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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法的力量：主權 

 

 

透過上一章最後關於法律與語言之關係的討論，我們得以理解法的生成來自於其懸

置/不適用，而構成了法適用的前提。因此，例外乃是法的根本形式。在接下來的這一

章中，我們便試圖進一步探討透過這個形式所啟發的力量。在指出「例外並非是將自己

從規則中扣除；而是，規則，懸置了自身，產生了例外，並透過維持自身與例外之間的

關係，才首度將自己建立為一個規則」（HS：18）之後，阿岡本進一步指出：「法律的

特殊『力量』（”force” of law）在於這個法律能與一外部（exteriority）維持關係的能力。」

（HS：18）。這個法的特殊能力或力量便是主權。接下來我們便分別從主權、效力、潛

力與暴力等四個角度探討這個「法的力量」。 
 

 

第一節 Nomos Basileus（主權之法） 

 
法（nomos）1，一切之中最高的， 
人的與神的， 
由最強的手帶領， 
正當化最暴力的。 
我由赫克力士的工作如此判斷。2 
    ─ Pindar（譯自 HS：30） 
 

                                                 
1 古希臘文 nomos 具有複雜的意涵。除了狹義的法律之外，其本意源自於 nēmo，為分割、分配

部分之意（TR：47）。史密特曾在其《大地法》（The Nomos of the Earth）中援引這個意義，而視

「佔有土地」（land-appropriation）為法秩序建構的根本行動（Schmitt, 2003: 67）。除此之外，nomos
亦指習慣（custom），這也是許多古典譯本對本段的譯法（如 Gagarin & Woodruff, 1995: 40）。阿

岡本在此似乎以 nomos 指稱法秩序的主權邏輯。相關的討論亦可參考朱元鴻（2005：212） 
2 原文為： 
Nomos ho pantōn basileus 
thantōn te kai athanatōn 
agei dikaiōn to Biaiotaton 
hypertatai cheiri: tekmairomai 
ergoisin Herakleos. 
 
英譯為： 
The nomos, sovereign of all, 
Of mortals and immortals, 
Leads with the strongest hand,  
Justifying the most violent. 
I judge this from the works of Hercules. 
 
這個翻譯應該是由阿岡本自己所譯的，而不同的理解方式會導致不同的譯法。相關討論可參考

Andrew Benjamin (200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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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前面已討論過的史密特的理論中，主權可謂是法透過自身的懸置─例外狀態

─而直接創造秩序的至高力量。這個「法的力量」因此如例外一般，與法處於弔詭的關

係。一方面，其不受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其又非與法無關的純粹暴力。相反地，主權

往往正在於其不受法律限制的性格上被預設為創造法律、奠定法秩序的力量。在這裡主

權因此再度透過對於法的兩個層次─法秩序與實證法─的界分而確立：不受實證法限制

的主權乃是創造與保護法秩序的終極力量。這是我們從史密特那裡可以初步看到的關於

主權作為法的力量的界說。 

 

在初步梳理了史密特關於主權的弔詭邏輯之後，阿岡本將視野跳躍至其稱之為西方

第一個關於主權理論的文本（HS：31），即古希臘詩人 Pindar 上述的殘簡 Nomos Basileus
（至高之法/主權之法）。阿岡本指出，如文末透過赫克力士的竊盜（Hercules’ theft）所

示，Pindar 的這篇文字的重要性在於其「透過對於暴力的正當化（justification）來定義

法（nomos）的主權」（HS：31）。也就是說，法的主權/至高性在於其「正當化最暴力的」。

因此，在這個至高之法（sovereign nomos）的核心，所蘊藏的乃是暴力與正義如何產生

關係的問題。而相對於將暴力與正義區分開來的學者（例如 Hesiod 將暴力歸於動物而

正義歸於人），阿岡本認為 Pindar 是西方第一個如此思考「主權之法」的思想家：「主權

之法是一個結合法律與暴力，而令其陷於無可區分的原則」（同前）。這一個法律與暴力

間區分與無區分的操作方式，乃是阿岡本試圖提出的法秩序的主權邏輯。 

 
阿岡本提出了兩個法律與暴力陷於無可區分的所在：詭辯學派（Sophist）的強人

（strong man）與霍布斯的主權者。兩者同樣都建立在自然（physis）與法（nomos）的

區分上，並將暴力視為自然的原則，但是卻以相反的方式產生了類似（？！）的結論。

詭辯學派認為自然先於法而存在，在自然中是由最強的動物統治，因此人類社會中最強

的人便基於其最強的暴力而獲得統治的正當性（HS：34-35）。然而同樣從暴力的自然狀

態出發，霍布斯卻從免於暴力的恐懼出發，透過理性的社會契約正當化了主權者的統

治。從霍布斯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到詭辯學派「強者為王」的說法同樣扮演的是從自然過

渡到法的連結。因為若是僅以力量之強弱作為支配的原則，則強者只能是真實力量對抗

中的勝者，一旦睡著、生病或是寡不敵眾都可能立刻變成弱者，而被取代。因此「強者

為王」的原則若不是進一步地賦予強者統治的正當性而要求弱者服從，便只能是一種極

不穩定的真實的恐怖政治3：弱者僅在於其因為恐懼而不敢反抗的程度上接受強者的統

治。相對於此，霍布斯的是一種虛構的恐怖政治：人民的恐懼不是來自主權者現實的暴

力脅迫，而是來自如果沒有主權者所可能退回的真實的恐怖政治。4 在霍布斯那裡，主

權者同樣扮演著自然與法、暴力與法律的無區分所在：一方面，主權者乃是在文明狀態

中唯一保有「自然權利」的人；另一方面，「自然狀態」並不一定要真實（先於國家）

存在，而可以被視為「[國家]彷彿瓦解」的狀態（進而可以連結到我們之後要討論的主

                                                 
3 這會不會是班雅明廢除國家與法之後，如霍布斯所言，我們將回復的狀態？ 
4 但是只要真實感到恐懼，其來源的真假反而是其次的問題。雖然認清或堅信來源的虛構性（例

如鬼）可能有助於最終克服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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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的駕崩─國殤）（HS：35-36）。這些特徵都顯示出了，在詭辯學派的強人與霍布斯

的主權者身上，作為法秩序的核心，其實蘊藏著自然狀態──人與人之間暴力的威脅與

自保的需要。如是，法秩序（nomos）在其中心包裹著自然暴力，而強人與主權者就是

暴力與法律相互過渡、無法區分的所在。 

 
由此來對照柏拉圖所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傳統當能產生不同的理解。柏拉圖所承繼的

是暴力與正義嚴格區分對立的思想。阿岡本指出，因此柏拉圖在討論 Pindar 的這段殘篇

時，刻意地記錯了其中的關鍵句：「由最強的手帶領/為最正義的而行暴力」（HS：33）
5。在班雅明討論自然法所建立的暴力與正義的關係時即指出：在自然法的思想中，正

義是目的，暴力是手段，而正義的目的可以正當化暴力的手段（Benjamin, 1979: 
132-133）。因此，柏拉圖所闡述的乃是將正義與暴力放在不同的範疇（目的與手段）中

區別開來，並且其中更重要的是目的─正義─本身的非暴力。柏拉圖進一步說明道： 

 
[最強者統治的法則]是，如 Theban Pindar 所言，自然上對所有生物來說都非常普遍

的。但是更重要的法則應該是第六個，其命令道：能夠知而明智的人應該統治，而無知

的人應該遵從他。而你將不能說這，聰明的 Pindar 啊，違反了自然，因為其發生並非透

過暴力而是依據自然，也就是，依據對那些接受它的人的法的力量（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wer of law over those who accept it）。（轉引自 HS：34） 

 
因此，對柏拉圖而言，重要的是法的非暴力性。

6 法的非暴力性來自人們的接受，

而這是因為人的自然本性在於其靈魂（soul）─知性（intellect）與法（nomos）都是屬

於靈魂的─而與身體（被錯誤地認為是根據自然的）區分來來（HS：34）。由此我們可

以看出，人的自然是法，而動物的自然是暴力，並且法的基礎乃是知性，知道而接受真

理之法便是「自然法」。藉此，柏拉圖將詭辯學派與 Pindar 思想中暴力與法的糾結解開

了，清楚地區分了暴力與法的不同，並將人的自然與動物的自然區分開來，使得法得以

等同於自然。然而，殘餘的問題仍是對於 Pindar 的誤記：「為最正義的而行暴力」。自然

法如果是非暴力的，為何需要「為正義而行暴力」？自然法的實現完全不需要暴力，還

是其本身能夠正當化捍衛、實現它的暴力？更進一步而言，如傅柯所說，我們的時代乃

是由真理，而非意志，制訂法律，但是真理（知識）永遠與權力相關，彼此相互建構。

因此，對自然法的運作而言，問題的癥結仍然在其如何透過對暴力的排除而建立非暴力

的法秩序，這個排除是否需要暴力，以及對於這個暴力的正當化是否真的不是另一種暴

力的效果？ 

 
因此，回到我們一開始所說的，阿岡本認為 Pindar 的貢獻在於提出了「對暴力的

                                                 
5 阿岡本指出，Pindar 的文本是 dikaiōn to biaiotation，柏拉圖的則是 biaiōn to dikaiotaton（HS：

33）。 
6 因此或許有人認為「強制與否」可以作為區分法與暴力的標準：對於法的遵守來自於非強制性

的理解，而對於暴力的服從則來自於其強迫。因此法乃是「理性法」或是「習慣法」。然而，只

要放眼任何現實上的法的實踐，無論是理性法或是習慣法都仍然設置有強制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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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化」作為法的最高/主權命題，而主權便是暴力正當化的力量與場所，在其中暴力

與正義相互過渡而無法區分。自然狀態作為法的預設（法之前的狀態），透過主權被包

含在法之中，因為主權者有權決定是否「國家彷彿瓦解」，亦即，宣告例外狀態。然而，

例外狀態並非法之前的自然狀態，而是法透過主權對於自身的懸置所開啟的「無法狀

態」。在主權具有宣告例外狀態的權力上，法便總是具有轉變為自然的「潛力」。依此自

然狀態之暴力不但是法所預設排除的，也是其潛在地包含而作為自身之基礎的──自保

的自然權利─暴力。於是，在法之主權宣告例外狀態而行使其「自然權利」之際，我們

將陷入一個自然與法、自然狀態與例外狀態、自然暴力與主權暴力無法區分的無法地帶

（HS：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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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Force of Law（法的效力） 

 

法律總是一個有權之力（authorized force），一種在適用自身中正當化自 
身或被正當化的力量，即使這個正當化可能在他處被判斷為不正義的或 
不可正當化的。 
            ─ Derrida (1992: 5) 
 

在 1989 年紐約 Cardozo 法學院所舉辦的一個以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解構哲

學探討法與正義為主題的研討會中，德希達本人以《法的力量：「權威的神秘基礎」》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7為題發表演說。同樣從語言哲

學出發思考政治，阿岡本曾在多篇論文中與德希達進行對話。此處阿岡本再次接續德希

達所提供的思想資源，提出了對於「法的力量」的不同詮釋。 

 
阿岡本指出，force of law 這一個用語在羅馬與中世紀的法律中具有漫長的歷史，其

基本上就是指法律拘束人類行為的能力（the capacity to bind），也就是 efficacy（實效）。

直到進入現代─法國大革命之後─force of law 才與實效區分開來：前者所指的是代表人

民之國會所制訂的法律所特有的效力（validity）。8 因此，force of law（法的效力）進而

指涉不同的法令形式（廣義的法律）相對於國會制訂之法律（狹義的法律）所具有的效

力位階：憲法因此具有高於法律的效力（force superior to the law），而行政機關的命令

則低於法律（force inferior to the law）。也因此基本上下位的法令不得抵觸上位的法令，

否則將為失去效力（例如大法官對於違憲之法律的判決失效）。相對地，efficacy 則意指

所有有效的法令都具有的產生法律效果的能力（SE: 37）。 

 
然而，阿岡本指出，force of law 這個法律術語的關鍵在於：無論是古代還是現代，

force of law 主要指的並不是法律，而是行政機關被授權發佈的具有法的效力（have the 
force of law）的命令。特別是透過例外狀態的宣告，行政機關的命令不僅具有法的效力，

甚至可以抵觸法律，進而懸置或是廢除法律。因此，阿岡本指出，force of law 的概念之

關鍵在於將「法的效力」與法律區分開來，使得不具備法律形式（代議制的立法程序）

的行政命令能夠獲得「法的效力」。因此，我們在例外狀態中所看到的是：一邊是「有

效」（valid, in force）但是無法適用（沒有「實效」）的法律；一邊是不具法律的形式，

卻宣稱具有「法的效力」，並且發揮「實效」的行政命令。正是透過這一個不確定的「法

的效力」的概念操作，國家得以將有效卻未必合法的例外措施合法化，在例外狀態中建

構合法的秩序。這正是史密特所強調的：國家透過例外狀態建立正常的生活秩序作為法

律適用的前提。「法的效力」因此乃是法秩序藉以將例外狀態包含進來概念術語。然而，

阿岡本指出，法的效力所意謂的卻正是「法」與其「效力」的分離：一個只有法效而無

                                                 
7 這篇論文德希達以法文寫成，由 Mary Quaintance 譯成英文，而由德希達在會議中以英文發表。

這個「翻譯」與「使用他者的語言」成為本文由解構之語言哲學切入法與正義問題的開場。 
8 關於實效（efficacy）與法效（validity）的討論，可參考顏厥安關於 Hans Kelsen 的討論（顏厥

安，1998：28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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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效的法律（被懸置的法律），對應於一個具有實效並宣稱亦有法效，卻無須遵守任何

法律的政治力量。阿岡本因此將這個無法的法的效力（a force of law without law）稱之

為 force-of-law。force-of-law 因此構成了一個流動的不確定概念，而在例外狀態中同時

被國家力量（透過任務獨裁）與革命力量（透過主權獨裁）所爭奪挪用，試圖將自身的

非法活動與法律建立關係。force-of-law 因此乃是一個法律的虛構（fictio），法律透過它

維持住與例外狀態之非法暴力的關係，一方面保有自身的一般效力（validity），一方面

藉由不受法律限制的暴力來建立事實上的秩序。 

 
透過 force-of-law 的概念所要指出的，因此乃是一種試圖將規範與事實連結起來的力

量，而這個連結就是所謂的適用性（applicability）的問題。如史密特所強調的，規範與

決斷作為兩個各自獨立的法的元素，唯有後者才能將存在於應然世界的規範於現實世界

中實現出來。法不自行，是權威者的決斷將其適用於現實世界（Schmitt, 1985: 10）。9 此

外，阿岡本指出，史密特的法理論可說正建立在法與法的適用的分離與連結之上。在《論

獨裁》中，任務獨裁中的「法規範」與「法實現的規範」的區分正對應於規範與其具體

適用的區分（SE：36）。在任務獨裁中，法規範的懸置是為了創造其具體適用的可能性

條件，也就是透過法實現的規範─事實上有效的技術規則─來創造法能夠實現的情境

（SE：33）。在這裡，我們看到的是一個不適用但仍有效（in force）法規範。相對地，

在主權獨裁中，舊的憲法已被廢棄而新的憲法以一種「最低限度」的方式體現於制憲權

力之中。在這裡，制憲權力所代表的卻是另一種尚未正式生效、卻能夠具體適用/實現

的法律。質言之，在例外狀態中，我們看到了法與法的適用之間最大的張力：最嚴格的

形式效力對應著最少的適用（任務獨裁），而最低度的形式效力對應著最強的適用（主

權獨裁）。例外狀態因此呈現出了法與法的適用之間最極端的分離，卻仍然同時保證了

它們之間最終的連結（SE：36）。 

 
在阿岡本的思考中，這個法適用的問題所對應的最終仍然是語言之存在方式的問

題。將一般性規範適用於具體個別事實的過程並非如康德所呈現的、一個涵攝的邏輯操

作（SE：39）。相對地，在此所涉及的乃是語言的實踐：「…首要關乎的是一個通道

（passage）：從一個擁有單純地虛擬指涉（virtual reference）的一般命題到一個對於現實

片段的具體指涉（concrete reference）（在此所關乎的完全相當於語言與世界之現實關係

（actual relation）的問題）。」（同前）。對語言而言，這個過程乃是一個實踐的活動，其

中包含了一個或多個言說主體（speaking subject）對於語言（langue）的假設，以及將

其予以落實的發言行為（enunciation）。而對法律的適用而言，這則需要一個審判：多數

的法律主體間，彼此預設一套有效的法規範，以及最終宣告的判決（sentence）。也就是，

「一個發言經由制度性的力量保證其對於現實的操作指涉」（SE：39-40）。因此，為了

法律的適用所建立起的龐大機器─繁瑣的程序、訴訟與執行法規以及強制警力的配置─

正是為了接合法律與現實之間的斷裂而運轉的拓樸圖形。 

 

                                                 
9 另可參考張旺山〈史密特的決斷論〉（張旺山，2003：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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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我們可以暫停而進一步思考這個程序規範、或者說實踐規範的問題。首先，

這個面向似乎是史密特在《政治神學》中的一個盲點。某個意義上，史密特關於規範與

決斷的對立乃是建立在排除了程序規範的前提之上，這可由其以下的說法看出：「法理

念無法獨立地解釋/落實（translate）自身可以由它並未指出誰應該適用它的這個事實得

到明證。」（Schmitt, 1985: 31）然而，他也同時承認「憲法所能做的最多的指引就是指

出誰可以在這個情況[例外狀態]中行動。」（同前：7）由此看來，至少決斷例外狀態的

主體仍然是由法律（程序規範）所規定的（然而在「主權獨裁」中的制憲權力則的確並

不來自任何既存規範的授權）。至於在例外狀態中的決斷，其實史密特在「任務獨裁」

中也已經做了思考：「法實現的規範」的提出。根據 McCormick 的討論，所謂法實現的

規範其實就是能夠實現法所預定之目的的事實技術手段。其不問規範上正當與否，而只

問事實上有效與否，這就是所謂的權宜（expedience）。能夠透過事實性之因果關係而實

現法的目的的就是「對」的法實現規範，而在任務獨裁中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回復」

既存的法秩序。因此史密特說：「獨裁因此懸置了其所據以正當化的，法治的狀態/國家

（the state of law），而頒佈完全只在乎能夠帶來具體勝利的程序規則…[以回復]法治狀

態/國家。」（轉引自 McCormick, 1998: 218-219）由此看來，例外狀態中並非沒有規範，

而是具有事實性、功能性的法實現規範。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是，事實性的規範如何適

用？其適用是否也與正當性規範並無基本上的不同？在這個意義上，阿岡本對於法與法

適用之分離的思考仍然維持著作用；儘管我們發現例外狀態中並非只有純粹的暴力而仍

然存在著非正式、事實性的規範，這些規範的適用似乎仍然需要進一步憑藉前述懸置與

適用的機制。10 

 
回到之前關於法與法適用間的分離的討論，阿岡本指出：「正如語言與世界之間一

樣，因此在規範與其適用之間並沒有任何內在的連結（internal nexus）可以讓一方直接

地從另一方中導出。」（SE: 40）因此，透過例外狀態所顯示出的，正是法與事實之間的

分離，以及一個宣稱具有法的效力的 force-of-law，其實行正在於懸置/不適用其所宣稱

要適用的法律。從這個角度而言，force-of-law 無疑正是一個法的虛構，而呈現出例外狀

態本身同樣作為法秩序的虛構與預設的本質。阿岡本因此認為：「由此，將規範與現實

焊接在一起的不可能任務，及由此所建構出的正常範疇，乃是透過例外的形式而實現，

這就是說，透過預設它們的連結。」（同前，粗體為筆者所加）質言之，例外狀態與

force-of-law 本身作為法與事實無法區分的虛構，建構了法與事實既分離又連結的關係，

而形成了法適用的正常領域。在這個意義上，例外狀態與 force-of-law 乃是法秩序對於

這個關係進行預設的虛構。因此，阿岡本指出：「這意謂著為了要適用一個規範，最終

總是必須要懸置其適用，要創造一個例外。」（同前）在這個根本的意義上，法的適用

性乃是建立在例外狀態中，一個無法的法的效力對於規範與事實之間關係性的預設。 

                                                 
10 一方面，「正當法律程序」、「程序正義」、「溝通理性」等程序性的規範概念毋寧已取代了傳統

的實質規範概念而成為當代規範論的主流思想。另一方面，傅柯所提出的不同於法律─主權之權

利模式的具體規訓技術的權力模式則成為另一種思考規範（norms）與常態化（normalization）

的重要理論途徑。無論是對於前者（正當性的規範概念）還是後者（事實性的規範概念），阿岡

本在這裡所提出的「規範如何適用」的問題與思考應該都提供了重要的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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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法的潛力 

 

我們在上一章討論語言與法律的親近性時，曾引用阿岡本說的最為明白的一段話： 

 

正如在一個現實言說（actual speech）的發生中，一個字之所以能得到指稱一個現

實片段（segment of reality）的能力，僅在於它也能在其自身的不指稱中具有意義（這就

是，如同語言(langue)相對於言說(parole)，如同一個詞純粹的詞語一致性，獨立於其

在話語中的具體使用），因此規則能夠指涉個案只因為其在主權的例外中，做為一個懸

置所有現實指涉的純粹潛在性（pure potentiality）而有效。並且，正如語言預設了非語

言而必須與其保持著虛擬關係（virtual relation）（透過語言（langue）的形式，或者更精

確地說，透過文法遊戲的形式，亦即一種其現實指稱（actual denotation）保持於無限懸

置的話語）俾以能夠之後在現實言說中指稱它，法律預設了非法律（例如，在自然狀態

之形式中的單純暴力）而與之在例外狀態中保持著潛在關係（potential relation）。（HS：

20） 

 
我們當時所著重討論的在於語言透過其懸置/不指稱所製造出的與事物間的例外關

係，及其與法適用的相近性。現在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度來觀察。這段話除了語言/非
語言（事物）、法律/非法律（暴力）的區分之外，顯然還有另一組重要的區分：現實的

（actual）與潛在的（potential）。潛在性（potentiality）在此所對應的正是語言/法的懸置

狀態，也就是例外狀態。如上所述，法規範能夠在現實中適用的前提是其在不適用的時

候也具有效力，亦即，具有適用的潛力。因此，這個透過懸置/不適用而首先建立起法

律與非法律（事實暴力）之間包含地排除的關係的能力─我們所要探討的第三個「法的

力量」─就是法的潛在性/潛力。法如何在其不現實適用時仍然以一種潛在性的方式而

存在，或是更一般地說，潛在性如何存在（而不是邏輯上相對於現實存在的不存在）而

得以經驗，便是我們以下所要探討的阿岡本關於潛在性的思想核心。 

 
阿岡本的潛在性概念源自於亞里斯多德對於 dynamis 與 energeia、潛力（potentiality）

與行動（act）的概念區分。相對於 Megarian 學派所堅持的、只有在行動中才存在潛力，

亞里斯多德則堅持潛在性的自主性存在（autonomous existence）：一個建築師不僅在其

實際建築（現實行動）時具有建築的潛力，在沒有實際建築時仍然具有建築的潛力（HS：

44-45）。那麼，如何保有某項潛力，使其不立刻轉化為現實行動，而讓潛在性能夠在不

行動時也能保有其自主地存在呢？阿岡本指出，這就意謂著真正的潛在性必須同時具有

做與不做的潛力，亦即，一個建築師其「能夠」蓋房子也「能夠不」蓋房子。潛在為（potential 
to be or do）必須同時也是潛在不為（potential not to be or do），或者用亞里斯多德的話

來說，潛在性同時也是不潛在性（im-potentiality, adynamia）（HS：45）。  

 
因此，潛在性的存在方式就在於其能夠不轉化為現實行動。相對於其所能夠實現的

行動，潛在性透過不實現來維持著與現實性的區分，而將自身保持在潛在狀態中。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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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來，潛在性要如何實現自身，亦即，如何行動而轉化為現實性呢？對此，亞里斯

多德說道：「一個事物被稱為是潛在的乃在於，若是當它被認為具有潛在性的行為實現

時，將不再有任何的不潛在（im-potential）（也就是，將不再有任何事物能夠不是（there 
will be nothing able not to be））。」（轉引自 HS：45）阿岡本指出，這一個看似同義反覆

的說法其實指出了潛在性實現自身的方式。如何理解這一段難解的文字，筆者在這裡提

供一套理解方式，或許與阿岡本的部分論述有所出入，但筆者認為卻是較為清晰明朗，

而就結論而言與阿岡本的談法並無不同。 

 
首先讓我們更仔細地來分析作為的潛力（potentiality to do）與不作為的潛力

（potentiality not to do）的意義。如前所述，作為的潛力之所以能與現實的作為區分開

來，在於作為的潛力同時也包含不作為的潛力。因此，透過不作為的潛力的實現，也就

是現實上的不作為，作為因此保持為潛在狀態，這也就是潛在性（作為的潛力）相對於

現實性的自主存在。接下來，作為的潛力要如何實現自身、轉化為現實的作為呢？依據

亞里斯多德的思路，要完成以潛在性為主的存有思考，必須從不作為的潛力著手。如前

所述，完整的潛在性包括作為的潛力與不作為的潛力，而讓潛在性（作為的潛力）與現

實性區分開來的是不作為的潛力的實現。現在，阿岡本援引亞里斯多德的看法指出：「潛

在的（what is potential）能夠過渡到現實性只有在其撥出/留用（set aside）了自身不為

的潛在性（potential not to be）（其 adynamia）的那一點上。將不潛在性（im-potentiality）
撥出/留用並不是摧毀它，相反地，是完成它，是將潛在性返回自身以將其自身給其自

身（to turn potentiality back upon itself in order to give itself to itself）。」（轉引自 HS：46）

現在，對於這個「對不潛在性的撥出留用」、這個「將潛在性返回自身以將其自身給其

自身」，我們可以如此理解：讓不作為的潛力不實現，亦即，將不作為的潛力保留為潛

在狀態、將不作為的潛力施予自身。這也是本書的譯者 Daniel Heller-Roazen 在其另一阿

岡本的譯著《潛在性》（Potentiality）的導言中所提出的：「如果所有的潛在性原初都是

不潛在性（impotentiality），而如果現實性乃是潛在性本身的保存，那麼這意謂著現實性

不是別的、正是一個第二層次的潛在性，一個潛在性，用亞裡斯多德的話來說，『作為

其自身給予自身的禮物』。在這一點上，現實性將自身顯露為一個不為的潛在性（a 
potential not to be (or do)）之復返自身，能夠不不為（not not being），並且，透過這個方

式，賦予了現實的（what is actual）的存在。」（P：17-18）11 因此，潛在性的實現，亦

即，作為的潛在性的現實化，來自於不作為的潛在性的復返，亦即，不作為的潛在性真

正保存於潛在狀態。因此，這不是現實上的不作為，而是潛在的不作為。換言之，作為

的潛在性的實現就是不不作為的潛在性的實現，而同時是不作為的潛在性的不實現，也

就是不作為的潛在性的潛在狀態、不作為的潛在性的自主存在。如何思索，乃至於實踐

這個「無為」的潛在性/潛力，乃是將來政治行動的重要泉源。 

 
透過這種幾近繞口令的思維方式，我們總算大致可以理解阿岡本所援引的亞里斯多

                                                 
11 阿岡本類似的說法請見收錄於該論文集的文章〈Pardes（天堂）：潛在的書寫〉（Pardes: The 
Writing of Potentiality）（P：216,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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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試圖奠定潛在性相對於現實性的自主存在的努力。現在，阿岡本進一步要將這個潛在

性的思維「適用於」對主權的思考。如果說，作為的潛在性透過不作為（的潛在性的實

現）而將自身維持於潛在性的存在，進而與現實性區分開來；這個潛在性正就是法的潛

在性：規範透過不適用而維持自身的效力，從而與事實區分開來。可以適用也可以不適

用──這個絕對的潛在性乃構成了法的主權性存在。阿岡本因此說：「潛在性（在其作

為為的潛在性（potentiality to）與不為的潛在性（potentiality not to）的兩個側面上）就

是存有（Being）藉以主權地建立自身者，也就是說，沒有任何事物超前或是決定它

（superiorem non recognoscens），除了其自身不為的能力（ability not to be）。而一個行動

是主權的，當它僅是透過移除自身的不為的潛在性、任其而為（letting itself be）、將自

身給予自身而實現自身。」（HS：46）在這個意義上，法的適用與不適用同樣都繫於主

權的決斷，並且，基進而言，每一個適用都首先建立於不適用，以及不適用的移除，也

就是，例外狀態的發佈與終止。因此，法適用的關鍵的確是在例外中進行，透過法的懸

置，使其保持於潛在性的存在之中。 

 
更進一步而言，主權之所在乃是法的適用與不適用、現實性與潛在性無法區分的場

域（HS：47）。如前所述，潛在性的實現─現實性─並非潛在性的毀滅，而是潛在性的

保存，因為其正來自於不潛在性的復返，不潛在性的潛在地存在。因此，如果潛在性同

時是為的潛在性與不為的潛在性，那麼為的潛在性的現實化正對應於不為的潛在性的潛

在化，因此潛在性必然與現實性共存，潛在性同時也是現實性，或者說，主權乃是潛在

性與現實性相互過渡、無法區分的所在。 

 
在這樣的認識之下，關於潛在性的思想並未能讓我們擺脫主權的籠罩，甚至正是潛

在性的概念提供了主權完整的能力/潛力。若要進一步自潛在性中尋求突破，阿岡本認

為，我們必須要徹底切斷潛在性與現實性之間的任何關係，必須要超越主權的存有透過

不為的潛在性而將自身拋置與實現為絕對的現實性的棄置關係（relation of ban）（HS：

47）。因此，同前一章關於 ban 的思考一樣，如何進一步突破這個極限關係而找到一種

非關係的潛在性思維，構成了我們將在本文尾聲再反思其早期潛在性思維的探索方向。
12 
 
 

 

 

 

                                                 
12 關於潛在性的出路在 Potentiality 與 Homo Sacer 兩本著作中似乎有不同的思考與判斷，有待進

一步釐清。此外，潛在性亦是阿岡本用以突破語言之自我指涉的死路（aporias, lack of way）的

出路（euporias, felicitous way）（P：5, 217）。「名字可以被命名、語言可以被言說，只因為自我

指涉被置換至潛在性的層次；在此被意指（intend）的既不是作為客體/對象（object）的字（word），

也不是一個現實上指稱著事物的字，而是一種意指（signify）（與不意指）的純粹潛在性，一個

上面什麼都沒寫的寫字板。」（P：217-218；粗體為原文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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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法的暴力 

 

對於暴力之批判的工作可以摘要為：闡明其與法與正義之間的關係。 
─Benjamin (1979: 132) 

 

對於法的力量的研究最終必須面對法的暴力的問題。一方面，法往往是伴隨著某種

暴力（例如懲罰）；另一方面，法所要對抗的往往也是某種暴力（例如殺人、強盜…）。

一如引言所述，暴力的問題於是有別於自然世界中單純的力量關係，而來自於其與法的

關係。 

 

 
1. 制法暴力與護法暴力 

 
從班雅明的《暴力的批判》（1921）開始，透過其與史密特或明或暗的對話，進一

步開展法與暴力之關係的思索。首先，班雅明這篇文章的核心概念之一─制法暴力

（law-making violence）與護法暴力（law-preserving violence）─正好相當於我們之前已

經討論過的，史密特的同年作品《論獨裁》中的制憲權力與憲制權力。13 如我們在第一

節所述，史密特《政治神學》中的主權概念乃發展自《論獨裁》中對於獨裁的討論，而

其中又以「主權獨裁」此一新概念的提出最為重要。主權獨裁與任務獨裁的差別在於前

者是由制憲權力所委託，後者是由憲政權力所委託。理論上，主權獨裁仍然必須區分主

權者（人民）與獨裁者（革命政府），前者是制憲權的主體，後者接受其委託而維持秩

序並草擬憲法。但是由於革命情勢的動亂與人民的無定型，「主權獨裁」實際上往往混

淆了這個區分，甚而，主權者（人民）的意志有時僅出自獨裁者的承認，例如 1793-1795
年的法國與 1917 之後的蘇聯（Schwab, 1989: 33, 35）。由此，從《論獨裁》的主權獨裁

到《政治神學》的主權，意謂的是前者中主權者與獨裁者間被鬆動的區分，到了後者終

於被完全地混合起來。連帶地，原本在古典的任務獨裁中宣告例外狀態（元老院）與處

理例外狀態（獨裁官）的機關區分，也被結合於主權者對於例外狀態的「決斷」（同時

包括決定何時宣告與如何處理）之中（Schmitt, 1985: 7）。更有甚者，在主權者身上，制

憲權力與憲法權力也被合而為一，「決斷在此與規範分離，並且（弔詭地說）權威證明

了它不需要法律就可以創造法律」（同前：13）。由此看來，主權所在之處正是制憲權力

與憲制權力無法區分的融合所在。 
 

不約而同，班雅明在《暴力的批判》中所要試圖確立的純粹暴力（pure violence）

或是神聖暴力（divine violence），也正是從制法暴力/護法暴力這組區分出發建構。更加

巧合的是其最後將純粹暴力等同於「主權暴力」（sovereign violence; die waltende）！「…

                                                 
13 然而在 1930 年一封寫給史密特的書信中，班雅明所提到的是在《政治神學》（1922）之後的

《論獨裁》（可能是 1928 的第二版），似乎顯示其並未讀過 1921 年版的《論獨裁》（Weber, 199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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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神話、制法的暴力，我們可稱之為治理的（governing; schaltende），都是有害的。

同樣有害的，是服務它的護法、受治理的（governed; verwaltete）暴力。神聖暴力（divine 
violence），其是神聖祭典（sacred execution）的標誌與封印但絕非其手段，可以被稱之

為主權暴力。」（Benjamin, 1979: 154; Derrida, 1992: 57）14 在此，制法/治理的暴力與護

法/被治理的暴力，與制憲的權力（constituting power）與憲制的權力（constituted power）
形成最接近的相似性，而班雅明的神聖暴力也與史密特的主權力量形成最緊密的親近

性。但是，這個最緊密的親近卻是最緊張的分殊。因為，相對於既非制憲亦非行憲，而

是透過懸置憲法而開創憲法的可能性條件─國家秩序─的主權力量，神聖/純粹暴力乃

是廢除（depose）憲法、乃至國家權力的力量，也就是班雅明這個文本中的「革命暴力」

（同前：153-154）。因此，阿岡本透過仔細地檢視史密特這段期間的引註研判，史密特

應該讀過班雅明的《暴力的批判》15，而其次年岀版的《政治神學》可以視之為對班雅

明的回應（SE：52-52）。 

 
這個論斷的關鍵在於，根據阿岡本的詮釋，班雅明《暴力的批判》所欲確認的是一

種外於法律、超越法律、因此能夠廢除（depose）法律的純粹暴力的存在。對此，史密

特回應以一個同樣外於法律、超越法律卻正因此得以設定（posit）法律的主權力量。這

個對抗我們可以由其與上述制法/護法暴力與制憲/憲制權力的關係來看。在《暴力的批

判》中，班雅明指出純粹暴力的作用正在於破除由制法暴力/護法暴力所構成的辯證循

環。這個循環的法則在於：制法暴力在制法之後便轉由護法暴力所代表，然而護法暴力

卻總是傾向於遺忘其所從出的制法暴力。這個遺忘表現在對於一切法外暴力不加反省地

壓制，而忘記了自己原初同樣也是法外暴力的制法暴力本質。這個遺忘所導致的衰敗將

持續到護法暴力被其所壓制的法外暴力推翻為止，而這個法外暴力又將成為新的制法暴

力而進入新的循環（Benjamin, 1979: 142-143, 153）。16 對於這個化分為制法暴力與護法

暴力的法律暴力模型，班雅明認為必須要「打破這個由法的神話形式所維持的循環，廢

除法律及其所依靠與依靠它的所有力量，最後廢除國家權力，建立一個新的歷史時代。」

（同前：153）17 這一個班雅明試圖確認的廢除法律與國家的純粹暴力，乃至其引用 Sorel
所提出之「無政府」（anarchistic）的「無產階級大罷工」（proletarian general strike），恰

恰是史密特從《論獨裁》到《政治神學》最大的理論敵人（Benjamin, 1979: 145）。如第

一節所述，史密特的保守國家主義立場最大的敵人不是自由主義與資本主義，而是共產

主義與現實上俄國與德國內部共產黨的威脅。這也因此反映在《論獨裁》中以任務獨裁

                                                 
14 治理的與受治理的（暴力），原英譯為 executive 與 administrative，德希達認為譯為 governing
與 governed 將能反映文意，因此在此採取德希達的譯法。 
15 德希達亦間接指出史密特曾寫信恭賀班雅明《暴力的批判》的出版（Derrida, 1992: 29-30）。 
16 然而制法暴力卻不能與純粹的法外暴力搞混，因為無論對班雅明或是史密特而言，制法暴力/
制憲權力都仍然是「以制訂法律為目的、以暴力為手段」（Benjamin, 1979: 149）或是「最低限度

的憲法」，亦即，總是與法律相關的暴力（SE：34）。 
17 「廢除法律」的原文為 Entsetzung des Rechtes，阿岡本譯為 depose，而相當巧合的，原英譯本

譯為 suspend。Entsetzung 一般英文對應的字為 dispossess，具有剝奪、強佔的意思，較接近 depose
所具有的免職、罷黜的意思。原英譯本所譯的「懸置」，正好凸顯出純粹暴力與主權暴力間所具

有的模糊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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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權獨裁的對抗，以及《政治神學》中所強調的，例外狀態不同於「無政府」與混亂、

而是具有的非常意義的法秩序（Schmitt, 1985: 12）。由此阿岡本論道，史密特《政治神

學》中的例外狀態─其作為法內與法外無法區分的「界限概念」─正是對於法外之純粹

暴力的捕捉，而決斷例外狀態的主權也正是透過排除而將純粹暴力包含進來的力量

（SE：54）。無怪乎史密特在《政治神學》中同樣揚棄了《論獨裁》中制憲與憲制權力

的區分，而將之昇華為主權的決斷。主權決斷因此既非制憲亦非行憲，而是懸置憲法。

但是這個懸置並非廢除，反倒是奠定憲法的基礎──國家秩序。在例外狀態中，主權力

量混合了制憲與憲制權力的區分：透過憲法的懸置，其使得原本違法的措施成為合法（因

此具有制憲的權力），亦使得原先的憲法得以持續（因此具有行憲/護憲的憲制權力，雖

然這個持續在例外狀態中是一個有效但不適用的狀態）（HS：64）。如此一來，班雅明

所欲打破的制法/護法的法律暴力循環，在史密特手中反而透過主權的（制法/護法的）

無可區分將兩者更加強化地接合起來。 

 
 

2. 決斷與無可決斷 

 
另一條貫穿《暴力的批判》與《政治神學》的線索，則是決斷的概念。班雅明在本

文中曾經提到：「…法律，其肯認在由地點與時間所確定的『決斷』中具有一個賦予其

批判性評價之主張的形上學範疇…。」（Benjamin, 1979: 141）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其與史

密特所共享的法律、決斷與情境（situation）的關係。但是阿岡本進一步指出，對於班

雅明而言，這個決斷其實是「無可決斷」（undecidability; Unentscheidbarkeit）的副本

（counterpart）：「這將會把焦點投向那有趣而一開始令人沮喪的發現：一切法律問題最

終的無可決斷性。」（SE：53-54；Benjamin, 1979: 147-148）18 這個決斷與無可決斷的

區分，透過德希達細膩的閱讀，進一步反映在神聖/純粹暴力與神話暴力（制法暴力）

的區分上：「而對於人類來說，較不可能也較不急迫的是決定何時純粹暴力已在特定情

況中被實現。因為只有神話暴力，而非神聖，會被確定地認出本身…。」（Benjamin, 1979: 
154）就此德希達指出，這個決斷/無可決斷的問題因此同時出現在法律暴力與純粹暴力

身上：法律暴力對於根本上無可決斷的法律問題進行確定的決斷，而純粹暴力能夠決定

性地廢除法律暴力，但是其本身卻是無可決斷的（Derrida, 1992: 54-56）。 

 
讓我們先暫時保留純粹暴力所涉及的決斷/無可決斷的問題（並一併保留德希達與

阿岡本對於這個問題的不同看法），而先繼續來看史密特的回應。史密特在《政治神學》

中所提出的主權決斷所針對的正是一個無法由法規範事先決定的具體情境──例外狀

態。在此，例外狀態所意涵的無可決定性反而正好成為決斷獨立於規範的自主性所在。

因此阿岡本認為，主權決斷正是史密特再度將班雅明確立於法律之外之純粹暴力的無可

決斷拉回法秩序之中的理論裝置（SE：54-55）。在最極端的意義上，「所有的法秩序都

奠基於一個決斷」，而決斷與規範同樣都是法的元素（Schmitt, 1985: 10）。對史密特而言，

                                                 
18 原英譯為 insolubility（無可解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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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秩序絕不能化約為法規範，因為後者乃是抽象一般性的存在，而前者所關乎的是現實

中能夠使規範得以適用的具體情境。決斷所關乎的正是這個具體情境：「所有的法律都

是『情境法』（situational law）。主權者產生並保障情境的整體性。他具有對於這個最終

決斷的壟斷權。」（同前：13）在此，史密特隱含了這樣一個操作：法秩序─具有法律

意義的情境─的整體性乃建立在主權者對此情境之決斷的獨佔上。這個獨佔所涉及的便

是決斷資格的問題，也就是誰是主權者的問題。這是決斷作為一個「法律形式」最為重

要之處。「不能是任何人都可以執行與實現每一個想要的法律規定。」（同前：32）而誰

具有決斷的資格並無法從規範中導出（規範只能指示應該被實現的內容），只能來自上

帝或人民的代表（同前：10）。關鍵在於他具有決斷的最終權威，而情境的整體性就由

這個權威的獨一性所保證。因為主權者具有決斷例外狀態的資格，因此其能夠懸置法規

範而不受限制地決斷。主權者於是透過懸置而將整體情境都置於其決斷的範圍之內。此

外，基於「國家錯誤行為」（the faulty act of state）的理論，因為國家/主權者具有最終決

斷的壟斷權，所以就算是一個內容上錯誤的決斷（對於其所要適用的規範而言）仍然具

有法律上的效力（同前：31）。在這個意義上，宣告例外狀態只是「正式地」排除規範

的限制，宣告其決斷獨立而普遍的效力而已。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只要主權者的決

斷資格這個最終的法律形式存在，透過對於例外狀態的決斷，主權者的存在便代表著法

秩序的存在。用阿岡本的話來說：主權者宣告沒有任何事物在法律之外（HS：15）。19 

 
如果我們將《暴力的批判》中廢除制法暴力/護法暴力之循環的純粹暴力看做是班

雅明對於史密特《論獨裁》中制憲權力/憲制權力之理論架構的「批判」，那麼第二回合

史密特則在《政治神學》中藉由主權與決斷再度將法外的純粹暴力拉回法秩序之中。接

下來的第三回合，班雅明則在《日耳曼悲劇的起源》（The Origin of German Tragic Drama; 
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 1925）中透過對於巴洛克（Baroque）時期悲劇作品

中關於主權者的表現再度回應史密特的主權理論。2021 根據根據阿岡本的解讀，非常有

意思的，班雅明在這本書中用以回應史密特的，正是其在《論獨裁》所使用的另一個區

分：任務獨裁中的法規範（norms of law）與法實現的規範（norms of the realization of law）

（SE：56）。在本書中，班雅明說道： 

 
主權（sovereign power, Herrschermacht）與實踐它的能力（the capacity to exercise it, 

Herrschvermögen）之間的對照導致了一個此悲劇所獨有的特徵，然而，這個只是表面上

看來普通的特徵只能在主權理論的基礎上被闡明。這就是暴君（tyrant）的無能決斷

（inability to decide, Enttschlußunfähigkeit）。主權者，作為負責決斷例外狀態的人，在第

                                                 
19 正是在主權者的位置仍然存在的限度上，「法律消退了，而國家仍然存在」。 
20 Samuel Weber 的《自例外而決斷：弗特․班雅明與卡爾․史密特》（Taking Exception to Decision: 
Walter Benjamin and Carl Schmitt）一文一開始便引用了一封班雅明於 1930 年冬天寫給史密特的

信，主要內容就在於為本書所受史密特主權理論的啟發向其致意（Weber, 1992: 5）。 
21 由於時間的限制，筆者並未能讀完整本著作，因此以下僅能就幾位論者所指出的段落與觀點

進行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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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顯示出的是：他幾乎不可能做決斷.。（SE：55-56；Benjamin, 1998: 70-71）22 

 
在此，班雅明明白地引用了史密特《政治神學》中的主權論，然而卻將其反轉為《論

獨裁》中作為主權之前身的法與其實踐間的區分。對於巴洛克悲劇中的主權者而言，主

權的法律資格/人格（甚至可說是法律主體）與其作為活生生的人（自然人）的決斷能

力之間產生了無法縫合的落差。正如史密特所言，例外狀態是一切既存規範所無法事先

預料的事件，但也正因如此，班雅明強調主權者即使被賦予對其進行決斷並排除的終極

任務與權力，他卻無法做到。因此在巴洛克悲劇中所表現的主權者是其猶豫不決、變嬗

無常的心意，「如一個永遠漂移不定的情感風暴之全然恣意」（Benjamin, 1998: 71）。也

因此悲劇中的主權者總是在兩種形象中擺盪：暴君與烈士（martyr）。肩負決斷重擔卻又

無能決斷的主權者，因此不是成為令人恐懼的暴君，就是令人憐憫的烈士，而這兩者只

是其無能決斷的兩面（同前：69）。 

 

進一步而言，這個無能決斷的特徵所反映的是更根本的神學─政治─本體論問題：

超越性（transcendence）與內在性（immanence）的對立。對史密特而言，巴洛克時期

的上帝相對於世界仍然是一個超越性的存在，並且可以類比於主權者相對於國家的關

係。因此主權者決斷例外狀態以創造/維持國家就好像上帝行神蹟創造了世界（Schmitt, 
1985: 36-37, 49）。更進一步而言，史密特法學理論中一連串在規範「之外」卻仍與規範

相關，並作為規範實現之「預設」的概念─主權者、決斷、例外狀態─無不是此種超越

性的設定。相對於此，班雅明指出，由教會代言上帝的神權政治已經結束。巴洛克悲劇

中的主權者雖然仍被賦予神聖的地位而被讚美（glorify），但是這仍然已經是一個失去了

宗教信仰的榮光（pagan glorification）。「在此悲劇中君王與烈士並未擺脫其內在性。」

（Benjamin, 1998: 67）相對於主權地位的超越性，巴洛克悲劇更加強調其作為凡人，甚

至是作為動物的一面。主權者仍然僅存於這個世界的內在性之中，至高無上的神聖性在

悲劇中被翻轉為萬獸之王的獸性（同前：86）。 

 
這個內在性之無可決斷性進一步反轉了例外狀態的意義。如前所述，班雅明援用史

密特的主權論將巴洛克主權的作用定位為對例外狀態的「排除」（to exclude this; den 
auszuschließen）（SE：55；Benjamin, 1998: 65）23 然而對應於史密特之主權決斷所具有

的重建秩序（restoration）之神學─法學的超越性思想，班雅明指出這個時代所籠罩的

乃是劇變（catastrophe）的內在性思想。這個時代的人相信其將隨著世界步向劇變，而

主權者與例外狀態正是設計用以排除這個劇變的機制（Benjamin, 1998: 66）。然而接下

來卻出現了一個重要的校對爭議：英譯本依據收錄在 Gesammelte Schriften 中的版本譯

為：「巴洛克不知道任何末世論（eschatology）。」（同前）對此阿岡本指出，班雅明的

原本寫作：「有一種巴洛克的末世論」（Es gibt eine barocke Eschatologie; there is a baroque 

                                                 
22 這段文字的中譯是參照阿岡本的英譯本；班雅明的英譯本將 Herrschermacht 與 
Herrschvermögen 分別譯為 the power of the ruler 與 his capacity to rule，而 Enttschlußunfähigkeit 則

譯為 indecisiveness。 
23 英譯本為「避開」（to avert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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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chatology）（SE：56）但該書的編輯卻將之校訂為「沒有巴洛克的末世論」（Es gibt keine…; 
there is no baroque eschatology）（同前）。而接下來的語句雖然是與原文一致的，卻因此

轉變為相反的意思。阿岡本的譯本為「正因如此[有]一個機制可以在將其帶向終結（end）
之前聚集且升起所有世間的生物」（同前）。而根據 Gesammelte Schriften 的英譯本則為

「正因如此其沒有一個機制可以在將其帶向終結之前聚集且升起所有世間的生物」

（Benjamin, 1998: 66；粗體為筆者所強調）。24  

 
於是，根據這個分歧，論者們轉向了不同的詮釋方向。阿岡本的詮釋我們稍後再討

論，而 Samuel Weber 與 Horst Bredekamp 則依據「沒有巴洛克的末世論」的文本，指出

了因此班雅明在《悲劇》中所說的「排除」例外狀態的巴洛克主權概念所導致的是對於

例外狀態與主權的一般性排除。質言之，沒有末世論意謂著沒有一個超越此世的彼世，

以及其他一系列的相關概念：上帝、神蹟、審判、救贖…。同步地，史密特式的主權、

決斷與例外狀態也無法存在。Weber 指出，班雅明所謂的「排除」例外狀態不是史密特

式的、在極端情境中透過宣告例外狀態而重建秩序，而是一般性地排除例外狀態的可能

性條件。在一個內在性的世界中，不再有任何超越性的存在可以透過宣告例外狀態而決

定性地介入。同樣地，主權者的無法決斷也意謂著超越性之主權概念的消逝；主權者不

再是上帝的化身，而只是一個平凡的生物（Weber, 1992: 13-15）。另一方面，Bredekamp
同樣指出班雅明的歷史觀並非在秩序的瓦解與透過例外狀態的重建之間擺盪，而是一個

單面向的單調性（one-dimensional monotony），並因此而被哀悼（Bredekamp, 1999: 
260-261）。針對這個主權與例外狀態的喪失，Weber 進一步分析《悲劇》中取代這個喪

失的第三種角色─暴君與烈士之外的陰謀者（intriguer; Intrigant），而 Bredekamp 則指出

班雅明在其將主權的匱乏視為劇變/毀滅的程度上，分享了史密特對於主權與決斷的正

面評價（Weber, 1992: 15; Bredekamp, 1999: 261）。 

 
 

3. 主權與主權的實踐 

 
如前所述，阿岡本指出在《日耳曼悲劇的起源》中班雅明用以回應史密特的主權決

斷的是主權與實踐主權的能力間的區分，而這正對應於其在《論獨裁》中所用以分析任

務獨裁的法的規範與實現法的規範的區分。因此，《悲劇》中的主權者乃是徒具決斷的

資格，卻無決斷的能力或是實現決斷的能力的暴君或是烈士。然而，果真是因為「實踐

主權的能力」的匱乏導致主權的名存實亡嗎？或是正好相反，是「實踐主權的能力」的

過盛才架空了主權的王位？沿著 Weber 所分析的「陰謀者」與 Bredekamp 所彰顯的對於

決斷喪失的「哀悼」，現在讓我們退回這個對奕的起點─班雅明的《暴力的批判》。因為

正是在其論及法與決斷之處，班雅明所要對應的乃是一個「幽靈般的」、懸置了法與決

斷的現代機構──警察（police）（Benjamin, 1979: 141-142）。Catherine Hollis 在其論文

                                                 
24 英譯本在之後又多次出現類似的說法，例如「末世論的完全消失」、「對於末世論的拒絕」等

（Benjamin, 1998: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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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之外：卡爾․史密特與弗特․班雅明作品中主權者與警察的範例》（Beyond the 

Law: The Example of the Sovereign and the Police in the Work of Carl Schmitt and Walter 
Benjamin, 2005）中指出，班雅明所論之警察乃是對史密特之主權者的潛在批判。而阿

岡本在其《主權警察》（Sovereign Police, 1991）的短文中亦指出主權者與其執行/刑者─

警察─間的鄰接絕非偶然（ME：104）。我們在此可以進一步提出：警察正是「實踐主

權的能力」或「實踐法的規範」！沒有一個龐大而有效的警察（與軍隊）組織，主權者

的決斷只是一個空洞的宣示，主權國家亦不可能存在。然而，同樣似乎正是整個警察體

制的高度發展，導致了傳統絕對君權式的主權的消退。因此班雅明認為民主時代的警察

較王權時代的更為危險，而史密特也認為將主權國家間的戰爭由國際警察、和平破壞

者、制裁、條約保障等詞彙與制度取代將導致更加非人性的戰爭（Benjamin, 1979: 142; 施

米特，2003: 203-204）。以下我們便重新從《暴力的批判》開始，沿著主權/實踐主權的

能力這組區分，試圖補充班雅明─史密特─阿岡本的論述脈絡中作為主權者之背影的另

一種法律暴力──警察。 

 
即使班雅明在寫《暴力的批判》時尚未讀過史密特的《論獨裁》，在討論「警察」

的這個部分，其已經顯露出與史密特之主權決斷思想的緊鄰關係。首先，警察是班雅明

最明顯地表達為制法暴力與護法暴力無可區分的所在，而如我們先前討論過的，這個特

性正是史密特主權的特質之一。「在這個權威[警察]中，制法與護法暴力的分離被懸置

了。」（Benjamin, 1979: 141）警察乃是制法暴力與護法暴力之「幽靈般的混合體」：其

作為執法的力量無庸置疑，然而其同時也是立法的力量──制訂大量的行政法規，以及

以「安全」之名介入任何法律規範不明之處，甚至抵觸法律。如果說史密特的主權者所

決斷的例外狀態其目的在創造一個法律得以適用的情境，則雖然它是超越法律的，但它

卻是法律的前提，並且透過主權者的決斷而具有清楚的開始與結束。在這個意義上，例

外狀態乃是一個超越法律（例外）的法律情境，而以主權者的決斷確定其法律定位。相

對於此，「警察『基於安全的理由』而在無數並沒有清楚法律情境存在的情況中介入…」

（同前：141）。如果說主權者的介入乃是透過宣告例外狀態的決斷而明確宣示一個「例

外情境」的範圍，警察的介入毋寧顛覆了這個正常與例外的區分──警察無權宣告例外

狀態卻在正常狀態中進行例外的介入。Hollis 因此指出，班雅明的警察乃是對史密特之

主權者的挑戰：其更進一步暴露出一種超越法律的暴力不僅在主權者所決斷的例外狀態

中才出現，而是更廣泛而細密地滲透到正常狀態的日常生活中。在這個意義上，警察所

代表的，乃是班雅明最後在其遺作中所提出的，已經變成常規/統治的例外狀態（Hollis, 
2005: 1）。 

 
因此，相對於主權者的決斷所具有的懸置法律的法律意義，警察的命令與法律的關

係無疑更加地隱晦與模糊。班雅明曾指出：「不像法律，其肯認在由地點與時間所確定

的『決斷』中具有一個賦予其批判性評價之主張的形上學範疇，警察機關的考量根本不

涉及任何本質性的事物。」（同前：141-142）。也因此，相對於絕對王權時期代表主權

者的警察，民主時代的警察所見證的是「可想像到最嚴重的暴力的墮落」（同前：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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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我們可以再度看到其與史密特的親近性（這也是論者如 Bredekamp 的看法）：相

較於史密特所試圖復興的、作為立法與行政權力之最終結合的君王主權，僅僅作為法治

國原則下之執法者的警察當然意謂著那最高之主權暴力的墮落。在此，同樣作為超越法

律的暴力，主權所代表的是那統一的起源，一個創造並維護法秩序的終極權力與正當性

基礎；而警察卻是一個篡位者，一個法治國原則下的執法者，卻以安全與秩序之名僭越

訂定各種不正當的特別法規。對此，德希達由其解構哲學已經指出，任何「起源」都必

須同時透過不斷地重複與變異才能創造並保持其「起源」的地位（Derrida, 1992: 43-44）。

因此，主權作為創造與維持法秩序的統一性起源總是必須不斷仰賴其分身─警察─的力

量來支撐並抹消其決斷的軌跡。這有些類似於我們之前所提到的制法與護法暴力間的辯

證循環，也因此德希達指出班雅明與史密特、海德格都共同分享了關於墮落與復興的思

想型態（同前：46）。但是在主權與警察同樣都是懸置制法/護法之區分的暴力的程度上，

兩者毋寧對法秩序而言具有更為根本性的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除了起源與墮落的迷思

之外，德希達另外指出了警察與主權所共同分享的在場與不在場的迷思（同前：45）。

如同主權的「潛力」於正常狀態中隱而不顯，而僅在決斷例外狀態時才暴露出來，現代

的警察則更無所不在地潛伏於其常態性的監控之中，而以不在場的方式潛在於可受召喚

的每一個角落。 

 
相對於《暴力的批判》，在我們已經讀過的史密特的著作中，則明顯缺乏關於警察

的討論。除了《政治的概念》中對於以「國際警察」之名將敵人罪犯化的批判之外，史

密特鮮少解釋其所確立的主權者的「實現的能力」從何而來。相對於警察的缺席，史密

特偶而提及的是另一個實現主權的能力，也是班雅明在《暴力的批判》中與警察並列的

法律暴力──普遍徵兵制（conscription）。對於班雅明而言，徵兵制乃是典型的護法暴

力，因為其所涉及的乃是將公民隸屬於國家權力的支配之下（Benjamin, 1979: 139）。史

密特曾在《政治的概念》中指出，國家作為一個最高的政治統一體展現在其具有戰爭權

（jus belli）的本質。戰爭權除了「毫不猶豫地消滅敵人的權利」之外，還包括「要求國

民隨時準備赴死的權利」，也就是徵兵權（施米特，2003: 163）。在此我們最接近地看到

在史密特那裡，主權藉以實現其決斷的機制。此外，史密特在《憲法學說》中討論其民

族性的民主概念時，亦將「普遍服役義務」與「普選權」並列為建構民主的前提─民族

同質性與政治統一體─的重要機制（施密特，2004: 308）。 

 
如前所述，班雅明在《日耳曼悲劇的起源》中透過凸顯主權者的無能決斷來回應史

密特的主權概念。然而，實現主權的能力果真隨著上帝的墜落而一去不返嗎？班雅明曾

以暴君與烈士來象徵巴洛克悲劇中主權者的的兩種形象。這兩者同樣都反映在主權者排

除例外狀態的政治理想上。暴君所代表的乃是外在的能力：政治制度上的獨裁。烈士所

代表的則是內在的能力：以斯多噶主義（stoicism）為代表的禁欲主義（Benjamin, 1998: 
73-74）。德希達曾引用《悲劇》中的一段話來申論《暴力的批判》中主權者的「精神」

（spirit; Geist）與警察的「幽靈」（spectral; gespenstische）間的終究無可區分：「精神─

這個時代的主題─顯現自身於權力（power; Macht）；精神是實行獨裁的能力。這項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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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嚴格的內在規訓（internal discipline），正如其要求最不擇手段（unscrupulous）的外

在行動。」（Derrida, 1992: 45-46; Benjamin, 1998: 98）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精神」

─斯多噶主義所強調的內在規訓─正是「實踐主權的能力」，並僅能在主權的實踐中展

現自身。獨裁制所賦予主權著的龐大外在權力必須要透過同樣強度的內在規訓才能夠發

揮作用，否則將不是成為恣意決斷的暴君，就是成為無法決斷的烈士。因此，雖然在《悲

劇》中班雅明認為斯多噶主義並無法填補超越性的喪失所帶來的決斷的喪失，因而無法

避免主權者走向暴君或烈士的命運（Weber, 1992: 15），但是這樣的看法似乎正好與政治

現實形成一個弔詭的對照。史學家 Gerhard Oestreich 在其遺著《新斯多噶主義與早期現

代國家》（Neostoicism 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 1982）中，明確地將「社會規訓」（social 
discipline）與作為其代表的新斯多噶主義定位為早期現代國家─從 1517 年的馬丁․路

德（Martin Luther）宗教改革到 1789 年的法國大革命─據以建立其絕對王權的基礎。其

歷史研究將有助於我們重新理解「實現主權的能力」與斯多噶主義之間的關係，因此以

下便非常扼要地闡述本書中關於斯多噶主義、主權者、軍隊與警察之間關係的論述。25 

 
早期現代國家─絕對王權（absolutism）─的建立乃是王室（prince）與教會及貴族

鬥爭勝利的產物。這不僅是一個權力由另一個權力取代，而是權力本身的改組。面對於

宗教戰爭中達到頂峰的社會整體─人口、交通、經濟、精神─的劇變，由王室所發展出

來的不僅是藉由羅馬法所重構的「主權」概念─如布丹（Jean Bodin）於 1576 年所提出

的「主權是對於公民與臣民最高之不受法律限制的權力」（Maiestas est summa in cives ac 
subditos legibusque soluta potestas）─而更是支撐起主權的一種新的權力運作方式：社會

的規訓化（the disciplining of society）（Oestreich, 1982: 258-265）。根據 Oesteich 的研究，

這整個作為絕對王權的新興統治規劃，可以由 16 世紀末荷蘭軍事學家 Justus Lipsius 的

施作為代表。在其 1589 年的 Politicorum libri sex 第五冊之中，透過對於羅馬斯多噶主

義的轉譯，他提出了新的規訓的概念，包括：不間斷的活動、理性的思維、道德的節制

與範例（包括告誡性的與激勵性的）（同前：271）。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新方案乃是在

其軍事改革中開始。如 Karl Mannheim 所指出的，絕對王權國家的軍隊乃是這個系統性

轉化整個社會生活方式的先鋒。透過軍事訓練與教育，軍隊創造了大量的（主要來自較

低階層）能夠服從號令而統一行為的人（同前：270）。 

 
另一個重要的規訓機制則是「警察」（Policey）。根據 16 世紀中 Dr Melchior von Osse

的一份政治聲明（Political Testament）中關於警察的論述，當時的警察所涵蓋的範圍遠

較今天的為廣，其所指的相當於「內政組織」（civil organization），或是「對於一個社群

的管制、規訓與掌控；內政（civil administration）；法律執行；公共秩序」（Oesteich, 1982: 
155）。因此，當時警察的對象是乃是整個政治社群（城鎮或領邦國家），其目的在於使

整個社群繁榮起來，掃除所有危害公共福祉的事物（同前：156）。警察制度誕生於地方

市鎮，導因於大量人口遷徙所造成的失序現象與教會統治力的衰退。隨著警察從地方傳

                                                 
25 可參考江玉林，〈近代初期國家的塑造，社會的規訓化與憲法史的論述--論萊因哈德[Reinhard, 
Wolfgang]「國家權力的歷史」一書中的權力建構過程〉，《月旦法學》，82，2002 年 3 月，頁 238-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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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到中央，以 1628 年 Strasbourg 的大警察法規（big police ordinance）為例，從重建基

督教令的生活規範與懲罰開始，其包含了兒童的扶養、家庭的維持、婚禮的支出，對於

浪費與乞討的管制，猶太人的地位，交易行為的管理，安全的維持，最後是對於喪禮的

限制。這套鉅細靡遺的警察法規最終的目標是提供對於「共同利益」的管理以及建立一

個「井然有序的共和國」，並賦予統治權威在法律與習慣所不及之處一個一般性的維持

秩序的權力（同前：156-158）。 

 
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絕對王權國家，作為權力中心的王室自然成為這個新權力機制

的焦點。應用於王室之統治最重要的兩項新斯多噶主義的政治德行乃是 auctoritas（權

威）與 disciplina（規訓），前者指的是統治者基於其所展現的優越知識、經驗與責任感

所散發出的崇高人格，後者指的則是透過持續的省察與鍛鍊所達到的自制/治能力

（Oesteich, 1982: 6、268）。規訓化最極致的展現便在於宮廷（court），路易十四從起床

到就寢無不遵照著嚴格的儀式。但是這並不意謂著一種奴役，相反地，這是對抗人性的

墮落傾向而建立的人性尊嚴。不僅是王室，規訓化的思想與實作隨著「警察」與軍隊的

發展向社會擴散，試圖培養每一個臣民的自尊與自制，並因而產生對於統治者權威的尊

敬與命令的服從（同前：156, 268-269）。王室、「警察」（即行政組織；civil servise）與

軍隊因此乃是支撐起絕對王權國家的三大支柱（同前：8）。 

 
是否班雅明真的忽視或低估了由新斯多噶主義所代表的規訓化作為「實踐主權的能

力」的意義，在此我們尚不敢斷言。因為在班雅明摒棄新斯多噶主義之後，其卻提出了

相對於暴君與烈士之外的第三個的角色類型：陰謀者（intriguer; Intrigant）（Benjamin, 
1998: 95）。究竟這個新的角色與實踐主權的能力及「警察」具有何種關係，限於篇幅與

時間的限制，我們在此無法完整地討論。但是基於這個角色的重要性，即便僅僅以 Weber
的討論以及班雅明文本的部分片段為根據，似乎都仍然具有略加申論的必要。讓我們再

從先前引用過的片段開始： 

 
主權與實踐它的能力之間的對照導致了一個此悲劇所獨有的特徵…這就是暴君的

無能決斷…這個劇中人物永遠出現在刺眼的燈光
‧‧‧‧‧

（harsh light）下，顯露出其變嬗不定的

決心。他們所引人注目之處並不在其根據斯多噶的用語所呈現的主權，而更是一個永遠

漂移不定之情感風暴的完全恣意…。（Benjamin, 1998: 70-71）26 

 
如 Weber 所點出的，如果作為這個時代之代表的主權者所呈現的乃是變換不定的心

意與決斷的喪失，以及連帶產生的角色與行動之一致性的喪失（例如主權者不斷在暴君

或烈士的分裂中游移/猶疑），那麼這個決定性與一致性便只能在他處尋找。在一個內在

性的世界中，這個他處不是彼世，而只能是「此世本身」。對以主權者為中心的歷史舞

台而言，這個處所便是主權者的舞台─宮廷─本身，但操縱著舞台燈光/宮廷中之政治

風暴的，乃是權臣/陰謀者（Weber, 1992: 16）。 

                                                 
26 本段參照阿岡本的翻譯之處同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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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超越性的力量喪失，而世界隨著宮廷一同陷入混亂（confusion; Verwirrung）之際，

一種新的政治觀興起，而以馬基維利（Machiavelli）為代表。班雅明引用 Dilthey 的話

談到，馬基維利將政治思想奠基於其人類學的基礎上。人的本性同時具有動物的本能與

愛與恐懼的情感，而對其的理解乃是政治學的基礎。「對於政治家的正面想像─能夠對

事實加以計算─便立足於這些知識，其教導我們將人理解為一個自然的力量，而透過這

樣的一種方式來克服情感：引進其它的情感。」（Benjamin, 1998: 95-96）基此，失去了

超驗信仰而陷入混亂的人性反而成為可以計算的對象，而悲劇的中心也從主權者轉向陰

謀者，班雅明甚至稱其為「主權的陰謀者」（sovereign intriguer）（同前：95）。陰謀者成

為操縱宮廷政治的「幕後黑手」，然而這個介入不再具有主權決斷所散發的超驗光環，

而只像是對於歷史以鐘錶時間加以計算（同前：97）。在陰謀者身上，冷靜的計算與權

力的熱望具有共同的強度。在德意志悲劇對於權臣的邪惡描寫的對立面，我們可以看到

類似新斯多噶主義者的光明面──天主教西班牙悲劇中的忠臣。相對於陰謀者的乃是聖

徒（saint）的形象，結合了天主教與古希羅時代之「平靜的尊嚴」的使臣。於是，在西

班牙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是在內在性中重新引入的超越性─由君主與大臣所重新再現的

上帝與聖徒；然而在德意志悲劇中，我們看到的是完全喪失了超越性的暴君、烈士與陰

謀者。27 

 
儘管只能概略地論述，《悲劇》中的陰謀者所凸顯出的對於歷史的鐘錶式計算，正

呼應著當代政治哲學對於政治淪為警治而導致政治性（the political）之喪失的警示。與

此相應的，則是例外狀態不再是由主權者所決斷的政治時刻，而是由警察日常與工具性

地使用法律介入人民的生活。Hollis 指出班雅明《暴力的批判》中的警察概念已經預示

了其後所提的「永久的例外狀態」（permanent state of exception），而 Weber 與 Bredekamp
也指出《悲劇》中對於超越性之例外狀態的排除導致了「例外狀態已經成為常規/統治」

（the exception has become the rule），亦即陰謀者取代主權者而隨機地進行計算與介入

（Hollis, 2005: 1; Weber, 1992: 16; Bredekamp, 1999: 260）。正是在這個對於例外狀態的重

新思考下，現在讓我們回過頭來檢視阿岡本對於《悲劇》的詮釋。 

 
如前所述，基於對班雅明原本的考察，阿岡本指出「有一種巴洛克的末世論」，「正

因如此[有]一個機制可以在將其帶向終結（end）之前聚集且升起所有世間的生物」（SE：

55；Benjamin, 1998: 66）。然而這個末世論並非超越性的救贖或來世，而仍舊是一個內

在性的劇變：「來世完全被抽空而不剩任何一絲具有此世氣息的事物…為了清理出一個

終極的天空（heaven），並使它能夠，如一個真空（vacuum），有一天以劇變的暴力毀滅

這個世界。」（Benjamin, 1998: 66）因此我們可以確認的是，對應於巴洛克內在性的劇

                                                 
27 我們在此所無法繼續深論的是，根據 Weber 的分析，宮廷作為舞台中的舞台所產生的戲中戲

的效果，構成了班雅明透過德意志悲劇對於政治與歷史的反思。操縱著宮廷的陰謀者其實再現出

整個悲劇的編劇者，而又再現著對於整個時代背後之政治權力運作的懷疑（Weber, 1992: 17）。

透過陰謀者的設計，悲劇將幕後搬到幕前，進而試圖暴露出任何超越性的「幕後」而內在性中尋

求出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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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思想，或者沒有末世論（超越性的彼世），或者其所擁有的是一種內在性的末世論，

亦即末世之後仍在此世（這是阿岡本的看法）。並且，如果「有」這麼一個相應的機制

的話，順著班雅明的行文，似乎就是例外狀態與主權者的設計。然而這卻不是史密特之

超越性的，而是班雅明所翻轉的內在性。不是透過主權者的決斷來「宣告並排除」的例

外狀態，而是其倒轉，也就是被預設為決斷與排除例外狀態的主權者，正好顯示出其內

在的無能決斷，以及例外狀態的無可排除。巴洛克的主權者因此成為這個內在性之末世

論的機制，而我們也許可以在這個意義上去理解他在《暴力的批判》最後所說的，純粹

暴力可以被稱為主權暴力的意涵。因此，在所謂「虛構的例外狀態」（fictitious state of 
exception）─法律透過主權而自我懸置─所在之處，其實正暴露出班雅明最後所提出的

「真實的例外狀態」（real state of exception）。因此阿岡本指出，班雅明所重新定義的主

權導出了不同的例外狀態：相對於史密特將例外狀態限定於特定的時期與地域，因此和

正常狀態區別開來，進而藉此將無法/失序狀態（anomie）與法秩序連結起來；班雅明則

將其指向一個兩者「絕對地無可決定」（absolute indeterminacy）的情境，而在其中「生

物的範疇與法秩序同為一個單一的劇變所捕捉」（SE: 57）。 

 
最後決定性的一役，顯然是班雅明在其過世數個月前所寫的《論歷史的概念》（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中的第八點：「受壓迫的傳統教導

我們：我們所身處的「例外狀態」不是例外而是常規─統治（rule）。我們必須要達到一

個符合這個洞識的歷史概念。然後我們將會清楚地看到，我們的任務是帶來（bring about）
一個真實的例外狀態，而這將會增進我們與法西斯鬥爭中的位置。」（Benjamin, 2003: 
392）28 由於這涉及到真實的例外狀態作為法與生命之救贖的想像，因此，連同對班雅

明之神聖/純粹暴力的最後定調，我們一併留待第五章〈將來的法與生命〉再做討論。 

                                                 
28 原文將「例外狀態」譯作「緊急狀態」（state of emergency）。此外，Rule 所具有的常規與統治

的雙重意涵，在朱元鴻關於《例外狀態》的評論中已有敘及（朱元鴻，2005：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