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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1）中文摘要： 
以精神分析探討精神分析史的研究策略，不可避免地觸及拉岡對於佛洛

伊德的閱讀。拉岡1953年所倡之「回到佛洛伊德」研究策略，正在於以佛洛伊

德概念解剖佛洛伊德的思想。另一方面，對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探討亦不得不

需釐清語言、語言狀態在精神分析治療與理論的角色。其中更是深涉拉岡以扭

曲的語言學對精神分析無意識假設的重新理解。於是，在本人延續的研究軸線

上，拉岡理論顯得是不得不然的重要中繼站。而此種理論延續的內在需求更因

外在研究條件的更為有利而愈顯迫切。目前拉岡文獻總數約一萬五千多頁的文

稿、書信、聲音與影像紀錄等均已完整的收錄在公開或私人的法國網站中（詳

細年表請參閱計畫內容附件）。相關的檢索機制與評註亦陸續建立。而多位國

際學者對於中文精神分析研究亦有許多期待。因此，中文世界如不立即進行拉

岡文獻之整理與研究工作將殊為可惜。 

基於上述考量，本計畫試圖以三年的時間對一萬五千餘頁的拉岡文獻進

行整理閱讀。透過嚴謹之批評閱讀，建立文獻研究基礎、提升更大的工作能

量，俾與國外這股研究動力匯流。 

本計畫將透過以下兩個方向進行。就理論而言，針對拉岡對「精神病論

述」之閱讀、對佛洛伊德論著之「據為私有」（appropriation）以及對哲學傳統

與語言學之顛覆等三個面向，分析拉岡精神分析的主要發展。其次就文獻而

言、循上述方向，逐年整理、摘要拉岡所有可得的文稿、紀錄。 

關鍵詞： 精神分析、拉岡、佛洛伊德、精神病、真實、想像、象徵、語言學之

顛覆、拉岡文獻。 

 

 

（2）英文摘要： 
The strategy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psychoanalysis by means of psychoanalysis 

would ineluctably touch upon Lacan’s reading of Freud.  The 1953 research agenda 
promoted by Lacan to “return to Freud” is precisely the attempt to dissect Freud’s 
thought with Freudian concepts.  On the other hand,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theorie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icate the roles that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conditions play in psychoanalytic therapy and theories.  Such 
endeavor is deeply related to Lacan’s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hypothesis of 
psychoanalytic unconscious through distorted linguistic concepts.  Therefore, in the 
extensive line of my research, Lacanian theory seems a necessary junction.  
Furthermore, the inner need to advance in such theory seems even more urgent with 
the advantages of exterior research conditions.  Up to date a totality of over fifteen 
thousand pages Lacanian documents, manuscripts, correspondences, verbal and visual 
records, are congregated in public or private French websites (for detailed statistics 
please refer to the annex).  Relevant searching system, criticisms and notes are also 
being established.  Many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lso have great anticipation for 
Chinese psychoanalytic research.  Thus it would be a pity for the Chinese world not to 
proceed to the organiza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Lacanian documents. 

This project shall be practiced with the ensuing two agendas.  Theoretically 
speaking, this project shall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dimensions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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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e the major developments in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Lacan’s reading of the 
“discourses of psychosis,” his “appropriation” of Freudian works, and his disruption 
of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and linguistics.  Documentarily speaking, this project 
shall follow the directions mentioned above to organize and summarize annually all 
the available Lacanian manuscripts and records.  
Key words:  psychoanalysis, Jacque Lacan, Sigmund Freud, psychosis, real, 
imaginary, symbolic, the subversion of linguistics, Lacanian documents 
 

二、前言 
 

本計畫一方面可溯及個人在精神分析理論研究與教學脈絡下所延伸的內

在關連。另一方面也源於個人對文獻研究外在條件與國際相關學者之重視的體

悟而生之迫切性。 

就理論研究內在關連而言，個人在巴黎大學進行之博士研究課題中曾觸

及拉岡對於佛洛伊德的重新詮釋，但當時限於時間以及拉岡理論的龐雜，始終

未能深化此一課題。個人以精神分析記憶理論探究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起

源」概念定位的難題，以及精神分析著重當下性與建構性的歷史構想。如此以

精神分析探討精神分析史的研究策略，不可避免地論及拉岡對於佛洛伊德的精

神分析式閱讀（如拉岡在1953年所揭櫫，此種閱讀在於以佛洛伊德概念解剖佛

洛伊德的思想）。緊接著在個人九十二年度至九十四年度國科會補助的研究計

畫中（「譯（異）者的體驗：精神分析與翻譯」），關於精神分析翻譯理論的

探討，亦需釐清語言、語言狀態在精神分析治療與理論的角色。其中更是深涉

拉岡以扭曲的語言學概念對精神分析之無意識假設所作的重新理解。於是，在

這條以精神分析為主之延續的研究軸線上，拉岡理論顯得是不得不然的重要中

繼站。 

然而上述理論延續所形成的內在需求，更因對於外在研究條件的觀察而

愈顯迫切。首先就文獻的完整性與取得之便利性而言，從拉岡1926年最早發表

的神經學及精神病學領域著作，到1980年最後一次講課紀錄總數約一萬五千多

頁的文稿、書信、聲音與影像紀錄等均完整的收錄在公開或私人的法國網站中

（詳細編目請見附件）。文獻的取得十分便利，甚至全文檢索機制也正陸續建

立。這些未出版文獻引用之合法性，也因拉岡文獻版權擁有者J.-A. Miller公開同

意所有文獻之非商業用途的研究使用權而獲得保障（見Miller之公開訪談，Le 

monde des livres, 12/04/2001）。拉岡研究可謂正處於最佳條件之下，唯獨欠缺的

仍是全面的分析與深入的批評工作。因此，如不立即進行此項工作將殊為可

惜。 

另一方面，相對於此文獻的完備與開放性，國內拉岡研究似乎仍自限於

拉岡為數不到十分之一之已出版著作，甚至自限於不足已出版著作四分之一的

英文翻譯。當然，在此指出國內拉岡研究的侷限，並非否定這些研究的價值。

英譯比例偏低亦不表示翻譯品質不佳。事實上，國內無論在文學、文化研究領

域上，無論就文本閱讀或理論延伸，都不乏精闢的拉岡研究成果。相關文章內

容之深度更是有目共睹。於是，強調國內研究侷限之目的在於指出尚有更多、

更完整的文獻正等待被國內學者與研究者進行深入的整理與批評閱讀。因此，

對於這些文獻的整理與評述儼然構成目前國內拉岡研究最為迫切的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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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唯有對拉岡文獻更完整的認識，才能促使國內拉岡研究除了深度之外更朝向

廣度展開。 

 

三、研究目的 
 

相對於上述文獻的完備與開放性，國內拉岡研究似乎仍自限於拉岡為數

不到十分之一之已出版著作，甚至自限於不足已出版著作四分之一的英文翻

譯。當然，在此指出國內拉岡研究的侷限，並非否定這些研究的價值。英譯比

例偏低亦不表示翻譯品質不佳。事實上，國內無論在文學、文化研究領域上，

無論就文本閱讀或理論延伸，都不乏精闢的拉岡研究成果。相關文章內容之深

度更是有目共睹。於是，強調國內研究侷限之目的在於指出尚有更多、更完整

的文獻正等待被國內學者與研究者進行深入的整理與批評閱讀。因此，對於這

些文獻的整理與評述儼然構成目前國內拉岡研究最為迫切的工作項目。也唯有

對拉岡文獻更完整的認識，才能促使國內拉岡研究除了深度之外更朝向廣度展

開。 

 

四、文獻探討 
 

拉岡著述分成兩大部分：一為專為出版而撰之「論著」（1966年10月之

前的論文集結於Ecrits出版，之後的文章原載於期刊Scilicet，其中部分於2001年

集結於Autres écrits出版）；另一部分則為其授課之「講演記錄」。作為拉岡著

述之整體，這兩種不同文本之間的關係──正如 J. C. Milner所言──在於前者是

理論的展現，而後者則是經由語言論述過程使「想法」（doxa）過渡為理論

（theoria）的關鍵 。於是，對Milner而言： 

拉岡的《講演》對其論著之詮釋而言是不可或缺，因此對拉岡作品之完備性而言亦是不

可或缺。而由於《講演》的出版並未完全，此即表示作品亦然。基於此，對作品的詮釋

不能企圖提出任何定論。論著的詮釋一點也不能解釋《講演》；唯有《講演》才能合理

地解釋《講演》。論著只能被用來臆測《講演》未出版的那部分。（L’Œuvre claire. 
Lacan, la science, la philosophie, Paris, Seuil, 1995, p.22） 

Milner這段話明確指出「講演記錄」在拉岡作品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未

完全出版對於拉岡研究所造成的侷限。然而Milner於1995年所描述之情境在今天

卻已有巨大的改變。 

從1953到1980年間，拉岡年度課程講堂均由一位書記打字記錄其發言。

經由打字的複寫稿紙，每次課程均留下二或三份講稿複本。早期這些講稿由拉

岡本人以及「法國精神分析協會」（Société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圖書負責

人Wladmir Granoff保存。從1962年開始，除了文字之外也開始錄音記錄。而1964

年拉岡創立「巴黎佛洛伊德學派」（Ecole Freudienne de Paris）後，講稿的原稿

仍由拉岡保存，但複本之一則由轉交該學派圖書室保管。因此，直到1970年之

前，拉岡講堂之記錄並無對外流傳。1970年之後，一方面由於影印技術的成熟

與拉岡學生、聽眾之遽增，各種版本之拉岡講堂記錄影印本便開始在其學生與

聽眾之間流傳。此時，拉岡講稿的出版工作亦同時展開。初期由Jacques Nassif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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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謄稿，自1972年起則由Jacques-Allain Miller接續工作。然而，一方面由於拉岡

經常是思考與言談同時進行，演說語言具有反覆特質；另一方面則因講稿紀錄

摻雜許多遺漏與錯誤，使得Miller並不滿足於講稿的逐字謄寫。在拉岡如我們所

知的首肯之下，Miller著手建立拉岡講稿之「書寫」計畫。他大幅潤飾拉岡的語

言，提高講稿的可讀性，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添加其個人的詮釋。在思想與出

版各方面之政治經濟考量下，講稿書寫的決定權由Miller一人獨攬，出版進度極

為緩慢，以致於至今全數27個年度講堂僅有11部出版。於是為求論證資料的完

整性，拉岡研究者莫不求助於私下流傳約一萬三千多頁的影印稿，而這尚不計

其他不同的版本。 

由於講稿的保存，使得拉岡理論的傳播罕見地同時以論著之出版與講述

之影印流傳方式進行。而近年伴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拉岡精神分析理論與

文獻的傳播更是可謂進入全新紀元。在Miller最初的默許，到最後公開的同意

（見Le monde des livres, 12/04/2001）推波助瀾之下，不僅「拉岡精神分析學派」

（Ecole lacanienne de psychanalyse，原為EFP成員，因不認同Miller之知識獨裁與

拉岡文獻出版策略而與之決裂）率先將拉岡影印講稿全文公開於其官方網站上

（www.ecole-lacanienne.net），其他的個人網站（如gaogoa.free.fr）或研究學會

（如www.lutecium.fr）更是相繼提供各種不同版本講稿、錄音檔與影像檔，甚至

包括已十分難取得之拉岡早期發表的期刊論文。 

伴隨著文獻資料的公開，法國學界各方莫不著手重新考量拉岡理論，各

種必須之研究工具的建立（如詳盡索引、版本評註、引言對照表等等）亦正迅

速展開。然而限於語言障礙，上述文獻研究條件的優勢並無立即被英美學界所

掌握。目前法文已出版之11冊講堂中僅有6冊被譯為英文，因此英美以及國內學

界僅以英文翻譯研讀拉岡者普遍存在著片面理解的現象。被引述文獻的始終僅

止於少數幾本廣被熟知的英譯本，不僅尚未被英譯之講堂的研究顯著減少，更

遑論未被出版的講堂講稿，而為數極多之拉岡期刊論文更是處於完全不為人知

的境地。文獻研究條件之優化與其相對不被研究的處境在在都凸顯了中文世界

立即著手整理拉岡文獻的迫切性。 

 

五、計畫結果討論與自評 

 
本研究計畫在第一年期已進行拉岡1932年至1956年間著述的閱讀與研

究，並且圍繞著當時拉岡切入精神分析之議題，撰寫〈早期拉岡〉、〈Schreber

案例〉以及〈拉岡與閱讀精神病〉三文初稿（詳見附錄）。 

〈早期拉岡〉討論從佛洛伊德到拉岡著作當中，可見之閱讀精神病的需

求，以及拉岡在早期（1930-50年代）所承受之佛洛伊德尚待解決的精神病問

題。〈Schreber案例〉為佛洛伊德著名之精神病研究案例探討，是在對Schreber

的閱讀中，拉岡找到了其結構構想的立足點。〈拉岡與閱讀精神病〉則是以拉

岡1956年《第三講座：精神病》為閱讀探討文本，在當中可見到拉岡對精神病

議題的扭轉，以及他對結構語言學的扭曲與挪用。以上初稿均將作為計畫完成

後相關專書出版的內容。 

第二年期則以拉岡1957-1960年之論著的閱讀為主軸，持續探討精神病現

象在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中所造成的難題，以及拉岡如何在此困境中謀求解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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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話語結構」（structure de la parole）取代佛洛伊德的「種系發生」
（phylogénèse）神話。此一理論發展，明顯地表現在拉岡此時所提出的一系列
圖示中（L圖示、R圖示、I圖示）。另一方面，本研究也凸顯出拉岡企圖以說話

者的「話語結構」重新為伊底帕斯理論與客體關係提供新的基礎時，與結構語

言學之間的嚴重扞格，以及與客體理論的衝突。 

由上述拉岡理論真正的起點出發，本研究開始討論拉岡由「話語結構」

展開之以慾望邏輯為核心的精神分析路線──特別是拉岡對「無意識」現象的

重新詮釋、慾望在無意識中的角色，以及精神分析經驗所凸顯的倫理學情境。 

第二年度研究結果大致能符合計畫預估之文獻之整理、閱讀與摘要工

作。除了更進一步累積日後專書之章節初稿（見附錄一、二），同時也將於

2007年12月9日應法國拉岡學派（Espace analytique）之邀，在「拉岡與中國」

（Lacan et Chine）研討會發表論文（見附錄三）。 

 



  

六、附錄一：〈精神分析中之精神病課題──從佛洛伊德到拉岡之路〉（初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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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中之精神病課題  
──從佛洛伊德到拉岡之路  

沈志中 

巴黎第七大學基礎精神病理學暨精神分析博士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一、  佛洛伊德之前與之後對精神病的認識  

 
十九世紀的精神醫學史上，伴隨著對瘋狂的解放而產生的是一種對精神

疾患的閱讀渴望。這個認識的渴望首先表現在對於各種精神疾患

（Seelenstörungen）與神經疾病（Nervenkrankheiten）進行詳盡的分類，以及將

精神疾患的研究建立在當時所知的大腦解剖學上的企圖。 

在這樣的期待下，Feuchtersleben首度於1847年在其《精神醫學教本》中

以德文Psychose取代當時慣用的Geisteskrankheiten與Seelenstörungen。並將精神病

視為「人格疾病」（Persönlichkeitskrankheiten / Diseases of Personality）：精神與

身體交互作用下的疾病。 

Feuchtersleben反對「身－心」論戰中兩方各執的觀點。器質論者認為精

神是超脫在肉體之外，因此精神不會生病，於是所有的精神症狀都是身體疾病

的延伸。相反地，心靈論者認為心靈才是精神症狀的病竈所在，反而身體的疼

痛才是次發的。 

藉由將精神疾患視為是人類身－心整體的疾病。Feuchtersleben讓psychosis

開始具有了「以心理症狀為表徵的神經症」的意義。同時也使得psychoses與

neuroses開始被相提並論。論者也開始從對神經系統的認識去探討精神結構的機

制（Beer, 180-181）。 

佛洛伊德開始他的神經科醫師生涯時，便是處在此種理論氣候之下。因

此，當佛洛伊德在1893-1895年間從歇斯底里研究的基礎上構築他最早的神經症

理論時，理所當然也將精神病納入其理論範疇下。 

從下表中我們可以看出佛洛伊德當時的疾病分類工作，以及精神病在其理

論中的位置。在性病因理論的主導下，佛洛伊德根據症狀形成機制是身體的或

精神的，而將神經精神病分為兩組：第一組actual neurosis包含純粹的神經衰弱
與佛洛伊德剛隔離出來的焦慮型神經症。第二組psyconeurosis則包含歇斯底
里、強迫症、某些形式的恐懼症與某些形式的精神病，如妄想症（Paranoia）、
幻覺式錯亂或精神錯亂（halluzinatorische Verwirrtheit或Ament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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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精神病與精神分析的命運一開始就不可分。不僅如此，精神病還主

導了精神分析理論的演化。這是我今天主要的論點。 

事實上，佛洛伊德在神經症理論中所提出的病理學觀點，認為症狀是由

精神內部的衝突所引起。亦即一個不相容的意念引起防禦（或抑制），造成該

致病意念的表象與情感分離，或該意念被排拒或投射到外在，因而形成各種不

同的身體或精神症狀。這個病理學觀點不僅足以應付佛洛伊德所面對的各類病

患，而且在精神分析史上直到今天從未改變。而佛洛伊德在這個病理學觀點上

建立的第一個精神裝置拓樸理論便是「無意識、前意識與意識」的區分。 

那麼如果佛洛伊德的這個精神病理學觀點如此完備，何以他必須在1920

年代翻新後設心理學，而提出第二個拓樸論去區分「它、自我與超我」？從精

神分析發展來看，我們不難發現，促成這個理論演化的正是精神分析在解釋精

神病上所遭遇的困難。 

性病因  

神經精神病  

精神機制（防禦=>情感與表

象的分離） 

現實型神經症  

身體機制（性激動） 

強迫症 

轉換  替代      排拒  投射 

歇斯底里 
幻覺式錯亂  妄想症 

不當的性活動 流竄到身體 

焦慮型神經症  神經衰弱 

恐懼

症 

（憂鬱症） 

精神內部  外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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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間，在Jung的引介下，佛洛伊德閱讀Schreber的回憶錄，並撰寫了

著名的Schreber案例〈關於一自傳式撰述妄想症病例之精神分析評註〉。在當

中，佛洛伊德認為妄想症患者的幻覺與系統化的妄想並非原初症狀，而是一種

次級形成物：這些症狀是對於一個原初衝突的防禦。如在Schreber所建構的妄想

中，他必須被去男性化成為女人，並取悅上帝與之交媾。雖然Schreber意識中並

不樂於變性，但在其妄想系統中，他堅信必須如此才能拯救全人類免於世界末

日的苦難。因此，這些妄想事實上是對於「一個同性戀願望幻想的防禦」

（Abwehr einer homosexuellen Wunschphantasie）1。佛洛伊德甚至認為，不僅妄想

症，包括「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æcox）或「精神分裂」（Schizophrenie）
也具有類似的特質2。 

如此一來，精神病便與神經症共有類似的致病機制，它們都是由於抑制

所引起。基於這個原因，佛洛伊德試圖以Paraphrenie這個與Paranoia在字源上更

具關連性的詞彙，來取代Kraepelin所稱之Dementia præcox以及Bleuler所提之

Schizophrenie3。 

表面上精神分析似乎征服了精神病，但仔細閱讀Schreber案例上，便可發

現，正是為了精神病，佛洛伊德不得不大幅度地修正精神分析理論。因為除了

將精神病的病因歸咎於一個內在衝突之外，佛洛伊德還必須解釋為何精神病會

產生現實的喪失與扭曲的問題。這是為何佛洛伊德在1914年引入「自戀」的概

念。他從libido的觀點重新定義自戀，認為自戀是libido從外在世界撤回，重新挹

注在自我之上（其特徵表現在精神病上常見的自我誇大妄想）。企圖以此種

libido的撤回，解釋病患外在現實的喪失。但自戀概念的引進，不僅沒有解決佛

洛伊德的問題，反而迫使他必須重新構想自我的結構。因為他必須解釋，從外

在撤回的libido究竟是挹注在自我的哪一部份？ 

簡單地說，第一拓樸之所以能夠完全解釋神經症的祕密，那是因為神經

症症狀表現出的是一種個體精神內部的問題，而第一拓樸之所以不足以解釋精

神病，則是因為精神病的症狀表現涉及的是外在現實的問題，是外在現實的扭

曲（妄想症）以及與外在現實的脫節（精神分裂）。於是，佛洛伊德在研究精

神病時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是，在精神系統與外在現實的接觸中，精神內部究竟

起了什麼樣的改變，以及為何某些改變造成了精神病的症狀，這些改變的機制

是什麼。 

這個理論修正的結果，就是第二個拓樸論的提出。 

在新的構想中，精神裝置是以知覺－意識系統為核心，它直接地接受到

外在的知覺以及內在的感覺，而那些已經退去鮮明色彩的記憶痕跡則構成前意

識的內容。佛洛伊德將這個始於知覺系統，並且首先是前意識系統的部份稱為

「自我」。而自我之外並且與之相通的其他表現為無意識的部份則根據

Groddeck的看法稱為「它」（Es）──人並非自主的，而是被動地被一些未知

的、不受宰制的力量所活著。 

                                                
1
 « Nachtrag zu dem autobiographisch beschriebenen Fall von Paranoia (Dementia Paranoides) » 

(1911c), G.W., VIII, 295. 
2
 G.W., VIII, 298-299. Dementia praecox由E. Kraepelin所提出，而E. Bleuler則改稱Schizophrenie. 
3
 G.W., VIII, 313. 



 4 

在佛洛伊德所繪製的「卵與胎盤」圖示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精

神系統之間的關係： 

 

 

Pcpt.-Cs：知覺－意識系統（Wahrnemmung-Bewusstesein）。Pcs.：前意識

（Vorbewusstesein ）。 Ego ：自我。 Id ：「它」。 Repressed ：被抑制物

（Verdrängt）。acoust. ：聽覺端（Hörkappe聽覺帽子）。 

在其中，佛洛伊德稱人的個體就是一個精神的「它」，它不被認識而且

是無意識的。在它的表面上則是以知覺系統為核心發展而來的自我。自我與

「它」並非完全隔絕，自我在下方與「它」交流。但同時，被抑制物也與

「它」交流，而且只是「它」的一部份。而被抑制物與自我之間則是由抑制的

抗拒所截然區隔，不過仍然可經由「它」而與自我互通。最後──依照大腦解

剖的模型，在自我的左邊添加上「聽覺端」（251-252）。 

隨後在《精神分析導論》中，佛洛伊德提出另一個更明確的精神裝置圖

示，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重要精神審級「超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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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對於此精神裝置最重要的描述如下： 

自我理想〔超我〕是伊底帕斯的繼承者，也因此是最強烈的動勢與「它」

最重要的欲力命運的表達。透過樹立起〔超我〕，自我確保了它對伊底帕

斯情結的掌握，但同時也讓自己臣服於「它」。正如自我主要是外在世界

與現實的代表（Repräsentant），與自我相對地，超我則有如內在世界中
「它」的代言人。自我與理想〔超我〕之間的衝突最終反映了〔……〕現

實與精神的對立，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對立。（264） 

這一段落顯示第二拓樸論最重要的核心觀點與目的在於「超我」的提

出。若自我所代表的是外在現實，那麼超我便同時代表著外在與內在。就外在

而言，超我是伊底帕斯過程中對父親認同的結果，就內在而言，超我也經由

「它」這個種系遺傳的產物，從遠古歷史上弒父的神話，獲得其規範的力量。

於是，超我成為個體心靈歷史中最深層，但卻是人類價值上最高層的產物。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第二拓樸論並非為了解釋精神內部衝突的過程，

而是為了解釋精神裝置如何可能經由內部改變外在現實。換言之，這是一個為

了解釋精神病而構想的圖示。我們看到，超我一方面與自我相同都代表著外在

世界，但另一方面，超我又從內在獲得來自「它」的力量，足以左右自我，甚

至迫使自我放棄自己。因此，超我可以從內在去扭曲現實，或迫使現實的喪

失。 

然而，超我的提出表面上解決了精神病的難題，但事實上，它暴露出精

神分析最脆弱的基礎：神話的向度。 

為了要解釋超我能夠具有此種力量，佛洛伊德假設那是因為「它」當中

也有遺傳自種系發生歷史的父親審級。如他在1913年《圖騰與禁忌》書中提出

了「原初族群」（Urhorde）與「原初父親」（Urvater）的歷史想像。他假設在

原初族群中，原初父親享有一切的女人。而有朝一日，兒子們群起攻之，將父

親給殺了，共同享用了父親的血肉以為慶祝（圖騰聖餐）。然而死去的父親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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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活著的父親具有更強大的力量。因為父親之死，引起兒子們內心更巨大的罪

惡感，以致於父親生前不準他們做的事，現在兒子們自己加以禁止（佛洛伊德

稱「後遺性服從」nachträgliche Gehorsam）（Totem und Tabu, GW, IX, 171-

172）。於是經由這個原初事件之後，與母親的亂倫禁忌確立，並展開人類的整

個道德與文化傳統。而這個遺傳過程是經由人類精神當中的種系發生產物

「它」所完成。 

因此，第二拓樸理論的核心「超我」的構想，是建立在一個史前史神話

的想像上。 

二、佛洛伊德帶來的改變  

 
在第二拓樸論之後，精神分析對精神病的認知帶來了什麼樣的改變？ 

在佛洛伊德之前，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討論，都未跳脫以傳統形上學為

基礎的學院心理學。亦即，將人視為一個統一的知覺「主體」，而其「精神現

像」則是該主體的官能表現。於是，人的心智（intelligence）被化約為他的感官

表現。就像中文所稱「聰明」意味著聽得清楚、看得明白。 

於是，當病患描述一個沒有根據的想法或者沒有對象的知覺時，醫師們

就說這是妄想（delusion）或幻覺（hallucination）。例如某個精神病患描述他在

大馬路上看見一部紅色汽車經過，並且認為這部汽車裡的人在監視他，因此他

受到迫害。而在沒有任何根據證實病患遭受迫害的情況下，醫師們便認為病患

產生了被迫害妄想。 

雖然精神醫學上也常見為了彌補這些理論缺失，而引進各種關於情感的

構想。如Karl Jaspers便主張應去「理解」精神病患。所謂理解，大約是一種「同

理心」（empathie）的表現，如一個人悲傷時，我們應該去理解他可能沒有內心

所慾望的東西，因此悲傷。但正如拉岡指出，這顯然是不了解情感，更不了解

慾望的性質。因為有很多人已經擁有慾望的一切，但還是悲傷。或如拉岡所舉

的另一個例子。小孩被打了耳光，哭了，所有人都理解。但事實上，一般都缺

乏反省，為什麼小孩哭，因為哭並非是必然的結果。如有個小孩突然被打了一

巴掌。他問這是撫摸還是耳光。若回說這是耳光，那麼小孩就哭，因為這是約

定俗成的規則。但若人們回說是撫摸，那麼小孩會覺得很高興。換句話說，哭

並非是一定的反應，被打了也可能回手，或轉另一邊的臉讓人打，或甚至回說

「你打吧，但請聽我說」等等之類，這些可能的反應都被Jaspers的「理解」觀

點所忽略。或者我們可以說，所謂的「理解」只是一種醫師主觀的認知。 

相對於此種「理解」的構想，拉岡認為至少可有三種不同的詮釋向度。

以病患認為紅色汽車在迫害他的想法為例。 

就真實的角度，因為這些知覺並無確切的對象，因此醫師們很容易將它

詮釋為「知覺錯亂」（aberration perceptive）。而認為也許病人的知覺出了問

題，是紅綠色盲，或者純粹的色盲，無法分辨任何顏色，所以才產生這些妄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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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的現象，我們也可就想像的向度來詮釋。而認為病人看見紅色汽

車的情境，就像是當一隻紅喉鳥看見同類時，向牠展露胸前的紅色羽毛，作為

領地劃分的標示。那麼此時這個紅色就具有想像的功能，或影像的功能。因為

這個病患之所以會特別察覺到紅色，正是因為紅色對他而言喚起了敵意與憤怒

的特徵。 

最後，也可就象徵的角度詮釋。認為病患對紅色的汽車的領悟被整合在

一個特殊象徵系統中，就像在牌局中一樣，紅心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對立於

黑桃。換言之，紅色的意義是在紅、黑對立的語言系統中才被給予。 

因此，拉岡認為，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貢獻之一在於不再將精神現象看成

是一個統一的知覺主體與他對外在世界之知覺的關係，而是去指出主體內部的

分化（分化成「它」、自我、超我），並且認為精神內部的衝突就足以造成對

外在知覺的扭曲。只是，精神分析革命未完成的地方，就在於佛洛伊德給予這

個新的觀點一個錯誤的偽生物學基礎，認為超我的力量來自種系發生的神話歷

史遺傳。 

然而，直到今天，精神分析仍然對其理論基礎的薄弱視而不見。以致

於，當精神分析師以「無意識、前意識、意識」或「「它」、自我、超我」等

概念對被分析者的精神衝突侃侃而談、作各種描述時，我們不免感到驚訝。這

種驚訝除了是在二十一世紀仍然有人用將近一百年前的構想在進行治療，而且

是為何精神分析師們仍夠在引用這些理論進行時，卻對這些理論薄弱的神話基

礎視若無睹。這是為何我個人始終主張，精神分析研究重要的不是在於像是學

習使用用手冊一樣，將精神分析理論應用在臨床上。而是學習佛洛伊德的精

神，亦即從臨床觀察上，對精神分析理論進行持續的批判。換句話說，今天的

精神分析研究必須持續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工作。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拉

岡提倡「回到佛洛伊德」、回到佛洛伊德的著作。 

 

三、拉岡的理論基礎  

拉岡在其1932年的精神醫學博士論文《論妄想性精神病及其與人格之關

係》中，便指出其精神病研究，就是從精神分析抵達之處出發，重拾精神分析

所遺留的問題。 

拉岡雖然認為佛洛伊德未能完成精神分析革命，但他至少在著作中指出

了這個革命所需跨出的步伐。而這個著作正是佛洛伊德經典病例中唯一的精神

病案例，Schreber案例。 正如拉岡強調：〔Schreber案例〕提供給我們一種結構

分析的基礎。（536）因此，整個拉岡理論的出發點，就在於1955-56年探討精

神病的第三講座，以及發表於1958年的〈論任何精神病治療之一前提問題〉。 

相對於佛洛伊德從「種系發生」的生物學神話理論賦予超我扭曲現實的

力量，拉岡在結構語言學的影像下，指出從話語的結構就可以證明超我何以具

有此種力量。 拉岡強調，人們始終忽略了在Schreber案例中，佛洛伊德是以一

種文法推論的形式，去指明精神病中與他者之關係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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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將Schreber的妄想核心化約為一個同性戀慾望所造成的衝突。一

個對於「我（男人）愛他（男人）」的防禦。而根據語言的文法區分（主詞、

動詞、受詞），防禦這個同性戀慾望有三種可能的模式： 

一、改變主詞：「我愛他」變成「她愛他」，結果是忌妒妄想，因為她總是愛我愛的

人。 

二、改變動詞：「我愛他」變成「我恨他」，經由投射後的結果是配迫害妄想。 

三、改變受詞：「我愛他」變成「我愛她」，經由投射後的結果是色情妄想。 

然而這些文法形式推論當中所涉及的邏輯問題，卻完全不被重視。因

此，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第一個重點在於提出什麼是話語的結構。 

（一）話語的結構  

什麼是話語（parole）？話語、說話和如機器娃娃所發出的一段語言記錄

（錄音）有何不同？顯然，說話，首先是對著他人說（Parler, c’est avant tout 
parler à d’autres）（47）。若以訊息（message）的概念來說，那麼： 

話語的結構……，是主體以一種倒轉的形式從他者那裡收到自己的訊息。（La structure 
de la parole, … c’est que le sujet reçoit son message de l’autr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Les psychoses, 47） 

正如拉岡所提的L圖示： 

  

為何拉岡會提出這般詭異的話語定義？很簡單，正是因為鏡像理論。在

主體與他人的關係中，始終被鏡像關係的這層想像範疇所阻隔，以致於對別人

說話時，始終是接受到來自他者的倒轉的自己的訊息。 

拉岡舉兩類話語為例，一種是「諾言」（fides），表達忠誠的話；另一

種則是「謊言」（feinte），用於欺騙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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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s：如「妳是我的女人」（tu es ma femme）或「你是我的主人」（tu 

es mon maître）。在這類話中，「你」就在我的話中，而為了肯定這一點，我只

能代替你發言（並非「你」說：「我是你的女人」或「我是你的主人」；而是

「我」代替你說：「你是我的女人」或「你是我的主人」）。話語是從我這裡

發出，但訊息卻是從你那裡來，為了讓我安心，可以在你當中找到我所希望

的。這於是是一種將你牽扯進來的話語。 

另一類話語則是謊言，諾言的相反。就像現在詐騙氾濫，當我們接到可

疑的電話時，對方所說的話都被認為可能是為了要騙我們，到最後即使對方說

的是真話，我們聽到的卻完全相反。 

或如佛洛伊德所說的猶太人故事： 

一個猶太人問另一個猶太人說：「你上哪兒？」。對方答：「我要去Krakau」，他說的
是真話。但這個疑心重重的人大罵：「你這個大騙子」。「你說你要去Krakau，是為了
要讓我以為你是要去Lemberg。現在我明明就知道你要去Krakau，說，為什麼要騙
我？」（Witz, GW, VI, 127） 

在認為對方可能騙我的前提下，對方的話將我牽扯入其中，並且從中收

到一個完全相反的訊息。 

於是從這兩類話語，諾言與謊言，都呈現出說話、說話的根本結構在於

「主體以一種倒轉的形式從他者那裡收到自己的訊息」。因此，對拉岡而言： 

「話語，作為一種對他者所說的話語，正是一種讓他者這樣說」。La parole en tant que 
parler à l’autre. C’est faire parler l’autre comme tel（48） 

而牽扯在主體話語結構中的他者，並非他人，而是拉岡所謂的「大寫他

者」，一個被預設的絕對他者。在說話中，必然預設著一個接收訊息的他者，

但這個他者的內容、他的存在卻是不可知的。這是為何拉岡說這個大寫的他者

被「認可」（reconnu），但卻不被「認識」（connu）（48）。 

但話語中還有另一個小寫他者的層次。這個小寫他者並非他人，而是另

一個自我。如當主體談論著自己時，每當我們談論自己時，我們都像是在做一

種見證。如我說：「我生病了」，這句話意味著，我在你們面前，見證我自

己。此種我對我自己的認識，則是拉岡所謂的妄想性知識（connaissance 

paranoïaque）： 

「人類的自我，就是他者」（le moi humain, c’est l’autre）（50） 

於是我們看到，拉岡在話語中區分兩種他者性，一個是被預設的、屬於

象徵範疇的大寫他者，另一個則是被認同的、屬於想像的小寫他者。對拉岡而

言，是在這兩者所展開的間隔之間，我們可以看到整個妄想的辯證關係。 

拉岡以一對母女雙人妄想中女兒的案例為例。這位女病患有次出門時，

在門廊偶遇一個壞痞子，她不覺驚訝，因為這個已婚的男人，是她一位生活不

檢點的女鄰居的情夫。就在他們兩人交會的時候，她幻聽到這個男人罵她一個

髒字。她一開始很抗拒，無法說出這個髒字時什麼。後來在與拉岡的對話中，

才吐露這個髒字是：「母豬」（truie）。而幾乎與這個幻聽同時，她自己也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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喃自語地說：Je viens de chez le charcutier「我從肉鋪來」。後面這句話，拉岡

說，當然每個人都知道影射的是什麼意思。它影射著豬（cochon）、豬肉

（porc）。女病患也同意是這個意思，甚至也希望別人這樣理解。但拉岡指

出，我們正是不該滿足於如此「理解」，而是應該要問，為何她希望別人如此

理解，以及為何她不明說，而要以影射的方式來說。換句話說，為何她要說

「我從肉鋪來」，然後讓人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而不直接說「豬」。 

在這個聽覺幻覺中，到底是誰在說話？拉岡指出，既然病患是真的聽到

這個罵人的話，這意味著是「現實」（réalité）在說話，如果我們認為現實的定

義是由感覺與知覺所構成。那麼我們可能會說，很簡單，她有幻覺，像大多數

的精神科醫師一樣。但拉岡認為，隨著精神分析，我們還可更進一步去探討什

麼是這個現實。拉岡問道： 

首先，這是客體的現實（réalité des objets）嗎？通常是誰在現實中說話，為我們說話？
當某人對我們說話時，這是否就正是現實？（62） 

拉岡以Schéma L當中的大寫他者與小寫他者的區分，來回答這些問題： 

 

 

在這個圖示中，小寫他者（a’）是在門廊相遇的男人，而沒有大寫他者。另一個小寫他
者（a）則是說「我從肉鋪來」的人。而「我從肉鋪來」這句話所說的是誰？是S（主
體）。小寫他者對她說「母豬」。主體無疑地以一種反轉的形式，從小寫他者那裡（而

非從大寫他者那裡），接受到自己的訊息。而她所說的話（「我從肉鋪來」）則是關於

她自己作為主體所處的那個破碎與混亂的境地。（63-64） 

對拉岡而言，在話語的結構中，若要主體能說到他自己，則必須認可絕

對他者（被預設的聽話對象），主體對著這個絕對他說著自己，因此也從大寫

他者處得到一個反轉形式的訊息。如「我好餓」這句話，預設著絕對他者的存

在，而對著他，我見證著我自己，以致於我接收到的訊息有如是「你」好餓，

如此我才能在「我好餓」這句話中知道「我」指的是自己。 

這是唯一主體能夠說自己的可能性。否則，主體就必須以一種影射的方

式去指出主體的存在。換句話說，當主體欠缺絕對他者的參考點時，他無法再

從話語中認識到自己（他自己將處於方外），他無法說「我就是別人口中的

你」，因為這個被預設的別人並不存在。以致於當這個主體要說他處於的境地

時，他無法說「我如何如何」，而是必須以影射的方式。他就像小孩一樣不知

道「你、我」的差異，因此只能以影射的方式去談論這個主體。對拉岡而言，

這就是妄想話語的特徵。妄想話語凸顯出的是在話語結構中，大寫他者的排

除。大寫他者被排除在話語結構之外。這是為何拉岡談論這位女性妄想病患

時，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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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這個女人是真正的妄想症患者，這是因為，對她而言，這個迴路排除了大寫他者。這

個迴路封閉在兩個小寫的他者之上。這兩個他者就像是在她面前的人偶在說話，在這個

人偶中迴響著她給她自己的訊息，而她自己作為自我，始終是個他者，並且以影射的方

式說話。（Les psychose, 64） 

為何這位女病患的話語結構會欠缺大寫他者？拉岡借用佛洛伊德在狼人

案例中提出的構想，而將此種欠缺稱為是象徵系統中的forclusion。他解釋，在

這對母女的雙人妄想中，這對母女幾乎是以一種共生的方式存在，並且與外在

世界隔絕。世界對她們而言，化約成她們兩個人的世界。即使女兒後來結婚，

母女也無法分開。而兩個各自的婚姻生活更讓她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母女倆

人的丈夫都有暴力傾向，都威脅要將她們剁成碎肉。於是母女兩人的生活逐漸

地割除所有男性的元素。於是作為一種防禦的方式，在這兩個女人的世界中，

她們的話語結構屏除了大寫他者的位置。她們的話語不在預設一個聽話者的絕

對他者。 

對拉岡而言，重要的正是這個大寫他者的欠缺，使得必須女病患必須以

影射的方式說話。因為沒有絕對他者，她無法在話語中從他者處得到反轉的自

己的訊息。而正因為她的影射是如此地成功（「我從肉鋪來」），以致於這位

女病患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那麼在「我從肉鋪來」這個句子中，誰

才是這個我？是誰從肉鋪來？拉岡說，是一隻被支解的豬。她並不知道她這樣

說，但她還是這樣說。她（a’）對著那個小寫他者（a）說著她自己（S）： 

我，母豬，我從肉鋪來。我已經被支解，破碎的身體，membra disjecta，妄想的，而我
的世界也四分五裂，就像我一樣。（64） 

同樣地，拉岡認為Schreber之所以產生妄想，並非因為他要防禦「退變成

女人而被交媾」的同性戀願望。拉岡非常精確地指出，Schreber在妄想發病之前

就已經出現過「如果能蛻變成女人被交媾是多麼美好」的幻想，這證明這並非

無意識願望，而是一種前意識幻想。因此，拉岡認為Schreber妄想發作的原因，

是在於當他面對著「蛻變成女人」的幻想時，他碰觸到了最根本的問題，也就

是「什麼是女人？」。但區別男、女並非人類與生俱來的生物學天賦，精神分

析研究也顯示，人都具有雙性的特質。因此，區別男、女是伊底帕斯的產物，

是在伊底帕斯中，經由父親功能的介入，亦即父親功能佔據了大寫他者的位

置，才使得性別的差異與認同能夠確立。而當Schreber在生命的關鍵時刻遇到

「什麼是女人？」的問題時，原先其伊底帕斯結構中，父親功能的欠缺才凸顯

出其嚴重性。 

於是拉岡將話語的結構整合入伊底帕斯結構當中，並認為伊底帕斯是人

類意義結構上不可化約的核心，伊底帕斯的問題決定了神經症與精神病的出

現。他強調：「無伊底帕斯的神經症，這不存在」（227）而在精神病中，則是

伊底帕斯中的某個東西沒有運作，有某種東西沒有被整合入伊底帕斯中。以致

於，精神病的本質「在於一個洞，一個意符層次上的欠缺」（227）。而其中欠

缺的正是主導伊底帕斯的父親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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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無意識與結構語言學  

從拉岡對精神病的研究中，我們看到，拉岡單純從話語結構的角度，重

新賦予佛洛伊德所提的超我一個新的基礎。不再需要藉由種系發生的神話去賦

予超我扭曲現實的力量，而從話語結構的角度，就可以證實超我如何左右現實

的構成，甚至導致現實的崩潰。 

對拉岡而言，話語結構所呈現的意符關係才是主宰人類一切原始意義的

法則。而且，此種意符至上性應是精神分析的根本預設，否則佛洛伊德的精神

分析就沒有帶來任何新發現。而對精神病的研究則是重新發現這個知識預設的

場域，因為精神病直接地呈現出純粹意符系統的存在。精神病以一種毫無掩飾

的方式，呈現出無意識的結構與運作的方式。 

因此，拉岡認為，我們必須從結構語言學的觀點，從意符系統的觀點去

區分意符與意旨的差異，才能認清，精神病的本質事實上在於某種「主體與意

符之關係」的失調，而非與精神病患一起迷失在想像意義的混亂、繁複的迷

宮。同樣地，也是從結構語言學的角度，我們才能掌握無意識運作的法則在於

「轉喻」（métonymie）與「隱喻」（métaphore）。 

四、結語  

從今天的討論中，我們可以見到，當佛洛伊德解開神經症的謎題之後，

精神分析的發展仍然受到閱讀精神病的慾望所驅使。從佛洛伊德到拉岡，精神

分析對於精神與外在現實的認識與論述始終仰賴於被佛洛伊德等同於哲學系統

之「精神病知識」。佛洛伊德不正是將妄想症患者比喻為哲學家。 

對拉岡而言，要了解精神病知識，首先必須去傾聽、閱讀精神病，而不

是去理解精神病、治療精神病。因為，精神病、瘋狂的定義正是不可被理解、

不須被理解。這是為何精神醫學史上，精神科醫師面對精神病患時，總是感嘆

道他們只能作為瘋狂者的書記。瘋狂者只說他想說的，醫生只有抄寫病人言論

的份，而無力以任何形式的對話介入病患的疾病中。 

但正因為拉岡認為，重要的是傾聽、閱讀精神病，而此種傾聽與閱讀的

特徵在於「完全就字面意義去傾聽」（prendre son discours au pied de la lettre）。

因此，原先表達醫師無力感的書記比喻，此時正好作為拉岡開啟新精神分析學

派的號召。 

 



  

七、附錄二：〈拉岡精神分析理論之出發點──拉岡「論任何精神病治療之前

提問題」及第三、四、五《講座》研究〉（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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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精神分析理論之出發點  

─拉岡〈論任何精神病治療之前提問題〉及第三、四、五《講座》研究  

沈志中 

巴黎第七大學基礎精神病理學暨精神分析博士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一、佛洛伊德第二拓樸中之精神病課題 

對佛洛伊德而言，《自我與它》這本書當然是延續了他在〈超越快感原則〉

中，對於精神裝置運作的影響。但他強調不再藉助生物學的觀點去指引他的思

考。因此，他認為這個工作比較像是之前工作的綜合，而非新的玄想。 

此外，這本書中的思考也觸及了其他非精神分析師或前精神分析師們所確立

的觀點。當然他並非承認精神分析運動之外他人的貢獻，相反地，他強調，若精

神分析之前未能去處理這些問題，這並不是精神分析忽視了某些作用或否認它們

的重要性。這是因為精神分析尋著一定的道路前進，而這條道路還未能觸及這些

問題所致。 

一、意識與無意識 

精神分析最根本的預設：意識與無意識之區分。這兩個詞首先具有一種描述

意義：意識相當於立即、直接的知覺，而當意識處於潛在而能夠成為意識，則可

正確地被描述為無意識。就此意義而言，中文所稱的「潛意識」顯然是完全正確

的翻譯。 

然而，這並非精神分析所發現的無意識。佛洛伊德強調，他所謂「無意識」

的概念，是得自於與心靈動力有關的經驗研究，亦即對於「抑制」的研究： 

我們從經驗中得知，也就是不得不承認，有一些非常強烈的心靈過程或表

象──在此必須考慮量的因素，亦即經濟論因素──它們對心靈生活的影

響與其他表象相同，甚至它們所造成的影響本身也能夠以表象的方式成為

意識，除了它們無法自己成為意識之外。GW, XIII,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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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表象之所以無法成為意識，是因為有一股對立的力量與之抗衡，否則它

們大可能成為意識而與其他意識表象沒有太大的差異。於是，這些表象在成為意

識之前所處的狀態便是「抑制」，而導致並且維持抑制的力量，則稱於「抗拒」。 

於是如此一來，佛洛伊德指出，似乎有兩種無意識：一種是潛在的，能夠成

為意識的；另一種則是受到抑制的本身無法成為意識的。而佛洛伊德說得很清楚： 

潛在的、只是描述意義下的無意識的，我們稱之為前意識；而將無意識一

名限定用於動力論下被抑制的無意識。於是我們現在有三個辭彙：意識、

前意識與無意識。而它們的意義不再是純粹的描述意義。GW, XIII, 241. 

從這段引文來看，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中文「潛意識」一詞所涵蓋的「能夠

成為意識的潛在性」事實上被佛洛伊德稱為「前意識」。我們等一下會看到，中

文「潛意識」的翻譯有著更大的缺失。 

在意識、前意識與無意識這三個構想下，佛洛伊德假設前意識位於意識與無

意識之間，並且與意識較為接近。而這三者都被視為是精神的內容： 

既然我們都已將無意識稱為精神，那們前意識當然也可被稱為精神。（GW, 
XIII, 241） 

在此，佛洛伊德問道，為何不像哲學家一樣，嚴格地將前意識與無意識視為

某種特殊的類精神狀態，而將它們與意識區分開？如此不是可以符合哲學傳統，

將精神等同於意識？佛洛伊德解釋，若將意識視為精神，而前意識與無意識視為

某種類精神狀態，這不僅將構成理論呈現上的困難，而且也容易讓人誤以為前意

識與無意識並不具有我們所知精神的所有性質。 

因此，佛洛伊德仍然維持「意識、前意識與無意識」三種名稱，但強調在描

述意義下，有兩種無意識，但在動力意義下則僅有一種無意識（被抑制而無法成

為意識的表象）。 

佛洛伊德認為此種辭彙的歧義性無可避免。因為人們對於無意識與意識的區

分，是建立在有無被知覺到的經驗上。所有被知覺到的精神表象都是意識，而那

些未被知覺到的精神表象，有一部份是可以輕易再度被知覺而成為意識的前意

識，另一些則是受到抑制的無意識。 

在此，佛洛伊德在注釋中進一步強調，精神分析無法仰賴此種單純區分的原

因。他提到某些人會認為意識作為一種現象，也同樣具有程度的差異，有些比較

強烈或比較鮮明，另一些則比較微弱，如此似乎不需要去構想一種另外的精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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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那些被知覺到的是比較強烈、鮮明的意識，而未被知覺到的則是比較微弱幽

暗的意識。就像如果我們中文將Unbewusste翻譯為「潛意識」，那麼顯然它與意
識將只有程度的差別。但佛洛伊德批評這種主張的荒謬，就像將明與暗視為程度

的問題，以致於完全的暗將不存在或無法被想像。或者將生與死視為程度問題，

以致於最後死亡的概念完全不存在。因此，這兩個概念不能被視為程度的問題，

同樣的中文也不應翻譯為「意識」與「潛意識」這樣預設著顯在與潛在之程度關

係的詞組。況且，佛洛伊德強調，認為存在某種意識是我們所完全不知的（潛在

的意識），比假設有一種無意識的心靈更是一種邏輯的誤謬（因為，意識＝知覺）。 

意識、前意識與無意識，這個精神分析的第一個拓樸論，成功地讓佛洛伊德

解釋了大部分神經症症狀的機制（抑制＝＞歇斯底里、強迫症；當下性刺激的移

置＝＞恐懼症），以及夢（退轉）與失誤行為、機智語（錯誤連結）。但從佛洛伊

德所繼承的精神醫學傳統，以及佛洛伊德早期的著作企圖來看。佛洛伊德的目標

更為遠大，他企圖提出能夠不僅解釋神經症，而且能夠解釋所有精神疾患，甚至

正常精神過程與人格的理論。於是，當他將這第一個拓樸理論應用在精神病（特

別是妄想症與憂鬱症）時，這個理論立即顯露其不足之處。這才導致精神分析理

論發展出第二拓樸論。於是，我們要問的是，精神分析的第二拓樸論是否完全解

決了精神病的祕密？對拉岡而言，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但拉岡也強調佛洛

伊德的理論嘗試還是留給我們許多重要的線索。 

我們可以簡單地說，第一拓樸之所以能夠完全解釋神經症的祕密，那是因為

神經症症狀表現出的是一種個體精神內部的問題，而第一拓樸之所以不足以解釋

精神病，則是因為精神病的症狀表現涉及的是外在現實的問題，是外在現實的扭

曲（妄想症）以及與外在現實的脫節（精神分裂）。於是，佛洛伊德在研究精神

病時所面臨的棘手問題是，在精神系統與外在現實的接觸中，精神內部究竟起了

什麼樣的改變，以及為何某些改變造成了精神病的症狀，這些改變的機制是什麼。 

在佛洛伊德早期的構想中，精神裝置遵循著快感原則運作，其目的在於立即

達到量的卸除。但在現實原則的折衝之下，為了避免更大的欲求不滿，精神裝置

必須累積內部的量，延遲量的卸除，直到滿足對象知覺的出現。這便是自我的出

現。 

於是，自我被認為是意識的所在（因為自我是知覺的場所），同時也管理著

精神裝置通向運動神經的通道，亦即將「激動導向外在世界」的通路（GW, XIII, 
261）。自我監控著各個部份精神過程，即使在夜間睡眠時，也對夢進行檢禁的作
用。於是，佛洛伊德認為所謂抑制的力量，正是來自於自我這個精神審級，它將

某些與之不相容的精神傾向不僅排除在意識之外，而且也不允許它們以其他方式

甦醒過來。 

在實踐上，精神分析所對抗的，正是這股來自自我並且維持抑制狀態的抗拒

力量。然而，經驗卻顯示接受分析者對這股抗拒力量卻一無所知（無知難道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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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力量的抗拒方式，尤其在政治領域上？）。這讓佛洛伊德面臨一個沒有料到

的問題：自我既然是意識的所在，為何在自我那裡還有某種沒有被意識到的東

西？ 

我們在自我當中找到某種東西，它也是無意識的，它的作用與被抑制物完

全相同，也就是可以不成為意識，卻有強大的效應，而且必須要有一個特

定的工作，才能讓它成為意識。（244） 

可見，自我不完全等同於意識，自我當中也有一部份是處於無意識狀態下。

於是，原先精神分析所主張的動力觀點──意識與無意識的衝突──與結構觀

點、拓樸觀點──一個協調統一的自我，以及與它分裂的被抑制物──顯然必須

從新被修正。 

現在也必須承認無意識系統並完全不等同被抑制物。雖然所有的被抑制物都

是無意識的，但無意識系統並非完全是被抑制物。至少有一部份的自我也是無意

識的，而且這一部份的自我也不是前意識，否則它應無法在沒有成為意識的狀態

下起作用，也不需要消耗如此多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讓它成為意識。 

二、自我與「它」 

這個理論修正的結果，就是第二個拓樸論的提出。佛洛伊德依照大腦解剖的

模型去設想精神裝置的結構。如此，意識就相當於大腦皮質，位於精神裝置的最

表層。在這裡它接受到來自外在的知覺（感官知覺）以及內在的知覺（感覺）。

但是，除了這些被動的感知，出現在我們意識中的還有許多主動的思想過程。這

些思想過程是否是精神裝置內部的某種能量流動，最後抵達精神裝置表層而變成

意識？或者，是意識主動去觸及思想的過程？（這個困難早在1895年時即已存
在，佛洛伊德當時假設思想過程會回饋（feedback）一種訊息給知覺細胞ω） 

而佛洛伊德解決這個問題的方式，仍然是1891年他在失語症專書中所提出的
表象（Vorstellung）構想。一如他在1915〈論無意識〉一文中所稱，他認為無意
識表象與前意識表象之間的差異，在於無意識是純粹的物表象，而前意識則是物

表象再加上了與「字表象」（Wortsvorstellungen）的連結關係。而精神裝置中，
只有前意識能夠成為意識，因此，思想過程若要能夠成為意識，則必須與相應的

字表象產生連結。這是我們所知，在佛洛伊德著作中少見的始終如一的假設與對

語言的重視，但這個假設相對地卻受到不成比例的忽視。直到拉岡才從新讓人們

注意到佛洛伊德著作中這個語言的面向。但如我們曾討論過，拉岡是在不同的目

的下強調精神分析的語言學面向，因此當拉岡宣稱「無意識像是一種語言般被結

構時」，我們說這個認為無意識具有語言結構的命題是與佛洛伊德著作相背的。

因為佛洛伊德始終認為我們的語言表象是屬於前意識，而非無意識。至於無意識

的材質是什麼，佛洛伊德則認為仍不可知（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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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佛洛伊德的議題。一旦將成為意識的標準劃定為和語言表象的連結，那

麼人類兒童在獲得語言之前的記憶，勢必無法成為思想過程的回憶，不可能以直

接的方式回到意識。因此，它們構成某種無意識核心。 

至於什麼是字表象？佛洛伊德說，它們是一些記憶痕跡。是在語言學習過程

中曾經獲得的知覺，因此就像其他知覺的記憶痕跡，一樣能夠成為意識。在精神

裝置中： 

只有曾經是知覺者，才能成為意識，而除了感覺之外，所有來自內部的，

若要成為意識，則必須試圖轉移成外在知覺。而記憶痕跡正使這個過程成

為可能。（247）。 

所以，佛洛伊德假設記憶痕跡儲存的位置，緊臨著「知覺－意識」系統，以

致於當它們重新受到內部的挹注時，它們的挹注很容易可以擴散到知覺－意識系

統。於是，佛洛伊德可以區分所謂的回憶是指記憶痕跡在記憶系統中受到挹注的

結果，當這個挹注過於強烈而抵達知覺－意識系統時，回憶就將變成幻覺。 

我們可以舉例，當我回想起童年曾經喝過一杯冰水時，是這個事件的記憶痕

跡在受到挹注時與「喝冰水」這些字表象（佛洛伊德強調主要是聲音表象），產

生連結，使得這個事件的記憶重新回到意識中。但若是這個記憶痕跡的挹注太過

強烈因而沒有透過字表象直接地觸及意識，那麼它將被意識感受成是一種知覺，

於是這造成了幻覺的出現。但這是就事件的記憶而言，因為佛洛伊德也指出來自

內在的感覺（快感－不快感、冷、熱等），則是不經由字表象直接地傳遞至知覺

－意識系統 

透過這個原則，佛洛伊德也解釋精神分析治療作用的方式，正式透過與相關

的字表象連結，讓被抑制的記憶痕跡可以成為意識。 

於是，佛洛伊德重新構想的精神裝置是以知覺－意識系統為核心，它直接地

接受到外在的知覺以及內在的感覺，但那些已經退去鮮明色彩的記憶痕跡則必須

透過字表象才能成為意識內容中的回憶。 

佛洛伊德將這個始於知覺系統，並且首先是前意識系統的部份稱為「自我」。

而自我之外並且與之相通的其他表現為無意識的部份則根據Groddeck的看法稱
為「它」（Es）──人並非自主的，而是被動地被一些未知的、不受宰制的力量
所活著。 

在佛洛伊德所繪製的「卵與胎盤」圖示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精神系

統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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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Bw：知覺－意識系統（Wahrnemmung-Bewusstesein） 

Vbw：前意識（Vorbewusstesein） 

Ich：自我 

Es：它 

Vdgt：被抑制物（Verdrängt） 

akust. ：聽覺端（Hörkappe聽覺帽子） 

在其中，佛洛伊德稱人的個體就是一個精神的「它」，它不被認識而且是無

意識的。在它的表面上則是以知覺系統為核心發展而來的自我。自我與「它」並

非完全隔絕，自我在下方與「它」交流。但同時，被抑制物也與「它」交流，而

且只是「它」的一部份。而被抑制物與自我之間則是由抑制的抗拒所截然區隔，

不過仍然可經由「它」而與自我互通。最後──依照大腦解剖的模型，在自我的

左邊添加上「聽覺端」（251-252）。 

隨後在《精神分析導論》中，佛洛伊德提出另一個更明確的精神裝置圖示，

在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另一個重要精神審級「超我」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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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先前所強調，這個第二拓樸論圖示並非為了解釋精神內部的衝突與刺激

的退轉，而是為了解釋精神裝置在外在現實下的改變。換言之，這是一個為了解

釋精神病而構想的圖示。我們看看佛洛伊德如何解釋： 

很容易可看出，自我是「它」經由知覺－意識系統而受到外在世界直接影

響下所改變的一部份。可說是某種表面分化的延續。自我也努力地將外在

世界的影響加諸於「它」以及它的目標上，並且試圖確立現實原則取代快

感原則，後者無度地統治著「它」。知覺對自我而言的角色，就像欲力對

「它」的角色一樣。自我代表著所謂的理性與常識，而與包含著激情的「它」

相反。〔……〕 

自我之功能重要性的表現在於通常它握有通向運動性的主導權。於是，自

我與它的關係，就像騎士必須駕馭馬匹的更大力量，差別在於騎士是透過

自身的力量來駕馭，而自我則是以借來的力量來駕馭。這個比喻可以推得

更遠。就好像騎士若不想和他的馬分開，經常就只好帶領馬兒去牠想去的

地方，同樣地，自我也經常將「它」的意願付諸實行，就好像是自我自己

的意願一樣。（253） 

除了外在世界經由知覺系統而改變了「它」，促成自我出現並且與它分開

的有另外一個因素：對自己身體的知覺。身體的表面同時是內在知覺與外

在知覺產生的地方。我們可以看到、摸到、聽到自己的身體，像一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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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外在知覺），而同時這些知覺又是透過自己身體的感覺器官（內在

知覺）。因此，我們對自己身體的認知是經由知覺，而當中又以痛覺佔有

主要角色，人類通常經由病痛才認識到其器官。經由此種方式，人類才獲

得自身身體的表象（我們之前說過，歇斯底里讓佛洛伊德認識到人類對自

己身體的認識是一個想像、甚至影像的身體，而非解剖學知識的身體）。

因此佛洛伊德又說： 

自我首先是一個身體的自我，它不僅是一個表面的存在，而且本身也是一

個表面的投射。（253） 

所以佛洛伊德說，這就像解剖學家們所稱的大腦皮質上的「小人」（我們常

在大腦解剖學或心理學課本中見到的圖示）。 

三、自我與超我（自我理想） 

根據佛洛伊德最早的假設，自我的形成是因為精神在與現實的接觸下，受到

現實原則制約的結果。但精神動力的進一步認識──特別是分析過程中與抑制具

有相同來源的抗拒──以及在精神病研究上所提出的「自戀」假設──即自戀力

比多的挹注──都讓佛洛伊德必須修正關於「自我」的構想。 

他認為作為一種「真實外在世界在心靈中的代表」（Vertreter der realen 
Außenwelt im Seelischen），自我當中也有某種分化，他稱為Ichideal（自我理想）
或Überich（超我）。而這個自我分化的部份並不能被等同於意識（GW, XIII, 256）。 

當佛洛伊德指出自我是「真實外在世界在心靈中的代表」時，這個自我的構

想已經隱含著「自我」是主體一系列認同的結果，正如他在《群眾心理學與自我

的分析》書中所論。而這也意味著將自我視為一個諧和、理性的統一體本身就是

一個錯覺。而這也是為何拉岡強調自我具有一種妄想症的結構。 

在〈哀悼與憂鬱〉中，佛洛伊德曾假設與哀悼不同，憂鬱症的痛苦是因為失

落對象並未被其他對象所取代，而是經由「認同關係」被內攝入自我當中，以致

於對象的喪失，就等同於（一部份）自我的喪失。於是，翻譯成力比多語言，則

是原本挹注在對象上的力比多，經由認同關係，變成是一部份的自我力比多，而

憂鬱症則是在對象喪失的同時，導致一部份自我力比多的喪失。 

在個體最早的口唇階段時，對對象的挹注與認同過程是不可分的，因為這個

時期，我們可以說「自我」這個精神審級尚未形成。此時的對象挹注是來自於

「它」。就像是來自內在的需求一樣，它也感受到愛戀傾向。而後當自我逐漸形

成時，自我也發現到這些對象挹注，於是自我要不去適應這些對象挹注，要不就

是透過抑制的過程予以防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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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此一對象被迫放棄時，自我也同時改變，而這個改變就像在憂鬱症中一

樣，自我將在內部樹立一個對象作為替代。而這個替代過程則被佛洛伊德稱為「內

攝」──相當於退回到口唇期的自我退轉。透過此種內攝過程，對象才能夠順利

被放棄。（我們之前說過，此種內攝過程為外在世界在自我當中代表的形成，換

言之，一種象徵化的過程）。 

透過這個過程，「它」才能夠放棄對象。因此，佛洛伊德假設，所謂的自我

的特徵應該就是一系列對象挹注之放棄的沈積物，從中可以見出個體對象選擇的

歷史。 

在自我對對象的認同上，佛洛伊德假設，可能產生有許多不同且彼此衝突的

對象認同。這些認同結果並未融合在一起而是每個不同人格分別進入意識中，其

結果可能就是臨床上所見的「多重人格」現像。但即使沒到這個病態的地步，不

可否認地，在自我當中的這些認同結果之間也經常出現衝突。 

無論人格特徵日後對於這些最早的對象挹注所可能採取的抗拒形式為何，這

些在生命初期所進行最早的認同將留下持久、普遍的影響。其中，最主要的是佛

洛伊德所稱的「自我理想」（Ichideal），因為這個精神審級顯示著個體最早且最
重要的認同關係：對個人史前史之父親的認同。 

雖說是對父親的認同，但佛洛伊德也在註釋中強調，應該說是對父母的認

同。因為在小孩對性別差異與陰莖的欠缺有確切的認識之前，父母之間並無價值

上的差異。他舉一個案例，一位年輕女性在認識到自身欠缺陰莖之後，她並非認

為所有的女性都沒有陰莖，而是那些被她視為較不重要的人沒有陰莖。反而在她

眼中，母親是擁有陰莖的──這是所謂的陽具母親。 

前面提到，自我是一系列對象挹注的沈積，但佛洛伊德卻又強調，自我當中

最早的對史前史父母的認同關係，並非是對象挹注的結果。這個矛盾不難理解，

因為在這個時期，因為尚未認識性別差異，因此並無性對象的認識。因此對史前

史父母的認同關係是早於所有的對象選擇。一直要到了伊底帕斯期，這個以父母

為對象的最早的性時期，對象選擇才在最早的認同關係中找到出路，並且予以強

化。 

但伊底帕斯期的認同關係並非簡單的單向關係，而是一種雙重的辯證關係，

因為一方面「伊底帕斯」情境是一種三角關係，而個體本身又具有雙性的傾向。 

若簡化這個關係，單從男孩的角度來看。男孩非常早就以母親乳房為出發點

發展出對象挹注，而這個依附在口唇欲力上的對象選擇則構成小孩日後對象選擇

的原型。至於對父親則予以認同。這兩個傾向彼此相安無事，直到對母親的性願

望增強，而父親開始被感覺到是實現這些願望的障礙，於是伊底帕斯情境出現。

對父親的認同開始具有一種敵意的色彩，最後轉變成是要除掉父親，取代他在母

親身邊地位的願望。於是對父親的關係，變得同時具有愛與恨的矛盾雙重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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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原本在對父親認同中的矛盾雙重性，現在被凸顯出來。於是，對男孩兒言，

簡單的、正面的伊底帕斯情結的特徵便是對父親的矛盾雙重位態與以母親為對象

的單面愛意傾向。 

而當伊底帕斯從頂點開始走下坡，換言之，父親的功能與地位確立，則對母

親的對象挹注必須被放棄。而放棄對母親的對象挹注可能有兩種結果：對母親產

生認同，或是對父親產生認同。對男孩而言，對父親的認同被認為是正常的發展。

這不僅讓男孩走向符合其生理解剖學的性別認同，同時也讓他在一定限度內能與

母親維持愛意的關係。 

對女孩而言，伊底帕斯最後的結果則是對母親的認同，或這個認同的增強，

並因此確立與其性別相符的女性特質。 

然而傳統伊底帕斯構想中所提到的這些認同關係並未能顯示出主體確實將

被放棄的對象內攝入自我當中。因此並不能證實佛洛伊德關於憂鬱症所作的假

設。但佛洛伊德並不放棄，他仍然試圖重拾早期與Fliess通信過程中，曾經論及
的一個生物學假設：雌雄同體與雙性論。 

但在女孩身上卻經常可發現這樣的結果：當小女孩放棄以父親作為愛戀對象

時，她並未認同於母親，而是認同於父親，認同於失落的對象，因而顯現出男性

特質。造成此種性別認同逆轉的原因，佛洛伊德認為是因為小孩本身先天的雙性

傾向中，男性性質與女性性質更為強烈。因此，對小男孩與小女孩而言，伊底帕

斯的結果最後是認同於父親抑或認同於母親也與他們本身先天的雙性傾向有關。 

雙性的影響經常使得伊底帕斯呈現出雙重的局面，同時具有正面與負面的傾

向，亦即男孩不僅對父親有矛盾雙重的位態，對母親有愛意的對象選擇，而且他

同時也對父親也顯現出愛意的女性位態，而對母親產生敵意與忌妒的位態。因

此，佛洛伊德認為，似乎小孩對雙親的矛盾雙重性，是與小孩的雙性傾向有關，

而非原先所認為是發展自對立關係的認同過程。換言之，若小男孩對父親又愛又

恨，那並非是因為小孩既將父親視為敵手，同時又認同於父親的結果。而是因為

小孩一方面具有男性傾向，因而視父親為對手，但同時也具有女性傾向，同時也

以父親為愛戀對象。 

因此，雙性的因素，讓佛洛伊德進一步假設，伊底帕斯總是以全面的方式出

現，同時有正面的傾向──愛戀雙親中的異性，而排斥同性──與負面的傾向

──愛戀雙親中的同性，而與異性產生競爭的關係。只是在正面與負面兩個極端

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程度的差異。於是，在伊底帕斯沒落之後，是四個傾向最後

被整合成對父親的認同或對母親的認同。對父親的認同可以維持正面伊底帕斯中

以母親作為愛戀對象的傾向，並且透過認同將負面伊底帕斯中作為愛戀對象的父

親內攝入自我，取代父親。同樣地，對母親的認同也是如此。 

於是，透過雙性傾向的解釋，佛洛伊德才能夠將伊底帕斯化解之後所呈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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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關係，視為一種將被放棄的對象內攝入自我的過程。 

於是他說： 

我們可以肯定，伊底帕斯情結所主導的性時期最普遍的結果是在自我當中

形成一個沈積物。它是這兩種可能以某種方式協調的認同的建立。這個自

我的改變保有它自己的位置，並且像是自我理想（Ichideal）或超我而對立
於其他部份的自我。（262） 

從上面的論証過程我們明顯見到促使佛洛伊德修正其第一拓樸論的真正原

因。原本伊底帕斯理論的沒落就被認為是對同性雙親認同的前提，而在《自戀導

論》書中，佛洛伊德也已經指出此種認同的結果是自我之內一個時時刻刻被用來

與自我比較的「理想自我」（Idealich）以及一個擔任比較者的審級「良心」
（Gewissen）。（此處我們可以發現，原先在《自戀導論》書中混淆的Idealich與
Ichideal，已經明顯區分開來：Idealich仍然是受到自我寵愛、挹注的部份，而
Ichideal則已經變成一個批判者的審級）。 

而第二拓樸論絕非只是將這個原先稱為「良心」的審級，改稱為「超我」而

已，而是為了說明精神內部精神審級的形成，亦即精神內部的改變，是如何透夠

與外界的接觸而「內攝」了外在他者所造成，以及這個改變又如何影響其他的精

神審級。這是為何佛洛伊德在文中，稱超我是我們對雙親的關係在人當中的「代

表」（Repräsentanz），而相對於自我是外在世界的代表。（264）。唯有透過這個方
式，透過解釋外在他者如何在精神內部中被代表，佛洛伊德才能合理地解釋精神

病中外在現實的喪失（如精神分裂），以及外在現實的扭曲（如妄想症）。 

於是佛洛伊德接著指出，超我並非全然只是最早來自於「它」的對象選擇的

沈積，超我同時也是對抗「它」的對象選擇的一種有力的反應性形成。超我融合

了兩種對父親的態度，一種是在伊底帕斯沒落之後，由敵對的恨意轉變成認同關

係，另一則是由愛意所導致的內攝關係。（你們或許會問，為何佛洛伊德要如此

大費周章不直接以認同來解釋這兩種態度，而必須將一者稱為認同，另一者稱為

內攝？這是理論的複雜化是由於精神分析的經濟論假設所致，因為精神分析認為

只有一種精神能量的挹注，能量的挹注表示愛，而能量的撤離則表示恨）。因此，

對佛洛伊德而言，認同乃是放棄敵對關係，以便讓滿足得以實現的手段。相對的，

內攝則是因為原本愛戀對象的失落，導致自我在自身當中創造替代物（自我的改

變）。 

基於超我內所融合的這兩個傾向（認同與內攝），超我對於自我的關係也呈

現出兩個面向：它一方面在於告誡自我，「你應該（像父親）那樣」──這是認

同；同時經由內攝，它也包含著對自我的禁令：「你無權（像父親）那樣」，亦即

「不得做父親所為的一切，有許多事是父親才能做的」。而超我或自我理想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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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此種雙重面向，則是由於一方面超我是伊底帕斯能夠被抑制的必要條件，而

同時它又是在伊底帕斯當中所形成。 

對兒童的自我而言，要抑制來自「它」的伊底帕斯願望顯然是一件困難的工

作，因此它必須藉助父親的禁止力量，將原本外在的障礙樹立成內在的障礙。但

這個藉助的結果卻非常巨大。因為超我將保有父親的特徵，伊底帕斯情結越是強

烈，則它會越快地被抑制，但此後，超我將有如一種「道德意識」或是「無意識

罪惡感」，嚴厲地宰制著自我。至於超我從何處取得此種宰制的力量，佛洛伊德

將在後文中提出種系發生的解釋，指出超我也是人類種系歷史的遺傳，亦即來自

對原初父親（Urvater）的內攝（如圖騰餐所象徵，人類某殺了原始父親，並且分
食了他）。這個假設備受被拉岡的批評，拉岡取而代之地，拉岡以家庭結構的角

度予以詮釋。 

就生物學而言，佛洛伊德認為超我的出現也是兩個重要因素的結果。一是生

物學因素：人類幼童相對長期的無助與依賴狀態；其次則是歷史因素：伊底帕斯

情結的產生。對伊底帕斯的抑制中斷了力比多的發展而進入潛伏期，這使得人類

的性生命的確立呈現出兩個時段。而在我們所曾閱讀的〈神經症總覽〉手稿中，

佛洛伊德曾假設人類的性的兩階段發展與人類歷史的冰河時期有關。是冰河時期

的限制，迫使人類朝向文化發展。就此而言，人類性的兩階段發展可謂是這個朝

向文化發展的遺產之一。因此，佛洛伊德也認為超我與自我的分割並非偶然，它

代表著個體發展與物種發展上最重要的特徵。甚至透過超我的建立，人類將雙親

的影響變成一種恆久的影響，如此也使得最早造成這個改變的因素不斷地被延續

下來。 

所以，自我理想是伊底帕斯的繼承者，也因此是最強烈的動勢與「它」最

重要的欲力命運的表達。透過樹立起〔自我理想〕，自我確保了它對伊底

帕斯情結的掌握，但同時也讓自己臣服於「它」。正如自我主要是外在世

界與現實的代表（Repräsentant），與自我相對地，超我則有如內在世界、
是「它」的代言人。自我與理想之間的衝突最終反映了〔……〕現實與精

神的對立，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對立。（264） 

這一段落可以說是佛洛伊德第二拓樸論中最重要的核心觀點與目的，然而拉

岡對佛洛伊德最深刻的批評則在於佛洛伊德將超我所代言的「它」歸類為一種個

體種系發生的結果，一種遠古的產物。於是，超我成為個體心靈歷史中最深層，

但在人類價值上最高層的產物。但相對於佛洛伊德的種系發生理論幻想，拉岡認

為，人類歷史的遺傳只能透過早於主體存在的語言，當個體說話時，當他進入象

徵界時，人類個體才真正繼承這個遺產。這是為何拉岡稱das Es為「說話的主體」。 

佛洛伊德指出，自我理想（超我）作為對父親之思慕的替代形成，它不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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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宗教的來源──透過比較自我與其理想，讓人產生了卑微的宗教感──。而

且日後教師與權威也延續了父親的角色，因此他的訓令與禁令依然強烈地持續在

自我理想中，並且表達成有如「道德意識」的道德檢禁作用。而道德意識的要求

與自我的表現之間的張力，就被感覺成「罪惡意識」。最後，自我理想也是社會

感當中與他人之認同關係的基礎。因此，宗教、道德與社會感，一開始就是一體

的。 

根據《圖騰與禁忌》中的假設，宗教、道德與社會感是經由種系發生的途徑，

從父親情結中獲得。宗教與道德產生自對伊底帕斯情結的控制。而社會感則是因

為必須克服年輕同輩成員間的敵對關係而產生。在宗教、道德與社會感的獲得過

程中，因為是經由父親情結，因此男性具有優位，之後經由交叉遺傳才傳遞給女

性。而社會感至今仍然是兄弟姊妹之間忌妒對立關係的上層結構。因為敵意無法

被滿足，因此就與最早的敵對者建立起認同關係。另外，佛洛伊德也指出，對同

性戀者的觀察顯示此種認同關係也是一種愛意對象選擇的替代，後者則是接替著

侵略－敵意位態出現。 

然而佛洛伊德自己也十分清楚，為了解釋新的精神結構理論所引入的種系發

生構想，會帶來許多虛構、甚至無謂的難題：如，是原始人的自我或是他的「它」

在當時經由父親情結獲得了宗教與道德性？若是「自我」，那麼為何不簡單地說，

在自我當中有一種遺傳的傳遞？相反地，若是「它」，那麼這又如何與「它」的

性質一致呢？或者，在那麼原始的時代根本還未有自我、超我與「它」的區分？

最後，是否應承認整個自我的構想事實上無助於我們對種系發生的認識，因此也

不能應用在種系發生理論上？ 

基於自我與「它」的分化，是外在世界影響的必然表現，因此佛洛伊德認為

不僅原始人類也有此種區分，甚至更簡單的生物身上也都可見。但超我的產生則

與導致圖騰崇拜的經特定體驗有關。至於，是自我還是「它」經歷並獲得了這些

經驗的問題，則不攻自破。一方面「它」只能靠自我才能夠認識、接觸外在世界。

「自我在它一旁代表著外在世界」。其次，既然自我是與外在現實下產生的結果，

自然不能說在自我當中有著什麼遺傳的傳遞。但佛洛伊德認為，事實上自我與

「它」並非截然區分，自我仍是「它」的一部份。這意味著，雖然自我的體驗並

不會經由遺傳而傳遞，但若這些經驗經常重複一代又一代地發生在許多個體身

上，而且又足夠強烈，那麼它們就會轉變成是「它」的體驗，並且透過遺傳被保

存。因此，遺傳的「它」本身包含了無數自我存在的殘餘。於是，當自我從「它」

當中汲取出「超我」時，或許就只是將自我久遠的樣態給發掘出來而已，讓它們

重生。 

就此觀點而言，佛洛伊德認為超我的出現說明了自我與「它」的對象挹注之

間最早的衝突，能夠延續到與這些對象挹注的繼承者──超我──之間的衝突

上。若自我未能成功地控制伊底帕斯情結，那麼源自「它」的伊底帕斯情結的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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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挹注就會再度作用，促成「自我理想」這樣的反應形成。其次，也因為自我理

想與「它」當中的無意識欲力動勢有很多相通之處，因此自我理想也是無意識，

不被自我所意識到的1。 

四、兩類欲力 

將精神結構區分為「它」、自我與超我之後，佛洛伊德也分別賦予它們在精

神中作為代表的代理關係：「它」代表著內在的欲力來源，自我代表著外在世界

的現實，而超我則代表著個體與他者（雙親）的關係。但如前述，若要解釋精神

病的症狀與機制，佛洛伊德除了解釋這些不同的代表關係之外，還必須說明這些

精神審級之間如何互相影響，而導致其中自我的扭曲、甚至喪失。因此，他必須

在回到欲力的問題上。至於什麼是欲力，佛洛伊德曾經定義： 

生命體的欲力，是所有來自身體內部，並傳遞到心靈裝置之力量作用的代

表。（Triebe des Organismus, die Repräsentanten aller aus dem Körperinnern 
stammenden, auf den seelichen Apparat übertragenen Kraftwirkungen.）（G.W., 
XIII, 35） 

他指出，由於自我是外在現實影響下的產物，自然能夠影響自我的主要是知

覺，但是「它」並未與外界直接接觸，而是透過自我的中介，因此在「它」當中

具有影響力的是來自於身體的欲力。不過自我除了受知覺左右之外，同時也受到

欲力的作用（超我的假設，超我是對象挹注的結果），因為自我終究是「它」的

一個受到改變的部份。 

從〈超越快感原則〉開始，佛洛伊德便從對於創傷型神經症中重複強迫現象

的玄想而提出「死亡欲力」的假設，並且將先前所區分的「自我（保存）欲力」

與「性欲力」都歸類為「生命欲力」（或以愛神名稱命名為Eros）。死亡欲力的特
徵，被認為是將生命體帶向原初無生命狀態的欲力（因此以死神的名稱命名為

Thanatos）。在這個構想下，生命的出現只不過是通向死亡之路的一個迂迴而已。 

現在為了解釋精神神級之間的衝突如何導致自我的扭曲與喪失，佛洛伊德再

次藉助欲力二元論的構想。 

他認為在生命體中，這兩類欲力通常是以不同比例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而在

最後生命體是聽命於佔大多數的性欲力。這兩類欲力如何混雜、組合，仍是不可

知的問題，但在精神分析臨床上，兩類欲力的混雜則是不可推翻的假設。佛洛伊

德認為，生命體形成時，透過將單細胞體連結成多細胞生命體，個別單細胞內的

                                                
1 Cf., 拉岡對種系發生理論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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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欲力可以被控制，並且透過肌肉組織向外疏導成而表現成對外在世界的破壞

欲力。 

但同樣地，這兩類欲力在某些條件下也可能分離，獨自呈現。例如在性欲力

的虐待成份上，破壞欲力與性欲力混合在同一個性目的上。但在純粹以虐待為目

的的虐待狂上，則可以見到破壞欲力與性欲力分離的痕跡。佛洛伊德甚至假想癲

癇的發作，也是一種欲力分離的表現。或者欲力的退轉，如從生殖器期退回到口

唇－肛門期，以及在神經症上常見的矛盾雙重性也都同樣是欲力分離的表現。 

於是，如果欲力是左右精神審級的唯一內在動力，那麼欲力與佛洛伊德剛剛

確立出的「它」、自我、超我之間的關係與作用又是如何？ 

正如我們所知，佛洛伊德文中所舉的例子，絕非僅是單純的例子，而是範例。

他以一般概念中的愛與恨來解釋欲力的二元對立，而他用以說明這個對立之扭轉

的例子正是精神病──被迫害妄想症。這也直接證實了我的假設，亦即精神分析

理論翻新的動力，正是在於認識精神病、征服精神病的渴望。 

對於佛洛伊德而言，一般所知的由愛生恨，或由恨生愛，以及當愛戀狀態不

明時，愛意夾帶著侵略的傾向（「打是情、罵是愛」），這些都不足以證實愛與恨

之間有實質上的轉變。因為這可能正是上述兩類欲力不同比例的混合結果，或一

者比另一者更先出現。 

但妄想症的例子則大為不同。正如佛洛伊德在Schreber案例中所聲稱，妄想
症是一種對同性戀願望之防禦的結果。以致於： 

在被迫害妄想症中，患者是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去防禦一個對某特定人

物的強烈同性戀傾向，其結果是這個最愛的人，變成迫害者，而病患通常

具危險性的侵略性都針對著他。（272） 

佛洛伊德在當時從語言的角度，說明了此種由愛轉恨的變化：我愛他，我不

愛他，我恨他，因為他迫害我。而在這裡他認為必須假設當中有一個階段讓愛轉

變成恨。 

精神分析發現，在同性戀與去性化的社會感出現時，有種可能導致侵略性的

劇烈的敵對感。只有當這些敵對感被克服時，先前被恨的對象，才會成為被愛的

對象或認同的對象。但這是否可說是由恨直接轉變成愛，仍有待商榷。因為這只

是純粹內在的改變，而不涉及對象行為的改變。（如佛洛伊德所說，恨大大地讓

滿足的機會減低，只有愛才能確保能夠得到滿足的前景。因此，這比較是在經濟

計算下，放棄一者而採取另一者的態度，不是情感直接的轉變） 

而妄想症的情感突變過程卻顯示出另一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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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始就存在著矛盾雙重位態，而轉變的發生是因為一個反應性挹注（反

作用挹注）的移置，從情慾動勢中撤出能量，並將能量帶入敵意動勢中。

（272） 

在此我們看到佛洛伊德試圖將質的轉變（愛/恨），扭轉成量的轉變（由一者
撤出能量，挹注到另一者）。這與前述經過計算而後放棄一者採取另一者的態度

不同。 

這個新的假設是： 

我們假設彷彿在心靈生命當中──是在自我或在「它」，仍不明確──有

一股可移動的能量，它本身是沒有差異性的，但能夠加入一股質上面具有

差異性的動勢，情慾的或破壞的，並其整體挹注的水平升高。（272-273） 

從這裡我們看到佛洛伊德仍然企圖從量的角度，從挹注的角度，去解釋精神

病當中自我的扭曲與喪失。他假定有某種多餘的、補充的量，能夠被用來增強矛

盾雙重性中的一方，使整個傾向向另一個極端靠攏。 

但問題是，這個能量來自何處？屬於哪方的？又代表著什麼意義？ 

對於這個問題，佛洛伊德說他只有假設，沒有證實的答案。而我們知道，這

個假設就是造成精神分析更大難題的自戀的構想： 

很可能這個無疑在自我也在「它」當中作用的、可移置的、無差異性的能

量，是來自於自戀的力比多儲存，因此是去性化的Eros。（273） 

這股可流動的libido據信是依據快感原則運作，目的在避免力比多的淤積，
順利將它們導出。因此，只要能將力比多導出，透過什麼管道是不重要的。Otto 
Rank曾提出例子說明，神經症患者的報復行動，總是找錯了人。 

其次，若這股能量屬於去性化的力比多，那麼它也是昇華的力比多。因為它

仍然維持著Eros的主要目標──統一與連結。而此種統一與連結便構成了自我的
特徵。如我們一再強調，對佛洛伊德而言，昇華是拋棄性對象而重新回歸自我，

被自我運用在別的目的上的力比多。就此而言，廣義的思想工作也是情慾欲力昇

華的表現。 

而自我若要昇華情慾欲力，最直接的方式，便是將原本挹注在性對象上的欲

力撤回來放在自己身上，或者用在經由認同而造成的自我改變上。因此，挹注在

自我之上的欲力已經是去性化，失去其原本的性目的，而被用於與原本性欲力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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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目標上。 

這個將欲力從對象上撤回，進而挹注在自我之上的構想是解釋精神病之自我

扭曲與喪失的唯一道路。但這個構想卻對原先精神分析所持的自戀概念造成巨大

的衝擊與修正。現在必須說： 

在最早，當自我正在形成或仍脆弱時，所有的力比多都累積在「它」當中。

「它」會分派一部份的力比多在情慾對象的挹注上。之後，自我試圖奪取這個對

象力比多，並且讓自己變成是「它」的愛戀對象。因此，自我的自戀是一種從對

象上撤回的次發性自戀。而這個構想正是佛洛伊德在1914年的〈自戀導論〉中，
針對著Paraphrenie所提出的構想。只是他現在必須更進一步說明是哪個部份的自
我受到了新的自戀挹注，才能解釋代表外在世界的自我的扭曲以及喪失。 

相對地，次自戀的概念提出後也讓原本佛洛伊德所稱的原自戀的構想變得非

常岌岌可危。佛洛伊德被迫重新審視他在《性學三論》所探討之「自體情慾」的

構想2：即原自戀（一種無對象狀態）與力比多發展過程中的自體情慾階段的關

係為何？ 

就自戀與自體情慾的關係而言，佛洛伊德強調在個體成長過程中，自我並非

一開始就存在，自我必須經由發展而成。但自體情慾欲力（autoerotischen Triebe）
卻是一開始就存在，因此必須還有某種精神作用加在自體情慾之上，才會使它成

為自戀——即作為一個統一體之自我的形成。換言之，自我的形成才使得兒童原
初的自體情慾轉變成自戀，而後當愛戀對象形成後，一部份的自戀才逐漸轉變為

對象愛戀。但此種原自戀與自體情慾的概念區分，在第二拓樸的理論演化中逐漸

被拭除。在第二拓樸中，原自戀被用於指稱自我構成之前的生命狀態——如子宮
內的生命——於是原自戀與自體情慾的差異被取消。 

從以上這些理論演化中，我們不難看出，整個精神分析的精神結構理論是因

為精神病的難題而修正。是解釋精神病的困難促使佛洛伊德必須提出目前廣被接

受為精神分析核心學說的第二拓樸論。然而，問題是對精神病的理解是否因為佛

洛伊德提出的第二拓樸論而更進一步？從拉岡對第二拓樸論的批評，顯然精神病

的理解並未因第二拓樸論而更進一步，充其量我們可以同意拉岡所稱，精神分析

至少對精神病的理解跨出了決定性的一步。而這決定性的一步也凸顯出佛洛伊德

精神分析的侷限。因為佛洛伊德在Schreber案例研究中，顯示了對精神病而言，
重要的不是理解，而是從語言的角度直接去傾聽精神病當中無意識的直接表達。

對拉岡而言，佛洛伊德精神分析以及後續的發展，都徘徊在這個理解與傾聽精神

病的邊緣，因此他必須重拾佛洛伊德所跨出的這一步，並且完成它。從佛洛伊德

                                                
2 由此亦可見精神分析思想並非教條式線性地發展，而是如拉岡所言，始終開放、接納新的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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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抵達的境地，重新出發，將精神分析帶向語言的領域。 

上次談到，佛洛伊德為了解釋與外在世界關係的扭曲與喪失，而提出第二

拓樸論。因為在第二拓樸論中，我們見到除了表面上，將精神分析已經提出過的

假設，重新予以命名之外，更重要的是重新從雙性的角度解釋伊底帕斯關係。如

此，佛洛伊德區分認同的概念與內攝的概念。 

認同意味著自我在原本是敵對的關係中，為了達成滿足的考量下，於是放

棄敵對關係，並認同於敵對者。相對的，內攝則是一種更原始，發生的更早、在

自我形成之初的機制。它的作用在於原本被「它」（das Es）所挹注的對象，在
被放棄之後，重新在自我中被樹立，以作為替代。 

接著，透過內攝的概念，佛洛伊德可以解釋為何在伊底帕斯中，與父親的

關係會被內攝成自我當中的一個特殊審級。原本伊底帕斯期的終結，被認為是男

孩認同於父親，而女孩則認同於母親。但這個傳統的伊底帕斯構想並不足以說明

何以在兩性中，都有內攝與父親之關係而建立的超我審級。因此，佛洛伊德繼而

重拾雙性的構想，假設我們所見的伊底帕斯情結，事實上是四種對立傾向之間不

同比例的混合結果。男孩愛母親而恨父親，但同時也愛父親並視母親為競爭者。

同樣地，女孩愛父親，而與母親競爭，但她同時也愛母親，並且將父親看成敵手。 

於是雙性的構想讓佛洛伊德可以從對象挹注的角度解釋，原本在伊底帕斯

中有對父親的對象挹注，以致於當父親這個對象被迫放棄之後，它被內攝入自我

成為自我理想或超我。於是，在男孩的例子上，伊底帕斯沒落後的結果是他一方

面認同於父親的訓令──你必須像父親一樣；但同時也內攝了父親的禁令──你

不得像父親一樣，不得亂倫。 

至此，代表著外在世界、外在現實的自我當中已經被引入另一股力量足以

讓自我扭曲甚至迫使自我喪失。而在下一個章節中，佛洛伊德便試圖解釋，超我

透過何種機制，讓自我被迫放棄自己。 

五、自我的依賴關係 

 自我的形成大部分是基於認同的結果，而這些認同又是接替著放棄對象之
後的「它」的挹注。在當中，最早的那些認同會在自我中構成特殊的精神審級

──超我──而與自我相對，之後，當自我變得較為穩固，就比較能夠抵抗這類

認同的影響。 

超我之所以具有這個位置，主要因為，一方面它是最早當自我還微弱時的認

同（因此，嚴格地說它是一種內攝），其次，超我也是伊底帕斯關係的繼承者，

因此它將最偉大的對象引入自我當中。於是，超我對自我日後之改變的影響，就

有如兒童最早的性時期，對他青春期後的性生活的影響一樣。雖然自我日後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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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到其他的影響，但自我最早的改變仍然終其一生地賦予了它這個來自父親情

結的特徵。因此，超我是自我最早的微弱與依賴狀態的紀念碑，並且持續主宰著

成熟之後的自我。就像最早兒童被迫服從父母，自我日後也臣服於超我的無上命

令。 

但除了這個個體生命史的影響之外，超我因為是來自於伊底帕斯情結，因此

超我也繼承了「它」經由種系發生所遺傳的特徵。因此超我重新體現了沈積在「它」

當中的遠古時期的自我形成過程。於是，面對著自我，超我也代表著「它」，因

此，相較於自我，超我與「它」有更深的淵源，並且也離意識更遠。 

接著佛洛伊德便以這個新的拓樸論，重新去詮釋臨床上神經症，以及特別是

精神病當中的動力關係。 

首先，佛洛伊德將治療關係過程中可見的「負面治療反作用」──當病患得

知從醫生口中得知即將痊癒或症狀有改善時，反而卻病得更重──詮釋為是病患

無意識罪惡感的結果。 

從病患不願痊癒的角度來看，佛洛伊德認為「生病」事實上才是病患真正的

需要。在分析中，即使從這個對痊癒的抗拒中逐一剔除對醫師挑戰的態度、剔除

病人對疾病獲利的固著，還是剩下很大一部份無法被克服的障礙──佛洛伊德說

這障礙甚至比精神病的自戀性封閉更大。這些障礙就呈現為對醫生的負面態度，

以及對疾病獲利的執著。 

因此，在這個堅持生病的需要中獲得滿足的，是一種懲罰的需要。藉由生病

的苦痛，讓自己被懲罰。因此，佛洛伊德假設，在這個懲罰的需要背後，應有某

種無意識的道德因素──一種無意識的罪惡感。佛洛伊德假設： 

罪惡感正是自我當中對於〔超我〕之批評的知覺。（282） 

這個構想在第一拓樸論顯然是荒謬的，因為道德意識與罪惡感都被認為只存

在於精神表面的意識系統中。但現在第二拓樸論卻讓「無意識罪惡感」的構想成

為可能，它將由超我對自我的批評所代表。而超我正是自我當中無意識的部份。

於是，無意識罪惡感的作用，並沒有讓病人感到罪惡，而是讓他感到生病而已。

而無意識罪惡感也只能透過對於痊癒的抗拒而顯現出來。無意識罪惡感不僅難以

被克服，也很難說服病患這才是他仍然生病的動機，通常病人寧可相信是分析治

療不適合他。 

於是，提出「罪惡感」的構想，便可讓超我對自我的作用有了著力點。超我

對自我的批評──又稱「譴責判決」──正是表現在自我所感受到的一系列從有

意識到無意識的罪惡感，以及自卑感。如此，佛洛伊德便可從超我對自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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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詮釋神經症與精神病的動力關係。 

首先在強迫型神經症與憂鬱症中，「罪惡感」顯著地表現為有意識的罪惡感。

在當中我們可以見到自我理想（超我）對自我的嚴酷與暴戾。 

在某些形式的強迫症上，罪惡感雖然十分明顯，但卻不被自我認為是合理

的。於是，病患的自我便反抗這個有罪的指控，並且尋求醫師的協助，驅逐他的

罪惡感。但對此，分析師是使不上力的，除非進一步去分析罪惡感背後那些被抑

制的衝動。顯然在此，超我對無意識的「它」所知比自我更深。 

而在憂鬱症中，超我更顯得是有意識的。但在此，自我對超我的指控不做任

何抵抗，而是自認有罪，並且接受懲罰。所以在強迫症中，被感覺到的是一股莫

名的衝動，是在自我之外，以致於自我會認為超我對它的指責是沒有根據的，因

此會反抗。但在憂鬱症中，被超我的震怒所指責的對象，是經由認同而被納入自

我當中。 

而在歇斯底里中，自我用來防禦超我的威脅的方式，與它防禦一股不可接受

的對象挹注一樣，都是透過抑制。因此，在歇斯底里中，罪惡感被抑制的結果，

必然是成為無意識罪惡感。只是，通常自我採取抑制，都是聽命於超我，為了超

我而進行抑制，但在歇斯底里上，卻可見到自我以相同的武器對付它嚴厲的主

人。相較於強迫症的症狀是自我反抗超我的反作用形成的結果，在歇斯底里中，

自我只能夠透過抑制，將罪惡感所指涉的相關材料阻擋在外。 

於是，佛洛伊德假設大部分的罪惡感應該是無意識的，因為道德意識的出現

與伊底帕斯情結有關，而伊底帕斯情結是屬於無意識的。因此，精神分析斷言，

不僅人比他所想的更不道德，而且人也比他所知的更具有道德心。 

那麼人若事實上比他所知的更具道德心，就像中文所說，人心中都有一把

尺，那麼人為什麼還會犯罪呢？佛洛伊德對此提出一個相當著名的假設，他指出

在許多年輕罪犯身上都可見到強烈的罪惡感，這個罪惡感並非犯罪的結果，而是

在犯罪之前就已經存在。於是，犯罪相反的像是一種解脫，它讓無意識的罪惡感

聯繫到一個真實的、實際的事件。換言之，罪犯可能藉由犯罪而使自己得到真實

的懲罰，如此，他可以某種程度地合理化他無意識的罪惡感。這是所謂，懲罰的

需要。 

從以上這些情況中，都可見到相對於自我，超我是獨立的，相反地，超我與

無意識的「它」有著更密切的關係。 

那麼，究竟什麼是超我？我們之前說過，自我的內容是當前的知覺以及一些

可以透過思維而被喚醒的文字表象。那麼，本身大部分是無意識，但又能夠成為

意識的超我，是否也是文字表象？佛洛伊德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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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限的答案是超我絕對不可否認地本身也是來自於聽覺。它實際上是

自我的一部份，並且能透過文字表象（概念、抽象）而進入意識中。（282） 

在這之前佛洛伊德一直強調所謂超我是伊底帕斯關係中，原先被愛戀的對象

──雙親──被迫放棄之後，被內攝入自我。它是自我當中，與父母之關係的代

表。而在此，佛洛伊德更明確地表示，被內攝而成為超我的是雙親的話語，而非

雙親的形象或影像。事實上，從Klein的理論中，我們知道雙親的形象經常是令
人恐懼與害怕的對象。而佛洛伊德在此將超我的內容等同於雙親的話語，將是拉

岡所謂無意識是他者之論述的主要根據。只是這個理論根源，需要進一步澄清。

拉岡認為「無意識是他者的論述」，因此「無意識像是一種語言一樣被結構著」，

所以語言學無疑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輔助理論。但另一方面，我們也知道佛洛伊

德在著作中始終強調，所謂的文字表象是屬於前意識，而非無意識。因此，那些

鑽研佛洛伊德論著的拉岡學生，無不驚訝地指出拉岡與佛洛伊德理論的矛盾之

處。我們能不能從這段引文當中為拉岡辯解呢？是否，拉岡所謂的「無意識像是

一種語言般被結構著」，當中的無意識是用於描述意義上的無意識？*** 

超我的內容既然也是來自聽覺的字表象，那麼是否也像其他字表象一樣，能

夠透過注意力的能量挹注而被喚醒，進入意識？這正是超我與其他字表象的不同

之處，佛洛伊德認為： 

對超我內容的能量挹注並非來自聽覺、教育、閱讀，而是來自「它」當中

的泉源。（282） 

如此一來，超我與前意識的字表象的差異在於挹注在它之上的能量，完全屬

於「它」的能量，而前意識的字表象則是依賴自我之注意力的挹注。就此而言，

我們似乎可以說，至少在佛洛伊德理論當中，存在這樣一種看法認為「語言」、

字表象也是屬於無意識的。如此，拉岡的命題：「無意識像是一種語言般被結構

著」，似乎就不再如批評者所論那麼違背佛洛伊德的學說。 

正因為超我所依賴的是來自「它」的能量挹注，因此它能對自我顯現出如此

頑固與嚴厲的姿態。而超我當中這股來自「它」的能量之所以具有嚴酷的性質，

那是因為它是死亡欲力純粹的展現： 

超我當中統治的可說是一種死亡欲力的純粹養殖，而且實際上它也經常成

功地將自我推向死亡，若自我不是先透過逆轉成躁狂防禦來這個暴君。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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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我中死亡欲力的展現，解釋了憂鬱症的自殺傾向，以及躁狂－憂鬱接續出

現的兩極化症狀。 

在強迫症中，超我的指責也同樣的折磨著自我，帶來痛苦，但與憂鬱症不同

的是，此時的自我像是免疫一般，並不會走向自殺的道路。而自我免疫的原因，

則是自我成功地將超我的指責轉換成對於對象的指責，而非對自我的指責。因

為，在強迫症中，力比多是退轉到前生殖器期，而這個力比多的退轉，讓原本對

於對象的愛轉變成恨，因此沒有憂鬱症將對象內攝入自我的問題，相反地，自我

透過反作用形成與保護措施來對抗這些傾向，讓它們留在「它」當中，而確保了

自我的安全。但是，超我仍然認為自我是這些傾向的主使者，予以嚴厲的譴責。

於是，夾在這兩者中間，自我只能無助地同時對抗著來自「它」的恨，以及來自

道德意識的懲罰，其結果是自我表現出無盡的自我折磨，繼而當對象得以出現

時，變成是對對象的折磨。 

我們看到，在無意識罪惡感的概念背後，真正作用的是死亡欲力的構想。佛

洛伊德認為，在正常情況下，個體中的死亡欲力之所以不被察覺，那是因為死亡

欲力經常被混雜在性欲力當中，成為性欲力的一個組成部份，因而一部份的死亡

欲力被導向外在，成為對於對象的侵略性，但仍有一大部分留在內部持續它們的

工作。 

至於憂鬱症之所以變成死亡欲力純粹的養殖所，佛洛伊德假設，那是因為當

對象被內攝入自我時，對象的挹注也同時被昇華，換言之，被自我用於其他用途。

是這個欲力的昇華過程，讓混雜在性欲力當中的死亡欲力再度被析離出來，成為

一股純粹的欲力： 

超我實際上是經由對於父親典型的認同而產生。而所有這類的認同都有著

去性化或昇華的特徵。於是，似乎在這樣的移置過程中，也產生了欲力的

析離。在昇華之後，〔欲力的〕性組成部份不再能連結住原先混入的破壞

性，使得後者被釋放出來，成為侵略與破壞的傾向。是從這個〔欲力的〕

析離中，理想取得了嚴厲與殘酷的特徵。（284） 

因此，在憂鬱症中，是在父親典型被內攝的昇華過程中，換言之，在透過內

攝性認同的超我形成過程中，欲力的析離導致死亡欲力脫離性欲力而被釋放出

來，變成是針對著自我的死亡欲力。這造成憂鬱症的自我喪失。但在強迫症中，

性欲力變成侵略性並非因為自我昇華欲力的關係，而是發生在「它」當中的欲力

的退轉。但這個過程卻從「它」延續到了超我，這才讓後者將其嚴酷性指向無辜

的自我。而在這兩者當中，自我都是透過認同的方式去掌控力比多，但也都從超

我那裡受到來自混雜在力比多中侵略性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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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們看到，第二拓樸論已經將代表內在欲力的「它」、代表外在現實

的「自我」以及代表與「雙親」以及種系歷史起源之關係的「超我」整合入精神

結構當中。並且解釋了產生自伊底帕斯的超我，如何介入原本外在現實原則與內

在快感原則之鬥爭，而造成精神病上可見的自我的扭曲與自我的喪失。 

於是，佛洛伊德重新定位自我的角色： 

自我被賦予重要的功能，為了它與知覺系統的關係，自我給心靈過程建立

了一種時間性的整頓，並讓它們受到現實的考驗。而透過思想過程的流通，

自我得以暫緩運動卸載，並且控制著通向運動的通道。但這個控制比較是

形式的而非實際的。自我與動作的關係，就像一個立憲君王的位置，沒有

他的批准，什麼都不能成為法律，但在對國會的提案行使否決權之前，他

必須反覆思量。自我藉所有來自外在的生命經驗充實自己；但「它」則是

自我的另一個外在世界，自我努力地去臣服於「它」（英譯錯誤？）。自

我從「它」當中取出力比多，並且將「它」的對象挹注重新塑造成自我的

樣態。而透過一種我們仍不知道的方式，自我也及取了「它」所累積的前

歷史經驗。（285） 

透過超我的介入，「它」的內容有兩個管道可以進入自我當中：一是直接的

進入，另一則是透過自我理想、超我。這兩種不同的方式，決定了心靈過程的結

果。自我的發展則是，從對欲力的知覺到對欲力的主宰，從對欲力的服從到對欲

力的禁制。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原本是對抗「它」的欲力過程的反作用形成物，

亦即自我理想（超我）具有著重要的角色。精神分析正是一個工具，讓自我能夠

逐步地征服「它」。（這段文字所隱含的治療觀點，走向認為精神分析師應該扮演

病患超我的看法，與拉岡所謂精神分析師應該佔據話語結構中之大寫他者位置，

有某種程度的延續關係）。 

但同時自我也有如必須服侍三個主人，並且受到三方面的威脅：一是來自外

在世界的威脅、二是「它」的力比多的威脅，以及三是超我的嚴酷威脅。而面對

這三種危險，也導致三種焦慮的產生──根據第二個焦慮理論，焦慮是對危險的

等待。 

作為一種邊界的存在，自我有意成為世界與「它」之間的中介者，讓「它」

順服於世界，同時透過其肌肉組織的作用，讓世界符合「它」的願望。嚴

格而言，自我的行為就像是分析治療中醫生的角色，因為自我推薦自己成

為「它」的力比多對象──但同時伴隨著對真實世界的考量──並且希望

將「它」的力比多引導到自己身上。自我不僅是「它」的助手，也是會討

主人歡心的順從僕役。它儘可能地與「它」保持良好關係，用前意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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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去掩飾無意識的命令，甚至當「它」仍然頑固不屈時，自我也會構築

出「它」好像是服從於現實之警告的錯覺，並且去粉飾「它」與現實的衝

突，甚至可能的話，「它」與超我的衝突。自我所處介於「它」與現實的

中介位置，讓它經常成為一個逢迎諂媚者、機會主義者與說謊者。就像個

政客，他即使心知肚明，卻仍然堅持公眾所好的主張。 

至於在兩類欲力之間，它並非秉公以待。透過其認同與昇華的工作，自我

提供協助給「它」當中的死亡欲力，以便掌控力比多。但如此一來，也冒

著成為死亡欲力之對象而滅亡的危險。因此，為了提供這個協助，它自己

也必須被力比多所充滿，自我於是也成為愛羅斯的代表，並且希望存活和

被愛。 

但因為自我昇華工作的結果是造成超我中欲力的析離以及侵略欲力的釋

放，自我在與力比多的鬥爭當中也自瀑於被虐待與死亡的危險。當自我受

到超我的侵略，或甚至屈服時，它的命運就像是單細胞生物，因為自己所

製造的分裂而滅亡。這樣一種分裂的產物，就經濟論而言，就像是我們所

見，道德在超我中的作用一樣。在自我的依賴關係中，自我對超我的依賴

無疑是最重要的。（286） 

前面提到自我在受到三方面的威脅時，也導致三種焦慮的產生。面對外在

世界的危險時，自我發展出逃避的反射行為，透過將自身的挹注從具威脅性的知

覺上撤回，或者從被認為具有危險性的「它」的過程上撤回，並且將它消耗成焦

慮。這個原始的反應日後將被保護性挹注的措施所取代，這便是恐懼症的機制。

但是自我所擔心的外在或「它」危險是什麼，精神分析並無法得知，只知道那是

害怕被剷平或消滅。至於自我面對超我的焦慮，則很清楚地，來自自我理想這個

高等審級的威脅的焦慮，正是閹割的焦慮。於是，閹割的焦慮成為了日後所有意

識焦慮的核心。 

此外，佛洛伊德也進一步區分焦慮的性質，他反對所有的焦慮都是死亡的

焦慮的看法。而認為應該是說將「死亡焦慮」（Todesangst）從「對象焦慮（對
真實的焦慮）」（Objekt-(Real-)Angst）以及「神經症的力比多焦慮」（neurotischen 
Libidoangst）中區分出來。但表面上再自然不過的死亡焦慮，似乎對精神分析構
成一個難題。因為死亡是一個具有負面內容的抽象概念，因此在無意識中不可能

有死亡的對應物（無意識不知道時間、也不知道否定）。因此，死亡焦慮的機制

只可能是自我大量地拋棄了自身的自戀力比多挹注，換句話說，自我拋棄自己，

就像他平常在焦慮的時候拋棄一個對象一樣。 



 

 25 

至於造成死亡焦慮的原因，則是在於自我與超我的關係。如憂鬱症的死亡

焦慮，是自我感到不被超我所愛，而是被它怨恨、迫害，以致於自我拋棄了自己。

對自我而言，活著就是被愛，被代表著「它」的超我所愛。因為超我代表著昔日

父親所具有、以及日後被造物主與命運所延續的保護與救贖功能。當自我面臨著

自身力量無法克服的面對真實的危險時，他知道他所能依賴的就是超我。當他發

現被所有保護的力量遺棄時，只有走向死亡一途。這種情境出現在生命中首次的

巨大焦慮，亦即出生的焦慮，以及孩童時期與母親的分離焦慮。 

從上述這些例證來說，佛洛伊德認為死亡焦慮可以被看成是閹割焦慮的發

展。如此便可解決死亡焦慮在無意識中沒有對應物的難題。而從神經症中，罪惡

感所具有的重要性，也讓人必須假設，在嚴重的神經症中，一般的神經症焦慮受

到了在自我與超我之間發展出來的焦慮的增強，亦即力比多焦慮受到了閹割焦

慮、道德意識焦慮以及死亡焦慮的增強。 

至於自我與「它」的關係。佛洛伊德補充，「它」並無法對自我表示愛或

恨，因為「它」尚未有統一的意志可言。在「它」當中，仍然是性欲力，愛羅斯，

與死亡欲力的爭鬥。性欲力透過將死亡欲力混雜在自身當中，並且導向外在變成

破壞欲力，來防禦死亡欲力。於是，似乎「它」也是受到沈默卻強大的死亡欲力

的控制，要在快感原則的指示下，將愛羅斯這個平靜的破壞者帶回靜止的狀態。

但佛洛伊德也擔心這個觀點會使人忽視了愛羅斯的角色。 

 

二、佛洛伊德第二拓樸論之後的精神病構想 

在1920-1923年提出理論大更新並且解釋了在神經症（歇斯底里、強迫症與
憂鬱症）當中自我、超我與「它」的關係之後，佛洛伊德於再度回到精神病理學

的課題，並試圖由第二拓樸的觀點重新界定「精神病」與「神經症」的疾病分類

區別。 

在1924年〈神經症與精神病〉3一文中，佛洛伊德強調雖然超我的來源與角

色仍有不明之處，但第二拓樸論的精神結構區分，讓精神分析可以簡單的方式指

出心靈裝置中一系列的關係。因此，他希望也將這個構想應用在「其他事物」上

（我強調，當佛洛伊德提及精神病時，語氣上始終是「其他的」、「另外的」）。 

佛洛伊德基於「自我」處於「它」與外在世界之中介位置，並且力圖去符合

各個主人的意志的角度，指出： 

神經症應是自我與「它」之間衝突的結果，而精神病則是在自我與外在世界的關係中類似

                                                
3 « Neurose und Psychose » (1924b), G.W., XIII, p. 387-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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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障礙所導致
4
。 

在傳會型神經症（歇斯底里、強迫症）中，自我拒絕接納並實現一個來自「它」

欲力動勢，於是藉由抑制機制予以防禦。被抑制的欲力動勢則藉由症狀這種「妥

協形成」作為替代而滲入自我。自我一旦感到其完整性受到此滲透者威脅，便會

以當初防禦欲力動勢的方式起而對抗症狀。這整個拉距的過程於是構成了神經症

的臨床面貌。在這當中，自我是聽命於超我，以及一部份超我所代表之外在現實

（Realität）的要求，而與「它」為敵5。 

而精神病之衝突的敵我界線則位於自我與外在現實的關係之間。然而，應強

調的是，由早期神經學到日後精神分析的論著，雖然佛洛伊德曾極力批判Meynert
將聯想論「生理學化」的企圖，但他始終是聯想論者。對他而言，外在現實始終

是透過「知覺」（Wahrnehmungen）以及其「拷貝」（Abbild），即「記憶影像」
（Erinnerungsbilden）的方式在精神中被代表（vertreten），並且構成自我的一部
份。因此，精神病中位於自我與外在現實之衝突線，不應被認為是精神內部與外

在世界之間的衝突，事實上它仍是精神內部的衝突。因此，佛洛伊德認為在

Meynert所稱的「精神錯亂」或「幻覺性錯亂」中，是代表著外在現實之記憶影
像的「意義」（Bedeutung）或「挹注」（Besetzung）被撤除。而自我在完全臣服
於「它」的欲力動勢之下，自主地創造一個同時是內在與外在的新世界。 

至於精神分裂，其情感的呆滯顯示，病患完全失去對外在世界的參與。佛洛

伊德於是認為當中的妄想是一個被用來拼貼於原本自我與外在世界關係斷裂處

的一個片段。 

若從精神病的病情來看，精神病與外在世界的衝突顯得似乎不如佛洛伊德所

強調那麼顯著，那是因為疾病的病態過程表象經常已經被痊癒與重建的企圖所覆

蓋。 

於是再第二拓樸論的架構下，佛洛伊德可以將神經症與精神病合併放在相同

的病因之下。他宣稱無論是精神神經症或精神病，它們共同的病因都是對於那些

永遠不可遏止的童年願望之一的「拒絕」（ Versagung）與「不實現」
（Nichterfüllung）。這些童年願望是深深地根植於我們受到「種系發生」的組織
當中。 

而這個拒絕始終是外在的拒絕。在某些例子上，它可能是由代表著現實要求

的內在審級所實施（「拒絕」是發生在「超我」當中）。在這樣的衝突中，自我要

不是忠於對外在世界的依賴關係，而去束縛「它」，要不然就是被「它」給剷平，

                                                
4 G.W., XIII, p. 387. 亦見本文註釋42。 
5 G.W., XIII, p.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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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實中被連根拔起。 

但這個衝突因「超我」以雙重間諜的身份介入而顯得更為複雜。因為「超我」

當中融合了來自「它」以及來自「現實」的影響，並且成為自我所有渴望的理想

典型，是自我多重依賴關係的調和。於是，超我的作用必然決定了所有精神疾病

發病的形式。換言之，內在與外在的衝突是病因，但決定疾病形式的則是超我的

作用。 

但在佛洛伊德稱為「自戀型神經症」（如憂鬱症）當中，超我則具有直接致

病的角色，因為其中的衝突在於自我與超我的衝突。 

如此，將精神病與神經症歸納在同一個病因之下──自我與其他主宰的精神

神級之間的衝突──佛洛伊德認為，重要的是去探討何以在此種衝突情境下，有

些自我不會發病？佛洛伊德雖然認為這個問題仍有待研究，不過他指出兩個重要

因素：一是經濟論因素，亦即透過彼此衝突之傾向的相對大小程度。其次則是自

我本身可能擁有的可塑性，讓它可以透過自身的改變，或讓步去接受自身統一性

的喪失、甚至分裂，來避免來自任何一方的破壞。此種自我的變異，解釋了人類

各種不當、怪異、瘋狂的舉止，就像性變態是接受了欲力要求，而避免了抑制的

結果。 

佛洛伊德此後便據此可塑性的構想解釋精神病與神經症中現實喪失的問

題。在此他僅表示導致自我脫離現實的機制，有待日後的研究。不過他也指出這

個機制應該類似於抑制，也是一種自我對於釋放出去之挹注的撤回6。 

最後，如此界定神經症與精神病之後，我們見到精神病再度指引佛洛伊德思

考神經症的概念。 

在同樣是1924年發表的〈神經症與精神病中之現實喪失〉一文中，佛洛伊德
強調，在神經症中同樣有如同精神病之現實喪失的問題，特別是患者的逃避現

實。只不過神經症中的現實喪失是處於疾病的第二個時間。疾病的第一個時間是

衝突與抑制的產生，而第二個時間則是對於因抑制而受傷的「它」的補償反應 。
而這個補償反應藉由自身的改變來扭曲現實的價值7。 

佛洛伊德以《歇斯底里研究》中Frau Elisabeth von R.為例：她愛戀著姊夫，
並且在姊姊的靈柩前為自己的一個念頭所驚嚇：「他現在自由了，可以娶妳了」。

                                                
6 日後拉岡所提的「除權棄絕」（forclusion），正填補了佛洛伊德此處未決的問題。 
7 « Der Realitätsverlust bei Neurose und Psychose » (1924e), G.W., XIII, p. 364. 佛洛伊德以《歇

斯底里研究》中Frau Elisabeth von R.為例，她愛戀姊夫，並且在姊姊的靈柩前為自己的一個念頭
所驚嚇：「他現在自由，可以娶妳了」。這個場景立刻被遺忘，但同時也觸動了退行的過程，直到

產生歇斯底里症狀。如此，她透過抑制愛戀姊夫的欲力要求來取消外在真實改變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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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場景立刻被遺忘，但同時也觸動了退行的過程，直到產生歇斯底里症狀。如

此，她透過抑制愛戀姊夫的欲力要求，來取消外在真實的改變。這是透過自身改

變、自塑的方式，亦即產生歇斯底里症狀，來彌補被抑制的「它」。 

若是精神病的反應，則會先否認姊姊的死亡，換言之，先與外在現實割裂，

然後再建立一個新的外在現實。因此同樣地，精神病的症狀也是處於疾病的第二

個時間，它與神經症的差異在於在第一個時間中自我與現實割裂，而第二個時間

對於「它」的補償反應，則是完全在「它」的欲力驅使之下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現

實以取代造成衝突的現實。然而，這個新的現實並非封閉的，它仍然不斷地受到

新知覺的影響，因此精神病仍必須透過創造新的知覺（幻覺）來符合它所建立之

新現實。因此，神經症與精神病二者均是「它」對於外在世界之反叛、不快的表

現。只是前者採取的方式為「自塑」（autoplastisch），後者為「他塑」（alloplastisch）。 

三、拉岡〈論任何精神病治療之一前提問題〉 

拉岡〈論任何精神病治療之一前提問題〉一文一方面總結了其前五年《講

座》所提出的論點，作為對佛洛伊德遺留之精神病問題的回應，另一方面也正式

宣示拉岡精神分析學派的起始： 

1. 通向佛洛伊德 

拉岡批評，直到1958年，精神分析應用於精神病已經超過半個世紀，但精
神病的問題卻仍原地踏步。 

在佛洛伊德之前，精神醫學對精神病的討論，都未跳脫以傳統形上學為基

礎的學院心理學。一種世俗化的形上學。我們可以間單地說，這個心理學將人視

為一個統一的「主體」，而其「精神現像」則是該主體的官能表現。 

若說自然科學在經歷越來越純粹的數學化之後，從這個形上學當中漸漸去

蕪存菁，甚至令人感到自然科學早已脫胎換骨而與形上學判若兩人。至於關於非

自然的科學，也就是關於人這個被認為能夠衡量萬物，作為自然之準則的活體的

科學，則遠非如此。從精神醫學史上可見，在所謂以科學、神經學為基礎的精神

醫學中，仍然處處可見形上學的痕跡。拉岡甚至諷刺地說，我們可以在這樣的精

神醫學中，嗅到來自形上學大腦解剖切片廚房中，油膩的燒焦味。 

於是，在形上學籠罩下的醫學心理學中，對知識論極為重要的抽象化理論， 
變成只是關於主體官能的抽象理論。人的心智被化約為他的感官表現。就像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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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稱「聰明」意味著聽得清楚、看得明白。但就主體效應或主觀表現而言，即使

再激進的感官論要求，也無法讓這個主體的官能理論變得更有效用8。 

雖然精神醫學上也常見為了彌補這些理論缺失，而引進各種關於情感的討

論，但只要人們一再忽略去質問，到底感受到這些情感的主體是否是仍與這些理

論中所預設的主體相同，那麼再多的理論企圖都是空洞無用。換言之，若不徹底

改變對於主體的構想，那麼對於主體情感的討論也都無法跳脫知覺者與知覺（哲

學上的主體｜客體對立）的框架。 

但這個主體的問題，卻是精神醫學與心理學教育所刻意迴避的問題。因

為，即使承認感知者的身分的交替改變，他構成知覺之統一性的功能卻不被討

論。我們知道，知覺有著無限的多樣性，對於同一個紅色的知覺，事實上分分秒

秒都在變化，但主體卻可以認為這是一個知覺，而忽略其中的差異性。於是，知

覺結構的多樣性對知覺者的影響，充其量就只是反應在感覺領域的多樣性而已

（頂多就區分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等等）。而此種多樣性當然可被克

服，只要感知者立在與現實相同的高度。 

                                                
8 關於傳統精神醫學面對精神病時的束手無策，我們也可參考拉岡在博士論文中的歷史評

述。在1932年出版的這部論文中（De la psychose paranoïaque dans ses rapports avec la personnalité, 
Thèse de Doctorat en Médecine, 1932），拉岡在歷史性評論中探討「精神病」，特別是「妄想症」
（paranoïa），在德、法精神醫學史中界定的困難與缺陷。他指出：「妄想症在當時精神醫學中為
一意義最廣泛，但定義最不明確的詞彙」（Lacan, 1932 : 21-22），該詞在19世紀末幾乎涵蓋所有
形式的妄想症狀。儘管其中觀點細節不同，德國與法國精神病學面臨著相同的問題。長期以來，

精神病學在「精神異化」（Aliénation）中區分兩個對立的群組：「癡呆」（démence）與「精神病」
（psychose）。此一區分始於E. Kraepelin根據臨床疾病演化與預後所進行之疾病分類（特別在其
1899年第六版《精神醫學教本》）。Kraepelin並根據不同的妄想形式，區隔出「早發性癡呆」
（ dementia praecox ）——其演化結果是真正的demantia；以及妄想具有系統化特徵，但心神並
未惡化的「妄想症」（Paranoia）。 

Kraepelin疾病分類雖對精神醫學有莫大的貢獻，但悖謬的是，純粹臨床方法與多樣化的臨床
觀察卻無法支撐上述的區分。於是人們逐漸地放棄以疾病演化與預後的方式考量，而改以「能力

缺失」作為衡量「癡呆」的標準。同時據此能力缺失去尋找相對應的器質損傷，從而建立起一套

癡呆性精神障礙的「精神─器質平行論」。如瑞士精神醫學學派的Eugen Bleuler便以「解離」
（dissociation / Spaltung）作為判准，將具有此特症的的症狀稱為「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
以取代原先的dementia。 

反之，所有不符此「精神─器質平行論」之精神障礙，即無任何記憶、運動、感覺、方向、
語言等能力缺失，均被歸類為精神病。而在無任何器質損傷的條件下，這些與情感、判斷、行為

等有關的精神障礙則被認為是一種「精神綜合」（synthèse psychique）的障礙。 
對拉岡而言，只要此「精神綜合」概念無明確的定義，精神病便仍是個謎。因此其博士論文

便試圖從佛洛伊德力比多發展理論，將此「精神綜合」概念定義為「人格」（personnalité），進而
探討精神病的產生與人格發展的關係。藉此避免落入形上學式對於精神病病因的玄想，而去探索

精神病一系列尚不可知的因果鍊。拉岡在論文中不斷地強調，不應僅從症狀表徵上去描述精神病

現象，而是應從「理解性」（compréhensibilité）的角度，全盤地考量精神病患者的性生活、童年
史、其妄想結構以及經由其社會生活所轉譯出之欲力與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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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那些必須回答因瘋狂者的存在所造成的問題的人，就無法不去躲在

教科書的背後來看待瘋狂者的存在。因為瘋狂者的存在，挑戰著知覺統一性的構

想。拉岡在第三講座中曾舉過一個精神病患例子。病患感受到外在世界的一切現

實客體都變成某種符號，都具有意義。如他在街上看見一部紅色汽車，他會認為

這部汽車在這個時候經過，一定有什麼原因，可能是為了監視他。於是就現實而

言，人們很容易將病患的感受詮釋為「知覺錯亂」（aberration perceptive），而
認為也許這個病人是紅綠色盲（將紅的看成綠的，反之亦然），或者他根本就是

色盲，無法分辨任何顏色，所以才產生這些妄想。 

這是以往19世紀精神醫學對於精神錯亂者的詮釋。拉岡甚至認為無論是機
制論或動力論，無論是心因論或器質論，無論是主張解離結構或衝突結構的精神

醫學，全部都站在相同的位置上。因為他們全部都從顯在事實的角度，而主張「幻

覺」（hallucination）是一個沒有對象的知覺。於是他們堅持去質問感知者，要
他提出這個知覺的理由。但他們從未去想，這個質問事實上忽略了一個步驟。他

們忘了自問，對這個被要求要解釋的知覺者而言，是否這個知覺提供給他一個單

一的意義。 

拉岡指出，除了從現實的角度將病患的妄想詮釋為知覺錯亂，這個時候

是可以有不同的詮釋向度。如我們也可就想像的向度來詮釋這個現象。當病人

看見紅色汽車的情境，就像是當一隻紅喉鳥看見同類時，向牠展露胸前的紅色羽

毛，作為領地劃分的標示。那麼此時這個紅色就具有想像的功能，或影像的功能。

因為這個病患之所以會特別察覺到紅色，正是因為紅色對他而言喚起了敵意與憤

怒的特徵。此外，也可就象徵意義而言詮釋。病患對紅色汽車的領悟被整合在

一個象徵系統中，就像在牌局中一樣，紅心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對立於黑桃。

換言之，紅色的意義是在紅、黑對立的語言系統中才被給予。 

這個被忽略的步驟，特別是任何對「語言幻覺」（hallucination verbale）
沒有偏見的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因為語言幻覺是無法被化約為一個特定的感覺，

更不可被化約為能夠賦予它統一性的知覺者。 

事實上，認為語言幻覺具有聽覺的性質是錯誤的。因為我們可以設想，在

極端的例子上，語言幻覺絲毫都沒有聽覺性（如對一位聾啞人士而言，或任何非

聽覺領域的幻覺性拼字上）。更何況，如果我們去考慮聽的動作，那麼所謂的聽

也可能根據針對目標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當聽是針對著一個言語序列的容慣性，

也就是因這個時間序列的後遺性，而在每個時刻產生的多元決定性，以及，同樣

地，在每個時刻它的價值的懸制，以接受一個隨時會引申到他處的意義的到來。

我們說，這個聽所捕捉的是這個言語序列所有可能的意義之一。但還有另外一種

聽的動作， 它要捕捉的是音響的陰陽頓挫，以便進行像語調、語音甚至音樂強
度等音感分析。一者捕捉意義，一者捕捉形式，這顯然是兩種不同的傾聽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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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認為以上這些關於知覺之差異性的討論，已充分凸顯出在針對著知覺

時，所涉及的不同主體性的差異。以及，在對病患的詢問與語音的病理分類上，

這個主體性的差異是如何被忽略。 

人們可能試圖將此種主體性的差異，化約為知覺者的客觀化的程度。如宣

稱，在捕捉意義的聽當中，主體是主觀的，因為話語關係著自己，而在捕捉形式

的聽當中，主體是客觀的，他只是要研究語言的形式。就像語言學家早上在家裡

聽見妻子說道：「你給我滾」，和他到實驗室之後，反覆聽著受測試者說著：「你

給我滾」，這兩種聽的態度，顯然反應著同一個主體不同的客觀化程度。 

但拉岡強調，這並非客觀化的問題。因為，是在主體的「綜合」賦予了話

語充實意義的層次上，主體顯露出所有的悖謬，使他在這個獨特的知覺中，成為

這些悖謬的病患。 

當話語是由他人所說出時，悖謬就已經出現。這顯示在主體服從說話者的

可能性上，因為他的話語指揮著主體去聽、去注意。只要成為聽者，主體就受制

於一個暗示的影響下。除非他將他者化約成一個不屬於他自己的言論的代言人，

或他自己也持保留態度的意向的代言人，否則主體無法逃開這個暗示的影響。 

但更令人訝異的是主體與自己話語的關係。拉岡在第三講座中，曾指出如

當我說「我愛妳」時，這個「我」（je）事實上先經歷了「自我」（moi）與自
我所認同的「理想自我」（moi idéal），以致於這個「我」已經是第三人稱。當
我說「我愛你」，我是先對著我的理想自我說，因此是那個理想自我，是他愛你。

正如拉岡引述亞里斯多德說「不應說人思考，而是應說人與他的靈魂思考」。同

樣地，拉岡認為應該說當主體說話時，首先是「主體自己與他的自我說話」（Le 
sujet se parle avec son moi）（23）。在正常的主體身上，此種自己與其自我說話
的關係，從未完全顯現。主體與自我的關係根本上就是模糊曖昧的，所有他對於

自我的設想都是只是暫時的，隨時可被推翻。相反地，在精神病患身上，主體與

其自我的關係是固定的，主體完全認同於自我，並對它說話。或如拉岡所說，是

S（Es）在說著自己，或無意識在說著它自己。例如在語言幻覺中，主體就真的
對著自己的自我說話，但這會被主體感覺成是一個第三者，自己的替身在說話，

在評論他的行為。 

但上述主體與自己話語的關係多少被一個純粹屬於音響的事實給掩蓋

了，亦即他說話時必然也會聽到自己的聲音，或，沒有聽見自己的聲音，就無法

說話。這個只是一個音響性質的事實，但它掩蓋了主體與其話語的真正關係。同

樣地，在意識的行為上，主體若不分裂就無法聽見自己，這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臨床工作者或許跨出了一步，他們因為察覺到發音器官的啟動，而發現了運動性

的語言幻覺。但他們未能因此指出關鍵之所在，因為他們沒有了解到在一個意符

序列的生產過程中，感覺是無關緊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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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個意符鏈本身以語音的向度加諸於主體。 

2、以此方式，這個意符鏈具有一種與時間成比例的現實性，這在經驗中
可明確地觀察到。意符鏈的主觀屬性中包含了這個現實性。 

3、 作為一種意符，這個意符鏈的結構本身對上述的主觀屬性具有決定
性，而這個屬性就規則而言，是分散的，也就是具有許多語音，如此一來，就讓

被認為具有同一性的知覺者顯得具有分歧性。 

拉岡先前在第三講座中介紹過的一對母女雙人妄想中女兒的案例，說明

Verwerfung的機制。在此他同樣以這個例子說明主體與其話語的關係。他並且強
調，這個案例之所以有如此發現，是因為完全順服──雖說仍有戒備──於病人

主觀的立場。人們總是努力地將這些立場化約為對話中的病態過程，以致於引起

病人的保留態度，反而讓這些立場更難被介入。 

這個案例是由一對母女所組成的「雙人妄想」（délires à deux）案例，其
中由被入侵的感覺發展成被監視妄想。而這只是對於「情感的二元關係」（un 
binaire affectif）的一種防禦本身的發展，此種二元關係是可能發展成任何精神疾
病。 

在診察時，這位女兒為了要證明她們母女都飽受鄰居的辱罵，而提到一件

事。這位女兒有次出門時，在門廊偶遇一個壞痞子，她不覺驚訝，因為這個已婚

的男人，是她一位生活不檢點的女鄰居的情夫。而這個女鄰居原本是這位病患的

朋友，之後翻臉後，就常常病患被指控用言語咒罵騷擾她。就在女病患與男人交

會的時候，她幻聽到這個男人罵她一個髒字。她一開始很抗拒，無法說出這個髒

字時什麼。後來在與拉岡的對話中，才吐露這個髒字是：「母豬」（truie）。對
此，拉岡說他並不打算從投射的角度，在這個罵人的話中，去推算出一個回罵的

字「公豬」（cochon），因為那通常只是精神科醫師自己的投射。於是，他只是
很簡單地問病人在聽到這話之前，自己是否有說什麼。而病人答道，幾乎與這個

幻聽同時，她自己也喃喃自語地說：Je viens de chez le charcutier「我從肉鋪來」。
後面這句話，拉岡說，當然每個人都知道影射的是什麼意思。它影射著豬

（cochon）、豬肉（porc）。女病患也同意是這個意思，甚至也希望別人這樣理
解。但拉岡指出，我們正是不該滿足於如此「理解」，而是應該要問，為何她希

望別人如此理解，以及為何她不明說，而要以影射的方式來說。換句話說，為何

她要說「我從肉鋪來」，然後讓人去理解這句話的意思，而不直接說「豬」。 

因此，拉岡質問的是這些字到底是針對著誰？在這個聽覺幻覺中，到底是

誰在說話？又是對著誰說？就字面意義而言，拉岡提到不應忽略的事實之一，是

這位女病患之前突然地拋棄他的丈夫和夫家，如此解除了她母親反對的婚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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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無下文。而她這麼做的原因，是因為她信誓旦旦地相信夫家這些鄉下人只會

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決她這個什麼都不會的都會女性，就是俐落地把她剁成碎片。 

*** 

拉岡指出，既然病患是真的聽到這個罵人的話，這意味著是「現實」（réalité）
在說話，如果我們認為現實的定義是由感覺與知覺所構成。那麼我們可能會說，

很簡單，她有幻覺，像大多數的精神科醫師一樣。但拉岡認為，隨著精神分析，

我們還可更進一步去探討什麼是這個現實。拉岡問道： 

首先，這是客體的現實（réalité des objets）嗎？通常是誰在現實中說話，為我們說話？當

某人對我們說話時，這是否就正是現實？（62） 

拉岡回到Schéma L當中的大寫他者與小寫他者的區分，來回答這些問題： 

 S ---- a’ （說「我從肉鋪來」的人） 

（相遇的男人） a ----  

在這個圖示中，小寫他者是在門廊相遇的男人，而沒有大寫他者。另一個小寫他者（a’）

則是說「我從肉鋪來」的人。而「我從肉鋪來」這句話說的是誰？是S（主體）。小寫他者

對她說「母豬」。對我們說話的人，之前所話的這個妄想的人（a’）無疑地在某處以一種反

轉的形式，從小寫他者那裡（而非從大寫他者那裡），接受到自己的訊息。而她所說的話（「我

從肉鋪來」）則是關於她自己作為主體所處的那個方外之地，因此就定義而言，因為她只是

個人類主體，她只能透過影射來說那個方外之地。（63-64） 

對拉岡而言，在話語的結構中，只有兩種方式主體能夠在話語中說他自己： 

Il n’y a que deux façons de parler de ce S, de ce sujet que nous sommes radicalement, c’est – soit 

de s’adresser vraiment à l’Autre, grand A, et d’en recevoir le message qui vous concerne, sous 

une forme inversée, -- soit d’indiquer sa direction, son existence, sous la forme de l’allusion. (64) 

若要說到這個主體，則必須要不認可絕對他者（被預設的聽話對象），主

體對著這個絕對他說著自己，因此也從大寫他者處得到一個反轉形式的訊息。如

「我好餓」這句話，預設著絕對他者的存在，而對著他，我見證著我自己，以致

於我接收到的訊息有如是「你」好餓，如此我才能在「我好餓」這句話中知道「我」

指的是自己。 

這個話語結構，在兒童學語過程中最為明顯。如果你教小孩說：「你叫什

麼名字」。小孩會相鸚鵡一樣答道：「你叫什麼名字」。若你糾正他，「你應該

說，你叫沈知禾」。他會說：「你叫沈知禾」。以致於到最後，你必須跟他說：

「你就是我的意思，所以你必須說『我叫沈知禾』」。然後小孩才會說「我叫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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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禾」。這個學語的過程呈現出什麼？第一、要說「我」並非那麼容易的事。第

二、原來「我」就是別人口中的「你」。若將說話的過程，還原到這個小孩的學

語過程，我們就可以明白，為何在說話過程中，主體是從他者處，以反轉的形式，

得到一個自己的訊息。因為，很簡單，「我就是別人口中的你」。 

這是第一種主體能夠說自己的可能性。否則，主體就必須以一種影射的方

式去指出主體的方向與主體的存在。換句話說，當主體欠缺絕對他者的參考點

時，他無法再從話語中認識到自己（他自己將處於方外），他無法說「我就是別

人口中的你」，因為這個被預設的別人並不存在。以致於當這個主體要說他處於

方外的自己時，他無法說「我如何如何」，而是必須以影射的方式。他就像小孩

一樣不知道「你、我」的差異，因此只能以影射的方式去談論這個主體。對拉岡

而言，這就是妄想話語的特徵。妄想話語凸顯出的是在話語結構中，大寫他者的

排除。大寫他者被排除在話語結構之外。這是為何拉岡談論這位女性妄想病患

時，提到： 

若這個女人是真正的妄想症患者，這是因為，對她而言，這個迴路帶有著大寫他者的排除。

這個迴路封閉在兩個小寫的他者之上。這兩個他者就像是在她面前的人偶在說話，在這個

人偶中迴響著她給她自己的訊息，而她自己作為自我，始終是個他者，並且以影射的方式

說話。（64） 

當我們聽見Hello Kitty說話時，如果你沒有被驚嚇，你知道並非布偶在說
話，而是在他背後令有其人說話、錄音。那麼你可以肯定你沒有幻覺，你知道你

聽到的只是覆誦而已。但如果你以為是Hello Kitty在說話而感到驚訝，那麼這就
是幻覺，因為那是真實在布偶中對你說話。我們會再回到拉岡區分的象徵、想像

與真實三環結構，現在我們先注意到，在這個時候拉岡所謂的真實並不等同於客

體的現實，不同於外在現實。真實指的是「沒有被象徵化」的部份。以話語過程

為例（我們待回會再回到這個問題），當主體說一句話時，這句話所屬的意符系

統是象徵範疇，這句話的意義則是想像範疇，而主體在時間中所說出的這個述句

則是真實範疇。 

為何這位女病患的話語結構會欠缺大寫他者？拉岡解釋，在這對母女的雙

人妄想中，這對母女幾乎是以一種共生的方式存在，並且與外在世界隔絕。世界

對她們而言，化約成她們兩個人的世界。即使女兒後來結婚，母女也無法分開。

而兩個各自的婚姻生活更讓她們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母女倆人的丈夫都有暴力傾

向，都威脅要將她們剁成碎肉。於是母女兩人的生活逐漸地割除所有男性的元

素。於是作為一種防禦的方式，在這兩個女人的世界中，她們的話語結構屏除了

大寫他者的位置。她們的話語不再預設有一個作為聽話者的絕對他者。 

對拉岡而言，重要的正是這個大寫他者的欠缺，使得必須女病患必須以影

射的方式說話。因為沒有絕對他者，她無法在話語中從他者處得到反轉的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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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而正因為她話語的影射是如此地成功（「我從肉鋪來」），以致於這位女

病患自己不知道自己所說的是什麼？那麼在「我從肉鋪來」這個句子中，誰才是

這個我？是誰從肉鋪來？拉岡說，一隻被支解的豬。她並不知道她這樣說，但她

還是這樣說。她（a’）對著那個小寫他者（a）說著她自己（S）： 

我，母豬，我從肉鋪來。我已經被支解，破碎的身體，membra disjecta，妄想的，而我的世

界也四分五裂，就像我一樣。（64） 

對拉岡而言，到底是先說了「母豬」，還是先說了「我從肉鋪來」？這個

時間順序問題並不重要。因為就這個說話的結構而言，「回答就是講話」。病患

所說的「我從肉鋪來」就已經預設了「母豬」這個回答。 

在真正的話語（在拉岡的定義中，所謂的parole vraie指的是承載有慾望義
的話語，而非日常生活中的話語）中，相反地，講話就是回答。例如在「你是我

的女人」、「你是我的主人」這些話中，回答就是大寫他者的認可作為「我的女

人」或「我的主人」，因此回答已經預設了講話。而在妄想話語中，大寫他者完

全被排除，以致於沒有背後的真理。或只有如此少的真理，以致於主體自己完全

不置任何真理。面對這個失序的狀態，主體只能落入驚惶失措。而且許久之後，

他才能為這個失序狀態建立一個新的秩序，一個妄想秩序。而他重新建立新秩序

的方式，並非是經由推論或建構，而是以一種與原先這個失序狀態相關的方式去

建立新秩序。就像在Schreber所妄想的新秩序中，他所遇到的人都是一種「隨便
拼湊」的人。 

*** 

回到拉岡的文本。拉岡指出，在這個例子上，我們很容易了解，病患是如

何受困於雙人關係中（母子的想像關係），並且藉助破碎身體的幻想，再度試圖

對一個超出她能力所及的情境作出回應。但在這裡，這並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

這個案例在此只是為了指出主體與其話語之間的不確定關係。 

拉岡認為，只要指出病患坦承所說話是句「影射」（allusion），但卻又
無法說清楚所影射的是在場的或不在場的人當中的誰，這就足以顯示主體與其話

語間的不確定關係。因為直述句當中的主詞「我」（je）──就如它所具有語言
學上所稱shifter（交換器）的功能──讓說話主體的指認變得懸而不決，只要這
個影射本身，在其共謀的意向上，仍然擺盪不定。此種不確定性在「母豬」這個

詞的並置之後就嘎然而止。因為「母豬」這個字罵人的意味太強烈，以致於不可

能隨著原本的話語與時共轉、擺盪。這便是言論何以在幻覺中實現其拒斥（rejet）
的意圖。原本是無法言說的對象在現實當中被拒斥，現在則被取代成一個被聽見

的字。由於這個字取代了無名之物，它只能以某種脫離主體意向的方式，跟隨著

主體的意向。而此種脫離又跟隨著主體意向的方式，就像由破折號銜接著一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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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一樣（── X）。亦即，以貶抑的對句（「母豬」）對立於因為「我」這個
指示而又返回到主體上的上句中的不滿與怨懟（「我從肉鋪來」）。並且在對句

的渾沌不明中加入愛意的傾吐。而當對句欠缺意符來指稱它祝賀的對象時，它就

透過最生猛的想像來表達。就像法文 Je te mange … — Chou! Tu te 
pâmes … —Rat ! 

拉岡舉出這個妄想症案例，只是為了說明，在象徵當中，「去現實化功能」

（fonction d’irréalisation）並非全部。詩學上所謂的「去現實化功能」，亦即透
過想像的產物，如故事，讓人把現實的東西當成不是現實的。相反地，象徵也具

有一種「指涉性功能」（fonction référentielle），換言之，讓人相信故事中所描
述的是現實的。因為，拉岡的例子已經證實，只要象徵物是以斷裂鏈環的形式出

現，那麼它在現實中的湧現就變得不可置疑9。 

因此拉岡指出，只要語言意符鏈是以斷裂的方式出現，就像「我從肉鋪來

──母豬」，那麼這個意符「母豬」就會被確信是出現在現實當中，而不再只是

一個想像的片段。 

此外，也拉岡強調，在此我們也觸及一種特殊的意符效應，也就是一但意

符被知覺到，那麼它就會引起知覺者的一種同感（assentiment）。這種同感則是
意符的曖昧性，喚起了知覺者隱藏的多重性。換言之，只要意符的意義是處於擺

盪的不明確狀態，那麼它就能夠喚起一個被統一的外表所掩蓋的主體的多重性。

亦即，若主體的喃喃自語具有明確的意義、意向，那麼主體知道這是他自己腦海

中的所思所想。但若這個喃喃自語的意義與意向始終處於擺盪的辯證狀態，那麼

這就會喚起主體的多重性，這個時候主體不再知道清楚那個喃喃自語是自己腦海

所想，相反地，他確信那是另一個人在對他說話。 

對一個自認客觀的觀察者而言，若未能認識此種主體的多重性，那麼在一

個統一主體的認知中，觀察者自然認為主體所聽見的是幻覺，因為顯然並沒有另

一個人對主體說話。但事實上，這是主體的另一個自我對自我所說的話。 

                                                
9 拉岡在第三講座中還曾提過一個一般人常見的例子，法文所謂的la paix du soir（夜晚的寧

靜）。當你結束忙亂又疲憊的一天，你看到四周夜幕低沈，這個時候你腦海中會浮現「夜晚的寧

靜」這個辭句所體現的東西。那麼，「夜晚的寧靜」這個說法和你所感到的之間是什麼關係？拉

岡說，若非有「夜晚的寧靜」這個詞，那麼對於這種無以名之的東西，你可能不會有如此的感受。

相反的，你可能覺得恐慌，或像你的貓一樣，感到焦躁不安，四處尋找似否會有鬼跑出來。或者

甚至像原始人一樣，會擔心太陽不會再出來了。 
但拉岡問，是你心中已經先準備好了「夜晚的寧靜」這樣的說詞，然後稱這個感覺為「夜晚

的寧靜」？還是說，是「夜晚的寧靜」這個說詞毫無準備地突然出現在你腦海、打斷了你的思緒，

同時也緩和了你焦躁不安的激動？拉岡指出，正是因為你沒有在聽這個詞，心中沒有準備，突然

這個詞完全在你意識範圍之外的詞掉入你腦海中，才會讓這個內在發出的詞，被你感覺成像是外

在的一種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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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拉岡而言，若要避免上述意符的意義擺盪效應，就比須有一個絕對的大

寫他者作為參照，讓主體可以知道一個意符是真或是假，而不致擺盪在真假無盡

的辯證中。 

拉岡在第三講座提到，在所有話語過程中，話語結構所呈現的都是一種說

話主體（S）與大寫他者（A）之間的關係：主體從被認可但不被認識的大寫他
者處得到反轉的自己的訊息。如佛洛伊德所說的猶太人故事： 

一個猶太人問另一個猶太人說：「你上哪兒？」。對方答：「我要去Krakau」，他說的是真話。

但這個疑心重重的人大罵：「你這個大騙子」。「你說你要去Krakau，是為了要讓我以為你是

要去Lemberg。現在我明明就知道你要去Krakau，說，為什麼要騙我？」（Witz, GW, VI, 127） 

在認為對方可能騙我的前提下，對方的話將我牽扯入其中，並且從中收到

一個完全相反的訊息。這顯示說話的根本結構在於「主體以一種倒轉的形式從他

者那裡收到自己的訊息」。 

而這個結構所呈現的結果是如拉岡引述佛洛伊德的猶太人笑話中所說，大

寫他者就像說話主體一樣，也是會騙人的： 

L’Autre est essentiellement celui qui est capable , comme le sujet, de 
convaincre et de mentir. (76) 

根據一個簡單的集合論邏輯關係，若要說有什麼東西會騙人，那麼必須假

設在某處存在著某種不會騙人的東西，某種真理的保證。例如當我們說某個知覺

騙人，說它是幻覺，那是因為我們確信外在世界不會騙人。鮮血永遠是紅色的，

它不會騙人，這是為什麼當我看到綠色的血時，我會告訴自己這是幻覺。因此，

有不會騙人的東西，才是有會騙人的東西存在的保證。 

Le corrélat dialectique de la structure fondamentale qui fait de la parole du sujet à sujet une 

parole qui peut tromper, c’est qu’il y ait aussi quelque chose qui ne trompe pas. (76) 

這個絕對不欺騙的最終保證功能，不僅存在於科學領域中，而且也以不同

的形式存在於猶太—基督教文化，以及其他不同的文化中。而在西方形上學中，

如亞里斯多德，以始終會歸回原位的天體，為一切科學知識的根據。或Descartes
在《沈思錄》中以不會騙人的上帝作為知識的基礎。同樣地，即使愛因斯坦也必

須坦承：「上帝很狡猾，但祂是誠實的」。 

根據這個不會騙人的上帝的規則，拉岡進一步從Schreber的文本中，指出
Schreber體驗到的神的兩個要求之間的分歧。Schreber的上帝，一方面是不會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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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帝，是祂維護著外在世界的秩序與運行。但另一方面，這個上帝又會變成是

迫害他、折磨他的上帝。面對著這兩個無法調和的項目，Schreber只能逃避。 

因此，拉岡認為從Schreber的例子來看，精神病關係具有一種「欺騙」與
「真確」，亦即「真」、「假」這兩個向度的辯證關係，換言之，永遠無法分辨

真假。一般人在對大寫他者說話時，這個大寫他者可以是說實話的或者是騙他

的。但對Schreber而言，這個終極的大寫他者並不存在，以致於話語只是在想像
的層面上迴響，像是一個被動地體驗的現象。是在這個想像的範疇中，產生了上

述「真」、「假」之間無盡的辯證，換言之，無盡的欺騙。是這個無盡的欺騙最

終顛覆了整個思維的秩序。這導致世界對Schreber而言，變成一座幻影。它無法
分辨真假，但這卻是Schreber最為確實的經驗。在精神病現象中，重要的並非真
假的問題，而是經驗的確實性（certitude）問題。如拉岡所舉的女病患聽到「母
豬」，重點不在她是真的聽到，還是這只是幻覺，重要的是對她而言，這完全是

一個確實的經驗。這是為何拉岡認為必須區分什麼是「確實」（certitude），什
麼是「現實」（réalité）。 

一般人與心理學家在面對精神病現象時，經常問了一個錯誤的問題，即病

患為何會相信其幻覺的現實性。但拉岡指出，事實上，病患並非相信幻覺的現實

性，否則幻覺就不構成幻覺。事實上，病患相信的是幻覺的確實性，他確信聽見

或看見什麼東西。即使旁人告訴他，並未聽見或看見，他還是肯定地說「好吧，

那是只有我自己聽見」。或再如Merleau-Ponty所舉的例子，那些精神病患，事實
上並不相信他們幻覺的現實性，或者他們知道那還欠缺某種元素才能成為現實，

這是為何病患們在描述幻覺時，總會說comme si「好像」 ，好像人們是在電話
中、或廣播中對我說話，等等。這些好像、或人工的線索，證實病患並不相信他

們幻覺的現實性。 

因此，就精神病而言，問題並不在經驗的現實性，而是在他們對經驗的確

信，某種徹底的確實性。是這種確實性，使得即使你告訴精神病患他的幻覺並非

是真的，他也不為所動。 

此種妄想性信仰，正是所謂的精神病的基本現象。那麼在Schreber案例上，
此種基本現象表現在什麼地方？拉岡認為，Schreber妄想的核心現象，其妄想的
出發點，在於Schreber所說的Seelenmord「心靈謀殺」。Schreber確信有心靈謀殺，
但什麼是心靈謀殺？他自己也表示這很神祕。因此，拉岡指出重要的是： 

這件事主體自己也不了解，然而他卻將它陳述出來（ l’essentiel… c’est que sujet ne la 

comprenne pas, et que néanmoins il la formule）。（88） 

從拉岡討論Schreber的案例，可見對拉岡而言，精神病的內在、外在之間
的衝突，並不需要像佛洛伊德一樣大費周章地，去假設一個既代表外在又代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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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的超我，引入一個同樣是假設的「它」當中，導致最後必須求助於神話般的

種系發生生物學理論，才能自圓其說。對拉岡而言，應該打破後設心理學的蛋殼，

將這個內、外衝突，解釋成為說話主體（S）與大寫他者之間的衝突。 

但正如我們所說，拉岡並未因此認為佛洛伊德著作一無是處。相反地，他

認為佛洛伊德在Schreber案例研究中，提供了話語結構分析最重要的開端與線
索。因此，在拉岡眼中，是這部被他譽為史上難見的兩個天才的交會之作，使得

佛洛伊德得以脫離傳統精神醫學的巢臼，成為精神病研究的分界點。 

*** 

所以，拉岡在這篇文章中接著說，基於統一主體的形上學預設，傳統精神

醫學對於幻覺所能提供的研究觀點是如此貧乏。以致於，瘋子的工作，就像

Schreber的《神經病患回憶錄》（狂人回憶錄）一樣精彩的工作，總是被精神科
醫師們當成是精神病現象導論來讀。換言之，連一個自詡為科學的精神醫學都必

須求助於精神病患的著作。這當然也是為何我將今年這門課命名為「閱讀精神

病」。因為精神分析的發展，甚至整部精神醫學史的發展都建立在對精神病的閱

讀之上。 

而對Schreber的閱讀，更是讓拉岡拋棄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而走向結
構語言的重要契機。因為我們知道，拉岡從1932年的醫學博士論文開始就研究妄
想症，但從這段時間一直到提出「象徵、想像、真實」三個範疇論時，他都仍然

忠於後設心理學，最多，我們可說他另採納了Klein學派的前伊底帕斯研究觀點。
一直到到1955-56年，對Schreber案例的研究中，拉岡才徹底從後設心理學掙脫出
一條新的道路。正如拉岡在此所說： 

〔Schreber的著作〕提供給我們一種結構分析的基礎。（536） 

而這個結構分析所發現的正是在精神病的現象上就可見到的「意符與主體

的關係」。因此，對拉岡而言，Jaspers所主張的「理解精神病」觀點──認為精
神病的症狀乃是某種精神過程的指標──對精神病的研究而言，是最文不對題

的。因為： 

如果人們知道閱讀它，那麼沒有一處症狀不是在清楚不過地銜接在結構本

身當中。（537） 

因此，拉岡認為這讓我們必須以人與意符的關係去定義精神病的過程。而

拉岡重新以人與意符的關係去閱讀Schreber案例，便構成了拉岡理論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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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reber案例： 

Daniel Paul Schreber於1842年出生於Leipzig。他首次發病是在42歲，1884
年秋天。當時他已是法官，但在競選國會議員（Reichstag）失敗後，出現帶有慮
病特徵的抑鬱症狀（hypochondriac depression）。當時他在Leipzig接受德國著名
的精神醫師與大腦解剖學家Flechsig的治療（這是佛洛伊德早期神經解剖學論著
中，經常引述的大腦學者之一。因為成功地治療Schreber，Fleichsig的照片還被
Schreber的太太供起來。這個醫生將在Schreber的疾病中佔據一個重要的位置）。
幾個月的治療之後，Schreber便痊癒。 

9年之後1893年，Schreber53歲時被提名Saxe地方法庭的庭長（首席法官），
但就在任職之後不久，他就二度發病。這此則被診斷為急性幻覺式妄想。Schreber
自己對兩次發病的原因，都認為是過度操勞，而佛洛伊德提醒我們注意在Schreber
被提名與他任職這段時間中，他就已經產生一些反覆的夜夢與一個與日後妄想息

息相關的白日夢想。換句話說，早在Schreber所說過度操勞之前，就已經出現症
狀的徵候。顯然工作的勞累並非真正的原因。這些夢，如他反覆地夢到他先前的

神經疾患又在復發，使得他在夢中非常難過，但在醒來則感到幸福，因為那只是

夢。而另外一次半夢半醒的狀態下，他突然有個白日夢想，他想著「作為一個女

人被性交，該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而在他意識清醒時這個念頭則被他嚴正地

駁斥。（GW, VIII, 244） 

二度發病的時間是在1893年十月底。他先在Fleichsig診所住院，但病情持
續惡化。6個月之後，1894年6月則轉到Dresden的Sonnenstein病院改由Weber治
療。並且在那裡形同被監禁一直到他自己打官司向Dresden法院訴請釋放。而他
這部「紀念集」正是為了這個官司所作，為了證明自己可以重新融入社會，他在

「紀念集」中詳盡地描述了他生病的歷程、他的妄想與幻覺。 

根據Weber為Schreber官司所作的醫師證明（附在「紀念集」中出版），
Schreber剛到Sonnenstein時的狀況，先是一些慮病的想法，覺得自已腦子軟化，
快要死了等等，被迫害的念頭也逐漸浮現，同時伴隨著一些感官錯覺以及異常的

敏感，特別是對光線與噪音。不久就出現視覺與聽覺的錯覺，並且與統覺的障礙

相關。這些錯覺也開始影響他的感受與思維。如他會認為自己得黑死病已經死

了，開始腐爛。他也會妄想身體受到各式各樣可怕的折磨，以及為了某中他聲稱

的神聖目的，而經歷各種恐怖的經驗。各式各樣的病態想法盤據著病人，使得他

經常好幾個小時坐著，毫無動靜（幻覺性呆滯）。有時候，這些病態想法的折磨

也會令他尋求死亡，經常在浴缸中企圖溺水自盡，或嚷著要氫化鉀。逐漸地，這

些妄想念頭具有了神祕與宗教的色彩。他可以與上帝直接溝通，或是被魔鬼當作

玩具玩弄。他會看見顯靈，會聽到聖樂，到最後甚至認為自己住在另一個世界。

除了這些幻覺與妄想，Schreber也會嚴厲斥責那些他認為迫害他的人，特別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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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的醫生Fleichsig，罵他是Seelenmörder（心靈殺手）、稱呼他Kleiner Flechsig。
（GW, VIII, 245） 

在Sonnenstein住院幾年之後，病情漸漸明朗，Weber醫師診斷為妄想症。
因為一方面Schreber發展出精密的妄想構造（系統化），而且另一方面人格也重
組。他的妄想逐漸凝聚成完整的體系，無法被外在介入，也無法接受客觀的指正。

此外，除了仍些許精神與行為的障礙之外，他完全可以勝任日常生活。他沒有精

神錯亂、沒有思維的禁制、智力也完全不受影響，他能夠思考，記憶力好、博學

多聞，不僅在法學上，在其他領域上也是（甚至能夠著書出版），對於政治、科

學與藝術都十分關心，道德倫理意識正常，而且富有幽默感、能合乎禮節地與席

間的女士們攀談。 

在訴請釋放的官司中，Schreber毫不否認、隱藏他的妄想，他甚至強調他
的思想歷程不僅對宗教具有重要性，而且不是當前的科學所能夠理解的。最後，

他也強調他這些妄想是無害的。 

在這場訴願官司之後，Schreber終於在1902年獲准出院，並在1903年出版
這部「紀念集」。法庭在判決中指出雖然病患仍然處於瘋狂狀態，但已不再對自

己與社會構成任何危險。判決書中，對於他的妄想系統做出摘要，指出「他認為

自己受到召喚來救贖世界，並為世界找回失去的祥和。但要救贖世界他必須先從

男人的身分被變成女人」。（GW, VIII, 248） 

出院之後，Schreber與妻子以及收養的女兒一起住在Dresden，但五年之
後，病情再度惡化，他陷入極度的抑鬱狀態，於是又被送往Leipzig的醫院，一直
到1911年，佛洛伊德出版論文的同一年過世。 

而Schreber的妄想系統建構極其精心、細密與繁複，正如佛洛伊德引述康
德的比喻，對Schreber妄想的閱讀與評論，很容易就變成像是拿個濾網給一個正
在給公羊擠奶的人。當然，這個正在擠公羊奶的人，正是以Weber為代表的精神
科醫師。Weber給Schreber妄想的描述如下： 

病人妄想系統的頂點，在於他自稱受到召喚去救贖世界，重新帶給人類失

去的祥樂（Seligkeit/blisss，一種用死才能換來得極樂世界）。據他所稱，
他被賦予這項重責大任的方式，是經由神靈的直接啟發，就和先知、預言

家一樣。正是那些被高度刺激的神經，就像他自己長期以來的神經狀態，

能夠產生對上帝具有吸引力的特性，但顯然這是絕對無法或很難以人類語

言表達的事，因為它們超越所有人類的經驗，並且只對他顯現而已。在他

的救世使命中，最重要的是他比須首先蛻變（Verwandlung）成女人。並非
他自己希望變成女人，而是一種建立在世界秩序上的「必須」，而且是他

所無法逃避的，即使他偏好保有他高度榮耀的男性生命處境。然而此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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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對他也對全人類而言，唯有透過神蹟轉變成女人，才能企及彼岸

（Jenseits），一個可能得花上數年，甚至數十年時間的蛻變過程。對他來
說，他毫無疑問是神蹟特選的對象，因此也是地球上前所未見的優秀人類。

許多年來，他無時不刻都在他的身體上感受到神蹟，而且也從與他溝通的

聲音上獲得肯定。在他生病前幾年，他身體的某個器官可以完全被摧毀，

這在常人身上早就致命，他可以好幾年沒有胃腸，幾乎沒有肺，食道寸斷，

沒有膀胱，肋骨被磨碎，無數次吞食掉自己的部份喉嚨，等等，但神蹟（光

芒）每次都能夠讓他復原，這是為什麼只要他還是個（男）人，他就是不

死的。這些威脅性的表徵已經停止一段時間，但相對地，他的「女性特質」

（Weiblichkeit）就呈現出來。這顯然是一個可能還需要數十年，若非數個
世紀才能完成的發展過程，而且目前活著的人很難見到它的結果。他感到

已經有大量的「女性神經」進入他的身體，並且經由上帝直接受孕，將從

那些神經中產生新的人類。只有到那個時候，他才能自然地死亡，像其他

人類一樣重新獲得祥樂。在這之前，不僅太陽，而且連樹木、小鳥，這些

像是「先人靈魂神奇遺跡」的東西，都會對他說人話，並且在他周遭會出

現許多神奇的事物。（GW, 248-249） 

回到拉岡的文本： 

拉岡強調，甚至不需要深入到這個地步，也會對Schreber回憶錄中的語言
幻覺所呈現的多樣性感興趣，也會在當中發現與傳統上依照涉入感知者──亦即

感知者「信賴」的程度──或涉入現實的模式（聽覺的程度）而作的不同分類，

完全不同的差異性。因為對拉岡而言，語言幻覺的差異性就在它們的話語結構

上，而這個結構是已經存在於知覺當中。 

光就幻覺的文本來看，一個語言學家就能從中區分「符碼的現象」

（phénomènes de code）與「訊息的現象」（phénomènes de message）。 

1）符碼現象： 

如此，Schreber稱為Grundsprache（根本語言）──這種根本語言很幾近
古德文但更有力量，而且極富委婉言詞（Euphemismen）──中的那些語音就屬
於「符碼現象」。 

這部份現象的特徵在於它們新創邏輯措詞的形式與用法上，它們是病患創

造出的新的組合字，但其組合的規則是符合病患的語言，德文。是Schreber的幻
覺讓他知道這個創新符碼的形式與用法。例如，首先Schreber就是透過幻覺而將
他的語言命名為Grundspr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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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Grundsprache就像是語言學家所稱的「自名字」（autonymes）──以
自身為名的字──只是當中被溝通的對象不是被意指的東西，而是意符本身。但

除了此種訊息與自身的獨特但正常的關係之外，在根本語言中，這些訊息被認為

是由一些存在物所支撐，而訊息則說出了這些存在物之間的關係模式，一種很類

似於意符的連結關係的模式。在Schreber的根本語言中，便以Nervenanhang（神
經聯繫）指稱此種關係。因為這些存在物之間的激情與行為都被化約為神經的聯

繫或解散。同樣地，也因為這些神經或與其類同的神光（Gottesstrahlen）本身都
只是它們所支撐的話語的實體化。拉岡引述Schreber，指出「這些光的性質是它
們必須說話」。 

換言之，這些存在物所說出的意符本身，表達的正是這些存在物的關係，

但這些存在物本身又只是意符的實體化而已。此種系統本身與其意符的構成之間

的關係，原本應屬於所謂後設語言。但在這裡後設語言一詞反而顯得不妥當，因

為後設語言被認為是用於定義語言中之差異元素。我們可以說，這就像是後設語

言與語言本身的重疊。 

而這也不能被稱為是語言的「直覺現象」。因為當中，事實上是意義的效

應預先參與了意義的發展。這其實是意符的效應，因為隨著原本在意義本身出現

的神祕空洞，意符的確定程度──第二層度，意義的意義──也隨之重要。 

拉岡強調，在Schreber案例中，有趣的是，對主體而言，當意符的高壓降
低之後，也就是當幻覺變成是一些「覆頌」（有如歌曲中重複出現的段落）、一

些小鳥的鳴唱，如此將這些意符的空洞歸咎給一些沒有智力、沒有人格的存在

物，或甚至某種完全不存在的東西。於是，隨著意符高度張力的降低，那些聲音

反而呈現出Schreber稱之為「心靈的構想」（Seelenauffassung），而此構想表現
得有如一冊思想目錄，不輸給古典心理學書籍。語音上的這個目錄當然與主體的

炫耀博學的意圖有關，但主體的確也不乏給予非常適當的評論。在這些評論中，

措詞遣字都十分的講究，例如當Schreber用Instanz這個字時，他特別注釋強調，
這是他自己所用的字。 

可見在Schreber並未失去精神經濟中「記憶思維」的極度重要性。而且這
很快地就可從Schreber對語調抑揚頓挫之覆頌的詩學與音樂性使用上，得到證實。 

Schreber非常難能可貴地將此種「心靈的構想」形容為「心靈對生命與人
類思想所作的一種有些理想化的表象」。並且他自認為從中「窺見了人類思想過

程與感覺的本質，而讓許多心理學家都會羨慕他」。 

而拉岡完全同意Schreber這個說法，因為在他對這些知識多少有些幽默的
評價中，他不認為這些知識是得自於事物的性質，而是得自一種拉岡在上面所強

調的「語義的分析」（analyse sémantiq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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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訊息現象： 

幻覺本身的訊息現象，是一些被打斷的訊息 。這些中斷的訊息維繫著主
體與他神聖的對話者之間的關係，並且使得這個關係具有一種「挑戰」（challenge）
與「耐力考驗」的形式（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者，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

志……」）。 

對方的語音讓訊息停留在句子的開頭，但其意義的補充對主體而言並不困

難，除了它們所具有的騷擾、傷害的特性。而這最常是一些要讓他受挫的蠢話。

此外，拉岡也提醒，重要的是，Schreber不畏懼地勇於回話、甚至勇於拆穿對方
設下的陷阱。 

這是拉岡所稱的「幻覺的挑釁（或開場白）」，如Schreber當中的例子： 

A . Nun will ich mich… （現在，我自己要……） 

B. Sie sollen nämlich… （至於你，你必須……） 

C. Das will ich mir… （我將要這樣……） 

對於這些句子，Schreber所必須回應的是針對著它們意義上的補充。對
Schreber而言，這些話無疑必須加上： 

A .（現在，我自己要……）了解到我是個笨蛋。 

B.（至於你，你必須……）被顯現（根本語言）為神的否定者，去縱情於
聲色，其他的就更不必提了。 

C.（我將要這樣……）好好想一想。 

拉岡強調這些句子中斷的地方，都在所謂「指示詞組」結束之處，亦即在

意符功能上具有前述「交換器」（Shifters）功能的詞組上。而這些詞彙正是用
於在符碼上，根據訊息本身來指出主體的位置。 

如此一來，句子當中真正屬於字彙的部份，也就是包含有被符碼依照它們

的用法而定義的字彙這部份──無論是一般的符碼或妄想的符碼──就被略去

了。 

於是，重要的是，拉岡強調，無論在符碼現象或訊息現象這兩類現象中，

我們都可以看到具有主導地位的都是意符（signifiant）的功能。以及這兩類現象
所構成的連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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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由關於符碼的訊息所構成的符碼，以及一個被還原成在符碼中指出訊

息的東西的訊息。（d’un code constitué de messages sur le code, et d’un 
message réduit à ce qui dans le code indique le message） 

拉岡將此種關連的結構引申到其慾望圖示中──標示出意符如何結構著

主體的圖示。 

因為在此，拉岡強調，此種結構的拓樸形態完全不同於現象形式與它們在

神經系統中的傳導途徑的直接平行關係所可能具有的形態。 

根據拉岡，佛洛伊德在經由夢的詮釋開啟了無意識的場域之後，繼而開始

描述這個場域的動力關係，而不去考慮任何與皮質區位的關係，便勾勒出了上述

的拓樸形態。而這個拓樸形態事實上卻是探討皮質表層的問題最佳的準備。 

因為，是在對現象的語言學分析之後，我們才能合理地建立起這個現象在

主體中所構成的關係，同時去圈限出能夠實現這個現象的那些機轉的範疇

（就這個詞在網絡數學理論中具有的純粹組合意義）。 

於是，拉岡再度強調，是佛洛伊德的經驗指引了他在這篇文章中開展的方

向。 

2. 佛洛伊德之後 

那麼，究竟佛洛伊德對精神病問題的探討帶來了什麼？拉岡在文章開頭，直

指關於精神病的問題，佛洛伊德理論的發展事實上是一種退步。 

這種退步特別是表現在一種簡化的論調上，這個簡單化論調出自許多不同構

想，而它們又可歸結到一個根本的架構：也就是如何讓內在過度到外在？或如我

們所強調，如何解釋內在的衝突如何導致外在現實的扭曲或喪失。 

在此，主體被認為囊括著一個渾沌不明的「它」，但構成精神病之動機的，

仍然被認為是主體的自我。而正如拉岡當時精神分析潮流所示，這個自我仍然有

如一個先前所說統一、永不疲倦的知覺者。這個知覺者仍然對於他並非不改變的

對應物──現實──有著無上的力量。而一般經驗可見的情感投射，就被認為是

這個力量的原型。 

拉岡認為，當前的精神分析理論都以一種完全沒有批判的態度去使用投射的

機制。雖然一切證據都反對此種粗糙的用法，但也都無法扭轉此種局面，甚至所

有的臨床證據也都顯示在情感投射和其所謂妄想效應之間並沒有任何共通點，例

如在不忠者的忌妒和醉漢的忌妒之間就無任何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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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指出，人們始終忽略了在Schreber案例中，佛洛伊德是以一種文法推論
的形式，去指明精神病中與他者之關係的方向，亦即否定「我愛他」這個述句的

的不同方式。跟隨著「我愛他」這個述句出現的否定判斷呈現出兩個階段的結構：

第一個階段是動詞價值的反轉：「我愛他」變成「我恨他」；或者主詞或受詞性別

的倒轉：「不是我」或「不是他而是她」（或反之）。第二個階段則是主詞的逆轉：

如變成「他恨我」、「他愛的是她」以及「是她愛我」。然而這些文法形式推論當

中所涉及的邏輯問題，卻完全不被重視。 

非但如此，拉岡還指出，事實上佛洛伊德在這篇虛擬的病例式書寫中，也明

確地認為「投射」機制並不足以說明此處問題，因而予以排除。同時，也開始進

一步給予抑制的概念一個冗長、詳細、精密的闡述。但這些理論發展為深入精神

病研究的道路鋪下了最初的石塊，只是在精神分析的工地滾滾塵埃上，這些石塊

仍未有人踏過。 

在Schreber案例之後，佛洛伊德更寫了一篇重要論文〈自戀導論〉，用來解釋
在精神病上常見的自我的膨脹或自我的消沈。但當我們閱讀這篇論文時，我們很

快地便發現，與其說這篇論文在探討自戀的概念，不如說在探討將自戀的概念引

進精神分析之後所產生的結果10。 

是此種力比多經濟論的自戀構想，當它被引進精神分析理論中，造成精神

分析基礎理論的不穩固，而必須從新思考後設心理學的去向。但正如上述，佛洛

伊德在這篇論文中，只是提出一個理論嘗試，希望以此解釋精神病當中自我的膨

脹（自大妄想）與自我的消沈（憂鬱）。 

但在拉岡眼中，人們同樣在「知覺者」構想的侷限下，誤解、誤用了這個

理論企圖，以致於會將〈自戀導論〉中的力比多經濟論觀點，看成像是幫浦一樣，

彷彿一個知覺者──根據理論原理的不同階段──在吸納以及排出力比多，於是

這個知覺者就能夠像給一個皮囊充氣或洩氣一樣，讓現實膨脹或消沈。 

但拉岡卻認為，佛洛伊德將自戀解釋為對象力比多返回挹注於自我之上，

事實上正是透過力比多經濟的構想，試圖說明，在受到無意識所決定的新的主體

                                                
10 「自戀」原為P. Näcke於1899年使用的一種臨床描述，指稱個體對待自己身體的方式類似

於一般對待性對象身體的方式：他觀看自己身體而獲得快感，觸摸摸、愛撫等，直到他透過這些

作為獲得滿足。因此，「自戀」無異於一種變態，並徹底地吸引了個體的性生活。而在自戀中也

將有其他變態中可見的現象。 
佛洛伊德根據精神分析的觀察而進一步認為某種相應於「自戀」的 Libido放置

（Unterbringung）方式應該更廣泛地存在於正常性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在神經症之精神分析治
療上所遭遇的困難也表示著，在神經症患者身上某種類似的自戀行為構成了精神分析師對他們介

入之影響的限度。就此而論，自戀已不再是一種變態，而是「自我保存欲力之自私的力比多補充」

（libidinöse Ergänzung zum Egoismus des Selbsterhaltungstrie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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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論當中，自我是如何基於他人而構成。換句話說，對拉岡而言，〈自戀導論〉

是佛洛伊德探討自我的構成與他人之關係的最早理論模型。只是人們對於佛洛伊

德新理論的回應，卻是將這個自我，看成是以往心理學課本中的那個好用的知覺

者，以及精神綜合的功能。 

於是，對拉岡而言，關於精神病問題的探討，人們在佛洛伊德的理論中只

重視「現實的喪失」這個觀念，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僅如此，佛洛伊德在1924年所著的〈神經症與精神病中的現實喪失〉，強

調問題不在於現實的「喪失」，而是予以取代的東西。正如我們先前所閱讀，佛

洛伊德強調神經症中同樣有如同精神病之現實喪失的問題，特別是患者的逃避現

實。而神經症中的現實喪失是處於疾病的第二個時間。疾病的第一個時間是衝突

與抑制的產生，而第二個時間則是對於因抑制而受傷的「它」的補償反應 。而這

個補償反應藉由自身的改變來扭曲現實的價值11。同樣地，精神病的症狀也是處

於疾病的第二個時間，它與神經症的差異在於在第一個時間中自我與現實割裂，

而第二個時間對於「它」的補償反應，則是完全在「它」的欲力驅使之下重新建

立一個新的現實以取代造成衝突的現實。然而，這個新的現實並非封閉的，它仍

然不斷地受到新知覺的影響，因此精神病仍必須透過創造新的知覺（幻覺）來符

合它所建立之新現實。因此，神經症與精神病二者均是「它」對於外在世界之反

叛、不快的表現。只是前者採取的方式為「自塑」（autoplastisch），後者為「他塑」

（alloplastisch）。 

同樣地，拉岡也認為佛洛伊德這篇文章算是白寫了，因為沒有人真正聽進

去佛洛伊德所要說的。因為，對拉岡而言，佛洛伊德這篇文章所點出的問題顯然

是精神病主體所具有的現實性，事實上是被主體與外在世界的關係所重新塑造，

因此佛洛伊德稱此為「他塑」。但如果始終將精神病主體看成一個知覺者，那麼

就會以為精神病患是以幻覺、幻想等來取代原先真正的現實。於是，問題又回到

原點，精神病患的妄想，同樣被詮釋為是對於堅不可摧的現實的一種錯誤知覺。 

此種觀點，正表現在如Katan對Schreber的研究當中。Katan為了深入研究
Schreber的前精神病時期，所以仔細地Schreber精神病的每個階段。當他指出
Schreber為了防禦欲力傾向──自慰與同性戀傾向──而導致各種幻覺式幻象的
出現時，便認為這些幻覺式幻象，就是某種經由由知覺者自身所製做的屏幕，用

來阻隔他的欲力傾向與其外在現實的刺激。換句話說，Schreber的妄想產物仍然

                                                
11 « Der Realitätsverlust bei Neurose und Psychose » (1924e), G.W., XIII, p. 364. 佛洛伊德以

《歇斯底里研究》中Frau Elisabeth von R.為例，她愛戀姊夫，並且在姊姊的靈柩前為自己的一個
念頭所驚嚇：「他現在自由，可以娶妳了」。這個場景立刻被遺忘，但同時也觸動了退行的過程，

直到產生歇斯底里症狀。如此，她透過抑制愛戀姊夫的欲力要求來取消外在真實改變的價值。 



 

 48 

被看成是相對於外在現實的一種幻覺或錯覺。而這些幻覺式的妄想產物，只是被

當成防禦欲力傾向的方式而已。 

但拉岡諷刺地說，如果我們真得以為這個簡單的想法足以解釋精神病的文

學創作問題，那這還真教人如釋重負。 

若真得認為欲力傾向在現實當中的介入，是呼應著欲力與現實這一對偶關係

──內在－外在之對偶關係──的退轉。換言之，若天真地以為是因為欲力與現

實所構成的內－外關係的退轉，才導致欲力扭曲了現實，那麼精神分析論述還會

有什麼不能解釋的障礙？ 

如果提到退轉這樣的說法，而又不去區分佛洛伊德在著作中所指出的不同退

轉形式：拓樸退轉（結構的退轉）、時間退轉（歷史的退轉）、發生退轉（發展的

退轉），如果這樣的退轉論調都可以被接受，那還有什麼會讓人厭倦的事？ 

拉岡說，無須再去列舉這類的概念混淆，因為關於這些問題拉岡的學生們都

很熟悉了，而其他不感興趣的人，還是不會因此去注意。在許多心理學書籍上也

都可見這類對於佛洛伊德學說的偏見。 

但拉岡還是希望人們去想想，若只從在發展與環境之間──內在－外在──

打轉的玄想的觀點來看，那麼佛洛伊德理論框架的那些特點會是多麼令人感到陌

生。如： 

（1）、佛洛伊德認為陽具的想像功能在兩性上都相同（這長期以來，都使得
那些企圖為精神分析找到一扇「偽生物學的」、「自然論的」窗口的人，感到無比

挫折）。 

（2）、閹割情結被認為是主體接納其性別的規範階段。 

（3）、因為伊底帕斯情結是所有個人歷史中的構成要素，因此比須假設的弒
父神話（謀殺原始父親的神話）。 

（4）、一種永遠要去找回一個被視為獨一無二的對象的堅持要求，甚至是重
複性的要求，在愛情生活中所造成的雙重化效應。由於最早的愛戀對象選擇，左

右著主體日後的愛戀生活，因此佛洛伊德說：「找到一個愛戀對象，始終是重新

找回〔失去的〕它」。 

（5）、其他如，所謂欲力的觀念，在佛洛伊德理論中所具有根本上的反動性
質：欲力傾向、其方向與對象在原則上是各自拆散的──佛洛伊德談部份欲力、

欲力的目標、欲力的目的等。非但如此，佛洛伊德不僅認為欲力原本就具有多樣

貌的變態性，而且也認為欲力也在概念的系統當中作用，亦即欲力也涉及了兒童

時期所發展出的兒童性理論──兒童關於小孩從哪裡來，以及性別差異等問題所

構築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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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佛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構成理論，在拉岡當時的心理學與精神分析發展

中，甚至到今天都如此，通通都被遺忘，或被選擇性地忽略。在當時精神分析的

教育性自然主義潮流中，這些理論要素通通都被抹除，留下的反而是佛洛伊德從

未提過的「提供滿足」（gratification）與「欲求不滿」（frustration）的概念。 

在拉岡眼裡，毫無疑問地，今日的精神分析潮流所趨向的那些模糊的動力觀

點，仍然是以佛洛伊德所提出的結構──無意識、前意識與意識；「它」、自我、

超我──作為基礎。而這些結構不僅被當成理論的可能性，而且是實際地被操

弄。如此一來，一個被架空的精神分析技術只會更能夠產生「奇蹟」，若投機取

巧的心態不是更讓這個技術的效應變成只是一種社會暗示與心理迷信的含糊混

合體的效應。 

拉岡認為相反地，通常是在那些非主流、被視為局外人的研究者身上，可以

見到一種嚴謹的要求。例如，英國精神醫學史家Ida Macalpine就是其中之一。特
別是她對於以一種模糊的同性戀欲力去解釋精神病此種刻板想法的批評，可說是

經典。她並且在Schreber案例上，輕易地證實了她的批評。事實上，被認為是造
成妄想性精神病主因的同性戀傾向本身，其實也是銜接在精神病過程中的一個症

狀，而非病因。 

在Schreber案例上，最早當Schreber開始出現一些半夢半醒的念頭之一時，就
是徵候，顯示精神病過程很早就已經開始了。這些念頭的脆弱性，正顯示著某種

自我的斷層掃描。而這個顯示精神病過程之開始的念頭所具有的想像功能，充分

地顯示在其形式上：亦即「若作為一個女人而與被交媾，是多麼美好。」 

在此，Ida Macalpine雖然提出了精闢的批評，但她也沒有察覺到，若佛洛伊
德如此地強調同性戀的問題，事實上首先是為了凸顯出同性戀決定了妄想中的自

大念頭，其次，更重要的是佛洛伊德藉此點出主體蛻變過程所依循的他者性

（altérité），也就是主體的妄想傳會所交替出現的場所。因此，拉岡認為Macalpine
如果信任佛洛伊德在此仍然固執地堅持要引申到伊底帕斯的理由的話，那麼她會

做得更好。但Macalpine並不同意伊底帕斯的構想。 

這個困難原本很可能將Macalpine帶向一些對我們而言肯定非常重要的關鍵
發現，因為關於所謂反轉的伊底帕斯的功能，一切都仍有待闡述。但是Macalpine
在此卻寧可丟棄伊底帕斯的假設，而另以在兩性兒童身上皆可觀察到的「生殖幻

想」（fantasme de procréation）作為取代──這在兒童身上表現為「懷孕幻想」
（fantasmes de grossesse），Macalpine也認為此種兒童的懷孕幻想與慮病症的結構
有關。 

拉岡在此註釋提到，Macalpine過於急切地想要找到證據，以致於最後迷失
自己。因自己的願望而盲目。Macalpine很聰明地注意到當Schreber的醫師Flechsig
教授給Schreber提議睡眠治療時，Flechsig表現出一種給予建議的熱衷（但一切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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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都顯示平常Flechsig是比較靜默的），這個特徵連Schreber自己也覺得非常強
烈，因此特別記下來。而Macalpine認為Schreber妄想中的生殖主題，就是因為這
些談話的暗示。Macalpine的理由是當他們談到睡眠治療對他的病症可能帶來的
效果時，所用 to deliver這個詞（在英文中有給予接生的意思如「產房」
delivery-room）。另外，則是Macalpine有點牽強地將形容睡眠治療非常有效的
ausgiebig（豐富、多產的）翻譯成prolific，於是也認為這和生產有關。但Macalpine
因求證心切而盲目，因為若用prolific翻譯ausgiebig雖然牽強，但還算相關，至於
to deliver一詞，拉岡嘲諷，這個詞若不是作者自己忘了寫，就是被編輯忘了。因
為翻遍Schreber這本書的德文原文就是找不到to deliver所要翻譯的詞。事實上，
這個詞根本就是Macalpine自己在翻譯過程中，無意間加上去的。 

拉岡雖然也認為「生殖幻想」具有其重要性，在他自己最早的行醫生涯中，

他曾在一位男性身上見過此種「生殖幻想」，但這位男病患既非慮病症患者，也

非歇斯底里患者。 

Macalpine非常敏銳地感覺到這個幻想應該與某種象徵結構有關，這在當時
而言是令人驚異的看法。但是因為她拋棄了伊底帕斯的假設，於是便從人種誌學

說中去找尋這個象徵結構。但拉岡強調，在Macalpine文中，我們實在看不出這
中間的關連性。Macalpine提到的是英國文化傳播論者所主張的太陽與巨石崇
拜，但拉岡批評，這些構想並不能支持Macalpine所要解釋的觀念，亦即認為「無
性生殖」是一種原始的構想。 

但拉岡認為，Macalpine最大的錯誤還不是在這裡，因為Macalpine最後得出
的結論，跟她最初所要證實的完全相反。 

在一個最後導向「傳會」概念的視野下，Macalpine從她認為是精神內部的
動力關係中，找出一個幻想，而她的結論是精神病患對於自身性別的不確定性，

正是分析師必須介入的要害。並且去將這個介入帶來的良好效果，對照於精神病

患身上常見的，所有建議病患去認可隱伏的同性戀所造成的災難性效果。換言

之，Macalpine認為與其去暗示病患他有同性戀傾向，不如去提醒他對自身性別
不太確定。 

但拉岡強調，對自身性別的不確定性是歇斯底里非常常見的特徵，但

Macalpine一開始又反對在Schreber案例的診斷中有任何歇斯底里的成份。 

對拉岡而言，事實上沒有一個想像形成物是特定的，沒有任何想像形成物是

在病理結構上，或在病態過程的動力關係上具有決定性的。換句話說，我們無法

從一個幻想去判定病患是精神病或是歇斯底里，而幻想也不會是導致疾病的因

素。這是為何當Macalpine越是想去掌握病患的想像形成物、病患的幻想，她就
越是無法碰觸到病裡結構與動力關係，這也解釋了為何Macalpine要去拋棄佛洛
伊德與無意識的發現同時提出的象徵結構──伊底帕斯。後者事實上正是前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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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素。對拉岡而言，佛洛伊德在理論方法上對伊底帕斯的引申所指出來的，

正是伊底帕斯這個結構關係。 

拉岡承認，怎能將Macalpine的錯怪罪於Macalpine自己呢？因為整個精神分
析潮流都越來越對伊底帕斯結構視而不見，被視為局外人的Macalpine當然也不
免如此。 

對伊底帕斯結構的忽視，解釋了為何當精神分析師必須界定神經症與精神病

的界線時，只能夠退回到自我對現實的回應關係。這也是為什麼拉岡在文章一開

頭就指出，精神分析關於精神病問題的探討仍然停留在原點。 

然而在精神病與神經症這兩個領域之間，至少有一處明確地被指出來，可作

為這兩個領域之間界線的橋樑。 

精神分析師們甚至在關於精神病的傳會問題上，過度誇大地強調這一點。但

拉岡說，若在此列舉人們關於這個問題的說法，那將有失厚道。但他並沒有更不

諷刺地指出，他向Macalpine致敬，因為她將當前精神分析的天賦總歸為一句話：
總之，在所有精神分析師肯定地說能夠治療精神病的案例中，都不是精神病。 

拉岡以寓言的口吻陳述，說明精神病與神經症這兩個領域之間的橋樑是什

麼： 

有一天Midas要立下關於精神分析的法令時，他站在這座橋上說道：「很明
顯的，當一個對一個主體而言，有一個他者的存在時，精神分析才是可能

的！」然後，Midas在橋上來回地走，把這座橋視為荒蕪的空地。他如何能
夠不這樣認為，因為他不知道那裡就是河流所在？ 

而他者這個詞彙，在此之前精神分析師們從未聽見過。對他們而言，這個

詞彙的意義無非就只是蘆葦的低聲細語。 

3. 與佛洛伊德一起 

拉岡指出，令人驚訝地，在人類的生活經驗中有某種被感到是「他物」

（Autre-Chose）的向度，從來沒被想過。人們並非完全沒有想到這個向度，而
是有在想著，但卻沒想到他們在想著──換言之，並未對此「他物」領域有一種

後設性的反思。直到那些由思想的觀念確保了會思考的人適當地說出後，這個向

度才被人想到。 

屬於這個「他處」（Ailleurs）向度的，如：慾望、厭倦、幽禁、叛逆、祈禱、
覺醒狀態以及恐慌。（拉岡強調覺醒，因為佛洛伊德在Schreber案例中，曾特別提
到熬夜，並引述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的Vor Sonnenaufgang段落。）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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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向我們見證著他處的向度，並呼喚著我們的注意。這些並非可被不苟言笑的思

想者（le pense-sans-rire）一語帶過的所謂「心情」（états d’âme），而是一些群體
組織的恆常原則，少了這些組織──人際關係──人類生命將無法維持。 

當然，不無可能，當某個最可想像的思想著思想的人（le pense-à-penser 所
謂思想家），想到自己就是這個「他物」時，他總是無法忍受這個可能的競爭關

係。這就像指認國王的新衣一樣，沒有能夠安然地接受自己是異類。 

而一旦在這個「他處」（Ailleurs）與佛洛伊德發現無意識的場所之間建立起
概念的連結，那麼這個反感就愈發明顯。這多少解釋了為何人們一開始無法接受

佛洛伊德的發現。想到「他物」、「他處」已經很令人受不了，想到自己就是這「他

物」更讓人難以認受，最後，佛洛伊德居然告訴我們每個人身上都這樣一個他無

法進入的他處，這當然引起更為巨大的反感。 

佛洛伊德所發現的場所，沒人想得到，也沒人可以自認比別人在當中想得更

好。在這個場所中，是「它」在想（ça pense）。「它」想得並不好，但「它」想
得非常堅定，不容抹煞。因為，就像佛洛伊德所宣稱的無意識：是非常地銜接有

序的思維，雖然它的法則與我們日常高尚或粗鄙的思維的發則不盡相同。 

於是，在佛洛伊德的發現之後，我們不再可能將這個「他處」化約成對於某

種想像的形式，有如是對失去的或未來的樂園的鄉愁。我們在當中發現的是幼時

的愛的樂園，在那裡可是發生許多醜事。 

最後，拉岡也提到佛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曾數度引用借自Fechner的詞，
ein anderer Schauplatz（另一個場景）來形容無意識。無意識正是這樣一種完全異
質的另一場景，其中上演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 

拉岡希望上面的言論，能像冰涼的清流一樣讓人們清醒。接著他就要給予此

種主體的大寫他者關係一個他所謂科學的公式。 

這個公式正是拉岡延伸自他在第三講座中關於話語的位置所提出的L圖
示：S—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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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示意味著，（神經症或精神病）主體S的條件是受制於大寫他者A所進
行的事。而在後者當中所進行的被結構得有如是一個言論（無意識是大寫他者的

言論l’inconscient est le discours de l’Autre）。而佛洛伊德首先便是試圖從某些特定
的時刻──如夢、口誤、機智語等──向我們展現的片段，去定義這個言論的語

法（syntaxe）。 

但若這個言論對主體而言，是一種「他處」，換言之，似乎主體並未涉入其

中，那麼主體如何與這個言論產生厲害關係？拉岡解釋，主體就如圖示，受到四

個角落的牽引： 

S，他既無法言說又愚蠢的存在。a，他的對象。a’，他的自我，也就是他
在其對象中所映照出的形式。以及A，他的存在的問題能夠向他提出來的地
方。（549） 

因為，對精神分析而言，這是個經驗的真理，也就是主體面臨著其存在的

問題。這個問題的形式，並非它在主體自我層次上引起的焦慮──這僅是其後果

之一──而是一個被說出的問題「我在那裡是什麼？」（Que suis-je là ?）。這
個問題關係著他的性別以及他存在的偶然性，也就是他是個男人還是女人，以及

另一方面，他也可能並不存在。這兩者彼此組成了它們的祕密，並且將這個祕密

維繫在生殖與死亡的象徵當中。精神分析師在分析中所遭遇到的緊張關係、懸

疑、幻想，都足以讓主體知道他被自身存在的問題所籠罩著、支撐著，被這個問

題所淹沒，甚至從各方被撕裂。但是這個在大寫他者處的問題，是以一種個人言

談中的要素被說出來。因為，是由於這些現像的組織呈現在這個言談的具體形象

上，才讓它們具有了症狀的固定性，讓它們變成可見的，以及讓它們可以在被解

碼之後得以化解。 

因此，拉岡強調，這個問題並非像是不可言說般地呈現在無意識中，而是

這個問題在無意識中，就是一種「提出疑問」（mise en question），也就是說，
在被分析之前，這個疑問在無意識中是以一些隱密的要素被說出來。而重要的

是，這些要素就是語言學分析要我們去隔離出來的意符，如此一來它們就可以在

純粹狀態的功能下被掌握。然而要掌握此種純粹狀態下的意符功能，同時是最可

能也最不能： 

最不可能，因為這些意符所構成的意符鏈是處在主體之外，處在主體的他

性（altérité）之下，此種極端的他性就像與世隔絕的沙漠中那些從未被解讀的契
形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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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同時也是最可能的，因為只有在那裡，它們的功能才能清楚無礙地顯

現。而這個功能正是透過將意符的結構加諸在意旨之上而推演出意義。 

當然，意符在真實世界中所開闢的小徑，會去尋找這個實體世界所提供的

缺口，並且予以擴大，以致於人們會有所遲疑，難道意符不是跟隨著意旨的律法

嗎？換言之，就像中文所說，一個蘿蔔一個坑，顯然是坑決定了蘿蔔的位置。同

樣地，實體的真實世界仍有許多有待被填補上意符的缺口，許多有待命名的未知

或新的事物，而這便很容易讓人以為是意旨決定了意符。 

但這是就實體的真實世界而言，就主體存在之「提出疑問」的這個層次而

言，就絕非如此。這個疑問並非關於主體在世界上的位置，而是關於主體作為一

種存在的疑問。從主體開始，這個疑問也將擴及他在世界內對客體的關係，甚至

擴及世界的存在。因為世界的存在也可能在世界的範疇之外被提出疑問。 

拉岡強調，在佛洛伊德指引出的這個無意識大寫他者的經驗中，上述疑問

的草圖，並非由一些原形影像的大量收穫所構成，也不是由植物的膨脹或生命的

悸動所散發出的靈魂光環所構成。 

這些形式是Jung學派所稱的Wandlungen der Libido（力比多的蛻變）。但
佛洛伊德所指出的大寫他者經驗與此完全不同。拉岡認為，Jung所說的這些形式
可以被看成是一種占仆的最上層，因為我們可以透過適當的技巧（特別是透過想

像的創造：夢想、圖畫，等等）在一個特定的位置上製造出這些形式：也就是在

L圖示中的想像軸線（a—a’），亦即自戀的布幕上，透過這個布幕的誘惑和吸引
捕捉效應，這個布幕能夠支撐所與反映在它上面的東西。換言之，拉岡認為Jung
稱為archetype的那些象徵，仍然屬於想像的層次。 

若佛洛伊德否決這樣一種占仆，那正是因為後者忽略了一種意符結構

（articulation signifiante）的主導功能，而此種意符結構的效應則在於其內在法
則，它所運用的材料也是以貧乏為主要的特徵。 

同樣地，造成佛洛伊德學派與容格學派兩者天壤之別的原因，正是因為透

過佛洛伊德的著述，在自認為正統的學派團體中，仍然維持了上述結構的風格，

雖然也已經支離破碎了。但拉岡認為，直到今天，這兩個學派仍然無法說出彼此

不同的理由。如此一來，他們臨床治療的實踐層次，很快地就變成只是在阿爾卑

斯山和在大西洋的不同夢想模式的距離而已。 

但佛洛伊德後人的不長進，並不礙於大寫他者在L圖示中大寫A的位置上
的存在。就像佛洛伊德借用Charcot關於性病因的談話所說：ceci n’empêche pas 
d’ex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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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若從這個位置上去除掉大寫他者，那麼人甚至無法立足在自戀的位

態。就像在妄想症當中一樣，欠缺了大寫他者，原本的自戀關係──自我與自我

影像的關係──就會變成是自我與想像的他人的關係。 

同樣地，若欠缺大寫他者，那麼就像一個彈簧效應一樣，「生命」（anima）
彈回到「心靈」（animus），而「心靈」又彈回到「有生物」（animal），而有
生物就僅在圖示的S與a之間，與它的環境（Umwelt）維持著「外在關係」，後
者遠比我們與環境的關係更為緊密。雖然我們無法斷言有生物與大寫他者完全沒

有關係，我們只能說，這關係只會顯現在神經症的零星片段中。 

在主體的存在中對主體提出疑問的這個L具有的是一種組合的結構，不應
與它的空間面貌混淆在一起。就此組合結構而論，應該被銜接在大寫他者當中，

以及特別它的四位拓樸形態（S—a—a’—A）當中的，就是意符。因此，大寫他
者從來都不是父親本人，而是父親的功能，或父親所代表的根本意符。 

在這個L結構當中，我們可以見到三個意符（a—a’—A），從這三個意符
中我們可以指出伊底帕斯中的大寫他者（母－子－父）。只要我們以愛戀與有生

殖關係的意符去象徵化有性繁殖的意義，就可以看出此種結構關係。 

而當中的第四個項目，就是現實中的主體（S）。他被排除在這個系統之
外，只能以死亡的樣態進入意符的運作當中，換言之，他在系統中只是個傀儡，

毫無作用。但一旦系統的運作讓他具有了意指的功能，換言之，一旦主體開始說

話，那麼他就能成為一個真正的主體。 

這就像剛生下來的嬰兒，如果沒有立即被整合入爸爸－媽媽－小孩的意符

系統中，那麼就嬰兒本身的現實存在而言，他與洋娃娃沒有什麼差別。若嬰兒的

哭泣沒有喚來爸爸媽媽的「乖，我的寶寶」，那麼他不過是個沒人理睬的洋娃娃，

不能走動，無法說話。相反地，即使是洋娃娃，只要它被整合入「爸爸－媽媽－

小孩」的系統中，那麼它就像是具有生命的存在物一樣。這我們經常可以從沒有

小孩的配偶，以洋娃娃或寵物作為替代的現象中見到。而一旦這樣的家庭有了小

孩之後，洋娃娃或寵物就讓位，變回洋娃娃或者貓狗，它們就得回去睡它們的紙

箱或地板，而爸爸媽媽暖呼呼的床只好讓給嬰兒睡了。同樣的道理，雕像若有人

膜拜就變成神，甚至石頭、樹木有人膜拜都可以變成神。 

而意符的運作並非靜止不動，而是每一個別的部份都受到真實他人的先人

歷史牽動著。而真實的他人則是經由具有意符功能的大寫他者的命名，而被帶入

主體的同時性當中。而且，由於此意符運作的構成原則上超越了每個部份，因此

也在主體當中結構出三個審級：（理想）自我、現實、超我，亦即佛洛伊德在第

二拓樸中所決定的審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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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方面，拉岡所提出的意符系統運作，主要為了取代佛洛伊德

的第二拓樸論。另一方面，在拉岡眼中，這第二拓樸論的核心概念，並非一般所

認知的「它」、自我、超我，而是我們在精神病課題上提到足以扭曲主體的現實，

甚至迫使現實喪失的（理想）自我、現實、超我。 

如前面所說，一開始主體是被排除在意符系統之外，因此他在當中就像個

死人、傀儡，但若主體在這個意符系統中佔據角色，參與了它的運作（換言之，

被整合入系統內），則主體才開始顯得是個有生命的東西。然後是在他的生命中，

他必須去拿取他在當中曾宣告為其王牌的花色。換句話說，就像牌局的玩家，在

參與牌局之前，他什麼都不是。一旦加入牌局，他才彷彿具有生命，而在具有生

命的同時，他必須遵循的遊戲目標，則是他在加入牌局時所宣告的花色。簡單地

說，主體的生命的意義完全取決於主體所涉及的意符系統所賦予他的角色：他是

父母的小孩，是老師的學生，學校的同學，同學的朋友，妻子或先生的配偶，公

司的職員或老闆，等等，這些意符系統所決定的關係，決定了主體生命的意義。 

於是，為此，拉岡說，主體必須使用一組想像的形象，從無數生命關係的

形式中去選取一組想像的形象。而此種選擇仍然具有一定的專斷性（arbitraire），
因為必須與象徵的三位關係對稱，因此被選擇的想像形象的數量是有限的。 

哪一組想像形象將是最先被選擇呢？拉岡強調，是由自戀關係中具有統一

作用的鏡像與所有被稱為破碎身體的想像元素這兩者的兩極關係所構成的對

偶。統一身體的鏡像與破碎身體的想像，這組對偶的形成並不僅是發展與結構之

間的默契。而且也因為它符合了「母親－小孩」所構成的象徵關係。換言之，在

象徵關係上是母親對立於小孩，而在想像關係上，則是「統一的身體影像」對立

於「破碎身體的想像」。 

於是，就像在R圖示中所見，鏡像階段中的想像對偶，就構成了想像三角
的底。而如圖所示，這個想像三角的底（m—i），是可被象徵關係（I—M）所
覆蓋的。 

在此，拉岡再次強調，鏡像階段的形成就某角度而言是反自然的。因為它

凸顯出人類過早出生的不成熟狀態。自然界中大多數的生物一出生就具備一定的

生活自理能力，唯有人類生下來不僅手腳完全不協調，而且各方面都不成熟。於

是，鏡像階段的效應就出現在此種不成熟狀態在想像中所造成的缺口。而是因為

這個缺口，人類生物才能夠想像自己是會死的。這並不是說人類可以不與象徵系

統共生，就能夠想像自己是會死的，而是要強調，若沒有這個缺口，讓人在自己

的影像上被異化，那麼它與象徵系統的共生就不會產生。而在這個與象徵系統的

共生中，人才構成為會死的主體。否則生命現象出現然後消失，人不會知道什麼

是死。是因為破碎身體與同一的身體影像之間的缺口，使人處於「破碎－統一」、

「生－死」所構成的象徵系統中，如此人才能想像自己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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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想像三角的第三個端點，也就是主體認同於其有生命存在的點。在「母

親－小孩」之間的三元慾望邏輯下，拉岡指出這個主體所認同的想像端點是陽具

的影像。換言之，小孩認同於母親的慾望對象。 

於是，拉岡為了解釋精神病現象，整合了其鏡像理論與代表著話語結構的

L圖示，並且將整合後的圖示稱為R圖示。這個圖示畫出了知覺的條件的界限，
也就是知覺對象、客體的部份。並非這些線條受制於現實，而是這些線條圈限出

了現實的場域。 

 

在這個圖示中，右邊是象徵關係三角（這是伊底帕斯結構所決定的三個象

徵位置：母親－父親－小孩）。 

I：當中I是「自我理想」（idéal du moi）──對小孩而言，在這個象徵系
統中，他是父母的小孩，也是父母口中所說的Baby，因此這構成一個理想審級，
是小孩希望成為的那個我。也是佛洛伊德所說，伊底帕斯中，因為父親被內攝為

超我之後，那個被規定應該要這樣（遵守倫理道德的規範）以及不得這樣（不得

亂倫）的自我。 

M：M是最早對象的意符，亦即母親的意符。 

P：P則是在大寫他者（A）位置上的Nom-du-Père（父姓、父之名）。 

從這個象徵三角的三個頂點，我們可以看到在陽具這個意符之下的主體的

意義，如何對現實──由MimI的四邊形所圈限出來──的支撐產生影響。 

現實四邊形的另兩個頂點： 

i是自戀關係中的鏡像。 

m是自戀關係中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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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i—M，也就是到a的位置，可以分成Si, Sa1, Sa2, San…SM等片段，分別
代表在情慾侵略關係中想像他者的不同形象。 

從m—I，也就是a’的位置，則可分成Sm, Sa’1, Sa’2, Sa’n…SI等片段，自我
認同的結果，從最早對鏡像原型（Urbild spéculaire）的認同，一直到對「自我理
想」這個對父親的認同。 

在1956-57年的講座《第四講座：客體關係 》，拉岡便藉由佛洛伊德的小
漢斯案例，解釋「客體關係」所強調的母子之間的關係，並非單純雙向的關係，

而是三元關係，因為在慾望邏輯中，小孩會認同於母親的慾望對象，想像的陰莖

（小寫的φ）。因此拉岡認為這個R圖示可以整合「前伊底帕斯期」的母子關係，
但拉岡此時特別強調，「前伊底帕斯期」這個詞並不恰當。因為就結構而言，幾

使是母子關係也具有三元的結構（母親－小孩－想像陰莖），因此稱為「前生殖

器階段」較為恰當。換言之，人類一生下來就處於伊底帕斯結構中（必須有母親、

父親才能生下小孩），因此就拉岡精神分析而言，稱「前伊底帕斯」是不可能的。 

拉岡認為，所有變態（perversions）的問題，都必須考慮小孩如何認同於
母親慾望的想像對象上，以及母親如何將小孩象徵化在陽具當中。因為就精神分

析而言，所謂的母子關係，並非是生命的依存關係，而是愛戀的依存關係，因此

這個關係的特徵在於小孩慾望著母親的慾望。 

拉岡認為，在小孩與母親的想像關係中，小孩不僅愛他的母親（他與母親

是一體的），而且希望滿足母親，成為母親慾望中所欠缺的東西。因此經由慾望

邏輯（小孩是母親慾望的對象，是她所欠缺而能夠滿足她的客體，於是小孩等於

陽具，S IV, 70-71），小孩經由母親，而認同於母親最終的慾望對象：陽具。這
是為何拉岡有時稱小孩在與母親的想像關係中，處於一種position de leurre（誘餌
的位態）。 

但小孩並不必然認同於陽具。另一個可能性是小孩認同於母親，而去實現

母親對於陽具的思慕，結果將是小孩認同於對陽具的慾望本身，因而成為戀物癖

者（fétichisme）（S IV, 57 ; 84） 

拉岡認為，從小孩－母親的慾望辯證關係中的陽具中心論是整個「前生殖

器期」的核心。而陽具中心論產生的條件，無疑是在人類精神中，一個重要意符

的入侵。否則，若無此意符的入侵，我們不可能從人類的精神與其性質之間的任

何預定的和諧關係中去歸納出陽具中心論。 

對拉岡而言，是一種對於欲力之正常性的偏見，才會將上述陽具中心論這

個想像效應看成是一種不諧和。簡單地說，就是認為性欲力應該以異性為對象才

是常態，才會認為不符合這個原則的現象──同性戀、戀物癖等──都是變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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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分析史上，陽具中心論曾經引起不少的爭議。如拉岡就批評E. 
Jones。後者曾在類似的偏見上，認為男孩有伊底帕斯情結，那麼對稱地女孩應
該有的是Electra complex。男孩是陽具中心論，而女孩則有她們的陰蒂中心論。
雖然這讓Jones彷彿成為英國女性主義的領導者，但拉岡認為這種觀點完全與佛
洛伊德的立場背道而馳。 

此種陽具想像功能正是佛洛伊德所稱伊底帕斯這個象徵過程的軸心。 而
此一象徵過程的結局，將是閹割情結的出現，使得主體對其性別提出疑問。而且

這在兩性身上皆然，並不會因男女差異，而有不同的結果。 

在拉岡眼中，當時精神分析界對陽具想像功能的忽略（將陽具簡單地看成

是部份客體），不過是一種很深刻的神祕主義的結果。文化中就保有此種神祕傾

向的象徵，就像異教也是在它最神祕的祕密期間之後才產生其象徵。 

但此種陽具的想像功能實際上，不過就是在無意識所決定的主體經濟中，

由拉岡所稱的隱喻──父親隱喻──所引起的一個意義。 

同樣地，Macalpine引述「太陽巨石崇拜」，並且認為這代表著一種前伊
底帕斯文化中被符碼化的生殖，換言之，一種生殖功能的象徵，其中則排除了父

親的生殖角色。但相反地，對拉岡而言，此種太陽巨石崇拜正是父親隱喻所引起

的一種陽具想像。 

因此，拉岡認為所有一切此種類似的說法，無論其內容為何，都只是更凸

顯出決定著父性（paternité）之意符功能的價值。 

剛剛提到的E. Jones曾提過一個不正確的論証，是關於澳洲某個部落的信
仰。他不認為會有任何男性群體會不知道一個經驗的事實，亦即除了神祕的例

外，沒有任何女人能夠沒有性交就生小孩的，甚至沒有任何女人不知道這兩件事

之間所需的時間。 

然而Jones這個確信，雖然合理地符合人類對真實的觀察能力，卻是這個
問題當中最無關緊要的。 

因為，若象徵的脈絡有此必要，父性仍然可能被歸諸於女人和某個泉水或

巨石中所居住的精靈的相遇。 

這證實了將生殖角色歸諸於父親，只能是一種純粹意符的效應，一種並非

對真實父親的認可，而是對宗教所稱之「父之名」的認可。 

當然，要成為父親，並不需要意符，甚至要成為死人也不需要。但若沒有

意符，那麼所有這些存在狀態中的人，將什麼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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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提醒，特別是針對那些不肯去從佛洛伊德文本中，尋找足以彌補他們

的「指導員」未能提供的智慧的人──換言之，那些不肯去研讀佛洛伊德，而希

望僅從教學分析就學會精神分析的人──拉岡提醒：我們可以看到上述兩個意符

關係之間的密切性（死亡與父親），是如何地在佛洛伊德著作中被強調，尤其，

每當神經症主體（特別是強迫症患者，如鼠人）因連結了這兩個意符關係主題，

而顯現出此種密切性。 

因此，佛洛伊德怎麼可能會不去認識死亡與父親這兩個意符的密切性。因

為，他的思想的必然性，讓他必須將父親意符的出現──亦即律法的作者──聯

繫於死亡，甚至聯繫道父親的謀殺。而這顯示了，如果這個謀殺是主體將終其一

生與律法產生聯繫的關鍵時刻，那麼作為意指著律法的這個象徵父親，正是死亡

的父親。 

接著，我們可以從拉岡的第四個講座「客體關係」來看這個R圖示的構成。 

4. 第四講座：客體關係 

我們可以說，拉岡第一、二年的Sémianires都是在以想像、象徵、真實這
個三元結構在重讀佛洛伊德的著作。拉岡的Séminaires ，1953年從「精神分析的
治療技術」問題著手，探討了transfert與résistance的概念。第二年，1954年則是
「回到佛洛伊德的經驗與發現」，談論了無意識的構想與快感原則、現實原則之

間的辯證。從第三年開始，1955年則從signifiant的角度，探討從精神病妄想中所
顯露出的精神結構課題。拉岡當時所憑藉的主要理論工具，仍只是來自動物生態

學的「鏡像理論」與來自語言學與人類學的結構理論。而在1954-1955年的Sé
minaire，基於上述的理論根據，他提出了schéma L的構想。這個圖示原先用於解
釋分析場景中，無意識主體與話語的關連，但不久拉岡便以此schéma陸續閱讀了
佛洛伊德的五個經典病史書寫。在第三講座中有Schreber、Dora以及Wolfman案
例，在第四年1956年的講座中是Hans的案例。而Ratman則是出現在第五年的講
座。 

在第四年的講座中，拉岡以當時在英、美精神分析學界被奉為主流的「客

體關係」為題，而在Seuil版被刪除的副標題，「佛洛伊德結構」則暗示著他仍將
從三元結構（象徵、真實、想像）去剖析客體關係中被平面化、二元化的「小孩

－母親」雙人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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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示首先註記了主體與（大寫）他者的關係。就如它在分析之始所構成，這是虛擬的

話語關係（rapport de parole virtuel），主體透過它接收來自（大寫）他者處，以一種無意識

話語形式呈現的自己的訊息。這個訊息對主體而言是被禁止的，它被主體深深地誤識。因

為a與a’之間，自我與他者——其典型的客體——之間的想像關係，這個訊息被變形、被停

止、被捕獵。想像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異化的、中斷的、減緩的、受禁制的，且最常是反

轉的關係，它深刻地誤識了主體與他者，大寫他者之間的話語關係，因為它是另一個主體，

一個最能夠欺騙的主體。（Séminaire IV, 12） 

拉岡將從這個圖示所揭露的向度去重新理解所謂的客體關係。當時精神分

析對客體關係的強調，使得人們認為繼佛洛伊德之後，精神分析最大的發展在於

客體關係的發現（其原型在於小孩—母親的雙人關係），同時在分析治療中，將
分析者與分析師的關係理解為小孩—母親關係的延伸，企圖由此修正受挫的小
孩—母親關係，最終導致分析關係被化約為分析者認同於分析師之自我的過程。 

但拉岡根據鏡像理論的觀點，認為小孩—母親的關係，正是想像關係的最
佳寫照，他同時指出，在佛洛伊德理論中（特別是在《性學三論》中），所謂的

「對象」始終是一種「失落的對象」： 

一種思慕（nostalgie）將主體繫於失落對象，透過此思慕中展現出追尋的努力。這個思慕在

被找回的客體上標示著一種不可能之重複的符號，這正是因為這並非相同的客體，它無法

是相同的客體。（Séminaire IV, 15） 

生命始終追求重複，但始終無法獲得滿足。因為，重複的始終不是相同的。

當佛洛伊德發現分析中的重複現象時，不是正將它對立於回憶？重複並非回憶。

因此，拉岡提醒我們，客體關係並非後人的發現，而是在佛洛伊德著作中已經存

在，而且一開始客體關係就具有某種衝突的性質。相對地，此衝突性質又與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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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命中現實原則與快感原則的對立有關。但事實是，佛洛伊德並未在著作中

銜接這兩個關於客體與主體的構想。因此，拉岡認為「主—客關係」在佛洛伊德
理論中並非核心概念。 

拉岡進一步推論，若要「主客關係」在佛洛伊德理論中能成立，它必定是

一種彷彿鏡像般的認同關係。於是拉岡引入他的「鏡像階段」： 

什麼是鏡像階段？這是小孩認得他自己的影像的時刻。但鏡像階段遠不只是描述一個兒童

發展中的現象而已。它彰顯了雙人關係的衝突特性。（Séminaire IV, 17） 

三種欠缺客體狀態：閹割（castration）、欲求不滿（frustration）、
剝奪（privation）  

既然對拉岡而言，精神分析中所探討的客體，毫無疑問是那個不存在的客

體——失落客體——當然客體關係的探討必須從欠缺客體的狀態開始。 

拉岡不無諷刺地指出，設想有一個和諧的客體，能夠充當主體—客體關
係，讓這個關係完備，是一個與經驗相違背的觀念，而這不只是與精神分析經驗

相違背，而且是與一般的關係，即男女關係，相悖。若男女關係能夠有如主—客
體關係一樣和諧、完備，一個要，另一個給，或S M者常強調用來合理化他們行
為的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若男女關係能如此和諧，那將不會有精神分析！ 

因此，客體問題的出現，首先在於對失落客體的追求（一種

présence-absence）。其次，這個客體是出現在佛洛伊德所稱的快感原則系統、原
過程中的客體，因此它不能被化約為現實當中的客體。這是為什麼在恐懼症中，

恐懼物是與現實中的客體無關（如Hans所害怕的對象並非現實中的馬）。第三，
客體始終出現在一種「想像的相互性」（réciprocité imaginaire）中，亦即，主客
關係的本質是一種「認同於客體（對象）的關係」（identification à l’objet）。 

當然客體關係理論者所強調的也是認同關係（以致於他們將精神分析化約

為分析者對分析師之自我的認同），但拉岡認為他們的錯誤在於將這個想像的雙

人關係二元化。對拉岡而言，想像的雙人認同關係若要成立必須存在一個可以用

來「比較」、「比值」的第三項目（tiers）。 

如此，在小孩於母親的雙人關係中，必須在加上小孩所認為的母親的慾望

對象：陽具（phallus）（Séminaire IV, 29）。在拉岡語言中，陽具可以是象徵或
想像的，但它從未等同於陰莖（30），它只是後者聳立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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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象徵、想像與真實三個向度，拉岡在1956年的Séminiaire中，首
度區分三種欠缺模式：「欲求不滿」（frustration）、「閹割」（castration）與「匱
乏」（privation）12。 

首先，什麼是privation（匱乏）？匱乏所缺少的是人們本來就沒有的東西，
因此它是一種「真實的欠缺」（manque réel），一個洞（S IV, 36 ）。換言之，
這個欠缺是透過一種présence-absence呈現。 

相對地，frustration（欲求不滿）指涉的是一種想像的「損失」（dam）、
「傷口」（lésion）、「損害」（dommage）。「欲求不滿」屬於「索求」（revendication）
的領域，它涉及某種被慾望，卻不可得的東西。這個東西雖然被慾望，但卻全然

沒有滿足或得到的可能性。因此，frustration只能是一種處於想像層次上的想像
的損失（ S IV, 37）。而在精神分析中，欲求不滿的概念雖然是基於小孩—母親
關係的經驗（換言之，前伊底帕斯期）被發掘，但拉岡指出，它並不限於前伊底

帕斯期（例如它存在於所有的分析經驗中，因為分析的abstinence法則）。我們
可以說，它形溯了主體的經驗，為他鋪下通向伊底帕斯衝突的道路。（S IV, 61-62） 

最後，拉岡認為在佛洛伊德著作中，閹割的引進一開始就與原初律法不可

分，即禁止亂倫與伊底帕斯結構所凸顯的律法。因此，象徵範疇是一種先於個體

存在的機構化產物（institué），當中所樹立的閹割律法則屬於人類未出生就已欠
下之「象徵債務」的範疇（S IV, 37 ; 61）。  

因此，拉岡認為，閹割本身是一種幻想，是想像的。但這個幻想所具有的

真實性，卻是象徵所賦予的。如他所說，若要表示一個位置欠缺某物──該有陰

莖的地方欠缺陰莖──就像是圖書館的書架欠缺一本原有的書一般，是由整個圖

書館的檢索系統所限定的「有與無」關係才能決定某物在其位置上欠缺。因此，

閹割的欠缺是象徵的，而所欠缺的客體──不存在的陰莖，陽具──則是想像

的。而閹割的真實性則是首先來自於雙親，日後被內化於超我之內的真實的閹割

威脅。因此，閹割是象徵的，被閹割的陽具是想像的，而威脅則是真實的。而閹

割威脅所標示的，正是伊底帕斯慾望的不可能滿足，因此「真實是不可能」（le 
réel, c’est l’impossible），是無意識慾望的另一面。 

因此，三種欠缺的模式： 

Agent 
Manque 

d’objet 
Objet 

                                                
12 J. Lacan, Séminaire Livre IV : La relation d’objet, 1956-57, Paris, Seuil, 1994, p. 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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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tration 

Dett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Dam 
imaginaire 

 

 
Privation 

Trou réel 
 

 

以上是就欠缺模式「本身」的性質而言，而非所欠缺的客體。事實上，不

同的欠缺模式，相對地有著不同的欠缺客體。 

就閹割而言，因象徵債務，而被律法所懲處，所欠缺的當然是一個想像的

客體。除了某些種族、古中國之外，誰真的見過閹割的懲罰？因此，閹割所欠缺

的客體是一個想像的客體，陽具（S IV, 38 ; 61）。 

而想像的欲求不滿所欠缺之對象的性質卻是一個真實的客體。例如小孩欲

求不滿始終是因為一個真實的客體（S IV, 38）。欲求不滿始終是來自於「真實
的情境」（conditions réelles），亦即與母親乳房的關係：母親的乳房不可能向奶
嘴一樣永遠掛在小孩嘴上（S IV, 62-63）。這是為什麼造成欲求不滿的母親，是
「象徵母親」的原因，因為母親是由乳房的在與不在（présence - absence）所代
表（S IV, 67）。 

最後，真實的匱乏所欠缺的客體則是一個象徵的客體。例如，要說圖書館

書架上是否少了一本書，是由象徵的檢索系統所決定。即使書就在同一個架上，

隔了幾本書，但對圖書館員而言，若它不在它的位置，就表示少了一本書。因此，

真實匱乏的客體是一個象徵客體（S IV, 38）。 

於是上表可補充如下： 

Agent 
Manque 

d’objet 
Objet 

 Castration Imagina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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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t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Dam 
imaginaire 

Réel 

 
Privation 

Trou réel 
Symbolique 

最後是Agent的概念。我們可以稱它是引起欠缺者。其重要性與最主要的
意符——陽具——的建構有關。 

 

於是上表可補充如下（215）： 

Agent 
Manque 

d’objet 
Objet 

Père réel 

Castration 

Dette 
symbolique 

Imaginaire 

Mère 
symbolique 

Frustration 

Dam 
imaginaire 

Réel 

Père 
imaginaire 

Privation 

Trou réel 
Symbolique 

 

拉岡在1956年Séminaire IV當中，對Dora與特別是Hans病例的閱讀，正是
企圖在佛洛伊德書寫中找出以上象徵、想像、真實三元結構辨正的根據。 

我們先前曾提過，佛洛伊德在這篇Hans病史書寫中，大致將Hans的病史
分成兩個部份，或兩個階段。而區分兩個階段的分水嶺是恐懼症狀的出現。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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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伊德雖然提到讓Hans原本的快感突然逆轉成焦慮，最後變成恐懼症的原因，應
在於「抑制」的形成，但什麼是抑制？從何而來？佛洛伊德則未多做解釋。而我

們將看到，拉岡的結構理論正企圖解決此一佛洛伊德遺留的問題。 

拉岡根據佛洛伊德日後對伊底帕斯的理解（Sur l’organisation génitale 
infantile, 1923, Der Untergang des Ödipuskomplexes, 1924），後遺地重新重新詮釋
Hans的病史。他同樣區分Hans病史的兩個階段：前伊底帕斯期與伊底帕斯期。
而區分兩者的（即相當於佛洛伊德所謂抑制的形成）則是跨入伊底帕斯的「門

檻」。對拉岡而言，前伊底帕斯期的特徵，在於其中小孩與母親之間的想像關係。

而伊底帕斯的特徵則在於父親功能的介入，而所有的問題都來自於此時父

親角色的位置，換言之，「什麼是父親？」的問題。你們或許會質疑，既然

伊底帕斯造成這麼多問題，那麼能否讓小孩不要進入伊底帕斯期呢？這個問題有

兩個答案，負面地說，若小孩停留在與母親的想像關係（父親的功能被除權棄絕

forculsion du nom du père），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如變態（戀物癖）甚至精
神病（妄想症）；而正面地說，伊底帕斯是小孩脫離作為母親的一部份，能夠真

正獨立地去探索世界的開始。悖謬地說，小孩若要達到心與性的成熟、獨立，那

麼他必須接受閹割。 

前伊底帕斯期：小孩—母親與陽具之三元關係  

拉岡認為，在小孩與母親的想像關係中，小孩不僅愛他的母親（他與母親

是一體的），而且希望滿足母親。經由慾望邏輯（小孩是母親慾望的對象，是她

所欠缺而能夠滿足她的客體，於是小孩等於陽具，S IV, 70-71），小孩經由母親，
而認同於母親最終的慾望對象：陽具。這是為何拉岡有時稱小孩在與母親的想像

關係中，處於一種position de leurre（誘餌的位態）。 

當然，另一個可能性是小孩並非認同陽具，而是認同於母親，實現母親對

於陽具的思慕，結果將是小孩認同於對陽具的慾望，而成為戀物癖（fétichisme）
（S IV, 57 ; 84） 

對受過結構人類學洗禮的拉岡來說，小孩一出生並不孤單（seul）——我
們接著會見到Hans的「孤單與」（ganz alein mit / être seul avec）一詞如何受到拉
岡的注意——他並不孤單，這不僅是因為他的周遭圍繞著親人，而是因為有一個
更重要的周遭已經存在：法權的環境、象徵範疇（milieu légal, ordre symbolique）
（S IV, 200）。是這個象徵範疇，讓屬於想像範疇的陽具具備了優位性。 

換句話說，當前伊底帕斯終結，即將步入伊底帕斯時，發生了什麼？拉岡

告訴我們，此時小孩認同於陽具，接收了這個母親慾望的意符，並且讓它成為擁

有、交換、饋贈之象徵範疇的工具（我擁有它，可以讓你滿足——成為誘餌）。
於是當小孩抵達這個情境時，他也抵觸到了「父親功能」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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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父親功能」並非父親，父親這個意符是如何成為象徵範疇中的核心？

為回答這個問題，拉岡尋相同邏輯區分「象徵父親」、「想像父親」與「真實父

親」。是為了說明這三者在伊底帕斯情節中的角色，才讓拉岡重新閱讀Hans的病
例。而我們會見到，這三者將陸續在Hans的故事中現身。 

首先，當小孩觸及父親功能的門檻時，男孩與女孩開始有了不同的差異。

小女孩會從她所認同的想像陽具，去尋找擁有真實陰莖的人，即能夠給她陽具（小

孩）的父親。對女孩來說，因為父親是女孩的愛戀對象（母親）所欠缺的東西，

因此父親成為女孩的愛戀對象。而後這個對象才成為能夠給予滿足的對象（能夠

給予她小孩的人）。由此，女孩步入正常的異性愛戀。（203）但拉岡強調，女
孩也可能放棄陽具，轉而以一種自戀得姿態，讓自己成為陽具擁有者（femm 
phallique），因而開啟女同性戀的可能性。 

而就男孩而言，他在伊底帕斯中則是認同於擁有真實陰莖的父親。但所有

的問題都由此產生，因為若男孩認同於父親（就像他有朝一日也將成為父親），

那麼他必須解答「什麼是父親？」這個謎題。於是這個謎題構成他日後所有問題

的核心，並將主導他日後的研究（在現實生活當中，有多少父親自己還陷入這個

謎題中？）（204-205）。 

既然是個謎題，必須預設它有答案。無論能否解開謎題，謎題的答案必定

存在。這是為何拉岡說，必定在某處有個人可以回答小孩說：「我就是父親」

（205）。而這個遍尋不著卻又無所不在的人，正是拉岡所謂的象徵父親——在
此先預告謎底：在Hans病例中的這個人，你們也應該都已猜道，就是被視為或自
視為上帝的佛洛伊德。 

Hans故事中的父親們  

就像我先前提醒你們，拉岡也注意到佛洛伊德的Hans病史中，不僅書寫段
落的區分並非毫無理由，而且Hans行為與症狀之介紹的先後次序，亦有其考量。
我們記得最初，Hans表現出對於Wiwimacher的興趣時，他先是詢問母親是否有
Wiwimacher，然後再問父親相同的問題。在這之後，Hans還很高興看到獅子的
Wiwimacher。直到恐懼症狀出現前，Hans明顯地注意到，如果媽媽真有
Wiwimacher，像她所肯定的那樣，那麼應該可以看得見才是。是在這個時候，
她看媽媽換衣服，並且發表論點：如果媽媽有Wiwimacher，那麼那一定像馬的
一樣大。 

對拉岡而言，這並非單純的童言童語，而是一種探索世界的Vergleichung
過程（一種對世界萬物價值的比值、比較過程）。因此，他將這個字翻譯成更具

經濟學意義的péréquation（等值化、均分化）。於是，在小孩—母親想像關係的
陽具中心論中，出現的是某種絕對客體——陽具——它接受現實測試的均分化過
程。在這之前，小孩玩的是壓寶的猜謎遊戲：猜猜看陽具在哪裡（但就像是被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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賭的賭徒，陽具從未在猜錯的地方，也沒在猜對的地方）。現在，則是必須知道

它到底在哪裡？（206） 

拉岡也發現到Hans的第一個夢呈現的正是這樣一種猜謎遊戲（猜猜看在哪
一隻手，猜錯必須被處罰）。因此，拉岡認為Hans恐懼症前的階段，完全體現了
他所說得想像關係的辯證，換言之，處於誘餌的層面上（處於自我與小寫他者的

關係軸線上）。母親只不過是Hans自我的一個被理想化、被擴大的鏡像。（S IV, 
206）她還不是一個以在或不在（présence ou absence）呈現的象徵母親。 

而這個想像的誘餌關係發展的結果是焦慮的出現。就如我們在閱讀佛洛伊

德時所強調，焦慮尚不是恐懼，兩者是先後出現，恐懼物是在焦慮的背景上被賦

予了這個功能。 

這是進入伊底帕斯初期最早的結構圖示，小孩仍然固著在母親上，後者仍

然是欲求不滿經驗中的真實客體，而父親與小孩的關係則彷彿是一種兄弟間的競

爭關係。拉岡認為日後所有的神經症傾向，都來自這個想像層面上的伊底帕斯核

心體驗，核心情結。（207） 

於是當主體始終依戀於母親這個造成欲求不滿的最初的真實客體，那麼在

他眼中所有的女性客體都將只是這個原初母親的一個替代，只是她的一部份，並

且無法與她比擬。 

但畢竟停留在此核心情結的人，並非多數。 拉岡也注意到，在佛洛伊德
著作中，伊底帕斯一開始就注定最後必須化解的（il est dans la nature du complexe 
d’Œdipe de se résoudre），換句話說，它只是人類心性發展必經的一個過程。而
佛洛伊德將伊底帕斯的化解（對父親之敵意的淡化、壓抑），等同於抑制。因此，

拉岡認為，對佛洛伊德而言，抑制並非一個恆常的關係，而是相對於某一歷史時

刻發生的「銜接事件」。真正具有結構特徵的是伊底帕斯的化解（大約在5歲至5
歲半），因為它所遺留的結果是無意識當中超我的形成。因此，拉岡認為伊底帕

斯既然能夠產生此種結構化作用，必定是因為在伊底帕斯關係中發生了什麼前所

未見的事物。 

大寫他者：象徵父親  

這個伊底帕斯關係中的新元素，不是別的，而同樣是拉岡借自妄想症患者

理論中的大寫他者（一個始終目睹著我的所有情境的超然見證者）。如Hans對著
母親暴露生殖器的行為若要具有意義，就必須假設在母親身旁有這樣一個大寫他

者的位置。這是為何拉岡說： 

Pour que l’Œdipe existe, c’est bien évidemment au niveau de cet Autre qu’il 
doit produire la présence d’un terme, qui, jusque-là, n’était pas dans le jeu, à sa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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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lqu’un qui, toujours et en toute circonstance, est en posture de jouer et de gagner. 
(208) 

原本在小孩—母親的關係中，客體有時在有時不在。但出現了這個大寫他
者之後，情況改變： 

A partir de ce moment tournant, l’objet n’est plus l’objet imaginaire avec 
lequel le sujet peut leurrer, mais l’objet dont il est toujours au pouvoir d’un Autre de 
montrer que le sujet ne l’a pas, ou qu’il l’a insuffisamment. (209) 

是此種由想像關係進入象徵關係的時刻，拉岡稱為「閹割」。是因為閹割，

才能使得小孩—母親之想像關係中想像的母親陽具，變成為一個象徵客體。正是
因為被真的擁有這個客體的人（父親）剝奪了這個象徵客體，小孩才能設想有一

天他也可能獲得這個客體（開始認同於父親）。於是，伊底帕斯才真正讓主體步

入男性異性戀中的雄性位置（position virile）。換言之，儘管表面上看似悖謬，
但對拉岡而言，要在人類社會中成為男人（父親候選人）就必須先接受閹割。因

此，閹割當然不是針對pénis，而是想像的陽具。必須想像的陽具被閹割後，小
男孩才能夠從父親那裡獲得到自己的pénis。這是為何拉岡說，這個階段是一個
和父親一起玩的遊戲，但在這個遊戲中，卻是輸的人贏（qui perd gagne）。唯有
如此，小孩才能步上受到律法銘記的道路。 

在Hans的病史中，拉岡認為這個階段表現在Hans突破律法的嘗試（搭車
不買票、闖入禁區等小罪犯行為）。Hans是透過想像的犯罪而進入律法。但他之
所以能夠進入律法範疇的必要條件，是必須面對一個真實的同伴（父親），後者

能從大寫他者的層次，給他帶來某種並非只是présence-absence對偶的事物。 

當然想像劇中的人物，必須經由真實的人物呈現，但拉岡認為真實的人物

最終也不過是個永恆的替代。因為這個大寫的他者，為一一個能夠說「我就是父

親」的人，是一個象徵父親： 

Le seul qui pourrait répondre absolument à la position du père en tant qu’il est 
le père symbolique, c’est celui qui pourrait dire comme Dieu du monothéisme —— Je 
suis celui qui suis. (210) 

在此已經預示了，Hans案例中的象徵父親，就是那個像是上帝般的佛洛伊
德（230）。但我們繼續跟隨拉岡。  

拉岡接著強調，象徵父親是不可想像的，他不存在於任何地方，也沒有任

何的介入（le père symbolique n’est nulle part. Il n’intervient nulle part）。而只有像
佛洛伊德這般堅定思維的人，在科學與實證思想的要求下，還能建構出《圖騰與

禁忌》這樣的當代神話。解釋什麼謎題的神話？解釋「父親在哪裡？où est le p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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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這個神話的向度中，我們才能理解為何人類父親若要存在，就必須

讓真正的、唯一的父親在步入歷史之前就先被殺死。而為什麼必須處死這個

Urvater？這難道不是為了禁止自己享有他所享有的一切（如果我跟他一樣，我也
會被處死）？ 

然而殺死原始父親，卻證明了他是不死的。殺死等於保存（tuer – tutare – 
conserver）。拉岡因此認為，佛洛伊德原始父親的概念是一個嚴格意義的神話概
念，它屬於不可能、不可設想的範疇：一個永恆存在的原始父親，而為了能夠永

恆存在，他必須被殺死。佛洛伊德所面對的這個神話的原始父親的困難，也證實

了他的父親概念的最終目標。 

這個原始父親，或拉岡所謂的象徵父親本身，並無法介入伊底帕斯的辯

證，只能透過真實父親的代言。真實父親必須在某個時刻去扮演、充當象徵父親

的角色與功能。進而讓原本的想像關係獲得重生，獲得一個新的向度。 

因此，對拉岡而言，伊底帕斯情結的結束，意謂著律法在無意識當中的樹

立，它有如是被抑制，但永恆存在：超我。 

對拉岡而言，只有從上述象徵父親的這個角度，才能理解Hans恐懼形成的
問題： 

〔Hans觀察案例〕的特徵在於〔…〕儘管父親的愛、溫和與聰明〔…〕當中並無真實父親。

（212） 

換言之，真實父親的欠缺讓象徵父親得以體現。 

這是為何一開始Hans與母親的想像關係，就是在誘餌的層次上進行（我要
成為你慾望的對象）。漸漸地，這個關係變得越來越無法承受，越來越多的焦慮。

在這個關係中，Hans有時候是他自己，有時候認同於母親，有時候是大長頸鹿，
有時候是小長頸鹿，雌雄難辨、你我難分。 

從父親的觀察描述中，我們也知道Hans並非欲求不滿的小孩，他有關心他
的父親，愛他的母親。媽媽甚至帶著他去上廁所、讓他同床睡等。儘管父親表示

抗議，但父親顯然無比的容忍，甚至完全被排除小孩與母親之外。因為無論他如

何抗議，並無任何改變，小孩不理他，媽媽也不顧他的任何建議。因此，Hans
沒有任何欲求不滿，也沒有被剝奪任何東西。即使媽媽為了阻止他手淫而說出那

些致命的話語：「如果你再這麼做，就叫醫生來割掉」，但這個威脅一開始也完

全不具威脅的效力。相反地，是到了閹割情結到來的時候，這句話才後遺地被當

成建構閹割情結的材料。 



 

 71 

拉岡感興趣的問題，是閹割的結構效應，因此他試圖解釋為何Hans需要閹
割的問題（222）。 

 Hans在四歲半時，一開始出現的是恐懼症狀，而非閹割焦慮，而且這個
恐懼與手淫的禁止又無直接、簡單的關係。因為，就像佛洛伊德強調，截至目前

為止，手淫並未產生任何焦慮，甚至恐懼症狀出現之後，Hans還持續一段時間手
淫的行為。那麼恐懼為何會出現？拉岡認為，他的理論正可解釋這個謎題。 

母親原本是愛戀對象，一個被小孩慾望在場（présence）的客體 。小孩很
小就對母親的在與不在表現出極高的敏感性（如hospitalisme） 。接著這個「在
場」很快地便與「在與不在」（présence-absence）構成對偶（如小孩以fort-da遊
戲來象徵化母親的在與不在）。然而這個對成人而言，看似簡單的關係，卻幼兒

造成極大的困難，因為他們一開始還沒有人—我、主體—客體之間的分化。他們
還是處於一種最早未分化的關係（relation indifférenciée première），並且自認為
還是母親身體的一部份，他們的存在完全維繫於餵養他們的乳房。 

當小孩面對的母親是以「在與不在」的方式呈現時，母親就成了象徵母親。

只有在欲求不滿的危機中，在母親拒絕小孩的愛與求愛時，母親才呈現為真實母

親（真實乳房）（223）： 

La mere est d’abord mère symbolique, et ce n’est que dans la crise de la 
frustration qu’elle commence à se réaliser, en raison d’un certain nombre de chocs et 
particularités qui se produisent dans les relations entre la mère et l’enfant. La mère 
objet d’amour peut être à chaque instant la mère réelle pour autant qu’elle frustre cet 
amour. 

 接著小孩在與母親的關係中，相對於母親的Penis-neid（陰莖羨忌），渴
望陽具，並且以小孩作為陽具的替代，小孩也發現陽具母親（mère phallique）——
她有某種我沒有的東西，她的慾望在我之外。於是： 

C’est dans la relation à la mère que l’enfant éprouve le phallus comme étant le 
centre du désir de celle-ci. (224) 

相對於母親的慾望，小孩自己呈現得有如是獻給她的陽具，而這可有不同

的程度與位態。小孩可能認同於母親，而渴望陽具（如Hans幻想有小孩，或小孩
喜歡玩娃娃），或認同於母親慾望的對象—陽具（小孩成為陽具的轉喻，métonymie, 
242），或認同於擁有陽具的母親，或自身呈現為陽具擁有者。（225）而在這些
不同程度與位態中，最極致的是拉岡所稱的誘餌關係：小孩企圖向母親保證可以

滿足她，不只像是一個小孩一樣，而且也滿足她的慾望，換句話說，滿足母親所

欠缺的東西。（戀物癖者與其戀物的關係便是建立在此種誘餌關係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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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Hans觀察案例初期，所有的焦點都在陽具上。Hans整天都在幻想陽具，
並且一一詢問母親、父親以及動物身上陽具存在的問題。陽具可說是他世界的中

心，sa raison d’être。 

接著是什麼改變了Hans的生命，並且引起恐懼的症狀？拉岡指出，改變的
是Hans發現他自己的陰莖變得越來越像是個真實的東西。他開始感覺到陰莖的刺
激，並且開始手淫。因此，在此時重要的並非母親無心的威脅，而是陰莖成為真

實的事實（225）。 

而這個事實是否與後來出現的焦慮有關？拉岡認為，這個關係並非因果關

係一般簡單，因為對拉岡而言，焦慮的出現是對應於主體被抽離他的存在。每當

主體感到即將被抽離自身的存在而成為他人影像，或他人的誘惑中，焦慮便會出

現。這個焦慮理論已經距離佛洛伊德的焦慮理論相當遠。對佛洛伊德而言，第一

個焦慮理論是性刺激的轉換，當下的性刺激所轉換成的焦慮構成現實型神經症，

屬於記憶的性刺激轉換成的焦慮則構成焦慮型歇斯底里。而在第二個焦慮理論

中，焦慮則是一種訊號，一種面臨危險、等待危險的訊號。而拉岡則將焦慮詮釋

為一種結構性的存在位置的改變（在此我們也不難察覺到沙特對拉岡的影響，但

拉岡畢竟不是存在主義者，對他而言，脫離存在的焦慮，意味著回到先前破碎身

體的焦慮）。 

對拉岡而言，Hans焦慮的出現，正是因為原本他完全處在作為母親慾望誘
餌的遊戲中（他不是他自己，而是母親所慾望的客體），突然間，他的陰莖變得

如此真實，他開始感覺到他自己，於是他開始被自己的遊戲、自己的陷阱所困。

他面臨了介於「滿足一個影像」與「擁有某種可呈現的真實的東西」之間巨大的

深淵（226）。於是這個落差，對Hans而言，簡直就是一場災難。因為原本自以
為是可以滿足母親的陽具，現在他發現自己擁有的只是一個不可比擬的可憐小東

西（quelque chose de misérable）！小孩於是成為另外一個遊戲的俘虜、犧牲品，
在這個遊戲中，他是大寫他者之意義的獵物。原本是小孩自認主導的遊戲，我是

我，或是你，或是你要的東西，現在卻被這個遊戲反噬，因為發現自己的真實陰

莖之後，驚覺我比不上你要的東西。於是，介入這個新遊戲的是一個絕對的大寫

他者，我跟他比將永遠輸，因為他就像神一樣，無所不在，無所不見，無所不有。 

這個幾乎是超驗的大寫他者，即拉岡所說得父親功能（Nom-du-père），
若被主體拒認（Verwerfung），將會被感覺成是外在知覺。對拉岡而言，此種「父
之名的除權棄絕」（forclusion du nom du père）這就是妄想症患者被窺視、被迫
害妄想的原因。 

因此，原本的小孩—母親誘餌關係，在閹割情結中引入了父親的角色，也
帶入了象徵範疇，以及其禁令、與法統。自此，小孩遊戲的主導權易手，小孩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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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只是棋盤結構上的一個棋子。面對父親，小孩完全沒有機會贏，只能乖乖接受

籌碼的重新分配。 

由此可見，象徵範疇是作用在想像範疇之上，這是為何閹割的對象並非陰

莖，而是想像的陽具（227）。 

回到Hans病例，Hans在原本想像的陽具誘餌遊戲中，遭遇了來自真實陰
莖的欲力，然後神經症的恐懼症狀就出現。但真實的欲力本身又無害（小孩之前

之後的手淫都沒事），那麼問題在哪裡？答案已經非常明顯，在想像的誘餌關係

與面對真實欲力的過程中，都沒有父親的存在。雖然父親確實陪伴在小孩身旁，

愛他、呵護他，但此時父親就像是個與他共同競爭著母親的兄弟一樣。 

於是，拉岡認為Hans的症狀來自於一種面對挫敗的regression。小孩突然
發現自己不再是能夠提供滿足的人，他比不上、也配不上，陷入無法滿足別人的

絕望當中（228, 244-5）。 

至此，拉岡已經合理地將他的三元結構論，像是風箏的骨架一樣撐Hans
病史的文本。我們可以理解為何症狀會出現，但為何症狀的形式是對馬的恐懼，

為什麼是馬這個意象？拉岡一語帶過，因為他認為這不是問題所在。對他而言，

人類生存的形態，讓自然界的許多意象特別容易被選定作為特殊的意符，正如原

始種族的圖騰（或我們今天所說得商標）。但在Hans病例中，馬成為恐懼對象是
否真的如拉岡所想，不是問題所在？佛洛伊德難道不是從馬臉上的黑黑的東西指

認出父親？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拉岡理論中symbolisme與symbolique的差異與重
疊。 

事實上，若根據拉岡的解釋，我們可以理解的是Hans將開始懼怕所有巨大
的動物，因為依照他自己先前的性理論，這些巨大動物都有巨大的陰莖，因此它

們會成為這個無法與之比擬、相較的大寫他者的象徵、替代物。而馬在當時應該

是最隨處可見的巨型動物。 

真實父親的介入與象徵的閹割  

拉岡指出Hans的恐懼事實上只是一個正在形成的症狀，因為父親的警覺，
很快地就讓恐懼症有個「令人滿意的治療」（cure satisfaisante）。這當然又是拉
岡的雙關語，用來嘲弄將治療視為彌補病人小時候所受的欲求不滿的一種補償

性、滿足式治療（229）。 

拉岡認為Hans的症狀之所以能夠及時被治癒，正是因為原本一直都不存在
的真實父親，現在開始介入了Hans的想像世界。而真實父親之所以能夠介入，是
因為他的背後有一個象徵父親：佛洛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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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Hans痊癒的時機，正是閹割的事實，以再清楚不過的故事方
式呈現出來：安裝的人（水管工、鎖匠）來拆掉它，換上一隻新的更大的。 

 由此，拉岡的結論是恐懼症的化解與三元結構配置的定位有關：「想像
的狂歡」（orgie imaginaire）——經由「真實父親的介入」（intervention du père 
réel）——帶來「象徵的閹割」（castration symbolique）（230）。 

（理論結構當然非常漂亮，但拉岡要如何解釋真實父親的介入，以及想像

父親、真實父親、象徵父親三者之間的辨正？這才是拉岡的問題所在。為了這個

問題，拉岡原本在1957年3月13日的課上預先說好下週要談，結果卻等了兩週，
在3月27日課程的下半段才稍微提到。） 

象徵父親、真實父親與想像父親 

根據佛洛伊德的描述，在他的指引之下，Hans的父親有兩次介入了Hans
的想像世界。由成人的世界入侵兒童的想像世界。這兩次介入，分別是： 

第一次，父親告訴Hans，應該如何面對他的恐懼症，他告訴Hans那是件
Dummheit（「蠢事」，換言之，是想像的而非真實的事）。同時，父親也告誡
Hans，太過專注於Wiwimacher是「不對的」（拉岡特別強調佛洛伊德的措詞是
unrecht。這個字指的是「不對的」，並非「不好的」。「對不對」是法律問題，
而「好不好」則是道德問題」）。這是為什麼馬這麼壞，會咬他，換句話說，馬

代表的是懲罰。 

但父親這次的介入，或啟蒙，並未引起太大的改變，手淫的快感仍然持續。

父親的介入，只稍稍減輕Hans的罪惡感，讓他知道這是很自然的事，不必因此過
度自責，所以恐懼症是一件蠢事。但同時父親也強調了法律面向的禁止，對手淫

滿足的禁止。 

第二次則是告訴Hans，他所想像，以及慾望著的母親的陽具並不存在。透
過將Hans的慾望對象奪走，來撲滅他的慾望。 

但這第二次的介入，若由小孩眼中，掌控整個世界、全知全能的想像父親

來操作的話，或許能達到這個效果。但對真實父親而言，卻難以擔當這樣的任務。

因此，當Hans的父親告訴Hans母親的陽具不存在之後，並沒能熄滅Hans的慾望，
反而讓Hans以另一種幻想的形式來回應父親的啟蒙，就像他的兩隻長頸鹿的幻
想。就在父親告訴他，母親陽具不存在時，Hans緊接著就說他見到媽媽只穿襯衣，
裸身地向他展示她的Wiwimacher。當時父親還質疑，到底是穿襯衣，還是裸體？
既裸身又穿衣，這個矛盾的細節，就像拉岡所稱讚，是非常漂亮的幻想。就像是

Alphonse Allais所寫的故事中人物的驚嘆：「看這個女人，在她的衣服下，她是
赤裸的」。Hans堅持看見他所慾望的東西，即使隔著衣物。拉岡指出這是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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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的父親無法從一個權威的角度來維持世界秩序的原因。因為，對父親而言，
Hans母親要麼是赤裸，要麼是穿著衣服，但在Hans的世界中，媽媽是既赤裸又
穿著衣服！ 

於是，顯然父親直接切入Hans的罪惡感，只是讓罪惡感以其他形式出現，
並不能真的消除罪惡感（這或許是為何健康教育失敗的原因）。但Hans對於父親
的介入也非全無反應，他將創造一系列的神話，讓他能逐步將這個新的問題（母

親陽具的不存在）整合入他的意符結構中。換言之，藉著自己創造的神話產物，

Hans一步步地自行完成從想像世界到象徵世界的過渡，或拉岡所說的
symbolisation de l’imaginaire（想像的象徵化）。我們會見到此種象徵化的工作，
是藉由將Hans與母親雙人誘餌關係中的想像要素——陽具——變成一個象徵的
意符。而拉岡認為這個「想像（或影像）的象徵化」過程正表現在Hans的兩隻長
頸鹿幻想：將影像變成紙團，變成一種可脫離、攜帶、移置、交換、給予等等的

象徵物。 

拉岡要我們注意到，當父親在佛洛伊德的建議下，對Hans解釋閹割的事實
時（女性沒有Wiwimacher）之後，Hans如何反應。Hans的反應是「兩隻長頸鹿
的幻想」：一隻在叫，另一隻被揉成一團，並且被Hans坐在上面。拉岡認為，父
親對這個幻想的詮釋是對的，大長頸鹿是父親的象徵，而小長頸鹿則是與母親的

Wiwimacher有關。只是，拉岡更精確地指出，小長頸鹿涉及的是母親渴望的，
但同時欠缺的陽具（是母親的陽具Wiwimacher，而非媽媽）。於是，父親雖然
一開始的詮釋正確，但仍然矛盾地將兩隻長頸鹿視為是他與太太的化身（263）。 

先不管這些詮釋正確與否，拉岡認為重要的是小孩透過這個幻想要表達的

是他希望從父親那裡重新奪回母親，儘管這樣父親會不高興、會生氣。換言之，

是聰明的小孩在告訴愚蠢的父親，在向父親解釋什麼是伊底帕斯（我們也談過佛

洛伊德賦予小孩更甚於父親的分析師角色，以及當中所涉及的遺產、遺傳與遺留

等問題）。但是在真實當中，父親從未對小孩生氣，他最多念念太太，但最後還

是讓步，父親從未生氣（這是拉岡所說，欠缺真實父親的原因）。於是，現在是

Hans指著父親的鼻子，告誡他，「你必須要生氣、你必須要忌妒」。拉岡接著說，
但不幸的是Hans的父親從未負擔起他「震怒天神（雷神）」（dieu Tonnerre）的
天職。 

拉岡要我們注意，這兩隻長頸鹿的差別在哪裡，Hans從未表示牠們是一隻
公，一隻母的，而是兩隻都是長頸鹿，只是一大一小。拉岡認為，這與小孩陷入

母親的陽具慾望而成為陽具轉喻一樣：小孩整個人就是陽具。於是當Hans面對父
親的介入（女性沒有Wiwimacher，閹割的可能性）時，他試圖重建，重新豎立
母親的陽具，他也將母親整個人陽具化，以一種雙重化（double）的形式，將母
親整個人變成陽具。而雙重化，這意味著創造一種替代，一種轉喻（métonymie）。
於是原本只是小孩想像在那裡，在與母親誘餌關係中的想像陽具，現在開始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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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轉喻，變成是一種「象徵物」或「意符」，它可以被攜帶、交換、饋贈，總

之，可以任意移置的東西——屬於象徵範疇。從圖像、影像到一個意符。此外拉
岡還舉Hans修改父親長頸鹿圖畫的例子，證實這種由想像到象徵的過渡：圖中
Hans所添加的與長頸鹿分離的線條，也就是陽具，不就是那隻被揉成一團的小長
頸鹿！拉岡還強調這都沒有人發現。 

接著Hans所建構的第一個神話，是在4月3日。當他與父親對著窗外玄想
時，關於Verkehr（交通、交媾）所構築的神話。Hans見到的是什麼？馬匹、移
動的車輛、卸貨、上貨、小孩們攀爬到貨物箱上，等等。這些元素屬於現實的範

疇，對拉岡而言，Hans將利用它們作為其permutation遊戲不可或缺的要素。什麼
是permutation，它指的是一個人從某個工作崗位調職到另一個工作崗位，因此，
拉岡認為「意符的根本過程就是permutation」（le jeu fondamental du signifiant, c’est 
la permutation, 282），從一個位置到另一個位置的交換過程。拉岡認為，任何文
明人都不可避免地面對此種permutation，他以自己的領帶為例，他的領帶一面顏
色較淺，一面較深，若他要將淺的這面向裡面，深的這面向外面，他就必須進行

一種心理上的permutation。而他每次都弄錯。 

於是，拉岡認為Hans首先建構的就是屬於這種permutation範疇的東西。
Hans想要爬到車上，從街的一邊到另一邊，但他又害怕。害怕什麼？他害怕他還
沒到對街的卸貨月台時，車就開走了。於是，我們可能會說，Hans是害怕與母親
分開。但拉岡提醒我們，Hans一開始就告訴我們，這並不是他害怕的，因為他說
如果他被車載走的話，他可以搭馬車回來。因此，拉岡認為Hans害怕的是他在車
上，而這部車面對著某種可能與車分離的東西，亦即面對著某種東西，車子相對

於它可以移動。（283）事實上，Hans的許多幻想都圍繞著這個主題，如在Gmunden
錯過下車被載到下一站，或無票乘車被查票員罰脫光衣服，之後又付錢繼續搭

車，等等這些幻想——拉岡戲稱的「汽車神話」（mythe de la voiture）都顯示Hans
正朝著「意符的範疇」（ordre du signifiant）發展（283）。 

同樣地，拉岡認為Hans對於loumf的興趣，並非一種退轉，而同樣是一種
神話遊戲。而所有這些神話遊戲，Hans是利用它們來從一種對母親關係的陽具認
知，過渡到對雙親配偶之關係的閹割認知（le passage d’une appréhension phallique 
de la relation à la mère, à une appréhension castrée des rapports à l’ensemble du 
couple parental, 284）。而此種認知的過渡，最具體的表現則是在Hans的「水管
工或鎖匠拆卸、裝回生殖器」的幻想。 

正如拉岡所言： 

神話始終是對於一個問題提出解答的企圖。當中涉及的是從主體，或相關的社會，對世界

之關係的某種解釋模式，過度到另一種解釋模式。而此種轉變之所以必須，是因為出現了

新的、不同的元素，這些元素與早先的陳述有所衝突。可以說，這些元素迫使這個過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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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但過渡卻是不可能的，是一條死巷。這就是神話結構的特徵。（293） 

於是，Hans的神話正是讓他得以在欠缺真實父親的情境下，邁入象徵範疇
的產物。 

伊底帕斯與象徵、想像、真實父親們 

我們看到拉岡完全是由結構的觀點來理解伊底帕斯情結。而伊底帕斯當中

的三個分期分別是：前伊底帕斯（特徵是小孩—母親的雙人誘餌關係）；閹割（伊
底帕斯的分水嶺）；伊底帕斯（步入正常異性愛戀，成為法治社會動物的門檻）。

因此，對拉岡而言，伊底帕斯意味著從「想像範疇」進入「象徵範疇」的過渡。

但應注意的是，對拉岡而言，伊底帕斯既然是一種結構，其分期也是一種邏輯結

構區分，而非時間區分。換句話說，個體可能固著在其中的任何一個階段，而構

成神經症或精神病。 

而決定整個伊底帕斯情結演化的關鍵，則是象徵父親、想像父親與真實父

親的配置。 

一、一開始從小孩—母親的原初想像關係中，經由慾望邏輯（慾望是他人
的慾望），發展成想像的三元關係：小孩—母親—母親慾望的對象，陽具。前伊
底帕斯期的特徵是「小孩—母親—陽具」的三元想像關係，而當中陽具所佔有的
位置則已顯示出「父親的功能」或「象徵父親」在一開始就已經起著作用。 

在這個三元關係中，小孩會發現，他與母親都有著欠缺。媽媽的欠缺是因

為媽媽的慾望（母親必然是不完整的，否則她為何會有慾望），而相對於母親的

慾望，小孩也感覺到自身的欠缺（媽媽無法接受他的愛，因為他不能完全滿足媽

媽）。於是在這個慾望邏輯中，小孩認同於母親的慾望對象。但是這個寧靜和諧

的誘餌關係（如Hans所玩的「陽具、陽具你在哪裡」遊戲），一但鬆動，小孩可
能被迫改變其存在所處的位置，則必然產生焦慮。而在Hans的故事中，鬆動上述
誘餌關係的是Hans對自己陰莖的發現（他對自己的器官開始有感覺）。這解釋了
Hans的焦慮並非他手淫的直接結果，而是因為他對自己陰莖的發現，導致原先他
所處的誘餌位態的鬆動。 

二、其次，前伊底帕斯期中，陽具位置（父親功能）的發現首先將帶入想

像父親的角色。對小孩而言，擁有這個能滿足一切的陽具的人，必然是個全之、

全能的人，於是原本被小孩視為玩伴以及與他一起競爭母親的愛的父親，便成為

一個想像的全能父親。是這個想像父親讓小孩認識到父親有著某種小孩與母親都

沒有的東西，換句話說，他讓小孩認識到自己真實的欠缺，自己的「匱乏」

（privation）。這個時候，原先在小孩—母親關係中的想像陽具，變成是由父親
功能之律法所決定的「象徵陽具」。父親功能的律法讓小孩認識到他自己欠缺著

象徵陽具。如在Hans兩隻長頸鹿幻想中，他開始將母親的想像陽具變成是可以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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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可以被移置、交換的象徵陽具，變成是陽具意符。而由此，小孩開始進入意

符的範疇。對拉岡而言，這是語言得以成立的條件。 

前伊底帕斯期發展的頂點是閹割的確立。此時，小孩已經領悟在他與母親

關係中，象徵陽具的存在，它雖是想像的父親所擁有，但它像是一個意符一樣，

可以脫離、移置、給予與交換，於是小孩嘗試與想像父親「商量」，希望獲得陽

具。如在Hans病例中，這表現在Hans與父親「共同」進行違法的事的幻想 （潛
越入繩子圍起的界限，無票乘車等）。換言之，小孩仍處於「動搖」的位態，他

仍希望獲得陽具滿足母親，同樣的，他的焦慮也無法平息。此時，就必須有真實

父親的介入，告訴他，他並沒有陽具，只有父親才有、才能滿足母親，而父親既

不會交換，也不會給予他的陽具。換句話說，真實父親給予小孩閹割，斷絕小孩

成為他所想像的陽具的願望。如此，小孩將可斷除成為母親慾望對象的企圖，以

及無法達成此一目標所引起的焦慮。否則，這個焦慮將繼續發展，直到找到它找

到真實父親的象徵替代物，而成為恐懼症。 

三、經歷了閹割之後，伊底帕斯便開始走下坡，直到化解。男孩經過閹割

之後，才會停止追求想像的陽具，繼而從自身的真實陰莖中，獲得成為父親、成

為陽具擁有者的位置。而女孩則同樣停止追求想像的陽具，而追求真實陰莖的擁

有者。 

與佛洛伊德相同，拉岡也認為Hans的恐懼症中，對馬的害怕，並非焦慮的
直接結果，而是焦慮後來固著在馬的形象上，才轉為恐懼。但對於焦慮的來源，

佛洛伊德與拉岡的解釋卻極為不同。佛洛伊德認為焦慮是來自於兒童性刺激帶來

的快感，突然在某種原因之下，轉變成不快感。他並且提出後設心理學假設，認

為是「抑制」造成此種快感的逆轉。但拉岡此時卻從人類存在的處境來解釋焦慮

的來源。他不認為焦慮是因為性快感轉變成不快感，而是性快感的認識威脅了主

體的存在。如Hans的焦慮是來自於他發現自己的性器官之後，感到他無法與滿足
母親的陽具相比擬，而這使得他在原先與母親之誘餌關係的存在位置受到動搖，

而這才產生焦慮。就此，我們可說，若佛洛伊德是從後設心理學的角度，來詮釋

未知的精神現象，而拉岡卻是從人類存在的情境去解釋。當人類被迫脫離他的存

在，他就有回到先前破碎身體處境的危險。 

其次，佛洛伊德認為Hans的恐懼對象——馬——是父親的替代：因為他愛
媽媽，所以害怕父親的懲罰，因此以馬取代父親。但拉岡發覺，為何Hans需要以
馬取代父親？為何Hans的症狀不是直接表現成害怕父親？這個問題，對拉岡而言
凸顯出， 

第一，正因為Hans欠缺了一位震怒的父親，才讓Hans以一個恐懼物，馬，
來取代震怒的父親。但如果我們在深入追溯這個問題，為何Hans需要一個震怒的
父親？那麼拉岡理論的結構面向就完全顯現出來，Hans之所以需要一個震怒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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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是因為這是伊底帕斯結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父親的功能一開始就存在於伊

底帕斯中，只有震怒的父親，才能遏止小孩因與母親關係的動搖而產生的焦慮。

唯有如此，小孩才能往對象愛戀的方向發展。 

第二，對佛洛伊德而言，馬似乎單純地只是父親的替代，父親的象徵而已。

但對拉岡而言，從語言學的觀點理解，更正確的說，馬並非象徵物，而是意符。

就像phallus是一種意符一樣，馬作為一種意符，它必須擁有能在不同的意旨上流
動的特性，這是為何拉岡認為，在Hans生命史的不同過程中，馬代表著不同的人，
牠在不同時候，分別代表著父親與母親（例如，一開始Hans是害怕馬會咬他，後
來又害怕馬會摔倒）： 

Pour comprendre la fonction du cheval, la voie n’est pas de chercher 
l’équivalent du cheval — si c’est le petit Hans lui-même, ou la mère du petit Hans, ou 
le père du petit Hans. C’est successivement tout cela, et bien encore d’autres choses. 
Cela peut être tout cela, cela peut être n’importe quoi de tout cela, pour autant que le 
petit Hans fait ce que j’appellerai des essais successifs pour appliquer sur son monde 
le système signifiant cohérent avec le cheval afin de le restructurer, et que le cheval se 
trouve, au cours de ses essais, recouvrir à tel moment tel des éléments composants 
majeurs de son monde, nommément son père, sa mère, lui-même, la petite Anna sa 
petite sœur, les petits camarades, les filles fantasmatiques, et bien d’autres choses. La 
fonction du cheval, quand il est introduit comme point central de la phobie, c’est 
d’être un terme nouveau qui a précisément d’abord pour propriété d’être un signifiant 
obscur. (307) 

而拉岡在此玩弄文字遊戲，un signifiant 因同insignifiant。換言之，馬本身
是不重要，是無意義的，它只是Hans用來從新結構他的世界的一個功能。 

因此，拉岡認為恐懼物的功能，就像Hans的其他幻想一樣，都是作為一種
神話，讓Hans在面對存在的困境，存在的不可性時，找到一種解答。換句話說，
讓他從想像的範疇過渡到象徵的範疇。這是為何拉岡認為phobie就像是
Lévi-Strauss所說的神話，只是神話是社會群體在面對存在的新元素時，所建構的
解決方式，而phobie則是個體層次的神話，他是神經症患者的mythe individuelle。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拉岡是如何從語言學與結構人類學的角度重新閱讀佛

洛伊德的病例。而佛洛伊德理論中的情感概念，以及後設心理學概念（如抑制、

無意識等）在拉岡理論中則被語言學的意符與結構的構想所取代。於是，佛洛伊

德理論中所謂的抑制導致情感與表象分離的過程，而表象構成無意識，情感則或

是轉換成身體神經傳導，或是移置到另一個表象之上，或是被投射到外界的重要

病因學構想，在拉岡著作中，變成是一個邊緣課題。那麼這還是「回到佛洛伊德」

嗎？還是這只是藉由佛洛伊德，通向Lévi-Strauss與Jakobson ，而最後抵達拉岡？ 



 

 80 

但不可否認，拉岡的閱讀的確提醒我們注意到，Hans症狀的原因，在於父
親的角色問題。當佛洛伊德以神的姿態告訴Hans他的伊底帕斯命運時，父親還搞
不清楚狀態，還從現實的角度，質問Hans「我曾經對你兇過嗎？」，最後還是
Hans告訴父親，這個分析師候選人，作為一個父親，他應該要生氣，他應該要懲
罰，像震怒的天神一樣，換言之，他必須負擔起他在伊底帕斯結構中的角色。是

這個角色的欠缺，小孩才會需要從症狀中尋找替代物。 

拉岡對於情感以及其他後設心理學概念的忽略，很早就引起幾位對佛洛伊

德著作熟悉的學生們的質疑，其中包括André Green, Jean Laplanche與J.-B. 
Pontalis。André Green更是撰寫一部專書，提醒我們注意，情感在佛洛伊德理論
中的重要性。 

而Laplanche在1971年對Hans病例的研究中，認為我們可以像拉岡從表象
聯想的途徑，去發現意符的移置與替代過程，但他提醒我們必須注意這些聯想的

每一個中繼站，都是一個帶有情感的場景，如從帶著快感經歷的觀看母親的

Wiwimacher到，令他害怕的馬匹，這顯示著在這些移動的表象之下，必須假設
有某種東西的流動。而這個在表象之下流動的東西，正是情感Affect（快感或不
快感）。 

於是Laplanche強調佛洛伊德在Hans案例開始之前就已經有著關於情感的
焦慮理論，雖然這個理論仍處於粗糙、原始的階段。這個理論認為，一開始有一

股對於母親（或父親）的愛，libido，之後這個Libido被抑制，沒有被滿足。而在
第二個階段，在提供滿足的對象付之闕如的情況下，Libido轉變成焦慮。最後，
在第三個階段，這股成為自由的焦慮才固著、縫合在任意的一個表象，由此將莫

名的焦慮合理化為有對象的害怕。而之後，在1924年的〈禁制、症狀與焦慮〉中，
以上這個相對簡單的理論才獲得了更細緻的發展。在這篇文章中，他認為焦慮是

一種面對創傷情境的反應（不再是因為性libido的轉換產生），而創傷情境就相
當於處於無助狀態的嬰兒，面對過度繁複與強烈的刺激匯流，而無法控制這股刺

激匯流。佛洛伊德於是區分一種「自發性焦慮」與「對真實危險的焦慮」。「自

發性焦慮」是面對上述創傷情境的自發反應，而「對真實危險的焦慮」則是主體

在面對外在現實的危險時，由其自我所複製的反應，用以作為警示，因此是一種

焦慮的訊號。換句話說，對於危險的準備與等待。 

而從拉岡對Hans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他所詮釋的焦慮完全不同於佛洛伊德
的兩個焦慮理論。拉岡對焦慮的認知反而比較接近存在主義的看法，認為焦慮產

生自想像關係中，自我面對他者時所處之位置的動搖。但之後，特別是在1962-63
年，拉岡又將焦慮聯繫於慾望的對象objet petit a的欠缺，換言之，欠缺的欠缺。 

 

5. 拉岡對Schreber的重新閱讀（《第五講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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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先前的章節中，拉岡整合了鏡像階段理論與話語結構，並且提出所謂
的R圖示。如此在第四個章節中，他回到了Schreber的妄想的主體性問題。 

拉岡首先強調，在原初母子關係中，主體想像範疇中陽具的意義必須經由

「父親隱喻」才能被喚起。例如，從R圖示的對稱關係中（φ -- A），我們也可以
看到這一點。 

拉岡從「隱喻」的公式或意符替代公式（首先出現在第五講座中）說明父

親隱喻如何喚起想像陽具的意義： 

 

這個隱喻公式需要一些說明。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它並非代數公式。因為

就代數而言，這個公式的結果是不可想像的。這是為何拉岡嚴厲地批評他的學生

Laplanche與Leclaire錯誤地引用了這個公式，導致錯誤的理論結果。 

這個隱喻的公式首次出現在第五講座「無意識形成物」（les formations de 
l’inconscient）。拉岡在第三講座「精神病」研究中推演出話語結構（L圖示），
而在第四講座「客體關係」將此話語結構延伸為具有真實、想像、象徵三個向度

的R圖示，並且確認無意識具有語言意符般的結構。於是隨後在第五個講座中，
拉岡便正式將Jakobson探討「隱喻」與「轉喻」的語言學構想引入精神分析中，
並且認為這兩者正是佛洛伊德所稱之無意識機制的效應：「凝縮」就相當於「轉

喻」而「移置」則相當於「隱喻」。 

但甚麼是「隱喻」與「轉喻」？ 

就文學修辭而言，我們可以簡單地說，隱喻是「指鹿為馬」（送你一朵玫

瑰，代表我對你的愛。玫瑰是愛的隱喻）。而轉喻則是「以偏概全」，以部份代

表全部。如以傅鐘、椰林大道表示台大。 

於是在這兩個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不同的意符變化與意符、意旨關係。

在「隱喻」中（指鹿為馬）是一個新的意符（鹿、玫瑰）失去了它自己的意旨，

而去意指著原來的符號（馬、愛）。而在「轉喻」過程中（以偏概全）則是一系

列可以互換的意符（傅鐘、台大）共同意指著台大這個意旨。 

由此，我們可以說，在隱喻的意符替代過程中，原先符號的意義仍然能夠

浮現。換言之，一個意旨能夠穩定地固定在一個意符之下。拉岡說這是隱喻之所

以能夠成功的原因，這也解釋為何女孩收到心上人送的玫瑰會臉紅，因為在隱喻

中，意義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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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轉喻中卻不是如此。在轉喻中意符與意旨之間的界限被維持住，意旨

與意符的關係無法被固定下來，如在台大這個意旨之上傅鐘、椰林大道等意符可

以無盡的滑移。 

是在這樣的構想下，拉岡在第五講座中給予這兩個過程一種邏輯的公式。

而這些公式的前提在於「意符之於意旨的至上性」。我們說，這個前提是違反

Saussure的語言學構想，但它卻符合拉岡在Schreber案例上所觀察到的無意識結
構。他在第三講座中提到： 

通常，在分析中我們重視的都是意旨，因為這無疑是最吸引人的部份。而

且表面看來，這也是精神分析之象徵論研究的領域。但若誤識了意符作為

最初媒介的角色、誤識了意符事實上才是主導的要素，那麼不僅我們破壞

了對神經症現象最早的理解，以及夢的詮釋本身的平衡，而且我們也絕對

無法理解精神病的過程。（S III, 247） 

 基於意符的至上性，拉岡反轉意符與意旨的關係。正如他在1957年〈無
意識中的字母審級或自佛洛伊德以降的理性〉（L’instance de la lettre dans 
l’inconscient ou la raison depuis Freud）所提出的公式： 

! 

S

s
 

隨後為了強調意符的功能，特別是意符對意旨的效應，於是便將意符與意

旨的公式寫成： 

! 

f S( )
1

s
  ：S之於s的功能。 

從這個公式出發，拉岡將轉喻與隱喻的公式分別寫成： 

! 

f S...S'( )S "S #( )s 

轉喻的結構是： 

意符與意符的連結，產生了省略，經由此省略，意符將存在的欠缺置入客

體關係中，並且利用意義引申的價值，讓客體關係被挹注了針對著它所承

載的這個欠缺的慾望。而括號中的－，在此顯示了屏障的維持。它在最初

的算式中表示著意符與意旨之關係的不可化約性，亦即意義的抗拒。而等

號與曲線則是「相當於」（congruence）。（Écrits,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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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拉岡這個定義，可以看到，轉喻的特徵在於意符之間的流動性，導致意

符無法固定於意旨之上，因此造成意義的無法產生。藉由此種方式將主體存在的

欠缺引入主體與客體的關係中，使得客體關係中產生了一個永遠無法被滿足的慾

望。而這也正是失落客體的效應。 

其次，隱喻的公式則是： 

! 

f
S'

S

" 

# 
$ 

% 

& 
' S (S +( )s 

隱喻的結構是： 

意符與意符的替代，產生了一種意義的效應。它是詩或創作的效應。換言

之，相關意義的出現。（S’在這個脈絡中指的是產生意符效應的項目，或
具有意指性的效應。而這個項目在轉喻中是潛在的，在隱喻中則是顯在

的）。括號中的+在此顯示屏障－的跨越，以及此一跨越使得意義能夠出現
的構成價值。這個跨越表達了由意符過渡到意旨的條件〔……〕而這個意

符到意旨之過渡的時刻，就相當於主體所處的位置。（Écrits, 515-6） 

因此，隱喻與轉喻的差別在於，在轉喻中意符無法固定於意旨上，只能無

盡的流動。相對地隱喻則是使意符能夠固定在意旨上，並且產生意義。而意義的

產生，也標示著主體開始佔據了話語結構中主體的位置。 

從第五講座開始，拉岡又將隱喻的公式寫成上述的： 

 

在這個公式中，大寫的S（S與S’）是一些意符，x 則是未知的意義。s 是
由隱喻所導入的意旨。而隱喻在這個公式中，則是意符鏈中S對S’的替代。
而S’被劃掉，代表該意符被略去，這是隱喻之所以能成立的條件。（Écrits, 
557） 

在這個新的公式中，是意符S取代了S’，使得意符S能夠跨越屏障固定到意
旨s上，因而產生意義。 

接著拉岡再將這個隱喻公式應用在父之名的隱喻上，也就是以父之名取代

原先由母親的不在所象徵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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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嬰兒來說，母親的在場與不在場是最早的象徵化（「在」對立於「不在」），

在這個象徵化中，嬰兒開始了解母親的不在具有某種意義，因為他發現他不再能

夠完全的佔據母親，滿足母親。因此，母親的不在對嬰兒凸顯出他所不能滿足的

母親的慾望，但他一開始並不了解這個母親慾望的意義是什麼。直到父親功能的

出現。父親功能出現後，父之名就取代了母親的慾望，是這個隱喻的替代過程讓

意符跨越了屏障固定到一個意旨之上，因而讓意義產生。因此，這個最初意義的

產生，就是「父之名」的意符，跨越屏障連結到意旨「陽具」之上。 

這是為什麼拉岡稱伊底帕斯中的決定性角色是「父親隱喻」。是上述意符

替代過程的父親隱喻，讓小孩能夠在流動的意符系統中固定下第一個根本的意

義，亦即讓大寫位置上的「父之名」這個意符，固定到「陽具」這個意旨上，如

此才讓小孩開始在伊底帕斯結構，以及同時在話語結構中，佔據主體的位置。因

此，父親隱喻是最根本的隱喻，是從父親隱喻開始，所有的隱喻才能產生，換言

之，所有的意義才能產生。 

接著，拉岡要我們設想一種主體所處的情境，在當中，回應著對父之名的

呼喚，是一種欠缺。此種欠缺並非真實父親的不在，因為相反地，真實父親的不

在，更能凸顯出意符的存在（因為父親的在與不在的對立，讓父親的意符更可以

被凸顯出來）。因此，拉岡設想主體處於一種情境，在當中，對父之名的呼喚，

相應的是意符本身的缺乏。 

拉岡強調，在話語結構中，事實上，主體通常無法得知大寫他者位置上意

符的存在。換句話說，大寫他者位置上的意符是處於被抑制狀態，也就是處於無

意識狀態。就像除了口誤等失誤行為之外，我們在說話過程中並不會意識到被預

設的大寫他者。而就在那些失誤行為上，大寫他者上的意符，經由重複強制

（Wiederholungszwang）的自動機制，堅持要出現在意旨當中。 

於是拉岡指出有一種欠缺意符的狀態是與上述意符被抑制的狀態不同。他

認為可以從佛洛伊德許多篇章中──主要是「狼人案例」──歸結出Verwerfung
這個概念。拉岡認為，這個與精神病息息相關的概念，顯示出一種不同於抑制的

無意識功能。 

Verwerfung相當於佛洛伊德在〈否定〉（Verneinung）中所提出的Bejahung
的欠缺。我們之前曾討論過Hyppolite對這篇文章詮釋與拉岡的回應。Hyppolite
認為佛洛伊德在該文中，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邏輯概念，也就是「否定」事實上

並非肯定的相反，而是作用在肯定上的一個功能。簡單地說，必須先肯定某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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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存在，之後才能予以否定。如要否定一個學生，要當掉一個他，首先得先肯

定他，讓他成為台大的學生，之後才能當掉他。缺少了這個原初的肯定，就對他

莫可奈何。而這個沒有受到原初肯定的學生，就會像個幽靈一樣，遊蕩在學校這

個象徵系統中。 

其次，拉岡指出，佛洛伊德在〈否定〉中也強調，上述的原初肯定主要是

針對著意符（換言之，是一種象徵系統中的肯定。因此，肯定意味著有被象徵化），

他舉出佛洛伊德著名的52號信件作為這個觀點的證明。在這個書信中，若各位還
記得，佛洛伊德將知覺最早的銘記，也就是記憶的第一個步驟稱為「知覺符號」

（Wahrnehmungszeichen）。而我們當時也舉證佛洛伊德當時先後的信件脈絡顯
示，佛洛伊德認為此種記憶的最早銘記是早於兒童語言的獲得。但拉岡卻硬生生

地將此一早於語言的過程等同於語言系統中的象徵化過程。這也是為何我們當時

表示，拉岡主張的「回到佛洛伊德」經常是一種經由回到佛洛伊德而通向拉岡的

單程車票。 

總之，拉岡認為從佛洛伊德著作中，找到所需的證據，讓他可以合法地將

他在精神病過程中所提出的forclusion構想等同於佛洛伊德的Verwerfung概念。而
forclusion就意味著在「父之名」被呼喚的地方，在大寫他者處，出現一個單純的
洞。因而導致父親隱喻的效應無法產生，其結果是陽具意義無法被喚起，在陽具

意義那裡也是一個洞。而陽具意義的欠缺，就意味著在原初的母子關係上，小孩

無法過渡到伊底帕斯結構中的主體位置，僅能停留在母子的想像關係中。以致

於，他無法完成伊底帕斯的過程，去認識性別差異。因此，當Schreber產生「退
變成女人」的幻想時，他無法回答什麼是女人，進而陷入拉岡所稱的「想像的瓦

解」。 

而拉岡認為，Schreber這個伊底帕斯結構中的欠缺，就表現在Schreber無法
確切描述，但卻肯定它存在的「心靈謀殺」（Seelenmord），並且認為它和Flechsig
以及Schreber這兩個姓氏有關（父姓）。這個心靈謀殺無疑是在主體生命感最私
密之關鍵處所引起的混亂。而Schreber在回憶錄中很可能提到一些還活著的人的
人名，以致於為了出版，不得不將這整個段落刪去。於是，當佛洛伊德希望了解

Schreber所稱「心靈殺手」一語的意義時，他只能經由文學的途徑。佛洛伊德舉
出三部與惡魔奪取靈魂的事蹟有關的文學作品：歌德的《浮士德》、拜倫的

《Manfred》以及Weber的《Freischütz》。其中，Schreber確實曾直接引述到拜倫，
特別是當他區分「上上帝」與「下上帝」時將他們分別稱為Ahriman與Ormuzd。
Schreber指出在拜倫的Manfred當中也出現Ahriman這個字，並且與「心靈殺手」
有關。而佛洛伊德從拜倫的詩篇中，發現只有一小部份能與浮士德相比擬的靈魂

交易，而且佛洛伊德在當中也沒找到「心靈殺手」這個詞。不過佛洛伊德卻發現，

整部詩篇的祕密與核心正是兄妹之間的亂倫：亂倫對象的死，導致故事主角受到

死亡的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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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指出，跟隨著佛洛伊德，我們也完全去信賴這個回憶錄，並且認為它

相當於最極致發展的妄想，以致於我們可以從這部回憶錄中，提出一種類似精神

病的結構。（559） 

從這部回憶錄中，拉岡認為整個妄想繁複的發展過程，總是圍繞著被認為

具有創造力的話語，而其實體化的結果就是Schreber提到的神光。 

這是貫穿回憶錄第一章的主題。在這章中，Schreber談到他對能夠從空無
中創造出存在物的舉動，感到驚訝，因為那違反了他的經驗原則。 

Schreber還強調他是威廉時代教養成的德國人，接受的是Haeckel的後設科
學論，並且列舉他閱讀的書單。這書單讓我們可以看出，Schreber滿腦子想的都
是人的概念。 

於是當自視具有科學教養的Schreber思考他迄今都認為不可想像的所謂
「思想入侵」時，他認為這證明了必然發生了某種並非來自他自己心靈的事。 

而在回憶錄第15章，Schreber提到一系列現像。在Schreber被上帝的話語驅
使去思考的同時，有一個不幸的關鍵是這個也會犯錯、會有誤識的上帝將Schreber
視為無物，讓他像是個紙片一樣的人（liegen lassen）。 

而Schreber整個主體的存在就彷彿被懸置在對上帝的反駁中。但在一種
Schreber稱為Nichtsdenken（什麼都不想）的休息時刻，他認為人類有權要求的休
息時刻，他對上帝的反駁的努力可以暫緩，而此時發生了： 

Schreber所稱的Brüllenwunder（喊叫奇蹟），也就是他突然從胸膛發出喊
叫，讓他像是被定住，與外界隔絕。這現像有時發生在他獨處的時候，有時則是

他突然張開的嘴，掉落了嘴上的雪茄，嚇壞了旁人。 

其次，是從軀體脫離出來的神聖神經所發出的«Hülfe» rufen（求救呼喊），
這呼喊的哀怨語調則是因為上帝退隱到極遠之處。就像人在極度無助時，呼喊神

在哪裡。 

拉岡強調，這兩個現像明顯地表現出主體在意符層次上的撕裂狀態。亦即

話語突然脫離成為獨立的存在。 

緊接著就在其知覺幽暗處，在走廊、隔壁房間等，孵育出一些像是特別為

他產生的顯像。 

之後在更遠處，在他感覺不到的地方，在公園裡、在真實當中，出現一些

神奇的創造物，一些被創造出來的會飛的生物，像是鳥類或昆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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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認為妄想中的這些飛行物是突然出現，而無可尋的痕跡，也不像是衍生

的花絮。因此，它們顯示出兩個階段的時間，先是意符在主體中的靜默，在真實

的表面上湧現出意義的微光，然後讓真實在空無的基礎上被投射的光芒所照亮。 

於是，拉岡認為只有從所謂在現實中出現這樣的觀點下，在這些幻覺效應尖

端的創造物才會被看成是幻覺。而拉岡認為應從「創造者」（créateur）、「創造物」
（créature）與「被創造者」（crée）這三元象徵關係中去考量這些現像。 

從創造者的位置，我們可以溯及創造者主觀地創造出來的被創造者位置。因

此，拉岡認為這個具有多元的一體性以及一體的多元性的上帝，被化成多個具有

位階關係的天庭的上帝本身就值得探究。他被降級成為各種各自毫無身份關連的

一些會使壞的存在物。 

上帝內含在這些存在物，並且被併入Schreber的存在而威脅其存在的整體
性。這個上帝的產生，隱含著Schreber對某種超時空的直覺，在這個超越三度空
間的時空中，Schreber甚至可以看見意符的傳遞沿著一些線而運行。這體現了意
符的傳遞是如何從他的後腦杓進入他的腦中。 

隨著時間，上帝的各種顯現也逐漸擴展到一些沒有心智的東西上，這些東西

不知道它們自己說的話是什麼，是一些沒有心靈的東西，像是神奇的鳥、會說話

的鳥、以及天空中門庭。拉岡說，佛洛伊德一貫蔑視女性的角度上，認為那些沒

有大腦呆頭白鵝就是一些年輕女孩。 

而拉岡強調，這些呆頭鵝的代表性，在於它們說出的話語語音的類似性，一

種純粹同音的對等關係，如Santiago=Carthago, Chinesenthum=Jesum Christum等。 

同樣的，上帝越來越遠的存在，對Schreber來說也是表現在他的話語逐漸的
變緩，最後變成一些含糊的拼音。因此，根據這些線索，拉岡說我們會以為這個

唯一能夠維持主體存在的大寫他者，顯然淨空了話語欷噓的場所。但Schreber特
別強調的是上帝不具有任何可以交換的面貌。上帝不僅無法被經驗，也完全不瞭

解人類。他完全沒有任何內在性。 

同樣的，如此一來，當靈魂被淨化之後，它們也不具有任何人格身份，而是

被化約成言語的永恆存在。是透過這些升天並且化成言語的靈魂，上帝才能得知

人類世界。 

接著拉岡便將Schreber所呈現的主體位置放入R圖示中。 

在圖示中，若被創造者I佔據了被空洞化的律法位置P，則創造者的位置就
由這個liegen lassen，這個根本的平板化所標示出來，在當中由於父親的除權棄
絕，使得母親最早的象徵化M得以構成的不在場就顯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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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兩者之間，就可以設想一條在話語的創造物上攀爬的線──這些創造

物佔據了被拒絕了主體希望的小孩的位置──環繞著意符場域中因父之名的除

權棄絕而陷落的洞。如圖示I： 

 

正是圍繞著這個洞，出現了主體企圖重新建構自己的掙扎奮鬥。後者使主

體欠缺了支撐意符鏈的根基，而意符鏈則不必然非得無法說出，才具有恐慌的效

應。主體榮耀地進行這場掙扎奮鬥，而上天的陰道（Vorhöfe「前庭」的另一個
意義）、圍繞這個洞的邊緣群聚的奇蹟年輕女孩，就以她們從人首鳥身的喉嚨嘶

吼出的那些讚美的咯咯叫聲，為這場爭鬥做了註解。可惜的是這些讚美是以反話

來說：「可惡的傢伙」（Verfluchter Kerl）。換言之：「好傢伙」。 

正因為大寫他者位置上父親意符的洞，使得父親隱喻無法產生，相對地在

想像層次上也無法帶出陽具的意義。因此，拉岡指出，相對於父親象徵隱喻的失

敗，回應在想像範疇上的也是一個洞。對Schreber而言，解決這個洞的方式，只
有實現去「男性化」（Entmannung）。 

這原本令他深覺驚恐，但之後就被接受，有如一個合理的妥協，此後就變

成一個無可救藥的決定，日後並且成為救贖世界的動機。 

拉岡對「男性化」（Entmannung）這個字做了些討論。Ida Macalpine以
Unmanning取代之前佛洛伊德著作的英譯emasculation。當然字源上，Unmanning
確實更接近Entmannung。這樣翻譯雖然比較好，但拉岡質疑的是，Macalpine對
Entmannung的解釋。因為當Macalpine反對這涉及一個器官時，她所想的卻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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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平和地縮回主體內臟器官，像是天冷會躲到身體裡一樣？還是她以為閹割情結

指的是真的閹割？ 

拉岡同意Macalpine所強調，將「蛻變成女人」（Verweiblichung）與「去
男性化」（éviration，拉岡認為較好的翻譯）視為同義詞，這是有曖昧性的。換
言之，在「蛻變成女人」與「去男性化」之間，存在著某種意義的曖昧不明性。

只是，拉岡認為更重要，而被Macalpine所忽略的是，這兩者之間的曖昧性，也
正是主體結構本身的曖昧性。這個曖昧性在於，在想像層次上，圈限出主體變成

女人之蛻變的界線，正好就是讓他無法從期待獲得屬於自己之陰莖的繼承過程

中，獲得任何好處。主體處在一道模糊交疊的界線上，一邊是變成女人，另一邊

則是作為一個男人而言，對他沒有任何好處。因為雖然「是〔女人〕」與「有〔陰

莖〕」原則上是互斥的概念，但當所涉及的是某種欠缺的結果時，這兩者就混淆

在一起。換句話說，當涉及的是「不是女人」以及「有陰莖沒有用」的結果時，

這兩者就混淆在一起。 

不過，「是」與「有」的差異，仍然對Schreber妄想的後續發展有著決定
性的作用。因為顯然Schreber想蛻變成女人並非因為他想棄絕陰莖，而是他想成
為陽具。就像小男孩在面對母親的慾望時，雖然他擁有真實的陰莖，但在想像層

次上，他仍然希望成為母親慾望的對象，成為陽具。 

佛洛伊德曾在兒童性理論上，提出對兒童而言的象徵等式：排泄物＝金錢

＝小孩＝陰莖。根據這個等式，Otto Fénichel從變裝癖研究中，推論出另一個象
徵等式：女孩＝陽具13。在當中，在想像層次上，小孩的慾望認同於母親所欠缺

的東西，而母親之所以被認為有所欠缺，則是由於象徵法則所決定。亦即，母親

                                                
13 'The Symbolic Equation: Girl = Phallus.': Otto Fenichel. (The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949, Vol. XVIII, p. 303.) Abstract: An earlier article dealing with a transvestite is reviewed and the 
formulation is as follows: patient in woman's clothes = mother with a penis = penis in general. The 
longing to be admired as a girl required him to equip this girl with a penis and to fantasy her as a penis. 
Thus 'I am a girl' and 'my whole body is a penis' was condensed into 'I = my whole body; a girl = the 
little one = the penis. Thus the equation 'penis = child' can also assume the form of 'penis = girl'. 

Women who fantasy their body as a penis disprove their oral-sadistic tendencies against the penis 
through their harmonious unity with it. The history is given of such a woman whose fantasy of being a 
woman showed its repression of the idea 'I am robbing a man and must therefore fear him'. This idea is 
applied to several characters from literature, such as King Lear's daughter Cordelia. Mignon is also 
subjected to investig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e clown, dwarf and prodigy are all discussed from the standpoint that phallic exhibition is 
repressed and must be replaced by pregenital exhibition with its fantasies of omnipotence. 'If my penis 
is too small, I am in my whole person a penis which you must still respect'. This is illustrated by 
clinical material. The castration denial is twofold: 'I keep my penis by acting as though I were a girl' 
and 'girls are no different from myself'. A masochistic patient's tears ultimately related to the poor child 
being caressed until it wetted itself. The love the man directs towards a phallus girl is passive, phallic 
and urethral. 

In conclusion, 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 phallus girl is not only a penis but also a child, fæces and 
milk. The penis is the final member of the series of introjects and one which is again proj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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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在，對小孩而言，意味著母親的不滿足狀態，而我們也說過，是父親意符的

介入才讓這個欠缺具有了陽具的意義。 

同樣地，在親屬關係的基礎結構中，女人被當成交換的客體，但在象徵範

疇上，同時被交換的卻是陽具。 

然而，在Schreber案例中，無論Schreber認同於什麼，當他承擔起母親的慾
望時，觸動了想像三個支點的瓦解。拉岡強調，值得注意的是Schreber當時是躲
避在他母親家中，並且在那裡首次發作了焦慮性錯亂與自殺的衝動。 

透過「女孩＝陽具」的象徵等式，無意識的預知已經先警告主體，若他不

能成為母親所欠缺的陽具，那麼僅剩的解決辦法是成為男人所欠缺的女人。對拉

岡而言，這正是Schreber幻想「成為女人被交媾是多美好的式」的意義。 

但這個解決的辦法出現得過早。因為對於接踵而來的「人類的爭吵」

（Menschenspielerei），Schreber對於任何勇者的呼救都沒有用，因為他們也會像
Schreber一樣，變成不適當的人，也就是像他一樣沒有任何陽具。在Schreber想像
中欠缺了一條線，一條在小孩的圖畫中，通常與人物輪廓平行的那條線（如漢斯

的長頸鹿圖畫）。亦即，在Schreber想像中欠缺了陽具，以致於對他而言，其他
人都是一些「隨便拼湊的人」（flüchtig hingemachte Männer）或拉岡借用Pichon
所翻譯的images d’hommes torchées à la six-quatre-deux（一些五四三的人）。 

於是整個問題就無法解決地停滯在那裡，若非Schreber後來自己精彩地予
以翻盤。他自己在發病兩年後，1895年11月，找到了解決的辦法：Versöhnung
（和解）。拉岡強調這個詞有「補償」（expiation）、「犧牲自己乞求神的息怒」
（propitiation）的含意。特別是，根據Schreber的根本語言，這個詞更是與Sühne
的原始意義有關，亦即與犧牲有關，而非一般所強調的「妥協」。 

而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在此將Versöhnung解釋成「和解」，是有點超過
Schreber自己給予的合理化。佛洛伊德並且悖謬地認為和解的動機在於和解對手
的欺瞞手段，也就是在於考量上帝的配偶接受聯姻是為了滿足要求最高的自愛。

換句話說，接受成為上帝的配偶，是為了滿足自以認為自己的無限偉大。我是如

此偉大才能成為上帝選擇的配偶。 

拉岡認為佛洛伊德在此違反了自己的理論，而將同性戀問題聯繫到自大的

問題，並認為這是Schreber整個妄想的關鍵時刻。但拉岡也認為佛洛伊德的疏失
無可避免，因為1911年當時他還未引入自戀的問題。自戀的問題要到1914年才引
入。而在〈自戀導論〉這篇文章中，我們記得，最重要的議題在於「自我的分裂」，

也就是從外在撤回的力比多是挹注在自我理想之上。因此，自戀是主體與鏡像的

愛戀關係（自我與另一個自我的愛戀關係）而非單純的自我誇大。若佛洛伊德當

時已經了解到這一點，就不會認為Schreber與上帝和解的動機在於Schreber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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誇大妄想。但我們也說，拉岡這個評論事後諸葛的意味濃厚，因為正是為了

Schreber案例中的困難，佛洛伊德才會提出〈自戀導論〉，最後促成第二拓樸論
的提出。因此，以佛洛伊德後來的理論批評他之前理論的缺失，這顯然不怎麼高

明。 

拉岡認為，三年後，當他於1914年提出〈自戀導論〉之後，佛洛伊德就不
會再忽略，Schreber由於Entmannung的念頭而產生之憤怒態度，後來為什麼會逆
轉。也就是Schreber為何從對蛻變成女人感到震驚、憤怒，逆轉成有條件的接受、
接納？拉岡認為，這是因為在這轉變過程中，「主體已經死了」。 

正如在回憶錄中，Schreber提到，那些語音──始終有可靠的消息來源，
並且始終穩固地提供消息的語音──在事後、後遺地讓他知道他被放在報紙的訃

文欄中，並且有明確的日期與報紙的名稱。 

而從Schreber的病歷證明書，則是可以看到此時病人的病情正陷入一種僵
直性的呆滯狀態，一種類似死亡的狀態。 

但Schreber對這個時候並非完全沒有記憶。從他的記憶，我們得知，Schreber
的死並非一般人兩腳一伸就走了，他是慢慢的死，而且還將兩腳留在外面。也就

是把腳從窗外伸出去，讓它們淋著冰冷的雨水。Schreber解釋，只要他這麼作，
讓頭溫暖，讓腳伸出去冰冷，那些神光就無法侵犯他的腦袋。當然這個意像非常

清楚，這意味著他的出生，重新出生。 

不過一個已經五十歲的人再度出生，可不是那麼新鮮。Schreber也感到有
所不適，這是為什麼那些像是年鑑學派的語音，給他的描述是「一個痲瘋的死屍

帶著另一個痲瘋死屍」。拉岡認為，這是非常出色的描述，因為它將Schreber的
統一性化約成與其精神替身的對峙。換言之，Schreber成功地描述了其想像自我
的分解狀態。此外，這個描述也呈現出主體的退轉，並非發生學上的退轉到童年，

而是拓樸學上的退轉到鏡像階段的結構，因為在這裡，對鏡像他者的關係，還原

到一種致命利刃的關係。 

在這個階段，Schreber的身體同時也只是一些外來神經移植的聚合體，一
種從其迫害者身分上脫離的碎片的堆積。 

以上這些明顯地出現在妄想中的所有與同性戀的關係，讓我們必須重新思

考「同性戀」的構想在理論應用中的問題。換言之，拉岡認為，必須從象徵關係

的角度，特別是當中自我與其鏡像關係，去詮釋同性戀的問題。從具有決定性的

象徵關係中，去看「蛻變成女人」的幻想與變裝癖等，否則，光是將此種關係詮

釋為同性戀，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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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岡指出，此一具有決定性的象徵關係，就表現在Schreber想像結構重新
建構的形式上。在這個階段，Schreber想像結構重建的形式具有兩個面向，而佛
洛伊德也提到這兩個面向： 

1.一是變性、變裝癖的行為（pratique transsexualiste）。根據日後許多案
例研究，這類行為的特徵完全可被比照於「變態」。 

2.其次，拉岡認為他在此所提出的結構，能夠說明這些案例的病患，所具
有的如此特殊的堅持。也就是堅持獲得他們的父親允許、甚至參與他們那些最極

端的糾正的要求。這是為何這些病患在做出變裝與變態行為的同時，又總是希望

父親能出面予以制止14。 

總之，這個時候Schreber是沈溺於情慾行為中，他雖然強調這些行為是他
獨自進行的，但他也承認從中獲得滿足。這些滿足就是當他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穿

戴著女人廉價的裝飾品時所獲得的滿足，他說這個時候，他的上半身看起來沒有

什麼不能打動那些女性胸部的愛好者。 

同時，伴隨著上述變性的行為，Schreber同時有某種體內知覺：他感到在
自己皮膚內，特別是在那些被認為是女性動情帶的部位，發展出所謂女性快感的

神經。 

但Schreber提到另一件事，亦即，他越是沈溺去觀看女性的影像、越是讓
腦子想著能夠讓他維持女性的事，那麼上帝的快感就會獲得更大的滿足。而拉岡

認為這個描述，讓我們必須考量Schreber的力比多幻想的另一個面向。亦即，主
體的女性化與和上帝的交媾之間的協同關係。 

佛洛伊德看清了「死亡」的意義，他將死亡所涉及的「靈魂快感」

（Seelenwollust）連結到「極樂」（Seligkeit），因為這是靈魂過逝後的狀態15。 

                                                
14 如鼠人，在他唸書的時代，他總是在深夜12點到凌晨1點的時候唸書，然後中斷，打開房

門，彷彿父親就在他眼前，然後回到房間，在鏡子前觀看自己的陰莖。這個行為的解釋，在於在

深夜那個時辰是鬼魂回返的時間，鼠人在那個時候等待父親的來訪。他父親生前，鼠人是個懶惰

的學生，常讓父親傷心，現在他想要像父親証實他很用功。但他回房間之後的舉動則顯然完全要

讓父親得不到他的希望。他一方面愛著父親，但又氣憤父親阻礙他的情慾。透過這個奇怪的儀式，

鼠人向父親宣告他追求自體情慾滿足的勝利。 

15 Schreber的神學—心理學理論大致是，人的靈魂是包含在神經當中。少
部份的神經只是用於接收感官知覺，其他的神經（領悟神經Verstandsnerven/ 
nerves of understanding）則產生所有的精神內容，而每個個別的領悟神經分別都
代表著人類精神個體性的全體，它們數量的多寡只是會影響印象持久的程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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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地，上帝也是神經，只是他是無限量且永恆的神經。而上帝神經創造萬物的方

式是透過光芒。 

但上帝創造萬物之後便退隱，讓世界依照自己的法則運行。他只負責將死

去者的靈魂召喚回他的身邊，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他才某些具有高度天分的人

類個體接觸，並透過神蹟去改變世界的命運。人類靈魂只有在死後才與上帝有經

常性的接觸。人死後靈魂（神經）經過淨化而重新與上帝結合，作為上天的前庭

（Verhöfe/forecourt）。世界次序便是如此建立永恆的輪迴。 

這個神學思想顯然是取材自已有的宗教思想。比較特殊的則是在這些與上

帝重新結合的人類靈魂享有所謂的Seligkeit（極樂），而且在淨化過程中，這些
靈魂必須學習上帝所說得話，一種Grundsprache「根本語言」。這種根本語言很
幾近古德文但更有力量，而且極富委婉言詞（Euphemismen）。 

再者，上帝並非單一存在物。上帝處於上天的前庭之上，前庭稱作前神界，

而上帝則稱作後神界，而後神界又二分為上上帝與下上帝。對於這個二分，

Schreber並無進一步解釋，只提到下上帝是主管閃族（棕髮），而上上帝則是主
管亞力安族（金髮）。不僅如此，上帝被Schreber擬人化，被認為具有自我保存
欲力，而且會犯錯，例如他們在世界秩序中留下一個敗筆，那些被極度刺激的人

類靈魂會對上帝神經具有強烈的吸引力，讓上帝無法不管它們，因而威脅上帝自

己的存在（這個錯就發生在Schreber身上）。而上帝所犯的最嚴重的錯，是他們
不了解被他們所拋棄的人類，佛洛伊德引述一個例子。Schreber認為他身上的排
泄功能（拉屎、拉尿）都是神蹟的顯現。但是因為上帝不了解人類的器官組織，

他每天重複數十次神蹟。上帝以為讓人類產生想拉屎的慾望本身就是神蹟的完

成，但人類是腸子裡有東西才拉，拉完就沒了。此外，上帝對Schreber很壞，每
次讓他產生想拉屎的神蹟時，就派人去佔據廁所。然後再問他「為何不拉屎？」 

最後，Schreber的上帝除了會犯錯之外，而且不會從經驗中記取教訓。這
是為何它們會反覆地用測試、神蹟、聲音等折磨迫害人類靈魂。搞到最後，被迫

害的靈魂不得不辱罵褻瀆上帝，讓上帝成為笑柄。但在批評與反抗上帝的同時，

Schreber又會維護上帝，說上帝的這些蠢事，只會發生在他身上，對其他人類來
說，上帝仍是天地間萬能的造物者，備受崇敬與愛戴。 

顯然，Schreber對上帝的這種矛盾雙重關係，絕對不同於一般的宗教自大
妄想，因此是詮釋Schreber妄想症之不可或缺的線索。 

最後一個不尋常的地方，是Schreber將人類靈魂升天與上帝結合時所享受的極樂區分成「男
性極樂」（männliche Seligkeit）與「女性極樂」（Weibliche Seligkeit）（262）。而之前他稱這種極
樂是關看到上帝時的視覺極樂，但有時候又將這種極樂等同於不分性別的肉體享樂（Woll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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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受到神所眷顧的快感會變成靈魂的極樂，顯示著這是一個重要的轉

捩點。佛洛伊德從字源學的角度，認為可能可以從語言的歷史去澄清這個轉變。

但拉岡佛洛伊德錯認了，在無意識中，文字是以一種純粹字母的方式顯現，因此

其間的關係比較是意符的關係，如共時性的「同音字」關係（homophonique），
而非歷時性的「字源」關係（étymologique）。在德文的歷史上，沒有什麼可以
證明selig與Seele有關，或證明佛洛伊德引述的Don Juan詩句中，那種讓愛人爽翻
天的幸福，與讓靈魂有幸能夠升天的幸福之間的關係。拉岡認為德文中之所以稱

往生者是極樂的是因為拉丁文的影響，拉丁文稱往生者的記憶是極樂的（beatae 
memoriae, seliger Gedächt）。而與德文的靈魂一詞（Seelen）的字源有關的是湖
泊（Seen），靈魂被認為會在湖泊中停留一段時間，而不是任何與極樂有關的東
西。 

因此，無意識所涉及的是意符，而非意旨。以致於，法文所說的先父（feu 
mon père）在無意識中能夠意味著「上帝之火」（feu de Dieu），甚至意味著下
令對他開火（feu !）。 

最後，Schreber的妄想所描述的是一個超越世界的地方，它非常樂意無禁
地延遲其目的的實現。毫無疑問，一但Schreber完成蛻變女人的過程，神聖的授
孕的行為就會發生，但上帝並不會透過某種經由器官的不明管道達成這項任務

（因為上帝對人類是有反感的！）而是Schreber將會經由一種精神的過程，去感
覺到在他內在的胚胎的顯現。而從他的疾病初期，就已經可以感覺到胚胎的悸動。 

如此，新的Schreber人類將會從他的內臟中誕生，如此，讓現世上腐敗且
被詛咒的人類得以重生。這確實是一種人們歸類為「救贖」（rédemption）的妄
想，但它所針對的是未來的創造物，因為現世的人類是注定要墮落。這與聖光被

肉慾快感捕獲而牢牢地附著在Schreber身上有關。 

 這個未來世界的承諾無限期的推遲，也顯示出當中「幻象」（mirage）
的向度。而且幻想中也顯示當中缺乏任何具體的媒介（只能藉助於抽象的聖光）

也深刻地決定著此種幻象向度。事實上，整個幻想模仿的劇情是在人類經歷某種

浩劫之後，碩果僅存的一對配偶，因為具有讓人類重新繁殖的權力，而面臨著動

物繁殖行為本身所具有的全面性問題。 

在這裡，拉岡指出，我們也可以從創造物的角度，看到當中的轉折點，由

此，創造物的發展朝著兩個方向進行，一是自戀快感（jouissance narcissique）的
方向（圖示中的i），另一方向則是理想的認同方向（圖示中的I）。但這是就想
像而言，也就是他的影像是想像捕捉的誘餌，而這兩個方向的發展都根植於此種

想像捕捉中。同樣地，在此這條線也是圍繞著一個洞運行，正是在這個洞上，「心

靈謀殺」放入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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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這個另一個深淵的形成，是否簡單地只是象徵當中對父親隱喻無用的

呼喚，在想像中造成的效應？換言之，是否因為父親意符的欠缺就導致想像的無

底深淵？或者，應該說，這是陽具被略去之後的次發效應，也就是先是父親隱喻

的失敗，導致陽具意義無法產生，然後主體為了解決這個結果，才將陽具意義的

欠缺帶向鏡像階段的致命缺口？拉岡認為，可以肯定的是，在這個案例上，鏡像

階段與原初母親的象徵化之間原本發展上的關連，必然與此種解決方式有關。 

接著拉岡就嘗試將透過R圖示──當中整合了話語結構與伊底帕斯結構
──的扭曲，來說明精神病的過程。這就是I圖示的由來： 

 

當然這個圖示也帶有所有在直覺上提出公式化所難免的過度特徵。這也即

是說，必須將這個圖示用於重新啟動辯證關係，這個圖示顯示的扭曲，即原先R
圖示中以字母表示的那些功能之間的扭曲，才具有理論價值。換句話說，精神病

圖示不單純只R圖示的扭曲而已，而且也代表著R圖示中這些功能之間的辯證關
係的重整。 

在這個雙曲線圖示中，除了兩條曲線沿著中間直線的漸進之外，還可以從

連結起妄想自我（m）與神性他者（M）的雙重漸進線上，看到這兩者在時間與
空間上的想像分離，與它們在相交處的理想會合的關係。 

而整個真實創造物的厚度，對主體而言，就在其影像的自戀快感（i）與
話語的異化，也就是自我理想取代了大寫他者位置的地方（I）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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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圖示所呈現的，並非精神病發病初期的混亂狀態，而是精神病末期，

也就是秩序重建之後的狀態。就像我們在圖示中可以看到，在欠缺大寫他者的情

境下，理想自我（I）傾向於替代大寫他者，而因父親隱喻的失敗，所導致的想
像陽具意義的欠缺，則由自戀的鏡像取代──讓自己變成女孩－陽具，去滿足已

經象徵化的母親。 

拉岡認為，這個圖示具體呈現佛洛伊德對Schreber研究之豐富性的原則所
在。因為佛洛伊德對Schreber的研究就建立在一個書寫文件上。該文件並非僅是
對疾病的見證，而且本身就是此種精神病末期狀態的產物。佛洛伊德給予精神病

過程的演化最早的說明，因此讓精神病的決定論得以被闡釋。亦即，精神病過程

中所涉及的唯一重要的組織性，是牽動著意義結構的組織性。 

集中在圖示，各種關係均顯現出來。從中可以看到，意符的導入，對想像

所產生的效應。這些效應決定了臨床上描述為「世界黃昏」的主體的劇變，並且

迫使新的意符效應產生作為回應。 

拉岡在「第三講座」指出，Schreber妄想進展中，先是上帝的前庭，然後
後庭，以及下上帝、上上帝，Ahriman、Ormuzd等這些象徵的接續關係，以及它
們對主體的「政策」的轉向，都正回應著主體想像瓦解的不同階段。此外，無論

是Schreber的回憶或病歷證明書，都充分顯示這些回應是為了重建一種主體的秩
序。 

就拉岡所強調的意符異化效應，他舉例，如在1894年7月某個深夜，下上帝
Ahriman以他最驚人能力的方式向Schreber顯現，並且對他說一個簡單而且是根
本語言中的常用字：Luder。 

德文字典給這個字的意義，如：壞蛋、壞胚子、下流。但這是根本語言中的

字，因此光是查字典是不夠的。此外，Niederland則將這個字聯繫到英語的Lewd
意味著妓女，但拉岡認為他藉此企圖去連接「壞胚子」或「下流」的意義──也

就是當Luder被用來當作羞辱的咒罵時的意義──是不足取的。 

拉岡認為，如果考量Schreber所說，根本語言具有古語的特徵，那們我們可
合理地將Luder聯繫到法文leurre，英文lure的字根──意味著一塊用來吸引飛禽
的肉、誘餌──後者的意義是一種更好，更可能會來自象徵的「人身攻擊」說詞，

因為大寫他者是無禮、不客氣的。 

最後是R場域在圖示中的特殊分布方式，此種像是由四方被拉扯的分布方
式，代表著對主體而言，現實的重建的條件。對主體而言，這像是座島嶼，它的

確實性是來自於對它的恆常性的測試。如在海上，必須每次都會出現，才能確定

所看到的是座島嶼，而非海市蜃樓。同樣地，Schreber在他想像的瓦解最嚴重的
時候，對恆常性這個現實的判準，也有種特殊的依賴。也就是，「始終回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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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而這個判準最佳代表便是星球的運行。這便是他妄想中的聲音「靠岸

到地球」（Anbinden an Erden）的由來。 

而拉岡認為，現實之恆常性準則涉及了一些因素，它們一方面讓現實這個島

嶼變得可以讓主體居住，但讓它變得可以居住的同時也予以扭曲。這種扭曲，也

就是我們在圖示上可看到，想像場域I與象徵場域S上的離心性重塑，這讓現實被
化約在想像與象徵之間的落差。因此，拉岡強調，「現實」無論在過程或因果關

係上，都與其他兩個場域有著從屬關係。 

此外，拉岡在圖示上標示出Schreber在「面對讀者」時的主體位置（a），以
及那個表示仍然愛著妻子的主體位置（a’）。不過這些問題在此並未進一步說明。 

最後，圖示上也標示著「話語結構」（L圖示中的Saa’A）。它意味著在Schreber
案例研究上，拉岡認為在與大寫他者關係異常、脫節的情況下，主體結構中對小

寫他者──類似者──的關係，甚至就亞里斯多德認為是婚姻關係本質意義而言

的崇高的友誼關係，仍然可以存在。這個現象在傳統精神醫學臨床上被稱為「局

部性妄想」（délire partiel），這個稱謂雖然不正確，但也相當接近。 

解釋完精神病過程的圖示之後，拉岡不忘提醒，圖示是為了讓人瞭解其背後

的分析研究，若它反而讓人忽略對精神病過程的分析，那麼不如將它丟棄。 

拉岡認為此種對精神病結構的分析，顯示對瘋狂的認識，無須假借理解的構

想，而是瘋狂的理由就在瘋狂的結構當中。這是因為「瘋狂這齣悲劇就處在人與

意符的關係之上」。這正是Macalpine，以及其他精神分析師在對Schreber的研究
中所忽略的結構面向。而這點也讓我們瞭解到為何拉岡強調精神分析的工作不在

於理解，而是在於詮釋。因為理解涉及的是意義的問題，而詮釋（Deutung）涉
及的則是意義的意義（the meaning of meaning）。如夢的意義在於主體的歷史，
但夢的意義的意義則是一種願望的實現。 

然而，認為瘋狂的理性就在瘋狂中，特別是拉岡強調，要當精神病患的書記，

傾聽他們，這難道不會陷入人們所說「與瘋狂者一起妄想」的危險？ 

拉岡說，不必為此畏懼，就像佛洛伊德也不曾因此讓步。佛洛伊德對Schreber
的分析不正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一個妄想的產物上？因此，拉岡認為： 

我們應該與佛洛伊德一起去傾聽說話者，當其中涉及的訊息並非來自一個語

言之外的主體，而是來自一個主體之外的話語。因為這樣我們才能聽進去這個話

語，Schreber在大寫他者處捕捉到的話語，當從Ahriman到Ormuzd，從壞上帝到
不存在的上帝，這個話語帶著詔書，當中說出了意符的法則：「所有的無意義都

自我揚棄」（Aller Unsinn hebt sich auf）。（574） 

佛洛伊德對無意識的發現，不正在於強調一切都具有意義？在無意識的話語

中，夜夢、囈語，乃至於瘋狂這一切都具有意義，所有的無意義都自我揚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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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拉岡引述十年前他與St. Anne醫院的同事Henri Ey的對話中所說： 

如果沒有瘋狂，人的存在不僅無法被了解，而且它也不會是人的存在，如

果它不帶有瘋狂作為其自由的限度。 

L’être de l’homme non seulement ne peut être compris sans la folie, mais il ne 
serait pas l’être de l’homme s’il ne portait en lui la folie comme la limite de sa 
liberté.（575） 

這句話可說清楚地摘要著我們這一年課程的核心構想：精神病始終處於精神

分析之外，但是如果沒有佛洛伊德與拉岡相繼對精神病的閱讀與傾聽，那麼精神

分析也不會是精神分析。因為，我們看到，從佛洛伊德到拉岡，精神分析理論的

演化是如何地受到精神病所左右。 

6. 後記 

在後記的摘要中，拉岡再次強調，跟隨著佛洛伊德，他主張： 

大寫他者是佛洛伊德所發現並稱為無意識這個記憶的場所，佛洛伊德認為

對這個記憶的研究，是一個尚無解答的問題，因為這個記憶決定了某些慾

望的不滅性。對於這個問題，我們提出的回答是意符鏈的構想，因為一但

在最初的象徵化中構成，這個意符鏈就循著一些邏輯關連發展，而這些邏

輯關連是透過意符的效應進行其對要被意指的東西的宰制，亦即對存在物

之存在的宰制。這些意符效應，我們稱之為隱喻與轉喻。 

 我們指出，賦予精神病本質性條件，以及讓它有別於神經症之不同結構的
缺陷，是在上述層次上的一個意外，與當中所發生的，也就是在大寫他者

處父之名的除權棄絕，以及在於父親隱喻的失敗。（575） 

拉岡說在此提出的這個論點，雖然是作為任何精神病治療的前提問題，但這

個論點的辯證卻不止於此。但正如我們前述，精神病始終處於精神分析之外，拉

岡在此也不得不在精神病的前提這個門檻停下腳步。為什麼必須在前提前止步？

拉岡解釋： 

首先，在他停下腳步的地方，他發現了什麼？ 

若不將Schreber與上帝的關係，從這個關係主觀的表面分離出來，就會認為
這個關係具有負面的特徵。這些負面特徵，讓這個關係顯得像是一種混合，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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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者與存在者的會合。那麼這樣一種視野就無法顯現出能夠澄清神祕經驗的

「存在」（Présence）與「愉悅」（Joie）。而這個對立不僅被凸顯，而且也建
立在以下的事實，亦即在Schreber與上帝的關係中，「你」（Du）的欠缺，某些
語言仍保留「祢」（Thou）來表示上帝的呼喚，以及對上帝的呼喚。這個「你」
正是話語中大寫他者的意符。 

對於這個問題，科學有著人們所知虛偽的羞澀，伴隨著學究式的偽思想。這

些思想辯稱生命體驗的不可言說，甚至「病態意識」，來反駁它們所放棄的努力。

但這個努力正是在此所必需的，因為這並非不可言說，〔在無意識中〕它說話，

因為在此體驗並不離去，而是在交流著，因為在此，主體性傾訴著它真正的結構，

在當中，應該被分析的就是被說出來的。 

從妄想的主體性帶我們抵達的高台，我們也要反思所謂科學的主體性，亦即

從事科學的學者與支持科學之文明人類所共有的主體性。對拉岡而言，正如Pascal
曾說過，所謂科學的主體性事實上也不過就是一種社會精神病。否則，人為何會

發表一種幾乎是妄想的關於自由的論述，會有一種真實的概念，其中的決定論只

是藉口，而且很快就會造成焦慮，只要進一步去提到偶然，以及世界上為什麼會

有至少一半的人相信聖誕老人？這些難道不顯示所謂科學的主體性，或由此被認

為正常的主體性本身也帶有精神病結構的特質？ 

既使，這樣一種社會精神病毫無疑問可以與所謂的社會秩序相容，但這並意

味著精神科醫師，即便他也是精神分析師，就可以信賴他自身與社會秩序的這個

相容性，而認為擁有比他的病人更適當的「現實」的概念。 

因此，拉岡認為，在衡量精神病的基礎時，最好能拋開這個概念。但若拋開

現實的概念，那麼精神病治療的目的何在？精神病治療的目的，難道不在於讓病

人能夠重新融入大多數人以為的現實？從個人的妄想融入群體妄想？若拋棄這

個想法，那麼精神病治療的目的是什麼？ 

拉岡說，只要去看看前人對此研究的緩慢，就可以知道我們離這個問題的答

案有多遠。例如，無論多麼博學，到目前為止，都沒有一個對於「傳會機制」的

理論研究，能夠不說在分析實踐中，「傳會」就其中的項目而言，是一種純粹雙

人的關係，但就素材而言，卻完全是一種混亂的關係。中文界許多人強調transfert
是「移情」，但我們都知道，可以肯定的是這個機制是將過去的時間轉移到現在，

將過去與他人的關係轉移到與分析師的關係。但問題是，被轉移的東西並不只是

情感而已，而且是一種個關係模式的轉移！因此，稱為「移情」大大地限制了這

個概念。或許應該從字面意義，稱為「傳移」。 

其次，如果僅著眼於transfert作為一種重複現像的根本價值，那麼拉岡問在
Schreber案例中，在那些佛洛伊德認為是transfert效應的迫害者身上，重複的是什
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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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會含糊地說：若跟著拉岡的方法，是父親的不足。於是以這種方式，人

們可以大書特書，從病歷能夠取得之人物故事的傳記與性格學角度，甚至從他們

的「人際關係角度」，對所謂的心理「周遭」（entourage）進行一種地毯式搜索。
這是拉岡對學生André Green的研究毫不留情面的批評。 

他認為，要回答在Schreber的迫害者身上傳移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就必須回
到他所提出的結構層次： 

若要精神病發作，就必須是父之名受到除權棄絕（verworfen），也就是從
來沒有出現在大寫他者的位置，並且以與主體象徵對立的關係，在那裡被

召喚。 
是父之名在這個位置上的欠缺，經由它在意旨中造成的洞，觸動了意符一

連串的重組，並由此導致想像越來越巨大的災難，直到意符與意旨在妄想

的隱喻上重新穩定下來。（577） 

這是拉岡在本文中提出的結構觀點，但在現實中，父之名是如何在唯一一個

它該出現但卻從來沒出現的位置上被主體所召喚？拉岡說，就是經由一個真實的

父親，並不必然是主體的父親，而是「一個父親」（Un-père）。我們說「每個
小孩都有一個父親」的這「一個父親」。 

而且這「一個父親」還必須來到主體之前沒有能夠呼喚他的這個位置。而這

需要這「一個父親」處在以想像對偶（a-a’）為基礎的關係中的第三者的位置。
也就是以第三者的姿態，介入「自我─客體」、「理想、現實」這個讓主體陷入

情慾化的侵略領域的關係。 

換言之，父之名的除權棄絕本身不必然造成精神病，而是必須有一個父親的

角色，無論他是誰，進入到大寫他者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上主體之前並不需要呼

喚他，但現在當主體需要呼喚他時，卻沒有「父之名」能夠呼喚他。因此，若無

這任一個父親角色的介入，父之名被除權棄絕的效應並不會顯現出來。 

只要從精神病初期去尋找這些造成悲劇因素的會合，我們就會發現它。如對

一個剛生小孩的女人而言，之前不需要呼喚的父親，現在就出現在她的配偶身

上。對坦承犯錯的罪人而言，就出現在他的告解者身上，對戀愛中的少女而言，

就出現在與「小傢伙的父親」的遭遇上。拉岡強調，是這些生命情境，就是小說

家真正的資源，亦即讓任何心理學都無法讓他觸及的「深層心理學」湧現的來源。 

如此一來，父之名的除權棄絕的原則，在於父之名必須在大寫他者位置上取

代象徵三角關係的意符本身，作為意符法則的構成者。 

因此，造成父親之缺陷的並非真實父親的性格如何（暴烈、威權的，或是軟

弱、懼妻型），因為在當中的伊底帕斯三角關係並沒有被忽略。於是，父親角色



 

 101 

並不會因為母親地位被崇高化而造成象徵的父之名的缺陷，最多就是造成小孩的

想像層次上，雙親的敵對關係，就像是小孩經常被問到的問題：「你比較愛爸爸

還是媽媽？」 

但小孩其實心裡非常明白這是父母的幼稚、他們甚至對此十分反感，但父母

親們總是會以這樣的方式，所謂愛與尊重，來解釋他們的結合或離異的秘密。但

小孩其實知道，那個秘密就是問題所在。 

人們可能會說，透過愛與尊重，是母親是否將父親放在理想位置上的方式。

但拉岡質疑，為何反過來，當問題是母親的地位時，人們卻不會強調這與父親的

愛與尊重有關。 

拉岡要強調的是，重點不在於母親對父親這個人的態度如何，而是在於母親

對父親的話語、權威的態度，也就是在於母親對伸張律法的父之名所保留的位置

如何。 

接著還要進一步考量父親與這個律法的關係本身，因為一個悖謬的現像是經

常出問題的，都是父親實際上就是擔任著立法者或衛道人士的角色。在這個極度

理想化的領域上，有太多的機會讓他處於一文不值、無能、甚至詐欺的姿態，從

而讓意符中的父之名被排除。 

當然所有的兒童精神分析師都不會否認行為的謊言所造成的傷害，但他們從

未指出這個傷害能夠損及話語的構成功能。 

簡單地說，拉岡認為，若遵循佛洛伊德的指示，則精神病的產生確實與對父

親的傳移有關。但在Schreber案例中，在佛洛伊德視為父親替代的那些迫害者身
上傳移的是什麼？對拉岡而言，傳移到迫害者身上的是父之名的原初除權棄絕這

的象徵大洞。這是為什麼Schreber稱呼他的醫生Kleiner Flechsig，小Flechsig。他
是那麼小，就像父親一樣無法填補象徵的大洞。 

總之，對於精神病治療的前提與目的，拉岡只能提出質疑，而無法更進一步

提出論點。拉岡認為他必須停在這裡，否則就是超越了佛洛伊德。但因為在佛洛

伊德之後，精神分析面對精神病的問題，又退回到了佛洛伊德的境地，因此他認

為此時重要的是回到佛洛伊德而非超越佛洛伊德。 

但對拉岡而言，回到佛洛伊德，回到佛洛伊德所發現的經驗才是最重要的，

否則在這個經驗之外使用精神分析技術，就像是在沙地上划船一樣愚蠢。 

 
 



  

八、附錄三： 法國拉岡學派（Espace analytique）邀請信函 

 



寄件人: "magnolia laluc" <mchl@tele2.fr> 
日期: 2007年3月20日 上午03時59分59秒 
收件人: "SHEN Chihchung" <ccshen@ntu.edu.tw> 
標題: Colloque 
 
Bonjour, 
  
Je te réponds seulement maintenant car j'ai repris le travail il y a une semaine et j'ai eu 
beaucoup de choses à faire. 
  
Voici ce que je peux te dire pour le moment sur le colloque: il aura lieu le dimanche 9 
décembre à Espace Analytique; c'est l'une des plus grandes associations de psychanalyse 
en France. Comme son nom l'indique, c'est une association très ouverte sur le plan 
intellectuel (notion d' "Espace"). 
  
Comme tu le sais déjà, je fais partie de cette association où je suis Analyste Pratic ien 
Adhérent et nous avons eu l' idée de créer à l' intérieur d'Espace un "Cercle d'études 
Psychanalyse-Chine". 
 
Pendant longtemps, Alain Vanier a été l'un des présidents d'Espace; comme je te le disais 
dans un précédent courrier,  il est Professeur à l'Ecole doctorale de Paris VII; or, il se trouve 
qu'il est très interessé par tout ce qui touche à la Chine où son livre intitulé : "Eléments 
d'introduction à la psychanalyse" vient d'être traduit en chinois. C'est lui qui m'a demandé 
d'organiser ce colloque. 
  
Je pense qu'il y aura 3 lignes directrices à ce colloque: la notion de conscience, la langue 
et la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J'ai tout de suite pensé à toi pour la question de la traduction; il me semble que toi et tes 
collegues avez fait un énorme travail pour le dictionnaire de Laplanche et Pontalis et que 
vous continuez à travailler sur le vocabulaire lacanien. 
  
Actuellement, nous sommes plusieurs à prendre contact avec d'éventuels intervenants; il 
m'a semblé très intéressant d'inviter simultanément des sinologues et des psychanalystes. 
 
Voilà ce que je peux te dire pour le moment. Gérard Pommier fait partie de notre groupe et 
il fera aussi une intervention. 
 
J'attends tes questions. 
 
Magnolia Chiang-Laluc 



  

九、附錄四：下年度研究計畫欲購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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