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普遍型式權力圖像 
 
 

人生而自由，但卻無處不在枷鎖之中。(盧梭— 《社會契約論》第一卷第一章 ) 

 
 

第一節   什麼是權力(Power)？  

 

一、 權力起源的問題： 

 
「只要人們(欲)追求集體目標，權力關係就必不可少」1，所以在古今社群發

展歷史中，「權力」概念可說是一直重複扮演著重要角色。但也正因如此，現今

就「權力」概念內涵之詮釋亦已呈多元而混亂的局面。於今，鑑於為對權力特徵

進行根本瞭解，我們有必要先回過頭來對權力起源進行探討。 

只是誠如對權力史研究甚有心得之社會學家曼恩(M. Mann)所言：「權力史應
從頭開始，但我們應該把這個起點定在何處呢？」2。的確，權力關係是社會關
係的一種類型，它應在社群關係萌發時即已同步開展。但由於社會關係之構築遠

自史前時代即已開始，要從現有的文獻來討論權力概念的起源時，這一起始點應

置於何處，實不易釐清。不論是曼恩本人之以文明發展史的角度主張權力概念起

源應可上承自西元前三千年前後3說，又或者是萊特(Jr. D. Light)等社會學家所上
溯之距今一萬年前的非正式領袖產生時期4說，還是對權力史研究亦頗有心得之

西方當代哲學家羅素所標明的新石器時代(New Stone Age)5說皆然。而當有關這
些分歧之權力起源各說無法被考證時，結果也就只能流於各說各話了。 
針對這些相異說辭該如何區辨真偽，它似乎已經不是權力研究者應再行著墨

之處。現今吾人對於權力起源的探討，毋寧更應聚焦在對起源原因的探討上，集

中討論「為什麼會發生權力現象？」、「為什麼權力關係會伴隨社群關係而發生？」

等問題。而假若能夠回應這些問題，它除了可以揭示出過去人們對權力預存功能

的認知外，它或許也能就人與權力枷鎖間是否真存有必然關係之問題作一回應。

這不是為了追究權力史的家譜年代，而是為了瞭解權力之所以「起源」的「原因」。 

                                                 
1 參 Wrong，《權力：它的型式、基礎與作用》P. 375。(括號內之文字為筆者為突顯摘文原意所
加) 
2 參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I〉P. 34。 
3 參Mann，前揭書〈I〉P. 34。 
4 參 Light and Keller，《社會學》(上)PP. 416~417。 
5 參 Russell, “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P. 12, Simon and Schuster, 1949。(轉引自 易君博，
前揭書 P. 229)  



不過關於權力起源說，或如某些心理學家以為乃源於人性之根本欲求﹔或如

某些社會學家以為競逐掌握權力所帶來的效益是促成起源原因，在各說間它也是

有所分歧的。6為盡可能考慮到這些差異，於下筆者乃以「歷時」與「共時」兩

種途徑假說(Hypotheses)來進行一統合性探討： 
 
(一) 歷史途徑假說： 
 
有關權力起源的歷史性假說，吾人可再自曼恩之一個雖基於直觀，但卻不失

合理的說法起始：7 
 

人類為了增進他們對生活中美好事物的享用，有目的而理性的選擇適當、可行的手

段進行無休止鬥爭。…。這些人類的特徵是… 全部東西的來源。它們是權力的起源。 

 
曼恩將權力起源與追求價值分配的過程等同起來，並且將兩者的源頭都指向

是基於人性欲求本身之發展所使然。這套權力源於人性慾望發展的說法，讓人自

然而然的想起了關於政治社會起源的三種較為重要之起源假說：8 
 
1.自然發展理論： 
這是源自於西方政治學鼻祖亞里斯多德的論點而來的假說。亞里斯多德以為

「人天生是一種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9，基於天性中之社會性使然，人會自

發的藉由組織共同生活之形式來謀求生活中的共善(common good)，從家庭群居
生活開始，最後逐步擴大發展成為村莊、國家(城邦)之巨型政治結構。依亞里斯
多德的理論邏輯，如果有人能順其天性發展，卻又可以使其生活不與社群相隸

屬，那麼這個人「非神即獸」10。在這套立論裏。國家是一個由家庭、村莊逐步
發展而來的有機體存在。權力是以父權形式為基底的擴張展現，在人性發韌處，

權力便已隨同家父長式的管理結構而被同時產生出來。 

2.社會契約論： 
  此說乃是從社會契約論思想家有關政治社會建構的假說而來。在此說中假

定，不論各思想家之理論是預設人性為善為惡，基於人性的發展推論，在前政治

社會中11殊途同歸的都必然都會陷入一片相互征伐的狀態。為求終止這樣的亂
象，只好由生活其中的全體人民進行協定，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共同簽定契約，

以建構政治社會的方式來尋求秩序的建立，希望能藉此謀得一更好的生活。在這

套理論裏，權力在人欲於自然社會中伸張其欲求時即已發聲，而隨著政治體制的

                                                 
6 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P. 414~415。 
7 參Mann，前揭書〈I〉P. 4。 
8 參 Isaak，PS1993，PP. 14~16。 
9 參 Aristotle，《政治學》第一卷第二章。 
10 同上註。 
11 此不一定是指自然狀態。 



確定始被定調。 

3.征服理論： 
此乃源於霍布斯對從自然狀態邁向政治社會的理論鋪陳過程形式之一種假

說。霍布斯假定在自然狀態中，人皆為平等的存在。但由於人性中有著自私與追

求幸福的慾望本性，為求此一情欲(passion)得到滿足，或者至少能保障自己的安
全，所以只好致力於追求權力，擴大權力範圍。霍布斯說：12 

 
一切人類的普遍傾向都在無止境的追求擴增權力，至死方休。這並非是為了獲得更

多快樂，也不是因為他不滿足於當下，而是假若他不繼續追求權力的極大化，他將

連現今幸福的生活都可能無法確保。  

 
這樣的相互征伐，除了當社會大眾願意共同訂定契約將主權授與一至高無上

之主權者外，唯一之道就是其中某一人能夠在武力揮動間，制服其他所有人而將

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將自己的意志加於他人時，才有可能休止。在此立論中，

不論最後終結自然狀態的方式為何，權力與慾望是鑾生兄弟。而它本身除了是被

追求的目標外，於正式政治社會產生後，它也能被用以達成統治與分配的目的。 

 
(二) 功能途徑假說： 
 
承上之相關論點我們可以發現，權力起源和政治社會秩序本質(衝突或合作)

也有所關聯。而對政治社會的秩序之定位，它也將促使權力在不同的空間中扮演

它適得其所的角色。對此，相關論點如下： 

 
1.衝突論： 
  此說強調權力乃是以支配型式(form of domination)現身，並認為由一團體施
加於另一團體上的統治結構乃是必然發生之社會存在。其以為，當不同單元(人
或團體)間彼此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很少有不分勝負的情形。甚且有些單元體總
是設法比別人獲得更多，或者乾脆建立起制度確保自己的勝果。此時被治的一方

雖可能不願意接受，但受限於實力(挑戰的資源)無法作有效的反抗，只能選擇屈
服，而權力於焉產生。13 
2.功能論： 
  此說認為權力是一種系統屬性，它是在社會集體目標利益下，統合社會結構

達成目標之能力。功能論者強調社會結構的功能性存在角色，所以往往又被稱為

結構功能論。也因為這樣的特徵，它們對於人們之行為都帶有一種決定論式的觀

點。功能論者認為人是被動的，每個人都籠罩在既定的社會模式之中，並按照一

                                                 
12 參 Hobbes，《利維坦》P. 72。 
13 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 34，P. 42，PP. 419~420。 



定社會原則行事。14而就在這樣的特性展現中，權力自在其中。 
 
上述兩種途徑之假說不約而同的將政治社會的起源與構成、權力關係的發

生，以及人性的必然性等要素作了連結。而檢視過去一般有關權力起源各說，我

們亦可以發現在那些族繁不及備載的說法裏，雖然彼此在時間點的主張上有所出

入，但他們在採取界定依據上，卻都幾乎將權力概念的起源一致指向家父長式

(Patriarchal)統治社會15興起的同時，並將權力概念的發生附隨對人性發展的假定
而被視為理所當然。是故從權力概念的產生與統治行為的發生應有密不可分的認

定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合理的自這些假說中推論，政治社會的起源同時標明了權

力概念的發韌。 
權力起源於政治社會關係發芽之處，而政治社會的特質又因對人性的預設而

有不同的描繪。是故人性的因素可被視為影響權力起源的最根本因素。當然，這

些論點都只是基於理論預設而來的假說，在對於吾人判斷權力起源上，提供我們

一個可資觀察的視野，尤其是它們都同時將權力概念起源指向並築基在有關人性

之理論預設上，這一點特別值得吾人深刻反思。因為於此一說法中，也許在不經

意間它已經宣告了，「權力」一如亞里斯多德口中之「政治」，它們都是人類社會

中基於人性的發展所無可逃脫的事實，政治生活的必然性與權力規制的遍佈制

約，他們都將是人一生中所無可遁逃的事實。 

 

二、 權力定義的問題： 

 
  現今「權力」概念多義，是故在正式進入研究主題前，吾人有必要對這些「權

力」定義作一瞭解。不過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並不再於重塑權力真相，而是希

望能建構一套可用於廣泛分析權力現象之模式，所以筆者在本段的討論中，不會

再致力於重新自訂一「權力」定義，而僅嘗試對過去之爭議各說，以及權力在定

義上的若干問題進行初步釐清。 
關於「權力」概念，從前文所述概略可知其乃是萌發於史前時代，是故我們

可以合理推測，在文字發明的當下，它應已具備初步之雛形意涵。緣此之故，筆

者以為可先自文字學的角度來看其本意所指。在中文中，它最早是以「權」字來

進行引申之義，在西方則可能以諸如“Power”、“Pouvoir”與“Macht”16等字
出現。早期中國在使用「權」字時，其義主要係指「權衡」、「權變」的意思，到

了先秦之後，它才開始被引入政治意義裏，而後此一用法並可在各家之言中廣泛

見到它的存在。17在西方，“Power”、“Pouvoir”兩字的字根起源都是源自拉

                                                 
14 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 32，P. 42，P. 417。 
15 於此並不一定就是指正式的政治制度，而是採最廣義的一種社會結構而言。 
16 此三字分別是英文、法文與德文用字。 
17 參  劉軍寧，《權力現象》PP. 1~2。 



丁語18的“Posse”與“potesse”，以及古法語的“poer”、“poeir”與“pover”
等字，其原意都是“to be able”(能夠)之意，從中引申為出「能力」的意涵。而
“Macht”一字，它的本意則是指「力量」的意思，之後才藉此引申出現今「權
力」之意。19 
單從字面意義上看來，「權力」它似乎是意指促成某事發生的能力。不過假

若我們就滿足於此，我們可能就將「權力」一詞看簡單了。其實「權力」是個相

當「視理論而定」(by theory-dependent)的概念，而且甚少有(如果有的話)令人足
以完全信服的後設理論(metatheoretical)得以解決彼此競爭之相異指涉間的爭
辯。這個縱貫古今而與我們生活密切相關的概念，在數千年有關它的歷史中，研

究與使用的人多，但或者基於彼此認知出發的角度不同，其所呈現的概念意涵實

際上是非常模糊而分歧的。甚且有時對權力研究著墨頗深的學者，如西方權力研

究最負盛名的馬基維里，遍覽他的著作，卻從未見他直接對「權力」下過定義。
20。這也無怪乎有學者直言：「很少有什麼詞彙像『權力』這樣，似乎總不需考

慮它的意義，而又如此被經常的使用… 。」21 
對此一現象，韋伯也曾表示：22 

 
「權力」概念在社會學上是無定形的。一個人所能設想到的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

素質，都可能得以促使某個人有可能在特定情況下貫徹自己的意志。  

 
的確，假若直接從經驗層面來對權力現象進行描述，韋伯所言甚是。不過筆

者以為在韋伯這段陳述中，吾人最應賦予注意的地方並不只是他指出了權力研究

的混亂現象，而是它呈現了「它」之所以混亂的原因。 
回顧權力各說的建構起始，筆者以為促使現今權力研究分歧、混亂的情形，

主要肇因有二： 

 
1.關注面向的差異： 
  過去之權力研究者基於不同之權力研究旨趣，而分別從諸如：不同的權力基

礎(Power Base)(例如：財富、地位、知識、人格、武力… 等)；不同的權力形式(例
如：影響或控制等)；不同的權力目的(例如：個人或社群的目的、政治目的、經
濟目的… 等)等相異角度中的不同面向切入對權力現象的觀察或是進行實際之權
力研究。這樣的研究表現其實就如同另一種形式的瞎子摸象，各研究者無不以自

己的研究取向認知為權力研究的全部面向。在彼此未見權力全貌卻各是其是的情

                                                 
18 參 Angeles P. A.，《哲學辭典》P. 344。(段德智  等譯，台北：貓頭鷹 2000) 
19 關於「權力」一詞之西方字源探討，可參 Aron R., “Macht, Power, Ruissance：Democratic Prose 
or Demoniacal Poetry”一文。(見 Lukes etc., “Power”PP. 253~277) 
20 當然，這也是權力研究之所以混亂的原因。或者我們更準確的說，這一舉措其實是與權力研
究的混亂情形互為因果的。 
21 參 Galbraith，《權力的剖析》P. 5。 
22 參Weber，《經濟與社會》(上)P. 81。 



形下，各研究間要進行累積勢必發生困難。 

2.觀察經驗的差異： 
而即使是站在相同角度與面向上對權力同步進行觀察與研究，但囿限於每個

參與權力研究或觀察者經驗上的侷限，並且又太過拘執於從此表象或社會構成型

式中找尋、歸納權力定義，使得權力研究始終無法找到一共同的基礎模式，各式

「權力」概念間彼此無法直接對應，而使權力研究無法進行完整而具系統化的累

積。 

 
這樣的困境，是權力研究在發展上始終未曾完全克服的最根本困境。並且從

傳統制度研究到行為主義時期的行為與決策研究中一再重現，幾乎每進行一次權

力研究就必須陣痛一次，使得今日的「權力」研究者未先受惠於權力研究多元發

展之利，反而在每次要正式進入研究「權力」深切意涵前，總必須先花相當心力

用以釐清這些分歧，尋找理論根基。結果這些虛耗的努力，又無法獲得相對應有

的實益。在拘執於經驗表象的迷惑下，對於「權力」概念的內涵又回頭創造或延

伸了另一種分歧：最後或者再自創一說﹔或者只好在前人紛亂的道路上擇一挺

進，繼續侷限於一隅。但不論何者，它其實都只會促成權力研究的原地打轉，對

於權力研究的系統化累積幾乎無所助益。 
是故於今，假若欲使權力研究能走向系統化發展，吾人實有必要先回頭建構

一套堪稱完整的權力分析法，尋求建構一套能完整觀照權力現象的顯微鏡，而不

應只是再繼續偏執於在發掘各式權力現象。後者是無窮的，但對整體權力研究系

統化發展上已幫助甚微﹔而對前者的創發，除了可以幫助我們完成前述功能— 分
析權力現象外，它的產出也將讓權力研究成果有累積的可能。在進行權力理論的

研究與建構，歸納權力現象的過程當然是無法避免的，但此終究只是一個自經驗

面片面整理的過程。吾人不可本末倒置的是，最後對權力圖像的抽象演繹才是在

上述歸納權力現象後的根本目的所在，這也是現階段權力研究應真正賦予關注的

重點。 
不過，要釐清紛亂，我們勢必需要先知道混亂在哪裏。所以在拉高一層建構

權力分析模式之前，我們有必要先回到過去一直以來對權力概念混用的那些紛亂

情形裏，先歸納這些已有的觀察。對此，筆者嘗試統整近代以來部份對於「權力」

有標舉出相關定義之看法，列表如下：23 
 

§權力相關定義整理表 § 

定義者 定義 

                                                 
23 本表定義中未註明出處者，主要係參考 林敬儒，《權力情境和結構對決策影響之研究— 以台
灣民營企業為例》P. 11。(至於關於本表排序方面，主要係以定義者的英文名字字母排序為準) 



伊薩克(A. C. Isaak) 指控制他人言行舉止，令他們去做他們在別的情

況下不願做的事情之能力。24 

卡特韋特(A. 
Cartwright) 

假如 O 擁有影響 P 的能力，則我們說 O 對於 P
具有權力。 

黑伍德(A. 
Heywood) 

指有能力影響他人的能力，基本上是透過獎賞或

懲罰的力量。25 

卡普蘭(A. Kaplan) 個人或群體改變他人或其他群體行為之能力。 

羅素(B. Russell) 指一種致力於效果的產物。26 
米爾斯(C. W. Mills) 「權力」泛指人們對於生活中的秩序安排，以及

各種造就他們時代歷史的事態所作的一切決

策。27 

余克(G. A. Yukl) 對他人的態度及行為的潛在影響力。 

麥克米蘭(I. C. 
MacMillan) 

指一方改變情勢以使他方依己方意志行動之能

力。 

佩堤葛瑞(J. 
Pettigrew) 

指活動者製造符合自身結果之能力。 

帕菲佛(J. Pfeffer) 
and 薩蘭席克(G. R. 

Salancik) 

取得所欲結果之能力。 

萊特(Jr. D. Light) 
and 凱勒(S. Keller) 

能動員集體資源、達成目的、壓倒反對者，並支

配他人的能力。28 
曼恩(M. Mann) 指透過支配人們的環境，以追逐和達成目標的能

力。29 

韋伯(M. Weber) 指在一種社會關係裏，即使遭遇反抗也能貫徹自

己意志的能力，不論此機會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之

上。30 

道爾(R. A. Dahl) A對於 B施以權力表示 A能促使 B做平常不會
去做的事。 

豪斯(R. House) 克服反抗而獲得所要之結果。 

梅(R. May) 權力係指形成、影響和改變他人的能力。31 

                                                 
24 參 Isaak，IP93，P. 83。 
25 參 Heywood，前揭書(上)P. 649。 
26 參 Russell，《權力論》P. 27。 
27 參Mills，ST96，P. 41。 
28 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 468。 
29 參Mann，前揭書〈I〉P. 6。 
30 參Weber，前揭書(上)P. 81。 
31 參May R., “Power and Innocence”P. 20, N. Y.：Norton, 1977。(轉引自 Dye, “Power and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sciences”P. 4) 



羅賓斯(S. P. 
Rabbins) 

個體所擁有的一種能力，可以藉此對其他個體的

行為產生影響力。 

霍布斯(T. Hobbes) 指一個人取得某種未來具體利益的現實手段。32 
帕森斯(T. Parsons) 指達到人們想要實現任何目標的一般化手段。33 

戴伊(T. R. Dye) 指經由真正使用或威脅去使用獎勵何懲罰手

段，以影響他人行為的能力。34 
 
經過上述的整理之後，從這些來自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與管理學… 等不

同領域中各執翹楚的定義中，有關「權力」概念之使用的多元與混亂情形，已昭

然若揭。即使我們不能否認，吾人或許可以自總結這些不同文字的排列組合中窺

得一些理路，並隱約發現一個有關權力的輪廓。但這除了告訴我們，這各式的定

義的確圍繞著「權力現象」在進行定義而無法絕對的被賦予對錯評價外，它們卻

沒有辦法從字裏行間越過它們各是其是的分歧直接告訴我們，造成這些差異的原

因在哪裏？什麼才是真正完整的「權力」意涵？ 
造成「權力」概念在定義上多元差異的原由，不外是肇因於各研究者在研究

權力的出發點當下，過度侷限於對經驗層面的觀察所致。而這一觀察的角度，往

往又受各自學科領域的差異所決定。這樣的權力概念使用趨勢，雖便利於權力概

念能被各學科廣泛重視與使用，但回歸於根本權力理論研究，則它幾乎反已成為

權力研究發展上的原罪。筆者以為當務之急，最重要的就是必須先擺脫過度執著

於對於經驗現象的觀察與歸納，轉而將研究重點放在從各式權力概念中抽繹出我

們應有之用以觀看「權力」的角度，純粹化權力研究。 
要促成權力研究純粹化，第一步就是必須更根本的去尋求一完整且符合理論

意義的「權力」概念之定義，而此亦是構成權力概念理論化的根本前提。就此，

我們似乎有必要先回到方法論上的討論，來先一步找尋一合宜於理論意義之關於

「權力」概念的定義型式與其內涵型式。 

 
1.權力概念的定義型式： 
在方法論的討論範疇裏，有關概念的定義型式往往須視其所以被創發的途徑

而定。整體而言，它的型式選項甚多，不過一般所討論之較重要的類型有三：「描

述型概念」(descriptive concept)、「類別型概念」(typological concept)、「理論型概
念」(theoretical concept)。35而「權力」概念則應該被歸為是一種間接性「描述型
概念」。 
申言之，所謂之「描述型概念」，乃是指一可透過直接觀察或間接瞭解後抽

象建立之概念類型。而有關「權力」概念，即屬後者。申言之，由於「權力」雖

                                                 
32 參 Hobbes，前揭書 P. 62。 
33 參 Parsons T.,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Action”,P. 263, N. Y.：Free press。(轉引自Mann,，前
揭書〈I〉P. 6) 
34 參 Dye，前揭書 PP. 4~5，P. 18。 
35 參  易君博，前揭書 PP. 32~34。 



是一種常態且高度經驗意涵之存在，但它卻不是一種具象表現。所以我們不能單

純的透過經驗作具象的直接觀察瞭解它的形貌，而僅得自人際、人物間，間接的

發覺它的存在，抽繹出它的意義。所以關於「權力」概念，吾人終究只能視為一

間接性描述型概念。 

依據上述界定，一般慣用之「權力是 X」式的定義形式就是一種不精準的指
涉，在權力研究中的地位應僅止於描述的功能，而不能拉至定義的功能。一則，

此種定義型式，必然無法完善的兼容權力的結構與運作意涵﹔另一方面，這種定

義型式也有將權力定義為直接描述概念之虞。「權力」概念的定義方式，應該間

接的以「操作型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方式方為得體。36 
2.權力概念的內涵型式： 
過去有關權力概念最受爭議之處，無不在於有關它的內涵形式之描述。一如

前述各說，有論者將權力視為是一種所有物，有的將其當作是一種關係形式，還

有的學者乾脆將其視為是影響力的同義詞… 。為有效進行權力研究，吾人對這樣
的分歧實無逃避理由。然則究竟什麼才是完整的權力概念內涵型式呢？政治學者

伊薩克曾作如下表示：37 
 

權力如果要成為 … 研究中一個有用的概念，它就必須被以表示關係和行為的語詞來

表達… 。  

 
這是一將觀看「權力」概念的角度極大化之主張，也形構了一用以完整觀察

權力的適切框架。伊薩克從方法論的角度點明了有關「權力」概念應有的兩種內

涵型式：「結構」(關係)與「運作」(行為)。「權力」不能被片面而單一的僅視為
是一單純動態或靜態的描述，它應該介於兩者之間，或說是必須兼備兩種特徵。

「權力」具有一種促使某事能夠發生的潛在或實質驅力，而它所呈現的圖像則是

一種由行為主體與客體所構成之關係型式。 

「權力」是由「權力結構」(靜態面)與「權力運作」(動態面)兩個次概念所
共同構築而成，是故當我們要對「權力」進行完整研究，勢必須兼論此二者。當

我們在討論「何謂權力？」這個問題時，也必須在兼論權力運作與權力結構時，

它的答案才是真正完整而有意義的指涉。只有如此統整權力在動靜之間的完整表

現模式，並且唯有當此二者齊備討論，則此一權力研究方堪稱完整，而吾人也才

可能從中窺得權力的全貌。38 
 
總結上述兩項檢驗「權力」概念之理論意義的前提指標後，關於「權力」概

念的定義我們應該已有一個更趨完整的界定方向：其必須在兼論權力結構及其運

                                                 
36 參  易君博，前揭書 PP. 36~39。 
37 參 Isaak，SM78，P. 299。 
38 於此反之即是說，當吾人於今要對「權力結構及其運作」進行研究時，吾人亦即是在進行完
整的權力研究。並且在實際的指陳或研究步驟上，權力結構的存在又應優先於對權力運作的討
論。因為後者是在前者存在的前提下，它才有「運作」的場域與可能。 



作的內涵指陳下，以操作型定義型式展現之。以此來看上述各式定義，被譽為「權

力」現代史39起源的道爾40所為之定義：“A對於 B施以權力表示 A能促使 B做
平常不會去做的事”就佔有極有力的研究地位了。 
在道爾的定義陳述中，權力被以操作化的方式化約為一個由結構與行為運作

所構成的綜合體，一種以因果關係為其內涵連結之行動或潛在行動的結構型式。
41正基於道爾對於權力概念的定義方式符合權力概念在方法論上應有的特徵，是
故於本文中，關於權力概念的定義筆者大抵亦以此為出發點進行申論。 

 

三、 權力特質的問題： 

 
權力形象的多變是否就意味著權力圖像的根本內涵本身，亦是像一隻永無定

型的變形蟲呢？要界定出權力圖像的樣式，在界定出權力的定義之後，有一點必

須附隨釐清的是，在這個根本圖像裏，它應該要具備什麼先決特徵條件呢？ 
綜理前述有關權力的各式定義，筆者以為，一個有關「權力」概念的定義，

它必須同時具有如下特質，它方得稱為一完整的權力概念： 

 
1.不對稱關係性： 
  這是權力之所以被認為具有結構性意涵的原因。權力是一種關係形式，在權

力的運作過程中，它必須同時具有行為主體與客體的存在。任何只有權力主體或

權力客體的陳述，都不是對「權力」完整而合理的指涉。另外必須指出的是，在

權力關係裏，有關權力主體與客體間之地位，兩者亦應以不對稱的關係形式存

在。42若有以互換或互制形式的權力關係存在，基本上這是兩個層次(甚至更多層
次)之權力關係討論。 
2.穩定性： 
  基於權力基礎的穩定存在與影響，權力隨時都持續或潛在持續它的影響力。

權力應該是一種穩定的存在，而不只是任何臨時而隨意的主客體關係連結。雖然

權力運作的展現並不是存在於每時每刻，我們必須在權力瞬間裏才可以「輕易」

的觀察到它的存在，但此並非意味著權力僅在這些時候存在。於平時，它通常只

是在隱而未顯處持續運作。 

3.強制性： 
  權力之所以稱得上是權力，關鍵就在於其乃具有使人不得不為之強制力。這

                                                 
39 此一「現代史」之指涉與傅柯所為之定義有所出入。 
40 參  郭秋永，KP2001，P. 68。 
41 雖然此一界定隨後受到了諸多挑戰與修正 (此可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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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但筆者以為此一界說還是具有相當可資參考之地位。 
42 假若一種權力關係呈現為平衡或對稱的型式存在，那麼它們必是因為兩個權力體，各自在不
同領域所擁有之因不同權力基礎所導致之所能行使之權力大致相等所致。在此種情形下，基本上
它應被視為是一種複數型式的討論，在不同的情形中，兩權力體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可能發生互
換的情形。 



樣的強制力，也許被闡明於每個命令— 服從的當下，也許是在權力的沉默處靜靜
驅動人們，但無論如何，權力之所以存在，此種特性為其必備之特徵。若無此一

特徵，權力也就無可名之為權力之處了。 

4.意圖性： 
  權力之產生必因其有所欲達成之後果，權力運作必須有其為明確目的，而此

一目的就展現於權力主體本身的意圖裏。任何未以權力主體意圖作主導的規範性

行為，它都不應被視為是一種權力行為。權力主體的意圖被設限為權力客體的某

種行為準則，也正是在這樣的行為準則裏，權力的施行有了方向與可能。沒有這

道意圖，也就沒有權力運作與否的問題。 

5.工具性： 
  相對於權力的意圖性而來，權力反向的也可被視為是為達成特定目的之存在

而具有工具性。在這裏，權力被當成是為達成某些特定目的的中界手段。就權力

本身而言，它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而存在，為一種工具，而不是將自己放置在目

的的位置。在現實中，之所以有人將權力視為是一種目的而追求，他的目的應是

著眼在權力效果的實現，而他所追求的，則是可以促成此一權力效果的權力基

礎，並非完整之「權力」本身。權力的工具性不只表現在權力運作的實質手段上，

根本來說，在完整的權力概念內涵裏，它就帶有一種為達成特定目的的工具性特

質。 

6.相對性： 
  權力的相對性除了體現在結構面的對應性外，最重要的是，權力本身的展現

形式與效力等表現，它們都是以相對形式的方式存在。以前者而言，各種權力結

構型態最根本上而言，雖皆為以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對應關係所組成，但於實際

展現形式上，可能因實際附隨的角色扮演不同而有所差異﹔就後者而言，由於權

力是廣泛以不同權力基礎的方式含藏於社會之中，是故在不同之權力結構裏，基

於不同的權力基礎，它們所展現的實質效力也就有所不同。某人在這一方面有權

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可就必須扮演服從者的角色，此一差異尤其特別在權力衝

突或制衡的關係中發現。 

 
  權力特質是以權力總體表現所為之抽象化整理，它也是普遍性權力圖像所會

展現出的一般而根本之特徵。上述各項有關權力的特質，其除得用以更深刻的彰

顯權力本身的各種形象內涵外，間接的，它們也可以被視為是在分析權力現象時

的各種指標。假若要完整描繪權力圖像的樣貌，對於這些特質的理解也是十分必

要的手段。 

 
 

第二節   傳統權力論 

   



一、 傳統權力結構論： 

 
「權力存在的前提是各種支配結構的存在」43，而關於「權力結構」一詞，

在最通俗的意義上其乃係指「在一個政治制度裏，有效的權力分配型態」44。它

帶有一種「權力使用以及權力構成上的層次性」45。正因為這樣一套指涉，關於

權力結構的闡釋，即使其與「正式的組織安排不一定相同」46，但傳統上我們都
還是慣常而不經意的將其與組織結構等同起來。這樣的比附當然未盡合宜，甚且

其也有將「權力結構」的概念內涵模糊化之虞。是故，為求使權力概念之普遍型

式得以產生，我們有必要先從與組織理論相連結的傳統權力結構論中將「權力結

構」此一權力基本圖式進行釐清。 

 
(一) 傳統權力結構論： 
 
1.基本理論內容： 
傳統上有關權力結構之基本理論主要有二47，就其理論內容概述如下： 

 
(1) 菁英論(Elitism)： 
所謂之菁英論乃是指一種應由「菁英進行統治的信念或實踐﹔認為政治權力

應該集中在少數人手中」48。此說根源於柏拉圖《理想國》中的「哲君」主張，

而後在兩千多年後的 19 世紀中後葉再度復興。該理論籌畫與發展原由，主要是
用以對古典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中之平等主義主張進行批判。其以為，社會中總

有部分佼佼者是在諸如政治、經濟、軍事與宗教等領域中佔據著主宰各領域發展

的關鍵地位，並在這些領域裏扮演著核心者的角色。一如莫斯卡(G. Mosca)所言：
49 
 

在一切政治制度共有、恆常存在的事實和傾向中，有一極為明顯的現象：從最原始

的、幾乎還未跨入文明世界的社會，到最發達、最強大的社會，一切社會中都存在

著兩個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屬於統治階級的永遠是少數人，他們行使各

                                                 
43 參 Giddens，《社會的構成》P. 377。 
44 參《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 )：政治學》P. 423。(台北：台灣商務 1986) 
45 參  彭克宏 主編，《社會科學大辭典》P. 285。 
46 參《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 )：政治學》P. 423。 
47 其實真正被列入討論的權力結構理論應有三種，它們分別是：「菁英論」、「多元論」與「階級
論」三說。(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 294，PP. 373~374，PP. 384~391，PP. 456~466﹔劉
軍寧，前揭書 PP. 126~136)但由於在筆者看來，最後一個從馬克斯主義 (Marxism)發展而來之「階
級論」，其不過是「菁英論」的變體，在根本型式之權力論討論中也不過只是經濟權力類型的衍
生，故於此不多加贅述。 
48 參 Heywood，前揭書(下)P. 642。 
49 參Mosca，《統治階級論》P. 103。 



種政治職能，壟斷政權，並享有政權帶來的利益﹔而人數眾多的被統治階級則身受

統治階級或合法、或專斷粗暴的管轄和控制。而且至少從表面上看，他們為統治者

(governor)提供生存的物質手段和維持政治組織所必須的手段。  

 
  菁英論者對於權力「被分配」型態最基本的假定是：社會中的權力總是屬於

為數甚少的菁英群體所有，其他大多數人則始終附屬於被治者的地位。為了社會

的穩定運作，這樣的權力分配型態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至於處於被統治地位的

沉默多數，他們雖在統治結構的組成上扮演關鍵的角色，但是卻永遠只能無能為

力的從屬於菁英的統治之下，悲哀的成為權力結構中必然的附屬存在。 

(2) 多元論(Pluralism)： 
相對於菁英論而來，所謂之多元論乃係指「一種信念或一種情感，它反映了

差異性與多元性﹔認為權力應該在社會上進行廣泛且公平分配」50，「權力就是

在衝突的情況下達成目標的一種能力」51。此說填補了近代民主政體成形之部份
理論基礎。多元論可上承自亞里斯多德、馬基維里、托克維爾等人，在現代與團

體論連結下，對菁英論之權力中心說大加撻罰。其透過對美國社會的觀察指出，

社會中並沒有所謂的單一權力中心存在，權力並非集中在任何菁英或統治階級手

中。權力中心是廣佈於社會中自主集結的單一議題性之志願團體(voluntary 
groups)手中。 
多元主義論早期思想家托克維爾曾說：52 

 
當個人力量越來越弱而不能獨自維護本身的自由時，即須聯合同胞一起來護衛。假

若每個公民不能依照本身力量逐漸削弱的程度，而相對地加強其與眾人的團結，則

人類愈平等，暴政愈猖獗… 。  

 
  托克維爾的主張促成了，或者準確的說是描述了社會權力分配的水平開散趨

勢。其承認菁英論中所謂的沉默多數情形是存在的，但是它必然在某種範圍裏被

受到抑制。超過此一限度，社會成員基於為避免自由被虛假多數所侵害，彼此會

且應該要因各自的利益傾向而自動進行群聚，並以團體為單位在社群生活中進行

互動。他們彼此間具有不完全重疊的成員，廣泛互異的權力基礎，以及多元的技

巧以影響有利於他們的決策產出。在此一多元開放的社會裏，無人能代表社群整

體而具有壟斷性的權力主宰一切。每個團體在其所持之領域裏都有絕對的主宰

權，而政府只不過是扮演一中立的仲裁者角色。 

 

2.寡頭鐵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與民主菁英論(Democratic elitism)的調和： 
上述二說在對傳統權力結構論的描述上，從政治結構的角度出發而各執一

                                                 
50 參 Heywood，前揭書(下)P. 648。 
51 參  徐火炎，「多元主義與民主政治：被俘虜的政府與民眾」P. 258。 
52 參 Tocqueville，《民主在美國》P. 383。 



辭，但隨著現代社會的多元化發展，以及諸多新觀點的提出後，兩套理論之內涵

卻不得不同時作了一些折衷。而在諸多影響它們內容、立場的新論點中，最具代

表性的，不外是「寡頭鐵律」與「民主菁英論」二說。 

所謂之「寡頭鐵律」，其乃根據瑞士籍學者米歇爾斯(R. Michels)經研究德國
社會民主黨的實際活動歷史後所得的研究結論發現，任何組織不論其在組成初期

是多麼的倡言民主化與大眾化，但在實際運作上，最終它都會走向由少數幾個人

進行實質領導的結果，而逐步失去原先規劃之民主特質﹔而所謂之「民主菁英論」

則係由熊彼得(J. Schumpeter)所開創，其曾說：53 
 

民主的安排即是為達成政治決策的制度安排，在其中，每個人可以藉競爭人民選票

的方式來決定誰取得權力。  

 
熊彼得以為，統治結構還是只能由菁英所構成的，只不過在民主政體之下，

由於統治菁英的出線必須透過競爭選民支持的方式來達成，而使得純粹菁英論中

有了多元論的色彩。 

前述寡頭鐵律之結論後來被多元論接受54，而菁英論亦在熊彼得的帶領下向
修正後之多元論貼近。此一發展使得原本幾近對立的兩種理論觀點，變得異常近

似。如果說過去之菁英論為單純之「權力— 菁英」模型(見圖一)，則多元論與民
主菁英論則可被視為是一種「競爭型菁英」模型(見圖二)：55 

 

§傳統權力結構論權力結構模型  § 

〈圖一〉              〈圖二〉 

                                                 
53 參 Schumpeter J.,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P. 269。(轉引自 Heywood，前揭書
(上)PP. 131~132) 
54 由於寡頭鐵律等理論批評並非針對多元論的基本根據進行挑戰，所以其並未將多元論完全否
定，反而強化其理論內容與適用性。(參  徐火炎，「多元主義與民主政治：被俘虜的政府與民眾」
P. 250) 
55 用圖取自 Heywood，前揭書(上)P. 132。 



 
菁英論與多元論的支持者在此些研究發展的調和下，至少都能肯任其實就所

有的治理結構而言，它的基本架構都一致的是由具集中性權力的寡頭「統治者」

與相對於其下之廣大「被統治者」(the governed)兩種角色單元所共同組成。所差
異者不過是此一「統治者— 被統治者」關係在社會中是被當成是以一元型式存
在，還是被視為是廣泛存在於社會之中如是而已，而這也是傳統上都直接把權力

結構圖式簡化以權力金字塔比擬的原因之一。 

   
(二) 傳統權力結構圖式： 
 
1.理論圖式內容： 
受傳統權力結構論的影響，過去有關權力結構的討論，其多指向以政體論為

背景進行討論。此雖有將權力研究過度經驗化之虞，但畢竟其為權力結構研究之

先期型式，是故於後筆者還是先就自馬基維里以降之四種政體分類作簡單的整理

介紹： 

 
A、 君主政體： 
  關於君主政體之原型，其乃係一種將權力之起源集中在一個人的統治型式。

其位於統治結構頂端，不對任何人負責。正所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
56，大抵正是形容這種政體下之權力分配情形。在其下者或許擁有部分權力，但
此一權力之來源，還是基於君主的授權而來。並且隨著分層負責，以及層級節制

的原理，愈往下層的人數愈多，但權力卻愈小。藉由無限累積的二元對立組織結

構型式而來的層級表現，就實質政治權力結構分布型態來看，它最終是呈現一種

金字塔形的層級節制結構型態。而人民在此權力結構之下，則只是一永恆的被治

者。 
B、貴族政體： 
  其實貴族政體之型式與君主政體相當類似，這倒不只是因為兩者的權力分配

型態都受菁英主義影響所致，更重要的是它們的政治結構分布型態的雷同。在貴

族政體裏，它的最高權力分享於少數人的手裏，而在此之下，為了方便統治的進

行，其還是遂行著分層負責與層級節制原則。就實質的政治權力結構分布型態來

看，它則是呈現出梯形的理論層級節制結構型態。在此結構型式下，人民亦只能

扮演被動的角色。 
C、民主政體： 
  此處之民主政體乃係以古希臘時期之直接民主制為範本進行討論，因其將最

高統治權散於公民集體而有多元主義之特徵。其與近代民主制度最大的差異在於

最高決策權誰屬的問題。在直接民主制裏，一國之全體「公民」除擁有最高決策

                                                 
56 參《史記》‧〈秦始皇本紀〉。 



權57而成為統治者外，它們同時亦扮演被治者的角色。而在其此統治結構設計
下，所有被選任出的官員都只是以執行者的身分存在。這種政體統治之整體政治

權力結構的原形乃以葫蘆狀58的方式呈現，不過以政體權力運作的整體過程看
來，它則是呈現一種循環的樣態。 
D、 共和政體： 
  此為現代民主制度的原型，可以美國之民主政體為兩者之接軌。在當代，為

求與直接民主作區別，此制又稱為間接民主制。此制乃為直接民主制向現實情形

的折衷修正，雖然在此一型態統治下，人民集體號稱為擁有一國之最終主權，但

在大多數統治狀態的存續時間裏，真正的最高決策權是掌握在一位以直接或間接

民選的行政元首(不一定即為國家元首)的手中。59有關此制之政治權力結構極為
複雜，尤其當其中人民之最終主權與實質統治者之最高決策權發生衝突時，究竟

應以哪方為起點(權力最根本起源處)，將發生疑義。 
   
總結上述，一如古典時期對政體論的預設，筆者以為在君主政體與貴族政體

中主要的差異僅在於最高統治者的掌權人數而已。但由於貴族政體所強調之少

數，實是一個含混而相對的概念，若假如以我們最常認定之勢位關係統治結構來

看，在真正多數並沒有真正常態蒞臨統治高位時，就具體之權力結構型式而言，

其實它的政治結構型態都還是呈準三角型之統治結構狀態，與君主政體間之差異

並不大。 
而有關直接民主制與間接民主制的理論分野，就在於常態最高決策者是由公

民集體所共組的「公民大會」，還是由受公民集體委託之「民選貴族」。而在近代

的討論上，它們之間的差異透過對美國政府體制的設計原理之考察，已逐漸形成

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與麥迪遜式民主(Madisonian Democracy) 60的
爭辯。前者之立論主張者要著眼於平等主義的追求在，而後者則在此一基礎之上

更積極考慮到對少數保障的問題。兩者雖尚在多元主義範疇，但有關權力分配的

多元對象，隨時代演進，實已作了某些修正。 

進以，就前述貫穿菁英論與多元論基本治理結構型式—「統治者— 被統治者」

                                                 
57 不過在直接民主制之下，雖號稱決策權是由全體公民所共享，但是一則，此一「公民」在資
格上是受到若干限制，而使實際上能參與統治者為數甚少外﹔另外，在直接民主制之下，公民集
體的決策權還是必須聚焦以公民大會 (the Assembly)的方式始能發聲。是故總結上述，我們其實
還是可以將它視為是一個放大版，或者說是權力更分散的貴族政體。 
58 在此制中，最理想的政體模型型式是在葫蘆的上下兩邊呈現對其等長之統治型態，因為唯有
如此，它才是將最高統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畫上等號，治者與被治者由同一人來扮演。 
59 對此，有學者以為在間接民主制之下，人民與執政者間的權力分配乃是採取共享的型式：政
府擁有例行之決策權，人民則掌握改選政府、罷黜官員的最後權力。(參 Isaak，IP93，P. 110)由
於筆者以為前述所論之兩種權力，從權力結構型式與權力運作過程的角度來看，皆為不同層次的
討論，以共享論之甚為不妥，故於此不採。 
60 麥迪遜曾說「我們必須用野心來對抗野心，必須使個人利益和他所服務的那個部門之憲法權
力發生關係，必須用這種方式來控制政府，使其不致濫權；對人性來說這可能是一件不光彩的事，
但是政府本身的存在不正是人性最大的恥辱嗎？若每個人都是天使，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參
Hamilton etc.，《聯邦論》P. 289) 



來檢證上述四種政體類型，以上述二論為直接背景之君主政體與多元政體的適用

性自不待言，而較具爭議之貴族政體與直接民主政體，在此一原理的檢證下，亦

復如是。並且吾人自也可合理的推論，在其中之執有最高決策權的「少數人」或

「多數人」在經過多次的互動後，亦會漸次形成寡頭領導的局面61。而既然如此，
那麼吾人即可從此一律則的基礎上逕行結論，在各式傳統權力結構論裏，不論是

單純如古典三種根本政體類型，還是基於混合理論而來之共和政體，其實它們的

基本圖式都還是一致的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兩種理論層級對應共構而成。 
不過上述這種被簡化了的理論架構，隨著現代社會科學將決策權與執行權分

離而有了一些細微的調整。這一理論分野里程碑源於韋伯，而這樣的區分讓我們

在討論傳統權力結構圖式時，有必要再對這一層次的「行政組織」在統治過程中

所扮演的角色問題，進一步瞭解填充統治規模之官僚組織，在傳統權力結構中所

扮演的角色，以及對傳統權力結構進行的調整。 

2.韋伯「理型論」的填補與調整： 
韋伯將權威統治體系62下的行政執行單位— 官僚組織視為是一理性統治下

之理想型建構。63在兩種權威統治下，它必須滿足如下之特點：64 
 
A、 為法律或規則所界定的固定管轄權範圍。 
B、 在指揮體系中，確保低階官員為特定高階官員所監督之穩定、有秩序的層級
結構。 

C、 業務的管理係基於書面文件及檔案管理。 
D、 源於所任職務而非私人地位的官員權威是對事不對人的。 
E、 對官僚的嚴格規範足以使個人的裁量範圍減到最小。 
F、 在官僚組織內的任命及升遷是基於如訓練、專長和行政能力等的專業標準

(功績制(Meritocracy)原則)。 
 
這樣的理型官僚組織主張，它對於傳統權力結構的重讀上有兩層意義： 

 
(1) 否決組織結構與權力結構等同說： 
「執行者之權威乃是基於所任職務而非私人地位」，這一說詞對於權力論的

開展具有兩項蘊義：第一是階層地位本身並不能直接等同為權力階層，第二則是

將政治職位視為是一種「權力基礎」。後者留待後論，於此先論前者。在過去相

關議題的研究中，它們大多自然而然的將「權力結構」與組織結構(尤為政治性
組織結構)等同。對「權力結構」的討論總是直觀的比附於對制度的討論，但卻
忽略了在制度表面下，其實還有許多交錯的權力關係在發生，而制度只是一種被

                                                 
61 此亦可自當下施行開放民主之各國的國會實質運作生態可得到證實。 
62 此處包括韋伯所分類出之聖雄式權威、傳統式權威與法理性權威三種權威統治體系。 
63 參 Heywood，前揭書(下)P. 541。 
64 參Weber，前揭書(下)PP. 278~281﹔Heywood，前揭書(下)PP. 541~543。 



以「複雜化」的型式「簡單化」之權力結構論的陳述客體。 
對此，韋伯之權威源於職務而非地位說，無疑鬆動了傳統論之根基。而既然

階層地位本身並不能直接等同於權力階層，那麼以組織結構直接類比權力結構之

分析、描述模式，也相對的顯得荒誕了。 

(2) 個體化權力結構型式： 
「統治是權力的特殊情況」65，不論是政體型式或組織結構，它們都不能被

逕行等同於權力結構，而所謂的權力結構應該是以更為個體化的形式存於各政體

型式或組織之中。以此對應於傳統權力結構圖式可見於兩種形式之個體化： 

 
a、 統治關係之個體化： 

此說乃承寡頭鐵律而來的更細緻化考慮。「層級節制」(hierarchy)的概念在西
周與古希臘時代即已存在66，不過在過去「前社會學」時期，它始終被置於一由
政治與社會體系不分之統治結構觀中，內含為一分析單位。而在各政體論的討論

裏，不論是將君主政體視為是一種金字塔結構型態，或是將共和政體視為是一種

權力分散的統治型態，都帶有這樣的思維色彩。雖然政體論之後在寡頭鐵律的調

合下，傳統權力結構都可單純的化約為「統治者— 被統治者」的理論結構型態，
但「層級節制」還是混雜於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合一的情形，未被明確界定適用

範圍與定義。 
此一混用之分析模式衍生兩大問題，第一，在各層級的執行者皆有主體性的

情形下，最高決策者與人民間的「命令— 服從」關係如何必然產生？第二則是，
它忽略了對龐大的官僚體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就前一問題裏，大多

數之政體論者似乎都以為著毋庸議，一切就是這麼的理所當然。以此來看韓非與

馬基維里以「統治術」與「法律」來求取必然之勢的作為，顯然務實許多。不過

遺憾的是他們的論點還是無法輕易的解決第二個問題：官僚組織存在其中的問

題。 
  其實官僚組織在過去之所以被忽略不論，一則過去有將其籠統定位為廣泛的

「臣」(官)此一統治層次的傾向，一則則是因為在過去君主專制的統治背景裏67，
「臣」都是必須被禁聲的。這兩個理由互為表裏，無怪乎所有的政體論都能在忽

略對「它」68的考慮下，輕易的自成理論。不過對它存而不論，並不表示就可以
當它不存在。對此，韋伯的觀察顯然提供了過去所「存而不論」的「官僚組織」

提供了一些「可存而不論」的論據。因為他除了假定「官僚組織」應該唯一中立

性存在外，並宣稱「一般的統治團體本身也是一種行政管理團體(官僚組織)」69。 
由於在統治機關中，官僚組織相對於決策者而言，它必須扮演價值中性之執

                                                 
65 參Weber，前揭書(下)P. 263。 
66 參  彭文賢，「組織結構的非層級節制論」P. 43。 
67 於此未提共和政體，蓋因在此政體下，官僚組織因法律的設定與規範，它的「身分」已被突
顯所致。 
68 於此一與雙關的包含「臣」與「官僚組織」兩種概念。 
69 參Weber，前揭書(上)P. 82。 



行者角色。所以寡頭鐵律下的「統治者— 被統治者」此一關係式，在中間負責執
行的官僚中界中立化後便可達成。也唯有「下層統治者」70扮演「中介執行者」

的角色，過去跨政治體系與社會體系之「統治者— 被統治者」的巨型結構型態方
有可能成立。 
不過於此必須補充強調的是，過去政體論的上述瑕疵之所以在韋伯這裏獲得

修補，這倒不是說韋伯將現代概念下之政務官與事務官概念混同，而是他強調在

各統治階層中的「紀律」貫徹。這也就是說，過去「君— (臣)— 民」統治結構之
所以得以成立，不是「臣」理所當然的就會中立存在，而是因為被「紀律」71的
嚴格制約所致。 
b、 決策關係之個體化： 
再來討論上述被「存而不論」的部分。「科層權力既有對決策者的一面，也

有對下屬的一面。對… 決策者來說，問題在於..怎樣才能有效控制官僚組織﹔對
下屬來說，官僚組織建立了一非常強大的權威結構，能輕而易舉地控制或制服其

下屬。」72官僚組織除在面對常態決策者時為一「中界」或「決策客體」的存在
外，其實任一官僚組織本身，它們也都還是由許多之微觀權力結構所共構而成。

以此從韋伯理論出發來看，筆者以為可將「權威體制(權威者)— 官僚體制」的模
式進一步再抽繹比擬成「決策者— 執行者」的相對分析模式。以此而論，則吾人
可說在每一個決策與執行的關係(權力關係)裏，每一個執行者本身皆應在上級命
令下奉行中立的態度來行事。韋伯曾說：73 

 
任何統治都表現為行政管理，並作為行政管理發揮職能。任何行政管理都在某種方

式上需要統治，因為進行行政領導總是必須把某些命令權力至於某個人手中。  

 
由於官僚組織本身亦是由許多微觀之權力結構所構成，所以在任何決策者下

的執行者，其較之於單純的官僚組織中之「中界者」與「決策客體」角色外，也

往往被期許應另外扮演「間接決策者」的角色。在此角色扮演下，執行者亦被容

許有相當程度之自主性，但是在理型結構的假定：「執行者應在法制規範下受上

級之節制而為中立性存在」裏，其在最根本目標上，還是必須與上位者的一致。
74在以決策者的意志為最高指導原則下，執行者的意圖只能是在實踐命令的手段

(對下級者的命令)抉擇上始有發聲的空間。若將其置於決策者與決策受眾間，則
他又恢復為是一中性存在。75 

                                                 
70 此乃係相對於「最高」或「上層」統治者而來的概念，而並非係指「基層」統治者。 
71 韋伯以為，所謂的「紀律」乃是指一種可標明的群體中，根據約定成俗的態度，使得命令得
以不假思索的、自動的和機械的聽從。在此概念中，它包含群眾毫無批評與反抗之「習以為常」
的順從。(參Weber，前揭書(上)P. 81) 
72 參 Beetham，前揭書 P. 57 
73 參Weber，前揭書(下)P. 271。 
74 其實這裏還隱含一個「授權」的問題，容後再論。 
75 如此才算真正符合「官僚化」之理性(Rationality)特徵，而官僚化後之傳統權力結構也才有可
能達成可信性與可預測性。(參 Heywood，前揭書(下)P. 542) 



  這樣，最高統治者與其轄下之任一階層或被統治者間都可視為是具直接之權

力關係，而執行者與其僚屬間也自然可視為是另一層次之權力關係。「結構不是

經驗即有的實體本身，而是一種理論建構(Theoretical construct)」76，而「權力主

體— 權力客體」之權力結構基本圖式就是它們普遍化後的基本型式。「把權力分
解成結構性成分… 的一個重要收穫是，我們看到通常所謂的類型差異，實際上只
是程度的差別。」77，在這樣的基本圖式構成下，我們將能更清楚的看清「權力」
概念的原始真貌。 

 

二、 傳統權力運作論： 

 
「權力」並非是透過自我表述而存在，它之所以能被認知，關鍵即在於它有

著運作的事實或可能。而結構關係表現於行為之中，傳統上之所謂權力運作，它

多半被視為是一種施行權力意志之「技術」。它表現為權力擁有者基於滿足權力

相關目的的企圖，以特定「手段」要求權力受眾去做或不做某事的行為技巧。 
不過即使筆者能將「權力運作」定義的如此明確，但在實際使用與討論上，

筆者卻沒有辦法窮盡列舉。因為關於「權力運作」之實質內涵形式，其實是一個

極為含糊籠統的概念。有關它的討論多如牛毛，舉凡有關總體面向之統治術、老

二哲學，到微觀面向之強制、分配、控制、影響、決策、支配、領導、監督、禁

止、處置、與獎懲… 等之混用，無一不是針對它的討論，要將這些權力施行的手
段包羅鑿盡，實有困難。是故對此一情形，我們還是有必要就其特徵進行統整，

如此方可見其於分析權力現象上之價值。 

就權力運作型式而言，其大抵可統整概分為如下類型：78 
 
1.應得性權力(Condign Power)： 
美國當代經濟學者加爾布雷斯(J. K. Galbraith)對應得權力如此定義到：79 

 
應得權力是通過將某種選擇強加於個人或團體的意願之上的能力，藉以贏得他人的

服從。而這些個人或團體因為放棄了自己的意願而十分不快，甚至感到痛苦。「應

得」一詞含有懲罰的意義，並且它還給人一種恰如其分的印象。  

 
  應得權力以通俗的講法即是「懲罰」，它是一種透過揭示負面報償的方式來

使統治者或是領導者之指使意圖得以達成，其本身為一客觀之存在。懲罰本身不

是應得權力所欲達成的目的，透過懲罰而來的制約以使被統治者遂行統治者意

                                                 
76 參  葉啟政，「結構、意識與權力— 對“社會結構”概念探討」P. 4。 
77 參 Galbraith，前揭書 P. 34。 
78 於此附帶一提的是，雖然筆者對權力行使類型作如下之分類，但筆者必須強調的是，在實際
運作上，它們卻多半是以交疊的方式在運作，絕然的區分是甚為罕見的。 
79 參 Galbraith，前揭書 P. 8。 



志，此才是運用應得權力本身的期待。 

2.補償性權力(Compensatory Power)： 
  相對於應得權力而來，補償權力則是一種以「獎賞」為形式的權力運作樣態。

它透過揭示一種正面報償之誘因，來促使被統治者自發的依循統治者或領導者之

意圖來行事。此種權力也是客觀型式的存在，不過相較於應得權力的片面強制

性，補償權力在某種程度上可被視為具交換上的手段意義。 

3.調控性權力(Conditioned Power)： 
對於調控權力之運作形式，加爾布雷斯如此說到：80 
 
調控權力式通過改變信念的方式來運作。說服、教育或那些似乎自然、適當和正確

的社會準則，使個人服從於他人的意志。這種服從反映了一種心甘情願的過程，但

人們並不承認服從這個事實。  

 
  此種權力運作型態即是一般所謂之「操縱」，它是一種透過公開(explicit)調
控或隱蔽(implicit)調控的方式，間接完成權力目的。統治者透過一種被主觀形塑
的社會化過程，將其權力意圖融入其中，進行「置入性行銷」，企圖使被統治者

在無意識到它的運作痕跡下，自發的遵守與完成統治者的意圖目的。 

4.權威性權力： 
此即韋伯所稱之權威(Authority)，這是一種因為權力基礎獲得被治者認可而

產生自發性權力效果的權力運作型式。在這種情形下，權力的行使被賦予了正當

性(Legitimacy)基礎，而對權力的擁有會自發的轉化為能夠直接為他人作決定之
權利(Right)的型式81。此些權力基於權力基礎的不同，又可在概分為三種權力型
式： 

 
(1) 聖雄式權威： 
  此即一般被與權力混同的影響力(Influence)指涉，這是一種基於人格特質82、
專長能力等被信服而來的權威型式。假使統治者能擁有此種權力基礎，則其所能

造就的權力效果往往不限於，或甚至是大於是否對於特定職位的佔有所能行使的

權力幅度。 

(2) 傳統式權威： 
  此種權力的權力基礎多築基於被統治者對於長遠而不知其來源之傳統信念

的尊重，或者是因約定成俗之慣行事實所致。它是一種將其他權力基礎進行時間

淬練而正當化的權力運作類型，在此一種權力運作模式下，被統治者的服從與個

人行為之預存傾向有關。 

                                                 
80 參 Galbraith，前揭書 P. 9。 
81 參 Isaak，IP93，P. 91。 
82 韋伯稱此人格特質為奇魅式(Charisma)人格，其指一種會讓人幾近盲目跟隨之具特殊魅力的人
格類型。 



(3) 法理性權威： 
  這種權力之權力基礎乃源於被受制其下之全體公眾所承認、接受之法律規

範，而法律之所以被自發遵行則是因為它們的內容合於理性所致。在這種權力運

作模式下，它也把所有的職位之權力基礎特性正式化，而使治者與被治者在依法

治理的大旗下同受法律規範。這種權威型式的興起與統治型態的日益制度化有

關，甚且這種權力之權力基礎的建構為體制內權力所努力建構的目標。 

 
  把權力運作的型式權威化是多數權力擁有者努力的目標，因其將能大量降低

權力行使上的成本，並將權力效果普遍化。 

5.支援性權力： 
此即一般被俗稱之「權術」，其為傳統權力論中極被重視的一種權力運作類

型。作為一種權力運作類型，它並不是以正規或直接促成某種外在權力目的的型

式存在。其之所以為一種權力運作手段的理由，主要亦是因其係以實現權力行為

者意圖為最終目標之行為表現。但不同於前述三種權力手段之處在於，支援權力

它並不是以權力關係外圍事務為實現標的，它之所以存在與運行之目的，著重點

乃在於對於權力地位的爭奪或鞏固，83或者我們反過來說，它的運作目的是為了
排除他人對自己行使權力之直接或間接影響。 
大體來說，此種權力具有如下可識別之特徵： 

 
(1) 支援性： 
  支援權力的存在與運作與一般以對外關係之權力運作型式於功能地位上有

所不同，其主要目的在於鞏固權力之得以繼續施行，或是至少求得能在權力運作

下獲得全生可能。並且，此一權力多僅偶爾為之，在大多數權力運作的存續時間

裏，它不應該，也沒有必要被頻繁施行。 

(2) 迂迴性： 
  支援權力的運作，它多非以直接達成特定目的為表現形式，而多半以迂迴、

累積的方式來完成預謀中的算計。也因此，支援性權力多非以特定權力行為之施

行為手段，而往往同時必須兼採諸多種手段，以累積的方式達成使用者之權力目

的。 

(3) 衝突性： 
  支援性權力的施行多與利益性衝突的發生有關，它是以一種雙向權力運作的

方式在運作，而焦點則在特定權力地位的攻防上。此一衝突性，並不一定反映在

直接對決形式上，在更多情形裏，它多半是一種檯面下的運作。而即使衝突是以

公開形式存在，但其背後之意圖則多半是被隱而不顯或曖昧不明的。 

(4) 隱蔽性： 
  此種權力在多數時候是讓人羞於啟齒的，因為它沒有賦予跟隨者一個崇高的

目的標竿，而只是為了對於權位秉持或繼續穩定施行權力的考量。由於此種權力

                                                 
83 參  余華菁，《權術論》PP. 41~60。 



運作之目的在於鞏固或爭奪權力資源(亦即是與其他權力主體處於權力鬥爭狀態)
而涉及權位存亡之衝突狀態，是故在其實質運作謀劃與手段上，多帶有高度謀略

的色彩。而此除致使其具高度之神秘性格外，亦帶有相當之權變性質。韓非所言

之「術者，藏之於胸中」84，大概就是形容這種特性。 
   
任一權力主體都以佔有對客體之支配為目標形式，而在這種情形下，每一個

主體往往成為另外或其他主體的潛在威脅。在這樣的衝突情勢裏，人們無不努力

的要去控制別人，或避免被別人控制。而即使是已得到權力地位者，亦莫不如此。

而政治人物既然是以取得權力為其主要的行事動機，視追求權力的極大化為其中

心價值與目標，則在政治場域的每個當下，85所謂之統治結構中的「上下一日百
戰」關係於焉產生。針對這樣的互動形勢，在傳統權力論架構中依立場不同來論，

它主要又可細分為兩種次類型： 

 
(1) 馭臣術： 
此即一般所謂的帝王術，它是最典型的權術類型指稱。關於這種權術，韓非

曾如此說明：86 
 

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生殺之柄，課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 

 
  此一定調即是專指統治者所掌控之權術而言。它是一種由統治者所發，由統

治者所決之馭下術。其之作用，大抵是為了讓統治者能執之馭下，以鞏固期統治

地位之用。 

(2) 事君術： 
  此說乃緣於舊儒家思維下之「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與「人皆自利」之人

性預設等觀念的矛盾闡發，以世俗用語又可稱之為狹義的「老二哲學」。其乃由

一般傳統權力論中擔任為臣者，反向扮演權力運作發起者的一種權力運作型式。
87其之發生多與爭取承繼統治者的權力地位(接班)，或是至少期盼能在確保已有
之權力地位下再做進一步闡發者等對權力鞏固或發展具意圖性(intentionality)進
取目的有關。88而有關它的實質運作型式，則因運用者主觀意圖89，以及運作時

                                                 
84 參《韓非子》‧〈難三〉。 
85 見馬起華，《政治人》P. 3。 
86 參《韓非子》‧〈定法〉。 
87 自此其實也可以再次看出，以政治或組織結構來作為權力結構之直接指涉，在解釋力上的不
足之處。 
88 支援權力的目的包含權位的爭取、鞏固，以此來看，傳統受了道德哲學影響之將其視為是「全
惡」主張，此實並非對權力研究之合理角度，它是不盡合理與公平。作為一種權力運作之手段，
支援權力大多時候是與防禦有關，而它的攻亦是建立在積極防守之上，如此吾人又何能一語概括
的評定它們就是一種陰狠殘忍的手段。一如其他對於「權力」應有的評價，吾人實無需將支援權
力視為是一種全善或全惡的存在。 
89 以筆者過去對相關資料的觀察，此一「主觀意圖」大抵有：「鞠躬盡瘁型」、「等待關愛眼神型」、
「彼可取而代之型」。除第一種外，後兩者都帶有接班之意圖。就第一種類型之權力運作最高準



之客觀情勢不同而有所區別，甚且有時它的運作方法可能廣泛包含前述三種權力

運作手段。 

 
「君」與「臣」，若我們單以權力論的角度來分析時，兩者的關係很難不被

界定為一種對權力各取所需的自利態勢。在權力論的觀點之下，每一個政治人物

無不嘗試追求自己權力的極大化。其一切的生活價值情境皆是以權力意志為其終

極依歸，而在此指導原則下，他們自然也都必須保持一己的神秘性，不讓其下屬

或競爭者洞悉其意向。90這樣的表現也正是何以政治人物總是被冠以權謀、深沉
的印象之來源了。當然，這是一個很可悲的結論，但其卻透露了一種從政人物的

心態，雖然其並非意味著所有的政治人物皆是如此。 

   
總結上述五種權力運作類型，它大概已可廣泛將傳統權力論觀點下之諸如：

強制、賞罰、操縱、誘導、控制… 等權力運作手段及其特性加以統整。不過在這
裏，它與傳統權力結構論一般，也發生了一些理論瑕疵：一則，在這些對於權力

行為運作的總合性或分殊性概念裏，它們同步忽略了權力效果的問題﹔一則，此

處與傳統權力結構論相同的是，它亦僅為一種對於經驗世界的歸納，而不是抽繹。 
後者的成因於前述已反覆申論，至於前者，則與一直以來之社會對「權力」

所形成之認知氣候有關，一種近似「成王敗寇」的主觀遐想。在這樣的認知裏，

權力對應的就只有「服從」的結果，沒有服從，權力也就無從認定。是故基於回

應上述的理論瑕疵，進以求取一種更為完整之普遍型式的權力運作圖式之產生，

於下節中，筆者亦將對於「權力運作」概念本身之應有特徵進行抽繹。並且在與

普遍型式權力結構圖式的綜合討論下，對普遍型式之權力圖像，進行最終擘劃。 

 
 

第三節   普遍型式權力圖像 

 

一、 普遍型式權力圖像的基本構成： 

 
(一) 普遍型式權力圖像的基本構成： 
 
有關權力概念的定義，它必須被視為是具有相當程度之結構性意涵。一如本

章前面於討論權力的定義問題時所述，這樣的結構性，它是反映在由「關係」與

「行為」兩種表現上。在本文中，它們即是被以「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兩

                                                                                                                                            
則「謙懷持下」，而在後兩種類型裏，前者對上級乃採亦步亦趨的姿態，後者則主要用心於發展
外部關係，伺機回頭取而代之。 
90 參  馬起華，前揭書 P. 2。 



個權力次概念來加以表示。然而究竟什麼是「權力結構」？而什麼又是「權力運

作」呢？它們只分別就是一種關係與行為嗎？又或者，在這樣被簡化的名詞底蘊

裏，它們還有一些深切的意涵呢？既然在上節中那些高度自經驗意涵中歸納而來

的傳統權力論無法用以普遍解釋各種權力現象，那麼連結在各種權力現象裏，那

一個可用以普遍解釋各種權力現象的模式，它又在哪裏呢？ 

讓我們再回到道爾的定義：「當 A能使 B去做平常不會去做的事時，A對 B
有權力」，此一陳述大抵將「權力」概念操作化成一種關係結構型式。若當我們

將其之意涵與發生，抽象化成單元符號型式，則它可以M(A, B, W, X)此式加以
表示。在其中，M用以表示權力關係之總體，A表示權力主體，B表示權力客體，
W表示權力主體 A所使用的手段，X表示權力客體 B的相應反應。91 
  從M(A, B, W, X)這套對權力關係的符號化型式中可知，「權力」乃指在結構
型式的條件下，基於權力主體(A)對權力客體(B)作若干行為(W)，致使權力客體
(B)相應為某種反應(X)的總體表現。在上述緣於道爾定義的關係式中，權力主體
A 與權力客體 B 是構成「權力」概念靜態型式的要素，而兩者透過因果關係的
對應建構後，就構成了權力結構的基本架構。而W與 X則是「權力」概念動態
型式的要素，構成了權力運作中的基本互動型式。直觀上，當此四要素齊備時，

對「權力」概念的陳述才方見完整。 
總結前文，吾人可知所謂的權力結構大抵以「〈權力基礎〉權力主體→權力

客體」的型式建構起來，缺一不可。而「權力運作」的定義則泛指在權力結構的

機制裏，促成權力主體與客體的因果關係行為及其結果。不過深入來看，要僅以

此四個要素來繪製普遍型式權力圖像顯然還是不夠的，因為在道爾的這個扼要的

定義中，它忽略了一些傳統上被視為慣行事實92。不論是在對「權力結構」之靜
態描述上，或者是在對「權力運作」的動態描述上皆然。 
首先是對權力結構的討論。在前述從道爾之權力定義推導而來可知，所謂之

權力結構，乃係由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以對應的形式共構而成。但權力並不能憑

空而來，在這裏有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什麼原因決定了權力主體與客體在權力結

構中的位置？為什麼是 A而不是 B成為權力結構中的主體？或者我們再更精簡
但卻含糊93的問就是：何以是 A，而不是 B擁有了權力？這代表了什麼呢？在權
力主體與權力客體所共構而成的權力靜態型式裏，在權力結構的形成上，是什麼

其他被忽略的要素決定了這一結構樣態？ 
針對上述討論，筆者以為決定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在權力結構中位置的，主

要在兩個隱藏之結構因素：第一，代表了 A擁有了 B所沒有的一些「資源」支
持，一些能將權力實質展現為「力」的基礎。94其二是，B必須知道 A是具有權
力基礎與行動意圖而促使 B 得以做出相應之反應。是故有關「權力」概念的靜

                                                 
91 參  郭秋永，KP2001，P. 72。 
92 事實上道爾在其他著作中曾有提及一些其他相關的說明。(參Wrong，前揭書 P. 194) 
93 之所以說是含糊，乃係因此一說法又會使得本研究之「權力」概念與世俗的「權力」概念糾
纏不清。 
94 參Wrong，前揭書 P. 193。 



態基本條件除了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的基本構成外，應還有促使此權力關係得以

產生之權力基礎與權力傳播等概念。 

  其次是權力運作。回到道爾的定義裏。道爾以為，當 A促使 B去做 B平常
不會做的事時 A對於 B有權力。依此一陳述，關於「權力運作」的定義吾人或
可簡而言之為：在權力結構的機制裏，促成權力主體與客體的因果關係行為及其

結果。這其中包含了權力主體對權力客體的權力行使內容，權力客體對於權力主

體之權力作為的回應，以及權力主體與客體間相互行動後所產生的結果。 

關於第一與第二項內涵，其實這有點像是傅柯所言之「命令— 支配」體系下
的「支配技術」。在其中權力主體對於權力客體進行命令與各種基於統治而來之

規範措施，從而獲得支配或至少換取權力客體不得為反對行為之反應。這樣的詮

釋大抵可自一般傳統上的特別權力關係中覓得端倪，但吾人必須知悉的是，道爾

的權力定義在這裏卻發生了詮釋範圍上的漏洞。當道爾說「當 A促使 B去做 B
平常不會做的事時，A對於 B有權力」，其並非使用一全稱之命題，而在此空隙
中，道爾的權力定義或許得以保持，但實際上其也預設了例外之可能。 

回到權力運作的第三項內涵— 權力效果的問題。論及權力運作，吾人需關注
的除了權力主體的手段與權力客體的回應外，權力運作之所以得以名之，關鍵之

處還在於權力主體對於權力客體的作為會產生權力效果。一個權力行為即使是以

獲取更多的權力為目的，此都是在完整「權力運作」概念下所需重視的。若無此

一要件，亦即等同於主體在對客體進行某些行為時是隨機而無意識的，試問當我

們在開車時因為遊戲追逐中的小孩突然穿越馬路而使我們緊急煞車時，這個小孩

對我們進行了權力作用了嗎？ 
在由道爾定義推論出來的關係式中，所謂之權力運作包含了由權力主體所發

之行為，權力客體的回應，以及總結兩者互動成果之權力效果。這樣的指陳雖然

相對完整，但第一是，什麼決定了權力行為的內涵？第二是，權力行為的表現型

式是否僅限於有為的一面？第三是權力行為與權力效果間的因果關係應如何檢

證？最後則是，傳統上對於權力運作的認知都是與服從相連結，若無服從則就沒

有權力之指涉。在這樣的邏輯下，我們如何解釋走上街頭的合法公民與政府間的

權力關係？如何看待「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行為背後的權力意涵？ 
對於上述問題，除了我們有必要更完整檢視權力行為、權力客體的回應，以

及權力效果的內涵外，我們還必須附加檢討權力主體的意圖性問題。筆者以為決

定權力行為內涵的，主要為權力主體的意圖，而也正因為主體有此意圖性，權力

行為方有產生的可能。並且，此一由意圖性所決定之權力行為內容，其才可以用

以與權力效果間交叉檢證，確認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是故慮及於此，在對權力運

作的檢討上，除對於權力行為、及權力客體相應的回應，以及權力效果進行討論

外，還應對於權力主體之意圖性進行檢討方稱完整。 
總結上述，所謂之普遍型式權力圖像，它應該是由上述所有構成普遍型式權

力結構要素，以及普遍型式權力運作要素所總結而成。而有關它的圖像表現式



95，則可繪成如下架構圖(圖三)來表示： 
 

§普遍型式權力圖像構成架構圖  § 

〈圖三〉 
 
  在上圖中，由權力主體、客體、權力基礎與權力傳播等組成普遍權力圖像之

靜態構成部分者，即是普遍型式權力結構部分﹔而附隨於權力主體亦式中的意圖

性、權力關係中的行為與反應，以及權力效果等，則構成了普遍型式權力圖像的

動態部分，亦即是普遍型式權力運作的構成要素。在總結此些被抽繹過的要素下

之構成，它就是普遍型式權力圖像之完整圖式。 
其實「權力」是指涉行為者之間的一種行為狀態，而「權力」概念的結構乃

由「關係」與「行為」兩個子概念所共構而成，在其中所謂之「關係」應指權力

結構的原子型式，而非任何片面對經驗現象進行描述之政治權力結構﹔至於「行

為」，則應該係以權力運作的抽象性要素為內涵，而非指涉具象之權力行為。在

下文中，筆者將依序就普遍型式權力結構之構成要素，普遍型式權力運作構成要

素進行介紹。 

 
(二) 相關理論之對比於澄清： 
 
  在正式開始對組成普遍型式權力圖像的各種組成要素討論前，筆者以為有必

要先就目前社會學理論中與本文相似之理論進行簡單的介紹與回應。 

 
1. 角色理論(Role Theory)：96 
  角色理論是社會學理論中，以微觀(micro)層次對社會結構組成進行討論的理

                                                 
95 此即後文中所用之「圖式」用詞。其與「圖像」用詞主要差異在前者是具有較高之理論意涵，
而後者則是較與經驗相依附。 
96 參 Light and Keller，前揭書(上)PP. 141~147﹔Turner，《社會學理論的結構》PP. 457~479。 



論。在此一理論裏，其以為社會結構是由各種位置(position)，以及佔有這些位置
之人員配置所組成之網絡，而對這一網絡之解析將有助於描述與分析社會。在社

會結構裏，基於社會階層與社會地位的慣性存在而維持幾近固定的型式，只有扮

演這些角色的人員不停在做更替。並且角色不能單獨存在，它亦必須有其他角色

為之對應存在時，它才有意義。個人的行為受地位與各角色背後所被賦予的社會

期望所制約，甚且也唯有透過它們，個人與整體社會結構的連結方有可能。角色

概念顯示了社會與個人間之連結點(point of articulation)。 
2. 結構理論(Structural Theory)：97 
  此為自宏觀(macro)層次對社會結構組成進行討論的理論，它在西方社會理
論或哲學界之討論中，有一更為響亮的名稱—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其以
為社會結構確實存在，而許多結構概念是用來作為描述長久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

係之隱喻。此一理論與角色理論不同的是，它更進一步指出在其中之個人，他們

的主體意識都是由社會結構所賦予。在任何行為的內裏並沒有所謂的自主意識運

作空間。而也當然的，在此理論下，個人也就沒有角色理論中的角色衝突問題，

因為每個人在社會中的功能是被結構集體決定的。結構理論分析重點在於由多數

人所佔據的不同社會位置間之社會關係模式，而非個體間的所有關係網絡 

 
  上述兩種理論都是將結構與個人行為加以連結分析的理論，此在本文中似有

雷同之處。但與筆者論旨不同的是，第一筆者在本文中雖已權力結構為分析權力

現象之基礎架構，但並未存有結構決定論的意識。而上述二論都強調在特定社會

位置中，必會有相應之行為表現，而此正是筆者所極力駁斥之處﹔第二，在本文

的討論裏，強調的是一種結構關係，而不是結構，此亦是與前述二論不同之處。

是故總結上述兩個理由，有關本文之研究自不可與上述二論等同視之。 

 

二、 普遍型式權力結構圖式： 

 
羅素曾說：98 

 
有些人的品性使得他們總是在命令他人，而有些人則總是在服從他人。 

 
正是這種源自黑格爾(G. W. F. Hegel)式的「主奴性格」假說99宣告著，只要

基於人性的自適發展，一種以「命令—服從」為型式的權力互動關係註定會被產

生出來。並且循此而為，傳統上所謂「上下二元統治結構型態」100之權力關係，

                                                 
97 參 Turner，前揭書 PP. 531~555，PP. 599~627。 
98 見 Russell，前揭書 P.11。 
99 此說之淵源其實還可上溯至亞里斯多德的經濟學主張。 
100 當然於此必須強調的是，所謂之「權力二元關係」，其係是指一種相對的概念，而非是一種絕
對的型式。此亦即是說，之所以有所謂之上位者存在，乃係肇基於有所謂之下位者的存在，而反



也就自然會普遍存在而被視為理所當然。101之後，當如此「二元結構」以無數個
的型式交錯層疊堆積後，一個更巨型的傳統權力結構圖式也就於焉產生，而傳統

權力結構論也同時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 
在菁英論與多元論的爭執中，它們將焦點置於總體層次的討論，把爭辯重心

放在於政治社會中之「權力中心」歸屬的問題。而在政體論的討論裏，則更進一

步的將此理論預設展現在具體的政體主張裏。如此自成系統，也對於政治權力結

構進行一完整的探討。只不過這種以總體的角度來對權力分布之結構圖式進行討

論的傳統權力結構論，不免都帶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偏執。而此除造成彼此理論間

之共量性問題外，要用以作為能廣泛分析權力現象之分析模式還是仍顯不足。並

且，此一情形亦反映在對傳統權力結構之討論上。 
不過由於「在沒有特定條件限制下的社會現象裏，要找出普遍性的原理、原

則並不容易。… 但在人類社會中，於特定條件下，我們依舊可以觀察到許多規律，
而這所謂特定條件，即包含政治制度在內。」102，以制度來討論權力結構無疑是

個相當方便的選項。這一指陳並沒有根本上的錯誤，但「純粹從制度途徑來研究…
的主要侷限在於，它無法充分說明… 權力的性質和根源」103。並且最後此種政體
論式的權力結構說，往往成為一種各是己是的陳述型態。在這樣含混的使用過程

裏，權力研究始終在經驗表像裏打轉，而彼此並無真正交談的機會，終以使得傳

統權力結構論面臨概念模糊化的問題，缺少根本之理論意涵，致使有關它的研究

成果也始終無法造成系統性的累積。 
但慶幸的是，在上述有關權力結構理論與模型之討論，只要經過一些理論上

的修補，它們彼此間共量性問題就能克服：藉由寡頭鐵律，傳統權力結構可被簡

化為以「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基本對立關係進行分析﹔透過理型化模式，

最高決策者與其下屬及其人民(君— 臣— 民)關係可以自「命令— 服從」和「決策—
執行」之二元對立模式進行拆解，並將此些接近權力結構基本圖式之模式分別引

用在傳統權力結構中之不同情形裏，把傳統權力結構整理為「君— 臣」、「君— 民」
與「臣— 民」等一連串二元關係之討論，並將視上述四種政體主張視為是諸多「二
元權力關係」以不同堆疊方式所構成之產物。 

「並非所有權力都是依附在機構中，或必經機構來行使… 社會中的機構只是
提供了一個重要而持續的權力基礎」104，如是而已。而根據上述之結論，吾人有
理由的將在傳統權力結構論中之權力結構基礎型式合理的化約成一種「二元權力

關係」來探討。並且為了提高它的理論適用性，我們有必要進一步將傳統帶有「勢

位」關係的「上下型式關係」打散，而將構成權力結構的基本圖式在簡化為「權

力主體— 權力客體」模式來作為分析基準。當然，於此必須強調的是，作這樣的

                                                                                                                                            
之亦然。上位者與下位者兩者是共生的，且在其中透過權力來連結。 
101 對於此一觀點，若我們再透過韋伯對於「官僚組織」的建構之主張，將更可以輕易釐清此一
相關概念，即使韋伯所強調的實是一種價值中立的組織型態。 
102 參  謝復生，「政治制度研究方法之檢討」P. 167。 
103 參 Beetham，前揭書 P. 53。 
104 參 Dye，前揭書 P. 5。 



化約並不是為了顛覆傳統權力結構型式，而是要透過抽繹出組成權力結構之概

念，重組成權力結構的原子型式，進以擘劃出能用以普遍分析權力現象之權力圖

式靜態模型。105 
所謂之使「權力」得以產生之靜態基本組成條件，其即是指「權力結構」之

普遍圖式而言。而這樣的基礎型式，它必須包含著如下之要素與特徵： 

 
1.基本架構： 
組成普遍型式權力結構的基本要素是權力主體與權力客體，兩者以相互依存

的方式存在，而此一關係式亦是界定權力結構型式的基本客觀條件。它不同於傳

統權力論之討論而具有如下之特性： 

 
(1) 以單元型式為分析單位： 
  構成權力結構的不是龐大的組織層級，不是特定的角色身分，而是權力行為

之主體與客體本身。它是一種單元化的存在，它可能以個人或團體的形式為基本

構成單元。任何層級或多層次因果關係之制約形式的權力結構陳述，它都是由這

些單元關係所無限堆疊而成。而上述之政體類型之所以能被稱為(政治)權力結
構，也正是因為其乃在此框架範圍內進行權力之運作所致，超脫於此，其自無權

力結構之指涉可能，當然也就不會有所謂的統治關係、權力關係。 

(2) 非以特別權力關係為形式： 
  在普遍型式的權力結構型式討論下，構成其結構型式之權力主體與客體間的

關係組成，它並不一定為垂直型式的特別權力關係為表徵。傳統統治結構雖為普

遍型式權力結構進行堆疊後的一種表徵，但在多數的情況下，權力關係並不僅限

於統治關係。 

(3) 權力結構為社會關係的一種抽象形式： 
  權力概念發微於社群關係發生之時，其外顯之結構特徵亦是由人與人所共構

而成。在普遍型式權力結構中，由於涉及有意識的權力行為，權力主體的位置必

由人所扮演﹔而在權力客體方面，即使是純粹之服從，由於其與權力主體之行為

有相應之因果關係，是故其亦必須是由人為一種有意識的扮演。單純對物的所有

權或支配權，它僅為一種權利形式，而不是權力的表現。 

 
2.權力基礎： 
在「權力結構」的型式裏，權力行使是屬於權力主體的。而權力之所以迷人，

其關鍵也就在於擁有權力者能藉由權力的施展而使自己的目的得以伸張。這使得

多數人都以為，只要佔據這個「利益生產中心」的位置，他就能夠藉由發號司令

                                                 
105 筆者並無意全盤否定過去研究之成果，畢竟其各自之所以得以構築出來，都是前人經過自不
同社會層面觀察歸結而來，它們在分析不同之社會現象時還是都有各自不同的分析功能。但不同
於此的是，筆者在本研究中則專注在尋找一種可用以分析權力現象的分析方法，是故有必要對過
去相關之權力理論進行解構重讀，如是而已。 



而使自己的利益極大化。這是一個傳統式的直觀，但循此而來我們必須進一步追

究的是，到底要具備怎樣資格的人才能在權力結構中扮演權力主體的角色呢？何

以在那些政治權力結構之中，某些人能行使權力，而另一些人則否？是什麼樣的

因素決定了權力分配與歸屬？筆者以為關鍵就在於誰握有使權力而得以，或預示

得以產生效果之權力基礎的差別。 

所謂的「權力基礎」又稱為權力資源(Resource of Power)，它是使權力主體
在一定條件下得以行使權力的實力來源。其為一種內在於權力結構裏的必然條件

之一，權力概念的結構型式必須要有它的存在奠基，其內涵中之權力關係方有可

能成形而能以權力之名存在與運作。大體而言，權力基礎應有如下之特性： 

 
(1) 穩定性： 
  權力基礎的構成，它多半在特定時期內，具有形式來源上的穩定性。此一即

是說，在特定時空背景下，某些事物對於提供權力主體之行為產生權力效力上，

它在形式上具有穩定的形象與地位。如原始時期的個人生理力量，中古時期的宗

教領袖職位，法制規範，以及當代所重視的知識等。這也使得競逐權力者，在競

逐過程中有了穩定的目標。 

(2) 預存性： 
  權力基礎的持有雖可促成權力行為的發動，但它在大多數時候是以一種潛能

性預示的方式存在。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所能造成的影響將有所打折，甚且有時候

即使在它的沉默處，由於它的預存性格，它也可能發生「潛在權力運作」106而造
成實質的制約效果。例如，我們看到紅燈會停車，不是紅燈對我們做了什麼命令，

而是我們預示了闖紅燈背後的法律制約效力所致。 

(3) 可流動性： 
  權力基礎雖是內在於權力主體概念下之穩定存在，但此卻不是意指它就是穩

固的由特定個人所掌控。權力基礎的持有是隨時有可能「換人做做看」的，即使

在流動的過程中它不一定是以全有全無的形式在轉變。此一可流動性反映在三個

層面： 

 
a、 可累積性： 
權力基礎是具有可累積性的，透過對它的累積，權力主體的權力也將會逐漸

增大。這樣的累積表現在兩個方面： 

 
I、 對同一基礎之累積。 
II、 對不同權力基礎的累積。 

 
  這兩種形式的累積，對於實質權力效果的增大表現，自亦在不同面向上發生

效果。前者將提升權力主體對權力效果之精密性，後者則將提升權力效果的廣泛

                                                 
106 參  葉啟政，前揭文 P. 43。 



性。 
b、 可分割性： 
  既然權力基礎是得以累積的，那麼相對而言，它當然也就是可以分割的。以

政府權力而言，它透過法制規範的統籌或切割，它可以被見於兩權、三權，乃至

於五權分立的型式即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此一特性除造成分權與制衡的可能

外，有時因為權力基礎的構成是由具主體性的個人或集體所授權構成，是故它也

蘊含了權力基礎有自我裂解107的可能，例如以人民主權108為基礎之統治體系是。 
c、 可轉換性： 
  權力基礎雖然在形式選項上為一穩定存在，但在不同的選項間，有時它也可

以相互轉換。例如一名企業家可能以其財富資助國會議員，或甚至是花錢買官﹔

一名力士藉由身體的強健轉任軍警要職﹔傳統上學而優則仕等，都是明顯的例

子。 

 
(4) 相對性： 
  權力基礎對於權力施行的效果是極為相對的，擁有特定權力基礎並無法造就

個人的權力變成無所不包。之所以說其為一相對的概念，此係指在不同的環境脈

絡或權力關係中，各權力主體所賴以施行權力的基礎是因時制宜的。舉例來說：

當我們說交通警察依法得以管制我們在馬路上橫行，但他卻不能因此訓斥不寫作

業的學生即是。 

(5) 功能性： 
權力基礎的存在提供了權力主體施行權力行為的可能與依據，是故它也具有

功能性。不過此一功能性，不是說其能產生何種具體效果，而是指它能決定哪些

方面的功能。這主要有如下： 

 
a、 權力大小。(即權力施行之縱深) 
b、 權力施行幅度。(即權力施行之廣度) 
c、 可運用手段。(即權力類型) 
 
總結上述，吾人可以發現，權力基礎之存在，其除了是權力得以名之為「力」

的根本因素所在外，它也在很多層面上決定了權力的特性與類型。我們可以這樣

說，過去將權力視為是一種「所有物」形式的片面理解，它們都是因對權力與權

力基礎之特性未加區別，而將「權力」與「權力基礎」混用所致。是故為理解普

遍型式權力圖像的構成，我們顯有必要熟記權力基礎如上之種種性格。 

                                                 
107 此一自我裂解乃因具主體性之人或集體，停止支持或授權權力主體所致。 
108 關於「主權」，雖然在中譯名稱中它帶有「權」字，但若將它視為是一種權力，其實是極為不
恰當的指涉。一則，它並沒有直接產生權力行為，也沒有相應的權力客體﹔另外，它也沒有實質
而明確的制約效果。是故我們與其將它視為是一種權力，不如將它視為是提供統治者進行治理的
權力基礎，一種以全意志(General Will)為內涵形式之權力基礎。而所謂的施行主權，其實準確的
說應該是施行某種的統治權。 



3.權力傳播： 
所謂權力傳播係指，將權力主體此一概念之週邊訊息傳播至權力客體，以使

其得以認知的過程。透過此一過程的揭示，權力客體得以知道之實質資訊內容為： 

 
(1) 權力主體，亦即是權力基礎的持有者為誰。 
(2) 權力主體「有意圖」進行權力行為。 
(3) 權力主體欲施行之權力行為的意圖內容。 

 
上述三種權力傳播內容，在權力結構的構成上缺一不可。吾人可以假想一個

情境，當一位君主微服出巡之時，假若混雜在市集中的扒手不知其就是那位具操

生殺權炳(權力基礎)的國君時，他會以君主的意志(不違法)而決定不扒竊(違反自
己的意志)君主的錢財嗎？君主之所以為君主，除了他擁有統馭萬民的權力基礎
外，最重要的是，他還必須讓萬民知道他有這樣的權力基礎與能力，而且明確揭

示可以以君主身分操持統治權的這個人就是他。最後透過這個揭示的過程，吾人

始能相信即使君主是在半夜熟睡中，他也還是擁有統馭萬民的權力。 
至於它的主要傳播方式則依施行時間短長依序主要有： 

 
(1) 法律公告。 
(2) 以身作則。 
(3) 重複的儀式。 
(4) 教育。 
(5) 文化傳統的社會化過程。 
 
無權力傳播就無權力關係的存在，權力傳播的基本意義即在造成原本獨立之

兩個體形成一種連帶關係而為主客體之存在與互動型式。並且，權力傳播的目的

不僅是為了讓權力客體認知到權力主體的存在，最重要的，它一般都以形塑權力

運作的正當性109，並促成權力客體對於權力結構的「預期感應」110(anticiped 
reaction)為最終運作目的。111它的持續存在將使得權力的操持得以潛在化、常態
化。使人願意自發而常軌化的遵守權力律令，也使權力行為隱於無形成為可能。 

  
  總結上述討論，吾人已可知有關普遍型式之權力結構內容應廣泛包括上述之

諸項特徵。而也唯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再進一步的對普遍型式權力運作進

                                                 
109 是故諸如：聖雄式人格、傳統價值、合法性等之形塑，往往亦是權力主體在藉由此一過程的
努力目標。 
110 其意指權力運作的施行雖權力主體未必有實質之權力行為表現，但基於權力客體對於權力主
體的權力能力、意圖等方面之認知，並基此而來的預期判斷，自發的遵守權力主體的權力意圖之
情形。(參Wrong，前揭書，1988年版序言) 
111 由於本文主要將其視為一靜態「過程」，是故於分類上將其置於「權力結構」的層面做討論。
但無可諱言的，其實在形塑權力運作正當性此一面向上，它已具有了「權力運作」的特質。 



行討論。 

 

三、 普遍型式權力運作圖式： 

 
  關於「權力運作」的定義吾人或可簡而言之為：在權力結構的機制裏，促成

權力主體與客體的因果關係之權力行為及其結果之所有手段表現。這其中包含了

權力主體對權力客體的權力行使內容，權力客體對於權力主體之權力作為的回

應，以及在權力主體與客體間相互行動後所產生的結果。 
傳統上在討論權力運作時，除了混用權力次概念的情形嚴重外，其多僅將探

討焦點置於權力主體側之討論。並且在潛意識中，多習慣把權力客體的服從視為

理所當然而不予深論，使得傳統權力運作論發生偏狹與解釋力不足等問題。甚

且，即使其將焦點置於權力主體側，但或許受傳統權力論對統治者意志的高深不

可測之預設影響，他們也都沒有去深刻討論權力主體之意圖的決定要素，而如此

當然也就造成了整個對權力運作的討論陷入想當然爾式的思維裏。這樣的瑕疵，

也造成傳統權力運作論在適用普遍性上的不足。 
  例如，在討論權力客體受權力的運作時，該不該論及權力客體之「受力」內

容是否恰為權力主體之意圖？而權力主體所施行的權力行為是否又恰好能促成

權力客體在某一特殊情況下之相應反應？此些未盡之意實有待對權力運作之動

態綜觀進行填補。而所謂之使「權力」得以產生之動態基本組成條件，其即是指

「權力運作」之普遍圖式而言，此為上述情形經填補後的基礎型式。而這樣的基

礎型式，它必須包含著如下之要素與特徵： 

 
1.權力主體的意圖性： 
在權力關係中，身為權力運作啟動的一方，權力主體的意圖實在權力運作過

程中為一具決定性的存在，而為造成某種權力關係的基礎。這一要素在普遍型式

權力圖像中之重要性在於： 

 
(1) 使得權力運作有了起始點。 
(2) 使權力結構中的因果有了可能的觀察點。 
(3) 使權力客體對於權力運作的方向得以預料，並從中計算是否進行服從。 
 
  沒有了對意圖性的討論，也就沒有是否存在權力運作的問題。沒有權力運

作，那當然就沒有有無「權力」的問題。此一定調也等同否決了過去將所謂的強

制、武力、賞罰等概念與「權力」概念直接化約的迷思。其實這些概念在最純粹

的意義上，甚至連權力行為都構不上，吾人充其量僅能視其為是一種資源或手

段，逕行將其視為是「權力」概念的變體是一相當冒失的做法。 

2.權力行為： 



基本上只要在權力結構中，基於權力主體之意圖所造成之特定權力效果的行

為，它都能被稱為是權力行為。是故以此標準看傳統權力運作論中的四種權力類

型，我們即可進行判定它們只是權力行為的層次觀察，而不應該被擴及為是對於

整體權力運作層面上的討論。而在權力行為的實踐面上，吾人也應一併注意的有

二： 

 
(1) 權力行為包含「有為」與「無為」兩個層面： 
權力行為的方式除了有為的強制、說服與操縱外112，有很多時候它更是以無

所作為的方式表達，例如常態的統治即是。在這種情形下，權力主體並無對「特

定」權力客體進行權力行為的意圖(此非意指統治者之總體的統治意圖)，但或許
透過對「預期感應」的揭示，使得權力客體自發的完成權力主體的「期待」。社

會學者朗(D. H. Wrong)曾說： 
 

倘若一個問題不能被公開提出或在社群政治中得到討論，這可能就意味著一種以預

期感應為基礎的，在壓制這個問題上取得了成功的對權力的否定性運用。  

 
  大抵就是形容此一情形。 

(2) 強制作為一種權力行為，它有時是以終結者的身分存在： 
  米爾斯曾說：113 
 

「強制」 (Coercion)是「最終的」權力型式。我們不是一直在這種最終的處境中。

在強制之外，我們尚必須考慮權威(自願服從者的信仰所合理化的權力)與操弄 (無權

者不知不覺的權力)。  

 
鄂蘭(H. Arendt)亦曾說：114 

 
權力與武力是相對的，當其中一方佔據絕對統治地位時，另一方也就不復存在了。

武力顯露時，權力便身陷危機之中﹔武力肆虐的結果，也就是權力消失之時。  

 
誠然，在大多數時候，強制，或說是武力作為一種權力手段而言，它的預示

功能可能大於實質功能。武力的使用，多肇因於之前的權力行為失敗而不得不

然。雖然未必盡如鄂然所言，武力與權力始終站在對立面，但可以合理指出的是，

在大多數時候，使用武力是對於權力關係存續的一項賭注。成功，權力關係得以

維繫，失敗，則權力結構必將解體﹔用的太輕，效果難以達成，用的太重，一則

可能形成反抗，一則可能摧毀權力客體，終結權力關係。但無論何者，它都將危

                                                 
112 參Wrong，前揭書。 
113 參Mills，S1996，P. 42。 
114 參 Arendt H., “On Violence”P. 56。(轉引自Wrong，前揭書 P. 41) 



及權力關係的維繫。 

 
過去「權力」常被片面視為是一種「力」，此乃肇因於執著於權力可見部分

之迷惑所致。然而一則權力的行使不一定以「有所為」為表現形式﹔另外，「強

制手段」的施行也不是權力行為的唯一選項。是故吾人對於過去過於簡單的理

解，實有重新加以釐清的必要。 

3.權力反應： 
權力客體對於權力主體所為之權力行為的回應，它構成了權力結構中因果關

係形成基本條件，而其也是權力效果得以產生的基本元素。這樣的一個要素，它

主要有兩種表現特徵：「服從」與「反抗」。 

 
(1) 服從： 
  不被服從的命令是無效的，在傳統權力論的討論中，在那套以「命令— 服從」
為型式的權力關係運作型式認知裏，有關權力反應的預設，其多半被與服從進行

連結，而忽略了權力客體在反抗態度上的探討。在這套邏輯裏，它的基本預設就

是沒有服從就沒有權力。在這樣的觀點下，權力客體的服從被以一種必然化的方

式討論，任何可能的反抗都必須在權力施行的手段中獲得控制。這樣的說法或許

符合權力概念應有的整合性表徵，但在這套自適的推論裏，它卻可能讓權力研究

忽略到權力行為與權力反應間的「閥值」問題。 

(2) 反抗： 
權力客體既生而為具主體性的人，對於權力行為之態度自必有接受與否的反

應，而也正是在這樣的特性下，權力客體又可被視為權力主體的另一種權力來

源。另外，權力也並不總是以「命令」為運作方式，在一般情形下，基於對權力

主體的預期感應下，權力客體都會對權力意志進行自發的服從。在這樣的情形

下，「命令— 服從」之權力運作模式難免有其例外，而之所以造成這項意外的可
能原因就在於：第一服從並非為必然的結果﹔第二則是權力主體之意圖與權力客

體間的承受度比值，而這也就是權力客體「反抗」之所以可能發生的「閥值」。 

韋伯曾說：115 
 

我們藉由一個人或一群人在一個公有行動中理解他們自己的意願，甚至對抗來自其

他行動參與者的阻力來瞭解權力。  

 
「反抗」的存在，一則揭示其亦為一種變相型式的權力基礎﹔另外，它也預

示了權力結構角色翻轉的可能。適度的反抗，除展了權力客體的權力主體性外，

它也將衝擊權力主體的權力意圖，並適度的調整權力效果的走向。而反抗的極致

形式，它可能翻轉原本權力結構中之位置與權力運作的方向，或者是瓦解了原本

                                                 
115 參Weber M., “Domination by Economic Power and by Authority”(引自 Lukes etc., “Power” 
P. 29)。 



的權力結構。 

   
4.權力效果： 
之所以進行權力運作，關鍵即是在促成權力效果，是故權力效果亦是構成普

遍型式權力運作上絕對必須討論的要素之一。一般來說，於評估權力效果時吾人

亦可自三個面向切入：116 
 
(1) 廣泛性： 
  此乃就權力主體之權力運作所能促成之權力客體的規模幅度而言。 

(2) 綜合性： 
  此係以權力主體能促使權力客體服從的手段種類而言。 

(3) 精確性： 
此係指權力主體的權力意圖(權力目標)與權力客體相應間之權利回應間之

相符程度而言。 

 
上述三種評估權力效果的指標，尤以第三者為最重要。因權力客體的回應與

權力主體的意圖(權力目的或目標)的相符性程度，其是檢證此一行為效果可否被
賦予權力之名的關鍵。一項可被解讀為權力運作的行為，其應該是在有意識(效
果=目的)或至少是可能被意識的情形下產生特定或近似的因果效果。「權力就是
某一個或某一些人在他人身上產生預期影響的那種能力」117，假若兩者的內容不
是至少近似的話，基本上在此主體與客體之間是否有權力上的因果關係也是讓人

質疑的。 

例如循道爾的權力定義來看，假若 B 是基於自由意志而做出與平常不同的
行為，卻湊巧與 A所命令的行為指示正好相同時，此是否還可以詮釋為 A對 B
施行權力了呢？又假若一位老師要求一位用功的學生明天按時交出作業時，吾人

在可預見這位學生本能上即必將明天交出作業的情形下，可知老師的命令與學生

的慣行事實或抉擇意志本身並未產生衝突，但此卻也無法就斷言該老師與學生的

權力關係於命令當下中斷存續。單以道爾的定義來看，其勢必無法化解上述解構

權力因果關係後所產生的權力理論適用困境，但這是否就意味著權力在此種狀態

中必須沉默了呢？還是我們的思路陷入了某種傳統的制約裏了呢？ 

就上述情形，陸克斯曾在對權力客體「偏好」(preference)的考慮外，另引入
「真正利益」概念來為其進行修正118，以此二者為二維變項來進行詮解權力結構

中之權力運作情形：119 
 

                                                 
116 參Wrong，前揭書 PP. 18~26。 
117 參Wrong，前揭書 P. 17 
118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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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3。 
119 參  郭秋永 鄧若玲，前揭文 PP. 14~15。 



 真正利益 非真正利益 

偏好 I II 
反偏好 III IV 

 
「偏好」為顯性檢測要件，「真正利益」則在多數情形下為隱性存在。在上

述的四維分類裏，唯有當行為主體對於行為客體的作為違反了權力客體的偏好或

真正利益時，權力才算發生。就此，於前述兩個困局中，行為者的行為表現在此

矩陣中巧合的都在 I的位置，此一結果在陸克斯的詮釋裏，它意味著在這件行為
抉擇與結果上，權力主體對於權力客體都未施以權力。對於這個顯然不是在直觀

上非常令人信服的答案，筆者卻以為它有幾個深意蘊含在其中。首先，它再度突

顯了過去我們對於權力概念的混用情形﹔其次，在這裏的矛盾指陳中，它牽涉到

在道爾定義架構下所未指明的權力構成要素：權力主體的意圖性。 
前述的混用表現在於把「權力運作」與「權力基礎」混同。其實權力之所以

是一種穩定的存在，它並不是因為無所不在的權力運作所致，而是因為支撐權力

之得以行使的權力基礎是以穩定的狀態存在。權力的穩定存在並不以權力的實質

施行為條件，它的運作模式在大多數時候可能都是隱而不顯的。但就此些情形，

吾人顯然就不能以它的無運作，就逕行斷定它是不存在的。而以此來看上述二例

之困境與陸克斯理論預設的推論間之矛盾，我們就可以合理的說這基本上是兩個

層面的討論。在前述例子中，老師的權力當然還在(因為其仍掌此一社會地位)，
但在學生自主寫作業這件事上它也不能視為是此一命令被執行後的權力效果，此

大抵亦是確定的。 

 
  總結前述之討論，吾人已可知有關普遍型式之權力運作內容應廣泛包括上述

之諸項特徵。進以以此再綜括前文對於普遍型式權力結構內容之分析，它就是本

文中所述及之可用以廣泛分析權力現象之普遍型式權力圖像。於其中，個要素缺

一不可，它們都是欲檢視各式權力現象必備的視野。在此認知準備上，我們才能

從容應對即將來臨之來自莊子與傅柯此兩大哲人的挑戰。 

 
 

第四節   小結 

 
權力的歷史源遠流長，它的起源幾與社群生活發韌同步發生，而與人性有

關。也正因權力史的長久，現今權力研究大有掉入各是其是的混亂困境之趨勢。

要克服此一亂象，我們必須就這些分歧諸說中，重新覓得有關權力圖像的普遍型

式。依據伊薩克的方法論定義，權力是一兼具結構關係與行為表徵的概念，而這

也就是說，在論及權力研究時，就權力結構與權力運作兩者之討論，缺一不可。

此亦是構成普遍性權力概念的最基礎型式。 



傳統上，對於權力結構論的討論多囿限於精英論與多元論之爭辯，以及循此

而來之政體論討論。此一研究方向就整體層面而言，自有其意義，但是一則它將

有關權力結構的研究錯誤的引導自與組織結構研究等同，一則也由於它過度拘執

於總體經驗現象，而使得各論間之共量性發生問題，必須予以整理。不過有幸這

樣的立論瑕疵，在透過寡頭鐵律與韋伯的理型論修整後，吾人已可從中見得以「權

力主體— 權力客體」為基本架構之權力結構普遍型式。 
而在權力運作的討論上，基於傳統政治社會的權力主體中心傾向，使得在相

關的研究或討論上，一則過度鑽執於權力主體的主導地位而忽略權力客體的主體

性亦有發聲之可能，一則也因缺少衝擊，它們甚至還忽略了對於權力主體的主體

性意圖進行綜合研究。這一偏狹發展，終以使得有關傳統權力運作之研究陷入統

治者理想主義的困境。 

  鑒於傳統權力論的不敷使用，筆者乃嘗試從中整理出一以「權力主體— 權力
客體」為構成基本形式之普遍型式權力圖像，企圖透過對它的建構，一套能用以

廣泛分析各式權力現象的分析模式可以被建構出來。此一普遍型式權力圖像，它

亦是建構在普遍型式權力結構圖式(包括：權力主體、權力客體、權力基礎與權
力傳播等要素)與普遍型式權力運作圖式(包括：權力主體之意圖性與權力行為、
權力客體之權力反應，以及總體權力運作之效果等要素)的綜理上。在總結這些
要素所構成之普遍型式權力圖像，它才是一真正能具廣泛分析效果之權力分析模

式。 
在本章中筆者所嘗試的其實就是將過去以特定權力中心為主體的權力論述

進行拆解、詮釋，從中釐清在這些過去被視為約定成俗的權力關係或型式裏，它

的客觀結構樣態為何？一則作為本文最末章之比較研究的評論基點，一則也預設

為未來用以解析權力現象的根本要素。在上述的簡論裏當然還有著未盡之處，但

其大約點出了筆者將欲進行的拆解樣態。而在此章中，筆者另外還就權力的起源

與特性進行整理、探討，希望能從中完整化一個關注「權力」時的先期切入與詮

釋之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