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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行動與靈魂的理性原則 

 

    前一章已說明：要談論人的功能上的卓越或德行，要從靈魂中包含理性原則

的部份談，此理性部份的展現適當，便是功能的卓越、德行，亦即善。這靈魂中

包含理性原則的部份，除了前一章節所提及的「欲望」的靈魂是與行動有關，還

包括嚴格意義的理性魂。由於前者有聽服後者的可能，且人的功能卓越是指靈魂

中理性原則的展現，因此，靈魂中與行動有關的部份也包括理性魂；一個符合德

行之行為展現正有賴於理性原則對於靈魂的欲望面的輔助。     

    在定義德行時，我們會說是行為者依循「正確理性」而行動以把握「中庸」、

展現適當的行動，亦即行為者選擇在所處的個別情況中的「適中」，並且需要藉

由「理性原則」的指引，判斷並命中每一個別情況的「適中」，以適當的方式而

展現其行動與「情感」，也就是一種良好的品格狀態。在此所謂「理性原則」，即

為「實踐智慧」，透過「實踐智慧」對於靈魂的欲望面的輔助，完成符合德行的

行動。本章便是從另一個面向處理行動的發生：靈魂中的理性原則的部份。在第

一節中先概述嚴格意義的理性魂--「理智」能力的良好展現其功能，亦即從「理

智」方面談德行，根據思維對象的不同，也有不同的「理智德行」。並在第二節

中處理與符合德行的行動有關的「理智德行」：「實踐智慧」。到了第三節便嘗試

將靈魂中與行動之發生有關的能力--「欲望」以及「理智」--以一種結構的方式

呈現，並分別說明這兩種能力在行動發生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節、理智德行 

 

    「正確理性」之於行為者在一個情況中決定甚麼才是「中庸」而言，扮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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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就像是一個發號施令者(the dictate)；依據此「正確理性」，我們可以判斷出

在某個別情況中介於「過」與「不及」之間的「適中」，而一個符合德行的行動

就是依循此標準而展現的，亦即選擇「中庸」，良好的品格狀態也於此展現。(N.E. 

1138b15-26) 這也意謂：與行動有關的除了靈魂中「欲望」的部份，還包括擁有

理智的思維能力的部份。所以，一個符合德行的行動除了是人在品格上的卓越，

確實也需要來自於靈魂中理性原則的輔助；人的功能卓越包含了「道德德行」與

「理智德行」。與品格有關的是靈魂的非理性面對於理性指導的聽服，與之相應

的德行是「道德德行」；為了充分發揮人的功能，就需要「理智德行」的幫助。

符合德行的行動是依循「正確理性」的行動，而「正確理性」是由靈魂中包含理

性原則的部份--更精確地說，是嚴格意義的理性魂--所規定(formulate)的。因此，

相較於「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非理性魂而言，規定「正確理性」的嚴格

意義的理性魂，就是一名發號施令者。 

    在靈魂中職司理解、掌握理性原則與規定「正確理性」的是嚴格意義的理性

魂。依據所思維之對象可將理性魂區分為兩部份：科學認知的能力(the scientific 

faculty, τὸ ἐπιστημονικὸν)，以必然的、不變動的事物為思維對象；以及計算推

理的能力(the calculative faculty, τὸ λογιστικόν)，以有著偶然性、可變動的事物

為思維對象。(N.E. 1139a4-17) 前者是「理智」的理論或思辨思維能力，後者為

「理智」的實踐思維能力，分別即為「思辨理智」(contemplative intellect)與「實

踐理智」(practical intellect)的運用，兩者的功能--亦即「理智」的功能的良好展

現--皆為達到真理(truth)，「理智」的德行就在於此。(N.E. 1139b11-13) 以下是五

種主要我們憑藉以達到真理的「理智德行」。 

    先就「思辨理智」的良好展現其功能的部份談「理智德行」。(1)「科學知識」

(scientific knowledge, ἐπιστήμη)所處理的是屬於必然的、永恆、不會改變的範疇

的事物，並且能夠過教導與學習的方式而傳達與獲得，這也意謂：對象是已知的

事物。「科學知識」是一種論證能力的狀態(a state of capacity to demonstrate)，亦

即：擁有「科學知識」者是具備做論證能力者。論證指的是從第一原理(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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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出發做三段論證(syllogism)的推論。(N.E. 1139b14-35) 「科學知識」做

論證的起始點、亦即前提，則是由：(2)「直觀理性」(intuition reason, νοῦς)所把

握；「直觀理性」的活動在於藉由「歸納法」(induction)把握第一原理。(N.E. 

1140b30-1141a8) 「直觀理性」透過「歸納法」把握第一原理、而「科學知識」

由第一原理為起始點做三段論證，兩者的結合便是：(3)「哲學智慧」。擁有「哲

學智慧」者所認知的不僅僅是由第一原理所衍生的事物，還包括與第一原理有關

的真理，因此，「哲學智慧」是知識的最完善的(the most finished)形式。如此，「哲

學智慧」是以就其本性而言為最崇高的事物為對象。由於尚存在著比人類更為高

級的存有階層，「哲學智慧」所尋求的對象也因此不是有關於人類的善。(N.E. 

1141a16-b9) 「哲學智慧」的活動是「默觀」，幸福就在於此；依照在第貳章中所

定義的：「幸福」是靈魂合乎德行的完美活動，「哲學智慧」就是最高層級的德行。

因此，更確切地說，「哲學智慧」所尋求的對象是「幸福」。 

    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中將「理智」的思維活動(διάνοια)分為三類：理

論的(theoretical, ἣ θεωρητικὴ)、實踐的(practical, ἣ πρακτικὴ)、製作的(productive, 

ἣ ποιητικὴ)。(Metaphysics, 1025b25-26) 每一種思維活動都是為了能夠「認識」

(to know)，但各自所關切的最終目的是不同的，分別在於：知識(knowledge)、行

為(conduct)、製作有用(useful)或美的事物。37「思辨理智」所處理的範圍既非行

為、也不在於製作事物，因此，「思辨理智」是以理論知識為對象。前段所列舉

的三種「思辨理智」的德行因此可對應到對於理論知識的追求。 

    接著要處理的「理智德行」，是從「實踐理智」的部份談，亦即：「實踐理智」

的良好展現其功能。相對於「思辨理智」的思維能力是以必然的、永恆、不會改

變的範疇的事物為對象，「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所處理的則是偶然的、可變動

的範疇的事物；而後者又包含兩類事物：被製作的(things made)與被實踐的(things 

done)，製作(making, ποίησις)與行動有別，因此分別與其相對應的就是「製作能

力的理性狀態」(the reasoned state of making)與「行動能力的理性狀態」(the 

                                             
37 W. D. Ross, Op. cit.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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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soned state of acting)。亦即：「理智」的實踐以及製作的思維活動，這些也都

是屬於「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的範疇。 

    「技藝」之為一種「理智德行」，是一種包括真正的推理過程(a true course of 

reasoning)的「能夠製作的狀態」(a state of capacity to make)。「技藝」與生成的事

物(coming into being)有關，且產生的原因不在被製作的事物(things made)之中，

而是來自於外在的行為者、原因在製作者(maker)之中；是製作者運用「技藝」

使得被製作的事物得以產生，因此，這種生成的事物是屬於非必然的範疇，因為

這類事物可以存在、也可以不存在(capable of being or not being)。(N.E. 1140a1-24) 

透過製作的活動而展現「技藝」，可對應到「理智」之製作的思維活動，其目的

在於製作有用的事物，而之所以為有用便在於：展現「技藝」的活動可以是完成

某些理智的、或道德的行動的方法(means)，如此可以視「技藝」為隸屬於(be 

subordinate to)「實踐智慧」的。38這也意謂：「實踐智慧」此德行所對應的是「理

智」之實踐思維活動，亦即：「理智」對於行為的處理。這項在「理智」中與行

為有關的德行，將在下一節進一步地討論。 

 

 

第二節、實踐智慧 

 

    如果展現隸屬於「實踐智慧」的「技藝」之活動是完成某些理智或道德的行

動的方法，那麼「實踐智慧」的展現就是理智或道德行動的完成。「實踐智慧」

是能夠對於行為者自身的整個生命有助益的善或有益之事做出「良好地審度」或

「正確地審度」(deliberate well / deliberate rightly)的能力 (NE, 1140a26-29)。「哲

學智慧」是「思辨理智」對於「首要之善」--幸福--的默觀，「實踐智慧」則是「實

踐理智」對於與某種善目的有關之方法做良好的計算推理(calculate well / 

                                             
38 Ibid.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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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calculate, εὖ λογίσωνται)。(NE, 1140a29-31) 「實踐智慧」因而是靈魂中包

含推理過程的、亦即「實踐理智」的德行；就「實踐理智」的功能、亦即「理智

德行」在於把握真理而言，「實踐智慧」就是一種出於理性且達到真理的狀態(a true 

and reasoned state / a truth-attaining rational quality)，並且展現與人類之善(human 

goods)有關的行動。(NE, 1140b5-8, 20-30) 也就是說：實現「實踐智慧」這一項

「理智德行」就是完成了某個理智或道德的行動--或者應該說：「實踐智慧」的

展現是包含了理智與道德的行動。 

    「實踐智慧」既然屬於包含推理過程的「實踐理智」的德行，這也意謂：擁

有「實踐智慧」者是善於「審度」(deliberation, βουλευσις)39的，因為「審度」

是與計算推理有關的。「實踐智慧」是與「審度」有關的，因此其對象不會是那

些不變易的、超乎能力範圍的或必然如此的事物。(NE, 1140a33-b3, 1142b1-3, 13) 

「實踐智慧」是可透過行動而實現某個善目的：善於「審度」者--亦即擁有「實

踐智慧」者能夠計算出什麼才是最好的，並以之為標的，且在行動中達到此目標。

(NE, 1141b9-14) 「實踐智慧」就是在靈魂包含理性原則的部份中與行為有關的

德行，並且規定出在某個特定情況中的「正確理性」；擁有「實踐智慧」者因此

能夠決定在一個特定情況中的「適中」，並且展開對此「適中」命中的行動。本

節將逐步說明這種與行動有關的理性知識。 

 

 

一、非感官的知覺 

 

    「實踐智慧」與人類之善有關，或者更精確地說，是與個體(individual)有關

的--可以說是一種與個體之善有關的知識。能夠對於行為者自身的整個生命有助

益的善或有益之事做出「良好地審度」或「正確地審度」便意謂：行為者知道甚

                                             
39 關於「審度」的討論，將在本章第三節二以及第伍章第一節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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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對自己好的(what is good for oneself)並且對此感到關切、認為自己應該付諸

行動以實現這種善，擁有「實踐智慧」者即為如此。(NE, 1141b30-1142a8) 「實

踐智慧」作為一種與個體之善有關的知識，範圍因而包括了普遍之物與個別之

物；並且，不論是對於普遍之物或個別之物的「審度」，都有可能發生錯誤，因

此對於這類知識的獲得，也需要在時間中與經驗的過程。(NE, 1141b15-18, 

1142a12-23) 或者說，「實踐智慧」之為一種「理智德行」，必須要在時間與經驗

的積累中方能獲得。 

    雖然這是一項涵攝了普遍之物與個別之物的知識，但終究是與經驗中的「最

終個別之物」(the ultimate particular)有關的，「實踐智慧」因而是某種「知覺」--

但不是感官上的知覺，而是一種對於個別情況的知覺，「實踐智慧」的運用也因

此是與此個別情況有關的。(N.E. 1142a26-31) 這種非感官的知覺可以說是一種

「實踐的知覺」(practical perception)。以對於幾何圖形的知覺為喻，一名幾何學

家的解題過程包含：先是對於題目中的圖形的知覺，接著開始進行解題的過程，

這當然需要憑藉對於一些公式或定理的認識，因此能夠解構原先題目中的複雜圖

形、並得出：此圖形是由哪些基本圖形所構成，最後確實地完成解題並將答案中

的圖形畫出來。「實踐智慧」的知覺就在於：由在個別情況中的感官知覺開始，

為了決定出在此情況中的「適中」所以要進行推理的過程，而這包括了關於普遍

原則的知識(例如：認識善目的)，然後得出：在此情況中所應執行的方法(指：可

達到善目的、完成善行動的方法)，並且產生行動、實踐此方法。依此可見：「實

踐智慧」包含普遍知識(universal knowledge)與個別知識(particular knowledge)。幾

何學家對於幾何圖形的知覺是包括對於所見圖形的認識、並且畫出這樣的圖形，

擁有「實踐智慧」者就是對於所處情況有著認識、並且包括於行動中實踐其知識；

因為是在個別情況之中，所以是一種知覺，並且由於在此所強調的是實踐，因此

是一種「實踐的知覺」。40 

                                             
40 C. D. C. Reeve, Practices of Reason :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New York, 1992), 
pp. 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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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是行動的原因。(N.E. 1139a31) 行動是選擇的結果，而選擇是在於

個別情況(particular facts)中，並且是基於知覺的，因此很難以推理或規則的方

式，以一項(或一套)法則而規定在每一個別情況中如何地展現行動才是一種中庸

的狀態。但至少已經清楚的是：此中庸狀態是值得追求的，我們應當讓自己盡可

能地接近「適中」，因而展現：盡可能地以正確的方法與動機、在正確的時間地

點、以及正確的對象的行動，亦即：展現盡可能地接近符合德行的行為。(N.E. 

1126b3-9) 除非我們已經處在那樣的個別情況之中，否則無法確實地知道在此個

別情況中，如何的行動才是適當的、是命中「適中」的。「實踐智慧」做為輔助

「道德德行」展現中庸的行動，對於「適中」的命中--亦即符合中庸的狀態--因

此並非藉由推理、而是取決於「知覺」，所以對於「適中」的命中並非一件容易

的任務。(N.E. 1109b14-26) 應該說，「實踐智慧」是包含推理過程的「知覺」，但

其自身並非推理。因此，由「實踐智慧」而決定出在某一特定情況中的「適中」，

是一種非感官的「知覺」，對於「適中」的命中--亦即達到中庸的狀態--是「實踐

智慧」這種「實踐的知覺」所把握的。 

 

 

二、與道德德行共同展現人的功能 

 

    透過「實踐智慧」的知覺而命中「適中」，這項屬於靈魂中有著計算推理的

能力的「實踐理智」的卓越，輔助了靈魂中「欲望」的部份而完成好的行動；亦

即：一個好的行動在於「理智德行」與「道德德行」的共同展現了人的功能--靈

魂中包含理性原則的部份，這是獨屬於人類的靈魂。 

    人的適如其份地展現其功能，在於「道德德行」與「實踐智慧」的結合--前

者確保我們選擇正確的目的並以之為目標(aim at the right end)，後者則確保我們

採取正確的達到此目標的方法(take the right means)。(N.E. 1144a6-9) 亦即：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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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的發生除了由「道德德行」作為基礎，還要加上關於「正確理性」的知識--

「實踐理智」--整個行動的過程才由此開展、實現。 

    一個符合德行的行動之所以展現，不僅僅是「道德德行」加上由「實踐智慧」

做輔助，「實踐智慧」本身也是需要「道德德行」的。光是具備「實踐智慧」並

無法做出符合德行的行動。行動是選擇的結果，而符合德行的行動必須是行為者

就此行動本身而選擇的結果，亦即：為了做此符合德行的行動而選擇之；選擇的

正確性也需藉由「道德德行」而確保。選擇的結果要能實現，則必須藉由靈魂中

的另一種能力：「聰明」(cleverness)，這是一種使得行為者朝向所設立的目標並

擊中此目標的能力。但是「聰明」做為一種扮演執行者的角色，所負責的僅是實

現目標的部份，並不保證行動的好壞，因著所設立目標的好壞，「聰明」與靈魂

中「欲望」的部份的關係，就像是賢臣輔佐明君或佞人助桀為虐：如果目標是好

的，「聰明」實現目標而展現的行動就是好的行動、是值得稱讚的；如果目標是

壞的，「聰明」實現目標而展現的行動就是壞的行動、是應受責備的。(N.E. 

1144a11-29) 

    「道德德行」設立正確的目標，「聰明」使得目標得以被擊中，而「實踐智

慧」之為一種能夠做出「良好地審度」或「正確地審度」並且包括在行動中實踐

的「理智」上的卓越，能夠以正確的方法達到目標，因此，「實踐智慧」是一種

需要「聰明」這種能力的「理智德行」。(N.E. 1144a29-b1) 再從符合德行的行動

是包含了「實踐智慧」所規定的「正確理性」、展現命中「適中」的行動來談，「道

德德行」不僅僅是一種符合由「實踐智慧」所規定的「正確理性」、更是一種包

含「正確理性」的「品格狀態」；亦即：「道德德行」包含「實踐智慧」。(N.E. 

1144b26-29) 「實踐智慧」與「道德德行」之間就像是一種合作關係：「一者﹝指：

「道德德行」﹞決定目的，而另一者﹝指：「實踐智慧」﹞使得我們做可達到目

的之事情。」(N.E. 1145a6-7) 因此，當蘇格拉底說「知即德」(virtue is knowledge)

時，他在某種程度上是對的：德行包含知識；但在另一方面而言，他是錯的：德

行是知識的形式。(N.E. 1144b18-21, 29-30) 蘇格拉底將德行視為理性知識，但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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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略了靈魂中的非理性因素；但對於亞里斯多德而言，德行的確包含理性知識，

但還有靈魂中「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非理性因素參與符合德行的行動之

發生。 

 

 

第三節、行動結構 

 

    從以上論述可知：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行動的發生是包含了靈魂中理性

與非理性的因素，亦即「理智」與「欲望」。在靈魂中控制行動與達到真理的三

種因素是：「知覺」、「理智」、「欲望」。但在討論行動的發生原因時，應當將「知

覺」排除，因為人類之外的動物也擁有「知覺」的能力，但並不能說牠們也有「行

動」41；只有有理性的動物能發生行動，因此必須從靈魂中僅屬於有理性動物的

部份談行動，亦即：「理智」、以及「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欲望」。「理

智」在於肯定與否定，「欲望」則是追求與迴避；一個好的行動必須符合以下條

件：「理智」的推理為真、「欲望」是正確的，「欲望」所追求的是由「理智」的

推理所肯定的。(N.E. 1139a17-26) 如前節已述，「欲望」與設立目的有關，「實踐

理智」則處理達到目的之方法，而本節也將進一步闡述兩者在此行動結構中所扮

演的角色。 

 

 

一、欲望設立目的 

 

    僅有「理智」並無法直接使一個行動發生，因為行動的發生是與對於某個事

                                             
41 參閱本論文第貳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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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追求或避免有關的，然而「理智」並無法告訴我們：要不要追求或避免此事

物。即使「理智」命令我們追求或避免某事物，也無法因此而產生行動，因為我

們的行動是與「欲望」相一致的。(De Anima 432b26-433a4) 

「欲望」(desire, ὄρεξις)一詞本身所表示的是心中感覺到有所不足並且想要

滿足之，基於宇宙萬物皆以善為目的、而人生之終極目的是追求首要之善--幸

福，「欲望」的追求與躲避就在於趨善避惡。「欲望」之所以能夠趨善避惡，也意

謂著：已經知道對象是善的或惡的，「欲望」因此能夠追求或躲避此對象。「﹝應

該說﹞欲望是意見的結果，而非意見是欲望的結果；思維的活動是行動的起點。」

(Metaphysics, 1072a29-30) 在此可見：一個行動的發生除了先有感官對於外在事

物的知覺之外，行為者在將外在的某事物設定為目標之前，已經對於此事物有了

某種觀點，因此才能產生對於此事物之追求或躲避的「欲望」；然後再由「理智」

進行對於如何的方法才能達到目標的思維活動，當「理智」開始進行這種思維活

動時，也意謂行為者的「欲望」已將此事物設立為追求或躲避的目標，而「理智」

之思維活動的結束，就是行動發生的起點。「理智」的思維活動的結束，指的是

「選擇」，因為行動是「選擇」的結果，所以，「選擇」是一種包含了「欲望」和

「理智」之計算推理的結果。(N.E. 1139a32-33)  

    在 De Anima 第三卷第十章中，亞里斯多德討論了使得一個行動之所以能夠

發生的原因，就是「理智」的思維能力與「欲望」。「欲望」設立目的，其對象在

整個行動的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項「激勵作用」(stimulant)，激勵「理智」

開始進行計算推理的思維過程，而整個思維過程的結果就使得行動展開。(De 

Anima 433a9-22) 計算推理的思維是「實踐理智」的能力，雖然能夠進行對於方

法的「審度」、並且在思維過程的結束之後做出「選擇」、展現行動。但由於「理

智」本身並無法使事物運動，必須先瞄準目標、才能開始進行如何命中目標的計

算，所以必須有「欲望」的設立目的在先，加上「理智」進行計算推理的思維，

行動因而得以發生，理智思維的結果也因此具有實踐性。(N.E. 1139a35-b2) 

    「欲望」作為使得行動發生的原因之一，當然還必須有靈魂中的其他能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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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實踐理智」和「欲望」都與行動的發生有關--「欲望」總是為著某個目

的，而「實踐理智」就是對於目的進行考量與計算，因此，「欲望」所追求的對

象是「實踐理智」的起點，再經由「實踐理智」的思維過程而做出「選擇」，因

此展現行動。至此為止，可由以上理解將行動結構初步理解為：「欲望」→「實

踐理智」→「選擇」→「行動」。42 

    「欲望」和「實踐理智」對於一個行動的發生都是必要條件，至於所做的是

否為一個好的行動，則視「欲望」之對象的正確與否。「理智」的思維總是正確

的，但「欲望」的對象卻有可能出錯、對象之間可能是相對反的。(De Anima 433b5)

讓我們就「欲望」的三種形式，看「欲望」與行動之間的關係。 

    (1)「願望」是「欲望」的一種形式，與目的有關。依據「實踐理智」的計

算推理而發生的行動，也是依據「願望」而發生的。(De Anima 433a23-24) 這意

謂著：或者是「實踐理智」相應於「願望」、前者肯定後者的對象，或者是「願

望」相應於「實踐理智」，前者追求後者所下達的命令。總之，「願望」是與「理

智」相符的，因此，也可名之為「理性的願望」(rational wish)。基本上，「願望」

的對象是與「理智」相符的，因為「『表面之善』(the apparent good)」是慾念的

對象，而『真正的善』(the real good)是願望的對象。」(Metaphysics, 1072a26-28) 

「願望」和「理智」的對象基本上是相同的，因為「願望」的對象是「真正的善」

的事物，而善的事物是由「理智」所認識、把握的。因此，「願望」與「理智」

是相符的。43並且，「願望」之為「理性的願望」、是與「理智」的對象相符的，

因此是與由「實踐理智」所做出的「選擇」相符--「願望」的對象是「真正的善」

且以之為目的，而「選擇」就是「願望」的結果，「選擇」就是以能夠達到此目

                                             
42 未將在「欲望」之前的感官知覺與意見放到此行動結構中，是根據在 De Anima 中所述：「欲

望的對象使得一個運動得以開始，而理智使得一個運動得以發生；欲望對於理智而言，是一種刺

激作用的原因，而這種刺激作用的結果就是理智的開始運用。」(De Anima, 433a18-20) 從人的行

為談運動，則行動的開始是由於「欲望」，並由「理智」使得行動發生。在這個行動結構中，開

始點是「欲望」。 
43 其他關於「願望」的討論，會在第伍章第三節進行。 



38 
 

的之方法為對象。44 

    接著，要看的是另一種「欲望」的形式，以「表面之善」為對象的：(2)「慾

念」。相較於「願望」，由「慾念」所引發的行動卻可能相反於「實踐理智」的計

算推理；由於「慾念」是受限於當前的事物(what is just at hand)，但由「理智」

的思維能力所下達的命令卻可能是因著對於將來情況的考量，「慾念」因而可能

與「理智」相對反 。因此，由「欲望」所把握的善未必是真正的善，也許其對

象只是一種「表面之善」，也就可能產生錯誤的行動。45(De Anima 433a22-b8)  

    至於「欲望」的最後一種形式：(3)「情緒」。由於「情緒」是產生「情感」

的魂，伴隨著的是快樂與痛苦的知覺，而這類知覺是「慾念」的對象。46並且，

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第七卷中，亞里斯多德討論「不自制」的範圍時，區

分了因「慾念」與「情緒」而產生的「不自制」，前者是嚴格意義的「不自制」，

後者則只是廣義「不自制」，並且，「情緒」是聽從「理智」到某種程度的，只是

不夠完美。47 我們似乎可以說：「情緒」的對象或許是「表面之善」，但卻是可

聽從「理智」的。但亞里斯多德似乎並未談論「情緒」對於目的之設立。 

    在細分了不同類型的「欲望」與「實踐理智」之間的不同相應關係後，要調

整的是在之前初步所列出的行動結構。由於有兩種類型的「欲望」與設定目的有

關，若僅依據「欲望」的不同類型而調整上述行動結構，因而可能得出下列幾種

行動結構：(A)「願望」→「實踐理智」→「選擇→「行動」。(B)「慾念」或「情

緒」→「實踐理智」→「行動」。48依據「欲望」的形式為「願望」或「慾念」

而展現行動結構(A)或行動結構(B)。或者以另一種調整方式，在「欲望」(暫時不

論是哪一種形式的「欲望」)的設定目的、「實踐理智」計算方法之後，因著「願

                                             
44 其他關於「願望」與「選擇」的論述，參見第伍章第三節一。 
45 更多關於「慾念」的討論，會在第肆章第一節進行。 
46 見第貳章第二節一與第三節二。 
47 這部份將在第肆章處理。 
48 因為「慾念」或「情緒」影響而發生的「不自制」，是行為者沒有依循「選擇」及理性思維的

結果而發生的行動，所以在此行動結構(B)中沒有「選擇」此項。 
關於「不自制」，將在第肆章處理；關於因為「慾念」或「情緒」影響而發生的「不自制」的論

述，參見第肆章第一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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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或「慾念」的介入，而產生符合或相反於「實踐理智」的行動，因而有可能

是另一種行動結構：(C1)「欲望」→「實踐理智」→「願望」→「選擇→「行動」

或(C2) 「欲望」→「實踐理智」→「慾念」或「情緒」→「行動」。49 

    但前一段已說明：「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與「願望」的對象是相符的，但

「慾念」卻可能相反於「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在行動結構(B)中，當「慾念」

與「實踐理智」相反時，意謂由「慾念」所設立之目的不被「實踐理智」所肯定，

但「實踐理智」的運作必須有「欲望」的激勵，那麼，此結構中的行動如何發生？

因此，僅以行動結構(B)並不適合說明行動的發生。而為了能夠解釋「不自制」

的發生，單就行動結構(A)而言也不夠完整。或許較適當的調整方式為從(C1)與

(C2)談行動結構，端看在「實踐理智」的思維之後所出現的是何種「欲望」的形

式，因而發生是否依循理性思維之結果的行動。 

    設立目的者為「願望」，而「實踐理智」肯定目的並為了達此目的而進行計

算推理的思維，接著做出「選擇」並產生行動；也可能出現與理智思維相反的「慾

念」，因而做出另一種行動。關於這個問題，將在下一章進一步討論。下一節要

處理的是「實踐理智」如何做計算推理的思維。 

 

 

二、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 

 

    「理智」的功能是把握真理。「思辨理智」是否良好發揮其功能就在於把握

了真理或虛假(falsity)，但卻與行動無關；「實踐理智」功能的是否良好展現當然

也與把握真理或虛假有關，而做為與行動有關的「理智」，「實踐理智」還要符合

正確的「欲望」 。(N.E. 1139a26-31) 在「欲望」設立目的之後，「實踐理智」所

                                             
49 在此項行動結構中，想表達的是：先有某種「欲望」(暫且不論是何種形式的「欲望」)設立目

的，而後「實踐理智」開始進行計算推理的思維，隨著不同形式的「欲望」的介入，行動的展現

或者是「選擇」的結果(亦即與「理智」之對象相同的「願望」的影響)、或者不是「選擇」的結

果(亦即「慾念」或「情緒」等因素的影響)，因此區分出(C1)與(C2)兩種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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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的就是對於達到目的之方法做計算推理的思維。採取正確的方法是「實踐理

智」的卓越--「實踐智慧」，亦即一種能夠做出「良好地審度」或「正確地審度」

的「理智德行」。在此，先從「實踐理智」的「審度」談起。 

    「審度」的好壞與行動有關，審度的卓越(excellence in deliberation)是一種正

確(correctness)，「良好地審度」就是「正確地審度」，因此也能做出正確的行動。

(N.E. 1142b7-9) 這也意謂：審度的卓越是理智思維的正確，能夠正確地對於方法

做計算推理，因此達到目的，而方法的是否正確則和三段論證的正確與否有關。

(N.E. 1142b13, 23-26) 

    「理智」是靈魂中規定「正確理性」的能力。由科學認知的能力所規定的「正

確理性」是屬於「科學認知的三段論證」(the scientific syllogism)的形式(∵ S = M , 

M = P, ∴ S = P)；計算推理的能力所規定的「正確理性」則屬於「實踐三段論

證」(the practical syllogism)的形式：B is the end, A is a means to B, ∴ A should be 

done。50「實踐理智」所進行的「實踐三段論證」，因此是與方法以及行動有關

的--方法是應該被執行的，可比喻為「實踐理智」發出一道關於行動的命令或規

定。 

    實踐三段論證包括了：(a)大前提，是關於普遍的知識。(b)小前提，與個別

情況有關的知識，來自於知覺的領域。(c)結論。接著，行為者被要求執行所得

的結論而產生行動。(N.E. 1147a25-29) 假設有一名心情沮喪的女孩正思忖著是否

該吃下眼前那盒巧克力，她可能作出如此的「實踐三段論證」： 

 

(a) 吃甜食可使人心情愉悅。 

(b) 這盒巧克力是一種甜食。 

(c) 這盒巧克力可以使人心情愉悅。 

 

並且，在「實踐理智」做完以上的三段論證之後，應當伴隨著將結論透過行動而

                                             
50 W. D. Ross, Op. cit. p.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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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命令： 

 

(d) 吃這盒巧克力。 

 

    那麼，是甚麼使得結論(c)取得「指定力」(prescriptive force)呢？是「願望」，

「願望」之為「理性的願望」，不會相反於「實踐理智」，並且作為靈魂中「可對

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能力之一，「願望」是聽從「理智」命令的「欲望」。相

反地，使得結論(c)無法取得「指定力」，就是「欲望」的另一種形式：「慾念」，

同樣作為靈魂中「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能力之一，「慾念」卻有可能違

背「理智」的命令或規定。51當面對眼前那盒巧克力的女孩有著轉換心情、擺脫

沮喪、增進愉悅的「願望」時，結論(c)便取得「指定力」而成為規定 d)，並且

在行動中實踐。相反地，如果「慾念」介入，強烈的喝酒欲望可能導致女孩狂飲

啤酒，或者置「理智」的結論於腦後，使得結論(c)無法取得「指定力」；或者在

結論(c)取得「指定力」而成為規定(d)後，強烈的飲酒狂歡的「慾念」勝過增進

愉悅的「願望」，「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終究沒有被實踐。 

    既然從「實踐理智」的進行三段論證到行動的發生之間，包括了靈魂中的「欲

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較符合以上論述的應為行動結構(C1)與(C2)：「欲望」

→「實踐理智」→「願望」→「選擇→「行動」或「欲望」→「實踐理智」→「慾

念」或「情緒」→「行動」。在「欲望」設立目的以及「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

--可從「審度」與「實踐三段論證」兩方面談--得出關於行動的命令之後，「願望」

或「慾念」的介入影響了「理智」的命令或規定是否取得「指定力」。 

    那麼，之於「實踐理智」就像是一種激勵作用的「欲望」，在行動結構中指

的又是什麼？「欲望」的三種形式--「慾念」、「情緒」及「願望」--都是可能的，

但通常扮演激勵角色的會是「情緒」。由「情緒」產生的「情感」可激勵「實踐

                                             
51 C. D. C. Reeve, ‘Acrasia and Self-control’, In The Blackwell Guide to Aristotle's Nicomachean 
Ethics. (Oxford, 2006), (ed.) Richard Kraut, pp. 203-204. 



42 
 

理智」開始做「審度」。「情感」可說是行為者對於所處情況的回應及詮釋--因著

行為者本身是一個如何的人，對於所處情況會有如何的反應，例如：膽怯的人很

容易覺得暗巷內隱藏著重重危機，並且當他置身於那樣的環境中時，便表現出膽

怯。52當行為者置身在某種情況中並產生某種「情感」時，「情感」也同時在某

種程度上顯示了行為者的品格。符合德行的行動是「道德德行」與「實踐智慧」

合作的結果，亦即：行動是靈魂中「欲望」的部份與理性的部份兩者互動之後的

結果。「實踐智慧」規定「正確理性」、以正確的方法達到目標，意謂著：依循著

「正確理性」，靈魂中欲望的部份因而能夠被以適當的方式實現。因此可以說：

由「實踐智慧」規定「正確理性」使得「情感」以適當的方式表現。 

    既然「慾念」、「情緒」、「願望」這三種「欲望」的形式，都有可能使得「實

踐理智」開始進行計算推理的思維，且除了「慾念」與「願望」可以作為靈魂中

「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能力、使得「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具有「指

定力」之外，亞里斯多德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第七卷第六章也討論了「情

緒」的介入可能影響理性知識的運用，因此也對於「實踐理智」的規定是否獲得

「指定力」具有影響的可能。如此，可將行動發生的結構呈現為：「欲望 A(慾念、

願望、情緒)」→「實踐理智」→「欲望 B(慾念、願望、情緒)」→……→「選擇」

→「行動」。「欲望 A(慾念、願望、情緒)」在於設定目的，接著便引發了「實踐

理智」的計算推理--這包括了「審度」與「實踐三段論證」的運用，此時，「欲

望 B(慾念、願望、情緒)」的介入將影響三段論證的結論是否具有「指定力」， 

或許以對於此結論的追求或迴避為新的大前提、繼續下一個三段論證，並且可能

有另一個「欲望 B(慾念、願望、情緒)」再次介入、並開始再下一個三段論證……

直到「選擇」出現，意謂「審度」的結束--因此也是「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的

最後一個階段，然後展現行動；當然，也可能因為「慾念」或「情緒」過於強烈，

導致「實踐理智」的思維過程的中斷，就發生了「不自制」的行動。 

    整個行動發生的過程，可說是由「理智」與「欲望」交織而成。當然，整個

                                             
52 C. D. C. Reeve, Op. cit. pp. 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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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結構的序列可能在任何一個環節中就停止、因此產生一項行動--也許是好的

行動、也或許是壞的行動，因此要繼續處理「欲望」與「理智」對於行動發生的

影響。至於包括「慾念」、「願望」、「情緒」等「欲望」的不同形式與這種「指定

力」的關係，是之後兩章分別將處理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