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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研究】

宪政的国际法 ： 全球治理的宪政转向
陈喜峰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全球宪政纠正了国内宪法体系因全球化而日益增长的缺陷，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合法化的

契机。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的依托和互动，催生了对国际法宪法化趋势和宪政理论的探讨。传统国际法缺
乏与制宪权理论相称的法理，无法完全论证国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现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合作
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三分结构的最新
分支。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与此同时，
全球宪法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国际法的宪政仍然存在诸多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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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全球治理理论在多个学科甚至

［文章编号］ 1000 － 5072（ 2013） 01 － 0059 － 10

跨学科中广泛运用于对国际事务的描述，特别

框架。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依托于联合国、欧
盟和世贸组织等全球治理“位置 ”，宪政、国际

是更新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和权力导向的现实主

法和全球治理为其主要发展和争论问题提供了

义世界观念。尽管同样是针对全球或国际问题

跨学科的分析

的一种理论，全球宪政理论的兴起仿佛只是近

家之间的关系和问题相比，今天，代表着国际社

几年的事情。如果说全球治理强调“没有政府

会整体利益或者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问题 ”，

的治理”，全球宪政则暗示着“非国家的宪法 ”。

以及牵涉到某些国家或地区的“区域问题 ”，成

本文试图揭示全球治理与全球宪政的逻辑关

为了关系到全人类福祉的新领域、新问题。 这

系，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对“宪政的国际法 ”进行

些全球问题和区域问题突破了传统的地域和主

理论建构。

权界限，以其如同核爆炸式的放射性后果令各

［1］

。与格劳秀斯时代主要关注国

国牵涉其中。

一、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之
依托和互动关系

全球治理之使用“全球 ”而不是“国际 ”措
辞，表明全球治理理论强调治理活动的多层次
特征，倾向于淡化国际、跨国或者国内层面的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日益成为一种

分。全球治理存在一个由不同层次的行为体和

普通知识，应运而生的全球治理理论主要提供

运动构成的复杂结构，强调行为者的多元化和

了国际关系学的一种描述，全球宪政理论则为

多样性。除国家及其政府外，全球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宪政视角的国际法律分析

还包括正式的国际组织以及非正式的全球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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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等。全球治理理论也强调在营造共识
的基础上，以协调的方式构建多层次的网络，对

体系，包括用以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

全球问题实行各种路径的综合治理。 简言之，
全球治理具有对象的全球性、主体的多元性、层

程序等。全球宪政理论要求并认为国际法体系

次的多级性和方式的多样性等特征。 实际上，
在冷战后包括近年来的“反恐”、“低碳 ”时代，

是，宪法在所构成的法律体系中具有效力上的

全球治理使主权国家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处
境之中： 一方面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得到前所未

律体系的顶端。 而现实的发展在于，国际法已

有的加强，另一方面却在经历着一个权力逐渐
分散和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

就传统国际法而言，国家自创立时起就置身于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成为
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和“超国家组织 ”、形成

则确定其基本的权利和义务，而无需 （ without）

中的跨国甚至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治理的领域。
“治理”以各种方式发生在地方、国家、区域、国

主体和适用以及国家管辖范围的分配之
其渊源、

际和跨国、全球或世界等各种层面。 有学者提
出，所谓“治理的国际法 ”正在出现，其主要特

些国际法规范甚至有违（ against） 国家的意志，例

征是国际法的主题事项显著扩展、国际法的制
定程序逐渐削弱了国家的同意与国际法义务之
间的关联以及国家在解释和适用国际法时，逐
渐失去了灵活性。 特别是国际和跨国的制度、
机构和实践日益对国际事务产生重大影响。简
言之，“治理的国际法 ”正在使国内法和国际法
［2］907 － 931
。 在 此 基 础 上，既 然
的界 限 逐 渐 模 糊
“治理 ”以 各 种 方 式 发 生 在 各 种 层 面，相 应 的
“宪法化”或“宪政 ”也可能发生在超出国家以
外的其它层面，并被认为是“全球宪政”、“多层
次宪 政 ”、或 者“宪 政 网 络 ”（ constitutionalism

的所有跨国性的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
形成了一定的规范等级。国家宪法的基本功能
至上性，不仅组织了一种法律体系，而且位于法
经出现了体系化、纵向化甚至宪法化的趋势。
国际法某些基本性质的规则的框架中，这类规
其同意。这类基本规则主要是指国际法中确定
［6］37 － 115

基本原则和规则

。从现代国际法来看，有

如被认为处于国际宪法核心的国际强行法规
［7］195 － 374

范

。这类规范超出了国家与国家的双边

或多边关系、特别是国家的“立法”功能之外，成
［8］217 － 243
。 简言
为国际法的高级法 （ higher law）

之，
国际法的宪政发展，
使全球治理活动逐渐合法
并为全球宪政的正当化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化，
在功能的意义上，全球治理意味着各种非
国家的国际组织、国内的各种民间组织同样分
担着国家的治理权力。治理意味着一系列来自
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
者，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惟一的权力中心。 各

network） ［3］39 － 41 。

种公共的和私人的机构只要其行使的权力得到

全球宪政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
球治理理论，而且具有重要的能动作用，并发展

了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在各个不同层面

出独特的全球宪政的国际法学面向。其关键在
于，全球治理理论本身不能使全球治理获得合
［4］1079

； 而全球
法性，而只是一种描述性的阐释
［
5］
203
，提供了使全球
宪政理论则以宪政为视角①
治理合法化的契机，具体体现为规范、功能和价
值三个面向。
在规范的意义上，全球治理的规制即维护
国际社会正常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

上的权力中心。全球治理的实质是以全球治理
机制为基础，而不是以正式的政府权威为基础。
简言之，权力已经分散，而且不得不分散。
问题在于，当主权权力或者公权力日益在
国际层面直接或间接由国际组织和其他行为者
行使或者主导行使时，就需要论证这类行为者
的权力如何生成和发展，以及其边界和限制。
而全球宪政理论的强项之一，正在于为其提供
一个公法视角的法律基础。全球宪政关注在国

有学者认为，宪政与一系列实质性价值相关联，诸如民主、负责任性、平等、分权、法治以及基本权利，在集体
① 宪政具有丰富的内涵，
行动和保护的框架内的个人自由和福利； 程序上，则作为实践理性的行使，这类价值通过制度加以明确、解释和平衡，并因此通过商
议和决策的形式诸如宪法契约和公民投票之类，以满足所涉及的合法性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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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或者说非国家层面政治权力的分配、构成和
限制，强调公共决策的权力及其控制日益从民

球性法律共同体，主张国际体系的宪法特征是
奉行和保证基本法律价值，以按照共同价值和

族国家向区域和职能性的非国家行为者乃至非
政府行为者转向。 正如有学者认为，国际法秩

［12］86
。
共同之善规制和引导各政治强权实体
总之，全球宪政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全球治

序的宪法化是指国际法秩序主体权能组织和再
［9］51
。根据国家层面
组织、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

理，又能动地为全球治理提供补偿、基础、保障
和指南。在全球治理和全球宪政理论的这种依

的宪政理论，政府由宪法构成，以限制其对国家
权力的行使，即所谓有限政府； 这同样适用于超

托和互动关系之中，催生了对国际法宪法化趋
势和宪政理论的探讨。从国际法的相应发展来

国家和国际机构形成的自治网络，谋求在国家

看，可以认为，全球宪政既是指一种思潮和政治
设想，倡导在国际法领域施行诸如法治、制衡、

权力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中正当地建构国际公权
力。有学者认为，确定公权威 （ public authority）
如何行为的方式之基本法构成了国家的宪法，
以此比较国际政治过程，在全球政治体 （ global
polity） 中管制政治活动和关系的最重要规范的
［10］1380
。 简言之，全
总体，可以被称为国际宪法
球宪政谋求通过国际法规制在国内和国际层面
的公权力，进而实现规制国际政治社会。
在价值的意义上，全球治理的价值即在全
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应当是超越国
家、
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的
全人类的普世价值。 按照全球治理理论，政府
“统治”权威的最终保障来自于对合法暴力手
段的垄断，其以强制为特征； “治理 ”的权威主

人权保障和民主等宪法原则，旨在改善国际法
［13］1 － 2
； 也是国际法逐渐
秩序的有效性和公平性
出现宪法特性的现实过程，尽管形式意义的国
际宪法尚不存在，国际法秩序中的基本规范的
确履行着宪法功能，全球宪法即管制全球政治
［14］397 － 411
。
体中政治活动及其关系的最重要规范
全球治理的全球宪政面向，要求在国际法学中
建构一种宪政理论，分析全球宪政趋势，解释国
际法的宪法和宪政问题，提出国际法宪政的理
想前景以及指导国际法的宪政实践。本文以下
即对此作出初步立论，以求批评及作为进一步
研究的基础。

要源于共识，以自愿为本据，离开了普遍认同，
治理就难以真正发挥效用。而全球宪政理论为

二、宪政的国际法： 概念构成

所谓普世价值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从而为全
球治理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提供指南。这

1964 年，德裔美国国际法学者沃尔夫刚 ·
弗雷德曼 （ Wolfgang Friedman） 在《变动中的国

体现为全球治理不仅要提供“公共物品 ”（ public goods） ，而 且 应 彰 显“共 同 之 善 ”（ common

际法结构》中提出，国际法的结构一般经历了从
共存（ co － existence） 到合作 （ co － operation） 、再

good） ，并创设政治框架促进对共同之善的宪法
商议①。全球治理具有或需要具有对共同目标、

到共同体 （ community） 的发展。 从共存的国际
法到合作的国际法，是国际法从主权行为之间

共同命运、共同遗产以及对全人类的共同关注，

的协调过程到国际法本体的发展，宗教、经济和

这些公共物品所体现的全人类利益和国际社会
整体利益可以统称为“共同之善 ”。 例如，以国

意识形态的多种多样将对合作的普遍性提出挑
战。共同体的国际法在支持共同体利益优先于

家之间为主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最典型的共同
［11］15
。正如有学者认为，全球宪政是指推
之善

个体国家利益的进程中不断进展，
特别在国际环
境法、
推动国际共同体关注自决权问题的一系列

动按照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指导政治权力的全

规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中得到体现。弗雷德曼

在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各有其义，一般地说是指对一既定共同体绝大多数成员所共享和有
① 共同之善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
利的“善”。在自然法理论的传统中，保护和促进共同的善对于法的权威性来说是充分而又必要的条件。对于国家这一政治共同
体来说，共同之善要求容纳个人在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使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负责任的行为而自由选择其生活，实现公民美德和遵
守道德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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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
如果人类希望实现更有效的国际（ 社会） 组
［15］60 － 71，
131，
152 － 160
。
则国际法必须发展为宪法
织化，

间关系和国家利益等“三国 ”之咒，以国际法的
应有价值或者说“共同之善 ”建构国际法的理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霍夫曼也对国际法体系
结构进行了审视。 霍夫曼认为，在一个稳定的

想前景。

国际体系中可以区分出三种国际法： 关于政治
架构的国际法，诸如界定基本状况、某些基本准
则和国家间开展政治博弈规则的一揽子协定；
关于互惠的国际法，规定在各种具体问题领域
中形成和发展国际关系的条件和规则，一般受
关于政治架构的基本法规限定； 关于共同体的
国际法，处理那些不能以相互分离的、处于竞争
状态的各国国家在利益上的互惠为基础，只能
以其行动超越了狭隘国家利益的共同体为基础
［16］205 － 237
。
才能得到最佳解决的问题
德国国际法学者图姆夏特认为，国际法逐
级成为一种复合的体现，将经历共存的国际法、
合作的国际法、作为全面指导社会生活的国际
法和国际共同体的国际法等四个阶段。在此意
［17］37 － 50

。
义上，“国际法可被视为人类的宪法”
我国学者易显河提出，国际法在冷战巅峰
时期表现为共存，在缓和时期表现为合作，在冷
战后表现为共进（ co － progressive） ； 所谓共进的
国际法是一种包罗万象，在道德和伦理进步方
面比在其它方面更为专注的法，以人类繁荣为
［18］55 － 68

终极目标

。

我国学者古祖雪提出，传统的共存国际法
以国家间的共存、独立与平等为价值，主要规定
国家对国家的义务，强调维护国家行使主权的
权利。合作国际法以国际社会的稳定、安全与
发展为目标，主要规定国家对国际社会的义务，
要求让渡国家行使主权的权利。人权国际法原
本属于“合作国际法 ”的范畴，但它以人的存在
与全面发展为诉求，主要规定国家对个人、国际
组织对个人的义务，主张约束国家行使主权的
［19］37 － 38
。
权利
在上述对国际法的三分结构分析中，一个
共同点是在国际共同体、国家或政府间国际组
织、个人的关系之中展开对国际法发展形态和
状态的叙述，主旨都是试图破解国家主权、国家

在本文第一部分的理论基础上，笔者提出，
当代国际法出现了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
法与宪政的国际法三者具有内容的递进性和时
间的共时性的发展，宪政的国际法成为国际法
三分结构的最新分支①。在国际社会结构未有
根本变革的国际法体系中，共存与合作的国际
法仍然是主流，但国际法的宪法化趋势及其宪
政发展是前沿、前瞻和前景。
与共存的国际法、合作的国际法相比，宪政
的国际法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在规范的意义上，共存的国际法确认
国家以独立为核心的基本权利，主要适用于国
家间的法律关系； 合作的国际法确认国际组织
的国际法人格，主要适用于国家、国际组织和国
际社会之间的法律关系； 宪政的国际法确认个
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适用于
国家、国际组织与个人彼此之间以及与其所构
成国际共同体之间的法律关系。
第二，在功能的意义上，共存与合作的国际
法，都以作为公权力的国家主权权力在国际层
面的确立、约束和让渡为基础，是一种一元法律
关系； 宪政的国际法还涉及到国家主权权力和
个人的基本权利在国际层面的二元法律关系。
主权权力在国际层面的运行既需要宪政的构
成，也需要限制，而个人的基本权利对公权力的
抵抗功能同样在国际层面得到彰显。
第三，在价值的意义上，共存的国际法关注
国家的价值，合作的国际法关注国家和国家之
国际社会的价值，而宪政的国际法除了国家和
国家之国际社会的价值外，还关注个人的价值
和全人类共同的价值。 其中，仅从“法益 ”的角
度看，个人的价值是国际共同体的国际法中的
初始和最终价值： 国家、国际组织和全人类的共
同利益，是作为个人的基本权利所需要考虑的
公共利益，对个人的权利加以外在而不是内在
的制约。

共存、合作与宪政的英文单词都以“co”开头。
① 与弗雷德曼和易显河等学者的措辞使用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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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质，并在很大程度上为现代国际法所传

三、传统国际法的宪政缺失

承。国际法的合法性观念表现为有效性而不是
也一般无需追问正当性，进而为国际法的各种

1648 年威斯特
就国际法的历史发展而言，

规范所彰显。 例如，这种合法性观念反映于国

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是近代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家的构成标准上，根据 1933 年 12 月《关于国家

的起点，以其为基础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权利和义务的公约》第 1 条的规定，领土和人口

第一次以条约的形式肯定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国

这两个标准实际上受制于第三个标准，即“有效

家主义。16 世纪分别由马基雅维里和布丹所

的政府”，强调的是政府对领土和人口的事实状

首次提出的“国家”和“主权”话语，为源于欧洲

态下的控制和统治，是一种统治有效性而不是

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所践行。主权特别是内部主

正当 性 的 表 达。 第 四 个 标 准“对 外 交 往 的 能

权强调领土内所有成员服从于一种中央权威，

力”显然受制于国际共同体内其他主体的承认，

结束了中世纪社会具有多样性和分散性的“无

而对国家或政府的承认是一种典型的单方行

政府状态 ”，从而彰显了国家本身的价值。 但

为

是，延绵至今的威斯特伐利体系并没有解决国

成要素，都是静态的、形式的而非实质条件，只

际法在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国际法的

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对实证事实的表达，

主流逻辑是不关注国家、主权及其国际法的正

而不是对正当性的一种追求和体现。

当性，而以主权论证国际法体系的合法性，并反
之以国际法论证国家及其主权的有效性。
从宪法学看，宪法学所建构的合法性理论，

［21］101

。因此，传统国际法所确立的国家的构

第二，在缺乏能够全面代表国际共同体并
具有最高权威的中央机构的情况下，作为个体
行为者的国家不仅是国际法实施和适用的主

以人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为起点，以制宪

体，更是国际法的“造法 ”主体。 国家的各种行

权表明制定宪法的合法性。宪法合法性是指宪

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会对国际法的创制产

法秩序在规范或者道德上的可接受性，一方面，

生影响。由于国际法依赖于国家自身，因而对

规范性的合法性以宪法内容为基础，即对宪法

一种违反“先前”国际法的行为的接受，或者相

内容的可接受性； 另一方面，也以宪法如何制定

当于催生了新的国际法规范，或者是改变了其

的 程 序 为 基 础，即 对 制 宪 程 序 的 可 接 受

适用的效果，无异于使违法根据产生的结果成

［20］423 － 463

。宪法学以制宪权 （ pouvoir － constit-

为合法。例如，在所谓正义战争论和战争权被

uent） 原理对宪法合法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建

19 世纪的国际法学者霍尔
认为是合法的时代，

构。宪法由制宪权所创建，其合法性来源于人

就认为，没有可以推翻国家某种行为的“共同

民主权和个人的基本权利。 程序上，宪政推定

体”力量，对于国家 （ 一般是强权国家 ） 所形成

国家权力行使合法化的基础是得到人民的预先

的大多数国际情势和事实，国际法体系只有接

同意，宪法的制定必须是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

受，或者虽然主张其不合法然而迫于现实而逐

宪法的诞生和生效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或确

渐接受。

性

认。实体上，宪法的内容要符合现代宪政的基

第三，国际法的逻辑起点建构在国家主权

本原理，即保障人权的实现并抵抗国家权力对

而不是人民主权之上。 法国学者西耶士认为，

人权的侵犯。

本质上人民主权存在于国民的制宪权中，制宪

与宪法学相比，国际法只是建构了有效性

［22］85 － 86

权与人民主权如同一体的两个面向

。制

意义上的合法性，而尚未解决正当性意义上的

宪权理论与人民主权学说一脉相承，是人民主

合法性问题。 这种状况，源于国际法及其国际

权学说在价值形态上的合理延伸，其价值功能

共同体与国内法及其国家共同体的诸多迥异。

在于推动间接民主的实现和保证各种法律规范

第一，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共同体中发展
起来的传统国际法，贯彻了有效性而不是正当

［23］560

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 制度化、实证化

的国家权力由宪法直接确认，使自然法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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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主权转化为国家主权。而现代国际法所强

是一种用以朝向国际共同体“共同之善 ”的权

调的国家主权在理论渊源上深受 19 世纪德国

力，而是一种为国家自身利益而行使的主观权

的国家法人说影响，该说认为主权归于国家本

利

身，
身为主权主体的国家自身就是“最高的法秩

人的国民服务的，国家没有个人人权天赋的那

序”。尽管国际法上的国家主权说与宪法的国

种特质。实际上，有学者将国家的基本权利作

民制宪权说并非直接抵触，人民主权说直接反

为国际法效力的根据，也因缺乏坚实的法理基

对的是君主主权而不是国家主权； 但是，国际法

础而未获得普遍认可。

［26］217 － 384

。但国家本身不是目的，是为其作为

学认为国家就是国际法的“制宪权 ”本身，而主

从实践看，自 17 世纪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

权同时是国家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实证意义的

叶，是共存的国际法为国际法主流的时代。 这

国家主权显然不足以解答正当性意义上的国际

一时期所签订的条约，主要是主权统治者之间

法合法性问题。

签订的双边条约，其内容多为在发生战争时获

第四，宪法学以制宪权理论实现政治国家

得相互之间的援助，或者旨在通过建立新边界

与市民社会的实质划界，而国际法仅在领土与

或确定以前的边界来恢复秩序和调节边界纠

有效控制方面实现了形式划界。在市民社会的

纷。而且，这些条约通常没有创设国际行为的

多元权力中心的结构形成之后，必将直接影响

一般规则，本质是促使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存而

国家权力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宪法成为设置

不是制约主权的自由裁量。 因此，传统国际法

不同群体的政治优势或障碍得以实现权力制衡

在本质上是双边的，不能被认为超出了其主体

的充分表达。国际法学认为国家主权具有对内

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关系。 总之，国际法由于缺

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两个面向，其中内部主权

乏与制宪权理论相称的法理，无法完全论证在

解释了国际法在国家法律秩序中的效力依赖于

正当性意义上的合法性，在理论上无法充分解

国家的同意。 因此，在传统国际法关于其效力

释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在实践中经常屈从于事

根据的学说和实践中，国家的同意都具有举足

实状态下的国家权力。

轻重的地位。 也因此，传统国际法被认为在更

四、当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

大程度上与私法而不是公法相似，即一种平等
主体之间自治的法。
第五，国家的基本权利不具有与个人基本

传统国际法并不能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意义

权利相似的“先宪法性质 ”。 在宪法学上，国民

上的合法性依据，而这正是近年来全球宪政以

个人的基本权利先于国家而存在，为宪法所确

及国际法宪政命题的一种主要针对问题。随着

认和保障而不仅仅是宪法所规定的。在宪法不

现代国际法的宪法化发展，这种正当性的缺失

够完善的国家，某些不可剥夺、不可减损的基本

正在得到弥补。

权利仍然具有不成文宪法的意义，要求国家予
以遵从。其不可反驳的规范性前提在于保护人
［24］36

性尊严这一宪政价值的核心

。 在此意义上

国际法的宪法化和全球宪政是两个密切相
［27］931

关而有所区别的概念

。 前者描述一种过

程，后者相当于一种精神态度或一套完整的体
［28］12 － 16

说，基本权利既是宪法价值体系的核心，其实现

系

程度也成为合法性的检验标准。而国际法上的

出现之简称，意味着一套规范发展为宪法，或者

国家基本权利，传统上主要指独立权、平等权、

一个实体制定了宪法。宪法化概念意味着一个

管辖权和自卫权等，与人性尊严这一宪法核心

逐渐发展的过程，揭示宪法或宪法性法律可以

价值并无直接关系。正如德国公法学者施密特

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生成和成长，也意味着法

指出： 国家本身没有真正意义的“基本权利 ”，

律文本在一种积极的反馈过程中获得或者最终

国家 只 能 作 为 一 种 制 度 而 受 到 宪 法 律 的 保

丧失了宪法特性。因此，最简单地说，国际法的

［25］

护

。在传统国际法中，国家主权不能被视为

。宪法化是对既定法律秩序中宪法的

宪法化即出现、创制和确认国际法秩序中的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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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宪政要求宪

的概念，应更加反映集体良知和所组织共同体

法是良宪，是具有正当性的宪法。 宪政所包含

内国家的社会必要性。国际法的新发展是国际

的价值，是宪法实质和制度规定的基础。 不同

法从共 存 向 合 作 的 逐 渐 转 变 以 及“国 际 共 同

宪法的具体规定可能很不相同，但可能其体现

体”概念的出现，这类发展使诸如强行法义务、

法要素的持续过程

［30］3

的宪政价值是相通的

。在此基础上，宪法化

所指向的宪法应当是宪政宪法或正当宪法。
尝试将宪法规则适用于国际领域是宪法主
权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 10 年间占主导

普遍义务或者人类共同继承遗产之类的概念不
［33］226； 270 － 271

断确立

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而尚
国际共同体概念的出现，
未指明国际法的更新发展是出现了宪政的曙光。

地位的象征，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获得了一
［31］

定的复兴

。在日本学者筱田英朗看来，宪政

。 在笔者看来，Bedjaoui 所谓

国际共同体可以说是一种“作为法律共同
体的国际社会 ”，由所有国际法的参加者构成，

或立宪主义是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绝对国

包括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人民和少数者、交战

家主权和世界政府之间倾向“折中 ”的政治表

团体、个人等

达。国内宪政的要旨是约束国内社会中公权力

价值为基础旨在保护人类集体利益的规则、程

的宪法规则的主权权威。 同理，所谓全球宪政

序和机制的总体，国家应当是国际共同体而不

也可通过约束国际社会中的公权力的国际规则

是国家自身的代言人，“甚至在没有或违背了个

的相同主权权威而获得实现。既不存在国际宪

体国家的意愿的情况下，国际共同体对某些基

法也不存在国际立法机构的事实与作为一种意

本价值提供了保护 ”

识形态的宪政思想模式毫无关系，宪政或立宪

都源于国家不过是工具，其固有的功能是服务

主义的政治含义是指对基本法律统治的信仰。

于本国公民的法律所明确规定为人权的利益。

所以，筱田英朗用“宪法的 ”一词表示一种“全

纽黑文学派代表学者赖斯曼甚至主张，根据现

球宪政”的理论倾向： 制定一套效力高于主权原

代国际法，人民主权已经取代了国家主权，国际

则的基本规则。

法事关国民而不仅仅是国家的

［34］472 － 481

。国际共同体强调以共有

［35］289 － 438

。 所有这类价值，

［36］642 － 645

。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国际法从本质上从一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禁止使用武力和以

种“弃权性质的守则 ”，正在向“积极的合作性

武力相威胁原则，并非仅仅是对主权的限制，而

质的规则”发展。 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都旨在提

是主权平等得以成立的必要前提

供国际共同体的“公秩序 ”，从而更新了主要建

权平等是由国际共同体的宪法来界定和保障的

立在双边承诺基础上的“私秩序 ”，并通过大量

国家的法律权威和自治，国家的自治是国家自

的多边条约为作为整体的国际共同体提供了依

决的空间，而国家在国际共同体中的身份平等。

托。国际法不再限于消极的弃权守则，而且包

这种外部主权确定了共存与合作国际法的总体

括要求国家以特定形式对“国家之社会 ”采取

结构和本质内容。宪政的国际法则对传统主权

行动 的 积 极 义 务。 除 了 管 制“边 界 本 身 的 问

施加另外两种限制，分别是任何国家都有义务

题”外，许多国际体制的国际法现在也试图解决

保护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个人的基本权利，以及

［32］7

“跨边界问题”和“边界背后的问题”

。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全球化、全球问题和

［37］837 － 851

。主

相随的国际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利
［38］132

益

。在宪政的国际法的主权观念中，现代

全球利益催生了国际共同体的概念构成，进一

国际法不仅应保障国家主权平等、保障宪法自

步使国际法向具有价值判断的“宪政性质的规

治权、对国际共同体的参与权、联合国中的主权

则”发展。 正如国际法院审理“威胁使用或使

平等，也应增加包括全人类和个人在内的“国际

用核武器的合法性案”的法官 Bedjaoui 认为： 国

共同体导向的主权平等”。

际法在 20 世纪初尚为明显的实证主义、自愿主

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尽管对人民的经济和

义和对国家同意的强调，但现在逐渐实现了从

社会生活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影响，但也促进了

主观到客观的转变。国际法应是一个更加客观

像人权、法治和民主这样的越来越受到国际保

· 66·

陈喜峰：

宪政的国际法： 全球治理的宪政转向

2013 年 1 月

护的宪政价值。这一进程的效果正日益反映在
价值观和政策领域中，文化和社会特殊性或多

公权力行使的界限。
第二，国际法的法治化意味着在当前无政

样性并不限制对人权的保护或对民主制度的加
入。宪政的国际法和国际法的宪政，使以有效

府、但是有秩序的转型世界中追求和建设法治。
国际法治要求在不同的层面实现“良法 ”和“善

性为特质的现代国际法增加了正当性的价值判
断，
逐渐转化为对国际法合法性的法律话语和现

治”，即内容与目标设定良好、形式完善的规范
［40］63 － 64
。
在国际事务中被普遍地崇尚与遵行

终将影响到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变迁。
实诉求，
笔者认为，全球宪政反映于国际法的面向，

实践中，国际法各领域的法治发展是不均
衡的，有些尚处于萌芽，有些处于合法化过程，

主旨在于借鉴国家宪政在制度设计和政治设想
上的成就，以人权保障、国际法治和民主治理等

有些则已经达致宪法化阶段。 在国际层面，法
治原则并非如同国家那样明显，但是国际法治

宪法原则组织国际法体系的规范等级，形成国
际共同体的基本法律秩序，指引主权权力在国

的第一要素即法律对政治的优先性和法律确定
性原则是存在的。

际和跨国层面的运行，实现对国际共同体中的
个人利益、国家利益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保障

国际法治致力于国际关系的合法化。国际

和协调，旨在促进国际法秩序的有效性和公平
性。与宪政所包含的人权、法治和民主相应，当
代国际法的宪政转向，在实践中表现为国际法
和国际关系的人本化、法治化和民主化：

关系的合法化即国际关系逐渐由规则和程序而
不仅仅是权力和利益所调整。合法化具有描述
性和规范性的双重意义，描述性意义上是指合
法化的实际过程，例如更加依赖于条约这类硬
法、更精确的规则和争端解决的法律模式。 规

第一，国际法的人本化主要是指国际法的
原则、规则和制度更加重视对个人权利和利益

范性意义上的合法化则是指应加强国际关系的
［41］15
。
法治，以法治的原则和方式管制国际秩序

和全人类整体利益的确立、保障和施行，国际法

国际关系合法化的目标是国际法治，而国
际法治根本上应奉行国际宪法之治。 据认为，

的理念和价值中逐渐增多了以个人为导向的发
［39］89 － 103
。
展
国际人权法和人道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后得到蓬勃发展，不少规范已经成为国际法中
具有宪法至上性的国际强行法，并进而波及到
其他国际法的领域。不仅在外交保护、引渡、庇
护和难民这样直接与个人相关的国际法制度中
更加关注对个人权益的保障，国际法的人本化
对国家主权豁免、外交法、国际刑法乃至国际经
济法和国际私法等也产生重要影响。
笔者认为，国际法人本化的核心价值在于
尊重人性尊严。 与国家宪法相似，人性尊严同
样是国际法宪政的“基本规范 （ Grundnorm） ”。
在宪政的国际法中同样存在“权利宪法 ”，是指
以人之尊严作为基本规范，以基本权利的国际
化所形成的国际人权规范作为价值体系和价值
基础，确认并保障与国家和国际组织相关的个
人的基本权利，使国际法的宪法秩序得以确立

法治的基本要素载于《世界人权宣言》。《世界
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规定，为了使人类不致迫不
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
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在《世界人权宣言 》中，
“法治”一词应理解为指宪法法治，从而使政府
机构的权力与限制以及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均
在一部法典中给予承认并加以规定，该法典高
于从属立法，并需要根据人民的主权意志予以
批准或修改①。
第三，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民主化是指国际
法的制定和实施程序日益民主，国际法的内容
及其实施结果体现民主价值，
国际法逐渐确认民
主权利和出现了增进和保障民主的国际法制度。
宪法化是一种深层次的民主化过程。在国
际法和国际关系中，国际法的民主化进程尽管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际人权法律制度和
机构，但“民主的国际法 ”和国际法的民主化内

① 参见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促进和巩固民主的进一步措施》的第 2002 /46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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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显现出相对独立的面向和趋势。这一进程正

［2］Mattias Kumm．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A

促成建立在保护民主方面的共同价值观、原则

Constitutional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The European

规则和体制机制基础之上的国际民主制度，其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4，
15．

中包括在联合国实践中增进民主和举行自由公
正的选举，有些区域性国际组织例如美洲国家

［3］Anne Peters．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Revisited［J］． In2005，
11．
ternational Legal Theory，
［4］Amichai Cohen． Bureaucratic Internalization： Domestic

组织采 取 集 体 行 动 保 护 民 主 的“集 体 民 主 体

Governmental Agencies and the Legitimization of Interna-

制”。就参与国际共同体的各种成员而言，所谓

tional Law［J］．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纵向民主即公民的民主参与，例如国家议会代

2005，
30．

表和跨国公民社会参与国际法的制定和实施过
程，作为对行政机构在国际层面运行的监督。
所谓横向民主即国家在政府间决策中的参与，

［5］J． Tully． The Unfreedom of the Moderns in Comparison to
Their Ideal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J］． Modern Law
Review，
2002，
65．
［6］Bardo Fassbender． UN Security Council Reform and the

是指所有国家平等参与国际法制定和实施的权

Right to Veto［J］． 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有效参与。

1998．
［7］Christian Tomuschat． Obligations Arising for States With-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国际法已经出现了与国家相平
行的宪政实践和理论发展，全球宪政通过宪政
的国际法实现治理，而不是或不仅仅是依赖权

out or Against Their Will［J］． Recueil des cours，1993，
241．
［8］B． Simma． From Bilateralism to Community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Law［J］． Recueil des Cours，1994，
250．
［9］Erika de Wet． The international constitutional order［J］．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2006，
55．

力。全球宪政实际上纠正了国内宪法体系因全

［10］Armin von Bogdandy，Philipp Dann and Matthias Gold-

球化而日益增长的缺陷，也为全球治理提供了

mann，Developing the Publicnes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合法化的契机。 国际法的宪政，是逐渐有差别

Law： Towards a Legal Framework for Global Governance

的和有等级的国际法的简称，是政治统一体的
象征，旨在加强国家之间的法律联系，并建构国
［42］853 － 909

际共同体的组织结构

。宪政的国际法，

Activities［J］． German Law Journal，
2009，
9．
［11］A． Watts，The International Rule of Law［J］． Germ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3，
36．
［12］（ 德） 克里斯蒂安·图姆夏特． 国际法中的立宪主义：

关注国际共同体中的个人价值，国家和国际组

评德国的一个建议［J］，柳磊，译． 国际经济法学刊，

织在国际层面受到国际宪法体系和宪政价值的

2008，
15（ 2） ．

限制，个人在国际法中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
的保障得到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宪法
化的过程是有条件的并存在路径依赖，共存的
国际法和合作的国际法仍然在宪法化的世界里
存在。而且，当代国际关系中存在诸多反宪法
化的趋势。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结合中国的当下
关注，全球宪政的规范、原则和目标价值如何能
够取得认同和达成，法律统一性和普遍性的目
标如何与文化和社会多样性之间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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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Judgment Standard for
Patenta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
CHEN Jian
School of Civil，Commercral and Economiclaw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r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China

Abstract： Commerce method inventions have gradually become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patent law
after 1990s．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whether the business method i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ange of patentable object and how to define
the judgment standard and principles in all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These countries and regions can be categories of two types：
emphasiz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r emphasize technical features． In the matter of improving and pefecting judgment standard for patentability of business method of our country， the elements to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features in China are proposed and the “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st
method and “preempt”concept are introduced． It
is better recommended to earlier introduce the suggestions for novelty and creative judgment，and review principles for improving the function and
effect．
Key words： business methods； patent； patentability； machine or transformation； technical features

2013 年 1 月

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ts constitutionalism theory．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law
lacks the jurisprudence commensurate with the
pouvoir-constituent theory，and thus can not completely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addition considering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there is an progressive and the synchronic development among international law of coexistence，
cooperation and constitutionalism，and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are the new branches in this threefold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umanization，legitim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practice show the constitutionalism turn of
international law． Meanwhile，the global constitutional process is conditional，people first，leagal
and democratic and has path dependence． The
constitutionalism of international law still faces a
lot of challenges．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Constitution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anxi Merchant Cao Runtang and the
Mongolia Cultiv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FU Hai-yan

International Law of Constitutionalism：
the Constitutionalism Turn of
Global Governance
CHEN Xi-feng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China

Abstract：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have rectified
the growing defects of domestic constitutional system due to the globalization，but also provided
global governance with a legitimate opportunity．
The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have
brought about the discussion of the trend of consti-

Institute of Chinese Modern History，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Wuhan 430079，China

Abstract： The Mongolia Cultivation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 among all the Cultivation Affairs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refore the proposal
of under Cao Runtang，Yi Gu established the West
Road Cultivation Company． It was just Cao
Runtang's proposal on establishing cultivation company that helped Yi Gu quickly to open up the new
situation of the Mongolia Cultivation． Moreover，
in the case of the accusation of cultivation，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ultivation companies later became an important charge against Yi Gu's dismissal． Based on the purpose of making profits，Yi Gu
immediately retreated the capital of Shanxi 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