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拉崗之實踐及其教育意涵 
 

 

 

引言 

 

 

在弗洛伊德的影響之下，他的某些繼承者把心理分析和教育學

(pedagogy)對立起來。如安娜․弗洛伊德(Anna Freud, 1960: 95-96)說：「當

它聯繫於教育學時，就總是已經表達了要限制教育的願望。心理分析為我

們提示了：由教育所引起的相當確定的危險。」也就是說，心理分析批評

教育訓練為心理疾病的肇因：兒童在學習的過程當中，受到各種規範和禁

令的強制束縛，以至於壓抑其本能，造成其心理上的極大傷害。因此，針

對作為一種根本性壓抑機制的教育，心理分析的任務乃在於解決此一過程

所造就的不適應人格。(Felman, 1987: 71-72) 

然而，費歐曼(Shoshana Felman)在探討心理分析和教育之間的關係

時，他不贊成這樣的對立：「在心理分析之中的教育學並不僅僅是一個論

題(theme)，而是一種修辭學(rhetoric)。它不僅是一種陳述(statement)，而是

一種宣告(utterance)。它不僅是一種意義，而是一項行動⋯。」(1987: 74) 1。

意思是說，只是從陳述的內容來探究心理分析的論題當中關於(about)教育

的部份是不夠的，而是要著眼於來自於(from)心理分析之中的教育行為之

                                                 
1 費歐曼在這裡使用了「在言做行」(illocutionary act)這個術語。語言學家奧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曾在他的語言理論之中曾經區分敘言(statement)講話與做言(performative)講話這兩種文法

類別。敘言講話指的是那些可証實為真或証明為偽的語言報導形式，其主要目的是為了陳述各種

事實的內容、意義和指涉（如「地球是圓的」）。做言講話則是指此一說話展演或履行了某項行動，

它並不是要進行內容上的真假判斷，它是用來做(doing)某件事情的（如「關上門」）。「在言做行」

(illocutionary act)即是指後者這種具有命令、宣告、訴求、判決等效果的講話。(Austin, 1962: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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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勢或行動。換言之，僅僅把心理分析和教育學視為各自獨立的兩門學

科，而以外在的比較關係來討論相互之間的技術之可應用性，這乃是一種

過度的簡化。亦即，把心理分析侷限於診療室，把教育學侷限於學校教室，

簡化了兩者在實踐和理論層面上的融通性，而忽略了它們同樣都是作為一

種人文科學：研究關於人的種種問題。 

如果說將心理分析和教育學對立起來，乃是一種學科的侷限性。則費

歐曼的說法是要摒除外在對立的比較(comparison)關係，而代之以一種內在

邏輯的類比(analogy)關係來對待這兩門學科。但如此一來，費氏的說法卻

又會因為過於融通，而在寬鬆的解釋範圍之下，消弱了教育學的特殊性。

那麼，作為心理分析學家的拉崗，其作為要怎樣才能區別於上述兩者，而

關聯於教育呢？ 

對拉崗而言，心理分析並不侷限於診療室的工作，它自身也建立起系

統性的教育培訓制度，亦即，分析師之所以能夠成為合格的分析師，他必

須接受一套訓練的養成過程。就此而言，心理分析的教育制度乃需要由更

高層的教育者，即分析師的老師，來施行此一制度性的訓練，這裡已然蘊

含了一種師資培育的過程。當然，心理分析的師資培訓必然包含著其學科

特殊性的相關知識與技術，我們在這裡雖然也會涉及這類的內容性問題。

但是，更重要的焦點是在於：培訓的教育者與受教者之間，究竟是處於怎

樣的一種師生關係當中？以至於拉崗是怎樣建立起其教學分析？並且，拉

崗是否就此滿足於一種具有哲學根據的教學分析？如果他並不滿足於此

的話，那麼他又將會如何顛覆或深化它？ 

針對這些問題，本章以前面幾章的論述作為基礎，並藉由拉崗的實踐

來探討下列三種心理分析的教育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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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非本真實踐：鏡像的無限性 

 

 

 

自我心理學派在執行其工作時，他們將心力集中於實現「治療之目標」

(aim of therapeutics, goal of treatment)(Evans, 1996: 57)。基於此一目標，他

們必須替所謂的健康人格立下規範性的定義，並據此將來到診療室求助的

被分析者或案主(analysand)視為病人(patient)。亦即，他們所進行的是一種

醫療分析(therapeutic analysis)。 

於是，在分析師眼中，前來的病人總是由於他的「弱自我」(weak ego)，

而使得他無法適應於外在現實社會。於是，分析師擔負起對於「病人之情

緒的再教育」之任務，要想治癒他的唯一方式便是將其自我給「增強」

(strength)，如此一來，他便能夠調節自身與外在現實的關係，進而重新獲

得社會整合的效果。(Lacan, 1977: 228-229)因此，分析師必須秉持著理想

的社會文明之價值，引領病人朝向這些規範性價值而前進。亦即，作為一

個指導者，他採取的是「建議之分析」(analysis of suggestion)(Ibid: 271)，

即他提供「建議」給病人，務使病人聽從並符合這樣的建議。 

  那麼，在病人這邊，他基於建議而將焦點放在那給予建議之人的身

上，亦即，他把分析師視為一個可信賴的對象，一個他可以與之同化的標

準人格或理念形象。他認為分析師掌握現實且良好地適應於社會，擁有著

他所沒有的那種強自我，可以作為他仿效的模型或典範，將其強自我烙印

在他身上，使他重新形塑他自身。因此，在他和分析師的關係中，他總是

要求(demand)著分析師的愛。這不是說要分析師體貼或撫慰他，而是說要

分析師理解他，知道他的問題之所在，亦即，他將分析師視為一個「假定

能知的主體」，向分析師索求關於他自身的答案。一旦他獲得了答案，他

就和分析師一樣具有理想的強自我，而成為能夠知道一切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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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我心理學派宣告「治療之目標」完成且分析得以結束的標準

在於：病人成功地將分析師之自我烙印於自身，病人完全地同化於分析

師。相對地，使得「治療之目標」無法達成的主要原因便是：病人拒絕服

從分析師的建議，病人不與之同化。這時，他們認為所產生且要去解決的

是病人對分析的「抵抗」(resistance)(Lacan, 1977: 271)。 

拉崗的看法正好與自我心理學派相反，他認為這種由「治療之目標」

所帶來的分析實踐乃是在「欺騙那些素樸之人」(Lacan, 1977: 135)。在這

樣的目標之下，治療確實結束了，但對分析來說卻是一種失敗的完結，連

帶地也把整個心理分析給完結掉了。 

當病人以為對於現實之適應必須要從分析師那裡獲得時，他必然要以

僭取分析師的位置來構成他的現實，同時也獲得了適應。因此，一旦他要

求著分析師的愛且同化於他，這同時也包含了對分析師的恨與攻擊。而所

謂的現實正是此一鏡像的結構：病人以疏離於自身並入侵分析師來構成自

我的同一性。拉崗強調，這即是所謂的「移情」或「傳會」，它不再涉及

那種神秘的情感（對父親之情結的再現），而是在當前的互為主體之辯證

結構關係中要求著意義；亦即，病人向分析師欲求著承認 (desire of 

recognition)。(Lacan, 1977: 141)一旦移情或傳會的情況發生時，分析的進

程將會停滯不前，陷於互介主體式的糾纏紐結中。 

移情或傳會並不是由病人單方面產生的，而是由分析師和病人一起參

與並組織起這場「自我-他人」關係的雙人遊戲。但這並不是說，分析師受

到病人的誘惑，因為病人對他有所期待並把他視為「假定能知的主體」，

所以分析師才被動地回應了病人要求的一切。而是必須強調，這一切乃是

由分析師主動引發的：正是分析師欲求著病人來向他求取承認。因為唯有

當病人欲求著分析師的承認時，分析師才能夠藉此而對他施展「自戀的形

塑」(narcissistic Bildung)(Lacan, 1977: 139)，將他的強自我給烙印於病人身

上。所以，當移情或傳會所形成的關係性紐結阻礙著分析的進程，而被視

為對分析的抵抗時，拉崗說：「沒有其他對分析的抵抗，只有分析師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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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抵抗」(Ibid: 235)。 

也就是說，抵抗並不是指病人在抵抗分析師，並不是指病人不聽從分

析師的建議，拒絕同化於分析師。抵抗指的是「對分析的抵抗」，所強調

的是阻撓著分析進行的原因，使得分析失敗或停滯的所有要素。因此，當

分析陷入移情或傳會的纏捲時，抵抗的來源只有一個：分析師的自我。因

為分析師將健康定義為去適應社會現實，則他就只能根據此一標準來行

事，強行規定病人的自我要一致於分析師所認定的這個標準。拉崗對分析

師說：「是你們的看法成了事物的標準，病人是否痊癒也就完全仰賴他是

否徹底採納你們的標準」(Lacan, 1977: 135)。正是分析師以其自我作為衡

量一切的尺度，藉由建議來干預或控制病人時，才形成了整組「我與另一

個」的想像性錯識結構。簡言之，「自我」之設定乃是一切問題的源頭，

當病人將其弱自我增強為跟分析師一樣的強自我時，病人的強自我便能調

適於他所創造出來的社會現實。 

拉崗嘲諷地問道：這樣的自我，和眼前的這一張講桌有什麼不同？

2(Lacan, 1977: 134)居然，自我可以和一件事物相提並論？！這主要是因

為，一旦分析師認為他的強自我可以作為一個理念形象時，則他已然將自

身凝滯為鏡像般的定著形式，那麼，當病人欲投身向前同化於此一理念形

象時，病人也使自身成為同樣的凝滯形式。也就是說，自我所需要的是與

擬似者(the like/ du semblable)之間的關係，而這個如同雕像一般擬似者，

只會使得自我將自身縮減為對象並由此支配其自身，如此一來，自我便獲

得了實體般的恆常與穩定。拉崗強調，這種由內外交錯的關係性區別和連

結所形成的乃是錯識的結構，是自我達成其自身之存在的唯一方式。 

拉崗將這樣的情況比喻為，置身於「兩面平行的鏡子中間，所看到的

是被反射到無限(reflected to infinity)」，不論被放置在其中的是講桌或某個

                                                 
2 不過，拉崗在此一脈絡當中，還特別提到了夢境，他說，「如果你們之中有人在夢見自己是這

個不會說話的桌子，那實在沒有什麼稀奇」(Lacan, 1977:133)。他藉由對夢境的解釋，將夢境視
為人之欲望結構，其中所蘊含的不是圖謎，而是字謎，因此涉及到的不是形象而是符指。但由於

和筆者的論述脈絡不合，所以省略了此一部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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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反射到無限的形式都是一樣的3。也就是說，當我將另一個他人視為

理念形象時，我想要同化於他，我想要佔據此一理念形象的位置。一旦我

能夠同化於他，則我就等於在他的那個位置上來看著我自己。因為在朝向

擬似者模仿之時，我與擬似者之間的關係不斷地被重覆著，其間的移情或

傳會之作用使得互介主體之公式始終伴隨著所謂的互為主體性：我即是

他，他即是我。於是，這就像是我站在兩面鏡子中間，看到的總是被映照

出來的無限個我自己， 

拉崗說： 

 

當自我關聯於事物時還有什麼優越之處嗎？不過就是：由意識之

幻象所構成的反射之無限性(infinity of reflexion)的虛假循環。儘管

此一循環是完全空洞的，仍然誘使某些人嚴肅地將其假定為內在

性(interiority)之中的進程，然而，⋯構成其條件的乃是純粹外在性

的配置(dispositions of pure exteriority)，⋯。(Lacan, 1977: 134) 

 

意思是說，一旦自我藉由凝滯之形式所構成，則關於其自身的意識僅僅是

一種虛假的空洞循環，就如同兩面鏡子所帶來的「反射之無限性」，那麼，

如此具有意識的自我會比像講桌這樣的事物還要來得優越嗎？一張沒有

意識的講桌難道不也可以藉由鏡子的反射，而無限地被投映出來嗎？因

此，當自我心理學家將這種鏡像的無限性視為自我之「內在性」且將其作

為「治療之目標」時，他們便把分析的進程專注於這種無限反射的運用。

如此一來，還有所謂的「進程」嗎？分析進程總是由於他們的這個「假定」

而被凝滯為一種空洞的循環，則所「假定」出來的「治療之目標」也總是

註定要失敗的。 

這主要是因為，他們無視於所謂的「內在性」不過就是「純粹外在性

                                                 
3 「將講桌和我其中的某一個，放在兩面平行的鏡子中間，所看到的是被反射出無限性(infinity)，
這意味著觀看者比我們所想的還要更加相似，因為如果看到自身的形象以這樣的方式被重複時，

他看著自己時也同樣是被另一個人的眼睛所看，因為如果沒有以他人作為他自身的形象，他就不

會看到他自己正在看他自己。」(Lacan, 1977: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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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配置」罷了。亦即，這裡的內在性並沒有涉及到主體自身內在核心的親

密性，而只不過是根據鏡子的結構，以外在形象之投影來構成自我。自我

的根源打從一開始便是來自於外在，並且由於與另一個他人相互纏捲的錯

識關係，使得外在性始終遍及並佈署著。 

拉崗批評這種秉持「治療之目標」的醫療分析之實踐，說它是「一種

不能夠由本真(authentic)之方式所支撐的實踐(praxis)，最終造成的是權力的

運用」(Lacan, 1977: 226)。這意味著拉崗的回歸弗洛伊德之路，首先便是

要從對於自我心理學所進行的非本真之實踐開始著手，對所謂的「治療之

目標」及其伴隨的分析師之抵抗來進行修正。為何這種以鏡像的無限性所

構成的實踐是非本真的？因為分析師持守著他的強自我，而期許著理想社

會的實現，他想要作為改革者，他「抱持著使徒式(apostolic)的使命要把健

康、福利、快樂帶給大眾的社會」(Ibid: 220)。因此，他必須對其他人施加

強而有力的運作，以一種如同外科手術的接肢或移植的「矯形術」

(orthopedics)4，迫使一個個的完美之人能夠被造就出來（就如同他自己那

般）。如此一來，受到其對待的病人，僅僅屈從於外在的社會現實（雖然

這只是一種由自我之理念所構成的想像之現實），而使病人自身承受著一

種固定形式的烙印。在這些作為當中，分析師的強行、迫使、驅策、規定

等等之類的權力之運用隨處可見。 

換言之，分析師「總是由教育者所從事的權威之關係原則來衡量病人

的缺陷」(Lacan, 1977: 230)，他的權威性在於他掌握著所謂的健康／疾病

之標準，並據此而能夠控制住病人所要前進的方向，對其進行社會調適與

政治統合之教育。拉崗稱這樣的教育者為「教育主義者」(educationalist)(Ibid: 

220)。教育主義者並不是真正的教師，他們的教育作為只有主義式的教條

或訓令，亦即，在教育主義者的眼中，他看不到任何一個主體的存在，他

所看到的都是適用於其教條或訓令的對象。拉崗因此強烈地批評這樣的一

                                                 
4 布赫亞科柏森指出，orthopedics, ortho-pedics（矯形術）一詞源自於拉丁文orthotēs和paideia的
組合，前者是說「使之成為正的或直立的」，而後者是說「人的轉變與形成」，兩者合起來的意思

是：使人挺身直立轉而朝向一致於在他之前而使他的本質顯現的東西。 (Borch-Jacobsen, 
199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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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教育主義者，其實踐完全地被自身之權威姿態給壟斷，汲汲於在受教者

身上施展權力的運用。 

而這種非本真之實踐的權力核心出自於哪裡呢？出自於分析師個人

的獨斷特性嗎？當然不是，分析師不是隨便的某個人，而總是具有合格證

照的專業者，亦即，分析師是一整套心理分析培訓制度的產物，他的權力

即代表此一制度所賦予的權力。 

就此而言，弗洛伊德曾經指出三種專業：教育、治療、管理，說它們

所執行的都是不可能的工作(Freud, 1925: 273)，那麼，就拉崗上述的批評

來看，這三種專業並非各自獨立的三門學科，而是同時聚合在心理分析中

的三項任務。也就是說，不僅分析實踐的工作蘊含著分析師對案主的教育

邏輯，並且培養分析師的整個的制度性的建制也在進行著教育訓練的過

程。並且不要忘記，此一制度總是需要那個對分析師進行培訓的教師，亦

即，整個訓練制度要由一個最高的教育者來領導著。因此，當自我心理學

派的分析師們以教育主義者的姿態來對待案主時，這主要是由於他們繼承

了培訓制度所賦予的權力，也就是繼承了那一個最高教育者的權威身勢，

仰賴其權力的傳遞而毫無質疑地將此一權力繼續運作下去。 

然而，拉崗說「此一教育者並沒有準備好要被教育」(Lacan, 1977: 

230)，他儼然置身於教育邏輯之外，並由外部來規定著整個分析制度的構

成。也就是說，一旦將分析規定於「治療之目標」，而此一規定的源頭並

未受到質疑，且無法涵蓋於那個最高教育者自身的話，則整個分析實踐的

權力運作最終將被侷限在此一教育者身上。那麼，其權力僅僅是有限的與

鈍化的，因為權力的合法性無法得到立足與奠基，故權力並未具有其原本

該有的「刀鋒」(cutting edge)5。 

                                                 
5 在〈巴黎弗洛伊德學會〉(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的成立宣言中，拉崗說道：「這個名稱，呈

現了此組織所伴隨的努力：在弗洛伊德所開啟的領域中，努力恢復他的發現之銳利邊緣；將他以

心理分析之名而設置的原初實踐，努力回歸於它對於我們的世界所該負有的義務；透過懇切的批

評，努力廢止使心理分析降低其使用且鈍化其發展的那些偏離和妥協。」(Lacan, 19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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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本真實踐：無限鏡映之哲學模式 

 

 

 

拉崗本人，同樣是作為心理分析制度的一位最高教育者，同樣是引領

著分析師進行教育的訓練，但是，從上述他對自我心理學派之最高教育者

的抨擊來看，他的身勢必須是截然不同的。亦即，他的教學邏輯首先要突

破「此一教育者並沒有準備好要被教育」這種「教育主義者」的限制，這

不僅是說，他要對其提出糾正使得此一教育者自身必須受到教育，同時，

他自身同樣作為最高教育者，當然也要被涵蓋在他所提出的教育邏輯當

中。因此，拉崗式的領導摒棄醫療分析，而將重點放在對於分析師之培訓

的教學分析 (teaching analysis)或訓練分析 (training analysis)之上 (Lacan, 

1977: 230)，這意味著必須脫離那種權力運用的非本真實踐，而成為一種本

真的實踐，在其中的每個人都毫無例外地要受到教育，皆能夠成為主體。 

從此一實踐出發，拉崗認為，心理分析所要達成的不是「治療之目

標」，而是「分析之目的」(end of analysis)(Evans, 1996: 53-55)。也就是說，

心理分析不是一種關於醫療的實踐，更不是要藉由此一實踐來建立一種特

定理想型態的人之健康標準，所以分析不該被視為是一段治療的過程，不

是要從界定病人的癥狀開始，更不是要以同化於分析師作為消除癥狀的終

點。分析之目的首先要解除預先設置好的那些標準程序，所謂的「病人」

乃是前來與分析師進行分析對話的「案主」，而此一對話總是一種邏輯的

過程，它並不是以預先設定好的外在目標作為其結論，而是在一個「邏輯

的終結點」(logical end-point)上達到其目的。(Ibid: 53)那麼，怎樣才是在一

個邏輯的終結點上達到其目的呢？拉崗式的本真實踐要如何做到這一點

呢？ 

首先，分析的主要的關鍵總是在分析師身上，因為分析師在早先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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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過程中，他也要以案主的身分自居，於是，拉崗對分析師所施行的教學

訓練，也就相當於分析師要對案主採取的動作。因此，拉崗同時是以一位

分析師與一位最高教育者的姿態來進行其教學，他對他的受教者所發出的

諄諄告誡，也即是他對於自身的要求。 

基於對自我心理學派的修正，拉崗強調，必須以分析的對談來獲得「主

體之實現」，而非自我之確定，也就是說，在修正他們那種非本真之實踐

的同時，關於「自我」之理論同時也就被取消了，如此一來，「治療之目

標」及所伴隨的矯形術必須被放棄，使得分析師不再以其自我去抵抗分

析，據此而讓其自身擺脫作為一個權威的教育主義者。換言之，分析師自

身不該抱持任何關於自我的幻象和假定，並且當案主要誘惑他並在他身上

施加這些幻象和假定時，他也必須嚴正地拒絕。拉崗說： 

 

我們不該考慮這樣的幻象：案主作為一個可以猜測到對手之意圖

的完美橋牌玩家，他以同樣的方式把此一幻象強加在分析師身

上。毫無疑問地，這裡總是有一種策略的要素，但是我們不該被

此鏡子的隱喻所欺騙，把它挪用為將分析師呈現給病人的光滑表

面。(Lacan, 1977: 229) 

 

意思是說，分析師必須對案主施展分析的「策略」，但此一策略不是由「鏡

子隱喻」所構成的，即不是由鏡像之無限性所帶來的錯識結構，反而，策

略首先便是要突破這些「欺騙」。分析師要分解掉案主的幻象，他不能成

為鏡中那個被投影出來的理念形象，不擔任「假定能知的主體」，也拒絕

成為強自我的承載者。如此一來，案主便不能從分析那裡獲得任何意義的

理解，也無法順利地向前去投向於分析師，案主的所有意圖盡皆落空，他

受到了挫折(frustration)和打擊，再也不能以佔據分析師的位置來獲取分析

師的自我以作為他自身的自我。但是，此一挫折並不是來自於分析師的建

議與相伴隨的移情或傳會，反而，是來自於分析師拒絕給出任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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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不以其自我來對分析進行抵抗。 

此時，分析師所展演出來的只有一個「策略」的身勢：我不以自我來

對分析進行抵抗，因此我不能提供給你關於你的欲望之真理。那麼，案主

對於自身存在之困惑現在只獲得了一個空洞的答案，他欲求獲得分析師的

承認現在只能欲求著空無一人的承認。然而，此一策略並不是一種消極的

缺乏狀態，而是一種積極的否定，否定任何以提供確證性而帶來的滯留或

停頓。拉崗說，「分析的助產術(maieutic)所採取的是一種迂迴的路徑」(Lacan, 

1977: 15)，此一迂迴指的是間接地幫助案主，而非直接地將給他烙印或形

塑為某個理念形象。幫助什麼呢？「幫助主體將其自身揭示給他自身」

(Lacan, 1988b: 206)。換言之，一旦案主被擱置了所有的假定和幻象，他現

在唯一的途徑，只能是返回到他自身，從他自身來探究他所有的困惑。 

作為一位分析師且作為一位教育者的拉崗，他說： 

 

唯一真誠的教學就是，教師成功地在那些聆聽者自身當中喚醒一

種堅持，欲求要認識只能發生於當他們自身已經在權衡著無知

(ignorance)本身──如其所是地豐沃──而決不是發生在教學的

那個人身上。(Lacan, 1988b: 207) 

 

在教學當中，教師不是要去進行內容的指導，而是要讓無知發生在受教者

自身當中，這指的是學生不能從教師那裡獲得關於他自身欲望的認識，也

不能由此來欲求教師的承認。亦即，教師拋棄了作為「假定能知的主體」，

並取消指導性教學或矯形術的可能性，而以不抵抗來展現其教學。但如此

一來，教師反而是在進行「唯一真誠的教學」，亦即，他進行著一種「自

我批判的」(self-critical)或「無限的」(interminable)姿態(Felman, 1987: 90)，

這指的是他「批判性」地否定自身，並由此而獲得對其自身「無限的」返

回。於是，教師「成功地在聆聽者自身當中喚醒一種堅持」，此一「喚醒」

乃是弔詭的，它是一種非指導性的教導。也就是說，教師只是透過否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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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其自身，當教師進行此一身勢時，他僅僅是以示例性的方式在教導他

的學生：如果你要成為你自己，你就必須以我為例，進行跟我一樣批判性

或否定性的自我返回，「模仿我為的是要成為你所是」6。 

費歐曼說：「出自於教學分析，拉崗引出了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自

我破壞的自我反身(self-subversive self-reflection)」(Felman, 1987: 90)亦即，

教師並沒有從教學場景當中隱退，教學關係也並未就此消失，相反地，課

堂中正在進行的是「反身性」(reflexivity)之邏輯的教學。拉崗本人正是展

演著這種反身性的示例，而此一教育身勢，拉崗不忘歸功於「作為心理分

析之先趨者的蘇格拉底」(Lacan, 1977: 323)。亦即，在蘇格拉底這位西方

哲學精神之首位導師的身上，我們看到的不是別的，正是這樣的反諷或反

身性。拉崗的教師身勢不是他個人的特殊發明，不過也只是來自於蘇格拉

底的本真或原初的示例罷了。換言之，早在蘇格拉底那裡，所呈現的便是

這種「反教育學」(counter-pedagogy)的形式，正是在這個「反」(counter-)

的基礎之上，教育學才具有其「唯一真誠」的可能性，即成為一種「反矯

形術的矯形術」(anti-orthopedic orthopedics)(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90)。那麼，就此一原初導師的展演而言，教育學從來也不是一種直

接傳遞的素樸型態，其本質即包含了否定的反身性邏輯。 

反身性截然不同於前述的「鏡子隱喻」。後者是由外在的鏡像而帶來

反射(reflection)之無限性的功能，此一功能乃是由鏡中的人之理念形象而

構成想像性錯識，而這種形式並沒有引發出所謂的內在性，純粹只是外在

性的部署而已。換言之，由鏡像構成的反射之無限性是以想像的疏離同一

性來達成「自我」的回歸。疏離的同一性必須以另一個他人的擬似者作為

疏離的起點，藉由他人且通過他人，自我才能回到自身而被構成，在此過

程中，自我所產生的乃是對自身與他人的雙重否定。然而，反身性的模式

並不提供一個可供同化的外在理念形象，而是為了「幫助主體將其自身揭

示給他自身」，展示出一個向內自行批判的示例。這將使得受教者只能據

                                                 
6 其英文為 “imitate me in order to be what you are”，拉伯特說，這是一種「大寫自我之自我生成」

(the self-becoming of Self)。(Lacoue-Labarthe, 199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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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示例而進行同樣的動作：不藉由什麼並且也不通過什麼，而是純粹地返

回到他自身最為親密的內在核心，實現了他自身向內的無限回歸，將自身

完成為一個主體。 

但如此一來，反身性在突破了鏡像之反射結構之後，反而是將後者給

徹底地激進化(radicalize)，因為反身性所帶來的是一種更為緊密的「循環」

(circuit)(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90-91)也就是說，當拉崗進行教學

分析時，他本人首先要去佔據早先那個「未受到教育的教育者」或「教育

主義者」的位置，並以其意志來實踐反身的作為，因此而能夠將分析師（受

教者）都規範為心理分析的主體。但這並不是說，此一意志具有壓迫的或

強制的規範性，而是說，是分析師藉由拉崗的示例而同樣以反身方式將其

自身設置為主體。於是，成為主體的分析師便能夠生產規範性的教育論述

去對待其他人，亦即，分析師跟拉崗一樣也成為一位具有示例身勢的教

師，因而取代拉崗的位置。（而在分析師執業的未來，他的案主將也同樣

能夠因此成為主體而取代他的位置。） 

於是，分析師不再因為自我的凝滯形式而等同於一張講桌。一旦拉崗

站在講桌之後對著所有的受教者（分析師）說話，便使得所有受教者都能

夠和拉崗一樣站到講桌後面的那個位置。拉崗說：「從此一時刻開始，某

人就被引導過來，填補著我在這個小講桌之後所佔據著的位置」(Lacan, 

1988b: 206-207)。這當然不是說，拉崗的學生由於吸收了他所傳遞的所有

知識，而能夠藉此奪取他所身處的唯一講師之位置。這也不是說，講桌之

後的那個位置如此之大，以至於拉崗的作為可以將所有的人都給吸收進

來。而是說，當所有受教者都跟拉崗一樣進行著反身性的運作時，將使得

他們自身的位置具有和講桌後之位置相同的邏輯，換言之，在拉崗課堂中

的每一張桌子便無分軒輊地都成為一張講桌，每個人都是一位講師。早先

受訓時的分析師乃是案主，而案主也將註定要成為分析師之主體。 

就此而言，拉崗的教學分析便在此一「循環」之下獲得了制度性的奠

立。亦即，透過拉崗本人的意志，上接於蘇格拉底，下承於所有受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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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制度當中的每一個人都展現著自體形塑(auto-formation)的反身性重覆

運作，並據此將其無限地示例下去。如此一來，解除了那個非本真實踐的

權力運用之後，拉崗式的制度並不是將權力給完全消除掉，而是將原先無

法獲得奠基的有限權力予以奠基，並且在其制度性的循環當中，更進一步

將權力給激進化為無限的權力。 

這種循環的反身性的型態，南西和拉伯特將其稱之為「鏡映模式」

(specular mode)，並強調這是一種「哲學模式」(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90-91)。意思是說，當拉崗拋棄了受制於權力運用的「治療之目標」

時，同樣也取消了其理論的侷限性。亦即，他的意圖在於解除非本真實踐

的有限形式(finite form)。於是，當拉崗本人以其意志來消除分析師的抵

抗，而進行反身循環的本真實踐時，他所達成的「分析之目的」便串聯起

「目的」所具有雙重意涵：它既是終結(end)，也是目的(end)。也就是說，

一旦拉崗的意志能夠徹底地貫徹實行時，所貫徹出來的無限意志便將分析

推向其終結之處，並且在此終結之處達成其目的，而這正是所謂「分析之

目的」的「邏輯終結點」(logical end-point)。如此一來，在其終結之處達

成其目的，所實現的是由反身性所構成內在封閉之循環，此一封閉包含著

一切的一切，沒有任何殘餘之物能夠存在於此一封閉之外，封閉只藉由本

身的完成來為其本身奠基。 

換言之，無限意志的貫徹實行使得分析能夠在其終結之處達成目的，

據此，原先非本真實踐之「目標」的有限形式便在此一本真實踐之下，被

激進化為無限的形式(infinite form)，即「鏡映模式」的無限循環。這就是

為什麼南西和拉伯特強調其中所展現出來的是一種哲學的模式，因為此一

無限的反身性在實踐意志當中，已然重構(reconstitute)出另一種截然不同的

主體理論。也就是說，拉崗修正了非本真實踐的同時，其本真實踐達到了

「目的」之實現的哲學循環之高度，即在其中獲得了教學分析或教育論述

的理論生產。 

從反射到反身性，從目標到目的，拉崗所進行的策略是將想像性錯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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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激進化，亦即將鏡像之反射的外在性二元關係，提升為哲學性的鏡映

內在循環。然而，對拉崗而言，到此為止都還只是一種初步的行動。也就

是說，自我與擬似者之間的想像性的鈕結雖然不再纏繞起來，而被鬆動為

反身性的自體結構。但此一哲學循環還必須藉由拉崗本人的意志來推動，

還需要拉崗在講桌之後的那個示例性的位置，才獲得教學分析之根據。就

此而言，拉崗的回歸弗洛伊德之路當然不會滿足於此，他還要更進一步地

從這個哲學循環來下手，深入地鑽透到其中，使得他本人的意志也要被分

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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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至高實踐：回歸弗洛伊德 

 

 

 

對拉崗而言，回歸弗洛伊德乃是要回到弗洛伊德的發現，即無意識欲

望的真理，因此，拉崗在其實踐當中，始終要謹記著這項發現。由於分析

師早先受訓時是抱持著案主的身分，來接受拉崗的教學，故拉崗本人同時

也首先要作為一位分析師，於是，拉崗所建立的分析制度，始終是環繞著

並針對著分析師，而展開其教學論述。當拉崗不滿足於哲學模式的本真實

踐時，他更進一步的作法是要在分析師身上，發揮大它者的功能，好幫助

案主引發其無意識。則如此一來，分析制度將會具有與本真實踐不同的型

態，而形成另一種實踐的模式。 

表面上看來，案主是對著分析師說話，但其實他是叨叨緒緒地談論著

他自己，亦即，分析師甚至都還不用開口，案主就已經在對著他自己說話

了。但是，案主所談論的那個人，總是無法承擔他的欲望，他徒勞無功地

談論著一個他不能夠理解且無法接近的某個人：他的無意識。而這是案主

所不能夠忍受的，因此，他會設法要分析師來取代那個他無法接近的某人

（他的無意識），即要求分析師來滿足他。意思是說，案主秉持著自我的

激情，認為其言語能夠讓符指的組合定錨於意指並完成指義功能，具有能

夠被掌握的意義之整體性，故案主可以成為意義的主人。一旦案主自居為

意義的主人，他便認為獲得理解是可能的，所以他要求分析師來理解他。

倘若分析師受其誘惑而回應了他，則隨之而來移情或傳會必然構成的是想

像性的錯識鈕結。 

因此，拉崗說： 

 

分析師要以下列的方式正確地介入到分析的辯證當中：藉由佯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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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死的，藉由將他的位置如中國人所說的予以屍位化

(cadaverizing)。這要嘛是說當他是大寫的大它者時，他沉默著；

要嘛就是說當他是小寫的他人時，他取消他自身的抵抗。(Lacan, 

1977: 140) 

 

也就是說，拉崗針對分析師，要他在上述那種對意義之要求的分析辯證當

中保持警醒。分析師第一步要做的便是，當他處於他自身之位置上時，「取

消他自身的抵抗」，他不擔任「假定能知的主體」，阻止自我與另一個的互

介主體之入侵關係發生的可能性。不過，僅僅取消抵抗還是不夠，這依然

是當分析師處於小寫他人之位置上的作為，是分析師以其本人的意志所採

取的反身性身勢。分析師還必須更進一步：「他沉默著」。一旦分析師保持

沉默，所展現的即是他自身的虛無(nothingness)在迴響著，亦即，他不再是

一個本人，藉由「佯裝他是死的」而為其自身帶來自身的死亡（這裡所說

的沉默和死亡皆非事實性的，即並非不發一語和肉體消亡）。 

在此一情況之下，拉崗乃是「藉由命令分析師：要同時保持為分析師，

並騰空分析師之位置，而使其驅從於雙重綁縛(double bind)」(Nancy, 

2001)。也就是說，分析師既是作為一個分析師自身；但他同時也在其自身

當中藉由綁縛住沉默與死亡而取消自身，而僅僅展現出一個分析師之空的

位置。當分析師在他這邊建立起這種「雙重綁縛」時，則對案主而言，分

析師將會由「小寫的他人」，成為「大寫的大它者」，如此一來，案主那邊

必然也會產生變化。拉崗說： 

 

一張平板的臉孔和緊閉的雙唇並不具有橋牌遊戲中那種[猜測對

手之意圖的]效用。在這裡分析師所帶來的幫助是成為橋牌遊戲當

中那個被稱為夢家的攤牌者(dummy/ le mort)7，而他這麼做為的是

要引出第四個遊戲者，即案主的夥伴⋯。(Lacan, 1977: 229) 

                                                 
7 「夢家」是橋牌遊戲的術語，指的是將他手上的牌全都攤開來的那個人。而「夢家」的法文是

le mort，這個詞同時也是「死亡」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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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崗以橋牌遊戲來說明分析的過程，為的是強調此一遊戲不僅止於自我與

他人的二元關係，它必須是四位玩家的遊戲。也就是說，在分析師這邊，

當他是處於小寫他人之位置上時，他需要另外一位夥伴。但這位夥伴如何

出現呢？即分析師必須作為夢家攤出他的底牌，而此一動作所展現的乃是

他的死亡。如此一來，這個動作發揮了「雙重綁縛」的效果，使得第三位

玩家──作為分析之空位的大它者──出現了。但是這還不夠，拉崗強

調，分析師這麼做是為了更進一步地「引出第四位遊戲者」。亦即，大它

者的出現在於幫助案主引出其夥伴，而這位夥伴指的正是案主的無意識主

體。如此一來，原本的自我與他人之關係已然被延展開來，增加了大它者

與無意識主體，成為四位玩家的遊戲。 

  那麼，案主之無意識主體究竟是如何被大它者給引發的呢？我們可以

從下列這段話來進行解讀，拉崗說： 

 

我會說，在大它者之中它在說話(It speaks in the Other)。這便指定

出大它者的特有之位置 (locus)，即藉由訴諸於大它者所干預

(interven)的言語之關係所召喚出來的位置。不論主體是否以他的

耳朵來聆聽，如果在大它者之中它在說話，這正是因為在大它者

那裡，藉由一種先於任何意指之激發的先在邏輯，主體發現了其

指義活動的位置(place)。亦即，由此指義活動之嵌接的那個位置，

所發現的即是無意識，這使得我們能夠攫取到的正是已然被構成

的分裂(splitting/Spaltung)。(Lacan, 1977: 285) 

 

在「無意識是大它者的言說」此一命題當中，拉崗強調其中「為的是要指

出一超出(beyond)」(Ibid: 172)。首先，此一「超出」涉及到「言說」(discourse)

所具有的雙重意涵，即「言說」還有「論述」(discourse)的意思。後者指的

是，當案主以自我的激情而進行說話活動時，他那充斥著指義功能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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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所形成的乃是意義之整體性的封閉「論述」，因著此一論述之封閉性

他才認為理解是可能的。的確，案主的封閉論述首先遭逢到的是分析師，

但卻也是在雙重綁縛當中，遭逢到由分析師之沉默所帶來的作為分析師之

空位的大它者。而大它者總是「超出」於案主的封閉論述之外，超出於「任

何意指之激發」而作為一「先在的邏輯」。於是，大它者便能夠由於其「超

出」而反過來對案主的封閉論述進行「干預」，此一干預乃滲透入論述之

中，其激進的異質性使得論述無法被封閉起來，而產生「論述之偏移」

(dis-course)效果(Nancy, 2001)，即論述原本的路徑與方向皆被癱瘓或分解。 

於是，案主不再是以自我之激情而作為意義的主人，論述之偏移使得

他無法將其掌握為一個封閉的意義整體，這時，他所說出來的不再是論

述，而僅僅是由指延之純粹運作性當中的結構性孔竅所構成的言說。也就

是說，基於大它者的干預，「言說」(discourse)之文字性必然包含著從「論

述」(discourse)到「論述之偏移」(dis-course)的指延效果。在此一純粹運作

性之下，案主所說出的陳述主詞「我」不指向其宣告主體的內在核心「吾」，

他無法返回其自身並掌握意義，只能指定陳述主詞與宣告主體的截然分

離。而此一分離使得主體「發現了其指義活動的位置」，這個位置「正是

已然被構成的分裂」，即宣告主體當中的分裂與空乏。換言之，由於大它

者的超出與干預，在主體自身之自我那一點上所發生的乃是無意識主體的

激進異質性。 

不論主體是否在聆聽，大它者對主體的干預便已然引發了無意識欲望

的真實聲音：「在大它者之中它在說話」。於是，原本案主要分析師滿足其

要求並承認他，這種要求便不再可能獲得滿足。拉崗說：「如果我說，無

意識是大它者的言說，乃是為了要指出此一超出，在其中，欲望的承認

(recognition of desire)束縛住了欲求承認(desire for recognition)。」(Lacan, 

1977: 172)也就是說，一旦處於小寫他人位置上的分析師保持沉默和死亡，

則案主便無法向分析師本人「欲求承認」。因為分析師自身的虛無使得其

欲求的對象就此失落，並且使其欲望呈現為激進的離心性，只能藉由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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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展現為「論述之偏移」或符指移轉的換喻結構：一個欲望指向另一個欲

望。但更重要的是，在小寫他人之位置上的分析師所展現出來的大它者，

它才能夠擔負起「欲望的承認」，亦即，現在的這整個換喻鏈的欲望結構，

乃是被大它者被所承認著（或規定著）。因此，拉崗說：「人的欲望即是大

它者的欲望」8。 

大它者如何承認欲望呢？主要是由於分析師的沉默及其自身虛無的

迴響，而在隱喻性的代換當中，為案主弔詭地呈現了隱匿的「父親之名」。

拉崗認為，「夢家」(dummy/ le mort)所展現出來的死亡，可以由父親來完

成，由於他是一個已死之人，因此可以聯繫於「絕對父親(absolute Father)

之位置」，而這「為我們預示了大它者的功能」。9(Lacan, 1977: 237)「絕對

父親之位置」所指的正是「父親之名」，而此一父親之名在隱喻火花發生

的那個瞬間，在「意義發生自無意義的那一點上」(Ibid: 158)，已然被主體

之專名所取代，但同時也廢止掉主體的意義專屬性，只是使其作為符指之

專名而已。換言之，此一「無意義」指的正是超出了所有意義之外的那個

純粹符指的匱乏之位置：父親之名，它所帶來的是「所有指義之父權」

(paternity of all signification)(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75)。這並不是

說指義的秩序要由父權所規範10，而是說所有的指義秩序都要由父權般的

支配性原則給規定為指延的運作：必須發生於超出於意義的「無意義」那

一點上，必須發生於作為純粹符指的那個結構性孔竅當中。 

在這裡，大它者乃是作為不可說出的隱匿「父親之名」，它並不會被

再現出來，但卻產生了隱喻的效果並繼而支撐著換喻的移轉。換言之，主

體藉由其欲望而構成了他的激進離心性，此一欲望在換喻和隱喻的共同裝

置當中，讓欲望進行離心的移轉，但此一移轉並沒有一個實在的中心，其

                                                 
8 “Man’s desire is the desire of the Other.” (Evans, 1996:37)原文出自於拉崗的《研討集十一》，但是

由於沒有英譯本，故這裡只能間接引用自伊文斯。 
9 拉崗在這裡的脈絡主要是以「鼠人」(Rat Man)之案例來說明，由於此一案例複雜且冗長，故筆

者省略之。 
10 一旦父親只是一個父親之名，則父權也就只是由此名所代表的支配性，而不具有任何實存之

父親的意涵。亦即，父親之名不具有那種帶來社會法則與禁令的規範性功能，而僅僅只是在言說

當中帶來了死亡和虛無，它以不再現其自身的匱乏方式規定著所有圍繞著它而進行的指延運作。 

 132



中心乃是徹底分裂與被掏空的。此即大它者之功能為主體所帶來的欲望之

真實聲音。 

綜上所述，分析師與案主之間不再只是自我與他人的二元關係，而已

然加上了大它者和無意識主體而發展為四位遊戲者。這一切，乃是環繞著

分析師所承擔的「雙重綁縛」而進行的。「雙重綁縛」以分析師之沉默而

為案主呈現了虛無，並帶來大它者的功能。然而，我們繼續要追問，為何

以及如何分析師能夠做到這一點？ 

當拉崗不斷地強調「回歸弗洛伊德」時，即說明了分析師的作為其來

有自：「當弗洛伊德的死亡適用於虛無(Nothing)之詞時，『無限的』分析獲

得了解決」(Lacan, 1977: 277)。也就是說，分析師之所以能夠以沉默和死

亡來面對案主，乃是因為早在他受培訓的過程中，作為心理分析之父的弗

洛伊德便對他施展了同樣的作為。但這並不是說，弗洛伊德以一個父親的

理念形象（因此被自我心理學派作為遺產所保留著）而以其精神存活於父

親的聲譽當中。而是說，弗洛伊德乃是一個已死的父親（不是指實存肉體

的消亡），由他的死亡所帶來的是「虛無之詞」，即帶來了意義的完全匱乏。

弗洛伊德的死亡所保留下來的只是「弗洛伊德」之名，作為「父親之名」

的那個隱匿的純粹匱乏之位置，它被分析師之專名給取代，並同時取消了

分析師自身的意義專屬性。於是，先前在受訓時作為案主的分析師，早已

經歷過大它者在他身上施展的功能，使得分析師能夠藉由其欲望的真實聲

音，獲得他的離心狀態。 

也就是說，分析師早先由弗洛伊德的沉默為他呈現了虛無，使得他能

夠成為心理分析的主體（無意識主體），如此一來，他便能夠以他的沉默

而為案主呈現虛無，使得案主也同樣成為心理分析的主體。那麼，整個分

析的制度現在乃是由回歸弗洛伊德之「政策」(policy)給建立起來，即分析

師的「存在之匱乏」(lack of being)(Lacan, 1977: 230)。並且在此政策下，

拉崗本人自身也必然要因為其存在之匱乏，而被拖曳到「深淵」(abyss)當

中(Nancy, 2001)，他雖然佔據著講桌之後的那個位置，但那個位置乃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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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剩下「拉崗」之名留在其邊緣11。 

如果說，在本真實踐那裡，反身性結構的運作，使得「分析之目的」

能夠實現於在終結之處達其目的，並完成了鏡映的哲學循環。那麼，在「政

策」之下，拉崗更進一步從此一哲學模式著手，以「雙重綁縛」將其加以

顛覆(subvert)，使得分析制度展開為一「至高實踐」(supreme praxis)的面向

(Nancy, 2001)。也就是說，當分析師在其自身當中，並同時騰空了他的位

置時而展現大它者時，大它者便取消了分析師本人的內在專屬性，將他的

存在推入到深淵當中，他不再具有反身性的示例身勢。那麼，分析還能夠

以意志的貫徹實行而被推向終結之處並達成其目的嗎？一旦分析師只是

存在之匱乏，則其意志已然被分解，同時也使得分析之目的就此被干預而

始終只能是延遲著，成為無止盡的運動。 

換言之，當分析師只能在其空位當中沉默地呈現他的專名時，分析師

之專名不僅已然取代了其他的專名（父親之名、弗洛伊德之名、拉崗之名

等），並且也將由下一個案主或無意識主體之專名給取代。所有的專名都

可以在此一空位當中進進出出，它們環繞著大它者，由大它者的純粹運作

性所支撐，在深淵的邊緣持續地運動著。這便使得處於分析制度當中的每

一位主體，都將因為大它者的激進異質性功能，而關聯於或被指定於那個

純粹匱乏的位置，由此而獲得主體之實現（或「主體之顛覆」(Lacan, 1977: 

292)）。 

就此而言，本真實踐和至高實踐兩者同樣是以言語來尋求一種「形塑

的效果」(formative effects)(Nancy & Lacoue-Labarthe, 1992: 89)，但其運作

乃是有別的。在本真實踐當中，言語的形塑效果不再是非本真實踐的那種

勸服性地給予建議，而是反身性的運作。當教師對著聆聽者講說(address)

時，學生並不複誦教師所說的語意內容，而是看到教師能夠由其自身開始

講說的這個示例，藉由此一示例，學生便能夠致力於(address himself to)引

                                                 
11 「當弗洛伊德宣稱不可能被維持住的教育、管理、分析這三項任務時，這正是連結於真理。

為什麼呢？如果不正是因為主體只能是匱乏的，又如何能被推到弗洛伊德為真理所保留的邊緣

呢？」(Lacan, 197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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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他自身也由其自身開始講說，於是言語便在其自身中產生形塑的效果而

使他自身也成為一位教師。根據這樣的一種反身性結構，本真實踐便以哲

學循環實現了在終結處達其目的，使教學分析擺脫「治療之目標」而完成

了「分析之目的」。 

但是，在至高實踐當中，言語的形塑效果乃是以大它者之功能為主。

案主（或學生）的說話實際上是表現為發音(articulation)12，即音素的差異

結構，為了要使案主能夠獲得其欲望的真實聲音，分析師（或教師）在小

寫他人的位置上必須保持沉默，而就此嵌接(articulate)於大它者的位置13。

大它者之超出能夠干預到音素的差異結構當中，並為其帶來結構性的孔

竅，使得案主在其自我的那一點上，產生分裂而成為無意識主體。這即是

分析師如何以存在之匱乏，而使得案主跟隨其欲望成為離心的主體，獲得

其欲望之真實聲音的方式。因此，拉崗在「回歸弗洛伊德」的路上，以分

析師存在之匱乏的「政策」來奠立其制度的至高實踐，被他稱之為「風格」

(style)(Lacan, 1966: 458)。然而，此一「風格」可以說是「拉崗式」的嗎？

如果說，政策已然使得拉崗不再是他本人（只是存在之匱乏），則此一「風

格」弔詭地出自於拉崗卻也不再專屬於拉崗，僅僅只能說是由「回歸弗洛

伊德」而來的言語形塑效果。 

同樣地，當本真實踐從屬於鏡映的哲學模式時，我們可以說拉崗以其

意志使得教學分析獲得了良好的根據。然而，一旦本真實踐被顛覆而提昇

為至高實踐時，我們還能夠論及一種「教學」分析嗎？一個取消其自身而

維持其存在之匱乏的教師，還能夠作為一位教師嗎？講桌之後的位置如果

只是空的，則此一講桌便無處可尋卻又無所不在。這意味著在至高實踐當

中所具有的教育學論述，必然弔詭地僅僅是由「政策」而構成其制度，而

非關聯於任何一位具有自身之性質的教師身上。那麼，這樣的一種教育學

論述將不再具有由無限意志所欲求著的無限權力，意志與權力皆落入深淵

                                                 
12 「如同我們一般所說的語言自身，符指的結構即是應該要成為發音的(articulated)。」(Lacan, 
1977:152) 
13 「被嵌接(articulated)在大它者位置中的，即是言說。」(Lacan, 1977:264) 

 135



當中，使得此一教育學論述乃具有激進的差異性，並且能夠完美地被此一

差異性給維繫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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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本章陳述了三種關於教育論述的實踐。第一種實踐所秉持的乃是「治

療之目標」，此一目標以自我之凝置形式構成了鏡像的無限性，並帶來了

自我與他人的想像性錯識關係，由這種實踐所構成的教育分析取決於教育

主義者的權力運用，因此是拉崗要加以修正的非本真實踐。第二種實踐由

分析師放棄抵抗而帶來了反身性的結構，使得教學分析能夠因為在終結處

達成其目的而實現了「分析之目的」，而激進化為一種鏡映的哲學循環，

並讓拉崗能夠掃除權力的有限形式，以其本人的無限意志來欲求無限權

力，因此是一種本真實踐。第三種實踐是要將前一種哲學模式更進一步加

以顛覆或深化，即分析師的雙重綁縛以沉默帶來了其自身的虛無，因此展

現出大它者的功能，進而引發了案主的無意識欲望，就此環繞著大它者的

激進異質性，構成了分析師的「存有之匱乏」此一政策，形成至高實踐，

這使得教育學論述不再侷限於任何意志與權力，僅僅是由制度性的政策給

完美地維繫住，並據此充滿了徹底差異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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