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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人性的真實：永恆回歸的歡慶擬像 

 

一、那些可笑的污穢與快活 

 
巴塔耶是個二元原理論的哲學家。當我們把巴塔耶和柏拉圖做對照時，這點

尤為顯著，而且不只是在他們的相異處中披露，更是在他們的相似處中透顯。在

討論巴塔耶的排泄學（scatology）時，Denis Hollier語出驚人地提醒我們，巴塔耶

的〈非形〉（informe/formless）
1

 

和柏拉圖的《巴曼尼德斯篇》有著相同的關注：

為理型確定邊界。這種說法乍聽之下頗令人錯愕，因為在〈非形〉的第一句就是

非常反柏拉圖主義的：非形是一個 

把事物拉下來的詞彙，普遍要求著每個事物都該有其形式。其所表明

的，在任何意義上皆無權利，並且隨處被壓碎，如同[壓碎]一隻蜘蛛或

是蚯蚓一樣。事實上，為了滿足學院人，宇宙必須擁有形式。所有的哲

學並無其他目的：它涉及了賦予凡存在之物某種罩袍，某種數學[形式

之]罩袍。反之，斷言宇宙甚麼都不像而且只是非形，這等於是說宇宙

就是某種像是蜘蛛或是唾沫的東西。2

 
 

從這段文字我們看到非形和理型的強烈對立。一方面，理型總是更高更貴

（timiotera）的事物，3而非形卻把事物拉下來，罷黜事物的尊嚴; 另一方面，理

型賦予事物形式，這更見諸於柏拉圖中期以後以某種數理形式來推演理型的企

圖;4

 

 相反地，非形並不進入形式的要求，反而維持不了輪廓外觀而像濡沫。在

這裡，巴塔耶說宇宙甚麼都不像，以此來反對理型，這是否意味著現象世界不用

假定並去摹仿更高的理型，而只滿足於維持自同性呢？其實並不然。在同一系列

的〈太陽肛門〉中，巴塔耶告訴我們事物並沒有自我同一的身份，而總是摹仿他

物： 

顯然，世界純粹是戲擬式的（parodic），意即，我們所注視的每個事物

都是對另一個事物的戲擬，或者都是同個事物令人失望的形式。5

 

 

在巴塔耶眼中的世界，沒有固定形體，且彼此滑稽地摹仿。滑稽惹人發笑，就像

                                                 
1 如果我們可以將中文成語「無所遁形」切開剖半，或許也可以翻成「遁形」。 
2 ‘Formless’, in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lan Stoekl, translated by Allan Stoekl et al,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6, p. 31. 
3 Thomas A. Szlezák, Reading Plato, translated by Graham Zank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p. 51-54. 《讀柏拉圖》，程煒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9，頁 60-65。 
4 包括在《蒂邁歐》篇中我們遇到世界魂可以用最符合數學經濟的模式解釋出來。 
5 ‘The Solar Anus’, Visions of Excess ,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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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曼尼德斯篇》出現了那些和巴塔耶的唾沫相差無幾的事物，它們讓少年蘇格

拉底發噱，卻也使他焦慮，因為它們正是理型論的威脅： 

 

蘇格拉底啊！關於這些看來可笑的事物（γελοια），比如說毛髮、污泥

與穢物或者其他沒有價值而且最低劣的東西，你可也感覺到困難，你應

當肯定這些之中每一個有一分離的相（είδος）—那是異於我們用手拿

的（χειριζομεθα）任何物件—或不應當肯定它？6

 
 

污泥和穢物對理型論所造成的衝擊不單是它們和元素以降的東西一樣而只能採

取「這樣的」（τοιαυτα）型態（或非型態）而和分受了理型的「這個」（τοδε）
對立起來，7更是它們在價值上被視為骯髒的而對理型有所褻瀆，結果這引來蘇

格拉底強烈否認並身陷痛苦的矛盾：「絕不，那些我們所看見的，那些存在，相

信有它們的某個相，恐怕太荒誕了。然而這在過去已使我不安：或者關於一切是

同樣的情形。後來當我剛一停留在這點上，我即逃跑，唯恐墜入愚昧的深淵，毀

滅了我自己」。Hollier指出蘇格拉底表現出對這些卑賤穢物的既排斥又被吸引的

矛盾，一方面，他不接受只要滿足凡我們看得見（horomen）就是（einai）的條

件，但另一方面，他又很難承認一個受到限制的理型論。8

 

 

柏拉圖不只為巴塔耶留下了思考污穢物的餘地，而讓他成為布列東（André 

Breton）口中的很抒情性地濫用「骯髒的、衰老的、陳腐的、污穢的......」等

形容詞之人，9

 

也留下了思考穢物與可笑的餘地。不過，排泄物畢竟已與我們分

離了，同樣可笑不過更為棘手的是人自己身上那些見不得人的快樂。如果說在《巴

曼尼德斯篇》被笑的是巴塔耶稱為排泄物（excreta）的東西，那麼在《斐里布斯

篇》中遭嘲笑的就是和巴塔耶稱為淫穢物（obscœna）牽扯一起的淫逸： 

但是的確，快樂—而且尤其是那些越是相當接近最大的快樂的快樂—不

論甚麼時候我們看到任何樂在其中的人，因為他們要嘛表現出可笑

（γελοιον）的樣子，要嘛表現出最忝不知恥的樣子，所以這就讓我們

有所自覺感到羞愧，對之眼不見為淨，盡可能把它們藏起來，我們把這

類事情留到黑夜再做而不能讓他們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10

 
 

有甚麼比荒淫的色相與嘴臉更令理性雅馴的談論不安的呢？哲學可以，也應該讓

                                                 
6 《巴曼尼德斯篇》130c-d，陳康譯，北京：商務出版社，1997。 
7 認識這種分別，乃承蒙魏德驥學長的教導。 
8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The MIT Press, 1992, pp. 99-101. 

用位格化的一神觀來類比或許可以更清楚 Hollier 在此指出的兩難：我們無法想像一個可以經驗

到污穢和惡念的神，但全知的神對於一切的經驗不可能是無知的。 
9 《超現實主義宣言》，袁俊生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頁 190。 
10 Philebus, 66A, 我們採用的譯本是 The Tragedy and Comedy of Life: Plato’s Philebus, translated and 

with Commentary by Seth Benardete,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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僭主式的靈魂浮上台面成為爭論的對手，但好色之徒被嗤之以鼻，無法近距離做

對話。Hollier於是對比出哲學和排泄學的對立：哲學統一了嚴肅和理論，而排泄

學連結了笑與觸覺。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看到哲學是如何透過讓笑與觸覺沈默來壓

制排泄學的，哲學剝奪了排泄的語言，讓享樂無聲無息，因為最激烈的那些快活

總是醜態畢露，不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只能暗藏在黑夜裡頭默默進行。哲學

讓快樂無能自我辯護，因為辯護需要言理（logos）。11

 

不過我們看法略微不同：

笑與快樂本來就無須自我辯護，正如巴塔耶所認為的，笑本身即是肯定，即是自

我宣告，而是言理透過自淨其意的方式來對比出笑與快感的消極無言。換句話

說，柏拉圖不但不忌諱談論（用logos）那些可笑的污穢和快活，更要讓它們在

言理中顯得可笑並噤聲、緘默。如此一來，無言以對取代了無話可說，說不出口

取代了騷動的噪音，沈默由語言來確認。 

Hollier 把巴塔耶和柏拉圖聯繫起來，這對我們來說有不同的啟發，讓我們發

現巴塔耶是個原理論者，而且是個二元的原理論。在《斐里布斯篇》，任何事物

都可以置於以下四種原理或是形上學基模（metaphysical scheme）：（1）無限

（apeiron）：可往大或小雙向無盡延伸（2）限度與限制（peras）：能讓（1）在兩

個相反方向的移動中獲得確定，而得出總數之間和尺度之間的關係，也就是一切

有比例和協調的規定而形成：（3）前兩者的混和（mikten）; 最末是（4）促使它

們結合的原因（aitia）。接下來我們就可以按照原理對各式各樣的存有進行挑選、

排出等級。 

 
正是在這裡，在一種顛倒的柏拉圖思想中，柏拉圖和巴塔耶思考的問題之相

似程度恐怕比一般人所想像的大得多，那就是要為生命—做為感受著快樂和痛苦

的承受體—描繪出它在宇宙中的位置（或非位置）。人的身體元素和靈魂是由更

大更完美的宇宙靈魂與元素滋養著，人的理想狀態是健康，健康是種穩定的、不

移動的限制混合體（我們不能說有比健康更完美的健康），而任何過度與不及都

要往它移動而回到平衡。相對地，我們在巴塔耶那裡看到一個接近酒神的或是基

督教神秘主義的模式，人雖然也是由更大的自然所滋養並維持了某種自主性，但

人有一種回到宇宙能量總體遊戲的耗費中的渴望，「這片汪洋的迷失與這赤裸的

要求：『成為這海洋』，這指向經驗以及經驗所要通往的極限（extrême）。在經驗

中，不再有限制性的存在了（existence limitée）」。12

 

當唾沫蔓延，我們遇到了海

洋。 

在混合體 13

                                                 
11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p. 100. 

中解析出不同的原理，這種工作對柏拉圖和巴塔耶而言並無二

致。在《斐里布斯篇》，柏拉圖以抓癢為例，說明抓癢正是快樂和痛苦的混合體; 

12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40. Inner Experience, p. 27. 
13 我們將借用混合體一詞來貫串巴塔耶的二元論，所以這個詞會不斷在本論文中出現。當然，

我們指的是物邏輯和非物邏輯的混合，而不拘於《斐里布斯篇》的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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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則討論到搔癢，他認為搔癢也是一種笑與痛苦的混合體，但更是足以致命

的冒險遊戲，從那通向死亡的巨大無界限的痙攣中截取一小段能量而成為有邊界

的交流活動。抓癢解除騷動，搔癢則製造騷動，冒著巨大的風險，因為它基本上

在解除限制（peras）原理而往無限（apeiron）的原理打開，進入不可受限的強度

提升中。它走的剛好是「生入本質」（genesis eis ousian）的相反，趨向毀滅。所

以搔癢在戲擬死亡，在戲擬殺人與被殺，14甚至在戲擬哲學，別忘了蘇格拉底對

哲學的定義：練習死亡，這正是「每個事物都是對另一個事物的戲擬」; 只不過

兩者大相逕庭，對蘇格拉底而言，從生命向死亡只不過是物或體的轉換，兩者都

受到理性邊界的限制，但對巴塔耶而言，這就是把生與死都當成是物的錯覺; 相
反地，生不完全是物，而死更根本不是物。至於《斐里布斯篇》譏笑的性快感呢？

色情與搔癢一樣，也是對死亡的戲擬：小死亡（la petite mort），它解除邊界限制，

甚至直接通向死亡：「所謂色情，可說是對生命的讚頌，至死方休」。15唯有無畏

無休的生命可以承負那無邊無盡的耗費，而這正是哲學要做的：「至高無上的哲

學問題和色情的頂顛共同發生」。16這不也是柏拉圖《會飲》的主題？不過巴塔

耶所接上的不是蘇格拉底美的階梯的攀升，而是亞里司多芬神話中人類的被剖開

的切口（190e），17

  
那是一道邊界，也是一口深淵。 

不管是《智者篇》提出五個族類的交織（symplokè），18或是如老學園所流傳

的壹（The One）與不確定的貳（Indefinite Dyad）的二元原理論，19

                                                 
14 Le Coupable, OC ,V, p. 392. Guilty, p. 143. 

柏拉圖試圖用

二分法和辯證法在系統內部劃定所有事物的界分，同時排除了那些對界限進行干

擾的非存有。巴塔耶會認為，由柏拉圖的原理系統所推生的對象都是物世界，不

只是現象世界，包括理型、神（有靈魂的理性，單一相：monoeides），都是物，

只不過是免除了變化的最高的物。在柏拉圖的推演下，它們都被賦予了某種數學

形式的罩袍，而以超越性的形上體的姿態而成立。相反地，快樂、色情、痛苦、

死亡等都是形式和限制的對立面，是像形體不確定的蜘蛛和痰沫，是要解除邊界

和限制的，但這些脫界的衝撞只能在一個有限的色身中進行，這就構成了傅科

（Michel Foucault）對巴塔耶的思想活動的描述：越度（transgression）既肯定限

15 Georges Bataille, 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translated by Mary 

Dalwood,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2, p. 11. 以下簡寫為 Eroticism。 
16 Eroticism, p. 273. 
17 「把人的生殖器移到前面，就是為了讓人可以交媾，......要是男人抱著男人，至少也可以

靠這種抱著來平泄情慾，讓自己舒服一下，然後去幹自己的日常工作和操心其他人生必需的事

務」。劉小楓《柏拉圖的會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頁 50。這裡的工作（ta erga）和其他

生活事項的操持（tou allou biou epimelointo/der Sorge für die anderen Lebensbedürfnisse/pourvoiraient 

aux autres besoins de leur existnece）正是物世界的寫照。德譯本見 Das Gastmahl, Übersetzt und erläutert 

von Otto Apelt,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1. 法譯本見Œuvres complètes. Tome IV, Le Banquet, 
notice de Léon Robin, texte établi et traduit par Paul Cicaire,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2. 
18 見譚家哲《形上史論》（上部），台北：唐山，2006 年，頁 166。 
19 John Dillon, The Middle Platonists: A Study of Platonism, 80 B.C. to A.D. 220, London: Duckworth, 

1977,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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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又肯定無限，其重點不是製造對立，而是造成差異化的爭駁。20

 
 

用簡單的話說，巴塔耶認為以往的哲學處理的對象都是物世界，由此所操作

的原理都是物的原理，這也是理性的原理，這造成凡事（與凡是）的物性化，連

神、靈魂（柏拉圖的教育 21

 

）和主體（笛卡爾的我思）都是符合理性原理的物。

需要澄清的是，巴塔耶並沒有否認物體系的知識，相反地，他的工作之一就是在

說明為什麼這種知識總是能夠有效地和物保持一致，巴塔耶把此種效力還原到人

的心智對工具與勞動模式的複製。因為是從客體性而來，所以知識可以有效在物

領域運作，這不過是返回客體自身而已。於是在物世界中，觀念的造構和身體的

勞動是彼此反射的，它們共同確保了物秩序的運作。種種跟物秩序互為鏡像的知

識，巴塔耶稱之為知（savoir）。但在此之外，有一種非物的原理，巴塔耶對此有

一種稱呼法，叫做至尊性運作（l’opération souveraine），這種運作總是外在於知和

物的耦合，它總是多出、過度，對理性之知而言是非知（non-savoir）。 

但此處產生兩個困難。第一種困難是，那種非物的原理是甚麼，我們很難用

傳統哲學抽象的方式去論證、演繹、展示。傳統哲學，不管是柏拉圖的理型連結，

或是近代以來（理性論、經驗論、觀念論）主體方面的觀念還有表象的連結，都

是觀看物的途徑。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指出，在巴塔耶那裡，凡觀念

或觀念性語言（langage notionnel）已經預設了那些封閉性的存有; 相反地，在非

形、非物的事物中，沒有系統中的含攝與連結的問題，那些不是物的狀態即使進

入到表象中也是一彼此滑稽模擬的方式不斷變換、轉移，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種

能夠穿透一系列的變換與喪失的原理。巴塔耶只能帶我們去親眼目睹，並適時展

示說，這就是他所指的東西，有另外一種非物的邏輯在裡頭運作著。我們剛剛已

經看到笑/言理（思想）的對立，除此之外，巴塔耶所提出來更多的一系列二分

原理，如Libertson所注意到的，他的思想系統是由一系列多樣的二元對立建構起

來的，
22：聖/俗、異質/同質、普遍經濟/限制經濟、喪失/佔有、耗費/保留、消盡

/生產（勞動）、非功利/功利、無用/有用、遊戲（冒險）/計畫、不可能/可能、內

在/超越、非知/知、非意義/意義、逾越/禁忌、瞬間/持續、非神學/神學、至尊性

/奴役性、沒甚麼（rien）/虛無（néant）...等，如果要我們勉強用一組對立來涵蓋

這些或大或小的對反，那就是非物原理/物原理的對立。這兩個原理成就了兩種

世界，非物原理打開了親密世界（le monde intime），物原理形成了物世界或是實

有世界（le monde réel，此乃從物—res—而來），23

                                                 
20 Michel Foucault, ‘A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onald F. Bouchard, trans. Donald F. Bouchard and 

Sherry Simon, Ithaca: Cornel Univesrity Press, 1977, pp. 35-36. 

前者指向奧秘世界，也就是巴

21 靈魂轉向是一種 παιδεία，即造型（Bildung），見海德格〈柏拉圖的真理學說〉《路標》，孫周

興譯，台北：時報，1997，頁 213。 
22 Joseph Libertson, ‘Bataille and Communication: Savoir, Non-Savoir, Glissement, Rire’ in Leslie Anne 

Boldt-Irons (ed.) On Bataille: Critical Essay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p. 209. 
23 把這兩個世界對立起來，見 La Part maudite: Essai d’économie général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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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耶所謂的神奇性（miraculeux）， 24後者則把一切歸結到功能世界;25凡以功能世

界為意義而展開的活動，我們可稱為應事理性或行事理性。26

 

在此跟柏拉圖類似

的問題出現了，在物世界中，佔大部分的是純物，而非物鮮少獨存，它們總是與

物交織成混合體。於是我們必須，也只能落回生命世界的領域中來細察哪些混合

體中有著非物的原理在運作著。 

第二個困難是，那些無以名狀的非物自古以來我們並非沒有給它們一些語

詞、命名、稱呼，相反地，我們早就一一為它們命名了，借用李維史陀的講法，

當語言誕生的那一刻，一切都顯得意有所指（significatif），但這畢竟和認識

（connaître）是兩回事，後者乃要在時間中緩慢累積的。
27於是在意有所指的共

時性和認識的歷時性之間產生了不對稱的落差，讓我們早就擁有大量的詞彙去談

論那些非物，比方說上述的淫穢，其他還有死亡、宗教、獻祭、藝術、詩歌、遊

戲、愛情、色情、歡笑、羞惡......然而這對巴塔耶來說並非完全是可喜可賀的事，

反而也正是麻煩所在。28巴塔耶提醒我們，這些都只是強而名之而已，29如果我

們因為它們有了名稱而用物的方式去定義、認識，那麼我們就無法認出非物的運

作或是那至尊性的施展。語言是既無力又暴力的，30

 

所以克羅索斯基建議我們把

巴塔耶試圖要交流的以及交流本身理解為擬像（simulacre）： 

擬像構成了瞬間狀態的符號，而且它無法在一個精神和另外一個精神之

間建立起交換，也不允許從一個思想過渡到另一個思想。......擬像有

一種優勢，就是它不宣稱要把它要呈現的或是要說的經驗固定下來：它

並不排除矛盾，相反地，它本來就隱含了矛盾。因為如果說擬像戲弄著

觀念平面，那是因為它忠實戲擬著那不可交流的部分。擬像是一說到經

驗我們都懂的一回事; 觀念不過是經驗的殘餘，而這殘餘召喚出其他的

殘餘。31

 
 

                                                                                                                                           
63. The Accursed 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 volume I: Consumption, p. 58. 
24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49. Sovereignty, p. 200. 
25 把奧秘世界和功能世界對舉起來，這參考余德慧《生命夢屋》，台北：張老師，2010，頁 96。 
26 這兩個詞的用法，參考余德慧《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 
27 Claude Lévi-Strauss, ‘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P.U.F., 1950, p. XLVII. 
28 或許我們可以用一個淺顯的例子，當 UFO（Unidentifiable Flying Object：不明飛行物體）一詞

非但沒有保持在不確定的意義，反而濫用成最可確定的意義，這就產生了弔詭。 
29 關於語言的力有未逮，見本論文第二章對獻祭之不可定義的討論。 
30 筆者有一天在電視上看到座談性節目，聊的話題是一些刑案。當那些跑刑事案件的資深記者

講的是「強暴」和「輪姦」，打出來的字幕卻一律是「性侵」。近年來，電視上的言語之間，「往

生」已然取代了「死了」、「去世」等。關於性與死亡的詞彙藉助於法律和媒體而悄悄地展開夜

行軍，當我們在白日發現時已然駐紮於別處的語言陣營了。理性、法條文字和媒體語言對性與

死的忌諱有增無減。 
31 Pierre Klossowski, ‘ A propos du simulacre dans la communication de Georges Bataille’ , in Critique , 

Août-septembre 1963, p.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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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講出了巴塔耶思想的特殊性。按照克羅索斯基的講法，擬像所構成的符號

有兩個特性，一方面符號既是力量強度的波動之軌跡，又標示著強度的缺如。32

 

另一方面，符號雖然不可交換，卻又是關係到我們都懂的經驗，那就是關於非物

的經驗，也就是狂喜或極限經驗。於是，我們必須從種種現實經驗中辨識出那些

非物之物的擬像。 

二、在平實人性中那些不尋常的非物 

 
甚麼是非物？巴塔耶在《至尊性》甫一開頭便舉個例子說，一個管機器生產

的螺絲釘工人，他工作是為了吃飯，而吃飯是為了工作，在這種生產性的循環當

中，他是沒有自主時刻的，因為他沒有一個時刻能夠從功能、效益和用處中斷離

出來。然而，如果這工人休息時好好犒賞自己喝上一杯酒，「一種滋味上的神奇

因素進入他啜飲的酒中，這正是至尊性的底蘊」。33

 

如果我們把酒看成是解渴的

飲料，或是像台灣的提神藥酒是用來滋補勞動的體力，那麼我們就無法看出酒的

非物性格。我們看到，巴塔耶的例子可能通俗淺顯得令人失望，但這就是他跟柏

拉圖對話錄極為相似之處，先從日常生活的平凡之處下手，再慢慢抽絲剝繭地讓

我們看到那些不尋常之物的背後是甚麼原理在運作著，直到我們目睹人性最上乘

的生存狀態。 

有一種狀態，我們無以名狀，說不出那是甚麼，但又覺得好像有甚麼在那

兒。34

                                                 
32 見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translated by Daniel W. Smith,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61. 

我們覺得那種狀態有點不尋常，或甚至極度反常。那些狀態往往跟這個世

界格格不入，尤其當我們所說的世界是指我們可以清楚指認出功能與用處的世

界。那些狀態可能是手舞足蹈，可能是對色彩著迷，可能是被影像吸引，也可能

是發現語詞的魅力。我們可以把這種種狀態泛稱為藝術狀態，或直接稱之為大寫

的藝術（Art），它跟可以解決事情的種種由用途定義的活動有本質上的差異，乃

至衝突，因為藝術狀態好像無法處理甚麼事情。同樣地，有時我們也勉強把這種

狀態叫做大寫的詩（Poetry），如詩人聶魯達在一首就題名為〈詩〉的詩中，就道

出了這種狀態：「而就在那個年紀...詩歌抵達了，尋找到我。我不知道，我不知

道它從甚麼地方來，從冬天或者河流。我不知道它怎麼來，甚麼時候來，不，它

們不是說話聲，不是語詞，也不是沈默......」。我們可以說，這就是神奇的親

密時刻闖入物世界的寫照，硬要給任何這種不可估量的瞬間一個名稱，那就是詩。 

33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49. Sovereignty, p. 199. 
34 柏拉圖《會飲》中亞里司多芬的神話指出色欲的意義是說不清楚的：「黏在一起，愛得一塌糊

塗，恨不得一刻不分離，他們終生廝守在一起，甚至彼此之間從來不曉得說想從對方得到甚

麼。......其實，兩人的心明顯都願望著某種東西，只不過實在說不出來，至多隱約感領一下

所願望的，然後含糊地暗示暗示」。劉小楓《柏拉圖的會飲》，頁 52。顯然，柏拉圖深知色情的

非意義（non-sen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有人可能會反駁說，藝術跟我們平常的勞動沒有兩樣，就像當個舞者也是領

著舞團的薪資，作家也是一種職業，畫畫不外乎是一份工作，而音樂更要接受高

度專業的技巧訓練。巴塔耶要我們在這些人身上看出另外非物的法則，即使他們

和物世界的運作混合一起而獲得某種事業或工作： 
 

藝術家在物世界中甚麼都不是（RIEN），如果他在那裡要求一個位置，

即使這只是說話的權利或是，更卑微的，餬口的權利，那他也是亦步亦

趨跟隨著那些人，他們相信至尊性能夠不屈從地去凌駕物世界。35

 
 

在一般人眼中不事生產的波希米亞以及文藝青年，可能以百無是處（ce qui n’est 

pas）、一無所用（ce qui ne sert pas）的廢材自居自豪，鄙視一切的世故、算計和

市儈。這種藝術精神其實透露了更深層的兩個世界的對立：奧秘世界和應事世界

的對立。巴塔耶披露的藝術的人性真宰當然不受限於西方，而是以種種型態分佈

於人類時空中。
36

 
 

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我們不時聽到有人談戀愛的條件是：「以結婚的前提來

交往」，這用齊克果的話就叫做直接從審美狀態跳到倫理狀態，而用巴塔耶的語

言來翻譯，就是想要略過遊戲、冒險、賭注（jeu）而直接進入projet：做為、營

為 37、計畫、籌畫、投企或是有所為與有所圖，38讓戀愛變成一件事情。39當然，

結婚恐怕是另外一樁更大的風險，不過說這句話的人在當下絕對不做如此想，他

（她）一定認為愛情先有了保障再來做經營，否則就是浪費時間。在計畫中，時

間才有浪不浪費的問題，因為在計畫中，「人的時間變成了走向那個目標的一次

行軍」40

                                                 
35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01. Sovereignty, p. 257. 

; 在遊戲中，時間沒有浪不浪費的問題，甚至可以說，沒有時間的問題。

當時間被耗費而非浪費，在遊戲中而非在計畫中，時間就不是時間了，而是瞬間

（instant）。瞬間不是短暫的時間，因為它根本不會累加而持存（durée），而是非

時間，就像永恆並不進入時間裡頭一樣。所以對巴塔耶而言，有些人可能一輩子

都活在瞬間中，雖然從物的角度來看，他有一段確切的生卒年，但他都活在時間

36 比方在中國，魏晉名士的無用之用以及《紅樓夢》補天五色石的寓意，都是在推敲一種非功

能性的生命，如牟宗三所說：「此種『惟顯逸氣而無所成』之名士人格，言之極難，而令人感

慨萬端。此是天地之逸氣，亦是天地之棄才。（溢出而無所附麗，謂之逸氣，即逸出之氣。無

所成而無用，謂之棄才，即遺棄之才。）曹雪芹著《紅樓夢》，著意要鑄造此種人格型態。其

贊賈寶玉曰：「迂拙不通庶務，冥頑怕讀文章，富貴不知樂業，貧賤難耐淒涼」。此種四不著

邊，任何處掛搭不上之生命即為典型之名士人格。曹雪芹可謂能通生命情性之玄妙矣」。牟宗

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學生書局，2002，頁 70。 
37 《云笈七籤》卷九九：「養氣絶粒，時亦飲酒，其為志也，泛然自適無所營為」。 
38 中文的「圖」和 project 有兩種對應，既有指向未來的意思，又有圖形的含意。 
39 遊戲世界（le monde du jeu）跟物世界的對反，見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409. Sovereignty, p. 

377. 
40 Sur Nietzsche, OC, VI, p. 18. On Nietzsche, p.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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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在藝術狀態的狂喜中。 
 

這裡有兩個要點，第一，巴塔耶並不是說這種非物的世界一直被物秩序所壓

制，相反地，這些非物的運動與狀態自古以來總是已經享有了特權，人們多多少

少自然會覺得它們享有勞動的豁免權，因此有些角色或位置出現了而成為財富自

動會流向的引力。巴塔耶甚至寫過一篇短文論證說：我們賦予黃金貴重的價值，

而在金本位世界的我們更是以黃金做為其他貨幣與財富的共通基準，但卻沒發現

黃金根本沒有用處。換句話說，黃金與其說是物，不如說更偏向非物，而人們喜

愛黃金並非出於我們以為的理性理由。這個例子告訴我們，巴塔耶總是從混合體

中看出另外一種非物的法則。 
 
第二，在古代，有一種最強烈的非物原理把其他大大小小的非物之物都吸引

了過去，它成為了最強大的非物世界。我們上述提到的李維史陀指出，關於那些

非比尋常的事物、狀態或力量，我們名之為瑪納（mana）或其他相似的語詞，

它們都是一些「浮動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41其中有一種瑪納是最強的，

它讓或大或小的瑪納都指向它，那就是聖性（sacré）42

 

或聖世界。它就是我們傳

統勉強稱之為宗教世界，在古代中國，我們習慣把它和祭或祀聯繫起來。依巴塔

耶之見，「聖世界」固然也是強而名之的，但相對而言畢竟比較貼近了這種最大

的非物的真實面目。總之，其他的非物都掛搭、勾連在宗教這巨大無邊的非物底

下而成為它的附屬，成為娛樂、表演、美感、閒暇和慶典。更重要的是，宗教這

個非物世界不但統領了各種非物，更凌駕了物世界，造成了聖俗二分的態勢以及

聖對俗的優位。 

於是我們必須探究兩個問題：（1）為什麼宗教或聖性會成為最強大的非物？

（2）宗教本身有沒有可能陷回物的狀態，從而搖身一變成為最大的物？這兩個

問題至關緊要，因為這將回答巴塔耶思想的批判性之出發點與著力點在哪。 
 

三、那使俗世界夢幻顛倒的聖性 

 
事實上我們都很熟悉人類自身的歷史，非物對物世界的支配一直沒有消失。

對啟蒙理性來說，再也沒有比「以神聖之名大肆揮霍耗盡一切」更大的使人蒙昧

                                                 
41 在此借用李維史陀的語言，參見 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收錄在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Paris: P.U.F., 1950. p. 42. 
42 我們翻此詞為「聖性」而不是「神聖」或「神聖性」等複合詞形式，是因為考慮到「神聖」

在一般現代中文的使用上已經偏向涂爾幹學派所說的純淨聖性，這樣一來用「神聖」去形容不

潔和色情怕會讓讀者難以適應。當然，我們並非說古代漢語的「聖」之含意就比較接近涂爾幹

和巴塔耶所說的 sacré，這裡無關字義訓詁，而是想嘗試回到單音孤立語的構詞形式來承載西方

思想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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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敵人了。它在兩方面應受到譴責。一方面，觀念世界是遠離現實的，而神聖的

觀念世界更是足以顛倒現實的。因此，神聖與世俗分裂為兩個世界，是比職能和

勞動分工更早的異化，是比階級分化更原始的權力支配，是比價格觀念更古老的

價值觀念。只有宗教能讓人相信一些在使用上毫無實際用途的事物具有無上的價

值。因此宗教是最古老的幻象，是不事生產的王或種姓假神權之名義去使役人民

勞動而自己卻坐享其成的神話。永無止盡的勞動既是迫於生存的必須，更是負債

和感恩，是為了回報給那賜予生存的神聖世界。這無以回報的恩惠讓勞動成為永

不停息的答謝，畢竟這份勞苦的義務與布施的功德和那個無盡藏的餽贈比起來，

永遠是如此的微不足道。這種神話統治的暴力正是理性首要除魅的對象。 
 

不過以往的理性批判，包括唯物論的批判，不管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都拒

絕肯定那些非物的價值與力量而視之為理性的他者，這個他者在人類史上又往往

被神秘化為無形的世界，它們反客為主地支配有形的世界。為什麼看不見的世界

會反過來宰制看得見的世界呢？針對此，啟蒙理性在認識和行動上進行除魅，而

馬克思和尼采的方案都可算是更徹底的除魅版本。可是馬克思逆轉了觀念論理

性，把理性跟勞動做更加緊密的結合，以致於他忽略了勞動剩餘物才是人性真正

渴求的目標; 而尼采則太快把聖性等同於否定性的虛無主義。在此，巴塔耶卻看

出更深的玄機：不可見的世界固然是可見世界的投影因而是虛妄的，但它背後的

動力卻非可見的物世界的複製，而是有著自己運作的法則。如果無法認出觀念造

構和身體勞動這對互為鏡像之外的過剩與多餘，那麼理性將永遠無法參透這個真

相：聖性對俗性的支配是無法用理性化消的，因為人性自身的動力向來不只是理

性的，它總是為理性畫出界限，但經驗卻不斷逾越界限並得到滿足。 
 

在種種從知（savoir）與物的同質性耦合中多餘出來的那些非物中，死亡正

是最大的非物，也是最強烈的聖性，因為它是最大的暴力，對物世界所累積的一

切迎頭痛擊。與其說我們用喪失（loss）來思考死亡，不如說我們用死亡的模型

去揣摩大大小小的喪失，包括虛無。所有的危險都指向死亡，正如同所有的恐怖

與厭惡都指向死屍。有甚麼比屍體更讓人想要迴避、逃離的呢？一般人都會希望

最好一輩子都不會撞見屍體，不是出於害怕，就是但願那無法想像的悲痛永遠都

不要降臨。所以除了情非得已，否則我們對遺體避之唯恐不及。這種觀察也不是

甚麼深奧玄妙的道理，反而講出我們每個人再也熟悉不過了的人之常情，只是我

們不知其所以然，而以往的哲學對此談論卻又是出奇地少。巴塔耶要我們繼續去

看，從這簡單的現象中看出非比尋常的道理：屍體既在那裡又不在那裡，因為它

是物與非物的混合體（mikten），而死亡正是最強烈的非物原理，巴塔耶稱之為

那不可能。因為是最極致的非物，所以死亡不能擁有，也不能拋棄; 同理，死亡

也不可平均分攤，也不可轉讓或替代。死亡在物的邊界之外，物世界為了抵禦它

來保障物的整全，故而對死與殺的暴力設下禁忌。一切的禁忌、危險、懲罰與痛

苦最終都指向死亡，大大小小的防範都不過是為了讓我們和死亡層層相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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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死亡、屍體、殺戒，43

 

這些非物之物交織出龐大的聖世界：既無形不可見

又通向死亡。 

由死之非物暴力的角度來切入，我們便恍然大悟：那些聖性權力一定跟死亡

禁忌的越界有關：「人的至尊性表達了對死亡的熟悉」，44這反映在為甚麼權力的

大小總是和死亡的相關性是成正比的。45神權、王權之所以至高無上，正是因為

它們牽動了生死。46所以，至尊從來就不是建立在勞動與生產，「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方面，祭祀和禮樂涉及和不可見世界的交流，

而另一方面，戎與征伐則指向對外大規模殺戮，對內則有刑殺大權。從聖世界的

立場來看，殺的權力本身就是凌駕於禁忌之上的而專屬於至尊之人，因此殺讓人

（或神）有聖性。47

 

比如在猶太教類型的一神教，奪走生命本來就是神的權柄，

神賜生，也賜死。殺戒只有對俗世界的人才有意義，對神沒有意義，對動物也沒

有，對發動戰爭的王以及戰爭狀態的人則是禁忌和犯禁的混合體。這倒過來說或

許更精確：殺戒禁忌的設立正是為了讓出餘裕給那理性約束不了、消解不掉的過

度暴力，隨著該暴力從聖世界越往俗世界移動、從禁忌外越往禁忌內移動，它的

權力就越小，罪刑則越重，理性化的程度則越大，因此也越可控管。 

這不折不扣反映在人類對神靈狀態的投射之歷史演變，生殺大權是一種超越

善惡的越界，神一直在禁忌的界限上，而動物則在界限外，兩者雖不大相同，但

他們則頗有一致之處，兩者都不受禁忌的管轄，兩者都是一種無辜的生存狀態，

只不過前者是禁忌的頒佈者，後者則非。不過在初民的心目中，這兩者顯然混同

在一起，代表一種不受禁忌轄制的生命狀態，動物可以殺人吃人，跟自然天災奪

                                                 
43 這些意義群構成了類似亞里斯多德所謂的「用多重的方式說出」，就像存有以及健康一樣，它

們不能被轄屬於一個普遍定義底下，而是以類比的方式「引向那個一」（pros hen）。見 W. D. Ross, 

Metaphysics, vol. VIII, A-D BOOK I, Ch. 2. 不過在思考死亡及其相關的非物時，我們認為這更接近

克羅索斯基所謂的：「一個殘餘召喚出其他的殘餘」。 
44 ‘ 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OC, XII, p. 352.  
45 雖然歷史上已難以考證，但我們有理由認為，在有深刻的死亡意識的之前與之後，人類團體

組織的權力來源與形式應該有重大的變化。我們設想，之前的權力以動物性的生理力量、工具

性的獎懲和勞動分工為主，之後的權力則開始以確定的精神指標、生命的新方向、身份的歸屬

與認同為主，而這些意義的需求又往往是在危機與患難的例外狀態被製造出來。簡言之，有了

死亡意識以後的權力帶有閥閾處境（liminal situation/liminality）與過渡儀式（rites of passage）的

意味。此參考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和 Pizzorno 對權力的思考，只不過我們把這些論點往前

推到舊石器時代晚期。見阿岡本《例外狀態》，薛熙平譯，台北：麥田，2010。Akssandro 

Pizzorno,‘Politics Unbound.’ In Changing Boundaries of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Charles Maier,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6 當然對神權、王權的想像可以不必太過父權。想像一下女性巫者在助產、安胎這些生死攸關

的危機時刻所扮演的聖性角色，更可以讓我們明白聖性的權力來源在於死亡。關於女祭司安胎

時所運作的象徵效能，見 Claude Lévi-Strauss, ‘L'efficacité symbolique’,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1949, vol. 135, pp. 5-27.  
47 「的確，遠古時代的戰爭顯然是暴力之事。不太受規則所管轄的儀式性暴力是最驚人的面貌。

對殺人禁忌的宗教性逾越—也就是犯禁，某種聖性犯禁（la violation sacrée）—凸顯了以武犯禁

的戰士的至尊性性格」。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93. Sovereignty, p.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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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人的性命基本上沒兩樣，兩者都是冷酷無情。動物和神合而為一成為神靈的動

物性（l’animalité d’un dieu），它同時既骯髒又神聖。48巴塔耶指出一個巨大的轉

變，一開始的對立是動物性神性（animalité-divinité）和人性（humanité）之間的

對立，後來變成動物性和人性神性（humanité- divinité）之間的對立，動物性從前

者挪到後者時，其宗教含意已被淘空殆盡。49

 

當神性挪向人之後經過一段悠悠歲

月來到了軸心時代，我們遂看到普世性宗教與哲學的三大聖哲，他們必定是敢去

面對死亡並與之周旋甚至全身而退人，也就是說對死亡禁忌有所逾越，他們不是

與死亡為友（蘇格拉底：理性論證的靈魂信仰），就是戰勝死亡（耶穌），或是超

越生與死（佛陀），因而他們所展開的世界對物世界有絕對的凌駕。 

職是之故，聖俗二分的威力在於它並不是一種平權對等的二分，而是聖世界

反照出俗世界的夢幻顛倒：聖並非是俗不掉的結果，但相反地，俗卻是聖不成的

結果。這無異表明：長期以來，勞動與理性是抱持著成不了聖的自知之明而自甘

下委地運作的，於是神聖狀態總不乏世俗工具理性的禮敬與供養。巴塔耶倒是欣

然接受這種存有學上的不對等，只是他絕不接受任何維護這個不對等的形而上教

理與神道設教，比方說基督教的救恩與墮落。甚至早在宗教祭祀曙光乍現之時，

任何神靈都已經是聖性俗化、物化的產物了。至於不把神當作一回事的佛教也同

樣不可取，因為它錯認了此世而肯定彼世的聖性，50

 

儘管巴塔耶對於日本禪和印

度瑜珈都頗有好感。由此觀之，任何宗教也都是物與非物兩種原理的混合體。死

亡是宗教的核心，這就是宗教可以把其他林林總總的非物都吸納進來的理由，也

是它一直有效支配物世界的理由而讓自己變成最大的物，也就是尼采統稱為虛無

主義之物，這點巴塔耶是完全同意的。 

所以，巴塔耶的哲學帶有那麼一絲洩漏天機的味道，而且是超越宗教而屬於

人性自身的天機，也是充滿弔詭的天機。我們總算瞭解了「以神聖之名去揮霍耗

盡一切」的源由，也明白了為什麼理性總是要設下耗費的權力和限制，因為唯恐

「民匱於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51

                                                 
48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86. Inner Experience, translated by Leslie Anne Boldt,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88, p. 71. 

巴塔耶就是在「烝享無度」（dépense sans 

49 ‘La religion préhistorique’, OC, XII, p. 513. ‘Prehistoric Religion’, The Cradle of Humanity: 
Prehistoric Art and Culture, p. 141. 另外我們也看到「在歷史最荒邈之時，至尊性屬於王，......

王與神尚未分家，而這兩者也尚未和禽獸分家」。Lascaux ou la naissance de l’art, OC , IX, p. 76. 
50 「佛教徒更是驕傲。基督徒在痛苦中把自己歸順於行動的帝國，相信他可以在這當中讀出那

個要他屈服的神之旨意。佛教徒否認這個行動帝國，可是反過來像個奴隸那樣行動著：他自認

是墮落的，而且必須把他自己想要的至尊性放在另一個世界。他同樣地從至尊性片刻的觀點來

投入在勞動的矛盾中」。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22. Method of Meditatio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Kendall, translated by Michelle Kendall 

and Stuart Kendall, Minneapolis-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97. 
51 《國語․楚語》觀射父論絕地天通。筆者的中國哲學的啟蒙書，勞思光的《新編中國哲學史》

開篇不出幾頁就討論絕地天通對文化與思想的重大影響。我們不禁佩服勞先生的眼界。今日或

許我們可以借用巴塔耶的眼光來重新思考絕地天通，尤其是比較與分析《國語․楚語》和《尚

書․呂刑》兩個版本，這個上古時期歷時漫長的祭政一體的革命，涉及到聖性與耗費權力的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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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ésreve）中找到了人性的真宰，卻也與此同時斧底抽薪地披露宗教對真正聖性的

遮蔽，也就是說，巴塔耶要我們看到：宗教被聖性所吸引是真的，但宗教對聖性

的理解與辯護卻是假的，宗教反而是聖性要打破的頭號偶像。如此一來，唯一真

實的就是非物的原理：最原初的內在親密的暴力、逾越禁忌的狂喜、解除個體化

的邊界而進入深深的連續性，除了這些之外，宗教剩下來的部分不過就是物世界

的複製而一無可取了。這引出了唯物論者巴塔耶很獨特的除魅版本：聖性非但不

是需要被除魅的對象，反而是我們用來拆掉宗教面具的武器。古代祭壇的權力來

源只不過都是在模擬那個深不可測的耗費的指令。如此一來，在認識上，更在實

踐層面上，我們都遇到一種弔詭：要如何尋回這種聖性經驗變得懸而未決，不過

這也開放出一種不確定的至高無上的自由。另外一種弔詭則更複雜：巴塔耶留下

了後宗教時代的新的角力關係，即政治、資本、藝術的折衝傾軋。有權力的人這

麼一來更知道人類不願讓聖性的榮光消失，所以就製造靈光來餵養大眾且聖化自

己，這時候藝術必須以另外一種聖光去對抗。52

 
 

四、那陪伴人一起面目全非的藝術 

 
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思考至尊性時，藝術對巴塔耶而言總具有主導

地位，因為藝術總是生產和勞動的剩餘物。巴塔耶從至尊性（souveraineté）53的

角度觀察出藝術命運的辯證性：在崇尚至尊性的的古代，藝術並沒有自己的至尊

自由，它在神權與王權身上看到自己想要追求的絕對主權與自由並因而屈附其下

（subordonné），後者讓藝術的無用、無能的美（la beauté impuissante）54與奇技

淫巧有了法理根據，而統治的王則在藝術裡頭照見自己的榮光。為什麼呢？這是

因為至尊者在物世界中是無法看到自己的，即使他看到這一切的辛勞都是為他而

運作著; 相反地，他唯有從擬至尊性事物—奢靡華貴的享樂以及幻麗炫美的排

場—中才能認出自己、塑造自己，他遂變成擬藝術性的存在，因為他們兩者本是

聖性同根生的孿生子，他們同屬無用但卻能創造神奇性的非物存在。這不單是一

種互相承認、還是一種彼此模擬的運動。55

                                                                                                                                           
斷以及刑殺大權行使範圍的擴充還有行使名義的轉型。見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台北：三

民，民國 80 年，頁 36-37。 

 

52 從別有居心的角度來看，〈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反而可以成為塑造威權的參考手冊。巴塔

耶的聖性理論留下了關於政治與藝術新的辯證，像 Georges Didi-Huberman 就徵引但丁《神曲》，

試圖區分政治光環（la grande lumière/luce）和藝術幽微的弱光（la petite lumière /lucciola）, Survivance 
des lucioles,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2009. 
53 在巴塔耶的思想中，這個詞頗難翻成中文，因為巴塔耶本人說明他用這個詞跟傳統國家學說

或權利哲學講的「主權」無關。譚家哲翻成「君主性」，這或許是為了拉近中西方思想比較的距

離，尤其是巴塔耶與孟子。友人建議可翻成「君性」，這回到漢語單音孤立語的構詞法，也是個

頗值得參考的譯法。我們在本論文的主要行文中翻成「至尊性」，主要考量是盡量剝落歷史上種

種權力形式，回到拉丁文 supranus 所指的至高無上的含意。 
54 ‘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42. 
55 或許這個從巴塔耶延伸出來的觀點可以讓我們補充、修正黑格爾的主奴辯證：主人不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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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雖然在神奇的親密世界中至尊性和藝術相遇相認，不過藝術的非物、

無用的狀態既被承認又遭貶落，往往遭受到以倡優畜之的命運。借用魯迅的話來

說，在君性時代，文學藝術皆難脫幫閒性格; 反而在進入了至尊性被罷黜的時

代，藝術依附在古老神聖體制上的光環也跟著被剝奪，此時藝術才獲得它的自由

與自主性。也就是說，屬於藝術自己的至尊主體（la subjectivité souveraine）現在

才首度現身，藝術的至尊性只有在離開君性時代之後才真正開始。56然而弔詭的

是，藝術獲得解放的代價就是被還原出它原來甚麼都不是的真面目，也就是說藝

術本來就不是一種身份，而是冒險行動。前者朝向物，後者趨向非物。如此一來

它必須自我定義，用不斷的自我定義來演出它的冒險，二來它必須在整個俗化的

物世界中找到生存之道。57

 

這就是巴塔耶會賦予藝術與書寫那麼高的位置的原

因，不過這同時也染上了一些無奈的色彩： 

人們用寫作（虛構作品）代替過去的精神生活，用詩歌（混亂的語詞）

代替現實的極樂。藝術在行動領域之外構成了一個微小的自由地帶，通

過放棄真實世界而獲得自由。一個沈重的代價。不想找回消失的現實的

作家是罕見的，但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廢除他或她的自由而為宣傳服

務。58

 
 

藝術有甚麼本事能夠以宗教的口吻說服這個物世界說它需要藝術的救贖？宗教

可以反襯出世界的罪，但藝術可以對比出世界的......？甚至藝術也沒有贖罪的功

能和用處，它有的只是奧秘。更可能是，在王權遭罷黜而共和的理想逐漸落實的

現代，藝術變成惡，或是以帶罪之身來緬懷至尊性。59

                                                                                                                                           
奴隸認可，因為另一個慾望主體一旦進入勞動便喪失了承認主人的能力。唯有慾望被主人保持

在擬似主人的狀態才有認出主人的能力，而這種慾望狀態的最常見形式就是色情和藝術，它們

都是耗費性主體。換言之，色情和藝術本質上有主人性格，而相互認可只能發生在聖性領域。

至於巴塔耶本人對主奴辯證的思考，見本論文第二章第三節。 

在就這方面來看，巴塔耶

的哲學無疑是現代主義精神的。當然我們不要忘記，「藝術」這一個觀念詞也是

強而名之的，我們無法用觀念式的語言去定義，所以「藝術」之名只是遮詮而非

表詮。比方說魔術師大衛․布萊恩（David Blaine）的表演，我們只能勉強名為

「耐受藝術家」（endurance artist），但他做的表演難以歸類，既非宗教修行亦非魔

56 用巴塔耶自己的一則標題來說，就是「在文學中絕對至高的自由概念出現在革命對君主原則

的否定之後」，見 Eroticism, p. 165. 
57 神聖藝術與藝術至尊性的辯證，見《至尊性》第四部分〈文學世界與共產主義〉的第四節〈現

時代與至尊藝術〉（Le temps présent et l’art souverain），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p. 439-452. 

Sovereignty, pp. 411-426. 
58 Sur Nietzsche, OC, VI, p. 22. On Nietzsche, p.xxxii. 
59 有學者指出，在某個意義上，現代藝術的逾越性格可說是「弒暴君者」的後裔，而誅弒暴君

（tyrannicide）自中世紀以降和君主權力向來是既衝突又共生的。這個有意思的論點出於 Bernhard 

Giesen, ‘Performing Transcendence in Politics: Sovereignty, Deviance, and the Void of Meaning’, 

Sociological Theory, Vol. 23, No. 3( Sep., 2005), pp. 20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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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表演，而純粹是毫無利益的鍛鍊。60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難以名狀、不可定義的藝術之所以成為巴塔耶的思想引

領者，正在於它展現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本源。藝術之不可定義並非只發生在它從

宗教的附庸身份解放出來之後，而是向來如此，而這在原始「藝術」那裡更為明

顯。巴塔耶深深為原始藝術著迷，與其說他在追溯藝術的起源，不如說他在揣度

起源的藝術，或是做為起源的藝術。藝術本身一直就是起源，甚麼的起源？人性

自身的起源。但不要誤會，這種人性的起源不是清晰自覺地在慶賀人成功地脫離

於獸性，好像人透過藝術活動來自我炫耀，宣告唯有人類才具有藝術與美感的表

達能力，這正是理性把所有活動轉變為自我證成的美學化的版本; 恰恰相反：藝

術（尤其是原始藝術）的現世見證了人對自身的逃離與抹消：「他抹消了世界中

那些以他的臉為跡象的層面」。61當藝術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開始大放異彩，在原

始塑像與岩壁的繪圖中，人要嘛就是面目模糊不清，要嘛就是躲在動物的面具之

下，要不然就是根本不出現。62

 

相反地，在同一個時期的藝術表現中，人對動物

形象的細節卻刻畫得栩栩如生。這意味著甚麼？ 

這見證了人真正的自覺不是出於對獸性超越，而是來自對自己人性的逾越

（transgression）。如果藝術像是一面鏡子，那麼人最初照出來的自我形象卻是動

物的顯影（apparition），並為此歡慶著。這帶領我們回到了非形以及一切都是戲

擬的世界。研究巴塔耶的藝術思想卓然成家的 Rosalind Krauss 對於非形和變形有

很好的註解： 
 

「變異」（alteration）一詞是巴塔耶用來概括小孩藝術與洞穴藝術中的

虐待狂現象。這詞精確的正反兩極的意義，乃是典型的巴塔耶的特色，

它源自拉丁文alther，透過同等地向狀態的改變及時間的改變（或進程）

開放，含有歧異的意義：退化（devolution）及進化（evolution）。巴塔

耶指出變異一詞用以描述屍體的腐化以及「通往一種完全異質的狀態，

                                                 
60 比方說 1999 年在曼哈頓的水底玻璃棺躺了七天，2006 年在紐約時代廣場封在大冰塊中站立

63 小時，在中央公園倒吊 60 小時，在 22 公尺高、僅有 55 見方公分的柱子上站 35 鐘頭，......為
了做到閉氣 17 分鐘，「他到處收集資料，為了讓自己有適合閉氣的身體，三個月減肥 22 公斤，

另外每天起床就做呼吸練習，每次練習都像是頭快要爆炸一樣。最後他做到了把自己的心跳頻

率調整為一小時只跳 38下，等他憋住呼吸甚至能降低到 12 下。他為了這表演準備了一年之久」。

對於這一切的痛苦練習，他只說這都是美麗的經驗，絕妙、令人難忘，為了要讓人看到近乎不

可能的事情，「創造幻象，讓人駐足思考」。以上資料引自袁瓊瓊〈我一直懷疑〉，《壹週刊》，No. 

571, 2012, 5/3, pp. 138-39. 
61 ‘Qu’il effaça tout au contraire les aspects de ce monde dont son visage est le signe’. ‘Le passage de 

l’animal à l’homme et la naissance de l’art’, OC, XII, p. 277. ‘The Passage from Animal to Man and the 

Birth of Art’, The Cradle of Humanity: Prehistoric Art and Culture, edited and introduced by Stuart 

Kendall, translated by Michelle Kendall and Stuart Kendall, New York: Zone Books, 2005, p. 80. 
62 以 Lascaux 洞窟的形象統計為例，在 1,963 個形象中，動物佔 915 個，符號性紋樣 434 個，613

個在識別上尚待確定，而人的形象僅有一個。見 Richard White, ‘Bataille on Lascaux and the Origin 

of Art’, in Janus Head, p. 331. 網址見：http://www.janushead.org/11-2/Whi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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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於......全然的他者（tout autre），亦即是，聖性的，比如說鬼魂

的顯像」。巴塔耶用變異一詞來描述人類自我再現的原始衝動，因此它

變成一個同時往上又導下的概念。像altus及sacer這種雙重導向的原始概

念......由於根本事物難以挽回的雙重性而破碎。63

 
 

藝術讓我們看到，人的自我回歸恰恰不是要肯定那受到勞動和禁忌所限制（peras）

的物的存在，而是趨向聖性的變形運動。在動物聖性的雙向運動中：人類感受到

同時既往高處又往低處地朝向無限制（apeiron）的連續性深處，而在邊界之外，

其實高與低已經沒有分別，因為在深深的連續性維度中方向是沒有意義的，既是

異又是同。 
 

所以藝術做為起源，它昭示了自我回歸即自我聖化，自我異質化、陌生化，

也是自我忘喪。這就是慶典的核心精神，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說這就是巴

塔耶所謂的瞬間：「瞬間就是差異的時刻（time of difference），在其中禁忌被違犯，

人及其起源之間的鴻溝再度被置疑，而在某個意義上也再度被發現、探索、經

驗」，64最強烈的差異莫過於聖俗差異，而在這逾越禁忌的聖性中人獲得了至尊

的存在。我們得拋開藝術、宗教、巫術等名相言筌，至於功利主義解釋（比方說

狩獵巫術 65

 

）都已經是次出的，它們又落回物性原則而和物混合成形。如果我們

要捕捉藝術的原始性，那就藝術以非形來照見人至尊性的無（Rien），我們為此

歡慶大笑。 

五、永恆回歸的至高瞬間 

 
在巴塔耶那裡有兩個比較顯著的歷史轉折，第一個是基督宗教的革命，它除

了終止了獻祭的內在暴力，更對以往聖俗二分做了徹底的改造，把不潔聖性從神

聖中排除出去而與俗世界結合，同時又強化了神靈世界的超越性與道德理性，更

                                                 
63 Rosalind E. Krauss，《前衛的原創性》，連德誠譯，台北：遠流，1995，頁 73。中譯把 tout autre

翻成「完全的改變」，顯然有誤，這是巴塔耶援引過不少次的 Rudolf Otto 把神聖界定為「全然他

者」（ganz andere）的脈絡。 
64 Maurice Blanchot, ‘The Birth of Art’, Friendship, translated by Elizabeth Rottenberg,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 布朗修很精當地把握到巴塔耶的兩次逾越理論：第一次是人對

動物性與自然的逾越，直立行走而可以勞動，第二次則是人對於自身限制的打開。Vincent Teixeira

也很準確地指出在巴塔耶那裡逾越和藝術本原的共生：巴塔耶「把我們的藝術視野重新引回到

聖性的非神學感受以及引回到對理性的超越，此乃對限制的逾越。藝術再現了對勞動的俗世界

的反抗，後者乃由計畫和用處支配著。在物的統治中，缺口打開了通往已遺失的親密性的通道：

藝術就像詩、笑、眼淚、沈醉、遊戲或色情，它創造了強烈的情感狀態」。Vincent Teixeira, Georges 
Bataille, La part de l’art (la peinture du non-savoir), Paris: l’Harmattan, Ouverture Philosophique, 1997, p. 

81. 
65 巫術一方面是遊戲，一方面是有利可圖的算計（calcul intéressé），所以是物邏輯與非物邏輯的

混合體。另外，巴塔耶接受從薩滿狀態來詮釋原始藝術的角度（l’interprétation chamanistique），但

也有所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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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地把物的邏輯延伸到彼岸與未來而形成救恩。第二個轉折是新教倫理與資本

主義的興起，它結束了從遠古以來直到中世紀還保留的耗費精神，即使後來有更

大規模的鋪張浪費，但都是出於再生產的累積的考量與算計。如果說非物的原理

在此之前還享有某種主導性而跟物世界混合，那麼在第二個轉折後我們則發現非

物領域的全面潰敗。 
 

人背離自己真實的存在狀態越來越遠了。甚麼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理？如果

我們沿用一種說法，把人界定為意義的動物，那麼巴塔耶恰恰逆寫了這個界定：

人是非意義的動物。這當然不是要把人打回那種無能為事物賦予意義的動物性狀

態，而是扣緊著勞動理性來逆說的。在勞動的物世界中，意義非常確定，工具指

向目的，目的結算工具，明朗而毫不含糊，就像考古學家陳列出來的石器：用來

刮、削、砍、割、鑿，一一對應到明確的功能與用途，而房舍、衣裳、武器、輪

子等這些製成品也各自總結了那些石器的意義。然而，人突然遮蔽身體，開始愛

美，會開玩笑，懂得悲傷，害怕死亡......這些都是非物，亦即它們的意義都難以

實定（position/positivity）下來，它們是非意義的。非意義不是意義的空無，而是

言語、沈默和哭笑三者所競搏出來的。那就是無動機的歡慶。這就是該詞的全部

意義而言的歡慶：笑聲、舞蹈、狂喜、拒絕屈從，以及置目的、財產和道德於不

顧的獻祭。在歡慶中，我們不再受計畫性的動機所支配： 
 

我認為，永恆回歸這一理念應該顛倒過來。它並未許諾無限的撕碎人心

的重複，而是這樣的：它使那些在內在性的回歸之中所捕捉到的瞬間突

然以目的之姿呈現。不要忘記，這些瞬間都被所有的系統視之為手段，

並被當作手段來指派著：每一個道德系統宣稱「你生命中的每個瞬間都

應該由動機驅使」。回歸解除了瞬間的動機（Le retour immotive 

l’instant），把生命從目的中解放出來，--於是首先摧毀了生命。回歸是

戲劇的模式，是人類整體的面具：它是人類的沙漠，在那裡每一瞬間都

是無動機的（immotivé）。66

 
 

換言之，生命的動力還沒被動機化，那就是歡慶，那就是存在本身一次又一次的

自我祝福。巴塔耶很堅持貫徹這種二分：一邊是動機世界，另一邊是非動機世界; 
一邊是物的世界，而物有著意義（sensée）跟理性，另一邊是非意義或從意義解

放出來的世界（le monde du non-sens/libre de tout sens）。67

                                                 
66 Sur Nietzsche, OC, VI, p. 23. On Nietzsche, p.xxxiii. 

所以我們一開頭就說，

巴塔耶是個二元原理論的哲學家，他要對抗的是人對物以及物對人的屈從狀態。

如果我們是用動機去留住生命而使之有了價值和意義，那麼不去保留這生命動力

就意味著解除動機，克羅索斯基認為這就是剝落了任何保留的揮霍、剝落了時間

的瞬間： 

67 Sur Nietzsche, OC, VI, pp. 23-4. On Nietzsche, p.x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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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塔耶作品中思想存有學上的災難只是他稱之為無上時刻（moments 

souverains）中所達到的頂峰的反面：沉醉、笑聲、獻祭和色情的奔放、

具無補償的耗費特點之經驗、沒有節制的浪費，它掏空了意義、用途和

目的。68

 
 

需要明辨的是，巴塔耶關心的不是局部的自由與尊嚴，比方說民族、階級、性別

等集合體的身份，而是做為整體的人性狀態的自由與尊嚴。正是在此，一種喜劇

的、歡慶的、幽默的與輕浮的精神狀態就出現了： 
 

......生命完全在我之內。我不能把它分給別人，或讓它服務於屬於別

人、屬於上帝或屬於我自己的善（bien）。我無可獲取而只能給予，而

且毫無算計地給予，而且從來不把任何人的利益（l’intérêt）做為贈禮

的目標。（在這方面，我認為別人的善是會騙人的，除非我承認那是我

自己的，因為如果我想要，我就可以發現我自己的那種善了。在我之內

的整體是一種豐盛（La totalité est en moi cette exubérance）：只有在空洞

的渴望中，只有在一種不幸的慾望中，而這慾望不過就是被一種想和慾

望一起焚燬的慾望所吞噬，整體才完全是一切（elle est tout entière）。在

這方面，整體也渴望大笑，渴望快感、神聖或死亡。整體不再需要更多

有待完成的使命了。）69

 
 

一方面，在虛無處我們把自己還原到笑聲，這是對生命無條件地肯定而把種種超

越的世界化為虛無; 另一方面，生命在我之內而不能分享，但我又必需不停地

給，這乍看之下自相矛盾，但其實不然。巴塔耶所說的不可分享是指不能以任何

道德與政治計畫的共同體（它們往往本質上就是形上學的超越性造構）的善之名

義來索求我們的共享，除非這個共同體不是由那些擁有內在本質的主體所組成，

而是由每一個有待於異質對象而無限地打開自己（ipse）的人們所組成，儂西

（Jean-Luc Nancy）把這種巴塔耶式的共同體稱為「出離的共同體」（communauté 

extatique）。70

                                                 
68 Pierre Klossowski, ‘ A propos du simulacre dans la communication de Georges Bataille’ , in Critique , 

Août-septembre 1963, p. 747. 

這種共同體強調的是向他人無數次地給予，這其實並不抽象玄秘，

我們只要以愛情、甚至直接不諱以情色烏托邦為典範來思考就懂了：性愛的親密

不但是一種出離自己、奔向對方的運動，更是一種永恆回歸，因為親密是一次又

一次重複新的開始，彷彿遺忘上一次的經驗，或是用意志再度把經驗意欲回來，

而這種回歸運動反過來凸顯給予者某種仿若無盡耗費的德行。這是尼采的餽贈的

道德轉換成巴塔耶式的版本。情色共同體只是聖性傳遞體的一種示範，其成員之

69 Sur Nietzsche, OC, VI, p. 18. On Nietzsche, pp. xxvii-xxviii. 
70 《解構共同體》，蘇哲安譯，台北：桂冠，2003，頁 46。原中譯者譯成「共同出境體」，我們

在此修改為較尋常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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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可以打開彼此是因為有缺口（狂暴的性器），那朋友之間的缺口又是甚麼？

就是必死性本身。友誼就是一場不得不浪費掉的筵席，畢竟你我先後會走，誰都

無法保存。在有生之年見證彼此正在活著，這就是至高無上的瞬間。在這裡，我

們將看到一種新的友誼的可能性在聖性的意義下被提出來。死亡、禮物交換、友

誼，這三者產生了新的關係。 
 

六、普遍經濟論的科學性話語 

 
餽贈在巴塔耶那裡是一種貫串了自然與人性的動力。宇宙的能量遊戲本來就

不受限制，在人的深處亦有所呼喚，讓人有一種想要瓦解邊界的衝動，其中一種

行是就是把財富揮霍殆盡直到近乎瘋狂的地步，這就是誇富宴（potlatch）。誇富

宴是透過物的耗費來展現非物的原理，只是它難免落回人的嗜欲，不求回報變成

讓人無法回報、承受不起的暴力，同時又再度讓自身獲得聲望和榮耀。不過這個

激進的贈禮實踐也顯示了人在意識的深層、思維的外邊關心著非物的狀態，透過

散財以應無窮。巴塔耶對於無窮無盡的存在整體有個稱呼，那就是：economie，

經濟。 

 

這個詞不免令人錯愕，因為我們一般所謂的經濟，不就是最典型的物型態的

思考嗎？經濟不就是勞動理性所規定的生產=>消費=>再生產的物循環嗎？「經

濟」不就是非物的絕對對立面嗎？巴塔耶就是別有用心地使用「經濟」這個概念，

並翻轉它的含意。經濟既不是形上學的存有，也不是科學意義的自然，更非我們

習慣上使用的「經濟學」那種經濟。硬要用既有的哲學概念去比附的話，我們不

妨說economie是巴塔耶式的physis，不過不是近代自然哲學的physis，而是較為接

近亞里斯多德式的physis，如果耗費原理對巴塔耶而言有某種目的論意味的話。

但奇特的是，economie又是一種反對實在論的唯物論版本的physis，它強調人的

參與而打開的逾越性的整體，而非把人抽離掉的宇宙。簡單來說，economie是巴

塔耶用來思考和解釋一切的基礎，大到自然界、宗教、戰爭、勞動、道德、資本、

體制、色情、亂倫禁忌、最大的狂熱與最深的恐懼，小至笑聲的爆發、喜極而泣、

酌飲紅酒乃至於女性的長頭髮與容貌骨相。
71economie無所不在、無所不包，與

天地準，而絕非只是巴塔耶哲學思考的一個方面 72。就思想策略而言，economie

是巴塔耶為了擴充唯物論 73

 

所準備的戰場。 

如何討論巴塔耶的普遍經濟論？我們想先稍做轉折，透過傅科、德希達、哈

                                                 
71 論女人的秀髮與骨架，見 Eroticism, p. 143. 
72 「經濟學家對於他來說絕對是一個諷刺，經濟不過是他的哲學思考的一個方面，一個手段，

一個證據。......經濟學最終必需服務於哲學」。汪民安編，《色情、耗費與普遍經濟：喬治˙

巴塔耶文選》，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頁 3-4。這段話顯然把普遍經濟看小了。 
73 用「擴充唯物論」來做為罷黜先驗主體的思想方案，這乃蔡錚雲老師的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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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瑪斯三人對巴塔耶的評析來引導出我們的談論。我們在這裡不是要全面評述這

三者對巴塔耶的詮釋路數，而只是要針對他們如何看待巴塔耶思想的科學性，這

直接關切到本論文的立場與方法。 
 

在 1962 年〈越度的前言〉中，傅科把巴塔耶拉攏到康德、海德格的人的有

限性之存有學以及尼采那衝破限際的姿態，說明他的思想工作是窮盡上帝之死的

世界經驗，那就是對一切限制的越度。所謂的越度就是肯定，而且不是黑格爾式

的否定的肯定，而是一種非實定的肯定（d’une affirmation non positive/ nonpositive 

affirmation），74對傅科而言，實定（positive）和否定（negative）在辯證法中可以

彼此轉換，故巴塔耶的耗費既非實定亦非否定，而是超越、外在於這兩者。也可

以說，巴塔耶式的否定（negation）沒有落入否定性（negativity），而是相當於布

朗修（Maurice Blanchot）的爭駁競戲（contestation）：一種把一切帶至界限然後說

「是」的行動。75

 

為了逼近這種要求，巴塔耶採取激進的語言形式，傳統的論解

的語言（ discursive language）已無能為力，而需要代之以非論解的語言

（nondiscursive language）。照傅科看來，巴塔耶、布朗修與克羅索斯基三人正是

這種語言的執行者。 

誠然，對思想邊界的逾越是巴塔耶哲學的核心，然而，傅科似乎把巴塔耶當

成儼然是逾越的化身，這導致甚麼樣的後果？他遂強化了主體自我忘喪的主動能

力，似乎主體（可以等同於巴塔耶本人）是無依無待的。可是一來，巴塔耶所刻

畫的逾越式主體是高度有待於禁忌對象的顯現，這點不同於傅科的理解，76況且

巴塔耶所說的越度並非僅限於個人（哲學家、藝術家）的實踐，更是人類聖性生

活的集體面向，77此對比出傅科詮釋巴塔耶的片面性; 二來，巴塔耶本人的理論

性書寫只是在描繪逾越，而非本身就是逾越。換言之，巴塔耶的語言（至少在非

文學的著作）畢竟是論解式的，甚至是科學性的，於是這裡產生一種弔詭：巴塔

耶對傅科而言，所成就的到底是逾越底哲學還是逾越的哲學，或是說到底是關於

逾越本身的哲學，還是對哲學本身的逾越？如果哲學本質就是知，很顯然地，對

傅科而言，非知或是內在經驗和理論學問有著本質上的不相容。這大抵也反映了

傅科自年輕以來對巴塔耶一貫的認定：後者的思想熱情大過於科學性的要求。78

                                                 
74 關於這個詞的翻譯，可以參考洪維信翻譯的傅科《外邊思維》的〈譯者導言〉，台北：行人，

2003，頁 69-78。 
75 Foucault, ‘Preface to Transgression’, p. 36. 另外，contestation 一詞在巴塔耶本人那裡已經有特別的

用法了，它是《沈思方法》第一部份的標題，見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197. 
76 不只一個研究者指出這點差異，見 Suzanne Guerlac, ‘”Recognition” by a Woman!: A Reading of 

Bataille’s L’Erotism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p. 90-105. Judith Surkis, ‘No 

Fun and Games Until Someone Loses an Eye: Transgression and Masculinity in Bataille and Foucault’, 

Diacritics, 26.2 (1996), pp. 18-30. 
77 越度與永恆回歸的集體性，見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節。 
78 「長期以來，在我身上有著未解的衝突，一方面是對布朗修和巴塔耶的熱情，另一方面是我

為了實證研究所滋養的興趣，像是杜梅齊爾（Dumézil）和李維史陀......這兩個方向只有在宗

教問題上才有公分母」。語出於 Michel Foucault, Religion and Culture, selected and edited by Jeremy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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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判定一方面多少削弱了巴塔耶本人對理論科學的抱負與自詡，另一方面則

模糊了對逾越的討論（論解語言）和逾越本身的展示（非論解語言，甚至是非語

言，如藝術）。倒是關於這兩點，德希達都有更小心的處理。 
 

後起的德希達，當然熟知傅科對巴塔耶的那篇經典序言。按照Jones Irwin的

研判，傅科從巴塔耶讀出的非實定的肯定對德希達有不少啟發，79這顯露在〈從

限制經濟到普遍經濟：一種毫無保留的黑格爾主義〉（1967 年）之中，他把至尊

性界定為對意義的「肯定性還原」（affirmative reduction）。80

 

不過德希達顯然想在

傅科的基礎上開創另一條詮釋路線。有何不同呢？首先，德希達比傅科多了一份

審慎，他小心翼翼地區分至尊性本身和至尊性書寫（the writing of sovereignty）的

不同，至尊性的運作本身是不進入書寫的（至少不進入理論話語），因為至尊性

就是不可能，而書寫頂多只能以一種非關係的形式製造出一個特別空間，在其中

銘記了話語和至尊性的悖論關係。更簡要地說，哲學性話語無法寫下非意義，這

是自相矛盾的，它只能寫下和非意義的關係。接著，德希達展開了他對巴塔耶思

想的精讀策略：當傅科從哲學史的角度出發把巴塔耶定位在對人的界限的試探，

德希達全文卻獨獨扣緊巴塔耶與黑格爾的關係來分析。這兩種讀法的差異無關乎

巴塔耶所承轉的到底是康德、尼采還是黑格爾哲學，而是涉及到更深的層次上的

差異。德希達乾脆把巴塔耶所有一階的知識對象懸置起來，而直接跳到二階去分

析他的知識話語本身，而這個工作條件唯有透過把這種知識話語和黑格爾的辯證

法重疊在一起才能滿足。德希達的解讀威力在於讓我們看到，如果黑格爾成功地

揭露一切科學性、也就是一切的知（Wissen-schaft）的真理性在於無畏死亡的冒

險，而且整個形上學之所以可能就在於這種知的經驗運動，那麼巴塔耶就在與黑

格爾重疊之處發現了知的另外一種會導致知的自我瓦解之生命經濟的可能。 

就在這個結論處，德希達認為巴塔耶的至尊性書寫是「科學性」的。至尊性

書寫之所以能夠符應了普遍經濟，正因為兩個特徵：一、它是「一門學問」（a 

science），81

 

二、它毫無保留地把它的對象牽連到意義的破壞。關於第一點，德希

達表明反過來講也成立：普遍經濟是「一種書寫的科學形式」（a scientific form of 

writing）。這種力圖與普遍經濟一致的書寫，是怎樣運作的？ 

                                                                                                                                           
Carrett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98. 
79 Jones Irwin, Derrida and the Writing of the Body,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pp. 32-33. 
80 原來的整句話是：「至尊性是意義的肯定性還原（the affirmative reduction of sense），而不是非意

義的實定（the position of non-sense），因此至尊性不是這種銘記的原理或基礎」。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8, p. 269. 見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 p. 259. 
81 我們行文底下也翻成「科學」，只不過我們想避免把 science 和現代西方科學做出太過制約性

的聯想。中文的「學問」一詞似乎更貼近希臘對科學的看法，泛指從生活世界的自然態度中跳

出來對事物的專注與探索，從蘇格拉底和智者之間關於道德是否為一門可傳授的學問之辯論，

到亞里斯多德的各種探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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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普遍經濟一樣，它不是意義的喪失，而是與此喪失的關係。它打開了

意義的問題，它不描述非知，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卻只描述非知的效

果。......至尊性書寫既非運作中的至尊性，亦非當前的科學話語。82

 
 

若看清楚這層情由，本來有點奇怪的事情現在看起來也不奇怪了，那就是德希達

（傅科亦然）全文對涂爾幹學派隻字未提，這其實沒甚麼大不了的，但聖性概念

也只在一、兩處帶過，83

 

這就多少低估了聖社會學（la sociologie sacrée）的科學

工作。 

德希達基本上聚焦在《非神學大全》（特別是《沈思方法》），這難免會導出

一種方向，就是抑制了巴塔耶其他著作的科學性話語。而我們認為，壓抑了巴塔

耶思想的科學性的後果不是別的，而也正是壓抑了巴塔耶思想的激進性。巴塔耶

的思想話語之所以能夠跟辯證法保持著既同又異、既內又外的關係，恰恰是一階

對象本身使然，二階語言只是順應這些對象的必然效果。我們擔心的是當我們討

論的對象是巴塔耶時，巴塔耶所討論的對象反而消失不見了。巴塔耶的思想動力

基本上是由那些異質性對象所驅使。德希達的詮釋屬於高度抽象的純粹哲學詮

釋，算是總結了巴塔耶的思想型態，不過我們要提醒自己，這種思想型態的獨特

性正在於它直接面對面那些色情的血肉和死亡的軀骸，這正是巴塔耶思想的生命

力之所在，所以當我們著手巴塔耶思想的基本研究時，我們也盡量回去一階的聖

性世界，與這些初始的異質性的、背詛咒的對象打照面（儘管也只能透過概念語

言），從而重返到理性話語力有未逮之處境。 

 

另外，巴塔耶那些科學形式的書寫是可以擴充的，甚至可以是計畫性地擴

充。這樣一來，各種至尊性書寫可以由普遍經濟原理連貫起來。此外，那些主題

與範疇是有著某種概念的組織性。換句話說，巴塔耶的思想雖然沒有構成體系哲

學的那種系統，但卻圍繞著若干核心組織起來而形成結構，而概念範疇也構成含

攝和並列的關係。從早期的「異質學綱領」起，我們就不斷見識到幾個思想方案。

特別重要的是，這種科學性的其中一種特性就直接落實在歷史性的討論方式。如

果歷史這個概念本身是以知為前提，那麼巴塔耶非但沒有排斥歷史之知，更慣常

展開歷史性的思考。我們甚至可以說，人性整體唯有從歷史的眼光才能揭露。巴

塔耶幾個來不及完成的（巴塔耶的著作有些章節標題是空白的）或注定只能不斷

進行中的計畫的其中之一，就是要以普遍經濟或是色情的角度來寫一部「人類通

史」，84

                                                 
82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270. 

而《被詛咒的部分》三部曲和《色情》以及《愛神的眼淚》等多少是朝

著這個企圖在進行。至於如何從內在經驗的非知連通到一種歷史的知識性？在回

答此問題之前，讓我們先來看哈伯瑪斯是如何看待巴塔耶的科學性的。 

83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261. 
84 擬出的綱領見 OC, IX, p. 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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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兩位法國思想家相比，哈伯瑪斯在〈在色情論與普遍經濟論之間：喬杰

․巴塔耶〉（1985 年）一文中顯然想勾勒出巴塔耶思想工作的總體性來展露他對

後者的全面把握。在析論巴塔耶的思想時，哈伯瑪斯比傅科與德希達更留意到他

聖性社會學之科學性格（scientific character）85的那一面，而此科學對象正是理性

的它者。依哈伯瑪斯之見，巴塔耶在探索一門「非客體化的科學」（nonobjectifying 

science）時遂撞上一種兩難：他一方面要求達到知識的客觀性和方法上的「非個

人之中立超然」（impersonality），另一方面卻又堅持這種科學必須「從內而出」（from 

within）地順著內在經驗來捕捉，而後者這種認識主體本質上是反主體的，於是

巴塔耶在兩種不可能調解的要求間舉棋不定來回擺盪（inconclusive to-and-fro），

造成色情經驗和理論語言非但無法相得益彰，反而彼此摧毀。86

 

我們要推證的卻

是相反，內在經驗和理論話語是可以調解的。 

如此一來，我們給了自己一個難題，更是課題。如何一言以蔽之巴塔耶哲學

的要點？我們在此模擬德希達所自鑄的詞 economimesis（經濟摹擬）來仿造一個

詞：economythos（經濟神話）來表達巴塔耶的哲學話語的特性。這種話語雖然

以 logos 的形貌出現，也就是論解性的言理，但它最終指向 mythos—神話，我們

用這個詞來指謂經驗的邊界、狂喜暈眩的瞬間，也就是那可以不斷回歸的至高無

上的神奇片刻。但因為它是一種思想工作，恰如德希達所說的至尊性書寫是一門

討論（或質問）事物的學問，於是它畢竟不是神話本身，也就不是至尊性的神奇

瞬間本身，它只能指向與 mythos 的關連性。於是我們可以這樣來看，econo-mythos

分成兩個部分：耗費與聖性，以論著計畫來講，基本上巴塔耶《被詛咒的部分》

建構前者，《非神學大全》則探索後者。甚麼是聖性？聖性是有禁忌的耗費。禁

忌確認了聖性經濟（sacred economy），這樣我們才能對聖性經濟的內容作進一步

的分類，包括巴塔耶尤為重視的色情經濟（erotic economy）。此外我們將看到，

economythos 是對尼采哲學的積極轉化：economy 等同於尼采的權力意志與餽贈的

美德，mythos 相當於永恆回歸的肯定，而這被巴塔耶表述為至尊性意志所意欲

出來的真實瞬間。 
 

我們將從最基礎的界定開始，巴塔耶思考的經濟是物和非物未始有分的能量

遊戲總體，在其中每個有限的存有者對能量的使用基本上是既保留又不留餘地

的，或是說保留和不保留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畢竟每個有限存在者既然是有限

的，所以多少會自我設限，耗費太多太快就會死亡。可是巴塔耶發現，隨著人的

出現，人的活動漸漸走向獨尊保留的道路，於是物的型態被確立了，並以物的保

留和限制回過頭來強制整個 economie，變成我們傳統認知上的「經濟」，這對巴

                                                 
85 這裡的出處不是同一篇文章，而是同一本書的第四講，見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101. 
86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 2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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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耶來說無異是一種倒置。巴塔耶就是要改寫 economie 的概念，此成為他哲學

的基礎論，也就是普遍經濟論。所以他一來必須說明原來完整的大經濟（尼采用

語）是怎麼一回事，再來得指出當保留邏輯強制規定 economie 時，它必然會排

斥掉一些事物而成為耗費的非物。也就是說，保留式的物理性或是物意識絕對無

法完全使用掉全部的 economie，過多的、剩餘的非物部分巴塔耶稱之為被詛咒的

部分，它們既是耗費，更是差異。我們將分別說明普遍經濟論的時間原理和能量

原理，並解釋從耗費到差異的轉義。這是我們第一章要處理的。 
 

在被詛咒的部分中最強烈的差異就是聖性，我們將先關注聖俗二分的第一個

原理：勞動、生產和消盡之間的對反。我們必需先研究甚麼世俗世界的系統性格。

從普遍經濟的大視野來看，勞動意識與工具理性的基本動力是保留，當能量遊戲

的瞬間被保留，瞬間變成了持存，變成時間。我們將看到巴塔耶更進一步地把物

理解為超越性的存在。我們可以從技術性生命這個大方向來含括勞動與禁忌這兩

個俗世界的運作原理。這兩者跟記憶、時間以及歷史是深深地糾纏在一起的。勞

動是向未來投射的記憶，禁忌則是懲罰性的記憶，它主要指向過去延續至今的律

法。巴塔耶用普遍經濟獻祭論為典範來破解勞動世界的超越性。就這部分，我們

主要以《宗教理論》為經，巴塔耶的其他著作為緯來處理聖俗二界的問題以及檢

視獻祭如何成為聖性精神的有效典型。接著我們要展示聖性從內在異化到外在、

超越的命運。這是我們第二章要處理的。 
 

巴塔耶站在涂爾幹聖俗二分的基礎上擴充他自己的唯物論，把聖性擴大到污

穢、性、死亡三大領域。我們要先針對涂爾幹的聖俗二分及其宗教社會學做一個

略說，因為它提供巴塔耶以非物的方式去界定聖性的理論基礎。然後我們要討論

巴塔耶如何承轉涂爾幹的命題而把自己的聖性理論鑲嵌在普遍經濟論的核心。耗

費被禁忌所聖化而轉化為更強烈的差異，也就是巴塔耶所稱的受詛咒的部分，而

這些部分回不斷回歸而造成越度，禁忌與越度的永恆爭駁形成了人之所以為人的

動力狀態。在此，普遍經濟色情論是巴塔耶考察最力的成果。關於這些總體說明，

我們將以亂倫禁忌來做一個實際上的印證。這是我們第三章要處理的課題。 
 

最末，我們要先從普遍經濟的角度來談獨一無二的人性現象：笑。我們將從

基礎、具體的笑開始分析，最後要直達整體人性意義的笑。在笑中，巴塔耶把人

性的真實和超越性的虛妄對峙到最高的意義。笑教導我們從死看生，從無常的瞬

間看生命的大歡喜。永生是最不浪費的形式，或者說根本就是耗費的反面。肯定

死亡的笑是為了拒絕把生命視為工具或把生命資本化，而不接受救贖與福報就是

要證明我們並不墮落屈辱，因為死不是罪的代價，而是一切祝福的源頭，這只能

透過友誼共同體來成全。於是我們推出一種普遍經濟友情論。由普遍經濟觀之，

既然浪費是一條無可推諉的命令，那麼我們能做的就是讓浪費更奢侈、更巨大，

言下之意就是讓友誼更貴重無比，因為友誼只能和死亡一起巨大，反之亦然。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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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原理並不會使人消極虛無，它是使人締結友誼的動力。從沒有被技術性生命所

中介的大經濟，最終將導出沒有被超越性所中介的人性整體的友誼。這是我們第

四章要處理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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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從太陽到人：普遍經濟論的視野 

 

第一節 誇富宴的幻影與謎團 

 

壹、牟斯：禮物交換的形式與理據 

 
不管這個刻板印象是否正確，誇富宴（potlatch）無疑地已經成為民族誌進入

巴塔耶思想領界的註冊商標，甚至說它是被哲學所挪用的最著名的人類學材料也

不為過。巴塔耶對誇富宴的關注甚早，按照他本人的講法，他在閱讀了牟斯

（Marcel Mauss）《論禮物》之後對誇富宴的反思引領他去擬定普遍經濟論的法

則。
87

 

那麼，誇富宴是甚麼？或許更精確的問法是：誇富宴被巴塔耶詮釋成甚麼？ 

在進入牟斯對誇富宴的的解釋以及巴塔耶對牟斯的再挪用之前，我們不得不

先要注意到誇富宴現象本身就是有虛有實、充滿臆測的弔詭課題。也就是說，站

在今天反思的位置上，人們指證歷歷指出誇富宴恐怕是層壘造成的，它不是單純

地毫無受到外來文明影響的原生傳統，而是很有可能受到白人影響而變形或甚至

變質的結果，有了虛構性和表演性。變形意味著三種可能性：它也許雖日益誇大

卻沒有違背原初的本質與精神，它也有可能落得面目全非而完全掩蓋與扭曲原來

的面貌，或者相反：變形也可能反而是歷史進程上的揚棄（Aufhebung），它吸納

匯流進來的契機而把原初的精神發展成最極致的形式。如果是第一種，那麼如何

在這個已經層壘、混雜的活動中去釐清、還原而辨認出原初的動機與功能，遂成

為人類學家的工作。如果是第三者，那麼如何在這極端矛盾的實踐中剝落功利與

權力的算計從而解放出主體對待物和自己的最終態度，遂成為哲學家的任務。88

 
 

在此，我們除了應該要從環節的挪移看到一個原住民活動如何先遭到外力而

變形，中間經過民族誌的報告而傳回外力的來源—白人世界，繼而進入民族學的

理論模型，最後由哲學家轉化出哲學命題之外，我們最關心的到底是巴塔耶所宣

稱的關於人性的真理是否會因為這些環節出了問題而有所削弱。不過就本論文的

工作任務而言，我們只能限制在牟斯提出禮物理論的意義以及巴塔耶如何承轉他

的思想而開出耗費與普遍經濟論的。 
 
關於巴塔耶對牟斯的誇富宴觀察的詮釋，有人認為「既公開承認忠實於牟斯

                                                 
87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7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193. 
88 用克羅索斯基對巴塔耶的解讀，我們會說：誇富宴的變形是一種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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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而又有高度的原創性」;89 有人高度評價巴塔耶的真知灼見，說他把兩種

背景迥異的思想型態—20 年代牟斯的誇富宴研究和 30 年代科杰夫（Alexandre Koj

ève）對黑格爾的詮釋—交織起對話的空間，把自我意識和慾望與贈禮的威名聯

繫起來，把相互承認（Anerkennung）和懂得捨棄的人性聯繫起來。90相反地，有

人認為他「不在意牟斯本人認為最要緊的特點，也就是由交換所創造的義務」;91

甚至也有人把牟斯和巴塔耶的思想交會稱為「聾子間的對話」。92大體上來說，

戰後的牟斯學派似乎對巴塔耶的思想都不太友善，比方說果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93和加耶（Alain Caillé）。94這些評價都涉及到把巴塔耶對誇富宴的詮釋

放在牟斯的禮物理論的接受史中去觀察。曾經寫過專著介紹李維史陀的墨西哥詩

人帕茲（Octavio Paz）認為，牟斯的思想可能這樣被解讀：與其說他主張一種互

惠、往返和交流，不如說提出一種碰撞、暴力和權力的問題，而後者顯然是指巴

塔耶式的閱讀。95Claude Dubar指出三種對牟斯的詮釋：牟斯被李維史陀理解為超

越經驗觀察的結構主義的先驅;對於英國人類學派來說，牟斯的《論禮物》標示

著擺脫英國老一輩以及涂爾幹本人的演化觀點; 而對Claude Lefort來說，牟斯所解

釋的禮物是真實體驗的交換，而非李維史陀所說的思維模式運作的交換。96相較

於這兩者，以牟斯正統自居的加耶更系統地歸納出解讀牟斯的四種路數：（1）採

取經濟論（économistes）的解釋，在禮物底下最終隱藏著為個人財富或優勢的考

量，代表人物是巴塔耶、赫茲科維茲（Herskovits）和布迪厄（Bourdieu）。（2）非

存在論的（inexistentialistes）97

                                                 
89 Michel Panoff, ‘ Marcel Mauss’s “The Gift” Revisited’, in Man, New Series, Vol. 5, No. 1 (Mar., 

1970), p. 61. 

的解釋，對哲學家而言，禮物做為不可能的最佳典

型（德希達、Jean-Luc Marion），或是對人類學家而言，禮物不管在古代社會、現

90 見 Carlo Ginzburg 的講座，內容掛在 EHESS 的網站上：http://cmb.ehess.fr/document326.html。 
91 Michael Richardson, Georges Bataill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 77. 
92  Jean-Christophe Marcel, ‘Bataille et Mauss: un dialogue de sourds?’ 見網路上的連結：

http://www.uqac.ca/jmt-sociologue/ 
93 Maurice Godelier 先交代完誇富宴的扭曲變質，然後說「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冬季贈禮越

走越遠了，變瘋狂了，正是這種瘋狂使得巴塔耶發現冬季贈禮節如此令人迷惑」。《禮物之謎》，

王毅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81。 
94 倒是加耶的弟子塔侯（Camille Tarot）肯定巴塔耶，雖然他謙稱還沒正式研究他。針對 François 

Gauthier 的質疑他為什麼沒有討論巴塔耶，塔侯在一篇頗長的答覆中對此稍做附帶說明。基本的

理由是他還沒有時間好好消化巴塔耶的著作全集，另外就是他自認哲學能力不夠，暫時無法進入

巴塔耶把聖性主觀化的工作。見 Camille Tarot, ‘Religion, faut-il avoir peur de qui et de quoi?’ In 
Revue du MAUSS, 2008，網路連結見：http://www.journaldumauss.net/spip.php?article424 
95 轉引自 The Radical Sociology of Durkheim and Mauss, edited by Mike Gan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128. 
96 Claude Dubar, ‘La méthode de Marcel Mauss’, 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969, 515-521.加耶

也反對李維史陀把禮物交換放大到象徵論（symbolisme），主張把象徵（symbole）限制在禮物自

身。也就是說，象徵的外延不會超過禮物。見 Alain Caillé, ‘Marcel Mauss et le parardigme du don’ 

in Sociologie et sociétés, vol. 36, n° 2, 2004, p. 145. 
97 關於這個詞的由來，加耶說他是從 Marcel Gauchet 那裡借來的，有戲擬後現代主張「某物不存

在」的調調：獻祭不存在、圖騰制不存在、神話不存在、宗教不存在...。見 Alain Caillé, ‘Apologie 

et critique du don. Le don entre science sociale et psychanalyse : L'héritage de Mauss jusqu'à Lacan’, 

Revue du MAUSS 1/2006(n° 27), p. 14. 

http://cmb.ehess.fr/document326.html�
http://www.uqac.ca/jmt-socio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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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社會還是原始社會，都是經驗上幾乎不可能的事物（Alain Testart）。（3）把禮

物理解為尚不足之物（incomplétude du don）也就是說雖然肯定禮物的重要性，但

禮物現象又轄制於更本質的現實之下，那個現實可以是普遍交換（李維史陀），

或是象徵（拉岡），或是犧牲（吉哈德René Girard）或是債務（Lucien Scubla、

Mark Anspach），或是聖性（果德里耶）。（4）非化約論（irréductionnistes）的詮釋，

一方面忠實於牟斯對禮物的詮釋，但另一方面卻又不忽略以上三種解讀策略所提

出的種種層面，而把這些整合成一套統攝政治、經濟、社會的整體論的人文科學，

代表者是加耶本人與MAUSS（Mouvement anti-utilitarist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社

會科學反對功利主義運動）的同仁。98

 
 

接著，面對牟斯的禮物理論這份餽贈，加耶又把它劃分成三大研究區塊，分

別是：禮物、象徵以及政治。我們不妨順著第一個方向來討論牟斯的禮物理論的

政治意涵。我們先由一個常識性的主題入手，那就是早於以及外在於貨幣經濟與

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是甚麼樣的形式？而這種形式又蘊含著甚麼樣的人性的可

能？在二十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與經濟人類學結合形成所謂三 M（馬克思、馬

凌諾斯基、牟斯）式的以互惠取向為模型的交換理論，其中的關鍵就是牟斯的《論

禮物》。 
 

關於誇富宴，我們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誇富宴在整個贈禮活動中是普遍的

還是特殊的？要回答此問題，就必須先精簡地瞭解禮物的本質。牟斯的論著 99原

本題為《論禮物，特別是回禮的義務》（Du don, et en particulier de l’obligation á 

rendre les présents），可見關於禮物交換 100的三重義務中回禮的義務比其他兩者更

佔有優位性。後來這變成第一章的標題，整本研究更改為更總括性的標題《論禮

物：古代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據》（Essai sur le don. Forme et raison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這個標題已經充分顯示出牟斯的思想。首先值得我們注

意的是「形式」一詞牟斯用的是單數而非複數，這顯示出對他而言，來自三個不

同語區、地區的文化，其交換現象（薩摩亞的tonga和毛利人的taonga、美拉尼西

亞的kula、西北美的誇富宴）儘管略有差異，但有其共通的形式原理，而這原理

的一致性又可從古代法律史得到支持，乃至於牟斯可以用誇富宴一詞去涵蓋這些

交換形式。101接著更重要的是「理據」，在這裡也是單數用法，102

                                                 
98 Alain Caillé, ‘Don et symbolisme’, La revue du MAUSS semestrielle n°12, Plus réel que le réel, le 
symbolisme, MAUSS/La Découverte, 1998.以及’Ce qu’on appelle si mal le don...Que le don est de l’ordre 

du don malgré tout’發表於 2006 年 le Centre d'études médiévales à Auxerre 所舉辦的會議« Don et 

sciences sociales »的論文，見網路連結： 

它是背後推動整

http://www.cairn.info/revue-du-mauss-2007-2-page-393.htm，pp. 396-97. 
99 當我們把《論禮物》當成是一本「書」時，我們遲疑了一下，因為嚴格來說它是發表在《社

會學年刊》的一篇專論，跟牟斯其他獨立成冊出版的專書在形式與內容上都稍有不同。不過這並

非要貶抑《論禮物》的份量，相反地，這篇論著的重要性與影響力是革命性的。正因為其論著形

式，很多內容都還沒有在正文中開展出來而壓縮到其豐富又密緻的註解之中。 
100 牟斯把「禮物交換」（don-échange）和「交換禮物」（l’échange-don）等同起來，輪替使用。 
101 牟斯似乎一開始就很有把握地把誇富宴一詞應用到西北美以外的地區，比方說在 1920 年開設

http://www.cairn.info/revue-du-mauss-2007-2-page-3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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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禮物交換形式的動態關係之法則。從存在理據（ratio essendi）或存有型態來看，

禮物不只是物，它一方面在某種程度上分有（methexis）了人特有的位格性實體，

另一方面它是關係性和流通性的存在，也就是說，禮物是一種總是在運動中的存

在。從認識理據（ratio cognescendi）方面來看，禮物交換的認識理據在於贈禮、

收禮與回禮的行動者所理解的一種精神性的宇宙，牟斯認為這種理解型態的典範

就是毛利人的物之靈：hau。 

 

由標題的分析轉入此研究的內容，我們便可更清楚把握牟斯的計畫了。該論

著的篇章結構可分為三：第一是問題的設定，第二是材料證據的開展與說明，第

三是三個主要結論。主導問題是：「甚麼樣的權利規則和利益規則在後進的或古

代的社會中使得收受的禮物應該被回報」？（Quelle est la règle de droit et d’intérêt 

qui, dans les sociétés de type arriéré ou archaïque, fait que le présent reçu est 

obligatoirement rendu?）以及「在人們餽贈的物品中有甚麼力量使得受贈的人去還

禮呢」？（Quelle force y a-t-il dans la chose qu’on donne qui fait que de donataire la 

rend?）這段提問的文字特別被牟斯用斜體字標出，表示這對他來說是主導全書至

關緊要的論題。第一個問題是總括性的，也就是要探討標題中「形式」的部分，

由此規定了贈禮的三重義務：送禮、收禮與回贈。注意到這裡牟斯所用的「規則」

一詞是單數形式，對應了標題中「形式」的單數。103

                                                                                                                                            
的一課程名稱就是「誇富宴在美拉尼西亞的延伸」（L’extension du potlatch en Mélanésie）。牟斯認

為西北美誇富宴、美拉尼西亞的 kula 以及玻里尼西亞的 taonga 三者背後有相同的原理，這種觀

法有肯定者也有否定者。肯定的如果德里耶（Maurice Godelier）和葦娜（Annette Weiner），見果

德里耶《禮物之謎》，頁 82-103，尤其是在第 99 頁肯認地說：「我們看到牟斯在比較冬季贈禮節、

庫拉和毛利人的 taonga上是正確的」。葦娜也肯定 Kwakiutl 族的銅器、毛利人的 taonga 和庫拉的

貝飾三者起著相同的作用，見 Annette Weiner, ‘Inalienable Wealth’in American Ethnologist, Vol. 12, 

No. 2 ( May, 1985), p. 222.此文章的中譯可參考張帆如譯〈不可異化的財富〉，收錄於《群島之洋：

人類學的大洋洲研究》，童元昭主編，台北：商務印書館，2009 年，頁 115-148。不過很顯然地，

譯者把 inalienable 翻成「不可異化」是錯誤的。反對者有 Alain Testart，他極力澄清誇富宴和 Kula

本質上的不同，見〈不確定的「回報的義務」：論牟斯〉，黃惠瑜譯，《中外文學》第 33 卷第 6

期，2004 年 11 月，頁 33-50。於是，相對於牟斯標榜的「嚴格的比較法」（une méthode de comparaison 

précise），Testart 主張用類型學分析，並要求對禮物、債務、義務等有更精細嚴謹的界定。 

形式基本上涉及兩個層面，

除了三重義務之外，就是贈禮的全面性特徵。所謂的全面性又有兩個含意，首先，

交換往往不單單是個人之間的事，而是以集體為單位的，小至家庭大至部落、氏

族。此外更重要的全面性意義是，人們交換的並不僅僅限於物資和財富、動產和

不動產等在經濟上有用的東西，而是有更廣泛的內容，首要交流的是禮節、宴會、

102 在筆者所知的中文文獻中，邱澎生是少數抓住《論禮物》整個標題的關鍵的。他注意到「形

式」與「理性」，不過他認為形式是一而理性是多，這和我們的解讀不同。見邱澎生〈「物」（thing）

的理論：由《禮物》與「實質論、形式論」爭辯談起〉，網址： 

http://idv.sinica.edu.tw/pengshan/MaussandPolanyiOnThings.pdf 
103 Ora Avni 認為這是「把累積的原理置放在單一價值的同質性內」（it situates the principle of 

accumulation within the homogeneity of a unique value）。不過 Avni 認為牟斯這種單一原理的作法乃是

形上學的建構，有違經驗方法，這是我們不同意的。見 Ora Avni, ‘The Semiotics of Transactions: Mauss, 

Lacan and the three Musketeers’in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100, No. 4, French Issue ( Sep., 1985), p.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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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軍事、婦女、兒童、舞蹈、節日和市集。就因為這兩點全面性的特徵，牟

斯把禮物交換稱為「全面呈獻」（prestation totale）。104而這幾乎已經牽動到社會全

部的面相，所以牟斯把禮物交換視為「全面社會現象」（phénomène sociaux totaux）

的一個典範，他建議我們至少可以從五個向度來研究：宗教、法律、道德與經濟

（這三者又涵蓋了政治與家庭）、美學、社會型態學。105

 

第二個問題焦點著重在

「力」，此乃針對標題中「理據」的部分，牟斯把它理解為「物之力」（la force des 

choses）以及「贈與物之靈」（l’esprit de la chose donnée），牟斯透過分析它們來還

原出回禮的動力因根據。 

一旦禮物交換的形式與根據確定下來，我們就可以回到問題：誇富宴在這些

交換形式中佔據著甚麼位置？為什麼巴塔耶專挑這種形式來討論？並非所有的

禮物交換都是誇富宴，它只是其中一種特殊型態。一方面，就牟斯的學說裡一種

不那麼彰顯的演化論中，誇富宴是較古老的交換與古代個人契約之間的過渡型

態，它比美拉尼西亞和玻里尼西亞兩個地區有更明顯的信用（crédit）和期限

（terme）觀念，也就是榮譽觀念，它涉及的不外乎是頭銜的轉讓與穩固既有的

等級，或是爭取新頭銜和地位。因此牟斯才會把誇富宴掛在〈榮譽與信用〉

（l’honneur et le crédit）這個標題底下討論；
106

 

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正是

這個榮譽心態逼著誇富宴從一般的全面呈獻走向一種激進的特化型態，牟斯稱之

為「全面呈獻的競戲型態」（prestation totale de type agonistique）。這些部落民族為

了面子、名譽、聲望和社會位階，為了表現出對財富累積的不屑和藐視，不惜破

壞物品為了讓對手敗陣下來，把對方壓垮，置對方於自己名字的陰影下。我們看

到對誇富宴的經典描述： 

在某些情況下，這甚至不是送禮與回禮的問題，而是毀壞禮物的問題，

以便不想讓人看出自己想要別人回報的樣子。人們把油或鯨魚油整箱整

箱地燒掉，燒掉房舍與成千上萬條毯子：人們砸碎各種最昂貴的銅器，

把它們扔到水中，以便打垮對手。人們不僅這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

而且還提高自己家庭的社會地位。因此，正是在這一法律的與經濟的體

系中，大量的財富不斷被浪費與轉讓掉。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可以把這

些轉讓稱為交換，或者是貿易、出售。但是，這一貿易是貴族性的，充

                                                 
104 關於這一詞的中文翻譯，汲喆翻成「總體呈獻」，余碧平翻成「完整供應」，汪珍宜、何翠萍

翻成「全面性報稱」。我們在此考量到為了跟「全面的人」（l’homme total）一貫，所以翻譯成「全

面呈獻」。見《禮物》，汲 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此譯本從法文迻譯過來，不過根

據版本不詳。《社會學與人類學》，余碧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 年。此書是根據 1995

年法國大學出版社第六版的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譯出。《禮物：舊社會中交換

的形式與功能》，汪珍宜、何翠萍譯，台北：遠流（新橋譯叢 17），2001 年，根據的版本是英譯

本：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translated by Cunnison, London: Cohen 

Press, 1954. 注意法文中的「理據」被翻成英文的「功能」了，或許這又是一個涂爾幹學派在英

語世界被轉形成結構功能論的一個示例。 
105 Essai sur le don, p. 7. 
106 不過誇富宴在《論禮物》一開頭的〈導論〉就已經提了出來，可見它是整部研究的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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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禮節與慷慨。而且，無論如何，一旦它受制於另一種精神，旨在立

即獲利，那麼它就成了特別受人輕視的對象。 
 
有時候辦席者不惜殺了奴隸和狗群來展示對財產的藐視。誇富宴之所以是一般禮

物交換的特化形式，是因為跟榮譽地位更緊密相關。107

 

在這種極端形式的背後，

牟斯真的的旨趣是對經濟人展開批判並思想人性的另外一種可能： 

我們西放社會只是到了相當晚近才把人當作是一個「經濟動物」（animal 

économique）。不過我們還沒有完全變成這副樣子。在我們的大眾與菁

英之中，純粹且非理性的耗費（la dépense pure et irrationnelle）還是通行

的規矩，而且仍然是我們貴族頑固的特色之一。經濟人（L’homo œ

conomicus）不在我們身後，而在我們前方，道德人、義務人、科學人、

理性人莫不如此。在過去的無盡歲月中，人們都未曾是這樣的人。人成

為機器，成為複雜的計算機器，實在只是不久前的事。 
 
在此我們不但看到了餽贈的人（homo donator）108

 

與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

的對抗，更看到純粹且非理性的耗費對巴塔耶的啟發。但巴塔耶到底從誇富宴看

出了甚麼不一樣的東西？ 

貳、巴塔耶：喪失原理的提出 

 
當人們指責巴塔耶忽略了牟斯禮物交換中所要呼籲的互惠、合作與團結，這

一開始就錯過了巴塔耶的著眼點。依他之見，交換根本是次出的意義，最理想的

贈禮是不進入交換，因此巴塔耶的目光只瞄向誇富宴而不管其他交換形式，因為

唯有誇富宴不管在理想上或是現實上都可能不交換。巴塔耶在〈耗費的觀念〉特

別引用了牟斯《論禮物》的一處註腳的話說道，誇富宴背後最深沈最理想的心願

是「一次的」，即主人辦了一次誇富宴卻不求回報，109

                                                 
107 除了西北美海岸，我們可以補充一個亞洲地區也就是緬甸的例子：「在理論上，克欽人的階級

區分有卡斯特的性質，亦即它是一種儀禮性的區分。顯貴的人士出生就決定的。比自己高階的人

應享有榮耀（kungga），即使此人一貧如洗並心智低能亦然。榮耀是透過致敬來表示，主要的方

式如奉獻禮物。......於是在理論上，高階的人收受低階的人奉獻的禮物。但這並不代表任何永

久的經濟利益。禮物的收受者皆因欠贈與者一筆債（卡）。收受者暫時享有這比債（lu，持有、

喝），但贈與者才擁有這筆債（madu，支配）。因此很矛盾的，高階的人雖照規定是禮物的收受者，

但一直有一種社會性的壓力逼使他要更大方地回贈。否則人家會認為他卑鄙下賤，而卑鄙的人就

有喪失身份之危險。因為克欽人雖認為階級高是天生的，也不承認個人可以爬升，但他們一直以

為人是會「走下坡」（gumyu yu），亦即喪失階級身份」。見李區（Edmund Leach）《上緬甸諸政治

體制》，張恭啟、黃道琳譯，台北：唐山，民國 92 年，頁 175。 

更精確地說是粉碎了對手

108 這個詞乃是借用一本書的標題：Jacques T. Godbout, Le don, la dette et l’identité: homo donator vs 
homo oeconomicus. Montréal, Boréal, 2000/ 
109 Essai sur le don, p. 55.巴塔耶的引用見’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in Visions of Excess, p. 12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回報的能力，這等於是把雙向的禮物流通變成單向的施惠，讓對方永遠臣服。巴

塔耶正是把握住這種精神並把它放大了，使得禮物與其說是交換，不如說是不交

換，而是耗盡、放棄，而這讓我們隱約看得到人與物的本質關係，這就是為什麼

要從這種最激進的角度來看禮物的理由，哈伯瑪斯對他的理解十分精當： 
 

巴塔耶對交換禮物做為建立起相互義務所具有的社會整合功能並不感

興趣。他忽略這一層面，目的是為了突出揮霍、破壞和故意損失自己的

財產而又不追求任何對等回報這一更加值得重視的層面。110

 
 

在《被詛咒的部分》第一卷《消盡》中，巴塔耶用了六個命題來討論誇富宴，除

了第六點是較複雜的綜合式說明外，我們濃縮為如下要略： 
 
（1）禮物被縮減成權力（pouvoir）的獲得，這是悖論。如果最終的問題是關心

財富的獲得而非財富的耗散，那就不存在著誇富宴。如果我們內在存在著能量運

動，而且它不能簡化為用處，我們面臨兩個相反的運動：一方面我們必須超越到

日常的限制外邊，另一方面我們又要把這超越（dépassement）帶回到我們的界限

內。問題的關鍵在於把過多的事物揮霍掉。贈禮這個行動具有某種德（la vertu），

它超越了贈禮者，但在禮物交換的往返中，贈禮者這個主體把贈禮的超越性挪為

己用了，他把贈禮之德視為自己的資產，也就是權力。於是贈禮者透過對財富的

藐視來豐富自己，而這需要公開展示的。誇富宴背後人的本願衝動是：想要把宇

宙無邊界的運動和屬於自己的邊界結合起來。 
 
（2）人既想要不受限制的同時又想要受限，這造成禮物顯而易見的荒謬性。禮

物跟表面看到的相反，贈與表面上是損失，但實際上帶回利益。不過這並非最深

層的含意因為最理想的誇富宴是一次的，不再接受回報的。 
 
（3）位階的獲得（l’auquisition du rang）。誇富宴不能總結為一種想要損失的慾望，

不過它幫送禮者帶回來的東西，與其說是不可避免的回禮，不如說是位階和等

級。另外，我們不可把威望、榮耀和位階與力量（puissance）混淆起來，尤其是

當我們只從強力（force）和權利（droit）來考量力量。人的分化的基礎在於威望、

榮耀和等級，而非力量或權力。所謂的榮耀並非是奪取別人的地位與財富，而是

在於瘋狂熱烈的運動以及無度的能量揮霍（dépense d’énergie），誇富宴正是最其

最可見的形式。 
 
（4）誇富宴的首要基本法則。在某些時刻，社會恆常支配的資源過剩不能成為

完全挪用的對象，它不能為了生產力的增長而被使用，它必須耗費殆盡，但這耗

                                                 
110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7,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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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本身又變成了挪用的對象。在耗費中被挪用、領有化了的事物就是它給予耗費

者的威望，而這威望決定了他的位階。弔詭的是，在社會中去佔有一個位階跟去

佔有一件器具、一塊土地的方式是相同的。如果佔有位階最終仍是一種獲利，那

麼它的原則是決心的耗費。 
 
（5）含糊與矛盾。人透過鋪張浪費來表現出對資源用處的否定，但人卻又誤用

了這種否定。也就是說，人一方面透過否定財物的奴役性來彰顯生命的真諦和尊

嚴，另一方面卻又再度對這種否定做一種奴役性的利用。地位本來是對立於物

的，位階的建立在於聖性（sacré），然而一般位階的排序方式都是以階序（hié

rarchie）之名進行的。那些從俗性功利層面抽離出來的聖性事物，在現實面上又

變成可用之物。巴塔耶說這是一種自欺欺人，也是一種非理性。位階符應了理智

活動，而理智總是把對象簡約為物。所以，誇富宴的矛盾不僅展現在歷史上，更

深刻地展現在我們的理智運作。111

 
 

巴塔耶要我們看到甚麼？首先，誇富宴是個對我們而言超乎常理、不可思議

的浪費。它不可思，不可議，也不可「理」喻，無法進入 logos，它是認識的陰

影： 
 

不管是在獻祭還是在誇富宴，在歷史行動中還是在沈思中，我們尋找的

向來是一種定義上無法把握的陰影（ombre），我們徒勞地把它稱為詩，

或是激情的深度與親密性。我們必定受騙，既然我們想抓住這陰影。如

果認識（connaissance）不解體的話，我們便無法迄及知識的最終對象，

而知識的目標是把對象化消到屈從可管制的物之條件。知（savoir）的

最終問題和消耗（la consummation）的最終問題是一樣的。112

 

 

但這只是對我們的理性而言，因為我們的理性的特徵就是巴塔耶所謂的清晰的意

識，或是一種屈從性的意識，導致我們無法從佔有和有用性的觀點超離而出去看

待，因此誇富宴造成了認識的失敗，誇富宴成了謎團，人自己也成了謎團。但如

同克羅索斯基所說的：「浪費和心理錯亂的寫照放在整體的經濟裡頭是正常的。

『理智』看來是非理性的特殊形式，幾乎是非理性最缺德的諷刺漫畫」，113

                                                 
111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pp. 70-76.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p. 68-74. 

可不

可能情況正好相反：從誇富宴的精神來看，佔有和累積的精神反而才是非理性，

就好比我們可以從精神分析的立場來斷言精打細算的理性其實是一種精神病，或

是像尼采把蘇格拉底的理性診斷為一種疾病？不過為了避免界定上的無法確

定，讓我們先不要進入這種Gorgias式的把名與實模糊掉的修辭策略，還是把理性

（包括認識的與實踐的）與佔有原理等同起來，如巴塔耶本人所界定的：理性主

112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p. 76.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74. 
113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translated by Daniel W. Sm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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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rationalisme）的精神就是把人類活動歸約為生產和財富的保存。114

 

於是，誇

富宴，做為認識論的課題，就是要我們重新尋回認識的能力。這要求我們從佔有

精神的對立面出發：喪失的精神或喪失的原理（le principe de la perte/the principle of 

loss）。 

如果沒有在誇富宴中看出另外一種原理，那麼就算像牟斯從中找到走出自身

（sortir de soi）的智慧，我們仍然會卡在利己/利他、強制/自由的兩難矛盾。
115因

此，巴塔耶一開始就無須隱諱誇富宴的暴力本質，相反地他還特別凸顯這種暴

力，這讓那些對誇富宴進行「左派批判」的途徑對巴塔耶並構不成批判效力（對

牟斯則多少可以成立）116

 

。當然如果我們順著巴塔耶的思想來推，左派批判對牟

斯而言也未必成立，牟斯的矛盾其實勿需選邊站來解決，因為這正是誇富宴的

non-sens：一旦跨入聖性領域，意義是可以雙向的、自我衝突的，簡單地說，人

並不是那麼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因為他被非物原理推動著，可是又要從物的原理

尋得理性解釋。然而，在這種誇富宴的暴力底下我們遇到了喪失邏輯（the logic of 

loss）或是喪失原理最困難的問題，就是如果沒有物的存在，我們要如何去理解

失去？我們很難從一開始就一無所有的狀態去認識損失和捨棄，最具有反差的認

識方式是從擁有一切到一無所有。要先擁有，才能失去，才懂得甚麼叫做失去。

要先擁有越多，我們才能失去越多。我們累積更多，是為了有能力喪失更多，而

非反過來：為了累積更多，我們就得先捨棄更多。所以動力因的不同決定了兩個

截然不同的運動。 

                                                 
114 ‘Le rationalisme a représenté le plus souvent l’activité humaine comme réducible à la production et 

à la conservation des biens.’’Le rationalisme...’, OC, II, p. 155. 
115 如果我們把《論禮物》結論部分的文字和最前頭〈導論〉的文字擺在一起對讀，我們必會相

當訝異，在〈導論〉所預示的結論是：「這些所謂的自願的呈獻，表面上是自由、無償的（libre et 

gratuit），實際上卻是強制、重利的（contraint et intéressé）；從外在形式來看，呈獻差不多總是慷

慨大度的贈禮，但其實，在與交易行為相伴的這些行為中，只有虛構、形式主義（formalisme）

和社會欺騙，說穿了只有義務和經濟利益」。不出所料，許多人指出牟斯整部禮物研究存在著一

種顯眼的不一致，如 Christian Arnsperger 所說的「一種精神分裂，一邊是互助合作，一邊是關於

角力與敵對的駭人邏輯」。Christian Arnsperger, ‘Methodological altruism as an alternativ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optimization’ in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Volume 3, Number 2, 2000, p. 129. 
116 像是 Alain Testart 除了指出牟斯的理論除了有獨尊交換論（l’échangisme）的盲點外，更沒有碰

觸到非平等的階級暴力對於平等交換的凌駕，以致於牟斯用理想性的投射掩飾了現實面的剝削與

痛苦，因此他除了提醒我們不要看不到「債奴」這種暴力外，還建議把誇富宴的水平交換運動整

合到每個交換單位中的垂直剝削運動。Alain Testart and Amy Jacobs, ‘The ex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debt slavery’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02, 43-1. pp. 173-204. 牟斯在一處提及西北美印地安

人的「債奴」（l’esclavage pour dette），Essai sur le don, p. 55. 也提及殺奴隸的現象，不過便沒有深

究。我們從美洲西北海岸的文化層考古證據可以得知，大約在「魯珀特王子港二期」(Prince Rupert 

Period II, 1500 B.C.-A.D. 500)開始出現劇烈的社會分層化，也出現被蓄意破壞的骨骸，學者推斷這

些是奴隸的證明。見 Kenneth M. Ame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Ranking on the Northwe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in American Antiquity, Vol. 46, No. 4 ( Oct., 1981), p. 795. 關於晚近西北美奴隸制的研究，

可參考 Kenneth M. Ames, ‘Slaves, Chiefs and Labour on the Northern Northwest Coast’in World 
Archaeology, Vol. 33, No. 1, The Archaeology of Slavery (Jun., 2001), pp. 1-17.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Author=Christian+Arnsperger�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1386-2820/�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1386-28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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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麻煩的是，在各種實然面上，喪失邏輯往往又變回了為囤積邏輯而服務

的算計手段，它本身就消失了而被接回功利目的的迴路裡頭。這就是我們在〈導

論〉所提到的兩種原理混合一體的難處。誇富宴就是一種混合體（mikten）。即

使像在誇富宴那麼極端的例子中，我們觀察者也可能混淆了這兩種原理，甚至實

踐者本人也可能混淆了，這就是巴塔耶要我們看清楚的：那些西北美印地安原住

民往往再度把失去又變回取得，把對物的超越與否定再度自我領有化。他們隱隱

約約受到一股想要喪失一切的衝動，但一來又沒辦法說清楚那到底是甚麼衝動，

二來又給敢失去一切的人保留一個位置，這造成了巴塔耶所謂的矛盾與含糊性。

不過也正由於誇富宴這種對清晰理性而言的瘋狂行徑保留了對喪失原理的敬

畏。民族誌與古代史料透露了人類在更原始的狀態都深深受到至高無上、神奇事

物的吸引，而那些事物往往是沒有用處和價值的。人類是以這些事物為軸心來運

轉勞動的世界，並在節慶場合刻意展示這些無價之物，而誇富宴只是其中一種比

較離奇激進的例子，它以失去和純粹的耗費來展示，這不僅造成實踐領域中禮物

交流的不可能，更造成思想領域交流的不可能，如 Hollier 所言： 
 

事實上，耗費是一種不對等（unequation）。......耗費是非思想的、消

盡一切的用盡，是撕裂的思想，是思想的撕裂（Dépense: unthinking 

all-consuming expenditure: the thought of ripping apart/ the ripping apart of 

thought ）。耗費是一種不對等，若根據交換和溝通，耗費是無法被思考

的：因為它是不可測準的（它是如此巨大乃至於人們只能在其中迷失），

它無物可溝通（它摧毀了溝通的結構，要在它那裡認出訊息、傳訊者和

收訊者是不再可能了）；誇富宴的不對稱性（dissymmetry）是巴塔耶對

於這種不對等最中意的例子。117

 
 

所以一旦巴塔耶的說法成立，那將徹底顛覆整個傳統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的政治

經濟學的前提，那就是財富累積背後的真正動機並不在於儲存而在於耗費，而且

是非生產性的耗費。此處我們看到了不同於馬克思主義的地方，後者「假定權力

衍生於經濟，並相應地假定經濟的心理學無力外都是佔有的心理，這樣必然會否

認或低估古代社會中權利存在的可能性」。118相反，特權的起源不是透過勞動與

物，也不是透過經濟理性，而是上述的威望、榮光與位階。 119

                                                 
117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p. 92. 

巴塔耶用威望

118 Norman Oliver Brown《生與死的對抗》，馮川、伍厚愷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頁

269。 
119 在這裡，巴塔耶反而不若馬克思而接近韋伯：「卡理斯瑪對於有計畫的、理性的贏取錢財，總

是覺得有損品格而加以拒斥。......純粹的卡理斯瑪與一切有秩序的經濟相對立。它毋寧正是那

非經濟性（Unwirtschaftlichkeit）的力量」。韋伯，《支配社會學 II》，康樂、簡惠美譯，台北：遠

流，民 82，頁 294-95。不過對巴塔耶而言，這種異質性的魅力恐怕更是所有支配類型之母。哈

伯瑪斯的看法跟我們頗為一致：「至高性和權力從一開始就融合一起，而且，這種融合可以用來

佔有剩餘價值。......巴塔耶不會採用歷史唯物論的政治經濟學解釋，因為，這種解釋關注的依

然是社會勞動系統內部的變化，而不是經濟與暴力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種暴力既不是建立在經濟

基礎上，也不是建立在計算理性基礎上，而是做為理性的他者，一開始就超越了人與外部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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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tige）這個詞很有意思，它不單指聲望、威信，還有魔幻、魅力、吸引力的

含意，這正是聖性的基本特質。於是，這種力量使勞動遠離而又讓財富為之聚攏，

而聚攏乃為了喪失，喪失意味著保持在不役於物的狀態。擁有特權的人之所以重

要，乃在於他與他人的關係中永遠不被置於與主體相對立的客體之位置。120

 
 

一旦喪失的邏輯被肯定之後，接著我們才能進一步追問：那個揮霍者是甚麼

樣的存在？巴塔耶在（1）與（2）指出，那是一種想要把自己解除物與自我的限

制的衝動，仿效那無限制的宇宙，正如我們在〈導論〉那裡藉由與柏拉圖《斐里

布斯篇》的比較而顯現的，面對無邊無盡的宇宙，一種無畏無休的模擬精神油然

而生。然而，這種行動又回到物（被回報以更多財富）與我（獲得權力與頭銜）

的限制，不過至少我們肯定了那非限制的存有狀態。 
 

如果喪失原理要指向一種單一本質，那正好是無以名狀的內在狀態。理解它

的困難就在於它雖然是內在性，但在人類歷史上不得不外顯展現為具體的人的特

權或地位，而且其展現方式散落在龐雜的各種形式中。比方說，我們很難抽離具

體的王權的認知去抽象地想像甚麼是王的狀態。另外，每個喪失原理的實踐者（比

方說原始民族）對這種原理的自我詮釋也多不足取，他們往往訴諸神話權威，而

那些話語多半混雜了功利理性。所以 Comay 認為巴塔耶不是天真的復古、尚古

者，畢竟： 
 

沒有那種不已經包含在世俗理性所策劃的至尊性之歷史形式。甚至最

「原始」的Tlingit族和Kwakiutl族的誇富宴都已經被獲取地位和權力

的算計弄得不純粹了。早先的誇富宴已經陷入交換的理性迴圈。
121

 
 

所以民族誌與古代史料只是讓我們看到這些反常、罕見的事例，但唯有哲學試圖

從綜覽的觀點去把握完整的統一體。然而困難的是，這種統一性又難以捉摸，它

是內在狀態或是內在經驗，無法用任何客觀的外在形式來描摹出來，可是我們又

不得不透過物來揭示這個相同者。所以當巴塔耶在《被詛咒的部分 I：消盡》所

舉的不管是歷史資料：阿茲特克獻祭、誇富宴、伊斯蘭、藏傳佛教，還是當今案

例的馬歇爾計畫，我們甚至可以繼續幫巴塔耶補充例子：婆羅門種姓、法老王神

權、沙門僧團、日本天皇......這些事例都是擬像，都是展示甚麼是超越於物的存

在狀態。它們都是對喪失原理的模仿，但我們不能說哪一個是最真實的，更無法

指出哪一個就是喪失原理本身，因為不存在著本真與假冒的差別。 

                                                                                                                                            
物質交換過程。所以巴塔耶繼承了韋伯對資本主義的宗教倫理解釋，根據宗教史，把資本主義一

直追溯到最初道德對衝動的管制，認為它先於歷史上一切王權形式和剝削形式」。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239. 
120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86.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p. 240-241. 
121  Rebecca Comay, ‘Gifts Without Presents: Economies of  “Experience” in Bataille and 

Heidegge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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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巴塔耶卻不容許喪失原理和佔有原理的混淆，我們可以從誇富宴的例子

學習如何把握巴塔耶分判事物的原則。晚近有學者一反韋伯對於資本主義的解

釋，認為後期資本主義已經不再以老式的新教倫理那種冷峻、計算、預見為前提，

而轉變成為誇富宴資本主義（potlatch capitalism），它不以理性計畫為主導，相反

地，它的原理是不確定性、不可計算性以及冒險，投資客也不再是利益算盡的精

算家，而是賭上一切，要嘛致富要嘛破產的英雄。有論者認為，這種為資本主義

辯護的非理性的、反布爾喬亞的版本，反而離奇地呼應了巴塔耶對誇富宴的理

解。122我們會說，巴塔耶必然會反對這樣的結論。縱使他也承認資本主義不完全

是計畫，也有遊戲、冒險的成分，尤其是在股市，但關鍵是我們要看出到底哪個

原理起著支配作用。依他之見，資本主義還是以佔有為前提，把隨機與風險降到

最低，所以這容不下誇富宴的精神。123

 
 

我們不妨引 Comay 對巴塔耶解釋誇富宴的評論來做個小結。她說我們要留

意，不可將誇富宴的本質和一般送禮相混淆，誇富宴和禮物交換最大的不同在於

後者會建立感激，而感激就是一種承認或認可（reconaissance）： 

 

感激本身不能算是對禮物的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回應。

在限制經濟中，感恩是中介性的認可（mediating recognition），它透過象

徵性的歸還來卸除債務，透過把禮物重新寫入互為主體的交換迴圈來把

禮物烏有化。而在普遍經濟中，無限的禮物所激起的感激是這麼極端，

以致於沒有回報能被思想。124

 
 

這裡提到了普遍經濟和限制經濟的對立，這引出更根本的問題：甚麼是經濟？經

濟如何討論非物？喪失原理本身又有甚麼依據？為什麼我們得喪失？誇富宴做

為一個楔子，帶我們正式進入巴塔耶哲學的基礎論，也就是普遍經濟論。 
 

第二節 無所用與瞬間：普遍經濟論的時間原理 

 

                                                 
122 誇富宴資本主義由 George Gilder 提出，相關的討論見 Jean-Joseph Goux, Kathryn Ascheim, Rhonda 

Garelick, ‘General Economics and Postmodern Capitalism’,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p. 206-224.不同意這種論點的見 Ross Anthony, ‘”This is Not an Exit”: The Sacred in the 

Age of Consumer Capitalism’, Apple Igrek, ‘Concrete Containment in Late Capitalism, Mysticism, the 

Marquis de Sade, and 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 Colloquy Text Theory Critique, No. 15 (2008), pp. 

96-114. 
123 ‘La limite de l’utile’, OC, VIII, p. 220. 
124 Rebecca Comay, ‘Gifts Without Presents: Economies of “Experience” in Bataille and Heidegge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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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系統性的界說 

 
普遍經濟論是巴塔耶哲學的基礎論。當我們以普遍經濟論做為整個討論的出

發點，這表示我們試圖從系統的角度來考察巴塔耶的人性理論。系統的討論有兩

層意義：第一層意義是普遍經濟思想的共時性對歷時性的優先性，第二層意義是

普遍經濟論對於其他取向的優先性。這兩者的合理性何在？ 
 
我們先用生成史的角度按照年代順序把跟普遍經濟論相關的文本排開。在

1949 年《被詛咒的部分I：消盡—普遍經濟論的嘗試》的〈前言〉中，巴塔耶說

這本書已經醞釀了十八年，
125由此往前推大概是 1931 年左右。用他的思想去印

證這個時間點，的確有某種吻合，因為在 1929 年的〈薩德的使用價值〉中，誇

富宴被放在異質學的綱領中，但只是後者的事例之一，還沒有原理般的地位; 然

而在 1933 年的〈耗費的觀念〉裡頭，誇富宴的喪失原則躍升為主導性的思想方

案。在下一個階段，我們看到一份巴塔耶於 1939 到 45 年間累積並整理的資料，

它掛在「有用性的限制」（La limite de l’utile）這個標題底下，就標題與內容來看，

這份檔案已經涵蓋後來《被詛咒的部分》（尤其是第一卷）所要討論的範圍了，

內容有相當高的重疊性，禮物經濟也被推闊到太陽尺度的思考。126接著很重要的

是，從 1939 年起筆而於 1944 年出版的《有罪的》，雖然沒有「普遍經濟論」的

字眼，但卻提出了最基本的命題：生產的能量總量總是多過生產所需要的總量。127

再者，寫於 1944 年的《論尼采》出現「普遍經濟論」的用語即其相關的小小討

論，128而隨後我們在寫於 1945 年左右的〈沈思方法〉又看到「普遍經濟論」字

眼的出現，129而同樣的用語出現在 1946 年一份題為〈宇宙尺度的經濟〉（L’économie 

à la mesure de l’univers）的手稿。130

                                                 
125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22.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12. 

另外我們看到在 1947 年的〈從存在主義到經

濟的優位性〉一文中，巴塔耶對普遍經濟做了更清楚的界說。最後就是我們看到

於 1949 年《被詛咒的部分I：消盡—普遍經濟論的嘗試》以及往後以普遍經濟論

為標題的第二卷《色情史》和第三卷《至尊性》，直到 1956 年的〈黑格爾、人類

126 見’ La limite de l’utile’ OC VII, pp. 181-280. 以及 OC VII, p. 502 的編輯說明。另外，從編輯說

明中我們推測「被詛咒的部分」這個用法至少不會晚於 1939 年。 
127 此處的脈絡是在討論獻祭、笑、詩歌和狂喜：「在一般的方式中，只要提出質問是笑聲、詩歌...

它就和過剩能量的耗費或消盡有關。所生產（獲取）的能量總量往往多過生產（獲取）所需的能

量總量（D’une façon générale, en tant qu’elle est le rire, la poésie...la mise en question va de pair avec la d

épense, la consommation des sommes excédentes d’énergie. Or, la somme d’énergie produite(aquise) est 

toujours suérieure à la somme nécessaire à la production(lacquisition)）」。Le Coupable, OC V, p. 358. 

Guilty, translated by Bruce Boone, with Introduction by Denis Hollier, The Lapis Press, 1988, p. 137. 
128 Sur Nietzsche, OC VI, p. 60. On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Bruce Boone, with introduction by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 pp. 37-38. 
129  Mé 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15.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284. 
130 OC VII, p. 14.以及編輯說明：OC VII, 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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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歷史〉，我們看到普遍經濟論、聖與俗、主奴辯證三者在獻祭論中產生了驚人

的結合。 

 

這種編年式的展開主要目的並非在做巴塔耶的經濟思想史的考證，131而反而

是為了說明巴塔耶普遍經濟論思想的一貫性以及提供我們系統性闡釋的正當

性。原來，〈耗費的觀念〉所提出的「喪失原理」以及生產性/非生產性的耗費之

區分，這些基本命題在巴塔耶往後的思想並沒有發生甚麼變化。當然，巴塔耶的

思想有明顯的發展與轉折。就經濟思想而言，如何從經濟說明瞬間消盡的狀態，

以及把誇富宴邏輯提高到太陽經濟，132

 

這是 40 年代初最大的突破。但畢竟巴塔

耶的思想不像柏拉圖的早中晚期的對話錄，也非康德的批判前後，也不若佛洛依

德先後版本的本能理論，在思想詮釋上，比較不會有時序錯謬的問題。至於一些

思想階段的差異，我們在行文中稍做說明和提醒即可。 

而以系統的方式來看待普遍經濟論的第二層意義在於它對其他路數的支配

性。曾經被巴塔耶冠以「學」133之名的還有「異質學」（l’hétérologie）、「排泄學」

（scatologie）、「聖社會學」（sacré sociologie）。異質學是巴塔耶思想的另外一個

重要的基礎論，它甚至比耗費觀念出現更早，而且巴塔耶也曾擬出異質學的整個

架構，其探索的領界之廣闊是頗為驚人的。134不過巴塔耶傾向與把異質領域消化

在內在經驗和普遍經濟論兩個脈絡中，135

 

異質學逐漸不再以獨立的系統性論述出

現。反之，我們認為普遍經濟是為期最久、整合性最大的，雖然一來它未必可以

全面涵蓋巴塔耶的思想總體，二來它也不是一套結構嚴謹、把森羅萬象的各個環

節都嵌合在確定位置的體系，而是一個不斷擴充、修正的思想方案。我們將看到，

普遍經濟論確實無法全面顧及並有效說明巴塔耶的思想版圖，但它卻也是範圍最

廣且扎根最深的理論，故我們名之為巴塔耶哲學的基礎論，理由在此。 

                                                 
131 Allan Stoekl 在一篇用功頗深的論文中，透過巴塔耶的文本和外在國際政經局勢的交叉參照，

剖析巴塔耶與同時代法國、義大利「計畫經濟」（planisme）思想（Robert Aron 和 Amaud Dandieu）

的異同，並明辨出巴塔耶之耗費思想在不同時局脈絡的轉變。他指出，美國的經濟政策在巴塔耶

經濟思想的轉變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戰後的馬歇爾計畫。另外，Stoekl 此文的一個目的是

要反駁把巴塔耶解讀成法西斯主義的先行者（proto-fascist）。Allan Stoekl, ‘Truman’s Apotheosis: 

Bataille, “Planisme,” and Headlessness’,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p. 181-205. 
132 Benjamin Noys 說得沒錯，他認為〈耗費的觀念〉是政治批判與革命理念的發聲，而到了《消

盡》則有更多科學性的要求。此外，前者侷限在累積/誇富宴、資產階級/普羅大眾的對立，後者

則挪到地球有限空間/太陽無限餽贈的對立，見 Benjamin Noys, Georges Bataill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Pluto Press, 2000, pp. 103-104. 
133 相對地，法文的 économie générale 未必有「學」或「論」的含意，按巴塔耶之見，普遍經濟

是一種想法、視野和立場。不過這樣已經賦予普遍經濟一種很高的學理性格。我們在文中按脈絡，

有時候翻成「普遍經濟論」，有時候直接翻成「普遍經濟」。另外，我們不翻成「普遍經濟學」，

是為了避免造成跟經濟學有關的錯誤聯想。 
134 全集編者把它整理成〈異質學卷宗〉（Dossier Hétérologie）於 OC II, pp. 167-202. 不過我們可以

說，全集第二冊的文章大多是以異質學來展開的討論。 
135 依照譚家哲先生的閱讀，《被詛咒的部分》對等於理論異質學，《非神學大全》對等於實踐異

質學。見《形上史論》（下部），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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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何謂「經濟」？何謂「普遍」？ 

 

一、瞬間的經濟：從與列維納斯的交鋒談起 

 
我們現在要進入普遍經濟論的討論。當我們一談到經濟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

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囤積等概念時，我們未必抵達經濟的真實。誠然，這

些固有範疇都對應到了重要、基本的經濟活動，但經濟的更基層的原理是依賴關

係。因為生存上的依賴，我們才衍生出重要性、價值、利益等意義。這對一切生

物都是適用的。人類因為有了技術與技術而讓這些關係變得更複雜，讓我們脫離

生物學的情感而進入到嶄新的主客領域，包括勞力、佔有、財富和價格換算等。
136

而在這人創造出來的實在性（réalité）中，主體和客體都產生了變化，最後終於

導致經濟人（homo oeconomicus）的出現。跟基礎的依賴關係緊密連結的是生產

還有消費，還不涉及到交換或分配等其他後來衍生出來的活動。廣義的生產和消

費不是人的特權，生產泛指生物的尋找、獲取食物的能力，137

 

而消費則泛指一般

的把食物轉為己用的行為。巴塔耶的普遍經濟論就是把動物性的生命也納進生產

和消費裡頭，而對於生物層層彼此依賴的關係，他用「能量」的觀點來描述出來： 

經濟科學跟隨著生產對象和消費對象的流程，它考量人的或機械的勞

動。......但這些是不夠的。生產與消費對象並不能代表整體的經濟遊

戲。如果我們必須對遊戲的意義更加精確，那麼我們應該把遊戲所回應

的生理與料（les données physiologiques）視為基礎。既然動物性活動時

而是能量的獲取，時而是能量的耗費，這樣經濟遊戲就開始了。138

 

 

這裡首先突顯出來的意義是巴塔耶迥異於形上學的超越立場，他從進食與維生這

個最基礎的、最真實的具體條件入手。不單如此，對於生產系統中環環相扣的個

體存在狀態，他從「時間」視角來把握。於是，普遍經濟包含了能量和和時間兩

個原理。能量原理是最根本的、先行的，因為時間總是放在工具技術與生命計畫         

                                                 
136 Colin Renfrew 以考古學家的立場提出「符號的物質性」的觀點，這對我們頗有參考價值：「當

一個新的符號關係首次發展時，通常要先領悟或瞭解一個新的重要物質現實。此類新的物質現實

必須根植於對世界的體認，以及我們在世間的經驗，或與這個世界的物質交會。它意味著概念並

非只是先於現實存在的抽象解釋或心智主義式的解釋。相反地，它需要且涉及一種新物質現實的

發現或體現」。他以「重量」的測量和黃金的「內在價值」為例，說明了這兩者如何把人類帶向

更抽象的經濟思維。見’Neuroscience, evolution and the sapient paradox: the factuality of value and of 

the sacred’ in The Sapient Mind: Archaeology Meets Neuroscie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65-176. 以及《史前：文明記憶拼圖》，張明玲譯，台北：貓頭鷹，2010 年，頁 136-144。 
137 對巴塔耶來說，生殖繁衍也被包括在生產之內。 
138‘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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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參照總體方能凸顯的，但即使扣除掉技術總體的建構，大自然的能量依然可以

運轉如故。大自然，包括無機物和生命體，被巴塔耶理解為尚未被時間所中介的

連續性總體，而時間的中介跟工具-技術的中介是共生的;139

 

 用巴塔耶的觀念詞來

說，自然能量整體可以不用進入到「物世界」或「物秩序」而遊戲自如。就此而

言，能量原理是比時間原理更為根本的。不過一旦進入到技術的系統世界，我們

就非得把時間原理納入考量不可，因為它更精準地從時間的觀點區別出兩種能量

的耗費，並給予本質上的規定，所以我們並不是把普遍經濟硬生生拆成兩個原

理，而是方便從各有的側重面切入。基本上，這兩個原理是頗多重疊而相輔相成

的。 

我們以下要藉著分析〈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來考察普遍經濟論到底

何指，也就是說，我們要透過巴塔耶說明「存有」的取向來瞭解所謂的普遍經濟

是如何在其時間原理中展現出「普遍」性。這是一個有趣又重要的交鋒。乍看之

下，巴塔耶某方面和存在主義者 140「系出同源」，同樣獲益於科杰夫（Alexandre Koj

ève，1902 –1968）於 1933 至 39 年在巴黎的高等研究實踐學校（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所開講的黑格爾課程。除了這層外緣背景，於戰爭與被佔領期間

的《非神學大全》所經營的內在經驗，在內容上似乎也頗接近同時的存在主義。

不過這只是表面的貌似。事實上，對存在主義者而言，巴塔耶少用存有，141

 

而用

更多更實體化的範疇諸如太陽（就是字面意義上的太陽）、能量、耗損和經濟等

等而顯得更像是個唯物論者; 但對唯物論者來說，巴塔耶的整體性、連續性、內

在性、親密性等又有高度的存有學的色彩，更遑論「虛無」（néant）和「無」（rien）

這種直接是實體性對立面的範疇了。從存在哲學的立場來看，勞動關係中的人與

自然都是以存有為基礎的，而生存論的世界總是先於實踐義的世界; 站在唯物論

的角度來反觀，對存有的談論無法擺脫先驗的問與答，這只是另一種版本的觀念

論。如果沒有勞動實踐，生存義的世界也不會被打開。這兩端都想在基源上解釋

掉對方以顯示自己的基礎性。而巴塔耶是站在哪種立場？為了正本清源，檢視〈從

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是必要的。 

                                                 
139 這兩者也跟主體離不開，所以我們稱之為「知」的「主-客-時」三元結構。見第二章有關此

更完整的說明。 
140 如果放在現象學運動的脈絡，現象學式的存在主義早在 1929 年列維納斯譯介胡賽爾就開始

了，而沙特於 30 年代的論著皆屬之。若放在齊克果式的存在主義脈絡，Denis Hollier 則把它定在

1938 年 Jean Wahl 的 Études kierkegaardiennes。見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1937-39), edited by Denis 

Hollier,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viii. 此外，Denis 

Hollier 指出巴塔耶的〈耗費的觀念〉中的「觀念」用法，乃受到 Jean Wahl 的 1928 著作《黑格爾

哲學中的不幸意識》（Le Malheur de la conscienc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Hegel）的影響。見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p. 147. 
141 巴塔耶本人也說：「一個業已造成的誤解就是把我的哲學連結到存在主義。完全對立於沙特的

概念，我對這場運動的敵視之深，乃至於我向來避開用它的語彙，我甚至從不用實存的

（existentiel/existential）這詞（除非出於爭論的需要才用它）」。’ Dossier du «pur bonheur» OC XII, p. 

529. Notebook for “ Pure Happiness”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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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存在主義與經濟的交會，並不是通俗的「是與有」的對立，142也非用

辯證法去批判存有。 143

 

我們看到，巴塔耶這篇文章主要是藉由評論存在主義哲

學—尤其是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來對照出自己不同的哲學，並更進

一步主張他的經濟論比存在哲學更基礎，甚至可以有效說明後者的內涵。也就是

說，經濟論可以定位並說出存在主義想要講的東西。他的評論題為〈從存在主義

到經濟的優位性〉，就顯然呼應了列維納斯的書題：《從存有到存有者》（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這也表明了他要超越存在主義的取向而找到更根本的基

礎論，也就是經濟的優位性。 

那麼，如何從經濟的視角來說明列維納斯的il y a？就概念而論，il y a 已經

是外延最廣的範疇 144

 

了，它總攬一切。il y a 不能被比它小的事物所說明，相反

地，它是任何說明任何事物的基礎。更困難的是，就存有學層次而論，il y a 是

超越的，它總是超越於所有存在者的總合，既與後者保持分離，又能夠成為它們

的根基。而經濟，很顯然是個實在性的範疇。實在性的範疇如何證成超越性的il y 

a？尤為困難的是，il y a 既非主體亦非客體，它超越這兩者但又總是讓這兩者參

與其中。經濟這種客體性的範疇如何說明超乎主客之分的il y a？以下我們把巴塔

耶這篇文章分成兩個要點來討論。第一，巴塔耶是如何評論列維納斯的哲學？這

涉及到巴塔耶對於哲學言理（logos）的談論對象的認定。第二，如何把存在主義

哲學收攝到普遍經濟的視野？這涉及到巴塔耶對整個哲學話語的方法與內容的

認定。 

我先來看第一點。我們發現，巴塔耶並非全面反對列維納斯的il y a。相反地，

他對列維納斯的成果頗多肯定。甚麼是il y a？在《從存有到存有者》中，列維納

斯揭露了il y a既非感知主體，亦非被感知的客體，而是匿名的、非人稱性的無以

名狀的存在之顯現狀態。il y a 先於任何的名詞或實體詞以及基體（l’hypostase），145

而是動態的、動力的、發生的。il y a 突破了科學的實在論，它帶我們進入到科

學所無法看到的存在的親密性（l’intimité）。此外，列維納斯也提供了超越主體取

徑和客體取徑的第三種路徑，146

 

這些都是巴塔耶肯定的。那麼，巴塔耶反對的是

甚麼？其實這個追問是要引出更根源性的問題：哲學論述，或是說哲學語言，到

底講出了甚麼？甚麼才是應該被哲學語言道出的東西？現象學或存在主義所還

原出來的事物本身，跟巴塔耶認為哲學要談論的對象有何出入？ 

我們得回到 il y a 這個主題。Il y a 是被列維納斯的哲學話語所揭示出來的沒

                                                 
142 比方說佛洛姆（Erich Fromm）那種存在主義、馬克思和精神分析的三合一。 
143 如阿多諾對海德格的批判。 
144 當然，我們用「範疇」一詞只是在寬鬆的意義下來使用。如果把 il y a 當成是黑格爾式的思

維範疇或是概念，這剛好是列維納斯或海德格要反對的。 
145‘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4. 
146‘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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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者的存在之情狀。在列維納斯對 il y a 還原出來的描繪中，有個顯著的特

點就是如黑夜般的玄秘臨近：「黑夜就是對 il y a 的經驗」，它漫無邊際，卻又

不是空無一物，相反，它被存有者充塞，但全部的存有者又彷彿退場或看不到了，

正如暗夜。他發現布朗修的《黑暗托馬》對黑夜的描述頗精準地說出 il y a 的樣

態，而巴塔耶也順著列維納斯而特別引了大段的《黑暗托馬》，然而卻是別有目

的。為了甚麼？我們先摘引一小段來看： 

 

黑夜淹沒了一切，那幢幢陰影已是沒有希望穿透，但在一種極具強撼親

密感的關係中，現實卻得以捉補。他首先觀察到他還可以使用他的身

體，尤其是他的眼睛。這並不是因為他看見了甚麼，而是他所注視的，

時間一久就將他與他朦朧地感知到就是他自己並浸浴於其中的大塊夜

色建立起聯繫。......很快地，夜已讓他感覺比任何一個夜都更黑、更

恐怖，彷彿這夜真的就從一個不再反思的思想的傷口、從那諷刺地被非

思想之物拿來做為對象的思想中脫逸出來。這就是夜晚本身。那些造成

幽暗的影像將他淹沒。他甚麼都看不見了，但他一點也不驚慌; 他令這

視像的缺無成為他目光的頂峰。他那無法看視的眼睛，呈現出異常的比

例，並以一種過度的方式發展起來，而且就攤展在地平面上，讓夜透入

其中心以便從中接收日光。在這空無中，目光就這樣和目光的對象混淆

了。147

 

 

列維納斯本人認為布朗修上述的描述符合 il y a 的情狀，但這種符合，在巴塔耶

看來，反而見證了哲學語言的能力極限： 

 

列維納斯透過「形式一般化」（par une généralisation formelle）（換另外的

說法：透過「論解」discours）把那個在布朗修的「文學」（littéraire）文

本中純粹是存在的呼喊（le cri d’une existence）當作一個對象（comme un 

objet）來定義 [強調的部分是巴塔耶本人的]。148

 

 

換言之，il y a 本身能不能成為哲學研究的對象？這正是巴塔耶質疑和反對的。

不過他並不是反對哲學本身，而是質疑哲學的言理活動是否可以有效討論il y a？

而列維納斯正試圖用形式上的一般化論述來把il y a 確立為對象的，把生命當成

「認識」（connaissance）來把握，存有可以像對象一樣被我們清晰地認識

（connus）。簡言之，列維納斯要做的是用「論解的認識」（la connaissance discursive）

去把il y a 說清楚。149

                                                 
147 莫里思˙布朗修《黑暗托馬》，林長杰譯，台北：行人，2006，頁 16-17。 

但巴塔耶反問：哲學論述的任務是否要直接進入對存有的

描述？關於存在上的焦慮、煩憂，乃至忘我、狂喜，這些實存經驗是否應該直接

148‘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3. 
149‘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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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哲學的logos之體例來披露？或甚至是，言理有可能說出那些多出來的、過度的

非物嗎？巴塔耶對此提出質疑，他在寫於隔年的《宗教理論》直陳：「人們恐無

法用論解地方式（discursivement）來表達親密性」，150這是關於獻祭的; 而在《色

情史》一段觸及性愛的探索中，巴塔耶轉入一段文學化的描述，然後再跳回哲學

的言理論述並給剛剛的文學性示範下個評註：「訴諸一種不當的描述是很痛苦

的，而且這種描述注定是蹩腳的和文學性的，其最終意義指向對任何清晰意義的

否定」。151

 

所以依巴塔耶之見，諸如此類的描述都不能透過一般化、格述化的方

式而轉成哲學的言理。 

可是如此一來，吾人不免困惑納悶，到底哲學可以說甚麼？應該說甚麼？這

裡就轉入〈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的第二個要點：如何把存在主義哲學收

攝到普遍經濟的視域？這種可能性其實也蘊含在列維納斯本人的思想中了。為什

麼列維納斯可以、或根本不得不藉助文學和藝術經驗來捕捉 il y a 的樣態？那就

在於藝術經驗特有的非物性的存在型態，而這種存在又取決於瞬間對時間的對

峙： 

 

藝術是il y a 的途徑之一。藝術把對象從世界拔出來，但這只是出於這

樣的理由才成立：在世界中，對象除了在未來中否則沒有意義，以及，

藝術的意義在於眼前時刻。......如果我把興趣限制在眼前的瞬間，那

麼藝術就會滑向「是」的不可解的質材性（glisse à l’inintelligible matérialit

é de ce qui est）中，並且我的興趣會甦醒而消融在不可區分的廣袤之

中。152

 

 

這裡的瞬間，正是《從存有到存有者》的關鍵思想。指出瞬間與存有的內在關連，

是列維納斯對於海德格的突破之處。後者把時間規定為此在（Dasein）的綻出，

但對列維納斯而言這已經是落入次出、派生的意義了。一個瞬間在同它前後的瞬

間發生關係之前，首先蘊含了一個存在獲取其自身的動作。每一個瞬間都是一個

開始、一次誕生： 

 

構成瞬間之在場的正是它的轉瞬即逝。這種轉瞬即逝也是現在與存在之

接觸的充分條件。......現在和存在（être）的關係，與綿延中一個瞬

間到另一個瞬間的過渡，並不發生在同一層面上。當現在被限制於其自

身時段內加以考量時，它除了與存在的特殊關係之外就一無所有。沒有

甚麼會被留予後世。現在便是終點。而且在此意義上，現在是終止。瞬

間的關鍵是它的位置。但這個終止蘊藏著一個事件。153

                                                 
150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1. Theory of Religion, p. 50. 

 

151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00.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16. 
152‘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p. 301-302. 
153 列維納斯《從存在到存在者》，吳蕙儀譯，王恒校，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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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維納斯洞悉到瞬間的非時間本質，而巴塔耶接著說不管是時間還是瞬間，它們

的基礎都在於整個造化的能量運動，巴塔耶名之為 economie，我們只能勉強沿用

「經濟」這個翻譯： 

 

眼前的瞬間（l’instant présent）的意義或許可以由量上的遊戲中所認定的

價值來決定的？經濟為瞬間給出一個精準的含意，或許任何的內在觀點

都不能與之對立。經濟正是人類的存在可以為科學帶來的主要面向：不

過瞬間的經濟意義絕沒有回應主體的假定，後者已經被列維納斯所擱置; 

相反地，它回應了il y a 的感受（sentiment）。154

 

 

我們在此看到，與其說巴塔耶找到一個比存有或il y a更基礎的東西，不如說從這

個基礎讓我們得以檢視談論存有是如何可能（那就走上了存在主義）以及如何不

可能。在論解性言說的本質限制中，前者試圖描繪與存有相對應的感觸，不管是

海德格的基調（Stimmung）還是列維納斯的感受，不管它們多麼遠離心理學而屬

於存有學的焦慮，它們都對應到存有整體的事態而非單一的存有者，而人之所以

能夠把感受回應給這存有整體，恰恰是這存有是無所用處的。從一個個存有者的

有用性中掙脫，存有整體方能全盤拖出。換個方式講，存在之大化流行本來就是

「無所事事」的，155

 

無所事事也就表示無所謂時間，時間總是事情。Il y a 翻譯

成巴塔耶的語言就是沒事，一種economie方面的沒甚麼事情，或是說economie本

身就沒甚麼事。存有之總體就是economie，沒有比它更大的了。因為無所事事，

所以整個economie原本就是耗費，它不進行任何累積和保留，從而展露為不可延

長和持續的瞬間。 

接著在總結存在主義的方法及其限制之前，我們必須繼續來看巴塔耶如何進

一步從時間原理推出生產/耗費，以及生產性耗費/非生產性耗費的二分： 

 

人類活動判然有別地發展成兩個對立的耗費項目：生產性的（這是大部

分動物的基礎），以及非生產性的。前者是獲取的手段（它們本身不是

目的而是後者，也就是非生產性耗費的手段）。如果人們從時間來看這

些運作的意義，那麼很清楚地，從經濟的觀點來看，生產性的耗費是在

它和未來的關係中被給予的，我們可以互換著說：如果經濟考慮到未

來，那麼唯一有意義的活動就是生產性的耗費（la dépense productive），

在勞動中，這樣的耗費對於勞動生產是必需的）; 非生產性的耗費（une 

dépense improductive）是非意義（non-sens），甚至是反意義（contre-sens）。 

                                                                                                                                            
關於列維納斯的瞬間觀念，見王恒〈列維納斯前期存在論境域中的「感性—時間」現象學疏論〉，

收於《他者哲學：回歸列維納斯》，賴俊雄編，台北：麥田，2009 年，第一章。 
154‘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9. 
155 Le coupable, OC, V, p. 341. Guilty,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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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由此反照時間與瞬間，這兩者的關係就豁然開朗了。如果瞬間之所以擺脫時間而

贏回真實，那正是因為時間已經為事情、勞動所中介化了。這是一個全新的觀點，

它讓我們看到經濟、時間與存在的深層關係，而傳統經濟思維的先天限制就暴露

出來了： 

 

事實上，沒有任何的經濟看著現在。這正是經濟科學頗不完整的原因。

如果我不管那些經濟學家而眼看著現在，那麼非意義則外在於生產活

動，非生產性的事物有的就只有價值。如果把非生產性的價值看做是簡

單的否定，那這種觀點就失之膚淺了。事實上，它否定了既有的否定。

它否定了對眼前瞬間的否定。相反地，生產性的價值本質上是否定的，

它實際上為了未來，也就是「非是」（qui n’est pas）的利益而否定了「是」

（ce qui est）。事實上，非生產性的活動一般而言總是肯定的

（positive）。它顯然是喪失（une perte）。157

 

 

我們在此看到一種交錯，傳統經濟之「是」為普遍經濟之「非」，傳統經濟之「非」

即為普遍經濟之「是」。 

 

從這種全新的經濟觀點出發，巴塔耶一方面確定了藝術的存在型態，另一方

面把存在哲學所關心的課題轉化回一門嚴格的科學方法。如果說所有傳統的哲學

或是理論—也就是論解性話語（le langage discursif）—本質上就是不可能以當下

的方式看到瞬間的（非）意義，而後者正是藝術看得見並專注的世界，那麼固有

的思想勢必都與藝術所揭開的真理無所交集。唯獨存在主義不然，如果說存在主

義有所突破，那正是因為它已然在論解語言的限制內把所有概念性的對待撤除，

讓未被未來時間所中介的 economie 的原本面目在瞬間中裸露，這使得主體從客

體概念解放出來而進入主客混融的情態，那是焦慮，或是列維納斯所說的失眠。

然而，存在主義未能真正窮盡論解性思想活動所應該做到的事。儘管列維納斯的

存在哲學儼然已經懂得順著藝術所指的方向去看到 il y a，但他可惜未能抓住經

濟與瞬間的關係而不知其所以然。 

 

我們在此看到藝術—存在主義—巴塔耶哲學這三者的緊密關連。如果唯有當

我們對未來理應到來的意義和價值不慮不營，158

                                                 
156‘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0. 

存在才會顯露自身（這是存在主

義探索出來的），而藝術往往更能用非論解的語言（或非語言）來示範存在主義

所描述的存有情態，那麼唯有從那新的、肯定現下片刻的經濟視角才能同時完成

157‘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0. 
158 嵇康〈太師箴〉：「爰初冥昧，不慮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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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件事：一來說明藝術與存有的關係，二來把存在哲學的探索轉回真正的哲學工

作。於是，藝術是甚麼？藝術即能量的積極揮霍，藝術是一種經濟事實，而經濟

可以幫藝術給出價值，這在理論上是可以度量的（mesurable en théorie）。159藝術，

或是詩，就是在當下耗盡自己，巴塔耶自鑄一個新詞來表示這種活動：消盡（la 

consumation），此乃為了和一般的消費（consommation）以示區別，160

 

後者是以保

留為前提，前者則是有獻祭、燒盡、奉獻的意涵。這樣，藝術是獻祭這種說法就

不單單只是感性上的比喻，而是有其本質上的內在親合性。藝術即消盡，此可以

用新的經濟論語言再講一次： 

非生產性的耗費—詩歌、藝術以及一般自由的消盡（la consumation 

libre）—趨向把主體解消掉，這個事實不再足以逃離於經濟了。生產性

經濟的傳統研究探問的是登錄在持續（la durée）的主體之立場。精確地

說，生產性經濟是孤立出來的主體的領域......主體不能自外於活動而

設定，在這活動中，預期的結果（le résultat escompté）就是產品帶來的

個人享樂。然而，所有非生產性耗費所要求的是一個這個運動事先放棄

的主體：他以悖反的方式自我否定，只要他不期望利益地嘲諷佔有與浪

費[重點出於巴塔耶本人]。161

 

 

相較於藝術對於揭示存有的殊勝之處，哲學工作應該做甚麼？巴塔耶明言哲學是

一門科學（une science），它是方法精神與結果符合一致的成就，但我們不要誤會

這是要走回抽象科學的老路。相反地，他認為這門科學最終能「揭示總體的非意

義（non-sens），那是完全的不透明，或更精確的說，是沈默」。162沈默就是任由瞬

間敞露的那經濟不可言說的生機。出於科學性的要求，面對存有的哲學應該轉化

成揭露經濟的哲學，il y a 的焦慮就是從對未來的考量中抽離出來而毫無保留地

向當下敞開，不過這只是能量耗費的瞬間的情態之一而已，巴塔耶認為還有其他

跟眼前瞬間相關的存在模態—諸如沈醉、喜悅和狂迷—都可以從經濟觀點一一做

出更精確的釐清。163

                                                 
159‘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1. 

巴塔耶倒也沒有誇大其詞，在《色情史》中，巴塔耶兼用歷

時性與系統性的方式（這點頗似黑格爾）把色情分成個體的愛、神聖的愛以及無

限的色情三大類，色情類的狂喜狀態在economie中得到類型學的說明，這就是論

解性的哲學要做的事。這門新的哲學，巴塔耶稱為「一門普遍經濟論」（une é

160 見英譯者的說明：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 431. 
161‘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2. 
162‘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4.  
163 巴塔耶擺明了把存有的沈醉置於存有的焦慮之上：「海德格出版的作品對我而言更像是一座廠

房而不是一杯酒（它委實只是一篇工廠論）; 它是專業著作，在裡頭屈從性方法一直黏著（coll

ée）結果：而對我來說要緊的，相反地，是抽身那一刻（le moment du décollement），我所教導的

（如果真的有）是一種沈醉（une ivresse），這可不是哲學：我非哲人，而是聖徒，或許是瘋子也

說不定」。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p. 217-18.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p. 2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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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omie générale）或是「一門經濟的普遍理論」（une théorie générale l’économie）。164

相較之下，存在主義要以折衷的方式保全知（savoir）和親密性（l’intimité）兩者，

結果卻「同時既惹惱了認識的嚴格性，亦惹惱了熱情（passion）」，165

 

可謂進退失

據。 

我們看到巴塔耶對列維納斯的評論策略可謂相當高明，如Antony Hudek所

言：「巴塔耶把列維納斯在現實陰影中所設立的影像吞併到普遍經濟內，他強調

由意象所發揮的死亡魅力之中運作著的滑動（glissements）」。166

 

他藉著指出列維

納斯的思想侷限來導向真正的用意：為一種普遍經濟的自由哲學鋪路。事實上，

巴塔耶在寫於比〈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前一年的〈超現實主義及其與存

在主義的不同〉中，已經主張詩歌比存在哲學更能把握到那有無比價值的瞬間： 

超現實主義和沙特的存在主義之間深刻的差別在於自由的存在

（existence de la liberté）這個特性。如果我不去制服它，自由就會存在

（existera）：這就是詩（la poésie）了; 語詞不再服伺於某些有用的旨意

而釋放自己，這種釋放是自由存在（l’existence libre）的形象，它只能在

瞬間中被給出。對瞬間的捕捉—與此同時意志被罷黜—確實有決定性的

價值[強調部分出於巴塔耶本人]。167

 

 

這裡所謂的詩不是一般意義的詩，而是從屈從性解放出來的自由，是存在狀態的

革命，它的同義詞可以是藝術或是文學。自由比存有更具動態，它並非沈思，而

是行動的破壞與創造。 

 

二、瞬間的生命 

 

從〈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的討論來看，我們原本的經濟想像被巴塔

耶徹底翻轉了：只要有待於用處和功能的存在者都「不是」，而只有在用處和功

能支配不到的地方，無依無待的「是」的奧秘才開始展露。這種經濟觀點可說是

相當獨特，它挑戰了傳統對於經濟的認知與想像。傳統經濟思維之所以可能就在

於它假定了物與物在生產序列中的關係。現在巴塔耶要否定這個前提，而且更進

一步地辯論說這種新的經濟與其說是否定，不如說是一種肯定的經濟，甚至一方

面可以接上尼采的用語，它堪稱「快樂的經濟」（the gay economy），因為它正在

                                                 
164‘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3, 305. 
165‘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303. 
166 Antony Hudek, ‘The Sensitive Image. De-Thinking the Figure with Bataille and Levinas’, 網址：

http://www.imageandnarrative.be/inarchive/thinking_pictures/hudek.htm 
167‘Le surréalisme et sa différence avec l’existentialisme’, OC XI, p. 81.英譯收於 Georges Bataille The 
Absence of Myth: Writings on Surrealism, translated by Michael Richardson, London: Verso, 1994, 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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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尼采的「說是」（Ja-sagen）; 另一方面更以新的角度重新打開福音書的精神。

於是我們看到一種普遍經濟論版本的「勿慮衣食」的福音精神：動物沒有憂慮，

因為動物根本沒有事情。尋覓食物不是勞動，它只是能量的獲取遊戲。但當人非

得透過勞動的中介來攝取食物，人開始有了事情，開始有了操持和憂慮。168

 

更典

型的例子出現在福音書這則著名的軼事： 

耶穌在伯大尼長大痲瘋的西門家裡坐席的時候，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

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有幾個人心中

很不喜悅，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三十多兩銀子賙濟

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耶穌說：由他罷！為甚麼難為他呢？他在

我身上作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

都可以；只是你們不常有我。他所作的，是盡他所能的；他是為我安葬

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

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以為記念。169

 

 

門徒對於真哪噠香膏的可用性的認定，在於必須把它換算成善行事工，所以他們

無法理解這女子這個不嘉惠任何人而純粹破壞舉動。借用佛教般若系的概念，布

施功德若住了相，那就陷回去功利性的投資報酬心，不能成就真正的功德。巴塔

耶說，這女子追求的是「沈思性的不事生產」（stérilité contemplative）而非「行

動」（l’action）。170巴塔耶把此事和福音書裡頭馬大為事忙亂的事蹟 171結合起來：

「福音書或許本質上是靠近至尊價值的。那位聖者卻覺得她必須宣稱有益處來稱

她的行為為義，她對自己讓此舉合乎義行，靠著把沈思生命（la vie contemplative）

變成救恩的代價」。172

 

這位女聖者是馬大的妹妹馬利亞。不過我們不需要從既有

的宗教角度來講解此則言行，反而要把宗教義理收進普遍經濟的視野來解釋，那

就是對瞬間的贖回。其一生就是過著耗費生活的王爾德（Oscar Wilde）對此故事

的詮釋相當接近巴塔耶，他捻出那不可被中介化的瞬間： 

                                                 
168 《馬太福音》六：25-29「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為身體憂

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

也不積蓄在倉裡，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嗎？你們哪一個能用思慮，使

壽數多加一刻呢？何必為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裡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

線。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 
169 《馬太福音》十四：3-9。 
170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5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 313. 
171 《路加福音》十：38-42：「他們走路的時候，耶穌進了一個村莊。有一個女人，名叫馬大，

接祂到自己家裏。她有一個妹子，名叫馬利亞，在耶穌腳前坐 着聽祂的道。馬大伺候的事多，心

裏忙亂，就進前來，說：『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耶穌回答說：『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馬利亞已經選擇

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 
172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5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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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他[耶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的人僅僅是因為他們在生命中有過

美好的瞬間而得到拯救。當她看到基督，抹大拉的馬利亞就打碎了她的

七個情人中的一個送給她的昂貴的香膏瓶，把香料灑在他那疲憊的、沾

滿灰塵的腳上，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瞬間，她就得以永遠與路得和蓓德

立采一起坐在天堂裡雪白的薔薇花叢中。基督所有對我們說的那些帶有

一些些訓誡的話，都是在說每一個瞬間都應該是美麗的，靈魂應該始終

為新郎的來臨準備好，始終等待著愛人的聲音，而庸俗市儈（Philistinism）

直接就是人性沒有被想像力所照明的那一面。他把生命中一切可愛的影

響都看做是光的樣態：想像力本身就是光的世界。世界就是由光做出來

的，可是世界卻不能理解它，這是因為想像力單單是愛的顯現，而愛以

及愛的能力使人與人之間彼此有別。173

 
 

我們可以把福音書這則資料單位（pericope）和先前的誇富宴聯繫起來，它們互

為擬像，散盡財富和砸毀珍貴的香膏同樣都是受到喪失原理的驅策。當然，巴塔

耶對誇富宴的批評同樣也適用於馬利亞，她把非物的至尊狀態又拉回到救恩經

濟，那就是落回物的思維、物的德行。畢竟，對巴塔耶而言，任何宗教都無法真

正擺脫物思維，也正因為如此，宗教才成為宗教。 
 

除了這則軼事，普遍經濟和福音書真正更深刻的相似性是在於非生產性的生

命與時間的關係，或是「不成為關係」，這也是福音書的顛覆性：「你們哪一個能

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
174

 

思慮（souci），是巴塔耶常用的詞，往往指的

是對未來的關切。巴塔耶說福音書裡頭有笑，應該就是指轉向當下的肯定： 

如今，凡發現大多數人是在浪費生命（乃落得計畫來支配他們）而起了

悲憫之心的人，就能夠擁有福音書的質樸：焦慮、淚水的美妙，這都會

把透明性引進他的話語裡。175

 

 

重要的是，除了對基督教給出許多獨特的解釋之外，巴塔耶傾向把耶穌本人的言

行和事蹟視為非計畫的典範。耶穌的教訓是肯定此刻的優先性的，他要求那個前

來求問永生的少年人變賣所有的產業，那就是一種類似誇富宴的非生產性的耗

費。但如果說耶穌是生命的巨人，那就不但在於他做到了把每一刻都活得滿滿

的，更恰恰在於他甚至連十字架上的復活保證都拋空了。耶穌在喊出「為什麼遺

棄我」的那個非知的時刻（le moment de non-savoir du lamma sabachtani）176

 

達到耗

費的瞬間極致，這是一種雙重印證。 

                                                 
173 Oscar Wilde, De Profundis And Other Writings, Penguin Books, 1986, p. 178. 
174 《路加福音》十二：25。 
175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59. Inner Experience, p. 46. 
176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61. Inner Experience,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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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巴塔耶闡明這種痛苦同時也是至高無上的喜樂，因為它與

economie的遊戲同在而不落入生產生命：「一般知識把對象返回堅固狀態，也就

是說返回屈從性活動（l’activité subordonnée）的時刻：當我笑時，我可以把它們

轉回至尊性那一刻」。177

 

不管是宗教經驗還是上述的存在主義式的焦慮以及藝術

創作，巴塔耶都是以普遍經濟的論點來把握它們的共同來源，那就是至尊性運作

（l’opération souveraine）：精神停止任何歸順性的運動，它又可稱為內在經驗（exp

érience intérieure），或是可能的極限（extrême du possible），或是沈思（méditation）。

它既是科學或是哲學，也是生活方式的練習。這聽起來雖然是回到古代哲學靈魂

轉化的理想，但內容卻是全新的。借用海德格存有-神-言理（onto-theo-logy）的

講法，巴塔耶要測度的是脫離這三者的經驗狀態，所以他把這種經驗鍛鍊放在「非

神學」（a-theologie）的大名義底下，因為神後來成為存有與言理的核心。相對於

onto-logos，巴塔耶哲學是econo(my)-mythos：經濟取代了存有，神話取代了言理。

神話異於言理的地方在於它要求生命的實驗與訓練，而不只是概念的推論（甚至

現象學式的觀察也算在內）。這是一種奇妙的哲學模式，它一方面要求經濟上客

觀有效的說明，另一方面要求人們劇烈的經驗轉變，這兩者對巴塔耶而言非但不

衝突，反而彼此印證。就這模式來看，非神學經驗的闡述屬於economythos的mythos

部分。現在讓我們回到經濟的科學性問題。 

參、普遍經濟有多普遍？ 

 

我們在上一小節的討論已經看到巴塔耶的企圖，那是甚麼？把他對存在主義

的批評反過來講就對了：既貫徹了論解性語言的客觀嚴謹，亦激發了生命的藝術

性熱情。巴塔耶的《沈思的方法》中有段註釋，它恐怕稱得上是巴塔耶哲學的總

命題： 

 
將思維的那些對象與至尊時刻（moments souverains）關連起來的科學，

事實上無非就是一種普遍經濟（une économie générale），它考慮的是這

些對象相互之間的意義，最終是它們與意義的喪失（la perte de sens）之

關係。這種普遍經濟論的問題位於政治經濟的層面之上，然而在此名稱

下被指謂的那個科學，卻不過是一種限制經濟（l’économie restreinte侷限

於商品價值）。它涉及的是對處理財富利用的那門科學至關重要的問

題。而普遍經濟論首先凸顯的證據是生產出來的剩餘能量，顧名思義，

它得不到利用。而只能毫無目的地喪失，因此它不會有任何意義。這種

無用途、荒誕的喪失恰恰就是至尊性[重點出於巴塔耶本人]。178

                                                 
177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14.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91. 

 

178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15.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284. 英譯本把註腳整個挪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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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需謹記：凡意義的發生都算是普遍經濟要討論的，它甚至逼向意義的喪

失，於是普遍經濟彌綸天地之道，包絡了意義之所及乃至所不及之處。如果我們

退一步把巴塔耶的經濟理解成資源與財富、勞動和生產等，這樣就把經濟看狹隘

了，但也不失為入門的提示。事實上，巴塔耶本人，特別是在《被詛咒的部分》

第一卷，大抵上也是從財富分析入手的。若先侷限在財富來討論，普遍經濟的位

階是最高的，傳統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也只是以保留和限制為前提。普遍經濟與限

制經濟的差異在於，限制經濟根據特定明確的目標而實踐的，整個實踐作業被視

為總體，但這種總體卻對立於普遍，因為它總是抽離、孤立的。巴塔耶仿照康德

把它譽為哥白尼式革命： 
 

從限制經濟的觀點轉換到普遍經濟的觀點，的確體現了哥白尼式的倒轉

（un changement copernicien）：思考方式與倫理的倒轉。如果財富的一部

份（受限於約略的估計）注定要毀滅，或至少要以非獲利的方式使用，

那麼放棄有用之物而不求回報也是合乎邏輯的，甚至是無法避免的。因

此，撇開純然的揮霍不談，追求成長的重要性其實是僅次於給予的。179

 
 

普遍與特殊的對立，180

 

這是觀法的不同。特殊觀點是以資源有限為前提，再做總

量的管制和統一的取供，而普遍觀點則從相反的前提出發： 

特殊存在由於資源匱乏，而總是冒著屈從的危險。它和普遍存在形成對

照。普遍存在的資源是過量的，對它來說，死亡沒有意義。從特殊觀點

來看，這些問題優先從資源匱乏面被提出來。如果人們從普遍觀點出

發，這些問題就優先從資源過剩面被提出來。181

 
 

我們可以借個說法來描述限制經濟的基本假設：「就算物資充裕，匱乏一定還是

各種界限的個函數。假設世界上空氣多的是，可是有甚麼東西阻塞肺部，肺部當

然會抱怨氧氣不足。市場交易的假設也許不見得會推導出界限，可是在實踐上真

的產生了」，182

 

這正是使我們一般經濟行為成為可能的前提，也就是匱乏原理（law 

of scarcity）。相反地，普遍經濟一開始的出發點就把這條原理駁斥掉了。 

普遍經濟論進行著兩個不同層級的統合作用，一方面它統合了聖性內部違反

                                                 
179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33.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Consumption, p. 25. 
180 當然這種對立是初步的，所以德希達才會說普遍經濟與限制經濟的關係既不是「對立」也不

是「同一」，而是別的。見 Jacques Derrida, ‘ Economimesis’, Diacritics, Vol. 11 (1981), translated by 

R. Klein, p. 4. 至於是哪種別的關係，我們會在第二章第三節論獻祭的時候做處理，雖然我們無法

達到德希達所想的那樣。 
181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45.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Consumption, p. 39. 
182 路易士˙海德（Lewis Hyde）《禮物的美學：藝術經濟理論的新主張》，吳佳綺譯，台北：商

周，2008，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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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耗費兩個原理，另一方面又要在更高的層次進行統合作用，分別對非生產性的

聖性模態與生產性的俗世模態做出有效性的說明，而後者在以往被討論的方式，

按巴塔耶的觀點，都侷限在限制經濟學的思想型態。限制經濟論這種思維型態本

身有兩個最大問題，第一，限制經濟論無法處理它以外的東西，就算它試圖去說

明，所得出的命題和結論也註定是失敗的，因為它建立在錯誤的前提；第二，這

並不表示限制經濟論對於自己內部領域的事物的解釋 183

 

是完全正確的，它只針對

符合自己操作與思維模式的事物有局部的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又建立在甫一開

始限制經濟對為了達到科學結構的要求而事先排除掉不能完全成為客體的事

物。因此，限制經濟不僅僅是限制，還是封閉的、循環的，在這封閉內，客體與

認識達到同一。 

反過來，普遍經濟論既可以說明限制經濟之外的東西，也可以把限制經濟論

的自我證成放入括弧，讓原本屬於它的對象獲得全新的解釋。因此這裡的普遍與

限制的含攝關係不若哲學傳統中一般形上學（metaphysica generalis）和特殊形上

學（metaphysica specialis）的關係，而是從普遍的視角可以正確把握到特殊視角

所排除的東西：被詛咒的部分，再由此暴露限制視角的偏狹。因此普遍經濟論和

限制經濟論不僅在層級上不同，集合上不同，更重要的是內容的詮釋上更有優劣

之判以及轉疊的必要，有點類似小乘經典一旦放入大乘義理中，原本的自我證成

就不夠充分而必須重新被解釋。以我們在第一節討論過的誇富宴為例，若以交換

模式來看，我們固然發現其中慷慨的贈禮精神，但若繼續深究其中的動機，我們

（不管是理論家還是實踐者）就會陷入互惠 v.s暴力的兩難，那是因為千金散盡

的瞬間狂喜並不在互換的迴圈之內，它在沒有被考慮為意義的外部。可是一旦我

們把視角放大到喪失的至尊性瞬間，誇富宴的兩難就迎刃而解了。 
 
但是我們現在要從財富與資源的起手思想轉進到更大的範圍，從財富的保存

與喪失到一切意義的保存與喪失，這就讓普遍經濟論成為一個哲學問題，甚至讓

哲學本身成為問題。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哲學都想解釋一切，有些哲學自我約制，

它們只限定在討論的範圍內給予對象意義，同時承認很多無法賦予意義的東西，

那些是不可談論的。有些哲學企圖解釋一切，這意味著連那些一般認為沒有意義

的東西都進入 logos，而這正是限制經濟最強勢的模式：意義的極致之所以可能，

就在於它看（不）到非意義。於是，把意義的可能推到極致和把意義的不可能推

到極致其實是有很大的親緣性。德希達提醒我們普遍經濟和最徹底的限制經濟甚

至是同構的。在〈從限制經濟到普遍經濟：一種毫無保留的黑格爾主義〉一文中，

德希達給我們最大的助益有兩個：其一就是從哲學（或超越哲學）的高度讓我們

看到普遍經濟學最大的可能性，那幾乎是涵蓋全部思考與意義的全新的可能性，

而不止像一般詮釋者囿於財富的耗費與否，在後者的解釋下巴塔耶似乎變得只是

一個比較哲學化的閒暇社會學論者 Veblen 而已，誇富宴與至尊性也只是炫耀性

                                                 
183 借用現象學的說法，這是「區域存有學」（regional ont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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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與休閒加幫閒精神的另外一種版本而已。其實，財富只是 economie 能量流

通的其中一種形式而已。其二，普遍經濟所涵蓋的遠遠超乎我們想像，而這也意

味著限制經濟所籠罩的也遠遠超乎我們原先所設想的，因為普遍經濟能解釋到多

遠，它的反面也就已經想要能解釋到多遠。換言之，巴塔耶要說的其實是：限制

經濟絕非我們以為的備受限制，相反地，它向來就不認為自己有所限制，也讓我

們不覺得它有甚麼限制，而想充權地解釋這一切、看透這一切，從古希臘以來對

存有或萬有（pan）得出一個整全（holon）的觀照（各種理論性的 logos）乃至於

自我觀照（柏拉圖、亞里斯多德、黑格爾）。 
 

最後我們必需指出，普遍經濟總是以內在經驗為歸結，但從普遍經濟的視域

來解釋內在經驗，這並不等於從超越性來解釋內在性，也無所謂超越性轉成內在

性的問題，亦沒有既內在又超越這種老路。我們必須嚴格區別兩個概念：超越性

和外在性，前者屬於西方哲學傳統的種種思想對象，後者則是普遍經濟的分析起

點：自然總體的能量遊戲。所以內在經驗和傳統的轉成內在的超越性是對立的。

普遍經濟有的只是外在對內在的說明，或是讓外在通達內在獲得原理上的一致

性。所以德希達認為巴塔耶所謂的內在不是傳統的那種從超越性轉進來的內在： 

 

為了撼動論解的認識（discursive knowledge）之可靠性而把自身指為

（indicates itself）神秘主義的那種東西，它指向了那超越了價值與非價

值的對立，甚至指向了那超越了神秘與理性的對立。巴塔耶絕對不是一

個新神秘主義者。那種把自己指為（indicates itself）內在經驗的東西並

不是一種經驗，因為與之相關的是非在場、非充滿，它只是與它在痛苦

中經歷的那種不可能相關。這種經驗尤其不是內在的：如果說它看起來

除了在非關係、祕密和斷裂模式之外，與別的任何東西、任何外在沒有

聯繫的話，那麼它同樣是完全向痛苦裸露的（exposed），它是深刻而表

面地（profoundly superficial）向外裸露並敞開的，沒有內在的保留

也沒有內在情感可言[強調部分出自於德希達本人]。184

 

 

這點非常重要。順著德希達的詮釋，普遍經濟論對哲學論述（discourse）的批判

不只針對列維納斯，更是針對哲學勞動最有力量的形式，也就是辯證法。透過不

斷的否定與中介，辯證性思辯無法讓任何東西不獲利，而讓一切都獲得利益與意

義跟沒有甚麼東西是不能挪為己用（appropriation）乃一體兩面，這背後更深的意

義就是：所有一切都是精神的自我挪用（self-appropriation）和自我收歸，因為任

何東西原本就屬於精神自己的，沒有甚麼陌生、異己的事物。沒有任何事物在辯

證運動中完全喪失，它們總有一些被中介掉而保留在真理當中。相反地，普遍經

濟論就是以黑格爾自身的語言、邏輯來為相反的目的服務，所以經濟是最大化的

                                                 
184 Jacques Derrida,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A Hegelianism without Reserve’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Chicago, 1978, 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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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角，我們用「存有-經濟」（onto-economie）可堪比擬，用「自然-經濟」

（physis-economie）去理解則更貼切。 

 

我們以上說明了普遍經濟的時間原理，但對於普遍經濟的整體計畫還不夠充

分，因為至少還有兩個問題尚未處理：第一，除了列維納斯的 il y a，很多存在

感受都可以突破生產系統的連續性而打開瞬間，如狂喜、色情、死亡、遊戲、獻

祭甚至搔癢與笑等。換句話說，對無所用的瞬間的肯定只是形式上的規定，〈從

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只是擬出一個用經濟取代存有的方案，但對於能量如

何耗費以及各種差異化的耗費為何，則需要進一步來探索。第二，瞬間是對立於

人類特有的生產-技術系統而來的，因為動物世界的生產系統只有直接性而沒有

中介性。瞬間就是從中介系統暫時解放出來的價值。但不只如此，普遍經濟論有

義務要對整個大自然做整體的說明，才能為人類特有的中介性的能量使用做定

位，而由此凸顯人性的意義。另外，區分生產性和非生產性活動，這是否只是思

想家的強制區分？還是這是來自於自然本身的要求？換言之，自然本身的能量遊

戲有沒有生產性和非生產性耗費的分別？這些都涉及到能量耗費的問題，於是現

在我們需要轉向它的能量原理，也就是關於耗費的更進一步的討論。 

 

第三節 耗費與差異：普遍經濟論的能量原理 

 

壹、 自然的揮霍：尼采的大經濟模式 

 
巴塔耶的人性理論建築在兩個基礎，一個是唯物論的自然哲學，一個是意義

理論，185中介這兩者的環節是能量。能量的自然義可以轉化成能量的價值義乃至

最遠離物質性的書寫原理，186這提供了巴塔耶如是建構人性理論的理據。從能量

入手讓我們先暫時擱置巴塔耶其他把自然與意義關連起來的討論方式。187

 
 

企圖從自然研究中找到指引生活的道路，對這種路徑的批判是蘇格拉底轉向

倫理研究的開始，自此之後「法自然」的意義論證不斷被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路，

包括休模主張從實然推不出應然，以及康德把自然和自由對立起來。不過想從宇

                                                 
185 嚴格來說，是「非意義」的理論。不過我們這裡的「意義」採寬鬆的用法，把巴塔耶的意義

和非意義都包含了進來。 
186 「詩歌......藉由語詞的秩序來表達浩大的能量浪費（les grands gaspillages d’énergie），詩歌透

過自身力量的過度耗費（la dépense immodérée de ses propres forces）來引起宣洩」。Méthode de mé
ditation, OC, V, p. 220.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95.而在〈耗

費的觀念〉有類似的看法：「詩歌這一詞......是一種喪失狀態，同義於耗費」。見 Visions, p. 120. 
187 我們認為至少有兩種。一種是他在《文件》中一系列對於人類型體的重新思考的思考，另外

一種則像是〈死前的快樂練習〉中的〈赫拉克力圖斯式的沈思〉那種把古代自然哲學挪用到內在

經驗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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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至理導出人性實相的努力並不曾中斷過，這本來就是西方古代物理/醫理同源

共生的傳統。古代的原子論以及吸收了原子論的伊比鳩魯學派的教導都離不開對

自然的正確認識。到了近代伽森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對原子論的復

興，中間經過伊比鳩魯後來唯物論變成 18 世紀浪蕩子（libertine）188

 

思想的哲學

語境，這在薩德侯爵身上集大成。 

從薩德的目光來看哲學是相當驚人的。薩德在乎的是，要用哪一套哲學才可

以讓人們變得更色情？那是赤裸裸的拿來主義。一旦不再是有德者，而是—浪蕩

子—站在哲學的盡頭向我們招手，哲學論述將獲得顛覆性的「使用價值」。189

 

於

是我們看到原子論和斯多葛可以被薩德鎔鑄為一體，也看到了，薩德的作品中的

色情並非是淫穢的性愛行動，而是在腦袋中運行的觀念說教與知性誘惑。當生命

的目標不再是好德，而是好色，哲學比以往更有效地直接化成行動本身：浪蕩行

徑（libertinage）。我們將看到，薩德的文學世界是巴塔耶終其一生投注的思想主

題，他透過一些知識學理去解釋薩德，但更是透過薩德去解釋世界。不過在討論

薩德對巴塔耶的影響之前，讓我們先回到自然哲學與人性意義的問題出現了重大

的轉折：達爾文的演化論。 

達爾文之後，在接受演化論的前提下，凡試圖從自然哲學打通人性論的理論

模型大抵上都是為了要解決一個問題：從動物突轉到人，究竟發生了甚麼？這個

問題也意味著：人是甚麼？此乃至關重要的問題，恐怕也是唯一的問題，其他問

題都由此而立。當然，這個問題不必然要求一種本質論的答案。尼采就提出一種

非本質論的思考：人是動物通向超人的過程。190這個命題畢竟也已經肯定了人對

動物的脫離。誠然，尼采一些論點是從人與動物的差別開始的，191不過人與動物

有何不同，這畢竟並非尼采思想的重點，所以沒有提供太多知識討論上可以累積

的基礎。192

                                                 
188 帕茲對這詞有精簡的觀念史考察：「在西班牙語裡，浪蕩子（libertino）起先意為『一個自由

人的兒子』，只是後來它才意指過著淫蕩生活而不知節制的人。在法語裡，十七世紀時，這個詞

的意義與開明（liberal）和大方（liberality）挺接近的，也就是寬宏大量和利他主義的意思。......

在十八世紀，浪蕩開始有了哲學的意味。浪蕩子是個對宗教、法律、習俗都持批判態度的知識份

子。這個詞在難以察覺的狀態下悄悄轉變了。浪蕩哲學把愛欲變成了道德批判。這就是永恆的愛

欲到了現代所戴上的啟蒙的面具」。見帕茲（Octavio Paz）《雙重火焰—愛情與愛欲的幾何學》，

蔣顯璟、真漫亞譯，台北：邊城，2004 年，頁 37-38。 

可是我們注意到，為了反擊傳統的形上學，尼采不曾放棄過要還原出

189 這是巴塔耶討論薩德作品的用語，而對薩德而言，哲學的價值正在於它可以在色情上被「使

用」。 
190 「人是一條繩索，懸掛在動物和超人之間—繩索橫於深淵之上。......人的偉大在於他是橋

樑而非目的：人的可愛在於他是上升與下降（ein Übergang und ein Untergang）。我愛那些除了下降

以外不知如何生活的人，因為他們是跨度者（die Hinübergehenden）。我愛那些偉大的藐視者，因

為他們是偉大的致敬者，是渴求射向彼岸的箭」。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93, pp. 16-17. 
191 諸如遺忘的能力、許諾的能力和歉疚感等等的討論。 
192 論者指出，這裡恰好可以看出尼采和巴塔耶的不同：「前者把滿盈或過剩的時刻理解為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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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可以用力量、能量的觀點去描述人性意義（意識與道德情感等等）的生理學。

說得更直捷一點，從力、能的生理學（強/弱、主動/反動、肯定/否定）來解釋心

理學，這向來是尼采的理想之一。193這個理想如果實現，那尼采就找到了一套可

以讓自然義和人性義相互轉化的力學模型。這種理想，名之為「大經濟」（große 

Ökonomie）194

 

。從某個角度而言，大經濟在精神分析那裡被落實而有了轉向科學

的可能，而巴塔耶則將它發展成普遍經濟論，這兩種思想延續了尼采重估一切價

值的工作。 

我們希望可以拉出一條尼采、佛洛依德、巴塔耶三者關於從自然轉出人性的

思想承轉，後兩者各自接受了尼采的大經濟思想並分別轉出自己的理論。甚麼是

大經濟？在《權力意志》§291 節在批判功利主義的時候如此說： 
 

行動的價值必須由其後果來衡量，功利主義者如是說：要從其起源

（Herkunft）來衡量行動，這意味著不可能，也就是說我們不可能「認

識」（wissen）行動的起源。但是人們可以認識行動的後果嗎？也許往前

走個五步吧。有誰可以說一個行動將刺激、興發、啟動了甚麼東西？功

利主義者很天真。在任何情況我們首先必須「知道」「甚麼」是有用的：

這裡一樣他們只往前看五步—他們對於大經濟（großen Ökonomie）毫無

概念，大經濟不能沒有惡。人們不認識其起源，人們不認識其後果：這

樣的話一個行動還有任何價值嗎？行動本身還留著：它在意識中的伴隨

                                                                                                                                            
人、超越那太人性的轉折，理解為神秘象徵的漸進線（asymptote）的誕生，也就是所有比喻的比

喻。尼采把這比喻命名為超人。這種滿盈是預辯的（prolepsis），是未來論的。對巴塔耶而言，它

是原生的。人類尚未明白他們自己內在的終末論」。也就是說，人還沒好好探索過對自己內在古

老的獸性。Carl Raschke, ‘Bataille’s Gift’ Journal for Cultural and Religious Theory, vol.5 no. 1 

(December 2003), pp. 3-4.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主張，依巴塔耶之見，人如果還是太人性的，那正是

因為：倘若人性的完成在於擺脫獸性，那麼人還一直在失敗當中，而這種失敗構成了我們一切都

還是太人性的種種。對尼采而言，本源的考古是一種迷思：「我們越是接近事物的起源，事物對

我們就越是變得索然。確實，如果我們在追根溯源的路上走得太遠太靠近事物本身，我們曾經賦

予事物的所有評價和趣味都會開始喪失它們的意義。我們對事物的起源洞見的越多，這些事物呈

現給我們的意義就越少」。《朝霞》§44，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頁 83。把《朝

霞》這一段話和巴塔耶的尚古精神對照來看，筆者乃獲益於 Régis Poulet 的文章’Les réponses é

rotiques de l’art préhistorique: un éclairage bataillien’, dimanche 12 septembre 2010，p. 3.網址：

http://www.larevuedesressources.org/les-reponses-erotiques-de-l-art-prehistorique-un-eclairage-bataillien,605

.html 
193 根據 Peter Pütz 的說明：「觀念論和生理學的概念性之間的轉換是尼采後期作品的思想方式和

描述方式的一個特點」。見《朝霞》，田立年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2007，頁 226。 
194 關於尼采的大經濟，見 Henry Staten, ‘ The Problem of Niezsche’s Economy’ in Representations, 

No.27 (Summer, 1989), pp. 66-91. 我們依循 Staten 標出的相關段落按圖索驥，還原出尼采的原文

用法，然後再附上 Kaufmann 的英譯如下：《權力意志》§ 291：großen Ökonomie/the grand economy、

《瞧！這個人》：In der großen Ökonomie des Ganzen/in the great economy of the whole、《善惡的彼

岸》§ 23：im Gesamt-Haushalte des Lebens/in the general economy of life、《善惡的彼岸》§ 62：im 

gesamten Haushalte der Menschheit/in the whole economy of mankind、《善惡的彼岸》§ 193：

Gesamt-Haushalt unsrer Seele/the over-all economy of our soul、《快樂的科學》§ 338：Die gesamte 

Ökonomie meiner Seele/the whole economy of my soul。可見 Kaufmann 一律以 economy 去翻譯這些

稍有差異的德文詞。 

http://www.larevuedesressources.org/_regis-poulet,072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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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Begleiterscheinungen），尾隨在行動表現後的是與否（das Ja und das 
Nein）：行動的價值在於其主觀的伴隨現象嗎？顯然地價值情感伴隨著

行動，力量感、強制、無能; 例如：自由、放心，換個問法：人們可以

把行動的價值簡約為生理價值（physiologische Werthe）嗎？是否行動的

價值就是生命的表達，不管這生命是完整的還是被壓制的？有可能它的

「生物學」（biologischer）價值在此表露無遺[強調處出於尼采]。195

 
 

這段文字可以分成幾個要點來陳述：（1）首先是「經濟」這個用語。深諳古典思

想的尼采不用一般的經濟（Wirtschaft）196一詞而採用希臘思想家色諾芬和亞里斯

多德的「家政學」（oeconomia），這顯然另有所指。亞里斯多德在《家政學》開

宗明義為家政做出界定以和政治學有所區隔：前者是一元統治（monarchy），後

者則是多頭統治。這樣我們可以分曉，原來，尼采雖然認為世界是多元的、流變

的，沒有固定的本質與實在，但若要描繪出多元的力量衝突傾軋的現象，恰恰要

透過一元的原理：全面施展的力量。如果沒有化多為一的經濟原理，那麼我們將

無法展示種種的差異與紛雜。直言之，要讓多元開顯，則必須要有個一元的立足

點，把存有者的本質規定為權力意志。197（2）為什麼要在「經濟」前加上一個

「大」或「整體的」等形容詞？根據Birault的思想考據，尼采的大政治的「大」

有完全的完成，真實而應該存在的意思，198

                                                 
195 Friedrich Nietzsche, Nachlaß (1887-1889),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99, p. 37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 

164. 

我們認為大經濟的「大」的含意亦是

如此。就上面引文來看，大經濟要反襯的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既主張行為的起

源動機不可知，也無法認識行為的後果，更無能力去知道甚麼是有用的。（3）大

經濟後面所連綴的有：靈魂（我們的和我的）、生命、人類、、大地、全部。這

表示大經濟不是尼采思想的一個子範疇，而是和大政治一樣具有最高度和最全面

的總體思想方案。我們的意識、思維、動機、理性、良知、罪惡感等等，全部都

可以用大經濟的能量-生理原理來改寫。總括來說，這些都是傳統哲學與宗教對

人的本質的重要界定，而尼采卻指出它們都是能量無法向外釋放轉而向內對自己

196  當尼采用 Wirtschaft 時比較是對機械勞動型態的批判，比方說’jene unvermeidlich 

bevorstehendeWirthschafts-Gesammtverwaltung der Erde’，見 Friedrich Nietzsche, Nachgelassene 
Fragmente(1885-1887),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88, p. 462. 法譯者 Pierre Klossowski 譯為：’une gestion 

totale de l’économie de la Terre’, Fragments Posthumes: tome XIII:10[17]: 116. 
197 如有論者所言：「尼采論及族類與生理學，彷彿它們是穩定的參照而非觀點式的力量策略。舉

例來說，生理是構成所有行動的基礎，而它本身並沒有被差異所消解，於是它把想要挖掉的牆角

設定為身體的功能品質，如根基和實體」。Richard Beardsworth, ‘ Nietzsche, Freud and the Complexity 

of the Human: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Digestion’ in Tekhnema (3), A Touch of Memory, Spring 1996, p. 

8. 
198 Henri Birault, «Sur un texte de Nietzsche, ‘En quoi, nous aussi, nous sommes encore pieux’ (Le Gai 

savoir, V, 344) »,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jnvier-mars 1962, pp. 2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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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展力量的效果而成為副現象，199或甚至是病徵。相反地，強健的生命總是對外

宣洩能量，而對外來的力量也能消化良好。（4）因此，與「經濟」相呼應的關鍵

詞是「價值」，而在此價值是由生理和生物的自然層面來界定的。而自然本是無

辜的、超越善惡的。大經濟不能沒有惡（des Übels），這是從人的角度出發，如

克羅索斯基的解釋：「在世界的經濟中快樂是個多餘的原則」。200

 

重估一切價值不

能只從人來衡量人，而一定要把人放回大自然的尺度來重新估價。有機體是新的

至高點，而非人性的種種。有機體的大經濟除了擴充力量和揮霍，別無其他原理。

但以人的立場，某些擴充和揮霍是惡的。 

人的存在特性勢必發現自己在大經濟內的衝突，因為人有強烈的意圖、動機

和道德化詮釋，如克羅索斯基所言： 

 

尼采不可明言的計畫就是拋開意圖去行動：這是不可能的道德。如今這

個無意圖的宇宙的總體經濟創造出有意圖性的存有者。「人」這物種就

是此類的創造—純粹偶然—在此存有者身上，力量的強度被顛倒為道

德。
201

 

 

意圖和道德是人高度內在化的成果，以致於做為整體的大經濟在人的活動中分裂

為二，如 Joanne Faulkner 說明： 

 

對尼采而言，我們創造了內在世界到了如此地步：我們無法去外在世界

創造。權力意志的擴充性經濟—它要的只是擴增，以便它在耗費的大姿

態中揮霍自己—在自身的肉體上刻畫新的領域（為潛意識），所以相同

性的經濟便能夠在意識的層面上運作。202

 

 

順著這種解讀，我們可以分析出尼采的大經濟有兩組二分。第一，他展示了兩種

不同的經濟，那就是擴充性經濟（expansive economy）和同一性經濟（economy of 

sameness）的對立。同一性經濟讓交換的邏輯得以運作，讓人能夠計算、能夠惦

量未來而承諾。這種交換甚至可以造成一系列的價值轉義，經濟上的債務可以轉

化成道德上的虧欠（或是相反），而道德上的歉疚可以轉化成宗教上的罪罰與贖

償。在交換計算中，理性道德化，而道德也理性化。第二，內在和外在的通達與

轉化。內在與外在並非對立，而是轉義關係。內在化（Verinnerlichung）是人性

成立的關鍵，能量的耗費要變成差異，主要是透過人類特有的內在化能力。如果

                                                 
199 可參考《道德系譜學》第二篇第 16 節。 
200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translated by Daniel W. Sm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p. 130. 
201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p. 140. 
202 Joanne Faulkner, ‘ The Body as Text in the Writings of Nietzsche and Freud’, 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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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內在化，那麼巴塔耶的內在經驗將無所依據。203

 

耗費與差異是翻轉一切價值

的工作所要凸顯的。 

從自然的觀點來改寫人性，或是把人性意義「翻譯」回自然語言，這透露了

重估價值（Umwertung）與轉義（Umdeutung）乃同步性的工作。在此我們無須採

取一種思想考證上的影響論，204

 

而只需指出尼采談論大經濟的一個段落，便可見

識到佛洛依德的夢理論和潛意識理論是如何直接回應了《善惡的彼岸》§ 193 的

「我們靈魂的總體家政」（Gesamt-Haushalt unsrer Seele/over-all economy of our soul）

的深刻洞見： 

在光明中發生的事在黑暗中繼續進行著。反之亦然，夢中經歷的事情，

跟實際經驗到的一樣，最終屬於我們靈魂的總體家政：我們因它之故更

富有或更貧乏，我們因它之故或多或少地有了一種需求，最終，在大白

天，甚至在最清醒的時刻，我們也會在某種程度上被夢中的情景所支

配。205

 
 

於是，在後達爾文的種種人性理論的建構中，最強勢的非佛洛依德的版本莫屬。

佛洛依德把尼采的靈魂的經濟轉換成一套更有實證性的本能理論。206

 
 

在批判日益教條化的唯物論時，巴塔耶視佛洛依德的心理學為一種真正的唯

物論，而非物質或物理主義的唯物論。207我們認為，比較佛洛依德和巴塔耶這兩

者是很有意義的。208

                                                 
203 用另外一種說法，是客觀轉主觀：「在人性生命的情況，我們不折不扣是內在於主觀經驗的。

我們知覺到的種種客觀要素最終都簡約到主觀層面」。Georges Bataille, 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translated by Mary Dalwood, New York: Walker and Company, 1962, pp. 

103-104. 

在路數上，他們有種平行發展，尤為表現在自然到意義的過

204 這種考證見 Ronald Lehrer, Nietzsche’s Presence in Freud’s Life and Thought: The Origins of a 
Psychology of Dynamic Unconscious Mental Functioning.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5. 
205 Friedrich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88, 

p. 114. 英譯本見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 106. Henry Staten 指出在尼采那裡，Haushalt（持家）和 Ökonomie（家政學、經濟）可交換使用。

Henry Staten, ‘The Problem of Nietzsche’s Economy’ in Representations, No. 27 (Summer, 1989), p. 68. 
206 當然，我們不是說佛洛依德「忠實於」尼采，因為不管是影響還是比較，都預設了思想的差

異。更何況佛洛依德以科學性為標榜以及其更強烈的本質論色彩，勢必因為理論的局部完整與自

足而壓縮了尼采思想的可能性。正如同 Eric Voegelin 所言，在尼采看來，佛洛依德的本能理論恐

怕只能是低型態的激情結構，相反地，權力意志則是滲透在人類生活所有表現的力，既出現在性

和消化活動，也出現在精神活動中。見〈尼采與帕斯卡爾〉，收於《尼采與基督教思想》，劉小楓

選編，香港：道風，2001，頁 170。 
207 Georges Bataille, ‘ Materialism’ in Visions of Excess, pp. 15-16. 據我們瞭解，也是在這篇 1929

年的散論中巴塔耶首度提出「物秩序」的概念，這個用法貫穿了巴塔耶一生的論著。 
208 當然，這個工作可以擴充成另外的研究，我們在此只是從大致方向作簡要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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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但又在關鍵之處又有不同的發展。本能理論 209是精神分析的基本原理，它

除了是統攝生命的普遍法則外，更是要從本能壓抑的發生學、經濟學以及地形

學 210來標示出人與動物界既連續又斷裂的轉變，藉此凸顯出人之所以為人的本

質與緣由。211換句話說，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一方面對一切有機體是

普遍有效的法則，另一方面，由於壓抑與衝突，人類的本能在一系列的二元性（性

/自我保存、性/攻擊、生/死）中展開，以致於在自然界中特化出獨一無二的現象，

那就是心靈（psyche）本質的動力學結構。一旦把壓抑、匱乏與滿足等因素放入

整個生命現象的演化中，本能就從生物層面的驅力和習性跳到人性層面而獲得不

同的意義。從此觀之，打從在所有動物共同享有的嬰兒期一開始，一種專屬於人

性的嬰兒狀態就需要一套超越生物學而進入到心理學的語言 212

 

才能描述出來，

而與此同時，親代子代的自然關係必須轉換成父母職能（parenthood）對於嬰幼

兒的意義形塑，這也意味著在本能領域中我們找到了意義發生的基礎。本能理論

可以通達意義的領域，或者說，本能理論是為了通向意義領域而建構，這樣我們

方能詮釋夢境、診斷各種病徵、辨認人格類型乃至於說明整個文明的建制。這些

被涵蓋的層面全部環繞在「人是自然界中唯一患有精神病的動物」這一真相，因

為和生理治療不同，心理治療本質上就是一種意義活動。心理治療揭露了人性既

稟著自然本能而來卻又做出了質上的跳躍。 

同樣地，巴塔耶也是企圖在自然理論上打下意義理論的基礎，而且跟佛洛依

德一樣試圖把尼采的「大經濟」轉化成他們自己的思想，這充分表現在普遍經濟

論的整體視野。在繼續發展尼采的大經濟構想上，如果說佛洛依德發現了貫穿整

個生命世界的本能，那麼巴塔耶就看準了自然界能量的過度與耗喪這個普遍法

則。基本上，巴塔耶這種自然哲學基本上延續了尼采在《善惡的彼岸》所說的自

然是「無限奢華」（verschwenderisch ohne Maass）213

                                                 
209 關於佛洛依德不同時期的本能理論內容及其形上學性格，參考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

第十一章〈佛洛依德形上學研究〉，台北：唐山，2006。以及 Norman O. Brown, 

這個命題。那麼，如何從

自然的過度與喪失推出一種人性理論？它是否類似本能的守恆定理，無可跳脫，

只能變化？我們注意到，佛洛依德發現意義的發生在於人特有的本能的壓抑與滿

足的延宕，也就是說，我們找不到本能之外的生命原理，本能無法被否定，更不

Life against death : the 

psychoanalytical meaning of history, New York : Vintage Books,1959,尤其是第一到第三部分。  

210 從這三個角度來審視佛洛依德的本能理論，這是參考呂格爾（Paul Ricœur）《詮釋的衝突》，

林宏濤譯，台北：使者，1990 年。 
211 當然，只要我們像拉岡學派那樣祭出精神分析的語言本質，我們馬上可以在人與動物之間用

力劃下一道分明的界線。 
212 呂格爾認為，在意義領域，佛洛依德是反對物理主義（physicalism）和生物主義（biologism）

的，他把心理學的意義關係改寫成心靈「水壓式的」（hydraulics）語言。見《詮釋的衝突》，頁

177。 
213 明確指出《善惡的彼岸》與普遍經濟論的關連的，參考朗佩特（Laurence Lampert）《尼采的使

命：善惡的彼岸繹讀》（Nietzsche’s Task: An Interpretation of Beyond Good and Evil），李致遠、李小

均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9 年，頁 184。 

http://webpac.lib.pu.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42281&Lflag=1�
http://webpac.lib.pu.edu.tw/webpac/bookDetail.jsp?id=142281&Lfla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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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被消滅而歸於虛無，它只能用迂曲的方式被變形和轉化，214

 

而這正是人類獨

一無二的精神現象。世界之所以為有意義的世界是透過慾望和匱乏而向人類開

展，那麼比照這個否定方式的推論，我們是否也會看到巴塔耶主張：人性與意義

世界的出現在於人違逆自然地不過度、不揮霍？換句話說，是否對立於過度與喪

失原理，以限制和保留為出發點的活動，就足以揭露人之所以為人的本質？答案

是是與不是。怎麼說呢？ 

一方面，的確，巴塔耶所提出自然界的過度與喪失原則並不是那麼強的本質

論的規定，這一點不同於佛洛依德所堅持的非本能的不可能。剛好就是人類是唯

一可以自外於這個法則而創造出新的邏輯。於是我們可以找到限制過度、避免流

失的第二種原理，在接受資源有限的前提下，以生產為主，以把喪失的能量再回

收、利用為輔，由此推出人脫離動物性的狀態而進入人特有的意義活動。這正是

人類的工具、勞動與技術構成的意義世界，這也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以及科學活動

的世界。這些種種讓我們辨認出人性世界的東西，是對反著過度/耗費原則而得

出來的。於是我們把自然的第一原理對反起來：過度<=>限制，耗費<=>保留，

遂以否定的方式從自然法則得出人性意義。 

 

可是另一方面，人還是能夠遵循缺失邏輯來運作的。在大經濟的架構下，巴

塔耶整個自然哲學，或是說關於整個存在者的哲學是尼采式的。吾人甚至可以

說，尼采的兩個主要哲學原理—權力意志與永恆回歸—用普遍經濟的版本來改寫

就轉化成能量耗費的原理 215以及瞬間和機運（la chance）216的原理，而尼采批判

的虛無主義就相當於巴塔耶名為超越性的種種。217

 

普遍經濟論不外乎是一門重估

一切價值的科學。我們在此先著眼於巴塔耶如何承轉尼采有關耗費與差異的能量

論。 

我們在第一節已經指出，以經濟為視野去分析世界，並不必然意味著這樣分

析出來的世界就是一個實在論的或是物質唯物論的世界，其結果可能相反：能量

遊戲的整體與尼采式的世界相當接近，那是權力意志不斷製造差異的世界，讓我

們只能採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去說明它（們），而一切只取決於我們如何詮

釋和挪用。基本上，尼采對自然的看法表露在《善惡的彼岸》第九節： 

 

你們想要「法自然」而生活？啊，你們這些高尚的斯多葛主義者，玩弄

                                                 
214 佛洛依德的〈本能及其變化〉是闡述此原理最精要的小型論文。 
215 「權力意志就是惡的意志，最終是耗費意志，冒險意志」。Sur Nietzsche, OC VI, p. 169. On 
Nietzsche, p. 151. 
216 關於機運，我們將在第二章討論。關於尼采的永恆回歸思想如何轉寫成巴塔耶的普遍經濟論，

見第二章的獻祭與第三章越度的章節。 
217 「誠然，尼采仍然相信社會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sociale）或等級制。...在大笑的自由、

放棄和內在性（la liberté, l’abandon, l’immanence du rire）中，尼采第一個廢除了他與庸俗的超越性

的聯繫，這些庸俗的超越形式是奴役中的自由」。Sur Nietzsche, OC VI, p. 24. On Nietzsche, p. xx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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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甚麼文字把戲！想像你們自己是像自然的存在，無限奢華，無限冷

漠，沒有目標和思慮，沒有憐憫和正義，既果實纍纍又顆粒無收，且變

化無常; 想像你們自己的生活是一種冷漠的力量，你們怎麼能順應這種

冷漠而生活？218

 
 

當然，尼采在這裡主要是要嘲諷斯多葛，所以在語氣上未必是肯定的。但揆諸尼

采思想，尤其當我們扣回大經濟的觀點來看，自然確實是耗費且恐怖的。在《瞧！

這個人》，尼采這樣提出： 

 

在整體的大經濟中，現實的諸般恐怖（於情感中、於慾望中、於權力意

志中）乃到了不可計算的程度，它比人們稱為「善」（Güte）的渺小幸

福形式更為必要。
219

 
 

這和「大經濟不能沒有惡」互為註解。所謂的惡，意味著風險和賭注，巴塔耶在

《論尼采》以普遍經濟論來強烈呼應尼采的大經濟： 

 

換個方式說。因為所有的風險、提升與犧牲，跟感官慾望的過度一樣，

都是力量的喪失或耗費，我們就必須每一次承諾一些利益，不管是虛妄

與否，來激發耗費。在普遍經濟看來，這處境似乎有點怪。......一般

而言，以人性的角度觀之，被生產出來的能量總和顯然地總是大過於生

產所必須的。因此不斷的、過度的從能量中提煉，無止盡地把我們引領

到顛峰，這構成了我們為了共同的「善」（le bien commun）而試圖花費

掉的「有害」（maléfique）的部分。我們的精神因關切著善以及把未來

放在優先位置而受到統治，它把對浪費的沈思視為令人厭惡的，浪費被

定義為「有罪的」（coupables），或無用的，或甚至有害的。[強調處出

於巴塔耶本人]
220

 
 

這段話就幾乎已經濃縮了普遍經濟的所有面向了，包括時間原理和能量原理。尼

采批判的是在人性中根深蒂固而儼然被當成第二天性來接受的承諾能力; 承諾

不僅指向未來，更意味著記憶和期待的綜合能力，表示在未來還記得現在所做出

的承諾。而巴塔耶用更堅實的理論來證成尼采的觀點。同樣在《論尼采》的〈頂

端與衰落〉一節中，巴塔耶繼續貫徹尼采「大經濟不能沒有惡」的命題： 
 

                                                 
218 Friedrick Wilhelm Nietzsche, Jenseits von Gut und Bose, Middlesex: Echo Library, 2006, p. 10. 
219 Friedrich Nietzsche,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 and Ecce Homo,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 p. 329. 
220 Sur Nietzsche, OC VI, p. 60. On Nietzsche, translated by Bruce Boone, with Introduction by Sylvère 

Lotringer,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 pp. 42-43. 文中的「共同善」頗不好翻譯。自柏拉圖以來，

agathon 就聚攏了多層指涉，有「好」、「善」、「福祉」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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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端（le sommet）對應於過度（l’excès），對應到力量的充沛。它帶來

悲劇強度的最大化。它關係到能量的無度耗費，它破壞了個別存在者的

完整。它更接近於惡而不是善。衰落（le déclin）對應到筋疲力竭的時

刻，它把價值賦予那些對個體保留與養育的關心。道德法則乃從衰落中

而來。221

 
 

頂端與衰落不只涉及到能量，也涉及到前面所提到的瞬間原理：「談到頂端和衰

落，我把對未來的關切和對頂端的關切對立起來，後者落在當下時間」。
222

 

於是

我們看到，巴塔耶把尼采的大經濟和重估價值轉出新的語言和觀念，這裡至少有

四組—高/低、耗費/保存、善/惡、對未來的關切/著眼與當下，這為重估一切價

值做了準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論尼采》（1944 年）雖大部分探索的是內在經驗的書

寫，但由上述兩段引文可清楚看見，與尼采對話勢必思考到大經濟的可能性，其

所涉及的廣度是全面的，是站在革命性的觀點對人類活動整個改寫。《非神學大

全》業已醞釀普遍經濟的整個計畫，故到了《被詛咒的部分》第一卷《消盡》（1949

年），尼采的大經濟正式提升為整個普遍經濟論、也就是巴塔耶哲學的基礎論的

前提： 

 
我們將從基本的事實開始說明：在一個由地球表面的能量遊戲所決定的

條件下，一個生命有機體，其接受的能量通常多餘維持它生命所需的能

量;過剩的能量（財富）能夠幫助系統成長（例如有機系統）;如果系統

無法再成長，或是過剩的能量不能完全被系統的成長所吸收，那麼過剩

的能量應該必然地在無獲利的狀況下喪失;無論願不願意，不管這樣的

消耗會是壯麗的還是災難性的，它都必須被耗費掉。223

 
 

雖然我們恐怕無法完全確定巴塔耶所使用的能量這個觀念，224

                                                 
221 Sur Nietzsche, OC, VI, p. 42. On Nietzsche, p. 17. 

我們還是得先把巴

塔耶的命題接受下來，以便繼續看他如何從這個基本前提推出後續的思想。過剩

的能量「應該必然地在無獲利的狀況下喪失、耗費掉」（il faut nécessairement le 

perdre sans profit, le dépenser），我們看到巴塔耶似乎從大自然的實然對生命的應然

222 Sur Nietzsche, OC, VI, p. 168. On Nietzsche, p. 150. 
223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29.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21. 
224 比方說「能量」概念是自然科學還是形上學或是存有學的？抑或兩者都不是？另外，我們也

不清楚對巴塔耶而言，存不存在著所接受的能量和維生所需的能量「保持平衡」的狀態，還是說

只要一個有機體還活著，就滿足了他所謂的過剩的定義。如果是後者，那麼就沒有平衡狀態，只

有不足（=死亡）/過剩（=活著）兩種狀態。對巴塔耶的「能量」一詞不夠精確提出質疑的，見

Bruno Gullì, ‘ Earthly Plenitude: An Essay on Sovereignty and Labor’.另外，有學者認為巴塔耶的能

量論中除了過度與不足之外，應該可以包含平衡狀態，並說此或許可以對應到生物學上的「穩態

原理」（le principe d’homéstasie），見 François Laplantine, ‘ Deux precurseurs d’une anthropologie de la vie 

et du vivant: Roger Bastide et Georges Bataille’ in Parcours anthropologiques n°2 / Infocréa n°9,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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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要求，這是自然對生命下指令，要求我們忠實過度和耗損原則： 
 

喪失了它顯然就是不再利用（utiliser）它。讓它純粹且簡單地流失，在

每個例子都一樣：從一開始，過剩的能量如果不能用在成長上就會流

失。此外，這種不可避免的流失不能為了效用（utile）。它只是個勉強

能被接受的流失，比起不能被接受的好一點：問題在於同意（agrément），

而不在於有用（d’utilité）。225

 
 

於是，耗費原則類似權力意志，是必然的要求，226是對存在者的規定，如學者們

幫巴塔耶所下的註腳：「問題不在於我們是否在揮霍，而是如何揮霍」，227

 

這的確

直接延伸出尼采式的道德。 

另一方面，從尼采那裡接受過來的能量思想，讓巴塔耶比佛洛依德有更強的

唯物論色彩，因為這個能量的過度/耗費原理不只侷限在有機體生命，而是整個

太陽和地球的關係，更精確地說是太陽對地球的關係中的第一原理。如果說本能

貫通了生物性和精神性兩個層面，228

 

那麼能量這個概念更讓我們打破有機與無

機、生命與非生命的界線，而示範能量的過度與耗損的事物正是太陽本身。而又

是尼采，他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如此讚揚太陽的餽贈： 

你這偉大的星球啊！倘若你不擁有你照亮的一切，你的幸福何

在？......但我們在每天清晨等你，接受你那充沛之光，並為此向你祝

福。看哪！我已然困頓於自己的智慧，猶如採蜜過多的蜜蜂，我需要那

些伸出來求索的手。我要餽贈和分送，直到在人當中聰明的從愚笨中重

新找到快樂，貧窮的對其財富再度感到喜悅。......那麼，你這隻能注

視太過的喜樂而不嫉妒的寧靜之眼，祝福我吧！祝福那只想要滿溢的杯

子吧！水似黃金從杯子溢出，帶著你那祝福的閃焰往四面八方走去！229

 
 

不過巴塔耶顯然把尼采這種半比喻半直述的現象轉化成完全是關於實在的描述： 

                                                 
225 OC, VII, P. 37. General Economy, p. 31. 
226 巴塔耶在〈純粹幸福的札記〉中，也是用這種強烈肯定的語氣來表示這個原則：「通常能量或

者必須累積—這樣就有生長—或者必須被耗費掉。這種生長是不能持續的，它不能絕對不受限

制：在任何情況它絕非如此，所以我們幾乎找不到可消耗掉的過度（ un exc é dent à 

consumer/consumbale excess）。認為可花費的能量總量應該做某種使用，這是基本卻又普遍的錯

誤。相反地，存在著必須無所用的能量總量（il y a nécessairement une somme d’énergie qui doit ne servir 

à rien）」。 ‘ Dossier du «Pur Bonheur», OC XII, pp. 537-38. ’Notebook for “ Pure Hapiness”’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245. 
227 Apple Igrek, ‘ Concrete Containment in Late Capitalism, Mysticism, the Mauquis de Sade, and 

Phenomon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Colloquy text theory critique 15 (2008), Monash University, p. 97. 
228 即使死亡本能是有機界欲回歸到無機界的衝動，但這也只是對生命才有效的。 
229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 Herausgegeben von Giorgio Colli 

und Mazzino Montinari,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de Gruyter, 1993, pp.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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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的能量是使生命繁盛的來源。我們財富的起源和本質都在太陽的輻

射中被給予，它散發能量—財富—卻不求回報。......太陽的輻射導致

了地球表面的能量過剩。首先，生物在可取得的空間的限制中接受並聚

積太陽的能量。然後它發散（rayonne）或揮霍（dilapide）能量，不過在

把可得的分享貢獻給散發之前，它將最大化的能量用在成長上。只有在

不能繼續成長時，生物才能將能量揮霍掉。因此，除非個體或群體的成

長已經達到極限，否則不會有真正的過剩。230

 
 

巴塔耶關於太陽對地球單向的能量贈與的直述，可以說是和科學觀點相當一致

的。巴塔耶用發散和揮霍兩種活動也對應到植物和動物兩種進食能量的方式，試

比較底下這段科學文字的描述： 
 

讓我們以整體的觀點考慮太陽和地球，能量和熵發生了甚麼事？太陽以

可見光光子的形式輻射能量。其中有一些被地球所吸收，它們的能量以

紅外光子的形式被重新輻射。現在，在可見光和紅外光之間的關鍵差別

在於前者有一個高頻，所以單獨光子比後者有更高的能量。由於每一可

見光子比每一紅外光子具有更高的能量，為了使進入地球的和離開地球

的能量相平衡，只能有比離開地球的紅外光子的數目更少的可見光子到

達地球。地球吐回太空去的能量被分散到比從太陽接收到的能量的多得

多的自由度去。由於把能量再送回太空時牽涉到多得這麼多的自由度，

相空間（phase space）的體積變得大得多，所以熵值就被極大地增加。

綠色植物吸收低熵形式的能量（相對少量的可見光子）而重新把它以高

熵的形式（相對多量的紅外光子）輻射，為我們提供了所需要的分解的

氧和碳，以這種方法把低熵餵給我們。231

 
 

基本上，我們生物都是靠著「吃太陽」維生的。巴塔耶一向不錯過那些低微的東

西。他在思考性與繁衍的關係時，特別觀察到有性生殖和無性生殖（分裂）的本

質區別。其實在吃這麼一個簡單的生命行為也都蘊含著巴塔耶所發現的耗費法

則。我們可以補充說，在三十億年前出現的第一批單細胞生物，它們以溶解於海

洋中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醣類—為食，生物立刻以等比級數倍增，它們不斷自

我複製，抓到醣類就吃。如果這樣下去，那麼生命將吃光所有的食物而滅絕。這

種狀態對巴塔耶而言應該是處於低消耗的，因為這種生命的生產性很低。而就在

醣類即將耗盡之前，某些生物演化出利用陽光將二氧化碳和水轉化成醣和氧的機

能，它們「吃」太陽光熱所吐出來的菜渣在光譜中呈現為綠色。於是我們如今放

                                                 
230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p.35-36 .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p.28- 29. 
231 羅杰˙彭羅斯（Roger Penrose），《皇帝新腦》，許明賢、吳忠超合譯，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

頁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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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所及的綠色植物就已經是高度耗費的成就了，接著正如巴塔耶所言，生命吃生

命變成更複雜的層級關係：「草食性動物對植物而言是一種奢華（un luxe），肉食

性動物對草食性動物也是一種奢華」，232

 
而人則站在大自然奢華的最頂端： 

在所有生物中，人最適合強烈地、奢侈地消耗生命壓力所提供的過剩能

量，就像大火適合於太陽能活動一樣。233

 
 

所以過度/喪失原理比本能理論有更大的普遍有效性，它是一種宇宙的尺度，從

太陽跨到無機物，再從無機物跨到有機物。不過有必要追問的是，巴塔耶如何從

太陽轉化出人性？如何從自然貫通到意義領域？ 
 

首先就一種法自然或模仿的角度來看，日無私照又只給不拿的現象，可做為

一種美德示範，也就是價值義的展現： 
 

太陽只給予而從不接收。早在天體物理測量到這不停止的浪費之前，人

們就已經對此有所感悟，他們看到太陽的能量使穀物成熟，並把其壯麗

與不求回報的行為聯想在一起。在這一點上，我們有必要注意到道德評

價的雙重根源。在以前，價值是歸給非生產性的榮耀（ la gloire 

improductive）的，而在我們的時代，價值是照著生產來衡量的：能量的

獲得優先於能量的揮霍。榮耀本身由效用領域的光榮功績的成果來證明

其合理性。但是，儘管受到實用判斷與基督教道德的宰制，古老的感悟

依然活著：尤其是，再對資產階級世界的浪漫抗議中，它再一次出現了。

只有在古典的經濟觀念中，它才完全喪失它的權利。234

 
 

巴塔耶在此又呼應了尼采對於贈與的德行的推崇： 
 

我愛那浪費靈魂（Seele sich verschwendet）、不受謝也不致謝的人：因為

他常常給予，甚麼也不私存。......我愛那因靈魂過滿而忘喪自己的

人，萬物接備於他：這樣，萬物成為他的沒落。235

 
 

的確，人對太陽的模仿可以直接表現為藝術和宗教的衝動。巴塔耶在〈獻祭式毀

損和梵谷切除的耳朵〉236

                                                 
232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43 .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37. 

（1930年）曾經解釋梵谷向太陽獻祭的衝動，而這可以

轉化成藝術能量，包括大量的向日葵主題，也可以轉化成割下耳朵的實際衝動。

在這篇藝術評論中，巴塔耶特別徵引考古學證據來解釋這種原始衝動，那就是位

233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43 .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37. 
234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p.35-36 .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p.28- 29. 
235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 pp. 18-19. 
236 ‘ Sacrificial Mutilation and the Severed Ear of Vincent Van Gogh’ in Visions, pp. 6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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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國庇里牛斯地區（Hautes-Pyrénées, France）的加格斯（Gargas）遺址。在這個

屬於三萬年至二萬兩千年前的格拉維特文化（Gravettian period）的遺址中人們發

現了兩百多枚手印，它們幾乎都缺了一根或多根指頭： 

圖 1 

 

 
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摹擬論的獻祭，也就是說，太陽無私的餽贈激發人用相同的

美德回贈給它，而這種儀式更完備的典範當然就是阿茲特克向太陽獻活人祭。不

過這種回饋的摹擬只能是太陽轉成人性意義的特殊事例，我們需要關於如何從耗

費轉出人性更通則性的說明。 
 

誠然，巴塔耶不排除建構一套由下而上貫串物質界、生物界、心理界、文化 237

界的能量論（energeticism），不過，如果說一切的活動，尤其是出於一種對理性

批判的立場，其合理性都訴諸於「法自然地去耗費與揮霍」或是只要抬出「反正

自然就是如此我也跟著如此」以做為耗費的根據和理由，那又誤解了巴塔耶的意

思。這樣的話，我們就過著回到動物性的生活了，因為動物性的生活完全不會違

背大自然的過度與耗費法則，而且照巴塔耶所舉的大自然最基本的三種耗費形

式：吃、性、死亡，都是本然如此的。（另外，既然性是過度，那麼從性特化出

來的愛情也是自然的過度。238

                                                 
237 雖然巴塔耶甚少用「文化」這個詞，甚至可能排斥這個概念。在一個顯著之處，巴塔耶談到

自然與文化的二元對立，那就是順著李維史陀以亂倫禁忌做為文化與自然的分野而接下去說的。 

）這甚至比佛洛依德的本能更直接單純，我們只要

用餐進食、有性生活、而且更是難逃一死，那我們就符合揮霍的自然律了。如果

這麼說的話，那人類生活完完全全只是一種自然生命而已，這樣我們只有看到外

238 巴塔耶把愛情歸屬在色情中的「個體之愛」這一類。「個體的愛意味著足夠的資源，過剩的資

源（des ressources en excès）。......個體的愛的條件產生於資源的相對富足（l’abondance relative 
des ressources）。但是應該依據從動物到人的轉變之起源來設想這種富足。這種富足或許來自

於勞動，但是唯有一個不受不斷維生的必要性所累、大體上可支配剩餘物（disposait d’un excé

dent）的動物，才能在有用活動之外產生這種自主的願望，這種願望在自然中提出一個只依賴自

身的充滿活力的觀點」。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135-36. AS, Vol II, pp. 157-58.這種見解

或許可以得到人類學的印證：Jack Goody 指出，在撒哈拉沙漠以南（或稱為「漠南非洲」）資源

貧乏的原住民，他們幾乎沒有愛情觀念，見《飲食與愛情》，楊惠君譯，台北：聯經，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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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而忽略掉人特有的揮霍本質與形式。尤其這種觀點只能看到能量的轉化（從物

理能轉化為生物能，從生物能轉化為心智能），卻看不到真正存有狀態的轉變。

以能量為原理的哲學並不表示我們只能停留或限制在能量的水平上來描述各種

不同層次的現象。巴塔耶提出能量觀點，其本意恰恰是要我們看到超越、相反於

自然物的層次： 
 

能量的浪費總是對立於物（le contraire d’une chose）的，但唯有一旦進入

物的秩序，唯有一旦轉化成物，能量的浪費才進入我們的考量。239

 
 

這有點類似存有和存有者的關係：存有的給予和隱退活動是不可能沒有存有者

的，能量的耗費也不能沒有物，只是巴塔耶要我們看到物之上的動力。事實上，

即使在一篇唯物論色彩最濃的綱領中，240巴塔耶也不主張化約論，也就是說，高

層次的統一體不能化解到基本單元中。有評論者提醒我們，這裡的揮霍有一種「存

有學的含意，它引發了親密性或存有的內在（interiority of being）」。241這種解釋

是很有參考價值的。事實上，除了吃的奢華以外，242

 

人類的性和死已經充分表現

唯獨人才有的奢華了，雖然這兩者本質上是延續著大自然的過度/耗損原理而來

的： 

死亡的奢華被我們視為與性（sexualité）一樣，首先是對我們自己的否

定，然後在一個突然反轉中，死亡與性變成此一運動的深奧真理，而生

命就是那個運動的展現（l’exposition）。243

 
 

死亡的奢華和性的奢華為什麼會從自然界中冒出這種「深奧真理」？為什麼總體

的能量消盡會轉至親密性或存有的內在？為什麼自然會轉向意義？能量的自然

義如何轉化成能量的價值義？這些問題跟尼采的大經濟一樣，涉及有機體把力量

內在化為意義與價值，也就是轉義（Umdeutung）和價值翻轉（Umwertung）。不

過我們將逐漸看到，巴塔耶對內在化的性和死亡有強烈的肯定，這點跟尼采有所

不同，也顯示出巴塔耶對性和死亡的差異化耗費的特別旨趣。 
 
 

                                                 
239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7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193. 
240 見〈社會、有機體、存有者之間的關係〉（Rapports entre société, organisme, être）(1), OC II, pp. 

291-302.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絲毫看不到觀念論的影子。 
241 Janet Borgerson and Alf Rehn, ‘ General Economy and Productive Dualisms’ in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Vol. 11 No. 4 July 2004, pp. 464-465. 
242 對巴塔耶而言，把另外一個生命吃掉，這就是一種揮霍。就這個定義來看，人的吃和動物的

吃的確沒有甚麼區別。當然，李維史陀告訴我們，人即使在吃這個簡單行為中，也早已經蘊含了

一套文化邏輯了。 
243 La Part maudite I: La consumation, OC, VII, p.4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p.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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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差異化：自然與整體性的同與異 

 
這裡，我們有必要理清巴塔耶的兩個概念：自然和整體性。在相對寬鬆的用

法中，自然和整體性兩者有時候被巴塔耶等同起來使用。但在較狹隘的意義下，

整體性這個用語有獨特的規定。在《色情史》的附註中，巴塔耶要我們區別這兩

者： 

 

說到整體性，困難之處在於這樣一個概念普遍不被人接受的特徵。首先

困難的是如何適應與自然相對立的整體性觀念。顯然地，自然不過是整

體性的一部份。但它這樣是在兩個相反的意義上。一方面，它是一個抽

象的概念：這是科學考察的對象，是成為其各個部分總和的對象：它對

應於中性的事物，俗性的事物（choses profanes），我們觸摸和使用的東

西，對我們而言極其陌生的東西，一件物品、一個服從支配、任憑擺佈、

沒有無用性的東西。......另一方面，不能從唯一的、不變的角度來看

帶一切。時而以物理學家時而以生物學家的眼睛，僅以抽象的方式看待

自然尤其是不可能的......我要說明的不是天空，不是大地，不是空

間，甚麼也不是。
244

 

 

巴塔耶既否認整體是日常生活的物件與環境，亦否認它是自然科學的對象（這兩

者對巴塔耶其實具有相同的本質），那麼巴塔耶所謂的整體性又何指？ 

 

我們立刻就會看到，以這種方式被考察的自然也不是一個整體：它無法

被單獨考察......不管怎麼說，它不是甚麼可以被領會的東西。總之，

如果我們堅持與自然相距甚遠的一個特徵，毫不含糊地談及自然是不可

能的。我們首先應該回到自然，自然出現於人對自然感到噁心（nausée）

而將他與自然分離的時刻，人在焦慮中艱困地與自然區分開來，蟲蛀的

腐敗是自然的象徵。自然這個用語（le terme de nature）所涵蓋的領域中

有雜多的內在對立，它們是很難理解的。這些對立是基本的。同樣的對

立也出現在性的世界和宗教的世界。245

 

 

在此，我們看到一種異於尼采的觀點被引界進來了，那就是受到人類學啟發而貫

串巴塔耶一生的主題：一種持續對異質性的留意，並一直想把異質性維持在不可

同質化的狀態。「自然出現於人對自然感到噁心」以及「人在焦慮中與自然區分

開來」，這等於是說，當人有「自然」這觀念時，人就發現自己是自然多出來的

東西了。自然，再加上這種多餘，才構成巴塔耶所謂的整體性。他指出理解整體

                                                 
244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545-546. 
24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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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關鍵，那就是要把主體考慮進來。焦慮把自然打開為一種整體。自然要有整

體的意義，只能建立在主體與客體的關係。當然，這不是黑格爾式的主體和客體

在辯證中的綜合，但也不完全是非黑格爾式的。就主體起著重要作用而言，巴塔

耶靠向黑格爾比靠向馬克思還多。 

 

不過這裡那個可以打開整體性的主體不是心智主體，恰恰相反，這種主體是

辯證地返回動物性的狀態： 

 

整體性的感受要求對最模糊的感受有極端強烈的情感，它向吾人揭露的

不是清晰或明判的東西：這些最模糊的感受本質上是動物性的感受，它

們不僅僅是殘餘在我們身上而把我們帶回動物性的感受，它們並造成一

種顛覆（renversement），沒有顛覆，我們就無法抵達整體性。246

 

 

而能夠打開整體的，就是三種基本的奢華型態：食、色、死亡。247不過相較於後

兩者，吃能夠打開的整體是有限的，248

 

所以巴塔耶主要還是以性和死為典範。關

於死亡與性以及其他可以打開整體性的東西，我們在後面的章節會有更詳盡的處

理，這裡只先簡略地點出兩者。首先我們先以「殺」為例來討論死亡，動物性的

死亡和人類的殺生有本質上的差別： 

沒有甚麼可以打破連續性，當中的恐懼本身在死前並不宣告可以區別的

事物。甚至對手間的打鬥只是另一個痙攣，當中的非實質的陰影乃是產

生於對刺激不可免的反應。如果撂倒對手的動物無法像人類那樣以勝利

之姿去領略對方的死亡，那是因為牠的對手並沒有打破那連續性，而該

對手的死也沒有重建這個連續性。......動物在戰鬥過後眼神所流露的

冷漠無感（apathie）249就是一種存在者的記號，牠本質上在世界處於同

一個平面，在其中牠像水中之水地運動著。250

 
 

動物做為對手或獵物，並沒有打破連續性，而廝殺之後那戰死的對方也沒有重建

這被打破的連續性。直言之，動物的弱肉強食只停留在「量的差異」251

                                                 
246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02.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19.  

的平面。

247 除了這三者，在一條附註中，巴塔耶還列出兩個：污穢和不勞動的消極（la passivité sans 

travail）。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1. 
248 食物打開整體性的例子如下：「這塊抽離的麵包是一種抽象。但是我吃這塊麵包時，它就回到

了運動的整體性，我通過吃麵包使麵包與這整體性關連起來，而我本人也與實在的具體的整體性

相關連（la totalité concrète du réel）」。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01.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p. 117-118. 
249 巴塔耶用「冷漠無感」讓我們和上述薩德色情哲學的核心概念—斯多葛式的「不動念」—聯

繫起來。當然，動物的冷漠是沒有辯證的，而薩德式的冷漠是經過兩層否定：人的激情對動物性

的超脫，以及人超脫激情後回歸漠然，但這已經是理性鍛鍊出來的冷峻，也不同於動物了。 
250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6. Theory of Religion, p. 25. 
251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2. Theory of Religion,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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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洩恨或報仇，人殺了人之後是興奮的，甚至滿足的，這是人不同於動物之

所在。關於殺的揮霍是如此，那麼面對自身的死亡又如何呢？ 
 

依巴塔耶之見，死亡是最奢華的生命形式，該命題還是《消盡》和《色情史》

的標題，252

 

此番話該當如何解釋？為什麼說死亡是一種奢侈呢？這直接是違反一

般認知的，因為有總是比無強，活著總是強過死亡，最奢華的型態應該是永生才

對。死亡是奢華，這怎麼能說得通呢？《消盡》和《色情史》對此的解釋不算多，

主要是以普遍經濟的觀點來看能量、吃與死亡三者個關連。這直接對應到生命形

式的高低：從纖毛蟲、植物、草食性動物到肉食性動物，這表明，有機體進食所

需的能量越高，其死亡就越奢華。另外就某個意義而言，生命越奢華複雜，其死

亡就越浪費，因為整個複雜精緻的有機體在死時已不為自己使用而浪費掉了。筆

者有次看到一個以一具大象死屍為主題的影片，旁白的一句話似乎可以為死亡是

種浪費下個註腳：「這隻大象每天要吃上兩、三百磅的草葉，花了二十年才累積

出那麼龐大的形體，如今被一些微生物和蛆打回它原來的組成樣子」。 

但這些只是從外部來描述，還不是真正浪費的意義。我們不要忘了，巴塔耶

的普遍經濟要描述的不止如此，它要連帶把生命體在能量遊戲中所回應的「生理

與料」（les données physiologiques）253或相當於尼采的「生理價值」（physiologische 

Werthe）254

 

也納入考慮，這意味著要求進入到內部，否則在地球上最奢華的死亡

就非藍鯨莫屬了。我們一旦轉入死亡之奢華的內部，就撞上了焦慮： 

它[焦慮]最終過度耗費的標記，它超越了我們有權忍受的限度。......

生命是奢華，死亡是奢華的頂點，在生命的奢華中，人類的生命是最昂

貴的，最終，在生命的安全感降到最低的時刻，對死亡的日益恐懼，到

了一種毀滅性的窮極奢華（raffinement）的顛峰。255

 

 

這就清楚表明，唯有焦慮可以完成地把死亡奢華的意義從自然義轉向人性義。不

過《色情史》的說明不多，我們必須向其他著作找線索。在《有罪的》一段與反

對海德格相關的文字中，巴塔耶除了否認死亡是我們最可能的焦慮外，更點出了

死亡對於人和對於動物最大的意義差別： 
 

焦慮（L’angoisse）對人來說實在不是一種可能性。當然不是！焦慮是

那不可能（l’impossible）。此乃在這個意義上，即那不可能定義著我。

                                                 
252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40.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Consumption, p. 33. 以及「死亡終究是生

命最奢華的形式」（La mort est en définitive la forme la plus luxueuse de la vie），見 L’histoire de l’é
rotisme, OC VIII, p. 73.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84.  
253‘De l’existentialisme au primat de l’économie’, OC XI, p. 299. 
254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p. 164. 
25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74.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p.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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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唯一知道如何去—沈重地—使自己的死亡成為不可能的動物，因

為我們是唯一在這個限制意義下死去的動物。意識是完成了的死亡之條

件（la condition de la mort achevée）。我死，就在於我意識到死亡。而死

亡把我的意識從我身上偷走，我就不只意識到我正在死去：死亡同時也

偷走了這個意識。256

 
 

用比較弔詭的說法，只有人可以完成「死亡做為不可能」這件事，死亡做為不可

能，這只有對人來說才可能。同理，死亡做為非意義（non-sens），這也只有對人

而言才有意義。死亡的不可能性是有待人來完成的，其他動物無法讓死亡不可

能。人能夠使死亡成為不可能，這表現為焦慮，故人的死亡之奢華程度超越了其

他動物。借用一個頗意味深長的說法，所謂的死亡就是「我加上了一個世界，然

後再把我扣除掉」。在這一加一減當中，似乎世界猶自完整，之間來回一遭一瞬

的也不過就是我那空蕩無物的焦慮罷了。由此可見，如果我們要通盤瞭解普遍經

濟論以及生命奢華的自然義與人性義的通轉，《被詛咒的部分》和《非神學大全》

必須互為參照來對讀。前者側重從生命外部去描述能量的耗費，後者則著眼於從

主體內部來揭示差異（焦慮、噁心、排斥、吸引...），唯有兩者統合起來，自然

才獲得了整體性的意義。 
 

這樣我們便明白了，關於死亡的整體性不是動物性的水中之水的狀態，而恰

恰是要透過厭惡、恐懼、排斥等種種人特有的焦慮來揭示。換個說法，當自然的

粗蠻力量彰顯時，自然才能做為一個整體性向我們打開。也就是說，如果自然的

粗蠻力量對於無感的動物是無差別的，那麼自然對動物就沒有整體性可言，它就

只是自然本身而已。故整體性超越自然，因為它是做為存在向度的。如果抽離掉

意識或是主體這個向度，那麼人的死亡就和一般動物性生命的死去沒有甚麼兩

樣。有的就只有大自然而已，卻沒有整體性，大自然的無度揮霍也無法展現到極

致。只有在有著禁忌意識的焦慮中，只有在做為「揮霍中的主體」

（subjectivity-in-squandering）257

 

的人當中，自然的整體性才能打開。就這個意義

而言，禁忌是有生產性的。另外，也唯有把揮霍性主體考慮進來，巴塔耶的「能

量」這一概念才不會讓我們誤解為一個實證主義的概念。 

同樣的辯證運動發生在色情上，而且在這裡禁忌的生產性起著更大的作用。

這是我們將在第三章處理的內容，我們在此不多作分析，只消舉出性與愛的整體

性也是大過自然的： 

 

注意力是賦予整體的，賦予這些觀念的整體性的—在這整體性中，整個

                                                 
256 Le coupable, OC, V, p. 241. Guilty, p. 7. 
257 Janet Borgerson and Alf Rehn, ‘ General Economy and Productive Dualisms’. Gender, Work and 
Organization, volume 11, issue4, July 2004. 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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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受到了置疑，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不再是冷淡的，也不再是清晰的，而

是如同情人擁抱時一樣，因為此刻需要一種與區分截然相反的熱情融

合—不管怎麼說，很難設想一個與自然相對立的整體性。......最好不

要回到對有神論哲學的天真信仰，而要重申將自然與整體性對立起來的

定義。258

 
 

所以當巴塔耶說人在整個自然界的能量流動中是最適合揮霍的，或是說人類是站

在整個大自然揮霍活動的頂端時，這裡已經包含了辯證的轉折。 
 

分析至此，我們已經逐漸熟悉巴塔耶的哲學特點跟他的分析方式。我們在此

要做出兩個小結論：（1）普遍經濟論一方面從外在的能量耗費去說明，另一方面

要轉向內在差異化了的人性經驗。差異化的整體性才是能量經濟的充權說明，才

是自然揮霍的最終意義。耗費是起點，差異是終點。就以上述的吃、死亡和性三

種奢華形式為例，吃，顯然是差異化最小的耗費，故巴塔耶著墨最少。或許我們

可以這麼說，誠然，人類的吃和草食性以及肉食性動物的吃相比，已經是高度奢

華了;259但同樣是人性現象，口腹之慾和色情與死亡這兩者相較之下，畢竟無法

打開整體性的維度。用巴塔耶的術語來說，口腹之慾恐怕還達不到「交流」的境

地，260

 

交流需要打開傷口進入到聖性，這唯有色情、死亡和獻祭等能夠逼近，這

我們將在第三章繼續深化這個探討，在此我們只是要大方向地指出三種奢華型態

是在甚麼意義上而言的。（2）值得在此提前點出的是，同樣的這種耗費轉差異、

外在轉內在的分析方式也能對「笑」做出有效的說明。但笑卻沒有性和死亡的自

然義轉人性義的辯證，因為笑在自然界是絕無僅有的。我們甚至可以說，笑並不

屬於自然。有動物的性和死亡，卻沒有動物的笑。笑可以、也必須從最基礎的能

量耗費分析起，亦即從尼采的「生理價值」和巴塔耶的「生理與料」分析起，但

更要攀爬過層層面向的笑而直上升到人性的最高至理，對整個存有與虛無的笑。

我們將在第四章論至尊性深究這個論點。 

不過在結束整體性與自然的討論之前，我們不得不考察一個重大的轉折，那

就是為什麼普遍經濟的論述會從能量的耗費漸漸逼向差異的核心，也就是光從尼

采的大經濟所無法細論的聖俗問題。這裡的關鍵人物是薩德侯爵，他是真正徹底

                                                 
258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546-547. 
259 巴塔耶和李維史陀都著眼於人脫離動物的那個轉變與斷裂，而巴塔耶也利用了李維史陀之亂

倫禁忌的研究成果。但如果他也像李維史陀認真研究「吃」所蘊含的人性真理，或許對吃的奢華

有更豐富的論述。不過這已無法實現了，因為巴塔耶未能活到見到《生食與熟食》的問世。另外，

我們或許可以從人類學的觀點略做補充：「食物」跟「料理」是不同的觀念，後者已經蘊含更完

整的一套思維系統，這也代表著更高層次的揮霍。這樣的看法應該不會違背巴塔耶的思想。見

Jack Goody，《飲食與愛情》，楊惠君譯，台北：聯經，2004 年。Jack Goody，《烹飪、菜餚與階級》，

王榮欣、沈南山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2010 年。 
260 當然，巴塔耶喜歡舉飲酒的例子，酒有某種程度的「神奇」（le miracle）性，讓一個工人可以

暫時從屈從性的勞動循環中解放出來，而多多少少進入至尊性。或許在巴塔耶的界定中，酒根本

不是食物。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49.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p. 198-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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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大自然的耗費差異化的思想家。 
 

參、主體的揮霍：薩德的色情模式 

 

正是薩德的文學世間把這種自然在耗費中展現的整體性發揮到極致：「在最

後充滿恐怖、充滿聖性的領會中，精神可堪與那我們無法認識的整體性相比

擬」。261他透過令人難以忍受的排泄物、性以及死亡，赤裸裸地展示一個令人作

噁的、衝破經驗極限的暴力世界，那正是集虐待、破壞與快感為一體，把生命毫

不保留完全揮霍的世界。大自然能量過度的頂峰就是浪蕩子的「過多」或「淫」：

plethora。262

 

人攀升到plethora，不但代表著大自然的過多，更是代表著：人比

大自然還要過多，人把自然灌爆，超出健康而趨向失調、失衡而瓦解。人是自然

中淫之極致，乃至於人淫過自然，彷彿造成人與自然的斷裂。巴塔耶藉由肯定布

朗修（Maurice Blanchot）對薩德的評語來說出整個薩德世界的要義： 

 「虐待狂的世界中心」，在布朗修看來，是「要求一種自主權，它透

過遼闊的否定來肯定自己」。在這節骨眼上揭露了一般奴役人的根本束

縛，這束縛剝奪了人的力量而讓他抵達不了可以成就自主權的地方。這

是因為色情世界的本質不僅僅是消耗能量，而且是推到極限的否定; 或

者可以說，能量的消耗本身必然是這種否定。薩德將這至高時刻稱之為

「不動念」（apathie）。布朗修說：「不動念歸屬於那種人的否定精神，

他選擇成為至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此乃能量的原因和來源」。263

 

 

這裡存在著同一種事物的兩個側面。一方面是能量的濫費，一方面是否定力量，

薩德透過這兩個環節展示了如何從自然哲學打通到人性意義（也就是色情）。首

先從比較外顯的能量揮霍來看，薩德作品中大量的排泄物、性與死亡，這三者是

耗費掉而不再保留的廢棄物：排泄掉的尿屎、不為生殖的精液、生命不再保留的

死亡。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三者正是被視為禁忌的事物，在《色情史》中巴塔耶

把它們標舉為禁忌的三大類型。 

 

第二點是意義的否定。人類史上以往的揮霍都是耗掉在一些空名假象：他

人、上帝、理想，薩德認為這些都是錯誤，這些耗費會使人耗弱，因為它們都是

否定人的自主性。為了破壞這些虛假的外在，薩德的能量耗費具有強烈的否定意

義。我們必須看出這是一條從能量耗費走向到不動念的否定之路。我們認為，薩

德的思想中至少有三個層次的否定。第一是以大自然的名義（au nom de la Nature）

                                                 
261 La littérature et le mal, OC IX, p. 255. 
262 對巴塔耶而言，plethora 涵蓋的範圍甚廣，從細胞分裂到人類的色情，見 Eroticism, pp. 94-108. 
263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53.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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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反對上帝和反對上帝所代表的一切，特別是倫理道德。薩德心目中的自然不是

宇宙秩序，也不是自然律、自然法或任何合乎理性目的的東西，這些都是虛構的

幻象，而是創造與破壞的力量總體，這點和尼采是頗為一致的。自然以無度揮霍

的方式向人類示範甚麼是自由。接著，他以否定之名（au nom de la négation）去

反抗自然，衝潰一切的界限。264

 

為什麼呢？因為自然示範了自由，但如果人模仿

自然的自由就反而沒認識到人可以比自然更自由。人比自然更自由之處在於其想

像力： 

薩德要逾越自然所採取的第二個途徑就是用唯一非自然的東西，也就是

想像力的生命，去取代自然。故對薩德而言，想像力是人類最高的官能。

浪蕩子運用想像力以全然虛構、非自然的事物來取代真實與自然。自然

本身遂變成卑下反常的浪蕩子想像力中的影像。265

 

 

最後，自我正是最後、也是最強大的界限，於是連自我也要摧毀。但所摧毀的並

非整個自我，而是自我之中感情（sentiments）的成分，剩下的就只有「不動念」

（apathie）。在此我們看到薩德對斯多葛主義最奇特的挪用：既回歸自然又否定

自然，把生命中的自然情感：憐憫、慷慨還有愛情 266

 

一一剝落，最後剩下理性的

冷峻，這種調伏激情的能力卻是面對色情與受虐者的痛苦時方能彰顯。學者把這

種否定稱為薩德式的分身能力（sadian doubling），它是多重張力扭結出來的主體

狀態： 

不是一個在自己旁邊、超越意識的主體中的衝動開口—這太容易了—而

是對於這個開口有一種清醒的觀點，它是撕裂的主體駐紮在跳躍的緊繃

中卻又往後拉住而停在整體異態的深淵邊緣。267

 

 

對意識清醒的要求讓薩德與酒神精神區別開來。當然，這三層辯證是不無矛盾

的，不過並不影響薩德所製造出來的色情效果。我們可以把克制定義為一種自我

差異化，而人類自我差異化的實踐可以上溯到禁忌的起源。這不只是時間上的發

生，而是人類至今的生存結構上的定義，也就是禁忌主體。禁忌是最典型的自我

差異，268

                                                 
264 這也是布朗修的理解，另外筆者對於薩德的理解也獲益於賴軍維的兩篇論文：〈薩德侯爵的神

學觀：「惡魔化」的上帝與「情色」書寫〉《中外文學》33 卷，第 10 期（2005/3 月），以及〈薩德

侯爵的情色理論〉《中外文學》34 卷，第 2 期（2005/7 月）。 

它把人帶到新的主/客觀的情意與認知層面。 

265 David B. Allison, ‘Transgression and Its Itinerary’，見網址：

http://www.stonybrook.edu/commcms/philosophy/people/faculty_pages/docs/Allison_TransgressionAn
dItsItinerary.pdf，p. 13. Allison 比我們在此的三層辯證做得更仔細，他把薩德朝向絕對自由的逾越

分成八個層次，頗值得參考。當中他並沒有把自我否定獨立出來，而是散落在不同階段的運動中。 
266 ‘ Le bonheur, l’érotisme et la littérature’, OC VI, p. 456. 
267 Jean-Michel Heimonet and Joaniko Kohchi, ‘ Recoil in Order to Leap Forward: Two Values of Sade in 

Bataille’s Text’, in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 233. 
268 我們的意思是，有些事物不能碰，有些食物不準吃，有些語詞說不得，諸如這些禁絕都是為

http://www.stonybrook.edu/commcms/philosophy/people/faculty_pages/docs/Allison_TransgressionAndItsItinerary.pdf�
http://www.stonybrook.edu/commcms/philosophy/people/faculty_pages/docs/Allison_TransgressionAndItsItiner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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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尼采和薩德關於自然的思想都構成巴塔耶整個自然理論的前景，那麼

薩德比尼采更進一步揭露回到自然的揮霍法則的生命情態，而弔詭的是，這種回

歸唯獨人可以完成，因為這種揮霍是建立在對禁忌的打破與跨越，所以禁忌是揮

霍的前提。而唯一有禁忌的生命的，就唯獨人而已。而正是在這個地方，巴塔耶

繼承了涂爾幹學派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思想的遺產，那就是聖性。就此觀之，薩德

式的耗費無一不與聖性有關。 

 
誠然，薩德本人是否認聖性的，正如他在一首題為〈真理〉（La vérité）的

長詩中所說：「無一物為神聖，寰宇之內皆要屈服在吾人暴烈廣袤的枷鎖下（Il 

n'est rien de sacré : tout dans cet univers/Doit plier sous le joug de nos 
fougueux travers）」。269

 

薩德透過書寫讓我們看到色情活動的真理，但這並不表

示我們要全盤接受薩德本人對於自己所開展出來的色情世界的哲學論證。巴塔耶

就是採取這種立場的： 

我們知道薩德把廢除死刑和這種犯罪自由聯繫起來。他堅持認為，法律

的冷酷並不能證明殺人的正當性，只有犯罪的激情才可證明屠殺是有道

理的。罪犯的激情至少他出離到自身之外。我可以換個用語來表達這種

獨特的思考。殺人是對殺人禁忌的違反（La mise à mort est la trangression 

de l’interdit du meurtre）。在本質上，犯禁是一種聖性的行為（an acte sacr

é），合法的殺人是俗性的（profane），這樣是不被承認的。現在我將用

這個術語（在某種意義上，它是我個人的）來傳達薩德的整個思想。270

 

 

也就是說，不管薩德本人同不同意，色情與殺生的本質就在於禁忌與違反、越度

（transgression）所形成的永恆的張力。如果人的腦袋中沒有禁忌意識，那也就沒

有任何色情可言。薩德展示了人性，但對於是甚麼機制在運作則有待後人的學理

說明： 

 

在薩德之前，沒有人把握到那個把勃起射精和對律法的違犯

（transgression of law）連結起來的一般機制。薩德對於禁忌和越度這組

既對立又互補的概念一無所知，但他跨出了第一步。直到我們終於緩慢

地理解禁忌與越度的悖論，這個一般機制才完全被領會。271

 

 

而禁忌正是涂爾幹學派整個聖俗二分學說的基本出發點。尤有甚者，涂爾幹學派

                                                                                                                                            
了讓人與自己的其他時空區別開來，或是讓自己與別人區別開來，我們稱此為自我差異化。關於

禁忌的討論我們在第三章會詳述，在此不贅言。 
269 指出這一點的是 Geoffrey Roche, ‘Black Sun: Bataille on Sade’, in Janus Head, 9 (1), 2006, p. 159. 
270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p. 297-298.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p. 253-254. 
271 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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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聖性內部再二分為純淨/不潔的解釋模式，讓巴塔耶可以有效分析為什麼能

量耗費的形式基本上可以分為高尚和卑賤如此敵對的兩極，而人們對這兩極的態

度是既要排斥、迴避卻又同時暗自被它們吸引，這正是因為它們有高度的同源性。 
 

於是我們看到，巴塔耶和尼采、薩德（以及馬克思）最大的不同在於其獨特

的唯物論，一種把涂爾幹的聖俗二分以及聖性內部二分的原理納為己用的唯物

論，它比尼采更能有效說明人從自然連續過渡卻又斷裂之處。自然的奢華與過度

恰恰要透過差異的意志來透顯，而這差異的意志與其說是尼采式的肯定，不如說

是薩德式的否定意志。這直接轉出巴塔耶的意義理論：一方面是 mana、儀式、

禁忌、死亡、色情、贈禮、書寫與藝術、哭與笑等，這些都是追求過度/耗費原

則的; 另一方面是勞動、技術、歷史、科學與經濟活動，這些都是逆反過度/耗費

原則的。這兩方面的意義標示著人把自己從動物性脫離出來。 
 

肆、小結：從耗費到差異的唯物論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看到，巴塔耶的唯物論是一種非但沒有化消聖俗差異，反

而是把聖俗二分鑲嵌在理論核心的唯物論，這讓他更靠向涂爾幹而非馬克思。巴

塔耶的普遍經濟論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最大差異，正像學者指出的： 
 

宗教或藝術與馬克思所描述的「下層建築」的相關性，就被徹底轉化了。

宗教或藝術領域不能簡單地說是建築在下層結構之上的模糊奇想的上

層結構：該領域本身就是經濟，這是就普遍經濟的含意來說，而普遍經

濟又是建立在過剩的揮霍，建立在對多出來的事物的非生產性且狂喜的

消盡，人類由此經驗到存在的終極奧義。272

 
 

這樣的觀點讓我們看到傳統馬克思主義所無法看到的真實面：總是有某些事物是

不能用經濟模式可以解釋掉的，它們是非中介的、不可回收再利用的、不再進入

循環與交流以及無法同一化的事物。原來，普遍經濟論是為了讓我們看見經濟關

係的盈餘，而非盈餘的經濟關係。我們必須從盈餘來看經濟，而非相反。由是觀

之，Noys認為普遍經濟甚至不是另外一種型態的經濟，而是「經濟的他者」（the 

Other of economy）。273

 

非生產性的多餘並不進入關係中，進入生產關係的就不是

真正的多餘了。社會關係迴避掉耗費才得以運作，運作下去是為了繼續迴避。所

以Denis Hollier對巴塔耶式的唯物論的理解與我們頗為一致： 

                                                 
272 Jean-Joseph Goux, Kathryn Ascheim, Rhonda Garelick, ‘ General Economics and Postmodern 

Capitalism’ in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 208. 
273 Benjamin Noys, Georges Bataill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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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的]唯物論更像是赫拉克力圖斯而非馬克思。這是一種使用價值

的唯物論，它把物質定義成不會留下來的東西。整個使用價值之道就是

如此，在耗費中消盡。它不會再從灰燼中重生。完全燒掉（holocaust）

之後沒有留下軌跡，甚至沒有留下記憶。......巴塔耶的唯物論不是累

積的（當喪失時），它是一種處理徹底失去的差異的唯物論（a materialism 

of difference à fonds perdus）。274

 
 

正是這種差異的唯物論，或是可以稱為二元論的唯物論，275讓巴塔耶不同於機械

觀的自然哲學，也不同於正統的歷史唯物論。總有一些事物構成差異，且不可化

消。276

 

巴塔耶把理性、勞動、效益等不能化解的東西稱之為「非邏輯的差異」以

及「不可解釋的差異」。前者出現在〈耗費的觀念〉： 

當它（榮耀）被動地依賴於個人喪失或社會喪失的盲目實踐，沒有它，

想做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這個問題只能被界定為非邏輯性的

差異（nonlogial difference），這種差異對於整個宇宙的經濟所代表的，

就相當於犯罪對於法律所代表的意義。277

 

 

後者出現在〈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 

 

為了避免剛才預見的內在困難，就有必要劃定科學固有傾向的界限，並

去建構一種針對不可解釋的差異（nonexplainable difference）的知識，這

種知識假設理智可以直接通達到任何被理智化約之前的材料。278

 

 

所以我們看到，差異必須嵌合在耗費理論或是整個普遍經濟論的中心位置。普遍

經濟提供了能量活動與耗費的全景，但如果我們不進入差異，我們就無法掌握到

人類是如何以及為何去否定與排斥非生產性的耗費。換言之，單就能量觀之，普

遍經濟論是一種整體的一元論，這是貫徹尼采的大經濟而來的; 但從巴塔耶堅持

的生產性/非生產性耗費的差異觀之，巴塔耶更傾向二元論，或是「雙元性的一

                                                 
274 Denis Hollier, ‘ The use-value of the impossible’ in Bataille: Writing the Sacred, edited by Carolyn 

Bailey Gill, London and New York: Loutledge, 1995, p. 148. 
275 關於巴塔耶的二元論，可參考 Hollier 的另一篇文章，見 Denis Hollier and Hilari Alfred, ‘The 

Dualist Materialism of Georges Bataill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p. 124-139.不

過此篇文章處理方式較迂迴，不如從涂爾幹的脈絡來看比較直接了當。 
276 當然，這也是巴塔耶思想中內在的緊張，一方面是共產革命解放後的世界，那是沒有差異的

世界，另一方面是永遠不可消弭的差異和至高性：「毫無疑問，把差異消抹掉是可欲求的，我們

欲求建立一個真正的平等，一個真正的無差異（indifférenciation）......縱使未來的人類可能越來越

不在意彼此間的差異，這並不能代表他們對至尊性的事物已然漠不關心」。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23. The Accursed Share III: Sovereignty, p. 281. 
277‘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in Visions, p. 129. 
278 ‘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 in Visions, p.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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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論」（le monisme dualiste）。279

 

我們可以在總體人性活動中先區分出生產原理和

耗費原理兩大區塊，其中生產原理的活動又包括了生產性的耗費，或是我們一般

意義的消費，生產和耗費構成封閉的循環。再者，這兩大區塊最強烈的對峙就是

聖與俗的對立（如圖 2 所示），聖俗的張力讓普遍經濟特化成聖性經濟（sacred 

economism）而孕育出最人化的轉義，這是巴塔耶思想最關鍵的開關。 

 
圖 2 

 
 

在此我們遇到理論與思想的困難。如果傳統的思想型態都是以迴避這些耗費

為前提，而這迴避是如此徹底以致於我們整個知識體系都接受而沒有察覺到這個

隱匿自身的前提，那麼思想，不管做為任何一門知識建構的思想，還是黑格爾意

義的大寫的思想，如何能發現自己的盲點？在此關鍵處，思想遭遇到了宗教。這

絕對無關乎理性與信仰間之衝突與辯證這類的老問題，而是思想先解放自身，讓

自己跟著宗教走一遍，但並非跟隨它而走上屈從的學習之道，而是保持距離跟它

平行地邊走邊看，為了看到那些一開始就被思想很神經質地排除的耗費事物，因

為它們雖進不了思想的視線，但卻一直以某種形式被保留在宗教中。所以思想跟

宗教學習勇氣，只有「以宗教形式的一種理智細說」才能讓思想成為「敢去挪用

的思想」（appropriative），把像性與死亡這些「廢物」（waste products）視為思辨

的異質性或聖性對象。280

 
 

也就是說，不管是差異還是異質性的事物，我們都在宗教中遭遇到了其最強

烈的形式，那就是聖性：「異質世界包括了來自於非生產性耗費的一切，聖性事

                                                 
279 這種說法是從李建漳對尼采的描述借用來的，見李建漳〈「大政治」及「未來哲學」的同一性：

對尼采整體哲學的一個詮釋〉《台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三期，2010 年 11 月，頁 106。此外，

筆者在論述尼采「大經濟」時，從這篇論文獲益良多。 
280 我們把這句話作了拆解，原文是：’ Only an intellectual elaboration in a religious form can, in its 

periods of autonomous developement, put forward the waste products of appropriative thought as the 

definitively heterogeneous (sacred) object of speculation.’ Visions of Excess,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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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本身就構成了這個全體的一部份」。281言下之意，就集合的角度來看，凡耗費

之物都被包含在異質性事物的範圍內，而異質性事物的外延大過耗費事物，或至

少跟耗費事物一樣大。聖性事物的外延是比較小的，它只是異質世界的一部份。

那聖性事物和耗費之間又是甚麼關係？巴塔耶又給出這個命題：「從一開始，似

乎聖性事物是由喪失的運作（an operation of loss）來構成的」，282

 

這是否表示凡聖

性事物都可以直接從耗費原理推導出來？這是否普遍有效？ 

這些範疇間倒底是從屬、包含的關係？還是不完全是有高下層級的主從關

係，而是固然有交集的領域，但彼此又不能充分涵蓋掉對方？抑或是這些範疇是

對同一種事物的不同描述，這些描述是可以互相轉譯？其實直至目前，這些都尚

未明朗而有待更細膩的釐清。我們目前進行到此的工作已經就能量耗費的自然義

與人性義以及兩者之間的轉換有所闡明，並引出一連串的相關範疇：自然、整體

性、差異、異質性、禁忌、聖性。這些不可化解掉的種種，後來巴塔耶逕自稱為

「被詛咒的部分」（la part maudite）。從太陽到人，從耗費到差異，從外部到內在，

這些事物是完全不可被經濟理性來說明，也不能以政治經濟學的眼光視為異化狀

態，甚至不能用理性來證成。在此處，巴塔耶更多是屬於涂爾幹學派而非馬克思

傳統的。他從尼采的大經濟來思考耗費問題，中經薩德式浪蕩子經濟而開啟禁忌

向度，再從涂爾幹的聖性理論來界定差異與異質性問題，而這三者匯集成為普遍

經濟論。 
 

那我們得繼續追問：為什麼聖性總是要製造差異來維持自身？它是透過甚麼

方式來製造差異？這種差異為甚麼對巴塔耶而言是無法消解的？聖俗二分的起

源與根據何在？另外，俗性世界的甚麼原理，使得它得始終排斥聖性事物？能量

內外流通的遊戲遭遇到了俗世界甚麼樣的凌駕？這些問題將引領我們轉向聖俗

二分的辯證。 
 
 
 

                                                 
281 ‘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 in Visions, p. 142. 
282 ‘The Notion of Expenditure’, in Visions, p.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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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聖俗二分的原理（一）：勞動與消盡 

 

引言 

 
我們在上一章結論處提出，聖俗二分是嵌在普遍經濟的核心之處。耗費引導

我們進入差異，引導我們從自然進入人性。如果耗費是必要的、是出於一種要求，

那麼被耗費掉的事物和被保留的事物遂構成差異，而聖與俗的差異正是箇中最典

型的事例，也是最不可通約消解的差異。更直捷地說，聖與俗是整個經濟遊戲中

最強烈的差異。聖世界是所以是聖性的，是因為它向著耗費與差異開放之故; 俗
世界之所以為俗性的，就因為它壓制了耗費與差異，而這又不外乎以兩種方式來

進行：一是先杜絕耗費於其未發之際，或直接否認有耗費這一回事，凡剩餘的東

西都可以再發揮其效益，這就是勞動的邏輯; 二是逃避、禁止接近那些耗費與差

異，設下種種隔絕措施，這就是禁忌的邏輯。 
 
這樣對應來看，要分析巴塔耶的聖俗二分，基本上有遂兩個取徑，第一個是

完全按照普遍經濟論的能量與時間原理，從俗世界的勞動原理切入，再分別出肯

定眼前當下無所用、無所為的瞬間，這在獻祭中得到最殊勝的實現。這種分析步

驟展現在《宗教理論》（1948 年）以及《被詛咒的部分》的第一卷《消盡》（1949

年），我們可以說這個路數是側重在耗費的聖俗辯證; 第二個則是順著涂爾幹學

派聖俗二分以及聖性內部純淨/不潔二分的理路，以禁忌為構成差異的最基本動

力來區別聖與俗。這落實在《被詛咒的部分》第二卷《色情史》（1951 年），我

們可以說這是偏向於內在化差異的聖俗辯證，這個路數讓巴塔耶徵引不少社會學

及人類學的研究成果，這其實透露出更深的一層含意：所謂順著涂爾幹學派聖俗

二分的理路是指，聖俗之分與其說是社會學理論的強制區分，不如說更是人類自

身本有的區分，是人類實踐的如實現實，或用涂爾幹的術語，叫做「社會事實」。

而這個事實，如第一章所指出，是個根深蒂固的差異，既無法用馬克思主義的唯

物論打發掉，也無法被尼采的「沒有事實，只有詮釋」的論點所化解。這讓巴塔

耶的聖俗對立多了幾分實證的色彩。 
 

這兩種進路在第三卷《至尊性》（1953-54 年）有了嘗試性的匯合。問題在於，

這兩條推出聖性世界的基本取徑未必能夠輕易地統合起來，這種工作簡單來說就

是企圖用普遍經濟來統合耗費與聖性，而《被詛咒的部分：普遍經濟論嘗試》整

個寫作計畫就是這種統合的逐步展現，直到最後一本份量夠重的體系性著作《色

情》
283

                                                 
283 更往後的《愛神的眼淚》雖不乏系統性，也有新的見解，但可惜份量略嫌單薄。 

（1957 年）都還在努力調整這個整合架構。我們可以說，前一種路徑乃延

續並深化〈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的論旨，所謂的聖性是從對反於生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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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原理來逆推的，但是這離禁忌的研究尚有落差。為什麼？跟禁忌纏縛不分的

主要是強烈的排斥、厭惡、嫌憎、迴避等種種情感，光要從勞動與時間的反面推

出這些禁忌感受，可不是那麼的直接了當。舉例來說，死亡對勞動生命而言的確

是個最大的威脅，它剝奪了生產、功利、投資和累積等意義，它使一切虛無。但

深植於人心的那種對死屍難以忍受的本能化反應，似乎不能單從這種焦慮的虛無

感推論出來，而應該有其他的精神法則在運作。也就是說，面對死亡的恐懼是害

怕屍體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此看來，從耗費到差異，尚有一番推論工作。 
 
這樣來看，我們才能弄清楚《宗教理論》某個令人意外的初步印象。按理來

說，這本著作以聖性研究做為核心，應該會處理到禁忌的問題，而乍看之下，巴

塔耶在此書一開頭就挪用涂爾幹學派的聖俗這組對舉，依序展開動物性、俗世

界、聖世界三個辯證環節，勢必會討論禁忌問題。結果令人驚訝的是，《宗教理

論》一開始遲遲沒有出現禁忌這個詞，除了在討論殺生食用動物時有句話說： 

 

就算鐵齒的唯物論者也仍會變得如此有宗教感起來，以致於在他們眼

中，把一個人做成東西—用烤的、用燉的......這總是一種罪行。284

 

 

所謂的罪，拿開「犯了大忌」的意涵，的確很難在其他意義底下去理解。另外還

有一個地方，巴塔耶說： 

 

神聖世界是會接觸感染的，而這種感染是危險的。285

 

 

危險的接觸感染，這不折不扣是禁忌和瑪納概念，但巴塔耶在此只是一語帶過，

上下文的焦點並不是在此。要直到處理道德理性化的章節時禁忌才被提及，286

  

且

只是做為次要的輔助說明。如此一來，我們很難想像缺了禁忌和越度這一組範

疇，巴塔耶要如何在《宗教理論》中考察聖性問題？ 

原來，繞過禁忌顯然是一種刻意，表示巴塔耶為了維護普遍經濟之論證的一

致與融貫，故避免橫添旁枝。如果不深入談禁忌，也就無法接下去談對禁忌的違

反與越度，因為這對巴塔耶來說是一組不可拆解的對立範疇。果不其然，《宗教

理論》也絲毫沒有出現越度一詞，雖然他有指出獻祭既惹人焦慮卻又吸引人，但

沒有詳述箇中源由。此外，包括聖性的潔與不潔的兩面性也非本書的基設，而此

對舉出現時無非是為了要解釋為什麼俗世界會被賦予邪惡意義，287

                                                 
284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05. Theory of Religion, pp. 39-40. 

這彷彿預設了

讀者的先備認識。於是，我們看到《宗教理論》暫時擱置禁忌與越度、聖性的純

淨與不潔等基礎討論，在進入聖世界的討論就只鎖定獻祭來梳理，這無非是方便

285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3. Theory of Religion, p. 53. 
286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4. Theory of Religion, p. 70. 
287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4. Theory of Religion, p. 69-7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9 

在普遍經濟論的綱領中貫徹物與獻祭的經濟論差異。《宗教理論》介於〈從存在

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1947）和《消盡》（1949）之間，三者關連密切，思路一

致。雖然《宗教理論》一書中沒有出現普遍經濟的字眼，288

 

但「非生產性的耗費」

這個字眼及其概念乃全書的樞紐，整本書完全是依循〈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

性〉的分析方式，包括「三界說」（動物界、俗世界、聖世界）的辯證以及核心

的獻祭理論，整個推論方式都是普遍經濟論的。一旦獻祭可以用瞬間的經濟論來

說明，那麼與之相關的親密性、連續性、內在暴力等都一併解釋。我們可以說這

是一本用普遍經濟論觀點寫出來的宗教理論。 

另外，這種說明的有效性還歸功於巴塔耶成功地把黑格爾的主體/客體的辯

證模式整合到普遍經濟論之內。可是轉折出現了，到了進入《被詛咒的部分》的

龐大計畫之中，普遍經濟論成為統攝性的綱領，聖性問題—尤其是以禁忌來界定

的聖性問題—必須也被收攝到這個綱領來考察。於是我們看到《消盡》當中關於

聖性的說明大抵與《宗教理論》一致，289

 

不過到了《色情史》，耗費與差異的思

路遇到了重大的轉折：禁忌變得不但無法迴避，且更要置入理論的核心位置，因

為色情的耗費直接以禁忌的狀態登場。禁忌是最強大的差異，而且是色情的本

質。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色情史》中巴塔耶得連帶處理其他的禁忌

類型，因為他想找出性與死亡等禁忌底下共通的情感基礎。經過這層理論上的突

破，禁忌與越度的辯證在此真正成為聖性理論的核心。我們可以說到了《色情

史》，巴塔耶才真正開啟聖性經濟（sacred economy）的研究，這讓普遍經濟色情

論成為可能。 

這樣我們便瞭解，禁忌和耗費不但側重點不盡相同，內容上也沒有完全重

疊。要滿足耗費的條件相對比較簡單，也就是能量過多而不再回到生產的循環即

是。但不是所有的耗費都會造成禁忌，只有那些會造成厭惡、排斥或是暗自吸引

人的耗費才會受到禁忌的壓制。我們可以說，禁忌是一種特別的耗費。如此視之，

哭、笑、遊戲、奇觀、藝術、奢華墓葬等 290

 

不會出於自己的本質而構成禁忌。對

巴塔耶而言，禁忌性的耗費有更特定的對象，主要是性與死亡。 

我們在本章要做的工作如下：我們要先把勞動和禁忌做統合性的界說，理由

是它們既然被巴塔耶規定為俗世界的兩個原理，兩者間必然有很強的關連與共通

點。我們需要先對兩者做共觀跟比較，然後再分殊地考察它們個別的本質。本章

先針對勞動作分析，至於對禁忌的進一步考察我們則留在第三章再做處理。在本

                                                 
288 不過卻有用「經濟」一詞，見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45.Theory of Religion, p. 103. 
289 特別是這些章節：〈獻祭或消盡〉（Le sacrifice ou la consumation）、〈既遭詛咒且被聖化的祭品〉

（La victime maudite et sacrée）、〈誇富宴的理論〉（Théorie du potlatch）。此外，《宗教理論》與《消

盡》的謀篇佈局也十分相似，前者分為三大部分：〈導論〉、〈基本資料〉、〈理性限度內的宗教〉，

後者也分為三大部分：〈理論性導論〉、〈歷史資料〉I、II、〈當今資料〉。 
290 這些都是〈耗費的觀念〉所列舉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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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禁忌只是做為輔助性的角色來討論，它和勞動確保了俗世界的運作。相對於

禁忌消極性的壓制，勞動積極地成就了一個超越的物世界，這是俗世界的最基本

型態。接著，我們要檢視巴塔耶如何從普遍經濟論的角度來還原出獻祭的意義。

最後，我們要看巴塔耶如何用歷史的角度刻畫聖性異化的命運。 
 

第一節 技術與機運的對抗：俗世界的總原理 

 

壹、技術化的生命 

 
人們總是透過一些標記定義來凸顯人獨一無二的一面，比方說「會說話的人」

（Homo loquens）、「遊戲的人」（Homo ludens）、等等，那麼我們大可說，「勞動的

人」（Homo laborans）或是「製造工具的人」（Homo faber）
291，以及「禁忌的人」

（Homo sacer）和「獻祭的人」（Homo necans）還有「著衣的人」（homo vestitus）292

是巴塔耶的目光所在，293這兩者遂構成巴塔耶人性理論的關鍵。關於分別聖性世

界和俗性世界的原理，巴塔耶給我們的命題很直接了當：規定俗世界有兩個面

相，一是禁忌，二是勞動。規定聖世界的原理則是違反和越度。而轄屬於聖性世

界底下的宗教世界，就一般認知是最嚴守禁忌的，但根據巴塔耶的講法，其最深

層的意義也是節慶式的違反。294

 

另一方面，禁忌和勞動這兩個俗性世界的運作原

理，又有甚麼共通之處呢？巴塔耶認為在於對自然的否定： 

我已經在原理上宣布，對動物性需求的恐懼，一方面關係到對死亡和死

者的厭惡，另一方面關係到勞動的實踐，它標示著「從動物到人的轉

化」。人是否定自然的動物：人透過勞動否定自然，勞動破壞自然，將

自然變成一個人工的世界，人在生活的創造活動中否定自然，在死亡中

否定自然。295

 
 

一者是厭惡感，一者是工作實踐，兩者都是對自然進行否定。這裡的自然也包含

著人自己身上的自然性，也就是動物性。如果說巴塔耶對人的基本考察是從「食」

                                                 
291 必須注意到，製造工具和使用工具是不同層次的。高等靈長類，甚至還有烏鴉等，都有使用

工具的能力。但根據腦中的藍圖製造出工具，這唯獨人能做到。巴塔耶十分自覺這種差別，見

Eroticism, p. 45. 
292 這時筆者所查得到的拉丁構詞，至於是否正確或普遍還有待賢者指正。 
293 我們在第四章將會看到會笑的人（homo ridens）的重要性。 
294 「我們通常把把宗教和律法還有理性聯繫在一起。但如果我們把自己侷限在宗教『做為一個

整體』底下的那個基礎，那麼我們就被迫要反對這個觀念。無疑地，宗教，甚至在本質上就是顛

覆性的：它從對律法的遵守轉身離開。至少，它要求的是過度、犧牲以及在狂喜中到達顛峰的節

慶」。The Tears of Eros, p. 70-72. 
29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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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色」切入的，那麼人的「食」和動物的「食」最大的本質上的差異，就在於

人特有的勞動能力改造了自己和攝食維生的關係與模式，讓「食」遠遠超乎原先

的生理性飽足的需求，而創造出複雜的生產勞動乃至於交換、分配和消費的龐大

體系。如今，一個人只要得找份工作，基本上就無法自外於這個體系。至於人的

「色」和動物的「色」的根本區別，則在於人的「色」脫離了繁衍的自然目的，296

 

性快感從生殖本能獨立出來爾後受到壓抑和限制，繼而創造出人類特有的跟色情

有關的種種行為，包括羞恥意識、遮蔽身體、亂倫禁忌等等。除了「食」和「色」

之外，再加上一個死亡，這三者遂成為巴塔耶人性論的三個主要領域。我們在第

一章已經初步點出，食、色、死，這三者是三種能量耗費的奢華型態。因為食的

交流性不夠，所以也比較無法打開差異化的整體性。但是更顯著的區別是，食直

接是維生續命的條件，這個生產向度讓食與性還有死亡分道揚鑣，而開出俗世界

的基本關切。人類的食乃出於自然而回過頭來否定自然，這打從製造工具的狩獵

技術一開始就與自然界其他現象的食相分離了。食的否定自然開出俗世界，色與

死的否定自然則開出聖世界，這些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標記，它們是怎麼造成的

呢？ 

我們可以簡略地說，在人性史上先後有兩波否定自然的大改造運動：首先，

當人類開始勞動，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的進入「物質生活」，人類就不僅改造了自

然，也改造了人自身和自然的關係。那不是局部的差異，而是全面性的轉變。接

著，當人類被最初的排斥所推動，把死亡和性視為禁忌，他就再一次改造了自己。

這兩波人性的改造的成果就是俗性世界的展開，讓人類從原本的動物狀態區隔出

來：「在俗性生活中被（禁忌和勞動）否定的是一種依賴獸性的狀況，這種狀況

服從死亡和非常盲目的需要」。297

 

於是關於巴塔耶的聖俗二分的二元原理，我們

得到了一個初步的圖式：俗性世界的原理建立在對自然的否定：禁忌否定了死亡

和性的粗蠻，勞動否定了自然世界本身。聖性世界則是對俗性世界的再次否定，

禁忌被違反，而勞動的成果遭破壞而耗費掉了。 

我們想從另外一個方式來討論人對自然的否定，那就是技術與機運的對抗這

個西方思想的古老論題。我們在第一章略微提到，尼采的永恆回歸若改寫成巴塔

耶的普遍經濟論，那就是對機運的思考。在《至尊性》的〈喜極而泣的悖論（對

方法的進一步思考）〉（Le paradoxe des heureuses (suite des considérations sur la mé

thode）那裡，巴塔耶提到每當他聽到的表哥逃過一劫的故事，他都會熱淚盈框。298

                                                 
296 雖然大抵上，巴塔耶把生殖歸屬到目的性的生產活動，但他的思想卻潛藏著值得被發展的觀

點，那就是「誕生的聖性」：生出一個小孩也是聖性經驗。在〈沈思方法〉中，他列舉了回到內

在性的幾種可能：色情、喜劇、聖性事物、浪漫主義事物以及「親屬」（parenté）。Méthode de mé
ditation, OC, V, p. 206.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6. 
297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80. 
298 巴塔耶在 1953 年一場演講中也提到這個軼事，表示巴塔耶認為這種哭泣是哲學應該嚴肅面對

的問題。見 Non-savoir, rire et larmes,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III, p. 228. Nonknowledeg, Laughter, 
and Tears,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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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恐怕都會認為這種事情沒甚麼好大驚小怪的，哪需要勞駕哲學來把它當作

是思想的課題呢？巴塔耶卻嚴肅地思考這種哭泣的道理，他認為哲學應該要對這

種奇妙的情感給出一個解釋，正如該節小標題所指示的，這是對一門方法的思

考，奇蹟（le miracle）可以，也必須在普遍經濟論中獲得解釋： 

 

我首先反思了這類哭泣與好運的關係，......於是我開始明白—儘管在

我考慮這項工作的問題—奇蹟，只有奇蹟，才會引起那些幸福的哭泣。

是奇蹟，或如果不是的話，那也是某種似乎是奇蹟的東西。......無論

如何，我們不可能指望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奇蹟......恰恰相反，這

種神奇性質是通過表情來傳達的：「不可能然而又在那兒」（impossible et 

pourtant là），那就是一度對我而言聖性事物所具有的意義。[強調之處出

於巴塔耶本人]299

 

 

或許我們從奇蹟的反面來看會更容易進入狀況。奇蹟涉及到機運，機運就是努力

不來的東西，它完全不屬於能力的邏輯。相反地，可以經由努力來強化能力的，

大致不出兩大類型：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德行與修養。一者努力謀生，一者努力

向善，這兩者都能學習，也都有可能進步和越來越好。當然，人也有可能由於疏

懶、閒岔而退失。總之，一方面是工作能力，另一方面是修身品德（待人對己），

這兩種功夫是一般人活著都要努力的自我要求（或被要求）。我們好奇的是這種

人性現象可以上推到多古老？工作技術無疑地必定跟人類製作工具的能力一樣

久遠，300但道德修養又有多早呢？人類甚麼時候開始有道德自覺的？初民們最原

始的道德生活又是呈現甚麼面貌呢？這些當然都稽古難考了，不過我們觀察到道

德主要有兩個成素：積極親近和消極克制，這讓我們合理推斷出，禁忌無疑是道

德的負面克制這一面的前身。301

 

遵守禁忌，當然也是需要練習和努力的。於是，

不管是勞動或是禁忌，都是站在機運的對立面的技術。 

這樣，我們可以把勞動和禁忌總結為技術化生命來做為整體考察的開始。亞

里斯多德在《形上學》引Polus的話說：「經驗造就技術，而無經驗則造就機運」

（981a5-7），提出了技術（τέχνη）/機運（τύχη）這組對立。希臘人觀念中的τέχνη
含意甚廣，包括技藝、藝術、技術、造型之知、甚至接近科學。Martha Nussbaum

認為，這裡的技術至少有四個特徵：（1）普遍性（2）可教性（3）準確性（4）

對說明的關注。302

                                                 
299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56. Sovereignty, AS, III, p, 207. 

這幾種特徵讓技術可以助人免於暴露在運氣的風險之中。風險

性的生命沒有累積，也不保留，而是揮霍。風險性的生命無拘無束、自由自在，

但就是完全的不確定的驚恐與憂患。 

300 這種工作技術甚至可以追溯到動物謀生的技能，動物的技能也是可以傳授和學習的。不過一

旦我們考慮到 τέχνη 是預先把一物的 eidos 收攝到視野中，那麼無可爭辯地工作技術是人獨有的。 
301 關於禁忌是道德的前身，見第三章。 
302 Martha Nussbaum，《善的脆弱性》，徐向東、陸萌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7 年，頁 1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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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裡更要借用傅科（Michel Foucault）、尤其是阿岡本（Giorgio Agamben）

的討論，把技術的含意往外推 303而提出了純然的生命和技術化生命的對舉，來

審視巴塔耶的勞動、禁忌以及機遇的思想。我們想從機運的對立面—技術—來歸

結出俗性生命的系統性格。傅科提出生命技術（techne tou biou），而阿岡本由此

得到啟發繼而深化這個論點，從古典哲學挖出ζωή和βίος區別：前者是動物性的

自然生命，後者則是城邦政治生活的生命。304

 

我們想不受到希臘文化的脈絡的

限定而在比較寬鬆的意義下來借用這個區分，藉此去審視更古老、久遠的生命技

術，那就是人從禽獸區分出來的那一轉折。 

人是甚麼？我們可以說，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他是勞動主體和禁忌主體。尤

其是禁忌主體的出現，標示著人性的真正對獸性飛越。巴塔耶把目光瞄向人之所

以為人的βίος狀態，也就是技術化生命的開始，從而與動物性的ζωή區分開來。

所以Comay不無道理地指出，巴塔耶在這裡跟亞里斯多德把技術的外在性

（exteriority of techne）和自然的內在完善實現（immanent entelechy of phusis）是接

近的，305如果我們把耗費也包含在實現的話。也唯有耗費的觀點，我們才能看

清生命技術除了勞動外，還有禁忌。禁忌，無疑是生命技術化最重要的開端，哪

怕一開始的禁忌雖已遙渺不可考，但想必是以非常簡單的形式出現，而且禁忌的

項目一定也不會太多。不過儘管少又簡單，禁忌意識牽引出來的必定是總體性

的。勞動開出了一個世界，禁忌同樣也開出一個世界，不過相較之下，勞動生命

更像只是ζωή的延伸。306

                                                 
303 如果忠於亞里斯多德的界說，揭開真理的方式有五種：技術（τέχνη）、知識（ἐπιστήμη）、實

踐智（φρόνησις）、智慧（σοφία）和睿思（νοῦς），見《尼各馬可倫理學》，1139b15-18.禁忌應

該跟實踐智更接近。 

做為一種維生方式，人類的勞動比動物性的ζωή更加複

雜和精緻，不過其基本動力似乎沒甚麼不同，那也就是飢餓的驅策而已。當然，

勞動是重要的技術化生命，把人從自然狀態帶向工具-技術與時間的中介系統。

而且不管是從哲學思辨還是從考古人類學的實證科學來看，這在歷史上一定比禁

忌發生得更早。相形之下，禁忌更彷彿是橫空出世，既無所出，亦無所由，一種

βίος就這麼冒出來了而跟自然界所有有機體的ζωή產生了斷裂。揆諸整個自然

界，在動物之中，被禁忌綁手綁腳的人類更有一種著魔瘋狂的專有形象，在自己

製造出來的巨大的巫魘之下神經兮兮地活著。不過這種作繭自縛的瘋狂其實正是

人類大理性的彰顯，為了避開機運與風險。我們可以說，技術/機運的對抗是生/

304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translated by Daniel Helller-Roaze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12. 
305 Rebecca Comay, ‘Gifts Without Presents: Economies of “Experience” in Bataille and Heidegge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 82. 
306 我們不妨用一種比較科幻式的想像來思考這個問題。若有一天 AI（人工智慧）發展出自主意

識，它的勞動和技術操作的能力遠遠大過人類，甚至會從錯誤中修正自己的運作技術。可是只要

沒有「骯髒」、「厭惡」、「羞惡」等跟禁忌意識相關的反應，我們都不會覺得這 AI 是有人性的。

相反地，一旦 AI 有了禁忌意識，我們頓時會覺得它非常像人。因此「禁忌主體」比「思維主體」

更有人性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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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的這組原始對抗所轉化出來的成果。 
 

貳、機運與風險 

 

不管是勞動的 βίος 還是禁忌的 βίος，都是要讓人盡量減免機運的風險而進

入一種技術化的生命。技術持恆，而風險無常。技術可以改良精進，而風險則始

終無法成為技術的對象，或是說風險的本質就在於它不可對象化。從普遍經濟的

宏觀角度，生命技術的出現就是限制經濟之始，因為技術是為了保留，或是把經

濟視為保留。從最簡單的工具製作開始，人開始透過勞動而開始有了把時間放

遠、延後的精神能力，從最短線的手持武器完成了一次狩獵而回來開始，後來這

個計畫性的迴圈慢慢擴大，對未來越推越遠，直到推出對「一段人生」的全景與

計畫，整段生命就是一個大的計畫迴圈。這樣，個人生命史的時間感就出現了，

人遂有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而生命本身就是包含所有事情的最大之事。此外，勞

動的集體生活創造出集體的歷史，人遂成為唯一有歷史的存在者。 

 

有了這種與其他眾生不同的感覺，再去對照自然的 ζωή，它只有機運，沒有

歷史。無法被技術生命所中介掉的就是被視為大大小小的風險，它們會對生命計

畫造成干擾。相對於最大的事情是生，最大的風險就是死，因為死亡是一切風險

的底線。死亡的風險不但無法分擔，更是每個人遲早都會遇到的，因此死亡是最

強的禁忌。技術化的生命透過勞動和禁忌來把死亡排除在外，但人類最深層的心

靈知道這是自欺欺人，只不過非得假裝死亡不存在，否則我們沒有意願和動力進

行任何事情。於是凡在有限經濟所暫時安排的技術化生命之內的，都是可能的; 

在此之外的，就是那些「不可能」的。所謂的在此之外，就是從自然總體來看，

在人類以限制經濟負隅頑抗的化外之地，也就是廣袤無盡的流變、生成的宇宙，

那是尼采式的宇宙，是尚未被勞動、技術與時間等所中介化的宇宙，或是尚未被

時-空-因果律所表象的宇宙，也是能量遊戲自如的生成流變的宇宙： 

 

1. 生成不瞄向最終狀態，它不流入「存有」。2. 生成不單只是外顯狀

態，或許存在者的世界就僅僅是表象。3. 生成在任何時刻都是等價的，

因為生成的總額恆定不變，生成根本無價值，原因在於無法測度，在於

缺乏與「價值」一詞的意義有關的內容，世界的總價值不會貶值。307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認為這一段文字是尼采永恆回歸的思想實驗所達成

的最終結論，308

                                                 
307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 378. 

而我們認為它可以充當巴塔耶哲學的前提。巴塔耶可謂把「解除

308 《精神生活˙意志》，姜志輝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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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對時間的復仇」的思想實驗放在普遍經濟再做一次實驗，對時間的復仇就是

技術化的生命，也就是限制經濟，寄接於未來的才是存在（το ον/ ce qui est），當

下瞬間是非存在（μη ον/ce qui n’est pas）。我們在上一章已經看到巴塔耶把它們對

調後的價值翻轉了。如果以普遍經濟的視角，任何時刻都是等價，那代表也是沒

有時間的自然。309

 

每個瞬間都是自足的，這也表示我們無法把瞬間累加增值。生

成無價值，是因為它不可相加、持續、保存，所以無法在尺度上做較量。這些都

是勞動理性無法承受的，於是被目之為不可能的種種風險。 

然而弔詭的地方在於，風險之所以為風險，正因為它具有誘惑力。機運既是

焦慮，又是慾望，310

 

在這個地方，巴塔耶使用jeu這個詞所輻射出來的多重語義：

遊戲、賭博、競技、賭注、冒險、規則。冒險是人性本身的渴望： 

事實上可能的事物就只能是機運，那個如果沒有危險就不能被抓住的機

運。......機運涉及到對抗和不怕沒面子。......一種錯誤的、含糊的、

走偏的態度，它畏怯不對的事，它迴避那個一般賦予男子氣概的生命跡

象，這種態度可以被視為對於機運和風險的驚慌恐懼。那是對人的可能

性的恐懼，情況就是這樣。我們每個人都在殺掉我們內在的人性。311

 

 

技術在這就是在殺掉我們內在的冒險衝動。技術生命是怯懦的，但同時也是保

障。不過我們並不是說宇宙本身就是機運，而是說整個大經濟既無技術亦無機運

與風險，因為後者是相對於限制經濟的界限才在對立與排除中成立的，就像笑乃

是出於事先的保留與壓抑，然後再突然爆發出來： 

 

然而，工作、自由與機運只不過是世俗之見。宇宙是自由的：它無所事

事。在它之中怎麼會有機運或笑呢？哲學—跨越自己而超越了機運—處

在宇宙和勞動者（人類）的差異之中。反對黑格爾：既然黑格爾試圖在

他的宇宙內，也就是在他的對象內，發展出主體/勞動者的同一性。黑

格爾透過闡述一種勞動的哲學（我指的是在《精神現象學》中變成上帝

的奴隸，或是被解放的奴隸或是勞動者）來取消機運，以及笑。312

                                                 
309 這種尼采式的自然觀並不是一廂情願的玄想。時間以及不可逆的直觀的確只是人的表象，因

為對物理定律而言，時間完全是可逆的、對稱的。現代物理學更證明時間感覺是幻象，或是說「時

間」一詞只是在表層現象上做聯想的習慣性用語，而物理實在的不可逆原理完全可以用熱力學第

二定理和熵來描述。見羅杰˙彭羅斯（Roger Penrose），《皇帝新腦》第七章〈宇宙論和時間箭頭〉，

許明賢、吳忠超合譯，台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363-418。 

 

310 「焦慮說：『不可能』，不可能依賴於機運的一時興起。機運被慾望所界定，雖然每個對機運

的回應不一定都是機運。光是焦慮就完全界定著機運，機運就是在我之內的焦慮視為不可能的事

物」（L’angoisse dit:impossible: l’impossible demeure à la merci dune chance, La chance est définie par le d

ésir, néanmoins toute réponse au désir n’est pas chance. L’angoisse seule définit tout à fait la chance: est 

chance ce que l’angoisse en moi tint pour impossible.）。Sur Nietzsche, OC VI, p. 134. On Nietzsche, p. 114. 
311 Sur Nietzsche, OC VI, p. 115. On Nietzsche, p. 95. 
312 Le Coupable, OC V, p. 341. Guilty, p.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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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把機運和尼采的精神三變聯繫起來。尼采的精神三變中，駱駝代表「汝

應」，獅子比喻「我要」，嬰兒象徵「我是」。巴塔耶對後兩者的解釋是： 

 

尼采在他關於小孩的想法中表達了開放結局的遊戲原理，在遊戲中，最

終期限超出了給定的事物（où l’échéance excède le donneé）。查拉圖司特

拉說：「為什麼獅子應該變成小孩呢？」小孩是無知，是遺忘，是新的

開始和遊戲，是轉向自己的輪軸，是第一股衝動，是神聖的「是的」。

權力意志是獅子，而小孩不就是「機運意志」（volonté de chance）嗎？313

 

 

巴塔耶特別解釋道，法文的機運一詞和「最後期限」（l’échéance）一詞有著相同

字根：cadentia，而且機運就是那個到期（échoit）、了結、完納的事物，那個掉下

來的東西，如骰子落下來。314我們或許可以勉強把l’échéance翻成完納命數。對意

志而言，下注是生命的底牌盡現，其不過就是死亡：「意志否定死亡，它甚至不

在乎它。只有焦慮會製造對死亡的關切而癱瘓了意志。意志依賴的是機運的確定

性，意志和死亡的恐懼是對立的」。315

 

 

尼采對遺忘能力的強調，剛好在勞動世界碰到完全相反的東西。人之所以為

人，正是基於「答應」而成立的。換言之，如果禽獸可以視作會遺忘的生命而與

自然同流來界定，那麼人在自然中是個奇怪的特例，人透過不能遺忘而建立自身

的身份，巴塔耶把尼采的「人是會許諾的動物」316

 

這一命題用普遍經濟論的語言

重新講了一遍並深化其觀點：不但是人會許諾，人甚至把世界變成一個會許諾的

世界，一切的物都會、且不得不承諾了，不是應允出手段-目的鏈中的下一個物，

就是擔保了一個將來必定會有所成效的自身。這就是勞動的本質精神，也就是限

制經濟的精神構造。如果遺忘是毫不保留，那麼記憶就是以保留為原則。 

另一方面，除了勞動，禁忌又何嘗不是記憶？我們甚至可以說：對恐懼的記

憶正是禁忌的本質，正如佛洛依德所說的，禁忌是古老而原始的恐懼，它久遠成

謎。禁忌是回憶，是喚醒我們不知從何而來的害怕。記憶，做為禁忌，甚至是在

個人身體上做一種集體的刻寫，透過血、刺青、身體區位、姿勢與說話的忌諱等

等，記憶把自己深深地銘記在每個成員身上。Igrek 如是演繹巴塔耶的禁忌概念： 

 

禁忌是把強烈嫌惡做一種社會化的表達，它無法和個人的企圖分開，也

就是想要避免危險、暴力或任何回想起超乎控制的生命的企圖。所以禁

忌強化了主體這方面的內在感，該主體想盡可能地把自己從暴力場景移

                                                 
313 Sur Nietzsche, OC VI, p. 196. On Nietzsche, p. 151. 
314 Sur Nietzsche, OC VI, p. 85. On Nietzsche, p. 70. 
315 Le Coupable, OC V, p. 319. Guilty, p. 77. 
316 《道德系譜學》第二篇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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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317

 

 

對這種限制經濟造成破壞的其實不單只是死亡，還有性也是，因為性破壞了未來

性的時間計畫： 

 

從這些目的的關係來考量，性生活幾乎完全是過度（excès）—朝向不可

企及的頂點的野性噴發—它是充沛，它和對未來時間的關切（souci du 

temps à venir）有著本質上的對立。淫穢的虛無性格不會向任何事物臣

服。......它和價值無關。色情的顛峰並非彷若某種以嚴苛的受苦為代

價（au prix）所獲得的英雄事物。很清楚地，（色情的）結果和努力並

無關係。此處作主的似乎是機運[強調出於巴塔耶本人]。318

 

 

其實不用說到性愛，光是一個賴床意淫的人就是對勞動時間的破壞了，他（她）

所沈浸的那些幻想時刻對勞動生命是毫無價值的。我們在此看到巴塔耶思想的一

貫性。我們在第一章看到，對未來的關切與思慮是限制經濟的主導原則，而著眼

於當下瞬間則是普遍經濟的律則，由此可證得色情是普遍經濟的運作。如前文第

一節所討論的，奇蹟就是機運，機運就是努力不來的東西，這用在色情的邏輯上

同樣有效。色情不是努力的結果，而是偶發的猛爆。正因為如此，技術性的生命

自然對性有所節制，禁忌禁止了毫無節度的揮霍之風險，避免了耽溺於狂歡的暴

力生命： 

 

否定污穢、性、死亡的是個體，勞動的也是個體。只有個體才能進行

否定。但是如果個體否定自身，他就接受污穢和死亡，不再勞動：他

逃避時間，讓生命的一切活動用於消耗。出現的即便不是人為自己設

想的長久的、固定的獨立，至少是激烈的瞬間，在那瞬間，真正的自

由以節慶為條件。319

 

 

除了同為技術化的生命外，我們要繼續比較勞動與禁忌的異同之處。 

 

參、勞動和禁忌的異同 

 

所以雖然禁忌和勞動被巴塔耶一併劃在俗性世界的界域，然而，禁忌和勞動

有本質上的不同。我們基本上可以列出兩點這兩者相異之處： 

 

                                                 
317 Apple Zefelius Igrek, ‘Violence and Heterogeneity: A Response to Habermas’ “Between Eroticism 

and General Economics: Georges Bataille”’, Janus Head, 7(2), 2004, p. 410. 
318 Sur Nietzsche, OC VI, pp. 50-51. On Nietzsche, pp. 28-29. 
319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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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存有模態（modus essendi）而言，禁忌是種奇怪的、非同一性的（non-identity）

客體，因為禁忌嚴格來說並不是「物」。當然，禁忌總是與「物」或「東西」共

同在場的，但它的在場就讓禁忌物不只是單一的、分離的物，而是打開一個未分

斷的、連續性的總體。在這總體中，禁忌物和主體並非是存有者的兩端，這種二

元對立的邊界總會趨向瓦解、消融。禁忌既不完全是外在又不全然地內在，既不

完全是客體，也不完全是主體，而是在內/外、主/客兩者間穿梭遊走，因此禁忌

跟內在性密不可分。相反地，勞動跟物息息相關，或是說勞動與物乃是一體兩面。

勞動創造出一個外在、超越性的物世界。勞動所開出來的物世界是完整的、分離

的客體，這些客體都是有用性鎖鍊中的一個單元。與此客體世界相應的是一個確

立的主體。勞動世界的主體與客體總是滿足同一性（identity）的要求。 

 

（2）就認識模態（modus cognoscendi）而言，雖然說禁忌被巴塔耶歸到俗性領域，

但是通向禁忌的認識和通向聖性事物的認識方式並沒有甚麼不同。換言之，認識

禁忌與認識違反是同一回事。就巴塔耶自己界定，這種認識根本上是一種非知，

它最終導向內在經驗。另一方面，通向勞動的認識形式符應於對物的認識。 

 

（3）就跟理性的關係而言，勞動本質就是理性的，而理性本質也是勞動的。禁

忌不完全是理性的： 

 

但理性世界建立其上的禁忌，卻非因此而是理性的。首先，和暴力相對

立的平靜，並不足以拉出分隔兩個世界的界線。如果暴力的對立面本身

不能以某種方式參與暴力，如果某些暴力的負面情感無法讓暴力驚怖每

個人，那麼光靠理性本身不敷權威地去界定這些滑動的邊界。只有非理

性的恐怖和驚懼能夠面臨巨大的爆裂而存活。這就是塔布的本質，它讓

一個平靜理性的世界得以可能，但它本身在原理上是訴諸感情而非理性

的戰慄，正如同暴力一般。320

 

 

一般我們說禁忌是非理性的，通常是如下的意義：有些禁忌看起來沒有根據、莫

名其妙，這對於遵守該禁忌的局內人（emic）尚且如此，更何況是局外人（etic）？

不過在此黑格爾那個飽受批評的命題「凡存在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倒成為人類

學要證明的結論。人類學家的任務總是要穿透表象而辨明凡禁忌必是有道理和邏

輯的，我們可以稱這種邏輯是一種集體心智的大理性。321

                                                 
320 Eroticism, pp. 63-64. 

但是巴塔耶所指的是不

321我們在此可以舉兩個例子。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研究五花八門的污染與危險觀

念時，她擱置涂爾幹學派的聖俗二分而沿著一系列產生出認同與排除的邊線去描繪出一種身份輪

廓（民族、階級、種姓、男女等生存政治或「身份戰略」），聖俗二界以及禁忌變成只是表層現象，

它們的位置與意義便隨著身份輪廓的描摹完成而確定。於是我們看到道格拉斯透過內部/外部、

親密/疏遠、自我/他者等新的二元模式的細緻操作來取代聖俗二分，由此穿透可見的繁雜紛亂的

諸多生活禁忌、規範與制度，讓背後不可見的宇宙觀和生存手段暴露出來。另外像是系出涂爾幹

學派的杜蒙（Louis Dumont）也揚棄了帶有領地觀念的聖俗分野，運用辨異對立（distin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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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問題。這裡的禁忌不是理性的，並不是說禁忌的動力是非理性的，而是說禁

忌的反應是情感的。 

 

然而，一方面，禁忌和勞動確實有共通點，這指的不只是上述的對自然的否

定，而是這兩者有相同的功能、作用和效果。禁忌和勞動都是要限制住那種連續

性的存有總體。在接觸屍體禁忌中，所要限制的是死亡無限延伸壓迫的連續性。

在色情禁忌中，所要禁制的是那個會打開消融主體的力量。不管死亡還是色情，

禁忌要對治的都是驚怖的奧秘（mysterium tremendum）或是攝人的玄秘（mysterium 

fascinans）。而勞動並不去封住甚麼給定的客體，它自己就是透過開物成務的能力

創造出客體。不過就某個角度，勞動創造了對象以取代那個尚未成為對象的整體

性。未確定的全體一旦被勞動所捕捉，就會以客體化的存有型態出現。由這個角

度觀之，就限制義而言，禁忌和勞動都是要封限、閉鎖住存有本身深深的連續性。

所以，另一方面，禁忌和勞動是相輔相成的。巴塔耶從普遍經濟論的架構所勾勒

出來的原理： 

 

關於塔布這兩個面向唯一清晰明判的區分是一種經濟的區分。禁忌的存

在是為了讓勞動得以可能。勞動是生產性的。在勞動的俗性世界期間，

耗費被簡化到最小程度，以便和持續的工作保持一致。聖性的日子卻是

饗宴的日子。平常禁止的事物被允許了，甚至是被要求的。從經濟的觀

點來看，工作期間所保留的東西在大吃大喝的時期被鋪張地揮霍殆盡。

這裡有個明顯的區別，我們恐怕無法言之成理地宣稱：宗教是建立在打

破規則而非建立在規則本身。但是大吃大喝的日子卻端賴於散盡積蓄，

而且這種日子就是嘉勉宗教活動的皇冠。322

 

 

禁忌消極地封閉內在的聖性世界，勞動則積極地打開外在的物世界，兩條原理相

輔相成確保了俗世界的運作。 

 

我們以上已經從技術化生命的角度就勞動與禁忌做了概說。技術化生命就是

為了完成一種俗性生活，避開機運與風險。以下我們要進一步界定俗世界的基本

存有型態，也就是超越性的存有型態，巴塔耶亦稱之為物世界。 

 

 

第二節 勞動與俗世界的誕生 

                                                                                                                                            
opposition）的方法，直接從最基礎層次的一系列可接觸/不可接觸的分離作用入手，整個印度階

序制度的全貌就這樣被還原出來了。見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尤其是第七章到第十章。以及杜蒙，《階序人》，王志明譯，台北：遠流，2007

年。 
322 Eroticism,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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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超越性的設立 

 

甚麼是超越性？從整體的經濟角度來看，超越性是甚麼意義？超越並非是指

外在，就像我們在第一章已指出的，在耗費的能量運動中，存在著外在與內在的

轉換關係，即對生理予料的詮釋，此涉及到轉義（Umdeutung）與價值重估

（Umwertung）。然而，另外一種轉義和價值重估出現了，而且這裡的「um」更

是一種上下顛倒的反轉：價值被翻轉，意義被翻掉。那就是超越性的轉義與轉值。

超越性始於何處？超越性始於保留，從保留來看整個 economie，或把整個 economie

看做是保留，這樣讓存在有了超越化的可能。那麼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保留又

如何可能？巴塔耶的回答是：保留始於工具的存有狀態。以下我們就要來討論工

具性、保留和超越性的關連。 

 

首先，要瞭解工具性所創造的特有的人的存在狀態，就必須先理解巴塔耶所

設定的動物性的存在狀態是怎麼一回事。巴塔耶對動物性和工具性的人性做出對

比般的基本規定，這些規定都是《宗教理論》的關鍵詞：動物世界是內在性

（l’immanence）、直接性（l’immédiateté）、親密性（l’intimité）、瞬間、連續性。

與此相對，工具世界是超越性、持續性、斷裂性以及屈從性等。這些對立也為巴

塔耶的二元原理論哲學定了調。 
 

動物和自然環境打成一片，巴塔耶稱此為「水中之水」的狀態，不管是吃與

被吃，還是勝利與屈服，都只有量的差別而已：「吃與被吃之間不存在著超越性

（transcendance）」，323這是巴塔耶哲學很重要的基礎。我們可以從第一章討論過

的普遍經濟的時間原理和能量原理兩方面來檢視動物的掠食狀態。就時間而論，

當獵物被吃掉了，這對掠食者而言當下就消費殆盡了，這「只不過是世界中的某

種消失，其中無一物是被設定在時間之上的」。324另外，就能量而論，動物界就

是力量的作用與反制的來回遊戲，可是人卻有本質上的差異。原本在自然能量的

耗費中，不存在著超越性，有的只是我們在第一章所討論過的外在和內在的區

別，未始有超越和內在的對立。外在是指能量耗費的總體，或是縮小範圍來講就

是一個個體生命攝取其他生命以及它自己被吃掉的過程; 而內在是它的生理質

料對這能量遊戲的種種反應。動物有的只是「從外在到內在，以及從內在到外在

的流動性（內在性）」。325

                                                 
323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1. Theory of Religion, p. 17. 

可是人站上自然力量的頂端，這跟獅子或猛禽站在食物

鏈的最高層是不同的。這不只是力量的強弱，更是力量的超越，這種超越是存有

324 ‘ il est consommé, il est détruit, ce n’est qu’une disparition dans un monde où rien nest posé en dehors 

du temps actuel’,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2. Theory of Religion, p. 18. 
325 ‘l’écoulement (l’immanence) du dehors au dedans, du dedans au dehors, qu’est la vie organique.’ Thé
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292-293. Theory of Religion,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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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的差異，讓人從自然獨立出來，也讓自然屈從（subordination）於人。這是

自然中前所未有的超越性姿態，跟動物的內在性直接對立起來： 
 

從人與世界的動物性的親密性一開始，內在聖性（le sacré）就被賦予了，

而俗世界則在客體的超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objet）中被給出，它

對人沒有內在的親密性可言。326

 
 

這個命題顛覆了我們傳統的認知。一般我們都會認為，俗世界就是我們此時此刻

可見的世界，是有限的、內在的; 而神聖世界或宗教世界，也就是神靈所處的世

界，是外在於我們凡俗塵世的，是另外一個彼岸，是無限的，故是超越的。相較

之下，我們的內在是貧乏淺俗的，毫無神聖性可言，唯有憑藉那超越我們、高於

我們的外在力量，我們的精神才能提升。內在要有深度，必須取決於外在超越性

的高度，如信仰的本質力量就是「既不從外在事物找到，亦不從人自己內在心懷

肯定，其外較外在更外，其內較人自己之內更內」，327用比較文學性的講法，這

是竊取「上帝的隱私，上帝有最大的隱私權」，328

 

結果巴塔耶徹底倒轉這種關連，

聖性是完全內在的，與客體無關; 而俗世界完全依客體而「立」，這是一種超越

性的「立」，它包含了對立與否定。這種人之所以為人而立的「立」，巴塔耶稱之

為「定立性」（position），這肇始於工具的製作與使用。 

在《宗教理論》論俗世界的那一章，巴塔耶依序提出四種定立性：客體的定

立（即工具：La position de l’objet）、客體領域內內在要素的定立（Position d’éléments 

immanents sur le plan des objets）、把物定立為主體（Position deschoses comme 

sujets）、物世界的定立以及把身體定立為物（Position du monde des choses et du corps 

comme chose）。有了這些定立性，意義就獲得了實定（positivity）。在這四種定立

中，工具性的立是其他後續的定立的基礎，它在自然界的首要突破是促成主體與

客體的設立。客體的設定是專屬於人類的，箇中關鍵在於工具的使用。為甚麼呢？

因為只有工具能夠完全隨自己的主觀藍圖的設計來製作出來，完全造自己的投射

來造出一個東西，這才是客體的出現。而在完全動物性狀態中是沒有這種能力

的，動物和自然只有食物關係而沒有物的關係。當然，從考古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這個門檻或許並非是個一蹴可幾的跳躍，而是漫長的過程。奧都韋文化（Oldowan 

industry）時期的手斧主要還是要隨機依賴石頭的天然形式，要等到阿謝爾文化

（Acheulean industry，140 萬至 50 萬年前）時期，人類的史前史第一次有證據顯

示製造工具的人對於要製造的工具，心裡早就有了底—也就是說，他們利用原始

材料製造出自己想要的形狀。這可以說是製作的「心中模版」。329

 

 

                                                 
326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5. Theory of Religion, pp. 71-72. 
327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頁 318。 
328 木心，《哥倫比亞的倒影》，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7。 
329 理查˙李基（Richard Leakey），《人類傳奇》，楊玉齡譯，台北：天下文化，1995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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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工具的存有型態是如何？工具不像食物一樣有它當下直接的價值，它

只是手段和媒介： 
 

工具沒有在其自身的價值—像主體一樣，或是像世界，或是像跟主體還

有世界享有相同本質的要素—但唯有和被預期的結果相關連才有價

值。製造工具所花的時間直接建立起它的用處，把它屈從於帶有目的視

野的使用者，屈從於這個目的。同時它也建立了目的和手段之間清楚的

區別，而工具是根據其外觀規定的樣子來做到這種區別的。不幸的是，

目的就根據手段和有用性而被給予。這是語言最顯著的也是最致命的脫

軌之一。工具使用的目，其意義總是等同於工具的使用。330

 
 

工具是主體與客體的第三項，只要工具把目的收在自己的眼界中，意識就會把工

具視為客體。工具從未區別的連續性中分斷出來（des interruptions dans la continuit

é indistincte），工具的製造正就是非我（non-moi）的誕生形式。331

 

這造成甚麼樣

的深刻轉變呢？最主要有四點。 

（1）首先，工具意識不可能只是局部的，它要嘛就沒有，要嘛就只能是全面的。

儘管石器時代的技術跟我們今天日新月異的科技不能比，但只要「我：非我（工

具手段/目的）」這個三分的思維結構在石器時代成立，就從此定型了，後來只是

更精進更複雜而已。在這個思維結構下，工具會一個抓一個，被工具碰到的自然

物也會變成工具，巴塔耶用了這樣的表達：「被造的-能造的工具」（l’outil fabriqu

é-fabricateur），332於是形成一個不斷延長的手段鏈，直到抵達目的（食物）為止。333

借用海德格的語言，這就是「為了...」或「用以」334（um...zu）範圍的擴張。這

樣擴張下去的結果，就是原本我們所處的世界，也就是我們內在的一部份參與其

中並與之相連的世界，現在因為工具的使用而連同被工具化了，而工具化跟客體

化是同義的。物世界或客體世界於是成立，巴塔耶常常稱此為「物秩序」。之前

的生命型態只有外在跟內在的轉化，就算是最暴力的獵殺與吞食，造成的就只是

世界上某個事物消失了，「而在其中沒有東西是外在於現實時間（temps actuel）

而被設立的」;335

                                                 
330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297-298. Theory of Religion, p. 28. 

 現在則出現超越和內在的對立：「相反地，客體有種意義就是打

破不可區分的連續性，它對立於內在性或是萬有之洪流，它超越了（transcende）

331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7. Theory of Religion, p. 27. 
332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00. Theory of Religion, p. 32. 
333 照此可以推出，人類的「吃」具有超越性格，它是由龐大繁複的工作體系所中介出來的攝食

活動。這個角度或許可以讓巴塔耶在海德格和列維納斯之間有個居中協調的可能。人與世界的第

一義關係，對海德格而言是即手性的存有，對列維納斯而言是食物直接的滋養，而巴塔耶理解的

俗世界的存有型態則結合了這兩者。 
334 這是採蔣年豐的翻譯，見蔣年豐《與西洋哲學對話》，台北：桂冠，2005，頁 186。 
335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2. Theory of Religion, p.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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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性」。336

 

就普遍經濟的宏觀角度視之，這種費希特式的我/非我的設定是整體

能量遊戲中前所未有的巨大突變，世界變成客體性的存在，這正是工具的成就。

在這個客體世界中，物的存有的基本型態如下： 

物世界的客體的、在某個意義上超越的定立性（和主體相關），乃以持

續性做為其根基：事實上無一物有著分離的存在，無一物有意義，除非

定立出來一個後續的時間，根據後者，物才被建構成客體。只有當客體

的持續性被心照不宣地理解時，它才被定義為一種運作力量。337

 
 

不難看得出來，這就是限制經濟的基本框置世界的方式，人透過否定自然而變成

超越性的（transcendant）存在，它把凡「非是」的都遣到虛無中。338

 

在此建制之

中，凡「是」都不具有分離、自律的意義和價值，除非放在功能計畫的整體中。

不難看出，把世界的現狀還原成一個顛倒的狀況，這點巴塔耶和馬克思還有尼采

是一致的。 

（2）其次，工具客體的出現讓主體也同時成立，這是至關重要的。唯有當我們

可以讓工具客體清晰明判地出現在眼前，我們才能想像從外在來看自己，彷彿在

觀看一個別的東西。唯有從外在反觀，自己的主體才能成立。 
 
（3）尤有甚者，是有關時間的向度。原本動物世界的內在性中，時間只有當下

瞬間，因為事物即刻回應了內在的直接欲求，事物當下被完成，而慾望立即被滿

足。但是在手段和目的的謀劃中，事物總是被推遲、延後，直到之後理應到來之

時才有意義和價值。簡言之，物意識就是為將來作打算。凡物就是有用的（ce qui 

sert），此無異於伺服、屈從（asservir）於一個更大的操作計畫，其外延不斷擴充，

整個所及之處，就是世界，或是巴塔耶所謂的物世界。在同個意義上，他把此規

定為俗世界。在俗世界中，諸般用物不只相互關涉而牽引出一個參照總體，它們

更是在手段與目的的因果鍊中，整個由預期性的時間所維繫起來。我們在此看到

一種「主（體）-客（體）-時（間）」的三維結構把俗世界架構起來，它規定了

知的物性性格，也同時規定了物的知性尺度，這兩者是相互辯證、一起成立的。

知有了物性，物有了知性。於是我們可以說，這個工具世界，也是物世界，就是

由「主-客-時」的三元結構所開展出來的超越性世界。 
 
                                                 
336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98. Theory of Religion, p. 29. 
337 ‘La position objective, transcendante en un sens, par rapport au sujet, du monde des choses a tout au 

contraire la durée pour fondement: nulle chose en effet n’a de position séparée, n’a de sens qu’à la condition 

de poser un temps ultérieur, en vue duquel elle est constituée comme objet. L’objet nest défini comme une 

puissance opératoire que si la durée en est implicitement entendue.’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308-309. Theory of Religion, p. 46. 
338 ‘En s’opposant à la Nature, la vie humaine était devenue transcendante et renvoyait au vide tout ce 

qu’elle n’est pas.’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94. Inner Experience,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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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最後，俗世界確立了知（savoir）的基本型態和理論的本質。這讓我們重新

檢視理論的本質與限制。如果沒有注意到知一開始的超越性格，那麼我們就可能

會很難理解為什麼巴塔耶所主張的對聖性的認識方式和傳統源自於神聖性的理

論（θεωρία）有甚麼不可化約的差別，因為，「做哲學」，或是沈思的生命（vita 
contemplativa）的古老傳統，不就是脫胎於那種與俗事生活切離出來的神聖暇滿

（σχολή/otium）狀態嗎？當羅馬人用 contemplari 去翻譯 θεωρειν 時，不也是把

沈思的生命保留在與俗性分別為聖的領地（templum）內進行宗教性默觀的狀態

嗎？再者，自由的技藝（artes liberales）和卑從的技藝（artes serviles）的二分難

道沒有呼應巴塔耶關於自由與奴役狀態的二分嗎？靈魂轉化（περιαγωγή της 
ψυχής）這個古典哲學的最終理想，難道不就是人類從動物性的生命狀態解放出

來而完成人之所以為人類最殊勝（aristoi）的真宰嗎？這難道不符合巴塔耶對於

君主性與屈從性的區別？這種與 κοσμος 照會而把握到總體秩序的 θεωρία，豈

不是從實用性目的擺脫出來的「知」嗎？這種遠離有用性（l’utilité）而不再為甚

麼目的服務的「知」，不是站在巴塔耶所批判的知識的反面嗎？ 
 

θεωρία 的神聖性與反效用性兩個規定，乍看之下很符合巴塔耶對聖性之知

的要求，但其實不然。θεωρία 雖然跟神聖生命淵源頗深，但它已經是聖性自淨

其意的自我技術之理性化成果。尤有甚者，表面上不臣屬於外在更高的目的而獲

得自主性和純粹性的 θεωρία，其本質已經建立在勞動與工具的物世界上了。這

種「知」是從「物」而出的，而「物」之所以可以被觀為「物」，已經初步被客

體化了。這種認識的特性在於和可動用的事物（χρήματα）打交道而捕捉到突顯

出來的形式（είδος），此形式又不是在己、為己的，它一定要放在可預期的目的

性中才有功用與意義。所以儘管 θεωρία 脫胎於宗教性，而且在很長的一段歷史

中仍維持著神聖屬性，但它的物性型態，也就是 είδος 型態，早在更久遠之前就

已經確定了。它企圖觀照一切，解釋一切，包括自己與它的他者。此遂構成種種

的知。 
 

如是觀之，知和物彼此互為鏡像，觀念勞動和體力勞動的運作原理是相同

的，兩者都是在同質性的領域施為。 
 

貳、勞動的主奴辯證 

 
不過，這還不是俗世界的超越性格的真正祕密。勞動世界涉及的不只是主-

客-時的超越建構，更重要的是潛隱在底處更深沈的動機。人透過勞動來否定自

然，這行動其實並非第一推動者，它也是其他行動的結果。人當初一開始怎麼會

把整個心力轉而投向勞動和自然的改變呢？Direk 指出巴塔耶掀出了勞動理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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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背後的真正意志： 
 

屬於主體超越性的系譜的，是恐懼、歸順、罪惡、自我鄙視、恨自己、

對他人慾望的模仿以及自足、自我巧合和自我獨立的幻象。339

 
 

這就讓我們看到勞動的俗世界更深一層的意義。否定自然的背後其實是人對人的

否定，是人類慾望的造業。這樣我們便恍然大悟，《宗教理論》的題辭是科杰夫

（Kojève）一段話，但科杰夫的名字在內文中卻就此無影無蹤而顯得與主題無

關。其實正相反，科杰夫式的黑格爾思想貫穿整部《宗教理論》的推論。 

 

正是慾望把在（真的）認識中透過自己來自我揭示的存有轉化成客體，

客體向著一個不同於且對立於客體的主體而揭示。正是「在」、「透過」、

更好的是「做為」「他的」慾望，人向著自己以及向著他人來建構自己，

揭露自己，宛如一個我，一個本質上不同於且徹底對立於非我的我。（人

性的）我是一個單一慾望的我或是整個慾望的我。
340

 
 

巴塔耶從科杰夫對黑格爾的解讀中把握到一個真理：人類慾望和動物慾望的本質

上的差異就在於人的慾望有著超越性格，或是形上性格，而動物則無。科杰夫如

此說明兩者的差異： 
 

動物性的慾望—比方說飢餓—以及追隨著此慾望而來的行動，它們否定

了、摧毀了自然給定之物。透過對給予之物的否定、改變並化為己有，

動物把自己凌駕於對方之上。根據黑格爾，動物透過吃植物來實現並顯

現牠對植物的凌駕。但是透過吃植物，動物依賴著植物而不能真正設法

超越它們。一般而言，貪餓的空虛，或是說那個我，它只能由動物性的

慾望來揭露，它只能由自然的、生物的內容來填充。......動物把自己

置身於自然之上，在動物慾望中否定自然，但這只會在慾望滿足時直接

落回自然當中。於是，動物只能達到自我感覺（Selbst-gefühl）而非自我

意識（Selbst-bewußtsein）。341

 
 

                                                 
339 Zeynep Direk, ‘Bataille on Immanent and Transcendent Violence’,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Américaine 
de Philosophie de Langue Français, Volume 14, Number 2, Fall 2004, p. 36. 
340 這段原文翻成中文頗拗口，原文為：C’est le Désir qui transforme l’Être révélé à lui-même par lui-m

ême dans la connaissance(vrai) en un objet révélé à un sujet par un sujet différent de l’objet et opposé à 

lui. C’est dans et par, ou mieux encore, en tant que son Désir que l’homme se constitue et se révèle-à soi-mê

me et aux autres-comme un Moi, comme le Moi essentiellement différent du, et radicalement opposé au, 

non-Moi. Le Moi (humain) est le Moi d’un-ou du-Désir.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283. Theory of 
Religion, p. 5. 
341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assembled by Raymond Queneau, edited by Allan Bloom, tranlated by James Nichols, JR.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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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自然的、生物學上的慾望，人的慾望，也就是自我意識是怎樣的呢？科杰

夫繼續說： 
 

動物無法真正超越自己的給定狀態，亦即，比方像是身體這種給定狀態; 

牠沒有凌駕自己以為了回到自身。牠與自己沒有保持距離以便沈思自

己。為了讓自我意識存在，為了讓哲學存在，必須有一種對給定的自身

而言的自我的超越性（there must be transcendence of self with respect to self 

as given）。342

 
 

這就是至為關鍵之處。自我意識的本質在於它能夠把自己當作是給定的客體並於

以超越，這就是可以把自身二重化的能力。相對於獸性慾望是具體的自然物，人

的慾望是抽象的非自然物，它是一種從生物的角度看來無用的慾望，那就是人慾

望著別人的慾望。於是人性慾望是一種把世界虛無化的能力，也就是否定的能

力，而這往前一推，這種慾望需要別的相同型態的慾望的認可，也就是說，它把

其他的慾望保留在非物的、非客體的狀態，因為一個對象完全被客體化，它就無

所謂認不認可了。當慾望追求彼此認可而造成衝突，就形成了黑格爾所謂的主奴

辯證。 
 

然而，人性的慾望與動物性慾望的差別只是第一步，更進一步的區分要等到

人與自然產生了一個非動物性意義的關係，那就是奴隸的勞動： 
 

如今，他變成主人的奴隸，只因為一開始他就是自然的奴隸，他接受了

保存性命的本能，參與自然並把自己屈轄於自然法則。在通過勞動而成

為自然之主人的過程中，奴隸將自己從他的本性以及使他束縛於自然並

使他成為主人的奴隸的本能中解放了出來。因而，勞動將奴隸從自然中

解放出來，也使他從自身，從他的奴隸性中解放出來：它使他擺脫了主

人。在未經加工的、自然的、既定的世界中，奴隸是主人的奴隸。而在

由奴隸的勞動所轉化了的技術世界中，奴隸做為絕對的主人統治著，或

者至少有一天他將統治。而且這種從勞動—勞動就是對給定的世界以及

在世界中被給定的人不斷演進改造—而來的主人狀態，將完全不同於先

前的主人那種狀態。於是未來與歷史並不屬於戰鬥性的主人，他要嘛死

去要嘛就以不確定的方式維持自同性，而是屬於勞動的奴隸。343

 
 

奴隸用勞動改造了自然和自己的自然性，如果說俗世界的本質就是勞動，而勞動

本質上就是奴隸開展出來的，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俗世界本質上就是奴性世界？巴

塔耶的確是這樣理解的。俗世界即有用性的世界，而有用性即是屈從性，是人與

                                                 
342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p. 39. 
343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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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彼此屈從的狀態。我們稍早前指出勞動的真理就是主體-客體-時間-奴隸四維

結構，或是奴-主-客-時，奴役性居首位表示它的支配性。我們之前用技術性生

命與機運的對抗的觀點來含攝俗世界的系統性格，現在這可以轉換成奴隸/機運

的二元對抗，這就是限制經濟的基始。 
 

俗世界的真相—奴役性的超越物—已經被黑格爾揭露了，德希達指出主奴辯

證是巴塔耶最貼近黑格爾的地方： 
 

「獨立意識的真理乃是奴隸的意識」。當奴隸變成了主人時，他將會在

身上保留其被壓抑了的本原的軌跡，「他將做為被壓抑了的意識（zurü

ckgedrängtes Bewußtsein）返回自身，並且通過某種翻轉轉化成真正的獨

立性」。巴塔耶不斷進行思索的正是施加在奴隸的這種不對稱的絕對特

權。主人的真理在奴隸那裡，而變成了主人的奴隸仍是個「被壓抑了的」

奴隸，這就是意義、歷史、言理、哲學等的條件。主人只有在相互承認

的運動中通過奴隸意識的中介才能與自身建立關係，他的自我意識才能

得以建構。344

 
 

對於獸性慾望和人性慾望的對比，黑格爾、科杰夫、巴塔耶乃一脈相承，不過德

希達接著指出也是在這關鍵點巴塔耶和黑格爾分道揚鑣了，箇中關鍵在於死亡。

主奴辯證的真理條件在於「這種生命經濟」（this economy of life），那就是走向保

留、走向超越性的經濟。從這個角度來看，黑格爾式的主人在對死亡無懼的冒險

與賭注中，的確逼近那至尊性的瞬間狀態，但卻和它失之交臂了，因為 
 

生命的另一種概念更早之前就被黑格爾悄悄地安置在生命的位置上，以

便在那裡保持著，像理性永遠不被超出。這種生命並非自然生命，及並

非在主人主權中進行冒險的生物性的存在，而是與自然生命連成一體的

本質生命，它將自然生命持存並使之為自我意識、為真理與意義服務。

這就是生命的真理，通過這種求助於保存了賭金的、保持了對賭注的控

制和限制並在賦予它形式和意義的同時建造了它（Die Arbeit......bildet）

的揚棄，這種生命經濟將自身限制在自我和意義的保留、循環和再生產

之中。345

 
 

這就是勞動最深層的真正祕密。當然，黑格爾所談的主奴辯證與相互承認並不是

現實歷史的發展順序，也不是對意識實際發展的描述，而是一種邏輯的、概念的

建構，它反而是使歷史成為可能的基礎。不過當巴塔耶接過來黑格爾的主奴辯證

時既保留了觀念論的真理的同時卻也多了一分唯物論的效力。也就是說，從真實

                                                 
344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254-55. 
345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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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來看，人在懂得製造工具而進入勞動生活後，工具性的保留原理成為主人

意識的前提，否則主人不會想拒絕進入勞動。 
 

如果俗世界的超越性的基本結構是奴-主-客-時，那麼主人狀態基本上就必

需跟這四項對反起來，它不是主體也不是客體，也不進入時間，它意味著另外一

種可能，它用機運對抗時間，用冒險對抗計畫，用自我忘喪來取代自我同一性的

主體： 
 

在冒險中，我察覺到一種運動，它並不把一個人的現在關連到他的或她

的未來，不如說，它把這個現在聯繫到一個「尚未存在的人」（un être qui 

n’est pas encore）。在此意義，冒險並沒有把一個行動歸屬於一個行動者

的做為，也不把它歸屬於一個已經存在的人。就此而論，冒險超越了「存

有的界限」（les limites de l’être）。[強調處出於巴塔耶本人]346

 
 

這到底是甚麼狀態？我們可以用一段電影對白來做例子。電影《追殺比爾》（Kill 

Bill）中，比爾對著四歲的小女兒說他曾經朝她媽媽的頭部開了一槍。女孩問：「為

什麼這麼做？是想知道開槍之後結果會怎樣嗎？」比爾說：「我很清楚這扳機扣

下去，妳媽媽會怎麼樣，但我不知道我會怎麼樣」。比爾不知道他會變成怎樣，

會是報復心得到滿足而暢懷，還是後悔、悲絕、恨自己？他對一個未來尚未存在

的自己一無所知，一切都在未定之天，所以冒險並不保障一個行動者（agent）的

同一性，所以主人只有機運，沒有歷史。這用遊戲精神來看更是一目了然。巴塔

耶的友人加洛瓦（Roger Caillois）曾經把遊戲分成最基本的四種原理—競賽

（agon）、運氣（alea）、模擬（mimikry）、暈眩（ilinx）—然後用這四種類型去組

合、演繹出各式各樣的遊戲。
347冒險精神基本上由運氣所主導，這是把自己交給

非意志所能主導之物的意志，它帶來的精神效果可能是暈眩。日本學者加藤秀俊

根據加洛瓦的學說來解釋俄羅斯輪盤自殺遊戲的刺激感是怎麼一回事：「旋轉輪

盤時是Alea，在扣扳機的幾秒鐘或扣扳機時的幾分之一秒，正是Ilusion（按：指

Vertigo）的世界」。 348

 

所以主人的冒險意志正是一種交付給運氣而讓自己暈眩的

意志。 

這正是尼采的永恆回歸和黑格爾的主奴辯證的交鋒之處。從靈魂的大經濟的

高度來看，身份是甚麼？或是「我」是甚麼？如果大經濟別無目的，它只是自顧

自己的遊戲，那麼人必需把自身轉換成模擬，隨時準備好去扮演在這個遊戲之中

的角色，任憑自我被吸收到冒險意志之中。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在解

釋尼采的永恆回歸時同樣也提出機運再度被意志到的條件就是自我身份的喪

                                                 
346 Sur Nietzsche, OC VI, p. 167. On Nietzsche, p. 97. 
347 Roger Caillois, Man, Play, and Games, translated by Meyer Baras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1. 
348 加藤秀俊《餘暇社會學》，彭德中譯，台北：遠流，1989，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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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回歸運動就是穿越在一系列身份的喪失與變換之中。克羅索斯基這樣解釋永

恆回歸： 

 

世界在每一個歷史時刻都已是修得了圓滿，並且達到了終極，並非因為

世界是由各種特殊存在所組成，而是恰恰相反，是因為在每一個時刻它

都是重複，是無窮次早已發生過的事物的模擬。349

 

 

相反地在黑格爾的主奴辯證那裡，奴隸的勞動既是以保留的眼光來看待靈魂的大

經濟，也是以保留的眼光來看待身份，而之所以保留是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與逃

避。否定自然的背後是出於否定死亡，而否定死亡又出於人類慾望之間的造業，

於是整個俗世界就是奴隸迴避死亡的超越性慾望所造就的勞動體。總歸一句話，

否定死亡成就了意義。 
 

在此我們遇到兩個新的問題。首先，綜上所論，死亡是一切事物意義的根源，

一切事物唯有和死亡發生關係才有了意義; 可是一旦我們把這個命題窄化成：

「因為否認死亡，一切事物才有了意義」的話，這在巴塔耶看來還停留在太表面

的層次，充其量只能在俗世界才成立，更何況俗世界的真理還不能被否認死亡的

勞動所窮盡，因為關於勞動與死亡、或是俗世界與死亡的關係，其實我們尚未完

全明朗。正是黑格爾那把世界精神世俗化的思想型態讓我們看到勞動理性並非全

然只是否定死亡那麼單純，勞動理性最極致的型態就是理性勞動，而後者恰恰被

黑格爾指證為具有模擬死亡的能力。理性對死亡如何產生一種不完全是否定的關

係，這是我們必需繼續考察的，它進而涉及到第二個問題：死亡讓一切有了意義，

這命題如果也對聖性事物有效，那意味著甚麼？換個方式問：聖性事物的意義是

如何打開來的？我們是否只要逆寫了俗世界的真理，說聖世界之所以有意義乃在

於肯定死亡？但會不會死亡根本是不可能被肯定的，被肯定的死亡總已經是死亡

之偽了，而這就是聖世界的意義之本？另外，如果說俗世界是奴隸狀態所造就

的，那麼是否可以反過來說聖世界就是主人的世界？對機運的肯定和身份的忘喪

是否就直接帶領我們來到聖性事物的領域？ 
 
這些答案恐怕無法那麼直接。誠然，巴塔耶說過黑格爾哲學是一種俗性的、

勞動的哲學而對立於聖性哲學（la philosophie sacrée），也說過黑格爾否定了聖世

界，350

                                                 
349 轉引自 Mario Perniola《儀式思維》，周憲、高建平編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頁 162。 

但主人的聖俗問題的答案在於主人是否有進入內在的親密性和暴力性，而

350 「如此可以輕易地得到一個過渡，即從勞動哲學—黑格爾式的，俗性的—過渡到聖性哲學」

（Tel serait le passage aisé de la philosophie du travail—hégélienne et profane—à la philosophie sacré

e）。「但是把生存和勞動（論解的思想，計畫）混合起來，他就把世界簡約為勞動世界：他否認

了聖世界（交流）」（Mais à confondre l’existence et le travail (la pensée discursive, le projet), il réduit le 

monde au monde profane: il nie le monde sacré (la communication)）。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96. 

Inner Experience, pp.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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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問題本身又在我們更進一步考察獻祭之前是懸而未決的。如果沒有巴塔耶對獻

祭的思考，恐怕還沒有人發現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和尼采的永恆回歸不但是如此拉

近，而且還能夠彼此讀出對方的真理。箇中的奧秘就是獻祭。為什麼？獻祭在巴

塔耶那裡至少有兩個根本意義。第一，奴隸的勞動造就了超越性的俗世界的確

立，但這並不表明我們已然回不到通向內在性的入口。事實上，人對內在性一直

不陌生，而且人不斷在迴避內在暴力，這件事剛好證明了人對內在性不陌生，人

始終認得它，只是不想面對罷了，這在用儀式殺生時充分表露。第二，唯有從獻

祭的殺與死的角度可以檢視主人狀態到底是聖性還是俗性抑或是不限於這非彼

即此的排除律，也唯有獻祭的（非）邏輯能夠充分展現主奴辯證是如何和永恆回

歸既重疊卻又分道揚鑣的，這是因為獻祭展現了死亡與所有意義—聖世界和俗世

界所包含的一切都算在內—的關係。這就是我們底下要討論的兩個重點。 
 

第三節 獻祭的本質：返回內在暴力 

 

壹、 定義之不可能 

 
獻祭為甚麼總是排除掉物，也就是一般工具性存在的事物？換言問之，為什

麼獻祭的祭品總是有生命的？這個問題乍看之下是很無知的，因為我們已經太習

以為常地接受，獻上的供品不是葷的就是素的，也就是原本用來吃的食物，只是

把人的食物變成神的食物而已。可是這背後其實有更深層的動機。獻祭不可能針

對那些原本沒有內在性的事物，唯有那些原先屬於內在性而後來從中抽退的存在

者，然後又落入屈從性或是被豢養而被簡化為物的才有資格成為獻祭的祭品。簡

單來說，它們就是動物。唯有如此，獻祭才能把牠們回覆到原先所歸屬的內在性

和親密性。 
 

所以獻祭精神只所以可以成立，在於兩個條件。第一，它的對象原本就是跟

人一樣享有內在性的生命。第二，這些動物已經被異化為物的狀態。動物原本是

為己而活，而為了被人當成物來對待，牠只能死去或是被豢養。所以「被吃的動

物之所以能夠被設定為客體，唯有牠被吃的時候已經死了」。351

                                                 
351 ‘ Ainsi l’animal mangé ne peut être posé comme un objet qu’à la condition d’être mangé mort’. Thé
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04. Theory of Religion, p. 39. 

也就是說，動物

必須先變成肉，才能被料理、被吃。以歐美的食肉意識的標準，肉越遠離牠原來

的整體形象越好，這樣我們就更能以物待之，不會聯想起牠原來的樣子。筆者有

次接到一位友人電話，她說剛剛跟媽媽大吵一架，因為她媽媽居然想把剛死掉的

寵物小狗丟到垃圾車裡。媽媽這個冷酷無感的舉動幾乎將這位朋友逼瘋。筆者當

時突然聯想到一部漫畫《寄生獸》相當雷同的場景，男主角想把死掉的小狗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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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桶內，此舉把女主角氣哭且驚嚇：「牠是剛死掉的小狗啊！」「不，它只是長

得像小狗的肉罷了。」男主角這樣回答。就完全唯物論的立場，這種說法是沒有

甚麼不對的。所以獻祭的精神就是不要我們把動物當物看、當肉看，拉我們回到

祭品原本活生生的狀態。 

 

這當然還隱含另一個條件，就是從時間上的推，唯有進入豢養的狀態—不管

是農業民族的家禽家畜化或是游牧民族的豢養—動物才逐漸失去牠們的內在神

秘性。這不是說在更古代的狩獵時代就沒有獻祭精神，相反地，那種與獵物生死

對峙的暴力已經在宰殺對手的當下經驗到了，動物從來就不是物。所以進入到豢

養時期，肉類變成比較容易取得的資源，這導致組織化的、可控制的「動物剝削」

（animal exploitation），平日的牲畜屠宰融入俗世界的生產與消費，讓人類漸漸忘

記其中的聖性。所以要找回這種內在暴力，就必須挑選出特別的牲牷來安排特別

性的殺，也就是儀式性的殺，即獻祭。 

 
這裡我們遭遇到一個語言和觀念的等式的困境。巴塔耶之所以談獻祭，目的

無非是要讓我們超越對殺的既定成見而重新去深思甚麼是殺。但獻祭畢竟也是一

種殺。把獻祭的內涵替換成儀式性的殺，好像並不能為我們的知識增添甚麼。甚

至獻祭這個詞和概念也是強而名之的。也就是當我們問說：甚麼是獻祭？我們通

常只能回答：那是一種特殊的殺。但如果我們繼續追問：是怎樣的特殊？我們若

回答：特殊就在它用於宗教功能，那麼我們就回到功能性、用途性的標示來給出

個可確定的意義，於是跟獻祭真正的意義便失之交臂了。 
 

巴塔耶在晚年的一篇題為〈史前宗教〉（1959 年）的文章中，特別質疑、反

省了語言的困境，尤其是針對聖性事物相關的語詞，他都提醒我們要小心不能輕

易接受定義，他甚至主張定義的不可能： 
 

在存在的心臟處，我們發現了藝術，找到了詩歌，然後找到宗教的多樣

性。然而沒有人知道藝術是甚麼，或是詩歌是甚麼。到頭來，沒有人知

道宗教是甚麼。首先我要強調的是，人們並不知道宗教是甚麼。我們都

以為我們知道它是甚麼，但現在是時候了，我就是要說，這既有悲劇又

有喜劇的味道：我們一無所知，絕對的無知。我們知道樹木、法律、勞

動。我們非但能夠認出樹木、法律、勞動，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定義它

們：我們可以精確地說出它們是甚麼。同樣為真的是，我們知道如何去

認出（reconnaître）宗教：我們有辦法把它跟科學、政治和藝術區別出

來，但當要說出它是甚麼時，我們就訴諸一些大有問題的定義。352

 
 

                                                 
352‘La religion préhistorique’, OC, XII, pp. 494-95. ‘Prehistoric Religion’, in The Cradle of Humanity, 

pp. 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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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塔耶劃分可定義和不可定義的兩個領域，一者是實物和一般事物，也就是物世

界和物秩序的客體事項，我們可以指認出來，並將之定義，因為正如我們在第二

節所討論過的，我們的認識就是建立在物世界的基礎上。但對於另外一種事物，

比方說宗教、藝術、詩歌，我們卻很難用這種物性的方式去界定，雖然它們也會

呈現為某種物的型態。這些難以界定的事物就是聖性事物，而依巴塔耶的立場，

凡聖性事物的名稱都只能是遮詮而不可能是表詮。為了向讀者說明清楚，巴塔耶

特別以獻祭和喪葬為例來說明，如果我們可以把這兩者當成是宗教事實來孤立地

定義，這其實幫助不大： 
 

如果我們能夠以這樣的方式去定義「喪葬」或「獻祭」，那並不表示我

們能夠說出喪葬是如何具有宗教性的，或是獻祭如何是宗教的主要面

向。正相反，從喪葬顯得本質上非常有宗教性的那一刻，我們就放棄了

想去瞭解喪葬本質是甚麼的念頭了。一旦我們說它是宗教的，我們就停

住了，不再解釋它是甚麼（ce qu’elle est）：這委實意味著它並不是表面

上顯像的樣子，而是別的某物（autre chose），而我們要談論這個別的某

物，唯有把「看起來顯得是」（ce qu’elle paraît être）和「在彼處」（par-del

à）所給的意義對立起來，而是那個看起來是的意義（le sens apparent）

容許我們去談論這個在彼處的意義[強調處出於巴塔耶本人]。353

 
 

這一段話可以管窺巴塔耶的語言觀。當我們用宗教儀式去界定獻祭時，宗教本身

已經是一種被給定而異化了的認知，從而覆蓋掉獻祭的本質。不過這種不可定義

性並非消極地讓一切理解都無法開始。用類比來說，這裡類似詮釋學循環的處

境：我們不可能跳脫歷史沈澱下來的既有的語詞和概念而另創私人語言，只能從

被給定的語詞和概念出發，儘管該語詞和概念已經物化、僵化並覆蓋住真正的意

義，但我們都或多或少已經隱約把握到那個原本超越語言邊界的意義，就像我們

先前提過的，我們很難不透過送禮去理解誇富宴，也很難剝落對任何現實的君主

制的認識去揣摩甚麼叫做君權，更不可能沒見識過甚麼是魅力（宗教、政治領袖

或異性）而想探討魅力的本質。之所以舉這三個例子，是因為它們都屬於耗費的、

過度的、聖性的、異質性的領域，它們在物性性格的認識建構時是處在邊界之外

的，故不能用後者來界定或對待，重點是要跨越語言的限制直達那意義的外邊。

巴塔耶認為，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以自己對Lascaux史前岩洞繪畫的詮釋為例，

在他生前最後一本著作《愛神的眼淚》（1961）特別反省四年前《色情》（1957）

的說法，當時他認為該畫面傳達了謀殺與解罪，但在四年後卻不敢這麼的篤定，

而把這原始藝術保留為意義的謎團。354

 
 

                                                 
353 ‘La religion préhistorique’, OC, XII, p. 495. ‘Prehistoric Religion’, in The Cradle of Humanity, p. 

122. 
354 The Tears of Eros, pp. 3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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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觀之，獻祭跟誇富宴對巴塔耶而言相當接近，都是在摹擬解除限制的存

在狀態。如果說我們要把誇富宴從禮物交換的混淆中離析出喪失原則，那麼我們

就是要把獻祭從殺生的混淆中分辨出消盡原理。 
 

貳、物的消盡 

 
對一般的認知而言，獻祭就是把一生命給殺了獻給神靈。巴塔耶特別強調，

我們不能只看到生命的被殺與破壞，而是要更深入仔細地看出到底甚麼東西在祭

品身上被破壞： 
 

獻祭的原理是破壞，但即使它有時候走到完全摧毀的地步（像在完全燒

盡的情況），獻祭所要帶來的破壞並非是要把祭品化為烏有。物，只有

物，是獻祭想要在祭品身上破壞的對象。獻祭破壞掉一對象之屈從性的

真實紐帶; 它把牲品從功利世界拉扯出來，復原到不可理解的含糊

性。355

 
 

原來，獻祭要破壞的對象是物，而非針對生命。如果我們還是得勉強用「殺」一

詞，那麼在獻祭中我們要殺的不是生命，而是滲透到生命之中的物性。就這個意

義而言，獻祭是禮物，甚至是放棄： 
 

獻祭的重點不是殺，而是放棄（abandonner）和給予（donner）。殺只是

展示，其背後有更深的意義。重要的是從一個在其中所有的消費都屈從

於（subordonnée）必需性的持存秩序過度到無條件消盡（consumation 

inconditionnelle）的暴力; 重要的是從實在物的世界離開，那個世界的實

在來自於長期的操作而從不駐足於瞬間，那是個創造並保存（為了持續

的實在之利益而創造）。獻祭是生產的反題，後者放眼於未來而完成; 獻

祭關心的是瞬間。就此意義，它是餽贈（don）與放棄（abandon），但是

被贈與織物卻無法成為受贈者保留的對象：祝祭的贈禮讓它確實地進入

猛然消盡的世界。356

 
 

我們看到這段文字跟〈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相呼應。獻祭的核心意義是

由普遍經濟的時間原理來推證的，它是一種否定的否定。如果說人類的勞動在於

否定自然，讓自然進入物的存在，那麼獻祭就是要對這種否定再次予以否定掉。

不過這種否定並非返回原初的自然，因為被摘下的穀物果實已經不可能接回枝

幹，被挑選的牲牷也不可能野放，它們畢竟都已經被納入第一次否定、也就是生

                                                 
355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07. Theory of Religion, p. 43. 
356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310-311. Theory of Religion,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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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作物的意義了。建立在這個第一次否定的意義上，一切都成為物，而獻祭就是

要把這物的第一層根基破壞掉，從而解放出被限制經濟當成是「非是」的「是」。

獻祭肯定那臨在的現前，肯定那無端發生而消逝亦無理由的瞬間，在完全的給出

與喪失中解除了獻牲的限制，繼而通向那無分斷的連續性而「永遠沈浸於生命的

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魯迅語）。在此，巴塔耶製造了一個字根上的意義遊戲：

禮物、給予、放棄，對立於屈從，前者是無條件的消盡，後者是有條件的保留。

正是因為通向內在的親密性暴力，所以獻祭是超越性的敵手： 

 

透過獻祭，我們治癒了超越性世界的空虛性格。藉由破壞一個活生生的

重要對象（不過在其中，功利用途的後果產生了變化，這是在痛苦中被

感受到的），我們在一個時間點上粉碎了可能性的邊界：那不可能

（l’impossible）在一瞬間被一樁罪行解放出來，裸露出來，被掀個一絲

不掛[強調出自巴塔耶本人]。357

 

 

記住內在暴力是很重要的，等一下我們將看到黑格爾式的主人是否歸屬於獻祭經

驗就端賴於這個判隼。 

 

再者，獻祭解放的不只是祭品，而是所有的參與者，尤其是祭主

（sacrificateur）。祭主與獻牲構成了神秘難解的互動：「祭祀在重新發現的行動中

所彰顯的特質就是獻祭者對獻牲的親密參與，而這種親密參與被屈從性使用給終

結了」。358這兩者的互動是有一定程序的：巴塔耶指出祭主事先從物世界分離出

來是返回親密性的條件，也就是說，當他踏入獻祭場的封域之內，他就開始要經

歷存在狀態的改變，脫俗入聖。然而這裡有種彼此轉化的運動：祭品也非原本就

是分別為聖的，牠有賴於祭主比牠更早之前從物世界脫離出來，牠因祭主而成

聖。畢竟人才是意義的賦予者。藉由祭主的宣告，祭品從一般俗性的牲口轉為特

牲或大牢，359

 

而在宰殺的高峰，祭主的聖性狀態也提到最高。 

不過，不要以為獻祭可以把無條件的消盡表露無遺。純粹的、完完全全的內

在暴力是一種不可能，而獻祭只能逼近那內在暴力的不可能： 
 

弔詭地，親密性就是暴力，就是破壞，因為它和分離的個人之設定無法

相容。如果人們在獻祭的運作中描述該個人，那麼他就透過焦慮來定義

自己。但如果獻祭是令人痛苦的，那理由就是那個人參與了獻祭。他在

突發的運動中把自己和獻牲等同起來，那獻牲把他復原到內在性（親密

性）之中，但這個和返回內在性深深相繫的同化運動卻建立在這個事實

                                                 
357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08. Method of Meditatio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7. 
358 La Consumation, OC, VII, p. 61. Consumption, p. 56. 
359 見《禮記․郊特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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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獻牲是個物，正如同獻祭者是個個人。分離的個體和物在本質上是

相同的，或者說，把生存整合到物世界。360

 
 

所以與誇富宴極度相似，獻祭是動力是非物的原理，卻不得不與物世界糾纏而成

為混合體（mikten）。我們可以說，恐怕根本沒有可以獨存的非物的運作，不管

是透過殺生還是透過炫耀性的財富破壞，都是只能透過有限物來彰顯無限，不過

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把握到到底是哪一種邏輯起著主導作用，是耗費與喪失，還是

保留與佔有。有了這種分判標準，我們才能進一步批判聖性的異化，否則我們將

找不到批判的立場。 
 

參、獻祭的（非）辯證 

 
巴塔耶談的獻祭固然是指具體的殺牲祭祀，但正如同黑格爾所說的勞動不只

是具體的各種百工勞務，更指向更抽象的人類總體的精神勞動，故巴塔耶所指的

獻祭也指向更高、更抽象的層面。巴塔耶本人表明有狹義和廣義的獻祭： 
 

我所理解的獻祭不只是儀式（le rite），還是指凡是那些再現（repré

sentaion）或講述（récit），在其中一個英雄的殺害或是一般生命的殺害

（或是殺害的威脅）扮演著要角; 擴充來說，它可以指那些讓我們看到

英雄（或一個生命）以情色的模式下注（le héros est mis en jeu sur le mode 

érotique）的再現和講述。361

 
 

亦即，殺與色、性與死是巴塔耶給予廣義獻祭的基本內容。我們不妨說相對於黑

格爾的大寫的勞動（Labor/Arbeit），巴塔耶從大寫的獻祭（Sacrifice）來審視人類。

在此，我們看到巴塔耶獻祭思想的實證性和思辨性的兩面，如學者所論： 
 

對巴塔耶而言，獻祭不僅僅是理論對象，做為聖性與逾越的典型呈現，

獻祭更為概念化活動設下了界限，而且構成了思想的絆腳石。362

 
 

為思想設下邊界和障礙，這點獻祭和上述的誇富宴有異曲同工之妙，不過前者在

巴塔耶的思想中佔有更強大的位置。如果說獻祭和誇富宴一樣都是透過物來讓非

物的法則來運作而解除自身物的有限性，那麼獻祭比誇富宴多出一種可能，那就

是它示範著有限之物突破自己、超越自己的認識形式。獻祭是一種認識，或是認

                                                 
360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2. Theory of Religion, p. 51. 
361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18. Method of Meditatio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285. 
362 Elisabeth Arnould, ‘ The Impossible Sacrifice of Poetry: Bataille and the Nancian Critique of Sacrifice’, 
Diacritics, 26.2 (1996),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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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不可能。因為涉及認識，所以巴塔耶才會說獻祭是一種再現或講述。這種模

式的認識的不可能跟誇富宴的認識之不可能卻有所不同，因為它為認識指引了一

條明路，而且是唯一的一條路（對黑格爾而言）。儂西（Jean-Luc Nancy）說：「巴

塔耶不僅試圖要思考獻祭，而且要根據獻祭來思考（ to think according to 

sacrifice）」。363問題是，獻祭人（homo necans/l’homme du sacrifice）遭遇到思考的

不可能，卻又如何對思考有所提示呢？ 相反地，勞動人（homo laborans）總是可

能的，他是意義、歷史、言理、哲學發生的條件。這兩者乍看之下毫無瓜葛、不

可調解，這拉到兩者如何對待死亡更是清楚：肯定死亡的獻祭和否定死亡的勞動

再怎麼看都是不相容的，而思想、話語、意義、計畫......等一定都是出於勞動這

個原型，因為唯有拒絕死亡、否定虛無才能肯定累積與保留是有意義的。否認死

亡成就了物的意義，相反地，非物的意義則由肯定死亡來成全。但正是獻祭在對

死亡的肯定中留下了一個玄機，它啟動了獻祭通向勞動的轉圜。原來，獻祭已不

再是單純素樸的對死亡的肯定，這種肯定其實是一種雙重否定，也就是說，獻祭

的殺與死是懸擬的，獻祭者藉由獻牲的死換得自己的活命，它把自我保留住了。

獻祭的真理就是死亡的亦真亦假。當然，正如同最理想的誇富宴是一次就傾家蕩

產的誇富宴，最純粹的獻祭就是獻祭人自己就是祭品。我們指的並不是巴塔耶所

說的阿茲特克活人祭，而是王本身在祭壇上以死來演現祭之法義，這自傅雷哲《金

枝》所探討的古代羅馬樹林王就為人類學界所知。364

 
 

就是在這個地方，巴塔耶認為，如果勞動人是以保留為前提去否定死亡，而

獻祭人以毫不保留為原則而去肯定死亡，那麼黑格爾殊勝之處就在於他把握到第

三種身份的人，也就是哲人（le Sage）的理性詭計：哲人既是、也不是勞動人，

因為他甚至連獻祭的經驗都想要予以保留，以賭上性命的勇氣卻同時又和死亡保

持距離而扣留住生命，有如奧德賽既經驗到了致死的真理卻又逃過了死亡的代價

而活了下來： 
 

否定性所獨尊的顯現就是死亡，可是死亡委實甚麼也揭示不了。理論上

來說，這就是他自然的動物性存在（être animal），他的死亡使人向自己

呈現，但這樣的呈現絕對不會發生。因為當支撐著他的動物性存在死去

了，人類存在（être humain）也就停止存在。人為了最後將自己揭示給

自己，他就必須死亡，但又必須在死亡的同時活著—看著他自己停止存

在。365

                                                 
363 Jean-Luc Nancy and Richard Livingston, ‘ The Unsacrificeabl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9, 

Literature and the Ethical Question (1991), p. 21. 要提醒讀者的是，儂西撰此文是為了指出巴塔耶之

獻祭思想的限制，後者做為傳統存有—神—學思維的對照物，仍然未脫獻祭模式。故儂西嘗試提

出一種「犧牲不得」的新的思考典範。 

 

364  ‘ 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OC, XII, p. 352. 另外，巴塔耶在《有罪的》中有篇以〈樹林之王〉

為題的隨想。 
365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36.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edited by Fred Botting and Scot Wilson, Massachusett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pp. 286-8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7 

 
這是怎麼可能的呢？如何從死亡的否定性中逃脫，卻又學習到否定性的精神而雖

生猶死地活著？這其中的奧秘在於自我分裂，也就是哲人模擬獻祭人，透過模擬

（mimesis）來觀看自己死亡的擬像（simulacra），也就是獻祭的模擬，此即上述

的再現與講述模式。在獻祭中，獻祭者自己就等同於被殺死的動物，他在牲牷的

死亡中看到自己的死亡。這就是「詭計」（subterfuge）。沒有這種詐偽和狡黠，死

亡就無法被認識，而這就是人類與歷史的祕密，這個真理被黑格爾指了出來，它

就是人性整體的運動與辯證直到自我認識。 
 

人的一切之所以能夠展開就在於以獻祭場景為範式：「此困難宣告了一般表

演（spectacle）與再現（représentation）的必要。如果沒有這些實踐，我們也同禽

獸一樣，可能對死亡感到明顯的疏遠和無知」（強調處出於巴塔耶本人）。366

 

然而，

辯證法家的哲人和獻祭人的深刻差別在於前者把後者經驗到的死亡否定性轉化

成對言理（logos）運作的保障： 

黑格爾意識到他對否定性的再現：他清明地將否定性放置在「融貫的言

理」（discours cohérent）的明確位置，讓這言理向他本人顯示出來。這

種總體性包含著揭示總體性的言理。相反地，對自己所作所為缺乏言理

認識的獻祭人卻只有一種「感性」悟識（la connaissance sensible），即一

種模糊的、被歸結為非理智的情感。367

 
 

表演與再現就是鏡照（speculum）、思辯（speculation），就是呈現（Darstellung），

也是觀念論反思性主體的發生條件。獻祭人把祭品的死亡當作是鏡子來攬鑑自

照，哲人也是。但差別在於，同樣開放給否定性在自己身上運作著，原本獻祭人

那種騷動的悟識卻被哲人的言理所取代，我們可以說，原本那個自我忘喪的獻祭

人卻在哲人的轉化下變成最強勢的主體。那是偷取了死亡能力的辯證主體。儂西

順著巴塔耶對獻祭與黑格爾的解讀指出，透過獻祭的內在化、屬靈化和辯證化

（interiorisation, the spiritualization, and the dialecticization of sacrifice），黑格爾式的、

也是全人類式的主體出現了，他逾越自己的有限性而擴充自己在有限中的無限真

理，這是一種「超越性的自我領有」（trans-appropriation），它透過經濟論（economism）

和模擬論（memeticism）的風險設計來揚棄獻祭與死亡： 
 

獻祭做為自我獻祭、普遍獻祭、真理還有對獻祭的揚棄，它本身是絕對

主體性的絕對經濟之設置（ the institution of the absolute economy of 

absolute subjectivity），它只能（以貶抑的意味）模擬那個穿越否定性的

                                                 
366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37.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p. 287. 
367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38.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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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而從那裡它不得不對稱地對自己再度領有或超越地自我領有，乃

至無窮無盡。368

 
 

獻祭辯證化的真相帶領我們回到聖俗二分的核心祕密。如果勞動是保留原理的俗

性事物，獻祭是耗費原理的聖性事物，那麼黑格爾道破的真相就是：保留式的勞

動儘管產生了限制經濟的一般意義，但卻還無法達到自我認識的意義，也就是形

上學的理性意義，除非它模擬了獻祭那種與死亡同在的能力。勞動獻祭化，這是

人類得以自我觀照而獲得在己為己的認識之始。如果勞動不從獻祭精神那裡窺得

天機，勞動無法自知。絕對的勞動就是世界精神的勞動，它全面貫徹了從獻祭那

裡學來的否定性來展開不斷自我中介的運動，最終認識到歷史就是它自己勞動出

來的，而這一切的真理都可、也只能保留在認識裡頭，這同時也是自我證成的絕

對知識。 
 

然而，巴塔耶關注的是獻祭人不進入言理認識的那種感性狀態的生命，那種

被黑格爾放在辯證低階的感性的直接性不是別的，就是聖性： 
 

獻祭人維持著生命，不僅意味著生命對於再現死亡是必須的，而且意味

著他努力豐富（enrichir）生命。從另一種外在的視野來看，獻祭中具體

可感而且是被意欲的（ voulu）興奮比黑格爾那種不由自主的

（involontaire）感受性要更為有意思。我所談的的興奮是眾所皆知

的，並且是可以定義的，它就是聖性恐懼（l’horreur sacrée）：那是最豐

富也是最痛苦的經驗，它並不把自己限制於解體，而是相反，它像劇場

的序幕那樣揭開，開放給一個超越了此世的那邊（un au-delà de ce 

monde-ci），在那裡正在升起的日光改變了一切事物的容貌，摧毀了它們

有限的意義[強調處出於巴塔耶本人]。369

 
 

直到獻祭論的聖性意涵在此被提出來，我們把主奴辯證放到獻祭論的視野的用意

方得明朗，之前重疊在一起的辯證經驗和真正獻祭經驗的差異也被逼顯出來了。

如上所述，辯證法幾乎就是聖性的，或至少是擬聖性的; 而反過來看，獻祭一開

始也就有某種辯證性，或是辯證的雛形，因為獻祭總是已經有某種自欺的詭詐在

裡面，獻祭既有殺之真，亦有殺之偽。獻祭人參與了祭品之死而繼續活著，這是

一種後續生命（Nachleben），他從此豐富此生。不過獻祭並不必然走向辯證法，

獻祭的（非）意義也沒有被辯證法完全保留住。辯證從解體（Zerrissenheit）獲得

否定性的能力，而獻祭則趨向逾越的肯定，這種肯定雖然也是一種否定，它甚至

是對否定的再否定而看起來跟辯證法沒甚麼不同，但差別在於這種否定性不能再

                                                 
368 Jean-Luc Nancy and Richard Livingston, ‘ The Unsacrificeable’, p. 27. 

 
369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38.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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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了而不會轉成實定性（positivité）。在一封致科杰夫以表明反對歷史終結的信

中，巴塔耶把這種否定性稱為「無可徵用的否定性」： 
 

如果行動（「作為」）是—如黑格爾所說的—否定性的話，那麼還是有個

我們想知道的問題，那就是屬於一個「沒甚麼事可做的」某人，他的否

定性是消失了呢？還是維持在一種「無可徵用的否定性」（négativité sans 

emploi）的狀態？370

 
 

所以辯證法的否定的無所為（faire）其實是無所不為，這種否定性是「行動與質

問的雙重運動」，而行動在於擁有物，371此遂成為最強勢的真理形式，而獻祭人

就停留在無所事事的否定性那裡。獻祭人的生命就是狂亂、笑、歡騰、色情、藝

術與詩：「文學繼承了獻祭」。372就某個意義而言，這些經驗不會進入時間，不會

進入歷史。獻祭同時展示了兩個運動和兩種經濟，永恆回歸和主奴辯證。我們或

許可以想像一個圖，從獻祭處產生兩個支線，一支是水平線，表示維持在原地的

獻祭及其子嗣，它們不進入時間而停留在顛峰經驗的瞬間那裡打轉：悲劇、詩歌、

小說、藝術等，它們的原理都是不可再被使用的否定性; 另外一支是垂直線，表

示它進入了時間發展：計畫、勞動、禁忌、體制、知識，它們使用否定性去開創

物世界而邁向歷史的征途，讓主體在客觀化中自我實現。David Sherman指出對否

定性的挪用與不挪用對應到了主體與「自己」（ipse）373

 
的差異： 

在奴役性的「我」之模式的主體把它的否定性徵用來同時地囤積知識，

並且把它自己投射到世界中（根據巴塔耶這就是有條件向「實定性」投

降），與此相反，巴塔耶提供了一個「狂野的自己」（wild ipse）的主體

模式，它透過否定它和一切對象的關係，尤其是透過否定自己來稀釋自

己。374

 
 

這兩者的差異有甚麼更深的意義？ 
 

在〈黑格爾、人類與歷史〉（1956 年）一文中，巴塔耶把普遍經濟論和辯證

法統合起來，或是說，把辯證法納入普遍經濟以凸顯前者的力有未逮。巴塔耶在

此文的突破不只是他本人的，而且是西方思想史的創見，那就是讓黑格爾與涂爾

                                                 
370 Le Coupable, OC, V, p. 369. Guilty, p. 123. 
371 ‘ La négativité est ce double mouvement de mise en action et de mise en question’, ‘ l’action 

consiste à prendre possession des choses.’ Le coupable, OC, V, p. 384. Guilty, p. 136. 
372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92. 
373 關於巴塔耶獨特的 ipse 概念我們留在第四章做討論。 
374 Leo Rauch and David Sherman, Phenomenology of Self-Consciousness: Text and Commentar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177. 作者從黑格爾的主奴辯證到巴塔耶的普遍/限

制經濟乃至德希達的解讀都以很精彩的分析，只可惜該作者一直把至尊性的瞬間稱為 transcendent 

moment，似乎沒有細察巴塔耶本人對 immanent/transcendent 的嚴格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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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彼此改寫且相得益彰：一方面，他把主人等同於聖性，奴隸等同於俗性; 另一

方面，這對應到了聖/俗時間的界分： 

 
黑格爾對空間進行了區分，這或許是為時間的區分做的準備，這種區分

在時間中也形成了。這即是古典意義上的區分：「聖性時間」（temps sacr

é）和「俗性時間」（temps profane）。俗性時間之於聖性時間，就相當於

奴隸之於主人。人們在俗性時間工作，並且確保動物性需求的滿足，同

時又將這樣的資源累積起來—這些資源將於（聖性時間）巨大的節日耗

費中被化為烏有。[標記出於巴塔耶本人]375

 
 

巴塔耶這樣對黑格爾轉化的結果，我們不排除兩種可能解釋。其一，主/奴、聖/
俗的對立可以是兩種人的生命狀態，它可以是觀念論意義上的區分，也可以是具

體現實的區分，如薩滿、巫王和凡俗之人的區分。其二，這種對立也可以是每個

人都有的兩種狀態，只是在時間上自我二重化、自我分別為聖與俗。這就是涂爾

幹提出來的人類二重性（homo duplex）：每個人既是聖又是俗，兩者不能同時出

現而只能輪替。376

 

如果是這樣，那麼每個人也就兼具了主人與奴隸。不管是哪一

種情況，主奴辯證的逆轉在巴塔耶的改寫下成為聖性的喪失： 

主人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他不能擁有聖性時間的自主性，他甚至將那

個只著眼於結果的俗性時間的運動插入到聖性存在中。主人本身的存

在，由於這種存在就是持續性，它將一個相反的要素引介到聖性時間的

瞬間（l’instantanéité）之中，在瞬間中，未來不予考慮，資源被浪費掉，

獻牲被破壞、化為烏有，唯一在乎的是「在死亡中的至尊性地」存在著

（être souverainement dans la mort），「為了死亡」（pour la mort）（在化為

烏有和摧毀之中）。[標記出於巴塔耶本人]377

 
 

我們看到神話：儀式（mythos: ritual）/言理：行動（logos: action）的雙項對立。

我們可以說，獻祭有真理性，而真理也有獻祭性，獻祭的真理與真理的獻祭本質

是同原共生的。另一方面，勞動要透過模擬獻祭才能進入自我表詮的歷史，這就

是神話變成言理，儀式變成行動，所以《浮士德》中不管是「太初有道（logos）」

還是「太初有行（Tat）」，都是開創。但相反地，神話和儀式一來不進入時間，

二來它們與痛苦和歡樂同在，就像巴塔耶舉的喬艾斯（James Joyce）《芬尼根守

靈》的例子，人們除了在哀悼中尋得歡笑的能力外，守靈本身就是環繞在聖性的

瞬間打轉，它並不前進。正是這種「樂之苦、苦之樂」（l’angoisse gaie, la gaieté 

angoissée）378

                                                 
375‘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OC, XII, p. 357. 

的混融以及把時間消盡精神把獻祭的至尊者跟黑格爾的主人區分開

376 關於涂爾幹的人類二重性理論，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一節。 
377‘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OC, XII, p. 357. 
378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 340.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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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前者認為死沒甚麼（c’est ne rien），後者雖然也是有豁出去的冒險精神，但

卻用嚴肅的詭計使自己無虞。 

 
所以嚴格來說，聖性沒有歷史，只有俗性生命才展開歷史。聖性一旦有歷史，

那表示聖性已然異化了。以下我們就轉入聖性異化的討論。 
 

第四節 聖性的異化 

 
跟我們一般的聯想相反，巴塔耶在以「宗教理論」為書名的著作中的第二部

分，開始處理那些傳統認知中不屬於宗教的領域。但如果我們順著巴塔耶的眼

光，這些對他來說恰恰不可能與宗教分離來孤立考察：軍事秩序（ l’ordre 

militaire）、二元論與道德（le dualisme et la morale）、中保（la médiation）、工業的

興起（l’essor industriel），它們是第二部分四個篇章的標題。特別是祀與戎，禮樂

與爭伐，這兩者的聯袂關係只能透過聖性分析或是普遍經濟方能被思考。另外，

我們不難看出巴塔耶刻意採取比較誨澀的方式來進行，比方說他盡量不用「基督

教」這字眼，這種作法頗類似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這應證了《宗教理論》這

本未竟之作企圖以聖性的觀點來鋪展人類（從遠古到當代西方）的命運，它有一

種和《精神現象學》互別苗頭的味道。相對於《精神現象學》所描述的理性精神

逐步自我實現的過程，《宗教理論》勾勒了聖性逐漸異化的宿命。總體而論，聖

性宗教化就是聖性異化的開始，不過巴塔耶對此過程有更精緻的分析與推演。聖

性異化的第一步就是客體化，這也等於聖性的主體化。聖性原本不完全是客體，

也不完全是主體，它是內在經驗，所以主/客無法一刀兩斷。只有當聖性被改造

成為一種超越關係，主客之分才成立。所以我們以下的作法是把《宗教理論》第

一部分關於聖性超越化的討論和第二部分的人類命運連貫起來討論。 
 

壹、 神靈的發生與靈肉分離 

 
宗教離不開神靈問題，正因為神靈已然跨過宗教的最低門檻而成為宗教的核

心。重點是唯物論者巴塔耶如何看待此問題？關於神靈的起源，在《宗教理論》

中不是放在聖世界的章節中處理，反而在之前的俗世界的原理中就處理過了，而

且在俗世界的那一章的九個小節裡頭就佔了六節（§3-§8）。這看似違反常識的安

排其實完全符合巴塔耶的思想，而且也預先表明了批判：神靈絕非聖性的本質

義，而是隨著主體客體的定立而出現的超越性的想像與投射。直言之，神靈隨俗

世界之立而立。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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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說，俗世界是超越化、客體化的造作，這同時也是一種個體化原理

（principium indivuduationis）或是個體化的過程。聖性的內在連續性是個體化的

相反，所以當個體化原理也能夠在聖性領域通行無阻大行其道地創生出形形色色

的神祇時，這就表示聖性已經發生了異化。人們把物定立為主體，物被投射為同

類，比方箭矢的超越性沒有被廢除而同時又被視為有內在生命的主體。這可以對

應到傳統的宗教人類學所討論的「泛靈論」的心理探原，雖然這個字眼並不出現

在巴塔耶的字裡行間。 
 

這種投射往下一步的定立就是「最高存有者」的觀念了。最高存有者是個可

區分的、個體的、分離的存有者，和其他物毗鄰在一起。就這樣，「靈體的階層」

（une hiérarchie d’esprits）出現了，不過這些階序的存有者都是同質的，既有縱貫

高下的分別，也連綰表現著平等滲透的關係，巴塔耶說在這種定立中有了「滑動」

（un glissement）：最高存有者是純粹的靈體，再來是亡靈，再下去是有靈的動物

植物。379

 

因此神靈體系是既平等又不平等的架構。靈與肉體的差別不若連續性（或

內在性）與對象的差別。唯有從自主的神靈的神秘表象開始，身體才發現自己在

物的旁邊，與物並列。實在世界成為神聖世界誕生後的殘餘物，動植物逐漸加入

了空洞的工具客體性，而會朽的肉體漸漸同化於物的團塊。這樣，人會如何看待

自己的身體呢？他會認為自己是精神性的存在，但很不幸地擁有像物的身體，但

人身做為乘載靈魂的托基而又讓身體享有榮光。身體一直被靈魂佔佇的，甚至到

了死亡，身體完全物化，此時靈魂非但沒有隨之消失，反而更被強化，靈魂的在

場更受肯定。我們可以說，屍體就是對主體化的靈魂完全的肯定。但與此同時，

屍體才完全把動物般的肉身化約為物。 

不論是神靈還是靈魂，靈的信仰之意義在於這是聖性物化的初始條件，它從

深深的內在交流轉化成不可見的靈世界，這就已經客體化了，即便它是無形的、

不可碰觸的; 倒過來說也許更正確：所謂的不可見的世界恰恰建立在物世界的投

射。這已經為任何的「宗教」型態作準備了。如果說在邏輯上獻祭先於宗教，那

麼恐怕在時間上是沒有先後時差的。我們之前指出，巴塔耶任何在獻祭中有一種

純粹的原理在運作，但這是分析出來的; 從實然面而言，獻祭總是已經是混合體

了。我們可以這麼說，宗教反而是遮蔽獻祭的帷幕，而神靈信仰更注定了獻祭進

一步的俗化和超越化，也就是獻祭的功利化。 
 

貳、獻祭的功利化 

 

我們前文指出，既然獻祭和誇富宴一樣注定跟物世界糾纏一起，那麼它們就

很有可能遭人誤解而再度落回物的邏輯，這種命運在獻祭那裡尤為明顯。我們甚

                                                 
379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302-303. Theory of Religion,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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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以說，凡我們所見的獻祭都已經是落回俗世界的原理了。這是為什麼呢？主

要緣故是獻祭總是由一群人來舉行的，固有其集體性性格，而團體型態本身就是

一種定立（position），380

 

也就是說群體生活更容易傾向成為一種超越性的存在，

也就是勞動精神的反射： 

為了一個現實的共同體（communauté réelle）的緣故，而這共同體是被

當作物而給定的社會事實，也為了著眼於未來時間的共同運作的緣故，

節慶受到了限制：它本身被整合為一個有用工作連鎖中的一環。381

 
 

結果是獻祭更進一步地再度落回俗世界的運作邏輯，而人們後來會對節慶的心態

就難免落入功利性的解釋（l’interprétation utilitaire）。人們把運作性力量歸給由節

慶所生而接受供奉的神靈，而獻牲為他們的親密性而保留，這種方式把操作性力

量歸給物是一樣的。到最後，節慶本身被視為一種操作，它非得產生實效性。土

地與牲口的生產與收成之可能性被賦予在祭典上，祭典被瞄準的是它們最低程度

的屈從作業形式。如此一來，祈求豐收的精神取代了消盡精神。一般宗教人類學

所謂的模擬—交感巫術都已經落入俗世界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整個群體就把

它本身的物性性格投射在祭祀慶典上了： 
 

不管怎麼說，在積極方面有豐收，在消極方面有拔禳，一個共同體首先

在節慶中以物（chose）的姿態顯現，它是被確定為個體化的結果

（ individualisation déterminée），也是著眼於持存的共同事業（œuvre 

commune en vue de la durée）。節慶不是真正回歸到內在性，而是用親和

的方式把不相容的需求協調起來，這是充滿著焦慮的。382

 
 

所謂「不相容的需求」就是毫無保留消盡一切的衝動和有求必給的功利意識，後

者讓一個群體變成一個自覺的整體，也就是透過個體化原理讓自己對自己有個明

晰意識。這樣，共同體是一種精神（un esprit），何謂精神？就是主體—客體（un 

sujet-objet）383

 

的設立，也就是前文所說的超越性的定立。我們可以說人類不可能

單獨生存，而人類共同體必然會把自己表象成一個集體精神，這使得原本自我忘

喪的消盡性暴力轉變為有內容的、有明確祈求事項與對象的儀式。 

獻祭功利化的過程就是獻祭理性化的過程，聖性暴力一旦被言說即消失，因

為它在事後追加的言之成理中被俗化了，巴塔耶稱此為「言理事後賦予獻祭實用

目的」（Le discours donne des fins utiles au sacrifice après coup），並在一個相當重要

的段落闡述了獻祭是如何演變成宗教理性的： 
                                                 
380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4. Theory of Religion, p. 54. 
381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4. Theory of Religion, p. 55. 
382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4. Theory of Religion, pp. 55-56. 
383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4. Theory of Religion,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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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的理智，人的論解思維（la pensée discursive）卻做為屈從性勞

動的功能而發展。唯獨詩性的聖言（la parole sacrée, poétique），儘管侷

限在無能為力的美的平面上，卻保有了那可以顯豁充分的至尊性的權

能。所以，只有當獻祭沒有從表意性的語理（le discours significatif）那

裡獲得形式時，它才是一種至尊的、自主的（souveraine, autonome）存

在方式。只要語理賦予獻祭形式，至尊性的存在便按照奴役性而被給定

了。事實上，至尊者就定義上來說是無所伺候的（ne sert pas）。但是簡

單的語理也應該回應論解思維所設定的意義問題，而意義是每個東西在

用處（l’utilité）層面上都必需有的。原則上，每個東西存在是為了伺候

（servir）這個或別的目的。所以單純地顯示人與烏有化的關係，人自

身的純粹啟示（在死亡完全鉚定了他的注意力的瞬間）就從至尊性過渡

到奴役性目的之優先性了。與儀式（rite）相聯繫的神話（le mythe）一

開始具有詩歌的無力之美，可是那關切到獻祭的語理溜到了庸俗的、有

利益的解釋（l’interprétation vulgaire, intéressée）。從詩歌層面上素樸的想

像效果開始，像是平撫神祈或是淨化生靈，表意性語理的目的變成了風

調雨順或國泰民安。384

 
 

換言之，如果本來獻祭的行動演現（dromenon）385是由內在親密暴力所主導而在

狂喜的瞬間耗盡所有的物性，那麼原先的神話（mythos）則應該跟此行動表現維

持一致。我們看到巴塔耶是用兩義性來看待神話的：神話似乎既總是已經被言理

所滲透，又可能保留未被滲透的空間。雖然我們如今把神話理解那種用循環、輪

替、反覆的韻律來展現角色與情節的發生模式，並把它跟直線進展的歷史對立起

來，但是這還不是神話的最本質義，因為這樣似乎就變成封閉與開放的二元對

立。其實神話原本的重複性並非是封閉的，也不是固定下來的週期，反而是一次

又一次的開放。386

 

原來，人畢竟會隨著聖性瞬間的消退而回到俗性時間，不過人

總是又會想再一次捕捉獻祭的極端經驗而付諸回歸的運動。 

於是神話的真理已經被尼采講出來了，那就是相同者的永恆回歸，即對生命

無數次的肯定，每一次肯定都是全新的以致於讓同一個生命被吸收在回歸運動

中。那為什麼是相同者呢？其實這裡不存在著本原或是本質同一的自我。世界本

身既非摹本亦非對摹本的仿像，而是沒有自同性的擬像，是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戲

擬，而後者本身又是對另外一個世界的戲擬，所以巴塔耶說「回歸是戲劇模式」

                                                 
384 ‘Hegel, la mort et le sacrifice’, OC, XII, pp. 342-343. ‘Hegel, Death and Sacrifice’, The Bataille 
Reader, pp. 291-292. 
385 關於 dromenon 在希臘人祭祀的意義及其衍生的 drama 意涵，見 Jane Ellen Harrison, Ancient Art 
and Ritual,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特別是第二章的界說。 
386 關於神話時間的特性，見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聖與俗—宗教的本質》，楊素娥譯，台北：

桂冠，2001，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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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 retour est le mode dramatique），387那就是dromenon和drama與情節（mythos）可

以彼此轉換。神話本身就是擬像運動的展開，其遊戲規則就是虛設一個被模擬的

主位相同者，這正如巴塔耶的詮釋者湯淺薄雄所謂的摹像（擬態）既不是從屬性

的也不是派生出來的，它是根源性的，但卻又是一種「根源性的非根源性」。388然

而這種自我虛位化而挪出空缺的運動一旦被實定了，特別是與大自然天體運行和

季節交替對應起來，神話遂落入言理（logos）的自我解釋，這時獻祭的精神也跟

著展生質變，原本無端倪、無來由的發生與消失被給了類似再生的主題，把脈絡

定期化有便於週而復始的儀式性操作dromenon變成了有跡可尋可以複製的儀軌

或科儀。與此同時，原本對消盡的切身體會也遂被求與應的兌現意識所取代，原

本耗費被轉值成獲得與保存，從此獻祭的動機和對獻祭的解釋互為鏡像而把消盡

的初衷排除在行動與觀念之外。389

 
 

儘管獻祭本身就存在著這種模糊的兩義性，巴塔耶不斷提醒我們要看分明兩

種原理的區別，獻祭雖然在實然面上多多少少都已經被俗性世界所滲透了，然而

消盡的精神又讓獻祭多少捕捉到原本非計畫性的意志衝動，這在遠古時代尤為明

顯。在遠古時代的獻祭酬神畢竟較多由非物原理所驅動。我們可以借用某個說

法：「我們祭祀與其說是為了敬神，不如說是我們在與神一淘做開創人世的事」。390

這讓我們可以把巴塔耶的思想轉成更簡單的話：節慶的熱鬧 391

 

別無目的，就是

純粹為了熱鬧而已。熱鬧即是把能量、價值、意義、條件和目的耗費掉的遊戲，

神靈原本只是一起來熱鬧的、參與這遊戲的一份子，物的收成也只是遊戲事後追

加的後果，結果這兩者在目的理性的運作下以祈求的對象和事項之姿回過頭來顛

倒了熱鬧的非意義，熱鬧遂被條件化、被給定一個手段性意義了。 

以上是對獻祭的功利化的說明。然而，跟獻祭息息相關的內在暴力又有何轉

變？聖性的異化離不開暴力的異化。我們接下來必需考察暴力的內在性是如何轉

成外在性的，也就是暴力的轉義與轉值。 
 

參、暴力的超越化 

 
我們前文指出，人之獨立與定立，是超越性姿態的成就。在《宗教理論》第

一部份論俗世界那章，巴塔耶依序展開四種定立性。進入到第二部〈理性限度內

                                                 
387 Sur Nietzsche, OC, VI, p. 23. On Nietzsche, p.xxxiii. 
388 湯淺薄雄，《巴塔耶：消盡》，頁 283。 
389 至於有沒有連mythos都尚未捕捉到的 dromenon？巴塔耶津津樂道的阿茲特克的活人獻祭其實

也多多少少被制訂化了，巴塔耶本人很清楚這點，所以他似乎認為舊石器時代的岩穴畫恐怕更逼

近純粹的 dromenon。我們將在結論處思考日本切腹的（不）可能性。做為 dromenon，切腹尚未

宗教化、甚至尚未獻祭化，更是不可重複，這樣它更逼近純粹的消盡。 
390 胡蘭成《今日何日兮》，台北：三三書坊，民 79 年，頁 137。 
391 中文的「熱鬧」其實在英文中沒有精確與之對應的翻譯，畢竟「熱鬧」往往有聖性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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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的四個篇章中，我們又看到有四個小節的標題包含了定立性，392

 

這些全

部指向超越性越來越強化的型態。我們的問題是：當原有的內在暴力被超越性原

理所支配時，會變成甚麼型態？ 

在獻祭中，暴力是「在內部」（au-dedans）運作著，393或許遠古時代的殺人也

是，但後來演變成集體鬥毆，這就是戰爭的雛形。不過戰爭的早期型態還保留了

某種儀式性，巴塔耶從原始岩壁藝術辨識出新石器時代的戰爭應該接近儀式活

動。394

 

我們在民族誌找到可以佐證的資料。劉其偉對Jalé族戰爭的描述： 

Jalé族殺人的起因，大致是仇恨、通姦、竊盜、不守禁忌等，他們都用

暴力來解決。他們為了宿恨，通常是親子代代以血來洗血。吃敵人的肉，

認為是至高的一種報復手段。Jalé族對於土地、政治、宗教上的問題，

是不會引發戰爭的。他們的戰爭，大都是因為身體的傷害，或感情的破

裂，因報復而引起鬥爭得較多。395

 

 

許多部族不知為什麼要戰爭，只是因為傳統是要戰爭，因此造成「為戰爭而戰

爭」。另外，原始社會的戰爭，似是戰爭遊戲，短兵接觸前，互作貓叫聲，藉以

激怒對方。一俟接近剎那，又互相逃避。396

 

 

然而，隨著人的超越性技術越來越強，戰爭規模日大，它遂慢慢擺脫遠古的

儀式遺風而轉變成物型態的暴力，那就是軍事。我們可以說，軍事就是戰爭的理

性化： 

 

征服的方法精神（L’esprit méthodique）是對立於獻祭精神的，而軍事性

的王一開始就排斥獻祭。軍事秩序的原理就是把暴力有方法地分散到外

在了。如果暴力在內部（à l’intérieur）肆虐，那麼該原理就盡可能地反

制它。軍事秩序的原理把分散的暴力附屬在實在的目的底下。......

於是軍事秩序和場景式的搏鬥對立起來，後者所對應的是無拘無束的狂

虐爆發，而非效率的理性計算。軍事秩序不再指向力量的最大耗費，一

如遠古社會系統在爭伐與節慶上所做的那樣。397

                                                 
392 分別是〈把帝國定立為普遍物〉（Position d’un empire comme la chose universelle）、〈二元論的定

立以及聖俗邊界的挪移〉（Position du dualisme et déplacement des limites du sacré et du profane）〈對

神聖內在性的否定及其在理性超越性的定立性〉（La négation de l’immanence du divin et sa position 

dans la transcendance de la raison）、〈神聖親密性與真實秩序之間關係完全缺如的定立〉（La position 

d’une entière absence de rapports entre l’intimité et l’ordre réel）。 

 

393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6. Theory of Religion, p. 57. 
394 Eroticism, p. 76. 
395 劉其偉，《美拉尼西亞文化藝術》，台灣省立美術館印行，民國 83 年，頁 94。 
396 劉其偉，《美拉尼西亞文化藝術》，頁 95。 
397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1. Theory of Religion, pp.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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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看到，對巴塔耶而言，戰爭本來是對立於獻祭之內在暴力的「外在暴力」

（violence extérieuse），398

 

後來則走向超越性的暴力。這在後來的工業世界更被強

化，因為戰爭直接是整個國家的物計畫的延伸，也就是戰爭是掠奪性的生產。 

把戰爭和軍事放到宗教裡來談論，這對巴塔耶來講並非只是研究者一廂情願

的設計，而是戰爭與宗教原本就有本質上的深厚淵源，我們從中看到耗費、聖性

和至尊性的命運。在此我們看到一個對比：在遠古時代，至尊聖性（不管是獻祭

還是戰爭）都是透過非生產性的耗費來示眾的，也就是說「生產總是屈從於非生

產性的耗費」，而且「非生產性的破壞總保有一個至尊性的分享」，399

 

這裡的「分

享」（part）既有「部分」亦有「參與」的含意，也就是說古代的王的至尊狀態不

可能完全是獨享的，而總是多多少少會分享，開放給凡俗子民來共襄盛舉並參與

到聖性之中。而另一方面，現代世界的軍事理性與勞動理性正是生產原理的孿生

子，彼此互為鏡像，它們都容不下親密秩序的存在空間，因為它們剝奪了非生產

性的耗費與破壞，所以連破壞都是為了保留與累積。這種超越型態所塑造出來的

人類精神，巴塔耶稱之為「清晰意識」（la conscience claire），它代表物意識的絕

對完成，它是科學與資本的成就，同時又回過頭來為科學與資本的精神結構做準

備，如此彼此互為因果。當科學與資本把保留原理徹底地用到整個economie時，

就是現代世界最終型態的完成。 

肆、從聖俗到善惡 

 
原本潔與不潔、正與邪、善與惡的對立都只發生在聖世界的內部，對立的兩

者都跟對立於俗世界。然而現在發生了一個巨變，那就是精神，或是反思思想

（pensée réfléchie）把潔與不潔以及聖俗對立的疆界挪移而重新劃分，它把不潔

層面從聖世界剔除掉，聖世界只保留純淨聖性而變得神聖，另外把不潔聖性轉嫁

到俗世界，讓原本非善非惡、既非純淨亦非不淨的俗世界變成了罪惡的世界。反

思的思想從原本來自於親密性的那些戒律中排除掉比較難以普遍化的禁令，而挑

出一些有利於維護物世界的命令（比方說殺戒），然後加以改造，加以理性化，

它們遂變成了道德。道德就是理性化的禁令，用來保證俗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維

護那讓事物的作業得以進行的持存（la durée）原理。如此一來，從親密性而來的

禁令變成了理性化的道德後，回過頭來反對親密秩序的價值等級（l’échelle des 

valeurs de l’ordre intime），後者乃是在瞬間中獲得至高無上的價值的。道德現在詛

咒對破壞財富的極端形式，詛咒那些無用的消盡。 

                                                 
398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16. Theory of Religion, p. 57. 
399 ‘la production demeurait subordonnée à la dépense improductive’, ‘La destruction improductive 

garda en fait...une part souveraine’,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p. 337-38. Theory of Religion,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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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在經驗》中，巴塔耶指出：「道德的領域就是計畫的領域。計畫的對

立面就是獻祭」。
400而到了此階段的神靈也搖身一變，成為此實在世界的守護主。

原本的聖性如今屈從於實在，實在秩序符應了理性的普遍秩序，神靈世界就此理

性化、道德化了，道德和理性也被神聖化了。401

 
這樣，世界的二元性於焉誕生。 

 
圖 3 

 

這代表了甚麼？如果俗性事物的基本原理就是超越性，那麼由內在性和親密性而

出的神靈存在，現在變成了超越性的守護者因而背離了內在性，也就是背離了聖

性了。那麼聖性還剩下甚麼？只剩下一種內在性的超越化或是超越化的內在性之

弔詭： 

 

親密性的超越（une transcendance de l’intimité），其弔詭之處的巨大特質

乃源於一種「給定的親密性」（l’intimité donné）的完全否定，這種給定

的親密性就是超越性。因為給定的親密性不是別的，它無非是親密性的

對立物。因為被給定必然是以物的方式被給定。它業已是一個物了，它

的親密性必然和它分離。親密性在它被給定的那一刻，就逃離自己了。

事實上，親密性是在它離開物世界時才失而復得，但在實在界，物世界

本身不是世界，而朝向純粹理智界的純粹超越性在感性世界中是一種破

壞，一種既太過完全而又無能的破壞。[重點出於巴塔耶本人]402

 

 

所謂的弔詭，就是親密性原本只能屬於內在性而對立於超越性的，現在卻由救恩

計畫的超越形式所規定。而計畫總是功利性的，於是這造就了救恩經濟的觀念： 
 

救恩原則為了未來時間、為了彼岸世界來保留失去的親密性的回歸，但

這就誤解了回歸的本質，後者不僅有能力歸屬於那不是者（ce qu’il n’est 

pas），更是只能在瞬間被給出，在下界的這裡的內在性（dans l’immanence 

de l’ici-bas）被給出。......把一個延宕的救恩高舉至來世，並且批駁

                                                 
400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111. Inner Experience, p. 136-37. 
401 ‘Elles ratinalisent et moralisent la divinité, dans le mouvement même où la morale et la raison sont 

divinisées’.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5. Theory of Religion, p. 71. 
402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28. Theory of Religion, pp. 7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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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這是忘卻了親密性只能為了我而被重獲，而非沒有我的親密性，

如果這兩者都是當下的（présents）。被復原的親密性在其自身是甚麼意

思呢，如果它從我這裡逃脫了？透過回憶（la réminiscence），理性的超

越性（la transcendance de la raison）在瞬間當中把思想從感性世界的囚牢

中拔救出來。403

 
 

救恩就是限制經濟的思維的超越化、宗教化的產物，這造成了聖性瞬間的異化。

換言之，限制經濟的憑準就是兌現意識，亦即指向在未來對現在的回憶，此刻瞬

間的意義與價值就交由將來的回想來保留，這種「被復原的親密性」破壞了此刻

親密性自身的定義。 
 

用巴塔耶特有的語言來表達，就是神本來是屬於聖性的、不可能的領域，現

在「把自己屈從於可能，岔開偶然（aléa），否認有溢出邊界的選擇」。404

 

一旦超

離性的救贖挪用了那原本屬於內在的親密感，它遂成為最強大的economie，把整

個economie變成計畫。就是這樣，巴塔耶在《內在經驗》說救恩是所有計畫的計

畫： 

救恩是所有可能計畫的頂點，也是和所有計畫相關事物的高度。再者，

透過救恩是頂點的這個事實，它是對暫時利益（d’intérêt momentané）的

計畫性否定。在最極端的界限上，對救恩的渴望轉變成了對所有計畫的

恨意（直到後來生命的延擱）。405

 

 

如果說生命是包含所有事情的事情，那麼靈魂得救就變成生命唯一的事情。這

樣，一種夢幻顛倒的目的論計畫出現了。生命是手段，永生是目的。生命本身不

是成就，而是服侍、方法、媒介。生命不是整體，只是部分。救恩宗教除了徒留

聖對俗的凌駕的形式之外，內涵與意義則完全面目全非了，原來內在親密性被偷

樑換柱為計畫性的物意識。以人的自我為例，原本忘喪的異態自我被物化為靈

體，再被理性化為靈魂（蘇格拉底），然後再被救贖宗教轉化為救恩的份額，變

成了自我審問與計較的主體。 

 

另外，關於帝國、軍事、道德、資本與宗教的多重關係的處理，巴塔耶刻意

保持抽象性的辯證，但我們不難看出《宗教理論》的第二部結合了黑格爾的《精

神現象學》與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而其中所論的帝國顯然可上

溯到羅馬帝國，尤其是整個皈依基督教之後的帝國精神，這讓我們思考到巴塔耶

在《宗教理論》常提到的「上古社會」或「遠古社會」（la société archaïque）一

                                                 
403 Théorie de la religion, OC VII, p. 336. Theory of Religion, pp. 88-89. 
404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 207.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7. 
405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60. Inner Experience,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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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含意，顯然它指射前基督教的異教世界，或是泛指從更古老的新石器時代中

經一些文明古國的世界直到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當然我們不能把這個用語

的含糊性框死，但從獻祭與耗費的角度來考察，的確如同黑格爾所觀察的，酬神

獻祭隨著希臘城邦的解體而衰退，版圖廣袤的普遍帝國稀釋了凝聚城邦的榮耀

感，而巴塔耶則接下去說，當羅馬帝國改奉基督教為國教，這個原本終結了猶太

教獻祭精神的宗教現在則變成帝國的理性與道德，守護著物秩序。當然我們從巴

塔耶的其他著作得知，他認為在中世紀耗費精神多多少少又回來了而在封建制度

底下被保留，不過隨著新教改革（其實是回歸到原本的基督性）以及現代化的工

業與技術的出現，耗費精神蕩然無存。這時《宗教理論》的帝國可指向近代的帝

國主義，那是產國主義（胡蘭成語）的對外延伸。總而言之，聖性被勞動化了，

這是俗世界的全面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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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聖俗二分的原理（二）：禁忌與越度 

 

引言 

 

在第二章，我們考察聖俗辯證的出發點是從非生產性的耗費與破壞。這種分

析方式必須緊貼著勞動與技術來做對比，因為它是從有用性、未來的優先性、投

資累積的功利迴路等原理逆推而出。這種分析還原出聖性重要的本質，但卻還沒

窮盡聖性的意義。該分析路線主要要通達到獻祭以及環繞著獻祭而踵事增華的慶

典，但獻祭固然是聖性重要的典範，卻並沒有普遍有效性。一方面，我們可以說，

獻祭已經是比較高類型的聖性活動，但還有一些比較低類型的聖性事物，它們有

的跟獻祭有關，有的卻沒有直接的關係。我們所謂的低類型，是指更基礎、更原

始，或門檻更低的意思。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基本類型的聖性事物做為建構

的基底，獻祭也就無法成立。而這些最基礎的聖性，就對應到了人類對自然最基

本的幾種否定。 

 

另一方面，聖性的內涵兼容了潔淨與污穢，而人回應給聖性的情感也兼具了

吸引和排斥，這些都是無法單就從勞動的否定來推出的。舉例來說，我們在第二

章根據《宗教理論》所演繹出來的神靈世界其實只是片面的，因為神靈一定有更

低階的純淨聖性與不潔聖性做為基礎原料。這樣，人類投射出來的種種形式的靈

一定才有善靈、惡靈以及可善可惡的靈，但就是不可能有非善非惡的靈，因為不

善不惡只發生在俗性世界。再舉性為例子。我們在第二章也已指出性對於限制經

濟來說是一種干擾，支配色情的是普遍經濟的瞬間原理，所以技術化的生命要對

它加以禁制。但性做為聖性，所涉及的是更原始的騷亂。所以不管是獻祭也好，

或是神靈以及色情，這些基本聖性的情感牽涉的層面更深更廣，而且通常是曖昧

的、干擾的、不堪的、具有衝突性的，這些情感挑起的是與異質事物相處的異質

性自我，不過卻往往就是人類的真面目。此般種種都無法單從物或勞動的反面逆

推出來，我們必須從聖性固有的基本類型做一種多重決定的詮釋。 

 

發掘出這些聖性的基本類的，正是涂爾幹學派的貢獻。406

                                                 
406 「唯有透過法國社會學學派，他們讓聖性成為對象，聖性才再次被考量」。Sovereignty, p. 455. 

他們指出，聖性總

是會強制地把自己構成差異以和俗世界對立、區別，所以隔離與禁止遂是聖性最

簡單、也是最低限度的形式規定。然而，這個簡單又貌似消極的規定卻開啟了往

後許多複雜的思索。另外，聖性不是那麼純粹，而是複雜矛盾的。聖性本身又可

二分為純淨的和不純淨的，我們也可以說聖性有這兩面性。這兩個命題基本上已

經暗藏人性的祕密，因為聖俗二分以及聖性內在二分是人類自己開展出來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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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維科（Vico）的話，真理就是人自己的創造（verum est factum），聖俗二界就是

人自己的造作。巴塔耶基本上承襲了這兩個命題，人性自身中有某種動力，總會

把世界一分為二，異質性事物永遠構成差異。另外，純淨的和不潔的聖性之二分

與混合讓巴塔耶更發揮他的真知灼見而把聖性的畛域推得更廣。正是一同在俗性

被隔離、禁止的界外，表面上看起來絕不相容的對象（如神祇和妓女、死屍和性

器官）非但得以相遇，更是得以相認。如果沒有涂爾幹關於聖性的學理根據，那

麼我們今天恐怕還是會認為巴塔耶把骯髒、死亡、色情放在聖性的名義底下去討

論是不倫不類的。當我們越不避諱地穿越禁區，前往那些理性化外的不潔聖性，

我們就越靠近人性總體的自我認識。更重要的是這種把目光轉向化外並非是單向

的，而是迫使理性同時望向高/下反向的兩極。人類對污穢的厭惡感越深，這同

時也代表著人類對聖潔的要求與想像益加純粹。我們以「色情聖性」為例，創想

出貞潔和創想出淫穢的強度是成正比的。407

 

所以聖性雙面的特質乃是《斐里布斯

篇》雙向延伸的無限（apeiron）運動，一方面是高於俗性的高貴、榮光之物，一

方面是低於俗性的低賤物（le bas）、卑賤物（les choses abjectes）與悲慘事物（les 

misérables）。 

而如我們在〈導論〉中已略微點出的，正是聖性或是異質性事物乃是不斷向

高處與低處的兩向超出的變形（alteration）運動，讓巴塔耶可以跳出黑格爾辯證

法式的自我認識，或者說讓他可以在辯證之中或之外永遠保留非同質性的事

物。408如果說巴塔耶的哲學是一種二元論的唯物論或是「雙元性的一元論」409而

不同於黑格爾、馬克思和尼采，那麼該節骨眼就是嵌在普遍經濟論中的聖俗差

異。就是在此，我們找到了有別於黑格爾式的或是反轉黑格爾的馬克思式的談論

社會的可能性。如果說馬克思指出社會的形上性格最終在資本主義以物的抽象交

換的異化形式來獲得實現，410

                                                 
407 借用《紅樓夢》警幻仙子的話：「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再以男性異性戀的立場為例，把一

個女人投射成「不敢有一絲邪念」的想像對象，這正是色情聖性的精神成就，這種色情生活的基

本形式在石器時代人類是不存在的。 

那麼沒有預設黑格爾之前提的涂爾幹，其看待社會

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涂爾幹的宗教研究中，社會性和聖性等同起來，這表示

408 除了社會學的聖俗二分，還有精神分析也捍衛了異質事物的領界。在 1938 年社會學學院的一

次講座中，巴塔耶提到自己的治學不得不透過「冷科學」（la science froide）的迂迴之路，儘管冷

科學對於他的研究還是脫軌的，但「我宣稱在人性上是可以滿足於牟斯或佛洛依德的權威的」。

他又說黑格爾即使沒有牟斯和佛洛依德的研究資料，卻已經達到他那個時代最大的可能性去深入

人性的黑暗領域了，而我們站在後來的優勢可以這樣評判黑格爾：「只有像這幾十年來社會學家

和精神分析師所實現的客觀科學的介入，我們才能精確地把握並呈現出那個對於意識心靈保持異

質性的事物，而那事物在黑格爾的精神中是無法被把握和呈現的，除非從外在來看。......黑格

爾式的現象學把精神呈現為本質上是同質的。針對此點，我所依賴的近來的材料一致在精神不同

的領域中建立起一種形式上的異質性（une hétérogénéité formelle）。對我而言，法國社會學所建立

的聖俗之間的異質性，或是精神分析所建立的無意識和意識的異質性，對黑格爾來說是完全陌生

的觀念」。OC, II, pp. 322-324.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I: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1937-39), edited by Denis Hollier, translated by Betsy W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p. 116-117. 
409 見第一章的小結。 
410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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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一開始就沒有落入物的型態，因為聖性不是物，而是非人格、超人格化的力

量，我們對之既迴避又親密。這為巴塔耶對物世界的批判提供了有利的基礎。社

會的構成主要不是透過勞動。勞動對涂爾幹而言並非唯一的真實，勞動所構成的

俗性生命甚至稱不上是一種社會生活，社會只能由聖性來締造。這種締造不是透

過勞動理性和外在的物，而是轉向內在的交流。雖然對巴塔耶而言，涂爾幹把聖

性理解為社會事實而未脫客體化性格，但業已突破外在而內觀到社會的本質。 

 

正是從聖性分析來內觀社會，我們看到聖性內在的衝突性。我們在第二章看

到聖性遭遇的對手是超越性的俗世界，也就是物世界，但在這裡，聖性的對手則

主要是禁忌。禁忌不是超越性的存在，而是在內部深處和聖性糾纏一起、相生相

剋的暴力，因為禁忌事物和聖性事物基本上是重疊的。同樣是內在性，那種發動

抗爭而超離禁忌的聖性可能面向，巴塔耶名之為「越度」（transgression）。411

 

但越

度終將不只囿於對禁忌的衝破，而是對整個俗性世界的一切，也就是包括勞動理

性的種種超越性存在以及壓制住內在暴力的禁忌，對這兩者都整個予以超越。如

果在涂爾幹那裡，聖性是人性化最殊勝的成就，因為聖性以超越個體的社會之姿

提供給人情感團結與理智認識並讓人從自然分立出來，那麼對巴塔耶而言，這種

分立的失敗才是真正趨向聖性的動力。人化完成於人化的失敗，而這完成也是一

種未完成或不可能。最人性化的終極真實就在於最終肯定人性化的失敗的那一

刻，在那瞬間慶祝對禁忌的逾越而生的狂喜。從普遍經濟的意義而言，這就是肯

定總體能量的過剩與多餘，它們以被詛咒的聖性之面貌反擊，而這不是別的外在

事物，而是我們人性的內在性對自己發動的反擊而打通了存有連續性的維度。 

第一節 涂爾幹的聖性概念及其宗教社會學 

 

壹、 聖俗二分與聖性自身之二分 

 
要瞭解人類自身，首先要確定的是認識對象的存在理據（ratio essendi）和認

識理據（ratio cognoscendi）這兩端。人性理論的認識對象不外乎是人自己所開展

的世界，從人類自身活動的總體入手。對此總體的觀法不同，當然就會導出不同

的事項主題與分類，諸如勞動、物質文明、婚姻制度、政體的形式與演變等等，

當然也包括宗教生活。就在此處，我們發現了一個不尋常的人性現象。「宗教生

活等於聖俗對立」，這個等式乍看之下平凡無奇且不證自明，卻暗含著玄機。這

個等式之前沒有以基本命題的形式被提出來，就算提出來，它也會被認為是理所

                                                 
411 基本上這個詞我們採譚家哲教授的翻譯，因為越度表示跨過禁忌所進入的狀態，而非僅限於

衝破禁忌的舉動。見譚家哲《形上史論》（下），台北：唐山，2006，頁 284。但我們顧及上下文

的不同，有時候也會翻成「逾越」、「越界」、「違反」、「犯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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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的套套邏輯以致於不能擴充新的知識。的確，我們發現聖性世界與俗性世界

的二分是人類再也熟悉不過的對立，但我們日用而不知其所以然，太過習以為常

所以沒能夠看出其中隱含著人性瞭解自身的祕密。錯過這點之後，「宗教」這一

人類活動被當成只是人性現象或是文化項目的其中之一，它遂跟其他項目被安排

在人類總體實踐中的某個位置。啟蒙理性對此試圖做出解釋，宗教領域或者做為

絕對精神來揚棄，或者透過人的自我外化以及自我異化而被解消掉。不管是較粗

糙的孔德實證主義三階段論，還是思辨性較深的德國宗教批判與政治經濟學的批

判，宗教是必須被化消的; 對前者而言，宗教出於人的自我投射而使世界二重

化，對後者而言，宗教既真又假：它的真理只是以消極的方式透露了痛苦的現實，

而它的虛妄則耗弱了人改變現狀的行動力。甚至在佛洛依德那裡，宗教也是必須

消除的幻覺。這一切都在於太過輕率地打發掉「宗教生活等於聖俗二分」這個等

式上，而這背後隱含的立場是這種差異是可以消除的。涂爾幹做的卻相反，藉用

李維史陀所引伸的康德式的概念，我們必須把這個等式當成先天綜合判斷去分

析，412

 

而這正是涂爾幹學派的工作。 

學者指出，對虔信者而言，聖性不具有獨立存在的本質而總是被當作是形容

詞來體驗，只有研究者才把聖性抽象成實體詞或名詞來理解。413涂爾幹學派算是

開啟聖性研究的風氣。根據Philippe Borgeaud的說法，聖/俗對偶（le couple sacré

/profane）做為一種概念工具（outil conceptuel）乃是法國社會學學派的產物，它

為盧梭的公民宗教和第三共和的道德理想提供了可落實的理論基礎。雖然

Borgeaud有意凸顯涂爾幹以及牟斯和之前的宗教理論的斷裂，但不失為一種合理

的立論。414換言之，涂爾幹確非提出聖性的第一人，羅伯生˙史密斯率先指出聖

俗二分以及聖性內部再次二分為純淨聖性和不潔聖性，涂爾幹的學生牟斯和于貝

把這概念運用到獻祭研究（1898 年）415

                                                 
412 在原來的脈絡中，李維史陀是說要把瑪納概念當成先天綜合判斷來處理，見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收錄在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Paris: P.U.F., 1950. p. 42. 

以及巫術研究（1902-03 年），不過對他們

413
 Françoise Crémoux, ‘Du sacré aux sacralités’Pandora: revue d'etudes hispaniques, Nº. 4, 2004, págs. 

9-16. 
414 Philippe Borgeaud, ‘Le couple sacré/profane. Genèse et fortune d’un concept 《opératoire》en histoire 

des religions’,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tome 211 n° 4. pp. 387-418. 
415 首先是聖俗二分構成獻祭程序的最基本原理：「透過這種破壞，獻祭的本質行動就完成了。祭

品被決定性地從俗世界分離出來，在語源學的意義上被聖化、被犧牲，很多語言用祝聖一詞來表

示在這種狀態中行動帶出的結果」（Par cette destruction, l’acte essentiel du sacrifice était accompli. La 

victime était séparée définitvement du monde profane; elle était consacrée, elle était sacrifiée, dans le sens 

étymologique du mot, et les diverses langues appelaient sanctification l’acte qui la mettait dans cet état）。其

次是聖性內部二分：「在這種情況下，祭品的極端神聖性到頭來變成了不潔。史密斯令人嘆服地

揭示了聖性事物模稜兩可的特性，使他輕易地解釋這種轉換究竟是怎樣發生的」（Dans ce cas, l’extr

ême sainteté de la victime finit par se tourner en impureté; le caractère ambigu des choses sacrées, que R. 

Smith avait si admirablement mis en lumière, lui permettait d’expliquer facilement comment une telle 

transformation acait pu se produire）。Henri Hubert et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a nature et la fonction du 
sacrifice, édition électronique réalisée avec le traitement de textes Microsoft, p. 34. pp. 6-7.中譯本見《巫

術的一般理論/獻祭的性質與功能》，楊渝東、梁永佳、趙丙祥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revista?codigo=11750�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listaarticulos?tipo_busqueda=EJEMPLAR&revista_busqueda=11750&clave_busqueda=21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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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聖性是操作用的工具，本身並非研究的目的。就此意義而言，涂爾幹是第

一個把聖性當作系統性研究的對象。 

 

甚麼是涂爾幹所理解的聖性？聖性為何要以及如何可以跟俗性分離？這種

分離又是怎樣的狀態？他的宗教社會學又如何圍繞著聖性概念而展開的？而這

種種問題又集中在一個核心問題：聖性要如何研究？我們在此不是要詳細考察涂

爾幹的宗教研究的思想發展史，也不是要把《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 年，

底下簡稱為《宗教生活》）的主題簡述一遍。我們的目的是抓出幾個涂爾幹關於

宗教與聖性的思想主題，然後把這些放在巴塔耶對涂爾幹思想批判式的接受史當

中，這樣我們就可以更清楚把握巴塔耶的哲學工作。 

 
在拉丁文裡，聖性（sacer）一詞具有含糊、矛盾的兩面性：一方面是指潔淨

的、莊嚴的、良善的、賜福的; 而另一方面則和骯髒、可憎、恐怖、危險、作祟、

凶難、毒害、致命、災患、粗蠻、有敵意和觸霉頭等聯繫在一起。台語的「腌臢

(la-sab)」可以指向聖性的污染面。法文的sacré還依稀保留這種兩義性，比方說la 

musique sacré表示聖樂，而un sacré menteur卻是咒罵該死的騙子。416用巴塔耶自己

舉的例子來說，在中世紀人們用sacer一詞來指稱非常可恥的性病。417換言之，聖

性自有其令人不安的一面，套句巴塔耶好友，也是系出涂爾幹學派的民族誌學者

雷希（Michel Leiris，1901 - 1990）的話說，聖性乃「時而在水窪裡俯捨即是，時

而如同被人們把髒東西丟到垃圾場一樣，被拒於俗性世界之外」。418

 

這種聖性的

兩可性正是涂爾幹從史密斯所繼承的洞見： 

羅伯生˙史密斯對宗教科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就是他指出了聖性觀念的模糊

性。宗教力有兩種。有些是有益的，可以維護物質和精神的秩序，施予人以

生命、健康和他們所敬重的所有品格。圖騰原理就是這種宗教力，它散佈在

所有物種、神話祖先、做為保護者的動物、文明英雄以及各種類型和等級的

守護神之中。......它們所激起的崇敬之情始終融合著愛和感激。......

而另一方面，還有某些宗教力是邪惡的和不潔的力量，它們製造了混亂，引

起了死亡和疾病，成為褻瀆神靈的蠱惑者。人們對它們懷有的唯一情感就是

恐懼，恐怖經常闖了進來。這些宗教力有巫師作法所憑藉和依賴的力量，有

從死屍和經血中產生的力量，有從各種褻瀆聖物的行為中釋放出來的力量。

                                                                                                                                            
2007。 
416 此例子出自 Alexander T. Riley, ‘Renegade Durkheimianism” and the Transgressive/Left Sacred’, 

p. 2.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rkheim , Edited by: Jeffrey C. Alexander and Philip Smith, 2005.另

外，根據 Borgeaud 更謹慎的考辨，法文的形容詞 sacré並非直接承襲拉丁文的 sacer，而更接近形

容詞 sacratus，指的是祝聖對象的狀態。 
417

 Georges Bataille, Visions of Excess: Selected Writings, 1927-1939,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llan Stoek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5, p. 144. 
418

 轉引自 Jean Jamin, ‘Le savant et le politique: Paul Rivet( 1876-1958)’, Bulletins et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anthropologie de Paris, Nouvelle Série, tome 1, 1989. p, 282. 

http://cco.cambridge.org/credited_person?id=AlexanderJeffreyC�
http://cco.cambridge.org/credited_person?id=Smith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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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靈魂和各式各樣的惡靈，就是它們的人格化形式。419

 

 

這種兩可性必定分享了某種共通性，那就是禁止（ interdiction）或是禁忌

（interdits）。涂爾幹認為：「倘若沒有禁忌，倘若禁忌沒有產生相當大的作用，就

不存在著宗教」。420也就是說，聖性即禁忌，指的是不可隨意碰觸的事物。在此

涂爾幹提到民族誌的術語：塔布（tabou/taboo）。421這個詞源自於玻里尼西亞（Polyn

ésie）的原住民用語tabu（或是tapu與tafoo），涂爾幹在《社會學年刊》創刊號（1898

年）就已經把塔布和拉丁文的聖性（sacer）結合起來。422塔布既是有力量的也是

危險的，通常與特定地點、物體或人物的迴避有關。在玻里尼西亞，如新生嬰兒、

屍體、首領等，都可以說成是需要禁忌的。人們應盡可能避免碰觸他們。一個人

如果接觸了禁忌物，他自己就立刻跟著成了禁忌物。比方在漢人社會，一個守喪

的人會在衣服上別上麻花，這代表他（她）進入了禁忌的非常狀態。在玻里尼西

亞用語中，與塔布相反的詞則是noa：解禁、返常、返真。一個接觸到不潔之物

而成為禁忌之人，可以透過淨化、驅邪、禳災等儀式使自己恢復原狀，回到noa

的平常狀態。423

 

 

《舊約聖經》的中譯常提到「分別為聖」，這一用語倒是絕佳地為我們說明

聖性首要在其隔絕狀態，避免與俗性事物碰觸。這跟涂爾幹的界定很一致： 

 

聖性事物是禁忌所保護和隔離的事物，而俗性事物則是實施這些禁忌的對

象，是必須與聖性事物保持一定距離的事物（Les choses sacrées sont celles que 

les interdits protègent et isolent；les choses profanes, celles auxquelles ces interdits 

s’appliquent et que doivent rester à distance des premières）。424

 

 

至於為什麼要隔離？因為聖性的本質有傳遞性。之所以有傳遞性，是因為聖性是

不確定、流動和易變的，容易流入其他事物或時空領域。聖性本身有一種不斷衝

破界線、解除限制的衝力，所以需要被隔離。在《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的授課

內容中，涂爾幹提到，在某個意義上，隔離和傳遞是聖性相依相存的一體兩面： 

                                                 
419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 le système totémique en austrai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ires de France, 1960, p.584-585.中譯本見《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芮傳明、趙學元譯，台

北：桂冠，1992，頁 387-388。 
420

 Les formes, p.428. 
421 不管是在涂爾幹還是巴塔耶的著作，這個詞我們一律採音譯，因為他們使用塔布一詞時也是

為了保持和一般禁忌或禁止觀念的些微差異。 
422 他指出，他的老師古朗杰（Fustel de Coulanges）在解釋氏族（gens）時犯了錯誤，因為如果沒

有充分利用民族誌資料來發現羅馬人的聖性觀念和玻里尼西亞的塔布的聯繫，聖性觀念就難以把

握。見《社會學年鑑˙序言》，收錄於《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汲哲、付德根、渠東譯，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頁 179。 
423 見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潘蛟等譯，北京：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7-148。 
424 Les formes, p.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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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可以把這種潛能隔離開來，儲藏起來，防止它遺失、分解、消失。所以

我才會說，傳遞性只是隔離的另一方面，隔離是聖性事物的屬性。425

 

 

聖性世界與俗性世界是相互排斥的，而隔離乃是為了防堵滲透。用比較哲學性的

語言來說，俗性事物的存在無法既在接觸到聖性的同時又可以保持自身，但反之

卻不然，因為一來聖性的力量總是凌駕於俗性，滲透總是從聖性的這一方傳到俗

性的那一方，類似液態物質濃度高的往濃度低的方向流動，方向甚少有相反的；

二來是聖性力量似乎永遠不會因為分散、遞減、稀釋，這種不符合守恆原理的思

維跟巫術思維頗相似： 

 

俗性世界和聖性世界不僅有所區別，它們還互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們之

間並沒有鴻溝。在聖性事物的屬性中應該能找到一些特殊的原因，它引起了

隔離和相互排斥。事實上，聖性世界有一種向俗性世界滲透的趨勢，而這正

是它所排斥的同一個俗性世界。由於這種矛盾狀態，它在排斥的同時，又有

迅速向其靠攏的趨勢。這就是將兩者，在它們之間造成真空的原因。人們之

所以要採取這種預防措施，是因為聖性具有異乎尋常的感染性（contagiosit

é）。426

 

 

也就是說，隔離和迴避並非為了保護聖性事物，而是為了保護俗性事物免於暴露

在聖性的危險力量之中。或許我們可以引用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

的話來說： 

 

神性潛力的每一次顯靈，無論它被賜給人還事物，賜給有生命的還是無生命

的，都無一例外地降臨在「俗界」之外，都無一例外地屬於一個特殊的存在

範圍，而這個特殊的存在範圍則是必須以固定的界限和各種保護措施與普通

的和世俗的範圍區開的。427

 

 

於是我們看到了在每個文化都存在著一套禁忌體系，有的甚至到麻煩的地步。聖

性的禁忌雖然似乎是相對的，隨著文化不同而變異，但對置身該文化裡頭的局內

人（emic）而言卻是一種絕對的強制力量。對局外人（etic）來說，禁忌的強制

                                                 
425 愛彌爾˙涂爾幹《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渠東、復德根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頁 153。 
426 Les formes, pp. 454-455. 
427 恩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語言與神話》，于曉等譯，台北：桂冠，2002 年，頁 56。

附帶一提，我們認為比較卡西勒和涂爾幹的理論是值得做的工作。前者的神話理論和後者的宗教

理論路術頗為一致，都是先建立再對泛靈論與自然崇拜論這兩大學派的檢驗與批判，保留其真理

部分，然後再藉由 Codrington 和 Marett 的瑪納（mana）理論揭露出神話或宗教的真實基礎。瑪納

理論的突破性，在於這個概念是原住民自己的解釋，而「泛靈論」和「自然崇拜」都是西方學者

建構的理論框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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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雖然往往是任意專斷而顯得沒有道理可言，但一個局內人卻很難用個人的懷疑

精神和理性推論就可以將其消解掉。除了吃，聖性的禁忌還管轄了碰觸、看、說

出名字或諧音等。這些感受都表現出宗教力或是禁忌的強制性。 

 

問題是，這種禁忌的強制性如何可能？涂爾幹的回答是，其威力來自於社會

本身，而社會力就是集體表象，或是「集體心識」（conscience collective）。428在與

〈論宗教現象的定義〉差不多同時，涂爾幹發表了〈個體表象與集體表象〉（Repr

ésentations individuelles et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1898 年）429這篇重要論文，試

圖為集體表徵或集體心識提供一種頗類似今日大腦意識科學的認識論和存有學

基礎。430

 

根據涂爾幹這篇論文的觀點，宗教現象存在於強制性的信仰中，與得到

明確限定的實踐具有緊密的聯繫，後者則與這些信仰的既定對象有關。易言之，

宗教就是一個或多或少加以組織化的和系統化的整體，由上述各種現象構成。而

宗教現象核心的聖性與俗性二分更是強制力的最強勢的版本，涂爾幹稱之為異質

性，巴塔耶的異質性概念在此找到其淵源： 

除了聖性事物與俗性事物的異質性（hétérogénéité）之外就沒有甚麼標準可

以用來區別這兩類事物。不過，這種異質性已足以表現出事物的這種分類特

點，是以將這種分類與其他一切分類法區別開來，因為它是非常特殊的：它

是絕對的（elle est absolue）。在整個人類思想史上，事物的兩種範疇如

此截然不同，相互之間如此格格不入的其他例證還沒有存在過。傳統的善惡

對立......因為善惡只是同一類，也就是道德底下兩個對立的種，就像是疾

病和健康是生命這個相同的事實秩序的不同面向。這種異質性是如此徹底，

以致於常常形成了一種真正的對立。聖與俗這兩大世界不僅僅被設想成是分

離的，而且被設想是互相敵對和妒忌的對手[加強語氣的部分是涂爾幹本人

                                                 
428 眾所皆知，涂爾幹這個重要術語頗不好翻，因為法文的 conscience 同時包含了英文的意識

（consciousness）和良知（conscience），也就是說除了表達認知面，也意味著某種跟道德、律法、

宗教情感有關。孫中興教授建議可以翻成「集體良識」，將「良心」和「意識」合併起來。見孫

中興《令我討厭的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台北：群學，2008 年，頁 72。但這種譯法也值得商榷，

因為根據漢語構詞原理，「良識」是屬於偏正結構的複合詞，「識」會被「良」的含意所修飾、縮

限而窄化，所以「良識」並不能兼顧到「良心」和「意識」，反而跟「良知」、「良心」、「良能」

差別不大。相反地，「心識」屬於雙正結構（或叫並列結構）的複合詞，而中文的「心」本身就

有側重情意、感受、德行、虔敬的含意，而「識」則側重認知和理解。 
429 原發表於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ome VI, numéro de mai, 1898.網路版本連結：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Socio_et_philo/ch_1_representations/representations.ht

ml。中文翻譯收錄在愛彌爾˙涂爾幹《社會學與哲學》，渠棟譯、渠東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1-36 頁。 
430 這篇論文後來以濃縮的形式整合到《宗教生活》的第二卷第七章。有意思的是，涂爾幹這兩

篇論文影響到傅雷哲的學生 Jane Ellen Harrison，成為她撰寫《忒米斯：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

（Themis: A Study of the Social Origins of Greek Religion）的理論基礎，可當作涂爾幹理論進入劍橋

儀式學派的見證。這本著作於 1911 年出版，還先於涂爾幹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Harrison

對涂爾幹的接受，見《古希臘宗教的社會起源》，謝世堅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4。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Socio_et_philo/ch_1_representations/representations.html�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Socio_et_philo/ch_1_representations/representatio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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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標示]。431

 

 

我們在此看到一個令人玩味的命題，也就是說吾人無法把聖與俗的對立轄屬在更

高的範疇底下，比方說黑與白的對立是轄屬於「顏色」這個更高的類底下，而構

成「類加上種差」的區分，又比方說雌與雄也是轄屬於「有性生殖」這個更高的

類底下。聖與俗的對立卻非如此，聖與俗是兩種看待世界的心態。的確，涂爾幹

會接受這種強制性的二重化投射頗類似康德式的先驗心智形式，他把它轉成觀念

論社會化的版本。 

 

不過我們更要注意到，聖性事物一方面必須是儀式性的迴避、隔離與禁止，

但在另一方面在某些特定場合則是可開放、接觸並親近的。正因為聖性有後者這

個 正 性 面 向 ， 所 以 Douglas Marshall 認 為 涂 爾 幹 基 於 這 個 考 量                                                

就避免普遍使用塔布這個詞，他對涂爾幹的聖性概念有很好的改述： 

 

聖性是由觀者賦予客體的一個顯著的、但方向上卻是含糊的道德特質，這個

特質施加絕對的強制力讓觀者去投入或迴避某些行為，它也喚起一種吸引和

排斥的混合。432

 

 

因此，我們看到聖性與俗性的分離是第一個二分，而聖性內部本身又可以繼續進

行第二個二分。我們必須留意的是：（1）這種二分並不存在著時間上的先後，我

們只是針對分類形式上的需要。也就是說，第一個二分並非比第二個二分發生得

早，一旦人類的祖先對某種超乎凡常狀態採取保持距離的措施，而這超凡狀態可

以是令人振奮又有危險性，這兩種二分就同時成立了。（2）第二個二分並不代表

兩種聖性一定保持在分離狀態，相反地，在很多情況反而往往是混雜的、曖昧的。

我們亦可稱為「聖性的兩面性」。比方說，玻里尼西亞人並未視廟宇為神聖，屍

體為不淨。433

 

也就是說，聖性內部二分從原理上可還原出兩種不同的心理狀態，

而這兩種往往在實際的經驗中是容混的。從主體而言，這是模糊矛盾的情感，從

客體而言，這是令人既畏懼又崇敬的存在。 

涂爾幹學派提出的聖性理論頗忠實於許多文化中關於純淨聖性與不潔聖性

系出同源的認知，卻在上個世紀之交衝擊了只熟悉基督教文化的理論家。其實，

聖性的兩面性對於基督教化的西方人來說恐怕要用民族誌或是古代宗教史來說

明，但國人對此並不陌生。事實上，我們很熟習聖性的兩面性，也就是神/煞或

                                                 
431 Les formes, p. 53. 
432 ‘The sacred is a salient but directionally ambiguous moral property attributed by some observer(s) to 

some object(s) that is absolute in obliging those observer(s) to engage in or avoid certain behaviors toward it, 

and that evokes a mixture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as well as a perception of contagiousness, in those who 

perceive it’. In Douglas A. Marshall, ‘Temptation, Tradition, and Taboo: A Theory of Sacralization’in 
Sociological Theory 28:1, March 2010, p. 66. 
433 Brian Morris 《宗教人類學導讀》，張慧瑞譯，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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罡/煞二元論的氣化論及宇宙觀。煞無法用俗性事物去對抗或防禦，唯有神性可

克治之，而甚至煞的事物也會彼此相剋而必須有所忌避。434

 

國人民間宗教對死者

的處理以及對喪煞設下的種種防護作業，便可以看得更清楚這是展現聖性兩面性

的最殊勝的範例。如果說喪禮可歸類到「凶禮」，而凶禮又已經包含了聖性的正

反兩面，那麼中國文化的吉禮則更是環繞在聖性的純淨神聖面。這種兩面性跟道

德有點類似。涂爾幹在〈道德事實的確定〉（Détermination du fait moral，1906 年）

一文中指出，道德一方面有康德所定義的義務和責任的特徵，但另一方面具備能

喚起我們感受的可欲求性。我們藉助衝動（élan）甚至熱情去履行道德義務，這

種自成一格的可欲求性就是我們所謂的善（le bien）。接著，涂爾幹用了一個類比

來說明道德這種兩面性，這個類比就是聖性，然後在用聖性的特徵去描述道德領

域中的人格概念： 

為了弄清楚道德事實中這兩個部分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們將把它與同樣具有

兩重性的聖性概念作一比較。從某個意義來講，聖性存在是一種禁忌，它不

可侵犯。同時它也是善的、受到愛戴和追求的存在（L’être sacré, c’est, en un 

sens, l’être interdit, que l’on n’ose pas violer；c’est aussi l’être bon, aimé, recherch

é）。……人格是一種聖性事物，人們既不敢侵犯人格，也不敢擅越人格的界

線，與此同時，最偉大的善也是與他人共有的。435

 

 

如果說聖性的消極面是禁忌，也就是被動、強制的「不應該...」，那麼聖性的積

極面，也就是「應該...」之重要性並不會少於前者。後者是一種主動自發的「想

要…」欲求，我們可以稱之為人類想追求神聖的意志（will to the sacred）。也可以

說，前者接近「戒」，後者接近「律」; 前者趨向「畏」，後者趨向「敬」。底下

我們將指出，聖性不可侵犯性和之後的集體狂歡論有某些捍格之處，但涂爾幹卻

不再深究聖性有被破壞的可能，甚至是必要，而這卻是巴塔耶思考的重點。 

 

一旦聖性的本質確定了下來，涂爾幹更進一步規定宗教的定義，也就是在《宗

教生活》中著名的命題： 

                                                 
434 宋文里教授在作碟仙研究時發現碟仙的說明書上說：「不可以在床上和廁所邊玩」，這我們可

以解讀為：性與排泄物的骯髒已然不屬於俗性事物且跨越到不潔聖性之中而和碟仙的煞性相排

斥，或是藉此排斥來營造出碟仙黑色巫術的純淨性。即使在巫術中，巫術自身也會自我差異化、

自我再分離。 
435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Socio_et_philo/ch_2_fait_moral/fait_moral.html,
p. 5. 關於涂爾幹透過把人格聖化的個人主義宗教而意欲建立一種人本宗教的雄心，可參考

Jean-Claude Filloux, ‘Personne et sacré chez Durkheim’, in 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N. 69, 1990. pp. 41-53.另外，José Prades 更進一步指出涂爾幹的聖俗二元論乃是耶和華式的神本二

元論轉化成人本二元論的方案，見 Jos é  Prades, ‘La Religion de l’humanit é : Notes sur 

l’anthropo-centrisme durkheimien’in 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N. 69, 1990. pp.55-68.另

外有學者反對涂爾幹把人本主義和人權觀念神聖化，而試圖把這兩者自然化，見 W. S. F. Pickering, 

‘The Eternality of the Sacred: Durkheim’s Error?’in 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 N. 69, 

1990. pp. 91-108. 

http://classiques.uqac.ca/classiques/Durkheim_emile/Socio_et_philo/ch_2_fait_moral/fait_mora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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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一種與聖性事物（也就是隔離開來的、禁止的事物）有關的信仰與實

踐的團結系統，這些信仰與實踐把所有對之尊崇的人統一在一個相同的、叫

做教群的道德社群內。（Une religion est un système solidaire de croyances et de 

pratiques relatives à des choses sacrées, c’est à dire séparées, interdites, croyances 

et pratiques qui unissent en une même communauté morale, appelée l’Église, tous 

ceux qui y adhèrent）436

 

 

英國人類學家Jack Goody指出這個定義包含了兩條判準，第一條判準是把聖性從

俗性中切離開來。但跟聖性有關的不只是宗教，還包含巫術，於是第二條判準再

做更進一步的限制，把巫術從宗教切離開來，因為就涂爾幹的理解，巫術並沒有

社會性聚眾的集體教群。437

 

我們在此的重點放在聖性與集體性的討論。 

貳、聖性與宗教生活的形成 

 

接下來的問題是，涂爾幹如何把聖俗二分的普遍宗教定義濃縮在以圖騰制為

典範的具體實踐中，尤其是到後來他幾乎都環繞在澳大利亞intichiuma為典範，這

幾乎是整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重點工作。換言之，如果我們以上的討論

基本上已經透過分離原理來界定「聖性是甚麼」，那麼我們現在得繼續深究下一

個問題，用康德式的提問法就是：「聖性如何可能」的問題。借用日裔宗教學家

增澤知子（Tomoko Masuzawa）的講法，這兩個問題是涂爾幹基本上必須調和一

致的兩個命題，第一個命題是：聖與俗乃是不能總體化的差異配對或是不能總體

化的異質性（untotalizable heterogeneity），既然「聖性無所不在」或是「任何事物

都可以是聖性的」，438

                                                 
436 《宗教生活》，頁 49。這裡的「教會」（l’Église）一詞顯然不是指一般以基督宗教為樣版的教

會，所以我們暫且翻譯成「教群」。 

這是一種製造差異的邏輯（logic of difference）。聖性沒有先

天的內在屬性，我們無法從客體的本質論來規定聖性。第二個命題則相反，是個

專注在總體性（totality）的命題：聖性即社會，或是宗教是社會表徵。而涂爾幹

乃用圖騰制和「集體狂歡」（effervescence collective）來說明宗教的觀念與情感是

如何表徵社會的。圖騰有總體化的統一力量，這是一種同一的邏輯（logic of 

437 Jack Goody, ‘Religion and Ritual: The Definitional Problem’,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 No. 2 (Jun., 1961), p.145. Goody 跟著指出涂爾幹以教群作為宗教和巫術的區別標準並不有效。

的確，比方在台灣，這個標準也會出現許多難題，「法術社群」（讓我們暫且用這個很有問題的名

詞）中「虔信者」與「平信徒」的關係並非如同涂爾幹所描述的那樣，因此余德慧教授直接以「巫

宗教」稱呼之，並用現象學方法來描述，可參見余德慧《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台北：心靈

工坊，2006 年。不過這並非我們在此要處理的問題。 
438 「宗教力量只是群體在其成員中激發出來的感情，...它們為了客觀化而依附的客體就這樣變

成聖性事物了。但是任何客體都可能扮演這種角色。原則上，沒有那種出於其天性就排除他者且

預定成為聖性事物的東西，但也沒有必然抗拒成為聖性事物的東西」。Les formes, p.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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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439

 

在這裡涂爾幹除了提出重要且相當有影響力的立論之外，也遇到了

幾個主要的困難。 

我們可以接下去說，增澤知子所指出的涂爾幹的兩種邏輯都必須建立在以氏

族社會為基礎的圖騰制來說明，而後者本身又建立在可能無法普遍化的、局部特

殊的社會型態。倒過來說，涂爾幹必須從社會型態學說明圖騰制的起源（而此說

明的有效性大部分是侷限在澳大利亞的聚落生態才成立的），再從圖騰制模型外

推出兩個普及性的問題：第一、所有的宗教觀念與實踐都環繞在聖俗二分的生活

方式，其二、宗教表徵了社會實在。我們知道這種論證程序不但造成了日後學者

對於解釋涂爾幹學說的爭論，更造成了各方（從人類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對

涂爾幹的質疑和批駁。許多問題都是解釋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的關鍵問題，比方

說從圖騰制的框架出發，我們遭遇到物質載體和表徵論、認識論以及涉及到客觀

實在的本體論問題，440

 

但我們在此僅處理跟巴塔耶直接相關的問題。 

我們關注的是在此我們即將抵達涂爾幹理論的核心：他在解釋宗教是甚麼的

同時，也解釋了社會是甚麼。或是反過來說更精確，涂爾幹用社會是甚麼來解釋

宗教是甚麼，也可以說，他用「社會如何可能」來解釋「宗教如何可能」或是「聖

性如何可能」。社會是甚麼？對反於功利主義的前提，涂爾幹不同意社會是由利

己主義的個體所締結的契約狀態，不管是霍布斯式的為了免於每個人反對每個人

的戰爭而交託的巨靈，還是柏拉圖《理想國》中格勞孔（Glaucon）所擬定的不

得不維持正義的次等城邦，他認為社會就是既外在於個人、高於個人卻又內化在

個人的集體力量，它一方面是令人畏懼的，具有強制、約束和義務等性質的禁令

與誡命，另一方面又是吸引人的、受人崇敬渴慕的，讓人可以拋棄私利，「從對

這個或那個的任何利弊後果之盤算抽離出來」（abstraction faite de toute considé

ration relative aux effets utiles ou nuisibles des uns et des autres）441

 

去為之犧牲奉獻。一

旦這種社會原理被肯定了，我們就找不到比宗教更理想的例子可以說明社會了。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聖性的本質就是令人被動畏懼以及主動親善的更高存在，這

對涂爾幹而言正是社會性最完美的版本。於是，我們看到涂爾幹的類比論證：個

體之於社會就相當於信眾之於崇拜對象。 

接著，我們需要一種發生學模式來證成這種論點。涂爾幹用兩個步驟來推

導，第一是用「集體狂歡」說明聖性生活（也就是宗教生活，也等於社會生活）

的起源，第二是從社會型態學的分析來說明促成集體歡騰的地理環境與自然節

奏。我們先來看第一點。建立在禁忌與隔離的聖俗之分被涂爾幹轉接到人類生命

                                                 
439 Tomoko Masuzawa, ‘The Sacred Difference in the Elementary Forms: On Durkheim’s Last Quest’in 

Representations, No. 23 (Summer, 1988), pp. 25-50. 
440 可以參考 Giovanni Paoletti, ‘Durkheim et le problème de l’objectivité: une lecture des Formes élé

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2002, 43-3. pp. 437-459. 
441

 Les formes, p.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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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度的大與小，在強度大的狀態下經驗到聖性生活，而在強度小的狀態則侷限在

日常俗性的生活： 

 

我們對聖性所下的定義說明聖性是某種外加的、高於現實的東西。理想也正

符合這個定義。......事實上，我們已經看到集體生活喚醒了宗教思想，並

使它達到某種強度，這是因為它帶來的興奮改變了人們心理活動的條件。肉

體能量受到過渡的刺激，熱情更高漲、情感更強烈，其中甚至還有只在這個

時刻才會產生的某種情緒。人不認識自己了，他只感到自己被改變了，最終

他也改變了周圍的環境。為了說明自己從中獲得這種特殊的印象，他就認為

自己最直接接觸的東西具有它們實際上並沒有的特性，這些特性包括日常經

驗對象所不具備的異乎尋常的能力和性質。總之，在俗性生活經歷的現實世

界之上，他又安置了另一個世界。除了在思想中，它是不存在的。 

 

正是在這個地方我們找到了宗教之起源： 

 

所以，宗教的觀念似乎正是誕生於這種歡騰的社會環境，誕生於這種歡騰本

身（C’est donc dans ces milieux sociaux effervescents et de cette effervescence même 

que paraît être née l’idée religieuse）。442

 

 

儘管涂爾幹很謹慎地用了「似乎」一詞，但這個命題是整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

式》在思想融貫的要求下唯一可以推出的結論。情感導出觀念，這種情感優位性

對涂爾幹來說是十分確定的。 

 

第二點，又是甚麼原因造成了集體歡騰與俗性生活的交替節奏？涂爾幹又把

集體歡騰訴諸聚落型態的說明，而我們必須注意到，這個說明涉及到自然環境。

聖性與俗性時間的交替，乃是對應並模擬大自然的規律。涂爾幹似乎暗示了時間

對於地緣分佈的整合。俗性生活在於散落分居以致於無法集中起來構成亢奮的程

度，而要等到這些人在固定的時節聚集在一起才創造了高強度的生命狀態。他以

兩個主要例子來說明與聖與俗、集體與個人、豐饒與貧瘠等二重化（duplication）

交替的節奏，第一個例子是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大集會」（corobbori）。澳大利亞

社會的生活交替經歷兩段不同的時期。在前一個時期中，經濟活動是壓倒一切

的，它通常只有適中的感情強度。採集穀物或食用莖草，或者狩獵捕魚，這些事

物都不足以煽動異常活躍的熱情。社會所處的分散環境導致社會生活的單調、憂

鬱和枯燥。但是舉行大集會時則一切都改變了。在此期間，他們很容易喪失對自

己的控制，往往動輒脫離自我，他如果獲得了一條好消息就會頓時欣喜若狂，像

瘋子一樣東奔西跑，埋頭於各式各樣無節制的活動，哭、叫、在塵土中打滾、隨

                                                 
442 Les formes, 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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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摔倒、咬自己、狂怒揮舞手臂等等。443

 

於是，聖性世界在激烈的生命強度中被

集體創造出來： 

當一個人達到這種興奮狀態時，就再也認不出自己了。……一切事情都表明

他彷彿進入了一個與其原來生活世界迥異的特殊世界，一個充滿了控制著他

和使之變質的極強力量的環境。像這樣的經驗，尤其是連續幾星期每天重複

的經驗怎麼會不讓他堅信存在著兩個異質的和不能類比的世界呢（deux 

mondes hétérogènes et incomparables entre eux）？一個是他過著疲乏的日常生

活世界。而他要進入另一個世界，就必須和使之興奮得發狂的非凡威力建立

關係。前者是俗性世界，後者是聖性事物的世界。444

 

 

這就表明，聖與俗之所以對立成兩個彼此異質的世界，其背後動力就是人自己而

已。而這種動力是情感，此段話乃是涂爾幹情感優位論的強烈肯定的命題。 

 

第二個例子恐怕更重要，也就是其弟子牟斯關於艾斯基摩人季節變化的研

究。445如果說澳大利亞大集會的田野證據受限於地理分佈而缺乏普遍有效性，那

麼艾斯基摩人的聖俗二分就突破了地理限制而順應著時間節奏：夏天是俗性生

活，446冬天則是聖性生活。夏季時，他們散居在冰原上以獵捕馴鹿和魚為生; 冬

季時他們則群居於海岸邊較大的營地，獵捕海豹，此時數個家族共同生活，也是

年度宗教儀式舉行的時刻，甚至過著性共產生活（communisme sexuel）。447

 

雖然在

這個例子上涂爾幹（或許有默契地認定《年刊》的讀者必然熟悉牟斯的研究）並

沒以像上個例子那樣多費筆墨簡述，但我們必須知道正是牟斯的在這研究中首度

建立了「集體狂歡」的觀點，而這後來被涂爾幹吸收成為《宗教生活》的重要思

想核心，一如Michèle Richman所說的： 

面對艾斯基摩人在共聚月份期間的誇張強度，牟斯得出結論說社會生活的極

                                                 
443

 Les formes, p. 308. 
444 Les formes, pp. 313-314. 
445 有趣的是，當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在修正涂爾幹的圖騰理論時指出，

我們如果要瞭解圖騰制度，反而是要把目光轉向那些「非圖騰」民族，最好的研究對象是艾斯基

摩人和安達曼群島人，因為他們提供了人與自然物種之間的儀式關係，而拉德克利夫─布朗認為

圖騰制度是從這種更普遍的關係所特化演變的產物，見《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潘蛟等譯，

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 年，頁 140。他自己似乎沒深究，涂爾幹的學理本身已經隱含

了自我批判的可能。 
446 「艾斯基摩人的宗教與他們的組織同節奏。可以說一個夏天的宗教和一個冬天的宗教，或毋

寧說夏天時沒有宗教」（Il y a, pour ainsi dire, une religion d’été et une religion d’hiver, ou plutôt il n’y a 

pas de religion en été），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s variations saisonnières des sociétés Eskimos: Étude de 
morphologie sociale(1904-1905). 中譯見〈論艾斯基摩人社會的季節性變化：社會型態學研究〉於

《社會學與人類學》，余碧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頁 368。 
447 Marcel Mauss, Essai sur les variations saisonnières des sociétés Eskimos: Étude de morphologie 
sociale(1904-1905).〈論艾斯基摩人社會的季節性變化：社會型態學研究〉於《社會學與人類學》，

余碧平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頁 321-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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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兩極化把這種「暴力」加諸參與者身上，以致於他們必須慢下來並且抽離。

涂爾幹從這個觀察中得知兩極對立的暴力對於加劇差異來說是必要的機

制，正如同它可以刺激聖性所引發的感官。這種他者的實現，在約定成俗的

和極端強化的意義上被印上暴力的特徵，而且當聖性事物與俗性事物在意識

內部形成兩種鮮明區別的心理狀態時，它就內化了。448

 

 

不過更重要的是，正是在這裡，涂爾幹把宗教生活放回到更大的自然生活的節奏

來考察： 

 

既然它們與其他東西是混淆在一起的，既然被當成是宇宙生命的原質，那麼

它們就得服從這種生命的節奏。它是按照規律由相反方向擺動，一個接一個

的運動組成的。有時候，宇宙生命達到全盛期，有時候又如此衰落，以致於

人們會問自己：它會不會就此消亡了呢？…人不能面對此番光景作一個無動

於衷的旁觀者。如果他想活，宇宙萬物都必須繼續生存，因而神靈不能死。

所以他設法去維持、幫助它們。為此目的，他將自己能調動的一切力量用來

幫助神。他血管中流的血具有滋補的性質，他就讓血流淌出來。他的氏族聖

石中潛藏著生命的細胞，他把他們蒐集起來撒向四方。一句話，他在做奉

獻。449

 

 

在這個自然衰榮的輪替的基礎上，涂爾幹更進一步接上了他最重要的命題：宗教

是社會集體表徵。我們看到這剛好指出涂爾幹如何把自然的實在和精神的實在兩

種不同的存有對應起來： 

 

神聖之物只有存在於人的心中時，它們才真正地存在。……如果要使人認為

神聖之物並不需要人的幫助，那麼它們的表象必須始終保持不衰退才行。但

這種穩定不變是不可能的。事實上，神是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而社會生活

基本上是週期變化的。所以神的地位也得隨之變化。……神，雖然超然於眾

生之上，也只能生活在人的意識之中。450

 

 

而我們所引的這些段落都環繞在涂爾幹所謂的「供奉獻祭貌似的荒謬」（la pré

tendue absurdité des oblations sacrificielles）這個問題，涂爾幹在〈積極崇拜〉那個

章節處理了一個在獻祭行為中宗教思維的弔詭問題：「如果神聖者始終一貫地顯

示出完美的威力，而人卻想到去為祂們提供服務，那就顯得不可思議了，因為我

們不會知道它們需要甚麼」。451

                                                 
448 Michèle Richman, ‘The sacred group: A Durkeimian perspective on the Collège de sociologie’, in 

Bataille: Writing the sacred, edited by Carolyn Bailey Gill,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67. 

也就是說，圖騰物或是神祇既然力量比我們強大，

449
 Les formes, p. 492. 

450
 Les formes, p. 493. 

451 Les formes, p.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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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們提供我們賴以生存的基礎，祂們自身不匱乏，為什麼還需要人們的祭品？神

為什麼還需要人提供食物？既然獻牲祭品本來就屬於這些神祇，那麼人們從祂們

那兒得來的東西又還給祂們，這行為有甚麼意義？有限的人又如何供養無限的神

靈，如藏傳佛教觀想曼荼羅時所謂的「供養一個理想的宇宙」？這就是所謂的「獻

祭意識」（史密斯的用語）。452

 

 

其實這並不奇怪。這些問題之所以看起來矛盾，那只是因為是用高度的理性

去反思和質疑，或是說認為這當中有理性自我證成的可能性。但做投射的並非是

理性，如果是理性的投射，就不會投射出一個自相矛盾的人神關係，但這是不可

能的情況，因為理性並不投射、不虛構。會投射的是人們的情感。一旦我們知道

集體情感及其背後的社會和自然基礎，這個宗教或甚至是神學上的弔詭就可以迎

刃而解了。原來，神靈不能沒有貢品食物，而最重要的食物正是人類的觀念和思

想，故神不能沒有信徒。神靈之所以不得不與信眾共生，正好是個體與社會的共

生來模式之投射： 

 

因此，我們說，人的天性中最有特色的屬性來自社會。但在另一方面，社

會存在於個人之中。如果個人心中的社會意識消失，群體的信仰、傳統和

願望不被個人所感受、所分享，社會也就死亡了。我們關於神的一番論述，

也能夠用在這裡：在人類的意識中，社會找到了它的容身之地，這個地方

是每個人都能提供的。現在我們看到了，沒有崇拜者，神便不復存在，沒

有神，人也無法存的真正原因，因為它是社會造成的。神只不過是社會象

徵性的表現（l’expression symbolique）。社會不能沒有個人，而個人離開社

會也不復存在。453

 

 

最後這個類比論證可堪為整個涂爾幹的宗教理論畫龍點睛而推出「神即社會」這

個激進的命題。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平實的理性主義，它把理性本身的合理性調

降到跟社會一樣的平面，所以用這角度觀之，一個會接受獻祭的神，這種觀念禁

不起高蹈的理性檢驗，卻又是再也合理不過了，否則獻祭行為還沒發生就結束了

而不曾出現於世上。 

                                                 
452 史密斯採用一種「演化」（也可以說是「退化」）觀點來解釋這個疑惑。他認為獻祭的原始的、

也是真正的意義是饗食，供養獻祭的觀念只有在後來大規模宗教中產生。在後者，神從它們與各

種事物混合的原始狀態脫離出來，被當成各式各樣的王侯，被當成主宰大地萬物的領主，於是祭

祀就與供奉聯想起來，彷彿對應於臣民向君主的納貢制度一樣。這種轉變的社會基礎在於私有財

產的形成。史密斯認為這種觀念轉變是一種淪為第二義獻祭的墮落，也就是說落入物質利益交換

關係。這讓我們看到，史密斯的「神學」前提阻礙了他對「宗教」的正確解釋。身為虔誠的蘇格

蘭長老會的宗教學者，他的著述立說一方面極為激進以致使他遭停職並解聘，另一方面則為高級

的一神宗教辯護。關於涂爾幹對史密斯的修正，可見 Robert Alun Jones 的 Emile Durkheim: An 
Introduction to Four Major Works, Beverly Hills, CA; Sage Publications, 1986, pp.136-37，以及’On 

Understanding a Sociological Classic’,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3, No. 2 (Sep., 1977), 

pp. 308-09. 
453 Les formes, p. 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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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涂爾幹的討論在此做個小結。聖俗二分是宗教生活最基本的規定，從

禁忌與隔離的分離原理出發，涂爾幹描述了聖與俗兩種事物。聖性世界的出現乃

是集體歡騰所致，而後者的條件又建立在散落的居住型態以及大自然的節奏。我

們要先對涂爾幹的思路檢討，然後再從這些檢視來定位巴塔耶對涂爾幹的回應方

案。 

 

參、 對涂爾幹聖性概念的一些檢討 

 

一、聖俗二分的廢除或是重新界定？ 

 
在進入巴塔耶對涂爾幹的吸收與轉化之前，我們可以先簡約地指出一般人對

涂爾幹聖性概念的兩種主要批判路徑：第一個是肯定聖俗的二元性，但在聖性的

起源的推論上不同意涂爾幹的邏輯，我們可以說這是「內批判」。454

 

第二個是針

對聖俗二分這個前提的合理性做局部的修正或是全盤的推翻，我們可以說這是

「外批判」。順著這兩種批判，我們將指出涂爾幹晚年的人類二重性理論，這有

助於我們對巴塔耶的瞭解。 

我們先來看第一種，也就是內批判的理由。涂爾幹在《宗教生活》中往往指

責前輩理論家犯了丐題謬誤，他們把有待證明的結論當成是證明起點的前提，455

 

他自己卻也經常受到同樣的批駁，尤其在聖性的起源之說明上： 

同樣地，涂爾幹所用的類比之最弱的論點在於他論證的循環性。事實上，為

了說明尚待解釋之物（explicandum），他預先把聖性的存在視為理所當然。

於是，他的理論頂多可定義成對於聖性如何疊置在社會上的解釋，而不是關

於聖性概念的生成（genesis）或起源（source）的解釋。本質上，他在聖性

的起源上犯了丐題謬誤，因為該命題的前提就是對信仰者來說，聖性事物已

經存在了，而圖騰表記就是神的象徵。他遂進一步描述為什麼他認為神和社

會在象徵上是等同的。而這一點再度把尚待解釋之物當作是他遂進一步描述

為什麼他認為神和社會在象徵上是等同的。而這一點再度把尚待解釋之物當

作是解釋裡的要素。456

                                                 
454 這裡我們暫不討論宗教現象學對涂爾幹的內批判。 

 

455 比方他在批評朗（Andrew Lang）用 wakan 和 mana 兩個概念來解釋禁忌時，他說：「以聖性特

徵為前提來解釋圖騰事物的聖性特徵，此乃用問題來回答問題。而我們必須知道的是，wakan的

概念從何而來，以及它是怎樣被用到圖騰和一切源自圖騰的事物上的。只要這兩個問題尚未解

答，就無法解釋任何東西」。Les formes, p. 265-66. 
456 Fernando Uricoechea, ‘Durkheim’s Conception of the Religious Life: a Critique’,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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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他把集體歡騰的情感做為聖性觀念起源時也遭到類似的批評。457

 
 

相對於對聖性起源解釋的不滿意，第二種批判，也就是外批判則直接質疑聖

俗二分的前提。有人認為，聖俗二分太廣太含糊，乍看之下很方便使用但卻無法

說明更細部的內涵。也就是說，聖與俗這組概念工具太粗糙而不能說明細節。有

學者如John Durham指出，在《宗教生活》涂爾幹原則上以聖與俗的二元對立作

為其展開整個理論的基礎，然而卻在進入圖騰現象的細節時讓位給「獨尊聖性」

的原理，因此認為涂爾幹關於聖與俗的二分是一種「假兩極」（pseudo-polarity），

因為世俗事物總是只作為聖性事物的對立而區別開來，他遂主張涂爾幹對於聖俗

對立說了等於沒說，就像說一個東西有的同時說另一個東西沒有。458或是如同有

學 者 從 研 究 印 度 教 的 立 場 批 判 涂 爾 幹 的 俗 性 概 念 無 法 「 觀 念 化 」

（conceptualized）。459或是有人認為聖性概念跟「異化」概念一樣，不能被視為

理所當然，也不能被認定是一種從普遍社會處境無可避免產生的現象。460

 
 

在此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461

                                                 
457

 茲舉兩個例子。伊凡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指責涂爾幹：「有甚麼證據證明澳洲

土人在舉行他們的儀式時，是處於某種特定的情感狀態呢？如果他們是處於某種情感狀態的，那

麼，情感顯然像涂爾幹本人所聲稱的那樣是通過引發他們的儀式和信仰而產生的，這樣，引發情

感的儀式和信仰就不能令人信服地被引證為情感的產物。......情感很難成為對做為一種社會現

象的儀式的充分的因果解釋。這種論證向許多社會學的論證一樣，是一種循環論證：雞生蛋還是

蛋生雞。儀式產生歡騰，歡騰產生信仰，信仰導致儀式的舉行」。《原始宗教理論》，孫尚揚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頁 81。另外見李維史陀：「涂爾幹也認為社會現象來源於感性。他

的圖騰制度理論一開始就強調訴諸情感，最後也以情感告終。......涂爾幹有關神聖之集體起源

的理論也像我們剛才所批判的理論那樣，依賴於預想的理由：這不是人們在能夠促成或延續儀式

的集會和儀典中所感受到的當下情緒，而是能夠喚起情緒的儀式活動。宗教觀念遠不是歡騰般的

社會氣氛，以及這種特殊歡騰的產物，而是這種歡騰的前提」。《圖騰制度》，渠東譯，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2 年，頁 90。這符合了李維史陀的 pensée 對 vecu 的凌駕。不過也有人繼續挺涂爾

幹，認為宗教觀念和信念是儀式的產物而非反過來，見對獻祭理論頗感興趣的古典學者 Walter 

Burkert 的討論，Violent Origins: Walter Burkert, René Girard, and Jonathan Z. Smith on Ritual Killing 
and Cultural Formation,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pp. 155-156. 

我們不能因為俗性事物只有消極的限制而沒有

458 John C. Durham: ‘Understanding the Sacred’, p.6. 
459

 Olivier Herrenschmidt，轉引自 André Couture, ‘De l’abus de sacré dans l’édude des religions de 

l’Inde: De l’utilisation de l’opposition sacré/profane en context hindou et bouddhique’, p.6. 
460

 W. S. F. Pickering, ‘The Eternality of the Sacred: Durkheim’s Error?’ In 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s 
des religions. N. 69, 1990. P, 93.把「聖性」跟「異化」類比的還有 Nikos Gousgounis, ‘Transgressing 

Character of the Sacred in the Double Ritual of Anastenaria’, Studies of Tribes and Tribals, Vol, 1. num, 

2003. p, 127-140.不過他是肯定聖性觀念的。 
461

 其實，在人類學界，比方上述的Marshall Douglas，不乏學者重新重視涂爾幹強調的聖俗二分，

他們或許在用法上略有調整，有的傾向與把被涂爾幹「名詞化」的聖性還原為「聖化」 

（sacralization）行動的考察，見Douglas和Françoise Crémoux, ‘Du sacré aux sacralités’Pandora: revue 

d'etudes hispaniques, Nº. 4, 2004, págs. 9-16;有的則在字詞上做彈性的修改，比方說拉德克利夫─布

朗主張用「儀式態度」取代「聖性」，見《原始社會的結構與功能》，137頁。其實，在《宗教生

活》的第五章處理消極崇拜和積極崇拜時，涂爾幹本人也用「儀式態度」（les principales attitudes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revista?codigo=11750�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revista?codigo=11750�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listaarticulos?tipo_busqueda=EJEMPLAR&revista_busqueda=11750&clave_busqueda=21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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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的內容，就取消聖與俗的對立。我們認為可以分兩個層面來回應這種批判。

第一種是消極的回應。在一個寬鬆的類比下，我們可以借用結構語言學的模式，

把聖性的運作視同mana和hau，也就是把聖性理解成一種「浮動的能指」（signifiant 

flottant）。 462

 

用語言學的話來說，聖俗對立即便構不成「辨異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s），也可以是一種「最小配對」（minimal pair），可以在各個不同的文化和

生活脈絡下形成差異，正如涂爾幹本人所說： 

聖與俗這兩個範疇的對立，以一種顯而易見的標記清楚地顯示了自身，根據

這個標記，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認出這種非常特殊的分類，不管這種分類出

現在哪兒都是如此。因為在人的思想裡，聖性概念隨時隨地都是與俗性的概

念相分離的，而且因為人們在這兩者之間畫出了一種邏輯上的鴻溝，所以心

靈不可壓制地堅決不允許這兩種相對應的事物相互混淆，甚至不許兩者相互

接觸。463

 
 

也就是說，要界定聖俗如何構成差異是一回事，而聖俗在任何環境總是會構成差

異是另一回事，後者像是一種「製造差異的意志」（will to difference）。聖俗之別

的主觀認定往往取決於文化背景的差異，正如同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對涂爾

幹的聖性定義的解釋： 
 

情境必須從主觀方面來界定，行動所要導向的目的和價值必須和這些界定相

應和，也就是說，必須有「意義」。464

 
 

至於為什麼有些事物會構成聖性意義？這就需要一種積極的回應。正如同我們稍

                                                                                                                                            
rituelles）這個詞。Brigitte Derlon與Marie Mauzé則建議把聖性換成文化「敏感性事物」（sensitive 

objects），並更重要地提醒我們對聖俗二分的重拾並非出於理論概念的抽象辯論，而是忠實於田

野住民的心態與觀念。有個很耐人尋味的例子，在今日的網路世界，聖俗問題顯得更棘手。毛利

人對於在西方國家博物館展出的聖物相當慎重其事。為了避免與俗性事物（noa）相碰觸，展場

的出口處還放置一碗水好讓觀展者在接觸聖物後可以淨化。毛利人甚至堅持即使聖物的影像上傳

到網路上，觀看者仍不可以邊看邊吃東西。關於「敏感性事物」和上述例子，見Brigitte Derlon and 

Marie Mauzé, ‘“Sacred”or“sensitive“ objects’Projet ECHO – Atelier « Objets et société », sous 

la dir. De Maurice Godelier - Non-European Components of European 

Patrimony –http://www.necep.net 
. 
462 在此借用李維史陀的語言，參見 Claude Lévi-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收錄在 Marcel Mauss, Sociologie et Anthropologie, précédé d’une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par Claude Lévi-Strauss, Paris: P.U.F., 1950. p. 42.不過我們要提醒的是，這裡是在消極的意義

下，這種語言學的類比才成立。因為把聖性與 mana、hau 作類比，對李維史陀來說是落入套套邏

輯。這麼一來，我們好像就非得接受李維史陀對聖性的批判，不過這並非唯一的選擇。 
463 Les formes, p. 55. 
464 Talcott Parsons, Essays in Sociological Action. New York: Glencoe, 1954, pp. 2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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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之前點出來的問題，當涂爾幹把非總體化的聖俗二分壓縮在以圖騰制為標準模

型的解釋時，他同時就削足適履地把聖性起源的問題轉嫁到圖騰起源的問題，而

後者復又遷就於澳大利亞特殊的自然環境和艾斯基摩人的極地氣候。不過事實

上，涂爾幹在《亂倫禁忌及其起源》已有對聖性（即禁忌）起源作了一些推論，

也就是對血液、女人經血的禁忌，只可惜這些觀點後來沒有收納到《宗教生活》

而做更進一步的闡釋。禁忌對於那些廢除聖性的主張來說，是很有力的反駁。除

非我們找到一個沒有禁忌觀念的文化，否則無法否認這最基本的二元對立。而在

所有禁忌當中，與死亡有關的禁忌又是最顯眼、普遍的。死亡不只在自然上和生

命構成差異，還在文化上被人類用禁忌去強化這種差異，這表現在最基本的喪葬

行為。用我們在第一章討論普遍經濟論的話來說，這就是耗費轉差異，自然轉人

性的現實效果。 

 

於是我們甚至可以主張：只要人有用喪葬儀式來對死者做特別處理，就存在

著聖性。埋葬死者是人性的註冊商標，人類是唯一會埋葬死者的動物。凡是有埋

葬行為之處，哪怕喪葬佈局是如何地粗糙儉樸，都標示著獸性跨越到人性的大躍

進。誠如上述，對屍體的態度是說明聖性的兩極性之最好的例子。在此，聖性和

所謂的「塔布—瑪納公式」（taboo-mana formula）做為「最低限度的宗教定義」

或是宗教的門檻是頗為一致的，因為塔布（taboo）和瑪納（mana）465都也是一種

製造差異的邏輯。喪葬行為就是製造差異，它是製造聖俗對立與差異最醒目的範

例。換言之，一旦人類用瑪納做思考，他就是在否定自然了。人類學的研究幫我

們澄清了一種主智主義的錯誤想像：初民是分不清楚自然和超自然的區別的。其

實正好相反，瑪納就是在製造自然與超自然的差異，不是所有的力量與現象都被

一視同仁，總有些異質性的力量與現象會被突顯出來。巴塔耶舉了一個例子，在

一些原始民族中，每個人的死亡被當作是巫術犯罪的結果。 466而赫茲（Robert 

Hertz）在此之前就已經證明將死亡視為非自然現象的信仰在原始社會中是普遍性

的。467

                                                 
465 源自美拉尼西亞語，瑪納在 1891 年 Codrington《美拉尼西亞人：其人類學和民俗》（The 

Melanesians: Studies in their Anthropology and Folk-Lore）提出之後啟發人類學對於各種民族的相關

思維的追尋，包括阿爾昆金族（Algonquin）的「瑪尼圖」（manitu），在蘇茲族（Sioux）的「瓦肯

達」（wakand），在易洛魁（Iroquois）族的「奧蘭達」（orenda）等都表達了近似的概念。見牟斯

和于貝《巫術的一般理論》之〈瑪納〉一節。 

原始心靈中沒有「人類是自然死亡」的觀念，言下之意，人的死亡全部都

是「他殺」的，不管是別人的惡意還是神靈的掌控，人的死總伴隨著罪愆與懲罰，

然而奇怪的是初民或原始民族的心靈明明都很清楚，從經驗的觀察與歸納，凡生

466 OC, II, p. 332.‘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I: Social Structure’,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23. 
467 「這就是原始人之所以把死亡看做是非自然現象的原因：人們總是將死亡歸咎於神靈的作用，

或者因為死者觸犯了某些禁忌而使自己遭受死亡的厄運，或者為他的敵人透過咒術或巫術將他

『殺死』」（C'est pour cela que les peuples primitifs ne voient pas dans la mort un phénomène naturel : elle 

est toujours due à l'action d'influences spirituelles, soit que par la violation de quelque tabou le défunt ait 

attiré sur lui le malheur, soit qu'un ennemi l'ait « tué » par des incantations ou des rites magiques ）。Robert 

Herz, ‘ Contribution à une étude sur la représentation collective de la mort’, Socioologie religieuse et 
folklore, p. 82.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1 

命都會死亡，這就是自然，何以唯獨人的死亡是不自然的？這種矛盾其實剛好透

露了聖俗二分的強制力跟人性的起源是共生的。 

 

更何況我們別忘了，不潔聖性所包含的層面甚廣，除了跟死亡有關以外，跟

性有關的又是一大宗。跟死亡禁忌一樣，我們放眼望去找不到沒有性禁忌的人類

社會，即便是在亞馬遜雨林中那些全裸的民族中，還是有身體部位的禁忌而構成

差異。如果可以用淺俗的類比，那麼我們不妨把聖性或瑪納比做吸引力或魅力及

其反面的力量。也就是說，美有瑪納，醜也有瑪納，但不美也不醜的人事物卻沒

有瑪納可言。聖性是吸引力，也是排斥力，或是兩者的混雜，但平凡無奇則是俗

性的。聖性頗類似韋伯（Max Weber）的「卡理斯瑪」（charisma），468兩者都是異

乎尋常、反經濟與勞動理性的力量，它們既不能用理性解釋透，也不能被理性消

除，因為聖性與卡理斯瑪同樣是人性的需求。所以設定卡理斯瑪和非卡理斯瑪的

差異是必要的，這並非是理論一廂情願的虛構，而是對現實的還原，這跟區分聖

俗之必要幾乎相同。469

 

只是卡理斯瑪側重在已經在散發或施展聖性而有支配權力

的人，而聖性的討論著眼於可以跟人結合或分離的那種更基本的力量與現象。 

不管是死亡還是性，為什麼人類總是會創造禁忌與差異？涂爾幹晚年試圖對

此做出解釋，那就是「人類二重性」（homo duplex）的哲學原理。 

 

二、人類二重性：聖俗二分的理據 

 

這個更抽象的理論問題，其實可以視為涂爾幹的哲學宣言，把我們帶到聖俗

二分這表層下的存在理據（ratio essendi）。在《宗教生活》出版後的兩年，涂爾

幹發表了兩篇同質性頗高的文章，分別是〈宗教問題與人性二元性〉（Le problem 

religieux et la dualité de la nature humaine, 1913）和〈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會條件〉

（Le dualism de la nature humaine et ses conditions socials, 1914）。這兩篇文章接續著

《宗教生活》的〈導言〉而構成涂爾幹晚年所思考的關鍵問題：人類二重性（homo 

duplex）。470

                                                 
468 「這類非凡異能基本上（雖然不是絕對）即被冠之以 mana、orenda 與伊朗語 maga 等這類特

殊的稱呼。我們以下則以卡理斯瑪一詞來指稱這種超凡異能」。韋伯《宗教社會學》，康樂、簡惠

美譯，台北：源流，民 82 年，頁 2。 

在〈導言〉中他是這樣表述的： 

469 如果韋伯以下的這段話可視為對於質疑卡理斯瑪的存在性的反駁，那麼我們幾乎可以照搬過

來當作是回覆那些質疑聖俗可分的發難：「在卡理斯瑪式領導下的團體揚起一股越出日常生活循

環的運動潮流，當此潮流再度往日常的軌道消退時，至少原則上純粹的卡理斯瑪支配便會遭受破

壞，而轉變、扭曲為『制度的』。然後，要不是直截了當地被機制化，就是不知不覺地被其他完

全不同的結構原則所剔除取代，或者和它們各式各樣的形式相混合交融。如此一來，卡理斯瑪支

配，事實上已與其他結構原則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而變成只是經驗的歷史圖像裡的一個成

分。這種往往以面目全非、難以辨識的變形，也唯有理論的觀察下才能解析得出來」。韋伯《支

配社會學 II》，康樂、簡惠美譯，台北：遠流，民 82，頁 306。 
470 如果按照涂爾幹自己的概念分層，人類二重性並非是比聖俗二分更高的概念，相反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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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是二重的（double）。在他身上有兩個存在（deux êtres）：一個是個體

存在，其基地在有機體中，因此活動範圍是嚴格限制的。另一個是社會存

在，它體現了在我們身上更高的實在（réalité），我們可以透過觀察而在智

力和道德秩序中認識到它，而我把它理解為社會。471

 

 

我們在此已經進入到涂爾幹最富哲學企圖心的思想內容。關於人類二重性的哲學

難題淵源已久，在〈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會條件〉中涂爾幹認為他能夠回應從柏

拉圖貫穿到康德等尚未解決的問題。我們在柏拉圖那裡看到「存有的兩種類型」

（duo eide ton onton），472涂爾幹認為此乃二重性的發端，473也就是說，我們遇到兩

種相反的動力和原理：一方面，自律自足的、只靠自身就能夠存在的理型會往下

跟物質界聯繫，另一方面，物質界則讓理型向自己滲透。474用柏拉圖的概念來說，

理型往下對感性對象結合卻又有保持分離與超越的能力，而感性對象則有往上分

受理型的動力。接著涂爾幹指出康德的二重性模式亦復如此地表現在人類兩種對

反的官能（deux facultés antithétiques）上。Jones認為涂爾幹把康德的感性界

（sensible）與理智界（intelligible）的對立轉移到個人與社會，475

 

而以宗教為典範

的個人與社會關係正是解決這兩種衝突的場域： 

上述有關人類二重性始終通過宗教形式來表達自身的論述，足以表明此一問

題的答案應該從一個截然不同的方面去尋找。476

 

 

在這裡，我們就把前面討論過的集體歡騰的概念連結到更深的哲學層次了。也就

是說，個體與集體彼此都有朝向對方的驅力（conatus），他們是互助共生的。從

                                                                                                                                            
涵攝於後者：「我們本性的兩重性只不過是事物的聖俗二分的一個特徵而已（La dualité de notre 

nature n’est donc qu’un cas particulier de cette division des choses en sacrées et en 
profanes），而後者是所有宗教的基礎，也必須根據同樣的原則得到解釋」。’Le dualisme de la nature 

humaine et ses conditions sociales’, p.11. 
471 Les formes, p.23.我們可以看到在《宗教生活》中解釋靈魂觀念起源的段落也是從人類二重性

的理論基礎推出來的：「社會，這個聖性事物唯一的來源，並不只是從外部來感動我們以及暫時

影響我們，它長久列在我們內心。道德觀念具有這樣的特性。......雖然道德心識我們意識的一

部份，但是我們並未感到自己和它是平等的。在只以下達命令和宣布禁忌而使自己被聽見的聲音

中，我們辨認不出自己的聲音。它的口吻警告我們：它表達的是存在於我們內心但又不屬於我們

的某種東西。這就是靈魂觀念的客觀基礎：構成我們內新生活的那些表像是兩種不可互換的表

象。有些是關於外部和物質世界的表象，另一些則是關於具有壓倒性優勢的觀念世界表象。所以

我們確實由兩種存在構成，......任何人否認了義務的現實性和神聖性，就必然會陷入唯物主

義。的確，如果我們沒有了道德觀念和宗教命令，我們的整個心理生活就會都處於同一水平上」。 
472 見 Phaedo 79a8. 
473 雖然柏拉圖的靈魂論傾向於靈魂三分或是「人類三重性」 （homo triplex），見 Douglas A. Marshall, 

‘Durkheimian Dualism Redux: Homo Duplex and the Origins of Religion’, p. 5. 
474 ‘Le dualism de la nature humaine et ses conditions socials’, p. 9.中譯本見〈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會

條件〉，收錄在《亂倫禁忌及其起源》，頁 239。 
475 Robert Alun Jones, ‘On Understanding a Sociological Classic’, p. 309-310. 
476 ‘Le dualism de la nature humaine et ses conditions socials’,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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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的、集體的宗教力（如 mana、orenda、wakan 等）的基本原型開始，個人就

透過集體歡騰來內化這些外在於自己且高於自己的力，而這種力是游移在物質力

和道德力之間，或更精確的說是身兼這兩種力的形式。而這種力量正是後來道德

與理智的前身。在原始而且簡單的社會型態中，人們紛紛汲取這種原始的、非人

格性的集體宗教力而成為社會性的存在，但這並不表示人們都會把自己消融成為

沒有個性的存在。相反地，即使在最簡單的宗教生活中，每個人對這種更高的力

已經或多或少有不同的領受。而隨著宗教逐漸讓位給道德、理性和科學思維，個

體化的趨勢則愈加壯大，但對這些集體理想的內化卻沒有減損，只不過是更個別

化了： 

 

我們每個人都在它們身上刻下了自己的標誌。這說明，每個人都會以一種特

殊的方式去思考他的宗教信仰、共同的道德規範以及做為概念思維框架的基

本觀念。但是，即使它們已經被個體化，並由此變成了我們的人格要素，集

體理想也依然會保留它們的特有性質。......儘管集體理想是我們自己的，

但是當們說到它們時，還是採用了一種全然不同於我們其他意識狀態的聲調

和口吻。它們對我們發號施令，讓我們心生崇敬，我們感覺到自己與它們之

間不是一種平等的關係。我們認識到，它們代表著我們身上某種超出我們自

身之外的東西。477

 

 

我們大可說，這正是涂爾幹式的「個體化原理」（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或者

也可以說是涂爾幹版本的單子論，正如渠敬東教授很精準地把握到涂爾幹在此把

古老的分有學說與單子論改寫成宗教社會學的版本： 

 

從人性宗教及其道德實體的構造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涂爾幹理論所蘊含著

的萊布尼茲單子論的色彩。萊布尼茲既強調了單子具有可感和可知的實體屬

性，也強調了單子能夠把靈魂和慾望調和起來的自發特性，並同時確認了太

上單子（monas monadum）的存在......因此，所謂的人性宗教，不僅意味

著個人具有社會屬性，也預示著社會的神性內化於個人的可能性，這充分說

明，古老的分有學說在現代社會的構成和運作過程中有所反映。更重要的

是，單子不僅具有本體的（ontic）意義，還有生成（genetic）的意義。478

 

 

用涂爾幹自己的話來說，這種具備生成意義的本體，就是「動態生成」

（dynamogenic）。479

 

從這個觀點來看，涂爾幹認為唯有從社會學，尤其是宗教社

會學的角度才能正確解釋了二重性： 

                                                 
477 〈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會條件〉，頁 243。 
478 渠敬東，〈論涂爾幹的遺產─現代社會及其可能性〉，頁 17。 
479 此用語出現在涂爾幹與牟斯於 1913 年合寫的對自己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書評，見《亂

倫禁忌及其起源》，頁 163。Jones 認為這是涂爾幹最成熟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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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人完全有理由覺得自己是雙重的，他確實也是雙重的。在人類身上有

兩類意識狀態，它們在起源、性質和最終目標上都互不相同。其中的一種狀

態僅僅表達了我們的有機體以及與有機體最直接相關的對象。這類意識狀態

具有嚴格的個體性，只與我們自身相關，我們不能讓它們從我們自己身上分

開，就像我們不能把自己同我們的身體分離一樣。相反，我們的另一類意識

狀態卻來自於社會，它們把社會轉移到我們身上，使我們與某種超過我們的

事物發生關係。它們是集體的、非個人的。它們使我們轉向我們與其他人共

同擁有的目標。正是通過這類狀態，而且唯有通過它們，我們才能與別人交

流。因此，我們確實是由兩個部分組成的，而且它們就像兩種存在，儘管這

兩種存在聯繫緊密，卻是由截然不同的要素組成的，並向我們指引著相反的

方向。480

 
 

我們看到涂爾幹在此設立了兩組對立：身體/精神、個體/集體，精神和集體是社

會性來源，儘管如此，涂爾幹對俗性世界的內容還是沒有太多積極的界定。不過

他所說的聖俗兩種動力的「起源、性質和最終目標都互不相同」，遂構成普遍經

濟內核中無法消解的異質要素。 
 

 

肆、小結 

 

上述關於涂爾幹的討論，我們提撮兩個重點做為結論。首先是針對理性主義

的宗教批判，涂爾幹開宗明義主張沒有任何宗教是完全建立在虛假和錯誤之上

的，這等於是說，聖俗二分不是甚麼錯誤意識，而是人性本質的顯現。人類自動

會把宇宙一分為兩個相互排斥的兩大類，即聖與俗，而且用種種禁忌把聖性事物

隔絕開來，然後環繞著此二分之核心，人類建構出種種信仰與儀式的宗教生活。

更重要的是，涂爾幹比傳統觀念論和唯物論 481

                                                 
480 〈人性的二重性及其社會條件〉，頁 243-244。 

做得更成功的地方，在於其推求了

聖性之本原而還原出集體的社會力，它說明了道德與思維範疇的強制力的來源，

而這是不可消除的。對涂爾幹學派來說，聖性不只是社會事實，它更示範了人類

是如何締結共同體的。聖性不可消解，因為它是社會團結的基礎，或就是社會本

481 涂爾幹本人是堅決反對唯物論的，他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在討論靈魂觀念時，表達

了他對唯物論的批判：「道德家和傳教士往往主張，凡否認了義務的真實性和神聖性都必然會陷

入唯物論。確實，如果我們沒有了道德的和宗教的命令觀念，我們的心理生活就會被拉平，我們

所有的心識狀態都會處於同一個平面，而所有的二元性感覺都將消散。誠然，絕對不是為了使得

這種二元性易於理解，就必須在靈魂的名義底下想像出一種與肉體相對反的神秘不可再現的實

體。但是在此就像聖性觀念一樣，錯只錯在了所使用的象徵的字面意義，而非被象徵化的事實的

實在性（la réalité du fait symbolisé）。我們的本性仍然肯定是雙重的，我們確實有一丁點

的神性（divinité），因為我們之中都有一丁點那些做為群體靈魂的偉大觀念」。Les formes, 
pp.377-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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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聖性是教會人類學習把外在更高的義務的強制感內化到私利個體的第一課，

所以如果沒有節奏性地融入聖性生活，原本業已散亂的俗性生活將更趨向潰散。 
 

第二點則是針對理性本身。聖性這種凝聚力並非來自於理性，它反而是理性

的前身。涂爾幹用集體狂歡來做為聖性觀念的起源，這透顯了一種對唯理的、主

智主義的反制。宗教源於集體表徵，而這表徵又以強烈的情感為動力，推動了觀

念世界的組織與連結，而非從原有的生產條件與社會組織來進行自我複製，這是

對唯物論主智主義的反駁。另外一個重要的反駁是，經濟模式的解釋最終範疇是

決定價值的權力，但權力又不是一個經濟範疇，或是說至少不是經濟模式可以充

分解釋掉的。對涂爾幹而言，那個經濟系統解釋不掉的剩餘物，非但不是無關緊

要的邊緣事物，它反而才是最重要的經濟層面的治外法權，它是享樂與遊戲，是

禁忌和德行，是圖騰或血親世系等等，它們的起源皆指向宗教。 
 
這兩點對巴塔耶的啟發極深，我們底下就要來考察他如何承轉涂爾幹的思

想。 
 

第二節 巴塔耶對涂爾幹的批判與承轉：異質學與非知 

 

在〈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一文中，巴塔耶肯定涂爾幹學派對於聖俗二分

以及聖性內部二分的研究成果： 
 

通過揭示如此下賤的形式和神聖的品質之間的相容性，卻恰恰標示著對

聖性認識以及對異質世界的認識取得了決定性的進步。聖性形式二元性

的觀念（the notion of the duality of sacred forms），是社會人類學的重大發

現之一：這些形式必須分佈在對立的兩個類別之中，即潔淨的事物和污

穢的事物之中（在原始宗教裡，某些污穢的事物，如月經，和聖美的自

然一樣具有神性）。......神聖與貧窮，污穢骯髒和不可接觸的事物，

這個主題正好構成了以兩極對立形式為根本特徵的領域中負面的那一

極：在某種意義上，光榮與卑賤、高貴絕對的上等形式與貧困卑微的下

等形式，對立的兩極之間存在著同一性。這個對立分裂了整個異質世

界，又把已經定義的異質性的諸多特徵連接為一個基本要素。482

 
 

在更早之前發表的〈薩德的使用價值〉中，巴塔耶就已經略做更改涂爾幹的語言

把社會事實分為宗教事實和俗性事實（faits religieux et profanes）兩個大類，並且

用排泄（l’excrétion）和挪有（l’appropiation）去對應這兩種事實的動力原則。483

                                                 
482 Visions of Excess, p. 144-45. 

不

483 ‘ La valeur d’usage de D. A. F. de Sade’, OC, II,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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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個模式造成了一些困難，主要是一些宗教領域（如：聖餐）也被歸到挪有中

而產生原理的混淆，故不久後巴塔耶做了大幅的修正。至於聖俗第一個二分後的

聖性內部第二個二分，也可以說是雙面性，這一點巴塔耶不但繼承了、甚至激化

了涂爾幹的二元論，強烈肯定聖性自身的含糊二義性：聖潔/不潔、危險。484此

外，巴塔耶用更場域性的方式來看聖俗的佈局，把聖性兩面性轉換成高與低 485

 

： 

圖 4 

高上：純淨聖性 

俗世界 
低下：不潔聖性 

 
與此同時，巴塔耶指出了涂爾幹思想的限制並籌畫了幾種改造的方案： 
 
（1） 第一個批判是針對異質的內容： 
 

在宗教社會學中，瑪納（mana）和塔布（taboo）是指那些受限的形式，

它們是聖性這個更一般形式的特殊使用。瑪納是指國王和巫醫等特殊個

體所具有的神秘的非人格的力量。塔布，比如說，是指社會禁止接觸屍

體或者接觸經期的婦女。由於它們所涉及的是那些確定有限的事實，異

質生活的這些特徵比較容易獲得規定。但是，要對使用範圍相當廣泛的

聖性獲得一種清晰的理解，則有相當的難度。涂爾幹就遇到了一種不可

能，及無法給聖性一個肯定的科學定義，而勉強用否定的方式、在與俗

性相的比較中將聖性描述為種絕對異質的存在。486

 

 

宗教社會學只針對局部特殊的聖性領域做出有效說明，在此限制內，那涂爾幹這

種用否定的方式（via negativa）還可以應付。但聖性大於宗教，正如同禁忌

（interdit/prohibition）大於塔布，宗教研究不足以說通說透普遍的聖性，否定的

方式無法有積極建構。對涂爾幹而言，聖與俗對舉起來，對彼此而言遂構成對照

成絕對的異質性，因此異質性是在聖俗兩者的差異性中成立，這個形式本身並不

具有實質內涵。對巴塔耶來說，聖性，也就是異質性，本身可以透過實質內容的

規定而成立，巴塔耶直接把這種異質事物的研究稱為「異質學」。何謂異質性？

如果說同質性是「多種要素的可通約性以及對這種可通約性的意識」，487

                                                 
484 「事實上，聖性要素本身會兩極化（l’élément sacré est lui-même polarisé），該詞在原初有潔淨

和不潔雙重含意」。OC , II, p. 167. 

那麼異

485 此圖是經譚家哲教授的提示所繪。此外，巴塔耶早年在《文獻》的許多思想短文都在顛覆我

們傳統對高與低的認知，像〈大拇指〉和〈嘴〉。 
486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Visions of Excess, p. 141-42. 
487  ‘Homogeneity signifies here the commensurability of elements and the awareness of this 

commensurability’,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Visions of Excess,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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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就是那些種種不可同化的要素。湯淺博雄說得好： 

 

異質性並不是與同質性相對立、相矛盾的另外的同質性，而是做為其自

身經常缺少充滿了的統一性的東西，是成為自己本身的摹像、擬態的東

西。可以說，因為自己之中總包含了諸力的互相競奪，所以它不斷地躲

避現在的自我同一性而發生錯位或橫移。我不能依據顯在性的關係與異

質性發生關係。異質性包含了絕對超出我之意識能力的部分，包含了無

論如何無法與我相結合的部分及不可通約的層面。488

 

 

從這重新界定的異質性回去研究人類社會，就不再是社會學了，而是「聖社會學」

（la sociologie sacrée）。489有了這個基礎，巴塔耶猛進地擴展聖性事物的領域，我

們在色情對象（l’objet érotique）中找到聖性的類比。490所以在一則以德文〈附註〉

為標題的草綱中，巴塔耶提出異質學和法國社會學的關係：「堅持涂爾幹學派的

主題：夢想都有其內容物。排除掉涂爾幹式的解決方式，就是社會聖性要素和魔

力、色情要素之間的同一性」。491

 

 

（2） 第二個批判是關於社會事實，聖性獨特的主客關係： 

 

涂爾幹說明聖性是非人格化的力，從哲學的角度來看，這不啻提供了主體客體的

混融。巴塔耶試圖用同化與排泄來解釋涂爾幹的聖俗二分的動因。關於同化與排

泄，在尼采與佛洛依德那裡都有類似的看法。492不過巴塔耶似乎刻意要跟精神分

析保持距離 493而試圖以自己的界定來推出同質性和異質性兩個世界。異質學總是

落在科學認識的邊界之外，因為科學原理預設了對象的同質性，唯有先把對象設

定為同質性的東西，科學認識才能建立其上。這麼一來，異質性之物永遠無法成

為科學認識的對象，494

 

或是說根本無法完全對象化。這是第一步的界定。第二步

的界定是，異質性對象既然無法完全對象化，那就代它表既不完全在主體，也不

全然在客體，而是游移在主體客體之間： 

                                                 
488 湯淺博雄《巴塔耶：消盡》，頁 76。 
489 ‘Rapports entre société, organisme, être, (1)’, OC, II, p. 291.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73. 
490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3. 以及「我們意圖開拓的不是一般被接受的社會學，也

不是宗教社會學，而是聖社會學，這點是非常確切的。聖性的領域委實大過了宗教領域，但它不

能等同於總體，也就是社會領域的全部。所以，我們已經進入了我們特別要探究的聖性領域，首

先，我們試著描述那看來是『前聖性』的動物社會領域，再者，在那些已經變得幾乎全然俗性的，

以某種方式『後聖性的』存在物當中，我們要分析過去的某些軌跡以及殘存要素，在那過去，聖

性有可能有著建構性的價值」。’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I’,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04. 
491 OC, II, p. 171. 
492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Will to Power, § 641,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 J. Hollingdal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8, p. 342. 
493 根據 Denis Hollier 的觀察，巴塔耶比較重視佛洛依德的集體心理學的著作，包括《群體心理

學與自我的分析》、《圖騰與禁忌》、《超越快樂原則》。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p. 108. 
494 Visions of Excess, 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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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性做為客體，總是緊密地對主體施予份量。如果我言說聖性，客體與

主體總是像互相滲透或是互相排除般地被給出，但它們總是在結合或對

立中彼此互補。495

 

 

在《色情史》中他說得更直接： 

 

我所說的聖性不僅是在我之外的給予物，它就是我自己（c’est moi-mê

me），就是與客體接觸時的我的焦慮（mon angoisse），而此客體的恐懼

釋放出來，在我身上融化了而焦慮的我迷失了。就是在此意義上，聖性

恰恰是我所謂的整體性，儘管很恐怖，但它就是主體客體的融合。496

 

 

這種整體性就是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過的那大於自然的差異化整體感。那麼如何知

識性地描述這種既是主體又是客體的狀態？ 

 

（3） 第三個批判順著（2）而來，也就是進入異質事物的方法學： 

 

巴塔耶認為涂爾幹的異質性其實仍然迴避了真正的異質事物： 

 

涂爾幹順著他的分析下來，便會把聖性和社會等同起來，但這個等同必

然引入一個假設，無論其範圍有多大，這種等同都沒有直接在意義上的

定義價值，它確實表達了科學想要制訂同質性表象（homogeneous 

representation）的傾向，這是為了迴避那根本異質要素顯而易見的在場。497

把聖性跟社會等同起來，以致於讓聖性自身發生的條件被社會這個概念架空了，

這就是我們前面藉著增澤知子所指出的，在涂爾幹的聖性理論中存在著差異邏輯

逐步被同一性邏輯所取代。進入異態的聖性才是真正工作的開始。這裡出現一個

問題。既然聖性不能完全被歸結為人的理性尺度，那我們又怎麼認識聖性、言說

聖性？如果否認全部的理性認識，那我們如何不自相矛盾談論、研究聖性？這關

鍵出在認識理據這一端，也就是什麼樣的「知」可以真正打開、認識到聖性事物

的問題。於是，我們需要一種劇烈的「知」的轉換。就在這裡，巴塔耶哲學的意

義更加彰顯了。巴塔耶的「知」呼應了尼采對「智人」（homo sapiens）意義的還

 

                                                 
495 Le sacré, bien au contraire, est donné comme un objet qui toujours importe au sujet intiment: l'objet et le 

sujet, si je parle de sacré, sont toujours donnés comme se compénétrant, ou s'excluant( dans la résistance au 

grand danger de la compénétration), mais toujours, dans l'association ou l'opposition, se complétant. OC XII, 

P.49.巴塔耶另外一組概念是「內與外」，有時候內與外的辯證更清楚地讓我們看到主體客體的互

換，見〈沈思方法〉中對於編織物（tissu）的討論，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p. 205-06.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Stuart 

Kendall, translated by Michelle Kendall and Stuart Kendall,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85. 
496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3. 
497‘ The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of Fascism’ Visions, 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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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sapio 更本原的意思是品嚐箇中滋味。 
 
我們不妨在 sapio 這個味覺之知的比喻稍事停留，因為這是通向聖性的認識

理據的關鍵。我們來比較 είδος和 sapio這兩個基本詞。είδος既是提喻（synecdoche）

又是隱喻，因為視覺的確可以攫住更高的知識對象，但真正照見理型卻是超越肉

眼感官的，這種視覺類比在柏拉圖的洞穴比喻（Höhlengleichnis）中起著典範作

用。είδος 與 techne 的淵源頗深，它基本上就是我們在第二章所討論過的製造工

具時把一種預先已經看到了的功能性外觀收攝到技術之中的型造之知，它是整個

超越性世界之知的基本形構; 在另外一種「知」的典範中，sapio 也是既是提喻又

是隱喻，它放在聖性體驗就更多了一番貼切和精準，因為最直接最劇烈的認識轉

變是透過吞食這個動作，不管是跟純淨聖性結合同化或是被不潔聖性所徹底污

染。前者是如先知以西結吞下甜如蜜糖的卷軸以及信徒們聖餐的饗食，後者則是

亞當夏娃吃下禁果後眼與肉身的打開：發現自己赤身裸體的羞愧之「知」。在這

個強而有力的神話中，希伯來文動詞的「知」（yada）帶有性與肉體歡快的含意。

跟禁忌之物結合後，即巴塔耶所說的違反，發生了怎樣的認識的翻轉？破戒之

後，一下子全部都懂了，但一切也都不一樣了，這種「懂」很難歸到主體端或客

體端，而是世界整個變了，θεωρία 和 είδος 很難說明這種狀況。除了吃禁果外，

吃下禁忌的食物一樣展現出這種對罪的知的狀態。 

 

其實，這是許多人都曾經歷過的，包括本人身為猶太人的涂爾幹都有深刻的

體會。據說，涂爾幹有一次正式地斥責正統猶太教的飲食禁忌，並吃了豬肉，結

果感到渾身不對勁。498

 

他在《宗教生活》也寫道原住民吃了禁忌的圖騰動物的身

心感受： 

由於所有聖性事物固有的感染性質（contagiosité），一個俗人在觸犯禁忌時，

就必然會使宗教力延及自身並完全被它所控制，這種力是他無法受用的。但

兩者之間有著對峙，他現在受到一種敵對力量的控制，而這種力量的敵意必

然以暴力的方式顯現出來，它要摧毀他。這就是犯禁者何以會生病或死亡的

道理。......犯禁者會感到有一種他無法抗拒的力量在攻擊他......他感到

它在撕咬、吞噬他的元氣，他躺在地上等待死亡降臨。499

                                                 
498 見 Alexander T. Riley ‘Renegade Durkheimianism” and the Transgressive/Left Sacred’, p.39.而在

一篇評 Jean-Marie Guyau 的書評中（1887 年），涂爾幹提到：「基督徒在受難節第一次吃平常的食

物，猶太人第一次吃豬肉，都會體驗到一種懊悔，這種懊悔無法與道德的懊悔區分開。在每一個

宗教共同體內，僭越儀式規定的信徒都將成為譴責的對象，這種譴責在所有方面都很類似於我們

對不道德的譴責」。見《亂倫禁忌及其起源》，頁 145。顯然涂爾幹對於禁忌的違反有很強烈的體

驗。 

 

499 Les formes, p. 457-458.因觸犯禁忌而死亡，這對唯物論來說幾乎是不可解的。另外涂爾幹也說，

一個澳大利亞阿蘭達（Arunta）人認為他用聚靈架摩擦過身體會更強壯，而他「確實」也更強壯

了。反之，若他吃了禁忌之物，他會感到生病，並可能真的死去。見 Les formes, p. 326.我們之所

以不厭其煩地引述這個段落，是要藉這個機會指出涂爾幹的理論止步的邊界。涂爾幹的表徵理論

如何解釋為什麼象徵力量可以對人們的身心狀況產生實際作用？涂爾幹並沒有否定這種效能，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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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這種感受被他自己的社會學知識排除在外，此舉對巴塔耶來說卻是與聖性之

知的探索失之交臂。恨不得把吞下肚的禁忌物吐出來讓「一切」回到從前，這種

sapio 打開了另外一種認識，返回知、情、意未分，靈魂與肉體混合一起的整體

經驗，這種型態的「知」，巴塔耶稱為「非知」（non-savoir）。基本上，唯有非知

才能進入異質學或聖社會學。 
 

當然，要按照巴塔耶的要求去認識禁忌與逾越是種新的挑戰，因為科學性知

識的預設是：它一開始就不把違反當成是違反，這恰恰是因為科學知識否認禁忌

的存在，正如 Hollier 說的： 

 
不存在著關於被禁止的事物的科學。科學在此意義下忽略禁令：它不承

認禁令在那兒。但是出於同樣的理由，科學也不違反禁令。......但是，

性，是被禁止的。500

 
 

這裡的弔詭頗值得玩味，如果認識的運作事先排除了禁忌感，那麼它就已經完全

從客體性原理出發而迴避了原本禁忌事物的真實的整體性。所以接下來的任務是

如何去談論那些不可與我的抽象尺度通約的對象，而且是根據生動的經驗而不是

依據科學安置好的控制機制去整理那些分散凌亂的對象。這就是以下我們要進行

的工作。 

 

第三節 禁忌的俗世界 

 

壹、總體的視角 

 

在第二章，我們曾就禁忌與勞動分別做為俗世界的消極原理和積極原理，把

它們放在技術化生命的統一架構來做初步的認識。這裡我們要更近距離來看禁

忌。為什麼要研究禁忌？又如何研究禁忌？這兩個問題對人性的探索至關重大。

人性最深層的祕密恐怕就躲藏在人類最懼怕的事物中。我們在最原始的厭惡中表

達了人化的世界是甚麼樣子，對禁忌事物的排斥展示了我們都是理性自淨其意的

成果。人之所以為人，建立在透過重重禁忌來自我塑造。由此觀之，禁忌是一個

                                                                                                                                            
其當他肯定宗教做為「有充分根據的譫妄」（délire bien fondé）（Les formes, p.324），觀念世界可以

跟物質作用一樣有所效能的。象徵性的觀念怎麼會造成實質的療效與病害？牟斯在〈集體暗示的

死亡觀念對個體的身體影響〉有處理這個問題，但停留在資料呈現並延續涂爾幹《論自殺》的觀

點，理論上沒有太大的突破。筆者認為，到了李維史陀於 1949 提出的「象徵效能」，此問題才有

突破，見 Claude Lévi-Strauss, ‘L’éfficacité symbolique’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tome 135 

n 1, 1949. pp. 5-27.而晚近的醫療人類學如 Thomas Csordas 等則又大舉前進了一大步。 
500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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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總體。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說：「人的本質並不是單個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種綱領是認識論

很重要的指引。禁忌是一切社會關係中的一環，如何認識禁忌，以及認識到禁忌

在所有社會關係總和中所扮演的角色，這遂成為巴塔耶的重要工作。 

 

如果說馬克思從勞動把握到全面分析所有社會關係的路徑，那麼巴塔耶則從

禁忌處發現了另一個破解人性的祕密，而禁忌與聖性領域剛好是馬克思的經濟論

模式鮮少處理且難以化約的。禁忌的原理總是外於勞動原理。就某個意義來說，

在處理宗教問題上，涂爾幹學派與巴塔耶所採取的聖俗動力二元論比馬克思更為

殊勝。501

 

而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普遍經濟的任務之一是要廓清出一個無法消除

的耗費與差異的領域，而聖俗二分就是其中最強烈的差異，而聖俗二分的最激烈

型態就是禁忌。 

但馬克思比涂爾幹更重視歷史的辯證，這點也在巴塔耶關於禁忌的研究中突

顯出來。馬克思所謂的歷史辯證並不是歷時性對共時性的壓制，更不是單一進化

論，相反地，他展開了雙重視角，他盡可能地考察在同一個時期的橫切面中所有

的勞動形式，用逆退式方法追溯歷史過程，分析和瞭解一種新的經濟形式的特徵

及其相應的社會型態的矛盾運動是如何在各種新形式萌芽和並存中，由於其中一

種形式勝過了其他形式而最終實現的。以此類推，一個完整的禁忌研究其最理想

的闡述應該是可以兼顧型態學和系譜學，這就是巴塔耶會廣用考古證據和田野資

料的原因。所以在巴塔耶的思想中，我們看到傳統哲學罕見的處理方式，那就是

把問題拉回到人類的史前史來考察。
502這種方式已經脫離了以往純粹思辯或是本

源形上學的推演，503而有更多的考古學與人類學做為後盾而較接近恩格斯的《家

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和佛洛依德的《圖騰與禁忌》。甚至放在當代各種理

性批判的版本中，像巴塔耶這樣對史前的投入也是很罕見的。504

 
 

 
巴塔耶不只在一處提到我們之所以能夠對人性的某些面向，這都歸功於歷史

資料和民族誌。505

                                                 
501 比較費爾巴哈與馬克思的宗教批判和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到底涂爾

幹的工作會不會遭到費爾巴哈式的批判而瓦解掉，還是前者可以匡正後者的缺失，抑或兩者各有

其真理與偏漏？這根本論文沒有直接相關性，但卻是重要的基礎工作，可延伸到黑格爾與涂爾幹

的比較，筆者希望有機會可以處理這個課題。 

這裡的歷史其實又包含兩種資料，一是傳世文獻，二是考古遺

址和出土文物。所以巴塔耶所說的歷史素材其實相當接近王國維所謂的「二重證

據法」。身為文獻學者和古貨幣學家的巴塔耶，這是他的本行。他在 1930〈卑微

502 尤其是《色情》、《愛神的眼淚》及 50 年代關於原始藝術與宗教的講座與文章。 
503 霍布斯式的或是盧梭式的。 
504 阿多諾與霍克海墨的《啟蒙的辯證》的神話也利用牟斯等宗教史研究而上溯到荷馬史詩、希

伯來獻祭與吠陀經，但就在史前止步了。 
505 見 Sovereignty, p.241、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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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物主義與諾斯底教派〉就用了宗教史與出土文物互證，而在 1930 的〈獻祭

式殘害與梵谷的耳朵〉中他援用了宗教史文獻以及同時代從考古文物判讀出來的

新領域：史前宗教（Luquet以及Solomon Reinach等人）506

 

，甚至再加上精神分析

和病例報告而形成三重證據法。在後來的著述中，歷史文獻、考古證據和民族誌

常常是三者共同支撐起巴塔耶思想的實證資料。 

不過，和歷史研究還有民族誌不同的是，不管是二重證據法還是三重證據

法，重要的是這些證據都是用來輔佐哲學思辯，正如湯淺博雄說的： 

 

巴塔耶試圖要做的並不是宗教史或史前學。他只是應用這些基礎性資

料，專門推論了理論上的繼起，並嘗試探究了這種繼起的必然性。應當

推究明確的，是自然與文化像旋轉門一樣分斷又相互連結的交叉領

域。507

所謂的分斷巴塔耶稱為獸性轉人性的過轉（passage），它重新開啟的哲學上的老

難題：起源問題。這讓原本先驗性的哲學問題都獲得了歷史軸度的展開。但是這

種研究的難處在於這種歷史軸度又往往不得不回到共時性的平面鋪展。我們可以

用人類的語言做個類比。語言與自然界的斷裂是如此大，以致於我們很難想像有

個中間灰色地帶，

 

508

 

有個「不完整的語言」存在。即使每個人都經歷過牙牙學語

的過程，但把個體發生（ontogenesis）和種系發生（phylogenesis）做類比是不恰

當的，因為幼兒學習語言已經預設了兩個要件：一套完整的文法系統，還有已經

習得這套語言規則而可以示範、教導幼兒的大人（或是年長的兒童）。 

「語言人」是這樣，而「禁忌人」的情況更是如此。首先是禁忌的擬像性格。

禁忌似乎不可能是孤立的，或是說我們無法設想有一種單一禁忌在時間中構成一

條自足的演變途徑，為什麼呢？因為禁忌總是事物之間的類比與聯想，比方說淫

穢=>污濁=>動物=>肉體......，禁忌事物彼此構成擬像，它們只能一整套出現。用

哲學的語言來講，禁忌不可能是一，只能是多。除了對象的多元，禁忌情感也是

多元的、複雜的，這些情感往往含混一起不可孤立。所以禁忌本質上就是多元論

                                                 
506 這也顯現出巴塔耶對石器時代的宗教藝術的關注起步甚早，而到了 1958-59 年巴塔耶的思想

仍積極地與這些學者的觀點對話。 
507 湯淺博雄，《巴塔耶：耗盡》，頁 113。 
508

 我們以李維史陀的觀點為例。李維史陀說：「正是在象徵思維的這一關係特性中，我們才能夠

探尋我們問題的答案。無論語言在動物圈中出現的時機和環境如何，它只能夠突然產生（le langage 

n'a pu naître que tout d'un coup）。事物無法循序漸進地指稱。在一次變化（對它的研究不屬於社會

科學，而是生物學與心理學）之後，發生了一個過渡，從一個無物有意義的階段到另一個一切都

有意義的階段（un passage s'est effectué, d'un stade où rien n'avait un sens, à un autre où tout en possé

dait）。’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p. XLVII.李維史陀這種主張屬於語言出現的「瞬

間論」（instantanéité），其和「漸進論」（gradualité）的爭論，見 Jean Lassègue, ‘Archéologie de la fonction 

symbolique: quelques pistes récentes’(exposé au séminaire’ Formes Symboliques’18 octobre 2005) ，
出處： 
http://formes-symbolique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  

http://formes-symbolique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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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不只是擬像對象上的多元，也是情感上的多元。其次是禁忌出現的瞬間

性格。一整個禁忌體系彷彿一下子就完成在那裡了。比方說，我們很難想像對死

亡的恐懼有一種「要怕不怕」的過渡階段，或是對性的羞恥有一種卡在一半的是

又不是的模稜兩可的中間狀態。要嘛就甚麼都沒有，要嘛就一切都具備了，《聖

經》的始祖墮落神話就很傳神地反映了禁忌的瞬間本質：亞當和夏娃的性羞恥意

識一旦發生就是完整地完成，遮羞的動作宣告這種完整性，不可能存在著要遮不

遮的含混地帶。於是不管禁忌是否有層累造成的可能，這種可能已然在認識上先

被排除了，我們只能把這種沈澱的結果截出橫切面來，視它為一個同時性的總體

來把握： 

 

（從動物到人的）轉化相當引人矚目，彷彿是一蹴可幾的（s'être fait en 

une fois）。總量（La somme）似乎一開始就被給出了（在時間相連的

整個發展中，原理從一開始就在變化中被給予）。姑且讓我們同意說：

這個運作可能需要好幾個世紀來完成，無論這多麼不可能，我們肯定

也無法證明相反的才是真的。無論如何，我們永遠沒有能力談論這個

轉化的不同階段，除非具備了人們想要得到的把握。...我們所擁有

的看待事物的唯一方式就是使事物看起來彷彿發生在一段太短暫

的、實際上不可分割的時間範圍內。509

 
 

基於這種先天限制，我們勢必把型態學凌駕在發生學之上，把最主要的禁忌實踐

並列起來，這樣橫切出來的共時性平面的禁忌型態大致上有三大類： 
 

（人類）在性活動和對死者的態度方面規定了某些限制。從根本上來

看，關於死者（屍體）的禁忌是與殺人禁忌聯繫在一起的。性禁忌則與

人類感覺的基本特徵相關，主要涉及排泄物的釋放。無論如何，我所談

及的、我們不會停止去遵守的限制，分別出現於人類早期。大地保留著

原始人對他們同類的遺體關注的痕跡。同樣，人們無從設想，與智人

（Homo sapiens）的人類學定義相符的人會經歷過不遵守亂倫禁忌的生

活。510

 

 

這就是「禁忌人」的總體面貌。基於這種「無從設想」，巴塔耶表明，他的工作

主要不是去認識性或污染是否提供了人類否定獸性的最初對象，即不是要從這些

恐懼感（phobies）中找出哪些是最優先的，而是要從整體的意義上來把握這些禁

忌，511此謂從全面的觀點（une vue globale）512

                                                 
509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62.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73. 

來把握動物到人的轉變。最重要的

是，這種總體觀點的起源考察是要指出：我們都還在這個禁忌起源的運動當中，

510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24.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28. 
511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0. 
512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61.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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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還在跟獸性分離搏鬥當中。這不是發生過後就一勞永逸的歷史事件，而是

還在進行當中且劇烈的程度恐怕有增無減。對尼采來說，我們正朝向脫離人性而

努力著，但對巴塔耶而言，人性是還在不斷完成中，更精確地說，人性的完成還

在不斷失敗當中，我們還正為脫離獸性而苦惱且興奮著，並繼續為此深深著迷著。 
 

我們底下要進行的有兩個部分：首先我們要簡略看一下巴塔耶列舉的禁忌的

主要大類，接著我們要檢視這些禁忌的共通原理。 
 

貳、禁忌的自然種類 

 
我們稍早前討論過涂爾幹的聖俗二分是一種差異的邏輯，而涂爾幹比較沒有

從對象層面來考察為什麼有些對象會變成聖性事物。聖性對象是甚麼樣的對象？

我們可以借用Eric Gans對聖性的界定：「它就是那種對象，它的出現會對自己被

的同化（appropriation）造成障礙，我們稱這個為它的聖性（sacrality）」。
513這用巴

塔耶的語言來改寫就是：聖性即那些具有排泄性的同化（ excremental 

appropriation）。514

 

巴塔耶的企圖跟宗教社會學不同，他是從人對動物性的分離這

個大方向來思考禁忌問題。在這個大視野中，他發現一個宗教的禁忌研究鮮少談

論但卻是人類有別於動物的顯著識別，那就是我們特有的對排泄穢物的厭惡。這

算是最低階的禁忌，但思想卻繞過不談，或認為理所當然而沒有思想上的價值，

這種見怪不怪恰好見證了人的思想是多麼自動地在禁忌前關閉，而這正好已落入

禁忌的權力意志之中： 

人本質上否定其動物需要，這就是基本禁忌（interdits）的要點。某些禁

忌如此普遍且表面上如此理所當然，乃至於它們從來不會引起問

題。......但是人們閉口不談對排泄物（excreta）的恐懼，這種禁口是

人特有的行為。一般觸及到我們的污穢面的禁忌（prescriptions）都不是

任何一種反思所關注的客體，它們甚至不被劃入塔布（tabous）之列。

這裡存在一種從動物到人的轉化模態，這種模態的否定性是如此徹底，

致使人們甚至連講都不講。人們甚至不把此種模態視為人的宗教反應，

反而是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塔布被視為宗教反應。515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在面對恐怖不會瓦解的思想」，需要一種「在探索可能性到

                                                 
513 Eric Gans, Signs of Paradox: Irony, Resentment, and Other Mimetic Structure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4. 
514 巴塔耶並沒有用這個詞。我們之前提到巴塔耶的聖/俗與排除/同化的兩組對立無法對應得很

好，如果要繼續使用後一組觀念，那麼排除性的同化是可以兼容純潔聖性與不潔聖性的。 
51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 OC, VIII, pp. 43-44.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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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限時不迴避自身的自我意識」，516

 

這樣，我們不是在宗教社會學的角度在思考

禁忌，而是從整個人性理論的哲學角度來考察。一旦放在更全面的視野來考量，

禁忌問題遂從狹義的宗教生活挪移到更廣闊的人類生活自身，而宗教性禁忌只是

「禁忌人」整體底下的亞範疇或特殊領域。 

所以我們看到巴塔耶簡略地列出三大禁忌：排泄、性、死亡，我們可以說這

三者是最底層的，它們提供所有禁忌的基礎意義。相較之下，宗教禁忌屬於表層

的運作。雖然巴塔耶有提到加洛瓦（Roger Caillois）建議把性禁忌中的亂倫禁忌

視為宗教禁忌的亞範疇，但他還是傾向把性放在更基層的位置，與排泄和死亡並

列為「未定型而又普遍的基本禁忌」（amorphous and universal taboo）。517

 
 

從人的禁忌狀態作一總體考察，我們發現，巴塔耶所舉的禁忌的天然對象的

三大種類和普遍經濟論所言的三種基本奢華型態大致上可以對應起來，其中排泄

剛好是進食的倒轉，原本由外而入吞下去的東西在此則從內而出： 

 

禁忌的天然對象        基本奢華形式 

 

     ↗ 腹部排泄    吃 

排泄  

     ↘ 經血 

性               =>   性 

 

死亡             =>   死亡 

 

另外可以清楚看得出來，經血是很特殊的種類，巴塔耶把它跟排泄物並列一起，

表示既有共通點又有明顯的差異。經血基本上至少牽連三個層面：它既可以被視

為血的一種，卻與其他排泄物一樣從特定的器官孔穴流出，更與性息息相關。
518

 

但我們在此不想對這些禁忌種類一一進入細節去分析，我們只需要對它們有個綜

覽。 

一、排泄穢物 

 

                                                 
516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 OC, VIII, p. 10.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4. 
517 Eroticism, p. 51. 
518 Scubla 的研究所指出的，經血被放在「血液」底下形成一組結構上的對立：女性的月經是自

然出血的，而男性的獻祭性流血則是人為刻意的出血；前者跟性別有關，後者則跟團體認同有關；

前者屬於不潔聖性，後者屬於純淨聖性。於是我們獲得了血液禁忌的型態學分析。見 Lucien Scubla, 
‘Fonction symbolique et fondement sacrificiel des société humaines’Revue du MAUSS, semestrielle, n

∘12 (1998), pp. 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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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怎麼來看待排泄物？如果把人的身體比做地理疆界，那麼對溢出這

個界線的東西都「自然」有排斥感。凡流溢出體外的，即被視為不乾淨的。最典

型的例子就是口水。恐怕每個人都有過這種的感受，口水在我們口腔裡面是乾淨

的，一旦溢出嘴角接觸到空氣，哪怕只有一點點，我們馬上會覺得它髒掉了。如

果有人把流出的唾液吸回去，這動作會令人噁心。也就是嘴唇是禁忌的邊界，內

部和外部判然有別，沒有含混的空間。我們很難說這到底背後透露了甚麼樣的宇

宙觀，也很難研究口水的這種乾淨/污染的二元對立到底是在多古老以前開始影

響我們的心智的。跟口水相比，食物的二元對立似乎更強烈。在口中咀嚼的食物

是乾淨的，可是一旦跨越嘴唇暴露在外部，我們會立刻覺得它變質了、污染了。 

 

這種最低層次的穢濁在許多宗教脈絡中獲得更體系性的位置，如佛典《大念

處經》的「觀身不淨」中的第五類型「膽汁、痰、膿、血、汗、脂肪」和第六類

型「淚、淋巴液、唾液、鼻涕、關節液、尿」，519

 

大抵上都可屬於排泄物。關於

排泄禁忌，我們可以略微參考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的看法，她無疑受到

巴塔耶的啟發，對這兩類的污穢先做了生理上的界定： 

人們總是把人體的孔竅比做勾勒和組成人體領地的標示牌，與人體孔竅

總是相關的污染物大體上有兩類：糞便和經血。眼淚和精液雖然也和人

體的邊界相關，但並沒有污染價值。520

 

 

至於克里斯蒂瓦提出的，為什麼眼淚和精液例外（眼淚是使巴塔耶深深著迷的思

索對象）？我們這裡無法深究這個問題，但我們可以設法從普遍經濟的觀點來做

個大略解釋：所謂的排泄物，就是不能再回收的東西，不再有使用價值，亦即是

多餘、廢料。如果從限制經濟的觀點，排泄穢物不再進入我們的視線。然而我們

可以看到，這類層次的穢物在人類各種文明中被賦予了日趨複雜象徵意義，而且

在一些脈絡裡保持著既骯髒又吸引人或甚至反過來獲得了純淨的含意。這也說明

了即使最低階的污染也具備了聖性兩面性並可能發生反轉互換的情況。這種情況

不僅發生在儀式性領域以及低級鄙俗的民間樂趣（還有以此為養料的喜劇文

學 521

                                                 
519 《大念處經》，附錄於喜戒禪師《佛陀親授正念的四個練習：身、受、心、法》，賴隆彥譯，

台北：橡樹林，2005 年，頁 215。 

），更展現在性愛和情色活動中。比方在接吻中，原來骯髒的唾液變成情慾

的醇釀甘露，口水進入交換，但不再是限制經濟的交換邏輯，而是以被詛咒的身

520 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p. 71. 克里斯蒂瓦對巴塔耶的繼承與詮釋

已經儼然成為強勢有力的經典版本，以致於她是不可迴避的。巴塔耶的一些草擬性質的想法在她

的脈絡中都變得通透而更有體系性。克里斯蒂瓦從語言學和精神分析出發，對污染、死亡、食物

和女人禁忌做出更系統性的研究，又不無辯證地開展出希臘、印度、猶太教和基督教等模式，演

繹了父性象徵的去母體化的命運史。我們在此篇論文雖然多處參考她的術語，但只是點到為止，

避免用她核心的主旨與架構去詮釋巴塔耶。這不是不可行，反而是執行起來會造成主客易位，克

里斯蒂瓦會成為論文的主角。 
521 如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研究所指出的糞便的狂歡節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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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凱旋而歸的禮物交換。這更印證了，一旦巴塔耶把禁忌跟違反放在普遍經濟論

辯證地來考察，涂爾幹學派的純淨/不潔聖性變得更有效地解釋日常生活中種種

我們不知其所以然的身體實踐。另外，或許我們可以延伸巴塔耶對排泄物的界

定，把那些半排泄生理現象也包含進來，打嗝是嘔吐的模擬，放屁是排便的模擬，

它們同屬污穢，但卻又常常是喜劇和搗蛋鬼（trickster）神話不可或缺的元素。522

 

 

二、性禁忌 

 

讀者或許會很訝異地發現，巴塔耶在《色情史》和《色情》這兩部主要談論

性與色情的論著中並沒有為性禁忌的基本型態做太多的界定。對此他是自覺的，

因為他本人指出一般的性禁忌因為缺乏一致性而很難被給出一般的格述

（formula），相反地其子類亂倫禁忌卻體制明確，相當適合做為研究對象甚而取

代了整體的性禁忌。523那麼巴塔耶自己有沒有為性禁忌整體給出一個格述？其實

並沒有很明確，不過我們從散落在幾處的段落中發現或許對裸體的羞恥意識是個

比較接近的答案。性禁忌最普遍的效力恐怕就直接展露在我們是自然界中唯一穿

衣服的動物（homo vestitus）這一事實。然而巴塔耶沒有天真地以為凡人類一定

就會穿衣服，這種穿衣（文化）/裸體（自然）的二元對立並不符合人類學田野

的實情。熟悉人類學資料的他意識到要把裸體放在象徵體系方有意義，524

 

也就是

說，裸露並不外在於文化而是與服飾同屬文化。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不穿衣已

經被納入為穿衣的一種價值與意義了，就像生食已經被納入烹調的一種方式。 

針對整體性禁忌的基本要件，除了蔽與裸，我們還可以簡略兩點補充，它們

都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上。首先是身體部位的禁忌。我們發現即使是那些亞瑪遜雨

林中全裸的民族，他們還是會用彩繪的方式標示出禁忌部位，構成身體上聖/俗
的二元區間。再來，身體的隱蔽性延伸出性行為的隱私化。哪怕再怎麼簡陋，人

類總是只會在隱密的場所進行性行為。以馬凌諾斯基（B. K. Malinowski）對特羅

布里恩人（Trobriands）的觀察為例，童年期的性遊戲也是要偷偷摸摸地在灌木

叢中找一塊藏身之處，而青少年以上的性生活則要移居到屋內遮蔽處。總之，人

類文明中幾乎沒有暴露在公開視線中的性。525

                                                 
522 柏拉圖顯然深知這種元素，才會在《會飲篇》安排亞里司多芬突然拼命打嗝的戲碼。而根據

Paul Radin 的 Winnebago 印地安人的搗蛋鬼神話研究，搗蛋鬼睡覺時的放屁嚇跑了前來偷食物的

狐狸。 

 

523 Eroticism, pp. 52-53. 
524 裸體不能孤立來考察：「如果要用一種習慣用語來表達的話，裸體和衣著都有象徵價值（la 

valeur d'une symbolisme），在某個程度上，這種象徵論或這種用語是普遍的，使用起來頗方便。倘

若我們通過裸體的禁忌來確定人性的存在，我應該強調這種禁忌主要在人穿衣服的情況下才起作

用，...裸體本身甚麼都不是。裸體刺激文明人，但這是在語言有時也產生同樣作用的條件下。

做為語詞的裸體不過是一個」。（按：最後一句話結束得有點怪，被兩槓斜線中斷了，應該是巴塔

耶還沒寫完整）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533-34. 
525 馬凌諾斯基，《神聖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何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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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整體的性禁忌，巴塔耶著墨不多，而他把經血和亂倫禁忌放在性禁忌或

是「與生殖（reproduction）相關的禁忌」（《色情》第三章）來談。我們不再去細

論經血禁忌，至於亂倫禁忌則是要和逾越一起來考察其意義才一目了然，所以我

們把它放在第四節來處理。 
 

三、死亡禁忌 

 

跟死亡有關的禁忌包括接觸屍體的禁忌以及殺戒，我們在此先著眼於前者。

人總是盡量避免跟死屍接觸，這個禁忌非常原始古老，古老到已經進入法律文明

的我們都遺忘了或不需要用太強制的法規去規範它。526法律不會把暴露屍體視為

重大的罪刑，因為古老的禁忌早已經把它有效控制了。我們不妨想像一種情況：

有人用輪椅推著一個死人就這麼搭上捷運或是走在公共的廣場，這一幕會讓人多

麼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會造成多大的驚恐和動亂？可是法條對此行為的約束是那

麼弱，這是因為根本沒有人會這麼做！講得保守一點，這種情況發生的機率的確

是微乎其微的。台灣社會頂多遇到的就是有人抬棺抗議，光是棺材的不潔聖性就

讓人夠觸霉頭了，更何況是屍體？觸霉頭的感覺正是聖俗差異的強烈衝擊。那麼

我們不禁好奇：人性對死屍的厭離之心起源於何時？這樣的問法其實已經預設了

一個前提：人與動物的斷裂。527

                                                                                                                                            
北京：知識出版社，1998 年，頁 43。 

換句話說，我們已經預設了人性的出現在先，對

屍體的厭惡在後。可是如果在「人性動物」出現之前，這種動物的祖先已經和其

他的高等動物共享了更複雜的情感，比方說對同類屍體所產生的某種怪異的驚

恐、悲傷與不安，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對死屍的憎惡並不是人所專有，只是在人性

出現後特化成為更複雜的情感形式。舉例來說，除了黑猩猩等猿類對同類（尤其

是「家屬」）屍體有特別的情感外，大象對「死者」的特殊的情感更受人矚目。

行進中的象群若看到同類的骨骸會集體停下來用象鼻去撫摸，如果是自己的「親

人」死亡，牠們會徘徊不去，直到屍體腐爛至白骨，有的象甚至會帶走一根骨頭

才離去。另外，大象在草原上碰到其他種動物的腐屍或是「肉」，也會踢起沙土

將其掩蓋。這些動物行為都令人不禁開始懷疑對死者有特殊的憎厭之心是否為人

類專屬的情感。 

526 依照中華民國的法律，跟屍體有關的法律主要是針對損毀的刑法，但規定其不准暴露的只有

層級更低的《社會秩序維護法》第 74 條第六項：「無正當理由，停屍不殮、停厝不葬或藉故抬棺

或抬屍滋擾者」。而中國與之相關的法律大同小異，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 65

條：「在公共场所停放尸体或者因停放尸体影响他人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不听劝阻的，刑責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情 节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527 關於死亡，巴塔耶顯然堅持人與動物的徹底斷裂：「動物不僅沒有死亡意識，甚至不能區別死

亡的同類與活著的同類」，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65. Sovereignty, p. 216. 這顯然與現實不

符。就如珍古德的觀察，年幼黑猩猩甚至會因為母親的死亡而失去活下去的動力，悲鬱而終。見

珍古德《與牠為伴：非洲叢林三十年》，台北：格林，1996，頁 114。所以如果我們要繼續巴塔

耶的思想工作，削弱人與動物截然的二元對立或許是首要的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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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可否認的是，人對屍體的厭惡的確與動物界呈現一種斷裂，尤其到了

人出現了埋葬屍體的行為，更是與自身種系史上之前的階段斷裂。只要在對於同

類屍體的刻意處理（the deliberate disposal of the dead）528

 

上，人類展現出和動物不

同的態度，我們就可以說那裡就有最地限度的聖性存在。在中文中，「文」這個

字的甲骨文寫法就是畫一個胸口有記號的人形，表示在死者的心臟處塗上赭色顏

料，白川靜稱此為「屍體聖化」。文化之所以從自然斷裂出來，就是建立在屍體

聖化的行為上。當然我們不應該忘記，對死者的態度不只是埋葬行為，一定還有

很多精神性的表達，包括情感、哭泣、悼辭和儀式，只是墓葬是相對可以留下來

的物質載體。 

根據物質實體的證據，巴塔耶認為這至少不會晚於晚期舊石器時代（Upper 

Paleolithic）。529

 

儘管囿於當時代的考古學，巴塔耶也知道人性的這一面一定更早

於考古證據。即使我們有機會看到後來更多更早的考古證據出土，以及有了更進

步更嚴謹的科學研究方法，我們卻還是跟巴塔耶面臨同樣的難題，因為這是從考

古學來揣度人性史這種研究方法所遭遇到的本質上的困難和先天上的侷限，我們

甚至要積極地肯定這種侷限，把它當成是前提來出發，而這需要實證和思辯的合

作。我們挖得到看得到的物質證據一定只是一小部分，而實際上的心智活動必定

要推溯到更早的時間： 

那些最古老的墓室，它們伴隨著這種對死亡的焦慮覺醒，卻也遠遠地早

於這些形象。因為對早期舊石器時代的人類而言，死亡已經有如此巨大

且如此清晰的意義，以致於他們和我們一樣，會為自己的親人屍骨整理

埋葬之處。530

 

 

其實，儘管後來的原始藝術的考古大大超越了巴塔耶的時代，但關於墓葬的考古

證據，我們並沒有比巴塔耶多多少，大抵上還是以Mont-Carmel的墓室（距今四

                                                 
528 有研究指出食人肉風俗恐怕是比埋葬死者的行為更早發生的刻意處理，證據是關於骨骸的儀

式（主要是刮骨去肉）比整個埋葬儀式更早出現，見Violent Origins: Walter Burkert, René Girard, and 

Jonathan Z. Smith on Ritual Killing and Cultural Formation, edited by Robert Hamerton-Kelle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75. 關於尼安德塔人吃人肉的習俗，可見Defleur, A, Dutour, O, 

Valladas, H & Vandermeersch, V (1993). ‘Cannibals among the Neanderthals’. Nature 362: 214.以及

Defleur, A, White, T, Valensi, P, Slimak, L & Crégut-Bonnoure, E (1999). ‘Neanderthal cannibalism at 

Moula-Guercy’, Ardèche, France. Science 286:128-131.不過也有人認為刮肉跟食人肉無關，而是為了

防止屍體被動物啃食。網路上的討論可見： 

http://forum.lowcarber.org/showthread.php?t=245305 
529 Eroticism, p. 83. 
530 The Tears of Eros,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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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La Chapelle-aux-Saints古墓（距今四萬五千年至三萬五千年）以及

Monte-Circeo古墓（距今三萬五千年）等穆斯特文化的尼安德塔人的墓葬為範例。531

比這些更早之前的幾個墓葬證據近年來被挖掘出來，雖然數目不多，但意義重

大。比方說，黎凡特地區（Levant）挖掘到的墓葬可上溯到中期舊石器時代（Middle 

Palaeolithic），其中的Qafzeh坑為 11 萬至 9 萬年前，Skhul坑為 8 萬年前。532而根據

2003 年的考古新聞報導，在西班牙Atapuerca挖掘出將近三十五萬年前的墓坑，裡

頭共有 27 具化石骨骸，死者屬於海得堡人（Homo heidelbergensis）。骨骸旁邊還

有一把石斧，學者們指出這應該跟喪葬儀式有關，一下子把人類的墓葬實踐整個

往上推了三十萬年左右。533

 

雖然有學者提出質疑，但一般相信人類掩埋遺體的行

為比我們想像中還古老的多。 

那麼，不管是史前時代最簡陋的掩埋，乃至於古代巨型的陵寢建築，這被後

到底宣告了甚麼人性心態？給死者安放一個位置，或更精確地說，死者不能被看

見，這意味著甚麼？埋葬死者或是使之不見就是要否定死亡，而否定死亡即否定

自然： 

 

否定不僅與對虛無的恐懼有關，還令我們意識到自然的力量，大自然中

生命的普遍騷動是令人厭惡的特徵。......死亡是這種腐敗，這種臭

味，同時是生命的泉源和令人厭惡的條件。......對於原始人而言，對

死亡的極端恐懼，尤其是對讓活人感到焦慮的現象的恐懼，超過了對個

體毀滅的恐懼，這種恐懼是與腐爛的階段相連的：對他們來說，白骨不

再有正在腐爛的肉體的不堪忍受的特徵。在模糊的意識中，他們對腐爛

的厭惡歸因於他們對死亡懷有刻骨的仇恨和憎惡，而葬禮的目的是平息

仇恨和憎惡。 

 

                                                 
531 在尼安德塔人的墓葬中，「花」的儀式意義頗受人矚目。以沙尼達（Shanidar）洞穴為例：「它

位于现在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约 400公里的地方。死者被放置在采集的新 鲜野花上面，尸体

上覆盖了衣服和鲜花扎成的花圈。在其他位于法国、意大利和中亚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中，死者坟

墓的周围放置着燧石工具和动物骨骼」。此出於 Jerry Bentley 和 Herbert Ziegler 所合撰的《舊石器

時代》，網路資料見： 

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1191-2-6.shtml 
532 Anna Belfer-Cohen and Erella Hover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 Mousterian and Natufian Burials in 

the Levant’,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33, No. 4 (Aug.-Oct., 1992), pp. 463-471.值得一提的是，就解

剖學而言，生活在 Qafzeh 和 Skhul 兩個洞穴的人種幾乎與現代人相同，他們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

在非洲之外的現代人，要不是後來以粒腺體 DNA 定序為根據把現代人的共祖這一脈離開非洲的

時間上限設限在六萬年前，那麼科學界很可能會視他們為現存人類的祖先。另外，距離 Skhul 僅

數百碼之遙的 Tabun 洞穴是尼安德塔人生存的遺址，他們活動的年代分別在 20 萬年前以及 4 萬

年前以後，剛好跟 Qafzeh 和 Skhul 人的時代錯開，後兩者不是絕種就是退回非洲，到了 4 萬 5 千

年左右現代人再次出現於中東。見 Steve Olson，《人類基因的歷史地圖》，霍達文譯，台北：聯經，

2004 年，頁 79-82。Colin Renfrew，《史前：文明記憶拼圖》，張明玲譯，台北：貓頭鷹，2010 年，

頁 106-112。 
533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2885663.s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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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感到屍體中有一種粗蠻的力量，它屬於聖性兩面性中不潔、危險甚至有攻擊

性的那一面，也就是 sacer 或是 mana 那種傳遞性的襲擊能力： 

 

顯然，恐懼與渴望的結合賦予聖性世界（monde sacré）一個矛盾的特徵，

它把人們抓住，人們在一種焦慮的著迷（fascination angoissée）狀態，用

不著欺騙地考慮這個聖性世界。毫無疑問，聖性之物（Ce qui est sacré）

符合我所談到的恐怖的客體，那臭烘烘、黏糊糊的漫無邊際之物，它們

麇集了生命，卻是死亡的象徵。自然之所在，就在於它的騷動將生命與

死亡緊密聯繫一起，就在於它就是用壞解的實體去餵飽生命的死亡（elle 

est la mort en gorgeant la vie de substance décomposée）。534

 

 

死屍總是往形體的邊界外處溢出、掉落、潰散，這種描繪其實不止是形體上的，

而是打開一個恐懼厭惡的總體世界。於是在入殮之前，人就開始聖化屍體了，如

《禮記˙雜記（下）》所解釋的一條規俗：「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自襲以至小

殮，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設冒也」。這裡的「形」相當於巴塔耶所說的非形，

也是解體（decomposition 或 deformity），後者是巴塔耶的重要概念，他甚至認為

繪畫藝術的本源是破壞和解體，此和死屍的解體有本質上的共通點，這點頗令人

震驚。所以巴塔耶說，屍體這種禁忌物的存有狀態是很弔詭的，既在場又不可能。 

 

當然，除了恐懼，我們不要忘了另外跟死亡有關的還有葬禮中瀰漫的哀傷。

看到考古的墓葬遺址，我們不禁想問：在多久之前，人類開始一邊料理死者的後

事而一邊哭泣？巴塔耶對此雖然著墨不多，但他屢屢提到眼淚是耗費，這讓我們

有理由多做一些思考。從限制經濟的理性來看，人的悲傷是一種不合理的現象，

人深深陷在悲傷中無法讓自己振作起來，甚至沒有意願讓自己從悲傷中走出來，

所以人心似乎是大自然不良的設計。如果人是一種自我保護良好的動物，那麼大

自然應該演化出更優良的情感狀態，那就是擁有和愛的喜悅與失去的難過不成正

比。悲傷是多餘的，把沒有必要浪費的情感收拾起來，才能盡快回到勞動世界。

然而，不存在著這種合乎經濟效益的自然，更不存在著由這種自然推出來的人

心。從聖性的經濟效果（sacred economism）來看，哀悼是巨大的耗費，耗損人的

身心。我們可以這樣綰結來看，對死者的恐懼加悲傷是一種聖化了的耗費

（sacralized expenditure）， 

 

參、擬像的彼此召喚：三大禁忌的互通之處 

 

曾經有一位友人跟筆者提過他始終搞不懂為什麼在西方，不管是文學、藝術

或哲學，人們老是把性和死亡扯在一起。他說，不管這種談法有甚麼樣的理論根

                                                 
534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83.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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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但如果一個理論無法說明我的的直覺，或甚至跟直覺相抵觸，那這種理論就

沒有說服力或可以說是假的。也就是說直覺對於真理雖然只是模糊地意識到，但

卻總是精準敏銳的，而要進一步找出其中的玄機、說明出一個所以然來，則需要

理論接手。如果我們直覺不到性和死亡的關連，那到底是理論出了問題？還是我

們的直觀其實還不夠深入？當然，性與死亡在許多文化都做為忌諱而聯袂浮現在

我們的禁忌名單中，但若要我們說出它們有何交集，卻令人語塞，因為它們成為

忌諱的理由似乎剛好相反。比方說從「審美」的角度來看，死亡一定是醜惡的，

帶有穢煞之氣，我們避之唯恐不及; 而性與色情是美好的，是我們暗地裡豢養的

狂暴野獸，我們不想被見著這在暗處騷動起舞的獸性。所以這兩大禁忌能否暗自

互通，這到底還是要回歸到巴塔耶普遍經濟論對不潔聖性的推演模式，我們才能

檢驗性與死亡是否真的有很深的關連性。當然，除了性與死，還有排泄物的禁忌。

底下我們就要考察三大禁忌類型是否以及如何相關連的。我們將指出禁忌對象可

以彼此模擬。如果巴塔耶在〈太陽肛門〉所謂「每個事物都是對另一個事物的戲

擬」是帶有玄想色彩，那麼禁忌對象則在經驗上讓這個命題成為可能。 

 

一、禁忌的非物性格 

 

嚴格來說，聖性事物根本不是「物」，535也不是「實體」，甚至是實體的對立

面。536聖性如此，禁忌也是如此。禁忌不是一種物性的狀態，而是與事物結合或

分離的能力。這種能力是透過劃出一道邊界來打開一個總體世界。如果我們置身

於禁忌世界之外，那麼這個總體世界就封閉起來。不能把禁忌當作「物」來理解，

或至少不能把禁忌理解成實體形上學的「物」，這點至關重要。在《至尊性》中

巴塔耶先把聖性和禁止等同起來，537

 

然後說： 

聖性之物並非建立在與自身的邏輯一致性上，它非但與物層面相矛盾

（contradicoire par rapport aux choses），也以一種不限定的方式和自己相

矛盾（en contradiction avec soi-même）。這種矛盾不是否定的：在聖性的

領域內，如夢境般，存在著一種永無止盡的矛盾，它不斷增生卻沒有破

壞任何事物。凡不是「物」的（或，在一個物的形象中被形塑的）是真

實的，但同時它又不是真實的，它既不可能又在那兒。......它也許是

一個神或死人。538

 
 

                                                 
535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63. Sovereignty, p. 215. 
536 ‘Le sacré est le contraire de la substance’. Le coupable, OC, V, p. 271. Guilty, translated by Bruce 

Boone, 1988, p. 34. 
537 ‘...comme sacré ou, en d’autre termes, comme interdit.’ OC, VIII, p. 262. Sovereignty, p. 214. 
538 ‘...Ce qui n’est pas une chose( ou, formé à l’image de la chose, un objet de science), est mais en même 

temps n’est pas, est impossible et cependant est là’. OC, VIII, p. 263. Sovereignty, p.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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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性物（在此等同於禁忌物）是不限定的，但這種不限定性又不是柏拉圖的非限

定者（aperas）或是黑格爾的不限定者，它用肯定的方式來製造矛盾，甚至違反

自同性而製造出與自己的差異。它不破壞其他事物，正因為它不是「物」，比方

說一個神靈突然冒出來，或一具屍體晾在那裡。我們可以補上巴塔耶常舉的例

子：裸女。禁忌的存有模態（modus essendi）就是這種既出現卻又不可能的非同

一性狀態。死亡禁忌和色情禁忌就用這種既肯定又製造差異的方式來和俗世界重

疊。 
 

如果巴塔耶說聖性是「交流」，那麼我們可以順著他的意接著說：禁忌就是

反交流。在禁忌管轄的領域內，禁忌總是近在身旁，甚至進入到身內，或更進一

步地我自己根本就是禁忌自身。但即使禁忌很切近，或是我本人就是禁忌，但我

也忘了禁忌狀態的存在，因為我跟禁忌事物沒有交流。禁忌總是用隱匿的方式來

無所不在，乃至於我們甚至看不見，或是用更精確的話來說，乃至於我們甚至「忘

了去看」或「沒想到要去看」。然而與此同時，我們卻都在遵守著禁忌。最基礎

的禁忌往往被干犯時才跳出來變得可見（salient）。 
 

我們可以用巴塔耶常舉的裸女為例子。對一個把性慾壓制下去的男人來說，

眼前的一個裸女的存在狀態是怎樣的？如果他衝動克制得越成功，她就越只是像

一個「物」。克制力越薄弱，對方「非物」的本質就會越膨脹擴塞。如果這男人

一開始就沒有任何絲毫的抵禦，完全把自己的情態交託給對方，那麼此裸女也會

一開始就以非物的方式顯現自己。甚麼是「非物」的狀態？也就是我們在第二章

討論過的聖性事物的非實體、非東西的狀態。它無法維持自身，不斷地超絕、衝

潰自身，進入一個沒有邊界的，或是總是跨出邊界外的整體。 
 

巴塔耶正就是在這個基本意義上來思考 eros 的。所謂的 erotisme 除了忠實地

保留了希臘對 eros 的認知，也就是被美色刺激所直接引發的情念、慾望，當下心

生愛染。當然，在性快感中，似乎缺乏客體，所以也稱不上有「物性」的存在。

但如果我們把巴塔耶對快感（orgy）的討論完全侷限在生理的、身體的，也就是

完全主體的，這卻是一種誤解，因為即使在生理性的高潮當中，我們也不是完全

封閉在主體狀態，它還是有對象的成分，需要他者的合作。自慰，或是精深分析

所說的「自體性行為」（auto-érotisme），就是個絕佳的典範。一個人的性遊戲需

要幻想對想來合作，或者更正確地說，自慰是幻想中兩個人以上的產物，諾齊克

（Robert Nozick）對此有個既高妙又精準無比的講法： 

 

即使在手淫過程出現的幻想中，人們也細想著與他人的關係—這時想到

他們自己，想到自己正在進行手淫是不會使他們興奮起來的。539

                                                 
539 諾齊克《經過省察的人生：哲學沈思錄》，嚴忠志、歐陽業麗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年，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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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就是這個判準，巴塔耶認為這就是人類的色情（eroticism）和動物的性（sexuality）

之間存在著本質上的差異。深受巴塔耶影響的詩人帕茲用一段精彩的文字來凸顯

這種差異： 

 

色情（愛欲）是創造，是持續不斷的變化；而性慾卻老是一成不變。色

情活動的主角是性，說的更準確點，是兩性。複數是必要的，因為即使

在所謂獨自的快感裡，性的慾望也總會虛構出一個假想的他人......

或者，多個他人。而且，在每次的色情交接中，總有一個隱然存在，卻

始終活躍的參與者，那就是想像，就是慾望。在色情的行為中，總是有

兩個或以上的參與者，從來就沒有獨自一人這回事。動物的性慾和人類

色情之間的第一個區別就在這裡出現：在色情的活動裡，一個或多個參

與嬉遊的人都可以是虛構想像出來的。只有人，會在夢魘中與男女睡魔

交媾行淫。540

 

 

這段話的意思非常符合巴塔耶的思想。用普遍經濟的話來說，整個 economie 因

人的參與而產生有趣的能量遊戲，人前所未有地把禁忌和逾越的張力引進

economie 之中而產生出不存在於動物世界的 economism，這就是禁忌主體與耗費

主體並生的整體性。巴塔耶人能打開整體性，因為有傷口。從傷口來看，色情和

宗教獻祭的暴力有本質上的相似性： 

 

面對任何可觸的實在，為了每個生靈，你得找到獻祭的場所，也就是傷

口。一個生靈只能在其屈服處才能被摸。對一個女人來說，這就在她衣

服底下；對一個神祇而言，這就在獻祭動物的喉嚨上。一旦你業已痛恨

獨自一人的自我，一旦你狂迷地努力忘喪自我，你就已經把手掐在天界

的脖子上的空曠地帶了：天界必會咆哮，必會流血。一個女人卸下羅衫，

對你打開，她就是歡快的場地。這裡存在著相似性：當天界的空曠地帶

被撕裂，它如何向你打開；當一個赤身裸體獻出自己，你會如何迷失。541

 

 

這種類比乍看之下頗為奇特怪異，但深思之後會發現巴塔耶洞察力是很精準的。

人的傷口是動物不會有的。人的直立狀態（homo erectus）542

 

把性器官暴露無遺，

而一旦有了性羞恥意識，那私處就成為了最不堪但也是最有吸引力的部位，掩飾

私處就是遮蓋傷口，遮覆住那整體性的越度。 

                                                 
540 帕茲（Octavio Paz）《雙重火焰—愛情與愛欲的幾何學》，蔣顯璟、真漫亞譯，台北：邊城，

2004 年，頁 26-28。這裡「eroticism」原來中文翻譯為「愛欲」，因為要與本論文的用法一致，所

以我們把這詞改譯為「色情」。 
541 Le coupable, OC, V, p. 261. Guilty, p. 26. 
542 我們用這個詞只是在表達人的直立狀態，而非關考古人種學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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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禁忌的虛無性格 

 

我們以下要先分別檢視（1）污穢按死亡、（2）性和死亡、（3）性和污穢的

關連，然後再探討這三大類禁忌如何由虛無性的原理所統攝。當然在三大禁忌

中，污穢和死亡的關連是自不待言的，不過巴塔耶觀察到兩者更深的聯繫： 

 

死亡的形象，也就是糞肥，它把令人作噁的空無（un vide）推薦給存有。

環繞在死亡四周的污穢製造出空無。我用盡拼了命的能量去逃避它。但

拼命逃跑的不只是我的能量，還有我的恐懼和戰慄。543

 

 

「髒」包含在死亡，尤其是屍體的「體」現中，而且強度比一般的髒更強，在死

亡中的髒變成「毒」，或邪祟。另外，性禁忌和死亡禁忌的關連又如何呢？ 

 

如果我們把首要的禁忌視為個人拒絕和自然合作，而自然被目之為生命

能量的揮霍以及把一切化為烏有的放縱，那麼我們就不在能夠區別死亡

與性了。性與死亡僅僅是節日的頂點，自然以生靈耗之不盡的廣袤來慶

祝性與死，這兩者指向自然資源無邊無盡的浪費而對立於每個生命活出

自己特徵的驅策力。544

 

 

這是從耗費的角度來看的。性和死都是生命和體力的耗損，在粗鄙的言談、笑話

和髒話中，性和死亡往往是夾雜不分的，這並非是刻意的聯想，而是某種本質的

還原。最末，我們來看色情和污穢的關係： 

 

色情和排泄物的關連。裸露的內部黏膜會讓人聯想到化膿的傷疤，而傷

疤又讓人聯想到屍體的解體，另外性器的排泄物的骯髒也讓人聯想到死

亡。545

 

 

我們看到，巴塔耶講的聖性傷口可以是抽象性的，但更有它物質感官的基礎。性

器官的樣子和分泌物不但讓人聯想到傷口的污穢，更與死亡有關。在此我們遇到

挑戰哲學思想的底線，這是絕大部分的哲學不想碰觸的。但正如巴塔耶所說的，

這就是哲學要跟宗教學習的地方，因為宗教不避諱哲學不敢面對淫穢與噁心。這

並非一定指對性與肉體不避諱的原始宗教或是印度與藏傳佛教。讀到《新約․啟

示錄》「大淫婦的刑罰」那段時，任誰都難以避免一種駭人的震驚與嫌惡： 
 

                                                 
543 L’ALLELUIAH, CATÉCHISME DE DIANUS, OC, V, p. 407. Guilty, p. 155. 
544 Eroticism, p. 61. 
54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13.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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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人穿著朱紅和紫色的衣服，戴滿了金飾、寶石，和珍珠。她手拿金

杯，杯中盛滿了她淫亂可憎的穢物。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

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手拿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就是她

淫亂的污穢。她額上寫著一個隱祕的名號：「大巴比倫─世上淫婦和一

切可憎之物的母」！ 

 
一種無以名狀的嘔吐感就在經文裡面，這就是巴塔耶要哲學向宗教學習的理由。

中文裡所謂的淫穢云云，就是直接傳達色情和污穢的共生本質，它們都跟分泌物

有關，而分泌物帶有否定性質，就像沙特分析的黏性一樣，它既非固體亦非液體，

而是模糊掉界線的存在狀態，這就是非形（informe）。因為我們無法確定它的外

觀與屬性，所以我們感到不安：「未經雕琢的淫穢啃食著我的存在，它的排泄本

質沾染著我，這種污穢帶來的虛無（ce néant）是我本來應該要不計代價去排斥、

遠離的，然而我毫無招架之力且容易受傷，我在精疲力盡的傷口當中把自己向它

打開」。546

 

巴塔耶在此指出色情當中有一種攻擊性，我們或許可以用中文的構詞

特性來表達色情與攻擊暴力的結合：淫煞。 

巴塔耶在《論尼采》中有一大段文字，用虛無性來統合性、色情、死亡三大

禁忌而讓它們彼此召喚成淫穢的煞氣。這段文字一氣呵成，我們無法拆解來看： 

 
在肉欲感官的領域中，一個肉體的人是慾望的對象。不過，在此人身上

吸引人的並不是直接的存在而是他的傷口（blessure），那是在身體完整

性上面的一道裂口，排出穢物的孔竅（l’orifice de l’ordure）。這道傷口並

不會確切地冒上生命的風險，只會冒上生命的完整與純淨。它不殺害，

它玷污。在玷污中所顯露的東西和在死亡中所揭露的東西沒有甚麼實質

上的不同。死屍和排泄物都表達了各自的虛無（néant），而死屍也參與

了污穢物。排泄物是在我之內必須去除的死亡部分，我讓它消失，最後

把它化為烏有（anéantir）。不止如此，在肉欲感官中和在死亡中一樣，

在它本身（lui-même）的虛無並不是那個吸引我們的東西。死亡之所以

擄獲我們、壓倒我們、但又默默地讓我們感到有事物臨在或不在，這就

是聖性（présence-ou de vide-sacrés），並不是出於死屍本身。如果我們把

死亡的恐懼看成（或我們用想像的去看）如同一種現實—死屍毫無隱蔽

就在那裡及其腐朽—我們就只能經驗到噁心。...在肉欲那裡，情形也

相同—為了讓我們被虛無吸引，轉換是必要的。我們被分泌物嚇到，甚

至忍不住感到一陣噁心。我們把自己限制在當轉換是有可能的條件底下

才被吸引—我們被一個裸體吸過去，是因為我們能夠選擇由於皮膚色調

或型態純粹的緣故而把它視為是直接有吸引力的。肉身之淫穢乃源於對

分泌物的反胃，我們出於羞恥而把它放在一旁，但與此同時我們輕忽了

                                                 
546 Sur nietzsche, p. 47. On Nietzsche, 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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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的醜陋。猥褻感就是我們必須跨過的虛無之地帶，沒有猥褻，漂亮

就會缺少了那把我們帶向譴咒的懸置、冒險的面向。當污穢引發我們去

冒險時，撩人的、引人血脈噴張的裸體就最終贏得勝利了（雖然在其他

情況中，裸體失敗了，因為它完全停留在污穢的層面而保持其醜陋）。547

 

 

我們看到，排泄物從我而出，我把它排除在身體的界線外是為了讓它消失。屍體

是死亡的體現，是絕對虛無感的化身。而淫穢的分泌物是前兩者的擬像，色情的

張力就在於我們無法把這些虛無性從人體與美貌剝離開來，色情注定要跟骯髒混

合為一體。下流是髒的轉喻，不下流的色情就不是色情了。 

 

三大禁忌的虛無性格引人焦慮，更引人焦慮的是虛無性流通在三大禁忌之

間，以致於它們總是彼此召喚，由性到死、由死到髒、由髒到性......這就是非物

的擬像與旁通。然而這種焦慮卻又可以帶來快感，增強我們的慾望：這正是

economie 的衝突遊戲：我們無法拋開苦惱，因為苦惱吸住我們，於是我們開始耗

損。這種 economism（經濟運作）也解釋了美色與醜在性中的矛盾張力： 

 

虛無（le néant），也就是那非是之物（qui n’est pas），不能和跡象分離。

沒了跡象，甚麼都不是的虛無就無法吸引我們。打從慾望隨著恐懼和噁

心的產生而誕生的那一刻起，反感和害怕就前往色情生命的高峰：害怕

把我們推向耗竭的極限。不過空無（廢料）的跡象不僅有召喚衰竭的權

力，它必須連結到誘人的外觀，和後者共同來形構，如此我們方能在作

噁和慾望的變換之中維持著苦惱。性器官是連結著污穢的，性器官是通

向污穢的開孔; 但是性器不會成為慾望的對象，除非身體的赤裸令人驚

嘆。548

 

 

這就是色情的economism，在反差中造成苦惱，耗掉我們許多身心之力與之周旋。

如果有所謂巴塔耶的「美學」，尤其是自然美和人體美，那麼巴塔耶直接深入極

少哲學家敢闖入的禁區，直言美貌和性器官的張力，他引述達文西的觀察：「交

媾的行徑和成員是如此醜陋，乃至於要不是那些漂亮的臉蛋，還有伴侶的裝飾以

及狂暴的催情，大自然早就留不下人類了」。549

 

巴塔耶指出這正是色情經濟所玩

出來的美感，正因為它伴隨著醜陋： 

沒有人會懷疑性行為的醜陋。正如在獻祭中死亡的所作所為，性結合的

醜陋製造了焦慮。然而焦慮越盛，就越能強大地把超越藩籬付諸實現，

                                                 
547 Sur nietzsche, pp. 45-46. On Nietzsche, pp. 22-23. 
548 L’ALLELUIAH, CATÉCHISME DE DIANUS, OC, V, p. 408. Guilty, p. 155.這裡的 le sexe 可以翻成

性，也可以翻成性器官，英譯本翻成性器官。我們斟酌了整段文意，這裡特別跟孔穴結合來談，

故應該是指性器官。 
549 Eroticism, pp. 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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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伴隨而來的快感也就越強大。......對男人來說，再也沒有比醜女人

更令人倒胃口了，因為器官的醜樣子和性行為無法炫耀出反差。550

 

 

這種economie的遊戲不是美和醜的抵銷，551而是增值，至少是對美的增值。其實

這不難懂，當A片整個畫面就只是性器官的特寫鏡頭，我們會覺得乏善可陳，甚

至倒胃口，此及巴塔耶上述所言的「性器不會成為慾望的對象」。阿莫多瓦（Pedro 

Almodóvar）的電影《悄悄告訴她》穿插的黑白默片中，有一幕是喝了藥而縮小

的男人鑽進了女朋友如大門般的陰戶，我們只會覺得噁心（當然它也暗示著進入

神殿）。另外，在斯威夫特的《格理弗遊記》的大人國（Brobdingnag）中，性感

漂亮的女體都巨大化而變醜了，552

 

亞蘭˙布魯姆（Allen Bloom）有如是評論： 

剩下的只要通過我們這位導遊的眼光看那些巨人，就再也清楚不過了：

沒有甚麼比對那個女人胸部的描寫更令人噁心。他看見的事物確實存

在，但再也看不到對象的全貌; 一個從人的視角看應該是美麗和誘人的

東西，在他眼裡卻是醜陋和讓人厭惡的。氣味和味道也被歪曲了，格列

佛在巨人國經歷了生活背面不折不扣的骯髒。553

 

 

其實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巴塔耶所說的 non-sens 的極佳範例。法文的 sens 兼有意義

和方向兩義，故 non-sens 既是非意義，也是非方向。局部放大使得原本往美的方

向運動的性器官掉頭逆轉往醜的方向發展，原本的高與低顛倒了。另外，在色情

中，non-sens 還不只是反方向，更是可以同時讓兩個、乃至多個方向都成立，也

都不成立。讓所有方向並存，而這也是讓所有方向失去方向。在童真中加一點淫

蕩，在慈祥中闖入一點風韻，或是美麗就展現在痛苦的神情中甚至在撕牙裂嘴面

目猙獰中......，這都讓原有的指向錯亂掉。 

 

總結來說，色情聖性是耐人尋味的人性自己創發出來的能量遊戲和經濟運

作，它讓我們看到人之所以為人的發明。這也是我們為什麼會認為聖俗二分必須

                                                 
550 Eroticism, p. 145. 不過我們認為在性吸引力中，美與醜的反差並非巴塔耶所說的那麼單一。像

多年前影星修葛蘭（Hugh Grant）爆出召妓風波，他坦承對於那種「醜醜的」有厚嘴唇的黑人女

人一直抱有性幻想。也就是說，在色情聖性中，我們遇到了語言的變動，這就是 mana：它可以

同時既是美的又是醜的。巴塔耶的色情理論幫我們開了一個頭，但有更多的可能形式等著我們去

探索。巴塔耶本人也承認，關於色情與美醜的關係，有著太多難以捉摸的可能性，我們難以拼湊

出一個無所不包的圖像。見 Eroticism, p. 145. 
551 當然也有醜抵銷掉美的情況，比方說先拉斐爾派畫家 John Everett Millais（1829－1896）發現

新婚妻子居然有陰毛而陷入恐慌，這種陰毛的醜對他來說無以復加，無法加回到美色的價值。 
552 「她們會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剝光，當著我的面穿內衣，而這時的我就被放在梳妝台上，直接

面對她們的裸體。我確信，這對我來說絕不是誘人的景象，除了引起我的恐懼和反感之外，沒有

任何其他反應。近看時，她們的皮膚粗糙不平，顏色斑駁，到處都是有如麵包板般大小的痣，上

面垂著比綑紮繩還粗的毛髮」。《格理弗遊記》，綏夫特（Jonathan Swift）著，單德興譯注，台北：

聯經，2004，頁 170。 
553 布魯姆《巨人與侏儒》，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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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嵌在生產與耗費二分的核心，因為有了禁忌，整個 economie 的遊戲型態深深

地改變了，而普遍經濟論對色情價值的邏輯給了一個不但充分、有效，而且極為

精準的解釋模型。 

 

第四節 越度的聖世界 

 

壹、歡慶：至尊性的瞬間 

 

就如同上文所述，巴塔耶比涂爾幹更進一步賦予聖性實質內容。如果說涂爾

幹整個宗教理論主要立基在三大要素：集體性、象徵以及中介這兩者的能量

（collectivity, symbol, and an energy mediating the two），554

 

那麼巴塔耶則挖掘出第三

者的天然對象與能量遊戲。在致力於聖社會學期間，巴塔耶就一直在思考是甚麼

東西將人這種動物綁在一起，這基本上是延續著涂爾幹「社會是甚麼」的思索。

他認為，人類之所以會聚集在一起而有社會生活是因為環繞著禁忌，比方說經

血、死亡，但奇妙的是這些使人焦慮厭惡的事物卻又被人轉化為某種歡樂的泉

源。如果我們在上一節所分析的污穢、死亡、性三大禁忌的虛無性格是那麼的讓

人難堪不安，那麼我們就徹底遠離它們了嗎？其實未必。這涉及到巴塔耶更進一

步地改造涂爾幹把聖性和禁忌等同起來的命題，然後把社會性放在普遍經濟之中

來改寫。 

巴塔耶一方面肯定了聖性的禁忌本質：「從基本上來看，聖性恰恰是被禁止

的東西」（D'une manière fondamentale, ce qui est sacré est précisément ce qui est 

interdit），555

 

這無疑延續了涂爾幹學派的經典定義，但在另一方面則看出禁忌與犯

禁的微妙關連： 

Webster指出這些提防的奇怪之處：「聖性的人（personnes sacrées）遭

對待的方式和被污染的人(des personnes souillées)十分相像」。因為

害怕最糟的情況發生（死亡的痛苦），每個人總是避免碰觸到他們，但

回過頭來講，他們必須遵守那些不會施加在其他人身上的限制。他們有

時候必須秘密地獨自一人進食。有時候他們不可用腳踏觸土地；有時候

他們不可朝海的方位看。有些人不可離開圈限的居所。Webster寫道：「全

能的神聖王身上是圍著那麼多的塔布，乃至於他喪失了所有行動的自

由」。王自己設限去遵守的塔布並不會抵觸，而是補充了那讓逾越世界

有血有肉的至尊性原理。誠然，把逾越和禁忌聯繫起來會是個問題：至

尊之人(le souverain)不會停止成為社會的整合部分，他既是社會的會死

                                                 
554 Roger Friedland, ‘Drag Kings at the Totem Ball: The Erotics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in Emile 

Durkheim and Sigmund Freu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rkheim, ed. Jeffrey Alexander and Phil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242. 
555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80.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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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危險，也是社會的至高善。不過如果人的尊嚴依賴於對禁忌的遵守，

那麼這種尊嚴最終難道不會和聖性相抵觸嗎？難道不會和至尊之人以

人的姿態展現的逾越和暴力相抵觸嗎？556

 
 

巴塔耶在此特別關心到王的狀態，因為王乃是至尊性的化身，就好比一神教的上

帝。如果王本身飽受禁忌的枷鎖，那麼這就好比一個被禁忌束縛的上帝，這本質

上是衝突的。所以巴塔耶深信初民世界或原始部族一定有一個王的至尊性凌駕禁

忌的機制，後來他在友人的研究找到事證。不過讓我們先回來就聖俗二分與禁忌

的形式關連作整體的辯證分析。 
 

禁忌在某些情況是可以被違反的。先前提過，涂爾幹的集體狂歡的例子之一

就是澳大利亞的大集會，它本身儼然已經包含禁忌被破壞的規則。也就是說，在

有些特殊情況聖性的禁忌本質是允許被逾越的。可惜的是涂爾幹並沒有深究這其

中的逾越的創制性，557但牟斯看到了禁忌內在的逾越本質，此觀點由他的弟子，

也是巴塔耶的好友加洛瓦（Roger Caillois）的《人與聖性》（L’Homme et le sacré，

1939 年）一書中大家發揮，並對巴塔耶帶來深刻的啟發。558我們看到，《色情史》

的第三、四部--〈禁忌的自然對象〉（Les objets naturels des interdits）〈逾越〉（La 

transgression）--幾乎絲絲入扣對應到後者第三、四章的標題：〈尊敬的聖性：禁忌

理論〉（Le Sacré de respect: théorie des interdits）、〈逾越的聖性：節慶理論〉（Le Sacr

é de transgression: théorie de la fête）。
559

 

順著這種角度，人對聖性的態度有兩種，

一是謹守隔離，這樣的聖性就保持在禁忌型態; 另一是違犯，人破壞掉禁忌並非

是返回俗性，而是進入到更奇特的聖性狀態，巴塔耶稱此為越度。所以我們不能

像涂爾幹那樣穩定、僵化地看待聖世界，聖世界不只包含禁忌，也包含了對禁忌

的打破： 

如果我們現在論及一個雙重運動中的打擊和反擊、退潮和漲潮的特徵，

                                                 
556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p. 376-377. AS, III, p, 341. 
557 學者指出，涂爾幹這種狂歡與犯禁的觀點後來被李區（Edmund Leach）推得更遠：族長與王

權的創制往往建立在對亂倫禁忌和外婚制的破壞，如亞伯拉罕和大衛王的情況。Roger Friedland’ 

Drag Kings at the Totem Ball: The Erotics of 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 in Emile Durkheim and Sigmund 

Freud’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Durkheim, eds., Jeffrey Alexander and Phil Sm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248. 
558 據說，巴塔耶對於他的學弟梅駝（Alfred Métraux）向他轉述牟斯一時興起的話印象深刻：「禁

忌是用來違反的！」（les tabous sont faits pour être violés！）見 Jean Jamin, ‘Documents revue. La part 

maudite de l’ethnographie’, L’Homme, 1999, tome39 n 151, p.264. 相同的報導亦見於 James Clifford, 

‘On Ethnographic Surrealism’, i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4 (Oct., 1981), 

p.545.巴塔耶本人在《色情》也提到牟斯這句話，並評論說：「馬賽爾˙牟斯，恐怕是最棒的宗教

史詮釋者，意識到這一點並且在口頭教學上表述出來，不過他出版的著作只有在少數重要的句子

把這點講明」。見 Death and Sensuality: A Study of Eroticism and the Taboo, p.65. 或許這正是李維史

陀所說的，牟斯的教學頗有密傳風格（ésotériques）。 
559 關於〈逾越的聖性：節慶理論〉的內容，見 Roger Caillois, ‘Festival’,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p. 279-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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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禁忌和越度（l’interdit et de la transgression）、恐懼和渴望的暴亂中的

統一性就是顯而易見的了：這是聖性世界（monde sacré）的統一性，它

對立於俗性世界（monde profane）平靜的規律性。560

 

 

如此一來，禁忌就游移在聖俗兩界而非像在涂爾幹那裡強制地跟聖性結合起來，

就像我們已經在第二章所指出的，禁忌和勞動被巴塔耶列為俗性生活的兩大原

理，可是我們要注意到一來禁忌並非是物，二來禁忌事物基本上就是聖性事物，

所以禁忌對巴塔耶而言是能量的壓制或釋放。能量被抑制，禁忌則與俗世界相安

無事。能量被釋放，禁忌則進入聖世界而與解放的力量產生拉拒： 

 

俗世界是禁忌的世界，聖世界依賴有限制的逾越行動，它是慶祝的世

界，至尊與上帝的世界。這是個困難的路徑，因為聖性同時有兩種矛盾

的意義。凡是禁止的事物基本上就是聖性的。塔布給予聖性事物一否定

的意義，然後在宗教的平面上再用驚奇來啟發我們。這種情感推到極致

就是奉獻和敬愛。......人們被兩種同時的情感所擺盪：他們被恐懼驅

散，也被驚奇的著迷所吸引。塔布和逾越反映了這兩個矛盾的驅力。塔

布可能禁止犯禁，但著迷則驅迫著越界。塔布與神聖事物只有在一個意

義上彼此對立，因為塔布的聖性面向就是把人吸引朝向而且改變了原初

的越界的容貌。561

 

 

這就是人性自己開展出來的二重性世界的全貌：越度跨越了俗世界而沒有破壞

它，越度對俗世界是一種補充。人性社會不只是勞動世界，它或是同時、或是先

後地由俗世界和聖世界構成，這兩者是互補的形式。俗世界是個禁忌世界，而聖

性世界向有節制的逾越敞開。它是慶祝、君主和上帝的世界。562

 

巴塔耶心目中的

聖性，或是聖性最終要抵達的目的是要解除限制，是要獲得自主和自由。 

所以禁忌也是一種混合體（mikten），它是兩種動力的混合：一種是禁制，

另一種是想把禁制拿掉。但後者的動力卻又建立在前者的力量，就像上帝對夏娃

所下的禁令：不可吃智慧樹上的果實。這沒說沒事，一旦說了之後夏娃就成天好

奇著吃了那果實會怎樣。所以禁忌是生產性的，它製造張力。把禁忌和越度結合

起來考察，這遂是巴塔耶的重要計畫： 

 
首先，我從來沒有忽略過可能和我的陳述直接對立的互補的一面

（l’aspect complémentaire）。所以如果在考慮禁忌時，就有越度；如果我

在考慮越度時，就有禁忌。這是理所當然的，但是我希望此刻要側重在

                                                 
560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82.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94. 
561 Eroticism, pp. 67-68. 
562 Eroticism,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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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習慣的形式的複合面向（l’aspect composé），這些形式是我們可觀

察的，而且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用系統的方式來討論它們。563

 
 

用普遍經濟來說，禁忌與越度構成了自然界中前所未有的 economism（經濟運

作），因為人是唯一會壓抑自己的動物。一經壓抑，新的 economie 就出現了，那

就是原本被視為獸性的種種粗蠻力量。巴塔耶由此角度切入去說明康德式的問

題：人是甚麼？或是人如何可能？人就是各種複雜矛盾的力量所擠壓出來的混合

物： 
 

我一把人性和動物性對立起來，我就必須同時考慮原初的對立和這種對

立最終會導致的混種效果。我們在至尊性還有在色情中所知覺到的動物

性，它不僅徹底地和動物性的出發點不同（越度並不是限制的缺如），

也和它所對立的事物一起走進了一個複合世界。人性世界最終不過是違

反和禁止的混種，所以「人」這個名字總是指著一個由許多衝突運動所

構成的「系統」（système），有些運動依賴它們中和掉但卻無法完全消除

的事物，有些運動則散發出隨之而來混合著確定的和平步伐的暴力。所

以「人」這個名稱絕非像天真的人所想像的是一個穩定的位置，而顯然

是一個不穩定的平衡才把人性區別出來。人這個名稱總是聯繫於一個彼

此摧毀的諸運動之不可能的組合(une combination impossible)。564

 
 

所以，人就是否定獸性的某種既成功又失敗的動態張力。那些我們自己製造出來

的禁忌未曾遠離我們而去，而是在暗處中兀自向我們招手。舉死亡禁忌為例，巴

塔耶為凌遲深深著迷，他不止一次提到那幾張中國人凌遲的照片。565照片中那個

被架起來的人雙手已被砍斷，兩邊胸口被挖開兩個大洞，許多支肋骨裸露，但他

卻露出癲狂的微笑。這照片帶給我們極大的恐懼與不安，但我們不忍卒睹的同時

卻又忍不住多看了幾眼。筆者有類似的經驗。筆者小時候在一本書上見到霧社事

件的照片，只看到地上有一排人頭。一開始筆者以為那是整個身體埋在土裡而只

露出頭顱部分。但後來越看越不對，感覺頸部似乎是斷離的而非被土掩埋。當筆

者再次確認那是被砍下來的人頭，目光卻沒有馬上離去，而是駐留一陣子，腦袋

被整個異樣的感覺充滿。另外幾年前筆者曾經要朋友轉寄伊拉克士兵把美國商人

的頭活生生地鋸下來的影片，卻想看又不敢看，但最後忍不住又看了。566

                                                 
563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377. Sovereignty, pp, 341-42 

這就是

禁忌內部夾雜著逾越的動力，雖然恐怖無比，但人們內心深處有個想一窺究竟的

慾望，為甚麼？因為我們隱隱約約想打開自己沒入內在暴力的深深的連續維度

564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p. 378-379. Sovereignty, p. 42. 
565 Le Coupable, OC, V, p. 283. Guilty, p. 46. 
566 在口試時曾有位口考委員問筆者是否確定要把這種個人經驗寫進論文，其實筆者本人也頗猶

豫，擔心這會破壞了論文的學術性。幾經考量後，筆者還是決定把它寫出來，這或許是基於內在

經驗的現身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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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重新定義人性及其歷史了。人性首先就是對自然的否

定所建立起來的所有事物，巴塔耶稱為「人類的所有可能」（tout le possible de 

l’homme）或是「包含凡可能的整體」（la totalité du possible），這是第一種運動，

也就是對自然的厭惡。此時的「被給定事物」（donné）是自然。於是我們有了禁

忌做為對屈從於自然的否定。但第一種運動幾乎同時引來了一種反擊

（contrecoup）。在這種反擊運動中，精神不再把自然視為被給定的事物，反而是

把自然的反題—禁忌—視為被給定的事物，他首先屈從於禁忌，以否定他對自然

的依賴。有了這個辯證的角度，我們就可以把握到禁忌的本質及其永恆的張力

了。巴塔耶以色情禁忌為例： 

 

色情的基本雙重性是不可理解的，只要這種雙重運動，也就是否定和回

歸的整體性（la totalité de ce mouvement double, de négation et de retour）還

未被把握到。我們看到此運動的第一個面向就是拒斥：只有在那個瞬間

（instant），當被否定乃至於噁心的事物，它又維持著一種模稜兩可價值

的東西，然後它以可欲求的事物之姿態而被想起，整體性才能發展起

來。......一種深邃的差異於焉誕生，被排斥之後而變得讓人想要的自

然不再是那種歸順在自然中的讓人想要，它不再像是在第一種情況中動

物性興奮的短暫運動，而是被詛咒（malédiction）改頭換面 567的自然，

人只能通過一種拒絕、不服從、反抗的新運動來接受它。尤有甚者，這

第二波運動有效維持著第一波運動的熱情，或曰狂熱：只要第一種運動

繼續朝單方向發展，溫度便才會下降。溫度只能在這個條件底下維持

住。568

 

 

這裡所說的「一種深邃的差異於焉誕生」，就是我們在第一章談過的由耗費轉差

異，把能量遊戲轉成內在生理與料（les données physiologiques）而形成轉義

（Umdeutung）和轉值（Umwertung）：原本動物性的性慾被改造了，獸性性慾被

轉變為人性色情，除了穿衣蔽體、性交隱密化這種基本形式之外，人創造了千奇

百怪跟色情有關的想像和實踐。569

                                                 
567 巴塔耶是用’transfigurée’這個字，而此字在西方往往指猶太-基督宗教的聖光變貌，故在這脈

絡中跟詛咒並置則更彰顯了聖性雙面的張力。 

 

568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66-67.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p. 77-78. 
569 不過基於把生殖和勞動等同起來，巴塔耶及其追隨者（如 Paz）似乎都太急於想把性快感和

生殖功能（甚至連念頭）作切割了：「人類色情中的滿盈尤其與生殖意識毫無關係。人們甚至可

以說，我們的快活越是飽滿，就越不會想到可能生下來的小孩」。Eroticism, p. 102. 巴塔耶似乎忘

了許多男人不情願戴保險套的念頭以及想要體內射精的瞬間衝動。如果貫徹普遍經濟的考察方

式，我們就會發現懷孕的機率往往是可以增加性衝動的。以男性的意識為例，讓女方受孕（或用

更暴力的語言：「把她的肚子搞大」）的這個念頭，哪怕只在剎那間閃過，是可以令人更亢奮的，

正是混雜著一絲絲擔心女方可能受孕這既嚴肅又麻煩的事的同時，那個「管不了那麼多了」的瞬

間得到了更高的價值，這就是巴塔耶的 non-sens 的 jeu：性享受的其中一個背景意識就是冒著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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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甚麼是人性史呢？巴塔耶會說，人性史是一種悖論，因為同時存在著人性

的非歷史，那就是打破禁忌的越界瞬間。那就是節慶。如果我們在第二章指出不

妨說有一種大寫的獻祭，這裡就出現了大寫的節慶（Festival），也就是慶祝狀態。

我們之所以說這是一種悖論，那是因為從人脫離動物這一事件來說，這是個還在

進行中、尚未完成的事件。然而這事件又彷彿被無限延宕了，因為我們總是會回

頭，而且是帶著更強烈的激情回頭在一些特殊的狀況中擁抱獸性而不進入歷史，

逗留在瞬間： 

 

這是節慶，無疑，這也是一個瞬間（un instant），人人停止勞動，隨心

所欲地消耗產品，故意違反最神聖的律法，但是這種過度（excès）聖化

了（consacre）並完善了那建立在法則上的物秩序，它只是暫時違反這

個秩序。再者，我們不應該這人回歸自然的表象所誤導。這無疑是一種

回歸，但僅僅在一種意義上。自從人脫離自然，這個回歸的人還在游離，

這是一個迅速朝他脫離的方向出發的游離的人，但他不斷地偏離這個方

向。第一次脫離的痕跡並沒有消失：人們在節日中恣肆放縱，而在平常

的日子卻約束自己。570

 

 

如同大寫的獻祭和實在的獻祭互為對證，這大寫的節慶也有其田野實證的見證，

那就是加洛瓦所提到的國王之死的典範： 

 

某種不可預期、無從希望的方面—被認為是不可能的—揭示自身。在此

讓人想起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在大洋洲的某些島嶼上，國王之死會引

起全體國民的激情爆發，這時平常決定甚麼是可能的律法被廢除

了，......當死亡侵襲國王時，它也會令人痛苦地侵襲全體子民，於是

潛藏的壓力會導向毫無節制的揮霍，導向以悲痛為主題的盛大節日。每

當它化為沒甚麼（se résout en RIEN），落空的期待就暗示著生命進程的

一次突然逆轉。有時候一陣哭或笑就窮盡了在那一刻展開的狂歡的可能

性。但觸發的逾越往往會發展為不可收拾的逾越：落空的期待預示了那

瞬間的君臨，為性混亂和暴力、為喜慶和無度的耗費開闢了道路。571

 

 

我們可以說，這就是尼采之「上帝已死」的巴塔耶版本。王的死亡和凡人的死亡

具有不同層次的意義，我們姑且可稱為大死亡和小死亡的差別。基本上禁忌是為

了封住死亡的暴力而設，而死亡本身的發生就是破壞了那對抗它的禁忌。在通常

                                                                                                                                            
孕的風險。生殖沒有被排除在遊戲之外而是處在遊戲之內，這再一次印證了生殖既是禁忌又是逾

越。情侶之間如此，更不用說一夜情或是強暴犯了，因為讓對方受孕的屈辱會帶來更大的興奮與

滿足。可見，動物性的生殖一旦放在人性的色情之中，生殖也就色情化了。此外，我們也期待一

種女性版本的普遍經濟色情論。 
570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78.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90. 
571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61. Sovereignty, AS, III, pp. 2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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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況，這種死亡帶來的破裂會引起小規模的不安，人們透過宗教性的喪葬儀式

是可以吸收掉這騷動的。這只是平凡人的小死亡才如此，但王的死則不然。王之

駕崩代表的是他所維繫的秩序的毀滅、意義的消失。這讓我們聯想到《春秋》對

於死亡等級的劃分：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從

聖性經濟的觀點來看，這表示越小的死亡就越可以用理性的物原理去化消，越大

的死亡就越遠離物而通向聖性暴力，它也代表律法的暫時廢除。 
 

有些情況是在慶祝時卑賤的力量會衝破禁忌爆發開來。據說，每年的 9 月

15 日墨西哥獨立紀念日，人們會高喊：墨西哥萬歲！Chingada的孩子們！Chingada

最赤裸的意思就是被強暴的女人。墨西哥人在慶典的狂歡中以這種屈辱之兒女自

居、自豪，雙面聖性彼此拉拒，哪方都壓抑不了對方而同時爆發。這些叫喊「具

有同樣一種模稜兩可的共鳴：帶著幽怨的快樂和撕心裂肺地袒露自己，肯定自

己，消耗自己」。572

 

這種自我羞辱其實也是直言不諱自己卑污的誕生，但卻又不

完全是痛苦的，而是巴塔耶所說的「樂之苦、苦之樂」的兩面性，這以俗世界的

精神狀態的標準算是瘋狂的。因此如果說禁忌的情感已經包含了那在暗處蠱惑著

的好奇與興奮，那麼越度的情感是更強大的，它在釋放出內在暴力的激動的同時

卻又保留了罪愆的壓抑。 

巴塔耶把解禁的狂歡聖性和普遍經濟論的基礎命題更深的結合起來。我們之

前已經討論過〈從存在主義到經濟的優位性〉以及獻祭的瞬間意義，那是對反著

勞動與時間而逆推的。如果獻祭就是從只著眼於可收成的未來之功用性鍊環解脫

出來，那麼國王之死的至尊性瞬間則從人的禁忌與時間的觀點切入，從中證得人

性與動物性的差異： 

 

如果我們從整體上看待自然，那麼在動物與其周圍世界的關係中，沒有

分開的時刻：動物們都在迷失，淹沒在自然之中，牠們從未像人那樣與

自然區分開來，假如人遵守禁忌的話。反之，當我論及聖性與人時所談

到的整體性、融合，我僅僅是指其意義被分隔所決定的融合，這種分隔

在融合之先，分隔的原因是厭惡。聖性產生於融合、交流的時刻，這種

交流是逆反的，突如其來的。它的意義來自對世界和俗性時間的反抗。573

 

 

巴塔耶的這個觀察自有其物種差異的依據。動物感受到的只有伴隨著雌性的「動

情週期」（oestrous cycle）或俗稱的發情期衝動，牠們完全在自然能量的層面運作，

無法延緩。但唯獨人才按耐得住當下的衝動，延宕而抑制那滿足，這就是巴塔耶

所講先行的分隔。重要的是，巴塔耶所講的這種禁忌與越度的拉拒運動所產生的

運動，既是人類長期對抗獸性的歷史，更是隨時可以爆發的瞬間。我們都還在這

個運動過程當中，言下之意，越度的聖世界（le monde de transgression）正是我們

不斷活出來的生命真相。 

                                                 
572 帕斯（Octavio Paz）《孤獨的迷宮》，收錄在帕斯選集（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頁 50。 
573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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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第一章誇富宴的分析就從「資源無限而必須耗費/資源有限而必須儲

存」這個對立開始，這一路的推演至此到底要走向哪種人性的真理？Philippe 

Borgeaud曾對法國聖俗二分的研究發展做了精要的勾勒，他指出在Eliade那裡，聖

俗二分最終轉型為「神話/歷史」的對立。574

 

借用這種觀察，我們看到巴塔耶的

聖俗二分模式沿著所衍生出來的一系列二分（內在/超越、至尊/奴役...）一路切

下去的結果也將同樣導出「瞬間/歷史」的對立或張力。我們在第二章討論勞動

與獻祭時已經陳述過這個對反，這裡放在禁忌與越度的脈絡可以再加深意義。如

果禁忌是記憶，那麼越度就是遺忘。如果禁忌是用來違反的，那麼記憶就是用來

忘喪的。如果俗世界是由記憶的勞動與禁忌所構成的歷史，那麼聖世界的發用就

是在歷史之外，在時間之外，如德希達所言： 

至尊性逾越了意義史的整體以及歷史意義的整體（the entirety of the 

history of meaning and the entirety of the meaning of history），也逾越了那向

來把這兩者含混地焊接起來的知之計畫。575

 

 

對意義史和對歷史意義的雙重逾越，我們稱之為神話。這種至尊性瞬間的非知卻

是能在某種程度上構成理論談論的基礎，古老發生的人性對動物性的戰爭及其挫

敗，這事件還不斷上演。我們彷彿曾經親自去過那裡，正因為那時候發生的事還

不斷向我們抵達。內在的親密暴力還在我身上發生，而且我可以，或只能從我自

己這個個體內窺見到人性的整體。整個人性的身世之謎（mythos）就一次又一次

地發生，它不是發生成為歷史事件或紀年，而是就在我個人的禁忌與越度的競戲

中發生，那既是布朗修所謂的爭搏（contestation），也是尼采的永恆回歸：真實的

生命在禁忌與逾越的來回往返中不斷循環更新，在普遍經濟的版本中尼采的老鷹

與蛇可以被改寫為越度與禁忌，「看哪！一隻鷹正在空中遨翔，兜著大圈子，而

且身上還懸掛著一條蛇，這蛇似乎並非牠的獵物而像是朋友，因為蛇就盤繞在牠

的頸子上」;576

圖 5 

 同樣地，禁忌不是犯禁的獵物而是同夥，這兩者構成了永恆的圓

環（anulus aeternitatis）。 

                                                 
574 Philippe Borgeaud, ‘Le couple sacré/profane. Genèse et fortune d’un concept 《opératoire》en histoire 

des religions’,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tome 211 n° 4. pp. 387-418. 
575 Jacques Derrida, ‘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A Hegelianism without Reserv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269. 
576 Friedrich Nietzsche, Also sprach Zarathustra,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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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用上圖來總結聖俗的二分與辯證。從涂爾幹的「聖性=隔離」的基礎形

式義出發，我們得出約束俗世界的基本禁忌不外有兩種方向：對上的禁忌和對下

的禁忌，而在禁忌外邊，高尚聖性和卑賤聖性同樣對俗世界構成禁忌那一端的異

質性存在。雖然兩種聖性同屬不可碰觸的事物，但這裡存在著權力運作上的不對

等，俗世界被高尚聖性隔離，而卑賤聖性被俗世界排除。跟禁忌對應的越度於是

也有兩個方向：向上越度和向下越度，然而一旦衝破禁忌逾越到聖性的上下兩

極，往上和往下越來越失去意義。上跟下、高與低的對立只有對界限內居中的俗

性世界才有意義，可是一旦進入到聖性領域往深深的內在暴力的連續性維度挪

動，我們就逼近 non-sens 的世界：方向沒有意義，意義失去方向，一切都在迷失，

攀升與下降的差別消弭了，有的只是在圓周上滑移轉動，它讓涂爾幹的聖性兩面

性轉動了起來，變成既是尼采所說的價值翻轉，更是赫拉克力圖斯（Heraclitus）

所謂的：「往上與往下是同一條路」。除此之外，在兩道界限內部的俗世界橫向前

進而有了歷史之軸; 相反地，跨越邊界而在聖性世界的圓環則繞著瞬間旋轉並毫

無保留地耗盡一切，那是獻祭、狂歡、哀悼、色情與遊戲。 

 

以上是禁忌與越度所構成的動態辯證的總體說明。但我們不要忘了巴塔耶所

做的絕非是掛空的描述，也非一廂情願的設定，而一定是從人類具體經驗而來

的。所以越度的聖世界絕不是形上學的懸想，而是還原出人性出現至今所形成的

動態整體。這種整體性就是我們在第一章所指出的透過禁忌而在主體內部所揭示

出來的差異性的整體，而要認識這種整體性的方法就是異質學的方法：既以主體

為出發，而這主體恰恰是逼近聖性經驗中主體的消解，又可以轉成客體性的描

述，所以我們不同意哈伯瑪斯對巴塔耶的批判，他認為訴諸一種自我忘喪的非主

體經驗光是要構成主體性知識就很有問題了，更遑論要構成一種客觀知識。我們

要指出的正好相反：economythos 非但能夠以消解主體的方式讓主觀認識成立，

更能通向集體的人性史的自我理解，雖然這種理解必定隱含著失敗，特別是在邊

界極境處：獻祭、性與死、石器時代的岩畫......。 

 

除了廣義的性與死的禁忌與越度，巴塔耶發現亂倫禁忌更充分滿足了異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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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的要求。亂倫禁忌至少涵蓋了三個層面：主體/客體、個體/集體、歷史/非歷史，

它們可以用 economythos 描繪出一種知識。我們底下就用亂倫禁忌來說明：即使

一個好像是俗性領域的人類制度，其實也隱含著節慶的越度性格。聖俗二分、禁

忌的遵守與違反、普遍經濟論以及時間/瞬間的對立，這些都可以在亂倫禁忌中

獲得最好的印證。 

 

貳、亂倫禁忌：一個普遍經濟論的說明 

 

一、 李維史陀的親屬關係理論及其限制 

 

亂倫禁忌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基本前提，它是如此跟我們的生活緊密結合以

致於我們無法想像把亂倫禁忌拿掉之後的人類會怎樣生活。亂倫禁忌表現出來的

重大結果就是婚姻制度和親屬關係的確立，沒有這種確定的關係，我們就無法去

看待異己，定位他人。從哲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由於對生存有關切，才會關心存

有和認識的問題。初民對存有者的認識直接表現在對存有者的命名與分類，而對

他人與自己之間關係的界定是非常特殊的命名與分類系統，這是基於生存的迫

切。這種迫切跟以往的維生所需有很大的不同，這是一種意義的迫切，也就是說，

它不是針對外在世界：食物和環境，而是轉向自己和人群：我是誰？誰是誰？我

跟誰不可性交？有些性交被視作亂倫而被禁止，而禁止的力量來自於關係稱謂，

稱呼本身就是頒佈禁令或解除禁令，它宣告著性行為的准或不准。所以稱謂已經

是存在者與認識的結合，意義與行動的結合。 
 
這樣看來，從logos（言理）與名實的角度觀之，親屬稱謂和名字（專名）都

是一套很獨特的 logos系統， 577

                                                 
577 當然這裡是用柏拉圖式的語言。把語言和親屬稱謂並舉為兩大人類象徵活動的研究，可參考

Jean Lassègue, ‘Archéologie de la fonction symbolique: quelques pistes récentes’(exposé au séminaire’ 

Formes Symboliques’18 octobre 2005) ，出處： 

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名字能夠自我自足地

（kat’auto）達到同一性的要求，然後可以成為一個實體性的基礎；相反地，稱

謂沒有自我同一性的能力，它只能放在雙方相互關係中才得以成立。這也是稱謂

的相對性與脆弱性所在，因為一旦發生亂倫，稱謂系統就會自我矛盾、混淆而瓦

解。舉例來說，如果一對兄妹亂倫而生下一個女孩，則對男方來說，她既是女兒

又是外甥女，對女方來說，她既是女兒又是姪女。如果該名男人又和女兒發生亂

倫而又產下一名男孩，他的父親同時也是祖父又是外公，而母親同時也有姊姊的

身份......這樣下去，稱謂不但無法自我限定而且還會相互破壞，不過兩三代的光

http://formes-symbolique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 以及 Jean Lassègue,’ Présentation 

de Emergence et évolution de la parenté’，出處： 

http://formes-symbolique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238 

http://formes-symboliques.org/article.php3?id_article=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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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整個親屬系統的logos就會崩塌。這是意義的崩塌，雖然不會直接影響到生理上

的生存，人可以依然活下去，依然狩獵採集如故，可是一旦人有了命名能力而且

把此能力用在自己與他人身上，人就有確立稱呼意義的迫切需要。 
 
於是我們甚至可以站在一種觀念論式的立場主張，只要跨越過理性（logos）

的門檻，任何型態的生命自然而然會建構出一套親屬命名法則，因為這是精神的

自我認識與表達。換言之，人類的大理性就以一種超越個人意識與行動之上（或

之下）的層次來說話，透過亂倫禁忌與外婚制來論理。人的婚姻制度就是理性的

說話系統，宣告人與禽獸之間不可通約的差異。人的婚姻形式就是理性的發聲系

統。用巴塔耶的語言來轉述，這種觀點就是肯定外婚制就是一種 logos，可以把

一男一女之間或是兩個對偶團體之間的 economie 說完。 
 

當然，這種觀念論式的推想畢竟還是太過唯心、片面與抽象了，並且用目的

論般的事後證成的方式，把亂倫禁忌和親屬關係當成是拯救人類免於混亂性關係

的機械降神一下子憑空頒佈的律法。我們置身其中的親屬系統看起來是如此自然

且合理，以致於我們很難不把它當作先驗形式來接受。但世界上五花八門的親屬

系統有助於我們解除這種先驗幻象。人類學研究讓我們瞭解到，親屬稱為畢竟不

像生物分類學那樣可以透過「屬+種差」的方式來開展出橫向並列（coordination）

和縱向從屬（subordination）的層級系統，而且該系統和實在（reality）有高度的

一致。相較之下，親屬稱為更顯得是人為的隨意成規（arbitrary）的。另一方面，

親屬系統的共時性比較打開了歷時性回溯的可能性，讓我們把亂倫禁忌當成是人

類在性交與直系後代這兩個基本生物學與料（biological data）上進行形式化編碼

的心智實驗之成果，而非在腦袋中打造出來的先天圖版。李維史陀的貢獻就在於

對亂倫禁忌提供了集體心智的運作法則。 
 

首先，李維史陀從唯理論那裡接手了一個前提，那就是文化/自然的二元對

立。就某個意義而言，文化的創制恰恰是建立在消極的手段上，即亂倫禁忌。有

了這個否定性的律令，人才成為人而與動物區別開來。再來更重要的是，李維史

陀從牟斯的禮物理論那裡延伸出亂倫禁忌和族外婚的規則，也就是把婚姻看成是

一種婦女交換的法則，而這可歸屬在人類的普遍交換法則中的一大類型。578

 

禁忌

或禁止，其實只是交換關係的一環，它必須和非禁止或開放同時成立。也就是說，

婦女交換體系的規則就是如果族內婚姻被禁止，那就代表者另外一個集團內也同

樣禁止族內婚，而兩個集團構的成交是開放的。當某對偶集團的男人把自己的姊

妹或女兒贈與出去，一種權利就應運而生了：該集團的男性成員就可以要求或等

待對方集團回送一個女人。這就是亂倫禁忌和族外婚制的起源。 

                                                 
578 Lévi-Strauss, 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 translated by James Harle Bell,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pp.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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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看來，婚姻與其說是一男一女的關係，不如說是兩個男人之間用女人中

介而成的遊戲規則。李維史陀的獨步之處在於用語言學模式把各種可能的親屬關

係推演出來，它們像是語法形式的變換律，可以由幾組基本的規則推擬出各種可

能。這樣，我們就從亂倫禁忌跨到族外婚與親屬稱謂系統。基本的親屬關係形式

是普遍亂倫禁忌的直接結果，禁忌保障了交換與親屬關係的系統性，而後兩者才

是李維史陀的分析重點，這直接表現在他的書名《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而非「亂

倫研究」。禁忌畢竟只是個消極的開始，而文明真正的意義是從消極的禁律進展

到積極的創變。最後更重要的是，李維史陀發現婚姻交換和語言能力一樣是人類

深層心靈的自發創造，它不但具有集體性，更具有普同性。所以文化是集體心智

的產物，親屬關係的意義在於這是人性的註冊商標，人和動物、文化和自然的二

元對立直接銘刻在我們集體的心靈中。我們人之所以有文化，是因為心智理性用

亂倫禁忌的語法把我們寫了出來。 
 
在《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中發表之後的隔年（1950 年），李維史陀為牟斯

過世後人們所編的《社會學與人類學》寫了一篇意義重大的〈導言〉，如果我們

把這篇〈導言〉和《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的方法拿起來對讀，我們更可把握李

維史陀是如何把牟斯的禮物論改寫成結構語言學的強勢版本的：他一方面把禮物

交換提升到全面象徵的層次，另一方面用思維規律取代了訴諸動機與情感的解

釋。他提出這樣的主張： 

 

交換不是一個從送禮、收禮、還禮的義務出發、在神秘的情感扭結的幫

助下被建構起來的複雜構造。這是一個直接被給予象徵思想的綜合，也

同時是一個直接被象徵思想（la pensée symbolique）給予的綜合，它在

交換和所有其他交流形式中克服了自身固有的矛盾，即把事物感知成對

話的要素，它們既處於自身與他者的關係中，又出於本質而以相互過渡

為目的（destinées par nature à passer de l' un à l'autre）。579

 
 

我們看到，在牟斯那裡，禮物流動讓個體都把自己打開成為缺了對耦的配子，個

體的意義只有放在與他者的關係中才完整。這在親屬關係中得到更形式化的確

定：我對某個親屬的稱謂反射出那個親屬對我的稱謂。在這個意義上，李維史陀

確實是牟斯最強勢的詮釋者。 
 

可是對巴塔耶而言，李維史陀的分析仍是一種唯理論的模式，而唯理論總是

限制經濟的。也就是說，它肯定了兩種economie和logos的同一：一方面，禁忌的

logos和同一個團體內部男女成員之間情慾的economie保持同一，另一方面，外婚

制的logos和兩個團體之間男對男（聯盟）與男對女（夫妻）的economie保持同一。

這兩種同一可以再進一步推演出第三種同一：結合和排除的互為表裡的同一，也

                                                 
579 Claude Léve-Strauss, ‘Introduction à l'œuvre de Marcel Mauss’, p. XL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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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允許（交表婚）和禁止（平表婚）的同一。借用黑格爾的語言，這就是同一

與差異的同一（the identity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580所以亂倫禁忌和外婚制用

律法、契約、制度說出了（legein）整個economie的價值與意義，並且說完了。然

而，巴塔耶從普遍經濟的角度觀察到，不管是對偶團體內部的，還是兩個團體之

間的，它們的economie能量遊戲都無法被logos充分道盡。能量遊戲是jeu，既是遊

戲又是冒險、賭注，並且帶有幻覺性質，就像幻象（illusion）一詞在拉丁文中是

從遊戲（il-ludere）而來一樣。唯理論被遊戲的表象所惑，把表面的交換活動理

解為僵固的制度而沒能看到內部的遊戲狀態。有學者指出，李維史陀的〈導言〉

把聖性消解掉了， 581

 

從巴塔耶的觀點來看也是如此，所以我們需要一種

economythos（經濟神話）來描述亂倫禁忌與族外婚的慶典本質，也就是回歸到冒

險、遺忘、運氣、賭注、歡笑和遊戲。 

在表象層面的形式規則分析，巴塔耶對李維史陀專業的研究成果是沒有甚麼

意見的，甚至無所置喙、「不能贊一詞」（L’on ne saurait dire un mot...）582

 

而只有

大加讚揚。他對於形式分析無從、也沒必要破壞。如果要修正甚或反對李維史陀

的結構分析，那也是人類學家的工作。那麼，是否哲學再怎麼說都是多餘的？的

確，如果哲學能多說甚麼，那恰恰是剩下多餘的東西： 

剩下的是有必要從有點遠的角度來看看這個成形的整體。李維史陀無疑

地感到有此必要，他在書的最後幾頁給了一個人們期待的總體視野（la 

vue d’ensemble），可是這更像是一種指示（une indication）而非建構（une 

construction）。他對孤立面向的處理非常完美，但這個孤立面向鑲嵌其

中的總體面向（l’aspect global）停留在梗概狀態。很顯然地，這個局面

來自於對哲學的恐懼（l’horreur de la philosophie），而哲學無疑有良好的

理由支配著知識世界。在我看來，科學把它的觀點孤離出來、予以抽象

化，而在科學的限制內要處理自然到文化的過渡，這是很難的。583

 
 

這裡指出李維史陀的科學研究行進到哲學之前算是止步了，也可以說在聖性（禁

忌）對象之前止步了，因為唯有（巴塔耶式的）哲學才能勇於進入到那可以打開

總體性的對象。這個對象不單只是個人的，比如說我與亂倫對象之間，更是人性

做為一個整體對象，這就是巴塔耶在此所說的從自然到文化的過渡（le passage）。

                                                 
580 當然，李維史陀本人是絕對不苟同把他的研究替換成哲學語言，尤其是他所反感的黑格爾辯

證法，見李維史陀《廣闊的視野》，肖津譯，台北：桂冠，2004，頁 116-119。 
581正如同 Vincent Descombes 所言：「我們可以說這篇〈導言〉的重要性就在於用象徵取代法蘭西

社會學學派的聖性」。Vincent Descombes, ‘L' Équivoque du symbolique’,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94, No. 4 (May, 1979), p. 661.果德里耶也是做出相近的判斷：「李維史陀用象徵去代替想像，

結果就是他幾乎離棄了涂爾幹和牟斯在 20 世紀初所闡述的神聖之物的理論」。《禮物之謎》，頁

14。 
582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42.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51. 
583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42-43.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p.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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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做為一個整體的人性，或是人性之為人性正是一種歷史，李維史陀不能乾

脆使用「人」一詞而用自然/文化這一組概念取代之，這不但意猶未盡，更恰恰

顯示了科學的處理是逃避歷史的： 
 

從我們稱呼自然而不稱動物性、稱呼文化而非人類中，就可感受到對此

限制的慾望。這樣的說法就是從一個抽象觀念走向另一個抽象觀念，而

這就排除了存在的整體經歷轉變的時刻（le moment où la totalité de l’être 

est engagée dans un changement）。在我看來，光是從一種狀態或是多種狀

態之中，我們很難把握到這個整體。在人類演變之中給出的轉變不能孤

立於那人類變化的一切（tout ce qu’est le devenir de l’homme），那個在人

性與獸性起了衝突而遭撕裂的存在整體被暴露時所賭上的一切（tout ce 

qui est en jeu...）。換句話說，我們只能從歷史把握生命。584

 
 

從此段話看得出來其實巴塔耶並不排斥一種人的科學，那是一門能描繪出人性整

體的巨變和過轉的理論，而這就相當於他理想中的哲學，人類學反而與人的科學

有落差。如果說人類學研究是由消極的亂倫往後看向那些婚姻與親屬的組織發

展，那麼巴塔耶的哲學就是逗留在禁忌體—團體內部的女人—對男人引起的

economie，那正是聖性的經濟運作（sacred economism），也就是引文中所謂的en 

jeu：下注、遊戲、冒險，這才是人性的歷史及身世，而這種運作總有一些耗費

掉的多餘是沒有被結構分析講出來的，所以巴塔耶用謎（enigma）
585

 

這一個詞來

指向亂倫的神話性。我們於此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裡的文化完全等

同於利益計算是的交換嗎？女人交換的文化法則和一般俗性經濟是一致的嗎？

禮物交換跟一般交換的不同，有沒有被李維史陀指出來？第二個問題是：亂倫禁

忌真的完全把獸性排除在外了嗎？針對這兩個問題，巴塔耶就在李維史陀研究的

成果上展開普遍經濟的說明。 

 

二、巴塔耶的修正 

 
A. 好客又好色 
 

在李維史陀的基礎上，巴塔耶試圖提出亂倫禁忌的動力因解釋。按照李維史

陀的解釋，性交換是由一種兌現意識主導的，如同我們在第二章分析勞動理性時

所指出的，那是尼采所批判的記憶-允諾的世界，一種計算的、可回報的、指向

一個計畫中理應到來的未來的理性意識，它的出發點就是限制經濟的保留原則。

                                                 
584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43.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52. 
585 Eroticism,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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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這樣就把色情勞動化了。也就是說難得李維史陀以禮物交換的模型來解

釋婚姻交換，但卻離普遍經濟一步之遙而落回限制經濟。只要考慮到色情的非勞

動本質，我們就可能對婦女交換的觀察會更仔細一點，所以巴塔耶為李維史陀感

到可惜的是，如果談亂倫禁忌與性的交換而居然不談色情（eroticism），那就會太

快落入功利性的解釋，那「太過於實用而缺乏愛欲」，Shadia B. Drury 如此評論，

並指出： 
 

巴塔耶認為，像李維史陀那樣嘗試發線這些禁忌的原因是沒有用的，這

項研究假設禁忌為某個有用的目的服務。相反，巴塔耶認為禁忌是完全

任意的。他相信它們的合理性沒有超出自身----禁忌是「自主的」

（sovereign），按照巴塔耶的說法，它們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自主的行

為總是無理由的，不必要的或多餘的。按照巴塔耶的看法，人的「自主」

行為能力把他和動物區別開[強調出於作者本人]。586

 
 

如果性、色情和愛欲本來就是屬於非物的領域，那麼光用勞動和交換理性來說明

亂倫禁忌就可能會錯失一些人性意義。這裡我們就遇到了在〈導論〉以及第一章

談誇富宴和第二章談獻祭時所遇到的同樣情況：亂倫禁忌也是一種混合體

（mikten），它有交換理性的邏輯，一如李維史陀所展示的，但也有非物的邏輯

在運作著，重點是我們要看它背後起主導作用的是哪一個。 

 

對巴塔耶而言，不無可惜的是李維史陀既然是建立在牟斯《論禮物》的基礎

上指出婦女是禮物，卻又沒有回到禮物的本質意義，乃至於色情的節慶本質被遺

忘了。婦女對巴塔耶而言甚至不是一般的禮物，而是誇富宴： 

 

李維史陀甚少著墨婦女的誇富宴（potlatch des femmes）與色情結構（la 

structure de l’érotisme）的關係，這或許是很令人遺憾的。
587

 

 

簡單來說，這把色情俗化了，也就意味著把婚姻俗化、勞動化、理性化了。要不

然呢？我們可以指出另外的可能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要從普遍經濟的觀法來

看。巴塔耶說，就最基本簡單的形式來看，生理上的性行為就是一種旺盛精力的

禮物。而這種禮物還沒進入到贈禮交換以前，也就是還沒真正成為禮物之前，它

本身已經具備了某種獨特的誘惑和力量，就像酒本身的內在屬性已經跟其他的飲

料有本質上的差異了。巴塔耶打個比方說，就好比主人在節慶的日子會用珍藏的

香檳宴請賓客，但在平常凡俗的日子裡卻禁止自己享用。在這裡，禁止的同義詞

就是「不留給自己」（當然，這裡巴塔耶的比喻不完全恰當，因為通常主人也會

                                                 
586 Shadia B. Drury，《亞歷山大˙科耶夫：後現代政治的根源》，趙琦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

年，頁 173。 
587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39.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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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用珍藏的美酒）。 

 

相反地，在我看來，禁忌對象首先被禁忌本身標記為令人垂涎的：如果

禁忌本質上就有一種性方面的特性，那麼它必定已經強調了它的對象的

性價值（或色情價值）。這恰恰是把人和動物區別開來的東西：設置在

自由性活動之上的界限，賦予一種新價值給那個東西，那個對動物而言

不過是一種不可抗拒、突爆的衝動且缺乏意義的東西。588

 

 

這種情色的增強卻需要團體合作才能更進一步完成，這是一種既好客又好色的遊

戲規則： 

 

在亂倫禁忌中受到否定的，不過是一種肯定作用罷了。與其說嫁出其姊

妹的兄長否定了與自己血緣相近的姊妹發生性結合的價值，不如說他肯

認這個姊妹與另一個男人、他自己與另一個女人結婚的更高價值。在以

慷慨為基礎的交換中比在直接的歡愉中有更深的交流。更確切地說，慶

典意味著將人引入運動當中，拒絕退回自我，進而拒絕承認吝嗇具有的

至高無上的價值。性關係本身就是交流與運動，它帶有節日的性質，正

因為它基本上是一種交流，它打從一開始就要求一種出離運動。一旦感

官的劇烈運動需要被完成，它就要求一種後退（un recul），一種放棄。

不後退，沒人能跳得那麼遠。但是後退本身也是要求規則，那規則組織

了輪舞（la ronde）並保證輪舞不確定地重新開始（le rebondissement indé

fini）。589

 

 

「價值」這個詞又出現了，不用價值語言，我們幾乎無法談論色情，而在亂倫禁

忌的情況下也是如此。禁忌在此讓慾望產生了神奇的交換遊戲，不過不是等價的

交換，而是增值的交換：我（男人）與姊妹構成彼此的 sacer，也就是禁止碰觸

的聖性對象，然而我們之間的性慾望與其說被禁絕，不如說被轉換成投射式與反

射式的肯定，亦即我把她的色情價值餽贈給別的男人享用，那男人代替我去消費

她，而同樣的道理，當我迎娶某女時，我身上也帶著她的兄長對我的投射。 
 

所以不管是李維史陀還是其後繼者，他們都把眼前太過明顯的事實認為理

所當然，而沒有繼續深究。性享樂，這個答案已經被假定了，所以他們竟然不再

回頭多看一下其中的蹊蹺。如果我們注意到性活動的享樂本質，我們就不會太快

地把亂倫禁忌和其他類型的禁忌通約起來。雖然這兩者都掛在「禁忌」這個共通

的基準底下，可是如果我們錯把「禁忌」當成單一語意的東西，只停留在涂爾幹

學派定義成「隔離、不可碰觸」的東西，那就會蒙蔽了亂倫禁忌跟其他禁忌的差

                                                 
588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40.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48. 
589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p. 35-36.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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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在一個非常重要的段落中巴塔耶描繪了禁忌的意義（非意義）是怎麼形成的： 
 

對於禁止近親肉體結合的亂倫禁忌，如果我們堅持要把一種意義讀進去

它的一般運動的話，首先必須考慮的是持續不斷的強烈情感。這種情感

並非最根本的，不過形成此一禁忌模式的情況本身亦非最根本的。一開

始，從看來相當古老的習俗中去尋找原因，這是相當自然的。可是一旦

我們研究做得夠徹底，就會發現反面才是真的。我們找到的原因並不在

原理上構成自由的縮減，它只是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去使用這個原理。

我們必須將此特殊案例關連到我們熟知而且受之管轄的「整體宗教禁

忌」。590

 
 

意義是如何出現的？就是當我們想要「把一種意義讀進去」（reading a significance 

into...）亂倫禁忌的動態之中，這就是要把logos讀進去而給出理由（logon didonai）。

比方在此，我們原本以為禁忌的主要推動力一定是對自由的縮限，結果卻發現這

並非原先的動機，它只是「為了某些特定目的」才去限制自由。我在這裡我們見

識到了後來傅科從尼采那裡引伸出來的系譜學思考：那些被事後證成與某種目的

同一的本原（Ursprung）其出身來歷（Herkunft）往往只是偶然隨意的。591

  

那麼克

制亂倫情慾的出身來歷又是甚麼？巴塔耶用一種系譜學的方式還原出亂倫禁忌

最古老的面目，在這種情況下，被定義為「厭惡、恐懼、排斥」的禁忌的前身原

來是：捨棄與割愛。這就是誇富宴，它不以回報答謝做為前提，而是完全的慷慨

與喪失，也逼近遺忘： 

贈禮本身是放棄（renonciation），是對獸性的、直接的、毫無保留的享

樂的禁止。這是因為，婚姻與其說是夫妻的行為，不如說是女性供給者

的行為，男人（父親、兄弟）的行為，這個男人本來可以自由地享有這

個女人（女兒或姊妹），卻將她獻出：他送的禮物或許是性行為的替代

者。從一切形式來看，贈禮的豐富都與這種行為本身有同樣的意義—資

源耗費（une dépense des ressources）的意義。但是唯獨許可這種形式的

耗費加上由禁忌所構成的放棄，才能使贈禮成為可能。即使贈禮如同性

行為一樣減少，這無論如何也不是獸性得以解放的方式，人類的本質來

自於這種超越。592

 

 

就這樣，「禁忌」的單一語意被岔開了，對族內女性「嫌惡、排斥、不敢碰觸」

的情感前身乃是「忍住」和「克制」，放棄了自然界動物性的性衝動與自由，放

棄了當下的快感與滿足，從中展現出自身對獸性的凌駕與勝利。正是這種否定中

                                                 
590 Eroticism, pp. 52-53. 
591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Selected 
Essays and Interviews, edited by D. F. Bouchar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39-164. 
592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47.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p.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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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肯定性慾望，標示著自然的動物性性慾望和人類的色情發生了本質上的斷裂。 

 

然而弔詭的是，這恰恰又證明亂倫禁忌的精神透露了人無法完全免除動物性

的性慾衝動。Frédéric Aribit指出，巴塔耶翻轉了李維史陀的命題：對後者而言，

亂倫禁忌是造成人類的性的原因，相反地，巴塔耶認為人類特有的性感受是造成

亂倫禁忌的原因。 593

 

也就是說，人類就是無法完全擺脫自己身上獸性性慾的部

分，所以透過禁止與延宕來累積色情的能量與價值，那是比獸性之性慾更強大的

economism（經濟運作）。於是我們看到巴塔耶是反如何把亂倫禁忌收攝到色情聖

性的大視野裡，然後又把色情聖性收攝到普遍經濟的總體視野。的確在實然面

上，我們找不到不接受回禮的婚姻制度，因為那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一種制度。反

過來說或許更清楚，正因為女人交換有很強的俗性經濟的層面，所以它本質上就

會穩定下來變成制度。但我們不能限於實然層面的運作就看不到在這規則中更深

的非物的、不交換的動力。然而，故事還沒結束。亂倫禁忌的成果就是婚姻制度，

但兩者中間有個高潮，就是婚禮。所以我們得繼續用普遍經濟來談婚禮和婚姻。 

 

B. 親情聖性：一場自淨其意的運動 

 

一個完整的人性論研究必須顧及系統和發生，所以在說明了亂倫禁忌之所以

然的道理後，巴塔耶不能略過後續的發展，也就是夫妻和家庭，或是所謂的婚姻。

甚麼是婚姻？婚姻的economism又是甚麼？首先我們遇到同樣的狀況：婚姻跟獻

祭、藝術、哀悼、藝術等非物一樣，很難用看待物的方式去定義。雖然婚姻是如

此理所當然，當我們說：有人結婚、有人工作，好像都是在講某種我們習以為常

而且意義確定的事情。即使人類學或社會學研究婚姻的功能或制度，這都太快掉

進物領域去看待，只能說出婚姻已經社會化、客體化的那個局部而已。所以不論

是日常生活的默認之知，594

 

抑或是各種人文科學的理論話語，我們都是用理性的

logos去對待婚姻。 

巴塔耶雖然對婚姻著墨不多，但他點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機竅：婚姻是色情

禮物的交換，它本來有著強烈的破壞禁忌的越度性格：我跟某禁忌之人結合，別

人的禁忌在我的手上變成解禁，同樣的我的禁忌對象落在別人的手裡變成可犯禁

的。所以彼此交換禁忌在某個意義上就是在模擬犯禁、代替別人來褻瀆，因此婚

                                                 
593 Frédéric Aribit, ‘Comme une fille enlève sa robe: Tabous et interdits dans les saillants théoriques de l’
œuvre de Georges Bataille’, 網址：http://f.aribit.free.fr/notes-de-lecture/bataille-comme-une-fille.pdf 
594 這種日常生活的實踐也不是現象學所要還原的「前理論」的事情，就如 Godelier 所言：「沒有

人可以在對婚姻毫無概念，對他所在的社會的婚姻律則毫不瞭解的情況下結婚」，也就是說對婚

姻的思想一開始就內在於婚姻關係本身之中而成為某種目的論，這固然可以用意識型態的講法來

看透，但用巴塔耶的講法，這就是限制經濟的物世界觀法，它既支配了日常生活，也支配了理論

話語。對 Godelier 的引文見〈李維史陀：馬克思及馬克思之後？重新估價結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方法論：一個社會邏輯分析〉，張寧譯，《當代》57 期，1991，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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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有犯罪的意味。這跟獻祭的詭計有異曲同工之妙。我們在第二章提到儂西

（Jean-Luc Nancy）所指出的巴塔耶獻祭理論的兩個要素：模擬論（mimetism）與

經濟運作（economism），它們同樣適用於婚禮。從這種性誇富宴的角度來看，我

們便看出婚禮就是一種犯禁的宣告。巴塔耶對於時間（或非時間）非常敏感，他

提醒我們太快而粗率把結婚、婚禮、婚姻弄混在一起：「婚姻的逾越面向總是逃

離我們的注意，因為婚姻這個詞同時具有結婚的過程和婚姻的狀態雙重含意，而

我們通常忘了前者而只想到後者」。595

 

所以我們要談婚姻，就得先談婚禮。 

誠然，婚禮向來贏得不少人類學研究的青睞，但不管是從功能論的角度，抑

或從象徵、過渡儀式（rite de passage）、閥閾狀態（liminal state）還是危機當口（time 

of crisis）等角度來看，這些也都太快接受了靜態的制度面的前提而錯過了婚禮的

動態本質而把限制經濟當成是前提來接受了。用普遍經濟來講，婚禮是進犯行動

的最高潮，是逾越的瞬間狂歡，人們慶祝禁忌的婦女被侵犯了。596

 

送出女人-禮物

的集團中的男性在婚禮中產生痛苦的遐想，因為自己奉為聖性、不可碰的女子在

婚禮中將遭褻瀆; 另一方面，接受女人-禮物的集團則為破壞對方的禁忌而慶祝

著。從婚禮到婚姻，意味著從瞬間到時間，從耗費到勞動，由聖反俗。在此巴塔

耶提供了一個從運動到靜止的發生學說明，其充滿辯證法的味道： 

不過想當然爾，婚姻的逾越面被模糊掉了。最終，婚姻不如說是性活動

與尊敬的折衷，尤其是後者那個意義。做為從動物到人的過轉（le 

passage）的婚姻的時刻（moment），只模模糊糊地保留了某種本來從原

理來說是越度的東西。可是婚姻生活置身於一個禁忌的世界，一個在某

些部分與母親、姊妹相似的世界，一個在任何情況都與之為鄰（可以說

受傳染）的世界中，這種生活吸收了生育活動的全部放縱。在這個運動

（mouvement）中，禁忌所創立的人類的純淨（pureté de l’humanité）—

母親、姊妹的純淨—慢慢地、部分地轉移到變成母親的妻子身上。因此，

婚姻狀態（l’état）保留了一種所謂人類生活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要在

對禁忌的尊重中尋找，後者對立於獸性需求的自由滿足。597

 

 

本來是瞬間的婚禮慢慢轉入有時間的俗性生活，或者也可以說，把婚禮時間化，

這就是婚姻狀態。我們又看到同樣的情況：步入靜態的婚姻狀態也是一種混合體

（mikten），它一方面延續著色情的逾越，一方面卻因為重複而疲乏。另外，婚

姻卻又是禁忌的製造者，因為夫妻結合後生育的子女就是亂倫禁忌的對象，而後

者又傳染回到妻子身上，濃烈的性激情逐漸褪去變成親情。 

 

                                                 
595 Eroticism, pp. 110-11. 
596 這當然是承接著婦女交換的命題而推出來的，所以是站在男性的立場而言的。 
597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48.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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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注意的是親情感是如何透過亂倫禁忌建立起來的。親情感受是亂倫禁

忌製造出來的成果，它是對立於色情的另外一極。這兩種情感如此水火不容，以

致於亂倫慾望被公認為 sacer，必須從俗性生活切離、設限、劃界。我們來比較

一下這兩段文字： 

 

我們無須反覆深思，無須算計亂倫結合對家族或種族的未來可能造成

的後果，光是想到在我們看來應該分離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亂倫就會

讓我們感到憎惡了。這種結合在我們心中引起的恐懼，等同於野蠻人

在想到禁忌之物與世俗之物可能混合（mélange）的恐懼。......有

關家庭生活的一切均受到義務觀念的支配。我們與兄弟、姊妹和父母

的關係，全都由道德嚴密地加以規定。這是一張義務之網，......

婚姻還是性別生活中最道德、最美好的形式，它的本質也正是這種社

會本質，它使這兩種精神狀態也像善與享樂、義務與激情、聖與俗那

樣激烈對立，那麼，它們就不可能互相混淆、相互打通而不產生名符

其實的道德混亂，光是想到這種混亂就會讓我們難以忍受。因為這二

者強烈地相互排斥，同樣，我們也心懷恐懼地排斥它們能夠合併為一

的念頭，這種難以名狀的融合會使它們喪失兩者可區別的品質，變得

完全不可辨認。而只要是同一個人同時激起這兩種情感，那麼就會造

成這種效果。598

 

 

另一段文字是： 

 

人類總是自相矛盾，突然由和善變得極其殘酷，由害臊變得無比下

流，由迷人變得面目可憎。...這種不和諧也會集中在一個人身上：

與家人相處，這個人是一個善良的天使，但當夜晚來臨，他便耽溺於

荒淫。......甚至在某個程度上，一個家庭的父親在與他女兒玩耍的

時候，就會忘記他做為一個放蕩成性的人所出入的不良場所。在這種

情況下，他若想起他本是個骯髒的人，他會感到吃驚，這個人違背了

他陪伴女兒時所遵守的一切溫情法則（強調部分為原作者所標示）。599

 
 

第一段文字出自於涂爾幹的〈亂倫禁忌及其起源〉，第二段文字出於巴塔耶的《色

情史》開頭的部分，它們絕佳說明了性與色是如何地直接跟家人親情產生衝突。

如果說亂倫禁忌的消極在於嚴防親人間的性與男女情味，那麼其積極面就是要創

造純粹的家人親情。我們可以說，這就是「親情聖性」自淨其意的過程。 

 

從以上亂倫禁忌和夫妻、家庭、親情的說明可以看出禁忌（聖俗二分）是普

                                                 
598 涂爾幹，〈亂倫禁忌及其起源〉，61、63 頁。中文筆者稍做修改 
599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7.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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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經濟論重要的子原理，如果沒有禁忌與越度的張力，我們就很難還原出人性特

有的經濟運作，也很難就逾越的瞬間狀態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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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笑與友愛 

 

引言 

 
聖性的多種交流形式中，笑是一個頗特殊的人性活動。笑既可以是各種獨立

的交流現象，比方說講笑話或看到滑稽的事物，也可以和其他交流混融一起，比

方說在性與色情中的笑。巴塔耶討論了前一種笑，也思考到後一種情況，並把後

者提升到形而上的思考。正如同我們之前討論的獻祭以及歡慶都兼具了經驗的實

證性與思辯的（反）形上性，笑也是同樣具有這兩層意義。從普遍經濟的角度來

看，笑是交流，所以可視為禮物交換。笑是能量遊戲最直接的暴露，也是最終的

永恆回歸的精神調性。另外巴塔耶把生死觀與人我觀以特殊方式結合在他對友愛

與共同體的思考，那是一種相互餽贈的關係。 
 

第一節 笑的階梯 

 

壹、會笑的人 

 
我們在第三章對聖俗分析的結果得出，聖性的最高至理是瞬間的越度與解

放，是歡慶與節日。巴塔耶在列舉出至尊性的各個層面—笑、哭泣、詩歌、悲喜

劇、遊戲、憤怒、沈醉、狂喜、舞蹈、音樂、戰鬥、喪葬、恐懼、童年的魔法、

獻祭、神與魔、色情、美、罪、殘忍—之後，問說是否有接近的語詞可以一語道

盡這些林林總總的統一體？「這個整體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人們對於是否選擇它還

猶豫不決：然而節慶這個詞在某種意義上道出了那種最接近至尊的模態」。600在

《論尼采》中，也是用節慶精神來統籌人性的整體：「這證成了整個人性的定義：

人類生命就是沒有動機的節慶（fête），就是節慶一詞的全部意義：笑、舞蹈、

拒絕屈從於任何事物的狂歡、嘲笑目的、物質與道德的獻祭」。601

 

而若要再用一

個語詞可以道出節慶的統一性，那就是笑了： 

我認為只有通過笑與節慶的關係，才能更好地說明分隔兩種宣洩的界

限。笑本身不是節慶，但它以自己的方式指出節慶的意義—甚至，笑總

是一切節慶活動的粗坯—再也沒甚麼比笑更與獸性相悖的了。602

                                                 
600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77. Sovereignty, p. 231. 

 

601 Sur Nietzsche, OC, VI, p. 22. On Nietzsche, p. xxxii. 
602 L’Histo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78.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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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存在著深刻的轉化與差異。我們俗世界的勞動與禁忌是為了讓我們否定自身

的獸性，而聖性的越度是對這個否定的否定，結果我們再也回不去純然的獸性

了，反而爆發出動物做不到而唯有人能夠做到的笑。因此在聖性中返回的自然，

或是說被人聖化的自然，不再是自然了，因為有人的笑聲摻雜其中而跟原來的自

然對立起來：「宇宙是自由的：它無所事事。在它之中怎麼會有機運或笑呢？」
603

 
笑，這個太人性的現象，其實還沒有被思想好好思考過。 

笑，是自然界絕無僅有的現象，它是如此獨一無二，「猿類的屈辱，牠們不

笑。人的尊嚴，他們可以分開兩側而笑」，604所以笑自然在巴塔耶的人性理論中

不能缺席。當我們說笑是人類特有的行為，這命題包含了好幾層意思。首先光是

從客體化的生理構造而言，人的笑是由肌肉和器官所構成的兩個最基本要件：笑

臉和笑聲。動物臉部表情沒有笑臉，我們不是指看起來在笑（像張開口的笑臉：

狗、海豚等，以及像閉口的微笑笑臉：樹懶、烏龜等），而是指可以有意識控制

肌肉而做出笑的表情。所以笑臉必須放回表情這個更大的身心脈絡，而正如古杭

（Leroi-Gourhan）所指出的，在演化上，表情、手勢和講話是三個密切互動、彼

此複雜化的要素，說動物缺乏笑這種高度特化的表情，這同時也是在說動物沒有

羞愧、妒恨、輕蔑等高度複雜的表情。至於笑聲則更特殊。基本上人的笑聲的生

理條件和語言的生理條件是一樣的，也就是人類的咽喉夠低，可以讓聲帶持續振

動產生共鳴。簡單來說，人有一副嗓音。605

 

嗓音的生理學定義就是在維持一段的

持續吐氣（egressive airflow）的同時振動聲帶，唯有具備這樣的條件才能說話和

發出笑聲，這是動物所沒有的。不過這種解剖學意義的差異似乎有點不公平。我

們或許可以想像動物也有著會笑的內心，只不過苦無笑臉和笑聲來表達牠們的笑

意罷了。但這也是唯心論的臆測，我們在在己（an sich）和為我們（für uns）兩

造之間無法獲得交流。所以當我們說人是會笑的動物（homo ridens）而跟其他物

種區別出來，除了具備笑臉、笑聲、笑意外，更重要的是指我們懂得笑，也懂得

讓對方笑，很多事情引我們發笑，而且我們創造出一個充滿逗笑事物的世界，甚

至世界本身也是個可笑的對象，乃至於領略宇宙至理的微笑，這些種種意義才是

巴塔耶把笑和宇宙對立起來的真正理由。 

我們在第一章提到，普遍經濟論在解釋能量的耗費轉成差異，或是把能量的

自然義轉成人性義時，性與死是最符合這種轉義的典範，而笑卻不完全符合這種

轉義，因為不存在著自然界的笑或動物性的笑。然而另一方面，笑仍然有其自然

層次上的基礎機制，比方說搔癢引起的笑，其運作機制恐怕找得到比性與死亡更

基礎層次的唯物論說明，因為相對於性與死亡是強烈的心理反應，搔癢的笑似乎

                                                 
603 Le Coupable, OC V, p. 341. Guilty, p. 96. 
604 The Tears of Eros, p. 53. 
605 儂西（Jean-Luc Nancy）注意到嗓音是身體感的重要基礎，見《變異的思想》，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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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強烈的生理反應而不涉及心理層面。當然，搔癢的笑只是笑的類型之一，所

有的笑是可以、也必須從普遍經濟論的觀點來說明的。巴塔耶抓到了一個分析笑

的考察點：有機體的封閉系統以及該系統遭破壞時所產生的能量流動，遂有笑。

不過在進入笑的類型分析之前，我們需要先著眼於巴塔耶是如何理解個體性這個

問題。笑與性和死亡一樣，都是一種交流形式。 
 

貳、自性與交流 

 
巴塔耶在分析存有者時，提出自己（ipse）606和自性（ipséité）做為基礎範疇。

Hollier認為巴塔耶的自性有兩個意義：首先是具有不可取代以及不可比擬的差異

化的個體，就這個標準而言，單細胞的分裂生殖不具有自性，因為它們的親代和

子代之間沒有差異化的軌跡。接著，自性具有在變化的影響下保持自同性的能

力，而保持自同性就是在保持個體差異。607

 
 

界定了自己和自性之後，巴塔耶開始討論存在的兩個原理：一個組構總是超

越其組成份子，而組成份子也擁有相對自主性（l’autonomie），這兩個原理規定了

所有存在者的秩序。608第一條的意思是整體總是多出個體的集合，這算是涂爾幹

提出生物有機體類比以降的常識，但至於是怎樣的「多出」，才是研究的重點所

在。巴塔耶認為這種「多出」就是「混融性運動」（mouvement communiel），609

                                                 
606 或者可翻成「自身」、「自身性」。我們認為「自我」或「自我性」是比較不佳的翻譯，因為這

裡就是要盡量免除掉一種第一人稱的聯想。此範疇是《內在經驗》的關鍵詞，Comay 特別指出當

沙特出於想弄懂巴塔耶的《內在經驗》而把它翻譯成德文，並刻意一一把巴塔耶的用語翻成海德

格式的用語以形成對應： ips é it é /Selbstheit 、 projet/Entwurf 、 insuffisance/Unselbständigkeit 、

communication/Mitsein...。ipséité正是 Henri Corbin 用來翻譯海德格的 Selbstheit 的用詞，沙特在〈新

神秘主義者〉（1947 年）批評巴塔耶讀了 Corbin 的海德格翻譯而錯用了 ipséité一詞。這讓巴塔耶

事後在《至尊性》出面澄清說他採用 ipséité乃根據 Lalande 字典。見 Rebecca Comay, ‘Gifts Without 

Presents: Economies of “Experience” in Bataille and Heidegger’, Yale French Studies, No. 78, On 
Bataille (1990), pp. 76-77.以及 Françoise Meltzer, ‘On the Question of Aufhebung: Baudelaire, Bataille 

and Sartre’, RCCS, no. 75 (October 2006), p. 9. 

包

括動物集結成群的運動，彼此吸引跟傳遞。有了運動，個體的集合體超越了個體

的數量加總而形成了一個組構整體。然而，巴塔耶注意上述兩條原理還不足以描

述人的特殊情況，這兩條原理在人身上導出了第三條原理：自主性和超越性的不

確定對立，把人擺到一個位置，但這是個滑動的位置（position glissante），因為每

個人在把自己封閉在自主性的同時，想要變成超越性的全部。人本來是某個組構

的一份子，他有個慾望想變成這個組構，然後想變成整個宇宙整體。人的存在是

一種矛盾，他一方面想維持自給自足，一方面渴望變成一切。這是薩德式的痛苦

607 Denis Hollier, Against Architecture: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p. 71. 
608  ‘ Ces deux principes—composition transcendant les composantes, autonomie relative des 

composantes—r è glent l’existence de chaque ê tre.’L’Exp é rience int é rieure, OC, V, p. 101.Inner 
Experience, p. 85. 
609 見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76. 以及根據 Hollier 的註解，p.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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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擴大：「為什麼我不是他人，這使我痛苦」。人開始拒絕進入到自己，斥責自己

的自主性，但這只是暫時的，最後趨向一種大致的穩定，他把自己奉獻給這總體，

同時也把總體奉獻給自己。所以，「人性和自然產生衝突，這件事並不像確定的

事物。人性像是自主性的努力」。610

 
自主性是一種緊繃狀態： 

你為何物，這根源於那把無以計數的要素連結起來的活動，這活動構成

了你，直到這些要素彼此有了強烈的溝通。這些是能量的傳染、運動的

傳染、溫度的傳染，或是元素的轉換，這些不可避免地構成了你組織化

的存在之生命。生命絕非安置在一個固定點：它急遽地從此點過渡到彼

處，像是波浪或是某種電流。於是，在你想要抓住自己的無時間的實體

之處，你只會遇到滑行（glissement），你只會遇到你那些稍縱即逝的元

素們蹩腳地協調出來的遊戲。611

 
 

這是一個相當尼采式的存有者觀點，我們也可以說這是酒神式的形而上慾望，想

要衝決個體化原理的限制。不過巴塔耶有自己的重點與特色，那就是普遍經濟中

能量傳遞的異質性要素，他把能量和運動理解為「傳染」（contagion）。我們不要

忘了，在涂爾幹對聖性最基礎的界定就是它的傳染特質，言下之意，就是俗性事

物並沒有傳染特質。儂西直言，在巴塔耶那裡，「傳染就是交流的別名」，612誠如

巴塔耶本人所言：「聖世界就是交流或傳染的世界」。613此外我們注意到巴塔耶喜

歡用滑行、滑動這個動詞來打開封閉的主體性，人的自己總是會滑向別人，或是

接納別人來滑向自己，所以巴塔耶說在狂暴的接觸那一瞬間，「生命滑向他人」

（la vie glisse de l’un à l’autre），這些接觸包括眼淚、笑聲以及色情。614

 

這種從能

量遊戲的觀察所得出的人我流動觀可以讓我們注意到比理性與思維更底層、更基

礎的凝聚原理，如Hollier指出，巴塔耶從兩種力量方式來觀察生命集合體，一個

就是傳染性的波動，另外則是穩固化的扭結，這二重性共組了集合形式，尤其是

人類社會。 

針對這第三條原則，布朗修（Maurice Blanchot）認為可稱為「不完整原則」

（le principe d’incomplétude）。615Lawtoo認為巴塔耶式的主體因充滿孔竅與門閥而

充滿流動性：「嘴聯繫著笑，性器聯繫著色情，眼睛是眼淚，肛門是與死亡相關

的排泄」。616

                                                 
610 ‘C’est comme effort d’autonomie’. 這句話英文翻譯得動態一點：’Humanity’s is the effort to be 

autonomous’. Le Coupable, OC ,V, p. 376. Guilty, p. 129. 

相較於Lawtoo，Libertson對巴塔耶的解釋更直接了當地從普遍經濟來

611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111.Inner Experience, p. 94. 
612 Jean-Luc Nancy《解構共同體》，蘇哲安譯，台北：遠流，2003，頁 69。 
613 ‘La guerre et la phillsophie du sacré’, OC, XII, p. 48. 
614 Le Coupable, OC ,V, p. 390. Guilty, p. 141. 
615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aris: Lé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 15.《變異的思

想》，夏可君等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頁 51。 
616 Nidesh Lawtoo, ‘Bataille and the Suspension of Being’, Lingua Romana: a journal of French, Ital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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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導：封閉孤離的自己本身就是由普遍經濟所構成的，也就是說，個體做為非連

續性的封閉，它的完整（integrity）業已是一種充沛過剩了，因為它要從連續性

滿溢出來方能分裂、斷離。用能量容器的比喻來說，非連續性是一種悖反，它是

過度之封閉（enclosure of an excess）。從內部持恆的容納過程來看，非連續性恰恰

是被過度所逼促出來的封閉。所以： 
 

它是一種封閉性，其模態必須被界定為一種打開著的過度

（opening-excess），這是耗費概念的最基本含意。做為非連續性的封閉

乃是普遍經濟的暴力，它又很弔詭地被經驗為一種整全，它可能會遭受

外來的威脅。換言之，封閉性在它被視為非連續性之前，就已經是交流

了。它總是過度地封閉起來，而且從來沒有閉得夠緊過（It is always 

excessively closed, and never closed enough）。617

 
 

這樣看來，整全性和自同性只是假象，非連續性的自性根本就不是完成的事物，

而是一種未完成（inachèvement），朝向自我完整的運動本身就是不斷在過度，於

是封閉性是一種不可能。所以，交流的可能性就在於自己與自性本身的動態與未

完成。個體的自己既是能量耗費的成果，也渴望著導向異質性的出口。「想尋找

充足跟把存有封閉在某種觀點是同樣的錯誤：我們封閉不了任何事物，我們只能

找到不足」。618

 

有了這種自性的能量的存有經濟（onto-economie）基礎，我們就

能夠解開笑的奧秘了。 

參、笑的總譜 

 
關於笑，巴塔耶雖然沒有大型性的說明與論證，但有綱領性的指引。在《有

罪的》〈論笑的兩則片段〉巴塔耶大致勾勒了笑的涵蓋面： 
 

我們必須做如下的區別：一是聯繫了「兩個」存在者（孩童對媽媽的笑，

搔癢等等）的交流。一是透過死亡的交流，那是和我們的彼端交流（本

質上在獻祭中），這不是和虛無（le néant）交流，更不是跟某個超自然

的存在者交流，而是和不確定的實在（une réalité indéfinie）交流（我有

時又把那不確定的實在稱為「那不可能」，也就是：那不能以任何方式

被把握（begreift）者。如果需要的話，我們可以從更高的社會層面把這

個實在界定為聖性、神、受造的實在，或者它能維持在一種不限定的狀

態（在一般的笑中，在無限的笑中，在狂喜中而神聖的形體像糖在水中

                                                                                                                                            
and Romanian culture, volume 4, issue 1/fall 2005, p. 7. 
617 Joseph Libertson, ‘ Excess and Imminence: Transgression in Bataille’, in MLN, Vol. 92, No. 5, 

Compartive Literature (Dec., 1977), p. 1005. 
618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104.Inner Experience,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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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了）。619

 
 

為什麼巴塔耶在第一種交流中特別強調是「兩個存在者」呢？因為第一種笑的交

流是兩個具體的實在，通常是另外一個人，而第二種笑所要交流的對象是更不確

定的事物。巴塔耶舉出五種笑的例子：認出一個擦肩而過的朋友、看到有人跌倒、

小孩看到媽媽而笑、搔癢、笑話。然而在 1938 年一篇發表於社會學學院的演講，

巴塔耶對笑有另外一套分類方式，即使細節上沒有交代得很透徹。我們試圖把這

兩種分類方式統合起來，在以不違背巴塔耶意思的原則下來整理出一個可相容的

關於笑的類型學架構。 
 

一、滿足的笑 

 
我們先從最低階的笑考察起。最低階的笑是嬰兒滿足的笑（le rire de la 

satisfaction），620

 

這其實是交流性最低的，它所需要的他者性也是最低的，嬰兒滿

足於吸飽奶水，那是對滋養和環境的滿足感的笑。從精神分析的角度來看，巴塔

耶的分析的確沒錯，因為早期的嬰兒的滿足是一種自我跟外在的混融一片的字體

快樂。因此就某個意義而言，巴塔耶認為這種最原生的笑甚至不是交流，也不需

要他人的笑。用普遍經濟論來說，這種笑是單純的能量釋放。這種釋放是緩和的，

因為滿足感不是劇烈的，大概要七、八個月大的幼兒，我們才可以逗出那種爆破

的笑，那已經需要很強的交流性了。 

不過我們不能在這裡漏掉一個線索，那就是嬰兒滿足的笑雖然是交流性最低

的，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正好相反，它是所有交流想要迄及的目標：回到深深

的連續性當中。嬰兒的笑透露了身體跟環境尚沒有明確區別的混沌狀態。 
 

二、搔癢的笑 

 
搔癢的笑（rire du chatouillement）是人類獨一無二的行為。恐怕找不到像人

這樣那麼怕癢（ticklish）的動物了，所以搔癢是太人性的現象。搔癢不是抓癢 621

                                                 
619 Le Coupable, OC ,V, p. 388. Guilty, p. 139. 

，

因為它是製造癢處而非消除癢處。搔癢也不是類似動物交互理毛的撫摸，因為它

製造緊繃、防衛甚至痛苦而非舒緩。我們上面提到，動物沒有笑聲是因為不具備

語音發聲的生理條件，但科學家研究動物被搔癢會有甚麼反應，結果發現猿類也

會有「搔癢引發的發聲」（tickling-induced vocalization），證明了高等靈長類也會怕

620 ‘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09. ‘ 22 janvier 1938’, OC, II, p. 315. 

由於此篇文章英譯本下的標題更明確，所以我們底下就以英譯出處為優先順位，把法文原典置後。 
621 台語對兩種癢有很清楚的區分：一種是 ziuu6（癢），另一種是 qiau（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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癢，而且也有類似的發笑聲響。622

 

但該研究更證實了搔癢是人類的特有行為，因

為猿類似乎尚未「發現」那些搔癢部位。沒有互相搔癢的猩猩，只有去搔牠們的

癢以作實驗的人類。像有隻大猩猩會主動亮出腳底，跟研究人員玩起搔癢遊戲。

這說明了搔癢不只是怕癢部位的發現，更是一種遊戲規則的「發明」，因為它涉

及到默契與節制。所以搔癢是人類獨特的交流方式，大致上人類有共通的怕癢部

位，腋下、腰間和腳底。不過有些癢處因人而異。當然，情人彼此會用鼻子吹氣

來搔對方的癢，所以廣義的搔癢不只是用手去戳，而是有各種形式。 

在 1938 年的報告裡頭，巴塔耶並沒有討論到搔癢的笑，因為那篇報告是以

在人群當中傳遞開來的感染效應做為研究的前提，所以搔癢很難符合這種渲染開

來的笑。畢竟，搔癢總是僅僅成立於兩人之間的私密交流，而無法擴散到第三者。

筆者有次看著一位朋友在搔著小幼童，本來想加入，搔那小孩的癢，但手剛伸出

去就停止了，因為筆者突然發現這是侵犯，一種對僅限於兩人之間的遊戲的侵

犯。搔癢是一對一的闖入、突襲，再多加一個，整個遊戲會被破壞掉。 
 
當然，搔癢做為一種交流，是奇怪的交流。怎麼說呢？搔癢是一種特殊的主

客關係，兩個人可以彼此搔癢，但卻不能同時發生，只能輪番攻擊，你來我往。

主客可以快速輪流替換，但很難同時間互為主體。換言之，即使是兩人彼此用搔

癢攻擊對方，兩人也不可能同時維持在既搔對方癢而又忍住自己的癢的狀態，因

為若一方搔癢「成功」的話，另一方必是身體劇烈抽搐不已，退縮或試圖用手擋

開防衛而無能反擊。所以搔癢是一種類似主奴關係的主客關係，它是反交流的交

流，因為它被禁止抵達目的，如亞當•菲立普（Adam Phillips）所精準描述的： 
 

藉由搔癢，小孩會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獲知一種陷入無法自主與混亂狀態

的原始快感，並且需仰賴成人加以把持而不過份為之。這表示搔癢者必

須在那模糊地帶前停止。若不在此刻停止，癢的感覺將過於強烈而導致

快感轉為厭惡感，小孩於是會感到極為痛苦的困惑不解。因為搔癢的行

為與性行為不同，搔癢並沒有高潮。若不適時停止，便會轉為羞辱。623

 
 

所以，搔癢，尤其是成人對小孩搔癢，是「經過精密計算卻也是完全無邪的行

為」。624

 

在這裡，巴塔耶看出搔癢與施虐/受虐的驚人相似，甚至近似獻祭。於是

我們得回到普遍經濟論和異質學的出發點來考察搔癢的笑。 

                                                 
622 研究者甚至指出，合趾猴（siamang）、紅毛猩猩（orangutan）、大猩猩（gorilla）、黑猩猩

（chimpanzee）、侏儒黑猩猩（bonobo）和人類的搔癢發聲比對的結果，和基因畫出來的演化樹有

高度一致性。見 Marina Davila Ross, Michael Owren, Elke Zimmermann, ‘ Reconstructing the Evolution 

of Laughter in Great Apes and Humans’, Current Biology, Vol19, No 13, 2009, pp. 1-6. 
623 亞當•菲立普《吻、搔癢與煩悶》，陳信宏譯，台北：究竟，2000，頁 32。 
624 亞當•菲立普《吻、搔癢與煩悶》，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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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前在討論聖性時提過和聖性高度相關的瑪納概念，它表達一種非人格

化的力，在被搔癢中我們進入類似的狀態： 
 

在搔癢的笑中，被搔癢的人從平靜狀態過渡到抽搐狀態，這種狀態把他

分離了，他忍受著癢，而癢把他打回到活物的非人格性狀態。他逃離自

身而向那個搔他癢的人打開。被搔癢的人是搔他癢的人所觀看的劇場，

但他們是在做交流。625

 
 

但是這種交流所要抵達的終點卻可能是致命的，就像我們在小說或動漫所看到喜

劇表現：不中斷的搔癢是一種酷刑。搔癢弔詭之處在於它適可而止，以不達到目

的為目的，搔癢是交流的失敗與違背，但它反而變成一種交流形式。巴塔耶做了

如下的類比： 
 

被搔癢的人，在興奮中可能會只是因為好玩而殺了那個折磨他的人。死

亡不只是抑制著笑，也廢除了兩者交流的可能性。交流的破裂不光只有

否定的意義：從另外的觀點來看，它跟搔癢類似。死者已經和被搔癢的

人合為一體。626

 
 

所以從普遍經濟來看，搔癢是被虐者的能量系統崩解而往施虐者的狂暴流洩，其

強度與幅度之大大到足以致命，而搔癢的默契就是從這龐大的能量流洩截取一小

段，讓不可能成為可能。 
 

三、認出的笑 

 
不同於滿足的笑和搔癢的笑，比較複雜的笑是認出的笑（ le rire de la 

reconnaissance）。認出的笑又可區分為兩種形式，一種是直接的笑（rire immédiat），

一種是中介的笑（rire médiatisé）。627

 

前者比方說一個幾個星期大的嬰兒會對大人

的笑報以微笑。巴塔耶特別引了羅馬詩人維吉爾的詩句： 

Incipe, parve puer, risu cognoscere matrem 

開始吧！小孩，透過媽媽的笑去把她認出來！628

 
 

巴塔耶在《有罪的》特別指出，在 1938 年的討論會上友人加洛瓦（Roger Caillois）

提醒這行詩句存在著含糊兩可之處，就是「透過笑」（risu）是拉丁文的工具格，

                                                 
625 Le Coupable, OC ,V, p. 392. Guilty, p. 143. 
626 Le Coupable, OC ,V, p. 392. Guilty, p. 143. 
627 ‘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07. ‘ 22 janvier 1938’, OC, II, p. 312. 
628 Le Coupable, OC ,V, p. 389. Guilty,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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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卻沒有標出是誰的笑，它既可以指母親的笑，也可以指小孩自己的笑; 這顯

然是針對巴塔耶當時的報告而點出的，因為在那篇報告巴塔耶採取前一種翻譯。

加洛瓦的斟酌自有其審慎和考量，不過巴塔耶似乎維持第一種翻譯：是媽媽對幼

兒做表情或鬼臉（mimique）而逗著後者笑。我們找到這種笑和看到別人跌倒的

笑的共通點：情況的急遽降級（dégradation）。在跌倒的例子中，原本走得好好的

人滑了一跤，這種唐突造成了滑稽感。而在幼童的例子中，突然之間，原本掌控

小孩的事物（媽媽或大人）掉進了小孩的領域，也就是說原本沒有表情的大人突

然展開笑容，這是某個意義的「惡化」或弱化運動，幼兒認出這種弱化於是笑顏

以對。巴塔耶如此解釋幼兒對大人報以為笑的運動： 
 

這並非許可，而是融合（fusion）。這個問題不是我們樂於見到大人對較

惡化的形式的勝利，而是徹底的交流出來的親密（intimité communiqué

e）。本質上，笑隨著交流接踵而來。629

 
 

用普遍經濟來說，大人的能量體系消解在幼兒的勢力範圍內。站在幼童的立場來

看，當大人面無表情時，乃維持某種系統的自足與同一性，這是比較高階的存有

狀態，是穩定的、平衡的。一旦露出笑臉或是逗趣的鬼臉，導致「感覺的失衡」

（déséquilibre des sensations），把減弱的能量往幼童的系統中傾斜，滑入並消融在

後者的能量遊戲中，也可以說是被後者給稀釋或吸收掉了。 
 

那麼認出的笑的第二種，也就是中介的笑又是甚麼？針對此，巴塔耶講述了

一個奇怪的病例：有一名英國女子只要聽到有人提到她所知道的死者名字，她就

會忍不住笑出來。這之所以是中介的笑，乃是因為它的情況比較複雜，涉及到人

對社會意義的理解和內心深處潛意識的運作，不能從直接的表情互動來推求。在

後者，笑是人類相互吸引的特殊形式，而相互吸引涉及對某人、事、物的「認出」

（reconnaissance）。當然，認出不只是人的專利，就整個動物活動都需要彼此認

出。巴塔耶舉鯰魚的成群運動為例。當然，人的情況複雜得多。巴塔耶把涂爾幹

對聖性的傳遞原則挪化為彼此吸引和認出的原則：感染律。在《至尊性》裡，巴

塔耶把這種在人群迅速蔓延的浪潮中的狀態稱為「會感染的主體性」（subjectivit

é contagieuse）。
630

                                                 
629 Le Coupable, OC ,V, pp. 389-90. Guilty, p. 140. 

在群體運動中存在著一種可滲透性，某個引發的運動會像漣漪

般地傳遞，當我們遇到一個「社會的他者」（autre/socius）時，我們就在可滲透性

的感覺基礎上開始進行「認出」。既然連動物都在感染律的作用下認出彼此，這

個原理當然不構成直接的笑和中介的笑的區別。嬰兒對母親的笑也是一種認出。

另外，感染原則還包含一個要素，那就是需要在群體中的個體是在意外和偶然下

彼此接近，此時產生了一個突發的新要素，類似電流突然介入把他們統一起來。

而笑就是這種可傳遞運動的其中之一。 

630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88.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II: Sovereignty, p.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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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撇開對死者名字發笑的那個極端病例，中介性的認出的笑是最普遍的笑的

形式，我們可以說凡涉及行動和語言意義的，都屬於這種類型，從講笑話到了悟

真理的會心一笑，都是意義的認出。現在我們要回到笑的關鍵：為什麼病例中的

那名女子每當聽到有人提到死者的名字，她就忍俊不住笑了出來？此固然是個極

端的個案，但它的極端反而透露出端倪，其弱化版本就是一般正常的笑，怎麼說

呢？往往是令人低落的事情才會製造出進階的笑，至少，笑者與被笑的對象之間

一定存在著張力上巨大的差異。不過這裡有個要件，那就是在一般正常情況，沮

喪需是夠弱、夠疏遠而無力去抑制快樂的反應，如佛洛依德所言：「我們只有在

笑話幫了我們忙的時候才笑得出來」。631

 

而顯然地，在那名女子的情況中，此要

件沒有被滿足，也因此她本人也飽受困擾，認為自己精神出了狀況。以此觀之，

對死亡的笑和對跌倒的笑有著共通性，只不過後者的悲傷要少得多。不過至此，

我們還沒達到事情的最核心。巴塔耶繼續追問：為什麼說到底還是跟死亡有關？ 

「悲痛怎麼會轉變成歡喜？本該粉碎人心的事物怎麼會轉成生氣蓬勃（exub

érance）？最深的沮喪怎麼會搖身一變成為爆破的張力？」632巴塔耶如此問道。

這個病例之所以值得關注，因為既然案主本人也無從解釋，這就透露了某種涉及

到更集體、更底層的潛意識的身心機制。這說到底還是要看出其中跟社會核心的

關連，也就是聖性事物。正是經血、屍體的腐爛等這些噁心的東西把沮喪不快的

事物轉化成興奮的對象，也就是把左邊聖性轉成右邊聖性（la transformation du sacr

é gauche en sacré droit）。633之所以翻譯成左邊聖性而非左派聖性或是左翼聖性，

是因為該觀念是從赫茲（Robert Hertz，1881-1915）關於左右手的宗教人類學研究

而來的。赫茲是涂爾幹英年早逝的弟子，634曾跟隨著牟斯（Marcel Mauss）和于

貝（Henri Hubert）參與《年刊》的編輯工作。635

                                                 
631 轉引自亞當•菲立普《吻、搔癢與煩悶》，頁 157。 

這位曾被牟斯描述為探究「人類

心靈的幽暗凶險面」（côtés sombres et sinistres de la mentalité humaine）的學者，在

其一篇著名論文《右手的優先性：宗教的兩極性研究》（La prééminence de main droit: 

étude sur la polarité religieuse，1909 年）凸顯了宗教兩面性中那個跟不潔有關的側

632 ‘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10. ‘ 22 janvier 1938’, OC, II, p. 316. 
633 ‘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11. ‘ 22 janvier 1938’, OC, II, p. 317. 
634 Philippe Besnard 把《社會學年刊》成員分成三大群：最大宗派是以涂爾幹、牟斯、于貝及這

三人的學生們為主，其他兩個次團體分別以 Bouglé、Lapie、Parodi 為首，以及以 Simiand、Halbwachs、

Bougrin 為首。赫茲是涂爾幹的導生，而牟斯對他而言既是大師兄又是老師，算是核心派人物。

見 Philippe Besnard, ‘La formation de l’équipe de l’Anée sociologique’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979, 20-1. pp. 7-31.另外，赫茲是涂爾幹學圈中繼牟斯（1898 年）之後前往英國研究（包括在大

英博物館和劍橋大學，於 1904 年）的成員，並且親摯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傅

雷哲（Sir James George Frazer1854 - 1941）和威斯特馬克（Edward Westermarck, 1862-1939）學習的

人。關於他這段時期書信所透露的經歷，見 Alexander T. Riley, ‘The Intellectural and Political Project 

of Robert Hertz: The Making of a Peculiar Durkheimian Intellectual, as seen through Selected 

Correspondence with Pierre Roussel’in Durkheimian Studies, vol. 5, n.s., 1999:29-59. 
635 見 Victor Karady, ‘Durkheim, les sciences sociales et l’Université: bilan d’un semiéchec’in Revue 
française de sociologie. 1976, 17-2, p.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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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把涂爾幹的聖俗二分運用到左右手在文化象徵上的對立：右邊代表善、美

德、力量、雄性、東方、生命等，左邊則代表上述的反面。把這個架構應用到對

死者的笑的病例以及看到別人跌倒而笑的兩個例子，我們看到這兩者都透露著一

種基本型態：從悲慘處凝聚出歡笑，這正是社會的本質與力量。巴塔耶把涂爾幹

學派的聖性社會學理論吸收到自己的異質學和普遍經濟論，得出對認出的笑的解

釋：「所有騷動環繞的那些非常黑暗的、排斥性的核心運轉，而那些核心從死亡

的範疇中建立起生命的原則，從摔倒中建立起噴湧（jaillissement）的原則」。636

 

所

以聽到死者人名會情不自禁笑了出來，是因為她潛意識中的社會性力量在笑。 

最後，認出的笑是對意義的指認，而有些意義的對象不是具體的某個人事

物，而是對命運、對自己的一生、對天地之不仁、對自身之渺小、對世間的不公

不義或是正面地對整個存在的餽贈; 那可以是絕望的慘然一笑，也可以是烈士就

義前的狂笑，也可以是對自身無奈的自嘲，也可以是對這一切存在的笑，笑出對

存在的喜悅，或也能夠笑出對一切荒謬的輕蔑，這些笑帶有高度的形上性格，引

領我們思考笑與虛無的關係。 
 

四、笑與虛無 

 
如果對海德格來說，此在對存有的理解主要表現為一種焦慮的基調，或是在

畏當中體驗著虛無與自由，那麼在巴塔耶看來，我們在笑聲中表達了有限者對無

限者、內在者對超越者的基調。在《論尼采》的附錄五〈無，超越性，內在性〉

（Néant, Transcendance, Immanence），巴塔耶界定了虛無、超越性和內在性，並以

笑聲做為小結。這個段落一氣呵成幾近無法拆解，我們只好勉強拆成兩段來分析： 
 

無（le néant）對我而言及一存在者之邊界（la limite）。超過了（au-delà）

這些確定的邊界—在時間與空間中（之邊界）--存有者不再存在。這非

存有（non-être）對我而言是充滿意義的：我知道它能把我化為烏有（m’an

éantir）。有邊界的存在者只是一特殊存有者，但存有者之整體（若我們

理解為所有存有者之總體）存在嗎？ 
 
存有者之超越性（transcendance de l’être）基本上是這無（néant）。若它

顯示在無之上（dans l’au-delà du néant），從某個意義而言就像是無之給

予（comme une donnée du néant），或如一超越我們的對象。 

 

相反，若在一存有者身上我所掌握的為存在之擴延性（l’extension de 

l’existence）--而這首先是顯示在我之中的，這對象對我而言變為內在

                                                 
636‘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 111. ‘ 22 janvier 1938’, OC, II,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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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mmanent）。637

 

 

我是一個被邊界所限制的存有者，在此之外的都是無，因為我對除了我以外的一

切無法肯定。但這個在我做為存在者之外的無，雖做為虛無彷彿無所意義或不起

作用，但事實上正好相反，它從不停止過對我的影響，在最極端的情況，它可以

消滅我，把我化為烏有、破碎虛空。而巴塔耶又設問：我肯定我是有限的個體，

但我能夠肯定我邊界之外的一切嗎？這一切做為一個整體存在嗎？在此我們回

到笛卡爾的出發點，但隨即分道揚鑣。巴塔耶不在乎找到事物的確定性，也不想

透過確立世界的尺度與秩序來建構特殊形上學的次第（我、上帝、世界），而是

繼續維持在我與虛無（存在）的對峙。 

 

這個在我之外的超越者無法被我的沈思所擱置，相反地，我被它所佔滿、填

充。這個超越性的有或無，其實無所不在，我甚至無法逃脫，因為我生活在其中。

反過來說，它無所不在地進犯到我邊界之內，我勞動、購物、消費、繳稅金、被

裁員、當兵上戰場......無不顯示整個存有是內在於我的。以上這段文字可以跟《沈

思方法》的一段來對讀： 

 

超越於我的對象世界（在我內部的空蕩中）把我封閉在它的超越領域，

以某種方式把我封閉在我的外在性中（m’enferme ......dans mon extériorit

é），在我內部邊織出一個外部網絡（à l’intérieur de moi tisse un réseau d’ext

ériorité）。這樣，我自己的種種行動把我化為烏有，在我自己中引出了

一個空（un vide），一個我所屈從的空。638

 

 

換言之，超越性整個移到我的內部，建立起我的外部性。我自己空無內容，我並

沒有佔據我自己甚麼，所以當超越性世界挪到了我的內部，我的一舉一動完全都

是外部世界內化於我的，所以沒有我自己的東西，我自己是空。這個超越我邊界

外的無（néant），在我內部是空。我們可以預先在此處提醒兩組區別： 

 

（1）無和空對立於沒甚麼、不是甚麼（rien），前兩者是超越者在我邊界外部凌

駕於我，或是進犯到我邊界內而讓我成為虛無，後者則是至高性的狀態，也是我

們即將看到引發笑聲的狀態。用巴塔耶本人對這兩個概念的界分： 

 

不是甚麼（RIEN）和虛無（néant）幾乎無關。虛無是一個形上學觀法。

我所說的不是甚麼是經驗給出的，在這裡考慮它只是就經驗包含它而言

的。無疑地，形上學家可能會說，這種不是甚麼就是當他談及虛無時心

                                                 
637 Sur Nietzsche, OC VI, pp. 203-204. On Nietzsche, pp. 188-89. 此篇文字中譯大多採譚家哲教授的

翻譯，只在少數略做更動。 
638 Méthode de méditation, OC, V, pp. 205-06.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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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想的。但我思想的全部動力反對形上學家的這種號稱。我的思想運

動要求，在這種不是甚麼成為其對象的那一刻，它就停止了，不再是了，

而讓位給瞬間的不可認識性。當然，我承認我在為這種不是甚麼增值，

但在為它增值時我卻沒做甚麼。我的確賦予它—以一種不能否認的（但

卻是深深喜劇性的）的嚴肅性—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la prérogative 

souveraine）。639

 

 

形上學的虛無概念已經是意義化的對應物，相反地，不是甚麼本身沒有意義，或

是說它超乎意義之外，卻能瓦解意義。它是意義的調性，是既嚴肅又令人發噱的

瞬間。 

 

（2）巴塔耶說把外部對象變成內在的（immanent）或是內部（intérieur），這種的

內在性和巴塔耶的內在經驗的內在性是不同的，我們將在下一節進入共同體的討

論時深究這種重大差異，而到目前為止，我們只需注意到：這裡的跨進我邊界的

內在性是客體性的關係，而我也客體性的我去內化它，這跟上述傳染性的瓦解邊

界的進入與親密交融是完全不同的。 

 

我們繼續往下看： 

 

另一方面，一對象可以是主動的。一存有者（無論是否不真實，一個人，

一個神，一個國家），當它威脅著其他存有者時，在它自身身上突顯出

超越性這性格。對我來說，它的本質是從我邊界所界定出之虛無（le né

ant）所給出的。它的活動則界定其邊界。它是那以虛無之名來表露者：

那使它能被感知到的名狀（figure）正是優越性（la supériorité）這

樣的名狀。若我想取笑它，則我必須取笑虛無。相反地，若我取笑虛無，

我業已取笑它了。笑是在內在性這一邊的（du côté de l’immanence），因

虛無是笑之對象，但也正因如此它是毀滅之對象。 

 

道德是超越的，當它號召存有之善，那建立在我們存在之虛無上時的存

有之善（如被視為神聖的人類，眾神或一神，國家）。 

 

頂點（sommet）的道德，若這是可能的話，相反地要求：我對虛無有所

取笑。但並非以優越性之名：若我因我祖國而被殺，我是朝向著頂點的，

但我永遠無法達至這頂點，因為我已然為我祖國之善而服務，而這是超

過了我自身之虛無的（l’au-delà de mon néant）。一內在的道德（une morale 

immanente）則將要求，若可能的話，我無緣由地死去。以甚麼名義作

這樣的要求？以甚麼都不是的名義（au nom de rien），這正是我應笑的！

                                                 
639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59. Sovereignty, p.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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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笑之：再無任何要求了！若人應該因笑而死，這樣的道德將會是一

不可抗拒的笑之行動。640

 

 

我無法化解與外在於我的一切的對峙，甚至進入到更緊張的衝突。外在於我的一

切，或大或小、或集體或個體，或是我的同類（人）或是最高的存有者（神），

都足以消滅我，顯示出我的邊界的渺小與脆弱。我的邊界縱使薄弱，但至少在某

種程度上保障了一個我，雖然很有可能我只是一個空，但至少我還存在著。但在

許多情況下我的存在面臨到威脅，超越者往往透過威脅來讓我驚醒它們對我的凌

駕，我對它們無以名狀，勉強只能說它們的名狀（figure）就是超越於我的力量，

如此而已，我無法再多做界定了，因為我能界定的、能確定的就只是我邊界內部

的自己。 

 

然而在此發生了一個轉折：笑的爆發。對於這客體性的超越，我不禁笑出聲

來，不管它為何物或是它打著甚麼名號或自我宣稱為甚麼。那些自我稱義的超越

性存在對我而言甚麼都不是。既然我都把這無以名狀的超越性勉強名之為優越性

或凌駕性，那麼它底下的次要內涵：各式各樣的道德與善，也都不重要了。此時，

我們突然攀升到頂點，頂點的道德要求我們去笑罷它們。甚麼是頂點的道德？這

問題帶我們回到尼采的大經濟和巴塔耶的普遍經濟： 

 
頂端（le sommet）對應於過度（l’excès），對應到力量的充沛。它帶來

悲劇強度的最大化。它關係到能量的無度耗費，它破壞了個別存在者的

完整。它更接近於惡而不是善。衰落（le déclin）對應到筋疲力竭的時

刻，它把價值賦予那些對個體保留與養育的關心。道德法則乃從衰落中

而來。641

 
 

從普遍經濟的角度來看，我與邊界外的存有者都是整體能量遊戲的參與者，甚至

我們可以說，我（邊界內）/超越者（邊界外）的分裂與對立也都是能量遊戲的

造化。如今這個超越者闖進了我的內在（immanence），變成我的內在之物，它的

存在的擴延也變成我的擴延，它的頂點也變成我的頂點，我所能耗費的能量也被

撐得跟它一樣大，所以當它以它的道德之名義要求我赴湯蹈火甚至犧牲奉獻，我

也只能攀上頂點耗盡我的能量而死，而死亡是最大的揮霍跟奢華。然而問題是，

這個道德是超越者強制帶進來而變成我「內部的道德，並逼促著......」（Une morale 

immanente exigerait......），逼促著我攀上自己內部邊界的頂點，頂點是「悲劇強度

的最大化」，可是這種耗費又非我所願，因為不管舉著甚麼大纛，那些名義「甚

麼都不是」（rien），這明明是悲劇，怎麼笑得出來呢？為什麼「甚至悲劇都似乎

                                                 
640 Sur Nietzsche, OC VI, pp. 203-204. On Nietzsche, pp. 188-89. 
641 Sur Nietzsche, OC, VI, p. 42. On Nietzsche,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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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消遣」642

 

呢？ 

這時候「如尼采所言，想像一個悲劇處境，並且有辦法笑得出來，這假設了

一種不可終結的沈思」。643甚麼是沈思？這把我們帶回蘇格拉底，把我們帶回哲

學與城邦的永恆緊張。「哲人沈思首先是為了自己個人的生命，不是為了人民（遑

論國家、民族）才去沈思」。644蘇格拉底死於對城邦人這個身份的認同與忠實以

及對城邦律法的敬重，但與此同時用理性論證靈魂不朽以攀上自我的頂點。尼采

與巴塔耶代替蘇格拉底發笑，因為蘇格拉底非但沒有披露超越者（城邦律法）破

壞我的邊界的荒謬，反而把這超越者轉到我之內（因而服毒自殺）並為之辯護，

這要求我們嚴肅以對：「嚴肅的目標首先被界定為城邦的善，儘管被城邦混同於

諸神了，此後，靈魂的救贖變成了目標」。645相反地，「我應該在我自己和理性真

理間保持一個距離嗎？蘇格拉底的態度，不關我的事」，646

 

我於是發噱，把存在

虛無掉，甚至把虛無也虛無掉。譚家哲教授（以下行文不諱）對此段晦澀的文字

有精闢的解釋： 

若我試圖無視於這樣的超越者，若我試圖無視於其優越性，若我試圖取

笑它，我只取笑虛無而已。但也相反地，當我取笑虛無時，當我似無所

對象或非認真地取笑時，我實已取笑了一切這樣的超越者，因它們實是

無而已。笑是內在的，我而非對象的。笑並不以對象為對象，笑只以對

象為虛無，如無視其存在，如其無所威脅而笑。雖如無對象地笑之，但

此笑已置這對象於毀滅之中，因笑也只以虛無為對象而已，非如工作與

知識，是以對象確實為對象的。只有由於笑，超越者才化為無，只有由

於笑，超越者才被毀滅。647

 

 

我們可以補充說，儂西順著巴塔耶的思考指陳道，為了集體的名義而犧牲自己的

性命，無非是「吃掉自己的超越性（transcendance）一般而藉著崇高偉業之名，

進行死亡被徹底再收編之實」。648

 

這麼一來，如譚家哲所指出的： 

這樣的笑，非因我優越，更非因我超越一切，非因我超越自身之有，非

因我化自身為無而超越，非由於我為國家、為人類、為神而犧牲，而只

                                                 
642 Sur Nietzsche, OC, VI, p. 20. On Nietzsche, p. xxix. 
643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81. Sovereignty, p. 235. 這裡的英譯本翻錯了，原文的「沈思」（mé

ditation）被翻成了「中介」（mediation）。 
644 劉小楓，〈尼采的微言大義〉，《尼采與神學》，香港：道風，2000 年，頁 49。 
645 Sur Nietzsche, OC, VI, p. 19. On Nietzsche, p. xxviii. 
646 語出《有罪的》之〈笑的神聖〉（La divinité du rire）中〈忍笑不住〉（L’envie de rire）一節，

Le Coupable, OC ,V, p. 335. Guilty, p. 91. 
647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頁 289。 
648 Jean-Luc Nancy《解構共同體》，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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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我有限而已，在這有限中達至其頂點而已。649

 

 

也就是說，我永遠無法化身為超越性，反而是國家、人類、神、全世界的金融體

系......撐漲了我的內部邊界直至在頂端爆裂，我對這一切巨大的隨意（immense al

éa） 650—我的有限和外部的無限，我的浮生（contingency）和龐大的世界—都不

禁覺得可笑。我們憑甚麼笑？憑的是整體的人（l’homme entier）。一切集合體連

同我們在集合體中擁有的成員身份跟整體的人對照之下都顯得破碎零散，而生命

唯有在不屈從於超越生命的特定目標時才是完整的。「整體的人總是首先在輕佻

的生活（vie frivole）方面揭示其內在性的，......從根本上說，整體的人只不過

是那廢除超越性的存在者」。651種種超越性要求我們當真，當我們不那麼當真時，

一種輕佻的態度便出現了。論者指出，在此巴塔耶把兩種關於笑的理論協調起

來，一種是優越論（laughter as superiority），一種是不協調論（laughter as incongruity

期待的虛無化）而形成一種關於笑的至尊性理論：既優越又把優越虛無化，而且

又包含了至尊性的自嘲。652

 

 

這種笑是一種分離意識的笑，而非融合性的笑，如嬰兒滿足的笑或是東方修

行式的笑。從普遍經濟而論，虛無的笑是從認出的笑那裡連貫而來的：如果我們

看到別人跌倒而笑是因為對方原本維持良好的系統突然瓦解，那麼我對於強大於

我的無限超越性的笑，也是讓對方失去重量。當然這只能在我的精神中進行，而

非現實可行的。我讓對方的真理性消失，變成對我而言甚麼都不是。這當然不是

一種對普遍態度的陳述，而是從巴塔耶自己的哲學合理推演的結果，我們可以舉

出其他兩種不同的立場。第一種是認同更高的理想，或是捍衛自己的尊嚴。比方

說為國捐軀未必含冤含恨，搞不好人們心中真的相信有值得守護、值得賭上性命

的珍貴事物。傳說中視死如歸的革命先烈、殉教聖徒，理當屬於這一類。另外一

種是《薄伽梵歌》的態度，詩歌中俱盧戰場上的阿周那（Arjuna）一開始跟巴塔

耶頗為相似，他發現了戰爭的毫無意義而猶豫甚至想逃避，但在經過克里希納

（Krsna）的開示後，他從更高的角度來俯視人世間應盡的行動和義務（這種精

神或許在甘地的非暴力抵抗中重現）。當然，前一種固然是巴塔耶要質疑的，後

一種對巴塔耶來說應該也同樣不成立，因為在我邊界以外、以上的存在都是無法

論定的，訴諸薄伽梵（Bhagavan）跟訴諸信仰和道德恐怕相差無幾。另外，這兩

種也有引發笑的可能，不過是認同、融合的歡笑，是毫無遺憾與成就得勝的喜悅

（如殉難），這更突顯出巴塔耶的付之一笑是一種分離的笑，它有著身不由己與

控訴的況味：「因為嚴肅的事物（le sérieux）根本上不就是流血的理由嗎？而且

                                                 
649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頁 289-290。 
650 Le Coupable, OC ,V, p. 335. Guilty, p. 91. 又甚麼是隨意呢？就是「擲把骰子」，Sur Nietzsche, OC, 

VI, p. 85. On Nietzsche, p. 70. 
651 Sur Nietzsche, OC, VI, p. 20. On Nietzsche, p.xxix. 
652 Mikkel Borch-Jacobsen, ‘The Laughter of Being’, Modern Language Notes, Vol. 102, No. 4, French 
Issue (Sep., 1987), p.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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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無法避免的。嚴肅的事物就非流血不可」。653

 

於是我們只能站在嚴肅的反面。 

無疑地，巴塔耶的笑是要笑出存有的荒謬。正因為存有失去其嚴肅，我們才

會笑出來。即使哲學討論不鼓勵把一個觀點和思想家個人的經歷和生命情調沾上

邊，我們還是得注意到巴塔耶這則〈附錄〉乃至於《論尼采》全書的特殊語境，

借用克羅索斯基的講法，它們的靈魂調性基本上從 1939 年 9 月 5 日（納粹德國

發動戰爭的後兩天）《有罪的》的起筆開始就維持一致而貫穿整個《非神學大全》。

換言之，容我們再借用布朗修和儂西的講法，〈無，超越性，內在性〉是戰爭時

期的極限經驗。我們不是主張它並非巴塔耶的一貫思想，相反地，它是巴塔耶思

想的寫照，而《有罪的》與《論尼采》刻意的銘刻日期不啻是要把整個戰爭的超

越性寫入自己的界線上而成為一種見證。我們在《內在經驗》讀到，不管是國家、

道德還是神、阿拉，當一個存有者在頂點登基時，它達到了普遍性並且使其周邊

的構成份子都臣服於它的律法。比較強大的意志會把較脆弱的意志丟到邊邊去，

也就是讓後者處於未充足性之中。如果有些未充足的存有者勉強號稱（prétention）

有著充足性，那麼它在頂點時只會暴露自己的無能為力而變得可笑（risible）。654

 

 

這種攀越到頂點的笑，是某種惡，不是一般道德善惡的惡，而是巴塔耶的非

神學意義上的惡。「笑聲直達神聖的無辜」（le rire atteint l’innocence divine），655是

甚麼的無辜？正是尼采所謂的生成的無辜（Unschuld des Werdens），所以這裡的

惡反而是一種善從而突顯出既往真理的暴力性格。此類似於米蘭˙昆德拉從帕茲

（Octavio Paz）那裡界過來發揚光大的講法：笑不是反真理，也不是反道德，而

是讓世界變得模稜兩可。656

 

那正是尼采的超越善惡。昆德拉在小說《笑忘書》中

探討了關於兩種笑，雖是文學寓言，但我們認為有高度的哲思並且可以跟巴塔耶

的笑做個呼應： 

如果有人認為魔鬼是惡的信徒，而天使是善的戰士，那就是受到了天使

的蠱惑，事情顯然是更為複雜的。 

 

天使不是善的信徒，而是神所創造的世界之信徒。魔鬼剛好相反，魔鬼

的信念是拒絕給神的世界一個合理的意義。......有些事物突然被人剝

奪應有的意義，突然被人從所謂秩序裡的既定位置移開（一個莫斯科受

教育的馬克思主義者相信占星術），就會引發我們的笑。原先，笑是屬

於魔鬼的範疇。笑帶有某種壞的成分（事物的呈現突然跟原先設想的不

同），不過也有好的一面，它可以讓人得到抒解（事物變得比其外表來

得輕逸，讓我們活得比較自由，事物也不再以其肅穆莊嚴的外表來壓迫

                                                 
653 Sur Nietzsche, OC, VI, pp. 19-20. On Nietzsche, p.xxix. 
654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p. 105-06. Inner Experience, p. 89. 
655 Le Coupable, OC ,V, p. 336. Guilty, p. 92. 
656 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香港：牛津，1994，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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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 

 

天使第一次聽到魔鬼笑聲的時候，嚇得驚慌失措。這情景發生在一場盛

筵上，宴會廳裡擠滿了人，在場的賓客一個接一個感染了魔鬼的笑，這

種笑的感染力實在太驚人了。天使的心底深知，這種笑違抗了上帝，也

貶抑了祂所創造的世界之尊嚴。天使意識到，不論用甚麼方法，總之得

立即採取行動，但是天使卻感到虛弱而無力招架。天使苦無對策，只好

笨拙地模仿他的敵手，張開嘴巴，發出斷斷續續、短促的聲音，......

不同的是，天使賦予它相反的意義：魔鬼的笑意味著事物的荒謬，天使

的笑則恰恰相反，天使的歡欣是為了人間秩序井然，萬物各就其位，諸

事美好各彰其義。 

 

於是，天使和魔鬼面對著面，張著嘴巴，各自發出大致相同的聲音，但

對峙兩造喧囂的理由卻是大相逕庭。魔鬼看著天使在那兒笑，忍不住笑

得愈來愈厲害，愈來愈不能自己，因為天使的笑實在是滑稽到了極點。

笑一旦變得可笑，就是潰敗的開始。話雖如此，天使們還是稍有斬獲，

天使編織了一個語義學上的騙局來誆我們—天使模仿的笑和真正的笑

（魔鬼的笑），只有同一個字可以指稱。今天，甚至已經沒有人知道，

這個從外表看起來相同的表現方式，裡頭卻隱藏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心

態。這個世界上有兩種笑，而我們卻沒有詞彙來區辨它們。657

 

 

笑非關真理，也不是虛假與錯誤，而是跳脫出這兩者的二元對立。就像克羅

索斯基對尼采永恆回歸的認識：它不是一種學說，而是對學說教理的擬像（the 

simulacrum of a doctrine），658只有在學說教理的嚴肅性中我們才分辨真理與錯誤，

而在嚴肅性的外部，我們有的只是輕佻與笑，但輕佻與笑並沒有製造內容，因為

它們甚麼都不是，所以表面上看起來和真理學說是重疊的，所以笑是擬像。可是

昆德拉銳利之處就在於他觀察到且提醒我們，這種超越善惡無所事事的笑本身卻

又被摹仿了，當嚴肅的天使開始笨拙地模仿他的敵手，對教義的戲擬和摹像又重

新回到教義，再度歌頌、讚美起造物的秩序、國家理念、民族大義......可笑之物

用笑來包裝，既是媚俗，更是集體主義，而這兩者往往密不可分。659

 

表演的笑或

是笑的表演把原來的笑給模糊掉了。 

以上我們已經盡量展示了巴塔耶關於笑的總譜。如果要總結這些笑的共通

性，我們不妨從更大的層面來看笑與思想的關係。Allen Weiss 指出在尼采和巴塔

耶的思想中存在著言語、沈默和笑（與尖叫）的三角形： 

                                                 
657 米蘭˙昆德拉《笑忘書》，尉遲秀譯，台北：皇冠，2002，頁 71-72。 
658 Pierre Klossowski, Nietzsche and the Vicious Circle, p. 99. 
659 讀者不禁要提及黃武雄教授對昆德拉的閱讀，見《童年與解放》，第四十至四十六節，台北：

教育基金會出版部，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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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可以是logos的功能，在此理性的組構發揮著文化挪用的效用，或者

言語也可以發揮著革命的、抗爭的角色，它在自我矛盾的節骨眼上從內

在破壞logos的結構; 尖叫和笑可以是反動現象，它們起源於生命中精神

官能症的迫切需求，或者它們也可能做為肉體能量的情感的反叛的爆

破，也就是向外徵收的異質性爆發，在其中logos被力比多（libido）瓦

解掉了; 沈默可以是死亡零度的平息無聲，生命本身遭到背叛，或者沈

默也可能是至尊性被表達為不可交流的內在經驗的時刻。660

 

 

我們看到言語、沈默和笑各自有著兩面性：或是反動，或是解放。言理（logos），

或是巴塔耶質疑整個哲學傳統的那種迂解的認識（connaissance discursive）並非是

言語唯一個形式。言語也有逾越的潛力，否則巴塔耶將無法賦予文學書寫的顛覆

能力。笑最大的反動性在於我們上述所講的天使類型的笑，它把笑當成表演的工

具來強化媚俗的暴力。沈默恐怕是巴塔耶所談的一切非意義的總源，它的反動性

是動物性那種對死亡完全的歸順，它的革命性在於抵制言理讓一切言之成理且自

我證成的暴力。 
 

這裡我們遭遇到一個困難：如果任何的超越性都是外在於我，那麼我們如何

去看待他人與我的關係？人我關係是否都不得不被超越性的建制所規定？有沒

有可能拿掉超越性的集合體來建構一種我與他人的關係？ 
 

第二節 友愛與死亡共同體 

 
儂西和布朗修相繼認為，巴塔耶留下了我們重新思考共同體的可能性，不過

他們也都表示對共同體的思考與關注逐漸退出巴塔耶本人的視線：「共同體的主

題在巴塔耶開始著手於《至尊性》一書以降，就變得越來越不明顯」，661或是「悄

悄的、偷偷的甚至不知不覺的放棄了有關共同體的真正思考」。662

 

我們底下要先

針對巴塔耶思想中的內在與外在的對立做討論，接著要嘗試揣摩從死亡來締結的

共同體的可能。 

壹、 內在與外在的辯證 

 

                                                 
660 Allen S. Weiss, ‘Impossible Sovereignty: Between “The Will to Power” and “The Will to 

Chance”’, October, Vol. 36, Georges Bataille: Writings on Laughter, Sacrifice, Nietzsche, Un-Knowing. 

(Spring, 1986), p. 146. 
661 《解構共同體》，頁 48。 
662 《解構共同體》，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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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同非神學導致了內在經驗之必然，歷史上所有的王權和宗教體制的崩塌導致

了新的共同體之必要： 
 

實際上，雖然欠缺不足的感覺一般很容易引起我們的煩惱，但是就過去

的君主宗教大廈而言，就算我們對它感到一種矛盾的鄉愁憧憬，我們還

是應該都不會想再去重建它，除非是一種歪念所致。畢竟，這棟大廈所

回應的功業，經過龐大的失敗後以徹底倒塌了。假如說，建立在其廢墟

上的新世界仍然缺乏其本質的要素，我們也只有一邊放棄回歸過去—那

怕只是剎那間想像的可能性，一邊繼續往前走。663

 
 

我們必須先釐清一個很容易造成的混淆，就是外在與超越是不同的兩個概念，這

樣才能清楚區分內在/外在（多餘、過度）、內在/超越這兩組截然不同的對舉。

如我們在第一章討論過的，在普遍經濟的視野中，能量的耗費涉及到外在向內在

的轉義，所以內在與外在並非是對立的，而是彼此轉化的運動關係。相反地，內

在和超越性是對峙的。 
 

這樣才能釐清一個更容易造成的誤解，那就是傳統的共同體形式所講求的內

在性。以往的共同體，尤其是以基督宗教為典範的共同體，不就是最追求內在性

的嗎？原來，這種內在和巴塔耶的內在是截然不同的。我們回想一下在第一節討

論〈無，超越性，內在性〉時所讀過的：「相反，若在一存有者身上我所掌控的

為存在之擴延性，而這首先是顯示在我之中的（immanent）」，這種在我之中的內

在，是一種「本內主義」（immanentism）。我們之所以翻成本內主義，不只是要

在語詞上把本內（immanent）跟內在（inner）做區隔，更是要表達出這種的內在

性有強烈的本質主義色彩，而這剛好是巴塔耶的內在性所缺如的，或是說所要對

抗的。664

 

本內主義想肯定的是共同體成員最內在深處的某種本質性內核或某種單

一性，因此它也把共同體視為是本內的，這正好對外在性是不開放的，它自我封

閉在內在本質中。納粹的純粹雅利安人神話就是建立在政治虛構出來的本內性之

中： 

由絕對內在的意志主導的政治事業或共同運動的真相，正是死亡的真

理。大家一致融入「聖體」（la fusion communielle），如此般的內在性邏

輯是單一不變的，只有導致共同體自殺的結果。就這樣，納粹德國的邏

輯，不僅僅代表被排除在血與土地共同體之外的下等人類或他者的滅

                                                 
663 La Souveraineté, OC, VIII, p. 275. Sovereignty, p. 228. 
664 我們是沿用儂西對巴塔耶的解讀來區分這兩種內在的，但我們同時也發現巴塔耶本人對這兩

個用詞並沒有那麼一貫性的強制區分。也就是說，順著儂西的研讀，我們可以在巴塔耶的思想中

分判出本內與內在的差別與對立，這個證據的充分性是無庸置疑的; 只不過在不那麼嚴謹的使用

中，巴塔耶的 immanent 也可以指交流的內在性，這基本表現在《沈思方法》和《宗教理論》，而

且當 immanent 和 inner 等同起來時，都是和超越性對立起來，比方說《宗教理論》中內在暴力和

超越性暴力的對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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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而且還包括雅利安族共同體當中，純粹內在性上無法符合標準的

人，都面臨同樣被犧牲掉的可能。甚至於，由於這樣的標準顯然找不到

明確根據的緣故，所以這個過程意料之內的結果之一，可能就是整個德

意志民族本身的消亡。665

 
 

這讓我們看出本內主義共同體所隱藏的巨大危險：對內在本質的信念，以血統的

純淨為依托進入一種看不見的、抽象的內在性身份：流著相同的血的黃金種族。

但血統的純粹性乃建立在錯誤的客觀性上，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辨別出虛假的客

觀性和真實的客觀性，而是說，在其他領域姑且不論，但是在人類共同體上，客

觀性本身（它特別會訴諸科學實證來驗明正身一種生機體）就已經偏離了真實

了，甚至客觀性就是一種幻象，而企圖想從超越的客觀性內化出一種內部單一本

質就是納粹本內主義的邏輯。這種絕對的本內需要用超越性的造型運動來顯示，

進入再現摹擬來把外表象轉化成內表象; 或者倒過來說也可以：超越性的政治形

構是為了擬造一個不存在的本內同一性，這是形上學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形上

化，製造出我們是同與一，他們是異與多。 
 

這不禁讓我們聯想到宗教上透過共食來分享瑪納，從圖騰物的饗食到基督教

的聖餐，都是要建立內在一體的親密連結。沒錯，儂西不諱言地指出法西斯是基

督宗教聖體分享與密契的變種：「我們應該將法西斯視為同領聖體的偏執狂所引

發的醜陋卑賤的後果。它不過是一個假想的遺失，由團契無間自我美化的形象所

引發的念舊而產生的複合結晶。在這個程度上，法西斯主意識基督教聖體上的痙

攣」。666這種既本內又超越的共同體型態有著強烈的排他性本質，其根源在於個

體成員的本內性根本上就是排斥任何的外在。667

 
所以布朗修批判這種本內性： 

這種人對人的內在性，也表明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絕對內在性，因為他

是，或者不得不成為如此，以致於他完全成了作品（œuvre），他的作品，

而且，最終，是一切都成為了作品。就像赫德（Herder）所言：沒有甚

麼不能被勞作所造就的，從人性到自然（也到上帝）都是如此。最終，

就沒有甚麼可剩下的了。最病態的集權主義似乎就是從這最健康的母胎

中孕育出來的。668

 
 

                                                 
665 《解構共同體》，頁 29。 
666 《解構共同體》，頁 38。 
667 針對本內主義的邏輯，儂西的同門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另有考量，一方面他接受這種邏輯

主宰的型態就是把共同體把成員的本質打造為作品，而共同體本身就是被思考、實踐為一種作

品，這可以拉出浪漫主義到第三帝國的作品主體形上學; 但另一方面他認為國家社會主義對猶太

人的趕盡殺絕不能完全由本內邏輯來解釋，而是由更深的摹擬學（mimetology）所致。見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The Fiction of the Political,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Cambridge: Basil Blackwell, 1990, p. 70, 75. 
668 《變異的思想》，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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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巴塔耶的話來說，這種本內性就是勞動和計畫（projet），這完全是屬於超越性

的。的確，法西斯確實在一開始的發酵確實有碰觸到內在性的層面，或用巴塔耶

較早的用語，就是異質聖性的層面。基本上，大多數的極權一開始都濫觴於理性

消除不掉的異質成分，這也意味著它能夠刺中內在的交流層面，但隨即代之以超

越性的建構，把內在本質化、實體化了。 
 

恰恰相反的是，巴塔耶的內在性根本不承認有甚麼潛藏於核心深處的神秘寶

藏：「想要尋找充足性和想要把存有封閉在某種點上的錯誤是一樣的：我們封閉

不了任何事物（rien），我們只能找到不充足（insuffisance）」。669

 

德希達、儂西、

布朗修都先後力陳這個本質上的差異，原來，巴塔耶的內在性沒有甚麼深處的本

質： 

內在經驗根本沒有甚麼或「內在」或「主觀」的成分，而是純粹牽涉到

經驗上不可比擬的外部關係。唯有共同體才可以提供這種經驗所需的空

間或步調。在這個意義上，巴塔耶毫無疑問是一位先驅者。他經過現代

共同體的劇烈經驗而得出了一個結論：所謂共同體，既不是待我們從事

的產業，又不是我們失去的精神聖餐，而是空間本身，外部或我外經驗

上的間斷絡繹。670

 
 

從內在與本內、外在與超越的兩組容易混淆的觀念，我們可以得出巴塔耶是用內

在-開放（inner/open）去對抗本內-超越（immanence/transcendence）。 
 

如此觀之，任何的集體都難免有超越性的傾向，因為絕大部分的集體都是為

了維持物世界的運作，而人我的關係總是在其中得到確認：公司的同事、軍中的

同袍、生產者與消費者、業務員與客戶......甚至是原本擁有整體性的色欲和愛情，

在兩人成為夫妻以後也不得不從耗費的狀態轉型成獲取性的家庭。布朗修也有如

此疑問：「為什麼超越性的關係一旦引入，就會取代權威、統一、內在性，使它

們面臨外在的需要，而那外在需要就是不可控制的領域？」671誠然，正如儂西所

指出的，情侶比較符合巴塔耶心目中的共同體形式，672而且巴塔耶用它來對抗國

家的超越性。但如巴塔耶本人所言，一旦情人不單純是戀侶，而是兩人結合成夫

妻而變成組成國家的家庭單位，他們就回歸到保留的、累積性的存在狀態。673

 
 

不過不可誤會的是，以上對一切超越性型態的批判並不表示這些種種超越性

                                                 
669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104. Inner Experience, p. 88. 
670 《解構共同體》，頁 41。 
671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aris: Lés Éditions de Minuit, 1983, p. 22. 《變異的思

想》，頁 55。 
672 《解構共同體》，頁 76-85。 
673 見《色情史》〈個體之愛〉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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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下的成員都不能成為朋友，其實正好相反：就是因為朋友是從內在性出發

的，朋友的條件不受到一切的超越性集合體的限制，所以沒有人不能成為朋友。

那麼問題來了：甚麼是朋友？ 
 

貳、 生死與人我的餽贈 

 
在巴塔耶整個思想工作中，人與人的交流似乎是以色情親密性為典範，然而

布朗修語出驚人地表示巴塔耶是環繞著友誼思考的： 
 

我要補充說，巴塔耶並沒有宣稱，他持續的關切不應該是在孤獨中被肯

定，而是被交流的，即使這亦是一種孤獨的肯定。他一度稱此為友誼，

這是個最溫柔的名字。因為他整個工作都表達了友誼，那個對身為不可

能的人而言的友誼（friendship for the impossible that is man），也因為我們

從中把友誼的禮物當成是一個迫切的象徵來領受，而且這個迫切性以永

無止盡而至高無上的方式把我們帶到我們自己，於是我想引尼采對查拉

圖司特拉的評語再說一次，當多年前《內在經驗》現身於世的同時我所

寫的東西，以及二十年來的思索、關注、相認以及友誼，這些都對我而

言更真實了：「這部作品完全離開了」。674

 
 

甚麼是朋友？如果我們憑的是整體人類去笑罷任何的超越形式的共同體，那麼以

整體人類之名而活著的共同體會是甚麼樣子？對巴塔耶來說，那種共同體就是朋

友的意思。針對此問題，巴塔耶的後繼者有不同的思考方案。如果說儂西偏重的

是從巴塔耶的愛情與文藝共同體去延伸巴塔耶的共同體思考的後續可能，那麼布

朗修除了也注意到文藝共同體外，更提出了友愛共同體的可能。布朗修注意到： 
 

顯而易見，大約在 1930年到 1940年之間，「共通體（/共同體）一詞在

巴塔耶的研究中的影響超過了之後的時期，甚至在《被詛咒的部分》和

之後的《色情》（特權化了一定的共通體形式）的出版也是對這一類主

題的擴展，但這兩本書的主題無論如何不能歸到之前的主題中。675

 

 

那麼甚麼是使我最為根本地成為問題呢？不是我與我自身的作為限度的關係，或

是做為在死亡面前或為了死亡的存在意識，而是我的為他人的在場，這個他者在

死亡中也是對他者自身缺席的。 

 

                                                 
674 Maurice Blanchot, The Infinite Conversation, translation and foreword by Susan Hanson,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p. 211. 
675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 14.《變異的思想》，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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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修引了一段巴塔耶的話：「一個人活著，看著同伴死去，他能夠活下來，

僅僅是在它自己的旁邊（hors de soi）了」，然後評論道： 

 

沈默的交談，把手握向「另一個死去的人」，「我」追逐他，我並不只

是單單幫助他去死，而是分享（partager）事件的孤獨，似乎那可能

最是他自己的和他的不可分享的擁有之物，在其中他絕對解除了自

己。「是的，那是真的（甚麼真的？）孤獨的，你正在死，你沒有遠

離孤獨，你還一直在場，因為這裡你讓我與死亡一致，這個一致超越

了所有的痛苦，而且在這裡，我在我的淚水裡輕輕地戰慄，喪失了與

你的語言，與你一起死卻沒有你，讓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吧，接受

這個超越我和你的禮物吧」。676

 

 

這裡布朗修有某種逆反海德格的味道，不管是針對死亡還是針對共同體。如何把

死亡和共同體聯繫起來？我們在第一章曾點出巴塔耶一個令人費解的講法，那就

是死亡是最奢華的耗費，這頗與一般直覺相抵觸，我們總覺得永恆才是最強大的

耗費，因為它可以永無止盡地浪擲。把死亡視為奢侈，這取決於我們要用甚麼方

式把生命說成是甚麼樣子。唯有生命毫無保留，死亡才說得上是奢侈的。從

economythos 來看死亡，生命有一種雙重開顯：由（1）普遍經濟觀之，生命即瞬

間與無常，生命不可累加到任何形式的來世，否則它將自我手段化而自我否定，

而這種對瞬間生命說「是」的快樂經濟（economie gaie/gay economy）的能量遊戲

把存在轉成（2）內在經驗，生命必需不能被意欲為單純的經驗事實，而必需取

而代之被意欲為在自身中來來回回都始終會回到如此的結果來肯定，這就是命運

之愛（amor fati）。因此生命耗費的強度就由重複回歸的意志所測度，那是不斷差

異化、虛位化的自我; 可是一旦這種自我虛位化被向時間復仇的意志所執實並取

代，瞬間的無常就跳到瞬間的永恆，內在性的重複就轉成超越性的永生。這樣，

永生不是最低的耗費而是耗費的對立面，對自我永永遠遠的佔有不是最大的奢侈

而是最大的吝嗇。 

 

那死亡又與友誼何干？我們之前提過，死亡這種最強的聖性既不可轉讓亦不

可頂替與分擔，但透過獻祭的內在暴力我們可以分享和參與死亡。不過獻祭畢竟

是特殊的，而人做為終有一死的存在，活著就已經在彼此交流死亡了。獻祭與色

情的交流需要透過傷痕和切口的展示，而死亡的交流傷口更是直接，那就是必死

性本身。我們在此撞上了話語（la parole）： 

 

共同體包含了它所排除的存在的外在性（l’extériorité d’être），一種無論

賦予甚麼不同的名稱，思想都無法把握的外在性：死亡、與他者的關係、

話語，不是層層疊疊的言語，也不允許與自身建立關係（不是同也不是

                                                 
676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 21.《變異的思想》，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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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話語。如果共同體，為了每一個人，為了我和為了共同體，支配

一個在我之外的存在（他的缺席）--這個缺席乃是它的命運，那麼，就

會產生一個必然多樣化卻不可分享的話語，它是不能在話語中展開自身

的：它總是已經喪失，毫無用處，沒有功效（œuvre），也無法在那個喪

失中榮耀自己。因此，話語的禮物（don de parole），這份純粹喪失的贈

禮（don en pure perte），並不能保證被他者所接受，即使只有他者才能

使之成為可能。如果沒有言語，那麼，至少應該有說說話的需求，而在

這需求中，話語帶著被拒絕、被遺落、不被接受的風險。677

 

 

我們看到布朗修延伸了巴塔耶思想的可能， 678

 

我們可以說這是普遍經濟的共同

體、以喪失為原理的友愛。共同體必須弔詭地把它所無法吸納而排除在外的外在

性包含進來並繼續與之周旋，那就是死亡、他人和話語三者間密不可分的交錯。

這是甚麼樣的光景？讓我們先以比較特別的臨終情境為例，來討論臨終共同體之

中死亡、他人和話語三者如何展開，或非展開。 

首先是臨終者或是癌末者的聖性時間的綻出。余德慧這樣描述重病者的時間

感：「自我的時間是可長可短的，一般健康人的自我時間是未來比較長，眼前比

較短，過去比較少。但對病人而言，恰恰相反，他的過去比較多，眼前剩一吋，

沒有未來」。679

 

用普遍經濟的語言來說，一般健康的人活在標準的、日常的生命

計畫，著眼於理應有所收成的未來。生命就是一連串或短或長的兌現意識，這是

以一個可以拖得很長的，不斷到來卻又來個不完而變成彷彿不會到來的未來為前

提的。相反地，重病者的眼前剩一吋，他只逗留在當下瞬間，因為凡記掛在未來

兌現的事物都失靈了。再者是他人的關涉。死亡，也就是布朗修所謂的存有的域

外（l’extériorité d’être），非但把當事人自己的時間與功利動機破壞掉，也把凡涉

入的人各自從俗性領域帶進來的計畫都解消了：醫師和護理人員的專業技術、宗

教人士的勸解、志工的慈悲熱情、家人的寬慰，這一切都起不了作用（œ uvre）

而無所營為（désœuvrement）。如此一來，一群人，做為功能性、效益性被剝除的

一群人相聚一起而無濟於事，此時他人全都被擋在存有的域外而也變成域外： 

臨終是人放手去冒犯自我，或確切地說，是讓「域外」去冒犯「域內」：

醫師在此止步，無法繼續治療，找不到兇手，只能稱其為老天爺或大自

然讓他們對病情束手無策; 讓親人的不捨完全沒有意料之下必須要被

剝奪，自我當然期待「你不要走」，但死亡卻必須將這層期待冒犯掉; 志

工當然也期待為病人做點事，但是他的服務品質也被死亡冒犯，變成無

                                                 
677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p. 25-26. 《變異的思想》，頁 57。 
678 當然在此我們保持謹慎，唯恐把布朗修的思想當作是巴塔耶的思想來詮釋。也因為有了一份

慎重，我們認為布朗修此文緊密地重疊在巴塔耶的思想上（下），於是我們有把握說在詮釋了布

朗修這幾段文字的同時也詮釋了巴塔耶。 
679 余德慧《生死學十四講》，台北：心靈工坊，2003，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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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服務; 只要出現意志，在此處境都有被冒犯的危險，而冒犯之處全

都發生在人不可設想的「域外」。680

 

 

一切都被死亡冒犯、逾越、瓦解，這就是臨終共同體的實相：人都不是甚麼（rien）

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語言。此時有意圖的、有計畫的語言也被擋在域外，因此

也變成一種不進入用處意義的外在話語。在臨終情境，話語的意義開始漂浮，無

個著落處，更多時候是沈默和語言的依存。語言此時毫無用處，徒顯無力，但弔

詭的是不著邊際的話語本身就是陪伴。重要的不是說了甚麼，而是有人陪著說說

話，這就夠了。如果硬要執意從語言的實心處咬文嚼字、鑽牛角尖，那就會造成

偏離，這就是巴塔耶和布朗修所說話語必須承擔的風險（risque）：被拒絕、被遺

落、不被接受。因此言談是純粹喪失的禮物，它不像 logos 那樣想保留甚麼，它

無法被佔有和使用，但它卻無比重要，它讓臨終者和圍繞著的一群人之眼前瞬間

毫無保留地裸露出來。 

 

或許我們以臨終或重病為例會過於極端，但它也是最赤裸的、像獻祭那樣最

直接地暴露純粹的內在暴力。可是臨終情境不就是生與死的濃縮版嗎？「對於共

同的生活保持在死亡的高度上，這是必然的」。681

 

我們只要活著，都無異於處在

臨終狀態，保持在死亡的高度，從這角度來看更可見出友愛的本質。不要忘記，

巴塔耶是以整體人性來反超越性的集合體的，所以在整體人性中，沒有人不能成

為朋友。朋友就是承擔彼此噩耗的人。臨終只是我們其實甚麼都不是（rien）的

強烈縮影，朋友就是面對彼此的死亡而進入到這萬般皆不是的狀態。 

這說來到底跟至尊性不可分離來看，因為「至尊性就是無」（la souveraineté 

n’est RIEN），於是我們在此看到巴塔耶對聖性轉化的最終型態。一方面，至尊性

主體是內在經驗，任何型態的宗教的初衷都是要透過獻祭來捕捉到「至尊性運作」

（l’opération souveraine），但它們幾乎又落入目的理性的次出意義，而俗世界的種

種體制更是在原理上對反於這種運作。另一方面，內在經驗的條件又恰恰是共同

體，因為聖性交流預設了其他生靈（他人、動物、祭品），透過其他生靈的獻牲

而幫助我對整體開放，而他人與存在的整體是無法從自我產生的。死亡也是，我

們無法與自己的死亡交流，死亡是「那不可能」。生命不只是沉落到事實性，它

更是贈與，我們都活在這份餽贈中。如果死亡是奧秘中的奧秘，那麼生命又豈能

平凡無奇？而死亡更是純粹的揮霍與耗費，是生命最奢華的頂峰，但這極境永遠

無法與我們共在，只能透過牲牷的死亡或是他人的死亡來模擬。因此死亡的不可

能是全面性的，主要以三個維度展開：既對自己是那不可能，也對他人是不可能，

而我的死亡對別人而言也是不可能。 

                                                 
680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探討癌末處境「聖世界」的形成〉，《生死學研究》第三卷，嘉義：

南華大學，2006，頁 37-38。 
681 Maurice Blanchot, La communauté inavouable, pp. 24. 《變異的思想》，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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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巴塔耶的共同體形式：我們活著，是彼此的禮物。我們先後會死，這

是賜給彼此更大的、更純粹的禮物乃至於你我永遠無法承接，只能相互扶持，活

著就是朋友。只要每次有人先於我而死去，我都擔待他的死亡而活著，「一個生

者若看到其同類死亡，他將不再自存，除非在自己外面活著」（hors de soi）。這

裡沒有自己的決斷，只有面對一切都是虛無的自我命令，而只有對聖性開放的至

尊狀態才能給出這道友誼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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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至尊性自由的可能形式 

 
經過以上四章的討論下來，我們看到巴塔耶的思想很明顯地有一系列的二

分：聖/俗、異質/同質、普遍經濟/限制經濟、喪失/佔有、非功利/功利、無用/有

用、遊戲（冒險）/計畫、內在/超越、非知/知、瞬間（神話）/持續（歷史）、非

神學/神學...這些二分環環相扣，有的大有的小。我們要問的是，這一系列二分最

終將導向甚麼樣的境地？我們認為，那就是至尊性/奴役性的二分。至尊性是巴

塔耶哲學的最終依歸，也是他所敦促的最真實的人類生存狀態。這是針對一個錯

誤而來：奴役性向來構成了人性的自我理解。然而，至尊性同時也是最會引起人

們的困惑與批判的概念之一，比方說 Drury 的感覺是： 

 

他的自主性概念（按：及至尊性）是完全任意的。他把任何他喜歡的東

西宣告為自主的，當他不再喜愛它時，他判定它畢竟有一個目的而斥責

它。因此，儘管他宣布戰爭是人類最高的自主行為之一，他猜測法西斯

的暴力還不夠格，而且中產階級文明的戰爭只是為了避免庫存積壓而

已。
682

 
 

這批評當然不盡公允，但確實說出了巴塔耶思想的困難，而這困難主要出自巴塔

耶不同於大部分哲學家的論述策略：他的人性理論建立在對龐大的歷史資料、民

族誌、宗教史以及當代局勢等具體事實的解說，683

 

而在論析這些素材時巴塔耶必

須有所分判，哪些比較接近非生產性耗費，而哪些又具備至尊性的氣象等。所以

我們需要在結論處來檢視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 

巴塔耶在《至尊性》一起頭就開宗明義表示，他要探討的主權（souverainet

é/sovereignty）和國際法所界定的國家主權毫無關係，他所要談的主權是和奴性、

屈從性相對立的種種型態，巴塔耶列出五種：（1）族長、法老王、君主、帝王等，

（2）各種以神的型態出現的力量，（3）祭司與神權統治（4）封建教士（5）本

質上屬於一切人的價值。儂西指出巴塔耶自己沒有意識到他的至尊性思想是多麼

受到古典思想的支配：「巴塔耶一直認不出這一非常古典並主體的自由觀對其思

想的重大影響」。684不過以巴塔耶對歐洲政體歷史的熟稔，685

                                                 
682 Shadia B. Drury《亞歷山大˙科耶夫：後現代政治的根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頁 201。 

他未必沒有自覺，所

以有可能他刻意要強調在這個相同的語詞底下他要思考的是截然不同的方向與

內涵。至於巴塔耶如何未能擺脫傳統的政治哲學或法理學的主權概念，儂西至少

683 尤其是在《被詛咒的部分》的方法論，我們很難想像如果抽掉誇富宴、阿茲特克人祭、史前

藝術、法西斯與蘇聯......巴塔耶的思想會如何展開，就好比如果沒有夢境與病歷，佛洛依德的精

神分析將無從出發。 
684 《解構共同體》，頁 69。 
685 除了《至尊性》外，從〈權力〉（1938）那篇宣讀稿可以見識到他對此的深刻瞭解，見’Power’, 

The College of Sociology, pp. 125-136. ’19 février[1938]’, OC, II, pp. 33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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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構共同體》中沒有交代，不過我們或許可以從別處得到線索，比方說哈伯

瑪斯和Bruno Gullì的評論。 

 

我們先來看哈伯瑪斯如何暴露出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的困境。哈伯瑪斯是把

巴塔耶放在尼采所開創的思想譜系去分析，而這又拉出跟巴塔耶對照的兩個典

範，一邊是海德格，一邊是批判理論（除了霍克海墨和阿多諾外，還包括韋伯、

盧卡奇、班雅明）。我們先說前者這個比較大的軸線。在《現代性的哲學論述》

第四講〈步入後現代：以尼采為轉折〉中，哈伯瑪斯認為尼采的理性批判開出兩

條路線，一方面，懷疑論科學家用人類學、心理學和歷史學等方法來揭示權力意

志的反動力量，巴塔耶、拉岡、傅科屬之; 另一方面，形上學的批評家則採用一

種特殊的知識，把主體哲學的形成追溯到前蘇格拉底，海德格與德希達屬之。海

德格與巴塔耶同尼采一道，越過西方歷史的開端，回到遠古想重新找回酒神精神

的線索，他們分別在先蘇哲學與宗教獻祭尋獲這種非理性的生命經驗，前者名之

為「存有」，後者稱其為「至尊性」。  

 

它們（存有與至尊性）必須做為和理性相對比的概念來引入，為的是使

它們抵抗任何用理性去吞併的企圖。存有被定義為那從存在者總體抽離

的隱退者，而存在者總體乃是在客體世界能被把握並認識的某物; 至尊

性被界定為那從有用和可計算的世界被排除在外之物。這些本原力量以

豐饒的形象出現，這種豐饒原本將被贈與一筆等著被揮霍的財富，但如

今卻遭扣留而遺失了。理性的寫照是計算性的支配和定價，—它是一種

中介，主體若要刺進內部，只能放棄並超越做為主體的自己。686

 

 

在此，阿岡本跟哈伯瑪斯同樣敏銳地看到巴塔耶的至尊性與海德格的存有學差異

（尤其是其轉向之後）在形上學結構上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存有甚麼都不是，只

要存有者被遺忘與放棄，存有就是了。687

 

而巴塔耶的至尊性一無是處（rien），只

要不進入有用性的屈辱，它就是。不過阿岡本關切的是重新思考法、暴力與生命

的關係，哈伯瑪斯在乎的是在否棄了理性與主體之後海德格與巴塔耶所面臨的困

境。海德格窮目所及，是西方形上學在技術世界達到其虛無主義性格的高峰，而

巴塔耶則越是深入到勞動與消費的經濟體系，就越發現耗費被轉回生產性的消費

從而移除了自我超越的至尊狀態。 

而在另外一條較小的路線上，哈伯瑪斯把巴塔耶當成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對照

並比較其優劣。基本上，哈伯瑪斯暗示著巴塔耶思想的危險性：一方面，《啟蒙

的辯證》的作者認為人類的模擬能力是主體對客體唯一的尊重方式，雖然模擬能

力也可能被法西斯扭曲誤用，但模擬的本質是對幸福的允諾，而巴塔耶異質聖性

                                                 
686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p. 102-03. 
687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pp. 5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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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暴力本質則無法做此分辨; 另一方面，班雅明雖然也提出純粹暴力，但這種暴

力有它更高的救贖要求，而巴塔耶的暴力無法超越自身，因為它已經是最高性了。 

 

Gullì在對巴塔耶的批判者中也是較少數針對至尊性概念予以斧底抽薪的。相

對於哈伯瑪斯從尼采後的理性批判路線去剖析，Gullì則直接從「至尊性」這個語

詞上溯到近代國家主權學說的淵源。基本上，他相當認同巴塔耶對人類奴役性狀

態的批判，他們很多論點是平行一致的。然而他不滿意的是巴塔耶的至尊/奴役

的二分對立是建立在把有用性和屈從性混為一談，也就是把服侍、有用（to serve）

的兩義性：屈服（to be a servant）和有用處（to be of use）混在一起。688的確，誠

如Lawtoo指出的，有用性（utility：servir à quelque chose，有助於某物）和屈從性

（servility：servitude，奴役狀態）在拉丁詞源上的家族相似（從動詞servire演變而

來，此又源自於奴隸：servus）689

 

讓巴塔耶合理地把這兩者等同起來。如此一來，

凡有用的莫不是屈從性的，甚至說得更激進一點，莫不是屈辱性的。這的確打開

了一個全新的批判視角，但我們關心的是這種等同在多大的程度上會抵銷了從細

微差異而來的理論與實踐的可能。讓我們先回到Gullì自己的論點，他主要的批判

還不是有用性和奴役性的等同，而是針對巴塔耶的至尊性而來。他徵引馬里旦

（Jacques Maritain, 1882-1973）的論點為依據，並不試圖修正巴塔耶的至尊性概

念，而逕自主張我們應該廢除sovereignty這個概念，不管是現代國家的主權理論

抑或是巴塔耶的至尊性思維。這主張的理由何在？ 

雖然馬里旦本人沒有明言，但主權概念的形上學結構顯然可以上溯到柏拉圖

理型論的分離（chorismos）問題：主權的規定正是分離（separate）與超越

（transcendent）：「要嘛主權並不意味著甚麼，要嘛它意味著分開的和超越的最高

權力—不是在頂峰上而是高於頂峰（高於一切臣民）並從上面統治著整個政治

體」。690馬里旦指出，這種規定是近代國家法學者波丹（Jean Bodin）以後才確立

的，經過霍布斯和盧梭而成為當今絕對主權概念不證自明的基礎：（1）主權是享

有最高獨立性（independence）和最高權力（power）的權利（right），這種權利既

是自然的（natural），又是不可轉讓的（inalienable）。（2）這種獨立性和權力的權

利在其固有範圍內是絕對地或超越地至高無上（ supreme absolutely or 

transcendently），而非透過比較（comparatively）或是有如在一個整體之中的點端

部分（topmost part）。691

                                                 
688 Bruno Gullì, ‘Earthly Plenitude: An Essay on Sovereignty and Labor’,（2007） 網址：

http://muse.jhu.edu/books/9781592139811?auth=0 

換言之，主權不在其統治對象的內部，即使是內部的最高

處。主權完全是分開且高出。可是馬里旦指出這正是主權概念的沒有道理之處，

比方說盧梭的主權學說會造成如下的奇怪悖論：「如果認為人民是和他們自己分

689 Nidesh Lawtoo, ‘Bataille and the Suspension of Being’, Lingua Romana: a journal of French, Italian 
and Romanian culture, volume 4, issue 1/fall 2005, p. 5. 
690 馬里旦《人和國家》，沈宗靈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頁 29。 
691 馬里旦《人和國家》，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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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並高出於他們自己地來治理他們自己，那簡直是荒謬的」。692

 

 

Gullì順著馬里旦對主權概念的批判來檢視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至尊性正就

是自由。巴塔耶在《至尊性》一開始表明他所談的至尊性與傳統的主權概念無涉，

這無異於說他所要思考的自由與傳統的自由（不管是政治上的自由權：liberty，

或是道德知識論的自由：freedom或free will）無關，而是一種人類基本存在的自

由。Gullì卻認為巴塔耶的至尊性概念及其蘊含的自由與自主都已經不知不覺地把

支配概念接受為前提。他完全贊同巴塔耶對主體自由的回復，差別在於他認為主

體自由的內涵，諸如自主、獨立、解放、自我確定是內在於自由的具體形構中而

成為人性尊嚴積極的含項，可惜的是一旦我們如巴塔耶那樣把這些內涵附屬在至

尊性之下，它們的積極意涵就被消弭了，因為至尊性（主權）總意味著支配結構，

而且是一種分離性的超越統治。693Gullì與馬里旦不從超離式的主權型態去重新思

考自主性，這其實頗符合近人對柏拉圖理型論的新解：與其說理型對現象界保持

超離，不如說它是自足的（autoarkes）。凡是自足的，就能分離; 凡不能自足的，

就不能分離。694

 

而自足性（autarkeia）正是馬里旦用以取代主權概念的另外途徑：

充分自主（full autonomy），而這在中世紀是一種共同分享以及代理的觀念而非超

離性的支配。 

照Gullì這麼說，巴塔耶對至尊性的界定確實有一種超越性格。尤有甚者，把

至尊性界定為無用，這本身更神不知鬼不覺地呼應著傳統主權概念的本質核心與

危險：主權甚麼都不是，也都不必是。主權可以甚麼都不是，或是說主權是甚麼

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是你，這就夠了; 695

 

重要的在於它超離地支配被統治的全

體即可： 

首先存在著一個宗教上的至尊性（la souveraineté religieuse），在此，至

尊者是吸引人的對象，他獨立於「他做甚麼」（ce qu’il fait），他僅僅存

在，這樣就至高無上了（il est souverain pour ce qu’il est）。696

 

 

                                                 
692 馬里旦《人和國家》，頁 37。 
693 就廣義而言，佛教和巴塔耶一樣是採分離超越的路線，只不過它是在行動中保持分離，比方

說一個開悟者於行住坐臥中與常人無異而在物世界中活動，但他（她）沒有剎那離開正念正知，

所以那些屈從性的行動無從破壞他（她）的清淨梵行。 
694 如陳康的解釋，參見魏德驥《形上學中的存有問題—柏拉圖形上學的存有問題》，台灣大學哲

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29。 
695 這種主權觀當然可以上溯到一神教的神觀，就像當摩西問起上帝之名，祂回答：「我就是我」

（Ehyeh asher ehyeh），這並非神學家所說的宣稱自己是自有永有、獨立自存的存有（self-subsistent 

Being），而是「希伯來人刻意用來表達某種模稜兩可、不知所以狀態的習慣用語」。就像「他們

去了他們去的地方」表示「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神的回答真正的意思是：「不用管我是

誰」或是「管你自己的事吧！」以上解釋參考 Karen Armstrong《神的歷史》，蔡昌雄譯，台北：

立緒，2000，頁 45。 
696 ‘Hegel, l’homme et l’histoire’, OC, XII, p.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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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巴塔耶用至尊性去對抗傳統的超越性的同時自己卻複製了形而上的暴力。

從普遍經濟論的分析我們得知，巴塔耶非但把有用性和屈從（辱）性等同起來，

更把有用性和是等同起來，凡有用的（ce qui sert）就是是（ce qui est），從反面就

推出：凡一無是處（ce qui n’est pas）的必是無所用處或益處。於是透過無用處、

益處來分離並超越有用處、益處，巴塔耶標舉著無勞動的耗費對無耗費的勞動的

支配。這樣有甚麼問題呢？對Gullì而言，巴塔耶想要返回的人性尊嚴的實質內容

恰好被他自己所架空了，而人性的尊嚴就在於自律與自我管理（self-discipline and 

self-governance）。譚家哲從儒學的立場對巴塔耶做出類似的評價：巴塔耶的君主

性（至尊性）「仍是一種對超越性的延伸，一種對超越性的鞏固，一種非人性而

是超越性之心向度，......巴塔耶所求，仍只為人類之超越性而已，一種超越的

人類人性而以」;697 相反地，在儒家的立場來看，「人由德行而成人，非由對比於

獸性現實性之越度而負面地顯其超越義之『人性』（色情）」。698

 

如此推論讓我們

看到，除非我們肯定人性內部的積極動力與內涵，否則巴塔耶式的對獸性之否定

的否定將只能在內在暴力的永恆回歸中耗轉。 

Gullì對巴塔耶的批評和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論者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頗

有異曲同工之處，前者認為後者把自由界定為非干預的自由（ 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但這種界定無法看到一種弔詭的奴役狀態，也就是一種支配

（domination）的狀態也可以滿足非干預性的自由之條件。699

 

所以一旦共和主義的

批評成立，它就必須為其所標舉的非支配的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建

構出實質的內容，比方說共同的善的理想，這跟Gullì所做的是相似的：一旦不採

納巴塔耶那種超離性的不是什麼（rien）的至尊性，我們就必須落回勞動世界去

找到自主與尊嚴，比方說生命美善品質的提升以及創意性的勞動實現。當然，

Gullì企圖建立一種積極的勞動存有學，這就是他反對巴塔耶太輕率地把有用性和

奴役性劃上等號的理由。不過話說回來，有趣的是，Gullì不免忽略了巴塔耶的自

由不單只是建立在對勞動物的消盡，也建立在跨度性與死亡的禁忌，正如我們分

別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所分析的。如此一來，巴塔耶的至尊性並非如他所言徒有空

洞形式而缺乏實質內涵，至少在色情及其相關的藝術生命有相當大的精神能量，

不過這種避而不談或許不是忽略，而是默認巴塔耶對於色情本質的披露幾近無懈

可擊，我們已無話可說。 

耗費、聖性、至尊性，雖然嚴格來講都是不可能，但它們又只能在人世間展

現它們的不可能。如果它們超越體制而是生命風尚，那麼我們不妨趁本文的結論

處來揣摩一下，除了巴塔耶本人所討論的那些事例，我們是否還能找到接近耗費

                                                 
697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頁 291-92。 
698 譚家哲《形上史論》（下部），頁 293。 
699 Philip Pettit, ‘Agency-freedom and Option-freedom’,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5(4), pp. 

387-403. 以及 Philip Pettit《共和主義：一種關於自由與政府的理論》，劉訓練譯，南京：江蘇人

民出版社，2006，第一、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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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可能型態。當然關於色情與死亡我們就不再論述，學者們甚至從巴塔耶那

裡獲益甚多而轉化成為理論與實踐的基礎，700我們要談的是性與死以外的日常生

命。我們在日本至少發現了三個與耗費、聖性與至尊性頗為一致的精神。自結束

了戰國時代的動盪以來，江戶時代的日本已經進入了耗費的狀態了，生命超出了

有用的目的而開始在過剩的地方鑽研，不為了甚麼實用益處，而是在過度與細節

處刁鑽，進而變成俗常生活的儀式化與符號化的表演，諸如茶道、花道、劍道、

棋藝以及日常生活的行禮如儀，都不斷創造出令人著迷的美感與異質性因素，701

或簡言之，他們把世俗生活聖化了。這是個懂得耗費之道的文明，像《徒然草》

所說的：「專精求道乃是無常感的一種救贖」，救贖並非離開世俗的勞動與用處，

而是多出一份用心與琢磨，在平凡無奇處製造多餘的耗費與意義（或非、無意義）

的交流。702

 

 

這些一方面主要是環繞在武士的貴族性而展開的，然後擴充到貴族階級生活

的各個層面。我們或許可以拉出一條科杰夫—巴塔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關於人類歷史、耗費與符號的思索路線。對科杰夫而言，武士既不勞動

亦不冒險，而純粹追求高雅，這進入了「後歷史」狀態。703這對科杰夫不啻是

一個令人驚喜的發現，因為同樣走入後歷史的美國對照起來是主奴辯證另外一種

終極狀態，在其中人不勞動卻拼命消費而退化回動物性的狀態。用巴塔耶的角度

觀之，這就是日本在資本主義時代之前就成功地把消費轉成高度耗費的生命了。

而另一方面，如果說這種耗費又有它隨意、偶發的性格，也就是它著眼於當前的

瞬間，那便是禪宗精神對俗性一切事物的點化。羅蘭․巴特和巴塔耶同樣都受到

日本禪的悟（satori）所吸引。巴塔耶注意開悟和他自己的內在經驗頗多異曲同工

之妙，一來它們都是非計畫的、反計畫的：「開悟只能以非努力的方式才能獲得：

而且不成一回事的事情（rien）出乎意料地從外在激發了頓悟」，704二來它們都是

反對超越性而返回人自身的內在性，而且都不無幽默性。不要忘了，巴塔耶特重

那些突然爆發的笑：「在禪那裡，頓悟只有透過喜劇的精微末端處才瞄準的到，

它是返回自己的純粹內在性」。705

                                                 
700 Thomas J. Csordas, ‘Asymptote of the ineffable: Embodiment, alterity and the theory of relig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45:2), pp. 163-188.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探討癌末處境「聖世界」的

形成〉，《生死學研究》第三卷，嘉義：南華大學，2006，頁 1-58。 

這種本末關係是主幹與旁生分支的發展關係，

701 Douglas Collins, ‘From Myth to Market: Bataille Americas Lost and Found’, Anthropoetics 5, no. 

2(Fall 1999/Winter 2000), pp. 1-44.  
702 借句羅蘭․巴特的話來說：「可是在這個國度（日本）裡，能指符號的帝國如此之廣闊，它超

過了言語的範圍，乃致使符號的交換依然保留著一種迷人的豐富性、流動性和微妙性」。羅蘭․

巴特《符號禪意東洋風》，孫乃修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82 年，頁 12。 
703 在此我們參考的是科耶夫對日本的描述，見 Shadia B. Drury《亞歷山大˙科耶夫：後現代政治

的根源》中〈發現日本〉那一節，頁 83-90。 
704 ‘Il ne peut être atteint que sans effort: un rien le provoque du dehors, alors qu’il n’est pas attendu’. 

Sur Nietzsche, OC, VI, p. 159. On Nietzsche, p. 141. 或許我們可也以翻成「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就

像英譯本翻成：the smallest thing。 
705 Sur Nietzsche, OC, VI, p. 159. On Nietzsche, 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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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若物世界形上學般的層級性原理。重要的是，這種至尊時刻的乍現在日本是無

處不在的，它不能被指定，但卻又在凡俗生活的工作中被保留，人們隨時開放給

非尋常事物闖入的活潑契機。從羅蘭․巴特的眼光看出去，這些都是禪體驗的日

常化。 

  
再者，或許是更有意思的，日本更不乏巴塔耶所著迷的死亡之內在暴力。我

們不禁要大膽揣測，在後宗教獻祭時代，還有甚麼比切腹更符合巴塔耶的獻祭體

驗呢？706或者這樣說更正確：切腹自盡向來就比宗教獻祭更逼近聖性，因為它

不掉回俗化了的宗教安慰，比方說殉道者更確保在天國的賞賜與福報之類的。不

管是阿茲特克的人祭、Gilles de Rais的虐殺童僕還是中國人的凌遲照片，這些畢

竟都是旁觀他者的死亡，都多多少少存在著殺之偽。與此不同的是，切腹人親手

執行自己的死亡，不管有沒有完成十文字切，707他都在極度的痛苦中解開生命的

限制而進入了深深的連續性。此正如三島由紀夫所言，若主體是紅蘋果，肉體是

紅色的果皮，精神則是精神核心，而唯一不讓肉體消失卻又可以直觀核心的方是

就是切開那蘋果：切腹。 708

 

所以武士道的切腹不折不扣是巴塔耶所言的完納命

數：échéance/échoit，死亡既是大限又是大不受限，從屈辱解放出來完成最後做為

人的尊嚴，一切功德圓滿。至於介錯人的角色，以巴塔耶的目光來看應該也頗有

意思。對於被託付執行介錯的人來說，這乃是一件相當光榮的事情，他非但要貼

身凝視切腹人的開腸剖肚，更要抓準時機以高超的刀法揮刀向切腹者的脖子斬

下，但又不能完全斬斷，得讓頭和脖子保留有一絲的牽連。這些都一定在既騷動

又要降服其心的狀態下完成，而整個切腹有了介錯人才能完滿。所以他經驗到的

聖性絕對高於Gilles de Rais的嗜血，也絕對高於那些參與獻祭劇場的觀者。 

另外切腹還存在著意志的問題。主君賜死是在成全切腹人的尊嚴，而戰敗的

切腹者之介錯人往往就是贏了他的對手。當然在更多情況下介錯人是自己的親信

和友人。無論如何，主君、切腹人、介錯人之間不存在著主奴辯證，或許我們可

以說，他們不是在主奴兩者、而只在主人中構成辯證與認可。在主人不畏死的冒

險中，至尊性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彼此沒有輕蔑與屈從，也沒有誰逃避死亡，

而是意志上的一貫以及分享那死亡的不可能。總結來說，在武士道的切腹中，我

們已經無法用一般意義的「殺」（總是混雜著禁忌與罪）來理解，甚至也不能用

宗教儀式的「殺」來看待，它不但逾越了日常意義的殺戒，甚至也逾越了宗教意

義的獻祭，而進入到非意義的極限經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切腹也是

                                                 
706 對於巴塔耶與三島由紀夫所追求的極限經驗之比較，見 Caroline Blinder, ‘A Deadly Fascination: 

Heterology and Fascism in the Writings of Georges Bataille, Yukio Mishima, and Henry Miller’, Revista 
de Estudios Norteamericanos, n 2, pp. 19-38. 以及 Eva Bujalka, ‘Erotic Excess and Ritual Sacrifice: 

Reading Genet and Mishima Through Bataille’. 
707 據說，阪本龍馬的友人，也是「土佐勤王黨」的盟主武市半平太（1829-1865）甚至完成了三

文字切。 
708 引自黃胤毓〈滲透太陽（身體）的攝影機介質—論三島由紀夫影像肉體論的內攝與官能燔〉，

《文化研究月報》，109 期，Oct. 2010，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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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宗教、前獻祭的聖性暴力，因為它屬於神話尚未捕捉到的 dromenon（行動演

現），它不若獻祭的 dromenon 順理成章地轉化成 drama 而變成可以複製的儀式場

景，畢竟每次切腹都是獨一無二的，只能發生一次而不可再現。 

 
最後是天皇世系。如果要做個比較，天皇所享有的聖性是遠遠超越歐洲任何

的教權與皇權的，他直接是神的子嗣，與人間凡俗的一切隔絕，所以也不介入。

至高無上的天皇透過神道教而把聖性擴充到整個國家，這卻是日本現代化、世俗

化的產物。明治維新把日本建立成一個現代化的世俗國家，但弔詭的是這種世俗

性反而跟至高的聖性是無法分離的，或者說，世俗政體與國家神道在此彼此催

生。我們發現子安宣邦所明察到的跟巴塔耶對法西斯的分析十分相似： 

 
神道及其祭祀設施神社與國家的關係，通過這種世俗主義而被重新構

築。......明治國家做為世俗國家的重新形成，並不僅僅是在法律制度

上使做為行政概念的「國家神道」成立。國家將神祇祭祀體系吸收進自

己內部，使自身通過擁有新的祭祀性而重新形成。從這裡，對於人民擁

有向心性威力的神聖皇國日本，在喚起新的皇民民族主義的過程中被建

立起來。做為現代世俗國家的日本，而且是做為與自身具備了祭祀性的

皇國日本不可分離之物，包含著其國體論意義上的意識型態體系，即為

我所言之國家神道。709

 

 

當然，我們看到了比〈法西斯主義的心理結構〉所揭露的更強的異質與同質的混

合體（mikten）。我們不妨繼續假設：如果沒有受到帝國主義的衝擊，如果沒有

攘夷尊王、大政奉還和明治維新三部曲，完全聖性的、異質性存在的天皇不會跟

同質性的勞動理性結合而彼此利用，這個文明有可能不會被納入資本帝國體系而

把自己整裝為生產理性下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或是產國主義。原本耗費的武士階

級被廢除後，重新被收編回物世界而成為對外侵略的先鋒。把日本從耗費變成佔

有與累積，從非物的文明變成超越性的物世界國度，遂是一連串災難的開始。 

 

我們之所以花了一些篇幅來討論日本，除了要表示巴塔耶的思想可以讓我們

看懂很多事情外，主要還是為了想在巴塔耶的至尊性和Gullì的勞動存有學之間找

出新的可能性，當勞動已溢出功能性而有了多餘的無用性，我們就看到了勞動的

聖性之可能。這當然不是巴塔耶所批判的新教倫理那種勞動事工，也不是馬克思

所批判的哥達綱領（The Gotha Program）那種對勞動的美化、神聖化，而是指和

勞動保持若即若離的耗費關係，就像在日本在凡俗平常之中的審美式的認真。即

便巴塔耶在原理上堅持勞動與耗費不相容，他也承認計畫與遊戲性的隨機和偶發

往往不能截然二分：「我們無法快刀斬亂麻去辨別：這是遊戲，這是認真的方案，

                                                 
709 子安宣邦《國家與祭祀》，董炳月譯，北京：三聯，2007，頁 112-1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7 

而只能說：遊戲或方案在一定的活動中哪個起著支配作用」，710這倒也頗像禪對

於頓悟與漸悟的真理觀。正是在此，我們關心的是計畫與遊戲的辯證與流通而非

對立。巴塔耶哲學似乎存在著兩組緊張關係：一方面是漸與頓的兩難，另一方面

是即與離的兩難，而此兩組都可歸結為非意義與意義的不可相容性，或是巴塔耶

本人在《色情史》的〈序〉所坦承的一種「無用之用」。711

 

前一組兩難可以這樣

表述：準備是為了偶發，計畫是為了非計畫，意義是為了非意義......這些對立既

是弔詭又不弔詭，既是衝突又不是衝突的。巴塔耶比附禪的開悟經驗來考慮這種

可能性： 

我曾經（在《內在經驗》）描述了那種出神經驗：非意義的意義（dens du 

non-sens）再度變成意義的非意義（non-sens du sens），然後又重新變

成......如此沒有可接受的結果......更靠近去看禪的方法，你將發現

它們蘊含了這種運動。開悟的尋得乃透過那取代感官現實的具體的非意

義，它揭示了更深邃的現實。這就是笑的程序。712

 

 

所以意義與非意義的調解是可能的，巴塔耶說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的書寫

就是對非意義的意義的捕捉，這就是說，不經意的、不由自主的回憶是可以訓練

的。如此一來我們就轉到第二組緊張，也就是耗費是否非得要和勞動完全分離才

行。正如巴塔耶本人強調的累積是為了喪失，我們也不排除一邊勞動一邊耗費的

可能，這是一種「耗費式的勞動」的可能。換句話說，當俗常生活的勞務不只是

計畫和事情，而是一種消磨，那麼非物的層面就被召喚回來而未必一面倒都是屈

從性的。亦即，當生命可以是一種消磨，雖然未必完全去除掉計畫，它可以和計

畫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 

 

讓我們回到巴塔耶本身。巴塔耶的人性理論和生命哲學是騷動的，是不斷超

越、不斷逾越的張力與狂喜。我們在他的思想中似乎看不到休息與保養、寧靜與

安息的狀態。我們能否設想一個超越計畫/冒險、或是生產/耗費之彼岸的模式？

我們能否另闢新局提出類似勞動/休息的觀照模式或是將巴塔耶的二分對立改寫

為勞動/耗費/休息 713

 

的三分結構？事實上，後者我們是依據巴塔耶本人一段文字

的圖式而發想的： 

泅游過時間之水域有著不同的階段：a1)真的關切a2)行動（能量的生產

                                                 
710 ‘La limite de l’utile’, OC, VII, p. 220. 
711 「我無法讓耗費免於被人看做是是有用的（甚至最終是有利於生產的！）」（je ne pouvais faire en 

conséquence que l’on ne voie dans la consumation quelque chose d’utile, d’utile même, en définitive, à la 

production! ）。L’Histoire de l’érotisme, OC, VIII, p. 12. The History of Eroticism, p. 16. 
712 Sur Nietzsche, OC, VI, p. 160. On Nietzsche, p. 141. 
713 如果借用《薄伽梵歌》的三種基本力量，那勞動/耗費/休息可以對應成惰性（tamas）/積性

（rajas）/和淨性（sattva），也就是：固著的累積（計畫）、變動的冒險（jeu）和和平的喜悅。

這裡的第三種狀態似乎不為巴塔耶所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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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耗費）a3)休息（détente）b1)焦慮b2)部分自我忘喪，爆裂的...（非

生產性耗費，宗教性譫妄，不過宗教範疇和行動彼此交融，色情是另外

一回事，笑聲直達神聖的無辜...）b3)休息[重點為筆者所強調]。714

 

 

我們注意到這裡有兩階段的循環，在 a 裡頭我們看到生命的初學狀態，是巴塔耶

所謂的計畫; 然後進階到 b，我們就看到冒險式的生命以及非生產性的耗費。a

和 b 的第三項都是休息，這是否意味著休息可以是獨立於勞動與耗費的另外一種

狀態？當然，這段小文字未必有足以改寫二分對立的份量，更何況巴塔耶的回應

有兩種可能：（1）生產與休息的模式仍然是把休息併入功利性、佔有性的迴路，

即使休息的內涵甚廣，包括自由、遊戲、閒暇等。正如同哈伯瑪斯已經擬想好了

一種對馬克思的巴塔耶式的批判： 

 

當然，馬克思也曾提到一個超越生活所需的自由領域，......但馬克思

甚至也把對閒暇時間的創造性利用歸屬到個人本質力量的外化和再度

挪為己用的模式（the model of externalization and reappropriation of the 

essential powers of the individual）之下—這個參照點一直是一個普遍地實

現自己的完整個人。然而，巴塔耶從非常現實的層面看出其中的危險：

自然的生活所需（necessities）被習慣化了，它只是在貌似自主自由的掩

飾下依然進行如故。715

 

 

換言之，休息可能會被巴塔耶視為是佔有邏輯的內涵而被駁回。（2）巴塔耶也可

能會把休息歸類在非生產性耗費的領域，並僅僅把它當作是多餘與過剩的形式之

一。當然，如果被放在非生產性耗費這一邊，休息也絕非是巴塔耶理想的生命模

式。畢竟從他的自性（ipséité）存有學來看，從連續性整體切斷出來的個體存有

注定是躁動不安的，而其想要返回連續性的方式一來也是躁動不安的，二來因為

永遠不可能完成，所以這種躁動是永不止息的，直到在性與死亡的顛峰中耗盡一

切，至死方休：「轉變成喜悅的焦慮依然是焦慮：它不是喜悅，不是希望—它是

焦慮，讓人痛苦而且恐怕會崩解」。716

 

從巴塔耶的聖俗二分來看，至尊性的生命

建立在對禁忌的不斷越度，這展現為以性、色情和死亡為典範的耗費模式，這注

定是活力激烈而非平靜歇息，此正是巴塔耶所揭露的生命真相：內在的親密感永

遠離不開暴力本質。 

如此觀之，巴塔耶比後來的傅科更激進。如果說巴塔耶的至尊性和越度在傅

科那裡轉出一種自我關切，那麼後者所試圖在希羅文化晚期耙梳出的那些被基督

教遺忘的修身技術與生活方式（雖然傅科並不是主張要回歸到那裡去），很可能

                                                 
714 Le Coupable, OC ,V, p. 336. Guilty, p. 92. 
715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p. 222. 
716 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OC, V, p. 47.Inner Experience, p.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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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被巴塔耶所駁回。畢竟，對巴塔耶而言，這些生活方式可能都已經是技術化

的生命，而且恐怕都只是古老禁忌的種種變形的後裔。 
 

我們最後之所以試圖從巴塔耶的思想轉化出友誼聖性的可能，因為這讓我們

可以回到平實的人我關係，並以聖性做為基礎：死亡的彼此贈與，同時也調節了

巴塔耶把 projet（謀劃、方案、對未來的投射）與 jeu（冒險、遊戲、賭注、對瞬

間的捕捉）不可通約的對立。共同暴露在死亡面前，友情雖然不是計畫，但也非

逾越的忘喪，而是平凡到我們以為是理所當然的聖性。這種死亡共同體，或是普

遍經濟的共同體不但不限於少數個人，更指引我們回到巴塔耶關注的整個地球資

源耗費的問題。 

 

所以我們最後要來談一下如何借用巴塔耶的目光來看待國際債務。當友情是

一種誇富宴，那就會出現〈主禱文〉的精神：「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

債」。我們最後來看個例子。愛爾蘭搖滾樂團 U2 的主唱波諾（Bono）多年來投

身國際人道關懷與正義，除了致力於改善非洲的水資源和愛滋病以及多項國際和

平事物，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參與的「兩千年大赦聯盟」（ Jubilee 2000 

Coalition）： 

 

「兩千年大赦聯盟」是在 1997 年由三個英國基督教慈善團體組成

的非營利團體，主要目的在要推動西方國家以及世銀等組織在西

元兩千年前，在公平而透明的過程下勾銷發展中國家無能力支付

的外債。更嚴重的是，這些貸款不但對這些國家幫助甚小，甚至

成為它們的悲慘根源：因為它們沒有能力償還債務，只能以債養

債。而一些最窮的國家，債務負擔甚至佔了它們所得的 93%。這不

僅強化了既有的全球不平等，沉重的還債壓力更剝奪了這些國家

對健康、教育等支出的投資。聯合國發展計畫在 1997 年曾估計，

如果這些還債的經費拿來用在健康和教育上，可以拯救兩千一百

萬的孩童生命。換言之，這些貸款及其所強迫的經濟計畫不但未

能拯救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更可能先傷害到這些發展中國家最

底層的人民。 717

 
 

波諾不單只是為兩千年大赦聯盟代言，更做足了功課，不但與經濟學家

Jeffrey Sachs在非洲實地考察，並在大國之間遊說。當然，消除債務也算是

一種經濟計畫，不過卻也帶有一絲反計畫的性質，也就是說消除債務跟法

律上的特赦一樣，原本就不可能是計畫之內的預設。除債走的是一種喪失

邏輯而非佔有和保留。這讓計畫與非計畫有了居中轉圜的可能。杜魯門主

                                                 
717 見張鐵志的網頁文章〈Bono 想解救第三世界？〉：

http://blog.roodo.com/SoundsandFury/archives/8972.html 

http://www.jubilee2000uk.org/�
http://www.jubilee2000u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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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時的馬歇爾計畫在巴塔耶看來本質上是非意識的、非計畫的，杜魯門是

「盲目地為最後神秘的神顯（apothéose）做準備」。718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

容得下一種誇富宴的經濟（非）計畫，這讓資源的耗費回到了禮物。  

這讓我們思考到，禮物的含意不只是餽贈和給予，還有讓和赦，比方

說孟子講的辭讓之心以及東西方自古以來都有的大赦傳統，這些都是巴塔

耶較少思考到但卻留給我們繼續思考的課題。大赦向來就是至尊君主的權

力，所以解除國際債務不啻也是至尊性的展現。或許我們這樣會把巴塔耶

往牟斯那裡靠攏，而這同時就意味著我們把巴塔耶推向亞里斯多德那裡。

一方面，至尊性呼應著希臘城邦的不斷勝出：aei aristeuein，不斷證明自己優越，

另一方面，死亡共同體建立在死亡這個純粹的禮物，其所激發的友誼是超越功利

的，這正是《尼各馬可倫理學》所說的「大度」（megaloprepeia）和「自由」（eleutheria）

的美德。巴塔耶和牟斯都要求我們走出自身，後者說： 
 

因此，從人類進化的這一端到另一端，並不存在著兩種智慧。因此，但

願我們把曾經向來是、將來也永遠都是的一個原理採用為我們的生命原

理（principe de notre vie），即：走出自身（sortir de soi），要懂得給，無

論是自發的還是出於義務（donner, librement et obligatoirement）。
719

 
 

我們大可說這是牟斯式的道德令式。牟斯認為，那些原始民族正體現著一種「新

石器時代的偉大文明」（la grande civilisation néolithique）。720

 

換言之，禮物精神是

新石器時代以來偉大的實踐智慧。而前者則說： 

當一位活著的人看到其同類死亡，他將不再自存，除非在自己外面活著

（hors de soi）。......屆時我們每一個人都將被驅逐出其人格的狹隘侷

限，在同類者的共同體中盡量忘我。之所以共同的生活必須保持與死亡

一樣高低的限度。721

 
 

這種對死亡聖性的悲痛，是舊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人性成就。涂爾幹學派對於一些

原始民族如何從死亡中獲取歡樂頗為注意，這正是聖性的社會力。社會學年刊的

成員在第一次大戰中前往沙場而損失殆半，包括涂爾幹的兒子和傑出的學生赫

茲，涂爾幹遂抑鬱而終。1921 年，牟斯發表了〈情感的強制性表達〉（L’expression 

obligatoire des sentiments），探討原住民如何透過「眼淚的禮敬」（le salut par les 

larmes）來獲得寬慰，這有著牟斯個人深深的弔亡與自我拯救的動機。而巴塔耶

                                                 
718 OC, VII, p. 179. The Accursed Share, Vol. I, p. 190. 
719 Essai sur le don, p. 95. 
720 Essai sur le don, p. 96.我們不禁想到李維史陀的「新石器時代的矛盾」（paradoxe néolithique）對

牟斯的呼應，見《野性的思維》，李幼蒸譯，台北：聯經，1989，頁 19-21。 
721 La limite de l’utile, OC, VII, p. 2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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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在英國女子的病例中找到把死亡的哀慟還諸歡笑的人類深層的動力。兩人都懇

求一種在歷經他人的死外後如何外在地活著。這是生命的聖性，也是生命的禮

物。不管周邊少數友人還是整個國際命脈，我們都以此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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