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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悲劇的倫理向度。作為一位拉岡主義者，紀傑克不僅闡述了蘊含在悲劇場
景之中的暴力機制，並且致力於分解此一機制，其努力源自於眾所周知的心理分析倫理學。
傑哈德認為，悲劇的背後有著一樁真正發生過的集體暴力事件。共同體為了解除內部的
危機，將暴力向外集中在一個代罪羊的身上，大家一起把他給犧牲掉。當傑哈德只是將悲劇
縮減為對生成性暴力事件的模仿時，心理分析卻主張：正是悲劇場景本身的戲劇性結構才構
成了犧牲的集體暴力機制。
紀傑克強調，人們共同觀看死亡的景觀並從中獲得受虐的快感，藉此緊密地結合起來。
當共同體在其內部感受到死亡的摧毀力量時，會將死亡向外排除出去。一旦造成分裂的死亡
向外移置到受害的他人身上，共同體的內在性便能擴展為極大化的愛欲，藉此團結起來。因
此，悲劇的戲劇性結構實際上是透過再現而把死亡給馴服了。
我們必須要突破戲劇的再現，因為它驅逐死亡而造成殘酷。拉岡對於悲劇《安蒂岡妮》
的閱讀，掘發了悲劇的倫理面向。透過安蒂岡妮的第二次死亡，她的形象所閃耀的光輝，帶
給我們目盲的震撼，引發了我們內在的分裂。這使得我們再也無法將內在的分裂移置出去，
而必須承擔我們自身的存有學裂隙。
關鍵字：安蒂岡妮、拉岡、紀傑克、倫理學、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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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心理分析一直都很重視悲劇。自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來，很少有心理分析
學家不談悲劇的，不論是古典悲劇的《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安蒂岡妮》
（Antigone），或是現代悲劇的《哈姆雷特》（Hamlet）、《李爾王》（King Lear）等等，
這些悲劇都一再都成為心理分析所討論研究的主題。高喊著「回歸佛洛伊德」（return to
Freud）的當代心理分析學家拉岡（Jacques Lacan）當然也不例外，他談論悲劇並不是僅僅
把它作為治療分析的詮釋架構（例如，案主所潛藏的伊底帕斯情結），他相當重視悲劇對社
會文化的廣泛影響，並將其涵括在心理分析倫理學的課題中。拉岡的後繼者紀傑克（Slavoj
Žižek）2更是積極地超出診療室，廣泛地將悲劇運用在歷史、文化、政治等議題，他認為，
悲劇的某個面向和社會暴力息息相關。
一般人會以為，發生了悲慘的事件之後，由某人以戲劇的方式加以記錄，並且反覆地
將其模仿展演出來，便成了悲劇。但是，這樣的定義過於簡化，無法說明悲劇的社會暴力面
向。一來，許多悲慘事件的發生是偶然的（例如：地震、海嘯），並不必然是人為暴力所導
致的；二則，即便是人為的暴力，當我們透過戲劇去回溯它的現實事件之源頭時，我們無法
改變此一現實事件，只能無力地對於人性感到失望與悲觀。
從心理分析的立場出發，首先要摒棄這種對於悲劇的常識性看法，亦即，悲劇並不是記
錄悲慘的事件，悲劇不是第二序的模仿。其次要提出悲劇的構成性原理（或組織性原則），
說明此一構成性原理如何引發了社會暴力，進而導致悲慘事件的發生。紀傑克致力於解析此
一構成性原理，他發揮拉岡的理論，提出幻象（fantasy）和悲劇的戲劇性（theatricality）結
構，認為這正是倫理暴力的源頭，我們不僅必須將其視為倫理上的邪惡而譴責它，並且還要
積極地對抗它，將它予以分解，使其無法運作。
不過，悲劇的構成性原理還不是悲劇的原初意涵。在希臘悲劇之初，悲劇《安蒂岡妮》
具有正面且積極的啟發，具有倫理的高度，它所彰顯的乃是一種倫理的行動：人在面臨極度
的倫理困境時，他能勇敢地用自身的死亡來承擔此一倫理考驗，展現人的絕對自由，並防止
邪惡發生。一旦我們遺忘了悲劇的這種原初倫理，我們接下來才會陷入幻象和戲劇性結構的
陷阱，產生倫理暴力的悲劇。簡言之，悲劇可以不是邪惡與暴力的，只要我們能夠回溯悲劇
的原初積極意涵，實踐悲劇之行動，在危急關頭能夠勇敢地讓自身承擔死亡，那麼，我們就
不會失落了倫理。

2

紀傑克宣稱自己是一個拉岡主義者（Lacania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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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悲劇場景
一、指涉的僵局：集體暴力與悲劇之模仿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詩學》中對於悲劇的闡釋是膾炙人口的：
悲劇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行動的模仿，……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於行
動而非敘述的形式，在其中，通過憐憫和恐懼而引發這些情緒的淨化（catharsis）。
（Aristotle, 1961: 61）
透過模仿，悲劇引發了憐憫和恐懼，進而達到淨化的效果。在具有高度衝擊性的場景
面前，人們的心靈受到了狂風暴雨般的肆虐，情感被引導到激昂的高潮，經過這一番的心靈
震盪之後，人們的心情獲得了舒緩，把淤塞的心靈給疏通過，排洩掉負面的情緒，因此而感
到放鬆和愉快並能夠平靜下來。悲劇之淨化可以使人們適度地調節情緒，保持健康的心態，
減少對社會的傷害，具有道德提升之功能。這樣的功能很難讓人不聯想到宗教意義上的洗滌
與淨化：藉由種種的儀式活動，有罪或污穢的氣質被釋放殆盡，就此獲得了和諧與寧靜。因
此，有評論者認為，從淨化的功能來看，悲劇的起源脫離不了宗教的背景，甚至可以說悲劇
的原型乃是宗教儀式的公開活動。
然而，當思想家傑哈德（René Girard）將悲劇連繫於儀式時，他探討得更為深遠，以
至於他無法像上述的說法那般樂觀，單面向地認為悲劇對社會具有正面的功能。透過人類學
的探究，他想要知道悲劇的模仿究竟在模仿什麼？悲劇背後有怎樣的根源？他研究了各種古
代的悲劇、神話、史詩等，從中作出推論：這些文本所模仿的是犧牲儀式，而這些犧牲儀式
的根源乃是一樁真正發生過的謀殺事件，一樁集體暴力的迫害。也就是說，真的有人死了，
有某個人被一群人當作代罪羊給殺掉了。此一事件後來經過模仿而演變為各種宗教的犧牲儀
式，並且以悲劇、神話、史詩等藝術形式被流傳下來；在這些後續的宗教與藝術衍生當中，
犧牲掉的代罪羊則被提升為神聖者或英雄的地位。因此，傑哈德認為，悲劇乃是作為「修辭
的面紗」，我們必須要揭開這塊面紗，揭露面紗底下的那個事實性事件，那個「骯髒的生命
現實」。3
悲劇是一種文本的再現（representation），但是對傑哈德而言，它主要是「再現和迫害

3

「如果犧牲類似於犯罪的暴力，那麼我們就可以反過來說，大多的暴力形式都被描述為犧牲―如同
希臘悲劇所顯示的。經常可以看到的是，悲劇史詩拋了一塊修辭的面紗來掩蓋骯髒的生命現實。」（Girard,
198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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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Girard, 1986: 15）。亦即，此一再現的底層蘊含著最初的迫害事件，故可以
稱之為「迫害文本」（persecution text）：「由迫害者觀點所說出來的真正暴力，此暴力經
常是集體的，並且受到特徵的扭曲」（Girard, 1986: 9）。由於受害者已經死了，故迫害文
本只能是由迫害者或暴力執行者來記錄。我們後來所接觸到的迫害文本，都已然是受到扭曲
的，將迫害事件加以美化或合理化了，這也包括伊底帕斯神話。4因此，傑哈德主張要追根究
柢，掘發出真正的原貌：「所有的神話，必定有其根源：反對著受害者的實際暴力行為。」
（Girard, 1986: 25）如果我們不設法剝除掉迫害文本當中那些合理化的掩飾，如果我們不去
還原最先的那個集體迫害事件，則我們就失落了我們文化底層的根源，無法理解究竟是什麼
東西構成了社會共同體的生成。
社會共同體為何必須找出一個受害者，將他當作代罪羊來犧牲他？因為共同體出現了危
機，發生了「有害的暴力」，使得共同體瀕臨瓦解，於是，「有益的暴力」便以殺害代罪羊
的方式來解除此一危機，保護共同體免於崩潰。5有害的暴力是人與人相互之間任意與盲目的
攻擊，又可稱之為「相互性暴力」（reciprocal violence）（Girard, 1988: 49），而解決的方案
便是以另一種有組織和有理據的集體暴力來抑制，這種有益於共同體的暴力稱為「生成性暴
力」（generative violence）（Girard, 1988: 93），它促進共同體的穩定或生成。
共同體或社會乃是由區別的等級所構成的文化系統，各個階層的差異和區分非常嚴明，
整體結構呈現清楚的分化與有秩序的交換。然而，一旦共同體之中的差異性和區別性被混淆
或是逐漸消失時，共同體的正面功能就會被癱瘓，演變為失序和混亂的情況。因為內在沒有
了差異性的分別，使得人們的行為變得相同，例如，父親和兒子之間失去層級的差距，彼此
之間很容易就產生對立的父子爭鬥。傑哈德說：「相互性暴力的機制，可以描述為一種惡性
循環，一旦共同體進入此循環中，共同體便無法運作。」（Girard, 1988: 85）此時，共同體
內部的人際倫理趨於惡化，6彼此之間關係緊張，容易相互攻擊、械鬥、報復等等，衝突越演
越烈。當相互性暴力逐漸白熱化時，共同體的危機便增強，倘若此內在危機無法消除，共同
體便無法繼續維持。
為了避免大家毀滅，危機必須要消除，不能任其擴大。共同體必須採行一次關鍵性的
行動：大家將暴力集中起來，針對某個替代的受害者，用他的死亡來交換共同體的和平。這
個受害者並不是替代任何一個個體來受難，而是「替代共同體的所有成員」來受難（Girard,
1988: 8）。也就是說，全體成員會同心協力將「全體一致的暴力」（unanimous violence）施
4

傑哈德說：「伊底帕斯神話不只是文學文本，或心理分析文本，而是迫害文本，並且應該要如此解讀
它。」（Girard, 1986: 27）他認為伊底帕斯神話並不是虛構的想像，而是一樁現實迫害事件的改寫記載。
5
傑哈德區分了暴力的雙重本質，並強調二者之間有緊密的關聯：「暴力的雙重本質依然困惑著人
們。有益的暴力必須小心地區別於有害的暴力，前者不斷提升之後的代價便是出現了後者」（Girard, 1988:
37）。
6
用我們熟悉的儒家人倫關係來說，這危機的狀態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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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在無辜的代罪羊身上，以犧牲儀式來「淨化」整個社會（Girard, 1988: 93），恢復共同體
的和諧與重獲社會秩序。
傑哈德認為，如果可以在悲劇的文學內容當中可以找到代罪羊被犧牲的蛛絲馬跡，如果
可以在宗教的犧牲儀式當中推論出共同體的生成性暴力，那麼就可以斷言，人類最初的共同
體或社會是建立在暴力的基礎之上，共同體的根源乃是暴力。當一個政治共同體經歷了混沌
的危機，並且成功地以暴力來解除危機之後，就會有一個新的城邦或國家誕生，這樣的歷史
循環可以從後來的記載中證實。因此，自然也就能斷言，在最初的人類歷史形成之際，在那
第一個共同體誕生之際，正是第一次謀殺的時刻；正是在那第一個屍體之上，共同體靠著暴
力與鮮血來奠基其自身。
這也就是為何傑哈德要以人類學的方法回溯古代的悲劇和神話，因為古代的悲劇和神話
最接近人類社會形成的那個前歷史的、原初的狀態。他想要強調的是，悲劇僅僅只是第二序
的，只是經過扭曲或篡改的表層。悲劇依存著某個在底層的真正謀殺事件，這麼一樁血腥事
件必然先行發生，才有後續的悲劇模仿。但是，當觀眾在觀看悲劇時，只是把它當成欣賞的
藝術，當成虛構的創作成品，僅僅抱持著輕鬆的態度去體驗美學所帶來的享受，輕忽了悲劇
背後所具有的深刻嚴肅性。對傑哈德而言，至為重要且必須嚴肅以對的是：要從悲劇當中去
掘發出那個最為優先的、第一序的事實性事件：真的有一個人被殺掉了。7
我們可以看到，傑哈德論述了奠基性暴力（或生成性暴力）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他的
用心至為良苦。他試圖還原出經驗上的現實事件，藉此來彰顯共同體奠基於暴力之上，誕生
於暴力之中。這給予人們深刻的警醒，瞭解到為何文明歷史當中一直都有集體暴力的存在，
為何總是有人被殺，為何犧牲儀式處處可見。因為，在那原初共同體被奠立的時刻，暴力便
已然深植於於其核心當中，甚至可以說：共同體即是暴力。
雖然傑哈德的論述有重要的貢獻，但是當我們記住傑哈德所給予的警醒之後，我們並不
知道該如何來突破與解決這種奠基性暴力。這主要是因為，傑哈德以人類學方法來進行對於
原初事件的回溯，執著在文本或語言的指涉（reference）之功能：悲劇的文本是第二序的，
這種次發的文本總是不完全與遞減的，必須要從文本的扭曲和掩飾當中，找到文本所指涉的
那個客觀現實。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勢必會陷入指涉的僵局之中，亦即，即使我們能夠發
現原初的奠基性暴力事件，但是我們對於既往的過去是無能為力的，無法改變和干預古早的
現實，如此一來，我們豈不是只能陷入悲觀的無奈嗎？
7

傑哈德說：「縱使在暴力的自發性迸發和它的宗教性模仿之間還有無數的中間階段，縱使只有這些模
仿引起我們的注意，但我想要強調的是，這些模仿有它們的根源：一樁真的事件。此一事件的現實性的存在
優先於儀式和記載，這必須是我們要銘記在心的。我們還必須注意，不論是以語意學或符號學的方式，都不
要讓此一事件限制於任何一種背景脈絡、任何一種主流的知識框架，這些都缺乏現實的堅實基礎。此一事件
應該要被視為某種絕對的起源，意味著從非人類朝向人類的通路，同時也作為社會的相關起源。」（Girard,
1988: 309）他認為我們應該要挖掘「一樁真的事件」，它構成為一切後續解釋的「現實的堅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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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集體暴力和悲劇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事實╱虛擬的這組區分，不是先有殘酷的現
實事件，後續才有悲劇的模仿。而是，每一樁殘酷的現實事件當中，早已蘊含著某種集體暴
力的社會心理機制，此一社會心理機制透過再現、前置、觀看等作為，增強了集體的心理張
力與凝聚力。這個機制本身，正是悲劇本身的戲劇性結構。我們不必跳過悲劇，去尋找背後
的奠基性事件，我們反而是要在悲劇「之中」，來剖析悲劇裡頭的殘酷心理機制。對於心理
分析而言，悲劇的背後是否含藏著某個現實的謀殺事件，並不是重點，重要的是：所有的謀
殺事件本身都早已包含了一種悲劇的戲劇性結構。簡言之，悲劇不是次要與第二序的，悲劇
本身即是第一序的，其本身的戲劇性結構正是集體暴力的根本機制。
透過傑哈德的貢獻與疏失，以下將藉由心理分析的角度來解釋悲劇與集體暴力之間的運
作關係，試圖說明其運作機制與構成性原理，期望能夠從這樣的構成性原理當中，找到突破
集體暴力的關鍵點。

二、幻象的機制：悲劇的戲劇性結構
在〈舞臺上的心理病理特徵〉（“Psychopathic Characters on the Stage”）一文當中，佛洛
伊德跟隨亞里斯多德（Aristotle）的定義，指出戲劇能夠引起人們的憐憫和恐懼，產生宣洩或
淨化情緒的目的。不過，他的解釋卻跟亞里斯多德不大相同，他緊接著說，這個目的還需要
更多的陳述，它是這樣的一個問題：「開發我們情感生活中的快樂或享受的源頭」。8這是什
麼意思呢？
一般人以為，悲劇具有情緒抒發的效果。劇中的主角遭受各種命運的磨難，處於衝突
或死亡的難關，他的煎熬與受苦引發了觀看者的相同情緒，觀看者也感受到極度的痛苦。因
此，悲劇所引發的恐懼和憐憫，可以讓觀眾的心理能量衝高到一定的強度，然後再下降到低
度的水平，進而達到宣洩（catharsis）或卸載（discharge）的功能。在情緒的激昂過後，觀眾
獲得了抒發，心靈感到鬆弛且恢復平靜。如果是按照這種一般性的解釋，則悲劇所展現的功
能，只不過就是要讓觀眾去體驗心理經濟（psychical economy）的落差感，藉由經歷高度的
痛苦，而獲得對比之後的輕鬆和愉快。9
但是，佛洛伊德認為事情並不是如此簡單，人們經常一而再、再而三地去反覆觀賞悲
劇，可見得人們並非只想要獲得宣洩或卸載的放鬆，而是想要一再去體驗高度的心理刺激。
也就是說，人們確實想要獲得歡愉或快樂，但卻不滿足於那種輕鬆、和緩、低度緊張的尋常
8

「從亞里斯多德的時代開始，戲劇的目的便是要喚起『恐懼和憐憫』，並且『淨化情緒』，我們可以
將此目的更詳細地描述為如下的問題：開發我們情感生活中的快樂或享受的源頭。」（Freud, 1906: 305）
9
佛洛伊德早期的「宣洩法」（cathartic method）確實有這樣的意涵，他主張歇斯底里症的患者要說出
過去的痛苦事件，藉此將伴隨著此一事件所淤積的情感予以發洩和疏通（Freud, 1895: 6）。不過，他很快
就放棄了這個方法，因為他發現這會讓病患在述說的痛苦當中產生快樂，而依附於此「疾病性獲益」（gain
from illness）（Freud, 1926: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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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人們想追求的是激情的、極度強烈的、高度緊張的快樂，其強度與刺激程度遠遠超出
了尋常快樂，是一種在痛苦當中所享受到的快樂。悲劇所給予人們的，正是這種痛苦中的快
樂（pleasure in pain），一種「源自於受虐式滿足的快樂」（Freud, 1906: 306）。當悲劇舞台
上再現出鬥爭、衝突、痛苦、死亡之場景時，舞台下的觀眾便能藉由觀看這類場景，想像著
自己和主角處於一樣的位置，以同情共感或神入（empathy）的方式獲得同樣強度的受虐式
快樂。簡言之，人們透過悲劇而想要達到的心理效果並不是低強度的卸載，而是高強度的受
虐。
觀看他人受苦而獲得受虐享受，並不是說人們天性殘忍，對於暴力的喜愛「與惻隱之心
一樣，都是與生俱來的」（桑塔格，2004：112）。受虐是出於心理的運作，是由心理的同化
（psychological identification）所產生的，而不是由遺傳基因或本能所造成的。當觀看者凝
視著死亡景觀時，景觀是在他的面前，在他之外並與他相對立，他和死亡景觀之間保持著一
段距離，一段可供觀看的視覺距離。他讓自身在距離之外一致於（in accord with）這個死亡
景觀，藉由神入而產生相同的痛苦。但是，由於觀看者不是直接承受死亡的人，因此他又可
以讓自己保持在安全的範圍中，享受著觀賞的快樂。這種心理的同化，是以外在化的客觀方
式來運作，引發觀看者的內在感受，觀看者讓自己處於被動的位置，任由自己被外在的景觀
給影響或決定。人們期望看到悲劇，不只是因為別人代替自身受苦，更是因為凝視死亡、觀
看死亡的同時，心理的刺激強度可以達到痛苦和快樂兩者的會合，由此產生受虐快感。
悲劇的力量主要並不是來自於故事情節與事件內容，而是「源自於戲劇的揭示
（dramatic revelation）之過程」，是悲劇自身的「戲劇性」（theatricality）才能讓我們感受
到其強烈的張力（Ellmann, 1994: 6）。悲劇的事件或內容只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悲劇形式
（form）的呈現，將衝突、緊張、痛苦、死亡等元素呈現為一個個可見的場景，為觀看者帶
來激情的揚升。當我們的分析觀點從事件（event）轉移到場景（scene）時，悲劇的「再現之
勞動」（labour of representation）性質就被突顯出來了（Green, 1979: 25）。這樣的「再現」
排除了悲劇的指涉（referential）功能，即悲劇的重要性並不是去再現某個過往的現實事件。
悲劇所再現的是場景，它本身的「戲劇性」即具有再現功能：在一個封閉的空間之中，將死
亡場景客觀地呈現給觀眾。
對比於前述傑哈德的說法，心理分析所闡述的悲劇並不是對過去現實事件的模仿，而是
其戲劇性結構：在那邊是他人的死亡景觀之呈現，在這邊則引發了觀看者的受虐快感。悲劇
確實具有客觀性，但不是指過去的客觀現實（悲慘事件），而是指當下眼前所呈現的客觀場
景（外在景觀）。暴力不是只發生在過去的起源性時刻，暴力在眼前、現在、當下就一直在
發生。我們無法否認，自古至今一直都有人無辜地死亡，一直都存在著人為的血腥與殘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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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悲劇的戲劇性結構，拉岡和紀傑克所賦予的名稱是「幻象」（fantasy）。10繼拉岡
之後的發展，11紀傑克更大量且激進地闡述了在歷史文化之中，由「社會幻象」所構成的暴
力，為的是要突顯出它所帶來的倫理危機。12「幻象」不是想像性的幻覺（hallucination），
不是個體主觀的意識或無意識之產物，不是一個靜態的呈現，而是一套運作的機制。由於它
將死亡呈現為客觀的外在化狀態，因此必然連繫於社會集體暴力的構成。在幻象的運作下，
觀看者不只是被動地凝視與觀看而已，他們還會主動且積極地去建構與創造死亡的景觀。
以下讓我們回到傑哈德，借助於他對共同體處置代罪羊的描述，以心理分析的觀點，重
新闡釋此一過程，說明幻象機制的運作邏輯。
傑哈德說，當社會發生了攪擾不安的混沌，其內部的關係惡化時，整個共同體會「把
他們自身封閉在某種他們被迫害的錯覺中」，以致於他們要找出那個罪大惡極的迫害者
（Girard, 1986: 41）。事實上，迫害的關係正好相反，那個被認為是罪魁禍首的迫害者乃是
無辜的代罪羊。共同體會循著特殊的「記號」找出代罪羊，指控他「污染」了共同體，譴責
他摧毀了階層化的區別（Girard, 1986: 24）。當一切罪過歸諸在代罪羊的身上時，這個禍端
必須要被除掉，確保共同體的危機能獲得解除。為了要讓迫害行為具有合理的依據，代罪羊
不能是隨便的任何一個人，共同體必須精挑細選，選出攜帶明顯「記號」的代罪羊。例如，
佛洛伊德的伊底帕斯，在傑哈德這裡，不只是伊底帕斯情結的原型，更重要的是代罪羊的原
型，因為伊底帕斯帶有各種特殊的記號。13從底比斯人民的眼中看來，伊底帕斯乃是毒藥，
但此一毒藥同時又是解藥，是可以解救共同體的重要犧牲品。一旦代罪羊之死換得了共同體
的秩序，他就會被神聖化，被賦予某種聖者或英雄的地位，不斷地被祭祀與紀念。
根據傑哈德的敘述輪廓，我們將以悲劇的戲劇性結構作為基礎，重新描述這整個謀殺與

10

佛洛伊德和拉岡都討論過fantasy或fantasm，某些中文書將這個詞翻譯為「幻想」。如果是在醫療的
脈絡，翻為「幻想」是沒有問題的。但如果是在拉岡和紀傑克探討的倫理學脈絡，翻為「幻想」並不適合，
因為它突顯不出此概念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意涵，僅僅停留於個人主觀的想像，並且和「幻覺」混淆不清。
11
拉岡在《心理分析倫理學》中說到，一般人把「幻象」連繫於伴隨著快樂原則的美（beauty）和善
（good），以為幻象是我們所抱持的某個完美理念的想像，此一想像帶給我們快樂。但拉岡認為，幻象還
包含了另外一面，即我們想要透過它獲得痛苦，獲得受虐快感，獲得極爽。這時，它就不會是屬於美和善
的範疇了，而是關聯於崇高（sublime）與惡（evil），關聯於理念實現過程中的摧毀和死亡（Lacan, 1992:
239）。
12
紀傑克的第一本著作《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就已經提到，極權主義建構社會幻象，用來掩飾社
會之中固有的裂隙，並且把裂隙投射到猶太人的身上，造成殘酷；唯有穿越社會幻象，才有可能突破暴力
（Žižek, 1989: 124-128）。隨後，他在《幻象的瘟疫》一書中，更明確地提出了「幻象」的七項特徵，用
來說明幻象如何附著在日常意識形態或道德規範的底層，以更為嚴苛與邪淫的道德命令來支撐意識形態
（Žižek, 1997: 6-30）。此外，「幻象」也幾乎出現在紀傑克的所有著作中，是他對拉岡發展的一個重要向
度。
13
伊底帕斯的特殊記號包括：他是造成底比斯王國發生瘟疫的肇事者；他的弒父娶母表示他混淆了階層
的差異並且傳染給整個社會；他從一個外國人變成了國王，顯示他極端的邊緣身分；他既是跛腳又是棄兒，
注定了他要被貼上不幸的標籤（Girard, 1986: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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犧牲的過程，說明幻象的機制以及集體暴力的構成性原理，以下分為三個要點。
第一，所謂的共同體危機，先是起於某個個體。個體遭逢到陌生的他者，他者具有極
端的特殊性而與自身格格不入，這種歧異的陌生性（strangeness）引發了個體內在的心理恐
懼。恐懼感若無法解除便會反向地逐漸增強，莫名的恐懼就像瘟疫一般，由此一個體而傳染
開來，一個傳給另一個，漣漪式的向外擴張。一個人的惶惶不安，蔓延為整群人的躁動與驚
慌失措，使得共同體陷入失序與混亂，現實處於虛無（nothingness）的莫名狀態。外在現實
的不穩定又更加深了人們內在的恐懼，虛無變得無遠弗屆和如影隨形，心理的恐懼加劇並轉
變為存在的焦慮。整個共同體認定其自身的存在嚴重受到威脅，他們害怕自身即將分裂或死
亡，即將被虛無給淹沒。
第二，在存在焦慮感的巨大壓力下，共同體為了避免自身消失，為了迴避虛無所帶來的
分裂與死亡，他們用僅剩餘的存在感做出最後的抵抗。他們將內在的虛無予以驅邪，將內在
的分裂予以前置，將逼近的死亡給投射出去，這一切，必然會移置到那個陌生他者的身上。
陌生人成了共同體的代罪羊，在共同體所建構出來的幻象中，他是那個骯髒的聖者，他必須
要代替共同體承擔虛無、分裂、死亡，只要死一人，其他人便能夠不死。不僅如此，共同體
還必須要以公開的犧牲儀式來展示代罪羊的死亡，所有社會成員圍繞著中心的犧牲祭壇，一
起凝視並觀看代罪羊被殺害的過程。血淋淋的死亡景觀讓他們的激情達到最高點，使他們在
戲劇性的展示中獲得受虐快感或極爽（jouissance）。14在強烈的激情當中，共同體原本虛弱
的存在感被增強，內在的虛無和死亡就此排除出去了。
第三，共同體的逾越行為雖然讓他們免於虛無和死亡，但由於這是一樁集體的暴行，因
此他們所獲得的極爽或剩餘享受（surplus enjoyment）15也同時伴隨著強烈的罪疚感。然而，
這種集體的罪疚感反而讓共同體的所有成員能夠緊密結合起來，心照不宣地共守著公開的秘
密，彼此之間「團結於罪疚感」（solidarity-in-guilt）（Žižek, 1995: 55），達到一種極大化的
集體存在。共同體不僅在幻象的運作中被保存下來，並且更為鞏固與壯大。透過集體罪行來
擴張與增強自身的生命實體，才是共同體建構幻象的主要目的，他們賦予代罪羊的各種標籤
―不論是先前的犯罪特徵或是後來的聖人地位―都只不過是事後所強加的解釋，是用來
將自身暴力給合理化的藉口而已。
綜上所述，透過幻象的整套運作邏輯，悲劇的戲劇性結構揭示了社會暴力的構成性原
理，我們可以看到，共同體是如何奠基於暴力之上，使得其自身被建立起來，獲得更為堅實

14

拉岡說，正是「極爽」支持了幻象的產生（Lacan, 1992: 298）。關於「極爽」之概念的內涵，筆者在
另一篇文章〈拉岡與心理分析倫理學：解析康德與薩德之纏捲〉已有詳細的討論，在此不重複贅述。
15
「剩餘享受」和極爽具有同樣的意涵，是一種弔詭的心理運作。在原本對於某事物的正常感受之外，
轉化並多出了額外的感受，這個多出來的剩餘感受，正好與原先的感受相反，使得兩種矛盾情感能夠並存。
例如，在原先感到痛苦的鞭打當中，轉化出快樂的享受，產生痛苦中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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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團結與凝聚。共同體將自身所面臨的內在分裂與死亡，予以外在化的驅邪和前置，投射到
代罪羊身上。展示並觀看他人死亡的景觀，源源不絕地提供了共同體大量的極爽或剩餘享
受，集體的激情雖然讓共同體免於分崩離析，但同時也使得共同體的根源不僅脫離不了殘酷
的謀殺，並且還深植於其中，陷入倫理暴力的窘境。
對心理分析而言，出自於悲劇激情的共同體暴力絕不是偶然發生的，它具有普遍和必然
的構成性原理（或組織性原則）。精細且深刻地去剖析其中的構成性原理（或組織性原則）
是為了要能夠進一步分解它，把組織或構成暴力的紐結（knot）確實地突顯出來，並由此一
紐結的中心滲透進去，給予關鍵性的一擊，使其徹底被拆散與瓦解。這麼做的目的是出於倫
理學的考量，防止倫理的暴力繼續發生。然而，提出幻象之機制，尚未完全窮盡集體暴力的
中心紐結，還必須要透過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death drive），才能徹底彰顯此一紐結之
構成的普遍性。

三、幻象的根源：死亡驅力被愛欲馴服
紀傑克對於幻象的闡釋乃立基於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他把這個謎樣的概念作了進
一步發揮。他不僅強調死亡驅力和愛欲（生命驅力）兩者的組合，並且用幻象來說明二者組
合之後的危險，此一危險具有直接的殘酷效果：造成倫理暴力。
傳統上認為，生命驅力是透過性欲來提供歡愉和結合，以便獲得生命之延續；死亡驅力
是施加痛苦和攻擊，將結合起來的生命予以摧毀瓦解。這種說法把生命驅力和死亡驅力區分
開來並對立起來，佛洛伊德並不滿意，因為這無法解釋眾多心理現象。尤其是心理疾病的患
者，他們所展現出來的心理機制，既不是單純地逃避痛苦，也不是僅僅追求快樂，而是多過
於任何一種單獨作用的驅力，是兩種驅力的組合。16
從各種病理個案和日常生活現象的觀察中，佛洛伊德發現，為了獲得「痛苦中的快
樂」，人們會設法主動地讓自己同化於（identifying）受虐的情境，從摧毀和破壞的痛苦當中
獲得愉悅。不論是在創傷神經症患者的回憶、在兒童的幻想遊戲，或是在藝術的悲劇中，都
可以發現到這種具有重複強制性（compulsion to repeat, repetition-compulsion）特徵的施受虐
快感。17尤其是透過悲劇：「……與兒童不同，由成人所進行的藝術戲劇或藝術模仿，其目
的在於觀眾（例如，在悲劇當中），它不會讓觀看者省略掉極為痛苦的體驗，還能使他們感
受到高度的享受。」（Freud, 1920: 17）人們會一再地進出戲院，迫使自己重複體驗觀看悲劇
時的痛苦，藉由重複而不斷地提高心理刺激之強度。當觀看者主動地把自己放在被動的受虐
16

「但願我們可以將這兩極性彼此關聯起來，並且可以從某一個導引出另一個！」（Freud, 1920: 53）
佛洛伊德接著舉出例子：愛與恨之兩極的並存，施虐與受虐之兩極的並存。
17
關於「受虐」之概念的內涵，筆者在另一篇文章〈拉岡的欲望倫理學：從弗洛伊德的「原初受虐性」
到紀傑克的「穿越幻象」〉中有詳細的討論，在此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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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時，是將施虐和受虐這相悖的兩極給疊合起來，亦即，愛欲和破壞、生命驅力和死亡驅
力，兩者已然組合在一起。18
死亡是不可見與不可再現的，但是人們總是心癢難耐，想要看見那不可見的，想要再
現那不可再現的。一旦死亡被再現出來，勢必以摧毀和破壞的形式，施加在另一個對象的身
上，展現為殘酷的死亡景觀。只要觀看者能夠直視死亡，就表示死亡與觀看者之間保持著一
定的距離，死亡在觀看者之外，與觀看者對立，死亡不僅不會侵入到觀看者的內在之中，並
且還能使觀看者產生極爽。因此，悲劇的戲劇性結構所再現出來的死亡景觀，為觀看者帶來
了愛欲（Eros）的極大化，保護著觀看者免除於死亡的威脅，觀看者再也無法讓自己的眼睛
離開那令人怵目驚心的場景。
幻象的威力遠遠大於重複強制性（或者可以說，幻象是最極端、最危險的一種重複強制
性），它具有直接且殘酷的實際效果。當集體謀殺進行的時候，共同體成員將自身同化於受
虐者，同化於那個代替大家受苦的代罪羊，彷彿所有人也都經歷了如他一般的死亡。但事實
上，共同體成員並沒有真正地經歷死亡，這種「彷彿」的死亡正表示他們躲在幻象的後面，
用幻象來保護自身，迴避了讓自身確實地去經歷死亡。死亡被驅邪到外部之後，共同體就能
夠在幻象的隔絕作用下，以激情來熔合集體的生命，擴張共同體的存在：「在基本幻象中，
不是罪疚和╱或快樂，而是存在自身才是最重要的」（Žižek, 1999: 281）。
為了自身生命的存在，共同體前置死亡與再現死亡，正如佛洛伊德所說的：「力比多馴
服了死亡驅力」（Freud, 1924: 164），死亡驅力是為愛欲而服務。當共同體把摧毀和攻擊強
加給眼前的其他人，並且興奮地觀看著死亡時，死亡已然被客觀化或對象化（objectify），
服務於共同體自身愛欲的滋長與增強，擴張共同體的生命實體。對共同體而言，死亡驅力所
帶來的是「不死的」（undead）存在（Žižek, 1999: 292），驅動著共同體去構作幻象，驅動
著共同體把內在的死亡投射到外在他人身上。於是，生命驅力支配著死亡驅力，死亡驅力並
不是純粹的，它被愛欲給馴服，受到愛欲所抑制。
倫理暴力發生於某個「遭逢」的時刻。人不是孤伶伶地活著，必然與他人遭逢，佛洛伊
德所討論的「鄰人」（neighbor）議題就是這種意義下的倫理情境。我與鄰人之間的遭逢，
並不是那種日常的寒暄交往，而是會發生某些深刻的變化。鄰人不是隨隨便便的一個他人，
他對我而言，具有徹底的陌生性，他所挾帶的異質之物壓倒性地向我襲來，干擾了我的內在
同一性，同一性產生了不穩定的分裂，為我帶來激進的改變。這樣劇烈的改變讓我極度害

18

佛洛伊德說：「『力比多』一詞可再次被用來指稱愛欲（Eros）力量的顯現，為的是要將它們與死亡
驅力之能量區分開來。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更難以掌握死亡驅力。我們只能推測它是隱藏在愛欲之後的背景
中，除非它的呈現是以和愛欲混合的方式而被洩露出來，否則它就總是躲避著而不被發現。」（Freud, 1930:
121）死亡驅力躲藏在愛欲（生命驅力）的背後，它只有在和愛欲混合時才會被發現，因此，愛欲總是已經
包含了死亡驅力。佛洛伊德這個解釋最強而有力的例子便是施受虐的重複強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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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我設法抵抗，用更強的力量來迴避這一切的發生，避免自己被掏空，避免虛無進入到我
內在之中。我所害怕的不是眼前那個外在的鄰人，而是「在我之中的鄰人」（Lacan, 1992:
187），亦即，我所迴避的是我自身的內在變異，是我的死亡。
奠基於暴力的共同體，用暴力來掩飾自身的內在焦慮，使自身免於去面對最基本的倫理
考驗，使自身的存在免於去經受存有學的裂隙。只要死亡驅力是臣服在愛欲的支配底下，只
要人們想要去再現死亡或前置死亡，這種不純粹的死亡驅力便是造就悲劇的主要原因，便是
鄰人一直被犧牲掉的罪魁禍首。
拉岡在《心理分析倫理學》（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一書中，賦予佛洛伊德的
《超出快樂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相當重要的地位。《超出快樂原則》提
出了死亡驅力，使得佛洛伊德的論述脫離醫療範疇的侷限，而能夠原理性地構成普遍社會現
象的解釋。然而，雖然《超出快樂原則》有基本的倫理向度並且關聯於悲劇，但是它所突顯
的悲劇卻是戲劇性，這使得它的倫理面向變得黯淡與陰鬱，變得悲觀與絕望。主要是因為，
《超出快樂原則》的死亡乃受限於幻象的前置結構，故掩蓋了佛洛伊德的獨特貢獻。就此而
言，佛洛伊德的確有所「超出」，但這樣的「超出」還不夠，還有待突破。必須更進一步
地讓死亡驅力擺脫戲劇性結構，擺脫幻象，讓死亡解除掉愛欲的支配，這才是真正的「超
出」，而這個工作正是由拉岡開始，由紀傑克接手完成的。
對紀傑克而言，倫理暴力的根源在於死亡驅力和生命驅力二者的相互組合，死亡被愛欲
給限制住，只能展現為對他人殘酷的暴力。要突破此一限制，就必須拆解兩者之間的組合關
係，讓死亡驅力擺脫生命驅力，純粹且獨自地運作。一旦死亡不再連繫於愛欲，不再被前置
與再現，死亡驅力就不會是毀滅驅力，就不會是暴力的根本機制。因此，紀傑克不斷回到拉
岡對悲劇《安蒂岡妮》的討論，藉此說明：戲劇性結構並未窮盡悲劇，悲劇可以不是戲劇性
的前置與幻象。悲劇並不只是透過場景或景觀而引發悲劇之激情（pathos of tragedy），《安
蒂岡妮》可以提供我們悲劇的另一個面向：悲劇倫理（ethos of tragedy）。19安蒂岡妮的形象
能夠深入並朗現《超出快樂原則》的倫理向度，因為在她的純粹死亡欲望之中，有真理的閃
現。

19

ethos是ethics的古字，一般的意思是指倫理或道德。在古希臘時期，這個字的意思僅僅是指人的存在
狀態，人的內在心靈的原初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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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悲劇倫理
一、悲劇之行動的澄清
拉岡在《心理分析倫理學》中，對《安蒂岡妮》賦予極高的評價，因為它為我們揭示了
「悲劇的本質」（Lacan, 1992: 247）。《安蒂岡妮》是希臘劇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所寫的伊底帕斯家族之系列悲劇的第三部。主要的內容是陳述：伊底帕斯的女兒安蒂岡妮為
了要安葬她的哥哥波利西斯（Polynices），20不惜一再地違背國君克里昂（Creon）的命令，
最後被關進地下的墓窖，引發了一連串的死亡。
《安蒂岡妮》揭示了「悲劇的本質」，意思是說這齣悲劇作品能夠為我們開啟倫理學的
面向，此一面向與心理分析所關切的核心問題息息相關，「悲劇倫理學」同時也是「心理分
析倫理學」（Lacan, 1992: 258）。在《安蒂岡妮》中，悲劇即是（is）倫理學，或者說悲劇
作為（as）倫理學而揭示人之存在的深刻意涵，它並不只是單純地一齣供我們觀賞的戲劇，
而是一部帶有真理價值的藝術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主角安蒂岡妮，她教我們如何生存在這
世間，如何活出人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她使得共同體重新獲得倫理的奠立。不過，這樣的
奠立是非常獨特的。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相當讚賞《安蒂岡妮》，不僅說它是最為崇高的藝術作品，
並且說它是倫理學的傑作（Wright, 1999: 161）。在這一點上，拉岡和黑格爾是意見一致的。
但是，拉岡反對黑格爾對安蒂岡妮的解讀。21黑格爾認為安蒂岡妮代表家庭的權利，而與國
家有所衝突，拉岡卻說：「讓我告訴你，［安蒂岡妮］並不只是捍衛死者和家庭的不可侵犯
之權利，也不是前人所告訴我們的關於安蒂岡妮之神聖性。」（Lacan, 1992: 254）
對拉岡而言，如果安蒂岡妮僅僅只是作為家庭的守護者，對抗著由克里昂所代表的
國家，則安蒂岡妮所展現出來的「悲劇之行動」（action of tragedy）的重要性就被侷限了
（Lacan, 1992: 250）。他說：

20

伊底帕斯過世後，他的兩個兒子共同為底比斯（Thebes）王國輔政。這兩兄弟心懷鬼胎，都想要掌握
權力。其中，伊提克里茲（Eteocles）佔有國內的優勢，驅逐了他的兄弟波利西斯（Polynices）。被驅逐的
波利西斯於是投奔國外的城邦，帶領軍隊回來攻打自己的祖國底比斯。經過一場自相殘殺的大戰之後，兩兄
弟雙雙陣亡，死於沙場。克里昂（Creon）繼任國君，他認為伊提克里茲保護底比斯王國故應該予以厚葬，
但波利西斯卻是背叛祖國，因此下令不准為他舉行葬禮，不准任何人為他哭泣、哀悼、埋土、造墳，要讓他
的屍體曝屍荒野。
21
「……黑格爾所認為的最完美的悲劇之一是《安蒂岡妮》，但是他的理由是錯誤的。」（Lacan,
1992: 240）「索福克里斯的悲劇具有重要的意涵，它［安蒂岡妮］對我而言就如同對黑格爾一樣重要，雖然
是在不同的方面。」（Lacan, 1992: 243）拉岡不只一次地表示，他贊成黑格爾的看法，但不贊成黑格爾所持
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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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們所知道的，它［安蒂岡妮的形象］高於並超出於對話，高於並超出於家庭和
國家的問題，高於並超出於道德化的論爭，正是安蒂岡妮自身震懾著我們，安蒂岡妮
她那難以承受的光輝。（Lacan, 1992: 247）
這段話有兩個意思需要說明：其一，「對話」是指兩造之間的溝通和協調，雙方針對
某事以理性論辯的方式試圖達成共識，但是，安蒂岡妮並不打算和克里昂進行溝通協調，她
只是一味地採取不妥協的堅決行動，她的行動難以被理性所理解，已然不受限於理性。不
過，這絕非愚蠢和非理性的，而是「高於並超出於」任何理性和對話。其二，既然她無意於
對話，當然也無關乎任何對話之爭辯內容，即她不是在爭執著「家庭和國家」之間的範疇問
題。22她不停留於「道德化的論爭」，這類論爭仍然只是關於現有的道德秩序與既定的社會
結構，尚未有所超出。23
然而，巴特勒（Judith Butler）雖然同樣反對將安蒂岡妮定位於家庭或女性政治的代表，
同樣反對黑格爾，但是她卻朝向了另外的方向。因此，我們特別要將她的論點提出來，區別
於拉岡。
巴特勒認為，由於安蒂岡妮出生於亂倫的家庭，故她所攜帶的那種亂倫的、非正規的
特性至為重要，24這使得安蒂岡妮具有某種與政治對立的「前政治」特徵。25「前政治」指
的是政治共同體尚未形成之前的雜多與混沌的狀態，此一狀態構成了政治共同體的可能性條
件。但是，政治在整合出主流的共同體秩序之後，卻將此一雜多給排擠到共同體的邊緣，就
此形成了奇怪的弔詭：使共同體得以建立起來的可能性條件，卻無法被納入到現有的共同體
之中。因此，巴特勒認為安蒂岡妮的政治意涵是，她以某種被排擠、被剝削、處於邊緣的論
述方式―例如透過她那「不可說的」家庭「醜聞」（Butler, 2000: 78）―來向主流的統治
權威發出要求的聲音。她的要求可以對主流的統治權威產生干擾的作用，迫使主流的政治共
22

此類的問題包括：家庭和國家的範疇區分在哪裡、區分是如何被劃定的、如何讓兩造產生相互的辯證

等等。
23

拉岡在這裡隱諱地對黑格爾提出批評，認為黑格爾將安蒂岡妮放在家庭和國家的議題上，僅僅只是關
聯於道德，還不是倫理。
24
巴特勒修正了她的前輩和同儕的意見，認為他們將安蒂岡妮視為家庭或女性的「代表」
（representative）是不正確的。巴特勒認為安蒂岡妮並非正規的親屬關係之典型，故無法成為親屬關係的
「代表」。這樣的修正一個是針對黑格爾，他把安蒂岡妮與克里昂並列，放置在家庭和國家這組二元對立的
衝突中。另一個則是針對伊瑞葛萊（Luce Irigaray），她將黑格爾的論述延伸為當代議題的新版本，把安蒂
岡妮視為女性政治的代表，認為她能夠抵抗父權政治的霸權統治。巴特勒提出質疑：「安蒂岡妮自身可以成
為某種特定的女性政治之代表嗎？如果安蒂岡妮自己的代表功能本身是處於危機之中呢？」（Butler, 2000:
2）
25
巴特勒說：「她的［安蒂岡妮的］違抗言語具有政治意涵，但卻是嵌接某種前政治的對立，對立於
政治，她是在這樣的層面上代表著親屬關係：親屬關係作為政治的可能性條件卻沒有進入到政治之中。」
（Butler, 2000: 2）意思是說，安蒂岡妮的亂倫親屬關係才是她與君王的政治權力相對抗的關鍵，而這樣的親
屬關係乃是前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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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體移動其邊界，擴展其疆域，將原先被排除為邊緣的部份，重新收納到主流政治之中，如
此一來，共同體將重新整合自身而更具有彈性。
從巴特勒的陳述來看，安蒂岡妮的重要性既被侷限在她那不可改變的家庭背景上，她
的行動也被縮減為一種被壓迫之後的反動式回應。紀傑克評論巴特勒，認為她把安蒂岡妮對
國君克里昂的不服從僅僅視為是一種「抵抗」（resistance）：為了保護自身的「社會存在」
（social existence）免於受到權威者的威脅（Žižek, 1999: 262-263）。紀傑克強調，巴特勒所
倡言的「抵抗」還不夠激進，還不是拉岡式的倫理「行動」。26雖然兩者都是要與象徵同一
性相抗衡，但是卻有著兩種全然不同的結果。如果抵抗者的目的在於要求改變或重組現有既
定的社會―象徵權力，使自身的社會存在能夠被包含進去，則抵抗者最終仍然是需要社會―
象徵權力的保證，保證自身在其中佔有一個安穩的位置。像這樣以反動的方式來抵抗社會權
威，並沒有突破權威的專制，仍然只是權威主義的擁護者。因此，這還不夠激進，還不是倫
理的行動。
安蒂岡妮不是以抵抗來進行自我保護，相反地，她放棄任何的自我保護，尤其是放棄她
的生命。紀傑克說：
安蒂岡妮有效地以她的整個社會存在作為賭注，蔑視由統治者（克里昂）所展現的城
邦之社會―象徵權力，因此而「落入某種死亡」（亦即，承擔了象徵的死亡，被排除
到社會-象徵的空間之外）。（Žižek, 1999: 263）
安蒂岡妮的行動不是要保護她自身的社會存在能夠被整合到象徵同一性之中，不是要求
既有的社會―象徵秩序能夠重組或更新，「她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實證的計畫方案」，27拒
絕她自身成為「作為第三項的大它者」（Other qua Third）。28她無意於保存這兩邊，而是要
同時取消這兩邊。她主動放棄她的社會存在，放棄她在社會當中的有限生存，她固執地不服
從是要讓自己「被排除到既有的社會―象徵的空間之外」，成為社會―象徵秩序無法包含、
26

紀傑克批評巴特勒的政治主張，他認為權威的主流權力早就已經把邊緣性的顛覆力量計算在內，靠著
「禁止和逾越」的這一組操弄，讓邊緣性論述成為對主流權力的另一種反向支撐。就此而言，巴特勒不僅對
於主流權力過於低估，並且還把自身限制在邊緣性位置上，反倒被主流權力所利用。他說：「巴特勒自身最
終是處於這樣的立場：只允許對主流論述進行邊緣性的『重組』，她將自己侷限在『內部逾越』的立場上，
此一立場需要扮演主流論述的大它者作為參照點，而它只能被邊緣性地移置或逾越。」（Žižek, 1999: 264）
紀傑克的脈絡牽涉甚廣，由於本文並不討論此一主題的政治哲學論辯，所以僅僅只是作一簡要的說明。
27
「安蒂岡妮對克里昂說『不！』，對國家權力說『不！』；她的行動是本義上的自殺，她將自身排除
在共同體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新的、實證的計畫方案―她就只是堅持她的無條件要求。」（Žižek, 1992:
46）
28
紀傑克做出了重要的區分：「安蒂岡妮不正是代表那被排除的、不妥協地依附於作為大寫物之大他者
（Other qua Thing），遮蔽了作為第三項的大它者（Other qua Third），使這個象徵的中介／調節之代理黯然
失色嗎？」（Žižek, 2001: 157）。粗體為筆者所添加，這個議題筆者在後面還會繼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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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消化、無法整合的一個空缺，進而撼動現有的社會-象徵秩序。因此，她的行動使她「落
入某種死亡」，她碰觸到的是存在的界限。

二、純粹死亡的欲望：第二個死亡
安蒂岡妮和伊底帕斯不同，伊底帕斯是無知地、被動地由命運所牽動， 29而安蒂岡妮
打從一開始就是清楚地知道，並且出於主動意願的行動，她「故意地從事犯錯的行動」。
（Zupančič, 2000: 207）拉岡強調，她的倫理行動特徵為：帶領她「朝向毀滅（Até）……，30
違逆毀滅之界限」（Lacan, 1992: 277）。
「毀滅」（Até）區別於「缺陷」（hamartia），後者指的是「悲劇的錯誤」（tragic
flaw）：一種犯錯的行為。「缺陷」是亞里斯多德為悲劇所定義的特徵：悲劇主角在判斷上
有了偏差，此一嚴重的失誤成為他後來失敗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說，悲劇主角的性格特質有
某種瑕疵，容易受到錯誤的影響和引導，造成他對於情況的不當理解，並且在關鍵的抉擇上
採取了致命的判斷，以至於倒轉了他的整個命運。在拉岡的脈絡下，安蒂岡妮的行動絕不具
有「缺陷」的意涵，嚴格說來，國君克里昂在此一事件當中的行為及其後果才能算是「缺
陷」的失誤（Parkin-Gounelas, 2001: 91-92）。31我們可以說克里昂使自身陷入一種進退維谷
的窘境，他在死亡面前無路可走；而安蒂岡妮卻是要超出此一無路可走，主動地進入毀滅和
死亡。
安蒂岡妮所堅持的不只是一場葬禮而已，而是堅持著要朝向毀滅的界限，並且超出此
一界限：「這就是安蒂岡妮之奧秘所呈現給我們的，她是非人（inhuman）」（Lacan, 1992:
263）。所謂的「非人」是什麼意思？是說她的自殺意味著某種犧牲嗎？
當安蒂岡妮要被關入墓窖時，她發出了悲嘆，訴說著自己的喪失：失去了能夠結婚、生
兒育女、享受天倫之樂的機會。所有可能實現的未來生活，種種關於生存的人間事，她都再
也無法體驗到了。這彷彿意味著，她捨棄了經驗的對象、自然的生殖循環、世俗的快樂、有
限的生命等等，這所有的捨棄僅僅是為了獲得某個例外：有價值且有尊嚴的生命、32崇高的
29

伊底帕斯唯有在他發現自己弒父娶母的罪行，而剜出自己雙眼的時刻，他才擺脫了命運。
希臘字Até，原本是希臘神話中宙斯女兒的名字，她因為愚笨的行為而使自己遭致悲慘的後果。這個
詞彙後來被引申為「災難」、「不幸」、「犯錯的處罰」、「罪行的報應」等諸多意思。但是在拉岡這裡，
當他將此一詞彙專門指定給安蒂岡妮時，便淘汰掉「愚行或報應」之意涵，即她的「毀滅或不幸」並非來
自於「愚行或報應」。拉岡將Até翻譯為misfortune（不幸）（Lacan, 1992: 264），紀傑克則翻譯為perdition
（毀滅）、devastation（摧毀）（Žižek, 1992: 25）。筆者採用「毀滅」之中文翻譯。
31
克里昂的行為不只害死了安蒂岡妮，也導致自己兒子和妻子的死亡。克里昂的兒子希門（Haemon）
是安蒂岡妮未婚夫，他和父親爭執過，但是父親沒有接受他的意見，仍然一意孤行。後來希門看到安蒂岡妮
的屍體，便用劍刺死了自己；而王后在聽到兒子的死訊之後，也自殺了。
32
例如，西格爾就認為蒂岡妮的死亡可以肯定人的價值與尊嚴：「面對不可改變的必然性，死亡既可以
是對人的價值的貶抑，也可以是一種肯定。安提戈涅（Antigone）的死亡不僅肯定了自己的價值，也肯定了
屍體的尊嚴。」（西格爾，2007: 17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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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生命。換言之，在這邊的犧牲可以在那邊換取補償。她雖然失去了世俗的有限生命，但
卻樹立為典範，而活在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之中，物質的肉體揚升為精神的不朽。似乎，死亡
為她帶來了美好的崇高生命。但是，我們要問，是這樣的嗎？
她在墓窖裡的這番悲嘆，並不是她的倫理行動的重點。此一悲嘆很容易就被誤讀了，讓
我們以為在她感嘆自身之喪失的同時，蘊含著慷慨赴義的驕傲和人性尊嚴的提昇。然而，對
拉岡而言，安蒂岡妮與其他的悲劇英雄相似之處在於，這屬於「第二個死亡」（Lacan, 1992:
285）。她不是犧牲，她的死亡不是為了要獲得永恆生命的補償，她的毀滅不是為了要換取
不朽的崇高。崇高生命仍然停留於第一個死亡，它是伴隨著第一個死亡而來的，它實際上
是不死的（undead），它絕不是第二個死亡。第二個死亡必須連繫於「純粹且單純的死亡欲
望」（Lacan, 1992: 282）。33
純粹的死亡欲望並不是一種強力之人的情況：「人強而有力地去體驗他的存在」，或是
「人強烈地行動，轉身去對抗那個壓倒他存在的東西」（Wright, 1999: 165, 166）。34這指的
是，人在不穩定的動盪之中，以更為堅強的意志、更為激昂的力量來奮鬥，試圖在混沌的變
動當中有所積極的創造，企圖重新將陌生的東西占為己有，藉此而再度掌握他自身。強力之
人絕不是安蒂岡妮的純粹死亡欲望，因為強力之人還帶有專屬於人的強大意志，這種死亡仍
然服務於崇高的生命。強力之人要在死亡之中實現目的，達到終結與完成，故其死亡並不純
粹。
人如果要透過死亡來獲得永恆生命或崇高生命，則這樣的死亡還不夠激進，因為他仍然
有所求，故他的行為只是懦弱的。相反地，安蒂岡妮的純粹死亡欲望之所以夠「純粹」，正
是因為她能夠棄絕。棄絕什麼呢？就連這「第二個（永恆的）生命」（Second（‘Eternal’）
Life）也都要捨棄掉（Žižek, 2001: 97），這才是完全的激進與徹底的勇敢。勇敢的非人是絕
對地不可犧牲的，她不企求獲得崇高生命，並勇於將自身投向「絕對自由之深淵」（abyss of
absolute freedom）（Žižek, 2001: 162）。
在悲劇當中，合唱隊為安蒂岡妮所唱出來的著名詩句，相當膾炙人口，拉岡也引用了
它。其中，用來描述人的那個形容詞在翻譯上有許多歧異，較適切的翻譯是「不熟悉的」
（deinon/Unheimliche/unfamiliar）35（或是「怪異的」、「陰森驚人的」）；據此，整句詩
為：「不熟悉的事物何其之多，但沒有什麼可以勝過人的不熟悉性」。36也就是說，安蒂岡
33

粗體為筆者所添加。
萊特（Kathleen Wright）藉由deinon這個字的豐富意涵，探討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1935
年和1942年關於安蒂岡妮的兩篇文章，分別呈現出人在世間的向死存有（being-toward-death）的兩種相反
型態。1935年，安蒂岡妮的不熟悉、無家園狀態是一種強力制勝的型態，而1942年的卻是一種離心的持立
（stand out），詩意地寓居於她的向死存有。（Wright, 1999）拉岡的安蒂岡妮屬於後者。
35
deinon這個希臘字，海德格翻譯為德文Unheimliche （Wright, 1999: 163）。
36
一般英譯者把deinon翻譯為wonderful, marvelous。故整句的英譯為 “There are a lot of wonders in th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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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拋棄了熟悉的、尋常的、安全的日常性，她的純粹死亡之欲望引領她去冒險，朝向非人的
狀態，進入到動盪、不平靜、駭浪般的不熟悉性當中。非人指的是，她敢於承擔在自身最親
密的內在性之中所發生的遽變。原本熟悉的內在同一性再也無法維持了，她必須面臨自身處
於陌生的、非同一的、分裂的、怪異的、陰森驚人的狀態。這正是在第二個死亡當中才能特
別彰顯出來的人之本質，此一本質為人所特有並專屬於人。
安蒂岡妮接受死亡，但這第二個死亡並沒有把她帶往到其他地方去，僅僅只是造成她自
身的分裂與敞開。她打碎了使自身安居的生存空間，離開了她所熟悉的生命場域，不再依附
於封閉的自我同一性，而讓自己置身於存在之匱乏（lack of being）的開放地帶（Lacan, 2006:
430）。我們可以用拉岡自創的新詞來稱呼這種狀態：「外密性」（extimacy）37或「私密的
外在性」（intimate exteriority）（Lacan, 1992: 139）。對拉岡而言，人的本質是外密性：在
人最為內在私密的中心位置上，不是某個堅密的實體，而是分割的裂隙，此一存有學裂隙為
人構成了其離心的本質。
既然安蒂岡妮的第二個死亡不是帶來崇高生命的第一個死亡，無關乎生物學的死亡或
精神的重生，那麼，她的倫理行動之意涵便與她最後的自殺舉動毫無關聯。拉岡說：「安蒂
岡妮自身打從一開始就已經宣稱：『我死了，並且我欲求死亡』」（Lacan, 1992: 281）。換
言之，不論她最後是否達到自然循環的消亡，她都已經讓「死亡入侵到生命之中」（Lacan,
1992: 285）。在她那些不妥協的行動當下，她便已然進入毀滅。在她還活著時候，她便已然
死了。第二個死亡直接就發生在存有者之存在當中，她並不是被判處死刑或上吊自殺之後才
碰觸到死亡的界限，打從她開始違抗命令與埋葬哥哥的時候，她就已經是以喪失生命的形式
來經歷她的生命。因此，她對我們而言，是作為一個獨特的示例，示例出人的本質：超出自
身之存在，離開自身向外綻出之外密性。
以安蒂岡妮作為示例，拉岡提出他的倫理學呼籲：「你的行動一致於你的欲望嗎？」
（Have you acted in conformity with your desire?）38（Lacan, 1992: 311）安蒂岡妮的行動是倫
world, but there is nothing more wonderful than man.” （Lacan, 1992: 274）或是 “Many the marvelous things; but
none that can be more of a marvel than man!” （Sophocles, 1956: 11）盧白羽的中譯為：「奇異的事物雖多，
卻沒有一件比人更奇異」（馬伊爾，2007: 43）。呂健忠的中譯為：「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奇妙之極莫過於
人」（蘇福克里斯，1988: 32）。那個形容人的詞語deinon翻譯為「奇妙」或「奇異」並不恰當，因為合唱
隊是被安蒂岡妮的舉動所震驚，處於一種恐怖與驚駭的狀態，而不是抱持著「奇妙」或「奇異」這種讚揚、
稱頌或祝福的觀點。
37
這是一個組合詞，取法文exterieur/exterior（外在性）的字首ex，連接於另一個詞intimité/intimacy（私
密性），結合成新詞extimité，英文翻譯為extimacy（外密性）（Evans, 1996: 58）。
38
在拉岡的脈絡下，欲望（desire）區別於生理需要（need）（例如，需要食物），以及區別於語言化
的情感要求（demand）（例如，要求愛）。當拉岡呼籲要「跟隨你的欲望」（following your desire）時，並
不是說主體要去追求某個實質或抽象的對象，來填補主體的匱乏，獲得滿足；相反地，是說主體要讓欲望帶
領他去接受他自身的匱乏，接受絕對的非滿足。就此而言，拉岡的欲望不是生物學或心理學的，而是存有學
的，欲望將帶領主體朝向徹底非同一的、激進離心的存在狀態。這個接受存有學裂隙（ontological fi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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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她能跟隨她的欲望，用毫不妥協的堅持來一致於她的純粹死亡欲望。她沒有退縮與害
怕，因此她不會把死亡從內在之中給驅邪出去。接著，我們還要繼續追問，使這一切能夠發
生的原因是什麼？為何她能夠如此？

三、與真實界遭逢：從大他者到每一個人
當安蒂岡妮面臨危急的難關並處於嚴格的倫理考驗時，她沒有退縮，既不選擇自我保護
（有限的機體生命），也不選擇犧牲（無限的崇高生命）。這意味著她不依附於某個神性的
存有者，39她的死亡不為她帶來某種來生的保障，而是在此世的當下坦然接受空蕩蕩的虛無
（nothingness），讓虛無進入到她的存在之中，帶來存在之匱乏。
由於她能夠放棄所有的依附與保障，承擔一個最不可能的選項，因此我們可以說，她的
欲望引領她朝向某種不可能的存在，並在其中與「不可能者」（the impossible）遭逢。40此
一遭逢取消了她的同一性之核心，在她死亡的同時，給了她絕對的自由。作為一個存在著的
人，一個普通的存有者，她超出了她自身存在的界限，把自己帶離開她自身，帶往深淵般的
自由之境，讓虛無穿透她。她不是站在深淵之前，而是讓深淵進入到她之中。因此，她是所
有普通存有者當中最為特殊的那一個，她為我們展示了「存有者（being）能夠區分於存有
（Being）自身的位置」（Lacan, 1992: 248）。41她在存有者的位置上，透過第二個死亡而讓
她自身敞開來，此一敞開讓出位置給存有、給虛無、給不可能者。用拉岡的術語來說，則是
讓出位置給「真實界」（the Real）；42「真實界」即是她的欲望之原因。
安蒂岡妮的第二個死亡，揭示了她與「真實界」的關聯，43揭示了她的欲望之原因。拉
岡強調，安蒂岡妮的形象閃耀著無比的「光輝」，44這正是由真實界之臨在（presence of the
的過程，會與大他者（the Other）密切相關（例如，在醫療關係中，案主的欲望，要由作為大他者的分析師
來引發）。
39
借用尼采的話來說，就是「上帝已死」。
40
「心理分析倫理學被設置在不可能的欲望之嬗變中，不可能者的欲望（the desire of the impossible）。
心理分析倫理學不是不可能的，它是一種不可能者的倫理學，奠基於不可能者，屬於被閹割的主體。正是拉
岡的天才之標記證明了：倫理學―任何的倫理學―發生且只能發生在不可能者的位置上。」（Pettigrew,
1996: 203）
41
拉岡原本說這句話的脈絡，是在批評一種錯誤的死亡，是由薩德（Marquis de Sade）所代表的，那遠
遠不同於安蒂岡妮的死亡，安蒂岡妮之死才能正確地彰顯這句話的意涵。
42
the Real是拉岡三個界域之中最重要的一個［另外兩個是想像界（the Imaginary）與象徵界（the
Symbolic）］，這個簡單的語詞卻極難翻譯。蔡淑惠老師翻譯為「真實層」（紀傑克，2008），季廣茂老
師翻譯為「實在界」（紀傑克，2002），兩者都很貼切。但如果不加以澄清的話，很容易會與「現實」
（reality）之概念以及哲學流派的「實在論」（Realism）相混淆。筆者考量到行文敘述的流暢性，翻譯為
「真實界」。
43
拉岡強調，「佛洛伊德的立場構成了我們在這裡的進路，就此而言，倫理學的問題要從此一觀點而被
嵌接起來：關聯於真實界（the Real）的人之位置。」（Lacan, 1992: 11）也就是說，「主體之分裂關聯於遭
逢」（Lacan, 1978: 69）。
44
拉岡以「安蒂岡妮的光輝（splendor）」作為章節的標題（Lacan, 1992: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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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所帶來的。由於她與真實界遭逢（encounter with the Real），45真實界的呈現帶來啟明
的光照，直接穿透了她的存在核心，在其中燃燒，造成她的存在核心產生爆炸性效果，核心
不再是封閉的，而是敞開與分裂的。安蒂岡妮的「匱乏之英雄精神」（heroism of the lack）
（Žižek, 1996: 96），46體現了「悲劇倫理學」：在嚴格的倫理考驗中，她不僅沒有迴避真實
界，而且直接地與其創傷性遭逢，勇敢地接受遭逢的後果，這正是英雄所具備的本色。「悲
劇倫理學」當中的「悲劇」指的是，人與真實界遭逢時所承受的巨大震撼，是創傷性的分裂
與死亡；「倫理學」則是指，此一遭逢揭示了人的本質，是激進離心與徹底無根的本質。因
此，紀傑克又稱之為「真實界倫理學」（ethics of the Real）（Žižek, 2001: 160）。47
對我們而言，「悲劇之倫理學」或「真實界之倫理學」究竟意謂著什麼呢？我們如何看
待它？它在我們身上會造成怎樣的影響？
從我們這邊來看，安蒂岡妮是我們的大他者（the Other），48她對於我們具有絕對的陌
生性與異質性，我們既不能把她客觀化為可理解的知識，也不能把她縮減為可詮釋的意義。
因為，她是「作為真實界的大他者」（Other qua Real） （Žižek, 2001: 163），她夾帶著真實
界的啟明光照，呈現給我們。甚至可以說，她即是真實界（she is the Real），49她在我們的
面前，使我們也同樣地與真實界相遭逢，感受到深淵般的虛無，承受著不可能者。拉岡說：
在效果上，《安蒂岡妮》揭示給我們的是，定義著欲望的視線。這個視線聚焦於一
個形象，此形象擁有某種至今都未被說出的神祕，因為它迫使你在注視它的時刻，
要閉上你的眼睛。這個形象處於悲劇之中心，它正是安蒂岡妮自身那震懾的形象。
（Lacan, 1992: 247）

45

「在經驗的中心，沒有其他實踐能比得上心理分析，它最能夠引導我們朝向於真實界之硬核（the
kernel of the real）。……我們在哪裡遇見這個真實界？我們在心理分析中所發現的是一個遭逢，一個必要的
遭逢―我們總是被呼喚著，要與那個困惑著我們的真實界進行約會。」（Lacan, 1978: 53）拉岡之所以強
調心理分析的經驗最能引導我們與真實界遭逢，乃是因為心理分析探究的是人的焦慮處境，而那正是遭逢瞬
間的存在狀態。
46
紀傑克在這個脈絡下，舉出了一種對拉岡之安蒂岡妮的錯誤解讀：認為她是因為著迷於大寫物
（Thing）卻又無法昇華，因而落入自殺。
47
也有評論者說：「心理分析倫理學不是一種行動之倫理學（ethics of action），而是存有之倫理學
（ethics of Being）。」（Pettigrew, 1996: 202）
48
拉岡的other，在三個界域中各有不同的意涵。在想像界中，這指的是和我產生各種相互關係的他人
（other）。在象徵界中，這指的是社會―象徵秩序的大它者（Other），它不是人的狀態，而是一種機制，
是人與人之間作為中介項的交往規則。在真實界中，這指的是能夠引發我們分裂的大他者（Other），是一
個已然與真實界遭逢並承擔自身死亡的英雄，例如，自剜雙眼的伊底帕斯、安蒂岡妮、分析師等等。
49
這句話改寫自紀傑克的用語，原文是「她即是大寫物」（she is the Thing）（Žižek, 2001: 163）。「大
寫物」（the Thing）源自於弗洛依德，指的是具有絕對怪異性（monstrosity）或他異性（otherness）的鄰
人。筆者為了避免太多專有術語而造成閱讀上的負擔，因此不闡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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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岡妮的形象透顯出「安蒂岡妮的美」（Lacan, 1992: 248）。這樣的美並不是令人
感到和諧愉快的，不是讓人靜靜欣賞並且產生平衡感與舒適感的優美。相反地，她所展現的
美是「熾熱的」。50讓我們在看她的同時，既感受到極大的震懾與驚恐，又不由自主地想要
去注視她，她「既吸引我們又驚嚇我們」（Lacan, 1992: 247），紀傑克稱這樣的美為「崇高
美」（sublime beauty）。51就在我們睜大眼睛準備要注視著她的那一瞬間，我們被迫要閉上
我們的眼睛，因為她是作為真實界的大他者，而真實界的光照是不可直視的，只會帶給我們
「目盲的效果」（Lacan, 1992: 281）。
因此，她為我們所帶來的真實界之光照，並非柔和與溫煦的照亮，不是指引路途的燈塔
之光，而是令我們感到目炫神迷的強光，使我們無法直面地去觀看、去欣賞、去凝視它。它
的強烈光芒就如同熾熱的火炬一樣，刺穿我們的視線、灼燒我們的眼睛，就在它閃耀的那瞬
間，為我們帶來了無法承受目盲。這並不是說，安蒂岡妮之形象會讓我們變成瞎眼之人。眼
睛所代表的是視覺、心智、理性，故目盲並不是發生在我們的感覺器官上，而是發生在我們
的內心深處，撼動我們的智性，癱瘓我們的理解力，使我們打從心底發出顫抖。我們歇斯底
里地發問：「她到底想要什麼？！」（Žižek, 1989: 117）簡言之，她所帶來的照亮不是閃耀
在我們的面前，而是作為「真理的光輝」閃耀在我們的存在核心之中（Lacan, 1992: 217），
引發我們的死亡欲望，讓我們也成為存在之匱乏。一旦真實界在安蒂岡妮形象之中被揭示出
來，真實界也將揭示給我們所有其他的人。
如果說，我們把安蒂岡妮的行動縮減為抵抗，則我們關心的乃是既有的社會-象徵秩序
如何能夠受到調節，如何能夠適合的所有的人，那麼，我們仍然是社會同一性的擁護者。然
而，紀傑克的論述剛好相反，他關心的是，安蒂岡妮如何跟隨她的死亡之欲望，在死亡當中
揭示人的本質，而這將會瓦解社會同一性，撼動既有的社會-象徵秩序。
安蒂岡妮引發了我們的死亡欲望，讓我們也能承擔自身的徹底變異，不只是身邊的你、
我、他，不只是一小撮的我們，更是整個共同體之中的每一份子，都要能夠經歷並承受死
亡。安蒂岡妮對於共同體所產生的撼動效果是無比巨大的，由於她為共同體引入了真實界，

50

「與安蒂岡妮毀滅的實現或違反同時發生的是：激烈的光照、美的熾熱，這就是我最為堅持的特徵，
它教導我們安蒂岡妮之問題的示例功能，讓我們可以決定特定效果的功能。此一方向為了我們而建立了特定
的關係：關聯於特定領域的超出。」（Lacan, 1992: 281）與安蒂岡妮的毀滅同時發生的是：光照與熾熱，是
真理從她之中顯現時所帶來的燃燒。
51
紀傑克說：「在安蒂岡妮的示例中，她的象徵死亡（symbolic death），她被排除於城邦的象徵共同
體之外，這些都在她的實際死亡之前發生，而使她充滿了崇高美的特徵」。（Žižek, 1989: 135）這裡用「崇
高美」是一個頗為奇怪的用法，康德（Kant, I.）明確區分了「美」與「崇高」的不同，但紀傑克卻好像不經
意似的混雜使用。事實上，紀傑克曾經詳細地討論過這兩個概念。「美」被視為是主體對現有象徵秩序所抱
持的快樂，而「崇高」被視為主體欲朝向理念新世界時所帶來的痛苦中的快樂（Žižek, 1999: 39-41）。筆者
認為，這兩個概念都不是他所贊同的，因此，這裡才混雜起來使用。筆者的另一篇文章〈穿越社會幻象：紀
傑克對「超我」的顛覆及其教育意蘊〉詳細地討論過「美」與「崇高」的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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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之中的每一個個體都不再迴避他自身的焦慮，不再把內在的死亡給前置或再現，整個
共同體當然也就不會在直視死亡當中獲得激情的熔合，不會藉由幻象來保護自身。如此一
來，共同體不再是封閉的，它必定會敞開自身，且將自身構成為具有激進異質性的共同體。
具有激進異質性的共同體能夠杜絕倫理暴力的發生，因為共同體之中的每一個成員都能
在變異之中處之泰然，勇敢地承擔自身的掏空與分裂狀態，不會驚慌失措地想要驅邪內在的
分裂，整個共同體便不會陷入無可自拔的悲劇之激情。這樣的敞開並不是說共同體是四分五
裂的，它仍然是嵌合的，只不過，共同體的嵌合是由於每一個人都與真實界遭逢，每一個人
都以自身之匱乏而跟他人嵌合在一起。亦即，支撐共同體的是一個匱乏的中心。

肆、代結語
悲劇的確是藝術作品，是關聯於死亡和痛苦的藝術作品，但是，悲劇不只是被侷限於美
學或藝術，它比美學的範疇更廣，它關聯於倫理學，並且是原初的倫理。因此，悲劇不是無
關乎社會現實的純粹想像，它的構成總是包含了社會現實的存在。不過，這並不是說，悲劇
是在模仿社會現實的殘酷面，這種說法不僅低估了藝術作品本身的政治力量，也無法深入探
究社會暴力是如何被構成的。
悲劇的戲劇性結構本身，即蘊含了倫理暴力的構成性原理或組織性原則。紀傑克藉由
心理分析式的剖析，將此一構成性原理闡釋為幻象的機制。用幻象的機制來分析悲劇，不是
強調它的內容，不是要去指涉某個特定的社會現實或是某個具體時空下所發生的客觀事件，
而是要強調它的普遍形式，揭開引發暴力行為的心理過程與存在過程。幻象機制的重要性在
於，它闡釋了暴力的起源：人一旦害怕接受自身的存在之匱乏，不敢承擔自身的內在死亡，
他就會把死亡從內在給驅邪，前置或投射到他人身上，外在化為可見的死亡景觀，並且藉由
直視死亡來增強他自身的存在感。
「死亡驅力」和「鄰人」的議題，一直是心理分析倫理學的焦點，也是佛洛伊德在《超
出快樂原則》和《文明及其不滿》中的重要貢獻。不過，佛洛伊德所提示的方向有很大的模
糊性，以至於有人誤以為心理分析的死亡驅力是某種悲觀的哲學人類學論述，是要彰顯人的
殘酷本性。經過拉岡和紀傑克對於此議題的持續經營，我們才找到死亡驅力的問題癥結所
在：死亡被愛欲給馴服。只要人想要維持自身的存在之激情，只要共同體企圖將自身的存在
給極大化，他或他們就會迴避內在的分裂與死亡，把它給驅逐出去，移置到鄰人的身上。死
亡服務於愛欲，便形成了死亡驅力，而這正是暴力的根源。
基於倫理學的立場，我們必須要做到的倫理行動是，分解由悲劇場景所引發的悲劇激
情，讓死亡擺脫愛欲的糾纏，讓死亡不被再現，讓死亡純粹化為人自身的死亡欲望，只能是
「我的死亡」。而這種倫理行動並不是一種新奇的嘗試，早在希臘悲劇之初，安蒂岡妮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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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為我們展示出這種純粹的死亡欲望，深刻地闡述了人在這個世間應有的存在態度。她在虛
無的倫理試煉當中，經受著由虛無所帶來的死亡，讓自身向著虛無而敞開，她沒有迴避並勇
於接受。對我們而言，她是重要的鄰人，是我們的大他者；她與真實界遭逢，並透過她的死
亡，將真實界之光照閃現給我們，使得我們也能夠因此而經受我們自身的存在之匱乏。
悲劇場景和悲劇倫理經常處於一線之隔，如果說處於危機與慌亂之中的共同體成員，有
那麼一個瞬間，將一切動作給停頓了下來，開始察覺到虛無的逐步蔓延，靜默地感知著自我
掏空的存在。那麼，他或他們將能夠將焦點從那個被歸咎的代罪羊身上，收回到自身當中，
一切便會有全然不同的轉折，倫理學的契機便在當下發生。反過來看，如果說有人不敢承擔
由安蒂岡妮所引入的死亡之欲望，害怕她的激進異質性，那麼，這些人很可能下一步就會將
她設定為恐怖的鄰人，認為她的行動是不可理喻與難以設想的，進而對她展開驅邪的動作，
此時，便立刻失落了倫理的契機，翻轉為暴力的對待。
綜上所述，本文探究了悲劇的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關聯於社會暴力的構成，另一個面
向則是關聯於倫理的行動。集體暴力是基於幻象機制而造成社會的悲劇，我們必須找出其中
的鈕結並且加以拆解，一旦我們能夠將幻象機制透明化之後，我們就能明白悲劇的另一個倫
理行動面向，如何能幫助我們杜絕暴力的發生，這正是由安蒂岡妮悲劇所揭示的原初倫理。
要是我們無法在悲劇當中發展出悲劇倫理，而只是依靠幻象而停留於悲劇激情的話，這不僅
縮減了悲劇，簡化了這個作為文化發展的重要根源。更可怕的是，悲劇激情還將成為政治共
同體的實踐藉口與方向，那麼，像是納粹大屠殺這樣的極端恐怖事件，不僅會被合理化，並
且可以想見，它絕不會僅止於發生一次，它會在未來一再地被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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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ethical dimension of tragedy. As a Lacanianist, Žižek not only
explicates the mechanism of violence that dominated the tragic scene, he also endeavors to unwork
this mechanism of violence. Žižek’s effort originates from the well known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Girard thinks that there must be a true event of collective violence hidden beneath tragedy. In
order to relieve its inner crisis, community exerts violence onto the chosen scapegoat and sacriﬁces
him collectively. Differing from Girard’s thesis that reduces tragedy as the imitation of the event
of generative violence, psychoanalysis hold the belief that it is theatrical structure of tragedy that
constitutes exactly the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violence of sacriﬁce.
Žižek thinks that through observing the spectacle of death, people not only are filled with
masochistic enjoyment, but also are united together intensively. The theatrical structure of tragedy
tames the destructive potential of death that community feels from within and expels it outside.
Displacing the rending division onto the sacrificed others, community reaches the maximum of
binding Eros in its interiority.
We have to break out of this theatrical representation that encloses the obscenity of the
expelled death. In his reading of Antigone, Lacan unearths ethical dimension of tragedy. 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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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pure desire for death, Antigone presents her ﬁgure with glorious splendor and brings us the blind
shattering. She causes our division from within.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no longer displace inner
division outside and assume our ontological ﬁssure uncompromisingly.
Keywords: Antigone, Jacques Lacan, Slavoj Žižek, ethics,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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