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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宪政文化是根植于西方独特土壤中的一种文化，西方宪政精神的形成有其深刻而独

特的文化背景，而作为西方传统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基督教文化无疑对宪政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对西方宪政精神的发展脉络进行一定的

梳理，有利于更全面深刻地剖析西方宪政的生长机理及其实质内涵。 

目前国内对于基督教文化对西方宪政形成的影响的研究较少，理论界对基督教文化

与西方宪政精神的关联性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本文将从基督教文化的视角对西方宪政进

行审视，主要论述基督教文化对西方近现代宪政精神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影响，以求对中

国宪政的建设探索提供一定的思考。 

第一部分，主要论述基督教文化对古代宪政精神的传承。创立于古希腊而在罗马共

和国时期成为国教的基督教以其独特的影响力在宣传基督教教义的同时充当了古代宪

政精神的传承者，正是由于基督教的这种特征，使得欧洲古代的宪政精神得以较为完整

的传承。 

第二部分，论述了中世纪时期教俗斗争、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古典自然法学派学说对

于宪政精神发展的重要影响。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不甘于仅在精神世界处于统治地位，

从而对世俗权威发起了挑战，教俗之间的博弈使得分权思想得以孕育，为近现代宪政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以新教为旗帜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古典自然法

学家对基督教文化的批判为近现代宪政精神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使保障人权及限

制政府权力思想逐渐渗透到现代宪政精神之中。 

第三部分，着重阐述了基督教文化中对宪政精神起重要作用的内容，包括基督教的

“约”的观念对于宪政人民主权思想形成的影响，教俗斗争对三权分立学说的推动作用

以及基督教对上帝的信仰与宪法的至上性之间的关联。 

 

关键词：基督教；宪政精神；信仰 



 

 1 
 

Abstract 

Constitutionlism culture is rooted in the unique soil of Western culture,the formation of 

spirit of Western constitutionlism has its profound and unique cultural background .As a vital 

Western traditinal culture,Christian culture no doubt played a sinificant role in the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spirit of constitutionlism.From the Christian point of view to sort out a 

certain context of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pirit of constitutionlism is conducive to 

analysis the growth machanism and the sustance of Western constitutionlism more profoundly 

and comprehensively. 

At present,ther are few studies about Christian culture impact of the fomation of Western 

constitutional,theorists do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on the relevance between Christian 

culture and Western constitutional.This paper view of Western constitutionlism at Christian 

culture,mainly dicuss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mation and devolopment of Western 

constitutionlism.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thought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The first part focuses on Christian heritage of ancient constitutionlism, Christian, 

founded in ancient Greece and became the state religion in the Roman Republic ,with its 

unique influnce in the promotional of Christionity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heritors of the 

ancient sprit of constitutionlism. Because of this feature of Christianity,  the constitutional 

spirit of the ancient Europe heritage become more complete.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struggle of the church and 

secular during the Middle Ages, Reformation and classical natural law theo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spirit. Medieval Christian unwilling only dominance of the 

spiritual world, thus challenged the authority of the secular. Gam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secular nurtured the ideology of decentralization, has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onstitutional thought. Meanwhile, for the flag by protestant modern 

bourgeois revolution and Classical natural law criticize of Christian culture inject new vital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m constitutionalism spirit,and also make safeguard human rights 

and limit the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thought gradually permeate spirit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third part, emphatically elaborated Christian cultur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content on constitutional spirit. Including Christianity "agree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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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y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ncept of sovereignty of the people, The struggle of the church 

and secular role in promoting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doctrine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hristian faith in God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constitution . 

 

Keywords: Christian;Spirit of Constitutionlism;Fa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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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一）选题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向我们昭示，法治国家必然是宪政国家。本文从基督

教文化与西方宪政的关系的角度对西方近现代宪政的起源、传承、发展以及完善进行阐

述，从而有助于对西方宪政文化的更深刻的了解，而只有对根植于西方特殊土壤的宪政

文化的深刻了解，才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更为有力的指导，从而使我国

更好更快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学者对于宪政的研究已近百年，然而从西方基督教文化着眼对西方宪政的历程

进行梳理的文章却较为缺乏。宪政作为西方的一种文化，与在西方占据重要地位的基督

教文化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从基督教文化对西方古代宪政精神的传承、中世

纪基督教对西方宪政精神的发展以及基督教文化对现代宪政精神的影响三个部分对西

方宪政进行阐述，希望能够扩大我国对西方宪政研究的视角，从而完善我国对西方宪政

的理论研究。 

（二）国内外相关课题研究基本现状 

国外对作为西方的一种传统文化的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著述十分之多，相对而言对于

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宪政的关系的研究就少的多了。但是至 17 世纪启蒙时代开始，一些

启蒙思想家对与基督教与宪政的关系已经开始予以关注，直至现在，西方对于这二者之

间的研究已经较为成熟，在谈到宪政时总是要提及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卡.J.弗里德里

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专门论述基督教文化与宪政的专著，以及伯尔曼

的《宗教与法律》主要是从基督教信仰与法律关系的角度上对基督教与法律的关系进行

阐述，也对研究基督教与西方宪政有重大的意义。 

相对而言，国内学者对于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宪政关系的研究就十分稀少，并且较为

浅显。就目前的专著及论文来看，程乃胜教授可以说是我国国内较为系统的研究这二者

关系的学者，其专著《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对二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

述，并且发表了多篇关于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宪政的关系的文章。其他学者则零星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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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论文，国内对于二者关系的研究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停留在一般的认识之上，

并且著述及论文较为匮乏，并没有形成一个体系。 

（三）研究思路、研究方法 

本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西方基督教文化对西方宪政精神的作用进行分析，以使人

们对西方宪政的演变及宪政精神的形成有更深入的了解，以期能为我国建设宪政国家提

供一些启示。 

（四）本文的研究重点和创新点 

本文主要研究基督教自其创立以来至今对西方的宪政精神的传承及发展进行了梳

理，从而对西方宪政的发展历程有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

终目标是宪政国家，而宪政是根植于西方土壤的，对宪政的移植必须对其文化基础有

深刻的认识，因此，对基督教文化与西方宪政精神的关系的分析中能够对我国的宪政建

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本文创新点在于不仅将宪政作为一种文化，同时也认为宪政是一种精神，在非西方

文化传统的国家建设宪政国家，不仅仅要将其作为一种文化来移植，更要将其作为一种

精神，将这种精神根植在本国公民的心中，这样更有利于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并同时填充我国学界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研究西方宪政的空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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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文化对古代宪政精神的传承 

（一）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 

1．基督教文化的核心——对上帝的信仰 

基督教 初是从犹太教中发展而来的。而犹太教则信奉上帝耶和华为唯一的神，从

一开始就坚定了其人民对上帝的信仰并禁止了对其他偶像的崇拜，而从犹太教的分支—

—拿撒勒派发展而来的基督教自然地继承了这一信仰。在使徒信经里对耶和华的信仰有

着十分具体的规定，“使徒信经（西方版本）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我信

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2）我信我主基督耶稣，上帝的独生子；（3）因着圣

灵感应，从童真女玛利亚所生；（4）在本云.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

埋葬，降在人间；（5）第三天从死里复活；（6）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7）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8）我信圣灵；（9）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

徒相通；（10）我信罪得赦免；（11）我信身体复活；（12）我信永生；”
1
使徒信经开头便

宣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道出了基督教教徒对于上帝的信仰，这

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及起点。但是基督教所强调的对上帝的信仰并不完全是抽象的信

仰：一方面，他宣称，上帝是造物主，将上帝与被造物——人严格的区分开来，并且

认为上帝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有所有权，荷兰改革宗教神学家凯柏尔（Abraham kuyper）

曾经讲过一句名言：“上帝创造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平方英寸基督不可以说：‘那是我

的！’”
2
从而确立了上帝的绝对权威，确认了上帝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另一方面，基督教

又宣称上帝为全能的父，称耶稣为上帝的独生子，耶稣其人将作为上帝将自己启示出来，

这是基督教 重要的思想之一。这种将上帝表述为“信实的”和“仁爱的”父的教义，

使得基督教徒对于上帝的信仰不再空洞，而是添加了许多人性的色彩，使其与现实生活

紧密联系。正是由于对其信仰的上帝的两面性的描述，使得西方近代对于宪法是一种更

为高级的法的接受更为自然，从而为近现代西方宪政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

用。 

                                                        
1
 [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5-156 页。 

2
 [英]麦格拉思：《基督教概论》，马树林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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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督教文化的发展历程 

基督教当中的基督一词即是犹太教所称的“弥赛亚”。“弥赛亚”一词的希腊文是

Christós，拉丁文为 Christus，英文为 Christ，中文音译为“基利斯督”，简称“基督”，

因此，基督教中的基督一词与弥赛亚意义相同，均指救世主，只不过犹太教所说的弥赛

亚仅仅是犹太人的救世主，而基督教则宣称耶稣基督是普遍意义上的救世主。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基督教始于耶稣基督的诞生。不过，基督教徒一直很清楚地知道基督教与

犹太教之间存在着延续性。那位“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和雅各的上帝也就是耶

稣基督的上帝”3。一般认为，基督教是从犹太教的分支——拿撒勒派发展而来，由于

耶稣是拿撒勒人，而基督教则是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创立发展起来的，因而取名为基督教。

基督教与犹太教相比而言，后者只宣称犹太人才是上帝的选民，而基督教则遵循着耶稣

的教诲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犹太人以外的地区即外邦人（包括罗马人）生活的地方，从

而使得基督教的影响大大的超出了犹太教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渗透到罗马帝国的各

个角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 

海涅在谈到唯灵主义的基督教文化的“唯物主义”（即物质主义）的罗马文化的必

然性时说到：“唯物主义在罗马帝国发展到惊人可怕的地步，大有摧毁人类精神的一切

辉煌成果之势，基督天主教的世界观作为克制这种唯物主义的一剂灵药，是必不可少

的。……在这罗马人的世界里肉身已经变得如此肆无忌惮，看来需要基督教的纪律，来

使它就范。吃了一顿特里马尔奇翁的盛宴之后，是需要一次基督教式的饥饿疗法的。”4 

尽管从逻辑上讲，唯灵主义的基督教取代“唯物主义”的罗马文化具有不可避免的

必然性，但是历史上基督教在罗马的传播、发展乃至取代罗马多神教而成为罗马国教，

并 终借助日耳曼民族的支持去彻底摧毁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却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

难的历史过程。基督教刚传入罗马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随后人们便注意到主

张信奉上帝、禁止偶像崇拜的基督教与罗马帝国的多神崇拜之间的冲突，从而逐渐开始

排斥基督教，甚至后来还发展成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尽管早期基督教宣扬非暴力主义，

但是它也显示出了绝不向暴力屈服的顽强精神。面对罗马统治者的屠 ，虔诚的基督教

徒所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以身殉道。正是由于早期基督教徒对于虔诚信仰的坚持，使

                                                        
3
 转引自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5 页。 

4
 转引自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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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基督教在罗马逐渐得到了认同。但是， 初基督教的教徒大多是社会 底层的农民，

而后才逐渐扩展到罗马军队、贵族和政府官员之中。在君士坦丁执政（306 年）后，他

开始对基督教采取友善的态度，并联合东部皇帝利西尼厄斯于公元 313 年发布了著名的

《米兰敕令》，“他宣布绝对的信仰自由，将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其他宗教至于完全等同的

法律保护之下，命令发还在 近的迫害中没收的教会财产。”5之后，君士坦丁战胜了利

西尼厄斯之后便更加大张旗鼓的支持基督教，同时有意识地削弱罗马国教，此后又经过

一定的曲折，终于于公元 392 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的宗教，

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宣布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合法的宗教。于是，

基督教终于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公元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被迫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重建。自从君士坦丁

归信基督教之后，教会在一定程度上依靠着皇帝的支持，而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教

会突然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的局面。在这之前，基督教在其文化上和表现上都已经非常罗

马化，而现在它却不得不适应一种新的环境。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基督教的道德逐

渐开始退化。公元 5 世纪基督教的公开忏悔制度被教会改为向神父私下忏悔，这样就为

出钱赎救有罪的灵魂打开了方便之门，到了 7 世纪，教会又制定了对苦行赎罪的折算制

度。自此之后，基督教会便从一个虔诚的信仰耶稣基督的宗教殿堂逐渐沦为沾满铜臭与

鲜血的场所。“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34） 先制定了各种罪行赎买的价目表，这

些价目表如同法律条文一样规定的十分细致，以下摘自其部分条目：（1）谁若杀害了父

母、兄弟、姐妹、妻子或其他任何一个亲属，只有缴纳 5-7 枚土耳其金币，便可洗清罪

恶。（2）如果一人同时参与谋杀数人，只要缴纳 131 枚利维尔、14 个苏和 6 个杰尼叶，

就可免予任何惩罚。（3）谁若杀害了妻子，并想另娶，要是缴纳 8 枚土耳其银币、两枚

杜卡特便可获准。”6教会通过出售赎罪券和其他替代性的赎罪手段而成为中世纪的 大

财主，同时，信徒们在付足了进天国的入场券后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犯罪，为道德状况

的普遍堕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使中世纪的基督教成为“淫乱的巴比伦”。 

基督教原本是“信者的福音”，它 初是通过和平主义的方式而传播的，不带有丝

毫的强制色彩。然而当基督教成为中世纪唯一的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基督教会成为凌

驾于世俗国王之上的统一精神王国之后，教会就开始用强制性的手段来推行所谓的“正

                                                        
5 [美]威利斯顿·沃尔克：《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8 页。 
6 [苏]约·阿·克雷维列夫：《宗教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225-2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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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信仰”，并对那些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残忍的迫害，其中以 13 世纪成立的宗教裁判所

为 。并且，这些迫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至此，基督教已经从天使堕落成了魔鬼，一步

步走向腐化的深渊。于是 16 世纪以马丁.路德为首的人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浪潮。之后

加尔文派又通过对罗马天主教的批判，使得西方基督教的信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分裂为新教和旧教，旧教是指宗教改革之前的罗马天主教，而

新教则指的是宗教改革后基督教。现在西方各国并非信仰单一的宗教，而是同时信仰着

基督教中的各种分支教派。 

（二）古代宪政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基督教并非产生在一个空空如也的世界，当其兴起之时，人们头脑中已经充塞着

关于宇宙、宗教、罪、赏罚等种种观念。基督教不得不对付这一切，也不得不适应这一

切。基督教不可能建立在处女地上，而必须将已经存在的各种思想作为材料构筑自己的

体系”。
7
基督教是犹太教的分支拿撒勒派发展而来的一种普世性的宗教，因此，基督教

文化不可避免的要受犹太文化的影响，而希伯来人是犹太人的祖先，希伯来文化中的某

些与宪政相关的思想大都是通过基督教传承下来。古希腊的哲学以及古罗马的法制传统

则充实了基督教的内涵，从而使基督教得以成为集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于一身的宗教，

使其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较长一段时间内不仅成为西欧社会唯一的宗教，而且也成为

了西欧社会唯一的政治-文化统一体，正是基督教的这种特殊地位让教父学与神学自然

学说在诠释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传播了古代的宪政理念。 

1．汲取希伯来文化中蕴含的宪政精神的基督教文化 

基督教作为一种高级宗教，它深深地根植于犹太教的土壤之中。犹太人的祖先希伯

来人，他们于公元前 14 世纪上半叶，由沙漠进入巴勒斯坦地区，并与迦南人逐渐融合，

形成农耕的以色列部落。在这之后，犹太民族一直处于颠沛流离的状态，他们被迫离开

自己的家园，到处流浪，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公元前 12 世纪以后，犹太人又先后位于

非利士人、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马其顿帝国、埃及托勒密王朝和叙利亚琉西王

朝以及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正是由于经历过如此悲惨的历史磨难，犹太人产生了浓厚

的不幸意识，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得到的幸福和安宁只能在宗教中获得。因此，在犹太人

                                                        
7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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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经典“摩西五经”或“律法书”（即《旧约》中《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

记》、《民数记》、《申命记》）中都表达了自己的不幸。 

在这些经典中，犹太人宣称自己为“上帝的选民”，从而使上帝耶和华与“上帝的

选民”——人类“立约”的观念成为了犹太教教义的核心。“希伯来语的《圣经》即《圣

经·旧约》中 287 次提到 Brit(盟约)这个名词。‘盟约’的意思是‘合同’、‘契约’……

《圣经》也提到人与人之间订立‘盟约’（如《圣经·创世纪》第 31 部分 44 节），但大

多数章节叙说人与神之间的‘盟约’。”8并将本民族的不幸归结为他们没有遵守与上帝

耶和华订立的契约。根据《旧约全书》记载，上帝耶和华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

西、约书亚、大卫等犹太人的祖先或领袖人物均立过约。契约一旦制定，上帝和犹太人

便各自享有一定的权利，履行一定的义务，承担一定的责任。上帝要赐予犹太人土地，

令犹太人子孙繁多，拯救犹太人免受苦难；犹太人应服从上帝，遵守法律，远离恶行。

然而，依照《旧约》的记载，犹太人并没有遵守与上帝的契约，他们总是一次次的违背

与上帝的约定，他们与上帝立约时承诺要爱上帝、信上帝，但却总是在享受欢乐的时候

将上帝抛诸脑后。因此，上帝为了惩罚犹太人对合约的违背，才使他们长期处于流离失

所的状态，直到他们真正地遵守了与上帝订立的契约时，上帝才赐予他们安定与和平。 

犹太人这种“约”的观念被基督教所继承，但是，基督教所宣称的“约”是上帝通

过其子耶稣与其使徒订立的契约，而不仅限于上帝与犹太人订立的“盟约”。这种“约”

的观念经过基督教的传承与发展， 终为近现代宪政中的人民主权学说的提出做出了重

大的贡献。 

2．古希腊宪政文化对基督教的影响 

古希腊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源头，古希腊宪政文化是近现代宪政文明的 初形态。不

过古希腊时期的宪法与宪政与现代意义上的宪法与宪政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古希腊的

宪法是指有关城邦组织和权限的法律，尤其是指城邦政体，而宪政则是指城邦政体结构。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古希腊时期的宪政确实是近现代宪政的源头。古希腊宪政文化主要

体现于其城邦民主制度之中，而古希腊所有城邦中雅典城邦的民主政体则是 具示范意

义的政体。雅典的民主政体是通过一系列的宪政改革措施而发展完善的，它 初实行君

主政体，后转变为 9个执政官主持的寡头政治，这 9个执政官都属于贵族。不过当时所

                                                        
8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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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的“民主”是对于雅典的“公民”而言的，而在雅典城邦中，公民只占极少部分，“公

民”的范围是十分狭窄的，“妇女不是公民，奴隶不是公民，农奴不是公民，边区居民

不是公民，外邦人也不是公民。即使除去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而外，祖籍本

城的成年男子，能够取得公民权利的资格，在各邦的各个时期也是不一致的。”
9
尽管如

此，古希腊时期的民主制度和实践已经达到了人类古代宪政文明的巅峰。古希腊人注重

对公民权利的确认和保障，创造了人类宪政精神的基本内涵。雅典城邦的权力制约理念

和制度及其认为宪法和法律是公民全体意志的体现，宪法至上和宪法必须被遵守的观念

都深入人心，成为近现代宪政生长不可动摇的基础。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之初，然而其思想核心却萌芽于古希腊。古希腊时期，人们信奉

多神教，并且古希腊人赋予他们所信奉的神与人类一样的理性与情感。西方关于“理性”

思想的传统源于古希腊， 早确立“理性”的内涵的是赫拉克利特，他认为火是万物的

本质，并将理性等同于逻各斯。这种学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都

有着深刻的影响。但是，受其影响 深的当属斯多葛学派，而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对于基

督教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基督教从产生之初就提倡禁欲主义，而基督教所主张的禁欲

主义思想可以从斯多葛学派的学说中得到支持。斯多葛派认为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

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若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利用理性来克制情欲，以

达到清心寡欲乃至无求无欲的境界。至中期斯多葛学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加强了道

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一样是具有神秘主义的，而希腊哲学中的

理性主义却通过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将“理性、逻各斯、自然、命运、宙斯”等划上等号，

从而与基督教的教义相融合，这使得基督教成为了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体。“也

正是由于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主义，使得基督教文化与其他宗教文化有了一定的

区别，从而使西欧社会在经过基督教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后，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运动的极大冲击，而使其所传承的宪政精神得以浴火重生。”
10
 

3．罗马法精神的神学改造 

“古代希腊，是西方宪政文明的发源地，近代西方哲学、美学、医学、文学、天文

学以及伦理学等，无不发端于此地。然而，法学却是诞生于古代罗马，而非希腊。”11古

                                                        
9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6 页。 

10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7 页。 

11
 何勤华：《西方法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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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是古代法学的诞生地，它关于国家机构以及权力的分立制约制度是近现代西方分权

制度的源头。罗马共和国时期形成了主要由元老院、人民大会、执政官、 高裁判官等

构成的机构，并且各机构之间基本形成了权力制约关系，而这则是近现代分权制度的源

头。另外，古希腊时期的斯多葛学派的学说在古罗马时期得到了发展，并加大了对基督

教教义发展的影响，在古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自然法学派的传承者中西塞罗是 具代

表性的。他认为“按照自然法生活是 高的善”，“理性与自然规律是国家及其实行法律

的基础”，“自然法具有永恒性和至高性”，西塞罗将自然法等同于神法，从而被基督教

所传承。基督教在中世纪的很多典籍中不断地引用西塞罗的学说。 

犹太人将法律等同于宗教教条。在他们看来，法律与宗教密不可分，《摩西五经》

既是犹太人法律的一部分又是犹太《圣经》的一部分。但是罗马法律从一开始就是世俗

的，在罗马法的世俗性与基督教的超脱性之间搭起桥梁的是罗马人对法律本质的认识。

古罗马人认为罗马法是自然法的产物，而自然法则等同于神法。这种斯多葛学派的学说

使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相统一，从而将罗马法思想融入了了基督教教义之中，罗马法中

的万民法则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罗马的法律十分发达，在当时有许多外邦

人与罗马人进行交易，为了规范外邦人的行为，罗马颁布了万民法，万民法的规定体现

了普世主义，而这正是与狭隘的犹太教相区别的基督教的根本宗旨，正是受古罗马万民

法的影响，基督教的普世主义才得以产生和发展。当然，古罗马时期的契约观念对于基

督教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关于“约”的观念 早产生于希伯来文化，然而当时的“约”

主要是上帝与犹太人的“盟约”。到古罗马时期，由于其私法的高度发达，关于私人之

间的契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种观念与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继承的人神之约相契

合并扩大了“约”的内涵，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罗马法制文明孕育及生长的过程中，基督教汲取了古罗马法律精神的实质内

涵，使基督教教义得以发展和完善，在其影响下基督教成了一种普世主义的宗教，更为

重要的是古罗马私法对于契约的详细规定深化了基督教关于上帝通过上帝之子耶稣基

督与其使徒立约的教义，为基督教今后发展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并

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公教”，使基督教的传播更为深远。另外，由于吸收了斯多葛学派

的理性主义，使得基督教成为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统一体，当然，理性主义与神秘主

义并不能达到真正的统一，但是正是由于融入了理性主义，基督教本身成为了近现代宪

政的重要思想来源。“当基督教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之时，关于理性与法律的观念就破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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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出，与近现代的宪政精神相辅相成，为近现代宪政精神的发展做出了其特有的贡献。”

12 

（三）基督教对宪政精神的传承 

宪政不仅仅是一种文化，它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对于自由、正义以及平等的追求的

精神。“在任何一个社会，即便是 发达的社会，都存在对超验价值的共同信仰，存在

着对一个终极目的的共同信奉和关于神圣事物的共同观念；同样，即便是在 原始的社

会，也会有实现社会秩序的结构与程序，有分配权利和义务的特定方式和正义的共同观

念。”
13
而一般认为西欧历史文化的源头——古希腊社会就有着对正义的共同观念，亚

里士多德把正义分为普遍的正义与特殊的正义,特殊的正义包括三种:分配的正义、矫正

的正义和互惠的正义，并认为法律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人们的普遍遵从。因

此，可以说在古代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的人民就有着对正义的追求，这就是

孕育宪政精神的 初土壤。虽然，当时所说的宪政与宪法与近现代的宪政与宪法的含义

相差甚远，但是古希腊时期的宪政理念是近现代宪政理念的源头却是毋庸置疑的。古希

腊的宪政精神由于其处于婴儿时期，因而有着许多的不足。但是，它却 真切地体现了

当时社会的人民对于正义与民主的执着追求，而这种对于正义和民主的追求也正是近现

代精神的应有之义。古希腊的宪政制度是和希腊城邦的民主建设紧密相连的，城邦民主

制的建设过程就是宪政的发展历程。而谈及希腊城邦的民主制过程我们总是习惯于将雅

典城邦作为研究的范本。古希腊的文明之所以是伟大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古希

腊时期涌现了许多优秀的哲学家及政治家，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及实践为古希腊的民主制

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我们不能精确地断定雅典的民主政体始于哪一天，因为它

不是由单一事件所创设的，而是经过长期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所推进的。经过了德拉古立

法、梭伦改革、克里提尼改革、伯利克里改革，终于在雅典确立了民主政治。 

到了古罗马时期，由于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人们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更为强烈，

另外，罗马政治机构间基本分权制度的形成则是近现代宪政中分权制度的萌芽。在当时，

人们将对正义的追求不仅寄托于法律之上，还寄托于超验的宗教之上。在基督教并未成

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罗马帝国是信奉多神教的，虽然他们所信奉的神与人类一样也
                                                        
12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83 页 

13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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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情感有欲望的，但是 终正义的一方总是会获胜。因此，无论是在宗教上还是世俗

上，古希腊与古罗马人都有着强烈的追求正义的精神。在当时，西方的宪政精神就已经

悄悄萌芽，并在日后经过一系列思想的灌溉， 终于近现代开出了灿烂的花朵。 

英国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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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间接是希腊的。”
14
的确如此，由于基督教产

生于犹太教，并经过古希腊以及古罗马时期的发展，因此，它不可避免的受到犹太教、

希腊哲学及罗马法制的影响。犹太教、斯多葛派哲学和罗马法学都是基督教政治哲学的

思想来源。犹太教信仰融入基督教，构成基督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斯多葛派政治哲

学和罗马法学的个人主义精神都被基督教所吸收，并汇入基督教传统。基督教本身是一

种出世的信仰体系。在直接涉及到政治法律伦理等现实问题的场合，神学家们，包括《新

约》的作者和教父们，都直接引用斯多葛派和罗马法学家的现成思想以弥补自己在这方

面的不足。基督教的神学家终究是在古典文化的基地上思考和构建其神学体系的。
15
而

在古希腊及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的宪政精神则正是在基督教对其文化的吸收过程

中被逐渐的传承下来。当然，基督教作为一种出世的信仰，其目的在于对人们精神的控

制，但是在其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却成为了西方古代宪政精神的传承者。在公元 476 年西

罗马帝国灭亡后，许多哲学及法制思想已逐渐被淡忘，但是基督教却在西罗马帝国灭亡

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了西欧政治文化的统治者。因此，被基督教所吸收的古代的宪

政精神在不知不觉中被传承了下来，并且在中世纪世俗与基督教神权的博弈的过程中逐

渐生根，并发出了新芽，从而对古代的宪政精神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虽然，基督教本身并没有刻意传承古代的宪政精神，它甚至对世俗是采取消极的态

度的，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吸收的希伯来、古希腊以及古罗马的宪政精神却是在其传

播过程中得到了传承，这也可以算是基督教文化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这也说明了基

督教不仅仅是一种神秘主义的宗教，更是一种蕴含了西方宪政传统的宗教，其对宪政精

神的传承也证明了基督教在具有信奉“理性”传统的西方社会存在并且占据统治地位具

有其历史合理性。 

                                                        
14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第 19 页。 

15
 教父们将西塞罗和罗马法学家关于自然法的思想经过神学改造后纳入其神学体系。罗马法对教父们影响的一个生

动例证是，教父杰罗姆将《圣经》译为拉丁文，到处都使用罗马法的概念。另一方面，后世所见到的罗马法是经过

罗马帝国后期基督教时代的洗礼，并由基督教皇帝主持编纂的，其中已经广泛渗入基督教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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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宪政精神在基督教神权斗争中的发展 

（一）中世纪宪政精神的新发展 

1．在上帝与凯撒之间 

公元 1世纪初，正值罗马帝国如日初升，其权势似乎达到了顶点。在它的西方行省

圣城耶路撒冷，一位以救世主的口吻传播上帝福音的犹太青年耶稣对众人说了一句在当

时并没有引起特别注意的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耶稣是在

被迫回答是否应当向皇帝缴税的具体问题时说出这句话的，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却远不止

如此，它还表达了一种新的政治态度。西方政治史告诉我们，耶稣的这句话似乎决定了

教会与国家两者的命运：它带来了教会与国家的双雄并立。一方面，教会应在世俗社会

中承担起责任，掌握精神权力和控制宗教生活领域，抵御世俗国家的侵犯，并以社会道

德权威的名义对世俗统治者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国家则要退出精神领域，退居于世俗

的政治角色，但是也可以抵御教会建立极权僧侣的欲望。“如果说，人类政治思想史上

曾有一句话改变了历史，塑造了一种政治文化的精神和性格的话，那么这句话就是。”
16

虽然如此，耶稣的这句话却是在经过了几个世纪后的教父们的阐释后才逐渐产生了如此

重大的影响。“在基督教内，制定教义及阐发教义理论的教士被尊称为‘教父’，他们的

理论被称为教父学。”
17
“教父学”是早期正统教会所钦定的神学理论。“古代教父学集

中地体现了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的精神融合。”
18
早期代表性的教父有“4 世纪下

半叶米兰的圣安布罗斯（St.Ambrose）、5世纪初的圣奥古斯丁和 6世纪下半叶的圣格雷

高里(St.Gregory)……他们所处理的都是当时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所表

达的观点不仅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部分，而且还成了基督教关于世俗制度与宗教制度

关系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9
安布罗斯在教会和世俗的关系上，反对世俗的权力接

管教堂，涉足教会事物，主张凯撒的应属凯撒，上帝的该属上帝。可以说，圣安布罗斯

是耶稣思想的直接继承者，他将耶稣的话语转化成了实践，从而使教俗分立的思想在人

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而古代 伟大的教父——圣奥古斯丁则对基督教关于“原罪”和

                                                        
16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2页。 

17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98 页。 

18
 王晓朝：《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47 页。 

19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35-2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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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宠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基督教的上帝论、堕落论、自由论和“双城论”等

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奥古斯丁的思想被概括为“强调神权的至高无上的绝对主权，人类

灵魂的绝对软弱无助，以及人类对神恩的绝对依赖性。”
20
奥古斯丁关于原罪的学说将人

人平等的思想传播并融入了近现代的宪政思想之中，同时也体现了追求自由的思想。而

其思想中 为重要的是“双城论”，他将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区分开来，从而为信仰自

由奠定了基础。奥古斯丁的著作《上帝之城》明确的指出了在世俗中是无法实现对正义

的 高追求的，只有在上帝之城，人们对于正义的追求才能真正得以实现。从而贬低了

世俗的地位而抬高了教会的地位。格雷戈里则主张，即使统治者本身是邪恶的，人们也

应当服从统治者，并且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由于人类的“恶”，上帝为了惩罚人们才给予

人们暴虐的统治者。 

基督教虽然贬低了世俗国家的地位，对它持冷漠和疏远的态度，但却也明白无误的

肯定了服从世俗统治者权力的义务。在基督教看来，服从世俗政权是必要的，也是每个

基督教徒的宗教义务。他们常引用保罗的那段非常著名的话语：“在上的是有权柄的，

人人应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

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

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

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

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缘故。

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

得税的，给他纳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
21
保罗的这段话表明了公

民应当服从世俗统治的意思，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的初期，由于世俗权力处于优势地

位，基督教仅仅是世俗统治者统治社会的工具，教皇是由皇帝任命的。因此，世俗的权

威占上风。但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基督教教会不甘屈就于世俗的权威之下。因

此，他们展开了与世俗夺权的抗争。大约在公元 8 世纪 50 年代，教皇在为丕平涂油时

伪造了《君士坦丁赠礼》。
22
文件声称，君士坦丁皇帝在将首都迁往君士坦丁堡时将旧罗

马及所有西方领土都赠给了教皇。中世纪的人们一般都相信这个文件是真实的，于是

                                                        
20
 [美]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端诚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68 页。 

21
 《圣经·罗马书》，第 VIII 章，第 1-7 节。 

22
 关于这份著名伪造文件的诞生日期学者有很大分歧，有些人认为它出现在 9世纪初，see EricVeojelin,History of 

Political Ideas,Vol II, The Midlle Age to Aquinas,p.60.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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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神学家门的阐释，它便成为了王权源于教权，教皇拥有 高世俗权力的法律依据。

乌尔曼说：“这个伪造对中世纪欧洲的一般影响和对教皇权位的特殊影响是无法估量

的。”另外一份伪造文件《伪伊西多尔文献》也为教会与王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王权在教俗的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中世纪时期，正是在教权与王权的激烈斗争中逐渐发展并丰富了宪政精神。在古希

腊及古罗马时期，人们认为个人是城邦的附庸，而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一旦离开了城邦，

人的价值就无法得以体现。而中世纪的教父们则道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国家只是必要的

恶，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是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的。这是对古代宪政精神的新发

展，它赋予了个人以自由，使得个人主义在西方得以生存与发展，并 终成为近现代宪

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由精神。另外，由于教权与皇权的斗争，人们开始认识

到国家并不是无所不能的统治者，它只是在某些事情上为人们解决困难或给予利益的集

团，这不仅是近现代宪政中分权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更体现了有限政府的思想。在上

帝与凯撒之间，公民应当如何选择？基督教的教父们告诉人们，他们应当同时服从两者，

但是，当两者产生冲突的时候，人们 终应当选择遵从上帝的意志。这种思想可以说是

近现代自然法学说的宗教渊源，它体现了一种超验的信仰，同时也发展了宪政精神，使

得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植入人们心中。 

2．经院哲学——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在十世纪以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得到了复活，由于大学和修道院的兴起，人们对

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了解不断加深。“亚里士多德把希腊智力生活的新眼光带给了中世

纪，并使中世纪人相信，理性是一把钥匙，一定可以打开认识自然界的大门。”23在中世

纪，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基督教结合在一起的是托马斯·阿奎那，他使亚里士多德的

学说成为罗马天主教哲学的基础，是中世纪经院哲学24 伟大的代表人物。理性与信仰

的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而经院哲学试图将二者进行调和的努力在一定程

度上取得了成功。首先，托马斯·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城邦天性的理论和基督

教的上帝创造自然的教义结合在一起，认为国家的出现是经过上帝同意的，因此其存在

是合乎自然与理性的。同时，他还认为法律是理性的产物，并将法律划分为永恒法、自

                                                        
23
 [美]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 297 页。 

24
 经院哲学是指那种试图把世俗的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宗教信条想调和的中世纪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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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法、人法和神法，指出“如果一种人法在任何一点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

的，而宁可说是法律的一种污损了。”25这可以说是近现代西方国家宪法至上理念的 初

渊源。 后，托马斯·阿奎那还认为，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君主的权威须以法律的权

威为依据。他认为：“世俗政权虽是必要的，但他的必要只在于这个政权能够维持正义，

能给人们带来物质福利与精神幸福的范围内。国王的权利来自于人民，人民的约定是统

治者合法权力的凭据。”26因此，“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

地、毫不勉强地满足法律的要求。”27并且他对于法的划分，也对中世纪的宪政理论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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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宪政府有赖于一种对人类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人是理性和向

善的，因此，他能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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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是上帝的力量在人身上的反映，这种对正义的超验的信仰是中世纪宪政

论的源泉。在这种将社会组织划分成可运行的“社会等级”的尝试方面，托马斯乃是仅

有的 伟大的代言人，这种社会为完成使人定法合乎理性，也就是说，使之与基督曾为

所有人维护的人类尊严相称这一艰巨任务提供了某种可能。”28阿奎那的这些思想中包含

了近现代宪政的思想，使其在无意间成为了古代宪政精神的传承者。 

当然，无论是安布罗斯、奥古斯丁、格雷高里还是托马斯·阿奎那，他们学说的

初目的都只是为了维护教权而并非是为发展或传承宪政精神服务的，然而，蕴含在他们

学说中的宪政精神却正是在他们的无意识的言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然后长出新的枝

叶。从而使基督教成为了传承西方宪政精神的载体以及成长的温床。  

（二）宗教改革过程中宪政精神的发展 

1．宗教改革历程 

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统治之后，人们对于专横的教会的憎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

度，在文艺复兴之后的一段时间，终于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是在宗教旗帜

                                                        
25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116 页。 

26
 蔡拓：《契约法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4 页。 

27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123 页。 

28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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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深化。”29宗教改革运动形成了一个新的基督

教派统称为新教。新教的三大主流教派分别为路德宗（信义宗）、加尔文宗（归正宗）

和作为英国国教的圣公会（安立甘宗）。“这三大教派在起因、发展历程和宗教思想方面

互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是在对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专制、建立民族教会的强烈意愿，尽

管他们的创建者们 初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反抗可能导致的结果。”30 

马丁·路德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者，他于 1517 年 10 月 31 日在维滕贝格大教堂

门口贴出了“欢迎辩论”的《九十五条论纲》，对天主教会荒唐的赎罪教义进行了猛烈

的抨击，同时也表达了他的一些神学思想：（1）那些说钱币一叮当落入了钱筒灵魂就能

超脱炼狱的人，是在捏造事实；（2）每个真心悔改的基督徒，即使没有赎罪票，也能完

全脱离惩罚和罪债；（3）教会的真正宝藏乃是上帝的荣耀和恩典的神圣福音。《九十五

条论纲》的张贴拉开了宗教改革的序幕，马丁·路德的论纲一提出，德国人对于教会的

黑暗统治的憎恨就找到了突破口。路德的思想因此得到了当时绝大多数德国民众的支

持。1520 年他发表了被誉为宗教改革三大论著的《致德意志基督徒贵族公开信》、《教会

被囚巴比伦》、《基督徒的自由》，并在 后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因信称义”的思想，并

成为了新教神学理论的核心和基础。马丁·路德将基督教徒对上帝的信仰由中世纪的外

在的形式转化成了内心的信仰，从而使得基督教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与路德宗的改革不同，安立甘宗的改革则是至上而下推进的，其导火索是天主教会

对国王亨利八世的离婚案的干涉。天主教会对亨利的离婚的干涉使得亨利采取了一系列

打压教会的政策，并煽动了国民对教皇颐指气使专制作风的反感情绪。“1534 年 11 月通

过了著名的‘至尊法案’，标志着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会的正式决裂，拉开了英国宗教

改革的序幕。”31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天主教会、国教及清教徒之间展开的激烈的抗争，

直至 1688 年“光荣革命”以后，在英国 终确立起来的君主立宪政体才排除了来自天

主教和清教的威胁，树立起了英国教会至高无上的权威。 

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加尔文教的发展则经历了更多的坎坷，这也使得加尔文

教的教义较路德宗和安立甘宗有着更为严格的禁欲主义倾向。让·加尔文领导的加尔文

教 初是在瑞士发展壮大的，加尔文于 1536 年来到日内瓦，先后在那居住了 20 几年。

从 1541 年起，他掌握了日内瓦的宗教和政治权力，将日内瓦建立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共
                                                        
29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30-131 页。 

30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37 页。 

31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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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但由于其在教会内部实施的严格教义并对所谓的“异端”进行镇压，加尔文受到

了日内瓦人的强烈抵制。之后加尔文于 1540 年对日内瓦的宗教进行了改革，从而使日

内瓦成为归正宗的坚强堡垒，并 终将加尔文教传入了英国，乃至其他欧洲国家。 

2．宗教改革促进宪政精神的发展 

自 16 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为近现代宪政的产生提供了极其肥沃的土壤，使得

近现代西方宪政精神得以茁壮成长。在宗教改革过程中马丁·路德及加尔文所阐释的新

的基督教教义对宪政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他们二者在某些思想上有着一致性，但是在

很多事物上却有着重大的区别；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在无意识中充当了近现代宪政发

展的探路者。 

马丁·路德所阐释的新教教义的核心是“因信称义”。针对中世纪时期罗马天主教

会通过赎罪券以及拍卖教会官职大量聚敛财富，并宣称购买赎罪券当钱叮当一声落入箱

中人们的罪孽就会被彻底洗清的荒唐说法，他提出了人们只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

的基本内容是：信仰是人类获救和在上帝面前称为义人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那些形

式化的赎罪方法并不能使人称义。救赎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恩典，而信仰则是获得上帝恩

典的唯一确证。得救从本质上来说是由于个人与上帝建立的了一种正当关系，这种关系

的基础和保障是上帝的仁慈，这种仁慈通过耶稣基督代人受难而彰显出来。基督的一次

蒙难承担了世人所有的罪，其他人则因为信基督的福音而得到他的义。因此，路德将中

世纪教会的通过外在形式以彰显对上帝的信仰转化成了人们内心的信仰。也就是说，路

德把宗教信仰植入了人的内心世界中。他通过对信仰的强调而将宗教的基础从天上搬到

了人间，从教会搬到了个人的内在体验中。“这样就把得救的钥匙由教会和神职人员手

中转移到了每个拥有真正信仰的基督徒手中，把人从外在性的圣功和圣事的枷锁中解救

出来，使人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和灵魂得救的自主权。”32在马丁.路德看来，“信与不信

在于每个人自己的良心，它并不会降低世俗的权威，所以世俗的权威应当掌管他自己的

事物，允许人们自由的信仰，不予强制。”33马丁.路德对信仰自由的强调为宪法至上的

哲学基础——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开启了先河。并将信仰自由与平等的观念传递给了近

现代。 

                                                        
32
 赵林：《西方宗教文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34 页。 

33 Willian,Great Political Thinkers,4th. Ed,New York: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69,p.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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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路德一样，加尔文也是主张服从世俗的权威，“但是，随着反抗不愿屈从于新教

挑战的皇帝以捍卫其信仰的需要被日益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情景逐渐发生了变化。”34加

尔文也发现他必须限制某种对抗或敌视宗教改革的统治者的权力，作为一个律师，他强

调可能存在用来限制统治者的宪政手段。在《基督教原理》一书中，他提到了这样的权

利：“其时，公共官员被任命来抑制国王们的专断，正像斯巴达人那里 ephori35与国王们

相对，或在罗马人中民众的护官与执政官相对，或雅典人中 demarches36与元老院相对；

可能在每个由三个等级行使权力的王国里，当他们举行会议时都有类似的情况。我从不

反对三等级对国王们恣意妄为正式加以遏制，而且我还断言，如果他们对国王暴虐和欺

辱人民的做法姑息纵容，则他们的这种文过饰非无异于极邪恶的背信弃义。因为他们以

欺诈的手段出卖了人民的自由权，而他们明知依照上帝的命令，他们被任命为人民的保

护神。”37这段话体现出了加尔文对人民选举的官员的重要性的确认，这与他在瑞士实行

的新教共和国的经历密切相关，他要求教职人员彼此之间，教职人员和信众之间保持一

种平等的关系。教职人员要服从于由信众组成的大会。虽然在中世纪时期教会也曾实行

过由信众选举主教的制度，但是那时的选举是带有等级制度的选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民主选举。而正是加尔文对民主选举的强调使人民主权的原则在基督教内深深扎根，

并逐渐传递给社会民众，从而使其成为近现代宪政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使统一欧洲的基督教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分裂。新旧两教并

立，宣告了罗马教廷延续多年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的瓦解，民族意识开始觉醒，人性在

普通民众层面开始复苏，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铺平了道路。同时，蕴含于宗教改革中的

宪政精神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 终发展成为近现代宪政的重要内容。 

（三）新教与近代资本主义宪政的产生 

 直至资本主义革命时期，才产生了西方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然而西方的宪政精

神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开始萌芽，并且经过中世纪时期统一西欧的基督教的教

义的传承得到较好的保存。之后，在基督教教会与世俗权威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并

                                                        
34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2 页。 

35
 Ephori:古代斯巴达民选产生的五个监察官之一。 

36
 雅典自公元 509 年克里斯提尼改制之后，以坊社（demes）为政治和军事的基本单位，demarches 即坊社长，由民

选产生。 
37
 转引自[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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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了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营养成分， 终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时破茧而出，

孕育了近现代的西方宪政精神。 

1．新教旗帜下的资产阶级革命 

16 世纪到 17 世纪在尼德兰 先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宗教改革的必然产物。在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之后是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它们是“近代西方民主史的三大

模式和典型，而整个 18、19 世纪的西方政治史，几乎是围绕它们展开的。”38近代西方

宪政也正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宗教改革的推动下，16 世纪中叶，在尼德兰爆发了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在宗教改

革的浪潮中，路德和加尔文等新教派先后传入尼德兰，其中，要属加尔文派的影响 大。

其接受者既有资产阶级和贵族，也有劳动人民，它成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强大力量。1566

年 8 月，在尼德兰南部的安特卫普、海牙、乌特勒支等城市连续爆发了“破坏圣像运动”。

城市平民和群众涌向天主教堂和修道院，砸毁圣像和十字架，焚毁教会债券和地契，并

没收了教会的财产。之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和民众都参与到了这场破坏圣像运动中来，

反对天主教会的“破坏圣像运动”点燃了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的火焰。 终，这场革命

导致了尼德兰北部脱离了西班牙的统治，从而在欧洲建立起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名为荷兰共和国，为荷兰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荷

兰的宪政文化也开始活跃，17 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和格劳修斯是近现代宪政思想的重要

奠基人。斯宾诺莎认为，服从法律不仅是公民的义务，也是统治者的天职。真正的法治

应当是以民主为前提，以实现人的自由权利为宗旨的。而格劳秀斯则提出国家起源于契

约，是自由人为了享受权利而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国家的目的在于谋求公正和维护人

的自然权利，国家的主权就是所有公民让渡出来的权利的联合。这些对尼德兰革命之后

出现的宪政思想的新的阐述赋予了宪政精神以近代的含义。与尼德兰革命一样，英国资

产阶级革命也是打着宗教的旗帜进行的。“清教运动利用传统的方式和观念，打着宗教

的旗号，鼓动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斗争。”39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基督教各分支教派相互较量的一个过程。1637 年，英王查理试图实施宗教统一

运动，下令实施一种和英国国教一致的礼仪，顿时在苏格兰境内引起了反抗。而为达到

                                                        
38
 应克复等：《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31 页。 

39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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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英王解散了英国国会后，又于 1640 年再次组建现在称之为“长期国会”的国会，

“长期国会”的召开正式拉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而直到 1689 年国会宣布威

廉为英国国王时，才结束了这次政变，这次政变结束了复辟时期，因而被称为“光荣革

命”。光荣革命后，英国国会先后于 1689 年和 1701 年通过《权利法案》和《王位继承

法》。40“这两部法律文件确认了以国会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它们体现了近代宪法限制

权力和保障权利的精髓。”41之后法国也发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并涌现

出了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著名思想家，从而推进了法国近代宪政思想的

发展。 

2．近代资本主义宪政的产生 

英国是世界上首先确立资产阶级宪政制度的国家。从 1640 年到 1688 年，经过长期

的革命斗争，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统治权，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为了适应资本主义

发展的需要，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制定资产阶级法律的同时对原有的封建的普通法和衡

平法也做出了新的解释，从而建立起了系统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法律体系，并通过大规

模的殖民扩张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英吉利法系。美国原是英国的殖民地，1776 年独立战

争以后，美国在沿用英国的基本制度和原则的同时，制定了符合本国国情的法律和法规，

建立了现代法的体系。虽然在法系上属于英吉利法系，但美国有许多独创性的特征，例

如，美国较之英国更加重视成文法的制定，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确立三权

分立制衡的政治法系。至此，英美国家的近现代宪政已开始成形，并且有了属于自己的

模式。而法国则是在拿破仑的主持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从而成为欧洲大

陆国家的楷模。随后，德国也在战后建立了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并于 1871 年制

定了《德意志帝国宪法》，并陆续颁布了其他法律。“在公法方面，近代西方政治革命推

动了近代西方公法的发展。近代西方公法表现出四个特点：其一，弘扬个人本位的宪政

精神，强调个人自由和权利；其二，重视法治国的制度架构，强调对权力的宪法控制；

其三，普遍确立了立宪政体，采用了分权制衡的政治架构；其四，形成了司法独立的公

法文化，注重私法的宪政功能。”42近代西方出现了不成文宪法和成文宪法两种类型的宪

法，确立了主权在民、法律平等和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1701 年英国的《王位继承法》、

                                                        
40
 两部法律均为英国宪法的组成部分。 

41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5 页。 

42
 季金华：《宪政的理念与机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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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 年美国宪法、1791 年的美国《权利法案》、1791 年的法国宪法和 1871 年的德国帝

国宪法确立了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公民权利制度等宪法制度。这些宪法文本的制定标

志了近代资本主义宪政的形成，从而使现代各国都以建设成为宪政国家或者民主国家为

其建设目标。 

3．近代资本主义宪政精神 

近代资本主义宪政的形成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过程，它是在西方社会传统文化的母体

里逐渐孕育而成的，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催生而降落到世上的。因此，蕴含在西方古

希腊和古罗马中的宪政精神也通过传统文化的传播植入到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宪政中去。

只是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西方基督教的宪政精神的传承者的身份已经被逐渐淡

忘，而逐渐从宪政中分离出去，甚至被认为是西方宪政文化发展的障碍。事实上，西方

近现代的宪政文化中所蕴含的宪政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经由基督教传承和发展的

古希腊与古罗马宪政精神的现代表述，只是相较古代宪政精神而言其内涵更为丰富。 

古代的宪政精神包括近现代宪政中所表述的人人平等、人民主权等精神。但是古代

西方文化中的这些精神并不明确，并且这些精神一般而言是蕴含在基督教的教义之中，

这些教义则是基督教为巩固对人们的精神统治服务的。而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宪法的形式确认的宪政精神则更多的是从公民的角度进行阐释的。通

过宪法所确立的三权分立制度、人民主权原则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精神是近现

代经济的发展以及思想的进步的必然产物。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人更加注重自身的自

由和权利的保护，为防止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害以及更好的为人民提供服务和保障人民

的利益。于是，社会契约论、三权分立等学说不断被提出，并且 终被西方各国以宪法

的形式加以巩固用以保障公民的自由及权利。因此，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传承而来的宪政

精神，在经过西方基督教的传承及发展，并经过宗教改革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于

18、19 世纪诞生在西方社会。它以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为目的，建立了有限政府，并

强调法律的重要性，特别是宪法的至上性，以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赋予公民以主

权的 终来源者的身份，从而使近现代宪政作为一种文化，也作为一种精神根植于西方

人的心中，成为西方社会迈向奥古斯丁所说的无法达到的“正义之城”的一个重要的保

证。并为缺少宪政生长传统文化土壤的非西方国家逐渐效仿， 终推进了世界范围内民

主制度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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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古典自然法学对基督教的批判 

1．自然神论与一神论 

“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康德注意到宗教含有这样一种认知，即所有的义务

都是神的命令 ，但这些神的命令并不是一种异己意志的任意规条，而是每个自由意志

的基本法则，这种基本法则仍然应被视为至上的存在的命令。”43这种关于宗教与人和道

德的关系的描述既不是真正的自然神论，也不是一神论，它表明二者在康德 后的思想

中都被超越了。在 17、18 世纪，关于自然神论与一神论的观点并存，自然神论与一神

论哪一个被真正认为具有“正统”地位（即哪一个是《圣经》“正确的”解释）仍然是

一个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从严格意义的哲学上说，一神论者断言，上帝在这个世界上

一直是能动地作用于人和自然；自然神论者则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上紧了这架钟

的发条”，提供了它“摆动的定律”，但不能再干涉它。西方社会在进入 17 世纪的启蒙

时期之前，由于基督教会在西欧中世纪的统治地位以及受基督教传统教义的影响，人们

普遍支持一神论。即认为上帝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并且一直监督着人类。上帝与亚伯拉

罕、诺亚、以撒等人订立了契约，如果人类不遵守与上帝的约定，上帝则可以惩罚人类，

使其信守契约。无论是人或者是自然的发展都会受到上帝的指导和监督，人的价值及独

立性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 15 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人是一切

的主宰开始，传统的一神论才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人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类的主

观能动性，并逐渐强调理性的作用。经过 16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提出了信仰自由的

观念，使个人主义更是受到了重视，于是在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随着一批启蒙思

想家如斯宾诺莎、格劳修斯、洛克、霍布斯等的出现，自然神论学说逐渐发展起来，并

且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形成了与一神论对抗的局面。 

一神论强调的是上帝的能动性，承认上帝对人类及自然发展的有干涉的权力，而将

人的理性至于上帝之下。而自然神论者则主张上帝创造了人类，也就将其理性赋予了人

类，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性而管理自己的事物，而无需上帝的干预，上帝只要远远观

望即可。自然神论的支持者们多是古典自然法学的代表，他们主张理性作为一种至具有

高无上的作用的手段。借助这种手段，为材料奠定基础的感官经验能够被用来理解一切

                                                        
43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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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通过直觉认识到自己的存在，通过论证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以及通过感知认识到其

他事物的存在。洛克因此认为：“尽管上帝并未赋予我们有关任何关于他本人的固有观

念，尽管他未在我们心里打上原初的印记以使我们能察觉到他的存在，但是因为赋予了

我们那些我们的心智所具有的能力，他并非来去无踪迹：因为我们有意识、感觉和理性，

并且不能要求关于他的确证……因此要表明我们有能力知晓，即肯定一个上帝存在，以

及我们怎样能够获得这种确定性，我认为我们不必在我们自身以及有关我们自己存在的

确凿无疑的知识外去寻求。”44他在《基督教的合理性》一书中表明，这个上帝就是代表

力量、正义和仁慈的基督教上帝，而且全部讨论都是根据“完全服从的状态”展开的。

因为在正义实现之日，理性所发现并且服从的法律正是由这个上帝所制定的。在自然神

论者那里，法律必须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因为它是实现正义的工具，并且是人类理性

的体现。因此，自然神论和一神论之间的争论为现代宪政精神的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

论基础，从而使上帝与人类分隔开来，并 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宪法原则。 

2．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及对宪政的阐述 

启蒙思想家普遍信仰基督教。然而，他们对中世纪基督教对西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

的抨击。他们认为，教会只能对人们进行精神上的统治，而不能拥有世俗政权。基督教，

作为一种宗教，是神秘主义的代表，蕴含于其中的是信仰，正是依靠信仰，基督教才得

以传承。而理性则似乎一直被认为是站在信仰的对立面，因此，人们在谈论宗教的时候

总是下意识的认为宗教是不需要理性的，然而到托马斯·阿奎那创造了经院哲学，将亚

里士多德思想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以来，理性与信仰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调和。但

是，到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理性与信仰的矛盾似乎再一次开始扩张。经过文艺复

兴、宗教改革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西方人开始逐渐意识到作为个体的人的重要性，从而使

得人们对国家权力来源的学说产生了新的看法。在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是整个西欧

的政治文化的统治者，因此，人们一般认同“君权神授”的思想，而 17、18 世纪自由

主义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后，自由主义则以个人主义理论基础。“它将一种抽象的，独

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作为政治哲学的出发点，将这种原子式的个人视为国家的基础和

本源，而国家只是个人的集合。它赋予个人以终极价值，个人是目的，国家是保障个人

                                                        
44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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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的工具”45自由主义者认为，个人有某些基本权利，如生命、自由、财产或追求幸

福等，是与生俱来的，是人性的要求，他们将其称为“自然权利”（nature rights），它们

不由任何外在权威授予或恩赐，因而也是不可剥夺和不可转让的。人们在建立国家时，

并没有将这些权利交给国家，因而国家也不能剥夺这些权利。而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对世

俗权力的篡取则是“君权神授”思想的一种体现，基督教对世俗事务的干涉使得公民个

人的价值得到忽视，而更多的强调神的权威，使国家的政权永远不可能走向民主。在古典

自然法学家看来，理性是创造法律的依据，“们以自然法学说为理论基础，高扬理性，主张

天赋人权，反对专制和擅权，创立了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古典自然法学说。”46这个

时期的启蒙思想由霍布斯奠定了理论基础，经由斯宾诺莎等人，到洛克那里得到系统的

阐述。此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亚当·佛格森、47伯克、孟德斯鸠、杰斐逊、

等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它。启蒙思想家对于宪政的阐述主要是在个人权利与国家

权力之间划出界限，它的核心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他们主张国家的权力是有限的，它并

不具有绝对的权力，也不能侵犯个人的合法权利。在理论形式上，他们利用自然法、社

会契约论和理性等作为阐述其宪政思想的工具。他们倡导法治、代议制民主、分权与制

衡等。他们的宪政思想的核心是保障个人权利，同时将代议制民主、分权等作为保障个

人权利的重要工具。古典自然法学说正是在批判基督教的过程中对基督教的世俗统治进

行了抨击，阐述了宪政思想，使宪政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教

的分离。 

3．批判中宪政精神的新发展 

近代宪政理念是在近代启蒙思想家对基督教的批判中逐渐形成的，这种批判的过程

并不是全盘否定的过程，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古典自然法学家普遍否定基督教会的黑

暗统治，并且对基督教会对世俗权力的篡夺进行抨击，从而将统治权力交还给了人民，

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宪政思想。同时放大了基督教教义或基督教哲学中所传承的古代宪政

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整合出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新的宪政精神。通过基督教传承和发展

的宪政精神如人人平等、权力制约等经过古典自然法学家们的改造演变成了法律至上、

三权分立制衡等学说，赋予了宪政精神以新的活力。 

                                                        
45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7页。 

46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8 页。 

47
 这几个人被称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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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中世纪既是基督教统治的黑暗时期，又是文明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历史阶

段。中世纪的一切都离不开宗教，也正是中世纪的宗教文化孕育了未来的资本主义。在

中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基督教成为西欧社会唯一的上层建筑，也成为了传承古代文

明的唯一载体。“中世纪中期以后，其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的基督教这一上层建筑的巨大颠覆力量，文艺复兴、宗教

改革、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新的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领域的必然反映。在

这一工程中，近代宪政理念借助古代的概念工具从基督教中脱壳而出，获得了新生。”48 

三、基督教文化与现代西方宪政精神 

 近现代宪政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宪政精神的内涵

不断丰富，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宪政理论体系。而蕴含于其中的宪政精神也逐渐被越来

越多的民主国家所领会。发展至 21 世纪，虽然西方各国有着不同的宪政实践，但是蕴

涵于其实践之中的宪政精神是不变的，宪政精神的一般被概括为保障人权，限制国家权

力，而具体则包括自由、平等思想、人民主权学说、三权分立制度以及宪法的至上性等

几个方面。宪政的这几个基本原则中所体现的宪政精神，都有着一定的神学基础，即它

们都受到了西欧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从而与基督教文化

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某些方面来讲，基督教的教义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宪政精神的

源头。 

（一）基督教教义与现代平等思想 

在现代西方人的思想中，人，尽管在种族、阶级、等级、性别、信仰、能力等方面

存在差距，但作为人，他们平等地享有某些基本权利。基督教关于选民在上帝面前平等

的思想则是这种平等思想的重要源泉。 

在西方，精神平等和人格平等观念 初是由斯多葛学派明确阐述的。“城邦时代的

社会结构严格区分本邦人和外邦人、自由人和奴隶、公民和无公民权的自由人、贵族和

                                                        
48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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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等各种身份。”49平等仅存在于拥有同一身份的人内部，“那时西方社会的特征在于，

各种集团间的界限清晰、僵硬，并且格外强调不同身份的人在内在精神特征上的不平

等。”50关于身份的偏见在那个时代根深蒂固，“平等的思想只是背离主流传统的微弱呼

声。”51城邦解体后，不同民族之间逐渐开始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种族和身份之间的界

限渐渐开始被打破，曾独享特权的城邦公民被淹没或稀释于多民族帝国的臣民之中。在

这种新情况下，斯多葛派开始从新的角度审视人。“他一方面突破城邦的狭隘眼界，从

人与整个人类和宇宙的关系中来定义人，首次把人视为一个普遍抽象的类。强调人首先

是人类整体的一员，具有共同本性；另一方面，他突破社会身份地位的界限，由人的精

神特征确定人的价值。从人都具有理性和向善的能力等精神素质上，发现人类的同质性

和精神价值的平等。”52而作为西方政治文化载体的基督教，在其诞生初期，吸收了斯多

葛派的思想，并将斯多葛派的平等思想经过神学改造后纳入自己的核心政治体系，并为

其注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在斯多葛派那里，强调的是人的理性的平等，到基督教

这里，则转化成了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作为上帝选民的平等。 

在基督教的道德训诫中，首要的是爱上帝，服从上帝；其次便是爱邻人，爱人如己。

上帝是父亲而邻人是兄弟的博爱思想表明，基督教将所有的人都看作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相互平等。这样，通过对上帝的信仰提升了人的存在价值，使人获得新的精神生命，

从动物中超脱出来，获得平等的价值和尊严。而被称为“基督教第二奠基人”的保罗同

样为平等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保罗认为，不仅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基督教

部分民族、等级和阶级，都由于信仰基督而形成一个亲如一家的整体，相互平等。正因

为如此，基督教才得以成为一个普世性的而非狭隘的宗教。而后，经过了教父们的阐述，

朴素的平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认为，即使生为奴隶，他们在精神上也是自

由的，只有肉体是受限制的，他们与他们的主人一样，在精神上都是平等的，只是由于

赎罪才沦为了奴隶。中世纪时期早期神学家们不断重复教父的思想，而将人类的原罪视

为奴隶制度的起点。贡斯当指出，宗教是一切被压迫者在任何情况下的精神后盾，是受

害的无辜者和被践踏的弱者的 后的希望。由于基督教承认了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使

奴隶和其他地位卑微的人在精神上和人格上，在与上帝的关系上，都获得了平等和尊严，
                                                        
49
 丛日云：《在上帝与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上海：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 73 页。 

50
 按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奴隶与自由人的区分是本性使然。有的人在本性上就是奴隶，有的人在本性上就是自由人。

奴隶与主人的区分是完全符合自然的。 
51
 这种微弱的呼声主要由部分智者表达。有些智者援引自然为根据，论证了人类平等思想。 

52
 See Cicero,The Laws,I.5,10.Leob Classic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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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他们在世俗生活中不幸与苦难的补偿。西方学者一般都承认，基督教是促使古代奴

隶制度逐渐衰亡的诸多因素之一。奴隶制的衰亡标志着人类在向平等和承认人的尊严上

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正是由于基督教中关于“人人都是上帝选民”的教义，使得平等的观念在古代西方

人心中逐渐形成，直至文艺复兴运动提倡个人主义时，关于人人平等的思想则浮出水面

并且为文艺复兴提供了思想基础，人们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虽然出身、种族、

能力等有所不同，但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后宗教改革中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教义

巩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思想。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西方社会，平等思想已经

根深蒂固，并逐渐发展成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纵观基督教中关于平等思想的教

义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现代平等思想虽然起源于斯多葛派，但是如果没有基督教对斯

多葛派平等思想的神学改造以及传承，那么西方的平等观念极其可能夭折，而无法发展

成为现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二）“约”与人民主权原则 

1．基督教“约”的观念 

《圣经》中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被命名为《旧约》及《新约》，由此可见，“约”在

基督教文化传统中的处于不可取代的地位。“在世界各主要宗教中，只有犹太教和源自

犹太教的基督教把‘约’当成自己教义的基础。基督教的‘约’的观念与古代的自然法

思想和罗马的契约法相契合，随着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53虽然，直至今日，基督教内对于《旧约》是否是基督教的教义尚有争议，但

是大体上都认为《旧约》中的“约”若在《新约》中得到延续，那么仍然应当作为基督

教的教义。《旧约》是受尽苦难的犹太民族为自己所寻求的精神依托，由于被迫离开自

己的家园并且长期的沦为奴隶，犹太人的生活是十分艰辛的，因而在现实中无法体会到

的幸福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宗教之中。于是他们认为，由于犹太人是上帝（耶和华）的选

民，上帝与他们订立了‘约’要求他们‘爱上帝，禁止其他偶像崇拜’，然而犹太民族

并没有遵守与上帝的约定，一次次的对其他偶像进行崇拜，从而蔑视上帝（耶和华），

于是，上帝为了惩罚他们不守‘约’而让他们受尽了苦难，只有当犹太人全心全意地信

                                                        
53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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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上帝时，他们才得以享受幸福。《旧约》中曾 287 次提到‘盟约’这个词，而这些盟

约中主要是神与人之间的合约，其中包括其少数的人与人之间的‘约’。上帝与亚当的

契约是《圣经》中的第一个契约，尽管“亚当与夏娃故事中的第一个契约并没有明显体

现这种契约理论，但是它却显示出这一观念后来发展的特征”。54夏娃与亚当违背了与上

帝的约定，偷吃了禁果，这被中世纪的神学家们如奥古斯丁认为是人类“原罪”的源头。

而上帝与诺亚的契约，也被称为“彩虹之约”才是真正的约法的源头，上帝明确提出了

与人所订的“约”，这也是《圣经》中第一次提到“约”，由于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

人类开始学会分辨善恶，于是产生了人与上帝的矛盾，耶和华于是后悔制造了人类，想

将人类从地上灭除，除了诺亚（因为诺亚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上帝在灭除人类时

只留下诺亚，并对他说：“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

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

肉的活物，每个两样，一公一母，你要带入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55之后，《旧

约》中又讲述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定的“约”，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

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和你，并你的后代所立的约，

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56之后是上帝与摩西

所立的约，其内容主要体现在“摩西十诫”中，“摩西十诫”是犹太《圣经》中约法思

想的核心所在。而《新约》中主要讲述的是上帝通过其子耶稣与人类订立的契约，与《旧

约》不同的是，《新约》主张“因信称义”而非“因律法称义”，并且在《新约》中应验

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上帝立约的一致性。 

从上述关于《新约》与《旧约》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作为基督教源头的

犹太教还是基督教本身都十分注重人与上帝的约，虽然两者订立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是

二者都将“约”作为基础教义，基督教关于“约”的表达方式相对而言更有利于“约”

的观念深入人心，使“约”成为人们理解基督教教义的出发点，并且，在中世纪，由于

基督教的绝对统治地位，使得“约”的观念得以逐渐渗透到每个人的心中，为近现代的

社会契约理论提供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2．近代社会契约论 

                                                        
54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61 页。 

55
 《新旧约全书.创世纪》5:6.7，南京：南京爱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年印发。 

56
 《新旧约全书.创世纪》17:9.10.11.12，南京：南京爱德有限公司印刷装订，中国基督教协会 1989 年印发。 



 

 29 
 

作为人民主权原则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是在 17、18 世纪启蒙时期由启蒙思想家提出

的。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是在中世纪神学契约学说的基础上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志改造的

产物。“由于古代契约论思想与基督教‘约’的观念产生契合，因此近代社会契约论思

想是近代西欧 早出现的宪政思想。”57现在一般认为荷兰的格老秀斯是社会契约论的始

祖，格老秀斯提出了国家并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源于人类的契约的理论。他指出：“在

初，人们因为经验的教训，觉得孤立的家庭实不足以抵抗暴君的侵逼，于是由他们自

己的同意——不是由上帝的命令——组成政治社会；因此就产生出来政府的权力。”58

格劳修斯这一论述表明了他在国家起源的问题上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这

一结论的意义在于打破了中世纪长期存在的‘君权神授’论，创立了君权人授的理论。”

59而霍布斯则被认为是提出近代契约论的第一人，他用平等、理性、人性恶来解释自然

状态，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狼与狼之间的关系一样，互相争斗，

人类为了自我保护，摆脱相互之间的战争，放弃了自我管理的权利，将管理国家的权力

授予一个人或一个集体。霍布斯还提出当国家产生后，代表主权的人或集体成了主权者，

其余的人就成了臣民，并主张主权者有绝对的权力，不受限制。虽然，霍布斯的学说带

着很浓厚的为君主制辩护的色彩，但是他的这种学说却是其以后的思想家发展和完善社

会契约论的基础。 

洛克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其所认为的社会契约理论。洛克主张建立国家的目的在于

保护个人的权利。在政治社会产生之前，人类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中。但是与霍布斯不同

的是，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是平等自由的，但是由于利己的天性又导致人们的自

然权利处于不安定的危险之中，自然法无法对此进行约束，因此，人们便“愿意放弃一

种尽管自由却是充满恐惧和经常危险的状况”60订立契约，把自然状态中除享受乐趣的

自由之外的自由惩罚犯罪权以及为求自保许可采取任何合适的措施的权利让渡给社会，

“交由他们中间被指定的人来专门加以行使，而且要按照社会所一致同意的或他们为此

目的而授权的代表所一致同意的规定来行使”。61与霍布斯所主张的主权不受限制的思想

不同，洛克认为政府的权力“起源于契约和协议，以及构成社会的人们的同意”62，如

                                                        
57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91 页。 

58
 蔡拓：《契约论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64 页。 

59
 王哲：《西方政治法律学说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33 页。 

60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77 页。 

6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78 页。 

62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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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政府滥用统治权，人民就拥有革命的权利，因为“人人都享有自卫和抵抗侵略者的权

利”。63因此，在洛克是社会契约理论中，人民并没有交出自己全部的权利，他们仍然保

留着一些天赋的权利，并且拥有在统治者违背契约侵犯他们权利时反抗的权利。卢梭可

以说是社会契约论的集大成者，其著作《社会契约论》体现了彻底的人民主权思想，他

认为，人类经历了一个原始和野蛮的自然状态时期，那时人们过着淳朴、自由、独立、

平等的社会，在他看来“在自然状态中，不平等几乎是不存在的”64由于私有制的出现

才产生了不平等。社会不平等超出了人民的容忍限度人民不得不发动暴力来推翻暴政。

这就需要重新订立契约来组织一个新的合法合理的政府，“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

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

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的自由”。65他

主张，每个人在相互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上组成社会共同体，共同体的主权属于全体人

民，这是不可转让、不可分割的 高权力；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人民的代言人，

政府行使的行政权力源于人民的授予，人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委任和撤销他们。可

以看出，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中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从而使人民主权原则成为

近现代宪政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 

3．“约”对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生的影响 

人民主权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萌芽于古希腊时期。“智者派的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

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著名命题，他断定 初人们生活孤立没有保障，由于生活

的需要人们才联合起来组成社会建立城邦，法律是人们约定的结果。”66而在古希腊时期

基督教只是微不足道的宗教而已，但是基督教却是吸收了古希腊文化中的某些观念为其

服务，从而 终成为罗马的国教并在中世纪统治整个西欧。基督教的教义基础是“约”，

他们认为上帝与人类订立了“约”，不遵守“约”则会受到上帝的惩罚，这一思想对于

古罗马时期的契约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而中世纪时期由于基督教处于统治地位并且从

世俗统治者手里篡夺了一定的世俗权力，从而使基督教对人的控制变得无孔不入。而作

为基督教基础教义的“约”的观念则毫无疑问成为了基督教传播的一种理念。也正是因

为基督教的这种权威，才使得西方人对于“约”有着深刻的印象，从而为近现代西方社

                                                        
63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年版，第 1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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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版，第 149 页。 

65
 [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25 页。 

66
 肖君拥：《人民主权论》，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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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契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心理基础。虽然，自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就已存在某些与

近现代人民主权学说相类似的学说，但是这些学说却是在中世纪经过神学家们通过神学

包装以另外一种形式植入西方人的心中的，从而使基督教在无形中承担了西方人民主权

思想的承载者，在资产阶级革命后，当人民撕开基督教神秘的面纱，开始从人的角度开

始思考国家与社会的时候，这些蕴含在基督教教义中的关于社会契约与人民主权的观念

就破茧而出，逐渐发展成了近现代的人民主权学说。 

（三）教俗博弈与权力制约理论 

1．教俗博弈——二元分立与分权 

事实上，分权观念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当时古希腊的雅典实行民主制，要求

执政官轮流执政，并且执政官的权力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和制约，至古罗马时期，分权

制度得到了发展，古罗马的权力机构包括元老院、公民大会、 高执行官等，他们之间

已经形成了权力分立的雏形。然而，在中世纪时期，西方分权思想的真正传承者却是当

时至上的权威——基督教教会。“基督教不仅将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

式带给西方，他还将一种新的社团组织、社会秩序和权力结构嵌入罗马国家以及后来的

西欧日耳曼社会，从而构成了西欧社会的二元分化：在同一社会共同体内，成长起相互

平行的教权与王权，即政教二元权力体系。”67 

在古希腊时代，城邦是人存在的目的，人是作为城邦的人而存在的，而在古罗马时

期特别是罗马帝国时期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不容抗拒的，因此这个时期虽然存在

着一定的权力分立，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权力。直至西欧进入中

世纪，基督教成为了政治与文化的统一体之后，教会与世俗政府之间的斗争悄悄萌芽，

从而引发了人们对于国家权力至上性的怀疑。在基督教那里，王权是“上帝不情愿的赐

物”，进而提出在王权与教权冲突的情形下应当服从教会，因为教会是上帝权威在人间

的代表，从而形成了中世纪教俗博弈的局面。 

基督教成立之初受到了罗马国家的迫害以及镇压，这使得基督教有着强烈的精神生

活独立的要求，关于彼岸世界以及上帝之物与凯撒之物的区分，在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播

下了造成后世二元化权力体系的思想种子。公元 313 年《米兰敕令》的颁布使基督教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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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合法地位，之后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使教会一方面能够利用官方的强制性权力，

另一方面，模仿罗马国家，建立起集权式的教会组织。这时，教会不再是纯粹的宗教组

织，它还掌握了世俗的权力和法律的手段，能够像政府组织一样进行各种活动。在罗马

帝国后期，教会虽然总体上仍从属于王权，但是也并非任由皇帝摆布的工具。著名的教

父安布罗斯明确宣称，教会首领对所有的基督徒都有管辖权，皇帝作为一个基督徒，也

和其他基督教徒一样，是教会的儿子，也需要服从教会的法规。安布罗斯的主张成为了

教权夺取王权 初的依据。之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以及西方教会脱离东罗马帝

国的统治并与东方教会决裂，基督教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在西罗马帝国陷入混乱之

时，基督教以其统一的组织、威信成为了西欧世界的绝对主宰，并通过“教皇革命”

（1075-1122）享有了对宗教事务和信徒精神生活相对独立的管辖权，这标志着国家与

教会组织上的分化和政教二元权力体系的初步形成，从而确立了教皇不受世俗权力支配

的原则。与此同时，教皇革命在西方社会产生了一种新的王权观念：国王已经不再是教

会的 高首脑了， 高政治权威的宗教职能和宗教特性被废除，神圣王权时代逐渐结束，

在精神方面教皇成了 高的权威。“人们第一次感受到皇帝和国王是‘世俗’的统治者，

他们的主要任务首先是维持个王国内部的安宁即制止暴力行为，其次是主持正义即在政

治、经济领域里进行管理。而且，即使在这些事务上，教会也起到一种重要作用。至此，

世俗领域与神圣领域的区分才明晰化。”68 

教权与世俗的斗争充斥着中世纪的全部历史过程。虽然，中世纪并未形成系统的分

权理论，但是教会与世俗国家的独特的“二元分立”使世俗国王较少地握有司法权和立

法权，从而使世俗权力的至高权威受到了一定的挑战。“所以当神权逐步退出世俗领域，

世俗国家在市民社会基础上重建之后，以权力的分立为根本特征的分权观念易于为人们

所接受，分权成为系统化的理论成为可能。”69分权的过程就是权力斗争的过程，中世纪

充斥着教会与国王的权力斗争，正是在这样的斗争过程中形成了“二元分立”，成为了

宪政分权观念的思想基础。 

2．三权分立学说 

三权分立学说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产生的学说，古希腊的分权思想则是该学说的

                                                        
68
 [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 124 页。 
69
 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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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渊源。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提倡混合政体，柏拉图认为，过度的

权力集中在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在国家中还是自然中都会导致“过分的任性”；亚里

士多德则认为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有可能滥用权力，因而必须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古

罗马时期的思想家则进一步发展了分权制衡的思想，波利比安在描写罗马共和国的民主

制度时就明确提出国家权力相互制约的思想，而其后的西塞罗则以罗马现实政体为依

据，设计了一个各个权力机构相互监督的模式，并自认为是“使国家权力均衡的模式”。

“虽然古希腊及古罗马的政制理论为后世的分权学说提供了有启示的观念，并构成了分

权学说的初始基础。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利益获得的一种平

衡，所有说他们的理论只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是权力分立的理论。”70中世纪时期教权

与王权的“二元分立”对古代的分权观念进行了扩充，将王权神圣的色彩逐渐淡化，而

形成了教权与世俗权力并行的统治局面，这对于近代分权学说的创建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而直至近代著名学者让.博丹提出主权观念之后，近现代的分权制衡学说才真正找到

了其赖以生存的土壤。让.博丹在其主权学说中提出了国家主权包括制定法律以及执行法

律的权力，其后一大批思想家对此展开了论述，为近现代三权分立学说的形成营造了良

好的氛围。 

一般认为洛克是近代分权学说的创始人。在洛克看来“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

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所

以立法权和执行权是要分立的”。71洛克提出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

三种，并且在洛克看来，立法权是至高无上的，甚至是绝对的，但是并非不受限制。洛

克的学说对于英国的分权实践有着重大的影响，是英国形成了议会至上的传统的依据。 

孟德斯鸠则是现代意义上三权分立学说的真正创立者，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

他将洛克的执行权划分为行政权和司法权，从而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

的学说。“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这一名著第 11 卷把英国的自由归结为立法、行政

和司法三权分立，以及三权彼此制约与均衡，并把这一学说作为自由立宪的信条”。72他

认为“每个国家有三种权力：（1）立法权力；（2）有关国际法事物的行政权力；（3）有关

民政法规事项的行政权力……我们将后者称为司法权力，而第二种权力则简称为国家的

                                                        
70
 王铁雄、袁兆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史略考”，何勤华主编：《20 世纪西方宪政的发展及其变革》，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5 年版，第 73 页。 
71
 [英]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年版，第 90 页。 

72
 [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年版，第 6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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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力”。73并且提出立法权应该由人民所享有，在其具体行使上孟德斯鸠则主张实行

代议制和两院制；行政权是执行立法机关的意志，维护公共安全，派遣和接受外交使节，

防御外国侵略的国家权力；而司法权则是惩罚犯罪和裁决私人纠纷的权力。孟德斯鸠与

洛克相比较而言， 大的不同在于他提出了制衡思想。“洛克只说明了分权，未论及在

权力行使过程中发生矛盾冲突如何解决；孟德斯鸠则于分权之外，还谈到制约关系。”74

孟德斯鸠强调三权的制约平衡关系，他认为任何机关不能同时拥有三种权力中的两种，

因为这样，自由将无法保障；他主张立法权应对行政权进行控制，但在某些紧急事件中

立法机关可以授权行政机关处理。另外，孟德斯鸠还提出行政权对立法权的制约，行政

机关有权制止立法机关的越权行为。对于司法权与另外两权的制约孟德斯鸠并没有花费

什么笔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已经被西方众多民主国家采

纳并逐渐发展完善，其为现代宪政精神的发展做出了有力的贡献。 

三权分立学说是近现代宪法的精髓所在。该学说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之后逐渐形成并

完善的，但是在该学说诞生之前，却已经吸收了众多的营养成分，例如古希腊以及古罗

马时期的分权思想，教权与王权斗争中产生的“二元分立”学说等。正是在这些文化精

神的浸润之下，现代宪政的重要精神——限制国家权力才得以实现。 

（四）基督教信仰主义与宪法至上 

诚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产生的近现代宪政理念先于世界各国现行宪法而产

生。然而，现代的西方宪政思想却是在西方各国先后颁布的宪法中获得了灵魂，从而得

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目的。在谈及何谓宪政之时，人们总是会说宪政

是宪法的真正运行，是宪法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由此可见，宪法之于宪政犹如地基之

于房子，是其 为基础的部分，离开了宪法，宪政就失去了依托而成了空泛的思想。而

现代西方各国的宪政历程告诉我们，正是由于他们所赋予的宪法的至上性促进了西方现

代宪政朝着更为符合人们愿望的方向发展，并 终达到了宪政的真正目的——保护人

民自由与权利、限制政府的权力。西方关于宪法至上的观念与其基督教信仰则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基督教教义的基础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且是绝对的真诚的信仰，在中世纪

                                                        
73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第 155 页。 

74
 何华辉：《比较宪法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8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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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这种信仰随着经院哲学的发展，而逐渐与理性主义相结合在一起，并将理性等同于

自然法，强调无论是统治者或者被统治者都必须遵守自然法，不得违背它。正是由于基

督教特有的信仰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结合使得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法至上的观念得以孕育，

为现代宪政精神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渗入理性主义的基督教信仰 

基督教刚成立时，只是一个很小的教派，为了促进基督教的传播和发展，基督教利

用希腊理性主义来表达信仰并以宗教的形式传承了理性主义，其中柏拉图与斯多葛派的

思想对基督教的影响尤为深刻。在关于逻各斯、神、目的说等方面基督教都受到了希腊

哲学的重大影响。“由于融入了希腊哲学思想，基督教更容易为那些精通希腊文化的人

所理解。与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几乎兼容并蓄，因而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75 

奥古斯丁是真正将信仰与理性进行糅合的第一位教父，他有一句名言：“信仰是理

解的途径，理解是信仰的一种报酬。”76理解与思考并“不是为了抛弃信仰，而是通过理

性之光去理解，这种理性之光，你是凭借信仰，已经牢牢的把握住了的”。77奥古斯丁的

理性主义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在奥古斯丁时代的哲学与神学已经融为一

体，哲学赋予基督教神学以理性，并与对上帝的信仰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

基督教信仰主义。“基督教的核心信仰首先在圣经中得到粗浅的表述，在希腊哲学的冲

击和影响下，基督信仰得到理性化的解释，并逐渐形成哲理化的系统教义。这就是基督

教神哲学的逻辑发生过程。正是因为有了基督教神哲学，基督教信仰在罗马帝国的精神

世界才有了与希腊哲学同等的地位，并有可能取代后者。”78 

而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理性与信仰通过经院哲学而得到了较好的调合，在中世纪

经院哲学看来，“信仰与理性并不相互排斥，基督教教义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或证

明。经院哲学的实质是要调和理性和信仰，是古典知识与神秘启示之间的特殊结合。伴

随着经院哲学实现信仰与理性的统一，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典型特征得以塑造而成”。79

正是在阿奎那经院哲学的主张下，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这种统一表现在他的神学自然法的思想上。因此，从奥古斯丁至阿奎那时期不断宣传的

                                                        
75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31 页。 

76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81 页。 

77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81 页。 

78
 王晓朝：《教父学研究—文化视野下的教父哲学》，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47 页。 

79
 田薇：《信仰与理性—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兴衰》，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04-10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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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与信仰的统一，为未来的宪法至上思想提供了“超验正义”的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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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立宪政府

有赖于一种对人类坚定不移的信念，即人是理性的和向善的，因此，他能有效地参与到

政治活制度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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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正义的超验信仰是中世纪宪政论的源泉。”80因此，可以说，

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主义对后世的宪法至上性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西方人

对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他们对“超验正义”的追求，宪法的至上权威将失去支撑，近现

代的宪法将无法产生。 

2．宪法的“高级法”背景 

在西方社会，真是由于宪法有着一定的“高级法”背景，才得到了人们的一致尊崇。

“宪法”一词，在古希腊是就已经出现，虽然那时的宪法与当代的宪法含义上存在较大

差距，但是在希腊雅典的法律中我们可以找到对宪法与法律严格遵守的传统，亚里士多

德在《政治学》中说道：“看起来，给法律赋予权威就是仅仅给上帝和理性赋予权威；

而给人赋予权威就等于引进一个野兽，因为欲望是某种具有兽性的东西，即使是 优秀

的人物，一旦大权在握总是倾向于被欲望的激情所腐蚀。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法律是摒绝了激情的理性，所以它比任何个人可取。”81只是这个时期，人们并未对遵守

法律给以“高级法”的证明。而后，斯多葛派提出的自然法思想使人们对于法律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而斯多葛派的自然法思想被基督教神学家们加以利用并融合在其教义之中

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古罗马时期则确立了古代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将人民视为国家一

切权力的来源，而这种权力必须来自法律。所以罗马宪政的真正本质在于人民是法律权

力的 终渊源。而中世纪的宪政观念是近现代的宪法作为更高级的法的思想基础。“高

级法的观念充斥整个中世纪。”82“对自然权利的理解至少有一部分必须归功于中世

纪。”83其中以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 为著名，他将法划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

神法，他认为永恒法是上帝对于创造物的合理约束，就像宇宙的君王那样具有法律的效

力，自然法是理性动物参与的永恒法，自然法具有至上性，他不仅是道德准则的来源依

                                                        
80
 [美]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王丽芝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41 页。 

81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3页。 

82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11 页。 

83
 [美]爱德华·S·考文：《美国宪法的“高级法”背景》，强世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 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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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而且也是宗教戒律、教会与国家法律的来源依据。阿奎那关于法的划分为近现代宪

法的至上性创造了前提，他使法律的“层级”观念深入人心，并为 17、18 世纪的古典

自然法学派学说提供依据。 

西方社会具有自然法的传统，人们往往把法看作是自然法的产物，当成无需论证的

先验的东西。“按照自然而生活是著名的斯多葛派的哲学的总和。在希腊被征服之后，

这种哲学在罗马社会中立刻有了长足的发展……法学家同斯多葛派哲学家的联盟，延续

到数世纪之久。”84使自然法学说成为西方社会深入骨髓的精神内核。阿奎那将人法视为

是自然法的必然结果，并认为人定法如果“在任何一点上与自然法相矛盾，他就不再是

合法的”。85西方对自然法的这种崇拜和信仰的传统，实际上赋予了自然法至上的地位；

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学说，将自然法与神圣结合在一起，进一步确立了对自然法的信仰；

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们将自由、平等、分权等重要的宪政思想都归为自然法的要求，

从而使其神圣化。因而使资本主义宪法产生后，就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西方社会认为宪法是自然法在人定法中的体现，是实现正义的法律，因此

具有“高级法”的背景，而宪法具有的“高级法”背景正是现代西方宪政的基础。宪法

的至上性也是近现代西方宪政精神的基本内涵。 

                                                        
84
 [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年版，第 32 页。 

85
 转引自程乃胜：《基督教文化与近现代西方宪政理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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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西方宪政至近代产生以来，一直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蕴含于其中的宪政精神也

因此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本文主要梳理了基督教产生以来至近代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教

对西方宪政精神的影响，基督教文化已经成为西方社会近代宪政传统的重要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近代西方宪政的催生剂之一，对西方宪政运动和宪政文化及宪政

精神都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但是，在基督教影响下所产生的西方宪政文明却在不断

地消解基督教的文化基础，现代西方国家基督教似乎已经逐渐变为一项私人事务而与公

共事务乃至宪政越走越远，而一旦基督教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的时候，西方近现代

的宪政文明便开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关于近现代西方法律文明危机的原因，伯尔

曼认为：“西方社会共同体的各种传统特征，即传统形象和隐喻首先是宗教和法律方面

的。然而在 20 世纪，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私人事务，而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则

变成一种与实际权术相关的事务。宗教的隐喻和法律的隐喻之间的联系已经破裂。他们

不再能够表达社会共同体对于其未来和过去的想象力；也不再能够博得社会共同体的热

诚了。”86为此，他呼吁：“我们需要一种能够综合这三个传统学派（自然法学派、法律

实证主义、历史和社会-经济的法学）并超越它们的法学。这样一种综合的法学将强调，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不会运作；这不仅涉及理性和意志，而且涉及感情、直觉和信

仰，涉及整个的社会信奉。”87在这里，伯尔曼强调的是在传承以及催生西方近现代西方

宪政的基督教逐渐淡出社会共同体的视线时，为延续西方社会的宪政文明，我们必须找

到一种强调法律信仰的法学，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西方法律文明的重构，而对西方

法律文明的重构的思想基础则是信仰的重构。 

20 世纪之前，西方社会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促进人们对于法律信仰的因素之一，而

20 世纪之后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似乎成了对法律信仰而言无关紧要的事物，这两种信仰之

间的断裂无论对于孕育宪政的西方还是借鉴西方宪政的其他国家而言都是值得注意的。

对于借鉴西方宪政的中国社会而言认识到这一点尤其重要，基督教对于西方宪政的传承

及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虽然无法忽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没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中国

                                                        
86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 年版，序言第 2-3

页。 
87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3 年版，序言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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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无法对西方宪政进行移植，只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与西方基督教信仰相类似的内心普

遍信仰，而这种信仰则是对于法律的虔诚的信仰。当然，这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来说，有

着特殊的难度。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的发生，并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宪政文化积累的结果，而

正相反，当宪政运动发生的时候，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文化基础，都不足以提供宪政生

长的土壤。它基本上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进行的，宪政只是被作为一种救亡的手段而被强

行推行的。同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产生宪政的西方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甚至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中国的传统是反对宪政的。西方建立宪政的人性基础是“性恶论”，作为

西方宪政精髓的权力制约思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的，在西方人的眼中政府只

是一种“必要的恶”，因此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也就显得理所当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

却一直主张“性善论”，强调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统治者权力是建立在人们的信任

的基础上而不是依靠外在的法律制约。另外，西方的宪政思想是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

之上的，强调的是维护和保障个人的权利。自由主义思想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国家与

政府的作用只是保障个人的自由，而不是限制或剥夺个人的自由，也正是西方的自由主

义传统，人民主权学说才得以提出。而中国传统观念则提倡国家至上、集体主义，个人

的自由和权利一直受到忽视，甚至一直被限制，这是与西方的宪政精神相悖的；也正是

由于中西方法律文化如此巨大的差距，导致中国虽然主张实行宪政近百年，然而却仍不

尽如人意。 

梁治平认为：“今之论宪政者，不仅要熟悉其制度，了解其理论，亦须明白其渊源，

把握其精神。”
88
中国的传统虽然对宪政的移植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

在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人对于法律与政府的观念已经逐渐在转变，虽然不尽如人意，

但却是一个好的开始。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传统对西方宪政精神的传承及发展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虽然在宪政制度逐渐完善之后基督教文化逐渐退出了舞台，但它所传承的精神

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它只是将对上帝的信仰转化为现代社会的对于法律的信仰。因此，

现代的中国若要对西方宪政的进行移植则对宪政精神的把握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研究基

督教文化与西方宪政精神的关系的目的并不是希望中国通过宗教的文化传统来完成对

宪政的移植，而是希望通过对西方宪政精神的形成及传承的了解，而构建属于中国的宪

政精神。毋庸置疑，这种宪政精神的形成必须要以人们对于宪法与法律的信仰为依托。 

                                                        
88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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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想建设成为一个宪政国家，那么必须忍受蜕变的痛苦，传统的力量是十分巨

大的，但是，人们对于民主与自由的向往的力量同样也是不可阻挡的。如果我们把建设

成为宪政国家看作是一个新的时代目标，那么我们必须忍受旧时代消亡的痛苦，这意味

着我们必须承认以往的失败，在对自身制度做真正全面、深刻的反省和批判的基础上，

超越我们的过去，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现代宪政制度。这并不是重复西方的历史，而

是以全人类的精神滋养自己，又以我们自己独特的经验去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这是我

国建设宪政国家的必经过程，这一转变过程的艰难与痛苦不难想象，但这是中国构建宪

政制度唯一的希望。希望就在于“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种文明及人类，我们将有忍受

旧时代死亡之痛苦的坚韧毅力，有对重获新生的热烈蔪望”
89
 

                                                        
89 [美]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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