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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民主理論──與邊沁及約翰彌爾的比較 

 

在上一章當中，筆者對於彌爾的政治理論已經探討完。認為彌爾最重要的貢

獻在於打破英國貴族統治，賦予中間階層以選舉權以及政治統治的任務。本章將

簡單地比較和彌爾同屬哲學激進派的邊沁和約翰彌爾的民主理論。這樣的討論當

然無法觸及兩位思想家所有面向的思想，但筆者只是試圖藉由這樣的比較，更清

楚地釐清這三人在民主理論上有何繼承與轉化之處。 

 

第一節 邊沁的民主理論 

 

邊沁支持民主政治的立場是受到彌爾的影響。邊沁畢生倡導「功利原則」，

並試圖以此原則展開對於理想社會與政治的改革。早年的他並不認為激進改革對

英國來說是必要的，然而，自從 1808 年結識彌爾之後，邊沁開始轉向激進派的

立場，他更加支持議會改革運動以及把英國帶往更民主的方向（Dinwiddy, 1975: 

683-684）。受到彌爾影響而轉向支持民主立場的邊沁，在後來的著作中，都不斷

地以更為系統性的方式來表述其民主理念。在許多地方，他都比彌爾做出更進一

步的主張。本節無力針對邊沁所有面向的思想進行處理，只能選擇邊沁思想當

中，與民主理論相關的論述來加以討論，藉此來看出彌爾的民主理論與邊沁有何

傳承與不同之處。在本節當中，筆者將以《寫在憲政法典之前的第一原則》（First 

Principles Preparatory to Constitutional Code）1、《憲政法典》（Constitutional Code）

和《議會改革計畫》（Plan of Parliamentary Reform, in the Form of Catechism, with 

Reasons for Each Article）2作為文本，去探討邊沁如何在彌爾主張的民主理念下，

                                                 
1 以下我們中文簡稱《第一原則》，英文簡稱 First Principles。 
2 以下我們英文簡稱 Parliamentary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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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去強化這些民主理論的內涵。本節將指出，邊沁進一步強化了彌爾的代議

民主理論當中的弱點，也就是邊沁說明了如何將人民主權的理念與代議民主相結

合。 

在第三章第四節當中我們指出，彌爾在 1820 年出版的《論政府》一文中就

已經宣稱：「在現代的大發現當中，人們或許將可以在代議制度上找到一切理論

和實踐上難題的解答。」（PW:21）進而為代議制度提出許多理論基礎。彌爾的

代議政府是要代表整個社群的利益，他當然也意識到「整個社群」所意味的是「人

民」，這背後所預設的便是「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理念。然而，對

於人民主權，彌爾卻沒有像邊沁一樣提出那樣系統性的論述。1822 年，當邊沁

起草他的鉅著《憲政法典》的時候，他開始相信代議政府是最能促進人民利益的

政府形式。代議政府能促進人民利益的原因是，好政府的關鍵是公共性

（publicity），而政府的公共性是它對人民負責的基礎（Shofield,2006:250）。政府

對人民負責就意味著人民主權，而代議民主又必須和人民主權的理念相結合才

行。 

邊沁和彌爾在政治論述上都有著共同的敵人，他們都認為，民主在英國生根

的重要前提是必須先掃除英國政治上的敵人：作為「邪惡利益」創造者的貴族和

君主。邊沁曾區分激進改革和溫和改革的不同，他認為激進改革就是組織「以代

議民主為基礎所組織的平民院」，並且「使他們完全擁有君主和貴族院的權力」。

至於溫和的改革則是「將平民院的權力從現在的寡頭取出並將它放在貴族的規律

和平等的部分」，同時「使君主和貴族擁有他們的權力」（FP:218）。邊沁的立場

是支持激進改革的，他認為唯有激進改革才能真正去除真正的邪惡並且帶來真正

的善。激進改革所要採取的就是代議民主，這是一種最可欲的政府形式。那些少

數掌握政治權力的君主和貴族會創造出惡，至於以人民為主體的代議民主則能創

造出最大的善。作為功利主義的理論奠基者，邊沁終其一生所信守的哲學原則並

未改變。在《第一原則》當中他指出：「在每個政治社群當中政府的正確的和適

當的目的是所有構成它的個人的最大幸福。」換言之，就是「最大多數人的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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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福」（FP:232）。因此，他的民主政府就是以功利原則所建立起來的政府。彌爾

是在接受了這個信條的基礎上開始為民主辯護的。 

在《議會改革計畫》一書當中，邊沁指出「民主優位」（democracy ascendancy）

3原則是統治失當的唯一「藥方」。（Parliamentary Reform:15）民主優位原則乃是

用來治癒君主和貴族政治所造成的「邪惡利益」，達到民主優位原則的方式則是

透過激進的議會改革。邊沁引用利奇蒙公爵（Duke of Richmond）的主張，認為

要回復人民不可讓渡的權利，若要達成這個目標，就必須透過兩個手段：普遍選

舉和每年選舉的平民院。在邊沁看來，沒有比這更為民主的方式了。如果要讓權

力真實並且有效地放在人民手中，就必須有由人民選舉出來的「代理人」

（deputies）。邊沁拿美國當作民主的正面例子：「在這裡，你所擁有的不只是混

合政府當中的民主優位，更是純粹的民主，除此之外別無他者。⋯⋯一切的一切

都是民主；沒有貴族；沒有君主；所有的廢渣都消失了。」（Parliamentary 

Reform:17）對邊沁來說，美國所享有的是真正的民主，這正是英國激進改革所

需努力的方向。 

邊沁和彌爾對於議會改革所抱持的都是較為保留的立場，這是整個哲學激進

派的共同特色。因為他們要完成政治上的首要之務，於是必須和輝格黨結盟，如

此一來，就勢必接受將選舉權賦予中產階級的主張。 

邊沁對於選舉權改革的保留態度體現在他主張財產的擁有者能夠具有「形塑

正確判斷的能力」。他認為這種能力是那些無知的階級所沒有的，並使得這些有

財產的階級能夠擔任代表的職位。除此之外，邊沁還提出了「選舉權的實質普遍

性」（Virtual Universality of Suffrage），指出普遍選舉權的至高原則是「所有的利

益都應該被理解和促進」，然而「如果夠清楚的是任何階級的人既不是也不能在

擁有知識的適當性的狀態來進一步使用普遍選舉權，那麼這樣的階級就必須在了

解所有利益的原則當中，針對任何有用的事毫無傷害地被排除。」基於這個主張，

邊沁將四種對象排除在普遍選舉權之外：未滿二十一歲的未成年人、女性、士兵

                                                 
3 或稱「人民優位」（Ascendancy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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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水手，以及不識字的人（Parliamentary Reform:19,32-37）。邊沁對這些人進行

排除的標準在於有能力對普遍利益做出判斷。和彌爾一致之處在於，他們都認為

財產的擁有者才有足夠的能力對普遍利益做出判斷，並且形塑民意。儘管他們都

為民主進行辯護，但是他們也對真正的普遍選舉權採取保留的態度，只願意將選

舉權交給少數有財產的人。 

不管邊沁對於選舉權擴展的程度採取何種態度，可以確定的是他堅持代議民

主的立場。Harrison指出，在邊沁促進代議民主的同時，他必須面臨到整體人民

意志的表達應該如何真正成為普遍利益的判斷。這時候，邊沁的解決方案是透過

將兩個因素分開來達成，首先是排除那些不能做出此種判斷的人，其次是藉由秘

密投票以保護投票者免於那些會受到有權者的腐化影響的方式（Harrison,1983: 

210）。 

在將特定一群人排除在普遍選舉權之外後，邊沁仍可以宣稱說他堅持「人民

主權」的原則。在《憲政法典》當中，他寫道：「主權在人民當中。它被他們保

存也對他們保存。它是由構成權威（Constitutive authority）所運用。」（Code:25）

Rosen 認為邊沁的意思並不是在實然面表示「主權是在人民當中」，而是在應然

面表示「主權應該在人民當中」（Rosen,1983:42）。就事實上而言，在邊沁時代的

英國，主權並非真正存在於人民當中，於是邊沁期望透過這本《憲政法典》能為

改革英國政治而提出一個理想的民主政府架構。 

Rosenblum同意邊沁的人民主權是一種規範性的理念。他指出，當邊沁談到

人民的時候，他所指的不只是選民，也是每個接受統治的人。邊沁認為當代對於

「人民」這個概念的使用相當模糊，他也拒斥了盧梭那種非人格的主權概念。盧

梭心目中的人民是用來保衛由那個立法家所創造出來的德性共同體，因此人民是

保衛者。在邊沁那裡，維護人民的「功利」（utility）則是首要目標，人民主權是

用來證成自我防衛的可能性。當政府的行動和人民的利益相左的時候，人民就有

正當性來抵抗它。人民主權帶來了抵抗政府的可能性。Rosenblum認為邊沁的人

民主權解釋了權力的本質：絕對主義（absolutism）。儘管人民主權強化了絕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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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但卻不像以前的霍布斯一樣。對邊沁來說，人民主權所帶有的絕對主義是可

以和憲政主義（constitutionalism）相容的。因為他設計出了權力分立的制度，就

顯示了他對絕對權力的不信任（Rosenblum,1978:79-80）。為什麼說絕對主義和憲

政主義相容呢？因為人民主權代表了一種絕對主義，而代議民主所包含的官僚制

度則符合憲政主義。憲政主義強調法治（rule of law），以及國家官僚對於人民的

責任。 

邊沁為現代國家的官僚制度設計了一套相當完整的制度，並認為官僚的目標

便是要服務人民及對人民負責。他區分了四種權威：構成權威（Constitutive 

Authority）、立法權威、行政權威和司法權威（Code:26）。在這四種權威當中，「構

成權威」是用來指定代理人（depute）或設定代理人（locate），並且在最後可以

收回對他們的委任（Code:26）。此外，「構成權威」存在於人民當中，這些人民

是指有選舉權的人（Code:29）。對邊沁而言，這個創制的權威是最根源的權威，

其他權威都必須站在這個權威的基礎上：「為了它立即的手段，至高立法權威擁

有至高執行權威（the Supreme Executive），這個執行權威包含了在其各自領域運

作的行政與司法權威。至高立法權威依賴最高創制權威的意志。」（Code:42）立

法、行政與司法三種權威都是「運作權威」（Operative Authority），這是和「構成

權威」相對立的概念。運作權威必須從屬於構成權威（Code:27）。我們可以看出，

邊沁對於權威的圖像是這樣的：人民是構成權威的擁有者，這是一切權威的根

源；立法權威又是來自於人民的構成權威，透過定期選舉的方式產生；從立法權

威又衍生出行政權威和司法權威。邊沁使行政和司法的權威從屬於立法的權威，

這基本上不脫英國議會主權的傳統。當邊沁把構成權威視為最高權威的時候，就

意味著他肯定了「人民主權」的重要性，人民是統治正當性的終極根源。 

必須進一步指出的是，在邊沁的理念中，「構成權威」並不等同於「人民主

權」。因為當邊沁在談主權的時候，他的確是說「主權在人民當中」，並且是「由

構成權威所運用」，但他並沒有說「主權即構成權威」。如此一來，「構成權威」

並不是主權本身，而是由主權衍生出來的權威，用來控制「運作權威」。Rosenb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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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精闢地指出，人民並沒有創造「構成權威」，而是藉由它來分配職位。「構成權

威並不是制憲的權威。它不是永久的、創造性的權力，而是由絕對憲法所界定並

給予人民的有限的官方功能，它本身是完全可變異的。不像是人民主權，人民的

構成權威不是一個永恆的或本質的狀態。因為就如同主權在歷史上所意味的，人

民主權意味著權力的永恆性和絕對及至高權力。人民主權是不可讓渡的。⋯⋯政

府更迭和法律改革並不會構成人民主權的解組。」（Rosenblum,1978:87）

Rosenblum的這段分析很好地顯示了，邊沁把人民主權看成是永恆的和本質的狀

態。除非是透過革命的方式，否則主權不會隨著這個國家換了一個執政黨或者是

大幅改變了法律制度而有所改變。 

讓我們回顧彌爾如何談論人民主權，他說：「人民主權意味著承認社群以其

自身的方式獲得其幸福的本質性權利。」（ULP:142）此外，主權「是一種本質

性的，而不是一種積極性的主權。只有主權，才能夠藉由將它的執行委託給統治

下的其他人而很好地被運用。」（ULP:144）邊沁的理論比彌爾更細緻之處在於，

邊沁在人民主權之下還區分了「構成權威」與「運作權威」。構成權威體現人民

於選舉當中選出能夠代表他們利益的議員，運作權威則體現在立法權威，及由立

法權威衍生出來的行政及司法權威。在邊沁那裡，人民主權的位階高於構成權威

的位階，構成權威是來自於主權所授與。和邊沁相同之處在於，彌爾強調主權是

一種本質性的權利，同時可以在運作的時候，交給「統治下的其他人」，而這些

人對於彌爾而言當然就是他所不斷強調的代表（representatives）。然而，彌爾沒

有進一步去把主權之下的權威做出像邊沁一樣的區分。這使得邊沁所陳述的的理

論比彌爾更加完整。 

 

Schofield指出，邊沁承認要建立起良善政府，前提是使兩種利益一致：至高

構成權威的利益，以及至高運作權威的利益（尤其是立法者的利益）。為了達成

這個目標，邊沁採用的方式是「將構成權放到那些其利益構成普遍利益的人手

中，並且使運作權服從創制權。」（Schofield,2006:290）當彌爾從柏拉圖那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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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啟發而主張，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利益必須達成一致，邊沁同樣也接受了

這樣的觀念。然而，邊沁比彌爾更優越之處在於，他把人民主權的理念透過官僚

制度嵌入代議民主當中。 

邊沁倡導代議民主，其中立法機關是達成此目的的最佳手段。如果我們將「代

議民主」兩個字分開來看的話，「代議」就是立法機關，「民主」就是人民主權。

邊沁的任務就是將立法機關和人民主權結合起來。對邊沁而言，經由定期的選

舉，立法機關可以反映人民的意志。在這個前提下，行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權力

也從立法機關衍生出來。邊沁對於立法機關這麼說道： 

至高的立法機關是全知的（omnicompetent）。其業務的地方領域及於

國家領土；其業務的邏輯領域及於人類行動的領域。──它的權力

沒有限制。在限制之處，它有制衡（CC:41-42）。 

根據 Rosen的研究，當邊沁聲稱立法機關是全知的，他沒有將它說成是絕對

權力，因為全知的並不意味著全能的（omnipotent）（Rosen,1983:45）。當邊沁說

立法機關的權力沒有限制的時候，他是指它在領土範圍和人類行動上毫無限制。

一旦擁有這個無限權力，立法的行動就不能被說成是無效的。立法機關不受到憲

法和先前的立法的限制，同時，未來的立法可以超越現在的立法。在所有的運作

權威當中，立法權威是至高的，它可以扮演制衡其他兩種權威的角色。 

在立法機關和其權力的來源──選民之間，存在著某種聯繫。邊沁指出： 

個別地或集體地，立法機關的一個成員的選民們將總會就其本身對

他們的代理人（deputy）做出他們認為適當的溝通⋯⋯然而，只要以
集合的（aggregate）方式被接受的社群利益是他關心的主要目標，

他就不會服從任何特殊的意志，也不會服從對他而言是對普遍利益

的傷害。⋯⋯直到他看見或聽見，判斷才屬於他。他的意志受到他

的判斷的命令，而非他的判斷受到他的意志的命令。這樣的對立將

存在而不會傷害到任何一方的道德傾向（moral aptitude）。他們有很
好的理由置換他；他也有很好的理由被置換（Code:43）。 

邊沁意識到選民總是希望能夠透過各種方式來影響他們的代理人，俾使其為

特定的選民追求特定的利益。他也承認選民對代理人進行影響的合理性和必要

性，這背後所預設的是代理人也對選民負責。然而，邊沁認為代理人有自己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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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這個判斷通常會對代理人的決定產生關鍵影響。Rosen指出，邊沁為了使民

主選出的代表更能夠對人民負責，他特別界定這個責任。首先，他採用「代理人」

（deputy）這個詞彙，因為「代表」（representatives）往往是模糊並含混的。他

認為在英國傳統的論述當中，也說君主和貴族「代表」人民，因此若使用「代理

人」比較不會產生這樣的誤會。其次，當邊沁試圖使代理人對選民負責，他意識

到代理人不能僅反映他的選區的利益的集合。代理人必須追求普遍利益而不是選

區利益。因此邊沁希望代理人獨立運用自己的判斷。（Rosen,1983:176）邊沁說：

「藉由他的演說，他對公眾的義務就可以履行；藉由他的選票，他對選民的義務

就可以履行。」（Code:44）若要避免他的判斷不被選民接受，他就必須透過演說

的方式來說服選民，使他們支持他認為是符合公共利益的決定。這個工作一旦進

行，他們就必須在投票上面反映選民的意見。相對於邊沁採用「代理人」，彌爾

則是採用「代表」，這顯示了彌爾似乎沒有注意到「代表」這個詞彙的含混之處。 

 

邊沁看到特殊利益和普遍利益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於是進一步指出： 

在這個或那個情境下，如果在選民的意見或在他們的代理人的意見

當中，衝突發生在特殊的集合利益和國家利益之間，他就不會因為

投票支持那個同樣的特殊利益而被認為是侵犯到對公眾的義務。因

為國家利益僅僅是若干特殊利益的集合，如果已經被認為是違反國

家利益的東西，那就會有多數（majority），這樣的結果將證明，在
同樣的多數被如此宣稱的意見當中，那被談到彷彿是國家利益的東

西並非如此；此外，如果藉由選民的多數支持那被認為是他們的利

益，那在立法機關中就沒有多數，他的投票就沒有效果；此外，對

國家利益而言，沒有邪惡是它所造成（Code:43-44）。 

他認為透過多數決可以解決普遍利益和特殊利益衝突的問題。因為所謂的普

遍利益，其實就是特殊利益的集合。多數決可以排除掉少數特殊利益，如此方能

將特殊利益整合成普遍利益。在這個理論預設下，當代理人在投票的時候支持特

殊利益，我們並不能說他違反對選民的義務。他的確是按照選民的意見來投票，

只不過最後表決的結果未必是他原先支持的結果。所有的人都必須接受最後表決

的結果。在邊沁看來，多數決顯然是符合民主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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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邊沁賦予立法機關以反映整個社群普遍利益的權力，但是這樣的權力是

必須要一個制衡的機制來避免它濫權的。定期選舉當然是選民制衡代理人的一種

方式，但這樣的方式並不可能經常舉行，於是就需要有一種經常存在以制衡政府

的力量。輿論就是這種力量。邊沁認為，在一個民主的憲政秩序當中，輿論是用

來制衡政府的重要力量，因此將輿論的力量稱為「輿論裁判」（Public Opinion 

Tribunal）： 

這個憲法承認輿論裁判是一個本質上屬於憲法的權威。它的權力是

司法的。一個屬於法官的權限藉由明示的位置（express location）來

運用他的職能──藉由委託。輿論制裁的成員不需要委託就可以運

用他的職能；他不需要。⋯⋯輿論裁判之於最高構成機關正如同法

官之於最高立法機關（Code:35）。 

輿論具備司法的性質，然而這種司法性質的權力是存在於社會當中的。當社

會成為政府施政的判官，就能夠迫使政府對人民負責而不至於濫權。政府機關的

權力來自於人民的委託，但輿論裁判由於本身就存在於社會當中，因此不需要委

託就可以加以運作。Schofield認為輿論裁判雖然不等於構成權威，但它在潛在意

義上是相當廣泛的，因為他可以將那些被排除在構成權威之外的人──包括未成

年人、婦女和不識字者──以及政治社群之外的人包含進來。這是由一群為了任

何政治目的的人所形塑出來，他們針對特定問題發表意見，形成輿論（Schofield, 

2006:262）。 

對政府權力的有害運作而言它是唯一的制衡；對政府權力的有益運

作而言它則是不可或缺的補充。有為的統治者引導它；審慎的統治

者引導或依循它；愚蠢的統治者漠視它。即使是在文明過程的現階

段當中，它的命令在大多數地方都和最大幸福原則的命令一致；然

而在某些地方，它則從它們衍生出來（Code:36）。 

輿論裁判其實是一種藉由道德制裁（moral sanction）的方式執行人民意志的

方式。我們可以看到，邊沁認為光是選舉並不足以讓政府對人民負責，還必須引

進整個社會的力量來制衡政府。對他而言，大多數幸福原則是在社會當中形成

的，因此輿論的力量也常常反映了這個原則。在前面一章裡，我們曾引用彌爾強

調輿論的文字，他認為輿論是追求真理的方式，透過公共的討論，可以使討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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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接近真理。這似乎是彌爾比邊沁更進一步之處，因為彌爾背後的理論預設在於

柏拉圖式追求真理的精神，而邊沁只論及輿論作為制裁的重要性。 

總結地來說，本節簡單地處理了邊沁對於民主理論的貢獻，筆者發現：邊沁

一方面把終極權威交給了人民，另一方面也肯定了代議民主的必要性。儘管哲學

激進派的代議民主理論可說是彌爾所奠下的基礎，但邊沁在接受這個信念之後，

便建構了可以補足彌爾不足之處的理論。在信守最大幸福原則之下，邊沁相信人

民才是主權的擁有者，他們透過定期選舉立法機關，將權力委託給「代理人」。

而從立法機關的權威又衍生出行政和司法兩種權威，這是為了讓所有權威的來源

都在於人民。邊沁設計出的官僚制度背後的意義其實在於：讓政府能夠完全對人

民負責。這也是哲學激進派試圖改革英國已經腐化了的政治的根本關懷。在官僚

制度之外，邊沁對於輿論的強調，顯示了他以各種方式制衡政府的意圖。 

 

 

第二節 約翰彌爾的民主理論 

 

約翰彌爾作為哲學激進派的終繼者，並沒有受到哲學激進派對於政治改革的

舊主張的侷限，反而在邊沁及彌爾的民主理論基礎上，進一步去深化民主理論的

內涵。Macpherson將邊沁和彌爾劃歸為「保障式民主」的理論家，將約翰彌爾

視為「發展式民主」的理論家。在約翰彌爾的時代，勞工階級的力量開始在歐洲

及英國社會中逐漸抬頭。不同於邊沁和彌爾的民主理論只注重保障個人的權利，

約翰彌爾認為更重要的是要確保「人類改善的機會」，換言之，民主必須為人類

發展做出貢獻。可見約翰彌爾的民主模式是一種道德的模式（Macpherson, 1977: 

44-47）。大部分研究約翰彌爾的民主理論家都同意Macpherson的這個論點（Ryan, 

1972; Thompson,1976; Krouse, 1982）。筆者基本上同意這個論點，並認為約翰彌

爾並沒有放棄民主政治對於個人的保護功能，而是在這個基礎上將民主政治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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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加上了發展個人的功能。 

約翰彌爾在其《自傳》當中曾說： 

在政治方面，雖然我不再重視《論政府》一文中的學說為一種科學

理論；雖然我不再認為代議民主的政治是一種絕對的原則，只認為

它是時間、地點和環境的問題；雖然我把政治制度的選擇視為一種

道德和教育的問題，不是物質利益的問題，認為政治制度的選擇應

該主要由以下的考慮來決定：就有關的人民而言，以及作為他們更

加進步的條件而言，生活和教養中的什麼重大改革是僅次於政治制

度的選擇呢？還有，什麼制度最能促使人民更加進步呢？然而，我

的政治哲學前提中的這種改變，並沒有變更我的實際政治信條。⋯⋯

我跟以前一樣是個激進主義者和民主主義者（約翰彌爾，2001：
143-144）。 

約翰彌爾指出了他重建由邊沁和彌爾所建立的代議政府原則的企圖。邊沁和

彌爾在政治上假定人在肉體上趨樂避苦，進而主張在政治上，政府也必須按照這

些個人利益的集合來採取行動。然而，約翰彌爾卻意識到，將政治純粹視為一種

反映利益的手段的態度將使政治具備消極被動的功能。政治應該扮演更為積極的

功能才是，而這個功能就是，提升人性的品質，使人學會追求高尚的東西。不同

於邊沁和彌爾的民主理念當中只有保障的功能，約翰彌爾更強調民主政治具有教

育的功能。我們不能說邊沁和彌爾的民主理念當中不具備啟蒙時代對於進步的信

念，但是他們對於代議民主的堅持，使他們不認為有什麼是比這個制度更為重要

的。相對於此，約翰彌爾則看到了代議民主的侷限性，轉而將提昇人民素質當成

首要之務。約翰彌爾的這個理論高度的提升，其背後所預設的是對於人類文明採

取的進步的信念。彌爾相信人類文明所呈現的是一種直線前進的狀態，對於人類

展現了高度樂觀主義的態度。 

在《論代議政府》的第二章當中，約翰彌爾先是指出，由於政治會影響人類

幸福，因此在選擇一個好的政府形式之前，就必要考量到社會整體的利益。他根

據當時思想家的論調區分了「秩序」（Order）和「進步」（Progress），認為好的

政府形式必須同時保存秩序和進步。他認為，進步意味著改進（improvement），

而秩序則包含了兩個意義，狹義上是服從，廣義上是避免暴力，維持和平。他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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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秩序和進步的說明如下： 

如果我們有意要在秩序的概念中，包括進步的概念所沒有包含的，

所有那個社會向其政府要求的一切，我們就必須將秩序解釋為保存

一切已有的善，而進步就是增加那些善（Mill,1992:218-219；郭志嵩
譯，1961：117）。 

約翰彌爾對於政治的基本信條是，政府的行事必須在原有的秩序上追求進

步。既然秩序是保存既有的善，進步則是增加那些善，那麼進步和秩序也就不會

摧毀秩序。「進步包含秩序，但秩序卻不包含進步」（Mill,1992: 223）。約翰彌爾

期許在人類文明前進的過程當中，人們能在保留既有的善的基礎上去增加善。 

他舉了一個例子說，使得公民們保有既有社會的那些良好行為、良善管理和

成功及繁榮的，以及能夠促使這個社會進步的特質，都是像勤勉、真誠、正義和

審慎等特質。他認為人類沒有什麼特質可以同時和秩序相關，卻和進步無關

（Mill,1992: 220）。約翰彌爾試圖將進步與秩序這兩個概念和個人特質做出連

結，藉以指出真正影響政治運作的，其實並不是制度本身，而在於人的特質身上。

他認為「良好政府的原則」就是「組成政府運作於其上的社會的人類的品質」

（Mill,1992:225）。一旦問題關連到組成社會的人類的品質，那麼就不免產生一

個疑問：這些人類品質應該透過什麼樣的方式來形塑？對約翰彌爾而言，很顯然

是透過公民參與的方式。 

當代的論者常常圍繞著在約翰彌爾究竟是菁英論者還是參與民主的支持者

這個問題上。Thompson就用專書針對《論代議政府》進行討論，認為貫穿約翰

彌爾這本書的包括了要求更廣泛參與並提升公民智性的「參與原則」和強調領導

權以避免邪惡利益的「能力原則」（Thompson,1976:9）。也有論者認為約翰彌爾

的立場是模糊的，在他的理論中隱然存在對於民主政治的兩種看法（江宜樺，

2001：161）。晚近，Urbinati的著作將約翰彌爾視為古雅典政治的追隨者，他認

為約翰彌爾將代議民主視為一種「規律的審議過程」，人們在政治場域進行競爭，

就像是雅典公民透過演講的方式去肯定個人表達能力以及城邦生活（Urbinati, 

2002: 3-4）。筆者較為同意 Urbinati的觀點，因為從許多文本來看，約翰彌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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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形式的理想都指向公民參與，他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來提升公民的素質。 

儘管老彌爾強調受過良好教育的菁英能夠在政治場域當中形塑大眾的意見

但是他並不強調公民直接參與政治過程的能動性。相對於此，約翰彌爾缺相當強

調透過公民參與的方式來培養人民的政治能力和政治判斷。在一段文字當中，約

翰彌爾揭示了公民參與的政治模式是最佳的政府形式： 

理想上最佳的政府形式就是以主權和最高控制權作為最後訴求的政

府，它存在於整個社群的集合當中；每個公民不僅在對那個終極主

權的運用上有發言權，並且至少偶而會藉由個人對地方性或一般性

的公共任務負責的方式，被徵召去實際參與政府（Mill, 1992: 244）。 

和邊沁及老彌爾一樣，約翰彌爾相信理想的政治形式是民主政治。他們都厭

惡君主政治和貴族政治，因為這些政治形式都是「邪惡利益」的表現。唯有人民

主權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礎，能夠真正反映所有人民的利益。不過，邊沁和老彌爾

的理想政治形式不如約翰彌爾的政治形式來得有活力。儘管他們倡導人民主權，

但是在他們那裡，人民主權卻是以普遍選舉權、定期選舉當中的投票，以及秘密

投票等方式來呈現，完全無法反映出人民在政治事務上面的自主性、能動性。相

對於此，約翰彌爾則重視民主社會的公民，能夠在特定的公共事務上面親自參

與，其主要目的在於透過這樣的方式培養人民的政治能力。 

約翰彌爾高度頌揚古希臘的雅典公民擁有參與司法審判和政治集會的習

慣。當然，他也承認在現代英國沒辦法做到古雅典時代那樣的方式。然而，有時

候中下階級的英國人會被安排參與陪審團和地方教區職務當中，藉由參與司法或

是教會活動來彰顯自己公民的身份，這的確優於一個人為了求生存而從事的私人

職業。正如同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讚許美國的民主當中

公民積極結社以及參與陪審團一樣，約翰彌爾對公民從事公共事務也是高度讚許

的。這種對於透過參與公共事務，將私人轉化成公民的企圖，顯示了約翰彌爾對

於古希臘城邦的公民活動的嚮往，也顯示了他對於現代社會，公民能力低落的失

望。他說：「唯一能夠滿足社會狀態一切當務之急的政府，就是全民參與的政府。」

（Mill, 1992: 255-256）讓全民參與政府，無疑就是要培養人們的公共情操，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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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追求公共利益為導向。當他在講公民參與的政府的時候，從字裡行間可以找

出他對於整體社群福祉的堅持： 

更有益的是由私人公民參與公共職務（儘管很少參與）所帶來的教

育的道德面向。當他在從事這些職務時，他被要求去衡量不是自己

的利益；在彼此衝突的要求當中，不是受到自己的偏好而是受到另

一個規則的影響；在每一場合去應用為了共善才有理由存在的原則

和準則（Mill, 1992: 255）。 

約翰彌爾使用了「不是自己的利益」、「另一個規則」、「共善」以及未引用到

的「公共利益」等詞彙，在在都顯示出對於政治的目標在於追求整體社群的利益，

而這個背後所隱藏的就是他在《功利主義》一書當中所堅持的「功利原則」。筆

者認為，儘管《功利主義》和《論代議政府》分別是處理倫理問題以及政治問題，

然而，在這兩本著作當中，約翰彌爾都堅持將功利原則當作最高指導原則。他當

然知道人都是自利的，然而與其父親相同的是，他們都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透過

教育可以培養利他主義的情懷。老彌爾認為教育可以培養智慧、節制、正義和慷

慨，其中後兩種心靈的品質帶有利他主義的傾向。然而在老彌爾的圖像當中，利

他主義只有在菁英身上才出現，換言之，只有那些必須掌握政治權力的政治菁英

才具備實現利他主義的可能性。然而在約翰彌爾那裡，他卻要透過公民參與的方

式來培養所有公民的利他主義。約翰彌爾告訴我們要培養德性（virtue）。他指出，

功利主義的原則要求一個人「儘可能地像一個沒有利益以及慈善的旁觀者一樣完

全地公正無私」，他認為在耶穌所教導的法則裡面就可以找到完整的功利主義精

神，這個法則就是：「你願意別人怎樣待你，就當怎樣待人」，以及「愛鄰舍如同

自己」（Mill,1992:148）。 

既然功利原則是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那麼使人的行動符合社群整體的利益

就成為必要了。約翰彌爾認為功利原則會要求兩件事：首先，法律和社會制度應

該使個人利益和整體利益相調和。其次，對於人類性格具有高度影響力的教育和

意見應該運用這種影響力在人類心靈建立起個人幸福和整體良善之間的不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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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的聯想（indissoluble association）4（Mill,1992:148）。功利主義告訴人們什麼

是他們應盡的義務。表現在政治上，那些身在政治領域的人就有義務捐棄私人的

成見，採取對整體社群有利的決定。約翰彌爾深信在採取利他行動上，人是優於

動物的：一則人「能夠同情他人」（capable of sympathizing）；一則人有「更為發

達的智力」（a more developed intelligence），這樣的智力賦予他們的情操相當廣的

範圍，無論是關心自己或是同情他人（Mill,1992:187）。不像老彌爾否定人有道

德情操的面向，約翰彌爾除了肯定了人的道德情操，還認為道德情操能夠將人導

引到普遍利益的方向。道德情操是從哈其森一直到麥金塔許及馬考來所強調的人

性面向，約翰彌爾一反古典功利主義的傳統，肯定了人性當中的道德情操要素。

如此一來，他便可以深具信心地說，人類的「利他主義」是可能的。 

約翰彌爾認為控制政府的事務和執行政府的事務這兩者之間是有所區別

的。對他而言，議會應該扮演控制的角色，控制所有政府的運作。議會必須是一

個人數眾多的團體，如此才能把政治事務掌控得好。議會的責任，「不是去做它

而是採取手段要別人把它做好」（Mill,1992:271）。 

議會的適當職責，不是它非常不適合的統治的功能，而是監督和控

制政府：對政府的行為公開表示意見。⋯⋯此外，議會還有一個和

這同樣重要的任務，就是同時成為全國的訴願委員會和言論委員

會；在那個領域裡，不但全國的一般意見，就是國內每一方面以及

在盡可能範圍內每一重要個人的意見都可以充分提出來和要求討

論；在那裡，國內每一個人都可以找出一些人來說出他心裡要說的

話，而且會和他自己說的一樣或者更好⋯⋯（Mill,1992:182） 

既然議會的功能不是統治，而是監督和控制，那麼這個功能就必須跟人民連

結在一起。全國的公民可以透過在議會當中來反映自己對於政府統治的意見。至

於執行的任務則不是議會的執掌，而是專業官僚的責任。和邊沁及老彌爾一樣的

是，約翰彌爾將議會看成是監督政府的機關。但約翰彌爾更進一步指出，議會是

一個公共討論的場域。在這個場域裡，議員們透過「說」的方式來表達自己的政

治意見，但也就僅止於「說」而已。他們能夠對政府的施政提出建議和批評，但

                                                 
4 約翰彌爾顯然是在老彌爾的「觀念聯想」理論的基礎上做出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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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不能進一步多做干涉。「它們的職責是去指出需要，成為一個適應人民要求的

組織以及反覆討論有關公共議題一切意見的場所，無論問題是大或小。」

（Mill,1992:284） 

那些認為約翰彌爾的理想政治模式是菁英主義的論述當中，大部分都會認

為，他只有讓議會裡面的代表來替人民說話，以及監督政府。然而，筆者在這裡

必須指出，允許由代表所組成的議會來監督政府的主張，並不否定大眾參與的可

能性。約翰彌爾希望透過大眾參與公共討論，來形塑公民意識。這個討論是由政

治菁英來帶領的。透過了一連串的討論，代表們就和大眾進行了相當良好的溝

通，從而找出公共利益，進而監督政府。約翰彌爾試圖以古雅典的政治模式為例，

喚起當代英國人對於政治參與的熱情。他的理想政治模式其實是古雅典的競技式

的（agonistic）政治模式。 

競技式政治模式背後所預設的其實是個體精神的昂揚。在《論自由》一書當

中，約翰彌爾為蘇格拉底叫屈，因為在蘇格拉底與公共權威發生衝突之後，他被

公眾給判了死刑（Mill,1992:29）。因而約翰彌爾主張個人具有言論自由，這個主

張背後蘊含了透過討論而得到真理的可能性。「一個意見只要是真確的，儘管可

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壓熄下去但在悠悠歲月的過程中一般總會不斷有人把

它重新發現出來，直到某一次的重現恰值情況有利，幸得逃過迫害，直至它頭角

嶄露，能夠抵住隨後再次試圖壓制它的一切努力。」（Mill,1992:34）約翰彌爾擔

心輿論的力量會對個人的言論自由產生壓制，如此一來，公共議題沒有得到完善

的討論，也就沒有辦法發現真理。蘇格拉底精神在約翰彌爾心中是崇高的，因為

這意味著社會當中的秀異份子不向社會低頭，而試圖以論證的方式在公共場域與

大家共同追尋真理。對約翰彌爾來說，確保個人的言論自由是因為，在每個人心

中，都有蘊藏真理的可能性。同時，公共討論本身對於約翰彌爾來說就是一種教

育，正如同前面提到的，在全民參與的政府當中，可以將私人轉化成公民。因此，

我們可以說，保障個人言論自由，是給予人們平等進入政治場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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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節當中，筆者把焦點放在約翰彌爾對於公民參與的政治模式的討論。我

們可以得出的結論是，在約翰彌爾的民主理論當中，他意識到在邊沁和老彌爾的

民主理論當中，代表和人民之間沒有溝通。同時，藉由將人們召喚到公共領域當

中，私人在大眾討論的過程當中，成了公民。如此一來，公共討論成為教育公民

的場域，也進一步深化了公民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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