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象徵與主體 
 

 

 

引言 

 

 

在拉崗的回歸弗洛伊德之路當中，其重要的貢獻乃是將無意識的理論

引入了象徵的功能，因此而能夠不同於想像性的自我，而建立起另一種主

體的理論。但拉崗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呢？難道想像性的自我就完全沒有

言語和語言的介入嗎？自我不總是也以意識主體的身份來進行意義的溝

通嗎？倘若象徵確實能夠擺脫意義的溝通而完全摒除想像的干擾，則拉崗

勢必要針對語言學（索緒爾的語言學）當中的意義部分來加以顛覆，但如

此一來，他所陳述的語言學便將迥異於傳統的語言學理論。不過，也正是

因為如此，對語言學進行顛覆的同時，便能夠幫助拉崗建立起有別於意識

主體的另一種論述，而說明無意識主體究竟是如何實現於象徵的功能當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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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想像性的象徵 

 

 

 

1. 言語之溝通功能維繫於區別的個體性嗎？ 

 

 

拉崗在〈心理分析中言語和語言的功能和領域〉一文的開頭便說1：不

論心理分析將其自身定位為怎樣的一項工作，它「只有單一的媒介物

(intermediary)：病人的言語(speech)2」(Lacan, 1977: 40)。也就是說，即使

心理分析被限定於醫療之區域科學當中，但其主要的特徵仍然嚴格地區別

於生物學之基礎，從它被稱為談話治療(talking cure)的事實來看，其實踐必

須以言語活動為主，而非以生理解剖或儀器診療為主。 

不過，言語所帶來的是什麼呢？拉崗說：「我們可以說心理分析的行

動是發展在口語的溝通當中，亦即一種對意義進行辯證的攫取。」(Lacan, 

1977: 9)就此而言，拉崗的詮釋者勒梅爾(Anika Lemaire)即是從社會性溝通

此一層面來理解言語的功能。 

言語活動早在嬰兒出生之時就展開了，他的哭聲與叫喊並非無來由的

行動，因此總是會引發母親前去了解這些聲音具有怎樣意涵。漸漸地，嬰

兒開始發覺他的哭叫聲不僅止於個體生理需要(need)的功能，它除了可以

帶來母奶或尿布的滿足之外，還能夠吸引母親的注意力，亦即，當他要求

(demand)母親的關愛與懷抱時，他便會採取此一行動。在這個時期，哭叫

的言語狀態已然具有經驗表達的社會性功能，也就是說，它呈現為一種人

                                                 
1 其英文標題為“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這是拉崗最早期

談論象徵域的文章，收錄在《書寫集》中(Lacan, 1977: 30-113)，因為是 1953 年在羅馬大學所舉

行的會議上發表的，因此一般通稱為〈羅馬論述〉(“Rome discourse”)。 
2 《書寫集》的譯者謝勒登將法文parole翻譯為speech（言語），筆者在這裡跟從於他。而另一位

譯者威爾登(Anthony Wilden)也專書翻譯了〈羅馬論述〉，並且很詳細地作了高達 67頁的 192個
譯者註，在其中他是將parole翻譯為word（言詞）。(Wilden,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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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之間的溝通，能夠在兩個個體之間為其完成傳達訊息的作用。 

不過，勒梅爾強調，兒童早期的言語溝通並不僅止於訊息傳遞，它更

重要的作用在於為主體自身達成一種「區別的個體性」(distinct individuality)

之功能(Lemaire, 1977: 53)。也就是說，處於哭叫狀態的幼兒，他與他人之

間的關係乃是是一種人我不分的原始且直接的狀態，幼兒還搞不清楚他與

母親有什麼不同，當然更搞不清楚他有一個所謂的「自身」。言語的功能

必須要能夠幫助他建立起這當中的區分，使他能夠區別出他與他人以及他

與自身之間的關係。然而，這種「區別的個體性」之功能究竟是如何進行

的呢？ 

芬克(Bruce Fink)首先澄清說，我們經常會錯誤地將下列非言語之情況

混淆為「區別個體性」。他舉例說明：母親會把從未看過自身之幼兒，抱

到鏡子前面告訴他說：「是的，寶寶，這就是你！」母親欲藉由鏡中那個

與幼兒區別開來的影像，使他學到對自身的自我意識，並由此形成他的同

一性。(Fink, 1995: 36)。透過鏡子，幼兒不僅看到了他和母親之間的區別，

更看到了有一個他從未見過的他自身；於是，他既知覺到有一個和他自身

內在感區別開來的對象，並同時也明白了他是處於與母親分離的社會關係

網絡之中。然而，芬克指出，此一區別性的功能並非來自於「寶寶，這就

是你」這句話的言語效果，而是藉由視覺產生的，它所帶來的僅僅是「結

晶化」(crystallization)和「沉澱化」(sedimentation)的理念形象，並由此一

凝滯形式而構成幼兒對自身的意識(Ibid: 36)。因此，這種形象化的區別和

言語之功能毫無關係。 

相對於此，勒梅爾以言語的功能來陳述何謂「區別的個體性」。當幼

兒在說話時，他能夠察覺到有一個正在聽話的對方，這個對方不同於正在

講話者，亦即他發現到作為講話的他和作為聽話的對方是處於對立的狀

態，因此，他能夠區別出正在說話的他自身，確定他具有自身的同一性。

亦即，他雖是社會中的成員，但卻是作為差異於其他社會成員的一個單獨

個體，正因為如此，人際之間的溝通行為才有可能發生。也就是說，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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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話而進入到社會關係中，最重要的是從無區別的「我們」而學會區別性

的「我-你」(I-Thou)之關係(Lemaire, 1977: 53)。而這樣的「我-你」之區別

關係之所以迥異於由視覺所產生的區別關係，乃是在於前者將涉及到言語

的文法結構，並由此帶來主體之間的位置變化。勒梅爾進一步引入班凡尼

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說法。 

班氏說：「對於自我的意識，唯有以對比才有可能被經驗到。只有當

我正在對某個將會是你的人說話時我才使用我。人稱(person)的構成是對話

的條件，因為這意味著，在對著某人說話時，此人倒轉地將其自身指定為

我，我與你是相互性地轉變著的。」(Benveniste, 1971: 224-225)這更清楚

地地說明了：「我-你」之關係不僅是對立的區別關係，而更是一種對比的

相互關係。亦即，對話顯現為一種人稱位置的交互變換，雙方都能夠立即

地將對方口中的「你」移轉為自身這裡的「我」，正是在此人稱移轉當中

產生了主體性。換言之，對於自身的意識，並不是由於他區別出自身可感

的內在性和可見的外在性（鏡像）；而是由於他處於對話的兩極當中，藉

由相互和交換的位置而體認到「我」的獨特性與普遍性3，因此同時建構出

自身和對方的自我意識。亦即，自我意識之主體必須藉由溝通而產生。4

  在勒梅爾的努力下，言語之功能被放在主體之間的溝通層面，而此一

溝通將內容或訊息的傳遞視為次要的，著重的是溝通的雙方之間其相對位

置的變換，這似乎符合了拉崗前述所說的，在溝通當中「對意義進行辯證

的攫取」，「意義」指的是主體之意識的構成。 

拉崗也認為，如果溝通是為了傳遞訊息，則人類的語言只是表達的媒

介或工具而如同信號(signal)一般，傳送者和接收者靠著特定的編碼(code)

                                                 
3 獨特性是說：當我說「我」的時候，惟獨是指稱正在說話的這個自身。普遍性是說：每個人都

可以因為說出了「我」，而成為他自身的那個我。 
4 除了「你」和「我」之外，人稱中的「他」也具有同樣的功能；當某人能夠將另外兩人之對話

當中的他轉換為我，則某人便可隨時加入對話，佔有其中的主體之位置。勒梅爾說，如果此一功

能無法形成，極可能由學習的障礙變成人格的障礙。他陳述了一個案例。當一對父母在交談當中

以「他」的稱謂提及他們的孩子時，此一幼兒直接地把父母的言語給拷貝下來，也同樣以「他」

或「它」來稱呼自己。亦即，他不但混淆了人際間的關係，也無法藉由為自身指定一個區別位置

來定義其自身，更無力於進行言語的人稱轉換，他僅僅把自己視為如同其他外在之物那樣的一件

東西。這樣的情況便顯現為精神疾病的癥狀。(Lemaire , 1977: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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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來表達固定的訊息5，那麼，從螞蟻覓食或蜜蜂求偶等信號的傳送方式

來看，我們甚至可以說動物也擁有語言。(Lacan, 1977: 84)如此一來，言語

便不再具有專屬於人的特徵。因此，對拉崗而言，言語之功能要徹底摒除

其中的語意內容，他借用了詩人馬拉美(Stephane Mallarmé)的隱喻來說明這

樣的言語所具有的價值： 

 

他將語言的一般使用比作錢幣的交換，錢幣正反兩面的圖形已被

抹拭(effaced)，可它仍然「寂靜地」(in silence)從一人手裡傳到另

一人手裡。這個隱喻足以提醒我們，就算言語幾乎完全耗損，它

仍然保留了作為泰瑟若(tessera)6的價值。(Ibid: 43) 

 

無關乎語意內容的言語就如同被抹逝的錢幣般，僅僅具有不傳遞什麼東西

的純粹傳遞價值，此一「寂靜的」傳遞所帶來的是對話的兩造關係：「主

體的對談包含了一個對話者，亦即，對話者在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

之中被構成。」(Ibid: 49) 

當勒梅爾把傳遞訊息視為言語的次要功能時，拉崗則堅持要徹底地泯

除掉言語的語意內容，而強調「即使言說什麼都沒有溝通，它仍然再現了

溝通的存在」(Lacan, 1977: 43)，使溝通只剩下互為主體之間的純粹形式之

交流。但是，拉崗這麼做絕不是如同勒梅爾所主張的那樣，以區別的個性

之功能來建立主體對自身的意識。相反地，當拉崗執意掏空語意內容而更

為專注於主體之間的純粹位置關係時，他所要突顯的乃是一種由互為主體

性所帶來的主體間之纏繞或紐結。對拉崗而言，以溝通來確定主體之意識

乃悖離了弗洛伊德的發現，而這樣的言語絕無法帶來「主體之實現」

(realization of subject)(Ibid: 40)。因此，他重新闡述了何謂「對意義進行辯

證的攫取」。 
                                                 
5 像是手語、旗語、摩斯密碼等這樣一套固定的編碼系統。 
6 泰瑟若(tessera)具有「通關密語」(passward)的作用，在古老的神秘宗教中被使用，它是剖成兩

半的陶片（或大理石、磚瓦片、玻璃等），持有其中一半的人若能和另一半吻合無誤即可順利通

關。(Lacan, 1977: 107, 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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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虛語：互介主體式的互為主體性 

 

 

拉崗說，「所有的言語都要求回應(reply)。沒有言語是無回應的，即使

它碰到的是沉默，也都提供了一個聆聽者⋯。」(Lacan, 1977: 40)也就是說，

當溝通不再被侷限於訊息傳遞時，但說話的主體仍然是要求著回應，既然

回應無關於語意的內容，因此即便是在沉默當中也都具有回應的效果，那

麼，這是怎樣的一種回應呢？ 

拉崗說：「只有主體才能理解意義，反之，每一個意義現象都蘊含著

一個主體。在分析中，主體將自身呈現為能夠被理解，並且也確實是能夠

被理解的。」(Lacan, 1977: 9)這裡所說的意義之理解，並不是指我要求我

所說出的內容能夠被對方正確地接收到，而是指不論我說些什麼，只要我

開口說話，意義便會在其中產生。也正因為我理解到言語必然具有意義，

所以我認為對方也能夠理解我，且必須回應我。因此，「每一個意義現象

都蘊含著一個主體」的意思是：我希望透過我正在說話以及他正在聆聽的

這個事實，來確定我自身的存在，證明我是一個主體。換言之，言語之溝

通所產生的意義之理解不是內容性的，而是形式性的，是我想要從另一個

他人那邊來確定我自身，如果他能夠理解我，則表示我被他所認識與承

認，那麼我便能藉由他而認識與承認我自己。 

因此，我將另一人視為「假定能知的主體」 7(subject supposed to 

know)8，我相信他可以提供「能力之確定化」(certificate of ability)，亦即，

我確定他具有某種能力，即他能夠保證關於我自身的確定性(certainty)。

                                                 
7 「假定能知的主體」是法文sujet supposé savoir。在心理分析之關係中，「主體」是指分析師。 
8 英譯者謝勒登把sujet supposé savoir翻為subject supposed to know（假定能知的主體），其重點在
於質疑主體的認識能力。但施奈德曼(Stuart Schneiderman)說謝氏翻錯了，他主張翻成supposed 
subject of knowing（假定的認識主體），他說：「被假定的是主體而不是認識」(Schneiderman, 1980: 
vii)。施氏的英譯容易讓人產生誤會，以為拉崗的目的在於取消主體；其實不然，拉崗雖然取消

了主體的自我認識之確定性，但他並沒有質疑主體自身的價值，仍然將其維繫為一個離心或分裂

的主體。因此，筆在這裡跟從於謝氏的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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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an, 1978: 232)既然我要從他那裡獲得我所需要的答案，則我必須設法

把他作為我自身來認識他，即將他視為另一個我自己，去認識他最終是為

了要認識我自己。於是，我試圖藉由對談的言語去佔據他的位置，如此一

來，我不但要離開我自身進入到他之中，去認識他所知道的，而他也必須

要承認我是在他之中，掌握著他所知道的。這裡所涉及的不是神秘的情

感，而是在互為主體之辯證結構關係中要求著意義，即要求在認識行動中

透明於其自身的自我意識(Evans, 1996: 196-197)，而這即是所謂的「移情」

或「傳會」(transference) 9。 

拉崗與前述班凡尼斯特的主張有明顯的不同。班氏是以人稱「我」與

「你」之間的對比和移轉，使得對話雙方能夠交換彼此的位置，而在溝通

之中構成主體的自我意識。而拉崗呈現的是，在溝通之中的雙方乃是「我

即是你」或「你即是我」之形式，以僭取或佔據對方之位置的方式來擁有

對方的知識，藉此將說話者構成為主體。換言之，班氏的溝通主體僅僅具

有外在的社會交往關係，是一種往復來回的折返運動；而拉崗的互為主體

性則是主張要透過另一個「假定能知的主體」的介入來解決主體對其自身

存在之確定性的問題，因此這必然是內在的相互入侵關係。 

拉崗說，當互為主體性標定出「兩個-主體-之間」(between-two-subjects)

的說話位置時，其形式不僅為「間語式」(inter-said)同時也是「介語式」

(intra-said)(Lacan, 1977: 299)，後者糾纏於前者之中，並為前者帶來了最為

緊張的紐結關係，此一關係著眼於相互之間的認識與承認。拉崗對此情況

的描述是： 

 

在此勞動(labor)中，他為了另一個(for another)承擔了再建構，他

再次發現使得他構成像是另一個(like another)的根本疏離，並且

他總是註定要被藉由另一個(by another)來剝奪其自身。(Ibid: 42) 
                                                 
9 「移情」此一中文翻譯中對於情感的強調，在拉崗的脈絡下乃是不適合的。沈志中和王文基先

生翻譯為「傳會」或許較為適切，表示思想的「領會、會意」以及分析師和案主間的「交會」（拉

普朗虛、彭大歷斯，2000: 534-535）。但由於一直以來「移情」乃為一般所熟知的心理分析之術

語，因此筆者將兩者在這裡並列使用。 

 85



 

由於主體假定了他人才是「能知的主體」，因此他「為了」想要成為迥異

於自身的那「另一個」，他發現自己可以將自身建構為「像是」（假定是）

全知全能的那「另一個」，於是他「藉由」疏離於自身而投向「另一個」，

進行對自身之確定性的勞動。但如此一來，他總是「剝奪」其自身了。為

何透過疏離所得到的不是回歸於主體之同一性而「註定」是剝奪呢？布赫

亞科柏森說得更為精確：「若我要認識他（若我要知道他所知道的），我就

要將他作為我自身來認識：我就要在他之中承認我自身，則我得殺掉(kill)

他，伴隨著殺掉他也殺掉了我自己。」(Borch-Jacobsen, 1991: 9)一旦我視

他為「假定能知的主體」時，他已然被我凝滯為一種定著的形式，他現在

除了具有關於我的知識之外就別無所有了。因此，謀殺所意謂的否定，乃

是我企圖回歸於自身所造成的「雙重疏離」(doubly alienating)10之循環：我

既否定自身也否定了「另一個」。 

拉崗說，主體的言語所訴求的乃是真理(Truth)，但是，他總是先去訴

求他人的回應，「即在模糊的裂隙(béance/gap)中產生了對他人誘惑的企

圖，藉由這個手段，主體屈從於回應，並將他自身交付於其自戀的不朽構

成。」(Lacan, 1977: 40)換言之，在「間語式」和「介語式」的糾結中，主

體之構成雖然不再是以視覺的形象為運作的依據，但卻是在言語中誘惑他

人回應，以自戀之邏輯將象徵縮減為一種想像性的象徵運動，所建構出來

的主體只是「自我」罷了。亦即，當主體不侷限於說話內容時，卻訴求著

對話中的那另一個，以聽話者-說話者之間的裂隙作為焦點，欲將此一裂隙

給彌合起來。於是，「傳送者從接收者那兒以一種顛倒的形式接收回他自

己的訊息」(Ibid: 85)，此一「訊息」指的是由言語之回應所帶來的主體對

自身之確定或證成。但這麼一來，他便徹底地忽略言語的最初訴求：真理。 

當主體藉由疏離與回歸的同一化運動來填充其間的裂隙時，言語之功

                                                 
10 拉崗借用黑格爾的主奴之爭來說明這種「雙重疏離」：「他在預期主人死亡的時刻成為其所是

(is)，從這個時刻起他將開始活著，但同時他將自身同化於已死的主人，其結果使得他自身也總
是已經是死的。」(Lacan, 1977: 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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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規範著互為主體的形式溝通，其中包含的是「互介主體的(intrasubjective)

公式」(Lacan, 1977: 100)11，拉崗將這樣的言語稱之為「虛語」(empty speech) 

(Ibid: 45)。虛語之虛並不是要指出一種錯誤的現實，這裡所謂的現實是「非

真非假」的(Ibid: 47)，即不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其運作形式的問題。虛

語之虛在於：它仰賴著入侵的運作以至於落入雙重的否定；它填塞了裂隙

以至於陷於固定的凝滯和緊實；它執意去定義真理以至於只能將其規定為

自我意識的想像性封閉循環。 

拉崗說，在虛語當中，「主體似乎徒勞地談論著某個人──即使這某

個人是他所厭惡的形象──但這某個人絕無法變成能夠承擔起他的欲望

的人。」(Lacan, 1977: 45)也就是說，主體對其自身之存在的關切，最終是

要發問的是：我的欲望究竟是什麼？但這絕不是說，主體欲求(desire for)

著那另一個的承認，從這當中他才能夠承認自身，他才能克服對於自身之

認識的無能。而是說，他要去探究的是：他所規避掉的那個關於自身存在

之不可知的部分，亦即無意識欲望的真理。而這始終是虛語無法觸及的，

因為虛語使得主體被限定於自我意識當中。拉崗說：「無意識是具體言說

(concrete discourse)的部份，在其中它是超個體的(transindividual)，即它並

不是將主體配置於意識言說之連續性的再度重建當中」(Ibid: 49) 

換言之，唯有透過「超個體的」具體言說，才能使互為主體的言語擺

脫互介主體式的錯識之形式，並「擱置主體所有的確信直到幻象都被消耗

殆盡為止」，以此來法拆解或重組「想像奴役之鈕結」(knot of imaginary 

servitude)(Lacan, 1977: 7)12。也就是說，若想要接近於真理，就必須突破溝

通的限制，而再度重新考量言語之功能。 

                                                 
11  intrasubjectivity原本被設想為一種主體自身「之內」的狀態，但是拉崗把此一詞彙和

intersubjectivty（互為主體性）聯繫起來，為的是說明「互為主體性」的溝通必然是以一種入侵

到主體「之內」的方式來進行。這樣的說明令人聯想到當代強調溝通理性的哈伯瑪斯，其「互為

主體性」之說在拉崗的闡釋下，已然成為一種以理性之霸權所進行的想像性同化。 
12 莊森(Barabar Johnson)說：「『分析』(analyze)一詞在字源上的意思是『解結』(untie)。」(Johnson, 
1977: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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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字理論：記號和指延 

 

 

 

1. 主體之文字化 

 

 

對拉崗而言，若要以言語之功能來獲得「主體之實現」，則言語不能

被限制在社會性的溝通當中，不能被侷制為古典主體之自我意識的透明

性，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便只是停留在想像的虛語當中，而無法藉由象

徵來探究主體之無意識領域。因此，拉崗務使言語擺脫掉互為／互介主體

之溝通功能，拆解其對於主體價值的規定，並進一步轉入到語言學之中，

由此而構成另一種主體理論。有鑑於此一任務，拉崗在其關於語言學最為

重要的一篇文章〈自弗洛伊德以來在無意識或理性裡的文字之堅持〉之中

13，首先提出了「文字」(letter)。他將「文字」指定為：「具體言說從語言

中所借入的質料支持(material support)」(Lacan, 1977: 148)。 

一方面，「具體言說」指的是言語必須遷就於語言結構。當主體說話

時，他必須使用語言，因此而被規範在語言的系統性的規則和結構當中，

並借用其中所提供的質料支撐（文字）。拉崗說：「在每一個主體之心智發

展達到某特定時刻使得他能夠進入語言時，語言及其結構早就已經先存在

了。」(Lacan, 1977: 148)亦即，言語不能和主體的各種心理和身體功能相

                                                 
13 法文標題為“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謝勒登英譯為

“The agency of the letter in the unconscious or reason since Freud”(Lacan, 1977: 146-178)。標題當中
較有爭議的是法文instance一詞，不同於謝氏翻為agency（代理），另一位英譯者邁爾(J. Miel)則
翻為insistence（堅持）(Lacan, 1970)。在法文字典中instance具有下列幾種意思：1)表示司法、機
構或制度上的「權威」(authority)；2)表示伴隨權威而來的合法「程序」(proceedings)；3)表示懇
切與認真的「要求」(demand)或「堅持」(insistence)；4)表示在等待審理、裁判或決定過程當中

的「懸而未決」(pending)。據此，南西(Jean-Luc Nancy)和拉伯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和拉

伯特認為，l’instance de la lettre指的既是文字的權威，同時也是文字的堅持。文字的權威／堅持
不僅擺脫了作為語言之表達功能或溝通之外在媒介，文字的權威／堅持還更加符合拉崗強調符指

之自律性價值：持續又迫切的堅持、要求和等待。(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21-22)據此，
筆者贊同邁爾而將中文翻譯為「文字之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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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淆，早在他的心智發展成熟而能夠開口說話之前，他就已經存在於語言

當中。語言結構優先於主體的言語功能，它自身是一個自我包含的規則系

統，主體的言語只是讓他能夠進入到此一系統當中。 

另一方面，「具體言說」指的是語言結構不能沒有言語。拉崗說：「言

語授予了一種意義給個體之功能；它的範圍是具體言說，在其中乃是主體

之超個體現實的領域」(Lacan, 1977: 49)。「超個體的現實」並不只是指語

言結構，它還包含了由言語活動所帶來的整個社會的象徵性契約。換言

之，語言結構若沒有透過主體的展演(perform)行為，它的質料支撐若沒有

被言語給「借入」，則它的存在便失去了作用；而一旦主體的說話展演不

侷限於個體的行為，而構成了整個社會的約定俗成並保障了象徵化的可能

性時，這便是「超個體的現實」。因此，雖然說語言結構具有優先性，但

仍必須仰賴「言語的借入」來支持其優先性，那麼，此一優先的特徵不能

自外於言語，而是要在兩者的關聯當中才能成立。 

此外，什麼是文字的「質料支持」呢？它的意思是說，當我們說話時，

說出來的是可聽見的聲音，而此一聲音有別於純粹物理性質的雜音，但也

不是指有意義的某個單字之發音。而是指構成語詞的最小音素(phoneme)

單位（例如 /a/ 和 /o/），諸音素依據彼此之間對立和區分而成立，由此產

生一整組有限數量的音素，而這些音素可以形成更高一層的組合，產生我

們所說出來的字詞14。換言之，拉崗並不強調可聽見的聲音，而是著墨於

音素的差異化構成，以此一音素的形式系統作為根本基礎。 

拉崗說：「我們所稱的『文字』，本質上是符指(signifier)的區位化結構

(localized structure)」(Lacan, 1977: 153)意思是說，文字的質料性僅僅是由

最小個別元素所構成的差異性位置區分。這裡的符指是一種不具實質內涵

的位置空間，但這不同於幾何學的三維空間，而是以和其他位置之否定關

係來構成連鎖的作用，故稱其為「區位化的結構」。因此，文字的質料性

                                                 
14 「在[語言學]的數學運算化的形式之中所發現的是音素的銘刻之功能，它藉由最小的區辨要素

──這些要素使它能夠在語意(semantic)的結構之中被區分出來──而形成對立的成對組合，正

是此一要素引導我們為弗洛伊德的學說奠基，此學說在母音的所蘊含的隱逝和顯現當中，指定了

象徵功能的主體的根源。」(Lacan, 1977: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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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相當奇特，它既有別抽象概念那般的理念性，也不是可觸可感的物理質

料之實體性，只能以位置的「不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來說明它(Evans, 

1996: 107)。如此一來，進入到具體言說之中的主體，乃是被這種奇特的質

料性所支撐或規定著，那麼，當拉崗要藉由文字來說明主體之中的無意識

時，文字的定義便已然將無意識從「本能的位置」(the seat of instincts)這種

生物學論述當中給釋放出來了(Lacan, 1977: 147)。 

雖然說明了「具體言說」同時包含了言語和語言，以及「質料支撐」

的奇特性質，因此而釐清了文字的定義。但是文字和主體之間的關係尚未

得到澄清，到目前為止，主體雖然進入到具體言說中而關聯於文字，但他

仍然沒有擺脫作為使用語言的說話者的身分。因此，拉崗更進一步說： 

 

如果說他[主體]顯示為語言的奴隸(slave of language)，他更是言說

的奴隸(slave of discourse)，從他出生之時開始，即便那時只是通

過他的專名，他也已經被銘刻到言說的普遍運動之中了。(Lacan, 

1977: 148) 

 

如果主體是使用著語言的說話者，則他僅僅是「語言的奴隸」，即語言結

構外在於他且規定著他。但是，一但主體是以其「專名」而被「銘刻」於

言說之中，則主體不再是一個語言的使用者，相反地，他自身也不過就是

作為文字的一個專名，可稱之為「主體之文字化」(literalization of subject) 

(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28)。這和前述班凡尼斯特以人稱代名詞

「我」來指定主體具有類似的效果，但班氏的「我」還必須與「你」來進

行相對與交換，因此退回到說話者的意識溝通當中。而拉崗強調，化成文

字的主體「更是言說的奴隸」，亦即，他不再只是說著語詞而屈就於語言

結構，而是成為語詞並完全讓言說支配著他，將他構成為迥異於意識主體

的另一種主體。 

那麼，這會是怎樣的一種「言說之普遍運動」呢？在拉崗回歸弗洛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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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象徵大路上，他特別繞道於索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5並推崇其貢

獻，說他是「現代語言學的奠基者」(Lacan, 1977: 125)。不過，拉崗的繞

道並不簡單，他在緊緊地跟隨索緒爾之際，卻悄悄地把索緒爾的語言學作

了一種全新的分析與解讀。 

 

 

2. 記號之橫槓功能：抵抗符號的指義 

 

 

索緒爾將自身的任務設定在：先是將「符號」(sign)規定新的研究對象
16，然後提出研究此一對象的規則與方法，因此而將語言學建立為一門科

學，評論者們也大都同意這是索氏重要的貢獻17。然而，對拉崗而言，索

氏的貢獻正好與上述的說法相反，當語言學將其自身建立為一門科學，並

因此帶動了其他學科朝著它而轉向時，它所帶來的「知識的革命」並不在

於重新規定了研究的對象，而在於它將自身建立為「由諸法則所構成的一

套秩序」(Lacan, 1977: 125)。 

拉崗並未悖離索氏，而是根據索氏的強調：「語言是形式而不是實體」

(Saussure, 1964: 122)。也就是說，科學的決定項(determination)必須優先放

在「計算的模式」(calculative mode)上，而對象則要仰賴於它才能被構成。

(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33)所謂「計算的模式」指的是由可操作的

                                                 
15 索緒爾被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因為他使得語言學的研究任務擺脫了與歷史和社會的糾

纏，而成為一門獨立的科學並創立了「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 linguistics)。（卡勒，1992: 77） 
16 索氏認為他的前輩們在研究語言時，「始終都沒有開始著手其研究對象之性質，若沒有這基本

的一步，就不會發展出具有研究方法的科學。」(Saussure, 1964: 3)因此，索氏強調，語言學若要

成為一門「獨立且自我包含 (self-contained)」的自主科學，首先便要有一個良好定義的對象

(well-defined object)(Saussure, 1964: 114)。 
17 韋柏為索氏整理出三個範疇。第一是「語言活動」(langage)，這是指最廣義的範圍，它包含
所有和語言運作相關的成分，因其過於龐雜故難以界定研究對象。第二是「言語」(speech/parole)，
它是指個體經驗上的說話行為，是相對於言語活動的另一狹義極端，因其往往從心理層面被導向

於發聲器官的生理研究，故容易偏離語言學。第三才是索氏所要談論的「語言」(language/langue)，
它將研究對象界定為「符號系統」(system of signs)之統一體，由此發展出相關的方法與規則，唯
有它才能區別於前兩者，而將語言學構成為一門科學。(Weber, 1991: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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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所組成的形式邏輯，也就是科學賴以建立的研究程序和分析方法。據

此，針對索氏的符號理論，拉崗是以「記號」(algorithm)來表達它18，並認

為在此記號的基礎上，語言學才構成為現代科學(Lacan, 1977: 149)： 
 
 
 S 
 
 
 

它的讀法為：「符指在意指

道橫槓」(the signifier ove

separating the two stages)。

在上方的大寫正楷字母 S是

間的則是具分隔作用的橫槓

「S/s的形式化來向他致敬

提出的此一「記號」之名稱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

只要和索氏的符號圖示

以「記號化」(algorithmize

書中表示「符號」的圖形如

 
 
 
 
 
 
 
 

它也同樣具有三個主要部分

的橢圓和箭頭。索氏主張，

                                                
18 algorithm原本是「除法」或「演
圖示轉變為一套可操作的運作程序

 

 

s 

之上，『在⋯之上』相當於分隔這兩個層級的那

r the signified, ‘over’ corresponding to the bar 

從讀法來看，組成此一記號的主要有三個部分：

符指；在下方的小寫斜體字母 s是意指；在中

。雖然拉崗認為這是出於索緒爾的教導，而以

是完全正當的」(Lacan, 1977: 149)，但是拉崗所

與形式並未出現在索緒爾的《普通語言學教程》

ics)之中。 

相對照一下，便可發現拉崗是如何地將符號予

)，轉變為一套推演的運作。原先出現在索緒爾

下(Saussure, 1964: 114)： 

：上

符號

 
算」的

，所以
Signified 

Signifier 

方的意指、下方的符指、表示符號整體性

由兩個部份共同構成：代表概念(concept)

意思，但筆者在這裡為了強調拉崗要將索緒爾的「符號」

用「記號」來翻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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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指，和代表聲音意象(sound-image)的符指。(Ibid: 66)這兩部份使符號

成為一個整體，符指和意指只有在它們緊密結合成一整個符號單位時才有

效，沒有聲音則無法設想一個概念，沒有概念的發音只是抽象的音位變化

而已。符號整體具有「指義」(signification)的功能，即當概念和聲音聯繫

起來時，符號所具有的意義便產生了：「指義正如圖中的箭頭所顯示的，

指示聽覺意象的對立面。一切都是在聽覺意象和概念之間，在被看作是獨

立且自我包含之語詞的界限內發生的。」(Ibid: 114) 

從符號到記號，拉崗並沒有添加任何新的要素，只是對前者作了些微

的調整。他先是從去除圖形開始：取消了代表符號的橢圓外圍，連帶也擦

掉了旁邊那兩個代表上下結合的箭頭。然後再進行記號的構成：將代表符

指和意指的文字縮寫為運算公式之形式，還添加了大小寫和正斜體的標示

以區分兩者的層級和功能，並且，將上下項的位置作了調換。 

拉崗將符號給記號化具有怎樣的意圖呢？我們可以從韋柏對索氏之

符號的評論來看。韋伯認為，結構語言學的成就在於將「差異」(difference)

激進化為符號的普遍原則 19，並由此而發展出語言系統的內在價值

(value)20。因此，他說：「原初性的區別既不是再現與指涉物的區別，也不

是符指與意指的區別。倒不如說，是差異的原初性區別作為一項原則才讓

符指與意指的功能有所奠基。」(Weber, 1991: 27)然而，由於差異原則只是

將差異維繫為符指和意指兩套秩序各自間的平行狀態，故語言的主要功能

仍傾向於藉由二元對立的結構來消弱並穩定那激進的差異原則。如此一

                                                 
19 符號系統是由符指和意指各自的兩套秩序所形成的連續體(continuum)，在任一套秩序中的每
個成分都必須依賴其他成分才能夠存在，但此依賴關係是消極的(negative)而非積極的(positive)，
單個成分要能夠區別於其他的成分，它必須確定它不是其他的。亦即，差異原則顯示，語言是「純

粹關係性的」(purely relational)或「純粹區別的」(purely differential)的系統(Saussure, 1964: 117)。 
20 以價值來標示符指的結構以及符指間的相互指涉關係是為了讓符號擺脫其傳統的命名功能，

亦即，符號之價值不僅讓符號遠離詞與物的指涉關係，還讓符號脫離作為外在的表達工具。索緒

爾以交換與對比來規定符號的價值：「1.一種能與價值有待確定之物相交換的不同物項；2.一種能
與價值有待確定之物相對比的相似物項。必須有這兩個要素價值才能夠存在。例如，要確定一枚

五法郎硬幣的價值，我們必須知道：(1)能交換一定數量的不同東西，例如麵包；(2)能相對比於
同一系統的相似價值，例如一法郎的硬幣，或者另一系統的貨幣（美元等等）。同樣，一個詞可

以跟某種不同的東西即概念作交換；也可以跟某種同性質的東西即另一個詞相對比。因此，我們

只看到詞能跟某個概念『交換』，即看到它具有某種指義，而還不能確定它的價值；我們還必須

把它跟相似的價值、跟其它可能與它相對立的詞做比較。」(Saussure, 196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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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索緒爾乃將符號之結構整體性規定為：由差異到二元對立、由二元對

立到對立元雙方的任意性偶合或連結。正是這種否定（語言是一純粹差異

系統）與實證（差異雙方形成一對立的平行狀態）之間的相互轉換關係，

韋伯遂進一步將支配符號系統的內在邏輯聯繫於傳統的形上學思路。 

據此，拉崗強調符號與記號之間的決定性差別，在於符指和意指之間

的那道「橫槓」： 

 

事實上，這門科學的論題乃懸置符指與意指的原始位置之上，它

們是一開始就是由一道抵抗著指義功能的橫槓所區隔出來的兩

套不同秩序。這才有可能精確地研究專屬於符指的關係以及它們

在生產意指之過程中的功能範圍。(Lacan, 1977: 149) 

 

為了澄清橫槓的功能，以及此一橫槓對指義功能的阻絕與干擾，我們必須

重新闡述索氏所提出的「任意性原則」21。拉崗將符號的任意性連繫於傳

統的指涉(reference)關係，並認為前者是由後者所引發的困境才得以進一步

發展出來的。「在命名活動之中，詞與物之間的兩相符應」帶來了「指涉

的僵局(impasse)」(Ibid: 149)，這主要是因為唯有通過語詞，事物才得以被

指涉，然而在語詞的指涉之中，指涉物卻又消失無蹤。為了打破詞與物之

間的兩相符應並化解這個僵局，任意性乃取消了指涉物的客觀現實，而將

對象的構成安置於概念的層次之上。如此一來，「沒有任何一種現存的語

言會有不能夠涵蓋意指之整個領域的問題，語言存在的一個功效就是它滿

足了所有的需要。」(Ibid: 150)拉崗將符號之任意性視為一哲學考量或規

定，而這項哲學規定強調「符指回應其再現意指的功能，或更好說，符指

必須在指義之名義下來應答其自身的存在。」(Ibid: 150)因此，取消符號的

命名功能及其與指涉物之間的符應結構，不僅不會破壞符號的整體性，相

                                                 
21 索氏為符號指定了一條重要的原則：「語言符號是任意的(arbitrary)」(Saussure, 1964: 67)。意指
和符指之間的聯繫是任意的，並沒有任何自然或必然的內在關係，某概念不必具有什麼特殊意義

才能夠成為某聲音的意指；某聲音也不必具有什麼特殊形式才有資格充當某概念的符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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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地，由指涉走向任意性的這層語言學轉變更好地將語言定位於「再現」

功能之中。 

然而，這個由符指對於意指的「再現」所建立起來的指義功能，同時

也被拉崗批評為「幻覺」(illusion)(Lacan, 1977: 150)。出於這種對於再現之

幻覺的警醒，首先便得突破符號的封閉界限，於是，在構成記號的三個部

分當中，最先起作用的是橫槓：不讓符指跨越柵欄。當符指通向意指的通

路被橫槓給阻絕時，兩者將不再以相互對立和結合的關係來完成再現，它

們之間只有純粹的抵抗，這便徹底地干擾或取消了符號理論所必須滿足的

指義功能。如此一來，記號才能初步地區別於符號，並由此展開文字之文

字性的後續闡述，以建立關於文字的理論。 

一旦符指不再現意指而抵抗指義，這是否意味著整個記號當中，只剩

下符指與符指間的關係？如果是這樣的話，則不但符指和意指無法結合，

甚至也取消了二者間的區分，兩者便直接消融為單一詞端22。許多詮釋者

正是依照此一推理，認為拉崗提出記號乃是為了將「優先性」(primacy)賦

予符指23，以便強調「脫離意指後的符指之自律性(autonomy of signifier)」

(Lemaire, 1977: 41)。梅熙(David Macey)更說，「符指的漸進誇大狂」(gradual 

megalomania of the signifier)乃是對於拉崗的最佳描述(Macey, 1988: 133)。

這些詮釋者的言下之意為：拉崗的興趣惟獨在於符指，取消意指乃是前者

的必然後果。24

                                                 
22 「消融」不同於「結合」。結合是指，兩個分項靠著彼此的區分而被統合為一個更大的第三項，

兩者的屬性依舊在其中保持著，且助長第三項的新屬性。而消融是指，某一項的屬性完全地涵蓋

了另一項，兩者間沒有區分，另一項的屬性就此消失，只剩下單獨的一項，如布赫亞科柏森所說：

「意指自身也是一個符指」(Borch-Jacobsen, 1991: 175)。 
23 鮑伊(Malcolm Bowie)說：「在拉崗筆下，符指在心理生活中被賦予了特殊角色，這種特殊性有

不同的說法，如優先性(primacy)、先在性(precedence)、凌駕性(preeminence)、堅持性(insistence)、
至高性(supremacy)。」(1979: 131)鮑伊並沒有引出這些詞彙在拉崗文本中的出處，也並未加以說

明，似乎它們都是不證自明的同義詞。尤其將「堅持性」一詞並列於其中，顯得特別突兀。 
24 阿萊夫(Michel Arrivé)更有意無意地將上述詮釋論點給極端化。他說拉崗將未被命名的線條賦

予了名稱：「在拉崗這邊，他讀出這條線儼然它是一個文字。⋯他將它質料性地、物理性地給讀

出來。他以文字性的方式來理解它，讀出它就如同它必須（或如同它能夠）被讀出來。」(Arriv
é, 1992: 134)阿希夫雖然強調橫槓的顯題化，但同時卻使得它列屬於文字，即橫槓自身也是一個

符指。於是，整個記號變成了符指的自我充足(self-sufficiency)之表達，它既消融了意指也消融了

橫槓，原本S/s的三個部分只剩下一個大寫的S，單單一個S（以及它所伴隨的S², S³…）要如何進
行程序之操作呢？拉崗的記號原本該是以可計算的模式承擔著科學之科學性，現在卻幾乎變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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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一點，南西(Jean-Luc Nancy)和拉伯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的看法顯然不同，他們說：「符指之自律性是確實的，但不是原初的，它

有賴於抵抗自身。事實上，橫槓才是原初的（和基礎的）」 25(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36)。意思是說，拉崗取消橢圓卻保留了中間那條橫

線，使得不能達成整體的橫線失掉了指義這個目的。一旦沒有了目的，橫

線便杵在那兒不為任何而服務，它只是一條非積極的純粹否定線，或者說

是一道「障礙(obstacle)或藩籬(barrier)」26，其作用為徹底的分裂(division)。

亦即，它使得符指和意指依舊安於各自的位置上，意指並未消失，但二者

既不彼此結合也不相互消融，僅僅是處於分裂的狀態。換言之，唯有先行

仰賴橫槓對於指義的抵抗，符指才後續地獲得了自行運作的機會。 

不過，經過南西和拉伯特的澄清之後，橫槓居於原初的地位而作為記

號的優先前提，則所謂的「符指之自律性」便不會是如同前述的詮釋者說

的那般，而需要再度被重新考量。 

 

 

3. 意指不斷滑動所形成的結構性孔竅 

 

 

  在言語經驗中，我們總以為是先說出了一個概念，即說出了指義的符

號，然後再由眾多的符號或概念集合成可理解的一段話。也就是說，符指

和意指這兩個獨立的區別系統需要仰賴「定錨點」(anchoring points)的運作

(Lacan, 1977: 154)，它透過符指間的差異組合而指向並固定意指，然後接

連地以定錨方式構成一連串符號的集合。而此一運作同時也吻合了：在說

話行動中的時間線性進程。然而，我們的經驗事實並非如此，把各個語詞

                                                                                                                                            
以符指神學(theology of signifier)來承擔著科學之宗教性。 
25 字體變化為筆者所添加。 
26 韋伯說：「最終奠基於意指之優先性的索緒爾式均衡被移轉了：索緒爾用來分割符號兩個面向

之間的線條，只是為了要更為確定地將它們聯合起來。這段線條現在轉變為一條橫槓，一道障礙

或藩籬，當它使得意義（指義）成為可能之時，卻同時也抵抗了它。」(Weber, 1991: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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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加起來只是零碎與片斷的概念，不可能獲得意義之理解，因此，定錨點

乃是神秘的。 

拉崗認為在言語當中起作用的是句點(punctuation)27：當我們在一段話

裡為其定下一個句點之後，才能夠向前回溯出整段話的意思。亦即，符號

或概念必須關聯於上下文的脈絡，「指義唯有在涉及另一個指義時才能維

持」(Lacan, 1977: 150)，這裡所呈現出來的乃是指義活動的鏈結(signifying 

chain)。既然某個指義必須關聯於另一個指義才能夠被維持住，則某個指

義並未被完成（意指和符指並未結合起來），總是在預期著下一個也尚未

完成的指義。那麼，這「某個指義」還能算是指義嗎？因此，神秘的定錨

點總是弔詭的：它既要使得指義能夠在言語當中發生，卻又使得「指義總

是已經滑出它所聲稱的專屬意義 (proper meaning)之外」 (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54-55)28。亦即，指義被定錨點給推遲和延緩，因此

而取消了它自身的定錨功能，符指再也無法釘住其意指，只剩下某個符指

與另一個符指之間的聯繫而已，故指義活動的鏈結實際上是「符指鏈」

(chain of signifier)的構成。 

拉崗說： 

 

意義「堅持」(insist)在符指鏈之中，但意義的成分沒有一個是「存

在」(consist)於某個時刻能夠形成的指義之中。(Lacan, 1977: 153)29

 

也就是說，在說出的言語當中倘若還有意義或意蘊，則它不在於指義的功

                                                 
27 Punctuation一般翻譯為「標點符號」，但筆者認為拉崗是將其視為結束談話的「句點」，因為這

與他在治療技術上的主張相關。拉崗一直不遵守行之以久的 50分鐘會談時間限制，而採行隨意

中斷談話的 15分鐘「彈性會談時程」(session of variable duration)，並為此飽受責難。而他正是
以句點的作用來說明他對於這項技術的堅持：任意定下一個句點展示了干預的價值，並加速了結

論時刻的到來，它賦予原本所預期的那段談話一種新的意義(Lacan, 1977: 44)。 
28 專屬意義指的是某個符號所具有的概念本義（或字典上的客觀定義）。當定錨點的作用不是去

固定某一組符指和意指，而是涉及回溯性的指義運作時，則所謂的「專屬」或「本義」便總是有

待詮釋並充滿著歧異，這種狀況時時發生在我們一般的溝通當中，因此理解也總是需要不斷去努

力的。但拉崗在這裡並無意去探究溝通理解的可能性與否，而是著眼於指義功能的侷限性。 
29 在這裡必須要區分一下，meaning是指「意義」、「意蘊」或「涵義」等範圍較廣的通稱，而
signification就只是「指義」，特定於索緒爾符號理論中的專有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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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是因為符指預期著下一個符指這樣的環環相扣所致30。舉例來說，「我

決不⋯」、「這還是說⋯」、「那或許可能是⋯」等，在這些重要詞端被擱置

或打斷的句子當中，意義或意蘊並沒有因此變得荒謬而僅僅是被延遲，甚

至「此意義由於使我們有待於它而顯得更加壓迫(oppressive)」(Ibid: 152)。

換言之，所謂的「堅持」乃是說符指具有某種裁決的權威，由於意義懸而

未決，故我們持續且強烈地要求其他符指的出現，表現出等待的急迫性。

為何意義會被延遲而壓迫著符指，而使得後者具有權威性的堅持呢？ 

當拉崗將橫槓的抵抗作為構成記號的第一條原則時，這只是消極地排

除了指義的功能，它還不足以成就記號的計算模式或可操作形式，也尚未

充分說明符指之自律性。我們還必須進一步強調取消指義功能之後，依然

處於下方且保持著其地位的意指是怎樣的情況，這就形成了記號的第二條

原則：「意指在符指之下的不斷滑動」(an incessant sliding of the signified 

under the signifier)(Lacan, 1977: 154)。也就是說，符指之所以能夠堅持著，

除了橫槓對指義的取消之外，還需要意指的不斷滑動來使得意義懸而未

決。當符指想要跨越橫槓到下方去指向意指時，意指總是瞬間溜走而使得

符指遍尋不著，甚至其流動之迅速以至於符指被彈回到上方，只能去指向

另外一個符指。於是，符指在橫槓之上形成符指之鏈結，而意指在橫槓之

下經歷著無盡的驅逐、滑動與偏移。 

然而，不斷滑脫與鬆動的意指還能稱之為意指嗎？此一絕對無法被指

向的意指不總是持續地加速，以至於無法被固定或被呈現出來，據此，拉

崗將其稱為「孔竅」或空洞(hole)，他說： 

 

如果語言學使得我們能夠看到作為意指之規定項的符指，則分析

以下列方式揭示了此一關係的真理：藉由在意義中所製造的「孔

竅」來作為其言說之規定項。(Lacan, 1977: 299) 
                                                 
30 拉崗的符指鏈並非如項鍊那般為單一環狀的線性封閉之鏈，而必須聯繫於「地誌學的」

(topological)基部構造，其鏈結的狀況是：「由許多小環組成了一條鍊圈，而這條鍊圈又是由諸環

所構成的另一條鍊圈當中的一個小環」(Lacan, 1977: 153)。一旦其中的某一個環斷裂了，將造成

多個鍊圈同時崩解，這樣才稱得上是所謂的環環相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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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意指之滑動所製造出來的意義之孔竅，乃是一不可或缺的「結構性的孔

竅」(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46)。當符指穿越橫槓卻無從指向意

指，而只是指向孔竅時，符指只好帶著孔竅回到橫槓之上，沿著橫槓指向

另一個符指，由此而打開或開裂(spacing)出符指鏈的區位化結構。因此，「結

構性的孔竅」在整個記號結構之中規定著符指的運動，拉崗稱之為「在大

它者中匱乏的符指」(the signifier of a lack in the Other)或是「作為符指之位

置的大它者」(the Other as the locus of the signifier)(Lacan, 1977: 316,310)。

意思是說，言說的可能性條件在於孔竅，孔竅在言說之外並穿透到言說當

中形成符指鏈，此一孔竅可以說是一純粹匱乏的符指，也可以說是為符指

提供位置的大它者。雖然勉強以「者」來稱呼大它者，但它不是某人、某

物、某個神性存有的代名詞，而是支撐著結構之運作的「言說之規定項」。

我們無法直接說明它，只能藉由環繞著它的所有運作來間接地突顯它，因

此，它弔詭地以一種離心或異質的狀態，使得結構性的運作以它為一個匱

乏的「中心」。 

由此可見，單以「符指之自律性」來說明文字理論是不夠的，這會使

人素樸地以為符指只是平移地運動著，而無法彰顯記號S/s當中的三個部份

究竟是如何運作的。若非橫槓的抵抗以及意指的滑動構成了符指上下運動

的遊戲，整個記號便會被消弱或縮減為單向的符指移動。單向的符指移運

動雖然迥異於指義功能的符應性與指涉性，但它在取消了固定的意指之

後，反而會將意義擴張為無限的氾濫與暴增，而落入梅熙所說的「符指的

漸進誇大狂」。拉崗的文字理論不是這樣的，它嚴格的科學特徵必須使它

奠基於「純粹的運作性」(pure operativity)之上(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49)。此一純粹的運作性拉崗稱為「指延」(signifiance)31。 

由記號所產生的指延效果並非對立於指義（對立只會反向地助長指

                                                 
31 法文signifiance在拉崗的使用脈絡下沒有可相應的英文翻譯(Lacan, 1966: 510)，而英譯者謝勒

登將其翻譯為significance（重要性、意義）乃是嚴重的錯誤(Lacan, 1977: 159)，因為這樣一來它

幾乎和signification（指義）沒有什麼不同，而消弱了記號與符號之間的巨大差異。為了突顯在記

號當中，符指間的指向運動以及意義的延遲，筆者保持其法文並以中文「指延」來翻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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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而是運作在指義的邊緣。亦即，記號跟隨著並保持著符號當中的所

有要素，但卻在其中被動了機巧的手腳，使得符號原本的要素依然存在，

但其最重要的指義功能卻被完全地癱瘓掉，意義被摧毀或被無盡地延遲，

彷彿變戲法一般地轉變為僅僅具可操作之邏輯的指延效果。因此，「符指

之自律性」畢竟不充分於「指延」之名，前者只呈現出一個符指指向另一

個符指；而後者卻複雜地呈現為：符指跨越橫槓穿透到下方，但意指立刻

滑開或消失，以至於符指總是指向孔竅，並藉由孔竅回到橫槓上方沿著橫

槓運動。 

我們看到，當拉崗認為索緒爾的語言學帶來了知識的革命時，他同時

也對索緒爾進行了一種「轉借」(diversion)32，並重新闡述了此一知識的革

命。語言學從此解除由符指和意指之二元對立所構成的符號整體性，任憑

意指被放逐而指義被懸置，如此一來，雖然語言學幾乎失掉了它最重要的

要素而顯得岌岌可危，但對拉崗而言，這樣的語言學才真正地不辜負「結

構」之名，在一個危險的邊緣上使其自身恢復為具有「開放關係之可能性」

的一套法則33。因此，當拉崗將記號的整個指延運作性稱為「無意識的地

誌學」(topography of unconscious)時(Lacan, 1977: 163)，即說出了文字理論

當中必然蘊含著另一種主體理論。 

 

                                                 
32 南西與拉伯特將此一差異化的過程理解為拉崗對於索緒爾的détournement，其英譯者將這個字
翻譯為diversion（轉借），強調拉崗藉由閱讀索緒爾所發展出來的一套書寫策略，而不同於謝勒

登將其翻譯為distortion（扭曲）。détournement的確具有扭曲之意，但是其扭曲作用是發生在它對
理論資源的借用或重覆過程之中。尤有進者，它對理論資源的借用（曲解或顛覆），乃是為了使

得被扭曲的要素轉向進入全新的脈絡，並使其在新的脈絡之中持續發揮其顛覆性的效果。(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xix-xx) 
33 拉崗說：「結構是：在首要的位置中，由一群要素所形成的一個共價集合。我說一個集合(set)，
我不說一個整體(totality)。⋯結構的建立總是涉及到與它物相連貫的某物，兩者是補充的

(complementary)。但整體的觀念只是說我們處裡的是伴隨著相互符應的封閉關係，其中的構造是

相互依賴的 (interdependent)。相反的，結構具有開放關係的可能性，我們稱其為增補性
(supplementarity)關係。」(Lacan, 1993: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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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無意識主體 

 

 

 

1. 主體的位置 

 

 

為什麼拉崗能夠對索緒爾進行這樣的一種「轉借」呢？出於拉崗本人

對於理論建構的興趣和意志嗎？不是的，拉崗說，這一切乃是出於弗洛伊

德的教導：「回歸弗洛伊德的文本便能顯示出，在他的技術和他的發現之

間的絕對融貫性，同時此融貫允許我們將他的所有程序都放到其專屬位置

(proper place)上」。什麼是與技術相融貫的「發現」以及能夠安置所有程序

的「專屬位置」呢？拉崗緊接著說：「任何對心理分析的矯正都無可避免

地包含著回歸於所發現到的真理，在發現到它的原初時刻，它是不可能被

遮蔽的。」(Lacan, 1977: 163) 

也就是說，進入到語言學之中，先是關聯於對心理分析的矯正，即針

對將主體視為想像自我的那些理論學派，譴責他們悖離了弗氏的發現，以

至於無法從象徵之功能來獲得「主體之實現」。但為了讓矯正完成，還必

須透過對索緒爾進行轉借而發展出來的文字理論，使弗氏所發現到的「真

理」能夠在它的「專屬位置」上，從被遮蔽的狀態得以被彰顯出來。換言

之，在「真理」名下，矯正自我心理學並獲得主體的重新形塑，以及將語

言學的符號理論轉借為文字理論，這兩個面向是同時發生的。我們知道，

弗洛伊德所發現到的真理，「被他稱之為無意識」(Lacan, 1977: 163)，不過，

無意識的真理是如何使得文字和主體相互聯繫且相互蘊含呢？ 

拉崗說： 

 

言語的功能不是要去指出「偽裝著主體的思維」 (disguis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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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the subject)的東西（這幾乎是不可定義的）；其功能只不

過就是在追尋真理當中去指定主體的位置。(Lacan, 1977: 155) 

 

當主體說話時，言語的功能是什麼呢？如果是在互為主體之溝通的考量

下，則其功能在於表達「主體的思維」。那麼，主體便是具有生存論意涵

的個體，他能夠掌握符號並進行再現，藉此說出他的概念思維（既是主體

的「思維」，也是「主體的」思維），亦即，他能夠生產意義所以是支配意

義的主人。據此，言語之功能所指出的是一個能夠去認識的意識主體，透

過他的說話活動，他表現出想要使自身被理解的意圖，並且確定他具有達

成此一意圖的能力。那麼，這個具有統治主權的主體，便是「『意指的主

體』，行動的代理者，指義的承載者，他試圖將自身表達於語言之中」(Žižek, 

1989: 175)。 

拉崗說，這是一種對主體的「偽裝」，亦即，此一主體戴著「意義之

主人」或「意識主體」的假面具來作為掩飾。這種弔詭的說法，是把主體

的內在性──即意義之深度或意識之自我同一性──提出來作為外在的

表層，故拉崗自己也說：「這幾乎是不可定義的」。強言這種不可定義的情

狀，乃是為了要揭開那層假面具，因為它誤導了言語之功能，只是以虛語

掩飾了真正的「主體之實現」。然而，更弔詭的是，一旦主體的深層核心

是作為可揭開的假面具，他不再是具有內在性的生存論主體，那麼，在這

假面具之後（如果還有所謂「後面」的話），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呢？豈

不是更難以去定義？ 

  意義的主人或意識主體是由符號的指義功能給限定著：「符號為了某

人而再現某物(the sign is what represent something for someone)。」(Lacan, 

1966: 840)34。而拉崗強調的是文字理論的指延效果，指延首先便以橫槓來

抵抗指義，故某物不可能獲得再現。因此，當拉崗式的主體說話時，他不

                                                 
34 意思是說，符號必須是「為了某人」而進行「再現」的運作，當某人將其腦海中的意指和符

指結合起來而說出了語詞，此一被再現出來的語詞便具有可理解的概念內涵。因此，「某物」不

再是作為實體而存在的指涉物，而是能夠指義的概念。不過，此一再現必須是「為了某人」而進

行的，亦即，透過再現某物所保證且確定的是「某人」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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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藉由言語而進行認識，他什麼都認識不到。儘管如此，拉崗卻說，「真

理」依然是可以去「追尋」的。既然真理不能夠被主體所認識，則此一真

理便有別於古典哲學思路下的真理35，那麼，如何去追尋它呢？拉崗說：「如

果我認識真理，使得它被聽到，便沒有顧慮到那僅僅藉由符指所進行的所

有字裡行間(between-the-lines)的責難」(Lacan, 1977: 155)。意思是說，追尋

真理依然要仰賴由符指所構成的「字裡行間」，但這再也不是指義的認識

過程，而是以指延的運作來追尋：符指穿越橫槓卻指向孔竅而只能沿著橫

槓滑動。因此，重要的不是拉崗欲重新定義真理，而是說拉崗摒棄了帶有

主體之意圖的認識過程，將其顛轉為言說當中的純粹運作性，一旦此一顛

轉成功地發生了，則真理便不再被主體之認識給遮蔽，而能夠透過指延運

作被彰顯為支撐著此一運作之中的那個孔竅或裂隙。 

由於孔竅或裂隙不具有任何內涵性質，因此，真理不是被符號給再現

出來的「某物」，而是一「某種徹底它異之物」。拉崗說：「指義鏈的結構

揭露出此一可能性：我擁有和其他主體共同的語言，亦即，它作為一種語

言而存在，使用它並不是為了要指義它所說出的內容而是某種徹底它異之

物(something quite other)。」(Lacan, 1977: 155)也就是說，這個與言語之內

容無關的徹底它異之真理，如同合約(pact)一般地締結著整個具有指延效果

的指義結構，保證我們可以使用共同的語言來進行言說，它在言說之外且

滲透於言說當中。既然真理不再相關於符號定義當中的「某物」，則「為

了某人而再現某物」裡頭的「某人」也就連帶地產生了變異。就此而言，

當掩飾著主體的那個「意義之主人」或「意識主體」的假面具被揭開之後，

其後面並沒有比內在性更為純粹內在的東西，只是空蕩蕩地毫無任何一

物，亦即，此一偽裝僅僅遮掩著孔竅或空無。 

  取消了主體的內在性，真理的言說便取消了主體的意識功能，由此而

                                                 
35 韋柏認為，在亞里斯多德那裡，真理所指的是事物的客觀本質，由於人類無法直觸及事物自

身，便藉由語言之媒介性的存在，事物的客觀本質便能夠被再現於我們的思維當中，當思維能夠

一致或適切於事物自身時，即是獲得了真理的知識。而這種古典哲學之真理宣稱(truth-claim)，
依然存在於索緒爾的現代語言學當中，他雖然創新了術語，但是他以符指結合意指之二元對立，

來構成符號的整體封閉性進而再現出真實的意義，其邏輯依然聯繫於傳統形上學的思路。(Weber, 
1991: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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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繫於主體的無意識。拉崗先前說，「言語的功能是要在追尋真理當中去

指定主體的位置」，亦即，不具有內在中心性的主體，現在由於孔竅而被

指定為一個位置，我們必須探究這個位置的構成及運作，才能說明無意識

主體的真理。 

 

 

2. 「我」：主體的分裂 

 

 

拉崗將符指定義為：「某符指為了另一個符指而再現主體」(a signifier is 

that which represents the subject for another signifier)(Lacan, 1977: 316)36，在

此定義當中蘊含著主體，因此可以反過來說：主體是被符指給再現出來

的，但卻是為了另一個符指而進行再現。 

究竟，主體被符指給再現成什麼呢？前述提過，主體以其專名而被銘

刻於言說之中，因此可以說，主體同樣是被再現為符指。勒梅爾說，「只

是藉由在父母的對話裡被命名，以及藉由接受了一個姓，主體便被插入到

交換的語言循環當中」(Lemaire, 1977: 70)37。如果是這樣的話，則主體只

是作為某一個符指，他被文字化而安置於言說當中，成為符指鏈裡的一

環。那麼，我們只要說「符指再現主體」就夠了，為何還需要強調「為了

另一個符指」？可見得，僅僅把主體列屬於符指鏈當中是不夠的，因為指

延的效果已經顯示出，符指鏈不是自律的，它還要仰賴構成記號之結構性

運作的那個無法直接表述的規定項（孔竅）。 

讓我們配合拉崗的另一個陳述來看：「符指唯有臨在於主體之中才能

運作」38。如果說，主體已經被再現為某個符指，為何符指還要臨在於主

體之中才能運作呢？這豈不是自相矛盾嗎？顯然，主體被再現成為的那個

                                                 
36 拉崗談論符指的定義，主要是澄清「『我』是什麼」(What am “I”)這個問題。(Lacan, 1977: 317) 
37 除了名字之外，他還可以被再現為「兒子」、「寶貝」、綽號、小名等其他的符指 
38 英文為：“But this whole signifier can only operate, it may be said, if it is present in the subject.” 
(Lacan, 1977: 155)，筆者的中文翻譯作了一些省略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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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指並不是普通的任一個符指，並不是和其他符指無區別地列屬在符指鏈

當中。反而，它是一獨特的符指，它臨在於主體之中，命令且規定著主體，

務使主體成為支撐符指鏈之運動的所在。換言之，當拉崗說「某符指為了

另一個符指而再現主體」時，這「另一個符指」將主體設定為一個位置，

「為了」它或仰賴於它，其他的符指將能夠被組合起來而進行符指鏈的遊

戲。主體的這個位置必須要夠純粹與夠絕對，才能有別於其他符指並支撐

它們，亦即，它只能是徹底離心的空無。這就與記號當中那個結構性的孔

竅聯繫起來，「另一個符指」即是作為橫槓之下的那個純粹匱乏的符指，

它在主體當中同樣將主體規定為此。 

因此，「某符指為了另一個符指而再現主體」可以被轉述為：作為專

名的符指為了那另一個純粹符指而進行再現，將主體再現為支撐著專名的

那個孔竅之位置。為何我們不只是說「主體被再現為另一個符指」就夠了，

何須這般繞口令式地拗口？主要是因為，規定主體之純粹位置的那另一個

符指，是一不可被直接表述的規定項，它還需要藉由指延的運作性將它給

「再現」出來。綜上所述，拉崗定義符指的那整段話，就不會是那麼地撲

朔迷離了：「我對符指的定義是：某符指為了另一個符指而再現主體。這

個符指將因此成為這樣的符指：所有其他的符指為了它而再現主體，亦

即，在此一符指的隱逝 (absence)當中，所有其他的符指再現了空無

(nothing)，因為空無僅僅是為了另外某物(for something else)而被再現出來

的。」(Lacan, 1977: 316) 

除了從符指之定義來探究主體的純粹位置之外，我們還可從主體這邊

來說明。如上所述，以專名來談論主體之文字化顯然是不夠的，主體更為

精確的文字化在於「我」這個符指： 

 

以方法學的嚴格性，我們試著從我作為符指這個精確的語言學定

義開始，它只不過就是「轉代詞」(shifter)或指示詞，它以「陳述

主詞」(subject of statement)來指定(designate)正在說話的主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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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說，它指定了「宣告主體」(subject of enunciation)但並不指義

(signify)它。(Lacan, 1977: 298) 

 

當主體說話時，他說出了「我」(“I”)，這個作為第一人稱代名詞的符指「我」

是言說當中一個被說出來主詞，故稱為「陳述主詞」。陳述主詞「我」具

有「轉代詞」的作用39，它還必須涉及到其他的訊息，故它指定了有一個

正在進行陳述活動的說話者或宣告者，可稱之為「宣告主體」。陳述主詞

和宣告主體這兩者之間具有怎樣的關係呢？ 

韋柏說，傳統的哲學家會認為，「被說出來的『我』要獲得其真實的

(veritable)意義，表達出現在正在說話的那同一個我／自我」(Weber, 1991: 

85)也就是說，當「我」被說出來的時候，陳述主詞已然疏離於宣告主體，

因此必須要使二者獲得回歸的「真實意義」。亦即，陳述主詞「我」要和

正在說話的我一致地整合起來，使得此一符指能夠達到它的意指，這事實

上是為了保證我的深層內在核心：吾(me)。「我」-吾 (“I”-me)之間以同一

化的關係，為宣告主體確立了他的反思或自我同一性，使得他以主人的姿

態掌握著自身進而掌握著言說，獲得了「真實意義」。然而我們知道，韋

柏刻意提出的傳統哲學家之意見，乃是為了突顯一種非拉崗式的意識主

體。 

拉崗強調，陳述主詞僅僅「指定」了宣告主體，卻「不指義」它。「不

指義」的意思是說，宣告主體絕不會是吾，它沒有深層的內在核心。那麼，

陳述主詞這樣的「指定」，事實上所指定的是陳述主詞和宣告主體之間的

徹底分離，符指「我」不會回歸而是遠離了我。因為宣告主體我其內在核

心吾已然被取消與被掏空，宣告主體既不現身也不臨在，只是一個無中心

的分裂狀態，它如何還能使陳述主詞同一於它呢？因此，符指「我」所指

定的是一個分裂的主體40：無意識主體。拉崗說：「弗洛伊德的發現，展示

                                                 
39 「轉代詞」是雅可布森(Jacobson, Roman)所提出的一種特殊的文法單位，它們在被使用的時候，
必須涉及所伴隨著的訊息。轉代詞當中最為有力的例子，便是人稱代名詞「我」(I)。(Jacobson, 1971: 
130-147) 
40 「在我所佔據著作為符指之主體的位置上，與我所佔據著作為意指之主體的位置，這二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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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在人之中那絕無法被掩蓋起來的開裂(gaping)，也就是激進的異質性

(radical heteronomy)」(Lacan, 1977: 172)。亦即，無意識乃是造成主體產生

「開裂」的主體之第二個位置，此一位置具有「激進的異質性」以至於主

體總是離心的。 

拉崗說：「大它者作為符指之純粹主體的先前位置，而佔據著支配的

地位」(Lacan, 1977: 305)。意思是說，若非透過符指「我」的運作，則無

意識主體並無法被揭示出來；唯有仰賴符指「我」無法回歸並取消指義的

那個指延效果，才能間接地呈現出指延當中的那個結構性孔竅：大它者。

亦即，大它者是無法被直接呈現的，只有當作為符指的陳述主詞「我」，

在它無所指義於任何內在核心時，宣告主體之匱乏的位置才會被突顯出

來，「符指之純粹主體」才能被指定下來。當我說「我」的時候，被取消

了吾之內在性的我使得「我」因此離開而遠去，當初規定著「我」的那個

宣告主體之我，只是分裂的無意識主體。 

然而，無法被直接呈現的大它者，卻是這一切運作的規定項，亦即，

是大它者引發了主體的分裂，它乃是作為言說之外的一個「先前位置」，

它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能夠藉由言說而滲透其中，使得言說之主體不但再

也無法掌握言說，並且由此產生了其自身的開裂。因此，符指「我」雖然

就此遠去，而只能伴隨著其他符指一起滑動，但也並未離得太遠。亦即，

由主詞「我」所引領的符指鏈並不會就此得以完全自律而提供無限膨脹的

意義，它的運作既仰賴於大它者，卻也僅僅是為了要去再現出那幾乎是不

可被再現的大它者。 

據此，拉崗的名言：「無意識是大它者的言說」(the unconscious is the 

discourse of the Other)(Lacan, 1977: 172)，其意思為：主體的無意識要透過

言說來呈現，而一旦言說指定的是純粹匱乏的大它者時，則主體的無意識

也只能成為在他之中的激進異質性。當主體開口說話時，他的言說便藉由

                                                                                                                                            
間是同中心的(concentric)還是離心的(excentric)？這即是問題所在。但這不是這樣的問題：要去

知道當我提及我自身時是否符合著存在之我(what I am)，而是說：要去知道存在之我(I am)是否
與在說話的那個我是同一個。」(Lacan, 1977: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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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言說之外的大它者給滲透或引發出裂隙，以至於他被它給分裂或差異

化，而再現出的只是在他之中的純粹宣告位置，即他的存在之匱乏。因此，

當有人問「誰正在說話？」時，一般人都會回答是主體在說話，但拉崗的

回答很乾脆，是「無意識主體」：「他不知道他在說什麼，甚至也不知道是

他在說」(Ibid: 299)。簡言之，主體即是無意識主體，是由大它者所引發的

言說之匱乏位置，在象徵的功能當中，「主體之實現」實際上乃是這樣的

一種「主體之顛覆」(subversion of the subject)(Ibid: 292)。 

 

 

3. 無意識主體之功能：隱喻和換喻 

 

 

一旦無意識主體被指定為一個匱乏的符指之位置時，或者更好地說，

被指定為整個 S/s 的記號運作時，主體便不再具有實體的性質，他不是一

個生存論的、心理學的或人類學式的主體。但是，他依然可以承擔「主體」

之名而維繫著其功能。只不過，主體的功能現在必須放在記號之文字性來

討論，這指的是由指延運作所產生的換喻(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拉

崗稱之為「無意識的地誌學」。表示隱喻和換喻並非文學的喻法，其所密

切相關的乃是主體的「欲望」。 

拉崗將換喻定義為「詞對詞」(word-to-word)的連結，也就是說，一個

符指指向另一個相鄰近的符指，例如，「三十張帆」其中的「帆」指向的

是「船」，而這兩者都只是符指，它們並不指向其意指(Lacan, 1977: 156)。

因此，詞對詞的換喻是指延當中的一部份，即符指鏈沿著橫槓而滑動。它

的基本構成必須仰賴記號當中的橫槓之作用，即由於橫槓對指義的抵抗，

才能產生符指鏈的運動。在無意識主體的功能當中，換喻的結構被拉崗指

定為「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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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喻的結構指出了符指和符指之間的連結，它允許了此一省略：

符指在對象關係當中設置了存在之匱乏(lack of being)，它運用了

指義所支配的「往回指涉」(reference back)之價值，為的是由其中

的匱乏來支撐著欲望。(Ibid: 164) 

 

意思是說，無意識主體的欲望展現為符指的重覆自動性，一個欲望（符指）

涉及的乃是另一個欲望（符指）。這主要是由於欲望的對象關係已然被橫

槓給阻擋了，亦即，原初的欲望之對象乃是一個「存在之匱乏」，正是此

一匱乏才支撐著欲望的不斷移置(displacement)，使得它無盡地被延遲著而

不會達到其終點。換言之，主體總是關切著其自身「存在與否」問題，並

問道：我的欲望究竟是什麼？此時，如果關於存在的問題被他轉換為可以

獲得理解的認識問題時，他便會設法克服認識的無能，以其言說的符指指

向意指並成為意義的主人，此時，他便強求著要另一個他人來理解他的言

說以承擔他的欲望，即欲求他人的承認。然而，拉崗在這裡強調，欲望是

不可能獲得認識的，它只能是存在的問題，並且只能是由「存在之匱乏」

這樣的存在之不可能性所支撐。 

然而，換喻作為主體之欲望，這只是指延當中一個側面，它還需要由

另外一個更為重要的側面來說明：隱喻。拉崗說： 

 

隱喻的創造性火花並不是來自於兩個形象的呈現，並不是來自於

將兩個符指同等地實現出來。火花閃現於兩個符指之間，其中一

個符指取代了在指義鏈中的另一個符指，被隱藏起來的玄奧符指

透過它所伴隨的鏈環之（換喻）連結而繼續保持臨在。(Lacan, 1977: 

157) 

 

首先，他拒絕了一般修辭學的看法，認為隱喻不是將兩個相去甚遠的形象

並置在一起，而是「某個詞取代另一個詞」(one word for another)(Ibid: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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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這樣的代換必須要產生「火花」，正是由於此一火花的效果，才能夠

支撐換喻的符指鏈結構。 

拉崗以雨果(Victor Hugo)的詩句為例，來說明這樣的運作：「他的束禾

既不吝嗇也不怨憎⋯」(His sheaf was neither miserly nor spiteful…)(Lacan, 

1977: 156)。此一詩句當中的主角乃是布茲(Booz)，故「他的束禾」指的是

布茲的束禾，而「既不吝嗇也不怨憎」這樣的情緒乃是伴隨著束禾，因此

同樣也是歸屬於布茲。而「布茲」在這裡不是指哪一個特定的個體，只是

指作為專名的符指，這個專名的位置現在已然被指向詩句中「他的」此一

所有格。不過，「布茲」和「他的」這兩個符指之間只是保持著換喻的關

係，其間還沒有隱喻的火花，亦即，火花不會是產生在此一可見的符指鏈

當中。拉崗說：「隱喻正是在意義發生自無意義(non-meaning)的那一個點上

所出現的」(Ibid: 158)，這裡的「意義」並不是符號的指義，而是隱喻所產

生的創造性效果，即火花在某一點上的無中生有。因此，重要的是，這一

切要「發生自無意義」當中，但無意義絕非荒謬的胡言亂語(nonsense)，而

是指意義的匱乏或否定，它弔詭地使得隱喻之運作性意涵能夠發生。 

所謂的「無意義」又是怎樣的情況呢？拉崗說：「某人之專名形式的

那個符指，和隱喻性地廢止掉他的那個符指，在這兩者之間詩性的火花被

生產出來，這個火花有效地實現了父權(paternity)的指義⋯。」(Lacan, 1977: 

158)在這裡，「布茲」是作為主體之專名的一個例子，之前說過，從主體出

生之時開始，他便藉由他的專名，而被銘刻到言說的普遍運動之中了。而

主體之專名乃是來自於父親，但這並不是說父親給他取了一個名字，這裡

的父親並不是一個生存論個體的父親，而是作為符指的「父親之名」

(Name-of-the-Father)。當主體之專名取代了「父親之名」的那個瞬間，隱

喻的火花便產生了，主體作為生存論者的意義專屬性被「隱喻性地廢止

掉」，他不會是意指之主體，僅僅只是以專名此一符指而佔據著象徵的位

置。因此，作為「被隱藏起來的玄奧符指」的父親之名，其重要之處並不

在於它的隱匿性或神秘性，而是在於它作為超出所有意義的那個「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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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位置，瞬間地廢止掉主體的專屬意義而使其被代換為一個專名。若非這

個瞬間所產生的隱喻之詩性火花，隨之而來的換喻之鏈（詩句）是無法運

作的，故此一廢止或代換將因此弔詭地以匱乏的方式「繼續保持臨在」於

換喻之中。41

拉崗說：「人在換喻中所發現到的，如果不是繞過社會苛責之障礙的

力量，又會是什麼呢？不正是在真理的壓抑當中給定了這個形式的範圍，

此一形式才能夠在其呈現當中展示了特定的奴役？」(Lacan, 1977: 158)自

我心理學派會認為，人之欲望乃屈從於神話的父權所規定下來的社會法則

與禁忌，以至於欲望在這樣的壓抑之下，只能被規範為合乎社會期待的意

義。但拉崗以象徵秩序重新說明了上述觀念的謬誤之處。人之欲望並不是

由於某個被壓抑的真理所造成的，而是呈現在換喻和隱喻的文字功能當

中，在其中我們看到的是欲望由對象的「存在之匱乏」所支撐，並且來自

於對無意義取代的火花瞬間，因此，「欲望僅僅是言語之不可能性

(impossibility)」(Ibid: 269)。換言之，並沒有一個外在於象徵秩序的「現實」

社會在對欲望進行壓抑和檢查，相反地，社會法則也只是象徵秩序的一部

份。並且象徵秩序乃是「在真理的壓抑當中給出定了這個形式的範圍」，

亦即，是無意識欲望之真理在進行著壓抑，在奴役著文字。 

一旦無意識不再被困囿於人之生物本能，而被指定為語言的結構時，

我們就必須擺脫內在之自我和外在之世界這樣的二元對立，主體已然文字

化了，其功能完全仰賴著無意識欲望之真理所指定的位置來運作。雖然，

它不呈現其自身，它以匱乏的狀態在支撐著所有的象徵運作，然而，我們

依然可以藉由其運作的效果來間接地說明它。因此，一旦要去探究我們的

欲望，唯一的途徑便是藉由言語，從中去聆聽那幾乎是不可聆聽的欲望之

真實聲音。 

                                                 
41 在隱喻的結構這裡，我們看到拉崗將弗洛伊德的父親之神話作了一種喻法性的重建。首先，

父親不再是以形象來出現，僅僅是「父親之名」此一純粹的符指。其次，此一純粹的符指由於它

不是可以直接表述的，因此必須藉由文字的指延效果來展現它的運作方式。就此而言，拉崗所要

強調的不會是那個神秘的原初事件或創傷場景的重構，而是要強調在喻法的文字性（隱喻和換喻）

當中，由無意識的地誌學所帶來的主體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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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環繞著言語和語言的象徵功能，來說明拉崗如何建立其主體的理

論。不過，象徵的功能依然有可能被縮減為想像的邏輯，於是，本章首先

澄清了一種拉崗所要摒除的想像性象徵：即把言語放在溝通層面，而造成

互介主體式的互為主體性。其次，透過拉崗對索緒爾之語言學的轉借，說

明拉崗如何顛覆了符號的指義功能，而藉由一結構性孔竅的支撐與規定來

進行指延的純粹運作性，就此發展出拉崗自身的文字理論。最後，則是闡

述拉崗如何在此一文字理論的基礎之上，將主體給文字化，進而以轉代詞

「我」的運作來說明無意識主體之構成。不過在本章中，「無意識是大它

者的言說」此一重要命題還未完全發揮，透過下一章關於心理分析之教育

學論述的部分，才會再度清楚地討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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