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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權力 

在本章中，接續上章對定位的討論，我們要從 Foucault 的權力

觀點探究權力如何使人們產生對自我的定位與想像？又如何產生

對他者的想像與定位？  

Foucault 指出，人不是天生下來就產生對自我的認識，人的主

體性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一種「權力關係」建構而成。權力，對

Foucault 而言，是「個體」成為「主體」過程的重要元素。  

關於主體與權力之間的關係， Foucault（ 1982； Dreyfus & 

Rabinow, 1982: 212）曾這麼說道：「現代權力的運作方式就是把每

一個「個體」（ individual）塑造成為「主體」（subject）的權力形式」。

在《主體與權力》（The Subject and Power）一文，Foucault 回答他

為何要研究「權力」此一問題：他指出，他的研究目標是研究在人

類的文化中，如何把個人塑造成為不同「主體」（ subject）的各種

歷史（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08-209）。因此，

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Foucault 關心權力的原因，是在探究在現代

社會中，主體、個人是如何製造與生產出來的。  

在本章中，我們要闡釋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以作為「個體」

何以成為「主體」的理論依據。首先，我們從以往的權力觀點談起。

接著，我們要說明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以及在使用 Foucault 的權力

概念時，應該如何運用等問題。最後，我們要說明何以要從 Foucault

的權力概念作為解釋定位的理論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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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以往的權力觀點  

事實上，Foucault 之所以提出權力的觀點，主要原因是他認為

現今社會當中的權力研究未能碰觸到權力的真正核心。  

以往權力的看法可以整理成為如下的重點：首先，權力被當成

一種可被持有的財產；其次是將權力視為一種侵奪與壓制的力量，

第三是將權力視為一種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以下分別說明這些概

念。  

壹、權力是可被持有的財產  

傳統的權力觀點將權力比喻成一種財富或財產，權力就如同財

產一般可被持有，也正如同對財產的想法，社會裡僅有某些人擁有

權力，另外一群人則缺乏權力。在此種權力觀點下，權力被視為一

種在社會中被分配的財產，因而與「佔有」以及「擁有」的概念連

繫在一起。  

此種思索權力的方式可稱之為「權力理論中的經濟論」（an 

economicism of the theory of power），權力被視為權利（ right）的同

意詞，人們可以像擁有商品、擁有財富般的擁有權力（Lukes, 

1974）。  

權力被視為一種財產，社會裡只有少數的人能夠持有這些財

產，這群握有權力的人可以命令與壓制無權者。是以，權力成為一

種遂行自己意志，凌駕他人意志以及宰制別人的工具，是一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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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事物之上的力量，給與人們有修正、使用、消費或是摧毀事物

的能力」，是追求與達成目的之工具（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7）。  

這意味著有權者可以發號施令，無權力者只能服從或是拒絕，

權力的行使主要在於禁止或壓制。以德國社會學家 Weber 的權力觀

點為例，Weber 對權力的定義即是「把一個人的意志強加於其他人

行為之上的能力」，「意指行動者在一個社會關係中，可以排除抗拒

以貫徹其意志的機會」（Weber, 1978；Bendix, 1966: 294-300）。也

就是說，權力是指某個人或某個團體將自己的意志或意圖，強加在

其他人包括不情願或反對者身上（Galbraith, 1992；劉北成譯，1983: 

6）。  

因而，權力一直和侵奪、壓制等支配概念一起討論。這裡的權

力指的是「命令的權威權力」，代表著支配者可以影響與侵犯被支

配者的力量（Weber, 1968；簡惠美譯，1989）。  

貳、權力是一種侵奪與壓制的力量  

在權力是一種財產的觀點下，擁有權力者可以榨取與支配無權

者的財務、時間、身體或生存的權力，權力成為個人追求目標的「工

具」。這裡導引出握有權力者可以凌駕他人，可以遂行自己的意志，

權力成為一種侵奪與壓制的力量。  

例如，Marx 認為，權力壓榨與奪取人們的勞動力，因而造成

了所謂的「異化」。再以 Freud 的心理分析學來看，權力又成為壓

抑性慾的根本機制。也就是說，Marx 與 Freud 不僅將權力視為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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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侵略主體原本擁有的物品，權力更否定了主體以及主體的本

質。在此，權力被視為可被人們佔有，卻也可能反過來成為壓制人

們的力量，握有權力，人們可以確保自己的位置，失去權力，便會

走向被支配的命運。  

權力會凌駕、侵奪與壓抑他人的權力，這也是一般人多將權力

視為「惡」的重要原因。在壓抑說的預設下，與壓抑性權力對立的

就是主體本質的解放；例如，主體的自我實現、性解放或是性自由

運動皆屬於此範疇（蘇峰山，1994: 130-131）。這裡的邏輯是，由

於權力被視為一種財產，無權者會受到有權者的壓制，因而權力被

視為負面與邪惡的概念。  

Foucault 指出此種說法的謬誤：壓抑權力觀預設的主體是自由

的，但是會受到權力的浸染，因此，必須通過一些努力，使主體自

外於權力（如上述所說的主體的自我實現，性解放與自由運動等

等）。  

對 Foucault 來說，權力不是壓抑主體，相反的，權力是去「生

產」主體。主體是常規化的紀律效果，個人不是與權力面對面，而

是權力的基本效果之一，他們為權力所建構，但同時也是權力的工

具（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參、權力是一種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  

因此，以往的權力研究，基本上把權力看成一種負面的壓制力

量：權力實行禁止和拒絕，產生一系列否定的效果：排除、拒斥、

否定、阻礙與掩藏等等（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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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壓制的權力觀點一直引領著西方思想。Foucault 認為，

此種權力觀點與中古以降的君主政體發展有關，當時，君王為了統

治天下，必須通過禁止與壓制以實行自己的權力，使自己成為唯一

的權力來源。在這個預設下，研究權力學者關切的問題就圍繞在如

何使君王的權力正當與合法化，強調的是以統治者為主的主權

（ sovereignty）權力（Foucault & Sennet,1982 ；Rabinow,1984；

Rabinow,1977）。  

因此，以往的權力研究多在研究統治霸權、宰制權力以及最高

權力，以司法的表述和禁令作為權力的中心，一切統治是以對象的

服從為最終目標，權力的施行基本上是以最高權威與臣屬關係開展

的。  

以 Weber 為例，他的權力研究便是以統治中心為基礎的。他的

研究焦點因此鎖定在支配者如何建立其統治的正當性。他將正當性

支配（ legitimate domination）分成傳統權威（ traditional authority）、

理性權威（ legal-rational authority）以及神格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這三種理念型，目的在說明這些不同的正當性支配類型，

皆建立在「被支配者」的信念以及「支配者」的正當性統治基礎上，

也就是建立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係上面（Weber, 1968；簡惠美譯，

1989）  

這裡預設的是一種宰制與臣屬的關係，權力的問題其實是一種

有關「統治權」的問題。包括什麼是統治？統治是如何構成的？以

及什麼樣的服從契約把個人綁在統治上面」（嚴鋒譯， 1997：

175-176）  

在以往，權力是奠基在「法律與統治」的模式之上，人們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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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問到底什麼使權力合法化？人們會訴諸這樣的想法：權力是奠基

在機構的模式上，因此，我們會去問：國家是什麼（Foucault, 1982；

Dreyfus & Rabinow, 1982: 209）？也就是說，在研究權力的過程中，

人們始終未能擺脫以統治者為中心的影子，仍未能「把國王的頭砍

掉」，也正是在最高權力的框架下，權力理論始終環繞在暴力、法

律、國家與宰制與臣屬這幾個主題中（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

2000）。  

Foucault（1980:122）指出，有關統治權或是國家的問題絕對不

能佔滿權力關係的全部領域。他說，「權力關係勢必得超越國家所

立下的範圍。原因有二：首先，儘管國家機器無所不能，但國家絕

對無法佔滿權力關係的全部領域。其次，國家只能在既存的權力關

係之基礎上運作。國家是根植在一整套多元的，無限的權力關係

中。例如，一整套投資在身體、性、家庭、親屬、知識、科技等等

的權力網絡」。  

第二節  微觀的權力分析  

Foucault 認為我們應該放棄中世紀以來就牢牢控制我們的王權

模式，尋覓新的權力研究的思考模式，他提出的解決方式，是改採

一種「微觀」的權力分析方式，而不是以往從「中心」研究權力的

方式（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5）。  

Foucault（1984；余碧平譯，2000：68-70）指出，微觀的權力

分析方式與國家中央、巨型的以及從中心出發的「總體」權力運作

形式相互對立。微觀的分析方式是從最細部，最具體的權力機制著

手，來討論權力到底是如何被施行。Foucault 提醒我們，應去關注

地區性、微觀的、無所不在與持續不斷的權力網絡，他認為，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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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些網絡使得權力能夠施行到社會的細微之處。  

此種微觀權力分析方式的目的在擺脫以往用中心、宰制、禁令

與壓迫概念來思索權力的研究模式。也就是說，微觀的分析方式不

是假設所有的東西都是從一個整體的宰制形式裡擴散開來的，而是

從最低的層次開始做歷史的考察，探究這些權力機制如何得以運

作，去注意「最基本的社會單位」，然後去分析其各自的邏輯以及

使用的工具以及策略。  

Foucault 指出，微觀權力分析的切入方式，就是從被建構的主

體形式出發，也就是從「身體」被建構的形式，建構出一種微觀、

邊陲的分析機制，這便是「由下而上」、微觀權力分析的關鍵所在

（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153 200）。  

Foucault 曾以「警察制度」為例，說明警察制度雖然是國家機

器的一環，與政治最高權力中樞直接相連；但是，警察或其他的政

治與司法領域之所以能夠運行，必須依賴於日常生活編織的權力網

絡，例如，家庭、親屬、醫療、宗教制度或其他種種有關人類的知

識或技術。這些權力網絡分佈在社會的經濟、文化和各個社群的實

際生活領域，出現在日常生活的每一環節，對人們進行著「常規化」

的工作。  

在此，權力經由教師、法官、醫生、精神醫學者以及社會中的

種種論述，而不是從國家權力的「中心」，在身體進行「常規化」

與「規範化」工作，也正是因為這些細微與綿密的網絡力量，警察

制度才得以運作。這些處於國家機器「之外」的權力機制擴大了國

家的力量，這些權力機制比國家制度更為有效地影響著我們

（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建構新聞事實：定位與權力 
 

 43

Foucault 認為，權力遍佈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每一種關係，

我們不能假設所有的東西都是從一個整體的宰制形式裡擴散開來

的。  

當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從「宰制—被宰制」這個

普遍的現象推演出來的時候，我們應該去做些

不同的事：我們必須從最低的層次開始調查，

這些權力的機制是如何運作，我們必須指出到

底是哪些動因（ agents）該為他們負責（那些

構成直接的社會環境，如家庭、父母、醫生等

等），而不是將他們全部都包含在一個宰制與被

宰制，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公式裡（Foucault, 

1980: 100-101）。  

Foucault（1984；余碧平譯，2000：68-70）這段話的意思是要

我們認清，權力關係的原則和基礎不只是宰制與被宰制、統治與被

統治之間的二元對立。然而，他也不是要完全否定宰制與剝削的關

係，他的目的是要去強調：宰制與剝削不是唯一或根本性的權力模

式，它只是眾多權力觀點的一種，我們不能只簡單的指出一種宰制

模式，然後把社會裡所有的權力運作都套進這個框框裡面（姚人

多，2000：108-133）。  

Foucault（1984；余碧平譯，2000：68-70）認為，現今社會的

權力涉及的範圍及採用的形式已超出了國家、社會制度與機構，而

不限於一種法律的規範力。因此，他不贊成將國家或統治者放在權

力運作的中心。他認為，權力，是比一個比法律的整體或一個國家

機器更加複雜、更加厚實以及更加擴散的東西，權力不僅限於「最

高與臣屬」之間的一種關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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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關懷下，Foucault 提出了他的權力觀點：「紀律權力」

（disciplinary power）。以下，我們先說明紀律權力的誕生，作為紀

律權力發展的歷史脈絡，接著，我們要說明，紀律權力是一種生命

權力。  

第三節  紀律權力的誕生  

在 Discipline and Punish《規訓與懲罰》這本書中，Foucault 追

溯數百年來權力如何藉由刑罰儀式的作用，把「身體」訓練成為一

個馴服工具的過程，Foucault 將身體視為一歷史概念，主張應從歷

史的觀點來分析身體，從不同的歷史環境中找尋身體如何被對待的

方式，分析權力的運作方式。  

在此書中，Foucault 把身體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做了詳盡而綿

密的歷史分析。Foucault 在研究刑罰制度後發現，這些權力的對象

與目標都是「身體」。從王權時期作用於肉身的折磨開始，身體就

是權力行使的目標。Foucault 明白指出：「試圖從『懲罰』歷史方

式的演變，解讀權力和身體之間的關係」（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22）。  

在 Foucault 接觸監獄的刑罰系統時，他發覺傳統「巨型」、「宰

制」的權力觀點根本無法解釋現代權力的運作過程。在此，權力與

對象的關係產生了微妙的變化，懲罰機制中的「強制」、「中心」地

位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邊陲」「細微」的如毛細孔一般權力。

他這樣說道：  

在一九七一到一九七二，我同監獄具體打交道

的時候，接觸刑罰系統之後，我確信權力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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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應該過多地從司法的角度考慮，而應該關

心它的技術、戰術和戰略（Foucault, 1977；劉

北成、楊遠嬰譯，1992: 22）。  

在檢視有關「懲罰」方式的演變，Foucault 發現權力與對象的

關係產生了微妙的變化。他指出，從十八世紀末起，權力的操作方

式已經逐漸從巨型的權力展示（君王專制下的酷刑）走向細緻化的

規訓，例如學校、醫院、監獄等等的管理方式，此種權力形式更有

效、輕易的迴避了以往硬生生的暴力形式，以細緻化的規訓方式，

將人們培養成有益於國家社會的身體。  

為了說明權力的演變，Foucault 將刑罰的過程分成三個歷史階

段：王權時期作用於肉體的酷刑、人道主義者的改革、以及監獄的

監禁過程，以說明從十九世紀開始，懲罰機制中的「強制」地位逐

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柔性的「紀律」（discipline）。  

壹、王權時期的酷刑  

在十八世紀以前的王權時期，刑罰的目的在於公開展示統治者

的權威與神聖，對犯人的懲罰往往是以殘暴的侵害、毆打、殺戮肢

體的形式進行，並以公諸天下的展演手段來達到警惕的效果。  

Foucault 仔細的描繪以往公開展示、以及直接施行於肉體的「酷

刑」（ scaffold），包括「對肉體的酷刑和肢解，在面部或臂部的烙

形，示眾或暴屍等現象」（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7）。此種王權建立於對罪犯肢體的破壞上，罪犯必須通過公開作用

於肉身的刑罰得到懲罰。Foucault 描寫了四種公開刑罰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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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它使犯罪者成為自己罪行的宣告者：以遊街或在大庭廣

眾之下宣示自己的罪狀，目的在使罪犯的罪行以及司法正義昭示於

眾。其次，它沿用以往的懺悔方式：通過一種主動公開的認罪，以

伸張司法正義，昭示真理。再者，公開的受刑方式：處決人犯的地

點往往是犯案現場，處決形式則顯示犯罪性質，例如：瀆神者被割

舌、淫穢者受火刑、殺人者被砍斷手臂。  

最後，緩慢的行刑過程：例如「有一個人受了一小時的酷刑才

斷氣，據說，在場的觀眾都被它所表現的虔誠與懺悔感動了」，同

時，在行刑時模擬如同「地獄」般的情景：犯人「不斷的發出令人

毛骨悚然的哀嚎」（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41-45）。  

貳、人道的改革  

到了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人們開始反對傳統的酷刑以及

公開的處決方式。原因在於，此種公開的處決方式，在人們看來，

其野蠻程度不亞於犯罪本身，同時，不斷使用公開的處決方式，反

而使得民眾習慣了原本要使他們厭惡與害怕的酷刑，民眾開始憐

憫、同情被處決的罪犯，而刑吏或是法官這些執法者卻反而被民眾

視為謀殺犯，也就是說，罪犯與執法者的角色在這樣的過程中相互

置換（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8）。  

基於此，刑罰制度開始有了人道主義式的改變。犯人不在公開

的處決儀式中被消滅，他們被思考成需要治療與改造的靈魂，此時

懲罰的目的是去教養與管治犯人，使其恢復「人性」，重新加入社

會正常的運作。此時期的刑罰重點已從身體的凌虐移轉到心智的改

良，刑罰的重點不再是犯人的身體，刑罰成為一種「非身體性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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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non-corporal penalty）。  

例如，在行刑時，犯人被注射鎮靜劑，使犯人減少痛苦的感覺。

而在一九七六年，英國發明一種絞刑機（a hanging machine），它把

一個支撐台放在犯人的腳下，如此的設計在於減少犯人痛苦的時

間：奪走犯人的生命，但沒有肉體的痛苦（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10-11）。  

以往負責執行刑法，令犯人痛苦的執法者或刑吏，被一整套專

業技術人員所取代，包括監獄看守、醫生、牧師、精神醫生、心理

學家、教育學家等等，他們會去照顧或是安慰這些刑犯。另外，此

時的刑罰重點在於向社會宣示懲罰的目的是為了保護社會，罪犯不

再被視為是對統治者權威的挑戰，而是對其他社會分子的侵犯。  

就人道主義而言，懲罰的目的在於「教育」人們從中獲得道德

教義，使得受刑人與一般人民皆能領略刑罰所代表的意義，亦即一

種「寓教於刑」，「這些處罰的目的是『治病救人』，是使罪犯改邪

歸正；即用一種『勸惡從善』的方式使得人們相信刑罰之正當性」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9）。  

因此，最好的懲罰方式是公開的勞役或是令其從事社會服務，

如讓他們在公路、運河或是公共廣場做苦力。一方面，可以讓社會

大眾受益於他們的勞動，更重要的是由於社會大眾看見他們被處以

從事苦力的懲罰，社會大眾因此可以得到警惕與教育。  

Foucault 將此種刑罰方式稱之為「以苦役的形式為國家社會服

務」（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08），他分析此種

懲罰的目的在於「把罪犯置於眾人的眼光之下，剝奪其自由，強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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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自己的餘生來彌補他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其儆戒效應，遠比將

人處死更明顯」。Foucault 指出：  

罪犯以他們提供的勞動與產生的符號，付出了

雙倍的代價。在公共場所和大街上，犯人是利

益和意義（signification）的匯聚處，社會大眾

看見他在為每一個人服務，但與此同時，此種

行為也使得犯罪便必須接受處罰的符號偷偷溜

進每一個人的腦海中（Foucault, 1977；劉北

成、楊遠嬰譯，1992: 108）。  

然而，Foucault 也一直提醒我們，現代懲罰制度表面上看起似

乎緩和了對肉體的控制和折磨，但這並不意味著懲罰真的變得「人

道」，懲罰只不過是換了一種更巧妙、精緻也更全面的運作方式。  

參、監獄制度的確立  

通過人道主義的過渡，到了十九世紀，監獄制度正式確立。此

種懲罰的方式不是再去示眾或是進行道德性的勸誡，而是通過精確

的訓練方式改善囚犯的行為。  

不同於過去公開示眾的懲罰方式，監獄的懲罰方式是將犯人被

監禁在牢房之中，被圈定在一個祕密的空間裡。Foucault（1977；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37）指出，監獄的首要原則是隔離，使

犯人與外部世界以及犯罪有關的一切事務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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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離的目的在於使犯人單獨面對自己的罪行，使他們反省、產

生悔恨。另外，隔離最重要的目的在於，當犯人被隔離時，更能保

障在這些犯人身上行使的權力不會被任何其他力量所影響或顛覆。 

表面上看來，身體雖然不再如同王權時期的被摧殘，但是，隔

離的原則卻也指明監獄制度的目的在身心兩方面徹底的改造罪

犯，訓練身體成為一個完全馴服的客體（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作用於身體的力量從暴力轉換成為一種不斷的、持續的監督與

操練，這些方式對人們的身體控制更為細緻、更為全面。 Foucault

把這些不斷征服身體看似「柔順」的力量稱為「紀律」（discipline）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36-137）。紀律權力

的運作方式就是把每一個「個體」（ individual）塑造成為「主體」

（subject）的方式。紀律權力是一種關於身體的政策。一種使人的

群體變得柔順而有用的方法（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313）。  

此時，懲罰機制中的強制地位被紀律所取代，在此，身體通過

一系列的「訓練」：包括一整套技巧、方法、知識與計劃，成為一

種既溫馴又有用的東西。也就是說，紀律的主要功能不是去壓制或

消滅，而是去「訓練」與「教養」，是為了獲得最大的效用與利潤

而訓練。  

從「經濟」角度來看，紀律增強了人們的使用效用，紀律將大

量混雜、無用與流動的肉體與力量改造成有用、同質、與柔順的力

量（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3）。身體被視為可

以鍛鍊與監督的對象。身體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而是可以被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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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的單元，可以被「零碎敲打」的分別處理，身體被施以微妙的

強制，從運動、姿勢、態度或是速度的規定來掌握身體。  

Foucault 進一步指出，紀律通過以下的四種方式，造成現代人

的個體性（ individuality）（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35-169）：  

首先是「分佈的藝術」：是指空間的分配。紀律的行使需要封

閉的空間，標示出與眾不同的、封閉的場所，例如，讓犯人孤離無

依、禁閉流浪漢和窮人、學校裡採取的修道院模式、軍隊的軍營或

是工廠的廠房設計。  

另一方面，光是封閉是不夠的，還需要一個靈活運用空間的方

式：例如依據單元劃分，使每個人有自己的位置。在此種安排下，

便可以很清楚的掌握誰是缺席者。此種空間的規劃為每人提供了固

定的位置，而固定的位置其實就標示出此人的位置與價值，每個人

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與他人的位置以及要負責的事情，如此一來，

也建立起人與人之間的運作與連繫關係。  

其次是「控制活動」：是指通過種種的「控制活動」規範與建

構出有用的身體。例如，制定嚴格的時間表，規定人們活動時的節

奏、活動方式、以及詳細規定行動的時間，使得時間更有效的被運

用，在此，紀律對時間的態度，與其說是「使用」，不如說是「徹

底耗盡」。  

此外，肉體還被要求成為機械一般，例如，「學生上課時必須

保持筆直的身體，稍稍向左自然地側身前傾，肘部應該方在桌子

上….這不只是為了書寫的方便，而且腹部壓著桌子對健康有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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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礙」。換言之，紀律為身體規定出正確性與一致性。  

第三，是指積累與使用時間的機制。1也就是試圖充分利用每個

人的時間，把分散的時間累積起來，以達成最高的效率。此種機制

一方面把時間分割為一個個、單一的獨立單位，這樣的做法有利於

不斷地累積，經由時間的累積與使用，人們被置入一種時間與權力

架構出來的「格式化」與「規範化」的框架中。  

Foucault 指出，此種紀律機制最重要的地方在於揭露一種「線

性」的時間觀，即一系列的、朝著固定方向前進的時間形式。Foucault

將此稱之為「進化的」（evolutive）的時間觀，也正是在此種時間

觀的影響下，進步是可能的，更是值得每一個人努力的目標。  

最後，「組合性」要求發揮每一個體的最大與最佳效率，紀律

權力透過不斷的訓練，將烏合之眾轉變成為有用的個別元素，也只

有這個前提下，才有搭配與組合的可能。  

例如，當涉及到要提高生產力時，不單單只是工作時間的延

長，更重要的是，必須有一種機制把將從身體榨取的時間與力量，

加以組織、累計起來。也就是說，透過力量的積聚方式，將個人的

身體轉換成一元素，並按照其身體的有用程度，決定個人的意義與

價值。此種紀律方式涉及的是一種組合的問題，身體被化約成為力

量，這是一種以數字、計量對待身體的態度。  

                                                 

1 Foucault 將積累與使用時間的機制稱之為「發生組織化」 (organization of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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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從王權時期作用於肉體的酷刑，過渡至人道主義者的

改革，再到監獄監禁過程的懲罰過程，指出懲罰方式已經從作用於

人體身上的酷刑轉變為一種柔性的紀律權力。  

紀律權力的成功主要是經由一些溫馴的方式來實現，其最終目

標在於模塑人類的心靈與身體，而不是佔有與鎮壓。因此，Foucault

提醒我們不能把懲罰機制（punitive mechanism）的研究重心只放在

壓制、鎮壓、防範、排斥與消滅等負面效果方面，而應把懲罰視為

一種複雜的社會功能—具有生產與教養功能（Foss & Gill, 1987）。  

第四節  紀律權力的運作機制  

Foucault 認為，經由以上的「分佈的藝術」、「控制活動」、「積

累與使用時間的機制」以及「組合性」這四種方式，造就現代人的

「個體性」。在這個基礎上，Foucault 進一步指出以此四種技術為

根基，更加具體管教身體的三種手段（ the means of correct 

training）。  

Foucault 認為，現代權力的運作之所以能夠遍及在社會的每一

個角落，是因為「層級監視」（hierarchical observation）、「常規化

評價」（normalizing judgment）、「考試檢查」（examination）這三種

「管教身體」的紀律機制發揮效用的原因（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171-193）。以下說明。  

壹、層級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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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級監視」是指透過好像無所不在的全方位凝視，完成層層

的、持續的、一目了然的、切實有效的監督。此種監督技術是根據

整個空間、線條、格網、光線與等級的安排而運作，所有的建築空

間安排以及視覺上的設計都是為了行使權力的緣故。  

層級式的監視概念指出，監視必須「層級化」，必須設置許多

的監視中繼站（ relays），以及各類的監視人員，才能形成層層的監

視網絡，達成最大的監視效果。例如，在工廠中設有工頭，他們負

責監督工人，巡視各個工作站，向經理報告工作的進度與狀況。  

又例如，學校也會有各類的觀察員，負責執行監視同學的任

務。Foucault（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76）這樣描述學

校裡層級監視的狀況：為了幫助教師，會從優秀的學生中選取出觀

察員、課代表、探訪員以及班長等等。如：「觀察員」的工作是去

負責監督班上的同學：誰在說話？誰離開座位？誰有不軌行為？誰

總是漫不經心？「課代表」負責監督「誰在學習時說話或哼歌，不

寫作業而把時間浪費在玩耍上面」？「探訪員」則拜訪缺席或是犯

下嚴重錯誤的家長；至於「班長」則要負責監督這些幹部，包括觀

察員、課代表、探訪員等等。  

層級監視的網絡控制著整體、也覆蓋著整體。Foucault 指出，

雖然這些關係的確需要依賴「人」去實現，但是，層級監視之所以

能發揮作用，卻是因為此種分層負責，分層監視的「監視網絡」起

作用的緣故。因此，誰來監視或是行使這個機器都無所謂，任何人

都能夠操縱這部機器，層級監視的行使是透過一種安排，而不是某

個人的身上。  

因此，權力的研究重點不在「誰」有權力監視「誰」，監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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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非由任何特定的人所發揮或是控制，而是由權力的運作機制造

成對人們的監控，換言之，誰被監控也是一樣，誰來運作都沒有關

係，任何人都可以操縱這部監視的機器（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180）。  

層級監視之所以能夠運作是因為這是一種「關係權力」

（ relational power），這種關係的特色在於它是自動的，使得監督者

與被監督者之間可以不斷發揮權力的效應。換言之，權力是一種自

動與匿名的權力，是一種關係網絡的作用。  

權力以一種永恆、持續且經濟的行使方式把人放置在一個監視

的系統中。權力不再是透過斷頭台、酷刑或是殺戮，而是透過不斷

的觀察與監視。這裡，Foucault 再次論證權力不是對人們進行強制

或禁錮，而是去改造、馴服人們的心靈，對他們進行教化與管治。 

貳、常規化評判  

「常規化評判」是指是每個機構都有一套訓練與懲罰的標準。

例如「工廠、學校、軍隊都有一套關於時間（如：遲到、缺席、中

斷）、活動（如：心不在焉、疏忽、缺乏熱情）、行為（如：失禮、

不服從）、言語（如：聊天、傲慢）、肉體（如：不正確的姿勢、不

規範的體態、不整潔）、性（如：不道德、不莊重）的刑罰方式」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78）。  

常規化評判的目的在於提供規範（norm），用以裁量與比較個

體，排斥異常，以及同質化與常態化每一個身體。此種懲罰方式是

從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不斷的透過比較、區分、排列等級、以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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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等方式，使個體逐漸地常規化（Foucault,1977；劉北成、楊遠嬰

譯，1992: 182-183）。  

在常規化的評判當中，包含著處罰，也包含著獎賞，Foucault

將其稱為「處罰」與「獎賞」的雙元體系（a double system: gratification 

- punishment）。首先，「處罰」泛指通暴力或威脅而運作的權力，

在個人或團體之上強加某些意願，目的在贏得他人的服從。至於「獎

賞」，是指通過給予正面的獎賞，給予服從的個人某些獎勵，即直

接或間接地涉及到某個行為之「誘因」作用，諸如庇護、授予榮譽、

公開讚揚、公開契約、金錢獎賞等等（Galbraith, 1983；劉北成譯，

1992: 23）。  

Foucault 以教師與學生的關係為例，指出「教師應該儘可能的

避免使用處罰，應該多用獎勵替代處罰。無論是懶惰的或是勤奮的

學生，他們其實都渴望獎賞，因此，教師應多多利用學生們渴望獎

賞而非害怕懲罰的心理」（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80）。  

處罰與獎賞的雙元系統建立出「比較」的領域，製造出等級與

位階，也就是根據一套訂定好的標準，去衡量每個人的能力與水

準。而此種等級階層傳遞著一個必須遵守的常態（normal），一旦

常態的標準建立，便會畫出一條「正常與異常」的界線，異常

（abnormal）就會跟著明朗起來，不符合規範者便會被排除在正常

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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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試審查  

「考試審查」把層級監視與規範化評判的技術結合起來；透過

一套檢查的儀式、方法、特點、作用、問答遊戲、評分和分類體系，

考試審查確立了一種關於個人的能見度，由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

每個人。Foucault 這樣形容考試：「考試是一種常規化的監視，一

種具有分類、評判資格、以及處罰功能的監視」（Foucault, 1977；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84）。  

考試審查可以說是「客體化」的儀式：考試審查將個人轉化為

一個個的個案，需要訓練、矯正與比較的個案。人體成為知識的對

象，也是權力的對象。  

考試審查是一種規範化凝視，一種能夠導致確定性、分類和懲

罰的監視。透過一套檢查的儀式、方法、特點、作用、問答遊戲、

評分和分類體系，考試審查不但確立了一種關於個人的能見度，由

此人們可以區分和判斷每個人（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

1992: 184）。  

Foucault 指出，透過「層級監視」、「常規化評判」以及「考試

檢查」這三種管教方式，身體成為一個可被解讀與分析的客體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90）。這說明紀律權

力是經由規範去常規化，而不是如暴力般的壓迫人們，這些常規化

的規範以細緻的、毛細孔般的方式出現在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凡是

與規範不合或是處於模糊地帶者，皆應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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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圓形監獄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其實是從圓形監獄（panopticon）的運作

得到許多重要的啟示，因而，在 Foucault 的權力理論中，圓形監獄

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以下說明。  

Foucault（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99-201）的圓形

監獄概念是從 Benthem 的圓形監獄概念發展出來的。Benthem 的圓

形監獄的主要設計是：四周是一環型的建築，中心則是一座瞭望

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的窗戶，面對著環型建築。環型建築中被分成

許多的小囚室，各囚室都有一對內與對外的窗戶，對內的窗戶，對

著瞭望塔，以方便瞭望塔的監視；另一扇窗則對著外頭，用來採集

光線，使得囚室可以透光，目的在使得囚犯被看見。  

在每一個囚室裡關進一名瘋子、病人、罪犯、工人或是學生。

在瞭望塔的中央，安排有監督囚室的監督者，通過光線的效果、房

間裡的一舉一動都會清楚的被監視者所看見，但是被囚禁的人們卻

看不見匿身在監視塔中的監視者。  

圓形監獄中的光線，翻轉以往對監獄一片漆黑的看法，光線成

為監視者利用最重要的武器，囚犯被置於光線之中，也就等於被置

於目光當中。Foucault 認為，圓形監獄的主要後果，就是「在被囚

禁者的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

動地發揮作用」。也就是說，即便權力的運作是斷斷續續的，權力

也會自動的發揮效應，權力的此種設計方式使得權力的實際運作都

變得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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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光線製造出「可見性」的特性之外，我們進一步從圓形監

獄中整理出 Foucault 幾個關於權力的看法。  

壹、權力是無主體性的  

在圓形監獄中，權力是透過建築物、光線、空間以及視線的部

署來行使的，權力的行使是透過一種安排，而不是某個人的身上。

因此，任何人都能夠操縱這部機器。  

如同圓形監獄的部署顯示，在圓形監獄裡，其中沒有任何「人

為權力」的操縱，所有的權力施展都是由權力機構來呈現。因此，

監視力量並非由任何特定的人所發揮或是控制，而是由權力的運作

機制造成對人們的監控，因此，誰被監控也是一樣，誰來運作都沒

有關係，任何人都可以操縱這部監視的機器（Foucault, 1977；劉北

成、楊遠嬰譯，1992: 202）。  

Foucault 據此駁斥以往的「工具式」權力觀點。權力被視為某

些人「佔有」的財產，因此，分析權力便避不開「誰握有權力」，

握有權力者想要達成什麼目的？他們用何種權力手段來達成目

標。在工具式的觀點下，多數時候，人們對權力的提問方式就環繞

在誰擁有權力？權力從何而來？誰獲得利益？誰是支配者，誰是被

支配者？人們應用何種方式排除權力的壓制？在此，權力與人們的

意向、決策、目的是緊密相連的。  

從圓形監獄的運作過程指出，Foucault 再次說明權力不是任何

人或階級的「財產」或所有物，權力關係並不是由人們所決定，因

此，我們應避免將權力置於某一個人的意願或決定的立場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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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權力是流動的  

根據圓形監獄的運作，Foucault 更進一步指出權力流通、傳散

（dispersion）、無所不在以及流通的特質。他發現，從十九世紀開

始，圓形監獄的監視方式已經廣泛的被採用在諸如學校、醫院或是

工廠等等地方，而不限於監獄當中（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

嬰譯，1992: 207）。  

對 Foucault 而言，圓形監獄其實是當今社會的「喻體」，社會

正是一個敞開、隨時被監視的監獄。也就是說，Foucault 關懷的不

是圓形監獄的制度，而是圓形監獄作為在監獄中行使的權力技術。 

監獄被 Foucault 視為一種「規訓技術」，而不是制度。Foucault

是這樣說的（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14）：  

紀律不是一種體制也不是一種機構，它是一種

權力類型，一種行使權力的軌道。紀律包括一

系列的手段、技巧、程序、應用層次、目標。  

因而，就算某權力機制出現於某制度中（如圓形監獄的機制一

開始是出現在監獄中），後來也不只是限於那個「孕育」權力的制

度中。當此種權力機制的有效性出現，其他的制度也可能採用同樣

的權力機制與策略，這些權力機制不再只是停留在原先運作的堡壘

中，而會在一種「自由」的狀態中流通。  

這些控制方式是可以被移轉並採用的，會被打散為各種靈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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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方式，以各種不同的面貌，出現在社會的各種地方。因此，

Foucault 指出，圓形監獄是一種技術，一種監視與管理人們的技術，

而不是限於監獄的制度（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10）。  

Foucault（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22）據此指出，人

們應該從「去制度化」與「去中心化」的觀點來看待權力，若從制

度觀點來解釋權力的運作，會變成只討論某種權力機制的功能、形

式或是邏輯。再者，站在制度的角度分析權力會陷入從制度權力關

係的解釋與本源。最後，由於站在制度的面向來看權力，便會過度

誇張機構在權力關係的特權，因而將權力關係看成是法律或是強制

的模式。  

參、權力是無所不在的監視  

Foucault 以「圓形監獄」的監視方式指出，社會裡的每一個人

都在權力的運作與監視之下，每一個人都是權力的作用者也是執行

者，權力不是任何人所擁有的力量。Foucault（1977；劉北成、楊

遠嬰譯，1992: 201）這樣描述圓形監獄：  

這種封閉的、被割裂的空間、處處受到監視，

在這一空間中，每個人都被鑲嵌在一個固定的

位置，任何微小的活動都受到監視，任何情況

都被紀錄下來….。  

在圓形監獄中，經由空間的配置，使得每一個人都暴露在視線

當中，即使是處於最高位置的監視者也受到監視，也被置於權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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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域中，被一種權力局勢（power situation）所制約，在此，每一

個人都臣屬於這個權力機制的監視之下（Foucault, 1977；劉北成、

楊遠嬰譯，1992: 201）。  

圓形監獄展示出一種殘酷而精巧的鐵籠，為了行使監視權力，

圓形監獄使用一種持久的、洞察一切的、無所不在的監視手段。這

種手段能夠使一切隱而不顯的事物昭然若揭，它必須像是有幾千隻

眼睛分布在社會各處。  

不同於以往君王的權力僅能傳遞給少數的人，圓形監獄中行使

的監視力量是無所不在的，它全面滲透到每一個細微的角落。

Foucault 因而指出，權力從來就不在任何人的手中，也不像商品或

財富一樣的為人所佔有，權力不是某些人獨佔並且擁有，而另外一

些人缺少所以臣服。雖然社會上某些人或某階級似乎佔據「有利」

的位置，但是，我們不能說他們「握有」較多權力，因為從圓形監

獄的監視脈絡來看，每一個人都在權力的監視下。  

因此，權力研究的重點不在「誰多或誰少」，「誰擁有或是誰匱

乏」的問題上。權力不是固定在那裡，像是實體般的「物」，它從

來不限於某個制度，不被某個制度持有，也不會固定在某個地方。

因此，權力不是可以獲得、佔有或是分享的東西，權力是在無數的

點上行使，權力是一個循環，以一種鎖鍊的形式運行著的東西

（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肆、權力是自我監視  

除了每一個人都處於權力的監視之眼以外，圓形監獄一個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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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機制在於他可以產生人們的自我監視（self-monitoring）。  

Foucault 指出，在圓形監獄中，權力的有效性來自於「可見」

的但是又「無法確知」的（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01）。所謂的「可見」是指人們知道自己被監視。但是此種監視又

是「無法確知」的，正是因為無法確知的感覺，造成人們處於一種

擔心被監視的心情，外在監視因而轉換成為內在的自我規約、以及

自我監視。  

經由此種「可見」但又「無法確知」的配置方式，每一個人都

處於一種「自覺」被監視的狀態中，這使得被監視者內心保持隨時

被監視的警覺，這正是圓形監獄產生的最重要權力效應。  

圓形監獄的力量就表現在它從不干預，它是被

自發的實踐著並且不發出任何聲音，它建構一

個能夠產生連續效應的機制。它給予精神支配

精 神 的 權 力 （ power of mind over mind）

（Foucault, 1992: 206）。  

在此，Foucault 使用「surveillance」（監視）一詞，說明他所說

的「監視」（surveillance），不同於以往「觀看」或是「監控」概念。
2一般而言，監視多被視為一種「外在的」監控、支配、壓制與規

範；但 Foucault 所說 surveillance（監視）的內涵意義是「自我監視」，

「外在監視」的目的是在強化甚至轉換為我們自身的內在監控模

                                                 

2 surveillance 不同於「觀看」—observation、 speculation。observation 強調的

是眼睛本身，一種模仿式的觀察（mimetic observation），speculation 強調的是

沈思的理性，理念可以映照在心靈之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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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監視」的最終目的在於使人們自己監視與反省自己，以成為

更「正常」、「有用」、「自我規範」與「為自己負責」的主體。  

藉由「自己監視自己」的自我紀律行為，將種種規約「內化」

成為人格心理特質，將規範的強迫性轉為自願性質。這也就是說，

「監視」不僅僅是一種「外在」監視，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達到內在

的「自我監視」，外在監視的目的在於轉化成為自我監視的權力機

制。  

經由「互相監視」轉換成的「內在監視」使得權力的行使更臻

完善，它減少行使權力的人數，同時增加受支配的人數。因此，紀

律權力以最經濟與效率的方法，「提供一種普遍化的模式，在一個

基本的和易於轉換的機制上，經由紀律化的權力機制滲透入社會

中」（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08）。  

在圓形監獄中，不需要任何的武器或是實質的暴力，只要一個

監視的系統，便可以把規約內化，外在監視因而轉換成為內在的「自

我監視」，自己成為自己的監視者，每一個人在自己的身上運作這

種監視力量，此種監視的效果卓越，代價卻是最小的。  

自我監視是一種經濟的監視方式，使得權力得以自行運作。權

力以一種最「經濟」的方式，將人的身體納入各種生產機構之中，

紀律權力是一種用最小的代價把身體訓練成為有用力量的技巧

（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19-220）。  

這裡強調的「經濟」方式其實與理性技術所強調的「用力最少

的著名原則，是衡量理性的尺度，與所應用的手段相比，達到最大

的效果」（Weber, 1965）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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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紀律權力是一種生命權力  

Foucault 認為，從十八世紀開始，權力的運作不再以壓制、強

制的形式為主，Foucault 不同意完全從消極層面考慮權力的觀點：

即把權力視為禁令，當作排除、拒絕、阻礙與否定的作用。他一方

面對傳統權力觀點進行批判，一方面提出了他的權力觀點—「生命

權力」（bio-power）︰一種治理生命的權力，一種生產性的權力的。 

壹、生命權力與死亡權力  

生命權力不同於以往以統治者為中心，擁有生殺大權的「死亡

權力」。死亡權力是一種能決定生或死的權力。這來自於傳統的父

權觀點，這種權力讓家長有權處理孩子與奴隸的生命，因為他賦予

他們生命，所以可以將之奪走。  

Foucault 提出生命權力的目的是在指明權力的運作不是去消滅

或壓制差異者，而是去教養、矯治與改造他們，使其「棄暗投明」，

投入社會的生產，而改造差異者使其加入生產行列也正符合資本主

義的生產邏輯（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210）。  

這正是 Foucault 強調的，起初，權力被期待著能去消除危險，

去束縛無用或噪動的群體，去避免他們過大的聚集所造成的麻煩；

現在的權力則被要求以一種積極的角色，去增強那些個體的可利用

性（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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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命權力的兩種形式  

生命權力的目的在於影響生命、管理生命、提高生命價值、繁

殖生命與準確地控制生命。Foucault 指出，這種管理生命的生命權

力，是沿著兩種形式開展出來。  

生命權力的第一種形式是對單數的、個人的身體之關注，其次

則是對複數的、整體的人口的管理。以下分別說明。  

一、對個別身體的訓練  

生命權力的第一個重點是訓練每一個人的身體，Foucault 將之

稱為人體的「解剖政治學」（a natomo-politics of human body）。  

人體的「解剖政治學」指的是對於人體的訓練、提高人類各方

面的能力、將身體納入生產的系統當中。生命權力透過一連串的安

排，以各種技巧與策略，規範與矯正人體，使人體具備價值與能力，

將身體訓練成為可以駕馭、使用、改造與改善的對象（Foucault, 

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138）。這些目的都是為了使人們

變得更有用，減少烏合之眾，增進「整體人群」的使用功能。  

二、對整體人口的關注  

除了對個別身體的鍛鍊，生命權力也要去掌握整體人口的現

象，也就是對於整體的、複數的人口之關注，Foucault 將之稱為「生

物政治學」（bio-politics of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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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政治學是指對集體人口的控制與管理，就是關於人的積累

（accumulation of men）等問題。此時，政府認知到，他們所治理

的對象不只是各個子民，而是一個「人口」，有其特殊的現象與獨

特的變數：因此，他們開始關注諸如出生率、死亡率、健康水準、

壽命等一系列調整人口的生物政治學，政府開始使用人口統計學、

調查和人口普查公共健康以及衛生學等等的管理方式（Foucault, 

1980: 145）。  

Foucault 指出，生命權力是資本主義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他

說，「如果不把身體有控制地投入生產機器，如果不對人口進行有

利於經濟生產的調整，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能的」（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Foucault（1977；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以「時間表」的

安排為例，說明生命權力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工廠工

作時間以及內容的規定，學生學習過程中對時間的安排，以及軍隊

對於軍事的身體訓練等等，都是為了把個體固定在生產機器以及生

產的週期中。  

這種對於時間的區隔安排，其作用就在將身體與時間納入生產

機制當中，將每個人零碎的「純粹時間」（pure time）轉換成為「生

產時間」與「勞動時間」，將勞動力轉換為生產力。經由時間表的

安排，可以將每個人的身體做集體式的規畫，如此，擴大了身體的

利用價值，也增進了集體的、複數的組合效果。  

三、權力是整體化也是個體化的力量  

Foucault 指出，從十七世紀開始，生命權力就是依靠著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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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身體的紀律（解剖政治學：對個別身體的關注）以及對「整體」

人口（生物政治學：對整體人口的關注）的管理展開。  

也就是說，對個別人體的訓練以及對整體人口的調節，是構成

生命權力的兩個要點。這個偉大的雙重工程：既是解剖學的、又是

生物學的；既是個體化的、又是整體化的，權力最高的目標也許不

再是殺人，而是從各方面包圍與管理生命（Foucault, 1984；余碧平

譯，2000: 139）。  

關於生命權力同時關注「個體」以及「整體」的特質，Foucault

用「牧羊人與羊群」的關係做了一個有趣的解釋：牧羊人不只要照

顧羊群，也要關注羊群中的每一隻羊（Kritzman, 1988）。  

「牧羊人」與「羊群」之間具有一種獨特形式的知識，Foucault

將之命名為「牧養權力」（pastoral power）（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3），此種權力既是「整體化」（ totalizing）的管

理，但更獨特的是它又是一種「個體化」（ individualizing）的管理：

因為，牧羊人不僅僅要知道整個羊群的狀況，同時也要知道與照顧

每隻個別的羊。  

在此，Foucault 最主要目的，在於說明權力是一種「整體化」，

更是一種「個體化」的權力。此種個體化的權力將每一個身體，納

入詳細的規劃與訓練當中，個體化的權力就是將個體變成主體的一

種權力形式，依靠著此種既整體化又個體化的生命權力，無論是個

別的人，或是整體的人口，皆被安排在權力的監視以及規範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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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3-221）。 3 

第七節  權力是一種治理引導  

Foucault 提出生命權力的目的，是在說明權力是一種治理引導

（governmentality）而不是壓制性的暴力。  

壹、權力不是暴力  

Foucault 曾指出權力與暴力的不同：權力是作用在人的「行動」

上，而暴力作用的卻是人的「身體」。他說：「暴力是作用在物體與

身體上，它強迫、屈服、摧毀也堵絕所有可能的路，它的對立面只

能是被動的，一旦這種關係遇到抵抗，它只有將其壓制削減到最小」

（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20）。  

在主體與權力一文中，Foucault 為權力下了一個定義：「所謂權

力的行使就是某些行為建構其他可能之行為範圍的一種方式」。權

力可以「決定他人行為之可能產生的範圍」，權力是在「構作他人

行動的可能領域」。因此，權力關係是一種「行動」與「行動」的

關係：權力的行使是使某一行動修正另外一些行動的方式。  

                                                 

3 Foucault（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3-214）將牧羊人比

喻成國家，人口便是羊群。國家必須持續控制與管理人口的數量以及品質，

也需要提供良好的生活給每一個人民，這也就是說，國家不只關注整體的人

口，且需要鉅細靡遺的照顧看管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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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說法指出，權力是一組行動的模式（a mode of action）。權

力不是直接、立即作用於人身體上的暴力，而是針對他人的「行

動」，一種作用於行動上的行動。權力可以是既存的行動，也可以

是目前或未來可能會發生的行動（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20-221）。  

貳、權力與自由  

為了更清楚區分權力與暴力的不同，Foucault 用「治理引導」

（conduct） 4來解釋，權力的施行即在於「治理引導」的可能性。

權力作用於其他行動的方式乃是透過「引導」他人的可能領域，或

更進一步地「建構」他人行為的可能領域。換言之，權力其實是一

種「管治」。  

管治指的不是政治結構或是國家的治理，而是指「個體或群體

的行為被指引的方式」，是「決定他人行為之可能產生的範圍」，是

去「構作他人行動的可能領域，是某些行為建構其他可能發生之行

為範圍的一種方式」（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20-222）。  

「管治」不同於「鎮壓」，它是一種治理與引導，植基在社會

文化所默許的集體道德與規範，涉及的是人們對倫理道德應有的敬

畏，或對自己、對自己的名聲和榮譽應有的努力與節制。  

                                                 

4 Foucault（1982 見 Dreyfus & Rabinow, 1982:220）認為，conduct 一詞的多義

性或許最有助於談論權力關係的特殊性。作為動詞，Conduct 有「引導」的含

意，而作為名詞時則有「行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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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權力既然不是壓制性的力量，它便必須在「自由」的主體

上運作。由於現代人無法接受赤裸裸的極權權力，因而必須將權力

覆蓋上一層「自由」的面紗（周穎譯，2001: 139-157）。在這些過

程中，個體被建構成具有自由意志，並因此能夠為自己的行為承擔

責任的主體。  

自由的主體，正是經由紀律權力塑造出來的。主體之所以成為

主體是因為某種文化加諸在人們的身上，通過人們發言。通過現代

社會的紀律權力，可以控制人們的身體，進而訓練出正常、為自己

行為承擔責任的「自由」主體。  

因此，「紀律權力」與「自由」之間有相輔相成的「較量」關

係。這裡的「較量」，不是指有權力之處便沒有自由，而是指兩者

之間互相助長又相互挑戰的過程。權力僅行使於自由的主體，也僅

在他們具有自由的範圍內才有效（ Foucault, 1982； Dreyfus & 

Rabinow, 1982: 221-223）。自由因而成為行使權力的條件而出現

的，即自由是權力關係的先決條件。同時，權力的行使也必需要有

自由的存在。  

第八節  如何研究權力  

Foucault 一再強調，權力分析對象不是權力「本身」，而是「權

力關係」。Foucault 提出「權力關係」的目的，是希望藉此改變以

往將權力視為「財產」與「客體」的工具性概念，也就是不要再去

分析權力「本身」，不要再去追問：「權力是什麼？」「誰握有權力？」

這些問題。  

對 Foucault 而言，權力就是「兩者之間的關係」（ the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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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designates relationships between partners），就是一種「使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發揮作用的權力」（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7）。  

壹、權力不是實體  

Foucault（1984；余碧平譯，2000）指出，社會上有太多不同

的權力形式，太多不同的權力關係與分析，事件具有各種豐富的內

涵，長期醞釀，並衍生其他事件，因而，不可能也沒有理由去追問

「權力是什麼」？  

Foucault 一再強調，他不想追問權力「是什麼」，因為「是什麼」

的問題其實將權力視為一種實體或財產，預設了一種中心、單一與

外在的權力機制，假定了一種「客體化」。他指出，權力理論有著

先在的客體化（a priori objectivication），預設著追問權力的根本性

質。因此，他的目的不是去發展一套權力理論。  

如果你試圖樹立一套權力理論，你就不得不把

權力看作是在某一時空下浮現，然後推論其性

質，重構其源頭。然而如果權力實際上是一個

開放且多少是統合的關係叢，那麼，你的主要

問題將是提供自己一個分析理路，以便能夠形

成對權力關係的分析（Foucault, 1980: 199）。  

當我們避開「權力是什麼」？這樣的提問方式，探討的焦點便

不再是從社會存在、結構等抽象、集體與決定性的概念來討論權

力，而是依照權力行使與運作的不同方式，在行使權力時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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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技術、或機制等具體的層次上，來說明與了解權力概念

（Foucault,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6-220）。也就是說，

通過分析「如何」的問題來探究權力，目的是要改變以往對權力基

本概念的預設，從而引入不同於以往的批判性角度。  

為了重新概念化「權力」，我們應該我們應從權力「是什麼」

的問題意識轉而詢問權力「如何」運作（how is power exercised）：

如何（how）的中心意義是「權力藉由什麼策略被施行」以及「當

人們施行對他人的權力時，發生了什麼事」（ Foucault, 1982；

Dreyfus & Rabinow, 1982: 217）？  

當我們說權力是一種「關係」，意指權力存在於一種有系統連

結的關係網絡，權力必須理解為多重力量關係，他們在自身運作的

領域中建構自身的組織關係。依此，權力是一種有組織的、分等級

的、協同的關係組合（Foucault, 1972: 198）。  

權力關係不限於宰制與被宰制的關係、也不只法律與政治關

係。我們必須從多方面理解權力關係它也可以表現為經濟關係、知

識關係或男女關係等等。權力的運作是多元的，多面向的，它不是

純粹且僅僅作為有權者對無權者的掌控、宰制或支配而已，權力的

使用與運作透過一個像網一樣的組織，每個人就像穿梭於網中的

線；人們同時運作權力亦被權力作用。  

權力關係深植於社會關係當中，它不只存在於國家與人民之

間、或是階級與階級之間；權力關係介於男人與女人之間、介於家

庭的每一成員之間、介於醫生與病人之間、不同的力量佔據不同的

位置，引發權力的不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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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關係也存在於自己對自己的關係，以及自己與他人的關係

中。人們為自己或他人制訂限度，有時遵守，有時跨越，有時互相

取締，時而互相加強，在任何關係之間都會產生權力，不論人們知

不知道或是察覺與否（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24）。  

貳、權力是一種抗爭關係  

「權力關係」一詞，也意味著權力不是一種「實體」，而是眾

多關係不斷角力與變動的過程，在每一個權力運作的點上，都有可

能發生衝突、鬥爭或者至少引起權力關係的暫時顛倒。  

權力不是固定的實體，權力不是集中於某一個地方，它來自四

面八方，權力是一種流竄的狀態。權力關係永遠是不穩定的，它處

於一個極為不均等的狀態。權力是「不平衡、多形態、不穩定和緊

張」的「戰爭」形式。權力關係是緊張的，有權力就有反抗，因為

有反抗、有衝突，權力關係便是不穩定的，它會永無休止的變遷。 

此種觀點正符合 Foucault 一貫的權力立場：權力不是統治階

級、君主或國家擁有的所有物或財產，權力是流動的、變化的，眾

多不均等的權力關係互相作用，而新的權力關係也不斷產生。  

Foucault 對抗爭最特殊的觀點，應是他提出抗爭與權力之間的

「共生」，而不是對抗的關係。據 Foucault，權力自然孕育出反抗，

「沒有權力關係能免除抗爭」（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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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與反抗二者是一「共生體系」，反抗只存在於權力運作「當

中」，並且只存在權力關係的策略範圍「之內」。反抗總是在權力內

部（ inside），這與傳統將反抗與權力劃分成為兩個互相獨立的不同

範疇，視為「外在」權力（exteriority）的觀點有很大的不同（Foucault, 

1984；余碧平譯，2000: 66-71）。  

以往將「抗爭」與「權力」視為兩個互相獨立的不同範疇。但

是，Foucault 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論點，他指出，反抗位於權力的

「內部」，反抗與權力具有不只是對抗的關係，更有共生的關係。  

為了清楚說明反抗在權力的「內部」與「外部」這兩種觀點的

差異，我們以 Weber（1968；簡惠美譯，1989）對反抗的看法為例

闡釋這個概念。Weber 認為，權力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能夠在社會

行動中實現他們自己意志的機會，即使（even）是遭到其他參與行

動者的反抗」。  

這裡，Weber 認為權力是實現個人意志的武器，反抗並非是權

力發生的必要條件，因此，他用的是「『即使』（even）遭到其他參

與行動者的反抗」這樣的說法。簡言之，對 Weber 而言，「權力」

和「反抗」是兩個不同領域的概念。  

但是，Foucault（1984；余碧平譯，2000）的看法與此不同，

他說的是權力「內含」反抗，權力產生反抗，權力只有依賴反抗才

得以存在，反抗存在於權力關係的戰略範圍內。反抗是必然的、是

必要的，或說是不可消除的另一面，反抗不是「外在」於權力關係，

在權力關係中，反抗是另一面，是權力關係不可消除的對立面。他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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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力就有反抗。反抗從來不是在權力關係的

外部，而總是在權力關係的內部，沒有外在於

權力的反抗，權力是無法脫離反抗的，那裡有

權力，那裡就有反抗（Foucault, 1984；余碧平

譯，2000：68-70）。  

正因為 Foucault 把權力關係當成不同策略的對抗，他採取的是

「逆向」思考權力的方式：「要了解正常是什麼，應從不正常著手」。

這也是 Foucault（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1）一向從「反

抗」的形式來研究權力是什麼，從「策略的對抗性」（antagonism of 

strategies）來分析與檢視權力的形式和實踐的原因。  

他研究的多是「他者」與「正常」之間的反抗關係。他曾以反

對男人對女人的權力，父母對小孩的權力，精神專家對精神病患的

權力，醫學對人群大眾的權力，以及反對行政管理這五種反對運動

為例，他分析說，這些反抗皆環繞著「我是誰」這個問題上，也就

是「這些鬥爭是在質問個體的地位」是一種「反對個體化管治的反

抗」（Foucault, 1982；Dreyfus & Rabinow, 1982: 211-212）。  

Foucault 認為，從這些反抗的形式，可以探究「個體化的管治

權力」即管治個體的權力所使用的方式與策略。因此，他建議我們

應從權力關係、力量與力量的反抗與鬥爭來檢視權力的形式與實

踐。  

參、紀律權力與傳統權力  

整體而言，對 Foucault 來說，現代的社會其實是一個龐大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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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系統」，各種紀律機制像網絡一般地普遍存在，在他看來，現代

性權力原則的理念型就是「圓形監獄」，一種全景敞視建築，這凸

顯出「權力—監視—知識」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關係（Foucault, 1977；

劉北成、楊遠嬰譯，1992）。  

圓形監獄的建築方式顯現的是現代政治的理想是一種征服他

人「精神」與「靈魂」的權力模式，此種「監視」形式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達到「內在監視」。為了更清楚說明 Foucault 的權力觀點，

以下，我們整理出紀律權力與傳統權力觀點的主要差別。  

第一、權力不是獲得、占有或是分享的某個東西。  

權力從數不清的角度出發在不平等和變動的關係相互作用中

運作著；權力並不是任何人或階級的「財產」或所有物，權力是一

種戰術、策略、技術與戰爭，每一個人都在權力的運作之中。  

第二、權力關係不只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二元對立。  

Foucault 強調，權力研究必須代之以處於邊陲、區域、局部與

微觀的權力形式，也就是說，權力不只是統治的問題，權力關係存

在於許多其他形式的關係中。因此，我們應該放棄由上而下，從中

心分析權力的方式，改採一種由下而上的權力分析法。  

第三、權力關係是無主體性的。  

權力不是任何人或階級的「財產」或所有物，權力關係並不是



 
建構新聞事實：定位與權力 
 

 77

由人們所決定，因此，我們應避免將權力置於某一個人的意願或決

定的立場來思考權力的運作。  

權力關係並不是由某一主體所決定，權力研究的重點在於探究

權力的「紀律力量」（disciplinary power），而不是行為者主體的意

向，權力並非是從主體的意向而來，相反的，是權力作用於主體，

產生了個體，而不是主體決定了權力的運作。主體是權力安排的效

果，而不是其源頭。要研究的是權力對人們的「管治」效用，因此，

研究的焦點是「解釋歷史架構內如何建構主體」，並不需要觸及主

體的信仰、意圖、或者行為（Foucault, 1980: 97-98）。  

第四、那裡有權力，那裡有抵抗。  

權力不是固定與堅實的「實體」，權力必須在不斷的吸納過程

中維持其有效性，必須經由每次的實踐重新確認、銘刻、修正、再

製，甚至推翻重寫既有的權力關係。因此，反抗就成為權力關係存

在的具體條件。反抗正是權力關係存在的具體表現。反抗是一種「催

化劑」，藉由反抗可使權力關係浮出台面，並且可藉此更加了解權

力關係之運作。  

第九節  權力與定位  

在本章的最後，我們要把 Foucault 的權力與定位概念做一扣

連，以說明定位與權力之間的關係。以下，我們要分別說明，權力

是一種定位自己、定位他人的力量，同時，定位行使了權力，但也

受限於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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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權力是一種定位自己、定位他人的力量  

以上，我們以 Foucault 的觀點指出，人並非天生就具有對自我

以及他者的認識，主體性是經由「權力關係」建構而成，社會上存

在的種種權力關係，指引著人們對自我以及對他者的了解，建構人

們對自我以及對他者的定位。  

換言之，定位受制於社會上既定的權力關係以及意義，人們之

所以會如此定位自己、定位別人，是因為社會中的權力關係指引我

們如此。因此，人們對自我的定位以及對他者的定位是權力關係的

塑造，權力是一種規範（定位）自我以及規範（定位）他者的力量。 

權力是一種定位他者的力量。定位他者的目的是去界定自己與

此人的「關係」，而關係是語言能否產生行動的重要因素。因此，

定位的目的在建立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係，在產生行動，在命令、

要求他人做某事，或禁止、責難某人做某事，定位也就成為行使權

力的過程。  

定位他者是一種權力行使行為，而定位自我也是權力行使與塑

造的結果。權力召喚人們對自我的想像，權力使得自己想要成為什

麼樣的人、追求什麼樣的形象、將什麼視為自己的權利義務、又應

該遵守什麼樣的道德規約。也就是說，權力是一種「規範自我」的

力量，是一種使人們產生「自我監視」的力量，權力使得每一個人

成為大家想要他成為的樣子。  

因此，權力將人們吸引到某種秩序中，權力為每個人安排位

置，將人們分成不同的類別，賦予不同類別的人不同的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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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使社會形成某種秩序，每個人都在屬於自己的軌道上運行著。 

貳、定位是權力的行使、也是權力的限制  

我們認為，定位代表一種權力的行使，也代表一種權力的限

制。人們將自己界定在某一個位置時，目的是去運用屬於此一位置

的資源，與此同時，此人也正被這個位置的種種規定所限制。  

定位是一種權力的行使。自我定位的目的是在宣示與施展自己

的權力，也就是說，權力不是人們「擁有」的財產，人們必須不斷

宣示屬於自我的權力疆域。  

定位也是一種權力的限制。從人們定位自己以及被定位的過程

中，反映出此人遭受到什麼樣權力的限制。例如，當某人佔據「老

師」的位置時，他除了在宣示與要求屬於老師此一位置的權利義

務，然而，與老師這個位置相關的種種權利義務，便會框限此人行

為的是非對錯或適切與否，「老師」這個位置會形成其他人觀看與

評論此人行為的框架。  

而對這個人來說，佔據「老師」位置的他也會得到某種暗示，

做出「應當」與「合宜」的行為，他會意識到自己的行動界限、會

意識到對本身角色所應達到的理想境界，以及人們對此位置的期

待。  

也就是說，當某人選擇「老師」這個位置時，除了可以運用屬

於此一位置的資源，行使某些權力關係，與此同時，他也正被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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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運作，他被屬於此位置種種相關連的權利與責任所規範。因此，

人與位置之間存在著的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係，人們希望從這個位

置得到資源，但又希望擺脫屬於此位置的框限與枷鎖，人們在自我

定位與定位他者時，創造了自我也正框限了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