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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問題意識 

 
1997 年 4 月，發生了名藝人之女的綁架撕票案。在警方與媒體規模空前的圍捕行

動中，三名嫌犯仍然連續犯下多起性侵害與殺人案件。一時間人命似乎突然變得脆弱，

恐懼與憤怒引發了強烈要求改善治安的 504、518 兩次大遊行。其間，立法院於 4 月 29
日通過了戶籍法修正案，其中新增了第八條第二項與第三項：「…請領國民身分證，應

捺指紋並錄存…不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不予發給。」1，並於 5 月 23 日正式施行。從

此台灣的每一個國民面臨著必須用自己的指紋來交換其國民身份的證明文件。 

 
之後因財政與人權問題，全面換發身份證並錄存指紋的政策遲遲無法實施，行政院

並數度提案刪除以利身份證全面換發作業，但皆為立法院所否決。雖然如此，至前年

（2004）為止，已有 200 多萬人因新領或補發身份證而按捺指紋。2 在 19 年未全面換

發身份證之後，行政院終於訂於去年（2005）7 月 1 日起配合其「拼治安」政策全面換

發新身份證並錄存指紋建檔。雖然大部分民眾似乎支持此案3，然而在人權與法律團體、

學者與政府人權單位的強烈反對聲中，行政院於是在依法行政的宣示下，一方面進行指

紋錄存機器的採購，一方面再提修正案，但仍未在立法院通過。最後本案由賴清德等 85
位立委連署向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提出釋憲聲請。大法官於 6 月 10 日先做出了暫停執行

的 599 號解釋，接著舉行非公開的說明會與公開的言詞辯論，最後在 9 月 28 日做出了

違憲的釋字 603 號解釋。4 

 
解釋文將係爭的指紋問題定位為「資訊隱私權」，受憲法 22 條之基本保障。而大法

官宣告違憲的理由主要有兩個：首先是規範目的不明：戶籍法中並未規定按捺錄存指紋

的目的，且戶政目的不得包含治安目的。其次是不符比例原則：針對於行政機關所提出

的立法目的（如加強身份證防偽功能等），按捺錄存指紋所耗費的成本與產生的風險相

對於採用其他方式可達到的效果而言，手段明顯過當。然而，解釋文末亦指出，在基於

重大公益目的、並建立健全法律規範與資訊技術的前提下，並非不得進行大規模按捺錄

存指紋並建立資料庫。此外，對於身份證制度的合憲性問題，大法官在略有敘及下似乎

也採取了肯定的立場。5 

                                                 
1 戶籍法第八條：「人民年滿十四歲者，應請領國民身分證；未滿十四歲者，得申請發給。依前

項請領國民身分證，應捺指紋並錄存。但未滿十四歲請領者，不予捺指紋，俟年滿十四歲時，應

補捺指紋並錄存。請領國民身分證，不依前項規定捺指紋者，不予發給。」 
2 內政部代表於釋憲案審查時為上述表示。（中國時報，7/28/2005，A10） 
3 根據內政部所提出的民調，有約八成的民眾贊成換身份證時按捺指紋（參見釋字 603 號解釋

文）。 
4 解釋文內容參考司法院網站：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index.asp。 
5 解釋文指出：「至依據戶籍法其他相關規定換發國民身分證之作業，仍得繼續進行，自不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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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本號解釋認定違憲的理由主要是基於形式性的審查─規範目的不明與手段不

當─而未觸及較實質的身份證制度與指紋制度（乃至於兩者的連結）的合憲性分析，但

是大法官個人的意見書與鑑定人的鑑定書6則進一步拓展了討論的深度與廣度。其中，

國民身份證的意義、指紋的性質以及資料庫的設置乃是三個主要探討的議題。 

 
首先，在各國身份證件制度中，我國的國民身份證具有三個重要特色：（一）國民

身份之證明；（二）各種公私活動的高度依賴；（三）個人專屬的身份證字號。關於第一

點，就理論上而言，國民身份證原始意涵應僅用於國民與非國民的區分（包含與「大陸

地區人民」的區分）。並且，基於國民作為國家主體的地位，國民身份證應該僅作為便

利其行使權利的工具，而非可能妨礙、限制其權利的義務（徐正戎，2005：59-60；李

建良，2005：40-41）。然而，由於若干法律規定與實務操作，造成了國民身份證不僅在

許多重要的公共領域，甚至在私民社會的日常生活中，都成了行使權利、辦理事務的唯

一、必要證件。7 也因此，沒有身份證將導致實際上失權的效果。除此之外，相應於身

份證的普及性，個人專屬的身份證字號也因此成為各種公私文書的必要登載事項。於

是，一組號碼形同「開啟完整個人檔案的鎖鑰」。8 

 
雖然因此國民身份證制度本身的合憲性就是一個高度爭議的問題，但是本號解釋並

未對此多加著墨，而是將焦點放在指紋及其與身份證之連結的問題上。解釋文認為：「指

紋係個人身體之生物特徵，因其具有人各不同、終身不變之特質，故一旦與個人身分連

結，即屬具備高度人別辨識功能之一種個人資訊。」該文因此將指紋視為個人「資訊隱

私權」的一環。然而論者亦指出，「指紋」其實有兩種：作為身體一部份的指紋，以及

觸碰所留下的油脂痕跡（顏厥安，2005：116）。前者乃是「身體權」的範圍，後者才

是「資訊權」的對象。9 而一般學者皆認為，本案所涉及的指紋錄存與建檔乃是對資訊

自主權或隱私權的侵害，而非對身體權的侵害（李建良，2005：42-43；徐正戎，2005：

                                                 
6 在已出版的範圍內，本文未能取得五位鑑定人中孟憲輝與黃昭元的鑑定意見書。 
7 解釋文曾指出：「惟因現行規定須出示國民身分證或檢附影本始得行使權利或辦理各種行政手

續之法令眾多，例如選舉人投票時，須憑國民身分證領取選舉票（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

一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十四條等規定參照）、參與公民投票之提案，須檢附提案人之國

民身分證影本（公民投票法施行細則第十條規定參照）、請領護照須備具國民身分證正本及影本

（護照條例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參照）、勞工依勞工退休金條例請領勞工退休金應檢附國民身分

證影本（勞工退休金條例施行細則第三十七條規定參照）、參加各種國家考試須憑國民身分證及

入場證入場應試（試場規則第三條）、辦理營業小客車駕駛人執業登記證須檢具國民身分證（如

營業小客車駕駛人執業登記管理辦法第五條規定參照）等。且一般私人活動，如於銀行開立帳戶

或公司行號聘任職員，亦常要求以國民身分證作為辨識身分之證件。故國民身分證已成為我國人

民經營個人及團體生活辨識身分之重要文件，其發給與否，直接影響人民基本權利之行使。」 
8 顏厥安指出，我國的身份證字號基本上是「身份號碼」，而非「身份證號」。亦即，這個一身專

屬的號碼不會隨著身份證的換發而改變。這已形同將每個國民予以編號建檔，而涉及「人格檔案

形成」（profile formation）。其濫用乃是極權國家或警察國家的特徵，例如戒嚴時期的「人二檔案」

（顏厥安，2006：149-150、161-163）。 
9 亦即，可被建檔而成為資訊者才構成資訊權的保護對象。因此嚴格而言，指紋並非天生就是資

訊，而是透過人為技術錄存、建檔之後才成為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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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顏厥安，2006：169）。然而，這裡有幾點值得進一步思考。首先，指紋檔案的建

立需要本人到場「捺指紋」，這是一個對身體的強制。10 進而，無論作為身份辨識或形

跡追蹤的工具，其最終仍需要和「本人」手上的指紋進行比對，才能達到確認「到案」

的這個人身就是指紋資訊所要指認的人身。最後，藉由指紋的蒐集與記錄在案，可能產

生對於人身行動的無形壓力（李建良，2005：43；顏厥安，2006：149）。從這三點我

們可以進一步思考，所謂的指紋資訊其功用很大一部份仍然建立在與身體的連結上。因

此，資訊作為一種建構其運作邏輯仍然在於同一性的確認：試圖透過一連串的同一性比

對建構出身體的連續軌跡。同時，指紋的差異性（人各不同）使得個別的身體能夠被辨

識出來。於是，這個同一/差異的結合便使得指紋具有將身體編號的作用。而這個編號、

建檔與比對的資訊系統，透過與身體的連結，將有助於更全面性的進行對人身的管理。 

 
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戶政與治安之間的關係。如一開始所言，本案的立法背

景很大一部份是在回應治安的需要，也因此內政部才一再堅持建立指紋資料庫的必要

性。然而，將指紋錄存的規定掛附於戶籍法中的國民身份證規定11，除了立法策略的考

量外，其實透露出了治安與戶政的深層連結。解釋文已有點出：「惟動員戡亂時期終止

後，回復戶警分立制度（本院釋字第五七五號解釋參照），防範犯罪明顯不在戶籍法立

法目的所涵蓋範圍內。」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這個戶政與治安結合的歷史背景：戒嚴法制。

若進一步探索其根源，顏厥安曾指出，我國身份證制度與戶籍制度的結合可能有「傳統

中國編戶齊民思想的殘留；近代警察國家制度在殖民地的實踐；法西斯/威權政體欲全

面控制企圖等等因素。」（顏厥安，2006：152） 

 
追溯近代警察制度的發展，16、17 世紀歐洲的警察學（policey）原本便是一個包

含戶政與治安的全面「人口治理」技術。傅柯（Michel Foucault）將警察視為兩種生命

權力（bio-power）─以監獄為典範的規訓（discipline）與以人口統計學為基礎的生命政

治（bio-politics）─的交會處（福柯，1999：236）。這相當程度便對應於上述治安與戶

政的區分。12 在之後傅柯引入治理性（governmentality）概念對生命政治進行重構時，

警察便被重新定位為對人口的治理，也就是廣義的警察/治安（格霍，2006：134-135）。

在這個廣義的警察/治安（包含戶政的治理─安全機制）的發展中，雖然 18 世紀曾由市

民階級革命提出基本人權對其進行限制，但警察制度仍然透過作為「例外法制」的殖民

地、戒嚴狀態與當前的反恐戰爭持續更新其裝備與部署。放在台灣充滿「例外」的歷史

                                                 
10 及伴隨著這個動作所可能引發的歧視性感受（犯人、囚徒、外人）、拘束性感受（役男）或僅

為民間習慣的感受（傳統華人社會以按指紋代替簽章之習慣）。 
11 不僅如此，將國民身份證制度附掛於戶籍制度之中同樣並非當然的連結，蓋戶口名簿應已足

以滿足戶籍制度的需求，參考顏厥安（2006：152-153）。 
12 顏厥安亦指出，戶籍制度與身份證制度的差異在於，前者尚具有提供集體性資訊的作用，亦

即「人口（統計）學」資訊。因此，戶籍制度所提供的資訊可分為兩類：「個人相關」（personenbezogen）

資訊與「匿名化」（anonymisierte）資訊（顏厥安，2006：153-154）。因此，在傅柯規訓權力與生

命政治學的區分中，由戶政制度所提供的國民集體性/匿名性的資訊便對應於後者，而戶籍─身

份證─指紋的連結則對應於前者。從這裡我們可以看到廣義的警察/治安所包含的個體化與集體

化治理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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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絡中，狹義的警察/治安與廣義的警察/治安尤其難以區分。從清代基於海防的需要而

劃歸行省、日本的殖民統治、國共內戰與美俄冷戰下的戒嚴統治，到今天仍然身處的台

海危機，我們因此或許能夠理解為何本案能得到一般民眾的高度支持、對於反恐戰爭下

強化邊境控管的「世界潮流」的熱切跟隨、以及民國 90 年前強制按捺之役男指紋至今

仍流用於犯罪偵察的現狀。13 

 
身份證與指紋制度的例外性除了戒嚴法制所涵蓋的時空面向之外，我們可以另外從

其首先適用的對象群體的角度來考察。李建良指出，德國在威瑪時期，並無國民身份證

制度，但是在 1927 年，普魯士內政部長規定所有吉普賽人皆須領取身份證。其上除照

片之外，尚須按捺指紋。這項措施於 1938 年進一步擴張至所有猶太人身上。隨後這兩

個族群陸續被送至集中營處決（李建良，2005：45）。當時的德國所進行的乃是透過一

系列透過剝奪公民權的程序，將特定類別的國民轉化為非國民而加以清除的國家種族主

義政策。時至今日的台灣，不僅是諷刺的是，身份證反倒成為了國民用來證明其國民資

格的文件。14 然而，從依現行法必須強制按捺指紋的群體─犯罪人、軍人與外國人─可

知，捺指紋所意涵的仍然是對被視為具有危險性的「例外之人」的特殊管理需求。只是，

現在這個例外的制度正逐漸擴張至正常、一般的國民身上。15 

 
透過這一段對身份證─指紋案的擴展思考，我們發現本案所牽涉的議題既深且廣。

歸納起來，可說是直指現代法秩序的兩大預設：國民主權與基本人權。就前者而言，本

案所提出的問題是：作為國家構成員的國民/人民，為何/如何透過國民身份證制度，其

資格轉而成為國家管控的對象。連帶地，針對國民中的特殊類群，乃至於非國民的外國

人與大陸人民，進一步強制錄存其指紋，以進行更嚴格的控管。在推動全民按指紋換身

份證的政策中，這是否意謂著現代國家的正當性基礎─國民主權─已經在治安（治理─

安全）的需求下，由國家對於危機的管理所取代？亦即，霍布斯的國家理論是否仍主導

著今天的政治：人民的同意來自於對死亡的恐懼，進而，作為例外的危機處理轉而成為

正常秩序的運作方針？ 

 
就後者而言，身份證─指紋案所提出的問題為：基本人權的抽象宣示背後，是否仍

必須仰賴一系列的權力技術才能實現？也因此，國家得以不換發身份證，進而導致人民

實際上失權的手段進行勒索。從這裡出發，任何權利的主張似乎都意謂著對於權力機制

的運作進行抗爭、轉化與調整。而若我們接受傅柯的提示，則在主權與權利背後，權力

機制作用的對象不是理性與意志，而是身體與生命。這一點在本案中特別清楚地被突顯

出來。用指紋換身份證意謂著，權利的實現所依賴的制度反噬權利本身，並且要求以身

                                                 
13 參考解釋文與林子儀大法官協同意見書附註四。 
14 也因此相對地，若無法提出國民身份證，若干的國民權利將無法行使，甚至國民的資格亦將

遭到懷疑。 
15 廖元豪曾批評在 603 號解釋出爐的同時，行政院卻宣布大陸人民來台一律需按捺指紋的政策。

他認為這個政策的法源依據─「兩岸關係條例」第十條之一─如戶籍法的相關規定一般，同樣缺

乏特定使用目的的規範，而應屬違憲（中國時報，10.8.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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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規訓為代價。在針對個人的身份編號之外，現在國家進一步要求直接對身體編號，

並將兩者結合以進行更全面性的管理。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總結地問道：是否作為現代法秩序之基礎的人民主權與基本人

權，皆仰賴於一系列具體的權力機制予以實現。因此，作為其基礎的不是抽象的人格，

而是作為權力對象的具體生命與身體？此外，是否將身體與生命連結於法秩序的，並非

一般法律的適用，而首先是針對危機狀態或是危險群體的例外權力措施？ 

 
關於這個問題的提出與討論，放在英美法學的脈絡中，主要開展於 1970 年代末期

開始的批判法學（Critical Legal Studies，簡稱 CLS）。受到六０年代基進政治文化的影

響，批判法學致力於批判英美主流法學價值中立的宣稱背後所蘊含的壓迫。暴露出法律

的政治性因此成為了其重要的目標（Fitzpatrick & Hunt, 1987: 1）。這意謂著對權利之普

遍抽象的公正性進行質疑，進而認為在這個去政治化的法律體系下隱藏著對於真實生活

的不公平待遇。爾後興起的女性主義法學（feminist legal theories）與批判種族理論

（Critical Race Theory）則進一步分別從女性與少數民族的生活經驗對法律的實質歧視

提出批判（Cheah et al, 1996: xii-xiv）。 

 
在這個脈絡下，真實具體的生命/身體經驗與抽象普遍的法律/權利制度被對立起

來，對後者的批判試圖帶來前者的解放。然而，論者也指出，這個身體/法律的二元對

立仍然沿襲著主流法學視身體為一個法外實體的存有論預設，而僅僅將法視為一個虛假

意識。這樣的看法因此未能進一步探討法與身體的複雜關係。受到後結構主義思想的啟

發，Pheng Cheah 等人認為，法律能夠作用的的前提乃是其必須能夠先掌握人的身體。

身體因此乃是法律的一部分，作為法律規制的對象與法律擴展的支撐（Cheah et al, 1996: 
xv-xvii）。Alan Hyde 更認為，至少在法律的場域，任何待分析的身體問題都已經是法律

論述所再現的產物，我們無法取得一種直接關於身體的知識。因此對法與身體的研究必

須要致力於析辨出後者被視為天生、自然的同一性與差異性，探究論述建構的過程，進

而尋求另類身體論述的可能性（Hyde, 1997: 3-16）。Wendy Brown 與 Janet Halley 則在討

論左派法律主義（left legalism）與批判的關係時談到，前者試圖透過立法與國家的力量

改善社會上的不平等，卻可能忽視了法律本身所造成的壓迫。她們認為，雖然傅柯強調

所謂的生命權力（biopower）16較傳統的主權─法律的權力模式具有更廣泛而細微的穿

透力，但這並不意味著後者已被前者取代。傅柯可能低估了，當代的法律不再只是禁令，

而能夠與管理與規範化的生命權力相結合，納入裁量性的標準（discretionary standards）

（Wendy Brown & Janet Halley, 2002: 11-16）。因此，治理性法律主義（governance 
legalism）本身就成為生命權力運作的重要環節。 

 
這些關於身體/生命與法律之關係的討論有其重要的歷史背景：福利國家的發展。

因應於國家對人民具體生活的照顧需求，國家的社會安全政策越來越透過立法的方式介

                                                 
16 包括對個別身體的規訓權力與對整體生物生命（人口）的調節權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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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傳統被界定為私領域的身體與生命。生命權力因此與法律相結合。在這個發展下，諸

如「依據良善的意願」（in good faith）、「依據公共利益」（in the public interest）等針對

具體特定情境的裁量標準被大量地引入。因此在上世紀中，保守主義學者如史密特（Carl 
Schmitt）與海耶克（Friedrick Hayek）開始指出福利國家與法治（rule of law）原則間的

緊張關係（Scheuerman, 1994: 1-2）。前者對於政治優先性的強調的與對於自由主義的批

判尤其在第三波民主化的風潮中重新受到重視。David Dyzenhaus 指出，其「例外狀態」

理論對法律─政治秩序之可能性條件的闡述，對理解當代多元民主的發展提供了重要的

資源（Dyzenhaus, 1998: 1-14）。除了揭露自由主義法學的去政治性所隱含的政治性之

外，史密特對例外狀態的強調更進一步突顯出了法秩序中存在性的人類生命所不可化約

的優先性。無論是呈現為主權者對例外狀態的決斷，或是群體生存衝突所潛藏的戰爭及

敵友區分的政治優先性，生命的存在本身都在例外狀態中顯現為法秩序的構成性基礎。 

 
若將上述的思想發展與歷史脈絡綜合起來，我們可以發現在當代歐陸哲學的啟發

下，批判法學對法與生命之關係的探討已經從公領域/私領域、精神/物質、虛構/真實的

簡單二元對立中複雜化。而如果透過福利國家的發展，法律已越來越和生命權力相結

合，進而引入了越來越多的裁量性標準，則這同時也意謂著作為例外的決斷越來越被納

入正常化的治理當中。於是，同時作為決斷者與治理對象的生命本身便更加緊密地與法

律糾結起來。 

 
對於這個主題，當代義大利哲學家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提出了新的創見。

從語言哲學出發，其試圖在傅柯的生命政治與史密特的例外狀態間進行整合。17 簡言

之，他認為法與生命的關係正是建立在例外狀態之中，而例外狀態的常態化（集中營）

乃是現代生命政治的典範。在例外狀態中，法律被懸置，進而讓生命權力（或死亡權力）

得以直接對生命進行治理。而例外的常態化意謂著，這個例外治理的場域已經逐漸和正

常法秩序相重疊，以致於極端的法律化與極端的生命權力似乎能夠同步發展，相互配合

運作（Agamben, 2004b）。 

 
針對我們的出發點，身份證與指紋的問題，阿岡本曾於 2004 年 1 月 10 日於法國《世

界報》（Le Monde）投書表達其拒絕按捺指紋入境美國的理由。其所反對的並不在於被

用過去對待犯人的方式對待所生的道德羞辱感，而在於過去將人轉化為赤裸的生命（bare 
life）加以控管的例外手段─例如在奧許維茨（Auschwitz）集中營監禁者身上的編號刺

青─現在開始成為常態統治的手段。這意謂著現代生命政治的發展正試圖跨越一個新的

門檻，以保障生命安全之名，進一步將生命本身納入其治理之中。他認為這是民主政體

轉向極權政體的重要門檻，因此呼籲「對生命政治刺青說不」（Non au tatouage 
biopolitique）（Agamben, 2004a）。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識，本文因此選擇阿岡本的例外狀態理論作為研究的對象，試圖

                                                 
17 關於兩者的比較，請參考柯朝欣（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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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理解生命與法律的關係。如阿岡本所言，「其[現代民主]所想要展演人的自由與幸

福之處─『赤裸的生命』─正標示出了它的屈從（subjection）。」（HS：9-10）在身份證

─指紋案中，我們清楚地看到這個困徑（aporia）：一方面，個人「身家性命」的保護與

照顧成為法律上的基本權利與政治上的首要目標；另一方面，此權利的實現與目標的達

成又要求個人將其身家性命交付治理，而陷入更大的威脅中。如何突破這個困徑、找尋

出路乃是本文的思考的意旨。這意謂著透過對於阿岡本相關思想的耙梳，試圖思考生命

與法律之關係的另一種新的例外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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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文的工作在於探討阿岡本哲學思想中法與生命的關係，因此研究的方法首先著重

於對其相關文本的耙梳與整理。其原著皆以義大利文寫作，由於筆者不懂義大利文，因

此閱讀的對象為其英譯本。阿岡本並非傳統法政哲學出身，其早期的研究以哲學與美學

為主，直到 90 年代之後才轉向政治與法領域的探討。因此本文取材的對象也以其 90 年

之後的作品為主，特別是於世紀之交引起熱烈迴響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系列

著作：第一部《神聖之人：主權力量與赤裸生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原著 1995 出版）、第二部之一《例外狀態》（State of Exception, 原著 2003 出版）18

與第三部《奧許維茨的殘餘：證人與檔案》（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1999）。其次，本文亦試圖將視野延伸於其法政思想的主要泉源：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史密特（Carl Schmitt）、傅柯（Michel Foucault）與鄂蘭（Hannah Arendt）
的相關著作。19 透過相互間的參照，一方面提出更完整的思想脈絡，一方面透過彼此間

的殊異提出思考的歧點。由於阿岡本的「研究方法」20可謂是一種歷史─哲學的思想方

式，透過典範（paradigm）的建立試圖提出歷史事件的可知性（knowability），因此其研

究乃廣泛取材哲學典籍與歷史檔案（Agamben, 2002）。限於筆者目前的能力，本文作為

阿岡本思想的二手研究無法就其所引用的原始文獻做完全第一手的考證（特別是史料部

分），而只能在阿岡本與上述相關作者所引述的層次上進行思想的探討。此外，由於部

分史密特與傅柯的重要文獻尚未有英譯本出版，因此這個部分在本文中也僅以二手文獻

進行探討。 

 
除了阿岡本的原典譯本之外，本文亦參考陸續量產的二手文獻。這個部分本文的參

考主要仍然侷限於英語學界的討論，並以 2005 年出版的針對 Homo Sacer 系列的評論集

《政治、形上學與死亡》（Politics, Metaphysics, and Death）為主。中文學界目前亦已開

始對其進行探索，例如林聰賢《黑色禮拜五：對自我、他者及法律之觀察》（2004）、柯

朝欣《生命政治與主權決斷─「治理性」與「例外狀態」的比較》（2005）與朱元鴻《評

介 Giorgio Agamben, The State of Exception》（2005）。此外，亦有應用其理論分析台灣處

境者，如蘇哲安（Jon D. Solomon）Taiwan Incorporated: a Survey of Biopolitics in the 
Sovereign Police’s Pacific Theater of Operations (2004)、顏厥安（Yen Chueh-an）Paradox 
laid bare: Some Critial Reflections on the Idea of SBHR and its Actualization (2005)。本文於

進行中亦將嘗試在相關處與其進行對話，豐富討論的脈絡。最後，本文自我定位為以「法

與生命之關係」為主題，對阿岡本法政思想進行初步介紹與探討的論文，因此主要工作

在於提出一個融貫其主要文本的論述架構。對於其特定哲學概念或歷史事件較為深入細

膩的研究，以及對於台灣處境的反思，則尚留待日後繼續發展。 

 

                                                 
18 本書法文版標示為 Homo sacer, Ⅱ, 1。 
19 阿岡本思想的另一個重要泉源─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則限於筆者的能力與較低的相

關性，而未予探討。 
20 其本人曾對「研究方法」的問題本身提出質疑（Agamben, 2002），本文於結論處將略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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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論文架構 

 
本文綜合性地探討阿岡本對於法與生命的思考，共分六章。除作為前言的第一章

外，二、三章先就「法」進行探討，分為「法的形式」與「法的力量」，論述例外狀態

與主權的關係。第四章則轉向「生命」，以「法底（的）生命」為主題，探討以 homo sacer
為典範的裸命與生命政治，及其與法律的關係。第五章提出阿岡本對於「將來的法與生

命」的展望。第六章則為結論。以下便概述二至六章的主旨。 

 
第二章「法的形式」分析阿岡本對於史密特「例外狀態」理論的重構─「規則純自

例外而生」─作為其法理論的核心。第一節導論提出阿岡本 Homo Sacer 系列的基本分

析架構與理論背景。第二節討論史密特「例外狀態」概念的相關論述。第三節進一步討

論例外狀態作為「法的界限」的意涵：其如何弔詭地連結法與其之外（事實）。第四節

分析例外狀態的運作機制：法的懸置如何作為適用的前提，並進一步連接阿岡本法哲學

的根基──語言哲學。 

 
第三章「法的力量」在史密特的著名定義「主權者就是決定例外狀態之人」下進一

步探討「主權」的問題。第一節概述主權作為法的力量的意涵。第二節討論所謂的

force-of-law（法的效力）：「法效力」的概念如何延伸至非嚴格意義之法律的行政命令，

使得後者得以在「無法」之處宣稱其行為具有「法的效力」，進而連結起法規範與法實

踐間的斷裂。第三節則討論阿岡本如何從其哲學思想的重要概念「潛力」（potentiality）

出發，將主權視為法的一種潛在狀態。第四節則透過班雅明與史密特間的辯論，討論阿

岡本從中引伸之關於法的暴力的思辨。 

 
第四章「法底生命」轉而探討法律如何將自身的基礎設定於透過例外而包含地排除

（inclusive exclusion）的「赤裸生命」（bare life）身上。第一節論述裸命的典範：羅馬

法中的「神聖之人」（homo sacer）。第二節討論裸命的對立面：主權者（the sovereign），

並進而分析兩者的關係，以及其所蘊含的生命與法律的關係。第三節進入現代的討論，

分析法國大革命所標舉的人權與人民主權如何在法權的層次將法與生命帶入一個新的

「生命政治」階段。第四節最後則以納粹的種族─極權主義為例，探討現代生命政治發

展所面臨的危機，及其所蘊含的法與生命的極端形式。 

 
第五章「將來的法與生命」將扼要地探討阿岡本對於新的政治的想像。從班雅明所

暗示的「我們的任務是帶出真實的例外狀態」出發，阿岡本試圖揭露「例外已經成為常

規統治」（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的現代生命政治，進而思考如何切斷法與生命

透過虛構的例外狀態所建立的連結。此外，阿岡本透過對奧許維茨集中營中「穆斯林」

與生還者所共同殘存之證言的考察，試圖提出一種新的主體想像；本文則試圖從中思考

新的法律主體的可能性。最後，透過對保羅（St. Paul）《給羅馬人的信》的評註，阿岡

本提出了關於彌賽亞如何「完成」法律之「一點些微的調整」的劇變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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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結論提出關於阿岡本法與生命思想的批判與反省，並進一步指出其對當下台

灣的處境所可能提供的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