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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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银 宏

［摘　要］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将神圣罗马帝国之前关于和平与秩序的法令扩展适用于宗教

争端，试图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实现宗教和平与帝国秩序。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明确了路德新

教在帝国的合法性存在，原则上规定了帝国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由、“教随邦定”原则及其例外情形，但是由

于没有有效的制度措施来保证和约的遵行，因而只能以“允诺遵守”的方式体现其“规制”意义。１５５５年《奥

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达成体现出妥协的基本原则，主要目的在于谋求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而其中所蕴

含的“宗教宽容”与“权利保障”等思想并非和约的本意，更非当时各方的主观意愿。

［关键词］神圣罗马帝国；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教随邦定”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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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１５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马丁·路德将其写成的《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公告
于维滕贝格的万圣教堂的大门上，在短时间内传到了德意志的诸多地区，由此拉开了德意志宗教改革
的序幕。在宗教改革进行了三十余年之后，针对宗教争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通过了《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在诸多学者看来，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１３５６年《金玺诏书》、１４９５年《永久和
平条例》一样，是神圣罗马帝国“最为重要的基本法”①，是探讨神圣罗马帝国的制度发展时必然要面
对的一个主题②。本文试以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为基础，反思神圣罗马帝国在“帝国改革”过
程中针对当时的宗教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式以及这种解决方式所具有的制度意涵。

一　神圣罗马帝国的帝国改革与宗教改革

１４９５年开始的帝国改革和１５１７年开始的宗教改革，都是神圣罗马帝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事件。在１４９５年帝国改革之前，教会改革问题就与帝国改革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
制度性难题，也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进行改革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对于神圣罗马帝国所面临的这些问
题，海因茨·安格迈尔指出，要将宗教改革和帝国改革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而不是将其分离开来，因为
它们之间有着强烈的相互影响作用③，特别是１５５５年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既希冀通过《奥格斯堡宗
教和约》来解决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之间的宗教和平问题，也希望通过《帝国执行条例》等法律决议
来更好地解决之前的帝国改革所没有解决的问题。神圣罗马帝国关于宗教问题和制度问题的解
决方式亦明确地显现出宗教改革和帝国改革之间的密切联系。虽然多数学者将帝国改革的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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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１４９５—１５２１年，但是，此时帝国改革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远未得到解决，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
议会及其通过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等决议，进一步推进了１４９５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所确立的
帝国改革，这也是部分学者将神圣罗马帝国所进行的帝国改革的时间下限确定为１５５５年的重要
原因。

通过１４９５－１５２１年的帝国改革，神圣罗马帝国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近代性”，初步发展出自己的
权力分立制度：制度化的帝国议会、作为帝国政府的帝国咨政院和帝国最高法院①，神圣罗马帝国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帝国权力的制度化和以法律为基础的规范化发展，为维持帝国的法律、和平和安全
提供了必要的基础②。正如海因茨·杜赫哈特所指出的，帝国改革是“政治制度方面由中世纪向近代
的过渡”，是使国家结构和宪法秩序适应近代国家发展之要求的尝试③。在这个“过渡”的过程中，帝
国改革意在构建一种良好的和平与法律秩序，以维持帝国的统一和存续，但是这个过程充斥着各方围
绕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和政治妥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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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政治
妥协的难度。宗教改革是基督教发展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事件，对罗马天主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
时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被视为“西欧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⑤。宗教改革“不
仅改变了基督教，也改变了整个西方文明”⑥。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不少诸侯转而改宗路德新教。

但是，１５２１年５月２６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卡尔五世（ＫａｒｌⅤ）发布“沃尔姆斯敕令”（敕令的签署
日期为１５２１年５月８日），宣布马丁·路德的教义为异端，斥责他公然破坏神圣的教会，“名义上恢复
福音的教义，干的却是破坏和摧毁福音的和平和仁爱”，因此，帝国对已经出现的异端要“全力以赴和
周密审慎地加以根除”⑦。由于许多邦国的诸侯和民众仍坚持路德新教，因而该敕令实际上并没有得
到较好地贯彻和执行。

宗教改革的目的之一是试图在基督徒和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消除过去的教会弊端和信
仰专制，但是新教在取得一定的胜利之后，就不断地“重复着他们之前的敌人所犯下的错误”，“极为仇
视所有跟自己观点不同的人”⑧。由于当时没有普遍有效的规则来解决宗教争端，因而宗教冲突和宗
教迫害此起彼伏。宗教问题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难解之题。在宗教改革以后，帝国内部和
平秩序的建立与宗教秩序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系于皇帝的意愿与努力，而且要依赖于帝国阶
层⑨，而帝国各阶层却坚持着不同的宗教信仰。

历史不断地重复着之前的老路。帝国议会关于宗教问题的决议亦反反复复、相互冲突，自始就没
有形成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这无疑加剧了解决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困难性。１５２６年召开的斯派耶
（Ｓｐｅｙｅｒ）帝国议会讨论了１５２１年的“沃尔姆斯敕令”，决议宽赦以前诸邦和诸城市违反１５２１年“沃尔
姆斯敕令”的行为，任何帝国阶层与其臣民都可坚持他们自己对上帝的信仰。由此，帝国的新教诸侯、

城市及其臣民可按自己的方式宣讲上帝之道、进行礼拜仪式等，诸侯可自行决定邦国内的宗教信仰问
题，亦即确立了“受谁的统治，即信仰谁的宗教”的原则。但是，１５２９年的斯派耶帝国议会又推翻了

１５２６年帝国议会的决议，重申继续执行１５２１年“沃尔姆斯敕令”，旨在重新确立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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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但是，这遭到了改宗路德教的帝国阶层的强烈抗议，由此产生了“新教徒”（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ｅｎ）以及
菲利普·梅兰希顿（Ｐｈｉｌｉｐｐ　Ｍｅｌａｎｃｈｔｈｏｎ）所起草的《奥格斯堡信纲》（也译为《奥格斯堡告白》）。虽然
该文件在１５３０年６月２５日的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没有得到帝国皇帝的批准，但是它成为此后诸多
关于宗教和平与宗教宽容文件的基础，其中也包括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和平商谈解决不了宗教争端，诉诸武力同样达不到目的，即使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１５４６—１５４７
年）之后，帝国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仍没有达成一个各方都认可的解决方案。１５５２年的《帕骚协约》在
形式上承认了路德新教存在的合法性，但是直至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才基本确立起帝国内部
关于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①，同时也在帝国法律层面确认了帝国内部的宗教分裂状况。虽然帝国改
革的重要目的即在于确立和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使神圣罗马帝国较好地履行其作为一个“帝
国”所应有的职能，但是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本身存在的诸多制度性缺陷，特别是缺乏帝国层面的执行
（行政）机构，因而帝国议会通过的一些决议最终无法完全得到贯彻执行。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宗
教改革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有效解决。

二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宗教和平问题的解决

１５５５年年初，神圣罗马帝国各阶层的代表齐聚奥格斯堡，热切地期望在此次帝国议会上达成统

一意见，实现和平。他们希望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Ⅰ）②出面促成和平，结束帝国内部
的不安和动荡局面。费迪南一世也希望在此次帝国议会上实现和平和宗教的再度统一。在《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于１５５５年９月２５日由帝国议会决议通过之前，各方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作为国王的费
迪南一世不仅亲自参与讨论，而且以其国王身份和“道德权威”发挥了主导性作用，因而《奥格斯堡宗
教和约》的达成在相当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费迪南一世的居间调停和妥协让步，所以，费迪南一世被称
为“《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父”③。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的主要成果是于９月２５日通过的关于实现宗教和平与帝国秩序的法
律决议，这些决议“永远”地成为帝国维持和平与秩序的“宪法基础”和帝国改革的重要成果④。１５５５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帝国议会决议的一部分（第７～３０条）⑤，并且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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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黑里贝特·斯莫林斯基编：《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纪念和约缔结４５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奥格斯堡，２００５年９月２１
日至２５日）》，第２２～２３页；弗朗茨·布伦德勒：“哈布斯堡家族的皇帝与《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２５页注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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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第３１７页。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内容，参见卡尔·措伊默编：《中世纪与近代德意志帝国宪法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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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第７～３０条，《帝国执行条例》是第３１～１０３条，修改后的《帝国最高法院条例》是第１０４～１３４条，《警察条例》
（Ｐｏｌｉｚｅｉｏｒｄｎｕｎｇ）是第１３５～１３６条，《钱币条例》（Ｍüｎｚｏｒｄｎｕｎｇ）是第１３７～１３８条。本文中所注关于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
和约》《帝国执行条例》等法律的条数，亦即上述帝国议会决议中的序号。



分”①，是作为帝国代表的费迪南一世与帝国阶层之间以帝国议会决议的方式达成的，以帝国法律的
形式确立了帝国内部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和平共存以及达成和平的基本规则。

１．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实现宗教和平
在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上，费迪南一世与帝国阶层就诸多问题达成一致，除关于解决宗教

问题的《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外，还强调和确认了之前所进行的帝国改革的内容，要求继续执行

１４９５年沃尔姆斯帝国议会通过的《永久和平条例》，将帝国之前关于和平与秩序的法令扩展适用于宗
教争端（《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１３条）。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在诸多方面的巨大分歧使人们认识到，不
可能在短期内实现不同宗教信仰的再次统一，因而帝国议会试图搁置宗教信仰分歧，通过政治和法律
的形式来处理宗教信仰与宗教和平问题，通过政治和平来实现宗教和平②。为达到实现和平的目的，
费迪南一世曾“威胁”帝国阶层：若帝国各阶层团结一致，那么他也赞同和支持实现政治上“脆弱
的”和平③。

《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承袭了以前的《禁止复仇条例》中关于实现帝国和平的基本观念④。第９
条、第１１条、第１２条、第１４条等条款都明确规定要维护帝国的持久和平，要继续实施之前关于帝国
内部和平与秩序的规定。例如，第１４条规定，帝国“命令、要求、希望任何人，无论其地位、阶层、出身
如何，都不得仇视、攻打、关押、围攻其他人，要以基督之爱，与他人真诚友好相待，皇帝和我们完全尊
重所有阶层，同时，所有阶层也要绝对尊重皇帝和我们，每个阶层之间要互相尊重，使帝国的所有地区
在将来的宗教体系中实现《禁止复仇条例》所确立的和平”⑤。第１５条也再次强调了帝国和平的重要
性：“尽管这种和平需要面对宗教分裂，但是和平的必要性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帝国的要求，和平能够
在罗马人的皇帝、我们以及选侯、诸侯和各阶层之间建立和保持更为稳定的关系。”在此意义上，１５５５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既是一个“政治和约”，也是一个“政治契约”⑥。

帝国议会还决议，于１４９５年设立的帝国最高法院继续履行职能，并对《帝国最高法院条例》进行
了部分修改（帝国议会决议的第１０４～１３４条），要求帝国最高法院中两种信仰（即信仰天主教和路德
新教）的法官和其他同类人员都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应同等地出席审判和安排其职位（第１０６
条），但是直到１５６０年，帝国最高法院中关于宗教事务的法庭才根据此原则在形式上设立起来⑦。为
使帝国最高法院发挥其应有的职能，修改后的《帝国最高法院条例》规定了帝国最高法院的财政基础、
进行调解的相关程序以及向帝国最高法院的上诉等内容，其中特别提出了上萨克森大区和下萨克森
大区的调解问题（第１１６条）以及４个莱茵选侯的诉愿问题（第１２８条），因为这些地区的秩序状况长
久以来不甚理想。《帝国执行条例》第３２条可看作是帝国议会对帝国最高法院的“指示”，其中规定，
无论当事双方信仰天主教还是路德新教，帝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都“应无偏见地依据法律给予其应有
的、必要的帮助”。

《帝国执行条例》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看作是此次帝国议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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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塞尔·戈特哈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Ａｘｅｌ　Ｇｏｔｔｈａｒｄ，Ｄｅｒ　Ａｕｇｅｂｕｒｇ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ｉｅｄｅｎ），明斯特：阿申多夫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第５页注释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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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最能体现帝国改革的发展成果、对于帝国的宪法制度最有意义的部分①。该条例首先规定了帝
国各阶层在禁止武力、维护帝国和平方面的义务（第３１条），以及对违反《禁止复仇条例》和其他暴力
行为的刑罚（第３６～３７条）、禁止流浪的士兵劫掠和对无主的流浪士兵的追捕（第３８～４０条）等。《帝
国执行条例》还规定禁止聚众闹事以及对叛乱者及其随从的刑罚（第４２～４８条）等，具体规定了帝国
大区及其长官的职能和职权以及在叛乱发生时应采取的处置措施（第５６～７９条）。总之，《帝国执行
条例》试图依靠帝国各阶层和之前设立的帝国大区从制度层面上继续执行《禁止复仇条例》、１４９５年
《永久和平条例》等法律，以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

可见，包括《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在内的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决议的主要目的并非谋求宗教
上“真理问题”的解决，而是维护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试图以法律手段来调整不同宗教信仰在政治
和法律上的共存②：一方面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为宗教信仰问题提供基本的解决规则，另一方面
通过《帝国执行条例》等法令保障宗教信仰的外部和平③，希望以此共同实现帝国内部的宗教和平与
世俗秩序。而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政治上的容忍和共存能否成为解决宗教改革时期宗教争端的出
路④。

２．实现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
在宗教改革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之后，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已经认识到当时不同地区、不

同阶层的不同宗教信仰状况，因而《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认路德新教为合法的宗教，但是第１７条明
确规定，除天主教和路德新教之外的其他宗教信仰（如加尔文派、慈运理派等）则“完全”不属于和约的
保护范围。尽管如此，《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实际上一方面确认了帝国内的宗教分裂状况，另一方面又
抱持着追求宗教和平的理想，在不同条款中规定了针对不同情形的宗教信仰规则。

第一，“二者择一”的信仰自由原则与“宗教和解”。
鉴于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帝国的实际共存状况，《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原则上规定了帝国各阶层

享有信仰天主教或者路德新教的自由。这种“二者择一”的信仰自由原则主要体现在第１５条、第２６
条、第２７条等条款的规定中。第１５条规定，帝国各阶层拥有坚持或者不坚持《奥格斯堡信纲》及其宗
教信仰和礼拜仪式的自由：“皇帝、我们以及选侯、诸侯和各阶层不应因《奥格斯堡信纲》及其理论、宗
教和信仰以暴力的方式破坏帝国的和平，将其强加于或者凌驾于帝国之上，或者以其他方式在其邦
国、地区和领地中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认知、良知与意愿，使其反对已经确立或者将要确立《奥格斯堡
信纲》及其宗教信仰、习俗、秩序和仪式，或者通过授权和委托而对其加以阻碍或者贬低，而是要继续
和平、安宁地保留其宗教信仰、现存的家产、土地、人口、机构、荣耀和正义……”第２６条规定了直属于
帝国皇帝的骑士阶层的宗教信仰自由，即“直接臣属于帝国皇帝的、自由的骑士阶层不受任何人的武
力威逼，可自由选择信仰天主教或者路德新教两种宗教中的一种”。第２７条则基于当时帝国诸多城
市中天主教和路德新教的共存状况，确认继续维持当时的自由城市和帝国城市中居民的宗教信仰状
况，亦即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同一个城市中“和平共处”。然而，不同教派之间的“和平共处”仅是一种
理想，帝国城市中的宗教问题由谁来规定和管理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帝国的诸多城市在１６世
纪上半叶就确立了自己的宗教政策⑤。直至１６４８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前，在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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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帝国城市中并不存在“宗教平等”或者“通过（法律）强制而实现的平等”①。

奥格斯堡帝国议会认识到两种宗教信仰并存可能产生的问题，因而试图以确认帝国阶层的宗教
信仰自由为基础，实现这两种宗教信仰的“和解”。第２５条虽然规定了宗教和解问题，但是并未提出
一种合适的和解方案，只是表达出“和解”的愿望：希望探寻一种“适当的方式”来达成宗教和信仰事务
方面的和解，各方应当“破除相互之间造成严重伤害的不信任，以防止这个可敬的民族面临最终的毁
灭”，“希望分裂的宗教能够达成基督的、友爱的、最终的宗教和解以及信仰事务上的坚定、持久和信守
不渝”。第１５条也规定：“有分歧的宗教信仰应通过基督的、友爱的、和平的方式一致达成对基督教的
理解与和解。”可见，《奥格斯堡宗教和约》试图以广博的基督之爱为基础，通过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
由来达到不同宗教信仰的和解，进而实现宗教和平和宗教统一。

第二，“教随邦定”原则及其例外。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再次确认了后世所总结概括的“教随邦定”原则②。“教随邦定”原则
亦即“受谁的统治，即信仰谁的宗教”的原则。该原则体现在第２３条的规定：“任何阶层不得强迫其他
阶层及其臣民改信他所信仰的宗教……或者违背当权者的意愿以任何方式为其提供保护和庇护。”据
此，帝国阶层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或曰宗教选择自由），但是臣民个人并不享有这种自由，这种自由仅
限于邦国和诸侯领地层面，这意味着诸侯享有规定其辖内臣民的宗教信仰的权力，有权在自己的领地
内禁止非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当时的皇帝卡尔五世出于维护帝国和教会统一的目的，同时也基于对
路德和路德新教的敌视态度，拒绝承认其家乡勃艮第地区的新教信仰，所以在帝国的勃艮第等地区，

天主教仍为唯一的合法宗教。

与“教随邦定”原则联系紧密的第２４条规定了臣民改信另一种宗教后的迁徙权，改信后的臣民可
出卖其家产，对其领主进行适当的补偿并缴纳附加税之后，携带其财物离开。该条款在相当程度上体
现了宗教信仰自由，但是臣民的这种迁徙权经常因其领主要求数额很高的“迁徙税”而不可能得到实
现③，这无疑加大了帝国内部实现和平与秩序的难度。易言之，在法律形式上实现了宗教自由，而在
政治实践中产生了混乱冲突。诸多邦国不仅对其臣民的这种基于宗教信仰的迁徙权设置了层层障
碍，还对臣民的宗教信仰事务进行强制性管理，并对坚持与其不同宗教信仰的臣民进行迫害。

依据“教随邦定”原则，帝国各阶层享有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和约对宗教诸侯的信仰自由作了限制
性规定，即通常所谓的“教产保留”原则。第１８条规定，大主教、主教、高级教士或者其他教会阶层若
不再信仰之前的宗教，即应放弃其大主教管区、主教管区、高级教士职位及其他利益，但是仍保持其声
誉。据学者分析，该条款的内容是根据费迪南一世和天主教阶层的要求而规定的，但是新教阶层开始
时并不赞同④。根据第１９条的规定，宗教阶层之前被征收的财产以及教堂、学校等使用的财物直接
归属于帝国和帝国各阶层，在１５５２年《帕骚协约》达成时或者自那时起在和平状况下被征收的财产不
再属于该阶层所有，该阶层不能因其具有法律依据或者没有法律依据（或者正当理由）而不加协商地
予以反对，从而破坏稳定、持久的和平，因而，“我们和帝国的皇帝在此命令和要求，帝国最高法院的法
官应确认和决定维持这些已经被没收和处于使用中的财产状况”。据此，帝国的宗教财产状况恢复到

１５５２年８月２日达成《帕骚协约》时的状况，１５５２年８月２日以前为新教诸侯所占有的天主教会财产
（地产）可不予退还⑤。拥有教职和教产的天主教诸侯、高级教士等，如在此后皈依路德新教，即应放弃
其统治之权，失去其地位、身份和利益。和约“教产保留”原则的主要目的是限制宗教诸侯改信路德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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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卡尔·Ａ．霍夫曼：“帝国城市与《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３０２页。
“教随邦定”原则实际上也可以认为是属于前述“二者择一”的宗信仰自由原则，但为区别于针对帝国自由城市等所规定的信
仰规则，这里将“教随邦定”原则与前述原则分开论述。

格奥尔格·施密特：《古代帝国的历史：近代早期的国家与民族（１４９５－１８０６）》，第１０１页。

海克·施特罗勒－比勒：《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紧张关系中的１６２９年“偿还法令”》
（Ｈｅｉｋｅ　Ｓｔｒｌｅ－Ｂüｈｌｅｒ，Ｄａｓ　Ｒｅ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ｋｔ　ｖｏｎ　１６２９　ｉｍ　Ｓｐａｎｎｕｎｇｓｆｅｌｄ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ｅ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ｆｒｉｅｄｅｎ　１５５５　ｕｎｄ
ｄｅｍ　Ｗｅｓｔｆｌｉｓｃｈｅｎ　Ｆｒｉｅｄｅｎ　１６４８），雷根斯堡：罗德勒尔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１页。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编：《世界古代及中古史资料选集》，第５９２页。



关于“教产保留”原则的内容是帝国议会上争论最为激烈的。实际上，新教阶层在１５５５年的帝国
议会上并未赞同《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关于这项原则的内容，和约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仅是基于费
迪南一世单方面的命令，因而新教阶层宣称，自己仅受自己所赞同条款的约束①。为缓和与新教阶层
之间的分歧，作为德意志国王的费迪南一世根据新教阶层的要求，在帝国议会通过《奥格斯堡宗教和
约》的前一天（即１５５５年９月２４日）发布了所谓的“费迪南声明”②。根据“费迪南声明”，那些臣属于
宗教诸侯的贵族、城市和乡镇，若长时间以来一直信奉路德新教，那么他们仍可在其信仰天主教的诸
侯辖域内坚持新教信仰。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领主规制其领地内宗教信仰的权力，引起了天主教
阶层的反对。但是，费迪南一世并未在该“声明”上签字③，“费迪南声明”最后也没有成为帝国议会的
正式决议，其实质上只是费迪南一世的“允诺”④，因而其效力是有疑问的⑤。

“教产保留”原则与“费迪南声明”实际上成为“教随邦定”原则的例外情形，也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所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予以解决的问题，这使得原本复杂的宗教形势更为混乱，为《奥格斯
堡宗教和约》的执行带来更大的难度。

有学者指出，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特别是其中所确定的“教随邦定”原则，对于德意志的
分裂“具有关键性意义”⑥。但是，从和约本身的目的及其达成过程来看，各方的主观意愿是“统一”，

而非“分裂”。无论是当时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尔五世，还是“令人捉摸不定的”的德意志国王费迪
南一世，都希望实现宗教信仰的统一和普世帝国的存续⑦。黑格尔也曾指出，“德意志虽然在自身发
生分裂，但始终以它的原则处于紧密关系之中”⑧，即以世俗统治与宗教权力“对立统一”的方式存于
神圣罗马帝国一身。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亦明确地体现出帝国的这种存续原则：将政治问题
与宗教问题合并解决，试图在帝国层面上以政治和法律的方式解决宗教问题，帝国的发展与基督教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使神圣罗马帝国成为一个“两种宗教信仰与多种领地主权的结合体”⑨。

３．《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临时规制性”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最后两条（第２９条和第３０条）规定的是帝国的皇帝、国王以及帝
国各阶层的允诺。他们都承诺遵守和执行和约的规定：皇帝和国王以其“尊严和诺言向我们和我们的
后代保证，真诚地、信守不渝地维护和执行上述每一个条款的规定”（第２９条），帝国所有的选侯、诸
侯、高级教士、伯爵等“以其声誉和尊严允诺持久、坚定、信守不渝地予以遵守”（第３０条）。虽然１５５５
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很多条款都规定和强调了帝国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有效的制度
性措施来保证帝国各阶层遵守和约，所以，《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所确立的宗教和平解决机制十分脆
弱，最后只能试图以“允诺遵守”的方式实现其规制意义。因此，费迪南一世在此次帝国议会闭幕式上
的讲话中再次声明将遵守《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且呼吁帝国阶层也遵守和约的规定瑏瑠。

由于费迪南一世当时还抱持着宗教统一的理想，因而，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会最后决定，在第
二年５月的第一天（即１５５６年５月１日）召开的雷根斯堡（Ｒｅｇｅｎｓｂｕｒｇ）帝国议会上将达成帝国神圣
的宗教和信仰事务的和解，最终完成和真正执行新的相关法律和皇帝的敕令；在此期间，帝国的皇帝
和各阶层要尽快地商讨、和解和解决其他诸多事务（第１４１条）。易言之，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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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阿克塞尔·戈特哈特：《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第１７、７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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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格·施密特：《古代帝国的历史：近代早期的国家与民族（１４９５－１８０６）》，第１０１页。

海克·施特罗勒－比勒：《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与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紧张关系中的１６２９年“偿还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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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利：《德意志历史上的民族与宗教》，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版，第３３７页。

黑格尔著，刘立群等译：《世界史哲学讲演录（１８２２－１８２３）》，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版，第４０７页。

海因茨·席林：“漫长的１６世纪”，第２５页。

阿尔弗雷德·科勒：“费迪南一世：宗教和约之父”，第１９页。



约》仅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案，各方寄希望于下届帝国议会，希望届时能达成宗教问题的统一。但
是，正如后来的发展所展现出的，宗教的一元化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宗教的多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发
展趋势。在１５５７年沃尔姆斯宗教和谈宣告失败之后，各方不得不回头从两年前的《奥格斯堡宗教和
约》中寻求宗教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费迪南一世似乎也看清了宗教改革的发展趋势，在１５５８年加冕为
帝国皇帝之后放弃了宗教统一的希望①。

通过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帝国内部暂时确立了实现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但是由于和
约中诸多谋求和平与秩序的“套话”“空话”掩饰了各方的异议和敌意②，加之和约文本本身的“开放
性”，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都可以对相关内容作出有利于自己的解释③，因此，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
真正解决，反而加大了和约实施的困难。更重要的是，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的要求都没有完全得到
满足，信仰天主教的帝国皇帝和德意志国王并非想要承认新教阶层所享有的权利，但是和约引起的后
果并非当时的费迪南一世和天主教阶层所希望的，新教阶层从中所获得的权益远远超出他们的预
期④，所以，“天主教方认为他们失去的太多，而福音新教方则认为他们得到的太少”⑤。另一方面，此
后不断发展壮大的其他教派（如加尔文派）并未在《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规制范围之内，这些教派不
仅与罗马天主教在某些教义的解释上存在分歧，而且反对路德派主张的一些教义理论和教会体制的
宗教法庭制度，坚持认为自己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和对教会体制的理解直接来自于上帝之道⑥。对于
这些教派及其与天主教、路德新教之间的矛盾和问题，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没有提出相应
的解决之道，直到约百年后的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加尔文派的合法地位才被正式承认。

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均是天主教徒，从未有一位新教徒被选为德意志国王和帝国皇帝，这
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作为罗马教会的“守护者”的帝国皇帝如何来保障新教徒的权利和利益？如何保
障天主教的教产不被路德新教一方所侵夺？对于这类宗教问题的解决，除了武力、妥协和法律上的
“允诺”之外，人们在制度层面上或许只能诉诸在１４９５年帝国改革过程中设立的帝国最高法院和帝国
议会，但是人们很快认识到，宗教争端不可能通过法院得到解决，而帝国议会也只能以“友好和解”的
方式进行调解⑦。因而，在帝国层面上几乎没有一种制度或机构能切实保障各方的权利和利益。在
诸多类似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和妥善处理的情形下，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并未较好地得
到遵行，以致在路德新教诸侯统治下的天主教臣民抱怨和约遭到了践踏，而在天主教诸侯统治下的路
德新教臣民则怨恨自己受到了迫害，同时，路德新教内部的分裂和相互猜疑更是加剧了宗教形势的不
稳定和社会的动荡⑧。在一方的背约行为不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或者一方认为自己足够强大而无须遵
守和约时，和约就成为了一纸空文，其他各方也不可能再继续遵守和约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唯一
的解决之道就是诉诸武力或暴力。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三十年战争”的爆发，正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
和约》实施情形的真实写照。

三　人性与信仰之间的“宗教宽容”与利益权衡

正如宗教改革是由“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动机”而造成的一样，因宗教改革而引起的
争端也是因“形形色色的人”怀着“形形色色的动机”而愈演愈烈，宗教信仰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少。
例如，黑森伯爵“高尚的菲利普”（Ｐｈｉｌｉｐ　ｄｅｒ　Ｇｒｏβｍüｔｉｇｅ，１５０４－１５６７）支持路德新教，反对帝国皇帝卡
尔五世，但是他在斗争中心甘情愿地接受信仰异教的土耳其人的帮助；为了获得自由，他又接受了成
为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之基础的１５５２年《帕骚协约》（当然也是基于皇帝卡尔五世的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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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此看到的是其隐而不显的勃勃野心：他想浑水摸鱼，让黑森家族趁机取代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
地位①。弗里德里希·席勒曾指出：“一些君主急欲实行宗教改宗是为了谋求独立……君主们为自卫
和扩张而战，而宗教热忱为他们招募了军队，为他们打开人民的财富。大批的参战者……认为是在为
真理而流血，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为诸侯利益而战。”②在宗教改革时期，宗教信仰仍很难经受住权力和
利益欲望的诱惑，人性的趋利倾向显露无遗。此外，当时以信仰天主教为主的法国在其国内迫害新教
徒，却在后来的“三十年战争”期间支持新教一方，反对同为信仰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方，其
目的是使德意志地区继续保持分裂，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利益高于信仰。所
以，宗教引起了战争，但战争却不全是为了宗教③。

我们了解一下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历史背景也会看到，人性和利益的选择起着非常重
要的作用。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世当时与帝国阶层达成这样一个对路德新教较为宽容的和约并不是
因为“宽容”，其重要原因在于，帝国皇帝一方在之前的战争中失败（特别是１５５２年的“诸侯战争”），不
得不对帝国阶层和新教诸侯作出妥协。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在斗争中都没有绝对的优势，
都预见到自己不可能完全战胜对方，继续斗争下去的结果只能是遭受更大的牺牲和更多的利益损失。
康拉德·雷普根在描述当时诸侯所处的境况时曾写道：他们都“精疲力尽，新教一方作为‘儿子’的一
代，对于在法律上获得的保障已经感到满意，与此相对的另一方（即天主教）则对天主教改革缺乏热
情，他们至少是试图通过法律保障来避免更多的损失”④。阿克塞尔·戈特哈德将天主教阶层称为
“精疲力尽的父亲”，将新教阶层称为“精疲力尽的儿子”⑤。在双方都“精疲力尽”的情况下，各让一
步，达成妥协，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事情。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的达成既是利益权衡的选择，也是现实中不得已的妥协，承认路德
新教的合法地位并非天主教一方的本意，因为承认路德新教的合法地位会动摇整个罗马天主教会的
统治基础；同时，当时的皇帝卡尔五世也不能忍受宗教分裂状况，因为他认识到：“如果在帝国层面上
放弃宗教信仰的统一，那么皇帝的普遍权威也将失去……存在的基础。”⑥但是，在现实中，天主教会
又不得不正视已经壮大起来的新教力量，必须作出一定的妥协。在此意义上，《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是
“主子同一个不可征服的叛逆者之间的条约”⑦。因此，有论者认为，双方所达成的和约是一种“表面
上的妥协”，以这种方式实现的和平是一种“纠缠不休的和平”，体现出罗马天主教和路德新教双方达
成和约的“虚伪性”⑧。

神圣罗马皇帝卡尔五世有着一种世界帝国的强权梦想，想通过帝国改革来解决“国家－宗教”或
者“宗教－国家”问题⑨，但是帝国本身“软弱无能”，“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宗教改革”以及由此发展而
来的诸多新教教派瑏瑠，因而帝国议会针对宗教问题的决议颠来倒去，前后矛盾。德意志国王费迪南一
世在１５５５年提出的解决方案中也规定了诸多例外情形，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内在矛盾”的解决
方案无疑很难真正解决宗教问题。此外，由于当时皇帝一方战败，１５５５年《帝国执行条例》不得不确
认帝国阶层和帝国大区拥有更多的原本属于帝国皇帝行使的权力。由于帝国中央权威缺失以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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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化建构成效未彰，帝国内部的和平与秩序越来越难以维系。所有这些都使得神圣
罗马帝国从未真正成为其意欲成为的那样一个“普世国家”与“世界帝国”，因为它不仅“超载”着数量
众多的邦国和城市，同时还要维持它们的“共同生活”，而这正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以帝国
法律的形式所规定的①。

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确认了“宗教和解”与帝国阶层的宗教自由，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
“宗教宽容”“权利保障”与“利益保护”，但是，“宗教宽容”和“权利保障”并非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帝国议
会所倾心之事，更非当时各方的主观意愿。当时的宗教改革家也拒绝“宽容”，因为“宗教宽容”就意味
着在宗教信仰方面赞同和承认那些“故意制造出的错误”②。因而，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蕴
含的“宗教宽容”和“权利保障”，是不得已情形下的附带之事，或曰无奈的妥协与不得已的宽容，而“所
有不宽容的根源，都是恐惧”③。

尽管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存在着诸多缺陷和局限性，但是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
确立起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关于宗教和平的基本规则，将神圣罗马帝国从宗教信仰分裂的危机中“解
救”出来，维续了帝国的“统一性”④，同时确立了一定程度的宗教信仰自由，承认路德新教为帝国的一
种合法性存在，使对立的不同宗教信仰在政治上共存，至少在形式上受到帝国法律的保障。在此后的
历史发展中，１５５５年《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本身也完成了“意义的转化”，从一种临时性的宗教解决方
案转变为体现了宗教自由和宗教平等的“神圣的帝国基本法”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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