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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宗教事务及其法律治理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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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十分浓厚。进入现代之后，西班牙通过宪法和宗教自由法确立了政教分
离、宗教自由和平等保护原则，逐步形成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 ，经历了兼有成功与挫败的法律实践 。
摘

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政府与宗教团体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 、对宗教组织实行登记
制度、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以及
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等，形成了一种与时俱进、富于创新的宗教法律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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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班牙宗教事务概况
西班牙于 16 世纪时成为影响世界的全球性帝国 ，是人类近代重要的文化发源地。西班牙是南欧传
统天主教国家之一，天主教在历史上起着重要作用。公元 380 年，罗马人宣布天主教为西班牙唯一的宗
教。进入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诸侯割据，是天主教作为普遍信仰把各个小国连结在一起，直到天主
教君主统治时期达到顶峰。后者实现了政教合一，建立了宗教裁判所，残酷无情地扫除异端，许多无辜
者在公开审判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罚 ，他们通常被处以绞刑，或在频繁召开的宗教审判大会上被钉在火刑
柱上烧死。基督教内其他派别的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则要么被驱逐 ，要么被迫改信天
主教。所有这些迫害行动一致持续到 19 世纪 30 年代宗教裁判所被废除为止①。 如今，虽然现行宪法
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权，但天主教仍是西班牙的主要宗教。
由于法律禁止在人口普查中涉及宗教信仰 ，从而限制了对信仰团体及信徒数目的统计 ，西班牙政府
没有有关宗教信徒的统计数字。而根据一家独立调查机构———社会调查中心（ CIS） 于 2010 年 4 月发布
73． 2% 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但这中间 53． 1% 的人承认他们几乎不参与宗教
的统计报告称，
弥撒活动； 新教福音派、伊斯兰教、犹太教、耶和华见证会、佛教、印度教、东正教、巴哈教派、基督教科学
派、耶稣再临派以及摩门教徒占国民总数不超过 10% 。全国总共 4690 万人口中，据西班牙主教会议估
计的天主教徒大约有 3500 万； 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 （ MOJ） 2009 年则报告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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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大概有 140 万穆斯林①。
根据相关法律，西班牙宗教团体可以自愿在国家宗教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注册 ，国家注册需要完成很
多文书填写工作，整个流程办完要花 6 个月时间，这也导致一些宗教团体选择注册为地方政府的文化组
织，而不是到首都马德里的宗教信仰注册局注册 。但其注册与否不影响宗教自由。通常，宗教团体会被
注册成为接受教徒朝拜的文化机构或者教育机构 。截至 2009 年 4 月 20 日，MOJ 的宗教团体注册包括
了 12187 个与罗马天主教会有关的团体。共有 2057 个非天主教团体和 3583 个非天主教团体注册朝拜
2413 个新教和福音派的朝拜场所； 13 个东正教团体、
25 个
场所。其中包括： 1337 个新教和福音派团体、
东正教朝拜场所； 2 个耶和华见证会和 773 个朝拜场所； 1 个摩门团体和 120 个朝拜场所； 1 个统一教
22 个朝拜场所； 563 个伊斯兰团体、
160 个朝拜场所； 11 个巴哈教团体、
12 个朝拜
会； 20 个犹太教团体、
32 个朝拜场所； 4 个科学学教会团体②。
场所； 5 个印度教团体； 32 个佛教团体、
天主教对西班牙的影响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见一斑 。像其他天主教徒一样，西班牙人一生中最
重要的时刻都是在教堂中度过的： 出生后的洗礼，第一次领圣餐，婚礼和死后的葬礼。西班牙节日众多，
有一个原因就是每一个城市、每一个村子甚至每一种职业都有一个圣徒作为守护神 。 而每到圣徒生日
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者行业公会就要举行大弥撒和宗教游行 。 此外，每一个天主教徒都有自己的守护
神，不仅要过自己的生日，也要过圣徒的生日，称作 “Día del Santo”③。西班牙人的名字大多取自圣徒，
最常见的男女名字就是圣父圣母“何塞”和“玛丽亚 ”，而且不论男女，经常把这两个名字连用。 比如西
班牙前任首相就叫“何塞·马利亚·阿斯纳尔”。
虽然宗教活动已经渗透到西班牙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对于宗教的信仰度却日渐弱化。 根据
2005 年欧盟委员会的调查，59% 的西班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21% 的人认为有某种精神力量的存在，
19% 的人完全不相信上帝或者其他精神力量的存在 。 不可知论和无神论在社会上日益盛行。2008 年
欧盟委员会的调查显示只有 3% 的西班牙人认为宗教价值是三大最主要的价值之一 ，这甚至比欧洲的
7% 的平均比例还低④。
二、西班牙政教关系和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
（ 一） 政教关系
在 1962—1965 年著名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 即“梵二会议 ”） 之后，罗马天主教廷同西班牙政
府于 1979 年签订了新的政教协定，废除了罗马天主教的官方宗教地位，重新厘定了天主教会在西班牙
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978 年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取消了国教概念，
奉行政教分离原则，保障个人和团体的宗教自由。虽然西班牙的绝大多数人口仍然信奉天主教 ，但少数
派宗教团体现在基本可以自由地实践各自的信仰 。犹太教、穆斯林和基督教新教等宗教团体同罗马天
主教会一样享有法律上正式认可的地位 ，只是基于历史传统以及大多数西班牙公民是罗马天主教信徒
这一基本事实，而由政府通过其税收体制适当资助罗马天主教会 ，其他教会则不享有此项特权⑤。
1992 年 4 月，西班牙司法部长与西班牙犹太教组织、穆斯林组织和基督教新教组织的代表签署了
协议，分别规定这些宗教组织的税收地位 、教职人员的地位、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等方面的具体事宜。
这些协议与 1979 年西班牙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的新协议有很多类似之处 ，因此在这些协议签署后，这

③

2012 － 03 － 18．
国际宗教自由发展报告 2010 年，参见美国国务院： http： / / www． state． gov / j / drl / rls / irf /2010 /14898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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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宗教自由发展报告 2010 年，参见美国国务院： http： / / www． state． gov / j / drl / rls / irf /2010 /148986． htm，
http： / / www． gotoningbo． com / zx / lyxd / yyfq /200906 / t27002．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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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barometer on Social Values，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5 － page 11 － 12，转引自维基百科： 西班牙宗教； 参见网址： http： / /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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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特权系由西班牙国家在 1976—1979 年间与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教廷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规定的，对天主教会提供了许多好

处。例如，西班牙国家（ 通过税收） 直接为天主教会提供其他宗教几乎得不到的资金。国家对公立学校的天主教宗教教育提供资金，为
军队中的天主教牧师支付工资。参见［美］利·享特·格林豪、迈克尔·科比： 《法律方法学与新兴宗教运动的处理： 美国、俄罗斯和西班
牙的耶和华见证会》，载刘澎主编： 《国家·宗教·法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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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宗教与天主教一样，在西班牙享受着基本相同的法律地位 。
尽管历史上宗教对政治的影响很大 ，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班牙人就开始逐渐剥离宗教对他
们私生活和法律的干扰。在社会党主政的 80 年代和 90 年代，离婚和堕胎分别合法化，法律对于体外受
孕逐渐放开限制。2005 年 1 月，在 2 /3 以上主流民意的支持下，西班牙正式立法承认同性恋婚姻，这不
仅意味着对天主教会权威的重大挑战 ，而且直接反映了宗教对西班牙社会影响力的严重削减 。
（ 二） 处理宗教事务的法律框架
自佛朗哥在 1975 年去世和新宪法于 1978 年颁布之后，西班牙在政治上实行议会君主制。 在这一
政治制度内，国王是象征意义的国家元首，民主选举的两院制议会组成立法机关 ，民选总理是政治首脑，
司法权由独立的法院体系行使。西班牙属于大陆（ 民法） 法系，主要法律渊源是以宪法为核心的一系列
法律性文件，法院判例只是辅助性的法律渊源。
西班牙宪法明确规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 ，尊重宗教信仰平等。《宪法 》第 1 条第一款规定： “西班牙
是一个法治社会和民主的国家，维护自由、正义、平等和政治多元化为其法律秩序的最高价值 。”宪法第
16 条第三款规定： “任何宗教都不具有国家性质。 公共权力应注意到西班牙社会的宗教信仰并与天主
教教会及其他教派保持合作关系 。”在宗教信仰平等方面，宪法第 14 条规定： “西班牙人在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不得因出生、种族、性别、宗教信仰、见解或任何其他个人或社会的条件或情况而受歧视 。”宪法
第 16 条前两款对宗教自由做出了保障 。第一款规定： “保障个人和团体的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自由，
在其游行活动中，除为维护受法律保护的公共秩序所必需的限制外，无更多限制。”第二款规定： “任何
［1］
人不得被迫宣布其意识形态、宗教或信仰。”
1980 年，西班牙通过了《宗教自由法 》（ LEY ORGANICA 7 /1980，DE 5 DE JULIO，DE LIBERTAD
RELIGIOSA） ，它是 1978 年宪法中有关宗教条款的具体化 ，详细规定了西班牙的政教关系以及各宗教团
体的权利与义务，也同 1979 年西班牙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的新的政教协议相契合。 该法全文共八条，
第一条阐述政教关系，包括三项内容： “1． 国家依据本法规定，保障宪法认可之宗教信仰自由基本权利；
2． 宗教信仰不构成不平等及歧视原因 ，不得援引宗教因素禁止任何人任职或任公职 ； 3． 任何信仰皆不具
备国家性质。”第二条是法律应尊重之权利： “1． 人民享有之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2． 教会和宗教团体享有
之权利； 3． 为有效落实上述权利，政府应采取之必要措施。”
《宗教自由法》赋予宗教团体以一定的特权，而若要享有这些特权，宗教团体必须进行宗教实体登
记，得到政府的认可。具体负责登记事务的机构是西班牙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 。 申请登记的宗教团体
都必须提供可证明其宗教性质的有关文件 。登记分三种不同情况： 第一种是特别类，包括天主教会附属
的一些实体机构和一些与政府签订有协议的非天主教宗教团体 。 包括于 1992 年同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的基督教新教组织———西班牙福音派实体联合会 （ FEREDE） 、犹太教组织———西班牙犹太人社团联合
会（ FCIE） 和伊斯兰教组织———西班牙穆斯林委员会 （ CIE） 。第二类是普通类，包括还没有同政府签订
有协议的非天主教宗教团体及其附属机构 。第三类是天主教宗教基金。 目前，共有 11600 多个宗教实
570 多个是已经同政府签订
体登记为第一类实体，其中包括 11000 多个是附属于天主教会的宗教实体 ，
有协议的非天主教的宗教及其附属的组织、教会、信仰团体和社团。 第二类实体有 329 个，第三类有
153 个［2］。当然，在 MOJ 进行登记并不是宗教团体组织的唯一出路 。 法律规定，被拒绝登记为宗教团
体的组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仍不被视为宗教团体，它仍可以向内政部申请进行协会登记，登记认
可为社会团体或公民协会。在新兴教会如科学学教会未经 MOJ 登记认可以前，它是作为文化协会在内
政部进行登记的。
总体而言，西班牙调整宗教的法律渊源主要有五个方面 。（ 1） 1978 年宪法的多个条款直接规定西
班牙的宗教权利。西班牙宪法承认个人和团体的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这两项基本权利 。其主旨是不考
虑基于宗教的差别依法给予平等的待遇 。（ 2） 西班牙应当遵守的多个国际人权领域的条约及相关判
决。例如，西班牙作为欧盟成员国应当服从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法院的判决 。（ 3） 1980 年《宗教自由
法》是该国关于宗教的主要法律，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宗教法律，主要适用于非天主教宗教。它具体规
定了西班牙的宗教自由权以及非天主教宗教组织成立被法律承认的机构的程序 。（ 4） 西班牙的宗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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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也包括宗教团体与西班牙国家双方之间谈判达成的协议 。（ 5） 对宗教事务有直接或间接效力的其他
部门法（ 如西班牙《刑法典》）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地方的立法机关在宗教事务方面有一定的自治权，
但西班牙的主要宗教法律是在全国范围内裁决和执行的 。
三、西班牙几起典型宗教事件与案例评析
（ 一） 宗教平等与宗教自由保护方面的负面情况
事例 1： 法律对耶和华见证会的态度
根据报道，约有 10 万多信众的耶和华见证会虽然存在历史久远 ，但该组织直到上世纪末才被西班
牙司法部注册为“宗教实体”，具备了法人资格，但却始终未能与西班牙国家就两方协议展开谈判 ，也因
此他们不能像那些已签订协议的宗教团体 （ 如犹太教、基督新教和穆斯林 ） 那样得到免税和其他好处。
1994 年，耶和华见证会要求西班牙国家订立协议但遭到拒绝 ，理由是该团体的信仰反对履行公民义务
（ 如服兵役） 和接受输血［3］。
传统上，耶和华见证会的成员根据其教义相关解释 ，对输血特别是为其子女输血的做法持反对态
度，这经常招致主流西班牙人的敌视 ，他们认为这么做不符合西班牙的传统家庭观念 。而随着耶和华见
证会在西班牙成员人数的增加，因父母就医疗问题做出的拦阻性决定导致儿童死亡的人数也在增多 。
2002 年 7 月，西班牙宪法法院就耶和华见证会成员拒绝为其孩子输血的问题做出了判决 。 在该案中，
作为见证会成员的父母因拒绝劝服其需要输血的 13 岁儿子输血而被控犯有杀人罪。 西班牙一家法院
曾命令为这名未成年人输血以挽救其生命 ，但这个男孩拒绝接受输血。法院在判决中认定，要求父母说
服子女实施严重违背其宗教信仰的行为 ，超出他们作为父母的义务，侵犯了子女的宗教自由权。该法院
的理由是父母虽然不能违反强制输血的法院命令 ，但他们没有义务说服子女实施违背其宗教信仰的行
为。显然，法院在价值选择时更倾向于保护宗教自由 ，该项判决诚然是耶和华见证会在法律上取得的胜
利，但也同时表明西班牙政府在保护宗教自由和保护生命权以及司法执行力之间存在尖锐冲突 。
事例 2： 法律对伊斯兰教的态度
西班牙宪法强调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和各宗教平等 。但近年来，有鉴于穆斯林数量和伊斯兰教势力
的急剧增长，西班牙有些地方政府为了限制其扩大影响 ，于是制定了某些带有歧视性的政策 。伊斯兰和
新教联盟报告称，获得新清真寺和教堂建筑许可的过程困难又漫长 ，尤其是在位于城市中心的建筑。非
政府组织伊斯兰委员会报告说，主要因为相邻团体的抗议和阻挠，有些新清真寺的建造被迫迁到人烟稀
少的郊区。2008 年 2 月，巴伦西亚伊斯兰文化中心请求巴伦西亚城市议会批准一块土地以便建造一座
新的、更大的清真寺，但在拖延了两年之后仍然没有收到回音 。由于专门用于穆斯林礼拜活动的清真寺
数量太少，申请新建场所的许可证又迟迟得不到 ，许多穆斯林群众不得不在废旧车库改造的场所里进行
礼拜，这种临时性场所被称为“车库清真寺 （ garage mosques） ”。 根据西班牙法律，各个地方和自治政府
才有分配公用土地的权力，于是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 （ MOJ） 在 2007 年 12 月召
集各个自治地方举行会议，进一步阐明地方政府在处理宗教事务上的责任 ，努力增进地方政府和伊斯兰
团体的合作，要求地方政府尊重伊斯兰团体对宗教礼拜场所和埋葬地选择 ，加快用作墓地和其他宗教文
［4］
化目的之公共土地的审批进度 。
事例 3： 法律对犹太教的态度
2007 年 6 月，Tarrega 市的建筑工人发掘一座古墓，挖掘出 158 具骸骨。 而根据其中一些坟墓中发
现的刻有希伯来名字的指环以及城镇里犹太人的居住位置 ，可以推断出该墓是犹太人在 1492 年被从西
班牙逐出前就已经存在古墓。但整个挖掘过程都没有宗教团体的参与并在其监督之下 。2008 年 7 月，
Tarrega 市议会、当地文化遗产继承局和犹太教团体关于重新埋葬问题达成了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协议 ，
以为日后国家和地方政府处理此类问题提供依据 。根据这份协议，一旦认定公墓中包含有犹太人的遗
物，每个单独的自治市都需要同文物保护单位 、宗教组织就这些遗物的归属达成一致 。
事实上，近年来随着西班牙移民人口数量的增长 ，加剧了社会矛盾，历史上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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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纳粹”活动死灰复燃，酿成了多起针对犹太教徒的违法事件和暴力冲突。 近年来，反犹太主义者故
意破坏犹太教堂、在建筑物上乱涂乱写的事件时有发生 。2007 年 8 月 14 日，一伙身份不明的人在科尔
多瓦犹太教会堂和犹太人住所涂写反犹太主义和新纳粹的标语 ，同时还有用德语书写的威胁性言论 ，当
地警方擦除了这些涂画。 巴塞罗那的犹太教会堂此后也被反犹太主义者数次涂写。2008 年 1 月 31
日，地方政府当局逮捕了三名“新纳粹”青年，他们与发生在 2006 年 7 月 23 日犹太教会堂内对礼拜人员
［5］
的威胁事件有关 。
（ 二） 宗教法律保护的积极进展
2007 年 10 月 11 日，马德里高级法院行政法庭援用了欧洲人权法庭的一项先行裁决 ，判定一个名
为科学学教会（ COS） 的宗教性组织胜诉，从而使之取得了作为宗教的合法地位，并由此推翻了 2005 年
西班牙司法部作出的否定性决定。随后，该组织于 12 月 12 日在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
行政部正式注册为宗教。
2007 年 11 月 28 日，塞维利亚地方法庭裁定一项被长期拖延的清真寺建设工程继续动工 ，该计划
因为相邻宗教团体的投诉而一再延期 。为促成法庭判决的执行，塞维利亚政府另行划拨了 1992 年塞维
利亚世博会场地用于建造新的清真寺 。
（ 三） 邪教问题
早在 1989 年，西班牙就通过了《宗派组织法 》，该法授权警察对具有危险特点的宗派进行调查，警
察局内设有一个专门部门来负责处理危险宗派问题 。准军事性质的国民卫队也有权对此类宗派活动进
行调查。这期间的一个典型案例是 1999 年 3 月对耶和华见证会 （ 该教会已于 1979 年 7 月正式登记注
册为宗教协会） 一名成员意外死亡事件进行的调查。Malaga 省警方逮捕了一个名叫德蕾萨的妇女，指
控她涉嫌欺诈、胁迫 20 余名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加入其创立的一个名叫 Orientation 的宗派组织，并把他
们与其家人和朋友隔离开，要他们将财产全部交给宗派。对于想离开者，则使用暴力加以阻止。最后有
8 名成员一起向有关部门控告她，警方由此对她进行调查并最终逮捕了她 。1999 年 5 月，西班牙议会代
表院（ 下院） 又通过一个无约束力的决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防范和打击国内“危险宗派 ”的活动，并设
立一个常设观察委员会来监督这些宗派的活动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该委员会向内政部提交报
告，声称全西班牙目前有 200 多个危险宗派，典型的组织有救世军、科学学教会等，其信徒大约有 10
万—15 万之众。但是，西班牙政府对这些宗教性组织的性质认定是随时代变动的 。 前文所说耶和华见
证会和科学学教会（ COS） 均先后取得了作为宗教的合法地位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班牙社会思潮
［6］
的变迁与宗教治理方式的游移 。
四、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的基本经验
（ 一） 政府—宗教签订一系列双边协议
政府与各宗教团体分别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议 ，这些协议规定和约束了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行为边
界。由于各个宗教团体是分别与政府签订协议 ，故协议内容与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相比，显得更加细
化，可操作性也更强，并且充分考虑到了各宗教的特殊性，更有利于宗教团体在不影响国家社会整体利
益前提下的自由健康发展。
1979 年，西班牙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了双边协议，约定天主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可享受的特权。
1992 年，西班牙政府同新教、犹太教和伊斯兰宗教团体的代表签署了一份双边协定 ，认可了这些宗教团
体拥有信仰上的“深厚根基”或 notorioarraigo 身份。这些协议给予签约宗教团体税收地位、教职人员地
位以及在学校中开设宗教课等方面的权利 。具体包括确定教职人员主持婚礼的民事合法性； 允许其向
学校派驻教师、向医院和监狱派驻牧师； 提供某些纳税上的利益和优惠； 等等。进而，基督新教团体还与
政府签署了 FEREDE 协定； 犹太教团体建立了西班牙犹太人团体联盟 （ FCJE） ； 伊斯兰教团体则建立了
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 CIE） 。该委员会由伊斯兰宗教团体联盟 （ FEERI） 和伊斯兰社团联盟 （ UCIDE） 联
合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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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西班牙政府进一步扩大了“知名的有深厚根基的 ”信仰概念，允许其他一些宗教派别组织
签署同政府的双边协议，并在未签署协议的情况下直接承认了摩门教的地位 。2007 年 11 月 9 日，西班
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承认了佛教团体的合法宗教地位 ； 2007 年 1 月 16 日，承认了耶
和华见证会的合法宗教地位。但是，政府并未给予佛教、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团体享受与其他“根基
深厚的”信仰相同的利益和特权。虽然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和部分政客公开宣
告未来将会修正赋予这类税务利益和特权的宗教法律 ，使全部被认定的宗教团体都享有这些利益 ，进一
［7］
步促进宗教信仰自由，以使西班牙的宗教法法律与多元化的社会相适应 。 然而，由于政党意见大相
径庭和当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上述政府宣告只能被理解为一种政治姿态 ，而不大可能得到落实。

（ 二） 政府对宗教组织的登记制度
在西班牙，不同的宗教团体可根据自身的属性和主要活动 ，向政府申请注册为宗教团体或者文化社
团。1980 年《宗教自由法》细化了宪法关于宗教自由的规定，并由此建立了一个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及赋
予宗教团体某些特权的法律框架 。该法规定，只有进行了实体登记的宗教团体，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才
可以享有相应的特权。对政府而言，有利于对宗教团体的统计和管理； 对宗教组织而言，亦有利于维护
自己应有的利益。
为了享受这个制度带来的利益，宗教团体必须向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提出
申请，进行宗教团体注册，并定期向行政部门更新有关信息。要在 MOJ 注册成功，宗教团体必须递交可
证明其宗教性质的文件资料； 如果某个团体的申请被拒，这个团体还可以向法院申诉； 如果法院判决不
承认其为宗教，则可以向内政部的协会注册局提交申请 ； 协会注册局批准申请，意味着该团体被承认为
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团体或公民协会 ，而未被政府正式认可的宗教团体将被地方政府注册为文化社团 。
这一方面让宗教组织有退路可选择 ，对于某些新兴宗教，在还不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下，可以先注册
为社区文化组织，待日后逐渐被大众接受； 另一方面，也给予宗教组织更多的选择，因为国家注册宗教团
体的流程比地方注册为文化组织需要更多的文书工作 ，时间也更长 （ 一般要花 6 个月时间 ） ，从而大大
便利了一些新兴文化团体的建立与成长 。
（ 三） 政府建立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
近年来，西班牙政府积极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对话和交流 ，主要是通过支持和资助宗教间对话项目
等方式，逐步促进非天主教团体一体化，其运作实体就是建立起社会多元化和共存基金会 （ the Foundation for Pluralism and Coexistence） ，这个基金会通过向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提供资金 ，来促进宗教平等
和对话。理事会成员由政府部门和传统宗教团体的代表构成 。2009 年基金理事会还增加了摩门教、佛
教和耶和华见证者团体的代表。2010 年，该基金会有 620 万美元 （ 折合 500 万欧元 ） 的资金，主要用于
资助文化、教育、社会综合项目（ 非宗教活动） 。除了支持各种研讨会，该基金会还出版了全国少数派宗
教情况研究。基金会还出钱资助了《发现伊斯兰教》一书的出版，并确定该书为小学里伊斯兰教学生的
教科书。平常，基金会会在当地社区组织体育活动 ，提供特别的语言训练和青少年教育课程。 显然，建
立这种基金会，是促进各宗教之间合作交流与健康发展的良好途径 ，对于促进社会宗教文化的和谐发
展，有积极意义。
（ 四） 政府尊重各宗教团体的特殊习俗
对于传统天主教国家来说，周日作为礼拜日，是不工作的。 这个习俗现在已经通行全世界，其他宗
教的特殊习俗也正在被慢慢融入工作和生活 。而根据 1992 年西班牙政府同犹太人团体联盟、伊斯兰委
员会之间的协议，政府认可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节日 ，并允许这两个团体的成员周五下午带薪休息来
守安息日。而根据 1992 年政府同基督新教团体签署的协定，政府也认可了基督教复临论，允许新教教
徒享受每周五下午的带薪休假。目前，西班牙政府认可的全国性宗教节日有： 主显节 （ 1 月 6 日 ） 、圣周
11 月 1 日 ） 、圣母始胎无染原罪日 （ The Im四、受难日、圣母升天日（ 8 月 15 日 ） 、诸圣节 （ 也称万圣节，
maculate Conception of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12 月 8 日） 、圣诞节 （ 12 月 25 日 ） ，这些节日对于教徒而
言是神圣而隆重的。此外，很多地方政府也设立了本地的特别宗教节日 。
2007 年 8 月 12 日，有鉴于球场上广泛存在的球迷对球员进行种族或宗教上的侮辱行为，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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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暴力、种族主义、仇外和狭隘法》颁布实施。对专业运动俱乐部、运动会或球迷针对球队和运动场
地所犯的禁止性行为，依法设置了各类制裁手段，包括开除、停赛、降级等。
（ 五） 政府立法支持公立学校的宗教教学
有鉴于西班牙法律要求公立学校提供的天主教指导课程提供经费保障 ，伊斯兰教和基督新教团体
的领导人为此呼吁政府按照 1992 年签订的协议，为这两个宗教也提供更多的公众宗教教育。 作为回
2004 年，西班牙立法批准了公立学校中对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和犹太教教师的补助金。 这些宗
应，
教课程不是强制性的必修课。父母可选择不让子女接受宗教指导课 ，但学生必须从社会、文化和宗教的
课程模块当中选一门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教育被看成是政府的责任。
在西班牙伊斯兰委员会和宗教事务司法行政部注册的宗教团体负责遴选讲授该宗教教义的教师 ，
这种教师必须具有西班牙大学的学位 、受过西班牙法律的训练以及西班牙语流利。 在 2007—2008 学
年，西班牙政府为公立学校雇 佣 了 41 名 伊 斯 兰 教 师 以 及 约 15000 名 天 主 教 教 师。 但 据 估 计，约 有
120000 名穆斯林学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伊斯兰教育课程 ，这就至少需要 314 名宗教教师，可
见其人才缺口还非常大。2006 年，西班牙政府出资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伊斯兰教的西班牙语课本，用于
一年级学生。尽管课本可以在所有学区买到（ 也可以通过书店购买 ） ，但它只能在西班牙政府对宗教教
育具有控制权的地方使用。还有一些父母想在家庭中为孩子提供宗教教育 ，或让孩子在私立宗教学校
学习，政府不予干涉。
（ 六） 政府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
根据《宗教自由法》第八条之规定，政府在司法部特别设立宗教自由顾问委员会，负责就执行宗教
自由法的衍生问题进行研究、报告及提议等。
五、西班牙宗教事务法律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 一） 宗教间的地位不完全平等，对天主教有特殊优待
西班牙宪法第 16 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和个人、团体的礼拜自由，同时还规定“没有任何一个信
仰可以成为国教”。迄今为止，西班牙政府尊重宗教自由的立场并未改变 ，但政府实际上提供给罗马天
主教会特殊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同等给予其他宗教团体。这些利益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天主教会拥
有政府经济资助、宗教教育、军队和司法事务方面的特权。
在 1979 年政府与罗马天主教会达成的协议中 ，天主教会被封为圣座并得到政府的特别资助 。 近期
情况稍有改观，到 2008 年 1 月 1 日，政府不再直接对天主教会拨款，天主教会通过自愿税务捐款获得收
入。具体采取的方式是在国家税收中单独列一栏 ，纳税人在其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单上自主选定将其最
高至 0． 7% 的税额支付给天主教会。2007 年，纳税人共向天主教会捐赠了大约 2． 36 亿美元。 这个总数
［8］
还未包括国家为公众学校、军队里的宗教教师、医院牧师及其助手的专项拨款 。 对此，自 2006 年 12
月以来，另外两大宗教———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团体领导人持续同政府协商 ，争取政府在征税单上
也将它们列于其中，这样它们就可以通过国家的税收体系得到资助 。2007 年 5 月 31 日，据基督新教团
体报道，政府已经同意考虑 2008 年允许纳税人向新教团体直接捐赠他们 0． 7% 所得税的计划，而伊斯
兰委员会则宣称他们也将寻求一个类似安排的意向 。此外，基督新教、穆斯林和犹太教领导人也同政府
就扩大税务利益范围和公共基金 ，开放新的朝拜场所，以及宗教事务局负责的宗教教育质量等广泛议
题，寻求与天主教会相当的待遇，以及进一步巩固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中立态度 。
（ 二） 宗教注册程序过分复杂，不利于政府对宗教团体统一管理
一些团体因为国家注册的流程需要更多的文书工作 ，要花 6 个月时间，太过于冗长繁琐，就不到马
德里的国家宗教信仰注册局注册 ，而直接注册为地方政府的文化组织 。 形形色色的宗教团体于是就拥
有了大相径庭的法律身份，不利于社会统一管理。
（ 三） 为部分“地位根基深厚”的宗教信仰留下的登记管道，其衡量标准并不十分明晰
例如，佛教、耶和华见证会和摩门教团体没有享受与其他“根基深厚的 ”信仰相同的利益和特权，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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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能证明这些宗教“根基很浅”。
（ 四） 政府有促进宗教法律改革的高调意愿 ，但缺少实际有效的行动
历届西班牙政府都表示要大力推进法律改革 ，以促进宗教信仰自由，使宗教法律与当前多元化的社
会相适应。宗教事务局多次表明这种态度，却一直没有做出能够使之进展的有效行动 。
（ 五） 需注重宗教政策的具体落实，以免出现各地方不按规定办事的情形
中央政府的政策法规终究只能起到一个原则性的指引作用 ，真正落实还是要依靠各地方当局。 以
开办新的朝拜场所为例，少数派宗教团体表示在开办新的场所时常常碰到困难 ，虽然宗教事务局认定地
方政府有责任向开放新场所提供土地 ，但是地方当局并不总按规定办事。加之相邻团体的抗议和阻挠，
从而使获得许可的过程困难又漫长 。这种情况对于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组织尤为常见 ，其新的朝拜场
所往往被迫迁到人烟稀少的郊区 。不但有碍于教徒日常宗教活动的开展 ，也不利于宗教的自由发展传
播。因此，对于政策规定落实采取相应的督促措施十分重要 ，否则，即使中央对宗教自由发展作出再详
尽合理的规定，无法落到实处，也是枉然。
（ 六） 部分地方通过法律禁止在某些场合穿戴布卡和面纱 ，引发新的争议
2010 年，加泰罗尼亚的四座城市率先禁止在城市大厦穿着布卡、面纱或者任何将身体全部遮住的
衣服。随后就有其他城市相继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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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panish Religious Affairs and Its Legal Governance
Feng Yujun
（ Law School，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Abstract： Spain has a strong religious tradition． In modern times，it has passed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Religious Freedom Act，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secularism，religious freedom and equal protection，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legal framework to resolve religious affairs． The country has experienced both success and frustration during the legal practice of that Act． Good experiences of legal governance of Spanish religious affairs include achieving a series of bilateral agreemen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religious groups，establishing registration system for religious organizations，setting up the foundation for pluralism and coexistence，respecting
the tradition of various religious groups，providing legislative support for religious public schools，creating the
advisory board of religious freedom，and so on． Through these practices，it has explored a new path for religious
law governance full of innovations to develop with the society．
Key words： Spain； secularism； agreement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 registration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experiences in leg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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