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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 、
边沁功利主义与英国法人性假设的形成
徐国栋
（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要： 差不同同时在雅典形成的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亚学派后来成为了未来的英美法系和大陆
法系的精神教父。伊壁鸠鲁学派主张快乐主义并以财富作为达成快乐的手段 ，斯多亚学派张扬道德理
摘

想主义并排斥财富作为道德完善的手段 。边沁继受伊壁鸠鲁哲学将之改造为功利主义，这种主义成为
英美法的哲学基础，它以区分法律和道德为特征。罗马法继受了斯多亚哲学作为自己的灵魂 ，从罗马法
派生的大陆法系由此具有斯多亚主义的因子 ，它体现为道德一定程度的法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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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307 年，伊壁鸠鲁学派的创始人伊壁鸠鲁定居雅典设坛讲学 。约在公元前 308 年，斯多亚派
的创始人芝诺（ 约公元前 334 年—约公元前 226 年） 也在雅典开始讲学，两个学派差不多同时创立。 更
［1］

有意思的是，两个学派的创始人也差不多同时出生

。 有谁会想到公元前 308—公元前 307 年是一个

具有重要法律意义的时间？ 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产生之前就奠定了它们各自
的特征的时间。尔后，伊壁鸠鲁学派中的快乐主义因素将孕育出边沁的功利主义 ，后者将引导英美法作
出道德现实主义的选择，而斯多亚派的道德理想主义很快被罗马法吸收 ，经过中世纪教会法的传导，影
响了当代大陆法在一些领域的道德理想主义 。
一、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
伊壁鸠鲁（ 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 年） 是一个雅典平民的儿子，出生于萨默斯。 早年曾在提乌听
过德谟克利特派的瑙昔劳尼（ Nausiphanes） 的讲课。 公元前 323 年，他在雅典度过自己的冠礼年，开始
享有雅典公民权。然后在科洛潜心研究 12 年。公元前 310 年，他在米底勒尼建立了一所学校。 公元前
306 年，他把学校迁到雅典。他在这里自成一派，著书 300 余卷。 尽管多数失传，但其学说对后世产生
［2］

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功利主义法学可以说是这样影响的成果 。

伊壁鸠鲁的学说包括准则学、物理学、社会理论、伦理学等方面。 与本文相关的是其伦理学。 伊壁
鸠鲁的伦理学以快乐主义为特征 。快乐主义相信人的一切活动的目的是快乐 ，因而趋乐避苦是人的普
［3］

遍行为模式
*

。诚然，快乐是满足欲望的结果，但不能由此认为伊壁鸠鲁主义是纵欲主义。 该派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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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有 3 种： 自然而必要的，例如食欲； 自然而不必要的，例如性欲； 不自然又不必要的，例如获得政治权
［4］
力的野心 。所以，伊壁鸠鲁在性方面实行禁欲主义，在政治上实行避世主义。 尽管后两种主义跟斯
多亚哲学差不多，但伊壁鸠鲁哲学永远无法摆脱欲望主义的恶名 。古往今来，作者的悲剧在于一本书只
在少有的情况下通过其内容被了解 ，在多数情况下只是通过其标题被了解 。
除了对欲望进行分类外，伊壁鸠鲁还对快乐进行分类。分为强烈而不能持久的与平静而长久的 、动
态的和静态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强烈而不能持久的快乐有如性的快乐 ，伊壁鸠鲁认为性交对人无益，
［5］
［6］
他自己可能因此终身未婚 。平静而长久的快乐有如友谊 ，它滋润人心又不伤身。动态的快乐又称
积极的快乐，它是欲望的满足的效果。静态的快乐又称消极的快乐，它是痛苦的免除，伊壁鸠鲁更看重
［7］

这种快乐

。肉体的快乐是满足食欲、性欲等身体愿望的结果，精神的快乐的对象是对过去的快乐的
［8］

回忆或对未来的快乐的期望

。所以，精神上的快乐是对肉体的快乐的观照。 按伊壁鸠鲁的学说，精

［9］

神上的快乐高于肉体上的快乐 。
对欲望的满足造就快乐，而欲望的满足需要一定的手段，财产是这方面的最重要手段，伊壁鸠鲁认
［10］

为财产属于善的范畴，因为财富对于快乐和健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非避世主义的一面。

。这样的肯认使他的哲学具有了

一言以蔽之，伊壁鸠鲁哲学是一种关于生活目的的理论 ，它把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斯多亚哲学同
样是一种关于生活目的的理论，与伊壁鸠鲁主义把快乐当作生活的目的相反，它把美德当作生活的目
的。当然，践行美德可以达成精神之乐，但达成美德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例如履行难以 实 现 的 诺
［11］
言 ，承认自己是车祸制造者并承受由此而来的刑事和民事责任 ，不对敌人说谎，等等。 美德之达成并
不以财富为必要条件，所以，斯多亚哲学轻视财富，甚至不把它列入属于善的物品。斯多亚哲学认为，被
评价的世界由善、恶、分别靠近善恶的事物和中性的事物 5 个部分构成。 道德是唯一的善，卑鄙是唯一
的恶。靠近前者的，是有正面价值的事物（ 健康、正义感等） ，靠近后者的，是有负面价值 （ 疾病、贫穷、耻
辱等） 的事物。在两大类事物之间还有中性的事物 （ 例如掷骰子游戏，用于赌博则为恶，用于分财分工
则为善）

［12］

。显然，斯多亚哲学认为财富不是善［13］，甚至认为财富会干扰人们对美德的追求 ，故主张通

过缩减人的需要和所有来让他集中精力于对美德和哲学的追求 。
比较两种哲学，可以认为伊壁鸠鲁哲学是物质主义的 ，侧重第一层次的生命需求，是义利并重的，斯
多亚哲学是精神主义的，侧重第二层次的生命需求，是重义轻利的。两种哲学的差别后来或多或少地成
为了英美法和大陆法的人性论基础的差别 。
二、边沁功利主义与性恶论
英美法主要通过边沁接受了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 ①。 边沁是功利主义法学的创始人，而功利主义
［14］
从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演化而来 。按边沁的自述，他是从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一书得到快乐
［15］

主义的数学处理启示的

。该书的引言中有“最大多数人分享最大幸福”的人类行为研究原则［16］。 贝

1728—1787 年 ）
卡利亚得出这一原则可能是受到了其朋友费尔蒂南多 · 加利亚尼 （ Ferdinando Galiani，
的启发。在他于 1751 年出版的《论货币》（ Della Moneta） 一书中提出了伊壁鸠鲁式的经济理论，认为人
由激情构成，对激情的满足就是快乐，快乐的获取就是幸福。功利就是事物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的属性。
［17］
他还提到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的争鸣 。由此看来，边沁是通过贝卡利亚间接地受到了伊壁鸠鲁
的快乐主义的影响的。但我们应看到，如果可以把贝卡利亚看成一个快乐主义者 ，他的快乐主义已与伊
壁鸠鲁的相应主义不同。后者是从个人出发考虑快乐的，所以，后世都把伊壁鸠鲁看作个人主义者，贝
卡利亚从社会（ “最大多数人”） 出发做同样的事情，他假定就何谓最大幸福社会上有不同的意见，多数
哈特莱、普雷斯特里、爱尔维修的学说也对边沁产生了影响。参见张玉堂： 《边沁功利主义法学研
① 还有其他功利主义者如休谟、
究》，华东政法大学 2010 年博士学位论文，第 45 页及以次。也参见哈特为边沁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写的导言。边沁： 《道德与立法
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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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意见将是整个社会的意见，这样的安排就具有了民主色彩。由于边沁是从贝卡利亚的著作接驳快
［18］
乐主义的，他把快乐主义与利他主义结合起来了 ，考察的快乐不是行为人自己的（ 这是伊壁鸠鲁所做
［19］
的） ，而是行为涉及的所有人的 。 他用“利益有关者 ”的表达而非“行为人 ”的表达指称快乐的主
［20］
体 。如果说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是个人快乐主义 ，则边沁的快乐主义是社会快乐主义。 所以，奥斯
［21］
丁说功利主义并非利己主义 ，是有道理的。
像伊壁鸠鲁一样，边沁也对快乐进行了分类并相应地对痛苦进行了分类 。 他把快乐分为简单的和

复杂的。简单的快乐包括 14 种，它们由各自的原因引起，它们是： 感官、财富、技能、和睦、美名、权力、虔
诚、仁慈、恶行、记忆、想象、期望、交结、善行。 简单的痛苦包括 12 种，它们也由各自的原因引起，它们
［22］
14 种快乐的
是： 贫穷、感官、笨拙、仇恨、恶名、虔诚、仁慈、恶行、记忆、想象、期望、交结 。 可以看出，
负面大致就是痛苦，不过边沁未为“权力”和“善行 ”安排其负面，所以，权力和善行的阙如不构成痛苦。
这样的安排恐怕与生活现实不符 。一个惯于操弄权力的人一旦失去权力将遭受痛苦 。一个自己不行善
的人看到别人行善，也有遭受嫉妒之苦的机会。
无论如何，上述快乐以及相应的痛苦可以大别为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 。例如，感官和财富的快乐是
物质上的，美名、善行之乐是精神上的。前种快乐让人利己，后种快乐让人利他。 有时候人们会放弃前
种快乐追求后种快乐，慈善家们就是如此。
边沁认为，人是在计算苦乐数量多少的过程中活动的 ，避苦求乐是人的本分。 如果苦实在避不了，
［23］
那就要力图减轻 。这样的思想似乎可在中国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古语中找到对
应物。
那么，边沁如何看待人性？ 避苦求乐的行为模式不能用来证明人性本恶 ，只能证明人理性行事。事
［24］
实上，边沁认为人是自私的 。他说，不能不承认，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肯定会找到适当的动机来考
［25］
虑的利益，唯有他自己的利益 。又说： 说到一般伦理，一个人的幸福将首先取决于他的行为当中仅他
本人与之有利害关系的部分，其次取决于其中可能影响他身边人的幸福的部分 。但尽管如此，没有哪个
［26］
场合他是全无动机来考虑他人幸福的 。边沁对人性作出这样的悲观界定是想把道德与法律区分开 。
他把道德称为私人伦理，它教导的是每一个人如何可以依凭自发的动机 ，使自己倾向于按照最有利于自

身幸福的方式行事，而立法艺术教导的是组成一个共同体的人群如何可以依凭立法者提供的动机 ，被驱
［27］
使来按照总体上说最有利于整个共同体幸福的方式行事 。驱使的手段只有惩罚，而惩罚本身都是邪
［28］

，因为法律的目的只能是增长幸福 ，因此他认为，一些事情，要交给私人伦理谴责，不宜作为立法
［29］
者控制的对象 。边沁区分法律和道德的结果是法律放纵人的自利倾向 ，而道德鼓励人们心中固有的
恶的

利他倾向。在这一框架下，说边沁在立法领域采用性恶论，未尝不可。 由此类推，说伊壁鸠鲁哲学必然
走向性恶论，也未尝不可。事实上，伊壁鸠鲁哲学后来不断被人曲解为纵欲主义①，是由其理论前提决
定的。
在区分法律与道德的基础上，边沁反对道德的法律强制。他说，一个私人无不应当以自己的行为去
争取他本人及其同类的幸福，然而立法者有时却不应当 （ 至少是直接地，并以直接对具体的个别行为实
施惩罚为手段） 试图指导共同体内若干成员的行为 。每项可望有益于整个共同体 （ 包括他本人在内 ） 的
事，每个人都应当去做，但并非每项这样的事立法者都应当强迫他做 。每项可能有害于整个共同体 （ 包
括他本人在内） 的事，每个人都应当避免去做，但并非每项这样的事立法者都应当强迫他不做 。 笔者认
为，践行这样的主张，必然导致非道德的法律。
总之，边沁的功利主义已脱离伊壁鸠鲁哲学的隐世主义成为一种入世的或经世的哲学 ，它希望抓住
［30］
快乐和痛苦两个“把手”把社会治理良好。 相反，斯多亚哲学是治疗性的哲学，是疗救人的苦痛的 。
最使人痛苦者莫过于物欲谴责一切快乐 ，它使人躁动不已。一方面使人奋发有为，另一方面也使人做许

多不适当的事情。如同人们所说的无欲则刚，斯多亚哲学的理论是无欲则德。 所以主张有德即幸福并
①

边沁提到自己的功利主义被人与伊壁鸠鲁主义的恶名挂钩。参见边沁：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 2000 年

版，第 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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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弃财富。可以说斯多亚哲学是出世的，也是理想主义的。当然，边沁在道德领域也是理想主义的，但
他保留了法律作为道德现实主义的领域 。斯多亚哲学未完成这样的道德与法律的区分 ，所以，贯彻斯多
亚哲学的罗马法是以道德标准作为法律标准的 ，例如，罗马法基于较高的人性要求，确立了诚信原则。
基于此打造了诚信（ Bona fides） 与恶信（ Mala fides） 的对立。前者依托的是伦理学上的善（ Bonum） ，后者
依托的是伦理学上的恶（ Malum） 。这种词源上的类比就可证明诚信原则是立法者对于人们行为的道德
干预，干预的方式是给予诚信者奖励，给予恶信者制裁①。 又如，罗马法不像一些现代民法典一样承认
拾得人可以取得拾得物的所有权。“拾得遗失物者，于失主之请求前，负有保管遗失物之义务，不能取
［31］

［32］

得其所有权。” 总之，罗马法采用的人性标准是公民标准而非市民标准

。
［33］

在罗马法以后，斯多亚哲学通过基督教会传承下来 ，又通过教会法传导到了现代大陆法中

，造成

这种法在一些领域具有禁欲主义或道德理想主义色彩 ，而英美法长期以来不具有这样的色彩，一有一
无，构成两大法系精神风貌上的一大差别 。
三、英国法人性假设的形成
英国法对人性的预设符合边沁的立法性恶论 。兹举数例说明之。
其一，诚信原则在合同法和时效法中的阙如 。诚信原则是罗马人依据斯多亚哲学创立的 ，后来成为
大陆法系的特征之一，以客观诚信和主观诚信两种形式全面体现在各个民法制度中 。 诚信原则的本质
是以道德入法律，限制对自利的追求，要求人们在“义 ”与“利 ”冲突时舍利取义。 而英国法秉承功利主
义哲学，区分道德与法律，在法律领域采用性恶的人性假定，这导致英国法在一些领域排斥诚信原则。
［34］

首先在合同法领域如此。故英国法认为不追求自利的合同不是合同
［35］

斥在合同法之外

，因此把“家长关怀式的”诚信排

，实行买者担心 （ Caveat emptor） 规则。 其内容是： “如果某人做出了同意，绝不能说

他受了欺骗 ”。 其适用的典型案例是 Handelor v． Lopus 一案，其中，被告以 100 英镑的价格售给原告一
块东西，断言它是一块牛黄。原告发现它并非牛黄后起诉，获败诉，法院的理由是被告只是断言标的物
［36］

是牛黄，但未担保它是牛黄

。按本案判决的理路，订约的过程是双方诈欺水平而非诚信程度的一场

较量，赢者胜诉。其次在时效法领域如此。英国法中有反向占有制度。 从 1833 年开始，英国就允许人
们利用这种制度取得地役权和不动产所有权 ，从 1939 年起用于取得动产所有权。适用于不动产的时效
［37］

期间是 12 年

。这种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为： 1． 占有人实际占有了财产并获得了个人专有的占有权 ；

2． 占有是公开的和众所周知的； 3． 占有必须是反向的或敌对的； 4． 占有在法定期限内连续进行［38］。 与
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的取得时效制度不同 ，这里不包含诚信的要件②。 我们知道，取得时效制度在盘活社
会闲置资产与保护个人所有权之间求平衡 ，诚信要件是限制侵害他人权利者染指他人财产的一道闸门 。
英国法显然放弃了这一闸门。
但必须承认，英国法在保险法和家庭法的范围内还是承认诚信原则的 。就前者而言，曼斯菲尔德勋
爵（ 1705—1793 年） 于 1766 年在审判 Carter v． Boehm 一案时引进了诚信原则，导致 1906 年的《海上保
险法》第 17 条规定： “海上保险合同是建立在最大诚信上的合同，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最大诚信，他方
［39］
1970 年的《婚姻诉讼与财产法》（ Matrimonial Proceedings and Prop可以宣告合同无效。” 就后者而言，

erty Act） 规定，只要至少有一方当事人诚信缔结了无效婚姻 ，在它解除时，就赋予许多离婚的效果，包括
［40］

子女被承认为婚生

。1975 年的《继承法》第 25 条之 （ 4） 规定，曾诚信与死者缔结无效婚姻的一方有

权向法庭请求从死者财产中获得合理的经济供养 。1976 年的《婚生子女法 》第 1 条之 （ 3） 规定： 只要父
［41］

母的一方或双方相信婚姻有效，出生的孩子视为婚生
①

。 这样，就对诚信的无效或可撤销婚姻缔结方

关于罗马法给主观诚信者的多种多样的奖励，参见徐国栋： 《罗马法中主观诚信的产生、扩张及意义》，载《现代法学》2012 年第

3 期。
②

作为对比，罗马法中取得时效的要件有五： 标的适格（ Res habilis） 、名义（ Titulus） 或原因（ Causa） 、诚信（ 主观的） 、占有、一定期

间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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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们自身和子女做了保留婚姻部分效力的规定 ，这对他们是有利的。
要强调的是，英国法接受诚信原则都是受外来影响 ，例如，保险法中的诚信原则之引入是受罗马法
影响，家庭法中的诚信观念之引入是受教会法影响 。英国法对诚信原则的排斥则是它的本土文化。 例
如，
在边沁的著述中不乏对人的心理的研究 ，他认为，人对环境的观察力可以有 3 种情况： 知觉、不觉、错
觉。行动者确认存在真实存在的环境 ，而非任何别的环境，是谓知觉； 未觉察存在的某些确实存在的环
［42］

是谓不觉； 相信或想象存在某些实际上不存在的环境 ，是谓错觉
境，

。这里的不觉概念和错觉概念非

常接近大陆法中的主观诚信概念 ，但边沁由于哲学立场决定，就是没有把它们打造成诚信概念并赋予奖
励的效果，尽管他认识到法律有奖励功能，大陆法则在诚信领域运用奖励甚多 。
其二，不要求对陌生人见义勇为。 见义勇为是在他人处在危难时予以施救的行为。 它超出了“毋
害他人”的法律要求，达到了“爱你的旁人 ”的道德要求。 英国最初的法律不承认对陌生人的见义勇为
义务，因此，站着看一个小孩在一个浅水池里淹死的路人不对不施援救承担责任 ，尽管他只要冒最小的
［43］

风险就可以救小孩的命

。但英国法承认对亲人或熟人 （ 与行为人有特殊关系者 ） 的见义勇为义务。

就亲人而言，夫妻之间互负救助义务，因此，一位眼见自己不会游泳的妻子在游泳池溺死的丈夫要承担
［44］
杀人罪的责任 。熟人关系包括监护人与被监护人 ，医生和病人，登山导游与旅游者，警察、消防队员、
［45］

救生员和公众，船长、船员与乘客，主人与仆人，主人和客人等之间的关系

，因此，一位船长要对生病

或遇到危险的乘客承担救助义务。不难看出，这种安排中有边沁的法律不得强制人们为善的学说的影
［46］
子 。
与之相反，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早就对见死不救入罪化 ，不论对亲人熟人还是陌生人，都是如此。 例
1845 年《俄国刑法典》第 998 条从宗教义务的角度规定了见死不救罪： “如果一个基督徒冷酷无情，
如，
［47］
不施行照料，导致孤立无助的人死亡，他将受到其精神当局命令的教会法惩罚。” 1903 年的《俄国刑
［48］

法典》第 491 条继承其先驱者，也做了这样的规定

； 1853 年的意大利的《托斯卡纳刑法典 》第 97 条，

［49］

，
1871 年的《德国刑法典 》第 360 条，
1881 年的《荷兰刑法典 》第

1867 年的《比利时刑法典》第 422 条

450 条从世俗的角度规定了同样的罪名，后者判处行为人 3 个月的监禁外加 300 福罗林以内的罚金。
1889 年的《芬兰刑法典》第 21 章第 15 条（ 1995 年增补） ［50］、
1889 年的《意大利刑法典》第 389 条都做了
1926
类似的规定。以上为 19 世纪的立法例。20 世纪的立法例有： 1902 年的《挪威刑法典 》第 387 条，
年的《土耳其刑法典》第 476 条，1930 年的《意大利刑法典 》第 593 条，1930 年的《丹麦刑法典 》第 253
［51］

条

，
1936 年的《罗马尼亚刑法典》第 489 条，
1940 年的《冰岛刑法典 》第 221 条，
1950 年的《希腊刑法

1950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 》第 227 条第 1 款，
1951 年的《保加利亚刑法典 》第 148
典》第 307 条，
1951 年的《南斯拉夫刑法典》第 147 条，
1952 年的《阿尔巴尼亚刑法典》第 157 条，
1953 年的《德国刑
条，
1957 年的《埃塞俄比亚刑法典 》第 547 条，
1960 年的《苏俄刑法典 》第 127 条，
1960 年
法典》第 330c 条，
1961 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刑法典》第 207 条，
1961 年的《匈牙利刑法典 》第
的《乌克兰刑法典》第 112 条，
［52］
①
259 条 ，
1974 年《奥地利刑法典》第 95 条 ，
1994 年的《法国刑法典》第 223 － 6 条； 1995 年的《西班牙
1999 年的《越南刑法典》第 102 条［53］，
2003
刑法典》第 195 条第 1 款； 1997 年的《波兰刑法典》第 162 条，
［54］
年的《瑞士刑法典》第 128 条 。
［55］

其三，允许高利贷。英国曾是一个禁止高利贷的国家

。1787 年，边沁发表《为高利贷辩护 》系列

信件，提出了放任高利贷的主张。他的出发点是自由主义原则： 任何处在成熟年龄、头脑健全、行动自
由、眼睛睁开的人，不应为了他的利益阻止他通过讨价还价获得他认为适当的借款 ，任何人都不应被阻
［56］

止按他认为适当的让渡条款借钱给他

。 此语中贯穿着理性人假设： 对于借款人如此。 尽管利率很

高，对他是一种苦，但他是通过计算作出选择的，这意味着有一种大于这里的苦的快乐作为报偿。 此语
除了另有注释说明的外，都参见 F． J． M． Feldbrugge 的文章 Good and Bad Samaritans，a Com① 关于这些国家见死不救立法的情况，
parative Survey of Criminal Provisions Concerning Failure to Rescue，In 14（ 1965 － 66）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以及 Aleksander
W． Rudzinski 的文章 The Duty to Rescue： A Comparative Analysis，In James M． Ratcliffe（ Edited by） ，The Good Samaritan and the Law，Doubleday
＆ Company，INC． ，New York，
1966，pp． 125ss． 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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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贯穿着经济人假设，对于贷款人如此。他无疑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不顾对手的死活的人。
尽管在边沁发表上述言论时英国 1660 年的《反高利贷法》（ 规定最高合法利率为 6% ） 仍有效，但该
［57］
法在 1854 年被废除，因为几乎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都支持边沁的主张 。 当今的英国仍是西方世界
［58］
中少有的没有反高利贷立法的国家 。无独有偶，吉米 · 卡特总统在 1980 年 11 月 10 日，签署了《存
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 Depository Institutions Deregulation and Monetary Control Act） ，解除了美
［59］

联储 Q 条例规定的利率上限，豁免按揭和其他类型的贷款受州的反高利贷法的限制
美法系两大国家在高利贷问题上的立场统一 。

。由此完成了英

相反，大陆法系国家多有反高利贷立法。例如 1825 年的《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 2000 条规定： ……
利率按双方约定，或在无约定时，以《经修订的路易斯安那制定法 》第 9： 3500 条确定的法定利率计息
……［60］经查，《经修订的路易斯安那制定法 》第 9： 3500 条确定的年利率是 12% ［61］。 正好是《十二表
［62］
法》允许的最高利率 。
1855 年的《智利民法典》第 2206 条规定： 约定的利率不得超过特别法规定的限额； 法律未作限制
时，如证明约定的利率超过订约之时的普通利率的一半 ，法官在此种情形可将利率减少至上述普通利
［63］

率

。

1870 年的《马耳他民法典》第 1852 条规定： 1． 年利率不得超过 8% ； 2． 如果约定了任何较高的利息，
［64］
应当减少至上述利率； 3． 如果支付了比法律确定的利息较高的利息 ，高出的部分应当从本金中扣除 。
1948 年的《埃及民法典》第 227 条第 1 款规定： 合同当事人可就迟延履行或在任何其他约定利息的
情形另行约定利率，但该约定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 7% ，高于 7% 的，应减至 7% ，超过的部分应予返
［65］

还

。

1960 年的《埃塞俄比亚民法典 》第 1751 条规定： 在应付利息而未确定利率时，利率得按年 9% 计
算 。
上述 5 个立法例采取了直接规定利率天花板的模式 。分为两种，其一是自行规定，其二是援引他法
［66］

规定，除了前两个立法例外，其他立法例都采用第一种做法。
1991 年的《魁北克民法典》第 1565 条规定： 利息按约
第二种模式是以弹性条款规制高利贷 。例如，
定利率支付； 无约定的，按法定利率支付。同时，该法第 2332 条规定： 在金钱借贷的情形，如一方当事人
遭受显失公平的待遇，法院在权衡风险及全部情节后，可以宣布合同无效，裁定削减产生于合同的债务，
［67］
或按它决定的方式修改履行债务的期限和条件 。魁北克立法者并未规定明确的最高利率 ，但如果约
定的利率高得离谱，则按显失公平的合同处理。这种模式的好处是赋予利率波动的空间较大 ，不足之处
在于它对高利贷的打击都是马后炮 ，不如事前规定明确的高利贷标准可阻止一些高利贷发生 。 采用这
一模式的还有 1900 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它也没有明确的法定利率规定，但其第 138 条第 2 项规定：
一方利用他方的困境、无经验、认知能力或严重的意志力的缺陷，使自己或第三人就某一给付获得财产
［68］

利益，该利益与此给付明显地不成比例 ，他就此进行的民事行为无效
打击高利贷。

。 这一规定也以马后炮的方式

最后一种模式是刑法制裁。例如，《意大利刑法典 》第 644 条第 1 款规定： 除第 643 条规定的情形
外，以任何形式要求他人向自己或其他人给付或者许诺给付高利贷性质的利息或其他好处 ，以作为对钱
款或其他利益借贷的报偿的，处 2 年以上 10 年以下徒刑，并科以 5000 欧元以上 30000 欧元以下罚
［69］
金 。同时，《意大利民法典》第 1815 条第 2 款规定： 如果约定了高利贷式的利率，有关条款无效，视为
［70］
不存在利息条款 。这样，民刑并举，给予高利贷综合性的制裁。
综上所述，英国法在全面承认诚信原则上、在见义勇为义务之科加上、在对高利贷的态度上明显不

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对同一些问题的处理 ，证明这三者是法系特征①，即一个法系区别于另一个法系的显
著标志。英国法对上述 3 个问题的处理明显采取立法性恶论的立场或道德现实主义的立场 ，大陆法系
①

著名比较法学家 K． 茨威格特和 H． 克茨把非婚生子女的地位和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分别当作罗马法系和德意志法系的标志。参

见 K． 茨威格特、H． 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46 页、第 330 页及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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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相应处理则采取了道德理想主义的立场 ，两者形成对照。
四、结论
两大法系各以斯多亚派和伊壁鸠鲁派为自己的哲学源头 ，它们的区别为两大希腊哲学流派之别。
但大陆法系并非浸透了斯多亚主义，而只是在一些方面保留了这种哲学的影响。 大陆法的内容分为
“常态”和“治疗”两个部分，斯多亚哲学的内容存在于“治疗”的部分。同时，我们也不能说整个的英美
法都贯彻了伊壁鸠鲁主义，因为教会法的影响，英国法中也有一些体现斯多亚哲学的安排，例如主观诚
信。而且英国法中的苏格兰法更加接近大陆法 ，因而更倾向于斯多亚主义。进而言之，美国法与英国法
颇为不同，它形成于英国法域对大陆法域的扩张过程中 ，更多地具有大陆法的色彩。
斯多亚哲学的内容都是通过教会法传导的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受到教会法影响 ，但教会法的内
容更多地保留在大陆法中，较少地保留在英美法中，这是否跟大陆法重要国家都信仰天主教 （ 教会法的
托体） ，英国拒斥教廷的干预，美国主要信仰新教的现实有关？ 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本文把边沁当作英国法人性论的奠定者 ，这是否属实？ 换言之，是边沁接受了具有这种人性论的法
律传统，还是改造了一个具有不同人性论的法律传统 ？ 这是一个“鸡”和“蛋”的先后关系问题。 但布鲁
厄姆之“改革时代就是边沁时代 ”论和梅因的“边沁时代以来的改革不知有哪一项不能归功于边沁 ”
论①有利于边沁主动者说。边沁的为高利贷辩护的言论在一个美国判例中的复现 ②也有同样的作用。
参考文献：
［1］［5］［6］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上卷） ［M］． 何兆武，李约瑟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05，
310，
311．
［2］E． 策勒尔． 古希腊哲学史纲［M］． 翁绍军译．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247．
2005． 165，
［3］［10］［11］［12］［13］西塞罗． 论至善与至恶［M］．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17，
165，
118，
117．
［4］伊壁鸠鲁，卢克莱修． 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M］． 包利民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2004． 41．
社，
2005． 22，
22．
［7］［9］赵敦华． 西方人学观念史［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8］Voir M． Guyau，La Morale d’Epicure et ses rapports avec les doctrines contemporaines，Paris，Librairie
Germer Bailliere，
1878． 59．
［14］［19］［24］舒远招，朱俊林． 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杰里米·边沁［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5． 35，
38，
7．
［15］The Works of Jeremy Bentham，Volume III，edited by John Bowring，Edinburgh，
1843． 286s．
2006． 5．
［16］切萨雷·贝卡利亚． 论犯罪与刑罚［M］． 黄风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7］F． C． Spooner，The Principle of Utility，The Contribution of Ferdinando Galiani，In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Vol． 12（ 1956） ． 81s．
2005． Blasius Amata 的序言，
10．
［18］西塞罗． 论至善与至恶［M］． 石敏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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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curus’s Hedonism，Bentham’s Utilitarianism，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Assumptions of English Law about Human Nature
Xu Guodong
（ Law School，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
Abstract： Epicureans and Stoics formed in Athens at almost the same time，then they became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the future common law and civil law respectively． The Epicureans advocate hedonism and view wealth as
a means to achieve happiness while the Stoics advocate a moral idealism and exclude wealth as a means to realize a moral perfection． The Bentham inherited the Epicureans and transformed it into utilitarianism，and this
doctrine became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the common law that characterize itself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law and moral． Roman law inherited the Stoics as its soul，so the civil law derived from Roman law thus has
factors of Stoics，which are incarnated in an absorption of morality by law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Epicureans； Hedonism； Stoics； moral idealism； common law； civil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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