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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萨拉曼卡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多利亚重构了教权与政权，神
“教权超然”与“政权既在”两个概念是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
法、自然法、人法之间的关系。
想的两大中心论点，其通过对法的超越价值与宗教外衣下的万国法的探究来解决中世纪
末欧洲基督世界教权与政权间的纷争和妥协。维多利亚作为近代国际法的拓荒者，从中
世纪教会思想中汲取解决新问题的知识工具，如对“万民法”的洞见使国家概念较早期经
院哲学更为清晰，其甚至预见了主权理论，而其所持守的普遍人类社会并为共同法所支
配的思想，成为国际法学的理论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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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科·维多利亚（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Ｖｉｔｏｒｉａ １４８０ 年 －１５４６ 年）为西班牙神学家、
多明我会修士、萨拉曼卡学派的创始人，是十六世纪天主教欧洲极具影响力的政治理论
家。他的著述涵盖诸多领域，而对公民权利和王权的本质、教会权力以及欧洲侵略扩张的
正当性等问题的论证，使其获得崇高的学术声誉。维多利亚是第一个提出人民权利（ｉ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的人，因此成为奠定现代人权概念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将社会的合法主权理论
进一步扩展至国际层次，并进一步认为这一层次的统治者也必须尊重并对全体成员负起
责任。世界的公共利益在这一层次上要优于每个国家单独的利益。他表示国与国之间的
关系不能用武力来正当化，而是必须以正义和法律作为依据。维多利亚也藉此提出了国
际法的概念。维多利亚一生大多数时间都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教授神学和法学，其后萨
拉曼卡学派的重要人物索托（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ｅ Ｓｏｔｏ）、莫里纳（Ｌｕｉｓ ｄｅ Ｍｏｌｉｎａ）、苏亚雷斯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ｕáｒｅｚ）皆受其影响甚巨。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对维多利亚的译介及研究较
为不足，仅两部译著即努斯鲍姆的《简明国际法史》和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稿（第五卷）》
对维氏的思想有所涉及，而维多利亚本人的著作更无一本被翻译出版。近年来国际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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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维多利亚的文本研究多从国际法的角度切入，而维氏作为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在神
学方面的造诣同样精深。故笔者将维氏的宗教思想与法律思想相结合，将“教权超然”与
“政权既在”这一组概念作为维多利亚宗教法律思想的中心论点，借助《维多利亚政治著
作选》，重释中世纪末欧洲基督世界教权与政权的争纷和妥协，希望能在梳理维多利亚宗
教法律思想的同时推动国内学界对维多利亚的研究。
一、教会的起源和内涵
公元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藉此基督教在罗马获得了
合法地位，并迅速发展成为罗马国教。同时，教会作为帝国的统治工具也由此滥觞。在传
统基督教观念之上，教会作为“耶稣基督的身体”，由“上帝之选民”组成。从这一观念出
发，教会成为了一种神圣化的由上帝意志支配的超越世俗的共同体。而维多利亚进一步
为教会赋予了抽象观念之上的意义。
考察源流，维多利亚指出，希腊文的“教会”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原初乃表群集之义，随之引申
代指市民大会，进而琉善（Ｌｕｃｉａｎ）在其对话录（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ｉａ）中又使
用了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ｚｏ 一词作召集与会之义，随后又出现了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ｔｅｓ，义为召集之人；及至
罗马，即基督教出现之后，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的变体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 才频繁地在基督作家的作品中出
现。１ 接下来，维多利亚又依据奥古斯丁的说法辨析了希腊语中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与其近义词
ｓｙｎａｇｏｇａ 之间细微的差异，即后者尤指犹太人之间的群集，而前者的召集之中兼有呼唤
之义而无人种之别，强调的是一种“声音”上的召唤。然而，毋论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抑或 ｓｙｎａｇｏｇａ
在基督教的经文（旧约、新约）中都几乎没有出现过，而出现得最多的词是以上两者的又
—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我 们 可 以 称 其 为 圣 会 ， 这 又 朝 纯 基 督 语 境 上 的 教 会
一 次 进 化——
（ｃｈｕｒｃｈ）迈进了一步。至此，我们已经可以厘清维多利亚从词源上为教会的演进过程梳
理出的逻辑脉络：从单纯的人的聚集到成规模的聚“会”，并在对象与方式上初步形成了
特异性（ｅｋｋｌｅｓｉａ，声音上的呼唤；ｓｙｎａｇｏｇａ，犹太人的聚集）；进而人之群集又被赋予了
某种目的性，并且此种目的性逐渐成为所在群体的共同意志，因而聚会的本身亦变得神
圣起来（ｃｏｎ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最后，群体的目的性终被塑造成了信仰，群集者、与会者皆为有
信之人，是时，教会（ｃｈｕｒｃｈ）便告诞生了。
维多利亚之所以要从词源上对教会的诞生进行解读，是因为从词义的源流嬗变之
上，可以更清楚地发现自雅典而耶路撒冷，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至 ｃｈｕｒｃｈ 内在因素的增补与缺失，
从而对教会这一抽象观念产生总体的把握。这里，维多利亚刻意突出了教会的抽象观念。
强调教会并不单纯只是“人”的集合，更为重要的是，教会是“信”的集合。这里的“信”是一
种超越社会政治与国家政治维度的抽象观念。２ 既然个体的“信”在某种程度上已然超越
了社会与国家的政治维度，那么“信”的集合又何如呢？维多利亚将教会（亦即“信”的集
合）定义为“精神权力与实体权利之间的纽带”，３ 既不完全从属于精神，又不彻底堕入到
实体，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再者，倘若赋予“信”的集合（共同体）以实在
意涵，从此岸跨至彼岸之后又从彼岸跨回此岸，那么“上帝之国”与“尘世之国”便将不再
有云泥之别。而确认教会的抽象观念将问题引向了以下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
其一，基督教会是世上存有的唯一的“信”的集合。维多利亚称其为“信”的共同体。也
就是说，
“ 认信基督”这一抽象行为本身是建立在对基督之外的“信”的否认的基础之上
的，即否认多元宗教的正当性。
其二，有关异教徒的准则，是建立在第一条的基础之上的。既然世上只有一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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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即基督教会，那么也可以说，世上实际上也同样只有一种“信”，即“唯凭基督”。所有
无此种“认信”行为之人抑或放弃“唯凭基督”论断之人皆可称其为异教徒。“若不听信他
们，便告之教会；若是不听信教会，便视之为可鄙的异邦人和税吏。”
（《马太福音》１８：１７，
这里的“听”又对照了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意涵之中的“呼”，有了 ｅｋｋｌｅｓｉａ 的“呼”才会有“认信者”
的“听”以及异教徒的“不听”
）而早在公元五世纪，波西米亚人胡斯（Ｊｏｈｎ Ｈｕｓ）便归纳了异
端的三种类型：买卖圣职（ｓｉｍｏｎｙ）、亵渎上帝（ｂｌａｓｐｈｅｍｙ）以及变节叛教（ａｐｏｓｔａｓｙ）。４ 就
此，维多利亚提出了四点有关异教徒的准则：
（１）教会可立法对“认信者”进行甄别，并对
异教徒进行审判；
（２）异教徒须服从教会之训诫；
（３）浸洗乃是教会之圣礼，异教徒只有在
适当时刻方可享受；
（４）当牧师甚至教皇成为异教徒，在未革除教籍之前，仍视为教会成
员。５
维多利亚提出异教徒准则的目的实际上是试图构建一种基督秩序观。维多利亚提出
了两套等级秩序，一套是天上的秩序（宇宙秩序）；一套是人间的秩序（尘世秩序）。维多利
亚认为，上帝最初的设想是为尘世万物创造各自多元的价值，但最终万物的价值都趋向
了同一，即尘世秩序服从宇宙秩序的安排。６ 此观点承袭了公元九世纪末大主教坎特伯雷
的安瑟伦（Ａｎｓｅｌｍ ｏｆ Ｃａｎｔｅｒｂｕｒｙ）提出的真实秩序，即教会（尘世秩序）反映了上帝心意
中的秩序（宇宙秩序）。
二、教权超然及法的超越价值
（一）教权的确认
维多利亚对权力的领域重新做出了区分，即分为人世领域与超自然领域，二者各自
独立，互不影响。其后萨拉曼卡学派学者大都延续了这一谱系。７ 由此，世俗统治者国王再
无统治精神领域之权力，反之，作为耶稣基督身体的教会亦同样不能染指人世领域之权
力。８ 然而作为精神与世俗双重载体的“人”，却在这一谱系之中产生了矛盾。教皇格里高
利七世与德意志皇帝亨利四世对米兰地区大主教的职权之争便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证。
格里高利七世提出的立场是，既然皇帝需要教皇为其加冕，那么在基督世界之中，代表世
俗权威的皇帝必须要服从代表超自然权威的教会，进而革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而亨利
四世则根据君权神授理论对教会做出回应，认为教皇此举是凌驾于上帝之上，违背了律
法。众多学者将其解读为基督世界的最高权力之争，其实，这样的论断忽略了“人”的双重
载体作用。
“人”到底可以具有怎样的属性，这个问题才应该是论争的关键。如果说“人”通
过恩赐而获得神性，而这样的神性又与其世俗的性质彼此独立，那么基督世界的最高权
力便成了一种基于“人”之上的思辨事业。
对于“人”在权力谱系之中的作用，维多利亚认为，虽然上帝权威的传承与认知在相
当程度上是通过自然的启示或是所谓的信仰之光（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ｆａｉｔｈ），但也不可否认
“人”的内在因素所起的作用。而此种传承与认知（追求的不仅是自然与政治上的目标，同
样也有超自然的精神上的目标）需要一种引导的权力，进而形成一种基于共同体之上的
权力，即教权，因而，教权虽然有一部分是归属于实体法，但大部分仍归属于神法。９
另外，维多利亚还认为教权的形成，最初便是一个“神形结合”的过程，不仅需要信仰
上帝的灵魂与智慧，还需要信仰他外化的身体上的行动。这样的论断具有浓厚的男权意
味。
“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
（《创世记》３：１６）也就是说，正是由于此种
原始的“管辖关系”，才产生了最初的尘世权力。因而维氏认为这样一种最初的“管辖关
系”
（尘世权力）是正义的（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ｌｙ）、无罪的（ｉｎｎｏｃｅｎｔ），因而男权是可以被神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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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过长期的衍化过程，最终形成超然神圣的教权。针对“神形结合”并基于男权而产生
的教权，我们可以做出两个层面上的理路区分。
其一，教权的形成是有关善恶观的尘世“降落”。阿奎那认为“人”的内在具有一种辨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善去恶的洞见，而这样的洞见是上帝所赋予的一种“理性启示”
“人”只要遵照这样的启示，便是获得了一部分永恒法的指引，并完全符合自然法之原理，
所思之念想，所行之诸事则必然会被认为是善的，即所谓的“善即存在”１０。依据奥古斯丁
的教导，存在的一切便是上帝，恶则是上帝的缺席，那么便可得出，上帝即是善，没有上帝
即是恶的结论。最根本的善为永恒世界所有，我们在尘世所看到的善是由于其“降落”，而
恶是永恒世界所不具有的，我们所看到的恶本身便是起源于人间世界，是故，只有善的
“降落”却不曾有恶的“上升”。１１ 从永恒世界到人间世界，便是善的“降落”过程，其“降落”
在尘世的表现分为四个方面：
（１）自我保存之本能；
（２）爱慕异性，生育儿女之倾向；
（３）求
真祛魅之热望；
（４）形成自然共同体之需求。正是由于善在尘世的“降落”，教权才有了存
在的正当性。首先，教权可以通过从上帝之处获取的理性来引导世人避免尘世中某些情
况下由于上帝的缺席所带来的恶；其次，教权可为人类繁衍居宁传递福音带来便利；再
次，教权可为认信基督确立一个“一”的标准；最后，教会作为认信基督者的共同体，进一
步对教权的超然性进行了确认。
其二，教权的演进导致了教会中的世界主义。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地中海沿岸各国
所独有的民族神迅速地消亡了，最初犹太人独有的民族神成为了世界的神，教会的权柄
也由此伸向世界各地。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你们从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
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
的墙……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
（《以弗所书》２：
１３－１７）
“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
的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
一了。”
（《加拉太书》３：２６－２８）在这一层面上，教权成为了推进福音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
力量，而上帝又应然地成为了其唯一的主权者。这一观点又从另一个理路上对教权的超
然性进行了确认。
（二）维多利亚对法律的划分
维氏对法律的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参照了阿奎那的法律四分论，即将法律划分为永恒
法、自然法、神法和人法四种类型。他将法律直接分为两个层面：神圣的与人世的，而前者
又分为自然的和实在的两类。维多利亚认为，所有的神圣法在上帝之处是永恒的，然而却
并非在人世永恒，自然法则是起源于永恒法之中的，当神圣之法不存在，人类也可以通过
自然法得救，并且神圣之法对于幼儿的重要性要更甚于成人，因为“我是在罪孽里生的，
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诗篇》５１：５）
有关法律本质的问题，阿奎那认为法律是一种理性的功能，属于我们的自然理性。而
ｌｅｘ（法）是从 ｌｉｇａｒｅ（约制）起源的。法只能存在于观念或是智识之中。维多利亚就此问题
参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首先维氏分析了里米尼的格列高利（Ｇｒ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Ｒｉｍｉｎｉ）
的论点。格列高利引用了奥古斯丁的著述 （《反福斯图斯的摩尼教》Ｃｏｎｔｒａ Ｆａｕｓｔｕｍ
Ｍａｎｉｃｈａｅｕｍ）：
“永恒法是一种理性，抑或上帝的意志。”因而，法律属于意志的范畴，或至
少是上帝的理性与意志。作为十四世纪奥古斯丁主义的代表学者，格列高利自然旗帜鲜
明地反对将信（ｆａｉｔｈ）与理性（ｒｅａｓｏｎ）混为一谈，同时也极力强调了人理性的局限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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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氏引述的另一种观点来自伦巴德（Ｐｅｔｅｒ Ｌｏｍｂａｒｄ）所著的《第一语录》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Ⅰ），
其中，伦巴德详细区分了两种神圣的意志：一种是上帝的真实偏好与内在意愿（ｕｏｌｕｎｔａｓ
ｂｅｎｅｐｌａｃｉｔｉ）；另一种是第一种意志的外在表现（ｕｏｌｕｎｔａｓ ｓｉｇｎｉ），即所谓的“上帝之
怒”，从这样一个维度来看，法便仅仅只是意志的外在表现而不能称其为内在的意志。维
多利亚则更倾向于后者，维氏以为，意志并不能藉自然法而施行，而自然法并不是一种意
志而是一种理性和启示：
“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
（《诗篇》４：６）
“你若愿意
作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马太
福音》１９：２１）是故，维多利亚得出结论：建议只能和理性产生关系而与意志无关，若想要
称为意志（法律行为），则必须要通过立法，并且只要是合乎法律的，则必然合乎理性，倘
若不合乎法律，便必然不合乎理性。
对于法律的颁布，维多利亚专门对其进行了探讨。首先，维氏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具
以并非所有人都热心于共同体事务为假
有立法权。这一论点是基于阿奎那的共同体理论，
设基础。阿奎那将共同体分为了两类，
一类是非完整的共同体，
另一类是完整的共同体。１２
在这一体系之下，前者是不具有立法权的，因为一个非完整的共同体的自行立法所指向
的只能是私益，这便与阿奎那的法律“第一原则”，即立法指向共同的善好（善即当行）相
违背。在立法层面上，维多利亚则进一步区分了誓言与法，其殊异在于前者不具有强制性
而后者具备。譬如在圣徒日所进行的斋戒行为，维氏便认为是一种誓言而非法律，因为对
于个体而言，斋戒仅仅属于“律己”之范畴而不可“由此及彼”地自我演绎。
在维多利亚看来，一些基于自然法的精神之力是源于人类神圣的本能或行为。这同
样也是教会超然权力之基础，作为“信”的抽象集合，惟有人拥有了某些神圣的本能即自
然法上的理性，教权的超然性才可以在个体之上得到映射。然而归根结底，世上一切精神
之力皆来源于上帝，
“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
“你们要依从
太福音》２８：１８）随后上帝又再将一部分权柄交与教会。不论是引导之权力，
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
（《希伯来书》１３：１７）还是赦
免之权力，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马可福音》２：１０）维氏认为
“精神之力”１３ 较之世俗权力更为完美与卓越，并且“精神之力”与世俗权力之间存在一种
佑（ｂｌｅｓｓ）与被佑（ｂｌｅｓｓｅｄ）的关系，是故“精神之力”位于世俗权力之上。对此维多利亚
用了这样一句话作结：
“如若我们不想永远陷入谬误险恶的怪圈，便必须要正视那超然的
真实存在。”１４ 顺理成章，教会亦便拥有了立法权和司法权，主教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
教区的法官。
在立法问题上，维氏沿袭了阿奎那提出的“第一原则”，认为立法须指向共同的善，却
质疑人法是否能将人引向既定的善。就此，维氏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立法三原则：其一，
世俗立法者（国王）之追求乃是“自然之善”，即共同体之善，精神立法者（上帝—教会）则
追求“道德之善”；其二，教会之立法权独立不受尘世权力影响，其神圣性亦不由尘世权力
确认，就如同国王不可为教会立法一样；其三，世俗立法者之目的乃是区分“循法”与“悖
法”，精神立法者则是主要按照“善”与“恶”来进行划分。
三、政权既在：宗教外衣之下的万国法
（一）万民法浪潮
维多利亚早年思想受人文主义、唯名主义和托马斯主义三大流派影响最深。１５ 然而
随后维氏发现，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世纪后（特别是加尔文宗教改革之后）基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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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解体为多个教会和民族君主国所面临的困境。
“帝国和教皇的代表性自然近乎消失，但
西方人仍然被体验为一个精神和文明的统一体（ｕｎｉｔ）。如果该秩序的各种制度已经丧失
了它们的代表价值，灾难将会刺激人们去寻求新的制度，而通过这些制度，实际延续下来
的文明的实质（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就能够获得更为充分的表达。如果我们提早
使用后来的术语的话，帝国基督教时代之后就是国际主义和国际组织时代”。１６ 是进一步
践行宗教改革还是面临民族战争之虞？维多利亚是那个时代立于风口浪尖的人物。
对此，我们首先需要留意这样一个论断，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浪潮之中，随着板结
的基督世界共同体的瓦解，欧洲各国的民族问题第一次变成了所谓的国际问题。维多利
亚在基于国际主义的语境之下提出了一个新型的概念：
“一个高于单一共同体的一个超
越共同体”。１７ 此概念打破了古代与中世纪基督世界世俗国家的封闭观念，解决在这个
“超越共同体”之下的普通单一共同体之间的冲突所依靠的将不再是十字军的坚甲利刃，
而是一种国际政治模式之内的法律技术。既然基督教世界的外延已经无法覆盖整个世
界，并且随着美洲新大陆以及东印度的殖民，一种新的“万民法”之概念应运而生。对于这
一新的“万民法”，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是一种独立政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
“万民”在
此种意涵之下便衍生为了“万国”，因而此种新型的法律概念并不是一种“人际间”的规
则，而毋宁是一种“民族政体间”的准则。根据前文论及的维多利亚所建构之权力谱系，对
于教会的“圣灵权威”与国王的“世俗权威”已有了确然的界分，换句话说，只要某种基于
国际主义的政治体之间的世俗行为的发起者（行动者）是教会，那么此种行为便是违悖法
律的；如果此种行为的发起者（行动者）是世俗统治者（国王），而教会之所为仅仅是履行
授权之职，那么此种行为便是合法的。
有关基督教民族与非基督教民族之间所产生关系之合法性，维多利亚总结了三项基
本原则：其一，一方进行相关的任何行为都需要一个合理的协商程序，并且毋论其是否合
乎法律，此种行为首先要确定是符合良知的；其二，如若协商之结果显示此行为不合乎法
律，那么此结果必须得到尊重，并且法律将不保护藐视此协商结果之人，即使先前之行为
事实上是合乎法律的；其三，一旦接受了协商之结果，认定相关行为合乎法律，那么即使
事实上此行为不合乎法律，也必须保障其法律之内的权利。
随着西欧各国对美洲扩张步伐的加快，维多利亚所提出的民族政体之间的法律原则
愈加显现出其重要的时代特征。不论是手握上帝权柄的教会，还是掌控世俗权力的国君，
都亟待一种基于统治权威且复作用于民族政体之间的法律技术来消弭基督世界与非基
督世界之间的精神裂缝。可以说，
“随着中世纪英雄主义和圣徒精神道德的崩溃，理性道
德不光彩的一面出现了，因为缺乏强烈的精神，维多利亚不能以蔑视或听之任之的态度来
接受存在的不合理性……因此，维多利亚成为双重意义上的背叛者：当拒绝承认战争是万
物之父时，他背叛了自然；当扭曲的理性为胜利者做正当性论证时，他背叛了精神”
。１８ 是
故，维多利亚只有通过一种民族政体之间法律技术的影响来对这个他已然“双重背叛”了
的时代进行总体的把握。美国法学家斯柯特（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在论及维多利亚所处
时代境况时有言：
“帝国之日已然升起，其夕照为途经新世界之唯一光亮。然而，自某一处
观，旧世界虽与之并立，却鲜有观照，仅当忽略罗马法之精神时，旧世界方可重现。众谓之
为十五、六世纪之法律复兴，其本质在于根源与功用，而非数个世纪之后骤然的法律复归
之热望。”１９
（二）新世界：战争法与基督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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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开始，对于基督教世界裂解为若干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规范性研究已经
开始系统化，与维多利亚同时代的几乎每位学者都在撰写基于民族主权国家冲突背景之
（Ｄｅ ｌｅｇｉｂｕｓ ａｎｄ Ｄｅ ｉｕｒｅ ｉｕｓｔｉｔｉａ）的著作。维多利亚
下的题为《论法律、权利与正义》
称其所在的那个时代正在发生“现代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并且此事件将毋庸置疑地
成为“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分水岭”。２０ 随着天主教会在西欧主要国家的日渐式微，西班牙
接过了保持经院哲学传统连续性的重任，既然传统的基督世界大厦已轰然倒塌，那么以
维多利亚为首的萨拉曼卡学派就只能在此大厦的废墟上建立一个新的政体之间的统一
秩序，即超越个体的“共同体之共同体”。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对传统基督世界封闭
的国家概念的反向发展，从一种“人类身体之共同体”发展为一种“人类理性之共同体”。
而用自然法代替神法处置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则是维氏赋予那个时代国际法体系
的最为显著的特征。２１ 调整此类关系的主体并非代行上帝权柄的教会而是世俗的统治者
国王。维氏依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推导出遵循自然法的功效便是防止人（基督民族、非
基督民族）由于权利义务的不对等而趋于分崩离析。我们并且可以将维多利亚的国际法
体系理解为万民法的自然法化，自世俗社会的开端，这样的自然法系统便开始影响到了
人间的正义问题。此处，自然法对于世俗政权的影响展开为两个方面。
对于西班牙帝国来说，维多利亚的普遍性共同体框架仅仅是一种普遍主义的伪装，
一种来源于整个世界范围之内的自然法所构筑的一种交互体系。其实质是在民族政权间
的经济、贸易、人际冲突等事由上获得自然法授予之权利。
对于印第安人（野蛮人）来说，他们有同等地参与到此普遍性共同体框架之内的权
利，维多利亚主要阐述了二者间平等的贸易权，如印第安人有用当地充裕的黄金白银来
向西班牙人换取当地或缺的陶瓷器具之权利，并且具有自行评估交易价值之权利。在维
多利亚所建构的体系中，西班牙人与印第安人在贸易层面上具有同等的福利与权利。
显而易见，维氏建构的以上普遍模式仅仅是针对政治体之间温和的冲突形式，当西
方政治文明与非西方政治文明最为基本的冲突根源即基督教社会与非基督教社会彼此
间的对立变得尖锐起来之时，一种极端的冲突解决方式即战争便凸显出来。关于战争，特
别是基督政治体与非基督政治体之间的战争，维多利亚首先提出了四个原则性问题：
（１）
到底基督教政治体可否发动战争？
（２）发动战争需要凭藉何种权力？
（３）何为应然之正义
战争？（４）在与地方进行正义战争之过程中可采用何种措施？２２
针对第一个问题，基督教政体可否发动战争，一方面，依据《圣经》的指引：
“不要自己
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罗马书》１２：１９）
“不
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马太福音》５：３９）
“耶稣对他
说：
‘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马太福音》２６：５２）同时，路德也认为：
“当魔
鬼发觉它不能通过强力来战胜某些人的时候，它会尝试着从长远的角度来战胜人……为
了抵挡魔鬼不断的攻击，
我们必须忍耐，
要耐心地等到魔鬼厌倦了它的把戏的那一天。”２３
而维氏则从八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反证。其一，他援引了奥古斯丁的说法“善待于人，
知足常乐”，也就是说如果发生了战争，我们应遵循此指引。其二，借用阿奎那的观点，基
督徒有合法权利拔出利剑，与恶人和损害秩序之人作战。其三，认为战争是符合自然法原
则的：
“亚伯拉罕听见他侄儿被虏去，就率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三百一十八人，直追到
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至大马士革左边的何把，将被掳掠的一切
财物夺回来。”
（《创世记》１４：１４－１６）。其四，维多利亚指出战争之目的不仅仅是保障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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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全，同时也是对重大错误的一种惩罚与报复措施。其五，维氏提出发动战争的另一个
重要条件是基于对敌人所造成的损害的惩罚与报复，也只有此种“惩罚”的存在，才可避
免敌人卷土重来，造成第二次侵害。其六，战争的目的必须是维护共同体的安定与和平。
其七，倘若罪孽得不到救赎，且影响到了共同的善好（纵然不可能全世界都获得善好），那
么发动战争便是正当的。其八，对于神圣善意的教民来说，发动正当的战争不仅是为了保
护其人身与财产之安全，同时也是在进行一场道德的捍卫战。２４
针对第二个问题，发动战争需要凭藉何种权力，维多利亚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论
证：其一，根据《法律汇编》
（Ｄｉｇｅｓｔ）之中“强力须由强力约制”的原则，任何人，即使是个
体公民皆可发动自卫战争，并且自卫战争的目的不仅仅是保障其人身安全，同时亦保障
其财产安全；其二，任何共同体皆有权力宣布及发动战争；２５ 其三，依据奥古斯丁著作《反
福斯图斯的摩尼教》
（Ｃｏｎｔｒａ Ｆａｕｓｔｕｍ Ｍａｎｉｃｈａｅｕｍ）中有关发动战争权柄之归属问题的论
断，国王乃是共同体所选出的代表，故被授权代表共同体发动战争。２６
针对第三个问题，正义战争的原因与起源，维多利亚首先进行了一个假定：在一场战
争之中，总有一方是正义的，同时另一方一定是非正义的。事实上维氏有关正义战争的论
断都是建立在这一逻辑假设的基础之上。对此，维氏专门列出了不属于正义战争起源之
原因或条件，即不同的宗教信仰、帝国扩张、个人荣誉与国王之好恶不可成为正义战争起
源之原因，正义战争起源必须在侵害发生之时，并非所有的侵害都可作为正义战争起源
之原因。
针对第四个问题，对于在正义战争之中所采取的措施，维氏提出了五点：其一，在正
义战争之中，个体可以为共同体的利益做出任何举措；其二，在正义战争中，胜利的一方
可以合法地改造失败的一方，并且重构其价值体系；其三，在正义战争结束之后，胜利的
一方可以合法地掠夺失败的一方的财产以弥补其“非正义”所造成的损失；其四，在正义
战争中，国王可以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来维护共同体的安全；其五，即使在正义战争结束之
后，两国回到和平状态，损害的权利得到修复，被强夺的财产物归原主，战胜方仍可合法
地对非正义方所造成的损害进行报复。
通过解答以上四个原则性问题，维多利亚最终为自己的战争法体系找到三剂良药。
首先，既然国王已获发起战争之权柄，那么他在获得发起战争的权柄之时亦获得了避免
战争之天职。
“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罗马书》１２：１８）国王在其国家无可避
免地卷入战争之时也要尽量保证减少战争所带来的死亡。其次，一旦发起正义战争，国王
需要保证其所发动战争之最终结果是指向和平而非毁灭，旨在伸张正义而非践行杀戮。２７
最后，战争的胜利者必须保持基督徒的节制与谦逊，其身份也由“诉讼方”演变为“法官”
来对战争进行审判，补偿受损的一方，同时也让施虐方（有罪的共同体）不至于应惩罚而
毁灭。
而格劳秀斯对这三剂良药具有清醒认识，他在《战争与和平法》序言中写道：
“在整个
基督世界中我看到的是泛滥的制造战争的许可证，即使是野蛮民族，这样的行为都应该
是令人羞耻的；我同样看到世上的人们因为微不足道的理由甚至无理由亦可拿起武器，
发动战争，此时，神法抑或人法都被弃之如敝履，恰如一纸敕令可以让一个疯狂的人行无
法无天之恶事。”２８ 格劳秀斯作为维多利亚思想深远的“继受者”，也同样敏锐地洞察到了
战争法体系与教权、政权之间的冲突。
针对第一剂良药，关于国王在操持战争权柄的同时承担避免战争之天职，格劳秀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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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三十年战争之后认识到不可能存在或是创设一种道德
力量来禁止国家战争，而只能通过一种国家体系之内的行为 ／ 关系准则来限制战争的破
坏性。而这样的行为准则同样是基于中世纪以来便根植于欧洲大陆基督世界的道德要求
和法律规范，作为战争的发起者，国王不能超越这一规范；作为战争的终结者，国王同样
需要在这一规范之内。在这里，格劳秀斯首先就否认了“主权在民”的思想，如果说战争是
作为一国行使主权的一种形式，那么这样的权力是在国王手里而非民众手里；其次，国王
又不能脱离基督世界所形成的习惯和规范来单独行使这样的权力。
针对第二剂良药，早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生活的必须”和“好生活”这两重社
会目的。格劳秀斯所要带到的最终目的也就是维多利亚所追求的结果事实上也没有达到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重目的“好生活”，而是一种“必须”的底线，赋予战争在国际关系的框
架内最起码的人性，也就是法律所能保证的最基础的人性。
针对第三剂良药，格劳秀斯将自然法视作国际法的基础，基于自然法，一国对于另一
国所造成的超出理性范围的损害应该予以补偿，这同样也是维多利亚认为的战争胜利者
所应行之事。不同的是，格劳秀斯进一步区分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有关补偿问题的
区别，在他看来，只有非正义的战争才存在补偿的问题，正义战争则不存在补偿问题。
也正是由于维多利亚开出的这三剂良药，其战争法体系才不至于被冠以“毁灭政权”
甚至“毁灭人类”之称号，这也使得维氏的战争法体系与新教派（尤其是路德派）的劝勉产
生了一丝共融之可能。民族政权在维氏的战争法框架之下的“既在”亦同样是遵循“个
体—共同体—个体”这一逻辑理路的。２９
维多利亚有关民族政权之间关系的另一重要思想是教会法在非基督教世界中存在
的合理性论证。德国法学家魏尔克尔（Ｃ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Ｗｅｌｃｋｅｒ）有言：
“人道主义绝不可能
从希伯来人的超自然主义产生，因为人们对这种思想的领会越认真越高超，则一神的权
威和法律，对于人的一切力量和快乐以最优良和最高尚形式借以表现的人类宗教自由的
抑压也必越甚。”３０ 维多利亚则尝试为信仰合一的基督教在新世界的传播与发展探寻另
一条进路。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马
可福音》１６：１５－１６）基督教在美洲大陆的传播便是遵照这一逻辑：
（１）基督徒有权利在世
界范围内传福音；
（２）非基督信仰者可认信可不认信；
（３）认信者获救恩，不认信者获罪。
维多利亚亦未跳出这一《圣经》中基督教到世界宗教的传统逻辑。维氏认为，基督世界以
外的人倘若不知基督，其所言所行并不为罪，然而一旦当福音传至于斯，当地人知晓了上
帝之存在，那么若再言触犯上帝之论，行亵渎神灵之事便要获罪。３２ 对此维氏亦从六个方
面进行了论证。其一，任何政权的存在都必须经过上帝之授权，因为上帝创造万物，除非
其交与一部分权柄，否则任何人都不得进行统治。其二，
“耶和华差遣我膏你为王，治理他
的百姓以色列。”
（《撒母耳记》１５：１）
“这是守望者发出的命，圣者发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
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或立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
（《但以理书》４：１７）
其三，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
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创世记》１：２６）故统治者乃依据上
帝之形象创造，并且上帝之形象是无罪孽的，也就是统治者无罪孽。其四，罪人所犯乃是
冒犯主之罪，因而顺理成章地失去统治权。其五，据奥古斯丁所言，罪者甚至不配其所食
之面包，更何况统治权。其六，上帝赋予人类祖先亚当、夏娃伊甸园的统治权，而后由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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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孽又将之剥夺。
根据以上六点，得罪之人应然地失去了其尘世的统治权，也就是说，亵渎上帝的统治
者将受到自然法（万国法）的惩治，从而失去其统治权。３５ 同时，此项神圣事业的执行者只
能是天主教廷授权的西班牙人，从而避免了新教等势力的染指之虞。及至当地基督信徒
的数量达到了一定规模，教皇便可合法地重新加冕一位新的基督徒统治者，且毋须听取
当地民众的意愿，从而使得原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自动失效。同时，在美洲新大陆上，西班
牙的神圣法庭即宗教裁判所也赫然建立。教权开始插手殖民地事务，在新世界里，与政权
合为一体，维多利亚的万国法体系失效。
而沃格林将维多利亚称作狂热地汇集了所有能够想的、将会证明西班牙征服之正当
性观点的“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３３ 实际上是有欠妥当的。维氏在其万国法体系之中为
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统治的合法性进行了论证，然而他是用一种含蓄的、有所限制的方式，
其对于非基督教世界既在政权的权力保护，承认既在的非基督政权的合法性，以及在其
战争法框架下对人自然权利之伸张皆对后世的国际法乃至整个国际政治体理论产生了
显著影响。
四、结语
维多利亚在研究了教会的起源和内涵之后将教会定义为信者的集合，同时这一信的
集合有且只有一个，便是唯凭基督的教会。维氏受阿奎那思想影响颇深，进一步发展了他
的思想，
将权力两分，
分成了世俗的政权与超自然的教权。而教权虽不能染指世俗权力，
却
有着自己超然的权力，便是有关宗教生活的立法权和司法权，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就是这
一理论的产物。维多利亚同时作为一名神学家和法学家，
依据《圣经》构建了一个基于万民
法原则的高于普通共同体的超越共同体，建立这一超越共同体的初衷是调和基督民族与
非基督民族的矛盾，通过战争法的规范作用，并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体系之中。其后通过不
断地发展与衍变，
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国际法的雏形。维多利亚跟同时代的众多经
院哲学家相比，
在政权与教权的纷争之中更为强调的是一种秩序的理性。在继承阿奎那的
法律“第一原则”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将教权的本质剥离出来——
—一种精神之力，同时追求
精神之善。虽然在维多利亚那里，
世上一切权力之根源仍来自上帝，
但是作为个体，
在尘世
生活中所享受之权利已越来越和至高无上的上帝权柄形成了官能上的界分。
在探讨基督教世界和非基督教世界中的既在政权时，维氏则是以一个法学家的睿智
思维来确认各民族政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政治体之上的
“存在即合理”论。对于基督教政权在拉丁美洲的殖民扩张，维氏依据基督教义确立了上
帝子民在异邦传福音以及衍生而来的诸多合法权利，同时又对一部分违悖自然理性和自
然秩序的行为进行了声讨与规制。在维氏建立的民族政体共同体框架（即国际法体系雏
形）之中，对不论是基督政权在非基督世界的既在问题，还是非基督政权其本身的既在问
题都进行了基于自然法上的平衡。
事实上，有关维多利亚思想的两大中心问题，即教权超然与政权既在的问题，在《圣
经》上早有明断：
“凯撒之物当归凯撒，神之物当归神。”
（《马太福音》２２：２１）
维多利亚作为近代国际法的拓荒者，从中世纪教会思想中汲取解决新问题的知识工
具，如对“万民法”的洞见使国家概念较早期经院哲学更为清晰，甚至预见了主权理论。而
其所持守的普遍人类社会并为共同法所支配的思想，成为国际法学的理论基点。因而研
究维多利亚思想对于追问国际法形成的社会基础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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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奎那所谓的“善”的意涵是“什么是可欲的”，而存在表明的是“是什么”，并不涉及可欲性的问题。参见［美］

《托马斯·阿奎那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０４ 页。
克拉克、吴天岳、徐向东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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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认为这也是使徒给某些哲人定罪的原因，因为哲人们将永恒世界的某些组成尘世化，从而导致了恶

的“上升”。Ｖｉｔｏｒｉａ：Ｖｉｔｏｒ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７２．同样，关于恶的
“上升”，中世纪出现的一些异教作品中也可窥其一斑，有关“以赛亚的异象”，便是描述先知以赛亚在天际观看
撒旦与上帝使徒之间的战争，而作品中所用的形容词为恶的（ｅｖｉｌ），即为恶者的战争。如此便悖离了奥古斯丁
的教导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ｖａｎｓ ｅｄｔ： Ｈｅｒｅｓ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ｇｅｓ，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
ｐ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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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氏在这里并未就基督徒与异教徒的立法权做出甄别，由此便产生了一个矛盾，倘若立法者所颁布的法律是

一代一代传承的，那么追根溯源法律的源头便在摩西和先知的训诫之中，然而对于异教徒而言，是不能了解到
摩西和先知的话的，那么异教徒的法律从何而来？对此，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姆（Ｓｔ．Ｊｏｈｎ 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做出了
解释，他认为，法律是上帝从一开始就灌注在人的理性之中的，即自然法，而非由摩西或是先知所“传达”的。见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Ｂｅｒｔｋｅ：“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ｉｎｃｉｂｌｅ Ｉｇｎｏ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Ｌａｗ”，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ａｃｒｅ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５５，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１，ｐ８。而艾伦·德肖维茨（Ａｌａｎ Ｄｅｒｓｈｏｗｉｔｚ）则进一步指出这样一种“理性灌输”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上
“ 摩西十诫”中的每一条诫命都可
帝降临西奈山这一事件并不是人类法律从无到有的“分水岭”，其原因在于，
以在上帝降临西奈山这一事件之前找到源头，因而，人类立法这一历史事件也同样是一个漫长渐进的过程。见
Ａｌａｎ Ｍ．Ｄｅｒｓｈｏｗｗｉｔｚ：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Ｗａｒｎｅｒ Ａｄｕｌｔ，２００１，ｐ２１５－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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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文主义上，维多利亚受鹿特丹的伊拉兹马斯（Ｅｒａｓｍｕｓ ｏｆ 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影响最深，同时还与客居巴黎的西

班牙人文主义学者比维斯（Ｌｕｉｓ ｄｅ Ｖｉｖｅｓ）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唯名主义上，维多利亚最常提及的是瓦伦西
亚的唯名主义者塞拉亚（Ｊｕａｎ ｄｅ Ｃｅｌａｙａ），同时也涉及阿梅恩（Ｊａｃｏｂ Ａｌｍａｉｎ）、梅杰（Ｊｏｈｎ Ｍａｊｏｒ）等同时代学
者；在托马斯主义上，维多利亚称自己有两位最为钦佩的导师，其一是费纳里奥（Ｊｕａｎ Ｆｅｎａｒｉｏ），其二是布鲁
瑟兰斯 （Ｐｅｔｅｒ Ｂｒｕｓｅｌｅｎｓｅ）。Ｒａｍóｎ Ｈｅｒｎáｎｄｅ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Ｖｉｔｏｒｉａ
ａｎｄ Ｄｏｍｉｎｇｏ ｄｅ Ｓｏｔｏ”， Ｆｏｒｄｈａ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５，Ｉｓｓｕｅ４，１９９１， ｐ１０３５－１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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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ｂｏｏ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Ｌｔｄ，２０００，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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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观点是维多利亚在萨拉曼卡大学任教期间的一次讲演中提出的，维氏认为，及至当时，中世纪的基督教世

界已然面临了深重的危机，而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应对此危机是“有益的，适时的”。并且维氏将此历史事件看作
是国际法的起源 。见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Ｖｉｔｏｒｉａ，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ａｗｂｏｏ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６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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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提出的用自然法代替神法作为国际法调整政体之间关系基础的理论遭到了后世众多思想家的反

对，霍布斯（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泽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Ｚｏｕｃｈｅ）以及瑞切（Ｓａｍｕｅｌ Ｒａｃｈｅｌ）等提出了用人法代替自然法成
为国际法基础的观点，其认为，万国法（Ｌａｗ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乃万国间法（Ｌａｗ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由众多习惯与条
约 构 成 ， 而 非 基 于 一 种 放 之 四 海 而 皆 准 的 自 然 理 性 。 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Ｈｏｎｇｊｕ Ｋｏｈ： “Ｗｈｙ Ｄ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ｂｅ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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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柯特（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对于维氏提出的“惩罚与报复”从现代国际法的角度提出了两个延展性的问题：

其一，与“履行职责”
（ｄｕｅ ｄｉｌｉｇｅｎｃｅ）与违悖正义（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之关系；其二，国家人格化的问题，斯
柯特认为维多利亚的“惩罚与报复”理论使得国家具有了人格化的“恐惧”，使得其在做出了错误的举动之后会
惧怕随着而来的“惩罚与报复”。见 Ｊａｍｅｓ Ｂｒｏｗｎ Ｓｃｏｔｔ：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Ｌａｗｂｏｏ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Ｌｔｄ，２００７，ｐ３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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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之后美国的一些实证主义法学家如肯特（Ｊａｍｅｓ Ｋｅｎｔ）、维顿（Ｈｅｎｒｙ Ｗｈｅａｔｏｎ）等就维多利亚的“个

体—共同体—个体”的逻辑理路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国际法（战争法）特别是在美国是受到普通法的影响最
重，即从个体的习惯到共同体的习惯，即“个体—共同体”的逻辑，与奥斯丁（Ｊｏｎｈ Ａｕｓｔｉｎ）所提出的政权之间
（ｍｏｒａ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普遍敌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ｏｓｔｉｌｉｔｙ）、
“ 强力受制”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等概念
的“道德制裁”
有着一定的契合，而没有像维氏一样，最终将政治体冲突之结果又复归到个体 （君主） 的身上。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Ｈｏｎｇｊｕ Ｋｏｈ： “Ｗｈｙ Ｄｏ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ｂｅ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ｈｅ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６，１９９６－１９９７，
ｐ２６０８－２６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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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维氏对剥夺得罪之人统治权的法律进行了巧妙的处理，维氏将诸冒犯上帝者之因由归结为缺乏统一规

范所导致的对上帝的“不适”
（ｉ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于是需要一个普遍性的规范即万国法（ｊｕｓ ｇｅｎｔｉｕｍ）来规诫惩
治诸得罪之人。这样，便巧妙地规避了神法对于世俗权力之影响，从而教权仍可位居幕后窥伺政权之争而不必
担心破坏其超然性。见 Ａｎｔｏｎｙ Ａｎｇｈｉｅ：“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ｄｅ Ｖｉｔｏｒ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ａｗ”，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９６，５，ｐ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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