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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頓騎士的政治特徵 
 

 

 
 

 

條頓騎士團背景 

 

騎士團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建立的軍事修會組織，他們把中世紀歐洲的傳統的

騎士階層和僧侶的紀律、節制相結合，稱為“新型的騎士”，是帶有政治性。

建立騎士團最初的目的是協調神聖和世俗的使命，保護並照顧前往耶路撒

冷的朝聖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繼承遺產、接受贈與以及掠奪，騎士團組

織的實力越來越強大，成為重要的軍事政治力量，其中最重要的三大騎士團

的實力差不多可以和那些國王們相提並論。 

 

三大騎士團中最早成立的是聖約翰騎士團，通常被稱為醫院騎士團，它一直延

續至今，稱為馬爾他騎士團。第二個成立的是聖殿騎士團，它是十字軍東征期

間最顯赫、力量最強大的騎士團。最後一個成立的是條頓騎士團。 

 

條頓騎士團的成立 -- 和政治軍事有密切關係 

 

條頓騎士團的德文全稱是“Orden der Brüder vom Deutschen Haus St. Mariens in 

Jerusalem”（耶路撒冷的德意志聖瑪麗醫院騎士團），它的拉丁文名稱是

“Ordo Teutonicus”（縮寫為OT），英語則為 “Teutonic Order”，因此通常被

稱為條頓騎士團，它的成員是德意志貴族。 

 

1190年，一個由德意志商人組織的醫院在距耶路撒冷不遠的阿卡城外成立，目

的是救助聖戰中基督教戰士的病患(德意志人)。1198年，醫院吸收了約40個騎士

加入，仿照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的規章，醫護規章是仿照醫院騎士團，軍

事規章是仿照聖殿騎士團，在耶路撒冷附近阿卡大教堂正式成立條頓騎士團，

從而實現了軍事化。騎士團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宗雙重領導，並得到雙

方極大的支持，從前者取得了大量地產，從後者取得了大量的特權，並且逐步

從醫院騎士團的影響下擺脫出來。條頓騎士團和其他兩個的英、法色彩騎士團

不同，重點放在支援德意志人。 

 

騎士團成立之初，教皇批准他們穿和聖殿騎士團一樣的白色長袍，不過上面繡

著的是黑十字，作為兩者的區別。此後，白底黑十字就成為條頓騎士團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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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條頓騎士團旗幟上的十字跟一般的十字不一樣，它偏向左邊，而不是左右

對稱。北歐國家的旗幟，瑞典、丹麥、芬蘭、挪威、冰島等國的國旗上都有這

種偏向左邊的十字，這種十字被稱為斯堪的納維亞十字。條頓騎士團國雖然

滅亡，但騎士團的黑十字標誌仍被繼承並延續下來，在第二帝國、魏瑪共和

國以及第三帝國的軍旗上，黑十字都是重要的標記，它代表了從條頓騎士團開

始的一脈相承的軍事傳統。 

 

條頓騎士團的政治軍事制度 

 

騎士團的中央機構主要由全體騎士大會、行政議事會、總團長組成。其中總團

長(The Grand Master)為最高首領，是領土最高所有主，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諸

侯，由選舉產生，終身執政。團長下設五大“總管”組成行政議事會，輔助執

政:大統領((the grand commander)掌管土地、軍事統領(the supreme marshal)是軍隊

的指揮官、財政官(the treasurer)是財政首腦、慈惠院檢察官官((the supreme 

hospitaller)掌管宗教事務、軍需官(the supreme draper)掌管軍糧供應，後來又監管

貿易往來。行政議事會每年只開一次例會，或者在特別情況下臨時召集。 

 

騎士團在成立之初，成員由兩個階層構成:騎士兄弟會和教士兄弟會。騎士兄弟

(Knight-brethren )嚴格遵守三項誓言:安貧、守貞、服從，而且必須幫助病弱並同

異教徒作戰。騎士兄弟披的黑十字白披風，平日進行嚴謹的軍事訓練，生活方

式簡樸、單調但嚴格。騎士兄弟是騎士團的核心力量。教士會兄弟(priest-

brethren)和騎士會兄弟不同，他們沒有三項誓言的約束，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給民

眾進行祈禱並從事一些宗教事務，他們為騎士和在醫院的病患主持聖事，並作

為隨軍神職人員同騎士們一起出征。教士兄弟在普魯士和立窩尼亞不能被選為

團長、統領和副統領，但在德國可以被選為統領。後來，在這兩個階層之外又

增加了第三個階層——軍士兄弟會(Sergeants，serving brothers )，他們披著灰

色，上面有三角十字架的較小斗篷，這表明了他們在騎士團的地位。 

 

騎士團對波羅的海地區的高征服效率依賴騎士們優良的裝備、勇敢的精神、

優秀的作戰技能之外，另一方面也由於當地武裝力量裝備的低劣、防禦技術的

低下以及軍隊組織的渙散。騎兵在中世紀是決勝負的力量。在中世紀，每一名

騎士在正式成為一名戰士之前，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體格、打鬥、騎馬以及作

戰技能的訓練，這樣的訓練往往從小就開始，同時也培養了他們的英勇精神。

騎士團的部隊主要是重裝騎兵，其裝備主要有長矛、劍，全身由厚重的

盔甲保護，戰馬也披著愷甲，每個人都可成為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都

是一座活動的堡壘。事實上，騎士團在成立之初，只有40名騎士加入。即使

在騎士團顛峰時期，普魯士和立窩尼亞的騎士一共也沒有超過1000人，可見騎

士高戰鬥力。加入騎士團有非常嚴格的限制，這些要求和聖殿騎士團非常相似:

必須是非常年輕(年滿14歲)，身體健康，沒有身體缺陷，不能有債務或其

他義務的拖累，而且必須是騎士的後代。東北歐地區，如普魯士、立陶宛、

立窩尼亞等地裝備卻是簡陋的可憐，他們很少有盔甲，武器也粗糙，也談不上

組織，堡壘通常是由木頭圍成的柵欄。 

 

 

條頓騎士團 – 影響從小亞細亞到波羅地海沿岸，主要是出於政治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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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頓騎士團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成立的一個宗教軍事團體，理想是為信仰而

戰，在耶路撒冷建立基督教國家。騎士團內部也分裂為兩派，主張將聖地置於

優先考慮，和主張將集中在波羅的海地區。前者是羅馬教宗所支持，初期佔據

著優勢，騎士團總部也一直在阿卡城。 

 

從某程度上，條頓騎士團成立時，聖城時代已經過去，前往小亞細亞的不是絡

繹不絕的朝聖者，而是歐洲君主率領的大軍，在這些位高權重的君主手下，還

有聲名遠揚的聖殿騎士團和醫院騎士團，騎士團作為獨立的組織發展實在困

難。儘管騎士團努力與穆斯林作戰，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局勢卻越來越對條頓

騎士團不利，作為一個政治軍事實體，投資沒有回報，反而條頓騎士團將活動

中心移到波羅的海沿岸後，取得了利益保證，和軍事成功，條頓騎士團成為一

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取得經濟成果，在德意志殖民的歷

史上書寫了重要的一頁。條頓騎士團全盛時期，控制了東西普魯士，整個波羅

的海東岸，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區，以及在南部義大

利、希臘、西班牙、法國的屬地。 

 

從編年活動(附錄)，我們可以看到條頓騎士團的發展，起和落，都和騎士團的

政治特徵有密切關係。簡單來說： 

 

年份 事項 

1190-1198 條頓騎士團成立。 

1195-1199 在耶路撒冷、小亞細亞發展得到的利益有限。 

1190-1229 在耶路撒冷、小亞細亞發展期，成就不大，1291年正式退出。 

1216-1234 得到教廷，德意志和波蘭的利益保證，在波羅的海附近發展。 

1237 與立窩尼亞的“聖劍騎士團”合併，佔有波羅的海南岸和東

岸。 

1226-1285 完成征服普魯士，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政權——騎士團國。 

1309 總部遷到普魯士的馬林堡。 

1346-1401 購買了愛沙尼亞，控制了波羅的海東岸的全部出海口，擊敗了

立陶宛，加入漢薩同盟，佔領格特蘭島，得到諾伊馬克。 

1410 波蘭—立陶宛聯軍在坦能堡擊敗條頓騎士團，後者從此衰落。 

1440 在馬林堡建立了反抗騎士團的普魯士聯盟。 

1500 條頓騎士團被逐出希臘。 

1511-1525 解散了普魯士境內騎士團組織，宗教改革，騎士團國世俗化。 

1561-1562 把立窩尼亞交給立陶宛，立窩尼亞騎士團正式解體，騎士團還

俗，在庫爾蘭和塞米加利亞建立公國，從屬波蘭和立陶宛，騎

士團撤到南德和奧地利。 

1809 拿破侖入侵德意志後，宣佈禁止條頓騎士團活動。 

1929 條頓騎士團改組為一個純宗教的騎士團，發揮其慈善和宗教的

功能，直到現在。 

 

條頓騎士團的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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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政治軍事實體，條頓騎士團的出現和衰落也不是偶然的，它的興衰緊

扣著中世紀歐洲社會的發展。 

 

騎士團軍事改革的滯後，使騎士團的軍事技術、軍事制度、軍事思想落後於對

手，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戰爭的失敗引起財政的破產，財政的破產使軍事

更加難以為繼，歐洲經濟的發展與進步，政治統治除了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力量

來維持，更需要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和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這方面騎士團更加

落後於它的對手 

 

軍事因素 

 

 14世紀是西方騎士制度走向沒落的時代。騎士們開始沉溺於浮華、虛

榮，變得頹廢、萎靡，更重視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戰鬥的效率，越來越

安全的裝備同時也成為沉重的裝備負擔，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和戰鬥力。

騎士團缺乏以往對信仰的堅定、宗教的熱情和對總團長的忠誠，更多關心

的是攫取較好的職位和編織自己的勢力網，成了一些特權人物牟取利益的

機構。 

 騎士團內部兵源的日益萎縮和離心力的日益加劇，前者由於對加入騎士

團的條件更為嚴格，以保持條頓騎士團為德國人的騎士團，而後者是由於

權利下放和各省獨立活動的結果。後期放寬多了來自其他國家的非德語騎

士，但導致了騎士間積怨與不和。 

 14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正經歷著重大的軍事變革:軍事城堡的修築更加堅

固、完善，進攻愈為不利；步兵革命，例如瑞士方陣和英國長弓手為代表

的步兵，取代重裝騎兵，提高了戰鬥力；和火炮的出現和運用，隨著火炮

製造技術的不斷改進，威力逐漸增大，火炮帶來的己經不只是恐懼，而且

它還帶來實際的毀滅，成為了攻城的有效武器。儘管騎士團掌握了當時先

進的火炮技術，但同時這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重盔快馬的優勢。這些都軍

事變革改變了中世紀後期軍事進攻和防禦的優勢對比。 

 面對15世紀以來的軍事變革，騎士團還是沿用15世紀以前的戰爭指導思

想和作戰規則，講究原則、高貴和禮貌的不合時宜作戰方式，未能處理許

多新的武器、新的兵種、新的作戰技術以及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觀念出

現，難以對抗軍事改革後的波蘭和立陶宛，例如波蘭新式常備軍的出色表

現和立陶宛誘敵的戰略戰術。 

 

經濟社會原因 

 

 中世紀的後期，歐洲各國經濟有了長足進步，城市興起、市場發達、

經濟繁榮，紛紛開始建立自己的財政體系，發展本國的實力，實現自

己的政治抱負。條頓騎士團未能建立和完善整套的管理、服務機構和隊

伍，這其中經濟的發展以及財政的使用尤為關鍵。騎士團沒有遠大的政治

抱負和雄才大略，只有目光短淺、變本加厲的巧取豪奪，沒有承擔起作為

一個強大的國家應有的地區責任，因而也沒有得到與之相應的尊重，相

反，條頓騎士團成了闖入波羅的海地區，有著武力後盾的經濟機構和貿易

同盟集團，一個危害社會秩序的侵略者。 



	   5	  

 雖然騎士團掌握有雄厚的財力，然而，巨大財政只是被用於商業和金融投

資，而忽視了行政、國防以及教育諸如此類的國家建設。騎士團在不顧宗

教禁律，在當時信用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巨額利息的誘使下，參與很多

失敗的投資。 

 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直在13世紀之前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財政

體系。地方貴族勢力在國家的政治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央影響微

弱，在王權逐漸加強的過程中，中小土地貴族在商品貿易的有力衝擊下，

卻紛紛破產，作為重要反對勢力等力量在逐漸減弱，這也有利於中央財政

的建立。中央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進行穩步的國家建設提供了有

力的經濟保障，各國不僅加強了軍隊建設，而且積極進行各方面事務

的管理，發展農業、工商業，興辦公共設施，發展國民教育等。雖然

騎士團掌握有雄厚的財力，但限於角色，不容易像一個國家政治實體般設

立一個中央經濟機構， 

 

政治原因 
 

 歐洲的中世紀史可以是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秩序重建的歷史。條頓

騎士團的興衰正是體現了這一秩序重建過程的特點。歐洲秩序重建過程

中，基督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行了秩序重建的第一步。基督教也

無法獨自建立世俗秩序，但彰顯的是教宗與歐洲各國皇帝的角力，1122

年，雙方簽訂了《窩姆斯協定》，是教宗對世俗力量對其挑戰的一個回

應，雖然教宗贏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它導致了世俗力量的覺醒，喚起了世

俗力量為重建歐洲秩序的責任感。14世紀的歐洲和中世紀前期的歐洲已經

是完全不同了。外來入侵活動沒有了，流浪生活在整個歐洲內部停止下

來，各族移民都己居有定所，財產成為固定的。舊的社會因素和形式行將

消失，新的更為集中、更為正規的權力在興起。第二次的教俗權力之爭由

世俗力量挑起，先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之後是英法國王，要求按照自

己的意願進行秩序的安排，取得了巨大的突破。條頓騎士團本身是基督教

進行秩序建設過程中產生的特定政治軍事集團，它存在的基礎就在於異教

勢力的存在和教俗力量的支持。向波羅的海地區的荒蠻之地傳播，軍事力

量是重要，因此條頓騎士團的角色明顯。1386年，立陶宛大公迎娶波蘭女

王，波蘭和立陶宛合併，立陶宛接受基督教。歐洲最後的一塊異教領土皈

依了基督教，條頓騎士團己經無法得到教俗力量的支持了，使條頓騎士團

再也沒有最初為信仰存在的理由了，不僅如此，隨著波羅的海地區大片荒

蕪之地逐漸的被開發，經濟不斷發展，城市生活日益繁盛，軍事的作用愈

益減弱，騎士團也從一個地區建設的角色變成了阻礙經濟發展的角色，這

不僅遭到新興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也被傳統的政治力量所拋棄。由

於騎士團控制的巨大的財富和資源，已經成為財政窘迫的新興世俗力量垂

涎的目標。 

 

By 胡海宇 (Stephen)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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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編年活動 - 條頓騎士團 

年份 事項 

1190 在阿卡大教堂正式成立條頓騎士團。 

1195 - 

1197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1189年－1192年）期間，來自德意志地區的騎士

多次獲贈土地和城堡。（1195年4月，香檳區的亨利伯爵贈提爾

（Tyre，今黎巴嫩境內）作為據點，1196年3月再贈其在雅法（今特拉

維夫附近）的封邑；另有德皇亨利六世在1197年年贈送義大利和西西

里的教堂，修道院和醫院），逐漸在耶路撒冷地區形成勢力，但亦沒

有什麼突出的表現。 

1198 3月5日，條頓騎士團成立於阿卡（Acre），今巴勒斯坦境內，其後一

直以阿卡作為總部至1291年。 

1199 9月19日，教宗英諾森三世頒布訓令，規定條頓騎士披聖殿騎士一樣披

風，用黑色十字章，執行醫院騎士團一樣的團規。 

1210 條頓騎士團在耶路撒冷地區獲得一定的勝利，並參與第五次十字軍東

征，進入埃及，但最後在曼蘇拉戰役（Battle of al-Mansura, 1221年8月

30日）中慘敗。 

1211 匈牙利國王安德列二世（Andreas II）邀請騎士團前去幫助鎮壓普魯士

庫曼雷人（Kumanen），代價是將Burzenland（位於今羅馬尼亞境內）

給騎士團作為封地。 

1216 2月18日，條頓騎士團獲得教廷頒發的贖罪證，以及教宗霍諾留斯三世

授予的113項特權（1221年1月9日）。 

1225 由於條頓騎士團企圖在他們的封地上建立獨立的國家，並從德國招募

農民進行殖民活動。安德列二世將他們驅逐出境。 

1226  條頓騎士團開始了征服普魯士的工作。條頓騎士團與德意志腓特烈二

世達成協議，獲得普魯士境內的所有貴族特權，至1285年完成。 

1229 條頓騎士團和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一起進入耶路撒冷時，隨著德皇從東

方的退出，這一理想又落空。 

1230 波蘭的康拉德公爵（Konrad von Masowien）企圖向北邊的Kulmerland地

區擴張在他和條頓騎士團簽訂的條約中承諾：如果條頓騎士團征服

Kulmerland，他將把這塊土地永久贈予騎士團。利用河流於1230年到達

普魯士的庫爾姆，之後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托爾恩(1231)、庫爾姆

(1232)、瑪利亞維爾德(1233),雷登(1234)、格勞登茨(1235)、瓦爾加

(1239)。同時，從德國移入大批居民，在城堡周圍發展起德意志的城

市居民點，對普魯士進行蠶食。 

1234 教皇格利高九世（Gregor IX）承認騎士團對他們征服的土地的所有

權，同時要求他們將當地原住民基督教化，稍前騎士團亦已得到神聖

羅馬帝國同意。 

1237 與立窩尼亞的“聖劍騎士團”合併，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大片土地盡

歸條頓騎士團所有。 

1242 由於冰面承受不住騎兵重量，條頓騎士團在楚德湖受到俄羅斯人重

創，其擴張勢頭才在東部受到遏制。 

1285 經過五十多年的流血屠殺，條頓騎士團終於完成了征服普魯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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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片土地上他們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政權——騎士團國。 

1291 阿卡城陷落後，條頓騎士團的總部沒有退往馬爾他，而是遷到了威尼

斯。當時有一種趨勢是三大騎士團合併，以增強騎士團的實力，這樣

勢必影響到條頓騎士團的獨立。同時，隨著教宗由羅馬遷到阿威農，

失去了對騎士團的保護，而當聖殿騎士團已經開始受到迫害，條頓騎

士團必須調整自己的生存和發展政策。 

1309 條頓騎士團獲得但澤走廊地區，和波蘭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把設在

威尼斯的總部遷到普魯士的馬林堡，這時他們完完全全地成為一個獨

立的國家。 

14 世

紀 上

半葉 

波蘭在國王Wladislaw I的領導下再次團結原本四分五裂的波蘭，跟條

頓騎士團的關係也變得緊張。1343年波蘭承認了條頓騎士團國佔領

Pommerellen和但澤，雙方的敵意仍未打消，波蘭是條頓騎士團國重要

的潛在威脅。 

1346 從丹麥人購買了愛沙尼亞，控制了波羅的海東岸的全部出海口。 

1370 騎士團擊敗了立陶宛——騎士團在東方主要的敵人。 

1379 條頓騎士團加入漢薩同盟(騎士團許多城市在剛成立不久就加入漢薩同

盟)，14世紀末佔領格特蘭島。 

1386 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活動損害了東北歐一些國家的利益，特

別是波蘭和立陶宛，他們非常恐懼和憎恨騎士團國。立陶宛大侯爵

Jagiello與波蘭女王Hedwig結婚。婚後，立陶宛大侯爵被加冕為波蘭國

王，促成立陶宛和波蘭合併，結成了統一戰線，共同對付騎士團國，

改變力量的對比。 

1391 條頓騎士團在摩里亞戰役中失敗，被逐出摩里亞半島。 

1402 得到諾伊馬克(原屬勃蘭登堡)領土面積達到3000平方普裏((1普裏

=7532.5米)，人口達到100萬。在坦能堡戰役之前，條頓騎士團是波羅

的海地區組織最為完善、權利最為豐富的一支力量。 

1410 騎士團和波蘭—立陶宛聯軍在坦能堡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結果

以騎士團失敗，雖然騎士團在普魯士和波羅地海倖存下來，但是領土

越來越小，軍事力量也越來越衰弱，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經歷的政治

的危機，經濟的衰退，騎士團精神的萎縮，是條頓騎士團一個異常痛

苦的時期。7月15日，條頓騎士團與波蘭、立陶宛、俄羅斯聯軍進行第

二次坦能堡戰役（又稱格林瓦爾德戰役，並非一次大戰的坦能堡戰

役），條頓騎士團再次敗北，包括總團長在內的全部指揮官陣亡，從

此一蹶不振。 

1440 53位貴族和19個城市在馬林堡建立了反抗騎士團的普魯士聯盟。 

1453 普魯士聯盟與波蘭結成同盟，由此引發了連續13年的戰爭，直到1466

年簽訂第二次托恩和約方才結束。 

1500 條頓騎士被土耳其人徹底逐出希臘。 

1511 21歲的Albrecht被選為條頓騎士團大團長，他拒絕臣服於波蘭，爆發戰

爭，騎士團國被擊敗。Albrecht回到德意志。當時的德意志境內正在進

行宗教改革，Albrecht很快被新教所吸引。 

1525 在馬丁路德的建議下，Albrecht辭去條頓騎士團大團長一職，將騎士團

國世俗化，解散了普魯士境內騎士團組織，建立了一個公國，騎士團

統治了300年的普魯士重獲新生。在公國內進行宗教改革，對外則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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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波蘭的臣屬關係。 

1561  11月28日，騎士團把立窩尼亞交給立陶宛，騎士團還俗，在庫爾蘭和

塞米加利亞建立公國，從屬波蘭和立陶宛。 

1562 3月，立窩尼亞(寶劍)騎士團正式解體，完成了其獨特的歷史使命。條

頓騎士團撤到南德和奧地利，軍事規模也小了很多， 

1683 條頓騎士團曾在維也納曾抵禦土耳其的入侵。其後，騎士團逐漸演變

成存宗教的組織。 

1809 拿破侖入侵德意志後，宣佈禁止條頓騎士團活動，騎士團僅在奧地利

有容身之處。 

1834 條頓騎士團得以再次公開活動，此時他們的產業大部已經世俗化。 

1929 條頓騎士團改組為一個純宗教的騎士團，其名稱也由OT（條頓騎士

團，Ordo Teutonicus）變為DO（德意志騎士團，Deutscher Orden），騎

士團繼續發揮其慈善和宗教的功能，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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