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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鑑於當代媒體文化中感官新聞的流行，本文採取精神分

析觀點切入旁觀他人痛苦的議題，進而探討病態公共領域中相

關集體感官消費的心理意涵。藉由佛洛伊德的「挨打幻想」以

及拉岡的幻想概念，本文一方面論證，具有魅惑性質的幻想與

見證他人苦難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再者，基於幻想的防禦作

用使得觀看主體乃透過幻想的媒介互卸地重複觀看他人苦難。

終究，當代涉及到他人苦難或創傷的感官消費不必然造成創傷

的衝擊，而是建立在幻想螢幕與旁觀者的安全關係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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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媒體絕少依據「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來報導；相對

於那些正面的、令人感覺舒服的照片，它們寧願刊載震撼的、

特別是負面的新聞影像（Moeller, 1999, p. 35）。 

相對於正統的新聞文化，感官主義（sensationalism）長期以來多被

視為異端，不論是冠上「八卦化」、「小報化」或「娛樂資訊化」的標

誌均指涉以辛辣主題配合聳動、煽情手法刺激閱聽人感官經驗的另類新

聞。換言之，相對於強調公共領域之理性、現代性價值的新聞主流，感

官主義以情感（affect）或情緒（emotion）為訴求，舉凡緋聞、醜聞甚

至災難新聞等容易引發好奇、震驚之題材均屬之。Susan Moeller（1999, 

p. 34）便曾說道：「觀看或閱讀苦難（suffering）──特別是發生在別

處的、奇特的或有趣的苦難──已經變成一種娛樂的形式，創傷的影像

已經成為媒體在行銷上不可或缺的元素」。 

自從《壹週刊》與《蘋果日報》相繼在台灣發行後，感官主義的趨

勢─不論是平面或電子媒體─明顯地蔚為流行，傳播與文化學界亦開始

焦慮地論述以抵擋這股「惡質文化」的蔓延。大體上，從市場出發的觀

點認為，媒體過度開放以及市場飽和的情況下，以收視率為導向的激烈

競爭實為感官主義現象不得不然的趨勢。也就是說，感官或災難（不論

是個人或集體）新聞幾乎是市場收視率的保證，媒體在以利益為導向的

商業機制運作之下，不得不向感官主義式的新聞低頭。特別是媒體新科

技帶來的媒體生產與流通的改變，以及媒體文本的擬真或虛擬性，不僅

挑戰了真實的概念、時空的感知結構，亦對感官新聞的消費起了推波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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瀾的作用。因此，在「自由市場」與「消費者至上」神聖口號下，除了

要求媒體自律並譴責媒體的弱智與殘暴以及閱聽人的庸俗與冷漠外，也

只能任由感官主義在公／私領域，政治／演藝界繼續流竄。 

面對此一「惡質」文化現象除了一味地批判、鄙視並賦予媒體負面

形象外，是否有更具說服力的觀點來分析並闡述相關感官主義的媒體消

費？如果此一現象是商業機制下不得不然的結果，是否能從消費社會脈

絡來探索媒體感官消費的文化趨勢，進而分析觀眾消費背後的心理機

制？如果傳統新聞作為公共領域的典型並也企圖達成某種公共理性，那

麼感官主義新聞作為一新聞類型顯然碰觸到傳統論述的極限，顯示公共

理性的徵兆（symptom）與陰暗面。准此，此一類型的集體消費又達到

了什麼樣的公共性？我們如何在這個徵兆上往前一步，從理論上掌握感

官消費的心理意涵？ 

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旁觀他人之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一書中（Sontag, 2003／陳耀成譯，2004）曾對現代生活中充

斥著災難影像消費、旁觀他人痛苦之現象提出重要觀察。對桑塔格而

言，旁觀他人痛苦的欲望自古有之，絕非當今媒體文化獨有。一方面，

她試圖從歷史的文獻中例證此一「可憎」欲望的存在，並連結當今我們

魅惑於凌虐暴力影像的觀看行為。1 另一方面，她認為正是在要求影像

刺激一點、喧鬧一點、醒目一點的感官新聞生產基本原則下，使得我們

陷入重複關注（re-garding）的震驚與創傷影像中。桑塔格因此提出質

問：我們究竟是希望從這類影像中記取教訓，或「純粹滿足某種邪淫趣

味」（頁 109）？ 

桑塔格認為（Sontag, 2003／陳耀成譯，2004，頁 161），在高舉道

德價值判斷下，殘忍暴力的影像乃「例證了一種不知羞恥的文化以及對

野蠻行為的一份無悔的仰慕」。針對當今媒體文化的控訴，其論述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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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指向好萊塢文化缺乏道德與墮落外，更將觀看這些超越快樂原則

的、遠離公共價值的殘暴畫面視為美國文化的淫邪陰暗面。 

然而，在急於譴責暴力影像的消費之前我們不妨退一步思索：觀看

主體與這些超越快樂原則的死亡或災難畫面之間究竟是什麼欲望關係？

為何能毫不猶豫地迎向這些創傷影像並消費之？承認這些消費現象背後

除了桑塔格的道德判準外，更根本的問題是：我們如何在理論上捕捉這

些「可憎」的魅惑狀態？魅惑狀態的不斷出現又代表什麼樣的集體心理

現象？ 

依循上述議題背景，本文從精神分析觀點進行理論性的探討與闡

述。首先，援用幻想概念切入旁觀他人痛苦的議題，特別是從 Freud 的

「挨打幻想」（beating fantasies）出發，論證幻想的相關變體以及其中

涉及的施虐（sadist）／受虐（masochistic）意涵，進而連結到（後）拉

岡學派對幻想與真實（the real）的論點，據此來演繹觀看他人苦難的魅

惑性質與真實意涵。 

再者，透過病態公共領域中集體見證（消費）苦難的論點，一方面

印證當代新聞走向感官化與傷痛化，另一方面藉由不同學者指出當代災

難再現提供的防禦作用，凸顯此一見證在幻想中介之下乃不同於自身遭

逢創傷的特殊經驗。最後，再回到精神分析的脈絡，利用重複與互卸概

念論證感官消費如何在互卸形式下，展開安全的施／受虐幻想，並在重

複觀視中得到驅力的滿足。 

貳、Freud 的「挨打幻想」與幻想真實 

幻想乃過濾器一樣的東西，一個「通往真實界的窗口」（Pluth, 

2007, p. 87）。 



‧新聞學研究‧  第一一六期  2013年 7月 

‧96‧ 

魅惑的功能，恰恰是要我們否認他者正在凝視我們的事實

（Žižek, 1989, p. 43）。 

假如觀看苦難的影像具有魅惑力量，我們不禁要問：為何觀者想看

受難影像並視其為欲望客體？什麼機制讓該影像成為欲望客體？對於這

些問題，我們可以先從精神分析的幻想概念加以探索。 

根據拉岡學派，幻想並非單純的想像力（imagination），而是「如

同屏幕一般，將看來中性的、毫不起眼的事物，轉化為欲望的客體」

（Pluth, 2007, p. 83）。此一論點提示我們，沒有幻想的作用則沒有所謂

的欲望，單純的形象本身顯然無法引發興趣。 

換句話說，觀看苦難影像提及的欲望與幻想的面向不能單從影像本

身的性質來解釋其魅惑力量，而須顯示幻想的結構性作用。如拉岡所

言：「幻想總是在表意結構下而起作用的影像」（Lacan, 2006, p. 

532）。准此，究竟是什麼樣的結構性作用使得苦難影像在幻想裡產生

魅惑力量？讓我們先從 Freud 的挨打幻想談起。 

基本上，精神分析著重在主體（個人或集體）幻想的探索。發表於

1919 年的〈一個挨打的小孩〉（“A child is being beaten”, Freud, 

1919/2001）便是 Freud 發現特定挨打幻想一再出現於實際臨床案例以及

分析文獻裡，因而企圖將問題予以理論化的作品。從三個階段的幻想序

列出發，Freud 處理了觀看挨打、羞辱甚至受難的幻想場景如何涉及到

施／受虐（ sadist-masochistic ）的心理機制以及「享受痛苦」

（enjoyment in pain）的問題，似乎與當代媒體消費之感官趨勢不無關

係。 

基於 Freud 將特定「挨打幻想」（beating fantasy）情節的普遍性視

為重要的研究議題，以及拉岡的幻想概念涉及影像魅惑的力量，本文希

望藉由兩者之理論觀點連結到旁觀他人之痛苦與感官消費的議題，凸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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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當代性的理論詮釋潛力。 

讓我們先釐清「挨打幻想」的三個階段之意涵。首先，第一階段

「我父親正在鞭打那個（我討厭的）小孩」，乃想像的幻想（imaginary 

fantasy）。其隱含的訊息是，透過父親鞭打其他小孩（通常是兄弟姊

妹）的形象，在象徵層次上我確認了父親是愛我的。換句話說，小孩在

這個階段自戀式地要求得到父親的所有愛。 

第二階段則是「我正在被父親鞭打」。Freud（1919/2001, p. 185）

認為，這個階段乃「最為關鍵、卻永遠無法記起來的幻想。我們可以

說，它不曾真正存在過。它從未被憶起，無法成功地進入意識層面。它

雖是精神分析中的建構，確有其必要性」。此一幻想涉及原初的壓抑，

乃象徵的無意識，因此具有強烈的快感。 

第三階段「有個小孩正在挨打」，幻想中施打者與被打者的身份已

被消去或以替代者的角色──父權的代表與其他小孩──出現，而說話

（幻想）者成為無心的觀看者：「我完全不知到誰在打，我只是一個旁

觀者」（Freud, 2001, p. 186）。對 Freud 而言，三個幻想的階段中，正

因第二階段難以忍受且無法被帶到意識層面而須被永遠地壓抑，因此產

生第一及第三階段較可接受的幻想。2 

從上述挨打幻想的說明可知，父權的角色扮演著重要功能。也就是

說，見證小孩子挨打事實上無法產生任何快感，「快感的獲得來自父權

的象徵作用」（Leader, 2000, p. 110）。現實中，幻想者本身或許從未

被鞭打過，但挨打幻想之所以讓幻想者獲得認可、喜愛的象徵意義，顯

然與施打者／被打者之關係有著重要關聯。我們接著可以就挨打場景中

施虐與受虐的關係加以考察。 

Freud 認為，第一階段之幻想顯然不是受虐的而是施虐的（sadist）

──即使幻想者本身並非鞭打者，小孩卻透過幻想投射到父親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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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enstein, 1997, p. 138）。第二階段毫無疑問地是受虐的，以被動

的、「被父親打」方式得到驅力的滿足。Freud 強調，第三階段雖與第

一階段類似，根本差異在於前者「具有強烈的、明顯的性興奮，得以提

供自慰的管道」（Freud, 1919/2001, p. 186）。 

基本上，Freud 對第三階段的施／受性質顯得有點猶豫。雖然他在

許多地方將這個階段的幻想視為施虐的（Freud, 1919/2001, p. 186, 

195），卻又在不同處論到：「只有它的形式是施虐的，它的滿足則是

受虐的」（Freud, 1919/2001, p. 191），原因在於此一階段不特定的挨打

小孩正是（幻想）小孩本身的替代者（Freud, 1919/2001, p. 191）。因

此，我們可以說，幻想的施／受虐性質端賴幻想者根據幻想場景投射的

身份而定。 

對 Freud 而言，挨打幻想的真正核心乃第二階段的「我被我父親

打」，此一無意識幻想與快感有著密切的關係。讓我們進一步從拉岡的

觀點來論證：拉岡在第十七講座中闡述挨打幻想時提到其名言──「小

孩從他者處以相反的形式，得到自身的訊息」（Lacan, 1991/2007, p. 

65）。什麼訊息呢？事實上，對於幻想中的鞭打行為，小孩想像父親是

享受鞭打的人而自己則處於確保他者（父親）快感的客體位置。因此，

回到拉岡的話進一步解釋，假如此處的訊息與快感有關，那麼小孩獲得

的訊息並非「父親享受施虐式的鞭打」，而是「小孩才是享受受虐快

感」此一相反形式。 

如 Laurent（2007, p. 237）所述，小孩享有快感（enjoy）──「我

從打我的人之處得到自身的快感」。也就是說，假如鞭打有任何意義，

那麼它必然對施與受其中一方產生快感；然而挨打幻想中的快感雖然形

式上是他者的快感，事實上意味著小孩自己的快感。因此，不論從

Freud 的論點或拉岡的演繹，快感的本質顯然是受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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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Žižek 的後拉岡學派觀點來看，Freud 挨打幻想的第二階段就是

所謂的「根本幻想」（fundamental fantasy），既無法記得起亦無法觸

及，甚至從未發生過；它是被動的、受虐的。然而，在見證受虐、折磨

的痛苦場景中，「它同時威脅、支撐著主體的基本存有」（Žižek, 1998, 

p. 7）。遭逢災難與巨變的斷裂時刻，主體陷入無以名狀的創傷──在

此一階段，「我痛苦，故我在」（Žižek, 2004, p. 823）。 

然如上述，第一與第三階段作為第二階段的偽裝將難以承受第二階

段轉化為意識中能夠被接受的幻想形式。因而可以發現，主體（幻想

者）並未在幻想裡面，而是被排除在現場之外或者頂多是觀看者。 

若以真實災難與想像災難類比，第二階段凸顯了真實災難難以承受

的面向，而第一、三階段則透過他人相對地提供了適當距離，予以主體

轉圜餘地。基本上，類似（想像的）幻想並未觸及受虐幻想的核心，卻

仍保留了受虐的創傷作用，以致於任何受虐、挨打場景皆能產生魅惑效

果，進而享受施／受虐的邪淫趣味。 

值得在此強調，主體透過強迫性重複的施／受虐幻想帶來的倒錯快

感，並不表示他是倒錯者（the pervert）。換句話說，這裡的幻想者非

如倒錯者去「執行」（acting out）幻想；他不在幻想場景裡，只是旁觀

者（ on-looker）。強迫症者（ the obsessive）乃精神官能症（ the 

neurotic）之一，「通常是從倒錯的論述（the discourse of perversion）以

及不屬於他／她本身的快感場域裡取得幻想內容。對於具有倒錯性質的

幻想，強迫症者保持著特定的距離與安全的界線 3」（Miller, 2010）。 

呼應 Freud（1919/2001, p. 185）所說，「我們不能忽略一項事實，

那就是創造這幻想的孩子絕非親自毆打」，那麼介於強迫症者與倒錯幻

想間的安全距離代表了幻想主體與施／受虐者的根本差異，進而凸顯幻

想本身在兩者間的媒介作用。因此，Freud 將挨打幻想第三階段視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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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慰式之快感，暗示了某種快感與委託（delegation）間的特殊關係

（Leader, 2000, p. 128）。關鍵在於幻想主體並非在挨打場景內實際執

行施／受虐、直接感受快感的侵襲，而是在旁觀位置上透過幻想的委託

享受媒介的（mediated）快感。 

根據上述幻想邏輯，我們知道幻想主體乃處於他者（the Other）與

快感的特殊關係上，使得「挨打的小孩」（beaten child）場景不只是單

純影像，而是賦予真實魅惑的幻想特性。針對這一論點，Žižek 在許多

地方都提到類似幻想作用，例如：「鯊魚」（shark）與「猶太人」

（the Jews）的形象如何在表意結構的不可能之處被賦予幻想性質，進

而提升到鬼魅般的真實事物。換句話說，任何影像客體的魅惑力量

（the power of fascination）並非來自其本身性質，而是基於結構的需

要，佔據此一不可能位置的結果（Žižek, 1992, p. 33），這也是為何拉

岡認為「幻想總是在表意結構下而起作用的影像」的另一註解。 

在 Freud 一系列幻想發展階段中，第二階段代表的無法追溯起源

（impossible origin），本質上屬於拉岡的難以承受之真實界。那麼，幻

想的作用便如同拉岡在第十四講座提到的蒙太奇拼貼（montage）一

般，「遮蓋了真正的真實界，並提供瞥見真實界的可能 4」，藉由重

複、建構的挨打幻想允許我們瞥見真實。換句話說，第一、三階段的挨

打幻想正是在此一迴避真實界的表意結構下，「允許我們觸及真實界，

享有控制過的、馴化了（tamed）的真實，卻是根本上避開了難以承受

的真實」（Pluth, 2007, p. 88）。 

回到影像的欲望或魅惑的問題，假如幻想如同過濾器（filter）般能

將平常事物變得可欲、具有魅惑的力量，那麼換個說法，正是這個補充

了影像的真實幻想視窗──蒙太奇──而讓任何影像轉變為可欲的進而

吸引觀者的目光。對幻想（旁觀）者而言，挨打場景之所以產生魅惑的



幻想與旁觀他人之痛苦：媒體感官消費的精神分析考察 

‧101‧ 

力量，便來自於享有過剩（excessive）真實片段的幻想。 

拉岡在第十一講座中明確地表示幻想與真實概念的關係：「幻想正

是在與真實界建立關係的層次上產生作用，真實支撐了幻想，而幻想保

護了真實」（Lacan, 1964/1978, p. 41）。必須強調，這裡的幻想真實絕

非一般理解的真實（事實／真相）或者虛構／現實對比下的現實。為了

進一步凸顯幻想概念的真實意涵，我們可以從 Žižek 提到奇士勞斯基

（Krzysztof Kieslowski）拍攝轉向的原因加以探討。 

一般而言，紀錄片毫無疑問地被視為比虛構電影更接近真實（事

實）。然而，當論及奇士勞斯基如何從紀錄片的寫實主義轉向虛構電影

的拍攝時──從現實（事實）轉向虛構，Žižek（2001, p. 71）卻認為，

「正因為忠於真實（a fidelity to the Real），迫使奇士勞斯基放棄紀錄片

寫實主義，乃因虛構故事可能讓人感受到比現實更加真實的事物」。這

裡提到的「比現實還真實」的東西顯然不涉及客觀存在的範疇，而是指

向幻想概念的真實過剩。因此依 Žižek 詮釋，不論現實中存不存在、真

或假，幻想裡的真實過剩才是促使奇士勞斯基轉向的關鍵原因。 

不少論者主張，新聞煽色腥的現象甚至因此刺探私人領域，乃基於

追根究柢地要求真相的好奇心所驅使，而見證正義得以伸張或道德得以

確保或許能夠解釋閱聽大眾對於事實真相鍥而不捨的原因。然而，事實

或真相本身難道不需要放在表意結構中考量？單純的受難影像又能夠揭

露多少真相？5 更何況當代感官新聞充斥著不是真正事實甚至非現實的

擬像──包括虛擬的八卦或無意義的小道消息──完全脫離傳統新聞實

踐強調的公共意義與價值。從真實幻想的視角切入，更能在真實與現實

（事實）的差異下凸顯感官消費的核心。 

我們可以說，不論新聞報導是真正存在的現實抑或虛構的情節，其

魅惑的本質在於觸及了 Žižek（2009b）所謂的幻想真實──「心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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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的幽靈核心」。觀者（幻想者）並非想要釐清「誰打誰？」、「誰

被打？」之類的事實，而是「有人（小孩）挨打」的幻想場景本身即充

分地顯露出可欲的心理真實。准此，迫使當代媒體愈趨感官化，不斷

地、偏執地擁抱與現實無涉的擬像或景觀，正是那個屬於真實片段的幻

想。 

新聞資訊過量之際，我們對訊息的注意力則由這些「真實」樣貌所

綁架。在商品化考量下，管它真實或不真實，動畫、假事件甚至謠言，

「真實的加持」（rendering the real）似乎才主導著資訊生產與消費的關

鍵。對於當代不再強調意義與公共價值卻過度魅惑於真實的變態（倒

錯）文化特質，或許 Žižek（2009a, p. 139）的診斷是有根據的：「當意

義從現實中淘空，真實便取而代之；真實的猖獗正是精神分析急欲處理

的主題」。 

在挨打幻想的論述中，Freud（1919/2001, p. 186）明確地表示，

「挨打的情境，其起源雖簡單而單調，卻可能經歷複雜的轉化與細節的

演變。懲罰與羞辱正是取代挨打本身的形式」。據此來思考感官新聞消

費現象：當媒體曝露醜聞（包括法律的違犯與道德的逾越），極盡羞辱

地呈現當事人的痛苦模樣，我們是否依稀感受到第一階段的挨打幻想，

並得到某種「幸災樂禍」（Schadenfreude）的趣味？看到同儕受到他者

（法律／社會）懲罰，不論是基於羨慕或嫉妒（他／她得到我所沒有

的），而能興起「他者是愛我的」隱藏性意涵。觀看（幻想）者不正是

隱約投射向鞭打者的位置，滿足其施虐的快感？ 

Warner（1993, pp. 250-251）便認為羞辱形式（humiliating form）乃

八卦新聞的重要類型。藉由某種「羞辱公眾明星的展示，除了否認明星

形象背後有任何高尚的秘密，更從暴露其無能控制其生活的災難面向，

提醒我們（觀眾）才是擁有掌控能力的人」。這種羞辱的展示難道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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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災樂禍的施虐意涵？進一步地問：觀看感官新聞時，在我們暗藏的內

心深處難道沒有假「真相」與「新聞自由」之名、行施／受虐之實的成

分？透過幻想獲得私密的施／受虐快感卻恥於承認觀看的行為 6？ 

即使 Freud 時代的挨打情節與幻想鮮少出現在當今社會脈絡裡，感

官新聞揭露的懲罰與羞辱情節以及隱含的施／受虐經驗，對電視機前的

消費者來說難道不是旁觀主體集體享受「挨打幻想」的另一具體例證？ 

對此，Warner（1993, p. 242）觀察到當代媒體公共性意涵的轉變：

「相對於先前的印刷媒體乃依據抽象修辭而形成公共論述，當今視覺媒

體強調具體的展現以達到讚賞、認同、挪用、震驚等目的」。亦即在強

調公共事物的可見性（visibility）以及影像消費的脈絡下，公共性不再

是基於公共議題進行理性辯論進而企圖達到共識的決策過程，而是透過

影像消費的展現來見證（witnessing）集體的欲望──「可憎」的欲

望。換言之，傳統公共領域中「理性的、批判的公眾，已被消費主義式

的、充滿驚奇的公眾所取代，因此我們不難預期一個更多消費滿足與驚

奇的公共領域」（Warner, 1993, p. 247）。 

假如這樣的觀點某種程度說明了當今感官新聞的消費樣貌以及新聞

公共價值的陰暗面，閱聽主體便是企圖在（第一、三階段）幻想的保護

屏障下迴避（第二階段）難以承受的創傷。在防衛策略下看到的震驚、

災難猶如虛構戲劇而非真實災難或殺戮，因此得以安心地享受「媒介

化」的施虐／受虐心理劇。我們能夠一再地曝露、魅惑於感官影像而不

致造成心理衝擊的關鍵在於：我們只是旁觀者，在維持著安全距離的狀

況下面對著（他人的）災難景觀，而非（自己的）真正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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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病態公共領域與缺席的見證 

從意外現場萬頭鑽洞的衝擊效果來看，暴力場景的人群聚集已

經形成傷痛文化──對於撕裂的軀體與個人之公開曝露所產生

的公共魅惑，以及對震驚、創傷以及傷痛的集體召喚。

（Seltzer, 1997, p. 3） 

回顧 911，它開啟了「感受力的解離」（ dissociation of 

sensibility）。一方面，我們記得飛機撞擊高塔時極不真實的、

宛如電腦動畫般的特效；另一方面，我們記得媒體歇斯底里的

感傷與情緒──稱它歇斯底里或許不精確，因為這樣的歇斯底

里毫無真心可言（insincere; Jameson, 2002, p. 297）。 

Selzter 曾將當代大眾魅惑於殘暴景象的現象──包括個人或集體傷

痕的曝露（opening）──稱之為傷痛文化或「病態的公共領域」（the 

pathological public sphere）。對 Seltzer（1997, p. 4）而言，公共性乃根

據德文「公共」（offentlich）一詞的字根得出其開放性意涵，然此一病

態的公共性（開放性）既非 Habermas 所謂的自由民主公共領域，亦非

其對立面所代表的國家／警察之公共暴力，而是「一種公共領域的極端

變體，強調分享的、可再生產的病態暴力景觀」。 

呼應上述 Warner 的論點，假如見證病態暴力影像代表某種集體欲

望，我們可以進一步提問：為何他人的苦難、傷痕能夠得到集體的關

注？假如將震驚、傷痛的影像視為某種暴力的結果，那麼將他人傷口化

為公共暴力景觀為何能夠得到廣大迴響？其中的公共性究竟為何？  

當代媒體研究中，災難新聞所再現的驚嚇、恐懼或者受難景象不必

然完全不具公共性。如 Mellencamp（1992, p. 111）提到，電視作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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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防震建築，在於療傷止痛的階段性任務達成後進一步確保社會秩

序與常態的復原。觀看災難新聞雖不「賞心悅目」，然從 Freud 的超越

快樂原則觀點觀之，這些災難畫面卻具淨化情感的效果，將驚嚇、恐懼

與悲傷轉化為精神共同體得以對抗災難的防震作用。換言之，觀看災難

新聞不必被視為麻木不仁、冷眼旁觀的殘忍行徑，而是有潛在的情感洗

滌作用：「在電視機災難畫面前的痛哭流涕，便被視為有助於『客體

化』創傷事件，釋放出可能發展為病原的壓抑情感，以卸載的方式使其

不致滯塞」（張小虹，2002，頁 104）。 

我們可以說，如從挨打幻想加以比較，觀看者面對災難新聞時不見

得是「施虐式」的觀看並享受受難者的苦痛，而更可能轉換為「受虐

式」的觀看，將觀看者等同於受難者，猶如自身便是受難者，進而哀悼

自身的苦難。透過將死亡外在化，賦予死亡形象進而哀悼（mourn）

之，確實有助於撫平災難的傷痕。 

因此，災難新聞報導作為創傷敘事（traumatic narrative）並非僅是

追求事實真相而已，其不斷重複報導必然涉及災難造成的心理震驚與衝

擊。如 Cathy Caruth（1996, pp. 6-7）指出，對受難者而言，創傷敘事

「並非僅僅針對暴力事件本身的理解，而是傳達了事件尚未被全然理解

的心理衝擊」。依據哀悼的邏輯，不斷地回到震驚事件的原因在於透過

表意與詮釋而將不可預期的災難合理化，企圖吸納它並超越它，將「創

傷納整於象徵秩序當中」（Foster, 1996, p. 72）。 

然而，在平常狀態下我們又何需這些防震作用？日常生活中不斷從

感官新聞中觀看「他人」的苦難是否適用此一防震觀點？又是否涉及創

傷敘事所提供的哀悼作用？當代媒體的感官化現象顯然不是此一「合理

化」的解釋所能涵蓋。讓我們再次根據病態公共領域之論點加以考察。 

Seltzer 是針對後現代藝術不斷地探究傷痛（wound）的重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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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美國文化不斷魅惑於此一傷痛的現象而提出批判。不論是文化藝術

場域或者小報、電視脫口秀或告解節目的內容均凸顯一種痛苦、折磨的

文化狀態以及對傷痛的依戀。對他而言，病態公共領域顯現的社會性乃

建立在由撕裂的身體或個人暴力加以曝露而成的公共景觀。也就是說，

病態的公共領域代表著震驚、創傷與傷痛所匯聚的社會集體性。此一魅

惑於傷痛的現象不能只被視為個人的特殊癖好，而是凸顯「傳統公共領

域的變體，成為一個集私人慾望以及公共空間的交匯空間」

（Seltzer,1997, p. 5）。 

對此，Seltzer 以「模仿的傳染」（mimetic contagion）來解釋個人

與他人間的「同理式」（sympathetic）社會性連結（Seltzer, 1997, p. 

9）。基本上，對於他人的同理心或受到情緒傳染之前提乃主體／他人

間之界線的鬆動，個體的自主性（封閉性）如同遭遇暴力的破壞而開啟

了與他人關係的可能性。 

從精神分析的觀點來看，透過別人的傷痛而感染痛苦並非以生理學

的方式直接刺激而造成。創傷（the trauma）能以外在闖入方式形成內

在的效果，前提在於創傷存在於個人本身，如同一種內在異質性作用

著。如 Seltzer 所言：「源自於內在心理創傷，乃以外在闖入的形式表

現之」（Seltzer, 1997, p. 10）。也就是說，假如觀看他人的苦痛能夠產

生魅惑效果，此一效果並非來自別人痛苦的事實，而是別人受苦如同自

身受苦的幻想，滿足了觀看者的受虐式的快感（雖然形式上是施虐的）

──集體的快感。如同上節闡述的拉岡名言「小孩從他者處以相反的形

式，得到自身的訊息」，我們可以換個說法，觀眾是從別人的傷痛景觀

得到自身的受虐快感。 

觀看災難除如上述的哀悼邏輯角度，企圖在符號層次上得到撫慰以

及情感層次同理式的自虐快感外，是否仍有其它可能？對於不斷消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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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痛苦的趨勢，我們可以進一步質疑：假如創傷是難以忍受的痛楚，避

之唯恐不及，我們又為何會一而再、再而三地見證創傷？依照一般理

解，面對創傷影像以外在闖入方式不斷地轟炸，難道不是一種創傷的重

複，使得閱聽人陷入心理衝擊的危險？ 

或者，普遍的道德教條提醒我們：面對別人的苦難與折磨，難道我

們都沒有惻隱之心？沒有同理心？看到別人的尊嚴、隱私權被踐踏而無

動於衷？除了上述以同理角度加以質問外，面對感官新聞消費愈形蓬勃

的趨勢，我們可以反過來回到更根本的前提：要求觀看者設身處地地為

受難（虐）者著想，會不會是錯誤前提？ 

在 “The mass public and the mass subject” 一文中，Warner（1993, p. 

250）很清楚地將大眾主體概念連結到視覺層次的大眾見證（mass 

witnessing）：「大眾主體除了它所見證的實體（body），不可能有所

謂的實體」。在當代景觀社會裡，難以定型的（amorphous）抽象大眾

乃透過景觀的見證而得以被看見並顯現為大眾媒體的效果。因此，災難

新聞的流行正是因為「它讓大眾主體性出現，告訴我們大眾主體的欲

望」（Warner, p. 248）。 

換句話說，見證災難並非基於理解災難事件本身的事實或真相，讓

我們體認到生活在災難的現實當中；重要的是，見證到災難與大規模的

死亡所召喚出來的集體情感，頓時讓大眾主體變得可見、具體。因此，

假如感官新聞是有意義的，其意義在於召喚了 Warner 所謂的「大眾主

體」，反映著當代某種新的主體性。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Warner 藉由大眾見證所定義的大眾主體基本

上乃一缺席的見證（absent witnessing）。因此，對於大規模傷害，遭逢

（inflicting）與見證兩個面向有必要區別。透過分析 John Waters 小時候

如何魅惑於暴力場景而感到興奮，以及隨後年輕時喜好蒐集災難新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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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的例子，Warner 明確地指出，此一「嗜好」產生的樂趣在於 Waters

本人並非受難者，只是「觀看者之一，而見證暴力傷害，不致於造成傷

害與恐懼」（Warner, 1993, p. 249）。 

換言之，相對於某處發生的實際傷害，見證者乃處於相對安全的位

置。雖然大眾主體端賴其見證的（傷害）實體而顯現，見證者卻是抽離

大眾實體的，僅僅停留在災難景觀提供的實際感受中。透過大眾身體的

傷害，我們將自己「建構為非實體化的見證（ noncorporeal mass 

witness）」（Warner, p. 250）。 

或許，唯有強調缺席的、非實體化的見證才能解釋觀者為何能不斷

地見證、消費別人的痛苦，魅惑於傷痛文化進而探索 Sontag 所謂的

「邪淫趣味」。見證痛苦的趣味不正是以自身不在場為前提？災難並非

發生在我們所處當下而是在別處的他人？如此一來，見證者對於災難傷

痛的情緒反應便如 Foster（1996, p. 80）的「心理國家」（psychic 

nation ）所描繪：「在見證的偽裝下，顯露出其施虐／受虐

（sadomasochist）的面向。主體與災難的關係通常是分裂的：他／她可

以哀悼受難者甚至受虐式地認同之，也可以在認知自己並非受難者的情

況下，感受到施虐式的驚悚」。 

假如此一施／受虐面向乃造成心理國家的關鍵因素，那麼回到「挨

打幻想」的例子加以延伸：正因為自己的死亡／受難太過創痛，因此作

為旁觀者，不論是受虐式地依據別人的死亡／受難而想像自己的死亡／

受難，或者驚悚於他人的死亡／受難而自己倖免於難，都呼應著幻想的

魅惑特性。施／受虐的幻想一方面讓我們觸及到部份真實而產生過剩的

魅惑力量，另方面卻更根本地迴避難以承受的真實：自身的死亡 7。 

面對消費創傷影像的道德性質疑，「缺席的見證」成為解釋此一觀

看行為的另類思考。特別是面對新科技的高度發展所導致災難影像充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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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環境，遭逢／見證災難所標示的距離提供了重要的分析面向。不

論物理環境上、社會上發生的現實災難，我們持續地觀看／消費「中介

的」（mediated）災難景觀的行為，除了被貼上冷血、缺乏同理心的標

籤外，可以從遭逢／見證的區別當中進一步發現其矛盾觀視樣態。接

著，讓我們藉由不同論者的媒體觀察凸顯缺席見證概念在詮釋當代感官

消費議題的重要性。 

在 “Postmodernism in parallax” 一文中，Foster（1993, p. 19）認

為，衛星科技第一時間傳遞來自全球的災難影像，對於電視機前的我們

產生著某種「矛盾的、既連結又解離（dis/connection）感受：在心理技

術上，我們掌握了事件的立即性，同時在地理與政治上又是隔離的、疏

遠的，導致一種既痛苦又愉悅的矛盾（oxymoronic）狀態」。 

從這個說法來看，當代媒體景觀乃克服時空障礙而將現場衝擊直接

帶給觀眾。然而，站在心理的角度，此一衝擊果真如此立即？透過螢幕

的中介，我們所見證的難道等同於現場裡自身的遭遇？Foster 進一步採

取 Debord 景觀社會的立場強調，面對媒介的災難影像，「外在的距離

於景觀中被消除了，並再生產為內在的距離、景觀幻想的距離」

（Foster, 1993, p. 18）。對觀看主體而言，災難的再現既消除了地理空

間的實際距離而將觀者連結到災難現場，同時也標示了觀者觀看時的幻

想距離並提供解離的可能。據此，當我們魅惑於全球各地傳來的災難影

像，除了預設遭逢與見證災難時的根本差異外，也凸顯了景觀社會可能

導致的解離、「分心」（ distraction）、或「社會隔離」（ social 

separation）效果。 

讓我們進一步追問：何以專注（attraction）於災難影像，其結果卻

是弔詭的轉移或分心？對什麼事情分心？Weber 針對西方國家（特別是

美國）報導其他國家的災難所作的觀察可以給我們相關的啟示。We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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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p. 455）提到，當社會面對脆弱的、受傷的甚至死亡的極限，

「衍生的焦慮可以透過影像而暫時地被壓制，讓觀者處於不會受傷的、

全觀的倖存者（all-seeing survivor）的位置：在晚間新聞的所有災難中

倖存下來」。 

換句話說，在災難新聞的報導中，觀者的位置是矛盾的：雖然投射

出來的是殘破的影像（disunity），卻也為現場之外的觀者保留了完整

位置（unity）8。正是此一隱而不顯的倖存邏輯，讓觀者能夠毫無困難

地流連於災難景觀。專注於（他人）災難景觀的背後，我們不正是某種

程度上保持了安全距離，企圖轉移、解離自身災難的可能──迴避對自

身而言難以承受的真實？9 

藉由凸顯此一矛盾觀看位置，我們才能理解為何 Jameson（2002, p. 

299）針對災難事件引發的公共情緒以及相關哀悼與創傷的論點抱持著

質疑的態度，並視此情緒反應為一種「新的不真實感」（ new 

inauthenticity）──因為，「我們所感受到的不再是我們的感情，而是

別人的」。 

從以上討論來闡述災難影像與觀者的魅惑關係，揭示了精神分析的

根本觀點：「純粹的災難影像並非讓我們擁抱真實界（the Real），而

是權充對抗真實界的保護屏障。…為了避免實際的困境，我們選擇在災

難影像裡避難」（Žižek, 2000, p. 34）。我們坐在電視機前獵取災難畫

面，真正的原因恐怕不是為了符合公共價值的事實與真相，也不是既無

道德又冷血的舉動，而是如同觀看好萊塢電影一般在安全的距離下幻

想，在既連結又解離、既受難又倖存、既專注又轉移的弔詭關係中進行

見證。 

基於此一幻想距離的理解，才能更充分地說明對於美國人而言，觀

看第三世界國家的災難與 911 恐怖攻擊最大不同之處。依照 Žižek 的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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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觀看第三世界的災難如同災難影片，「並非（美國）社會現實的一

部份，而是如同幽靈一般存在於電視螢幕上」，而 911 的發生卻是「這

個幻想幽靈闖入我們的現實」（Žižek, 2002, p. 16）。也就是說，在他

們（Them）與我們（Us）的區別下，觀看他人的災難充其量不過是在

幻想屏蔽之下的缺席見證。一旦災難發生在美國本土，幻想距離消失或

幻想竟然實現，一切則變得如此不可思議、不「真實」。 

如果平常魅惑於來自他人（地）的災難影像，代表觀看主體透過幻

想的屏障對抗真實界，那麼發生在自家的災難則代表幻想客體在現實裡

實現，導致主體經歷與真實錯失的創傷。這也是為何 Žižek 會在 911 事

件後發表極為挑釁的言論：「不可思議的事件正是幻想的客體，所以

【911】最大的驚奇是，美國得到它所幻想的」（Žižek, 2002, p. 16）。

當下，美國人不再只是在他們／我們的距離下，沉浸於災難的幻想幽

靈，而是來到創傷的「真實荒漠」（the desert of the Real; Žižek, 2002, p. 

49）。 

依據上述闡述的觀看位置及矛盾觀視樣態，可以回過頭來思考

Seltzer 的病態公共領域。假如將創傷視為與真實界的錯失遭遇──內在

與外在界線的潰決、分不清觀者與現場、無法保持適當的距離──那

麼，此一錯失的遭遇正是主體瞥見真實以致於難以承受的時刻。然而，

不斷地觀看創傷性的再現顯然不同於自身遭遇創傷的經驗，以致於對再

現感到疑惑、主體性面臨危機。這也是為何 Seltzer（1997, p. 13）認

為，對於病態公共領域裡的暴力、災難再現，真正的危險並非再現本

身，而是無法與再現維持安全的距離進而被再現所吞噬。 

在上述保持距離的矛盾觀看位置下，主體並未真正地創傷化，而是

更接近挨打幻想裡的旁觀者（我不在、我缺席），體驗著「媒介的創

傷」（mediated trauma）的經驗。假如挨打幻想代表 Freud 時代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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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現象，那麼當代的傷痛文化則呼應著相似的幻想邏輯。在充斥創傷

影像的再製技術環境中，觀看主體更像在標記著錯失遭遇之處，以缺席

見證的方式重複地將外在化的景觀權充幻想，用以防衛（screen-off）真

實創傷的侵襲。如此一來，病態公共領域所代表的由震驚、創傷而匯聚

的社會集體性，恐怕就不是單單從哀悼與模仿的傳染（認同）所能解

釋，必須考慮到缺席見證幻想所牽涉到的防禦作用。 

肆、幻想屏幕的拒認與互卸性 

世貿雙塔的崩塌給我們的震撼，並非實質上的物質損害，而是

其景觀效果。我們被迫經驗到強迫性重複以及超越快樂原則的

快感：我們想要一再地觀看；電視暈眩般地重複著相同畫面，

而我們所得到的怪異滿足正是純粹的快感（Žižek, 2002, p. 

12）。 

Foster（1996, p. 73）曾以「創傷寫實主義」（traumatic realism）概

念來詮釋 Andy Warhol 在 “Death in America” 一系列的死亡照片。

Foster 認為，面對死亡影像的重複，Warhol 作品裡的創傷性重複「既不

是對指涉物的再製，亦非純粹影像或單獨符徵（detached signifier）的擬

像。重複乃用來阻隔創傷性的真實」。因此，經過大量災難影像的系列

轟炸，所謂的「受震驚的主體」（shocked subject）乃以「承受震驚作

為對抗震驚的模擬防禦（mimetic defense）」（Foster, 2006, p. 71），作

為迴避真實創傷的策略。 

以 Foster 的論點連結到旁觀他人苦難的消費現象，我們似乎可以進

一步思考觀看主體與重複的震驚、災難影像之關係是否呼應著創傷寫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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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用 Foster 的話來說，相對於上述提到見證災難的防禦作用，我們

是否藉由「災難影像的重播（replay），在感受其創傷效果的同時也取

消了其創傷感」10？此一標榜創傷寫實主義的創傷意涵，與實際遭遇創

傷的經驗有何不同？ 

事實上，Foster 在探討 Warhol 作品中的災難與暴力主題時特別強

調其作品與當代藝術強調「身體的回返」或「真實的回返」的創作美學

兩者間的差異。對 Foster 而言，當代藝術的暴力呈現乃基於攻擊擬像或

再現而強調淫穢的面向，希望藉由展演更為真實的、沒有距離的暴力而

測試觀看者之痛苦承受力，進而感受影像之外的身體經驗。 

然而，對於再現的暴力，特別是將之視為景觀商品的脈絡下，觀看

者似乎是在相對安全的幻想距離當中展開對震驚的協商。就主體而言，

兩種策略的區別在於後者是「為了保護主體而讓主體空白（void）、無

效」，而前者則是「透過痛苦來測試其生命的核心」。10 從 Foster 的創

傷寫實主義來思考前述傷痛文化的議題，當今的感官消費對照越來越冷

漠、缺乏同理心的趨勢，顯然不是受虐式地在痛苦中享受，而是在重複

搬演／再現他人苦難的同時如同一幕幕的挨打幻想，使觀看主體得以事

先防禦未知的、難以預料的偶然創傷。 

假如 Warhol 的作品乃透過幻想搬演來打造主體的防禦，Freud 的

fort-da 遊戲正是循著相同邏輯來印證超越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

的範疇，並揭露強迫性重複與快感的關係。依據一般的理解，fort-da 遊

戲中的小孩面對母親不在的焦慮／創傷，以線軸的「去」（fort）、

「來」（da）替代母親的在與不在。問題是：假如母親的離開代表創

傷，為何小孩要重複這個傷痛？如果快樂原則乃試圖尋求釋放過度的張

力（excessive tension），為何小孩要在這個遊戲中重複此一過度的張

力、重複所謂的創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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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 Miller 的詮釋，小孩（主體）乃透過 fort/da 遊戲，「取得主導情

境的能力並從中獲得快樂」（Miller, 2010）。也就是說，線軸的「去」

代表母親離去的創傷，那麼此一張力不過是預告後續能夠得到快樂的先

決條件，進而從「來」的動作解決過度張力並確保快樂。線軸本身作為

母親的替代物，如同主體內在的一部份，扮演著既是主體的卻又可以從

主體分離出去的客體（Lacan, 1964/1978, p. 62）。假如將母親的離開視

為難以再現的原初創傷，線軸作為母親消失／回返的替身除了標示主體

的分裂狀態，亦是填補匱乏的再現／幻想客體。如同拉岡在十一講座中

強調的，重複的活動本身「並非要求母親的回返（否則哭喊便能達到此

一要求）；而是告訴我們母親的離去乃主體內在分裂（Spaltung）的肇

因」（Lacan, 1978, p. 73）。 

因此，嚴格來說，fort-da 遊戲並非針對母親消失的回應，而是小孩

透過遊戲的重複搬演來回應自身存在的問題。當主體無法從他者處得到

回應，幻想變成唯一訴求，而幻想「正是在重複的作用中以屏幕的角色

來掩蓋更為根本的、具有決定性的元素」（Lacan, 1978, p. 60）。 

藉由此一案例，Miller 進一步強調線軸遊戲與幻想的關係，認為

「拉岡的幻想正是基於此一遊戲的性質，成為將快感轉換為愉悅的機器

（machine），以其自身的運動來馴化快感」（Miller, 2010）。面對此

一創傷，小孩把不愉快的經驗以遊戲方式再次展演出來，藉由外在化的

幻想場景而將原先令自身感到不安或害怕的東西由內在排除出去，並虛

擬地自行模擬與操控此一創傷佚失，而非實際經驗上面對它。換言之，

小孩的線軸演練便如同有距離的幻想遊戲，除了確認自己是安全的，更

得到主控性的鍛鍊。 

在此，線軸遊戲與挨打幻想取得重要的聯繫。如同 Miller 的論點，

整個 fort-da 活動代表遊戲的機器，那麼小孩重複經歷的創傷便無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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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於原初創傷，其重複性的意涵更像是 Warhol 式的模擬防禦。回到災

難消費的議題，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見證災難的背後假如不只是企圖

超越的哀悼舉措，那麼涉及防禦作用的倒錯幻想消費似乎更能解釋我們

魅惑於災難影像的原因。 

精神分析中，倒錯（變態）乃一種「拒認」（disavowal）閹割，抗

拒死亡（the denial of death）的強制重複的型態（Žižek, 2009b）。強迫

式地固著在死亡、受難的形象，便如同將之性慾化以消除內心對創傷的

恐懼。或者，如前述 Žižek 的話，讓我們「在災難影像中避難」。正因

為創傷的根本維度不可再現，任何將創傷外在化、影像化的企圖均無法

等同於創傷。即使標榜「真實的回返」的影像亦早就鬆脫了「不可能

性」的深淵特性。甚如「模擬防禦」的策略，透過死亡、災難的影像

化，真正的創傷得以無限地往後拖延，其不可能性得以一再地掩飾。終

究，影像的充斥不過是填補真實裂縫（real gap）的防禦作用罷了。 

以拒認的模式展開幻想遊戲甚至是在「倖存」的前提之下旁觀他人

的痛苦，類似的防禦模式可以在「互卸性」（interpassivity）概念中得

到進一步印證，並據此對主體與幻想再現間的強迫觀看現象與快感有著

更充分理解。讓我們先從拉岡的範例談起。 

拉岡曾在第七講座以希臘悲劇中的合唱隊（the Chorus）角色說明

「互卸」概念。對 Lacan（1992, p. 252）而言，合唱隊的作用在於「表

現出觀眾感受到的驚駭與憐憫，並卸除觀眾的心理壓力（psychological 

stress）」；它如同「代理的自我」（surrogate self），代替觀看主體呈

現其情感反應。換言之，合唱隊代表互卸的裝置（device），如同情緒

評論員（emotional commentary）代替我們經驗著內心最深處、最直接

的感情。 

針對此一互卸裝置，Žižek 提供更多例證來說明互卸現象，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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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社會中「孝女白琴」代替我們哭泣哀悼；電視螢幕裡的「罐頭笑

聲」代替我們歡笑；甚至網路空間中的螢幕角色（screen persona）或化

身（avatar）代替我們經歷快感；我們正是透過互卸裝置來取代自身而

在我們的位置上行動。 

不論是儀式性的哀悼、歡笑或享受快感，互卸現象顯示了實際經驗

與儀式性表現的根本差別。如同 Žižek（1999, p. 106）的論點，正是這

個允許替代的互卸空間「帶動了強迫性經濟（obsessional economy）：

強迫性儀式乃『空洞』的儀式，我們的哀悼舉動不過是迴避喪失死者所

帶來的真正哀痛」。強迫性的活動作為一互卸現象便是要將難以承受的

創傷情緒「委託」（delegate）他人，表面上持續活動，事實上正是強

迫症者的防禦策略：「瘋狂地主動是為了避免真實事物的發生」（p. 

115）。 

因此，對 Žižek 而言互卸性要置換的，如同挨打幻想所要掩蓋的，

正是面對「根本幻想」帶來的快感──難以承受快感。它代表了「主體

防禦快感的原初形式：我把快感往他者推遲（defer），由它來代替我被

動地承受（歡笑、折磨、享受）的快感」（Žižek, 1997b, p. 115）。 

從互卸觀點來詮釋 Warhol 式的模擬防禦和拒認的機制，我們不斷

地、強迫性地觀看他人災難，難道不正是要置換（displace）自身對死

亡或災難的恐懼，委託替代式的再現或幻想，藉以迴避真實的創傷與快

感？互卸形式下的「去中心化主體」（decentered subject; Žižek, 1997b, 

p. 109）又難道不是 Warhol 模擬防禦之下的「空虛主體」，由他者（他

人）將最私密的、創傷的情感外在化、重播，在感受其創傷效果的同

時，也取消了其創傷感？相對於自身遭遇難以承受的、創傷的快感，觀

看主體所感受到的情緒若不是「假」的，至少也是置換過的、可接受的

替代式快感。因此，在 Žižek 的眼中，西方學者強迫式地關注波士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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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的感受正可稱之為「互卸式受難」（interpassive suffering; Žižek, 

1997b, p. 112）。 

不論是遭逢災難與見證災難的差別或母親離開的創傷與 fort-da 幻

想遊戲之關係，互卸的概念打開了更寬廣的詮釋向度。將當今感官消費

視為以強迫式儀式來旁觀他人的苦難，那麼電視亦已成為重要的互卸裝

置之一。唯有將電視螢幕視為「代理的自我」，才能合理地解釋我們為

何能迴避真正災難，以強迫性重複的方式體驗超越快樂原則的快感。 

依據本文前述討論，在電視螢幕前留戀別人的痛苦，我們的反應雖

不見得是「同情的疲乏」或 Jameson 所質疑的「缺乏真心」之移情，互

卸性所隱含「距離的」、「防衛的」觀點確實對災難愈來愈難直接產生

創傷效果的現象提供重要的解釋。任何對於觀看災難影像所產生的情感

疲乏現象或許不該單純地視之為主體的冷漠、對他人缺乏關心、由他人

來代替我們被動地承受快感，也絕不表示自身毫無快感可言；否則，災

難影像何以魅惑？觀者何須觀看？ 

Žižek（1999, p. 106）在區別網路幻想與實際經驗的差異時提到，

互卸性「不僅允許掩飾真正的感情，更能透過外在的儀式表現而誘發感

情…。因此，雖然互卸的感情一開始是假的，我們卻終究能感受得

到」。那麼這個「假」的感情反應或互卸的情感，相對於真正創傷的衝

擊，才是感官新聞消費的普遍模式。 

根據張小虹（2002）觀察台灣 921 大地震災難提出的兩種觀看邏

輯：一方面，遭受死亡威脅的當事人／在場者面臨著「看太多」的震撼

以及難以忍受的創傷快感；另一方面，電視機前的觀看者卻以「看不

夠」的心理狀態，一再地沉迷於死亡災難的影像消費（張小虹，2002，

頁 90-94）。用互卸觀點來看，兩者並非毫不相關的心理樣態。而是，

相對於自身遭逢難以接受的、深淵般的死亡，觀看的「互卸」主體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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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透過觀看死亡影像來抗拒死亡、迴避深淵般的創痛快感。 

准此，我們可以說，為了避免「看太多」的傷痛，觀看主體便在幻

想媒介的保護下，互卸地由他人來承受受難／折磨的情緒，以「看不

夠」的模態拒認死亡、拒認「災難發生在我身上」。身為旁觀者，難道

不是因為太清楚此一隱而不顯、心照不宣的互卸距離，以致於感受震驚

的魅惑影像與「互卸式受難」後還能夠安心地回到平常的社會現實？我

們出於主動地、瘋狂地收看，一方面互卸裝置（螢幕）本身搬演了主體

內在的幻想，另方面主體得以透過螢幕將真正的創傷予以委託、置換到

他人上。就互卸性而言，我們似乎在閱聽人研究中得出奇怪的觀點：當

我們魅惑地坐在電視機前觀看，事實上是媒體在替我們享受悲傷、歡笑

或苦難；我們從媒體得到心理上的抒解。 

回到本節引言中 Žižek 對 911 事件的媒體消費觀察──「電視暈眩

般地重複著相同畫面，而我們所得到的怪異滿足正是純粹的快感」，我

們要問：何謂純粹的快感？消費重複的畫面除了作為心理防禦外，又有

什麼意義？ 

在拉岡的十七講座中我們發現，佛洛伊德的重複基本上與拉岡的快

感、驅力的概念有著密切關係。根據 Miller 對拉岡在不同地方論及重複

觀念的綜合闡述與比較，重複作用不僅是第十一講座中與真實界錯失遭

遇下的壓抑之重返（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更是為了尋求快感（a 

search for jouissance）：「剩餘快感（surplus jouissance）才是讓重複成

為必然的關鍵」（Lacan, 1991/2007, p. 45; Miller, 1995）。換言之，剩

餘快感正是不斷圍繞著創傷之處的驅動力量。 

因此，一再回到災難的幻想場景，我們得到的純粹快感顯然不是難

以承受的創痛快感，而是上述 fort-da 遊戲中 Miller 提到的「馴化的快

感」。從創傷到幻想，從難以承受的快感到馴化的快感，電視屏幕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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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卸裝置恰恰是「將快感轉化為愉悅的機器」。用 Seltzer 的話說，病

態公共領域的陰暗面正是將我們內在私密的欲望轉換到機器上（Seltzer, 

1997, p. 18）。透過它，除了允許我們以互卸形式來觀看他人苦難，感

受到倒錯式的施／受虐意涵外，其開展出來的替代性向度更讓主體無須

面對致命性的災難結果，不必負責地享受替代式快感。隨著畫面的重複

播放，在「來去」（fort-da）之間的暈眩運動中享受「怪異的」驅力滿

足，體驗著「邪淫的」剩餘快感、純粹的快感。 

如果我們都同意，重複觀看相同的災難影像毫無意義，缺乏對災難

事件有進一步的理解與表意作用；如果耽溺於他人的苦難代表「我知道

這些新聞沒意義、不道德，不該看，但是…」的矛盾消費取向（張小

虹，2002，頁 88），那麼，迫使我們一再進行無意義消費的背後正是

後期拉岡所提示的「快感意義」（enjoy-meant; Lacan, 1990, p. 16）。 

伍、結語 

我們活在一個越來越多資訊、卻越來越少意義的世界中

（Baudrillard, 1981/1994, p. 84）。 

我們只是在消費「冷的」、處理過的電視事件，缺乏「熱

的」、落實在真正經驗的符號效果。所有在技術上達到完美擬

像的企圖，只不過讓我們離世界越來越遠（Merrin, 2005, p. 

66）。 

Baudrillard 對於當今媒體的診斷顯然非常有啟發性。在媒體競爭愈

顯激烈的環境下，新聞不僅走向娛樂化、廣告化的商品潮流，感官化、

創傷化的新聞景觀甚至成為新的、吸睛的「重要」新聞類型，帶動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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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傷痛文化。對於一個越來越多感官資訊卻越來越少意義的媒體世界，

旁觀他人苦難不再只是遂行個人怪異的欲望，在媒體屏幕的中介下，幾

乎已成為當今文化的集體幻想儀式。 

依精神分析的觀點，假如創傷代表現實當中的斷裂、無法再現，那

麼本文的例證，不論是挨打幻想裡隱含的遺棄（abandonment）、災難

中的死亡或母親的離去，均標示了主體的匱乏狀態，使得相關創傷影像

得以因幻想的補充而產生真實魅惑的力量。 

然而，面對螢幕上充斥的創傷影像，觀看主體並非如受難者承受苦

難，而是採取旁觀／幻想的位置，以防禦的、互卸的策略面對傷痛的影

像、迴避真正的創傷，並從不斷地消費中體驗過剩的馴化快感。終究，

在本文論證中，當代涉及他人苦難或創傷的感官消費不必然造成創傷的

衝擊，而是建立在幻想螢幕與旁觀者的安全關係裡。 

 對於旁觀他人苦難的新聞羶色腥現象，我們總是遇到兩難。一方

面，我們聽到從公共領域觀點要求媒體自律的呼聲甚至祭出行政力量加

以管制，這些回應不外乎站在象徵秩序上希望對此一「脫軌」現象進行

壓抑，藉由控制生產以達遏止消費的目的。另一方面，「新聞自由」與

「消費者至上」的口號則成為感官新聞生產的避風港，滿足消費者感官

欲望的同時得到經濟利益。 

依據本文的論述，如果精神分析觀點成功地解釋了感官影像與觀看

主體之魅惑關係以及變態消費的快感現象，那麼關於消費帶動著新聞生

產的循環過程多少隱含了感官新聞生產如何在新聞自由的旗幟下氾濫的

問題，值得在此補充說明生產／消費循環過程的精神分析視角。 

用 Žižek（1997a, p. 148）的話說，感官新聞的消費邏輯乃「在虛構

的偽裝下，說出了真相（tell the truth in the guise of a lie）」。此處的真

相絕非事實的真相，而是揭示我們內心欲望的真實、心理真實。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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謠言、八卦、緋聞，虛虛實實卻能透過虛構情節擄獲閱聽人的注意力。

換句話說，唯有從心理真實的角度，我們才可以解釋「明知道它不是真

的，卻…」的觀視快感與魅惑力量；這正是本文著重的主題。 

相對地，標榜著「新聞自由」的新聞生產所帶來的感官資訊開放與

氾濫，卻符合所謂的「在真相的偽裝下說謊（ lies in the guise of 

truth）」（Žižek, 1997a, p. 148）。雖然，狗仔隊的照片是真的、人事時

地物也精確無誤、911 事件雙塔崩塌亦歷歷在目，然而在「追求真相」

與「知的權利」的口號下卻某種程度地掩飾了生產者本身的營利目標，

甚至閱聽人的偷窺欲。 

本文並非企圖「合理化」感官新聞消費，也不認為道德勸說的悍然

拒絕能收到明顯的「淨化」新聞效果，而是在兩個極端間找到探索此一

問題的另類取徑。在感官消費的議題中，或許「追求真相」的口號並非

真相，謠言傳聞亦不見得比較虛假。虛實之間，Žižek 所提示的那「一

小片真實」（little piece of the real）──心理真實，才是主導我們觀看

的核心。不論是「在真相的偽裝下說謊」或「在虛構的偽裝下說出了真

相」，環繞此一核心的重複生產或消費恰恰形成一種自我指涉（self-

referential）的媒體運動軌跡。如此一來，我們不禁要悲觀地問：在遵循

商品化與市場邏輯的準則下，媒體如何能夠逃脫感官生產／消費的循

環？ 

或許，如 Merrin（2005）採取的 Baudrillardian 推測，此一自我指

涉會讓我們離現實世界越來越遠，對於現實世界的災難越來越無感；也

可能如許多傳播學者所期待，透過媒體素養教育或公民消費意識抬頭而

抑制其發展。Žižek 對 911 事件的思考或許可以提供我們另種可能性。 

對他而言，透過直接的社會批評顯然是無效的，在幻想螢幕與旁觀

者的安全關係裡我們絕難阻止幻想般的感官消費。假如在螢光幕前旁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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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痛苦乃享受可接受的「挨打幻想」之當代版本，讓我們感受到真實

驚悚的終極效果卻無需承擔致命的危險，那麼，Žižek（2009b）的策略

則是將幻想推到極端，藉由公開地揭露更致命的、難以承受的根本幻想

──「我被父親打」──進一步干擾（disturbe）、消解幻想的魅惑張

力。一旦愈逼近根本幻想，「誘人的魅惑將化為令人作嘔的赤裸血肉」

（Žižek, 2002, p. 6）。而這正是美國人沉浸在旁觀第三世界災難幻想之

餘，從 911 創傷深淵中得到的真正啟示。 

准此，假如逃脫感官消費的循環是可能的，我們可以說，除非幻想

的安全距離消失，將我們從電視機前旁觀者的角色帶往主角的地位，實

際經歷創傷的深淵。套用 Žižek 的話，「歡迎來到真實荒漠」。 

註釋 

1 在「旁觀他人之痛苦」中，桑塔格（Sontag, 2003／陳耀成譯，2004，頁 110-

111）從柏拉圖引用蘇格拉底的故事說明人「如何可以不由自主地向一些可憎

的魅惑屈服」。此一相對於理智的慾望暗流，如何顯現為「以眼饕餮別人的卑

辱、痛苦及傷殘」的嗜好。此一觀點又可從 Edmund Burke 的話印證：「我深

信，面對真正的災難和他人的痛苦時，我們會有某種程度的欣喜，而且不只一

點點…。我們最熱切的追尋，正是旁觀異乎尋常的、淒慘的禍害」。 

2 以上對挨打幻想的說明，除了引用 Freud（2001）原著 pp. 184-191，亦可參見

Leader, 2000, pp. 107-110 以及 Laurent, 2007, pp. 225-227. 

3 Nasio（1998, p. 107）亦提到精神官能症者與倒錯者的差異：「所有精神官能症

者都幻（夢）想成為倒錯者，卻不可得。假如精神官能症者經驗了倒錯式的幻

想，那麼倒錯者則將幻想加以執行（act out）」。在此，Nasio 呼應 Miller 的說

法，強迫症者乃與倒錯式的幻想保持安全距離的。 

4 引自拉岡未出版的第十四講座（“The logic of phantasy”），由 Cormac Gallagher

英譯， p. 7。 http://www.lacaninireland.com/web/wp-content/uploads/2010/06/14-

Logic-of-Phantasy-Complete.pdf 

5 引用 Žižek 的論點：「事實絕無法替自己說話，卻總是透過論述的網絡來說」

http://www.lacaninireland.com/web/wp-content/uploads/2010/06/14-Logic-of-Phantasy-Complete.pdf
http://www.lacaninireland.com/web/wp-content/uploads/2010/06/14-Logic-of-Phantasy-Complete.pdf


幻想與旁觀他人之痛苦：媒體感官消費的精神分析考察 

‧123‧ 

（1994, p. 11）。 

6 有關觀者通常不願意承認「喜歡」觀看感官新聞的事實，Miller 提到幻想與羞

恥（shame）的關係。他將幻想視為主體極為私密的寶物，主體「恥於談論幻

想，原因在於違反了道德的價值」（Miller, 2010）。 

7 根據拉岡的精神分析，死亡的概念指涉了不可能性（the impossible），與真實

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 Evans（1996, p.160）所言，死亡「不可能想像，無法

納入象徵秩序，難以企及…，本質上具有創傷的性質」。對照「挨打幻想」，

我們可以說，正因為自身死亡乃難以承受的創傷，必須被永遠地壓抑；因此，

再現他人之死作為幻想的變體，才令觀者感受到魅惑。更精確地說，我們不可

能想像、理解與見證自身之死，唯有透過他人的死亡來幻想自己的（未）死

亡。 

8 類似視觀者處於矛盾位置，Jameson（2002, p. 298）亦提過觀者所感受到恐懼

（fear）與憐憫（pity）的矛盾情緒：「恐懼來自於將自己放在受難者的位置，

想像驚駭的戰火；當回過神來認知到自己是安全的、並非受難的他人，憐憫油

然而生」。 

9 Bronfen（2001, p. 130）亦呼應此一觀點：「災難論述所壓抑的根本敵意

（antagonism），正是我們所無法解決、卻又難以避免的死亡」。對閱聽人而

言，災難的再現與報導，迴避了自身災難（死亡）的可能。 

10 在此，Foster 的論點來自 Telesymposia 與 Ruben Gallo 的對談，題為 “The return 

of shock and trauma”。對談主題延續 Foster 在 “Death in America” 的論點以及

當代藝術家對震驚、創傷主題的處理。引自 http://www.echonyc.com/~trans/ 

Telesymposia3/Foster/Telesymposia3HalFosterQ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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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onsidering the popularity of sensationalist news in contemporary 

media cul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a discussion from a 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 to examine the issue of 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 in a so-called 

“wound culture,” and its psychoanalytic implications in collective media 

consumption. Based on Freud’s “beating fantasies” and Lacan’s concept of 

fantasy, this paper first elucidates how fantasy, with its power of fascin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the “Lacanian real,” is closely related to witnessing the 

pain of others in the media. Furthermore, I argue that the defensive function 

of fantasy allows consumers to adopt a type of mediated or inter-passive 

manner of viewing the suffering of others. Ultimately, the contemporary 

mode of witnessing (consuming) the pain of others does not necessarily cause 

trauma, but is constituted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creen of fantasy 

and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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