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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 1970 年

代早期開始，曾對西方當代社會制度之監視制度與

權力關係做了深入分析與批判；認為權力概念是一

種權力關係的運作，所以論述的是一種權力的解析

法，用一種分析的手段，界定權力形成的具體領

域，並分析其可能，幫助我們瞭解與掌控權力的動

向。傅柯權力觀點，出現了兩種互為連接的形式：

一是「規訓」、二是「調節控制」。在分析規訓權力

的過程中，必須瞭解權力如何透過各種規訓技術，

促進個人身體的「理性化」。在研究權力的過程中，

不能只看制度性的權力或階級權力，而忽略日常生

活中綿密的微視權力網絡。權力的布署滲透至我們

的日常生活中。權力建構現象也普遍存在於運動場

上，教練、球員及裁判會由於認知不同、目標不同、

價值觀差異等等因素，造成雙方在觀念上和作法上

的不一致而形成衝突。這樣的衝突乃是因為權力相

互配置，且不對等的狀況中所建構出來的，因而產

生權力的牽制與宰制。根據上述的觀點，本文試圖

解析籃球場中所解構出的權力互動，並針對籃球場

中的基礎三角關係（球員、教練、裁判）進行微視

權力的解析，輔以實際案例，以瞭解三者間權力分

配與相互牽制的過程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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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在一場籃球賽中，所需要的人力非常繁雜，除了主角球員、教

練之外，還有裁判、技術委員、記錄員、球迷等多個角色。在競賽

及訓練的過程中，教練、球員及裁判會由於認知不同、目標不同、

價值觀差異等等因素，造成雙方在觀念上和作法上的不一致而形成

衝突。1這樣的衝突是由權力相互配置，且相互不對等的狀況中所建

構出來的，也因為角色的不同造成目標設定的不同，因而產生權力

的牽制與宰制。在教練領導中，會與球員產生權力上的交相善與

惡，球員透過表現爭取教練認同，以換取上場時間，而教練則運用

職位權力指定所主觀認定當前狀況中，所需要的球員上場，在訓練

付出與投入的同等條件下，教練表現出一種權力由上至下的支配，

以傅柯的權力觀點，認為權力是被建構出來的；人類是權力的產

物，社會是懲罰、監督、規訓、教育規範所塑造而成的，現代權力

對人們掌控以透過各個層面更加嚴密，且普遍的存在社會各個領

域，例如：家庭的父子關係、學校的師生關係。而權力是依靠一種

約束身體的紀律程序，貫穿整個社會。2根據傅柯的分析，現代規訓

技術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和累積人力資源的從屬模式和以前完全

不同。3因此要了解現代主體性與現代人道主義，就得從現代規訓技

術的細節和精緻運作中的權力關係進行分析。傅柯認為有權力就有

反抗；4在研究權力的過程中，不能只看制度性的權力或階級權力，

而忽略日常生活中綿密的微視權力（micro-power）網絡。5 

                                                 
1 李亭儀、柳立偉、徐志輝，〈大專籃球教練情緒智力對領導效能之影響〉，《嘉

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2.3（嘉義，2013.12）：100-108。 
2 李孔文、王嘉毅，〈傅柯知識權力理論及其教育學意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9.3（中國，2011.09）：1-32。 
3 吳秀瑾，〈身體在世：傅柯和布爾迪厄身體觀和施為者之對比〉，《臺灣社會研

究》，68（臺北，2007.12）：75-117。 
4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 1 (New York: 

Vintage, 1990).  
5 楊翠雲、林惠如、馮翠霞，〈以傅柯知識權力觀點論述健康團體角度下的戒檳

http://ezproxy.ntsu.edu.tw:2051/Publication/Index/10219528-200712-x-68-75-117-a
http://ezproxy.ntsu.edu.tw:205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19528
http://ezproxy.ntsu.edu.tw:2051/Publication/PublicationIndex/102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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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柯的權力觀點探討運動場上，教練與選手之間由上而下的權

力現象，6這樣的權力建構現象也普遍存在於運動場上。而一場球

賽，因所交織的權力網絡中，尚還有主辦單位、贊助廠商及球迷等

等多種面向，因參與角色眾多無法詳加探討，故本文僅根據上述的

觀點，輔以實際案例，試圖解析籃球場中所建構出的權力互動，並

針對籃球場中最為基礎的關係（球員、教練、裁判）進行微視權力

的互動與解析，初步瞭解三者間權力分配與相互牽制的過程與結

構。 

貳、傅柯的權力建構 

一開始相關權力分析的主要材料，乃追溯於十八世紀歐洲社會

所逐漸發展及普及化的規訓機構，如監獄、軍隊、學校、工廠等。

這些機構，將人類的行為經由權力分配的過程加以制約化，權力也

經由如此方式滲透於社會之中，內在形成了社會型態。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認為普遍存在的權力就如同血管般，向社會各

領域滲透，權力作為主體的策略遊戲無處不在，主體自由是權力關

係得以存在的必要條件。7其在1970年代早期開始，即對西方當代社

會制度之監視制度與權力關係做了深入分析與批判。他認為權力是

一種關係的運作，不是國家機構的「政權」，也不是規章制度約束

方式，不從最高權力點或中心點，去尋找權力的產生條件，是無法

了解箇中精髓的，所以論述的不是權力理論，而是一種權力的解析

法，用一種分析的手段，界定權力形成的具體領域，並分析其可能，

幫助我們瞭解與掌控權力的動向。8在馬克思主義的思維中，權力是

                                                                                                                     

榔行為〉，《高雄護理雜誌》，30.2（高雄，2013.12）：48-55。 
6 張威克，〈從傅柯的權力觀談運動中的權力現象〉，《體育學報》，29（臺北，

2000.09）：23-34。 
7 李孔文、王嘉毅，〈傅柯知識權力理論及其教育學意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9.3（中國，2011.09）：1-32。 
8 李猛，〈傅柯與權力分析新嘗試〉，《社會理論學報》，2.2（香港，1999.09）：

375-413。李新民，〈傅柯的哲學思想及其對教育的啟示〉，《初等教育學報》，

10（臺南，1997.06）：299-324。高宣揚，《後現代論》（臺北：五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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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資本主義階級支配的工具，但這種思考並未將權力機制做出良

好的分析論點，傅柯主張權力有多層面向，而非在馬克思主義中

的，只具有單一一種意義，只是為了支配、為了再製壓迫的意識型

態。9因此，發展到後來，傅柯的權力觀點，出現了兩種互為連接的

形式：一是「規訓」（disciplines）或人體的解剖政治；一是「調節

控制」或人口的生命政治。「身體規訓」與「人口調節」這兩種權

力技術的目標，都在進行生命歷程的管理。而在分析規訓權力的過

程中，必須瞭解權力如何透過各種規訓技術，促進個人身體的「理

性化」。吉志鵬使用傅柯的觀點論述權力系譜學時指出，任何權力

運作都離不開對於身體的控制與宰制。10權力就是透過對身體的支

配與規訓；權力和知識是內在的，它無所不在、內在於一切事物，

而且內在於論述之中，所以沒有論述可以脫離權力及知識的網絡。 

權力是一個連續變異的狀態，權力與知識不是靜止的區分型

式，也不是二元論的絕對，對傅柯而言，它是「轉化的基礎」。傅

柯在意的是它的動態轉化歷程，可能某個偶發事件發生之後，使得

論述型態跟著改變，這個偶發事件就是個斷裂點，在此點之後，人

們看待事物的角度又變得不同，所以權力／知識也代表不斷變異的

過程。在研究權力上，傅柯認為需要遵守特定的規則。藉之以考察

權力現象：一、權力應該為一個已分化的現象加以檢驗。如：特權、

地位、知識的關係。二、權力應該就其目的角度加以研究。三、權

力應該就現實化的角度檢驗。四、權力應該於制度化程度加以研

究。如：支持權力、符號之傳統的權力機制。五、權力應該就其理

性化的角度加以探討。11藉此，傅柯意味著在權力關係中意識形態

                                                                                                                     

莊文瑞，〈校園知識／權力分析〉，《東吳哲學學報》，2（臺中，1997.08）：

197-202。 
9 Michel Foucault,  Truth and Power. In C. Gordon (Ed.), Power 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1980). 
10 吉志鵬，〈傅柯權力控制視域中身體消費的批判〉，《社會科學家》，5（中

國，2009）：114-116。 
11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An Introduction. Vol. 1 (R. Hurley, 

Trans.) (New York: Vintage, 1990).  



以傅柯觀點淺談籃球場上教練、球員、裁判權力建構 

45 

的、科技的、經濟的及政治的符號，它們會引起權威與順從。12 

參、籃球場域的權力建構 

籃球場上球員、教練、裁判的身體根據國際籃球規則自我運

行。而身體的政治、理性所造成的必然效果便是同時個體化以及整

體化。13這樣的結果造成權力的透析與流動、分布。根據上節中所

陳述的傅柯權力建構的過程與流動，本節將以籃球賽中最為基礎的

三種角色來探討籃球比賽中所涉及的權力建構及流動：以教練、球

員與裁判這三者為主要陳述，期能在本節中可以梳理出，此三種基

礎關係中，暨合作又競爭、上位與下位互動的權力關係。 

一、教練——球員 

運動員在運動場上，要想成為一位傑出的運動員，除了他本身

要有良好的條件及努力外，同時還得要有一位相知的教練，兩者相

輔相成，才能創造佳績。14教練與球員之間的關係，可以說是相當

的複雜。在不同層級的比賽中，教練與球員的權力分配，會產生改

變。許多研究發現教練的領導行為與選手的競技表現有非常高程度

的相關。15而教練越表現出太多的專制行為，對於促進團隊的凝聚

力越有不利的影響。這樣巧妙的互動造就了以教練至上的權力結

構。長久以來，教練的主觀意識與認知，主導了大部分競賽內外的

種種決定，此種現象形成教練制定決策同時、不易掌握全面性的了

                                                 
12 何泛筆，〈從權力技術到美學修養：關於傅柯理論發展的反思〉，《哲學與文

化》，37.3（臺北，2010.03）：85-102。 
13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and Reason. In L. Kritzman,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8). 
14 王景南、王世樁，〈以典型相關分析探討籃球比賽的攻防技術〉，《體育學報》，

30（臺北，2001.03）：207-215。 
15 吳國銑，〈我國大專院校運動教練領導行為比較研究〉，《體育學報》，28（臺

北，2000.03）：59-68。吳慧卿，〈運動團隊衝突之研究〉，《臺灣體育運動管

理學報》，5（臺北，2007.09）：25-44。蔣憶德、陳淑滿、葉志仙，〈教練領

導行為與團隊凝聚力之相關研究〉，《體育學報》，30（臺北，2001.03）：19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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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造成錯誤決定的機會亦相形增加。16教練與球員間的身體政治，

由教練端透過單一面向的權力，監督球員的生理條件，在此球員的

身體被處理當作是展現教練社會權力技術的對象，不對等的權力建

構，使得球員必須完全歸順於教練，服從化的紀律隨著權力滲透下

去，這就如同傅柯強調一種內在的相互作用關係一般，17這樣的權

力意識與支配就慢慢的滲透到球員的潛意識中。這樣的權力分配，

在我國高中籃球聯賽中，尤為明顯，學生球員完全的順從於教練的

權力支配：「某高中球員指出記得在國二那年，有一場跟大倫

國中的比賽，我因為被對手撞倒在地，我氣得把他的手撥開，

結果就被教練冰了一整場。」18在球場外亦然，教練要使用紀律

為工具，展現權力的掌控，影響球員日常生活與比賽，以此關係而

言，高中端教練相對於球員，是處於絕對上位的監督者，球隊組織

近似一種規訓的機構，讓球員的身體順從於教練。球員在教練的權

力規訓下，成為教練展現社會技術的工具，上位與下位的關係擁有

一道突破不了的高牆。然而在職業籃球環境中，卻是不同的狀況，

球員與教練的權力分配受到球團的支配，教練權力有時無法下達至

球員端，乃至於易發生球員對教練的質疑，如我國國家隊教練至大

陸執教CBA的過程中產生權力的易位，且受制於球團與球員的狀

況：「賽季初期在傳出原帥吐槽俱樂部和主教練的風波後，這位頗

有潛力的年輕選手被棄用，直到最近才解禁復出；19瓊斯還不聽從

許晉哲的指揮。在許晉哲暫停布置戰術時，瓊斯大多躲在旁

邊。」 

                                                 
16 許銘禮，〈籃球運動員先發五人決選之研究〉，《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8.3

（嘉義，2009.12）：238-248。 
17 李孔文、王嘉毅，〈傅柯知識權力理論及其教育學意蘊〉，《華東師範大學學報

教育科學版》，29.3（中國，2011.09）：1-32。 
18 聯合新聞網，〈狠甩鬥牛性格 田浩就愛奔馳球場〉，http://udn.com/news/s

tory/8688/1257140, 2016 年 2 月 18日檢索。 
19 騰訊體育，〈本該起勢卻低迷一季，無緣季後冤不冤〉，http://sports.qq.com/a/2

0160124/011181.htm, 2016 年 2月 18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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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練——裁判 

籃球裁判員於執法時，比賽遭遇「教練及球員侵犯」為其壓力

源之一，因為籃球比賽中常出現嚴重的誤判事件，執法宣判尺度不

一，或是教練們對於規則不熟悉的抗議等事件，進而影響球隊最後

的勝負以及球員的表現。20可見籃球比賽時，教練與裁判和球員構

成權力相互變異的過程，教練形成裁判的執法壓力，企圖將裁判的

知識及判斷，透過權力的展現，使裁判的吹判偏向自己，在傅柯的

觀點中，這樣的地位對立，形成一種權力的對抗，裁判與教練為了

各執一方的知識目標而努力，其最終目標雖是完成一場球賽，然教

練的目標取向卻是勝利，在針對裁判吹判過程中，不斷挑戰經由國

際籃球總會所向下賦予裁判的權力，而裁判在規則的運行下，進行

主客觀判斷。對照傅柯的規訓手段是要消除所有不合乎社會與政經

系統的不正當性（非理性），以生產合乎社會道德規範與律法常態

之被馴規的主體，以便成為對社會及政經有用、有「良善價值」的

人。21這當中的規範指的就是國際籃球總會所律訂的規則，這也就

是一種裁判規訓球員及教練的權力基礎。教練在球賽中將裁判判決

與球權判定的過程中，形成一種不斷變異的歷程，教練時而與裁判

配合，時而質疑裁判，卻又不得不在國際籃球總會的規則下，限制

自我的行為，以本季SBL的案例為例：達欣隊與臺銀隊的比賽中，

產生的裁判爭議，其中達欣隊教練邱大宗也強調，「裁判很努力在

吹，我們也都會服從，但是我們的戰術都建立在規則內，所以如果

同一種進攻或防守卻有不同的吹判，就會很模糊，這樣比賽就很難

進行下去。」，22這樣權力不斷變異的歷程，是一種連續的變異帶，

可謂是在競合關係中，互動最為不穩定的態系。 

                                                 
20 楊紀瑜、許志祥，〈籃球裁判壓力來源分析〉，《運動教練科學》，6（臺北，

2006.03）：165-176。 
21 林薰香，〈後現代主義之理性與非理性問題——以尼采及傅柯的觀點為例〉，《東

海哲學研究集刊》，14（臺中，2009.07）：119-139。 
22 ET today東森新聞雲，〈SBL多爭議判決 邱大宗：裁判要嚴格、不要模糊〉，

http://sports.ettoday.net/news/624013, 2016年 2月 18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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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裁判——球員 

我們說某人是有權力，只是指他正位於發號施令的位置上，並

不意謂權力為他所獨有，本身特質可能成為一種資源，「位置」配

合「資源」，在特定的關係網絡中，並受另一端的呼應需求，權力

就發揮了影響力。23籃球競賽中，球員的身體是在籃球規則的運行

下，被裁判直接實行權力的地方，而根據傅柯的說法，權力運作的

問題多半是伴隨著身體的政治經濟學。籃球裁判法中的各式手式，

直接決定與符號化球員在場上身體的運作（圖1）： 

 

 

圖 1 最新國際籃球裁判法——裁判手號 

資料來源：國際籃球總會（2015）。2014 年國際籃球規則，頁 64。 

在圖1的籃球裁判手式當中，可以發現在第一列的圖解手式

為：UNSPORTMANLIKE（不合運動道德犯規），24這對球員在進

行比賽中的運動技術與精神，進行了規訓與裁判的主觀權力展現，

而在第二排的圖中，裁判以各式手號表達球員的球衣號碼，在籃球

競賽中，球員的代號就是球衣背號，球員在競賽過程中，直接的被

規則符號化，任何一個犯規、違例都是以球員的背號為計算標準，

並順從於國際籃球總會律訂的規則下。球員與裁判的身體同時受制

                                                 
23 錢幼蘭，〈探討校長遴選委員會之權力運作〉，《學校行政雙月刊》，44（臺北，

2006.07）：43-55。 
24 國際籃球總會，〈國際籃球裁判法〉，《國際籃球規則》（瑞士，20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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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於上層單位或人員，裁判以裁判法制約球員，裁判受制約於國際

籃球總會頒訂的裁判法與規則，直接產生身體技術上的影響，在肢

體接觸頻繁的籃球運動中，裁判執行判決任務，這使得裁判的權力

處於上位，球員必須順從裁判的每一判決，否則將遭到裁判規則技

術下的懲處。球員在訓練的時候，就必須學會如何掌控自我的身

體，並順理著籃球規則與教練的指令，在這當中身體雖稱是被規訓

化的，但是卻也有許多遊走在規則邊界的動作，是需要裁判的經驗

及主觀判斷的，這使得權力的運作無法有效滲透到球賽中的每一個

細節。原則上裁判在球賽中與球員的關係是屬於一種由上而下的技

術權力宰制，然而球員在比賽進行中，試圖突破裁判的視線，以邊

緣化之動作技巧，賺取裁判主觀判定上的失誤，在此，上層權力（裁

判）宰制了下層，被規訓的下層，則不斷試圖突破上層權力所涵蓋

的範圍。球員使用遊走於規則邊界的動作形成一種衝突的來源，裁

判權力如果無法有效制止，將形成直接性的衝突發生： 

「2015年我國所舉辦的瓊斯盃國際籃球邀請賽中，菲律賓與俄

羅斯的比賽，開賽雙方就小動作不斷，裁判第一時間沒制止才讓雙

方肢體衝突擴大。畢竟俄羅斯也在為其他大賽做準備，演變如此難

以接受。」25此為球員於規則邊緣間所進行的權力突破動作，但是

在裁判無法有效制止的情況下，將會造成裁判權力也無法控制的局

面，也就是球場上的肢體衝突。 

肆、結論 

人的身體是權力運作時的對象與目標，所以經規訓過的身體是

可以被駕馭、利用及改造的，故行使知識論述的人，經常是社會關

係中擁有權力的人，且可運用此權力來進行知識的傳播。26籃球場

中的教練、球員與裁判，是構成籃球比賽進行的主要角色，在比賽

                                                 
25 ET today東森新聞雲，〈瓊斯盃／菲律賓濺血「俄」戰 俄教頭：裁判應提早

制止〉，http://sports.ettoday.net/news/558238, 2016年 2月 18 日檢索。 
26 Michel Foucault, Nietzsche, Genealogy, History.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

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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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三者角色的交相角力，透過職位與能力的賦權，來強化自我

的地位，並透過權力的架構將上層與下層的流動給宰制住，在角色

的不同定位下，下層不斷的要突破上層所建構出來的權力範圍，並

試圖在遊走邊緣的路徑中，衝撞現有的權力體制，在能力賦權與職

位賦權的狀態下，這樣上下層的權力角力，仍然會不斷的進行掙

扎，而在這樣的角色權力掙扎中，共同持有的信念與目標卻又是在

另一個規則的權力建構下，所持續運行的籃球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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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Construction on Basketball Court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Michel Foucau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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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Since early 1970s,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had conducted a 

thorough analysis and criticism on the surveillance system of the con-

temporary social system in western societies and the relation of power. 

He conceptualized power as working of Power Relations, leading to his 

discourse on the analysis of Power. The theory defines the actual do-

main of the formation of Power and the possibility for understanding 

and tracing how Power flows. Foucault’s view on Power falls into two 

interconnected categories: Discipline and Regulatory Controls. In ana-

lyzing Discipline, one must investigate the way Power is involved in 

“rationalizing” body by all kinds of techniques of discipline. For inves-

tigating Power, one should not focus on the systematic Power or its role 

in social classes while neglect the network of the dispersed mi-

cro-power in daily life, for the reason that the Dispositif of Power has 

pervaded every aspect of daily life. Likewise, the construction of Power 

is ubiquitous in the field of sport, where conflicts are aroused due to the 

disparity in value and action between coaches, players, and judges, as 

each individual holds different cognition, goal and value. The conflict 

of such takes place when Power is restricted and governed after dis-

posed in an unequal status. This study probes into the phenomena of 

power structure on basketball courts and the power interaction con-

structed in games. This study also attempts to figure out the process and 

construction of power distribution and power enslavement by analyzing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s among players, coaches, and referee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show that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petition and 

train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 cognition, goals, and values in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s cause conflicts in concepts and practices. These 

conflicts result from the inequality of mutual configuration and then 

lead to power enslaving and domination. 

Keywords: Michel Foucault, power interaction, baske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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