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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教会法与罗马法、日耳曼法并称为欧洲大陆中世纪三大法律制度，教会法对

西方宪政的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它所确定的权力结构和教会法学家的法律理念两

个方面。教会法以《圣经》为渊源，其主要内容是基督教内部组织结构、制度和

教徒的行为规则，由此可见教会法与基督教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内在统

一的。本文重点阐述基督教对美国制宪者的思想影响及其对于美国宪政权力结构

理念的影响来进一步说明教会法对于美国宪政的影响。1620 年乘坐五月花号帆船

来到北美大陆的英国清教徒，他们崇尚加尔文主义，追求信仰自由，决定到殖民

地建新秩序，而这正是美国历史的源头。加尔文认为人在上帝面前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世俗的政权面前人应该是自由的。同时其认为人性本恶，必须加以约束，

而政府的权利也容易被滥用，必须加以限制，这就是有限政府的思想来源。而孟

德斯鸠的“三权分立”也是在基督教与王权的权利制衡的理论发展起来的。教会

法中对自由、平等、有限政府和二权分立的原则正是美国宪政的核心思想。纵观

美国的建国史，我们会发现美国生活中到处都有基督教的影子：美国的《独立宣

言》虽然简短，却提到了四次上帝，只有理解了上帝，才能真正理解《独立宣言》；

而《权利法案》也将宗教自由放在了首位，这正是基督教所宣扬的教义；在美国，

很多州的法院墙上都镌刻“摩西十诫”，并且在法庭上，证人要手扶《圣经》立下

誓言。现在美国的钱币上赫然印着“我们信仰上帝（InGodWeTrust）”，这些足可

说明基督教在美国的影响力。本文通过研究美国宪政的基督教背景来论述基督教

和教会法对美国宪政和制宪者的影响。 

 

关键词：基督教；教会法；制宪者；美国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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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hurch law, the Roman law and the Germanic law are called the three major 

legal systems of the European continent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urch law on the western constitutionalism is most prominent in the two aspects of the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legal idea of the Church jurist. Because the church law is based 

on the Bible, its main content is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Christianity, system and the 

rules of conduct of the religio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law and Christianity is complementary, the two are unified withi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American framers' thought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explains the influence of 

church Law o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The British Puritans who travelled to the 

North American continent in the Mayflower sailing boat in 1620 decided to establish a 

new order in the colonies because of their pursuit of Calvin, freedom of belief, and that 

was the source of American history. Calvin thought that man was not free before God, 

but in the face of secular regimes man should be free. At the same time, it believes that 

the human nature of evil, must be bound, and the government's rights are easily abused, 

must be limited, this is the source of limited government. Montesquieu's "Separation" 

was also developed under the theory of the right and balance of Christianity and 

kingship. The principle of the separation of freedom, equality, limited government and 

two rights in the law of Church is the core thought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Throughout America's history of statehood, we find that there are Christian shadows 

everywhere in American life: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short, mentions four of times God, so that only the understanding of God can 

truly underst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bill of Rights puts religious 

freedom first, which is the doctrine preached by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state court walls are inscribed with the "Moses 10 Commandment", and in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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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nesses have to take the oath of the Bible. Now American coins are impressively 

stamped with "We believe in God (InGodWeTrust)", which can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and church Law on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and framers by studying the Christian 

background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Key words: Christianity; Canon law; Framers; American Co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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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在西方世界的历史文化中，法律的发展总是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

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不仅仅在法律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更是在经济、文化、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都打上了其深深的烙印。由基督教产生的教会法，

同罗马法、日耳曼法并称为欧洲中世纪三大法律制度，在整个世界的法律制度上

占有重要地位。在当代社会法律观点上，教会法为“法律至上”理念奠定了基础①；

在法律制度上，宪政制度、刑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以及诉讼制度中都能找到教

会法的影子。 

美国的法律和政治体系需要有大量基督教徒血液的注入。基督教认为，上帝

是万物之主，也是世间规则与秩序的最高制定者，上帝用以维护世间秩序的规则

便是实现人间正义的“正当原则”，法律的权威与尊严就是上帝的权威与尊严，因

此，基督教徒必须要遵守上帝的教导的规则，克己守法。 

一个习惯于以道德和伦理相对主义来思考的社会，需要有认同绝对原则的人

加入。一个相信人类理智和经验是获得真理之唯一途径的国家，需要听上帝的启

示——即《圣经》。《圣经》中对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有要求，要求基督徒做这个

世界的“光”和“盐”②。光能预防腐败，而盐是指基督教独特的味道，并在应用

基督教义解决问题的时候，国家会有“刺痛感”。教会与国家确有不同的职能，但

宗教和政治不能截然分开，因为政治和法律的每一方面都包含道德法则，而宗教

正是社会道德的总体体现。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壮大，教会的势力与影响力逐步沉

淀凝结出了思想价值体系与制度体系，成为日后西方主流的意识形态与政体基础。

                                                 
① 高慎波.论宗教对法律的渗透-教会法对西方法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10,(8):7. 
② 《圣经》，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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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会法概述 

（一）教会法产生和发展 

教会法是基督教会为管理而制定的一套法律，其规定了基督教的组织机构和

运行制度，是基督教徒遵守的日常生活行为规范。广义的教会法泛指基督教会包

括罗马天主教、东正教、东方基督教的独立教会以及新教的圣公会和加尔文教所

编制的规则，本文特指中世纪的欧洲制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罗马天主教的法规①。其

主要渊源是罗马法、《新约》和惯例、宗教旧法及判例②。而《圣经》作为基督教

各教派的信仰核心，同样也是教会法立法的精神基础和权威依据。《圣经》同时还

是宗教审判的准则，其本身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教会法以摩西十诫为中心内容，

摩西十诫因此被称为“基本法”，到现在美国的一些法院的后墙上仍刻着摩西十诫。 

研究教会法需要从基督教入手，因为教会法的形成和发展伴随着基督教的兴

衰。基督教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地区，如今因其信仰人数最多，

影响范围最大而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教义为《圣经》，分为《旧约全书》和

《新约全书》③。基督教产生初期，主张人人平等，反对贫富阶级划分，因此受到

统治阶级的排斥。到了 2 世纪，其教义发生的很大的变化，认为王权神授，人民

要服从，罗马统治者便开始以基督教为工具统治国家，基督教得以初步发展。罗

马皇帝君士坦丁于公元 313 年颁布《米兰赦令》正式承认基督教。公元 380 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确定基督教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基督教会登上了政治舞台，对

教会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促进作用。公元 4 世纪到 9 世纪是教会法的形成时期，

1075 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宣布教权高于世俗权，教会发展至巅峰，而教会法也随

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法律体系。15 世纪以后教会权力开始衰落，西欧各国进入君

主制时期，封建君主通过不断加强中央集权重新强大了起来。而此时罗马天主教

                                                 
①于慧施.论教会法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影响[J].现代商贸工业,2009,(23):248. 
②彭小瑜著.教会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5),125. 
③基督教把这个盟约称为“新约”，而把原先的“西奈盟约”为“旧约”，从而把“旧约标准书”称为《旧 
约圣经》，把“新约标准书”称为《新约圣经》，所以《圣经》又称为《新旧约全书》或《新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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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走向了教义的对立面，神职人员变得腐败而黑暗，基督教开始走向衰落。教

会大量兜售“赎罪券”敛财,人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①。而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对教会

构成了沉重的打击。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的兴起，一直到资产革命后,欧

洲各国开始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国家制定法逐渐完善并管理国家事务，而教会

法仅仅管辖道德与信仰的领域。 

。 

（二）教会法的主要内容 

教会法法典产生于第一届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是教会法的完善形态②。教会法

按其内容可分为一般法令与实施训令，类似于近代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一般法令

是实体法，是由教会法立法机构制定的规制客体应遵守的规范。表面上看教会法

仅规范基督教内部事务和基督教徒的行为，其在本质上也并不是民主法律规范，

但其对基督教社会的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影响非常明显。教会法内容除了规定了严

密的教阶制度，还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1.土地制度 

土地的所有权是教会得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也是教会和世俗政权争夺的

热点，教会法明确规定了，教会对其拥有的土地有绝对的权力，不受世俗政权的

限制。 

2.契约原则 

教会法规定了“契约必守”原则，认为契约是以上帝的名义签署的，签署的

人必须践行。契约原则至今仍为西方国家所遵从，这也是西方的主要经济制度原

则之一。 

                                                 
① 张笑笑.浅谈教会法的影响[J].法制博览,2014,(2):80. 
② 王笑红.试论教会法的演变及其对世俗法律的影响[D].华东政法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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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婚姻与继承制度 

教会法规定了一夫一妻制，认为夫妻的结合是上帝的安排，不得违反，并且

教会法明确反对离婚、通奸。而在继承制度方面，对于动产实行遗嘱继承和非遗

嘱继承。 

4.刑法与诉讼法 

教会法对于刑法与诉讼法方面也有明确的规定，只有教会认为是损害上帝荣

光的行为才会被判处刑法，同时还要受到世俗法律的裁判。不但是一种肉体的惩

罚，同时还是一种精神的惩罚，树立上帝在人民心中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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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宪政的思想基础 

说到美国宪政，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一定是 1787 年的美国联邦宪法，这是世界

上第一部成文的宪法，后来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美国，编纂宪法。而美国联邦宪

法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与当时的政治背景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分不开的。

那么我们先从美国的源头-1620 年《五月花号公约》开始研究教会法对美国宪政形

成的影响。 

（一）加尔文主义 

十六世纪，殖民热潮在欧洲兴起，一批批殖民者先后到达北美洲。此时英国

没有宗教自由，清教徒的信仰长期受到压制和迫害，他们对宗教信仰自由无比渴

望，甚至愿意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①。信仰是一个人的精神食粮，对于宗教人士，

物质和肉体都可以被毁坏，但其精神永生。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清教徒

能背井离乡来到新世界。他们向政府提出了申请移民至美国弗吉尼亚，并顺利通

过了。1620 年 11 月 11 日，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帆船载着英国清教徒和一些平民

在北美洲登陆，因为偏离的航道，登陆的地点并不是弗吉尼亚而是马萨诸塞州的

普利茅斯港。新移民面对着严酷的环境和未知的前景，一切都是新的，如何生存

下去是当务之急。他们在船上讨论着如何以上帝的名义管理未来的新世界问题，

应该依靠什么：领袖的权威？军队的威力？还是国王的恩赐②。经过激烈的讨论，

最后为了建立一个大家的能自愿受约束的自治团体，他们决定共同签署一份公约，

这份公约就是新大陆移民的重要政治性契约，后世称为《五月花号公约》③，五月

                                                 

①杜红波.基督教对美国宪政文明的影响[J].政治与法律,2008,72. 
②杜红波.基督教对美国宪政文明的影响[J].政治与法律,2008:243. 
③《五月花号公约》内容如下：“以上帝的名义，阿门。我们这些签署人是蒙上帝保佑的大不列颠、法兰西和

爱尔兰的国王——信仰和教会的捍卫者詹姆斯国王陛下的忠顺臣民。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

为了提高我们国王和国家的荣誉，我们漂洋过海，在弗吉尼亚北部开发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同

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民众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

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

遵守和服从。据此于耶稣纪元 1620 年 11 月 11 日，于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第十八世国王暨英格兰第五十

四世国王詹姆斯陛下在位之年，我们在科德角签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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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号公约被称为是最早的殖民地宪法文件之一。 

这些来到美国的殖民者多具有加尔文背景，了解加尔文学派。史密斯博士对

此有精辟的阐述：如果问一位普通美国人，究竟谁是美国国父、我们伟大共和国

的真正创始人，他可能一下子回答不出来。而如果他听到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

的话，他肯定大吃一惊——这位当代思想最深奥的学者说：“约翰·加尔文是美国真

正的创始人”①。史密斯博士也指出：加尔文体系所教导和包含的关于共和制的自

由和自治的革新原则被带到了美国，这些原则在这片新土地上生根发芽、枝繁叶

茂，是谁的功劳——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本人及其主义与美国自由制度的创建

有着重大关联，尽管兰克的评论有些怪异，却为来自不同地方、持不同信条的史

学家们所普遍认同。 

加尔文主义者强调人性的堕落，即人类天生有罪，无法取悦上帝。但这不意

味着人不可以行善。加尔文主义者相信政府是由上帝委任和建立的，还相信上帝

赋予了政府有限权利。上帝在赋予权力的同时，也对这一权利进行了限制。众所

周知，有限政府的观念是美国宪政理论的基本原则，也是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

适用基础。 

同时，在美国政治思想中，也可见到圣经相关律法对现代制度的影响。加尔

文主义者相信，圣经启示上帝的思想，他的话语通过律法来体现。加尔文注重将

圣经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条例作为原则加以适用，而不是硬性规定，强制要求。他

们认为律法的作用在于宣告上帝启示与权威，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在这个前提

下，各种形式的律法，特别是通过政府实施的法律和政策，使人类的犯罪倾向得

以控制，使上帝所宣告亘古不变的原则与社会相连接。 

（二）孟德斯鸠 

我们不能回到制宪的那一天，也无法直接的了解制宪者的思想和制定宪法的

意图。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这些制宪者们他们所著述的东西，他们都读了什么书

                                                 
① [美]约翰.艾兹摩尔.美国宪法的基督教背景,李婉玲等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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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他们所引用资料的来源，来了解他们的思想。在此之前，已有两位学者完成

了此项宏伟之举，请允许我引用他们的数据。 

唐纳德·鲁兹和查尔斯·希尔曼俩位教授查阅了近 15000 份资料，详细阅读了

1760 年至 1805 年之间 2200 种具有明显政治内容的书籍，小册子，报刊文章和专

著。他们经过甄选，选定了 916 份资料和大约超过 2000 字的公共政治文献。在浩

如烟海的史书典籍中寻求答案。在以上所有资料中，鲁兹和希尔曼俩位教授找出

3154 条出自其他文献的注解。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文献来源是圣经，占用了所引用

文献的 34%。圣经第五卷书《申命记》对圣经律法着墨最多，因此频繁被引用。

其次，启蒙文献占所引用文献的 22%。而在最常被引用的思想家中，孟德斯鸠以

8.3%高居榜首，布莱克斯通和洛克分别以 7.9%和 2.9%的引用率紧随其后①。 

除圣经外，被制宪者们引用最多的当数孟德斯鸠，他最著名的的著作《论法

的精神》所提出的“三权分立”思想对美国宪政体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著作

里，曾论述过关于宗教在培养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此观念对非基督教社会

也同样适用。孟德斯鸠时代的法国正被激进的哲学思想所影响，孟的思想也随之

埋没。但美国的制宪者们却积极地接受他的学说。因为他承认基督教为典型的宗

教在培育良好法律和良好政府方面的价值，这在基督教色彩浓郁的西方，更有利

于法治的建设。与中国的“性恶论”相似，他明白人的罪性，因此主张权力分立，相

互制约，这就是孟德斯鸠对美国制宪者的影响。 

 

                                                 
①孟德斯鸿.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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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会法对美国宪政的历史影响 

（一）对制宪者思想的影响 

通过对以上思想家的基督教内涵分析，我们了解到，基督教思想，以及教会

法对当时的法学家影响颇深，而阅读、吸收这些法学家的制宪者们，其制宪过程

也必然会受到其影响，那么我们再剖析一下制宪者们的思想内涵和制宪目的。我

们从十三位制宪先贤中，选取了最富有代表性，最富有影响力的三位先贤。并对

他们的宗教信仰，以及他们对宗教与政治的观念方面进行了简短的剖析。 

1.詹姆斯·麦迪逊 

在美国，说起制宪，人们必然会想起一人，他就是有“美国宪法之父”之名

的詹姆斯·麦迪逊，他拥有诸多头衔：大陆会议最年轻的代表、《独立宣言》签署者、

制宪会议参加者、弗吉尼亚批准大会上亲派领袖、弗吉尼亚宗教信仰自由支持者、

《权利法案》的主要作者、制宪会议最佳纪录员、《联邦党人文集》合著者、杰斐

逊总统的首席顾问和国务卿、两届美国总统、弗吉尼亚大学校长，在那个年代这

是能力与威望的体现。 

麦迪逊所受的教育始于家庭，他的玩伴很可能是黑奴的孩子，这极大的影响

了他多年以后的废奴观点①。麦迪逊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宗教书籍，其中包括《圣经》、

《公祷书》、《圣洁的福音奥秘》、《被上帝圣灵充满的人生》。后来，麦迪逊家族把

他送到新泽西学院学习，新泽西学院以基督教的正统性、宗教信仰自由立场而闻

名。麦迪逊就读期间直接受到了其校长的影响，校长在历史哲学等例行课程之外

还强调宗教学和神学。麦迪逊在上大学时喜欢将宗教兴趣与法律和政治联系起来，

而他大学以后，也继续学习神学。麦迪逊将宗教与政治相结合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 

                                                 
①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上卷）.尹宣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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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麦迪逊意识到政府需要权力来控制人们罪恶的欲望和冲动，这一认识

是以圣经的人性观为基础的，他也知道统治者具有罪性，不能托付其过多的权力。 

其次，他认为，政府是派生的，有限的，政府只能享有人民通过社会契约托

付的权力。政府不能超越这些派生和有限的权力行事，同时这一契约不应违反“自

然法和上帝的意志”①，宪法必须尊重自然法和自然权利，而且政府机制应当根据

宪法创制。 

再次，麦迪逊主张维护宗教信仰自由，这较适宜美国宗教多样化的国情，他

认为这样可以在这种国情下，信仰自由可以利用他们的对抗状态避免任一教派凌

驾于其他教派之上成为国教。 

这位“宪法之父”给美国所保留的宝贵遗产，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在这份遗产中，

他的特殊贡献在于宪法中权力分立、制衡和对宗教信仰自由的管辖权的观点。 

2.乔治·华盛顿 

美国国会大厦有一间议员们专用的小礼拜堂，其特征之一是一扇彩色玻璃窗。

这扇窗户被称之为“华盛顿的客西马尼”，其上绘有乔治·华盛顿双膝跪在福吉谷，

为他的士兵和国家向上帝祈祷②。华盛顿总统对美国制宪，乃至对整个美国历史都

有极为深远的意义。华盛顿不仅受到教会的影响，也反作用于教会发展。华盛顿

似乎是个无神论者，其实他只是特别支持基督教，而不针对其他特定的教派。他

在军队里也曾颁布过命令：禁止亵渎神明，要求每个军官和士兵在无需执行实际

任务时，定期参加敬拜活动，祈求上天赐福我们为国家的安全和保卫所做的一切。

在其他场合，他也命令或鼓励祷告、感恩或参加教会活动。他在 1787 年就职演说

中他呼吁“热情的祈求全能的上帝，因为上帝统治着宇宙，主宰着各国政府，他的

佑助能够弥补人类的任何不足”。他认为上帝为人们设立统治者，统治者应当受到

尊重，统治者受上帝审判。诸如此类，圣经里的观点，华盛顿大多赞同，并把它

                                                 

①詹姆斯.麦迪逊.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下卷）.尹宣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221.  
②[美]戴维.斯图沃特. 1787 年之夏：缔造美国宪法的人们.顾元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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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引用的政治上来，对美国基督教的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 

但即使如此，华盛顿很少公开地谈及他的基督教信仰，他难道是自然神论者

吗？有人曾认为，基督徒，有的用言语来见证信仰，有的则是用行动，华盛顿属

于后者。当作为国家领导人面对宗教多样化的国情时，华盛顿很有必要在宗教上

保持沉默，以避免激化矛盾。华盛顿自己也曾说过，在政治上，他的信条少而简

单，如同在信仰上一样。 

无可否认的是，在华盛顿期间，基督教不仅良好发展，政治社会上也受其影

响，平稳发展运行。 

3.杰弗逊 

一提起杰弗逊这个名字，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独立宣言》，但他关于“政教分

离隔墙”的言论也同样闻名于世。杰弗逊的宗教信仰不仅在当时，即使是现在也有

极大地争议。 

杰弗逊自早年的时候拒绝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他拒绝以圣经的原则来束缚他

的思想，他曾多次用理性主义来解释信仰，承认人类理性在促进人类福利方面的

力量，但他也承认人性的缺陷，认为人民并不总是明智理性的，维护自由的最好

方式是在人们期望自由的时候，制定良法保护自由，即使在历史低潮期，这些良

法也可以对破坏自由的人能有所限制。基于此，他反对君主制，他知道人类内心

的邪恶最终将浮出水面，统治者会欺压民众，理性的良法会有效的限制这类现象

的发生。对于人类理性在发现真理和自治负责方面的作用，杰弗逊对此深信不疑。

他对理性的信仰支撑着他的整个神学观和哲学观①。那“理性”的杰弗逊对上帝、《圣

经》的观点是否会与他人不同？ 

在他著名作品《独立宣言》中多处提及上帝，从《独立宣言》的内容里我们

可以看出，杰弗逊对人类理性的信任并未影响他对上帝的信仰，但他却未把圣经

当作上帝启示的话语。他无法接受任何与理性冲突或超越理性的启示，所以他在

                                                 

①[美]杰克.雷克夫.美国制宪中的政治与理念：宪法的原始含义.王哗等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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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圣经有关的书籍时，并未把超自然力量的相关内容纳入他的书中。在给他侄

子写信中，他将《圣经》列为“历史”这一类下的推荐书目而不是“宗教”书目。然而，

也许直到 1804 年，她女儿离世，杰弗逊的真实情感和价值观才显露出来：在他女

儿去世后的一段时间内，他深受打击，一直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手捧圣经，在死

亡与死神面前，他再次与自己的灵魂独处。 

对于杰弗逊的宗教信仰，争论太多，但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 

（1）杰弗逊的上帝关属于一神论，他视上帝为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自然

道德的作者、人权及自由的赐予者，积极地对人类进行引导、监管和干预。 

（2）杰弗逊拒绝相信《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语，他相信《圣经》包含了耶稣

的基本道德教诲。但同时，他也相信《圣经》里有许多东西是后来添加的，这些

东西与理性相违背，应当遭到拒绝。 

（3）杰弗逊相信上帝所造的人是自由和理性的生物。因此任何教会或政府都

不应该干涉人的意志和良心自由。 

（4）杰弗逊相信人类理性在真理的和管理人类自身事物的力量。 

（5）杰弗逊虽然早年拒绝接受正统的基督教，但随着他对基督教越来越深刻

的理解，在一些方面，他认为自己是个基督徒。 

从这三位制宪先贤的宗教信仰，以及联系其他制宪者来看，他们的世界观是

一致的。制宪者们的共同点包括：他们都是圣经的学生①。他们经常在写作或发言

时，权威的引用圣经，提及圣经。所有的十三位制宪者，对有组织的宗教都非常

尊重，尤其是对基督教。有些制宪者并不是教会成员，但包括杰斐逊和富兰克林

在内，他们都去教堂，并为教会奉献。大部分制宪者真诚的相信正统基督教的教

义，少数人对教义也保留意见地承认基督教对社会的正面影响。 

                                                 

①  [美]纪念美国宪法颁布 200 周年委员会编.美国公民与宪法. 劳娃，许旭译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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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会法对制宪会议的影响 

1787 年 6 月 28 日，美国独立厅正处于争吵之中，对于建立怎样的宪法，大家

意见有很大的分歧。首先，他们意识对于民众的不理智与邪恶冲动，应当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政府，有足够的权力来约束民众。过于软弱，缺少权力的政府，最终

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混沌状态，之前的联邦制就是前车之鉴①。同时，他们更意识

到，统治者也有缺乏理智的时候，也会有恶的倾向，因此不能赋予其绝对的权力，

避免统治者以权谋私，直至腐败，变成独裁者，压迫民众，限制自由。因此美国

的各位国父们要面对最大问题，是如何能够有效的制约政府同时又能预防控制犯

罪，使二者达到平衡，民众信服。这时富兰克林发表了意见，他认为不能完全依

赖于制定的法律，因为人都会有缺点，制宪者也是一样的。在遇到困难时我们需

要上帝的帮助。这才使得宪法会议能够继续进行②。 

9 月 17 日，星期一，代表们集聚来签署宪法。期间，富兰克林督促所有代表

都要过来签署宪法，他并不是同意宪法中的每一个细节，但在总体上，他认为这

部宪法是对国家最有利的，他声称：当你集聚许多人，想要集合他们智慧的优点

时，你就不可避免地要集合他们的偏见、热情、观点的“错误”和自私的想法。 

宪法虽然制定出来了，但在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美国，制宪者们把

宪法送到大陆会议，大陆会议批准宪法后，把它送到各州批准。此时，斗争开始

了。各州都遇到了反对者，而且反对者呼声很高。但其中，各州牧师代表都支持

宪法，而且在这些州内，牧师的票数基本代表了整体代表的票数。这可以从侧面

反映，宪法是因为得到了基督教的支持，才能在这些州顺利的通过，不得不说基

督教徒的推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基督教直接或间接的帮助了美国 1787 年宪法的

实施。那么为什么基督教徒支持宪法的实施？这是因为制宪者们通过深入研究圣

经，了解教会制度，相关法，将其与政治相结合的硕果。在制定宪法时，制宪者

们或多或少的都将教会法的相关理念加到宪法之中，比如两者制定的法律包含自

                                                 
①杜红波.基督教对美国宪政文明的影响[J].政治与法律，2008，（3）. 
②[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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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权力制约、有限政府的原则。以此为基础，双方有很多由此派生的理念交集，

某种程度上说，宪法中很多内涵思想来源于基督教的教会法以及圣经等主要代表

文化。而正是因为教会法与宪法的一些原则的暗合性，使得宪法能够得到牧师们

的支持，得以顺利的通过①。 

（三）教会法对宪政内容的影响 

1.自由主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民是没有自由而言的，长期被压制的人民渴望着能够摆

脱肉体的束缚，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五月花号的到来带来了达尔文主义，而达尔

文主义的主张就是人虽然在上帝面前是不自由的，要听从上帝的安排，但在世俗

政权面前，人应该是自由的，而自由首先就是信仰上的自由，精神上的自由。随

着基督教的发展和衰落，教会法也不断的进行自我完善，但始终不变的就是以保

证人的信仰自由这一宗旨。在 17 世纪，被称为理性的时代，启蒙运动的兴起更是

对教会法的一种挑战，教会法遭遇了前所未有生存危机。但在教会法学家的不懈

努力下，最终保留了教会法管辖的一片乐土-人民的精神领域，人民也自愿的将自

己的精神领域交给教会法来规范。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而宪政主义是指导

美国立法的核心理念。正是教会法中的信仰自由的精神影响了美国宪政中的自由

主义，从教会与世俗政权的抗争中，人民深深的意识到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并

通过不断与政府的抗争来取得更大的自由。 

2.分权原则 

基督教认为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而肉体终会化作尘埃留在罪恶的世界，

人的灵魂通过信仰上帝得到救赎，进入天堂，这是教权与政权分权原则的源头。

教会法的诞生正式确立了二权分立的局面，而无论是教权还是政权都想压倒对方，

成为唯一的统治力量。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斗争，教权和政权中没有胜利者。正是
                                                 
①汪建达.论基督教社会伦理学中的信约模式[J].学术月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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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种权利制衡的格局，才使得美国没有变成专制国家，同时也催生了美国宪

政中的分权原则。美国是世界上彻底的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宪者们认为人性本恶，

国家的政府官员也是人，而人是不能被完全信任的，必须通过立法严谨、刑罚分

明的政体来约束他们，制宪者在教权与政权的对立中找到了灵感，绝对的权力会

导致绝对的腐败。必须把立法、执法和司法权力的分开，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才能起到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的作用，实现民主与平等。 

3.有限政府 

教会法的出现实现了政教分离，教权和政权都通过法律来明确自己的权力边

界，亚当的归亚当，凯撒的归凯撒，教会法的产生抑制了政权的独裁。基督教认

为是上帝赋予了政府有限的权力，而美国制宪者都是圣经的学生，他们同样认为

政府的权力应该是有限的，同时他们还深深的了解宪法对于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

因此他们在讨论制宪原则时非常的慎重，他们不愿去冒险尝试，因为那也许就是

着万劫不复的深渊。而政教分离形成的权力制衡，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可以避

免权力的专制和膨胀。因此美国制宪者就确立了美国宪政中的有限政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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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虽然无法在思想层面上准确的比较制宪者和基督教的关系，而思想之体

现全在书本文字，但是我们可以从文字层面分析宪法与教会法的关系，这样更直

观，更有代表性。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从被压制到后来成为国教，再到后来

的衰落，一直在与世俗政权争夺权力。正是在这种长期的斗争中形成了民主、平

等和法律至上的思想。教会法诞生意味着政教分离，任何一个权力都不会独揽独

裁，都会有其他的权力来制衡它，避免形成专制国家，而多元化的政治权力格局

的会明确权力的边界，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有限政府。政教权力的斗争形成了教

权和王权的二元对立的结构，这也就是后来“三权分立”制度的主要渊源，可见

教会法对其权力结构影响之大。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我更惊叹于教会法学家和

制宪者他们学习的力量和敢于表达，为了自己的理想奋力争取的精神，是我看到

了人类智慧的火花。而美国宪政正是他们思想的结晶，在美国的发展史上留下了

光辉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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