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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真實性對新聞專業的作用 

 

做為新聞專業中的倫理主體，我的感受是分裂而矛盾的。因為感受的不一

致，促使我開始關心自己，重新看待與自己的關係，才有改變自我的可能。無論

是選擇離開記者工作或是重新定位自己的專業角色，透過自我技術的施行，記者

有機會重新將自己形構為不同的道德行動主體，不再只是依附於集體規訓下的記

者主體。 

儘管依附在集體規訓下的記者主體不見得不關心自我，但他以為的自己往往

只是他人眼中的自己，因此如何認識他人眼中的自己成為自我構成的重心。然

而，當主體不得不面對自己的倫理焦慮，因為關心自己而重新認識自己，面對倫

理情境做出個人的倫理抉擇，主體才能獲致真正的自由。 

 

一、 倫理做為一種自由的實踐 

 

（一） 關心自我先於認識自我的倫理主體 

 

在古希臘時代，關心自我是 重要的道德原則，但這個想法漸漸被忽視了，

取而代之的是認識自己，傅柯要問為什麼「認識自我」遮掩了「關心自我」？他

考察了古希臘對自我的關注，發現道德經驗的內在向度在現代文化中明顯減少，

關心自我變得愈來愈不道德，甚至被視為逃離任何可能規則的方法。 

傅柯認為有幾個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社會道德生活的轉型；現代人承

繼了基督教道德傳統中對於自我棄絕的主題，同時也繼承了世俗傳統，依賴外在

法律做為道德的基礎，所以自十六世紀後，認識自己取代了關心自己在道德上的

地位；另一方面，從笛卡兒以降的理論哲學愈來愈重視自我的知識在知識論中的

角色，強調認知主體的角色，像是康德對於自我中心的指責，逐漸使道德原則與

自我關注的肯認不能相容，自我認識的主題日漸強大， 終取代自我關注。在哲

學場域裡，真理的方法問題終究掩蓋了真實生活的倫理問題，哲學追問的是真理

的普遍可能，不再探究為了開顯真理所付出的代價（Foucault, 1982/1988: 19-30；

Gros, 2004/2006: 166-174）。 

在古希臘，對自我的知識是因為關心自我所產生的結果，在現代世界則是自

我知識建構了我們認識的基本原則，於是關心自我的主題逐漸被吸納於認識自我

之中，認識自我掩蓋了關心自我在道德生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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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對於倫理知識的探索，目的正是從「認識自己」回到「關心自己」，從

「關心自我」出發的倫理才能跳脫「認識自我」的束縛，在沒有科學知識的干擾

下，它表現為倫理知識，這也是為什麼倫理主體不需要認知主體的認證，反是使

後者成為可能的基礎，因為人的實際自由而對倫理規範的建構產生影響（蔡錚

雲，2001）。 

關心自己才構成我們成為運用倫理原則的主體，人必須在沒有清楚明晰的科

學知識做為指引的情況下做出倫理抉擇，這也是先前一再指明主體在倫理情境做

出抉擇時，必須要有付出代價的決心與採取行動的勇氣，正如 Kleinman 在《道

德的重量》一書中描述那群平凡人物的真實故事，沒有具體的道德規範作為指

引，這是倫理主體的實際自由，卻不是任意而為的自由，而是因為關心自我才使

主體獲致真正的自由。 

然而，傅柯強調關心自我先於認識自我，目的在於批判笛卡兒以降的西方理

論哲學，對於真理認識層面的關注遮掩了對於真理倫理層面的討論，但是他這種

說法並不是主張以關心自我「取代」認識自我的重要性，反而更強調關心自我與

認識自我同等重要，不應該只重視其一而忽視了另一個面向，對主體的自我構成

而言，二者無疑是同等地重要。 

 

（二） 個體的自由實踐形塑為一種倫理風格 

 

傅柯從關心自我的角度來看待倫理，與他主張的自由與存有密切相關，他在

〈關注自我的倫理做為一種自由的實踐〉（The ethic of the concern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的訪談中，說明了倫理與個體自由的關係： 

 

什麼是倫理？即使它不是自由的實踐，也該被認為是自由的實踐。自由

是倫理的存有論條件。倫理則是自由經由反思告知後所採取的慎思形

式…在希臘時代，自我的關注是以個體自由的模式出現，它被反思為一

種倫理。…關心自我的主題滲透於道德反思中，要求一種正確行為及自

由的適當實踐，以獲致對自我的認識（Foucault, 1984/1997: 284 -5）。 

 

因此，自由是存有的起點，個體必須先有自由，才有倫理可言。傅柯在此談

論的倫理自由並不等於解放自由，比較接近希臘人將關心自我的倫理視為一種自

由的實踐。傅柯在晚年強調倫理自由，並不是為了取代解放自由的重要性，二者

不相衝突，是可以同時並行的兩條途徑，他的目的只是將個體自由與倫理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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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予以問題意識化。71 

古代希臘人將自由予以問題意識化，個體自由被視為一個倫理問題。希臘人

眼中的「倫理風格」（ethos）意指一種存有模式與行為方式，這種存有方式可被

他人看見，它展現在個人的穿著、外表、行為、以及對每一件事的反應上，它是

一種具體的自由形式，為了這種自由的實踐，人對自己進行某些工作以形塑成一

種倫理風格，它是善的、美的、可敬的、值得尊重、值得被記憶與做為模範的。

關心自我本身就是倫理的，也可應用在對他人的關係上，倫理風格做為自由實踐

亦是一種關心他人的方式，對一個能管理他自己的自由人而言，倫理風格很重

要，藉此展現個體具有治理他的妻子與小孩的能力，所以它是一種治理的藝術

（the art of governing）（ibid., 286-287）。 

那麼，關心自我的倫理為什麼需要通過長期的自我修練才能成就？傅柯解

釋，這麼做的並不是要分裂主體，而是把主體與他自己聯繫在一起，這不是針對

其他人，而是針對他自己，這種與自我的關係是無條件的，並以自我為目的，它

意指一種從自身到自身的內在性，所有這些訓練旨在使自己與自己之間確立一種

穩定而安全的關係（Gros, 2001/2005: 552）。 

對傅柯而言，倫理不只是一種理論，它等同於一種實踐、一種具體化過程、

一種生活風格，所以個體必須先讓自己獲致自由，才有倫理的可能，藉由倫理技

術獲得對自我的確立，以形塑一種倫理風格，於是問題便成為：如何給個體自由

一種倫理風格的形式（a form of ethos）？這是傅柯晚期主張生存美學（aesthetics 
of existence）的由來，做為關心自我的倫理主體，因為想成為更美好的存在，他

在自由的狀態下做出選擇，透過長期的自我修練，使自己的生活呈現出一種倫理

風格，此時他本身就是他自己的藝術作品。 

傅柯同時批評當代社會把關心自我變成一種自我耽溺的行為，給它一種負面

價值，忽略了關心自我在倫理上的意涵，以及它做為自由實踐的可能。他說，從

某一時刻開始（大約發生在基督教時期），關心自我某種程度變成懷疑、不信任，

甚至被指責為一種自愛、自私、自利的形式，關心自我與關心他人變成利益相互

矛盾的兩件事，甚至要求自我犧牲以成全關心他人（Foucault, 1984/1997: 285）。 

儘管傅柯揭示了關心自我的倫理是人在與自身的關係中獲得愉悅，但它從來

不是一種滿足與快樂的自我沈思，反而必須透過苦行與節制才能獲得，關心自我

的倫理修練，與一般所謂的自戀式自省及自我耽溺截然不同，它與發生在美國加

                                                       
71 因為關心自我所獲致的倫理自由，與因為解放（liberation）獲致的自由，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於

左派的解放自由觀點認為人之所以無法獲得自由，是因為受到政治、經濟、社會力量或宰制階級

的壓迫，因此必須對抗宰制階級、去除壓迫的力量，以為如此一來人就可以重新回到他原本應有

的自由。傅柯認為，這種說法預設了人類與生俱有一種對於自我的正向關係，但這種預設並無法

經得起檢驗，人與自我具有的這種正向關係不可能是本質上存在的，而是人不斷透過自我技術的

修練，以及自我節制與苦行的過程，才可能獲得的倫理自由，因而傅柯主張的倫理自由並非是透

過反抗壓迫所得來，而是個人經由自我技術修練而來（Foucault, 1984/1997: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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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某種自省型式的發展（追尋內在真正自我的觀點）完全不同，關心自我並不是

一種自戀探尋，讓自己迷惑並陶醉於自我所失去的真相，反而是更小心地警愓自

己、節制自己，特別是讓人不要失去對他自己表象的控制，不要讓自己受到痛苦

或快感的侵襲（Gros, 2001/2005:,553）。 

至於古代的關心自我如何演變成今日的自我耽溺？古希臘倫理談論的是「個

別人」的行為處事，它與城邦制度的階段、德行相關，追求的是個人的欲望、愉

悅、行動合而為一的狀態，因此才有自我訓練與節制，以達致這種和諧的倫理狀

態，達致這種狀態的個人同時展現了一種具有治理他人的能力。但是，古希臘的

個別人不等於現代個人主義意義下的個體，當代個人主義預設了每個人都一樣，

以社會整體（亦即全部個體的集合）為考慮的前提要件，在滿足社會整體的目的

之後，才追求個人之滿足。 

傅柯用系譜回溯的歷史分析方式考察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self），從古希

臘時期追求個人的生存美學，到了斯多噶學派的後期開始逐漸變化，接著是基督

宗教以懺悔型式尋求個人淨化，進一步成為近代資本主義體制所追求的效用，以

軍隊、學校等型式的規訓， 後形成公民（citizens）的概念，也就是今日個人主

義的濫觴。從古希臘的個別人到現代公民的轉變，面對欲望與倫理具有衝突又相

關的矛盾關係，古希臘人透過自我節制來取得二者之間的平衡，現代人則將欲望

與倫理的問題分開來處理，倫理的問題交由社會規範來處理，而欲望則獨自發

展， 後逐漸演變成今日的自我耽溺或過度自戀的問題。 

基於這些緣故，傅柯重新檢討啟蒙的問題，反省啟蒙為人類帶來知識大幅進

步的同時，人所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不同於康德認為啟蒙意指人能自由運用理性

進行批判，因此問題在於必須知道什麼是知識的限制而放棄逾越，傅柯則倒過來

看，他認為當前的批判必須回到更積極的面向：必須在普遍、必然與義務當中，

看到獨特、偶發的東西，以及任意限制之產物所佔據的位置，也就是將以必然限

制為形式的批判，轉化為一種以可能逾越形式的實踐批判（a practical critique that 
takes the form of a possible transgression），他認為這種批判必須以系譜學方式進

行，目的並不是要尋找一種能夠成為科學的形上學，而是盡可能尋求能夠給予尚

未被定義的自由工作一種新的動力（Foucault, 1984: 45-46）。 

傅柯認為康德式的普遍理性批判將認知的主體性轉化為道德的主體性，使認

知的理性具有道德優先的位置，像科學理性在當代社會具有的權威性，這種過度

推崇科學理性的作法反而是不理性的作為，必須把理性放回現實條件來檢驗，用

系譜的方式理解它何以具有今天的地位，而不是將它視為本質上具有優先性。換

言之，傅柯對於康德式觀點的批評，目的是強調啟蒙的重點在於「批判」，而不

是「理性」的運用，因此他的作法並非反對理性，而是認為我們必須先檢查理性

的限制，而非直接將理性視為唯一具有道德正當性的批判立場，他所做的工作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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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一種更基進的批判，希望藉此可以讓人走出被科學知識宰制的困境。72 

不同於康德主張啟蒙的基礎在於人的「理性」，傅柯則認為啟蒙的基礎是奠

基於「身體」，他承繼尼采的想法，從考古、系譜、權力知識的脈絡來談身體，

身體不只是有機體，而是一種宰制與被宰制力量的互動，它是被動的從屬，卻也

是主動的主體化，在現實條件下，身體主體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場域，它是普遍知

識與個別存在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我們的思想、欲望、感受、動機、熱情、舉止，

正是倫理技術施展的面向（蔡錚雲，2006b）。 

因此，主體系譜學的重點不在於指出主體是什麼，而在於系譜學工作，意即

描述當代主體形成的現實條件，將主體放在現實處境下來看待，才能討論自由選

擇如何出現？也就是必須先去除道德規範對於倫理的壓抑，才有自由的向度，也

才有責任的可能。 

 

（三）倫理做為個人的美學選擇 

 

傅柯對古希臘倫理問題的關注，並不是為了提出另一種解決問題的途徑，而

是對當代問題進行系譜研究，並重新予以問題意識化（problematics），這麼做的

目的不在於返回古代的社會秩序，而是使人接近他自己與他人的方式能夠被看

見，進而對現代人提供一些可能性。他尋求的並不是將欲望主體去自然化，也不

是創造一種哲學體系，而是貢獻出一種生活形式，傅柯認為生活可能形式的元素

早已在我們的存在之中，他尋求的是從這些元素中學習與強化它們，而不是發現

或創造它們，為了標示或構想他獨特的企圖，倫理貫穿他自己的整個想法

（Foucault, 1983: 231-232; Rabinow, 1997: xxvii）。 

希臘人將倫理視為一種個人選擇，它是生存美學的問題，把「生活」（bios）

當成一種藝術的美學材料，這種想法蘊含了倫理可以成為一種非常強力的存在結

構，它不必與司法或規範體制有任何關係，它自己就是一種權威系統、一套規訓

結構。藝術不應該只屬於專業藝術家的創造，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是一件藝術

品，這種生存美學同時也帶有強烈的倫理意涵，所以傅柯會說：「我們必須把我

們自己創造成一件藝術品！」（Foucault, 1983: 235-237） 

這種倫理風格的形塑，意即個體限縮他自己的某些部分以形成他道德實踐的

對象，用來定義他自己的位置，相對於他想要遵從的概念，他決定成為某種存有

                                                       
72 傅柯認為，在啟蒙之後，人不見了，只剩下主體的位置，而且只是知識主體與道德主體，不

再是個人價值選擇的問題，而以集體意識為依歸，在倫理道德層面只剩下服從與否的問題，而沒

有創造價值的空間，但後者才是倫理的真正意涵，因此傅柯所做的工作是一種不以形上學為本位

的人文技術，不用形上學的方式來解釋人是什麼，而是回到人存在的現實條件上（蔡錚雲，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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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這一切的自我修練都是為了成就他的道德目標（Foucault,1984/1990: 28）。

這是何以傅柯推崇生存美學做為倫理的自由實踐，它帶來的是一種美學上崇高的

可能，而不是要求眾人皆應效仿的道德理想。 

新聞專業的倫理系譜學描述了記者如何在日常實踐中將自己打造為主體的

過程，除了將規訓機構的集體意識內化為自己所追求的目標，它也可以是一種個

人的美學選擇。在兩種屈從模式之間，沒有那一種自我構成方式比另一種更有道

德優越性，這是倫理主體的真正自由，個體必須自行做出抉擇。透過描述記者內

在主體化的過程，使人們覺察到宰制技術與自我技術對於主體形構的作用，希望

藉此讓人有更多的反思空間，甚至能夠重新經歷對自我的關係。 

當我重新面對與我自己的關係，讓我意識到除了服從普遍理性之外，我也可

以將新聞記者工作變成個人的美學選擇，一旦我覺察到還有其他屈從模式的可

能，我便能坦然面對倫理焦慮，我可以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去實踐新聞專業的理

想，也願意承擔倫理抉擇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二、 真理意志與真理 

 

一般對真理（truth）的討論，通常將「真」視為認知對象，關注焦點在於如

何找出真實、真相、真理的方法；這種探究方式經常忽視了對於真理的追求，「求

真」是一個主體追求價值所採取的行動，這個行動包含了倫理面向，也就是主體

為了追求真實必須付出的代價，因此真理才成為一種有德行意義的價值。 

 

（一） 倫理實體就是真理意志  

 

記者在現實處境下想要報導真相卻不可得，他感到良心不安與焦慮，促使他

努力採取作為來改變現狀，他的良心便是將他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的可能所在。

這個良心不安就是傅柯在自我關係中所說的倫理實體，Rabinow（1997: xxix）更

直言，倫理實體就是貫穿傅柯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 

倫理實體意指個體必須建構他自身的某個部分，做為他道德行動的初始物

質，對傅柯而言，這就是對真理的意志。他在法蘭西學院第一年（1970-1971）

的授課主題為「知識意志」（The will to knowledge），他在當年度的講綱中說明他

工作的大致目標包括了經驗知識（knowledge[savoir]）與科學知識（learning 
[connaissance]）之間的區分；以及知識意志（the will to knowledge[savoir]）與

真理意志（the will to truth [vérité]）之間的差異；主體的位置，或主體對於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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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的關係（Foucault, 1970/1997: 12）。 73 

傅柯持續他對知識意志的分析，將它置放在不同的框架內，指出各種排除系

統的功能，以及它與科學分類的連結，藉以分辨排除系統的形構過程；但真理意

志在他的作品裡維持較模糊的面貌，許多時候，他強烈對比真理意志與知識意

志；但幾乎同時，它們經常又被放在一起談論，傅柯並沒有建立一個清楚的概念

框架來發展這二者之間的對比（Rabinow, 1997: xii-xiii）。 

相較於知識意志，傅柯對真理意志是什麼說得非常少。我們只能從某些作品

片段來掌握傅柯所關心的真理意志是什麼，試圖理解何以它是貫穿傅柯思想的核

心概念。 

 

（二） 真理掩蓋了真理意志 

 

傅柯對真理意志的探詢，可從他 1970 年就職於法蘭西學院時所發表的演講

〈Orders of discourse〉窺得一些端倪，這篇講稿後來收錄在《知識考古學》（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的附錄〈The discourse of language〉，它是傅柯從考古

學轉向系譜學發展的重要作品，他在當中提到了為什麼關注真理意志的問題： 

 

一個人如何能理性地比較真理的限制（constraints）與那些其他的區分，

像是在起源中的任意性，假如它不是由歷史偶然性所發展出來的，也不

只是在一種持續的流動狀態下可修正的，而是由強加於它的機構系統所

支持與操縱的，那麼在限制、元素、甚至是暴力的情況下，一個人如何

能夠理性地比較真理的限制？ 

的確，做為一個命題，真假的區分既非是任意的，也不是可修正的，

亦不是機構化的，也不是暴力的。然而，將這個問題用不同的話來問：

貫穿我們的論述，歷經數個世紀，究竟什麼是真理意志？或者，假如我

們問什麼是真理意志的一般形式？這種區分產生了我們對知識的意

                                                       
73 傅柯藉由亞里斯多德與尼采的觀點來對比知識意志與真理意志這兩種意志，他在法蘭西學院

的第一年課程討論了古代真理如何建立在正義的脈絡下，並區分了這二種意志：對亞里斯多德而

言，在感官、愉悅、知道與真理之間有一種本質上先在的和諧狀態，想要知道的欲望是來自人類

的天性。相對於亞里斯多德的自然主義，尼采的知識並不是一種普遍的佔用，而是一種創造，以

掩蓋卑鄙的直覺、興趣、欲望與恐懼，這些驅力與世界並沒有先在的和諧，只有偶然、暫時的，

且是想欺騙意志的卑鄙產物，因此知識不是自然的，而是一系列鬥爭，它總是次要於更原初的鬥

爭。傅柯選擇了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而非他的形上學，並結合亞里斯多德與尼采的說法來發展他

的倫理學（Foucault, 1970/1997:11-12; Rabinow, 1997: xii-xiiv）。 

 119



志？然後，我們也許能在發展的過程裡分辨像是排除系統的東西（歷史

的、可修正的、機構限制的）（Foucault, 1970/1972: 217-218） 。 

 

真理做為一個命題，其真假區分是清楚明確的，但在現實處境下，真理論述

是經由各種排除系統所產生，這些排除系統又是由知識意志所驅使而建立的各種

知識分類系統，這些知識系統下的真理論述（true discourse）本身並不是真理，

多只是真理政權（truth regimes）的一部分。傅柯認為，知識意志卻是由於真

理意志而成為可能，因為人對於真理的意志使他想要去區分，才產生了我們對知

識的意志進而生產知識，希望透過知識得以更接近真理，因此真理意志是一切知

識得以可能的 根本條件，所以他才要追問：究竟什麼是真理意志？或者什麼是

它的一般形式？ 

倘若誠如傅柯所言，真理意志促成了對知識的意志以及知識系統的建立，那

麼為什麼當代社會只重視如何區辨知識的真偽，卻不討論真理意志對真理的作用

呢？傅柯進一步說明為什麼人們通常只看到真理論述，卻沒有看到在背後發揮作

用的真理意志： 

  

真理意志及其興衰變化，被真理自身及其必然的開展所遮蔽了。這個理

由也許是自希臘時期以來，真理論述不再對應於欲望，或是不用對應於

真理意志中所施展的權力，倘若沒有欲望與權力，那麼在真理論述中想

要說出來的意志究竟是什麼在作用？真理論述從欲望與權力的形式本

質被釋放出來，它無能認識到滲透於真理論述自身中的真理意志；而真

理意志早已強加自身於我們身上如此之久，以致於尋求去揭露它的真

理，不可能不去遮掩它（ibid., 219）。 

 

 這意謂著當代對於認識真理的關心（人如何能認識真理？）掩蓋了真理意志

的作用（人為什麼想要追求真理？），並且盡可能排除了真理論述當中的權力與

欲望，卻使得真理論述無法認識到滲透它自身的真理意志。 

Habermas 如此詮釋傅柯對於真理意志的追問：「真理是一個排除的內在機

制，因為真理只有在它當中所隱藏的真理意志存在的條件下才會產生作用。…幾

乎不存在使真理自身得以可能的結構，人只能詢問關於意志的作用，真理意志在

其中得到表達，關於此一意志的系譜學來自權力實踐的某種網絡。」（Habermas, 
1987/1994: 56） 

換言之，真理並無法單獨存在於現實之中，唯有在人們想要真理（真理意志

存在）的現實條件下，我們才能有效討論什麼是真理；弔詭的是，我們卻無法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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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說出真理意志是什麼，因為當我們揭露真理，這種意志又被掩蓋在真理論述之

下，因此我們只能詢問關於意志的作用，從中看到真理意志的表達。這也是為什

麼傅柯中期以後透過系譜學來描述權力知識的運作，藉此探詢真理與真理意志的

關係，重新將真理論述真假值的問題予以問題意識化。 

在現實中討論真理，不能不面對真理意志的問題，這與邏輯上討論真理的方

式不同。就邏輯命題的討論而言，真理與否是一個認知問題，必須要有清楚的檢

驗標準來判定真假值；但在現實條件下的真理，因為有真理意志的存在才使得實

然下的真理得以可能，所以它既是認知也是倫理的問題。人追求真理不是為了自

己的欲望滿足，而是對真理無條件的意志與熱情，它是被倫理感受召喚的一種被

動的主動行為，使個人自願付出代價去追求真理。因此，求真是一種倫理態度，

人因為關心自我而追求真理，真理意志促使人將自己打造為倫理主體。 

真理意志具有倫理面向，正是真理意志與知識意志不同之處。知識意志關切

的是權力知識的運用如何產生效果，也就是傅柯談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

的問題，探討的是人如何在權力知識的治理中尋求自主性，使人得以自主地判斷

與運用權力知識。但是，權力知識的運用本身沒有價值上的好壞對錯，而是由效

果來決定，像是「規訓」就是一種知識意志的問題；相對地，真理意志必須從倫

理層面來看，它代表的是人所追求的應然層面，必須有價值的介入做為判斷好壞

對錯的依據，不能只是考量權力知識的實效與否，而必須考慮在其中作用的真理

意志，意即人們施展權力知識所追求的價值目的為何，所以真理意志才會是一個

倫理的問題。 

真理意志做為個體的倫理實體，它必然是個別的，意指個體本身對於真理的

追求。真理與真理意志之間的關係是透過主體關連起來，因為主體必須依賴真理

來檢驗此一意志所達致的實際效用，亦即主體運用普遍知識來檢驗自己在現實經

驗中所追求的是否更接近真理、是否更符合倫理的目的，真理意志促使人為了追

求真理而不斷地自我修練，它代表的是我自己與真理的關係。  

然而，當代社會重視認識自己先於關心自己，人們關心的是權力知識產生的

實際效用，知識意志驅使人們不斷地產生更多的知識，達成更大的效益， 終使

得真理意志又隱藏在知識意志之下。正如傅柯所言：「在真理意志對知識主體無

可避免的犧牲中，我們也失去了限制的所有意義與對真理的所有宣稱。」（Foucault, 
1971/1984: 95）他所強調的是一旦沒有了真理意志，人也就不可能逾越限制去創

造出新的真理，那麼真理也不再具有它所宣稱的作用。 

從傅柯的觀點來看，我們在現實中所見、被討論的 多只是真理論述，它們

是各種排除系統的知識或是其他的真理宣稱，這些知識之所以出現是由於知識意

志的緣故，知識意志又是由真理意志所產生。由於看到真理意志在現實中的作

用，傅柯必須設定有一個真理存在，儘管這個真理是永遠達不到的目標，但它具

有指引人們解決問題的作用，因此追求真理同時具有求真與求善的目的，因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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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志的作用，促使人們不斷地追求真理而生產知識，才能不斷逾越知識的限制。 

系譜學工作正是要挽救被掩蓋在真理論述之下的真理意志，透過系譜的描述

讓我們看到主體為了追求真理所付出的代價，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驅使人們運

用權力知識去行使善的目的。正是因為人關心自己而想要認識自己，希望將真理

賦予自己，於是無條件地追求真理，這才是主體自願進行自我修練的動機與目

的，為了追求真理，人將自己形構為倫理主體。 

 

（三） 自我與真理的關係分離 

 

傅柯認為，真理意志之所以被真理論述掩蓋，乃是因為當代人重視認識自

我，忽略了關心自我在道德生活的重要性。那麼自我與真理的關係如何在歷史中

產生斷裂？他是這麼解釋： 

 

在古希臘的傳統裡，自我的實踐、禁欲的實踐與世界的知識密切連在一

起，主體要接近真理，他一定得先對自己行使一種能夠使他自己認識真

理的作用。…在歐洲文化中，直到十六世紀，問題始終是：「我對自己

應做怎樣的努力才能夠、有資格達到真理？」換句話說，真理是一個代

價，沒有苦行便達不到真理。 

 我認為，笛卡兒打破此一傳統，他說：「想要獲得真理，只要我是

任何一個可以看到證據是什麼的主體就行了。」證據的自明性在此取代

了苦行，這一點正是對自我的關係與對他人、對世界關係的交會點。對

自我的關係不再需要透過苦行以獲致對真理的關係。只要對自我的關係

能向我揭露我所看到的明顯真理，讓我可以明確理解真理，這就夠了。

因此，我可以是不夠道德的（immoral）而知道真理。我相信這一個觀

點或多或少是被先前的文化所拒絕。 

在笛卡兒之前，人們不可能是不夠純潔、不夠道德而能知道真理；

對笛卡兒而言，直接的明證性就夠了。在笛卡兒之後，我們就有了一個

非禁欲式的知識主體。這一個改變使得現代科學的建制化得以可能

（Foucault , 1983: 251-252） 

 

 在古希臘，真理與自我是緊密相連的，那個時候不存在真理意志被真理掩蓋

的問題，主體想要接近真理必須付出苦行的代價，一個有道德的人才能獲致真

理，當一個人擁有某種道德品質，那就是他接近真理的證明。傅柯認為，笛卡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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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降的哲學強調真理的自明性，看重知識主體的角色，打破真理與個人信念必須

緊密連接的關係，於是問題變成：我如何看到真理的自明性？討論真理與否只剩

下認知的問題，而與說出真理的人本身的道德品質無關。 

 此一分野使得知識層面的求真與倫理層面的求善，逐漸成為涇渭分明的兩種

領域，造成的結果是：人們討論知識的真假，卻不討論知識的善惡與否，使知識

之為用可以為善，亦可為惡，我們卻無從透過對知識的討論來指出倫理的善惡；

相反地，面對倫理的應然期許，在現實處境中的人們只能以崇高的道德理想為目

標，以不違反規範為底線，多數人無法達成崇高的道德理想，只能退而求其次以

不違反規範為行事準則，真理在此失去了指引人們日常行事求善的目的，也無法

幫助人們形塑道德生活的獨特樣貌。 

傅柯晚年致力於倫理的探究，正是企圖把真理與個人信念的關係重新連結起

來，做為關心自我的倫理主體，人願意付出代價追求真理，勇於揭露自我與真理

的關係，我們才能看見真理意志對於真理論述的作用，於是說真話成為一種倫理

問題，它是一種個人的美學選擇，也是倫理的自由實踐。 

 

（四） 說真話的人 

 

 在傅柯過世後坊間出版了一本小書《傅柯說真話》（Fearless speech），這是

他 1983 年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六場講課，由聽者記下的筆記與錄音彙編而成，

他在講課中說明他研究古希臘 Parrhesia 的想法，雖然這篇文本並未經過傅柯本

人的許可與更正，但可以從中一探傅柯對於「說真話」問題的關心。 

傅柯在這系列講課指明他研究Parrhesia的目的：「我的意圖並不是要處理真

理的問題，而是說真話者的問題，或是問真話做為一種活動的問題。」（Foucault, 
2001: 169）傅柯將說真話的活動予以問題意識化，由此延伸的問題像是：誰能說

真話？（使一個人能說真話的道德條件是什麼？）關於那些主題說真話很重要？

說真話的後果是什麼？說真話的活動與權力的施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74 

                                                       
74 這四個問題是圍繞在蘇格拉底時期哲學討論的主要問題，但真理的問題化也標示著前蘇格拉

底哲學的結束與另一種哲學的開始。真理的問題化有二個主要面向：一邊關心的是決定一個陳述

是否為真時，要確認推論的過程是正確的；另一邊關心的是：說真話、知道真理、說真話的人、

以及如何辨識出說真話的人，他對社會的重要是什麼。前者可稱為「真理的分析學」、後者則是

西方「批判」的傳統（Foucault, 2001: 169-170）。 

傅柯在此所指的「批判」是一個倫理層面的問題，而不是「真理分析學」探討的是認知層面

的問題，但是西方的批判傳統又是建立於知識的基礎上，現代的真理分析學卻只重視理性的面

向，意即邏輯推論的一致性，這使得用以批判的知識也必須是以理性為基礎的知識，於是造成了

一種困境：如何以理性去批判理性自身呢？這也是後現代對於現代性的批評，試圖從非理性的角

度來進行批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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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他對古希臘 parrhesia（說真話）及 parrhesiastes（說真話的人）之研究

結果，傅柯指出 Parrhesia 有幾個特色，包括坦率（frankness）、真理（truth）、危

險（danger）、批評（criticism）、義務（duty），它們的內涵分別是： 

坦率：parrhesia意指說話者與他所說的話之間的關係，他所說的就是他自己

的意見，他不使用修辭術，也不隱藏任何事情，他透過言說向他人完全開放自己

的感受與意見。parrhesia的發聲者既是發聲的主體，也是被表達內容的主體，他

所談論的意見主體就是他自己（ibid., 12-13）。75 

真理：當parrhesiastes說出真相，因為他知道它是真的，它也確實是真的，

他不但真誠且說出他的意見，所以他的意見也是真理，他說出他知道為真的事。

對parrhesia而言，信念（belief）與真理總是嚴格一致，這個一致並不是在心智經

驗（認知活動）中產生的，而是在說真話的口語活動中產生。假使有什麼可以證

明parrhesiastes的真誠（sincerity），那就是他的勇氣，假使說話者說了什麼危險的

話，像是與多數人信念相違背，那就暗示了他可能就是parrhesiastes（ ibid., 
13-15）。76 

危險：只有當說真話有風險或危險時，我們才說某人可被視為parrhesiastes，

這個風險不一定是生命危險，也可能是說真話觸怒朋友，所以說真話與面對危險

的勇氣相關。在極端的情況下，說真話可能會危及生命，因此parrhesiastes首先

選擇了一種對自己的特殊關係：寧願自己做一個說真話的人，也不要做一個對自

己虛偽的活人（ibid., 15-17）。 

批評：危險總是來自說真話會傷害或激怒對話者，parrhesia可視為說真話者

與對話者之間的遊戲，但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在對別人表明真相，而是在批評，批

評對話者或講者自己以幫助他人或自己改善。相對於對話者，parrhesiastes總是

處於權力的劣勢位置，parrhesia經常是由下而上的批評（ibid., 17-19）。 

義務：對parrhesia而言，說真話是一種義務，他其實有保持沈默的自由，沒

人逼他這麼做，但是他感到自己有義務這麼做。另一方面，若某人被強迫說真話

（如：法官逼問犯人說真話），他不會被視為parrhesia，唯有他自願說出真話，

才被視為parrhesia的表現（ibid., 19-20）。 

綜合這幾個特點，parrhesia 做為一種口語活動，說真話的人在其中表達了他

與真理具有的獨特個人關係，他冒著危險說真話是因為他將說真話視為一種義

務，說出真話是為了幫助他人或自己改善。在說真話的過程裡，說者表現了他的

                                                       
75 在討論一個陳述時，必須區分說話主體（speaking subject）與表達內容的主詞（subject）之別，

當討論命題是否為真時，通常只針對表達內容的主詞進行討論，而忽視說話的主體。但對說真話

的人而言，這二者是合一的（ibid., 12-13）。 
76 有人問：我們怎麼知道某人是說真話的人？這個問題可分為二個層次：一是我們如何辨識出

特定的人？二是我們如何知道他所說是真話？前者對古希臘人很重要，很多當時哲學家都明確討

論這個問題，但後者卻是當代才會有的懷疑論問題，對希臘人反而是很陌生的（ib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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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他選擇坦白而不是勸服，選擇真理而不要虛假或沈默，選擇死亡風險而不

要安穩生存，選擇批評而不要逢迎，選擇道德義務而不要自利或道德冷感。因此，

希臘人把哲學視為一種生活技藝，在哲學面向的 parrhesia 必然與關懷自我相關

（ibid., 20-24）。 

為了讓自己成為說真話的人，人必須不斷地自我修練。傅柯強調，在哲學自

我修練中的禁欲實踐，不同於基督宗教的禁欲活動，它的終極目標不是放棄自

己，而是為了以 明確、 有力、 連續、 堅定的方式把自身確立為自我生存

的目的，在哲學修練的苦行中，問題不在於我們必須否定、犧牲自己存在的某部

分或重新安排某方面的順序，而是為了讓自己獲得一種不曾有過的東西，這個自

身所沒有的東西，就是培養自己具有一種抵禦生活中任何可能發生事件的裝備，

也就是希臘人所說的 paraskeuê，苦行目的就是培養 paraskeuê，以便主體塑造自

己，並且把個體與真理聯繫起來（Foucault, 2001/2005: 346-347）。 

因此，哲學的自我修練與苦行是為了讓人獲得真理的話語，因為在人生的任

何情況、事件或變故下，人都需要真話來確立與自身適當、完滿的體系，透過修

練與苦行，人讓真理便成他自己的真理，讓他自己成為說真話的主體，就是這種

修練的核心所在。在這種說真話主體修練的 初階段，就是有關聽、讀與寫、說

的所有技藝，首先是聆聽（被動地聆聽他人，以收集所聽到的瑣碎真理）、然後

是讀與寫（記下他所聽到與讀到的瑣碎真理，經由沈思與反覆重讀，在彙整成文

字的過程中達到自我的建構）、 後才是說（說真話的主體在言說中能夠說出真

理）（ibid., 347-349; Foucault, 1983: 245-247）。 

人要將自己塑造成能夠說真話的人，必須經過長期修練才能獲致這樣的裝

備，他把真理變成他自己的真理，他才能說出真話，並且確認自己所說為真，因

為擁有真理，就同時擁有面對死亡的勇氣，也有付出代價的決心。對傅柯而言，

parrhesia 便是將關心自我做為一種倫理的自由實踐，在實踐中建立自我與真理的

關係，創造獨特的倫理風格。 

 

（五） 既是普遍又是個別的真理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理解何以真理既是普遍的，也是個別的。就知識論的角

度來看，真理是普遍的，即便它不是宇宙的普遍真理，也是局部的普遍真理；落

在現實條件下，真理也是個別的，它總是關聯到我自己與真理的關係。 

面對真理的普遍性與個別性之間的矛盾，一般科學知識企圖用知識的普遍性

來處理現實處境的個別狀況，但這種處理方式往往只能處理個別狀況之間的相

同，而忽視它們之間的相異，甚至把某些差異視為例外，排除在理論解釋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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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之外。傅柯、德希達等當代思想家反對這樣的作法，認為這樣做無疑是抹除

了差異，也等於抹煞了人存在的個別處境，因而後現代哲學強調差異，正是要保

留人存在處境的獨特性（singularity）。面對普遍性與個別性之間的弔詭，傅柯試

圖透過真理意志來連接真理的普遍性與現實處境下主體與真理關係的個別性，而

真理意志的作用只能透過系譜學的方式予以表達。 

傅柯所強調的真理意志，與本文先前引用英國哲學家 Bernard Williams 談論

的真實性（truthfulness）密切相關，這兩位哲學家的思想都深受尼采影響，正是

尼采發現了真理意志的問題。關於真理意志或真實性的問題，本文也以尼采在《快

樂的科學》（The gay science）中 常被引用的一段話來做為本節的總結：   

 

對真理無條件的意志，這是什麼？它是一種不允許自己被騙的意志嗎？

或者它是不去欺騙的意志嗎？…假使「我不要讓我自己被騙」可視為包

括在「我不想要欺騙」普遍情況下的一種特殊例子。…最終，真理意志

不是意謂「我不要讓我自己被欺騙」，而是站在道德的基礎上，我不會

去欺騙，甚至是對我自己（Nietzshe, 1974:281-282）。77 

 

 終，真理意志驅使我去追尋真理，這麼做不是因為追求真理可以交換任何

條件，單純地只是因為我不想要欺騙，甚至是不欺騙我自己，因此真理意志才能

成為一種倫理的動力，因為我想要真理而不想欺騙，我願意面對我與自己的關

係，也願意付出代價追求真理。 

 

三、 追求真實性的倫理主體 

 

有人認為傅柯的倫理系譜學只處理個人倫理（personal ethics）的問題，而未

處理社會倫理（social ethics）的問題，亦即他只談了關心自我（the care of self），

卻鮮少談論關心他人（the care of the others）。由於傅柯並未充分完成他的倫理系

譜學，我們無法推測他究竟會如何處理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理之間的衝突關係，僅

能從他談論古希臘的友誼、對妻子的關心，推測其中隱含著因為關心自我進而關

心他人的想法。78 

                                                       
77 傅柯在《愉悅的運用》的某一版本的序中引用了尼采的這段話，Williams 則是在《真理與真實

性》的第一章 末引用了相同的話。 
78 傅柯在晚年曾經簡單談過「友誼」的問題，可視為一種關心他人的方式（Foucault, 1981/1997）； 
在性史第三卷《對自我的關照》也談及希臘人與妻子的關係（Foucault,1984/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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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本文將真理論述與真理意志放在新聞專業的場域來探討，不能不討論

社會倫理的問題，新聞論述必然涉及新聞記者與其他人的關係，包括他的同事、

主管、消息來源、觀眾，這些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如何影響倫理主體，促使他的真

理意志作用於新聞論述之上？ 

儘管有人認為新聞論述只是資訊的發送，而與真理無關。不可否認，現今很

多新聞報導都屬於資訊的發佈，它與真理無關，像是油價上漲一元、氣溫下降五

度這類新聞就是一種資訊發佈，但這些資訊發佈不一定需要記者來做，只要公開

發佈在大眾經常接觸的媒體管道，像是 Yahoo!等入口網站，人們便可獲得這些

與生活相關的資訊。倘若將新聞論述視為資訊的發佈，人們所問的是資訊是否「精

確」（exactness），通常有個客觀依據或資料可供人們查詢與確認精確的程度，就

算不可能達到絕對精確，至少有個可以追蹤的查詢依據。 

然而，造成當今新聞媒體亂象的問題通常不是因為資訊不夠精確，而是新聞

報導任意將事實片段組織起來並妄下斷語，所以人們認為新聞扭曲、斷章取義

等，無法達到真理論述的要求，此時人們關切的是新聞做為真理論述是否「正確」

（accuracy），而正確與否是真理論述才具有的品質。相較之下，新聞資訊不夠精

確，記者容易更正或補救，但新聞論述不夠正確，就不只是俢正資訊精確程度就

能解決的問題。 

因此，對於新聞究竟是資訊還是真理論述的爭論，並不是非 A 即 B 的選項，

而是真理論述包含了資訊的面向，更具體的說，準確的資訊（或確切的事實證據）

是新聞論述成為真理論述的必要條件，但它不是充分條件，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

述，必須經由主體的判斷與推論得以建立事實或資訊之間的關聯性，才能達到或

至少接近真理論述所要求的正確品質。 

本節將透過新聞論述與真理論述的交錯複雜關係，探詢真理意志如何對新聞

論述發生作用？對新聞專業而言，做為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意謂什麼？ 

 

（一） 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對新聞記者而言 

 

當人們說：「新聞應該追求報導真相。」我們已經將它視為一種真理論述，

不只希望新聞論述的內容為真，也希望新聞論述的動機為善，人們對於新聞論述

的期待在認知與倫理的層面是緊密相關，因此可以用真實性的兩個 基本德行：

正確（accuracy）與真誠（sincerity）來檢驗新聞論述是否為真理論述。 

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一方面它必須力求正確，記者必須盡可能查證，以

經得起內在與外在標準的檢驗，像是新聞論述的內容是否與外在資料或客觀數據

一致？根據事實所建立的推論是否合乎邏輯？新聞論述所陳述的主張能否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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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社群檢驗，它再現的真實是否盡可能符合社會真實？另一方面，對於新聞記者

的真誠與否，我們所問的是記者是否盡心盡力地查證與尋求真相？記者是否有所

隱瞞或欺騙？他是否真誠地報導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內容？ 

為了使新聞論述接近真理論述，新聞專業發展出各種新聞常規與操作程序以

確保新聞論述為真，像是多方查證、平衡報導、客觀中立、檢討記者與消息來源

的關係、強調客觀語言的使用。雖然保持中立隱含了某種為善的目的：我不偏袒

任何一方，但新聞論述在程序操作上卻強調客觀語言的使用，試圖排除記者主觀

的介入，以達到客觀知識型式的要求。 

那麼，如何確保新聞論述追求善的目的？我們並無法依賴新聞論述為真做為

保證。當媒體拍到名人偷情的照片，即使照片為真，卻無法保證媒體的報導動機

為善，媒體報導真是為了大眾知的權益嗎？還是只為了促進媒體的銷量？當我們

希望新聞論述為善，當代社會卻只能依賴社會的集體規訓做為追求善的依靠：透

過社會集體道德意識的規訓，要求新聞記者以追求善為目標；或是透過法律及道

德規範制約，要求新聞報導不能為惡。 

外在的規約方式或許能限制新聞論述不要逾越道德規範界線，卻無法促成新

聞論述主動求善。當媒體因為新聞造假被外界指責，儘管媒體主管與記者都為此

公開向大眾道歉，承諾以後不會再犯，但是這個「不會再犯」意指他們日後處理

新聞會更小心，不會再觸犯道德規範的底線，卻無法保證他們會主動求善。 

其實，求真與求善兩種目的長久以來一直隱含在新聞專業與傳播學術的討論

裡，但是在實證主義社會科學強調知識客觀性的典範下，研究者往往只看到前者

的重要性（如何判斷真假），而忽視後者的重要性。 

我在第參章分析新聞報導中的「真實」時指出，用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分析新

聞論述所建構的真實，總是預設了有一種「更好」的真實存在。從知識論立場來

看，這是一種相對主義的觀點，缺乏絕對真實做為參照標準，當人們說某種論述

比另一種論述更真，是因為從不同視角來看的緣故，當事件的不同參與者對同一

事件認定的真實不同，我們又如何斷定誰說的更接近真實呢？ 

從倫理層面來看，追求「更好」的媒介真實就是新聞論述追求善的表現，因

此新聞論述不再是沒有固定方向，隨著權力知識變化的真理論述，而是朝向善的

目的而努力的真理論述。面對不同意識型態所建構的新聞論述，二者都是社會建

構的真理論述，一旦彼此矛盾，沒有絕對的歷史真相做為檢驗依據，儘管我們無

法衡量那一種新聞論述比另一種更真，但我們卻能從追求善的目的來評斷新聞論

述的好壞。 

就當代媒體文化的現實條件來看，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所面對的挑戰更為

嚴苛，面對宣稱真實的新聞影像只是能指不斷重組、符號相互指涉的結果，人們

難以從中區辨真假，這卻是我們今日不得不面對的現實處境，多數時刻我們都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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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透過媒體做為中介來認識世界與他人，甚至是認識自我。失去絕對的外在真實

做為參照，我們將如何判斷新聞論述是否為真？  

面對商業媒體追求功利的競爭壓力，崇高道德理想的瓦解，儘管新聞論述追

求善的目的並未全然消失，但它往往被壓在機構集體意識的底層，人們總以解決

現實問題為優先，將求善的目的擺在 後，媒體機構總是以先解決營收下滑等生

存問題為藉口，等到解決生存危機之後再來追求善，但是倘若新聞媒體營收下滑

是一個無法抵抗的趨勢，要等到何時他們才願意主動求善呢？ 

當前新聞媒體的問題，某種程度是因為新聞論述求真目的與求善目的分離所

造成的困境，這也是當代科學知識的發展將認知層面與倫理層面分開來處理的結

果。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其求善目的已無法藉由社會集體規訓予以保障，我

們無法依賴崇高的道德理想說服新聞記者投入求真的理想，唯有訴諸個人的價值

創造，才可能達成倫理層面求善的目的。 

對記者而言，當他想要報導真相卻無法說出真相，因為倫理焦慮開始關心自

己，迫使他不得不以任何方式說出真相，甚至願意付出說真話的代價，這個代價

也許是沒有符合媒體偏好而失去升遷機會，甚至因此離開原有的媒體機構。在這

個過程中，當記者重新面對與他自己的關係，省思自己究竟想成為什麼樣的記

者，因為倫理自由而做出選擇，他至少能夠心甘情願地面對他自己的選擇。 

 新聞論述做為一種專業論述，它所宣稱的「真」必須經得起專業社群的檢驗，

意即必須經由再三查證、交互確認的程序來確保為真理論述。但是原本為了確認

新聞論述是否為真的程序，今日卻變質為「新聞採訪報導活動的儀式化」，檢驗

程序被分割為個別片段以方便新聞媒體生產出事實碎片，某些照片、事實描述也

許個別為真，卻缺乏適當推論與演繹建立彼此關連性，它們甚至無法構成一個完

整論述，更別說它們能達到真理論述的要求。 

因此，標準化的操作程序並無法保障新聞論述為真（或提高它的真實品質），

唯有個別記者真理意志的作用才能努力求真，當記者追求報導真相，願意真誠地

向大眾報導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努力使個別事實片段構成有意義的真理論述，此

時人們才可能透過某種標準來檢驗它是否接近真理，也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才使

得這個檢驗發揮真正的效果。 

 當記者面臨專業工作上的倫理焦慮，迫使他面對與他自己的關係，因為關心

自我而自由做出抉擇，一旦他選擇努力追求新聞真相，就等於接受記者角色在當

代社會中與他人的關係，他必然能夠真誠地面對自己，坦白說出他所看見的真

相，他也會願意接受專業社群所設定的遊戲規則，就真理論述的檢驗標準與社群

產生論辯與對話。他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使自己的報導更接近真理，而不是為了

獲得他人的肯認來肯定自己。 

用尼采的話來總結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的意義，真實性對於新聞專業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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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正如尼采所說的是「我不想要欺騙的意志」，因為不想要欺騙，記者願意努力

追求真相。 

 

（二） 真理論述做為新聞論述：對一般觀眾而言 

 

從新聞論述的另一端來看，對一般觀眾而言，真實性又意謂什麼？用尼采的

話來說，它正是「我不想讓我自己被欺騙」的意志，這正是今天一般觀眾對於新

聞論述的態度。 

當媒體為了特定目的選擇性報導真相，或者以「真實」為號召的新聞報導充

斥著炒作、誇大、造假、扭曲的內容，媒體宣稱那些報導內容都是「真相」，觀

眾在觀看過後卻覺得自己被欺騙，感到氣憤、不滿、要求媒體改善，今日大眾對

於新聞媒體的種種批評，來自人們不想讓自己被欺騙的意志，它是一種真理意志

的作用。 

這種意志促使人們指責新聞媒體不該欺騙，同時要求他律與自律組織加強規

範與查核。但這兩種作法 多只能促使讓新聞媒體改善建構「真理論述」的技巧

（減少被發現造假的機會），或是遊走法律與道德規範的邊緣（避免違反司法規

範被處罰），實際上對於增進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的真實品質幫助不大。做為

新聞論述的觀眾究竟該怎麼做才能讓自己不再被騙？為了讓自己不被欺騙，許多

人選擇拒絕相信或懷疑大眾媒體的新聞報導，但這麼做只是真理意志的消極作

用，且在現代社會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不信任，我們必須信任某人才能使日常生活

繼續運作，於是問題變成：我們到底應該信任誰能為我們說出真相？ 

從積極面來看真理意志的作用：我不想讓自己被欺騙的意志，放在日常生活

裡不應該是我不信任任何事，而是我努力去找出值得信任（trustworthy）的人，

意即能夠說出真理論述的人。在這個意義下，觀眾做為想知道真相的人，他會努

力找出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這個值得信任的人不見得是傳統的大眾媒體記者，

他可以是獨立記者、某些特定議題的部落格，只要他是能說出真話的人，就有資

格成為值得信任的人。那麼，進一步的問題是：我怎麼知道這個新聞來源是值得

信任的？ 

過去我們將這個問題交由社會集體共同決定，依賴權威機構來判斷與確保某

人是否值得信任，於是新聞來源（個別記者）是否值得信任轉化為媒體機構（某

家報紙、某個電視台）是否可信的問題，可信度（creditability）往往與名聲相關，

媒體機構為了確保自己的可信度或名聲，會加強對於個別記者新聞報導的查核與

把關，檢驗其中是否有造假或不真實的情況，但這種查核的作為不是媒介組織為

了追求真理，而是為了保有名聲。一旦查出記者報導不實或新聞造假，則由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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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做為判定者與處罰者，包括輿論的譴責在內，它們都代表著社會集體規訓對

於個別記者報導新聞論述的規約力量。 

經過層層機構的監督與把關之後，人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減少自己被欺騙的機

會，但事實未必如願。做為觀眾的我，如果沒有付出努力，我怎能確保自己不被

欺騙，真理論述難道會憑空而降出現在電視機前？我怎麼知道那些查核機構、社

會輿論不會因為他們各自的目的而欺騙我？想要獲得真理不可能不需要付出努

力，為了讓自己不被欺騙，除了不要輕易相信新聞媒體所宣稱的「真理論述」，

做為一般觀眾也需要靠自己努力找出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不再依賴機構做為判

斷是否值得信任的依據。 

這種說法並不是希望觀眾不再相信大眾媒體的任何報導，每一件事都靠自己

去找真相，在現代社會中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某種程度上人們還是必須依賴媒

體機構為我們提供資訊，做為進一步判斷的依據。但是，一旦觀眾發現自己關心

的新聞論述有問題的時候，當我不想要自己被欺騙，個人亦可以努力找尋證據來

質疑或否定新聞對真理的宣稱。特別是現代社會的資訊取得相對容易，無論透過

科技工具的輔助或一般政府機構的公開資訊，只要努力去找尋真相，每個人都可

能取得比新聞記者更接近真相的資訊或事實證據，透過這些資訊去質疑、挑戰、

批評原有的新聞論述，經由長期的觀察、質疑、檢驗、對話、論辯、改善的過程

中，我們才能找出誰是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 

這個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他可能是主流媒體裡的特定記者，也可能是報導

特定議題的獨立記者，或者他只是一個願意而且能夠說真話的人，此時我們不再

依賴權威機構為我們保證新聞論述的真實性，也不需要依賴媒體的可信度做為判

斷的依據，因為不想自己被欺騙，我們需要靠自己去發掘、找尋、監督每一個值

得信任的新聞來源。當個人出於自願而參與媒體觀察與批評活動，他不只是進行

口頭批評而已，並以行動促使媒體提升報導品質，他主動尋求並促成一個值得信

任的新聞來源，驅使他的正是真理意志的作用。 

 在這個討論脈絡下，我們可以繼續探究與真理相關的另一個重要價值「本真」

（authenticity）究竟是什麼呢？當人因為不想被騙，主動找尋值得信任的新聞

論述做為真理論述。但是，倘若他找不到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並且感覺到沒有

人比他自己更想知道關於某事的真相，他不再能夠依賴某人為他說出真相，他只

能自己努力追求真相、知道真相，想盡辦法向其他人說出關於這件事的真相，因

而他自己也可以成為一個說出真相的人—我所說的就是我相信的真相，而且我確

實知道它是真相，這樣的表達就是一種真理論述。當表達者與所表達的論述一

致，意即真理與信念一致，這正是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必要條件。 

不少人都歷經這樣的反思過程而成為獨立記者，他們也許不為一般人所熟

知，但他們確實是因為自己關心特定議題而報導真相的人。也許他表達真相的形

式不像傳統的新聞論述，但對他的讀者而言，倘若他們也是同樣關心此議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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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當他們經過反覆地檢驗，確認他是一個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那麼這個一人

媒體的真理論述也就是一種新聞論述。 

對於一般讀者或想要知道真相的人來說，無論真理論述出現在傳統新聞媒體

或部落格等任何媒體形式上，只要它們能展現值得信任與本真的品質，亦即說話

者的個人信念與他所說的真話一致，這樣的真理論述也就是新聞論述。如此一

來，新聞追求報導真相的宣稱應該倒轉過來：對一般觀眾而言，唯有真理論述才

能稱得上新聞論述。 

 

（三） 真理意志促成關係的倒轉：關心自我先於關心他人 

 

做為一個想要聽真話的人，真理意志對觀眾的作用可以是雙重的，一方面是

消極作用：像是觀眾批評「新聞媒體不該騙我」或是「我不再相信新聞媒體」；

但它也可以是積極作為：「我自己去找出值得信任的新聞來源」或是「我自己就

是能夠說真話的新聞來源」。 

真理意志的作用從消極到積極面的轉變，也意謂著新聞論述與閱聽人之間的

關係倒轉：在大眾媒體的時代，由於媒體管道稀有，只能由機構組織負責管理、

生產新聞論述，閱聽人被動地依賴大眾新聞媒體為他說出真相，個人鮮少有主動

近用媒體的管道；但在報紙、電視、網路等多重媒體匯流的時代，現實條件的改

變允許閱聽人主動找出一個值得信任的新聞媒體，此時他不再依賴各類組織機構

（無論是新聞媒體內的守門人、政府規範單位、自律或他律團體等組織）替他篩

選誰是值得信任的新聞來源。 

這個轉變也代表著人意識到他自己所關心的真相，唯有透過自己的檢核才能

確保這個新聞來源是值得信任的真理論述，甚至他自己成為這個說出真相的人。

正是因為關心自我的緣故，使人有這樣的轉變。當一個人認為某個真相很重要，

它必須被說出來讓他人知道，才不會被掩蓋或忽視，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促使

他成為說真話的人。因為他在乎真相、希望接近真相，他願意努力學習新聞記者

追求真相的各種方法，包括到現場拍照、搜尋各種相關資訊、訪問相關當事人，

學習新聞寫作掌握重點與呈現事實的方式，希望盡可能使讀者能夠理解、掌握真

相的樣貌，他同時不會拒絕接受別人對於真理論述的檢驗與質問，他接受檢驗的

目的是為讓自己的論述更接近真理。 

陳順孝（2009）在「公民新聞：動人而進步的訊息」中呈現了不同類型、不

同主題的部落格，他們都是以報導真理論述為目的的部落格，為了自己所關心的

主題而努力說出真相。做為公民新聞的實踐者、倡導者與研究者，陳順孝在這篇

報告中舉出一些追求報導真相的可能方法，除了借鏡新聞專業的報導方式，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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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民族誌、報導文學的不同取徑，使自己的論述更接近真理論述。從這個角

度來看，「公民記者」對這一群人而言不見得是一個合適的稱謂，因為他們不僅

自己負責收集資訊、採訪、編輯，也同時自己負責發行，透過彼此串連的方式增

加讓自己論述被看見的機會，也許「一人新聞媒體」更適合這類以報導真理論述

為目的的部落格。79 

陳順孝（ibid., 215）同時也說明檢驗這些公民新聞是否為真理論述的基本原

則：（1）內容必須是事實，至少是確信為真的事；（2）議題須是公眾性，至少是

個人經驗與公眾利益的交集，（3）必須接受檢驗，所引事證應註明出處、連結原

點，方便讀者查核；（4）應該多向互動，接受回應、引用、RSS 串連，引進群眾

力量來訂正、補強與散播；（5）新聞應該寫好導言，方便讀者篩選新聞，也方便

讀者編排與串連，導言之外，自由發揮。 

對於關心真相的讀者而言，這樣的一人媒體，當他說出真相，並能經得起檢

驗，他所說的真理論述就是新聞論述。與傳統大眾媒體記者不同的是，他是一個

關心自我先於關心他人的新聞記者。從這個角度回頭檢視傳統新聞記者所面臨的

困境，正因為它是關心他人先於關心自己的新聞專業，無論是為了社會大眾，或

是為了媒體機構，記者努力報導真相所期待的是集體意識對自我的肯定，因為必

須透過他人來認識自己做為記者的角色，於是關心他人先於關心自己，所導致的

結果是當社會期待與組織目標之間產生衝突，記者在倫理情境下面對雙重的集體

壓力而感到無所適從。 

一旦倒轉了關心自我與關心他人之間的關係，便能解決當年我所面臨的倫理

困境，不需要把消極的離開視為我唯一的選擇，而是從關心自我先於關心他人的

角度重新思考我自己與專業角色之間的關係，到底自己想要繼續留在主流媒體努

力說出真相，或者尋求以其他管道的方式說出真相，甚至是選擇不做記者。無論

選擇那一種方式，都是因為關心自己先於關心他人所做出的個人選擇，因此我會

感到心平氣和，意識到追求真相必須付出代價，當我選擇繼續當個說真話的人，

我也願意承擔這個代價。 

換句話說，真理意志促成了關心自我與關心他人的關係倒轉，80從關心他人

為優先的新聞專業到關心自我為優先的新聞專業，在這二者之間，屈從模式改變

                                                       
79 「公民記者」這個概念指涉的至少還有另一種類型，像是公視的 Peopo 做為一種公民新聞平

台，鼓勵大眾關心自己周遭的環境並用影片說出自己的故事，這類公民新聞仍然仰賴某一個機構

或平台做為傳送管道，作者只負責拍攝而不負責發行。就實際情況來看，目前個別公民新聞展現

的真實品質仍不穩定，但至少它展現了一種透過報導新聞追求善的動機。 
80 本文指出關心自我與關心他人的關係倒轉，並不意謂著是以關心自己「取代」關心他人，反

而是強調關心自我與關心他人同等重要，特別是對新聞記者這樣一種專業角色而言，他的專業角

色已經隱含了對他人的關心。特別強調關心自我先於關心他人的重要，目的在於指明當記者在現

實情境下遇到倫理的兩難，他不再能依賴他人替他做出抉擇，而是因為關心自己使他能夠勇於為

自己做出選擇，也自願承擔選擇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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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當我們想要說出真相、想要知道真相，不再以集體的普遍意識為依歸，而是

自己去找出真相與值得信任的真相來源。 

從這個角度思考當前新聞專業所面臨的困境，無論對新聞記者或一般觀眾而

言，當我們說「新聞應該追求報導真相」，這句話所代表的不僅是「大眾需要知

道真相、新聞媒體需要告訴我真相」，也可以意謂著「我想要說出真相、我想要

知道真相」。一旦因為關心自我而意識到真實性對於新聞論述的重要性，我們才

可能讓真理意志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四） 真實性是真理意志具體展現的德行品質 

 

傅柯說，人必須關心自己，因為人就是他自己，而且只為了自己，至於為他

人做好事，拯救其他人，或有助其他人拯救他們自己，都只是以一種補充的方式

出現，或者是人關心自己、用來拯救自己方式的附加結果；81即使在友誼的關係

裡，人也是為了關心自己而去關心他人，透過聆聽他人來關心自己、幫助自己更

接近真理，或者人只是在友誼中找尋自己的幸福（Foucault, 2001/2005: 186-188, 
315-318）。因而，關心他人是人對關心自己的一種補充，在自我與他人的關係中，

總是由關心自我出發， 後又回到自我身上。 

 本文所談論的關心自己並不等於自私或自我耽溺，人因為關心自己而去追尋

真理，通過長期自我俢養而獲致真理，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必然隱含了自我與他

人的關係，這個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又是透過真理產生連結，因為真理就是自我之

外的其他一切，藉由真理的追求，人才能確保自己不會沈溺於自我之中。當人因

為關心自我而追求真理，也會使周遭他人因此獲得附加的效益，而不致因為關心

自我而造成對他人的傷害。 

為什麼可以這麼說呢？我們必須回到 Bernard Williams 的真實性來看，真實性

做為一種德行所展現的品質為何？ 

 

1. 真誠（Sincerity）與正確（Accuracy） 

 

Williams 指出，正確與真誠做為真實性的兩個 重要德行，不僅因為這二者

本身是人如何用來判斷一個人信念（belief）與他的宣稱（assertions）是否為真

                                                       
81 傅柯將柏拉圖的說法倒轉過來，柏拉圖認為人關心自己是因為必須關心其他人，當人拯救了

其他人，他也就拯救了自己（Foucault, 2001/2005: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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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工具性價值，更重要的面向在於它們如何在彼此之間產生內在的連結？ 

一個人的宣稱正確與否，與他的知識相關，意謂他是否掌握了對現實的意義

（a sense of reality）；一個人表達的真誠與否，與他的信念相關，意指他表達他

自己對於真理的相信。真誠若只是做為與宣稱和真理之間的相關規範，它本身並

不能達到真誠的德行；同樣地，正確若只是在真理與信仰之間的內在連繫，它也

無法達到正確的德行；因此，不只必須同時兼備正確與真誠，還必須在一個人對

真理的信念與他對真理的宣稱建立一種內在的連結（internal connection），在這

個意義上，包含這種連結在內的真理才能做為一種價值（Williams, 2002: 66-83）。 

換言之，真理做為一種命題，所涉及的是我們如何檢驗真假值的問題；但是

當真理做為價值，它涉及了一種更複雜的三角關係：當一個人說出真話，一方面，

他必須確認自己的信念與真理一致，另一方面，他也必須確認他的宣稱與真理一

致，同時他的信念也必須與他的宣稱建立一種內在連結，亦即言行一致，而這個

言行一致又是透過真理予以保證。 

 

                      Truth  

 

Sincerity                  Accuracy  

 

 

Belief                       Assertions 

                     Truthfulness 

 

本文將 Williams 所說的真理與真實性的關係用上圖來表示：唯有當這個三

角的關係穩固，才能達到真理的價值，亦即 Williams 所強調的真實性。人進行

自我修練的目的正是為了讓自己對於真理的信念與對於真理的宣稱達成一致，並

透過真誠與正確兩種德行與真理發生連結，儘管絕對的真理是一個永遠達不到的

終目標，但是有它做為指引，人可以確保自己不致在追求過程中偏離了方向，

不會耽溺在自我之中，也不會被自己所欺騙，因此真實性做為一種價值，它是我

們在日常生活的檢驗判準。 

用傅柯對於真理意志與真理的說法來解釋上面這個圖，真理意志就是信念與

宣稱之間的內在連結，但是它不像個人信念因為指向真理，得以藉由真誠的品質

予以展現，也不像真理宣稱因為與真理相關，能夠透過正確的德行予以保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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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意志是一種隱晦不清、僅存於個體內在的意志，它是一種追求真理的動力，卻

無法用真理論述的形式予以表達，它意謂的正是個人對於真理的信念及其真理宣

稱的內在連結。 

進一步來看，在真誠的領域裡，只需要一個反思的停頓，意指人在做出真理

宣稱前，保留一個反省的停頓問自己：我應該說出真相嗎？我應該說出多少真

相？這不只是口頭上的問題而已，而是關於：我確實有相信它是真理的信念嗎？

我介不介意去找出它？這麼做需要花一些努力去確認自己所言為真，這涉及另一

件事，即研究的投資（investigative investment），當人想獲得某種資訊以確認我

們所相信的是真的，為了獲得這個資訊，人需要付出時間、精力、失去機會、甚

至冒著危險去得到，這個時候問題變成：為了找出這個資訊值得我們經歷多少麻

煩？ 後，導致的問題是：我自己是否真的相信我所說的是真理（ibid., 86）？  

因而，我們需要正確的德行，它是一種鼓勵人們花更多努力甚於他們已經做

的努力，人需要藉由正確的德行找出真理，而不是接受一個在腦海中直接由信念

形成的東西。在真誠的面向，當我問自己：我應該說出真相嗎？它不是像它表面

的意思（坦率、誠實的說出），而是經由反思的停頓，人向他自己確認是否相信

他即將說的是真話嗎？就這個意義而言，一個成功達到真誠的人永遠不會說出謊

話，他必會反覆確認自己所說是否為真，他在乎自己會不會在無意間誤導他人？

提供他人不正確的宣稱？（儘管我不想欺騙，但無意間誤導他人也不是真誠的人

所能容許的）（ibid.,86-87）。 

在正確的領域，意指如何正確地掌握現實的意義。為了確認自己所相信的是

否為真，我們需要研究的投資，亦即正確的德行，以去除發現真相過程中的內在

與外在障礙，內在障礙如同外在障礙一樣有待去除，甚至是外在障礙有一種內在

表象或隱含於我們如何處理問題的內在態度，外在障礙就像是世界萬物總是抵抗

我們去發現的意志，真相總是隱藏的。正確包含的一個意義是客觀性，它是一種

探詢的德行，關係到真理信念與內在障礙之間，意即人確認自己對真理的信念不

會被內在障礙所蒙蔽了。正確的德行，同時仰賴於抵抗愉悅原則的技藝與態度，

包括人們的自我防衛與自我欺騙（ibid.,123-128）。 

Williams 描述真理的兩個德行：真誠與正確，這兩種德行不像表面意義一樣

簡單，真誠並不是一個人坦率地說出心裡所相信的話而已，正確也不只是一個宣

稱與某種事物如實地相符而已。一個真誠的人必然是謹言慎行，這麼做不是因為

他怕得罪別人，而是他必須確保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正確的，所以他會自我

節制而不會有話就說，並小心翼翼查證以確認自己即將說的話沒有偏離真理，他

同時也是謙虛自省而不會浮誇自大，因為他必須隨時反省自己所言是否為真。 

從尼采的真理意志來說明真誠與正確，真誠的德行意謂一個人不斷地向內自

我懷疑以避免自我欺騙，同時也不斷地向外追尋真理以避免被他人欺騙的過程。

正確做為德行的目的則在於去除發現真相的內在與外在障礙，包括檢查我們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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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盲點與內在意識型態的干擾，以及去除掩蓋在真相之上的外在障礙，達到

對於現實意義的掌握。真誠與正確的德行又是透過真理予以保證，因而真誠與正

確二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內在連結，意即真理意志的作用：我不想要欺騙，也不要

欺騙我自己。 

Williams 所主張的真誠與正確的德行，正是傅柯主張從關心自我出發的自我

俢養過程，為了使自己成為一個說真話的人，並且確認自己所說為真，人必須不

斷地自我懷疑、追尋真理，以去除內在信念上的阻礙、外在世界對於真相的掩蓋。

真誠與正確並不是一個可以達到 終目標的檢驗判準，因為一旦目標達成，人就

會變得懶散而停止追尋、停止懷疑、停止追問，於是人必須不斷地自我修練，透

過苦行達到自我警愓、自我節制，避免自己變得懶散。 

因此，真理做為一種價值，在於它使人持續維持一種不斷地追尋真理與自我

超越的過程，真實性便是這種自我修練過程中的價值判準。 

 

2. 值得信任（Trustworthiness）的言說 

 

 人類在共同運作的活動中有一個必要條件是「信任」，它涉及一個人有意願

依賴另一個人去做某事，這暗示了前者對後者的動機有某種預期，後者也瞭解前

者對他的預期，但這不表示這些動機有任何特殊類型。例如：甲信任乙去做某事，

因為甲知道乙預期到當他做不好會被處罰，在此情況下，乙願意合作的動機只是

利己；某些情況下，乙可能著眼於長期與甲合作的利益，而願意建立彼此的信任

關係。因此，信任的情境造成一個人傾向去做某事，只是因為他被其他人預期這

麼去做，這麼做又是基於對彼此動機的相互預期，這是關於信任與值得信任關係

的一般談法（ibid.,88-90）。 

換言之，信任與值得信任之間不必然與人的道德品質相關，它指向了兩個人

或兩個團體之間的合作或互動關係，為了維持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所發展出來

的品質，出發點可能是基於自利的目的，根據Adam Smith的經濟學預設，人都是

理性的，為了追求自利目的，在效用（utility）的概念下，人與人之間可能會發

展出長期的信任關係，像是從賽局理論探討建立信任關係可以對一個社會或組織

發揮正向作用。82 

在什麼情況下，信任會與真理發生關聯呢？它通常與一個人的言說是否值得

信任有關，真實性是值得信任的一種特質，它關聯到一種言說的特定形式。假如

我們要依賴別人告訴我們某事，他們不只需要真誠也需要正確。因此，信任本身

                                                       
82 Russell Hardin 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來談「信任」或「值得信任」的問題，可參見 Hardin, R. (2006). 
Trus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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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理無關，它指的是兩個人如何建立相互依賴的關係，這通常是基於彼此對於

對方的預期與動機，但動機有很多種，它可能是自利的，也可能是道德的，有時

基於某種目的，彼此之間就可發展為長期穩定的關係。倘若在這個兩人關係中，

依賴的一方所預期對方的行動是說真話，此時值得信任的特質才與真理相關。當

我想要聽真話，我如何判斷說話者是否說真話呢？這也就是問：他是否值得信

任？Williams 認為，這個判斷通常基於一種直覺，一種道德的直覺，也就是基於

對說話者的真誠判斷（ibid.,92-95）。 

在溝通的系統下，說話者不只是表達他所相信的真理信念，假使他是被信任

的，他也會讓他的聽眾感受到某種他對於真理的信念，但在說者信念與聽者信念

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假如真誠意謂一個人的言說值得信任，它似乎比我們早先看

到的更多，值得信任不只是避免說謊，如果我們想要真誠成為言說中值得信任的

德行，我們必須問：說者在被給定的環境下表達出什麼信念、表達多少信念讓聽

者能夠感受到？（ibid.,96-97） 

 簡單來說，就是說真話者是否展現表裡如一的真誠，讓聽者可以從言說中感

受到他值得信任。當信任與真理產生關聯，必然關聯到說者與聽者的互動關係，

特別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當人想要聽真話，並且依賴某人為他說出真話，

這個說話者除了說出自己所相信的真相，展現他內在的真誠，也必須要讓聽者從

外在感受到他的信念，意即他必須表裡如一地展現出他所具有的道德品質，才能

獲得聽者的信任，成為值得信任的言說。 

 

3. 超越真理的本真（Authenticity） 

 

在談完真理的兩個基本德行之後，我們得以進一步談論從真誠到本真之間的

關係。做為一個本真的人，除了需要具備真誠的德行，也必須具有一種投入獻身

（commitments）的特質，像是放棄他的工作、犧牲他的薪水為代價，投獻在此

代表了一個人的欲望，在一個給定的自由情境下，他願意對真理獻身（ibid.,195）。 

對於真理的投入獻身通常不是在剛開始追尋真理的階段，而必須在追尋真理

的過程中經歷許多研究、許多質疑、許多探詢、許多確認、許多挑戰之後，意即

人為了追求真理付出許多努力之後還未能達到真理， 後人才會給出這個承諾—
他願意對真理獻身，走向本真的道路。這是一條充滿希望的道路，也是充滿恐懼

的道路，但是因為追求真理而使人充滿勇氣，本真代表的是個人對於真理的信念

與欲望的連結道路，它是一種真誠與承諾獻身的形式，這個承諾甚至是以生命做

為代價（ibid.,196-198）。 

終，對於本真生活的追求總是引人質疑的，它會導致倫理及社會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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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個結構本身就展現了它的風險，它所追尋的就是在現實中找不到的真理，

追求本真的目的正在於必須去創造真理，因而對於本真的追尋更需要真理的德

行，它本身又超越於真理之上（ibid.,205）。 

當後現代宣稱不再有絕對、普遍的真理，道德的崇高理想不再可能，唯有美

學所追求的本真性是可能有效的判準。這個本真性是什麼呢？簡妙如（2002）認

為後現代流行文化追求的美感向度便是無以名之的本真性，它與傳統美學不同，

有些藝術作品可能不美卻很真誠，因而感動觀眾，但它到底是什麼卻又說不出

來。從本文的討論脈絡來看，追求本真的欲望就是人的真理意志，指向的是個體

獨特的存在經驗，因為真理意志難以用真理論述予以表述，所以這種欲望也無法

被清楚言說。 

但是，後現代文化對本真的推崇造成一種現實上的困境，本真自身便是一種

創造出來的真理，這使得它難以被檢驗，卻容易被仿冒，每個人都可宣稱自己創

作所展現的是一種本真。83因為本真性超越於真理之上，但所有檢驗標準都是一

套既有的真理論述，如何能透過既有的真理論述來檢驗一套超越它的真理呢？因

而，本真成為一種比真誠更為艱難的理想。 

在這個脈絡下，我終於明白為什麼傅柯一再強調生存美學做為一種不斷逾越

的終極展現，它展現的不只是發現真理，而是不斷地在自我逾越中創造真理。人

為了追求真理，透過不斷的自我修練，將自己打造成為生存美學的展現，此時他

就是他自己的作品，也是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真理，當他獻出生命做為承諾替自

己所創造的真理做為保證時，其他人又有什麼資格檢驗他所說的不是真理？難道

他人也願意為此一檢驗付出生命做為承諾嗎？我們難道有可能建立一套評斷生

存美學的檢驗標準嗎？ 

面對以生命做為承諾所創造出來的真理，做為一種美學的本真展現，它無法

被他人檢驗，我們只能在他的面前感覺到他的崇高與自身的渺小。於是，生存美

學做為一種實然的展現，他本身就是觀者的應然，他讓我們感動，指引我們如何

在生活中找尋真理，藉由不斷地逾越達到創造的可能。 

 

（五） 從真實到真實性：主體在經驗中琢磨出的價值判準 

 

綜合上述討論，我們可以說真實性就是真理意志具體展現的德行品質。真誠

與正確做為真實性的兩個基本德行，前者意謂一個人追求真理的真誠信念，它展

                                                       
83 Guignon（2004）指出當代社會對本真性的追求、希望做一個真誠的個人的理想，都是希望尋

找一個更「真」的自我，這種對於本真性的渴求與期待，反映到當代的傳媒文化上，便是塑造了

很多「心靈導師」，要求人傾聽自己內心的聲音、往自己內在深處尋找「真正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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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是個人經由自我修練成就的道德品質，後者代表了一個人說出真理論述的正

確品質，它展現的是個體掌握現實意義的知識品質。值得信任則是由真誠所衍生

出的特質，一個真誠的人所展現言行一致、表裡如一的道德品質，使他與周遭他

人容易建立一種長期的依賴與信任關係。本真則是指一個真誠的人對真理給出獻

身的承諾，使得他能超越真理之上，創造出新的真理。 

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新聞記者追求報導真相，希望成為一個說真話的人，

他必須透過真誠與正確的價值判準來確保自己所做的新聞論述就是真理論述；對

於一般觀眾而言，當他想要聽真話，他必須判斷誰是值得信任的人，真誠的道德

品質便成為重要的價值判準，它是人們用來判斷一個新聞來源是否值得信任的主

要依據。 

將真實性視為一種價值判準，它不僅意謂著在認知層面上，人們追求真理論

述的正確性，也同時意謂著在道德層面上，人們所追求的真誠性，因此真實性同

時連結了人們對於求真與求善的期待。對一個追求真實性的倫理主體而言，真實

性意謂他對真理論述的價值判準，他希望透過真實性來檢驗自己所說的話與所採

取的行動沒有錯誤，當一個人的信念與真理一致，甚至願意為真理做出投入奉獻

的承諾，他就能夠展現做為一個本真的個人之可能，也就有了美學上的意涵。 

對新聞專業而言，過去依賴外在客觀「真實」做為檢驗新聞是否正確的判準，

倘若今日我們所面對的現實處境本身就是符號化的世界，根本沒有外在的客觀真

實存在，以往依賴外在客觀事物所建立的客觀判準如今只剩下形式化的標準，根

本無法有效發揮檢驗新聞論述、判斷價值好壞的依據，因此我們必須依賴「真實

性」做為檢驗新聞論述的價值判準。 

從「真實」到「真實性」做為判準，意謂從外在的客觀判準到主體性的客觀

判準之間的轉變，前者以外在的客觀事物做為參照依據，後者則必須有主體的介

入才能確保這個價值判準發揮作用。放在當今媒體社會的現實處境下，當外在世

界也是符號化的產物，唯一無法全然被符號化的只有個體獨特的存在經驗，它是

無法清楚言說的內在感受，卻因此避免了被符號化的結果，這種獨特感受正是當

代人的倫理實體，它指向了個體獨特的存在經驗，也開啟了人打造自己成為倫理

主體的向度。 

必須有倫理主體的介入，才能確保價值判準在實然運作上發揮真正效用，真

實性就是主體為了追求真理在經驗中所琢磨出來的客觀價值判準。真實性做為價

值判準，只有在現實經驗中經由主體的反覆操作，才能有效幫助人們判斷真假，

因此它是一種主體性的客觀知識，也就是傅柯所強調的具有客觀性的經驗知識。 

這個轉變也意謂著從實然中尋找應然的後現代理想，它代表的是人們在不完

美的現實處境中不斷地追尋應然的可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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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從實然中尋找應然的後現代理想 

 

（一） 在真假難辨的新聞論述中區辨真假 

 

 當前媒體的 大問題在於充斥著真假難辨的新聞論述，所有新聞幾乎都真中

有假、假中有真，有些新聞陳述為事實但動機不真誠，有些新聞報導動機真誠但

陳述不真。面對這些真假難辨的新聞論述，難道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 

以往透過客觀程序檢驗「新聞報導是否真實」的標準已經不能充分發揮效

用，我們以為對真實性的探究，有助我們找出新的標準去檢驗真假，結果並沒有

更輕鬆的方法，想要找出真相不得不付出更多努力的代價。我們必須意識到檢驗

新聞論述是否真實的標準，並不是一套獨立於真理意志之外的知識系統，在現實

情況下的檢驗標準不僅是一套程序知識，它本身就是一種真理論述，必須有主體

的介入才可能使這套標準有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儘管檢驗新聞論述是否真實的原則不變，實際操作的內容可能會隨不

同情境有所調整，這個調整過程是由一個專業社群共同決定，但它不應該是用多

數表決的方式來決定，而是由個別的真理意志驅使這群人在經驗中不斷地練習、

犯錯、俢正，在實踐中慢慢地凝聚出一個在現實中有效的判斷標準。此時這個檢

驗標準不只是一種說明如何做的經驗知識，在一個有限的系統下，它也是具有普

遍性的真理論述。 

上述這種過程其實並不令人陌生，許多新聞獎或文學獎的評審過程都是經由

這種方式來判定作品的好壞。只是一般人習慣用一種簡單方式來判斷真假，倘若

我們關心的只是新聞報導的資訊是否可信，或許藉由原始資料來檢驗它是否精確

並不困難；相對地，假如我們希望獲得的不只是資訊而是真理論述，那麼我們不

得不花費更多努力去檢視它是否為真理論述。 

任何檢驗標準的形式本身都無法保證真理論述為真，關鍵在於使用標準檢驗

新聞論述的人是否意識到運用標準也需要有真理意志的作用，人必須在反覆練習

之後，才能使標準或各種規則發揮有效作用。即便現今用來檢驗新聞論述標準與

過去沒有太大不同，卻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才能使它發揮區辨真假的效用。 

換句話說，當我們使用一套標準來判斷新聞論述是否為真時，必須意識到自

己也正在做出一種真理宣稱：我是否具備了真誠與正確的品質？是否確信我自己

所言為真？是否盡可能使我的宣稱正確？經由這樣自我探詢的過程，我們才能有

效地運用標準與規則在現實處境下找出真理論述，此時真實性本身就是一種日常

生活的真理，它具有認知與倫理的面向，而不是徒具形式的真假判準，只能判斷

事實層面的真假與否，卻無則檢驗說話者的動機真誠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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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本文對於真實性的探索並無法幫助人們找出一條檢驗新聞真假更便捷

的道路，但是或許能讓讀者從中體認到對自我關心的重要性。對於飽受倫理焦慮

的記者而言，希望本文能讓他覺察到人必須先關心自己，重新面對與自己的關

係，才能自由選擇成為自己所希望的存有；對於因為關心自己而想找尋真相的人

而言，或許真實性的探索為他們揭示了一些可能的價值判準，讓他有個前進的方

向可以依循；對於因為關心自己而想知道真相的人而言，也許該重新考慮不再把

信任依附在機構之上，而是寄托給一個值得信任的人，他的道德品質展現了他的

言說是否值得信任。 

面對當代難以找出真理的現實狀況，也許我們該誠實地問自己：我究竟有多

想要真理？我願意付出多大代價去找出真相？ 

 

（二） 透過真理意志掙脫集體對於個人的束縛 

 

倘若「追求報導真相」仍是新聞專業不可抹滅的理想目的，我們必須將做為

真理論述的新聞論述，放在現實條件下重新檢驗它的求真目的與求善目的。這

兩種目的之間的關係正如真理論述與真理意志之間的關係，彼此依存不可或缺，

真理論述必須是經得起社群檢驗的普遍知識，真理意志卻是僅屬於個體的，它不

可能是機構或組織的，倫理焦慮只會作用在個別的新聞工作者身上，它是由個人

的內在發生，當記者自己感到良心不安，才會開始反省自我與自我的關係，才有

重新將自己打造為另一種倫理主體的可能，因此倫理抉擇必然是個別的。 

換句話說，社會對新聞媒體的批評、大眾要求記者應該更有良心等話語，並

不會直接對記者的良心起作用， 多只是加諸社會集體道德意識對記者的壓力，

但強大的壓迫力道有時反而造成記者容易以被迫服從組織要求做為自我合理化

的藉口，藉以迴避面對自己的倫理焦慮。 

當個人長期處於兩種集體規訓的壓迫下，當其中之一的壓迫力道變強，他不

得不以另一種集體意識型態來回應前一種集體意識型態的壓迫，以解除個人面臨

的迫切壓力，如此一來，反而失去了自我反省的沈澱空間，記者被迫當下在兩種

集體規訓之間做出服從與否的選擇。新聞工作的時間壓力迫使記者必須立即做決

定，他不是不想報導真相，而是在現實情況下他不知怎麼做才好？他只能被迫在

二者間選擇其一。 

我不忍苛責這樣的記者，我們都是透過集體的規訓過程認識到如何做為一個

記者，一旦普遍意識賦予的應然道德理想無助於記者解決個別面臨的倫理焦慮，

他到底該怎麼做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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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意志如何可能促使記者掙脫集體規訓對他的束縛？當記者感覺到倘若

自己不說出真相，將永遠沒有人注意它，可是說出真相又會令他付出代價。良心

的反覆作用迫使記者不得不面對與自己的關係：我該不該冒險去報導真相？還是

我應該跟別人一樣保持沈默當作沒有這回事？ 

一旦他感覺到自己是唯一看到真相並且願意說出真相的人，面對真理的倫理

召喚，他會產生捨我其誰的衝動，他意識到跟自己的關係，讓他有勇氣採取行動

去報導真相，甚至願意因此付出可能代價，此時規訓的集體意識對他再也起不了

作用，他是因為關心自己而去報導真相的記者。他為了讓自己對真相的報導更容

易被看見，努力運用專業知識與技術使它發揮 大效益。因為真理意志的作用，

才使人重新檢視知識意志如何運用，此時記者與專業知識的關係才倒轉過來，不

再是新聞專業的規則或集體規訓指引他如何做為一位報導真相的記者，而是因為

他自己想要報導真相，他才關心如何運用規則與專業技術去報導真相，使得更多

人能夠看見與重視真相。 

良心不安讓個體重新面對與自己的關係，透過真理意志對自我的作用來掙脫

集體規訓對於個人的束縛。真理意志並不是社會普遍追求真理的集體意志，也不

是受壓迫者聯合起來對抗宰制意識型態的集體反抗，它必然是個別的、自發的、

僅作用在個人身上，它是一種由內而外的意志，因此真理意志才可能讓個人擺脫

原有普遍理性的屈從模式，掙脫普遍對於個別的束縛，讓自己從自身中獲致倫理

的自由，它是一種個人的選擇，也是一種美學選擇。 

它正是本文在先前指出，不再由概念上的應然道德理念做為指導的實然道德

行為如何可能？正是取消應然做為道德命令的優先位置，改以倫理主體的自由為

優先。崇高的道德理想如今己不再有效，在現實經驗中不可能有普遍的善存在，

只能是個別主體在給定的自由情境下自願主動行善，它便是在實然中追求善的倫

理表現。 

 本文所闡述的正是如何在現實條件下實踐道德理想之可能所在，道德不再是

崇高而無法實現的應然理想，而是人主動突破限制並具體實踐的道德行為。 

 

（三） 個人的生存美學做為一種獨特的價值創造 

 

在不可能實現的崇高道德理想與避免違反規範的底線之間，因為倫理主體的

實際自由，人才能自由地運用知識在實踐中創造出倫理風格，這是傅柯所主張的

生存美學，將生存視為一種美學的實踐，個體本身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傅柯致力

處理的正是經驗的個別性與知識的普遍性之間的問題，亦是獨特個體與普遍結構

之間的關係，藉由系譜學對權力知識的分析，他所做的是一種更基進的批判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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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他希望讓人能自由地運用科學知識，卻不被科學知識所宰制，這是他晚年在

〈何謂啟蒙〉中強調我們必須更重視批判的積極目的。 

對新聞專業而言，新聞論述做為真理論述，其實指向一種求真、求善的可能，

如同我們每年在重要新聞獎項中所看到的優秀作品，真正感動人的作品不僅因為

它報導真相，而是我們在作品中看見作者的關心與追求真相的努力。換言之，記

者是從關心自己出發所做的報導才感動別人，而不是為了感動別人或得獎而寫的

作品；讀者想要瞭解新聞報導幕後的作者心聲，我們想知道的正是作者的信念是

否與他的宣稱一致。當一件作品能夠同時滿足追求真與追求善的目的，它便可能

是一種追求美的表現。 

倫理主體因為關心自己做出倫理抉擇，它是一種美學選擇，對他自己來說，

這是一種實然；但對觀者而言，倘若這種生存美學令人感動，讓觀者意會到自己

也能創造出自己的獨特價值，原本是個人的實然就成為他人的應然，成為他人願

意仿效的對象。這種仿效並不是全然一致的抄襲，也不是透過社會集體規訓加諸

於個體身上的普遍道德律令，而是觀者受到美的感動，他自己受到倫理召喚，自

願採取的主動行為，在仿效中創造出屬於他自己的美學作品。 

當個人的美學選擇成了倫理的價值創造，它揭示了我們如何在實然中尋找應

然的可能想像。 

 

（四） 追求真實性的自我修練 

 

人一旦開始關心自己，面對與他自己的關係，他就再也不能欺騙自己，再也

不能把自己遇到的挫折與阻礙都歸咎於外在因素，一切都是他在倫理自由下做出

的抉擇，儘管達到真實性的要求遠比以往追求客觀真實做為標準更為艱難，人只

能透過長期的自我修練來追求真理。真理意志是驅使人們不斷自我超越的動力，

真理在此展現它做為價值的基本目的。 

真理意志促使人由內而外的轉變，人不再接受規訓機構的集體意識型態給他

的選項，而是在自由情況下做出自己的選擇，所以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要的，也就

是說只有在「人自己想要」的前提條件滿足後，討論「人能夠做什麼」的問題才

有實然意義，因此必須先有專業態度，才可能討論專業知識與技術的問題。唯有

當人自己想要這麼做的時候，面對各種不確定與未知的情況，他也能把專業知識

與技藝發揮得淋漓盡致，即使沒有前人慣例可循，他也能創造出自己的解決之道。 

這種具有倫理意涵的自我修練過程，正如一個人孤獨地在黑夜的大海裡航

行，他以自己所希望成為的存有為前進目的，他需要航行的專業知識與技藝讓自

己在黑暗的大海中摸索前進而不致於翻覆，在沒有具體規則或地圖指引的情況

 144



下，真理就像是高掛在天空中的北極星，它導引人在大海中航行，真實性則如同

航行者所擁有的羅盤，它做為一種客觀的價值判準，讓主體能夠自由運用，並確

保自己在航行中不會迷失方向。 

為了避免誤導讀者有過於樂觀的想像，本文也必須提醒讀者，就算出於關心

自我對自己進行長期修練，也不能保證到達自己所希望的目的。我在文中舉出一

些成功開創自己道路的記者為例來說明本文主張，這些記者某種程度已受到外界

肯認，無論是得到新聞獎項或來自讀者的肯定，他們被視為經由長期自我修練達

到「成功」的範例。 

但是在我寫作時心裡浮現更多的是那些追求自我修練卻被外界認為結果「失

敗」的例子。這些記者沒有獲得報社給予製作整版專題的機會，他們空有一身專

業技藝卻無處發揮，每天報導的只是例行、瑣碎新聞。他們卻在我面臨突發狀況

時給我適時指引，我知道他們的良心與自我修練的努力不亞於那些「成功」的記

者，他們也曾嘗試創造屬於自己的價值，儘管結果失敗，並沒有因此讓他在機構

中爭取到更多表現機會，他們沒有同儕的晉級升遷，只能繼續耕耘著不受重視的

冷門路線，雖不能說完全甘之如飴，但至少他們鮮少抱怨，這是他自己的選擇，

他甘願承受失敗的代價。 

 這些記者為了自己的良心而奮鬥，默默承受失敗的結果，沒有因此放棄自我

修練，成功與失敗之間有時需要一些外在機會與運氣，但是難道失敗的努力就沒

有價值嗎？於是，他們的困境成為我的倫理焦慮，這個故事裡充滿他們努力追求

真相卻無法報導真相的身影，我想讓他們的努力過程被看見，提醒自己在自我修

練的過程中，更加小心翼翼地在黑暗的大海裡摸索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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