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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的日期和事件

1620年11月11日，《“五月花号”公约》

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宣言》（杰斐逊）：

“在人类事务发展的过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

解除同另一个民族的联系，并按照自然法则
和上帝的旨意，以独立平等的身份立于世界
列国之林时，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必须
把驱使他们独立的原因予以宣布。”



•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
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
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
福权。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
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
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任何形式的政府
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
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
的政府。



• 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利的方式，
务使人民认为唯有这样才最有可能使他们
获得安全和幸福。若真要审慎的来说，成
立多年的政府是不应当由于无关紧要的和
一时的原因而予以更换的。过去的一切经
验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
类还是情愿忍受，也不想为申冤而废除他
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形式。



• 然而，当始终追求同一目标的一系列滥用
职权和强取豪夺的行为表明政府企图把人
民至于专制暴政之下时，人民就有权也有
义务去推翻这样的政府，并为其未来的安
全提供新的保障。这就是这些殖民地过去
忍受苦难的经过，也是他们现在不得不改
变政府制度的原因。

• （汉译为网络摘要，为讲座者引用，不作为盈利目的）



《美国宪法》1787年9月17日

序言：

我们，合众国人民，为了建立更完善的联邦，
树立正义，保障人民安全，提供共同防务，
促进公共福利，并为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
由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1789年生效，为世界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

立法机构为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
参议员每州选举出两位，共100位，任期六年，

交错选举，每隔两年改选三分之一的席位。
民主党和共和党，历史地形成两大政党，接
受人民的监督和选举。众议员，任期两年，
根据各种人口比例，共435名；



1）三权分立原则

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
法权。这者之间相互保持独立。三权效用完
全平等，互相制衡。每种权力独具限制其它
两种权力被滥用的职能。

这一现代宪政民主政体的原则，又曰权力制
衡原则，直接来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和洛克《政府论》；



• 立法权，国会；

• 行政权，总统；

• 司法权，联邦法院；



2）联邦主义原则（Federalism）

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皆有限，
各司其职，且在维护正义和权利上，拥有共
同目的和利益，唯在权力滥用和作恶上加以
严格监督和防范。

洛克《政府论》和卢梭《社会契约论》



3）宪法至上原则

在国家法律制度上建立宪法至上效用，即，
任何权力机构通过的规定、规则、法律和诫
命，不得高于宪法规定。违宪审查和纠正机
制具有国家最高效用，针对美国境内的任何
个人、机构、组织和团体。

卢梭《社会契约论》



4）共和政体原则

即，美国政治结构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
非神治政体，政府隶属某种宗教神权，或君
主政体，而是选择建立在公民自愿投票的公
约之上的有限授权之政府形式。

• 卢梭《社会契约论》



《美国权利法案 US Bill of Rights》

1789年9月25日，“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 
麦迪逊《权利法案》（12条涉及公民基本权
利的宪法修正案）；

1791年12月15日，《权利法案》中的10条通

过成为美国宪法条款，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
是《宪法第一修正案》；



美国权利法案（宪法十条修正案）

• 第一修正案：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
会，游行示威自由

• 国会不得制定相关法律涉及到：确立国教
或禁止宗教信仰自由；剥夺言论或出版自
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之
权利。



第二修正案：持枪自由

一个纪律严明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
因此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之权利不得剥夺。

• 第三修正案：军人不得任意进驻民房

除非通过法律程序，否则，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
士兵都不得未经房主同意而强驻民房。



第四修正案：免于非法搜查与扣押

•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具有不受
无理搜查和扣押与被剥夺之权利。除依照
法定程序，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
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外，法院
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令。



第五修正案：审判程序正义

• 无论何人，未经由大陪审团之确认或起诉，
不得被判处死刑或被处以其它不名誉罪行
之审判；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
公共危险时服现役的民兵之案件，不在此
限。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为而两次遭受
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
中被迫自证其罪；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任
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任何
人不得被剥夺公平赔偿权利，私有财产不
得被充公。



第六修正案：法律援助权

被告在一切刑事诉讼中享有下列权利：由犯
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
迅速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
确定；得知被控告之性质和原因；同原告证
人对质；按照法律程序获得对其有利的证人；
获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之权利。



第七修正案：陪审团制度

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值超过20元，由陪审
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
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普通法规则，不得重新
审查。

第八修正案：禁止过高罚金和酷刑

不得要求过多的保释金，不得处以过重的罚
金，不得施加残酷和非正常的惩罚。



第九修正案：自然法有效性

• 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
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它权利。

• 第十修正案：保障州权

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
权力，保留给各州行使，或保留给人民行使
之。



2. 如何认识美国制度文明

• 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近代欧洲以民族语
言和习俗为特征的主权国家开始摆脱千年
大一统的罗马天主教神治帝国，经过几个
世纪的冲突和战争，所有新教国家都建立
起了国家教会，君权和教权在民族主义和
国家主义基础上联合起来，使得基督教世
界版图进一步碎片化，同时，欧洲历史进
入了工业革命时期。作为失败者和逃亡者
的加尔文主义思潮持守者，在北美殖民地
究竟建立起怎样的新范式？



1649，查理一世；1793，路易十六

作为失败者和逃亡者的加尔文主义思潮持守
者，在北美殖民地究竟建立起怎样的新范式？

英国 (17世纪) 和法国（18世纪）先后以革命

手段弑君之后所建立的政权，是否符合基督
教正义原则和理想形态？为什么新大陆的美
国建立起宪政民主社会？



托克维尔 Alexis Tocqueville 1805-1859

法国思想家、历史哲学
家、外交部长、国会议
员。

《论美国的民主》

• De la démoratie en
Amérique, 1835

《旧制度与大革命》

•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 1856



信、望、爱 (林前13:13)

• 自由，平安，博爱，法国启蒙运动的理想
和信念，可是，在法国却成为暴力革命的
导火索，并未达到基本权利的保障。而新
大陆那些来自欧洲的移民后代所建立起来
的制度和法则却建立起与欧洲不一样的民
主制度，有效地平衡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
冲突和紧张，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秩序之间
建立起互助互利的特殊法则和体制。



哲学家王？

• 究竟为什么欧洲源自古希腊的贵族传统关
于财富的态度和国家的责任，在新大陆却

完全颠倒过来？自柏拉图以来，统治国家
的精英阶层是以神圣的理念和责任进行，
而非以金钱和财富来决定。 18世纪启蒙思

想家们继承这一古老的传统，将世俗世界
的财富由贤明的君王做公平的分配，使得
贫困阶层获益，才是国家富强和社会安定
的理想状态。



身份平等权是欧洲近代所有动荡和冲突之源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
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任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
是奴隶。”

“社会秩序乃是为其他一切权利提供了基础的一
项神圣权利。然而这项权利决不是出于自然，而
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问题在于懂得这些约定是
什么。”

让-雅克· 卢梭 《社会契约论》（商务版 何兆武
译），1980，第8页。



自由？平等？财富？

如同，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梦想和口号：”
均贫富，等贵贱”；“天下大变，乃贵贱贫富
更替之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托克维尔观察到，与欧洲古老的贵族视美德
和理性为治国之本，而美国的精英却将勤劳
工作，获得私人更多的财富视为公民个人自
由的根本，进而成为整个国家和平与民主的
秩序。



空想社会主义？

• 在美国，人人坚信通过自己勤奋劳动，创
造财富，拥有财富，个人的自由精神就获
得了极大的成就，然后，再积极地参与公
民社会的各项事业，私人捐赠和行善，共
同形成一种基于自己劳动所得的财富反馈
给社会的美德，不是将慈善直接交给政府
独自担当。



• 不是像欧洲传统那样，靠家族、姓氏和表
白中的高尚言论成为统治者，再去平衡富
裕与贫困之间的财富分配这样的欧洲空想
社会主义理念。



劳动，致富，责任

• 他非常惊讶地看到，年轻的新大陆已经形
成了新的风尚，即，崇尚劳动，赚钱致富，
人人都可以创业和开拓，不需要通过政府
特许，也不需要将赚钱作为低档次的劳工
阶层的欲望而加以贬低。



书中著名判断：

• 人们之所以变坏，绝不是因为执政者行使
权力或被治者惯于服从，而是因为前者行
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后者服从于他
们认为是侵压的强权。

• 社会之所以安宁无事，并不是因为它自认
强大和繁荣，而恰是因为它承认自己的虚
弱和衰落，唯恐禁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

• 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
向自由的则是遵守神的戒命。



• 不要以为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家的人们可以
有权为所欲为。相反，这里加于人们的社
会义务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人们从来不
想从根本上打击当局的权力和否定它的权
限。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像美国那
样铁面无私，也没有一个地方的公权像美
国那样分散在如此众多的人们手中。



• 个人是本身利益的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

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侵害或必须要
求个人协助，社会都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

• 大致上，社会只拥有两种迫使官员遵从法律的
办法：一种是赋予这些官员中的一个官员以指
导其他官员并在不服从时就罢免他们的独断权
力；一种是责成法院惩治违法的官员。这两种
办法，哪一个都不能任意使用。



• 在这个社会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
创造，他们爱护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
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出于必要，而不是
因为它神圣强大；人们对国家领袖的爱戴
虽然不够热烈，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感
情。人们之间将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
一种不卑不亢的互尊关系。同样人民也理
解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的自由联合
将会取代贵族的个人权威，国家也会避免
出现暴政和专横。



• 个人要服从社会，既不是因为他比管理社
会的那些人低劣，也不是因为他管理自己
的能力不如别人，而是因为他明白与同胞
联合起来对自己有利，清楚知道没有一种
发生制约作用的权力，就不可能实现这种
联合。

• 暴政可以在没有信念的情况下进行统治，
但自由则不能。



民主与社会主义除了平等这一词以外，没有
任何相同的地方。但注意两者间的差异：民
主是在自由中寻求平等，社会主义则试图通
过压迫和奴役来实现。

那些要求得到自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人，注
定生而为奴。



如果暴政是在我们今天的民主国家里浮现，
那它将会改变为另一副面貌；这样的暴政将
会更为广泛、但却同时带有温和的色彩，它
将会在奴役人民的同时，却不让他们感觉半
点痛苦。

所有希望摧毁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都该知道，
发动战争是最快而又最可靠的手段。



我还不晓得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人民是
如此的热爱财富，而维持财富平等的理论则
被人民所强烈藐视。

至于说到我，我是一个民主主义者；这就是
为什么我不可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民主和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并存的，你不可能将两者
混在一起。



美国之伟大不在于她比其他国家更为聪明，
而在于她有更多能力修补自己犯下的错误。

民主最重要的原则不在于应该消除庞大的财
富，而是在于财富不应该聚集于同一个人手
上。因此民主制度里会出现拥有庞大财富的
有钱人，但他们本身无法构成一个社会阶级。



如果想要获得新闻自由所带来的大量优点，
我们也必须忍受它所创造出的各种邪恶。

在一个拥有集会自由的国家，秘密结社是不
会出现的。美国拥有许多不同的团体派系，
但却没有阴谋集团存在。

一个美国人的一生，就好像一场赌注机会的
游戏一般、一场革命舞台、或一场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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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关于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第七章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
第八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
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的
第九章 美国人怎样在宗教上应用“正确理解的利益
”的原则
第十章 关于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

第十一章 物质生活享乐在民主时代产生的特殊效
果
第十二章 为什么有些美国人那样醉心于唯灵主义
第十三章 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安



第十四章 美国人在生活中的结合性

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美国人的心灵转
向非物质享乐的
第十六章 过分热爱福利为什么可能损害福利

第十七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盛行时期应当把人
的行动目标放长远一些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
高尚的

第十九章 什么东西在使几乎所有的美国人喜欢从
事实业
第二十章 实业为什么可能产生贵族制度



第三部分 民主对我所说的民情的影响

第一章 民情怎样随着身分平等而日趋温和了
第二章 民主怎样使美国人之间的日常关系简易化了

第三章 美国人为何在本国不太爱激动而在欧洲又
表现得过于激动
第四章 前三章的总结
第五章 民主怎样改变着主仆关系
第六章 民主的制度和民情为什么
第七章 民主对工资的影响
第八章 民主对家庭的影响



第九章 美国年轻女性的教育
第十章 年轻女性怎样习得为妻之道
第十一章 身分平等在美国怎样有助于维护良好
的民情
第十二章 美国人怎样理解男女平等
第十三章 平等怎样自然而然地将美国人分成许
多私人小团体
第十四章 对美国人的仪表的若干考察
第十五章 论美国人的严谨精神中的不严谨方面



十六章 美国人的民族自负心为何比英国人
的轻浮和喜欢沽名钓誉
第十七章美国的社会面貌为什么既千变万化
又单调一致
第十八章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荣誉
第十九章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
大志
第二十章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求官谋禄问
题



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越来越少
第二十二章 民主国家的和平和战争
第二十三章 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哪些人是最好战和
最革命的阶级

第二十四章 民主国家军队的复杂性
第二十五章 关于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
第二十六章 略述民主社会里的战争



第四部分 关于民主的思想和感情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第一章 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

第二章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
集权

第三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感情和思想一致引导他们
走向中央集权

第七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第八章 主题的总括



托克维尔《自序》：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
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分平等。我没有
费力就发现这件大事对社会的进展发生的重
大影响。它赋予舆论以一定的方向，法律以
一定的方针，执政者以新的箴言，被治者以
特有的习惯。不久，我又看到这件大事的影
响远远大于政治措施和法律，而且它对政府
的钳制作用决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



• 它不仅在制造言论，激发情感，移风易俗，
而且在改变非它所产生的一切。因此，随
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
为身分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而所有的个
别事物则好象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总把
它视为我的整个考察的集中点。



• 我们虽然有了民主，但是缺乏可以减轻它
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固有长处的东西；我们
只看到它带来的害处，而未得到它可能提
供的好处。当王权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平
安无事地统治欧洲各国时，人们在不幸之
中还享到一些我们这一代人恐怕难以想像
和理解的幸福。



• 于是，我想像出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
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他们爱护
法律，并毫无怨言地服从法律；人们尊重
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因为它神
圣；人们对国家首长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
但出自有理有节的真实感情。由于人人都
有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保障，所以
人们之间将建立起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
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



• 人民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之后，自然会理
解：要想享受社会的公益，就必须尽自己
的义务。这样，公民的自由联合将会取代
贵族的个人权威，国家也会避免出现暴政
和专横。



身份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平等！

在我们中间，还可以见到以相信真有来世的
宗教精神来指导生活的虔诚基督徒。这些人
确实正在奋起，为人类的自由，即为一切高
尚行为的基础而献身。

宣称人人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的基督教，不
会反对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 但是，在异常事件同时并发的局势下，宗
教倒向了民主所要推翻的势力的阵营，并
一再压制它自己所主张的平等，咒骂自由
是敌人；而如果它与自由携起手来，它是
可以使自由获得神圣不可侵犯性的。



拉斯基英译序

孟德斯鸠说过：‘天距地之遥，不如
自由的精神距极端平等的精神之远。’

托克维尔的最终目的是想取得什么成果呢？
简单说来，就是总结民主制度的善与恶。民
主制度的主要好处有：福利的提高，文化的
普及，社会性的加强，对人的苦难的同情，
以及人的主动精神和活动能力的特大发展。



• 但是，这些好处被其坏处损害了很多。它
的主要坏处是：法治不稳定，统治者的才
能低下，过于强调划一，追求福利过度，
尤其严重的，是有走向暴政的趋势。

• 他坚持认为，民主的多数有压迫的倾向。
他指出民主的两个基础：平等和自由容易
互相混淆。



他曾证明，这两种东西之间并不是永远具有
正比关系的，平等的进步并不必定是自由的
进步。最后，他还大力反对中央集权，并且
是认为社会必将沿着民主的道路前进、要求
恢复个人的活动权利和提醒人们防范侵犯人
民主权的首批人士之一。”





《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探索为什么
1789年大革命前的法国，是欧洲最富裕，

人民享有最多财富和自由的时期，还发生
了恐怖的暴力大革命？



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马克斯 ·  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

• 影响二十世纪经济学、法学、政治哲学、
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巨大的德国思想家；
与马克思和涂尔干并称为社会学奠基人。

• 最著名的论点：清教主义伦理观影响了理
性的资本主义的發展。在西方文明史上，

基督教傳統是严格区分圣俗关系，尤其是
經濟成就上的对世俗财富的追求。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理性的资本主义，这种特殊的精神力量源自
何处？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韦伯，他
的研究表明，源自宗教改革时期瑞士日内瓦
加尔文的改教创制（1536-1538；1541-
1564）。他的学生和追随者们以殉道者的勇

气和理想，在法国、德国、荷兰、英格兰、
苏格兰等地，不断地去拓展和试错，试图在
公共领域建立新的蒙福的规范和秩序。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 加尔文主义在那个时代就预先超越了民族
主义和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时代性，从而
在面对着各种类型的集权和专制政体，都
可以保持特殊的超然性。尽管作为一个特
殊群体，加尔文主义者们，一再受挫和失
败，无法影响欧洲主流思潮和历史流动，
最后被迫一批批地逃离欧洲，漂流到遥远
的北美新大陆。

•



Divine Mandates 四大神圣授权

• 那么为什么理性化的资本主义起源于日内
瓦加尔文的改教创制？

•

• 他将“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特定的概念与
理性化的制度设计联系起来，将无形的恩
典与有形的恩惠在制度层面加以思考，由
此，寻找到最初的宗教氛围中勤奋的劳动
中形成的私人财产的蒙福及其所包含的尊
严与信仰。



禁欲主义 (Asceticism)

• 当大一统的千年罗马公教会倡导神贫和圣
洁，远离世俗钱财时，改教出现的世俗君
权独揽财富和建立新的君臣关系时，加尔
文在日内瓦开始创立一种新的政教关系模
式，将劳动与勤俭、自愿奉献，独立于世
俗国家的政教关系等理念建立起来，这样，
公民职分与信徒职守，在信仰和尊严的基
础上，就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公司和企
业精神，即，特殊蒙拣选者团契。



Beruf (Job);  Vocatio;  Calling; Profession

• 带着在世俗所有职业上都有份于上帝特殊
恩典的信念（Calling, 圣召），清教主义者

自愿结成了许多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和团体。
商业和企业后面的是每个劳动者都将勤奋
劳动和工作作为蒙召的职分。不同的蒙召
者在建立公平、正义与良善的秩序方面，
不断地探索在世俗的世界建立新秩序的路
径，无论挑战和挫折是来自罗马公教古老
教权，还是新兴的民族主义王权。



Le désenchantement 袪魅化

• 历史证明，清教主义传统所建立的秩序，
可以抵御任何有违神圣正义原则和信念的
力量与势力，无论是拥有国家机器的专制
暴君，还是来自芸芸众生的极端民粹者，
或来自种族主义的集体狂热，或者来自激
发阶层斗争和动乱的极具煽动性的特种意
识形态。



子曰：礼失而求诸野

• 近代历史上，欧洲各君主国家从专制主义
演变成不同的模式；法国过渡到极端民主
化和民粹主义；英国过渡为国家主义、民
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德国演变成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最后异化为极端种族主义；而
俄罗斯则演变成极权专制政体；非基督教
文明的日本经全盘西化的明治维新后变异
为疯狂而残暴的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



Westphalian system， 1648

基督教的欧洲国家在宗教改革以来纷纷以国
家主义世俗强权，最终挣脱了罗马公教会千
年法统，以维护民族主权的利益为名，形成
了民族主义国家主权至上的世俗王权秩序。
这就是“三十年战争”后所形成的国际体系，
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西方近代民族主权
国家成形之国际法。



Westfälischer Friede, 1648



总结：基督信仰与普世价值

• 代议制政体：三权分立原则；权力制衡机
制；

• 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原则；政教分
离原则

公民社会；公民宗教；

法治、民主与宪政；

• 普遍恩典；



• 教会和一切宗教组织和团体不能成为政治
人物或集团违背上帝公义原则的工具，因
此，国教必须完全禁止。

• 以圣经启示真理为本的自然法理论必须通
过一系列权力制衡和权利保障的制度系统
成为新大陆的宪法系统。



• 通过对美国的制宪会议关于各项宪法和权
力制衡机制的讨论和设计，我们可以看到
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等人实际上在制
度和体制设计上承传了欧洲清教主义的基
本理念和原则。

• 自由、天赋权利、公民权、责任和义务；
最大限度地约束个人以人民和国家的名义
实施或潜在地出现专制和独裁。



问题：信仰私人化；教会碎片化？

• 自由主义传统连接着启蒙主义、科学理性、自
由平等博爱、人权和宪政；

• 保守主义传统残存于古老的基督教会传统，连
接着千年古老的贵族法统；

• 世俗主义乐于大公教会逐步被边缘化于公共领
域，被逐步碎片化，由16世纪改教时期形成的

主权国家教会信义宗、归正宗、圣公宗、罗马
天主教，演变成3万多独立的自由教会，进而
失去统一的力量去稳固基督信仰的正义原则；



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 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
义；

• 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
乱之首。

• 老子（前571-533） 《道德经》第38章



回到加尔文



《基督教要义》（北京三联版）



十字架的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