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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靈魂的非理性面與理性原則不一致 

--意志薄弱的可能 

 

    前面兩章已經說明：行動的發生是與靈魂中的非理性部份以及理性原則有關

的，亦即：欲望的靈魂與理性魂皆參與使得行動得以開展的過程，前者與行動之

設立目的有關，後者則處理達到目的之方法。人的功能是靈魂中包含理性原則的

部份，因此是包括了嚴格意義的理性魂、以及有聽從理性可能的欲望靈魂；擁有

德行使得擁有者得以良好地展現其功能，所以要談到人的德行，就是要從人的良

好展現其功能說起--亦即：理性魂與欲望靈魂的能力有好的發揮，因此，是包括

了「理智德行」與「道德德行」的。人的良好展現其功能若表現在行動上，就是

靈魂中這兩種能力的共同合作--「欲望」設立正確目標，並且由「理智」規定「正

確理性」，因此在全盤考量的情況下，展現適當的行動。因此，「道德德行」之為

一種符合「中庸」、把握「適中」的良好品格狀態，需要「實踐智慧」這種「理

智德行」的輔助。符合德行的行動就是「欲望」的對象與「理智」的思維之間是

相符的：「欲望」所追求的對象與「理智」的肯定是一致的，亦即靈魂的非理性

部份與理性原則的一致。 

    但是當 The Nicomachean Ethics 進入到第七卷，亞里斯多德開始了另一種討

論：靈魂的非理性部份與理性原則的不一致。「欲望」的對象與「理智」的思維

之間不相符，包括了「欲望」所追求的對象與「理智」的肯定之間不一致(「欲

望」所追求的並非由「理智」所肯定，或者「欲望」追求了「理智」否定的對象)、

或者是「欲望」所躲避的對象與「理智」的否定之間不一致(「欲望」躲避了由

「理智」所肯定的對象，或者「欲望」追求的對象是「理智」所否定的)，也就

是理性知識在實踐的過程中出現了問題，而導致這種情況的發生，就是「欲望」

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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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欲望」的介入，導致理性知識並沒有被確實地落實於行為中，這種「明

知故意」的行為是「不自制」。在保羅的《羅馬書》第七卷第十五章中說：「我所

應做的善，我卻不做；我所不應做的惡，我卻做。」這是我們在生活中時常經驗

到的，我們會說這是「意志薄弱」。53那麼，亞里斯多德所說的 ἀκρασία就是「意

志薄弱」嗎？或者，只是表現出類似於「意志薄弱」的行為？如此，我們可以說

亞里斯多德是否可能擁有關於「意志」的概念。在此之前，必須先了解亞里斯多

德所說的 ἀκρασία究竟是甚麼，這是本章第一節所要處理的。 

    既然 ἀκρασία是因為「欲望」的影響，導致理性知識在實踐的過程中出現

了斷裂，這就意謂著：不自制的人在做出這樣的行為之前，他的確知道自己不應

該這樣做、也不認為自己應該這樣做。(N.E. 1145b30-31) 那麼，這種明知故意的

行為是如何發生的？本章第二節將繼續從亞里斯多德的文本中，解釋「不自制」

是如何發生的，並在第三節中藉由比較 ἀκρασία與「意志薄弱」之間的關係，

在第四節中藉由一些學者對於亞里斯多德在解釋 ἀκρασία的發生、以及是否可

能從中推論出有一個「意志」的概念隱含於其中的觀點，做為本論文在下一章處

理亞里斯多德的倫理學中是否有討論「意志」概念的可能的準備。 

 

 

第一節、亞里斯多德所謂的不自制 

 

    亞里斯多德首先說明「不自制」並不等同於「惡行」，而「自制」(continence, 

ἐγκράτεια)也不是「德行」。他先區分出三組在道德上分別為應該追求以及應該

避免的狀態：「德行」與「惡行」、「超人的德行」(superhuman virtue)與「獸性」

(brutishness)、「自制」與「不自制」。也就是說，我們應該在行為表現上追求或

避免養成上述的習慣，因而形成某種品格上持續且穩定的狀態。(N.E. 1145a18-20) 

                                             
53 William Charlton, Weakness of Will. (Oxford; New York, 1988), 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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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德行」與「惡行」不屬於神和野獸的品格狀態，因為神既沒有「德行」

也沒有「惡行」，正如野獸沒有「德行」也沒有「惡行」，因而不足以表達神的善

與野獸的惡；因為神的善是比「德行」更受人尊敬的，而野獸的惡也和「惡行」

不同。因此，在「德行」與「惡行」之外，我們才又區分出「超人的德行」與「獸

性」這樣一組品格狀態，當然這是極少出現在人類之中的，因為在人類當中很少

人是神聖的或是像野獸一般的。然而，「自制」與「不自制」也不能被視為分別

和「德行」以及「惡行」等同--我們不能將「自制」等同於「德行」，也不能將

「不自制」等同於「惡行」；但也不能從種類(genus)上視「自制」與「不自制」

是和「德行」與「惡行」不同的，因為就種類上而言，「自制」屬於「德行」、「不

自制」屬於「惡行」。(N.E. 1145a23-b3) 

    符合德行的行動是包括了「欲望」的設立正確目的、以及「理智」對於方法

的計算推理。那麼，既然「自制」與「不自制」並非德行，但卻是應該追求或避

免的品格狀態，所以也與展現好的或壞的行動有關，這是否就意謂了：我們說行

為者展現了某種行動是「自制」或「不自制」，並不在於是否由「欲望」設立正

確目標加上「理智」的以正確方法達到此目標？在處理這個問題之前，還是先就

亞里斯多德所要談的「自制」或「不自制」究竟是甚麼做討論。 

 

 

一、討論自制與否的範圍 

 

    根據在經驗中所觀察到的，「自制」與「不自制」的對象是與快樂和痛苦有

關的。(N.E. 1147b22-23) 與快樂或痛苦有關的對象可區分為三類。 

    第一類的快樂並非必需的，但就其自身而言是值得選擇(worthy of choice)、

並且允許過度(admit of excess)。這一類的對象是指勝利、榮耀、財富…等、以及

其他善的與快樂的事物。人們並不會因為追求這類事物而遭受責備，因為這一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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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本身就是好的、善的、且值得選擇的；只有當人們是以過度的方式追求這類

事物或沉溺其中時，才可能因此遭受責備。但因為這類事物是允許過度的追求，

因此，即使在追求這類事物時因過度而相反於「正確理性」，我們不會直接地說

這是「不自制」，而是以加上限定條件的方式(with the qualification)說這種「不自

制 X」54，例如：「在追求利益上的不自制」或「在追求財富上的不自制」。所以，

因追求這類對象的「不自制 X」，與絕對地(without qualification)「不自制」有別，

只是因為「不自制 X」類似於「不自制」，我們才如此而稱之。因為「不自制」

不但是要避免的、而且是應受責備的，但是目前所談的這一類對象卻是本身就值

得被追求的，因此，當人們是以此類事物為過度追求的對象時，他們只是一種從

廣義上所說的「不自制 X」。(N.E. 1147b24-1148a4, 1148a23-b11) 

    第二類的對象是在本性上並非令人愉悅的，而是生成的快樂，並且這一類的

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即為應該避免的。在這一類的快樂中，可以看到不正常的品格

狀態：有的是由於身體或心理上的疾病或受損而造成的傷害，例如：由於瘋狂而

將母親當作獻祭品並且吃掉她、過度飢餓的奴隸吃掉同伴的肝臟…等等。也有由

習慣導致的病態狀態，例如：不斷地重複拉扯頭髮或咬指甲的動作、吃煤塊木炭

和土壤…等等；這一類事情對於有些人而言是天生的傾向結果、有的卻是由於後

天的習慣養成。還有由於先天即擁有某種壞的本性而出現的行為，例如：有吃「紫

河車」以養顏美容的女人、在某一些野蠻部落有吃生肉或人肉的習慣、還有一些

部落在他們的慶典上輪流將自己的小孩獻上當祭品…等等，我們說這些是如同野

獸一般的行為。那麼，這是「惡行」嗎？在對於這一類對象的追求上，並不在「惡

行」的範圍之中，而是如同具備獸性一般，所以我們會以加上限定詞的方式說這

是「獸性的惡行」或「病態的惡行」。那麼，這是「獸性」嗎？雖然在文本裡並

未看到亞里斯多德明確地談這是否為「獸性」，而只說「擁有這些各種形式的習

慣，是超越了惡行的範圍，就如同獸性也是超越了惡行的範圍。」但就他將對於

                                             
54 為了行文與閱讀的方便，本論文中將以「不自制 X」指以限定條件的方式所說的「不自制」，

是相似於「不自制」的。而「不自制」一詞則指絕對地、亦即嚴格意義的「不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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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類事物的追求歸為「獸性的惡行」或「病態的惡行」等類似於「惡行」的範

圍而言，或許可以說是一種類似於獸性的「惡行 X」55。但至少可以肯定：不論

是由於疾病、習慣、或是本性而導致的上述狀態，我們都不會說這些人是「不自

制」。這一類事物並不在我們討論「自制」與否的範圍內。(N.E. 1148b15-1149a19) 

    最後一類的對象或許可稱之為「中性的快樂」。這一類的事物就其自身而言

是生命所必須的。對於以這類事物為對象所獲得的快樂是透過身體感官知覺

(如：觸覺或味覺)而得的，諸如對於：冷、熱、飢餓、口渴…等範圍的追求，可

以說是身體上的快樂(bodily enjoyment)。這一類對象是生命所必須的，對於這一

類事物的追求或者可說是在於維持基本的生理機能(例如：在食物與性方面的需

求)，因此，追求這一類事物的快樂並非不被允許的。但是，如果在這一類的事

物中追求過度的快樂而避免痛苦(例如：除了能夠填飽肚子的清粥小菜之外，為

了想滿足享受美食的口腹之慾，便要求以山珍海味為食，因為如果這一餐沒有山

珍海味，他便感到沒有享受美食的失落)，這就會被稱為「不自制」，而且是會受

到責備的。我們所要討論的「自制」或「不自制」的範圍就在於此，嚴格意義的

「自制」或「不自制」就是與追求這一類事物的快樂有關。(N.E. 1147b24-27, 

1148a3-11) 並且，對於這類事物的追求如果超過了適當的程度，所超出的部份就

是不必要的快樂。 

    討論「自制」與「不自制」的範圍是與「節制」與「放縱」相同的，都是與

身體上的快樂或痛苦有關的事物。但「自制」並不是「節制」、「不自制」也不是

「放縱」，因為「節制」與「放縱」都是「選擇」以及理性思維的結果，然而「自

制」與「不自制」卻不是「選擇」及理性思維的結果。(N.E. 1148a8-18) 若從前

章的行動結構談，「自制」或「不自制」的發生是從「實踐理智」經由「欲望 B」

的介入、在到達「選擇」之前所出現的斷裂，亦即：「自制」與「不自制」的行

動展現的結構為「實踐理智」→「欲望 B」→……→「行動」。也就是說，由「實

踐理智」所作的計算推理並沒有透過「選擇」而落實到行動中，「自制」與「不

                                             
55 同上註。「惡行 X」指類似於「惡行」，但並非真正的「惡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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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是行為者因為「欲望 B」而產生行動的。因為與「選擇」之間是衝突的「欲

望 B」的介入，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或命令並未取得「指定力」。至於因為

「欲望 B」所造成的「自制」或「不自制」會是甚麼，是接下來要討論的。 

 

 

二、不同類型的不自制 

 

    在「欲望」的三種形式中，「願望」之為「理性的願望」因而其對象是與「理

智」的對象相一致的，而「慾念」與「情緒」都有可能與理性原則相反。56所以，

在此排除因「願望」的因素而導致「不自制」的發生，而從「慾念」與「情緒」

使得「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無法取得「指定力」、因而出現相反於理性知識

的行動談「不自制」。 

    在此所說的因「情緒」而造成的「不自制」是指：在「情緒」上的「不自制」，

所表現出來的就是壞脾氣或怒氣，所以可以說是因「脾氣」造成的「不自制」。57

因為「慾念」而造成的「不自制」是比因為「脾氣」而造成的「不自制」更加不

光彩的(disgressful)。因為「脾氣」會聽從「理智」的思維到某種程度，只是不夠

完美；「脾氣」在本性上而言就是急切的，就像是一名個性急切的僕人(指「脾

氣」)，在還沒聽完主人的吩咐(指「實踐理智」的命令)就急忙地衝出去而造成錯

誤(即因為「脾氣」而造成的「不自制」)。但是，「慾念」只消由「理智」的思

維或知覺告訴它：「有一件令人快樂的事物」便衝向前去。如此可見，「脾氣」的

「不自制」在某種程度上而言是屈服於「理智」的，但「慾念」的「不自制」卻

是屈服於「慾念」。(N.E. 1149a24-b3) 「慾念」與「理智」的關係比較像是處於

叛逆期的兒子與父親，父親要求兒子減少玩網路遊戲的時間、多花時間在課業

                                             
56 見本論文第叁章第三節一。 
57 Aristotle;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by H. Rackham, The Nicomachean Ethics. (Cambridge, Mass., 
1956), p. 404. note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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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但兒子只要聽說遊戲中又增加了哪幾樣吸引人的新寶物之後，就馬上拋下課

本、衝向電腦桌前。 

    因為「脾氣」而造成的「不自制」比因為「慾念」而造成的「不自制」更可

被原諒：「脾氣」是人人都有的「欲望」，「脾氣」的發生比過度的「慾念」更為

自然，因為「慾念」是因為追求不必要的、過度的對象而引發的，而我們是較容

易原諒因著自然欲望而行的人。因為「慾念」而造成的「不自制」還比因為「脾

氣」而造成的「不自制」更加不道德(criminal)：因為前者是狡猾的、就像是背著

「理智」在暗中做密謀者，然而，容易受到情緒激發的人卻是坦率的；而愈是狡

猾者就愈是不道德。並且，因為「脾氣」而造成的「不自制」是伴隨著痛苦的，

而因為「慾念」而造成的「不自制」則是伴隨著快樂。(N.E. 1149b4-24)  

    在比較完因「慾念」以及「情緒」而造成的「不自制」之後，亞里斯多德接

著說：「自制與不自制都是與身體上的慾念以及快樂有關的。」(N.E. 1149b25-26) 

並且在下一章討論對於快樂與痛苦的態度時，也提及：雖然透過感官知覺而引起

的快樂、痛苦、慾念…等，是屬於「節制」與「放縱」的範圍--因此也是「自制」

與不自制」的範圍--但是在這些品格狀態中，與快樂有關的是「自制」與「不自

制」。(N.E. 1150a10-14) 這是否意謂：亞里斯多德所要處理的「不自制」，嚴格意

義而言，是指因「慾念」而起的「不自制」？ 

    ἐπιθυμία這個字意謂著對於某事物的強烈欲望、渴望，也表示一種對於某

種事物的被禁止的或者過度的欲望、渴望，例如：對於性方面的欲望、生理上的

對於食物的渴求，或者像是賭博、飲酒、暴飲暴食等，這主要是與感官上的需求

有關。58這也與亞里斯多德在區分出「不自制」的行為範圍有關--因為「不自制」

的對象是與身體感官有關的。因此，可以合理地視亞里斯多德在此所要處理的嚴

                                             
58 在此將 ἐπιθυμία作「慾念」而非「欲念」譯，是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當作

為「慾念」時，意指：(1)滿足耳、目、口、鼻等所好的意念，以及(2)情慾的念頭；當作為「欲

念」時，則指：欲望念頭。亦即：當使用「心」字部首的「慾」字時，強調的是感官上的渴求，

如：口腹、聲光、嗜好、情感或性等方面的欲望；而使用「欲」字則偏向滿足心中有所不足的想

法、感覺，是一種願望、渴望。因此，在此將 ἐπιθυμία譯作「慾念」，較能夠表達出 ἐπιθυμία

是對於感官與情感方面的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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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意義的「不自制」，是指因為「慾念」而造成的「不自制」，並且是對於快樂的

追求。也就是說：在「欲望」的三種形式中，「慾念」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

未取得「指定力」，行為者因而順從「慾念」而行動，這是「不自制」；「情緒」

也可能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無法取得「指定力」，行為者可而因此依「情緒」

而行動，但這種「情緒」的「不自制」，只能說是限定意義的「不自制 X」；「願

望」使得「實踐理智」的規定取得「指定力」，行為者最終是遵循理性知識而行

動，「自制」就在於此。 

    亞里斯多德將「不自制」區分為兩種形式。一種是「衝動」(impetuosity)：

這種人並沒有做好「審度」就順著「情感」59而行動。較為緊張的(keen)與容易

激動的(excitable)人，最易於成為這一類的不自制，他們或者是太急切(quickness)

或者是因為強烈的「情感」，因而沒有等「理智」進行思維，就跟隨著自己的「想

像力」。另一種形式的「不自制」是「軟弱」(weakness)：這種人經過了「審度」，

然後受到他們「情感」的影響，因此沒有依循「實踐理智」的計算推理。(N.E. 

1150b17-29) 這兩種形式的「不自制」，都是行為者在運用理性能力並展現行動

中的失誤，亦即「實踐理智」的「審度」以及執行由「實踐理智」所得的規定或

命令出現了「有缺陷的運用」，這種缺陷的發生或許出現在「審度」的過程中(指

「衝動型的不自制」)，也或許發生在執行的過程中(指「軟弱型的不自制」)。「衝

動型的不自制」是沒有經過「審度」，「軟弱型的不自制」是沒有落實「審度」的

結果，而「選擇」是「審度」的完成60，「不自制」的發生因而是行為者沒有依

循「選擇」以及理性思維的結果。(N.E. 1148a8-18) 

    在這兩種形式的「不自制」中，似乎後者是較為接近「意志薄弱」的概念，

因為都是一種「明知故意」、是「欲望」相反於理性知識。但是，假設有一個人

因為在盛怒之中而失手殺了人，我們難道會說因為他的行為並未經過「理智」的

思維過程、所以他的行為並沒有相反於其理性知識嗎？不會。因為在他陷入盛怒

                                             
59 指伴隨著快樂與痛苦的感受，而這種知覺是「慾念」的對象。見本論文第貳章第二節一、第

三節二。 
60 關於「審度」與「選擇」將在下一章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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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是擁有關於他因盛怒的行為將造成的後果的相關知識的，所以這種行為

也是一種「明知故意」。或許可以將「衝動型的不自制」稱之為「能知、且能行、

卻不行」，而「軟弱型的不自制」則是「知、且能行、卻不行」。因此，不論是「衝

動型的不自制」或「軟弱型的不自制」，都是指靈魂中的非理性部份相反於理性

面而展現的行動。 

 

第二節、不自制的發生 

 

    在這一節中要處理關於亞里斯多德是如何解釋「不自制」的發生，亦即：靈

魂中的非理性部份相反於理性面而展現的行動是如何發生。 

    既然「不自制」的發生是靈魂中的非理性部份相反於理性面，亦即「慾念」

與「實踐理智」的不一致，因為「慾念」的出現導致「實踐理智」的命令或規定

沒有落實在行動中，這是否意謂著是「實踐理智」的不足？不是。因為，一個人

是否做出「不自制」的行為，並不在於他所擁有的究竟是「意見」還是「知識」，

而是在於他自己所持有的看法的堅定性；當一個人對他的看法不夠堅定時，即使

他所擁有的是「知識」，但他卻可能比另一個擁有「意見」卻對此深信不疑的人，

更容易做出違反其信念中對於正確原則的認識的行為。(N.E. 1146b25-30) 不論是

「能知、且能行、卻不行」或是「知、且能行、卻不行」的「不自制」，都是一

種明知故意的行為，而這種由「明知」到「故意」的發生，與知識的正確性無關，

而是行為者本身對於所持意見的堅定度。 

    「自制」與「不自制」不是「德行」與「惡行」，但同樣都是應該追求或避

免的品格狀態，或許是指：「德行」與「惡行」在於「欲望」是否設立正確目標、

以及「理智」是否規定了「正確理性」，因而使得一個行動的發生是否為靈魂的

欲望面與理性面共同的表現良好、亦即良好地展現了人的功能；而「自制」與「不

自制」卻不在於目的是否正確、「理智」是否規定了指導適當方法的「正確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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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於從「知」到「行」之間的聯繫。亦即：「自制」與「不自制」是靈魂的欲

望面與理性面之間是否一致的問題，而不在於靈魂的功能是否被充分展現。如前

章所述，「實踐理智」是否能取得「指定力」是與「欲望」的類型有關，因此，

靈魂的欲望面與理性面之間是否一致就在於：「欲望」是否讓「實踐理智」的命

令或規定獲得「指定力」。 

    亞里斯多德用以下的方法解釋上述的從「知」到「行」之間因為「慾念」的

介入所導致的斷裂： 

 

(1)人們可能擁有知識卻不運用知識。當我們說一個人「知道」時，其實應

該可以再將其區分成兩種情況的「知道」。一種是「擁有知識卻未運用知識」，也

就是知識的「潛在性(potentiality)」；另一種情況則是行為者「既擁有知識也運用

其知識」，亦即在知識的「實現性(actuality)」中。(N.E. 1146b31-35) 雖然前者在

這個時候的知識尚未被表現出來，但正如同「衝動型的不自制」與「軟弱型的不

自制」的區分一樣，前者是「能知、且能行、卻不行」，這並不意謂行為者就是

不擁有知識、也不會因此就完全不遭受責備，雖然相較於後者的已表現出所擁有

的知識但卻未落實於行動中而言，是較情有可原的。不論是哪一種「明知故意」，

這種道德知識在實踐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誤都是應遭受責備的 。 

 

    (2)在實踐三段論證中可能出現的錯誤。前提有兩種：普遍前提(universal 

premise)與個別前提(particular premise)。而在普遍前提中有兩個賓詞：一個是陳

述行為者，另一個則陳述對象。「不自制」者擁有關於普遍前提的知識、並且運

用這種知識，但是卻可能不擁有、或者擁有但卻不運用關於個別前提的知識。例

如： 

 

普遍前提：(a1) 甜食可增進人類的愉悅心情(陳述對象的賓詞)。 

              我是人類(陳述行為者的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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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前提：(b1) 這盒巧克力是一種甜食。 

              巧克力是甜食，金莎是巧克力。 

結論：(c1) 因此，金莎可以增進我的愉悅心情。 

 

    在上述實踐三段論證中，行為者如果要得到結論(c1)，除了擁有普遍前提(a1)

的知識之外，還包括對於個別前提(b1)的知識，並且運用以上知識。而「不自制」

的發生就在於行為者或者不擁有個別前提(b1)的知識、或者擁有但卻不運用個別

前提(b1)的知識。因為不擁有個別前提(b1)的知識而做出「不自制」的行為，相

較於因為擁有但卻不運用個別前提(b1)的知識而做出「不自制」的行為，前者或

許也是較為情有可原的。(N.E. 1147a1-9) 但如同在(1)中對於知識的「潛在性」與

「實現性」的區分，處於知識的「潛在性」與因為不擁有個別前提(b1)的知識而

做出「不自制」的行為，也是應該會遭受責備的，只是程度較輕。 

    那麼，接續要問的是：如果行為者是「既擁有知識也運用其知識」，那麼「不

自制」是如何可能發生？如果行為者擁有關於個別前提(b1)的知識，又為何不運

用這種知識？關於這些問題，可以用以下兩個方法解釋。 

 

(3)知識的正常運用可能受到妨礙。在某些情況下，我們會說一個人是「同

時既擁有知識又不擁有知識」，亦即處於無法適當地運用他們所擁有的知識的狀

態時，例如：當熟睡時或喝醉…等；或者當情緒失控時，例如：興奮、暴怒…等。

「不自制」的人受到「情感」，也是處於相似的情況：他們不能算是真正地擁有

知識，儘管他們能夠說出包含知識的話語，但卻無法證明他們是擁有知識的；就

像是酒醉者的醉言醉語，或是將「不自制」的人說出的話比喻為演員表演的台詞

一般，他們所說出的並非他們真正的話。(N.E. 1147a10-23) 因為「情感」的影響，

導致擁有知識的行為者在運用知識時是不完美的。 

 

(4)「慾念」對於實踐三段論證的影響。知識或意見可分為兩種：一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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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另一是關於個別事實、因而是屬於知覺範圍之內的事物。假設行為者擁

有一個關於普遍的知識或意見是在於「阻止」行動的發生，但同時擁有關於個別

事實的知識或意見是在於「鼓勵」行動的發生，如果此時出現了追求此個別事實

的「慾念」，並且因為「慾念」是一種「使得身體的各部位動起來」的「欲望」，

行為者便會做出相反於關於普遍的知識或意見的行為，因而是被稱作「不自制」

的。因為「慾念」的介入，行為者的實踐三段論證的結論也可能由「阻止」變成

「鼓勵」。(N.E. 1147a23-b5) 例如： 

 

普遍的知識或意見：(a1’) 甜食容易使人發胖，應少碰為妙。(阻止) 

關於個別事實的知識或意見：(a1) 所有的甜食都可增進人類的愉悅心情。(鼓勵) 

 

分別可能作出的實踐三段論證為： 

 

(a1’) 甜食容易使人發胖，應少碰為妙。 

     我是人類。 

(b1’) 這盒巧克力是一種甜食。 

     巧克力是甜食，金莎是巧克力。 

結論：(c1’) 因此，金莎會使我發胖，應少碰為妙。(阻止) 

 

以及 

 

(a1) 甜食可增進人類的愉悅心情。 

    我是人類。 

(b1) 這盒巧克力是一種甜食。 

    巧克力是甜食，金莎是巧克力。 

結論：(c1) 因此，金莎可以增進我的愉悅心情。(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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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此時「慾念」出現，並且由於「慾念」是對於快樂的追求，因此行為者

會做出結論(c1)的行動。而這種因為「慾念」而做出(c1)而非(c1’)的行動之所以

被說是「不自制」，是因為行為者同時擁有(a1)與(a1’)的普遍意見或知識，也擁有

關於(b1)以及(b1’)的個別知識，但卻因為「慾念」的介入，因而沒有運用關於(b1’)

的個別知識，也因此沒有做結論(c1’)的行動。 

 

 

第三節、不自制與意志薄弱 

 

    從上述對於「不自制」如何發生的解釋中，可以大致整理出：(1)行為者擁

有知識或意見，亦即：他是知道的。(2)「慾念」或「情感」會導致行為者作出

相反於知識或意見的行動。(3)「慾念」或「情感」所影響的是關於個別知識的

運用--當「慾念」或「情感」出現，此時行為者或者不擁有、或者擁有但卻不運

用(b1’)的個別知識、所以沒有做結論(c1’)的行動，但是當「慾念」或「情感」減

弱之後，關於(b1’)的個別知識又回到行為者之中，他因此還是擁有關於這一類的

知識、並且能夠做出結論(c1’)的行動。那麼，在「慾念」或「情感」出現時，行

為者不擁有、或者不運用(b1’)的個別知識，他是擁有知識的嗎？亞里斯多德會

說，這是一種類似的「無知 X」61。 

    根據蘇格拉底的觀點，無人故意為惡，人不會做出相反於其判斷中認為是「最

好的行動」的行動，如果有人這麼做，一定是因為他的「無知」。所以，蘇格拉

底並不認為有所謂的 ἀκρασία。(N.E. 1145b25-30) 也就是說，蘇格拉底反對人

會因為「欲望」的因素而做出相反於理性知識的行為，如果「欲望」與理性原則

之間出現不一致，那麼這時候的理性原則是不完美的，我們不能說這個人是擁有

理性知識的，因為他是由於「無知」才會跟隨著「欲望」而行動。所以，我們可

                                             
61 在本論文中以「無知 X」指類似於「無知」，但並非真正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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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說：亞里斯多德在某種程度上接受了蘇格拉底的觀點，但做了修正。亞里斯多

德所說的 ἀκρασία是某種類似的「無知 X」--這並非真正的「無知」，而是理性

知識受到「欲望」(指：「慾念」或「情感」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在行動結構出

現斷裂，行為者依據「欲望」而行，靈魂中的理性原則在行動結構中的運用因而

不是完美的，所以，是一種類似的「無知 X」。但行為者並非全然的「無知」，而

是擁有知識的，只要「欲望」的影響減弱，那麼，「無知 X」就會消失，而之前

因「欲望」而受到影響的知識也將重新回來。(N.E. 1147b5-18) 並且，會受到影

響的知識是實踐三段論證中的關於個別事實的知識，亦即：以有著偶然性、可變

動的事物為思維對象的知識，是「實踐理智」在計算推理上的錯誤；也就是說：

是「實踐理智」在功能上並沒有良好的展現，而 ἀκρασία的發生就是行為者在

展現行動過程中沒有良好展現「實踐理智」中與行動有關的的功能：「實踐智慧」。

而「無知 X」就是指：對於與行動有關的知識--實踐的知識--的「無知 X」，但「無

知 X」並非真正的「無知」，因為行為者還是擁有關於普遍的知識，亦即：以必

然的、不變動的事物為思維對象的知識，這是「思辨理智」的科學認知的能力，

這是不會出錯的。所以，亞里斯多德某部份地接受、並修正了蘇格拉底的「人不

會做出相反於理性知識的行動」，這裡的「理性知識」是指「思辨理智」的關於

普遍事物的知識；「人的犯錯是出於無知」的「無知」即本論文所謂的「無知 X」，

是指「實踐理智」的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 

    保羅的《羅馬書》第七卷第十五章中談「意志薄弱」是：「我所應做的善，

我卻不做；我所不應做的惡，我卻做。」同樣是知道應該做的是甚麼、卻沒有做，

ἀκρασία就是「意志薄弱」嗎？或者，兩者之間有所不同？當我們說「意志薄

弱」時，可能是指「表現為意志薄弱的行為」或「因為意志薄弱而做的行為」。

前者是指行為者所展現的行動是相反於其理性知識的判斷，亦即「做不應做之

惡」、「未行應行之善」；後者則是以「意志薄弱」為行為者之所以「行動」或「不

行動」的原因。也就是說，不一定需要有「意志薄弱」做為行為者展現或不展現

某個行動的原因，我們也可以說某個行動是「表現為意志薄弱的行為」。ἀκρασί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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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慾念」或「情感」而做出與理性知識不一致的行動，所以錯誤是在於「行

動」而非「不行動」；並且因為古希臘的文字中並沒有「意志」的概念，如果要

說 ἀκρασία是「意志薄弱」，只能說是「表現為意志薄弱的行為」因此也只是一

種「意志薄弱 X」62。63如此，本論文所要嘗試討論的亞里斯多德可能擁有的「意

志」概念，如果有，也將是一種類似的「意志 X」。關於這個問題，是下一章要

進行的。 

 

 

第四節、一些立場的詮釋與批判 

 

    對於 ἀκρασία的發生，亞里斯多德提出了他的解釋；本章節繼而藉由一些

對於這套解決方法的詮釋與批判，包括：W. D.Ross 及 Richard Robinson 對於 Ross

立場的回應，以及 Otfried Höffe 等學者的觀點，幫助本論文對於在亞里斯多德思

想中的相關問題或論證的釐清。 

 

 

一、談不自制的發生 

 

    Ross 依循著亞里斯多德解釋「不自制」是如何發生的四個步驟，逐步說明

「不自制」是一種「無知 X」--行為者在做「不自制」的行動之前，是「知道」

的，但在行動的那一刻，是由「慾念」或「情感」所影響、因而是「無知」的，

一旦「慾念」或「情感」的力度減弱，他又恢復「知道」的狀態。 

    (1)首先，區分知識的「潛在性」與「實現性」。在行為者「擁有知識卻未運

                                             
62 在本論文中以「意志薄弱 X」指類似於「意志薄弱」，但並非真正的「意志薄弱」。 
63 William Charlton, Op. cit.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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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知識」--亦即知識的「潛在性」--的那一刻(moment)，不能說是真正地擁有知

識。然而，這種對於所擁有的知識所做的區分，並無法區別這是否屬於「知道你

應該做甚麼」的知識。64亦即：這並不能夠說明「無知 X」。「不自制」是在「慾

念」或「情感」出現之後，有某一刻是行為者處於「無知 X」的狀態而發生，而

當行為者處於「無知 X」的那一刻，他是「擁有知識卻未運用知識」的，亦即知

識的「潛在性」。但這種區分卻無法區別知識是屬於「思辨的」或是「實踐的」，

因而無法說明所擁有的或者是否運用的知識是與行動有關的。關於這個缺點，亞

里斯多德的下一個步驟似乎可作為解決。 

    (2)「不自制」的發生是因為在實踐三段論證中發生了錯誤：行為者擁有且

運用關於普遍的知識，但並不真正地知道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亦即：關於個別

事物的知識的「潛在性」，行為者或者不擁有、或者擁有卻未運用關於個別事物

的知識--因為行動是與個別事物有關的，缺乏這層面的知識可能導致「不自制」

的行動。然而，這個步驟可能得出錯誤結論：「不自制」是「不自願」(involuntary)。

Ross 指出：亞里斯多德將「不自制」的發生歸於行為者的「無知 X」是關於個

別事物的知識，但缺乏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的行動是「不自願」的。除非這種「無

知 X」是關於普遍的知識，缺乏關於普遍的知識而展現的行動可以是「自願」

(voluntary, ἑκούσιον)；或者將這種發生在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上的錯誤，歸為

與事物有關的錯誤，亦即：並非行為者本身不擁有或不運用這類知識，而是行為

者追求了那樣的對象而遭受責備，因此展現出彷彿為「無知」的行動，他是「無

知 X 地行動」(acting in ignorance)、而非「出於無知而行動」(acting by reason of 

ignorance)。65 

    (3)將「同時既擁有知識又不擁有知識」歸為知識的「潛在性」，因而行為者

也是處於一種「無知 X」的狀態。因為「情感」會改變人的生理狀態，就像使人

處於睡著狀態一般，因「情感」影響使得「不自制」的人處於「無知 X」的狀態，

                                             
64 W. D. Ross, Op. cit. p. 228. 
65 Ibid. pp. 228-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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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說出符合理性知識的話，也不能證明他是真正擁有這些知識，因為那就像是

夢話一樣。Ross 認為這個步驟可視為對於(1)的修正。66 

    (4)除了因行為者處於「無知 X」的狀態中導致的「不自制」之外，最後一

個步驟要處理的是：當行為者是處於「知道」的狀態中時，因為「慾念」的影響，

可能以另一組實踐三段論證得出另一種結論而展現不同的行動。所以，「不自制」

在某種程度上可以說是依循著理性規則而行的。67 

    Höffe 則將這種因行為者處於「無知 X」狀態而做出「不自制」的行動，以

「道德病理學」(moral pathology)的方式做為解釋。在亞里斯多德的行動理論中，

「欲望」為整個行動的起點，目的就是某種「善」。如果「欲望」由理性為指導，

其對象就是「真正的善」，此時的「欲望」是一種「出於理性的欲望」(rational 

desire)；但也可能發生的情況是：「欲望」以感官知覺為引導而依循「情緒」而

行、受制於「慾念」或「情感」，其對象只是「表面之善」。68「不自制」的發生

就是後者的情況。「不自制」是行為者跟隨「情緒」、在某一刻處於「無知 X」狀

態而展現的行動，這並不是因為行為者依循「道德上的壞習慣」(morally bad habits)

而行動，而是一種因為依循感官知覺的「欲望」的介入，導致實踐理智的無能為

力(the powerlessness of practical reason)，因而沒有遵從「道德上的好習慣」(morally 

good habits)的行動。就好像是在道德上生病了一樣，疾病使得健康暫時性地離開

身體，身體因而處於生病的狀態中；「情感」或「情緒」、「慾念」等因素就像是

疾病，因為疾病進入身體內並對身體造成影響，也會對於「理智」產生影響， 使

得「道德上的好習慣」沒有被表現出來，等到疾病離開或減弱，身體便可恢復健

康，在那些依循感官知覺的「欲望」的強度減弱或退去後，還是可以繼續展現好

習慣。69  

 

                                             
66 Ibid. p. 229. 
67 Ibid. p. 229. 
68 Otfried Höffe, Aristotle (New York, 2003), pp. 135-136, 141. 
69 Ibid.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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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否藉由不自制的發生證明有一個意志概念 

 

    對於亞里斯多德提出的對於「不自制」如何發生的幾個解釋，Ross 認為這

些充其量只能解釋「衝動型的不自制」，卻無法處理「軟弱型的不自制」。亞里斯

多德並沒有談論到行為者在「慾念」或「情感」的出現後，在「依循理性知識而

行動」與「跟隨違反理性知識的慾念或情感而行動」之間的拉鋸。也就是說，在

亞里斯多德所提出的這套解釋「不自制」的發生理論中，並無法恰當地表達出「道

德掙扎(moral struggle)」：在實踐三段論證中，並沒有出現將伴隨著「我不應該如

是做」的結論的小前提，或者這樣的小前提被「慾念」給抑制了。70因為以知識

的「潛在性」與「實現性」的區分、以及在實踐三段論證中由大前提與小前提而

推論出一個結論等方式解釋「不自制」的發生，卻無法以此解釋結論中的命令或

規定在落實到行動的過程中，是如何地被拋置一旁而做出違背此命令或規定的行

動。 

 

    一個可得出結論為「我不應該如是做」的實踐三段論證如下： 

 

普遍前提：(a1’) 甜食容易使人發胖，應少碰為妙。 

               我是人類。 

個別前提：(b1’) 這盒巧克力是一種甜食。 

                巧克力是甜食，金莎是巧克力。 

結論：(c1’) 因此，金莎會使我發胖，應少碰為妙。 

 

    根據亞里斯多德提出對於「不自制」如何發生的解釋(2)中，「不自制」的發

生是因為缺乏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亦即小前提(b1’)，並且根據解釋(1)與(2)，這

                                             
70 W. D. Ross, Op. cit. pp. 229-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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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慾念」或「情感」的介入，使得關於個別事物的知識暫時性地不存在--

亦即對於這部份知識的「無知 X」，所以沒有得出「我不應如是做」的結論(c1’)。

或者因為「慾念」的出現，關於個別事物的小前提被抑制住，而「慾念」又使得

身體的各部位動起來，行為者便直接跟隨「慾念」而行動了。既然沒有一個關於

「阻止」的結論，行為者的行動是依循「慾念」或「情感」，此時的行為者是對

於結論(c1’)的「無知 X」，如此的「不自制」是屬於「能知、且能行、卻不行」

的「衝動型不自制」，但卻無法說明「知、且能行、卻不行」的「軟弱型不自制」，

因為行為者對於結論(c1’)是知道的。在亞里斯多德所提出的這四項對於「不自制」

之發生的解釋中，並沒有呈顯出理性知識的「我不應該如是做」與「慾念」或「情

感」的「我想要如是做」之間的「道德掙扎」。甚至，即使在解釋(4)中談因「慾

念」的介入、行為者沒有依據結論(c1’)的「阻止」而行動，也無法說明「道德掙

扎」，因為行為者終究是依循結論(c1)的「鼓勵」而行動的。 

    除非，可以援引亞里斯多德在其他卷章說明這種「道德掙扎」是發生在「願

望」與「慾念」之間的衝突。71亞里斯多德談「欲望」的靈魂雖然就其本身而言

為非理性的，但有著聽從與順服理性原則的可能，所以就某種意義而言是分有理

性原則的；我們可在「自制」與「不自制」者身上看到這種理性原則--這種理性

原則會要求他們應該追求最好的事物，同時也可看見非理性面--這種非理性面卻

是與理性原則相衝突的。(N.E. 1102b14-18) 那麼，「欲望」靈魂中的非理性面與

理性原則各是指甚麼？我們可以從 De Anima 中得到答案。是「理智」與「慾念」

之間的衝突嗎？「理智」命令或規定我們追求或避免某件事，我們卻可能依循「慾

念」而行動；但有時候我們有追求某件事物的「慾念」，但最後還是依循「理智」

的命令或規定而行動。並且，因為對於事物的追求必須有「欲望」設立目標，所

以，即使是克制「慾念」、依循「理智」的行動，還是包含「欲望」的因素於其

中。(De Anima 433a1-4, 7-9, b4-8) 那麼，這是哪一種形式的「欲望」？是「願望」。

因為「願望」之為「理性的願望」，不會相反於「理智」的計算推理，依循「願

                                             
71 Ibid. p.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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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行動就是依循「理智」的行動。(De Anima 433a23-24) 因此，或許更適當

的說法是不同形式的「欲望」--亦即「願望」與「理性」之間的衝突。「道德掙

扎」就是「欲望」的靈魂之間的掙扎--掙扎於是否讓理性知識的命令或規定取得

「指定力」。 

    Robinson 也同意 Ross 對於亞里斯多德在解釋「不自制」的發生時無法說明

「道德掙扎」的批判，但也同時回應：亞里斯多德用以解釋「不自制」發生的幾

個方法，旨在於分析「不自制」這種相反於理性知識的行動是如何發生，而不論

行為者是否經過了「道德掙扎」後才做出「不自制」的行為。並且針對 Ross 認

為亞里斯多德的解釋方法無法說明「軟弱型的不自制」，Robinson 也提出為亞里

斯多德做的辯護。亞里斯多德談行為者之所以做出「不自制」的行為，是因為在

實踐三段論證中關於小前提的知識處於「潛在性」的狀態中；然而，「軟弱型的

不自制」經由「審度」之後才發生的，亦即：在實踐三段論證中的所有相關的知

識都是處於「現實性」的狀態。雖然如此，這並不因此將「軟弱型的不自制」排

除在亞里斯多德對於「不自制」的解釋之外。「軟弱型的不自制」是在行為者做

出「審度」之後發生的，但這並不意謂在「審度」期間「慾念」或「情感」就不

存在於行為者之中；在做完「審度」與實踐三段論證之後，行為者的「慾念」或

「情感」逐漸強烈時，在某一刻便迫使實踐三段論證的某些部份遠離(drives some 

part of the syllogism out of his mind)--亦即某些理性知識因為「慾念」或「情感」

的介入而轉為「潛在性」的狀態，「軟弱型的不自制」也就發生在這一刻。72也

就是說，在「慾念」或「情感」逐漸強烈、使得理性知識轉為「潛在性」的狀態

的那一刻，行為者處於「無知 X」的狀態。 

    那麼，是否能從「道德掙扎」推論出有一個「意志」概念？亞里斯多德是藉

由知識的「潛在性」與「慾念」或「情感」對於實踐三段論證的影響等方式，將

「不自制」視為行為者處於「無知 X」的狀態所發生的，在這段暫時的「無知 X」

                                             
72 Richard Robinson, ‘Aristotle on Akrasia’, In Die Nikomachische Ethik. (Akademie Verlag, 1995), 
(ed.) Otfried Höffe, p.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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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不自制」就有發生的機會。Ross 認為亞里斯多德將「不自制」發生的原

因歸為「無知 X」、亦即「知識上的錯誤」(failure of knowledge)，卻沒有意識到

「不自制」的發生是因為「意志薄弱」。而亞里斯多德對於「潛在性」與「實在

性」、「大前提」與「小前提」的區分並以此解釋行動的發生，也使得這套關於道

德行動的理論終究淪為一種形式理論。73 

    Robinson 對此回應道：這是因為在希臘語文中缺乏「意志」此概念，因此無

法用「意志薄弱」解釋 ἀκρασία。他所提出的解決方式為：ἀκρασία不是「意

志薄弱」的結果(the effect of weakness of will)，而是一種「意志薄弱」(one of the 

kinds of weakness of will)；將「意志薄弱」視為 ἀκρασία的形式(the form)而非原

因。74如此，在解釋 ἀκρασία時可以不必以「意志薄弱」發生的原因。也就是將

ἀκρασία視做「表現為意志薄弱的行為」、而非「因為意志薄弱而做的行為」。75 

    Höffe 也意識到亞里斯多德透過知識的「潛在性」與「現實性」、以及實踐三

段論證做為解釋「不自制」是如何發生的方法，或許有淪為形式理論的可能--行

動屬於實踐的層面，但是當以大前提、小前提與結論做為引導行動發生的因素

時，此實踐三段論證在處理的只是行動的理論、而非行動本身。可能的辯護則是：

亞里斯多德或許只是試圖以數理推演的方式，以便於理解非道德行動(non-moral 

actions)的結構，並藉此間接地理解道德行動(moral actions)發生的結構。76也許就

是因為這種行動理論本身是以要求精確性、必然性的數理學科的理論推演的形

式，卻以此套用到倫理學這門並非、也難以追求精確性、而是有著偶然性的學科，

但兩種不同領域的研究方法應該是有別的，也因此這樣的行動理論並無法確實地

處理每一項在生活中實際遭遇的經驗。 

Höffe 也認為在亞里斯多德所提出的四項對於「不自制」是如何發生的解釋

中，其實需要一個明確的「意志薄弱」的概念，才能說明「不自制」的發生是行

                                             
73 W. D. Ross, Op. cit. p. 230. 
74 Richard Robinson, Op. cit. p. 201. 
75 見本論文第肆章第三節。 
76 Otfried Höffe, Op. cit. pp. 141-142. 



66 
 

為者沒有依循「選擇」以及理性思維的結果。(N.E. 1148a8-18) 「不自制」是行

為者對於個別層面的知識的「無知 X」，但同時也是擁有關於普遍原則的知識的，

但卻沒有將關於後者的知識、藉由對於前者的認識而落實於行動中，反而做出相

反於理性知識的行動；而人類以外的動物的犯錯不會被稱之為「不自制」，這是

因為牠們並沒有關於普遍原則的知識，所以我們不會說牠們的犯錯是相反於理性

知識的行動。但是，亞里斯多德以這種方式理解道德行動的結構，是將「不自制」

理解為：並非由於行為者擁有的是不充份的(insufficient)知識、而是行為者所擁

有的知識上的缺陷(deficiency)。但對 Höffe 而言，「不自制」的發生是在於「慾

念」或「情感」的等靈魂的非理性面的衝動與「善」之間的對抗拉鋸，所以實際

上有缺陷的是「意志」而非「知識」。如此，這種「意志 X」是與「欲望」有關

的，因為「欲望」，行為者便處於順從「慾念」或「情感」、以及依循理性知識之

間的掙扎。77也就是說，如果「意志」的表現在於能夠在「慾念」或「情感」、

以及理性之間掙扎、並擇一而展現行動，那麼，在亞里斯多德的「意志 X」應該

就是靈魂中的「欲望」。 

 

 

三、亞里斯多德可能有的意志概念 

 

    如果說 ἀκρασία是一種「表現為意志薄弱的行為」，那麼是否意謂在亞里斯

多德的思想中隱含著「意志」的概念？或者，可能有一種類似的「意志 X」的概

念？ 

    Ross 認為亞里斯多德已經嘗試表達一種「意志」的概念，而這樣的準備就

表現在「選擇」的學說。藉由將「選擇」這個包含了欲望和理性(imply both desire 

and reason)、而不僅僅是欲望加上理性(not merely + reason)的概念，為「意志」

                                             
77 Ibid. pp. 14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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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的出現做準備。Ross 從亞里斯多德的「自願」與「選擇」意謂行為者必須

對於其行動承擔責任的論述中，發現在其思想中最接近於「自由意志」概念的討

論：當我們說 ἀκρασία的發生是由於行為者追求了錯誤的對象--「表面之善」78，

因而此時所展現的行為不是出於「自願」，因此行為者不需承擔責任，這樣的理

解是錯誤的；因為追求如何的對象，是行為者自身的「選擇」，因而是自願行為，

行為者也必須為此負責。79當然，亞里斯多德並不是真的準備以「選擇」和「自

願」表達他的「意志」概念，而是為了說明責任的承擔問題：從一個行動的發生

是包含「選擇」與「自願」，我們可以說行為者是擁有行動之自由--他可以控制

自己的行為、行動的發生是取決於自己；我們通常會如此地理解「意志」，可以

憑藉著「意志」因而確定自己將展現何種行動。如此，亞里斯多德談論行動是出

於「自願」與「選擇」，可以說就是一種類似於「意志」的概念。但如果要說亞

里斯多德可能有的「意志 X」概念，「選擇」之為一種決定的能力，是比較符合

「意志 X」的概念，而「自願」在此並不隱含「意志的自由」(freedom of will)

的概念於其中，因此不能將「自願」視為「意志 X」，因為「自願」也屬於非人

類動物所擁有。80 

    如果說，亞里斯多德的「意志 X」就是「欲望」的靈魂，似乎這種「意志 X」

又不符合真正的「意志」概念。在亞里斯多德的行動理論中已預設了行動的目的

是「善」，而「欲望」就在於達到某種「善」，亦即：若「欲望」是「意志 X」，

那麼這個「意志 X」的目標已經被確定了；但是真正的「意志」在於其目標是「被

選擇」(be chosen)而非「被給定」(be given)，如此看來，靈魂中的「欲望」似乎

並不是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的「意志 X」。「意志」除了是能夠「未行應行之善」，

其實也是能夠「知道應行之善」的。那麼，這是否意謂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並

不允許「意志 X」的成立？ 

    雖然亞里斯多德沒有使用一個特定的語詞表示一個明確的「意志」概念，但

                                             
78 亦即：因跟隨「慾念」的對象而行動，此時行為者是處於「無知 X」的狀態。 
79 W. D. Ross, Op. cit. p. 207-208. 
80 Ibid. p.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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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下構成討論符合德行的行為的基本因素中，可發現也屬於由「意志」能力

展現的行為所包括的因素，因此推論出一個可能的「意志 X」概念。(1) 「自願」。

但這只是做為一個由「意志」能力展現的行為的先決條件，還不能說是「意志」。

因為動物的行動也是自願的，但我們不能說牠們的自願行動是由「意志」能力所

展現的行動。「不自制」也是自願行為，包含了「慾念」或「情感」等「非出於

理性的衝動」(irrational impulse)，但是「意志」卻假定了「出於理性的衝動」(rational 

impulse)。(2)「願望」。雖然「願望」包含了理性的因素，但由於其對象也可能

是對於無法達到(unobtainable)的事物，因此，或許可以說這是介於「願望

(wishing)」與「真正的意志(genuine willing)」之間，因此不是真正的「意志」。(3)

「選擇」。「選擇」的對象是方法，目的總是為了達到某種善。如此，似乎「選擇」

的目標是「被給定」的--「選擇」的對象只能是朝向(for)「善」、卻不能是違背「善」

(against)的方法--因此「選擇」不是「意志」。但是，雖然行為者無法選擇朝向或

違背善，但還是可以選擇違背更好的「選擇」--棄更好的方法 A 而選擇其他方法

B。行為者可以選擇要遵循理性知識、或者要順從「慾念」或「情感」而行動的

可能性也因此開展。這是一種類似於由「意志」能力所展現的行為。81  

    Höffe 認為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應該已經出現了「意志 X」的概念，但不

是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因為此時由「意志 X」所表現的行為還是伴隨

著「欲望」，行為者無法自由決定要選擇善或惡。除非援引另一部作品 Rhetorics，

其中可見亞里斯多德具備十分接近「意志」的概念：將惡定義為違反律法，而律

法就包括了存在於所有人類之間共有的習慣、不成文法(unwritten law)，而這就

很接近道德律法(moral law)。犯錯不僅僅是因為行為者的自願行為，更是出於經

過「審度」的「選擇」。就此而言，亞里斯多德認為人的犯錯是基於「選擇」，這

是包括了理性知識與「意志 X」的結果。82在 Rhetorics 中「選擇」的概念，是能

夠選擇善、也可以選擇惡，而這樣的概念類似於「意志」。如果說，在 Rhetorics

                                             
81 Otfried Höffe, Op. cit. p. 144. 
82 Ibid. pp.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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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選擇」比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的「選擇」更接近「意志」概念，

或許就在於此：在 Rhetorics 中的「選擇」可以選擇是否朝向或違背「善」，因此

即使是「不自制」也可以說是「選擇違背善」的結果；但在 The Nicomachean Ethics

中的「選擇」還只能是朝向「善」的，「不自制」的發生因而是行為者沒有依循

「選擇」的結果 (N.E. 1148a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