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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理論辯證 

本章主要目的，在於探討上一章按照背景理論提供的架構所進行的資料收

集、分析結果，與該背景理論的契合程度。簡言之，便是將研究實證結果，與理

論進行對話，一方面深化理論對社會現象的詮釋與應用，另一方面則檢討審視這

些理論解釋時的不足之處，並嘗試作進一步地辯證與調整，以提出一個相對完善

的理論架構。底下將以「符號多義性」、「符號意義之變遷」，以及迷文化理論

對迷行為的釋義作為討論的初步面向，逐一剖析迷文化理論和 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在解釋扁迷現象時可能遭遇到的問題與改進方法。 

一、 阿扁符號的多義 

從上一章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阿扁的符號意義既豐富且多元；本研究分

析、比較並分類出來的，主要為「台灣國族意識」、「公平與正義」、「偶像特

質」與「青年認同」四項。此四項還可以更細膩地繼續分析下去，例如「公平與

正義」可以是省籍差異、階級差異，或是人民相對於貪腐威權政府的公平正義，

而「青年認同」可以是青年們對同樣年輕的陳水扁的成就與經歷的認同、對陳水

扁執政團隊的年輕化的認同，或是對陳水扁（重視青年的）政策上的認同。這些

分析已在上一章清楚陳述，不再逐一贅述。這裡，我們選擇「青年認同」與「偶

像特質」部分，進一步探討阿扁符號的多義性問題。 

選擇「青年認同」與「偶像特質」進行多義性的討論，原因在於，第一，「台

灣國族意識」、「公平正義」幾乎是所有受訪者普遍共有的認同，而這樣的普遍

性淹沒了藉由差異解讀所產生的多義分析可能性。第二，即使「台灣國族意識」、

「公平正義」的認同解讀具有些微的差異性，造成差異的因子仍然隱而不顯，例

如，我們很難指認出影響受訪者們認為阿扁代表的是「本省人正義」與「勞動階

層正義」的原因分別為何，但是在「青年認同」上，由於該認同所召喚的是特定

（年輕）族群，不僅受訪者之間的認同差異性相當明顯，造成差異的相關因子也



 
 

110

相當地顯著。至於「偶像特質」，雖然也是阿扁符號裡的普遍意義之一［也就是

幾乎所有本研究的受訪者都（曾經）把陳水扁視為偶像］，但是受訪者們對「偶

像」截然不同的認知，如上一章所述，明顯地依受訪者自身立場而不同。底下分

別以八○年代出生的受訪者 H 與六○年代出生的受訪者 C 作為例子，說明兩人

在「青年認同」與「偶像特質」層面上對阿扁符號意義的解讀差異。 

對受訪者 H 而言，從三級貧戶到台大法律系、從美麗島辯護律師、議員、

立委、台北市長到總統，年紀輕輕便擁有如此成就與經歷的陳水扁，代表的是同

樣年輕的他所認同、奉行的價值觀與道德體系的榜樣，是他欲學習、仿傚的對象

。然而，這些傑出的成就，在受訪者 C 的解讀是： 

市議員、立法委員、真的，衝得太快了啦。但是，大家也是都抱著，台灣

囝仔，給他一個機會，有一個心態就是想讓他選上那樣（受訪者 C）。 

在受訪者 C 的談話裡，「台灣囝仔」這個詞彙便出現四次之多，但是在 H

的訪談當中，該詞彙（或類似「台灣之子」的概念）的使用，卻一次都沒有。「台

灣囝仔」透露出受訪者 C 所意識到的自己與阿扁的某種特定相對位置：不同於 H

對陳水扁出色經歷的佩服與崇拜，受訪者 C 看陳水扁一路走來的各項第一名，

就像是看小孩子出色的表現一般地驕傲。這裡充分展現出阿扁符號的多義特性：

阿扁可以是令台灣人驕傲的台灣之子，也可以是鼓勵莘莘學子們努力向上的典範

與楷模。 

同樣地在「偶像特質」層面上，我們也可以發現受訪者 H 與 C 彼此不同的

差異解讀。H 是以「影視明星偶像論述」來詮釋陳水扁，直言「只是大家追的明

星跟我追的明星不一樣而已」；C 則是運用「宗教論述」，以「天命」、「道統

」等概念合理化陳水扁的執政正當性，也合理化自己對他的崇拜。再一次，我們

看到受訪者各自立場的差異如何影響阿扁符號的多義性。身為年輕人的 H 在日

常生活中有較多的機會接觸影視明星的偶像崇拜行為；他在訪談中表示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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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的明星」裡的「大家」，以及「別人都可以貼劉德華，為什麼我不能貼陳水扁

」裡的「別人」，顯示出其生活周遭這種「影視明星偶像論述」的慣常性。對 H

來說，這無疑是一個容易辨識、隨手可得、又與「自己對陳水扁的熱情與支持」

相近的社會行為。但是在另一方面，受訪者 C 早已脫離「崇拜明星偶像」的年

輕世代，其生活周遭又缺乏追逐明星的「大家」與「別人」，這或許便是 C 欲

說明自己對陳水扁的情感與認同時，不採用自己不熟悉的「影視明星偶像論述」

，而使用較貼近自己生活的「宗教論述」的原因。 

這樣的分析清楚地顯示出符號多義性的發生機制：符號的多義性並不是先驗

地存在於系統當中，而展開此多義性的，亦不是符號系統內部的任何一個因子。

相反地，完成符號多義性的，是外在於該系統、外在於該論述的社群與個體。以

實際例子來看，真正造成「阿扁符號」多義性的並不是「阿扁符號」系統內部當

中的什麼因子，而是受訪者因為自身相對立場的不同，所造成的差異解讀；換句

話說，阿扁的符號多義，其實是來自於該系統之外的個體（受訪者）因子。 

Susan Songtag《旁觀他人的痛苦》一書當中作的觀察與分析，非常適切地描

述了上述的符號多義機制。該書第二章的結尾是： 

攝影師的意圖無法決定照片的意義，照片自有其生命歷程，會隨著不同社

群需要，隨著其忽發的奇想或錮不可破的忠誠而飄流（Songtag, 2003）。 

這樣的論點直接帶出了該書下一章的章旨之一：同樣是災難照片，觀看主體

會因為被攝對象（客體）與其在地理或心理距離上相對地不同，而擁有兩種截然

不同的情緒：那可以是對被攝者的同情與憐憫、對暴行加害者的憎恨與鄙夷，也

可以是純然地旁觀他人的痛苦。縱然受訪者 C 與受訪者 H 在解讀阿扁符號圖像

時並沒有如此極端的情緒差異，但是因為自身立場的不同而造成解讀時的多義，

和 Songtag 對照片觀賞者的分析卻是如出一輒。面對相同的阿扁圖像，較年長的

受訪者 C 感受到的是對晚輩的讚賞與驕傲，而年輕的受訪者 H 感受到的卻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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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的欽佩與愛載；同樣地，年長的受訪者 C 運用自己熟悉的宗教論述來解讀

自己對阿扁的支持，而年輕的 H 則是挪用青年們的明星偶像論述。這些實證例

子再再顯示出不同背景、不同經歷、不同相對立場的個體，在面對一樣的符號文

本時，產製出多元、豐富、且彼此互不相同的情緒與意義。我們甚至可以照樣造

句地將 Songtag 那一句話加以改寫：「陳水扁本人或其競選團隊（文本產製者）

的意圖無法決定『阿扁』（符號）的意義，『阿扁』（符號）自有其生命歷程，

會隨著不同社群（或個人）的需要，隨著其忽發的奇想或錮不可破的忠誠而飄流

。」 

這種「強調系統外部個體角色」的概念並不新穎。為解決傳統結構主義的封

閉性與其對個體能動性的忽略與否定，傳播學領域與文化研究等紛紛建立了使用

與滿足、迷文化等強調閱聽人與文本消費者等面向之理論。只是，目前符號學發

展脈絡下的結構主義與後結構主義，仍未將使用者（個體）之角色，考量、併入

至傳統「符徵－符指」式的二元符號架構當中。我認為，唯有在原本限定於「符

徵－符指」的二元式符號體系之中，引進傳統符號系統之外的第三因子－「使用

個體與社群」，我們才能真正釐清上述的符號多義與變遷機制，才能真正將能動

性賦權於個體，也才能真正解決傳統結構主義所面臨的結構本質主義困境。43因

為，即使是修正式結構主義學者 Hjelmslev 與 Martiner 也只能解決符徵與符指之

間的「任意性」問題，卻「無法使結構主義語言學不去預設或依賴某種封閉結構

」（林淑芬，2003），而後結構主義學者 Laclau 與 Mouffe 雖然以「錯位」、「空

符徵」等概念打破了上述的封閉結構，卻仍然無法清楚說明觸發結構變遷與符號

多義機制的真正影響因子。以下將先介紹 Laclau 與 Mouffe 對結構變遷的解釋與

在本研究當中的應用，並在進一步檢討分析之後，說明強調外部個體在理論邏輯

上的重要性。 

                                                 
43 請參考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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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斷：系統外部個體的倫理行動 

在第三章最後一節的實證研究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阿扁符號意義的改

變（對陳水扁的情感與認同的改變），其實就是支持者所認識的真正的陳水扁（陳

水扁本人），與原本所認同的阿扁符號的分裂，以及此一分裂所產生的負面情緒

」。同樣地，在該章第二節也提到，扁迷在自我縫合後、遭受他人批評時所遭遇

到的雙重衝突與分裂：「第一重分裂是阿扁符號的分裂，是『真實生活中的陳水

扁』與『支持者們想像的陳水扁形象』之間的衝突；第二重分裂則是阿扁支持者

們的自我分裂：他明明知道陳水扁作錯了事，但是卻仍然必須為他辯護」。這些

現象無法在傳統的迷文化研究當中找到合適的理論解釋，換句話說，迷文化理論

只能說明迷為什麼會著迷於某一個對象物（或文本），卻沒辦法說明有的迷為什

麼「不再」著迷於原本的對象物；但是很顯然地，上述的符號分裂，代表的便是

Laclau 與 Mouffe 所說的該系統當中某個錯位時刻。簡言之，Laclau 與 Mouffe 認

為，結構的變遷（論述的改變）來自於系統根本性的不穩定，以及結構全然完整

的不可能性，也就是「錯位」。如果以第二章所介紹的 Laclau 的論述模型來看

，系統變遷指的便是當界限轉化成新的「疆界」時，或是當系統本質性的「錯位

」轉化成某個新的、特定的「敵對」關係之際。而在本研究中，這樣的錯位即來

自於「阿扁符號」與「陳水扁本人」之間完全扣連的不可能性；因為不論是用阿

扁符號來指涉陳水扁這個人，或是用陳水扁本人來指涉阿扁符號，都不可能達到

完滿、全然地扣連。當陳水扁本人所作的外顯行為違反原本阿扁符號所具有的意

義時（例如，當陳水扁的作為不符合阿扁符號裡固有的民主人權意涵、或是反貪

腐形象時），該錯位便因而突顯出來。 

然而，Laclau 的論述理論雖然為我們揭露了系統本質上的開放性與不穩定性

，並以此開啟符號系統變遷的可能性，但是，這樣的理論還是沒有為我們說明觸

發系統變遷的關鍵因素。簡言之，如果「錯位」是所有系統普遍存在的內在不穩

定本質，那它就只是造成系統變遷的「必要條件」，而不是「充分條件」；換句

話說，僅僅一個「錯位」因子，並不會直接觸發結構的變遷，否則所有的論述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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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都將處於一個無時無刻都在變動的高度不穩定狀態。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勢

必要引進一個中介緩衝物（也因此是啟動子），以解釋從「結構性錯位」到「敵

對」、從界限轉化成疆界當中的變遷機制。可惜的是，Laclau 與 Mouffe 的「空

符徵」理論只對該轉化變遷（也就是系統整體化）的機制作詳盡地說明，並沒有

對這樣的觸發因子作進一步且直接地闡述。 

不過，在「主體能動性」的討論上，Laclau 還是隱晦、間接地觸及這個符號

變遷的初始問題。Laclau 將主體的能動性視為政治行動的發生，也就是第二章所

敘述的「接合實踐」；他認為「接合實踐的發生就是『政治』時刻（the moment 

of the political），因為它無可避免地涉及疆界的劃分，即敵對關係的呈現」（林

淑芬，2003: 57）。這代表 Laclau 其實已經體認到（政治）主體在結構變遷時的

重要影響力，但另一方面卻又矛盾地想盡量壓抑主體的角色功能。例如，Laclau

與 Mouffe 以「主體位置」取代傳統「主體」的概念（Laclau & Mouffe, 1985: 115

），認為所有的主體並非先於論述而存在，而是社會中的個體透過對於「主體位

置」（也就是結構中的認同位置）的認同，進而被建構成政治行動者。因此，在

Laclau 的理論中，主體能動性的產生條件，是須要依賴「主體位置」的改變，而

主體位置的鬆動，則是源自於結構的根本性「錯位」：當「結構的決定（structural 

determination）再也無法成為自身基礎」時，政治主體便可以藉由「偶然的干預

」（contingent interventions）而產生。這個「偶然干預」，就是「決斷」（decision

）。是故，對 Laclau 而言，從系統的普遍性「錯位」到新的「敵對關係」過程

之間最主要的中介、觸發因子，便是個體的「決斷」（Laclau, 1996a: 55）。雖

然 Laclau 在字裡行間已經透露出進行決斷「這樣的一個動作」的是個體（one）

，但是他仍然吝於將真正的主導權賦予個體，反而將「決斷」概念提升至一個相

當特殊的本體形式：「它不能是一個自身的實體（例如，以自我為中心的意識）

，但是它又必須是自我決定的，因為它無法訴諸其基礎而獲得任何異於自身特殊

性之事物」（ibid: 55）。這樣的本體概念讓「決斷」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就連

Laclau 都以「個體下決斷時，就如同在扮演神」（to make a decision is like 

impersonating God）來形容決斷的超然與神妙（ibid: 55）。這不僅讓 Laclau 的主

體概念更加模糊與矛盾，也讓其理論中的結構變遷與符號多義機制，成了另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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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本質主義。 

我認為，除非真正賦權予個體、承認個體在進行決斷時的特殊主導性，才能

真正解決 Laclau 主體決斷時的神秘本質主義問題，也才能真正說明從「錯位」

到新的「敵對關係」之間失落的環節：因為，那並不是錯位便直接造成主體位置

的不穩定，也不是主體位置的不穩就直接迫使偶然的干預（決斷的發生）而導致

主體的生成。如前所述，如果錯位是普遍的本質，那麼在現實生活中根本就不會

有相對穩定的系統存在；如果每個系統都具有錯位，而每個錯位都會造成主體位

置的鬆動，那麼所有的系統都將處於變動不穩的狀態。這是 Laclau 在捨去個體

能動性後的一大問題。而唯有重新將個體能動性考慮進來，承認個體在系統變遷

過程中所扮演的各種重要角色，例如，系統的錯位必定要被個體所意識與察覺，

才會造成主體位置的鬆動；而主體位置鬆動之後是否進一步造成決斷，亦受到個

體主導的影響，才能讓［Laclau 與其他後／結構主義學者的］結構理論更加完善

，也更符合實際現狀。 

如果主體必須藉由佔據結構當中的主體位置才能真正作為一個具行動力的

主體，那麼，主體存在時必定是一種對某特定結構的依附狀態。而主體位置得以

鬆動，便代表主體在佔據主體位置（依附結構）時，必不是全然、完滿式的佔據

（或依附）；如果引用 Laclau 在探討論述結構時的說法，主體與主體位置之間

，必定擁有另一個根本性的「錯位」存在。換句話說，當主體意識到其主體位置

鬆動之際，便是此一錯位顯現的時候。這個時候，主體便已經暫時地脫離該主體

位置，成了暫時性的懸置存在，不再依附於原來的結構；主體已不再是主體，而

是暫時性懸置的單純個體。 

Žižek（1999）援引 Lacan 的學說，指出這樣的懸置是真正的「倫理行動」

基礎。唯有當主體願意冒險不再依附「大對體」（也就是社會符號規則與／或規

範）時，一個真正的行動才會出現：「如果不以這種暫時的『大對體的懸置』作

為賭注，如果不暫時懸置那確保主體身份的社會－符象網路，就不會有真正的倫

理行動」（Žižek, 1999）。Žižek 與 Laclau 關注的焦點是一致的：主體的生成必

須依附於社會結構，而唯有與結構脫勾、將自身懸置，才有決斷的可能、才有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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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行動之可能。必須注意的是，Žižek 選用「倫理行動」（如同 Laclau 以「政治

行動」）而不是「主體行動」概念化整個結構變遷過程。換句話說，這種偶然性

決斷並不是「主體行動」，而是「主體生成」機制、是「倫理行動」與「政治行

動」；執行「倫理行動」與「政治行動」者並不是「主體」，而是主體生成前之

某種特殊存在。這裡，我們發現區分「主體」與「個體」兩個概念的必要性：主

體是個體依附結構、佔據結構中主體位置並獲得行動能力的存在，而個體則是主

體察覺錯位、與結構脫勾、短暫懸置的存在。也因此，完整的主體生成機制應如

下圖： 

圖四 系統變遷與主體生成機制示意圖 

 

當主體／個體察覺到結構錯位或自己與主體位置之錯位時，便成為暫時懸置

之個體。接著，個體產生決斷；決斷之途徑有二：一是調整原本與主體位置之適

切性，重新依附原來的結構系統；二是在其他結構中發現更適切、更具代表性的

主體位置，進而佔據該位置，與原來的結構系統產生新的敵對關係。換句話說，

決斷（Laclau 的政治行動與 Žižek 的倫理行動），代表的是對結構系統的重新依

附、是對結構中主體位置的重新辨認與重新佔據。 

這樣的架構不僅得以清楚說明 Laclau 從「錯位」至「新的敵對關係形成」

當中失落的環節，亦能解決 Laclau 在解釋個體決斷時的神秘主義問題：決斷並

不是什麼如神力般奇妙概念，它只是一種察覺差異（錯位）與重新依附過程，更

簡單地說，它就是 Laclau 所說的等同與差異邏輯。此外，這樣的架構亦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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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的主體「生成」，都是一次的符號變遷，而每一次的符號變遷，都是一次

的主體生成（而不是主體行動）。這其實就已經暗示主體與結構在本質上的相似

特性。 

三、 重訪系統內部性與外部性 

要補充說明的是，這裡雖然強調系統外部個體角色的作用與影響，並認為展

開多義性的不是符號系統當中的任何一個因子，但這並不代表符號內部系統對多

義性一點影響作用都沒有。相反地，符號內部系統裡的各種論述，是其多義的基

礎：陳水扁之所以能輕易地與「台灣國族意識」、「公平正義」、「青年的政治

偶像」等意義相結合，而不是與「斑馬線」、「二頭肌」、「保溫杯」等概念相

扣連，正是其系統內部各種「符號資本」相互角力運作下的結果。必須補充說明

的是，這裡的「符號資本」概念與 Bourdieu（1984）所提出的「符號資本」，意

義相似卻不完全相同。Bourdieu 將社會理解為權力的作用場域，並以四種資本形

式：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符號資本，來體現權力在社會中的效用，

而「符號資本」指的是一種形象與名聲，例如職稱（competence）、尊敬、高尚

與正直的形象；它可以被轉化為政治地位，也是其他三種資本被視為合法時所展

現出來的形式。顯然地，Bourdieu 將分析對象限定於社會中的個人或團體，例如

名聲、形象、高尚與正直、政治地位等，都是用以形容「人」的詞彙。然而，我

們所說的符號資本，指的是系統當中某些特定的論述，比其他論述更容易取得「在

場」位置；藉由等同邏輯與差異邏輯的作用下，這些在場論述得以吸引相類似的

論述，回饋性地強化自身的在場地位。44對阿扁系統而言，「台灣國族意識」與

本省人的、對立於貪腐外省政權的「公平正義」等意義，均具有高度的等同性與

相關性，使得該符號系統更容易吸納相類似的論述意義、而排斥其他不相干的外

部系統。顯然地，「斑馬線」、「二頭肌」、「保溫杯」，相對來說便是與阿扁

                                                 
44 這樣的權力匯集流動，或許就是 Laclau 在解釋「決定某一特定符徵得以擊敗其他符徵而成為

系統代表的空符徵」之因素時，所提到的「社會不均」（the unevenness of the social）概念，也

就是「在某個特定的歷史時刻，某些結構位置會成為權力較高度匯集的中心點」（林淑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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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不相干的外部系統。 

以上述的「系統內部／外部」架構來看，那麼，我們有必要重新思考 Laclau

的結構外部性與內部性的問題。Laclau 認為，「當我們說『主體』在結構失敗或

論述失敗之時出現，並不是在說有什麼東西是外在於結構或以一種結構的外在威

脅對結構進行破壞，而是說，結構的不完整性乃是內在於結構而非外在於結構，

否則，我們就必須預設一完整結構的存在才行」（林淑芬，2003: 60）。然而，

如果每一次的主體「生成」，都是一次的符號變遷，而每一次的符號變遷，都是

一次的主體生成，那麼，上述的概念，不就與前面所說的「形成（系統）整體的

可能性條件，並不存在於系統之內，而是存在於系統之外在，以及結構系統之間

的界線」相互矛盾了？舉例來說，雖然「斑馬線」、「保溫杯」是阿扁符號系統

外部論述，但是它們真的會完全與阿扁符號系統無關嗎？如果，就文本產製者角

度來看，陳水扁成為某牌保溫杯的代言人，或是，就庶民能動性的角度來說，某

位不知名人士構想了一個與斑馬線有關的、非常好笑、令人印象深刻的陳水扁笑

話，那麼「斑馬線」與「保溫杯」，不都成功地與阿扁符號扣連，成了阿扁符號

的內部論述了？是故，假設結構變遷的「所有因素」全都內在於結構而不被外在

論述所影響，不僅在實際上沒有辦法解釋上述的符號變遷問題，在理論上也才是

真正地預設了一個完整的、自給自足且封閉的結構存在。 

這個問題的解決方法有二：一是接受系統內部／外部的區分架構，但是承認

系統外部論述對系統的可能作用。的確，結構的不完整性（錯位）是內在於結構

的根本特質，但是正如本研究資料分析所呈現出的，「完成符號多義性的，應該

是外在於該系統、外在於該論述的社群與個體」；換句話說，仍然有一些東西是

外在於原本的結構，或是以一種該結構的外在威脅，對該結構進行破壞。 

第二種方法則是激進地打破系統內／外部的區分，將所有的在場與不在場的

論述結構，全部視為系統之內在。Hegel（1955）的「自在」（in-itself）與「自

為」（for-itself）概念，提供了一個理論切入的可能性。簡言之，Hegel 的「自

                                                                                                                                            
55；Laclau, 1996b: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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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為潛在、尚未開展之意，而「自為」則是分化、開展之意。換句話說，「自

在的存在」是潛在的、尚未開展、尚未擁有具體內容的階段，而存在如果想成為

具體真實，便必須過渡為「自為的存在」的階段，並在其中獲得具體之內容。

Hegel 以胎兒作為例子，將其比擬為存在的「自在」的存在階段：它雖然自在地

是人，但並非自為地是人；它擁有成長的潛力與可能性，但並未全然發展為理性

主體的展現。依據 Hegel 的觀點，我們可以將「自為」泛指某符號系統「指涉之

所有要素」（也就是系統之整體），而「自在」泛指那些「被指涉的要素」（系

統整體）之外的所有要素，包括其他具體的論述系統，以及所有那些仍然無可名

狀之物。也就是說，Hegel 的「自在」一方面包含了 Laclau 所說的「界限之外」

，另一方面卻又不將其視為系統之外，這樣的觀點將大大豐富了系統的多元與易

變程度。舉例而言，如同前面所說的，「斑馬線」與「保溫瓶」既是「自為的阿

扁符號」的外在論述系統，但同時卻也是阿扁符號內部系統的「自在」。換句話

說，在「自在」與「自為」的兩個概念下，我們可以承認主體在結構失敗或論述

失敗時的出現，所有的影響因子其實早就已經存在於系統內部了，而將系統內部

之「自在」轉化為「自為」的主要因子，仍是擁有能動性的個體與社群。 

四、 拆解主體的必要性 

強調系統外部主體角色所造成的另一個問題是，主體似乎即成了外在於論

述、具有自主決斷能力的先驗式完整實體。當我們（依循著後／結構主義的理論

脈絡）嘗試將一切事物視為論述、視為社會建構之產物時，提升主體的位階，便

讓它在存有論上優先於社會，成了形而上的先驗概念。這一類的憂心似乎讓部分

後結構主義論者吝於賦予主體過多的能動性；像 Laclau 在處理論述理論中主體

能動性而不得不觸碰「決斷」之偶然性的問題時，上述的擔憂便讓理論推演顯得

縛手縛腳，主體的定位亦愈顯得模糊不清。例如，林淑芬（2003: 59）指出 Laclau

的「理論中的『主體』似乎具有一種神秘色彩，似乎暫時逃脫論述的限制，甚至

與『論述之外，別無對象』這樣的理論立場相左」，也因此，主體生成時的偶然

性決斷成了論述或象徵秩序無法掌握的「神秘意圖」。相同地問題也展現在 Lac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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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33）的「政治優位性」（the primacy of the political over the social）概念

當中。如前所述，Laclau 認為政治時刻就是接合實踐的發生，那麼政治便在其理

論中扮演雙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社會的建制行動（founding action），另

一方面，它亦是顛覆社會（the social）的實踐」（林淑芬，2003）。換句話說，

作為政治（主體）行動的「偶然干預」（或「決斷」）是系統整體化之先決條件

，因此政治相對於社會便具有存有論上的優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問題是

，將政治之位階置於社會之上，這樣的論點不僅與「論述之外，別無對象」的概

念衝突，更有將主體（政治行動執行者）置於結構之上的疑慮。 

在「論述之外，別無對象」的前提下，45我們又無法否認現實狀況裡主體在

系統變遷時的重要影響，唯一解決的方式，便是將主體拆解，不再將主體視為先

驗、形而上的、完整且封閉的實體，而是將其視為另一個論述系統、另一個結構、

一個開放且不穩定的概念。如此一來，賦權予個體不再與 Laclau 宣稱的「對象

無法在論述條件外產生」概念相矛盾，因為，考慮個體的特殊主導特性，並不代

表系統的改變完全來自於自主、不受論述限制的個人思考或主體意識，相反地，

個體的思考與意識從來就不是純粹的心理活動，思考與意識一直都是被論述所形

塑與影響。即使是某系統變遷時的偶然決斷，仍然是受到該系統外部論述的牽引

與限制，它並不具有完完全全的偶然性。這並不是否認主體獨立思考的能力，只

是主體的思考並非完完全全的獨立；主體得以自行思考，但是它的思考必然受到

其他個體、社群的影響，而其思考的材料也都是由結構論述所供給。因此，當我

們說符號多義性（或是系統的變遷）受該系統論述外之社群或個體的影響，其實

                                                 
45 這裡接受「論述之外，別無對象」的前提，除了讓研究者避免落入本質主義陷阱外，亦不會

造成「結構（論述）本質主義」問題。換句話說，強調「論述之外，別無對象」雖然拒絕了各種

先驗式的形而上假設，但這並不是回過頭來將論述結構提升到另一個先驗的形而上位置；因為，

我們所接受的，是「論述之外，別無（論述）對象」之前提，而不是「論述之外，別無他物」的

假設。事實上，當 Laclau 援引系統外部性無以名狀之他者時，便已經承認（預設）「論述之外

」他物的存在，而正如同前面所述，唯有承認外部性之他者，系統結構才能真正的開放與變易。

的確，「論述之外，別無對象」容易讓人誤會將「論述」形而上化、無限上綱，比較完整的說法

，應該是「論述之外，別無論述對象」，或是「論述之外，無以名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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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是意味著該系統遭受其外部另一個系統的衝擊。雖然系統內部錯位是個體所意

識到的，但是個體所作之決斷，仍然是以另一個論述為基礎。換句話說，系統變

遷時的對象雖然來自於某一特定的論述之外，但它仍然產生於其他論述、仍然無

法在一般性的論述條件外發生。 

本研究中至少有三個分析面向得以說明此一論點，第一個面向為阿扁符號的

多義性分析：當受訪者 H 作為主體用欽佩前輩的方式看待阿扁符號時，以及當

受訪者 C 作為主體以照顧晚輩的態度解讀阿扁符號時，便代表了受訪者 H 與受

訪者 C 身上所負載的兩種完全不同的社群（也就是兩種完全不同的論述），分

別與阿扁符號相互交會之後，所產生的兩種完全不同的詮釋、態度與情緒。同樣

地，當受訪者 H 以「明星偶像論述」說明自己對陳水扁的支持與熱情，而受訪

者 C 以「宗教論述」進行詮釋時，亦顯現出不同立場、不同社群結構（不同世

代）的主體，對同一符號的不同解讀。受訪者 H 與受訪者 C 都不再是單一且封

閉的主體實體，事實上，他們身上負載著數個、彼此相互影響的論述系統。這裡

我們也必須反省 Laclau 關於主體位置的看法：顯然地，主體位置並不是經由單

一的論述系統所決定，而是眾多不同論述系統相互交織而成的位置。換句話說，

主體或許可以在某一特定論述系統當中找到相對的主體位置，但是這並不代表該

主體完全是由那一個主體位置所決定。 

第二個面向則為上述結構變遷時，其所展露出的主體狀態：當受訪者們看到

的、接觸到的陳水扁本人，與原本想像的、期盼的陳水扁形象有所差距時，他們

所面對到的，除了阿扁符號的分裂之外，也是自身主體負載的論述之間的相互衝

突。舉例而言，扁迷們所面對的主體衝突，可能是作為主持民主體制的主體（或

是作為反對貪腐政權的主體等），與作為支持陳水扁的主體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再一次地，這些衝突所突顯的，便是主體的多樣性、開放性與變易性。 

第三個面向，是上一章所分析的行動道德化機制的第二種途徑：當受訪者 P

與受訪者 C 透過行動（支持陳水扁）與阿扁符號相扣連時，而該符號又與其他

正面符號意義（如公平、正義）相扣連時，受訪者 P 與 C 便將自身間接地與這

些正面意義相扣連。很明顯地，這樣的機制顯示出主體（位置）內容的易變與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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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藉由符號的等同與差異邏輯，主體得以與其他論述相互扣連與脫勾，調整

自身之論述位置。這樣的觀點亦可以進一步解釋「空白主體」之概念：主體內容

隨結構之變化不斷移入與移出，主體身份是流動且易變的。46但是主體並不是全

然地自主、自律與自由，相反地，如前所述，它必須以現存的論述系統作為形成

基礎，因此是受到結構之影響與限制的。換句話說，主體是空白的，但是它也無

時無刻是被填滿的，如同 Laclau 的「空符徵」概念。47 

五、 拆解符號之必要性 

傳統迷文化理論將結構與主體視為兩個固定、完整且封閉的對立實體，這不

僅無法解釋現實生活中的結構變遷、無法解釋主體的生成機制、更將自身理論囿

限於結構與主體之間無窮盡（也因此是本體式）的對抗中。換句話說，迷文化理

論留給我們的是兩個形而上的先驗實體：結構與主體，而正由於它們是先驗的，

迷文化理論沒辦法提供任何結構或主體的形成機制。即使是迷文化研究者慣用的

「反叛愉悅」與「文化（或是階級）認同」，是不是能夠真正地解釋迷情感投入

的原因，其實也不無疑慮。一方面，當研究者以「文化認同」解釋個體所進行的

消費選擇時，將陷入以「認同」解釋「認同」的套套邏輯迴圈；正如我們在第二

章所作的批評，當迷文化理論探問迷「為什麼迷」的時候，卻是讓受訪者以自己

「現在」的情感與立場，回溯性地重新建構自己當初「迷」的原因，而這並不能

讓研究者正確地探求到迷行為的真正驅力，反而陷入無法區分需求與滿足的邏輯

矛盾。另一方面，當迷文化理論概括性地以情感愉悅作為主體行動驅力時，卻也

無法說明那究竟是什麼樣的愉悅？ 

                                                 
46 參考廖朝陽（1995）。〈中國人的悲情：回應陳昭瑛並論文化建構與民族認同〉，《中外 

文學》274：102-133；或是, Slavoj Žižek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Ideology. London: Verso. 
47 正因為主體必定處於一個被填滿的狀態之下，廖朝陽在探討台灣主體性時的呼籲：「『台灣

性』不但不必剩下什麼，而且還要進一步在這個絕對主體的層次排除所有的剩餘，只留下一片空

白…只有接受一個可以移出的層次，只有讓主體變成一無所有，才能保存主體進入現實發展的所

有可能（包括文化認同與政治組織的選擇），也才能確保主體不會因為自體絕對化而走向壓制對

體（Other）的極端」，幾乎是不可能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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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Laclau 與 Mouffe 的論述理論清楚地指出，主體的能動性（結構之變

遷）來自於系統的根本性錯位，而錯位的產生則是因為系統內部基於某種偶然性

所挑選出來代表系統整體的某個符徵，無法真正地、全然地代表整個系統。換句

話說，唯有將系統拆解為「符徵」與「永遠無法被真正、全然指涉的符指」，錯

位才得以發生，而主體才能因為系統錯位的存在而產生出來。在實證研究上，我

們也已經清楚看到阿扁符號意義改變時受訪者們所感受到的阿扁符號的分裂與

自我分裂（也就是系統錯位），以及當個體察覺到這個錯位、並對自己的認同與

行為產生懷疑（主體位置鬆動）時，所被迫使作出決斷。因此，不論是本研究的

實證觀察，或是理論上的推演辯證，都再再顯示出將符號文本拆解為「符徵－符

指」的必要性，以及將傳統迷文化理論的「結構－主體」（文本產製者－消費者

）二元架構，重新理解為為「符徵、符指與個體」三元架構的必要性。也就是說

，除非將符號文本，至少，48拆解為「符徵」與「永遠無法被真正、全然指涉的

符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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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解

放原本結構的封閉性與完整性、將結構視為表面符徵與底下符指不斷交互影響的

動態性與開放性架構，主體之能動性才能擁有產生的真正基礎。相較於只強調「結

構－主體」（文本產製者－消費者）二元架構的迷文化理論而言，「符徵、符指

與個體」理論架構，才能鬆動結構與文本之間的緊密關係，並藉此賦權於個體之

能動。 

是故，倘若我們以符號分裂的角度來看，反叛認同所產生的愉悅，正是主體

在經歷符號（以及自我）分裂所造成的矛盾焦慮、並重新依附某個結構之後，所

獲得的平安喜樂與法圓自在。在這樣的理解之下，主體不再對立於結構、不再是

為了反抗結構而存在，相反地，主體是社會個體對某主體位置的認同而被建構而

成的行動者，而同時主體位置又是某系統結構決定的效應（Laclau, 1996a: 57）

。換句話說，在一方面，主體是結構的代理人、是論述的執行者；另一方面，結

構卻是主體行動的基礎。主體與結構並非相互對立，而是相輔相成。這些論點在

                                                 
48 事實上，Laclau 的論述系統至少可以區分為三大部分，而不是只有單純的「符徵」與「符指

」。這一部分將在後面詳加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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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討論扁迷的自我縫合機制時，已經獲得強而有力的支持與證明：當扁迷們

「為了自己」而行動時，是將自己縫合進結構之中、縫合進行動之中，以阿扁符

號背後巨大的結構意義作為自身行動之基礎，成為該結構論述的道德執行者。支

持陳水扁是為了自己：藉由支持陳水扁，扁迷將自己建構成公平、正義、反貪腐、

反黑金、支持民主人權、清新有活力的行動主體；阿扁符號作為一個符號系統，

提供了這些豐富、多元、正面的意義讓扁迷們恣意地挪用。 

自我縫合是此（既為反抗亦為依附）認同過程的關鍵。強調、分析「自我縫

合」機制是必要的，原因在於，第一、這種「自我縫合」是普遍性的，發生在所

有認同與迷行為當中。只要個體有所認同、有所行動，那麼他在某種程度上一定

將自己扣連在其認同的對象物上。49然而，雖然這是一種普遍性機制，但是它並

不能解釋，為什麼有的人自身縫合的程度較淺，有的較深？此外，它也不能說明

影響自身扣連程度深淺的因素是什麼；換句話說，它不能處理迷的個別性程度（或

是個別情感投入程度）的問題，只能確定：這樣的自我縫合與情感投入（迷）的

程度，具有不小的正向相關性：自我縫合愈深、情感投入愈深、迷的程度也就愈

深。第二、它可以更清楚、更細緻地說明「認同」的問題；換句話說，透過這樣

的分析我們可以更加清楚地瞭解，當扁迷認同陳水扁、支持陳水扁的時候，究竟

是認同陳水扁的什麼？其認同機制為何？情感與情緒的發生機制又是如何？另

外，這樣的自我縫合和 Klein 的「內射」是兩者不同的概念。後者指的是迷個體

將偶像的好的面向投射在自己身上，也是偶像模仿行為的基本運作機制；而自我

縫合則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形成過程、不論是好的或壞的面向，在此一機制中都

必須一起承擔。 

然而同樣地，自我縫合並不是一個具自主意識的行動，而是個體在認同主體

位置時的普遍性必然產物：一旦個體以某種特定之結構論述回應該結構的召喚、

一旦個體將自身嵌入某特定系統結構的主體位置，它便與該結構系統「半」緊密

地縫合在一起。「半」緊密是因為這樣的縫合，正如同系統的空符徵機制一般，

                                                 
49 將自我縫合視為認同過程之關鍵，必不是承認這種反身性地自身扣連成功的必然性。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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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與結構完完全全地密合；個體與主體位置之間必定擁有粗細不等的空隙。這

裡我們發現另一個根本性錯位，它不是 Laclau 所說的系統內部「某個無法代表

整體的符徵」與系統自身的錯位，而是個體在回應結構之召喚、投入結構的主體

位置時，與該結構系統的錯位。當然，這些錯位都是（往後）符號分裂、自我分

裂，以及主體生成、反抗與依附另一個結構時的重要基礎。 

最後，雖然上一章我們是以主體的身體實踐（例如為陳水扁辯護、集結文章、

行銷與購買系列商品等）來探討其背後的自我縫合機制，這並不代表身體實踐是

自我縫合產生的必要條件，換句話說，在個體進行身體實踐之前，很可能就已經

與結構擁有某種程度的自我縫合。即使如此，身體實踐仍然是強化自我縫合機制

的重要影響因素，因為相較於內心深處隱而不宣的意見與態度，身體實踐是外顯

的、具有指標性意義的宣告；當個體以實際行動（言語或行為）表達自己所屬立

場時，就是在向外宣告自己作為該結構代理執行者的主體位置。從那時起，該個

體再也無法偷偷摸摸、躊躇不決，或是對自己的立場極力遮掩，更無法否認自己

身上負載（或曾經負載）該結構論述。具宣告意義的身體實踐是一個無可否認的

轉捩點，也是主體行動最清楚且貼切的代表；它的出現讓個體內部的「自在」明

確紮實地轉變成「自為」。 

六、 社群作為理論因子的必要性之一／主體：為了自己 

我想要感覺到自己對人的愛。我想要感覺到這樣的事。我想要感覺到自己

對人的愛。現在也是，想要感覺到自己和別人對我的愛…。（受訪者 B） 

在反思自己究竟為了什麼如此支持陳水扁時，受訪者 B 沉默良久之後，作

了這般的回答。正如同第三章「關於社群」部分所作的分析，以及 Laclau 論述

理論裡所闡述的：自我成就必須獲得社群的認可，而主體的形成更必須依賴結構

                                                                                                                                            
，前面所述及的個體在意識符號分裂後產生的自我分裂，正可以說明自我縫合失敗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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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體行動並不只是單純的「為了自己」，更是「為了社群」、「為了結

構」；受訪者 B 支持陳水扁，不僅是為了自己、為了感覺社群對自己的愛，也

是為了社群、為了感覺自己對社群的愛。 

再一次地，我們看到主體與結構之間的關係，並不是激進的對立關係。主體

行動並不是為了反抗社群結構而存在，相反地，而是為了依附社群結構、因為認

同該結構中的主體位置而存在。更明確地說，主體在本質上與反抗無關，它同時

也可以是一種依附。依附與反抗是一體的兩面，任何實質反抗的背後，必定擁有

依附作用：小眾音樂的愛好者並不只是反叛大眾流行音樂，如同第二章提到

Riesman（1990）所作的研究，它同時也是對特定另類音樂品味的認同與依附、

是為了「和別人建立聯繫」；Wills（1978）摩托車男孩的音樂選擇，也是對自

己所奉行的結構準則（男子氣概）的重現與再確認。同樣地，對任何結構的實質

依附，亦代表了對其他結構的反抗：好比小眾音樂愛好者對小眾音樂的認同代表

對大眾流行音樂的反抗、摩托車男孩對男子氣概的認同就是對陰性特質（的男孩

們）的反抗，其實都只是上述認同現象的換句話說罷了。 

我們也可以從對 Laclau「政治優位性」概念的反思，進而推得社會在論述理

論裡的重要性。如前所述，Laclau 將政治存在本體性地（ontologically）置於社

會之前，而這似乎與「論述之外，別無對象」的概念相互衝突。然而，如果政治

行動必須仰賴結構之錯位，而政治行動要成功（接合實踐成功），又必須獲得社

會的認可，那麼政治如何能在本體論上優先於社會存在呢？事實上，我們似乎無

法明確回溯至最初始的時候，論證究竟是先存有社會還是先存有政治（那幾乎是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矛盾命題），但是至少在目前現實狀況看來，以「論述之外

，別無對象」的觀點視之，社會反而相對於政治擁有「存有論上的優先性」：社

會是賦予政治行動意義的真正要角、主體位置的意義必定來自論述結構的認可。 

如果社會在存有論上優先於政治，那麼探究現有的社會論述結構也就相對地

重要。很明顯地，對本研究中的陳水扁支持者來說，這個社會結構，即為本省族

群、為台灣人、或是支持台灣獨立建國的朋友們。他們想要感受到自己對這些社

群的愛，也想要感受到社群們對自己的愛。他們對陳水扁的認同、情感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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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社群的支持與鼓勵。而這些支持者們與社群結構的共同特性［與其說是與

社群結構的共同特性，不如說是此社群結構論述所產生的主體位置、或是所召喚

特定對象身上所負載之特質，與支持者們自己所負載之（想像或實際的）特質的

相同性］，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效力。這些共同特質讓個體身處在該社群時，得

以獲得自我認同、親近感、安全感與成就感等正面情緒。這個特點充分展現在受

訪者 B 在面對「會不會支持同樣具有清新、有活力、乾淨形象的馬英九」這個

問題時，他的回答： 

我覺得是那種閩南人的驕傲啦。閩南人的驕傲。是因為有碰到族群這個因

素，…我就覺得，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母語，就是在閩南語裡面，我會有不

同的表現，那樣的個性那樣的自我，是很重要的因素。…語言這個因素會

引起非常多的認同，然後你會有熱情，你覺得，在這種地方就應該要這樣

子講話。所以我覺得，可能，像馬英九為什麼沒有辦法那麼吸引我，因為

我覺得在他的那個語言表現，就是，他當然會講台語，可是他那個語言表

現並不是跟我，跟真的我，很貼近。（受訪者 B） 

對受訪者 B 來說，語言是連結自己與台灣本省社群的重要共同性之一。在

說著共同母語的社群裡，他感受到認同、感受到熱情、感受到成就（驕傲）、感

受到親近（貼近）、感受到自在（在這種地方就應該要這樣子講話）。在台灣本

省社群感受到的這些正面情緒，如果不是受訪者 B 認同該社群的主要原因，也

是回過頭來強化此一認同的重要因子。50 

除了上述的正面情緒，負面情緒亦在社群認同機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上一

                                                 
50 我們很難將受訪者與社群結構的共同特質，視為該個體認同該社群的決定性因素，原因是，

仍然有許多同樣是本省、同樣是台灣人的民眾，拒絕認同上述的社群論述。拒絕的原因可能是因

為個體對自己主體位置的想像落差（例如雖然是本省台灣人，但是在國家認同上比較傾向認同中

華民國，甚至是中國大陸、美國與日本），或是缺乏對他者的敵對意識（例如不認為當今台灣具

有省籍上的衝突，也因此即使察覺到在國際外交上中共的打壓時，也不一定要訴諸台灣本省政權

與之抗衡），或是其他原因。但由於這些民眾並不屬本研究範疇，這裡只能提出假設，有待後續

研究進一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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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所分析的受訪者們因「社會組織原理」感受到的在社會、文化、經濟上的省籍

差異，便是一個最貼切的例子。此外，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訪談中均提到 228 事

件；提到的時間點可能是在回溯自己支持陳水扁／民進黨（或支持台灣獨立）的

原因時，或是在陳述自己對台灣當前省籍問題的看法時。例如，受訪者 H 表明

自己的台灣國家意識，「與 228 那時候的歷史因素有關」；此外，在聊到自己為

什麼那麼熱衷於政治議題時，他亦開玩笑地回答自己上輩子可能是 228 受難者吧

。受訪者 C 更在這裡直接闡述自己的情緒：「我也看過二二八那個錄影帶，看

得也是流眼淚。…在那邊看，看了心會痛。…所以說一個國真的很重要…」。對

這些受訪者們而言，228 無疑代表了自己所認同社群的辛酸、悲愴，也代表他者

（外省政權）的壓迫與罪行。而本研究中所觀察到的這些不平、不滿、委屈、悲

傷、怨嘆與憤慨，亦是社群凝聚與認同的重要影響因子。 

事實上，這些正面與負面的情緒，在社群依附與認同的機制中似乎必然同時

存在，所有的受訪者們都可以意識到自己的本省籍、台灣人特質，但更重要的是

，所有的受訪者都認為目前台灣社會存在著省籍問題，以及國家認同問題。換句

話說，所有的受訪者都可以清楚地察覺對立於自身社群的另一個強大他者社群的

存在，一個是台灣內部代表外省族群的國民黨政權，另一個是台灣外部以武力、

外交手段打壓台灣主體性的中國大陸政權。 

然而，不論是正面還是負面情緒，似乎皆不必然藉由直接的親身經歷，而是

可以透過社群的中介來感受到。關於省籍問題情緒的社群中介性，我們已經在前

面第三章討論過，同樣地，受訪者們對於 228 事件的情緒，也不是經由自己親身、

直接的體驗而獲得。事實上，本研究中所有的受訪者都沒有親身經歷 228 事件發

生的年代（研究中年紀最大之受訪者也只有四、五十歲，而 1947 年發生的 228

事件，距今已有一甲子的歲月），但是透過媒體與親友的傳播，受訪者們對 228

仍然擁有同質性甚高的真實情緒。51 

                                                 
51 在本研究中無法觀察到上述正面情緒的中介特性，因為受訪者們或許沒有親身經歷 228 事件、

沒有直接遭遇過外省族群的歧視不公平對待，但是他們都直接地、親身地生活在本省族群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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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暗示這樣的情緒是個體「想像」的，而且還是雙重的想像。第一重表

現在它的中介特性：引起情緒的不是真實的經歷，而是透過符號文本與社群的中

介；第二重則表現在它的中介物的本質上，也就是「社群」本身的想像特性。

Anderson（1991）在探討國族主義時提出一個著名的論點：國族作為一個共同體

，是被想像與發明出來的：「它是想像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不

可能認識他們大多數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者甚至聽說過他們，然而，他們相

互連結的意象卻活在每一位成員心中」（Anderson, 1991；吳叡人譯）。在這樣

的理解之下，社群、社會、結構，都不是具有特定專屬內容的存在實體，而是其

所屬成員想像建構而成，那麼經由社群中介的情緒，不也是想像的嗎？ 

然而，「社群是其所屬成員的想像」的這個命題，暗示社群是由其成員（也

就是個體）建構而成，不僅和上面所強調的「社會優位性」相互矛盾，也因此與

「論述之外，別無對象」概念相左。的確，社群團體的界限與定義是人為建構的

產物，但是更明確地說，它應該是眾多個體「共同」想像、定義出來的、是社會

建構的產物。單一一個個體無法真正建構與凝聚出一個具特定界限的共同體出來

，即使是個體所創造發明出來的團體形象，也必須經由眾人的認可、獲得眾人的

認同，才能真正合法化成為一個具主體性的共同體。因此，嚴格說起來，社群是

由社群自身想像建構而成；與其說國族（社群）是想像的共同體，不如說它是論

述共同體更為貼切；論述之外，仍別無對象。也因此，與其說上述經由中介的情

緒是想像的，不如說是論述的。用 Raymond Williams（1977）的「情感結構」概

念來看的話，它不僅是情感作為一種思想、思想作為一種情感（feeling as thought, 

thought as felt），更是情感作為一種論述、論述作為一種情感（feeling as discourse, 

discourse as felt）。 

                                                                                                                                            
接觸同一社群的人們。換句話說，這些受訪者們對其所屬社群的正面情緒，幾乎都是直接親身體

驗而獲得的。即使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在其他地方觀察到「社群中介的正面情緒」。跟隨國民政

府來台的外省族群（或是外省第二代）們對中國大陸的鄉愁與想像，或許可以作為一個例子：他

們並沒有真正接觸現在的中國，但是對該社群擁有正面的情緒、也會為對該社群的批評辯護。參

考康庭瑜（2007），＜當我們遇到他們＞，中國時報 A19 時論廣場，2007/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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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經由論述共同體所中介並不表示這樣的情緒就不是真實的，相反地，

該情緒就跟其他藉由媒介（論述）所傳達（或引起）的情緒一樣地真實：將自己

投射進某個論述結構的主體位置後，以該主體身份（本省人、台灣人）所感受到

的情緒，就跟將自己投射進電影或連續劇當中的某一個角色，以該角色身份所感

受到的情緒，在本質上都是一樣地真實。那些情緒、那些身體反應（受訪者 C

流下的眼淚），對受訪者們來說，都是毫無疑問、最真實的感受。 

七、 社群作為理論因子的必要性之二／符號：為了合法化 

不只是團體形象必須經由眾人的認可、獲得眾人的認同，才能真正合法化成

為一個具主體性的共同體，任何的符號意義，都必須經過眾人（也就是社群）的

認可與認同，才能真正地具有合法效力。換句話說，社群除了作為主體與其行動

之基礎之外，對於符號文本亦具有顯著的重要性：透過社群的認可與合法化，符

號才能發揮效用、具有意義。 

關於社群在符號系統成形時所扮演的角色，在實證研究上得以支持的例子看

似豐富，卻不容易真正地證實。幾乎本研究所分析之阿扁符號意義，都和社群擁

有緊密的關係，如台灣國族意識、本省人的正義、勞動階級的代表、青年認同等

，都可以找到分別對應的目標族群。雖然以上述的對應性論證這些社群對阿扁符

號的合法化機制稍嫌薄弱，但是屬於這些社群的受訪者們，能夠在各自分離的訪

談中指認出阿扁符號這些共同的普遍性意義，便說明了普遍性之符號意義應為社

群之共識。一個更極端的例子為上一章討論阿扁符號意義的改變時，所觸及的「制

度性稱謂」。很明顯地，「總統」這個職務性稱呼、這個論述系統，便是在 2000

年總統大選揭曉那一刻，經由台灣民眾的認可，正式地扣連在陳水扁身上，而這

樣的論述系統在 1996 年總統選戰時，幾乎是與陳水扁無關。更明確地說，阿扁

符號裡的「總統」意義，是在後來經由社群之合法化，從「自在」轉化為「自為

」，讓陳水扁擁有名副其實的「管理（台灣）眾人」的權力，也改變了與原本一

起打拚選戰的支持者們的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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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é Girard（1976）的模仿慾望（mimetic desire）理論能清楚地幫助我們了

解社群在符號系統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一個簡單的事實有助於我們了解 Girard

的慾望概念：52我們羨慕其他人擁有某個物品，而當他不再擁有該物品時，我們

便會覺得高興一些，即使是我們自己也不能擁有該物品的情況之下。在 Girard

的觀點中，慾望並不源自於物體本身，跟「擁有」也沒有太大的關係，而是絕大

部分取決於他者。我們會慾望某一件物品，並不是該物品在本質上擁有什麼特性

與價值，而是因為我們知道「其他人」也想要這件物品。在這樣的理解之下，慾

望被去實體化，而成為一種面對他者時的常態情緒；簡言之，主體雖然感受到慾

望，但是該慾望卻沒有實體的對象，卻反而成了身在社群當中的普遍性焦慮、在

其他人的「擁有」中不僅感到自己（對於某物品）的缺乏與不足，也感到自己在

社會地位上的劣等，更感到區分與差異。換句話說，主體對物體的慾望，其實就

是主體對擁有此物品的人（或與他一起慾望該物的人即將）所具有的名聲

（prestige）的慾望。因此，Girard 的慾望理論緊緊扣聯住這第三個角色：他者

（the Other），也就是慾望的中介。物體在本質上並不擁有什麼樣的價值，其真

正的價值來自於他者對它的慾望與擁有。 

Girard 模仿慾望理論的開創性，便是突破傳統「主體－客體」的二元架構，

引進「他者」的變因，提出一個新的「主體、他者（模仿對象）、客體（物品）

」三元理論架構，指出慾望並不是固定在主體與客體的相對關係上，而是存在於

對他者的慾望的模仿中。換句話說，客體在本質上不具有任何先驗之價值，客體

之價值是在主體與他者的相互交流傳播中所賦予。然而，我們其實可以發現

Girard 理論當中的他者，指的並不是一個特定的個體，更像是一個複數匿名的集

合名詞；另外，該理論也相當程度地以主體的社會恐懼（害怕自己社會地位的劣

勢與社會資源的匱乏與不足）作為基礎，甚至更明確指出主體對物體的慾望其實

就是對社會名聲（prestige）的慾望。這些都再再顯示出 Girard 理論中「他者」

                                                 
52 參考 Phillippe Cottet（2000）的 Rene Girard and the mimetic desire 一文（線上版本請參考網址

：http://www.cottet.org/girard/index.en.htm）。Girard 的原文請其著作 Deceit, desire, and the novel: 

self and other in literary structure. Tr. Y. Freccero.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2

的強烈社會性，幾乎強烈到可以讓我們用「社群」一詞替代之，並以其分析符號

文本的意義本質：圖像文字等符號文本亦不具有任何先驗的意義，任何的符號意

義都必須在社群傳播之中所賦予。由此觀之，社群不只是主體與其行動之基礎，

也是認可、合法化符號裡符徵與符指相互接合的重要因子。 

八、 三重三元性（3 x 3）理論架構 

是故，這裡所要提出的，是異於傳統迷文化理論所假設的二元「符號文本－

個體」（也就是「文本產製者－消費者」）的分析觀點、一個強調「社群」作為

第三要角的、新的「符號文本、個體、社群」的三元理論架構。因為，如上所述

，社群，不僅是符號文本的意義之源，也是主體生成的必要條件，更是主體行動

時情感上的核心驅力之一。捨棄社群，主體之認同將無所依據、主體之情感亦將

無從生起，而符號文本將失去其溝通的意義。 

在研究上，符號文本、社群與個體之間的關係，更是緊密相連、無法分離。

以阿扁符號的研究為例，欲了解阿扁符號之意義，便必須藉由相關的新聞（社群

）文本的收集分析與扁迷的深度訪談研究；欲解釋扁迷之情感與認同（愉悅、反

抗與依附），便必須了解其所屬之社群的社會位置；欲說明扁迷行為之意義，必

須了解其所屬社群之社會規範；而研究亦必須藉由親身參與社群活動、對扁迷們

進行深度訪談，才能清楚、系統地瞭解該社群。唯有同時考量符號文本、社群與

個體，此三者的重要性與相互影響力，我們才能清楚闡述主體在作為一社群之代

理人時，對符號文本的情感與認同機制。 

然而，正如同前面所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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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理 Laclau 的論述理論之後，我們可以

發現，Laclau 的論述系統至少可以區分為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為空符徵 E，也

就是指涉系統整體的某個特定符徵。第二個部分為系統內部的各個論述要素 M

，如果以單一一個概念代表，便是取消這些要素之間差異性後所得到的等值的θ

。第三個部分則為系統無以名狀的外部性，也就是永遠無法被確切指涉的他者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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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傳統符號架構作對應比較，空符徵便近似於傳統符號學裡的符徵，各要

素則對應於符指，至於重要的系統外部性他者，則在傳統符號學裡缺席。這些拆

解是必要的，因為唯有如此，系統的根本性錯位才得以被體現、被正視，而錯位

又是系統結構變遷與主體生成的必要條件。換句話說，唯有將論述系統更進一步

區分此三者，論述系統才具有真正開放、易變的概念，結構才具有變遷的條件，

而主體才具有生成的可能。 

倘若上述的三元性為所有論述系統的普遍架構，那麼，同為開放且易變論述

系統的社群與個體，也都同樣能進一步區分出這三個架構：社群與主體皆由一個

指涉自身整體性的單一符徵、該符徵背後眾多論述系統組成的符指，以及無以名

狀、永遠無法指認的外部性，所共同組成。 

這並不是新的理論概念，事實上，如果讓我們的想像力恣意徜徉，這樣的區

分似乎正好與部分精神分析理論相呼應。例如，Freud（1923/1950）代表禁制的

「超我」（super ego）、代表深層原始慾望的「本我」（id），以及兩者折衝下

所發展出來的、想像的「自我」（ego），在某種程度上便分別相對應於空符徵、

無以名狀之外部與符指意義；而藉此，當代的主體概念才真正脫離自文藝復興時

期數百年來，被賦予的理性、自主、完整且形而上實體式的窠臼。另外，Lacan

（1988）的理論亦將社會結構區分為符號層（the Symbolic）、想像層（the Imaginary

）與真實層（the Real），正好分別對應這裡所提出的三重架構；也唯有如此，

社會結構亦不再是封閉實體，而個體也才能意識到社會結構中的錯位展開反抗、

進行革命行動。 

因此，這裡所提出來的，是一個 3 x 3 的九重性龐大架構，不僅橫跨符號文

本、社群與個體三大變因，更分別包含三大變因裡「符號」（空符徵）、「想像

」（符指）與「真實」（無以名狀之外部）三部分。本研究在探討阿扁符號意義

的轉變時，顯示出的符號分裂與自我分裂現象，便得以說明符號文本與個體在架

構上的三元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