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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自 Frantz Fanon 分析殖民地種族關係
以來，在有關後殖民的討論裡情欲與性別
位階一直被理論家視為與政治權力的運作
有極密切的關係。透過廣義的政治解釋，
情欲活動常被表象化而成為背後（隱而不
顯的）抽象權力的投射。晚近有關性別關
係的討論更常會涉及大體制、大秩序的考
量（如歐洲殖民史後期白人女性大量出現
在殖民地的現象與帝國統治的關係），超
出了傳統性別對立的層次。這樣的理論路
線涉及兩個問題。第一，這是整個文化理
論裡驅逐主體，顛覆真實的主流的一部
份，卻明顯含有身體消失的可能性。比較
起來，Claude Levi-Strauss 的結構主義觀
點把食物看成是符號、社會關係的運作對
象，似乎並不會造成顛覆飲食活動的結
果，而情欲活動因為本身即是建立在想像
性上面，不但特別容易成為這類「解構」
知識的標的，而且想像既是身體與意義的
中介，如果想像欲望只是權力的傀儡，身
體層次就可能失去進入文化意義的可能，
而權力本身反而可能本質化，成為無法解
釋卻無所不在的力量。第二，隨著身體消
失，接下來當然就是時間的消失。這是後
現代理論的老問題：太強調權力的操縱，
造成的結果就是經驗與記憶常被理論簡化
為幾個基本情境，失去傳遞事實（或想
像），形成公共生活的可能。本計畫認
為，採用心理分析的觀點，特別是創傷理
論的基本說法可以兼顧身體的真實性與想
像意義、主體時間的形成，提供了解決這
些問題的路徑。

關鍵詞：後殖民、認同、性別、情欲、權
力

Abstract

In discussions of postcoloniality, many
have followed Frantz Fanon in observing
close interconnections between sexual desire
and gender positioning on the one hand, and
political power or domination on the other.
Sexual attraction or repulsion has become the
object of close political reading and turned
into epiphenomena determined by versions of
invisible or concealed abstract power. At the
same time, many recent accounts of gender
relations have made it a point to go beyond
simpl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two genders
and take “big pictures” into consideration
(e.g., how the stability of imperial rule was
dependent on the massive entry of white
women into the colonies in late European
colonialism). Two questions are raised by th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expressed in this line
of thinking. First, the desubstantialization of
sexuality is part of the larger movement in
cultural theory to decenter the subject and
dethrone truth, but itself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body may also get
decentered. Eroticization, being grounded on
fantasy, is an easy target of deconstructive
suspicion. But the fantasmatic provides
medi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the body. If
fantasy becomes a mere façade of power, the
body itself would be deprived of access to
cultural meaning, resulting in the very
essentializing of power into abstract b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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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teriously omnipresent fatefulness.
Second, the disappearance of time would
follow this decentering of the body. The is an
old question in discussions of postmodernity.
The overvaluation of power is an easy way to
lead to the simplification of experience and
memory into a few schematic situations,
preventing the formation of publicness
through the transmission of facts (real or
imaginary). In our view, psychoanalytic
theories, particularly those dealing with
traumatic experience, by paying proper
attention to the real body and to the
formation of fantasmatic meaning and the
temporality of the subject, provide good ways
to overcome such theoretical hurdles.

Keywords: Postcoloniality, Identity, Gender,
Sexuality, Power

二、緣由與目的

按 Nira Yuval-Davis and Floya Anthias
(1989: 7) 的說法，女性在族群或民族認同
的運作過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主要有五
種：(1) 族群成員的再生產者，(2)族群或
民族界限的再生產者，(3)意識形態再生產
的主要參與者與文化傳遞者，(4)族群或民
族差異的指標，(5)民族、政治、武力鬥爭
的參與者。這些角色除了第五項，顯然偏
重傳遞與複製等傳統性別分工。另一方
面，女性主義興起後與基本教義宗教同為
跨國界、跨民族的兩大主要的全球化動力
（Moallem 1999），似乎說明了女性也可
以成為界限的消除者。本計畫主要的用意
就是要從後殖民的角度檢討性別與政治界
限之間的關係，特別是說明女性所代表的
身體與差異可以在後殖民情境中成為打破
或重組界限的力量。

如果我們接受 Luce Irigaray (1993)女
性文化重差異不重普同的說法，任何突顯
女性跨界限動力的觀點都必須建立在差
異、特殊性而不是抽象的普世價值上。這
一點在後殖民理論中特別重要，因為這類
理論常將顯項性別或情欲活動表象化，當
成背後抽象符號或權力的投射。一個明顯

的例子是陳光興在〈帝國之眼〉(1994) 裡
閱讀楊照小說〈往事追憶錄〉的一段。小
說描寫「台灣女人」做愛時喜歡騎在「外
省男人」身上，一旦發現對方也是「台灣
人」卻「心不在焉」的失去性欲。陳光興
認為這表示「『台灣人』騎在『台灣人』
身上（不論誰在上、誰在下），都無法再
有征服原來『殖民者』的快感，不再有認
同『外省人』可以換取的優勢位置」：這
是男性作者主體潛意識經過變形扭曲後的
投射，可以還原為「本省男人」認同「經
由『外省女人』得到『外省人』的認可，
以清除自卑的被殖民焦慮，從而認同『外
省男人』過去的優越位置」的過程。所以
「 性 交 不 過 是 上 層 政 治 鬥 爭 的 轉 喻 」
(185f)。

這樣的簡化解釋最大的問題在未能面
對小說描寫裡明顯可見的，由女主角投射
出來的身體與情欲的特殊性以及由這個特
殊性牽引出來的，跨越界限，向普世性開
放的可能。按男性敘述者自述，兩人做愛
過程中女主角始終沈陷在他是「外省人」
的錯覺中，而他則堅持情欲的身體基礎：
「我用力地頂了幾下，讓她感覺到那種真
實的肉體交合的接觸」﹔事件過後「我找
不到理由再去接近她，可是奇怪的是：那
些被她緊緊壓在床上做愛的經驗卻一直魅
惑著我」。也就是說，這裡的重點決不只
是「上層政治鬥爭」這麼簡單而已，而是
牽涉到男性主體純生物層次的性愛觀面對
（想像中）女性主體透過創傷（被殖民）
經驗的特殊性來架構身體快感時所感受到
的迷戀與嚮往。

這裡我們可以比較一下 Renata Salecl
提到的一個來自不同領域的例子。在波士
尼亞戰爭期間克羅埃西亞報紙刊出一張照
片，裡面是一個小女孩抱著弟弟獨自坐在
火車站的椅子上，神情哀戚。畫面看起來
她似乎是父母雙亡，匆忙中抱起小弟拿了
一些物品就離家逃難。這張照片在克國引
起很大的迴響：許多人出面表示願意領養
兩名小孩。幾個禮拜後，報社在難民營找
到小女孩，卻發現她母親健在，家中生活
尚稱正常，只缺少「咖啡壺和香煙」，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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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大家覺得意興闌珊，再也不提幫忙小女
孩的事 (Salecl 1994: 138f)。按 Salecl 的
分析，照片能引起共鳴，主要並不在它能
讓我們產生「我也可能像她那樣」的想像
認同，而在它提供了一個「符號空間」，
讓人們在其中成為有愛心、關懷別人、願
意付出的好人。

這個空間其實也是代表律法的「父之
名」的位置。在想像認同過度強勢，危及
主體現實感的時候，抽象的符號空間可以
發揮隔離作用，避免主體陷入完全虛幻的
假象。反過來說，政治也不可能脫離幻
想，因為幻想是主體架構快感所需的生存
方式 (141)。楊照小說中的「台灣女人」
的快感也是如此：它的虛幻可以被揭發
（如小說所述，用「身分證」之類的符號
來強化現實）而失效，它的欲望效力卻不
能被「破除」（化約為「上層政治鬥爭」
之類的終結意義），只能透過符號空間來
隔離安頓，不斷轉化（再生產）為新的主
體活動（例如「台灣女人」的快感不必然
是政治權力的投射，也可以成為性別權力
越位的投射）。這裡我們可以以王童的電
影《紅柿子》為例，說明這個轉化的過程
也可以含有創造性，產生跨越、重組界限
的動力。

三、結果與討論

根據創傷理論的講法，創傷經驗的形
成是經驗衝擊過於劇烈，無法為主體接受
處理，一方面產生經驗的鈍化 (numbing)
加以緩衝 (Caruth 1995a: 134ff)，一方面則
透過部份經驗的銳化（以鮮明直接，不可
符號化的方式不斷回訪）來保留主體理解
經驗，將經驗納入記憶的可能，形成一個
收束延遲，讓主體暫時不必面對經驗衝擊
的存活過程 (Caruth 1995b: 151ff)。《紅柿
子》一開始以黑白畫面對襯老家院子裡彩
色的紅柿子，已經顯示出「紅柿子」在這
裡是鈍化創傷記憶（戰亂）中的銳化經驗
對象。紅柿子代表傳統以女性為再生產工
具觀念下的家庭幸福（齊白石畫中的五世/
柿同堂），也代表將軍家以男性為中心的

舊生活以及戰亂中失去的國家權力。將軍
家到台灣之後仍然延續舊時的性別分工，
直到將軍受傷，逐漸脫離決策核心才轉為
無能父親。這時福順出現，帶來失散的紅
柿子名畫，似乎表示父親失去男性權威使
家庭創傷產生另一個轉折。影片中段家庭
生活遭遇的種種挫折可以解釋為創傷經驗
尚未成為可以被理解的經驗內容。但是在
影片的結尾，創傷經驗卻已經納入符號空
間，成為具有創造力的文化經驗：姥姥出
葬時家人的行列與一隊士兵擦身而過，表
示敘事主體對國家（男性）權力已經養成
隔離能力，改以姥姥、母親為架構符號空
間的中心。

那麼這個成熟、轉變的過程是如何完
成的？姥姥在這個過程裡扮演了最重要的
角色。首先當然是一連串解除虛幻的情
節，主要是國家、權力符號被姥姥以「廢
物利用」的名義變成實用物品（旌旗被改
造為運動會用的錦旗、代表戰場的 X 光
片被改造為墊板等等），這些細節配合父
親家居生活的種種挫折（抓破蛋、聽不懂
台語、在公車上摔倒等等），當然具有解
除榮光的效果（蔡佳瑾 1999）。但是這
裡要注意的是這些細節並不會使欲望失
效，因為在這裡，姥姥的現實派做法一樣
使她成為相當脫離現實而喜感十足的人
物，卻不但沒有產生嘲弄，反而因為她而
使想像欲望轉移到抽象空洞（因此反而不
可消去）的紅柿子符號上。也就是說，幻
象的解除並沒有揭示一個「真實意義」，
而是透過意義的過度生產而確立一個內容
空白的意義與欲望的位置，一如影片不斷
出現的紅色影像（旌旗、囍字、壽衣、
《海棠紅》）一再改變、動搖紅色的意
義，卻反而更加強「紅柿子」佔據意義重
心的地位。

佛洛伊德說：認同可以「在內心取
代」失去的對象。Diana Fuss 引申此說，
認為認同就是魅影的召喚：「執戀對象失
去後，主體將它留下的鬼影收為自己的一
部份，像吸血鬼一樣，從中得到生命」
(1995: 1)。這是認同所以能發揮強大力
量，製造無比快感的原因所在。Fuss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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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說明了創傷理論可以解釋認同，而且
觸及了認同的創造性所在：認同外物的過
程  (identifications) 可 以 強 化 認 同 感
(identity)的形成（是「取道外物，以界定
自我」的過程），卻也是動搖、重建、推
翻認同感的動力。這一點可以解釋《紅柿
子》如何表現文化創造力：紅柿子的執戀
是將軍一家人認同感所在，但是它越是成
為創傷經驗的中心（來自過去的幽魂），
它的意義就越空洞化，越可以隨著不同的
環境而產生變化。它原來的意義是家族繁
衍、故國家園等等男性價值，將軍果然也
子嗣繁多，彷彿成為生產機器。但是當環
境變遷剝除了它的符號意義（揭露它的虛
幻），它並沒有像其他符號一樣，因此成
為可被利用的「廢物」（或「上層政治鬥
爭」的投射），因為它是認同感所在，已
經成為一個分離於想像之外的，內容空白
的快感位置，能不斷製造新的意義而不會
因意義不確定而失去效力。

這樣的認同感性質上比較接近女性文
化，甚至比較接近楊照筆下那種盲目不講
對象的「真實的肉體交合」。但是在另一
方面，紅柿子以及相關的意識形態符號所
以能產生空洞化、空間化的轉變，與姥
姥、母親在現實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是分不開的（母親維持家計、姥姥成為家
庭快感的主要來源）。也就是說，女性文
化或被殖民的文化領域反而成為支撐甚至
成立律法父親（提供自我理想的符號空
間）的主要力量。

從這樣的認同感出發，《紅柿子》當
然也處理了「本省」、「外省」族群關係
的議題。可以注意的是，影片中的許多細
節從現實生活的層面彰顯了族群衝突的虛
幻性（如本省小孩與外省小孩一起摘蜂
窩），但是按本計畫的觀點來說，這部份
影片的重要意義所在應該是：以創傷經驗
為基礎的族群經驗雖然表現了特殊性（以
與他人不同的方式架構快感），卻因為內
容空白而具有反虛幻的性質，有利於符號
空間以及歷史意義的傳遞、公共生活的形
成。從這樣的角度看，《紅柿子》的性別
重估不但跨越了傳統性別分工觀念訂下的

界限，其實也透過性別重估，展現了跨越
族群經驗特殊性界限的意義，或者說重新
界定了這些界限的性質，開啟了論述後殖
民情境的另一種可能。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計畫延續了主持人對民族想像與歷
史記憶的研究，以及透過心理分析來解明
文化與認同問題的路線，同時希望能更深
入的探討想像與記憶等力量在個人身體的
層次如何運作，如何在講究理性的符號層
與純粹無理性的物質層次之間產生連結作
用。在後現代理論裡，真實消失，被符號
或影像所取代是常見的說法，但是取代之
後變成什麼通常就很難追究。性與權力的
關係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提供了特殊的視
角。

本計畫的結論是︰身體層次（性與性
欲）不可化約為純粹權力的投射，而是承
載著主體形成與進入經驗所造成的種種創
傷，決定著主體架構快感的種種方式。這
個層次可能落入虛幻的想像，但是解決之
道不在破除虛構的快感，而在承認虛構的
必然存在，並透過符號空間來隔離、昇
華。

對性別與情欲之間的連結在本報告尚
未能有較詳細的處理，對後殖民理論裡的
相關論述引用較簡略，都是本報告處理較
不完整之處。這些部份將在完整論文出版
時再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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