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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法底生命：裸命 

 
 
 在探索了法的形式與力量之後，我們終於抵達了問題的核心：什麼是這個主權之法

的載體（bearer）？什麼是那被法預設為「非法」（non-legal）或「法外」（outlaw）而在

例外狀態中被攫取為法的首要元素？可能的答案只有一個：生命。然而這個答案的可能

性卻不可能被窮盡。接下來我們只能專注於探討阿岡本對於這個答案的啟發。在這之

前，班雅明在《暴力的批判》中已經點出了相關的主題：法的暴力、赤裸的/單純的生

命（bloßes Leben; bare life, mere life）與生命的神聖性。班雅明談到，神話暴力（mythical 
violence；在本文中是法律暴力的一個談法）是一種血腥的權力（bloody power），僅為

了自身的目的而攫取裸命；神聖暴力（divine violence）則是為了生命而施展的純粹力量

（pure power）。其並進一步質疑當代將裸命─生命本身─視為神聖的看法，強調生命本

身並不具有任何神聖性，因為裸命正是古代神話中罪（guilt）的載體（Benjamin, 1979: 
151-153）。阿岡本透過重構班雅明的概念，提出了被主權之法所擄獲而為其載體的正是

被赤裸地暴露於其中的生命──裸命。而透過對一個羅馬法術語─homo sacer（神聖之

人）─的考據，阿岡本則將生命的赤裸性與神聖性相連結。接下來，我們便從阿岡本對

homo sacer 的發掘開始，一直延伸到當代納粹集中營中的特殊生命形象：穆斯林（der 
Muselmann）。 

 
 
第一節 裸命 
 

神聖之人（homo sacer; sacred man）是被人民（populus）基於犯罪而判決的人。 
他不得被犧牲獻祭（sacrifice），然而將其殺害亦不會觸犯殺人罪。1 

─ Pompeius Festus（轉引自 HS：71） 

 
1. Homo Sacer（神聖之人）2 

                                                 
1 進一步的討論可參考朱元鴻（2005：209）。 
2 關於 homo sacer 的中譯是一個難題。本文在多數場合保持原文，但是基於中文的需要，仍在部

分場合選擇將其譯為「神聖之人」。這個翻譯的難處在於 sacer 所蘊含的複雜意涵。如後面將會

提到的，拉丁文 sacer 同時具有神聖的（sacred）與受詛咒的（damned）兩種矛盾的意涵（HS：

78）。不僅如此，sacer 似乎又與犧牲/獻祭（sacrifice）有關，然而 homo sacer 意謂的卻正是不能

被獻祭的人。然而，這個不得獻祭似乎卻又正因為，homo sacer 的宣告本身就已是一種獻祭（HS：

73）。朱元鴻選擇將其譯為「受譴咒的人」而非「神聖的人」，主要的關注在於試圖保存 homo sacer
原有的宗教意涵、被排除的地位以及宗教對政治的影響。而其認為這個翻譯的缺點在於不足以涵

蓋其宗教意涵的複雜性（朱元鴻，2005：209-212）。 
  本文選擇將之譯為「神聖之人」當然也同樣不足以涵蓋其複雜性（例如「受詛咒」、「犧牲」等

面向）。然而基於下面幾個理由，仍然選擇了這個譯法。（1）在英譯本中，我們看到比較多的地

方使用的是神聖（sacred），例如第二節與第三節的章名，以及對 Festus 論 homo sacer 的翻譯 sacred 
man（HS：71）。（2）阿岡本本身反對宗教性解釋的立場，例如他認為「Sacer esto 並非一個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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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阿岡本引用 Pompeius Festus 的話所提出關於 homo sacer 的定義。基於某些犯罪

（例如疆界的廢除（terminum exarare）、兒子對父親的暴行（verberatio parentis）等），

犯罪人被人民法庭（plebeian court）宣告為 homo sacer（HS：72, 85）。Homo sacer 最主

要的兩項特徵就是上述的可被殺害而不犯法，與不可被作為犧牲的對象。如何解釋這兩

個看似悖反的屬性？阿岡本認為，我們必須要穿越所謂「神聖的矛盾性」（the ambivalence 
of the sacred）的迷障，而在法權結構上尋求答案。Homo sacer 的處境來自於同時被人法

（ius humanum）與神法（ius divinum）所排除，亦即，同時作為兩種法秩序的例外（HS：

73, 82）。如前所述，例外並非與法無關，而是透過法的不適用而適用，透過排除於法外

而包含於法內。因此，就第一項「不得被犧牲獻祭」而言，意味著作為神法的例外，homo 
sacer 透過不適用神法（不得作為犧牲儀式的客體）而適用了神法，因此這個「禁止獻

祭」的判決本身就是一個最原初的獻祭，而 homo sacer 藉此被歸屬於神明。同樣地，第

二項「可被殺害而不犯殺人罪」意味著作為世俗法律的例外。Sacer esto（願其成聖；

may he be sacred）的宣告並非死刑，因此相對於死刑的適用與執行，被宣告為 homo sacer
的人毋寧是被排除於刑罰之外，不進一步適用任何刑罰的規定。然而這「不再適用刑罰」

本身卻正是一種刑罰，因為這同時意味著別人對他的行為也不再適用法律，因此人人可

將其殺害卻不觸犯殺人罪。不再適用法律因此同時意味著不再受法律制裁與不再受法律

保護。就此而言，homo sacer 的宣告並非「令其死」，而是「讓其死」：他在法律上已被

視為死亡，因此生理上的死活已與法律無關──一個法律上已經死亡的人無法在法律上

再被殺死而成為殺人罪的受害人。 

 
這個雙重例外的例說解釋了一些其他解釋所難以解釋的問題。例如 Károly Kerényi

與 W. Ward Fowler 將 homo sacer 當作一種古老「神聖」（sacred）形象的遺緒─被獻祭給

陰間之神─因此具有類似禁忌（taboo）的雙重悖反意涵：莊嚴的與受詛咒的、被尊敬的

與恐怖的。Kerényi 指出 homo sacer 之所以不得獻祭正是因為其已經透過 sacer esto 的宣

告而被獻祭給陰神，因此不再需要進一步的犧牲儀式。然而阿岡本指出這樣的說法無法

解釋 homo sacer 的第二個特質，亦即為什麼可以將其殺害而不會觸犯關於神聖的相關禁

忌、不會構成褻瀆聖物（sacrilege）（HS：73）？因為即使在 sacer 的矛盾性─同時是神

聖的（sacred）與被詛咒的（accured）─中，對其接觸都會造成褻瀆或自身的污染，更

遑論將其殺害了（HS：79, 82）。 

 
因此只有「例外」的形式可以解釋這個透過「不會違犯神律」的神判而歸屬於神的

原初法權結構。Homo sacer 正是透過人法與神法的雙重例外而同時被排除地包含於人與

                                                                                                                                            
詛咒的表述」（HS：85）。雖然朱元鴻認為阿岡本過於排斥 sacer 宗教上的複雜意涵反而忽略了其

豐富的歷史與思想資源，然而本文的工作主要在內部耙梳釐清阿岡本的法學思想，因此選擇這個

似乎較接近其立場的譯法。（3）我認為「神聖之人」的譯法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以讓其直接對應

於當代關於人或生命的神聖性宣稱。使用這個名詞（或許再打上引號）行文正好可以反諷性地提

醒「神聖性」在當代至高無上的肯定性背後所隱含的詛咒、排除、犧牲（或不可犧牲）的歷史與

政治。當然，這仍是一個暫時不完美的翻譯，仍有待更好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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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領域。這個特殊的機制於是開啟了一個既不適用人法亦不適用神法的活動地帶。其

中無論是 homo sacer 的行為或是他人對 homo sacer 的行為都不再受律法規範，「一切皆

被允許」。然而接下來的問題是：為什麼是「可以被殺死」（而不犯法）作為 homo sacer
的首要特徵？也就是說，在這個不受規範的生命活動場域中，為什麼是殺人與死亡特別

地被凸顯出來，彷彿 homo sacer 唯一的去路就是死亡？ 

 
如前所述，homo sacer 所發明的是一種與生物性死亡脫鉤的法律性死亡，或者可以

被引伸為政治性死亡。人皆會死，這個自然事實並不足以構成「生命政治」。構成生命

政治之原型的 homo sacer 正在於其並非自然死亡，而是「自然活著」卻「政治死亡」。

因此生命政治之主權實現並不在生理上殺死一個人，而是在政治上殺死一個人，而體現

出一個赤裸地活著的生命。這個「神聖的裸命」才是生命政治中的「生命」。他並不是

一個「自然的生命」，而是一個政治死亡的生命。更進一步言，這個政治死亡與自然死

亡不重疊的「餘命」才是生命政治的載體，而非一個自然死亡或是被死刑或獻祭處死的

生命。 

 
系統性地來看，一般而言生物生命與政治生命「始終」是重疊的。這可以表現在各

種出生與死亡的儀式中。然而阿岡本透過 homo sacer 所挖掘出的兩者的不重疊處則最能

顯示出其區分的所在。透過政治死亡但生物存活的餘命，我們得以見證到這一個生命─

政治的區分運作。面對這一個多餘的生命，這一個剝除了一切政治意義的生命，人們似

乎不知所措。Sacer 的矛盾性─神聖與詛咒、尊敬與畏懼─反映出對此「多出的生命」

的感受。從語言的結構上進一步探討，對應於這個餘命的 sacer、taboo 等兼具矛盾意義

的詞語無異於結構主義語言學所提出的流動符徵（floating signifier）或盈餘符徵

（excessive signifier）。從這個角度而言，餘命之「餘」並不在其「命」本身，而是在賦

予生命意義的政治和語言的「剩餘」之上。李維史陀（Lévi-Strauss）曾指出像 mana（阿

岡本將其類比於 sacer 與 taboo）這樣的詞語作為一個盈餘符徵其意義僅在於指出意指作

用（signifying function）相對於所有符指（signified）的盈餘（HS：80）。在這裡我們也

可以回想起前面所討論的空白的法與空符徵的問題。一個多餘的、流動的、空白的符徵

所意含的意指作用「本身」正是將生命納入語言與政治的主權作用與例外狀態。無怪乎

承載著 sacer 這個空符徵的成為一個空的 homo，盈餘符徵擄獲了餘命。在這個意義上，

的確盈餘符徵的語言結構與例外狀態的法權結構更進一步解釋了所謂「神聖的矛盾性」

的基礎。而更令人震驚的是，彷彿餘命或裸命所具有的唯一內容就是「可被殺死」的這

個屬性。一方面，彷彿人們對於此一多餘而赤裸的生命的矛盾感受─敬與畏、崇拜與鄙

視─僅能導致盡快將其消滅、使其消失；另一方面，彷彿生命在剝除一切內容之後所剩

下的唯一差異就是生與死、活著與消亡。因此，主權作為生殺大權與死亡機器的意義正

在於這個純粹否定性的力量。否定了生命的一切意義之後，所剩餘的最後一個否定便是

「生命本身」的否定，而這個否定的實現同時意味著否定的完成。在這個意義上，「可

被殺死」乃是被否定一切的餘命/裸命所最後承載的否定力量，也是主權邏輯下生命最

後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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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針對當代對於生命本身之神聖性的歌頌與抬舉，阿岡本挖掘出了這個神聖性

與生命的晦暗起源。不僅是神聖與詛咒的矛盾，神聖（sacer）一詞本身便意指了一個被

人法與神法雙重棄置的赤裸生命。在這個意義上神聖的生命正是赤裸的生命，也就是生

命政治所不斷操作形構的對象──生命本身。更險惡的是，生命本身的意義，竟只剩下

死亡。 

 

 
2.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生殺大權） 

 
現在將視野從一例外的生命─homo sacer─轉移至所有的羅馬公民。如果我們在前

者身上得以辨識出作為生命政治之載體的、政治生命與生物生命間的「餘命」，那麼我

們如何進一步藉此觀察一般性的政體運作？阿岡本指出，作為主權之傳統標記的生殺大

權（vitae necisque potestas; right over life and death），是一個重要的線索。拉丁文的 vita
可以指單純活著的事實，或是某種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包含了希臘文的 zoē 與 bios。

古希臘生物生命與政治生命的區分在此似乎被合而為一。然而，vita 本身並非一個法律

概念，而其唯一成為法律用語的所在便是 vitae necisque potestas。Yan Thomas 的研究指

出，vita 完全僅以 nex 的對應項出現。因此，在將生命納入政治權力的生殺大權之中，

生命彷彿僅以其「可被殺死」的性質而成為權力的對象。作為主權之原始標記的生殺大

權事實上只是一個殺人權利/權力、一個死亡權利/權力。因此，被此權力所作用而擄獲

的生命僅具有一種意義與性質：可被殺死。在我們上一段的討論中已經看到，僅僅「可

被殺死」的生命就是裸命，因為這是被否定一切之餘命的最終否定性意義。從阿岡本關

於生物生命與政治生命之區分的生命政治結構來看，vita 所融合的 zoē 與 bios 在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中再度呈現出裸命的性質。相對於 homo sacer 的可殺來自於政治生命

與生物生命的分離（政治死亡而生物存活），羅馬男性公民在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下的

可殺則在於政治生命與生物生命雖然重疊，但政治生命（公民資格）的開始完全附隨於

一可以剝奪其生物生命的權力。因此我們可以說其政治生命與生物生命的重疊進一步導

致了兩者的區分轉移至一潛在性的領域上。我們可以說羅馬公民政治生命的原初內容僅

僅是其生物生命可被剝奪的潛在性，亦即，生殺大權作為否定生物生命的權力/潛力，

成為了將生物生命過渡到政治生命的根本力量。這個對於生物生命的否定潛力─生殺大

權─奠定了羅馬政治生命的基礎，同時在此一潛在性的層次上，構築了生物生命與政治

生命的區分：政治生命的誕生來自於對生物生命的排除潛力。 

 
釐清了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與裸命的關係之後，現在讓我們進一步考察這個權力

的載體。羅馬法的「生殺大權」僅僅存在於父親與兒子之間。阿岡本特別澄清「生殺大

權」與一般性之「家父權」的不同：後者僅停留在家（domus）的領域，即便其可以處

死通姦的妻子或女兒，以及對奴隸的廣大權力；前者則透過父子關係延伸至政治領域，

席捲入所有的男性公民。在護民官 Caius Flaminius 的例子中，其因為試圖接替/免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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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sede）元老的權威而被其父拖下講台（rostra）即為明證，而 Valerius Maximus
則將此權定位為 imperium privatum（私人治權）。Thomas 亦認為羅馬的 patria potestas
（父權）被視為某種公共義務，而成為一種「殘存而不可化約的主權」（HS：88）。3於

是羅馬政體在父親（pater）的 potestas 與行政官員的 imperuim 之間形成了緊密的連結，

彷彿後者的 imperuim 乃是前者的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延伸至所有的男性公民。於是，

從父親承認兒子的出生而將其扶養開始，就掌握了其生殺大權。在這個意義上，伴隨其

成為羅馬公民（政治生命）的潛在資格的，自始便是一剝奪其生物生命的潛力。而當這

個由生殺大權所建構的父子關係擴展至整個政治領域，我們可以發現每一個子民都成為

潛在的 homo sacer，相對於每一個父長都是潛在的主權者。阿岡本指出，homo sacer 所

背負的「可被殺而不可獻祭」的特徵同樣呈現在承擔著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的兒子/
公民身上。羅馬人清楚地意識到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作為一個無限的殺人權威（lex 
indemnatorum interficiendum）與十二木表法（Twelve Tables）中唯有透過審判才能處死

一個公民之原則間的矛盾。另一方面，根據 Thomas 的研究，在 Calpurnius Flaccus 所舉

的一個例子中，有一個兒子當其被父親基於 potestas 而送給一個劊子手處死時，他正確

地拒絕劊子手的執刑，而要求只有他的父親才能將其殺死（HS：89-90）。此外，正如

homo sacer 同時作為人法與神法的例外而建構了世俗領域與神聖領域的區分，vitae 
necisque potestas 的子民也因此承載著家與城市之間的區分門檻（HS：90）。 

 
 
 
 
 
 
 
 
 
 
 
 
 
 
 
 
 
 
 
 

                                                 
3 關於父權與元老的權威之關連，詳見下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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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權者 
 

例外最為清楚地顯現出了國家權威（authority）的本質。決斷在此與法規範分 

離，並且（弔詭地表述）權威證明了它不需要法律就可以創造法律。 

                ─ Schmitt (1985: 13) 

 
1.  Auctoritas（權威） 

 
當史密特在這裡將權威與例外狀態相連結時，權威一詞已經與主權相等同而失去了

其於羅馬共和中標示元老之特殊權能 auctoritas 的特定意涵。然而這一條軸線卻也並非

與主權無關，因為在阿岡本將 iustitium 視為例外狀態的原型時，其進一步指出無論是誰

宣告 iustitium，其都必然是總是透過元老的權威（ex auctoritate patrum）而宣告（SE：

74）。我們上一段已經將主權與家父的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之關係做了基本的分析，現

在透過對於羅馬的「國父們」（founding fathers）─元老─之 auctoritas 與 iustitium 關係

的探討，應將更有助於我們對羅馬政體的法制與生命政治之複合體的理解。 

 
在羅馬法中，auctoritas 與 potestas 一樣依據不同脈絡具有廣泛而多義的意涵。在私

法領域中，就財產法而言，auctoritas 類似於所有權的概念；就身份法而言，則類似於

法定代理人的同意權（Smith, 1875: 173-174）。在阿岡本所舉的例子中，出賣人作為 auctor
在要式買賣契約關係中有義務協助買受人對抗第三人對其所有權的爭執。另一方面，監

護人（tutor）作為 auctor 能夠透過其同意權的行使使被監護人的法律行為發生效力，如

同家父（pater familias）作為 autor 能夠同意其兒子的婚姻（SE：76）。另一方面，在公

法的領域中，如前所述，patres4（元老）是 auctoritas 的擁有者，而 auctoritas patrum 則

是其權能。阿岡本指出，根據 Mommsen 的看法，元老院本身並無法行動，而必須與

magistratus（行政官員）協力行動，或是批准由人民會議（popular comitia）所通過的法

律。5 因此，表述元老院職權之一的術語是 consultum（諮議），而不是具有絕對的拘束

力的命令（SE: 77）。在這樣的對照中，阿岡本指出，無論是在私法還是公法領域，auctoritas
都不是一個獨立自足的概念。如同其動詞字源 augeo 所具有的擴大（augment）、增加、

完善等意涵，其引用 Magdelain 的話指出：「[A]uctoritas 本身並不充分；無論其授權或

是核准，它都隱含著另一個其所使之生效的外部行動。」（SE：76） 

 
Auctoritas 的生命政治意涵，如同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一樣，首先展現在最原初意

義的 auctor：家父（pater）身上。此一基於出生與撫養的事實而具有的一身專屬地位，

從 domus 延伸到政治，patres 的 auctoritas 也同樣來自於「國父們」（founding fathers）

                                                 
4 Patres 在羅馬共和前期指的是 patricii（貴族），而在後期當 paricii 失去了作為一個政治體的重

要性時，則是指 senate（元老院）。而無論是前者還是後者，patres 都是從 pater（家父）衍生而

來(Smith, 1875: 172-173, 875-877)。 
5 基於上述意涵，黃風將 auctoritas 譯為「准可」（格羅索，1994：481）。或許這個譯法較貼近其

當時的脈絡，但為與當代 auctoritas 與 potestas 的脈絡作對應，在此仍然譯為「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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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下來的貴族血統。而在作為財產所有人的 auctor 身上，其作為出賣人的 auctoritas
有時也被比擬為 pater 分配財產給其孩子（SE：77）。其次，auctor 行使其權能的術語乃

是 auctor fio（使我成為 auctor；I am made auctor），或是 patres auctores fiunt（使元老成

為 auctors；the fathers are made auctors）。在這樣的表述中，auctoritas 不像是一個權利

或權力（potestas）的行使，反而像是特定身份的人（如 pater）本身被成為為 auctor 而

產生了能夠使他人的行動獲得完整法效力的 auctoritas（同前）。對照 sacer esto（願其成

聖）與 auctor fio（使我成為 auctor），兩者同樣都意謂著一種直接與其人身相連結之權

能的實現。放在由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所連結的父子關係中，對應於近似潛在之 homo 
sacer 的兒子/公民，這個從父親/元老的身份所直接產生、無條件與程序的 potestas，似

乎更加接近一種 auctoritas，而將其轉化為 auctor。 

 
現在讓我們進一步探討原先提出的焦點：auctoritas 與 iustitium 的關係。如前所述，

iustitium 的宣告是由元老院的 senatus consultum ultimum 所發動。作為這個 consultum 之

基礎的是 tumultus 的宣告，而通常便會導致 iustitium 的發佈（SE：41）。然而值得注意

的是 iustitium 究竟是由元老院還是行政官員發佈的問題。Emil Middell 指出，iustitium
並非由元老院所宣告，而是元老院宣告 tumultus，行政官員宣告 iustitium。阿岡本並未

否認這個說法（其甚至指出存在由獨裁者發佈 iustitium 的情形），而只是強調，無論誰

具有法律形式上發佈 iustitum 的資格，「可以確定的是其都總是並只是基於元老的權威

（ex auctoritate patrum）而宣告。」（SE：47）然而由誰宣告 iustitium 的問題在阿岡本

所討論的脈絡中仍具有相當的意義。不僅是 tumultus（動亂狀態）與 iustitium（法的懸

置）並不相同，更在於元老院之 auctoritas 與行政官員之 potestas 間協力與制衡的關係6，

這在前者僅作為 consultum（建議）而後者具有 intercessio（否決權）的制度設計上最為

清楚地表現出來。從這個角度而言，iustitium 與 dictatura 在宣告的機制上並無二致，皆

非元老院或行政官員獨具的權能。在認知到 iustitium 並非由元老院之 auctoritas 所獨佔

的前提下，我們才能進一步更清楚地理解兩者的關連。 

 
這個關連性除了 iustitium 同 dictatura 一樣是由元老院基於 auctoritas 提出 consultum

所發動之外，更重要的還是在其作用。阿岡本在此提出了兩個例子：一個是私人公民

Scipio Nascia 在 iustitium 之中，面對不願意執行元老院的 consultum 去對抗 Tiberius 
Gracchus 的執政官，號召眾人殺死了 Tiberius Gracchus。在這個例子中，阿岡本透過

Mommsen 的研究指出，iustitium 彷彿讓執政官變成了私人公民（in private abditi），而原

本是私人公民的 Nascia 則彷彿取得了執政官的 imperium。另一個相反的例子則是在面

對 Hannibal 的突襲時，元老院所發佈的 consultum 則在 iustitium 中重新恢復了所有曾任

獨裁官、執政官與監察官（censors）之人的 imperium，直到敵人被擊退為止（SE：44、

79）。在這兩個相反的例子中，阿岡本指出 auctoritas 似乎具有能使現存的 potestas 失效

或是使已經失效的 potestas 重新生效的能力。在這個意義上，auctoritas 是一個能夠懸置

或恢復法效力的權能，但其本身並非一個形式的法定權力（SE：79）。André Magdelain

                                                 
6 在此牽涉到學者對權力制衡的期待，相關討論請參考註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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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將 auctoritas 稱之為「奠定合法性（legitimacy）的權力」（SE：78）。於是，羅馬法

體系（乃至整個西方的法律傳統）可以被視為由兩個異質但協力的元素所構成：一個是

嚴格意義上規範性、法律性的 potestas，一個是混亂的（anomic）、超法律的 auctoritas。

前者需要後者賦予其效力、使其能夠適用，但後者則僅能透過使前者生效或失效而作用

（SE：85-86）。如果說 potestas 代表了狹義的法律制度，auctoritas 則體現出與其相對卻

又相輔相成的生命政治運作。阿岡本所試圖探究的法律與生命政治的關係便透過其

potestas 與 auctoritas 的對應而開展出來。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一個阿岡本認為 auctoritas 所呈現出最純粹清楚的形式：當其被

potestas 否決的情況。他引用 Mommsen 的研究指出，senatus auctoritas 這個用語在法律

技術上指的是一個因為被行政官員的 intercessio（否決權）所反對而不具有法律效果、

因而也不會被執行的 senatus consultum。阿岡本認為在此 auctoritas 以一種相反的方式更

加清楚地呈現出其本質：作為能夠「賦予合法性」或懸置法效力的超法律性權能，其本

身在被否決而喪失效力時，竟立刻轉化為一紙具文。在這個時刻做為具文而存在的

auctoritas 所呈現的便是當法律完全被懸置時所剩下的法律。此時，根據班雅明對於卡

夫卡寓言的解讀，這個具文所對應的正是具體的生命，「在每一點都和生命交融的法」

（SE：80）。對應於具文（mere writing）的正是裸命（mere life）。7在此我們再度見證到

了 auctor 與 homo sacer 的親近性：奠定法效力基礎的 auctoritas，在其本身被剝除了法

效力之後，竟然呈現出與 sacer 類似的性質。Auctor 崇高的生命在此轉化為一赤裸的生

命，而暴露出了其生命政治的深層內涵。 
 

 

2.  Nomos Empsukhos（活的法律） 
 

Auctoritas 的概念在羅馬由共和轉向帝國時產生了重大的轉變，亦即，從 auctoritas 
patrum（元老權威）過渡到 auctoritas principis（君王權威）。這個轉變首先可由羅馬帝

國的開國元首屋大維（Octavian）的封號 Augustus（奧古斯都）一瞥端倪。阿岡本指出，

Augustus 與 augeo 及 auctor 來自同樣的字根，並引用 Dio Cassius 的話說，Augustus 並

不是指一種 potestas，而是 auctoritas 的光輝（SE：81-82）。8 於 1924 年發現的新文件

顯示，屋大維宣稱其和所有的同僚官員享有同樣的 potestas，但是他能夠超越眾人的，

則來自於其 auctoritas（新的文件顯示其所寫的是 auctoritate 而非 dignitate）（同前：81）。

西元前 27 年，當屋大維接受元老院所授予的 Augustus 的尊稱時，其同時自我定位為

optimi status auctor（最高位階的 auctor）。阿岡本援引 Mgadelain 的研究指出，這裡的

auctor 並非其「創建者」（founder）的一般意涵，而是我們前面曾經提到過的在要式買

賣中協助買受人對抗第三人的、作為財產原所有人的出賣人地位。在這個意義上，其要

                                                 
7 進一步的討論請見第五章第三節 2.。 
8 一般的看法則認為，Augustus 為一個宗教性而非政治性的用語，用以指稱具有神聖性而超越一

般人性及憲政秩序的地位（Smith, 1875: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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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固」國家能夠完整地重新交回元老院的「所有」與統治，回復共和體制（SE：82）。 

 
除了 Augustus 的封號之外，元老院所賦予屋大維的另一個頭銜 Princeps 也許更能顯

示出其與 auctoritas 的關連。相對於 Augustus 的宗教意涵，princeps 來自於元老院的傳

統 princeps senatus（首席元老；primus inter pares of Senate），而 princeps 一般則譯為「第

一公民」（first citizen）。屋大維因此宣稱 auctoritas 是其能夠具有 princeps 之地位的基礎

（SE：80-81）。一般認為屋大維所刻意使用的這兩個頭銜是為了避免 rex（國王）或獨

裁官（dictator）所可能遭致的元老院疑懼，而重蹈凱撒（Julius Caesar）被其暗殺的覆

轍。無論是 Augustus 或是 princeps 後來都成為了羅馬皇帝的頭銜，而以 princeps 為皇帝

頭銜的羅馬帝國時期也被後來的史學家稱為 principate 時期。阿岡本因此指出，羅馬的

帝制（Roman principate）並非一種行政官制（magistracy）─如一般透過皇帝（emperor）
一詞而回溯至行政官員的 imperium─而是一種 auctoritas 的極端形式。其引用 Heinze 的

說法指出，所有的行政官制都是一種既存的形式，個人透過接受某個職位而獲得該職位

所賦予的權力；相對地，auctoritas 則直接來自於人身，彷彿由他的人身/人格所建立，

隨著其生命而存續與消失（SE：82）。 

 
然而進一步的觀察可以發現，屋大維並不僅透過 Augustus 與 Princeps 的封號取得了

元老的 auctoritas，其更進一步囊括了幾乎所有的 potestas，特別是那些面對戰亂的例外

權力，例如 tribunicia potestas perpetua（永久的護民官權力）與 imperium proconsolare 
maius et infinitum（最高與無限之行省執政官的治權）。在 Augustus 的身上，這些例外權

力被常態性地集中起來，而這毋寧與其卓然出眾的 auctoritas 共同構成了羅馬皇帝的特

殊性格。如果說現代主權概念的建立乃取法自羅馬帝制，那麼顯然如同 Jesus Fueyo 所

指出的，auctoritas 與 potestas 在主權上的混淆與聚合乃是現代國家理論的核心問題

（SE：75）。這個原本分屬於元老院與行政官員的 auctoritas 與 potestas 的結合產生了決

定性的變化。在我們所討論的脈絡中，這特別發生在例外狀態的宣告上。原本透過元老

院與行政官、auctoritas 與 potestas、tumultus 與 iustitium 的區分而被暫時限定的例外狀

態，現在透過集於皇帝（主權者）一身而成為常態。Nissen 在此首先指出了後來班雅明

所提出的論題：「例外手段消失了，因為它們已經變成了常規」（SE：68-69, 86）。這個

關鍵的轉變導致了 Augustus 本身彷彿便成為一個活的 iustitium，而常態性地將自身脫離

的所有法的束縛。在此 legibus solutus（不受法律限制）便成為了主權的最佳表述（SE：

69）。9 

                                                 
9 這個 auctoritas 與 potestas 區分與結合的關係成為當代許多論者討論主權與例外狀態的焦點。

如前面提過的 McCormick 便試圖重申史密特《論獨裁》中所提之羅馬共和的任務獨裁以對抗其

《政治神學》中的主權學說。他認為史密特將前者中元老院宣告（決斷）例外狀態、執政官任命

獨裁官而實施（決斷）例外統治的兩個決斷在後者中合而為一導致了壟斷性的主權與獨裁/例外

狀態的濫用（McCormick, 1998: 239-241）。鄂蘭同樣提倡美國革命之權威與權力的分離─權威來

自憲法，權力來自人民─對照於法國大革命將兩者合一所創造的「人民主權」的問題（Arendt, 1990: 
198-201）。史密特自己自己則在《憲法學說》中明白指出在其制憲權概念（承襲自法國大革命）

中已無區分權威與權力的實益（施密特，2004: 103-104）。然而他在之後的《憲法的守護者》中

卻又重提羅馬 auctoritas 與 potestas 的區分以說明威瑪總統之「中立權力」（pouvoir neutre）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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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這個透過對於 auctoritas 與 iustitium 吸收而站在一切法律之外的威嚴生命

（august life），本身便轉變為一切法律的來源，所謂的活的法律（living law）（SE：69）。

Diotogenes 主權學說的論題─basileus nomos empsukhos（主權者是活的法律）─正好在

羅馬皇權抬頭的同一年提出。根據 Delatte 的編譯，這個學說主要由三個論點構成：（1）

君王是最正義的（the most just; dikaiotatos），而最正義的是最合法的（the most legal; 
nomimōtatos）；（2）沒有正義則沒有人可以成為君王（Without justice no one can be king），

而正義是沒有法律的（but justice is without law; aneu nomou dikaiosunē）10；（3）正義的

是正當的（legitimate），而君王，作為正義的原因（having become the cause of the just），

是一個活的法律（同前）。 

 
儘管在這一個簡短的論證中具有一些模糊之處11，我們可以大致確定的是君王不受

法律限制，以及其作為法律的來源乃是一個「活的法律」。在這裡阿岡本分析道，就君

王不受法律拘束的特徵而言，君王本身無異於一個「無法」（anomie）的生命。然而，

這個無法之命卻透過「活的法律」而被設定為法的起源。因此，在主權者身上，法與生

命、無法狀態與法秩序被原初地接合起來。在此接合法內與法外的例外狀態被常態化為

主權者「威嚴的生命」，而「主權者是活的法律」便構成了現代主權理論的原型。在史

密特以「決斷例外狀態」作為主權者的定義之前，主權者已原初地被設定為一個一般性

的例外狀態、持續的無法狀態。而如同史密特所強調的「規則僅自例外而生」，在「活

的法律」中主權者同樣不受法律拘束，卻成為法之正當性的來源（SE：69-70）。 

 
在 Delatte 所收錄的另一篇關於「主權者是活的法律」的文獻中，由 Pseudo-Archytas

所著的《論法與正義》（On Law and Justice）則提出了這樣的結構： 

 
我說每個共同體都由 arkhōn（下令的官員），接受命令的人，以及，第三個，法律

所組成。就最後一項來說，活的是主權者（basileus）而死的是文字（gramma）。法律是

首要的元素，君王合法（the king is legal），官員遵守（法律），受令者自由，而整個城

市則幸福；但若有任何的偏差（deviation），則主權者是暴君，官員不守法而共同體不幸

                                                                                                                                            
質（施密特，2005:  258-261, 288-290）。在此史密特強調作為此守護憲法之中立權力與其他憲法

權力的差異：連續性、恆常性與在例外狀態中採取積極作為。相對於其它的 potestas，元首的

auctoritas 一方面在平常狀態中象徵著國家的統一與延續，及作為一種消極的斡旋權力，另一方

面則在緊急狀態中能夠採取必要行動來維持國家的存續。因此，在這裡權威與例外狀態相連結，

並且同樣並不區分決斷例外狀態與在例外狀態中決斷之二種決斷。因此，即便在此史密特並未如

《政治神學》中直接將權威與主權等同（而這與其從君王主權轉向人民主權有關），我們仍然可

以發現類似的與例外狀態的連結。對威瑪時期的史密特而言，關鍵的區分仍是常態法制（potestas）
與例外權威（auctoritas），因此主權者/民國總統在正常狀態中隱身於內閣的常態法定權力之後，

而僅在例外狀態中起身行使不受法律限制的權力以捍衛國家的存續。 
10 阿岡本指出 Delatte 刻意地在 dikaiosunē 之前插入一個否定在語言學（philology）上是完全不

具正當性的。 
11 例如君王與正義的關係：「沒有正義則沒有人可以成為君王」與「君王，作為正義的原因」究

竟何者為因、何者為果？以及這裡的「正當性」所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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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SE：70） 

 
在這裡我們不難聯想到納粹法學家所提出的：領袖（Führer）的話就是法律（HS：

142）。在「主權者是活的法律」的法權架構中，法律是最高的，官員要守法、人民要服

從官員的命令。然而在法律之中，主權者本身作為活的法律又高於成文的法律，甚至其

話語亦可能轉化為成文的法律。阿岡本指出，透過「主權者是活的法律」這樣的概念，

主權者作為一個無法的生命被引入了法秩序之中，卻無損於「法的最高性」之法秩序的

虛構（SE：71）。12 

 
 
3. Iustitium Ⅱ（主權者的喪禮） 

 
如前所述，當 Augustus 集近所有的 auctoritas 與例外的 potestas 於一身，而似乎成

為一個活的法律/無法的時候，原本作為中止一切法律活動的 iustitium 也因為在其身上

成為常規而不再可能。並未引起史學家太大的注意，此時 iustitium 卻悄悄轉化了其意涵，

而進入了一個新的生命政治架構。當整個羅馬政體轉型為由 Augutus 威嚴的朕體所具現

的皇權體制、彷彿其 auctoritas 奠定了整個帝國的正當性基礎時，新的 iustitium 不再來

自外敵的入侵或是內部的叛亂，而僅轉發自皇帝的崩殞本身所引發的動盪──iustitium
現在轉而指涉主權者的喪禮，國喪/殤（luctus publicus; public mourning）（SE：65）。 

 
如何解釋 iustitium 的意涵從中止一切法律到主權者的喪禮的轉變？阿岡本贊同

Augusto Fraschetti 的看法。他從凱撒的喪禮─其形容為「煽惑性的喪禮」（seditious 
funerals）─所引發的暴動指出，主權者的喪禮本身便是動亂（tumult）的來源（SE：

67-68）。由此，阿岡本進一步詮釋道：如同共和時期元老院所宣告的 tumultus 乃是 iustitium
的原因，現在主權者的死亡本身便產生了 tumultus，進而將相應產生的法律的中止

（iustitium 的第一義）整合進其喪禮（iustitium 的第二義）之中。而這個由其死亡所產

生的 tumultus 無疑正印證了在其「威嚴的生命」中所蘊含的「活的法律」與「無法狀態」

之間的模稜性（SE：68）。 

 
因此，如前所引，Augustus 臨終前仍固執甚至近乎傲慢（insolently）地問道：「現在

外面是否有為他而生 tumultus」（SE：68）。我們在此彷彿可以感覺到一種矛盾的情結：

同時希望與擔心關於他的動亂發生。一如阿岡本所指出，在這裡 de se…foris 可以同時意

指「為了他」（for him）與「在他之外」（outside of him）（Agamben, 2005b: 295）。我們

因此可以看到這個身為「活的法律」，而臨死前仍然梳妝打扮、照著鏡子詢問旁人其是

否演好了他「人生的戲」的羅馬第一皇帝，距離動亂是多麼地親近（SE：68）。因此，

                                                 
12 然而在這裡同樣被忽略的問題是「正義」的地位。若果真主權者是活的法律而本身便是一切

的標準，如何可能產生「偏差」？關於這個問題，朱元鴻透過將 nomos 解為傳統道德或習俗提

出了不同的質疑（朱元鴻，200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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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其呼吸的終止，失去了其「威嚴的生命」作為依附的 auctoritas 現在轉變為 tumultus
竄流出來席捲了整個國家。因此相應而生的便是再度將其捕捉的 iustitium──在中止一

切法律活動下進行的主權者喪禮。在此「中止一切法律」同樣乃是一個試圖捕捉 tumultus
的法權虛構，並且同樣包含著原初的 iustitium 所具有的停止活動與動員的雙面性。另一

方面，國喪中常常舉行的行軍式也顯示出同樣的功能：一方面象徵著主權者的權威與例

外權力，一方面實際震懾可能發生的暴動（Agamben, 2005b: 295）。13 

 
 

4. 權威的生命與神聖的生命（august life and sacred life） 

 
在 Ernst Kantorowicz 的名著《國王的兩個身體：一個中世紀政治神學的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 A Study in Mediaeval Political Theology）中，作者透過對中世紀國王的

身體（朕體）與王國的政體間關係的研究，突出了現代主權的特性之一─恆久性─如何

經由「國王的兩個身體」之區分而得到確保。在國王會死的生物性身體之上，尚有著一

個不會死的政治性身體，透過各種象徵儀式（特別是喪禮）的操演，這個連結於王國政

體的國王的第二個身體得以代代相傳，永垂不朽（HS：91-94）。Le roi ne meurt jamais
（國王永遠不死）與 le mort saisit le vif（死者歸於生者）14便是指涉這第二個身體/生命

的俗諺。而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應屬 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這句話首先在出現在 1422 年法王查理七世（Charles Ⅶ）在其父王查理六世（Charles Ⅵ）

死後繼承王位的加冕儀式上。源自於 le mort saisit le vif 的繼承法原則與國不可一日無君

的政治安定需求，這句話意謂著國王的王權在其死時即刻移轉給其繼任者，因而王權萬

壽無疆。15 在這句話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國王的兩個生命」：前者是會死的生物生

命，後者是不死的政治生命。 

 
然而相對於 Kantorowicz 所強調的國王的第二個身體與王權/主權之恆久性的關連，

阿岡本則試圖從另一個面向進行探討。其指出法王喪禮的一個特殊儀式─製作一個國王

的蠟像並將其如活著的國王般對待與埋葬─與羅馬皇帝喪禮中之蠟像（wax imago）的

關連性還較 Kantorowicz 所想的更為深刻。Kantorowicz 並不認為後者對前者有直接的影

響，並且將蠟像的作用連結於王權的永恆不滅；阿岡本則指出此蠟像所意謂的不僅是主

權的永恆性，其更深一層的意義在於主權與 homo sacer 的關連。透過對於羅馬國喪中主

權者之蠟像與 homo sacer 的隱密連結，阿岡本試圖指出主權者的權威生命與 homo sacer
的神聖生命間隱晦的對應關係，以及這兩種生命與法秩序的關連（HS：93-94）。 

                                                 
13 Seston 的研究指出，主權者的喪禮喚起了古老 iustitium 所具有的動員（mobilization）作用：

一切活動的停擺，所有人被迫準備投入戰場（SE：67）。我們曾讀到在共和時期基於 tumultus 所

進而宣布的 iustitium 在停擺一切日常活動之餘，同時便是全面性地緊急強制徵召：在一般狀態不

須服役的人，現在不得豁免；在一般狀態個別宣誓入伍的軍人，現在集體宣誓入伍（Smith, 1875: 
1171）。此外，動員與運動（movement）的對應/對立，以及其所所蘊含之不作為與作為、自發與

強制、壓迫與解放等區分的意涵亦值得我們再進行進一步的思考。 
14 本義指死者的財產在死後立刻歸屬於繼承人。 
15 參考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_King_is_dead._Long_live_the_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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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 Elias Bickermann 的研究，在羅馬皇帝 Antonius Pius 的喪禮中發生了異於往常

的轉變。過去皇帝的死後的身體是隆重地、但非正式地埋葬，遺物安置於陵墓中，而國

喪通常也在此刻結束。但是在 Antonius Pius 的死亡中，iustitium 竟當其屍體已經入土了

之後才開始！根據 Dio 與 Herodian 的記載，其喪禮的主角是一個仿造已故皇帝的蠟像。

這個蠟像被當作活著的皇帝對待：Dio 描寫侍從揮著扇子為其驅蚊、Septimus Severus
在其入葬時給了他臨別之吻。Herodian 則記載這個蠟像被當作病人在皇宮中待了七天，

包含醫生的看診，臨床的紀錄與死亡的診斷（HS：94-95）。在此無疑地，這個蠟像被當

成是皇帝的「第二個生命」，而成為了國喪的主體。 

 
Bickermann 接著在同一份研究中將這個形象的喪禮（funus imaginarium; image 

ceremony）連結於另一個形象喪禮的情況：在 lex collegii（社團法）16中規定，若社團的

（collegio servus; servant of this college）死亡而不敬的校長並未將其埋葬，則應該舉行

一個 funus imaginarium。此處再製的形像乃是用來代替其已經喪失的屍體（HS：95）。

而在四十多年後，Bickermann 重新探討這個問題時，其則將此形象喪禮連結於另一個特

殊的人物：為了拯救陷入巨大危機的城市而將自身獻祭給陰間諸神的 devotus（獻身者）。

根據 Livy 的記載，西元前 340 年在 Veseris 一役中羅馬軍節節敗退時，戰區指揮官 Publius 
Decius Mus 對天宣誓將自身獻祭給諸神，接著策馬衝入敵軍。「對兩軍而言他都呈現出

超人的威嚴，彷彿從天而降以抵償諸神的憤怒」（HS：96）。接著 Livy 寫道，若 devotus
因而死亡時，則一切正常；但是如果他沒死，一個他的形象（signum; image）就必須被

下葬七呎之深，並且要再犧牲一個人獻祭。任何官員都不得走過形象埋葬的所在，而

devotus 則不能再舉辦任何儀式（HS：97）。 

 
Robert Schilling 指出這個應死未死17的 devotus 所呈現出的詭異狀態來自於其已經成

聖（this happens because this man is sacer）。他不能再回到人世，因為正是他的犧牲獻祭

拯救了他的社群（HS：97）。在這裡我們可以看到 devotus 與 homo sacer 的親近性。同

時，未死的 devotus 與其複象之間的關係亦值得思索。顯然，當其將自身獻給諸神之後，

他的生命就已經被視為離開人世；然而，在他尚未因此死亡之前，他也並未進入陰間。

他於是成為了一個尷尬弔詭的存在、一個世間遊魂、一個活死人（living dead man）（HS：

98-99）。既脫離了人法的規範，又無法進入神法的奉祭儀式，他於是位於兩種法律、兩

個世界之間的灰色地帶，逾越於界限之上。對於這個詭異而引人疑懼的形象，人們於是

需要另一個儀式─形像喪禮─讓世間回復秩序。形像替他而死，讓他得以重返人間

（HS：100）。在這一個互換的過程中，他彷彿一個活的蠟像，正如蠟像彷彿是一個活

的他。蠟像被視為具有生命，因此得以「死亡」、下葬，正如 devotus 被視為已經死亡，

因此只有在找到「替死鬼」之後，才得以重返人間。這是主權之法的「生殺大權」另一

                                                 
16 參考 lex collegii vel sodalicii（社團規約）（黃風，2002：157）。 
17 「該死的」（damned）在這裡獲得了字面上的意義。Homo sacer 與 devotus 都是該死的/受詛咒

的。該死未死之命便是裸命/餘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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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虛構操作，而裸命仍就是此一切割所剩的「餘命」：暴露於生死之間的混沌生命。

Macrobius 因此將 homo sacer 連結於希臘的雕像（Zanes; statues）儀式（HS：99）。而在

此我們確實需要認真思考這個人的「複製」（double）所蘊含的生命政治意涵。如何將人

的生命透過從原始到未來的諸般複製技術而割離出一得以納入主權支配的裸命/餘命將

是一個重要的生命政治研究視角。 

 
如果透過不得獻祭等特徵我們聯繫起 homo sacer 與 devotus，那麼現在透過 funus 

imaginarium 我們應該可以進一步觀察 devotus 與主權者的關連性。根據阿岡本的解讀，

如果在前者的形象喪禮中其複象所代表的是那被視為已離開其人間生命的「神聖生

命」，那麼類似的情況亦出現在皇帝/主權者的喪禮上。主權者之所以需要第二個喪禮─

形象喪禮─乃是因為其同時具有兩個生命：自然生命與神聖生命（sacred life）（HS:100）。

這個神聖生命正是我們之前所談的「權威生命」（august life），也就是主權者的

auctoritas。阿岡本指出官員之 potestas 的交接並不需要這類儀式，而正因為主權者所具

現的是一與其生命緊密連結的 auctoritas 而非 potestas，才需要區分其「兩個身體」與形

象喪禮來確保 auctoritas 的傳承（SE：83）。然而在此阿岡本所欲凸顯的並非「主權的延

續性」，而是其特有的斷裂。如前所述，在羅馬皇帝的權威生命中法與生命被混合起來，

其同時作為「活的法律」與「無法之命」（anomic life）。這個混合於是彷彿只能在其生

命終結時被拆解開來：在此離開了其自然生命的 auctoritas 轉變為 tumultus，彷彿國之根

基為之動搖。於是在此 iustitium 中的 funus imaginarium 便共同將此權威─神聖之命加以

捕捉與超渡。於是 iustitium 從羅馬皇帝 Antonius Pius 的屍體入葬之後才開始，彷彿真正

關乎主權者生命的國喪並不是其自然生命，而是其權威─神聖的生命，而此命唯有透過

一個被「活化」再「賜死」的複像才能超渡──將此超越性的餘命/裸命渡越倒彼世而

重新回復兩個世界的秩序。因而在此，阿岡本舉出了 devotus、homo sacer 與主權者的共

同特徵：他們都被從其生命脈絡中割離出了一個赤裸的生命，一個因此難以見容於人世

的「該死的」生命（HS：100）。 

 
因此在某個意義上，作為「裸命」之兩個極端的 homo sacer 與主權者具有許多平行

的對稱。同樣作為「法外之命」（即便一個在上一個在下），阿岡本指出主權者同樣具有

類似的「可以被殺但不得獻祭」的特徵。就前者而言，弒君之罪同樣被排除於一般的刑

法之外（即便其所構成的是一個特別的重罪）。就後者而言，君王不受死刑之審判與執

行亦然（HS：102-103）。18 作為為主權邏輯所捕捉的兩個端點之生命形象，阿岡本比擬

道：相對於主權者而言，每個人都像是潛在的 homo sacer；正如對相於 homo sacer 而言，

每個人都像是主權者一般（HS：84）。這一個對應關係我們可以首先在羅馬透過 vitae 
necisque potestas 所豎立的父子的政治關係中看到。另一方面，透過「主權者是活的法

律」的說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主權者與 homo sacer 所對應的極端。兩者都在法律與社

群之外，但是一個「卻仍屬於它，因為正是他必須要決斷是否憲法要被整個懸置」（Schmitt, 

                                                 
18 如前所述，在 homo sacer 的判刑中死刑仍然具有宗教獻祭的意涵。而主權者不受死刑的傳統

則一直延續到今天國家元首之刑事豁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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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13）；另一個和法與社群的關係卻正僅基於被其排除而陷入完全地臣屬。我們可以

說，這兩個「在法之外」的生命一個代表了法本身、活的法律，一個代表了無法的生命

（anomic life）。因此，如果在主權者身上我們看到的是法與生命的合而為一，在 homo 
sacer 身上我們則看到法與生命的徹底分離。但是如我們之前所分析的，無論是這個結

合或分離，其都已經是透過主權的棄置（sovereign ban）將生命排除/包含於法律之中的

裸命。法律需要生命，而且是極端的生命：最外的外邊（無法的 homo sacer）與最內的

內在（活法的主權者）。因此，針對 devotus、homo sacer 與主權者等裸命形象，阿岡本

論道：「彷彿最高的權力，最終而言，正是將自己與他人建構為可以被殺但不得獻祭之

生命的能力」（HS：101）。欲脫離法的主權棄置（sovereign ban），我們因此必須設法比

homo sacer 逃得更遠，亦如我們必須比主權者潛入法更深層的內裡。如果在我們現在的

世界裡神聖的生命已然成為一切的尺度，阿岡本所試圖揭露的正是這個「生命本身」之

「神聖性」的生命政治傳統──可以被殺但不得犧牲獻祭的 homo sacer。如果現在每一

個人的生命本身都被宣告為神聖不可犧牲的，我們不得不警覺到：是不是每一個人都已

成為現代生命政治中的 homo sacer（HS：115）？ 

 
 
 
 
 
 
 
 
 
 
 
 
 
 
 
 
 
 
 
 
 
 
 
 



 74

第三節 人權與人民主權 
 

以假設人類本身的存在為基礎的人權概念崩解之時，正值那些虔誠地相信此概 

念的人首次面對另一種人──那些人確實失去了一切其他特性和具體關係，只 

除了他們還是人。這個世界在抽象的赤裸裸的人類身上發現沒有一點事情可謂 

神聖。 

                       ─ 鄂蘭（1995：422） 

 
當傅柯將人類社會的「現代性門檻」界定為生命政治的誕生時，其所試圖區分的正

是傳統君王的主權─法律的權力觀。作為主權之徽章的「生殺大權」是「死亡權利」而

非「生命權力」，是殺人或饒命的權利，而非培育生命或防止死亡的權力。同樣地，與

主權相連的法律「總是指向寶劍」，而非持續性的規制與矯正機制。然而，隨著生命政

治對傳統主權的侵蝕，主權之法的死亡權利亦開始轉向「生命權利」：「對於生命、對於

一個人的身體、對於健康、對於幸福…的『權利』，這個『權利』…乃是對於所有這些

並非源自於傳統主權權利的新權力程式的政治回應」（Foucault, 1990: 135-145）。這便是

阿岡本所論之現代生命政治之法（nomos）的切入點。透過鄂蘭對於現代民族國家與人

權之連結的解析，阿岡本試圖將現代主權的新形式─人民/民族主權─與人權的關係連

結到生命政治的發展歷程。在阿岡本的理論架構中，生命（裸命）作為主權的載體意謂

著其「生命政治」具有與主權同樣久遠的歷史。因此，「現代性的門檻」，對阿岡本來說，

並非「生命政治」的誕生，而是透過民主革命所帶來的生命政治的基進化：伴隨著個人

生命透過規訓與調節技術而成為國家權力的客體，個人的生命本身同時透過民主的鬥爭

而成為政治權利的主體。19 於是現代生命政治與民主構成了一個雙元體：同樣的「生命

本身」（裸命）現在同時成為國家權力的規制對象與正當性的基礎，homo sacer 與主權

者。這也因此導致了現代民主的特殊困徑：「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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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對於阿岡本而言，

現代生命政治的門檻在於，同步於例外狀態的常態化，裸命也逐漸從政治的邊陲蔓延至

中心，而將每一個人的生命本身同時排除/包含為主權的客體與主體（HS：9）。然而，

這一個試圖直接以裸命作為其政治形式的現代生命政治仍然不得不不斷地做出其特有

的主權決斷：何者是需要政治化的裸命？於是，現代主權無可避免地持續在其「自身」

割離出權利/主權的載體，以及同時，可以被棄置的裸命。彷彿，作為主權之載體的，

                                                 
19 傅柯的「生命政治」與阿岡本的「生命政治」之異同需要更仔細的比較，許多論者認為後者

有將前者的概念以法權模型予以窄化之嫌。筆者在此僅初步認為，兩者的「生命政治」概念皆可

在其各自的理論脈絡中找到一整套的論述基礎，因此基本上並不相互依賴。進而，筆者認為兩者

基本上並沒有明顯的對立：我們可以觀察到阿岡本所論之裸命的確總是強調其「可以被殺」的特

質，而這正是傅柯所強調的傳統主權的表徵。兩者也同樣都是站在國家對國民生命之照顧的「生

命政治」的觀點對納粹的種族政策進行解讀。質言之，關於兩者對於生命政治之現代性門檻的不

同定位，僅源於兩者對生命政治的不同定義：對傅柯而言是「生命權力」的誕生，對阿岡本而言

傳統主權之「生殺大權」就已經是解析出裸命的生命政治技術，因此生命政治的現代性門檻乃是

來自現代民主政治所帶來的主權者與 homo sacer 之混合，而使得裸命進入更幽微擴散的階段。

在這個基礎上，兩者的生命政治概念所富有的相互啟發性應高過於其相互的化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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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一切權利的權利的，便是這個能夠被棄置（ban）的裸命…。 

 
 
1. 人與公民權利宣言 

 
這個現代生命政治的開端可以從 1789 年法國大革命所揭示的《人與公民權利宣言》

（La 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一見端倪。從生命政治的角度觀之，

阿岡本指出這份文件正式宣告了人的生命本身首度直接成為權利/主權的載體（HS：

127）。根據阿岡本的解讀，宣言的第一條：「人生而保持自由與平等於權利中」
20
，第二

條：「一切政治結社的目的在於保持人之自然與不可剝奪的權利」21與第三條：「一切主

權的原則本質上存在於民族（Nation）」22，構成了一個看似封閉的生命政治迴圈。首先，

「人生於權利之中」首度僅以一生命出生的單純事實作為取得權利的基礎，因此，現代

「人權」（droits de l’Homme）乃將一個過去純屬於私領域或是上帝的人類生命本身直接

設定為權利的載體而帶入法權之中。接著，為了保持（conservation）人權，人們進行政

治結社而參與公共事務。於此，「公民權」（droits du Citoyen）的主要意涵─透過彼此的

連結參與公共生活─已經浮現。簡言之，公民權被設定為為了保持人權而參與政治結社

的權利。最後，主權─政治的最高權威─被歸屬於「民族」（Nation）。根據阿岡本的解

讀，依其字源 nascere（出生；to be born）可知，與人權相同，正是同一個人類生命的

出生現在成為了主權的基礎，也同時完封了這個人權─公民權─主權的生命政治迴圈

（HS：126-128）。23 

 
於是，現代人權與民主的起源彷彿同時正是人的生命本身直接構成政治基礎的現代

生命政治的濫觴。「人生於權利之中」是否意謂著過去透過種種形式被排除於法律之外

的裸命終於不再可能？而人民/民族主權是否意謂著每一個人都基於其出生的事實便成

為主權者，因而不再有任何人會成為 homo sacer？這個問題的關鍵正隱藏於宣言的標題

之中。究竟，分立而並列的人權與公民權是同一權利的不同面向，還是相互獨立的兩種

權利？更進一步的問題是：人是否就是公民（HS：126-127）？ 

 
如前所述，迴圈預設了其三個環節間的連續性：人（人權的載體）同時便是公民（公

民權的載體）與主權者的成員（les membres du souverain）24。根據阿岡本的解析，由於

法國大革命將主權者由君主轉換為「公民」，因此這個迴圈的封閉性要件在於「人」必

須立刻成為公民，如此才能確保人─公民─主權者之間的連續性（HS：128-129）。然而

                                                 
20 “Les hommes naissent et demeurent libres et égaux en droits.” 
21 “Le but de toute association politique est la conservation des droits naturels et imprescriptibles de 
l'Homme.” 
22 “Le principe de toute Souveraineté réside essentiellement dans la Nation.” 
23 傅柯亦將其「生命權力」與「生命政治」的開端定位於 18 世紀中。此一調節人口的政治技術

與法國大革命所帶來的人權與人民主權之間的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此外，民主所蘊含的人

民自我統治與其延續生命政治而提出的「治理性」（governmentality）之間的關係亦有待探討。 
24 根據 Jean-Denis Lanjuinais 的用語（HS：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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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宣言的願景在實作上很快就引入了進一步的區分與斷裂。大革命最重要的理論家西

耶斯（Sieyès）乃將權利進一步區分為消極權利（passive rights）與積極權利（active 
rights）：前者指自然與公民權利（natural and civil rights）25，得由一個國家的所有居民

作為消極公民所享有，並且為了（for）其保存而組成了社會；後者則是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只有積極公民才能享有，並透過（by）它而組成了社會。其中，女性、兒童、

外國人與對於公益沒有貢獻的人都不屬於積極公民（HS：130）。另外，Lanjuinais 則直

接指出兒童、精神病患、未成年人、女性與某些罪犯不是公民（同前：130-131）。 

 
這個差異對應於宣言中關於「法律」（Loi）與公民之關係的規定可以看得更清楚。

宣言第六條規定：「法律是普遍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的表達。所有的公民具有親自、

或是透過其代表參與其制訂的權利」，而第四條則規定：「這些[人權的]界限只能透過法

律而決定」。質言之，對應於由民族主權所宣告的「自然、不可分離與神聖的」人權，

公民能夠透過制訂法律來加以限制。因此，人權的「保存」依賴於政治結社，而只有公

民才能夠參與政治，透過法律來決定人權實際上如何保存。於此我們再度印證了上述人

與公民的區分，彷彿在革命的宣言之後「人民」的革命力量完全被「公民」的立法權所

吸收。 

 
 
2. 人民/民族主權 

 
至此人與公民的區分被清楚地表述出來。「人與公民權利宣言」的確是兩種權利與兩

種人的宣言。然而《宣言》的複雜度尚不僅於此，因為上述阿岡本的討論是立足於公民

＝主權者的成員的假設上。但是《宣言》中所表明的主權所在並非公民，而是民族

（Nation）。顯然，女人與小孩不是公民（或積極公民），但卻是民族的一員，而這也正

是民族的生命政治精義所在──民族生命的保存與進化。同樣地，精神病患與罪犯不是

公民，卻可能仍然是民族的成員。因此在揭露出人與公民之間的斷裂之後，我們接著必

須要進一步考察公民與主權者、以及人與主權者之間的區分─斷裂，俾以對於法國大革

命所生的《人與公民權利宣言》之全部面向獲得更細緻的理解。 

 
在《宣言》中明文提到「主權」（Souveraineté）一詞的只有前述的第三條：「一切主

權的原則本質上存在於民族。沒有任何團體或個人能夠行使非直接來自於民族的權威

（autorité）」。然而，隱射「民族」的卻還包括前言中一開始所宣告的革命主體/主詞：「法

蘭西人民（Peuple Français）的代表，組成國民/民族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決

定在一個莊嚴的宣言中表述人之自然、不可分離與神聖的權利」。此外，前言的最後亦

彰顯出了由上帝所授與的君王主權轉換為人民/民族主權的印跡：「因此，國民/民族議

                                                 
25 這裡的 civil rights 所指為何有待進一步的查證。《宣言》中基本上並沒有 political rights 的用語，

而西耶斯這裡所說的政治權利基本上就相當於《宣言》中的公民權。或許西耶斯此處對於 civil 
rights 與 political rights、消極公民與積極公民的再區分正顯示了「公民權」在宣言中的模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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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在上帝的臨在與護祐之下（en présence et sous les auspices de l'Etre suprême），肯認

並宣告下列的人與公民權利」。 

 
短短的幾句聲明，卻蘊含了豐富的涵義。首先，我們可以隱約察覺到：人權並不是

透過公民以立法的形式所確立的，而是由民族主權透過一獨特的「宣言」方式所確立。
26 甚而，公民的權利本身亦來自於宣言的確認。於是，在公民立法的常態政治範疇之外，

《宣言》所揭示的毋寧是一個「例外狀態」、革命事件。除了透過宣言「人權」被確立

為一切「公民權」的目的─保存人權─之外，這個「宣言」的位置本身無疑更加重要。

在常態政治的公民立法之前，有一個先決問題必須確立：誰是公民？革命的宣言最為清

楚地突顯出了這個問題並非在常態法秩序之內解決。除了訴諸「最高的存有」所象徵的

超越之連續性外，主權的載體無疑已然發生斷裂性的轉變：君主→人民/民族。公民並

非透過立法賦予自身公民的權利/資格；更精確地，即使我們將「宣言」本身當作一個

最基礎的公民立法，我們都必須看到其所賴以建立其有效發言位置（主體位置）的行動

乃是革命，而非一個既存的立法程序。在這裡需要被注意的，正是這個成為主體的行動

乃是一個革命的行動；另一方面，其亦發生於「例外狀態」之中，而兩者之間的關係需

要再進一步的釐清。在這裡可以先再度關注到，例外狀態與主權─在這裡是革命所建立

的民族主權─作為將生命納入法秩序中的原創動作，一方面位於相對於常態秩序的例外

空間，一方面除了將君王主權的臣民（subjects）轉變人民/民族主權的主體（Subject）
之外，其所遺留的殘餘為何？在那些不是「公民」的「人」身上，是否存在著那主體化

─生命政治的殘留物：裸命？ 

 
仔細耙梳《宣言》的內容，其中其實仍保留了其革命行動的痕跡；或者更基進地，

另一次革命的預兆。這就是第四項「自然不可剝奪」的人權：抵抗權（la résistance à 
l'oppression）（第二條）。值得注意的是，宣言中明顯地將抵抗權作為人權之一，而與公

民權區分開來。在關於公民的條文中，我們反而看到的是「然而任何基於法律所傳喚或

逮捕的公民應該要服從並不得延遲，抵抗將構成違法」（第七條）。27 於是，公民沒有抵

抗權，他必須要遵守自己所立的法律；抵抗權屬於「人」（或是之後將提到的小寫人民

（people））：除了標示出單純的人權並不包涵立法的公民權之外，也透露了民主革命的

目的──沒有發言權的小寫人民成為大寫人民（People）的主體化過程。在此我們再一

次看到了宣言所代表的人權─主權間的超法律連結：在公民立法的系統之外，抵抗權作

為人權重述了小寫的法國人民/臣民透過革命成為大寫的法國人民（如宣言所稱：Peuple 
Français）的歷程。在此抵抗權作為人權弔詭地逾越了公民的立法權而構成了決定公民

權的主權。此一人權─主權的超法律─生命政治元素與公民立法的法律元素之間既對抗

又互補的關係乃是阿岡本透過例外狀態的典範所試圖揭露與釐清的。而對於抵抗權與例

外狀態間的類比關係阿岡本亦有所著墨（SE：10-11）。他認為抵抗權的說法同樣面對著

試圖將一個脫離法律的行動納入法秩序的弔詭，也因此我們將再次回到革命/純粹暴力

                                                 
26 宣言的超法律性格可以從宣言亦將自身與憲法（Constitution）相區分得知。 
27 “mais tout citoyen appelé ou saisi en vertu de la Loi doit obéir à l'instant : il se rend coupable par la 
ré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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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權暴力、真實的與虛構的例外狀態之間的鬥爭。 

 
 
3. 人民的雙重性 

 
關於「人民」的雙重性結構（小寫人民（people）與大寫人民（People）的關係），

阿岡本指出，在現代歐洲語言中，「人民」總是同時具有雙重的涵義：一邊是構成性的

政治主體（People），一邊是被政治所排除的、貧困的階層（people）（HS：176）。如前

所述，法國大革命的重大成就─如同許多重大的革命一樣─在於原先的小寫人民翻身成

為大寫人民。在鄂蘭《論革命》一書中曾提到，人民一詞在法國大革命的脈絡中乃是出

自於對於不幸的同情共感（compassion）：Robespierre 曾說：「人民，不幸者對我喝采」
28；西耶斯亦說道：「人民總是不幸」29（Arendt, 1990: 75; HS: 177）。我們在《宣言》亦

可察覺類似的訴求：「對於人權的無知、遺忘或誤解乃是公眾不幸（malheurs publics）
的唯一原因」、「公民的訴苦（les réclamations des citoyens），自此立基於簡單不可動搖的

原則，能永遠朝向憲法的維持與所有人的幸福（bonheur de tous）」（前言）。我們在這簡

短的兩句話中可以看到：第一句將人權與公眾不幸相連，似乎提示著革命乃是小寫人民

（公眾）訴求自身的權利（人權）的行動；第二句則是呼籲已經取得政治權利的「公民」

（即將作為大寫人民的代表）能夠記取小寫人民（公眾）的不幸，而為「所有人」（包

括仍然作為非公民的小寫人民）追求幸福。於是，《宣言》彷彿印證了這個革命─制憲

所涉及的兩種人民間的辯證關係：在革命中小寫人民試圖提升為大寫人民，而在制憲後

大寫人民又重新與小寫人民區分開來。近觀大革命的歷程，部分的小寫人民（男性公民）

被提升為大寫人民的代表，而其他的小寫人民（兒童、女性、精神病患與罪犯等「不正

常的人」與住法的外國人）則仍舊維持小寫人民的地位，其所得享有的「人權」正標示

出了其缺乏「公民權」的地位，而維持著君主制中臣民與主權者間服從與庇護的關係。 

 
值得進一步討論的是《宣言》中關於主體與代表的問題。首先我們可在宣言的開頭

找到幾個重要的大寫主體：「法國人民」的「代表」，組成「國民/民族議會」（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Français, constitués en Assemblée Nationale…）做出人權宣言。因

此「宣言」本身立刻涉及到主體與代表的問題，並且是主權的主體與代表的問題（宣言

與主權的關係已如前所述）。顯然，此處的法國人民就是「民族」、人民/民族主權的擁

有者。因此，「法國人民」乃是第一個政治主體。根據民主制的原則，每一個「法國人

民」應該都可以憑其意志做出主權決斷。然而在這裡我們立刻又遇到了小寫人民的問

題：宣言下那些無權代表民族的女人、小孩…屬不屬於大寫的法國人民？ 

 

在這裡我試著引進一組新的概念區分來加以思考：成員與代表（雖然可以預見這組

區分將不斷地被修改）。女人、小孩等小寫人民是大寫人民的成員，但不是其代表。於

                                                 
28 “Le peuple, les malheureux m’applaudissent.” 
29 “Le peuple toujours malheure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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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這裡，我們認為女人、小孩等小寫人民仍然已經是小寫的「法國」人民，亦即其已

經歸屬於大寫的法國人民而作為其成員，雖然其地位仍然類似於君主制中的臣民、屬

民。（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並不是 Lanjuinais 所謂的「主權者的成員」，也在這個意義上我

們可以看到民主制的內在分裂與限制：並非人民的成員都是人民的代表。）然而進一步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歸屬所依據的法則：源自羅馬法中決定公民身份的 ius soli（屬地法：

出生於特定領土）與 ius sanguinis（屬人法：由公民父母所生）（HS：129）。
30 在此，透

過這兩個看似每一個生命出生所內含的既定事實，大寫人民/民族在其所管轄的領土與

人口之上建立了自身的屬性/財產（property）與獲取的法則。 

 
在這裡我們遇到了一個根本的問題：如何決定誰是法國人民？透過對於集合論（set 

theory）的思考，我們得以進一步釐清這個問題。阿岡本在《將來的共通體》（The Coming 
Community）一書中曾引用 Bertrand Russell 的研究指出集合論的預設：事物（object）所

具有的屬性（property）乃是一個可以和事物區分開來的另一個特定的事物；所有具有

同一屬性的事物可以構成一個集合（class），而此集合乃是一個可以和其元素（element）
區分開來的新實體（new entity）（CC：71）。31 在這簡短的陳述中我們可以看到，此處

一個集合的基礎乃是一個特定的屬性，透過將這個屬性於事物中區分/區辨出來，此集

合獲取/擁有了這些事物作為其元素。應用到我們關於「法國人民」的問題，我們可以

看到，大寫的法國人民/民族在此正是一個集合，而「血與土地」（Blut und Boden）、人

口與領土、屬人法與屬地法正是作為其支柱的兩個屬性/財產。人的出生透過區辨出其

地點與父母的屬性而成為國家/大寫人民的元素/成員、屬民。換言之，這是一個小寫人

民從屬/歸屬於大寫人民的運作。 

 
然而，進一步的問題涉及到史密特所界定的政治性（the political）與根本大法（nomos, 

law of land）的所在。屬人法預設了既定的法國父母、屬地法預設了既定的法國領土：

如何決定誰是法國父母（founding fathers）、哪裡是法國領土？《政治的概念》將前者界

定為敵友的決斷，《大地法》（Der Nomos der Erde; The Nomos of the Earth）32將後者界定

為空間的佔領。在這裡我們僅將焦點放在前者，因為基本上空間的佔領仍然預設了前

者：由「法國人民」佔領。 

 
在《政治的概念》中，史密特試圖在存在的層次上界定政治的概念：政治就是區分

敵友的決斷。民族透過決斷敵友將自身與他者區分開來，將自我形構成一個政治統一

體。他並進一步指出，戰爭/內戰乃是敵我關係的極端狀態，政治統一體在此為了自身

的生存有權要求其成員犧牲生命，敵/友區分的政治性也在此獲得了其凌駕其他區分與

範疇的強度（Schmitt, 1996: 26-27, 45-47）。連結到史密特在《憲法學說》中所談的兩種

形成政治統一體的形式原則─同一性（Identität）與代表（Repräsentation）─我們可以

                                                 
30 在此前述小寫人民中的「外國人」變成為一個例外。關於外國人的問題涉及的可能是國家間

相互承認的外交條約與居留權的相關法律。 
31 關於阿岡本對集合論的應用另可見其對 Alain Badiou 的討論（HS：24-25）。 
32 全名為：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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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對於前者的建立正僅要求著同樣的政治性：「…人民憑藉其政治意識和全民意志

從而具備區分敵友的能力，它就作為政治統一體而與其自身達到了同一性」（施密特，

2004: 288）。此外，在論及政治統一統/民族之同質性的產生時，他亦說到：「即便人們

不講同一種語言，但真正的革命和勝利的戰爭能夠克服語言上的對立，建立起休戚與共

的民族歸屬感」（同前：308）。於是，在這裡我們遇到了在血與土地的屬性之上建立起

最原初的民族/大寫人民之屬性的政治行動：敵我區分與戰爭/內戰/革命。在屬人法與屬

地法的運作之先的是原初之人與地的劃分。在此，人以其可以被殺的屬性（裸命）歸屬

於敵我陣營之一邊，而成為大寫人民的成員。在這個原初的歸屬中，人以其裸命的屬性，

超越了血緣與土地的屬性，獲得了大寫人民的屬性。在法國大革命中，第三等級正是將

自己等同於法國人民而與貴族和教士作戰。以裸命的屬性所換取之大寫人民的屬性，原

初地構成了法國人民的集合。也就是說，在原初的法國人民集合中，其元素/成員間的

共同屬性既非血緣亦非土地，而僅僅是在敵我區分的政治決斷中被賦予的一個唯名的

「法國人民」（我們）的屬性，而這個屬性的代價乃是同時被分離的裸命的屬性。33 

 
因此，在革命/戰爭的例外狀態中，小寫人民以其裸命的屬性被接合於作為空符徵的

大寫人民，而獲得此一唯名的屬性。裸命的屬性與大寫人民的屬性的疊合/無可區分正

是例外狀態作為生命與政治/法接合的門檻所在。這基本上就是一個命名事件的發生，

亦即名字與事物的同時在場。這也就是史密特所設想的同一性：現實在場的人民與其所

構成的大寫人民同一。大寫人民於此在場性中確立了以其為屬性的所有成員/屬民。 

 
這一個被確立的大寫人民的屬性於是構成了一個大寫法國人民的集合，其中每一個

元素/成員的唯一共同屬性就是被命名的「法國人民」。在這個基礎上，大寫法國人民首

先確立了其成員，接下來才產生代表的問題。如史密特所說，（大寫）代表總是代表著

「作為整體的政治統一體」（亦即大寫人民），而不是「處於自然存在狀態中的眾人」（同

前：284）。我們可以依此理解《宣言》所說的：「法國人民」的「代表」，組成「國民/

民族議會」（Les Représentants du Peuple Français, constitués en Assemblée 
Nationale…）…。因此，國民/民族議會代表法國人民行使主權、提出宣言。而在此之前，

選舉國民/民族議會之代表的法國公民，也是作為大寫法國人民的代表才具有投票的資

格。相對於此，非公民的小寫法國人民便只是大寫法國人民的成員而非代表。在這裡人

民主權的民主制透露出了其內部的弔詭：由於將主權立於大寫人民，因此只有其大寫代

表（公民）才能行使主權，非代表（非公民）的成員無法行使主權，而只能作為民主制

中的君王制屬民。至於是否可能讓每一個民族的成員都同時作為代表，亦即每一個屬民

都是公民？這正是現代民主的理想，也是各種民權運動鬥爭的目標與成就。然而，在主

權總是被歸屬於大寫人民，因而代表總是代表著大寫人民的前提下，我們總是必須先確

立大寫人民的範圍，亦即誰是其成員/屬民的問題。我們接下來將會指出，在民族國家

                                                 
33 在史密特對政治性的界定中，敵友區分是在生存鬥爭的層次上取得了獨立並凌駕其他群體區

分的特性。因此，當法國大革命中貴族與教士作為特權階級與第三等級間的區分升高為敵我區分

時，在其戰場上無力保持中立的人也都被迫選邊，或者讓自己陷入同時被兩邊所排除的裸命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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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原則─屬人法與屬地法─逐漸失靈時，「誰是國民/民族的成員」的問題將會不斷

地被提出，而主權將不斷對此做出決斷。 

 
歸結這一段關於成員與代表、小寫人民與大寫人民的討論，我們最後將注意力放在

其生命政治意涵上。首先是在大寫人民內部的成員與代表的區分。這個區分構成了民主

制的內部弔詭：並非所有的成員都是代表。非代表的成員與代表的關係仍然類似於臣民

與君主的關係。史密特曾一針見血地指出：「唯有實施統治的人才參與了代表」、「環繞

代表問題展開的鬥爭始終都是政治權力的鬥爭」（施密特，2004: 284）。非代表的成員是

民主制中的臣民與被統治者，其「人權」缺乏「公民權」的加持，無法在政治上發聲，

制訂落實其權利的法律。34 這樣的人權總是面臨著無法實現，甚至被剝奪取消的危險，

因為其缺乏實現權利的權利。當這個危險成為現實時，非代表的成員便再度陷入了原初

將其歸屬於大寫人民的例外狀態之中。他/她將再度發現自己身上除了一個唯名的大寫

人民身份之外別無它物，而這個屬性的作用僅在於純粹的歸屬。於是在這個純粹的歸屬

性上我們同時發現了純粹遺棄的屬性──裸命/小寫人民。 

 
在革命之中，我們看到被遺棄的小寫人民試圖重新主張其權利與建立其歸屬的行

動。其不受任何制度保障的權利最終僅能憑藉著吶喊與暴力而試圖取得效力，這同時也

是一個同情與恐懼交織的場域。作為大寫人民中沒有份的一份子、無代表的成員（並且

在例外狀態/革命中以其成員身份本身成為賭注），小寫人民要求歸屬、要求庇護、要求

代表。然而，革命之後再度確立的大寫人民，從制憲開始便再度進入代表的統治，而重

新開啟大寫代表、大寫人民與小寫人民/成員間的辯證關係。 

 

法國大革命所宣告的現代生命政治意涵在於：過去被清楚區分的小寫人民（裸命）

與大寫人民（政治主體），現在首度開始被試圖合而為一，從此消弭這個內含於人民概

念本身的分裂。阿岡本指出，在古羅馬 populus 與 plebs 被法律清楚地區分，各自有其

隸屬的制度與官員；在中世紀 popolo minuto 與 popolo grasso 則由不同工藝與貿易的秩

序所區分。只有到了法國大革命，基於人民/民族主權的民主制原則而試圖讓所有的人

民都成為主權的承載者，小寫人民才成為了一個難以容忍的醜聞（HS：178-179）。「人

生於權利之中」與「主權存在於民族」試圖將人的出生直接被設定為權利/主權的載體，

亦即直接將小寫人民立刻重疊於大寫人民。然而如同我們前面所看到的，革命之後大寫

人民內部再度出現了沒有公民權的小寫人民，並且隨著大量人的流動對於民族國家體制

的衝擊，這個人民的分裂辯證至今仍持續進行。不僅如此，民主制的同一性原則與慾望

不斷試圖建立一個不再分裂小寫人民的大寫人民，其中每一個人都直接與人民同一而成

為「主權者的成員」。然而如同史密特所指出的，即便是在公民投票的情況，每一個公

民都仍然是作為政治統一體的代表，而非僅僅作為個人與政治統一體合而為一。這是因

                                                 
34 在沒有公民權之政治權利的情況下，次級的「主張權利的權利」是向法院要求實現其權利的

訴訟權。若是連訴訟權都沒有，則人權將淪為純粹的道德權利，其實現不受任何制度性的保障，

而純粹繫於其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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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統一體必須要超越那個所有公民現實在場的特定時空。他並警告說：「所有想實

現純粹民主制或直接民主制的人都必須注意到民主同一性的這個限度。否則，直接民主

制就僅僅意味著政治統一體的解體」（Schimtt, 2004: 275-276）。顯然，正是因為代表總

是代表著政治統一體/大寫人民，因此預設了後者的存在。但是同一性則不然，其雖然

預設了現實在場的個人與政治統一體/大寫人民同一，但哪些現實在場的個人才構成其

大寫人民則有賴於每一個人當下敵我區分的主權決斷。這是史密特對於政治性最根本的

要求：不作敵友決斷的民族將失去其政治存在而被納入另一個為其做出決斷的民族之中

（Schmitt, 1996: 49）。然而正是在此其亦透露出了敵友決斷的政治性/政治統一體並非非

如此不可。《宣言》中的人權（人生於權利之中）與主權（主權存在於民族）間的弔詭

正在於此，因為前者指的是「所有人類」，而後者指的是大寫的法國人民。 

 

普世人權（以及之後的普世公民權）的概念顯然正試圖超越由敵友區分所決斷的特

定民族/大寫人民的同一性，而試圖將大寫人民轉化為大寫人類。史密特在《政治的概

念》中指出，如果此事真的發生的話，便意謂著政治統一體與政治性的消失。因為「人

類（Menschheit; humanity）本身並無法發動戰爭，因為人類沒有敵人，至少在這個星球

上是這樣。人類的概念把敵人的概念排除在外，因為敵人仍然屬於人類──所以，在人

類這個概念中並沒有特殊的差異」（Schmitt, 1996: 54; 施米特，2003: 174）。然而其接下

來更富洞察力地指出：「但是，以人類的名義發動戰爭並不與這條簡單的真理相矛盾；

恰恰相反，它有著特別深奧的政治涵義。當一個國家以人類的名義與其政治敵人作戰

時，這並不是一場為人類而戰的戰爭，而是一場某個具體國家試圖篡取這個普世概念以

反對其軍事對手的戰爭。…獨佔『人類』一詞，徵用或壟斷這個概念，可能會造成某些

無法估量的後果，比如說，否認敵人具有人類的品質，宣布敵人為人類的法外之徒（hors 
l’humanité; an outlaw of humanity）；借此，一場戰爭就會變得極端非人道（inhumanity）」

（同前，中譯略改，粗體為原文所強調）。35 

 
史密特的警告在今天看來無疑格外醒目。以人權或人道為名的戰爭至今始終都是對

於人類的戰爭。弔詭的是，這種戰爭始終都同樣在自己內部再生出其所試圖泯除的反人

權/非人道待遇。美軍在 Guantánamo 戰俘營中所發生的虐囚事件只是最新的例證。36 值

得注意的是，Guantánamo 戰俘營中所拘禁的「恐怖份子」正是被宣告為人類的法外之

徒的人。美國拒絕於戰俘營中適用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的戰俘規範，但也

同時拒絕適用美國國內的刑法（SE：3-4）。在此主權與人權緊密地釦連起來：這些人作

為「人」能夠享有什麼樣的人權純由美國的國家主權決定。在這個意義上，這些人不僅

                                                 
35 史密特並在附註中舉例：Pufendorf 曾贊同地引用培根（Bacon）的觀點，認為某些民族「天性

本該滅絕」，例如印地安人，因為他們吃人肉。而印地安人後來果真被消滅了。他並語帶諷刺地

說，也許隨著文明的進步，一些比吃人肉更無害的事情也可以被當作將某個民族排除於人類之外

而加以消滅的原因，例如無力還債（Schmitt, 1996: 54-55; Schmitt, 2003: 178）。諷刺的是，這個

諷刺在某個程度上無疑已在今天實現：全球資本主義下背負鉅額債務的第三世界國家許多正同時

僅依賴國際人道援助維生。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國家的人民便是大寫人類下的小寫人類/裸命，其

是否能夠繼續歸屬於大寫人類的命運純繫於國際金融組織與人道組織的決斷（HS：133、180）。 
36 對此結合阿岡本與傅柯的分析，可參考 Judith Butl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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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為小寫人民被包含地排除於大寫美國人民之外，甚至是作為小寫人類被包含地排除

於大寫人類之外。在人權與民主（人民主權）成為普世價值的今天，我們似乎仍然陷溺

於史密特所預見的困境之中。37 

 
 
1. 難民 
 

鄂蘭可能不知道，在古羅馬被宣告為神聖的人（homo sacer）正是被棄置的赤裸生

命。於是，現代對神聖性的逆轉是：每當遭遇到瀕臨被排除於人類社群之外的裸命時，

彷彿唯一的訴求就是神聖不可侵犯的人權。於是人權與裸命形成了人類社群最初也是最

終的連結。如果過去我們一直認為是人的生命本身所具有的某種神聖本質衍生出了人

權，現在我們所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對於一個人是否/如何享有什麼人權的決定將衍生

出其所得以體現的人性（humanity）本身。 

 
在我們前一項關於法國大革命《人與公民權利宣言》的討論中，我們曾提到其所預

設的人權─公民權─主權的封閉迴圈。在民族國家與人民主權的架構下，其基本上預設

了人＝公民＝主權者的成員，因此人與公民、出生（nativity）與民族（nation）間理當

不存在任何縫隙。然而我們也立即指出了隨即出現的人與公民（或消極公民與積極公民）

間的區分。隨著民族國家與生命政治的整體化發展，我們可以看到一方面作為民族再生

產核心的女性與兒童越來越被整合進國家之中而享有日益完整的權利；另一方面，罪

犯、精神病患與外國人則作為民族的病態或是外族而逐漸被排除於政治之外。與此相隨

的是人權逐漸與公民權分道揚鑣而適用於這些邊緣族群（HS：132-33）。終於，隨著兩

次大戰的爆發，大規模流離失所的難民見證了一旦失去了歸屬於一個民族國家的公民資

格，沒有一個國家能夠保障他的人權（鄂蘭，1999: 413）。人權成為了失權的象徵。另

一方面，「人生而保持於權利之中」的神話也被刺破，出生與民族間鈕帶的並非不可分

離。在自身成為這個時代潮流的一份子之後，鄂蘭提出了〈民族國家的衰落與人權的終

結〉的論題。 

 
現代難民潮的首度出現發生於一次大戰結束之後。俄國、奧匈帝國與鄂圖曼土耳其

三大帝國的解體導致了中歐與東歐政治板塊的重組。150 萬白俄羅斯人、70 萬亞美尼亞

人、50 萬保加利亞人、100 萬希臘人與幾十萬的德國、匈牙利與羅馬尼亞人離開了他們

的祖國。在此必須加上由和平條約（Peace Treaties）所建立的新國家中（例如捷克與南

斯拉夫）百分之三十的少數民族（minorities）─大約 3000 萬人─其並非新國家的「國

族」（state people），而其保護則繫於少數民族條約（Minority Treaties）與國際聯盟（League 
of Nations）（ME：16-17；鄂蘭，1999: 396-398）。另一方面，最早的無國籍人民（stateless 
people）是由和平條約所產生出來的一個叫做 Heimatlosen 的團體。一次大戰後，除了帝

                                                 
37 在此顯然史密特的「政治的概念」亦無法解決此一困境，因為承認敵人為另一個民族本身並

不蘊含著任何人道的成分，除非史密特接受人權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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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瓦解之外，由於革命與內戰的緣故另外形成了兩種無國籍的人民：一種是自願成為

無國籍者以避免被遣返回祖國（例如在法國和德國的許多波蘭與羅馬尼亞猶太人不願回

到反猶主義的祖國），另一種是因為內戰而逃離祖國後，立刻被革命成功的新政權開除

國籍。此外，從 1915 年法國率先撤銷具有「敵人淵源」（enemy origin）的歸化公民開

始，撤銷歸化（denaturalization）與開除國籍（denationalization）便成為了另一種無國

籍人民產生的重要因素。關於前者，1936 年希臘政府對於亞美尼亞難民取消了所有的歸

化；關於後者，1935 年德國的紐倫堡法（Nuremberg Laws）將德國公民區分為具有完整

權利的帝國公民（Reich citizens）與沒有政治權利的國民（nationals），為之後僅憑行政

命令便可取消「外來血統」國民之國籍鋪平了道路（ME：17-18；鄂蘭，1999：401-404，

409-410）。 

 
至於兩種解決的辦法─遣返（repatriation）與歸化（naturalization）─當難民成潮時

便無能為力。無國籍人民無處可以遣返，原屬國不接受他們/她們，其他的國家也不願

意。堅持遣返的結果往往造成其由無法律地位的人轉變為非法入境的違法者，進而進入

監獄、收容所或是難民營。同樣地，原有的歸化制度無法應付大量增加的難民，其結果

反而造成各國立法阻止歸化甚至取消歸化，而進一步動搖到已歸化公民的法律地位（鄂

蘭，1999：404-408）。 

 
難民成為法國大革命所奠定之人權與人民/民族主權結構中的多餘者/餘命的原因，根

據阿岡本的分析，源自於《宣言》迴圈的預設。出生即為民族的想像意謂著裸命即刻擁

有主權而不會產生任何空隙。沒有被說出的是，人之所以擁有人權乃是因為他是主權的

成員。因此，對阿岡本而言，現代人權所蘊含的不再是一些用來拘束立法的超法律規範，

而是將人的出生（裸命）直接立為主權的基礎而刻入民族國家法權之中的生命政治技術

（ME：20-21）。在這個結構中，難民的到來突顯出了出生與民族、人權與主權間預設

連結的脫落。難民所彰顯的正是出生與民族、人權與主權間沒有必然的聯繫。當一群人

不再是民族國家的國民、主權的成員時，其所被棄至的正是那一個單純的出生事實、赤

裸的人類生命。正是在這裡，「這個世界在抽象的赤裸裸的人類身上發現沒有一點事情

可謂神聖」；或者更深一層地說，成聖─被棄置為裸命─正標示出了主權的原初作用：

在人類生活中孤立出一單純的生命作為其政治化的基底元素。 

 
正是透過這個角度我們才能更清楚地掌握難民作為「權利者」（the man of rights）的

真正涵義。為何最需要人權的人反而最得不到人權的保障？難民不正是因為失去了國民

/公民的權利，而最需要只要是人都可以享有的權利嗎？問題的關鍵在於歸屬。誠如鄂

蘭所分析的，難民失權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失去了「從屬於某種有組織的社群的權利」，

也就是公民權，而這乃是「獲得各種權利的權利」（鄂蘭，1999：418）。在民族國家的

架構下，法律的實行仰賴於各國政府，因此失去了國籍，便意謂著失去了法律的保護，

而不具法律地位的人權無異於施捨與恩惠。更進一步，鄂蘭指出「歷史上沒有先例的倒

不是失去家園，而是不可能找到一個新的家園」（同前：415）。這意謂著失去歸屬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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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社群就等於失去歸屬於整個人類社群的境況只能夠發生在全世界都已經依據民族國

家的原則所構成的今天。也只有在這種狀態下，失去在自己國家的合法身份才會同時失

去在所有國家的合法身份。「只有失去了一個國家，才使他被逐出人類」（同前：415, 419）。 

 
然而，失去歸屬於一個國家的資格不正凸顯出歸屬於「人類」這個大家族的真正意

涵，並因而享有「人權」嗎？對此鄂蘭指出，這個困難不僅在於目前的國際組織仍然是

透過擁有主權的民族國家間的條約與協議而運作，甚至就算是將來成立了一個「世界政

府」（world government）恐怕也無濟於事。其原因在於，希特勒的座右銘「權利/正確就

是對德國人民有利的」（Right is what is good for the German people）完全可以正當化為

了整體的利益而對於部分的犧牲，而當我們將這個「整體」放大到全人類時，也仍然可

以想像透過民主的程序─多數決定─而犧牲少部分人的權利。這個在法律概念中將什麼

是對的（what is right）等同於什麼是有利於…的（what is good for）的趨勢，在宗教與

自然法等超越性尺度喪失其權威之後便幾乎已經無可避免。在此所涉及的更根本的問題

是：當人成為其自身的尺度時，如何決定與保障「人權」（Arendt, 1968: 298-299; 鄂蘭，

1999：420-421）？ 

 
另一方面，即便是回溯到一種超越性的規定理念，人權的存在仍然成為問題。因為

這個超越的絕對性正好與純粹的私人生命相對應。鄂蘭感性地指出：「這個單純的存在

（mere existence），亦即，包括身體的型態與心靈的天賦之一切透過出生而神秘地給予

我們的，只能由無可預料的友誼與憐憫，或是偉大而無可計算的愛的恩典而適切地對

待，正如奧古斯丁（Augustine）所說的：『我要你如此』（”Volo ut sis”; “I want you to be”），
對於這個至高無上的肯定（affirmation）無法再給予任何的理由。」（Arendt, 1968: 301）

於此，難民所被賦予的人權處境確實正對應於由上帝所賦予的主權；主權者/人民決斷

其人權的內容與實踐。 

 
在這個人成為自身尺度的時代，我們可以說，以人為標準的功利主義與本務論同樣

為鄂蘭所拒斥。兩者同樣都無法避免產生出裸命/難民的人權處境。連結於歸屬的問題，

鄂蘭顯示出根本的人權問題並非社群「內部」的問題，而是能否歸屬於一個社群的問題

與權利。難民的困境並非法律上的不平等，而是對他們/她們而言根本不存在任何法律

（鄂蘭，1999：417）。因此民族國家的衰落必然伴隨著人權的終結，因為人權所需的法

律保障只在民族國家內部有效。由此鄂蘭所思考的出路必然指向社群的「內在」構成與

歸屬：「平等，與單純的存在（mere existence）中所包含的一切形成對比，不是既與我

們的，而是由正義原則引導下的人類組織成果。我們並非生而平等；我們透過決定保障

彼此間相互平等之權利的力量，作為一個群體的成員而成為平等。」（Arendt, 1968: 301; 
鄂蘭，1999：424, 中譯略改） 

 
透過將政治性建立於個體間平等地共同組織並歸屬於一個社群，鄂蘭將法律、權利

與社群的歸屬視為人類共同行動（政治）的內在產物。然而，承襲古希臘傳統對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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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領域的區分，鄂蘭的理論仍然以重構兩者間的適當關係為目的。換句話說，亦即裸命

與政治生活間的適當關係。在這個意義上，透過共同行動而建立並歸屬於一個政治共同

體的，仍然是被預設為在此之前/之外的「單純既定」（mere giveness）的私人生命。如

何調解這個區分所可能產生的兩極─純粹的私人（難民）與純粹的公民（極權政體？）

─與其間的緊張關係，仍有待對鄂蘭理論的進一步研究（鄂蘭，1999：424-425）。38 

 
相對於此，阿岡本自鄂蘭的呼籲─「從一國被遷至另一國的難民代表著其人民的先

鋒」─中所試圖思考的乃是一個建立於公與私、法律與人權、公民與民族國家之解構的

將來的共通體。其中不再是單純既定的個體透過共同行動而建立並歸屬於一政治共同

體，而是人類存有「本身」（itself）就是「歸屬」（belonging）（CC：75-77）。關於這個

將難民視為當代的小寫人民並從中開展將來共通體的思路，我們在此尚無力追尋。於此

我們僅止於暫時歸結難民所提示的現代生命政治意涵。如前所述，難民的到來撕裂了出

生與民族、人權與主權間的連結神話，暴露出了原本隱藏於公民身份之中的預設──單

純出生的事實（裸命）。難民重現了這個對於裸命的預設。阿岡本甚至認為，同樣的邏

輯主導了當前的國際人道/人權組織運作：將自身的任務訂為非政治的純粹「人道」與

「社會」救援工作。於是在這個意義上其複製了主權的載體──被包含地排除於政治之

外的裸命。只有成為「神聖的生命」才能成為援助與保護的對象（HS：133）。 

 
如果難民所呈現的乃是現代民族國家結構持續塌陷的一角─出生與民族間的斷裂─

那麼棄置他們/她們的空間便必須被當作主權運作的核心來加以考察。鄂蘭已經指出在

二次大戰前為了遣返無國籍者所例外設置的「轉運站」（transitional centers）與二戰後成

為常態的「難民營」（displaced persons camp）乃是各國提供給難民的唯一「國家」。不

僅如此，民主國家中的難民營與極權國家中的集中營具有某種協調性：從納粹集中營逃

到荷蘭的猶太人也會被其警察關進難民營，因為納粹嚴格地落實在送進集中營之前必須

先剝奪公民資格的規定（鄂蘭，1999: 403-404, 406, 410）。於是，戰俘營（internment camps）

─集中營（concentration camps）─種族滅絕營（extermination camps）的系列不僅標示

出了營（camp）作為填補民族國家所內含之斷裂的絕對主權空間，也標示出了民主與極

權政體之間的過渡地帶。這便是我們接下來所要探討的主題：營作為現代生命政治之

「法」（nomos）（ME：22；HS：174-176）。 

 
 
 
 
 
 
 

                                                 
38 阿岡本亦指出隨著裸命越來越進入政治的中心，公私領域的古典區分已經不再能夠維持，因

此鄂蘭的理論只能具有批判的意義（HS：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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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營：現代生命政治之法 
 

 營（camp）乃是例外狀態開始成為常規時被開啟的空間。 

           ─ 阿岡本（HS：168-169） 
 

 18 世紀末，環繞著法國大革命作為一個歷史斷裂的節點，現代生命政治中的幾道

重要軸線不約而同地浮出地表：傅柯定義下的生命政治學（針對總體人口之生物學現象

的調節機制）；人權與人民/民族主權所預設的以人之出生本身（裸命）作為權利與主權

基礎的民主憲政體制；以及現代例外狀態的法權制度（以法國 1791 年制憲會議的戒嚴

令為開端）（福柯, 1999: 235；HS：127；SE：5）。隨著時間的推移，三者間的力道交疊

折衝與增補，終於在兩次大戰中達到高峰，產生了民主與極權政體間的過渡。我們以下

所集中探討的納粹政體乃是這個過程的極致典範，然而相近僅程度上有所差異的結構與

現象則幾乎沒有一個西方國家能夠完全倖免。傅柯與阿岡本同樣都指出，納粹對於猶太

人的種族滅絕所導致的死亡政治只能作為其生命政治的必要內含才能理解（福柯, 1999: 
244；HS: 142）。阿岡本更進一步考察此一生命政治的法政結構：與種族序列相應的是

公民地位的序列，而被送進滅絕營的猶太人同時必須被完全剝奪其公民資格（HS：

132）。另一方面，使得此一生命政治權力得以直接部署於裸命的法權機制則是常規化的

例外狀態：自 1933 年 2 月 28 日頒佈後持續整個納粹時期的〈人民與國家保護令〉

（Verordnung zum Schutz von Volk und Staat; decr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State）懸置了威瑪憲法對個人權利的全部保障（HS：168）。在這個過程中，集中營被

建立為展演此一生命政治極致操作的實驗室。在其中，政治與生命、法與暴力、常規與

例外陷入無可區分的混淆狀態，卻同時構成了主權不斷決斷的對象。甚至，在其中因為

生理與心理上的極度失調而進入封閉狀態的一群被稱為穆斯林（der Musalmann; the 
Muslim）的人身上，生與死、人與非人的區分同樣跨入了一個無法區分的灰暗地帶。至

此，人文主義與生命政治的交疊正式暴露出其潛藏的危機：確實對於人自身的生命而

言，「一切都是可能的」。在接下來的段落中，我們便以納粹政體、集中營與「穆斯林」

為主要探討對象，試圖探索阿岡本所稱的「營作為現代生命政治之法」的意涵。 
 

 

1. 民主─極權 

 
1933 年納粹奪權的過程向現代民主憲政體制展現了其陰暗面的翻轉。然而在此之

前，根據史密特的分析，一個邁向「全權國家」（total state）的歷史進程已然展開。他

在一篇 1931 年的文章《通往全權國家之路》（The Way to the Total State）中辯證式地闡

述這個發展。17、18 世紀以王室為中心建立了現代的軍隊與官僚體系（廣義的警察/公
安（Polizey）），在與封建貴族的鬥爭取得了勝利，形構了現代初期的絕對君權國家

（absolute state）。19 世紀市民/資產階級革命推翻了王權，建立起了社會的自主性，產

生了社會/國家的二元區分，進而確立了國家的中立性，進入自由主義的中立國家（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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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隨著代議政治的建立，各種社會力逐漸進入國家的中心，社會面對國家取得全

面勝利的結果卻反而造成了「社會以國家的形象組織自身」。社會掌握國家反過來取消

了社會/國家的區分以及國家的中立性，國家現在成為經濟國家、文化國家、福利國

家…，而進入 20 世紀的全權國家。「這是一個作為社會自我組織（auto-organization）之

結果的國家，並因此實際上無法再與之分離，其攫取了整個社會，那就是說，與人類共

通生活（the common life of human beings）有關的一切事物。」（Schmitt, 1999: 9-10） 

 
自一次大戰起的戰亂與經濟危機急遽地深化了這個發展。「潛在裝甲」（potential 

armour）與「全面動員」（total mobilization）的概念使得人類生活中的一切事物都具有

政治化（politicalization）的潛力，國家由此轉向了潛在的全權國家（同前：10）。在這

個脈絡下，「例外狀態」的法權制度愈益頻繁而擴大地被使用。在一次大戰中，幾乎沒

有一個捲入的國家沒有採用類似的制度。面對戰後動盪的經濟情勢，德國在 1923 年訴

諸憲法第 48 條的總統緊急權力處理馬克巨幅貶值的問題，而美國同樣在 1933 年面對經

濟大恐慌的「新政」（New Deal）中授予了總統無限地管制經濟活動的權力。於此，戰

爭與經濟的緊急/例外狀態構成了 20 世紀政治的重要特徵（SE：14-16, 21-22）。 

 
在這個背景下，現在讓我們以納粹掌權的過程為例，更具體地考察這個民主─極權

間的過渡，亦即，例外狀態常態化的過程。我們將從其奪權的三種手段─武裝暴力、群

眾運動與合法性操作─間的相互關係著手，試圖進一步理解這個政治操作的過程。 

 
Schwab 在其書中將這個過程分為「純粹武力時期」與「法律時期」。前者以奪取軍

隊與警察勢力為主，而在 1923 年的 Beer Hall Putsch 失敗後便進入了後者。39 希特勒自

此理解到，在德國高度法制化的官僚主義（officialdom）傳統中，能夠真正全面掌握軍

隊、警察與官僚體系的唯一方式，唯有循合法途徑成為「法制的權威」（legally constituted 
authority）（Schwab, 1989: 91-93）。這意謂著參加選舉，成為國會多數，進而謀取總理

（chancellor）與總統（president）的職位。因此其在 1930 年 9 月於帝國最高法院

（Reichsgericht）為三名被控為納粹從事叛亂活動的軍官作證時宣告：「憲法賦予我們打

我們的仗的基礎，而不是其目標。我們應該成為所有憲政組織的成員，並在這個方式中

以黨為決定性因素。當然，當我們擁有了所有憲政權利時，我們將塑造國家成為我們所

認為正確的形式。」（同前：92）也許正是有鑑於這個合法性所蘊含的危機，史密特在

1932 年《合法性與正當性》（Legalitat und Legitimitat）單行本中提出了關於「合法性與

獲取政權的均等機會」之分析，作為對於極端政黨發展的警告（施米特，2003：270）。 

 
史密特在討論當時德國所屬的「議會制立法型國家」的合法性制度時指出，若要避

免政治的運作淪為單純的算數問題（由 51％的選票決定一切）進而摧毀自身，「一個實

                                                 
39 然而根據 Watkins 的看法，納粹的私人軍隊「衝鋒隊」（Sturmabteilung; Storm Troops，簡稱 SA）

並未就此解散，反而在後期成為選舉宣傳的重要組織，同時仍然保有使用武力的機會（Schwab, 
1989: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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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正義原則就總必然被當作前提條件：這就是那個對於所有可以設想的意見、流派和

運動來說無條件地達到多數的機會均等的原則」（同前：271-272）。如果沒有這一個為

所有政黨所共同遵守的實質原則，那麼得到 51％選票的政黨就可以壟斷合法性的訴求，

進而立法廢除公平競爭的政黨選舉制度。 

 
這種合法性訴求使每一抵抗和對不法與違法的任何防禦都成了「非法性」。如果多數

可以任意支配合法性與非法性，它就可能首先宣布自己的國內競爭者為非法的：法外之

徒（hors-la-loi），並且由此把他們從人民的民主同質性中排除出去。統治 51％的，就能

夠以合法方式使剩下的 49％成為非法的，能夠以合法方式在自己身後關上他們進來時所

經過的合法性之門…。（同前：273，譯文略改） 

 
在這裡所隱含的另一個議題乃是「修憲有無界限」的問題。如果「獲取政權的機會

均等」是代議政體的基本預設，那麼其必然構成憲法的核心原則；而如果此原則可以透

過修憲加以廢除（即使是需要特別多數），那麼無疑上述的合法性篡位就可能發生。因

此史密特堅決反對「修憲無界限」的學說，而認為除非經由再一次地人民制憲權的實施，

在既定憲政中任何政黨都不得僅以議會多數決而修改憲法的核心原則（施密特，2004: 
141-156）。 

 
史密特對於合法性問題所提出的另一項洞見為合法擁有政權的三種鉅大政治增值

（die dreifache, große Prämie auf den legalen Machtbesitz）。他指出，透過合法性而取得政

權者，除了一般的法定權力之外，還享有三種超法律（über-legale）的政治增值/剩餘價

值：不確定法律概念的解釋、合法性的猜測與暫時的執行（施米特，2003: 275, 278）。「在

運用例外狀態的非常權限方面，這種巨大增值發揮出其全部清除任何機會均等想法的首

要作用。」（同前：278；譯文略改，粗體為筆者所加）在威瑪憲法第 48 條關於例外狀

態的規定中，對於什麼是「公共安全與秩序受到危害」和「必要處置」的解釋權、合法

性推定與暫時執行力提供了執政者合法地透過例外狀態將反對者宣告為非法而加以消

滅的「機會」。透過對三種合法性的政治增值與例外狀態的省察，史密特再次清楚地暴

露出了合法性內含的弔詭，以及法律與政治間的模糊地帶。至於如何避免這種合法性篡

位的發生，對於史密特而言，其出路則不在合法性本身。因此，他一方面提出帝國總統

依其民主基礎與中立權力作為憲法的守護者，一方面強調「人們只會向那些會向自己開

放均等機會的人開放均等機會」（同前：276-277）。前者是一個超黨派的第三者，後者

則已隱含了對於無意遵守機會均等的極端政黨無須適用機會均等的敵友決斷思想。在

1957 年的重印附言中史密特回溯性地指出，其核心論旨為：「只有在修憲權限受到限制

的情況下，才能夠否定一個政黨的合法性」（同前：338）。這意謂著，以「機會均等」

作為實質基本原則的威瑪憲法不能容許任何政黨透過議會修憲程序將其廢除，而對於不

承認此原則的政黨，則必須否定其合法性，作為憲法的敵人而與以排除。40 

 

                                                 
40 類似的分析請參考 Schwab (1989: 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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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史密特的預警之見，納粹上台的過程似乎就不再那麼令人意外了。甚至，面對

如此可敬的對手，史密特在其掌權後的「化敵為友」彷彿也帶著某種知己之感。以下我

們便簡述這段合法性篡位的過程。 

 
1932 年極左的共產黨與極右的國家社會黨（National Socialist）共同成功地癱瘓了議

會。帝國總統興登堡（Hindenburg）雖然動用了例外權力指明解除後者的武裝─衝鋒隊

（SA）與黨衛隊（SS）─但並未貫徹。面對議會的危機，當時的總理 Schleicher 將軍獲

得了興登堡的同意準備解散國會重新改選（Schwab, 1989: 96-97）。然而，接下來興登堡

對合法性與議會政體的忠誠卻反而將其帶向滅亡。 

 
Schwab 根據 Bracher 的研究指出，興登堡其實並不喜歡頻繁地運用其總統權力，包

括宣告例外狀態、頒佈臨時措施與解散議會。其希望的是任命一個能夠真正組成國會多

數政府的總理，以卸除其負擔。在這個心理下，1933 年 1 月接連的幾個事件導致了其最

後的轉向。首先是 Schleicher 乃是一個中立的總理，不具有任何政黨的支持。41 其次是

其軍人的身份，這點尤其被希特勒以「刺刀的恐怖」作為反軍事主義宣傳加以抨擊。接

著是 1 月 27 日中央黨（Center party）領導人 Kaas 的一封關鍵公開信：其呼籲解散國會、

如期改選以及選後立刻任命具有足夠國會優勢的人為總理。這封信具有兩個重要的意

義：第一，反對 Hugenberg 及其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42基於緊急狀態而於解散後

暫停改選的計畫；第二，將希特勒及國家社會黨包含進新政府（其當時已是國會第一大

黨，雖然未形成多數）。希特勒順勢立即於 29 日宣布他已做好組成一個聯合政府的準備，

並支持國會解散與如期改選。這些因素的結合使得希特勒成為當時最符合合法性與議會

政治的政黨領袖。興登堡於是在其對憲法的忠誠之下於 1933 年 1 月 30 日任命希特勒取

代為 Schleicher 帝國總理。Schwab 如此形容這個轉向：「在這個關鍵的情勢中，希特勒

對於合法性的堅持達到了弔詭地荒謬的高峰」（同前：97-99）。 

 
希特勒上台後，國會於 2 月 27 日解散，興登堡於次日發佈著名的〈帝國總統保護人

民與國家命令〉（Decre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Reich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ate），懸置所有憲法關於個人自由的保障。希特勒於是利用這個機會大肆打擊其政治

對手。例如國會解散之後共產黨立刻被宣告為煽動份子（incendiaries），四千名黨員被

逮捕，宣傳文宣被查禁。接著希特勒宣布這次選舉將會是最後一次選舉，而新選出之國

會的唯一任務就是通過一個「授權法」（enabling act）。在 3 月 5 日的選舉中，德國人民

選出了 288 位國家社會黨的議員，比之前增加了 92 席，使得國家社會黨與其友黨德國

國民黨（German Nationals）合起來的席次超過了半數，但仍未達通過授權法（修憲）

所需的絕對多數（三分之二）。希特勒於是必須尋求其他政黨的支持。在對社會民主黨

（Social Democrats）的威脅與對中央黨的虛假承諾下，3 月 23 日〈解除人民與帝國苦

難法案〉（An Act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eich）正式通過。這個法案

                                                 
41 然而值得進一步探究的是興登堡當初提名他的原因。 
42 Hugenberg 原是興登堡牽制希特勒的重要人物（Schwab, 198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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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與由希特勒領導的帝國政府在不侵犯帝國議會與總統的權力下，制訂可以違憲的法律

與通過條約的權力。43 接下來便是一連串集權的帝國政府法令，包括 4 月 7 日取消聯邦

制度而將各邦政府收編的法律44，與 7 月 14 日宣告國家社會黨以外所有政黨為非法的決

定。面對這一連串的發展，史密特在其加入納粹後的第一部著作《國家、運動、人民：

政治統一體的三部分》（Staat, Bewegung, Volk – Die Dreigliederung der politischen Einheit）
中指出，「威瑪憲法已經不再有效」，而授權法可被認為具有一部新的臨時憲法的效力

（Schwab, 1989: 102-104）。45 於是，納粹的奪權事後被史密特稱為「一場合法革命的典

型個案」（施米特，2003：338），或是 Roman Schnur 所稱之「合法內戰」（legal civil war）
（SE：2）。合法性至此完全暴露出了其與政治的難以區分，而其中例外狀態與正常法規

亦愈見混淆。 

 
除了武裝暴力與合法性操作之外，納粹最突出的成就乃是群眾運動。運動是極權主

義的政治生命所在，從其崛起到全面統治始終不曾間斷。以下我們先將焦點侷限在納粹

上台過程中的群眾運動，亦即從民主到極權間的跨越，至於納粹掌權後的運動問題則留

待下一項再論。 

 
作為極權主義運動之背景的乃是鄂蘭所分析的「無階級社會」（classless society）的

到來。階級制度是歐洲民族國家中唯一的社會─政治階層化，公民唯有從屬於某個階級

才能自其政黨獲得政治上的代表。一次大戰後的德國，戰敗的心理加上通貨膨脹與失業

急速攀升，導致了越來越多的人不再相信自己所從屬的階級與宣稱代表自己的政黨。兩

個歐洲民族國家與代議民主賴以存在的幻象於是越來越清楚地呈現：首先是大多數人積

極參與政治的幻象被揭露為大多數的人其實對政治中立或無動於衷；其次是這些沈默的

大多數對政治沒有影響，只是構成了一幅沒有意見的背景（鄂蘭，1999: 445-446, 449）。

在這兩個幻象能夠繼續存在的情況下，代議民主由少數積極公民進行治理的真相就能夠

繼續維持。而當越來越多人的態度從冷漠轉向不滿與絕望時，群眾（masses）便開始從

布幕走出舞台。 

 
鄂蘭將「群眾」一詞用來指稱那些因為人數過多或對政治漠不關心而不能整合進任

何以共同利益為基礎的政治組織（政黨、工會…）的人民。當這群無組織的人民因為某

些原因而開始渴望組織時，極權主義運動就可能產生。在戰後德國的政治社會情境中，

這群從不參加政黨與民調的群眾，在現代工業社會原子化個人的疏離中，開始逐漸形成

一種「負面團結」（negative solidarity）。1930 年後納粹於是從這些被所有政黨視為過於

冷漠愚笨而放棄的群眾中大量招募它的成員（同前：445, 449, 451）。「現在它們[極權主

義運動]顯示出其他公共輿論組織所從未能呈現的，正是，民主政府對於人民中冷漠無

言的部分之默認與容忍的依賴，與明言可見的國家機構與組織的依賴一樣多。」（Arendt, 

                                                 
43 此外，法案第五條規定：「本法…於 1937 年 4 月 1 日失效；另當現存帝國政府被另一政府取

代時亦一併失效。」（Schwab, 1989: 104） 
44 這個由史密特協助擬定的法律是其第一個與納粹合作的行動（同前：104）。 
45 關於史密特從反納粹到加入納粹的原因，可參考（Schwab, 1989: 10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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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 312）援用先前關於大寫人民與小寫人民的討論，在此我們可以發現群眾乃是代議

政治與工業社會中潛在地被排除的小寫人民。現存的政黨與階級都不再能夠代表他們。

「只有當階級制度，連帶著將人民連結於政體的可見與不可見的整個聯繫一同崩毀時，

民族國家人口（population）非政治（apolitical）的特徵才會顯現出來。」（同前：314）

除非在國家面臨緊急危難的例外狀態，群眾才不依賴政黨與階級而直接作為國民

（nationals）參與政治行動。這也可以說明為什麼希特勒所提出的一種更暴烈的民族主

義能夠讓群眾再度感到他在公共生活中又有了一個位置（鄂蘭，1999: 448, 457）。46 群

眾在運動中重新政治化，朝向同一性的大寫人民。極權主義運動中領袖與群眾的關係某

種程度實現了同一性的理想：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區分的消弭。領袖將自身定位為群眾的

職員（functionary）。他強調自己隨時可被取代，其唯一的功能僅在於體現群眾的意志。

在這種相互依賴性中，領袖使得無形體的群眾能夠被體現，群眾則使得領袖獲得了實

體。希特勒在一次對衝鋒隊的演講中談到：「你們之所是，是通過（through）我；我之

所是，唯有通過你們」（Arendt, 1968: 325）。極權主義運動中的領袖原則因此試圖取消

代議政治中代表所構成的落差，而實現小寫人民「通過」領袖與大寫人民達到同一性。 

 
如何將無組織的群眾加以組織，卻又不致因為組織的僵化而妨礙了運動，乃是極權

主義運動最大的發明。鄂蘭將其稱之為洋蔥式結構（onion-like structure）（鄂蘭，1999: 
564）。其重要的組織方式就是清楚地區分黨員（party members）與同情者（sympathizers），

而將後者吸納入前鋒組織（front organization）。這個模式準確地對應著群眾運動的現實：

少數的狂熱份子與多數的中立同情者。試圖擴大同情者隊伍，將其組成前鋒組織，但並

不吸納為正式黨員的的組織策略構成了運動初期重要的保護牆：一方面使得黨員不會直

接面對外在世界，不致因為信仰與現實的過大落差而放棄；一方面使得一般人不會直接

面對核心黨員，以致於低估了極權主義運動的激進性（同前：507-509）。於是前鋒組織

構成了一個運動的旋轉門：「既是極權主義運動面對非極權主義世界的門面，又是這個

世界面對運動內部集團的門面」（同前：509）。 

 
極權主義運動洋蔥式結構的特性便在於不斷複製、增生此環狀組織。前鋒組織包圍

著黨員，黨員內部再依相同的模式區分核心黨員與一般黨員。此外，相對於官僚組織金

字塔式的層級結構，極權主義運動的另一特徵在於組織的高度流動性。「為了控制控制

者，就總是需要新的控制」，因此不斷複製、插入新的組織層級轉移既存的權力位置就

構成了保持組織內部權力運動的重要機制（同前：509-511）。47 唯有這種持續處於運動

狀態的組織模式才能構成極權主義式的領袖原則（Führer principle）。固定的層級與命令

體系傾向於確定各層級的權威而限制了領袖的權力。因此唯有讓組織保持流動，而領袖

                                                 
46 納粹在此提出的宣傳概念為「德國民族共同體」（Volksgemeinschaft），其基礎是一切德國人絕

對平等，並且不是權利平等而是天性平等，而且與其他人民絕對不同。在此也可以看出納粹的民

族主義宣傳與共產黨的無階級社會宣傳間的流通性（鄂蘭，1999: 503）。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

進一步觀察無階級之絕對平等的訴求與群眾處境的關係。 
47 從 1922 年的衝鋒隊（SA）到 1926 年的黨衛軍（SS），接著是突擊隊（Shock Troops）、敢死

隊（Dead Head）…（鄂蘭，1999: 5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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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這個漩渦唯一不動的中心，其權力才能極大地「直接」作用於整個組織。在這個意

義上，領袖的權力並非源自其魅力（charisma），而是源自其所佔據的一個唯一不變的運

動位置（同前：507, 537）。 

 
領袖的這種功能性存在，當運動組織被成功地建立起來後，便弔詭地成為不可取代

的了。這導因於組織的權力結構並非建立在一套制度規範上，而是來自於「領袖的意志

就是黨的法律」這項唯一動態的權力來源。沒有任何關於權力繼承的規範，這導致於整

個運動的存在繫於領袖一人的存在。如果失去了領袖，所有運動成員的地位也都會跟著

消失（同前：515, 526）。領袖的這個特殊地位最清楚地表現在他個人為所有成員的行為

負完全責任的這項組織原則上。「據此，每一名官員不僅由領袖指定，而且也是他活的

化身，每一道命令似乎都發自這一永恆的來源。」（同前：515）由此領袖與成員的同一

性達到了一種極限：由於每一個成員的行為都被視為領袖的行為，因此當領袖要否認一

個成員的行為時，後者便必須被當作冒名者（impostor）而予以清除。這完全符合極權

主義運動的核心價值觀：誰不屬於我們就應該排除，而排除意謂著「走向死亡」（同前：

515、519-520）。因此運動成員與其自身的同一性同時建立於其與領袖的同一性之上，

這是無論代議還是專制政體都無法想像的事。「領袖為所有成員負責」與「領袖的意志

就是法律」合併起來，導致除了領袖自己，沒有任何人需要負責，也沒有任何人能夠解

釋行動的理由。這導致了領袖成為運動之同一性中唯一的「一」：只有他知道運動的方

向和理由。在這個意義上領袖似乎躍升於運動之上，而成為運動與外界唯一聯繫的橋樑

（同前：515-516）。48 極權主義運動因此在其領袖身上體現了民主與極權之間的過渡。 

 
 
2. 國家種族主義 

 
納粹上台之後，史密特於 1933 年 5 月 1 日加入國家社會黨，8 月出版了試圖提供納

粹政體一憲政架構的小書《國家、運動、人民：政治統一體的三部分》（Schwab, 1989: 101, 
108）。49 書中將新德國政體建立於三個支柱上，以下便是史密特的概述： 

 
三個詞─國家、運動、人民─中的每一個都可以用來指涉政治統一體。然 
而，同時，其也標示出了這個整體的一個特定面向與元素。因此，國家被 
較狹義地用於指涉政治上靜態的部分（politically static part），運動是政治 
上的動態元素（politically dynamic element），而人民則構成了非政治的面 
向（nonpolitical side），其在政治決斷的保護與隱蔽（shadow）之下[實現自 
身（realize themselves）]。（轉引自 Schwab, 1989: 108） 

 

                                                 
48 因此鄂蘭指出，當外界與極權主義運動或政府接觸時，總是將希望寄託在和領袖本人的私下

談話上，也就不難理解了（鄂蘭，1999: 516）。 
49 由於本書尚未有英文或中文譯本，以下的討論乃援引自二手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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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岡本曾在 2005 年 1 月於 Nomad 大學的課程中討論這個「運動」概念。50 在這個

三角關係中，國家具體指涉的便是軍隊與官僚組織，而運動則是貫穿並帶領另外兩者的

首要政治元素，由國家社會黨賦予其形式，而領袖則是其人格化的體現（Agamben, 
2005a）。至於人民，阿岡本強調，正是在運動的概念中，人民的非政治性成為預設，構

成了運動之政治化的基礎。進一步，也正是這個非政治的人民，構成了史密特與納粹國

家種族主義最親近的關連。非政治的人民成為人口（population），其成長（wachsen；阿

岡本特別指出其字義為「生物性的成長」）需要運動保護與維持（同前）。在這裡，傅柯

所界定的生命政治─以人口為對象的調節權力與治理性─成為了理解極權─種族主義

運動的背景架構。 

 
在 1976 年法蘭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講課〈必須保衛社會〉（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eté）的最後一講，傅柯首次提出了生命政治（biopolitique）的概念，之後在《性特

質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第一卷的最後一章亦再度提及。之後這個概念被轉接到

關於治理性（gouvernementalité）的研究，在 1978 與 79 兩年的講課〈領土、安全與人

口〉（Territoires, sécurité et population）與〈生命政治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

中繼續深入探討（格霍，2006：127-128, 131-137）。首先在以生命權力（bio-pouvoir）
為架構的研究上，傅柯給予生命政治如下的陳述： 

 
…稍後形成的[大約在 18 世紀中]，其關注的是物種的身體（species body）、 
灌注著生命力學（the mechanics of life）並作為生物性過程之基礎的身體：繁 
殖、出生與死亡、健康水平、預期壽命與長壽，伴隨著所有能夠使其產生變 
化的條件。它們的控管是透過整套干預與調節控制（regulatory control）來作 
用的：人口的生命政治學（a bio-politics of the population）。 
（Foucault, 1990: 139） 

 
於是，伴隨著人口統計51、醫學與公共衛生、社會救助與保險、都市計畫等系列新

知識─制度的發明，人在一個新的層次上成為權力的對象。人作為物種，在群眾（mass）

的層次上其生物過程受到這個新權力的調節與干預──人成為人口（福柯, 1999: 
229-231）。接下來，傅柯進一步提出「治理性」的概念，試圖以此一新的思維─實踐模

式來進行對廣義之人口─生命政治的研究。在後兩年的課程中，他分別考察了自 16 世

紀末開始的國家理性（reason of state）與自 18 世紀開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兩種

不同的治理性模式。關於前者，主要是從領邦國家（territorial state）轉向人口國家

（population state），以及從超越性之主權原則轉向內在性之國家理性的過程。關於後

者，則是從國家理性「總是管得不夠」的思維轉向自由主義「總是管得太多」的思維，

而在後者那裡一種被視為是自然的、自發的場域（例如市場，以及人口之生命政治）首

                                                 
50 這個部分是根據其上課錄音翻譯為英文而成，資料來源：

http://www.globalproject.info/IMG/mp3/03_agamben.mp3。 
51 傅柯曾指出，統計學（statistics）在 16 世紀末至 17 世紀意指的正是「國家的科學」（science of 
the state）（Foucault, 1991: 96）。 



 95

度被當作前提而建立起來，治理性於是加入了一種限制過度治理的反身性思維（Foucault, 
1997: 67-77; 格霍，2006：133-137）。 

 
在 1978 年的課程中，傅柯首先從希伯來─基督教式的牧羊人/牧師權力（pastoral 

power）作為一種治理性的原初模式開始談起。「牧羊人/牧師權力較非在一個固定領土

上施行，而是在一群朝向某個特定目運動的諸眾/群眾身上（a multitude in movement 
toward a goal）。」（Foucault, 1997: 67-68）52 接下來，16 世紀末開始的國家理性的發展

慢慢地擺脫了以確立君王統治為中心的主權理論，建立起以國家本身的富強為其合理性

的治理模式。這主要依賴兩大技術：對外是三十年戰爭結束後，由威斯特伐利亞和約

（Peace of Westphalia）所奠定的的外交─軍事機制，以歐洲平衡（European equilibrium）

為其核心思想；對內則是廣義的警察/公安（police）（同前：69）。53 在這個脈絡下，由

統計學（國家的科學）所顯示出來的人口本身的規律性（regularities）提供了一個新的

治理基礎，同時也將經濟（economy）的層次從家庭提升到了人口，而誕生了現代意義

的經濟。富國強兵的兩大資源─人口與財富─的治理於是產生了政治經濟學。總的來

說，在傅柯對於治理性的初步界定上，其乃是一系列技術與策略的集合：以人口為標的，

以政治經濟學為知識，以安全機制（apparatuses of security）為技術手段（Foucault, 1991: 
99-102）。 

 
在 1979 的課程中，傅柯一開始就重新定義了「生命政治」的涵義：「對此我指的是

從十八世紀開始的一種努力，去合理化（rationalize）由以一群被建構為人口的活著的人

為特徵的現象（健康、公共衛生、出生率、壽命、種族…）向治理實踐所提出的問題」

（Foucault, 1997: 73）。在這個對治理之合理性（rationality）的思考中，傅柯提出了國家

理性與自由主義兩種不同合理性的區別。關於前者，傅柯舉 18 世紀德國的

Polizeiwissenschaft 為例。此一治理的合理性在於治理本身的極大化：總是管得不夠多、

不夠完善、不夠節省。人口在此思維下成為國家治理的最大標的（同前：74）。與此相

對，19 世紀的自由主義合理性建立在治理並不以其自身為目的；治理應該要符合「經濟

極大化的內在法則」。於是自由主義將自身立足於「社會」，引入了對國家治理的批判思

維：「總是管得太多」。社會因此作為前提與最終目的，使自由主義將治理放在一個附加

的、過剩的位置加以思考（同前：74-75）。於是，治理（如國家）的目的與真理在其自

身之外（如社會）。 

 
連接上傅柯所分析的人口之治理的脈絡，我們在本項一開始所談的「邁向全面國家」

的歷史辯證得到了更深層的理解。19 世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對王室鬥爭的勝利上，透

過代議民主確立了市民社會/國家的二分與經濟避免國家干預的自主性。然而，在史密

                                                 
52 在這裡我們可以發現一個「群眾運動」的可能系譜學考察，包括當代的基進諸眾（multitude）

理論。阿岡本即在其探討「運動」的課程中由此提出一些對於 Negri 的質疑。 
53 格霍對於古典時期的公安（police）如此簡單界定：「公安就是將人們所作所為，他們的行動

（風俗、生產、身體），所有介於人們之間共存、溝通的形式，當作對象的組織。公安必須確保

對國家而言可轉化為活生生力量的人口的這種舒適。」（格霍，2006: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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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分析中，兩個趨勢導致中立國家向全權國家的翻轉。首先是議會面對政府的全面勝

利導致了政黨性質的轉變：從意見的政黨（parties of opinion）轉向全面政黨（total 
parties）。當議會取得了政府的主導權，政黨的利益便從消極地要求國家保障轉向積極地

透過國家政策予以擴展。全面政黨的傾向特別發生在以群眾─被代議政治與工業化所棄

置─為對象的政黨上，訴求完善地照顧其生活的每一層面。其次是一次大戰與經濟危機

所帶來的國家透過例外狀態突破自由憲政，全面動員與對經濟進行全面干預。史密特在

此進一步將之區分為量的全面化與質的全面化，試圖指出前者─全面政黨間的鬥爭─可

能造成國家解體，後者則強化了國家統一體。但其譯者 Simona Draghici 則認為兩者其

實並不相斥（Schmitt, 1999: 14-24, 50-51）。以後見之明我們可以看到，正是兩股全面化

力量的結合產生了極權主義國家。在這個過程中，經濟作為自由主義的自主場域轉而與

國家結合，國家成為「經濟國家」（同前：13）。 

 
如果說 19 世紀自由主義的勝利成功地將經濟─社會領域去政治化

（de-politicization），則 20 世紀朝向全面國家的發展則是將一切再政治化

（re-politicization），而極權主義運動正是不斷運轉此去政治化與政治化交錯並行的運

動。一如阿岡本所言，運動預設了人民的去政治化，作為非政治的人口，構成了運動作

為一政治化過程的對象（Agamben, 2005a）。在這個意義上，運動意謂著一個持續不斷

地將小寫人民轉化成大寫人民、將裸命轉化成政治生命的過程。運動的存在預設了有待

政治化的非政治人口，因此其運作邏輯便在於不斷地在人口中做出區隔/間隔

（caesura），決定其政治化的進程（同前）。然而，如同史密特在某處曾經指出，對於何

者為非政治的決斷乃是最強烈的政治決斷。放在極權主義運動的脈絡中，這無疑意謂著

去政治化與再政治化同時作為政治化的兩股動力席捲全部人口。正是在這個政治化的間

隔上，史密特提出了種族的同質性，儘管不見得是純生物學意義的種族（Agamben, 2005a; 
Schwab, 1989: 112）。從這一點上，我們現在正式進入關於納粹國家種族主義的討論。 

 
在眾多納粹出版品中，阿岡本選出了 1942 年由巴黎的德國中心（Institut allemande in 

Paris）用來向法國及其友邦宣傳的《國家與健康》（État et santé）一書作為最能代表其

生命政治─將生物生命政治化─政策的刊物。本書的作者之一 Hans Reiter 如此陳述其政

策意涵： 

 
只有在本世紀初的德國，從明確的自由主義理論開始，透過無疑是立基 
於主導經濟的自由主義形式與原則，人的價值才終於得到考量與定義… 
當 Helferich 估計德國國家總資產約三億一千萬馬克，Zahn 因而觀察到在 
這個有形財富之餘，有一種「生命財富」（living wealth）價值十億六千一 
百萬馬克。 

 
正如經濟學家與商人負責有形價值的經濟，因此醫師負責人力價值（human  
value）的經濟…絕對必要的是醫師對於一個合理化的人力經濟（ration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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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economy）做出貢獻，其了解到人民健康的水平是經濟成長的條件。 

 
我們正在探索一個生物學與經濟的邏輯綜合…政治將會越來越需要能夠 
達到這個綜合，其在今天或許只處於第一階段，然而其仍然讓人認識到 
生物學與經濟間相互依存的力量乃是一無可避免的事實。（轉引自 HS： 
144-145） 

 
這段敘述鮮明地勾勒出由人口、經濟與政治間的相互結合所發展的現代生命政治。

放在這個脈絡中，優生學（eugenics）與納粹種族主義的關係才能得到更深的理解。作

為當時優生學之基礎的遺傳學（genetics）正發生了重大的突破：發現染色體中的基因

位置，開始辨識出第一份 X 染色體與確定的遺傳疾病原因。於是我們看到《國家與健康》

的另一作者、遺傳學家 Ottmar von Verschuer 完全從遺傳學的觀點界定種族（race）：「一

個人類群體，其顯示出其他群體所缺少的特定 homozygotic genes 組合」（轉引自 HS：

146）。然而，Verschuer 與其他的專家都明白，根據這個定義，一個純粹的種族幾乎是不

可能被確認下來的（HS：146）。希特勒也明白這一點，因此其一方面以種族作為其政

治的核心概念，一方面卻避免賦予其確切的定義，以便於持續不斷地執行「種族選擇」

（racial selection）。在 1937 年的一個會議中，希特勒指出：「然而至少在有意識的觀念

中，我們還有待於成為一個種族」（轉引自鄂蘭，1999: 620）。或者是他 1941 年的命令

更明確禁止再使用「日耳曼種族」（German race）的說法，因為這會導致「犧牲種族思

想本身，以迎合一種單純的民族原則（nationality principle），破壞我們總體種族和民族

政策的重要概念先決條件」（同前，略改）。因此，納粹的種族主義並非在純粹生物學意

義上確認一個日耳曼或亞利安種族並加以保存，而在於持續地在生物性人口中做出間

隔，透過「種族選擇」不斷地區分出淘汰者與生存者，由此推動其廣義進化論的系譜。

如傅柯所言，在生命權力勝過死亡權利的時代，後者僅能以前者為基礎而行使。種族主

義的引入正扮演了這個功能，其在「生命權力針對的生物學連續中進行分裂，造成區

分」，並復活且轉變了戰爭關係。在此不僅是單純地擊敗他族以保存我族，而是在一個

進化論的生物連續體中，消滅/淘汰劣質種族乃是創造優質種族的直接手段。只有在培

育優質生命的目的下，生命權力才重新引入死亡權利（福柯，1999: 239-241）。 

 
在這個意義上，史密特所側重的傳統主權決斷敵友的戰爭命題，與傅柯所側重的以

關照生命（care of life）為核心的警察/公安，在納粹政體中產生了新的結合。不再僅是

17、18 世紀作為國家理性安內攘外的兩大支柱，而是兩者的疊合：關照生命同時便意味

著對劣等種族宣戰（HS：147）。如此我們才能理解主權的傳統範疇（殺人權利、戰爭

與例外狀態）如何與新興的生命權力（規訓與生命政治）疊合起來，產生更為強大的職

能。 

 
因此，阿岡本強調，只有放在「關照生命」的現代生命政治脈絡下，納粹的種族主

義才能獲得完整的理解。然而，這並不僅止於將生命當作一個既存的事實，而政治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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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在於其保存。相反地，在現代生命政治的場域中，生命與政治已經無法輕易分開；生

命的生成變化本身便是政治的基礎與目的。因此 Verchuer 如此界定納粹政治：「政治，

那就是，賦予人民生命以形式」（HS：148）。只有從這個定義出發，我們才能了解納粹

從不間斷之種族選擇運動的基礎，以及其生物學與政治間的緊密結合。 

 
在這個脈絡下，我們得以回溯地理解為何納粹在其上台不久後就公布了關於「防止

遺傳性疾病之延續」的法律，規定經醫學證明患有極可能造成後代嚴重異常的遺傳疾病

患者得接受結紮（HS：148-149）。三個月後，於 1933 年 10 月 18 日再公布關於「保護

德國人民遺傳健康」的法律，規定患有傳染病、精神疾病、前述遺傳性疾病者及禁治產

人不得結婚（HS：149）。這些法律明顯地超出了日耳曼種族與其他種族之區分的狹義

種族概念，而致力於人口素質提升的一般生命政治職能。或者由此可知納粹種族主義的

企圖不僅是保存日耳曼種族，而是創造一個不斷進化的新種族。 

 
紐倫堡法律進一步顯示出了種族之生物學意涵與政治意涵的結合。「帝國公民資格」

與「保護日耳曼血統與榮譽」兩項法律一方面將猶太人貶抑為沒有政治權利的次等公

民，禁止其與完全公民通婚；一方面要求亞利安（Aryan）血統的完全公民也必須要證

明其值得享有日耳曼榮譽（阿岡本指出，這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被取消其公民權）

（HS：149）。在這裡血統與榮譽相連結、婚姻與公民權相連結，清楚地呈現出生物性

與與政治性間的結合與過渡。阿岡本指出，我們甚至不能僅以反猶主義的狹義種族主義

來理解這些政策，而必須將其放置在更一般性的現代生命政治的脈絡中（同前）。在此

引起注意的是鄂蘭所引述的，黨衛軍首領希姆萊（Himmler）於 1943 年演講中的一段話： 

 
我們是第一個真正用行動解決血緣問題的人，我們當然不認為血緣問題 
是反猶主義的。反猶正如消滅虱子。擺脫虱子不是意識型態問題。這是 
衛生問題。但是血緣問題提醒我們注意自己的價值，提醒我們什麼是使 
日耳曼民族保持團結的真正基礎。（轉引自鄂蘭，1999: 546） 

 
在這裡所呈現的，乃是現代生命政治將生物生命的「優生」當作其唯一政治任務的

直接後果。現在政治的價值不再來自於傳統的社會階層或德行，而直接來自於生物生命

的優良品質，而構成政體作為「生命共同體」的核心。戰爭末期希特勒所構思的「國民

健康法案」（National Health Bill）為其生命政略劃下了註腳： 

 
在全國性 X 光檢查之後，領袖將會被呈送一份病人名單，特別是心肺疾病 
的患者。在新的帝國健康法的基礎上…這些家庭將不再被允許待在公共領 
域，並不再被允許生育下一代。這些家庭接下來的處遇將有待於領袖進一 
步的指示。（Arendt, 1968: 416） 

 
在這段探討納粹種族主義的最後，我們將思考其生命政治的最終賭注：生命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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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在納粹有關安樂死（euthanasia）的計畫中，生命政治與死亡政治（thanatopolitics）

再也無法分開。甚至，從納粹對安樂死標準的決定之上，我們彷彿預見了現代民族主權

的極致展現：生命的主權最終體現為死亡的主權，朝向日耳曼民族的集體自殺。 

 
阿岡本將這個主題追溯到 1920 年由一位著名的刑法學家 Karl Binding 與一位醫學教

授 Alfred Hoche 所合著的《授權消滅不值得活的生命》（Die Freigabe der Vernichtung 
lebensunwerten Lebens）。根據阿岡本的分析，這本將「不值得活的生命」之概念首度發

表於歐洲法學界的小冊子，提出了兩個對當代生命政治深具啟發並彼此相關的論題：第

一，自殺的不可罰性（unpunishability）在於生命對其自身的主權；第二，藉此導引出對

於不值得活的生命消滅的許可（HS：136-137）。 

 
為了探討安樂死的合法性，Binding 首先將焦點投向刑法中唯一無條件免除殺人罪責

的行為：自殺。他認為，既然自殺不能被處罰，亦非與法律無關，「法律唯有將活著的

人視為其自身存在的主權者…法秩序容忍此行為，即便其自身將承受由此所生的現實後

果。它並不宣稱具有禁止的權力」（HS：136）。這個簡短的敘述蘊含了豐富的思緒。首

先，自殺是法律（刑法的殺人罪）的例外，而如我們所知，例外乃是主權者的所在。進

而，若「規則純自例外而生」，則自殺勢必與法的效力具有密切的關係。實則，自殺標

示出了法權的基礎與界限。法律總是建立在生命的順從或違逆上，生命消失了，法律亦

無所依傍。於是法律在這個界限上不得不與生命妥協，生命在此成為主權者。這一個權

力的現實在傳統抵銷了君王的生殺大權，在現代則被宣告為人民主權的基礎：生命對自

身的主權。 

 
然而什麼是「生命對自身的主權」？什麼對什麼行使生殺大權？進一步觀察，生命

在此分裂為二：意志對身體行使主權/生殺大權。因此，所謂的「將活著的人視為其自

身存在的主權者」意謂的是：意志是主權者，身體是裸命。 

 
只有從這一點出發，我們才能理解當 Binding 試圖尋問自殺的不可刑罰性能否適用

於第三者時，他所關注的對象與採取的標準。首先是陷於「無法治癒的喪失」（incurable 
lost），在充分意識到此現實後希望「救贖」的人（阿岡本指出在此 Binding 所用的字

Erlösung 為一宗教用語，其中之一的涵義便是救贖（redemption））（HS：138）。其次是

「無法治癒的智障」（incurable idiot），無論是先天或後天所造成的。對此 Binding 寫道： 

 
這些人既沒有活下去的意志，也沒有死去的意志。一方面，沒有確切的 
死亡同意；另一方面，殺死他們也沒有侵犯任何必須要克服的生存意志 
。他們的生命完全沒有目的，但他們並不覺得這是不可容忍的（intolerable） 
…其僅僅是真正人性（authentic humanity）可怖的顛倒形象。（轉引自 HS：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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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裡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意志是主權者，而失去意志者是裸命的具體應用。甚至

何謂「真正人性」也聯繫於生命的意志。在這裡我們不由得聯想到海德格所論之

Being-towards-death。54 在完全實現生命的主權之處─生命自殺的主權─此一界定真正

人性的人道主義判準仍無可避免地讓某些生命成為裸命。弔詭地，當生命主權的人道主

義宣言賦予人全權決定自身生命的價值時，無法決定者便被決定為無價值。從這裡我們

也可以預想，一個試圖完全實現其生命主權的種族主義政體，為何最終會轉向集體自殺

作為「最終解決」（final solution）的最終解決。55 

 
因此，關於「不值得活的生命」的考量可以如下推論。首先，生命存活的價值取決

於其自身的判斷──這是自殺所揭示的生命的主權，也是支撐第一類安樂死的重要論

點。在這個論點之後，接下來卻是令人恐懼的發酵：因此無法衡量自身價值的生命便是

「無價值」的生命：第二類安樂死。在此評價的意志本身是「無價」的，是一切價值的

價值，價值的主權者。相對地，失去評價意志的生命便被評價為失去一切價值的裸命。

質言之，評價本身自我評價（自我指涉）為絕對價值，成為價值的預設，進而將無法評

價者，評價為絕對地無價值（他者指涉）。至於「誰」能夠授權安樂死的問題，Binding
認為可以由病人自己（當他還有能力時）、醫生或是家屬提出，再由一個由一名醫生、

一名精神醫生與一名法律專家所組成的國家委員會做最後決定（HS：139）。顯然，自

殺的主權現在得以在某些情況中與「本人」分離，由國家、醫學家與法學家搜集起來。 

 
因此，當生命本身成為政治的基礎、主權的所在，而進入現代生命政治的時代，我

們所面臨的便是生命本身進入不斷政治化的過程。而在我們之前關於運動的討論中已經

看到，這個政治化過程必須不斷地在人口中做出區分，決定其價值。在這裡經濟場域被

建立起來，價值的決定與交換不僅產生了商品市場，更產生了勞動力市場，具有估價能

力的個體被設定為市場的行動者/動因（agent）。Binding 所提出的一個對比讓我們深刻

地體認到這個現實：「想像一座軍營中覆蓋著上千位失去生命的年輕身體，或是一個礦

場的崩塌造成了上百位勤勞工人的死亡；在此同時勾勒出我們心神喪失者的機構

（Idioteninstitut; institutes for the mentally impaired），以及他們浪費（lavish）在其病人身

上的醫療…」（HS：138）。Binding 指出，這個險惡的對比（sinister contrast）令人無法

不動容而痛苦地承認：我們對於那些最富價值的生命（wertvollsten Leben）的失職，以

及對於那些不僅是缺乏價值（wertlosen），甚至應該被評價為負數的生命的龐大照料（同

前）。在一個生命政治全面開展的時代，人口─經濟─政治間的連結持續增強，導致於

在生命政治化的過程中必須不斷決定生命的價值，並無可避免地觸碰到一個門檻：在此

之外生命不再具有價值。如果現代政治將人的生命自始便納入權力的支配之中，而如傅

柯所言，「權力使人生」（make live），那麼也就是在失去政治價值的生命這點上，「權力

                                                 
54 相關的討論可參考（RA：74-76）。 
55 從生命自身的主權出發，試圖透過否定其他生命的價值而肯定自我生命價值的納粹種族主

義，最終無可避免地走向了消滅象徵所有異族的猶太人的最終解決，與銷毀自身後勤工業的 71
號電報（福柯，1999：246）。這是生命在其面對世界之最終無可決定時所能體現其主權的最後決

定，無論是對希特勒本人或是對其所領導的整個日耳曼種族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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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死」（let die）。安樂死是裸命的門檻；而如果現代每一個人都是主權者，那麼也就

是在這個意義上，此門檻或許也已經潛在地轉移至每一個生命身上（HS：140-141）。 

 
現在讓我們回頭省視納粹的安樂死計畫。根據阿岡本的研究，希特勒與希姆萊在其

上台之後便著手擬定這個計畫，然而由於許多原因（包括可預見的基督教組織的反對），

遲至 1940 年初才正式開始執行。「無可治癒疾病之安樂死計畫」（Euthanasie-Programm 
für unheilbaren Kranke; The Euthanasia Program for the Incurably Ill），持續了 15 個月，最

後在主教與家屬持續升高的抗議中結束。其主要醫療中心的所在地之一─Grafeneck 鎮

─的名字悲哀地和這個計畫連結起來。根據紐倫堡大審的證詞，每天有約 70 名病人被

從德國各大醫院篩選後運來此處，由中心的負責人 Drs. Schumann 與 Baumhardt 對每位

病人進行摘要檢查後決定是否符合計畫所訂的標準。在大多數的情形中，病患會在到達

後 24 小時內被處死。在整個計畫運作的期間內，總計約進行了 60000 人的安樂死（HS：

140-141）。56 

 
如何理解納粹安樂死計畫與其生命政治的關連？如前所述，安樂死乃是生命權力擴

展下的新產物，其標示出的不再是傳統主權「使人死」的殺人權利，而是生命政治「讓

人死」的生命權力：不值得再被關照的生命。只有在這裡，傳統主權的殺人權利才再度

被引入，生命政治在此過渡為死亡政治（HS：142）。進一步，當生命的價值純由其自

身所決定，而在此決定中顯現出生命的主權，其便無可避免地同時在自身中割離出裸

命。幸或不幸地，在生命政治之中，原本只存在於個體上的自殺的主權，透過醫學的發

展，真正在技術上產生了轉移的可能性。如果安樂死需要「授權」，那麼是誰有什麼權

可以授權？顯然，個體生命的主權透過「人民主權」的生命政治意涵轉移到了國家名下。

國家現在基於其生命政治的主權授予醫師與法官決定安樂死的權限。或者說，醫師與法

官在現代生命政治成為了新的主權者（HS：143）。 

 
現代生命政治的主權不再僅侷限於在例外狀態中殺人；在新的生命連續體中，主權

決斷每一個生命類屬的間隔，安樂死僅是其最外邊的門檻。然而，根據阿岡本的觀點，

只有從例外與門檻出發，我們才能理解常規的區分。若然，我們如何理解極權主義，如

果其意謂著例外已經成為常規？在鄂蘭所形容的洋蔥狀極權主義組織之中，顯然永無休

止的種族選擇運動仍然源自一個不動的核心：領袖。另一方面，當秘密警察化身為極權

主義國家唯一公開的統治階級，其最終嚴守的秘密仍是集中營裡的情形（鄂蘭，1999：

578, 584）。在這個初步的對照中，領袖與集中營成為了例外中的例外。下一項我們便把

焦點轉向這兩者間的隱密連結。 

 
 

                                                 
56 這個計畫在戰事吃緊之秋仍耗費了龐大的預算執行，阿岡本因此並不認為納粹的安樂死計畫

目的在於節省重症病患的醫療成本。鄂蘭亦曾強調極權主義政權的非功利性（anti-utility）（鄂蘭，

1999: 569, 593, 604）。因此，似乎我們在納粹的生命政治中無法觀察到明顯地經濟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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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camp） 
 

根據鄂蘭的說法，集中營與種族滅絕營乃是極權主義政體的「實驗室」（鄂蘭，1999: 
586），其種族主義的意識型態在此接受驗證。然而，作為納粹組織力量的真正中心，集

中營卻非納粹的發明，儘管在其手中達到了極端的形式。 

 
史學家對於第一個集中營究竟出現在 1896 年西班牙鎮壓古巴民變所設的 campos de 

concentraciones，或是 20 世紀初英國波爾戰爭（Boer War）57中的 concentration camps
仍有爭論（HS：166）。無論何者，值得注意的是，其都創設於殖民地戰爭中，並且在

例外狀態中發佈。這意謂著集中營與監獄不同，其並非設立於法秩序中之一部，而是在

法秩序「之外」，無論就空間還是時間上而言。接著在南非與印度繼續出現了類似的設

置，用來對付「不理想份子」（鄂蘭，1999：589）。德國的 Lager（營）則發展自其 Schutzhaft
（保護性拘禁；protective custody）的制度，源自 1850 年普魯士邦法（Prussian laws）

的 Schutz der persönlichen Freiheit（人身自由之保護；protection of personal liberty）與 1851
年普魯士邦法的 Schutzhaft。前者後來在一次大戰之中與之後被廣為運用，後者則在緊

急狀態中發佈，並於 1871 年擴展至全德（除了巴伐利亞（Bavaria）之外）。根據納粹法

學家的界定，Schutzhaft 被歸類於一種預防性的警察措施：為了維護國家安全，個人可

以在沒有任何犯罪行為的情況下被拘禁，只要其被認為是「可疑份子」。在納粹上台之

前，社會民主黨政府已經在 1923 年基於 Schutzhaft 拘留了數千名共產黨戰鬥者

（communist militants），並於 Cottbus-Sielow 設置了 Konzentrationslager für Ausländer，

主要拘留東歐的難民。阿岡本並指出，後者因此可被視為 20 世紀第一個針對猶太人的

營（儘管明顯不是種族滅絕營）（HS：167；鄂蘭，1999：589）。 

 
然而納粹的集中營仍然位於一個新的階段：例外狀態成為常態。阿岡本指出，在納

粹集中營理論上的法源基礎─1933 年的〈人民與國家保護令〉─之中，完全沒有提到

Ausnahmezustand（例外狀態）的表述。其法理基礎─威瑪憲法第 48 條的總統緊急命令

權─所要求的客觀要件「劇烈動亂或對公共安全與秩序的威脅」亦完全沒有在命令中被

論及。對此與納粹親近的一位法學家 Werner Spohr 曾論道：「透過對於基本權的懸置，

此命令產生了一個為建立國家社會主義國家的故意例外狀態（einen gewollten 
Ausnahmezustand; willed state of exception）」（HS:168）。然而這亦非史密特所稱之為了建

立新憲政秩序所需的主權獨裁，因為納粹並不打算制訂一部新的憲法。相對地威瑪憲法

終整個第三帝國時期都沒有被廢除，只是持續地被懸置。在〈人民與國家保護令〉之後

是〈授權法〉，納粹政府由此獲得了制訂法律的權力。之後，隨著紐倫堡法的公布，納

粹不再公布有效的法規，而由黨與秘密警察的內部命令取代（鄂蘭，1999：550）。這個

發展的過程意謂著本意為因應特定事實上的危機所暫時宣布的例外狀態，現在脫離了事

實的前提而透過宣告例外的決斷本身產生出了事實上的危機。接下來的發展導致了法律

與事實上的強制間的區分日愈模糊，例外措施變成了正常法規。 

                                                 
57 1899-1902 年英國對波爾人（荷裔南非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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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camp）乃是例外狀態開始成為常規時被開啟的空間」，阿岡本如是定義（HS：

168-169）。相對於例外狀態原本的暫時性特徵，營代表了例外狀態的空間化，亦即，在

正常秩序中持續存在一處例外空間。這個例外空間所意涵的是正常秩序已經無法再僅將

例外狀態當作一個偶發事件，正常秩序現在持續地在其之內包含著例外狀態。在此，空

間化意謂著常態化與場所化。一方面，正常與例外的區分逐漸解消；另一方面，此解消

所生之混淆仍然被設置於「正常」法秩序之外的特定場所。然而此例外場所的持續存在

正表明了所謂在其之外的「正常」法秩序已經無可避免地持續需要著例外，並且為了避

免例外與正常的全面混淆，而必須將例外限定於一特定場所──營的誕生。於是，營成

為法秩序持續性地捕捉/拋置例外狀態的場所，原本僅在例外狀態中出現的主權決斷，

現在透過營而常態化的實現（HS：170）。 

 
因此，營作為常態化的例外空間，正是常態化的主權者─領袖─的真正居所。透過

直隸之黨衛軍的全權掌管，以領袖原則運轉的納粹生命政治將集中營作為其權力的真正

核心與實驗室。相對於體現著日耳曼種族的領袖，集中營中的猶太人便體現著「不適宜

生存的種族」。甚而，在拘禁者之中，一群被稱為穆斯林（der Muselmann）的存在甚至

超越了「種族」所蘊含的生命區分，而墜入生與死、人與非人無可區分的境界。另一方

面，我們所關注的核心─法與生命的關係─也在此進入了最後階段。一邊是「領袖的意

志就是最高的法律」（the will of the Fuehrer is the supreme law）；一邊是所謂的「生命法

則」（law of life）（鄂蘭，1999：538, 546）。在前者，領袖的生命化身為法律；在後者，

真正的法律被視為內在於生命之中。接下來，我們便藉助於領袖原則與生命法則、領袖

與穆斯林的對照，探索這個在納粹政體中第一次達到的生命政治的極端情境。 

 
領袖原則與生命法則的結合無疑標示出了法與生命關係的一個新境界。從兩個相反

的方向出發，法現在既不再源自於超越性的自然或上帝，亦不將自身視為人為的實證

法；法現在純粹是生命之法，發源並內在於生命本身。於是在其一方我們看到「領袖的

意志就是最高的法律」，或是「領袖的話就是法律」。鄂蘭與阿岡本都強調這一點與領袖

的魅力（charisma）─若我們將其理解為一種善於感染群眾的特殊人格特質─沒有直接

的關係，而更關鍵的是其所處的特殊結構位置（鄂蘭，1999：537；SE: 84-84）。阿岡本

更進一步指出，這個韋伯（Max Weber）所界定的權威來源之一正是我們之前討論過的、

古羅馬 auctoritas 的現代變形。Charisma 於是被界定為一種從人的生命本身發出的權

威，並以此作為統治與法律的根源。在 1938 年一位柏林法學家 Heinrich Triepel 的著作

中，其將納粹領袖原則（Führertum）的基礎設定為源自於個人魅力的權威，並強調領

袖與社會群體的統一性（SE：84）。稍早我們已經指出，領袖原則的基礎是運動的同一

性原則，是運動成員與領袖的同一性。現在根據我們之前關於 auctoritas 的討論，可以

再加深一層意義：生命本身被當作法的來源之虛構乃釦合於法的懸置、例外狀態。是領

袖所處的位置─運動的核心、常態性的例外權力─才讓其生命化身為法律，成為現代意

義的「活的法律」（nomos empsukhos）。阿岡本指出：「儘管顯然不會有某種永恆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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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週期性地體現於奧古斯都、拿破崙或希特勒身上，而只有或多或少相似地法律機制

（例外狀態、中止一切法律活動（iustitium）、君主權威（auctoritas principis）、領袖原

則）…」（同前）。因此，只有透過使法律生效或失效的權威，生命才成為法律的起源。

只有在運動的中心，直接體現著人民的同一性，領袖的意志才被視為人民─生命共同體

的意志而「不受法律限制」（legibus solutus），成為「最高的法律」。58 

 
進一步，阿岡本論到，在納粹生命政治之中，領袖的話語本身便是法律，亦如領袖

的身體本身便是種族的身體（HS：172-173）。在所有的納粹法律─生命政治概念中，最

核心的毋寧是「種族」概念。史密特在《國家、運動、人民》一書中將其連結於「一般

不確定性條款」（general and indeterminate clauses），其認為此類條款所意謂的並非一個

規則，而是一個情境（HS：172）。因此這類條款的內容無法事先確定，而只能在其具

體適用的情境中得到意義。對此鄂蘭亦觀察到，無論是希姆萊或是希特勒，都拒絕給予

「猶太」或「日耳曼種族」一個確切的定義（鄂蘭，1999：538、620）。在這個意義上，

「種族」或是史密特所用的「血統的平等」（equality of stock），既非一個確定的事實（某

種確定的生物性身體），亦非一個確定的法律，而是一個事實與法律的結合──主權者

的決斷。不僅如此，在領袖的身體就是日耳曼種族的身體，並且必須嚴格地與猶太種族

的身體區隔開來的基礎上，領袖的生物生命本身就是種族選擇的法則與適用。正是在這

個基進的意義上，領袖成為「活的法律」，其生命本身就是法律及其事實上的適用。也

正因如此，在納粹政體中，所有執行領袖的話的人（最著名的便是 Adolf Eichmann），

都認為自己正在實現著國家的法律（HS：172-173）。於是，在領袖體現著日耳曼種族的

意義上，其持續不斷地做出「不適宜生存的種族」的決斷，正反映出對於非政治之裸命

的決斷乃是最根本的政治決斷。因此阿岡本認為，在在集中營之中，「每一個動作，每

一個事件，從最日常的到最例外的，都頒行著對於裸命的決斷，透過它日耳曼的生命政

治身體成為現實。分離出猶太的身體乃是特定日耳曼身體的直接生產，正如其生產乃是

規則的適用」（同前：174）。 

 
然而，從另一方觀察，鄂蘭指出納粹對於合法性（legality）的蔑視並非源自/導致一

種目無法紀（lawless）。相對地，其直接訴諸的是實證法的正當性（legitimacy）來源：

自然法則（law of Nature）。59 然而這個自然法則已非古典意義自然法（ius naturale），

                                                 
58 因此，在之前所討論的 potestas 與 auctoritas 的區分中，領袖的特質無疑來自於後者。他的權

力有別於憲訂的職權（如總理），而在其等同於人民的程度上，彷彿由其人身所生而「不受法律

限制」。在這個意義上，有別於 Kantorowicz 所區分的主權者的政治身體與生理身體，領袖的身

體同時具有兩者的性質，因為其本身就是「日耳曼種族生命的形式」（HS：184；SE：83-84）。 
59 與鄂蘭的觀察相對，Schwab 強調納粹對合法性的本質傾向。對於鄂蘭而言，納粹「並不關心

是否要廢除憲法」乃是其蔑視合法性的象徵；對 Schwab 而言，納粹始終保持著形式上有效、只

是暫時懸置的憲法反而正突顯出其標舉合法性的性格（鄂蘭，1999：636-637；Schwab, 1989: 118）。

有趣的是 Schwab 談到史密特曾在納粹上台之後試圖指出德國已從一個法治國（Rechtsstaat）轉

變為一個正義國（just state），因為自由主義法治國的一些主要特徵─人權保障與權力分立─都已

不復存在。然而這樣的說法卻被正式地駁斥，Hans Frank 強調德國是一個「希特勒的德意志法治

國」（German Rechtsstaat of Adolf Hitler）（同前）。或許納粹對於合法性的這種弔詭態度可以在下

面所要談的其對於邏輯性的信仰中找到更深層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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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作為一種永恆不變的原則提供實證法參照的基礎。納粹的自然法則是達爾文的進化

論，是一種「運動的法則」（law of movement）。達爾文認為，至少在生物界，自然運動

不是循環的，而是直線地朝向一個無限的方向運動。在這個意義上，自然法則與歷史法

則疊合了起來，「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接合於「進化」的歷史法則，構成了納粹種族

法則的基礎（鄂蘭，1999：637-639）。60 

 
因此，種族法則作為自然法則在人類身上的體現，納粹越過了實證法，試圖直接在

人類身上實現其「生命法則」。61 其宣稱將克服合法性與正義間的古老斷裂，而直接在

大地上建立正義的統治。如果說實證法的合法性針對的是人的行為，那麼納粹所欲實現

的一種更高層次的合法性（lawfulness）針對的乃是人類本身。「它不麻煩地針對人的行

為而直接將法律運用到人類。假如恰當地執行，那麼自然法則或歷史法則就能製造人類

作為它的最終產物…極權主義政策宣稱要將人類物種轉變成一種積極的、永不失敗的法

律載體（carrier of law），否則人就只會消極地、不情願地服從法律。」（同前：637）在

這個意義上，納粹所試圖達到的正是某種人文主義的理想：人與法律合而為一。 

 
然而弔詭的是，對於納粹來說，這個「使人類自身成為法律的化身」的企圖並非意

謂著人類可以依自身的意志行事。相對地，人類的發展必須遵守客觀的「生命法則」，

亦即種族選擇的進化─運動法則。「統治者並不自稱正義或聰明，而只是執行歷史的或

自然的法則；他們並不適用（apply）法則，而只根據其內在法則執行一場運動。」（同

前：641；譯文略改） 

 
將此「內在法則」予以實現的方式鄂蘭稱之為恐怖（terror），而對於內在法則本身

的建構則是意識型態（ideology）（同前：640, 644）。拆開 ideology 一詞，其是由 idea
與 logy（logoi）所組成，所意涵的乃是一種「觀念的邏輯」（the logic of an idea）。藉此，

意識型態所追求的乃是洞悉歷史現象背後的運動法則，而此法則應該能夠自其觀念所內

含的邏輯中推導出來。因此無論哪一種意識型態都強調其科學性，並且相信從其所接受

的核心觀念出發，可以邏輯性地推論出歷史演進的方向。其中隱含的預設─信念是：歷

史運動與邏輯運動是相一致的（同前：645-646）。於是，透過意識型態與恐怖，極權主

義的治理形式可以被理解為：將觀念邏輯實現於現實世界。「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意識

型態，因此服從於「種族」觀念的內在邏輯運動。鄂蘭提到，希特勒信奉「冷冰冰的推

                                                 
60 鄂蘭在此特別指出馬克斯與達爾文的關連性。她認為「最先進的階級才能生存」之歷史運動

與「適者生存」之自然運動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另一方面，她指出「根據馬克斯的說法，勞動不

是一種歷史力量，而是一種自然生物力量──經由人的「與自然的新陳代謝」（metabolism with 
nature）釋放出來，藉此得以保存其個體生命並繁衍其種族」（鄂蘭，1999: 639；譯文略改）。關

於生命政治與勞動的關係乃是當代義大利基進左派之一的諸眾（multitude）理論所試圖深化的焦

點，也是本文的討論所較欠缺的一個面向。 
61 Werner Best 曾指出：「政府的意志是否設下了「正確的」法則…這不再是一個法律問題，而是

命運問題。因為實際上的誤用…將會在歷史面前受到命運更明確的懲罰，遭遇不幸、推翻與毀滅，

因為違反了『生命法則』（laws of life），而不是由國家法庭來懲罰」（轉引自鄂蘭，1999：546；

譯文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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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更甚於觀念本身。其喜愛那種最有說服力的論證：「你若不說 B 和 C 等等，一直說

到無數字母的末尾，你就不能說 A」（同前：650）。在此邏輯的強制力攫取了觀念本身，

其不再允許一個新的開頭、新的觀念，甚至是對於前提觀念的反省。因此，如果同意生

存權與種族有關，就必須消滅「不適宜生存的種族」：這樣的邏輯推論貫穿了整個種族

─極權主義運動，最後甚至不顧其原始觀念─日耳曼種族的生存─的現實需要（同前：

649）。邏輯的強制力來自於對自相矛盾的恐懼，「你說的 A，透過它邏輯地產生的 B 和

C，主宰了你的整個生命」（同前：650）。因此，為了證明亞利安種族是最優秀的人種，

首先需要消滅純種的猶太人，接著是一半或四分之一血統的猶太人；或是首先是精神病

人，接著是無法治癒的病人（同前：610）：「永不停止的選擇」構成了納粹種族主義運

動的邏輯法則。 

 
如何理解兩種生命之法─「領袖的意志是最高的法律」與「生命/種族法則」─之間

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到，如前所述，領袖作為「活的法律」的基礎在於其在運動與法權

結構中的位置。簡言之，領袖被設定為決斷的主權者。因此在種族主義（意識型態）的

運動邏輯中，其既是觀念的定義者，亦是邏輯的執行者。「種族」作為一個不確定觀念

需要領袖持續地定義，透過每一次對於「不適宜生存的種族」的決斷與執行，運動的邏

輯得以持續地推動。在此，領袖化身為活的法律，而冷冰冰的生命法則穿透了所有第三

帝國的人口。法律與生命在此匯流。阿岡本因此論道：「在領袖的人身上，裸命直接轉

化為法律，正如在營的拘禁者（或是重度昏迷者（neomort））身上法律變得與生物生命

難以區分。今天一個企圖將自身完全轉化為生命的法律越來越面對著一個已被僵死化

（deadened and mortified）為法律規則的生命」（HS：187）。 

 
 
4. der Muselmann（穆斯林） 

 
領袖與營的拘禁者。關於這兩個納粹生命政治中的對立形象，前者我們已經有所討

論；現在我們將目光轉向後者。阿岡本在後者中挖掘出了一個被視為不可視的極端形

象：穆斯林（der Muselmann）。作為納粹生命政治的最終載體，阿岡本指出，其徘徊於

拘禁者與毒氣室（gas chamber）之間，成為生物連續體中的最後一道間隔/門檻（也因

此其本身不可能再產生新的間隔）。納粹的種族主義在此跨越了「種族」的觀念本身，「穆

斯林」的暗語殘暴地反諷出猶太人知道自己最終不會作為一個猶太人而死在營中（RA：

45, 85）。 

 
「穆斯林」是奧許維茨等集中營內對一群活死人（living dead）的稱呼。或許因為生

理上極度的營養失調、或是心理上極度的恐懼與羞辱，這些拘禁者完全被營內的「恐怖」

所淹沒，而成為對外界的刺激不再有任何反應的行屍走肉（HS：185；RA：41-44）。對

於「穆斯林」這個名稱的由來主要有兩種說法，較可信是源自於這個阿拉伯語的字面涵

義：「無條件地臣服於上帝意志的人」。Hence Kogon 因此指出在營中，「相當大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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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很久以前就已喪失了活下去的真實意志…被稱為『穆斯林』（Moslems）──無條

件的宿命者（men of unconditional fatalism）」（轉引自 RA：45）。另一種較不具說服力的

解釋則源自於其姿態：或是蜷伏跪地、或是站著搖晃著上身而無法彎曲膝蓋──像是伊

斯蘭的禮拜方式（同前：43, 45）。於是，這群人徹底地被遺棄：無論是被黨衛隊、其他

的拘禁者，或甚至是他們自己。完全無法溝通，不僅是語言的，還包含一般動物性對於

環境刺激的本能反應。因此人們開始遲疑：他們還活著嗎，或是已經死了？他們還是人

嗎，或是已經不屬於人類…他們是否已經離開了「人世」？ 

 
阿岡本在《奧許維茨的殘存：證人與檔案》（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一書中主要探討的是所謂「奧許維茨後的倫理」（RA：13）問題。限於目前的

脈絡，以下我們仍僅將討論侷限於較狹義的生命政治範疇之中。處於人間地獄的最底層
62，穆斯林徘徊在生與死、人與非人之間。這確實是種族主義生命政治最外緣的兩道界

限。一方面人們稱他們為「行屍走肉」（walking corpses）、「活死人」（living dead）或是

「木乃伊人」（mummy-men）。另一方面，「非人（non-men）在沈默中沈重勉強地前進，

神聖的光芒在其身上死去」，或是「他們必須完全放棄對其[環境]反應，而成為客體物

（objects），然而因此他們放棄了作人（being persons）」（RA：54-55）。如何理解這個穆

斯林僵硬地跨足的門檻？我們可以從 Robert Antelme 的一段陳述開始：「對於我們作為

人的性質（quality）的否定激發了一個屬於人類物種（human species）的幾近生物學式

的宣稱」（轉引自 RA：58）。穆斯林是否就是這句話的最佳範例？ 

 
在這裡首先 Antelme 看似提出了一個這樣的看法：人的性質能夠和人的生物學存在

分離開來。然而進一步的思考卻將我們拉入納粹生命政治的核心：因為其正代表著人類

企圖透過生物學來定義人的性質。從這裡出發，營的確是人種與人性的實驗室。因此，

與一般的想法相反，穆斯林不是失去人性的人種，而是其人種成為了其唯一的人性。在

這裡納粹的種族主義達到了其底部：再也不可能區分出另一個人種，因為現在穆斯林本

身就僅僅是人種！ 

 
然而「幾近生物學式的宣稱」或「僅僅是人種」究竟是什麼意思？鄂蘭曾將之形容

為「人獸標本」（specimens of the human animal）（鄂蘭，1999：603）。穆斯林是人類物

種最後的活體標本。在此之前，我們知道許多集中營的拘禁者被用來做各種「無人性」

的人體實驗。63 在某個意義上，穆斯林是這個實驗的最後成果。他是另一種「活的法律」。

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的生物學定義、生命法則本身。 

 
相對於此，鄂蘭所指出的集中營試圖將人變成「Pavlov 實驗中的狗」─完全按照制

                                                 
62 鄂蘭（1999：594）與阿岡本（RA：48）都用過/引述過「地獄」的比喻。而關於 limbo 的討

論可參考（CC：5-8）。 
63 這些人被稱為 VP（Versuchspersonen; human guinea pigs; 實驗人）。殘酷的是，許多集中營的

拘禁者「自願」接受實驗以避免被選擇進入毒氣室，這點與美國的死刑犯「自願」接受實驗以換

取減刑類似（HS：154-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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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做出反應─提供了另一種思考。這裡粗略地說，是關於「生命權力」的問題。對於鄂

蘭而言，這意謂著完全統治人是可能的（同前：603-604）。一方面這確實構成了集中營

內最令人震驚的恐怖：幾百萬人毫無抵抗地排隊走向毒氣室；另一方面，阿岡本筆下的

穆斯林卻似乎脫離了這個隊伍。他引用 Robert Antelme 的觀察指出，穆斯林似乎已無法

分辨寒冷的刺痛與黨衛軍的暴行，因此，「衛兵似乎忽然在他面前感到無力（powerless），
彷彿被一種想法所打擊：穆斯林的行為…也許是一種沈默的抵抗形式」（HS：185）。 

 
如果我們將權力（power）理解為生命與規範（或命令）間的衝突與妥協，那麼鄂蘭

所謂的「Pavlov 實驗的狗」無疑正是「極權」主義的最佳體現：規範對生命的全面勝利。

這一點是營裡的活人所共同遵守的，無論是黨衛軍還是倖存的拘禁者。只有兩種人標示

出了這個生命權力的界限：一為殉道者/烈士（martyr），那些以死亡為代價抵抗的人；

另一則是穆斯林，其已經喪失了順服的能力。如果前者所援引的某個意義上即為生命的

最高主權：自殺；那麼後者意謂的無疑便是主權的徹底失落：自殺的不可能。在這裡我

們可以引入一個特殊的概念進行探討，特別是當它成為了戰後德國（乃至整個西方）對

於極權主義的主流反省與回應：人性尊嚴（human dignity）。我們所藉此試圖思考的，

是生命政治中權力與主體性的關係。 

 
阿岡本指出，如同責任等道德概念，尊嚴（dignitas）也具有法學的根源。在羅馬共

和時期，dignitas 就已經用來指稱內屬於公職（public duties）的階級（rank）與權威

（authority），並進一步引伸為公職本身；例如 dignitas equestre, regia, imperatoria。東羅

馬帝國時期的查士丁尼法典（Codex Iustinianus）更以專書（第十二書）De Dignitatibus
來規範整個拜占庭官制的職位秩序。然而真正的理論建構則是中世紀的法學與神學家。

在這裡 Ernst Kantorowicz 的經典《國王的兩個身體》必須再次被提及。前面所討論的，

阿岡本所轉譯的 auctoritas 在中世紀的對應物正是 dignitas：「尊嚴永遠不死」（dignitas non 
moritur）。如前所述，主權的永恆性要求 dignitas 存在於國王的第二個身體：國喪中的

虛構形象（蠟像）。在此 dignitas 自國王的生命中分離出來。從這個觀點出發，阿岡本認

為 dignitas 的道德化進行的是一個逆轉：如果說法律是將 dignitas 從其承載者身上分離

出來，道德則是將個體的 dignitas 從其法定的職位分離出來。因此一方面大革命後失去

傳統特權的階級所極力保存的正是道德化的 dignitas。另一方面，之後則是對於從未晉

升公職的底層階級進行以 dignitas 為中心的道德教育。最後阿岡本指出，納粹用來指稱

種族法之後的猶太人法律地位時的一個詞 entwürdigen 同樣與 dignitas 有關，其字面意義

是「剝奪尊嚴」（to deprive of dignity）（RA：66-68）。 

 
如果「尊嚴」在法律那裡是某種生命的外化：階級、職位乃至於國王的蠟像；在道

德那裡則轉為內化，一種克己自持的內在生命形象。無論是前者還是後者，其似乎都成

為一種可與生命分離的生命的複象。某個意義上而言，尊嚴可說是規範中的規範；其所

意謂的不僅是這個或那個行為合乎規範，而是整個人合乎一個外在或內在的「生命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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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裡我們可以開始切入集中營內權力與主體性的關係。在 entwürdigen 之後，所有

進入集中營的猶太人都失去了以國籍為基礎的外在尊嚴。然而，正是在這種處境中，

Bruno Bettelheim 提出了內在尊嚴的重要性。如果在集中營的極權治理下，每個人幾乎

都朝向成為鄂蘭所說的、完全依據規範/命令行動的「Pavlov 實驗中的狗」，那麼能夠阻

止這個惡夢實現的，Bettelheim 指出，只有保持著內在清楚地意識到自己正服從著命令： 

 
這個與自身行為最低限度的距離…就是讓監禁者仍然保持為人的事物。 
是放棄了一切感覺，一切對於自身行動的內在保留…讓監禁者變成穆斯 
林…完全了解這件事的監禁者，於是知道正是這件事，並只有這件事， 
形成了保持著一個人的人性（以及通常生命本身）與接受作為一個人的 
死亡（或者可能亦包含生理上的死亡）間的關鍵區分。（轉引自 RA：56） 

 
在這裡我們弔詭地再度看到，與自身行為間的距離成為尊嚴的條件。於是，一方面

將自身行為服膺於命令，一方面與自身行為保持內在距離，弔詭地成為權力能夠運作的

主體性機制。因此保有內在尊嚴的監禁者得以服從命令，而可能保存其生命。失去內在

尊嚴的穆斯林則往往不再能夠服從命令，並因而步向死亡。 

 
關於這個最低限度的人性/尊嚴/主體性的內涵，進一步呈現於 Bettelheim 與 Terrence 

Des Pres 的辯論。Bettelheim 曾談到，儘管生還者在思考上知道自己是無罪的，但是其

感受性則要求他覺得自己有罪。「在營中人被強迫著，日復一日，好幾年，觀望著他人

的毀滅，覺得─對抗著其較佳的判斷─自己應該介入，覺得罪惡，因為常常為倒下去的

不是自己而感到欣慰。」（轉引自 RA：89）相對於 Bettelheim 以罪惡感做為生還者的人

性內涵，Des Pres 則直接將生命的生存本身視為唯一的尊嚴來源。「在極端中存在具有

一種奇怪的循環：生還者為了『不開始死』而保存其尊嚴；他們將照顧身體當作一種『道

德生存』。」（轉引自 RA：94）因此，同樣以服從命令而生存這件事為對象，產生了兩

種相對的主體性：罪惡（guilt）與純真（innocence）。在 Bettelheim 那裡，與服從地生

存的距離產生了罪惡感；而在 Des Pres 那裡，這個距離產生的是一種「選擇生命」的生

存意志。他將生還者視為「第一群超越了文化的強制而生存的文明人；超越了只能透過

強調生命本身沒有價值而緩和的死亡恐懼…不透過任何中介面對死亡，因而毫無保留地

擁抱生命」（轉引自 RA：92）。 

 
無論是對 Bettelheim 還是 Des Pres 而言，穆斯林顯然都不具其所界定的人性尊嚴。

不僅對前者而言，穆斯林代表著越過了那個作為人性的必要距離，後者亦認為穆斯林代

表著存活的不可能，「生命中的死亡（death-in-life）的經驗例證」（轉引自 RA：92）。弔

詭的是，Bettelheim 甚至將某些黨衛軍視為穆斯林，他舉的是一位叫做 Höss 的軍官：「他

從未成為一個『穆斯林』只是因為他持續地被餵食穿戴得很好。但是他必須如此地剝奪

自身的自尊與自愛、感受與人格，以致於在一切實踐的目的上他僅僅是一部機器，當他

的長官輕按下命令的按鈕便進行運作」（轉引自 RA：57）。然而阿岡本對於這個看法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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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的反對。他指出，這樣的看法僅僅是為了確立某種已經混淆的人與非人的區分，而不

惜將人轉化為一個「不真實的典範，一部植物性機器」（同前：57-58）。 

 
關於黨衛軍的主體性問題在阿岡本的敘述中同樣涉及服從/執行命令。其一致地重複

強調他們不能（could not）不這麼做，他們別無選擇。阿岡本指出，正是這個「不能」

讓他們與自身的行為保持了某種距離，而保持為人。在極端的情況中，這個「不能」甚

至轉化成了某種尊嚴的來源。希姆萊在其 1943 年 10 月 4 日的演講中說到：「你們之中

大部分的都知道 100 具屍體躺在那裡是什麼意思，或是 500 具屍體，或是 1000 具屍體。

從其中穿過─除了少數因為人的軟弱的例外─而仍保持得體（decent），這令我們偉大」

（轉引自 RA：78）。64 這或許是不能不服從/執行生命法則所形塑的主體性。 

 
在這些以服從命令之生存本身為其生命形象的主體性之中，領袖與穆斯林無疑仍然

是兩個極端。在他們各自的存在中，生命本身再也無法與其形象分開：因此領袖乃是「偶

像」（idols）（Arendt, 1968: 378）；而穆斯林則是一個活的人像（證人們指出，在集中營

內屍體並不被稱為「屍體」（corpes 或 cadaver）而被稱為 Figuren，「人像」（figures）或

「人偶」（dolls））（RA：51）。因此兩者的存在本身便構成了集中營內主體認同的純粹

對象，領袖是偶像，而穆斯林則是每個人的目光所迴避的，內心最深的恐懼──「真正

人性可怖的顛倒形象」。兩者似乎標示出了主體性的界限：一邊是領袖「立即在其自己

的命令中承認自身」（HS：184），另一邊穆斯林則陷入「絕對地無動於衷（apathetic）」

（同前：185）。在他們的生命中，不再有可與之分離的「尊嚴」或「生命形象」，他們

是極權主義生命政治中的主權者與裸命。 

 
希特勒在 1937 年的一個秘密會議中曾提出了一個極致的生命政治概念：他指出中─

西歐需要一個 volkloser Raum，「一個沒有人民的空間」（a space empty of people）（RA：

85）。這無疑就是營的翻版。營作為一個生命政治的場所與機器，圍繞著一個被稱為

Selektion（營中對於毒氣室選擇程序的暗語）的中心運轉。從非亞利安人到猶太人、到

驅除出境者（umgesiedelt, ausgesiedelt; deportee）、到監禁者（Häftling; prisoner）、最後

到穆斯林，這個空間裝置逐步將人民淨化為人口，而在穆斯林背後僅剩下毒氣室中的

Figuren。阿岡本指出，在穆斯林身上，「人民與人口間波動的連結決定性地斷裂，而我

們目睹著某種像是絕對生命政治實體之物的浮現，其無法被分派於一個特定的載體或主

體/臣民（subject），或是被另一個間隔所區分」（RA：85）。進一步而言，營因此意謂著

現代國家試圖直接將出生轉化為民族，直接將裸命設定為人權與主權載體的虛構破滅。

營意謂著人口與人民間的斷裂只能透過一處「沒有人民的空間」試圖縫補。對阿岡本而

言，現代生命政治的中心因此不是城市（city）而是營（camp），而穆斯林則是拘禁其中

之裸命的極限。對阿岡本而言，難民營、貧民窟、重度昏迷病房與最近的美軍戰俘營都

是某種營的變形，在其中拘禁著類同的裸命樣態。「營」，阿岡本最後論道，「乃是地球

上新的生命政治之法（the new biopolitical nomos of the planet）」（HS：176）。 

                                                 
64 然而我們也在鄂蘭的引述中發現某種「能」的例子（鄂蘭，1999：6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