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緒論的部分首先以筆者對於教育學的關心出發，陳述當今的教育現況

所趨向的改革方向與內容，並為其指出其理論基礎在於自我之概念與意識

主體的主體性價值，為的是要從中來探究此一理論基礎是如何被構成的，

並可能產生怎樣的問題。基於此一研究的動機，筆者以拉崗的理論作為主

要的研究焦點，這不僅是為了對於當前教育趨勢中的理論進行深入與探究

的警醒，還要更進一步闡明一種有別於自我與意識主體的主體性理論：無

意識主體。並且據此以無意識主體來重新討論：其如何可能對教育學論述

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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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近年來，台灣籠罩在一片教育改革的呼聲中。不僅大學機構在行政上

趨於民主和獨立，中小學教師的權利義務之劃分也傾向專權和專責，聯考

制度的廢除與改良更造成了教學方式與內容的革新，師資培育管道的開放

尤其深入地改變了整體的師資結構。種種政策和法令的重新制定，可以說

是因應著時代的變革和社會的需求所致，一旦化為一紙公文書函落實於全

國之後，雖然具體的文字可能將其限制於特定的範圍之中，但重要的是所

發揮出來的廣佈效力不可言喻。 

在這波教育改革的大行動之中，影響層面最為深遠的要算是國民教育

的課程改革了。「九年一貫課程」的推陳出新大大地有別於過去的課程型

態。新課程一則以寬鬆的「課程綱要」來取代先前的鉅細靡遺的「課程標

準」，解除了行政機關對於教科書編輯與學校課程實施的過多約束。二來

在橫向上將「分科科目」統整為「學習領域」，在縱向上將原本分離的國

中小課程予以連貫銜接，改變了舊有的知識架構。尤為特別的第三點是，

教育的焦點由傳遞教材內容轉向為培養學生實用的基本能力，強調讓學習

者建構起專屬於他自身的知識。這種種劇烈的改革，顯示出台灣對於二十

一世紀的教育期望，早已不同於過去的戒嚴時期和產業升級年代──視教

育為意識型態的國家機器，以傳遞文化霸權和培養經濟人力資本為首務。 

新世紀取向的課程對於教育的任務自有一番新的定義：「教育是開展

學生潛能、培養學生適應與改善生活環境的歷程」。針對這樣的任務，教

育大計首先便要畫出一幅未來的學生相貌，亦即闡明新課程計劃要培育出

什麼樣子的一個人。如馮朝霖先生所說：「『教育』總是一個永遠存在的事

實與現象，它是人類學上的先驗範疇，『人』的定義與教育學習過程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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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難解的。」（馮朝霖，2000: 62）在這個人類學的前提之下，當今台灣的

教育趨勢所構畫出理想的「人」之形象即是：「具備人本情懷、統整能力、

民主素養、鄉土與國際意識，以及能進行終身學習之健全國民」。而這正

是在新課程總綱裡所揭櫫的基本理念1。 

其中，列居首位的「人本情懷」正指出了本課程的重點。根據這個重

點所衍伸出來的第一條課程目標是：「增進自我瞭解，發展個人潛能」，同

時具體化爲學生必須要實現的第一項基本能力：「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

課程的制定小組更明白地以「彰顯主體性」來闡釋此項基本能力的理論要

旨，這顯示了當前教育改革潮流的大勢之所趨，亦即：以「人」為一切中

心的人文主義理念。 

人文主義所強調的主體性哲學將「人」作爲最高的指導原則，把焦點

集中在對於「自我」性質的探究之上，進而發展並傳授各種使人認識自身

的方式。於是，人朝向自我之中去尋求一切意義、價值、知識的最終基礎，

並且將自身立基於宇宙主宰者的地位。就像佛洛姆所說：「人性倫理的最

高價值⋯是肯定真正的人性自我。如果人想對價值有信心，他必須先了解

自己和自己天性中所含藏的善良和創造力。」（佛洛姆，1981: 19）價值的

根源在於人，必須回歸到自我的內在天性，方能覓得那塊倫理的桃花源。

類似於弗洛姆的看法，台灣教改工作者黃武雄先生也不遺餘力地呼籲「人

即目的」，他主張兒童與生俱來就擁有一種包含了認知好奇、生之勇氣、

寬容無邪的「原始創造特質」，有待我們去發展而非去壓抑。（黃武雄，1994: 

28-29）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更信心滿滿地在其著作中說，沒有其他

人處理此一主題會比他所處理得更好，因為他書寫的主題(subject)乃是他

自己這個主體(subject)：「最可靠的見證莫過於來自每個人自身」。（蒙田，

1997: 340；Bencivenga, 1990: 8） 

人企圖對於人的本質有所自覺(self-awareness)，或者說，人反身向他

自己提問以此來詮釋自身並探究使人成爲可能的條件，將這項工作發揮得

                                                 
1 教育部在民國九十二年正式公佈了「國民中小學九年一貫課程綱要」，請參閱教育部網站： http: 
//teach.eje.edu.tw/9CC/brief/brief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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淋漓盡致者首推笛卡兒(R. Descartes)。笛氏採取方法的懷疑(methodical 

doubt)窮究了人向其自身自問自答的可能性。他認為，當我徹底地懷疑自

身時，因爲我始終無法懷疑「我正在懷疑」此一動作本身，我最終竟從這

個置疑的舉動中得到了對於我自己的保證，確定了「意識自我」這個不可

推翻的根源事實。衆所皆知，笛卡兒之「我思，我在(cogito, sum)」的卓越

性，就在於他成就了具有自我意識、能夠自我反思的思維主體，爲「人」

建立了主宰或支配的主體性(subjectivity)地位，使人成爲自身的根源與基

礎。（文德爾班，1998: 432-435；傅偉勳，1984: 268-269）有評論者指出，

笛氏非凡的貢獻造成了重大的思想變革，自此之後百年來的哲學理論都可

以看作是「笛卡兒主體」的註腳。（蔡美麗，1995: 151）我們同樣可以說，

「瞭解自我與發展潛能」這項課程目標所強調的「彰顯主體性」其實也就

是笛卡兒哲學的一種發展與詮釋。 

另外，新課程總綱中還陳述了一個主要的觀念：「學習是自我與外在

世界不斷互動與對話的結果，而潛能的發展也奠基於這種持續互動的歷

程」。也就是說，人並非是一個獨立的單子，而是要透過與社會環境的辯

證過程，才能充足地實現既具備個體特殊性也擁有客觀普遍性之自我性

質。這樣的看法主要是受到了教育心理學的影響，尤其是在美國蓬勃發展

的「自我心理學」(ego-psychology)。2 自我心理學強調並持守著人之「自

我」 (ego)，於是，建立自我概念 (self-concept)、形構自我認識

(self-recognition)、達成自我認同(self-identity)等，皆被設定爲是成長發展

的關鍵，也是諮商輔導的準則。（帕普利、歐茨，1994: 447-449；利伯特、

偉士奈爾森、卡爾，1991: 569-571）在這林林總總關於自我之詞端之中，

自我心理學最終要達成的目標乃是：把自我構劃成一個「適應、綜合、統

整的代理者」，以及一個「自主自我」(autonomous ego)。(Evans, 1996: 52-53; 

                                                 
2 主要的自我心理學家有哈特曼(Heinz Hartmann)、艾瑞克森(Erik H. Erikson)、沙利文(Harry Stack 
Sullivan)、亞伯拉漢(Karl Abraham)、克里斯(Ernst Kris)、勞溫斯坦(R. M. Loewenstein)等人。其
中尤以哈特曼的著作《自我心理學和適應問題》(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
爲較具影響力的文本。而艾瑞克森所提出的人生八大任務與危機，因爲詳述了由出生至老年各個

發展階段之自我概念形成的關鍵，故對於教育學的影響甚爲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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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gland-Sullivan, 1986: 5) 

  然而，當台灣的教育學傾向於「意識主體」以及「自我」之論述時，

這樣的一種論述究竟是如何被構成的？也就是說，其理論性的根據何在？

並且，這種關於人之論述會不有其本身的限制與疑慮？出於對這些問題的

關心，本論文基於教育哲學的取向，以拉崗(Jacques Lacan, 1901-1981)作為

研究的主題，進一步來探究關於「自我」與「主體」的問題。 

  筆者之所以選擇拉崗作為研究的主題，主要是因為在當代對於「理性

中心」的反對聲浪當中，拉崗是少數幾位對於「主體」此一議題還保持著

高度興趣的經營者。這不外是與他自身的心理分析之專業相關，他以弗洛

伊德的繼承者自居，企圖將被其他繼承者所扭曲的無意識理論給修正回

來，「其他繼承者」所指的主要是美國自我心理學派。因著這樣的企圖，

拉崗對於「自我」和「主體」這兩者作了大量的討論。在拉崗的論述當中，

「自我」和「主體」被呈現為兩個孑然不同的概念，後者不但要脫離前者，

並且要鑽透甚至是顛覆前者。 

站在教育哲學的立場，筆者同樣關心在教育學當中「主體」此一概念

所佔有的重要地位，只不過，當今台灣的教育學取向，乃是把「主體」之

概念和「自我」等同起來，「主體」因此被侷限在「反思自我」或「意識

主體」之中。因此，拉崗的論述可以被視為對當今台灣教育改革的理論所

作的警醒與批評。就此而言，本研究將從拉崗的「自我」之理論出發，拉

崗對於「自我」有其獨到的看法，他從「自我」的形塑過程當中，發現了

其構成運作的種種謬誤。藉由抨擊這些謬誤，拉崗為的是要更進一步提出

另一種不同於「自我」或意識主體的主體性理論，即「無意識主體」之理

論。因此，針對傳統術語而言，拉崗所謂的「主體」其實是「主體之顛覆」，

它已然擺脫了與意識的掛勾，並且徹底地摒棄反思自我。而筆者跟隨於拉

崗進行對於主體理論的追問，將關係到教育學對自身之目標的設定，及其

後續的所有實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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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背景與方向 

 

 

 

自我心理學的主要理論源頭是來自於弗洛伊德(Sigmund Freud)。他們

採取弗氏晚期的三重心理結構說，在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之間來構畫

自我的功能。面對非理性的、本能衝動的、生物性的本我，和道德性的、

嚴苛的、社會規範的超我，自我則是根據現實的理性原則，努力地協調並

統合此二者，爲的是要達成內在世界(Innenwelt/ inner world)和周遭世界

(Umwelt/ surrounding world)之間的和諧關係。(Evans, 1996: 4-5; Grosz, 1990: 

25-26)舉沙利文(Harry Stack Sullivan)為例，他是在美國的弗洛伊德繼承者

之一。沙氏主張一種由人際所構成的「自我系統」，此為家庭、學校、社

會等各種教育經驗的產物。不適當和不合宜的人際關係模式，會造成自我

系統動力機制的損害而引發精神疾病。因此，他認為透過意識的自我觀

察，便能夠發揮人本身自我調節的潛能，朝向適應和整合的完善方向發

展。（沙利文，2000） 

因此，心理分析之工作目標，即在於使自主自我能夠成功地執行權宜

和妥協的任務，塑造出「強自我」(strong ego)、「適應良好的自我」

(well-adapted ego)和「健康自我」(healthy ego)。這同時也顯示了心理分析

師的指導性地位：務使適應不良的被分析對象認同于分析師的強自我。

(Evans, 1996: 14-15)至此，我們可以看到，自我心理學最終是將弗洛伊德

的理論和主體性哲學合流起來，企圖發展自我的意識和理性部分，強化其

支配性的權力。九年一貫新課程綱要所倡言的「人本情懷」，即是這種論

述的最佳實踐典範。 

  然而，弔詭的是，弗洛伊德最重要的理論貢獻乃在於其對於「無意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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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onscious)的發現，透過這樣的創舉，「人類真正的中心，就不再立基於

人文主義傳統所指出的那個位置了。」(Lacan, 1977: 166)接續著兩位前輩

──哥白尼(Copernican)和達爾文(Darwinian)──的革命性行動，弗氏的舉

動造成了「對於人類自戀的第三次重大打擊」。(Barratt, 1993: 1)就在人喜

孜孜地回歸到自我之中奠立一切知識與價值的基礎時，他目空一切地成爲

宇宙的主宰者，佔據了認識論與存有學上的優先地位，並展現了鍾愛自

己、擡舉自己、將一切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的自戀情狀。而弗洛伊德藉由

心理分析的論述戳穿了人類自我沈迷的美夢，抽掉了主體性哲學的形上基

底，他所欲彰顯的論點為：「人類主體相信他是自身心智生命的主宰，這

乃是無窮的錯誤」。(Ibid: 1)弗氏的主張當然也指出了當今台灣教育走向的

盲點：預設「自我」的實存與內在性，繼而認定「自我」是透明確定且能

夠去認識的，於是僅以「自我」作為自身唯一的認同對象。 

不過，誰也沒想到，弗洛伊德如此這般的貢獻，遠渡重洋來到美國之

後，竟演變成一套強言以意識主體來克服無意識的自我心理學，並間接地

影響了台灣的教育發展。面對這樣的窘境，拉崗以一小段軼事為例，藉此

來評論上述的情況。當弗洛伊德和榮格(Carl G. Jung)受克拉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之邀，第一次到美國去演講時，他們抵達紐約目睹著迎面而來

的自由女神像，弗洛伊德對榮格說了一句：「他們不知道我們爲他們帶來

的是瘟疫。」拉崗認爲這句話證明了弗洛伊德的狂妄，並且語帶玄機地說

道：「爲了要將說這話的人引入陷阱，復仇女神(Nemesis)只需以其言反治

其身即可，我們怕的是她已經爲他附上一張頭等的回程票了吧。」(Lacan, 

1977: 116)象徵美國的自由女神被拉崗諷喻爲復仇女神。正當弗洛伊德以爲

自己帶了瘟疫給她時，卻沒想到她不但毫無畏懼地迎接了無意識理論，甚

至來了一記回馬槍，回報予弗洛伊德的是將其理論給扭曲變形的大災難。

在這趟旅美遊記之後，弗洛伊德之名所染上的疾病，直到弗氏本人辭世數

十年之後仍無法治癒，且有愈形惡化的趨勢。 

拉崗，這位當代的法國心理分析學家始終高舉著「回歸弗洛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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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Freud)的大纛(Lacan, 1977: 114)。他從不曾懈怠地大肆抨擊自我心

理學家，說他們恰恰是「真正心理分析的反題(antithesis)」，因為他們「把

一種傑出的實踐縮減爲一個適合『美國生活方式』的標籤」。(Ibid: 116, 307)

心理分析概念在美國理論家的運作之下，所強調的方向是「個體對於社會

環境的適應、尋求行爲的模式、將『人類關係』此一觀念給具體化」，他

們汲汲於造就所謂的「人類工程學」(human engineering)，卻反而優先排除

了人。(Ibid: 38)換句話說，自我心理學的「自我」一概念，完全臣服於社

會規範的力量，不但遠離了心理分析最重要的無意識理論，甚至也沒有達

成他們自身所設定的「自主自我」之目標。他們的兩個基本預設──存在

著客觀的外在現實環境、人與此現實環境之間必須達成和諧的關係──使

得心理分析染上了強烈的權力色彩，並因此而趨於治療的取向，保證使被

分析對象能夠再社會化和規範化，成為所謂「健康」的人。 

拉崗強調，我們實際上的經驗告訴我們，自我既不是知覺-意識系統

(perception-consciousness system)的中心，也不是由「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所構成的。(Lacan, 1977: 6)因此，針對笛卡兒的「我思，我在」，

他提出的是：「我思於不在之處，故我在於我不思之處」(I think where I am 

not, therefore I am where I do not think.)。(Ibid: 166)而針對自我心理學的自

我認識或自我概念，他則說：「人自認爲是人」的這種自戀情狀所決定的

乃是一種瘋狂。(Lacan, 1966: 187)拉崗針對自我心理學的這種種抨擊乃是

強烈與嚴厲的，這當然有其目的和意圖。 

雖然拉崗是作為心理分析的工作者，但他從未將心理分析侷限為一門

區域性的學科（尤其不是一門關於醫療論述的學科），以至於使得心理分

析僅僅和其他心理學、人類學、社會學等學科列屬於同樣的地位。相反地，

他總是認為心理分析乃位居於所有學科之上，它能夠以人文科學之首要姿

態，引領所有的學科朝向它而轉向3。對他而言，這早已然是在弗洛伊德那

                                                 
3 「心理分析扮演了現代主體性的領導角色，但如果它沒有進入那足以闡明它的現代科學運動之

列，它就無法繼續維持這個角色。」(Lacan, 1977: 72)這個「現代科學運動」指的正是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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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便完成的工作，只是一直都被掩蓋與被忽略了4，因此他的任務便是將此

一被忽略的部分給重新揭示出來。於是，他秉持著回歸弗洛伊德之名，不

僅意味著要繼承弗洛伊德之哥白尼式的成就，對抗所有傳統之意識主體，

持續地探索無意識主體，並且還要把其他弗氏之繼承者在其論述當中所犯

的錯誤，一併給消除殆盡，而回到弗氏早就說出的真理當中。 

儘管拉崗聲稱他所談論的，已然是弗洛伊德所揭示給我們的，只是我

們視而不見。但是，評論者們皆認為，拉崗的「回歸」並不是這麼樣的一

項簡單工作。也就是說，在他的回歸之路上，他並非素樸地複誦弗氏的言

論而已，並非把弗氏視為一個要與之同化的理念形象。他同時也對弗氏的

學說進行了一番重新的分析與解讀，因此而達到拉崗自身的理論性成就。

當然，這使得拉崗同時背負著雙重名聲：要嘛將他視為弗氏的最大叛逆者

而攻擊之；要嘛將他視為弗氏的最高繼承者而跟隨之。不過，上述這兩種

說法都過於簡化，只是把拉崗看做是一個具有其自身之性質的本人，並以

其本人作為弗氏的代言者。布赫亞科柏森(Mikkel Borch-Jacobsen)說得巧

妙，他說拉崗並不把自身視為一個拉崗本人，他總是以第三人稱的方式稱

呼著自身的「拉崗」之名，而這就是他回歸弗洛伊德的方式：作為一個「誠

實的剽竊者」(honestly a plagiarist)。(Borch-Jacobsen, 1991: 2)「剽竊」指的

是「拉崗」之名也不過就是「弗洛伊德」之名的沿用與竊取罷了，「誠實」

指的是這樣的一種竊取正是以取消拉崗自身而揭示出弗氏的無意識之真

理。 

在拉崗的回歸之路當中，他首先針對他所要修正的對象──自我心理

學──所持守的「自我」之概念，進行了詳細的理論性構成之闡述。對拉

崗來說，他不會直接去探究概念的內涵而去問「它是什麼」，而是把概念

看做一種地誌學(topological)的或模型般的結構而去問「它是如何被構成

的」，或者「它是怎樣產生運作的」。因此，當他為自我之概念進行了其構

成性原則之闡述後，他便能夠從其操作上的邏輯和理路當中指出其問題所

                                                 
4 「作為象徵功能的實踐者，令人驚訝的是我們居然避開而不去深入探索它，以至於無法認識到：

正是此一功能將我們置於正在建立當今科學新秩序的運動中心⋯。」(Lacan, 197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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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並對其加以批判與消解。 

修正自我心理學只是一個起步，更重要的是，他意圖將弗氏的無意識

擺脫生物學的「本能」色彩，而和語言學密切地關聯起來，發展出無意識

主體的象徵理論。而拉崗的這一步，皆被評論者視為其最大的貢獻。因為

他所跨出去這一大步，使得我們不再被侷限於無意識存在與否這樣的問

題，而是引領我們轉而去探究無意識究竟是如何被構成的，以及其本身是

以怎樣的結構在運作著。當然，拉崗這最重要的一步，絕不會只是將傳統

語言學引入並應用於弗洛伊德5。就在他以索緒爾的結構語言學來鋪陳「無

意識是語言般的結構」時，語言學便已然被弗洛伊德化了（或者說是索緒

爾被弗洛伊德化）。也就是說，語言不再具有再現意義的功能，而是在發

音(articulation)之中的音素之區別與差異結構，並且此一差異結構必須嵌接

(articulate)於一結構性的孔竅並由其所支撐。一旦無意識的結構能夠以象徵

來得到說明，則我們才會明白無意識在主體的言說之中，是如何地影響著

主體並保持其存在之匱乏(lack of being)。簡言之，如果可以說拉崗的「回

歸弗洛伊德」是一種重覆的話，則在重覆之中已然伴隨著差異，而此一差

異正是拉崗透過(through)言說並且在(in)言說當中所產生的一石二鳥。 

如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於拉崗關於主體理論的分析和討

論。拉崗的理論範疇涉及甚廣，但他自己經常以三個交疊的圓圈來表示其

理論構成的三個界域：「想像域」(the Imaginary)、「象徵域」(the Symbolic)、

「真實域」(the Real)。在這三個界域當中，「真實域」是他最少去正面提

及的，他總是說它關聯於不可能的概念，或者只是消極地說它是「想像域」

和「象徵域」所無法涉及到的部分。(Evans, 1996: 159-160)因此，本文也

並未就「真實域」來加以特別說明和強調，僅僅針對「想像域」的自我和

「象徵域」的主體，分別闡述其各自的構成性原理，並且更重要的是強調

這兩個界域的交疊之處。換言之，想像可以說是一種被縮減的象徵，而象

徵則是想像關係的突破與開展。亦即，要談論拉崗式的主體，乃必須由自

                                                 
5 拉崗同時也要針對一種習以為常的誤解並消弭它。此一誤解把弗氏對夢的解釋視為一種象徵主
義(symbolism)而使其被形象化甚至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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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著手，找到自我產生問題的那個紐結點，並從中加以分解和鑽透。 

而當自我與主體之論述關聯於教育學時，將會涉及到教學情景當中的

師生關係，亦即，我們可以藉由拉崗作為一位分析師之培訓者，所進行的

教學分析之實踐，來說明其中所具有的教育意涵。當然，以想像性自我為

主要依據的教學實踐，僅僅是一種基於社會調適與政治統合這種倫理或政

治的觀點而採行的醫療式實踐，這必然不會被拉崗所接受。拉崗的教學分

析乃強調主體之實現的過程。不過，此一主體之實現如果只是透過對想像

自我的否定，而激進化為一種主體自身的自體構成，則這也還不能夠滿足

拉崗的「回歸弗洛伊德」之要求。就拉崗所強調的象徵功能而言，無意識

之結構的重要性必須徹底地在實踐當中發揮其效果，如此一來，其所具有

顛覆性便纏捲到自體構成的主體之實現當中，而最終完成的不再僅止由教

學者本人所引領的教學分析（這就是為何拉崗總是以第三人稱來稱呼其自

身的「拉崗」之名），而被教學者（以及任何人）的存在之匱乏給深化為

一種無止盡的制度性之運作，一種以言語之形塑效果所構成的教育學論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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