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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作為議會民主先驅的英國，在它近代政治發展的過程中，總在匍伏前行的歷

程當中尋找自己政治發展的前景。從光榮革命開始一直到 1714 年左右，英國內

部是托利黨（the Tories）和輝格黨（the Whigs）之間的競爭，他們爭辯的焦點在

於王權的來源：前者強調秩序、權威及階層觀念，主張絕對王權、王位繼承權、

不可抵抗，以及人民的消極服從等觀念；後者則以洛克（John Locke,1632-1704）

的社會契約論為主，主張人類的自然權利，而政府的成立乃是為了要確保人的權

利。從 1714 年到 1760 年代，是在朝派（the Court）與在野派（the Country）之

間的競爭。當在朝的輝格執政一段時間後，他們寧可引述古憲法學說也不願意再

提出洛克的社會契約論，目的是在捍衛已然建立的新政權；至於由在野的托利以

及部分輝格組成的在野派，則在承認光榮革命已然修補了英國古憲法的基礎下，

更加強調平衡憲政的原則，目的在防止在朝者的腐化。 

從 1760 年代到 1790 年代，則是屬於保守派和激進派的年代。1760 年代，

伴隨著威爾克議會請願運動（Wilkite petitioning movement），在朝派在本質上轉

變成激進派。他們以議會外的方式進行議會改革的訴求。激進派汲取了洛克等人

的政治理論，相信每個人都有平等的自然權利，同時政府的統治必須基於被治者

同意。再者，他們也接受啟蒙的信念，主張人有理性能力，而公民社會的政治制

度是可以藉由這種標準不斷改善的。此外，他們也反對在野派和早期共和派強調

光榮革命已經修復了英國古憲法的主張。相反地，他們不但相信英國人早在諾曼

征服之前就已經享有政治自由，也相信人民在遙遠的過去就已經擁有主權

（Dickinson, 1977: 195-205）。相對於激進派，保守派則試圖發展出一套論述，指

出既有憲政體制是好的，至於改革則會破壞這種平衡的憲政體制，柏克（Edm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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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ke,1729-1797）就是這種論述最重要的代表，他反對啟蒙運動所揭示的抽象原

則，主張政治智慧來自經驗；同時重新詮釋光榮革命的傳統，認為光榮革命沒有

為英國人帶來一種抽象的權利，反而修補了一直蘊藏於英國傳統當中的古憲法，

而這古憲法當中自有英國人的權利，只是這權利乃是來自一種歷史傳統，而非來

自於自然。 

到了 1780 年代，由於當年激進派人士引發戈登暴動（the Gordon Riot）1，

使得激進派失去了許多財產階級的支持，同時，美洲戰爭的結束也使得激進派失

去了操作議題的政治舞台。儘管如此，1790 年代初期卻有三件事情使激進派再

次興起。首先，在紀念光榮革命一百週年的氣氛下，激進派宣稱光榮革命的確重

視人民主權，但卻沒有保障人的自然權利。其次，美國的建國使得激進派見證到

了美國人對於政治權利的重視。第三，法國大革命使激進派看到了絕對王權的崩

潰以及一個新的自由時代的開啟（Dickinson, 1977: 232-236）。歸結這些新激進派

的政治論述，我們可以看出兩條路線：一部份激進派強調人的自然與不可讓渡的

權利。這派以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為代表，他們要人們從歷史的桎

梧當中解放出來，並且猛烈抨擊古憲法的傳統，認為古憲法根本不可能保障人民

自由。另一派人士則以功利主義作為立論基礎。這派以邊沁（ Jeremy 

Bentham,1748-1832）為代表，他們認為一個好的政府應該要去追求對人民幸福

有所裨益的政策（Dickinson, 1977: 240-246）。 

以邊沁為代表的功利主義者（utilitarians），又稱為哲學激進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其中成員包含詹姆士彌爾（James Mill，以下簡稱彌爾）和其子約翰

彌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等人。他們在批判傳統英國憲政之際，也試圖

                                                 
1 戈登暴動是用來形容 1780年代在倫敦所興起的新教徒暴動事件。英國國會於 1778年通過的「天
主教解放法案」（Roman Catholic Relief Act），此法案的目的在於「將天主教的主的子民從威廉三

世（William III）統治期間所加諸他們身上的特定懲罰和限制當中解放出來」，換言之，就是要緩

和當時英國對於天主教的歧視。針對這個法案的通過，新教的戈登伯爵（Lord George 
Gordon,1751-1783）在 1780 年領導新教協會（Protestant Association）迫使這項法案的廢除。戈
登伯爵點燃群眾的怒火，為的就是避免教宗權威以及絕對王權在英國再度復辟。當年 5月 9日，
戈登帶領群眾向平民院遞交請願書。而在國會外，卻發生了監獄被攻擊、天主教會被摧毀的暴動

事件。事件發生後，戈登被逮捕但獲判無罪。參見：http://en.wikipedia.org/wiki/Gordon_Ri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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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套全新的演繹法則適用於政治與社會問題上面，以利於改革。他們討論的

問題非常廣泛，包括哲學問題、選舉改革、法律改革、言論自由、政治經濟學等

等。當代政治理論家 C. B. Macpherson考察民主理論的歷史，毫不保留地宣稱十

九世紀是一個嶄新的起點，而這個起點就是以邊沁和詹姆士彌爾作為代表的保障

式民主（1977:23）。 

 

 

第二節 彌爾的生平及著作 

 

彌爾於 1773 年生於蘇格蘭，他的父親在他小時候很重視他的教育，將他與

其他小孩分開來，要求他用大部分時間來學習而不必分擔家事。正如同彌爾的傳

記作家 Bain所寫的：「他的唯一職業就是學習。」在他七歲以前，他就在演說術、

作文、算術和語言，尤其是希臘文和拉丁文上面展現了他的天賦。這受到了他的

教區的牧師的注意。在十歲或十一歲的時候，被送到蒙特婁斯學院（Montrose 

Academy）去學習，受到老師們的高度讚揚。在他十七歲離開蒙特婁斯學院之前，

他的母親和教區牧師說服他成為一個新教牧師，而他答應了。彌爾的承諾被斯圖

亞特夫人（Lady Jane Stuart）2知道了，斯圖亞特夫人便給予彌爾慷慨的資助。斯

圖亞特夫人和其夫婿為了給予彌爾工作機會，便請彌爾擔任他們十四歲的女兒薇

荷米納（Wilhelmina Stuart）的家庭教師，彌爾接受了。當斯圖亞特家族搬家到

愛丁堡之際，彌爾也跟著搬到愛丁堡。彌爾於 1790 年到愛丁堡，同時申請進入

愛丁堡大學，於是他便在白天於大學上課，晚上則擔任薇荷米納的家教。 

蘇格蘭的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和格拉斯哥大學（Glasgow 

University）在早期曾是蘇格蘭啟蒙運動（Scottish Enlightenment）3的重要中心。

                                                 
2 斯圖亞特夫人是當地慈善團體的贊助者，這個慈善團體建立的目的是為了教育那些貧窮但卻承

諾要成為長老教會牧師的男孩。 
3 大致從 1730 年到 180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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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蘭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們幾乎都曾在這兩所大學求學或者任教過，這些哲學家

包括：哈其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雷德（Thomas Reid,1710-1796）、

米勒（John Millar,1735-1801）、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亞當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甚至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彌爾在愛丁堡大學師事

史都華（Dugald Stewart, 1753-1828），而史都華則繼承了蘇格蘭啟蒙運動當中的

道德哲學傳統。除了道德哲學，彌爾還在愛丁堡大學研習了歷史、政治經濟學、

古典學4。薇荷米納在彌爾於大學求學並擔任她的家教期間幾乎愛上了彌爾，然

而由於彌爾不是一個貴族，薇荷米納嫁給了一位貴族並於不久之後去世。這件事

情令彌爾耿耿於懷。似乎是因為彌爾出身貧窮的原因，使得彌爾後來在批判英國

貴族統治之際，顯得不遺餘力。 

1794 年，彌爾畢業於愛丁堡大學，在往後四年當中，他為了擔任牧師而努

力學習，同時擔任許多貴族家庭兒女的家教。1798 年，彌爾獲得傳教的資格，

但卻無法得到一個固定的職位，只能做一個巡迴的牧師。彌爾很有可能是在這段

時間失去了自己的信仰，並在 1800 年代早期感受到早期想要擔任牧師的理想幻

滅。1802 年，二十九歲的彌爾起程前往倫敦，開始他的著述生涯。除了寫了許

多的社論，彌爾的許多較有系統性的著作都是在這段期間完成的。從 1802 年到

1806 年之間，彌爾擔任《文藝期刊》（The Literary Journal）的編輯，同時發表

了很多文章在這份期刊上面。 

1808 年是彌爾生命當中一個重要轉折，他結識了邊沁，並且開始在政治立

場上與邊沁相互影響，兩人因此成為鼓吹英國社會與政治改革的重要盟友。邊沁

會轉向而支持民主改革，是來自於彌爾的影響。原本邊沁的立場比較傾向於貴族

式的由上而下的改革，但彌爾則使邊沁轉而較支持更為接近由下而上的改革，也

就是注重「人民」的面向。5邊沁是一個完全的享樂主義者，然而彌爾卻不全然

是這樣。彌爾受過蘇格蘭式教育的背景，以及他對於古希臘哲學，尤其是柏拉圖

                                                 
4 在古典學的研讀當中，彌爾最喜愛的是柏拉圖的哲學。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出，彌爾思想當中的

許多面向，其靈感來源都是柏拉圖，彌爾往往對柏拉圖哲學加以發揚。 
5 這點我們將在第三章有詳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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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高度讚揚，使他的主張似乎脫離了完全的享樂主義觀點。彌爾和邊沁等人

組成一個派別，稱為「功利主義者」（Utilitarians）或「哲學激進派」（Philosophical 

Radicals）6。這派人有邊沁作為財務上的後盾，因此能夠致力於推動英國的法律、

政治、刑法，甚至教育等各個面向的改革，這些改革運動還包括了對於選舉權改

革的倡議。這批人大致有普雷斯（Francis Place,17771-1854）、杜蒙（Etienne 

Dumont,1759-1829）、葛羅特（George Grote,1794-1871）、李嘉圖（David 

Ricardo,1772-1823），以及約翰彌爾。和哲學激進派有關的組織包括了實用知識

傳播協會（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西敏寺評論》

（Westminster Review）以及倫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從 1808

年一直到彌爾過世前的這段時間，是彌爾最勤奮寫作的日子。他為了英國的社會

與政治的改革努力著述。改革法案於 1832 年通過，1836 年彌爾過世。 

 

關於詹姆士彌爾本人的著作，晚近學者 Terrance Ball在劍橋政治思想系列的

叢書中為他編了一本《政治著作》（Political Writings），這當中包括了彌爾的幾篇

重要政治論文：《論政府》（Essay on Government）、《法理學》（Jurisprudence）、《媒

體自由》（Liberty of the Press）、《論教育》（Education）、《監獄及獄政原理》（Prisons 

and Prison Discipline）、《秘密投票》（The Ballot）。此外，還收錄了一篇馬考萊

（Thomas Macaulay,1800-1859）於 1829 年寫的《彌爾論政府》（Mill on 

Government），這是一篇評論彌爾《論政府》一文的文章；彌爾對於馬考萊（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 1800-1859）的回應也被節選出來。Jack Lively和 John Rees

兩人所編的《功利主義的邏輯與政治》（Utilitarian Logic and Politics）一書中收

錄了九篇文章主要是馬考萊和彌爾之間持續的辯論：這當中，馬考萊的文章來自

於輝格黨人所主辦的期刊《愛丁堡評論》（Edinburgh Review），彌爾的文章則主

要來自激進派的期刊《西敏寺評論》（Westminster Review）。在以上著作當中，彌
                                                 
6 筆者更偏好稱這群人為「哲學激進派」，因為這個詞較能夠清楚表達這群在十九世紀初期的英

國致力於社會各方面改革的改革人士。此外，也因為「功利主義者」可以包含的範圍實在太廣，

可以分為古典的功利主義者和當代的功利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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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表達了對政府改革的觀點。 

《論穀物外銷補助金失策》（An Essay on the Impolicy of a Bounty on the 

Exportation of Grain,1804）、《捍衛貿易》（Commerce Defended,1808）以及《政治

經濟學要素》（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則表達了彌爾對政治經濟學的

觀點。此外，彌爾較為歷史性的著作則是《英屬印度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817），這是他最著名的著作，此書厚達七卷，後來芝加哥大學出版了一本濃縮

本，選擇其中重要部份收錄，本研究較少關注到這本著作。《人類心靈現象分析》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上下兩卷是彌爾重要的哲

學代表作，彌爾在這部著作中主要處理的是關於心靈哲學的問題。《馬金塔許片

論》（A Fragment on Mackintosh,1830）是彌爾的哲學評論，我們可以由此書中找

出彌爾對於功利主義倫理學的觀點。 

 

 

第三節 文獻檢閱與問題意識的提出 

 

在眾多探討彌爾思想的著作當中，我們可以歸結出幾種類型。首先，是

William Thomas、Wendell Carr及 Joseph Hamburger針對彌爾是否倡導普遍選舉

權的問題進行爭辯。其次，C. B. Macpherson、Alan Ryan、Terrance Ball和 John Dunn

將彌爾定位成經濟民主模式的倡導者。第三，William Thomas和 Knud Haakonssen

則注意到彌爾思想中，人性可被提升的面向。第四，Robert A. Fenn、W. H. Burston

和Mariangela Ripoli則注意到彌爾的教育思想。 

 

William Thomas和Wendell Robert Carr針對「彌爾是否有明確地提出議會改

革的手段」這個問題進行了一連串的爭辯。Thomas 在一篇文章當中，針對《論

政府》一文提出他的看法：首先，他認為彌爾的《論政府》一文並未清楚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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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議會改革手段的學說，同時這篇文論文並不能揭示議會改革就是彌爾的意

圖。其次，彌爾的確鼓勵人們對於改革法案通過前十年的議會改革運動的行動者

採取不寬容的態度。他反對溫和漸進的改革。第三，彌爾這種對於溫和漸進改革

的不寬容態度，使得馬考萊批評這篇論文為一篇極端民主的論文（Thomas, 

1969）。 

Carr針對 Thomas的觀點指出，如果按照 Thomas的說法，人們會以為彌爾

的理論存在著矛盾。然而事實上，《論政府》並沒有矛盾。儘管彌爾帶有父權主

義的色彩，但是這並沒有減損他對於擴張選舉權的熱情，同時他也沒有把秘密投

票當作議會改革的替代方案。彌爾一開始就把他所提出的理論當成是達成目的的

手段。因此，激進派可能在現實情境的要求下選擇了次要的措施，但仍然遵循彌

爾的理論。換言之，在 1832 年的改革法案當中，他們的選擇次於他們的理想，

也就是有限制的男子選舉權，同時盡可能地維持改革法案的理想性。在這之後，

他們仍然努力追求普遍選舉權（Carr, 1971）。 

Thomas 後來又再次強調，彌爾這篇論文和當時的議會改革並沒有很大的關

聯性。彌爾試圖調和他的思想當中功利主義和柏拉圖主義的色彩：當功利主義者

倡導人民的利益時，柏拉圖主義卻強調受過教育的知識菁英來統治。彌爾認為人

民的無知和邪惡是統治者的錯誤，因此解決之道就在於採取大眾教育的方式

（Thomas, 1971）。 

Carr在後來對於 Thomas的回應當中指出：彌爾為了達成議會改革的目的，

必須策略性地採用他的手段，也就是他只能選擇有限制的選舉權。Carr認為彌爾

堅持，在其所採取的演繹法和議會改革方案這兩者之間存在著不可分割的關聯。

彌爾起初主張「年度議會」（annual parliaments）和「普遍選舉權」（universal 

suffrage），到了 1815 年之後他的態度開始有了轉變，主張「頻繁議會」（frequent 

parliaments）和「擴張選舉權」（extended suffrage）。彌爾有這樣的轉變，理由在

於把理論視為達成目的的一種手段。為了達成議會改革的目的，他必須在實踐主

張和理論假定上採取妥協（Car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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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homas和 Carr的辯論當中，我們可以發現他們辯論的焦點集中在《論政

府》這篇政治論文上。兩者的不同之處在於，Thomas 認為彌爾這篇文章其實是

一篇純粹理論的著作，這和議會改革並沒有任何關聯。然而 Carr 卻認為，說彌

爾的這篇論文是純粹的理論性著作並無道理，因為如果這樣說，那麼彌爾的這篇

文章就必定可能和他的其他著作的論點產生衝突。在 Carr 看來，彌爾的關懷是

一致的，當他在寫作《論政府》一文時，必定也是心繫議會改革運動。因此，如

果說《論政府》一文和他的其他政治主張看起來有什麼不一致之處的時候，也只

能說是彌爾為了更好地倡導議會改革而提出的一種妥協論述而已。筆者較為同意

Carr的看法，因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是對於特定時空情境的進行回應的產物，

這對於哲學激進派的人士尤其是如此。彌爾對於改革的理念從未改變，只不過為

了讓長久的議會改革運動能夠持續，因此儘管彌爾原先堅持普遍選舉權，到後來

也必須採取一種比較迂迴的方式來主張改革，否則無法得到中產階級的認同。因

此，對他而言，他必須先選擇次要的手段，先向那些受過良好教育的中間階層進

行訴求，以達到改革的目的。 

 

Joseph Hamburger在其著作 Intellectuals in Politics: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s（1965）當中，針對彌爾的中間階層的觀念做出了精采的

論證。Hamburger指出，為了要防止英國貴族階級濫用權力的問題，彌爾把民主

政府當作最好的政府形式，而使人民作為改革的受益者。在民主政府中，中間階

層扮演關鍵角色，他們能夠和低下階層共享利益。然而，批評彌爾的人可能會指

出，既然中間階層形塑了低下階層的觀念，選舉權就可能同時被限制在中間階層

手中，因為低下階層並不能為選舉決策帶來什麼。然而作者認為應該說，低下階

層沒有能力針對他們的利益一致地行動。因此，彌爾的觀察可以被歸納為兩個傾

向：首先，低下階層藉由模仿中間階層來形塑他們的意見；其次，一個國家大部

分的受教育者都在中間階層，而非在貴族階級當中。因此，彌爾的理論不僅不是

要倡導中間階層的選舉權，相反地，他對於中間階層的描述卻是用來強化他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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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選舉權的辯護（Hamburger,1965）。 

筆者同意 Hamburger的論點。Hamburger與 Carr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認為

彌爾是要倡導普遍選舉權的。唯 Hamburger 與 Carr 不同的是，前者將焦點放在

中間階層形塑低下階層的意見，後者則認為先對中間階層進形塑求是一種階段性

的手段。Hamburger認為彌爾注意到低下階層的意見仍不夠成熟，因此有待中間

階層對其施加影響力。在這點上，他和 Thomas一樣，注意到彌爾思想當中濃厚

的柏拉圖色彩。筆者認為，柏拉圖主義在彌爾思想當中是必然不可忽略的部分。

因為，這些能夠洞察真理，並且影響民意的人，將成為監督政府運作的立法機構

的要員，反映人民的利益。 

 

Hamburger的著作 James Mill and the Art of Revolution（1977）當中，探討了

彌爾對於政治變遷的觀點，指出彌爾有鑑於革命和暴力的威脅，質疑這種手段所

造成的成效，因而轉向以議會外的政治運動進行改革，尤其是言論自由對於人民

對抗政府更是重要。作者認為彌爾的確在某種程度上是革命性的，因為他訴諸憲

政上的根本變遷，也就是要求立法機構必須完全地反映人民而非受到貴族的支

配，也就是彌爾認為代議政府是可欲的（Hamburger,1977）。 

筆者同意作者在這本書當中對於歷史背景的考察。由於哲學激進派意識到這

次的激進運動不能再像美國獨立和法國革命期間一樣被斥為叛國份子，因而失

敗，因此這次激進運動的訴求便必須在體制內進行改革。因此，民意對於政府的

制衡來說，就成為非常重要的工具。 

 

有許多學者在考察彌爾的政治思想時，都把焦點放在彌爾從邊沁那裡所一脈

相承下來的人性自利的假定，因而將彌爾的民主理論視為經濟模式的民主理論。

這些論者包括 C. B. Macpherson、Alan Ryan、Terence Ball和 John Dunn等人。 

Macpherson的 The Life and Times of Liberal Democracy（1977）是一本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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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理論的經典作品。在Macpherson所區分的四種民主理論模式7當中，他將邊

沁和彌爾視為保障式民主的代表理論家。他指出此種基於功利主義原則的民主模

式，是以平等作為原則，同時強調市場競爭。按照功利主義的假定，民主政治必

須包含所有人的利益，但是彌爾在討論是否容許財產或所得限制時，他卻不用此

原則。顯見作者並不能稱得上是一個全然主張民主的理論家。此外，作者還指出，

如果彌爾容許選舉限制，可能是因為他主要關心的是選舉改革，為了改革當時英

國貴族濫權的問題，他必須獲得中間階層和勞工階級的同時支持並避免得罪他

們，因而在做這方面論述時，會採取較為模糊的策略。最重要的是，Macpherson

認為邊沁和彌爾所倡導的保障式民主，其基本假定在於人性自利。他們都認為所

有的人都是充滿慾望的人，在群體生活中會不斷地極大化自己的利益。因此，這

種對於人性自利的假定成為了「市場人」的理論基礎（23-43）。 

Ryan 認為彌爾的《論政府》是在倡導古典經濟學模式。換言之，彌爾像是

所有的古典經濟學家一樣，認為人的自然目標就是要追求自我利益極大化。站在

這個基礎上，彌爾要倡導一種完全競爭的政治模式。彌爾屏棄傳統上的分權與制

衡原則，他認為唯有把權力交在人民手中才是正確之道，而這要透過選舉權的擴

張。然而，人民必須把權力交給代表，以行使政治權力。這些代表所要做的就是

尋求全體人民的功利極大化（Ryan,1972）。 

Ball 也認為邊沁和彌爾這兩位古典功利主義者都主張，「不可分割的共善」

（non-divisible common good）有賴於自利的公民去發現，換言之，他們所堅持

的是一種經濟學觀點的民主。在彌爾的《論政府》當中，他接受資源稀少和人性

自利的假定。因此，人們希望他們的權力和財產能夠獲得確保。彌爾將這個責任

交給了人民選出來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彌爾認為這些代表必定會為了人民的

利益而不是自己的利益而行動。因此，透過這些代表來執掌政府權力，人民的財

產就可以獲得保障（Ball,1988:131-132）。 

至於 Dunn 則把彌爾的政治理論視為一種「資本主義式民主理論」。由於假

                                                 
7 包括：保障式民主、發展式民主、平衡式民主和參與式民主。 



 11

定人性的自利，故彌爾把政府視為一種機制，旨在限制自利的人的錯誤行動。他

認為對彌爾而言，政府的必要性是由於人總是不值得信任的。如果說人在和他人

相處的時候要得到安全，他們就必須透過外在的方式來保障他們的安全，這個外

在方式就是政府。此外，Dunn 也注意到，彌爾試圖把權力交給中產階級是因為

當時英國正處在中產階級的意識形態霸權之下。因此，Dunn 認為彌爾的政治理

論符合資本主義民主的發展路徑（Dunn,1993:23-26）。 

儘管這些論者都站在彌爾的人性自利觀點上去考察他的政治思想，並將彌爾

定位為經濟學模式的政治理論家。然而，這些論者都將焦點放在彌爾的《論政府》

一文當中，卻忽略了彌爾的其他作品，尤其是彌爾關於人類心靈和教育的著作。

筆者認為，一旦忽略了這些著作，就會使得這些論者主張彌爾只是單純主張人性

自利的政治理論家。如果彌爾只是這樣的政治理論家，他就不必要花許多時間在

寫作關於人性和教育的論文了。因此，筆者認為，在彌爾的思想中，儘管對於人

性存在著自利的假定，卻也存在著一種認為人性可以透過教育而改變的主張。 

 

William Thomas在其著作 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s（1979）針對哲學激進

派有深刻研究，本書是作者研究英國哲學激進派的九篇論文集。在研究彌爾的那

篇論文當中，Thomas 指出，彌爾的著作《英屬印度史》是一部屬於蘇格蘭啟蒙

哲學傳統當中的著作，因為他和蘇格蘭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的共通之處是，他們

都認為：首先，研究歷史的重要性在於可以從這當中歸納出關於社會的真理；其

次，只要有必要的哲學基礎，作者並不需要造訪作為他寫作對象的這個國家或者

學習其語言。然而，Thomas並不同意將彌爾視為蘇格蘭啟蒙運動的典型追隨者。

因為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在彌爾思想中也扮演了重要角色：一則彌爾無法

擺脫基督教對於人性有神與魔兩個部分的假定，二則認為人性要提升。Thomas

還觀察到，彌爾修正了邊沁的享樂主義。邊沁對人性只有趨樂避苦的假定，從而

賦予立法者以提供人們資訊的角色，而彌爾則更強調透過教育的方式，人類能夠

認識到自己的最佳利益。總結來說，Thomas 將彌爾定位為一位道德哲學家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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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政治策略家（95-146）。 

當 Thomas指出彌爾的思想中帶有清教徒主義的面向時，筆者認為就這點而

言雖然仍有待商榷，但 Thomas倒是指出了彌爾思想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那就

是人性有可能被提升的這個論點。在彌爾的思想中，人性可能被提升的確是一個

非常關鍵的部分，因為他非常強調教育的重要性。當人性透過教育的方式而被提

升，人民才有足夠的知識選出適當的代表來行使政治權力，而這些代表也才能夠

更真切地認識到何謂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然而 Thomas並沒有仔細討論彌爾

對於人性的假設以及對於教育的看法。 

 

Knud Haakonssen的 Natural Law and Moral Philosophy（1996）一書是晚近

針對彌爾思想較為全面進行研究的著作，也是以較為宏觀的思想史觀點來檢視彌

爾思想的絕佳著作。作者試圖檢證彌爾的思想和蘇格蘭啟蒙運動的傳統之關聯。

首先，在蘇格蘭啟蒙運動當中，一直有著從休謨和米勒等人開啟的「臆測史學」

（conjectural history）的傳統，他們強調對於歷史的研究可以有助於人們對人性

以及整個社會進行更深刻的了解。Haakonssen將彌爾定位為一個市民社會的臆測

史學家，他認為彌爾其實繼承了這批蘇格蘭史學家的方法，試圖透過對於歷史的

研究來理解人類社會。透過對於彌爾著作《英屬印度史》的研究，Haakonssen

認為彌爾像休謨和米勒一樣，企圖結合哲學和歷史，建構一套歷史哲學，進而尋

找一個普遍結論。然而，在他所得出的普遍結論當中，彌爾並不認為社會各階段

的進展是一種「改善的過程」。在彌爾的歷史觀當中，他不像亞當斯密那樣強調

人類行動的「非意圖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相反地，彌爾非常強調

「個人的能動性」（individual human agency）在社會發展過程當中所扮演的角

色。彌爾認為，歷史告訴我們的是，政府往往是被少數的秀異份子所創造出來。

因此，Haakonssen在探討彌爾的歷史哲學之後，認為彌爾的歷史哲學只是一種「半

歷史的觀點」，並沒有修正他高度理性化和建構式的政治理論。其次，Haakonssen

探討彌爾較為理論性的著作，尤其是《論政府》一文指出，這些著作是彌爾所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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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學激進派陣營用來抨擊輝格黨人士的理論工具。因此，激進派和輝格黨的對

比就成了「理論」和「歷史」的對比，以及「理性」和「傳統」的對比了。Haakonssen

對比彌爾和他的主要對手麥金塔許（James Mackintosh）的哲學觀點：彌爾的觀

點是機械式的，至於麥金塔許的觀點則是有機式的。儘管兩人都同意「功利原

則」，但是麥金塔許所說的功利是由傳統道德所構成的各種利益的組合，至於彌

爾所強調的功利則是由理性個人的利益進行加總後所構成。然而，他們兩人都一

致同意，道德世界在終極的意義上不會是不確定的。當人們試圖要創造一個和諧

的社會時，彌爾認為最好的方式就是採用正確的制度（Haakonssen在此指出是正

確的教育，但並未進一步闡釋）。因此，彌爾所希望創造的是一個人為的（artificial）

和諧狀態。Haakonssen進一步認為，從邊沁到彌爾的功利主義陣營，都強調功利

主義並不是一個利己主義的道德理論（Haakonssen,1996:294-309）。 

Haakonssen 這本著作的特色在於把彌爾的思想放在蘇格蘭啟蒙運動的脈絡

下來檢證，他很確切地指出了彌爾的思想其實並不完全接續蘇格蘭啟蒙當中的臆

測史學傳統，反倒是強調個人的能動性。站在這個基礎上，他進一步論證，彌爾

這批激進派的人提出理性主義的功利原則作為良序社會的原則。Haakonssen當然

也注意到，功利主義似乎並非完全在倡導利己主義。言下之意便是，功利主義其

實隱含著利他主義的色彩。然而，Haakonsssen 對於這點的著墨並不多。筆者認

為，Haakonssen忽略了在彌爾的政治思想當中，教育在政治改革的方案當中扮演

了極為關鍵的角色。事實上，正是透過教育的方式，彌爾試圖為理性自利的人性

搭起一個通往利他主義的橋樑。 

無論是 Thomas還是 Haakonssen都在其研究當中指出，彌爾並不是一個十足

的蘇格蘭啟蒙運動的臆測史學繼承者。筆者同意他們這個論點。正是因為這樣，

我們便不能夠僅是從彌爾的歷史學觀點來考察其政治思想了。然而，Thomas 和

Haakonssen卻都觀察到教育在彌爾政治思想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這是他們較其他

論者可取之處。 

Robert A. Fenn在其 James Mill’s Political Thought（1987）一書中指出，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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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爾被視為僅是邊沁的追隨者，然而，如果要更好地理解彌爾思想的本質，勢必

無法忽略蘇格蘭啟蒙運動對他所造成的影響。Fenn 因而探討了在這個影響之下

的彌爾對功利主義哲學的貢獻。此外，更重要的是，法國啟蒙哲學對他的影響更

是常被忽略的。在很多面向上，彌爾更像是一個法國啟蒙的哲士。因此，Fenn

使用了彌爾許多先前未出版以及很少被使用的著作來探討其思想，試圖證明在這

些著作中，彌爾表現出更為激進的一面。一般人認為彌爾對於自由民主的貢獻是

卓著的，但 Fenn 認為彌爾在這方面卻存在著矛盾：一方面他主張參與式的政治

理論，另一方面他又要把政府的權力交在富人的手中。彌爾思想的內在矛盾就反

映現代自由主義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Fenn 非常強調教育在彌爾政治思想中

所扮演的角色（Fenn,1987）。 

當然，筆者必須承認，在這些著作之外也有注重彌爾思想當中討論教育的面

向的，例如 Burston（1973）、Fenn（1987）、Ripoli（2001）。Burston的著作純粹

探討彌爾的教育哲學，但並未對其政治哲學提出任何分析。Fenn 的著作相當完

整地蒐集了許多彌爾尚未出版的資料，也強調教育在彌爾的政治改革方案當中的

重要角色，但並未論證教育如何在彌爾的功利主義原則和政治理論之間扮演的橋

樑角色。Ripoli的著作強調重新研究彌爾思想的重要性，並分別探討了彌爾的教

育思想和刑法思想，但作者也沒有全面性地檢視彌爾的教育思想在政治理論當中

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各家對於彌爾的研究，筆者發現這些研究者大部分都將焦點放在彌

爾的《論政府》這篇論文上，也因而使得許多論者主張彌爾是站在人性自利的立

場來建構其政治理論。儘管也有論者對彌爾的教育思想進行研究，但他們卻忽略

了彌爾的教育理念和政治理念當中相結合之處。 

彌爾在建立其政治論述的時候，是他已經從早期的蘇格蘭啟蒙運動的主張轉

向邊沁所倡導的功利主義之際。邊沁的功利主義理論則又是來自於法國啟蒙式的

極端理性主義，而不像蘇格蘭啟蒙那樣對於人類理性持有一定程度的懷疑。邊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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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圖用一種完全科學的方式來建立起一套改革政治的方案，那就是基於原子化個

人的數學計算方式，將個人利益加總計算，這些人所欲求的最大利益便是政府所

要追求的目標。這個「最大幸福原則」乃是站在對於一切個人自利的出發點來看

的。彌爾也就承接了這個論點，站在理性主義的角度去批判從蘇格蘭啟蒙運動以

來，哈其森所建立的「道德情操」理論的傳統。彌爾駁斥了個人行動必須和道德

相關這個主張，認為個人行動和動機有關，而動機無關乎道德。因此，衡量一個

人的行動，必須從他的動機著手，人類行動的動機總是追求自利的，這是一個經

驗的事實，也應該成為一種規範的依據。如此一來，政治領域的問題就必須以所

有人的利益為依據，如此一來，最多人所欲求的目標就是全體所欲求的目標。政

治問題就成為如同 Ryan、Ball和 Dunn等人所認定的經濟學模式的政治理論了。 

筆者並不否定彌爾對於人性自利的假定，然而，筆者卻認為以上的論者僅將

彌爾視為經濟學模式的政治理論家是有待商榷的。因為大部分論者都忽略了在彌

爾的著作中，他對於人類心靈的著作和對於教育的主張可能會改變這些論點。儘

管彌爾承接邊沁對於人性自利的假定，然而，彌爾對於教育的強調使他不同於邊

沁的思想。彌爾引進「觀念聯想」學說，主張人類心靈是可以透過不斷地強化某

種觀念而成長的，因而透過教育而影響人類心靈成為必要的方式。筆者必須指

出，人性的自利傾向和人性的可完善性這兩者並不衝突，這同時成為彌爾人性論

的兩個面向。一方面，正是意識到人性的自利，使得彌爾看出十九世紀英國政治

由貴族把持的根本原因。無論是誰掌握政府權力，都會有「濫用權力」的傾向。

為了避免這種狀況，必須設計出一套完善的代議制度，由真正能夠代表人民的代

表來制衡政府、反映人民利益。然而問題在於，代議制度是否能夠真正確保人民

利益卻又令人質疑，因為沒有人能夠保證被選舉出來的代表不會成為另一個「貴

族階級」。如此一來，該怎麼辦呢？幸虧彌爾思想的另一個面向考慮到這個問題，

彌爾認為，儘管人性有著墮落的傾向，卻仍然有獲得提升的可能，教育便是改變

這種傾向的重要工具。彌爾對於教育的想像，帶著法國啟蒙的無限樂觀的色彩。 

彌爾作為哲學激進派的一員，深切痛惡的是當時英國貴族把持政治勢力的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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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因而他採取邊沁的功利主義哲學，為普遍大眾的利益來辯護。然而，有趣的

是，彌爾並不認為把選舉權賦予全體人民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他意識到人民仍

然是未受啟蒙的大眾，因此認為中間階層才是受過良好教育、已經受到啟蒙的

人。在這點上，他是把教育的對象放在中間階層身上，他對這些有錢有閒的中間

階層有著高度期許。唯有透過這些有德性有知識的中間階層來影響人民的意見，

才能夠使人民在決定自己偏好的時候，追求符合全民的利益。彌爾的政治理論是

一種純粹的經濟學模式嗎？筆者認為，彌爾所借用的其實是一種柏拉圖式的菁英

主義理念來建構他的代議政府理論。儘管他不否認追求共同利益，但他似乎更傾

向於認為共同利益是由政治菁英的循循善誘而被認識到的。 

因此，筆者在此指出本文的核心假設：彌爾對於人性的基本假定是理性計算

的「自利人」，這些人在政治問題上僅能以自利的角度出發。然而，這些人卻有

賴於政治菁英的誘導。這些身為政治菁英的中間階層，儘管本來可能是一個具有

自利傾向的人，但由於人性的可變異性，也就是人類心靈當中具備「觀念聯想」

的特色，因而使得「利他主義」可以透過教育的方式放到一個人內心當中。具有

這種「利他主義」的傾向的中間階層，總是能夠秉持著公共情操來行量所有的政

治問題（無論是代表的選舉或是對於政策意見的表達）。本論文主要處理的是關

乎彌爾的民主理論的問題，我們要問的是：首先，彌爾的人性論以及他對功利主

義的假定如何推導出他對於政治的觀點？其次，如果從十九世紀的英國政治現況

出發來看，彌爾如何批判傳統政治並建立民主的政治理想？第三，相較於同屬哲

學激進派成員的邊沁和約翰彌爾，彌爾的理論如何比他們少了什麼，多了什麼？ 

 

第四節 章節安排 

 

第二章分為四節。筆者在第一節先探討邊沁所奠基的功利原則。第二節，討

論彌爾對於功利主義道德理論的辯護，並說明他對功利主義最具貢獻的觀念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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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第三節，指出彌爾的功利主義的出發點在於對於人性進行先驗的假定，指

出人性是自利的，藉此演繹出政治科學。第四節，指出彌爾在強調人性自利的面

向之外，也認為人性是可改變的，透過教育的方式，彌爾試圖培養具備德性的人，

而這批人就是在他的代議政府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間階層。 

第三章分為四節。筆者在第一節將指出，彌爾討論政府問題的起源是來自於

對於英國憲政傳統當中貴族統治的事實有所不滿。第二節將指出，由於對於貴族

統治的不滿，因此彌爾要在法律面向尋找一個新的出發點，那就是對於個人權利

的保障。一旦對於個人權利予以明確地界定，才能夠確保人民不受到統治者的壓

制。第三節將指出，為了要更好地保障個人的權利不受到政府的壓制，必須在政

治上進行選舉權的改革。因為唯有讓更廣泛的人民具備選舉權這項政治權利，才

能更好地制衡統治者。第四節將指出，一旦人民的政治權利確定了之後，國會議

員將在符合「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利益一致」的原則，更好地制衡政府。 

第四章分為兩節，主要在探討彌爾的民主理論與其同輩邊沁及兒子約翰彌爾

兩者的民主理論之間的比較。筆者在第一節指出，邊沁比彌爾更進一步之處在於

他清楚界定了人民主權的觀念。在第二節中，筆者指出約翰彌爾所主張藉由公民

參與的方式來培養公民德性，更進一步深化了民主的內涵。 

第五章，筆者將對彌爾的政治思想做出綜合性的評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