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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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代結語：呼應研究動機 

 

 

當新的「九年一貫課程綱要」強調其目標之一在於，培養學生具備自

我理解與自我反思的能力時，這其中蘊含了對「人之本質」的假定。這樣

的假定因此把教育的方向定位在：教師要幫助學生尋求其自身的本質，對

此一本質有所認識與覺察。如此一來，教育便是可能的，而其可能性的先

決條件就在於此一「人之本質」：反思自我的確定性。但是，如果我們繼

續追問，「人之本質」是如何可能的？將發現其中充滿著歧異與矛盾。 

教育改革者黃武雄先生說，兒童「與生俱來」即包含了各種「原始創

造特質」，這些特質在成長的過程中卻不斷地被成年人的偏見給抹煞，以

至於逐漸消失（黃武雄，1994）。這樣的說法背後所含藏的意思似乎是說，

作為成年人的教師所從事的教育作為，只是在磨損兒童內在的寶藏，不但

不會讓兒童有更好的發展，並且是嚴重地反其道而行。那麼，這不僅是說

教育是不可能的，並且也是不需要的。因為如果兒童「天生」就已然實現

其自身為具有各種原始創造特質的「主體」，那麼，我們不需要去「教育」

他，只要順其自然地成長便足夠了1。更進一步來說，兒童與生俱來的原始

創造特質使得他已然是一個「主體」，相較之下，充滿偏見的成年人卻失

去了其「主體」的特徵，教師不但不夠資格作為「教師」去教育兒童，反

而他要向兒童學習，以兒童作為他的理念形象，成為兒童的「學生」，讓

兒童教他如何拋棄偏見，恢復其自身的「本來面目」。 

  如此一來，所謂的「教育改革」就不僅僅只是要「革新」其教學理念

及教育方法，而是要將整個教育制度給摧毀並瓦解，重新建立一種「革命

式」的全新教育觀點：以兒童為教師，以成人為學生。那麼，凡是「以兒

童作為基礎」的這種教育理想，就不僅只是站在兒童的立場為其設想，為

                                                 
1 然而，即便是如盧梭這樣堅持「自然主義」(naturalism)的教育者，在他的《愛彌兒》一書當中，
也依然還需要一位家庭教師去陪伴著主角愛彌兒，讓他「自然地」長大。（盧梭，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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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規劃更適切的教學方式與環境，不僅只是這樣一種同理心的類比而已。

而是必須在整體概念與制度上，激進地將兒童的「學生」身分給轉變，讓

兒童搖身一便為成人的「父親或教師」，使得原先的教育建制被徹底顛覆。

如果照這樣推論下去，則所謂的九年一貫「新」課程綱要，實際上並沒有

根據其理論而更新，它並沒有依從其「人之本質」的假定，它仍然視教師

為可以培育兒童的引導者，「人之本質」始終是教師所掌握著的。亦即，

新課程的整個設計與實施方式「背叛」了它自身的先決條件。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當前台灣的教育改革之理論如果深究下去

的話，則所有的改革實踐都將弔詭地在其自身的理論基礎當中被摧毀與瓦

解。也就是說，當人欲反身去確認其「自我」時，他必將以哲學人類學的

觀點回到其童年來尋找「自我」之本質，這時，無可避免地會產生上述那

種成人／兒童之間的二元對立。這樣的二元對立使得教育的問題將搖擺在

孰輕孰重的翹翹板上，始終無法獲得解決。 

  當拉崗以鏡子階段理論來說明「自我」之形塑的錯識結構時，他更提

示出當「自我」以二元對立的形式來進行運作時，其構成性的內在矛盾。

因為「自我」維繫於殘體／整體、同化／侵略的內在張力關係，因此當自

我獲得自我支配的當下，也即是自我臣服的時刻，這樣的惡性循環終將如

影隨形地伴著「自我之確定性」而存在。放到前面所說的教育脈絡來看，

成人／兒童或教師／學生這樣的對立關係，不僅僅只是孰輕孰重或是以何

者作為基礎這樣的外在性問題，更重要的問題在於：此一二元對立總是以

內在的張力關係來運作，必然會造成相互入侵的互介主體之形式。也就是

說，不論誰是教師或學生，其中一個必然將會以另外一個作為理念形象，

以佔據其位置的方式來構成自身，造成「我即是另一個」這般的雙重否定：

既否定自身也否定對方。 

  因此，只要我們仍然抱持著二元對立的形式來設想教育中的關係，就

免不了會落入拉崗所抨擊的想像性自戀當中。想像的鈕結關係要獲得突

破，首先便要二元對立之形式加以摒棄或加以鑽透。馮朝霖先生曾經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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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現代教育學認為教育學必須嚴肅地看待一個任務：一方面必須

重視兒童個體是一個不斷成長的現象，兒童不是成年人的父親，

而是一個具威脅的可能，因為它會自動脫軌，同時必須明白，我

們的生活並無客觀的確定性基礎。（馮朝霖，2000: 61） 

 

在這段話當中，「生活並無客觀的確定性基礎」還只是消極的取消了任何

要以「自我」之確定性作為依據的論述，而更重要的部分乃是在「它會自

動脫軌」這句話當中。以「它」來指稱兒童，並不是說兒童還處於未經人

事的渾沌狀態，而是說我們應該更積極地將兒童這個「它」看作是我們所

無法掌握、無法確定意義的「具威脅的可能」，亦即，將其視為「差異」

之代名詞。雖然在馮朝霖先生的文章脈絡中，並沒有涉及到拉崗以及拉崗

所闡述的的象徵功能。但筆者以教育學的相關性作了如下的解讀：「它」

將「自動脫軌」於具有生存論意涵的「他」，取消其內在的核心，而進入

到由「他」此一符指所指向的另一個符指「它」的換喻結構當中。如此一

來，兒童就不是我們能夠去掌握與理解的，不僅如此，就連我們自身的「我」

也是如此。「我」這個符指已然在拉崗所陳述的轉代詞功能中，以象徵的

指延運作形成陳述主詞與宣告主體之間的分離，進而構成無意識主體的分

裂。 

  一旦我們不再把兒童或成人任何一端都視為一個具有同一性的整

體，則我們將能夠從二元的想像性鈕結當中，深入地分解它而進入拉崗所

說的四位玩家的橋牌遊戲：「自我」與「他人」進一步地延展並增加了「大

它者」和「無意識主體」。換成教育的術語來說，教師和學生都不再只是

其「自身或本人」，而已然進入到其「存在的匱乏」當中，在這樣一個自

由的深淵裡，所有的認識都不可能的，此一「認識論的無能」僅僅是由於

「存有學的不可能」。這意味著，在我們與無意識主體或大它者這般的「不

可能者」相遭逢的當下，教育場域便不再是我們能夠事先規劃與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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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會充滿著詭譎、驚異，甚至是不可思議的狀況，我們無從說這是喜還

是憂，只能說這裡面所具有的激進的異質性總是超出任何的設想之外，我

們唯有放棄給予其任何界限或定義，並對其保持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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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回顧與摘要 

 

 

 

  第一章陳述本研究的動機和背景。近年來的台灣教育在課程改革當

中，所呈現出來的趨勢是主體性的價值：培養學生具有對自身進行反思與

支配的能力，使自身成為能夠適應社會的良好自我。基於對此一趨勢的關

心，本研究從拉崗的理論著手，探討他如何鋪陳自我的構成性原理，並從

中指出其謬誤之處。此外，更進一步要闡明的是拉崗如何以自我之謬誤作

為基礎，在對其分解或顛覆的同時，提出另一種迥異於反思自我的無意識

主體理論。 

 

第二章的主題是拉崗的「鏡子階段」理論，此理論說明了「自我」之

形塑過程的錯識之結構：在自我和擬似者之間，以疏離的同一性來進行不

斷地侵略和同化的交換與交錯之運作。 

處於初生且動力不全階段的幼兒，當他第一次透過鏡子看到一完整的

自身影像時，他便以自戀的激情投向此一外在的理念形象而使自身被其賦

予形式，亦即，「自我」是源自於對擬似者的擬仿所產生的後效。如此一

來，幼兒藉由此一疏離性的同化而向內開創出來的心智生命，乃是一種凝

置與定著的形式，因為他透過凝視或默觀而先行支配了自身並進而將對象

安排為偏執的知識，他其實是對自身施行恆常與穩定的自我懲罰。也就是

說，在與鏡像的同化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種自我知識與無知之間的交織

與交錯，即自我與擬似者之間的系統性錯識結構。這使得自我總是無盡地

追求其自身，卻又總是將其自身給推遲與延後。 

當幼兒藉由擬似者而預期自身有一個完整的形象時，他便以向前回溯

的方式，回溯出他之前乃是破碎與動力不全的殘體形式。於是，鏡像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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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構成了一組內化的殘體／整體的想像秩序，這意味著殘體之侵略和整體

之統合的這一組關係，同時在他身上運作著。如此一來，藉由疏離來進行

同化的自我，其內在便被拉開為一組衝突的張力結構，形成了「我即是另

一個」的雙重否定：我不是我，我是你；你不是你，你是我。也就是說，

自我與擬似者之間，必然將以相互佔據的侵略方式來實現其自身，同化的

過程本身即是一種侵略。 

在鏡子階段之前，幼兒乃是處於一種無以名狀的原初不和諧狀態，此

一渾沌狀態不是對比於秩序的無序狀態，它存在於秩序和和諧之前。這意

味著，一旦鏡子階段展開而以鏡像為幼兒形塑其自我時，其已然排除了原

初不和諧那種純粹和絕對的異質性與外在性，而僅僅是以相對的內在性和

外在性來運作出同一者之遊戲。後者指的是，先是以疏離和否定自身造成

差異，進而藉此重新發現自身並回歸於自身，這種以疏離的同一性來運作

的同一者之遊戲，必須不斷地讓相對的內在與外在進行如莫比帶般的交錯

與交換，方能產生同一化的效果。如果說，自我總是以對自身之否定和死

亡來構作其自身之同一性，則獲得自我支配的當下，同時也是自我臣服的

時刻，這意味著自我一旦想要成為自我，必將處於自我肯認的無窮惡性循

環當中。 

 

第三章主要是闡述當想像性同化延伸到倫理學議題時，會產生怎樣的

極端情況。在心理分析之倫理學議題上，拉崗環繞著康德和薩德作為主

軸，欲澄清關於倫理學的三組概念之間的關係：快樂原則、受苦享受、欲

望。齊澤克跟隨著拉崗此一主軸，同時討論了政治上極權主義之主體的心

理裝置。 

弗洛伊德並不贊同文明道德性所遵循的是作為經濟學之簡約程序的

快樂原則。以「愛鄰如己」之道德訓令為例，必須區分博愛和愛之間的重

大差異。博愛是以想像的同情共感來進行利他式的（財物）分享行為，其

遵循著快樂原則。但由愛構成的想像，不再是分享而是人與人之間內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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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的同化作用，其中必然包含著攻擊，這涉及到快樂原則所規避的最大

刺激之量。快樂原則乃是不快樂原則，但這絕非意味著社會無法被整合，

相反地，通過快樂原則之中的不快樂原則，道德實踐將必然超出快樂原則

而將我們重新帶入社會整合的秘密核心：受苦享受。薩德的思維對此貢獻

良多。然而，當霍克海默和阿多諾把康德的倫理學壓縮為服務於資產階級

之人性理想的溫情層面，認為惟獨薩德以非感傷、無激情的機械化性欲活

動，來解放資產階級的有限道德性並使之達到徹底的啟蒙成熟時，這主要

是為了說明極權法西斯主義之工具理性的邏輯：將人予以全面的物化或工

具化。但如此一來，他們不只忽略了康德形式主義倫理學之非情感面向，

並且混淆了薩德本人對於工具理性之運作的顛倒與扭轉。 

康德對義務有諸多說明，拉崗特別針對其中的絞刑寓言之例，指出義

務的行為很容易受到混淆：某人拒絕作偽證而願意赴死的動機乃是出於博

愛的同情共感，他所保護的是作為自身之理念形象的他人，這種基於想像

的模式並未脫離病理學的自我利益。拉崗為了避免這類混淆而舉例說，如

果在性欲活動中，我們能夠摒棄自我利益的快樂，而達到死亡般的受苦享

受，這便是倫理的行為。為什麼呢？主要是因為康德強調要經由一先天的

道德情感來作為病理學與道德法則之中介，亦即以痛苦和羞辱來貶抑個體

的自尊自大。當痛苦和羞辱涉及到倫理主體之誕生時，這將與薩德之執鞭

者的冷酷無情身勢不謀而合。一旦把康德和薩德等同起來，則形式主義倫

理學將因為脫離了具體的歷史情境而陷入無內容的抽象，這意味著抽象的

道德意識只能是以痛苦和羞辱來實現主體所要求的自律性道德實踐，法國

大革命之雅各賓黨的作為正是如此。當哈伯瑪斯說這種嚴苛的道德主義必

然關聯於極權式的暴力時，可以引領著我們重新去思考，弗洛伊德將道德

意識等同於超我，這究竟意謂著什麼？ 

薩德的執鞭者把康德的良知之聲給外在化（故他驅策著受害者）。的

確，服從法則而實現倫理行為無須藉口(excuse)，然而，當他不得不服從定

言律令來實現其義務時（「我還能怎樣呢？這是我的義務」），我們將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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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use 的另一個意義（即「保持歉意」），而深入到 ex-cuse 之文字性的純

粹運作中。如此一來，極權式主體在歉意之中乃藏身於 ex-cuse 之後，並

在他自身之中為了自身而維繫了他的完整性。這就是為何定言律令是執鞭

者自身的客觀化裝置。因此，執鞭者才是工具，而受害者乃是目的；極權

式主體的主體性是客觀化的，受虐者之對象化的歷程實際上則是受虐者自

身的主體化過程。 

極權式主體的超我化義務在於推動人類的主體化，朝向全新人的至高

目的而前進，他將自身視為大它者意志的工具。由於他以對人類的愛和客

觀歷史必然性作為藉口來執行其義務，故他平衡了自身的罪疚感，而將責

任歸諸於被理念化的大它者，他對人類的愛使得他還不夠冷酷。拉崗批評

道，康德的倫理學是不能以義務作為藉口來盡義務的，執鞭者由於調節了

他的欲望，故只能以意志來強求一作為幻象的對象，他其實排除了作為不

可者的大它者。康德的道德法則之空洞形式僅僅顯示了純粹的欲望機能，

因此，「盡你的義務」重疊於「跟隨你的欲望」。欲望源自於主體自身之中

的第二個位置，它不受限於客觀化原則而深入到 ex-cuse 之後，並由內引

發了主體的分裂。道德法則所要求的非病理學原則，必須脫離薩德式主體

的超我化裝置，才得以在無意識主體之中獲得徹底實現。這就是為何康德

必然比薩德更為冷酷，在非情感的完全冷酷之中，主體所面臨的乃是他自

身的自由之深淵。 

 

第四章的主旨在於象徵的功能，但首先要擺脫一種被縮減為想像之邏

輯的象徵。其次，才聚焦於拉崗對索緒爾進行轉借而建立起來的文字理

論，並進一步藉此說明蘊含在文字理論當中的無意識主體之理論。而在無

意識主體那裡，轉代詞「我」擔任了主體之分裂的重要功能。 

拉崗說心理分析唯一的媒介是言語。但如果我們企圖通過言語，由想

像域通往象徵域的話，我們就不該將言語給限制為一種社會性的溝通，也

不應該將主體的心理分析位置給限制在互為主體的相互關係中。通過班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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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斯特，勒梅爾認為在溝通當中，訊息內容的傳遞是次要的，更重要的是

要使得主體在人稱代名詞（我-你）的使用中，以相互位置的對立與交換，

為主體自身建立起自我意識的區別性功能。的確，拉崗也摒除言語的傳遞

訊息作用，而說溝通僅僅只證明溝通之存在，不過，這不是為了讓互為主

體性在人稱代名詞和社會關係之間，維持著的穩定的交換，而是為了重新

分析互為主體之位置的純粹形式關係。亦即，藉由溝通，主體為的是要透

過另一個他人的理解和承認來證明自身的存在，他會將另一個視為假定能

知的主體，以佔據另一個的位置來認識自身，並建立自身的確定性。這乃

是以互介主體的入侵方式所進行的互為主體之溝通，拉崗稱之為虛語，因

為這種溝通關係將象徵縮減為想像的邏輯。 

為了重新闡明象徵的功能，拉崗解讀了索緒爾的語言學，並將其轉借

為拉崗自身的文字理論，在其中他保存了索氏語言學的所有要素但卻癱瘓

其最重要的指義功能，使得文字理論僅僅維繫於純粹的運作性。拉崗的做

法是，將索氏的符號予以記號化，這首先使得符指和意指在橫槓的抵抗之

下，無法通過符指的組合來成就符號的整體性，即符指的組合無法指向意

指，亦無法完成符號的指義功能。但這並不等於說符指就此得到了完全的

自律性。因為符指之自律還必須仰賴意指在橫槓之下的不斷滑動，讓意義

無盡地被延遲而形成一個結構性的孔竅，若沒有此一孔竅的支撐來作為規

定項，則符指便無法形成自律的符指之鏈。如此一來，指義活動如果指的

是符指必須穿越橫槓的話，可是指義活動卻無法指向意指，符指便只能沿

著橫槓而指向另一個符指。這便突破了符號的指義功能，並在指義的邊緣

形成整個記號的指延運作。當拉崗的文字理論透過指延運作稱其為無意識

的地誌學時，則我們便能進一步說明蘊含在其中的另一種主體理論。 

一旦指義功能被癱瘓，只有純粹的指延運作在進行時，主體便無法掌

握意義，他不會是意義的主人，他什麼也不能認識。因此，當主體說出了

作為陳述主詞「我」的時候，這個轉代詞「我」並不指向掌握意義且為意

義之主人的那個「吾」(me)，不指義某個具有內在中心的宣告主體。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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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說，陳述主詞和宣告主體之間不會進行同一化的回歸，而是徹底分離

的，這主要是因為，被取消了內在核心的宣告主體，它已然因為失去了中

心而產生了分裂，既然宣告主體只是一個被掏空的匱乏之位置，那陳述主

詞要如何回歸於它呢？因此，這個不指義的陳述主詞「我」，僅僅指定了

在分裂當中處於離心狀態的無意識主體。在主體的言說當中，主體已然被

文字化而僅僅被再現為「我」這個符指，而「我」這個符指乃是由指延運

作當中的結構性孔竅所支撐的。的確，無意識主體是處於否定的離心狀態

之中，不過，為了要使之有別於任何單純的同一性，我們還必須沿著激進

的異質性來深化主體的分割，這就將我們引入到「無意識是大它者的言說」

此一核心命題當中。 

 

第五章討論的是拉崗及其教育意涵。拉崗的教育學論述可以透過三種

實踐的型態來說明：由鏡像的無限性所構成的非本真實踐、由無限鏡映之

哲學模式所實現的本真實踐、由回歸弗洛伊德所展開的至高實踐。 

A. 鏡像的無限性：拉崗藉由在他之前的講桌來指定自我的凝置形

式，並說明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想像性紐結。亦即，自我通過與擬似者(du 

semble)之間的錯識結構，而對非己的另一個施行著形式性的凝滯，這使得

擬似者與另一個處於相互交纏的映照關係，彼此都將對方給反射到無限

（即內在性不是內部的親密性，而是始終被佈署於外在性之中）。當自我

心理學派僅依從於醫療分析時，拉崗認為前者除了無法擺脫健康／疾病的

「治療之目標」，還進一步促使分析師之受訓過程的教學分析陷入了非本

真實踐並訴諸於權力之運用。所以也只能夠以分析師自身的自我來迫使案

主與其同化。如此一來，分析師只是以一個權威的「教育主義者」來進行

分析，這使得分析受到了分析師之自我的抵抗，始終是處於失敗的想像性

鈕結當中。針對此一非本真實踐，拉崗意圖對其進行修正。 

B. 無限鏡映之哲學模式：為了脫離規定「治療之目標」的非本真實踐，

拉崗要沿著「分析之目的」的方向來執行本真實踐。其中的環節取決於分

 148



析師的角色，重點是分析師必須放棄抵抗，不再作為假定能知的主體，並

據此擺脫想像性的平行錯識結構。不過，這同時也意味著自我與擬似者之

間的無限反射(reflection)將獲得激進化，而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的結構。

由於此一反身性結構是透過不抵抗之分析師所突顯出來的，因此分析師便

為教學分析帶來一個弔詭的例子：若要成為你自己，你就必須以我為例，

在我的不抵抗當中，我所例示出的即是你必須學會的反身性運作。拉崗本

人便是藉由反身姿態來佔據教育主義者早先在講桌後的位置，他將分析師

規範為心理分析的主體，而心理分析主體則將其自身構成而為教學分析的

主體，並取代了拉崗本人在講桌後的位置，反身性地教導其他分析師而為

心理分析的主體。如果此無限循環使得教學分析進入其哲學模式之中，那

麼，我們也將據此得以釐清治療之「目標」(aim)與分析之「目的」(end)

兩者之間的差異，end既是「終結」也是「目的」，而哲學模式將此二者串

聯起來讓分析貫徹實行為：惟獨在終結之處才達成目的。本真實踐因此掃

除了權力之運用，而讓教育論述奠立於無限循環之中：早先受訓時的分析

師即是案主，而案主也將註定要成為分析師之主體。 

C. 回歸弗洛伊德：當哲學模式取決於本真實踐，以反身性結構使分析

能夠在其終結之處達其目的時，拉崗還要顛覆此哲學模式，為分析制度樹

立起有別於它的至高實踐。此至高實踐安插並深入到上述無限循環的中

心，推遲那在終結處達其目的之分析，將分析展開為無止盡的運動。於是，

為了達成心理分析之主體的實現，分析師要承擔雙重綁縛，他必須在其自

身之中保持沉默並讓其自身之虛無迴響著。則對案主而言，處於他人之位

置上的分析師，便騰空了其位置而成為大它者。案主再也無法要分析師滿

足其要求，更重要的是，大它者才能夠承認案主的欲望。由於欲求的對象

是匱乏的，欲求的活動不佔據其中心，故欲望必呈現為激進的離心性。如

此一來，大它者超出主體的想像性鈕結，深入到反身性結構之中並由內而

干預了其自體構成，這意味著構成主體言說之發音不僅是音素的差異結

構，它還必須嵌接於大它者位置之上。既然大它者承認主體之欲望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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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讓主體在其自我的那個點上造成主體的分裂，則無意識便必須套索

於大它者之上，據此進入無意識主體之激進異質性。這就是為何在「回歸

弗洛伊德」之方向上所建立的形塑功能不同於作為哲學模式之教學分析，

拉崗所謂的「弗洛伊德之死帶來了虛無之詞」，使得教學分析之無限循環

被纏繞於其源頭，並為分析提供了最終解決。因此在分析師之雙重綁縛的

空位上，會因呈現弗洛伊德之名而得到充實，這意味著分析師之空位無法

被任何人（包括他自己，甚至是拉崗本人）所佔據，所有人在其中都只是

其自身存在的虛無。這正是回歸弗洛伊德的唯一形塑，它將拉崗式的制度

提升為至高實踐，並達到如下的「政策」：分析師的存在之匱乏。在大它

者之中，分析師進入其自身的匱乏，而僅僅維繫著其自身的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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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由於論文篇幅的限制以及筆者對於論題的處理能力等因素，本研究有

許多地方未能夠加以更詳細的說明與討論，因而造成本研究的疏漏與限

制。以下提出這些疏漏與限制之處，期望將可進一步開發出後續研究的可

能方向。 

 

1. 第四章討論到，拉崗對於無意識的最大貢獻在於象徵功能的部分，

這主要是由於他對索緒爾的語言學進行一種轉借，使得符號的指意功能的

被癱瘓，而只剩下文字的指延的運作。如果我們要問，拉崗是如何能夠做

到這一點的？他自己則說是出於弗洛伊德的真理。然而，我們知道弗洛伊

德本身並沒有任何關於語言學的論述，因此，我們可以說是拉崗將弗洛伊

德和索緒爾纏捲起來，使得這兩者同時在拉崗的文本中獲得重複。那麼，

拉崗如何可能做到這一點？並且，究竟是由誰先開始的？是索緒爾還是弗

洛伊德？所謂的弗洛伊德的「真理」又是怎麼一回事？由於牽涉的範圍可

能過於複雜，因此本研究並沒有針對這些問題繼續追問下去。 

當拉崗在其本文當中提及海德格(M. Heidegger)以及邏各斯(Logos)時

(Lacan, 1977:174-175)，這是否意味著在弗洛伊德當中所展現出來的乃是海

德格的真理？並且是由於此一真理才使得索緒爾和弗洛伊德能夠就此纏

捲起來？所謂的「在大它者之中它在說話」其中的「它」是否隱含的正是

此一真理？這等等問題，在南西和拉伯特這兩位作針對拉崗所寫的專書當

中(1992)，後半部的部分便專門處理了此一議題，作為他們對於拉崗獨特

的閱讀策略（此書獲得拉崗本人高度的評價，並且此研討課當中推薦他的

聽眾去閱讀此書，但拉崗本人對於後半部有所保留）。這個部分已然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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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能夠處理的範圍，僅僅提出來作為後續研究的參考。 

 

2. 如果說，我們總是要先透過想像自我的鈕結，將其分解或激進化為

反身性的自體構成，以便更進一步深入其中並將其予以顛覆，方得以說明

主體之言說如何嵌接於大它者的位置而造成主體的激進異質性。那麼，這

是否意味著，在自我與小寫他人、大它者與無意識主體，這兩組關係之間

總是要保持著親密的對抗性，才能夠將二元關係開展為四位玩家的橋牌遊

戲？也就是說，若沒有針對自我之激情所構成的意義之鈕結，則大它者的

超出和干預便失去了可運作的場域，因此，與其說是自我之鈕結需要被瓦

解，倒不如說是大它者需要自我之鈕結，它需要中心和同一性，來展現其

離心與異質性的運作。而這具有怎樣的意涵呢？ 

更進一步來說，的確，拉崗反對所有具有同一性的主體性，而堅持由

言說所構成的離心之無意識主體。在這之中，他顛覆了自啟蒙以來所維繫

的傳統形上學主體性，取消了在主體當中那個作為實體性的中心，取消了

以此中心作為目的以達成主體之疏離與回歸的可能性。如此一來，主體不

再可能是心理學、人類學或是哲學的同一主體，主體處於無中心狀態。但

是，在其分裂狀態被否定的主體仍然以「主體」之名的方式被保留下來，

這並不是說主體性的價值是被預設出來的，而是說主體性的價值是在被顛

覆之際而被確立下來的。雖然主體無法被意指或自我指涉，主體卻在顛覆

過程維繫其自身，或更好說是將其自身維繫為被顛覆的主體。主體絕對地

非同一於自身，但是關於主體之分裂的理論卻必須通過其離心或無中心狀

態來評斷其自身論述的成就。 

如此一來，這是否意味著拉崗的意圖在於恢復或重構被扭曲或被誤解

的啟蒙之「理性」，正如他的文章篇名所顯示的：〈自弗洛依德以來在無意

識或理性裡的文字之堅持〉。以至於齊澤克堅決反對將拉崗納入反啟蒙主

義之列，而聲稱他位居於理性主義的系譜當中：「拉崗的理論或許是最為

激進的啟蒙之當代版本」(Žižek, 1989:7)。也就是說，齊澤克認為拉崗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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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放棄自啟蒙以來對於主體或理性的持續探索，而以主體之顛覆對我們當

代人文社會所抱持的同一性之幻象，提出種種的警醒與分解。 

  然而，南西和拉伯特也同樣認為拉崗認可了主體的價值。不過，他們

認為拉崗維繫下來的只是一個「主體」之名，而環繞著此名，所展現出來

乃是拉崗論述當中對於各種理論資源的轉借與顛覆（如索緒爾的符號、笛

卡兒的我思、黑格爾的欲望、盧梭的契約、詩學的喻法等等）。藉由這樣

的轉借與顛覆，拉崗將其自身的理論構成為一個系統和組合的結構，在此

結構中，其中心乃是由匱乏的主體所帶來的存有學之否定性。因此，南西

和拉伯特將拉崗的理論放置在形上學傳統中的「否定神學」(negative 

theology)之地位。 

  由於本研究並沒有處理拉崗整個理論的構成，因此也就無法去討論關

於其理論定位的問題。而在這裡僅僅提出上述的兩種看法（當然，拉崗還

被賦予了其他的頭銜，如後結構主義者或後現代主義者等），乃是因為它

們相關於本研究所專注的「主體」之層面，故特別加以留意，期望未來還

有機會繼續探究。 

 

3.拉崗認為，由自我所構成的認識總是一種想像性的錯識結構，此一

結構以一種相對的內外交錯與交換而進行著同一者的遊戲，因此排除了那

完全不可認識或原初渾沌的絕對外在性。因此，他強調要藉由言說，以非

同一的大它者就其超出來進行干預，進而引發主體的分裂，引發主體自身

之匱乏。然而，一旦主體就此被引發為無意識主體，而此一無意識主體由

於不再能夠以認識和意義來規範其自身，則無意識主體對其自身的匱乏狀

態既不能說是一種承認，也不能說是一種體驗，因為這兩者都還保持一定

程度的理解。充其量我們只是說這是一種處以無以名狀的焦慮，或者說是

處於不斷超出已知的驚異當中。 

那麼，在教育學論述的這個部分，當至高實踐取決於政策（分析師的

存在之匱乏）就此而構成了整個制度時，教師和學生都已然保持著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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匱乏，所存留的只是其專名而已。但是，這裡所說明的乃是一種由實踐所

帶來的理論構成，如果我們強要更細節地去追問，在這種教育論述之下，

教學實務上和技術上的應用究竟會是怎樣的？則本研究並無法回答這個

問題，因為一旦教師和學生都取消其自身而處於焦慮和驚異當中時，將會

發生的情況都是超出於任何設想之外的，都是超出於任何實務性的教學規

劃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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