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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陸章、意志概念的發展 

 

    做了基本定義並整理出與「意志」有關的概念，再藉由那些在亞里斯多德的

倫理學著作中也處理的概念，以說明可能在其思想中討論的「意志 X」之後，本

章將轉入在亞里斯多德之後的希臘化—羅馬時期以及基督宗教等時期的哲學思

想--前者是在古典希臘哲學時期結束之後、距離亞里斯多德最近的另一文化階段

的思潮，後者則以宗教背景做為關於人類擁有「意志」且自由地運用之的觀點的

支撐，並使得「意志」與行動的展現之間的關係逐漸鮮明--這兩個時期的思想也

都深受古典希臘哲學的影響。希臘化—羅馬時期關於人類擁有能夠自己選擇將執

行何種行動的能力的學說，也被視為已經是對於有關「意志」思想的討論。在基

督宗教的背景中，是「意志」概念被發展地十分強烈的時期，並以此作為人類是

自由的、因此要對自己的行為負責任的論點的支撐。 

    本章旨在透過此兩時期關於「意志」概念的思想，突顯「意志」此概念的發

展是從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一種可能的「意志 X」概念、經過希臘化—羅馬時期

的萌芽階段、在進入了基督宗教時期之後而茁壯。在此過程中可見「意志」概念

從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無法找到一個最適當的位置可被說是「意志」，而僅能

由尚處於「理智」與「欲望」之間的互動拉鋸之中，看到了類似於「意志」的運

用，因此只能說是某種「意志 X」的概念；到了希臘化—羅馬時期，有了拉丁語

文中的 voluntas 一詞以表達關於「意志」的概念，「意志」是「心智」(mind, animus, 

διάνοια)中的一種活動或能力--伊比鳩魯學派將「意志」(voluntas)視為一種「決

定」的能力，其表現為從「心智」、到「靈魂」(soul, anima, ψυχή)109、以至於身

體中一系列的原子的活動而展現出某個行動，並以「心智」中原子的轉向說明人

                                             
109 靈魂中包含理性與非理性的部份。理性的部份是指「心智」(mind, animus, διάνοια)，位置是

在胸膛；非理性的部分是指「靈魂」(soul, anima, ψυχή)，是遍佈於身體之中並與身體有著密切

聯繫的。對於快樂或痛苦的感受，有些是「心智」的感受，有些則為「心智」以及「靈魂」與「身

體」之間的互動。 
參閱：John M. Rist,Op. cit. pp. 79-80,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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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就是那個「選擇」如何對於外在事物做出回應以及自願行動的原因；斯多葛

學派在討論「意志」概念時，Chrysippus110以派生自「神」而存在於人類「靈魂」

之中的「統治本原」為一種做抉擇的能力，但「統治本原」不僅是一種可以憑藉

之以認識「什麼是正確的」的理性能力，也包括了可以憑藉之以決定「我要做甚

麼」的「意志」(voluntas)，並以「心智」的「認可」而將發生行動的起源歸於人

自身。 

    到目前為止，雖然此時已開始談論「意志」概念，但還是將之視為心智中的

一種活動或能力，但在討論「意志」的運用時皆尚未脫離理智能力的範疇，就像

是心智中除了認知能力之外的另一面向。如此，這樣的「意志」概念的強烈程度

未若引入了宗教與上帝創世之說之後的「意志」概念。進入了基督宗教的背景，

以神話為預設，將「意志」視為靈魂中的獨立能力，獨立於「理智」及「欲望」，

「意志」本身是可以執行行動的--在行動發生之前的「意志」是「部份『立意』，

部份『逆意』」。這種發生在「意志」之內的分裂，顯示出在尚未有「意志」概念

時所發生於「理智」與「欲望」之間的互動拉鋸，隨著「意志」概念的強烈發展，

已轉移至「意志」之內的互動拉鋸，直到彼此對立的「意志」統一成為一個完整

的「意志」，行為者就能展現某個行動。 

 

 

第一節、萌芽中的意志概念--希臘化─羅馬哲學時期 

 

    大致從亞里斯多德逝世之後、西元前四世紀開始，經由亞歷山大大帝對於希

臘語文的推廣加上版圖的擴張，取代古代雅典的城邦政治體系的是大一統的羅馬

                                             
110 被稱為斯多葛學派的第二創始人，有大量的著作，並使得該學派的學說系統化。斯多葛學派

雖然不同於伊比鳩魯學派的學說是在創立之時就已確立，反而歷經了長期的發展變化，在不同時

期、不同的哲學家所提出的學說也十分不同，在本章文中將以 Chrysippus 為主，大致闡述斯多

葛學派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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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隨著以希臘三哲--蘇格拉底、柏拉圖、亞里斯多德--為代表的古典希臘哲

學時期的結束，各種流派的哲學學說繼之而起，以百家爭鳴的姿態延續著古典希

臘哲學思想所播下的種子，在羅馬帝國的土地上灌溉並綻放。因為當時政治與社

會情況的影響，這段時期所發展的倫理學更加地關注個人的生活方式，不同的學

派紛紛尋求不同的獲得個人幸福之道。亞里斯多德提出：人類行為的最終目的在

於追求幸福、而幸福的獲得要透過實踐德行的活動，這樣的學說也被後來的希臘

哲學家們吸收，各自發展出關於幸福的學說。 

    此時期的學派以各自的方式表達其關於幸福的學說，但都將此人生所要追求

的終極目的視做一種滿足、不受到因需要或欲望而引起痛苦的干擾：伊比鳩魯學

派稱幸福的狀態是「平靜」(ἀτᾶραξία)111，指的是心智的安寧；斯多葛學派則以

「冷靜」(ἀπάθεια)112表示，即不受情緒的影響，為了達到幸福的目標，兩學派

皆主張應依循理性而行動。113而在各自的「原子論」與「決定論」的宇宙論立場

中，並不意謂人的行動是受制於自然律則而沒有自由決定的空間：伊比鳩魯學派

引入原子的「偏斜」說，斯多葛學派也嘗試提出方法以說明關於「自由意志」與

「決定論」兩立場之間矛盾的化解。 

 

 

一、伊比鳩魯學派 

 

    伊比鳩魯學派被稱為「快樂主義」(Hedonism)，是因為此學派認為人生之目

                                             
111 impassiveness, calmness. 
Henry George Liddel, Op. cit. p. 268. 
112 impassibility. 在斯多葛學派中意謂 freedom from emotion。 
Ibid. p. 174. 
113 伊比鳩魯學派與斯多葛學派皆視人生所欲追求的幸福目標為心智上的安寧、平安、寧靜狀態，

並分別以「平靜」(ἀτᾶραξία)及「冷靜」(ἀπάθεια)表達這種以理性為指導而追求快樂、不讓理

性受制於情緒的心智狀態。兩者並非否定情緒或抑制情緒的發生，差別或許在於：前者是追求理

性與情緒之間的平衡，也許在某些情況中會容許情緒多於理性(只要兩者之間能取得平衡)的時

刻；後者則要求情緒總是要依循著理性，不允許情緒與理性之間發生矛盾，因此會將情緒多於理

性、亦即受到情緒影響的狀態視為靈魂的疾病狀態，所以要求的是不受情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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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於追求幸福，亦即：掌握快樂114、避免痛苦。快樂分為兩種：一是「動態的

快樂」，此類快樂是在於獲得了因物質或身體的欲望而渴求之目的，在達到此快

樂之目的前是痛苦的；一是「靜態的快樂」，這種屬於心智上的安寧，才是真正

應當追求的快樂，因為這種快樂就在於一種平衡狀態，亦即不伴隨著痛苦、而是

純粹的快樂。例如：飲食是為了滿足「避免飢餓之痛苦的快樂」，在避免飢餓之

痛苦的過程中、亦即飲食的過程中，得到的是「動態的快樂」；但是在終於滿足

後、亦即飽食後，便出現了「沒有飢餓之痛苦的快樂」，亦即「沒有痛苦的快樂」。

幸福就在於「靜態的快樂」，意謂痛苦的消除、沒有缺乏的一種平衡狀態。清楚

了真正應當追求的快樂之後，在生活中才能適度地滿足應當的欲望，例如：在飲

食的過程中，如果清楚目的只是為了飽食，那麼不需要高級餐廳的昂貴牛排、即

使是家常的清粥小菜，也能夠消除飢餓的痛苦，獲得飽食的目的。 

    因此，伊比鳩魯學派的「快樂主義」並非純粹地追求物質享受式的「享樂主

義」，反而為了獲得「靜態的快樂」這種心智上的安寧的幸福，必須對於所追求

的需要加以選擇。需要可分為「自然的需要」(例如：飲食求營養與飽足、衣物

求保暖)與「非自然的需要」(例如：飲食求山珍海味、衣物求華服麗飾)；「自然

的需要」又可分為「必要的」(指維持生命所必需的需要)與「非必要的」(例如：

性的需要)。只有「自然的且必要的需要」是應當給予滿足的，而這必須由理性

為指導而適度地追求，亦即使心智免於因那些「非自然的需要」或「自然的但非

必要的需要」而引起的痛苦，擺脫對於物質或環境等因素的依賴，而達到心智上

不虞匱乏的滿足狀態、獲得真正的快樂、安寧的幸福。這種依循理性而獲得的快

樂「不是別的，只是『自由』，特別是個人的心智自由。……所謂持久的、真實

的安全和心智安寧的快樂幸福，無非是指個人享有的一種自由而不受支配和奴役

的實際生活和精神生活的狀態。」115伊比鳩魯學派所追求的真正快樂是包含自由

                                             
114 「快樂」與「幸福」在伊比鳩魯的學說裡為同義詞。 
參閱：楊適，《伊壁鳩魯》(臺北市，1996)，頁 36。 
115 根據楊適先生，可將這種「自由」理解作「意志自由」：「我認為伊比鳩魯的快樂主義，其本

質仍在實現個人自由，特別是個人的意志自由。」但由於本論文中有關伊比鳩魯學派之論述並未



97 
 

的，由理性指導心智的自由並貫徹到具體生活之中，在生命經驗中實踐的自由、

快樂。因此，伊比鳩魯學派反對斯多葛學派所持之「命運」、「決定論」、神對於

世界與人的干預、服從必然性…等學說立場，或者可以說：伊比鳩魯學派對於「原

子論」的修正，使得在解釋人類之行動發生時可以免於淪為一種決定論式的結果。 

    若依據「原子論」，則一切事物的生成變化皆依循自然律則，而人對於所發

生的事物是無能為力的。伊比鳩魯學派提出原子的「偏斜」說：原子的活動除了

與其他原子相互碰撞等外在因素、與內在的垂直下降的直線運動的內部因素之

外，還有偏斜運動--原子的突然轉向，偏離了原本的直線軌道而運動，除了垂直

運動的必然性之外，還有自發地脫離軌道的偶然性。伊比鳩魯式的「原子論」因

而使得運動之發生免於「決定論」的必然結果，也提出反對將一切歸諸必然性的

論據。 

    在談論人類行動的發生之前，先將原子論者式的亞里斯多德的行動理論列出

如下：由「感覺」產生運動的圖像(images of movement)，這些圖像再對於「心智」

發生作用，然後便產生了「決定」--「心智」的運動使得「靈魂」的原子產生活

動，終於也使得身體的原子發生活動。所以行動的發生是由於「心智」受到相關

圖像的刺激再加上選擇產生某種回應，而這樣的回應就是「意志」，亦即：一種

「決定」，「意志」以如是方式表現：是「心智」使得「靈魂」運動、而「靈魂」

與身體的互動便使得身體產生行動。因此，運動發生的起源是在人之內。116 

    這種行動理論並非意謂一旦某個圖像出現、作用於「心智」即產生運動。運

動的發生在於：當某個圖像出現的那個當下，行為者的品格為何。行為者會做出

怎樣的「決定」與其品格有關，因而行動是依據品格，亦即：行動之發生關乎品

格，因而會選擇做出甚麼樣的行動。因此，人的行動之發生不在於外在因素。若

                                                                                                                               
直接參閱第一手資料，而是藉由各種二手資料中的敘述及引用原典的片段為理解方式，因此對於

是否將伊比鳩魯所言之「自由」詮釋作「意志自由」尚持保留態度。或許楊適先生的這種詮釋方

式也與本論文之開啟討論亞里斯多德之「意志」概念的方法相似，是以比較並突顯的方法--比較

伊比鳩魯所謂「自由」與對於「意志自由」的基本定義之間的相似處後，突顯伊比鳩魯的「自由」

概念可作為「意志自由」的可行。 
同註 114。頁 193, 196。 
116 John M. Rist, Op. cit. pp.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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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的原子終究受制於內部因素的必然性，如此將推論出一切行動皆受制於

必然性的「命定論」；117為了避免上述困擾，伊比鳩魯引入了原子偏斜說，提供

了原子論在物理法則的世界中，保有不確定性與偶然性的因素，亦即：人有選擇

的自由，可以選擇不同的方法以達到幸福之目的。118 

    原子的偏斜確保了在必然的因果序列中出現了斷裂(break)，原子的活動不是

受制於外在環境的因素或內部因素的必然性，因而行動的發生是在我們的能力範

圍之中，這至少確保了人類行為的發生是一種自願行動。119在人之內，行動的開

始是由於心智原子的作用，則關於「選擇」與產生的自願行動，也與心智原子的

「偏斜」有關；因此，這種「偏斜」也允許了討論「自由意志」的可能，但在伊

比鳩魯學派中可納入討論「自由意志」--或者說心智原子的轉向--的範圍中的，

除了人類也包括可馴服的動物。120 

    在伊比鳩魯學派中，「意志」之為一種「決定」，能夠選擇要產生何種行動，

亦即：心智原子有轉向的可能。若以此做為討論「自由意志」的空間，則此「意

志」是一種心智能力的結果，是「心智」對於「靈魂」的作用、使得「靈魂」再

對於身體發生作用、因而產生行動。依此而言，在伊比鳩魯學派中的「意志」概

念是靈魂中的心智能力的範疇，是心智能力做決定的一種形式，亦即：「意志」

是「心智」中的一種做「決定」的能力。 

 

 

 

 

                                             
117 Ibid. pp. 92-93. 
118 此所謂「自由」，依據 Richard Taylor 於 Donald M. Borchert 主編的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中，對於 Determinism 一詞的編輯中所述，可在某種程度上或是以當代的語詞表示為「自由意志」。 
Donald M. Borchert,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Detroit, Mich., 2006), pp. 10-11. 
119 不同於 Richard Taylor，John M. Rist 認為不能過度地將這種非來自於壓力強迫的能力範圍之

內的行動發生，視為是因為人類的「自由」，而僅以「自願」名之。 
John M. Rist, Op. cit. p. 94. 
120 Ibid. pp. 94,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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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斯多葛學派 

 

    同樣以追求幸福為人生之目的、而終極目標即獲得心智之安寧的斯多葛學

派，雖然與伊比鳩魯學派一樣認為：要實現此人生目標，就應當以理性為指導、

適切地滿足人類的基本需要，但是在態度上卻又與伊比鳩魯學派有別：理性的指

導是要順乎自然，以達到與自己和整個宇宙的規律相互協調的狀態；亦即一切事

物的發生、包括人類的行為皆服從於自然律則，承認必然性對於宇宙的支配，因

此也接受命運、以至於「命定論」的觀點。為了獲致心智的安寧狀態，伊比鳩魯

學派提出的是：由理性指導心智的自由，使心智免於受到追求非必要的需求而帶

來的痛苦，在生命經驗中實踐快樂；雖然對於理性與欲望之間的關係、以及追求

幸福與避免痛苦的基本立場與伊比鳩魯學派是相似的，但斯多葛學派卻以不同的

方式表達：要做為一個真正自由的人，就必須節制自己、克制欲望，以免為了那

些無法滿足的欲望而感到痛苦，因此，在由理性設定目標的部分也必須符合自然

律則，不必因外物而喜悲，才能追求安寧的精神生活。 

    這種人生態度是基於其宇宙論：宇宙的生成變化是以「神」(God)作為推動

的內在力量或活動原理；「神」是最高力量，是一切個別事物的生命與運動的最

終基礎、原初動力、最高原因、絕對的理性--或者說是「神聖理性」(divine Reason)，

是世界靈魂、宇宙的「統治本原」，而在人的靈魂之內的「統治本原」，就是派生

自「神聖理性」的「理性」。「神」與宇宙中的萬事萬物是分不開的，因為「神」

是推動宇宙中萬事萬物運動的最初動力，「宇宙成為一種動力學的因果關係鏈

條，其中的每一個事物都是作為這一鏈條上的一環而存在的，因而都不能脫離這

一鏈條，而必須服從於因果關係的法則。」121因為「神」是理性的，所以宇宙萬

物也依循著理性，其中的生滅變化由絕對的因果法則所支配，和諧與秩序也得以

彰顯。這種支配著宇宙的必然性，也被以「命運」的概念表示，因而導向「決定

                                             
121 王來法，《前期斯多亞學派硏究》(杭州，2004)，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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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或「命定論」的態度：「沒有事物能夠在沒有充分原因的情況下發生，在既

定的條件下也沒有事物能夠以它實際發生的方式以外的方式發生。」122事物的發

生必定有其充分原因，其發展變化是受著「必然性」或「命運」的支配，事物的

發生是其原因的必然結果。不論是「神」、「命運」或其他指稱這種作為宇宙間萬

事萬物之起源、推動其中變化的動力、與決定一切發展的理性力量，就是日常語

言中的「宙斯」或「宙斯的意志」。123 

    「統治本原」除了是靈魂中的「理性」，也是「意志」。Chrysippus 會認為我

們是憑藉「統治本原」對於事物進行認知，而關於決定行動的發生也是來自於對

於「統治本原」的運用，亦即：此時的「意志」尚未成為一種獨立的官能，而是

「統治本原」的兩種面向。124甚至，在人的靈魂之中的「統治本原」既然是派生

自宇宙的「統治本原」，人的理性能力是來自於「神聖理性」，則做為「統治本原」

中另一面向的「意志」，也應當是以「神」之中的「意志」為本。於此，似乎可

見在基督宗教中由上帝賦予人類靈魂中的理性與意志的雛形。 

    斯多葛學派所說的人生的目標在於依循理性的指導、順乎自然，指的就是：

人除了要依照自己的理性而生活、與自我協調，還要與自然協調、依循「神聖理

性」而生活，因為人是自然的一部份。那麼，當說人的生命與自然的協調時，就

可以說是個人的「意志」與「自然的意志」--或者，如前所述的「宙斯的意志」

--亦即「神的意志」的協調。斯多葛學派主張順乎自然而生活就是德行，那麼，

德行就在於個人的「意志」是與「自然的意志」之間相一致的。125人生的終極目

標：幸福，就是指個人的心智上的自由--順從理性的指導，克制不當的欲望--亦

即心智的安寧狀態，是人與自己以及自然的協調，而不當的欲望將破壞這種協

調。就整體而言，德行就在於個人的「意志」與「自然的意志」的協調之中，當

                                             
122 Plutarch, De Fato, 11. 參閱：同註 121。頁 137。 
123 從不同的觀點看「命運」一詞，可以說是「原初存在」、「普紐瑪」(πνεῦμα)、「精巧的火」

(artistic fire)、世界理性、宇宙法則、自然、天意(providence)…等。 
E. Zeller, The Stoics, Epicurean, and Sceptics. (London, 1892), pp. 170-173. 參閱：同註 121。頁 136。 
124 John M. Rist, Stoic Philosophy. (London, 1969), pp. 222-223. 
125 羅素(Russell, Bertrand)著，何兆武、李約瑟譯，《西方哲學史》(北京，1986)，頁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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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是合乎理性、與自然之間是一致時，依此「意志」而行就是符合德行的

行動；就個人而言，真正的德行在於善，就是「意志」的合乎理性--人的靈魂之

中的「統治本原」。如此，德行就在於善，是「意志」合乎理性、與自然一致的

狀態--人的靈魂中的「統治本原」與自然的「統治本原」的協調。   

    要想達到此人生目標，就是要追求「冷靜」--並非指完全地沒有感覺或反應

的冷漠狀態，而是指不受情緒的影響。因為在斯多葛學派的觀點中，人的靈魂中

的「統治本原」包含理性面與非理性面，一個有智慧的人擁有三種必需的(basic)

且穩定的狀態：喜悅(joy, χαρά)、願望、警戒感(a sense of precaution, εὐλάβεια)，

在有智慧的人之中的這三種狀態是情緒的、並且同時也是理性的。在人的「統治

本原」中的理性與情緒之間，可以用健康或疾病的狀態表示。人的理性與情緒之

間沒有矛盾，便是健康，亦即擁有情緒的理性狀態；依循理性的情緒是不會導致

傷害的，這種情緒狀態就是好的情緒(innocent emotions, εὐπάθεια)。當兩者之間

出現矛盾，亦即受到情緒的影響的狀態(passive state, πάθη)，便是疾病；甚至在

較極端的斯多葛學派立場中，πάθη就是疾病。治癒疾病是必要的，所以抑制「統

治本原」的疾病狀態也是必要的，亦即避免受到情緒的影響。126 

    除了上述個人的心智上的自由，還要討論個人的行動自由。在人的生命中，

只有德行才是真正的善，而德行之取決於「個人的意志」，即意謂著生命中發生

的好或壞是取決於自己。但是，既然德行在於「個人的意志」與「自然的意志」

之間相一致，是否意謂「個人的意志」是受制於自然、由「宙斯的意志」所決定？

在堅持必然性的決定論的立場中，是否真的有「個人的意志」？或者，終究要與

「宙斯的意志」協調的「個人的意志」可以說是自由的嗎？ 

    Chrysippus 試圖解決這種「自由意志」與「決定論」或「命定論」的矛盾而

引發的在說明道德責任時的困難。 

 

(1)區分「命運」與「必然性」。 

                                             
126 John M. Rist, Op. cit. pp. 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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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命題非真即假。首先區別「關於未來事件的真命題」與「關於過去事

件的真命題」，只有「關於過去事件的真命題」是必然的，而「關於未來事件的

真命題」則不是必然的。因為關於未來的事件包含著可能性，只要尚未發生，就

有朝著其他方向變化的可能，因而是非必然的；但是當事件發生，可能性變成現

實，可能性也轉化為必然性。如此，人的考量計劃與行動的發生是有意義的，因

此需要擔負道德責任。 

    關於未來的事件，Chrysippus 以「命運」稱之，亦即：實際上將會發生的事

件序列，是事物發展的因果鏈條本身。命運是包括過去、現在與未來事物實際發

生的過程或型態的記錄，並非絕對的必然性或神的預定。每一事物皆有其特性--

亦即：使某事物是此而非彼的性質，這種特性就記錄了某物的「命運」。如此，

是否可以說：未來在命運的記錄中，因此是由命運所規定的？其實，當我們說「命

運規定」時，是指從永恆的角度去看事物的發生，而此發生是由一系列原因共同

造成的結果；但未來並不是由必然性所規定的，因為在實際發生之前也有不發生

的可能。因此，「命運」並非絕對不可改變的「必然性」。 

 

(2)區分事物運動的根本原因(內因)和輔助原因(外因)。 

    如果說事物自身的特殊性記錄了自身的命運，那麼，事物的未來也在其特性

的記錄中。在事物運動變化的因果關係中，包含兩種原因：外因與內因，前者是

來自外部的推動力量，是使得事物發生運動的直接原因，但畢竟是一個輔助原

因，因為還必須加上後者--事物本身的特性，事物的內部結構決定了對於外部作

用的反應方式，是事物發生運動的根本原因。 

 

    人類的行動亦然。行動的發生也包含了內因與外因：外部的作用造成了「圖

像」，向心智呈現了某些可能的行動方式，但是心智對於「圖像」的反應與將採

取何種行動方式，則完全取決於自己。外部原因並不能完全左右人類的行動，必

須透過心智對於「圖像」的「認可」，因此，人類的行動是由外在事物向心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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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與心智的認可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認可」是一種理性的能力，具有審度

能力之行為者對於某個行動做出同意與否的判斷，是在我們的權力範圍之內的事

情，而「認可」的給予與否是基於人自身所擁有的特性--亦即人的自然本性或品

性。因為「認可」，我們成為我們自己去展現某個行動的原因，所以，人的行動

是自願的，因而有擔負道德責任的要求。既然人的行動取決於自己，那麼，為善

或行惡也是取決於自己，亦即意志的自由運用。127 

    不論 Chrysippus 的方法是否真正地解決了「自由意志」與「決定論」或「命

定論」之間的矛盾，但至少表示了：即使是在接受命運或必然性等觀點的「決定

論」立場中，也並未否定個人對於自身行動擁有決定的能力，因此，人必須為自

己的行為負責；並且，「自由意志」的運用就表現在人面對來自外在環境的作用

時，基於自己的自然本性或品性而採取某種反應並展現某種行動。 

    Chrysippus 是以心智中「認可」的能力談「意志」的運用，即使已將「意志」

視為心智中一種能夠決定行動的能力，但尚未獨立於理智的思維能力、也因此還

不是靈魂中的一種官能。關於這種做為靈魂中的一種官能的「意志」概念，則要

從基督宗教時期上帝與人類的運用自由意志的關係中，討論「意志」在「理智」

與「欲望」之間的抉擇與行動的發生。 

 

 

第二節、茁壯的意志概念--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基督宗教時期 

 

    對於人類擁有自由的肯定，到了中世紀便以基督宗教的背景為預設，而「意

志」也已發展至獨立於理智的能力、成為靈魂中的一個官能。關於人類的意志與

自由地運用之而犯錯，也以宗教及神話的方式為解釋。上帝在創造人類時，便賦

予人類理性靈魂和意志，亦即：人擁有選擇的能力；並且，上帝向人類頒佈律則

                                             
127 同註 121，頁 140-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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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不強迫人的意志，人類還是可以自由地頒佈自己的律則，「自由透過人類的

理性而屬於人類，其表現在於人意志的選擇能力。」128因此，在基督宗教的思想

中，自由、理性、意志、選擇等概念是相互聯繫的。在人類的因自由運用意志而

犯錯的部分，也已經在《創世紀》神話中做了描述：上帝將亞當與夏娃放置於伊

甸園中，允許他們自由地食用園中每一棵果樹上的果子，除了生命之樹與那棵分

別善惡樹上的果子是被禁止的；是這對人類的始祖受到蛇的引誘，渴望達到與上

帝一般的智慧便摘取並食下那棵樹上的果實。人類的因自由運用意志而犯錯，便

透過神話以墮落的意志表示：是人類的自由選擇的結果。 

    延續了古希臘哲學之人生的終極目標是追求幸福，只不過奧古斯丁進一步將

所追求的善(Good)轉為上帝(God)，而獲得幸福就是擁有上帝，這必須要藉由理

性的默觀與透過宗教信仰的方式才可能達到129。因此，奧古斯丁肯定人類的理性

思辨能力能夠認識必然、普遍的真理，亦即：只要是擁有理性能力的人類，就有

獲得幸福的可能。人類的有限理性要認識永恆真理，除了透過默觀的方法，還必

須藉由上帝的光照，方有達到永恆之知的可能，因為知識的層級是存在於上帝理

性之內的觀念130。 

    上帝是在虛無之中自由地創造出世界萬物的，祂在創世之前就已先行在觀念

之中認識了將創造的世界萬物、以及整體包括人類的一切活動；上帝是以存在祂

之中的觀念做為世界萬物的範本，亦即世界萬物是上帝觀念的展現，而這樣一個

由祂所創造的世界也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完美的一個。因此，整個存有階層的豐

                                             
128 同註 100，頁 277。 
129 關於人類的理智能力與獲致幸福之間的關係是：藉由理性的思辨能力可以追求知識，這是擁

有智慧的方式，只有擁有智慧的人有得到幸福的可能，亦即：知識是為了追求幸福。 
  關於奧古斯丁如何詳細地談述「知識」與「智慧」，或許可從其著作《論三位一體》中研究。

在《論三位一體》中，大致是將「知識」歸與塵世生活相關之知，是(相較而言)較為低階的心靈

活動；而「智慧」是在於對上帝的默觀與愛，屬於高階的心靈活動。 
本文此段的目的是在於提出：奧古斯丁肯定「獲得幸福」此一人生終極目標，可以藉由理智的思

維能力與信仰的方式而達到，因此不再進一步探討、區分「知識」與「智慧」兩種階層的心靈活

動。 
130 奧古斯丁區分了知識的三種層級：(1)永恆物之知--目的在於智慧，使用的方法是默觀；(2)有
形物之知--理性以永恆之物做為標準、對有形物做出判斷而得的知識；(3)感官物之知--感覺對象，

是變化無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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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樣性是有秩序的131，每一個存在物在其存有階層上都有其適合的位置，並且

每一個階層的存有皆反應了其創造者的善，所以世界萬物的整體秩序本身就是一

種善--即使是惡的存在，其實也彰顯了這整體的秩序的善，因而也反應了創造者

的善。132也由於世界萬物並非從任何先存的物質中被創造的，而是一種次要、非

獨立的領域，因此有失序的可能，亦即有惡的可能。但是無論如何，惡並非積極

的實體，而是必須依附於善的一種偶性；惡是善的缺乏，如果沒有善，惡也將不

復存在。 

    本節將依序處理由上帝所創造的人類所可能發生的失序：擁有「意志」並且

自由地運用之，但卻可能以錯誤的對象為行動之目的，因而做出不應行之惡。接

著討論在選擇對象做為行動之目的以前，發生在「意志」之內的分裂--既立意於

如此做、亦逆意於如此做，直到「意志」統一，行動才得以發生，亦即：一個完

整的「意志」是能夠使得行動被執行的。最後則藉由人類心智能力中的「時間感」，

說明「意志」的從分裂到統一以至於執行行動這種靈魂的官能，是一種趨向於未

來的能力。 

 

 

一、自由意志與犯錯 

 

    人類之擇惡而行是因為擁有自由意志。上帝將道德法則賦予人類、存在人的

心中，同時讓人類擁有自由意志，可以選擇不同等級的善。 

    意志是行動的基礎動力，是一種意欲的機能，其行動為「愛」，依據所意欲

的對象可分為「善愛」與「惡愛」，因此是一種善意志或惡意志，導致的行為結

果因而是好的、善的或壞的、惡的。但是因為人生的目的在於追求幸福，趨善避

                                             
131 從無生命到有生命、感覺、思想、理智以至於不朽的存有階層。 
132 參閱：《論自由意志》第三卷第十五章。 
奧斯定 著；王秀谷 譯，《論自由意志》，(臺南市，1974)，頁 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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惡是人的本性，不會有人願意追求惡，倒不如說是一種「錯誤的意志」，意欲了

錯誤的對象--次善、小善、變幻無常之善。意志是一種中間的善(因為是由上帝所

賦予，所以是一種善)，可以選擇至善、大善、永恆不易之善，也可以選擇次善、

小善、變幻無常之善，依據所選擇的對象而有善或惡的結果，我們也才因此說這

樣的「意志」是「善意志」或「惡意志」；亦即：所謂的「意志」之善惡並非依

照意志力的強弱而區分的，而是依據「意志」所選擇的對象。如果想選擇至善，

唯有透過上帝的光照，也因而得到幸福。 

    既然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為什麼人類擁有的意志卻有犯錯行惡的可能？

正是因為上帝賦予人類的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人類因擇善選惡而得到的賞罰--是

否得到救贖、進入天堂以獲得永生--才有意義；並且上帝也使得意志的選擇永恆

不變易之大善成為可能的：只要人透過信仰、敬愛上帝便可得到祂的恩寵、獲得

幸福。 

 

 

二、意志的分裂與統一 

 

    「我的肉體很容易聽從靈魂的驅使，念頭一轉，手足跟著動了；我的靈魂卻

不容易聽從自己的意志，完成重大的願望。」133靈魂可以要求身體依照所下達的

命令而運動，但卻無法要求自己服從自己的命令。這種「靈魂命令肉體，肉體立

即服從；靈魂命令自己，卻抗拒不服。」134的情形，就是「意志」的分裂，當然，

這並不是因為在靈魂之中分裂出兩個不同的意志--服從的意志與不服從的意

志，而是在「意志」之內的分裂--「立意」與「逆意」。這種發生在「意志」之

中的衝突，是因為「意志」的不完整，「其實靈魂並不完全願意，所以發出的命

                                             
133 《懺悔錄》卷八第八章。 
奧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著；周士良 譯，《懺悔錄》，(臺北市，1998)，頁 158。 
134 《懺悔錄》卷八第九章。同註 133，頁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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令也不是完全的命令。命令的尺度完全符合願意的尺度，不執行的尺度也遵照不

願意的尺度，因為意志下令，才有意願，這意願並非另外一物，即是意志本身。」

135因為靈魂並非完全地「立意」於 A，所以會有對於 A 的「逆意」。這種既非完

全願意、亦非完全不願意的內部的分裂--願意的是自己、不願意的也是自己--是

在「意志」之內的分裂，而非意謂著靈魂之中有另一個「意志」的存在；而這種

「意志」內部分裂的情況之所以發生，就是由於人類因其祖先犯錯而背負的原罪

136：擁有「自由意志」，但卻有發生「意志薄弱」而擇惡的傾向。 

    「意志」在行使意志力時必須是「部份立意，部份逆意」的，有兩個相互拉

扯的意志力，否則「意願」已經存在，就毋須「立意於…」或「逆意於…」，此

時的「意志」是完整而可以執行行動的。137但是不完整的「意志」撕裂著靈魂，

使得靈魂感到痛苦不已，「…一個靈魂具有二者的愛好，但二者都不能占有整個

意志，因此靈魂被重大的憂苦所割裂…」138。當然，這種分裂的「意志」並不是

指發生在「意志」之內的分裂是一善與一惡的對立，「意志」的分裂可能是由兩

個對立的「惡意願」造成的(例如：一個竊賊在考慮著如果要想在短時間之內得

手的話，究竟該偷珠寶還是鈔票？)，也可以是因為出現了兩個相對立的「善意

願」(例如：想要在今天的下午茶時間閱讀一本書，應該先讀小說還是詩集好？)，

甚至也可能是比兩個更多的「善意願」或「惡意願」之間的拉鋸戰，「直到我選

擇其中之一，使分岐的意志成為統一。」139奧古斯丁所說的「統一分裂的『意志』」

不是指「統一『意志』中的『立意』與『逆意』」，而是「統一『意志』中的每一

個『立意』與『逆意』」；也就是說，在每一個分裂的「意志」之中，會有兩組以

上的「立意與逆意」，每一個實現行動的可能性都是一組「立意與逆意」，而「意

志」的統一是在每一個實現行動的可能性之間的統一，因而是在每一組「立意與

                                             
135 《懺悔錄》卷八第九章。同註 133，頁 159。 
136 參閱：《懺悔錄》卷八第十章。同註 133，頁 160。 
137 參閱：同註 91，頁 422-423。 
《懺悔錄》卷八第九章。同註 133，頁 159。 
138 《懺悔錄》卷八第十章。同註 133，頁 161。 
139 《懺悔錄》卷八第十章。同註 133，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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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意」之間的統一。 

 

 

三、意志概念的強化 

 

    自由意志此概念在基督宗教的發展過程中如何地被強化，則與人類之為「上

帝依照自身形象而創造的受造物」此一具有「位格」意義的「人」(person)的基

礎有關，「因為儘管人心不與上帝同本性，上帝至高無上的本性的形象卻仍得在

我們本性中最好的那一部分裡尋找並找到。」140因此人類的靈魂與上帝之間有著

密切的聯繫，「即使它﹝靈魂﹞已失去了對他的分享，它也仍是神的形象，哪怕

被磨損了或扭曲了，也是如此。」141。因為是上帝依照自身形象而造，所以人類

的靈魂與上帝有著相似點：相似於上帝的理性、相似於上帝的自由意志；但也因

為是由虛無中所創的，所以人類的靈魂儘管相似於上帝，但卻又並非如同上帝那

樣地完美，而是有缺陷、不穩定的。可以說「人類靈魂的特點，應該被理解為『上

帝的本質』的不完美寫照。」142「因此，即令在最糟情況下，靈魂仍保有理性與

自由的標誌，這就是『上帝的形象』在創造時被授予人類的真義。」143即使犯錯、

擇惡、軟弱，也是靈魂中理性與意志自由運用的結果。然而，人類的自由意志似

乎與上帝的形象之間有矛盾：上帝是全知的--包括祂能夠「預知」一切--因而祂

已經預知某個行動將導致如何的結果；而上帝的全能也包含祂能夠取消某個行動

之發生。如此，「人的自由就被雙重地取消」144。針對上帝的全知與人類的自由

意志之間的矛盾，解決之道為：上帝是處於時序之外的，祂是永恆不變易的，所

                                             
140 奧古斯丁：《論三位一體》(3:11)。奧古斯丁(Augustine, A.)著；周偉馳 譯，《論三位一體》，(上
海，2005)，頁 380。 
141 奧古斯丁：《論三位一體》(3:11)。同註 140，頁 380。 
142 馬丁‧摩根史特恩(Martin Morgenstern)、羅伯特‧齊默爾(Robert Zimmer)著；唐陳 譯，《哲

學史思路》，(臺北縣板橋市，2005)，頁 82。 
143 查德威克(Henry, Chadwick)著；黃秀慧 譯：《奧古斯丁》，(台北市，1987)，頁 46。 
144 同註 91，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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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在…之前」或「在…之後」等時間的「先後順序」，是從有限的受造物的

視角做為立足點所歸論出的；而上帝只是「預知」一切，但祂並不強迫一切的行

動。 

    人類既然做為上帝依自身形象而造的受造物，必然有其個殊性。奧古斯丁先

是在《懺悔錄》(Confession)第十一卷中談到了「時間」。「時間」是心智中的三

種面向：「過去事物的現在便是記憶，現在事物的現在便是直接感覺，將來事物

的現在便是期望。」145當然，我們不能把「時間」分為這三種獨立的單位，如果

它們是獨立的，又如何構成「時間」？「我以為時間不過是伸展，但是甚麼東西

的伸展呢？我不知道。但如不是思想的伸展，則更奇怪了。」146「時間」是「從

尚未存在的將來出現，通過沒有體積的現在，進入不再存在的過去。」147如此「川

流不息」的方式在心智裡被構成的。而這種心智對於時間的構築方式，也擴及人

的活動上，甚至「人們的活動不過是人生的一部分，那麼對整個人生也是如此；

人生不過是人類整個歷史的一部分，則整個人類史又何嘗不是如此。」148 

    後來，在《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中奧古斯丁藉由神在創造了世界並使

得「時間」有一個「開始」，在「時間」中祂造了其他生物之後，又創造了人類

並且使之具有「時間」感因而是有別於萬物的描述，說明了人類的「意志」能力。

神是永恆的，因此祂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然而與神的形象相似的人類，做為有

限的存有而與其他受造物一樣有著「開始」與「結束」，但卻又與其他受造物有

別；並且因為有限受造物的生命的「開始」是向著「結束」的，因此生命的活動

是在「時間」的流動中朝向著將來的，因此，人類特殊的心智能力也表現在趨向

於將來的活動上。正是由於人類的心智能力，也使得每一個個人與另一個個人彼

此擁有各自的特殊性，而此特殊性便表現在人類的「意志」功能：自由意志在「立

                                             
145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二十章。同註 133，頁 260。 
146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二十六章。同註 133，頁 266。 
147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二十一章。同註 133，頁 261。 
148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二十八章。同註 133，頁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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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與「逆意」之間的抉擇。149 

    「意志」的能力是趨向著將來的，並且所趨向的對象是可能實現的，「這是

由於人的思想工作有三個階段，即：期望、注意與記憶。所期望的東西，通過注

意，進入記憶。誰否定將來尚未存在？但對將來的期望已經存在心中。誰否定過

去已不存在？但過去的記憶還存在心中。誰否定現在沒有長度，只是急馳而去的

點滴？但注意能持續下去，將來通過注意走向過去。」150雖然將來尚未來到，但

人們卻可以預期它的發生，「人們所謂預見將來，不是指尚未存在的將來事物，

可能是看到已經存在的原因或徵兆。因此對看見的人而言，是現在而不是將來，

看見後心中有了概念，才預言將來。」151心智的趨向未來是奠基於可見的、發生

的現在，加上對於將來可發生的藍圖的描繪，而這張藍圖在心智中也是可見的。 

                                             
149 參閱：同註 91，頁 414-415,、 438-439。 
150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二十八章。同註 133，頁 268-269。 
151 《懺悔錄》第十一卷第十八章。同註 133，頁 2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