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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結論 

一、 資料分析部分 

本研究分析結果顯示，阿扁符號當中最具普遍性的意義為台灣國族意識、公

平與正義的化身、偶像特質與青年認同。其中公平正義之化身還可以細分為本省

族群的正義使者、追求民主的人權鬥士，與黑金貪腐政權的改革者等各種形象。

偶像特質則依受訪者之世代立場分為明星偶像崇拜與宗教式偶像崇拜。另外，青

年認同部分亦得以繼續區分為對同樣年輕的陳水扁出色的成就與卓越的經歷的

認同、對陳水扁青年政策的認同，以及對其執政團隊所營造出來的年輕與活力的

認同。 

受訪者們在眾多分歧的行動中，表達自己對陳水扁的支持、實體化自己對陳

水扁的情感、宣告自己的立場與主體性，並以此獲得成就與社群的認同。這些行

動包括在春節前花費近十天排隊領取阿扁紅包、組織扁友聯誼會、集結編輯扁友

們的網路作品、甚至是親身投入選戰為陳水扁助選等。而扁迷們以行動支持陳水

扁、投入大量情感的原因，可以是為了上述阿扁符號裡負載的任何一個價值體系

，但是最核心的一個因素，是「為了自己」。「為了自己」是反身性地將自己扣

連於阿扁符號系統、自我縫合進對陳水扁的支持行動之中。這樣的自我縫合並不

是一種具自主意識的行動，只要個體以外顯的身體實踐（言語符號、或是實際行

動）宣告自己對阿扁、對其背後所隱含的巨大論述結構的支持，便已然將自己縫

合進該論述系統之中。這樣的機制說明了受訪者們對陳水扁的認同情緒、自我標

籤化、面對陳水扁被批評時的自我防衛機轉，以及行動的道德化機制。「自我縫

合」是真正主體行動的生成所在，因為只有在意識到此機制的時候，主體才是真

正的「為了自己」而展開行動。此外，它同時也是一種對結構的依附，換句話說

，主體就其本質而言並不是對立於結構之實體，亦不是為了反抗結構而存在；主

體與結構相輔形成，沒有主體就沒有結構，沒有結構亦無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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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自己」，就是「為了結構（社群）」。這樣的現象可以在受訪

者們的政治理念與政治認同之型塑過程中觀察到：在解釋自己為什麼支持陳水

扁、從什麼時候開始支持陳水扁時，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會回溯至自己早期生命

歷程中的一段特殊經歷，以及某一位在所屬社群中對自己政治理念影響甚深的啟

蒙者。這些啟蒙者、受訪者們與陳水扁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將此一社群輪廓清楚

地描繪了出來。對本研究的陳水扁支持者而言，「為了社群」裡的社群，指涉的

便是本省族群與台灣國族。這樣的社群形塑是部分真實、部分想像（中介）的；

真實的部分來自於個體在日常生活中所親身經歷的失落與挫敗，主要展現在經濟

與（以經濟主導的）社會文化差異之上；想像的部分來自於社群所中介的對自身

主體性的要求，以及對壓迫自身主體性的他者的反抗。例如，雖然省籍問題主要

是「社會組織原理」式的不公，但是受訪者們感受到的，主要是自己與外省族群

在社福制度與晉升用人上的差異；受訪者們對台灣獨立建國的堅持，則與台灣在

國際上的尊嚴，以及中國大陸政權在外交上的壓迫有關。 

最後，本研究認為，扁迷們對阿扁的情感與認同轉變，源自於阿扁符號的分

裂。這樣的分裂就細部來說，是雙重性的，不僅體現在阿扁符號本身的分裂，也

體現在支持者的自我分裂（也就是自我縫合的失敗）上。簡言之，如以上分析所

述，阿扁符號並不是一個封閉完整的實體，而是由陳水扁本人、其競選團隊、大

囚傳播媒體與支持者們共同型塑的交互文本、由諸多論述系統堆砌交疊而成的開

放系統。這些論述包括台灣國族主義、本省人政權、公平正義、反黑金貪腐、年

輕具改革魄力等意義，這些意義也可以視為支持者們對陳水扁的期望。既然阿扁

符號是一個開放的結構系統，那麼它便無時無刻地進行轉變著，而這些轉變將進

一步強化或削弱支持者們原本對陳水扁的認同。當陳水扁（阿扁符號的主要承載

者、也是其符號意義產製者之一）的真實作為（其產製而成的新的論述意義），

有違這些阿扁身上原本負載的論述（或是有違支持者們深切的期望）時，便造成

阿扁符號系統與其支持者們自身的衝突與矛盾，嚴重者將導致支持者們自我概念

的分裂與情緒上的焦慮。解決此一焦慮，在本研究中所觀察到的方法有二，一是

加強自己對陳水扁的支持與認同（例如尋求其他合理化的論述、替陳水扁辯護等

），二是直接改變自己對陳水扁的情感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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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受訪者們對倒扁群眾（反對陳水扁者）的認同，顯現出他們的確是將某

些價值意義置於阿扁符號之上，這些意義包括民主、反貪腐等價值，以及投入政

治、關心政治的熱情。受訪者們對陳水扁的不滿也透露出陳水扁實際作為與他們

期望之間的落差，而這些不滿主要是因為陳水扁的立場反覆、跋扈、施政能力（例

如政策決策、朝野關係、經濟發展）等。然而，研究訪談亦顯示，台灣國族意識

與本土政權是受訪者們所詮釋的阿扁符號裡，最不易動搖的兩個概念；部分受訪

者會如此死忠支持陳水扁的原因，正是因為他們對台灣主體性與本省政權的堅持

。只是在目前的社會脈絡當中，這兩個概念和陳水扁是分不開的；於是，即使不

認同陳水扁部分行為，但是為了支持台灣主體性，就必須帶點無奈地繼續支持陳

水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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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理論辯證部分 

阿扁符號的多義性（尤其是在青年認同這一層面）不僅證明了該系統不是一

個封閉完整的實體，也顯現出「外部個體」在該機制裡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簡言

之，阿扁符號的意義，會依個體（或社群）立場與詮釋的不同而改變。這代表了

符號的多義（與符號系統的改變）並不全然地依賴 Laclau 與 Mouffe 所闡述之系

統內部的錯位與變化，還需要個體與社群（系統外部性）的影響與操作。除非真

正賦權於個體、承認個體在符號多義與變遷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們才能真正

解決傳統符號學的結構本質主義問題、才能真正說明 Laclau 與 Mouffe 從「錯位

」到「新的敵對關係」之間失落的環節。兩點要補充的是：第一、強調系統外部

性並不是否定系統內部對結構決定的影響力；我們甚至可以引用 Hegel 的「自為

」與「自在」概念，豐富結構系統的多元與易變性。第二、強調個體並不是形而

上化一個具自主意識、外在於論述的先驗實體，相反地，我們應該將個體視為一

種特殊的論述系統；換句話說，個體（主體）在本質上應是一個開放、易變的特

殊結構系統，如此一來，論述之外才能真正地別無他物。這樣的論點不僅在理論

上可以解決 Laclau 視政治（主體）行動在存有論上優先於社會的「政治優位性

」理論造成的矛盾，在實證上也獲得有力的支持：本研究中所展現的阿扁符號的

多義、符號意義改變時的主體變化、以及主體行動道德化時所應用的等同邏輯，

都是我們得以窺見的行動主體身上的結構特性。 

同樣地，除非將「符號文本」區分符徵（文本自身）與符指（文本背後代表

的意義、價值與意識型態）二者，迷文化理論所欲強調的主體能動性，才能真正

確實地產生出來。不論是 Laclau 與 Mouffe 的「空符徵」理論或是本研究的實證

觀察，均顯示出主體的生成必須依賴結構錯位（或符號分裂），然而結構的錯位

更源自於 Laclau 與 Mouffe 的「空符徵」、「系統內部要素」與「外部他者」的

區分。是故，當傳統迷文化理論將符號（文本、結構）視為單一、完整且封閉的

實體時，其實也就封阻了主體生成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結構與主體同

時被形而上化，成為先驗的、相互對抗的兩組封閉實體；這不僅讓迷文化理論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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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止境的反抗與鬥爭迷思之中，也讓該理論無法適切地說明現實生活中各種主

體與結構的生成與複雜的互動。然而，從符號分裂／自我分裂的角度，不僅可以

解釋傳統迷文化理論強調的反抗愉悅，其實是個體依附另一個論述結構時所獲得

的焦慮的平服，更得以同時將主體自傳統迷文化的抵抗迷思中解放出來。換句話

說，主體可以依附於結構、可以無視於結構，而不再是純粹反抗、對立於結構。

事實上，反抗與依附必定同時存在：當主體反抗某結構時，它必定依附於另一個

結構。普遍的、非自主意識行動的「自我縫合」，與外顯的、具宣告意義的「身

體實踐」，均為此一機制相當重要的影響因子。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社群結構在整個理論架構下對主體的重要性。從研究

中的資料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主體行動不只是「為了自己」，也是「想要感到社

群對自己的愛、也想要感到自己對社群的愛」的「為了社群」。這樣的關懷與情

感投入，尤其展現在個體對該社群的正面情緒當中，也展現其對「相對立的社群

」的負面情緒裡。這些情緒很可能不是藉由直接的親身體驗，而是經由社群的中

介間接獲得；但這不代表這些論述的情感並不真實，相反地，這些情緒就如同其

他經由圖文、電影、偶像劇所中介的情緒一般地真實。 

此外，社群對符號系統架構而言，亦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Girard 的模仿慾

望理論提供我們一個最好的理解角度。正如同所有的客體並沒有本質性的慾望價

值、價值皆由社群賦予一般：所有的符號亦沒有本質性的內容意義、意義皆由社

群所賦予。換句話說，唯有透過社群的合法化機制，符號體系才能真正地取得符

號效力。正如同 Girard 打破傳統「主體－客體」二元架構，引進「他者」概念以

建立一個新的「主體、客體、他者」三元理論架構，本研究亦嘗試打破傳統迷文

化「符號文本－個體」（文本產製者－消費者）的二元體系，提出一個新的符號

文本、個體、社群」的三元理論架構。 

然而，如前所述，符號、社群與個體，都不是單一、完整且封閉的實體，而

是開放、易變的論述系統。因此，在合併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將符號

細分為「空符徵」、「符指」與「無以名狀的系統外部性」，將個體區分為精神

分式的「超我」、「自我」與「本我」，將社群結構細分為 Lacan 的「符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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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層」與「想像層」，我們便得到一個 3 x 3 的龐大理論架構。這不僅支持

論述系統的開放性與變易性、為結構變遷與主體生成機制提供了一個適切的理論

解釋，也為未來的認同研究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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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扁迷作為一種道德實踐 

在瞭解阿扁符號對支持者們的實質內容意義之後、在清楚描述扁迷們對陳水

扁深厚的情感與認同，以及因此而延伸發展的各種外顯實踐之後、在充分說明自

2000 年至今，阿扁符號意義的變遷與其機制之後，我們已經可以大膽地嘗試回

答本研究最核心的問題：扁迷們如此支持陳水扁的核心原因（驅力）究竟為何？

這些支持行為與狂熱情感投入的本質意義為何？更確切地說，扁迷在本質上是作

為什麼而存在？ 

綜合本研究結果，我們得知，扁迷們如此支持陳水扁的核心原因有三：「為

了陳水扁背後的符號價值」、「為了自己」與「為了社群」。扁迷支持陳水扁並

不是單純地支持陳水扁本人，而是支持陳水扁背後負載的龐大符號體系，諸如台

灣國族意識、本土政權、民主制度、人權精神、改革黑金貪腐等。如果陳水扁本

人行為違背上述價值體系，便可能導致支持者的叛離。此外，扁迷支持陳水扁亦

是為了自己，為了實踐自我認同並獲得自我成就。而扁迷支持陳水扁更是為了社

群，為了感受到自己對人群的愛、感受到人群對自己的愛。這三大面向（符號、

個體與社群）不僅都已經在本研究分析當中獲得充分的說明與論述，而這樣的研

究結論更進一步顯示出同時強調「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的三元性理

論與研究架構的重要。 

那麼，總結而言，扁迷的本質存在究竟為何？如果按照傳統迷文化理論的「結

構－主體」二元觀點來看，扁迷無疑是一種主體實踐。當強大、具威脅性的國民

黨政權與中共政府被視為龐大的他者結構時（或是從另一個角度來看，當台灣國

族意識被視為具宰制能力的巨大意識型態時），扁迷不僅能在結構中進行抵抗與

反叛、更是在反抗中自行尋找自身情感愉悅、建構自我意義的自主主體。只是，

如前所述，這樣的觀點只強調自主的個體角色，忽略了扁迷迷行為當中「社群」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因此無法進一步解釋個體的抵抗與反叛機制與認同驅力。

簡言之，「主體實踐」一詞不僅過於聚焦主體之能動性，另一方面更掩飾了主體

形成時所依賴的社群結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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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了突顯社群結構之重要性、為了呼應本研究不斷強調的「符號文本、

社群與個體」三元理論架構，這裡主張以「道德實踐」取代傳統「主體實踐」一

詞：扁迷，在本質上是作為一種道德實踐而存在、道德實踐是支持陳水扁這樣一

個行為的本質意義。它不僅是自主的個體行動，它也是個體對社群結構的熱情依

附、對社會規範與符號體系的奉行。 

這樣的本質意義，更可以自上述支持陳水扁的三大原因當中獲得充分地論證

。首先，在符號文本層面上，承上所述，扁迷們支持陳水扁，並不是支持陳水扁

這樣的一個人，而是支持阿扁符號後面巨大的價值體系。那樣的價值體系並不是

單純地好、壞或是善、惡式的判別準則，而是藉由眾多的符號文本與歷史論述所

共同交織而成的社會規範體系。對扁迷而言，支持陳水扁便是對這樣的社會規範

體系的信奉與遵從：台灣人要出頭、台灣獨立、以及支持陳水扁，都是好的、正

確的、應該要這麼作的、非這麼不可的律令。我們可以從受訪者們對台灣獨立建

國的堅持，觀察到這種「非這麼不可」式的道德性。例如，當討論到台獨會導致

中共武力犯台的問題時，受訪者 L 表示： 

那一直都會有啦。…我們不會去管他說什麼中國要不要犯台。要不要犯台

也不是我們能決定的啊，難道就因為他們要犯台，我們就應該要作什麼收

斂嗎？（受訪者 L） 

觸及同樣的問題，受訪者 F 雖然認為台灣真正獨立建國的可能性並不大，但

是那是一要去作的事，因為那是關係到主體性與尊嚴的問題、那是對的事，對的

事「該怎麼作就要去那麼作」。無疑地，對受訪者 L 與 F 來說，台灣建國與獨

立是對的、是道德的事，而中國以武力威脅則是錯的、不道德的行為。因為懼怕

武力威脅而放棄台灣獨立建國的立場，就如同是不道德的人以武力脅迫自己作不

道德的事；如果以更極端、具體的例子比擬，那就好像納粹以武力脅迫自己屠殺

猶太人一般。面對這樣的脅迫，我們不應該妥協、不應該接受，而是應該堅守自

己的道德立場、勇敢地面對並挑戰武力威脅者。這就是扁迷，他們並不是利益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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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現實主義騎牆份子，而是堅持道德的執行者與守護者；當他們支持陳水扁，

支持的正是其符號意義所代表的道德體系，而台灣主體性便是最重要的道德準則

價值。也因此，以行動支持陳水扁、支持台灣人作總統，便是對該道德準則（台

灣主體性）最真誠地實踐。這與上述支持台灣獨立建國的邏輯一模一樣：「支持

陳水扁」是一件對的事、是符合道德的事；既然是對的、道德的事，那就應該去

作。 

這種行動的責任化（道德化）機制，已經在第四章部分作清楚地描述；而這

裡我們便可以發現，「為了自己」此一情感上與行動上的核心驅力，是如何與「道

德實踐」的概念緊密結合：支持台灣主體性、支持陳水扁是一件對的事，而「我

作我所認為對（道德）的事」，正是為了免除自己的認知失諧、為了免除自己因

為知行不一所造成的分裂焦慮、為了成就自己為一個完滿自在的主體。換句話說

，這樣的道德實踐，必定具有「為了自己」的本質意涵。「為了自己」不只是為

了化解因為自身認知與行為不協調所造成的衝突矛盾，它更是一種個體對道德、

對自己長久以來所奉行的行為準則的再確認，並透過行動與身體實踐，重新宣稱

這樣的再確認。「為了自己」，其本質就是一種道德實踐。 

最後，本研究陳述的另一個「為什麼支持陳水扁」的核心驅力：「為了社群

」，則是更加貼切地說明了「扁迷作為一種道德實踐」的命題。如果道德在定義

上是一種社會規範，如果為了社群是為了符合社群對自己的期盼，也是為了符合

社群對自己的一種內隱性的、軟式規範，那麼「為了社群」，便是一種確切地道

德實踐。此外，從另一個角度來看，支持社群的主體性（支持台灣主體性）、為

了社群主體而支持陳水扁，事實上也是一種社會（軟式）規範的遵從、一種道德

的實踐。 

綜合以上，「道德實踐」概念，相較於「主體實踐」更加側重「社群」因子

的影響力，也因此更適切地呼應本研究一直強調的「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的

三元架構。「道德實踐」一詞，不僅以「道德」突顯「社群」角色的重要性，亦

以「實踐」部分強調個體的主動能力，顯示出其同時聚焦社群結構與個體能動的

理論視野與潛力。是故，扁迷在本質上是一種道德實踐、一種論述主體的與論述



 
 

143

結構之間的相互關係：主體必須依賴結構始得形成，而結構的形成亦必須依靠主

體（個體）的決斷；換句話說，扁迷並非純然是對結構的抵抗（resistance），亦

不是對結構的純粹依附。 

這樣的相互關係便是「道德實踐」意義之所在。是故，當我們說「扁迷作為

一種道德實踐而存在」時，並不是以道德哲學的論證途徑，證明扁迷之行動是不

是真的是「道德的」，而是採取一種論述分析途徑，描述、解釋主體與結構之間

上述的依存關係、強調「社群」在個體行動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並呼應本研

究提出的「符號文本、個體與社群」的三重研究架構。更簡單地說，為什麼扁迷

作為一種道德實踐？不是因為扁迷符合（或是足以成為）某種具體的普世道德價

值內容（例如人權、自由與民主等），而是因為在扁迷、陳水扁文本及其論述共

同體，三者的緊密影響與互動中，扁迷對陳水扁的認同、情感與支持，在形式上

，即為一種符合上述主體與結構相互依存關係的道德實踐樣態。換句話說，當我

們以「道德實踐」之形式樣態分析扁迷現象之後，究竟扁迷之道德實踐合不合於

社會之福祉、能不能作為一種特定的普世價值體系，並不在本文研究與討論之範

疇中。也因此，這裡並沒有道德相對主義的問題，因為本研究並非聚焦於道德哲

學的辯證與探討，亦不是將社群角色無限上綱、提升為一個至高無上的絕對式道

德準則。相反地，本研究旨在對社會現象，以及論述主體與論述結構之間的依存

關係進行分析與詮釋；雖然這裡強調社群在主體行動與符號形成時的重要影響力

，但這並不是認為社群「應當」作為一終極的道德判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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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限制與建議 

關於本研究之研究限制，首先，在研究方法上，雖然深度訪談得以突破時空

之限制，讓受訪者描述過去的經驗與情緒，但是這樣的回溯，只能讓研究者獲得

受訪者們用「現在」的思考與情緒所理解的「過去」的感受，而不是受訪者們「過

去」的實際感覺。換句話說，由於深度訪談方法在本質上只能讓研究者們獲得受

訪者當下的想法，故此方法無法讓我們真正地了解過去發生之事件；因為即使是

受訪者的過去體驗，也一定被當下思考所影響。而在無法真正掌握過去事件的情

況下，深度訪談方法亦無法真正地反映事件長時間的變遷趨勢。以本研究為例，

在談及自己從何時開始支持陳水扁／民進黨時，受訪者們，因為行動道德化之緣

故，很可能會將時間點往前挪移：既然支持陳水扁是一件正當的、符合道德的事

，既然支持陳水扁就是支持天命，那麼支持陳水扁的時間點愈早，就代表自己愈

符合道德、愈是代表自己是天命的一部分。更甚者，受訪者很可能進一步抹滅（或

是刻意遺忘）自己曾經不那麼支持陳水扁／民進黨（或是依附國民黨史觀與論述

結構）的事實，造成研究上的偏差。 

再者，深度訪談方法對受訪者的自我報告的過度依賴，也會削弱研究上分析

論述的可信度。由於研究對象固定且幾近單一，所有的資料來源均由受訪者自行

提供；除了缺乏相互對照與平衡資料之外，也可能讓研究者輕易地被受訪者的論

述方式說服，甚至是影響。因為一方面，並不是所有的受訪者都具有深刻反省的

能力，另一方面，研究者與受訪者素不相識，受訪者們很可能無法完全信任研究

人員而有所保留。這些造成絕大多數的受訪者在面對挑戰性較高的提問時，均會

本能式地運作其防衛機轉。例如，死忠的阿扁支持者，很可能會努力地合法化自

己對陳水扁的支持，甚至在訪談中拒絕承認自己現在所擁有的一絲絲遲疑、矛盾

與二心；如果研究者輕易地接受這些表態，便錯過了分析受訪者內心衝突與自我

分裂的機會。 

第三，阿扁符號（或是台灣本土論述）是一個資源豐厚、論述史觀相當完善

的巨大系統，並吸引眾多、跨階層個體競相投入。不論是坊間的人際傳播，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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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論著，或是媒體上新聞與政論節目，無一不包含於此一龐大的論述補充

與再見系統當中。大眾論述是如此迅速確實的產製與傳播，這代表研究者很難真

正觸及受訪者們真正的、自己的想法。簡言之，當足以造成阿扁符號變遷之事件

發生時，受訪者內心衝突與分裂往往有如曇花之一現，隨即便被官方說法與傳媒

論述所平撫。研究中，每日定時收視泛綠政論節目的受訪者 C，即為潛在的可能

例子之一。 

此外，由於本研究之目標除了針對扁迷的情感與認同進行分析與描述之外，

更旨在進行理論上的辯證討論，以提出一個較為完善的理論架構。這樣的企圖使

得本研究不得不犧牲扁迷族群內部異質性更加細膩的分析與研究，而僅僅聚焦於

陳水扁文本、扁迷個體與社群，三者共同建構出來的龐大互動體系。舉例來說，

受訪者 P 見到陳水扁總統時，除了本研究所揭露的台灣國族意識、公平正義等的

符號意義之外，其內心更摻雜了一種對名人（celebrity）、名聲（fame）的欣羨

與嚮往；事實上不只是陳水扁，受訪者 P 在訪談過程中不時透露出與其他政治名

人（呂秀蓮、謝長廷、李登輝等）見面、握手的興奮與驕傲。但是這樣的「高調

」，在受訪者 C 身上幾乎觀察不到；正如我們所說的，受訪者 C 自年輕的時候

就已經在官場裡工作，他所見過的政治人物多如繁星，因此在訪談時不曾透露任

何與政治名人接觸的興奮與驕傲。換句話說，由於本研究之目標與研究取向，這

些扁迷之間細微的差異，便不得不忍痛捨去不談。同樣地情形也發生在陳水扁文

本上；扁帽工廠製作出來的扁娃符號及相關的延伸產品，對於身為扁帽工廠大隊

長的受訪者 L，與作為單純、一般泛綠選民的受訪者 F 而言，必定擁有不盡相同

的文本意義，但是這些差異性在本研究中亦未深入觸及。 

是故在未來研究方向上，除了深化本研究，針對的、偏向泛綠政治光譜的、

挺扁群眾的情感、認同，與其消費、投入之文本，進行更深入、細膩的異質性研

究之外，未來的實證研究亦更可以探討偏向泛藍政治光譜的、倒扁民眾的情感與

認同，或是外省族群國族認同的深度訪談研究，甚至是在台灣選舉佔大多數的中

間選民、或是對政治冷漠的人們的質性研究。這些研究方向不僅得以適切、深入

地了解台灣目前的政治參與以及認同現狀，對台灣本土國族主義的發展，亦具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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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的對照意義。 

在理論上，雖然「為了自己」、「為了社群」是支持陳水扁等迷行為的普遍

核心驅力，但是它無法解釋迷程度上的差異性問題。換句話說，「為了自己」、

「為了社群」只能說明基於什麼樣的原因，個體願意將大量的情感與心力投注至

某對象物（文本）之中，卻沒辦法解釋為什麼有的個體，相較於其他個體，更容

易投入某個對象，或是在程度上更加地投入與著迷。 

最後，是理論當中關於他者的問題；很顯然地，Laclau 的他者，與 Lacan、

Žižek 的他者，以及 Girard 的他者，在概念上雖有共同性，但亦有相異之處。Laclau

的他者指涉的是系統無以名狀的外部性，Girard 指的是社群中的競爭、仿效對象

，而 Lacan 與 Žižek 更將他者區分為指涉社會符號規範的大對體（big Other），

以及無以名狀的小對體（object petit a）兩者。這些概念的相互關係均有待未來

理論研究上進一步的整合。 

事實上，嚴格說來，本研究僅僅引用迷文化理論與 Laclau 論述理論，仍嫌

不足。若要完整地探討結構本質主義與符號變遷，仍須佐以符號學，甚至是結構、

後結構主義等龐大的理論系譜進行論證。而無以名狀的外部性、他者問題，亦得

以與 Lacan、Žižek 等人理論、以及 Hegel 哲學進行對話。主體與結構的三元性，

則有以 Freud、Lacan 等人精神分析理論補足之空間。Foucault 將權力視為一種論

述結構，亦有助於我們探討主體的結構特性。此外，傳統身體研究所奠定的豐厚

基礎，亦是本研究在討論扁迷們身體實踐時尚未觸及的部分。這些理論延伸，均

有待後續研究作進一步地探討與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