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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休謨的政治經濟學（一）
⊙ 高全喜
編按： 本文是作者已經寫完的《休謨的政治哲學》（即將出版）一書的一個章節，在該書中，作者還分別
論述了休謨政治哲學的人性論基礎、正義規則理論、政治德性理論、政治學和政體理論以及休謨與
現代自由主義等問題。其中的有關章節近期已陸續以論文形式發表，如〈休謨的財產權理論〉
（《北大法律評論》第5卷第2輯）、〈休謨的正義規則理論〉（《哲學譯叢》，2003年第4期）、
〈休謨的政體論〉（《公共論叢》，第8輯）等。本文會分成三部分，先在今期刊登第一部分。請
各位讀者留意。

一、休謨與古典經濟學

1．英國古典經濟學
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經歷了一個發展演變的過程，早在古代希臘和羅馬時期，「經濟」
（οικουρομοσ）係一種家政學，1 指的是家庭事務管理，希臘的思想家們把經濟的
範疇從家庭擴展到一個共同體的城邦時，西方的經濟思想才開始出現，不過當時所涉及的經
濟內容是非常有限的。熊彼特曾這樣評述道：「他們的經濟學未能取得獨立的地位，甚至沒
有與其他學科相區別的標簽：他們的所謂經濟，僅指管理家庭的實際智慧；亞里士多德派的
所謂"Chrematistics"與經濟學這個標簽最為接近，主要係指商業活動的金錢方面。他們把經
濟推理與他們有關國家與社會的一般哲學思想揉在一起，很少為經濟課題本身而研究經濟課
題。」2 例如，色諾芬的《經濟論》所討論的經濟問題就仍然沒有超出家政學的範圍，討論的
是有關奴隸主田莊的管理技藝問題。相對說來，柏拉圖的《理想國》，特別是亞里士多德的
《政治學》等著作，已經超越了家庭經濟，進入分工、物物交換、貨幣、利息，乃至財富、
稅收和分配等「純」經濟學的領域，但所有這些問題雖都被他們討論過，可從沒有從中產生
出一門獨立的學科。為甚麼呢？因為經濟因素在希臘的思想家們眼裏，並不構成獨立的問
題，而是從屬於當時的唯一重要的城邦政治問題，有關一個城邦國家的經濟事務實際上是被
並入到政治學的領域去考察的，「希臘哲學家實際上是政治哲學家；他是從城邦的角度來觀
察宇宙的，他認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個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他一切與人類
有關的事物）。」3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學是在十七、十八世紀的英國思想家那裏才真正形成，以蘇格蘭歷
史學派所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可以說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個偉大的起點，它標誌著現代
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已經成形。雖說十五、十六世紀的重商主義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
位不可低估，它們提出了與古代思想家們截然不同的新的經濟思想，特別是強調了商品流通
過程中的貨幣的重要作用，但重商主義並沒有能夠建立一套分析社會財富的思想方法，它們
對於近代商業社會的認識是相當局限的。可以說，經過威廉．配第、洛克和法國重農主義的

過渡，近代經濟學到了斯密手裏，特別是在他的不朽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
那裏，才真正富有體系性的展現，所以，把斯密視為近代經濟學的奠基者似乎無可爭議。現
在，關鍵的問題並不是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英國思想家們得到卓有成效的闡釋，而
在於他們所創立的經濟學究竟是怎樣一種經濟學，思想史家們一致認為，十八世紀的英國古
典經濟學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政治經濟學，或者說，真正獨立的近代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是作為
一門政治經濟學而出現的。4 這一點對於本書來說至關重要，它為我們解讀休謨的經濟思想提
供了一個恰當的切入點，打通了休謨的政治哲學與經濟思想的內在聯繫，從而使得他的經濟
理論作為他的政治哲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成為可能。
顯然，英國的古典經濟學既不同於希臘的家政學，也不同於十九世紀末之後在西方流行的一
般經濟學，5 它是一種意義非常獨特的經濟體系，它們對於經濟的看法超越了以前的就事論事
的孤立方法，已經涉及到社會的經濟過程、生產、交換以及財富的本性等基本的經濟學問
題，特別是在蘇格蘭歷史學派那裏，「經濟」被放到了一個社會政治的廣闊背景下來加以分
析和研究，「政治社會」成為了「經濟學」的出發點，因此，它們又可以說是一種市民社會
的政治經濟學。把經濟學置於政治學的統轄之下，或從一個廣闊的政治社會的現實背景以及
歷史的動態演變中考察一個社會的經濟過程和財富的本性，這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
特徵。這個特性早在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第一位奠基者威廉．配第的著作中就明顯地表現出
來，他在《政治算術》、《賦稅論》、《愛爾蘭的政治解剖》等著作中所提出的研究方法，
一方面貫徹了他的基於霍布斯學說之上的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觀點，另一方面又採取了「勻
稱、組織和比例」的數量分析方法，對於社會經濟事務，特別是國家財政問題給予了深入的
解剖，使得諸如愛爾蘭這樣的「政治動物」呈現出一種不同於傳統政治學視野下的新的意
義，這個新的社會政治觀實際上就是政治經濟學。6
至於休謨，我們知道，他有關經濟學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以「經濟學」這樣的名目出現，
而是置於他的政治理論之中的，且不說他的《人性論》第三卷所包含的經濟思想是在「道德
學」之下展開的，並融會了法律規則的內容，即便是他的純粹的經濟論文，如「論商業」、
「論貨幣」、「論利息」和「論貿易平衡」等，也是在《政治論叢》的書名之下出版的，而
且在他在世出版的《道德與政治論文集》，乃至他去世後他人編輯的《道德、政治與文學論
文集》中，他的所有經濟論文都並沒有在經濟學的名目下出現，而是歸屬於政治學的領域。
這種情況並不是偶然的，它符合當時理論家們對於經濟學的理解，休謨在《人性論》的「引
論」中所開列的有關人性學的四門學科沒有經濟學，顯然，它是包含在「研究結合在社會裏
並且互相依存的人類」的「政治學」之內的。
這一情況在斯密那裏也同樣如此，正像我們在前面的章節中已經指出的，斯密的《國富論》
與他對於政治學的理解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在有關法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的最後部
分，討論那些「不是基於法律原則而是基於權宜原則的旨在增進國家的財富、力量和繁榮的
政治條例」。「這個意圖下，他講述了與商業、財政、宗教以及軍備有關的政治制度。他在
這些問題上講授的東西，包括著後來他以《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為標題出版的一
本著作的內容。」7 從這個意義上說，斯密的這個在早年就孕育的政治思想體系在《國富論》
中並沒有徹底完成，它只是部分地實現了他的想法，所以，斯密在《道德情操論》的第四篇
結尾和1790年刊行的第六版的「緒論」中反覆指出，他的工作並沒有完成，「我將在另一篇
論文中，不僅就有關正義的問題，而且就有關警察、國家歲入和軍備以及其它成為法律對象
的各種問題，努力闡明法律和政府的一般原理，以及它們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社會時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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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過的各種劇烈變革。」 儘管斯密在他生前的兩本主要著作《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中
並沒有直接的論述這個有關法律制度或政治制度的問題，但是，我們發現他在寫《國富論》
之前的一個相當長的階段中曾對於上述問題給予過深入的研究，坎南整理出版的《關於法
律、警察、歲入及軍備的演講》一書展示出斯密有關法律制度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或一個雛
形，所論述的問題實際上恰恰是他的《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提出的作為中介環節的
法律制度的可能性，或者說他提供了一個在道德原理之下如何保障最大化實現國民財富的法
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對此，「原編者引論」寫道：在這本《演講》中斯密「力圖探究公法和
私法的逐漸發展過程，從最野蠻的時代到最文明的時代。他並指出那些有助於維持生活和促
進財富積累的技藝是怎樣使法律和政治發生相應的改善和變革。」9
我們看到，斯密的上述考慮並非個人的奇想，而是有著深厚的理論背景。哈奇遜在那部《倫
理哲學入門》的著作的「引言」中曾對當時的學科作了劃分，他說前人把哲學分為論理哲
學、自然哲學和倫理哲學三個部門，其中「關於自然法則的知識又分三部分：（1）私人權利
理論或流行於無政府狀態下的法律；（2）經濟學或關於若干家庭成員的法律；（3）政治
學，說明政府的各種計劃和國與國之間的權利關係。」因此，哈奇遜的《倫理哲學入門》三
篇分別名為「倫理學原理」、「自然法原理」和「經濟學與政治學原理」。10作為哈奇遜學
生的斯密，顯然接受了上述的學科分類，在倫理學之下發展出了他的《道德情操論》，並把
經濟學放在「警察」的部分來討論。按照當時人們的理解，政府管理物價和創造貨幣都屬於
警務的範疇，在「警察」的第二部分，斯密討論了人類的物質需要與分工，指出了分工是文
明國家所以比野蠻國家享受更加優裕生活的重大原因，並進而討論了物價與貨幣這兩個傳統
的經濟學問題，這些均構成了《演講》的相關內容，後來又都被斯密包括到他的《國富論》
一書之中。
由上觀之，配第、休謨、斯密等一系列英國思想家把有關社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視為他們理
論中的核心內容，相比之下經濟事務則處於相對次要的地位，這是否就意味著英國的古典經
濟學並沒有真正的從政治學中獨立出來呢？是否意味著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在與政治的關係問
題上並沒有比希臘的經濟理論格局強多少呢？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究竟它的獨立不依的地
位與價值在哪裏呢？這些問題顯然是我們面對英國古典經濟學首先要回答的問題。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不是一般的「純」經濟學，既不是古代那種限於家政
經濟事務的管理技藝，也不是現代經濟學中的那種局部的商業經濟學或「賺錢術」，而是一
種政治經濟學，在其中「政治」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意味著古典經濟學家們對於社會財富的
本性認識，對於諸如生產、交換、流通和消費等經濟活動的認識，對於商品、價值、價格、
貨幣等經濟要素的認識，對於工資、利潤和地租等收入的認識，對於賦稅、財政、軍備等公
共收入與支出的認識，總之，對於整個經濟社會的認識，是置於一個政治的制度和社會的結
構之中來進行的。因此，古典經濟學不可能是就事論事地談論經濟事務，談國民財富的如何
增長，談利益的如何分配，談貨幣的如何平衡，談商業貿易的如何自由進行，而是要對於國
家這個「政治動物」給予政治上的「解剖」，要探討「政治學如何成為一門科學」，探討政
體與經濟繁榮的關係，研究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要強調它是「政治家與立法家」所要解
決的一門政治經濟學。對此，斯密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斯圖爾特在論述斯密的《國富論》時這
樣寫道：「在形成政治經濟學體系的一系列最重要法律方面，指導各個國家的政策，是斯密
研究的最大目的。斯密向世界提出了迄今為止關於任何立法學科的一般原理的最反覆最完美
的著作，這確實是他的功績。」「斯密思考的主要和重大的目的是要闡明：為了逐步地增加
國民財富，自然在人類精神和外部環境中作了一些甚麼樣的規定；要證明：為了把人類推進

到偉大的境界，最有效的辦法是保持所指明的事物的正常秩序；讓每一個人，只要他遵守正
義的原則，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允許他把自己的勤勞和資本投到與同伴
們的自由競爭中去。每一種政策體系，要麼是以極大的鼓勵，把一種特殊的勤勞在社會總資
本中所享有的部分，提高得比它自然應有的部分更大；要麼是以極大的限制，從這種政策的
作用恰恰是破壞它原來所要促進的偉大目標。」11
所以，英國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對於經濟的考察與研究，存在著一個政治哲學的視野，這一點
我在本書的第一章就已經論述過。實際上，休謨和斯密乃至洛克、霍布斯等人既是哲學家、
思想家，同時也是經濟學家，他們對於經濟的認識在在一個政治社會的基本理論之下形成
的，雖然他們各自的政治哲學是不同的，對於人性與社會的本質的看法也是各異的，但他們
在經濟觀與政治哲學的關聯性方面卻是一致的。因此，我們探討探討他們的政治哲學，必然
要涉及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或者說政治經濟學在英國的古典思想家那裏完全是作為他們的社
會政治理論中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古典經濟學之所以稱之為政治
經濟學，而不是後來的狹義經濟學，這並不單純是詞語上的變化，或局部內容的不同，而是
涉及一個對於經濟學的實質性認識的差異，古典經濟學有一個內在的政治哲學基礎。
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應該排除兩種極端的傾向：一種傾向是現代的以美國為主的經濟學教
授們的一個共同的觀點，他們有意抹殺現代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的本質性區別，不承認英國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獨立價值，淡化古典經濟學對於政治、法律和經濟制度方面開創性研究的
理論意義，把對於古典政治學意義上的經濟研究與現代的部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混同起
來，這樣以來，無疑否定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獨特地位。12另一種傾向則是以德國的歷史學
派的經濟學家們所表明的，他們過分強調了國家在經濟關係中的決定性作用，認為所有的經
濟活動都是圍繞著國家的集體利益而運行的，個人的私人利益、個人的自主經濟行為等，都
是取決於國家的，國家經濟是所謂公民經濟學的核心。13
顯然，上述兩種傾向所反映的都並非休謨、斯密的政治經濟學，因為英國的古典經濟學雖然
基於一種政治哲學的基礎，強調從政治、法律的和社會的制度層面上建立起有關經濟學的理
論，但這種經濟學理論或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後來馬克思的那種以國家經濟為主體政治經濟
學，馬克思的經濟學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是一種計劃體制的經濟學，它們按照國家的
政治政策和經濟計劃來調整社會的經濟關係，而這恰恰是與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相反的。應該
指出，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畢竟是一門經濟學，而不是政治學，它作為一門獨立的經濟學
在英國的思想家們手上，已經完全從政治學中脫離出來，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已經成為經濟
學家研究的主要對象，也就是說，古典經濟學對於經濟社會的經濟研究不但具有了自己的方
法、對象和目的，而且形成了一系列不同的理論，特別是對於財富、價值、商品、利潤等一
些重要的經濟學概念及其本性，有了充分的認識。
因此，可以說古典經濟學與希臘經濟思想的最大不同在於，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對
象成為經濟學研究的對象，而且古典經濟學家們不但建立了自己的方法，如經驗主義的觀
察、分析、歸納等經濟方法，更主要的是他們找到了一個社會財富增長的內在機制，發現了
促使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社會繁榮、貿易興旺的科學規律。這個規律在英國古典經濟學那裏
說到底就是基於個人主義之上的自由經濟，在經濟學家們看來，社會的經濟活力不在於政治
共同體的道德感召、行政命令和經濟計劃，而在於人的追求私利、幸福和財富的本性，在於
個人的自我主義哲學，市場活動中的經濟人是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預設，他們各自的追求
私利的經濟行為構成了一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支點。也正是這一點，使得古典經濟學與希臘的

經濟思想，乃至與後來的德國歷史主義經濟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形成了根本性的差別，
在後者那裏，個人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個人的私利從來沒有得到足夠的
重視，更沒有成為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現代的西方經濟學可
以說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原則，它們把個人利益視為經濟活動的內在動力，並且把整個經
濟學大廈建立在自我主義的私利原則之上。與此相關的是，為了謀求個人（包括後來逐漸形
成的各種經濟利益團體的法人）利益的最大化，古典經濟學從一開始就主張自由經濟，建立
一個自由的、法治的經濟秩序，反對國家對於市場經濟的管制、干預與壟斷，這是古典經濟
學的又一個基本原則，這也是它與德國新舊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重大區別所在，
後來的現代經濟學顯然是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這一自由經濟原則。
但是，現代經濟學對於古典經濟學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說，又偏離了古典經濟學的方向，演
變為它的支流，或把它庸俗化了。經濟學在現代固然變得十分發達，門類繁多，技藝精微，
專業分明，儼然一種經濟學帝國主義的氣派，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古典經濟學的實質卻被
現代經濟學抽空了，它們成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專門技藝，在一些經濟行為的局部，在某
個狹窄的領域，相關的門類經濟學可以得出最佳的結果，但對於整個現代社會的經濟學研
究，特別是古典經濟學傳統的政治維度的考察，卻被嚴重忽視了，或者說現代經濟學缺乏一
種經濟的政治哲學，即古典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從社會制度的角度分析和研究經濟運
行的政治和法律的基礎。相比之下，現代經濟學中的制度經濟學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於現
代經濟學的一種矯正，但與古典經濟學相比，還遠沒有達到前者的深度，還缺乏古典政治哲
學的深廣視野。
從上述兩個方面，我們再重新回到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就會發現十八世紀的經濟學家們所建
立的這個全新的經濟學，具有著十分獨特的意義，它們是前無古人的，甚至是後無來者的，
後來的現代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的經濟學，一方面說是發展了它們，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偏離
了它們。古典經濟學之所以如此，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它們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我們知
道，十六世紀以來的歐洲社會是一個近代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市民社會的政治制
度、法律規則與經濟秩序在這個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特別是在英國，在光榮革命之後，隨
著英倫三島的合併，一個經濟飛速發展、政治日趨鞏固、法治逐漸完善的市民社會業已成
熟。在這樣一種社會背景之下，新興的市民階級迫切需要自己的經濟理論，以此表達他們對
於國民財富、商品貿易、自由經濟和國家財政的觀點與主張，這就要求經濟學家們從狹隘的
對於經濟行為的抽象考察中提升出來，站在一個宏觀的政治與法律的制度層面上，以一種新
的政治哲學為基礎，對於新的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給予一種全新的解釋。正是在這樣一個時
代主題的指導之下，以洛克、休謨、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展開了一種新的經濟學路
徑，他們研究的是整個經濟社會，除了各自建立了一整套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之外，他們更
關注於經濟事務本身的分析，特別是斯密的經濟學，他的《國富論》展示了古典經濟學的精
華，揭示了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的本性，對於經濟學的根本性問題，即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
因給予了富有成效的解釋，使英國古典經濟學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14
具體地說，英國古典經濟學對於市民社會的經濟學研究呈現出如下兩個重要的特徵：一個是
有限度的歷史主義，即它們從一個經濟社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們之間的經濟行為是如何
一步步地從簡單的物物交換演進到一個複雜的市場秩序，也就是說市民社會的經濟制度並不
是由國家強制實施的，而是從自發的經濟關係中，從社會的私人經濟活動中演化出來的，是
社會進化的產物。15另外一個則是為經濟學尋找到一種人性論的內在基礎，即揭示了個人的
欲望、本能、偏好等追求私利的動機及其活動，是如何在社會的客觀行為中不期而然地導致

了有益於每個人的公共利益，並通過習慣、教育和規則等人為的作用而產生出共同的利益
感、共通感、同情以及有限的仁慈等，上述這些自然的情感與後生的道德情感，通過相互之
間的社會關聯，從而為市民社會的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性學或心理學的基礎。通過歷史主
義的和人性心理學的綜合分析，英國的古典經濟學，特別是蘇格蘭歷史學派，就建立起了一
種有別於古代家政學和現代「賺錢術」的政治經濟學。為此，斯密在《國富論》第四篇「論
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序論」一開篇就明確指出：「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的政
治經濟學，提出兩個不同的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說，
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或生計；第二，給國家或社會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務得以
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16

2．作為經濟學家的休謨
與斯密一樣休謨也是一位經濟學家，但休謨是怎樣的一位經濟學家呢？在論述了前面這樣一
個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背景之後，我們再來看休謨就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與斯密相
比，休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在經濟學中的地位顯然是次要的，可以說他的經濟學家的地
位在歷史上並不怎樣重要和顯赫。當然休謨是一個經濟學家，而且是一個屬於英格蘭歷史學
派的經濟學家，這無可爭議，他的很多經濟觀點在當時很有影響，對此馬克思曾說過一句很
有代表性的評議，認為休謨雖然在經濟思想史還不足以是個大人物，但他仍然是重要的，具
有一定的地位。17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情況或許確實如此。休謨作為經濟學家在當時提
出的一些經濟觀點雖然也有著一定的理論意義，但畢竟現在看來很多已經過時了，例如，他
的貨幣數量論儘管在當時對於重商主義的批判是有著現實意義的，促進了英國的經濟貿易和
自由經濟政策，但從今天的貨幣理論來看無疑是一個過時的理論。所以，經濟學家休謨的經
濟觀點在經濟思想史上的地位並不重要，沒法與斯密相比。
下面我們所說的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如果簡單地把休謨視為一個經濟學家，上述所言是
有道理的，但是，問題在於休謨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他的真正的作用和地位，他對於英國古
典政治經濟學的貢獻與意義，遠非他的一些具體的經濟觀點所能直接體現的。在我看來，重
要的是他提出了一種考察經濟事務的方法，或者說，休謨通過他的論述建立起一種分析市民
社會的經濟活動的政治哲學，因此，休謨是他那個時代的真正的政治經濟學家，斯圖爾特在
《斯密的生平與著作》一書中所論述的一段話不僅適用於斯密，在我看來，也適用於休謨，
他說：「在斯密的著作中，不論是甚麼性質的題材，他很少錯過縱情地從人性原則和社會環
境去追溯他所描述的觀點和制度的起源的機會。」18如此觀之，經濟學家休謨的地位就不但
不是次要的，而且可以說在英國的古典經濟學中只有斯密堪與之比肩，除此之外，其他的人
都還沒有提出過像休謨那樣深刻的經濟哲學或經濟學的政治哲學觀。19正像十八世紀未的英
國經濟學家英格瑞姆所指出的，休謨的重要貢獻在於：「（1）他把經濟事實置入社會和政治
的所有重大利益的關聯之中；（2）他開闢了將歷史精神導入於這些事實的研究的路徑。」 20
休謨在他的《人性論》和其他的一系列有關經濟方面的論述中，隱含著一個經濟哲學的方法
論，或者說提供了一種考察他所謂「經濟社會」的政治哲學理論，這一點是他作為經濟學家
最重要的方面，但也是人們往往容易忽視的。對於休謨來說，「社會」具有著非常廣泛的含
義，人作為一個存在要和平地生活，實現自己的目標，就需要與他人發生聯繫，正是通過社
會，人才能夠達到他的各種目標：同伴、教育、安全和經濟利益。在其他時代，社會意味著
某種特定的關係，但若沒有正義，社會就會解體，因此正義是一個社會基本的法律規則，在

休謨的思想中，社會首先指的是我們所謂的「經濟系統」或「經濟秩序」。當經濟獲得了政
府或國家的保護與支持時，經濟秩序與政府結合在一起就構成了「市民社會」或「政治社
會」。21應該指出，休謨的經濟哲學在英國古典經濟學中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它建立了
研究社會經濟活動，乃至分析貨幣、商業、貿易和國民財富的政治哲學基礎，可以說只有斯
密達到了這樣的高度。正像我們前面所分析的，休謨和斯密的觀點在很多方面是基本相同
的，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受到了休謨的政治哲學以及經濟論文的影響，或許可以這樣說，休謨
經濟哲學的真正成果並不是體現在他自己的那些經濟觀點上，而是體現在斯密的理論中，
《國富論》與休謨的經濟哲學密切相關。斯密曾不止一次地說道他的思想受到了休謨思想的
很大啟發，對此，我們也可以從《演講》和《國富論》大量援引休謨觀點的注釋中，略見一
斑。22
這樣一來，我們對於休謨的經濟學理論，就應該置於一個十分廣闊的視野，放在一個有關市
民社會的經濟秩序和正義制度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在我看來，休謨的經濟學首先提出了一種
理解國民經濟的方法，這種理解國民經濟的政治哲學的方法構成了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理論基
礎：如何看待社會，特別是他提出的經濟社會與政治社會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如何看待經
濟活動，特別是商品貿易、貨幣流通、工資、利潤、利息等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與地位；如
何看待人的欲望與滿足，看待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看待商品與市場經濟秩序，看待關稅額
度、銀行信用和政府財政，等等，這些問題都與休謨的政治哲學的基本原則有關，都涉及一
個有關古典經濟學的政治哲學問題。顯然，休謨對於這些經濟學問題的思考與分析，並不是
為了得出一些純經濟學的結論，而是基於他所處的社會狀況，就人們關心的經濟問題提出回
應，在他看來，這些都是他的社會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都對於解決當時英國正
在發展著的市民社會的制度建設具有著普遍性的意義。誠如他所言：「普遍性原理，不論看
起來有多麼錯綜複雜，只要立論精當，言之成理，必然在事物發展的總趨勢中始終流傳不
衰，然而在個別場合下不起作用也是可能的；而密切關注事物發展的總趨勢，正是哲學家的
天職。」23
從上述角度來看一下休謨的經濟學理論，我們認為構成休謨經濟學內容的著述可以分為兩個
部分的內容：一個部分主要是偏重於政治經濟學的具有普遍性質的作品，它們集中體現在
《人性論》第三卷「道德學」的一部分內容之中，如有關財產權等三個正義規則的論述，有
關人性的自私、有限的慷慨以及共同利益感、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論述，有關財富、驕傲、快
樂等方面的論述等，此外，《道德原則研究》中有關道德的一般原則、政治社會和社會效用
等方面的論述，也都屬於這個政治經濟學的一般原理部分。另一部分內容是休謨經濟學的主
體部分，它們屬於純的經濟學範疇，如著名的「論商業」、「論貨幣」、「論貿易平衡」
等，說起來休謨在1752年出版的《政治論叢》雖然名為《政治論叢》，其所收的12篇文章中
幾乎全部經濟學的內容，此外，他在1741年和1742年出版的《道德與政治論文集》中也有一
小部分文章涉及經濟學，還有，休謨的《英國史》中所涉及的一些內容，如有關英國歷史中
的權利法案、財政稅收以及軍備等問題，也都體現了他的經濟思想，又都可以劃入他的經濟
學範圍。
總之，休謨的經濟學思想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個是他的以《人性論》為代表的政治哲學或
經濟哲學這個層面，另外一個層面是具體的有關商業、貨幣、利息、貿易平衡、賦稅，乃至
人口稠密、社會信用等方面的經濟理論，可以說這兩個層面的理論互相結合構成了一個較為
完整的休謨的政治經濟學。

註釋
1

參見方維規：〈「經濟」譯名溯源考〉，《中國社會科學雜誌》，2003年第3期。他指出：西方
語言中的經濟一詞源於古希臘語οικουρομοσ，意為「持家」、「家庭管理」，亦可
通解為「管理」。 這個詞基於名詞οικουρομοσ，指稱在家做主的人。也就在古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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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整體對象，不如說是一個前言，實際上，正像有人所指出的，在對待經濟學問題時，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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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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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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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ess, 1992), 1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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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休謨、斯密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斯圖亞特曾經指出，休謨《政治論叢》對於斯密的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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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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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謨經濟論文選》，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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