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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洛克的
“权力分立”理论
□ 许丽莹
[摘 要] 洛克是近代资产阶级第一个提出权力分立理论的启蒙思想家，
通过阅读《政府论》下篇，
并结合洛克的政治思想，
尝
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
执行权与对外权联结三个方面进行剖析。
试探析洛克权力理论的内涵，
主要从洛克的立法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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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的政治学说是从猛烈批判保皇党人菲尔麦的“君权
神授”开始的，他从自然法学说和社会契约论出发，认为人的
生存权、财产权和自由权是上帝给的，是任何人，包括君主和
国家也不能剥夺的最基本的权利，
也是不可转让的，转让的只
是其他的权利。君主及国家的权力并不是上帝授予的，
而是人
们订立契约转让出去的，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人们之所以
订立契约，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转让出去，
正是为了让国家更
好地保护这些基本权利。
在洛克看来，
“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
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
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
。[1]因此，
国家
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
要很好地保护人民的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害，
就要实行分权的
政体，一种权力受到另一种权力的制约，
才能使这些权力不被
滥用，才能保障人民的生存、
财产和自由这些基本权利不受侵
害。从而，
洛克把国家的权力划分为立法权、
执行权和对外权。
立法权是指享有权利来指导如何运用国家的力量以保障
这个社会及其成员的权力。执行权和对外权这两种权力，前者
包括在社会内部对其一切成员执行社会的国内法，而后者是
指对外处理有关公共的安全和利益的事项，其中包括一切可
以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害在内。
一、洛克的立法权至上
在论述立法权、
执行权和对外权三者关系时，
洛克反复强
调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他说：
“立法权，
不论属于一个人
或较多的人，不论经常或定期存在，
是每一个国家中的最高权
[1](P84)
这是由法律的权威性所决
力。” 立法权之所以是最高权力，
定的。洛克对此解释到：
“在一切场合，
只要政府存在，立法权
就是最高权力，因为谁能够对另一个人订定法律就必须是在
他之上。而且，立法权之所以是社会的立法权，
既然是因为它
有权为社会的一切部分和每个成员制定法律，制定他们的行
动的准则，并在法律被违反时授权加以执行，
那么立法权就必
须是最高的权力，社会的任何成员或社会的任何部分所有的
[1](P92)
其他一切权力，都是从它获得和隶属于它的。”
但是，国家的这种最高权力并不等于绝对权力，它只是一
种得自于人民的委托权力。为了防止这种委托权力变成绝对
的专制权力，洛克认为必须将立法权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他
指出要从四个方面对立法权加以限制：
“第一，应该以正式公
布的既定法律来进行统治，
这些法律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第

二，这些法律除了为人民谋福利之外不应再有其他目的；第
三，未经人民自己同意，
决不应对人民的财产课税；
第四，立法
机关不应也不能够把制定法律的权力转让给任何人。”[1](P90)
必须明确的是，立法权至上是相对于执行权、对外权而
言，从权力的来源上说，立法权来自人民，最终是人民授予立
法机关立法权的，
通过人民监督对其进行限制。人民不仅有权
授权于立法机关立法的权力，
而且也有撤消立法权的权力。[2]
洛克说，
立法权
“只是为了某种目的而行使的一种受委托的权
力，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
人民仍然享
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这是因为，
受委托来达
到一种目的的权力既然为那个目的所限制，当这一目的显然
被忽略或遭受打击时，
委托必然被取消，
权力又回到当初授权
的人们手中，他们可以重新把它授予他们认为最有利于他们
的安全和保障的人。”
也就是说，
立法权这个最高权力其实并
不是最高权力，
它来源于人民的授权，
只有人民的权力才是真
正的最高权力；当人民发现立法机关不再代表和维护人民的
利益时，
人民有权收回授予它的权力；
甚至当立法机关与人民
为敌时，人民可以采用非常的甚至强力的手段来剥夺它的权
“在一切情况和条件下，对于滥用职权的强力的真正纠正
力：
办法，
就是用强力对付强力。”
二、
洛克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分立
“由于那些一时和在短期内制定的法律，具有
洛克指出，
经常持续的效力，
并且需要经常加以执行和注意，
因此就需要
有一个经常存在的权力，
负责执行被制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
因为，
在有些政府中，
所以，
立法权与行政权往往是分立的。”
制定法律的权力不是经常存在的，而且对于执行所许的快速
来说，它的成员过于众多，因此它的行动也过于缓慢，立法机
关的经常集会和没有必要的长时间、持续的集会对于人民不
能不说是一个负担。与此同时，
如果立法权和执行权同时属于
一个机关或一些人，那么这些人就会受到权力的诱惑，他们就
会想方设法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
不受法律的制裁；而且他
们在制定法律时，
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全社会的利
益出发，
不仅不会保护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
而且还会侵害社
会其他成员的权利。在这点上，
洛克从人性的弱点这一现实出
发，提出从法律和政体的角度来限制人性的弱点，
为了不使权
力被滥用、
不让权力成为诱惑人的东西，
必须实行立法权与行
政权的分立，
主张立法权应该由民选的议会来行使，而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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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应该由君主根据议会的决定来行使。
在洛克看来，在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者关系中，立
法权显然处于主导的地位，而执行权和对外权都是隶属和辅
助于立法权的。执行机关必须遵守制定出来的法律，
当立法机
关把执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的权力交给别人之后，他们认为
有必要时仍有权加以收回和处罚任何违法的不良行政。[1](P95)很
显然，洛克坚持执行权是受立法机关的统属并对立法机关负
责，立法机关认为必要时可以对执行权随意加以调动和更换。
这意味着，掌握有执行权的君主必须依法行政，也要遵守法
律，不能把自己凌驾于立法机关和法律之上。因为执行机关是
常设机关，而且执行权又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这样很容易导
致独裁。洛克指出：
“纵然执行权拥有召开和解散立法机关会
议的特权，但是它并不因此高于立法机关。”
执行权并不是一
种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而是负有这一委托，
即必须根据当时
情势和事态变迁的要求，只是为了公共福利来行使这一权力。
因此，在坚持立法权与执行权分立的基础上，
为了防止君主的
独裁，洛克把执行权置于立法权之下。
但是，执行权并不是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由于立法机关
不是常设的，召集和解散立法机关的权力便归属于执行机关。
执行权或者是根据组织法的规定，
从行政上发出指令，要求依
照政党的形式进行选举，或者是根据公众的要求来决定通过
新的选举来召集立法机关，这样就形成了执行权对立法权有
效的制约。[3]

政治与法律

难以消解的紧张，
统治者的职能方面有两个方面，
他在内部职
能管理上必须贯彻明确的明文法规定，但在对外事务方面拥
有一种几乎完全不受制约的专有权，这固然是适应当时随着
资本主义的扩张带来的对外事务繁多以及对外事务本身的特
点的要求，但同时这就使得对行政权的限制关键在于明确界
定对内和对外事务的范围。[4]
洛克从职能的角度区分了这两个权力，考虑了政府的外
部责任和内部责任的不同性质，
“洛克所要坚持的要点在于在
对外事务上，政府不是在‘执行’
，不是在实施法律，而是在行
，[5]但洛克又强调了两者难以分开，几
使一种相当不同的职能”
乎总是连接在一起，
执行权和对外权都是经常存在的权力，因
为一个国家要经常处理突发的事件，以维持国内秩序和国家
安全，而且这两个权力有相关性，[6]因而洛克把两个权力都交
给君主统一掌握，
以便更好地行使这两个权力。并且，洛克始
终强调执行权和对外权必须从属于立法权，
不得膺越。由此，
“三权分立”
实为
“两权分立”
。
使得他笔下职能上的
综上所述，洛克分权学说的实质是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
离，
立法权是国家的最高权力，
执行权与对外权是联结在一起
的，
执行权与对外权要对立法机关负责，
不能超越法律所规定
的权限，
即使君主的特权也必须是为人民谋福利的，否则他就
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了。所有的权力都必须是为了保护人
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而存在的，无论什么权力，都源于人民
的委托，如果掌权者与人民为敌，那就是暴政，人民有权收回
自己的权利，
有权以强力推翻与他们为敌的统治者。

三、洛克的执行权与对外权联结
必须首先明确的是，洛克会将对外权单独划分出来，这是
因为他意识到对外权的行使“远不能为早先规定的、经常有效
的明文法所指导，
所以有必要有掌握这种权力的人们凭他们的
深谋远虑，
为了公共福利来行使这种权力”
。[1](P92)这当然是洛克
强调政府外部职能的真实表述，
但上述论述中的弦外之音也是
明显的：
洛克强调与对外权区分开来的行政权就必须要依据法
有限政府是一致的。
律来统治，
这与他强调立法至上、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时的英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英
国正处在确立立法部门在对内事务上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时
代，洛克从职能上划分出对外权就是顺应这一时代的产物，洛
克通过对行政权必须依法而治的弦外之音达到控制行政权的
目的。但我们同时又能注意到，
洛克这种划分的背后有着一种

[参考文献]
[1]洛克.政府论下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韦连根.洛克分权学说浅析[J].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9,(5).
[3]赵洪刚.论洛克的权力分立理论[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7,(3).
[4]杨荣山.洛克分权思想中的诸问题思考[J].甘肃政法成人教
育学院学报,2006,(1).
[5](英)维尔.宪政与分权[M].苏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6]吴德军.论洛克分权理论的时代特征[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
院学报,2004,(4).
（实习编辑：
谢玫玫）

!!!!!!!!!!!!!!!!!!!!!!!!!!!!!!!!!!!!!!!!!!!!!
（上接第 77 页）

题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总是过分乐观地估计民族发展形式，
幻想通过行政的方式实现民族的融合。苏联民族政策的失误
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必须立足于广
泛地调查研究，通过了解民族群体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发展状
况以及各方面的诉求，遵循民族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制定出
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族情以及各民族利益的民族政策。

[参考文献]
[1]徐鹏堂.苏联丧失执政能力原因名家访谈[M].石家庄:河北
人民出版社,2004．
[2]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
—为何如此
曲折[M].徐葵,张达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许新,陈联璧.超级大国的崩溃——
—苏联解体原因分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赵常,陈联璧,刘庚岑.苏联民族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7．
[5]斯大林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6]青觉,栗献忠.苏联民族政策的多维审视[M].北京:中央民族
大学出版社,2001．
[7]列宁全集(第 43 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8]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
2002．
[9]卢之超,王正泉.斯大林与社会主义——
—世界第一个社会主
义模式剖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实习编辑：
韦丹丹）

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