
宗教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因其特殊性与敏感性历来

为人所关注。韩国早在建国之初就于宪法中明确

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但是从韩国的政治现实来看，

其宗教与政治并未完全分离，宗教因素渗透政治生

活之中，甚至在总统选举中也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

用。本文拟通过考察韩国的宗教状况、政教原则及

宗教因素在选举中的具体体现，来探析宗教因素对

韩国总统选举产生的影响。

一、韩国的宗教及政教原则

宗教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到宗教是否有能力

对总统选举造成影响；而宪法规定了怎样的政教原

则，以及该原则在现实中的实践情况，则关系到宗

教是否具备影响总统选举的现实条件。因此，有必

要首先对韩国的宗教和政教原则进行一定的考察。

（一）韩国的宗教状况。虽然韩国是世俗化国

家，但其宗教氛围浓厚，宗教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具备雄厚的实力资源。韩国宗教的实力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教派种类多，宗教氛围浓厚。韩国宪法第

20条明确规定了“宗教自由”和“不设国教”的原则，

这为多种宗教在韩国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法律依

据。建国后，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竞相发展，形成

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本土宗教方面，主要有涵

盖形形色色萨满教的巫教、东学（天道教）、甑山教、

圆佛教、大倧教等 300—400个民族宗教，以及至今

仍然不断出现的各种“似是而非教”。外来宗教方

面，主要有一千多年前从中国传入的佛教、道教、儒

教等传统宗教，近代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新教，以

及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等其他世界重要宗

教。各宗教和谐相处，为韩国社会营造了浓厚的宗

教气氛。

二是信教比重高，群众基础大。韩国历次人口

调查中宗教人口都占有较高的比例，这一特点保持

至今。韩国统计厅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2015 年人

口及住宅普查统计结果》显示：韩国宗教人口占总

人口的43.9%，无宗教人口占56.1%。其中男性信徒

占全国男性总人口的 39.4%，女性信徒占全国女性

人口的 48.4%。在宗教人口的年龄分布上，10—19
岁的信徒占比为 38%，20—29 岁的信徒占比为

35.1%，其他年龄层的信徒比重梯次增加，70岁以上

占到了 58.2%。① 由此可见，韩国国民的信教比重

较高，宗教人口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宗教在男女

老少各个层面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三是组织化程度高，影响范围广。在韩国，教

堂、寺刹、清真寺、道观等宗教场所鳞次栉比，除了

专门的宗教场所外，众多的公共及私人机构都设有

牧师为病人、学生、军人和游客等各类群体提供宗

教服务。遍布全国的宗教场所和神职人员形成巨

大的组织网络，使得民众无论身在何处、所为何事

都能够感受到宗教的存在。在韩国社会的政治、经

济等各个领域里，如道德观念、婚丧嫁娶、求财祈

运、考试求职，甚至参与民主运动、组织国家祈祷早

餐会、成立宗教政党等，都能看到宗教的影子。

四是三家独大，宗教力量集中。虽然韩国宗教

派别众多，但是各宗教的规模有所不同，从建国至

今，新教、佛教和天主教规模庞大，一直占据着韩国

主导宗教的地位，尤其是1966年之后韩国的大型宗

* 作者单位：解放军外语学院。

①한국통계청. 2016 .“2015인구주택총조사 표본 집계 결과
인구·가구·주택 기본특성항목.”한국통계청보도자료: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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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只剩下上述三个。① 根据韩国最新的宗教人口统

计，从各教派信徒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看，新教

徒占 19.7%，佛教徒占 15.5%，天主教徒占 7.9%，其

他宗教教徒占 0.8%。② 新教、天主教和佛教信徒共

占韩国宗教人口的 98.2%，三者构成了韩国宗教人

口的主体，是韩国名符其实的三大宗教。这种情况

使得宗教界作为一个实体，没有因为派别众多而分

散力量，宗教力量集中于三大宗教，更利于其凸显

自身影响力。事实上，宗教对韩国社会生活各方面

的影响主要就体现在三大宗教的影响力上，本文所

讨论的宗教对总统选举的影响也主要限定在三大

宗教的范围内。

（二）韩国的政教分离原则。无论是宪法中政

教分离原则的模糊性，还是现实中对政教分离原则

实践的不彻底性，都使宗教影响韩国总统选举具备

了现实的可行性条件。

韩国宪法第 20 条第 2 款规定“不设国教，政教

分离”，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附带说明或详细条款。

由于对政教分离原则没有具体明晰的解释，因此韩

国国内对政教分离原则，尤其是对“宗教能否参与

政治”的问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

为“不设国教，政教分离”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对前半

句的附带说明，强调的是前半句中国家在宗教问题

上的中立态度，而并非禁止宗教参与政治。另一种

观点则认为，“不设国教，政教分离”这句话应分为

前后两段独立理解，既强调不设立国教，对各宗教

一视同仁，又强调政治要与宗教实现分离，因而要

禁止宗教参与政治。③

尽管对于政教分离原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

但从韩国的政治现实来看，宗教一直在介入政治。

美军政厅至李承晚政权期间，政教勾结，宗教通过

介入选举帮助李承晚及其部下当选，并谋求建立基

督教国家；朴正熙政权至全斗焕政权期间，宗教保

守势力帮助威权政府进行“自我美化”，在后期的民

主化运动中宗教又担当起反独裁的重任；国家民主

化之后，宗教界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对腐败、统一、

弹劾总统等政治问题表达观点，并针对自身利益向

政界提出挑战，表现出政治势力化的趋势。现实

中，即使是以政教分离为由，持禁止宗教参与政治

观点的宗教保守势力，最终也倒向了与政治权力的

合作。如1973年5月，宗教保守势力之一的韩国大

学生宣教会（CCC）的牧师金俊坤在总统早餐祈祷会

上，公然称颂以实现朴正熙长期执政为目的的“十

月维新”是“精神革命运动”，并为之祈福。④ 实际

上，韩国的政教关系“是可以根据政治权力和宗教

团体的利害关系随时变化的可变型关系”，⑤ 政界为

实现政治利益长期借重宗教的力量，这为宗教介入

政治提供了机会，而宗教界为了自身利益和精神理

想的实现也主动介入政治，一直影响着韩国政治的

发展。总统选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宗教

一直介入韩国政治的现实状况下，它具备了影响总

统选举的可行性条件。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得知，韩国是一个宗

教气氛浓厚的多宗教国家，国民信教比重高，宗教

组织遍布，影响范围广，而新教、佛教、天主教规模

势力较大，这为宗教、尤其是三大宗教谋求在总统

选举中发挥作用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使其具备了影

响总统选举的实力资源。而韩国虽规定了政教分

离的原则，但是从政治现实看，宗教始终在介入政

治，其特殊的政教关系状况，又使宗教影响总统选

举具备了可行性条件。

二、宗教影响韩国总统选举的
历史表现

总统选举被韩国人视为民主化最突出的体现，

尤其是 1987 年之后，选民可以根据个人意愿以平

等、直接、无记名的方式投票选举国家元首。对宗

教界而言，总统选举是其发挥宗教影响力的绝佳时

机，它可以借此接近国家政治高层以解决自身发展

中的实际困难，争取候选人对其发展有利的政策许

①강인철. 2003.“전쟁과종교”,한신대학교,제133-141쪽함조.
②한국통계청. 2016.“2015인구주택총조사 표본 집계 결과

인구·가구·주택 기본특성항목.”한국통계청보도자료: 17.
③ 김영명. 2015 .“정교 분리와 종교의 정치 참여:일반론과

한국의 경우.”『한국정치외교사논총』,제37집1호: 18-19.
④“한국교회는 어쩌다‘정의’를 외면하게 됐나.”뉴스앤조

이，http://m.newsnjoy.or.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9599.（上网

时间：2017年5月10日）

⑤김도윤. 2008.“종교에서 생산되는 담론에 대한 비판적 고
찰:S교회를 중심으로.”한국 사회학회 사회학 대회 논문집: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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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而总统候选人也乐于同宗教界合作，利用宗教

界较高的社会信任度及其对选民的影响力确保自

己赢得更多选票。

宗教因素影响韩国总统选举的情况，在历史上

除了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正熙和全斗焕政权

（1963—1988年）外，其他主要时期都普遍存在。其

中较为明显的是李承晚执政的第一共和国时期

（1948—1960 年）以及韩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的时期

（1987年以后），而在2017年刚刚结束的本次总统选

举中宗教因素也有明显的体现。

（一）李 承 晚 执 政 时 期（1948—1960 年）。

1910—1945 年，李承晚被日本殖民政府流放，因此

在光复之后的首届总统选举时，刚刚回归政界的李

承晚急于借助基督教会的支持以弥补自身政治亲

信的匮乏。因而这一时期，虽大部分主要宗教都积

极参与选举，但以新教和天主教最为活跃，① 教会通

过宣讲和教会委员会有组织地支持李承晚竞选，激

励教徒为李承晚服务。

1952年韩国第 2届总统选举时，韩国基督教联

合会专门组织基督教选举对策委员会（기독교선거

대책위원회），呼吁该委员会中的各教派委员为基

督教徒李承晚投票。“教会把李承晚比作摩西，把选

举比作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战争”，② 为推举李

承晚成为总统，基督教选举对策委员会还在全国

3500多个教会中组织教会委员会，通过其报纸和宗

教关系有组织地动员信徒支持李承晚。而李承晚

在基督教会的帮助下，最终如愿当选了总统，并在

就职仪式上直接表达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感谢，称

“应首先向上帝祷告”。

1956年第 3届总统选举时，基督教会虽然改变

了以往的方式，回避以教会的名义支持李承晚，但

还是组织了推进正副总统选举基督教中央委员会

（정부통령 선거추진 기독교중앙위원회），以教徒

个人的名义对李承晚表示支持，并在其控制的媒体

上发表宣传文章。除基督教外，此时保守的佛教僧

侣也专门访问青瓦台，希望李承晚再次竞选总统，

表达了对李承晚的支持。

在1960年第 4届总统选举中，基督教则成立自

由党正副总统选举中央对策委员会（정·부통령선거

중앙대책위원회），再次号召教徒将选票投给李承晚

和李起鹏，而李承晚和李起鹏也发表了“对全国教会

150万信徒的讲话”，号召基督教徒为自己投票。③

在李承晚执政时期，他充分利用自己作为新教

长老的身份，以建立“基督教国家”的美好愿景和偏

向基督教的宗教政策吸引基督教徒的注意，并利用

基督教的组织和宣传优势获得了大多数基督徒的选

票，而佛教出于对李承晚将采取倾向性宗教政策的

担忧，也积极同其接触，双方在选举中达成妥协。

（二）民主化之后（1987—2016年）。1987年“六

月抗争”之后，韩国开始推行直选制，选民对总统选

举的影响更为直接。一方面，民主化氛围浓厚，宗

教界积极组织宗教非政府组织开展选民运动，推动

“公正选举”、“政策选举”，主动对选举活动进行监

督；另一方面，推行直选制之后，选举政治大行其

道，宗教的政治效应也随之扩大，在选举季甚至出

现了“国家权力与宗教力量间的逆转”现象。④ 直选

制为宗教影响选举提供了更大的机遇，因此宗教界

尤其是新教和佛教更为积极地谋求在总统选举中

发挥作用。

佛教参与总统选举的体现。这一时期佛教影

响较为明显的当属 1987年的总统选举。韩国盖洛

普民意调查显示，1987年韩国举行第13届总统选举

时，不同宗教信仰的选民对各候选人的支持率表现

出明显的差异。在佛教徒中，45.4%的人投票给卢

泰愚（佛教徒），24.5%的人投票给金泳三（新教徒），

20.1%的人投票给金大中（天主教徒）。⑤ 可以看出，

佛教徒明显偏向于支持信仰佛教的卢泰愚。尤其

引人注目的是，在分地域得票率中，其他候选人在

各自的政治支持基础地区都得到了较高的支持率，

而新教徒金泳三在其政治支持基础地区釜山和庆

尚南道的得票率并不理想，他在釜山和庆尚南道的

①강인철. 2010.“해방후 한국 종교-정치 상황의 특성과 변
동:분석틀 구성을 위한 시론.”『종교문화비평』,제18집: 176.

② 丁昊：“韩国基督教与韩国政治间互动的历史考察”，东北师

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9页。

③ 이진구. 2008.“현대 한국 종교의 정치참여 형태와 그 특
성.”『종교문화연구』,제10호: 7-9.

④강인철. 2010.“해방후 한국 종교-정치 상황의 특성과 변
동:분석틀 구성을 위한 시론.”『종교문화비평』,제18집: 176-177.

⑤『월간조선』1998년1월호: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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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票率分别为 55%和 50%，而卢泰愚在大邱和庆尚

北道的得票率为69.8%和64.8%，金大中在湖南地区

得票率为光州 93.8%、全罗南道 87.9%、全罗北道

80.9%。① 从地区宗教信徒比例上看，这两个地区佛

教徒的比例远远高于基督教徒的比例，金泳三的失

利原因就在于地区人数占优的佛教徒将选票投给

了佛教徒卢泰愚。② 此外，佛教影响总统选举的情

况还表现在争取获得政党及候选人对其有利的政

策承诺上。2007年韩国总统选举时，三位主要候选

人中一人信仰新教，两人信仰天主教，他们为争取

获得佛教选民的支持，纷纷提出建立佛教文化国际

交流中心、支持佛教人士参与政府文化遗产管理机

构、推进青少年佛教文化体验项目等对佛教有利的

政策承诺。③ 无论这些政策最终是否得以落实，但

其充分反映了当时总统候选人对佛教在选举中作

用的重视。

新教参与总统选举的体现。这一时期，新教对

总统选举影响最为明显的是1992年和 2007年的总

统大选，在这两次选举中，新教成功地推动了作为教

会长老的金泳三和李明博的当选。从 1992年的总

统选举开始，大型教会正式介入选举。④ 1992年2月

24日，世界上最大的教会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牧师

赵镛基（조용기）在第 23届基督教复兴委员会会长

就职礼拜仪式上公然宣扬，“未来基督教必须要在韩

国政治中崛起，为此国会议员必须由基督教徒担任，

总统必须由教会长老担任”。“长老总统论”由此产

生，并在以后的教会礼拜中得以传播。1992 年 12
月，1000多名新教牧师参加在“63大厦”举行的“总

统候选人金泳三邀请早餐祈祷会”，为金泳三竞选总

统祈福造势。而 1987 年总统选举时，由忠贤教会

（金泳三所在的教会）长老金且生（김차생）组织的国

家慈爱委员会（나라사랑협의회），在1992年的总统

选中又变为金泳三的私人组织，国家慈爱委员会在

全国设立了 170多个地区总部，并以“为国祈祷会”

的名义积极开展支持金泳三的宗教宣传战。金泳三

之后，金大中和卢武铉相继执政，进步势力的上台激

发了保守阵营的大反击，宗教右派保守势力走向政

治行动主义，2005年金振洪（김진홍）牧师创建新右

派全国联合之后，宗教界又刮起了新右派之风，但韩

国基督教新右派依然属于追求政治势力化的保守阵

营。⑤ 在2007年的总统选举中，新教保守势力为进

一步实现其政治势力化的目标，再次谋求推动教会

长老李明博当选总统。以金振洪牧师为首的新教保

守势力对李明博鼎力支持，教会在对信徒宣教中声

称“使李明博长老当选总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使

命”；⑥ 慈爱第一教会（사랑제일교회）的田光勳（전

광훈）牧师甚至在宣教中威胁说：“如果不选李明博

长老，就要被从生命录中除名。”⑦

（三）2017年韩国总统大选。在刚刚落幕的2017
年第19届韩国总统选举竞选期间，各主要总统候选

人为赢得宗教界的支持，也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4月16日基督教复活节当天，共同民主党候

选人文在寅（天主教徒）、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

（无信仰）、自由韩国党候选人洪准杓（新教徒）、正

党候选人刘承旼（佛教徒）和正义党候选人沈相奵

（天主教）等主要候选人，纷纷前往基督教会参加教

会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安哲秀是无宗教信仰者，

而刘承旼身为佛教徒，却前往基督教会参加了复活

节礼拜。⑧ 在总统候选人电视讨论中，五位主要候

选人还针对宗教界关心的同性恋、宗教征税、禁止

歧视法案等问题表达了各自的观点。而共同民主

党表现更为积极，为有效处理竞选过程中相关的宗

教事宜，该党特别成立了共同民主党中央选举对策

委员会宗教特别委员会，其内部又分别任命了负责

①『월간조선』1998년1월호: 157.
②박주영. 1994.“부산·경남에 왜 불교신도가 특히 많은가.”

『월간조선』.1994년6월호: 126-129.
③강돈구. 2008.“현대 한국의 종교,정치 그리고 국가.”『종

교연구』,제51집: 10-11.
④백중현. 2004.『대통령과 종교』,서울:인물과 사상사.제167

쪽 참조.
⑤ 郑继永：“试析新教参与韩国政治的过程和特点”，《当代韩

国》，2010年夏季号，第13页。

⑥강원돈. 2008.“한국 개신교 정치세력화의 현실과 과제.”『
종교문화연구』,제10호: 67.

⑦“개신교인와 대통령선거”.국민일보，http: //www.naver.com/
main/read.nhn?mode=LSD&mid=sec&oid=005&aid=0000991655&sid1=
001（上网时间：2017年5月16日）

⑧“대선주자들,부활절 맞아 종교 표심잡기...세월호 3주기
참석.”TV조선，http: //www.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
sec&oid=448&aid=00002072428&sid1=001（上网时间：2017年4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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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佛教等不同宗教事务的委员长，各委员长

积极参加宗教界组织的研讨会，主动阐述文在寅宗

教政策的大致原则。

在对“选民投票时考虑因素”进行的调查中，

“道德性”因素以21.2%的比重占据了所有因素的第

三位，排在它前面的是理念和承诺（33.4%），候选人

的能力和经历（31%）。① 而其中“道德性”与宗教有

着较强的联系，广义的道德包含了宗教道德，候选

人可以凭借宗教身份提高自己的道德形象。甚至

在排名第一的“理念和承诺”中也包含着宗教因素，

候选人的宗教信仰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价值观的

塑造，其政策“理念”中也必然包含着泛化的宗教精

神。从大选投票当日的出口调查结果来看，被认为

政策倾向更符合基督教精神的文在寅获得了46.6%
的天主教徒和 39.3%的新教徒的支持，占据了天主

教徒和新教徒支持率的首位。② 而“道德性”也在支

持文在寅的理由中以 36.7%的比重占据了第三

位。③ 从最终投票结果看，成功当选的文在寅，只在

三个地区获得了低于洪准杓的选票，他在这三个地

区的得票率分别为庆尚北道 21.7%、庆尚南道

36.7%、大邱 21.8%，而洪准杓的得票率为庆尚北道

48.9%、庆尚南道37.2%、大邱45.4%。④ 结合各地域

宗教人口比重来看，庆尚北道地区佛教徒占25.3%、

新教徒占13.3%、天主教徒占5.2%，庆尚南道地区佛

教徒占 29.4%、新教徒占 10.5%、天主教徒占 4.2%，

大邱地区佛教徒占 23.8%、新教徒占 12.0%、天主教

徒占 7.7%，这三个地区佛教徒的比重都远高于新

教、天主教。而同其他宗教相比佛教的政治理念保

守倾向最高，⑤ 在本次参选的候选人中洪准杓的政

治理念也最为保守，因此文在寅在上述三个地区得

票率低于洪准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区人

数占优的保守佛教徒将选票投给了同样保守的洪

准杓。

另一方面，在本次总统大选中，为监督总统选

举期间的腐败及不公正现象，天主教、新教、佛教、

圆佛教等宗教界积极响应行政自治部长官的邀请，

广泛开展了“公正选举”宣传活动。2017年 3月 15
日，在汝矣岛国会政论馆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由

基督教伦理实践运动（기독교윤리실천운동）、公义

政治论坛（공의정치포럼）和圣经韩国（성서한국）

等 9个基督教市民团体组成的公民选举市民网（공

명선거시민네트워크）正式成立，同时，“2017年总

统大选公正选举活动”也由此拉开帷幕。公民选举

市民网在全国 17 个地区共募集 2000 余名志愿者，

专门针对选举期间虚假新闻的制造、投票及开票统

计过程进行了监督。⑥ 而《佛教新闻》等佛教媒体在

竞选期间也不断报道“公正选举”活动，有效推动了

“公正选举”的宣传，促进了选民意识的转变。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宗教因素从韩国

建国以来就一直影响着其总统选举，这种影响既表

现出宗教界追求私利、推进政治势力化并作为政界

选举工具被利用的消极一面，在1987年民主化之后

又展现出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选举公正化进行监督

的积极一面。从宗教派别上讲，三大宗教对总统选

举的影响最大，基督教中新教对总统选举的介入最

为积极，追求政治势力化的趋势最为明显，佛教也

表现出对特定候选人的偏爱，致力于追求候选人对

其发展有利的政策许诺。从历史变化的角度看，信

徒的选举意识逐渐发生了改变，他们在投票时更加

看重候选人的政策理念和价值观。从行为主体上

看，在宗教对总统选举的影响过程中主要存在总统

候选人、选民和宗教集团等三个行为主体，三者的

互动使得宗教的影响最终得以实现。

①“지지후보 선택 기준.”중앙선거관리위원회，http://news.
naver.com/main/election/president2017/index.nhn（上网时间：2017年 5
月20日）

②“천주교가 가장 진보적?”가톨릭뉴스 지금여기，http://m.
catholic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7903（上 网 时 间 ：

2017年5月16日）

③“후보선택이유-도덕성/청렴성.”중앙선거관리위원회，
http://news.naver.com/main/election/president2017/index.nhn（上 网 时

间：2017年5月21日）

④“지역별득표율.”중앙선거관리위원회，http://news.naver.
com/main/election/president2017/index.nhn（上网时间：2017 年 5 月

21日）

⑤ 在2017年第十九届韩国总统选举投票当日进行的出口调查

中，国民政治理念保守倾向为别为：佛教36.7%、新教29.7%、天主教

27.8%、其他宗教 31.1%、无宗教信仰者 22.4%。参见 http://www.
koabbey.com/freeboard/420864（上网时间：2017年5月19日）

⑥“조기대선D-54...교게‘공명선거운동’깃발 올렸다.”국민
일보，http: //www.naver.com/main/read.nhn?mode=LSD&mid=sec&oid=
005&aid=0000977817&sid1=001（上网时间：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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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教影响韩国总统选举的
因素解析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发现宗教主要通过三个行

为主体实现了对韩国总统选举的影响，下面笔者将

分别从这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解析。

（一）总统候选人宗教信仰因素。候选人个人

信仰对总统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同无信仰候选人相比有宗教信仰的候选人针对宗

教群体更具选举优势；二是候选人的特定宗教信仰

使其更易获得相同信仰者的支持；三是宗教的排他

性有时会导致候选人隐藏自己的宗教信仰。

同无信仰者相比，有信仰的候选人更具竞选优

势，他们可以凭借个人的宗教身份塑造较高的道德

形象，扩大个人感召力，吸引宗教人口的注意，表达

对宗教界的理解支持，从而收获选民的好感。这一

点在韩国历届总统身上都表现突出。如下表所示，

在韩国履职的 12位总统中，2/3的总统具有宗教信

仰，无宗教信仰的总统只有4位（其中2位曾接受洗

礼），而总统的宗教信仰又集中于信徒居多的三大宗

教，其中新教4位，佛教、天主教各2位，可见最终成

功当选的总统中，三大宗教的信仰者占据了优势。

韩国历届总统的宗教信仰情况

资料来源：“프란치스코 교황의 묵주 받은 문재인 대통령,역
대 대통령들의 종교는?”카드뉴스，http://www.sisunnews.co.kr/news/
articleView.html?idxno=59132（上网时间：2017年5月20日）

作为某一特定宗教的信徒，候选人更容易获得

相同信仰者的好感，选民也往往认为相同信仰的候

选人其价值理念与自己更为相似，宗教团体也倾向

于支持属于自身宗教的候选人以避免新政府实施

带有偏向性的宗教政策。在早期的总统选举中，这

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李承晚时期，基督教将李承

晚视作摩西，将总统选举看作基督教徒与非基督教

徒的战争。李承晚下台后，支持新教徒尹潽善和金

度演的新教教会与支持国会中的新派领袖张勉的

天主教会，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而天主教将

这次政治对抗视为新教与天主教间的对抗。在之

后的选举中，金泳三和李明博作为新教长老，获得

了新教保守势力几近疯狂的支持，卢泰愚作为佛教

徒也赢得了大多数佛教信仰者的选票。一直以来，

地域主义被认为在韩国总统选举中发挥着最大的

作用，而1987年第13届总统选举时，个别地区的候

选人宗教信仰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地域主义对选举

的影响，金泳三在釜山、庆南地区没有获得理想的

得票率就是很好的体现。很显然，候选人个人特定

的宗教信仰曾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影响着总统选举

的最终结果，选民们会因为候选人的宗教信仰而

“支持他”或“反对他”。

同时，宗教的排他性，有时会导致总统候选人

在竞选期间故意隐藏或淡化自身的宗教信仰。宗

教往往带有排他性的特点，而对韩国政治影响最大

的三大宗教都未能不落窠臼，其中政治参与度最高

的基督教，排他性最为严重。基督教内部虽分为新

教、天主教，在宗教神学上也存在保守和进步之分，

但与基督教内部之争相比，它更强调对其他宗教的

排他性。因此，考虑到个人的宗教信仰可能会影响

自己的得票率，候选人有时并不对外公开自己的信

仰，而且他们广泛参加各种宗教组织的活动，充分

了解各宗教的诉求，对各宗教表现出广泛的亲和

力。2011年 3月，负责“各总统候选人宗教信仰”问

题采访工作的《岭南日报》记者曹镇范（조진범）即

指出：“对本届总统候选人的宗教观进行采访实在

不易，各候选人及其亲信对宗教相关问题始终缄口

不谈。”① 而在刚刚结束的2017年总统竞选中，佛教

徒刘承旼也不顾自身宗教信仰的限制，在复活节之

际参加了基督教会的礼拜活动。

①전명수. 2013.“한국 종교와 정치의 관계.”『담론201』,제16
집2호: 9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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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10
11
12

总统

李承晚

尹潽善

朴正熙

崔圭夏

全斗焕

卢泰愚

金泳三

金大中

卢武铉

李明博

朴槿惠
文在寅

宗教信仰

新教

新教

无

无

佛教

佛教

新教

天主教

无

新教

无
天主教

备注

长老

执政时间不满一年

学生时代曾为新教徒

执政时间不满一年

长老

曾接受天主教洗礼

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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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选民宗教信仰因素。选民在总统选举中

掌握着投票权，选民宗教信仰对总统选举的影响主

要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选民信仰何种宗教及所信

仰宗教的规模；二是选民所信仰宗教的政治参与程

度；三是选民对宗教信仰的虔诚度；四是选民的宗

教观念和选举观念。

从选民信仰及其宗教规模来看，选民信仰人数

越多、规模越大的宗教对总统选举的影响也就越

大。现实中，韩国三大宗教的信徒占据了全国宗教

人口的绝大多数（当前为 98.2%），而宗教人口又占

据了全国人口的一半左右，① 因此三大宗教在韩国

总统选举中的影响力最大。纵观韩国历届总统，其

宗教信仰一直属于三大宗教。而三大宗教内部信

徒数量的此消彼长甚至在总统选举中也有所反

映。1995—2005年，韩国基督教新教人口减少了约

5.9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减少了1.2%；而天主教

人口却增加了约 21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增加

了 4.2%。② 在天主教徒暴增的这一时期，韩国共进

行了两次总统选举，最终获胜的是天主教徒金大中

和曾接受天主教洗礼的卢武铉。

从政治参与度上讲，参与程度越高，宗教因素

在选举中的作用就越凸显，对选举造成的影响就越

大。 在这方面，选民信仰人数最多的三大宗教参与

政治的程度同样远高于其他宗教，三大宗教普遍认

为宗教界应该考虑参与现实政治。③ 而总统选举正

是一项重大的政治活动，历史上，我们看到三大宗

教很多组织为某一候选人摇旗呐喊的情况，也看到

它们积极开展“公正选举”运动的努力，频繁出现在

韩国的总统选举之中，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使得各总统候选人不得不重

视三大宗教的影响力，以 2017年总统选举为例，各

候选人或主动参加三大宗教的活动，或成立宗教特

别委员会，或阐述宗教政策主张。而他们的努力最

终也被证明并非徒劳，在2017年总统选举投票当日

进行的出口调查中，三大宗教投票人口占据了宗教

投票人口的约 97.0%，占据了所有投票人口的约

55.3%。④

从选民的宗教虔诚度上讲，其信仰越虔诚，投

票时就越有可能考虑候选人的宗教归属和宗教道

德，宗教因素在总统选举中的影响也就越大。在韩

国有接近一半的宗教人口认为自己的“信仰较坚

定”，每周多次前往教会参加活动的人口占到全国

人口的 20%多。⑤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选民很容易

受到来自宗教场所的影响，某些神职人员在宣教中

会将投票选择与宗教使命、福祸报应联系在一起，

从而对选民形成了一种宗教绑架。尤其是以韩国

基督教总联合会为代表的宗教保守组织，它们经常

组织“祈祷会政治”，使宗教内部的政治色彩非常浓

厚，也让信仰虔诚的信徒难以摆脱其影响。而一些

更加极端的宗教势力甚至组织宗教政党，直接追求

政治势力化，这种宗教组织内的信徒如果保持较高

的虔诚度，就会选择所属宗教政党支持的候选人。

但是选民宗教观念和选举意识的变化会起到

更大的作用。历史上长期的独裁统治以及民主化

之后不断出现的总统及亲信腐败，使韩国民众的选

民意识不断得以调整，时至今日，国民意识到，进行

公正的选举以使真正有能力、顺应民心的人当选总

统对国家和社会非常重要。因此，越来越多带有宗

教信仰的选民表现出多元主义的宗教观念以及公

正负责的选举意识，他们表示不会选择特定宗教信

仰的候选人，而会更多地考虑候选人的执政理念和

政策倾向。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获得佛教徒投

票最多的是新教徒洪准杓，而佛教徒刘承旼只占到

佛教徒投票率的第四位，这主要是因为洪准杓的保

守倾向同佛教徒的保守倾向相符合。同时，在韩国

三大电视台于投票当日进行的出口调查中，新教徒

也表示，他们支持的是带有正直性、责任感和清算

腐败意志等新教精神的“新教式候选人”，而不是作

为“新教徒的候选人”。如今，虽然候选人的宗教信

① 在2005年及以前的调查中韩国宗教人口占全口人口的比例

一度超过50%。

②한국통계청. 2016 .“2015 인구주택총조사 표본 집계 결과
인구·가구·주택 기본특성항목”,한국통계청보도자료: 17.

③“3대종교‘정교분리 원칙 재해석돼야’한목소리.”불교신
문，http：//m.ibulgyo.com/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54779.（上网时

间：2017年4月11日）

④ CTS뉴스，http：//blog.naver.com/ctspress1004/221008813154
（上网时间：2017年5月20日）

⑤ 전명수. 2014.“종교의 정치참여에 대한 일 고찰-한국의
종교와 정치발전 연구의 일환으로.”『담론201』,제17집3호: 46.

52



《国际研究参考》 2017年第7期

仰对于大多数带有宗教信仰的选民来说不再作为

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但是宗教所塑造的价值观

念，对其信徒来说却难以超越，他们还是倾向于选

择符合自身宗教精神的候选人，而这种精神蕴含于

宗教可以影响的多个方面，包括候选人的道德精

神、政策理念和价值观等。因此，宗教因素发展成

为了一个既能影响总统选举结果，又能影响其他选

择标准的非独立变量。

（三）宗教团体因素。韩国存在着诸多的宗教

团体，排除那些纯粹的神学研究团体和慈善机构，

还有很大一部分像韩国基督教总联合会这样的宗

教团体，它们关心的不只是宗教事务，还代表着各

自宗教势力的利益，广泛地参与到政治及社会公共

事务中去。这些宗教团体对总统选举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它们可以对“公正选举”的

实施进行有力的宣传和监督；另一方面，它们可以

通过宗教组织影响信徒的投票。

宗教团体对“公正选举”的宣传和监督主要体现

在1987年韩国民主化之后，它们加入市民运动的大

潮，在宗教界开展“公正选举”活动，呼吁信徒改变选

举观念，并对选举中的非法行为进行监督检举，对推

动总统选举的公正化、透明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宗教团体通过宗教组织影响信徒投票的情况

自建国之后一直存在，它们希望借助信徒手中的选

票促使最能够代表本宗教团体利益的候选人当选，

而这一点也被政界所利用，双方甚至形成了“勾

结”。宗教团体在全国各地形成组织网，而各地的

教会、寺刹等又为宗教团体发挥政治影响提供了场

所，在那里对于政治的讨论更加具有感染力和感化

力。宗教团体往往主动就其关心的问题询问候选

人，然后在宗教场所通过神职人员将候选人的立场

告知信徒，由此把政治议题渗透进宣教活动之中，

其中包含了对信徒投票给某候选人的鼓励。甚至，

有些宗教团体还会以宗教的名义威胁信徒作出投

票选择，宣扬这是“上帝赋予的使命”。此外，宗教

组织还可以通过其掌握的媒体对候选人的政治主

张进行宣传，使其信徒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一种投票

倾向。在2017年总统选举期间，三大宗教为了解候

选人的宗教政策专门组织了研讨会，邀请各主要政

党负责宗教事务的代表对其宗教政策及相关议题

进行阐述，并在其新闻网站上进行公开报道。从历

史上看，在宗教团体影响总统选举方面，基督教表

现得尤为突出，新教保守团体共推动了三位符合其

利益的新教长老成功当选为总统。

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当前越来越多的韩国信

徒反对宗教团体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越来越多

的人也表明在作出投票选择时不会受到宗教组织的

宣教影响。这一点在韩国记者协会2017年4月进行

的问卷调查中就有所体现，该调查结果显示 65.6%
的新教徒反对宗教界支持特定候选人，77.9%的人表

示在投票时不会受到宣教或牧师的影响。① 近年

来，宗教团体对信徒投票的影响力已大不如前。

四、结 论

韩国的宗教状况为宗教影响总统选举提供了

可运用的实力资源，而政教之间在现实中并未分离

的实际情况又为宗教影响总统选举提供了可行性

条件。规模庞大的新教、佛教和天主教等三大宗

教，在韩国总统选举中的影响有着明显的体现，其

中新教对总统选举的影响最为突出，而佛教相对天

主教更为积极。宗教通过候选人、选民、宗教团体

三个行为主体影响着总统选举。从历史上看，起初

候选人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团体的政治介入对总统

选举的影响最大，在宗教团体的影响下，信徒倾向

于选择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总统；随着社会的发展

进步，选民的宗教观念和选举意识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他们对候选人的宗教信仰问题表现出多元主义

的宗教包容性，在投票时更加倾向于选择具有相同

宗教精神的总统，而这种精神蕴含于宗教可以影响

的多个方面。因此，宗教因素由一个影响信徒进行

总统选举投票时的独立变量，逐渐发展为既能够影

响其他选择标准又能够影响选举结果的非独立变

量，它的影响变得更为广泛而复杂，从这一点上看，

宗教因素将长期存在于韩国总统选举之中。◎
（责任编辑：郭志红）

①“개신교인와 대통령선거.”국민일보，http: //www.naver.com/
main/read.nhn?mode=LSD&mid=sec&oid=005&aid=0000991655&sid1=
001（上网时间：2017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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