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第伍章、靈魂的非理性面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 

--意志概念的基礎 

 

    前三章談論了行動是靈魂中的非理性面與理性原則的互動結果，並且因為人

的功能在於靈魂中的理性原則，因此，德行之為功能的良好展現，符合德行的行

動就是靈魂中理性原則的良好展現--這就包括了嚴格意義的理性部份，亦即「理

智」的思維能力，以及靈魂的非理性面中(就某種意義而言)與理性原則有關的，

亦即「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欲望」。由於「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

應或者是順從、也或者是違背，那麼，理性原則的良好展現應當就是指「欲望」

對於靈魂中的理性原則的順從。也就是說，行動在於「理智」的思維與「欲望」

之間的互動，當「理智」與「欲望」皆良好地展現各自的功能，亦即「理智德行」

與「道德德行」共同使得一個符合德行的行動得以開展；並且，由於以適當的方

法達到適當之目的是「理智德行」中的「實踐智慧」對於「道德德行」的輔助，

是「欲望」遵循「理智」所規定的「正確理性」，是「欲望」與「理智」的思維

之間的一致，所以也可以說是「實踐智慧」與「道德德行」共同使得一個符合德

行的行動得以開展。當「理智」的思維與「欲望」之間出現不一致的情況，「理

智」與「欲望」並未良好地展現各自的功能，「欲望」沒有遵循「理智」所規定

的「正確理性」，所展現的行動並非以適當的方法達到適當之目的，這樣的行動

是「欲望」對於靈魂中的理性原則的違背，理性原則並未有良好的展現。因此，

靈魂中的理性原則沒有得到良好的展現，一方面在於「理智」沒有充分展現其功

能，另一方面則是「欲望」沒有聽從「理智」所給的命令或規定。上一章就在於

處理靈魂中的「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違背所造成的「不自制」的行動。   

    「不自制」的行動之為沒有良好地展現靈魂中的理性原則，在於「慾念」以

及「情緒」等「欲望」對於落實理性知識於行動的過程中的影響。且可從中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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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似於「意志薄弱」的表現，並因此討論是否有可能隱含類似的「意志」概念於

其中。那麼，這個「意志 X」會是甚麼？這是本章要處理的論題。 

    靈魂中的「理智」與「欲望」都是運動的原因，除了由「理智」的計算推理

能力做出肯定或否定，還有「欲望」對於對象的追求或迴避。「理智」在做了計

算推理之後會伴隨著將結論透過行動而實踐的命令或規定，如此而言，似乎「理

智」是決定是否發生某一個行動的能力。但是，不同形式的「欲望」卻可能影響

由「理智」所提供的命令或規定是否能確實地落實在行動之中，如此，「欲望」

所扮演的角色不僅是設定目的並刺激「理智」開始進行計算推理，還包括是否讓

「理智」的命令獲得「指定力」，靈魂中的「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順從

或違背--或許就在於此：人會因為不同形式的「欲望」而做出遵循或相反於理性

知識的行動。那麼，「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並影響「理智」的命令或規定

能否取得「指定力」的「欲望」，是否可被視為另一個可決定行動的能力？亦即：

能夠決定是否遵循理性知識中的「不做不應做之惡」、「行應行之善」的「欲望」，

或許是一種可能的「意志 X」中的執行能力的概念。這是本文嘗試要論述的在亞

里斯多德的倫理學中可能有的「意志 X」概念。但由於發號施令的畢竟是「實踐

理智」，靈魂中的「欲望」只是對於命令的遵守或僭越，因此，這種「意志 X」

的概念終究尚未獨立，或者還是屬於「實踐理智」的範疇，或者說，這樣的「意

志 X」的表現是由「欲望」(指「意志 X」的執行能力)加上「理智」(指「意志 X」

的審度能力)。 

    在上一章已簡述 Ross 與 Höffe 認為如果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有「意志 X」

的可能，那麼此概念就是「選擇」。本章第一節將繼續從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亞里斯多德是如何論述人做為自己發生行動的主人的條件開始，續而在第二節

引入多瑪斯對於上述條件的詮釋、並在此中說明「意志」概念與上述條件的關係。

最後在第三節中提出本論文所要嘗試尋找的「意志 X」--既然無法在亞里斯多德

的思想中找出一個明確的概念可表達真正的「意志」概念，那麼就藉由一組與「意

志」的運用相關的概念共同突顯出一種類似的「意志 X」的運用過程--如果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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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斯多德的思想中存在著討論「意志」概念的可能性，此可能能或許就在於此。 

 

 

第一節、行動的條件 

 

    在亞里斯多德之後的伊比鳩魯學派以及斯多葛學派都分別承襲了亞里斯多

德的以理性原則做為追求人生之最終目的--善，為了達到此目標，就要以理性為

人生的指導原則、追求適度並避免過度的欲望，以獲得心靈的寧靜；而在這種依

循理性的指導中，也保留了人的自由行動的空間，因此也有討論「意志」概念的

可能。伊比鳩魯學派以原子的「偏斜」(swerve)說明人類心智的自由運用。在「原

子論」(Atomism)的基本立場中引入原子的偏斜說，以說明人的行動並非來自外

力的脅迫，而是因為人的「意志」(voluntas)。行動來自於行為者的心智作用，是

行為者自己的「選擇」使得行動得以發生。斯多葛學派則以人的靈魂中的「統治

本原」(τὸ ἡγεμονικόν)中有一種可以做抉擇的能力，並以「心智」的「認可」

(συγκατάθεσις)說明人自身是行動發生的起源。並且，藉由區分必然性與命運--

關於未來事件只有命運、而沒有必然性，即使是在記錄過去、現在、未來的時間

序列的命運中，只要尚未發生，就有不發生的可能--如此，即使在其「決定論」

(Determinism)的立場中，還是肯定人有自由意志，因為行動的發生與否是操之在

己。83 

    到了中世紀有了基督宗教背景的預設，人擁有「意志」並有自由選擇的能力，

這是由於上帝的賦予。並且透過神話以墮落的意志表示人類因為自由運用意志而

犯錯，這是自由選擇的結果。奧古斯丁談到運用「意志」是「部份立意，部份逆

意」的，亦即發生在「意志」之內的衝突--「立意」(velle, willing)與「逆意」(nolle, 

nilling / unwilling)，而這種在「意志」之內的分裂，就使得人雖擁有「意志」、同

                                             
83 關於伊比鳩魯學派以及斯多葛學派如何討論「意志」概念，將在本論文第陸章第一節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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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發生「意志薄弱」的傾向--立意於善、同時也逆意於為善。這種「意志」的

分裂就發生在靈魂之內--靈魂命令自己，但也同時不服從自己的命令。84 

    從上述簡略的「意志」在哲學史上的發展，可知是以「意志」做為行動是自

由、人能自由選擇要展現何種行動--亦即：人是自己行為的主人、行動的原因在

於自己的條件。那麼，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又是如何說明人自己就是行動發

生的原因、因此要對自己的行為擔負責任，是本節要處理的。 

 

 

一、自願 

 

    在討論行為中的道德責任之歸屬或擔負程度時，往往必須將行為者在整個行

動的發生中是否為「自願」納入考量。亞里斯多德大致以「知」與「能」兩方面

做為行為者在行為中的「自願」與否的判準：「當行動的發生是由於受到強迫或

者因為無知，這樣的行動就被視為是不自願的(involuntary, ἀκουσίον)。」(N.E. 

1109b35-1110a1)  

    嚴格意義的「受迫」是指：行為的原因外在於行為者，而行為者在受迫的情

況下對此行為是無能為力的。(N.E. 1110a1-3, 1110b15-16) 但是在受迫的行為中

還是有不少有爭議的或是混合著「自願」與「不自願」、因而難以直接斷定是否

為行為者出於「自願」的行動，例如：被歹徒以家人的性命要脅而去殺害另一個

生命，或是在面對手持兇器的歹徒時為求保命而將手指上那一只做為傳家之寶的

戒指交給歹徒…等等，在這些狀況中，歹徒並沒有強拉著行為者的手而扣下扳機

或是摘下戒指，動手的是行為者自己。也就是說，「身體的運動作為行動的工具

而言，起因在於行動者自身，因此是在行為者的能力中要如此行動或不如此行

動。」(N.E. 1110a16-18) 行為者對於此行為並非無能為力的，行為的原因並非外

                                             
84 關於奧古斯丁對於「意志」概念的處理，將在本論文第陸章第二節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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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行為者，因此不能說這樣的行動是「受迫」--至多能說是廣義的「受迫」，

所以不能說這是「不自願」，反而比較接近於「自願」；因為這些行動的被實行--

扣下扳機、摘除手上的戒指--畢竟還是行為者的「選擇」，行為者是這個行動發

生的起因。行動是與個別情況有關的，雖然就整體而言，這樣的行動比較像是「不

自願」，但就行動的是否發生在於行為者在個別情況中的「選擇」而言，還是一

種「自願」的行動。因為「自願」或「不自願」是從展現行動的那一刻為判斷的

基準。(N.E. 1110a11-15) 

    因此，上述混合著「自願」與「不自願」的行動，頂多只能算是廣義的「受

迫」。因為依據常理，在這樣的情況中而如是行動的行為者，是被視為「不自願」、

甚至同情憐憫且不忍苛責行為者，也不會有人選擇做這樣的行為，上述行為的執

行就其本身而言是被視為「不自願」的。(N.E. 1110a18-20) 但是一旦加入特定的

時間與代價的考量，在這個特定的時間與代價的考量中，是行為者在加入特定因

素的考量後所做出的「選擇」，這樣的行為就是「自願」的；因為行為是關乎個

殊對象的，而這樣的個殊行為--選擇保護家人性命而扣下板機結束另一個無辜者

的生命、選擇摘下手上那只具有重要意義的傳家之寶的戒指以保存自己的生命--

是「自願」的--或者說：在那「選擇」的一瞬間，他是「自願」的。(N.E. 1110b3-8)85 

                                             
85 關於上述混合著「自願」與「不自願」的行動，我們對於執行這般行動的行為者的態度，也

依照狀況而不同。如果行為者是為了得到偉大或光榮的結果，而選擇承受羞辱或痛苦做為代價，

行為者的意圖是高尚的，我們並不會因此而責備、反而會讚揚他；又或者在某些情況中，行為者

所做的「選擇」雖然無法被贊同、但卻是可被原諒的，因為即使這樣的行為是錯誤的，但是行為

者若不作這般「選擇」，在他僅剩的自由範圍中的另一種「選擇」卻是超乎人類本性所能為的；

當然，還有一些情況是無論行為者如何地被強迫--即使面對著如何可怕的命運挑戰--都不應該做

的事，如果他真的執行了這樣的行動--例如：被要脅殺掉自己的母親--倒不如結束自己的生命。

(N.E. 1110a20-1110b1)  
    亞里斯多德似乎認為有某種範圍。這是以一般人類的情況而言，就人類所能夠承受的痛苦或

屈辱的極限與人類所不應承受的痛苦或屈辱的極限所構成的範圍，在此範圍(指人所能夠承受、

且並非不應承受的痛苦或屈辱的範圍)之中，我們才對行為者的行為有讚揚或責備。而這個範圍

也類似於亞里斯多德在第七章第一卷開場討論中所說的兩種極少出現在人類之中的品格狀態：

「超人的德行」與「獸性」，前者是超越了人類所能夠承受的痛苦或屈辱的極限，後者則跨越了

人類所不應承受的痛苦或屈辱的極限；我們在討論「德行」與「邪惡」或「自制」與「不自制」，

都是在上述範圍之中的行為。 
    當然，根據亞里斯多德的學說，關於倫理學的討論是要在個別的情況之中，並非以絕對、僵

化的公式作為價值的評判準則。在此，我所謂的「範圍」並非指某種精確的準則，而是根據行為

者所處的情境做出全盤考量時，必須是在這種一般人能夠承受、且非不應承受的「範圍」之中；

既然是依照不同行為者、在不同的情境中所做的考量，這樣的「範圍」因此不是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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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能」作為「自願」與「不自願」的大致區分後，亞里斯多德再提出從

「知」方面區分「不自願」與「非自願」(not voluntary, οὐχ ἑκούσιον)。行為者

的「無知」可區分為「出於無知而行動」與「無知地行動」86。「出於無知」的

行動是「非自願」的行動，但如果伴隨著在行動之後行為者感到後悔或痛苦，那

麼這樣的行動就算是「不自願」的行動。(N.E. 1110b17-30, 1111a19-21) 「不自

願」的行動是屬於「無知地行動」：這是指對於行動之對象與條件等個別情況的

無知，並非對於普遍原則的無知；亦即：並非真正的「無知」，只是表現地像是

「無知」，因而只是一種「無知 X」。(N.E. 1111a3-19, 1110b30-1111a2)  

  亞里斯多德將「不自制」解釋為行為者對於個別層面之知識的「無知 X」，

卻也使得「不自制」成為一種「不自願」的行動；這也是 W. D. Ross 對於亞里斯

多德的批判之一。87甚至，根據在前言對於「意志」概念的定義中，「意志」是

一種能做出自願行動的能力，若將「不自制」視為「不自願」的行動，「不自制」

成為一種無法運用「意志」的行動結果，而這並不是本論文想要以之為論證的起

點。暫且不論是亞里斯多德是否在解釋「不自制」的發生時的確有任何的不適切，

至少可以先理解以「知」與「能」做為行動是否為「自願」的評判標準時，強調

的是：行為者在所處的情境中，對於與行動發生最密切相關的個別條件是能把握

的，且行動的發生與否是取決於自己。 

  「知」與「能」與展現德行的行動有關--行動是經由「審度」以及「選擇」

而展開的，「審度」與「選擇」的對象是方法，因而是與個別情況有關的，而這

樣的行動是與「理智」所做的「選擇」相符的，並且是「自願」的行動。如此，

自願行為是行為者對於達到目的之方法所做的「審度」與「選擇」的結果，因此，

好的行動與壞的行動的原因都在行為者之中，行為者可以自己決定要做好的行動

或壞的行動。(N.E. 1113b3-22) 如此，行為者就必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

                                             
86 「出於無知而行動」，例如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男子，根本不了解也無法判斷手槍的外型與功

能，在第一次拿起手槍把玩時卻扣下板機而射傷同伴。「無知地行動」，例如一名飲酒過量的男子，

在意識不清的狀態下胡亂抓起手槍掃射而傷及路人。 
87 見本論文第肆章第四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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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因此給予行為者賞或罰--這種責任上的賞罰的考量範圍也是落在行為者

的「知」與「能」的範圍中88。(N.E. 1113b23-1114a10)  

 

 

二、選擇與審度 

 

    「選擇」之為一種行為者決定要展現何種行動的能力，似乎與「自願」的行

動的原因在行為者之內一樣。被「選擇」的都是「自願」的行為，但並非每一個

「自願」的行為都是被「選擇」的。(N.E. 1112a14) 因此，「選擇」並不等同於「自

願」，因為小孩子與動物也有「自願」行動，但卻沒有「選擇」，因為「選擇」是

屬於有理性能力的存有。在行動發生的那一刻，我們會說這是「自願」、而不會

說是「選擇」。(N.E. 1111b4-13) 如果說，「選擇」是「行動」的原因，那麼，「選

擇」在行動的發生上扮演的是甚麼角色？ 

    「選擇」就其字面而言，由表示「在…之前的」πρό加上 αἱρέω 就是「先

於他物而取」之意。(N.E. 1112a16-17) 因此，「選擇」意謂著有兩者或以上的可

能性，因為是要在 A 與 B 或者甚至還有 C、D、E…等之間才能發生「選擇」的

                                             
88 如此，並非所有的「不自願」行為都是可被原諒的了。如註 86 中的兩名犯下大錯的男子，通

常我們會原諒前者、卻無法原諒後者，法律上也或許給予前者較輕微或者甚至取消刑罰，但後者

卻無法規避責任。因為兩者雖然在行動時都是某種「無知」--前者是真正的「無知」，後者只是

處於「無知 X」的狀態，而後者甚至在清醒之後會感到萬分悔恨，但若再往前回溯並比較兩者的

肇事原因，可以發現： 
(1) 前者或許不一定在行動之後明白到自己犯下了何等的過錯、因而沒有感到後悔或痛苦，但是

他之所以發生「出於無知」的行動，並不能歸諸其自身--他也無法選擇是否讓自己處於「無

知」狀態，因此行動確實並非在他的能力範圍之中，因而相較於後者可以擔負較輕的刑罰與

責任。 
(2) 相較於前者，這種行為者因飲酒而導致錯誤的發生，往往遭受社會大眾的譴責、而法律上也

對於此類肇事者的刑罰採取嚴厲的態度，即便肇事者在酒意退去、清醒之後，對於自己的所

作所為感到慚愧後悔，他還是必須接受刑罰、承擔應負的責任。因為雖然就其肇事而言，他

的扣下扳機的動作是「無知地行動」並且事後感到悔恨的「不自願」行為，但是他之所以會

發生這種表現為「無知」的行動，卻是一種「自願」行為--是他在清醒時「選擇」飲酒，因

此有導致飲酒過量、甚至因而鑄下大錯的可能--他可以「選擇」不讓自己處於「無知 X」的

狀態，就他有「選擇」的空間而言，之所以肇事的原因是在於他自身，因此是一種「自願」

行為，所以必須負責、接受刑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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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而「選擇」這個動作本身也代表一種偏好，是在這些可能性之中挑選出認

為最好、最適合的那一個「選擇」，因此需要經過事先的評估考量、因而意謂對

於被選擇的不同對象及其後果之優劣利弊都具有某種程度上的理解，並且能夠選

擇行動的方式並且參與行動。「選擇」意謂行為者已經設定了某個所要達到的對

象，並且為了這個欲求的結果而安排達到此具體對象的活動並完成此具體活動。

「選擇」也因此被認為能表現出行為者的品格；品格的好或壞就取決於「選擇」

的對象是善或惡。(N.E. 1111b5-6, 1112a3) 也就是說：我們可以透過「選擇」而

判斷一個人的品格。 

    「選擇」的對象是「方法」，並且是在能力範圍之內的事物。(N.E. 1111b21-31) 

既然「選擇」有「先於他物而取」之意，就意謂在做出「取」這個動作之前要做

的事情就是「選擇」。因為「選擇」是行動的原因。(N.E. 1139a31) 而「選擇」之

為「審度」的結果，就包含了「理智」的思維的能力以及理性原則。(N.E. 1112a15-17)  

    βουλευσις這個字本身即表示一種研討、對於行動方式的考量、並達到一種

解決或決定，亦即「選擇」。「審度」之為一種與「實踐理智」做計算推理的思維

有關的能力，是發生在整個思維的過程之中的，直到做出「選擇」。「選擇」的對

象是「審度」的結果，所以兩者的對象是一樣的。(N.E. 1113a 10-14)  

    「審度」的對象是如何能達到已設立之目標的方法，而行為者能夠將所審度

的方法展現於行動之中。(N.E. 1112b12-20, 32-34) 而對成為「審度」的對象也同

「選擇」一樣，是在行為者之能力所及的範圍之中：我們不可能去對於無法改變

的事物做「審度」，像是永恆的真理、數學法則、物理定律…等必然之物，或是

地震、狂風暴雨、買中樂透頭獎、走在路上踩到狗大便…等偶然的、出於機運、

無法改變或預測之物。「因此，審度的範圍是那些通常如此發生、但是其結果是

難以理解的(obscure)、而正確的行動方向也不是被明確地被界定的。」亦即：我

們所「審度」的對象是在某種程度上依循著律則而行的，但或許因為加入時空等

種種因素的影響，導致其所發生之結果並非絕對地被規定著、是可能如此也可能

那般的，是可以透過行為者自身的行動而被改變的。因為所「審度」的對象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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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為者而言是有「可能性」的--亦即，能夠過我們的力量而達到的。因為行動的

原因是在行為者之中，因此，「審度」的對象是行為者能夠透過行動而達到的。

(N.E. 1112a 21-b11, b27-34) 

    如此，「選擇」與「審度」的對象範圍似乎是一樣的，只不過我們也可以再

細分地說：「選擇」是對於「審度」的結果的「選擇」。並且，「審度」的結果之

為「選擇」的對象，因而是被渴望的(desired)對象，那麼，「選擇」就是對於我們

能力範圍之內之對象的「審度的欲望」(deliberate desire)。因為我們是先做了「審

度」而得到一種判斷，而這種結果是「選擇」的對象，亦即：所渴望的是與「審

度」的結果相符的。(N.E. 1113a10-14) 

    「選擇」這般包含了「理智」與「欲望」的能力，似乎決定著行動的發生。

漢娜‧鄂蘭認為「選擇」就是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意志」概念的先驅。「理

智」的思維本身和「欲望」對於行動的發動都不是必然的--「理智」的思維可以

認識應當追求的對象並給出命令或規定，但人卻常常遵循「欲望」而行(例如：「不

自制」者)；「欲望」能夠使行為者朝向對象而追求之，但只要「理智」的介入，

也使得不當的「欲望」有被克制的可能(例如：「自制」者)。上述與「理智」不

一致的「欲望」是指「慾念」或伴隨的「情感」等「欲望」。「理智」與「欲望」

的互動使得行動得以發生，但畢竟還是「欲望」在發動行動上佔了優先地位；還

有一種形式的「欲望」所把握的對象是與「理智」相符的，亦即「願望」(或說

是「理性的願望」。這種形式的「欲望」刺激了「理智」的介入89以便做審度計

算達到此對象的方法，這種「理智」就是「實踐理智」。在「理智」與「欲望」

之間的衝突中，究竟要展現何種行動？是要遵循「理智」？或是依循「欲望」？

而決定展現何種行動就需要事先的考量，要在不同的可能性之間做出決定、擇其

                                             
89 「慾念」或「情感」等形式的「欲望」，所追求的對象通常是指那容易得到、就在眼前的事物。

如果滿足「欲望」的對象是在未來，亦即「願望」，那麼加入了時間的考量就需要「實踐理智」

的作用。並且，就「願望」是能夠以不容易得到的事物為對象，衍生之義也可以說是以不在眼前、

(不論是時間或空間而言)較遙遠的事物為對象，而「願望」之為與「理智」相一致的「欲望」，

或許就在於「願望」能符合「理智」對於未來事物的考量。 
參閱本論文第叁章第三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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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而棄其他，這就是「選擇」。「選擇」是一種調解的機制，透過「選擇」的介入，

在「理智」和「欲望」之間做出決定。這種「選擇」的能力也因此在人的心智中

開啟了一個自由的區域90。91 

 

 

第二節、多瑪斯的詮釋 

 

    多瑪斯的哲學思想體系與亞里斯多德的學說有密切的聯繫，著作也包含對於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的註釋。本節要從多瑪斯對於「意志」概念的論述--或者

說是他對於亞里斯多德思想的修正--藉此突顯出這些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討

論「意志」概念的可能性。 

    在第壹章中定義「意志」概念時，已提及在處理「意志」議題時，通常也必

須處理「理性的欲望」92與「選擇(或做決定)的能力」等概念，因此是與「實踐

理智」有關。對於多瑪斯而言，「意志」與「實踐理智」是密切關聯的：從經由

「審度」形成判斷、到「選擇(或決定)」執行某個行動並展現之，整個行動的發

生過程是「實踐理智」的運作，其中也包含了「意志」的運用；並且，這種行動

                                             
90 如果缺乏了這一個調解的機制、緩衝的區域，那麼人的心智將被理性認識的絕對真理與強大

的欲望所佔據，或者順從理性而被迫與欲望分離，或者屈服於欲望而被迫與理性分離，人的行為

因而同時是自願也是非自願的，如此則產生矛盾。 
91 漢娜‧鄂蘭(Hannah Arendt)著；蘇友貞 譯，《心智生命：思想、判斷與行動的關聯》(台北縣

新店市，2007)，頁 374-381。 
Hannah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wo: Willing. (New York, 1978), pp. 57-62. 
92 原文所使用的是 rational appetite。在此不將 appetite 譯做「慾念」、而做「欲望」譯。 

  一方面是因為在有些對於亞里斯多德著做的譯本中，將 ὄρεξις譯為 desire、將 ἐπιθυμία譯

為 appetite，而為了強調 ἐπιθυμία是對於感官與情感方面的渴求、並且為 ὄρεξις的一種形式，

故在本論文中會分別以「欲望」表示 ὄρεξις、以「慾念」表示 ἐπιθυμία。但也有些譯本是將 ὄρεξις

譯為 appetite、將 ἐπιθυμία譯為 desire。 
  另一方面，在關於多瑪斯如何說明「意志」概念時，本論文原則上是參閱 Anthony Kenny (1976)
的著作，而在文中以 rational appetite 或 intellectual appetite 說明「意志」的屬性。並且，在此文

中所使用的 appetite 一詞，包括了感官以及理智的對象，而「意志」的運用就是一種更高階的慾

念(higher appetite)，依據靈魂中理智的部份的命令而行動。如此推論，文中所使用的 appetite 較

接近 ὄρεξις(因而包括了不同形式的「欲望」、其中之一就是與理智一致的「願望」)，因此，在

這個部份會將此作者所使用的 appetite 一詞譯為「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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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理性的欲望」所引起。93當然，這並不是又將「意志」打回從屬於「實踐

理智」的地位，因為對於多瑪斯而言，是「意志」的展現包含對於「實踐理智」

的運用。 

    在本論文中用以討論在亞里斯多德的倫理學中的「意志」概念的條件有「自 

願」、「審度」、「選擇」與「願望」，但也由於根本的原因是古希臘語言文字中的

缺乏「意志」一詞的概念，因此上述條件僅能用以討論一種類似的「意志」概念，

這些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屬於討論「意志」概念的可能性，到了已具備「意志」

概念的中世紀，多瑪斯也做了詮釋並修正，而形成一套關於「意志」的學說。 

 

 

一、以意向與實踐理智說明意志 

 

亞里斯多德所談的「自願」是討論「意志」概念的條件之一，但並非最適 

合用以說明「意志」。因為在亞里斯多德的倫理學中所談的「自願」，並不能不限

定地就用於定義「意志」或用以作為道德責任問題的評定，因為小孩與動物也被

納入可以展現「自願」行為的範圍。94雖然，「選擇」似乎是在亞里斯多德的思

想中最接近「意志」的概念，但這套關於「選擇」的理論卻還是與「意志」很不

同。因為對於亞里斯多德而言，「選擇」是以人生之善目的為前提的「實踐理智」

的運用。95 

    多瑪斯視亞里斯多德所談論的「選擇」是「意志」(will, voluntas)的「選擇」

(choice, electio)。96亦即，「選擇」是「意志」的展現，要或不要、擇此或選彼，

都在於「意志」。但以亞里斯多德的「選擇」說明「意志」卻太狹隘，並無法包

含多瑪斯所處理的「意志」概念--一種「意向」(intention)，而「選擇」只是意向

                                             
93 Edward Craig, Op. cit. p. 721. 
94 Anthony Kenny, Will, Freedom and Power. (New York, 1975), p. 15. 
95 Ibid. p. 18. 
96 Edward Craig, Op. cit. p.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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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的特徵之一。97 

亞里斯多德所談的「自願」卻又太廣了，多瑪斯也對於此「自願」理論做了

修正，以區別人與動物的自願行為並且說明「意志」。多瑪斯對於「自願」(voluntary, 

voluntarium)的定義是：包含對於行動的內在起源(an internal origin for an action)、

以及某種程度的關於目的之知識(a degree of knowledge of the end)。接著，區分兩

種關於目的之知識：(1)完全的；包含對於做為目的之對象的理解，以及對於目

的之做為目的、達到目的之方法、方法與目的之間的關係的覺察。(2)不完全的；

僅有對於做為目的之對象的理解。擁有關於目的之完全知識之能力是屬於理性的

本性，也只有包含完全的知識才是真正的「自願」。因為真正的「自願」是指行

為者能夠對於行動「給予理由」(give reasons)，而能夠對於行動「給予理由」者

即擁有「為理由而行動的能力」(the ability to act for reasons)。 

人類與動物的差異就在於此。由於動物缺乏語言、無法為其行動「給予理

由」，因此只能擁有不完全的關於目的的知識，也因而不能說動物所展現的是真

正的自願行為。因此，動物缺乏「為理由而行動的能力」，亦即在多瑪斯所使用

的術語中所謂的「意向的能力」(the ability for intentio)：對於達到目的之活動的

理性趨向(the rational direction of an activity to an end)。98多瑪斯就是藉由修正亞里

斯多德的「自願」理論以說明「意志」：區分不同層級的知識因而分別出人類的

自願行為與動物的自願行為，並以人類的自願行為說明「意志」。這種「自願」

即意謂行為者擁有「為理由而行動的能力」，亦即「意向的能力」。因此，「意志」

可說是一種「為理由而行動的能力」(capacity to act for reasons)或說是一種「意向

行動的能力」(the capacity for intentional action)。 

    接著，要以「實踐理智」對此「意向的能力」做說明。「意向的能力」之作

為人的自願行為與動物的自願行為的差別，就表現在是否能夠對於執行的行動

「給予理由」，亦即是否擁有「為理由而行動的能力」。因為人的自願行動是經由

                                             
97 Anthony Kenny, Op. cit. p. 21. 
Edward Craig, Op. cit. p. 721. 
98 Anthony Kenny, Op. cit. pp. 19-21. 



83 
 

理性的考量(rational consideration)而產生的，包含給予行動的理由，而這是運用

「實踐理智」的結果。可以說：關於「意志」的理論就是一套關於「實踐理智」

的運用的理論。99當然，這並非將「意志」等同於「實踐理智」，而是指「意志」

的展現包含對於「實踐理智」的運用，或者以另一種方式表達：一個行動之為出

於「意志」選擇的結果，必須包括經由「實踐理智」的運用而得出判斷，再加上

「意志」對於判斷的認可或決定，因此才能說是意志的行為。100 

 

 

二、理性的欲望 

 

對於多瑪斯而言，「意志」本質上是一種「理性的欲望」(rational appetite)。 

「理智」與「意志」是心智中最重要的兩個力量，前者是一種(作為與動物之別

的)獨屬於人類的認識的能力(power of knowing)，後者則是以想望的能力(power 

of wanting)表現此獨特性。「意志」就是一種擁有想望(wants)的能力，並且透過

「理智」而表達(frame)。多瑪斯將想望(wanting)理解為一種受意識影響(dependent 

upon consciousness)的傾向(appetitus, tendency)，包含「自然的傾向」(natural 

tendency)與「欲望的傾向」(appetitive tendency)，兩者的差別就在於前者的發生

是無意識的，而後者是與感官或理智的對象有關。「欲望的傾向」又可分為相應

於感官之覺察(sensory awareness)的「感官的欲望」(sensory appetite)與相應於理

智之理解(intellectual understanding)的「理智的欲望」(intellectual appetite)，後者

就是作為與動物有別的、獨屬於人類的想望的能力：「意志」，此能力僅屬於能夠

使用語言、因此能夠為其行動「給予理由」者。 

    「意志」之為人與動物之間的不同，並非指人僅擁有「理智的欲望」而沒有

「感官的欲望」，後者是人與動物皆具有的部份。動物的「欲望」是因為本能，

                                             
99 Ibid. pp. 21-22. 
100 吉爾松(Etienne Gilson)著；沈清松 譯，《中世紀哲學精神》，(臺北市，2001)，頁 284。 



84 
 

但是人的「欲望」與「情緒」卻非僅為本能，而是包含理性的原因、或者為經驗

與歸納推理的結果；動物的「欲望」與反應之間是直接的，然而人類在感受到的

「情緒」或「欲望」與產生的反應之間，還有一個更高階的「欲望」(higher appetite)

的介入，其行動的發生是依據靈魂中「理智」的命令或規定，亦即「意志」。「意

志」作為人與動物之異的更高階的「欲望」，就是一種屬於人獨特性：「理性的欲

望」。如果「意志」是一種「理性的欲望」，即意謂「意志」的本性也具有「實踐

推理」(practical reasoning)本性中的偶然性--有別於「理論推理」(theoretical 

reasoning)之由前提推導至結論的必然性，「實踐推理」的前提與結論之間的推

導，包括了經驗與個別的評價、判斷等因素，有著多種發展的可能--人運用意志

的自由也在於此。101 

 

 

三、意志的運用 

 

    「做不應做之惡」、「未行應行之善」都是運用「意志」的結果，多瑪斯則以

對於「實踐理智」的順從或違背表示：「意志」的運用本身即為一種行動。「意志」

是一種意向行動的能力，一個完整的意向性的行動就在於行為者對於「實踐理智」

所要求的順從或違背，以「實踐理智」為基礎而討論的就是一種運用理性能力的

行動，而當一個行動是運用理性能力的結果，就是一個自願的行動。因此，不論

是否恰當地運用了理性能力，即使是有缺陷地運用，都是一種自願的行動，是運

用「意志」的行動。102 

    多瑪斯對於亞里斯多德學說的修正，除了在「選擇」與「自願」之間重新劃

分出「意志」的範圍，將「選擇」與「自願」視為「意志」的特徵，並且區分「意

                                             
101 Anthony Kenny, Aquinas on Mind. (London; New York, 1993), pp. 59-65, 76-77. 
102 Edward Craig, Op. cit. p.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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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與「自由決定」(free decision, liberum arbitrium)的概念以說明「意志」的自

由運用，而「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本質上就是「選擇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是「意志」使得「自由決定」是可能的。 

    「意志」的運用與「實踐理智」有著密切聯繫，因此在說明意志的自由時，

一方面可從「意志」本身談：「意志」之為一種獨屬於人類的想望的能力，並不

受制於個別事物，其對象一經設定即不受任何個別之善的事物所改變；另一方面

可從「意志」是一種包含「實踐理智」的「理性的欲望」談：「理性的欲望」由

「理智」的對象所引發，而「感官的欲望」由感官對象引發，兩者之別在於感官

只能覺察到事物的單一面向，然而「實踐理智」具有多面向的本性(multi-faceted 

nature)，能覺察到事物的許多面向，因此與其對象之間的聯繫也有著多種的可能

性。 

    既然「意志」的活動包括了靈魂中「理智」的部份的運用，那麼「意志」與

「理智」對於行動的發生，是否具有從屬關係？一方面，「理智」的活動在於認

識對象、確定由「意志」設定為目標的善對象並表達之，因此是由「理智」使得

「意志」得以發生作用；另一方面，是「意志」使得「理智」開始行動。應該說：

在行動的發生與設定對象上，「意志」與「理智」的作用是相互含涉的，亦即：「意

志」的運用少不了「理智」的參與其中。103 

    多瑪斯參考了亞里斯多德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第三卷中所談論的「選

擇」此概念以說明「自由決定」的概念。「選擇」是由「認知的」(cognitive)與「欲

望的」兩面向所組成，亦即包含了「審度」以及對於「審度」之結果的「同意」

(assent to)--如此也意謂對於其他的「審度」之結果的不同意。「選擇」不僅是「理

智」能力的運用，也是一種「欲望」的能力，因此，「選擇」的運用包含了「理

智」與「欲望」的能力，就是「意志」的特徵之一。當然，在亞里斯多德的學說

中，尚未有一個獨立的「意志」概念，「選擇」是屬於「理智」的範疇，但作為

說明「自由決定」的概念，「選擇」是「意志」的一種展現。如果說多瑪斯關於

                                             
103 Anthony Kenny, Op. cit. pp. 68-72, 7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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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學說是基於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修正而成，那麼這個「意志」概念的發

展是更遠了：除了對於方法的選擇之外，多瑪斯談論的「意志」概念是一種意向

的能力，因此包含目的。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能夠以目的為對象的，

就是「願望」。希臘文中的 βουλησις一詞，拉丁文譯為 voluntas；亞里斯多德所

談的「願望」(wish, βουλησις)，多瑪斯將之譯為「意志」(will, voluntas)。因此，

亞里斯多德對於「願望」--關切目的--與「選擇」--關切方法--之別，到了多瑪斯

就發展成為對於「意志」--作為一個的獨立的官能--與「自由決定」--是意志的自

由運用--兩種概念的區別。104 

 

 

第三節、可能的意志概念 

 

    既然多瑪斯是以「願望」與「選擇」做為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討論「意志」

與「自由決定」的基礎，那麼，亞里斯多德是如何說明「願望」與「選擇」的關

係？如果「願望」與「選擇」就像「意志」與「自由決定」的關係，是否能確實

地說明「意志」的運用以及「意志薄弱」的發生？這是在本節中嘗試處理的。 

 

 

一、願望與實踐理智的選擇 

 

    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第三卷第二章裡將「願望」與「選擇」做出區分，

並提出其特性為：(1)「願望」的對象也可以是「不可能的」或「難以完成的」。

(2)「願望」的對象可以是超出行為者的能力範圍的，或者說是：行為者無法憑

                                             
104 Ibid. pp.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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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己力而達到的目標。(3)「願望」的對象是「目的」。「願望」與「選擇」之間

的關係就像是設立目標與處理如何達到目標的關係--藉由對於方法的「選擇」而

實現「願望」的對象：目的。例如：「願望」的對象是健康，雖然健康與否並非

自己「呼之即來，揮之則去」的，但卻是一種可能達到的目標，經由「選擇」如

何達到此目的之方法，就有達到健康目的之可能。(N.E. 1111b20-30) 而這種從「願

望」到「選擇」的過程，就是藉由「審度」的官能--當將「願望」的對象設立為

欲達成之目的、且這樣的對象是可以達到的目標，「審度」因而就是對於達到目

的之方法的「審度」，然後有對於方法的「選擇」。105 

    因此，如果要說「願望」的「選擇」是「意志」的「自由決定」，這樣的「意

志」似乎依然是落入在「實踐理智」的範圍中，不論是「不做不應做之惡」或「行

應行之善」都是「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的結果，是由「實踐理智」在引導與決

定行動方向，獨立於理性能力的「意志」概念尚未出現，只能說是一種類似的「意

志 X」的概念。那麼，這種以「願望」為「意志 X」的概念，是否能說明「意志

薄弱 X」的發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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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願望」就是「意志 X」，這是否意謂：依據「願望」

的行動是不會違背理性知識的行動？亦即：運用「意志 X」而發生的行動是不會

違背理性知識的？如此是否將得出一種結論：沒有「意志薄弱 X」的發生？或者，

行動是否違背理性知識是與「意志 X」的對象有關？ 

    在 Metaphysics 中，「願望」的對象是「真正的善」。(Metaphysics, 1072a26-28) 

 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第三卷第四章中，「願望」的對象的確是「真正的善」

(the good)，但是對於每個不同的人而言，所「願望」的對象是「表面之善」、是

對他而言顯得是善的。只有好的人(good man)106--亦即：擁有「道德德行」及「理

                                             
105 Aristotle, C. J. Rowe, and Sarah Broadie, Op. cit. p. 315. 
106 因為靈魂的合乎德行就是一種善，亦即良好地展現其「功能」，而人的「功能」就是靈魂中包

含理性原則的部份的良好運用：「理智」與「欲望」皆良好展現其「功能」，亦即「理智德行」與

「道德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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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德行」者--能夠在每個情況中都做出正當的判斷、在事物中發現真理、因而所

「願望」的對象是「真正的善」；因為「願望」的對象是與「理智」相符的，而

「理智」的功能就在於達到真理。107反之，不擁有「道德德行」及「理智德行」

者，所「願望」的對象是對他而言顯得是善的「表面之善」。(N.E. 1113a15-b2) 依

此而言，以「願望」為「意志 X」的概念，似乎無法說明「意志薄弱 X」的發生。

既然「願望」的對象與「理智」相符，也意謂「意志 X」的對象與「理智」相符，

那麼，如何解釋「意志薄弱 X」--「不自制」是因為「慾念」或「情感」等因素

的介入、導致行為者在某一刻處於「無知 X」的狀態，因而順「慾念」或「情感」

而做出相反於理性知識的行動？是否在「願望」把握目的、「理智」處理方法之

後，到確實發生行動之間，還有另一種決定要執行何種行動的能力？這是下一部

份要處理的。 

 

 

二、靈魂中的欲望對於實踐理智的回應 

 

    在第壹章中已提及，「意志」概念除了需要「實踐理智」做「審度」的能力

之外，還有一種「執行能力」。那麼，這個能夠「執行」的能力指的是甚麼？是

甚麼使得「實踐理智」的命令能夠落實於行動中？如果有，這個「執行能力」與

「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或許就是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意志 X」概念。因

為擁有「意志」者是有理性的行為者，在展現行動的過程中，理性的行為者需要

「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以及將前者所得的命令或規定落實於行動中的「執行

能力」。 

    「實踐理智」的運用是對於方法的「審度」，而「審度」的結果是「選擇」，

                                                                                                                               
見本論文第貳章第二節。 
107 見本論文第叁章第一節及第三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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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選擇」是行動的原因，可以說：「選擇」就是將「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

落實於行動中的「執行能力」嗎？ 

     ἀκρασία一詞意謂著缺乏自我控制、而滿足自我的興趣或欲望，由帶有否

定意味的字首 ἀ加上 κράτος所組成，而 κράτος是 power、strength 的意思，

是堅強決心的力量、能力，意指在面對不論是實際的或是預期中的誘惑時的自我

控制的能力，就是 κράτος所缺乏的。甚至，κράτος 這個字本身也有 mastery、

authority 的意思，因此可以是扮演著駕馭、控制力量、主權者的角色，不僅有戰

勝自身的衝動的意思，同時帶有一種強烈的欲望、決心的意涵。那麼，在一個行

動發生的過程中，κράτος指的是甚麼？是甚麼做為「主權者」？ 

    關於 ἀκρασία，亞里斯多德說這種行動的展現是相反於行為者的「選擇」

與「理智」的思維能力所得的判斷。(N.E. 1148a9-11) 如果說，「選擇」是行動--

或者說，是依循「實踐理智」而得的命令或規定--開始展現的原因，那麼，「不

自制」或者是相反於「選擇」(指「軟弱型的不自制」)、或者是沒有「選擇」(指

「衝動型的不自制」)的行動；因為前者是做了「審度」、卻沒有遵照「實踐理智」

推理計算而得的結果，後者是沒有經過「審度」、「實踐理智」尚未作推理計算。

就此而言，在行動中的「主權者」，似乎是指「實踐理智」：ἀκρασία所缺乏的

κράτος，就是「實踐理智」的力量。因為「慾念」或「情感」介入，影響了將

「實踐理智」的命令落實的「執行能力」，這是否意謂在「實踐理智」的整個思

維過程之後、到行動的發生之間，還有著「執行能力」的聯繫？   

    我們不能說這個「執行力量」就是「實踐理智」，做為能夠發號施令的「主

權者」，「實踐理智」本身並不適合擔任「執行者」的角色，否則，「不自制」之

為相反於「實踐理智」之命令或規定的行動，就成為「實踐理智」給自己命令、

卻又違背自己的命令的行動。那麼，這個「執行能力」指的又是甚麼？ 

    在談到靈魂的不同能力時，「理智」的思維能力與「欲望」的能力就像是父

親與兒子的關係，前者給予命令，後者可能順從卻也可能違背前者的命令。(N.E. 

1102b30-34) 若「理智」是給予命令或規定的「主權者」，那麼，聽命於「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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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就應該是「欲望」，但「欲望」扮演的是接收到命令或規定的角色，是否

確實執行則取決於自己。Sarah Broadie 就將靈魂中的「理智」與「欲望」的關係

比喻為「發信人」(addresser)與「收信人」(addressee)。108「理智」將信件發送給

「欲望」，「欲望」收到信件後是否確實地閱讀信件內容、或者依照內容的指示而

行，就又是另一回事了。 

    「欲望」之為靈魂中「可對於理性原則作出回應」的部份，因此是對於「實

踐理智」所給出命令的回應。「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就在於是否賦予經

由「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所得的命令或規定取得「指定力」，因此可以決定是

否依循理性知識的命令而行動，靈魂中的「欲望」能力因此扮演著「執行能力」

的角色--或者，比較恰當地說，是影響「實踐理智」的命或規定令能否被確實執

行的角色。那麼，「不自制」的發生或者是因為沒有聽到理性知識的規定，或者

是沒有執行理性知識的規定，就是因為「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使得「實

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並未取得「指定力」；或者說是「欲望」收到了「理智」

所寄發的信件，但卻沒有拆開信件閱讀、或者閱讀完信件卻不依照內容的指示去

做。而「自制」就是「欲望」收到了「理智」所寄發的信件，並且在閱讀信件之

後依照內容的指示而完成行動，使得「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取得「指定力」，

就是「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 

    那麼，「欲望」是如何對於理性原則做出不同的回應、影響「實踐理智」的

規定是否取得「指定力」？在「欲望」的三種形式中，除了「情緒」是聽從「理

智」的命令、但卻不是完美的，因而也可能導致「不自制」的行動，「願望」與

「慾念」對於「理智」的命令或規定是否聽從，則是較明確的。「欲望」之間有

可能彼此相對反，而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是理性原則與「慾念」的對反。(De Anima 

433b5-8) 這樣的對反就是「願望」與「慾念」之間的掙扎。因為「願望」與「理

智」的對象相符，可以說是「欲望」的靈魂中分有理性原則的部份；「慾念」的

對象卻可能與「理智」的對象不相符。因此，「慾念」與理性原則的對反除了可

                                             
108 Sarah Broadie, Op. cit. p.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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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慾念」與「理智」、也可能是「慾念」與「願望」的對反。「願望」對於理

性原則的回應，是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取得「指定力」；「慾念」對於理性原

則的回應，則是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無法取得「指定力」。 

    「自制」與「不自制」的不同在於：前者是依循「選擇」而非「慾念」而行

動，後者是依循「慾念」而非「選擇」而行動。並且，「慾念」與「選擇」是相

反的。(N.E. 1111b14-18) 如此，可以將「自制」與「不自制」的發生解釋為：因

為「願望」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取得「指定力」，所以行為者展現的是依循

「審度」的結果--「選擇」的行動；「慾念」卻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無法取

得「指定力」，所以行為者就跟隨著「慾念」、棄「選擇」而行動。 

    不同形式的「欲望」決定了「實踐理智」的規定是否能取得「指定力」、因

而展現不同行動。如果這般「欲望」對於理性原則的回應就像是「收信人」對於

「發信人」所寄發信件的回應，「欲望」相應於擁有「審度能力」的「主權者」

--「理智」而言，就是決定展現何種行動的「執行能力」--或者說是：決定「理

智」的規定或命令能否被「執行」的那種能力。如果「意志」的運用是包含了「審

度能力」與「執行能力」，那麼，由「實踐理智」的思維能力做計算推理得出規

定或命令，加上不同形式的「欲望」對於前者的回應，兩者之間的互動就可以說

是「意志 X」的運用。本論文所要尋的「意志 X」或許就在於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