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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比試圖建立新制度更困難的計畫了，而且成敗更無把握，實行起來更加危險。

因為，倡導者將成為所有舊制度受益者的敵人，而新制度的所有受益者，卻只是些

半心半意的擁護者。這種半心半意，部分是出於對那些反對者的畏懼，部分是出於

不願輕信的心理。人們在沒有看到令人信服的確鑿證據前，是不會真正信任新事物

的。(馬基維里— 《君主論》第六章)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權力」(Power)是無可逃脫的嗎？它是否是基於人性的必然產物呢？它是

人人都想追逐的目標嗎？又或者它只是達成所欲目標的一種手段呢？而在各式

權力運作(Power Operation)下，它所能產生的只是一種制約的效果(Effect)嗎？在
已然成型的各種刻板印象外，「權力」概念又是不是還有另一種可能？ 
當我們以一種拒斥他人的態度表明自己對於某物擁有處分的「權力」時，我

們所指的是什麼？當哲學家自空谷中發出人皆應有「權力」主宰自己的生活時，

他們所表述的是什麼？當父母宣稱他們有「權力」對自己的子女進行管教時，他

們所持的依據是什麼？當老師警告學生：他有「權力」當掉任何一位修課的同學

時，他憑藉什麼？或者，當政治評論者指稱某一位政治人物對於「權力」有著莫

大的野心時，他指的又是什麼？又或者，當吾人指涉某一政治人物的「權力」愈

來愈大時，這如何達成？ 
何以我們會指陳一個政府領導班子的更替是「權力轉移」？何以我們可以簡

化任何組織內的人事衝突為「權力鬥爭」？何以政黨間的合縱連橫會被以一種污

名化的方式批評為「權力分贓」？何以國際均勢的狀態會被視為是一種「權力平

衡」的維持？何以伊拉克(Iraq)可以抽象化指控美國的入侵是對該國「主權」
(Sovereign)的侵犯？另外，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在「嚴
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管制與防疫
措施上，又為何有「權力」將台灣任意的排除或歸屬，而我們卻也真的在意這一

遠自歐洲而來的自以為是？ 
  「權力」一直是我們每天生活裏無疑是極為關鍵而被反覆使用的概念，當病

人接受醫囑而每天乖乖喝下兩大公升的水時﹔當基督徒在告解室中對神父自我



揭露時﹔當駕駛人看到紅燈而選擇減速時﹔當消費者自發性的排隊等候付帳

時﹔當住宿生在宿舍中會自動保持安靜時﹔當我們憤怒握拳卻不一定真的會將

拳頭揮向那個令我們作噁的人時… ，即使不是每個人都會在這「權力瞬間」1如

實而完整的遵行那道看不見的「權力戒令」2，「權力」確實都在當下我們看不見
的地方制約著我們。只是在權力概念被廣泛而隨意的使用之後，我們必須追問的

是，這些似乎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的「權力」指涉，它們是否還是一種相同意義

的指陳呢？ 

回到權力研究。承繼上述對「權力」概念氾濫而世俗化使用的情形，其實在

權力研究中亦是持續重現著這樣的亂象。3傳統上對於「權力」概念的詮解，或
許基於研究立場的不同，或許因為觀察面向的選擇，雖不至於每進行一套研究就

產生一種新的定義，但不同的研究成果間，差異還是清晰可見。即使晚近權力研

究在圍繞著一套近代「權力」普遍型式的定義4逐步發展下，大抵已能建構出「權

力」概念一個模糊的輪廓，5但這種學術社群式的累積發展，這套以「命令— 服
從」為表徵的傳統權力圖像本身，它卻還是沒有辦法宣告權力研究的分歧已被一

勞永逸的終結，它總還是不免必須回應諸多不同面向的新挑戰，而無法單純的以

平靜形式累積著。那麼一切發展至此，吾人在面對這些汗牛充棟而又彼此歧異的

「權力」研究成果時，是否又已有足夠的研究奠基與能力得以完整的描繪出「權

力圖式(diagram)」的完整樣貌呢？ 
 
建構一套可用以普遍分析各式權力現象的理論模式一直是筆者所關注，而此

也是筆者以為可用以回應上述一連串提問的唯一之道。當然，要針對此一已幾近

被世俗化使用，甚且於目前社會科學領域裏還是涵義分歧的「權力」概念進行一

模組化理論建構，無疑難度不小。但基於對權力研究的整合發展作出貢獻的微

願，筆者還是願意付諸努力，希望在本研究中，至少能對「權力」概念先進行一

                                                 
1 所謂的「權力瞬間」(Moment of Power)，其意指可直接觀察到權力運作施行的片刻。筆者之所
以使用此一用詞，是為了突顯權力平時難以窺見的特性。這樣的一個用詞，它是用以揭示，而非
否定「權力」的存在﹔它反映的是一種持續，而不是一種間斷。吾人應該注意的是「權力運作」
往往是常態存在，而不是只在某時某刻才會偶然發作，只是在此一「權力瞬間」當下，我們才會
比較容易的體察到「權力」的鑿斧痕跡。 
2 當然在這裏預留下幾個問題，留待本文再作探討： 

(1) 行為者的不服從行為本身是否揭示了權力運作的無效？或者更進一步來說，「反抗瞬間」是
突顯了，還是解消了「權力瞬間」的作用呢？ 

(2) 假若行為者本身的不服從行為是出於無意識，那麼此一行為是否還可以被視為是對於權力
的反抗？ 

3 以實踐層面來看，於今權力概念已被視為是一種跨學科領域的概念。 
4 此即美國政治學者道爾 (R. A. Dahl)所定義的：假若 A使 B做 B不願做的事時，A對 B行使了
權力。 
5 雖然道爾曾說：「權力的有系統研究是近年的事，因為直到最近，學界才試圖針對權力概念進
行嚴謹製作。」(參 Dahl, “The Concept of Power”, Power：Critical Concepts, Vol. I., PP. 288~309, 1994, 
P. 289)而將現代權力研究上溯自拉斯威爾 (H. D. Lasswell)，但一般來說，一如雷(D. Rae)所言：「『權
力的現代史始於道爾在 1957年於論文(即上文)中的優雅建構。』」(參 D. Rae, “Knowing Power：
A Working Paper”, Power,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Essays in Honor of Robert A. Dahl , 
PP. 17~49, 1988, P. 24)，而此才是廣為接受的通論。(參 郭秋永，PP1998，P. 198) 



定程度的澄清，並予其一重新系統化的界定模式。6 
 

二、 研究目的： 

 
在生活中，在人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裏，「權力」概念一直被頻繁而輕易

的使用。在每個權力瞬間，我們似乎總能很隨意的在這裏或那裏感覺到權力的存

在。它總是被隨意的引入於人們想當然爾之處，並且引用者似乎也都以為一切都

理所當然，即使吾人對它的圖式形象並不是瞭解的那麼明確，即使吾人很難準確

的描述它的內涵。也正因如此基於片面而侷限的認知，當我們在回應「何謂權

力？」這個問題時，各式定義於是乎紛紛出籠。在各執一詞的情形下，「權力」

概念無疑更形混亂。 
對此一使用面向上之「權力」概念世俗化現象，筆者並無意予以駁斥。筆者

真正在意的是，在這些已被世俗化的差異概念中，它們彼此間的共量點到底在哪

裏？在這些對同一概念的多元經驗表現中，它是否有被抽繹分析的可能？如果可

以，那麼有關「權力」概念最根本的詮解模式在哪裏？如果不能，那麼吾人是否

還能將「權力」(Power)這個名詞依方法論的指陳而仍舊賦予其「概念」(concept)
的地位呢？為回應這些問題，從而達成對權力圖式的完整抽繹描繪，最終理出一

能廣泛用於分析各種權力現象的分析模式，吾人勢必還是無法迴避見諸於各研究

或世俗使用中，對於「權力」概念認知上的差異問題。 
當然，歷史的演進是持續而連結的，在任一階段發展過程裏，研究者本身亦

非就會單純的完全揚棄舊有的研究途徑，各時期中之權力研究途徑是一直交疊存

在的。如此之研究特徵，雖然不可否認的在一定程度上會造成了筆者於欲建構整

體性權力理論時的負累，但相對的，也正因為在這些研究途徑間的「內在連結可

能性」，促使各論能交相衝擊，而後一個「普遍型式的權力圖像」始有被描繪出

的可能。 
不過一如任何理論的發展都必然需要經歷正反檢證一般，此一「普遍型式的

權力圖像」分析模式，在筆者進行文獻檢閱的過程中也發現了例外的權力圖式立

論主張，一套以「解構」(deconstruction)7傳統權力圖式為型式的迥異主張。申言

                                                 
6 有關「權力」概念的分歧，其實也反映了政治學發展上的困境之一。一直以來在政治學中有許
多基本概念始終沒有被進行具公認性的界定，以「國家」此一概念為例，過去曾有一美國政治學
者宣稱他蒐集了 145 個有關「國家」的定義(參 Titus, “A Nomenclature in Political Science”, 
APSR, Vol. 25：PP. 45~60, 1931)。以此來看，假若吾人要直接在這些「不確定」的基本概念上進
一步構築理論，勢必造成困難。(參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PP. 29~30，P. 42) 
7 此處之「解構」大抵係依據德希達(J. Derrida)所論之內涵為之定義。德希達認為：任何結構化、
制度化的事物，它們都無法避免的會形成教條化、中心化、僵硬化、框架化趨勢，使得思想與事
物之分析與發展發生僵化的現象。「中心化」的結果。凡是不符合共同化、框架化的理論建構或
結構型式，都會遭到否定或被視為是次等的結構。對此一僵化結構，德希達主張應重新詮解、消
解，從而達成活化結構之結果。對現有結構的解構，就是採用結構形成的「後設理論」(形上理
論、結構邏輯─理由、結構功能假定 )分解現存的各種結構，發掘潛藏在結構下的底蘊，瞭解結
構的事實與本質。根據事實與本質將那些有優位的、支配關係的組織結構，作「倒轉」的工作，



之，在文獻檢閱的過程中，筆者雖一如上述的發現各權力理論間彼此的不連續性

與衝突性，但原則上要從其中抽繹出一套以主體論型式為基礎的「普遍型式權力

圖式」還是有其可能。不過這套普遍型式的權力論卻在中國思想家— 「莊子」8與

西方思想家— 「傅柯」的政治與權力理論中遭遇到「結構性」困境。而也由於他
們的立論對傳統權力論的圖式產生根本性衝擊，於今吾人若要完整化權力論建

構，對於兩者之理論內容實甚難加以迴避。 
莊子與傅柯，一位是身處於亂世中應世提出政治思想的中國政治哲學家，另

一位則是念茲在茲於政治的已故當代法國權力論哲人。兩大思想家原本互不相

關，但卻因彼此有著若干的相似點，而在本文中聚合。兩人皆以個人自由為基本

關懷，兩人亦在思想上於對於權力進行一種解構論式的詮釋。9當然，這並不是
說兩者的思想內容就絕然一致，甚且筆者於此其實所要表現的，更大程度是要突

顯他們所造成的差異：表現於解構式權力論建構與對普遍型式權力圖式間的差

異，以及兩大哲人彼此間的差異。 
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於研究過程中發現差異並不應單純的被視為是要製造

對立。突顯差異，毋寧更是為了要完整化整體知識內涵與範疇。尤其在本研究中，

此道程序更顯必要。在筆者看來，當前權力概念使用之情形雖然混亂，但若要從

中歸納出一套可用以普遍分析各種權力現象之理論還是有其可能。只是在理論建

構過程中，有些差異勢必要先予以釐清與回應，而莊子與傅柯在本研究中即扮演

著此一突顯差異的角色。唯有藉此二位哲人思想中之權力解構論成分來對過去普

遍型式的權力理論進行對比解讀，上述用以分析權力現象的理論圖式始有進一步

完整化的可能。10 
總結前述，筆者將在本論文中希冀能進行回應的主要研究問題整理如下： 

 
1.傳統權力論的內涵為何？在分歧的各說裏應如何填補，始能構成一能用以廣泛
分析權力現象之「普遍型式的權力圖式」？而在這套普遍型式的權力析論中，

其又是如何對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及其運作進行描繪？ 

                                                                                                                                            
把那些優越的、支配的等級轉換過來，根據結構的事實與本質，恢復各種「存在結構」的適當地
位，對各種組織結構重新界定或補充新意。(參  徐崇溫，《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PP. 191-232) 
8 這裏其實有一根本的問題必須先予一併回應，那就是「莊子有沒有權力理論主張」？關於這個
問題，筆者以為必須回到傳統政治思想中對權力理論的建構軌跡來探討的問題。傳統政治思想與
權力理論的交接處，很大程度反映在「政體論」的描述或甚至是建構等主張裏，莊子或許並無對
政治體制進行實質擘畫，但其政治思想的關注點無疑卻與當時之君主政體相關連。以此回溯論
之，莊子當然是應被視為是有權力理論主張的。至於此一權力理論主張的重要性是否已足夠讓吾
人將其單獨自其之思想中抽繹出，筆者以為這就如同詢問「明王之治」在其政治思想中的份量一
般，答案不言可喻。 
9 針對莊子與傅柯之權力解構論構設的相似處，與其說是表現在內涵層面，不如說是呈現在兩人
對於權力理論建構的出發點上：兩人皆以一種對傳統權力結構進行重新詮釋或定義的方式重新展
現了他們的權力理論。 
10 筆者於此所作的只是盡可能使這過去普遍型式的權力圖式更完整化，而不是要形塑一如同波
柏(K. R. Popper)所宣稱之通過否證論(Falsification)後的一般法則 (general laws)或「普遍法則」
(universal laws)。 



2.影響莊子與傅柯完成各自理論主張的時代背景為何？而他們又是如何構築理
論本身所植基的主體論內容？並且據此而來，此二位權力解構論的思想家，其

各自對於權力圖像是如何進行描繪？而兩者間對於權力解構的探討本身是否

有所不同？ 

3.另外，解構的操作真的達成解構了嗎？在對解構論的反思下，它又可以給予我
們什麼未來於研究上之啟示呢？而在權力解構圖式與普遍圖式間，又有什麼不

同？又在兩種型式的權力論交相衝擊下，是否有可能從中釐出一套可用以普遍

分析各種權力現象的權力分析模式呢？ 

 
莊子與傅柯對權力圖式的詮解，與普遍權力圖式相比存有若干不同。為完整

化權力圖像的描繪，莊子與傅柯在本研究中實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於本文中，筆

者除對過去傳統權力論作一總括式的分析整理外，另一方面亦嘗試從邊陲觀看主

流、從局部察看整體、由解構申論結構。希冀能透過比較與整合的方式，對從傳

統型式到解構型式衝擊後的權力理論發展過程軌跡與結果，從而完整化整體權力

結構及其運作的圖式樣貌。 
在過去權力研究上，人們總是習慣於依直觀經驗對權力概念與現象進行描

述，但卻總是忽略或不重視去討論在這些經驗表象背後那套具邏輯的成因。這一

發展對於理論的詮證不能說沒有幫助，但過度拘執或蒙昧於此卻也造成了現今權

力研究在開展上的基本限制之一。為克服此一困境，首要之道即是必須超脫紛雜

的經驗表象，對權力概念進行一抽象化的解讀。在本研究中，筆者將嘗試以「權

力結構」與「權力運作」兩個次概念來重新整理與詮解「權力」此一已相對被複

雜化的概念，並且企圖藉由莊子與傅柯兩位哲人之權力解構論的衝擊，完整化過

去幾已被蘊含於權力研究中的普遍型式的權力圖像，期望可以建構出一可用以分

析經驗世界中多元權力現象的權力分析理論模式。 

 
 

第二節  文獻檢閱 

 
  關於本文研究之文獻檢閱筆者大抵分成三個層面進行整理： 

   

一、 有關權力研究之相關文獻檢閱： 

 
(一) 權力研究的發展： 

 
權力現象遍佈古今，有關其之使用或研究，在中西政治與社會發展源流中已

存有數千年的歷史。於中國，此一源流大約可追溯自晚周，其相關觀點在先秦四



大家的思想中並不罕見﹔11而在西方，有關權力概念之運用痕跡亦可上溯自古希

臘前蘇格拉底(Socrates)時期，這可見於當時哲人謝迪馬索(Thrasymachus)所言之
「正義是強者的利益」(Justice is the advantage of the stronger)，以及克里克斯
(Callicles)的「強權即正義」(Might is Justice)等語。 
申言之，「權力」概念一直是社會學與政治學的核心研究範疇之一，回溯兩

門學科研究早期，由於學科內涵對權力研究偏重程度不同，再加上早期權力論多

與政體論12相依附，是故現代政治學雖僅作為現代社會學中的一個分支發展，13但
相較於傳統社會學，傳統政治學之成型過程與權力理論的發展實更有著互為表裏

的支撐關係。是故基此於此時期，相較於社會學，以政治學發展脈絡來檢視權力

理論的發展無疑是更精確的選擇。14然而這樣的理路發展至近代，卻因政治學與
社會學研究的科際再整合現象、兩門學科研究範疇多元化，以及政治哲學被重新

重視等研究範疇變遷下，當吾人要進行權力理論的研究與詮解時，除了於政治學

面向外，社會學面向也是一不可忽略的研究途徑。 

具體來看，權力研究於「傳統主義」政治學研究時期15，其著重在哲學思想

                                                 
11 中國自先秦以降，雖由於政治環境依朝代更迭，實際的「權力組織結構」與社會結構之權力
分配略有出入，但就理論型式而言變動並不大。而於思想層面，各時代思想家之思想內容雖仍可
偶見新意，但深究其各自理論闡發之主軸，吾人不難發現大多亦大抵承襲自先秦而為之發揚、轉
變與應用，整體之開創性略顯不足，代表性自相對較低。(參 朱誠如  主編，《中國皇帝制度》PP. 
20~21) 
12 所謂之「政體論」研究，係指一有關國家型態、政府組織型式、治權所屬及其行使方式的探
討。(參  張金鑑，《中國政治制度史》，〈序言〉)或者我們簡單的說，其即是一項以哲學研究途徑
來對政府體制中之權力分配型態(含組織與互動兩個層面)的研究集合。而根據錢穆先生所言，政
治制度研究之所以採哲學研究途徑為之，乃是因為「研究制度，必須明白在此制度背後實有一套
思想，與一套理論存在」(參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P. 28)。是故以傳統權力研究而言，吾人
自亦可從對各思想家之政體論進行解析與探討中，反向推得該思想家之權力論主張。 
13 其實政治學與社會學各自的發展，在前現代時期(指政治學研究傳統主義時期)是很難作絕對區
分的。在當時中西皆以政治為關注主軸的情形下 (此一特徵最明顯可茲觀察的表現就是史書的編
載重心)，吾人能否說當時已有社會學發展都是問題。但令人倒錯的是，當時序推至西方工業革
命之後，現代意義的社會學於 19世紀末逐步成形(現代社會學的起源一般都以孔德(A. Comte)於
西元 1839年出版之“Cours de philosophie positive”一書為分野)，而後於 20世紀初，現代意義
的政治學才真正被宣告自「政治社會學」中獨立出來。就此一發展軌跡來看，究竟是政治學含括
社會學的發展，還是反之，恐怕都還有爭議。針對此一現象，現今有若干之政治學與社會學者回
頭處理此一學科分際之前分科時期的界定問題時，以「政治社會學」為學科未分化時期重新定調，
並大致將其發展軌跡切為三個時期：將西方工業革命前之混亂情形統稱為「傳統政治社會學」﹔
在韋伯(M. Weber)之後此二學科混雜時期稱「國家社會學」﹔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情形稱為「行
為主義(Behavioralism)政治社會學」。(參 陳秉璋，《政治社會學》PP. 3~27)姑不論此一定位合宜
與否，吾人必須肯定的是，它在反應政治學與社會學傳統研究分野上，確有一定程度意義。此一
現代式區分除概括呈現了兩門學科之間的緊密關係外，其也大抵反應了政治學發展軌跡，並且此
一研究理路也反映在權力研究中。 
14 當然政治學研究並不僅止於權力研究，甚且當代一般也多只將其視為是政治學研究的面向之
一。但吾人不能否認的是，於此時期，權力研究往往是依附著政治學研究來開展，並成為政治學
研究之一支而存在。(參 Heywood，《政治學》(上)PP. 6~19) 
15 此一時期在中國應泛指自晚周、先秦到民國初年之整個長期發展期間﹔在西方，此一分期則
大抵係指自前蘇格拉底(Socreate)時期以降，一直延伸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二十世紀中葉行為
主義興起(準確的說，其源頭或還可上溯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政治學與心理學科際整合之研究起
點)為分野。(參  彭懷恩，《政治學》PP. 6~8)另外，此處之所用之「傳統主義」(係依政治學研究
分期而言，為一時間分野)一詞與本文其他部分所使用之「傳統」(係用以描繪出本文所指涉之「普



與政體制度的探討。此一研究特徵反映在權力研究裏，主要體現在對於君、臣、

民三種階層位階16中之權力關係與互動的探討，以及政體分類型式之比較研究。
左列研究取向，於中國係以韓非等先秦法家學派為代表﹔而在西方則可上溯自柏

拉圖(Plato)、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羅馬時期的波里比斯(Polybius)，文藝復興時
期的馬基維里(N. B. Machiavelli)，乃至於近代的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盧梭(J. J. Rousseau)與孟德斯鳩(C. L. De S. Montesquieu)、托克維爾(A. De 
Tocqueville)等思想家。 
其後，上述研究趨勢在十九世紀中後期發生些許轉折。隨著德國國家社會學

的興起，德國社會思想家韋伯更進一步將權力研究引入抽象性分析，使權力理論

的建構邁入一新的里程碑。而後，當政治學研究於二十世紀中葉邁入行為主義時

期後，傳統權力理論研究也隨同行為主義的研究趨勢，將研究對象轉向個人行為

與決策過程等研究層面。這一研究取向在中國目前尚無可茲稱為代表之學者17，

而在西方則以拉斯威爾、道爾與陸克斯(S. Lukes)為代表。不過此一強調具科學
性質的研究趨勢隨後卻又因後行為主義(Post-Behavioralism)的興起，又被再度向
傳統主義時期回歸折衷修正。 
當代有關權力理論的研究，除了對哲學與制度研究進行重新回歸外，也因為

政治社會實際發展的更趨多元化與細緻化，研究潮流的走向亦更進一步的將研究

焦點擴大至對實際反體制之社會運動的關注。18另外，又因為權力概念的被其他
學科廣泛「科際整合」的使用情形，於今甚且連近來之虛擬網路世界中的權力現

象都可見於研究標的之列19，終以使得現代權力研究的面向與內容同時兼具了規
範性、制度性、行為性與多元性等特質，而更加難以捉摸。 

 
(二) 過去權力研究的面向與侷限： 

 
在政治學傳統主義時期，有關權力研究多集中在政體論與權術論的週邊探

討。以中國先秦四大家為例，就政體論而言，其各自理論於細部操作上雖有不同，

但大抵都是從論證君主政體及其週邊統治事宜來開展。《易傳》所言之：「天下一

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大概就是形容這樣的發展情勢﹔至於有關權術論部分，

則一般多以法家的「術」論為代表。後說大抵沒有問題，不過另外也有部分學者

                                                                                                                                            
遍型式權力圖像」的整個理論發展時期，為一型式分野 )一詞意義不同，特於此附帶註明。 
16 當然，這一位階區分是經過簡化的。一則各封建領地、各朝，乃至於各國之政治體制多有出
入﹔另外，「君」雖可能於一國之內僅有一位，但「臣」與「民」卻可能有難以計數的排列組合
方式。但即使如此，筆者對上述於歷史中分歧之實踐，以為實無吹毛求疵的強要區分之必要。一
則，過去之研究係以總體層面為分析對象，實無須計較上述瑣碎之歷史資料而強要區別分析﹔其
次，由於本研究乃至於過去經簡化之研究，皆非係以特定朝代或個人為研究對象，是故總結上述，
於吾等之研究中實有將歷史特徵加以簡化、抽繹之必要。  
17 造成此一結果之原因，筆者以為與我國當代政治學之發展多為跟隨西方而為之有很大關係，
而此與中國政治哲學在傳統主義後期之沒落，在促成原因上略有不同。 
18 此一表現在筆者看來，其幾與政治學研究的發展軌跡及成果並進。 
19 參  黃瓊儀，《權力，在虛擬與真實之間》。 



將道家之若干主張置於此一範疇下，此則是比較有爭議而有待商榷的部分。20 
至於在西方，有關權術論部份最具代表性之著述，則當然就是以馬基維里的

《君王論》(The prince)一書21為代表。此書大抵是圍繞著君王之權力取得、擴大

與鞏固為範疇，以歷史實踐22中之權力互動為之申論。也因此，該書對君王之權
術運用有所描述應不意外﹔而關於政體論之建構最早則可見諸於柏拉圖的《理想

國》(The Republic)與《政治人》(The Statesman)二書。前書以政體退化論的形式
提出了五種政體23類型，但隨後這一觀點又被後書所修正。在《政治人》中，柏

拉圖提出了一套２X３的政體分類模式，表現如下： 
 

 A B 

The one 君主政體(Royality) 暴君政體(Tyranny) 
The few 貴族政體(Aristocracy) 寡頭政體(Oligracy) 

The many X Y 
 
這套分類模式其後多為傳統主義時期之西方政治思想家所繼承，只是在 A、

B、X與 Y位置的主張設定上有些出入。概要整理如下： 
 

思想家 A B X Y 
柏拉圖 守法 非法 民主政體

(Democracy﹔
Moderate 

Democracy) 

暴民政體

(Extreme 
Democracy) 

亞里斯多德 公益 私益 共和政體24(Polity﹔
Constitutional) 

平民政體(暴民
政體﹔

                                                 
20 這一分類乃係就各家學說內容為之申論，而並非是就實際運作面之觀察而來的定調。以儒家
而言，理論上其所主張之「君主政治」係指一種由有德之人透過內聖外王的程序達成治平天下的
理想境界。然於實際運作時，卻可能只是君王統治臣民時所使用的一種意識形態。如漢朝之後普
遍瀰漫的「陽儒陰法」的統治作為，即為其顯例。此時理論本質固然未變，但於用的層面卻已充
滿權術。(參  朱誠如 主編，前揭書 P. 21，PP. 27~29) 
21 馬基維里也正因此書之發表，在去世之後被歸結為西方權術論的代表，而有馬基維里主義
(Machiavellian)此一以馬基維里為名之用於形容一種自私、虛偽、狡詐與未達目的不擇手段等人
性表現之集合性專有名詞之出現。 
22 即使在本書中，馬基維里對於其所引用之歷史事件未盡完善真實性之責，但此實無損於馬基
維里在此書中所欲主張之理論的展現。 
23 所謂之政體退化論乃係相對於柏拉圖「理想國」的主張而來。柏拉圖以為，理想國的形成與
維持需要諸多條件(例如最讓後來學者爭議的共產公妻制等)的構築配合與維持，如果這些條件無
法完成，理想國無從建立﹔如果理想國建立後這些條件無法維繫，那麼政體型式就會呈「理想國
(哲君政體，Ideal state)→武人政體(Timocracy)→寡頭政體(Oligarchy)→民主政體(Democracy)→暴
君政體(Tyranny)」的順序依序退化，直到哲君(Philosopher-King)重現始有可能再開啟另一理想國
的可能。 
24 此為亞里斯多德立論中可茲實現的理想政體，它是一種融合寡頭政體與平民政體的組合 (在亞
里斯多德的思維裏，君主政體與貴族政體實是無從實現的理想政體)。 



Democracy) 
波里比斯 優 劣 民主政體

(Democracy) 

暴民政體

(Ochlocracy) 
阿奎那(St. 
T. Aquinas) 

公益 私益 共和政體(Polis) 平民政體

(Democracy) 

 
上述之政體分類模式一直到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維里後有了較大幅度的轉

變與定調。馬基維里在《君王論》首章首句就說到： 

 
統治人類的一切國家，一切政權，不是共和國就是君主國。  

 
這一政體25分類型式的主張，對於政治思想史發展上具有幾個重要的指標意

義。第一是「國家」26此一在馬基維里之後始日漸展現其重要性的政治學專有名
詞首先獲得使用﹔第二則是馬基維里將政體型式類型明確減為兩類：「君主政體」

與「共和政體」，而與中古之前的政體分類型式明顯不同。不過於此吾人應行注

意的是，將政體類型限縮為二類者，雖自馬基維里開始主張，但真正於理論建構

與實際實踐中被奉行，則是近代之後的事了。 
申言之，馬基維里的共和政體主張乃係承繼其對於古羅馬共和政體的觀察而

來，但由於古羅馬共和政體乃是一種由君主政體、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混合而來

之混合政體，是故雖名而為一，實際上卻有三種政體精神含括其中。是故雖然馬

基維里在《君王論》中將自己的政體類型主張定調為二，但衡諸其實際理論建構

內容，我們卻還是可以找到四種政體類型：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以

及由前三種政體混合而來之共和政體27，這應該還是成立的。不過即使如此，政
體分類到被譽為現代政治科學之父的馬基維里這裏，還是已經逐步擺脫傳統政治

哲學範疇而被帶入政治科學的實踐面進行理解而應予肯定。28 

                                                 
25 有關馬基維里政體論主張可見於《君王論》與《史論》(Discorsi Sopra La Prima Deca Di Tito 
Livio)二部著作，前者多論及君主政體之建立與維持之必要性等問題，而後書則多將申論焦點轉
著重於對共和政體的建構與運作之探討。 
26 於此吾人必須注意的是，現代意義的「國家」概念出現最早應至少在十六世紀法學思想家布
丹(J. Bodin)之後才被界定、區分。在馬基維里所處的時代，所謂的國體與政體是尚難二分的，國
體的意義其實還是現代意義下所謂之政體。 
27 對此，布丹有不一樣的看法。在布丹看來，所謂的共和政體只不過就是民主政體的一種。(參
Mastellone，《歐洲政治思想史— 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P. 69)這一看法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承亞里斯多德以下之共和政體主張，透過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的轉折，大抵形成現今民主政體前
身沒有問題。但相對於此，布丹所用以比擬的是承襲希臘以下之直接民主政體，就權力結構的型
態看來，他與共和政體是有著一段差距的。而在近代之後，德國國家學者耶林涅克 (G. Jellinek)
雖改以國家構成意志之人數，把貴族政體與民主政體皆等同為共和政體，而將政體分類確定為僅
剩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參  呂宗麟，《權力與社會正義》P. 161)但鑒於其亦把直接民主制與現
代間接民主制混同，而與布丹犯同樣之錯誤，故於此亦不採。 
28 其實當馬基維里在強調「權力」問題的時候，他也就同時確立了政治對於道德的優先地位。
而有關馬基維里對政體型式的評價，其亦不同於中古之前將政體分類指標本身涉入價值判斷，其
以為任何政體的適用性都應視當下之政治社會環境如何而定，政體本身沒有絕對的良窳之分。 



在馬基維里之後，有關政體論的討論開始被大幅加重實踐意義上的取捨，過

去２X３式的分類模式也已不再被沿用。於進入近代之後，在霍布斯、洛克、盧
梭到孟德斯鳩的思想中，其更真正被逐步聚焦於君主政體與共和政體29兩種政體
型式。另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於十九世紀中後半時期，德國社會學者韋伯除了

將權力研究進一步轉向對權力基礎的探討並具體進行分類30討論外，其有關官僚

制(Bureaucracy)、理型(ideal type)之研究亦填補了在政治結構一直未被重視之行
政體系一環，並提供了傳統權力論部分修正之依據。不過傳統主義之研究途徑也

在韋伯所引領的國家社會學的這一波研究風潮後，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遭到根本

挑戰。 
為因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社會發展之實質需求，政治學研究開始被引入行

為主義研究途徑。此時政治學研究重心轉向心理學與社會學途徑，而主要的研究

焦點也轉向個人之行為、動機31與決策研究。此一趨勢反應在權力研究上，其促
成了有關權力主體之心理分析與決策行為之研究。對此一發展趨勢，當時可茲代

表之著作有拉斯威爾的《政治：論權勢人物的成長、時機和方法》(Politics：Who 
gets what, when, how)，以及其與卡普蘭(A. Kaplan)合著之“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32﹔道爾的“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33、《多元政治：參與和反對》(Polyarchy：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當代政治分析》(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與《論民主》(On 
democracy)等書。 
在此一時期，基於社會日益多元化引發相對之學科多元化發展結果，以及科

際整合的研究大旗綜合引領下，權力研究開始呈現出美國化34、世俗化、多元化、

跨學科領域化等趨勢。35只不過這波權力概念的世俗化與跨領域化發展也許促成
了權力研究成果的豐碩，但相對的，它也使得「權力」概念的形象反而被更加的

模糊化。於今要想再更精確的掌握「權力」概念的內涵，吾人必須知悉的是，愈

是多元發展，對其本源處的掌握也就更顯重要。只是該怎麼做，在方法與途徑的

採擇上勢必還要再有所計較。 

 
                                                 
29 其實共和政體的結構型式是與現代民主政體近似的。 
30  此一分類即現今吾人所熟知之：聖雄式權威(Charisma authority)、傳統式權威 (Tradional 
authority)，以及法理性權威(Leagl-Legitimacy authority)。值得注意的是，韋伯把對權力的研究進
一步推到將權力基礎內在化於權力結構之權威的探討，對於吾人於今之權力研究在理論上具啟迪
的地位。 
31 有關政治行為人之動機研究，因筆者將其定調為一心理學之人格研究，是故於後文中雖會提
及與引用，但在本文中，並不會特列專章予以討論。 
32 完整書目為：Lasswell H. D. and Kaplan A., “Power and society：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33 完整書目為：Dahl R. A., Who governs?：democracy and power in an American ci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34 此一情形廣泛發生於研究社群的集中、研究取向的選擇上。 
35 但吾人反過來說，此一跨學科多元化詮引權力概念之趨勢，其卻與後行為主義的浪潮未必有
關。要申論此一箇中原因，恐必須回頭檢討其他學科的發展源流，此非本論文重點，故置而不論，
僅於此點明。 



(三) 現今權力研究的侷限： 

 
隨著權力研究的發展至今，現今權力研究已因權力概念的被世俗化，以及在

使用層面上的多元化產生研究困境而有待克服。 
先論多元化問題。在權力研究經驗化的趨勢推波助瀾下，權力概念從早先之

專屬於形容政治領域的相關現象，到於今興盛於現代社會學、管理學、心理學、

經濟學… 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單純的以一個權力研究者而言，吾人原應欣喜於
權力概念在使用上的普及化，但禍福相倚，這樣的發展對於實際進行純粹權力理

論的建構上來說，恐怕不是一個值得慶祝的發展成果。因為它實際上造成的是混

亂，而不是逐步向一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建構前進。甚且令人擔憂的是，這樣的分

殊化情形，現今還有被進一步鞏固的趨勢。 
有關上述的情形，以當代西方研究為例，其中有將其界定為社會或政治組織

之一項分析特徵者，如：羅斯(Rose)所著之“The power structure：political process 
in American society”36一書，或者是道荷夫(Domhoff)所編的“Power structure 
research”論文集﹔有將其運用於商管領域、組織理論者，如：米茲(Mintz)所著
的“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37﹔另外也有將權力結構此一概

念置於國際關係、比較政治研究或決策研究者，如：西梅(Simai)所著的“Hatalom, 
technika, vilaggazdasag.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world 
econom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38，航特(Hunter)所著的“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39一書。40 
此外，細觀上述研究，有一明顯的特徵在於他們雖然使用了「權力」、「權力

結構」或「權力運作」為研究主軸，但明顯的卻未為其定義範疇與內涵，而僅把

上述三個權力概念與次概念視為約定成俗或想當然爾的概念使用，這無疑無法為

後進跟隨研究者提供知識累積的可能。筆者以為，當今「權力」概念雖被廣泛使

用於各領域的研究之中，但彼此間並非是根本不可共容的。而為克服此一混亂情

形，當務之急自是從各種經驗與學科研究中進行抽繹，從中逐步整理出一個有關

「權力」概念的大致輪廓，而不是繼續坐視此一分化發展。 

 

二、 有關莊子研究之相關文獻檢閱： 

 

                                                 
36 此書在結論處總結評論菁英論與多元論乃是綜合存在於現今社會中之說，頗具代表性。 
37 完整書目為：Minz B.,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merican business,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38 完整書目為：Simai M., Hatalom, technika, vilaggazdasag. The global power structure, technology 
and world economy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New York：F. Pinter, 1990。  
39 完整書目為：Hunter F., Community power structure : a study of decision makers, Garden City, 
N.Y.：Anchor Books, 1963。  
40 對比於西方之研究，我國現有之相關研究中，實亦大抵亦不脫上述範疇。但由於並無一較具
代表性之著作，故於本文中，筆者不予贅引。 



(一) 《莊子》其書： 
 
中國先秦經典在今日幾乎都面臨內文真偽性的質疑。由於在先秦當時之著作

多以手抄的方式傳世，是故在經數度轉載、抄寫的轉折過程中，難免因有心人的

主觀認知而在文字與章節的編排上發生出入。41再加上，先秦學閥與養士之風、
秦末的焚書，以及古代社會之封閉性使然，假若現今之傳書在上述情形裏遭當時

抄寫者有心的增刪，由於沒有一公諸於世的標準本存在，於今要對文本內容的真

實性進行考證已有困難，而此一結構性問題亦發生於《莊子》一書。 
研究莊子，原本應該對於其僅有一部著述而感到高興，但一如莊子其人，《莊

子》一書也被披上一神秘的面紗，這使得在研究莊子時難度遠高於預期。在今本

《莊子》的內容中，何者為真？何者為假？已不是兩千多年後的今天所能夠輕易

拍板定案的。吾人現今只能透過前人的相關考證，片段的加以釐清。 
對《莊子》一書的考證主要表現在兩個部分： 

 
1. 現傳版本問題： 
有關《莊子》一書的最初版本大抵有如下之說法： 

 
(1) 《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記載《莊子》共五十二篇42： 

 
A、 晉朝‧司馬彪注：共二十一卷五十二篇。內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
雜篇十四篇、解說三篇。 

B、 晉朝‧孟氏注：共十八卷五十二篇。內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雜
篇十四篇、解說三篇。 

 
(2) 《經典釋文》‧〈序錄〉：43 
  此書指出除《漢書》所錄版本外，同時流傳之《莊子》早期版本還有如下

注本： 

 
A、 晉朝‧崔譔：共十卷二十七篇。內篇七篇、外篇二十篇。(無雜篇) 
B、 晉朝‧向秀：共二十卷二十六篇。(有內、外篇，無雜篇)  
C、 晉朝‧郭象：共十卷三十三篇。44內篇七篇、外篇十五篇、雜篇十一

                                                 
41 中國雖以造紙術及印刷術而著名，然則追溯歷史源頭，所謂的造紙術是自東漢宦官蔡倫之後
才有的事，而印刷術更是要至隋朝才見發明。再加上中國統一性之歷史考據工作應至少要在秦始
皇「書同文」之後才有可能發生，是故於今吾人在回溯討論先秦之典籍時，多難以完整可據出其
之真偽。 
42 《經典釋文》‧〈序錄〉稱《漢書》所宣稱之《莊子》五十二篇乃淮南王門下所編訂，而後進
亦有劉汝霖者聲稱《莊子》一書乃包括自莊子至淮南王時之道家思想(見〈周秦諸子考〉)。(參  黃
錦鋐，《新譯莊子讀本》P. 11，P. 20~21) 
43 此為唐朝陸德明所著。 
44 一說為：共三十三卷三十三篇。(參  葉國慶，「版本」，《莊子研究論集》P. 8。) 



篇。45 
 
莊學在魏晉時期頗為興盛，而《莊子》一書亦是到西晉之後才有注解本出世，

於其中執其要者應該就是上述五個版本。不過上述有關《莊子》一書之各考據版

本卻大多先後佚失46，最後流傳下來之今本《莊子》則是以僅存的郭象注本為版
本。而在郭象之後，雖注《莊子》者仍是難以計數，但整體來說，還是以郭象本

最具代表性，甚且後世之注本亦大多即是以此版本為根基而進行闡發。就此進一

步考據，今存最早之郭象注本則又首推如下數本：47 
 

(1) 涵芬樓宋本《南華真經》。 
(2) 遵義黎氏覆宋本《南華真經注疏》。 
(3) 四部叢刊《南華真經》附送趙諫議「宅本校勘記」。 

 
上述各郭象注本又以宋本為最具代表性。 

 
2. 內容真偽： 
今本《莊子》歸於郭象一家，而由於郭象以為自其之後，有關「妄竄奇說」

者已盡被刪除，故以今之所存版本而言，在郭象看來應該都可以逕視為真。不過

這樣的「全真」認知一直到宋朝蘇軾之後有了轉折。蘇軾是第一個對於《莊子》

一書內容真偽有所懷疑的學者，而此一表態亦開啟了考據《莊子》一書真偽之風。

現今，多數學者承晉人劉向於增刪《莊子》成內、外、雜篇時48之意見，而以內
篇為莊子真著部分。對此，考察內篇從〈逍遙遊〉以至〈應帝王〉﹔從至人無己

到向外應帝而王，其條理與體系之一貫，筆者大抵也認同上述定調，即使內篇中

之部分文字還是有可能由後人在文字上進行約略之更動。49 
至於外篇與雜篇，有別於對內篇的立場，後人以各種角度切入研究後，雖偶

見有肯認特定篇章為莊子所作者，但大抵而言還是普遍以為此二篇之內容非盡出

於莊子一人之手，並且在不同的學者間，實際對各章的評定、討論上，亦多各執

一見而無法達成一明確定論。囿限於本文之研究主旨，筆者並不擬逐章就各爭辯

內容一一介紹。50在本文中，參考勞思光先生相關論點的部份看法，51筆者就《莊

                                                 
45 據《晉書》‧〈向秀傳〉與南宋劉義慶之《世說新語》所載，後進研究者有將向秀之注本與郭
象之注本合併為一家而論者。因向秀在只剩〈秋水〉、〈至樂〉兩篇未注時便已辭世，郭象承其原
稿，而補足續注。此說略異於上述分期，故於此加註。(參蔡明田，《莊子政治思想》PP. 22~23) 
46 但此非即意味著於上述五個版本之後即無人再對《莊子》一書進行註釋。事實上，在魏晉之
後注莊者可能不下數十家，而其中最著名者又可見釋門成玄英之注版。之後可茲代表者還有明朝
景曆年間的學者焦竑引用自郭象以來業經散失的古註二十二家而著有《莊子翼》一書，以及清末
王先謙、郭慶藩等，綜合流傳注釋與己見而彙結為一書者。 
47 轉錄自：葉國慶，前揭文 P. 9。 
48 參  孫以楷 甄長松，《庄子通論》P. 29。 
49 參  黃錦鋐，前揭書 PP. 17~20。 
50 針對此一部分各方爭辯內容之整理，坊間已有甚為完整之版本。此可參考 黃錦鋐所注譯之《新
譯莊子讀本》。 



子》一書之採擇立場遵從最廣泛之通說，亦即是： 

 
(1) 將內篇部分全視為由莊子自著，而為研究莊子的主要材料。 
(2) 視外篇部份為發揮老子思想或莊子內篇之作，而將其歸結為出於莊子門人
之手。 

(3) 以雜篇內容為道家後學之著，而為述莊時之補充。 
(4) 於詮解與實際引用上之出處來源，視內篇為莊子本人思想之闡釋而為主
軸，以外、雜篇為輔的方式進行理解。而假若內、外、雜三篇之內容有互

異之處者，則原則上內篇為優先，外篇次之，雜篇則僅視為補綴之見。 

 
(二) 有關今人之莊子研究： 
 
雖然有關莊子其人、其書，一直到今天為止，關於真偽的爭議還是持續存在，

但以莊子為研究對象者，在歷史一脈發展而來不可謂少。以近年來我國有關莊子

的研究為例，比較大宗者以聚焦在莊子的「人學」或說生命哲學上的如：《莊子

的知識論與人生觀》52、《從老莊思想詮詁莊書外雜篇的生命哲學》53，以及《莊

子的生命哲學》54等著作。至於以政治思想或權力為研究途徑者，則可見於《莊

子的政治思想》55、《莊子明王之治思想》56與《莊子的政治觀— 一個思想典範的
詮釋》57等著作，其數量或許無法與研究莊子「人學」部分相比擬，但就其實質，
此一部分之研究成果亦為詮解莊子提供了另一種視野。 
以莊子為研究標的來進行權力研究，其風險與難度不小，因為莊子從未在其

立論中直接定義「權力」概念內涵。而回顧上述研究成果，對本研究之進行與論

文寫作當然極具參考價值。其中有關政治思想部分自不待言，有關莊子人學部分

也隨著近來解構思潮逐漸與傳統政治思想研究匯流後，58對本研究之進行亦具極
高之參考價值。但筆者在粗覽這些著作後，同樣的問題再度出現，那就是什麼是

「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顯然此一問題還是無法從上述文獻中覓得滿足，而有

待進一步釐清與詮解。 

  

三、 有關傅柯研究之相關文獻檢閱： 

 

                                                                                                                                            
51 參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PP. 254~255。 
52 參  趙文秀，《莊子的知識論與人生觀》。 
53 參  陳德和，《從老莊思想詮詁莊書外雜篇的生命哲學》。 
54 參  葉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 
55 參  蔡明田，《莊子的政治思想》。 
56 參  郭應哲，《莊子明王之治思想》。 
57 參  林俊宏，《莊子的政治觀— 一個思想典範的詮釋》。 
58 以歐崇敬之《解構的中國知識型理論分析》專著為例，即是以莊子思想為研究主體的解構思
潮之研究著作。 



  西方當代對於權力研究較具聲望的有傅柯，哈柏馬斯(J. Habermas)與紀登斯
(A. Giddens)等哲學或人文社會科學學者，而其中又以傅柯對「權力」概念所投
注之心力與鑽研之深度最值得激賞。並且又由於其可被視為是解構主義59的代表
人物之一，是故筆者乃決定以其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之一。 

 
(一) 傅柯的著作： 
 
  傅柯的研究領域廣泛涉及哲學、人類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與歷史學…
等領域，多產與多元議題取向為其最顯著的特徵。而有關傅柯主要著作之書目年

表可整理如下：60 
 

§傅柯著作年表 § 

出版年 著作名稱 縮寫 

1954 “Maladie mentale et personnalite.”61  
1961 《古典時代瘋狂史》(Folie et deraison：Histoire de la 

folie a l’age classique.)62 
CH61 

1963 “Raymond Russel.”  

1963 《臨床醫學的誕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Une 
archeologie du regard medical.)63 

CM63 

1966 《詞與物— 人文科學考古學》(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e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64 

OT66 

1969 《知識的考掘》(L’ Archeologie du savoir.)65 AK69 

1971 “L’ Order du discours.”  
1973 “Ceci n’ est pas une pipe.”66  

                                                 
59 於此，或說傅柯為一後結構主義代表更為允稱。 
60  本表主要參考：黃道琳，「米修˙傅柯著作年表」，《當代》第一期 P. 47﹔Danaher etc.,
“Understanding Foucault”:楊大春，《傅柯》PP. 21~23﹔余碧平，「增訂版前言」，《性經驗史》
PP. 1~7。在本表中，原則上所列書目以法文英體為主，英文書名為次。而假若該一著作有中譯
本，則將以中譯本書名為主，輔記法文本原書名，以利查閱。至於第三欄縮寫部分，乃為方便之
後本文在詮引、註解時使用，於此也一併載明。 
61 此書於 1962年進行修訂，並將書名更改為“Maladie mentale et psychologie”，而後此書於1976
年以“Mental Illness and Pyschology.”為英譯後書名出版。 
62 此書於 1965年以《瘋顛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為書名譯為英譯版節譯本。 
63 此書於 1975年以“The Birth of the Clinic.”為英譯後書名出版。 
64 此書於 1970年以“The Order of Things.”為英譯後書名出版。此書的出版也正式奠定了傅柯
的學術地位。 
65 此書於 1972年以“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為英譯後書名出版。 
66 此著作於 1983年以“This Is Not a Pipe.”完成英譯出版。 



1973 “Moi, Pierre Riviere, ayant egorge ma mere, ma soeur 
et mon frere…  Un cas de Parricide au XIXe siecle.”67 

 

1975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68 

DP75 

1976 《性經驗史》Vol. 1(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I：La 
Volonte de savoir.)69 

HS76
70 

1977 “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assays and Interviews.” 

 

1979 “Power, Truth, and Strategy.”  
1980 “Power / 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K80 

1984 《性經驗史》71Vol. 2(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II：L’ 
Usage des Plaisirs.)72 

 

1984 《性經驗史》Vol. 3(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III：Le 
Souci de soi.)73 

 

1984 《性經驗史》Vol. 4(Histoire de la Sexualite, IV：Les 
Aveux de la Chair.)74 

 

1984 “The Final Foucault.” FF84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FR84 
1986 “Foucault：a critical reader.” CR86 

1990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 

PPC 

1991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with FE91 

                                                 
67 此著作於 1975 年以“I, Pierre Riviere, Having Slaughtered My Mother, My Sister and My 
Brother… .”完成英譯出版。此書是紀念傅柯與里維葉爾 (Pierre Riviere)多年友誼而作。 
68 此書於 1977年以“Discipline and Punish .”為英譯後書名出版。 
69 此書於 1978年以“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An lntroduction.”為英譯後書名出版。 
70 基於筆者關於傅柯《性經驗史》諸卷，皆以余碧平譯版之《性經驗史》一書為主要文獻參考
來源，是故關於本書其他諸卷之縮寫，一律以“HS76”作引註。於此註明。 
71 在傅柯《性經驗史》第一卷出版後，在該書法文版封底上，它預告全書將會共有六卷：除已
出版之〈求知之志：導論)外，依序是〈肉體與身體〉、〈兒童的十字軍東征〉、〈女人、母親和疾
病患者〉、〈異常者〉，以及〈人口與種族〉，但實際上在第一卷出版後，傅柯卻未盡速履行上述「承
諾」出版後五卷，而這期間顯然在傅柯的研究取向上也發生了某些轉變。最後經一番轉折，於今
吾人僅得見到他臨終前出版的第二卷與第三卷，以及有關未完成的第四卷之部分手稿，而此四卷
的篇名也依次改為〈快感的享用〉、〈關注自我〉、〈肉體的懺悔〉。(參  余碧平，「增訂版前言」，《性
經驗史》PP. 2~5)至於傅柯原出版計畫中有關《性經驗史》一書之後五卷是否還要出版，又或者
在傅柯已然更動過後的著述計畫中，《性經驗史》一書是否還是預定共有六卷，此則無從得考。 
72 此書於 1985年以“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I：The Use of Pleasure.”為英譯書名後出版。 
73 此書於 1986年以“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II：The care of the self.”為英譯書名後出版。 
74 此書雖羅列於此，但其實此書並未完成，在法國也因傅柯遺願而未被正式出版。於今可見之
一篇名為〈為貞潔而戰鬥〉者，應是其唯一可見流通於外的該著作部分內容。(關於此文可見  M. 
Foucault，《性經驗史》PP. 563~578) 



two lectures by and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1996 “Foucault live：interviews, 1961-1984.”  
1997 “The politics of truth.”  

1997 “Ethics：subjectivity and truth.”(Selections) ST97 

1998 “Aesthetics, method, and epistemology.”(Selections)  
1999 “Religion and culture.”  

2000 “Power.”(Selections)  
 
於此值得一提的是，傅柯雖倡言「別問我是誰」，也主張對作者與作品的理

解應該要分離看待，但其卻在非常多的訪談中，回頭去補述其原著作中未盡之意

與回應外界的質疑。此一「積極」的舉動，無疑以行動否決了上述自己所言，「不

經意的」還是將其與著作做了一個連結。是故於今若要研究傅柯，我們還是合理

而有必要的應追問「他是誰？」。而在研究上，吾人除應自其大部頭之原典著作

進行瞭解，另外諸多集結傅柯自己就其立論主張本身進行週邊探討之訪談錄，

如：“Power / Knowledge：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等，亦
應多所留意。 
此外還必須瞭解的是，雖然整體而言，在傅柯逝世而使其理論建構趨於定調

後，他的立論主軸看來似乎首尾一貫的以「知識— 權力— 主體」等三條軸線貫穿。
但若細究其在各時期之著作與相關言談內容，吾人不難發現其在各研究時期之研

究重點與方向上，還是存有差異與轉折的。一如傅柯自陳「別要求我不變」，對

於這些轉變，相信傅柯是有意識而甚至是刻意的。只不過這雖是一位傳世之思想

家欲逐步完善其理論所必經的過程，但其終究提高了研究傅柯思想的難度。在研

究過程，吾人對其中之分野界線應要有所注意。 
基於上述理由，有關傅柯對權力理論之研究，雖以立論重點看來多集中展現

於《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與《性經驗史》第一卷這兩部著作，但此並非即

意味著假若吾人要對傅柯之權力理論進行研究時，對其他時期的著作就可完全置

之不理。基於傅柯對於特定理論主張一慣性建構的堅持與善變的研究性格，在研

究傅柯權力理論時，除卻上述兩部原典外，對於其他著作的同步理解自亦是必要

的，而這一理解與認知也是凡要研究傅柯之人皆必須有所體認之處。 

 
(二) 關於傅柯之研究：75 

 
對傅柯之研究，在傅柯過世前便已開始。這樣的研究風潮隨著傅柯本身關注

領域的多元性而亦呈多元表現。在其中，有以其整體理論內容為主軸進行專門探

                                                 
75 此段介紹之書目，除有特別著名者外，其他完整書目請一併查閱文後所附之「參考文獻」。 



討者，如德雷富斯(H. L. Dreyfus)與拉比諾(P. Rabinow)合著之《傅柯— 超越結構
主義與詮釋學》(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史瑪
特(B. Smart)的《傅柯》(Foucault)、德勒茲(G. Deleuze)之《德勒茲論傅柯》(Foucault)
等書﹔有專為批判性探論者，如鮑得列德(J. Baudrillard)之“Forget Foucault”﹔
有為傳記式著作者，如埃里邦(D. Eribon)的“Michel Foucault”與米勒(J. E. 
Miller)的《傅柯的生死愛慾》(The passion of Michel Foucault)76等書﹔更有以傅

柯理論為基底而行轉換性研究者，如薩伊德 (E. W. Said)的《東方主義》
77(Orientalism)。另外，除上述之專著外，還有如“Foucault：A Critical Reader”、
《福柯的面孔》等專以傅柯為研究對象之論文集。這些彙整後之單篇二手文獻，

亦為研究傅柯時重要的另類觀點來源。 

在台灣，隨著 70 年代末期《當代》雜誌復刊號以傅柯為專題進行出版後，
台灣吹起一陣傅柯風。而有關傅柯原典之譯本，以及其他以傅柯為研究焦點之專

著、譯作，亦如雨後春筍班的快速冒發。這使得除法文原典外，在台灣中、英文

相關傅柯研究資料亦已相當充足。也因為在台灣可見之有關傅柯的研究文獻漸趨

完整，現今在台灣「土產」之傅柯相關研究亦蓬勃發展。這樣的發展績效，對應

於一向冷門的哲學、思想研究領域而言，傅柯研究在台灣受歡迎的程度一葉知秋。 
然而筆者於此附帶強調的是，雖然今天在台灣之傅柯研究，受惠於已具規模

的研究成果而勃興，但此一研究優勢卻並不一定能與研究成果之精確度成正比。

造成這樣落差的主要原因乃是因為傅柯思想本身的深奧與研究取向的多變。是故

即使傅柯著述甚豐，而有關傅柯之研究更是多如牛毛，但這都並無法保證任一以

傅柯為題的研究都能邁向坦途。實際上筆者以為，基於傅柯多變之面貌與研究傅

柯的途徑之分歧而言，要達成對傅柯一無瑕疵之完善研究終究有其困難。這很大

程度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並不應全怪罪研究者本身。對此一現象，在本研究中

筆者亦只得謹慎應對。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有關本文論題之研究，由於涉及對過去「權力」之使用與研究情形作整合性

探討，是故在研究途徑的採擇上，乃兼採哲學、歷史學，以及社會學等研究途徑。
78而據此而來之實際研究方法與整體鋪陳架構，說明如下： 

                                                 
76 前述兩部記述有關傅柯生平之著作，作者皆為法國著名記者。而其中，前書又是傅柯過世後
第一本有關傅柯之傳記，頗具代表性。 
77 此書中譯版完整書目為：Said E. W.，王淑燕  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 1999。 
78 其實權力概念本就是一相當經驗化的概念，要單純的強以哲學途徑來討論、描述，它不僅是
一項不切實際的研究工程，甚且假若它最後得以抽繹、描繪出一純粹理論之權力圖像，它可能也
不過是如同空中樓閣一般，與吾人一般所指之「權力」概念有所扞格。這是筆者所不為的，不過
即使筆者以為我們不能天真的以為，純粹的哲學途徑能直接演繹出一套完善的權力理論，但也不



 

一、 研究方法： 

 
基於本文之研究取向內容的多樣性與研究途徑的混雜性，在研究方法的採擇

上，相對亦是比較多元。然則也正因如此，針對本論文之研究與寫作，筆者於此

僅將其收斂為三大項目作為三種切入主題的研究方式進行介紹： 

 
1. 內在研究法： 
  所謂的「內在研究法」係指超脫於歷史情境之外，而以特定思想家或特定觀

念為研究標的之研究法。其強調思想家對其立論本身之陳述結構，企圖從中析解

得思想家理論內涵真意。79一般而言，此一研究法即為哲學途徑研究中最主要的
研究方法。一個思想或思想家之所以可以在歷史發展的洪流中取得代表性，最重

要的關鍵就是它或他「說」了什麼。而透過直接對哲人或其之原典、思想的深刻

理解、闡釋，思想的理論建構方始有其完整推論之依據。 

2. 外在研究法： 
  所謂的「外在研究法」，其所著重的乃是思想家與其所處歷史情境間的互動

情形。此一研究法企圖在歷史脈絡情境中探知思想家理論內涵真意。此研究法假

定思想家是存於當下實存歷史中的「歷史人」，據此推論他的思想內涵亦應為歷

史情境所影響。80一般哲學(思想)研究途徑主要係採文本詮釋研究法，但此實有
可能因文本本身的缺失，或者受限於哲人對自己學說的自圓其說，而使得整個研

究未盡精確或成為幫哲人背書之作，這對於哲學研究不能說沒有助益，但就研究

成果之真實性與客觀性而言，恐將受到質疑。為克服此一研究侷限，適當的輔以

外在研究法勢必有所助益。而這也是以莊子與傅柯為研究對象，在對文本研究外

所必然要同步加以重視的81。 
3. 比較研究法： 
  所謂「比較研究法」係指就兩相似的理論概念或思想主張，就其之理論成因、

各觀念單元、具體理論主張進行比較，從中探得不同理論間之差異，進以並尋求

更深入探求思想家理論之真意。比較研究法其所意指的往往是必須面對大量的資

料82，而進行比較研究的目的，不僅是在突顯差異與不同理論主張間的優缺點，

更是為了發現模式。83 
 
                                                                                                                                            
應該單純的只以眼見為真的角度來歸納權力現象。相對於上，筆者亦並不以為全盤的社會學途徑
式之歸納法就是作為研究權力，乃至於更進一步建構權力理論的理想之道。其實對於「權力」此
一相當經驗性的概念而言，要將其概念化、理論化，兼採上述兩項研究途徑還是必要的。 
79 參  黃俊傑 蔡明田，前揭文 P. 8，PP. 23~35。 
80 參  黃俊傑 蔡明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PP. 8~23。 
81 此乃係由於《莊子》文本本身的佚失與傅柯的多變所造成。 
82 此一情形尤指所進行的比較研究乃以歷史型式為鋪陳背景與展現型式時。 
83 參 Babbie，《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下)PP. 515~520。 



上述三種研究方法在本文研究過程中是互為影響的，筆者深信任何思想家之

理論之所以能自成一家，其所提出之若干觀念或立論必有其創發之處，是故應就

其理論內容本身深刻的進行解析研究﹔任何一位思想家之理論成型必受其所處

時代之影響，是故瞭解其所處時代將有助於理解其理論之背景與深意﹔任何概念

或理論要成其體系勢必要綜覽同領域之各家論點，是故要進行比較研究以突顯該

概念或理論，從而完善其之內涵真意。 

當然進行思想比較研究一直存有一個為人所詬病的是「共量性」問題，84而
此一批評尤集中於中西思想比較研究層面。對此種研究方法持反對論者多以為，

中西思想兩個學科領域在性質的對比上正如同蘋果與香蕉般，兩者如何能進行比

較研究。對此顯然相當想當然爾而甚為含混的批評，筆者甚不以為然。一如提出

「不可共量性」此一概念之孔恩之語：85 
 

欠缺一個共同量度，不會使得比較成為不可能的事。… 各種不可共量的積量，可依

任何所需的近似度來加以比較。  

 
所謂的「不可共量性」原為數學用語，86詮引於此，係指兩理論或概念以無

法直接進行對譯的型式存在，在這種情形下，其自無直接對換替代的可能。例如

直接就莊子與傅柯進行比較，無論研究者如何解析，莊子還是莊子，其永遠也不

會成為傅柯，反之亦然。只是吾人必須知悉的是，如此並非即意味著以不可共量

為型式存在的兩種概念，就絕對無法進行比較。兩個在型式上不可共量的概念，

自然無法逕行等同於彼此。然則若在兩者的構成要素、型式上，又或者在外在評

介上有共同成分或指標而得以成為彼此比較對話的基礎時，比較當然就是可能

的。87 
這就如同蘋果與香蕉或許不能直接進行比較 (即使直接比較也是無意義

的)，但其之色澤、香味、重量與蘊藏的維他命成份量… 等卻未嘗不能進行比較。
於此推論至思想研究上，假若吾人能尋得一中界指標、概念或理論同時作為分析

不同思想家各自思想立論的切入點，在此一中界概念或理論基礎上，兩者的對話

基礎因而得以建立。88而一旦不同論述客體間的關係獲得確立，只要不訴諸「過

度闡釋的假定」(over-interpreted assumption) 89，一種全面而扼要的比較研究也自

                                                 
84 比較研究法多被使用於經驗研究領域，於思想研究上雖亦有，但較少見。甚且，在思想研究
上採比較研究一般為人所詬病的不同理論間之「不可共量性」問題，也是使研究者卻步之主要因
素之一。 
85 參 Kuhn T., “Commensurability, Comp arability, Communicability”PP. 669~688。(轉引自：郭秋
永 鄧若玲，「三種權力觀的鼎立對峙：真正利益與不可共量性」PP. 27~28。) 
86 參  郭秋永 鄧若玲，前揭文 PP. 28~29。 
87 在本文的鋪陳中，筆者即是透過「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這兩個權力次概念來為兩位哲
人建構對話與比較的基礎。由比較邁向整合，從突顯差異到觀照全體。 
88 在此一情形下之研究成果可能會以某一領域之思想史型式或特定議題專著的型式表現出來。 
89 參  郭秋永 鄧若玲，前揭文 PP. 28~29。 



然就有其可能。90 
 
  回顧權力研究當前的亂象，除了歷史發展的本身沉積外，權力研究分布於諸

多學科之橫向間的分歧，亦是造成權力概念複雜化的主因，而這都是肇因於對經

驗世界的觀察向度不同所致。於今，假若吾人要脫離此一研究困境，從紛亂的現

況中尋找出權力概念之完整理路，唯一的方法即應先擺脫過去拘執於經驗世界的

表象觀察方式，回歸對於「權力」的純粹理解。回頭更根本的拆解權力圖式的構

成，瞭解「權力」組成的成分。而也唯有如此，吾人才有可能逐步終結現在權力

研究的亂象，創造權力研究累積的可能。 
然則相對的，任何一套理論模式的建構都是為了達成對經驗世界的觀照，都

應該是為了用以分析實存生活中的經驗現象。若不能達成這樣的結果，吾人就有

合理的理由輕易逕行懷疑這套理論被建構的必要性何在，它的存在價值為何。在

筆者看來，任何思想研究其所會遭遇的最大困境無疑是哲學上的菲力貓效應

(Filex Effect)。如果一套理論的建構只為了強調他的自成一統性，而不能作為對
實存生活分析的工具﹔如果一套理論的建構只是一昧的為追求形而上的假想，而

不能對實存世界有任何的啟迪，那麼這套理論被建構的立基就該被懷疑。不過筆

者也必須強調的是，筆者所欲鼓吹的卻也並不是一個抽象經驗論工作，選樣與統

計在本文中都不是以重要的研究方法而存在。91 
相對於上，在本文中，筆者首先係以歷史途徑與社會學途徑就中西方前人研

究理路予以整理、歸納，甚且自此總結畫出那個一直承繼至今的權力普遍圖式。

而後，筆者會再回歸哲學途徑，以莊子與傅柯此二位哲人之思想內容為例，探索

其中迥異於傳統之普遍型式的權力論述，並以此對傳統圖式進行反思與挑戰，從

而再進一步更新過去權力研究的假設與成果，完整化權力論內涵。最後，達成自

理論面分析經驗世界中之權力現象的可能。 

   

二、 研究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與主題及研究目的緊密配合，主要乃沿著「傳統(傳統權

力觀)─解構」、「莊子─傅柯」與「理論— 經驗」三條軸線來進行論文架構的鋪

                                                 
90 當然於此還必須注意的是「研究價值」的問題。誠如蔡明田教授評論所言，當不同理論間因
具若干可視為構成「共性」基礎的「個性」特徵而得以進行比較研究時，比較研究仍不應氾濫為
之。一個對學術研究無貢獻價值的比較研究，它充其量只是一種譁眾取寵的表演。就研究成果看
來，這樣的比較研究表現將遠不如僅僅是對任何單一理論進行更深刻的研究來得重要。 
91 「抽象經驗論」是一社會學用詞，其在政治學中所對應的即是一般所謂之「行為主義」研究。
在這套研究方法下，其雖亦進行某些質化研究，但量化分析無疑更是此一研究方法的重點所在。
而也由於此一研究途徑所提倡的經驗論是一種以對現存經驗可企及的資料(Data)進行分析來展
現，經驗資料對其而言，不僅是以分析對象的身分存在，更是其理論建構的直接來源。如此之傾
向若過度發展並沉迷於此，由於其對於結構背景的不甚重視，結果其之運行結果可能反而對於經
驗世界的真實問題貢獻有限。(參Mills，S1996，PP. 88~90) 



陳。具體章節之分配大抵如下： 

 
1. 首先，筆者透過對過去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被歸納出的模式類型進行整理，先
對傳統權力論進行一統整性整理與界定，而後逐步從中反省其理論缺失與不

足。之後，筆者嘗試從中重新抽繹出一套普遍化之權力分析圖式模式，填補過

去各項權力理論解釋普遍性不足的問題，最後並嘗試簡單的介紹何謂解構以及

權力解構。 

2. 其次，筆者乃係以外在研究法先對於莊子與傅柯之生平、所處年代與理論背景
進行相關性資料之整理。而於第二節部份，筆者則會開始對莊子與傅柯的主體

論進行界定與探討，希望能從中覓得兩位哲人思想中之主體論基礎預設，而後

再就彼此不同的特點予以簡單羅列、比較。 

3. 之後，筆者先就莊子與傅柯兩位哲人對權力結構型式之論點加以整理介紹，並
且亦進一步對兩位哲人在解構權力結構後所得之立論一併進行瞭解，而後兩位

哲人在此些論點上的初步比較，並從中尋得整合的可能。而在統整莊子與傅柯

之對權力結構型式描繪後，進一步再與普遍型式之權力結構圖像特點進行比

較，企圖能從中整合出能用以理解權力結構之更完整的圖式型式。 

4. 最後在上述討論成果上，筆者再延伸整理與推論兩位思想家各別與各自不同權
力結構立論下對於權力運作的看法，並亦就此些差異內容進行兩位哲人間，以

及各自解構論前後之異同比較。最後，並進一步檢討解構的效果，並在此基礎

上與普遍型式下之權力運作型式特徵進行比較，而後希冀能再整合出一權力運

作更完整之型式樣式。最後並與上章進行連結重新更完整化理解「何謂權

力？」。 

 
  從傳統到解構到重構，從經驗到理論再回歸經驗。在本文中，整體研究架構

大抵是以普遍型式與解構型式之比較研究為主軸，以莊子與傅柯之思想比較研究

為輔翼，希望能理出一權力結構及其運作之完整樣貌，從而建構出一能對經驗世

界的權力現象進行解析之完整權力分析模式。 

 
 

第四節  研究限制 

 
任何研究因其各自的基本預設或研究目的不同，不可避免的皆會有若干的研

究限制，在本研究中亦然。在本論文的研究及撰寫過程中，於不影響研究目的與

鋪陳主軸上，大抵有著如下之研究限制： 

 
1. 本文為力求研究焦點明確與鋪陳架構整齊，是故將傳統權力論歸結為一章而為
之定調。然則吾人必須知悉的是，在傳統權力論的各式論述中，其實並非是從



定於一尊之後才開始發展的，而是在不斷的學術衝擊與辯結之後才漸進發展至

如此的「代結論」。甚且，在此一被歸結後的「代結論」中，若回歸於各自理

論對經驗世界觀察角度的不同，其實其彼此間還是存有著若干的岐異。 

2. 限於篇幅，本文在進行論文架構的定調過程中，毅然決定只以兩位在中西方相
對於傳統權力論述下，為解構式權力論最具代表者— 莊子與傅柯為例進行研
究。是故，以此預設而來之採擇對於整體權力論中權力結構及其運作的描述而

言不免造成若干侷限，此亦為本論文之研究限制之一。 

3. 由於筆者並未學習過法語，是故在閱讀傅柯所著之相關原典時，勢必要透過英
譯本與中譯本為之輔助。但吾人皆已知悉，任何文本在對譯的過程中，其翻譯

成果與原文之意指必將發生若干程度之出入，所以在這樣詮解過程中，筆者除

盡可能將中英譯本予以對照外，若干研究上限制恐將還是難以避免。 

 
早期研究權力論者，在中西方皆有將其定調為領導統馭或陰謀權術上之趨

勢，這或許乃肇因於文化傳統上的認知傳承所致，但其終究不是真的以「權力」

論「權力」。在本文中，筆者嘗試以一種新的方式，將權力研究回歸定調在構成

「權力」概念基本圖式的結構與運作型式兩個次概念上進行探討，抽象的拆解回

應「何謂權力？」此一基本命題。以期尋得一能用以廣泛分析各種權力現象的權

力圖式分析模型。 

「要想獲得非凡的榮耀，莫過於創立新的法律和新的制度… 。」92，但誠如
馬基維里所言：「沒有比試圖建立新制度更困難的計畫了，而且成敗更無把握，

實行起來更加危險。」93。任何異於傳統的新嘗試勢必都將面臨一些困難，而此
當然亦反映在建構一個新型理論上。衡諸前人的研究軌跡，任何理論建構都是在

經過各方反覆正反辨證後方得以產生一階段性成果。根據此一「標準」建構過程，

以本文之論旨看來，若要窮盡權力觀的完整意涵與流變，吾人亦勢必須以思想史

式的鋪陳研究，站在許多巨人的肩膀上方能克盡其功。但受研究範疇與目的的限

制，而且既然此為一新嘗試，筆者自當以奠基的心情來為之研究，希冀能完成一

初步具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92 參Machiavelli，前揭書 PP. 134~135。 
93 參Machiavelli，前揭書 PP. 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