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基督教与西方宪政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

存在不同观点。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基督教革命

创造了法律体系、基督教的发展促成了西方法律传

统的形成与延续，基督教传统在西方宪政起源、确立

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1]。德国社会学家韦伯认为，

现代意义上民主植根于宗教理念中的某种独特伦理

性格和文化价值观[2]。美国法学家弗里德里希认为西

方宪政有着它不可忽略的基督教传统的支撑，“它植

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

的政治思想中。”[3]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理性、人文、人
道的近代宪政同那个束缚思想、压迫信仰和蔑视人

权的中世纪宗教传统是毫无关系的。在我们看来，尽

管基督教教会曾通过宗教裁判所等手段压迫异端

者，从而对西方宪政某些方面确实产生过消极影响，

但是基督教神学理念蕴涵了超验正义观，培育了西

方的宪政精神，形成了西方社会的民主文化机制，因

而成为西方宪政的神学基因，在总体上促进了西方

宪政的形成与发展。

一、早期基督教与宪政的起源

早期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的起源有着深刻的影

响。基督教神学内涵的超验正义观为西方宪政提供

神学基因，“原罪”观和幽暗意识为西方宪政的限权

思想提供了人性基础，基督教的宽容精神，仁爱、平
等思想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基督教继承和发展了希腊罗马文化中的

超验正义概念，形成了基督教超验正义观，为西方宪

政的起源提供了神学基因。在基督教产生之前，古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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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和古罗马就已经产生了丰富的正义理论。古希腊

正义思想、混合政体理论和城邦公民参与政治生活

的权利安排构成了对政治权力的最初限制机制。柏

拉图最先提出了超验正义的概念。在柏拉图看来，正

义应该被视为自身和家庭正当地享有自己的东西和

做自己的事情，于是他的正义观就意味着社会的三

个等级依据自身的等级特性各司其职所带来的和谐

状态。另一方面，柏拉图将正义既视为具有个人的性

质，又具有行为的和事物的性质，而个人、事物或行

为之所以被判定为正义的，则由认识理念的智慧的

人来主持，因为只有他才知道所有具体的人、行为或

事物在多大程度上带有理念的特质。这样的哲人是

唯一有统治能力的人；然而，正义作为理想国的最高

原则与最终理念，它的极端超验的性质妨碍了它在

宪政秩序中的实现[4]。古罗马宪政理念直接来源于希

腊文明，罗马法学家西塞罗高扬斯多葛学派的自然

法思想，第一次提出自然法的本质是正确的理性，认

为惟有上帝具有正确的理性，而真正的法律是同自

然一致的正当理性，它约束着一切人类社会 [5]，从而

实现了神的睿智与世俗的理性之有机结合，进而为

罗马政治提出了一个超越世俗的价值参照和正义标

准，也为圣·奥古斯丁基督教宪政观奠定了基础。圣·
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

辑的宗教推断，但是，这种真正的正义只有虔诚的信

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能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

共同体中找到，甚至人间最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的

正义的“残片”或“镜像”，所以这种正义只存在于上

帝之城，世俗的政治秩序不会是正义的秩序，因而他

对政治秩序和政府产生一种悲观的观念[6]。通过确定

世俗秩序中基督教的正义观念，价值判断得以形塑

有关正当的政治秩序的观念，它可能导致这样的结

论，即只有特定的西方意义上的宪政秩序才是适合

于基督教社会的正当秩序。
因此，在基督教传统中世俗的法所凭借的“法”

和“正义”不是俗世的人民或皇帝的意志，它们只有

在神的神圣以及神在人间的对应物和创造物的尊严

依照该法受到尊崇时，才能被认识和理解；然而，人

类正义的本质必须通过神的正义方能显现，神的正

义又非人的理性所能及，它只能由人靠着神的启示

部分地得到。正是在正义的难以获知性和神秘性上，

基督教的这种正义观是一种披上了宗教外衣的柏拉

图思想[7]。此外，立宪政府并非自然生长而成，需要催

生和建构，这种创制只能由一个掌握实权的团体或

个人来完成，这个人应该自觉接受宪法和法律的限

制，在宪政的框架内行使有限的权力。因此它要求掌

握实权的人能放弃权力，而这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是

相当困难的，要做出这种超常之举，行为者必须有一

种深刻的体认。对现代宪法秩序的探求只有在这种

政体的奠基人愿意放弃他们的专断的权力并满足于

代表人民来行使其宪法的权力的基础上才能够被理

解和领会，而这种意愿是对个人自我的神圣性深刻

体认的一种表现。这种体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这种历史过程是在基督教文化中展开的，“基于这种

体认的正义，是对人及其制度的超越人类理解范围

的神的正义的一种反映”，因而，超验正义就成为基

督教文化传统的精髓，变成西方宪政的神学基因[8]。
其次，基督教的“原罪”观和幽暗意识为西方宪

政的限权思想提供了人性基础。亚当与夏娃在伊甸

园中违逆上帝出于爱的命令偷吃禁果，想要脱离造

物主而获得自己的智慧，从此与上帝的生命源头隔

绝，致使罪恶缠身。后世人皆为两人后裔，因而每个

人生来就有罪。圣保罗把《旧约·创世记》中这一段本

来平淡无奇的传说称作人的“原罪”，后世人将此阐

发为西方特有的罪感文化。基督教的罪感文化对于

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它的“原罪”说内

涵着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

悟，而这种幽暗意识经过基督教加尔文教派的继续

发酵，发展成为人性自私与权力恶性的理念，并最终

酝酿出西方宪政有关权力设防的制约逻辑。因为人

有着与生俱来的堕落性，有权的人更容易走向腐败，

所以人性不可靠。而人世的黑暗与人类的堕落性又

导致人与人之间不能相互信任，尤其是对掌权者的

不信任。这种人性观造成基督教传统重视法律规制

的倾向。“大致而言，历史上解决权力问题的途径可

分为两种，一种是希望执掌权力的人，透过内在道德

的培养，由一个完美的人格去净化权力。另一种是追

求制度上的防范。基督教从人性论出发，很难走上第

一条途径，剩下来自然就只有第二条途径。”[9]约翰·
洛克也从人性不可靠的假设出发，认为防止专制暴

政的最好方法就是把权力在制度中根本分开，避免

政府中任何一个部门有过多的权力，这样就能使独

裁的危险在制度中无形化解。而联邦党人的宪政思

想更加清晰地说明美国宪政制度的建立受到了这种

幽暗意识的影响。麦迪逊、汉密尔顿等人高度认同大

卫·休谟政治学假设：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中每个人都

必须设想成为无赖，好的制度将不依赖于伟大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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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美德的存在[10]。在麦迪逊看来：“如果每个人都是天

使，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

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

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

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

身。”[11]正是基于此考虑，权力的集中必然会导致暴政

的出现，而阻止权力集中的最好办法就是体现分权

制衡原则的民主宪政制度。史学家阿克顿系统地分

析了幽暗意识与限权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一

个基督徒由于他的信仰，不得不对人世的罪恶和黑

暗敏感。这种敏感，他是无法避免的。基督教对人世

间罪恶的暴露可以说是空前的。我们因此才知道罪

恶的根深蒂固，难以捉摸和到处潜伏……基督教的

福音使罪恶意识牢记于人心……他看到别人看不见

的罪恶……(这种)原罪的理论使得基督教对各种事

情都在提防……随时准备发觉那无所不在的罪恶。”[12]

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思想中的分权制衡的原则就是

基督教的幽暗意识的表现形式。
最后，基督教中体现的宽容精神，仁爱、平等思

想为人权保障提供了理论基础。宽容精神、仁爱、平
等思想的传播，促使人权保障成为宪政不可缺少的

内容。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反对派开始的，而它之所

以能够从“犹太人的异教”形成为世界性宗教，原因

在于基督教是“适应形势的宗教”。在历史的长河中，

基督教从古典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基督教神

学之中渗入了古希腊时期所孕育的公民文化，斯多

葛派的自由、平等思想，以及罗马法的一些基本观

念。正如罗素所言：“天主教教会有三个来源：它的圣

教历史是犹太的，它的神学是希腊的，它的政府和教

会法，至少间接地是罗马的。”[13]基督教一方面充当了

传承古典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另一方面也孕育着

近代人权理论的种子。基督教各教派把《圣经》作为

信仰的基础，将教义作为教会法立法的权威性依据，

相信上帝的法律应该是人类法律的基础。因为，如果

承认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那么，人

们就会很自然地推论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律应该符

合上帝所制定的法律。而由于超自然的神法原则是

永恒不变的，世俗的法律的神圣基础就容易确立了。
由此，在决定一个统治者何时和在何种程度上违反

了法律并因此将受到抵制的问题上，教会成为了最

高的仲裁者，因为一切权柄都来自上帝，世俗和教会

都应该服从上帝的戒律，而教会又是上帝在人间的

代表[14]。基督教出于对上帝的戒律的信仰，不服从违

背良心的法律，为后世的“公民不服从”原则树立了

典范[15]。基督教以它这种特有的虔诚向我们传达了一

种对于权力与罪恶的抵制，一种对信仰的虔诚与执

着。通过确定世俗秩序中基督教的正义观念，可以对

现有的政治秩序的正当性进行价值判断。

二、中世纪教会法统治与宪政的准备

如果说“原罪”论与幽暗意识、虔诚的信仰以及

宽容、博爱、平等的精神等，都只是在精神层面无意

识地暗含着西方现代宪政的理念的话，那么，在以后

的发展过程中，教会统治走向顶峰，中世纪特殊的政

教二元结构、教会内部的权力架构以及教会法的法

律制度等都切实的在具体制度上孕育着西方现代宪

政制度。同时，随着教会法统治地位的确立，基督教

神学宪政思想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第一，中世纪基督教的二元政治观促进了教会

与世俗国家的二元结构之出现，形成了对抗制的政

治模式。在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为了文化舞台上的

唯一提琴手”[16]，它不但保持了生命力，还与罗马帝国

覆亡后的新兴国家建立了新型的关系，不断在世俗

政权的混乱与争斗中扩张。在美国法学家伯尔曼看

来，11 世纪末到 13 世纪末发生的“教皇革命”，是欧

洲社会政教二元化权力体系形成的标志。从那时起，

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各自相互分立，二者相互制衡，

最终形成了教权和王权的各自对立、相互平行、平衡

和制约的二元权力架构格局[17]。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

嬗变，“中世纪政教二元化权力架构已经演化为近代

自由民主政治，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也已经蜕变为近

代自由主义。”[18]在中世纪封建制度下欧洲国家的等

级议会中，教士的地位居于贵族和平民之首，勇于同

国王争夺利益[19]。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之所以发挥了如

此巨大的影响，主要是在“国家—教会”为基础的传

统二元分离和以“国家—社会”为基础的现代二元分

离之间构造了某种文化上的基因和惯性，“即个人与

国家、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论，来源于基督教

的一系列二元观念。”[20]基督教二元政治观的流行，极

大地改变了西方宪政发展的方向，重新塑造了西方

宪政文化的精神和性格。“二元政治观作为一种新的

思维模式，设定了基督教政治哲学与古典时代完全

不同的新的政治哲学主题、新的政治理论中轴以及

一套新的政治学语汇。”[21]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基督教

会的兴起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22]，近代市场

秩序的扩展、市民社会的出现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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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由这一时期的政教冲突所衍变出来的欧洲近代

法制观念所导致产生的一些社会结果[23]。世界上不少

其他文明在历史上都出现过政教合一的局面，助长

了垄断政治权力和思想意识形态权力的专制主义，

而整个漫长的欧洲中世纪因国家和教会的权力博弈

使两者都未能掌握绝对的专制权力，反而在世俗权

力和教会权力的抗争、较量、此消彼长中孕育出了伟

大的西方宪政制度。随着西方社会世俗化进程的不

断深入，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弱化，而国家的职能却

不断地得到扩张，中世纪二元均衡的政治结构被打

破，代之以国家与市民社会这一新的二元结构。
第二，教会内部的权力架构体现了权力制衡的

理念。教会内部的权力架构也是权力分立说的源泉

之一。民主原则也在宗教团体中得以彰显，帕多瓦的

马西利乌斯曾希望教皇权威服从于教会会议的权

威，这一愿望在 15 世纪表现为教会会议至上主义，

主张对重要问题做出议决是全体会议而非教皇的权

力，由此在教会内部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权力制衡

意识。在教会内部，教皇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受到

很多方面的制约。就信仰问题和教会的整体情况来

说，教会的议会在教会会议中作出的决议对教皇是

有约束力的。教皇由教会高层选举产生，一些教会内

部有代议式的管理制度，将“关乎大家的事情应得到

大家的批准”作为召开教会会议和国家议会的原则。
一些教会学者提出混合政体乃最佳政体的理论来反

对教皇专制和强化教会会议的地位[24]。虽然主张教皇

权力应受到教会会议的制衡的运动在十五世纪中终

告失败，但是这些做法或思想实质上就是不同权力

之间的分立与制约，是三权分立结构的萌芽形态，其

所体现制约与平衡精神更是现代宪政制度的灵魂所

在，为日后的宪政国家参考、借鉴或吸纳。
第三，教会法的法律制度为宪政作了必要的准

备。中世纪天主教会发展出来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思

想也对日后的宪政有深远的影响。1140 年意大利僧

侣格雷丁（Gratian）首次编撰教会法的全书，其后教会

法迅速发展，教皇格雷高里九世颁布《法令集》（De－
cretum），一直沿用至 1917 年[25]。还有值得注意的是，

1215 年自由《大宪章》的诞生也离不开教会的作用。
教会法的内容并非是仅仅涵盖教会事务，它还包括

了世俗法律中很多的内容。诸如刑法、婚姻法、继承

法、财产法、契约法等。教会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是中

世纪西方文明的首个发达的和具有现代法制规模的

法律和司法制度，成为后来各王国相继发展其法制

时参考和模仿的典范。此外，教会法财产制度方面的

“占有权救济”制度，是现代财产权利保护制度的重

要渊源。而现代宪政制度正是这样一种涵盖了权利

保障和权力控制的民主制度，权力控制是为了保障

权利实现，权利要获得保障就必须实施权力控制。
第四，中世纪神学正义观念对近代西方宪政制

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法是

高于国家和国君的，国王须受到法律的约束，由上帝

所立的神圣法和自然法高于统治者所立的实证法，

世俗的秩序必须服从上天的秩序。因此，“一旦统治

者因背叛教义而被开除教籍，他的臣民依据这一事实

便可不受他的统治，并解除约束他们的效忠宣誓”[26]。
奥康姆同样坚持信仰高于理性的观点，他断定不可

能存在与更高等级的法或与理性公然相悖的法，进

而认为任何与神定法或与明显的理性相抵触的世俗

法律都不是法。诚然，能够为中世纪宪政论所论述的

政治秩序提供范例的，只是那些提出分权的立宪制

度的超验正义观，而非所有的超验正义的思想。只有

这样的观念才能通向现代宪政论，才能成为对宪政

有贡献的有用因素，即神定法和自然法作为上帝统

治世界的永恒法的具体体现，规定了真正的立宪政

府，而这种立宪政府有赖于一种对人类的坚定不移

的信念：人是理性的和向善的，因此，他能有效地参

与到该政治制度之中，并通过选举那些为他们说话

的人来参与制定法律。正义是一种上帝的力量在人

身上的反映，而对正义的超验的信仰正是中世纪宪

政论的源泉[27]。正是在宗教超验层面的正义和世俗层

面的正义的两分以及它们之间在历史上的互动关系

中，中世纪宪政论和西方特有宪政模式才得以起源

和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基督教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

也有助于抵制任何专制与绝对主义统治。中世纪基

督教思想向来强调良心自由的重要性。按照基督教

的信仰，任何人皆要受到末日审判，而审判以个人行

动作为判断基础，这种个人责任的传统使得个人容

易从良心的角度对专断统治实施积极或消极的抵

抗。显然，中世纪的宪政观念继承了古典宪政的限权

理念，并将这种观念神圣化了。
第五，中世纪晚期教会法学家通过社会契约观念

的语境阐释了基督教宪政思想。库萨的尼古拉在《论

天主教的协和》一书中主张法律的制定应该由法律

行将约束的所有人或其多数人来进行民主的立法[28]。
奥特芒指出：国王的地位只能因满足王国人民的需

要这一目的而确立。贝扎在《君主的权利》一书中则

151



明确地指出：国家制度应该建立在政府和人民之间

的契约基础上，在达成契约的过程中，公民不能完全

放弃他们的自由，因为这样会使他们丧失对专横而

邪恶统治的补救措施。理性要求人们必须保有判定

业已确立的政治秩序是否体现公正的自由，并且拥

有终止契约和起来反抗的权利。莫乃尔宣称：无可争

议的事实就是政治社会赖以建立的基础是两种契

约。第一种契约是上帝与包括国王在内的国家成员

之间的契约。该类契约的目的在于保证人是属于上

帝的人和上帝超然的父权得到人们的认可；第二种

是君主与人民之间的契约。此种契约的主旨在于，保

证人民服从君主，同时君主也有义务尊重人民的权

利和习俗并为增进人民的福利而统治。人民在与君

主签定契约的过程中，永久地享有反对以及在必要

的情况下反抗君主的权利。他们都认为，代表人民的

国会、下级官员要承担限制君主专制的责任，并由其

履行判定何时以及怎样反对君主权威的职责。胡格

诺派政治理论家由此也就提出了君主、代议机构以

及下级官员共同分享政治权力的一种政体模式[29]。塞

利维亚的圣伊多西告诫统治者说，“只有他自己表现

出对法律的尊重，他才能让法律约束所有的人。”[30]统
治者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遵守他与人民签订的

契约义务。因此，中世纪的宪政观念主要表现为这样

一种共识：按照神意和自然法的要求，任何人包括君

主和教皇在内都应该遵守法律，并且权力要受到法

律的制约。

三、教会改革与宪政的确立

16 世纪的基督新教改革对西方近现代宪政制度

形成的影响不容忽略。中世纪晚期，封建制度式微，

专制王权兴起，天主教会内部昏暗腐败，教皇的势力

江河日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教会改革势在

必行。或许，基督教改革者们的初衷只是挽救日渐式

微的教会，然而，宗教改革一个间接后果却是促使国

家承认宗教信仰自由、良心和思想自由以至言论出

版自由，为宗教个人主义向世俗个人主义的历史演

进准备了思想条件。宗教改革者们在不经意间促进

了西方近代宪政制度的确立与完善。
在谈到基督新教改革与西方近现代宪政制度形

成之间的关系时，美国学者伯尔曼曾指出，基督新教

尤其是加尔文主义深深地影响了近代西方法律的发

展，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清教徒们发展了路德关

于个人良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sanctity）的概念以及

其在法律上作为反映在财产和契约权中的个人意志

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概念。”[31]

马丁·路德在 1517 年对天主教会提出的挑战拉

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他在德国所掀起的轩然大波

直至引起德国伟大的农民战争[32]。路德宗教改革涉及

到天主教会的教义、实践和组织架构，其主旨是“因

信称义”，指在任何情况下只因对上帝的信仰，信徒

就能得到神恩，成为义人。也就是说，个人只需对自

己的良心负责、个人不需要通过天主教会而可自己

直接与上帝建立关系，个人必须服从上帝而非任何人

间的权威。其中蕴含着人的个性自由、平等、尊重人

的价值费等西方现代宪政理念。而其所提倡的节制

消费这一主张，也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
马丁·路德首先强调信仰的自由。“基督徒是全

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管辖。”[33]只要信靠耶

稣基督，在属定的国度里，就可以做一个完全自由的

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人有任何权力干预这种

自由。“上帝不把人限制在固定的地方，不规定劳动

形式，不用铁的必然法则来加以束缚，而给他以意志

和行动的自由。”[34]在马丁·路德看来，信与不信在于

每个人自己的良心，世俗权威无权干涉。世俗的权威

应当管理自己的事务，允许人们自由的信仰，不予强

制，即给予人们宗教信仰的自由。
此外，马丁·路德强调信徒之间的平等性。中世

纪以教皇为首的教会人士维持其对各国人民统治的

理论之一，就是“属灵等级”高于“世俗等级”。他们认

为，凡被授予神职或出家修道者，包括教皇、主教、神
甫、修士等，都属于“属灵等级”。而一般信徒，包括君

主、贵族、工匠、农民则组成“世俗等级”。“属灵等级”
由于是为上帝服务的，理当高于“世俗等级”，享有各

种特权，并受教会法规保护，世俗权力不得干预他

们。路德否定了教会特权阶层在个人得救中的中介

作用，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祭司”，只要信基

督，人人都是祭司与君主，人人都是教士，都是君主，

相信基督的都是如此；在上帝面前，只要信他，人人

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祭司和信徒之间的

区分在于职务和工作的不同，而不在于身份的不同。
路德在宗教领域内提出人人都是祭司，渴望信仰上

的平等，为后起的资产阶级要求平等提供了思想基

础。路德否定教会特权阶层在得救方面的救赎作用

的同时，无形中肯定了人在信仰中的决定性作用，个

人信仰权威得到确立，人的价值、尊严得到肯定，从

而为西方宪政理念提供了深厚的个人主义基础。

论 基 督 教 传 统 对 西 方 宪 政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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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因信称义”立足点在于信徒和上

帝之间的直接交流，抨击教会发行赎罪券的腐败行

为，其倡导的“廉俭教会”，符合资产阶级资本原始积

累时期的要求。正如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韦伯所言：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

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

教禁欲主义。”[35]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徒具有一

种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是

理性经济行为的内在冲动力的源泉。换言之，新教伦

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

动力。基督教禁欲主义以宗教的方式确证了正当追

逐财富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心理动力。
在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 20 年后的 16 世纪

30 年代末，出生在法国的加尔文来到日内瓦，领导瑞

士的宗教改革。加尔文的神学思想在强调《圣经》是

基督教信仰的惟一根据和权威、主张因信称义等方

面是与路德相同的。但加尔文显然比路德走的更远。
他提出了“先定论”(或“预定论”)作为宗教信仰的核

心。在尔文看来，一些人的成功与永生，另一些人的

失败与灭亡，都是上帝预先决定的。因为从创世以

来，上帝就把世人分为“选民”和“弃民”，前者注定得

救，后者注定灭亡。因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成功

与失败，只能服从上帝给他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

右。加尔文的这种宗教理论，就是要人们相信资产阶

级的发财致富和穷人的受苦受难，都是上帝的旨意，

掩盖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但先定论同时也否定

了封建贵族的特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剥削的合理性，

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加

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要求。”[36]

此外，“加尔文认为，主权归于人民，而教阶制将

教皇的权力凌驾于一切人之上，整个世界由一个长

官治理，这种思想和制度是荒谬的。”[37]他在自己的教

会中采取神权共和政体，倡导教职人员之间以及教

职人员与信众之间的平等。在日内瓦，由牧师和 12
名长老组成的议会行使职权，而在苏格兰和荷兰，则

通过更广泛的代议制来管理教会。这与民主宪政原

则不谋而合。正如恩格斯所说：“在路德失败的地方，

加尔文却获得了胜利……加尔文的教会组织是完全

民主的和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国已经共和化了的

地方，人间的王国还能够仍然从属于君主、主教和领

主吗？”[38]

再者，加尔文教派的教义和组织形式，符合激进

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要求。在欧洲一些

国家受到压迫的加尔文派信徒把加尔文的理论进一

步发扬光大，主张个人良心的自由、个人可凭其良知

拒绝服从国家的某些法律、君主的权力应受到限制，

这便促进了自由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发展。十七世纪

初，一些英格兰的加尔文派信徒亦即清教徒为了追

求宗教自由而移民北美，其中 102 名清教徒于 1620
年前往美洲途中在船上仿照一些新兴教会的教约模

式签订了《五月花公约》，作为他们在美洲将要建立

的新社会的约章，《五月花公约》后来被誉为现代成

文宪法的雏形和先驱[39]。
除了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外，英王亨利八世

建立的英国圣公会和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最激进的再

洗礼派也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主要力量。16
世纪，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君主亨利八世发动了自上

而下的宗教改革，创立了基督教新教圣公会，正式宣

告英国教会脱离了罗马教皇的控制。亨利八世的宗

教改革对英国的宪政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宗教

制度和教会结构上，他们反对主教制，要求教会组织

民主化，主张容忍政策和信仰自由……主张政治生

活民主化，提倡节俭、勤奋、厌恶懒惰和邪恶，推崇禁

欲主义和发财致富。”[40]和其他新教教派不一样，再洗

礼派从基督教信仰出发，主张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

对后来洛克的宗教宽容论有重大影响。再洗礼派的

思想家罗杰·威廉姆斯（Roger Williams）指出，统治者

或国家的职能只限于属世的事务而不涵盖属灵的事

务，国家不应以其强制力迫使人民信奉某宗教。威廉

姆斯是美国宪法中政教分离原则的先行者，自由主

义鼻祖洛克在 1689 年发表对后世影响巨大的《论宽

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其论点与再洗礼

派关于宗教自由的思想十分接近。虽然再洗礼派的

宗教自由思想在宗教改革的浪潮中只是非常微弱的

力量，但是却助长了现代宪政所不可或缺的宗教自

由和宽容。新教改革运动借用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外

衣，鼓动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改革的矛

头由反对教皇转而反对王权，以民主共和思想反对

王权”[41]。近代宪政运动自此真正走上历史舞台。此

后，美洲的基督教教徒在种族、选举权、就业等方面

的平等权争取与维护方面，继续弘扬基督教的正义

理念，推动了美国宪法的发展[42]。
新教改革所倡导的自由和平等观念是近现代宪

政的重要构成因素，也是宪政国家所尊崇和追求的

人权的最高价值，它促使了西欧基督教意识形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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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地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促进了宗教个人主义向

世俗个人主义的转变。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运动最

终促成了现代宪政理念的形成、确立，并近乎完整地

包含了现代宪政所包含的极其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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