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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中世纪什一税探析
雍正江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撇２）
［摘

要］缴纳什一税是天主教信徒的基本义务。在中世纪早期，由于社会经济衰退、生产

力落后，什一税总量有限，只能维持教会的生存。到了中世纪中后期，由于西欧社会经济的复兴
和发展，什一税总量也迅速增加，成为天主教会财富的重要来源，它已大大超出维持教会生存的

范畴，而成为教会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遭到了西欧人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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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财政史是教会史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目

查理大帝规定，缴纳什一税是每个法兰克居民的义

前国内学者对教皇和教皇国的财政收入状况有所

务：“按照上帝的意志，我（查理大帝）命令每一个人

研究，而对教皇治下的各国教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则

都将自己财产和劳动所得的十分之一捐赠给教会

很有限。天主教会获得财富的途径很多，我们可以

和教士。所有贵族、自由人或半自由人，都应从来

将教会的收入分为教会地产收入、行使宗教职能而

自上帝的，拿出一部分还给上帝。”［５］（Ｐ１刚随着基督

获得的收入和行使司法职能而获得的收入。什一

教的传播，大约到了１０５０年，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

税是教会行使宗教职能而获得的收人中最重要的

都成了基督教形态的国家，什一税的征收范围不断

组成部分，其历史也最为悠久，“什一税是教会最重

扩大。十世纪中叶西欧各国相继仿效查理大帝的

要的财富来源”。…（Ｐ３８５）

做法，缴纳什一税日益成为硬性规定，如１０世纪的

一、什一税的征收

英格兰的民法就规定缴纳什一税是其居民的义

什一税是天主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

务。［３］（Ｉ∞１’这样，信徒缴纳什一税的宗教义务在６

税。在西方国家，征收什一税可能源于摩西指示，

世纪得到教会法的确认后，在１０世纪又得到世俗

即缴纳什一税以资助利未人和神殿的服务，“凡以

法律的普遍认可和支持。

色列出产的十分之一，我已赐给利未的子孙为业。

什一税的征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在乡村地

……因为以色列人中出产的十分之一，就是献给耶

区，向各类谷物、干草、柴薪征收的什一税称为“大

和华为举祭的，我己赐给利未人为业”。旧。基督教会

什一税”，向水果、蔬菜、牛犊、羊羔、鸡鸭、牛奶、禽

早期并不征收什一税，到公元６世纪，教会开始利

蛋等农副产品征收的什一税称为“小什一税”。在

用《圣经》中所谓农副产品十分之一“属于上帝”的

城镇地区，什一税是手工业者、商人等缴纳的现金

说法，开始征税。公元５６７年的图尔会议及第二次

或制成品，类似于一种个人所得税，征收对象是商

美昆会议都提倡征收什一税，到６世纪，欧洲教会

业利润、手工业产品利润、工资以及各类租金等，统

法规定交纳什一税是每一个信徒的义务。［３］（嘞１）但

称为“个人所得什一税”。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什一

那时信徒交纳什一税更多的是一种志愿行为，“不

税本质上既是一种土地税，也是一种所得税。“从

过长时期它（缴什一税）只有精神上的约束，违法者

理论上说，教会有权向每一个村民征收其年收入的

不受政府的制裁。到了丕平和查理曼时代，这种摩

１／１０：谷物的１／１０，家畜增长数量的１／１０，园圃中

西式的规定带有了强制力量”。［４］（脯’公元７９９年，

出产的１／１０，甚至其工资的ｌ／１０。假如他家的母鸡

［收稿日期］２００２—０３—２９
［作者简介］雍正江（１９７０一），男，江苏金湖人，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中世纪史和宗教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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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中孵了十只小鸡，它们中的一只属于教

有据可查，堂区教堂一般都编有什一税帐册。以下

会。”［３］（丹蛄）

便是史学著作中经常引用的１３９８年对英国埃塞克

在乡村地区，什一税的税额为农民收入的ｌ／

１０；在城镇地区，工商业者每一磅收人中的２先令

斯郡哈洛堂区①什一税价值的估定：［１０］（Ｐ１６６）
物品

价值

属于教会。实际上什一税的税额往往超过纳税人

谷物

２０英镑

收入的ｌ／１０，比起任何时代所知的税都要苛重得

干柴

２先令

干草

２６先令８便士

多。什一税的征收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就信徒个人

羊毛

３３先令４便士

来说，审理有关什一税的诉讼是教会法庭的司法权

羊羔

３３先令４便士

限之一，法庭有权对拒不缴纳什一税者实行开除教

牛犊

１３先令４便士

猪仔

１３先令４便士

鹅

１０先令

籍之类的宗教惩治；对于群体而言，堂区主持人有
权停止拒绝缴纳什一税地区的宗教活动，以拒绝主

水果

５先令

持礼拜仪式等形式来报复该地区拒绝纳税的行为，

大麻与亚麻

３先令４便士

蜂蜜

ｌ先令

以此使该地区屈服。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什一税是
教会获得收入的关键途径。［６］（Ｐ４）
二、不断增殖的什一税

磨坊

ｌ先令

个人所得什一税

６先令８便士

总计

２７英镑９先令

中世纪初期，西欧的日耳曼封建国家相继接受
了基督教，但国家并没有供养教会的义务，因此对

上表是英国教会的一个基层堂区——哈洛堂

于基督教信徒来说，建造、维修、装饰寺庙、供养僧

区１３９８年征收什一税的情况。向谷物、干柴、干草

侣等都必须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根据英格兰的古

征收的什一税属于“大什一税”，指堂区居民将当年

老习俗，教堂的建筑和家具由堂区居民保养，他们

所收粮食和柴草的大约Ｌ／１０缴给教堂。向牛犊、

有维持教堂完好的义务。”…（Ｐ３８３’新旧圣经中又规

猪仔、鹅、蜂蜜、水果、大麻和亚麻征收的什一税属

定教会有以下责任：救济鳏寡孤独、善待过往行人

于“小什一税”，指堂区居民将当年新饲养的家禽，

等，以上善功都要耗费钱财，而这些钱财也必须由

新酿的蜂蜜、新收割的大麻与亚麻的大约１／１０缴

信徒来出。信徒的纳税额该如何计算呢？教会便

给教堂。表中的“个人所得什一税”是指当年从事

采纳了新旧圣经中纳税十分之一的说法，“什一税

打工和经商的堂区居民将其收入的大约１／１０缴给

可以作物、牲畜等物缴纳，用于神职人员薪俸、教堂

教堂。什一税既可以缴纳实物，又可以将应缴物品

日常经费以及赈济等。”［７］（嗍）

折算成货币后缴纳。英国著名经济史家斯旺森

中世纪初期，由于长期的社会动荡、蛮族入侵

（Ｒ．Ｎ．ＳｗａＩｌｓｏｎ）将其全部折算成了货币。１４—１５世

和其他因素使得西欧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地破坏，

纪，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英国平均一英亩耕地的收

出现了明显的倒退，“中古早期的西欧社会发展水

益不超过８０便士，［１１］（９１９４）如表中所列，哈洛堂区

平，无论是与古典文明的鼎盛时代，还是与同期的

一年所征收的什一税至少相当于８０多英亩（约合

亚洲经济水平相比，都显得十分落后。”［８］（Ｐ３５１）在生

４９０多华亩——作者）耕地的全部收入。

产力严重不足、物质匮乏的中世纪早期，信徒只有

从上表可以看出，“最重要的什一税来自谷物

将其产品或其他收入按较高比例捐赠教会，才能维

和家畜”，［１］（Ｐ３８５’因此什一税的负担也主要落在农

持教会的生存和基本运作，因此缴纳什一税成为每

民身上，而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土地。在乡村地

一个信徒的基本义务。另外，由于中世纪初期的农

区，天主教会既向已耕种的熟地收缴什一税，也向

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工商业极其落后，什一税总量

一切新开垦的土地征收什一税。到了１０世纪末

也很有限。教会只有精打细算，才能维持教会财政

期，西欧的大部分土地仍然是森林、荒地或沼泽，意

的正常运转，如查理曼时代的什一税由主教征收，

大利只有很小一部分土地有人耕种，法兰西土地的

其所得款项是被严格分配的。“其中ｌ“归主教，

一半或一半以上，低地国家（指今天的荷兰、比利时

其他３／４被指定作为维修和修建教堂、维持教区僧

所在的地区）土地的２／３，英格兰土地的４／５，都没

侣薪给和救济穷人之用”。【９］（９２６６）

有人耕种，［１２］（Ｐ１６６）日耳曼地区在６世纪时，耕地只

什一税所征收的物品多种多样，为了在征收时

占土地总面积的３．５％至４％。［８］（Ｐ３５１’伴随着生产

①堂区是最基本的教会管理单位。以一个教堂为中心，连同周围一定区域内的居民便形成了一个堂区。在乡村，一个堂区
往往就是一个村庄或一个庄园。从１３世纪末到１６世纪前半期，英格兰和威尔士堂区总数约在８６００—９５００之间（刘城：
《英国中世纪教会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第４３页），哈洛堂区是其中之一。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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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改进、生产技术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加，西欧

教城市”，基本上丧失了工商业功能。１０一１１世纪

农民开垦了大量荒地，并在１０世纪末、１１世纪初

的农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而成

到１４世纪开展了大规模的“垦殖运动”。垦殖运动

为大大小小的工商业中心的新兴城市又极大地刺

结束以后，以前的森林、荒地和沼泽变成了肥沃的

激了工商业的发展和繁荣。诺曼征服英国以后，英

耕地和广袤的牧场，正如法国学者布瓦松纳所言：

格兰新建城市１７２座，威尔士８４座，加斯科尼１２５

“这种拓殖的结果，就是使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土地

座，而在整个中世纪中，欧洲有将近１０００座新城市

都得到了耕种。”［１２］（Ｐ２０２’土地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天

建立。ｍ］（Ｐ１９９）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和新兴城市创造

主教会从新开垦的土地上获得了大量的什一税收

的社会财富与日俱增，按照个人所得每一磅缴纳２

入，“从格利高利教皇的改革以来，大部分来自按收

先令给教会的规定，教会从工商业者和城市市民身

成征收的什一税，这种税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地

上榨取的什一税总额也在迅速增加。１３世纪以

增加”。［４］（Ｐ２９４）

来，随着城市的兴起和工商业的发展，欧洲比以前

伴随土地开垦、人口的增加而来的是农业生产

富裕得多了，但尽管欧洲有着更大的财富和更多的

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重犁的使用，马耕代

人口，欧洲人的什一税和其他宗教负担却没有减

替牛耕，三圃制代替两圃制和农业耕作技术的改进

轻，［９］【哪５）教会和工商业者、市民的矛盾也在发展。

等，一方面扩大了耕地面积，另一方面又大大提高

三、什一税的异化

了农业劳动生产率。８—９世纪，西欧主要谷物如

西欧各地天主教会通过向教徒征收苛捐杂税

大麦、小麦、燕麦和豌豆的产量为种１收２（即种子

获得了巨额财富，到了中世纪中期，教会一改过去

的平均产出率为ｌ：２）。［”］（Ｐ５３１’英国著名学者贝涅

的清贫而成为欧洲最有特权和最富有的机构。缴

特根据１３世纪的《亨利农书》，估定１３世纪英国种

纳什一税依然是信徒的基本宗教义务，但征收什一

子的平均产出率为１：３．５左右。［１４］（Ｐ１１８’到了１６世

税的目的却出现了异化。中世纪初期，由于社会经

纪，这一比例明显提高了，根据欧洲经济史家Ｐ．克

济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力极其落后，征收什一税是

里德特提供的数据，１５００—１５４９年英国种子的平均

为了教会的生存，在那个“信仰的年代”，人们时刻

产出率己达到１：７．４。［１４］（Ｐ１０５）种子平均产出率的提

离不开教会的引导和关照。教会有义务按照上帝

高意味着亩产量的提高，贝涅特根据《亨利农书》，

和基督的要求教化信徒，信徒有义务赡养教会。但

推算出英国１３世纪的平均亩产量为２３７公斤／英

到了中世纪中期，伴随着农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

亩。［１４］（Ｐ１０７）而到了１６世纪初，英国的平均亩产量

贸易复兴和城市的兴起，社会财富的总量不断增

己达到了３６８公斤／英亩。［１４］（Ｐ１０８’根据收获物的十

加，天主教会征收的什一税总额呈现水涨船高之

分之一属于教会的规定，１３世纪英国每英亩的什

势，什一税已不再只是为教会的生存服务，而成为

一税平均税额为２３．７公斤，而１６世纪每英亩的什

教会腐败的重要经济因素。这突出地体现在教会

一税平均税额为３６．８公斤，这样１６世纪每英亩的

的世俗化倾向和它的腐败上。“所谓教会内部的世

什一税平均税额比１３世纪增加了５５％。耕地的大

俗化问题，是指教会内部越来越多的高级神职人员

量增加、亩产量的不断提高，一方面使天主教会从

敬业精神日益淡漠。他们不再履行宗教职责，反而

农业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什一税收入，另一方面，

贪图钱财利禄，……从信仰的神圣宝殿一下跌人世

农民缴纳的什一税总量也大大地增加了，教会和农

俗欲望的深渊，从拯救他人的上帝使者一下堕落为

民之问的矛盾逐步加剧。

凡夫俗子。”［８］（Ｐ３７５’在财富面前，天主教会日益走向

中世纪初期的西欧，在蛮族的冲击之下，城市

堕落和贪婪，上帝的尊严大打折扣，人民不能不认

凋敝，工商业萎缩，教会活动的中心也由城市转向

为，教士除了世俗利益，即千方百计搞钱外，再也没

农村，教会能够从工商业中获得的什一税收入是非

有其他信仰了，在贪婪的教士那里，“上帝死了”。

常有限的。１０世纪，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完成、外族

面对从神坛上跌落的天主教会，西欧民众的不

入侵浪潮逐渐减弱、大规模的农业垦殖运动、工商

满情绪普遍高涨，人们激烈反对教会拥有世俗的财

业的繁荣活跃和城市的普遍兴起，使西欧开始进入

富，什一税是天主教会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它成为

了封建文明的鼎盛时期。至９世纪时，在农业恢复

人们抗议的突出目标。中世纪西欧民众缴纳什一

发展的基础上，西欧城市的数量开始增多。及至

税的历史经历了“志愿纳税一强制纳税一抵制纳

１１世纪中叶以后，在旧城市人口增加、规模扩大的

税”的过程。英国的威克利夫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

同时，新城市大量出现。中世纪初期，数量不多、破

驱，他在１４世纪后期便提倡宗教改革，抨击什一

破烂烂的西欧城市几乎都是宗教中心，被称为“主

税，威克利夫认为信徒缴纳什一税应回到初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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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复兴和发展才是天主教会走向衰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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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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