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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架構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理性，這並不是一個理論的問題，而是一個實

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理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力

量，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離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論，是一

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 

                      ──馬克思(Marx,1976a:16) 

 

權力如風，無所不在卻又不易觀察，傅柯的權力概念來自尼采(F. Nietzsche)，

傅柯的系譜學也源自尼采，傅柯對權力的談法，著重經濟、政治層面，也涵攝在

他的「檔案學」1 (Archaeology)和「系譜學」方法中(鄭瑞濱,1999:2-3)。從上一章

的說明中，我們可以知道要了解傅柯權力關係和歷史作品，必須先了解他向尼采

求索的系譜學。 

馬克思在一八四五年簡短地寫下十一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在第二條

提綱中他將實踐與理論的思辨爭論問題留給學院，在第十一條提綱他寫下「哲學

家們只是用不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1976a:19)，

我們如果以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做為標誌馬克思由理論分析轉向實

踐的地標性宣言，那麼在一九六八年法國的五月風暴中涉入甚深的傅柯，則標誌

著政治向他靠近和他本人向政治靠近，在實踐中互相指涉的政治與權力，使傅柯

                                                 

1 在「Archaeology」的譯文上，本文採用陳瑞麟(1998:223-4)的譯法，不譯為考古學，而是「檔

案學」。陳瑞麟在翻譯Merquior著《傅柯》一書後附加其論文《傅柯的檔案學》，文中認為傅柯的

檔案學是以「檔案(Archives)」為Archaeology論述的核心。楊深坑指出兩個詞的共同詞源都是

「archeion」，即希臘文的市政廳之意，意即檔案源自市政廳裏的公文檔案(陳瑞麟,1998:224)。儘

管考古學一般是指試圖在古代人的器物活動上重現古代的歷史真相，也可以說明傅柯的方法，但

傅柯的對象基本上是過去的論述(discourse)，其可形諸考察者都是被轉化為文件形式而儲存起來

的檔案。更重要的是傅柯的Archaeology是將過去的所有論述都看成只不過是一個個檔案，如同

醫院內的一個個病歷表，傅柯的「episteme」則是討論這些檔案的「知識構則」(亦採陳瑞麟譯名)

－形構知識的各種規則(rules)，它如同病歷室內病歷表的分類放置規則(陳瑞麟,1998: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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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而正式去解析權力，但他必須先回到尼采的系譜學方法去進行改造。 

在五月風暴中，法國社會各個受壓迫團體蜂擁而起，反抗所有的壓迫形式，

人們覺得權力無所不在，壓迫多種多樣，因此展開了廣泛的反抗鬥爭，這場風暴

可以說是一場日常生活革命（劉北成,2001:211-2）。儘管傅柯在一九六九年出版

了探討論述形構(discursive formation)及其規則的《知識檔案學》2，但是，一九

六八年的五月風暴讓傅柯意識到知識問題不能脫離權力問題，知識或論述不僅受

制於內部規則，更取決於各種力量的鬥爭 ( 劉北成 ,1998:224;Dreyfus & 

Rabinow,1995:137)，但要解析權力的歷史，卻必須先面對既存的傳統歷史論述，

五月風暴標誌著傅柯繼早期在《瘋狂史》前言中提出「偉大的尼采式求索」後，

由「檔案學」 (Archaeology)再度回到尼采──首先是「系譜學」方法──的研

究分界點。 

在這一章裡，我們將回顧傅柯的系譜學、權力關係，文學和作者的概念，及

其對歷史研究的批判性意含和這些概念對勵志書考察的意義。在系譜學方面，我

們的重點放在傅柯的＜NGH＞ (Foucault,1998c:369-89)一文；其次，我們將分析

傅柯的權力關係，重點放在＜TL＞(Foucault, 1980:78-108)和《HS》；其三，我們

將略述傅柯關於文學和作者的看法，重點在他的兩篇論文＜界外思維＞(’The 

Thought From Outside’)(Foucault, 1987:7-60)與＜何謂作者？＞ (‘What is an 

Author?’)(Foucault,1998c:205-22)。 

                                                 
2 傅柯著作縮語表如下： 
《AK》 《知識檔案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DP》 《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HS》 《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MC》 《瘋癲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  
＜NGH＞ ＜尼采，系譜學，歷史＞(‘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 
＜TL＞ ＜兩篇演說＞(‘Two Lectures’) 

-14- 



台灣勵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第一節 系譜學作為一種方法 

在前面，我們曾指出傅柯的系譜學必須從拆卸傳統或主流歷史論述的預設的

角度才得以適當地說明，這是他在展開權力的歷史研究之初的前期工作，也是我

們在勵志書籍的歷史探勘時必須先行解決的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預設的問題，傅

柯對尼采系譜學方法的說明主要展現在＜NGH＞中，也是我們在方法上闡述的

重點。 

在＜NGH＞中，傅柯反對傳統歷史關於本源(origins)的探求，因為這種本質

的求取，預示著事物有著同一的根源，加上目的論的宣告，形同宣佈歷史在一開

始就已經死亡，本源的探求並不嚴肅，而是充斥著荒謬，「真理」的宰制也由此

開始；相對地，傅柯的歷史研究關注的是「世系血統」(descent)和「浮現」

(emergence)，前者研究開端──無數的開端，強調歷史的偶然性、間斷性，而非

必然性、連續性，它重視肉體與歷史的構聯分析，而「浮現」並非指最後的結果，

而是指一種力量的特殊狀態，一個各種力量對峙的場所；他強調實際的歷史不是

連續的，而是生成變化的，不是遙遠的抽象性，必須貼著肉體近身診視，他質疑

歷史客觀性，承認自己觀察事物有其出發的視角；最後傅柯強調透過反諷戲仿、

分裂同一性與犧牲認知的主體，以揭露歷史的各種假相、昭顯事物的不一致、擺

脫知識的宰制。 

我們在第一章曾經說明，關於勵志書籍的探勘，如果從結構的觀點，無法貼

切說明它在身體上作用的細緻事實，如果從個體的觀點，就必須分析個體對勵志

書籍的需求的現實條件，在後一點上，我們也指出對勵志書籍歷史的探索，從權

力的角度切入是適當的，但必須由權力在末端的、微觀實踐的端點逐步向上分

析，在這一章我們將歸結出「身體與心靈是在方方面面力量的凝視、包圍壓制與

效果評估中，向知識論述求索與臣服，而反覆被知識論述所支配與建構。」的考

察中心論題。 

傅柯的系譜學為他自己同時為我們點出了傳統或主流歷史論述的預設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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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對於歷史的理性、客觀性、必然性、連續性、目的性等預設的拆卸，是對於

主流或傳統歷史論述的支配性的解構，是一種在實際的歷史中透過「切近肉體」

來觀察諸多事件如何發生、又如何消失，如何斷裂、又如何被聯繫起來的方法。

這是從兩個分析層次上來說明的：它既要記錄事件的生滅、又要記錄訴說這個生

滅的歷史的生滅，既要說明無數開端在同一段時間如何偶然地發生、消逝，又要

揭示這個偶然如何成為某種史觀中的歷史必然的過程。傅柯的系譜學作為本文研

究歷史的方法是恰當的，是因為這同我們對勵志書的考察起點與視角相同，這點

將在以下的內文做進一步說明。 

 

傅柯系譜學的特色與批判性意含 

系譜學作為一種方法，特色在於它將傳統歷史論述「問題化」(problematic)，

它反對本源，主張實際歷史變化生成的不連續性、切近觀察，以及承認自己仍有

觀點。就最後一點而言，傅柯坦承系譜學家的歷史研究仍是一定角度的，只是他

並不躲在傳統歷史預設的客觀性掩體中迴避攻擊，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的觀察視

角。 

首先，談到系譜學對傳統歷史論述的問題化，我們不妨先看一下與傅柯觀點

相呼應、在西方（這裡主要是指美國）一九六０年代興起的「新歷史主義」(New 

Historicism)。新歷 史主義著重描寫文化文本間的互文關係 (cultural 

intertextuality)，對新歷史主義而言，歷史寫作其實與文學寫作相仿且互文，而我

們在這裡更著重的則是它對傳統或主流史觀的批判性意含。 

西方傳統的歷史主義把歷史看成以「邏各斯」(logos)－理性言說－為中心的

模式，做為詮釋的基礎，認為歷史是由客觀規律所控制的過程，邏各斯在西方社

會中從希臘羅馬時代以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尤其在近現代西方社會深深

影響著包括歷史、法律、宗教在內的各個社會層面。 

十一世紀西方城市復甦，行會組織在城市中興起，布爾喬亞透過兄弟會，也

就是行會的宗教組織，逐漸形成一個可以與王權與教權分庭抗禮的商權勢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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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名、莊茂,2002:128-30），也就是布爾喬亞階級，資產階級的切事性和進步論的

觀念，就建立在「邏各斯中心主義」的信念上，他們認為事物的體系應該遵循著

這種個人頭腦能夠加以把握的邏輯(Fox-Genovese,1993:58-64)，傳統歷史主義在

這種邏各斯的思維模式中，假定了內在和諧一致視野的認識論觀點，新歷史主義

者葛林伯雷(S. Greenblatt)批評為「單一邏輯式的」(monological)史觀，這種線性

史觀預設歷史有其嚴肅的起源、合理的目的和連續性，在某些末世論或科學的客

觀性名義之下，對史料、事件進行篩選，淘汰不適合闡述的、幼稚的、底層的、

學術性低的知識，例如虛構的文學作品，即因無法達成歷史脈絡(context)的真實

性和具體性，而成為不合格的知識。 

而新歷史主義則認為歷史和文學屬於同一個符號系統。歷史的虛構成分和敘

事方式其實和文學所使用的方法類似，「文學文本周圍的社會存在和文學文本中

的社會存在」事實上彼此相生相成，也就是具有「具體的文化實踐產生了文本也

由文學文本而產生」的彼此互文關係（張京媛,1993:1-9）。 

在新歷史主義的觀點下，文學既受到社會環境的形塑，同時也是一種彼此塑

造的能動力量。歷史事件、文學文本和公眾意識之間，從批評、寫作和接收的脈

絡來看，是一個交流循環的過程，也就是文學創作從來就不是憑空出現的，葛林

伯雷認為，由於根本不存在一個孤立的原初時刻和環境，所以也沒有不受影響的

純粹的創作行為（盛寧,1995:28-32）。 

其次，新歷史主義認為，由於時間、空間的隔離構成再現，因此從結構上看，

再現所憑藉的都是歪曲的再現，也因為再現永遠不可能完整，所以一切再現活動

都會產生邊緣化的或者遭到排斥的「他者」(Brook Thomas,1993:70-1)。由先前的

說明，我們可以了解傳統歷史主義研究的缺陷：所謂的客觀標準，標示著在特定

勢力的利益競逐下，歷史中不符標準的他者，在經濟的邊緣之外，成為政治邊緣

和歷史邊緣的多重邊緣。 

從新歷史主義者如 Brook Thomas(1993)的角度就認為，所謂的「客觀性」本

身就是一個成問題的概念，因為歷史論述中的預設、史料的篩選，導致不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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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片面再現，使得批評的不片面成為不可能，也因為對客觀性的質疑，新歷史主

義既不是也不可能是中性的文本釋讀，而具有「政治性的閱讀和閱讀的政治性」

的雙重政治性特質（盛寧,1995:44-5）。基於上述預設的差異，新歷史主義與傳統

歷史主義的論述有了根本的分別。 

而傅柯的歷史作品，正呼應了新歷史主義將傳統歷史論述問題化的批判性觀

點。傅柯對歷史文本的解讀呈現了這種雙重的政治性，並說明了當下歷史真理中

被視為客觀的史實，其實只是在不同的時代中、藉由不同的名義上演生產「他

者」、驅逐他者的相同戲碼，這點正如同在一九五 0 年代當道的反共文學，或是

一九八 0 年代以後當道的某種所謂「本土文學」的文學史觀，在它們對當時的再

現中，都產生了他者並驅逐這些他者，然而，透過系譜學懸擱特定的標準、重新

解讀後，這些他者將有機會重新進入歷史的視野中，並出現不同的歷史意義。 

此外，傅柯的歷史研究和一般歷史研究的重要區別之一，在於一般歷史研究

著重揭示歷史事件的「類同性」，而傅柯則在揭露「差異性」。前者強調知識的整

體性(totality)，後者則是主張區域批評(local criticism)，這個認識旨趣上的差異，

使得在一般歷史研究分析文明與時代製造物接合的地方，傅柯則破譯了這個平順

的接合，指出歷史的斷裂，也因此歷史有了全然不同的詮釋。 

Hayden White在＜解碼傅柯＞一文中就指出「與專門對過去文明和時代製造

物進行闡述，並由此為其讀者所重新熟知的傳統歷史學家不同，傅柯力圖使被一

個世紀的研究、闡釋和概念所挑得太透明的人類、社會與文化現象『陌生化』。」

(White,1993:138)。White精闢的見解，說明了主流的歷史研究與傅柯的歷史研究

的根本不同之處，在於主流的研究是在思想史的慣例中進行操作，從而使「陌生

之物熟悉化」，傅柯則是反其道而行： 

「由於歷史學家總是處理奇特而通常是怪異的題材，因此他們通常臆想他們

的主要目的應該是使那些題材對其讀者更加熟悉。傳統歷史主義的普遍性、整體

性的慣性思考和對於人類本性的假設，使得初入眼帘的新奇之物必須在敘述的過

程中被證明含有促使其事件發生的充分理由，因而才能夠通過一般常識加以理

解。這種操作性的假想包含了一種對一切歷史現象透明性的簡單而虔誠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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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寫作『化陌生為熟稔』的通俗化結果是，歷史學家剝奪了人類世界的神秘，

而這種神秘性世界因為在其讀者視為『正常』的不同生命形式中的遠古性與始源

性而被遮蔽了起來。」(White,1993:138) 

White 認為我們所謂的「理解」，其實是將我們不熟悉的東西轉化為熟悉的

過程，將我們覺得「異樣」、未經分類的東西轉移到另一個為我們所熟悉的領域，

這個「理解」的過程，在本質上是「轉喻性」的（盛寧,1995:112），而這個我們

熟悉的領域正是在名為真理的知識政權下成形的，其中交織了複雜的權力關係。 

  對於傅柯而言，由於權力、合法性權利(right)與真理(truth)是一相生相成、

彼此強化的結構，合法的規則、權力機制、真理知識彼此生生不息，真理知識固

然鞏固了權力，權力卻也強迫人們訴說真理(Foucault,1976:93)，因此要破譯文明

與時代製造物平順接合的迷思，就必須重新找出歷史的斷裂分離點，方法上就是

要「使熟悉之物陌生化」，也就是要使「被遺忘的聲音」恢復其向活人說話的力

量，這點正是傅柯系譜學的精義所在。 

傅柯系譜學的另一個特色是反對本源。傅柯認為，系譜學家必須在任何「單

向目的性」之外去記錄事件的獨特性，系譜學要求細節知識和大量材料，它反對

理想意義和無限的目的論的後設歷史式設置(metahistorical deployment)，它反對

有關「本源」(origins)的研究(Foucault,1998c:369-70)。 

 

「因為在入口處站著一隻猴子。」 

傅柯反對傳統歷史預設的追問本源、本源的嚴肅性和本源即真理，正對照我

們對勵志書籍的考察。首先，對我們的考察而言，拒絕尋求本源，意謂著反對那

種「以一個面具掩蓋其他面具實質存在」的歷史，一九五 0 年代反共戰鬥文學的

底蘊是個關於「一年準備、兩年反攻、三年掃盪、五年成功」的政治神話，在某

個意義上，它是勵志文學，它固然是一種不真實的面具，在權力運作下曾經掩蓋

了其他的文學活動，強加身分各殊的人群以一致認同，但它仍是一個在台灣島上

發生的歷史實在，透過另一個「本土性」的面具，跳過它、對它視而不見，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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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另一種由一些歷史碎片的拚裝而來的「本土文學」本源的確立，宣告自身的優

位性、永恆性，這種神聖的接替性、同一性、替「所有的人」發言的歷史，只是

另一種掩蓋事物的不一致、不協調的權力運作產物。 

如果借用 Terry Eagleton對文學的看法，為一九五 0 年代以降這些不同的文

學觀做個註腳，那麼文學(literature)並不能被視為某種永恆穩固的實體： 

「這確實意謂著，所謂的『文學經典』、『民族文學』無可置疑的『偉大傳統』，

不得不被視為建構物，是某一特定人群出於特定緣故在特定時代造成的。文學作

品或傳統不可能無視前人或後人如何論說而自身即具價值。『價值』是個及物詞，

它意指某些人在特定情境中，依據特殊的標準與既予的目的而賦予價值的任何事

物。因此，如果我們的歷史發生足夠深刻的變化，未來我們可能造出一個無法從

莎士比亞獲取任何事物的社會。」(Eagleton,1993:25)。 

另一方面，這也說明： 

「建構文學的價值判斷具有歷史的可變性，而且這些價值判斷和社會的意識

形態有密切關聯。它們最終不僅涉及個人品味，也涉及某些社會團體藉以行使和

維持統治他人權力的種種假說。」(Eagleton,1993:30) 

儘管，Eagleton的馬克思主義色彩，使他後來將權力對文學價值的建構指向

結構性階級宰制的唯物論觀點，但在「文學價值判斷實為權力鬥爭」的泛鬥爭分

析意含上，文學價值指涉了各方勢力（權力）的競逐，卻同傅柯的觀點相契合。

再以眼前的台灣社會情境來說，我們已經很難從一九五 0 年代的反共戰鬥文學中

獲取事物的價值，它曾經存在，但價值的轉變、社會情境的消逝讓我們逐漸難以

從中獲得感應，現代主義文學、甚至鄉土文學也是如此，它們都曾經劇烈地搖晃

整個時代，曾經堅固得似乎無懈可擊，但是現在都如失去了風的旗幟，勢力盡失，

那流逝的風是權力，是權力的流動支配著價值的變動、文學觀的斷裂和歷史的改

寫。 

傅柯認為，尼采拒絕尋求本源，因為那總是試圖捕捉事物的精確本質、最純

粹的可能性和它們被悉心呵護的同一性。這樣的求索假定了靜止形式的存在高於

外在世界的偶然性和接替性(succession)，這種求索總是導向「那已然如此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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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hich was already there)、找到一個與其自身本質全然相符應的原始真理「完

全相似的」影像，透過隡除一切的面具以揭露一種本源的同一性。但是，事物無

本質，或者說它們的本質只是從外來的形式中用一種碎片的型態拚裝而來，如果

檢視理性(reason)的歷史，只會發現完全「合理性的」(reasonable)型態誕生自偶

然機遇之中。進一步說，在事物的歷史開端所發現的並非神聖的本源同一性，而

是其他事物的不一致，而是不協調(Foucault,1998c:371-2)。 

再者，歷史的本源並不嚴肅，它的崇高偉大，實際上是來自一些歷史學家、

文學家擦脂抹粉地刻意裝飾。台灣本土的本源既非始於一九四五年，也非一八九

五年，也非始於四百年前，因為每一群人的出現與消逝來自各種卑微的偶然，那

些代替所有人發言的人的祖先，早來的是乞丐、流民、海盜、羅漢腳，晚來的是

殘兵敗將，還有那被趕入重山峻嶺中落草為番的「沈默歷史」。因此，歷史本源

的設置將只是特定人群依據特定價值為所有人打造的一致面具，我們對面具的認

識取代了對自己的認識，本源的不高尚，是因為人們的出身並不嚴肅高尚，反共

文學、現代主義文學，乃至於某種本土文學的差異，反應的是這些面具的差異，

相同的則是權力的實踐。所以，在我們對勵志書系的歷史考察中，某個意義上，

也是對這個或那個面具的考察，也是對權力在肉體烙印過程的考察。 

傅柯認為，歷史其實譏諷著本源的嚴肅性。那高貴的本源不過是一種形上學

的延伸，它產生於一種認為事物在開端時更可貴、更本質的信仰，但是，歷史的

開端是卑微的，既不神聖，也不偉大，「我們希望藉由人的神聖的誕生，來喚起

人類之嚴肅性的情感：現在這成了一條死路，因為在入口處站著一隻猴子。」，

人的啟程點是這付鬼臉怪相，他的演變將如查拉圖斯特拉一樣，身後始終有隻猴

子在蹦蹦跳跳、拉扯著他的衣袍(Foucault,1998c:372)。 

 最後，如果某種「本土」的本源現在成為所有人的歷史，成為真理，成為知

識的領域，只顯示它仍有待除魅、懸置並重新審視，這也是傅柯所反對本源的第

三個公設：本源是真理之所在。在傅柯看來，本源使知識(savoir)的領域成為可

能，知識的功能是去重新發現本源，但是卻總是錯誤地認知它，對本源的尋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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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對真理的尋求，它形塑了一段歷史，但卻是一段名為真理的錯誤歷史，系譜學

家需要歷史來驅逐關於本源的妄想，就像需要醫師來為他靈魂除魅的虔誠哲學家

(Foucault,1998c:372-3)。 

 

「實際歷史」的書寫特色 

最後，傅柯的系譜學方法在歷史書寫上有三個特色。其一，實際的歷史一直

在變化生成之中，將歷史納入各種目的論的進程中，形同宣告「歷史之終結」，

但實際的歷史如果證明了什麼事，那就是它始終未達盡頭，它不是連續的，歷史

的終結與連續性來自各種目的論下的史觀；其二，在擱置了對遙遠的本源的追問

後，我們必須將目光挪移到切近的事物上，尤其是肉體，去考察歷史如何在上面

烙印；其三，歷史的考察應該承認有其各自的視角，傅柯的系譜學指出並拆卸傳

統或主流歷史論述的預設，質言之，是揭露了宣稱客觀性、普同性的傳統歷史論

述的主觀性和個殊性，但他也不迴避自己仍是特定觀點的。 

傅柯指出，如果解釋(interpretation)是為了揭露隱藏在本源中的意義，那麼就

只有形上學能夠解釋人性的發展，但是如果解釋是暴力或秘密地挪用一個自身無

本質意義的規則系統，以強加給它一個方向，將它屈從於一個新的意志，強迫它

參與一場不同的遊戲，和使它臣屬於某種次要的規則，那麼人性的生成變化就是

一系列的解釋。系譜學就是去記錄它的歷史：道德、觀念和形而上概念的歷史，

自由觀念或禁欲生活的歷史。當這些歷史代表的不同解釋浮現時，它們將成為在

過程戲院中的事件顯現出來(Foucault,1998c:378-9)。 

傅柯在＜NGH＞中認為，尼采的系譜學是「實際歷史」(Wirkliche Historie, 

Effective History)，有時也被稱作歷史的「精神」(spirit)或「感性」(sense)。尼采

反對超歷史的觀點：一種將時間最終的多樣性編織成自我封閉的整體的歷史；一

種把一切歸結為主體的認知、為全部過往變遷提供和諧形式的歷史；一種以末世

論觀點來展望未來的歷史。他認為這種歷史學家的歷史賦予自己超時間的支點，

而宣稱其判斷植基於一種啟示錄式的客觀性上，歷史感性則反對這種絕對性的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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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因此能擺脫形上學，成為系譜學特有的工具(Foucault,1998c:379)。 

首先，它將所有那些據信內在於人的不死的靜態東西重新引入到變化生成之

中。傅柯認為，把握尼采這種與傳統歷史對立的歷史感性的特點，會發現實際歷

史顛覆了通常在事件的突現與連續的必然性之間建立起來的關係，如神學的或理

性主義的歷史傳統傾向於將特殊事件納入理想的連續性作為一種目的論的進程

或自然的因果序列，而實際的歷史則要使事件帶著它的最獨特的特質和最尖銳的

形式重現，從而破譯這個假想的連續性： 

「事件，因此不應被理解為一個決定、一部條約、一個政權或一次戰鬥，而

是一種力量關係的翻轉，是權力的霸佔，是詞彙的挪用以對付過去使用它的人，

是衰落、敗壞、鬆動的宰制，是戴著面具的他者的登場，在歷史中起作用的力量

並不遵循目的或規律的機械性，而是鬥爭的偶然性。」(Foucault,1998c:380-1) 

其次，歷史感性也顛覆了傳統歷史依賴形上學所建立在切近(proximity)與遙

遠(distance)之間的關係。後者總是思索著遙遠與崇高：最高貴的時代、最崇高的

形式、最抽象的概念、最純粹的個性；相反地，實際歷史則是把目光投向切近的

事物──投向肉體、神經系統、營養和消化系統、能量。實際歷史是近身診視，

在哲學與醫學之間，它更接近醫學(Foucault,1998c:381)。 

最後，實際歷史的一個特徵是它肯定一種透視性的知識。它明瞭自己的透視

性和承認自己不公允的系統，它也瞭解自己是從一定角度出發觀察，而不像一般

歷史學家總是極力隱蔽自己的觀察位置，通過歷史感性，在認知活動中知識創造

了自己的系譜學，而實際的歷史在它自己的位置上垂直投射(vertical projection)

構成了歷史的系譜學(Foucault,1998c:382)。這種實際歷史的垂直投射，傅柯在另

一篇論文＜尼采、佛洛依德、馬克思＞(‘Nietzsche, Freud, Marx’)進一步說明「詮

譯者得像一位挖掘者一樣挖入事物的深淵，而瞬間性詮釋（系譜學）則有如從越

來越高的上空進行概觀，它使深淵在一種越來越真切的可見性中呈現在他面前，

深淵得以重新置位。」(轉引自 Dreyfus & Rabinow,1995:140)。 

  傅柯認為，歷史學家的歷史與系譜學家的歷史聯繫在一起，二者共有一個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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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的開端，分享同一個徵象，但隨即分化走向各自的道路。傅柯強調，歷史的一

項特質是不作選擇：「認識一切，不分重要性的高低；理解一切，不分高下；領

受一切，不作差別區分。什麼也不逃避，更重要的是，什麼也不排除。」，他反

對乞靈於客觀性、事實的精確性和不變的過去，在普遍性的斗篷下掩蔽的，可能

是某種特殊的惡意。而事物的出現，並不是長期準備的結果，而是一個諸多力量

冒險、對峙，在其中取勝，也在其中被繳沒的場景(Foucault,1998c:382-5)。 

 

何謂勵志書的「出現」？「系譜」所指為何？ 

關於勵志書的出現，我們視為一個諸多力量對峙競逐的場域──一種權力關

係，勵志書籍的最終標的則是指向「身體」。就像反共戰鬥文學的出現，隸屬於

報復奪權者、排除侵略者、鬥爭失勢的心理補償、製造恐懼等一系列臣屬需求在

宰制下的偶然運作，它的被顛覆，包含了國民黨、政、軍與各種不同觀點力量的

鬥爭，這些力量彼此抗爭以奪取文化與認同的解釋權，即使勵志書後來的轉型與

振興，如生命勵志書，也交織了政治、經濟、文化等新興勢力對這些解釋權的角

力，它們共同指向的是能夠生產政治和經濟效益的個體身體。 

這是從文學作為一種知識論述的載具來加以說明的，「文以載道」的格言即

說明了文學的這種工具性格，「道」最終訴諸的對象是個體的心靈和身體，做為

勵志文學的勵志書籍，是個體在日常生活被各方力量鬥爭包圍的無依無助中，對

尋求身體與心靈的皈依臣屬的個體烙印，個體是在被客體化地凝視評估中逐漸被

建構成各種主體，是在作為主體被客體化評估和作為客體的主體化建構交雜的過

程中成形，人的不真實也源自於這種建構。傅柯的《MC》、《DP》、《HS》正是

討論現代主體的三種客體化模式，傅柯自述他的系譜學包括三個領域： 

「首先，對涉及真理的有關我們自身的歷史存有，藉此我們把自己建構成知

識的主體；其次對涉及權力範圍的有關我們自身的歷史存有論，藉此我們把自己

建構成作用於他人的主體；第三，有關倫理觀的歷史存有論，藉此我們把自己建

構成倫理道德的代理人。」(Dreyfus & Rabinow,199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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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勵志書的考察也將顯露這三種主體的客體化模式，我們的考察既是對

勵志書浮現的那個力量關係場的考察，也是對勵志書所指向的身體效果的考察。 

此外，考察勵志書的「系譜」是指作一種系譜學式世系血統的追究。這是指

不論反共戰鬥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都曾在某些面具下被過濾拋棄，但是勵志書籍

卻都曾在其中滋長繁榮和轉型，勵志書的形塑是在通過這些事件，以及反抗這些

事件的歷史中逐漸成形，它們最後都烙印在肉體上，所以我們必須追究肉體的這

個歷史烙印過程，我們必須在那些靈魂偽裝統一或者自我杜撰一種一致認同的地

方──不論是反共戰鬥文學、現代主義文學、或某些所謂的本土文學──去研究

它的各種開端，揭露那些認同面具出現的偶然性，以解放那些被過濾拋棄的事

件，來了解勵志書如何在其中誕生與轉型。 

傅柯認為，系譜學不承認本源，而是關注「浮現」(Entstehung, emergence)

和「世系血統」(Herkunft, descent)。他主張世系血統(Herkunft)不是要在個體、情

感或觀念中尋找一般特徵，去區分種族的不同，而是要去辨認細微的、獨特的、

屬於個體的標記，這些標記在個體中織造了一張難解的網，這種本源遠非一個相

似性的範疇，而是要去區分、梳理不同的特質。在靈魂偽裝統一或者自我杜撰一

種一致認同的地方，系譜學家開始研究開端(beginnings)──無數的開端，透過歷

史檢視它們留下的暗淡幽微的蹤跡，這種世系血統的分析，透過解放大量被過濾

拋棄的事件，去解消那種自我的空洞綜合(Foucault,1998c:373-4)。 

一種世系血統的審視將允許在特徵或概念的獨特面向下去找尋眾多事件，正

是通過這些事件，或者抗拒這些事件，特徵或概念才得以形塑。世系血統的分析

藉由確定偶然事件、細微偏差，或反之，確定錯誤、錯估和那產生了現在的、對

我們有用的錯誤演算，揭示真理與存在並非我們所知和我們所是的根源，我們所

知和所是只是偶然事件的外在性。世系血統的研究並不是根基的建立，相反地，

它是要擾動那早先被視為靜止的東西，碎裂被認為統一的東西，顯示被想像成內

在一致的東西的異質性(Foucault,1998c:374-5)。 

  最後，世系血統深入肉體。它在神經系統、氣質、消化器官中留下印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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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所有觸及肉體的東西：飲食、氣候和土壤──都是世系血統的所在，肉

體顯露過去經驗的烙印，也產生欲望、衰落和錯誤，這些元素參與肉體並以肉體

為展演場，通常它們的遭遇是一場交戰，在其中它們彼此分離和追求它們無法克

服的鬥爭。肉體是事件銘刻的表面、自我的消解所和一個不斷蛻變的整體

(volume)，系譜學作為一種世系血統的分析，就座落在歷史與肉體的構聯之中，

它展示被歷史印記的肉體，以及肉體為歷史毀壞的過程(Foucault,1998c:375-6)。 

  而浮現(Entstehung)，是事物湧現的那一刻。如同在一個不間斷的連續性中

尋找世系血統是錯誤的，我們應該避免把浮現當成最後的結果，正如眼睛不總是

思想的意向，懲罰除了儆戒之外總是別有目的的，這些發展只有在它們達到頂點

時才會顯現，但它們也不過是一個臣屬系列的當下插曲：眼睛最初反應的是對巡

獵與戰事的要求，懲罰一直隸屬於報復、排除侵略者、補償受害者、製造恐懼等

交替浮現的各種需要。把現在的需要放到起源，只有形上學才能使人們相信這種

目的在最初興起時就努力尋求自己的實現，與此相反，系譜學尋求重建不同的臣

屬系統──不是意義的預言能力，而是宰制的偶然運作(Foucault,1998c:376)。 

  對傅柯而言，浮現，總是產生於一種力量的特殊狀態中。對於浮現的分析，

必須描繪這個互動、描繪各種力量彼此抗爭或對抗敵對環境的搏鬥方式，必須這

樣才能理解一個種屬（動物或人）的浮現與鞏固，其實得益於「與各種持續不變

的惡劣環境的長期搏鬥」；另一方面，在種屬的勝利確立後，在外部威脅清除後，

在另一種力量關係的狀態下──因利己主義轉向個體間彼此對抗，分裂出不同的

拮抗力量爭奪尼采所謂「太陽與光」的主導權──個體的差異才浮現，因此，浮

現就是各種力量的登場。如果世系血統授予本能以增長或衰落，並印記在肉體

上，那麼浮現就指出了一個對峙場所，但它並不是提供一個勢均力敵對手間鬥爭

景觀的封閉場域，而毋寧是在尼采的善惡分析中的一塊「空地」(a “non-place”)，

它指出對手們不屬於常見的區域(common space)，因此，沒有人會對一個浮現負

責，沒有人能從中獲得榮耀 (Foucault,1998c:376-7)，也就是這個力量對峙的場所

是無主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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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認為，在某種意義，在這塊空地的舞台上只反覆上演一齣戲，就是宰制

的無止境地運作：特定一群人對他人的宰制，導致價值的分殊；階級宰制產生自

由的概念；對生存必需事物的強力挪用，給它們強加以其原本所沒有的持存，這

就是邏輯的創造。與其說宰制的關係是一種「關係」，不如說是它發生所在的一

個「位置」，正因如此，宰制在它整個歷史中都被固定在將權利和義務強加於人

的儀式和精細程序中，它制作它的權力標記，並把記憶銘刻在事物上，甚至肉體

上。它促成普遍性規則的興起，這些規則不在於緩和而在於滿足暴力，律法並未

終止戰爭、放棄暴力、服從和平，律法只是一種產生自持續不懈的精算的愉悅。

對傅柯來說，人性並未緩慢地進步，而是在將暴力一一安置的規則體系中灌注人

性的名目，並由此從一種宰制過渡到另一種宰制。在系譜學的考察下，傅柯認為，

歷史的成功，屬於那些能夠掌握這些律法規則的人，屬於那些占據原本法則使用

者的位置的人，屬於隱蔽他們自己才能曲解律法、顛倒律法，和反轉律法來對抗

那些最初制定律法的人，將他們自己引介進入這個複雜的機制，他們使它運作，

最終使宰制者也被他們自己的規則所宰制(Foucault,1998c:377-8)。 

我們的考察將力圖避免某些普同性預設下的史觀。勵志書既在一九五 0 年代

浮現，也在六 0 年代出現，到了七 0、八 0、九 0 年代依然存在，在這些不同的

時代裡，不論反共戰鬥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政治文學，各有不同的

文學觀彼此鬥爭，它們在角力中宣稱自己承繼不同的本源、傳統、價值與合法性，

並否認其他文學、史觀的正當性，但是，我們認為這些都是無可否認的歷史實存，

差異只是面具的不同，它們都具正當性（歷史的實存），也都不具正當性（不同

的假面具）。在這些觀念的斷裂中、在這些力量的角力中，勵志書不斷轉型，我

們將從切身的肉體作考察，因為身體正是勵志書施為的對象，我們的歷史考察將

穿過這些文學史觀，通過勵志書的內容，穿過這些被歷史烙印的身體。 

 

系譜學的三個使用重點 

  傅柯在＜NGH＞指出尼采的歷史感性有三種使用方式，分別與三種柏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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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歷史模式相對照。第一是直接對抗真實性(reality)的反諷式(parodic)使用，反對

歷史作為回憶或確認的題材；第二是直接對抗同一性 (identity)的分裂式

(dissociative)使用，反對歷史被視為連續性或某種傳統的典型；第三是直接對抗

真理的犧牲式(sacrificial)使用，反對歷史作為知識(Foucault,1998c:385)。 

  第一種使用是種「戲仿」。因為歷史學家為血統混雜、認同失序的歐洲人提

供了備用的認同，傳統的歷史賦予各種時期以各種面目──大革命時期的羅馬模

式、浪漫主義的騎士、華格納時代的日爾曼英雄，它們的不真實源自於人自身的

不真實，在系譜學考察下，整個歷史於是成了一場化裝舞會。系譜學的研究不是

要嚴肅地拒斥它，而是要將這場舞會發揮到極致，讓各種面具不斷亮相，從而反

諷歷史的不真實(Foucault,1998c:385-6)。 

  第二種歷史的使用是對我們的同一性作系統性的分裂。在各種面具下得以聚

合的同一性底下，其實是複數形，是爭吵不休的靈魂，是各種雜陳交錯、互相傾

軋的系統。系譜學不是要去發現我們同一性的根源，而是致力於消解它，不是去

確認我們源出的起點、形上學家承諾回歸的故土，而是尋求昭顯我們所經歷的一

切的非連續性，揭露在自我面具下所掩蔽的異質系統和抑制所有認同形式構作的

異質系統(Foucault,1998c:386-7)。 

  第三種歷史的使用是對認知的主體(subject of knowledge)的犧牲。表面上

看，或者毋寧說，從面具上看，歷史意識是中立的、消除激情的和專注於真理的，

但是如果它檢視自己，或者更普遍地質問整個科學意識的不同形式，就會發現這

些都只是求知意志的形式和變形而已 (Foucault,1998c:387-9)。傅柯認為，現在所

有領域都有可能進行科學的探究，這也意味著一切都有可能陷入權力網之中，我

們已經看到這一權力網與知識越來越糾結，我們現在也瀕臨為我們最大謊言獻身

的危險，這個謊言就是我們認為知識獨立於權力而存在的信念 (Dreyfus & 

Rabinow,1995:150)。「而現在知識則號召我們對自身進行實驗，號召我們犧牲知

識的主體」，必須犧牲認知的主體，以擺脫一切限度，一切真理意向，才能認清

權力與知識協同構作的歷史的虛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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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考察將挪用這三個傅柯系譜學的使用方式：首先，讓所有面具不斷亮

相的反諷，是指勵志的反共戰鬥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等等，它們都是

為特定群體打造的歷史假面，透過這些面具的亮相，將說明藉由隡除其他的面具

來證成自己的真實性，徒然反諷了自己的不真實和待隡除，我們從反共文學、現

代主義文學、鄉土文學的斷裂更迭，將會得出這個事實；其次，對這些面具所曾

經宣稱的「我們的普同性」作系統性的分裂，這一方面是指這些文學觀都宣稱過

自己具有普同的代表性，但是這群人或那群人都不能代表所有的人發言，另一方

面，勵志書在這個「構作認同」的過程中曾經偶然地被發現它的建構作用而為權

力所競奪，對勵志書出現與轉型過程的追究，將凸顯出一致認同的不一致性與歷

史的不連續性；最後，是要分析在這些歷史、知識、論述背後權力的斧鑿痕跡，

勵志書偶然地被權力發現作為一種透過論述使身體臣服的有效技術，許多力量曾

經或多或少地在其中起作用，再以前述的生命勵志書為例，政治人物經常召見這

些傳主被或作序表揚，廣為宣傳，就直接或間接地介入了個體的閱讀和書籍的銷

售，也就是介入主體的建構。 

傅柯在系譜學方法上和權力關係的分析上，是與我們的勵志書系譜探勘的方

法和視角相契合的，接下來我們將進入傅柯的權力關係與歷史研究，在下一節

裡，我們將分析他的權力概念。 

 

小結 

  在傅柯的系譜學拆卸這些傳統或主流歷史論述的預設的說明過程中，我們可

以看到傅柯對傳統歷史根本的質疑，並不斷透露著權力與歷史、知識的共謀關

係，身體則是這場歷史大戲取之不竭、用之不盡的展演場，也是傅柯「實際歷史」

考察的端點。對傅柯而言，「系譜學的分析把身體看成是知識的客體，是權力運

作的對象，⋯身體和身體力量的臣服則是透過政治技術來達成的。」

(Smart,1998:138)。 

  傅柯在＜TL＞中指出他主張的系譜學，是一種「區域批評」(local critic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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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而非「總體理論」(totalitarian theories)。對傅柯而言，不論是弗洛依德、

馬克思，或者結合二者「弗洛依德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賴希(W. Reich)或法

蘭克福學派的馬庫塞(H. Marcuse)，都陷入了一種總體的中心理論、一種抽象的

人性論──弗洛依德將性當作一種與文明對立的或受到文明壓抑的自然本性，馬

克思將人的本質視為一切社會關係的總和，賴希和馬庫塞結合二者將馬克思主義

人本主義化(Foucault, 1980:79-80)，但是，從傅柯的角度看，「首先需要對這種批

判的前提進行批判，因為這種前提實際上是資本主義權力－知識製造出來的論

述，由此產生的反壓抑鬥爭只能成為資本主義權力－知識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

(劉北成,2001:328-9)，這意謂著他們的批判將為資本主義權力更細膩的宰制加磚

添瓦。 

此外，傅柯的區域批評特質在現實中是一種自主的、非中心的理論生產。它

的有效性並不依賴於既存思想政權的同意，它看似是一種「知識的回歸」，但其

實是指「是生命(life)而非理論」的效果才應該是全部的主題，不是知識，而是現

實，才是重點所在，這是一種他稱為「受壓制知識的造反」，這種知識的造反，

一方面是指在過去被功能論和系統論所遮蔽的歷史內容，現在要被揭露，另一方

面是指一組完全不同的知識，它們是曾被視為不適合闡述的、幼稚的、底層的、

學術性低的知識。它是相對於總體的普遍性知識與不合格知識之間的歷史知識的

鬥爭，如要給系譜學一個暫時的定義，可以說它是統合了博學知識與區域記憶的

鬥爭，並策略性地使用這種知識(Foucault, 1980:81-3)。 

對傅柯來說，他關切的毋寧是這種知識的造反。這些知識反對的基本上不是

科學的內容、方法或概念，而是與一個社會中組織化的科學論述的建制和功能相

聯繫的那個中心化權力的效果，對系譜學家而言，科學與否的問題與錯誤，正在

於製造這種或那種研究的科學的斷然決定，系譜學應視為一種將歷史知識從奴役

中解放的企圖，它奠基於區域知識的活化，傅柯認為，區域知識的被忽視與論述

的統一，其實都是權力與知識的效果(Foucault, 1980:84-6)，這裡就牽涉到權力與

知識的關係，我們將在下一節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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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傅柯的權力關係 

  在前一章裡，我們指出傅柯在權力關係分析上，從非均等、流動性、意向性、

無主體的、由下而上的微觀實踐，到身體作為權力衝突聚合展演場的權力觀點，

與我們探勘勵志書系譜的提問在兩個層次上相關：其一，在最微觀的層次，個體

透過勵志書的閱讀學習「各種抗爭技巧和社會培訓的工具」「獲得一種文化素

養」，豈不反證了個體被各種力量緊緻地包圍，並使勵志書籍偶然成為某種政治

技術？其二，勵志書系譜本身的出現與轉型，是否與各種勢力相聯繫？我們簡要

地分析了傅柯對權力關係的說明，與我們的研究的對應，在這一節裡，我們將進

一步由傅柯的權力概念釐析出我們對勵志書籍考察的主軸。 

我們對勵志書的考察重點在於它的「身體論述」，而各方力量則在其中競逐

身體的宗主權。勵志書籍不是對身體進行赤裸裸地鎮壓、懲罰，而是軟性地規訓

(discipline)：它可能指導個體的身體，譬如「微笑的效果：加油站工讀生每天增

加微笑的次數可以帶來更多的生意」，透過精算每天微笑次數多寡的人際效果，

規訓個體服從；它也可能安慰讀者的心靈，譬如或者為了升遷，員工應該以平常

心看待組織內的日常人事鬥爭，藉以激勵在不斷鬥爭中疲乏的心靈，或者為了生

存，同僚間難免互相傾軋，藉以撫慰在爭戰受傷的心靈；即使有時這類書籍對現

實環境提出諸如「功利社會造成人際鬥爭與疏離」的批評，但也總是以教導身體

和心靈更和諧地接受現實、融入現實為前提。這些指導顯示了身體在日常生活中

與各方面力量的衝突交戰，對於某些勢力而言，勵志書具有使心靈和身體再生產

的效益，這包括政治的再生產或經濟的再生產，如在政治上的效忠和經濟生產力

的再提升，但是對個體而言，勵志書則具現了這場各方面力量在身體上拉据的臣

服戰事。 

其次，權力在實踐中對真理的論述進行經營管理，論述直接經管著個體，真

理的論述復又鞏固了權力，對於勵志書的論述內容考察，也將在這樣的觀點下得

到闡述。進一步說，勵志書籍作為一種權力微機制，是權力開始深入身體肌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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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點，它是權力可以投注的有效實踐，無數的身體在勵志書中被建構成各種主

體，反共尖兵、新好男人、新女性、現代上班族、校園模範等等，它穿透各種組

織展現在個體身上，它是具有高度滲透性的細微機制，其變化生成的經濟效益和

政治效用，偶然間為某些勢力所攫獲採用而獲得發展，它最終建立了它的系譜，

產生它的論述和效果。勵志書籍作為一個對身體論述經管的微機制，將說明這場

權力鬥爭下始終沈默的肉體戰事。 

前面說過，在我們的考察裡，反共戰鬥文學可以視為勵志書籍的其中一個開

端，它一度支配了一九五 0 年代的文壇，這說明在當時的那場鬥爭並非一場勢均

力敵的戰事，勵志書籍直接訴諸個體，它是目的明確的戰術，為某一政治勢力所

採用，但即便是統治階層也無法掌控它的發展，反共戰鬥文學之後，現代主義文

學、鄉土文學接踵而來的反抗與支配，就說明了這個事實，而唯一留下的印記則

是在心靈和肉體上難以磨滅的歷史痕跡。現在我們來看看傅柯觀點下的權力關

係。 

 

權力：持續的「無言的交戰狀態」 

在前一節的說明中，傅柯指出系譜學是一種受壓制知識的造反，以對抗權力

和知識投入論述產生的效果和制度，爾後他開始關於權力的解析。在＜TL＞中，

傅柯指出，對權力的探究，他極力避免某種鉅視理論性的分析，避免去追問權力

在社會的各個部分(sectors)有哪些不同手段，避免去追問它們的機制，效果和關

係，因為這樣的提問往往會歸結為：權力的分析是否可以由經濟學的某種演繹而

來？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的權力觀都是這種經濟主義的權力觀。在自由主義觀

點下，權力是從契約交易的合法制裁中導引出來，權力被視同商品，具體地由個

體掌握並經由個體部分或全部的權力割讓，才使政治的權力或統治權(sovereignty)

得以建立；在馬克思主義觀點下，權力扮演著維繫生產關係和階級宰制的角色，

使產業軍的特殊形式與發展成為可能。傅柯並不認同這種權力觀，就後者而言，

權力的目的並不總是為經濟服務，它的實現、壟斷與維持不總是為了經濟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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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就前者而言，他認為權力並不像商品，可以透過契約為個體擁有、獲得與

流通(Foucault, 1980:87-9)。 

其次，傅柯認為權力是一種力量關係，這是他的系譜學觀點，但他不完全認

同將權力視為一種「本質性」的鎮壓。對傅柯來說，權力既非賦予、交換或取得，

也並非經濟關係的維持與再生產，而是一種力量的關係，權力若為鎮壓，則研究

權力應從鎮壓機制的分析開始，但是將權力視為一種「本質性」的鎮壓力量，如

弗洛依德和賴希的總體論說法，他則認為有缺點，這點我們在前一節末尾已經說

明過。 

第三種立場視權力為「鬥爭」、「衝突」、「戰爭」的詞項。這種權力觀逆轉西

方武聖克勞塞維茲(K. Clausewitz)的名言「戰爭是政治藉由其他手段的延續」，成

了「政治是戰爭藉由其他手段的延續」，因此，權力是一種持續的「無言的交戰

狀態」，鐫刻在社會制度、在經濟不平等、在語言，在我們每個人的身體上，這

個政治系統中呈現的「內部和平」狀態，其實是「持續的戰爭」，權力的實踐就

是持續的戰爭，「訴諸武力」(recourse to arms)是決定這場「力量的競賽」的終極

分析(Foucault, 1980:89-91)。 

傅柯認為一旦我們從經濟主義的權力分析中解放出來，就有了兩個堅實的假

設：一個證稱權力的機制就是壓制的機制，某個程度上如賴希的分析；另一個力

陳各種力量的敵意交戰是權力關係的基礎，如尼采的假設。這兩種假設也有共同

的面貌，就像「鎮壓」可以被視作戰爭的政治結果，而「壓迫」在古典政治權利

理論中被視為統治權透過法律體系進行的侵害。因此，有兩種權力分析方法的系

統：其一是契約－壓迫(contract-oppression)的方法系統，視權力概念為一種在統

治權的建立中被放棄的原生權利(original right)，而契約作為政治權力的策源地，

提供了權力的構聯點，壓迫則是來自權力超越契約條款的過度延伸；另一個是戰

爭－鎮壓(war-repression)的方法系統，鎮壓在這裡只是一種宰制關係的延續和效

果，是一種持續的力量關係、偽和平狀態內的持續戰事。後者所指的對立不在於

合法與不合法，而在於鬥爭與屈從，傅柯的權力概念所描繪的就是這種鬥爭－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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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的圖像，只是用了不同的詞彙：刑法權利的歷史、精神病學權力的歷史、兒童

性控制的歷史(Foucault, 1980:91-2)。 

 

權力實踐：「論述」的經管與「微機制」的收編 

  傅柯的權力概念關注的是「權力的如何(how)實踐」，而非「權力是什麼(what)」

或「權力從哪兒來(where)」。「權力的如何實踐」關係到權力機制的兩個參考點：

一方面是權利的規則提供權力運作形式上的界線和合法性，另一方面是真理的權

力生產和傳散效果，它反過來又再生產了權力。傅柯認為，權力的實踐是以一種

真理的論述「經管」(economy)3概念在運作，並且兩者相生相成，「我們屈服於

在權力中生產的真理，並且我們透過真理的生產才能實踐權力，」我們必須訴說

真理，我們被限制去發現真理，另一方面，我們臣服於真理，這種真理製造律法、

生產真實的論述(true discourse)，真實的論述是特定權力效果的載體，論述生產

的決定、傳散和延伸依賴權力的效果，最後在行動中人們再被審判、被譴責、被

分類、被定奪 (Foucault, 1980:92-4)。 

  以歷史為例，歷史事件的「可見」與「不可見」取決於歷史論述的真理，權

力則決定哪些可見與哪些不可見的真理，而這些真理又反過來證成了權力的真知

灼見，我們透過真理去「看見」，從而實踐著權力。是在這個意義下，我們說權

力與真理互相生成，權力決定了我們的「看見」。 

在對權力的追溯中，傅柯認為，有五個方法論上必須注意的地方：其一，對

於權力的分析不應從權力運作的中心或普遍機制著手，而要從權力表現的終極形

式、它的最終標的、從它開始深入肌理的端點，也就是從它更區域性的形式和機

制著手。舉例來說，與其追究懲罰的權利如何在統治權中成立，傅柯重視的是懲

                                                 
3 economy現在一般理解為「經濟學」，但它在希臘文的原意是由「eco-」的字首（生存的、生存
環境的、生計的等涵義）和字根「nomy」（慣例、法則之意）組合成「生計的法則」，主要局限

在個人或家庭之內，有家務的經營管理之意，在希臘時代economy尚未有今日「經濟學」的內涵
(轉引自Merquior,1998:164)，我們以「經管」譯之，以強調權力的末端實踐對個人進行經營管理

的特質，傅柯在《傅柯－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的＜跋：主體和權力＞中也說「我們需要的是

一種新的關於權力關係的經管──『經管』(economy)一詞用其理論以及實用上的含義。」(Dreyfus 
& Rabinow,1995: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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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方式和懲罰權力被有效行使折磨和監禁的區域或實質機構，應該將權力的分析

置定在它總是表現其較不合法特質的終極端點上。 

其二，不應關注權力有意識的決斷的層次，因為那是在權力內部的觀點，而

是要研究權力的意向所投注實際和有效的實踐，去掌握「臣服」(subjection)在它

的實際情況中如何對主體作一種建構，去研究被建構成具有各種主體外形的無數

的身體，它們是權力影響的結果。 

其三，權力並非單一個體對其他人壟斷性的和同質性的宰制，或者一個團體

或階級對其他人的宰制，權力必須被分析為某種循環流動的東西，或者毋寧是某

種在一連串形式中運作的東西，權力的施展是透過網絡般的組織，個體只是權力

的載體，而非它的運作點，「個體既是權力的效果，同時也是它的結合要素。」

(Smart,1998:144)。 

其四，不應由權力中心自上而下演繹分析，而是由細微機制自下而上分析，

追溯這些細微機制的歷史、軌跡、技術和策略，看這些權力機制如何被投資、被

殖民、被實現、被轉型、被取代、被延展，然後才是較普遍的機制，才是全球性

宰制的形式，傅柯強調，「我們必須去看這些權力機制如何在一段時間中完全斷

裂再透過某些轉型的手段，開始變化生成得更具經濟效益和政治效用，為某些勢

力所攫獲而被採用，獲得發展。」。布爾喬亞需要的或它的體系發現有利的，並

非排除瘋人或監視禁止兒童手淫，而毋寧是這種排除和監視本身涉及的技術和手

法，傅柯認為，這些權力的微機制在某段時期中代表了布爾喬亞的利益，只有在

掌握了解了權力的諸多技術，並說明經濟的利益或政治的效用實際上導源於這些

技術在一個給定脈絡中的特定理由，那麼我們才能理解這些機制如何被有效地組

織到整個社會中。 

最後，傅柯認為沒有所謂意識型態的問題，所謂教育的意識型態、獨裁的意

識型態、民主議會的意識型態，這些都是為了知識的構作與積累而使用的有效工

具的產物，這意謂著當權力透過這些細膩機制行使時，不得不逐步開展、組織和

放入某種知識的流通，不是意識型態的建構，而是知識的「效果」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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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96-102)。 

必須加以強調的是，在傅柯的觀點下，知識、真理與論述幾乎是同義詞，也

就是知識的效果，也是真理的效果、論述的效果，肉體（包括身體與心靈）則是

這種效果的載體。而權力關係是力量的關係，權力的實踐是對論述的經管，透過

某些偶然中變化生成的，並且具有效益的社會微機制的投資與收編而起著作用，

例如勵志書籍的轉型在大至政治認同的建構、人生目標和價值的建立、在小至職

場工作者的態度和行為的指導、在關係到人口經管的兩性情愛觀念和行為的教育

上就變得具有效益，這種對個體行為姿勢和思考方式細膩地捕捉與運用文學技巧

地說（征）服的論述微機制的發現，成為權力（各種政治勢力、宗教、企業、家

庭）投資與收編的對象而愈益發揮個體規訓的效果，共構成一種權力的外圍組

織、非建制化的真理政權。 

 

權力關係的四個命題 

  對傅柯而言，權力是諸多力的關係，應該在物質性的末端微機制中探勘來自

不同場域的力的關係，戰爭或政治的形式是兩種包容了不平衡、異質、不穩定的、

緊張的力的關係之不同的戰略，傅柯的權力關係有以下的命題： 

 其一，權力是不均等的。權力不是某種可以獲得、奪取或分享的東西，權力

的實施乃是通過無數的點，透過不均等的、運動力關係的變化而得以實現，權力

諸關係並非處於其它類型的關係之外（如經濟進程、知識關係、性的關係），而

是它們內在的東西，是它們產生的分化、不均等與不協調的直接後果，同時也是

這些差異產生的內在條件，權力並不是勢均力敵的對手間的鬥爭。 

其二，權力是自下而上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二元對立並不是權力諸關係

產生的策源地，並且在越來越小的範圍內再現，而是在生產機構、家庭、團體和

制度中形成並發生作用的大量的力的關係，才是造成社會主要差異的基礎，這些

力的關係通過局部爭端，或聯合或重組，而達成一致，偉大的統治正是以這些緊

張的局部對抗為基礎的霸權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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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權力關係是意向性的、無主體的。意向性是因為它們完全被計畫所滲

透，有一定的方向和目的，權力的「戰術」清楚，但是在背後設計、闡述這些戰

術的「戰略」卻身影模糊，是匿名而無聲的，權力無主體，就像系譜學談到浮現

時所指出，在浮現的力量對峙場所中，「沒有人會對一個浮現負責，沒有人能從

中獲得榮耀」，權力是一個社會中複雜的戰略關係的名稱，即便是統治階層控制

了國家機器，也控制不了在一個社會中發生作用的權力網。 

其四，有權力就有反抗。反抗是權力關係不可消除的對立面，只存在於權力

關係的戰略範圍內，它們呈現不規則的分佈，在肉體和心靈留下不可磨滅的痕跡

(Foucault,1998b:81-3)。 

這四個關於權力關係的命題，對於勵志書籍考察的意義是指：不同文學觀的

遞嬗始終是各種力量間非勢均力敵的鬥爭，勵志書籍的出現與轉型，要從大量的

力的關係在生產機構、家庭、團體和制度中形成並發生作用的角度來加以考量，

它的達成一致是以這些緊張的局部對抗為基礎的霸權結果，例如反共戰鬥文學包

含著同部分菁英探索自我的現代主義文學，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同情市井

生活的鄉土文學，乃至於受壓抑台籍菁英等等勢力的鬥爭，它的達成一致是這些

不平等力量之間鬥爭的霸權結果，控制國家機器的國民黨統治階層一度掌握了它

作為統治戰略中的一種戰術，即便生命勵志書風潮中政治人物召見的現象，也只

是「權力關係」的同語反覆而已，從傅柯的觀點來看，這是因為言說具有多種戰

術價值，戰略必須運用戰術的特殊性付諸實踐，而戰術透過戰略的普遍性發揮作

用並進行調節，就如同《MC》歷史中的瘋癲論述、《DP》歷史中的規訓論述、《HS》

歷史中的性意識論述與社會宰制戰略的關係。勵志文學對身體支配的目的是清楚

的，但往往並沒有人在設計它、或完全掌握它，即便統治階層亦然，反共戰鬥文

學在六 0 年代的消褪即說明了這個事實，而且也同時說明了「有權力就有反抗」

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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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在以上傅柯的權力關係說明中，我們可以歸結出權力的末端實踐是：對論述

（真理、知識）的經管並透過偶然被發現某些效用的細微機制來實現，在個體身

上產生的否定或肯定效果，這些效果的評估取捨，又形成論述再次強化或變化既

有的論述與結構，投入微機制中循環，整個成為一套有效控制的方法，也就是廣

義的政治技術。而各種實踐手法為權力所發現和爭逐，並由末端向上發展形成巨

細靡遺的社會宰制體系。這個末端實踐過程，可以下面這個曲線與其生成簡示，

越往上層意謂著越具普遍性的機制由越多細微機制發展構成： 

圖一：末端實踐圖示 

 

論述     社會微機制     效果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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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說明的是，我們不必去追究論述和機制間的起源或絕對的先後關係。各

種論述和微機制以及產生的效果之間的構聯僅是宰制的偶然運作，它們原本反應

的是各自的多樣需求，由於偶然為權力所發現，才成為具有特定目的的事物，並

被納入精算並強化，這是對應傅柯所指「我們應該避免把浮現當成最後的結果，

正如眼睛不總是思想的意向，懲罰除了儆戒之外總是別有目的的，這些發展只有

在它們達到頂點時才會顯現，但它們也不過是一個臣屬系列的當下插曲：眼睛最

初反應的是對巡獵與戰事的要求，懲罰一直隸屬於報復、排除侵略者、補償受害

者、製造恐懼等交替浮現的各種需要⋯」。 

在對傅柯的三部權力關係歷史作品《MC》、《DP》、《HS》中，我們可以看

見傅柯以精神病學、監獄、性意識為文本，以規訓與告白為廣義政治技術（狹義

的政治技術如實際的全景敞視建築）的權力關係系譜考察，在我們關於勵志書籍

 

社會性普遍機制： 

法律、道德、宗教 

 

社會微機制 社會微機制 社會微機制    

全球化宰制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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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問與考察分析的對象是權力關係，勵志文學做為一個偶然被攫獲的權力微機

制，顯露勵志文學的出現形成的權力－知識政體、對身體細節控制的規訓權力，

以及對居民進行全面干預的生命權力，所以我們必須對勵志書系譜出現起作用的

力的關係場進行分析，並指出它涉及的相關範圍。 

我們的考察在於勵志書作為一個社會微機制的歷史，因此可以釐析出本文考

察的架構即：權力（力的關係）爭逐身體與心靈論述的經管權，透過勵志文學的

收編與投資加以實現，在個體身上產生肯定或否定的效果，又反過來生產強化原

本的論述結構。可以進一步由下圖簡示： 

 

權  力（力的關係） 

 

          經管   收編與投資   精算 

        

  身心論述       勵志文學        (身體的)效果 

 

 

強化與再生產 

  進一步說，個體身心的這種可塑性，也來自個體在日常生活被各方力量鬥爭

包圍的無依無助中，對自我的懷疑和對身心皈依的答案求索，由於文學具有作為

知識論述載具的工具性，在勵志文學中提供個體身體行為的指導和生活認知的解

釋，對個體的自我認知與認同就起了建構的烙印作用，這個建構作用為權力（力

量）偶然發現並競逐，權力爭奪經管論述、收編與投資這個實現機制、精算其效

果，再進一步強化論述的結構。勵志文學作為權力實踐的微機制、論述的微機制，

成為面具打造的微機制──「反共戰鬥的人民」、「我們現代人」、稱職的加油站

工讀生、「粉領族」、兩性關係中的「新好男人」、小學生眼中不屈不撓、工作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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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乞丐囡仔」、「悔悟」了人生正道的「流氓教授」等大大小小的面具，在勵

志文學中，透過文學書寫的技藝將權利和義務強植在生活的儀式和精細程序中，

對被各種力量包圍、等待救贖的個體身心制作標記，對個體而言，這種自我認同

是對各種面具的認同，對勵志文學而言，對這種自我認同的建構則是對各種面具

認同的建構，個體接受各種集體面具的烙印與防衛，則有身體和心靈同時繳械的

意含，在這個意義上，勵志書籍成為對個體繳械的工具──一種繳械的文學誕生

了。準此，我們的研究將以勵志書籍作為這樣一種政治技術的架構，對勵志書系

譜進行分析考察，取材原則上，我們將以在各個年代出版、以及發行數量上相對

暢銷的書籍作為文本取材的標準。在此之前，我們還要再補充說明文學與作者的

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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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學與作者 

  「從前，僅一句斷言：『我在說謊(I lie)』，就動搖了希臘的真理4。而『我

在說話(I speak)』將考驗所有現代的虛構作品。」 

──傅柯(Foucault,1987:9) 

 

  在前面說明過，文學可以做為論述（知識、真理）的載具對個體烙印，是在

這個工具性的意義上，文學可能為各種力量所經管挪用，既可能反抗也可能支配

各方勢力，因此，勵志文學的書寫作為文學的一個範疇，才可能成為一種對個體

「繳械」的工具、成為一種政治技術、一種論述機制，對我們的考察而言，如果

勵志文學是對個體繳械的文學，那麼勵志文學作家在其中的角色為何？作家書寫

的文本是語言的產物，那麼掌握文本的是作家還是語言？他的文本與論述領域之

間的關係為何？除此之外，一種非宰制性的文學是否存在？這也意謂著這個工具

的使用者──除了所謂「御用文人」或者某種時代的反對者之外，是否有純粹的

文學創作者？ 

在第一章曾提及唯物論的豪澤爾認為藝術作品應該具有反映現實的批判性

觀點，他反對純粹的文學創作，在這種觀點下，文學是一種反映現實、批判現實

的工具，文學作家，簡言之就是反抗者，然而，這種唯物論觀點下的文學批判將

導向結構性權力中心－如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式批判，它一方面無法說明權力的

如何實踐，另一方面，如果文學只是一種反抗的論述工具，那麼前面說過，諸如

                                                 
4 這裡指的是希臘時期著名的「說謊者」悖論(paradox)。據《聖經》及其他文獻記載，西元前六

世紀希臘克里特島上，有一位傳奇人物伊壁門尼德斯(Epimenides)，他年幼時曾在一個山洞睡著，

一覺醒來竟過了五十七年，醒後他發現自己精通哲學和醫學，成為該島的先哲。 

據說，這位克島哲人說過這樣一句名言：「克里特島人都是說謊者。」。如果這句話為真，則克

島人都說謊，與他的「誠實」陳述相矛盾；如果這句話為假，則克島人都誠實，與他的「說謊」

陳述相矛盾。這句話因真假難斷，成了著名的「伊壁門尼德斯悖論」，到了西元前四世紀，麥加

拉學派的歐布里德(Eubulides)把這句話改造成為：「我在說謊。」，成為傅柯這段引言的來源。 

說謊者悖論的真偽產生的邏輯矛盾，動搖了希臘人信仰的邏輯真理觀，悖論問題自古難解，到

二 0世紀仍是數理邏輯的一個研究領域(華玉洪、王道君,1992:173-4;張建軍,19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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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論或經濟決定論等等預設了總體中心論的批判或認識，這種文學觀闡述的反

抗鬥爭或批判性論述，「首先需要對這種批判的前提進行批判，因為這種前提實

際上是資本主義權力－知識製造出來的論述，由此產生的反壓抑鬥爭只能成為資

本主義權力－知識機制的一個組成部分。」(劉北成,2001:328-9)，反而導致更細

膩的宰制論述。 

傅柯的權力關係提供我們一種「權力－知識」的權力實踐說明，但是在這種

觀點下的文學與作者又該如何定位？首先，前面說明過從傅柯權力的非壟斷性和

流動性觀點(p.27-8)，所以我們並不將勵志書籍作家視作權力的擁有者，作家如

同個體也是權力的載體。作家對世界的認識必須透過語言，也就是作家對世界的

認識是由語言所形成的論述領域(universe of discourses)形塑的世界觀，權力對論

述的經管必須透過語言中介產生環環相扣的論述領域，個體則是透過認識這個論

述領域的世界觀，從而來認識事物、定位自我，這是一個「化陌生為熟悉的過程」，

對陌生事物的認識是論述領域的轉喻性過程，這種世界觀的強制性來自它對事物

提供了一系列的解釋與認識。 

例如，加油站工讀生對自我的定位。如果一天至少對顧客微笑三次，可以讓

生意更好，那是因為加油工作是服務業，服務品質又是商業社會的基本要求，因

為這樣才能賺錢，而賺錢（對資本主義而言）是天經地義的，也是成功的象徵，

因此，微笑，才是稱職的從業員，也是成功的第一步。新進的加油站工讀生就在

這一系列過程中界定了陌生的工作、定位了自己。 

  其次，對傅柯來說，說文學是工具並不為過，但是理想的文學卻是擺脫與普

遍性論述、宰制體系相構聯的語言的制約、以探索自我為目的的工具。傅柯讚賞

的是某些表達出這種努力的虛構作品(fiction)，對他而言，脫離這種探索的文學

寫作，難以避免地將因為語言的局限同語言的既存論述體系鏈節，在發言的同時

抹消自我，建構虛假的主體存在模式，這也是指勵志書籍作家未必都是權力的代

言人、為既存論述體系生產，但是他的文本終將為權力的真理政權的鞏固添磚

瓦，而「作者」(author)將成為語言構成的論述領域的傳聲筒，從而抹消了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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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體地位、成為只是佔據發言位置的「寫者」(writer)。 

傅柯＜界外思維＞對文學的關注焦點主要在虛構作品(fiction)的文類(genre)

上。傅柯對文學的看法與六 0 年代法國興起的「新新小說」觀點相近，這種實驗

性小說重視文學作品的自主性，「強調文學作品既非作者內心的表達，亦不反映

現實⋯，文學作品如果有所『反映』，它反映的亦只會是它自己或者其他作品，

以『嵌套』的方式無盡地繁衍。」，這類小說抽象、故事性低而難讀（移植自同

時期西方、招致鄉土文學嚴格批評的台灣六 0 年代現代主義文學也有這些傾

向），傅柯與新新小說的作家在「反對寫實主義和強調文學作品的自反性」上有

高度的共鳴(洪維信,2003:10-1)，傅柯認同類似法國「新新小說」透過極限體驗的

方式踰越理性界限向界外探索、反思難以觸及的我思主體，「界外的經驗」則是

這種探索的起點。 

對傅柯而言，「界外的經驗」是一種有關「他者」的經驗。例如與理性相對

的「瘋癲」，它也是人的一種另類的(alternative)存活方式，讓人能接觸到理性無

法把握的領域，在西方文藝復興時期瘋癲曾與理性對話，但古典時期以後，瘋癲

成為單純的「非理性」形式而被排拒在外，瘋人成為他者，精神病醫學成為代替

瘋人說話的「理性關於瘋狂的獨白」，傅柯的《MC》正是關於瘋狂被建構成理性

的「他者」的歷史(洪維信,2003:17-9)。文學則是在理性壓制下瘋狂的一種宣泄和

表白的途徑，傅柯則是關心小說家如何利用語言所提供的可能性來踰越界限，擺

脫規範的支配。 

也就是說，如果理性只是主體「我思」(I thought)透過語言的一種可能的表

達方式，那麼對於「我思」的探索除了界外經驗的求取，就還包括對語言這個中

介工具的解析。對傅柯而言，語言不是將人帶到事物的中介，而是事物與人的距

離，由於語言指涉世界的功能與限制，使得當「我思」在「我說」(I speak)的語

言表意時就被扭曲或限定了，原本意象完整的「我思」就在「我說」之際消失，

成為我的非存在。而傅柯認為，在文學的非論述性語言裡，能夠擱置語言指涉世

界的功能，文學不是要將陌生的事物以熟悉的形式來加以把握，而是「要將那陌

-44- 



台灣勵志書籍的系譜（1950－1990） 

生者以陌生的形式把握。它所追求的，是事物成為概念之前那赤裸、獨異、在一

切限定之前的實存──『事物在有世界之前的臨在，它們在一切消失後的持存』。」

(洪維信,2003:38)。傅柯在＜界外思維＞中對文學看法，或者說理想，是藉由踰

越界限的體驗探索、突破語言的限制去探求難以掌握的我思主體、完整自我的那

種文學，是「我說」反向「我思」的轉移，反映的是人從界內向界外的位移，這

在類似法國新新小說的虛構作品中獲得了實現。 

易言之，我們將不難理解傅柯對「作者」的看法：「作者」只是「寫者」。如

果要用一個體面的中性詞彙，我們且稱為「作家」── 

「在虛構作品中，必須思考的是『我說』正是『我思』的相反，『我思』導

向『我』的無可懷疑的確定性與『我』的實存，另一方面，『我說』則是遠離、

消散、抹除『我』的實存，只讓它空著的位置出現。」(Foucault,1987:12-3) 

由於語言指涉功能的制約，所以「我在說話」(I speak)，到底是「人在說話」

還是「話在說人」就值得懷疑了，也因為語言的限制，主體意識到的自我，豈不

是被建構的客體成品？因此，宣稱對其作品有宗主權(authority)的作者(author)在

「我說」的同時，就動搖了他的我思主體基礎，寫作的主體在言語的過程中被抹

除，就成了一個發言位置的「寫者」(writer)，意即： 

「說話主體不是論述的負責單元（持有並運用論述來斷言或判斷，並藉由具

有前述效用的一種文法形式來表現自己），而是一個非存在(non-existence)，在

這個空缺中，語言無止盡地流瀉出來，不間斷地綿延。」(Foucault,1987:11) 

因此，「語言成為自我獻祭的場所：『我』死亡的方式就是『我』存在的模式。」

(蔡淑玲,1996:100)。於是，如果「我在說謊」造成邏輯真偽難辨，那麼「我在說

話」就是主體難辨，成為所有現代虛構作品的考驗了。 

也就是從語言實踐的角度，傅柯否定「作者是自由的創作主體」，而把作者

看成是「語言的功能」的「作者－功能」(author function)，這正是傅柯在＜何謂

作者？＞中的基本論點。此外，傅柯的＜何謂作者？＞主要是「處理文本(text)

和作者的關係」，他認為在西方「作者－功能」有幾個特徵：首先，「作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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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鏈節到司法和制度體系中，這個體系被論述領域(universe of discourses)所包

圍、決定和構聯，「作者－功能」則是其產物，例如，文本被視為一項財產，就

是晚近的發明，而與社會論述體系的決定相關；其次，在所有的時代、所有的文

明中，「作者－功能」影響所有論述的方式並不相同，在有些時代中作者是真理

的保證，有些時代則否，如科學文本就被置於匿名的公理系統中，而無須提及作

者；其三，個人並不會對某種論述產生自發性的貢獻(spontaneous attribution)而被

定義為它的生產者，「作者－功能」和特定文本的關係是通過一系列複雜的運作

而被聯繫起來的，這個運作建構了一個我們一般稱為「作者」的特定理性存有

(certain being of reason)，這種確定文本的「作者」的方法在西方主要是源於基督

教文本的詮釋，它透過確認作者或詮釋者的神聖性來肯定一個文本的價值

(Foucault,1998c:211-6;劉北成,2001:191-2)。 

在傅柯這個作者觀點下，對我們考察勵志書籍作家的意義是：如果理想的文

學是擺脫與普遍性論述、宰制體系相構聯的語言的制約、以探索自我為目的的工

具，那麼嚴格意義下的作者(author)則是那種探索自我、宣示對我思(I thought)主

體職權(authority)的創作者，勵志文學作家與其說是作者，不如說是寫者。這些

作家如同傅柯意義下的「人」，在與權力相生成的論述體系規範下，人意識到自

己做為主體時，已是權力的受體，已是一種權力的建構物，勵志書籍作家書寫的

勵志文學即使指向對個體自我的認識，也是在整個社會文化架構論述體系──法

律、宗教、道德等等──規範下的自我認識，是「權力－知識」機制的產物，在

我們的考察中，他們則成為權力實踐的一個內在條件，而他們的文本則是整個論

述體系──或者說真理政權──的延伸，強調他們對文本的所有權，是一種財產

所有權的宣告，又與整個社會論述體系──法律、道德、經濟生產的決定相構聯。 

 

小結 

文學可以是權力的工具，也可以是反抗權力的工具，對傅柯而言，文學則是

探索自我的工具。對我們的考察而言，勵志書籍所代表的勵志文學並不是探索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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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那種文學，它提供身體和心靈的指導與教育是種自我認識與認同的建構，必

須從與各時代的社會文化架構環環相扣的論述體系加以考察，也就是必須從與真

理（知識、論述）相生成的權力關係來加以考察。如果這種自我認識與認同是一

張張假面具，那是來自各種力量鬥爭建構的身體論述的不真實，從這個角度加以

理解，才能說明不論是反共戰鬥文學乃至於生命勵志書籍的興衰，都是這個權力

鬥爭奪取論述權以合理化宰制地位的產物，這些論述或許有精粗之別，卻是宰制

手法的細膩與粗糙之別，它們建構的自我認識與認同，終將像「反共抗俄」的刺

青一樣在肉體上留下不合時宜的印記，將像「乞丐囡仔」努力工作的「學習楷模」，

最後竟因「不努力工作」而被開除一樣地反諷而令人錯亂。 

其次，必須強調的是，我們將勵志文學作為一種整體進行討論，並不重視作

家的獨特性，即使強調某位作家或其文本也是為討論方便之故。從傅柯的作者觀

點，勵志文學作家並非權力的擁有者，而是力量關係實踐的一個內在條件，他也

不是遺世獨立的純粹文學創作者，勵志文學是作家透過語言書寫的產物，是在建

制化的語言與論述體系內書寫，並為這個論述領域的力量關係所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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