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歐洲大陸還沉睡在中世紀的漫

漫長夜之中，北海邊陲的英格蘭島已

曙光初現。數百年悠悠歲月，一場靜

悄悄的變革正在英格蘭島上緩緩進

行，現代文明由此誕生。

與隔海相望的歐陸大國法蘭西相

比，歷史上英格蘭的島國性格頗顯獨

異。歐洲現代化的歷史，一般呈現為

一個以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

動為思想先導而繼之以民主革命、工

業革命的社會轉型過程。然而，英格

蘭的現代史卻很難歸入這一歷史模

式。以憲政模範著稱的英格蘭，其歷

史的獨特性在於：它並沒有一場引導

革命的啟蒙運動，1688年的「光榮革

命」亦非一場革故鼎新的真正革命，

而這場「不流血的革命」甚至沒有收穫

一部象徵革命成果的法典化成文憲

法。這一切都和法國及歐陸現代史大

異其趣。

如果說伏爾泰（François Marie

Arouet de Voltaire）、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百科全書派等啟蒙哲人的

思想引爆了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那

麼十七世紀英國革命之前並沒有一場

類似的啟蒙運動作為先導。法國啟蒙

運動初以自由英格蘭為典範，而英格

蘭的社會轉型則前無古人。在十七世

紀英格蘭思想界，哲學家、科學家培根

（Francis Bacon）和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很少涉獵社會領域。霍布斯

（Thomas Hobbes）的《利維坦》（Leviathan）

刊行於清教戰爭之後。而英國自由主義

之父、英國革命的哲學代表洛克（John

Locke），其《政府論》（Two Treatises of

Civil Government）下篇和〈論宗教寬

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皆

刊布於「光榮革命」之後的1689年，同

年，英政府頒布《權利法案》（The Bill

of Rights）和《宗教寬容法》（Toleration

Act）。洛克的自由主義學說毋寧是英

格蘭憲政轉型的理論總結。

與此相聯繫，另一個耐人尋味的

現象是，英國沒有知識份子！所謂

「知識份子」是啟蒙運動的精神後裔。

無獨有偶，法國不僅是啟蒙運動的故

鄉，而且是知識份子的搖籃。知識份

子是構成英法歷史差異的一大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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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與法國知識份子的光榮傳統相反，

「知識份子」一詞在英國完全是一個具

有貶義的舶來品，英國一直存在S一

種「反知識份子的偏見」。反諷的是，

那些被法國人視為英國知識份子的

人，大多否認英國知識份子的存在。

奧威爾（George Orwell）強調：「英國人

不是知識份子。它們是令人恐懼的抽

象事物。」1英國作家拉什迪（Salman

Rushdie）則解釋說：「在英國，被當做

知識份子來對待是種侮辱，沒有人願

意被如此定義。」2在英國，作為法國

舶來品的「知識份子」一詞，代表德雷

福斯（Alfred Dreyfus）式用寫作表達政

見的文人，後來它主要和社會主義

（尤其是布爾什維克）相聯繫。「知識

份子」的詞源學意義使其至今在英國

仍具有負面的含義，它代表了刻板而

囉嗦的法國思想家和被視為煽動者的

左翼人士的形象3。

知識份子的原型是十八世紀法國

啟蒙哲人，他們崇尚抽象理想、批

判、反權力的基本性格，表徵S法國

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的精神傳統。知識

份子的激進形象在俄國遇到了志同道

合的禮遇，而在英國則難覓知音。英

國根深蒂固的「反知識份子的偏見」，

無疑是英倫自由秩序之溫和演進模式

的產物；而法國和俄國的知識份子

史，則表徵S大陸帝國之啟蒙、革命

與知識份子三位一體的歷史邏輯。

法國、俄國、中國等大陸國家皆

由知識份子以啟蒙輸入現代性，進而

導引政治革命。而英格蘭在憲政轉型

之前，其自然演進的現代轉型已勢不

可當。無論以現代轉型的何種標準考

量，如斯密（Adam Smith）的從農業系

統到商業系統、馬克思（Karl Marx）的

從人的依賴性到人的獨立性、梅因

（Henry S. Maine）的從身份到契約、滕

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的從共同體

到社會、韋伯（Max Weber）的商業與

家庭的分離，英格蘭的社會轉型在

十六世紀前的數百年間早已展開，其

時英格蘭的現代性已相當顯著，它已

經是麥克法蘭（Alan Macfarlane）所謂的

「非農民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結構」4。

一　島國與自由

英格蘭地處歐洲邊陲的北海列

島，大海環繞的天然屏障，使它形成

了得天獨厚的孤立而和平的地理環

境。波濤洶湧的大海使其遠離大陸的

戰火頻仍，並阻隔了大陸的絕對主

義，從而形塑了一個熱愛自由和商業

的民族。

1 7 3 9年，孟德斯鳩（C h a r l e s

Montesquieu）渡海遊歷英格蘭後驚

歎：「我置身於一個與歐洲其他地方

截然不同的國家。」5這位法國啟蒙學

者深信地理環境對一國政體和民俗的

重大影響。他在其名著《論法的精神》

（De L'esprit des lois）中寫道：島嶼的

人民比大陸的人民愛好自由，海洋使

他們和大的帝國隔絕；暴政不能夠向

那,伸展；征服者被大海止住了；島

民很少受到征服戰爭的影響，他們可

以比較容易保持自己的法6。孟氏進

而指出：這個國家的民眾居住在一個

大島上，擁有大量的貿易，所以有一

切便利去取得海上的勢力。要保存它

的自由，它就不需要有要塞、堡壘與

陸軍，但它卻需要有一支海軍來保證

自己免受侵略；這支海軍比一切國家

的海軍都要優越7。

另一位法國思想家貢斯當

（Benjamin Constant）亦發現，島國的

非軍事化有利於自由。他強調：如果

「知識份子」一詞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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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為國家內部並不需要軍事力量。

這種環境，特別是一個島國，使它的

榜樣在大陸國家行不通8。一支強大

的軍事力量會危及自由，正是這一點

曾使許多自由的民族遭到了毀滅9。

安德森（Perry Anderson）則認為，

英倫之島國孤立主義環境是絕對主義

王權的天然屏障。他在《絕對主義國

家的系譜》（Lineages of the Absolute

State）中指出，英國的自由，在於其

島國抑制了王權絕對主義。在他看

來，陸戰是推動歐陸絕對主義發展的

動力bk。對於文藝復興時代歐陸各君

主政體來說，建立強大的軍隊是生存

的先決條件。這種迫切性對於地處島

國的都鐸王朝國家卻並不尖銳，從海

上入侵英國的威脅並不嚴重。結果

是，在英國向「新君主政體」轉變的關

鍵時期，都鐸王朝國家既不需要、也

不可能建立與法國、西班牙絕對主義

相匹敵的軍事機器bl。

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則發

現，不列顛群島四面環海，其自然條

件有利於開展自由貿易bm。安德森亦

強調島國與商業之間的內在聯繫。在

他看來，由於沒有迫在眉睫的經常

性入侵造成的壓力，英國貴族在文藝

復興時代遠離戰爭機器。在島國孤

立主義的環境中，貴族階級非軍事

化和重商主義傾向出現得非常早bn。

1588年，英國取得海上霸權後，海戰

取代陸戰使英國萬無一失地將戰爭暴

力推向海外，同時，統治階級對海事

的關心首先聚焦於商業發展。海軍具

有不同於陸軍的雙重性：它不僅可以

作戰，而且可以從事貿易。不列顛殖

民帝國就是海軍成果的集大成bo。英

國版的凡爾賽體制缺乏一些基本要

素。歐陸絕對主義是以軍隊為基礎

的。具有奇特諷刺意義的是，只要島

國絕對主義無須徵發軍隊，就只能依

賴其微薄的歲入存活。只有國會才能

夠提供徵召軍隊的財源，而且，一旦

召開國會，斯圖亞特王朝的權威肯定

會瓦解bp。

島國英格蘭的歷史命運是和海洋

連在一起的。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

曾不無自豪地宣稱：「我們的繁榮昌

盛靠的是環境條件而不是種族條

件。」bq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英格蘭的

歷史之謎，就隱藏在其島國獨特的地

理環境之中。

二　個人主義傳統

如果說個人主義是現代性之價值

和秩序的核心特徵，那麼，根據麥克

法蘭富有獨創性的研究，個人主義在

十六世紀之前的英格蘭已然存在了數

世紀之久。至少從十三世紀始，英格

蘭已在個人財產權、法律、經濟、政

治和社會生活各方面形成了個人主義

秩序，成為一個「非農民的個人主義

的社會結構」。

麥克法蘭指出：歷史上的英格蘭

擁有一種均衡的政體，它保障並表徵

S經濟和法律的個人主義。高度分權

化的行政體系形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

大環境。不同的政治勢力之間保持S

平衡，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勢力佔據支

配地位，不論是國王、貴族、議會，

抑或庶民。平衡一旦能夠維持，「民

主制」便應運而生br。

在麥克法蘭看來，英格蘭不尋常

的社會演化，表現為一種非農民社會

結構。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和中國、印

度，歷史上都存在一小部分有文化的

統治階級，他們與一大批貧困無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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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之間界限分明。英格蘭卻有一個

顯著的特點：即店主、商人、製造業

者、工匠、農業經營者等構成了一個龐

大的中產階級。他們不是統治者，也

不是農民。正因如此，英格蘭樹立了非

凡的自信心並創造了巨大的財富bs。

斯密提出關於創造財富的三個條件

是：和平、公平的稅收和健全的司法

管理。英格蘭自1066年起，大致連貫

地在八百年間成功地提供了這三個條

件。一個遙遠的小島國從而將一種工

業文明的新生活方式引入，甚至一度

形成了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帝國bt。

麥克法蘭進而指出：在英格蘭個

人主義反映在個人私有財產權的概念、

個人的政治與法律自由、個人應與上

帝直接交流的觀點上ck。自十三世紀

起，英格蘭就並非建立在共同體之上，

相反它已是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市

場導向的、高度中央化的國家cl。其

時，英格蘭的大多數平民就已經是無

拘無束的個人主義者了，他們在地理

和社會方面是高度流動的，在經濟上

是「理性」的、市場導向的和貪婪攫取

的，在親屬關係和社交生活中是以自

我為中心的cm。

流行的觀點認為，現代個人主義

誕生於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

動之大轉型期。而在麥克法蘭看來，

實際上，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個人主

義在英格蘭的誕生要早得多。「無論

我們怎樣定義個人主義，個人主義都

出現於十六世紀的諸般變革之前，可

以說，正是個人主義塑造了所有這些

變革。」cn

對於麥克法蘭來說，如果按照馬

克思、韋伯等大多數經濟史學家所提

出的標準，可以發現英格蘭在1250年的

「資本主義」程度其實並不下於1550或

1750年。英格蘭在1250年已經有了發

達的市場，發生了勞動力的流動，土

地被當作商品，徹底的私人所有權已

經確立，出現了可觀的地理流動性和

社會流動性，農場與家庭已經徹底分

離，理性的簿記和利潤動機已廣泛流

行。「十三世紀的英格蘭是一個沒有

工廠的資本主義市場。」co在斯密尚

未撰著之前，「經濟人」和市場社會已

然在英格蘭存在了若干世紀cp。

麥克法蘭指出，當美國革命領袖

之一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寫下

「我們認定以下真理是神聖的和不言

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

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

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樣的名句時，他正在形諸言辭的，

乃是一種發祥於十三世紀甚至更早期

英格蘭的個人觀和社會觀cq。

此外，不僅英格蘭在那時沒有農

民，英屬殖民地也沒有農民。完全不

曾有過農民階層的地區，恰恰是那些

被英格蘭殖民的地區：澳大利亞、新

西蘭、加拿大和美國cr。

與英格蘭個人主義的興起形成鮮

明比照的是，在法國，「個人主義」則

是一個陌生的詞彙。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指出：「我們的祖先並

沒有個人主義一詞，這是我們為了自

己使用而編造出來的，在他們那個時

代，實際上並不存在不隸屬任何團體

而敢自行其是的個人。」cs

三　普通法與古代憲政傳統

英格蘭源遠流長的憲政傳統，源

自古老的盎格魯—撒克遜習慣法，它

構成了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

stone）所謂「帝國臣民與生俱來」的

普通法傳統。誠如十五世紀英格蘭

流行的觀點認為，現

代個人主義誕生於文

藝復興、宗教改革、

啟蒙運動之大轉型

期。而在麥克法蘭看

來，經濟和社會生活

中的個人主義在英格

蘭的誕生要早得多。

在法國，「個人主義」

則是一個陌生的詞彙。



78 人文天地 王室首席法官福蒂斯丘爵士（Sir John

Fortescue）所言：英格蘭的習慣法很

古老，它先後為布立吞人、撒克遜

人、丹麥人、諾曼人等五個民族所運

用和接受ct。普通法是英格蘭獨立於

歐洲大陸法（羅馬法）系的獨特法律體

系，它表徵S英格蘭司法的本質所

在。普通法由習慣、基本準則和判例

所組成，其主要內容是土地法和正當

程序，它們構成了「英格蘭人的自由」

的基礎dk。

英國法律史上最著名的法學家、

《法律總論》（Institutes of the Laws of

England）作者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大力闡揚《大憲章》（Magna Carta）

的自由精神，將其歸為英格蘭根本法

的宣示。他對第二十一條給出了一個

寬泛的解讀：它擴展至所有自由的男

女，它保障在所有刑事審判過程中的

正當程序，它甚至禁止國王授予有損

臣民權利和自由的壟斷權。經過柯克

的詮釋，「諸自由權利」一詞具有了廣

泛的內涵，它不僅具體地指臣民在

其基本追求中免於干涉，而且也被用

於涵括王國的整個根本法。因而《大

憲章》亦被稱為「英格蘭諸自由權利的

大憲章」dl。1628年，柯克領導國會

通過的《權利請願書》（The Petition of

Right）即援引了《大憲章》古老的「諸自

由權利」。《大憲章》（1215）、《權利請

願書》（1628）和《權利法案》（1689），

構成了英格蘭一脈相傳的自由憲政

傳統。

福蒂斯丘爵士將英格蘭政制歸為

一種混合了王室統治和政治統治的

「政治且王室的統治」。他強調：「在

英格蘭王國，不經過三個等級的同

意，王不制訂法律，也不向他們的臣

民強徵捐稅；並且，即使是王國的法

官，根據他們的誓言，也不能作出違

背王國法律的審判，哪怕君主命令他

們背道而行。」dm

在中世紀，英國貴族開創了自由

傳統。1215年《大憲章》將國王置於法

律的約束之下，在貴族與國王的長期

對抗中形成了獨特的英格蘭憲政傳

統。十七世紀英格蘭從中世紀憲政向

現代憲政轉型，是權力限制模式的轉

型，即從《大憲章》的「王在法下」（法

律限制）到「光榮革命」的「王在議會」

（政治限制）的轉型。

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三位

一體的「混合制」是阿奎那（Thomas

Aquinas）最推崇的政體。英格蘭古老

的有限君主制，即屬於典型的「混合

制」政體，它形成了中世紀憲政的基

礎。柏克（Edmund Burke）指出：國

王、貴族院和平民院是英格蘭憲政體

制的「三根粗繩」，它們是國家莊重而

坦率的憲法上的保障，是對每個人存

在和權利的保障。這三位一體的政治

體制足以維護各種類型的財產和尊

嚴。它可以使高貴者免於嫉妒的侵害

和貪婪的劫掠，使低賤者免於壓迫的

鐵手和輕蔑的侮辱dn。

英格蘭的自由傳統建基於古老

的英格蘭人的權利，而非抽象的「人

權」。這種英格蘭人的權利是實在

的、有記載的、世襲的珍貴權利。柏

克指出：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

（Declaration of Right），英國憲法的一

貫政策是，將自由當作祖先留傳的並

轉交後代的遺產，也將它當作專門屬

於這個王國人民的資產，這一遺產和

資產同其他更普遍、先在的權利毫無

關係。這樣，英國憲法在差異性中保

持了統一性。英國有世襲的國王、世

襲的貴族，還有平民院以及從無數先

輩那,繼承特權、公民權和自由權的

人民do。

從《大憲章》到《權利

宣言》，英國憲法的

一貫政策是將自由當

作祖先留傳並轉交後

代的遺產、當作專門

屬於這個王國人民的

資產，這一遺產和資

產同其他更普遍、先

在的權利毫無關係。

這樣，英國憲法在差

異性中保持了統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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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憲政的獨特之處，在於其

沒有一部法典化的成文憲法。誠如麥

基文（Charles H. McIlwain）所言：「英

格蘭也許是現代歐洲國家中最富憲法

精神的國家，但卻是唯一沒有將其憲

法訴諸正式文件的國家。其之所以如

此，⋯⋯是因為，對專斷統治的限制

已經根深蒂固於民族傳統之中，以至

於英格蘭並不存在對國民幸福的嚴重

威脅，從而他們根本就無必要採用

法典。」dp麥基文強調：憲法並不是創

造，而是生長；不是國家法典，而是

民族遺產dq。

在英格蘭中世紀憲政主義傳統

中，憲政表現為審判權與治理權的平

衡。麥基文指出：中世紀後期英國也

經歷了治理權侵吞審判權的過程，但

英國抵禦了歐洲大陸王權絕對主義的

入侵。審判權之所以免於滅絕，主要

有兩個原因：一是古代英格蘭普通法

之無與倫比的牢固性；二是國王和臣

民之間新的極端宗教紛爭的出現dr。

普通法與新教是英格蘭抵禦絕對王權

的兩大武器。在十六、十七世紀審判

權與治理權的鬥爭中，法律人與新教

徒結盟，反對王權侵蝕ds。

安德森認為，英國與法國歷史的

分道揚鑣，源於兩國絕對主義的消

長。他指出，「當法國成為西歐最強

大的絕對主義國家的發祥地時，無論

從哪個角度看，英國都經歷了一種非

常特殊的、日益收縮的絕對主義統

治。」dt在中世紀英國獨一無二的混合

型國會中，國會成員沒有風行歐洲大

陸的貴族、教士、市民三個等級的劃

分。騎士、市鎮代表通常與貴族、主

教並肩而坐ek。

憲政的本質是對權力的限制。英

格蘭政治轉型之利，在於其古代憲政

的創造性轉化，即從對王權的法律限

制（王在法下）到政治限制（王在議會）

的轉型。這種對權力「限制」的轉型並

不是從無到有的革故鼎新，而是「舊

瓶裝新酒」的推陳出新，它只是中世

紀英格蘭「混合制」之重心的轉移。

四　平等化的社會結構

平等是民主社會的基本特徵，而

英格蘭社會的平等化遠早於法國等大

陸國家。

托克維爾沒有被英格蘭貴族社會

的外觀所迷惑，而是深入發現了其社

會平等化的趨勢。在他看來，使得英

國不同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並不是它的

國會、它的自由、它的公開性、它的

陪審團，而是更為特殊、更為有效的

某種東西。英國是真正將種姓制度摧

毀而非改頭換面的唯一國家。在英

國，貴族與平民共同從事同樣的事

務，選擇同樣的職業；而更有意義的

是，貴族與平民通婚el。

托克維爾通過語言社會學的考

察，揭示了英國等級消亡和階級融合

的平等化趨勢。他發現，若干世紀

以來，gentilhomme（貴族）一詞在英國

已完全改變了含義，而roturier（平民）

一詞現已不復存在em。跟蹤gentleman

（紳士）一詞的命運——它從法語

gentilhomme一詞衍化而來——將看到

它的意義在英國隨S不同的社會地位

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擴大。每一世

紀，這個詞所指的人的社會等級就更

低一點。它最終和英國人一起傳到美

國。在美國，它被用來泛指所有公

民。它的歷史亦即民主的歷史。在法

國，gentilhomme一詞始終局限於它的

原始含義的狹窄範圍；大革命後，這

詞已幾乎無人使用，但詞義從未改

英格蘭政治轉型之

利，在於其古代憲政

的創造性轉化，即從

對王權的法律限制

（王在法下）到政治限

制（王在議會）的轉

型。這種對權力「限

制」的轉型並不是從

無到有的革故鼎新，

而是「舊瓶裝新酒」的

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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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原因在

於種姓本身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樣與

其他社會等級分離en。

托克維爾認為，如果說英國的中

產階級不僅沒有對貴族進行戰爭，反

而如此緊密地與貴族聯合在一起，這

絕不是因為英國貴族具有開放性，而

是因為英國貴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

清；不是因為人們能夠進入貴族階

級，而是因為人們從不知道甚麼時候

他們進入了貴族階級eo。

托克維爾指出：在英國，幾個世

紀以來，除了有利於貧苦階級而陸續

推行的納稅不平等外，其他捐稅不平

等已不復存在。不同的政治原則能將

如此鄰近的兩個民族引向完全不同的

方向——十八世紀在英國享有捐稅特

權的是窮人；而在法國則是富人。在

英國，貴族承擔最沉重的公共負擔，

以便獲准進行統治；在法國，貴族直

到滅亡仍保持免稅權，作為失掉統治

權的補償ep。

女權是平等最深刻的內涵之一。

在中世紀英格蘭，婦女雖然不具有公

法賦予的政治權利，但在私法領域卻

享有與男子平等相當的私人權利。麥

克法蘭援引英國著名史家梅特蘭

（Frederic W. Maitland）的《英格蘭法律

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指出，在布雷克

頓（Henry de Bracton）時代，婦女處於私

法的全部範圍以內，是男子的同等

人。婦女可以持有土地，可以擁有動

產，立遺囑，訂合同，參加訴訟eq。

個人主義是與自由和平等相伴隨

的。麥克法蘭在討論中世紀英格蘭的

「平等主義的個人主義」時指出，至少

從十三世紀以來，在英格蘭，個人比團

體更為重要，社會等級體系亦不封閉，

其間不存在從等級制走向平等的一系

列必要的漸進階段。實際上，等級制與

平等是可以同時並存的兩擇體系er。

在中世紀後期，社會流動造成了

社會等級界限的模糊。貴族的非軍事

化強化了其商業化傾向，而王室大量

授勳和出售爵位則使新貴族的隊伍不

斷擴大。據哈里遜（William Harrison）的

《英國紀實》（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1577）記載，在英格蘭，商人和紳士

常常互換等級。同時，由於英格蘭獨

特的長子繼承制，貴族由長子繼承爵

位和產業，其次子和幼子往往從事商

業和自由職業es。這種繼承制不僅保

留了地產的完整，而且促進了貴族子

女平民化的社會流動。

另外，英國的騎士不像歐洲大陸

國家的騎士那樣構成一個獨立的等

級。同樣，英國議會下院的成員也不

同於法國的第三等級。貴族與封建主

義的衰落，使社會上層等級具有開放

性的特點et。這些都表徵S中世紀英

格蘭社會的平等化趨勢。

五　新教的宗教自由精神

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導致了以羅

馬教宗為中心的天主教世界的分裂。

新教是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宗

教改革之後從天主教脫離出來的新宗

派，它以否認羅馬教皇的絕對權威和

教會的特權，而與天主教分道揚鑣。

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宗教改革，使其成

為一個新教國家。1534年，亨利八世

（Henry VIII）以王權反叛天主教，創

立了屬於新教的英國國教聖公會。

其後，信奉新教的伊利莎白女王

（Elizabeth I）推進了宗教改革。十七世

紀中葉，英格蘭改革聖公會的清教徒

運動進一步推進了新教運動，從而產

生了脫離聖公會的長老會、公理會、

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宗

教改革，使其成為一

個新教國家。新教倡

言個人直接與上帝交

流的信仰自由，其

「因信稱義」的教義和

牧師選舉的共和式長

老制，具有反權威、

自由、平等和民主的

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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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會、公誼會等新教派，形成了教派

林立的宗教環境。

作為基督教改革派，新教倡言個

人直接與上帝交流的信仰自由，其

「因信稱義」的教義和牧師選舉的共和

式長老制，具有反權威、自由、平等

和民主的傾向。新教的興起，代表了

中世紀末歐洲社會平等化和民主化的

歷史趨勢。

孟德斯鳩在比較天主教和新教時

指出：天主教比較宜於君主國，耶穌

新教比較宜於共和國。在十六世紀，

當基督教不幸分裂為天主教和新教的

時候，北方的民族皈依了新教，而南

方的民族則仍然保存了天主教。這是

因為北方的民族具有並將永遠具有一

種獨立和自由的精神，這是南方民族

所沒有的。所以，一種沒有明顯的首

長的宗教，比一種有明顯的首長的宗

教，更適宜於那種風土上的獨立無羈

的精神fk。英國的每一個公民都有其

自由意志，指導他們的就是自己的理智

或幻想，因此每個人或者對各種宗教

都不關心而信奉最有勢力的宗教，或

者熱心於一般的宗教，由此增加了

教派的數目fl。托克維爾則強調：「在

英國，清教徒的主力一直是中產階

級」，「清教的教義不僅是一種宗教學

說，而且還在許多方面摻有極為絕對

的民主和共和理論。」fm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認為反叛天

主教的新教天生具有宗教寬容的品格，

那就大錯特錯了。實際上，新教發動

宗教改革的訴求是宗教自由，而不是

宗教寬容。弔詭的是，宗教寬容恰恰

表徵S最徹底最純粹的宗教自由精神。

十六世紀由亨利八世推動的宗教

改革，其政教合一的國教仍保留了天

主教遺風。在宗教改革時代，英格蘭

充滿了新教與天主教、清教與國教的

鬥爭。清教為加爾文派新教在英格蘭

的發展，清教主義是英國自由主義的

重要思想資源。誠如拉吉羅（Guide De

Ruggiero）所言：非國教教義是英國自

由主義的支柱fn。1630年代起，國會

成為清教運動的中心，清教運動由此

與憲政運動合流，1640年內戰即清教

徒主導的國會反抗王權暴政的清教戰

爭。從十六世紀亨利時代到十七世紀

「光榮革命」的一個半世紀,，英國清

教徒在反抗國教的鬥爭中前赴後繼，

付出了殉道、流放、監禁的代價，才

終於實現了信仰自由，並完成了政教

分離的宗教改革。

在英格蘭，宗教改革與憲政轉型

之間並沒有一個啟蒙運動相聯繫。

英格蘭革命毋寧是宗教改革的產物。

從反對查理一世（Charles I）的清教戰

爭，到反對天主教國王詹姆斯二世

（James II）的「光榮革命」，這場歷時半

個世紀的國會反抗國王的鬥爭，既是

宗教改革的勝利，也是憲政轉型的勝

利。此即英格蘭清教運動對憲政的偉

大貢獻。

格雷（John Gray）指出：自由主義

在英國和法國的發展形成了鮮明的對

比，在法國以及其他天主教國家如意

大利和西班牙，自由主義始終持有一

種比它在英國所獲得的更為顯著的自

由思想與反教權的偏見；而同樣在這

些國家，宗教異端並非必然與宗教寬

容的要求聯繫在一起。法國新教思想

家加爾文（Jean Calvin）的教義在日內

瓦製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具壓迫性的社

會之一。而在德國，路德的新教教義

則包含了一種威權主義而非自由主義

的政治內涵。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對

宗教寬容的訴求是新教徒與天主教徒

之間政治鬥爭的一個副產品；只有在

英國，宗教上的非國教主義與自由主

義之間的聯繫在經過數個世紀之後才

得到牢固的確立fo。

在英格蘭，宗教改革

與憲政轉型之間並沒

有一個啟蒙運動相聯

繫。英格蘭革命毋寧

是宗教改革的產物。

從反對查理一世的清

教戰爭，到反對天主

教國王詹姆斯二世的

「光榮革命」，既是宗

教改革的勝利，也是

憲政轉型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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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教飄洋過海，在北美新大陸生根

開花。而歐洲民主化浪潮，正是循新

教國家、天主教國家、東正教國家之

序而漸次演進的。

六　結語

在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當法國啟

蒙哲人以「解放哲學」反抗束縛人性的

君主專制、貴族特權、教會專斷之

時，捷足先登的英格蘭人已於十七世

紀完成憲政轉型而成為第一個現代國

家，並開始在經濟領域醞釀一場行將

席捲世界的市場革命和工業革命。

英格蘭人在世界文明史上之脫穎

而出，領袖群倫，決非始於十七世紀

的政治轉型。構成英格蘭現代史的關

鍵，毋寧是其具有現代品格的個人主

義。民初思想家杜亞泉對此已有深刻

認識：「在中世英國與大陸各國，國

民之性格，已有著明之差別。試將拉

丁諸國法律與英國法律比較觀之，前

者為本於羅馬法之君主專制法律，有

悉將個人犧牲之之勢。後者則為從社

會意志產出之法律，常保護個人。近

世以來，英國人之性格，雖大變化，

至於尊重個人之權利與自由，則為與

大陸諸國不同之特質。英國人自中世

以來，實以此點為最優秀也。」「今日

之英國，實即個人主義之結果。」fp

麥克法蘭關於現代個人主義起源

的研究，挑戰了將個人主義歸為文藝

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之大轉型

時期產物的觀點，而將個人主義的起

源追溯到中世紀英格蘭的經濟社會變

遷史中。在麥氏看來，經濟和社會生

活中的個人主義在英格蘭的誕生，要

遠早於大轉型時期。而正是個人主

義，塑造了所有這些變革。如果英格

蘭自十三世紀以來已演變為一個「非

農民的個人主義的社會結構」，而自

由、權利、憲政、平等和個人主義已

植根於民族傳統之中，那麼，其憲政

轉型自然無需啟蒙運動的思想動員。

英格蘭無啟蒙運動，源於其社會轉型

之整體性變遷的水到渠成。

除了英格蘭外，盎格魯—撒克遜

海洋國家的另一典範是美國。作為大

英帝國殖民地的北美，實為一孤立的

巨型島國。美國的自由精神源於飄洋

過海的英格蘭清教徒的《五月花號公

約》（The May Flower Compact），此為

北美第一部移植英格蘭自由精神的自

由憲政宣言。「五月花號」的清教徒無

需啟蒙，他們自己就是偉大的啟蒙

者。擁有「自由心靈」（傑斐遜語）的新

英格蘭移民亦無需啟蒙，與其說霍布

斯、洛克是他們的啟靈人，毋寧說他

們是社會契約的創造者和實驗者。新

大陸得天獨厚的自由環境、英裔移民

一脈相承的英格蘭自由傳統、殖民地

一個多世紀的自治歷史，使北美人民

開創了民主的世紀，並將移植的英國

個人主義傳統發展到極致。由此，海

洋國家英格蘭和北美新英格蘭，成為

現代文明的主要源頭。

康德（Immanuel Kant）曾對以人的

內在價值和精神自由為鵠的之德國式

啟蒙作了如下概括：「這一啟蒙運動除

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

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

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

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

由。」康德以此與以政治自由為主要

訴求的法國啟蒙運動劃清了界限fq。

自由是啟蒙的核心主題。無論是法國

啟蒙運動所追求的政治自由抑或德國

啟蒙運動所追求的精神自由，對於英

格蘭人來說都早已成為民族遺產。誠

如麥克法蘭所言，英國在中世紀就形

啟蒙是革命的催產

素。英格蘭數百年自

然演進的社會轉型猶

如健康母體的自然分

娩，無需啟蒙的催產

素。啟蒙導引革命，

其人為、建構、激進

在所難免。此為法國

等國的「大陸性格」

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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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建基於私有財產權的深厚的自由

傳統和個人主義傳統。

啟蒙是革命的催產素。英格蘭數

百年自然演進的社會轉型猶如健康母

體的自然分娩，而無需啟蒙的催產

素。法國社會轉型則先天不足，乃需

藉啟蒙之催產。因而，啟蒙毋寧是大

陸國家的特產。啟蒙導引革命，其人

為、建構、激進，固在所難免。此為

其「大陸性格」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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