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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大思想系列”中文版序

企鵝“偉大思想系列”2004 年開始出版。美國出版的叢

書規模略小，德國的同類叢書規模更小一些。叢書銷量已遠

遠超過 200 萬冊，在全球很多人中間，尤其是學生當中，普

及了哲學和政治學。中文版“偉大思想系列”的推出，邁出

了新的一步，令人歡欣鼓舞。

推出這套叢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再次與一些偉大的非小說

類經典著作面對面地交流。太長時間以來，確定版本依據這

樣一個假設—讀者在教室裏學習這些著作，因此需要導

讀、詳盡的註釋、參考書目等。此類版本無疑非常有用，但

我想，如果能夠重建托馬斯 A潘恩《常識》或約翰 A羅斯金

《藝術與人生》初版時的環境，重新營造更具親和力的氛圍，

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當時，讀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

理性思考外沒有其他參照。

這樣做有一定的缺點：每個作者的話難免有難解或不可

解之處，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識會缺失。例如，讀者對亨利 A

梭羅創作時的情況毫無頭緒，也不了解該書的接受情況及影

響。不過，這樣做的優點也很明顯。最突出的優點是，作者

的初衷又一次變得重要起來—托馬斯 A潘恩的憤怒、查爾

斯 A達爾文的靈光、塞內加的隱逸。這些作家在那麼多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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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了那麼多人的生活，其影響不可估量，有的長達幾個世

紀，讀他們書的樂趣罕有匹敵。沒有亞當 A斯密或阿圖爾 A

叔本華，難以想像我們今天的世界。這些小書的創作年代已

很久遠，但其中的話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

智力生活、社會規劃和宗教信仰。

“偉大思想系列”一直求新求變。地區不同，收錄的作

家也不同。在中國或美國，一些作家更受歡迎。英國“偉大

思想系列”收錄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則默默無聞。稱其為

“偉大思想”，我們亦慎之又慎。思想之偉大，在於其影響之

深遠，而不意味着這些思想是“好”的，實際上一些書可列入

“壞”思想之列。叢書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叢書其他作家的很

大影響，例如，馬塞爾 A普魯斯特承認受約翰 A羅斯金影響

很大，米歇爾 A德 A蒙田也承認深受塞內加影響，但其他作

家彼此憎恨，如果發現他們被收入同一叢書，一定會氣憤難

平。不過，讀者可自行決定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們衷心希

望，您能在閱讀這些傑作中得到樂趣。

“偉大思想系列”出版人
西蒙 A溫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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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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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論自由.indd   4 17年6月19日   下午3:15



目 錄

譯者導讀 
� � �

一 序言 
� �

二 論思想與討論自由 
� � �

三 論個性自由—人類幸福的因素之一 
� � �

四 論社會對個人的管制權限 
� � � �

五 論自由原則之應用 
� � � �



i

“偉大思想系列”中文版序

企鵝“偉大思想系列”2004 年開始出版。美國出版的叢

書規模略小，德國的同類叢書規模更小一些。叢書銷量已遠

遠超過 200 萬冊，在全球很多人中間，尤其是學生當中，普

及了哲學和政治學。中文版“偉大思想系列”的推出，邁出

了新的一步，令人歡欣鼓舞。

推出這套叢書的目的是讓讀者再次與一些偉大的非小說

類經典著作面對面地交流。太長時間以來，確定版本依據這

樣一個假設—讀者在教室裏學習這些著作，因此需要導

讀、詳盡的註釋、參考書目等。此類版本無疑非常有用，但

我想，如果能夠重建托馬斯 A潘恩《常識》或約翰 A羅斯金

《藝術與人生》初版時的環境，重新營造更具親和力的氛圍，

那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當時，讀者除了原作者及其自身的

理性思考外沒有其他參照。

這樣做有一定的缺點：每個作者的話難免有難解或不可

解之處，一些重要的背景知識會缺失。例如，讀者對亨利 A

梭羅創作時的情況毫無頭緒，也不了解該書的接受情況及影

響。不過，這樣做的優點也很明顯。最突出的優點是，作者

的初衷又一次變得重要起來—托馬斯 A潘恩的憤怒、查爾

斯 A達爾文的靈光、塞內加的隱逸。這些作家在那麼多國家

論自由.indd   1 17年6月19日   下午3:15



ii

影響了那麼多人的生活，其影響不可估量，有的長達幾個世

紀，讀他們書的樂趣罕有匹敵。沒有亞當 A斯密或阿圖爾 A

叔本華，難以想像我們今天的世界。這些小書的創作年代已

很久遠，但其中的話已徹底改變了我們的政治學、經濟學、

智力生活、社會規劃和宗教信仰。

“偉大思想系列”一直求新求變。地區不同，收錄的作

家也不同。在中國或美國，一些作家更受歡迎。英國“偉大

思想系列”收錄的一些作家在其他地方則默默無聞。稱其為

“偉大思想”，我們亦慎之又慎。思想之偉大，在於其影響之

深遠，而不意味着這些思想是“好”的，實際上一些書可列入

“壞”思想之列。叢書中很多作家受到同一叢書其他作家的很

大影響，例如，馬塞爾 A普魯斯特承認受約翰 A羅斯金影響

很大，米歇爾 A德 A蒙田也承認深受塞內加影響，但其他作

家彼此憎恨，如果發現他們被收入同一叢書，一定會氣憤難

平。不過，讀者可自行決定這些思想是否合理。我們衷心希

望，您能在閱讀這些傑作中得到樂趣。

“偉大思想系列”出版人
西蒙 A溫德爾

論自由.indd   2 17年6月19日   下午3:15



iii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Great Ideas 

Penguin’s Great Ideas series began publication in 2004. A 

somewhat smaller list is published in the USA and a related, even 

smaller series in Germany. The books have sold now well over two 

million copies and have popularized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for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 particularly students. The launch of a 

Chinese Great Ideas series is an extremely exciting new development.

The intention behind the series was to allow readers to be once 

long the editions of these books were creat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you were studying them in the classroom and that the student needed 

an introduction, extensive notes, a bibliography and so on. While 

this sort of edition is of course extremely useful, I thought it would 

be interesting to recreate a more intimate feeling – to recreate the 

atmosphere in which, for example, Thomas Paine’s Common Sense 

or John Ruskin’s On Art and Life was first published – where the 

reader has no other guide than the original author and his or her own 

common sense. 

This method has its severe disadvantages –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statements made by each author which are either hard or 

impossible to understand, some important context might be missing. 

Henry Thoreau was writing his book and the reader cannot be aware 

論自由.indd   3 17年6月19日   下午3:15



iv

of the book’s reception or influence. The advantages however are 

very clear – most importantly the original intentions of the author 

become once more important. The sense of anger in Thomas Paine, 

of intellectual excitement in Charles Darwin, of resignation in Seneca 

– few things can be more thrilling than to read writers who have 

had such immeasurable influence on so many lives, sometimes for 

centuries, in many different countries. Our world would not make 

sense without Adam Smith or Arthur Schopenhauer – our politics, 

economics, intellectual lives, social planning, religious beliefs have all 

written down long ago. 

The Great Ideas series continues to change and evolve.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different writers would be included. In 

China or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some writers who are liked 

much more than others. In the UK there are writers in the Great Ideas 

series who are ignored elsewhere. We have also been very careful to 

call the series Great Ideas – these ideas are great because they have 

Good Ideas – indeed some of the books would probably qualify as 

Bad Ideas. Many of the writers in the series have been massively 

so much to John Ruskin, Michel de Montaigne to Seneca. But others 

in the same series! But readers can decide the validity of these ideas 

for themselves. We very much hope that you enjoy these remarkable 

books. 

Simon Winder

Publisher   Great Ideas

論自由.indd   4 17年6月19日   下午3:15



目 錄

譯者導讀 
� � �

一 序言 
� �

二 論思想與討論自由 
� � �

三 論個性自由—人類幸福的因素之一 
� � �

四 論社會對個人的管制權限 
� � � �

五 論自由原則之應用 
� � � �



vi

約翰 A斯圖亞特 A密爾（1806—1873 年）是英國哲學

家、政治經濟學家、政府文官，最富影響的 19 世紀思想家

之一。他的父親，英國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功利主義哲學

家詹姆斯 A密爾按照約翰 A洛克的認識理論，從密爾童年時

期就對他進行了嚴格的教養。密爾是個早慧的天才。據其自

傳，他三歲開始學習古希臘語；八歲時已經熟讀了大量古希

臘和古羅馬典籍，學習了代數、物理學和天文學等自然科學

知識；12 歲時即通曉經院和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13 歲時

接觸到政治經濟學，與父親共同研究了經濟學家亞當 A斯密

和大衛 A李嘉圖的經濟學，協助父親創建了古典經濟學中的

生產要素論。密爾在成長過程中，與李嘉圖、功利主義哲學

家傑里米 A邊沁、法國政治經濟學家讓 A巴蒂斯特 A薩伊、

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 A孔德

等當世英傑過從甚密，在思想的頻繁交流中獲益良多。作為

不信奉英國國教的新教徒，密爾沒有資格進入牛津大學與劍

橋大學讀書，於是隨父親到東印度公司任職，並在非宗教高

校倫敦大學學院接受了教育。在大學期間，他受到了英國法

學家約翰 A奧斯丁的思想影響。1851 年，他與哈莉特 A泰

勒結束 21 年的戀愛長跑，步入了婚姻殿堂。聰慧無雙的泰

譯者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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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對密爾影響很大，她包括婦女權利在內的許多思想都在密

爾的著作中得以體現。

密爾著述頗豐，覆蓋哲學、政治、經濟等多個領域，重

要著作有《邏輯體系》（1843 年）、《政治經濟學原理》（1848

年）、《論自由》（1859 年）、《論代議制政府》（1861 年）、《功

利主義》（1861 年）、《女性的服從》（1869 年）等。其中，《論

自由》是其哲學代表作。

《論自由》討論了個人在宗教信仰、思想、言論、個性等

方面的自由，研究了社會對個人可行使權利的性質和界限，

明確提出了“多數人的暴政”這一振聾發聵的名言，和“人類

無論作為個人或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

預任何人或人羣的行動自由”這一鮮明論點。全文篇幅不長，

但思想深刻、視域遼闊，引人入勝；且旁徵博引、前後相貫、

邏輯嚴謹、條理清楚、論說明晰。例如，他信手徵引了蘇格

拉底、耶穌、奧勒留大帝、路德等宗教改革家，洪堡、盧梭、

斯坦利勳爵、摩門教等古今人物與教派的事跡，列舉了食物

禁忌、禁酒令、婚姻契約、婦女權益、社會和政府干涉等現

實問題，涉及英、法、德、美、俄、中、印度等多個歐洲、

美洲、亞洲國家，使本文既具歷史的深刻，又具有現實之鋒

芒。密爾剖析問題時，十分注重多方辯證，使全文讀來底氣

豐沛而思路細密，兼備學者的嚴謹學風、文學家的生動文采

與演說家的敏捷辯才。因此，該書問世以來，影響廣播，深

受歷代讀者推崇，躋身經典名著之列。

自清末嚴復《羣己權界論》問世以來，《論自由》已有

多種漢譯本。按照恩師辜正坤先生“篩選積澱重譯論”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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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求，筆者本應盡數搜羅更逐一研讀，多方借鑒而去粗取

精，以圖繼承創新、遞進提高，創造出最佳近似原作的譯作。

惜因多種緣故，未能充分實現。近些年來，在不同譯論視角

的解構風潮下，百多年前的嚴復譯文數遭詬病。然而，嚴復

翻譯此書距密爾原著出版隔不過 40 年，稱得上去古未遠，

其中西學養亦未必輸於今人後學，故此，其譯文中雖不免雜

有清末的時代噪音，但對密爾之論點與文風的把握，是足以

信賴的。筆者在翻譯過程中，每遇疑詞難句，除多方查閱當

世資料之外，亦將拙見考校於嚴復譯文，以求義理精審，兼

向先賢篳路藍縷之功致敬。

此外，筆者曾將書中部分章節的中譯作為課程作業，在

河北大學 2012 級和 2013 級翻譯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人文

社科文獻翻譯”課堂上進行研討推究。研究生們各具千秋的

理解和譯文也對筆者有所啟發，在此一併致以謝忱。

最後，密爾原著中個別地方用詞過簡，或句法過於繁

複，邏輯關係繳繞，筆者雖盡力剖解、前後引襯，仍恐譯文

中有表意不清甚或理解謬誤之處。叩請方家不吝賜教。



謹將此書獻給我摯愛的、悲痛追憶中的她—我的賢

妻益友。是她啟發並與我共同創作了我作品中的所有精彩華

章。她崇高的真理心與正義感給予我最強勁的激勵，她的嘉

許是對我最寶貴的獎賞。本書同我多年寫出的所有其他作品

一樣，是我們二人的共同心血。但是，書稿中只有很少部分

極其幸運地經她親手潤正，某些最重要的部分本準備請她細

加審閱，而今已永無可能了。無數偉大的思想與高貴的情感

已隨她而長眠地下，倘若我能向世人傳述其中的半數，必將

令他們受益良多；她的睿智曠世無匹，失去了她的激勵與幫

助，我的所思所作何足同等裨益世人？！



“這些書頁上展現的每句論述都輻輳於一條偉大的主導

原則：讓人類任意地多樣化發展，這一點絕對至關重要。”

—威廉 A馮 A洪堡

《政府的權限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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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本文所論並非所謂的“意志自由”—那個不幸與誤

稱為“哲學必然性”的學說相對立的學說，而是“公民或

社會自由”，即：社會以何種性質、在何種限度內對個人

實施權力才算正當。關於這一問題，尚無人概述及或浮泛

而論，但其隱性存在卻深深影響着當前的種種現實論爭，

並將很可能迅速成為未來的關鍵問題。這一問題絕非新生

事物，在某種意義上，人類幾乎自誕生之初就被它分裂為

不同羣體。然而，人類中相對文明的羣體如今已進入了新

的發展階段，在新階段、新形勢下，公民自由問題浮現而

出，需要人類提出更具實質性的新對策。

自由與威權的鬥爭是我們熟悉的某些歷史階段的最

顯著特徵，在古希臘、古羅馬和英國歷史上尤其如此。不

過，古代的鬥爭是臣民或臣民中某些階層與政府之間的鬥

爭。自由意味着受到保護，免遭政治統治者的暴政之害。

統治者們（古希臘某些平民政府中的統治者除外）被認為

與其治下的民眾必然相互對立。他們或是居於統治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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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或是一個部族或階級；其威權或由繼承而得，或借

征服獲取。他們的權柄絕非民眾可任意予奪，只要有可防

範其強權鎮壓的法子，民眾便不會冒險或許也並不願去爭

奪他們的尊位。統治者的權力被視為不可或缺但也極其

危險之物，是一種既可用以對抗外敵亦可毫不猶豫地對抗

臣民的武器。若要防止鷲羣中的弱小成員慘遭眾禿鷲捕

殺，則需委派一隻最為強悍的禿鷲做首領，以制伏其他禿

鷲。然而，禿鷲王之嗜好劫掠鷲羣，絕不亞於那些勁量略

小的兇鷲，所以必須永遠警惕其尖喙與利爪。故此，那時

愛國志士的目標就是為統治者設定權限，防止其對民眾濫

施權力；這種設限行為就是他們意謂的自由。設限方式有

兩種：第一，獲得統治者對某些名為政治自由或政治權利

的承認。統治者若侵犯這些自由或權利就是瀆職，他若果

真悍然侵犯，那麼民眾進行某種抵制甚或全民造反就屬合

理合法。第二，建立憲法作為制約手段。總體而言，這一

方式發生較晚。據此，統治者若想採取某些較為重要的行

動，必須先徵得民眾或被認為代表着民眾利益的某個組織

的同意。大多數歐洲國家的統治者都或多或少地被迫服從

於第一種設限方式，但並未服從第二種方式。使第二種方

式奏效，或者在其已部分奏效的情況下使其完全奏效，就

成為各國自由愛好者的主要目標。只要人類滿足於靠一個

敵人對抗另一個敵人，滿足於接受某個主人的統治—

前提是他多少可以有效地保證不對他們實施暴政，他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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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無祈望。

但是，在人類事務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這樣一刻：

人們意識到，由與自己利益對立的他者充當統治者，並非

天然法則。他們感到，更好的辦法是，應該讓國家的各種

官員充當他們的租戶或代表，他們可以隨意解約，遣散這

些官員。似乎惟有如此，才能絕對確保政府權力不被濫

用，他們的利益才不會受損。漸漸地，不論何處，只要存

在平民政黨，這種靠選舉產生臨時統治者就會提出新的需

求，這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以前限定統治者權力的做法，

成為該政黨的主要奮鬥目標；他們力圖使統治者產生於

被統治者的周期性選舉。發展到後來，一些人開始感到，

以前太看重限定權力本身這件事了。當統治者利益與民眾

利益對立時，限定其權力（似乎）只是一種權宜之計。現

在所需要的是，讓統治者認同民眾，讓統治者的利益和意

志與全體國民的利益和意志合一。國家不必防範自己的意

志，不必擔憂其會對自己實行暴政。讓統治者完全向全體

國民負責，國民可以隨時罷免他們，因為國民可自主決定

權力的用途，所以可放心將權力託付給他們。統治者的權

力正是全體國民自身的權力，這種權力高度集中，便於行

使。這種想法或感覺，曾普遍出現於上一代歐洲自由主義

者之中，並在今天的歐陸自由主義者中仍佔主流地位。那

些同意給政府—他們認為非法的政府除外—設立權

限的人，在歐陸的政治思想家中顯得卓爾不羣。我國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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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也一度鼓舞了與這些自由主義者想法類似的論調，倘若

後來情勢未改，這種論調如今可能已甚囂塵上。

然而，與人生經歷一樣，在政治和哲學學說中，失敗

可能會掩藏各種缺陷與弱點，而成功則會暴露它們。當平

民政體僅存於夢想或遠古歷史的傳聞之中時，人們無需限

定自己對自己行使的權力，這種觀念似乎不爭自明。法國

大革命之類的暫時性社會騷亂也全然沒有動搖這一觀念。

在此觀念中，那些最糟糕的騷亂乃是少數篡奪者造成的；

它與大眾機構的常規運作方式毫無關係，而是反對國王獨

裁和貴族專制的突發事件。但是，後來一個民主共和國佔

據了巨幅的國土，且竟然躋身世界強國之列；這一重大事

實使人們開始關注和評論選舉制、責任制政體。此時，世

人方才意識到，“自治”、“人民對自我行使的權力”等詞

語並未表達事情的實相。行使權力的“人民”與作為權力

行使對象的人民並不總是同一羣體；所謂“自治”並非每

個人自我管治，而是一切別人對他進行管治。而且，“人

民的意志”實際上意味着人民當中人數最多或最活躍的

羣體—即多數派，或那些成功將自己打造為多數派的

人—的意志。於是，人民可能會有壓迫自己當中部分

羣體的意願。這種情況同其他形式的權力濫用一樣，都需

嚴加防範。因此，即便掌權者要定期對全民—即其中

的最強大派—負責，限定政府對個人的權力仍然至關

緊要。上述主張不僅受到思想家們的支持，也獲得了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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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中重要階層的青睞—因為民主政體會損害其實際

利益或假定利益，順利成為了主流觀點。現在，各種政治

理論已普遍將“多數人的暴政”列為社會需警惕的罪惡之

一。

如同其他暴政一樣，多數人的暴政主要是通過公權機

構的行為實施的，從其誕生至今，令人恐懼不已。但富有

思想的人們意識到，倘若社會這一集體本身即是凌駕於其

每一單個成員之上的暴君，那麼其暴虐手段之豐富，將絕

不限於它通過其官吏所實施的那些行為。社會有能力也確

實執行着它自己的種種命令：如果發出的命令並非正確

的，或者竟對無權插手的事情濫發號令，那麼它就是在實

行比許多其他政治壓迫更可怕的社會暴政。這是因為，它

雖然通常不以極刑威懾單個成員，卻能更深刻地滲透到個

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束縛住個體的靈魂，令其無可逃遁。

因此，保護人們免遭官員的暴政並不足夠，還需保護他們

免遭主流意見和大眾感覺的暴政，免遭社會的暴政：社會

傾向於用民事處罰之外的手段，將自己的主張和做法當作

行為規範強加於那些持異議者身上；它傾向於束縛任何與

己相左個性的發展、儘可能防止這種個性的形成，並迫使

所有的性格特點以社會自身為模型進行自我塑造。所以，

集體意見對個人獨立性的合法干預是有界限的。發現這一

界限，並保護它免遭侵越，同保護人們免遭政治獨裁之害

一樣，對維護人類事務的健康狀態而言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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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一般說來，雖然上述主張通常不太可能遭到反

對，但把這一界限設在哪裏—如何在個人自主與社會管

控之間進行恰當調整，卻幾乎是個毫無頭緒的全新問題。

所有人們珍視的生存價值，都有賴於對他人行動的切實約

束。因此，必須要強制實行某些行為規範；其手段首先是

法律，在許多法律不適用的事項上則要借助輿論。這些行

為規範應該是甚麼呢？這一點就成為人類事務中的重大問

題。而倘若我們排除少數最顯著的例子，就會發現，它乃

是人類最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沒有哪個時代、哪個國家

對其解決方案與其他時代、其他國家雷同；一個時代、一

個國家對它的判定會令另一個時代、另一個國家大為震

驚。然而，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人們全渾然不覺其解決

之難，似乎人類歷來對其看法並無二致。在他們心目中，

自己所建立的規程是不言而喻更自證自明的。這種幾乎普

遍存在的錯覺便是一個例證，足以證明習俗之神奇影響。

習俗不僅是諺語所說的第二天性，還屢屢被錯當成了第一

天性。在防止人類對彼此強加的種種行為準則產生疑慮

方面，習俗的效果格外徹底。那是因為，人們普遍認為，

在這一問題上，無論人與人之間，還是個人，都不需講甚

麼理由。人們已習慣於相信，也因為受那些嚮往哲學家風

範的人鼓動而相信，在這類問題上，他們的感覺比推理更

重要，所以推理毫無用處。指導他們形成人類行為規則的

實用原則就是每個人心中的感覺：所有人都必須像他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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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人所希望的那樣行動。事實上，誰都不肯向自己承

認，他的判斷標準只是個人偏好；一個毫無理據的、衡量

某個行為的主張，只能算是個人偏好；就算他明瞭理由，

倘若這些理由僅僅是喚起其他人感覺中的類似偏好，那也

仍然只是許多人的個人偏好罷了。不過，對普通人而言，

他獲得別人支持的個人偏好不僅僅是一個完美無瑕的理

由，而且是他用以判斷自己所有的道義觀、趣味觀或得體

觀的唯一依據，甚至也是理解自己宗教信條的總指南，儘

管他的道德觀、趣味觀或得體觀都並未明確寫入其宗教信

條當中。相應地，人們對甚麼值得讚美、甚麼值得譴責的

看法，是受到一切五花八門動機影響的。那些動機繁多，

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他人行為的期望；而他們關於任

何其他事物的願望，同樣受到數不勝數的誘因的影響。這

些動機有時是他們的理智，有時又是某些偏見或迷信，經

常是對社羣的喜愛之情，也經常是對社羣的厭惡之情—

羨慕或嫉妒、傲慢或輕蔑，但最通常是他們自己的各種慾

求或畏懼—即他們那合法或非法的一己私利。無論哪

國，只要存在某個佔據支配地位的階級，該國的道德觀就

會源於此階級的階級利益以及階級優越感。斯巴達人與其

奴隸之間、種植園主與黑奴之間、王侯與臣民之間、貴族

與平民之間、男人與女人之間的道德準則，多半就是階級

利益和階級優越感的產物。由此產生的種種是非觀念又作

用於該權勢階級內部成員的道德觀，影響着他們彼此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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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反觀之，無論哪國，只要存在一個喪失了支配地位或

其支配地位已不得人心的權勢階級，該國盛行的道德觀念

便往往帶有對優越感不耐煩甚至厭惡的痕跡。對於已被法

律或輿論強加的各種將行和緩行的行為規範，還有一大決

定性原則：人類會想像其俗世主人或天上神靈之好惡，

並屈己以從。人類這種奴性雖然本質上是自利的，但並不

虛偽；它產生的是十足真誠的憎惡之情，驅使人們燒死了

巫師和異教徒。許多惡劣因素都會影響道德觀念的走勢，

社會那些普遍且顯著的利益無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大

因素。然而，與其說這些社會利益本身是道德觀念的產生

原因，不如說它們是道德觀念派生的喜惡之情所造就的結

果。原本與社會利益無關的人類喜惡之情，在道德觀念的

建立過程中赫然突顯，威力驚人。

這樣，社會之好惡，或其中某強勢羣體之好惡，乃是

實際決定道德規範的主要事物。全體成員都要遵循那些規

則，否則便會遭到法律或輿論的懲罰。總體而言，那些思

想和情感超前於社會的人原則上都會對此情形聽之任之，

但在某些枝節問題上可能與之發生牴牾。他們忙於探尋社

會應對哪些事物產生好惡，而不是質疑社會之好惡應否成

為個人必須遵守的法律。他們更樂意努力改變人類對他

們持有異見的具體事項的看法，而不願與其他異端分子一

起，共同致力於捍衛自由。只在一件事上，他們不再單打

獨鬥，而是依理佔據了制高點且堅守始終；這件事就是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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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信仰。做此事有很多益處，尤其是它極為醒目地表明，

所謂道德感是多麼不可靠：一個頑固者心中“神學家之間

的憎恨”是道德感表現最直白的事例之一。第一批打破自

詡為“普世教會”組織之枷鎖的人，通常與該教會一樣，

不願容忍異己的宗教主張。而一旦衝突結束，哪一方都沒

有獲得完勝，每個教派都會被弱化，各教派都會把期望值

降低到能夠維持既有的地盤就行；少數派發現沒有機會變

成多數派，只得懇求那些他們無法改變其信仰的人，允許

他們持有不同宗教主張。這樣，幾乎僅僅在宗教信仰的戰

場上，才存在個人有權利反對社會原則的理據，才能公開

駁斥社會有權管轄異見分子的說法。那些給世界帶來了宗

教自由的偉大作者大都堅稱：良心自由是一項不可廢除的

權利，並徹底否定了“個人有義務向他者解釋自己宗教信

仰”的觀點。然而，人類天生對自己真正關心的一切不容

異議；除了個別宗教觀念淡漠的地方，人們因厭煩神學爭

論而贊成宗教自由之外，宗教自由在任何國度都沒有真正

實現過。幾乎所有宗教信仰者心中，對信仰自由義務的承

認都是暗自有所保留的；即便在那些最寬容的國家，情況

也是如此。有人會做到容忍教政問題上的異見，但不會容

忍教義問題上的異見；有人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天

主教徒或唯一神論者；有人則能寬容任何人，卻不能寬容

天啟教信徒；有些人的寬容度稍大，但不能容忍對任何神

靈和來世的信仰。無論何處，只要大多數人的宗教情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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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真誠而熱烈，要求全員遵從宗教的呼聲就高漲不退。

相比其他歐洲國家，英國政治歷史情形特殊，所以其

法律的枷鎖較輕，而輿論的枷鎖較重。英國人對立法或執

法當局明目張膽干預私人行為的事情十分戒備。他們這樣

做並非出於維護個人獨立的公正考慮，而是出於將政府視

為公眾利益對立面的思維習慣。大部分英國人都尚未感覺

到政府的權力就是他們自己的權力，或政府的主張就是他

們自己的主張。他們若果真感覺如此，個人自由就很可能

像遭到輿論侵犯那樣，面臨政府侵犯的威脅。然而，直至

今日，他們仍有一股強烈的情感，可以隨時喚起：抵制法

律在它以前未曾管轄過的事情上對個人進行管制的任何企

圖；可他們在這種情感升騰時，卻毫不分辨所涉事項是否

屬於法律管制的範疇。因此，此種情感雖然總體而言十分

有益，但很可能在具體事例的處理上對錯參半。事實上，

並不存在一種公認的原則可常規衡量種種政府干預是否正

當；人們的判斷依據就是其個人好惡罷了。有些人不管發

現有善事需實行，抑或有惡事需矯正，都很樂意鼓動政府

採取行動；而其他人則寧願承受幾乎所有的社會弊病，卻

不肯增加一項允許政府管控的新事物，使人類受益。在任

一具體事例中，人們是屬於前一羣體或後一羣體，要看他

們大體懷有哪種感覺；倘若那件事被提議由政府作為，就

要看他們對此事的興趣度如何，或者看他們是否相信政府

會按他們的意願作為。判斷他們屬於哪一類羣體，不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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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對政府適合做甚麼是否持有始終如一的意見。在我看

來，缺乏公認衡量原則或規則的後果是，這一派與那一派

同樣常常出錯，他們錯誤調用和錯誤譴責政府干預的頻率

大體相當。

本文旨在宣明一條十分簡單的原則，以完全監管社會

強迫以及控制個人的方式，無論是法律刑罰的肉體暴力或

公共輿論的精神威壓。該原則就是，人類無論作為個人或

集體，只有出於自衛這唯一目的時，才能干預任何人或人

羣的行動自由。違反其意志，對一位文明社會的成員正當

行使權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傷害他人。個人的物質或精

神利益不足以作為對其行使權力的正當藉口。“那樣做是

為了他好”、“那樣做會使他更幸福”、“在別人看來那樣做

很明智甚或非常正確”，這些都不是強迫接受或忍受管制

的正當理由。我們可以提出許多充足的理由抗議、與之

理論、說服或懇求，但沒有充足理由逼迫或告知，他如若

不然必將自吞惡果。要證明這一做法的正當性，必須估算

出，要阻止其從事的那一行為會對他人產生何種惡果。任

何人需要對社會負責的那些行為都必須是關聯他人的；對

那些只與個人有關的行為，他都擁有絕對的自主權。個人

是自己身體和精神的君主。

也許，我無需指出，這一原則僅僅適用於心智成熟的

人。本書所論無關兒童或未及法定成年期的青少年。那

些尚需他人照顧的人，應當受到保護，以免他們受到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