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莊子與傅柯的生平及其主體論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

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周與？(《莊子》‧〈齊物論〉 ) 

 
別問我是誰，也別要求我保持不變：讓我們的官僚和警察們來清理、歸納我們的文

件吧！但至少在我們寫作時，不要用他們的「道德尺度」來衡量我們吧！(傅柯—《知

識的考掘》‧〈序論〉 )  

 
 

第一節   莊子與傅柯之生平 

 

一、 莊子生平： 

 
一如蕭公權先生所言，中國先秦較重要之思想家中，生平事跡最難考證者，

莫過於老、莊二人。據此，於今要從不充分的史料中對莊子其人進行充分考察，

自然是相當困難的一項研究工程。在莊子「行而無跡，事而無傳」1的情形下，

今人能見之對其較為完整的介紹，大抵還是只能見諸於《史記》所載：2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

〈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

然善屬書難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

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

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

我寧遊戲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意焉！」  

 
要從上述不滿三百字的文字中要瞭解莊子，實甚為困難。而也因為這樣過於

精簡的記錄3，後世在考據莊子其人的過程中每每發生諸多爭辯。不過基於本文

                                                 
1 參  蕭公權，《中國政治思想史》(上)P. 164。 
2 引自《史記》‧〈老莊申韓列傳〉。 
3 當然，之所以如此除太史公在資料主觀採擇上所致外，老子，莊子個性中之隱世成分恐怕更是
造就主因。這樣的個性表現，再加上先秦時期本身文獻記錄不算發達的情形下，後人要對其進行
充分瞭解當然就會發生困難。 



並非是僅針對莊子做一完整之體系研究，故筆者不擬親自深入參與考據與爭辯之

列。在本文中，關於莊子生平及其相關事蹟的諸多爭議，筆者僅嘗試就爭執各說

中執其要者，予以整理羅列，並簡單表達本文的基本立場選擇。 

 
1.時代背景： 
有關莊子所處時代背景，有兩項考證是必須先予以介紹的： 

 
(1) 所處時代考： 
一個思想家的思想產出，與其所處時代密切相關。而要對於一思想家所處時

代進行界定與瞭解，則知道其生卒年就是基本的先決要件。但令人遺憾的是，針

對莊子的生卒年為何，由於史料記載不足，一直都是充滿爭議而莫衷一是。而在

爭議各說中，執其要者約略有如下數說：4 
 

§莊子生卒年各說彙整表  § 

主張者及其著作 主張之生卒年 備註 

馬敘倫 369 B. C. ~ 286 B.C.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

(上卷) 
？ ~ 275 B.C. 莊子卒年應當公孫

龍與惠施間 

錢穆《先秦諸子繫年》 359 B. C. ~ 289 – 279 B.C.  
葉國慶《莊子研究》 360 B. C. ~ 290 B.C.  
吳康《老莊哲學》 370 B. C. ~ 280 B.C.  
胡哲敷《老莊哲學》 380 B. C. ~ 286 B.C. 莊子卒年應當在宋

亡之際 

梁啟超《先秦學術表》 370 B. C. ~ 310 – 300 B.C.  
 
  在時間的指陳上，上述各說雖彼此略有出入，但大抵呈現出一個範疇。在綜

合考量《史記》與《莊子》所載有關莊子之事跡，並輔以各家考據後，筆者決採

最寬但仍屬相對合理之通說範圍界定，即認定莊子之生卒年應當在西元前 370
年到 275年之間，以此作為界定莊子生平之時間區間。 
(2) 所處地區考： 
思想家的思想建構與其所處之環境有高度關聯性，而此所謂之環境，除上段

內容所指稱之「時間」此一縱向因素外，另一應一併考量的則是地理上的「空間」

此一橫向因素，其所指涉的則應該與其之國籍或身處之實際地理位置密切相關。

然而就這一部分資料來看，《史記》僅告訴我們「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

為蒙漆園吏… 。」根據這樣精簡的資訊，於是乎，針對莊子所在之蒙地而言，各

                                                 
4 參  黃錦鋐，前揭書 PP. 4~6﹔蔡明田，前揭書 PP. 24~25。 



代又產生另一考據上爭辯。其中較具代表性者，概理如下：5 
 

§莊子居地與國籍各說彙整表 § 

主張者及其著作 蒙地指涉 備註 

斐駰《集解》 梁國6 引《地理志》 
司馬貞《索隱》 宋國 引劉向《別錄》 

高誘 宋國 《呂氏春秋》高

誘注 

杜預 蒙澤：宋地﹔ 
蒙縣﹔梁國 

《左傳》‧〈莊公

十二年〉杜預注 
陸德明《經典釋

文》‧〈序錄〉 
梁國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

要》 
蒙地(大蒙城)7：河南歸德府8東

北四十里﹔ 
蒙澤：河南歸德府府城東北三

十五里 

 

《府志》 小蒙：河南歸德府南二十五里 此地有漆園 

 
就語法上分析推論，在《史記》「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 。」

之語意鋪陳中，司馬遷這樣的「同語反覆」應是要突顯蒙地與漆園應有某種內在

連結關係，漆園所在之「蒙地」與莊子出生之「蒙地」，應指同一地方。是故於

今我們在考據《史記》所載之莊子國籍問題，有關蒙地所屬國與漆園所屬國兩項

資料的考據，必須綜合考量。也唯有在「蒙」與「漆園」這兩項地理資訊同時兼

顧考量、交相比對下，關於莊子屬國的考據結果才會與真相更為契合。9 
經上述各說之考證與推論後，本文關於蒙地之認定大抵還是以通說：「小蒙」

為準，此地之位置乃是在今日河南省商丘縣境內。至於此地當時之屬國為何？回

顧戰國時期詭局多變的國際情勢而言，說之為宋國，或說之為梁國應該都對。因

為此地在戰國時期最初本屬宋國，而當宋國被滅之後，楚國、魏國、齊國三國分

宋，始有上述爭議的產生。然由於莊子生時，宋國尚在，而莊子卒年又與宋國滅

亡之時相近，故綜括上說可知，莊子生前係屬宋國人大抵不會有疑義，至於宋國

滅亡之後，莊子亦應已卒，此時考據莊子究竟是屬於魏人、宋人，或甚至是楚人

                                                 
5 參  黃錦鋐，前揭書 PP. 2~4。 
6 因魏國於魏惠王時將國都遷至大梁，故魏國自此又史稱梁國。(此註以下所稱，其用法同此註) 
7 據《讀史方輿紀要》以為，此極為宋襄公會盟之地。 
8 今河南商丘縣。(此註以下所稱，其用法皆同此註) 
9 參  孫以楷 甄長松，《莊子通論》P. 79。不過附帶一提的是，此書對於莊子國籍最後的考據結
果為楚國，與筆者之最終認定有所不同。 



10，則應該就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了。11 
 
總結上述自「時間」與「空間」兩個面向切入之考據，吾人大抵可以確定莊

子一生是混處於亂世之中。以莊子生卒年此一時間區間來看，莊子所處之時代應

正處於三家分晉確立之後(403 B. C.)﹔齊國田氏廢齊康公自立(391 B. C.)﹔以及
秦國因商鞅變法(356B. C. ~ 350 B. C.)成功而國力開始獨走，乃至於到秦國將領
白起攻破楚都郢城(278 B. C.)，揭開秦國統一戰爭序幕之前為止的戰國(476 B. C. 
~ 221 B. C.)中期。12在此各國爭先的大變動時期，混戰與廢立諸候之事時有所
聞，天下秩序分崩離析尚不知何時能止，入世、避世之說也就在熙攘的時代裏蓬

勃發展。 
進以，再以空間條件來看，今日河南省所在地，自古即為中國南來北往之交

通中心要衝，再加上此地頗為富庶，於承平時期毋論，但當天下分崩之時，此處

必立即成為兵家必爭之地。而以此情形回推至戰國中期，當時座處於此的宋國又

正被夾在楚、魏、齊此三大強國間，在地緣政治特徵與當時的天下紛亂趨勢的相

互激盪下，莊子的故里便「輕易」的成為一「四戰之地」。於此一「爭地以戰，

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的歷史背景下，無怪乎莊子會有「方今之時，

僅免刑焉」13之嘆。而綜合孕育莊子其人之時代情勢與所處地區來看其之立論建
構，吾人應當就可體會他的用心與無奈。 

2.生平事蹟： 
先秦時代是我國政治思想創發的黃金時期，這與當時之天下混亂應有著相當

的關聯。不過之所以稱此一時期為黃金時期，這除了指涉在「量」的方面各家學

說理論如雨後春筍般的蓬勃發展外，另一方面也是指在理論之「質」的方面之多

元建構。前者的發展形式與時代現勢間的依附關係甚大，但後者的發展成因卻更

不僅止於此。 
在春秋戰國此一以各國互相傾輒為普遍特徵的國際現勢裏，各家立論卻不因

時代之雷同而相似，甚且有的相異流派間之差異更是南轅北轍。細究這差異表現

的箇中原因，恐怕吾人就不能只是單純的自總體面之時代背景中探查，而應再就

個別思想家之生平經驗與承襲理論淵源來進行綜合考察方有可能竟其功。不過莊

子其人，一如莊周夢蝶故事般的飄忽不定，而有關其之事跡考證，所能得知的資

訊又非常有限，是故吾人對於其之生平詮釋，於今僅得就《史記》與《莊子》所

載，而以非常片段的方式進行瞭解。 

 
(1) 情感觀： 
莊子是孤獨的，這與他的理論意境是相互烘托的。以俗世角度看，在莊子一

                                                 
10 見  朱熹，《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孫以楷 甄長松，前揭書 PP. 76~82。 
11 參  黃錦鋐，前揭書 PP. 3~4。 
12 參「中華人」網站。(http://www.greatchinese.com/ ) 
13 參《莊子》‧〈人間世〉。 



生中，所出現之能賦予情感的對象不外是其妻其子14、惠施，以及其他諸位不知
名的弟子們。這樣的人際圈範圍，在俗世角度看來，或許是與一個對生命充滿熱

情的大思想家— 莊子不甚相稱的。但回歸莊子本人，在他能洞察萬物事理的眼
中，他又豈是在乎這些小情小愛呢？情要出自於本心，而非出自於他人評議裏﹔

情要通達天地之間，而不拘執於我見之視野﹔情要淡長，而不是要激促短暫﹔要

用體道的方式去愛，而不要用小知的方式去愛，這些才是莊子關懷的真正焦點所

在。而以此對照莊子的孤獨，與莊子孤獨表象不同的意境油然而生。 
關於莊子的情感觀，在《莊子》一書中有兩項記載是一直為人所反覆引用的。

首先是在〈至樂〉篇中對於莊子對妻子之逝世之記載：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

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

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

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

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另一篇則可見於〈徐無鬼〉篇中莊子對於惠施亡故後的肺腑之言：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

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

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面對妻子亡世，莊子鼓盆而歌。這是何其違反世俗禮儀與常人認知。在世俗

的規約裏，親人亡故應當是要盡極哀傷之時，但莊子卻一反於此。只是這樣的作

為是否就代表莊子是一個無情的人呢？筆者以為不然。莊子當然是有愛的，否則

他不會說「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他當然是有感情的，否則他不會對

惠施的亡故而感到傷懷。只不過在他極高超的洞察事理能力之下，他戰勝了世俗

的小情小愛。他知道人生的生死，不過是宇宙不停轉化的現象。 
人本無一物於世，於今得以獲得生命、獲得形體，這都不過是萬物流轉所必

然的表現。而後即使此一生命歸於消亡，自亦沒有什麼好感嘆的。既然人在世上

就好像居於由天地所構築的大屋裏一般，那麼莊子之妻現在不就還是身在其中安

睡嗎？體認到此，莊子又何必依世俗之知而哭哭啼啼呢？莊子不是不愛其妻，而

是將此情愛轉向自道的角度來愛﹔莊子不是無情，只是他不再拘執於世俗情感的

羈絆，如是而已。而這樣的胸懷也在之後平等的對待他自己：15： 
 

                                                 
14 此可見於《莊子》‧〈至樂〉篇，惠施弔莊子妻時所言之「長子老身」一語。 
15 參《莊子》‧〈列禦寇〉。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

璣，萬物為齎送。吾葬具其不備邪？何以如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也！」  

 
  關於生死，莊子是以隨適而超然的方式來看待，一方面要人謀求「全生」，

另一方面又要人忘卻生死掛礙，一切依循著萬物流轉的事理而前進。據此推陳其

情感觀，莊子所表現的仍是不私藏其愛，而選擇藏天下於天下。 
不過，假若莊子的情感觀只能展現在此一虛無飄渺的層次上，這樣的情感表

現也不過是一種打高空的表現﹔如果莊子所關注的只有與己生活與共的妻兒，上

述悠悠大論也不過是一種對自私情愛的矯柔掩飾。莊子的理論可貴之處在於強調

對於人間世的回歸，玄之又玄的高遠理論不是莊子所求的最後表現。關於道論的

展現，實踐面的體現在莊子的理論內涵中永遠佔有一席之地。此一理論特徵反映

在莊子的情感觀中，除上所述外，吾人還可以透過其對惠施之懷念中覓得。 
莊子與惠施生前是理論博奕的對手，甚且在莊子訪梁國時，惠施基於失去相

位的恐懼而對他進行過搜捕。16但在惠施亡故之後，莊子所念者不是數次鬥嘴後
所積存下的怨氣，不是於梁國時被搜捕時的無禮對待，而是出於一種對朋友的懷

念。這樣的一個態度，更顯得莊子的真情至性。在「君子之交淡若水」17的實踐
裏，我們看到了莊子的真性情，也看到了莊子愛的型式。當然吾人可能會質疑，

莊子對惠施之亡故，與對其妻之逝世時的鼓盆而歌，對兩件事莊子所表現的冷熱

有所不同，但筆者以為假若我們自根本處來看，這兩種作為實同出一源。 
  對於莊子而言，情感所重的不應是在枝微末節的世俗表現中，而是在真實情

感的交流裏﹔不是在繁文辱節的片刻，而是在宇宙始終的變化裏﹔不是在虛無飄

渺的理論深處，而是在生活的每刻真實體現裏﹔不是一種拘執於世俗的是與否

裏，而是逍遙天地之間的包容大愛。它也許看似淡然，實際上卻無比濃烈。莊子

將其大愛之胸懷融入於生活裏，基於這份自體道而後悟得的愛，他在妻子死後鼓

盆而歌﹔基於對道的實踐，他超越了衝突的表面而哀惠施。 

(2) 物慾觀： 
  在〈外物〉篇中有一則關於莊子經濟狀況描述的寓言：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何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

乎？」莊之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撤中，有鰒魚焉。周

問之曰：『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

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鰒魚忿

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

索我於枯魚之肆！』」  

 

                                                 
16 見《莊子》‧〈秋水〉。 
17 見《莊子》‧〈山木〉。 



  另外，就莊子對於追求財富的態度還可見於〈列禦寇〉：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

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

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 

 
莊子的貧窮是甚為有名的，但是其從未以此為杵。甚且是在生死攸關之時，

吾人亦可見其於個性中所自然流露的氣節，一種與道觀合一的堅持。在莊子的思

維裏，生死不過是一順化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身心的修養應該是遠較於物

慾的滿足來得重要。安貧樂道才是莊子真正所求。據〈山木〉篇所載：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貧

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閒，雖羿、逄蒙不能眄睨

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

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此比干支見

剖心徵也夫！」 

 
  莊子也承認自己是貧窮的，但是他卻不以為自己是困頓的。其以為身為一名

士人，當他不能躬行道德作為時，那才是真正的困頓。對他而言，他的情形之所

以如此不堪，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華。那是時代環境所致。如果士之所以不能求得

溫飽，之所以不能伸展抱負的原因，是因為當今治者的無道使然，那對他而言他

所面臨的就只是貧窮，而不是困頓。唯有當士自己本身有道而未能行時，那才是

真正的窘憊、困頓。 

(3) 仕途觀： 
伴隨「貧」、「憊」之辯而來的是莊子「不仕」的仕途觀。18根據《史記》所

載，「周嘗為蒙漆園吏」，但這段經歷的記載無前無後，吾人從中無法得知莊子為

何出仕？任職多久？當然我們更不能據此就認定莊子與先秦時代諸多思想家一

般，都希望學而優則仕。實際上，從政對莊子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存在。

此可見於《史記》同篇之後所載：19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曰：「千金，重利﹔卿

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

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我寧遊戲汙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

                                                 
18 參  林俊宏，《莊子的政治觀— 一個思想典範的詮釋》P. 45。 
19 同事可另見載於〈列禦寇〉篇：「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
食以芻叔，及其牽而入於大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等語。 



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意焉！」 

 
此一故事的另一相似版本亦可見於〈秋水〉篇：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

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此一「楚威王求相」的記載，明確的反映了莊子不願出仕的態度。或者我們

更保守一點說，莊子對於文中所述之相位是不感興趣的。這一段史事的發生應在

莊子曾為「漆園吏」之後，在這一進一出間是否表明了莊子的心境有所轉換，或

者是此一「漆園吏」經歷對於莊子的仕途觀有何影響，吾人無從得知，但在莊子

任「漆園吏」之後，其即未再有出仕的記錄這應該沒有疑義，那麼是什麼原因促

使莊子不願「再」出仕呢？就《莊子》一書對於莊子事蹟的記載看來，筆者以為

主要有二： 

 
A、 志節的考量： 
在〈秋水〉篇後段，有一段關於惠施與莊子兩人對於出仕態度的寓言記載：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

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雛，子知之乎？夫鵷雛，發

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

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對於莊子而言，相位的「小利」實不足以構成其入仕的誘因，一如腐鼠一般，

即使它對於鴟而言是怎麼樣的美味，但對莊子這位鵷雛而言，它終究不是「練

實」，莊子志不在此。不過這裏的推論自然引導我們引發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究

竟什麼才是莊子所求的練實呢？若莊子有意從政，在相位之上就是諸侯20了，難
道莊子志在此乎？ 
B、全生的考量： 
  不論莊子是否只是看不上相位，但莊子認為在當時出仕是伴隨著危險性之

「事實認定」，這大概是可以確定而被莊子念茲在茲的。在〈列禦寇〉篇中，有

一寓言記載如下：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樨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

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

                                                 
20 此一權位以當時之政治現勢看來即等同於後世之君主此一高位。 



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

使宋王而寤，子為虀粉夫！」  

 
  仕位是由君王所給予的，一但受而為臣，則在取予之間就都將不是身為臣下

的人所能決定。是故人應該要明時勢而為之，當「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21。正本於此，即使有能者如莊子，亦復如是。在天下有道之時，
聖人所為或許還能夠有所成就，但在此天下無道的戰國時期，聖人所應該做的就

是反向先求自我的保全。而既然如此，莊子的不願出仕態度就顯得明確而容易理

解。 

 
總結上述，對莊子而言，與其在廟堂上被供奉如犧牛、死龜，不如爛活於世

間來得自由痛快。莊子以為在亂世中，權炳的掌握與死亡的危機是相伏而行的。

於「全生」的最高指導原則下，顯然出仕是其所不為的選擇。而以出仕作為當時

改善經濟狀況的捷徑，對比於前述莊子的生活不濟而言，吾人不得不感佩於莊子

悟得政治社會大勢的「大智」，以及在「大利」與「小利」的取捨間之智慧與勇

氣。 

 

二、 傅柯(A. D. 1926 ~ 1984)生平： 

 
雖然都是孤獨的哲人，但拜現代文字記錄發達之賜，相較於莊子，我們在對

傅柯的生平的瞭解上，要容易得多。22然而在對傅柯的生平進行實際瞭解前，我
們有必要先回應傅柯本身的兩個矛盾： 

 
1.自身發展上的矛盾： 
  傅柯是一個製造極多內在矛盾的學者，它常常在前言後語間發生對同一事物

作不同評比，它也常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這樣的人格特徵無疑會造成後

進研究傅柯者在研究過程中在資料判定上的困難，雖然傅柯對此顯然甘之如飴而

視為理所當然。傅柯曾表示「我對我的工作真正抱有的期望是它將繼續改變我」

                                                 
21 參《莊子》‧〈人間世〉。 
22 其實相較於莊子，研究傅柯之難並不在於資料充分性的與否，而是研究資料本身的矛盾性問
題。就客觀事實或外環境情形的認證上當然問題不大，但是就傅柯本身著述用語的隱誨，以及立
場前後的轉變，這就勢必造成研究者在研究上會產生各執一辭的情形。而既然在不同研究間，因
為所援引的資料上就會發生根本的歧異，若再加上即使是對相同的資料在詮釋上也有不盡相同的
研究上正常情形，關於傅柯的研究就不可避免的產生一種內在不可共量性結果。這並不是傅柯簡
單的主張將作者與著作分離就可以解決，尤其傅柯更多時候為了澄清自己的著作，而跳出來接受
訪問說明時，一則他自己本身以行動否定了上述作者應與著作分離的主張，一則在反覆的訪談過
程中，傅柯除了發生與著作有矛盾的情形外，不同的訪談記錄中也有矛盾，是故這些情形的發酵，
也就造成所謂的百面傅柯此一研究上的結構性難題。 



23，並且其還在另一篇訪談中說到「如果一件作品不是為了改變自己的想法，甚

至是自己本人的話，那也沒太大的意思了。」24 
這樣已近乎強詞奪理的自陳，相當程度的「證實」了傅柯在研究進程中的內

在變異性。雖然變異本身並不應被等同為矛盾，但由於傅柯常在不同時期的研究

中以「我所作的不外是… 」之全稱命題口吻來為他研究徑路定調，至此上述的變
異無疑就變得很難自圓其說，而這也讓人不禁回頭質疑傅柯的「研究信用度」，

懷疑自己會不會在一路跟隨之後原來只是「誤會一場」。 

對於這一源自傅柯本身研究性格與習慣所造成的研究困境，筆者是以「修補」

的認知立場來予以解釋的。綜觀傅柯一生事蹟可知，傅柯是一個不斷追求卓越的

完美主義思想家，他在當下的所為總希望讀者也能聚焦於此，是故基此可以想

見，他任何如上述之以全稱命題式的自陳，我們都應該合理的將其視為是一種傅

柯式的殷切呼喚，它不在以否定過去為主要目的，而只是希望跟隨者能專注於當

下。是故它所產生的效果應該是修補，而不是對過去的全盤否定。 

2.與文本間的矛盾： 
再者，在文本與自我實踐間傅柯之研究還存有一個矛盾25，那就是作者與著

作之間的關係是否存在的問題。傅柯在《知識的考掘》一書中曾說：26 
 

雖然作者可以把每種表現方法歸功於自己，雖然他在他本身及我們所看到的作品間

並未發現一個補充的聯繫，但這些「聲明」的主體不見得要具備與作者相同的特色

為其先決條件。  

 
又說：27 

 
對考古學而言，創造主體的著作權，就如同作品的主要理論架構和統一原則一樣，

是無意義的。 

 
並且在一次後來定名為〈一種存在的美學〉的訪談中又表示：28 

 
對某些著作來說，對作者的瞭解有助於對這些著作的瞭解。但這多半是對那些偉大

的作者才有效，對其他人而言則往往是毫無意義的，… 我可不是什麼偉大作者… 。 

 
基於對「人(主體)已死」29主張與為貫徹考古學方法等之堅持，傅柯言之成

                                                 
23 參 Foucault，〈思想、批評、轉型〉，《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P. 53。 
24 參 Foucault，〈對真理的關懷〉，《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P. 138。 
25 這樣的矛盾，其實在傅柯的言談與著作間幾乎是無所不在的。要克服此一因發表時間落差所
造成的出入，除避免僅根據單一資料即逕行判定指涉傅柯為如何如何外，或許將相關主張之多項
資料綜合比對、交叉判斷是唯一較為客觀而可行的方式。  
26 參 Foucault，AK69，P. 197。 
27 參 Foucault，AK69，P. 263。 
28 參 Foucault，〈一種存在的美學〉，《權力的眼睛：傅柯訪談錄》P. 21。 



理的嘗試將作者與著作間的關係做一決然區分，主張著作本身應該是與作者毫無

關係，在對著作進行詮釋時，無須考慮作者的因素。「希望人們只是為了書本本

身而閱讀，無論它們有多少缺點，質量如何」30。不過這一在傅柯文本中似乎甚
為合理的推論主張，其實它是不堪一擊的，而關鍵的因素就在於傅柯總是努力透

過一些訪談來嘗試為自己的著作進行修補與說明31，有意無意地希望能體系化其

理論主張32。傅柯曾自陳：33 
 

每當我試圖進行理論研究時，我總是將它建立在我親身經歷的素材上，亦即是同我

所見、發生在我週遭的有關素材上。因為我認為在我所看到的事物中﹔在我所接觸

到的機構中﹔在我與其他人的關係中，我可以瞭解某些裂痕、某些暗中的騷動與某

些機能的障礙，所以我才從事編寫「自傳的某一片斷」工作。  

 
其實傅柯自己似乎甚為在意別人對他的誤解，有時甚至念茲在茲的希望讀者

能真正理解他的著作，而不經意的將自己與他的著作連結。在這段訪談中，傅柯

明確的表示他的創作靈感與他的生活經驗是密不可分的，甚且他還以為他的著作

本身都可以被化約為是他的自傳中之片斷。是故根據他此一在極晚期的自陳，我

們有堅實的理由相信，瞭解傅柯的生平對於瞭解傅柯的著作、傅柯的思想是絕對

有幫助的。 

 
當然，由於有關傅柯生平的資料相對充分的情形下，為求更貼近的反映傅柯

的生平與歷史背景的互動關係，本節的撰寫架構自無須如上節對莊子的介紹般，

以近乎考據的方式來呈現。在本段中，筆者將嘗試從一些可及的傳記資料與相關

的訪談文獻中，對傅柯之生平作一敘事式的概括整理與介紹。 

 
1.少年傅柯(1926 ~ 1943 A. D.)： 
傅柯誕生於 1926 年 10 月 15 日的法國巴黎西南部普瓦提斯(Poitiers)的外省

城鎮，並在此度過了他的少年時期。父親保羅‧傅柯(Paul Foucault)是一名繼承
父業的外科醫生，母親安娜‧瑪拉佩特(Anne Malapert)亦為外科醫生之女。另外

                                                                                                                                            
29 於此或以巴特(R. Barhes)的話說— 「作者已死」，或許更貼近傅柯在此處所欲表現的情節。 
30 參〈一種存在的美學〉P. 21。 
31 進行訪談不是問題，但假若在他進行訪談時是以一種近似於將自己著作視為「他的」子女般
的角度進行補述或說明，這其實就代表了他(作者)與著作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如他所主張的在
著作出版的當下就被完全割斷，那麼我們有合理的理由質疑，有關他對「作者」與「著作」分離
的主張，本身就是一個連「作者」本人都無法實現的矛盾。 
32 因為假若真的如傅柯所主張的作者與著作間應分離看待，這就意味著作者每當將一部著作出
版後，「它」就應該是一獨立個體。但傅柯卻一方面一在強調它的研究是依循著考古學、系譜學
等方法完成，另一方面又不斷自陳它的研究一以貫之的的以權力或主體為核心。這樣嘗試透過體
系化自己著作的方式，體系化自己的思想主張的作為中，(事實上任何體系化的理論也都是傅柯
念茲在茲要進行駁斥的)他自己就無意間將自己 (作者)與他的著作進行連結。 
33 參 Foucault, “Est-il donc important de penser”, France：《Liberation》報，1981.5.30。(轉引自
Eribon, “Foucault”, PP. 28~29) 



傅柯還有一個姊姊，一個弟弟，家境富裕。 
傅柯為長子，他的本名原應繼承祖傳之「保羅‧傅柯」，但傅柯的母親卻不

願完全屈從這項傳統34，而在兩個名字之間加入了第二個名字— 「米歇爾」
(Michel)，並僅在正式文件中稱傅柯為「保羅」。不過傅柯本人對於這第二個名字
似乎認同度更高，而不太願意以保羅為名。據傅柯私下對朋友透露，那是因為他

憎惡使用父親的名字所致，而此也可以看出傅柯和父親間的關係不和睦情形。35 
傅柯不到 4歲便進入普瓦提斯的亨利四世中學學前班36，並在此校一路續讀

至中學部，直至 1940年時他才轉學至聖斯坦尼斯拉教會高中，那年傅柯 14歲。
在亨利四世中學時的傅柯，雖然數學成績一直不好，但法語、拉丁語、希臘語，

以及歷史等科目卻都表現相當優異，而使他在瑕不掩瑜的情形下成為「優秀獎」

的常客，但這樣的情形卻於 1940 年時發生改變。此一轉變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爆發有很大關連。不過在此之前，還有一件事其實更是在幼年傅柯的心裏烙下深

深印記。後來傅柯是這麼說的：37 
 

我回首當年，最令我激動的記憶與當時的政治活動有關。… 我清楚記得，當奧地利

總理陶爾斐斯 (C. Dolfuss)被納粹暗殺時(那是 1934年吧)，我平生第一次體會到一種

巨大的恐懼。… 我想那是我對死亡的第一次強烈恐懼。  

 
這可以說是傅柯意念裏第一次有意識的體察到「死亡」這個概念，不過這並

不是傅柯離開亨利四世中學的主因，他的離開與後來德軍入侵法國有關。在德軍

入侵法國後，亨利四世中學必須對前方撤退而來的學生進行安置有關。而這些「猶

太裔轉學生」在學習名次上超過了傅柯，傅柯的領先地位丕變使得傅柯非常不

安。38這樣的個性反映，不由得讓筆者想起日後布朗蕭(M. Blanchot)曾對傅柯的
評論：39 
 

傅柯從不感情用事，可是，當有人不遺餘力地將他招募上一艘船，而該船已有不少

傑出的船長在掌舵的時候，他大發雷霆。  

 
此一個性特質不知是否與日後傅柯總是努力要擺脫被貼在他身上各流派標

籤的舉止有關？不過可以知道的是，因為傅柯在亨利四世中學的成績每況愈下，

                                                 
34 傅柯母親灌輸給孩子的觀念就是源於傅柯外祖父的人生格言：「管好自己的事」(to take charge 
of one’s own affairs)，如是而已。(參 Eribon前揭書 P. 5﹔劉北成，《福柯思想肖像》P. 4) 
35 參 Eribon，前揭書 P. 5。 
36 亨利四世中學設學前班、小學部與中學部，不過原則上學前班為四歲入學(小學為六歲，中學
為十歲)，但由於傅柯與大他十五個月的姊姊情誼甚篤而不願分離，經母親與校方溝通後，特准
其未及齡即得以入學，在傅柯姊姊班上旁聽。 
37 參〈自畫像〉PP. 4~5。 
38 參 Eribon，前揭書 P. 6。 
39 參 Blanchot，〈我想像中的米歇爾‧福柯〉，《福柯的面孔》P. 17。 



最後傅柯母親決定幫傅柯轉學40至聖斯坦尼斯拉高中。此後傅柯的成績表現又恢

復了往日的犀利，最後以總成績全班第二名的表現41於 1942 年進入了哲學班(畢
業班)，開始為中學畢業會考作準備，並於 1942 年 6 月與 1943年 6 月分別通過
了這項考試。在這段求學時期，傅柯在歷史與哲學上的興趣也逐步被啟發。 
據傅柯母親回憶表示，傅柯在聖斯坦尼斯拉就讀時，唯一能對他產生影響

的，就是當時歷史授課老師蒙沙貝爾神父。這位老師教學生動，讓傅柯對於歷史

產生了高度興趣，尤其是班維爾(J. de Bainville)的《法國史》(Histoire de France)
一書。42不過關於對歷史的興趣，據傅柯自己的說辭，它或許與他當時所處的環

境更有高度的關係。傅柯是這麼說的：43 
 

我覺得這一代男女的童年就是由這些重大歷史事件所構成。戰爭的威嚇就是我們生

活的背景、生存的氛圍。… 也許正出於這個原因，我對歷史很迷戀，對個人經驗與

重大歷史事件間的關係十分關注。我想這就是我的理論核心吧！  

 
而在畢業班專修哲學時，傅柯受教於皮埃羅(D. Pierrot)與家教老師吉拉爾(L. 

Girard)，前者雖教學呆版，但喜於與學生交談﹔後者則為一大學二年級生，熟知
康德(I. Kant)。據皮埃羅事後回憶說道：44 
 

我把我所認識學哲學的學生分成兩類：一類是將哲學視為永遠好奇的對象，他們想

往認識宏大的體系、偉大的著作﹔而另一類，他們則偏重於關心個體、生命等哲學

問題。… 傅柯屬於第一類。在他身上，人們可以感受到一種非凡而充滿智慧的好奇

心。  

 
而吉拉爾日後也對傅柯回憶道：45 

 
他要求自己很嚴格，雖然我後來教過一些比他有天賦的學生，但卻沒有一個人能像

他那樣迅速領會要點，並像他那樣思路組織嚴密。 

 
上述哲學的啟蒙經歷確實啟發了傅柯對哲學研究的興趣，不過若說此一影響

無直接導引了傅柯後來走向哲學之路，可能言之過早。傅柯後來在接受訪談時表

                                                 
40 據傅柯自己的說法，這次轉學實為傅柯父親對兒子的成績惱火，而希望能把他轉到最嚴格的
天主教學校所致。(參 劉北成，《福柯思想肖像》P. 7) 
41 此時擋在他前面的即是傅柯日後作“Moi, Pierre Riviere, ayant egorge ma mere, ma soeur et 
mon frere…  Un cas de Parricide au XIXe siecle.”一書以紀念彼此長久友誼的里維葉爾。里維葉爾
後來成為法國行政法院成員。 
42參 Eribon，前揭書 PP. 7~8。 
43 參〈自畫像〉P. 5。 
44 參 Eribon，前揭書 P. 9。 
45 參 Eribon，前揭書 PP. 9~10。 



示：46 
 

我從來就沒有一個想要成為哲學家的計畫，我對自的前途並沒有深刻的考慮。… 在

我 10歲或 11歲時，我不知道我會變成德國人，還是繼續做法國人﹔我們不知道在

面臨轟時會不會亡故﹔我 16、17 歲時只知道學校是片淨土，… 我一直喜歡讓安逸

的學術氣氛保護我。對我而言，知識的作用就是保護個體的生存，並用以對外部世

界進行理解，僅此而已。知識通過理解活動構成生存的手段。  

 
但無論如何，傅柯在兩位亦師亦友的老師教導下，傅柯如願的通過了畢業會

考，並真正面臨了對未來發展的抉擇。 

2.前進巴黎(1943 ~ 1955 A. D.)： 
從聖斯坦尼斯拉高中畢業後，傅柯父親希望他能專攻外科醫學以為繼承家族

傳統做準備，不過這與傅柯本人的興趣顯然有所衝突。父子間為此發生了爭吵，

此時傅柯母親基於對其父所遺留之「管好自己的事」信條的奉行下，站在傅柯這

邊，並向傅柯的父親表示：「… 應該讓他按自己的意願行事」47。最後紛爭在決

定由傅柯的弟弟48繼承父業的情形下落幕，而傅柯則又回到普瓦提斯亨利四世中
學成為高師文科預備班的學生，開始為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院作準備。不過從這

裏開始，傅柯也開始了令他窒息的群居生活。 
  於預備班求學時，傅柯對學習的努力不懈是頗為聞名的，不過除此之外，傅

柯表現的孤僻態度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只是雖然傅柯為「一個孤僻，讓人捉摸

不透又內向的男孩」49，但在這段期間內，傅柯與其同學間的相處還算愉快。他
曾主動出借歷史科筆記，也曾與另一位同學幫為在嚴冬中取暖而於附近保安區偷

木柴的寄宿生掩護。50而在學業上，經由哲學老師雷貝爾(J. M. Reibel)的教導下，
傅柯的哲學興趣被進一步闡發。雖然這位哲學老師教學混亂而無系統，但他也是

一位熱衷於和學生談話的老師，尤其是與傅柯。 
不過這樣的愉悅生活與苦讀，並沒有為傅柯考進高師提供保障。事實上，在

1945 年年中的入學考試裏，傅柯以名落孫山的名次落榜，連第一階段筆試也沒
有通過51。落榜後的傅柯，接受建議轉往巴黎的亨利四世中學預備班準備來年的
再戰。而也正是因為來到巴黎亨利四世中學，傅柯遇到了在以後將影響其一輩子

的恩師，法國新黑格爾主義大師伊波利特(J. Hyppolite)。 
在巴黎亨利四世中學就學期間，傅柯母親為他租了女校長的房子，以讓傅柯

能獨自一人安於準備入學考試，而傅柯的成績的確也不同凡響。傅柯第一學期期

                                                 
46 參〈自畫像〉P. 5。 
47 參 Eribon，前揭書 P. 11。 
48 傅柯弟弟丹尼(Denys Foucault)現為巴黎外科醫師。 
49 參 Eribon，前揭書 P. 16。 
50 參 Eribon，前揭書 PP. 12。 
51 當時高師的入學考試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採筆試，錄取 100 名進入第二階段口試，最後再錄
取總計不滿 40名的學生。而在 1945年時，傅柯筆試名次是第 101名。 



末時，哲學成績在 50人的班上僅僅是第 22名，學年結束跳居榜首，師長評語為
「高材生」﹔歷史也由第 7名躍升第 1名，評語是「成績出色」… 。最後在總結
上述戰績下，校長對傅柯的總評語為「理應成功」。而就在畢業該年(1946)，傅
柯也如願的以第 4名52考進了高師53。 
如願考進高師原應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不過在這樣的喜悅背後，卻是傅柯

真正痛苦的開始，因為傅柯對於團體生活嚴重不適應的情形隨著被強制住校後激

發出來。據埃里邦描述，「由於高師要求學生出類拔萃，因此，凡以獨樹一幟與

錦繡前程而採取一切手段都被視為無可厚非」54，「每個人都有精神官能症」55，

「在學校裏，大家都以最醜惡的方式來自我表現」56，這也使得許多高師畢業生
在之後的歲月對於當時都充滿厭惡。而此一人吃人情形，在當時，也使得一向不

喜歡集體生活的傅柯發生嚴重不適。 

 
傅柯難以適應這種集體生活，也難以屈從這種寄宿學校的群居方式。… 那幾年… 他

把自己封閉起來，只有在嘲笑別人時才走出孤獨。  

 
埃里邦在“Michel Foucault”一書中這樣評介傅柯當時的情形57，傅柯此時

除不時與同學發生爭執外，還有持劍追殺同學與自殺未遂等記錄。雖然在學習態

度上還是頗受同學肯定，但他瘋狂的行徑卻讓他在高師的這段日子人緣不佳。不

過也正因精神發生了一些狀況，58傅柯當時非常「有幸」的能在醫務室中擁有一
間獨立房間，重新回到孤獨的自己。後來有人將傅柯之後的著作與研究和其在高

師期間的痛苦經驗連結59，這應該是一個合理的推測。 
而在這段呈現半瘋狂的高師歲月裏，傅柯並沒有荒廢學習，並且於 1948年，

他還與日後被視為當代結構主義大師的阿圖塞(L. Althusser)相遇，並且也從此維
繫了一輩子亦師亦友的關係60。當時阿圖塞在高師的身分是哲學輔導老師61，同

年加入法國共產黨62。不過基於阿圖塞的心理狀態不佳，與之前和傅柯相熟的老

                                                 
52 當年共錄取 38人。 
53 傅柯當時的口試科目為哲學，而在兩位口試為員中有一位名為康吉蘭姆(G. Canguilhem)的教
授，日後亦影響傅柯甚鉅。 
54 參 Eribon，前揭書 P. 25。 
55 參 Eribon，前揭書 P. 25。 
56 參 Eribon，前揭書 P. 25。 
57 參 Eribon，前揭書 PP. 25~26。 
58 在這段經歷的背後，傅柯同性戀傾向第一次被明確於私下場合提及，並與此段經歷做了連結。
(參 Eribon，前揭書 PP. 27~29)不過多年之後，傅柯後來的男友德菲爾 (D. Defert)則分析指出，傅
柯長期以來的痛苦來源，不是身為同性戀的困擾，而是傅柯自卑於自己的不夠漂亮，以及早其傅
柯可能毒癮很深所致。(參  劉北成，前揭書 P. 35) 
59 參 Eribon，前揭書 P. 28。 
60 即使傅柯在《詞與物》一書中攻擊馬克思主義(Marxism)後，兩人關係雖一度尷尬，但最後仍
一如往昔。 
61 此一身分所相應的職能是考生們通過幫助大學中學教師會考(中學教師資格考)的教師。 
62 在 1950年，他卻是傅柯加入共產黨的推手。不過傅柯對此一組織的參予程度不高，實質黨齡
大約僅有 3年左右。 



師一般，在當時阿圖塞亦甚少講課，而更喜歡私下與學生交談，並保持私人情誼。 

在高師求學期間，傅柯的學業表現依舊輝煌。首先，在 1948 年時先於索爾
邦大學(Paris-Sorbonne)取得哲學學士學位 63，之後又在心理學教授拉卡奇 (D. 
Lagache)64的幫助下，於 1949年 6月以《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的歷史先驗性
的構成》為題進行高師畢業論文答辯，並順利取得心理學學士學位。而後又在

1950年時正式投入「大學中學教師會考」，不過遺憾的是，傅柯再次落榜。該次
會考評會主席索爾邦大學校長事後在報告中表示：65 
 

該考生博學多識，不同凡響。此次失敗可視為一次事故。該生筆試平平，口試中在

論述傳統課題時，不該過分炫燿博學而偏離主題。 

 
在這段褒貶雜陳的報告評述中可見，傅柯在此次會考中再次受到打擊。不過

低盪的情緒並沒有持續太久，在隔年傅柯便順利以第 3名資格上榜，但相對於上
榜的喜悅，傅柯似乎更計較未被名列榜首的結果而忿忿不平。考評會主席在試後

報告中再度對於傅柯的表現有了如下記錄：66 
 

該考生學識過人，出類拔萃，但他似乎對第二次參加考試存有疑懼，可能還抱有成

見。 

 
無論如何，傅柯總算取得了中學教師資格，但傅柯並沒有打算到高中任教。

在此時，傅柯選擇先以健康問題處理掉了服役問題，而後經時任中學哲學課程總

督察康吉蘭姆的許可下，在 1951年秋天申請到「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轄下的一個基金會擔任研究員，並準備博士
論文。在此同時，傅柯也應阿圖塞之邀，於每週一在巴黎高師開課教授心理學。

不過傅柯在該基金會並未任滿規定的三年期限，當就職滿一年後，傅柯就又因無

法忍受如同高師一樣的寄宿制集體生活，以及與一名同性寄宿生的失敗戀愛衝擊

等因素下，於 1952 年 10 月選擇離開67，並再次應阿圖塞之邀轉往里爾(Rennes)
大學文學院擔任心理學助教，連同在高師教授心理學的教職，直至 1955 年離開
法國為止。 

在里爾大學任教時期，與母親友人之女維爾多(J. Verdeaux)時常出入聖安娜
醫院進行心理學研究。之後並在其引荐下，傅柯為瑞士精神病專家賓斯汪格(L. 
Binswanger)的《夢與存在》(Dream And Existence)法譯本68一書寫了一篇比本文

                                                 
63 根據巴黎高師規定，高師學生必須去巴黎大學(索爾邦大學為巴黎第四大學 )聽一些課，而此即
是傅柯此學位來源的法制依據。 
64 此人亦為索爾邦大學的教授。 
65 參 Eribon，前揭書 P. 37。 
66 參 Eribon，前揭書 P. 38。 
67 也因為傅柯在此基金會中的惡名昭彰，該基金會並沒有挽留的意願。 
68 此書由維爾多夫婦與傅柯合譯。 



還長的序﹔而也正是在此時期，準確的說應該是 1953 年夏天，傅柯開始認真閱
讀起影響他後半時期思想甚巨的尼采(F. Nietzsche)著作。另外，傅柯第一本專著
“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e.”也在 1954年正式出版。 
3.遠颺(1955 ~ 1968 A. D.)： 
  傅柯曾經在多年後接受訪談時表示：69 
 

我已經，而且繼續受到法國社會文化生活的大量侵害，這是我 1955 年離開法國的

原因。… 在我離開法國時，個人生活的自由還是受到非常多的限制，那時瑞典自由

得多。  

 
基於追尋自由的理由，傅柯於 1955 年經當時尚不認識的法蘭西學院教授杜

梅齊爾(G. Dumezil)的推薦，遠赴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西北的烏普薩拉
(Uppsala)大學70任法語輔導老師、開設心理學課程，並兼任法國中心主任。當然

此行還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繼續撰寫他的博士論文。而在 1958 年傅柯準備離開
時，也已幾近完成。另外附帶一提的是，在 1955年底傅柯回法國歡度聖誕節時，
他認識了羅蘭巴特。 
或許是因為天候或文化保守的因素，傅柯在瑞典的生活實際上並不如他預期

的愉快，所以即使他的教職合約到 1959年 6月，即使他在外交工作上的表現勝
任愉快，但他還是在 1958年 6月辭去在瑞典的所有職務，之後並再次經杜梅齊
爾推薦轉往波蘭華沙主持華沙法國文化中心工作，又在一年後轉往德國漢堡

(Hamburg)任德國漢堡法國研究所主任。之後，有關傅柯在這兼事學術與外交之
經歷的評價，時任法國駐波蘭大使而與傅柯有主從關係的羅齊爾(E. B. des 
Roziers)的一段描述頗具代表性： 
    

我還記得這位笑容可掬、和藹親切又自然大方的青年。他樂於承擔任務，能夠迅速

評估工作的意義與重要性，並預見可能的困難。  

 
傅柯這段頗獲好評的經歷，也成為日後東京、紐約等法國駐外單位極力邀約

的原因，但事實上傅柯在 1960年接受克來蒙-費朗(Clermont-Ferrand)大學于伊曼
(J. Vuillemin)教授的邀約出任講師後，雖其後還是曾前往他國任教或開設學術講
座，但已無再在正式政府單位工作的記錄。不過也正是從 1960 年開始，學術傅
柯開始加速起飛。 

在 1960 年時，傅柯的博士論文終於在漢堡完成71，隨後傅柯開始回巴黎籌
備論文答辯事宜。傅柯原本希望伊波利特能出任他的指導教授，但在伊波利特的

                                                 
69 參〈自畫像〉PP. 2~3。 
70 此校有瑞典的劍橋大學之稱。 
71 根據《古典時代瘋狂史》前言記載，正確完成日期應該是 1960年 2月 5日。 



建議下轉請康吉蘭姆為其主論文《古典時代瘋狂史》進行指導72，自己僅擔任傅

柯副論文“Genese et Structure de I’ Anthropologie de Kant”的指導教授。正式答
辯時間在 1961 年 5 月 20 日，在此之前，傅柯接受克來蒙-費朗大學之邀出任心
理學講師。 

論文答辯在星期六下午 1點 30分開始，會場擠滿聽眾。論文答辯委員有康
吉蘭姆、拉卡奇、古海(H. Gouhier)、伊波利特與岡迪雷克(M. de Gandillac)等五
人。並在最後主席宣布：「傅柯先生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成績優異」73下，開始

邁向學術生涯巔峰。取得博士學位後，傅柯於克來蒙-費朗大學正式升任為哲學
系心理學教授兼系主任。而後在這段期間內，傅柯除勤於教學外，也努力於著述。

但這樣的熱衷因兩件事爆發，而使得傅柯最終於 1965 年還是選擇離開。第一件
是 1962 年法國社會黨政府介入該系人事聘任，使傅柯屬意的德勒茲無法在該系
任教﹔另一件是 1965 年傅柯希望聘請他的同性戀伴侶德菲爾擔任他的助手，遭
到同事的群起譴責。 

1965年，傅柯在學生萊布爾(G. Lebrun)的幫助下，前往巴西聖保羅大學兩個
月，而後在次年轉往北非突尼西亞(Tunisia)的突尼斯(Tunis)大學任哲學教授，並
任教直到 1968 年 10 月奉派偕同成立巴黎第八大學。在此期間，1968 年 3 月突
尼斯大學爆發學生示威運動，隨後這股學生運動浪潮在 5月吹向法國，史稱「五
月風暴」。傅柯曾返回巴黎參加其中之零星活動，但涉入不深。 

4.作者之死(1968 ~ 1984 A. D.)： 
巴黎第八大學又稱凡塞納(Vincennes)大學，為法國政府為緩和五月風暴，加

速高等教育改革而設，當時又稱凡塞納實驗中心。74該校原本在 1968 年 9 月要
成立，但實際開始運作卻已經是隔年的 1月。在規劃建校的時刻，傅柯因康吉蘭
姆的推薦，奉教育部任命為哲學系主任負責籌備哲學系，傅柯於 10 月回到巴黎
開始進行籌系的工作。但由於五月風暴的餘波盪漾，在凡塞納大學期間，傅柯的

日子過得並不平靜。不過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法蘭西學院正向他招

手。 

傅柯一直希望能進法國學術界最核心地帶，或者到巴黎大學(索爾邦大學)，
或者入法蘭西學院任教。75但諷刺的是，這一心願卻是隨著他的恩師— 伊波利特
去世(1968)才有機會完成。伊波利特生前即開始遊說讓傅柯進法蘭西學院任職，
杜梅齊爾在退休前亦著力不少，但在實際角逐伊波利特的遺缺過程中還是驚險萬

分。最後在于伊曼的強力護航下，於 1969年 11 月 30日下午，經兩輪投票後，
傅柯在共三人的競逐中終於勝出，並於 1970 年被正式任命為法蘭西學院「思想
體系史」教授，傅柯終於邁向學術權力的巔峰。 
在就職法蘭西學院教授職前，傅柯在秋初應邀去日本舉行三場演講。回國後

                                                 
72 伊波利特以為，傅柯《古典時代瘋狂史》此部與正規哲學論文大些逕庭的宏篇巨著，藉由康
吉蘭姆的學術威望與地位為該論文加分，對傅柯更加有利。(參 Eribon，前揭書 PP. 101~102) 
73 參  于奇智，《傅科》P. 23。 
74 參  劉北成，前揭書 P. 217。 
75 參  劉北成，前揭書 P. 226。 



正式於 1970年 12月 2日以「論述的秩序」為題發表就職演說，並自此開啟他在
法蘭西學院授課序幕(除 1976 年休假一年外)，至其辭世為止。針對傅柯在法蘭
西學院每年的講題，整理如下：76 
 

§傅柯法蘭西學院課程講題整理  § 

課程施行年次77 講題 

~ 1971 求知之志 

1971 ~ 1972 刑罰的理論與機構 

1972 ~ 1973 懲罰的社會 

1973 ~ 1974 精神病學的權力 

1974 ~ 1975 異常者 

1975 ~ 1976 政治思想中的戰爭簡圖使用 

(必須保衛社會) 

1976 ~ 1977 (休假) 
1977 ~ 1978 安全、領土與人口 

1978 ~ 1979 生命政治的誕生 

1979 ~ 1980 對活人的治理 

1980 ~ 1981 主體性與真理 

1981 ~ 1982 主體解釋學 

(主體宗教經典解釋學) 

1982 ~ 1983 對自我和他人的治理：真理的勇氣 

1983 ~ 1984 講真話的勇氣 

 
在法蘭西講座的各講題中，準確的反映了傅柯後期的研究與著作導向。而也

正因為這些研究計畫的逐步落實，傅柯的聲望如日中天。不過禍福相倚，在 1979
年夏天的一場車禍後，傅柯開始感覺到自己死期將近。1984 年 6 月 2 日，傅柯
在家裏昏倒，隨後被轉送至薩爾佩特爾醫院78，此後就再也沒有離開此地。根據

埃里邦的考證，傅柯早在 1983年 11月時就已知悉自己得了愛滋病，所以在這段
最後的歲月裏奮力的想盡快完成《性經驗史》第二、三、四卷的修改並予出版。
79不過遺憾的是，在《性經驗史》第 4 卷尚未修改完成，傅柯便於 1984 年 6 月
25日下午 1點 15分，與世長辭。 

                                                 
76 整理自 Foucault，《必須保衛社會》PP. 254~255﹔Foucault，《性經驗史》，〈增訂本前言〉(佘碧
平 撰)P. 1﹔Eribon，前揭書 PP. 256﹔于奇智，前揭書 PP. 37~46。 
77 此一年次之記載，近似我國之學年制，即由每年九月開始到次年六月為止，此一週期稱為一
學年。不過比較特殊的是，在法蘭西學院，正式對外的授課時間為「下學期」的 1月到 3月，其
餘時間則為教授自己進行研究與著述的時間(參《必須保衛社會》‧〈前言〉PP. 1~4)。 
78 此即傅柯在《古典時代瘋狂史》中介紹之醫院。 
79 參 Eribon，前揭書 PP. 324~325。 



在傅柯死後不久，後進在法國成立了傅柯研究中心，這應該是對一位驚世哲

人的最後致敬吧！ 

 
 

第二節   莊子與傅柯的主體論 

 

一、 主體論概述： 

 
  所謂的「主體」，此乃係指一種有目的、有意識從事認識和實踐活動的人。

它是相對於客體的存在，是在和客體的相互作用或比較中而得到自己定位。80它
不是孤立而無意識的存在，在現代意義下，它是「人」的另一個代名詞。 

 
(一) 主體觀念發展： 
 
在原初發展上，「主體」概念原本並未與人作直接的相互指涉。一如在中國

先秦道家思想系統中的「道」論，或是西方希臘時期亞里斯多德的本體論觀點，

早期的「主體」是被視為是一種自然物的特性，一種本體的存在。但這種觀點隨

著之後理論的演化而有了不同，並且在人本主義的興起之後，主體更被與「人」

的概念相連結。 
在中國，於道家的觀點裏，「道」是萬物受形的來源，「道」才是至高的主體

所在。然而隨著人智識的發展，人的自我意識發聲之後，人開始無法再與道同在，

以道為行事依歸。並且人也開始與外物相區別、對立，從而以人為中心的主體論

便開展出來了。在己出之外，則無不是與自己為對立存在的客體。 
在西方，原初之主體觀念亦與本體相連結。在亞里斯多德的理論中，本體是

萬物構成之性質、狀態、關係、活動的基質和主體，這些表徵是從屬於基質與主

體的。在這裏，主體與本體、基質是互為流用的。81然而此一看法卻在十七世紀
理性主義發韌後有了改變，而這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即是提倡「我思故我在」的

笛卡兒。82自此，西方也開始以人的角度來理解主體。而此一觀點的發展，也構
成了現在中西方對於現代主體內容的討論之鋪陳主軸。此後，「人」也就以既是

世界中的客體，又是認識客體的一個主體的型式，相對於世界上其他外物而為一

                                                 
80 參  齊振海 等編著，《哲學中的主體和客體問題》P. 91。 
81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 92。 
82 「正當我把一切都認為是假的時候，我立刻發現到那思想這一切的我，必須是一實際存在。
我注意到：我思故我在。」。(引自 劉仲容 等著，《西洋哲學史》P. 218)當笛卡兒在宣稱「我思
故我在」時，思維就將自身與存在世界對立起來，而人就開始被與擁有能思(主體性)主體進行連
結。並且反向的，笛卡兒此一宣稱也等同是將主體限於僅有「我」始可擔綱。笛卡兒的「我思」
之說也可被視為是告別中古世紀以「神」為主體中心的思維，而確認了「人」存在於世之主體地
位。 



獨特的存在。83 
綜上所述可知，超脫古典本體論的討論後，從人類的起源與發展來看，主客

體的分化問題亦即是人的發展問題，並且人之所以得以獲得主體性的過程也是與

主客體分化的過程相伴隨。在現代意義背景下之主體論討論是與「人」的討論並

行，離開了人之歷史發展背景來討論主體論，它將是毫無意義的申論。84而此也
等同為後進研究主體論者之研究範疇進行定調。 

 
(二) 現代主體的特性：85 
 
在現代主體討論的架構下，主體必定是人。不過這並不是說任何人都生而自

然的就能且必然會成為主體，一個人要成為主體，或者說一個個體要成為主體，

它應滿足如下之特性： 

 
1.自然屬性： 
此一特性表現在人與外環境，及人與自我的兩種自然對象之聯繫上。人要成

為主體，他需要在由整體自然環境所構成之自然界舞台與規範中方有實踐的可

能。人也只有生活於自然界中，他的生存與發展方有可能。自然界為人存在的基

礎，它提供了人生存與生活所需之直接或間接所需。另外，人本身就其生理構成

而言，它也是一個自然存在物。在這樣的認識前提下，吾人也可以逕行認知他亦

有足夠的智力與體力能致力於滿足自己生活所需，進以達成其他自身的目的。 

2.社會屬性： 
  主體是處於一定社會關係中，在擁有自然能力的基礎上，它也需要以社會構

成的方式，讓它產生主體意識。並且也只有在社會中，在社會互動的過程與規範

下，它的指涉也才是有意義的稱謂。主體的社會屬性宣告了人不是以單純的生物

地位存在，透過社會化的過程，「人」與「主體」地位方能有所意義與作為。並

且，這樣的指涉也暗示了主體是一種社會關係構成的產物。現代意義下的主體是

一個相對化後的概念，它必須與客體為一共構的存在。而這也這是說，任何個體

之活動，假若其並無一相應「物」為其客體，它也是不能被稱為是主體的。 

3.精神屬性： 
此一特性即是一般所謂之「主體性」 (Subjectivity)，又稱為主體的能動性。

一般而言主體的主體性還包含如下特性：86 
 
(1) 目的性： 
  此指主體的活動都應該是有目的與計畫的指涉。 

                                                 
83 參  楊大春，《傅柯》P. 76。 
84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 82。 
85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P. 92~100。 
86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P. 97~98。 



(2) 選擇性： 
  此係指主體對於活動的對象(客體)，以及主體的實踐活動都是經過主體以能
滿足主體需求的指標考量下，在某種程度的規範下，能進行自主篩選的。 

(3) 創造性： 
  此為主體性最高形式的表現。其係指主體除在受自然與社會規制下能作出對

特定之目的與手段之抉擇外，亦能超越於此積極創造出原本不存在於世之物。並

且，在此特性作用下，主體也因而被認為是具有自主性的存在。 

 
主體是人，但人卻不一定都是主體，這裏存有一指標性概念即是此人是否具

有主體性。所謂的主體性乃是指以主體的意識與目的為前提之內在規定性，它是

人能否被名之為主體的要素。在現代意義下之作為主體的人是以有意識與能思為

基本條件，而意識與思維的根源即來自人的理性能力，是故理性是區別人與其他

生物與主體構成的重要指標。我們不會稱一個嬰兒為主體，關鍵亦即在於他並不

具有從事實踐和認識活動的能力，沒有自我意識與能力可用以認識與區別外在環

境。 

 
從物我合一到，人與物的分離﹔從混沌未明到主體性的構成，在現代意義下

之以「人」為「主體」型式的論述終以建構完成。而此一主體之所以是主體，關

鍵即在於它可以認識和運用客觀規律，改造客觀世界，以達到自己的目的。沒有

了自然特性的主體，它將回到古典本體論下之討論﹔沒有了社會屬性與精神屬性

的主體，其實它就只是存之於世的一個個體。它們或許還是能被名之為主體，但

實已非在現代意義下的討論。 

 
(三) 客體的地位與特性： 
 
在現代意義下所謂之客體，其乃係指人的活動對象而言87，它並不拘執於一

定是人或物之身分，而為主體的從屬型式存在。主體的存在有賴於客體的促成，

沒有客體，也就沒有所謂的主體。主體與客體是對應的哲學範疇，它同主體一樣

亦是逐步發展出來，而在主體的主體性形塑出來的同時宣告分道揚鑣。 
大體而言，在現代意義下之客體應滿足如下之特性： 

 
1.客觀性：88 
  客體的存在並不以人的主觀意念為前提，它具有外在於主體之外的實在性。

這樣的特性不僅表現於一般之自然現象或社會現象，即使是由主體所創造出來之

物，它亦相當程度具備此項特質，其存在與運行亦不受人的意識所左右。申言之，

主體活動的一項特質在於它必須施與作用於客體，以收同化客體、主客合一之效

                                                 
87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 71。 
88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P. 118~119。 



果。在此一目標特質上，自然客體自不待言，即使諸如著作等之人工客體，在作

者之外，它還是具有絕對之客觀性的。 

2.對象性： 
  此即是就主體活動對象之地位而來的特性。基本上，只要是主體能基於它的

主體意圖與以控制或影響的外在對象範圍，它的所及對象都被視為是該主體的客

體。在此一特性的驅使下，它宣告了主客體被區分與定位的可能。有了作為對象

的客體存在，主體才有目標而可能自恃的進行對象化活動以達致主體目的的完

成。89不過必須附帶一提的是，處於被控制、支配地位的客體，它並不是以完全
被動的型式存在。對於來自主體的支配活動，身為對象的客體會表現出一定程度

的離異或反抗，而此現象之存在亦是對象在主體活動中成為客體的現實基礎與前

提。90 
 
  總結上述可知，在意識與能思的行動概念出現後，人被賦予了理性的地位。

現今，當吾人在進行主體論探討時，甚難不在以「人」為論述中心的前提下，兼

以主客體對立為型式，以主體性為指標進行綜合討論。不過這樣的一個主體論討

論並非就至此取得主導地位。因為在莊子與傅柯的理論鋪陳裏都自其衍生出一些

不同看法與批判，這也是兩位哲人被視為是解構思想代表的主要原因。 

 

二、 莊子的主體論： 

 
莊子的主體論是與他的「道」論、自然人性論相聯繫的，它是一套由宇宙本

體論出發下衍出現代意義下之主體論討論。就其之內容可概分為如下三個階段進

行探討： 

 
(一) 「道」本體論： 
 
莊子以為宇宙是由一個以「非物」為本體的創造物，在〈知北遊〉中他如是

說： 

 
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

已。 

 
萬物的起源必來自一個「非物」，而這個「非物」無非就是莊子所謂的「道」。

它是「有情有信，無為無形」91的，然而它卻是神鬼、天地等存於自然界中之萬

                                                 
89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 120。 
90 參  齊振海 等，前揭書 P. 116。 
91 參《莊子》‧〈大宗師〉。 



物之所以產生的來源。天地為一，萬物皆統歸在道中並以其為本體。並且在此時

期，人尚屬自然的一部分而沒有本我與他者的區別，在天性上為純真純善。但或

許由於俗世間種種價值觀與環境的制約，當人一降臨世間時，人就開始變得我執

起來，人際之間的主客體分際也才變得分明。莊子說：92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

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

其行盡如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  

 
在自然之初，人與自然合而為一，而人我之間是沒有主體與客體之別。在當

時，整個世界混然如一，在莊子所謂的「真宰」下，自在運行。但隨著人自它受

形而生之後，人便開始執著於自我的存在，致力於區別自我與他者的不同。「夫

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93。自此之後，人(自我)忘記了不論
是自己或是他人，大家的形體都是領受自然而生而變化，卻只在我執之中消耗生

命。這樣，人的主體雖已成形，但是距離本性卻愈來愈遠﹔人的主體性雖已彰顯，

但生活卻只能日益走向困頓。 

 
(二) 我執的主體： 
 
這是源於人初始於世即有的主體狀態。「道隱於小成」94，正是在世俗之人

普遍具有小成之偏見之後，道就被隱沒了。每個人在他的意識裏都成為主觀而有

理性的主體，但真正的智慧卻在這樣的發展驅使下退位。在這種情形下，人際之

間的主客體關係也就被區隔出來了。莊子說：95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是

方生之說也。 

 
在物象剛發展出來的時候，人我之間的區別意識便對立開展。進以透過對他

者的區別，主體的地位始被反托生成，而主客體位置的也就被製造出來了。自此

開始，人無不是「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
96。然而「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97，但人卻始終本於小知，
囿限於自己狹隘所見所知，不斷的以己出之見製造對天性發展的限制﹔不斷的以

有限的見識來與他者相抗衡。殊不知「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

                                                 
92 參《莊子》‧〈齊物論〉。 
93 參《莊子》‧〈齊物論〉。 
94 參《莊子》‧〈齊物論〉。 
95 參《莊子》‧〈齊物論〉。 
96 參《莊子》‧〈寓言〉。 
97 參《莊子》‧〈大宗師〉。 



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98，人既無法掌握全部的變遷，又無力去改變，
倒不如「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

者也」99。 
而「夫隨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100，在這樣的情形下，人世間的紛

端自永遠也無法逃避。「德蕩乎名，知出乎爭」101，人我之別的情形自社會形成
的當下即已產生，並在人間世中隨著世俗化的程度提高而加劇。人並沒有因為獲

得了主體的地位，而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反而在拘執於主客體地位彰顯的同

時，製造了紛爭，損害了自己的生命。在〈山木〉篇中有一則寓言寓意了這樣的

情形： 

 
莊周游乎雕陵之樊，睹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

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睹？」蹇衣躩步，執彈而留之。睹

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建利

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

誶之。莊周反入，三日不庭。藺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閒甚不庭乎？」莊周曰：

「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且吾聞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

游於雕陵而忘吾身… 吾所以不庭也。」  

 
在這個螳螂捕蟬的故事裏，莊子因為被一隻貪利的鵲鳥侵犯而被引入連環的

戰局中，讓自己因侵入他人私有地而遭遇麻煩。在這一連串因物我分化後的「物

固相累」中，物我相互圖利於他人、他物，這反而讓自己身陷危機而不自知。甚

且，這樣的發展也可能讓人的自我主體地位被客體化的可能。一如勞思光先生所

言：102 
 

「有用之用」，使自身被用，而成為工具﹔「無用之用」，使自身得全﹔而此一「全」

本身才是真目的。 

 
正所謂「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103，「故聖人有所遊，

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104，這才是至人生存於世的大道。並且「物

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105，人又何苦在各是其是中消耗
生命而徒增紛爭呢？為求使人進能尋得謀求全生和諧，退而至少能保全自己的生

命，莊子以為人應該要消解自己我執的主體性，使自己再度復歸自然，返樸而與

                                                 
98 參《莊子》‧〈德充符〉。 
99 參《莊子》‧〈德充符〉。 
100 參《莊子》‧〈齊物論〉。 
101 參《莊子》‧〈人間世〉。 
102 參  勞思光，前揭書 (一)P. 278。 
103 參《莊子》‧〈德充符〉。 
104 參《莊子》‧〈德充符〉。 
105 參《莊子》‧〈齊物論〉。 



道合一。 

 
(三) 主體性的消解： 
 
如同林俊宏教授所言，為使人達到絕對的自由，消除人際之間因為各執為我

而來的對立情勢，人就必須做到「消解」的功夫。106消除自己的主體性，使自己

成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107的真人。從擺脫小知出發，到去除對是非的

執著，進以企圖回歸至與道同在的自然我。莊子說：108 
 

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故曰莫若以明。 

 
當然這是需要一些功夫方能達成的，尤其是世俗之人多已陷落於主體性已顯

而為慾望所累，為著外在事物的變化而不斷影響自己的同時，要突然使人性得以

回歸自然，無異緣木求魚。要使人達成任自然的境界，它必須透過一些功夫的修

練來消解人的主體性，其方有可能達至與道為一之理想人格境界。消解的功夫有

二個層面，一是對來自外在世界之束縛的消解，一是對人內心的慾望進行摒除。
109而以此消除導致侷限於我執的主體性，消除對外在事物的是非評定，「以指喻

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110，消除追求絕對標準的努力，而把所有
萬物的變化都視為是一種循環運作的道象，則人自能除去紛爭，終以達到體道的

境界。正所謂：111 
 

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惟達者知通

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

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至於修養的功夫，依莊子的理論內容來看，主要如下： 

 
1.心齋： 
  所謂的「心齋」乃是一「淘洗內心的一切經驗內容，使之回歸至虛至靜的性

格，以與道相應」112，終以讓自己達到「虛」的境界為最後目標，由用耳到用心，
由用心到用氣的修練過程。莊子以為透過「心齋」，人將能不為名利所動，以去

                                                 
106 參  林俊宏，前揭書 P. 61。(「消解」原植「銷解」二字，於此註明) 
107 參《莊子》‧〈大宗師〉。 
108 參《莊子》‧〈齊物論〉。 
109 參  林俊宏，前揭書 P. 61。 
110 參《莊子》‧〈齊物論〉。 
111 參《莊子》‧〈齊物論〉。 
112 參  吳汝鈞，「莊子的靈台心與自然諧和論」，《哲學與文化》第 21卷第 8期 P. 686。(轉引自  黃
玉麟，《《莊子》中的人之研究— 生命的自由與無傷》P. 93) 



除成見的視野與態度來謀事。當「一宅而寓於不得已」113時，人離大道就近了。 
2.坐忘： 
  所謂的「坐忘」是指一連串透過忘禮樂、忘仁義，乃至於達到「墮枝體，黜

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的修養過程。藉由這樣的過程使自己達到同化的境

界而擺脫私好與執著，讓自己不拘執於有所為，而能逍遙於天地之間。 

 
一如陳鼓應先生所評，莊子所為不僅要從打破主客對峙，完成主客合一，更

重要的是他還要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114此處的「心」字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
「主體性」，而心齋與坐忘則都是「損」的過程。莊子以為人生在世因為「有所

待」的原由，都是不自由、不逍遙的。唯有消除我執，罷黜仁義，在經過「心齋」

與「坐忘」的洗練而將人的主體性消解後，即使是在塵世之中，人一樣也能夠不

為物役而任逍遙。在主體性解消後，所有的主客體都被個體化為中性的存在，如

同莊子所言：115 
 

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對於外物的侵擾應如同鏡子一般「不將不迎」，來之則映，去則不留。消除

我執的偏見，使自己也能夠任自然之發展而任適自由。而經由認知自然的過程

中，人始有可能真正體道。如此退則能無傷於世，進則能應帝王於萬眾，此方為

處世之要。不計較所有的相對性事物，以「天倪」的態度來看待萬物之間的差異

現象，以此重新使人回歸逍遙的境界。一如莊子所言：116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異同本是人世間本有的現象，過度在意反造成彼此的分歧加深，使得人我之

間的衝突與隔閡更加分明。為了消除這樣的分別心與對立態勢，唯有消解一己之

主體性，忘掉是非、我執的侷限，以自然的分際來調和一切分歧，讓自己回歸道

的本體。從本體論言之謂「道」，而從人性論謂之即曰「性」。進以從「道」的實

踐面來看，上述的揭示亦呈現為齊一萬物，道通為一的具體理路。道通為一並非

是要否定實存現象界上的差異，而是要讓萬物能夠任自然，不為物役，不為人制。

莊子以為人性自然完滿，只要能使人去除外在種種束縛時，展現莊子所稱的自然

人性，這樣的生命實踐就是值得嘉許的。而如此才能真正的通達、消遙，才是真

                                                 
113 參《莊子》‧〈人間世〉。 
114 參  陳鼓應，CC92，P. 144。 
115 參《莊子》‧〈應帝王〉。 
116 參《莊子》‧〈齊物論〉。 



正的成聖之道。 

 
總結上述可知，莊子的主體論之終極目標乃是對人的主體性的消解。莊子以

為人自「真宰」受形而分離的同時，人就開始擁有了一個完整主體應有的完整主

體性。但也正因如此，人與人之間也因主體性的作用而各自拘執於我執，終以造

成人世間的紛爭與混亂。正所謂：117 
 

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 … 。 

 
「以道觀之」的前提是體道，但人的拘執我執是反道而行的作為。為求終結

此一亂世，首要的即是要消解造成人我分際之主體性作用，重回自然人性的純真

純美，重新與道合一。如此人才能任自然，逍遙於世而不傷。要人回歸自然，並

不是要人回到洪荒時代。它是指「自然」是主體歸真後的「至一」世界，一種心

靈上淨化後之「天放」生活展現。 

 

三、 傅柯的主體論： 

 
綜觀貫穿傅柯一生思想的研究主題：「知識— 權力— 主體」118，關於「主體」

這個概念，其實傅柯於其早期立論中即以提出。不過傅柯對這三個基本研究主題

的認知與比重並非是一以貫之的，在不同時期的傅柯，對於相同主題往往有不同

的切入觀點。他的思想隨時在變，他的主體論亦然。傅柯在晚期曾於〈主體和權

力〉119一文中說到：120 
 

最近二十年我寫作的目的… 並不是要分析權力現象，… 在我們的文化中，人類通過

不同的方式被變為主體，我的目的在於創立一種有關這些方式的歷史。  

 
這一段話雖然並不能完全的為傅柯早期對主體此一概念的否定而後始發生

立場的轉折作解釋，但一則至少藉此親口點明了主體是他的一個研究重心，另外

傅柯在晚期才作此說，吾人大抵還是可從中確定「主體」應是晚期傅柯所著重的

重心所在。而連帶的，在同文中之對於主體的討論與整理，自亦有其代表性意義。

但究竟什麼是「主體」呢？傅柯如是詮釋：121 

                                                 
117 參《莊子》‧〈秋水〉。 
118 依據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勒茲對傅柯的詮釋，其以為在傅柯一生中之思想內容的發展，主要可
以以「知識」、「權力」與「主體」三條軸線來加以頗析。  
119 此文收錄於Dreyfus etc.，《傅柯— 超越結構主義與詮釋學》一書附錄。 
120 參〈主體和權力〉P. 267。 
121 參 Foucault，CS1997，P. 290。 



 
主體不是實體。它是一種型式，而且此一型式並不是根本的或者同一於它自身。當

你建構自我成為一個去投票或在議會中說話的政治主體，以及當你在性關係中試圖

滿足你的慾望時，你並沒有同一類型的自我關係。 … 在這些不同主體型式間有很多

關係與衝突﹔但我們並不處理同類型的主體。在每一種狀況中，一邊扮演著，一邊

在建立不同類型的自我關係。  

 
傅柯認為「不存在獨立自主、無處不在之普遍型式的主體。… 主體是在奴役

和支配中建立起來的﹔或者像古代一樣，通過解放和自由的實踐」122才能展現。
也正是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傅柯建構了他的主體論。於〈主體和權力〉一文中，

傅柯歸結過去他就人類把自己轉變為(建構出)主體的三種客觀化方式：123 
 
1.給予自己科學地位的調查模式。例如語言學中說話主體的客體化。(知識主體) 
2.透過「分離實踐」以劃分敵我(透過製造差異)的區分模式。(權力主體) 
3.人類將自身變為主體的模式。(倫理主體) 
 
這三種主體研究的分別呈現於傅柯不同時期的著作中之表述方式，分別是

《知識的考掘》之前的結構主義時期、《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到《性經驗

史》第一卷的系譜學時期，以及《性經驗史》第二卷之後的倫理學時期。不過吾

人必須注意的是，雖然傅柯將自己的主體論發展軌跡分為三個階段，但就傅柯整

體主體論的建構內容來看，實際上則應僅分為兩個時期進行討論方為允稱： 

 
(一) 主體已死： 
 

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著人的出現而意味著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著奇特的親

緣關係… ﹔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時消亡。124 

 
人將被抹去，如同大海邊沙地上的一張臉。125 

 
在傅柯立論早期，他對於主體這個概念是持著絕對否定的態度。承襲尼采「上

帝已死」的宣告，傅柯也在結構主義的影響下宣告「主體已死」。126傅柯以為人

並非生下來就是主體，在任何結構(特別是著作或話語結構)中，所謂的本源(主體
的位置)都是不存在的。因為「它」事實上只是任何人都可以進行填補的特定空
白所在，「它」只是一個發聲的位置，任何人都有可能在其中進行填補。傅柯說：

                                                 
122 參〈一種存在的美學〉P. 19。 
123 參〈主體和權力〉PP. 267~268。 
124 參 Foucault，〈人死了嗎？〉，《福柯集》P. 80。 
125 參 Foucault，OT66，P. 506。 
126 參 Foucault，FE91，P. 46。  



127 
 

主體的地位由許多事先已存在而仍有效運作決定，而那些運作不見得需要由同一個

人 (指正在說話的人 )來顯示。… 主體的地位是與一已被決定並呈現出來的運作存在

相連接的。  

 
傅柯以為「不應將『聲明』主體化約成像句子的文法元素中第一人稱的地

位，… 因為一擁有固定文法型式的『聲明』，它與『聲明』主體並沒有相同的關
係型態」128。結構是優先於個人而存在的，是故並沒有任何超越結構之前的人能
宣稱自己是所謂的本源，是結構的根本主體。在結構主義的思維下，「主體的地

位可以附加於任何人身上」129，所有的人都只是附屬的存在，結構才是本源，任
何佔據結構中位置的人都不是無可替代。即使是作者，它在其所創造的結構中亦

然，「在『語言』說話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130。 
這樣的陳述方式奇怪的把結構本身當成是行動主體，而在《規訓與懲罰：監

獄的誕生》一書中，傅柯更把此一具主體地位之結構更與權力結構相比擬。在這

個預存諸多權力結構的世界裏，人在其中變成跑龍套的角色。至於人的主體性之

有無，它在此時期是根本不在被討論之列的。不過也正是從此時開始，人因屈居

於從屬的地位而有了創造自己的主體性之可能。 

 
(二) 創造自己： 

 
晚期傅柯，為了填補過去因受結構主義影響而空缺的主體部分，他開始回頭

回應個人主體的創造問題，開始轉而為主體之主體性建構尋找理據。自《規訓與

懲罰》開始，他開始為人的主體意涵注入了正面意義。而後在他對倫理學的討論，

他把研究的重心轉向了轉向了作為快感主體的自我，關注個人之個體化問題，關

注自我認同(self- identification)，此一近似於向存在主義修正的理論建構徑路131，
使得看似已消失的認知主體似乎又再度回歸了，雖然它的內涵與啟蒙以來的界定

已大有不同。132 
於此階段，傅柯一改過去在結構主義思維制約下的無主體觀，從《瘋顛與文

明》與《臨床醫學的誕生》中強調主體的個體化、客體化，到《規訓與懲罰》、《性

經驗史》，終以重新尋回人之所以為人的主體性。一切終於回到傅柯最原初的關

懷重點—「人文主義精神」。外在的結構制約不再是單純的被定位為一種外加的

                                                 
127 參 Foucault，AK69，PP. 198~199。 
128 參 Foucault，AK69，P. 195。 
129 參 Foucault，AK69，P. 200。 
130 參 Foucault，〈人死了嗎？〉P. 82。 
131 存在主義的理論核心即在幫助人們自現時異化世界中重新獲得自己、找回自我，將人由異化
的存在轉到真正自由而負責任的存在。(參  歐陽謙，《人的主體性和人的解放》P. 33)此一觀點與
晚期傅柯的主體論主張，兩者實有不謀而合之處。 
132 參  楊大春，《傅柯》P. 41。 



束縛框架，而人的角色就在這裏被突顯出來。133一切到此，權力的概念也因為個
人主體性的出現，由原初的負面形象轉持正面的意涵。透過心靈自由的展現，權

力關係不再是一種制約、一種宰制。藉著直接作用於人的身體，權力將人類轉化

為個體134、客體，並分派給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135藉由成為權力的受體，自我

方能意識到自身的活動力與創造力，從中賦予其主體性136、主體地位。137自我是
創造而來，而非探索而來。 

關於傅柯主體建構的主張，它應與「自我技術」(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138

一併討論。所謂的自我技術乃係指「那些人類用以理解自身的技術」139，依傅柯

的看法，它主要有四種類型：140 
 
1.生產技術(Technologies of Production)： 
  它允許我們生產、轉換或操作事物。 

2.符號系統技術(Technologies of Sign System)： 
  它允許我們使用符號、象徵與意義。 

3.權力技術(Technologies of Power)： 
  它用以決定個體的表現，並使其服從於某些目的或宰制，是一種主體的客體

化。 

4.自我技術： 
  一種允許個體受自身意欲或他人幫助，在身體、靈魂、思想、品行和存有方

式上加工，以便轉換自我去獲致幸福、純淨、智慧、完美與不朽。 

 
「前兩個技術被運用在研究學科與語言學上」141，後兩者傅柯則稱之為「統

治性」(Governmentality)142。而「儘管四種機制均各自關聯一種宰制型態，但它

                                                 
133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後現代式觀點。後現代式思維暴露了現代性思維下，現代主體視自我為自
我了解的虛假基礎。(參 Tracy，「現代、反現代與後現代—世紀之交的西方神學反思」P. 126) 
134 傅柯以為個體即是權力的載體，而此意即是說，在權力的凝視之下，所謂的主體實際上是客
體，(參  蔡淑玲，「界外的主體」，P. 97)藉由兩者相互定位之存在，權力關係始得已成形。 
135 參 Callinicos，《社會學理論思想的流變》P. 369。 
136  其實這也等同於意味著傅柯認為主體是由界外所建構而成的(相對於個人內在理性本源而
言)，當主體意識到自我，意識到其為主體時，其早已經是「成品」了，而這是在「界外」的法
則下所形塑。(參 蔡淑玲，前揭文 P. 99) 
137 參  蔡淑玲，前揭文 PP. 98~99。 
138 這是傅柯晚期嘗試加以建構並為之著述的一個概念 (或說是一個動詞)，其主要意指著個人透
過自身意欲的修為或者是他人的幫助，在身體、靈魂、思想、品行與存有的方式上全面性加工，
以便有效轉換、提升自我，尋求建構自我的主體性，用以獲致幸福、純淨、智慧、完美與不朽，
終以能夠達成個人真正自由的一個「技巧」。(參  張清志，《傅柯倫理學中的自由問題》P. 30)雖
然後來此書僅完成部分的草稿，但是透過其後期的相關立論與《性經驗史》的部分呈現，我們還
是得以約略窺出其端倪。 
139 參 Foucault，TS1988，P. 18。 
140 參 Foucault，TS1988，P. 18。 
141 參 Foucault，TS1988，P. 18。 
142 參 Foucault，TS1988，PP. 18~19。 



們幾乎不曾分別運作」143。在這裏，一貫的傅柯論調再次顯現，在傅柯對於主體
的定位上，一脈的保有其相對主義的色彩。其以為所謂的主體必須是在特定有形

或無形空間中以人與人之相對關係而定，它是一種個別的，具變動性、被建構性

的存在。而主體性的展現，則要透過「自我技術」來加以構築。「自我技術」不

是憑空而來，而是主體所處的文化、社會和社群所提供的。144個體透過這種技術
才能形成並轉換自己，構成並修正他們自己的存在，他們的思想、道德與身體。
145自我在知識或權力體系中，基於外緣的因素終以被建構為一個知識主體、行使
權力主體，又或者是區從於權力的主體。 
傅柯之所以提出「自我技術」的概念，與他的倫理學建構有很大的關聯。在

自我技術的建構或修補下，人有了主體性，也有了自由的可能。而至此，過去那

個被個體化的主體，在對自我認知的角色扮演上才真正有機會成為完整主體。不

同於西方傳統脈絡下的各種定義，在傅柯眼中，自由所指涉的是一種自我駕馭、

看管自我、永不止息的倫理實踐、個人主體性展現。它是一種自我行動符合自我

生存原則的狀態，同時兼有著「自制」的特質。而自由的獲得也就是人們能夠克

服社會性強制的侷限，從而達到自我駕馭即有格調的生活。146 
 
  總結上述，雖然一如其他立論主題般，傅柯在主體論的建構上亦然。不過此

一轉折，吾人與其將它看成是一種斷裂，不如當作是一種修補。從上述的整理中

我們可知，傅柯的主體論所要告訴我們的是，沒有所謂生而就自然而然就具備完

整理性、主體性的「人」。結構具有優先性，所有可稱為帶有主體性之人的主體，

它是由一些「主體化(Subjection)機制」所塑造產生。在此之前，任何自稱是具有
理性而超絕他人之人，無疑是一種虛妄的自是。 

 

四、 莊子與傅柯之主體論比較： 

 
雖然莊子與傅柯在主體論上都同樣呈現了解構的特質，但兩人呈現的徑路卻

不甚相同。首先是鋪陳方式的差異：莊子的主體論是採一種辯證式建構的模式建

立，而傅柯則是以一種理論修補的方式轉折完成主體論的擘劃。其次則是理論鋪

陳的徑路，兩人的建構理路正好是呈相反走向的鋪陳徑路：莊子所作的是企圖讓

人消解造成在人間世彼此對立之原因的主體性，主張人應回歸自然而與道合一﹔

不同於此，傅柯則是一開始就宣稱「主體已死」而完全否定人生而即具完整理性

之論調，但直至晚期卻又嘗試填補那已被「謀殺」掉甚久了的人之主體性。 
在這兩種迥異的理論建構情形下，兩人在主體論的討論裏，主要的差異表現

                                                 
143 參 Foucault，TS1988，P. 18。 
144 參  張清志，前揭文，P. 44。 
145 參 Smart，《傅柯》，PP. 167~168。 
146 參 Best etc.，《後現代理論：批判的質疑》，PP. 89~90。 



在如下三個不同的面向： 

 
(一) 對本源的看法： 
 
莊子認為萬物之所出，皆源自於一根本的起始淵源，那即是「道」。在這樣

的指涉下，由「道」受形而來之「人」自不例外亦是上承於此。在這樣的情形下，

人自然也就生而具有相當之理性能力而以主體之姿生存於世。但也正是因為這一

有限的理性能力，人開始自是其是，開始與外物進行區隔。在一切為己的考量下，

人我的區分反成了人間世不安的來源。為克服此一混亂情形，人有必要消解自己

的主體性，而使自己與道合一、回復自然人性，而這才是人追求全生於世的理想

之道。由「道」(本體)而「人」(主體)是命，而由「人」返「道」則是體道後之
必然。 
不同於莊子，傅柯自始就反對任何有關本源說的看法，而人的所有的能力與

特質都是由後天所賦予，更是與任何遙不可及的來源指涉構不上任何關係。一反

笛卡兒之後的理性主義思潮，傅柯認為所謂的人生而有理性的說法是極度愚昧不

堪的。在尼采系譜學式的思維下，傅柯雖還是認為事出必有因，但那是一種檔案

學式的綜理，它是一種斷裂形式的考量，而不是以無限上溯為分析上的終極依

歸。所謂的本源說，它只是一種於歷史主義下意識型態所造成的虛妄。 

 
(二) 對主體的看法： 

 
莊子以為「人」在自「道」受形之後，藉由物我的區隔，自始即普遍具有主

體性而為一完整主體。在這樣的情形下，人因具主體地位而能思、能動，能驅役

外物。雖然「一受其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
147，在人成為主體的同時，卻也必須同時承受外物負累，但無論如何，吾人卻都
不能否定人是生而即為主體此一事實。在我執所造成的紛爭中，人間世或許陷於

紛亂，但人的主體地位卻日益彰顯。 
「在『語言說話』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受尼采、結構主義以及心理學

訓練148的影響下，傅柯自始即宣告「主體已死」。傅柯以為人並非生而具主體地
位，因為它的所有智識與理性能力，無一不是在其降臨世間後始受到文化環境的

洗禮而逐步構築而成。既然所有的一切都是後來在環境結構中才習得，那麼人又

何能自是的佔據先天主體地位呢？佔有主體地位的是結構，而不是人，所以沒有

「主體」這回事。不同於莊子，傅柯所要解消的不只是主體性，而是希望能連主

體也一併清除。149在傅柯的思維裏，所有的人都被以個體化的方式處理。存在的

                                                 
147 參《莊子》‧〈齊物論〉。 
148 長久以來，在心理學之主流預設裏，似乎都隱含把人當作是客體，或甚至是物體。不同於此，
假若有心理學者將人視為主體而發展理論時，它的研究成果之科學性往往就將被質疑。(參 翁開
誠 主編，《應用心理學研究》第 16期 P. 19) 
149 傅柯於此所要消滅的是「人的主體」，而非「結構的主體」。 



不是主體人，而是結構整體，而是「參與」結構的個體人。 

 
(三) 主體性的隱藏或重建 
 
  鑒於個人本於小知與我執而造成人間世的亂象之情形下，莊子主張人應消解

其主體性，一則使人我之間的紛爭減少，一則亦能讓自己可以安適於人間世中之

諸多「不得已」，避免自己受到無謂的傷害。「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

其環中，以應無窮」，消除人的主體性，就能消除我執﹔消除我執，就可以使人

我之間的對立弭平於無形。「惟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

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150，
如此而後人自能與道合一而逍遙於天地之間。 
相對於莊子，傅柯在著論晚期，囿限於自己原初理論的發展困境，在受到希

臘倫理學的啟發下，轉而藉由「自我呵護」、「自我技術」等概念，企圖重構其理

論中已行揚棄的「主體」。在早中期的傅柯，以「主體已死」的大旗同時否定了

人生而為理性主體的看法。在其中，它所否定的無疑即是「人生而即有主體性」

此一概念。但這樣的宣稱，在後來無疑造成了他的理論發展上的極大困境，是故

為填補此一理論瑕疵，並合理化過去他所主張之權力乃具生產性效果此一看法，

傅柯轉而回頭重新構築人的主體性。但遺憾的是，也許是因為傅柯的早凋，他的

這項填補還是無法完全回應他的理論中的若干矛盾，諸如假若人不具主體性，那

麼如何使其行動，尤其是反抗成為可能？這是傅柯之主體論中所必然會殘餘的疑

問，此亦為其之主體論的未盡之處。 

 
總結上述，莊子的主體論是透過將「道」與「人」的關係，以辯證方式在人

間世的基礎上進行生成與轉化鋪陳。它是一套由道之本體下衍，以為人乃是生而

即為一具主體性之主體。不過卻也是在這樣的情形下，人與人之間發生了必然的

利益之爭。要消滅這場紛爭，關鍵即在於要將人的主體性加以消解，由「人」返

「道」。只是莊子的這套主體論架構模式看似循環而完滿，還是存有一必然會面

臨的問題，那就是一個無主體性的主體，他的行為如何可能？也許莊子的自然人

性論預設可以一定程度的回應此一問題，但循此一預設而來之無政府主義推論，

又是否是莊子所期盼的呢？ 
  不同於莊子，傅柯自始即以為沒有所謂之本體存在，甚且在此概念下之人生

而具完備理性能力的說法也是值得懷疑的。在傅柯看來，人是生而不具主體性

的，他即使被稱為是「主體」，這也不過是一種個體化、客體化後的指涉。人的

主體性是後天才習得的，結構的存在先於主體人的存在，結構才是在人際互動中

的真正主體。這樣心理學色彩頗濃的主體論主張，在對個人發展的階段性認知上

當然有其意義，然而不同於此的是，傅柯卻將此一看法無限上綱為「主體已死」，

這樣在其相關之後的立論裏就造成了一些問題。並且，在其晚期雖回頭談到主體

                                                 
150 參《莊子》‧〈齊物論〉。 



性重建的自我技術，但在前述大旗的持續揮舞下，適用於分析其所關注的社會實

踐時，還是會發生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 
  莊子與傅柯的主體論與一般之現代主體論皆有所出入，甚且兩人在各自主體

論的建構理路上也是有所不同。不過有趣的是，基於兩人對於個人自由的基本關

懷，他們同時都對主體性的地位有所主張。並且也正因他們對於主客體關係的「重

讀」，在對主體性一「消解一重建」的主張中，造成了其各自由此構成的權力圖

像被視為與普遍型式權力圖像有所不同而具解構意涵的根本原因。 

 
 

第三節   小結 

 
莊子與傅柯此二位以對現實環境採反動立場而聞名的思想家，它們的出生背

景卻幾近南轅北轍。莊子一生貧苦，又生活於戰亂之中，每天都過著朝不保夕的

生活﹔傅柯家境富裕，雖亦歷經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恐怖洗禮，但其一生之物質生

活卻從未匱乏。莊子與傅柯都有從政紀錄，但莊子在短暫任職之後即對於仕途不

感興趣﹔但傅柯卻一生都對於政治抱持著高度興趣與抱負。在情感上，莊子淡然

處之，傅柯則是身陷愛欲情節的困擾。這些差異自然也就造就了兩人對各自理論

建構上以不同視野切入的原由，當然也影響了他們對於主體論與權力論的看法。 
莊子是以主體論發展史之整體為其鋪陳主軸，從道之本體論開始鋪陳，轉論

現代意義之主體觀點的生成。而後在對此一存於人間世普遍現象的批判下，主張

透過主體性之消解使人能重歸道的本體狀態，以尋求對人之全生保真的確保。相

對於此，傅柯則是以個人發展史為其關注焦點。他反對在經驗之外有一任何根本

本源存在，在心理學的傳統訓練，以及承襲尼采與結構主義的觀點下，他偏激的

宣告「主體已死」，並據此發展他的主體論。而這造成了他的理論中極為根本的

瑕疵，雖傅柯晚年意圖透過自我技術的建構重新建構人的主體性，但在極端堅持

人之「先天」主體已死的情形下，後來的補述反而更突顯了他的理論中不合理之

處。 
莊子與傅柯的生平及主體論雖有上述之不同，但兩人的最終關懷則都指向個

人自由的展現。莊子崇尚精神自由，既然人生而在人間世已為不得已之事，那麼

為了使自己無傷於人間世而能任自由，「順」與「化」是必要的。面對不得已而

無法操之於己之事，順勢處世是必要的體認﹔在遊於方外而不受制於世之處，人

心就要必須能「化」，物我始能齊一而使人我皆無傷於世。唯有「物物而不物於

物」151，則一切都將化被動為主動。在「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間，如此吾人方能逍遙而任自由。152 

                                                 
151 參《莊子》•〈山木〉。 
152 其實這樣的自由觀意識與現今一般之觀點有所不同的。於現今一般而言，「主體性」就是指涉
一種對於追求自由的覺悟。(參  翁開誠 主編，前揭期刊，第 16期 P. 19)在此一看法裏預設了人



傅柯的自由是一種存於自我孤立狀態下之主體性的展現，一種兼容於積極自

由與消極自由間之自適存在。雖然社會已被一道道的結構所切割，人在其中始終

只能退居被宰制的一方，但也正是在這樣的壓制之間，人的主體性方有培植與展

現的可能，而自由也方有發聲的機會。主體最基本的權力也就是選擇的權力，「不

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變」，因為那是我自己的生活方式，生存之道。

「不要用他們的道德尺度來衡量我們」，因為自我的生活要讓真正屬於自我的主

體性展現，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所求為何，所需為何？ 
在本章中，筆者除嘗試就莊子與傅柯之生平中可能影響其思想內容的事蹟略

加整理外，在第二部分則將主力鎖定在關於莊子與傅柯的主體論內容。總結上述

由生平、主體論到自由觀的簡述，在他們對人與外在環境的看法上，吾人應已可

初步理解兩人在不同生平與學理體驗裏，何以被殊途同歸的在權力論立論上被賦

予解構意涵的原因。在此認識奠基下，我們始有足夠的評定視野來界定與比較他

們的權力圖像之構成。 

 
 

                                                                                                                                            
要自由，唯有在人的主體性開悟後方有可能。但顯然的，莊子並不如是以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