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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代議政府理論 

 

在十八世紀末期的西方社會，民主尚未成為普遍被接受的理念。在英國，由

於貴族仍然居於主導政治的地位，因此，人民在政治領域的角色仍然不那麼受到

重視。儘管英國在十八世紀中葉之後，就不斷有人在推展議會改革運動，但這些

運動本質上仍然是失敗的。如果按照嚴格的定義來講，至少要到 1832 年的改革

法案通過之後，民主才逐漸得到確定的地位。作為民主理念重要辯護者的彌爾，

不僅見證了英國社會從貴族政治邁向民主政治，更重要的是，他曾經為民主理論

做出了重要的辯護。本章就是要將焦點放在彌爾的民主理念上面。 

本章的主旨是要論證，彌爾對於民主理論的貢獻在於：民主政治以保障個人

權利為目的，要達成這個目的，必須使政府的利益與人民的利益相一致。達成政

府與人民利益一致的方法就在於「代表」的概念，唯有具備良好德性的代表來監

督政府，才能真正地使政府對人民負責。 

本章的架構如下，第一節，筆者將說明彌爾政治關懷的起點是要打破英國社

會長久以來存在的貴族統治的問題。第二節，說明彌爾承接邊沁以來的法學傳

統，強調以法律的方式對於個人權利進行保障是政府成立的目的。第三節，指出

儘管彌爾認為追求人民利益是重要的，但他並不認為將選舉權交在全體人民手中

會有利於當時英國政治的發展；相反地，他肯定英國社會當中，中間階層的重要

性。這些中間階層受過良好的教育，扮演了形塑民意的角色，因為唯有他們才能

真正認識到什麼是整個政治社群的共同利益。第四節，說明彌爾對於代表的概

念，有三個特色，首先是借用柏拉圖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利益一致」的論點，

來證明代議民主在現代的必要性；其次則是強調代表應該是從個人利益出發的社

群利益，而不是單一團體的特殊利益；第三則是，彌爾的代表理念介於柏克和盧

梭之間，結合了人民主權和領導權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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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打破「邪惡利益」 

 

光榮革命只有在政治上跨出了英國走向議會民主的第一步，然而，在社會結

構上，光榮革命卻是強化了英國政治中，由貴族主導的地位。至少要到十八世紀

中葉之後，英國激進派興起，中產階級意識型態逐漸取得主導地位，打破貴族政

治才成為政治改革者的普遍訴求。彌爾的政治論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打破這種現

象。本節將結合歷史事實與彌爾的文本來說明彌爾如何主張打破貴族的「邪惡利

益」。 

要談彌爾等激進派所批判的英國政治，必須從英國憲政傳統談起。十七世紀

前半葉的英國，可以說是一個內戰的年代。1在這個時候興起一種論述，它宣稱

在 1066 年征服者威廉一世（William I）征服了英格蘭，建立起了諾曼王朝（the 

Normans）之後，英格蘭便開始了封建主義（feudalism）的統治。「回到黃金年

代」、「回到自由的盎格魯、撒克遜」、「回到高貴的野蠻人」這些不同的口號都表

達了相同的訴求：英國人想要回到在國家和私有財產出現之前的那種平等狀態。

（Hill, 1958: 62-63）持有這種論述的是當時英國共和派的人士，基於英國人早先

所擁有的自由已經消失而喊出這些口號，試圖找回諾曼征服之前的精神。由於諾

曼的征服者威廉的統治建立了絕對王權，因此許多人試圖找回諾曼征服之前的自

由精神。1688 年的光榮革命使得當時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II）流亡，隨之

在 1689 年繼位的威廉（William）簽署「權利法案」（Bill of Rights），此法案將

國王的徵稅權以及維持常備軍的權力等等都限制於國會的同意之下方能進行。權

                                                 
1 十七世紀可以說是歐洲許多國家的「內戰世紀」，例如：英國在 1642-1651 年之間為了議會主

權還是國王主權的問題連續打了三場內戰（Civil War）。法國在 1648-1653 年發生了內戰性質的

投石黨運動（Fronde），這個運動主要的目的是要限制國王權力，所造成的結果是，路易十四（Louis 
XIV,1643-1715）在他逐漸掌控法國政治之後，堅持國王的絕對主權。在當今德國境內的各邦國，
於 1618-1648 年間發生了三十年戰爭（The Thirty Years’ War），這場戰爭的主因是天主教和基督
新教之間的衝突；這場戰爭結束後各邦國簽署了西發利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立了各

邦國的主權，而荷蘭也在這時候脫離西班牙的統治而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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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法案被視為修復了英國人具備自由精神的憲政傳統。這種論述一般被稱為「諾

曼之軛」（Norman Yoke）。 

從 1688 年的光榮革命之後，英國人就開始以自己有的憲法為傲，這種氣氛

甚至可以從十七世紀末期一直持續到今天。「英憲崇拜」（Cult of the British 

Constitution）這個觀念從十八世紀開始便興起於英國政治當中。持有此一觀念者

認為英國憲法自從光榮革命之後，已經恢復了諾曼征服之前的英國人的自由，同

時，光榮革命也創造了王權、貴族和人民三者之間的巧妙平衡，也就是所謂的「均

衡憲政」（balanced constitution）。因此，那些無論是要捍衛當下政府正當性的，

或是要挑戰當下政府正當性的人，都必須針對光榮革命的傳統來做出回應。 

十八世紀，面對輝格黨捍衛光榮革命傳統的論述，則有來自兩方的不同聲

音。其中一方來自於托利黨，另一方則來自於激進派。 

托利黨人對於光榮革命所締造的均衡憲政傳統頗不以為然。這批捍衛統治階

級的人士試圖捍衛統治政權的正統性，因此其意識型態就援引自過去。史家 Clark

就指出，英國統治集團的正統性可以追溯到教會和法律。在這兩者當中，法律是

他們所使用的最直接工具。最顯著的例子是法學家布萊克史東（William 

Blackstone,1723-1780）對於法律的觀點。他強調，特權的合理性在於，它可以去

除輝格官員對於年資和道德水準的重視。布萊克史東所使用的論述乃是十八世紀

早期托利黨人所使用的修辭，他的論證支持了 1760 年以後，也就是喬治三世繼

位之後統治者特權的正當性。儘管在輝格黨的論述上，他同意對於王權應該進行

一定程度的制衡。然而，他也堅持，王權是來自於繼承的，而不是來自於選舉的。

因此，他倡議這樣的信念：「國王是不會死的」。為了拒斥王權來自於選舉，以及

王權必須對人民負責的觀點，布萊克史東加以駁斥。他甚至拒絕承認 1688 年光

榮革命的正當性，認為光榮革命所要求的完全是一個新的原則，在英國歷史上從

未發生過（Clark,1985: 201-202, 204-205）。無論是對於布萊克史東或托利黨人而

言，他們都不能接受光榮革命以來的傳統，也就是認為，無論是就消極面向還是

積極面向而言，都不應該賦予被統治者以「反抗權」。他們一致同意的，在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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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要求對於喬治三世的統治採取服從的態度。 

在 1760 年到 1780 年這段時間，英國就已經興起「激進派」（radicals）。這

個時期的激進派也非常強調古憲法和諾曼之軛的論述，然而他們並不同意光榮革

命已經修復了英國的自由憲法。身為國會議員的威爾克斯（John Wilkes）對英國

這個時期第一個重要的議會外運動有極大貢獻，他成立了議會外的組織推動議會

改革。在 1776 年，他在議會中提議要擴展選舉權。此舉促成了一波議會外的政

治運動。這個運動建立了政治性的組織以推動議會改革，同時使群眾能夠聽到改

革者的政治理念以及相關的辯論。緊接著在這波運動之後的，則是較為溫和的改

革呼聲，這包括庇特（William Pitt,1759-1806）在 1783和 1785 年試圖推動溫和

的議員席次重分配，以及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1749-1806）在整個 1790 年

代推動的溫和議會改革。然而，這批較為溫和的改革者的主要目的只不過在保障

均衡憲政的特質而已（Dickinson,1977:204,214,220）。 

1770 年代議會請願運動在政治上要算是失敗了，然而推動改革的努力總是

前仆後繼。1790 年代的英國，已經見證了美國獨立和法國大革命。這兩場革命

的確激起了英國內部激進派的勢力再度興起。然而在此同時，英國內部卻興起更

旺盛的保守主義論述，這個論述以柏克（Edmund Burke, 1729-1797）為代表。2保

守主義論述當中帶著愛國情懷，他們甚至將激進派視為像法國雅各賓黨人

（Jacobins）一樣的叛亂份子，或是將激進派的改革訴求視為是藐視英國人祖先

的智慧3。處在革命年代的英國，在外部面對與美國和法國兩國關係的緊張，很

自然而然會在國內形成一種普遍的氣氛，就是不認同美國和法國的革命理念。因

                                                 
2 這些反對社會進步的觀念，曾被 Hirschman指為「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反動
的修辭包含三種論調：悖謬論（perversity thesis）、無效論（futility thesis）和危害論（jeopardy 
thesis）。悖謬論認為「任何試圖改善政治、社會和經濟秩序某些特徵的有目的行動只會使一個人

希望改變的條件更加惡化」；無效論認為「社會轉型的意圖將是無益的」，同時「這些意圖將無法

『產生任何作用』」；危害論認為「那些被提議的改變或改革的成本實在太高，以致於它危及到了

一些先前的、珍貴的成就」。（Hirschman,1991:7） 
3 柏克指責激進派的訴求是要去推翻現有政府，認為這是蔑視英國人祖先所遺留下來的政治智慧

的表現。他說道：「組成一個新政府這一觀念本身，就足以使我們充滿了厭惡和恐懼了。我們在

革命時期曾希望過，我們今天還在希望著，導引出來我們所擁有的一切，作為是一份得自我們祖

先的遺產。」（Burke,200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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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將這批激進派斥為那些與美國和法國的革命份子沆瀣一氣的叛亂份子，

就很容易使這些激進派的主張受到大眾的排斥。 

然而，這批激進派並沒有放棄他們的訴求，仍然繼續倡導他們的改革理念。

根據 Dickinson的研究，這批新的激進派所訴求的理念基本上可以分為兩支：其

中一支強調所有人皆有自然並且不可讓渡的權利，另一支則把政治與社會的改革

放在功利主義的基礎上。（Dickinson,1977:240）以普利斯特里（ Joseph 

Priestly,1733-1804）、普萊斯（ Richard Price,1723-1791）和潘恩（ Thomas 

Paine,1737-1809）為代表的激進派和以邊沁、彌爾為代表的哲學激進派所反映的

其實是相當不同的理念。如果我們鎖定在他們針對「代表」這個概念的不同理念

的話，那麼我們可以說，前者宣稱政府所要代表的是「人民」（the people），後

者宣稱政府所要代表的則是「社會」（society）（Birch,1971:52-53）。 

前一支激進派主要訴求的是從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所發展出來的

「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信念。普利斯特里認為公民政府已經在社會

契約之下建立，透過社會契約，人民將自己的自然自由交付出去以影響政府決

策。普萊斯更接近盧梭，主張在一個真正自由的國家，每個人都會把他的同意權

交給法律。代議政府只是次佳的方案，主權總是在人民的手中而不是在議會手

中。此二者的理論乃是基於盧梭的思想而發展出來。在此二者之外，潘恩寫成了

著名的《人的權利》（The Rights of Man）一書，堅信「人民主權」的信念，也相

信基於普遍選舉權的代議政府，以及公民有反抗政府的權利。最重要的是，他認

為政府只是「人民的受託者」（delegates of the people）（ibid: 52-53）。 

在前一支激進派於十八世紀末期的逐漸式微之後，以邊沁、彌爾這批人為主

的哲學激進派繼續在十九世紀初期的二、三十年間倡導議會改革運動。他們意識

到英國社會結構的巨大轉變，主張往日那僅能代表特定貴族利益的政府已經不符

合時代需求；相反地，為了因應商業社會的興起，政府必須更好地代表人民的「利

益」。功利主義思想正是在這一浪潮之下，為了因應社會的結構變遷而興起的一

支思想。功利主義的重要思想家如邊沁和彌爾都從人性當中有追求自利傾向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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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出發來建構其政治理論。因此，我們可以毫無疑慮地說，功利主義者所追求的

政治理想，在於以整體社會利益極大化為目標。關於彌爾對於代表的觀念，我們

在第四節會有更詳盡的闡述。 

彌爾作為後一支激進派的代表，提出了他對於英國憲政傳統的批判態度；他

對於英國憲政傳統的擔憂，又來自於他對於統治者濫用權力（abuses of powers）

的恐懼。這種對於濫用權力的恐懼，正如同我們前一章在分析彌爾的人性論的時

候所說的，來自於他對於人性自利的假定。 

彌爾分別解析了各種政體的基本形式：民主政體、貴族政體、以及君主政體。

對彌爾來說，這三種政體都是不可欲的。在彌爾眼裡的民主政體顯然是古希臘式

的，對他而言，這種政體使人無法審慎地處理公共事務。貴族政體在他眼中則顯

然是寡頭政體，在這樣的政體當中，濫權是很難避免的。因為當一群人比另一群

人強的時候，他們就會從另一群人身上取得想要的。在君主政體當中，君主由於

人性的因素使然，君主必然會不斷藉由攫取人民的資源來增加自己的資源。 

就民主政體而言，一切事情都必須經過大眾討論並且同意。然而由於許多人

都想要表達自己的意見和感受，他們常常彼此激怒，因此平和及有效的審議就變

得不可能了。基於此，彌爾認為民主政體並不適合處理政府的事務（PW:7-8）。

彌爾這裡所謂的民主政體，顯然是古希臘式的民主。他似乎看到民主政體所可能

帶來的弊病：無法審慎地處理公共事務。儘管這在希臘運作得比在其他地方還

好，但這並不適用於當下的英國政治。 

其次，關於貴族政體，在統治人數少的時候，它就是寡頭政體，在統治人數

多的時候，它就是貴族政體。由於當一個人比另一個人強的時候，他會從另一個

人身上取得他想要的，同樣的道理也適用於一群人上面。因此，當權力交付到少

數人手中的時候，這些沒有知識的人要濫權就是很難避免的事了（PW:8-9）。第

三，在君主政體當中，一個人不會因為他被稱為君主就改變他的本性，因而當一

個人得到足夠的權力可以從他人那裡取得他所喜愛的事物的話，他就會去取得他

所想要的一切（PW: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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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玩味的是，在這個時代的英國人民，尤其是主流的政治論述當中，仍然

以英國均衡憲政的傳統為傲。彌爾對於這三種政體的解析以及批判正象徵著他對

於同時混合了三種政府形式的英國政治持有批判的眼光。在均衡憲政這個問題

上，屬於激進派的彌爾和屬於輝格黨的馬考萊是完全站在對立面來看的。彌爾是

站在完全反對英國的「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4傳統上面來論證憲政問

題的，因為他們認為這三者的任何一造都無可避免地會濫用權力。然而站在馬考

萊的立場來看，「可以被觀察到存在於世界的所有政府都在事實上是混合的。」

馬考萊承認的確會有像彌爾等人擔心的「非混合的專制」（unmixed despotism），

但這不重要，因為臣民們都能滿足於這些專制君主：「他的權力有賴於他們的服

從。」他以拿破崙為例子來說明，他說拿破崙不可能有一天走在巴黎的路上就隨

意去取他所經過的那家人的頭，這是因為人民擁有足夠的力量去反抗他。換言

之，「在拿破崙之下有一部份的權力是在人民手中」（ULP:204）。 

馬考萊這樣的主張在彌爾看來，顯然會是無效的。因為「有一部份的權力在

人民手中」這樣的話無疑是空話。彌爾指出，無論是民主的、貴族的還是君主的

政府形式，都以獲取人類欲求的目標當作目的：「任何兩造的結合，都可能吞噬

第三者」。進一步來說，無論這三方權力是否彼此平等，混合政府的形式都不可

能真正地存在。當君主制和貴族制相混合時，首先，當這兩種權力不對等的時候，

強者會想要吞噬弱者直到弱者完全消失。其次，當這兩種權力對等的時候，彌爾

一則認為似乎不可能出現權力完全對等的情形，因為找不到一個標準來衡量權

力。二則認為即便找到標準來衡量權力，人們總是高估自己優勢的傾向也使他們

總是視自己為強者；而在一方具備優勢時，它就會藉由自己的優勢來獲利，不平

等的現象也就會逐漸增加（PW:17-20）。 

我們認為，彌爾似乎傾向於認為當時的英國政府，是由貴族和君主聯合起來

「吞噬」人民，因此，他試圖喚起人民的力量來抵抗貴族和君主。 

民主或社群有著一切可能的動機試圖避免君主和貴族為了他們自己

                                                 
4 也就是「均衡憲政」的傳統，強調君主、貴族和人民三者之間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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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利益使用權力或獲得整個社群的財富。君主和貴族有著一切的可

能性試圖得到無限制的權力凌駕於人們和社群的屬性之上。結果就

成為無可避免的了：他們有著一切可能的動機結合以獲得那個權

力，並且除非人民有著足夠的權力能夠適應這兩者，否則他們沒有

任何保護。因此，這個平衡在最可能的證據上被認為是不可能的存

在。給予這個推論以立場的現象完全是虛幻的（PW:20）。 

在這段文字當中，彌爾將「民主或社群」和「君主和貴族」這兩個集團相對

立，可以看出他試圖把民主制的利益獨立於君主制和貴族制之外。而這個「民主

或社群」所意味的就是「人民」。對他而言，君主和貴族是一組利益與共的結合，

他們總是試圖聯合起來壓制人民。然而，人民即使想要對抗君主和貴族的聯合，

卻可能因為沒有權力而無法避免自己被侵犯。因此，對彌爾來說，「這個平衡在

最可能的證據上被認為是不可能的存在」正意味著：在英國憲政史上從來不存在

真正的「均衡憲政」。如果從這個角度來看，彌爾對於這三種政體的分類，似乎

又比較同情民主制了。我們必須承認，彌爾的確是站在民主制這邊來思考問題

的。因為他的主張，就是代議制度能夠代表全體人民，並制衡君主和貴族的力量。 

Moore歸結出其他史家的研究指出，「從 1688 年到拿破崙戰爭結束這段時間

是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黃金年代。」土地貴族的擴展犧牲了小鄉紳和農民的利

益。由於這段時間裡面，農業技術不斷地革新，因此，那些具有更多資本的土地

貴族才有可能負擔這些新的農業工具的費用。十八世紀早期，國會就開始讓許多

圈地運動合法化，這種情形到了工業革命之後更為盛行。伴隨著工業革命，圈地

運動使貴族勢力更加強大，也同時使農民的利益受到損害。這使我們必須看清這

個事實：「這是上層階級用來反對下層階級的一種強大力量的暴力。」（摩爾，

1991：17-21）從摩爾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了解到，英國貴族在工業革命之後，

對政治有著更大的影響力，他們透過國會的立法來強化自己的勢力。 

Kumar 則更為明確地指出，「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無論在政治上、經濟上或

社會上都由一個單獨的、統一的全國性的菁英，也就是土地貴族所支配」

（Kumar,1988:133）。這些土地貴族「站在所有的社會金字塔的『利益』的頂端，

（並且）在他手中（握有）一系列使社會以一個層級結構的體系聚集在一起的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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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和依賴關係」（Perkin,1969:37）。在 Kumar 看來，十八世紀的英國社會就是一

個「恩庇－侍從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s）。只有土地貴族們擁有獨立行

動的能力，其他的社會團體則必須依附在他們身上。那些包括商人和專家等在內

的中產階級必須透過土地菁英的恩寵方能取得政治、社會或經濟上的利益。當然

更別說廣大的下層階級了，他們在更大的程度上必須依賴土地貴族（Kumar, 

1988:133）。這些握有高度政治影響力的土地貴族，支配了整個十八世紀到十九

世紀初期的英國政治，一直到了 1832 年的議會改革之後，其影響力才逐漸消退。

對於瓦解這批貴族的影響力，激進派功不可沒。彌爾就曾將這批貴族視為議會改

革的主要敵人，認為他們是帶來「邪惡利益」（sinister interest）5的重要源頭。

因此，「邪惡利益」幾乎就成為貴族的代名詞了。 

彌爾說，英國政府其實是「一部貴族的引擎，由那些為了自己利益的貴族們

所運作」。（轉引自 Hamburger,1966:42）直到 1819 年，人們才清楚地看清這個事

實，於是「他們（人民）傾向於主張，政府應該不再僅僅是一部貴族的引擎。英

國的貴族們則傾向於像以往那般主張，它應該持續是那樣的引擎。」於是衝突便

產生了。約翰彌爾在後來繼承了他父親對於英國貴族政治的批判，認為正是這些

貴族家庭主導了平民院的運作，因而使得其所追求的仍然只是少數人的利益而

已。（Hamburger, 1966: 42-43）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批判

性的詩句或許與此有異曲同工之妙：「英國的工蜂，你們為何打造刀劍，冶鑄出

鋼鞭與鐵鍊，讓無刺的雄蜂持以掠奪你們被迫勞動的產物。」（雪萊，2004：

118-119）其中所謂的「無刺的雄蜂」便是指舊政權傳統當中的統治集團，也就

是貴族。6 

對於貴族成為邪惡利益的主要來源進行批判是這些哲學激進派的共同點，然

而，彌爾卻和邊沁有所不同。邊沁致力於司法、行政和立法等各方面的改革，至

                                                 
5 邊沁和彌爾批判貴族政治所經常使用的語言。 
6 儘管雪萊並非與邊沁和彌爾等人同屬哲學激進派的陣營，但廣泛地來說，雪萊無疑是支持整個

激進運動的基本訴求的，那就是：打破英國長久以來由君主和貴族所把持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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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彌爾則將焦點集中在對於立法者（對他來說是統治者）身上。彌爾擔心這些掌

控平民院的貴族們會做出傷害人民利益的事情，因此主張政府必須保障人民免於

少數掌有權力者的侵奪。對彌爾而言，政治就是貪婪的統治者和受害者這兩個階

級之間的鬥爭（ibid: 43-44）。 

哲學激進派的興起，是為了要批判英憲崇拜的觀念，因為對激進派的人而

言，不論是托利黨還是輝格黨都是要捍衛貴族的利益。因此，這兩派人美其名是

要捍衛英國傳統的自由，事實上卻是在捍衛貴族的利益。彌爾因此以「邪惡利益」

來形容這批貴族的利益，他認為舊的英國憲政制度已無法確保英國人民的自由。

對他而言，全新的一種英國政治應該是要把統治權力交在代議機關的手中，然後

由代議機關中人民的代表來決定政府決策。 

 

第二節 權利的保障 

 

Macpherson聲稱在早期的民主理論（例如盧梭和麥迪遜的民主理論）當中，

並沒有階級區分的概念，然而到了自由民主（也就是以邊沁和彌爾為首的民主理

論）的理論當中，卻非常強調階級的問題。他認為自由民主的理論預設了資本主

義的市場社會和古典政治經濟學說的概念，邊沁和彌爾就屬於這類民主理論家

（Macpherson,1977:23-24）。Macpherson 的說法清楚點明了一個事實，那就是彌

爾這批早期的功利主義者的政治理論背後所預設的是一套經濟學的模式：個人是

理性自利的。既然個人理性自利，那就會努力去透過勞動累積他的所有物，並且

試圖確保這些所有物，於是政府的目的就在於確保個人的權利不受他人侵犯。在

本節中我們將指出，彌爾認為成立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確保個人財產；彌爾對於

權利的概念信守了邊沁所開創的「傷害原則」，同時彌爾的法學思維繼承了邊沁

所開創的法實證主義。 

彌爾對於政府角色的期許其實是消極的，他只希望政府能夠保障人們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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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在《論政府》一文當中，彌爾指出： 

無論什麼是建立政府的理由，同樣精確地就是建立安全（security）
的理由。那就是說，那些被託付權力而有必要保護他人的人利用這

些權力僅是為了那個目的，而不是為了從社群的成員當中取得欲望

的目標。（PW:6） 

這段文字清楚表明彌爾將成立政府的目的建立在「安全」的確保上面。所謂

「安全」，若放到思想史的脈絡下來看的話，應該是指自由和財產而言。正如同

Ryan 所指出，彌爾認為「社會組織的主要任務，就在於盡可能地確保每個人勞

動的產品」（Ryan,1984:111）。對彌爾而言，那些被託付權力的人必須要能夠以確

保所有人民安全為己任，而一旦不能達成這個目的，則掌握政府權力便不再具有

正當性，必須在定期的選舉當中被淘汰。彌爾的政敵馬考萊就極其清楚地指出：

「彌爾先生似乎認為財產的保障是第一和唯一的目的。」（PW:275）彌爾寫作《法

理學》一文的主要目的就在於繼承邊沁所開啟的法實證主義路線，並在這個基礎

上主張，個人權利應該被清楚界定。儘管約翰彌爾對其父親此著作並未給予高度

評價7，但筆者認為，彌爾此著作的貢獻在於他在繼承邊沁的法學觀點之際，同

時也更清楚地捍衛了邊沁對於「傷害原則」的立場。 

 

許多討論約翰彌爾的政治理論的人，都談到彌爾對於個人自由的原則是「傷

害原則」8。然而，有論者卻更清楚地證明，真正信守傷害原則的並不是約翰彌

爾，因為彌爾在面對若干事例上面的立場卻較為模糊。真正信守傷害原則的其實

是邊沁。邊沁在傷害原則的貢獻有二：首先，他清楚地表達，除非個人的行動會

傷害他人，否則刑法不該對其加以介入。其次，邊沁也界定了法律和道德之間的

界線。他認為那些處罰成本過高的行動不應該由法律來介入，而應留在道德的領

                                                 
7 對於《法理學》一文，約翰彌爾曾做出這樣的評論：「我閱讀後幾乎沒有得到什麼益處，也幾

乎沒有感到什麼興趣，無疑是因為這篇文章具有極為一般性和抽象的特性，也因為這篇文章比較

涉及法典的形式，比較不涉及法典的實質，比較涉及法律的邏輯，比較不涉及法律的道德。」（約

翰彌爾，2001：61-62） 
8 因為約翰彌爾曾為人類自由的界域定下原則：「人類可以在個人或集體上有權干預他人行動的

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我保護。權力可以被正確地使用凌駕於一個文明社群的任何成員之上，違反

他的意志的唯一目的，就是避免傷害他人。」（Mill,19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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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當中；法律也不應介入不易被辨識的罪刑（許國賢，2004：3-7）。筆者同意這

個觀點，並且要在這個基礎上去考察彌爾是否信守傷害原則。 

首先，就彌爾是否釐清個人行動的界域而言。彌爾先處理了民法，他說，「所

有的權利」對一個人來說都是「權力」，「這個社群的政府成員所應確保的權力」。

這個權力乃是「使一個人或一件事物臣屬於他慾望的滿足的權力」。為了滿足一

個人的慾望，就要使人或事物為他服務。因此，這些權力就是得到這些服務的手

段。「在臣屬於個人慾望的滿足當中，它們（這些事物）也帶來了服務。根據人

從他們那裡得到服務的權利，它們被說成是財產。」（PW:55）當一個人有了財

產，他就希望這些財產能夠被確保。保障個人的財產因此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

因此，本章所談的權利，更明確地說，應該是指財產而言。 

或許在《法理學》當中，彌爾沒有對一個人如何獲得他的所有物進行詳盡說

明，但他在《政治經濟學要素》當中卻處理了這個問題。在《論政府》中，彌爾

指出，「自然的法則」是「為了取得生存的手段以及達成我們最大幸福的手段而

進行勞動（labour）的必要性」，而這正是產生政府的主要理由（PW:4）。從這當

中可以看出「勞動」的概念對於彌爾來說是相當重要的。人的勞動帶來了他的所

有物，而一個人的所有物是必須被包含在他的財產權當中的。在《政治經濟學要

素》當中，彌爾認為勞動是人類生存的必要條件。我們現在一般人的觀念認為勞

動和資本必須被放在一起使用。但是彌爾認為，這是在社會狀態當中才在出現的

情況。在原始社會當中，其實只有勞動的存在而已。在原始社會中，勞動是生存

不可或缺的條件：要獲得生存必需品，就必須進行勞動。彌爾舉了採果子和打獵

兩個原始社會的活動做為例子，強調由於人的生產力相當有限，因此那些由人們

的勞動所產生出來的產品必須被貯藏起來，以供生存需要。「若沒有對於勞動者

的消費，就沒有勞動。」而「對於勞動者的消費」就是工資（EPE:8-9）。根據彌

爾的說法，勞動產生了產品，而這個產品就是一個人的擁有物，這個所有物必須

被政府所保障。 

民法界定了個人的財產權，刑法則要保障個人的財產權不受到侵犯。彌爾認



 65

為，那些侵犯他人的行動必須被排除。彌爾寫道： 

很顯然地，一切進入刑法領域的行動就是直接或間接侵犯到個人權

利的行動。那些直接侵犯到個人權利的行動是那些用來傷害某個人

或某些人的行動；例如，攻擊、偷竊等等。在這個分類之下，我們

也把會立即侵犯權利所產生的效果的一切行動包含在裡；例如摧毀

土堤使另一個人的土地受到水的氾濫；引進傳染病，使得他人的健

康或生命受到危害。那些使得權利被間接地影響的行動就是那些國

家為了保障權利所立即依據的手段提供的行動。國家為了保障權利

所採取的手段，一般來說就是政府的運作。因此，一切符合懲罰的

行動就是干擾個人享受他們的權利，或是為了保障這些權利而必要

的政府運作。雖然後者並非間接和立即有害的，它卻比前者有著更

多有害的傾向（PW:60-61）。 

顯然，彌爾認為只要一個行動直接或間接地侵犯到他人，就應該受到刑法的

制裁。這個立論為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之間劃定了一條非常清楚的界線，防

止國家或個人侵犯這條界線是必須的。彌爾指出，要防止這些傷害的行動有兩種

方法，一種是去除那些激發人們犯罪的動機，另一種是使人們產生避免犯罪的動

機（PW:64）。這些都是立法者在制訂法律的時候所必須考量的。 

其次，我們要考察彌爾如何看待法律和道德之間的界線。彌爾深深知道人的

行動來自於他的動機。一個人在採取行動之前，必定會經過理性計算，那些會帶

來愉悅的行動便會被他採取。彌爾認為人們總是會考慮到比較立即的感受，那些

立即產生的壞處給人的感受要強過長久之後才會產生的壞處。因此，確定性

（certainty）和可接近性（proximity）就成為一個懲罰所必須考慮到的重要原則

了（PW:67）。彌爾舉例，就確定性而言，像是基督教的懲罰就遠在來世，這種

懲罰就遠超過人們所能想像，因此效果相當有限。就可接近性而言，當人們犯了

可憎的罪（sin），他也不必擔心會立即受到懲罰，因為透過懺悔和信仰，他可以

避開這些懲罰。 

彌爾認為，在應用到懲罰的立法當中，如果沒有辦法在最大程度上達到確定

性和可接近性，這樣的立法就是壞的立法。立法者針對刑法當中遏阻個人犯罪的

部分，必須讓這些法律包含給人製造痛苦動機的來源。這些痛苦動機的來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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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肉體來源、道德來源、宗教來源。彌爾並不多談痛苦的肉體來源。 

就道德來源來說，彌爾知道人們總是很難承受那種令人不舒適的感覺，這些

感覺是被那些傷害他們的事情所激發。人們總是喜歡那些給他們帶來愉悅的行

動，例如慈善的行動。同時人們厭惡那些給他們帶來痛苦的行動，例如謊言。這

些感覺常會被轉換成讚賞或是責難，甚至到了尊敬或厭惡的地步。這些感覺的來

源是人對於那些行動所造成的傷害的概念，而這個概念有賴於三個情境：這個人

對於這個行動的觀點、他人似乎會對這個行動採取的觀點，以及永遠會出現在他

自己和他人心中對於這個傷害的觀點（PW:68-69）。從彌爾對於懲罰的道德來源

來看，他似乎認為在道德上不被認可的事情就應該受到懲罰。然而，筆者認為，

在彌爾討論懲罰的道德來源時，他很強調，人們對於他人行動會產生不舒適的感

覺，是因為這個行動會對人們帶來傷害。如果這樣來看的話，這個懲罰的道德來

源，其實是用來強化懲罰的肉體來源的，並沒有溢出所謂的傷害原則。 

就宗教的來源來說，彌爾的立場顯然是認為這個來源是沒有效用的。他指

出，那些透過各種方式來詮釋聖經當中的文字是用來說明人的「良知的權利」

（rights of conscience）。立法者的目標是要鼓勵社會有益的行動、避免對社會有

害的行動。然而，基於宗教的希望和恐懼都無法達到這個目標，因為宗教所想像

的都太遠了。因此，宗教並不足以作為制裁的來源。 

 

彌爾不僅清楚界定了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界線，也信守了邊沁所確立的傷害原

則。他對於傷害原則的貢獻就在於，他認為政府成立的目的，就是要制訂法律來

保障個人的財產權。刑法中懲罰所適用的範圍在於那些對於他人會產生立即的痛

苦的行動。在那些令人產生痛苦的行動有三個來源當中，彌爾認為刑法所要利用

的來源主要在於肉體的痛苦，道德的痛苦則藉以輔助前者，至於宗教的痛苦則不

足以當作制裁的來源。彌爾對於國家用以懲罰個人的法律做出如此規定，無非是

在於更好地保障個人自由，使個人免除他人的傷害。這符合了柏林對於「消極自

由」的定義。柏林（Isaiah Berlin）曾對自由的概念曾作出了消極自由（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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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和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的著名區分。對他而言，消極自由所要問

的是這樣的問題：「在什麼樣的限度之內，一個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而不被

他人干涉？」至於積極自由要問的是這樣的問題：「誰可以決定我應該做什麼事

情，或者成為什麼樣的人？」（柏林，1986：230）他認為，積極自由在歷史上常

常造成無情的災難；至於消極自由，表面上看來似乎無法提供人們追尋人生理想

的指引，但實質上卻為人們劃定了一個最起碼的界線，更好地確保了人們在這個

界線之內可以追求自己人生理想的可能性。如果我們從柏林的角度出發，以當代

的眼光來衡量彌爾對於劃定一個清楚的權利界線的強調，那麼我們也可以聲稱：

儘管彌爾希望從實然的角度為人們界定權利的界線，這看起來似乎不帶有崇高美

善的理想主義情懷；然而，如果說捍衛人們存在而不受侵犯可以使一個人更安全

無慮地過活的話，那麼這個界線似乎也為人們保留了實踐自我人生理想的無限可

能性。 

彌爾對於權利的觀念大部分都是繼承自邊沁的觀點。邊沁以批判西方法學傳

統以及改革英國法律制度為使命，開啟了「法實證主義」（legal positivism）9的

傳統。邊沁所批判的法學傳統，包括在一直盛行於西方世界、並於十八世紀末期

的美國獨立和法國革命時期達到顛峰的「自然法」（natural law）10學說，以及盛

                                                 
9 法實證主義的命題在於，法律的存在和內容所依賴的不是法律的價值，而是社會的事實。其根

源可以追溯至霍布斯和休謨：霍布斯對法實證主義的貢獻在於，他認為自然權利不需要來自於自

然法，而這些自然權利的擁有者為了自保便把自然權利讓渡給主權者，如此一來，法律的來源就

不是自然法而是主權者了。休謨的貢獻則在於，他區分了應然與實然兩個面向，同時主張人類社

會的法則來自於人們之間所建立的規約。真正為法實證主義確立理論基礎的其實是邊沁，而由奧

斯丁（John Austin, 1790-1859）建立起來。奧斯丁的名言可作為法實證主義的基礎：「法律的存

在是一回事，它的優劣則是另一回事。它是如何或不是如何是一件事是一個問題，它是否符合一

個假定的標準則是另一個問題。」法實證主義者強調，一個社會是否有法律體系所依賴的，不是

這個社會是否滿足正義、民主或法治的理想，而是特定治理結構的出現。早期的法實證主義，如

邊沁和奧斯丁，很強調立法機構的強制性角色。但二十世紀中期興起修正式法實證主義，如凱爾

森（Hans Kelsen,1881-1973）、哈特（H. L. A. Hart,1907-1992）、拉茲（Joseph Raz），他們把焦點
放在使用法律的機構（如法院）上面，並且也開始強調法律的系統和規範性的角色。參見：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legal-positivism/ 
10 自然法是近代政治理論備受許多理論家倡議的學說，他們大多都承認「自然法是自然權利的

先決條件」這個重要原則。（d’Entrèves, 2000:58）在這些人當中，洛克可以說是重要的代表，他

曾在《政府論次講》當中指出：「自然狀態有一種為人人所應遵守的自然法對它起著支配作用；

而理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導著有意遵從理性的全人類：人們既然都是平等和獨立的，任何人就

不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洛克，1986：4）我們可以清楚看出洛克先預設了

一個客觀的自然法的存在，然後他主張人們普遍擁有理性能力可以去認識自然法，而自然法所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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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於英國數百年之久的「習慣法」（common law）11傳統。 

像邊沁一樣地批判西方法學傳統，彌爾指出以下是對於權利的模糊用法： 

它有時被以一種非常普遍的方式來使用，它意味著應然（whatever 
ought to be）；在那樣的意義下它反對錯誤。也有一些人---但這些是
哲家，努力推動它們的抽象概念---跨越那普遍上代表應然的事物，
並且使這個概念代表應然面向的基礎。這些哲學家說，有一個原初

的、基本的正確和錯誤（right and wrong, essential and fundamental），
同時，這些事情應該如此或者不應該如此，所根據的是它們是否符

合那個標準。如果他們被問到，出於什麼原因我們在抽象意義上得

到這個正確和錯誤的知識，什麼是在具體意義上我們稱做正確和錯

誤的基礎和標準，他們就很武斷地說，並且完全無法傳達清楚的理

念。簡單地說，這類型的作者讓我們理解到，我們必須把這個標準

放在它們的字面上，就像是那些他們有需要的事情一樣。⋯⋯他們

假定權利就像是其他那些暴君一樣，是因為藐視法庭而施加刑罰。

明確地說，冷酷的文字是他們有權去使用的暴君的工具。（PW:46） 

從這段文字當中，筆者的理解是，彌爾認為這些把權利界定成一種「應然」，

它來自於一個先驗的規範。自然權利的理論家假定自然權利來自於自然法，在此

                                                                                                                                            
定的法則乃是「不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產」。換言之，自然法教導人類不得侵害他人

的自然權利。所以，自然權利往往可以被當成依照一種客觀標準而存在的概念。 
  洛克的自然權利學說在十七世紀英國，有意無意地證成了光榮革命的正當性。到了十八世紀，

他這套學說則被美國的建國先賢們援引用來支持對於不義體制進行革命。貝克（Carl Becker）指
出：「從十七世紀晚期起，上帝就已經由和人們的直接接觸中抽身而去……在十八世紀，『自然』
前所未有地跨在了人與上帝之間，所以要了解上帝的意志除了去發現自然『法』之外別無他法，

而自然法正如傑佛遜所說，確定無疑地就是『自然的神明』的法則。」（卡爾․貝克，2002：20）
因此，十八世紀的普遍氣氛是人們對自己的理性能力有充分的信心，認為藉由自己的理性，可以

明白自然運作背後的法則，進而找到這個法則所規範出來的普遍正義觀念：確保人類存在的基本

「權利」。這個權利的概念是一個抽象的、普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法則，用革命時代的語言表

述出來就是「不可讓渡的權利」（inalienable rights）。潘恩和諸多美國建國先賢是此觀念的倡導者。 
11 習慣法傳統對於權利的概念是基於傳統的權利。這個觀念的倡導者以柏克為代表。柏克曾言：

「政府不是由自然權利所建立的，政府可以、而且確實是完全獨立於它而存在的；並且是以更大

得多的明晰性，同時以更大得多的程度上的抽象完美性而存在的；但是它們的抽象完美性卻是它

們實際上的缺點。由於對一切事物都有權利，他們就要求有一切的事物。政府乃是人類智慧為人

類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種設計。」（Burke,2001:218）可以看出，柏克強烈批判那種抽象完美的權利

概念，因為那種權利概念不切實際，且是人類自大的結果。 
事實上，柏克並不是要反對去捍衛權利，而是反對自然權利的主張。因為他也強調：「假如說

公民社會是為了人類的好處而建立的，那麼它所為之建立的一切好處就成為了人的權利。」

（Burke,2001:88）在他看來，英國人的權利已經在光榮革命完成之際建立起來，因此，後代的人

若要再去強調一種抽象的自然權利概念，不僅會威脅到現存政府的正當性，更是蔑視祖先所留下

來的寶貴智慧和遺產。在柏克所倡導傳統權利的邏輯之下，它不能同意每一代人都必須對政府進

行一次明示同意（express consent）的動作；相反地，在傳統權利的基礎下，人們既然出生於既

存的政府之下，就必須相信現存政府能夠良好地保障他們的權利，因此人們必須採取的是默示同

意（tacit consent）的方式來面對政府。 



 69

彌爾稱這些自然法為「原初的、基本的是與非」。一切應然的規範來自於這個自

然法。這個自然法是一切人類法律的來源，超越於所有的規則之上，理應成為權

利的來源。然而，這樣的權利來源在彌爾看來卻是不可靠的，因為當被問及自然

法的意義時，那些訴求自然法的人並無法用明確的方式來傳達到底什麼是權利。

如此一來，沒有明確界定下的法律就給人帶來很大的困擾，因為人們只能繞著這

些權利字面上的意義去解釋。既然這種抽象的權利難以界定，於是便給了詮釋的

人很大的空間。這在英國，由於習慣法的傳統是久遠不可考的，於是就給了法官

很大的空間可以去「創造」法律。這在彌爾看來也是不可思議的，因為這些法官

可以使用權利這些「冷酷的文字」，使它們成為「暴君的工具」。歸結來說，彌爾

所依循的其實是邊沁對於自然法和習慣法兩種傳統，於是，理解邊沁對於這兩種

傳統的批判才能使我們理解彌爾這段文字背後所蘊含的意義。 

首先，就批判「習慣法」傳統而言，邊沁的起點在於批判英國法學家布萊克

史東的《英國法律評論》（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布雷克史東以

英國習慣法的捍衛者自居，援引習慣法學家柯克（Edward Coke,1552-1634）的作

品來證明習慣法的正當性。在英國習慣法的傳統裡面，素來有「法官造法」

（judge-made creation）的特色，而最令邊沁擔心的莫過於法官去「創造」一個

法律，如此一來則法律的標準莫衷一是。邊沁所要強調的是：法官的任務從來不

是去「創造」一個新的法律，而是在於「描述」一個既存的法律，否則創造出來

的法律就成了一個「虛構」（fiction）了。邊沁認為這些當時的法官使用了他們

本來不應該有的權力，也就是立法的權力。對他而言，「如果這個虛構是不可避

免的，那麼它就成了殘忍的、邪惡的或是在做法官沒有權利做的事了。」

（Harrison,1983:28,32-33）邊沁主張，在這種以習慣法為主導的法律制度下，人

民的權利很難獲得真正的確保，如果要改善這種情況，則法律「必須由權威做出

摘要：習慣法必須被摘要成為成文法（Statute）。虛構必須被具體化成為真實」

（ibid:37）。 

其次，邊沁也批判了美國獨立和法國大革命所標舉的「自然權利」。這派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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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家認為人的自然權利來自於至高無上的自然法。在《無政府的謬誤》（Anarchical 

Fallacies）當中，邊沁指責這些「無政府的權利」（rights of anarchy），只能夠見

容於「混亂的秩序」當中，至於倡導這些權利的人則是「政府的推翻者」、「安全

的刺客」。在《高蹺上的謬論》（Nonsense upon Stilts）當中，邊沁則更明確地批

判了自然權利。根據 Hart的研究，邊沁對於自然權利的批判有兩個面向。第一，

他認為那不是由實證法所創造出來的權利理念是一種矛盾，就像是「寒冷的高

溫」、「燦爛的黑暗」一樣。他認為，那些宣稱權利先於或獨立於人類法律的說法

是荒謬的，因為這樣會誤導人們自然法是自然權利的來源。事實上，根本就沒有

先於法律存在或是可以和法律相抗衡的權利，自然權利根本無法當作對於法律的

限制。第二，邊沁認為對於自然權利這個概念的使用不可能和政府權力的使用相

調和，因為如此一來就會使既已存在的法律失效或對既存法律設下限制。據此，

邊沁否認了自然權利具有絕對性（Hart,1983:184-187）。 

 

彌爾在批判習慣法和自然權利兩種傳統之後，也依循邊沁的理念去倡導實證

意義下的權利概念，試圖將法理學建構為一門科學。他看到對於權利進行清楚界

定的迫切需要：「如果權利沒有被建立的話，那麼就會出現一個普遍的爭奪，同

時每個人都盡其所能地奪取一切。」（PW:49）既然彌爾不斷強調建立政府的目

的是要保障個人安全，那麼人們就必須服從他們所建立起來的政府這個「社會聯

合體」（social union），由這個社會聯合體來決定權利的界限。 

於是，這個社會聯合體的目的就獲得了；換句話說，若要使弱者免

於被剝奪去分享好的事物，那麼就必須藉由某些決定來確定什麼應

該屬於彼此，並且選擇特定的標誌能夠藉此來區別每個人所共享的

事物。這就是權利的起源。它是被這種決定所創造出來的：這個決

定是整個社會的行動，或是擁有為整個社會進行決定的社會的某個

部份的行動（PW:47）。 

自然法和實證法最大的差別在於：自然法常常和神的權威有關，它試圖在人

為秩序之外去求找一種超驗的規範，並認為唯有這種規範才具備永恆的意義並超

越時空的限制。然而，實證法卻不想去尋求這種永恆的、普遍的法則，它試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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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類社會的實存狀態去尋找秩序，在人類社會的規約當中去建構屬於人的法

則。如果循著這個角度來看，彌爾的觀點就可以被理解了。在這段文字當中我們

可以看出，彌爾反對權利是一種先驗概念的說法，因為先驗的權利概念假定權利

的存在是外在於人的；相反地，權利的產生乃是人類為了維護自身存在的安全，

而創造出來的概念。所以彌爾認為權利的起源是在實然存在的社會現實之下，清

楚地劃定屬於個人的事物和屬於群體的事物。 

在彌爾的文字當中，界定權利界線的可以是「整個社會」也可以是「擁有為

整個社會進行決定的社會的某個部份」，這在彌爾文本的脈絡下來看就是「立法

主權」（legislative sovereignty）。彌爾在談論民法的時候即清楚地指出：「什麼是

每個權利的限度；它藉由什麼事件開始；它藉由什麼事件結束；──這些都是關

於這個權利所必須被預先決定的。做這件事是立法機關的義務。」（PW:59）彌

爾對於界定權利的看法乃是承接自邊沁的假設，而邊沁則是遵循霍布斯對於主權

者的邏輯。霍布斯曾經指出：「立法者並不是那個以其權威將法律最初制定出來

的人，而是以其權威使得它們現在繼續作為法律的人。」（轉引自，哈特，2001：

84）這個原則被邊沁和彌爾所接受，他們都認為，當下實然存在的規約或習俗，

唯有透過主權者的確認才能夠成為法律，而這種確認所採取的是一種默示表達的

方式。（哈特，2001：84-85）因此，在彌爾的觀點下，唯有透過具有主權性質的

立法機關的確認，權利的界線才能夠被清楚地界定。 

接著，彌爾指出： 

因此，權利是虛構的（factitious），以及意志的創造物（the creature of 
will）。它存在，只因為這個社會，或者那些使用這些權力的人願意

它存在；在人們願意它如此存在之前，它是不存在的（PW:47）。 

彌爾認為，權利的存在和人們的需要有關，他是在人們或社會的需要之下才

產生的，而不是先於人類社會而存在的。和邊沁一樣，彌爾也將權利視為一種虛

構，以及人類意志的創造物。事實上，邊沁同時也把自然權利和習慣法下的權利

視為虛構，然而他認為這兩種虛構不同於法律權利這種虛構。因為前兩種虛構是

想像的虛構，最後一種才是真實的虛構（Harrison,1983:80）。邊沁曾說了一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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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權利是，也僅僅是法律的產物；沒有法律就沒有權利──沒有違反法律的

權利──沒有先於法律的權利。」（Hart,1982:82）可見唯有法律權利才是邊沁和

彌爾所要共同追尋的，因為它們是被清楚界定出來的。 

 

 

第三節 議會改革與中間階層 

 

彌爾的《論政府》一文面臨了來自於兩種立場的人的解釋，我們可以分別從

這當中看出兩種傾向：首先，他對於人性自利傾向的假定使他懼怕君主和貴族統

治會出現濫權的現象，這會危急被統治者的利益，因此他似乎是要為人民申辯，

希望透過普遍選舉權的推行，使統治者的利益受到被統治者的節制；其次，彌爾

非常強調中間階層在英國政治當中扮演主導政治的角色。從彌爾的這兩個傾向可

以推論出兩種截然不同的結論：第一個傾向會推論出普遍選舉權，第二個傾向則

會推論出有限選舉權。持有第一種觀點的代表就屬與彌爾同時代的輝格黨人（包

括馬考萊和麥金塔許等人），這些輝格黨人認為彌爾的著作是一種「極端民主」

的著作。第二種觀點的支持者是馬克思斯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彌爾的政治

論述完全是布爾喬亞式的，旨在為已經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的英國當中的新興中產

階級爭取政治權利（Thomas,1969:249-251）。 

從以上兩種觀點就產生了當代學者的關切。William Thomas 和 Wendell 

Robert Carr曾進行辯論，前者認為彌爾的《論政府》一文是一篇充滿現實意涵的

論文，沒有一個清楚的論點說明到底彌爾支持什麼樣的改革方式，無論是把選舉

權交給人民還是交給中產階級（Thomas,1969,1971），後者則認為彌爾的立場相

當清楚，彌爾的立場並沒有矛盾，他捍衛普遍選舉權的立場並沒有改變

（Carr,1971,1972）。12此外，Hamburger 也很明確地認為，彌爾的論文很清楚地

                                                 
12 Carr為我們整理出彌爾支持擴大選舉權的九個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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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在哲學激進派的立場，為廣泛的人民，而不是為特定階級辯護

（Hamburger,1962）。然而筆者認為，儘管從廣泛的角度來看彌爾的主張，我們

可以說他是跟隨哲學激進派的基本假定，也就是為廣泛人民辯護。但在他的文本

證據當中，卻充分顯示了，他對當時的議會改革的立場是，把選舉權交給中間階

層。從這個角度來看，Carr和 Hamburger的所宣稱彌爾支持普遍選舉權的立場是

令人質疑的。以下我們將要證明彌爾對於選舉權改革的問題是為中間階層辯護

的。 

在 1832 年改革法案通過前的英國，無論是選區、選舉權或是選民的資格，

都呈現一個不公平的現象。首先，在選區方面，自從 1800 年英國和愛爾蘭簽訂

「合併法案」（Act of Union）之後，平民院的議員達到 658人，其中大部分來自

英國本土。由於席位分配是上個世紀建立的，在十九世紀初，席位的分配和人口

比例沒有多大關係。其次，在選舉權方面，是由長期建立起來的地方傳統所決定，

而不是根據全國一致的基礎來決定的。在鄉村地區，只有那些在教會或國家任職

的人，以及年收入至少四十先令的人13才能擁有選舉權。在自治市鎮當中，那些

擁有較多具有選舉權的人的自由市鎮只占三分之一。第三，在選區方面，沒有候

                                                                                                                                            
（1） 如果整個社群本身就是選舉人組織，那麼社群的利益和選舉人組織的利益就會一

致。 

（2） 既然女人和兒子的利益被包含在男人的利益當中，那麼他們的選舉權就可以被取

消。 

（3） 因此，就可以在那些足以負擔法律責任的成年男子當中發現一個和整個社群一致的

利益。 

（4） 關於年齡「可以有高度迴旋餘地而不會造成任何不當」。例如，所有四十歲以下的

男人就可以被排除在外，而不會對他們的利益做出重大犧牲。 

（5） 高度財產資格只會創造出一個貴族政府。 

（6） 低度財產資格既不會帶來任何害處也不會帶來任何益處。 

（7） 如果多數構成了統治集團，那麼他在壓制少數的利益只會相當小。 

（8） 如果多數是少數的兩倍好政府就會有「相當程度的安全」。 

（9） 如果選舉人不是社群的多數，他們壓制社群的利益就會根據他們成為少數的比例而

增加。（Carr,1971:556） 
13 在 1430 年訂定的法案中規定，只有擁有歲收至少四十先令的地產擁有者具備選舉資格。這些

人被稱為「四十先令地主」（40-shilling free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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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人登記，同時沒有秘密投票，因此人們總是會寫上他們所要投票的對象。就選

舉人資格而言，所有的女人和大部分的男人（包括許多中產階級和更多的勞工）

都被排除在外。如果以全國來看，鄉村僅有 16%的席位，但卻占了 55%的選舉

總人口。（Pearce & Stearn,1994:9-14） 

彌爾作為一個激進改革者，最主要便是要打破議會改革前，英國存在已久的

選舉權不公平的現象。他對於議會改革的主張包括：有限選舉權、定期選舉，以

及秘密投票。在這當中，較引人注意的就在於普遍選舉權的問題。 

彌爾在選舉權問題上，考量到三個問題：年齡限制、財產資格，以及職業限

制。這當中又以財產權的限制最有爭議。就年齡限制而言，彌爾把具有選舉權的

年齡限定在四十歲以上的男人手中。彌爾論證道，大部分的男人都有兒子，而兒

子們的利益完全都被包含在這些男人的利益當中。據此，他認為年輕人的利益不

會為了長者的利益而被犧牲，而婦女的利益也被包含在其丈夫的利益當中

（PW:28）。另外，就職業限制而言，他反對當時英國首相利未普伯爵（Lord 

Liverpool）所主張的，由同業公會選出的代表來代表整個英國人民。這一點我們

在下一節當中有詳盡的探討。 

 

在此要把焦點放在財產資格的問題，這是彌爾的論述中最具有爭議之處。爭

辯這個問題背後的意義在於，彌爾對於政治平等的捍衛到底到什麼樣的程度。在

彌爾的文本當中有充分證據顯示他是支持將選舉權交給中產階級的。他試圖將選

舉權限定在為數較多的中產階級手中，而排除那些為數較少的無產者。他認為將

那些擁有財產較少的人排除在選舉權之外是有道理的，首先因為這些人並無法自

主地判斷何謂公共利益，同時在公共議題上只能受到中產階級的影響。其次則因

為太高的財產限制會造成像當時英國的「財富貴族」所主導的情形，這使得大多

數人民的利益無法受到保障。 

彌爾試圖去尋找在人民的兩個極端中，是否有一種資格限制，可以將小部分

或沒有財產的人排除在外，賦予他們選舉權，使他們能夠代表全體人民的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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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去尋找這樣的一群人是重要的：如果這樣一群人是多數人，可以避免去壓

制到少數人的利益，如此一來政府就可以保障合理的安全；二則如果這一群人是

少數的話，那麼他們就會去壓制多數人造成統治失當（PW:29-30）。彌爾的這個

邏輯讓我們憶起亞理士多德對於中間階層的強調，亞理士多德認為中間階層如果

強大的話，可以超過兩個極端的人，防止政體朝向任何一種極端演變（亞理士多

德，2001：162-163）。當然，彌爾的時代背景不同於亞理士多德，因為彌爾所要

完成的政治任務是打倒貴族專制。 

Briggs指出，英國的中產階級逐漸被接受的關鍵，在於拿破崙戰爭期間。原

本英國是貴族統治的局面，但在 1811 年到 1812 年之間，身為當時平民院委員會

靈魂人物的輝格黨人布勞罕（Henry Peter Brougham,1778-1868）為了推動有限的

政治改革方案，便尋求中產階級的支持。布勞罕認為有必要把這些中產階級等同

於「人民」這個老口號（Briggs,1956:67,79-70）。從這個角度來看，當彌爾在 1820

年出版這篇論文的時候，已經是中產階級在政治改革的呼聲當中受到改革派訴求

的對象。為了贏得這些為數眾多的中產階級的支持，彌爾當然必須主張把選舉權

交給他們。 

Hamburger認為彌爾的目的其實是要訴諸所有人民的，他引用當時的史料告

訴我們，彌爾作為一個激進派成員，其寫作的對象正是那些受過教育並且有高度

社會地位的讀者看的，而這些讀者大部分都對於當時社會的政治抗爭感到不安，

這些令人不安的政治抗爭包括了盧德主義（Luddism）、高度抗議性的文學，以及

許多小暴動。Hamburger指出，正如同彌爾在批判君主制以及貴族院時候的論述

策略一樣，彌爾喜歡使用模糊的陳述並且以一種與他自己立場相反的觀點來陳

述。因此，彌爾在論述關於選舉權問題的時候，他「要求他的讀者跟著他從對於

模糊陳述的困惑當中進入他成功地試圖使它減弱的結論。」（Hamburger,1962: 

170-171）然而，筆者卻認為，Hamburger 這樣的說法的證據顯然相當薄弱，因

為在彌爾的文本當中，並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他要將選舉權交給「所有人民」，而

是很明白地仍然希望維持一定的財產資格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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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將選舉權交給所有人民正反映了彌爾的憂心，他所憂心的是什麼？筆者認

為是從 1810 年開始即已威脅到國家統治正當性的群眾暴動。英國在 1811到 1812

年之間盧德主義者（Luddists）。這是由工人所組成的，乃是為了因應工業革命之

後，機器使用的日益頻繁使得勞動市場過剩，因而威脅到傳統產業（包括編織業、

羊毛業以及棉花業）當中工人的生存條件，於是這批工人對機器採取大規模的破

壞行動（Dinwiddy,1987: 20-22）。許多史學家都認為，戰爭所帶來的不幸以及對

於政府的不滿盛行於 1811 到 1812 年這段時間。最明顯的例子就是當 1812 年 5

月 11 日英國首相伯斯法（Spencer Perceval,1762-1812）被暗殺後，在諾丁罕

（Nottingham）和萊徹斯特（Leicester）人們點燃營火大肆慶祝。這段時間，連

中產階級的意見都受到盧德主義者暴動的威脅（Stevenson,1992:198-199）。盧德

主義的盛行曾為英國帶來了革命的危機，這給了彌爾這群激進派很大的警訊，彌

爾等人意識到這次他們的訴求不能夠重蹈 1780 年代那批激進派的覆轍。因此，

彌爾極力避免其訴求會帶來革命的效果。 

在彌爾寫作這份論文的十九世紀初期，英國的確因為工業革命及其所帶來的

社會進步之故興起為數可觀的一群人。必須注意的是，彌爾比較常用的字眼是「中

間階層」（middle rank），這個概念對比於「中產階級」（middle class）。Wallech

指出，依據「階層」（rank）的地位概念在十八世紀時關係到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這當中包含了對於財產、特權、衣著、教育、榮譽、住所、職業、友誼、美麗、

力量和智慧等的計算。這些特色主要來自於個人的功績和資產，十八世紀英國作

家用這些特質來衡量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在複雜社會關係當中的位置。可以說，十

八世紀的社會圖像是一種複雜的層級結構。相對於「階層」，「階級」這個概念則

僅代表了人或物的種類。「階級」取代了「階層」代表了那種複雜的社會地位的

計算被一種生產關係所取代。在彌爾的好友李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

的著作中，「階級」的概念已經完全取代了「階層」的概念。換言之，李嘉圖對

於「階級」的使用，確認了一種概念架構，它反映了「賦予社會生命的真實及敵

對利益」（Wallech,1986:409-411,431）。顯然地，彌爾並沒有脫離十八世紀對於「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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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的使用，而是仍然以較複雜的方式來計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 

彌爾對於「中間階層」這個概念的使用，是來自於蘇格蘭啟蒙的哲學家米勒

（John Millar,1735-1801）對於這個詞彙的使用。Ball指出，在米勒使用「階層」

的時候，具備著高度的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的意義（Ball,1992:xxi）。

Franse則指出14，彌爾不使用「中產階級」，而使用「中間階層」，主要是要賦予

中間階層這個詞彙以道德上的意涵。彌爾將經濟條件轉化成一種勤勉的德性，而

這些德性是貴族所不具備的。（Franse,1999:226）筆者同意 Ball和 Franse的說法。

因為彌爾曾經指出，中間階層「普遍地被描繪為社群當中最明智和最有德性的部

分」，而這些人全部存在於「非貴族的社群部分當中」。（PW:41）對他而言，那

些「在中間階層以下的人」的意見要被中間階層「形塑」，並且「他們的心靈也

被那個明智並且有德性的階層所導引」。在中間階層以下的人要常和中間階層溝

通，並且在遇到困難的時候尋求他們的建議。彌爾認為這些民眾包含了有錢的生

產者，也包含了貧窮的工人。可見對他而言，在財富之外，德性是中間階層更重

要的要素。他指出，「審慎（prudence）作為沒有財富利益者的特質勝過作為已

完全臣服於他們的腐化運作的人的特質」，也就是說，他認為中間階層比貴族更

具備審慎的特質。政府的權力應該交給這些中間階層（PW:40）。在《秘密投票》

當中，彌爾強調「財產人」在防止腐化政府方面的重要性，他認為這群人「可以

用他們生命當中的全部來得到知識、才能和德性，這些特質可以使他們的同胞對

他們有信心」（PW:265）。我們可以說，彌爾的中間階層是具有公共精神的，能

夠關注到普遍人民的利益，因此，政府的事務就必須交託到他們的手中。 

對於德性，尤其是公共德性的強調，我們可以在彌爾的《秘密投票》一文當

中找到線索。彌爾認為秘密投票可以做為對抗富人統治的最佳武器（Stimson & 

Milgate:1993,903）。彌爾主張秘密投票，乃是基於道德的考量。由於當時沒有秘

密投票制度，那些投票的紀錄都可以在投票簿當中找到，這使得貴族或有錢人很

                                                 
14 Franse 在其博士論文《權威與功利》當中，對於米勒與彌爾之間思想的延續性做了深入的考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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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可以收買具有選舉權的人。形成了「恩庇──侍從」關係的政治模式。彌爾

認為這是政府腐化的來源，是「投票的鬧劇」（PW:230），故極力想要打破它。

彌爾進一步宣稱，要使財產具有道德影響力，那就必須要有秘密投票制度的保

障，如此才能夠使那些有投票權的人不再受到「恩庇──侍從」關係的宰制。 

有人可能會指控倡導秘密投票的人說，如此一來將會摧毀財產的正當影響。

但彌爾則反駁道，財產可能有兩種影響，一種是好的、道德的以及有益的，另一

種是壞的、不道德的並帶著有害後果的。他依循功利主義的基本假定去主張，我

們所要做的是去促進財產所帶來的正面影響，並且要完全摧毀它的負面影響。針

對財產的道德面向的影響，彌爾指出，財富意味著一定數量的權力，這些權力可

以對他的同胞產生好或壞的影響。擁有這些權力的人有可能以特定的方式來使用

這些權力使他們自己成為人們喜愛和尊敬的對象。如此一來，這種人的意見和願

望就成了他的同胞的動機。他的同胞們會傾向於同意他的意見，並且願意促進他

所希望達成的目標。如果這樣的人表達了對於兩位候選人當中特定一位的偏好，

那麼對於他的德性和智慧的意見就會很大程度地決定那些在他影響之下的人的

選擇。這就是財產的道德面向影響（PW:233）。 

觀諸當時英國的選舉制度，仍然是公開投票制度。而那些捍衛這個制度的

人，拿著捍衛英國憲法的美名，其實不過是要捍衛「恩庇──侍從」的關係罷了。

這在彌爾看來，其實是一種相互腐化的狀態，而這些人在表面上說的是「忠誠」

與「憲法」這類的詞彙，不過是在使用絢麗的修辭罷了。彌爾認為這些詞彙所真

正意指的，就是「掠奪」（PW:239）。彌爾指出，很明顯的事實是，「正是公開投

票腐化了英國政府，並且腐化了英國人民的道德」。他認為如果要倡導溫和的議

會改革，就必須注意到採取秘密投票的可能性（PW:243）。 

彌爾倡導秘密投票制度，最核心的關懷在於找回已經在英國政治當中喪失的

公共精神。而這些具備公共精神的人，就是中間階層：「良知、德性、道德義務、

宗教，一切都向他呼喊道，他應該詢問自己的判斷，並且堅定地跟隨它的命令。」

（PW:237）只有這些中間階層能夠做出明智判斷。彌爾支持由中間階層來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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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重要角色，這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受到較為良好的教育。這些中間階層，正

是彌爾在《論教育》當中所談及要培養的對象。前一章我們提到過，彌爾心目中

的教育能夠培養出具備古典德性的人，這些德性包含了：智慧、節制、正義和慷

慨。前兩者是對於自己，後兩者是對於他人。就個人與社群的關係而言，這幾種

德性當中最重要的當然就屬於正義和慷慨了。正義尚且在消極的面向，僅強調守

法，也就是不去侵犯他人；慷慨則是要人去促進他人的利益和幸福。彌爾的教育

理念和他的政治理念是結合在一起的。他期許代表必定是受過良好教育、具備高

尚人格的人。這些代表能夠在國會殿堂當中真正以人民的福祉為念，真實地反映

人民的利益。 

彌爾透過賦予英國的中產階級以道德意義，使他們成為彌爾口中的「中間階

層」。這些中間階層必須以擁有公共精神自詡，並影響人民對於政治的判斷，形

塑人民的意見。中間階層形塑人民的意見，乃是透過媒體的管道。在制衡政府的

手段當中，媒體批判政府的重要性被彌爾意識到。由於媒體可以影響人民的輿

論，因此在當時的英國，已經非常流行使用小冊子來進行說服民眾政治主張的工

具。而彌爾就是要為媒體自由的合理性進行辯護，這在他的《媒體自由》一文當

中表述得非常清楚。Hamburger曾很好地指出，彌爾在推動議會改革的過程中，

所採取的是一種「革命的藝術」。十八世紀早期，激進派面臨了一個難題在於，

在推動議會改革的同時，又必須避免那些在推動的過程會使用到暴力，威脅到國

家。為了在避免採取暴力的情況下對於既有憲政秩序的改革，彌爾於是訴求議會

外的政治。他堅持傳統上人民有公共集會和請願的權利，同時也堅持憲法的原則

賦予了改革運動以媒體自由，並深信輿論必定會對未改革的議會構成壓力。媒體

因此被視為以和平方式促進憲法改革的最佳工具。當激進派採取訴求以溫和手段

來達成激進改革之際，輝格黨仍然堅持傳統輝格對於「同意權」，也就是「正當

性」的強調；然而，現在激進派所使用的是「輿論」（public opinion）這樣的語

彙，而輿論在這個意義下是指「那些可能產生對政治秩序的熱愛、依附、認同或

終極地忠誠，或產生對政治秩序的不滿或者疏離的感覺或情操」。在這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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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為了要使激進派及其支持者認同這個政治制度，輝格派有必要同意激進派

對於媒體自由的訴求（Hamburger, 1963:20-43）。我們要強調的是，激進派的訴求

仍然不脫對於既有憲政秩序的承認。由於擔心當時普遍流行的群眾暴力，他們於

是訴求一種非暴力但卻可以制衡政府的輿論力量。 

關於媒體自由，彌爾一方面認為媒體自由不可以侵犯到個人自由，另一方面

則認為媒體自由對於政府的侵犯並不適用於刑罰所界定的範圍。他認為那些對於

抗拒政府權力的忠告，以及有建設性的建議都不應該被視為對政府的侵犯。此

外，對於統治者行為進行監督的自由，以及對於政府制度進行監督的自由，則對

於人民來說必定是良善的。彌爾的目的在於讓媒體擁有更大的空間可以去批判政

府的不當施政作為，進一步使政府對人民負責。有趣的是，他對於媒體的這種界

定，似乎是把媒體看成一種社會的權力。他希望人們的意見更少地受到政府的管

制，以便於在社會當中普遍流傳並且能夠獲得討論。討論自由的重要性因此建

立，他指出： 

討論自由意指平等地對於討論的主題提出所有意見的權力；以及藉

由任何作者認為適合使用的說服中介來對他們提出建議的權力。如

果任何一類意見，而非另一類意見受到阻礙；如果任何一類意見，

而非另一類意見比較有利；如此一來，待遇的平等就被摧毀，討論

的自由也被逾越；如此一來，真理就不會被用來支持她自己的證據

了；同時，如果錯誤的那邊佔了上風，真理就會被奪去她取得主導

的機會了（PW:129）。 

彌爾注重保障每個人在社會當中可以平等發言的權力，為的就是透過討論，

可以尋找到真理。壓抑特定的意見，就是壓抑了真理被找到的機會。15彌爾是個

柏拉圖主義者，對他而言，在政治領域中，追尋真理就意味著尋找一種對於良善

統治的認知。在統治這件事情上，彌爾始終假定只有人民最清楚自己的利益是什

麼。為了讓真理出現，讓統治方式真正地符合人民的利益，政府便不能去壓制人

民表達意見的權力。因此，筆者認為，彌爾對於媒體自由的強調，是為了強調他

對於中間階層重視。中間階層形塑輿論，輿論制衡政府，使之免於濫權。 

                                                 
15 就這點而言，約翰彌爾在《論自由》一書中似乎完全繼承了其父親的見解並對其加以發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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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apiro很清楚為我們指出，政治妥協的考量是哲學激進派支持中產階級的

一個重要理由。儘管哲學激進派是支持政治民主的，也就是說在邏輯上他們支持

普遍選舉權，然而，邏輯是一回事，政治實踐又是另一回事。在政治實踐上，這

些哲學激進派傾向於支持中產階級的利益，原因在於他們擔心發生革命。他認

為，這些哲學激進派深受英國政治的妥協傳統的影響，他們願意和那些想和他們

合作的人合作。於是，他們支持保存既有的社會秩序，進行階級結盟的工作。他

們所要結盟的對象當然就是中產階級。至於勞工階級由於有進行革命的傾向，因

而不是他們所結盟的對象（Schapiro,1967:52-56）。 

在本節當中，筆者論證了彌爾對於選舉權改革的態度是，他希望將選舉權從

少數富有的貴族手中擴展到為數較多的中產階級手中，其中一個原因當然是使權

力的分配更為平衡。然而更重要的是，這些中間階層是彌爾寄予厚望的對象。彌

爾認為這些人一方面有一定的財產，不會對顛覆政府體制。另一方面則可以在其

人格養成的過程當中，培養良好的公民德性，使他們能夠在政治事務上具備公共

情操以，關注全體人民的普遍利益；同時他們也具備高度的知識，這可以帶來良

好的政治能力。這些中間階層是十足的政治菁英，他們肩負起教化人民、形塑民

意的重責大任。在彌爾心目中，他們是具有選舉代表（representatives）權利的人，

同時也可能被選舉出來擔任代表反映人民的利益。 

 

第四節 代表的理論 

 

前一節指出了，彌爾認為政府事務由中間階層來主導是必要的，因為他們具

備高度的知識和公共情操。本節則進入彌爾的代表理論，首先，我們將指出，彌

爾對於代議政府的設計，乃是為了達成使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利益一致的目標。

其次，我們將證明，彌爾為了反對當時為了捍衛既定統治階級的多元主義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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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提出了一種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的一元主義代表觀。最後，我們將證明彌爾

代表理論的獨特之處，在於他的理念是介於盧梭和柏克之間的，他所追求的是人

民主權和政治菁英之間的調和。 

儘管光榮革命已經為英國確立了不可動搖的議會政府的傳統，然而，一直到

十九世紀英國的議會改革運動之前，英國議會仍然不能有效地反映大多數英國人

民的利益。正如同前面我們所提到的，英國的政治是掌控在貴族的手中，對人民

進行壓制。彌爾將這些貴族視為「邪惡利益」並且欲除之而後快。就像是十八世

紀中期以後英國所出現的那批議會改革的倡導者一樣，彌爾的議會改革是要使議

會具有「更廣泛的代表」（wider representation）。 

彌爾曾宣稱「在現代的大發現當中，人們或許將可以在代議制度上找到一切

理論和實踐上難題的解答。」（PW:21）既然普遍選舉權是彌爾所要爭取的，那

麼有了普遍選舉權就意味著人民有著對於政府進行制衡的機制，也就是透過定期

的選舉，而定期選舉帶來政府對人民的「課責性」（accountability）。然而，直接

民主若要實踐在英國，無論在理論上還是在實踐上似乎都有其難處。因此，透過

「代表」便是解決這些問題的最佳方式。 

在《論政府》中，彌爾指出了他對於好政府的理想。對他而言，一個好的政

府必須要能夠確保人民的安全。而確保人民的安全有賴於兩種主要方式：第一是

讓制衡的主體有足夠的權力能夠扮演制衡的角色；第二是讓政府和社群的利益一

致，否則政府會濫用權力（PW:22）。就第一點而言，無論是國王或是貴族都有

可能會利用他們的權力來達成他們各自的「邪惡利益」而犧牲了整個社群的利

益；或是兩者結合起來追求相互利益而犧牲了社群利益，這點我們在第一節當中

提到過。在此情況下，唯有平民院可以作為制衡的主體。就第二點而言，彌爾認

為由於最大的難題就在於找出一種構成制衡主體的手段，這個制衡主體的權力必

須足以克服國王和貴族的權力，或是這兩者聯合。於是問題就成為該如何使政府

和社群的利益成為一致。如果政府的目標是人們的幸福，那麼這就關係到被治者

而不是其他人的利益。達到這個目標的方法就是，「他們應該要統治自己」，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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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應該對那些被託付來統治政府的人進行制衡。」（ULP:144）顯然地，儘管

人民統治自己是被彌爾承認的民主理念，然而鑑於現代民主社會都不是像古希臘

城邦一般小國寡民的樣態。因此，對彌爾來說，在現代社會的最好統治方式便很

自然而然地指向了代議政治了。 

這裡的關鍵在於「制衡原理」，制衡原理跟我們前一章所提到的人性論有關

係。為了避免人性自利所會產生的濫用權力的問題，必須要使用制衡的方式來避

免政府的施政作為不符合人民利益。政府的良善有賴於正確的制衡制度，換言

之，社群本身必須制衡那些被授權的人，如此這些被授權的人才不會依照自己的

利益行動並產生壞的政府。在制衡原理之下，社群可以選擇代表，透過代表來對

政府進行制衡。 

彌爾很清楚地認識到，政府只是保障人民安全的一種「手段」，因此，那些

久遠不可考的「原初契約」（original contract）似乎只是一紙空文，並不能清楚反

映當下人民對於政府的期許。「原初契約」的論述來自於光榮革命之後，輝格黨

人認為光榮革命已經修補了英國古憲法的傳統，因而主張在古老的英國憲政傳統

當中，例如大憲章（Magna Charta）的制訂已使君主和臣民之間訂定了一個保障

人民自由的原初契約，而光榮革命則修補了這個原初契約。休謨就使用道德義務

的論證來批判過原初契約的概念16；然而，不同於休謨的道德論證，彌爾則是認

為原初契約是一種太遙遠的想像，無法解決當前統治正當性的問題，因而試圖以

功利原則來取代之。彌爾試圖用功利主義的原則一舉解決英國傳統當中所謂「原

                                                 
16 休謨也曾拒斥過原初契約的觀念，並為拒斥原初契約的說法提供了哲學上的論證。他指出，

所有的道德義務都可以分為兩種，第一種是那些「人們受到自然本能或直接習性所迫而運作在它

們身上」的道德義務，這些道德義務是「獨立於所有義務的理念之外，也獨立於所有關於公共或

私人的效益的觀點之外的」。無論是對於孩童的喜愛、對於恩人的感恩，或是對於不幸者的憐憫

都是屬於這種道德義務。換言之，這種道德義務來自於人類的自然屬性。至於第二種道德義務「被

履行是完全來自於義務感」，於是正義（justice，或說是對他人財產的尊重），以及盡責（fidelity，
或說是遵守承諾）成為人類必須遵守的。（Hume,1994:195-196）。 
值得一提的是第二種道德義務感。對休謨而言，儘管人的自然傾向總是驅使他儘可能地去擴張他

所擁有的，但人類的經驗和反思能力卻會使他意識到，一旦這麼做的話會有導致社會解組的危

險。「因此，他原始的傾向或本能在此就被接下來的判斷或觀察給制衡或限制住了。」

（Hume,1994:196）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第二種道德義務感是來自於人類經驗的延伸：人們服從

道德義務，是因為經驗告訴他們，服從道德義務對他來說是有益的。休謨這麼論證，是為了支持

現存社會的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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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契約」的主流論述，他指出，功利主義原則「藉由使訴求一種遙遠的、想像的

契約成為不必要」來取代「原初契約」（ULP:141）。代議政府的目的除了要保障

個人的安全之外；更重要的是，它必須促進全體人民的福祉，這有賴於使政府的

利益和人民的利益達成一致。彌爾對於政府的定義乃是這樣的： 

特定的一群人聯合起來保護彼此。很明顯地，這樣的目標只有在一

大群人結合起來，並且把保護他們全體的權力授權（delegate）給一
小群人的時候才能被最好地達成。這就是政府（PW:5）。 

我們可以看出，代議政府的觀念在這裡明顯地成形了。彌爾意識到政府必須

交給少數人來管理，這群人就是人民的「代表」（representatives）。對彌爾來說，

英國人的代表是存在於議會，尤其是平民院當中的。 

 

首先，我們要考察的就是彌爾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利益一致」上面

的觀點。由於擔心統治者會對被統治者進行掠奪以致於侵犯，在《麥金塔許片論》

當中，彌爾指出，「如果統治者的利益藉由設計可以和被治者的利益相一致，我

們就應該可以擁有人的本性當中所能得到的最佳安全」，也就是說「統治者會穩

定地追求社群的利益」。一旦統治者和被治者的利益無法取得一致，統治者就會

成為掠奪者（FM:284-286）。換言之，避免被治者受到統治者侵略的方式就是：

使統治者和被治者的利益相一致。 

彌爾的代表理念充滿了柏拉圖主義的色彩。他引用柏拉圖的《國家篇》（The 

Republic）第三書當中的說法指出，統治者必須包含三個特質：配得人們信任的

智慧、配得人民信任的權力，以及對於社群利益的關心（FM:285）。無疑地，彌

爾在對於政治的主張上面，具備高度柏拉圖主義的色彩。 

柏拉圖主張，在訓練統治者的過程當中，必須對其施以嚴格的辯證法教育，

讓其能夠清楚地認識到什麼是真理。同時，在一個人成長的過程當中，由於是活

在共產公妻的制度之下，每個人就不會只關心自己私人的利益，而會去關注公共

的利益，對於一切都宣稱是「我們的」，公共情操就此產生。更重要的是，柏拉

圖試圖將對於哲學真理的認識和政治權力結合在一起。柏拉圖擔心掌握政治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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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無法掌握哲學真理，也擔心認識哲學真理的人無法掌握政治權力。但是一旦

將政治權力與哲學真理結合在一起，就能夠避免統治者的利益和被統治者之間的

利益不一致的問題。進一步地，所有人的共同利益是代議政府所追求的基本目

標，而在這個目標的基礎上，就必須審慎地找出統治者的特質。既然統治者必須

有超乎常人的智慧，柏拉圖心目中受過苦行僧式教育的哲學家就成為彌爾心目中

的首選。唯有受過良好教育的哲學家，才能具備不凡的特質，引領陰暗洞穴裡的

人走出黑暗，迎向真正的光明。 

彌爾指出，儘管柏拉圖看到了把統治者和被治者的利益相等同的重要性，也

找出了達成這種一致性的手段，然而，他卻像所有古代思想家一樣，在忽略「代

表」這個神聖原則的情形下，訴求一種「超越常態的方法」（extraordinary 

methods）。所謂超越常態的方法包含了兩個部分：第一是，他為統治階級描繪了

一套教育系統，並認為只有在哲學家成為統治者或統治者成為哲學家時，國家才

有幸福可言；其次是，為了避免私人利益會危害到社群利益，他乾脆取消了私有

財產（FM:288-290）。 

在彌爾看來，柏拉圖的確很有洞察力地看到了追求統治者和被治者利益一致

的重要性。然而，柏拉圖所設計的這種手段卻是不切實際的，常成為受到揶揄的

主題。因為柏拉圖沒有發現「代表」的原則，因而只能採用超乎平凡的方法來追

求統治者和被治者之間利益一致的目標。柏拉圖這種構想只有在古希臘時候的斯

巴達、以及現代歐洲的修道會組織出現過。這些組織的共同點就是它們都要求成

員過著苦修生活，幾乎不能追求自我的享樂。對彌爾而言，他要統治者具備的是

一份對於人民的共同利益的洞察力。我們可以看出，彌爾巧妙地運用柏拉圖融合

真理與權力的觀點來證成他對於政府和人民之間利益一致的訴求。對彌爾而言，

所有人的利益就是統治者的利益。 

 

其次，我們將說明彌爾的代表觀乃是強調一元的，也就是認為代表是反映整

個社群的共同利益，而不是特殊利益競逐後的結果。彌爾的代表觀點不同於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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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的觀點：彌爾強調代表整個社群的利益不可分割，托利黨則強調多元主義的

代表觀點。 

曾在 1812 到 1827 年間擔任英國首相的利未普伯爵詹金森（Charles 

Jenkinson,1727-1808）的代表觀就呈現了托利黨的觀點。我們在第一節當中曾經

指出，當時英國的貴族把持了英國的政治，因而在政治改革上的主張，就顯得相

當保守。本身即為貴族成員的利未普伯爵認為土地貴族在國會當中應該擁有絕對

的重要性。然而，在這當中，他卻也採取了和中產階級妥協的態度。他意識到工

業革命後英國產生了許多中產階級，而認為商業和製造業的利益應該僅次於土地

貴族（PW:31）。在承認新興中產階級的政治影響力之後，利未普伯爵進一步對

於英國政治採取多元主義的立場。 

利未普伯爵主張，地主、陸海軍官和法律執行者等等都應該在國會中被代

表，而所有的同業公會都應該在國家的立法過當中扮演重要的影響力。在彌爾看

來，根據詹金森的方案，「無論形式如何，至少在實質上，可見的行動必須被執

行」。換言之，「這些同業公會是被直接地代表的，社群的其餘部分則不被直接地

代表」，但這也有可能被說「它是被虛擬地代表的」。在詹金森這個方案下，「每

個同業公會都有其邪惡利益，並且會被導引去尋求治理不當的利益，如果能夠得

到它的話」（PW:32-33）。既然彌爾認為每個同業公會都有其邪惡利益，那麼這些

同業公會所追求的便僅是他們自己的特殊性利益，而不是整個社群的普遍利益。

彌爾認為數個同業公會集合起來在議會裡，也不過僅僅構成了整個社群的一小部

分而已。他們總是採取違反人民利益的作法，至於那些根據人民利益的作法，則

是他們連想都沒想過的。 

利未普伯爵曾經談到「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認為團體精神屬於來自

於鄉村的土地貴族以及來自於若干大城鎮或工業區的新興商人和製造商階級。所

謂團體精神就是「一組為了追求共同利益的聯合」。如果按照這個界定，這些同

業的社團所追求的僅是每個社團內部成員的共同利益罷了，也就是這些社團當中

的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共同利益。但是在彌爾看來，利未普伯爵所講的團體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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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是自外於整個政治社群之外的一小部分階級的團體利益，他們追求著各自的

目標，這是無助於追尋整個政治社群的利益的。彌爾批判利未普伯爵的方案會造

成這樣的結果：「混雜的代表所造成的真正效果將只會造成混雜的貴族」

（PW:34）。 

彌爾提出的改革方案非常簡單，他重新回到個人主義當中去論證。他試圖把

個人從這些從團體當中抽離出來，使他們重新組合之後，不再屬於單一團體的一

份子，而能夠意識到他們自己是整個政治社群，也就是英國的一份子。從這樣的

立場來看，我們便可以看出，功利主義對於個人進行原子式的假定，其重要的政

治目的乃是在批判當時盛行於英國已久的貴族政治，以及那些為了政治目的而和

特定新興階級進行妥協的多元主義式代表觀念。 

我們當然可以說彌爾是個人主義者，但必須了解到，他對於個人主義的主張

僅僅是就方法論上面而言，其最終目的乃是要建立一個排除少數社會團體的優越

性，而能普遍代表社會整體利益的代表觀。在這點上面，彌爾又借用了柏拉圖的

論證來強化他自己的論點： 

在一個社群中，沒有比使這個社群分裂、並且使它成為多而不是一

這件事更為有害的了；也沒有比使它成為一而不是多更為有益的

了。造成這個單一性的手段就是如此去約束構成的部分，以致於使

那些對一個人或少數人帶來快樂或痛苦的原因盡可能地對所有人都

是如此（FM: 288）。 

柏拉圖擔心社會的多元分化會阻礙到一個政治共同體追求共善（common 

good），因此採取一種制度的安排使整個社群的成員有著完全相同的利害與共關

係。彌爾也意識到多元會阻礙這個社會的統一性，但與柏拉圖不同的是，彌爾並

非追求社群的「共善」，因為在他的假設當中，人們所要追求的是利益，因此，

在單一個體集結起來成為一個整體的時候，就必須追求一個「共同利益」（common 

interest）了。這個共同利益並沒有像共善那樣的先驗式的規範意義，而帶有更多

的經驗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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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將證明彌爾的代表觀，乃是在批判柏克那種過於強調政治菁英的

代表觀，同時也在批判盧梭那種過於強調直接民主的代表觀。Krouse 曾針對民

主理論史上的代表觀念做出三種分類，分別是激進的代表觀念、保守的代表觀

念，以及自由的代表觀念。第一種是激進的代表觀念，這是盧梭式的，強調授權

（delegate or mandate）的代表觀念；第二種是保守的代表觀念，是柏克式的，是

強調信託（trustee）的代表觀念；第三種模式是自由的代表觀念，是彌爾父子

（James & John Stuart Mill）所倡導的模式，這種模式「尋求在精英能力和群眾

參與之間更多的和諧一致」，換句話說，當他把代表當作「一種領導權的值得追

求的手段」的同時，也「試圖保存有效的政治平等和人民主權」（Krouse,1982: 

511）。除了 Krouse 之外，Ball 也認為彌爾對於代表的觀點介於盧梭和柏克的代

表觀點之間（Ball,1992: xx）。在 Krouse和 Ball的區分下，彌爾父子所持的自由

的代表觀念正好介於另外兩種代表觀念之間。簡言之，彌爾的代表觀念同時是在

人民主權和政治領導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 

彌爾強調他的代表觀念是「真實代表」（true representation），這對比於柏

克的「實質代表」（virtual representation）觀念。彌爾所關心的問題是：好的立法

必須「藉由什麼手段」產生。這個手段就是，去尋找一種社群和被賦予立法權力

的人之間的一致性。若能尋找到這樣的一致性，就會能產生「真實代表」，真實

代表是：「代表者的集合體，人民的真正的、無偽的選擇，最為幸福地、驚人地

創造了好的立法所依賴的利益一致」（FM:291）。彌爾聲稱，自己所試圖要做的

是，藉由建立立法者和人民之間的利益一致性而確保好的立法的產生。 

柏克的「實質代表」乃是為了因應十八世紀末期英國激進派如潘恩等人對於

英國憲政傳統的批評而提出。他試圖證明現存制度之下的國會議員其實是可以代

表全國的利益而不是少部分選民的利益。在這個基礎之上，平民院其實是一個議

論廳，所有的議員可以根據他們的獨立判斷而採取最符合公共利益的行動。面對

激進派對於選區不均的批評，保守派所提出的實質代表的這個觀念正好足以抵擋

之（Dickinson,1977:282-283）。因為對保守派而言，儘管議員不是由全部選民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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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出來，但他們卻可以憑著自己卓越的智慧與超凡的德性而在議會當中反映出全

體國民的共同利益。柏克式民主理論所強調的是人民必須要將追求自己利益的權

力委託給代表，不能要求代表依照自己的意志去行動，因為只有代表才可能做出

最明智的判斷。 

柏克曾說： 

把選民的意見看作是權威性的指令、命令，即使它與議員自己明白

無疑的信念和良知的決斷相背馳，他也必須盲目地、不言而喻地服

從它，投它的贊成票並為它辯護──在這個國家的法律中，根本不

曾聽說過有此種情形（埃德蒙․柏克，2004：173）。 

此外，他也在一篇議會演講當中說道： 

人民是主人。他們只需要完全地並粗略地表達他們自己的需要。我

們是專業人士，我們是技巧高超的工人，將他們的欲求形塑成完善

的形式，並且使器皿適於他們使用。他們是病患，訴說著他們抱怨

的症狀；但我們知道疾病的精確位置，以及如何根據技藝的規則去

施以治療（轉引自 Conniff, 1977: 336）。 

柏克對於選民的意見顯然是不以為然的，他認為議員們不必過於聽從選民的

意見，而必須以自己審慎和明智的特質來進行政治判斷。他就曾經區分了輕率的

意見和「審慎感」（deliberate sense），他曾指出：「大眾，在他們毫不審慎地行動

的時候是愚昧的。」（Pitkin,1967:181）他認為人民並不總是能夠審慎地行動。因

此，議員有著更好的理由不去遵循人民的判斷。對柏克而言，人民和代表之間的

關係就是一種信託關係（trusteeship）。一旦人民將權力交給代表，人民就必須完

全放手讓代表們用他們明智的判斷來做政治決定。 

柏克當然也承認追求整個政治社群的共同利益的重要性17。然而，他似乎更

強調「虛擬代表」的概念。誠如我們前面所言，虛擬代表的意涵，在於不相信大

眾的政治判斷力，而試圖給予具備高度政治智慧的政治菁英以權力。在這點來

說，柏克似乎完全忽略了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的面向。 

                                                 
17 柏克追求共同利益的理念表現在這句話當中：「議會不是一個由代表各不相同的、敵對國家利

益的大使們所組成的協商會，⋯⋯與此相反，議會是一個具有共同利益、整體利益的同一國家的

決策性會議──在這裡起主導作用的不該是地方利益、地方偏見，而應該是以全體人民的普遍理

性為基礎的普遍利益。」（埃德蒙․柏克，200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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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來，柏克的代表理論好像跟彌爾沒有什麼兩樣，首先，他們都同時強調

有能力的政治菁英在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於這些政治菁英是具備高度智

慧的人士所扮演。其次，兩人的共通點在於，對於利未普伯爵所訴求的「團體精

神」都會採取批判的立場，因為利未普伯爵的代表觀是強調特殊利益的團體代

表。柏克和彌爾都強調代表必須代表「共同利益」，而非代表區域性或團體性的

特殊利益。 

到底彌爾所說的「真實代表」和柏克所說的「虛擬代表」兩者相較之下，何

者更接近人民主權呢？如果從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兩人對於選舉權改革的

主張來看，我們就可以看出兩者的區別了。以下，我們將指出，彌爾比柏克更接

近民主之處在於人民主權和政治平等。 

首先，就人民主權而言。相對地，彌爾比柏克先進之處在於，他比柏克強調

代表受到人民節制的面向，簡言之，也就是政府對人民的「課責性」。儘管彌爾

在選舉權改革的議題上最後因為策略性的因素而退卻轉向中產階級了，但他卻非

常強調人民在每次選舉當中對於政府可以產生的實質影響。如此一來，檢驗政府

的對象就是全體公民而不是特定階級（無論是貴族階級或是新興商業階級）了。 

其次，就政治平等而言。柏克強調菁英在政治場域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所

捍衛的，仍然是當時主導英國政治的土地貴族。儘管他承認這些被選舉來的議員

要代表全民的共同利益，但缺少了人民對於這些菁英份子進行制衡的力量。要賦

予人民這種制衡的力量，那就是給予民主社會中的每個公民以平等的政治權利。

就這點而言，彌爾顯然是考量到了。他曾指出：「不論考慮到要去捍衛一個不誠

實者的利益或是去取得另一個人的利益，代表制度的權利的明顯而簡單的理由都

是，所有的人應該被平等地賦予權利（admitted），同時，當所有人被如此地賦予

權利而非先前那樣時，每個人都能完全享受他的財富、天賦或聲望所能加諸他身

上的一切影響力而不至於侵犯到他人的幸福。」（ULP: 144）他試圖以一種人在

政治具有平等權利的圖像來取代先前僅有少數人能夠影響政治的貴族政治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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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來，我們要談彌爾對於盧梭的批判。盧梭反對代表的立場相當鮮明： 

正如主權是不能轉讓的，同理，主權也是不能代表的；主權在本質

上是由普遍意志所構成的，而意志又是絕對不可以代表的；它只能

是同一個意志，或者是另一個意志，而絕對不能有什麼中間的東西

（middle ground）。因此人民的議員就不是、也不可能是人民的代

表，他們只不過是人民的辦事員（agents）罷了；他們並不能做出任

何肯定的決定。凡是不曾為人民所親自批准的法律，都是無效的；

那根本就不是法律。英國人民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了。

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的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

他們就是奴隸，他們就等於零了。在他們那短促的自由時刻裡，他

們運用自由的那種辦法，也確乎是值得他們喪失自由的

（SC.III.15:5）。 

盧梭指出，「代表的觀念是近代的產物；它起源於封建政府，起源於那種使

人類屈辱並使『人』這個名稱喪失尊嚴的、既罪惡又荒謬的政府制度。」（SC.III.15: 

6）盧梭建構了「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原則，他並不同意人民藉由代

表來展現其主權，這樣看來不符合「人民主權」的內在邏輯。理由在於，既然人

民是主權的載體，那麼人民意志的展現就沒有必要透過代表來作為兩者「中間的

東西」。盧梭對於英國式的民主感到不以為然，在他看來，由於英國人民總是由

代表們來行使政治權利，無法親自批准法律，而且僅能在特定期間行使這種權

利，這看來是相當荒謬的。進一步來說，在盧梭的體系當中，為了使普遍意志達

到一種支配的地位，必須訂立一個社會契約，讓社會契約創造出主權者，於是主

權者便具有超越常態的力量。盧梭更進一步將所有政府視為「臨時政府」，試圖

讓公民定期集會以展現其普遍意志（蕭高彥，2001：14-16）。 

面對盧梭的強調人民不可代表的人民主權原則，彌爾則批判了盧梭的這項理

念。彌爾這段文字幾乎被所有的學者所忽略： 

一個多大程度的社群都應該藉著持續的行動和所有其成員的行動來

統治，這樣的理念顯然是令人感到困難的，甚至是到了不可實行的

地步，就像是一個擁有很多財產的人同時是自己的管家、執事、馬

伕、獵人、馬車夫，所有的角色集於一身一樣。然而，沒有什麼比

這個更好的例子去推論出，除非藉由授權（delegate）否則無法行使

這些職務的可行性，是從對於藉由他人來執行這些職務的整體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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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權利而來。這個社群的主權，就像是能夠支配其軟木和馬梳的

富人的主權一樣，是一種本質性的（essential），而不是一種積極性

的（active）主權。只有主權，才能夠藉由將它的執行委託給統治下

的其他人而很好地被運用；但在那樣的理由下這卻一點也不會不真

實或不穩固（ULP:144）。 

當盧梭宣稱所有的政府都是臨時政府的時候，他預設了政治秩序有著隨時因

為人民的意志的集合並且採取行動的時候而更動的可能性。盧梭所設想的政治模

式，正是彌爾所說的，其所有成員「藉著持續的行動」來統治。對比於盧梭嘲諷

英國人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才擁有真正的自由，彌爾認為盧梭這種理念在實踐上是

有其困難的。盧梭認為「主權是不可轉讓的」：「主權既然不外是普遍意志（general 

will）的運用，所以就永遠不能讓渡；並且主權者既然只不過是一個集體的生命，

所以就只能由他自己來代表自己；權力可以轉移，但是意志卻不可以轉移。」

（SC,II-1）對盧梭而言，主權是「意志」的表現，因此它不可被代表。盧梭顯然

在強調主權是「積極性的」，然而，彌爾卻認為主權應該像是一個人的權利一樣，

是「本質性的」。對彌爾而言，一個人擁有主權，正如同對他的所有物有權利進

行支配一樣。進一步來說，一個人可以釋出他的權利，將這個權利委託給他人。

按照這個邏輯，主權也就可以委託給他人了。彌爾在另一處對主權做出了定義：

「人民主權意味著承認社群以其自身的方式獲得其幸福的本質性權利。」

（ULP:142）既然主權是本質性的，它就不會一個人將它委託給另一個人，就從

屬於另一個人。因為主權的擁有者隨時可以收回這個權利。簡言之，盧梭把主權

界定為一種意志，它不可讓渡、不可被代表，彌爾則把主權界定為一種權利，它

是可以被委託給他人的。因此，作為一種權利的主權就理所當然地可以推論出代

表的觀念了。 

彌爾的代表觀不同於盧梭之處在於，彌爾強調政治領導的觀念。彌爾意識到

在現代社會當中，人的角色的多元分化，因此不是所有人都有閒暇去參與政治事

務而必須委託特定的政治菁英來處理或監督政治事務。彌爾界定了政治權利，認

為它是可以轉讓的。彌爾認為，人民當然可以表達自己的利益，但並不是任何時



 93

刻都可以表達。正如同 Thomas所宣稱的，彌爾這派的功利主義者主張政府應該

更依賴專業行政官僚，同時議會也需要專家的存在，彌爾等人「傾向於把選票說

成是一種信託」（Thomas, 1969: 273）彌爾當然不否認政治是一種信託關係，然

而，他卻也同意人民主權的觀念。透過把人民主權從盧梭式的積極性意志轉化為

本質性的權利，彌爾保留了代表當中具備人民主權的特質。這具體展現在，彌爾

認為應該縮短議員選舉的期限，透過讓人民可以更經常性地表達自己的意見，並

使代表受到人民的節制，彌爾為人民主權保留了的空間。 

 

在同意 Krouse 對於代表觀念進行分類的基礎之下，我們指出了，盧梭式的

民主理念是以人民主權作為其核心關懷，至於柏克式的民主理念則以政治領導為

主。一方面，彌爾的代表理論不像盧梭那種不斷處於非常態狀態、充滿不確定性

的政治模式，而改採以定期選舉的方式避免政治秩序常出現的不確定性，如此一

來，不僅可以維持政治秩序，更能夠使政府定期接受人民的檢驗，使政府對人民

負責。簡言之，彌爾理想中的代表模式強調人民主權與政治領導兩者之間的調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