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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性論與教育 

 

功利主義乃是啟蒙運動的產物，試圖用一套新的倫理法則來取代舊有的法則

和人性觀。在本章當中，首先，筆者將指出，彌爾對於功利主義的基本假設乃是

承接邊沁而來，以「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為政治的追求目標。其次，彌爾如

何駁斥道德情操論，而以對於「動機」和「意圖」的區分來為邊沁的功利原則辯

護。第三，彌爾對於普遍人性所持的是自利的假定，這種傾向使政治領域中的人

會濫用權力，是必須加以解決的。第四，彌爾認為儘管人性是自利的，但仍有透

過教育而賦予「利他主義」的可能性。 

 

第一節 功利主義的基本假設 

 

功利原則的出發點是一種「歸納心理學」（inductive psychology）。以邊沁為

首的這派人希望透過對於人類心理的實然觀察，然後歸納出一種普遍的人性。在

這點上，功利主義頗不同於整個古代哲學。 

古代哲學家對人性進行假定是為了建構一種應然的政治理論。柏拉圖（Plato）

宣稱人類心靈可以區分為理性（reason / calculation; logismos）、激情（spiritedness; 

thymos）和慾望（desire; epithymia）三個部分。對他而言，激情有可能順從理性

來對抗欲望，也有可能順從欲望來對抗理性（439b-440d）。他把理性比喻為人，

把激情比喻為獅子，把慾望比喻為野獸，認為人性最好的展現就在於人和獅子結

盟去馴化野獸，換言之，就是理性和激情結盟去馴化慾望（588b-592a）。亞里斯

多德也將人的靈魂區分為三個部分：無意識的生命功能、感覺功能（存在於欲望

當中的部分，它在一定程度上分有理性）、及有理性部分的活動。他認為人性最

為理想的狀態是：人類運用理性的部分去控制感覺功能，以避免受到無意識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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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功能這部分的宰制（1198a）。儘管這兩者的人性論預設各有不同，但我們可以

找到一個共同之處：這些哲學家在對人性論進行預設之後，都做出了規範性的命

題。換言之，他們對人性應該如何做出了主張。 

近代重要政治理論家馬基維利（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不滿這些古

代理論家對於人性論所做出的應然主張，認為他們都沒有指出人性當中較為醜陋

的一面：自私自利、不知感恩。儘管如此，馬基維利並沒有完整地區分經驗和規

範之間的差異。這個任務至少要等到蘇格蘭哲學家休謨才被完成。 

休謨認為過去的哲學家並沒有對實然和應然的層次進行嚴格區分，於是導致

了許多問題。是故，做出這樣的區分就成為哲學家非常重要的任務了。在做出了

應然和實然面的區分之後，休謨根據他對於人性的實然觀察，對於人性當中理性

和激情的成分做出重新的解釋。由於區分了實然和應然兩個層次，因此休謨就從

實然的角度來考察人性。在他看來，在人的道德行動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其實是

人的激情（passions）而不是理性（reason）：「沒有什麼可以反對或阻礙激情的衝

動，只有與激情相對立的衝動能夠如此。」「理性是，也應該是激情的奴隸。」

（Hume,1978: 415）換言之，理性在實然的層次上是服從激情的支配的。理性的

角色僅限於「發現真理或是錯誤」，同時「理性是完全非主動的，並且不能夠成

為如此主動的原則如良知或者道德感的來源。」（ibid:458）在休謨的界定下，理

性和道德問題完全無關。儘管一個人擁有理性，但是理性並不會幫助他去做出價

值上的判斷，因此理性無法成為人類道德行動的起源。對休謨而言，道德問題和

「是」與「不是」這樣的命題沒有關係，而和「應該」與「不應該」這樣的命題

有關係（ibid:469）。不論是柏拉圖或亞里斯多德，他們共同的錯誤都在於過於強

調人的理性在人類行動所扮演的角色：人的理性應該要指導人類行動。因此，休

謨對於人性的這項主張可說是推翻了過去的人性論，同時建構了一個基於經驗事

實的人性論。 

筆者認為，邊沁和彌爾這派人對於功利主義的人性論所進行的假定其實就是

奠基於休謨這個對於人性進行經驗事實的考察上。邊沁和彌爾所共同採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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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種「歸納心理學」。 

邊沁明白指出人類存在是受制於痛苦與快樂兩項因素的決定的，他在《道德

與立法原理導論》（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第

一章當中說道： 

自然已將人類放在兩個最高主宰的統治之下，它們是痛苦與快樂。只有它

們能指出我們應該做什麼，以及決定我們要做什麼。一方面，是非的標準，

另一方面，因果的連鎖，都是固定在它們的寶座上。它們統治我們所做、

所說、所想的一切：我們所做任何想要擺脫的這種對它的臣服，都只能展

示並且證實這種臣服。在言詞上，一個人也許可以偽裝放棄他們的主宰；

但在實際上，他仍然會始終臣服於它。（IPML:11） 

根據邊沁的想法，人類存在的事實是：人們無所遁逃於自然的支配，因而他

們的心靈狀態總是受到痛苦和快樂的支配。人們只能「臣服」痛苦和快樂這兩種

心理狀態。因此，影響人們對於他們應該採取什麼行動的標準在於，一件事物會

帶給人們的痛苦或快樂。一個人行動的來源就是他對於痛苦與快樂的計算。 

彌爾也承認人類受到自然的支配，因此會有痛苦和快樂的感覺。在《人類心

靈分析》第十六章到第二十一章，彌爾探討了痛苦和快樂的感覺以及它們的原

因。彌爾區分出三種感覺（sensations）：中性的（indifferent）、痛苦的（painful）、

快樂的（pleasurable）。中性的感覺，是說一個人不關心這種感覺是長或短；痛苦

的感覺，是說一個人想要進快地終止這種感覺；快樂的感覺，是說一個人想要讓

這種感覺持續。人們的眼、耳、觸覺、味覺、嗅覺和身體內部都會產生痛苦和快

樂的感覺，而這些感覺很大程度地構成了人類行動的起源（APHM,I:143-144）。

彌爾與邊沁不同之處在於，他在痛苦與快樂的感覺之外，還區分出了一種中性的

感覺。 

彌爾認為去探討痛苦和快樂的原因是很重要的。他告訴我們，這些感覺的原

因可以區分為近因（immediate causes）和遠因（remote causes）；遠因是近因的

原因。例如，小提琴的聲音是人們耳朵快樂的近因，而音樂家的演奏又是那個聲

音的原因。彌爾認為人們的心靈對於感覺本身並沒有很大的興趣，然而他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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靈卻對造成感覺的原因有興趣。人們傾向於預備或保留快樂的原因，並且避免或

移除痛苦的原因（APHM,I:146）。一個人的心靈會將遠因和近因，將近因與痛苦

和快樂進行關聯，是因為人的心靈都有一種「觀念聯想」的能力1。 

認為人的痛苦和快樂受制於自然是彌爾和邊沁所共同承認的假定。他們承認

外在因素會對於人類的內在感受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然而，決定倫理問題的原則

仍然在於人類的內在感受。換言之，自然這個外在環境的因素仍須經過人類心理

過程的轉化機制才能化為客觀的標準，以指引人類行動。在這個基礎上，邊沁進

一步去建構一種基於對個人痛苦與快樂計算的功利原則，而彌爾則為邊沁進行辯

護。 

史蒂芬（Leslie Stephen,1832-1904）指出，邊沁的「幸福計算」（happiness 

calculus）理論其實可以分成兩個面向：一個是「病理學的」（pathological）面向，

在此面向上，快樂或痛苦可以被衡量。另一個面向則是「動力學的」（dynamical）

面向，在此面向上，儘管各種不同心理的驅力是可通約共量的（commensurable），

但它們仍有著截然不同的特質（Stephen,1991a:250-251）。 

就第一個面向，也就是病理學的面向而言，所關係到的問題是「如何去衡量

人們的快樂或痛苦」。針對此問題，邊沁在第四章當中指出了判斷的標準。他用

一首詩總結地指出，整個道德和立法的產生都是基於這些論點： 

強烈經久確定，迅速豐裕純粹── 

無論大苦大樂，總有此番特徵。 

倘若追求私利，便應追求此樂； 

倘若旨在公益，澤廣即是美德。 

凡被視為苦者，避之竭盡全力； 

凡是苦必降臨，須防殃及眾人2。（IPML:38；邊沁：2006：86） 
                                                 
1 觀念聯想的能力使得透過教育而改變一個人成為可能，而這個預設也成為彌爾的對於人類心靈

的理論與邊沁非常不同的一點。 
2 邊沁這首詩的原文為： 

Intense, long, certain, speedy, fruitful, pure─── 
  Such marks in pleasures and in pains endure. 
  Such pleasures seek, if private be thy end: 
  If it be public, wide let them extend. 
  Such pains avoid, whichever be thy view: 
  If pains must come, let them extend to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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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沁認為衡量一個人所感受到的痛苦與快樂的標準至少包含了強度

（intensity）、經久（duration）、虛實（certainty or uncertainty）、遠近（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豐饒（fecundity）、純度（purity），以及廣度（extent）等（IPML:39）。

以此為基礎，首先，在個人的層次上，計算採取一個行動所造成的所有痛苦和快

樂，然後比較痛苦和快樂何者為多：如果在苦樂相較的情況下，苦少樂多，那麼

此行動帶來良好的傾向；相反地，倘若苦多樂少，那麼此行動帶來不好的傾向。

此即「倘若追求私利，便應追求此樂」。其次，在計算完個人的苦樂成分之後，

則開始計算整個社群的苦樂成分：此時，針對一個行動而言，如果採取這個行動

會造成社群成員多數為樂、少數為苦，那麼此行動就產生良好的傾向；相反地，

如果採取此行動會造成社群成員多數為苦、少數為樂，那麼此行動就產生不良的

傾向。此即「倘若旨在公益，澤廣即是美德。」。 

進一步來說，邊沁清楚地對於個人的利益和社群的利益進行區別。所謂「個

人的利益」是指：「當它傾向增加他的快樂的總和，或者⋯⋯減少他的痛苦的總

和，一件事就被稱為是促進個人的利益，或是為了個人的利益。（IPML:12）」社

群是「一個虛構的團體（fictitious body），由那些被認為是它的構成的成員的個

人所組成」。在這樣的定義下，「社群的利益」就是「那些構成它的成員的利益的

總和」（IPML:12）。在邊沁的界定下，功利主義的衡量標準是從個人出發，而個

人的利益是由他本身對於特定行動所造成的後果所感受到的痛苦與快樂加總抵

銷後所產生的總合。跳脫了個人的層次，從整體社群的的層次來看，群體的利益

則是一個個原子式的個人對於特定的行動所造成的後果所產生的痛苦與快樂加

總所產生的總合。 

邊沁奠定了「功利原則」（the principle of utility），所謂的功利原則的意義

是指：「那個原則無論贊成或不贊成每個行動，根據其傾向，似乎必須增加或減

少的當事人（他的利益正在被考慮當中）的幸福：或者用另一種方式來表述，就

是要促進或反對那種幸福。」（IPML:11-12）換言之，功利原則必定關乎一個人

的行動會導致幸福或者不幸福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功利」（utility）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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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在邊沁的用法當中，同時代表了兩層涵義，在積極意義上是去「產生利益、優

勢、愉悅、良善或幸福」，在消極意義上是去「避免不幸、痛苦、罪惡或不幸福」

（IPML:12）。邊沁的功利原則因此主張，唯有當一個行動的結果是幸福大於不

幸福的時候，這個行動才是可欲的、值得去做的，這也是功利原則所要追求的目

標。簡言之，功利原則所要追求的目的就是「趨樂避苦」。一個行動的判準因此

在於這個行動所帶來的痛苦與快樂加總後的結果。當這個結果苦少樂多的時候，

它就是必須被追求的行動。 

在這個面向上，邊沁所主張的是所有的行動都是可以通約共量的。當這些行

動反映在人的內心狀態當中，並且以痛苦和快樂的形式展現出來的時候，要為人

類行動提供一個判準就成為很容易的事情了。因此，邊沁建立歸納心理學，目的

其實是要照出一種普遍的人性法則，進而作為他的法理學等社會科學的基礎。 

儘管我們前面指出，邊沁對於人性的描述是繼承休謨對於人性進行經驗事實

的描述，但我們仍必須指出，邊沁不只是採取一種經驗的方法來考察人性。因為

如果說功利原則只是一種經驗事實的描述，那麼它就不足以作為一種人類行動的

標準了。事實上，邊沁仍然試圖倡導一種規範的命題，也就是功利原則。他指出： 

談到符合功利原則的行動，一個人總是可以說，那是應該採取的行動，

或者至少那是不應該採取的行動。一個人也可以說，它是對的所以它應

該被採取；至少它不是錯的所以它應該被採取。如此解釋，則應該

（ought）、正確（right）和錯誤（wrong）這些字，以及其他那類的字就

有一個意義了；否則的話，它們就毫無意義。（IPML:13） 

換言之，那些符合功利原則的行動都可以被稱做是應該的或是正確的，那

些不符合功利原則的行動都可以被稱為是不應該的或是錯誤的。在這裡，邊沁除

了指出人們在實存的層次上是受到自然的支配以外，也指出，功利原則必須做為

道德判準。Hart就指出，對邊沁而言，「正確」、「錯誤」和「應該」這些字眼不

可能僅僅具有描述性的意義，他使用這些詞彙更是要去說明，為什麼有些行動應

該被採取，或者為什麼採取某些行動是正確的都必須基於功利原則（Hart, 1982: 

xliv-xlv）。因此，邊沁的功利原則是一種人類行動的重要規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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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個體和群體之間利益衝突一直是古往今來的政治理論所面臨的重要課

題。面對這個問題，功利主義和古代政治哲學所採取的路徑是不同的。古代政治

哲學以一種「善」（the good）的語言作為訴求，功利主義則已經承襲近代思潮的

脈絡，開始以「利益」（the interest）的語言為主。古代政治哲學家試圖追求一種

「共善」（common good），這個共善的概念其實強調一種人們共同努力追求一個

外在於人的目標，因此這個目標引導著人們的行動。然而，功利主義則是以個人

利益為出發點，尋求在一個社群當中所有的個人利益加總之後的一種「公共利益」

（public interest）。正如同民主理論家 Norberto Bobbio所指出，功利主義哲學是

一種「可以作為一種客觀倫理體系之基礎並且因此區別善與惡的唯一標準」，「這

種標準把本質上的個人心靈狀態，如愉悅和痛苦，視為它的起點，並且藉由把共

善界定為個人善的總和，或者用邊沁的公式，把共善界定為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

福，解決了傳統對於共善的問題。」（Bobbio,1987:27）我們可以看出在古代政治

哲學和功利主義的政治理論之間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共善的政治理論是強調外在

於個人，有一個原本就存在的、至高無上的價值，而人們的存在，就是要去追求

這個價值。公共利益的政治理論完全否定有一種外在於個人的優先性價值，個人

被鼓勵去勇於表達自己的利益，最後的價值標準是無法預期的。 

就動力學的面向而言，邊沁區分了許多不同的痛苦與快樂的種類。3然而，

他作這些區分都只是為了滿足他的立法理論。如果是純粹作為一種心理學，這樣

的區分可能是相當荒謬的，因為邊沁非常著重一般性的快樂與痛苦，卻忽略了這

些快樂與痛苦的特定來源。儘管邊沁宣稱他已經窮盡地列舉了這些「簡單的快樂」

（simple pleasures），但是仍有許多是他所沒有談到的。例如約翰彌爾就曾抨擊

邊沁完全沒有談到「良知」、「原則」、「道德正確」或「道德義務」等。約翰彌爾

                                                 
3 邊沁所列的「簡單的快樂」（simple pleasures）包括十四項：感官的快樂、財富的快樂、技藝的

快樂、和睦的快樂、名譽的快樂、權力的快樂、敬虔的快樂、仁慈的快樂、惡意的快樂、回憶的

快樂、想像的快樂、期望的快樂、依賴於聯想的快樂、及緩和痛苦的快樂。至於他所列的「簡單

的痛苦」（simple pains）則包括了十二項：窮困的痛苦、感官的痛苦、拙劣的痛苦、不和睦的痛

苦、惡名的痛苦、敬虔的痛苦、仁慈的痛苦、惡意的痛苦、回憶的痛苦、想像的痛苦、期望的痛

苦、及依賴於聯想的痛苦（IPML: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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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即使邊沁有談到良知，但他仍然是把這個觀念放在他所謂簡單快樂（simple 

pleasure）的意義下來談。因此，在同意良知作為行動來源的情況下，邊沁可能

會陷入他自己本來要擺脫的循環當中。本來邊沁極力所要擺脫的正是像良知這類

的觀念，因為這種觀念是過於模糊的，沒有一個清楚的定義。他將這類觀念斥為

「虛構的整體」（fictitious entity）。然而，邊沁承認了良知其實可以納入他所謂簡

單的快樂的意義下。當邊沁宣稱在痛苦和快樂當中可以找到良知的時候，這個系

統就變成惡性循環了。因為在這樣情況下，良知就成為一種衍生的能力（derivative 

faculty）而不是一種終極的能力了（Stephen, 1991a: 252-255）。約翰彌爾對於邊

沁的批評正好切中了邊沁和老彌爾理論上的要害，而這也正是許多人對其批評之

處。對邊沁和老彌爾這兩位早期功利主義者而言，「良知」這類的概念不在快樂

和痛苦的來源當中，而僅是衍生字快樂的一種副產品。 

 

 

第二節 彌爾的道德理論 

 

邊沁的功利主義原則是從休謨所開啟的經驗主義出發。在這個基礎之下，邊

沁假定人性受到自然的限制，會追求快樂並且避免痛苦，然後他進一步去建立功

利原則。彌爾也是基於這個原則去發展功利主義理論。然而，邊沁的主張隨即遭

到麥金塔許（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4的批評。批評的焦點集中在這個問

題上：邊沁等人把功利當成人類行動的主要動機，但卻忽略了道德認可和道德品

質這兩者是不同的。彌爾則對麥金塔許做出回應，他主張動機和意圖是不同的：

動機和道德無關，意圖才和道德相關。動機透過聯想的方式影響了人的行動，因

此要改變一個人的行動，就必須影響他的動機。 

                                                 
4 麥金塔許是邊沁的好朋友，他也曾和邊沁一起推動刑法改革。他在著作中對邊沁提出批判的理

由是，他試圖要區分邊沁所進行的慈善事業和哲學體系。他認為前者是有效的，而後者則是荒謬

的（哈列維，2002：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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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彌爾和邊沁同時代，有一位哲學家麥金塔許曾對此二者的功利原則提出批

評。麥金塔許的批評主要反映在其著作《倫理學進程之論文》（Dissertation on the 

Progress of Ethical Philosophy）當中，而彌爾則在其著作《麥金塔許片論》

（Fragment on Mackintosh）當中對麥金塔許做出了回應。從這兩者的論辯過程

當中，我們得以找出彌爾對於功利原則的貢獻。 

首先，麥金塔許指出，邊沁犯下的嚴重錯誤在於他過分地強調把功利原則當

作道德體系的基礎，過於強調功利原則的必要性（Mackintosh,1991:292）。換言

之，邊沁的錯誤在於他假定，功利原則必定要指導著人類行動，成為人類行動的

規範依據。然而，麥金塔許認為「沒有人是完全忠於道德原則的，每個人都會犯

下偏差的錯誤」（FM:157）也就是說，人類在採取行動的時候，即使知道功利原

則是可欲的，但在實際上採取行動的時候，卻常常不去遵行這個原則。 

針對此，彌爾則反駁麥金塔許道，每位哲學家都在教導道德原則的必然性，

例如正確理性（right reason）和上帝意志（the will of God）等。邊沁正是在教導

這樣的道理，也就是把功利原則當成道德原則（FM:155-156）。彌爾反駁的基礎

在於，即使人們在採取行動時並不會依據功利原則，但哲學家的任務仍在於倡導

此項原則。 

其次，麥金塔許不同意邊沁把功利原則當成人類行動的主要動機。麥金塔許

指出，「把道德認可（moral approbation）和作為其客體的道德品質（moral qualities）

相混淆」是邊沁的一大錯誤，這樣的混淆使邊沁假定：「由於功利原則形成每個

道德理論的必然部分，它因此應該成為人類行為的主要動機。」（Mackintosh,1991: 

292）麥金塔許對道德認可和道德品質這兩者進行區分：道德原則應該是一種道

德品質，而人類行動的主要動機則是一種道德認可。對他而言，道德原則是外在

於人類這個道德主體而存在的，至於作為道德主體的人類本身，所必須做的是進

行道德認可，如此一來才可能產生關於道德的行動。 

在此，我們必須理解麥金塔許這項主張的思想起源。麥金塔許對道德認可和

道德品質進行區分，是因為他所持的主張乃是承自蘇格蘭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哈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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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之道德哲學的傳統。哈其森的道德哲學的特色是一種二元論的區分：哈其森認

為在「這是有用的」（this is useful）和「這是正確的」（this is right）這兩種判斷

之間應該做出區隔（Stephen,1991: 316-317）5。哈其森的這種區分被後來的麥金

塔許接手，發展出和邊沁相對立的道德理論。麥金塔許的道德理論強調將道德哲

學區分為兩部分：「道德情操論」（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和「道德標準」

（the Criterion of Morality）（Whewhell,1991:24）。前一個問題是要問「什麼樣的

情感是由對於正確和錯誤的考慮而造成」，後一個問題則是要問「什麼是正確和

錯誤之間的區別」。 

此外，麥金塔許接受布特勒（Joseph Butler,1692-1753）所宣稱的「良知的優

位性」（supremacy of conscience）：道德情操形成了不同的層次，而良知是排在諸

般道德情操的層次當中的最高位階。伴隨著這些道德情操，人們可以在普遍的意

義下考慮自願性的行動，因此這些道德情操是受到行動者的性格和行為激發的情

感（feelings）。Stephen 認為，麥金塔許對於道德所採取的是一種美學的觀點，

換言之，道德情操其實是一種「道德品味」（moral taste）。用麥金塔許自己的例

子來說，當人們讚許一個英雄或烈士在性格上的美善時，人們並不會想到他對人

們有什麼「功利」（utility）。因此，麥金塔許非常堅持德性的內在價值。對他來

說，「仁愛」（benevolence）本身的價值優於它所會產生的快樂。當人們在愛德性

的時候，他們是為了德性自身而愛它，不是為了追求他所帶來的效用

（Stephen,1991b: 317-319）。 

麥金塔許的觀點是這樣的：道德情操理論這個主題和道德能力的獨立存在有

關，至於道德標準的問題則會帶來倫理體系的建立。也就是說，道德是行動的品

質，道德規範跟行動的後果有關，因此在道德能力和倫理體系的建立之間則沒有

任何衝突。邊沁這派人會認為那些倡導「道德感」的人必須告訴我們道德能力如

何區別正確和錯誤，或者這種能力如何阻礙普遍功利的標準，換言之，道德能力

和倫理體系的建立這兩者之間是沒有區別的。然而，Whewhell 認為麥金塔許對

                                                 
5 關於哈其森的道德二元論，請參見：陳正國（200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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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邊沁這派人可能會這麼回答：人具備道德良知是一個重要事實，但這樣的事實

並不能取代那些產生倫理體系的原則；此外，要建構一個倫理體系是困難的，但

如果人們不去使用道德能力，那只會找到錯誤的答案。「不只是道德能力在不考

慮後果的情況下總是可以進行決定，更有甚者，功利的標準不能在不承認道德的

獨立價值的情況下而可以被安全地應用。」（Whewhell,1991:24-25）簡言之，麥

金塔許認為邊沁和彌爾等人忽略了對於道德能力和道德標準這兩者之間的區別。 

麥金塔許對於邊沁的批判在於：由於邊沁混淆了道德認可和道德品質這兩者

之間的不同，使得他自己將功利原則假定為人類行為的主要動機。面對這樣的批

判，彌爾的反擊策略則集中在他和邊沁對於動機和意圖之間的區分這點上面。 

 

這裡要談的是彌爾對於動機和意圖的區分，他認為動機而非意圖才是決定一

個人行動的關鍵，同時，動機和道德問題沒有任何關係。彌爾這樣反駁麥金塔許：

邊沁並沒有主張任何道德理論的必然部分應該成為人類行為的主要動機。彌爾指

出，「事實上他未曾說道德原則就是動機。」「他的動機學說是，道德和非道德都

不屬於動機（motive），而是屬於心靈過程的一個不同部分。」（FM:159）這裡所

謂「心靈過程的一個不同部分」就是「意圖」（intention）。因此，對邊沁而言，

道德問題和意圖有關，而和動機無關。彌爾這樣的解釋把道德原則的問題劃歸為

跟人類意圖有關的問題。Fred R. Berger為我們清楚地指出：「彌爾同意邊沁，一

個行動的道德並不依賴於這個行動被執行時的動機或欲求。好的行動被採取可能

是來自於壞的動機，同時壞的行動有時會出自於好的動機而被採取。另一方面，

一個行動的道德依賴於它被執行的意圖，也就是說，依賴於行動者所預見它會產

生的結果。如此一來，這個行動的正確或錯誤的問題，以及判斷一個行動的道德

的問題，就是計算結果的問題。」（Berger,1984: 80）他清楚地指出邊沁和彌爾具

備「後果主義」（consequentialism）的傾向。 

麥金塔許指控邊沁這派人過於注重隱含在行動當中的動機，同時不夠注意在

一些情況下會刺激行動的愉悅的強度。但彌爾認為這樣的指控是荒謬的，因為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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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塔許沒有注意到動機和意圖之間的區別。麥金塔許的指控還特別強調邊沁這派

人過於重視教導人們行動的結果，卻太少注意對於社會情感的愉悅。但是彌爾則

辯稱他和邊沁所強調的是道德理論，而不是實踐。他和邊沁所重視的是「那牽涉

到我們藉以形成對於正確和錯誤行動的判斷的我們的本性現象」（FM:177）。 

既然彌爾批評麥金塔許沒有注意到動機和意圖之間的區別，我們就必須理解

邊沁和彌爾如何定義動機和意圖。在《麥金塔許片論》一書當中，彌爾為邊沁辯

護時指出：「邊沁論證道，行動的道德並不依賴動機（the morality of an act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motive）。同樣的動機會產生屬於最為對立本質的行動。」例如

一個靠著勞力而賺錢的人和一個靠著竊盜而賺錢的人，兩者的動機都是要賺錢，

可是他們所展現出來的行動卻截然不同（FM:161）。邊沁自己對於動機的定義是

這樣的：「所謂動機，對一個有思想的人物而言，在最廣泛意義上，意味著任何

能夠幫助產生或避免任何一種行動的東西。」邊沁認為關於精神的行動的動機是

「純粹思考的動機」（speculative motives），但這不是他所考慮的動機。他所考慮

的動機是「實踐的動機」（practical motives），這是指「無論什麼事物，藉由影響

有感情人物的意志，被認為是一種在任何情境下，決定他行動或自願地避免行動

的手段。」（IPML:96-97）因此，對邊沁來說，實踐的動機透過影響意志來使一

個人去採取行動或不採取行動。 

邊沁的分析僅止於此，彌爾不滿足於邊沁的分析。因此，在《人類心靈分析》

一書中，彌爾進一步定義了動機。他把動機界定為「對於未來感覺的預期」，能

夠「將前因和後果做出關聯」（APHM,II:210）。這樣的定義和彌爾的「觀念聯想

法則」有關，一旦牽涉到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彌爾對於教育的主張，這使得彌爾對

功利主義有所貢獻，因為這是邊沁學說當中沒有的。 

彌爾認為，每個快樂或痛苦的觀念，「只要關係到做為我們的行動的原因」，

就是動機。動機會導致行動並不意味著每個動機都會導致行動，因為不同的動機

可能對人造成影響：一個動機可能會阻礙另一個動機而影響這個人採取行動。更

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各種不同動機可能有強有弱，而正是這些不同強度的動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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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著人類最後採取的行動。他重申邊沁的觀點，動機和道德並不相關，因為一

件不道德的事情可能是令人感到不快樂的，也可能是令人感到快樂的。舉例而

言，和朋友的妻子發生姦淫這件事可能使一個人感到快樂，也可能使一個人感到

痛苦。因此，決定這個人會服從何種動機的關鍵就在於，這個動機到底是快樂的

程度較強還是痛苦的程度較強。當快樂的動機比痛苦的動機強的時候，這個人就

會犯下姦淫；反之，當痛苦的動機比愉悅的動機程度要強的時候，這個人就不會

犯下姦淫。彌爾強調，影響一個人愉悅和痛苦的動機的決定性因素在於教育。他

認為好的教育的任務就是要使一個人的各種動機和價值發生關聯（APHM,II: 

212）。在本章第四節當中，我們將指出彌爾試圖透過教育培養什麼樣的特質。 

彌爾也為邊沁對於意圖的說法提出了闡釋。彌爾說：「邊沁進一步論證道，

行動的道德完全依賴意圖。」例如一個人用槍瞄準一隻鳥並殺了牠，另一個人用

槍瞄準一隻鳥卻殺了牠旁邊另一隻鳥。儘管後者造成了致命的結果，但它的行動

是像前者一樣沒有罪惡的。彌爾指出，「意圖完全指涉行動的結果。當一個人執

行一個行動，他就被說是意圖該行動的結果，那些至少他所預見的結果。」因此，

彌爾認為麥金塔許完全混淆了動機和意圖兩者（FM:161）。邊沁自己曾指出，意

圖可能與行動本身和行動後果兩種情形相關。「在這兩種事物當中，與意圖有關

的可以稱為有意的（intentional）。如果它關乎行動，則可這個行動可以被稱為有

意的行動（intentional actions）。如果它關乎結果，則被稱為有意的結果（intentional 

consequences）。如果它同時關乎行動和結果，則整個行動可以被稱為有意的。任

何行動或結果如果不是意圖的對象，當然可以被稱做是無意的（unintentional）。」

（IPML:84）彌爾在著作中也像邊沁一樣區分兩種情形：一種情形是，所意圖的

是我們特定的行動；另一種情形是，所意圖的是我們行動的特定結果（APHM,II: 

305）。 

彌爾認為，意圖和意願是不一樣的：前者指向未來，後者指向當下。意圖所

指向的是未來的行動。當這個行動是立即的，則不能說是我們意圖這個行動，只

能說是我們意願這個行動。「在意願當中，特定的行動被認為是快樂的原因，立



 31

即的行動被認為是立即的快樂的原因。在意圖當中，特定的未來行動被認為是未

來的快樂的原因。」（APHM,II:308）他進一步告訴我們： 

由聯想所聯合起來的快樂和它的原因構成動機。在這個預期的行動

當中，這個由做為原因的動機和做為後果的行動所構成的序列是不

可解除的。在我們想像中的意圖狀態當中，動機對心靈而言是即將

要在思考的時間存在的；既存的對於行動的觀念無可避免地隨之而

來。當動機是立即的時候，由無可避免的聯想所預期的我們的行動

是被意願的；當動機是未來，則這個行動是被意圖的。意圖就是對

於未來意願的強烈預期。（APHM,II:308） 

前面說到，彌爾強調動機和道德無關，只有意圖和道德有關。從這段文字當

中，我們可以發現動機和意圖的關聯性。對彌爾而言，「意願」似乎是立即的動

機的別稱，而「意圖」則似乎是對於未來的動機的別稱。動機仍然是決定一個人

的行動的關鍵：藉由聯想的方式，「作為原因的動機」和「作為結果的意圖」這

兩者可以被關聯起來。 

對彌爾而言，有很多的動機可能對一個人的行動造成影響，這個動機所帶來

痛苦或快樂的程度和另一個動機所帶來的快樂和痛苦的程度不一樣，最後決定一

個人採取行動的關鍵在於一種能夠帶來最大快樂和最少痛苦的動機。於是在一個

人採取行動之前，各種動機所可能帶來的痛苦和快樂的程度都可能改變。 

因此，決定一個人的行動的關鍵就在於他的動機。能夠影響一個人的動機，

就能夠影響一個人的行動。既然前面說過動機是「對於未來感覺的預期」以及「將

前因和後果作出關聯」，那麼彌爾就有信心透過教育的方式來改變人們對於一個

行動未來所會帶來的感覺的預期，以及對於這個行動所會產生的後果的預期。透

過改變一個人的動機，就可以影響一個人決定要採取什麼樣的行動。關於教育的

問題，是彌爾非重視的，我們將在下一節進行討論。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功利主義強調，針對每個人的痛苦與快樂進行加總計

算，得出來的結果就是整個社群所應該追求的目標，這當中帶有「後果主義」的

色彩。我們可以從彌爾以下的文字觀察到： 

當行動的結果對其他人和行動者而言是快樂的，這個例子就是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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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圖在其自身當中只存在著有益的。然而，當在這些行動的結

果當中，有一些是對其他人有害的，就有必要進行考慮了。如果它

們對其他人會造成一定程度的傷害，而對行動者帶來較少的快樂，

那麼所有人的結論就是，執行這個行動是錯誤的、不道德的。行動

應該和不應該被執行的問題很明顯地是一個比較的問題。……如果
一個人在任何行動上意圖惡的數量勝過善，他的意圖就是惡的。因

此，道德或不道德要依賴計算。一個人不能夠沒有意圖、沒有看他

的行動結果而行動。……因此，一個意圖是善或惡是要取決於行動

的善或惡的結果在支配。這是受到計算的確定的（FM:163）。 

有論者將功利主義區分成「行動的功利主義」（act-utilitarianism）和「規則

的功利主義」（rule-utilitarianism）。前者的觀點主張一個行動的正確或錯誤是由

行動本身的善惡來判斷。後者的觀點則主張一個行動的正確或錯誤是由一個規則

的結果的善或惡來判斷，而這個規則強調每個人在相似的情境下應該採取特定的

行動（Smart,1973:9）。我們可以因此稱彌爾和邊沁的功利主義為「行動的功利主

義」。 

在彌爾看來，判斷一個人是否應該採取某種行動的標準在於這個行動是否能

夠帶來對於他個人以及對於整個社群「有益的」結果。對於這個結果的判斷可以

是客觀的，因為彌爾所訴求的是個人對於外在環境所產生的感覺，無論是快樂

的、痛苦的或是中性的。意圖指向一個行動的結果，同時這個意圖所指向的後果

必定是「有益的」後果。因此，一個人意圖所指向的結果到底是益處多或者是害

處多，就成為判斷這個行動的重要準則。就整個社群而言，究竟何者是有益或有

害的行動，則必須視整體計算的後果而定。很明顯地，彌爾堅持的仍然是邊沁的

底限，也就是判斷一個行動的標準在於這個行動本身所帶來的結果是有益的或有

害的，而不是一個規則的結果的善或惡。 

對於行動的結果進行計算的強調招致麥金塔許的批評。麥金塔許認為一旦行

動的結果必須經由計算來衡量其道德的特質，則會產生兩個不良影響：一方面，

這會使德性情感的內在愉悅（inherent delight of the virtuous affections）無法被適

當地衡量；另一方面，則會使有益行為對於心靈的有益後果無法被關注

（FM:174-175）。麥金塔許如此地讚許「德性情感的愉悅」，但對彌爾而言，麥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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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許只注意到情感當中愉悅的成分，卻忽略了情感當中也有痛苦的成分。麥金塔

許的愉悅的情感的運作是靠著產生動機來運作的。如果它們沒有受到義務的持續

約束，那麼它們就會在一定程度上犯錯。這個義務是伴隨著好的意圖而行動的，

而好的意圖「伴隨著他的行動的一切結果」。能夠以如此的方式，就符合了「功

利原則」（FM:175-176）。 

麥金塔許認為道德是內在於一個人的性格當中的。也就是說，道德是「秩序

的來源」，而不是「秩序的產物」。對他而言，「人並不是由抽象原則所支配，而

是由他們的激情和情感所支配。」他很正確地指出，「情感不能被僅僅分解為邏

輯」。「功利可能會給予道德正確的標準，但我們並不能推論在道德行為當中蘊藏

著對功利的察覺」。人們不可能僅僅受到欲望的驅使就去追求最大多數人的最大

幸福（Stephen,1991b:329）。相對於此，彌爾就假定所有人的性格都相同。對他

而言，透過外在的方式使一個人遵行功利原則是可以被允許的。因此，彌爾認為

邊沁的任務就是去倡導以功利原則當作人類行動的道德判準。換言之，功利原則

必定指導著人類行動。 

總地來說，麥金塔許和彌爾的對立展現在他們對於人性的假定上：麥金塔許

認為人的內在具備道德情操，同時這種道德情操常常成為左右人類行動的關鍵。

然而，彌爾則承襲邊沁的假定，試圖為人類行動建構一套機械式的判準。在彌爾

的想法當中，人性的實然狀態必然是趨樂避苦的，並且會對行動的後果做出理性

計算，才會決定是否採取這個行動。對他而言，決定人類行動的並不是崇高美善

的價值，而是純粹的人性自利傾向。 

 

 

第三節 從人性論出發的政治科學 

 

彌爾試圖為功利主義的政治學找出一個科學的基礎，這個基礎乃是從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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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驗的方法出發的。彌爾的先驗方法使他直接假定人性是自利的。然而，這

樣的方法卻招致其政敵馬考萊的強烈批判，馬考萊認為先驗的方法其實只適用於

自然科學，並不適用於「高貴的政治學」（the noble science of politics）上面。 

資源不足以及人人彼此侵奪的狀態乃是彌爾在《論政府》一文當中的兩個基

本假定。在彌爾寫作這篇論文的年代，英國社會才剛經歷了巨大的轉變。英國社

會在 1815 年所遭遇到的議題除了工業革命所帶來的工業化之外，還有三項重要

發展。首先是拿破崙戰爭之後英國在貿易和生產上的衰落，其次是英國人口呈現

史無前例的擴張，第三是英國社會逐漸地都市化（Gash,1981:2）。由於工業革命

帶來的技術進步，使得英國人的生存條件獲得了極大的改善。英國的人口也產生

史無前例的增加，人口的增加就意味著資源漸漸面臨不足的危機6。 

如同當時已經注意到英國因為人口激增而出現的資源不足現象的馬爾薩斯

（Robert Malthus,1766-1834）7，彌爾也注意到了這個問題。至於人人侵奪的本

性，彌爾論證道，如果自然已經創造出充足的資源以供人們享用，那麼在人與人

之間就不會有任何爭端，也不會有任何彼此傷害的情形出現了。然而，事實卻不

是如此。人類存在的事實是，自然為人們創造出來的慾望目標總是不足的，因而，

「爭端總是不止息的；並且每個人總是擁有取得權威的手段去掌控別人，這根據

的是他能擁有的目標的數量。」（PW:4）很顯然地，彌爾對於人類存在狀態的假

定是站在霍布斯對於人性假定的基礎之上8。近代政治理論的重要奠基者霍布斯

                                                 
6 根據統計，1811 年的英國人口約為一千一百萬人，1821 年已經增加到一千兩百五十萬人，到

了 1851 年已經超過了兩千一百萬人（Gash,1981:12）。 
7 英國在 1780 年代的人口數約為 12.98百萬，1801 年人口數為 15.74百萬，到了 1831 年的人口

數則增為 24.15百萬。（Harvie,1989:425）也就是說，從 1776 年美國獨立到 1832 年不列顛進行第

一波議會改革這段期間，不列顛的人口增加了將近一倍之多。儘管不列顛內部的糧食分配在這段

期間相當平均（Dickinson,1999:35），然而，活躍於這段時期的劍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於 1797 年

出版其名著《人口論》（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之際即已對人們提出警告：糧食

增加的速度以等差級數的速度進行，至於人口的增加則以等比級數的速度進行；人類社會即將面

臨立即的人口壓力（Malthus,1992）。 
8 霍布斯曾把主權成立之前的狀態稱為自然狀態，在自然狀態中的人們擁有權力（power）去和
他人相競爭，他把權力界定為一個人「現在的手段，用來取得一些未來的利益」（Hobbes,1991: 
62），所謂「未來的利益」指的不外乎利得（gains）、安全（safety）以及名聲（reputation）。在
此基礎下，霍布斯假定「人性的普遍傾向」是「對於權力的永恆的、不止息的欲求，至死方休」。

（Hobbes,1991: 70）而這種自然狀態其實就是一種戰爭狀態，這使得人們總是處於彼此侵奪的情

境下，隨時會有暴死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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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由主義提供了個人主義的重要預設9，這個概念，遂成為彌爾政治理論的重

要起點。 

對彌爾來說，每種政體的運作都是繫諸人類身上。因此，人性的傾向就成為

影響任何政體運作的基本道理了。彌爾憂心於英國傳統憲政會造成對於人民的壓

制，是以他從對於人性的幽黯假定出發來探討政治問題。他對於人性的幽黯意識

來自於人們「對於權力的欲求」： 

人類想要使人或他者的屬性臣服於他的快樂，儘管這可能會對他人

帶來痛苦或快樂的損失，這樣的假定是政府的基礎。對於此目標的

欲求意味著欲求能夠達到這目標的權力。因此，對於那個必然使人

和人類的屬性臣服於他我們的快樂的權力之欲求，就是人性的決定

性法則（PW:11）。 

在他看來，人性的趨樂避苦的自利動機使得人類想要追求權力，因為唯有得

到權力才能使他人臣服於自己所追求的目的。「權力是達到目的的手段」，這個目

的就是追求人類自身的快樂。要求得一個人的快樂必須透過他人的行動才能達

成，於是權力就成了最好的手段。權力意味著「確保一個人的意志和另一個人的

行動相一致」，換言之，就是透過權力來使他人的行動能夠符合自己的意志。人

們「對於支配他人行動的要求真的是無所限制的」，這表現在兩個方面：人們想

要支配的人的範圍，以及人們想要支配他人行動的程度（PW:12）。 

彌爾認為，有兩種手段可以使一個人的意志與他人的行動趨於一致，一種是

快樂的手段，另一種是痛苦的手段（PW:13）。就快樂的手段而言，當人們能夠

支配他所欲求的對象時，他能夠藉由將這些目標賦予他人而確保他人的行動和他

自己的意志相一致。如此一來，他就可以支配他人的行動了。然而，國王或貴族

並不會因此而滿足於這些欲求的目標。如果認為人類一旦欲求被滿足就不會想要

繼續掠奪他人的所有，那就是不完全的人性觀。唯有注意到人們也會使用痛苦的

手段，才算是掌握了人性的全貌。就痛苦的手段而言，它是指奪取他人生命的權

力，除了包括奪取所有對於現實的快樂，也包括奪取對於希望的快樂。對彌爾來

                                                 
9 馬克弗森（C. B. Macpherson）認為霍布斯視為對近代「佔有式個人主義」的原型做出了巨大

貢獻，這乃是基於霍布斯對於個人主義的和「佔有式市場社會」的預設（許國賢，199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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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人們不可能只滿足於給予快樂的權力，除此之外，人還想要有造成痛苦的權

力。造成他人的痛苦，就意味著自己能夠得到更多。因此，人們會想得到造成痛

苦的權力。 

彌爾對於人性當中對「濫用權力」的傾向感到非常擔心，因為這種傾向一旦

反映到了政治的場域，就會危害到他人的政治自由。他引用孟德斯鳩的話指出： 

只有在權力不被濫用的時候它（政治自由）才會出現，但是人們已

永久地察覺到，任何擁有權力的人會傾向於濫用它；他會持續這麼

做到他找到限制。⋯⋯因此，一個人不能濫用權力，權力必須藉由

制度的安排來制衡權力。一部憲法必須是如此，以至於一個人不會

被約束去做法律沒有規定他做的事，也不會被阻止去做法律允許他

做的事（Montesquieu, The Spirit of the Law:XI,4）。 

在這裡孟德斯鳩擔心的是，政治自由一旦被掌有權力的人所濫用，對於其他

人而言是危險的，因為其他人隨時都有可能會被侵犯。孟德斯鳩思想當中的核心

概念就在於「防止濫權」，這點繼承了古典共和主義的傳統。彌爾接受了孟德斯

鳩對於人會濫用權力的觀察，因為他很清楚地知道，人性的法則就是「一個人為

了使自己擁有他的欲求目標而以他人為代價的傾向」（PW:15）。彌爾同意孟德斯

鳩之處還在於，面對人會濫用權力的問題，一定要藉由制度上的安排來加以制

衡。彌爾說：「如果制衡不能以預防的方式運作，那麼統治的一人或數人，就會

使人民當中的大眾臣屬於他們的權力，至少像西印度群島上的黑人所處的那般情

境。」（PW:16）西印度群島的黑人受到白人的統治，他們完全沒有自己的權力，

也因而沒有自由可言。如果要避免英國人遭遇到這種情境，就必須使制衡成為一

種預防的機制。對彌爾而言，這個機制就是代議制度。彌爾和邊沁等人，意識到

代議機關已經在十九世紀的英國扮演了日益重要的角色，它可以促使政府對人民

負責。這背後的意義就在於代議機關具備制衡行政機關的權力。我們將在第二章

談到這個問題。 

 

功利主義者試圖以單一的人性法則去建構他們的政治理論，彌爾對於人性的

假定也來自於他對於人性當中自利傾向的假定。他認為，人性就是要追求「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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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而為了得到這個利益，人必須追求權力以支配他人，才能得到他所欲求的

利益。從這種簡單的人性法則出發，彌爾為功利主義建立起一套「政治科學」。

而他這樣的方法卻遭到其政敵，輝格黨政治家馬考萊的質疑。 

馬考萊稱曾稱讚彌爾是「功利主義和邊沁學派當中最傑出的哲學家」，但他

仍然強烈地批判彌爾，因為他認為「彌爾的理論完全站在錯誤的原則上，並且即

使是在這個錯誤的原則上他也沒有理性地推理。」（PW:272）在馬考萊看來，功

利主義的理論家試圖以先驗的方式去論證政治問題是不適當的，相反地，使用歸

納法才是適當的。馬考萊說： 

除了關於一些假定之外，經驗是不可被切割，或甚至是似乎被切割

的。當我們說一個事實和另一個事實不一致的時候，我們僅僅是意

味著這和我們在另一個事實上所建立的理論不一致。然而，如果事

實是確定的，那麼不可否認的結論就是，我們的理論是錯誤的；並

且為了矯正它，我們進行論證就必須回頭從更多的事實蒐集上面推

導到原則去。（PW:273-274） 

馬考萊顯然認為彌爾單從人性論的假定去演繹出政治法則是不正確的，因為

彌爾不注重事實的蒐集，只注重從看到的片面事實上面去建構其政治法則。馬考

萊偏好採用歸納法來建構政治法則，認為彌爾的演繹法忽略了在政治現象當中，

可能存在著許多不同的法則，而這些法則彼此之間可能是相衝突的。儘管政治的

現象當中存在著許多相當複雜的因素，彌爾似乎只想把人性論當成一個單一影響

政治的因素，這是馬考萊所不能同意的。歸結馬考萊對於彌爾在方法上的批判，

我們可以發現他在兩個基本論點上指責彌爾（ULP:13-15）。 

首先，馬考萊指出社會生活具有複雜性和多樣性，而這是不能用簡單的原理

來說明的。馬考萊認為，當我們不能超越「那些不能使我們在實踐知識上能夠更

進一步的準則」的時候，「我們就不會相信有可能去訂定一個關於影響人類行動

的動機之法則」。馬考萊以培根的話說，沒有那種恐懼不能藉以被克服的激情存

在。儘管身體上的痛苦是一種惡，但是這樣的痛苦卻常常是人們能夠忍受，甚至

是受到人們歡迎的。馬考萊說：「肉體的痛苦毫無疑問地是一種罪惡；然而它卻

常被忍受，甚至受到歡迎。無數的烈士在那些使旁觀者戰慄的嚴刑拷打當中狂



 38

喜；此外，用一個更平凡的例子來說，很少妻子不渴望成為母親的。」（PW:301）

他認為彌爾這派人單純地以肉體上的苦和樂來作為人類行動的判準，是忽略了人

類行動來源的多種可能性。一個人可能有時候服膺肉體的欲求，做出自己的舉

動，但也可能有時候服從自己內心的道德情操，做出利他的行動。我們很難說一

個人對於何者喜好的程度較為強烈，因為這些都是因人而異的：「人與人之間有

所不同；代與代之間有所不同；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有所不同。教育、身分、性別、

年齡、偶然的結合都創造出多樣性的無限細微差別。」（PW: 300-301）如此一來，

我們就不能簡單地以自利的人性觀來推論一切政治事務。 

其次，馬考萊認為描繪和評價人類行動的詞彙並不能以數學的精確方式來加

以定義。也就是說，數學的概念，例如點線面和角度等等的問題，都可以利用演

繹的方式來推導出結論。但是，像「權力」、「快樂」、「悲慘」、「痛苦」、「愉悅」、

「動機」等等的概念卻不能用這樣的方式來對待，因為這些人類世界的概念缺乏

精確的定義，既不能像邏輯或數學那樣有基本原理，也不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

對概念進行操作。馬考萊認為，在政治或道德的世界當中，我們不能藉由邏輯的

推論來得出特定的法則。 

對於馬考萊的批判，彌爾以休謨的話加以回應： 

政治作家已經建立一個格言：就設計政府制度和安排若干對於憲法

的牽制而言，每個人都應該被假定為小人，並且在他所有的行動當

中，除了他的私人利益之外，別無目的。⋯⋯因此，一個合理的政

治格言這麼說：每個人都應該被假定為小人；雖然在同時這麼說似

乎很奇怪：一個格言在事實上錯誤的應該在政治上是真實的。但是

為了在這點上滿足我們，我們必須考慮，人們一般而言在私人能力

上比在公共能力上更加誠實，並且會願意服務於一個黨派勝過關心

自己的私人利益（FM:280-281; Hume,1994:24-25）。 

彌爾徵引這段文字便是想回應，休謨也是從單一的事實當中得出政府的理

論，並且他也假定這是一種不證自明的實踐原則。休謨主張人性的實然面向是「人

是激情而非理性的奴隸」，人是受到激情所宰制的，因此總是無所節制地想要為

自己爭奪物質利得。這種自利的人性傾向使得政治制度的設計必須對其加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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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對人類的貪欲和野心加以制衡。一旦這樣的制度設計出來，自利的人在便會

遵循這樣的制度，而被誘導到達成公共利益的方向。 

彌爾寫道：「當人們在文明和改善當中前進，那麼道德和特定幸福之間關連

的緊密度就會增加。」他相信，在這樣的文明進展過程當中，人類的不幸會逐漸

地減少。這是由於在人類文明的演進過程當中，人們會累積對於達成幸福手段的

知識，以及對於報應的渴望。當這兩種力量在一切方向上結合起來，上帝對於錯

誤和不公正的事情就會有一種自然制衡的力量（PW:230）。正是這種自然制衡力

量為人類創造了幸福。然而，這種自然制衡的力量是什麼？對彌爾而言，這是人

性自利的原則。在這個自利原則的背後，包含了兩個面向，一個是人們應該管理

他們自己，一個是對於那些人們委以政府權力的人進行有效的制衡（ULP:231）。 

彌爾對於人性的假定和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假定是一致的。自從曼德維爾

（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的那句名言「私人的惡，公共的善」（private evil, 

public good）出現後，個人追求私利就一直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基本信念，

這個傳統經過亞當斯密一直到邊沁、彌爾皆然。曼德維爾的論點是，儘管人性的

普遍傾向是自利的，但卻會在與他人的互動之後，呈現出有利於公共利益的結

果。這背後所隱藏的是一種自然秩序的概念。彌爾沒有引用曼德維爾的話來說

明，但他卻引用布萊克史東（William Blackstone, 1723-1780）的話來證明：「自

愛」不僅是「行動的普遍原則」，更是「道德義務的唯一原則」（ULP: 282-284）。

彌爾認為，政府的理論必須建立在這樣的原則上才能夠真正看清問題之所在，也

唯有這樣才能夠設計出一套防止掌權者濫權的政治制度。顯然，彌爾不同於曼德

維爾之處在於，彌爾相信人為的制度設計可以將人性的幽暗面向加以導引，產生

正面功效。彌爾所相信的是一種人為的秩序，而不是自然的秩序。他始終相信的，

是在政治法則上，永遠對人性採取自利的假設，如此一來可以避免濫用權力而造

成的對於個人權利或利益的侵犯。 

約翰彌爾在《邏輯體系》（System of Logic）當中稱其父親的理論為幾何的社

會理論，這種理論認為所有的社會現象都來自於單一的人性法則。採用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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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從霍布斯即已開始，到了邊沁和彌爾則繼承這種方法來建構政治科學。約翰彌

爾尤其要批判的是邊沁和其父親的理論，因為他們假定人類行動是由他們的利益

所決定，但是這種假定卻和這派人原先所主張的最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原則相衝

突。約翰彌爾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進行三段論證： 

1. 任何人或任何一群人當中的多數人，在他們的行動上都是受到他們的

個人利益所支配。 

2. 如果人類的行動主要是受到他們自私的利益所支配，那麼唯一根據被

統治者的利益而統治的統治者就是其利益等同於被統治者的利益的

人。 

3. 除非統治者的基礎是被統治者的意志，否則他們的利益不會等同於被

統治者的利益（ULP:234-235）。 

從這三段論正當中，約翰彌爾得出兩個基本假定：一個是，所有統治者的行

動僅僅受到自利所決定；另一個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利益一致的原因是

統治者的責任（ULP:235）。就前一個假定而言，這的確符合普遍人性，但就後

一個假定而言，則不符合人性。因為統治者總是會鞏固自己的權力，追求自己個

人利益。對約翰彌爾來說，這樣的方法就顯得不科學了。約翰彌爾認為演繹的方

法固然可欲，但在社會科學上面卻不真實。他說道： 

社會現象在本質上並非伴隨著對於其他現象的瑣碎修正，而以某些

人性的動力或法則作為基礎。整個人性品質影響著那些社會現象，

此外，沒有一種人性品質對這些社會現象的影響是小的。沒有一種

人性，無論是移除或任何大的修正，不會在實質上影響社會的整體

面向，以及普遍地改變或多或少的社會現象的順序（ULP:258）。 

對約翰彌爾而言，社會科學的目的是要去找出一種社為發展的經驗法則，而

人性論僅僅是用來修正這些法則的。如此一來，其父親彌爾對於人性法則所堅持

的先驗方法便是不值得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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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人類的可完善性與教育 

 

儘管前面提到彌爾認為人性是自利的，但是必須強調的是，他非常強調人的

可完善性（perfectability）。關於這點，Thomas 曾指出，在《英屬印度史》當中

反映出了彌爾思想中的清教徒主義（puritanism）。這個清教徒主義其中一個面向

在於，如同使徒保羅相信人性可以區分為神性的部分和邪惡的部分，彌爾相信人

性可以區分為理性和激情的部分。彌爾希望將對於愉悅的追求轉變成對於德性的

追求（Thomas, 1979: 100）。我們可以推論，即便彌爾假定人在本質上是受到激

情（也就是對於快樂或是利益的欲求）所宰制，然而，這樣的人性仍然是可能被

改變的。 

在彌爾看來，透過教育，人的心靈品質可以獲得高度的提升，使人脫俗入雅。

彌爾對於教育的主張在他的整個政治思想當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在他對於整

個代議政府的想像當中，他期許一個新的英國社會是由一批傑出的、有教養的中

間階層（middle rank）來領導。因此，我們有必要深入了解他對於教育的主張是

如何。在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彌爾作為一位哲學家的身分，是故，在我們

考察他對於教育的主張的同時，就無法迴避地必須探討彌爾對於人類心靈的假

設。唯有當我們了解彌爾如何看待人類心靈本質，才能夠更好地掌握他對於教育

的主張。 

彌爾認為對於那些「有財富和時間取得最大程度的智性的社會階級」，必須

問這樣的問題：是否在對於這個階級進行教育的建制上面，應該提供「永久改進」

（perpetual improvement），也就是說，「是否能使這個制度保持和人類心靈一樣

的速度」。換言之，任何教育制度的設立都必須符合人類心靈的進步的特色。對

彌爾來說，理想當中的教育制度不止要提供永久改進，還要能夠抗拒「對於那些

在黑暗時代裡面所建立的東西的堅持的熱情」，抗拒那些固執於舊時代心靈態度

而不願追求變革的態度。「所有冷漠的人都會宣稱，這樣的制度將是詛咒而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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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然而，彌爾顯然不能同意這種抗拒進步的觀念。他指出： 

他是進步的存在是人的重大特色。他是立足於這個世界當中唯一進

步的存在。當他最快速地進步的時候，他就完全滿足了他的目的了。

一個對進步懷有敵意的教育制度因此是最可笑的，也是最邪惡的事

情，這是人類心靈所能設想的（PW:189）。 

可見彌爾對於人類的進步是懷有高度期待的，他認為人類存在於這個世界就

「應該」朝著物質和心靈上的進步來前進。進一步來說，對於人類可完善性的堅

定信念，使彌爾相信教育是轉換人性的重要基石。和許多啟蒙時代的思想家一

樣，彌爾相信「進步」（progress）的觀念。對於透過教育來促使人類達到完善的

理念，彌爾是承接黑維修斯（Claude Adrien Helvétius, 1715-1771）的觀點。彌爾

認為，當考慮到「賦予人類心靈以創造幸福的品質」的時候，有兩個對立的觀點，

一個是以盧梭為代表，一個是以黑維修斯為代表。這兩種觀點分別反映了對於人

類文明的不同看法。 

盧梭對人類文明進步的觀念是悲觀的，他認為人類文明的出現使人類生活變

得更加不幸，因為原始社會中人的純真質樸已經在人類文明當中消失殆盡。相反

地，黑維修斯則認為，人類社會從野蠻邁向更加文明的過程中，每一個階段都比

上一個階段增加了更多的幸福。這當中的關鍵在於，人類知識的增長使得人類變

得更有德性。因此，歷史就記錄了人類幸福的增加。可以看出，黑維修斯相當強

調知識和人類幸福的增加之間的關連（Pollard, 1968: 34）。既然知識對於人類文

明進步的重要性，那麼教育便是賦予人類知識的重要工具了。在這點上，彌爾完

全同意黑維修斯的看法。 

黑維修斯說，如果把那些帶著自然本質的人帶入良善的狀態，你就會發現人

們受到心智當中高尚的品質所影響。如果是這樣的話，教育的力量就會包含那些

介於知識和道德粗野的最低層次和可能完善的最高層次之間的一切事物

（PW:159）。彌爾對於進步的觀念也是來自於黑維修斯，彌爾同意教育造成人與

人之間的差異：「一切介於一個種類和另一個種類的人之間而存在或可以被用來

被產生而存在的差異，完全都必須歸因於教育。」有一些人可能會沈淪，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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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則可能因為受益於教育而獲得提升，這一切都是教育所產生的效果

（PW:160-161）。 

 

首先要探討的是：在彌爾看來，教育的目的是什麼？他在《人類心靈分析》

當中指出： 

我們可以很正確地說，人對他的觀念有最大的控制權，至於這些觀

念和幸福的主要來源之間有著最大和最強的關聯性。當這些幸福的

來源在它適當和相對的效力上被形塑成為主要的觀念時，教育扮演

了最完美的角色；因此個人在最大程度上成為對他人的功利，以及

對他自己的幸福的來源（APHM,II:378）。 

彌爾認為觀念和人類的幸福（無論是個人幸福或是他人幸福）有很大的關

係，而人類又能夠高度地支配他的觀念。這意味著，在彌爾的思想中，他很看重

人類的能動性。人所處的歷史情境並沒有辦法完全地決定人類的幸福。相反地，

人類能夠自己掌握他的幸福。所以，一旦要進行一項政治改革方案，去促進人類

幸福，一定要從人類的觀念著手。一個政治藍圖的擘劃者若要導引人類的觀念，

進而促進整體的幸福，就要透過教育來影響人類的觀念。因此，彌爾的觀念聯想

法則和他的教育理論息息相關。 

在《論教育》一文當中，彌爾就明確地指出，若要達到幸福的目的，有一部

份的確是必須依賴身體的條件，因為身體的條件可以立即地產生效果，但另外有

一個重要部分則是要依賴心靈的條件，因為心靈的條件乃是中介地發揮效用

（PW:139）。在身體的條件和心靈的條件這兩者當中，彌爾當然是兩者都重視。

然而，若要透過心靈的條件來達到幸福，必須透過教育的方式才能夠達成。因此，

教育代表了一種手段，它「可以被用來盡可能地賦予心靈以幸福的有效原因」。

在此意義下，教育可以被界定為「最大程度地賦予人類心靈以人類幸福的原因」

的最佳手段（PW:139）。 

在他對於教育目的的討論當中，我們可以看出彌爾試圖透過教育的方式來追

求人類幸福，因為教育的目的是「盡可能地提供個人，先是對他自己，其次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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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達到幸福的工具」（PW:139）。他並不完全贊同對於個人幸福的追求，因為

對他而言，除了個人幸福，人們還必須追求整個群體的幸福。在個人幸福之外追

追求他人的幸福就意味著，一個人必須關注到整體社群的幸福。這當中所透露的

是一種利他主義的傾向。 

 

其次，我們必須理解彌爾對於人類心靈的看法，因為這關係到他如何談論教

育。在《人類心靈分析》第一卷當中，彌爾對於「感覺」（sensations）和「觀念」

（idea）這兩個概念有不同的定義。感覺是「我們透過感官的中介而擁有」的東

西，它「只有藉由對象的出現才會存在，在對象消失之處它則停止」。觀念則是

指「在感覺停止之後仍然存在的對於感覺的複製」。換言之，感覺存在於感官對

象出現時，觀念則在感官對象消失後出現。「感覺」有兩個意義，一個是「個人

的感覺」，一個是「感覺的普遍能力」。「觀念」和「感覺」的第一個意義有關：

觀念和人的視覺、觸覺、聽覺、味覺、嗅覺、混亂感（sensations of disorganizatiton），

以及伴隨著肉體行動的感覺等息息相關（APHM,I:40-48）。值得注意的是，在這

本書中，彌爾認為這些和觀念相有關的感覺都是一些外在的感覺，至於內在感覺

並不重要，因為內在感覺的類別是相當模糊並且難以界定的，因此就沒有加以探

討的必要。 

在《論教育》一文中，彌爾指出，當人們說「我看見」、「我聽見」、「我希望」

等話的時候，他們找到了一種表述自身經驗的一種方式，藉以區別於沒有這些經

驗的方式。這些經驗若統一用一個詞彙來表達，便是「我感覺」（I feel）。他認為

「所有我們人類心靈的經驗都被侷限在『我感覺』這個辭彙可以應用的情境」

（PW:143）。凡是這些關於「我感覺」的經驗都是真實的知識。對他而言，人類

知識可以區分為兩種：一種是真實的知識（real knowledge），它關係到的是經驗

的主題，同時這種知識的對象必定和這種知識有關；另一種是臆測的知識

（supposititious knowledge），它關係到猜測的主題，這種知識的對象不一定和這

種知識相關。在這兩種知識當中，彌爾所要關心的是第一種知識，這種知識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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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透過經驗而得到的（PW:142）。 

彌爾認為，關於簡單事實（simple cases）的知識比較容易，因為在經驗發生

的那一刻，感覺就被區別出來了，並且也會在之後被記住。然而，比較棘手的問

題就落在關於複雜事實（complex cases）的知識上。感覺可以有簡單的感覺和複

雜的感覺之分。在彌爾的年代裡，哲學上針對這個問題的爭論在於：哪些感覺是

簡單的感覺，哪些感覺是複雜的感覺？ 

當一個人看到夜晚的光的時候，他所擁有的感覺是「印象」（impression），

也就是對於光的印象。而當他閉上眼睛而擁有感覺的時候，他所擁有的是印象的

殘餘，也就是說他並不是看見了光或是對光有印象，而是去「想像」（to conceive）

這個光，或說對光有一個觀念（idea）（PW:144）。彌爾區分出了「印象」和「觀

念」，這就是他在《人類心靈分析》當中所區分的「感覺」和「觀念」。 

針對這個問題，基本上可以分為兩個哲學派別。其中一派哲學家主張只有簡

單的感覺，至於其餘的一切都只是對於這些簡單感覺的結合而已，這派哲學家以

英國的哈特利（David Hartley, 1705-1757）10和法國的孔迪拉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為代表。另一派哲學家則主張在印象和觀念之外，還有一

種原初的感覺（original feelings），這派哲學家以英國的雷德和歐陸的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以及德國形上學哲學家為代表。很顯然地，彌爾是

屬於第一個哲學派別的傳統，他著名的「觀念聯想」（association of ideas）學說

便是師承英國心理學家哈特利。哈特利曾提出「觀念聯想」的學說，他的這個學

說其實來自於英國經驗主義哲學的傳統，尤其是洛克的知識論。 

哈特利試圖把洛克的兩種知識來源──感覺（sensation）和反思（reflection）

                                                 
10 哈特利的著作《對於人、其精神、其義務以及其期望的觀察》（Observations on Man, his Frame, 
his Duty and his Expectations）於 1749 年出版。作者結合了道德心理學、神經生理學以及靈性三

個面向來寫作此書。作為一種心理學，這本著作把神經生理當作人類意識的基礎，把腦部當成人

類心靈的基礎。在此基礎上，核心的概念「聯想」（association）意味著創造「觀念」（ideas）的
生理過程，以及感知、思想、和情緒連結的心理過程。作為一種生理學，這本書考察了人類如何

學習並採取行動。在探討人類靈性的面向上，作者肯定了普遍救贖，也就是說他認為在心裡成長

的過程中，人類最終能夠成為「神性的分享者」（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於是，人類既能

夠愛他人，也能夠愛神。參見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art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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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約為感覺，使之成為人類心靈或取知識的唯一方式。在這個基礎上，哈特

利把觀念聯想當作唯一的學習原則。他特別注意簡單的觀念藉以成為抽象的、同

時抽象的觀念藉以命令人類的道德行為的持續過程（constant process）。哈特利討

論的核心問題在於：感覺之間如何彼此關聯，以及觀念之間如何彼此關聯。他認

為藉由聯想的方式，簡單的觀念會和複雜的觀念相遇。11更重要的是，哈特利認

為所有的觀念都是藉由聯想的機制而從感官當中得出來，他把感受（vibrations）

和聯想（association）當作一種「整合生理和心靈的手段」。他是以生理和醫學的

方式來證明聯想對於生理的重要性。他分析了各種成為知識觀念的複雜觀念

（complex ideas），然後把他的理論應用到觀念的現象、語言、理解、情感、記

憶，以及想像等地方（Oberg,1976: 445-449）。這是哈特利的觀念聯想法則。 

彌爾是屬於第一種派別，也就說他認為只有簡單的感覺，而其餘的一切都是

簡單感覺之間的組合，那麼他很自然地就會主張「所有我們的複雜感覺都應該被

精確地分解為構成它們的簡單感覺」。同樣的道理，複雜的觀念也應該被分解為

簡單的觀念（PW:144）。這些觀念要夠過人們的觀念聯想的能力才能夠被關聯起

來。 

彌爾在《人類心靈分析》當中提出了他的「觀念聯想」（the association of ideas）

法則： 

思想不停地接續著思想；觀念不停地跟隨著觀念。如果我們的感官

是清醒的，我們就會持續地接收到眼、耳和觸覺之類的感覺；但卻

不僅僅只有感覺而已。在感覺之後，觀念不斷地受到先前接受到的

感覺的刺激；在這些觀念之後又有其他觀念：在我們生命的整個過

程中，那兩種一系列的意識狀態，感覺和觀念，不斷地持續。我看

見一匹馬：那是感覺。立刻我就會想到牠的主人：那是觀念。對牠

                                                 
11 他舉了五個例子來說明對於感覺的簡單觀念的聯想：在感覺 A和感覺 B、C、D相關聯之處，

最後 A會獨自使得 b、c、d彼此相關聯；在感覺 A、B、C、D在不同的結合之下相關聯之處，

A會引發 b、c、d而 B也會引發 a、c、d；在感覺 A、B、C、D代表接續的印象之處，觀念之間

會比感覺之間靠得更近，同時這些觀念在最後會幾乎共時地發生關聯；在複合的印象 A＋B＋C
＋D 留下了複合的縮體 a＋b＋c＋d之處，關聯會永遠變得更為接近；當觀念 a、b、c、d已經被
以上述的方式相關聯的時候，如果 a被引發，那麼 b、c和 d也會被引發並且更進一步地被關聯

起來。哈特利主張，在每個例子當中，聯想都會自主性並且機械性地發生。（Oberg,1976: 445-447）
無疑地，以如此公式化的方式建立其理論和哈特利本身的生理學和科學背景有相當大的關係，他

試圖將觀念聯想描繪成一種人類心靈運作的普遍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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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人的觀念使我想到他的職位：他是國家官員：那是另一個觀念。

對於國家官員的觀念使我想到公共事務；然後我被引導到一系列的

政治觀念當中；當我被邀請參加晚餐。這是新的感覺，伴隨著對於

晚餐的觀念，以及對於和我一同共進晚餐的客人的觀念。看到客人

以及食物是另外的感覺；這使人聯想到沒有目的的觀念：同時因此

這個過程持續下去（APHM,I:52）。 

在彌爾的分析當中，我們可以看到無論是視覺、嗅覺、觸覺、味覺、聽覺等，

都是從感官經驗當中得出來的感覺，至於觀念則是對於這些感覺的複製。對他而

言，感官經驗只是一個起點，重要的是人類心靈當中對於這些感官經驗的複製，

經由複製後的感覺因而得以成為觀念。人們所擁有的聯想能力使得各種不同的觀

念之間的關聯成為可能。 

觀念之間所建立的關係常形成一種秩序。彌爾指出，感覺的發生所根據的是

在自然的對象當中所建立起來的秩序。而這個秩序又分為兩種：「共時的秩序」

（synchronous order）、「接續的秩序」（successive order）。共時的秩序是同時的存

在的秩序，空間中的秩序；接續的秩序則是先前的和後來的存在的秩序，時間中

的秩序。「人們的觀念是發生或存在於感覺所存在並且予以複製的秩序當中。」

藉由觀念聯想原則，人們可以了解到事物發生的秩序（APHM,I:53,56）。不管是

共時的秩序還是接續的秩序，對彌爾來說，觀念聯想法則的重點在於，人類心靈

的特色存在於「觀念的順序」（the sequences of its ideas）當中（PW:151）。12 

                                                 
12 對於觀念聯想法則，彌爾解釋了幾個要點：（APHM,I:56-82） 
（1） 在這些共時發生的感覺當中，觀念也會共時地產生。 
（2） 接續地發生的對於感覺的觀念也會接續地發生。 
（3） 在接續的秩序下被接受的感覺要比在共時的秩序下被接受的感覺還要多。同樣地，觀

念也是如此。 
（4） 在觀念的接續的秩序當中，那處在先前的被稱為是引發聯想的觀念，而那接續的則被

稱為是被聯想的觀念。 
（5） 前提（the antecedent）可以是感覺或觀念；結果（the consequent）則總是觀念。一個

觀念可以受到一個感覺或一個觀念的刺激。 
（6） 正如同感覺和觀念都有程度之分，聯想也有程度之分。在這三種情況下有程度之分：

首先，當它比另一個更為長久；其次，當它以更大的確定性被執行；第三，當它以更大的熟練度

被執行。 
（7） 在聯想當中的力量來源可以分為兩個部分：一個是聯想情感的明晰性，另一個則是聯

想的頻率。 
（8） 在兩個或三個觀念已被常常放在一起重複，以及聯想變得非常強的地方，這些觀念常

常在這樣緊密的結合中產生，以致於無法區別。 
（9） 有些觀念在聯想的頻率和強度上是如此緊密地結合，以致於它們無法被分割。如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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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爾認為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對人類心靈產生影響，他說： 

當作為教育的目的的幸福（ the happiness, which is the end of 
education）有賴於個人的行動，當所有的人類行動都是由他的感覺

和思想而產生，教育的任務就是，使特定的感覺和思想發生而取代

其他感覺和思想。教育的任務因而是在心靈的接續（mental 
succession）上工作（PW:147）。 

這段文字除了表明了促進幸福（無論是個人幸福或是他人幸福）是教育的目

的，更表明了彌爾認為教育的一種特殊任務在於「使特定的感覺和思想發生而取

代其他的感覺和思想」。在上一節當中，我們曾探討過，彌爾認為影響一個人的

行動的關鍵在於他的動機。在一個人採取行動之前，不同動機的強弱都會對他之

後決定要採取的行動發生影響，因為人們會不斷透過聯想的方式，對一件事的前

因後果進行連結。若要去做的這件事的動機會帶來快樂大於痛苦的感覺，那麼顯

而易見的，一個人必定會選擇去做這件事。但是這裡要問的是：一件事所帶來的

快樂或痛苦的感覺是否有可能被影響？對彌爾而言，這是可能的。 

在《論教育》當中，彌爾認為有兩種力量是重要的：習慣（custom），以及

痛苦與快樂（pain and pleasure）。他說藉由這兩種力量才能夠達成教育的目的。

怎麼說呢？既然彌爾認為人類心靈的特質存在於觀念的順序當中，那麼教育的工

作就是要「在最適當的方式上，去使那些有益的順序重複」。在這一系列的觀念

順序當中，必須有一個觀念作為起點。當我們知道了什麼樣的觀念在人類行動當

中扮演了好的、重要的角色，那麼我們就必須藉由培養「習慣」來強化這個觀念。

彌爾當然也注意到一切的觀念都必須以「感覺」作為起點。因此，教育的重點就

在於，使那些能夠帶來「最好的序列」（the best trains）的感覺不斷地重複發生。

                                                                                                                                            
個存在，另一個就會伴隨著它存在，不管我們怎麼努力分開它們。 
（10） 常常發生一種情形，在我們的聯想情感當中，前提不比它所導致的結果來得重要。在

這些情形當中，結果常受到重視，而前提卻常被忽略。彌爾提醒，我們的感覺有很多種類。 
（11） 休謨和他之後的哲學家曾說，我們的觀念的聯想是根據三個原則：在時間和空間上的

相近性（contiguity in time and space），因果（causation），以及相似性（resemblance）。首先，兩

個感覺在時間上的相近性意味著接續秩序，兩個感覺在空間上的相近性意味著共時秩序。其次，

因果是建立在前提和結果之間的秩序。第三，相似性意味著，我們總是習慣把相似的事情放在一

起看待。 
（12） 兩個複雜的觀念可以藉由高度的聯想被結合在一起，並且聯合成為一個觀念，就像是

兩個或更多簡單觀念聯合成為一個觀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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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這些感覺能夠被找出來的話，那麼那些能夠帶來個人和他的同胞幸福的序列

就可以很好地和這些感覺結合起來。如此一來，整個社群的幸福就可以產生了

（PW:151-152）。我們可以看出，教育和觀念聯想法則之間的關係在於：由於觀

念之間彼此會互相關聯，因此教育的目的就是在各種不同的關聯之間找到一種最

好的關聯，並且加以強化。如此一來，好的人格特質於焉產生，而人類行動也會

因此而被導引到善的一面。 

 

既然透過教育是要強化人類心靈當中的特定品質，那麼到底哪些品質是必須

去強化的呢？ 

在《麥金塔許片論》當中，彌爾強調的四種德性是：審慎（prudence）、節

制（temperance）、正義（justice）、勇氣（fortitude）。他認為，這些規則是人們

可以據以行動的根據，因此應該加以倡導。對他而言，一旦一個人具備這些德性，

他就能夠採取那些會產生善大於惡的行動。有了這些德性，就不用去計算行動的

後果，因為這些德性已經表明了會帶來最大的善（FM:163）。我們可以看到，他

所倡導的是柏拉圖所倡導的四種基本德性。彌爾所使用的論證也和柏拉圖相似：

柏拉圖主張，擁有這四種德性的人就是正義的人；而這些德性之所以可欲，不只

是因為它們本身是善的，也因為這些德性能夠帶來良好的後果。彌爾責則認為一

個理想的人是具備這四種德性的人，有了這些德性，也就必然會帶來最大的善。 

到了《論教育》當中，彌爾所希望透過教育培養的心靈特質包括：智慧

（intelligence）、節制（temperance）、正義（justice）和慷慨（generosity）。他把

勇氣（fortitude）這種特質包含在節制的特質當中。 

智慧包含了知識（knowledge）和聰慧（sagacity）兩者。擁有知識只能知道

如何能夠達到幸福，擁有聰慧則使人能夠具備選擇最佳手段達成幸福的能力。如

果能夠同時具備這兩種特質，才能夠真正地支配所有的觀念，而這就是教育所要

達到的目標（PW:154）。彌爾在這邊討論智慧的重要性，想傳達的信息是，在《論

政府》一文當中的中間階層必須具備量好的智慧，如此他們才能夠明白什麼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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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數人的最大幸福，同時選擇用最好的手段去達成這個目的。 

節制似乎是彌爾最注重的個人德性。他將節制定義為「對於人類的嗜欲

（appetites）和慾望（desire）的完善命令」；「當它們導向有害的方向時，能夠限

制它們的力量」；「擁有了它能夠確保他的判斷免於激情的虛幻，並且使他能夠持

續地追求他所審慎同意的東西」。彌爾認為這是使人能夠創造最大多人最大幸福

的必要條件（PW:154）。彌爾進一步指出： 

古代哲學家認為節制和現世生活的幸福有關。如果人們所追求的立

即傾向會導致過多的惡或者會阻礙對於更高的善的享受，節制也存

在於拒斥這種傾向的力量當中。這種拒斥的力量包括兩個部分：拒

斥快樂的力量，以及拒斥痛苦的力量。後者有個適當的名字叫做勇

氣（PW:154）。 

從彌爾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發現，其實他並不像邊沁那樣倡導一種完全的享樂

主義（hedonism）。純粹的享樂主義所服膺的是人類的自然本性，也就是人類的

慾望。但是彌爾拒絕這種純粹享樂主義的主張，他所追求的是一種對於這些慾望

的完美控制。當然，彌爾絕不否認人應該追求快樂，但在他看來，快樂其實是有

層次之分的，這種幸福必須不能「導致過多的惡」或「阻礙對於更高的善的享受」。

一旦人的特性當中，有追求這兩種品質的傾向，那就必須用節制的特質來加以控

制。13 

Burston 認為，彌爾其實並不是不要人們追求快樂，而是要人們追求快樂的

品質，也就是去追求一種「我們審慎地同意的東西」（what we deliberately 

approve）。根據 Burston 對於一些彌爾未出版的著作進行的研究指出，彌爾是以

一種「非自然主義的道德哲學」（non-naturalist moral philosophy）的辭彙來反思

道德哲學（Burston,1973:98-100）。筆者同意這個觀點。前面我們曾宣稱，邊沁所

                                                 
13 彌爾對於節制的倡導，在其子約翰․彌爾的自傳當中可以找到確認的證據：「他的道德標準是

伊比鳩魯式（Epicurean）的，因為它是功利主義的，以對和錯作為絕對的衡量，把造成痛苦和

快樂當成行動的傾向。但他幾乎不相信快樂（這是犬儒主義的成分），至少在他晚年時是如此，

就這一點而言，我可以很有信心地這麼說。他並不是對於享樂表現得很遲鈍；但是，他認為，至

少在現代社會當中，很少有什麼快樂值得我們必須為它們付出代價的。他認為，生命中最多的錯

失是歸因於過分看重快樂。因此，『節制』，在最大的意義上希臘哲學家所意指的－－任何的放縱

都要僅只於中庸的程度－－對於他而言，就像對於希臘哲學家而言一樣，幾乎是教育法則的中心

要點。」（Mill,1937:34-35；約翰․彌爾，20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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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的其實是一種自然主義的道德哲學（或倫理學），這種倫理學建立在對於人

性服膺於自然的基礎上。純粹的自然主義道德哲學所倡導的並不是去改變人性，

而是去使道德規範等屈從於人性的傾向。然而，彌爾所要倡導的道德哲學卻試圖

去瓦解這種傾向。透過教育的方式，彌爾試圖告訴人們，他們其實有著必須培養

的德性，而在這裡就是節制。 

Burston 進一步指出，節制對他而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他認為這種德

性有助於人們去拒絕一些快樂並且去培養另一些快樂。這背後的理由在於彌爾看

到了在義務（duty）和慾望（desire）兩者之間會產生道德衝突的事實。Burston

論證道，我們很難宣稱一個人的義務是去追求他自己的快樂。如此一來，彌爾所

要強調的其實是：僅僅滿足個人的慾望是不夠的；人們更有義務要去培養特定的

特質，這種特質會帶給人們更大的快樂。因此，彌爾在倡導個人幸福的時候，其

實是要倡導一種「自我實現」（self-realization）的學說。這也是他在《論政府》

一文當中對於中間階層寄予厚望的出發點（Burston, 1973: 101-103）。由於彌爾認

為政治事務是社會當中一批崇高並且有教養的中間階層所應肩負起的任務，因此

對這個社會當中的人們進行教育就成了他的政治思想當中極為核心的面向。 

正義和慷慨這兩個德性被彌爾放在一起談。他將正義定義為「棄絕傷害他

人」，將慷慨定義為「做出積極的善」。他說這兩種德性是用來促進人們的同胞的

幸福的品質（PW:156）。Ripoli 認為彌爾對於正義和慷慨的區分是一種古典思想

中對於正義（justice; iustum）和合宜性（seemliness; decorum）14的區分，他認為

彌爾在採取「慷慨」這個概念的同時也保存了「正義」的概念。而邊沁則在強調

「慈善」（beneficence）這個概念的同時則避免使用「正義」的概念，因為正義

這個字帶有形上的意義，而這正是邊沁的法實證主義所極力避免的（Repoli, 1998: 

112）。 

                                                 
14 decorum 這個拉丁字可被翻譯為「合宜性」，至少可以追溯到羅馬時代的西塞羅（Cicero）的
作品《論義務》（De Officiis）當中。西塞羅繼承羅馬共和時期以外顯行動當作評價個人政治德性

的傳統，把「合宜性」這個概念定位成一種以社會的角度來評價個人行動的標準，換言之，「合

宜性」這個概念帶有「他律」的色彩（蕭高彥：20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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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爾在《人類心靈分析》當中，用到了「正義」和「慈善」這兩個概念，這

兩個概念等同於他在《論教育》中的「正義」和「慷慨」。在《人類心靈分析》

當中，彌爾繼承了《論教育》當中對於這兩個定義的觀點：正義具備消極意義，

慈善則具備積極意義。彌爾認為，由於人類生存在社會當中，因此他們必定會發

現有必要為整個人類共同生活找到普遍的益處，於是就必須要靠法律來維持。因

此，遵守法律就是展現了正義的特質。然而，彌爾認為只有這樣是不夠的：「藉

由把刑罰強加在不採取正義的行動上面，我們的同胞迫使我們採取特定部分的正

義行動。然而，有一個更大的部分仍然需要毫無強制地被採取。」（APHM,II:238）

這一個「更大的部分」要靠什麼呢？對他而言就是「慈善」的特質。慈善的行動

是「藉由它們，另一個人的財富、權力和尊嚴可以被增加，他人對他有利的傾向

也會增加的所有行動」，或是「藉由它們，可以避免這些利益被減少的所有行動」

（APHM,II:239）。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對彌爾而言，正義只具備消極的意義，

它不外乎遵守法律，避免對他人造成傷害，以維持社會的基本秩序。然而，慈善

（也就是慷慨）卻能夠積極地創造出對他人的利益。從這當中，我們可以明顯地

看出彌爾試圖透過教育的方式來培養具備利他傾向這項特質的人。 

誠然一位論者所言：「從某個角度來看，人的自利性直接關係到人的可完善

性，那些認為人的自利性可以被徹底根除的理論家，無疑地就可以對人的可完善

性抱持著高度信心，相反地，那些認為人不可能擺脫自利性之束縛的理論家，就

難以對人的可完善性有著太深切的寄望，甚至視此種寄望為通向奴役之路。」（許

國賢，2001：171）我們在前一節中論證了彌爾的人性論的出發點是強調人的自

利傾向，但在這節當中，我們卻證明了彌爾強調人的可完善性。可以看出，彌爾

仍然是承接自啟蒙運動當中的樂觀主義，即便不完全相信人可以臻至完美，卻仍

然相信人性的負面成分可以獲得改善與提升。彌爾試圖透過教育的方式，將人培

養成具備德性的人。一個具備智慧、節制、正義和慷慨等德性的人，存在於社會

當中，並不會是一個只追求自我利益的野蠻人，而是一個具有高度道德情操並且

能夠考量到他人利益的高貴道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