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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２０世纪是德国政教关系演变最剧烈的时期.１９１８年,帝制结束后,魏玛共和国结束了邦国教会体制,确立了政教

分离和政教合作的体制.１９１８至１９３３年,纳粹统治期间,试图彻底控制所有教会和意识形态领域,遭到不少反抗,没有

完全实现.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成立后,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传统,在«基本法»的法治框架下,进一步完善了政教既分离

又合作的体制.在１９９０年两个德国统一之后,联邦德国的政教体制扩展到整个德国,整体上较为成熟稳定,但在宗教

信仰和社会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也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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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目前总人口约８２７４万,其中天主教徒约２３３１万人,约占２８％;新教徒约有２１５３万人,约占

２６％;穆斯林约有４１５万,约占５％;还有约有３０４８万德国人声称没有宗教信仰,约占３７％(２０１７年数

据).〔３〕加上２％的东正教徒和１％的其它基督教派,基督教徒占据德国总人口的５７％,尽管较历史上

降低了不少,但基督教仍是德国的主导性宗教.如何处理国家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德国从中世纪至当

代的核心问题之一.
宗教自产生以来,便与政治建立了很深的联系.世俗政权欲借助宗教增强统治的神圣性和合法

性,宗教欲借助政权的力量推广教义,增加信众.同时,两者又会爆发权力争夺的斗争.由此,历史上

形成了多种政教关系,主要分为政教合一、政教分离、政教合作和政府控制宗教等多种类型.

２０世纪是德国政教关系演变最剧烈的时期.２０世纪初,德国的政教关系相对平静.新教方面,
以政府控制教会的邦国教会体制为主,这源于宗教改革之后世俗君主担任教会最高首脑的传统.天

主教方面,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俾斯麦发动了针对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试图清除天主教在政治和社会

方面的影响,最后以妥协告终,天主教会维持了自身的独立性,但学校教育受国家监督和世俗婚姻等

制度得以保留.德国的政局和政教体制都稳定下来,直到１９１４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这种

稳定.１９１８年,德国推翻帝制,建立魏玛共和国后,结束了邦国教会体制,确立了政教分离和政教合作

的体制.１９３３－１９４５年,纳粹统治期间,试图彻底控制所有教会和意识形态领域,遭到不少反抗,没有

完全实现.１９４９年,联邦德国成立后,继承了魏玛共和国的传统,在«基本法»的法治框架下,进一步完

善了政教既分离又合作的体制;同年成立的民主德国则试图建立政府控制宗教的体制.在１９９０年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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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德国统一之后,联邦德国的政教体制扩展到整个德国,整体上较为成熟稳定,但宗教和社会日益多

元化的今天,也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值得思考.

一、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教关系

１９１８年,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１１月爆发革命,推翻了霍亨佐伦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共

和国.１９１９年２月至７月,德国立宪国民议会在魏玛制定了宪法,这个共和国后来因此被称为“魏玛

共和国”,这部宪法也被称为«魏玛宪法».
«魏玛宪法»确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治体制,在第二编“德国人民之基本权利及基本义务”的第三章

“宗教及宗教团体”(第１３５－１４１条)对教会地位和政教关系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规范,确立了宗教自

由、政教分离、国家中立、宗教团体自治等原则,顺应了世界的主要潮流,完全改变了宗教改革以来政

府控制教会的邦国教会体制.
«魏玛宪法»第１３７条规定:“不立国教.宗教团体设立之自由,应保障之.在联邦领土内,宗教团

体之联合不受限制.宗教团队,在对一般适用法律限制内,得独立规定管理其事务,并不必受国家或

人民自治区之干涉,得自行委用委员.宗教团体得依据民法规定,取得法律能力.宗教团体有公法上

之性质者,仍为公法团体.其他宗教团体,若其组织及社员人数,有确能永久继续之希望者,得依其请

求,给予同样之权利团体之为公法社团者,有依据人民税册,遵照联邦法规规定标准,征收租税之

权.凡结社以从事共同世界观念为任务者,得以宗教团体待遇之.”〔４〕此条首先确立了“不立国教”的
基本原则,这是政教分离的前提,由此保证了各种宗教和教派能够在法律面前被平等对待.其次,该
条确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则,保证了自由设立宗教团体和宗教团体自治的权利.第三,该条确立了教

会的公法社团地位.第四,该条在宪法层面确定了教会征收教会税的权力.德国的教会税设立于１９
世纪初期,是为了补偿德国教会地产世俗化后的损失.教会税由此成为教会的重要财政支柱.信徒

只有退出教会,才能免交教会税,但手续非常复杂,因此绝大多数信徒仍然缴纳教会税.第五,该条款

保障的不仅是宗教团体,“从事共同世界观念”的非宗教信仰团体也享有同样的权利,这从更大范围内

保障了信仰的自由.
第１３８条保障了教会的财产所有权.第１３９条保障了信徒在星期日及其它休假日参加宗教活动

的权利.第１４０条保障国防军人因宗教义务而休假的权利.第１４１条规定,教会为军队、医院、监狱

和其它公共机构提供礼拜和牧灵服务,但不得强制执行.教会在此履行的公共服务功能,体现了政教

合作的理念.
«魏玛宪法»第二编第四章“教育及学校”第１４９条规定,各学校在国家监督范围内开设宗教课程,

内容依据各教派教义.条款中也规定无宗教信仰的学校不在此限,但这种情况很少.学校由于其权

威性,其宗教课程对青少年的宗教信仰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而青少年的信仰是教会得以维持和发展

的关键.因此,在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体制中,教会仍占据了重要位置,因此有人批评魏玛宪法未能实

现完全的政教分离.卡尔施密特认为,这是一种“延迟性的形式妥协的典型实例魏玛宪法没有

把国家与教会彼此分开,也就是说,没有把教会当私人团体、把宗教当作‘私人事务’来对待”.〔５〕

实际上,由于人作为公民和信徒的多重身份属性,政教是不可能绝对分离的.“‘政教分离’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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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组织结构与教会组织结构的性质差异和独自操作性,但‘政教分离’并非否定教会的‘世俗

性’、‘社会性’、‘参与政治的功能’等;因为政教分离制度并非分裂‘人’、‘社会人’以及‘公民’的个人

实质,也并非否认‘信仰群体’(communityoffaith)作为‘社会团体’(communityoffaith)的一部

分”.〔６〕因此,教会仍在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一种政教合作的趋势.
君主制度的终结结束了宗教改革以来的邦国教会制度,德国的新教教会开始拥有更多的自治权

力,这是一些新教徒一直所要求的.但这也引起了一些新教教会的不满,因为这意味着失去了国家的

特定扶持和保护.当然国家的保护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保护是针对所有宗教的:“当时国家还保障

其独立性,保护其原则、机构或建筑不受任何伤害.凡冒犯上帝、宗教、信仰者,都将被送交轻罪法庭

判刑.”〔７〕

１９２２年,各州新教教会联合成立了德国福音教会联合会,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组织.一些新教教

会开始与州政府签订教务条约,以获得稳定的支持.如１９２５年与巴伐利亚和普法尔茨,１９３１年与普

鲁士,１９３２年与巴登签订了条约.
由于天主教会在德意志帝国时代受到压制,因此,在共和国时期,天主教会开始寻求与国家政权

签署保障教会权利的条约.在未能与共和国政府达成协议情况下,天主教会１９２４年与巴伐利亚,

１９２９年与普鲁士,１９３２年与巴登签订了一系列地方教约(Konkordat).这些政教条约保证天主教和

新教被平等对待,在大学神学院中设置教授席位,在公立学校中设立宗教课程.“魏玛共和国的这一

系列政教条约措施显示了国家和教会在广阔领域中的紧密合作,两个大的教会较其它也获得公共法

人地位的教会拥有更多的特权.”〔８〕

具有天主教背景的中央党在德国政坛仍具有较大影响力,得票稳定在１５％左右.中央党与社会

民主党和民主党组成了“魏玛同盟”,成为共和国的重要支持力量.但整体而言,魏玛共和国时期政党

众多,意识形态分歧剧烈,导致政府更迭频繁,１９３０年起就再无政党能获得国会多数支持而进行组阁,
这促使兴登堡总统开始直接任免总理,最终导致了希特勒纳粹党的上台.

二、纳粹时代的政教关系

１９３３年１月,希特勒被兴登堡总统任命为总理,纳粹党夺取了政权.刚开始,纳粹政权与教会的

关系较好.因为纳粹党首先是一个反犹太的种族主义政党.纳粹对犹太人大肆迫害,消灭了在德国

境内的犹太教.其次,纳粹是一个反共主义的政党.这两点与基督教的部分意识形态是相符合的.
希特勒也希望利用教会巩固政权,发表了一些对基督教友好的话,因此,很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刚开

始都是愿意与纳粹政权合作的.
但实际上,纳粹在本质上是一个反基督教的政党.“纳粹党人对基督教有一种形而上的仇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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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认为它是来自犹太人的信仰.”〔９〕但在基督徒占主体的德国,纳粹没有办法公开反对基督教,
于是试图通过控制基督教会,宣扬一种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积极的基督教信仰”或“日耳曼人的宗

教”,为巩固政权服务.纳粹党的纲领第二十四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它们对

德国民族的道德情感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１０〕可见,纳粹党虽然宣称宗教自

由,但更为强调的是“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这实际上就是纳粹的种族主义.

１９３３年３月,希特勒在国会通过«授权法»,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将立法权、预算控制权等重要权力

集于一身.在投票时,社会民主党反对到底,但只占少数;面对纳粹的威逼利诱,中央党等其它党派在

国会中投了赞成票;共产党则被禁止与会.从此,希特勒开始实施极权主义的专制政策,取消了德国

千年来的地方自治传统,并试图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德国人.
天主教会一直希望能以国家条约的形式保证教会的权力,希特勒也希望获得罗马教廷的承认以

在国际上立足.于是经过双方谈判后,在１９３３年７月２０日,纳粹政府与罗马教廷签订了政教专约

«帝国宗教协议»,规定:“教会宣誓和保证‘忠于德意志帝国和各邦’,‘忠于符合宪法组成的政府’,教
士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在此前提之下,政府保证教会有权在其管辖权限内颁布训令、任命、主教通告

和设立其他教会机构.教会有权本着爱国和公民义务的精神,在学校讲授宗教课,开展以教育和慈善

为目的的天主教活动.”〔１１〕由此,纳粹在专约中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天主教会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
“在教育领域、教会社团生活、传教活动和青年工作等方面作出巨大让步”,作为天主教会退出政治的

补偿.〔１２〕专约所规定的政教关系本身是可行的,至今仍然有效.影响更深的是,专约的签订是纳粹政

权在国外第一次获得承认,而且是来自在国际上具有崇高威望的罗马教廷,这给予了希特勒政权很大

的支持.
但就在专约签订５天后,纳粹政府就颁布«净化法令».之后,便开始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关闭

教会的新闻机构,关闭许多修道院和教会学校,阻扰学校的宗教课程,并逮捕了许多试图反抗的教徒.
天主教会人士这才意识到,“在极权主义国家条件下,教会决心维护自己的存在就是政治反抗的表

现.”〔１３〕１９３７年３月２１日,教宗庇护十一世发布谕令«如焚的焦虑»,谴责纳粹对教会的侵犯.
对于分散的新教教会,纳粹政府则试图通过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组织来控制新教.当时新教徒

绝大部分属于２８个路德宗和改革宗教会;少数属于浸礼教会等独立教会.新教教会因为其反共反犹

的立场,对希特勒的上台一度表示欢迎;又受到路德以来教会传统的影响,对世俗政权较为服从.

１９３２年,拥护纳粹的基督徒组织了“德意志基督徒信仰运动”.１９３３年９月,希特勒心腹穆勒被任命

为国家主教,并将忠于纳粹的“德意志基督徒”安置在各个教会的领导位置上,试图统一全国的新教组

织.这遭到了部分新教教派的抵制和反抗.如１９３４年５月,德国福音教会在巴门召开会议,在神学

家巴特的倡议下,发布了«巴门宣言»,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全面干预.１９３４年５月,部分新教教派

成立了明认教会(BekennendeKirche).明认教会明确反对纳粹的暴政,受到希特勒的镇压,一些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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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Reich:AhistoryofNaziGermany],董乐山 DongLeshan译,(北京 Beijing:世界知识出版社 Shijiezhishichubanshe[World
AffairsPress]),２００５,２７０．

邸文 DiWen,«第三帝国与教会»Disandiguoyujiaohui[TheThirdReichandTheChurch],«世界历史»Shijielishi[World
History],No．２,(北京Beijing: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Zhongguoshehuikexueyuanshijielishiyanjiusuo[InstituteofWorld
History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１９９４),５２．

迪特尔拉夫 DietherRaff,«德意志史»Deyizhishi[DeutscheGeschichte],波恩:InterNationes,１９８７),２８６．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 KarlDietrichErdmann,«德意志史»第四卷上册Deyizhishidisijuanshangce[DasZeitalterder

Weltkriege(Gebhardt．HandbuchderdeutschenGeschichte,８．Aufl．,Bd．４)]),高年生 GaoNiansheng等译,(北京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８６,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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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因此被关进集中营.由此,新教教会分裂为三个部分:支持纳粹派、抵抗纳粹派和中间派,教派陷

入纷争,希特勒希望统一新教教会的计划失败了.穆勒统一教会的努力失败,１９３５年底,被罢免了国

家主教的职务.
在穆勒被罢免之前的１９３５年７月,纳粹政府成立了教会事务部,强力推动对新教教会的统一和

控制,逮捕了很多明认教会的牧师,使得大部分新教教会屈服了,但仍有少数新教徒仍在反抗.“虽然

纳粹没能使教会一体化,但教会对第三帝国的存在并不构成危险,因为大批教徒已自愿或迫不得已随

波逐流.”〔１４〕１９３９年,纳粹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４５年战败.纳粹的暴政被推翻,新教教派之

间的斗争随着纳粹的覆灭而结束.

三、分裂时期的德国政教关系

１９４５年,德国战败后,被美苏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德国人开始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纳粹时代备

受压制的基督教会开始复兴,在扶助难民,抚慰人心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尽管纳粹统治时期,基督

教会因没有进行坚决的抵抗而受到批评,但也不可否认的是,“教会还是作为唯一体制化的,违背清一

色化的精神对立力量而保存下来了.”〔１５〕

天主教组织体制在纳粹统治时期没有受到太大破坏,维持了罗马教会的圣统制.分裂的新教教

会在 战 后 开 始 寻 求 新 的 联 合.１９４６ 年,德 国 福 音 教 会 成 立 (EKD,Evangelische Kirchein
Deutschland)在埃森纳赫成立,由路德宗、改革宗和联合教会(Unierten)等新教教会联合组成.１９４８
年,德国福音教会中的路德宗教会,成立了德国福音路德联合教会(VELKD),是德国福音路德教会理

事会的继承者.联合教会中的几个教会又成立了联合福音教会(UEK).可见新教教会为了保持自身

的独立性,建立了多层次的联合关系.
鉴于政党的纷争和宗教派别的分裂是魏玛时期纳粹上台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二战后,各政党和基

督教派别都感受到联合起来捍卫民主的重要性.１９４５年６月,德国的基督徒政治派别在科隆(英占

区)和柏林(苏占区)分别建立了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简称基民盟)的地方组织.“‘基督教民主同

盟’这个名称含有把各个教派和各个社会阶层在政治上联合起来的双重意图.”〔１６〕大部分原中央党党

员转向了基民盟,１９４６年,原中央党的党员康拉德阿登纳成为英占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导人.有

少数党员不愿加入,重建了中央党,但在政坛上失去了影响力.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巴伐利亚的基督教政治

派别成立了基督教社会联盟(CSU),成为基民盟的姐妹党,后来在联邦德国被合称为“联盟党”.基督

教的教义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党派的政策.“在加入这个党的基督徒们看来,民主制是实现他们的社会

和政治目标的唯一可行的国家制度.这些目标也包括保证维护和促进教会在学校里和社会上的

活动.”〔１７〕

１９４９年,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德国正式分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教关系.

３．１　联邦德国的政教关系

１９４９年９月,在美英法三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成立,基民盟的阿登纳当选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

理,领导了联邦德国的复兴.１９５０年,基民盟召开全联邦德国的代表大会,阿登纳被选为主席.基民

９３１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迪特尔拉夫 DietherRaff,«德意志史»Deyizhishi[DeutscheGeschichte],波恩:InterNationes,１９８７),２８６．
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 KarlDietrichErdmann,«德意志史»第四卷下册 Deyizhishidisijuanshangce[DasZeitalterder

Weltkriege(Gebhardt．HandbuchderdeutschenGeschichte,８．Aufl．,Bd．４)]),华明 Hua Ming等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 书 馆

Shangwu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１９８６,２６０．
同上书,第２０４页．
同上书,第２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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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逐步发展成为联邦德国最大的政党.
联邦德国恢复了联邦、民主和共和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建立在１９４９年５月通过的«基本法»

上.«基本法»还确立了信仰自由、不设国教和政教分离的制度.«基本法»第４条规定:“一、信仰、良
心的自由,宗教的或世界观的信念自由不受侵犯.二、保障宗教活动不受干扰.三、任何人不得被迫

违背自己的良心使用武器为战争服役,细则由联邦法律规定.”〔１８〕这一条继承了«魏玛宪法»第１３５条

关于信仰自由的条款,但更为明确,还增加了替代役的内容,最大程度上保障了信仰自由.有的教派

如耶和华见证会的教义规定,信徒不能持有武器.这就违背了一些国家的义务兵役制度,经常引发政

教冲突;替代役可以有效避免这种冲突.«基本法»在第１４０条则直接规定了«魏玛宪法»第二编第三

章“宗教及宗教团体”中的第１３６、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和１４１条是«基本法»的组成部分.
通过宪法层面的继承,联邦德国直接沿袭了魏玛共和国时代政教既分离又合作的体制,同时更加

注重对小教派和非主流信仰群体的保护,进一步完善了这种制度.整体而言,“德国国家—教会体制

的法律基础是围绕着中立、宽容与平等这三个基本原则而构建的.”〔１９〕联邦德国与梵蒂冈建立了外交

关系,互派大使.１９５５年,联邦德国宣布,１９３３年纳粹政权与梵蒂冈签订的«教务专约»依然有效.
很多宗教团体享有公法法人的地位,但该地位的获得以忠于国家法律为前提.不承认或蔑视世

俗权力的教会团体则很难获得该地位.教会享有自主管理的权力,对教会内部事务如教义、仪式、教
职任免等具有决定权.何为教会内部事务主要依据教会内部的认同,但出现争议时,“法院依据基本

法对此事仍保留最后的决定权.”〔２０〕可见,法律成为调节联邦德国政教关系的制度基础和最后手段,
体现了联邦德国“法治国”(Rechtsstaat)的核心理念.

拥有公法法人地位的宗教团体可以向信徒征收教会税.联邦德国继承了传统的教会税制度,国
家税务机关帮助教会收取教会税,教会税纳入了国家的税收系统.教会税一般为个人收入所得税的

８％－９％,即在个人所得税基础上额外增收的附加税.公司的雇员会按要求填写纳税等级、宗教信仰

和孩子数量等.雇主收取后,交给税务局.国家会收取一定的征税费用,约是总税款的３％－５％,其
余按照信徒的比例分给各个教会.参与分配教会税的教会有天主教会、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等新教教

会以及犹太教会等教派,伊斯兰教没有列入.
基督教会还深入参与了学校教育,学校都设立了宗教课程,前提是在国家的监督下.«基本法»规

定:“宗教教育在国立和市立学校中列为普通课程,非教会学校除外.在不损害国家监督权的条件下,
宗教教育得按照各宗教团体的宗旨进行,不得强迫任何教师违背其意愿讲授宗教课程.”〔２１〕

二战后初期,基督教会在政治上具有较高的地位.但“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社会迅速的世俗

化,教会对政治家和政治党派的直接影响力减弱了.”〔２２〕退出教会的人和无宗教信仰的人不断增加,
也削弱了教会的政治影响力.

３．２　民主德国的政教关系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在苏联的支持下,民主德国成立,并颁布了«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体制.１９４６年

由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的统一社会党成为长期的执政党.１９４５年苏占区成立的基民盟

０４１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姜士林JiangShilin,鲁仁 LuRen,刘政 LiuZheng主编,«世界宪法全书»Shijiexianfaquanshu[ConstitutionalPandectsof
theWorld],(青岛 Qingdao:青岛出版社 Qingdaochubanshe[Qingdao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７９１．

格哈德罗伯斯 GerhardRobbers主编,«欧盟的国家与教会»Oumengguojiayujiaohui[StateandChurchintheEuropean
Union],危文高 WeiGaowen等译,(北京Beijing:法律出版社 Falüchubanshe[PublishingHouseofLaw],２０１５,５５．

同上书,第５７页．
姜士林JiangShilin,鲁仁 LuRen,刘政 LiuZheng主编,«世界宪法全书»Shijiexianfaquanshu[ConstitutionalPandectsof

theWorld],(青岛 Qingdao:青岛出版社 Qingdaochubanshe[QingdaoPublishingHouse],１９９７),７９１．
乌尔夫迪尔迈尔 UlfDirlmeier等著,«德意志史»Deyizhishi[DeutscheGeschichte],孟钟捷 MengZhongjie等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yinshuguan[TheCommercialPress]),２０１８,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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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民主德国的五大政党之一(其余为统一社会党、德国自由民主党、德国国家民主党和德国民主农

民党),参与了民主德国的建立,并加入了全国性的政治派别联盟———国家阵线,在民主德国政治中发

挥重要作用.
民主德国«宪法»对政教关系进行了规范.在第４１至４８条,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教会的公法地

位、保证学校中的宗教课程等条款.１９５２年起,基督教会的活动受到限制和管束,形成了一种政府管

理宗教的形态.１９５３年,学校中的宗教课程被禁止.由于政府提倡无神论,基督徒比例大大下降.

１９５６年,约有９０％的受洗的基督徒会行坚振礼.３年之内,这个数据下降到三分之一.〔２３〕退出了教会

的人不断增加,这导致原民主德国地区是现在德国信教比例最低的地区.

１９５６年,司法部废除了支持教会征收教会税的法令,取而代之的是政府会给教会一定的财政补

助.１９５７年,设立了负责教会问题的国务秘书,任务是阻止“教会对国家事务,尤其是学校和教育问题

的任何干涉企图.此外,还获得指令,审查所有与政教关系相关的协议和法律,是否符合共和国社会

发展的当前状态.”〔２４〕１９５８年,民主德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教会”(KircheimSozialismus)的主张,试
图寻找信奉无神论的政权与教会的和平相处之道.

１９６１年,柏林墙修建起来后,两德教会之间的联系变得较为困难.１９６８年４月,民主德国制定了

新的«宪法»,去除了教会法律地位的条款.新教教会退出总部位于联邦德国的德国福音教会(EKD).

１９６９年６月,“民主德国福音教会联盟”(BEK)成立,并划分为８个教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新教教会

曾与民主德国政府有较为紧密的合作,教会支持民主德国的“和平运动”.到了８０年代,两者的关系

又紧张起来.天主教方面,梵蒂冈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承认民主德国,为民主德国的６个主教区任命了

主教.
整体而言,民主德国的教会保留了教会财产,办有幼儿园、医院等公益机构,保持了一定的独立

性.教会和国家在人权等问题上有矛盾,关系相对较为紧张.

四、两德统一后的政教关系

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柏林墙倒塌.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３日,两个德国统一.联邦德国的政治制度延伸到

原民主德国的地区,«基本法»中关于政教关系的条款在民主德国地区生效,既分离又合作的政教体制

成为全德国的政教关系的主流,但面对宗教与信仰多元化的趋势,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
两德统一后,两个地区的教会进行了重新整合.整合后,德国的天主教一共分为７个教省,１个教

省由１个大主教区和由大主教管理的２—５主教区构成,共有７个大主教区和２０个主教区.７个大主

教区为:科隆、汉堡、弗莱堡、慕尼黑与弗赖辛、班贝格、柏林和帕德博恩,比较均衡地分布在德国各个

地区.新教方面,东德的新教教会重新加入德国福音教会,德国福音教会在全国有２２个地方教会.
教会有很多收入来源,但主要来源仍是教会税,其中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占据绝大部分.２０１７

年,新教教会获得教会税５６亿７１４２万６千欧元,天主教会获得教会税６４亿３６９４万７千欧元.〔２５〕据

统计,近年德国教会的教会税收入每年都在增加.教会税成为教会的主要收入,构成了新教教会约

７０％和天主教会约８０％的预算收入.〔２６〕教会税主要用于灵魂帮助、慈善、社会服务、教育、教会机构运

行等事宜.

１４１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JohannesWallmann,KirchengeschichteDeutschlandsseitderReformation,(Tübingen:MohrSiebeck,２００６),２９９．
JohannesWallmann,KirchengeschichteDeutschlandsseitderReformation,(Tübingen:MohrSiebeck,２００６),３００．
http://www．kirchensteuern．de/KirchenfinanzierungGesamt２．htm,２０１９Ｇ２Ｇ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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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教教会和天主教会教会税收入〔２７〕(单位:千欧元)

年份 新教教会 天主教会

２０１１ ４３７９６５７ ４９２４６１１

２０１２ ４６２４４７２ ５１９７８０１

２０１３ ４８４２３９０ ５４６０２０９

２０１４ ５０７７７７０ ５６９１２０９

２０１５ ５３６５２８０ ６０９６１７０

２０１６ ５４５３９１６ ６１５６４９４

２０１７ ５６７１４２６ ６４３６９４７

　　但德国社会针对教会税的争议越来越大.有的信徒不愿意缴纳教会税,退出教会后,仍想参加教

会的宗教活动.如弗莱堡的天主教徒、神学教授哈特穆特查普(HartmutZapp)反对缴纳教会税,认
为应该由信徒自愿捐献.他在２００７年声明退出了天主教教会组织,但仍精神上仍感觉自己是天主教

的一员,要求参加教会活动.而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认为,在官方机构前宣称退出教会的人,即自动

遭到了绝罚.但梵蒂冈的罗马教廷并太不赞同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这种看法.〔２８〕哈特穆特查普

因此将德国天主教会告上了法庭.２０１２年,德国联邦行政法院做出判决,退出教会,不缴纳教会税,就
不再是教会成员.这支持了德国天主教主教会议的立场.

由于教会税是政府代收的,因此有人批评这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很多信徒在缴纳教会税后,
就不愿意再向教会捐款;教会税成为很多信徒退教的重要原因.而教会可以一直获得稳定的教会税

收入,服务信徒的质量就可能下降.教会由于缺乏监督,还会导致腐败.如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天主教林

堡主教埃尔斯特(Elst)３１００万欧元的豪华官邸被媒体曝光,遭到社会各界严厉批评,甚至造成信徒退

出教会的潮流.埃尔斯特甚至涉嫌作伪证,被德国司法机关调查.埃尔斯特被迫辞职,２０１４年获教宗

方济各批准.这暴露了教会内部缺乏监督的问题,尤其是天主教会的等级制度强调服从,影响了监督

机制的运行.
随着信仰的日益多元化,宗教引发的问题越来越多.例如,巴伐利亚法律曾规定,小学的每个教

室都要悬挂一个十字架.而有不信仰基督教的家长则认为,这个符号会影响孩子的宗教倾向.于是

在１９９１年,该家长向巴伐利亚州雷根斯堡行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教室内撤出十字架,因为“在教室

中陈设十字架,违背了国家对于宗教世界保持中立的义务”.〔２９〕该诉讼请求被驳回,上诉至州行政法

院,也被驳回.巴伐利亚州认为,十字架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十字架只有在礼拜时才有宗教的象征意

义”〔３０〕.于是,家长上诉到联邦宪法法院,１９９５年,联邦宪法法院最后判定,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标

志,不是一般的西方文化象征,在教室内设置十字架是不合法的.这个判决在德国引起了很大争议,
尤其是基督教团体严厉谴责了这个判决,很多示威者呼吁政府拒绝执行.“这是联邦共和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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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司法判决最为消极的反应,并且是唯一一次明确公开地违抗联邦宪法法院所作判决.”〔３１〕联邦

宪法对判决作出的解释是:“这就是宪政所包含的内容:它的目的是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免受大多数人

的侵犯.”〔３２〕在实际执行中,联邦宪法法院作了一定退让,没有强令所有教室撤销十字架,“只有在学

生基于宗教理由提出反对的情况下,一个十字架方可被撤除.”〔３３〕可见,宪法法院等司法机构在解决

宗教争议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也面临基督徒民众民意的制约,这将导致政教关系进一步的

复杂化.

五、结语

近代以来,德国的政教关系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宗教改革加强了世俗君主的权力,使得德国形

成了以诸侯为教会首脑的邦国教会制度,直到１９１８年德国建立共和国,才建立了现代的政教分离制

度,这是德国政教关系的重大转折.建立在分离基础上的合作成为德国政教关系的主流.除了属灵

事务,教会可以在慈善、教育等公共领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政府帮忙收缴的教会税保障了教会稳定的财政收入,并以此作为履行教会职能的基础,但教会税

也可能导致教会的腐败和竞争力的下降.因此,健康的政教关系应该在维持教会自治的基础上对权

力进行监督.首先是媒体监督,宗教信仰是一项私人事务,教会的运行和管理则是一种公共事务,需
要外在媒体的监督.其次是司法监督,教会作为公法团体应在法治和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接受监督.
实践证明,中立的司法制度可以成为调解政教争端的有效途径.但面临日益多元化的宗教环境,如何

建立和维持和谐的政教关系仍是一道需要继续探索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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