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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初探4　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初探

黃瑞祺

內容提要：內容提要：本文旨在探究傅柯的「主體性與真理」的主張，以及一些

相關的觀念，諸如自我技藝、關注自身、生存美學、精神性知識等

等。傅柯的真理觀真理觀以及精神性精神性的概念要求主體必須（自我）改變，才

可能達至真理。理解傅柯的這種真理觀，以及主體與真理的關係，

才能理解他為何如此注重改變自我。他被廣泛傳頌的一句話「不要

問我是誰，也不要要求我保持不變」（Foucault, 1988: ix），看出他急

於追求自我蛻變。改變自我並非毫無方向，而是朝向「擺脫自我」、

「超越自我」（Foucault, 1985: 8）的方向，改變的目標則是使主體能

自我控制或節制，把自我塑造成為道德主體，或者所謂的「主體化」

（subjectivation）。改變的方法就是他所謂的「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寫作也是一種重要的自我技藝，所以他說「我無疑並不

是唯一的一個為了擺脫自我臉孔而寫作的人」。寫作作為一種自我

技藝，為了以及可以擺脫自我、超越自我。而修身實踐或修行（苦行）

（askesis）則是一種自我實踐，以改變自我，也是一種「真理實踐」（a 

practice of truth），「它不是讓主體服從法律的一種方式，而是把主

體與真理聯繫起來的一種方式」（Foucault, 2005: 317）。主體與真理

的連繫涉及雙向關係：主體追求改變以達至真理，以及真理對於主

體的「回饋」（rebound, de retour），這樣又回到「關注自身」，主體關

注自身，改變自身，以達至真理，真理給予主體幸福、心靈安寧，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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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了關注自身的初衷了。在這個過程中，精神性知識乃關於主體之

存在狀態的知識，也是能改變主體存在狀態的知識。在歐洲古代這

一套的「精神性」與哲學未嘗分離，現代期（16、17 世紀）才分開。本

文結論也對傅柯這一主張提出幾點批評。

關鍵詞：關鍵詞：精神性、修行、生存美學、自我技藝、真理、精神性知識

我到如今，已經把哲學、法學、醫學，天哪，還有神學，都鑽研

透澈了！但是我還是一個可憐的愚人，儘管滿腹經綸，並不

比從前聰明；雖然名為學士乃至博士，十年來牽著我的學生們

的鼻子，到處馳騁——自己卻明白我們什麼也不懂！簡直使我

心焦如焚。

——歌德

我是一個實驗者，不是一個理論家…這意味著我寫作是為了

改變自己，為了不再和以前思考同樣的事情。

——傅柯

真理從未理所當然地給予主體。主體以其現存狀態沒有權利

也沒有能力達至真理。…主體若要有權利達至真理就必須被

改變、被轉換、被易位，並且到達某種程度以及到達某一點，

變得和他自身不同。為了獲得真理，主體必須付出代價，此代

價即主體的存在必須改變。主體以其現存狀態，不能達至真理。

——傅柯

一、美學化的倫理學一、美學化的倫理學

蘇格拉底的問題：「一個人要如何生活？」傅柯認為無法

再以宗教、社會或法律為基礎來回答了，傅柯說：「服從於一

種規範的道德理念現在逐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尋求一種

生存美學。」（Foucault, 1996: 451）在他的觀念中，歷史上有兩

種道德觀，一種是提供一套價值和規範，如基督宗教的「十誡」，

這是一種普遍規範化的道德，他稱之為「規範取向的道德」「規範取向的道德」

（“code-oriented” moralities）。這種道德觀強調規範的系統性、

豐富性、隨機應變和涵蓋所有行為領域的能力，以及強迫學

習、遵守這套規範的機構，懲罰違規行為的機構等等；另一

種道德觀則是強調自我與自我的關係的「倫理取向的道德」「倫理取向的道德」

（“ethics-oriented” moralities），強調認識自我、反思自我、分析

自我以及改變自我的各種方法（他所謂的「自我技藝」）及實

踐（所謂的「自我實踐」〔practices of the self〕）。這種道德觀不

強調權威，而是要人自覺地藉上述的方法及實踐，把自己塑

造成道德的主體，當自己的主人。（Foucault, 1985: 30ff .）傅柯

認為基督宗教是「規範取向的道德」的一個例子，而古代希臘

羅馬的倫理學則是「倫理取向的道德」的一個例子。 

傅柯認為用關於自我的知識和技藝來改變自我深具「美

學意義」，他稱之為「生存美學」（esthetics of existence）。傅柯認

為未來的道德，不可能是一種走權威路子的普遍性規範化的

道德，而應該是以藝術或美學為原型，把自我和生活當作創

作對象，試圖賦予一種形式或風格。他說：

我覺得驚訝的是，在我們的社會，藝術已變成只是和事物有

關，而不是和個人或生活有關的事。藝術變成專業化的或藝

術專家所做的事，但是人的生活難道不能成為一件藝術品？

為什麼燈或房子可以成為一件藝術品，而我們的生活卻不

能？（Foucault, 1997: 261）



120 121

傅
柯
的
「主
體
性
與
真
理
」初
探
／
黃
瑞
祺

4

理
論
的
饗
宴

他的倫理學就是要把自我和生活都當作藝術創作的對

象。這首先要肯定自我和生活都是可以改變及塑造的，其次

把自我當作一種藝術，即「自我的藝術」（an art of the self）以

及把生活當作一種美學，即「生存美學」。

把倫理學當作一種藝術創造涉及一種「自我技藝」（下詳）；

根據一種美感（esthesis），通過一種苦行，應用到自我及生活，

以形塑一種風格。（O’leary, 2002: 3）
傅柯晚期回到古希臘以及對藝術、美學的重視都是受尼

采的影響。尼采曾說「我們應該向藝術家學習的是，如何讓

事物對我們顯得漂亮、有吸引力以及可欲，當它們並非如此，

甚至我想它們本身從來就不是如此。」（Nietzsche, 1974: 239）
我們應該學習藝術家的這種細緻的技巧並運用到生活的每

一個細節上。古希臘人就是運用這種技巧到他們的生活中，

他們知道如何生活；他們知道如何有勇氣地停留在表面、皮

膚、崇拜表象，他們信仰形式、腔調、文字，信仰整個奧林匹

斯山的表象。我們回到這個生活的風格，我們豈不是變成形

式、腔調、字詞的仰慕者了，成為希臘人了，因而成為藝術家

了？（Nietzsche, 1974: 38; cf. O’leary, 2002: 4）
把生活和自我當作一件藝術品來形塑的一個範例是法

國詩人波特萊爾的花花公子主義花花公子主義（dadysm），傅柯引用它來詮

釋現代性和啟蒙，波特萊爾的花花公子「把他的身體，他的

行為，他的感情和激情，他的人生都鎔鑄為一件藝術品。」這

是一種美學主義，也是一種苦行，需要刻苦演練。現代人試

圖去發明自我、打造自我、表演自我。這是一種美學的現代性、

美學的啟蒙。

二、哲學與精神性二、哲學與精神性

傅柯在他的《主體解釋學》系列演講第一講就試圖界定

及區別「哲學」與「精神性」（spirituality）兩者。依他之意，哲學

旨在探問：不是何謂真，何謂假，而是什麼決定真和假的存

在和可能的存在，我們能否區別真和假。哲學進一步探問：

什麼允許主體能達至真理，哲學試圖規定主體達至真理的條

件和限制。（Foucault, 2007: 15）在這個定義中，「真理」顯然是

核心概念，他把主體與真理的問題點出來了。

不過關鍵性的是他緊接著界定「精神性」，他認為我們可

以把主體為了達至真理而對於他自己所執行之必要轉變的把主體為了達至真理而對於他自己所執行之必要轉變的

探究、實踐及體驗稱為「精神性」探究、實踐及體驗稱為「精神性」。（Foucault, 2005: 15; 米歇爾 ·

福柯，2005：16）這意味著：主體若不做任何改變，是不能達

至真理的。換言之，「精神性」就是關於主體自我形塑的一套

探究、實踐以及體驗，可能包含諸如：淨化、禁欲、棄絕、轉

換看法、觀想、改變生存方式等等。這些探究、實踐及體驗並

不是只為了知識，而是為了主體主體，以改變他的存在狀態，這

是達至真理的代價。

傅柯認為上述的哲學與精神性二者在西洋古代從未

分開過。一直到 16-17世紀，尤其是笛卡爾（Rene Descartes, 

1596-1650），二者才分開。分開了之後結果如何呢？他為此

引證歌德的《浮士德》中一位皓首窮經的老學究在書齋裡的

悲嘆：

我到如今，已經把哲學、法學、醫學，天哪，還有神學，都鑽研

透澈了！但是我還是一個可憐的愚人，儘管滿腹經綸，並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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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從前聰明；雖然名為學士乃至博士，十年來牽著我的學生們

的鼻子，到處馳騁——自己卻明白我們什麼也不懂！簡直使我

心焦如焚。（歌德，1982：63）   

 現代分門別類的知識或學科，只是為知識而知識，不斷

累積增長，形成知識體系，人即使窮其一生加以鑽研，精通

此客觀的知識體系，也無法改變人本身，愚人還是愚人。上

引的喟嘆代表對現代分科的客觀知識的一種批判，也是對傳

統「成人或成德」的學問的緬懷。傅柯晚期的知識觀和真理觀

在這個方向上勇往前進（下詳）。

笛卡爾作為出發點的原理即「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近代哲學的主要目標是為科學建立基礎，所以以認識

論作為第一任務。笛卡爾的命題顯然是從認識論的角度提出

的。「我思」就是我在認識的意思，這是我存在的確切證據。

笛卡爾以理性的清楚明白認識作為真理標準。真理就在知識

之中，追求真理不需要所謂的「精神性」了。這是現代的知識

觀及真理觀。

三、哲學生活三、哲學生活

哲學，或者擴大而言，人文社會科學，大抵可區分為兩

種形態：一種是偏向非個人化的「哲學論述」（philosophical 

discourse），偏重概念思辨或語言分析，哲學純粹作為一種

思辨或論述，和思想家的生活沒有什麼關係，甚至經常要把

二者分開，以求「客觀」；另一種是偏向個人化的「哲學生活」

（philosophical life），把哲學當作一種生活方式，試圖把哲學實

踐或體現在生活當中。上述的區別主要是一種理念型（ideal 

type），實際的思想學說和思想家的人格及生活多少都有所關

聯。類似的區分不乏先例，例如美國哲學家尼哈馬斯（Alexander 

Nehamas）就把哲學家區分為兩種，一種是「理論哲學家」或「體

系哲學家」；另一種是「生活藝術的哲學家」，後者為具個人風格

或個人獨特性的哲學家，這種哲學家他列舉的有：Montaigne、
Nietzsche、Foucault、Pascal、Schopenhauer、Kierkegaard、
Emerson、Th oreau等等。（Nehamas, 1998: 3ff .）這些人當中有的

一般不把他們歸類為哲學家，如Montaigne, Pascal, Th oreau，
甚至傅柯能否算是哲學家都會有所爭議，有人把他當作史學

家。不過這類問題在傅柯看來可能根本不存在，他不會安分

於傳統的範疇或區分，越界創新是他的天性。在此「哲學」一

詞是廣義的。哲學生活或生活藝術的哲學家的類型似乎比較

適用於中國哲學，例如莊子的學說就是他的生活言行，反之

亦然。《莊子》一書一部分就是他的言行的記載；「論語」一書

也是孔子言行的記載，以及孔子學說的紀錄。中國哲學或哲

學家有許多都是這種形態，他們的哲學就是表現在他們的生

活當中，他們的生活言行就是他們的哲學。他們或許沒有系

統的論述或著作來闡述他們的哲學，但是他們的「哲學」卻影

響深遠。

誠如歌德所說的，他的每一篇詩、每一部作品都是他的

「巨幅自白的一個片段」。傅柯的學問也和他的人生密切連繫，

他自言他的每一部著作都是他的傳記的某一個片段。而且在

思想工作上他注重體驗（尤其是極限體驗〔limit experience〕）

（cf.黃瑞祺，2008：24ff .）。晚近興起的「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

式或生活藝術」（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or as a living ar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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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氣和傅柯的學說有密切關係，一方面他的學問就是這種形

態，另一方面他晚年所著迷的古希臘羅馬哲學也同樣是這種

形態的哲學。他之所以著迷於此，或許部分也是這個原因
1
。

在哲學生活的理念中，知識、真理與哲學家的生活以及主體

性有密切的關係。

傅柯本人顯然比較偏向哲學與精神性二者的結合或者

比較偏向精神性。他在 1983年秋的一次訪談中曾說：「我不

是一個真正好的學者。對我而言，智識工作關連到所謂的美

學主義（estheticism），意即轉變你自己意即轉變你自己」（Foucault, 1988b:14，
引者的強調），又說：「一個人的自我被他的知識所改變，我

認為是頗為接近美學經驗的事情」（Ibid.），「我對我所從事的

學術地位並沒有興趣，因為我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轉變」（Ibid.）。
他提及他從事的是「另類的批判哲學」（another kind of critical 

philosophy），這種批判哲學不是「尋求關於主體之可能知識

的條件和限制，而是尋求轉變主體轉變主體、轉變我們自己的條件和

無限可能性。」（引自 O’leary, 2002: 139，引者的強調）可見他

對純然的智識工作或知識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自己的轉

變或者會導致自我轉變的知識及方法。這就是他所謂的「精

神性」的範疇了。至於為什麼他對自己的轉變或者會導致自

我轉變的知識如此感興趣呢？這就關連到他的真理觀或者

他的「主體性與真理」的主張，詳見下文分析。

1.　在當代歐美學術界「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之蔚為風氣，除了傅柯晚期思想的

影響之外，一部分也受法國哲學家阿竇（P. Hadot）的影響，他的一部著作就名為《哲

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1995）。傅柯在《性史》二、三冊的參考書目中都提到阿竇的

上述著作；而阿竇上述著作也評論過傅柯的觀點（Hadot, 1995: 206-213）。

四、主體與真理四、主體與真理

上述精神性的概念蘊含：真理從未理所當然地給予主體。真理從未理所當然地給予主體。

主體以其現存狀態沒有權利也沒有能力達至真理。主體以其現存狀態沒有權利也沒有能力達至真理。真理不是

通過一種簡單的認識（connaissance; knowledge）行動而給予主

體的，不是只因為他是主體以及因為他擁有這種或那種主體

性結構的事實，而給予真理。主體若要有權利達至真理就必主體若要有權利達至真理就必

須被改變、被轉換、被易位，並且到達某種程度以及到達某須被改變、被轉換、被易位，並且到達某種程度以及到達某

一點，變得和他自身不同。為了獲得真理，主體必須付出代價，一點，變得和他自身不同。為了獲得真理，主體必須付出代價，

此代價即主體的存在必須改變。主體以其現存狀態，不能達此代價即主體的存在必須改變。主體以其現存狀態，不能達

至真理。這是界定精神性最簡單、最基本的公式。至真理。這是界定精神性最簡單、最基本的公式。（Foucault, 

2005: 15） 

理解傅柯的這種真理觀，以及主體與真理的關係，才能

理解他為何如此注重改變自我，他被廣泛傳頌的一句話「不

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保持不變」（Foucault, 1988: ix）。
改變自我並非毫無方向，而是朝向「擺脫自我」、「超越自我」

（Foucault, 1985: 8）的方向，改變的目標則是使主體能節制或

自我控制，自我塑造成為道德主體，或者所謂的「主體化」。

改變的方法就是他所謂的「自我技藝」（下詳），包括寫作，所

以他說「我無疑並不是唯一的一個為了擺脫自我臉孔而寫作

的人」。寫作作為一種自我技藝，可以以及為了擺脫自我、超

越自我。而修身實踐或修行（苦行）稱之為「真理實踐」，「它

不是讓主體服從法律的一種方式，而是把主體與真理連繫起

來的一種方式」（Foucault, 2005: 317）。主體與真理的聯繫涉及雙

向關係：主體尋求改變以達至真理，以及真理對於主體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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饋」。（下詳）這樣又回到「關注自身」，主體關心自身，改變自

身，以求達至真理，真理給予主體幸福、心靈的安寧，回應了

關注自身的初衷了。

一旦達至真理的通道打開了，就會對主體產生效果效果了，

這就是傅柯所謂的真理對於主體的「回饋」。對於精神性而

言，真理不只是為了酬賞認識行動而給予主體的東西，也不

只是為了實現認識行動。真理啟發主體，真理給予主體幸福，真理啟發主體，真理給予主體幸福，

給予主體靈魂的安寧。給予主體靈魂的安寧。簡言之，在真理和通向真理途中存在

某種實現主體本身的東西，實現或改變他的存在。如果沒有如果沒有

通過主體（不是個人而是主體自身的存在）的某種改變，來作通過主體（不是個人而是主體自身的存在）的某種改變，來作

準備、伴隨、配合和完成，知識行動本身是不能達至真理的。準備、伴隨、配合和完成，知識行動本身是不能達至真理的。

（Foucault, 2005: 16） 這種知識即下文將探討的「精神性知識」，

雖然它單獨不能改變主體的存在，以達至真理，但是在這個

過程中它應該是必要的條件（雖然不是充分的條件）。

五、論真理五、論真理

傅柯在〈主體性與真理〉一文，藉著說明希臘羅馬時代的

個人自白、自省、忠告等文獻，對他的真理觀有比較集中的

表述：（1）真理並非根據與現實的一種符應（a correspondence 

to reality）來界定的，而是一種內在於原理原則的力量，這種

力量必須在一種論述中被發展。（2）這種真理並不是隱藏在

靈魂最深、最模糊處的意識後面或下面的東西。這是一種在

個人前面當作一種吸引點的東西，一種吸引他趨向一個目標

的磁力。（3）這種真理針對同時作為知識主體知識主體和意志主體意志主體的

一個自我的構成。真理係知識和意志的統一。真理係知識和意志的統一。（4）真理的目

標並不是要去發現個人裡的秘密，而是通過記憶的呈現和話

語的效力，真理成為一種真正的力量真理成為一種真正的力量。（5）自我不是要被發

現的，而是要被構造的，通過真理的力量來構造的。（Foucault, 

2007: 163ff .）
傅柯在 1980年的一次訪談中，相當直截了當地談到他

的真理觀：

我不僅僅是一個歷史學者，我不是一個小說家，我所做的是

一種歷史的虛構（historical fi ction）。以某種意義而言，我很清

楚我所說的不是真的。一個歷史學者可能會說我所說的「不是

真的」。我應該這麼說：我在 1960 年代寫了很多關於瘋狂的東

西——精神醫學誕生的歷史。我很清楚從歷史學的觀點來看，

我所做的是簡化的、誇大的。或許我丟掉了一些矛盾的因素。

但是這部書對於瘋狂的知覺有一個效果效果。所以這部書以及我

的主張在今天的現實中有一個真理真理。我現在嘗試要做的是，

要在我們的現實與我們過去歷史知識之間引發一種干預或干

涉。假若我成功了，這將對我們現在的歷史有真正的效果。我

希望我的書在它們被寫出來之後，而非之前，變成真的。…我

希望我的書的真理是在未來。（Foucault, 1989: 301，強調字體

是引者添加的）

這種真理觀一方面不是純粹認識論的真理觀，涉及存有

論及行動論等，另一方面這種看似歷史研究不僅涉及歷史

細節的考證，也涉及該研究在當代的實際效果（contemporary 

eff ects）。傅柯的真理觀包含了他的知識考古學和歷史系譜學

兩方面，可以稱之為「歷史實效論」。

在西洋古代希臘、羅馬、希臘化時代，哲學問題「如何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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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真理？」與精神實踐的問題「允許達至真理的主體存在的

必然轉變；換言之，在主體存在上什麼轉變是必要的以達至

真理？」兩個問題、兩個主題從未分離過。眾所周知，希臘哲

學諸學派的主要目標不在於理論的建構或教學，而是在於個

人的轉變人的轉變。（Foucault, 2007: 156）例如蘇格拉底、柏拉圖、畢

達歌拉斯學派、斯多葛學派、伊比鳩魯學派、犬儒學派、新柏

拉圖學派等等都是如此。當然也有例外，主要的一個例外是

亞理斯多德。傅柯認為他不是古代哲學的高峰，而是一個例

外。對他而言，精神性問題毫不重要，他是現代意義的哲學

的奠基者。（Foucault, 2005: 17）
依照傅柯的說法，到 17世紀哲學進入現代期，真理史也

進入了現代期，主體達至真理的唯一條件乃是知識知識。這也就

是真理追尋者（哲學家、科學家…）只通過他的知識活動就能

認識真理，而不需要其他條件，也不需要改變他作為主體的

存在。（Ibid.）到了現代期，正當之「知識」和「真理」都改變了，

不同了。「真理」乃純粹知識的真理，不需要改變主體就能獲

致。「知識」乃「客觀的」知識，無關乎主體的存在狀況。

福柯稱之為「笛卡爾時期」（Cartesian moment），在這一個

點上獲致它的位置和意義，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是一個笛卡

爾的問題，這是他發明的，或者他是始作俑者。福柯認為當

知識本身而且只有知識允許達至真理，真理史的現代期就開

始了，同時進入了主體與真理的關係史上的另一個時代（現

代期）了。達至真理的唯一條件是知識，人們將發現真理的

酬賞和實現只是知識的無限發展，與主體無關。

傅柯認為：上述現代性造成的一個結果乃是：主體通過

他認識到的真理對他的回饋而造成的自身改變的時刻，這個

真理通過、滲透以及改變他的存在，以上這些都無法存在了。

我們不再認為達至真理將在主體中完成。知識只會沿著永無

止境的進步方向走下去，不知其終點在哪裡，而且各個知識

領域（學科）逐漸分化、專業化。知識的追求讓人感到茫然，

無法獲得幸福，這種知識的真理無法拯救主體。它的好處將

只是通過知識體系的制度積累，實現在歷史進程中。（Ibid.）

六、說真話六、說真話

希臘文 “parrhesia” 一般譯為「自由言說」的權利或坦率

言說的行動，傅柯稱之為「說真話」（truth-telling），其實直譯

應該是「說任何話」，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毫不隱瞞。“parrhesia” 

指說話者與話語之間說話者與話語之間以及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的兩種關係。

前一種關係指第一，說話者所說的正是他所相信相信的，他完全

坦率表達他自己的意見。第二，他所說的是真話，他所說的

話的真理並非通過任何證據或證明來保證的，而是通過說話說話

者的道德品質者的道德品質、說真話的勇氣說真話的勇氣來保證的。「說真話」的勇氣乃

parrhesia的一個主要特徵，因為說話者所說的話經常會危及

他自身。例如統治者的諫臣或顧問，此危險顯而易見；一個

公民在集會中的言論可能會使他失去聲譽和影響力，或者激

怒他的友人而失去友誼；最嚴重者說真話可能喪失性命，例

如蘇格拉底。說真話是說話者的義務。

關於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的關係，parrhesia與雄辯術

（rhetoric）不同，後者表現為個人的長篇演說，前者是詢答的

對話體，傅柯認為個人之間的談話是坦率言說和說真話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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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制，因為在這種談話中可以捨雄辯技巧和藻飾而不用。

在 parrhesia的遊戲中，說話者與對話者的權力是不相等的、

不對稱的，例如學生與老師、臣子與國王、個人對多數人等等，

前者對後者的批評、諫諍就是在使用 parrhesia。 說話者可能

激怒對話者，可能因而損及或危及說話者，這時說真話，就

需要勇氣勇氣了。（Foucault, 2001） 

七、認知性知識和精神性知識七、認知性知識和精神性知識

傅柯的「主體性與真理」的主張預設了一種知識形態——

精神性知識，他在《主體解釋學》系列演講中對此有鉤玄提要。

他所謂的「精神性知識」「精神性知識」要求主體轉向自身、回歸自身、反觀

自身、關注自身。精神性知識係有關人的存在、靈魂或內心

的知識，與世界的知識（認知性知識）世界的知識（認知性知識）分庭抗禮。根據傅柯自

己的說法，精神性知識具有下述特徵（Foucault, 2005: 308）。

（1）主體必須改變改變他的位置，主體要麼攀上宇宙之顛峰

來觀照宇宙，要麼向下，直達事物的核心。無論如何，主體若主體若

不改變、維持現狀就不能恰當地認識，更不可能達至真理不改變、維持現狀就不能恰當地認識，更不可能達至真理。

這和傅柯本人不斷尋求改變是一致的。

（2）在主體位置轉移的基礎之上，有可能掌握事物的實

際和價值。價值意指事物的位置、關係和特定的維度，以及他

們與自由主體的關係、他們對自由主體的重要性和實際權力。

（3）這種精神性知識涉及主體反觀及把握自身的能力。

主體必須反觀自身存在的真實狀況。換言之，精神性知識是精神性知識是

關於主體之存在狀況的知識關於主體之存在狀況的知識。

（4）這種精神性知識對於主體的效果也是確實的，主體

不僅發現他在這種知識中的自由，而且在他的自由中也發現

了一種能夠讓他獲得幸福和完善的生活方式。換言之，精神精神

性知識是一種能改變主體生存狀況的知識性知識是一種能改變主體生存狀況的知識。

上述四個條件：主體改變位置、根據事物在宇宙中的實

際情況來評價它們、主體反觀自身的可能性、最後這種知識知識

的效應的效應讓主體的生存方式改頭換面，構成了精神性知識。

依傅柯的說法，這種精神性知識在西方古代末期逐漸被

另一種知識——認知性知識（intellectual knowledge）所限制、覆

蓋及抹滅。在 16-17世紀，認知性知識完全覆蓋了精神性知

識，不過吸收了某些它的成分。在 17世紀的笛卡爾、巴斯卡

和斯賓諾莎思想中，我們確實發現了這種從精神性知識轉向

認知性知識的跡象。

上文提到過，在一個主體追求存在的轉變以追求真理的

過程中，精神性知識應該是必要條件之一。只靠知識不足以

實現自我的轉變，還必須有意志、方法（技藝）、實踐等等的

配合。本文提到的「自我技藝」、「自我實踐」也都是必要條件。

一項知識是否屬於精神性知識，其試金石就是它能否肇始一

個主體的存在轉變。傅柯稱他倡導的是一種「另類的批判哲

學」，意即不是傳統上探究可能之知識的條件及限制的康德

式批判哲學，而是追求主體改變的批判哲學。根據傅柯的邏

輯，主體如其所是，不尋求改變，是不可能達至真理的，其中

精神性知識的作用是一個必要環節。這是傅柯的「系譜學」

（genealogy）的方法和精神，即注重一個現象的效果或影響。

傅柯的系譜學應該是法國實效論的重要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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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關注自身八、關注自身

關注自身（epimeleia heautou; care of the self）與上述精神

性有密切關係，關注自身可視為精神性的一個心理前提，一

個人要關心自己心靈及幸福，才會努力尋求自我的轉變，進

而尋求達至真理。

雖然一般都認為西洋古代哲學最重要的道德原則是

希臘德爾菲神廟中的銘文「知汝自身」（gnothi seauton; know 

yourself）2
，一般人也只知道德爾菲神廟有這麼一條銘文。這

種傳統觀念一方面是過度狹隘，另一方面是過度智識化，專

注於知識或認識的層面。這或許和西方近代哲學著重認識論

及科學哲學有關，通過西方近代哲學來看古代哲學，古代哲

學似乎有被智識化的傾向 3
。

傅柯認為知汝自身的原則隸屬於（或連繫於）另一條更

為深廣的原則「關注自身」。因為一方面，一個人必然是「關

注自身」，才會去追求關於自我的知識；另一方面，關注自身

也需要自我的知識，包括生理的、心理的、倫理的。自我知識

擺在關注自身的框架中，一方面在此框架中知識有其必要的

位置，要想恰當地關注自身，必須恰當地認識自身；再者根

據此框架更能彰顯自我知識的意義，而不會產生諸如「為何

而知識？」的迷惘。傅柯認為關注自身的觀念是希臘文化中

2.　德爾菲神廟牆上鐫刻的銘文中與「知汝自身」密切相關的有「要節制」、「不要過

分」。

3.　例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尤其是莊子、墨子等部分，常用近代知識或科

學來附會中國古代哲學。雖然在個別論點上有點意思，不過在總體上卻容易扭曲古

代哲學的精神或重點。

一個非常流行而重要的議題，他從柏拉圖對話錄（〈阿爾西

比亞德〉、〈辯護辭〉）
4
、斯多葛哲學、伊比鳩魯哲學中找到一

些希臘羅馬文化強調關注自身的證據，他稱之為「自我文化」

（culture of the self）。
在柏拉圖的〈阿爾西比亞德〉篇，蘇格拉底擔任 parrhesia

的角色，因為當阿爾西比亞德的朋友和愛人都爭相奉承他以

求獲得他的寵愛時，蘇格拉底卻冒著激怒阿爾西比亞德而對

他說：在阿爾西比亞德能夠成就他亟欲達成的目的時——成

為第一個統治雅典的雅典人，而且比波斯國王權力更大——

在他有能力關心雅典之前，他必須學習關心他自己。（Plato, 

1927）
關注自身自身乃相對於對「身外之物」財富、權勢、名聲等的

關注，轉而關心自身的幸福、心靈的寧靜、身體健康（如養生

法）、真理 、自我的改變等。這也是精神性的一部分。精神性

包括基於關注自身及真理而追求自身的轉變。

據傅柯之意，關注自身不僅僅指一種態度態度而已，而且描

述一種活動活動、一種工作工作（自我對自我所做的工作）或作用作用；且

蘊含了注意、知識、技術。（Foucault, 1997: 269）換言之，這意

味著「關注自身」涵攝「自我實踐」、「自我修養」的概念。

而且自我關注的實踐並不限於個人式的實踐個人式的實踐，如孤獨、

沈默、閱讀、寫作等的訓練
5
；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實踐社會實踐，是一

4.　柏拉圖對話錄中，〈阿爾西比亞德〉有兩篇（Alcibiades I, II），第一篇討論的主題
就是關注自身，這是傅柯討論關注自身的主要來源。（Plato, 1927:  93-224）

5.　早期基督教有隱修的傳統，個人或小團體的修行，如埃及的沙漠聖父或俄羅

斯東正教的修行傳統。這和後來歐洲的修道院的集體修行方式有所不同。（參閱

France, 2001: ch. 2, 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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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在群體或社群中的精神訓練，如朋友或師生間的對話、聆

聽、書信往來等等。所以在古希臘羅馬，學派或學園的組織

相當普遍，學者在此學習或互相切磋；基督教的修道院也是

教徒過團體生活的地方。

這種意義的自我實踐和傅柯早期（尤其在《規訓與懲罰》

一書）所關注的對他人的權力有明顯差異。他的自我實踐也

可稱之為「禁欲實踐」（ascetic practice），在此他以最一般的意

義來用「禁欲主義」一詞，亦即不是專指一種消極的自我克制

的道德，而是泛指自我對於自我的一種工作或修行，藉以發

展自我或轉變自我，以達到某種的存在樣態。這種意義的自

我實踐和中文裡的「修養」或「修行」的意義近似，是一個人自

發性地尋求自我訓練或自我轉變，以期達到某種存在狀態或

境界，此狀態或境界是當初修行所設定的目標，通過某種方

法、程序和歷程以求達到該目標。（Foucault, 1997: 282）

九、自我技藝九、自我技藝

傅柯在 1983年 4月（去世前一年）接受訪問，談到《性史》

一書第一冊時（當時二、三冊尚未出版），被問到《性史》第一

冊於 1976年出版之後就沒有下文了，他現在是否仍然認為

理解「性」乃是理解「我們是誰」的核心？他答道「我必須承認

我對有關自我技藝之類的問題比對性要有興趣多了…性是

很沈悶的」。（Foucault, 1984: 340）這表明了他晚年真正的關

注焦點，也澄清了一般常見的誤解。一般人（甚至學術界的人）

以為他晚年撰寫《性史》，就像一般性學專家那樣，關注性慾

及性快感、性滿足的方式等等問題，這種刻板印象（或許是

根據對《性史》第一冊的理解）又催生了新一波性學熱潮。其

實至少在《性史》的二、三冊（1984年，即傅柯去世那年出版

的），他關注的不是性快感或性享樂本身的問題，而是人類

試圖成為性慾或性享樂之主體主體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性會和

倫理道德產生關聯。在他所探討的西洋古代思想（蘇格拉底、

柏拉圖、斯多葛、伊比鳩魯等等）在性問題上都歸結到節制節制，

通過性節制，人才能成為性慾或性享樂的主體，同時也是道

德倫理的主體。人要成為自己的欲望或行為的主體，就牽涉

到與自我的關係，先要與自我有一種反思的距離，甚至疏離，

然後試圖掌握及改變自我，以符合某種道德目標。這就牽涉

到傅柯所謂的「自我技藝學」。

在傅柯的觀念中，人類生活中有四種技藝學：（1）生產技

藝學，讓我們得以生產、轉變，或操縱事物；（2）符號技藝學，

讓我們得以使用符號、意義、意指；（3）權力技藝學，規定了

個人的行為，使他們屈從於某種目的或宰制，對於主體的一

種客體化 6
；（4）自我技藝學，讓個人得以運用他們自己的方自我技藝學，讓個人得以運用他們自己的方

法或藉著他人的協助，對於他們的身體及心靈、思想、行為法或藉著他人的協助，對於他們的身體及心靈、思想、行為

及存在狀況施行某些操作，來改變他們自己，以達到某種愉及存在狀況施行某些操作，來改變他們自己，以達到某種愉

悅、純粹、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悅、純粹、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第一種技藝學是科學所

研究的，第二種是語言學所研究的，而第三、四種則似乎還

沒有像第一、二種那樣，有一門特定的學科來研究。權力技

藝學牽涉到對他人的支配，政治學及管理科學比較接近這個

範疇，而自我技藝學牽涉到對自我的管理，或許某種形式的

倫理學、宗教，以及心理分析比較接近這個範疇。傅柯承認

6.　傅柯的權力論不是本文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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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過去比較著重權力技藝學，甚至以此知名。然而晚期他卻

專注於自我技藝學及自我實踐，這也是為什麼他會回歸古希

臘羅馬思想。從某種觀點來看，這是一個大轉折或斷裂，發

生在 1976年出版了《性史》第一冊之後，即《性史》第一冊與

二、三冊之間，這也是為什麼第一冊與二、三冊的出版相隔

八年之久。然而若從另一觀點來看，亦即從上述四種技藝學

來看，傅柯一生的研究似乎還是有其連續性
7 和總體性。

在傅柯晚期的作品中，「生活藝術」和「生存美學」、「自我

實踐」、「自我技藝」、「自我技藝學」等概念經常交替使用，不

加區別，都是根據某種道德目標或審美價值，來雕塑自我、

經營生活。

十、論寫作及自我書寫：自我技藝的一個例子十、論寫作及自我書寫：自我技藝的一個例子

傅柯談的自我實踐和自我技藝的蘊義，在他論寫作和自

我書寫可以看得最清楚、最具體，寫作和自我書寫是改變自

我的一個具體方法。他說過「我無疑並不是唯一的一個為了

擺脫自我臉孔而寫作的人」。傅柯曾說過一個人寫作是為了

要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變成不同的一個人。作者有一種

想通過寫作行為，改變自己存在狀態的企圖。1983年秋傅柯

在一次訪談中說道：

你知道，對他（魯塞爾）而言，寫作就是那樣！他寫過一段漂

亮的文字，其中說到他在寫完他的第一本書之後，期望自己

7.　另一個斷裂的說法是，傅柯晚年的關注從權力轉向主體，他本人否認了這種說

法，他說他真正關注的一直是主體問題。（Dreyfus and Rabbinow, 1983: 208-209）

第二天早上會光芒四射，期望街上每個人都能知道他寫了一

本書。這就是一個作者的曖昧的慾望。事實的確是這樣，一個

人寫的第一本著作既非為他人而寫，也非為說明自己是誰而

寫，一個人是為了把自己變成另外一個人而寫。終究有一種

通過寫作行為來改變自己存在方式的企圖。他所觀察、信奉、

尋求並為之蒙受巨大磨難的，正是他的存在方式的這種轉變。

（Foucault, 1986b: 182）

他說的雖然是魯塞爾的寫作企圖，其實也是他自己的寫

照，尤其是在寫《性史》時。他曾說過「我是一個實驗者，不是

一個理論家…這意味著我寫作是為了改變自己，為了不再和

以前思考同樣的事情。」（引自 Timothy, 2002: 139）這種意義

的寫作是一種自我技藝，也是自我實踐，可藉此改變自我。

這和古代思想家寫哲學著作、日記、雜記（hypomnemata）的

作用類似。

古代思想家的這類寫作主要是為了記錄、反思、監督、

改變自己的行為、性格、自我或存在狀態，傅柯稱之為「自我

書寫」（self-writing），典型的自我書寫乃書寫自己的內在慾望、

衝動、意念、情緒等，為自己或他人而寫。

傅柯的著作都帶有自傳性質，他聲稱他的每一部作品都

是他的自傳的一部分或一個片段，而且是他個人體驗的一部

分。這意味著想要理解他的著作和思想，必須要理解他的生

活或傳記，反之亦然。因為他的寫作具有自我書寫的性質，

目標是改變自我。

這一情況同傅柯自己長期以來的工作方法類似。據德菲

爾（Daniel Defert）說，傅柯寫了一輩子日記，日記內容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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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他正在閱讀的東西（通常是小說作品）的摘要。而據保羅

維恩（Paul Veyne）稱，「在他生命的最後八個月裡，他那兩本

書（按即《性史》二、三冊）的寫作對他所起的作用，和哲學

寫作、日記或雜記對古代哲學家所起的作用是一樣的。這是

一種自我對自我所做的工作，是一種自我風格的形成。」他改

變自我的目標就是要形塑自我風格以及達至真理，如前所述。

傅柯於 1983年發表了一篇題為〈自我書寫〉的文章。

（Foucault, 1997: 207-222）在這篇文章裡，他闡述了西洋古代

思想家塞內卡、奧勒留（Marcus Aurelius）和普魯塔克（Plutarch）
等人的某些寫作習慣。這些人通過經常對自己的體驗進行沈

思，通過寫作來探索某些觀念並隨之將這些觀念放到實踐中

去檢驗。斯多葛學派讓他得以將他所理解的真理轉變成一種

精神氣質，即一種能同時滿足理性要求和勇氣需要的生活形

式。這種自我書寫乃那些非基督教哲學家主要通過與一些志

趣相投者的書信往來（但首先是通過寫日記及雜記）來完成

的。通過仔細記錄對自己讀過的東西和從事過的冒險活動的

感想，他們提供素材，而像塞內卡這樣的作家以後又利用這

些素材寫成論文，為控制憤怒、嫉妒和獻媚之類的性格缺陷

提出了各種技巧及論證。（Ibid.）
但傅柯的〈自我書寫〉一文並不侷限於探索通信和日記

或雜記在古代哲學中的作用。因為他關於斯多葛哲學的評

論，是建立在這些技巧的基督教觀點基礎之上的，這種觀點

把這些技巧當作擺脫「隱蔽在自己表象背後的他者或敵人」

的一種手段，因而陰暗得多了。事實上，〈自我書寫〉就是從

一大段引自阿他那修斯（Athanasius）《聖安東尼傳》的文字開

始論述的，而《聖安東尼傳》乃是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奠基性

文獻之一。由這段話可以得知，聖安東尼曾忠告過人們，若

想「挫敗敵人的詭計」，就必須通過逐日記錄自己的體驗來「征

服自己的肉體」。他說：「讓我們每個人記錄下自己的活動及

靈魂的衝動，就好像我們要互相通報這些情況一樣。請放心，

暴露我們的醜惡將促使我們停止犯罪，並不再抱任何罪惡的

想法。」（Ibid.: 207）
對一位像聖安東尼這樣的隱士（他一個人在埃及沙漠裡

住過多年，英勇地招致並抵禦過魔鬼的種種誘惑）來說，「書

寫可以減輕孤寂的折磨」。自己的行為因有別人在場和寫作

過程而受到限制，實際上會對「靈魂的內在運動」施加影響，

雖然激烈的鬥爭亦在所難免。通過寫下一個人所經歷的一

切，這個人必須一而再、再而三地面對自己惡魔般的幽靈。

這種兇惡的力量還會把我們引入歧途，並在我們是誰的問題

上愚弄我們。而作為對付它的一種戰鬥武器，寫作也就會成

為「一種考驗和試金石」——用傅柯的話來說，它「會照亮思想

的衝動，並驅走那種佈滿敵人陰謀的黑暗。」（Ibid.: 208）

十一、討論和結語十一、討論和結語

如前所述，傅柯崇尚自我轉變、自我實踐以及自我技藝，

他的目標有三個：美、自由以及真理。自我實踐要把自我和

生活當作藝術對象來塑造，這也是他的「生存美學」所指稱的。

自我實踐旨在對自己加以鍛鍊（working on self），以改變自己、

形塑自我風格。這種倫理學所蘊含的自我與自我的關係是十

分自由的：一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知識來改變自己以及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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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托爾斯泰說「每個人都想改變世界，卻沒有人想改變

自己」，不過傅柯卻是想要不斷改變自我的思想家。馬克思

所倡導的改變世界，固然讓人體驗到人的自主性、主體能動

性，傅柯倡議的改變自我的實踐卻讓人體驗到自由。而他的

「主體性與真理」主張主體不改變是不可能達至真理的，主體

必須不斷變化、位移、易位，以便達至真理，而真理又能反饋

主體以幸福、寧靜。總而言之，傅柯晚期的自我倫理學，以追

求美、自由及真理為其目標。

有些自我或主體的學說，主要探究自我或主體的性質、

變遷和時代的關係等等，探究「是什麼？」（“What is it ?”）的

問題。傅柯的自我或主體的學說則主要探討如何導致其轉

變，如何形塑自我或生活，以達至真理，應該說是一種「自我

與主體的批判哲學或實踐哲學」。馬克思說「以往的哲學家都

是以種種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是改變世界。」傅柯具

有同樣的實踐精神，只不過傅柯特別把此實踐精神運用到自

我或主體上。馬克思要改變世界或改變社會，傅柯則要改變

自我或主體。

傅柯從自我或主體及其轉變出發，所企圖建立的精神性

的真理觀以及精神性知識觀，雖然還只是一個輪廓，不過深

具啟發性，值得進一步發展。這種真理觀並不是純粹認識論

的真理觀，也涉及存有論、實踐論，需要比較準確進一步界定。

精神性知識也需進一步的定性及定位。

精神性知識係關於主體和主體之轉變的知識，這和關於

客體和尋求客觀性知識形成明顯對照。如上所述，他所謂的

「精神性知識」要求主體轉向自身、回歸自身、反觀自身、關

注自身。這觸犯了客觀主義的禁忌，被判定為主觀的，甚至

是神秘的。在人文社會科學中一個研究結果是主觀的經常是

不可避免的，但不一定就等於是「神秘的」，不能為他人所理

解的。只要通過互為主體（觀）的認證或驗證，應該也能為人

所接受或承認。不過傅柯所謂的精神性知識比較獨特的含意

是要尋求主體之轉變，而這又關連到他所謂的真理。

近代科學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分科的知識體系，甚至很

多部門是可以驗證的，可以預測的。前引歌德的喟嘆代表對

這種科學知識體係的批判，也是對現代性的批判。韋伯所關

注的「智識化」、「理性化」的過程主要是對於這種科學知識的

累積和進步而言的。他說：

學術工作和一個進步的過程不可分離…在學術園地裡，我們

每個人都知道，我們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年內就會過

時。這是學術研究必須面對的命運，或者說，這正是學術工作

的意義。…在學術工作上，每一次的「完滿」，意思就是新「問題」

的提出；學術工作要求被「超越」，它要求過時。（Weber, 1946: 

138; 韋伯，1985：127）

韋伯所說的學術或科學「讓我們得到關於技術的知識，

好讓我們通過計算，支配我們的生活、支配外在事物以及人

的行為。」（Weber, 1946: 150; 韋伯，1985：144）這正好對應傅

柯的「認知性知識」。

科學對客體的研究有很大的進步之後，對於主體有什麼

改變、有什麼益處嗎？歌德的回應是懷疑的，甚至是否定的。

傅柯的真理觀和精神性（知識）主要是針對主體，一方面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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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性（知識）的一種批判，另一方面也是大膽提出他的主張。

他的主張證諸中國古代的經典知識也是適合的。清朝儒將曾

國藩曾說「讀書變化氣質」，宋朝程子說「讀論語，有讀了全

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

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

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

曾讀。」（朱熹，1974：論語序）意謂古代偉大的經典旨在改變

主體，也能改變主體，而不是作為累積的客觀知識 。禮記謂

「富潤屋，德潤身」也是提及跟人的身心有關的知識形態，在

中國傳統稱之為「德行之知」，傅柯則統稱之為「精神性知識」，

具有更大的概括性。

佛教的智慧（般若）也不是用思想或知識就能得到的，而

是身心兩方面整个投入修練得到的智慧。般若宣稱可以對治

人的執著（所謂我執或法執）。星雲大師曾說：「般若就是讓我

們在這個人間更自在的法門！吃飯有了般若，飯的味道就不

一樣 ;睡覺有了般若，睡覺的味道就不一樣。大家都在求功

名富貴，但若有了般若，即使是求功名富貴，境界、看法卻會

不一樣 ;有了般若，人的生活、思想、境界都會跟著改觀；…。」 

這就如傅柯所說，精神性知識能改變人的存在狀態，這不是

認知性知識能做到的。

在東亞文化裡所發展出的藝術，如書法、古琴、茶道、花

道、園藝等，都有一共通的文化內涵，就是藉由該藝術的學

習而啟發人的內省性，人可以通過技藝的學習鍛鍊，而達到

一種道的境界。這種技進於道的實踐智慧是人類文明非常珍

貴的資產。

傅柯提出的真理觀和精神性知識概念可以當作跨文化

比較的框架的一部分，用於古代經典知識很有啟發性。（2013

年 2月 26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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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n Foucault’s Th esisA Preliminary Study on Foucault’s Th esi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Subjectivity and Truth”

Richard Ruey-Chyi Hwang

Abstract: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tate and evaluate Foucault’s thesi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According to Foucault, in ancient thought 

philosophy and spirituality are inseparable. Spirituality postulates 

that in order a subject is capable of having access to the truth he 

must be changed or transformed. Thus a subject must carry out the 

transformations on himself by so-called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 

through practice of self which links subject and truth thus is also called 

“practice of truth.” And the truth produces eff ects on the subject which 

is also a defi ning characteristic of truth. In addition to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the spiritual knowledge is a kind of knowledge about the being 

of subject and which can change the being of subject. It seems that in 

Foucault there are circular defi nition and argument between subjectivity 

and truth and between spiritual 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In sum 

Foucault’s thesi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and spiritual knowledge are 

heuristic but need further clarifi cations and developments. 

Keywords:Keywords: Spirituality, Askesis, Esthetics of Existence, Technology of the 

Self, Truth, Spiritual Knowle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