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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争端的世俗衍化和政治表达＊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秩序建构

王 银 宏

［摘　要］宗教改革不仅引起了德意志地区的教派分裂和宗教争端，而且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关系和
政治实践也受到宗教信仰分裂的影响。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与其他的帝国
法律、习俗共同成为实现帝国内部和平与安全的基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为欧洲确立起一种新的
政治秩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的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为帝国确立起多种宗
教共存的基本规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旨在通过政治化和法律化的方式解决宗教争端，通过宗教宽容
和政治保障来建构帝国内部的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使宗教信仰上的“真理问题”消解于世俗政治秩序和
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但是，神圣罗马帝国本身的制度性缺陷使其无力解决诸多内外危机，帝国所处的特
殊地理位置及其所具有的“开放性”等“帝国”特性也使其实现内部的和平与秩序面临着重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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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欧洲史和世界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
但较多注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具有的“国际法”特性，基本是从现代国际法、世界秩序、国际关系
的意义方面进行研究、评价和论述，因为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神圣罗马帝国与法国、瑞
典等国之间的领土、战争赔款、军队遣散与和平问题以及瑞士、荷兰等国的独立地位，而且最终于

１６４８年１０月２４日签署的《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和《明斯特和约》作为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
两个组成部分，其名称为《神圣罗马皇帝与法兰西国王以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和《神圣罗马皇
帝与瑞典女王以及其同盟者之间的和平条约》①。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是国际性条约，而
且是神圣罗马帝国最重要的“帝国基本法”之一，因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约三分之二的内容规定
的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和平与秩序的确立以及与此相关的世俗、政治和宗教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１４９５年“帝国改革”以来所没有解决的诸多问题②。在１６４８年之前，“帝国基本法”（Ｒｅｉｃｈｓ－
ｇｒｕｎｄｇｅｓｅｔｚ）并非当时的常用概念，在针对《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８条的规定使用该概念之后，“帝
国基本法”才在“帝国宪法”和“帝国国家法”的意义上较为普遍地使用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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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杰出学者支持计划资助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从‘政治契约’到‘帝
国基本法’：神圣罗马帝国的‘公法’阐释研究”（１９ＪＨＱ０７２）。

关于《奥斯纳布吕克和约》和《明斯特和约》的内容，参见康拉德·穆勒编：《威斯特伐利亚和平文献：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Ｋｏｎｒａｄ　Ｍüｌｌｅｒ（Ｂｅａｒｂ．），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　Ｐａｃｉｓ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ｉｃａｅ．Ｄｉｅ　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ｎ　Ｆｒｉｅｄｅｎｓｖｅｒｔｒｇｅ　１６４８］，伯尔尼：彼得·
朗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１～１５２、１５５～１６６页；李明倩：《〈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近代国际法》“附录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９０～３３８页；《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３３页。康拉德·穆勒编的
《明斯特和约》版本共１２０条，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国际条约集（１６４８—１８７１）》所载的《明斯特和约》共１２８条，这种差
别主要是由于不同段落的合并问题。本文中所列的《明斯特和约》的条数为后者所载的条数。

汉斯·博尔特：《德意志宪法史》（Ｈａｎｓ　Ｂｏｌｄｔ，Ｄｅｕｔｓｃｈｅ　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第１卷，慕尼黑：德国平装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

３版，第２５５页。

彼得·克劳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帝国国家法的影响”（Ｐｅｔｅｒ　Ｋｒａｕｓｅ，“Ｄｉｅ　Ａｕｓｗｉｒｋｕｎｇｅｎ　ｄｅｓ　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ｎ　Ｆｒｉｅｄｅｎｓ
ａｕｆ　ｄａｓ　Ｒｅｉｃｈｓｓｔａａｔｓｒｅｃｈｔ”），迈因哈德·施罗德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３５０周年：宪法史、国家教会法、国际法史》［Ｍｅｉｎ－
ｈａｒｄ　Ｓｃｈｒｄｅｒ（Ｈｇ．），３５０Ｊａｈｒｅ　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ｒ　Ｆｒｉｅｄｅ：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ｋｉｒ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Ｖｌｋｅｒｒｅｃｈｔ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柏林：东克尔与洪布洛特有限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３～２４页。



对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我们不仅需要从“外部的”视角来看待，也需要从“内部的”视
角来观察。本文拟从神圣罗马帝国的内部和平与秩序的建构、秩序建构的“开放性”视角，论述和分析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帝国基本法”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对于神圣罗
马帝国内部世俗政治与宗教秩序建构所具有的意义。

一　宗教改革后的神圣罗马帝国

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存在着诸多大小不一、实力不等的邦国、城市、领地，这些帝国的组成部分之间
的矛盾和斗争是帝国长时期以来所面临的重要问题。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和１４９５年开始的“帝国改
革”，都试图采取诸多措施来实现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但是收效不大。自１５１７年开始的宗教改革
进一步加剧了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和地方分裂，宗教矛盾与政治斗争、社会冲突相互纠缠在
一起。虽然自１５１９年开始每位当选帝国皇帝均需签署《选举让步协议》，申明其维护帝国内部和平与
秩序的义务①，当时的帝国皇帝卡尔五世甚至多次试图通过军事武力和宗教和谈等多管齐下的方式
迫使新教联盟就范，但没有取得成功。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Ｒｅｉｃｈｓｔａｇ　ｚｕ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通过《奥
格斯堡宗教和约》，基本确立起帝国内部关于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但是没有根本性地解决帝国内部
的和平与秩序问题，甚至连宗教上的和平问题也没有解决②。之后发生的诸多宗教争端，帝国议会也
无法解决，这无疑加剧了宗教冲突和社会矛盾。职是之故，有学者将１６世纪称为“漫长的１６世纪”、
德意志历史上的“暗淡时期”③。

此外，面对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与威胁，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处于两难的
境地：必须同时得到天主教诸侯和新教诸侯的支持。所以，当时的帝国皇帝费迪南一世、马克西米利
安二世都必须在天主教和新教利益之间平衡斟酌，但是无法根本性地解决由宗教分裂带来的矛盾和
冲突。这导致本应以讨论针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战争为当务之急的帝国议会由于宗教冲突而经常
没有达成任何决议，一些新教地区甚至拒绝参加针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反而寻求土耳其人的保护④。
同时，教皇对新教徒的态度、帝国最高法院（Ｒｅｉｃｈｓｋａｍｍｅｒｇｅｒｉｃｈｔ）的部分判决加剧了天主教和新教
之间的分裂和对立，这也导致新教徒在宗教事务问题上的容忍度越来越低⑤。

宗教改革不仅加剧了德意志地区的教派分裂和政治对立，而且使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关系和政
治实践也受到宗教信仰分裂的影响，这典型地反映在帝国议会中各阶层的宗教斗争上，勃兰迪称之为
“帝国动摇不定的权力关系的图景”⑥。在“教随邦定”原则下，各邦国的政治与宗教信仰密切联系在
一起，实现了宗教信仰的“领地化”和领地的“宗教化”⑦，宗教信仰问题“继续为各邦国之间的斗争和
冲突提供诱因”⑧。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的“三十年战争”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内部政治、宗教、思想等方面冲
突和矛盾的宣泄阀，也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实施情形的现实写照。

二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在具有国际性战争的“三十年战争”期间，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很多地区饱受战争的蹂躏。不少
德国人认为，“三十年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灾难和破坏前所未有，“没有任何灾难能与之相比”⑨。长年
的战争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在战争遥遥无期、预见不到战胜对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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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银宏：《从“政治共识”到“共识政治”：神圣罗马帝国〈选举让步协议〉的制度意涵及其宪法意义》，《学术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５
期，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王银宏：《人性、宗教信仰与帝国秩序———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及其规制意义》，《史学月刊》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第７７～８６页。

⑦　海因茨·席林：“帝国的宗教化：１５５５—１６２０年间德意志地区的宗教和社会变迁”（Ｈｅｉｎｚ　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Ｄｉｅ　Ｋ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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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１９８８年第２４６卷，第１～２、６页。

⑤　利奥波德·冯·兰克著，王顺君译：《德国史稿（１５５５—１６１８）》，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４１、１４０页。

⑧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陆世澄、王昭仁译：《德意志史》第２卷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８４、１７７页。

亚历克斯·布赫纳、福尔克尔·布赫纳：《三十年战争期间的巴伐利亚》（Ａｌｅｘ　Ｂｕｃｈｎｅｒ，Ｖｏｌｋｅｒ　Ｂｕｃｈｎｅｒ，Ｂａｙｅｒｎ　ｉｍ
Ｄｒｅｉｉｇｊｈｒｉｇｅｎ　Ｋｒｉｅｇ），达豪：拜尔兰德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页。



下，各方都有了停战与和谈的意愿。但是，即使在和谈过程中，大大小小的战争与冲突也是不断发生，

因为各方都清楚地认识到，战场上的胜利能为正在进行的谈判增加筹码。

在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参战各方就有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意愿，只是当时的“妥协”

没有使各方满意。实际上，“妥协”意味着“让步”，也意味着各方（或者至少一方）的欲求没有得到满足，

况且在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之后，各方都不想“空手而归”。在１６２８年，西班牙与荷兰等国就开始商讨停
战的可能性及其条件。１６２９年，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颁布了《归还教产敕令》，但是，这项本意为促进和
平的措施，其结果适得其反①，战争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广。１６３５年，费迪南二世与诸多诸侯签订《布拉格
和约》，但是一些诸侯被排除出“大赦”之外，“大赦”成为当时的焦点问题，《布拉格和约》被认为是违反了
“日耳曼自由”，成为导致《布拉格和约》未能最终达成的重要原因，也为法国、瑞典的干预提供了借口②。

但是，所有人后来都发现，继续战争的代价比他们在１６３５年至１６３６年可能实现和平的代价要高昂得
多③。１６３５年９月，教皇乌尔班八世派使节调解各方冲突，之后帝国皇帝费迪南二世与瑞典谈判。但
是，和平之路并非一片坦途，不仅现实中的利益，而且诸多思想观念特别是激进的思想观念也阻碍着和
平的实现。无论如何，残酷的战争使各方认识到，只有协商谈判、让步妥协，才能真正实现和平。１６４１年

７月，勃兰登堡与瑞典签订《斯德哥尔摩停战协定》，１２月《汉堡预备和约》签订。之后，各方、各教派提出
不同的和谈意见以及世俗和宗教问题的解决方案，直至各方基本达成一致。对此，利奥波德·冯·兰克
曾指出：“人们缔结和平，并不是因为找到了未来，而是因为若没有和平则没有未来。”④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当时的学者赫尔曼·科林（Ｈｅｒｍａｎｎ
Ｃｏｎｒｉｎｇ，１６０６—１６８１年）对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曾评论道：“上帝怜悯深陷其中的德意志，

最终收起其愤怒之剑，重新恢复德意志长久与稳定的和平。”⑤弗里德里希·席勒在《三十年战争史》

中写道：“千万张嘴千万次地在祈求和平，即使最有害的和平也被当成是上天的善举。”⑥实现和平是
当时人的普遍愿望。《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诸多条款都规定，相关各方应“立即”“不得拖延”“毫不迟
延地”执行和约的相关规定。《明斯特和约》第１０４条规定：“本和约一经各方全权代表和大使签字盖
章，一切敌对行动均应停止，所有各方均应立即研究将和约付诸执行……”这反映出各方对于尽快结
束战争的强烈意愿。为使各方都确信协议事项将得到实施，《明斯特和约》的诸多条款要求各方在短
时间内解散军队，并且就解散军队的方法、时间和安全措施等方面达成协议。

为实现“基督的、普遍的永久和平以及真诚、诚挚的友好关系”，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强
调，不仅帝国皇帝与法国国王、瑞典女王及其同盟者之间要“永远宽容、谅解”，而且帝国的选侯、诸侯
以及各邦之间均应保持诚挚的睦邻关系。根据《明斯特和约》第１２０条和第１２１条的规定，和约是“帝
国永久的法律和既定的法令”，在帝国具有普遍约束力，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任何名义违反。因
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永远是解决分歧的基础，是永葆和平的基础（《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

各方都有义务遵守和约的规定，所有的武力和暴力行为都被禁止。

三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帝国秩序的重新建构

重新确立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是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重要目标。《威斯特伐利亚和
约》延续了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确立的关于宗教争端的政治化和法律化的解决方式⑦，重
申之前的帝国相关法令的有效性，只要不与该和约相冲突，均继续予以实施。《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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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了帝国内部各邦、各城市之间的关系和地位以及它们与帝国之间关系的变化，还希冀以宗教自由和
宗教平等为基础解决宗教争端，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帝国内部的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

１．《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框架下的帝国政治与世俗秩序
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与其他的帝国法律、习俗共同成为建构和维护帝国内

部和平与安全的基础。《明斯特和约》第６７条规定，帝国一切良好的惯例和法律都应得到严格遵守。
根据《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邦具有平等地位，帝国议会仍是神圣罗马帝国得以维系和持续的重要基
础，是解决神圣罗马帝国内部问题的最高机构。《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８条和《明斯特和约》第６６条
都规定，帝国议会应于和约批准后的６个月内举行会议，此后应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经常举行会议；
帝国议会应基于帝国各阶层的同意解决德意志国王的选举问题，形成具有确定性内容和长久适用的
《选举让步协议》，同时还应解决帝国大区（Ｒｅｉｃｈｓｋｒｅｉｓｅ）问题、授权和批准帝国的税收、改革帝国的警
察和司法制度、帝国最高法院的财政费用问题以及和约没有解决的相关问题。

第一，解决帝国内部相关诸侯的地位和利益问题。
经过“三十年战争”，帝国内部各选侯、诸侯之间的实力和地位发生重要变化，因此，帝国内部和平

与秩序的重建不得不权衡妥协，综合考虑各选侯、诸侯的实力、地位以及在战争期间所获得的利益和
遭受的损失。基于此，帝国内部的部分领地需要重新划分或重新分配，涉及美因茨大主教、特里尔大
主教以及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巴登的威廉侯爵、勃兰登堡选侯等诸多选侯、诸侯和帝国城市。同时，
和约还解决了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巴登的威廉侯爵以及勃兰登堡选侯、黑森－卡塞尔家族、梅克伦
堡等相关诸侯的地位、权力、荣誉、利益及其继承等问题。

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是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规定的七个选侯之一，无论其地位、实力还是影响力，
在神圣罗马帝国都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帝国皇帝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将原属于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
的选侯权力转予支持自己的巴伐利亚公爵，因此，《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４条和《明斯特和约》第１４
条都规定了与普法尔茨伯爵相关问题的解决，包括其家族支系的地位、荣誉、权力、利益及其继承等。
基于帝国公共和平与秩序的考虑，皇帝和帝国同意莱茵的普法尔茨伯爵卡尔·路德维希（Ｋａｒｌ　Ｌｕｄ－
ｗｉｇ）成为帝国的第８个选侯，统治整个下普法尔茨（Ｕｎｔｅｒｐｆａｌｚ），享有该地区的所有世俗和宗教利益
以及普法尔茨选侯在“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权力。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诸多内容同样体现出皇帝在帝国中的重要性以及对于皇帝的权
力、地位和荣誉的维护。和约明确了皇帝在帝国宪法上的地位，规定皇帝有义务保障和约的执行，包
括在全帝国范围内发布相应的执行和约的敕令、针对帝国大区发布命令要求其执行和约的规定等①。
此外，《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４条和《明斯特和约》第２５条规定，普法尔茨伯爵卡尔·路德维希及其
兄弟应像帝国的其他选侯和诸侯一样忠于皇帝和帝国，应当尊重“经皇帝确认的权利”，并保障其他诸
侯行使这些权利。其他诸多条款也规定“根据皇帝的批准”“经皇帝认可（或同意）”等内容。《威斯特
伐利亚和约》在同时提及神圣罗马帝国和帝国的皇帝时，其表述是“皇帝和帝国”。这种表述和排序方
式体现出皇帝和帝国在和约中的重要性以及神圣罗马帝国作为一个“帝国”的存在意义，也表明和约
更多地涉及皇帝及其家族世袭领地的权力和利益。

第二，确认维护帝国内部各邦的权力和利益。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帝国选侯、诸侯享有广泛的权力，甚至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及
诸多帝国法令明确禁止的结盟或联盟的权力也在和约中得到确认。各邦国享有的这种“主权性权力”
意味着帝国内部几乎不再存在“政治的多样性”②，但是各邦国并未建立起不受限制的专制统治，帝国
最高法院和帝国王室法院（Ｒｅｉｃｈｓｈｏｆｒａｔ）作为帝国最高司法机构虽然没能有效地保障邦国臣民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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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和压迫，但为保障其权利和利益提供了一种可能性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诸多条款都规定，帝国的所有选侯、诸侯和各邦永远享有其自古以来的宗

教性和政治性的权力、特权和自由。为保障帝国内各邦的安全，和约规定各邦享有战争与媾和权、外
交权、结盟权，但前提是此种联盟或结盟不得针对皇帝和帝国，不得违反和约的规定，不得有碍于帝国
公共和平与秩序。这种结盟权引起学术界的诸多讨论，因为这种权力是帝国此前一直明令禁止的权
力。弗里茨·迪克曼将其视为德意志“联邦主义”的诞生时刻，神圣罗马帝国开始从以等级制为基础
的采邑制向各邦国、城市平等参与的“联邦制”（Ｂｕｎｄ）发展②。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不少条文规定各方恢复到战前的生活、职位、荣誉、宗教信仰、自由、权利
及其地位。根据和约的规定，不仅各邦国、诸侯的权力和利益得以恢复，而且所有个人连同其妻子、儿
女、继承人、继任者和仆人在内，均无差别、无例外地恢复到战前与其身份和财产相关的状况，但前提
是不得损害他们的人身或财产，不得以此为借口对其提起诉讼、对其施以刑罚或处以罚金。《明斯特
和约》第１１７条重申，所有的城镇及其公民、居民均享有“大赦”的普遍利益及和约规定的其他利益，享
有在战争之前所享有的宗教和世俗方面的权利和特权。“大赦”意味着宽恕之前曾经做过有损于相关
各方及其利益之人，之前的事情一笔勾销，“如同那些事情从未发生一样”③。这种情形下的“赦免”伴
随着财产的返还、地位的取得、权利的享有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要做到“一笔勾销”并非易事。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还对恢复商业贸易、保障贸易自由作了具体规定。《明斯特和约》第６９条、

第７０条等条款规定，和约一旦缔结，即应恢复贸易，帝国境内的居民享有充分的贸易自由和贸易权
利、陆地和海上的通行安全，各地长官有义务保障贸易自由和相关权利，不得在莱茵河征收新的通行
税、关税、捐税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些旨在恢复商业贸易与保障贸易自由的规定，体现出帝国的“重商
主义”政策倾向以及保障和推进帝国境内经济发展的目的④。

因此，在保障各邦及其臣民的权利和利益方面，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本原则是只要
不违反和约、帝国和各邦国的法律，所有邦国、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均恢复到其战前的状况。对于和
约尚未确定或没有解决的问题，则要以友好和睦的方式协商解决，或者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

２．宗教争端解决与宗教秩序建构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诸多关于宗教法律方面的内容，在一些学者看来，《威斯特伐
利亚和约》“基本是一部宗教法文件”⑤。和约再次肯定了１５５２年《帕绍协约》和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
和约》的有效性，认可其“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强调，天主教与新教的选
侯、诸侯和各邦之间实现真正的平等，这不仅是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而且也是帝国宪法和１６４８年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基本精神所要求的。宗教改革以来，教皇、作为“教会的守护者”和“保卫者”的帝
国皇帝以及信仰天主教的诸侯并非想要承认新教及其信仰，而是不得不承认其存在。由此，１６４８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种“宗教政治的妥协”，同时也表达出重新实现基督教世界“统一”的期望和希望⑥。

第一，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原则。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享有广泛的信仰自由和宗教权利，试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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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宽容和宗教平等为基础解决宗教争端，同时确认了加尔文教在帝国的合法地位，除天主教、路德
新教和加尔文教之外，神圣罗马帝国不接受和容忍任何其他教派。根据《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的规定，
天主教、路德新教和加尔文教的邦国及其臣民均平等地享有所有帝国法律、《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及和
约所规定的所有权利或利益，但是不得侵犯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诸侯改信其他宗教信仰，不得
有碍于其他教派的宗教权利，也不得妨碍或侵害其臣民的宗教权利。

对于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引起天主教和路德新教激烈争论的“教随邦定”原则的例外
情形和“费迪南声明”，《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作出明确规定，再次确认臣民与其统治者信仰不同
宗教时享有的迁徙权并对这种权利予以保障，同时，天主教邦国中信奉新教的臣民根据其已有的经历
或能够证明的在１６２４年信奉新教的经历，在未来可以继续信奉新教。该规定可以看作是１５５５年《奥
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费迪南声明”的扩大适用。改信其他宗教的民众享有的迁徙权意味着宗教信仰
成为个人的“私事”，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大进步。同时，由于公民权利保障与宗教信仰分离开来以及
教会对社会的控制力逐渐减弱，改信宗教信仰的现象在１６４８年之后变得不甚明显①。

和约强调了宗教宽容和“长期以来的惯例”的重要性，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权利的行使应当
基于善意，尊重邦君，不得扰乱、破坏公共和平与秩序。在仍然存在宗教争端的地区，在达成友好的宗
教协议之前，各方应和平共处，彼此尊重。《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指出，更为广泛的宗教自由协
议仍未达成，但期待各方在下一届帝国议会或其他地方以友好的方式进行调停或斡旋。在此意义上，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只是一种“暂时的妥协”方案②。
第二，宗教平等原则。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规定的宗教平等原则不仅体现为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享有平等的
法律权利和宗教权利，还体现在教派平等保障的诸多方面，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徒在帝国集会中的代表
人数相同、在帝国机构中的职位数和人数相同，以及宗教事务应友好协商解决，不适用多数决的原则
等。这些内容体现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意在不同教派之间达成“均衡”的理念③。

《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集中体现出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平等原则，规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
都不得滥用其所在地区教派的多数势力去“摧毁”少数势力教派，也不得直接或间接地为本教派占有
更多数量的职位。在帝国的正式代表会议上，帝国各阶层中天主教和新教的代表人数应当相同，对于
必须增加的人员应由下一次帝国议会决定。此外，宗教事务以及帝国各阶层不能一致解决、天主教阶
层与新教阶层各执一词的所有其他事务，不能通过多数表决的方式解决，只能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

和约规定帝国最高法院的所在地应选在一个对于帝国各阶层都“合适”的地方，并且帝国最高法
院的法官及其他司法人员中天主教和新教的人数应相同，以体现同等的代表性。帝国最高法院对于
有不同宗教信仰的阶层参与的案件作出判决，应当由同等数量的天主教和新教法官参与审理。帝国
王室法院同样应当贯彻宗教平等原则和《帝国最高法院条例》的相关规定。同时，美因茨大主教应当
经常巡视帝国王室法院，以确定存在的问题，并提交下届帝国议会予以解决。对于一些可能会引起帝
国动乱的重要事件的处理，皇帝应当事先征求两个教派的选侯和诸侯的意见。若两个教派的法官对
于涉及帝国阶层的案件各持相反意见，那么该案件应提交帝国议会决定。

第三，以１６２４年１月１日作为基准日期。
《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５条规定，１６２４年１月１日是恢复宗教事务及与此相关的世俗事务的基

准日期，宗教信仰及与此相关的权利、财产、教产等均恢复到该日期时的状况。因此，天主教和新教各
方的争端事项均应无条件地恢复到１６２４年１月１日的状况，但是不得损害那些基于恢复和睦秩序而
重新确立宗教信仰的民众的利益，各方在恢复之前的生活、地位、信仰自由和权利时要遵守当地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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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约未规定的其他问题应当根据久已形成的良善习俗、惯例和权利予以处理，不得有损于帝国内
部的和平与秩序（例如《明斯特和约》第１１２条）。从上述关于基准日期的规定可以看出，《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和平与秩序，没有实现真正的“宗教和解”。正是在此意义上，１６４８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实现的和平被称为“没有和解的和平”①。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并不是通过宗教信仰的“统一”来解决宗教争端，而是为宗教确立存在的制
度、法律等方面的现实基础，通过“去宗教化”和政治性的方式为世俗社会确立共同规则，以实现帝国
内部的和平与秩序。

四　神圣罗马帝国的“开放性”及其秩序建构的困境

“三十年战争”缘起于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冲突，而后扩展到帝国内部各邦和当时欧洲的诸
多国家。帝国皇帝和帝国各阶层在战争前和战争中都各有所图，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宗教动机淹
没在强权政治的利益之中”②。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旨在通过宗教宽容和政治保障来实现世
俗世界和宗教秩序的普遍和平与秩序，但在本质上是基于政治和利益考量而达成的“妥协”，以“法律
的形式”确认“三十年战争”的结果以及各邦国在当时的政治状况和政治利益。由此，１６４８年《威斯特
伐利亚和约》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所确立的“世俗化”发展方向，通过“政治理性”和法律的方式解决宗教
冲突，使宗教上的“真理问题”消解于世俗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之中③。

神圣罗马帝国所具有的“世界性”④，使其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不仅帝国的诸多诸侯与英国、
法国、波兰等有着联姻关系、亲属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继承关系，而且有些外国统治者本身就是帝国
的领地诸侯。虽然通过《选举让步协议》等“帝国基本法”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帝国的“开放
性”，试图通过诸多方式排除外国对帝国政治的影响，但是收效不大。随着“普遍性”的宗教权威的式
微和“世界性”的“帝国想象”的褪去，实现普遍的和平与秩序需要以各方的“合意”和“共识”为基础。

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及其“帝国”特性，周围的邻国一直警惕其霸权地位，保持
帝国内部的“分裂”是周边国家所企望的帝国状态。宗教改革以后，由于宗教信仰超越国界的特性，
“所有宗教派别都与在宗教信仰方面友好的外国有横向联系”，这使帝国经常受到外国政治的干涉和
影响⑤。所以，哈布斯堡家族也不得不对外国势力干预帝国政治和内部事务作出一定的反应，但这种
“帝国政治的国际化”因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得到进一步加强⑥。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认了瑞士和荷兰的独立地位。虽然瑞士独立于帝国之外早已是
既成事实，但是通过和约正式予以认可“对德意志帝国来说却是至关紧要的”，因为这意味着帝国连形
式上的“权利要求”也丧失了⑦。《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１０条规定了瑞典王国和瑞典女王在帝国的
地位和权力。根据规定，整个西波美拉尼亚（Ｖｏｒｐｏｍｍｅｒｎ）和卢根岛（Ｉｎｓｅｌ　Ｒüｇｅｎ）等领地和地区划
归瑞典，作为帝国永久的直属封地，瑞典女王及其后的历代瑞典国王成为帝国的封臣，有权行使所有
的合法权力，但前提是遵守帝国的宪法和各地法律，不得有违于帝国内部的公共和平与秩序。此外，
法国获得阿尔萨斯地区的一些城市以及原属于帝国皇帝的一些领地和城市，但是法国一直否认其获
得的领土是帝国的一部分，因为承认就意味着法国国王要从属于帝国的皇帝⑧。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
亚和约》关于瑞典、法国等参与帝国政治的相关规定，在黑格尔看来，这是“邀请”外国势力来干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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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帝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维持自己之为国家和维持自己的法制”①。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仅为神圣罗马帝国确立起和平与秩序的基本规则，而且为欧洲确
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但是，政治上的“和平”意愿并不意味着各方情愿放弃宗教信仰上的争论和
分歧，只是被迫在政治上暂时搁置宗教上的“真理问题”②。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当时并未得
到较好地遵守，也没有充分发挥出所设想的保障和平的作用。由此，１６５４年帝国议会通过决议，再次
重申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有效性，确认和约是帝国“永久的基本法律”，各方应予以遵守。

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国际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视为“近代国际法的开端”“欧洲公
法的开端”“在宗教信仰方面保障少数人权利的国际法”等③，其重要原因在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
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其自身的内容而“被赋予了”这些历史意义。帝国的“基本法”、法律以及公
认的惯例、习俗是帝国内部和平与秩序建构的基础，这在《奥斯纳布吕克和约》第８条中有着明确规
定。所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重要意义在于，作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基本法”，与“旨在实现欧
洲永久和平的国际协议联系在一起”④。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１　０４　２６
作者王银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副教授。北京，１０００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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