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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式金融權力運作之外的主體、情感和慾望：
回應徐進鈺教授的評論
鄭 瑋 寧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感謝徐進鈺教授的評論與提問。以下，我將徐教授對於本人研究論文以及導論的提
問，分別進行回應。

（一）對〈資本的幽靈、分裂的主體〉提問之回應
徐教授的第一個提問是：「這些主體的位置以及慾望，或者他所形成的這個空間，
是目前一些金融機構或者國家無法介入的一些空間及位置？若是如此，這些空間是否就
是逃逸的空間？或者是說，金融化雖然可以影響我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但是在極度金
融化的同時，人的慾望與情感還是可以提供對抗的空間？」這個解讀相當程度上貼近我
的本意，但請容我從金融資本主義權力運作的特性來闡明「逃逸空間」的性質。這一點
必須透過金融化的權力運作性質來加以理解。與其說這些分裂主體的情感或慾望，是金
融機構或國家所無法介入的空間，我傾向於指出，那些是金融資本主義這部機器特有的
圖示式（diagrammatic）權力運作所忽視的面向。圖式指涉了構成權力的力量間關係
（relations between forces）之陳列，是力量關係與強度的地圖，正因為力量是微物理學
的、策略的、多點的且發散的，在地圖上的每一瞬間會穿越每一個點，或是在每一個關
係中，由某一點穿越至另一點。就此而言，圖式是以共同延展於整體社會場域之非一致
化的內在原因來運作：抽象機器就像是那些執行其關係之具體組裝的原因，力量關係會
發生在具體組裝的紋理組織之內，而非之上（Deleuze 1988: 33-37）
。除了分析資本如何
以圖示方式去動員象徵符號與分裂主體之外，我的論文更探究了當地人如何面對處理那
未被金融資本的權力所動員的的關係主體與象徵符號，進而觸碰到人性與存在中無可名
狀的層面。我認為，目前學界有關主體化生產的理論，並未深刻且實質地掌握，那些不
受到無意至符號學所影響或激發的當代經濟主體性以及人的存在之域，特別是有關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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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的存在性、情感強度、所欲的關係以及個人慾望。1
接著，徐教授問道：前述不被金融機構與國家宰制空間的存在，是否與 Polanyi 所
提到的 double movement，有所呼應？就我的理解，Polanyi 提出雙重運動作為理解資本
主義經濟基本的內在張力，即，在社會與市場二分的前提下，人做為社會存有既容許了
勞動力的商品化以促成資本積累（市場社會），但社會整體會創造出各種去商品化的制
度做為社會保護，以抵抗人的全面商品化（Polanyi 1957）。就此，經濟過程是在市場化
與社會化這兩股力量的辯證中進行。我的論文並不特別與 Polanyi 對話，最主要原因在
於，我認為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與市場間的關係，遠比 Polanyi 所認識到的更為複雜。
由本論文集的研究成果來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即是市場邏輯成為社
會重新組織其自身運作的憑藉，自成一格的社會更因著社會分類的模糊化，而難以再被
視為一個同質的整體。其次，新自由主義國家與人民理所當然地將市場及其所牽連的人
觀與主體形象，當成組織其生活的依據。對國家與個人而言，市場邏輯不再是社會的對
立面，市場邏輯甚至滲透到社會生活與政府的運作之中。就此而言，新自由主義化的經
濟過程，特別是金融化（或市場邏輯）的運作，並非建立在 Polanyi 主張的市場與社會
的辯證這種雙重運動之上，而是透過主體性的生產來進行。進一步而言，主體性與市場
邏輯之間並不是透過辯證關係來互動，因為將二者間互動定性為辯證關係，預設了經濟
過程將無可避免地依循某種一致化邏輯來運作。相反地，我所辨識出的主體性與金融化
之間的關係，既有因為金融資本的主體化機制所造就的後果，同時因為個人身處之脈絡
而牽動了不同的邏輯（如金融資本與個人關係、制度理性與關係情感、勞動與個人友誼、
家與親屬和地下金融、情緒勞動者與內在自我）
，形成了不同分裂主體之間或對立衝突、
或交替出現、或相互結合的情況，展現出異質性及多向性。在這個意義下，我認為主體
的情感和慾望之於市場間的關係，並不只存在著「對抗」這種關係，而是更為複雜的糾
葛。

（二）對〈導論〉提問的回應
首先，有關以空間化的主體做為掌握金融化經驗的差異過程及其變動性的關鍵這個
思考進路。在一定程度上，我同意徐教授所言，對於金融化之下的主體經驗與主體建構
的掌握，必須考量主體所在的社會經濟空間來加以脈絡化。然而，就本論文及收錄的魯
凱個案研究而言，當地居民在金融化下的主體經驗與主體建構，所涉及的空間性質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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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多向度空間：居住在聚落內，但日常生活中，經常會與不同尺度空間的經濟力量互
動（如彈性勞動、金融機構、關係金融），更重要地，在特定事件中，個人往往會在不
同主體位置之間的滑動，讓不同尺度的經濟力量或經濟邏輯，意外地產生碰撞或相互結
合，交替出現，乃至彼此衝突。我的淺見是：若「空間化的主體」要對於主體建構是具
顯著意義的切入點，研究者至少必須處理「空間在金融化之前與之下的性質究竟產生了
怎樣的轉變」這個議題，特別是，資本與時間對於空間性質的轉變，究竟帶來了怎樣的
作用與後果。我認為，只有在意識到當地人所生活的當代空間是多向度的空間（黃應貴
2016），我們才能確實掌握：在涵融了資本與時間所展現的當代空間中，人因著金融資
本主義這部機器的運作，成為分裂的主體。這些分裂主體結合了各種無意指符號而運
作，展現其金融主體性。與此同時，那些經歷分裂過程所遺下的部分主體，他們的心緒、
情感和慾望，指引或支撐了其在金融化過程中確立自身存在的意義。事實上，從資本循
環的角度來看，金融資本主義的運作與繁衍，一方面必須透過地理空間中擴張與快速循
環時間，以確保資本積累，另一方面必須透過資本主義這個機器來不斷生產分裂主體，
並與金融符號結合，促成機器能有效運作。正因為金融化同時涉及了結構化力量與主體
性生產這兩個面向，其運作過程引入了政府對市場的治理、金融市場的邏輯、地方社會
的歷史性以及主體化模式等力量，彼此交錯、糾結，才導致不同地理空間區位中，出現
了獨特的金融化運作、擴張或受挫的樣態。若要在金融化下討論空間與主體間的關係，
我傾向從資本進入的時間流，來掌握空間性質分殊化（物理、社會、文化、想像、無視
各種尺度限制而跳接的虛擬空間；空間做為條件、做為結構化力量、做為關係、做為主
體認識自身處境的參照、做為再現的形式），以及多重主體生產模式（作為親屬主體、
個人主義式認同的生產機制、社會順從、機器式臣屬），如何在具體事件中，因著人與
人的互動而加以結合、運作而產生面貌各異的後果，以呈現出金融化過程的獨特性。
第二，有關研究者該如何對金融化進行道德價值評價的提問。讓我從人的解放以及
對資本近用的有無這兩個角度，來回應有關如何對與金融化道德價值判斷這個問題。首
先，資本主義的確立與擴張，一開始就仰賴執政者的法律與暴力，將農奴從封建領主的
人身依附關係中解放出來，以創造出僅擁有自己身體這項財產的個人，這個自由人為了
維生，不得不販賣勞動力，接受資本家的支配，然而獨立自主的個人既是資本家剝削的
對象，卻為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社會基礎。對照之下，封建制度中的農奴的確受到社
會保護，但那是建立在封建制度不承認農奴擁有人身自由的基礎上。就此而言，在經濟
社會結構鉅變的時代中，人從舊制度中解放出來，是無庸置疑的，問題在於：解放之後
的人，在新的經濟社會安排中，究竟面臨了怎樣存在處境？從新世紀的社會與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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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系列叢書出版以來，透過每一次對新課題的探究，企圖指出：新自由主義化將人從現
代性秩序中解放出來，意味著破碎的多重人觀的出現，這個人觀的出現，有其歷史性與
時代意義。伴隨著資本主義而出現的現代性個體人，意味人不再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所形
成的鏡我來認識自己，而這種現代性的個體人，往往透過消費主義來認識自我的意義，
結果卻是多重破碎的自我，導致內心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這使得「我是誰？」成為當
代極為嚴峻的存在課題。至少，從當代宗教研究中，我們看到人透過重新與他人建立關
係的關係性存有來面對「我是誰？」這個問題。本論文集不僅呈現了金融資本主義下的
主體化模式及其後果，更進一步以個案處理了「經濟人」這個當代最重要的主體形象，
如何成為那些從社會關係中解放出來的人進行自我主體化的基礎。甚至，人的解放過
程，不只要針對既有制度加諸於他們的限制—「對抗」的概念不必然能準確掌握此一解
放過程的性質，因為某些舊社會的價值反而被當代的人重新渴望，而這種看似復古的新
的渴望，往往是對新自由主義的不滿。
其次，若從對資本近用（access）的有無這個角度來看，債務經濟的本質是債權人
與債務者間永恆的不平等關係，欠債者這種經濟主體的形塑，當然同時包含了無資本者
經由一連串的評估過程與重塑記憶來取得一種使得得以擺脫目前困境的債務資本，這是
以特定期限內的生活重整與規範慾望作為獲取金融資產的自由。正因如此，當代資本主
義乃是生產主體性的經濟（Lazzarato 2012）。至於因金融自由化而獲取貸款這類債務資
本的人，是否在某虛幻宣稱下被賦權？至少，我並不會將個人以債務來實現個人希望的
行動，編派為虛假意識的作用。毋寧說，債務經濟作為資本的當代形式，必須視為關係，
因此，捲入債務經濟的人，即是進入一種特殊的經濟關係之中。其間，個人主觀想法的
詮釋與評價，必須放在債務作為一種不平等關係的框架中來加以掌握。正是因為將資本
視為關係，本論文集同時關注的是無資本者進入債務經濟的過程、主體經驗及其面對的
結構性力量，同時呈現他們所面臨的壓迫以及存在心緒和處境。對此，本論文集對於欠
債者與金融資本間的整體關係，並不是只從順服或抵抗這兩個角度來探究，而是全面地
考量了事件與情境中的人的獨特關懷、情感與慾望，以求適切詮釋其行動的意義。
徐教授的第三個提問是：採取批判進路或社會實踐立場的人，是否能從新自由主義
的治理術，自行攫取部分有用的技術，再加以重新組裝成一套能夠踐行其改革現況的技
術，進而達成反制新自由主義化的意圖？
這個提問必須從新自由主義究竟是一套新的治理技術抑或是資本積累的新方式來
加以回應。若我們同意傅柯，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套新的治理技術時，這些治理技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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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重新對國家、社會與市場三者間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之後，為了達成該目標而被
引入以成為整體治理的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個別的治理技術並非由一套具有內在一
致性的知識所生產的，其被納為治理所用，只是因為其被認識為是具有達成有關市場競
爭、適合進行分類、排序、評量等理性化目標，眾多技術原只是鬆散地接合，而非鐵板
一塊，當然可以將之從另一個脈絡中拆解出來，再加以挪用、重組、甚至導向反制新自
由主義治理性的後果。不過，我們也要問，將這些治理技術加以去政治，是否就是對這
些技術的準確定性？對於技術的去政治性，是否只是某種技術樂觀主義的論述？若將技
術與人同樣視為行動體（actant）
，挪用技術以達成反制新自由主義化的意圖，是否會在
新的組裝網絡中被踐行出來？至少，從我對行動者網絡理論的粗淺認識，人與非人行動
體彼此協作、行動的後果，並不取決於任何事先預定的意圖，而是整體網絡運作的結果。
即是我們接受了對新自由主義治理技術去政治化的立場，那麼，將技術視為與人同等地
位的行動體，是否真能達成我們意圖在新的脈絡中，將技術再政治化，以達成反制新自
由主義的目的？
甚至必須問的是：若金融化或新自由主義化不只是一套治理技術？
如果金融化是關乎資本尋找新的積累模式，更是一套關乎生產主體性的經濟安排，
那麼，正如導論指出，新自由主義下的主體化模式，成功地動用了個人無意識，使得人
們在不知不覺中踐行了各項金融實踐，並視為理所當然。就此，個人無意識就成了我們
該如何在新自由主義中尋找出路之政治計畫（political project）的關鍵所在（Guattari 1979;
Lazzarato 2012, 2014）
。從義大利工人自主運動出身的哲學家們（如 Lazzarato、Berardi）
，
清楚指出了新自由主義對日常生活與主體建構的全面滲透，使得傳統左派倡議以階級為
基礎的革命政治，更加遙不可及。至少，所謂的新政治想像與政治計畫，不能再以單純
的對抗這類革命政治的想法來理解，更無法不去討論主體性轉變的問題（Lazzarato
2017）。

附 註
1.

在此必須說明的是，這些分裂主體並不等同於（以個體人為基礎的）現代性主體，
因為現代性主體係經由單一認同的社會主體化機制而出現，但該機制在當代不再具
有支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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