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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张

冉

摘 要 宗教与法律是维系社会的两种基本手段。在西方，宗教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西方法律
在其思想，
制度及其实践的某些方面（特别是中世纪时期）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和宗教性质，特别是基督教在西方中世
纪几乎完全统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因而它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关键词 宗教 法律 基督教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
A

一、西方法律的宗教性
（一）宗教的定义
宗教泛指信奉超自然神灵的意识形态，
是人们关于社会生活的终
极意义和目的的直觉知识以及对此终极意义的个人信仰，
是自然力量

文章编号：1009-0592(2008)12-038-02
在本质上是对神圣事物、对人生终极目的的戏剧化回应，而后者正式
宗教的根本特征。法律像宗教一样起源于公开仪式，这种仪式一旦终
止，
法律便丧失其生命力。
2．其次是传统和权威。传统，即由过去沿袭下来的语言和习俗，

和社会力量在人们意识中的一种虚幻的反映，
其宗旨在于对超自然力

它们标志着法律的衍续性。权威，
即对一些成文的或口头的法律渊源

的信仰，并由此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伯尔曼教授在其《法律与宗

的依赖，这些渊源本身就是决定性的，它们标志着法律的拘束力。所

教》一书中如是写道：
“宗教是人们的一种内心确信，是人们关于社会

有的法律都宣称它们的效力部分建立在过去的延续性上，
它们把这种

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目的的直觉知识以及对终极意义的个人信仰。

延续性保留在法律用语——立法用语和诉讼用语，
和法律实践里面。

（二）法律的宗教渊源
当我们谈到今天的法律体系时，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

在西方法律制度中，正如在西方宗教制度中一样，衍续的历史意识相
对较强，以致剧变也被有意识的解释成为保存和贯彻传自过去的观

都要追溯到西方法治主义之源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因为早在那

念、原则所必须的。当事人陷入纷争的时候，它们会诉诸于法律。法

个时期，法律和宗教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博登海默说过，
“在古希

律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则是已经被权威者载入成文法的各项条款，
或

腊的早期阶段，法律和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合一的。宗教仪式渗透在

是前任法官在类似的情况下所作的判决，以及其他的权威渊源。在诉

立法和司法的形式之中，祭祀在司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国王作

讼被提起时，法律首先考虑的就是遵循先例，而先例的背后隐藏的就

为最高法官，
其职责和权力也被看作是宙斯亲自赐予的。
”此外，
伯尔

是权威。

曼教授也认为，
“在所有的文明里面，法律与宗教共享有四种要素，
即

3．
最后是普遍性，
即主张法律包含了象征法律与绝对真理之间联

仪式，传统，权威和普遍性。
” 不言而喻，脱胎于宗教的法律的血液里

系的普遍有效的概念。基本的法律价值和原则合乎人性和社会秩序

必然活跃着宗教的因子。宗教给与法律以其精神、方向和法律获得尊

的要求。法律本身所固有的道德，
蕴含在一般规则的概念之中的正义

重所必需的神圣性。

原则，
都可以在不考虑宗教价值或宗教认识的情况下为道德哲学家们

1．
首先是仪式，
既象征着法律客观性的仪节程序。在西方法治社

理解。例如：契约应当履行，损害应当赔偿，
代理人应当善意行事，等

会建立的过程中，
公法领域的程序和司法领域的契约一样起到了非常

等。宗教价值在这一点上和法律价值惊人的吻合。正如《摩西十诫》

神奇的作用。法律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是通过法治主义实现的，
法

要求尊敬父母，
禁止杀人、
通奸、
偷窃、作伪证和欺诈等诫条成为建立

律的信仰与关于法律神圣的理解和体验首先是从能够看得见的司法

各个法律部门的基础。这是法律的宗教性的重要体现。

程序意识中开始的，庄严的程序活动，严格的程序仪式会给人们带来

这四种要素赋予法律价值以神圣性，
并且因此而强化了民众的法

灵魂的震撼，
使人油然而生对法律的敬仰、
畏惧和信心，
从而独立法律

律情感：
权利与义务的观念，
公正审判的要求，
对适用法律前后矛盾的

在世俗社会的权威性。在西方的许多普通法系国家，法治的形式主义

反感，
受平等对待的愿望，
忠实于法律的强烈情感及其相关物，
对非法

是相当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开庭是个很典型的例子，富有浓厚的宗教

行为的痛恨，等等。

仪式的色彩。法官高居法庭正中，身着黑色法官袍，头戴披肩的假发，

二、
基督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宛如教堂壁画里传教布道的上帝。法庭的布置，严格的出场顺序，尊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文明，
同时西方社会人群的主体

敬的辞令，
手按《圣经》念出发自肺腑的誓言，所有这一切使法律散发

目前也是信奉基督教的，基督教对西方社会影响是全方位的，对法律

着神圣的光芒，法律的公平和正义像被上帝写在了石板上一样，大家

影响不仅触及规范层面、制度层面，更渗透到价值层面和精神层面。

一目了然，
于是大家共同遵守。正如英国谚语所说的，
“正义不仅应当

它是唯一对整个西方法律产生巨大影响的宗教，所以，宗教对西方法

被伸张，而且应当被眼见着伸张”。“亲见”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会激发

律的影响可以说就是一个有关基督教对其影响的问题。

人们将法律视为生活终极意义之一的充满激情的信仰。像宗教仪式
一样被戏剧化了的法律的各种仪式会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忠诚本质，
这

作者简介：张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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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基督教在罗马法中的地位
基督教对罗马国家和罗马法真正产生影响是在公元 4 世纪初，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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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法只是受到各自原始宗教的影响，
甚至在最

上，西方的法律制度正是得力于中世纪教会法注入的宗教信仰，才使

初的时期，
与影响它的宗教融为一体。古希腊法个古罗马法在其形成

其有了深厚的根基，
才使法律深入到人们的心灵。

的早期阶段，不仅与各自的原始宗教融为一体，也与道德、习惯相混

（三）教会法的衰落及其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14 至 16 世纪，稳固的基督教世界日益摇晃和冲突起来，各种危

合。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巴勒斯坦。恩格斯曾指出，基督教

机和打击纷至沓来。随着教皇和教会权势的衰落，在中世纪鼎盛的教

“在其产生时也是压迫者的运动：它最初是奴隶和释放的奴隶、
穷人和

会法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文艺复兴、
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无权者、
被罗马征服或驱散的人们的宗教。
”此后，
基督教逐渐发展成

了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和教会法的“光荣”历史，
但这并不意味着也终止

罗马帝国统治者统治的支柱。早期基督教的圣人奥古斯丁在他的名

了基督教及其教会法对西方法的继续影响。被结束的是天主教会的

著《上帝之城》中着重指出，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成功，就是千年禧国

政治的法律统治，而不是作为文化精神现象的基督教；被摧毁和被唾

——上帝在世上为王的开始，
罗马帝国的皇帝运用权力来推进基督教

弃的是宗教裁判所，而不是教会法的全部。因此，基督教和教会法不

的发展，这样就使他们的权力直接运用于为上帝服务的目的之中，使

仅对中世纪而且对近代以后的西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他们也就成了上帝之城的公民，而不是万恶的罪人；他们在世间的统

纵观教会法的历史，参诸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制，有一点是显而

治是得到上帝认可的，世俗的法律必须遵守，因为世俗之城的状况是

易见的，
即教会法在本质上是反民主、
反法治的，
但它对基督教社会及

不能听之任之的，
它需要法律和权威加以严厉的约束和管理。

其成员关于法律、
道德和行为的观念却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在向近

基督教对罗马法影响最深刻莫过于法观念上的某些变化。在基

代社会传递古希腊和罗马法思想、
观念以及整个中世纪接受罗马法方

督教成为国教并对罗马世界产生巨大的思想影响之前，
传统的罗马世

面，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桥梁作用。教会法不仅仅在思想观念上，即使

界和世俗社会都普遍认为，
世上只有两种法：
一种是永恒的自然法，
它

在实体法的许多方面，也为近代西方法所接受，特别是在婚姻、财产、

乃是自然理性和人类正义的体现；另一种是制定法，它是世俗社会的

继承、
犯罪与刑罚、
证言及证据等方面，
强烈地影响了宗教改革后的新

统治者制定和颁行的，体现和服从永恒的自然法。但是，一旦上帝的

教会法和世俗法。教会法关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准则，也都为

观念在人们心中扎下根来，传统的法观念便于无形中被动摇了，因为

近代国际公法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
教会法对市民社会的

上帝是天地见一切万物的创造者，人类自身和人类的法并不稀奇，也

影响也是深刻的；
至于一般意义上的基督教（不包括教会法）对近代以

不神秘，
只不过是上帝的赐予而已。因此，在理性的自然法之外，
还有

来西方法的影响是巨大的，
它一直是所有西方国家正式的国教或主要

体现神意的法，也即永恒的上帝之法，而世俗社会的制定法所要体现

宗教；大多数立法者、法官和法学家已经普遍接受和持有新教的基本

和服从的不只是理性的自然法，还有上帝的神法。伴随着法观念的转

信仰；
其普遍观念，
如个人的价值、尊重人格等，
对西方法律制定和实

变，罗马人对“罪”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人的犯罪并不是受外力所迫而

施已产生相当的影响。

不得不造成的过失，而是人类本性的必然表现。

三、
结语

此外，基督教徒为了加强对罗马法直接而又明显的影响，就不断

关于基督教和教会法对西方法的影响，正如沃克所说：
“这种影

地汇编各种教令教规集或借助皇帝的立法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查士

响，
至少表现在以下五个不同的方面：
第一，
它对自然法的理论产生了

丁尼法典》的诞生，标志着基督教在罗马法体系中已占有了一个不可

影响；
第二，
直接提供经过整理、
并已付诸实施的行为规则；
第三，强化

动摇的位置。

伦理原则和提出一些基本依据，以支持国家制定法或普通法的规则；

（二）基督教的神圣化、法律化时代
信奉上帝的中世纪无疑是西方法律文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基督教的兴起拯救了西方文明。造就学理完备私法的古罗马日益走
向极端入世和物欲主义的泥潭，注定要自取灭亡。在罗马帝国发展到
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辉煌成果之势的地步，
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

第四，
在人道主义方面影响法律，
包括强调个人的价值、
对家庭成员及
儿童的保护、
生命的神圣性等；
第五，
证明和强调对道德标准、
诚实观
念、
良好的信仰、
公正及其他方面的支持。
”
伯尔曼教授指出：
“法律与宗教都产生于人性的共同情感。它们代
表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
法律意味着秩序，
宗教意味着信仰。
没有法律，

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灵药，是必不可少的。从生存的物质基础上

人类便无法维系社会，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
” 法律

讲，
法权制度是以物质主义为根系的。但是当这种物质主义滑向物欲

与宗教共同的精神形成了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使宗教、法律与道德

主义时，
被物欲激发的人类产生失去理智的疯狂，
人的生命与自由权、

互相支撑。法律从基督教中获得了普遍性、
神圣性和权威性。这就是

契约的诚实信用、公平价格、权利的救济也无从保障。这一切都说明

为什么法律在西方社会有至上的权威和宗教般的神圣，
能够得到普遍

法律制度等要获得普遍的遵守来自于它的被信奉，
成为社会的价值观

遵守并深深扎根与社会的原因。同时，
基督教为西方法律体系注入了

念。所以法律有赖于宗教对人们心灵的呵护与关怀。基督教使人们

神圣的信仰，
从此，
法律便与《圣经》一起共同维系、
发育和支撑着权利

从浮躁中恢复，得到了宁静与慰藉，让人们把繁重的精神之负交给了

与自由的观念。

上帝。同时，
作为基督教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教会法，一方面继承、吸
收、
传递并发展了罗马私法和日尔曼民俗法中的有关调整人身关系和
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
为西方近现代法律特别是私权制度的成熟灌注
了底气；
另一方面，
它从私人关系方面对“公共权力”构成了某种制约，
为后世人们着重从公法领域限制国家权力起到历史参照作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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