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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    西諺 
 
一、 前言 
 

1. 問題緣起： 
 
    毛澤東曾說過宗教是人民精神上的鴉片，這或許是馬克斯主義無神論者對於
宗教的評語，但是也道出了宗教力量對人心的影響力。從歐美的歷史經驗觀之，

宗教力量的主導與對之的改革可以說是中世紀到近代以來的歐美歷史的主要驅

動力亦不為過。1中世紀歐洲社會政教合一本為常態，天主教教宗的影響力往往

大過於地區性的國王，直到西元 1648年結束了三十年戰爭的西發里亞條約2，宗

教自由的概念才開始慢慢的萌芽。 
 
    而相較之下，中國社會的歷史經驗對於宗教的態度無疑是較為寬容的。雖然
中國歷史上有所謂佛教的三武之禍3以及義和團事件，但基本上以宗教為本質的

戰爭或迫害並不常見。這或許跟道教佛教並非以一神論為教義以及中國社會對於

宗教信仰的態度有關。4因此，宗教自由的概念並非中國社會原有的產物，毋寧

是和言論自由、平等權等概念一樣的舶來品。 
 
    選擇以宗教自由做為報告的主題正是因為這個問題的獨特性。宗教自由的討
論在我國憲法學上向來不如言論自由等其他基本權利來的豐富，而且宗教問題往

往與各國的文化、歷史背景有很大的關連性。5因此，筆者便嘗試以宗教自由為

題來分析討論宗教自由在我國以及美國憲法上的適用。 
 

 
2. 分析方法： 

 
    本文將以比較法的立場作為出發點，來分析宗教自由在台、美憲法上的理論
及運用。在參考資料上面，由於受限於筆者的能力以及時間，本文大部分暫時以

中文文獻以及資料為主，關於英文以及其他文獻，希望將來有機會能夠再加以參

考運用。本文首先將對我國憲法對於宗教自由的理論與大法官在審查宗教自由問

題時的審查標準做一簡述。其次，本文將簡單介紹美國憲法上對宗教自由的規範

和聯邦最高法院對宗教自由的判決。最後，本文將以美國憲法的理論去套用我國

憲法上的問題再做一次實例操演，6由於我國大法官對於宗教自由迄今只有一號

                                                 
1 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可以說從出生到死亡無不受到天主教會的控制與影響。早期美洲新大陸的
移民也是以清教徒逃避母國天主教迫害之故，而乘坐五月花號以追求宗教信仰的自由。 
2 基本上，三十年戰爭 AD1618-1648也是以宗教戰爭為本質的戰爭。新教與舊教間的衝突。 
3 所謂三武之禍是指北魏孝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時期對於佛教的禁止與迫害。其原因有認為
佛教思想消極頹廢，對社會有負面影響，也有因為立道教為國教，因此禁佛的因素等等。 
4 中國人的圓融個性，見神就拜？ 
5 其實筆者對於宗教自由這個憲法上的基本權利在以佛教道教為主的中華文化圈裡，是否和言論
自由有同樣的需要性也很好奇。只是這個可能會牽涉到社會學或比較文化上的討論，而非單純憲

法學的問題了。 
6 其實社會科學上的議題可不可以這樣那來比附本身就很值得討論，也是筆者一直在質疑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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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釋字 490號解釋。因此，本文就以釋字 490號解釋為題來模擬操作，用以
美國憲法理論扣緊本土憲法議題之用。 
 

二、我國法對宗教自由之規範內涵與保障 

 

1. 宗教自由在我國憲法層次的規範內涵 

 
    我國憲法關於宗教之規定分別在於第七條和第十三條。第七條是有關於平等
權的規定，所以我國憲法對於宗教自由的規定乃為憲法第十三條：「人民有信仰

宗教之自由」。 
     
     憲法第十三條中雖然只規定了宗教信仰的自由，而未就政教分離原則作規

範。但是一般學說上均認為政教分離原則是當然包含在宗教自由之內，與宗教信

仰自由相輔相成的。7另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490 號解釋之解釋文中「國家不得

對特定之宗教加以獎勵或禁制，或對人民特定信仰畀予優待或不利益」8亦即為

有政教分離之意。因此，一般論及憲法保障宗教自由時，皆包含「宗教信仰自由」

與「政教分離原則」這兩大類9。 
 

    宗教信仰自由的規範內涵，一般而言可以區分為內在的信仰自由與外在的宗

教行為兩部分。在大法官釋字 490 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中及提到「內在信仰之自

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以加以侵犯或剝奪」，而「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之

自由，則可能涉及他人之自由與權利，甚至可能影響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社會

道德與社會責任，因此，僅能受相對之保障」。所解釋的就是內心的宗教信仰（前

者）與外在的宗教行為（後者）的區別。這種區別，與言論思想自由中的內心思

想自由(freedom of thought)和的形於外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頗有相類

似之處。其區分實益不外乎審查標準的鬆緊不同。由於外在的宗教行為往往會涉

及到社會的秩序以及他人的自由權利，因此在違憲審查標準上會來得稍微寬鬆一

點。 

                                                                                                                                            
方。不過為了行文簡便，這個問題就先「假設」不存在，以免討論失去焦點。 
7 參照 法治斌 政教分離、出版自由與公共論壇，焦興鍇主編，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
1993-1995，台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p2-3; 黃昭元 釋迦牟尼，生日快樂，月旦法學雜誌
第五十八期，p16 
8 關於司法院大法官解釋之全文，可在司法院網站中查詢。網址：http://www.judicial.org.tw/ 
9 學者陳銘祥則將宗教自由區分為三大類，分別為信仰自由(Right to believe)、崇拜自由(Right to 
act according to one’s belief) 和政教分離原則(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參照 陳銘祥 宗教立
法與宗教自由，月旦法學雜誌第二十四期，p29。惟信仰自由與崇拜自由皆為信仰宗教自由之內
涵，一個是內在信仰，一個是外在的行為，在分類上和政教分離原則沒有對稱性。因此，本文仍

將信仰宗教自由區分為兩大類，信仰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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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教分離原則規範的內容和宗教信仰自由有所不同。宗教信仰自由乃憲法保

障人民對於宗教有信或不信，或如何信仰的問題。但是政教分離原則是規範國家

和宗教本身間的關係，就是所謂的「在國家與宗教之間建立一道分隔的牆」。因

此，在討論政教分離原則時，會有「制度性保障說」和「基本權利說」兩種看法。
10也就是說，「政教分離原則」在憲法中的規範意義中是一種客觀上的制度性要

求或是一種主觀上的公權利。我國學者法治斌與黃昭元是傾向「制度性保障說」

的看法。11因為採取「基本權利說」時，會產生政教分離乃系宗教信仰自由之外

的另一項基本人權，其權利主體(Rechtsträger)以及權利內涵(Rechtsinhalt)為何的

疑問，而採取「制度性保障說」時，由於不需要求具備權利主體的存在，在概念

分析上比較好操作。12而政教分離原則的規範內涵，學說上包含了以下幾個具體

的要求：一、國家不得設立國教; 二、國家不得授與任何宗教團體政治性的權利; 
三、國家不得直接補助宗教團體進行宗教活動; 四、國家不得支持或推行宗教教

育或宗教活動。13 
 

2. 我國大法官會議對於宗教自由的違憲審查標準 

 
    關於宗教自由的案例在我國實務界為數並不多，至今只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第四九０號解釋是針對宗教自由所做的解釋。14因此，本文只能以釋字第四九０

號解釋作為分析的藍本，來檢驗我國大法官對於宗教自由的審查標準。 
 
    對於宗教信仰自由之部分，大法官在釋字第四九０號的解釋理由書中將之區

分成內在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外在的宗教行為自由兩個部分已如前所述。對於內心

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法官基本上是持相當嚴格的審查標準，認為「內在信仰之自

由，涉及思想、言論、信念及精神之層次，應受絕對之保障」。而對於外在的宗

教信仰行為上，大法官則採取比較寬鬆的立場，其解釋理由書中說明：「除內在

信仰之自由應受絕對保障，不得加以侵犯或剝奪外，宗教行為之自由與宗教結社

之自由，在必要之最小限度內，仍應受國家相關法律之約束，非可以宗教信仰為

由而否定國家及法律之存在。」因此，政府是可以在涉及公共秩序或是社會責任

                                                 
10 參見 許志雄 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月旦法學雜誌第三十五期，p15 
11 參見  法治斌，前註 7文，p2; 黃昭元，信上帝者下監獄？從司法院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論宗
教自由與兵役義務的衝突，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八期，p38 
12 關於制度性保障 (institutionnelle Garantie) 的學理介紹，請參照李建良，論學術自由與大學自
治之憲法保障：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三八０號解釋及其相關問題之研究，憲法理論與實踐（一），

p160-171 
13 參照 法治斌 前註 7文，p2; 黃昭元 前註七文，p16 
1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六０號解釋的解釋理由書中亦有提及宗教自由的文句，惟釋字四六０
號解釋本身並非針對宗教自由，而是關於土地稅的問題所做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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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下，做某種程度的限制。這種區別的確有審查標準上不同的實益存在。15大

法官更在其解釋文中說道：「中華民國男子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係為實踐國

家目的及憲法上人民之基本義務而為之規定，原屬立法政策之考量，非為助長、

促進或限制宗教而設，且無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之效果…」因此有認為「基本

義務」應當優先於宗教自由之意。照這種說法判斷，大法官對於外在的信仰行為

的自由所採取的態度，可謂是相當寬鬆的審查標準！ 
     
    針對於政教分離原則之部分，在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中大法官並沒有做出明
確的解釋，因此暫時無從得知大法官對於政教分離原則的審查標準是採取什麼樣

的態度。惟我國學者黃昭元認為，在政教分離原則的審查上，毋寧應採取較為嚴

格的審查標準，特別是當國家以違反宗教平等的方式優惠特定宗教時，更應該適

用最嚴格的審查標準。16在此可以做為參考之用。 
 
    另外，在違憲審查的分析架構下來分析本號解釋。本號解釋認為兵役法限制
的「目的」並非針對限制宗教自由之規定，所謂「非為助長、促進或限制宗教而

設」，在目的上是屬於「宗教中立」(Religion-neutral)，因此合憲，頗有美國法上
對於言論自由採取「雙軌理論」審查模式的味道。17而在手段方面而言，大法官

並沒有多做說明，只表示「必要之最小限度」，惟此一概念是否與德國法上比例

原則中的「最小損害手段」是否相當，則仍須做進一步的認定。 
 
關於我國大法官對於宗教自由的審查標準，以圖表示意： 

 
 
               信仰自由          內心信仰     嚴格審查標準 
                相當於 free exercise       外在行為     較寬鬆的審查標準18 

宗教自由 

 
               政教分離         禁止設立國教等等     嚴格審查標準 
                 相當於 non-establishment 
 

                                                 
15 我國學者黃昭元則認為，宗教信仰與宗教行為之間的關連性，比思想與言論的連結更為強烈，
因此主張外在的宗教行為亦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參見 黃昭元，前註 11文，p39 
16 參見 黃昭元，前註 7，p16-17 
17 雙軌理論是指視規範是針對言論內容 (content-based) 或是並非針對言論內容 (content-neutral)
來做限制，前者適用嚴格審查標準，後者適用中度審查標準。關於言論自由審查標準的雙軌理論 
(two-track theory) 請參照 林子儀，言論自由的限制與雙軌理論，現代國家與憲法：李鴻禧教授
六秩華誕祝賀論文集，p662-679 
18 在劉鐵錚大法官和王何雄大法官的不同意見書中則認為就這一部份亦應採取嚴格的審查標
準，提出以供參考比對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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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國法對於宗教自由的理論與實務運作 

 

1. 美國法對於宗教自由的概念與歷史 

 
宗教自由的概念，受到地區性的文化、歷史發展經驗影響，往往有不同的發

展模式，特別是對於政教分離原則的規定。從比較憲法的觀點來看，亦有許多國

家至今仍採取政教合一的憲法體制，如伊斯蘭教國家。即便如人權保障完善的西

歐諸國，雖在實質上保障宗教自由，仍有設立國教或是賦予教會公法人的地位之

法例19，而不影響其宗教自由的保障。 
 
美國憲法是世界第一部成文憲法，也是第一部將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納

入規定的憲法。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中規定：”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or prohibiting the free exercise thereof, or 
abridging the freedom of speech, or of the press, or the right of the people peaceably 
to assemble, and to petition the Government for a redress of grievances.” 前半段是
在規定宗教自由，後半段則是與言論以及新聞自由有關。關於宗教自由的部分，

又可再加以區分為兩項規定，即為禁止設置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和自由行
使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 

 
在宗教自由條款中，「禁止設置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向來具有比較大

的爭議性。20亦即 ”Congress shall make no law respecting an establishment of 
religion” 這段文字之含意到底指的是什麼，是指國家不得設立國教而已，或是國
家不得和宗教有任何直接補助的關係？在美國憲法學的討論中，向來有所謂的

「分離主義」(separationalism)和「無優先主義」(non-preferantialism)兩種看法的
路線之爭。21基本上，無優先主義採取比較緩核的立場，強調政府的補助行為只

要是一律平等、雨露均霑，及非憲法所禁止。而分離主義的看法則是認為在憲法

條文文義中是反對「設立宗教」而非單純反對「設立某個宗教」，因此主張政府

應該雨宗教團體劃清界限，而不應有任何牽連。22因此，分離主義是採取比較嚴

                                                 
19 設立國教者，例如英國、西班牙，宗教享有公法人地位，並得與國家締結「政教條約」(Konkordat)
者，如德國義大利 
20 參見 嚴震生，由最高法院案例看美國憲法中的「宗教自由」之爭議，美歐季刊第十二卷第二
期，p144-146 
21 對於這兩種看法的歷史背景，請參閱 法治斌，前註文 7，p5 
22 這兩種不同的主張，皆有援引美國制憲先賢的見解。有趣的是，制憲先賢之一的麥迪遜(James 
Madison)是採取什麼樣的看法，在法治斌教授和學者嚴震生之間有不同的解讀。請參閱 法治斌，
前註文 7，p5; 嚴震生，前註文 19，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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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立場，我國學者黃昭元的看法似乎是比較傾向分離主義。23整個「禁止設置

條款」的爭議，可以說就是這兩種不同說法的爭議。近年來更有所謂的「同意說」
24(Endorsement)和「強制說」(Coercion)等等不同的判斷標準，使得此項條款的解
釋更加的複雜。本文將在下一節對於美國最高法院對禁止設置條款的看法作一簡

單介紹。 
 
至於所謂的「自由行使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的重點，則是擺在行使宗

教崇拜儀式的自由，是典型的基本人權型問題。例如星期天營業、因信仰因素拒

絕服兵役、教義主張多妻制度以及拒絕向國旗敬禮等等，可以說是包羅萬象。25

在分析架構上，和言論自由等基本權相似，需從政府管制的目的、手段及目的與

手段的關連性做綜合的違憲審查判斷。原則上，先視政府立法管制的目的是否是

針對限制宗教自由，若是的話，則毫無疑問的必須要採取很嚴格的審查標準，而

對手段的審查，也應該採取必要性原則來判斷。但是，爭議卻是常常出現在並非

針對限制宗教自由的政府管制措施上面，而針對這一部份應該採取較嚴格或較寬

鬆的立場，就有許多分歧的看法。由於本文欲以美國憲法理論來操作本土性議

題，並選定了解釋兵役問題與宗教自由有關的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

為題目。因此，以下的介紹將以兵役問題為主，以便在理論的比較和運用上會比

較清楚。 
 

2.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宗教自由之態度 

 
在討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宗教自由的態度上，我們亦可以區分成禁止設

置條款(Establishment Clause)和自由行使條款(Free Exercise Clause)兩大類來檢
視。對於禁止設置條款而言，雖有所謂「分離主義」與「無優先主義」兩種路線

之爭，但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全面採取絕對的分離原則。例如在 Bradfield v. 
Roberts26一案中，最高法院以天主教醫院具有照顧病人之世俗目的為由，認定聯

邦補助其建築工程合憲。在 Board of Education v. Allen27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也

認為政府以公費貸款補助私立學校購買教科書一案合憲等等。 
 
其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六三年的 Abington School District v. 

                                                 
23 參見 黃昭元，前註文 7，p16 
24 Endoresment test學者嚴震生將之翻譯為「背書」，而學者黃昭元則翻譯為「保證」。惟「背書」
的概念是一種票據法上的法律行為行為，而「保證」的概念似乎又不夠明確，故暫時將之譯為「同

意」 
25 至於公立學校禁止教授進化論以及本學期所上到的公立學校畢業典禮邀請神職人員發表演
說，應該是放在政教分離的目錄下討論 
26 175 U.S. 291 (1899) 
27 392 U.S. 236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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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mpp28一案中提出兩項合憲與否的判準，也就是「世俗的立法目的」(a secular 
legislative purpose)和「主要效果並非促進或抑制宗教」(a primary effect that neither 
advances nor inhibit religion)，並在一九七０年的Walz v. Tax Commission29一案中

指出政府應「避免過渡介入宗教事物」(not foster excessive entanglement with 
religion)。總此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政教分離原則的判斷標準開始有比
較清晰的標準可供遵循。最後，在一九七一年 Lemon v. Kurtzman30一案中，美國

聯邦最高法院將上述的幾個判準整合起來，作為判斷政府行為有無違反政教分離

原則之依據。至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建立了所謂的「目的效果基準」的判斷31，

包括了三項標準來審查政教分離原則：一、國家的行為應該出於世俗之目的

(secular purpose)，二、該國家行為的主要效果不能助長或抑制宗教，三、國家行
為不得和宗教之間有過度糾葛(non-excessive entanglement)，只要違反其中一項，
就是違反政教分離原則。32不過這項標準雖提供了一個比較明確的思考基準，但

也受到不少學說上的質疑，尤其是何謂「過度糾葛」在認定上往往流於主觀。但

是這項標準仍然是目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政教分離的最主要判準，而可供為

參考之用。 
 
而針對自由行使條款而言，雖然沒有「分離主義」和「無優先主義」的爭議，

但是在實際案例上也是相當複雜的。因為事件種類繁多，必須要一項一項的個案

處理，直到累積到一定程度的案例後，再建立類型化的審查標準。在這邊，本文

將提出幾項美國憲法上曾出現過的爭議問題類型做一簡單介紹，並針對拒服兵役

的案件類型作一說明。 
 
A、摩門教徒多妻制問題33：本案例是源於摩門教教義主張多妻制，是摩門

教徒的義務與權利，因國會通過的法律認為重婚違法，因此產生以重婚為違法的

法律是否限制了宗教自由的問題。在一八七八年 Reynolds v. U.S.一案中，最高法
院否認系爭法律有違憲。法院指出：國會對於僅為信仰問題時的確沒有立法權，

但是對違反社會責任、敗壞公共秩序者並非不能行使立法權以為規範。法院更進

一步認為：法律若允許摩門教徒可因教義的理由而多妻，則教徒勢將認為教義高

於國家法律，最後將形成每個國民都可以有他自己的法律。 
 
B、拒絕向國旗敬禮事件34：學校規定學生必須向國旗敬禮，而部分家長基

於宗教理由不願其子女向國旗敬禮。最高法院在一九四０年在Minerville School 

                                                 
28 374 U.S. 203 (1963) 
29 397 U.S. 664 (1970) 
30 403 U.S. 602 (1971) 
31 「目的效果基準」的用語，參閱 許志雄 宗教自由與政教分離原則，月帶法學雜誌第三十五
期，p15 
32 參閱 嚴震生，前註文 19，p152; 黃昭元，前註文 7，p17 
33 參見 陸潤康，美國憲法與宗教自由，憲政時代第十一卷第四期，p2 
34 參見 陸潤康，前註 33，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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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 v. Gobitis一案中駁回了家長的請求，認為系爭規範並非針對宗教而設，個
人即不能以宗教理由而對抗之。是採取比較寬鬆的審查標準。但是到了一九四三

年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一案中最高法院改變了原有的立場，認
為向國旗敬禮摨是一個人的信仰及思想自由，憲法對於不致產生「立即且明確的

危險」之思想表達是應該加以容忍的，因此，最高法院對於拒向國旗敬禮採取了

較嚴格的審查標準。 
 
C、拒服兵役問題35：美國的兵役法本身，對於因宗教理由而反對戰爭的人

有免除服役之規定。一九四八年修正的兵役法(Universal Military Training and 
Service Act)中規定，基於宗教理由而良心上反對各種戰爭的人，得免除其戰鬥性
的兵役(Combatant Military Service)。問題在於這樣的規定是不是變成優惠宗教的
規定，因為因其他基於政治、社會或哲學觀點而反對戰爭的人則仍須服役。如此

一來，這個問題就會變成政教分離的問題。這個是必須相當注意之處！因為在我

國的情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的焦點是在於我國兵役法的規定有

沒有侵犯了教徒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在美國，由於美國兵役法的規定是准許教徒

可以免役。此時，問題就不在於宗教信仰自由，因為國家法律事實上是優惠教徒

的，因此在這裡會有政教分離問題之疑。36 
 
最高法院的態度，表現在下面幾個案件中：在一九六五年 U.S v. Seeger一案

中，最高法院判定兵役法合憲，表示兵役法中並沒有對宗教之間作差別待遇，但

是對於非宗教立場的反戰者為何不得免役，最高法院則沒有做說明。37到了一九

七０年Welsh v. U.S.一案中最高法院同樣的維持了過去的見解。在一九七一年
Gillette v. U.S.一案中，最高法院則指出拒絕參戰，不能選擇參加哪一場戰爭的原
則。 
    
 

四、美國憲法理論操作本土性議題之實例演習：以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為例  
 

1. 問題爭點 
 
    司法院大法官於民國八十八年十月一日做出的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是第一
件解釋宗教自由的釋憲案38，因此在我國違憲審查制度中具有劃時代的指標性。

                                                 
35 參見 陸潤康，前註 33，p8 
36 筆者當初在找資料時苦於關於美國宗教自由問題與兵役義務間關係的資料太少，難以放進來
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作比較。但是找到後經過思考，又發現美國宗教自由和兵役

義務的問題剛剛好和台灣的情形相反，也算是做報告中有趣的發現。 
37 在這裡最高法院的態度可能是傾向採「無優先主義」的立場，因此判定兵役法合憲 
38 參見 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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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源於耶和華見證人教派(Jehovah’s Witnesses)之信徒，基於教義以及信仰之理
由拒絕入伍服兵役，而以觸犯兵役法之規定判處一年到數年不等之徒刑。因此，

本件釋憲案所產生的爭點在於下面兩項：一、兵役義務與平等保障，二、兵役義

務與宗教自由的衝突。在這裡本文將把問題爭點的討論限縮在兵役義務與宗教自

由的衝突上，也就是兵役法之規定是否有違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問題來討論，而這
裡涉及到的，是信仰自由中外在的宗教信仰行為與規範衝突的問題。 
 
本文將嘗試運用美國憲法的實務理論，來分析解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四九０

號解釋。以下先就分析架構說明，再將可能的審查標準放入實際案例中，來檢驗

是否會有不同的審查結果。需說明者，此部分乃本文所做之一大膽嘗試，實際上

美國法會做如何的處理，仍有待觀察。 
 
2. 違憲審查之分析架構 

 
一般而言，美國憲法理論與實務對於政府的立法或其他措施社即到基本權利

是否合憲，先就政府立法或其他措施的「目的」加以審查。若目的合憲時，則繼

續審查「手段」的合憲性，就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具體關連性做考量39。 
 
本件案例中，系爭的政府管制規範為兵役法第一條關於兵役義務以及兵役法

施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關於禁役之規定。兵役法第一條規定：「中華民國男子

依法皆有服兵役之義務。」由條文與整個立法目的觀之，可以很明顯的判斷本法

並非針對限制宗教自由所做之規範，可以說是一項「宗教中立」(Religion-neutral)
的立法措施。另外，兵役法施行法第五十二條第二項中規定：「同條第一項判處

徒刑人員，經依法赦免、減刑、緩刑、假釋後，其禁役者，如時計時型圖形時間

不滿四年時，免除禁役。」本項的規定，係規定禁役之標準，亦非針對宗教自由

所設之規定。因此，在立法目的的判斷上，系爭的規範皆是屬於非針對宗教自由

的政府立法行為。而在美國法上，對於宗教中立的法律是否就當然採取寬鬆的審

查態度，則不能一概而論。在具體操作上，司法應該判斷系爭法律對於人民宗教

信仰自由所可能造成的侵害程度，是只有輕微的損害亦或是涉及到宗教信仰的核

心領域。如果是前者，通常司法者會認為信仰自由讓步。反之，若係後者，則政

府就需要舉證證明系爭法律是追求重大或迫切的政府利益(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 才能夠通過違憲審查的檢驗。40因此，宗教中立的政府立

法仍有可能必須適用嚴格審查標準。 
 
下圖將對宗教中立的立法(Religion-neutral) 的目的在我國與美國審查標準

上的差異以圖示之： 
 
 
A. 我國：                            

 
宗教中立性立法       中度審查標準  （單一審查標準） 
 

                                                 
39 參見 林子儀，前註文 17，p652 
40 參見 黃昭元，前註文 11，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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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美國： 

                    輕微損害            中度審查標準 
宗教中立性立法                                       （兩段式衡量） 
 

                   侵害信仰的核心            嚴格審查標準 
 
 
在效果上面而言，兵役法、兵役法施行法以及妨害兵役治罪條例規定，違反

兵役義務者課以刑罰，而且需服刑四年以上始有禁役之規定41，導致耶和華見證

人教徒一再出入監獄。就事實上的損害而言，往往使得教徒大半青春必須耗費在

徒刑上，似乎也顯的過於嚴苛，必須就最小損害手段來判斷。是不是有比刑罰損

害更小的方式可供選擇？   
 
 

3. 審查標準之實際運用 
 
從上述的分析架構中可以得知，雖然系爭的法律規定是一種宗教中立的立

法，但是但是此項立法對於耶和華見證人教派信徒的宗教信仰自由造成了相當重

大的負擔，牽涉到了其宗教信仰的核心領域。因此，在判斷上面應該採取較為嚴

格的審查標準。就手段而言，我國見證人教徒人數並不多42，且我國目前兵源並

未有相當缺乏的現象，在可以採取替代役制度供選擇的情形下43，本案確實存在

有損害更小的其他手段（如警察役、社會役等）以達成使人民對國家盡基本義務

的規範目的。所以，難謂應採寬鬆的審查標準。綜合而言，本文認為，在本件案

例的情形下應採取嚴格審查標準。 
 
 

4. 結論 
  
綜合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判斷，在本案中兵役法以及相關法規的規定在目

的上以及手段上皆應該採取比較嚴格的審查標準。在嚴格的審查標準下，法院應

審查政府立法所追求之目的是否是相當急迫且重要的政府利益 (compelling 
governmental interest)，而在其次審查達成該目的的手段是否為必要且最小的損害
手段（相當於比例原則中的第二項：必要性原則）。在目的上，兵役法雖然並非

針對限制宗教自由的立法，而屬宗教中立的法規範，但是由於涉及得宗教信仰的

核心領域，兵役法的目的並沒有非常急迫且重大的政府目的在內（例如已經處於

戰爭狀態之下等等），而在手段上兵役法以刑罰的方式，並不符合最小損害手段

的要求（例如替代役的實施）。因此，本案的審查結果應該有違憲之虞。 
 
 

                                                 
41 參照兵役法施行法第五十二條之規定 
42 粗略的統計耶和華見證人教派的男性役齡信徒為數應該不過幾百人 
43 替代役的問題又會牽扯到兵役義務的內涵為何，替代役應該包含哪些種類等等問題，涉及層
面過廣，本文暫且略過不談 



                                           從美國憲法理論看我國憲法對宗教自由之保障 
 

 12

五、宗教與法律永恆的衝突：代結論 

 
宗教自由，是一個西方歷史經驗上相當獨特的一種基本權利，它涉及到的不

僅僅是單純的宗教信仰，也是生命中的重要成分。對於宗教自由的保障，應該是

憲法中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而我國對於這方面的討論卻不多見。本文首先對我

國憲法學理對於宗教自由的理論作一個簡單的介紹，並且分析大法官會議對於宗

教自由作如何的判斷。接著，本文將美國憲法理論中對於宗教自由的討論和爭議

闡述之，並且介紹美國最高法院在審理宗教自由案件時的判斷標準。最後，回歸

到本土議題上，本文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地四九０號解釋為案例，嘗試用美國憲

法理論做解讀，算是在學習瞭解美國憲法理論之餘所做的應用練習。 
 
在綜合判斷上面而言，我國大法官對於宗教中立的立法並沒有作更細緻的分

析，而一律採取寬鬆的審查標準。因此，才會出現四九０號解釋兵役法合憲的結

果產生。相較而言，美國憲法實務中把此種立法再劃分為兩種不同的情形，以兩

段式衡量 (two-step balancing test) 來區分系爭法律是否有限制到信仰自由的核
心部位，而在最後判斷上會認為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四九０號解釋應該是違憲的

結果。這或許是法治後進國的我國在實務案例上尚不夠多，憲法學理對於宗教自

由的討論也未如美國細膩所致。 
 
人們因為對大自然力量的敬畏而產生宗教，因為生死問題的玄妙而信仰宗

教，甚至為了宗教信仰而戰爭、殺戮、遠走他鄉，宗教的力量不可謂不驚人。而

人類社會為了共同的生活秩序又產生了許多的律法，當世俗與宗教分道揚鑣時，

就註定了這兩者之間會有不可避免的衝突。如何化解一直是個難題，或許，歷史

就是在這一次次的衝突與妥協中尋求進步的動力。要歸凱撒還是要歸上帝？最後

還是要歸最高法院（或是大法官會議）來判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