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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 ,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为西方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提供

了文化心理的基础 ,宗教的信仰对象以及伦理观念 ,使得“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 ,为西方法

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 ;同时 ,近代的“教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了决

定性的作用 ,在形式上对现代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现代法律虽然有着深厚的宗教之

根 ,但已经越来越功利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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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modern western law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religious tradition. First ,religion ,especially christianity

provides cultural social base for western law , object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ethical sense ,make Nature Law have unshake2
able position. It provides pre - requisite for perfecticibility of western law ,Instantly formation of mordern Naton Law sys2
tem produces giant fluence. The western law have got more utility , although it got the root of religion.

　　一、现代西方法律产生的宗教基础

西方的法律与其宗教传统有着极深的渊源 ,所以研究现

代西方法律的时候 ,宗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现代

意义上的法律虽然是一种世俗的法律 ,但这种法律的基础却

是宗教 ,“只是当经历了一个缓慢的世俗化过程后 ,或经受了

更为进步的文明的影响后 ,世俗世界和神圣的世界产生分

离 ,真正概念上的法律才从此具有其特有的性质”[1 ] (p32)
,所

以马克斯·韦伯说“西方的法律科学是一种世俗的神

学”[2 ] (p201)
,伯尔曼在详细考察“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时 ,也

明确地指出 :“所有西方国家以及所有处在西方法律影响之

下的非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宗教态度与设想的一种世

俗遗留。历史地看 ,这类态度与设想先是表现在教会的意

识、圣礼以及学说之中 ,后来者表现在法律的制度、概念和价

值中”。[3 ] (p201) 这中间经历了一个“世俗化”过程 :“西方社会共

同体的各种传统象征 ,即传统的形象和隐喻首先是宗教和法

律方面的。然而 ,在 20 世纪 ,宗教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

人事务 ,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则变成了一种与实际权术相关

的事务。宗教的隐喻于法律的隐喻之间的联系已经破

裂”。[4 ] (p1) 也就是说 :西方独特的宗教传统形成了西方独特的

法律制度。

在昂格尔的三个法律类型中 ,“法律秩序”是用来表示现

代西方国家的法律类型的 ,它具有公共性、实在性、普遍性、

自治性等特征。他指出了法律秩序产生的两个历史条件 :一

是社会中存在着“多元集团”;二是存在一种“自然法”观念。

它们分别构成了现代西方法律产生的政治条件 (社会因素)

和社会意识基础 (神学因素) ,两者缺一不可。昂格尔认为 ,

所谓“自然法”的观念 ,就是指“它以一种‘更高的’普遍的和

神圣的法则为依据 ,用它来论证和批判国家制定的实在

法”。[5 ] (p59)“自然法”观念受到“一种超验宗教”的支持 ,而这

“一种超验宗教之核心就是 :相信世界是由人格化的上帝依

据自己的设计而创造的。因而超验宗教的特殊二元性就是

上帝和现实世界。由于世界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 ,

　　[收稿日期 ]2003 - 09 - 10

　　[作者简介 ]周海燕 (1968 - ) ,女 ,江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社会学硕士 ,主要从事法律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4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因而 ,它不能充分分享其缔造者所具有的神性。然后 ,合法

的宇宙表现了神圣立法者的本意”。[6 ] (p69)

基督教作为西方宗教的代表 ,信奉的“上帝”是一种具有

“伦理位格”的“人格化的、超凡的造物主和世界的王位君

主”[7 ] (p67) 。在这种“超验宗教”中 ,人与上帝 ,世俗于神圣、经

验与超验、此岸与彼岸等都处于一种紧张对立的关系中。韦

伯指出 :“凡是自然秩序和一般与之相提并论的社会关系的

秩序 ,首先是法律的秩序 ,不被视为凌驾于神之上 ,即被视为

神所创造的地方 ⋯⋯不言而喻 ,前提条件是神保障这些由他

创造的秩序不得违反。这个要求在思想上得到贯彻 ,对于人

的宗教行为和人对待神的一般态度 , 有着广泛的后

果”。[8 ] (p487) 昂格尔也指出 ,“实际上 ,法律概念本身就表明了

法律秩序与超验宗教的宇宙观之间的某种联系。因为 ,自然

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规则观念就是如下信念的内在组成部分 ,

即上帝根据自己的计划创造世界”。[9 ] (p70) 这种宗教背景使得

“自然法”观念在西方有着不容动摇的地位 ,并使它与“实在

法”的对立关系对西方法律的形成具有一种“关键性的意

义”:“由于高级法 (自然法)具有一种神圣渊源且因此超越时

空 ,它就被人们看作是评价一切社会制度的类似于古代提水

设备支点的东西。它既不是一系列在日常生活中逐步结合

在一起的相互作用行为标准也不是统治者为应付特殊情况

而规定的一系列命令。但是 ,这是一种超越社会的规范性秩

序 ,就像上帝超越世界一样”。[10 ] (p71) 而现实世界的“人法”(制

定法、实在法)只不过是对这种“高级法”的模仿和接近 ,这就

为西方法律的自身完善化提供了前提。韦伯把自然法称为

“革命性的法律”, [11 ] (p286) 昂格尔也说“伴随着自然的普片法

着观念 ,一种潜在的革命元这也就问世了 ,说得明白点就是 ,

人们熟悉的社会组织与存在形式并不能穷尽一切好的或可

能的社会存在状态”。[12 ] (p71) 总之 ,“相信上帝规定的行为准则

的存在必然支持如下信念 :通过神圣的模式 ,实在法变得越

完善 ,它就越不愿受具体时代和地域实践的限定。它的规则

应当具有某些关键性的脱离政治和习惯的独立性 ,另外 ,这

种独立性要求专门的机构、职业集团和推理模式。如此说

来 ,走向某种认可法治理想的社会意识的道路已经铺

好。”[13 ] (p72)

二、教会法和西方法律形式

对于西方法律的形成宗教不仅仅是提供了文化心理的

基础 ,同时在体制上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近代的“教

会法”对于现代西方法律的理性化、世俗化特征的形成起到

了决定性的作用。伯尔曼甚至提出“教会法”标志着现代西

方法律传统的形成 :“教会法是第一个现代西方法律体

系。”[14 ] (p243)

韦伯和伯尔曼都指出了“教会法”和“罗马法”之间的密

切关系。韦伯认为 :“教会法在罗马法中发现了世俗的典

范。”[15 ] (p243) 在罗马法中 ,法律的理性化和世俗化是交织在一

起的 ,因为“真正的罗马宗教所具有的特点 ,即概念性、抽象

性和上帝管辖权的可分析性 ,是来源于对宗教问题采取的理

性的司法处理”,所以“罗马人生活的世俗化以及宗教政治

化 ,使得宗教意识成了处理宗教问题的纯粹形式和法律的手

段。”[16 ] (p243) 罗马法的这种特点对教会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伯尔曼也认为 ,教会法“受到罗马法的影响”[17 ] (p243)
,“在一个

限定的意义上 ,人们可以说存在着‘罗马 ———教规式’的法律

体系。此外 ,教会法学家与他们同时代的罗马法学家在法律

性质和功能的方面具有同样的基本理论 ,对于对立事务进行

分析和综合方面 ,也具有同样的基本方法 ———在这类理论与

方法方面 , 罗马法学家与教会法学家相互借鉴程度相

似。”[18 ] (p242)

因此 ,教会法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正如韦伯指出

“于其他所有的神法制度相比 ,基督教的教诲法处于比较特

别的地位。在许多方面 ,她都显得更加理性化 ,更形式化 ,而

且。从一开始 ,它与世俗法的关系就比较清晰。其管辖权也

比较明确。这首先是因为古代的教堂一直与国家和法律保

持距离。有多种原因导致了这一相对理性化”。虽然“在许

多方面 ,教会法很难避免神法的一般特点 ,即实体立法 ,道德

目标与规范的有关要素缺乏精确性 ,融为一体。但是 ,它比

其他神法更趋向于严格形式的法律技术。”[19 ] (p242)

教会法对后来西方法律的影响及其广泛而深远。韦伯

指出 ,一方面“教会法成了世俗理性化的指南”,另一方面“在

法律意义上教会是最初的‘体制’⋯⋯作为公司的公共组织

的法律结构正是依次为起点的”。[20 ] (p242) 另外 ,“除了少数制

度以外 ,教会的主要影响表现在程序方面。予以对抗之为基

础的世俗程序法的形式主义举证拨通 ,旨在实体正义的教会

法程序产生了一种合理的 ,但特别注重实体的纠问式程序

制。这样的程序制不会让诉讼中的自由裁量来决定事实的

真相。这是诉讼程序均在法官控制之下 ,并创造了一种举证

制度 ,使得真相的认定有多种可能性。这样 ,教会法在西方

世界开创了纠问式程序制度。世俗的刑事诉讼程序直接吸

收了这种制度。”[21 ] (p243 - 244) 伯尔曼在许多方面发展了韦伯的

观点 ,但他是从强调 11 世纪的“教皇革命”对教会法以至整

个西方现代法律传统的形成的重要性来论述的 :“教皇革命

像一颗原子弹的爆炸 ,将日耳曼人的基督教世界分裂成了两

个部分 :其一被看作独立的、可见的和共同的法律结构的教

会 ;其二是被看作划分为各类政治体的世俗程序。教会组成

了由单一法律体系及教会法调整的单一国家结构。由于教

会和它由此成为精神的领域 ,所以它被认为是人类在尘世上

尽可能密切的接触上帝的领域。教会的法律被认为是自然

法和神法的反应。但是 ,世俗秩序是更欠完善、更原始、更囿

于尘世之见 ,所以它的法律与非理性因素、权利、迷信和堕落

有更多的联系。不过 ,它能够重生 ,能够得到补救 ,它具有积

极的意义。教会有助于是使它更充分地与自然法并最终于

神法相一致。教会法可用作各种世俗法律仿效的样板。在

韦伯看来 ,“法律是‘形式的’,是指在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只

有具有确凿的一般性质的事实才被加以考虑。比较而言 ,传

统中国法律的反形式主义性质 ,得到了儒教伦理的理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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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在韦伯看来 ,儒学乃是一种宗教伦理 ,但是它与出世主

义的宗教体系迥然相异 ,而具有明显的入世的理性主义因

素。这种理性主义来源于通过孔子言行所体现的伦理思想、

礼仪和实践化 ,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永远保持“克己”的觉醒 ,

在生活中做到“中庸”的适度 ,以便追求现世的道德自我完善

和人格完满的终极价值 ,这是一种信念伦理。它在法律生活

中的落实 ,便是伦理规范的法典化或法律的伦理性。它不是

形式主义法律 ,而是实质的伦理法 ──追求道德上的正义而

非规范的法律。”中国的社会伦理不是西方那种自然法和个

人主义的社会伦理 ,后者恰恰是近代由于形式法与物质公平

之间的紧张对峙而产生。”[22 ] (p173)

三、自然法的世俗化

自然法在西方法律发展史上重要作用是人尽皆知的 ,在

西方法律世俗化的过程中 ,自然法也有一个“世俗化”过程。

贝克尔指出 :西方宗教的发展在其自身中已开始就带有世俗

化的种子 ,也就是说 ,西方的宗教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世俗

化的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法律的世俗化过程。韦伯

指出“现代自然法理论部分地建立在带有理性色彩的宗教冬

季上 ;部分地吸取了文艺复兴时产生的自然观 ,即试图把握

‘自然’意志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 ,这来源于共同体成员无

不享有天赋人权这一观念”。[23 ] (p288) 这种观念正如特勒尔奇

对自然法的分析相一致。特勒尔奇认为“人本”理念是自然

法的世俗化之奠基原则 ,这一理念抛弃了其宗教前提 ,把自

然人性抬高为法的普遍基础 ,从而在社会层面上以个体观念

取代了古代的信仰社团的位置。因此所谓自然法的是苏哈

意味着一班人性理念的宗教 ———伦理的预设被置换成了一

种人类学的东西 :“具有共同人性的自然人性取代了参加上

帝共同体的团契使命感的宗教动机 ,对普遍的善的感召式呼

吁取代了克服罪性的斗争 ,以博爱为基础的人类一体的希望

取代了虔诚与背逆、善与恶、被拣选与受诅咒者的区分。人

本观念成为一个自然性观念 ,它是具有人所共有的善之真理

和本能的个体与生俱有的 ;换言之 ,人本成为人之自然系统

的所有力量和冲动的自然秉性的另一表达 ,成为人从这种自

然系统来映照其现实社会的自足基设”。[24 ] (p116) 这种具有现

代性的自然法只有在 17、18 世纪才开始出现 ,“它意味着一

种新的、摆脱教会和宗教尺度的现代社会学的观点的开始。

它不仅主宰着所有群体的本能的自我感觉 ,而且深深地透入

一切现代制度的法律和实质框架之中”。[25 ] (p119) 梅因也说 :

“卢梭学派同伏尔泰学派所共有的少数特征之一 ,是完全轻

视一切宗教上的古代事务 , 特别是属于希伯莱民族

的”。[26 ] (p51) 自然法在 19 世纪的衰落有其自身的原因 ,取而代

之的各种实证法更是一种典型的世俗意义上的法律 :“与法

律规范有的宗教信仰或古老传统的神圣性相比 ,那些通过抽

象获得的、最具有说服力的规范 ,也难以从作法律制度的基

础。于是 ,如今法律实证主义大有压倒一切之势”。[27 ] (p295) 现

代法律 ,只不过是“作为协调相互的利益的技术手段或产

物”[28 ] (p295) 而已。这正如韦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精神时所指

出的一样“随着宗教的根的死去 ,功利主义的解释悄悄地渗

入了”。[29 ]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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