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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 導 論 ※ 研究動機、目的、範圍、方法 ◎ 法律中的宗教 法律與宗教

之關係： 宗教：作為社會關於生活的終極意義和目的之直覺知識，以及

對此意義和目的之投身。 法律：當作社會中權利和義務的分配結構和程

序。 ※ 整體性危機 主要是指台灣社會中思想意識上的標準和價值的真

空。其本來意義是指關於整個生命歷程之終結，當人清楚意識到有限的

生命正趨於終結時之絕望。 其來自兩個徵兆－對於法律的信任之嚴重喪

失，及宗教信仰的喪失。所以我們開始面對這種危機。 造成之原因：一

為我們的社會將宗教與法律截然對立，部分是因為我們未能清楚認識傳

統法律體系與宗教體系之關聯；不曾提供基本的法律價值與宗教價值。 



但是因為法律不只是一套套的規則體系，宗教也不是信條和儀式。 法律

是進行立法、判決、執法和立約的活生生的人，是分配權利和義務，並

解決紛爭、創造合作體系的程序；宗教是對人生終極意義和目標表示出

共同關切的活生生的人，是對各種超驗價值之共有的直覺與獻身。 因

此，一來法律以其穩定性制約未來，宗教則以神聖觀念向現存社會挑

戰；二來，他們也彼此滲透：因為社會會將其對於終極之超驗目的之信

仰，在其社會秩序化中顯現，而此社會秩序化之過程也會出現在其終極

目的的意識中。 從人類學的觀點，法律與宗教皆分享四要素：權威、傳

統、儀式和普遍性。 ※ 法律與宗教之共同要素 儀式：法律客觀性的形

式程序 傳統：法律延續過去之語言和習俗 權威：法律所依賴的成文或

口頭之傳統，這些淵源應該都是至真至善的、能服眾的，並賦予法律約

束力 普遍性：法律的概念等，都是普遍而有效的 這四要素就表示出法

律與絕對真理之間的聯繫（亦即與宗教方面） ※ 基督教對西方法律的

發展 為一個社會成員帶來對未來的信仰與社會內聚力的，並非某種理想

的宗教或法律，而是對此社會宗教與法律的信仰與實踐。 基督教法學： 

舊約時代的法律（任何人為法律與神律相違背時都完全無效） 新約時代

的法律：不合作主義原則，演變成憲法中言論自由的根據之一。之後，

基督教成為羅馬國教，其影響就拓展到各方面，不論是在婚姻方面，或

是在妻子的權利方面，後來演變成衡平法之概念，一直到滲入西方的社

會世俗法律中。 馬丁路得的宗教改革使得教會與世俗法律共存的局面被

打破，使得一來制定法律的機能歸於世俗政府，而人也開始對自己能否

創造出可以反映永恆法之人類法的能力感到懷疑。 世俗法學： 因此，

法律至此歸於世俗，而宗教也私人化起來。這樣的演變，到近代使得對

法律與宗教的信任嚴重喪失。 ◎ 宗教中的法律 ※ 宗教中的法律 某些古

代文化中，法律與宗教正好吻合，例如以色列文化。而早期基督徒從基

督的訓誨中瞭解到法律的過份絕對化，與宗教的過份法律化。對這種絕

對化都有可能造成否棄任何一種法律中的宗教價值及宗教中法律成分的

危機。 如果仔細思想，其實會發現不論是在宗教或法律中，都會有著彼

此的要素存在。 ※ 聖多瑪斯?亞奎那斯關於法律之概念 法的性質：法是

一種從屬於理智的東西 法的定義：法無非是關心社會團體的人為了共同

利益而頒佈的一種理智命令－1、理性的律令；2、目標在於共同的善；

3、由關懷全社會的人所制定；4、已經公布於眾。 （多瑪斯所謂的理智

是指靈魂的功能，而靈魂是天主直接賦予人的一個精神實體，理智直接

反映由天主所規定的人性，所以其所謂之理智及其所反映之人性，是具

有宗教特性的神學意義） 所以，法的組成必要要件：1、務必公布於

眾；2、目的在保障人的活動－－法就是天主賦予人們良心的道德戒

律，只是在現實生活中，為了人的共同利益而將其具體化。 法律四類

型：永恆法、自然法、神法（神法包括永恆法和自然法）和人法 永恆

法：上主的統治計畫，使宇宙萬物協調一致，因此只有天主才知道永恆

法之整體，是一切法律的根源和基礎。 自然法：理性的創造物所分享的

永恆法，部分的永恆法。 神法：舊約十誡與新約基督之愛天主與愛人

（山中聖訓） 人之所以需要神法： 1、 人生最終目的在於來世的永生，

單憑人的能力有所不足，必須有天主的幫助，即天主在聖經中所啟示的

法律； 2、 人的判斷不都是正確的，會受私欲之影響，神法以其正確性



排除錯誤； 3、 一般法律只制裁外表行為，神法不只制裁外表，也直指

人心； 4、 一般法律有時空之限制，神法普遍有效。 人法：一種以公共

利益為目的之合乎理性的法令，由負責管理社會之人所制定和頒佈的。

人法須以神法為指南，因為神法是人類的絕對命令。 ※ 法律與愛、信

仰、恩典 法律與愛： 愛應該是律法的精神所在，律法應該使自己成為

愛的體現。 但是如果僅將法律視為規則的集合，就忽略了法律作為社會

秩序之程序的積極與生動特質，如同前面所述。 不論是在家庭或國家、

社會中，法律必不被排斥在愛之外，因為法律並不取代愛，但卻是透過

創造愛在其中得以生長的土壤來滿足愛。 法律與信仰： 若是因為信仰

便不需要法律，人又如何在宗教團體中保持信仰的活力及將之傳遞給

人。而信仰不僅要求個人的德行，也要求集體的德行，在此，法律不只

有要求人們懺悔和以懲罰恐嚇的否定價值，也有為那些想要為天主盡責

的人提供指南的肯定價值。 法律與恩典： 律法本是藉著梅瑟傳的；恩

寵和真理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若一：17） 根本的兩個錯誤： 1、 相

信在一個不斷施加壓力要把它納入到各種組織、程序和規範的世界，教

會能夠沒有自己用以解決衝突，加強合作的權威組織、程序和規範，而

保有其信仰與愛，以及基督徒之生活； 2、 相信恩典排斥法律。（將聖

保祿的話錯誤使用） 真理與恩典是法律的真正本質，梅瑟宣示了律法，

而耶穌基督體現了其本身之真正本質－－在耶穌基督內，律法之精神化

為肉身。 所以，法律乃是愛與信仰的一個方面，也是恩典本身的一個方

面。 ◎ 超越宗教 超越法律 ※ 綜合的時代 我們時代的特徵：綜合二元

論，跨領域與重整－法律將拓展到各個領域，而神學也必須走出去與其

他學科與領域有所交流，必須開放自己。 但是除非我們使各個部分以彼

此合作的方式去思考與交談，打破傳統二元論的思維與言談方式，把法

律與宗教不只當作認識對象，更是觀察者與參與者。 ※ 死亡與再生 死

亡帶來苦痛，卻也是生命的契機。面對前面所述之「整體性危機」，我

們體驗到死亡的危機感，但是一個社會的死亡與再生，是需要抱有對進

入一個新時代的可能性之必要的信念與獻身精神，是進入新時代的先決

條件。其徵兆就是人類生命共同體的出現與地方自發性團體的廣泛形

成，這就是再生的契機。 ※ 溝 通 人類地球村的形成，成人類的往來與

交流越來越密切，如何在新時代中能吸收彼此的優點，卻又保存下來自

己的特質，是我們必須要關心的，溝通就是重要的方法。 溝通能避免分

裂，使人超越既有的藩籬與挑戰。而宗教方面也開始「宗教交談」。不

論是學科或宗教，都需透過交談，達到彼此的整合，邁向新時代，而這

是我們的期盼。 ◎ 憲法保障的信教自由 ※ 美國 政教分離原則：不得設

立國教或公教、贊助宗教、積極參與宗教活動 嚴格分離與慈善的中立：

慈善中立之三叉標準－ 1、 法律之制定，必須是基於世俗之目的 2、 其

主要效果，須既不提升、亦不禁止宗教 3、 政府必須避免「過度涉入」

宗教 信教自由方面： 不得要求接受或不接受某種信仰或教條；不得強

迫做信仰之表白 事前檢查制度：不得為之，只能以事後審判與制裁 法

院審理之標準須對宗教信仰保持尊重、不可偏頗。 對因宗教信仰而從事

之行為，採取相對保障態度： 1、 負擔之嚴重性 2、 國家利益之強勢性 

3、 替代手段 ※ 日本 一、 日本國憲法中之信教自由（憲法 14、19、

21、23、44 條） 1、 信仰的自由 2、 宗教行事之自由 3、 宗教集會與結



社之自由 二、 日本國憲法之政教分離（憲法 20、89 條） 並非國家與宗

教自體的關係，而是國家與宗教團體之關係 1、 禁止賦予特權（憲法 20

條第 1 項） 2、 政治上權力行使之禁止（憲法 20 條第 1 項） 3、 宗教

活動之禁止（憲法 20 條第 3 項） 4、 公金支出、公共財產共用之禁止

（憲法第 89 條） ※ 中國大陸 其憲法之規定就是要體現黨和共產主義的

政策。 ※ 我國 憲法第 7、13、23 條有相關之規定 ※ 政教分離的原則 

國家儀式、官員能否參與宗教祭儀、宗教平等（特別優惠與補助、服兵

役、向國旗敬禮）、宗教教育 ◎ 日本、中國大陸及我國的宗教政策與

法律之關係 ※ 日 本 一、宗教政策歷史淵源 二、宗教法人法立法目的： 

乃在於使宗教團體在民法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外，能據以取得法人之地

位。 ＊ 宗教團體之定義：（第二條、第十三條） ＊ 三大支柱：公告制

度、認證制度、責任役員制度（代表委員）外，重要的還有「公示制

度」。 ＊ 宗教團體之三型態 ＊ 宗教法人法之基礎概念 1、 宗教 2、 宗

教法人、宗教團體 3、 信徒 4、 內部組織 5、 禮拜設施、境內建築物、

境內土地、基本財產、寶物 6、 所轄廳 7、 業務、事業、事務 8、 代表

役員、責任役員 9、 解散 10、救濟措施 ※ 中國大陸 1982：十九號文件

（12 項） 1983：對外六條（主要是三自及台灣問題）、對內八條 ※ 台

灣 ＊憲法第 7（宗教平等條款）、13 條（宗教信仰自由） ＊刑法 246 條

第 1、2 項、私立學校法第 8 條第 2 項、羈押法第 24 條 ＊監獄執行法第

38 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33 條 ＊18-25 年間之監督寺廟條例、寺廟登記

規則、管理喇嘛寺廟條例沿用至今 ＊ 內政部自 42 年起著手研修宗教相

關法制、去年推出宗教團體法草案 ＊ 宗教信仰自由之內涵，除應包括

宗教自由、宗教行為自由及宗教結社自由等外，應附涵宗教平等與政教

分離原則。所以不只是依憲法第 13 條規定，也需考量憲法第 11（表現

自由）、14（結社自由）條，並結合第 7 條（平等權）。另外還有第 23

條之相對保障。 ＊ 美國宗教自由重建法：提供政府介入宗教活動之準

則。（詳見 122 頁） ◎ 我國宗教立法之發展方向 ※ 行政主管機關立法

之主張 1、 承認當前社會活動中，確有不正當的宗教、假借宗教傳教之

名，行不法活動之實。因此需要一適當法律來規範之。 2、 近來因為經

濟進步，生活水準提升，信仰宗教之人口亦與日俱增，並有創設宗教之

聲音，因此需要一宗教法。 3、 為促進宗教自由發展，予以免稅待遇，

及給予宗教團體以法人地位，需要一法律來規範之。 ※ 內政部宗教團

體法草案之評析 ◎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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