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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盤根錯節 

將安倍之死置於這一視野下，偶然與必然相生，是時代無可回頭的註腳。 

# 安倍晉三#尹月#評論 

2022-07-15 

（尹月，日本政治觀察者） 

 

2022 年 7 月 8 日，當地時間 11 點 30 分左右，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奈良市的街頭演講中遭遇

槍擊，下午 5 點 03 分因傷勢過重身亡，享年 67 歲。犯罪嫌疑人爲 41 歲的前海上自衛隊員山上徹也。

根據他的供述，行兇動機是對新興宗教團體「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原名「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

協會」，以下稱「統一教」）的不滿。 

山上的母親曾沉迷於該教團，爲此投入超過 1 億日元的鉅額家產，導致山上一家破產，連伙食都

需鄰居接濟。山上認爲安倍（及其外祖父岸信介）與該教團關係密切，對安倍產生恨意。他最初的暗

殺對象是統一教成員，並涉嫌向奈良一處統一教設施開槍射擊；後將復仇目標轉向了安倍，居然一舉

得手。安倍作爲日本憲政史上任期最長的首相，竟以這種方式離開人世，令人難以置信。 

文鮮明牧師。圖：Bettmann/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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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家族與統一教的淵源 

統一教由韓國牧師文鮮明於 1954 年 5 月在首爾創立。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滿目瘡痍，飽受戰

爭之苦的人們急需精神上的慰藉，爲統一教的發展提供了空間。60 年代之後，韓國經濟現代化帶來

的社會鉅變，令許多青年人感到空虛苦悶，促使他們投向統一教。此後，統一教不斷發展壯大，據稱

其據點已遍布全球 194 個國家。 

該團體於 1959 年進入日本，1964 年被認證爲宗教法人團體。據文化廳統計，1995 年其信衆人數

約爲 47.7 萬人。然而，自上世紀 90 年代以後，因被指控對信衆施以精神控制、向其斂財和組織集體

婚配等，統一教遭到媒體強烈批判，並在多項由受害者提起的訴訟中敗訴，導致大批信衆退會。雖然

至今仍有約 6 萬信衆，但規模和勢力已經大不如前。 

7 月 11 日，統一教舉行新聞發布會，對山上的供述作出回應。會長田中富弘承認，山上的母親

確爲在籍會員，但否認曾向其斂財。關於統一教和安倍的關係，田中稱安倍曾爲統一教及其關聯團體

「天宙和平聯合」（UPF）舉辦的活動寄送了一份主旨演講的錄像。但安倍並非統一教的「成員或顧

問」，該教團也不曾爲他提供競選協助。 

然而，安倍及自民黨與統一教的關聯可能不止於此。雙方的聯結始於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1968

年 4 月，文鮮明在岸信介和笹川良一等右翼政治家的協助下，在日本成立了反共政治團體「國際戰勝

共產主義聯合」（「戰勝共產主義國際聯盟」），該組織謀求《反間諜法》的通過和推動日本自主制定憲

法。 

爲統一教的受害者提供法律諮詢的「全國靈感商法對策律師聯絡會」（以下簡稱「律師聯絡會」）

會長、律師山口廣認爲，岸信介是連接統一教和政黨勢力的關鍵人物，他爲統一教協助自民黨競選打

開了通道，而政黨候選人往往無法拒絕來自宗教團體的政治獻金和支持票倉。安倍晉三的父親安倍晉

太郎也與統一教過從甚密，曾以每月一次的頻率與該教團方面溝通。因此，日本雜誌《週刊現代》在

2006 年 6 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中稱，「安倍晉三與統一教的關係綿延三代。」 

安倍晉三本人與統一教的公開交往最早至少可以上溯至 2006 年。當時，安倍以內閣官房長官的

身份，向統一教組織的一場集體婚配活動致賀電，遭到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的嚴厲批評。於

2007 年 9 月辭去首相職務後，安倍仍不時出席與統一教相關的活動。 

2012 年 12 月，下野三年的自民黨重返執政，安倍二度出任首相。一些分析人士認爲，因日韓關

係緊張，且安倍欲就北朝鮮綁架日本人質事件採取強硬措施，故有意與起源於韓國的統一教保持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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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安倍和自民黨難以割捨統一教的組織票，與該教團關係變得更爲緊密。 

 

 

2015 年 3 月 3 日，韓國加平郡，數千對夫婦參加統一教會的集體婚禮 。攝：Chung Sung-Jun/Getty Images 

 

2013 年 3 月，統一教旗下組織「國際勝共聯合」在東京舉行新會長就任儀式，多名自民黨議員

到場慶賀。根據一名化名鈴木 Eight 的宗教記者調查，在 2013 年參議院選舉期間，「國際勝共聯合」

作爲自民黨候選人北村經夫的後援會組織之一，爲其籌得約 8 萬張選票，佔到北村所獲選票的近六成。

另據統計，在安倍和菅義偉內閣中，多名政治家與統一教有關聯，其中不乏前文科相萩生田光一、前

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首任數字化改革擔當相平井卓也等身居高位的安倍親信。他們或爲統一教及

關聯團體的活動站台，或親自上陣與統一教合作舉辦活動。 

2015 年，圍繞統一教的改名問題，該團體與「律師聯絡會」等受害者團體又起衝突。文化廳也

因統一教訴訟記錄累累，拒絕認證其新名字。經文部科學省官員施壓，統一教才得以將教名從先前的

「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改爲「世界和平統一家庭聯合」。日本記者藤田莊市認爲，這是統一教

勢力滲入自民黨高層的又一明證。 

2016 年 11 月，有傳言稱安倍得以與即將當選美國總統的特朗普先行會面，是由於文鮮明遺孀韓

鶴子從中斡旋，此消息真僞尚待驗證。不過，2021 年 9 月，安倍向統一教活動寄送的主旨演講錄像

中，首先向韓鶴子致意，表明雙方確有交情。參院議員有田芳生當時發表推文感慨：（安倍與統一教

的關係）親密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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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信息多由反對統一教的律師和記者曝光，而日本主流媒體大多回避報道新興宗教與政黨的勾

連，以免背上侵害信仰自由的罵名，並成爲教團反覆訴訟的對象。爲此，不知政黨和宗教團體之間還

有多少秘密藏在黑暗中。 

 

2022 年 7 月 11 日，東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妻子安倍昭惠坐在一輛載著安倍遺體的車輛上，前

往一座寺廟守夜。攝：Kim Kyung-Hoon/Reuters/達志影像 

 

 

2018 年 3 月 25 日，東京舉行的自民黨大會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同時也是自民黨領導人，與自民黨

成員舉手時高喊“萬歲”。攝：Issei Kato/Reuters/達志影像 

 



5 
 

新興宗教與日本政治 

在日本，政治和宗教總是緊密相連。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扶植國家神道，以建立天皇大權下

的新體制。神道繼而與天皇制結合爲國教體制，成爲不容挑戰的國家意志，併成爲導致日本發動侵略

戰爭的誘因之一。戰後，經過民主化改革的日本對此甚爲戒懼。《日本國憲法》第二十條中明確規定

政教分離：任何宗教團體都不得從國家接受特權或行使政治上的權利；國家及其機關都不得進行宗教

教育或其他任何宗教活動。在駐日盟軍總司令部（GHQ）要求下，日本政府還廢除了被視爲軍國主義

體制殘餘的《宗教團體法》，從 1945 年 12 月起實施《宗教法人令》，爲國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提供了法

律保障，極大限制了政府對宗教活動的干涉。 

同時，正如政治學者張大柘在《宗教體制與日本的近現代化》一書中所指出的，「戰後初期的日

本經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精神乃至靈魂上的劇烈陣痛。經濟的崩潰與癱瘓，生活的困頓與無望，精神

的混亂與迷惘是這一時期日本社會的真實寫照，成爲促動新興宗教步入佳期的良好土壤。」在上述背

景下，新興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團體數量從戰爭期間的 34 個迅速上升到 340 個左右，最多

時甚至超過 700 個，其中不乏立正佼成會等信徒人數達到 100 萬的超大團體。 

目前與自民黨聯合執政的公明黨的「支持母體」創價學會也是新法規的受益者。該團體由教育家

牧口常三郎於 1930 年創建，1946 年正式更名爲「創價學會」。其後在第二任會長戶田城聖的帶領下

快速發展壯大。到 1964 年 11 月在時任會長池田大作的授意下成立公明黨時，信徒人數已經從 1951

年的 3,000 人左右膨脹至 524 萬戶。 

新興宗教的勃興很快引起了政黨的注意，雙方的關係再次重現了戰前盤根錯節，相互依存的特點，

使得政教分離原則在很大程度上流於形式。 

這首先是由於宗教集團可爲政黨提供大量穩定的選票，如得其支持，對選舉大有裨益。例如，在

日本的新興宗教中，創價學會是「進軍政壇」最爲成功的團體，公明黨的拉票力度很少能爲其他政黨

所企及。日本新興宗教研究者王新生指出，「（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不僅要求會員將選票投向學會

的候選人，而且儘可能發動自己的親朋好友及商業往來者爲學會候選人投票。」爲激發會員的投票熱

情，防止棄權，公明黨幹部還「努力向學會會員宣傳參加投票是廣宣流布妙法的輔助活動，使他們認

識到選舉自己的政治代表進入議會是實現『王佛冥合』（即政治與佛教相統一，國法與佛法相一致）

的關鍵，從而爲建立社會繁榮與個人幸福相結合的社會奠定基礎。」 

從歷屆國政選舉來看，公明黨推舉的候選人極少落選，顯示了該黨強大的集票動員能力和支持群

體的忠誠度。因此，對於自民黨而言，人數衆多、選戰經驗豐富的公明黨支持者是一筆偌大的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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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黨之間的長期同盟正是建立在「當選第一主義」這一前提之上的。 

另一方面，宗教團體也需藉助政黨的力量傳布教旨教義，並提高其成員的社會地位，擺脫宗教集

團神秘晦暗的負面形象。同樣以公明黨爲例。王新生指出，「學會成員通過參與各級選舉，不僅將自

己的政治代表送進立法機構，以保護自己的利益，而且可以使其成員產生與其他社會成員政治地位乃

至社會地位平等的意識。」因此，公明黨從「體制外」進入「體制內」的意願非常強烈，甚至不惜轉

換政策立場，也要以「閣內結盟」而非「閣外協作」的方式與自民黨聯袂執政。 

第三，政黨與宗教團體關係融洽，還因爲雙方往往具有相同的政治訴求。自民黨與宗教團體「神道

政治聯盟」和與之密切相關的保守團體「日本會議」關係匪淺。在安倍第三次和第四次內閣中，超過

三分之二的閣僚屬於「神道政治聯盟國會議員懇談會」和「日本會議國會議員懇談會」，其中多人擔

任財務大臣、外務大臣、內閣官房長官等重要職位。安倍本人還曾擔任過「神政聯國會議員懇談會」

會長。 

神政聯和日本會議主張廢除憲法第九條、支持政府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和從軍慰

安婦等侵略歷史、倡導修改歷史教科書等，與自民黨右派成員的政治理念高度趨同。日本會議還擅長

開展宣傳活動，在各地組織演講和集會，大力宣揚其政策主張，影響和動員社會輿論。對自民黨部分

右派議員來說，這樣的組織無疑是求之不得的宣傳工具；而神政聯和日本會議也視自民黨爲實現其入

世理想的代言人。 

總之，日本非但沒有實現政教分離，政黨和宗教團體反而結爲盟友，於暗流涌動之處左右着日本政

治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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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7 月 10 日，日本奈良市，涉嫌殺害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山神哲也在被一名警察押送至檢察

機關。圖：Kyodo/Reuters/達志影像 

 

「信仰自由」陰影中的「教徒二世」 

以政黨爲盟友的新興宗教團體，其力量更加壯大，對於信徒、公衆和媒體也更具威懾，往往使受

害者求告無門。刺殺安倍的山上徹也及其家人，便是典型的宗教團體受害者。 

從《文春週刊》等媒體的報道中可大致拼湊出山上的人生經歷。他原本家境優渥，但在他 5 歲時，

經營建築公司的父親突然去世。母親接手公司後，情況便急轉直下。1998 年前後，母親開始沉迷於

統一教，逐步將家產敗光，於 2002 年宣告破產。山上的哥哥長期臥病，或許還患有精神疾病，5、6

年前因無法承擔治療費用而自殺身亡。山上雖然被同志社大學理工學部錄取，但因無力籌措學費而輟

學。 

其後，他作爲「任期制自衛官」進入海上自衛隊。據稱他在服役期間也曾嘗試自殺。2005 年，

24 歲的山上退役，在測量公司打工，同時取得土地測量師和宅建士（可處理房地產交易）等資格。

近 10 年間，山上輾轉於多家公司，2020 年進入一家工廠，從事貨物裝卸工作。今年 3、4 月間，他

在網上看到安倍爲統一教活動錄製的視頻，萌生殺意，5 月辭去工作，製造槍支和炸彈，並最終於 7

月 8 日鋌而走險。他在供述中稱，岸信介將統一教引入日本，安倍則欲將之發揚光大（大意）。從山

上坎坷的遭遇來看，不難理解他仇恨統一教，並遷怒安倍的心路歷程。 

某類新興宗教團體確實是導致許多信徒及其家人的人生悲劇的罪魁禍首。這些團體對信徒的控制

極爲嚴格，一旦入信便難以脫身。張大柘指出，日本規模較大的新宗教團體普遍擁有堅實的組織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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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步入組織正規化的軌道，多採取教主或會長領導下的垂直領導體制，縱向和橫向組織系統完善。」

在嚴密的組織控制下，信徒很容易與親友隔絕，轉而以教團爲家，將全副身心投入其中。 

而且，這種新興宗教還建有「激勵信徒精進的機制」，要求信徒爲實現自身價值和壯大教團勢力，

努力傳教和捐獻財物。據「律師聯絡會」日前公布的資料，從 1986 年到 2021 年，統一教通過靈感商

法銷售和其他手段造成了約 1237 億日元的損失；在過去 5 年間，律師和各地的消費者諮詢中心仍受

理了約 580 起受害事件，損失達到 54 億日元。但是，那些脫離教團的信徒基本無望追回所捐財產。 

最後，某些新興宗教團體尤其擅長對成員實施精神控制，如奧姆真理教通過人身監禁、暴力毆打、

情緒和信息控制等手段管束信徒，迫使其從事犯罪活動。統一教也曾被控對成員「洗腦」加以監控，

造成其精神莫大痛苦。據山上回憶，他哥哥找母親要錢看病時，遭其斥責「囉嗦」，顯見她已經到了

喪失人倫，將教團置於親情之上的地步。 

這類新興宗教團體造就了一大批被稱爲「教徒二世」的受害者。父母爲組織奉獻一切，無心教養

子女，使得他們在混亂不安的環境下成長。更有甚者，許多信徒父母還向子女灌輸教義，勸導他們入

教，山上未成年時也被母親帶往教團參加活動。統一教下屬集團「Unite」便由其信徒的子女組成，

安倍率自民黨強行在國會通過新安保法案期間，「Unite」也在街頭演講，以助聲威。這些子女即使僥

倖能夠脫離教團控制，精神也往往受到極大摧殘。 

儘管「教徒二世」群體的規模日益擴大，但他們得到的社會扶助卻極爲有限，也很少有媒體將宗

教團體的劣跡曝光。原因之一在於宗教團體往往對批評者和暴露其真相者窮追猛打，甚至以暴力行爲

予以打壓。1989 年，奧姆真理教成員便曾奉教主麻原彰晃之命，殺害打算揭發教團弊端的律師坂本

堤一家三口，震驚日本。再如，今年 4 月，漫畫家菊池真理子在集英社網站連載根據其親身經歷繪製

的漫畫《長在「神」家：我們教徒二世》。作品原型、新宗教團體幸福科學教投訴，迫使連載停止，

並刪除已發表的部分。集英社還就「傷害了特定宗教和團體的信徒及其信仰之心」而致歉。 

在回答山上刺殺安倍的動機與統一教有關的問題時，文科相末松信介日前稱，由於憲法保障宗教

自由，「（管理宗教法人的）文科省在發表意見時應極爲克制。」該發言表明，政府對新興宗教相關事

宜諱莫如深，連安倍之死也無法動搖這一態度。因此，儘管《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等媒體多次

報道統一教向信衆斂財而產生的索賠問題，並揭露該團體與自民黨高層的互動；「律師聯合會」也頻

繁就安倍與統一教的關聯問題向其致公開譴責信，但被點名的政客根本不屑回應，新興宗教團體造成

的種種社會問題也從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和處理。 

宗教信仰當然是自由的，但在「信仰自由」的廕庇下，以自民黨爲首的日本政黨卻罔顧政教分離

原則，與一些宗教團體發展出伴生關係，又對其造成的危害置若罔聞。將安倍之死置於這一視野下，

偶然與必然相生，是時代無可回頭的註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