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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闡述瑪拉布的創傷一般理論。創傷的一般理論重新定義創

傷的本質，並說明創傷對受創主體所產生的構成性功能。內文包含三

個部分。第一，創傷和病理學之間的聯繫要被解除。當下的意外事件

並不回歸於早年的性創傷。創傷不再被病理學的起源論述和治療應用

所規定。第二，創傷的意外的特徵要被強調。創傷並不關聯於主體的

內在過去，僅關聯於當下的外在事件。第三，瑪拉布說明意外對主體

所產生的衝擊。意外事件直接摧毀了主體的自我同一性。心靈的摧毀

使得受創主體不再有任何經驗和感受，他因此才能夠倖存下來。創傷

的一般理論揭示了受創主體如何被創傷之摧毀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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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意識

一、創傷的本質是什麼？

關於創傷的探討不僅卷帙浩瀚，方向也相當多元。伯傑

（James Berger）將過去二十多年來人文領域的創傷研究，區分為三

個主要的來源。
1 以他的區分作為基本架構，我修正並整理為下列

三類創傷理論的面向。
2 

第 1類是創傷與病理學。它包含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學派早期

的歇斯底里研究與後來的創傷神經症研究，以及 1980年訂立出

PTSD官方判定標準之後的相關研究。3 這一類理論強調醫療的實
踐，著重個體病徵的診斷和治療。第 2類是創傷與見證。它源自於

納粹大屠殺這個現代時期的巨大歷史創傷，倖存歸來的生還者記述

1 伯傑的第 1個來源是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對於戰爭神經症的病理學
分析，以及官方的「創傷後壓力失調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以
下簡稱「PTSD」）的醫療定義。第 2個來源是理論和思辨的心理分析，由
佛洛伊德—拉岡（Jacques Lacan）—紀傑克（Slavoj Žižek）這一條路線所
構成，分析歷史創傷在社會文化層面所產生的效果。這個部分我修正得比

較多。第 3個來源是 1970年代之後出現的大屠殺研究，以方法學和各種主
題來探討見證和證詞（Berger, 2004: 564-565）。

2 區分只是為了建立概念框架與定位的方便，事實上，這三類理論仍有不少
的重疊或交集。例如，佛洛伊德從早期到晚期的不同理論發展，以及他的

各種取向的追隨者，便使得心理分析得以橫跨這三種類別。
3 萊思（Ruth Leys）梳理了「創傷」之概念發展的系譜學，在其中佛洛伊德
的地位顯然是奠基性的，他使得創傷不再被侷限為身體的，而建立起「心

理創傷」的範疇。不過，今日的 PTSD研究領域已經有許多的變化，它的
取向不再限於心理分析，而是整合了心理分析、認知心理學、神經生物學

等多重領域（Leys, 2000: 18-40）。



167

瑪拉布論創傷

下大量的見證文學，成為理論研究的重要對象。創傷超出了病理

學，為我們揭示出歷史的真理，以及社會文化中的敘事、再現、記

憶、哀悼等相關問題。
4 第 3類是創傷與主體理論。它以倫理學為

軸心，超出歷史創傷，探討主體與原初它者的創傷性遭逢，以及創

傷如何作為主體的構成性原理。這類的理論試圖為「創傷」之概念

恢復名譽：創傷立基於普遍的存有者，並能作為主體之根源。透過

後來的創傷事件，主體將能返回其根源，再度獲得解放與自由。

（粗體字為作者所加，以下同）
5 

後面這兩類都不再侷限醫療領域這樣的區域存有學，而將創傷

一般化，作為人文社會的廣泛現象。不過，唯獨最後這一類能夠奠

基於哲學的主體性，彰顯創傷的本質，其理論定位是更為普遍的。

我的研究方向屬於最後這一類，要處理兩個課題。一是探究創傷的

本質，為創傷正名，使其完全脫離任何狹義或廣義的病理學意涵。

二是闡述創傷之摧毀如何構成受創主體：他之所以能夠生還，是因

為直接的摧毀已然剝除掉他所有的經驗和感受，使他進入自身的主

體之匱乏。並且，受創主體不是與我們相異的特殊或脫軌，相反

地，他們就是我們，他們的受創正是我們所有人原初的存有之匱乏

狀態。

本文主要闡述的是瑪拉布的創傷一般理論，她在《新傷者：從

神經症到腦傷》（The New Wounded: From Neurosis to Brain Damage）

一書中，試圖揭露創傷所蘊含的真理。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說，藝術作品的真理常常是在未來才被後世人看見與理解，好比照

4 這一類的學者有：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費歐曼（Shoshona Felman）、
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卡露絲（Cathy Caruth）等人。

5 這一類的學者有：紀傑克、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列維納斯（Emma-
nuel Levinas）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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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顯影劑尚未出現之前而含藏在底片之中的映像。紀傑克以此類比

於哲學概念：
6 過去某個哲學概念的精確意涵，經常是到了今日才

真正地被認識到（Žižek, 2008）。7 同樣地，「創傷」之概念總是被
壟罩著病理或徵狀的陰影，它也尚未真正地被世人所理解，而這是

瑪拉布給予自身的任務。

二、我們如何面對受創主體？

紀傑克闡述「非人」（inhuman）之概念，其代表人性的「零度」

（zero-level）（Žižek, 2006: 161）。在當代具體的政治社會的情景中，

有那麼一群人，他們在我們的身邊，但卻與我們極度疏離，彷彿是

處於陌生國度中的異鄉人。他們無根地如遊魂般飄盪著，與世界脫

勾。甚至，像是沒有靈魂那般，也與他們自身脫勾。非人的存有狀

態給予我們衝擊與深思：他們是誰？

他們是受創的主體（traumatized subject），具有激進的它異性

（Otherness）。紀傑克說：「人類存有者的它異性被還原為非人性，

這個它異性的示例是集中營裡的活死人（muselmann, living dead）

的恐怖形象。」（Žižek, 2006: 160）8 阿岡本蒐集了許多集中營倖存

6 他指的是笛卡兒（R. Descartes）的「我思」（cogito）。他認為今日並未進入
後笛卡兒（post-Cartesian）時代，相反地，當笛卡兒的「我思」與當代的
創傷課題關聯起來時，其觀念之力道才能完全發揮出來。

7 這篇文章的內容經整理後放入 Living in the End Times一書中，但我所引用
的這一小部分內容並未被放入。

8 「活死人」有幾種寫法：Muslim, musulman, muselmann，專指集中營裡那些
接近於死亡的俘虜，它的本義是「回教徒」。猜測可能是將頭部受傷的俘

虜聯想於包頭巾的阿拉伯回教徒，或是將那些失去求生意志、被動不抵抗

的猶太人，類比為抱持認命之態度、踡伏膜拜的回教徒（Agambe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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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描述「活死人」的記載。他們不僅外表枯瘦蒼白，動作緩慢機械

化。並且，他們對外界沒有反應，視線穿透事物不聚焦，表情平板

冷漠。他們彷彿停止了心理層面的運作，不存在價值的好壞評判，

因此也沒有任何的情緒變化。我們用以判斷人類存有者的意識、意

志、人性等，在他們身上都看不到。他們彷彿死掉了一樣，但也讓

我們猶豫該不該稱呼他們死亡為死亡（Agamben, 1999: 41-45）。

首先，活死人並不是低於人性或失去人性尊嚴，故阿岡本說，

如果針對活死人的情況要去談論尊嚴和體面的話，這個動作本身就

是非常不適切與不體面的（Agamben, 1999: 60）。他們碰觸到人性

的界限，穿透了人性，揭露出內在於人性當中的非人部分：人性中

的創傷內核或裂隙。他們無關乎第 1類的創傷之病理學意涵，因為

他們不是源自於無意識罪疚感，我們不能以治療的態度去看待他

們，這樣做是不應該的，紀傑克強調：「若把納粹集中營之『活死

人』的心理崩毀連結於受虐傾向、死亡趨力、罪疚感等，此作為明

顯是邪淫的。」（Žižek, 2010: 293）其次，他們也不屬於第 2類的

創傷與見證之範疇，因為「活死人不說」（Agamben, 1999: 33），不

給出證詞，不做見證。最後，他們所表現出來的人性之零度，嚴肅

地挑戰了我們對於人性的思考，給予我們倫理上的緊迫性，迫使我

們要去思考第 3類：創傷與主體理論。

是否這樣的思考只針對活死人有效？瑪拉布提出另一個關於

「非人」的例子：腦傷患者。她發現到，阿茲海默症患者所表現出

來的情況與集中營的活死人類似，都顯現出同樣的情感冷淡與疏

離。在我們面前的那個人，他的頭髮、聲音、面容明明都是熟悉

45）。我在之前的文章裡是採用音譯翻為「默斯林」（蔣興儀、魏建國，
2008: 172-173），現在改為意譯的「活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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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我們卻感到他完全是另外一個陌生人，一個熟悉的缺席者。

並且，他的無差別、超然、分離等態度，同樣也向著他自身，他陌

生於他自身。

瑪拉布將阿茲海默症和活死人連繫起來，給予了我們不同的視

野。使我們能夠超出創傷的特殊肇因，而專注於結果：他們「都聯

繫於某種同一性的完全變形」（Malabou, 2012b: xviii）。她問：「這

樣的受苦是否將自身顯現為對於受苦冷漠的形式？此形式無法將受

苦經驗納為己有？是否有一種受苦的形式創造了新的同一性：某個

受苦的未知者的未知同一性（the unknown identity of unknown per-the unknown identity of unknown per-

son）？」（Malabou, 2012b: xii）9 瑪拉布認為當今的理論對於「創傷」
和「受創主體」的理解是不充分與偏頗的，因此她致力於創傷的再

定義，為創傷恢復名譽。

受創主體並不為我們展示「人性之不可摧毀的基礎」，相反

地，從他們身上，我們目睹了由無情感的受創主體所例示的「純粹

摧毀的形式」。他們切斷與過去同一性之關聯，告別舊有的存在模

式，為我們揭示了我們存在的原型（Malabou, 2012b: 213）。

9 瑪拉布的這本書有三個要旨。第一，要為腦神經科學和心理分析兩個範疇
搭橋，用大腦的事件性（eventality）來取代性慾的事件性，這部分主要在
批判佛洛伊德。第二，闡述新傷者的各種共同特徵――主要是同一性之摧

毀――來建立創傷的一般理論。第三，發展「摧毀的造型性」（destructive 
plasticity）之假定，透過同一性之摧毀來構成主體的新形式。上述的三點
當中，本文主要是發揮第二點。第一點只取瑪拉布反對佛洛伊德的某些部

分，並未如她那般強調大腦的重要性。而對於第三點本文隻字未提，因為

我認為「摧毀的造型性」定位模糊不清：瑪拉布究竟是支持新同一性的產

生？還是支持無同一性？這連帶地會對於她的主體性立論感到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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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後遺性及其不滿

討論創傷，不能不提到佛洛伊德。他既開發了創傷，也獨佔了

創傷。他使得創傷之概念被後遺性所規定，脫離不了早年的性事件

和病理學。瑪拉布抨擊佛洛伊德的理論預設。她認為早年性創傷的

說法防堵了意外的真正衝擊力量，讓心靈變成不可摧毀的，因此掩

蓋了創傷的本質。

一、佛洛伊德與後遺性：創傷的病理學歸因

佛洛伊德對創傷所提出的解釋不只一種。最早發展且一再被

後人所探討的是「後遺性」（Nachträglichkeit/afterwardsness）之概
念，它源自愛瑪（Emma）的案例（Freud, 1895: 353-356）。

愛瑪被診斷為認為具有歇斯底里的強制性（hysterical compul-hysterical compul-
sion），徵狀之一她無法獨自一人進入商店，這是基於 12歲的某段
記憶。當時她進入商店買東西，看到兩個店員在一起笑著，她受到

驚嚇，並衝了出去。她認為這兩個店員在嘲笑她的衣服，其中一人

還對她產生了性的吸引力。

佛洛伊德進一步探問後，發現愛瑪還有第二段相關的記憶，

來自於更早的 8歲。那時她進入商店要買糖果，商店的店經理隔著
她的衣服，抓了她的生殖器。這個更早的記憶，在 12歲遇到兩個
店員的當下，並沒有浮現出來，是之後才想起來的。佛洛伊德分析

這兩個場景之間有許多相似性，特別是兩位店員的笑聲，讓她聯繫

於店經理攻擊她時所伴隨的咧齒而笑。她之所以害怕兩個店員而逃

跑，可能是害怕先前的攻擊再度發生。

佛洛伊德說，使這兩個場景連繫起來的重要關鍵是青春期：

「一段記憶喚起了某種感受，此一感受並非被喚起為某個經驗，因

為在這段期間由青春期產生了改變，使得所記起的事情出現了不同

的理解之可能性。」（Freud, 1895: 356）12歲遇到兩個店員時，被
喚起的是主觀的「感受」，而非具體的「經驗」。那時她接近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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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性慾方面的成熟使得她不僅喚起了前一段記憶，並且對這段

記憶產生了「不同的理解」，引入了新的性慾詮釋進來。因此，佛

洛伊德對愛瑪的解釋是：「一段被壓抑的記憶，只有透過延遲反應

（deferred action）才變成創傷」（Freud, 1895: 356）。

這裡的「延遲反應」便是「後遺性」。
10 它的精簡解釋是：一

旦個體有了關於性慾的知覺（經歷青春期），「個體的早期經驗可能

被後期事件所觸發，並且將其認為是創傷的；即使這個事件在它發

生的當時並沒有被認為是創傷的。」（Sears, 2013: 3）11 這個解釋雖
然清楚，但失落了不少豐富的內涵。對於「後遺性」之概念貢獻

卓著的學者拉普朗虛（Jean Laplanche）強調它關聯於創傷的時間

性：
12 具有雙向的時間運作，包含逆向的回溯和順向的保留，而不

只是單向的延遲（Laplanche, 1999: 263-264）。

10 德文 Nachträglichkeit早先被佛洛伊德全集編者史崔屈（James Strachey）翻
譯為「延遲反應」（deferred action），後來拉普朗虛翻譯為「後遺性」（after-
wardsness）。（Sears, 2013: 3）「後遺性」不僅成為常用的翻譯，並且透過拉
普朗虛才獲得了它的重要性。

11 西爾斯（Laurie J. Sears）在他的書中擴大了後遺性的應用，將其與文學關
聯起來。他認為，文學作品將創傷帶進敘事的形式，並以逆向的方式改變

了歷史。他的導言以「歷史的後遺性」（the afterwardsness of history）作為
標題。

12 拉普朗虛說，翻遍《佛洛伊德全集》找不到 Nachträglichkeit這個名詞，只
有在一、兩個地方發現到它的形容詞（不過拉普朗虛的說法有誤，在《夢

的解析》中就曾出現過這個詞，在此感謝審查委員的悉心提醒）。就連佛洛

伊德後來的主要闡釋者，也沒有特別重視它。拉岡首先在 1953年注意過這
個術語，可惜他並沒有發揮它。後來由拉普朗虛和彭大歷斯（Jean-Bertrand 
Pontalis）兩人，從 1964年之後陸續對這個詞彙進行詳細的探究與闡述，它
才逐漸成為佛洛伊德的關鍵性概念。不僅佛洛伊德本人忽略了它，並且它

的延後出現也回過頭去改變了對佛洛伊的理解。據此，拉普朗虛為此概念

寫了長達 6頁的註釋，並說：「整個關於後遺性的相關問題之形成，也要透
過某種後遺性之過程來體現。」（Laplanche, 1999: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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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遺性」並非客觀的鐘錶時間性（機械刻度的線性時間），也

不全然是主觀的現象學時間性（主體內在的時間意識），它顯現為

心理機制的時間性。心理機制的運作產生了哲學的悖謬性。此一悖

謬性使得兩次事件以倒轉的秩序構成為創傷。

悖謬之一是原因和結果的倒轉。維斯柯（Rudi Visker）說：

「結果『因此』運作出原因」（Visker, 2000: 262），我們一般的常識

性理解是：先前的 8歲遭遇是原因，後來的 12歲遭遇是結果，原

因產生了結果。這裡完全不是這種素樸的因果關係。原因是被「喚

起」的，但在這個過程中，記憶痕跡被活化的同時，它也被改變

了。由於添加了青春期性成熟的元素，這兩個場景才連繫起來形成

結盟。第 1個 8歲的場景後來才被理解，並使得愛瑪誤讀了第 2個

場景，店員的笑聲忽然被轉換，笑聲指涉了原本沒有指涉的某事

（侮辱與性攻擊）。於是，「經由結果而造成了原因，原因變得『更

加豐富』，或是改變了。」（Visker, 2000: 262）

我們要繼續追問。第 1個場景中，當事人的內在並沒有感受到

創傷；第 2個場景中，外在情境並沒有實際發生創傷事件。那麼，

到底創傷源自於何處？

悖謬之二是外在和內在的交錯。維斯柯說，造成創傷的攻

擊「來自於內在之中的外在（outside in the inside）」（Visker, 2000: 

263）。他借用拉岡的「外密性」（ex-timacy）概念來說明。13 這個

13 這是一個組合的新詞，拉岡把法文 exterieur（exterior）（外在）的字首 ex
連接於 intimité（intimacy）（私密、親密），組合成 extimité（extimacy）（外
密性）。這樣的組合要表達是，心理狀態與物理狀態不同，一般所理解的內

在和外在、容器和內容物等這類物理的二元概念，在心理狀態中並不是對

立的。例如：無意識並不是純粹的內在心理系統，而是一個主體間的結構；

它者居於我的中心，但卻是迥異於我的某物；主體的中心是在外部，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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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的意思是：親密的外在性（intimate exteriority）。我要強調，這

裡的「親密」一詞雖然接近「內在」，但並不等同，二者要先區分

開來才容易說明「外密性」的兩個特徵。其一，某個外在的東西，

存在於主體最親密的核心之處，但是它不構成知識且無法理解，因

此沒有被整合為主體的日常內在性，它仍然是陌生的東西。它在主

體的核心，與主體親密無比，但卻不屬於主體，主體無法同化它。

其二，這個「在我之中卻不屬於我」的東西，使得主體的日常內在

性，保持為脆弱且易受傷的狀態，很容易就向外打開，讓外面的其

他東西闖進來與它結盟。維斯柯用了一個比喻，
14 像是家裡的內奸

或叛徒，無預警地打開大門，讓無知的路人溜進來，主人拿起武器

來防衛（Visker, 2000: 263）。只不過，這個叛徒是由主人所設置的。

8歲的愛瑪不能理解她所遭遇的，這個不理解在她之中形成了

「外密性」；而 12歲的愛瑪感到被侮辱，正是因為她之中的「外密

性」開始起作用。似乎確實有某個東西回歸了，但弔詭的是，在它

回歸之前，它並未形成，直到回歸的當下，它才被改變與被形成。

外密性指的便是無意識，它是在我們內部的一塊外在領土，是控制

是外—中心的（ex-centric）。（Evans, 1996: 58-59）extimacy有各種中文翻譯：
「外親」、「親異性」、「外隱」等；我翻成「外密性」是指：親密的外在性。

14 維斯柯的比喻其詳細內容是這樣的。一個牆內的叛徒（外密性），意外地打
開了大門，讓看似無知的路過者溜進來（兩個店員的笑），兩者結盟起來

而對愛瑪產生攻擊，迫使她拿起武器來防衛（過多的心理能量、焦慮的感

受）。他說：「攻擊既是到處都在，同時也不在任何一處，它不可定位：因

為它既非來自於外在，也非來自於（日常的）內在，而是來自於『內在之

中的外在』（outside in the inside），或『外在之中的內在』（inside in the out-
side）。」（Visker, 2000: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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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們的陌生之物。
15 第 1次並沒有創傷，直到第 2次情境使它產

生變化，因而出現了創傷。

綜上所述，後遺性當中的悖謬構成了被壓抑的無意識，使得創

傷之概念和早年的性事件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創傷不僅完全地染上

病理學的色彩，並且被賦予了內在的歸因，而忽略了意外事件的外

在衝擊性。針對這樣的論述，瑪拉布採取刨根式的作法，她針對佛

洛伊德，要解除創傷和後遺性之間的關聯。

二、瑪拉布抨擊佛洛伊德：早年性創傷的問題

瑪拉布在《新傷者》一書中對心理分析進行批判性重述，
16 將

「創傷」再概念化並建立為一般性的理論。她探討主體之同一性在

創傷中的摧毀與變形，藉此讓「創傷」脫離特殊的病理學，而提升

到哲學的層次。她主要的批評對象是佛洛伊德。由於他將「創傷」

與主體過往的性事件綁在一起，這不僅掩蓋了創傷的本質，也限制

了我們對於受創主體的了解。

瑪拉布說，對佛洛伊德而言，「『心理事件』總是有兩個部分

――『外因的』（exogenous）部分和『內因的』（endogenous）部

分。」（Malabou, 2012b: 5）「外因」是指當下的意外或災難，「內因」

是指被喚起的過去性事件或內在衝突。佛洛伊德把這個兩個因素綜

合起來，並安排了優先順位。他讓意外的偶然性服從於個人歷史的

15 維斯柯透過愛瑪的例子要區別於列維納斯的創傷。他支持勒維納斯：它者
創入所帶來的創傷是可以讓人獲得解放的。愛瑪的例子則是反例，她成為

無意識的人質，創傷的代價就是被無意識給攫住與把持。
16 瑪拉布是德希達（Jacque Derrida）的學生，有深厚的哲學背景，也擅長解構
思維。她在這本著作中，以解構的方法來拆解佛洛伊德的創傷病理學理論，

為的是要用神經學、心理分析、哲學三個向度重新建立創傷的一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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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使得意外變成是第二序的，外因就此被削弱了。亦即，發

生了某個不預期的事件，但此一事件不再只是個意外，它被轉化為

有意義的心理經驗。雖然佛洛伊德對創傷的解釋有各個時期的不同

變化，但是以「內因」作為重點，這一點卻始終沒有改變。
17 

佛洛伊德闡述「戰爭神經症」，也是採用與後遺性類似的原

則。
18 他說：「我在其它地方說過，『戰爭神經症』（這個術語所蘊

含的不只是指疾病發生當時的環境而已）可能成為非常標準的創傷

神經症，它是由在自我之中的衝突所促成的。」（Freud, 1920: 33）

當某人因為遭遇重大事故（戰爭、撞車等意外）之後而反覆受苦

時，受苦的源頭是比事故更早先就存在的既有經驗：「在自我之中

的衝突」。主體過去的生命史中潛藏了某個未被察覺的性慾衝突，

後來的創傷事件喚起與激發了它，因而產生神經症的徵狀。
19 戰

爭、創傷、神經症，這三個概念幾乎是相等的，都是基於害怕與對

抗某個「內在敵人」（Freud, 1919: 210）。受創者在夢境中反覆出現

被驚嚇的事件畫面，只是病徵的表層而已；他看似被戰爭創傷所

17 瑪拉布說，佛洛伊德在《超出快樂原則》中討論了由戰爭、火車意外等造
成的創傷神經症，他開始思考不同於童年性創傷的例子。然而，即使創傷

刺激有了新的形式，他依然主張當下暴力喚醒了先前的衝突，從未質疑早

年歷史所佔據的病因學之優勢地位（Malabou, 2012b: 80）。然而，瑪拉布忽
略了佛洛伊德在此書中所說的「重複強制性」，它並不是簡單地討論一種關

於性活動的性慾，而是內在的力比多過程（Žižek, 2010: 302）。
18 愛瑪和戰爭神經症分別屬於兩類不同的創傷研究模式。愛瑪涉及早年性創
傷、壓抑、後遺性，而戰爭神經症涉及砲彈震驚（或類似的重大事故）、延

後的往事閃現（flashback）、潛伏等。
19 佛洛伊德以「自戀」來解釋創傷神經症患者（Freud, 1930: 65）。在他受創
之後，大量的興奮刺激轉而灌注到他的自我當中，「自戀力比多」造成了心

理的干擾（Freud, 1919: 210），繼而產生驚嚇、焦慮、恐懼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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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擾，其實背後蘊含著他過往未解決的情感問題。戰爭神經症是

指「再度回到更早之前的戰爭，而不是眼前正在進行的這個戰爭。」

（Malabou, 2012b: 81）

因此，瑪拉布批評佛洛伊德：從童年創傷到危險災難，他總是

支持事件的雙重嵌接。

……佛洛伊德很早就開始削弱「意外因素」的重要性，

他用神經症之構成快速地縮減了創傷本身的角色，甚至

把它包含在所謂「創傷」神經症的起源中。創傷之所以是

創傷，只是因為它引發了先前存在的內在衝突。士兵為

了保護自身而去對付的敵人總是「內在敵人」。（Malabou, 

2012b: 79）

佛洛伊德將兩個創傷事件綁在一起，二者分別對應於「意外和意

蘊」（incident and significance）（Malabou, 2012b: 5）。當下那個「意

外」是偶然發生的，它激發或喚醒了早年含有「意蘊」的性創傷。

早先那個才是根源性的，具有支配性的因果解釋力量，後來所發生

的意外事件，最終都要指向它。創傷環繞著它而被安置，
20  「心理疾

病的本質仰賴著某種回歸，回歸到早年的情感生命與運作的狀態。」

（Malabou, 2012b: 19）

佛洛伊德的創傷理論，需要被抨擊的有兩點。第一，過去的性

創傷賦予心理生命「不可摧毀的特徵」（Malabou, 2012b: 19）。過去

的性創傷比保護盾（protective shield）都要堅硬，任何外來的東西

20 例如，戰爭神經症患者的心理衝突不是來自於戰爭，而是來自於日常和平
時期的自我和性驅力之間的衝突，戰爭不過是後來誘發出此一衝突的偶然

因素而已，它活化了某個與戰爭無關的衝突。性慾事件變成了每一個事件

的原初型態（archetype）或典範（Malabou, 2012b: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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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透過它而被過濾，它讓事件被轉化、被翻譯、被構成而為有意

義的事件（Malabou, 2012b: 77）。它就像安全氣囊或防護墊一般，
迴避並吸收了當下意外之強大衝擊，讓心靈不會真正地破碎。或是

用水晶來比喻，水晶的結構中有一條看不見的斷層線，使得它不會

隨機破碎。意外發生時，心靈的運作就像水晶，總是順著一條祕密

的斷層線，產生早就準備好的、必然的破碎形式。實際上它等於沒

有破碎（Malabou, 2012b: 78）。簡言之，每當一發生意外，主體只
要回歸過去，他就不會被摧毀了。

第二，早年性創傷把當下的意外給吸收與「內在化」（internal-internal-
ization）（Malabou, 2012b: 93）。隨機發生的外在事件，因此被賦予
了某種歷史價值的意義，整合到主體的內在中，意外變成「有意義

的意外」，事件變成「活的事件」
21 。過去的性創傷成為活化心理能

量的「幻象」（fantasy）（Malabou, 2012b: 92），外在的震驚轉變為
內在的戲劇場景，受創者在其中將自身給受虐化和愛慾化，反覆經

驗著痛苦的興奮。外在的偶然意外，不再是陌生的、異質的，而變

成是屬於主體自己的內在刺激之物。

瑪拉布要質問的是：在今日，各種巨大災難不斷闖入，我們還

能夠認為受到衝擊的主體，他的創傷是源自於過去的情感衝突嗎？

我們怎麼可能說經歷了大屠殺、911、炸彈攻擊的受創者，他們的
受苦關聯於先前某個性慾的事件？甚至，最明顯的例子即是腦傷這

類的大腦意外，我們有必要去「解釋」阿茲海默症患者的過往生命

史嗎？
22 

21 瑪拉布批評，把純粹是巧合的意外，變成某種蘊含意義的記號或徵狀，這
將使心理分析傾向於「迷信」（Malabou, 2012b: 86-87）。

22 瑪拉布擴大「創傷」的範疇，包含大腦的衝擊事件和心靈的衝擊事件，並
將神經生物學和社會病理學視為相同的層級，抹拭掉兩者間的界限（Mala-
bou, 2012b: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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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傾向於尋找意義，而沒有準備要接受外在震驚的直

接摧毀力量。早年性創傷導致了病理學的歸因，並防止了意外的衝

擊。
23 針對此，瑪拉布要讓創傷脫離病理學，恢復被佛洛伊德所掩

蓋的創傷之本質。創傷不能被賦予意義或建構為幻象，創傷的闖入

完全是偶然的，不預期的事件帶來純粹無意義的危險，它立即摧毀

了主體的同一性。

參、外在事件的衝擊性

佛洛伊德之後的某些學者試圖要取消佛洛伊德的「壓抑」之霸

權，讓創傷擺脫內因的性慾意涵。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

和卡露絲努力還原意外事件的衝擊性，恢復外因的力量。他們拒絕

將創傷關聯於早年的性事件，不再探究主體的歷史，而強調當下意

外的力量，及其在主體身上產生的震驚效果。他們的說法有助於使

創傷理論傾向於一般化，但依然還不夠徹底。

23 瑪拉布為了強調外因的重要性，而將佛洛伊德設置為主要的批評對象，這
樣的寫作策略可以理解，但是對於佛洛伊德的理論貢獻顯然有失公允，至

少有兩點是不可忽略的。第一，拉普朗虛在《論它者性》（Essay on Other-
ness）中討論「後遺性」並經營「它者」的主題，這使得心理分析產生重要
的轉折。他重拾佛洛伊德所放棄的誘惑理論，從中分析它者（母親或照顧

者）的重要性：她帶來的奧秘訊息形成了主體的無意識。這使得心理分析

的倫理學有更深入的延展。第二，拉岡強調「無意識主體」，將無意識的壓

抑內容給掏空，而以「虛無」作為主體的核心，進一步發展了「存有之匱

乏」的主體性論述。但由於本文並沒有要顯題處理和瑪拉布和佛洛伊德的

論爭，故僅在此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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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歐塔：沒有感受的震驚

佛洛伊德將創傷回歸於早年的性事件，而紀傑克則試圖削弱這

個內因，他重新解釋後遺性：
24 

最初被認為是無意義的中性事件，以回溯的方式改變了，

變成無法被整合的創傷，在新的象徵網絡到來之後，它便

規定了主體的宣告位置。（Žižek, 1991: 221-222）

第 1次的意外並不是什麼性創傷，只是「無意義的中性事件」，經

過回溯的改變之後才變成創傷。亦即，創傷的意義是在特定的象徵

脈絡下被賦予的，只不過，被賦予的卻是不能被整合的意義，是主

體的象徵歷史當中的一個具有干擾性的、無法消化的節點。

然而，「無意義的中性事件」這個說法雖然讓第 1次事件擺脫

了性的意涵，但它傾向於平板和平淡，並未突顯意外的震驚力道。

意外雖然是無意義的，它卻對主體產生了強烈的影響。關於這部

分，李歐塔有精妙的解釋，他剖析了「後遺性」的雙重打擊。其

中，他將第 1次打擊稱為「沒有感受的震驚」（shock without affect）

（Lyotard, 1990: 15）。

第一時間由外而來的衝擊帶來了震驚，其刺激的力量之強大，

顛覆了心理裝置的一般運作。

這個刺激無法被「聯結」、組合、中和，無法與其他力量

協同一致地安置在心理裝置「之內」，因此也無法使它被

再現（mise-en-scène）。（Lyotard, 1990: 15）

24 紀傑克認為後遺性的時間性是「共時性優先於歷時性」（priority of synchro-
ny over diachrony）（Žižek, 1991: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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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是過多與過量的，超出了主體的心理裝置原先能夠承受的程

度，變成不能「聯結」的殘餘，無法將它整合為日常可運作的力

量。無用的力量，僅僅只能懸宕著，孤立地儲存著。它就像是一團

粒子能量雲、或系統中的熱量條件，既無法被組織成形，但也無法

被消耗。它不能透過形象或字詞而構成為思想，是「無法被再現

的」，故稱為「沒有感受的震驚」。

「沒有感受」並不是指心靈麻痺或癱瘓，而是說：感受的內容

是無形式的散亂。沒有某個經過組織且可被表達的情感，沒有任何

可被再現的東西，可稱為「無意識感受」（unconscious affect）。但

這並不是佛洛伊德的「壓抑」，不是把某個組織好的對象存放在心

靈的下層。李歐塔說，心理裝置沒有深層或下層，就只有表層。衝

擊所帶來的能量是「無法轉化的」(untransformable)，是「無用的形

式」（unusable form）（Lyotard, 1990: 15）。存放在心理裝置中的能

量不集中，只是四處竄流或飄盪，它不是已經獲得形象化的對象，

以至於心理裝置根本無法察覺到它，當然也就無法運用它。

第一時間造成的無意識感受是缺乏形式和缺乏轉化的，相較

之下，第 2次打擊則是「沒有震驚的感受」（affect without shock）

（Lyotard, 1990: 16）。25 在一個沒有實際威脅的情境下，主體卻忽
然被強烈的驚慌焦慮感受給擊垮，彷彿散布的能量在這個瞬間被濃

縮、組織、聚集起來，一湧而出。由於被賦予了可再現的形象，因

此無意識的感受一下子被清楚地意識到了。

我們可以看到，李歐塔的貢獻在於他展示了意外在第一時間加

諸於心靈的力量，並以能量的比喻來描述「沒有感受的震驚」是怎

25 也有學者把這兩次稱為「沒有意涵的震驚」（shock without signification）和
「沒有震驚的意涵」（signification without shock）（Bernet, 2000: 163）。



182

思與言第55卷第 1 期

麼一回事。並且，他強調無意識只有表層、沒有下層，因而取消了

佛洛伊德的壓抑之霸權。然而，李歐塔雖然剖析了主體承受意外事

件之後的心靈狀態，但仍然保留了事件所殘留的干擾，因此才會發

生後續第 2次的「沒有震驚的感受」。這對於創傷本質的還原還不

夠徹底，比較像是：當事人「否認其自身是受創的主體，而將創傷

經驗交換為徵狀。」（Bernet, 2000: 163）也就是說，李歐塔仍然把

創傷視為是消極的，是對主體的攪擾與糾纏，而此一缺憾要等待著

被修復或整治。他尚未考量到創傷的積極意涵。

二、卡露絲：經驗的不完整性與空白

卡露絲認為創傷不能停留在病理學之中而忽略創傷本身。醫療

的 PTSD所界定的是表面的病理徵狀，對創傷只能獲得稀釋與簡化

的瞭解，也侷限在服藥或整合式敘事等治療方法。若是無法跨出醫

療，則關於創傷經驗的現實，我們將不得而知（Caruth, 1995: 3）。

她主張要深入到 PTSD之中，挖掘它未曾被窮盡的內涵。她問：

我們該如何超出病理學來聆聽創傷，聽到它告訴我們的真

理；我們該如何發現某種方式來學習表達這個真理，使它

能超出創傷痛苦的惱人重複。（Caruth, 1995: vii-viii）26 

當我們急於減緩受傷者的受苦時，不能忽略受苦的本質，以及創傷

本身所揭露的「真理」。

26 卡露絲編輯《創傷：在記憶中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一
書，分為「創傷的經驗」和「再捕捉過去」兩大部分。前者談論創傷的經

驗結構，後者談論記憶和敘事。記憶和敘事是創傷另一個重要的面向，但

我在本文中刻意不處理，未來會專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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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露絲分析了一般的「創傷經驗的結構」：「在創傷最為一般

的定義下，它描述了關於突發或災難事件的一種壓倒性經驗，對於

事件的回應是延遲發生的，出現為不可控制的重複性幻覺與各種闖

入的現象。」（Caruth, 1996: 11）創傷的經驗結構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指：衝擊性事件發生的當下，當事人因為過於震驚而處

於麻木與呆滯的狀態。第二階段是指：對事件的反應延遲到一段時

間之後才發生，事件的片段不斷闖入當事人的腦海中，而這些闖入

的畫面都是無法被消化的「本義性」（literality），是過度精確的形

象（Caruth, 1995: 4-5）。27 
當下，他沒辦法完全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之後，他也沒辦

法完全明白為何會不自主地產生糾纏的反覆回憶，既有的理解無法

整理它。

如此本義的歷史在過去和現在都沒有位置，在過去它不能

完全被經驗到（not fully experienced），在現在它所呈現的

精確形象與重複中也不能完全獲得了解（not fully under-not fully under-

stood）。（Caruth, 1995: 153）

兩階段創傷經驗結構的重點是：之前「不能完全經驗」，之後「不

能完全了解」。但這並不只是對主體造成干擾而已，它還透露出

「事件的真理和它的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的真理」

（Caruth, 1995: 153）。雖然主體因此而受苦，但這並非全然消極的。

27 每次反覆闖入當事人腦海中的都是與當時事件一模一樣、源源本本的形
象，故稱為「本義的」。這關聯於生還者所產生的悖謬失憶症，他同時具有

「記憶之省略」和「回想之精確」的奇怪現象（Caruth, 1995: 153），他無法
主動回憶出完整的事件，但卻被動地冒出各種精確的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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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直接地朝向主體鋪天蓋地而來，遠超出他的預期，使得他

在認知和心靈上，都來不及有任何的準備，以至於他並沒有完全意

識到。他的經驗錯過了它，但這個錯失卻深刻地被保留下來，在主

體之中構成了「奧秘的核心」（enigmatic core）（Caruth, 1995: 5），

它是心靈之中的空白，無法被吸收或連結於既有的意義之鏈。空白

不是壓抑的遺忘，
28 不指涉過去某個要被揭密的事件內容，無關乎

主體的生命史、無意識、徵狀等。空白也不能設法去整合它，讓它

變成某種特定意義的生命敘事將縮減了創傷的真理。
29 創傷所保留

的空白意味著事件是不可還原與不可接近的，沒有意義，也無法被

註冊到心靈之中。然而，這正好可以作為見證的起點，在此基礎上

讓我們能夠重新去定義「理解」和「聆聽」，它們不會帶來知識的

累積，只是傳遞著關於創傷和歷史的真理――不可理解的奧秘。

創傷經驗結構之中，第一時間的「不能完全經驗」突顯了陌生

性對主體的闖入。奧秘的陌生性為主體構成了「不可言喻的創傷空

洞」（inexplicable traumatic void） （Caruth, 1995: 7），為主體打開了

一段沒有位置的歷史，是主體不能掌握且無法擁有的歷史。主體仍

然要去說，但不是說著創傷（speak about trauma），不是用既有的

語言來表達它。而是透過創傷來說（speak through trauma），是創傷

本身在說，創傷使得語詞從他的口中流出來。這個從傷口中釋放出

來的聲音是異質的，彷彿來自於另一個世界，是「它者的聲音」；

28 卡露絲反對佛洛伊德早期的「壓抑」概念，她支持用後期的「潛伏」（la-
tency）來取代壓抑（Caruth, 1995: 7）。

29 卡露絲反對敘事的整合，她認為整合的問題不是理解太少，而是理解太
多，以至於將「不可理解性」削弱並固定為某種象徵秩序的意義。對她而

言，不應該把創傷象徵化，強行賦予創傷各種意義，嵌合到既有的象徵秩

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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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另一個世界卻仍是在主體之內，它者是「在自我之中的它

者」（the other within the self）（Caruth, 1996: 8）。異質的陌生性引

領著述說和聆聽，以奧秘作為傳遞的核心。
30 

對卡露絲而言，不可理解性將會創造出新的詩化、文學化的

語詞：「文學是一種反抗著我們的理解的語言」（Caruth, 1996: 5）。

如伯傑所說：「後創傷世界充滿了符指（signifiers），但是其意指

（signifieds）和被指涉對象是相對空洞的，因為這些都已經被摧毀

或改變了過去的認知。」（Berger, 2004: 567）缺乏意指的符指就是

不可理解性。我們的世界四處漂流著缺乏意指的符指，語言不再只

是傳遞訊息和理解意義的工具，語言承擔著不可理解性之裂隙，並

傳遞此一裂隙，這即是創造的行動。簡言之，卡露絲認為創傷是積

極的，以無意義的空白來作為創造的條件，使得主體在創傷之後不

會停留於受苦的病理學。

綜上所述，卡露絲深入到病理學之中，根據廣泛的現象而提出

一般的「創傷經驗結構」，使我們的目光從診療室轉移到證詞的訴

說聆聽和文學的創造。這對創傷理論著實具有貢獻，創傷的影響力

不再只是侷限於醫療實踐，而是廣泛地涉及歷史與文化。並且，她

強調第一時間震驚當下的「不能完全經驗」為主體造成內在的空洞

與裂隙，使我們了解外在意外與內在心靈遭逢的那個瞬間所發生的

狀況。

然而，卡露絲有兩個不能解決的問題。首先，她輕忽了意外

衝擊的力道。故受創主體當下的「經驗不完整性」只是停留於某種

30 卡露絲在《無主的經驗：創傷、敘事和歷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
ma, Narrative, and History）中強調：創傷無法被任何人所擁有，它像是失
主不明的失物，透過文學語言在當代世界中被我們傳遞著。但這部分已經

遠離我的主題，故不討論。



186

思與言第55卷第 1 期

外在否定，讓震驚以空洞化的型態，被保留在主體之中。
31 這個留

存在心靈之中的空白，只是相對的空白與相對的無意義，還不是絕

對的空白與絕對的無意義。由於內在否定並未完全發生，心靈並未

完全受到打擊和摧毀，所以才有後來第二階段的闖入性回憶。儘管

卡露絲肯認受創主體的述說是創造的行動，但她仍舊是把焦點放在

第二階段。也就是說，她對於創傷的積極性觀點是針對「創傷的鬼

影」（trauma’s specter），32  而非「創傷本身」。
其次，她並沒有完全脫離病理學。雖然她認為不該把創傷侷限

在醫療診斷的病理學當中而使創傷被汙名化，但是她卻把受創主體

看成是某種後發的天才藝術家（經歷偶然際遇之後變成天才）：主

體帶著病徵（創傷）但卻保持創造力。這只是讓創傷離開診療室而

已，但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脫離病理學。她把創傷設置為內在的異

質阻礙物（阻礙我們去詮釋），並將這個阻礙物提昇為主體的創造

之源頭（不能詮釋的東西卻可以無盡地生產符指）。對比於佛洛伊

德，他在主體之中安置的內在它物（無意識）帶有性慾的意涵；則

卡露絲的內在它物充其量只是去除掉性慾意涵而保持為空洞與奧

秘。這並不夠激進。主體之內的空白或空洞能夠有多大？能夠大到

一併連主體也被空無化嗎？內在它物的它異性能夠有多差異？能夠

差異到連主體也否定掉嗎？

卡露絲不能解決的部分，正是瑪拉布的創傷理論要發揮的重

點。瑪拉布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創傷的本質？她強調意外的完全

31 萊思說，卡露絲「在外在創傷和受害者之間設置了一個絕對的對立」，這使
得創傷拒絕再現，而傾向於「符指的質料性」（materiality of signifier）（Leys, 
2000: 17, 266）。

32 「創傷的鬼影」是借用自紀傑克的術語，指創傷之後的各種心理糾纏（Žižek, 
2010: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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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擊對主體造成當下的摧毀，主體所處的狀態是「完全不能」經

驗，而非卡露絲保守與消極的「不能完全」經驗。「完全不能經驗」

是激進的否定，尤其是內在的完全否定，因為可經驗的主體已然被

摧毀，故不會有任何伴隨經驗而來的感受。

瑪拉布從個人切身的經驗觀察到許多現象（她的祖母患了阿

茲海默症），於是開始思考腦傷患者和大屠殺倖存者的某些雷同之

處。她的假定是：

在創傷的影響之下，或許可能有一種塑形的型態是：藉由

抹拭先前的存在同一性，而創造出某種特定的存在形式？

（Malabou, 2012ba: xv）

她特別舉腦傷為例，大腦事件可以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創傷的定義。

意外事故衝擊了大腦中管理情緒的部位，更改了這部分的結構配

置，或是打斷了某些神經的連結。當事人就算沒有受傷，只是受

到驚嚇，但這個強烈的心理壓力也會衝擊到情緒的大腦（affective 

brain）（Malabou, 2012b: xviii）。第 1次就是創傷，就是意外，就是

摧毀，沒有第 2次。第 1次的當下摧毀抹拭掉「先前的存在同一

性」，不會形成某種內在它物，不論它是性慾的或是空白的，主體

的徹底抹拭使內在它物毫無任何可能性。

紀傑克作了一組對比：

如果「未知的已知」（the unknown knowns）這個佛洛伊

德式的稱呼是指無意識，則「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s）這個佛洛伊德式的稱呼是指創傷，某事物的猛

烈入侵，它是完全無法預期的，主體絕對地無所準備，也

無法以任何方式來整合它。（Žižek, 201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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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已知」是等待著要被挖掘出意義的「無意識」，而「未知的

未知」則是不可翻譯與無意義的「創傷」。後者是由當下摧毀所帶

來的無意義，純粹的「無」穿透了意義，而不是等待著要填入意

義。「未知的未知」不是指認知上的消極界限（像卡露絲那樣將它

限制為相對的未知），而是存有學上的積極條件。因為原先的意義

主體已然完全破碎，創傷之空洞造就了他的存有學之裂隙，賦予了

截然不同的主體之存在。「未知的未知」不會帶來內在它物，它是

絕對的非知、完全的不可知。

因此，創傷之空洞不是可被傳遞的，而是會爆炸開來的。受創

主體的言語不具有任何啟發性的意義，我們既不該將他們病理化，

試圖讓他們進入治療的整合，也不該期待他們的言語要去創造或構

成某種奧秘的真理。他們只為我們揭示創傷的本質。

肆、創傷的一般理論

瑪拉布的理論意圖是獨特的，她要建立「創傷的一般理論」

（general theory of trauma）（Malabou, 2012b: 10）。從理論的外部來

看，「創傷的一般理論」不侷限於醫療、政治、歷史文獻等區域存

有學的限制，使創傷之概念更為普遍化。從理論的內部來看，它強

調意外的結果而非成因，因此擴展了創傷的範圍，能包含所有類別

的創傷。從理論的根基來看，它闡述的是主體性的構成原理，以死

亡、匱乏、空無來作為主體的存在條件。

一、創傷的無區分性

瑪拉布拒絕佛洛伊德把創傷給內在化的作法，她認為創傷不可

歸諸於內在的心理現實，它無關乎先前存在的性歷史，也無關乎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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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愧疚感。她要重新思考創傷的本質，恢復由意外所構成的事件

性（eventality）。

她強調的創傷定義是：「創傷指定了某個震驚，它的力量打開

或刺穿了保護的屏障。」（Malabou, 2012b: 6）33 偶然的、無法預期
的意外衝擊，為主體帶來「摧毀的變形」（destructive metamorpho-destructive metamorpho-

sis）（Malabou, 2012b: 20），同一性、人格、自我皆徹底改變了，

最為確定與明顯的特徵便是「情緒平板的（flat）狀態」（Malabou, 

2012b: 53）。根據此一定義，它需要涵蓋所有處於震驚狀態的人。

我將瑪拉布建立創傷一般理論的過程整理為幾個比較明確的步

驟，為的是要突顯她的理論貢獻。首先，她的第 1步是：擴大創傷

類別的範疇。她區分了三類的創傷。

第 1類是內在自然的創傷。瑪拉布稱為「有機體的創傷」（or-1類是內在自然的創傷。瑪拉布稱為「有機體的創傷」（or-類是內在自然的創傷。瑪拉布稱為「有機體的創傷」（or-or-

ganic traumas） （Malabou, 2012b: 11），源自於有機體所遭受的內在

打擊。它以腦傷作為主要範例，指大腦受到重擊、病變、退化等，

產生像是阿茲海默症、帕金森氏症、自閉症、妥瑞氏症、注意力缺

失等患者。這類神經病理學的創傷一直被排除在傳統心理分析的創

傷範疇之外，瑪拉布刻意要把這一類納進來，她認為大腦的意外同

樣也是創傷性的事件。

第 2類是外在自然的創傷。這是我們一直來都很熟悉的「自然

災害」（natural catastrophes），如地震、海嘯、颶風等天然的災害，

或是像爆炸、火災、撞車等重大意外事故。對比於腦傷那類有機體

的內在打擊，這一種則是源自於外在的地質、氣候、生態等，但兩

33 這其實是佛洛伊德為創傷所下過的定義之一：「我們將『創傷』描述為，
來自外界的任何刺激，其強大的力量衝破了保護的屏障。」（Freud, 1920: 
29）但是，他本人卻忽略此定義的重要性，轉而去強調後續的心理經濟，
讓「創傷」朝向了「創傷神經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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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屬於某種「自然」。第 3類是「社會政治的創傷」（sociopoliti-3類是「社會政治的創傷」（sociopoliti-類是「社會政治的創傷」（sociopoliti-sociopoliti-

cal traumas）（Malabou, 2012b: 155），如恐怖攻擊、汽車炸彈、強

暴、虐待等這類人為的創傷事件，需要給予道德譴責與責任追究

的。粗略來看，這三類大致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自然創傷和社會政治 

創傷。
34 
不過，瑪拉布卻又說：「在汽車炸彈和瓦斯車意外爆炸這兩

者之間，既有著巨大的差異，同時也是沒有差異。」（Malabou, 

2012b: 155）這是什意思？針對自然創傷與社會政治創傷，一般的

理解是：前者找不到可咎責的肇事者，而後者可以找到也必須要

找到。由此而衍生出的一個懷疑是：某些表面上看似自然災難的事

件，也可能有人為的因素在其中。亦即，此懷疑傾向於將自然災難

人為化。但瑪拉布要強調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將人為災難自然化。

她說：

關於事件的原因的掩飾，是事件的新形式。在意外和罪行

之間、在災難性事故和戰爭之間的區分逐漸徹底抹拭，可

負責的機構或主事者是缺乏的多重呈現，這使得當代政治

的自然災難（natural catastrophe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成 

為日常的發生。（Malabou, 2012b: 155）

34 紀傑克則是將造成創傷的暴力分為三類。第 1類：「外在的物理性暴力」，
包含人為的恐怖攻擊、伊拉克炸彈、街頭暴力等，以及自然的地震、海

嘯、颶風等災難。第 2類，「非理性的、無意義的摧毀」，內在之物質基
礎的暴力，像是腦部病變這種。第 3類，具有摧毀效果的「社會象徵的
暴力」，例如由社會排除所形成的種族隔離、排斥同性戀、社會邊緣人等

（Žižek, 2010: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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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自然災難」這個悖謬的術語是指：現今社會政治的創傷就

如同無法解釋的天災一樣。許多看似能夠咎責的社會政治事件，會

發現其原因不僅層出不窮，就連意圖也趨向複雜與模糊，以至於事

件在根本上就找不到任何的意義。她說：「我們進入到政治暴力的

新紀元，在其中，政治被定義為：不要期待能賦予暴力某種政治的

意義。」（Malabou, 2012b: 155）這種無法賦予意義的暴力，明顯的

例子就是恐怖主義攻擊，既不明白它的動機，也無法解釋它。

簡言之，今日的創傷是「自然和政治的全球化異質性混合」

（Malabou, 2012b: 156），不僅自然災難被政治化，就連社會政治災

難也要自然化。所有創傷都是同樣的層級，都是意義的缺乏。

因此，我認為瑪拉布重述創傷理論的第 2步相當重要且巧妙：

取消自然創傷與社會政治創傷的界限。她在擴大了創傷的類別範圍

之後（納入腦傷），立即將這些類別的區分給模糊掉，統統都視為

「意外」的發生，恢復事件原本的衝擊性。也就是說，她要把原因

都懸置起來，不去解釋原因，不去整合它。任何暴力皆無意義，它

就只是對於意義世界的徹底摧毀。如此一來，我們便能專注於創傷

之震驚所帶來的後果。因為重點不在於哪一類傷者的特殊性，而是

創傷之本質，以及受創主體的存有學結構的重新界定。

二、從消極的滅亡到積極的摧毀

一旦我們剝除掉詮釋學的糾纏，把目光從創傷的原因轉移到結

果時，將能看到事件發生當下的真實樣貌。瑪拉布主張「事件之復

興」（rehabilitation of the event），要恢復事件所具有的偶然性本質，

以及「它的摧毀性、壓倒性、解體性等力量」（Malabou, 2012b: 

152）。事件即是意外，它的偶然性特徵有：非神意所注定的、非

宇宙論之自然秩序所規定的、非社會日常運作下可推論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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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個人主觀可預期的。由於事件是突如其來的發生（happen, take 

place），它打斷了既有的連續性，強行置入了陌生的東西，故所有

的事件一般，對個體而言，都具有創傷的性質。
35 事件發生所產生

的力量，瞬間施加在個體心靈上，為個體帶來無法預期的結果。

創傷事件的特殊性在於它的變形的力量（metamorphic pow-metamorphic pow-

er）。就特定意義而言，創傷事件發明了它的主體。受創個

體的過去改變了，變成另一個過去，而不只是簡單地被摧

毀或遺忘。（Malabou, 2012ba: 152）

事件為主體帶來「變形的力量」，改變了他的過去，他的自我完全

不同了。以某種無中生有的方式，主體被「發明」出來了，他的人

格從此是由創傷所構成，成為受創的主體。

瑪拉布以腦傷作為典例來說明這樣的變形。她並不是要拔擢

腦傷，她的重點仍是創傷的一般性，只是因為她需要用大腦來對抗

佛洛伊德的性慾，才會對腦傷著墨得比較多。腦傷可以給予我們

警醒：創傷是「『純粹的』意外」以及「意義之缺乏」（absence of 

sense）（Malabou, 2012b: 8），不能用任何過去的性慾幻象來解釋腦

傷的患者。因此，腦傷作為意外之典例，其存有學的意涵（存有之

破碎），遠大過於經驗性的意涵（大腦的質料突變）。這不僅是因為

大腦的災難事件不容許先前存在的情感衝突在其中扮演任何角色，

更是因為腦傷患者的同一性變形是清楚且明確的。

35 感謝審查委員提醒了下列重要的一點。事件的當下只有震驚，事件的意義
總是在事後才能被認知，此時事件早已結束；因此，任何關於事件的討論

都只能是回溯的，始終處於一種「後遺性」的反思。就此而言，瑪拉布所

批評的佛洛伊德之「後遺性」其實是被放在狹義的意涵下，未能發揮它的

完全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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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腦傷造成的改變，經常顯現為病人之同一性的某種史

無前例變形（unprecedented metamorphosis）。在這種情況

下，「史無前例」所指的是「無關乎主體的任何過去」：創

傷造成一個新人，精確地說，造成一個新傷者。（Malabou, 

2012b: 15）

意外的瞬間效果展現為「史無前例的變形」。我舉一個現象學描述

的說法來作對比：「受創的主體屈從於過多的張力，因為他分裂於

兩個相反的命令之間：使自身佔有陌生性，和為了保存自身而拒絕

陌生性。」（Bernet, 2000: 170）對瑪拉布而言，被意外給摧毀的主

體完全沒有上述的這種張力，主體根本沒有任何考量和猶豫的餘

地。因為主體的心靈不是分裂，
36 而是瞬間被陌生性給擊碎，他的

自我全然變形了，不可能還有機會去思考是否要保存自身。

瑪拉布說：「復興事件因此是這樣的一件工作：考量由創傷性

事件所產生的不連續性，以及它使同一性被轉化的摧毀性力量。」

（Malabou, 2012b: 153）受創者的人格改變並非簡單地受到修正（modi-Malabou, 2012b: 153）受創者的人格改變並非簡單地受到修正（modi-b: 153）受創者的人格改變並非簡單地受到修正（modi-: 153）受創者的人格改變並非簡單地受到修正（modi-）受創者的人格改變並非簡單地受到修正（modi-modi-

fication）或調整（alteration），這裡的「不連續性」是指「之前」和

「之後」的中間產生了一道明顯的分隔線，他徹底跟他的過去切割開

來。主體的同一性是「絕對的斷裂」（absolute rupture），舊的同一性

被抹拭，「主體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人」（Malabou, 2012b: 15）。37 

36 這裡所說的「摧毀的變形」遠遠不是早期創傷研究中那種「人格解離」
（dissociation of personality）或多重人格的情況。人格解離是一種適應性防
衛，在心靈中分裂或隔離出另一個自我或另一個意識，它是一種「心靈的

垂直分裂（vertical split）」，使經驗視域只能保持在「隧道觀點」（tunnel vi-
sion）這樣的狹窄範圍（Stolorow, 2011: 54）。但不論有多少個人格，每一個
人格依然保有其自身的同一性。

37 為了語句順暢，我稍微修改了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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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整理出瑪拉布的第 3步：復興事件的變形力量，它在

當下即摧毀了主體的同一性，切斷了他與過去的關係。

怎樣叫做同一性被摧毀呢？這個同一性被摧毀的人，還能夠被

稱為是主體嗎？他難道不是瘋了嗎？當然不是。瑪拉布正是要闡述

主體如何倖存於創傷，以同一性之摧毀的方式存在著，作為他的主

體的形式。

舉腦傷為例，它「構成了所有後創傷行為的結構性特徵」

（Malabou, 2012b: 49）。瑪拉布澄清，腦傷只是各種創傷之一，以

它作為創傷的典例，並不是要把各類創傷縮減為生理學的客觀性，

只是因為它的結構最清楚易懂、最具有代表性。從阿茲海默症患

者身上可以看到，他表現出明顯的冷淡（coldness）、冷漠（indiffer-coldness）、冷漠（indiffer-）、冷漠（indiffer-indiffer-

ence）、無情感（disaffection）等特徵。這不僅和戰爭後受創士兵的

情況類似，也和其它所有的創傷者相同。

我把「新傷者」的範疇擴張，涵蓋每一個處於震驚狀態的

病人，他並沒有腦部損傷，但他／她因為受到創傷而永久

改變了神經組織和心理平衡。特別是，這類的病人有某種

情緒的缺失。（Malabou, 2012ba: 10）

他們全都顯現出同樣的情感冷酷、同樣的疏離、同樣的冷

漠，這聯繫於同一性的完全變形。（Malabou, 2012b: xviii）

創傷的主體呈現出沒有感受的平板情緒，對萬事萬物抱持深層的冷

淡與漠不關心，視一切皆無差別，既與世界脫勾也與自身脫離。亦

即，摧毀性的轉化使得主體不再聯繫於愛欲（Eros），無關乎任何

生命驅力。主體所表現的這種「深不可測的匱乏」（bottomless ab-bottomless ab-

sence）（Malabou, 2012b: 49），給予我們重要的訊息：心靈的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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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應於意外的無意義。創傷沒有任何意義，它懸置了所有的詮釋，

沒有解釋或翻譯的可能性。

意外的震驚將擾動的力量引入到自我當中，脆弱的心靈粉碎

了，心理的核心被窮盡與耗盡，誕生出另一個不認識的人。不僅我

們身旁的人不再認識他，他同樣也是他自己的陌生人。

不可思者（the unthinkable）是指這樣的變形：從存有學

的、存在的秘密位置形成某個不可認識的主體。不可思

者是不連續的――經常是突然的――轉化，透過它，疾病

的同一性離開了它先前的參照點――它不再認為那是屬於

它自身的――並且停留於「另一個世界」的不可翻譯之標

準。（Malabou, 2012ba: xv）

受創主體是「不可思者」，這並不是說他具有各種病理徵狀以至於

不可認識，醫療的病理學標準仍然是可以認識的。他的「不可思」

是基於整個存在的遽變：他的歷史被取消、自我喪失、同一性瓦

解。他彷彿是來自於另一個世界的存有者，不再涉入和參與這個世

界，我們無法用任何既有的標準去認識他、翻譯他。他是存有學上

的絕對不可認識者。

瑪拉布用「如植物般的」（vegetable）（Malabou, 2012b: xiv），

紀傑克用「自閉的」（autistic）作為修辭來形容這種冷漠狀態

（Žižek, 2010: 300）。閱讀這樣的修辭必須謹慎，不可誤以為受創主

體封閉於他自身的受苦當中。事實上，他不會把受苦的感受據為己

有。由於當下即摧毀，可產生感受的自我已然破碎，所以他自身同

樣也「對受苦保持冷漠」（Malabou, 2012b: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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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闡述了瑪拉布的第 4步：標示出主體的同一性破碎之

特徵 :冷漠與無情感。

回到之前卡露絲所說的：意外發生時，主體「不能完全」經

驗到它。卡露絲雖然強調了意外的外在衝擊性，以至於主體無法對

它有所準備，但是她仍然於保守地讓主體處於半知覺、半經驗、半

震驚狀態。相較之下，瑪拉布毫無保留地掘發出創傷的絕對衝擊性

和主體的無比脆弱性：主體「完全不能」經驗到它。就在震驚的當

下，那個可經驗的主體瞬間就被摧毀。經驗主體既然不存在，一

併也就取消了任何與經驗相關的感性性（sensibility）：既無愛也無

恨，既無痛苦也無罪疚。正是因為心靈的瞬間粉碎，主體才有可能

在當時倖存下來。換言之，這不是消極的滅亡，而是讓主體能夠生

還的積極摧毀。

三、活著自身死亡的倖存者

這一段我要詳細闡述瑪拉布建立創傷的一般理論的第 5步（也

是最後一步）是：強調創傷為主體帶來了生命中的死亡，讓主體活

著他的死亡。

受創主體的象徵同一性被抹拭了，他的生命史斷裂且人格被

取消，他沒有了任何關於生命的內容，他已經死了。然而，他確

實還是活著的，他的存活顯示出：「心靈倖存於它自身的毀滅」

（psyche’s survival of its own annihilation）（Malabou, 2012b: 56）。也

就是說，這樣的死亡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的形式，他以沒有生命內容

（content）的方式活著，只保留了單純的存活形式（form）。他的受

創揭示了「生命中的死亡之形式（form of death in life）」（Malabou, 

2012b: 212）。他活著，但是他的主體性之核心是空洞，他的人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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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非人之存在，他的同一性保持為虛無。如本文一開始提到，納

粹集中營裡的「活死人」是最顯著的例子。

西魯尼克（Boris Cyrulnik） 在《鬼魂的低語》（The Whispering 

of Ghosts）一書中， 38 用「鬼魂」一詞來稱呼各種受創者，這個
詞取自於大屠殺生還者所說的話：「我們不是倖存者而是鬼魂。」

（Cyrulnik, 2003: 170）「鬼魂」不是指那些即將踏入死亡的人（得了

癌症、遇到災難、死期在即等），而是指那些已經死掉的人。已經

死掉的人卻依然活著，用某種奇怪的文法來說，他是「已然活出死

亡的人」（who have lived dead）（Malabou, 2012b: 201）：他活著他

自己的死亡。西魯克尼陳述經歷創傷的生還者：

即使他們笑著回到家，但是他們全都已經死了。他們全都

被不知名的攻擊者所環繞：在人之中的死亡本身。當我們

從地獄回來，之後我們可以繼續生活，甚至笑談它，但是

我們幾乎不敢去承認：我們被恐怖的經驗給創始了。當我

們在死者之中活著，當我們透過死亡而活著，我們如何還

能夠說出：我們是鬼魂？（Cyrulnik, 2003: 169）39 

這句話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卻又是絕對真實的：「即使他們笑

著回到家，但是他們全都已經死了。」生還者當時是如何僥倖地活

下來？因為他「已經死了」，以及「透過死亡而活著」。他由自身的

死亡倖存下來，他成為一種沒有生命內容的形式倖存者，或者說他

倖存於缺乏意義的生命形式當中。死亡威脅著意義，活著死亡的人

無法將他的生命故事統整為一致的、有意義的敘事，他不會去把生

38 西魯尼克 7歲時，他的父母死於納粹大屠殺之中，他經歷了一些艱辛的過
程，但最後逃了出來。當戰爭結束後，他告訴別人他的經歷時，卻沒有人

要聽他說。後來他專注投入學習，成為心理分析師，探討與研究創傷。
39 瑪拉布的書中也有引用部分相同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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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間距當中的不連續單點給縫合起來。不僅如此，他的生命間距還

會加深與擴大成為裂隙，使意義結構徹底崩塌。

紀傑克說，瑪拉布並不是在談一個舊主體的調整（補償或整

合），而是徹頭徹尾被創始的新主體。但新主體也不會是心如白板

的狀態，而是重新脈絡化。他以匱乏、喪失來重構他的生命。「人

要以一種全方位的意義結構，成功地總體化他的生命，這樣的想

法，最終是非本真的背叛；唯一真正『成功』的此有（Dasein）能

夠英勇地面對與接受它的終極失敗。」（Žižek, 2010: 307）創傷之

後，不再有一個充滿意義的「我」在受苦著。這個「我」承擔了摧

毀和失敗，並在絕對的絕望當中成功地獲得自我解放。受創主體能

做到這件事是非常英勇的。

人可以經歷並承擔某種摧毀性的徹底改變，「在過世之前就已

經先死過」（to die before being dead）（Malabou, 2012b: xii），也唯

有人這個存有者才能夠如此。這件事揭示了人類更為普遍與基本的

存在處境，因此「這並不是絕望或悲觀的事情」（Malabou, 2012b: 

212）。40 

摧毀性事件――不論它是生物學的或社會政治的起源――

造成情緒大腦不可復原的變形，並且造成同一性的徹底變

形，其發生作為某種持續存在的可能性，它在每一個時刻

都威脅著我們每一個人。在每個瞬間，我們所有人都很容

40 不過，瑪拉布的「不悲觀」有個部分需要注意。她雖然支持創傷的摧毀，
但並未完全肯認同一性的破碎。她預期主體接下來會產生新的同一性，她

稱為「摧毀的造型性」（destructive plasticity）（Malabou, 2012b: xix）。就像
種子發芽或昆蟲變態一樣，受創主體獲得了另一種全新的造形或塑型。我

認為她在主體理論之中納入這種以自然哲學為基底的藝術形上學，不僅成

為她的理論負擔，更是嚴重地削弱掉原本的理論激進性，因此我在本文中

對於她的這個部分隻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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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變成新傷者，這是我們存在的原型，它與我們的同一性

之過去沒有任何根本的關聯。（Malabou, 2012b: 213）

主體活著自己的死亡。這不僅在每個人身上隨時可能發生，並

且它還是「我們存在的原型」。這裡正在討論的已經不是某個特殊

的受創者，而是普遍的主體：「主體就其自身而言正是它自身死亡

的倖存者」（Žižek, 2010: 307）。換言之，創傷還原出主體的原初樣

貌。主體從自身的死亡倖存下來，而不去對創傷之喪失進行補償，

因為所喪失的不是至親或能力，而正是主體自身。主體就是這個喪

失的肯定形式，就是存在之匱乏（lack of being）。

紀傑克讚許瑪拉布將創傷理論提升到主體性哲學的面向：

瑪拉布強調新自閉主體的哲學面向，這是正確的。在這個

面向中，我們要討論的是主體性的零度（zero-level of the 

subjectivity），以及無意義的真實（它的無情的摧毀性闖

入）的純粹外在性，其形式倒轉為「自閉的」主體的純粹

內在性，此一自閉的主體脫離外在的現實，還原為剝除掉

所有實體內容的某種持存的核心。（Žižek, 2010: 311）

活死人的受創與倖存當中蘊含著主體性，這給予我們莫大的警醒與

深思。「主體性的零度」指出：不僅所有人都很容易變成與受創主

體同樣的狀態，並且這就是主體性的完全意涵。外在的衝擊和摧

毀，對應於內在的空洞和匱乏。對紀傑克而言，瑪拉布的創傷一般

理論深入並穿透到哲學主體性當中，藉由創傷的本質而彰顯了主體

的本質。
41 

41 紀傑克常提到「本質」一詞，但他更常抨擊「建構論／本質論」這一組二
元對立。在這組對立當中的「本質論」是指以某種實體性內容作為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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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傑克說：「很容易可以發現下列這種說法的危險：他們（活

死人）不經意地複製或證明由納粹所強加在他們身上的『不人道』

（dehumanization）。這就是為何我們所堅持的要比他們的人性還要

更多，不要忘記他們是被施以祛人性化的對待，被剝奪掉人性的基

本特徵。將『普通』人性尊嚴和活死人的『非人』（inhuman）冷漠

分隔開來的那條線是內在於『人性』當中，這意謂著有一種非人

的創傷核心或裂隙正是存在於『人性』本身當中――用拉岡的術

語來說，活死人是以外密（ex-timate）的方式來存活的『人類』。」

（Žižek, 2001: 76-77）我們需要清楚地區分「不人道」（dehumaniza-Žižek, 2001: 76-77）我們需要清楚地區分「不人道」（dehumaniza-）我們需要清楚地區分「不人道」（dehumaniza-dehumaniza-

tion）和「非人」（inhuman）這兩者是完全不同的。「不人道」是指

納粹用殘忍的方式來對待集中營的囚犯；而「非人」是指被剝奪掉

人性的受害者，他進入到他自身的「人性零度」中。支持活死人的

「非人」絕不會等同於支持納粹的「祛人性化」。因為非人的創傷核

心並不是由外強加的，而是原初地就存在於主體的核心當中，是主

體固有的創傷性裂隙，活死人是再次地遭逢到此一裂隙。

活死人代表人性的「零度」，是指說他們超出了人性的可度量

之界限，不適合放在一般的人性框架下來考量。「他們 [活死人 ]

處在沒有象徵真相的真實界（the Real），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象

徵化』他們的困境，或將它組織成有意義的生命敘事。」（Žižek, 

2001: 76）不論是敘事、連貫性、意義等，這些都是在日常象徵秩

序當中的規範性行為，對於經歷極限經驗（limit-experience）的活

死人，我們不能用這樣的日常規範去要求他們、框限他們，迫使他

們要進入象徵秩序。這種將他們給「體面化」（gentrify）的動作，

不僅做不到，並且也不應該做。

故對立於「一切皆源自社會建構，毫無本質」的建構論之說。紀傑克所說

的「本質」超出了這組對立，它是以無實體性、無內容的「虛無」作為本

質：本質是自我指設的否定性，是沒有同一性的裂隙與空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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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人」才是人性的真實狀態，他被還原到極為純粹的存在，

不再有過多的象徵負擔。他雖然還是在象徵秩序當中，但卻是其中

那個無法被象徵化的點，超出了任何規範與判準，亦即，他是象徵

秩序當中的空白。「正是由於他們作為『非人』且剝除掉所有特定

實證的人類特徵，他們才可以代表人性『自身』：他們特殊的『非

人』要素直接體現了人這個種類，使得這個種類獲得了直接的存在

――活死人是極簡的人類，沒有任何更多的條件。」（Žižek, 2001: 

77）。簡言之，紀傑克可以呼應瑪拉布，當他不斷強調「用刺你的

矛來治你的傷」時，正是要說：不是創傷要被治癒，而是創傷本身

就是治癒。

在倫理的層面上，活死人能夠給予我們怎樣的警醒呢？瑪拉

布說：我們該進入到「移情之終結的紀元」（the epoch of the end of 

transference）（Malabou, 2012b: 214）。這裡的「移情」不同於傳統

心理分析的治療術語，較傾向於一般性的使用，是指某人基於他的

創傷經驗而與其他人發生愛或恨等情感糾纏關係。活死人不會對他

人產生移情，因為他的象徵同一性已然摧毀，他是無情感的冷漠，

當然也沒有任何罪疚感可以投射在他人身上。

此外，我要不斷地強調：社會要無條件地接納活死人，這是我

們所有人及社會的責任。亦即，我們也不對受創主體產生移情，我

們不能以同情或同理的態度去看待他，不能要求他們要遵循我們的

象徵規則來「融入」社會。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只是將我們自身的

感受投射在他身上，而不想真正地面對他（以及我們自己）。當我

們拋棄移情時，他便是我們的「它者」（Other）。42 他的脆弱性直

42 紀傑克說，後創傷主體的另外名稱是「作為大寫物的鄰人」（Neighbor as 
Thing），以及「它者之深淵／空洞」（abyss/void of the Other）（Žižek, 2010: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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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響我們，他的無同一性之虛無帶給我們震驚，我們也將被創傷

化。他就是我們。

伍、代結語：從「創傷後」到「後創傷」

針對創傷及其相關概念，紀傑克區分出 20世紀和 21世紀的不

同脈絡與特徵：

如果說 20世紀是佛洛伊德的世紀，它最糟糕的惡夢是力

比多的（施受虐的）嬗變，則 21世紀將會是後創傷的解

放主體（post-traumatic disengaged subject）的世紀嗎？它

的主要象徵形象就是「活死人」（Muselmann），他是難

民、恐怖攻擊受害者、自然災害或家庭暴力倖存者等這些

加乘複合而形成的代表。這些形象的共同點是：造成災難

的原因保持為力比多的無意義，並抵抗任何解釋：沒有任

何啟發性的意義。他們的疾病並不構成某種納入主體過去

歷史的真相。（Žižek, 2010: 294）

我從紀傑克這段話整理出「創傷後」和「後創傷」兩種論述，它們

具有相當不同的意涵。
43 

「創傷後論述」的取向是把創傷和病理學聯繫在一起，其中的

「後」是指「時間」上的順序。它關注某個創傷事件發生之後，受

創主體所產生的種種神經症徵狀或其它的病理現象，最具代表性

的相關術語就是「創傷後壓力失調症」（PTSD）。依照紀傑克所說

43 不論是「創傷後」或「後創傷」，英文都是同樣的字 post-traumatic，必須靠
解釋或語意來區分，甚至是另造新詞。但使用中文卻很容易便可以有不同

的術語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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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是佛洛伊德的世紀」，則「創傷後論述」便依附於佛洛伊

德的症狀性論述。其中所描繪的受創主體之形象，大多充滿了罪疚

感或受虐感，他由於生命史中更早的情感衝突或性創傷事件，而被

內在的力比多張力所糾纏。創傷後論述傾向於將當下的震驚整合到

早年的力比多架構中，去尋求內在意義，而忽略了外在意外的直接

摧毀力量。

「後創傷論述」則遠遠超出了上述的想像。不論怎樣形式的受

創主體，都不考量他們的特殊原因，而關注於同樣的結果：受創主

體當下就已經死了（其象徵同一性完全被摧毀），因此生還於他自

身的死亡。這是一種「向死的轉化」（transformation unto death）與

「沒有揚棄的倖存」（survival without sublation）（Malabou, 2012b: 

213）。他不會被困陷於任何主體歷史的內在意義中，而能夠承擔

他的主體性之虛無，從創傷的摧毀來獲得解放。「活死人」便是這

種受創主體的主要形象。紀傑克說「21世紀是活死人的世紀」，表

示「活死人」不再專門指稱納粹集中營裡的俘虜，它已然成為當

代各種全球化創傷形式之下的「複合代表」。「後創傷論述」當中的

「後」並非指創傷發生的時間，而是對比於前一種，強調「創傷論

述」的更進一步發展，並且是超出了 PTSD這一類的病理學論述。

精確地說，它可以寫成「在『創傷後論述』之後的論述」或是用

「後 PTSD論述」更容易理解。它解除了創傷和病理學的關係，重

新定義創傷與受創主體。

在這兩種不同的論述當中，瑪拉布顯然是屬於後者。然而，她

也遺留下不少問題，開啟了後續更多的討論空間。

首先，佛洛伊德的理論是否如瑪拉布所說那般，完全忽略意

外事件的「外因」，而停留於將創傷給內在化和性慾化？佛洛伊德

在《超出快樂原則》中有個段落不可忽略：「在戰爭神經症中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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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沒有受到明顯機械力量的衝擊，有時也會出現同樣的症狀；

這讓人有所啟發，並且感到困惑。普通的創傷神經症有兩個顯著特

徵：第一，他們的主要原因似乎是來自於震攝與驚嚇；第二，同時

有遭受到損傷或傷害，會對於神經症的發展產生反作用。」（Freud, 

1920: 12）後面那一點非常值得深思。在撞車的意外事故中會有兩

種生還者，一種是身體有嚴重損傷（如斷腿）的人，另一種則是僅

僅目睹了事故發生而身體卻毫髮無傷的人。依照佛洛伊德的說法，

身體受到嚴重傷害的人，反而不容易出現創傷神經症，而身體毫髮

無傷能站起來自行離去的人，日後出現創傷神經症的機率是高的。

佛洛伊德在這裡難道不正是預示了外因衝擊的重要性嗎（就算只是

提到質料性的身體層面）？並且，在同樣經歷事故的情況下，佛洛

伊德能夠設想到「有受創」和「無受創」兩類人（後者易發生神經

症），已然超出瑪拉布所處理的對象。

其次，佛洛伊德所探討的創傷之「內因」是否毫無價值？或是

說，當瑪拉布指責「內因」被性慾所糾纏時，她是否為了要擺脫性

慾而一併把「內因」的重要性也拋棄了；為了倒掉洗澡水而一併把

嬰兒也倒掉了？紀傑克承襲佛洛伊德 -拉岡的理論路線，他相當讚

揚瑪拉布對於創傷論述的貢獻，但也提出了她的重大缺失。他認為

瑪拉布所摒棄的「內因」，需要被重新闡釋，並且作為主體性的重

要根據，否則，無從說明為何主體能夠承擔意外之摧毀。亦即，兩

人之間有一個爭論的焦點：主體究竟有沒有一個非歷史的、原初的

「過去創傷」？

對紀傑克而言，「過去」相當重要，但它不是歷史性的（性侵

害、撞車、911等），而是基源性的，是早已在主體之中的原初創

傷。他說：「拉岡將先驗的（大寫）內在（transcendental Inside）

稱呼為『分離』（separation），這個（大寫）內在是從外在的創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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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之中所發現到的迴響。它優先於任何經驗性的創傷之喪失，它

是構成主體性的『先驗的』分離，從誕生創傷到象徵性閹割都可以

是它的多重偽裝。」（Žižek, 2010: 309）這個構成性創傷源自於主

體與它者的原初遭逢（主體的第 1個它者是母親），此遭逢發生在

主體的歷史之前，將主體構成為無同一性的分裂（$），成為所有後

來經驗的起源。但是，主體後來進入象徵秩序當中便遺忘了它，他

忘記了他的起源，讓它被諸多的生命史經驗給掩蓋住。直到他再度

遇到了衝擊性的意外事件、遇到了重大的歷史創傷，此時，陷入喪

失之痛苦的主體，他的任務便是：如何讓自己穿越痛苦，再度想起

那個「先前的創傷」，再度承擔那個早已在他之中的裂隙。生命中

常常會有意外，主體可能會遇到很多個偶然的創傷，這每一個都是

第 2次的創傷，在其中他可以有機會再度想起那個必然的第 1次創

傷。
44 
簡言之，有兩種創傷：歷史性創傷、結構性創傷；有兩個過去：

生命經驗的過去、原初被遺忘的過去。紀傑克要闡述的都是後者，

而這是瑪拉布完全無法觸及的。瑪拉布完全否定掉的佛洛伊德的

「內因」，紀傑克繞道於拉岡，賦予它更重要的意涵。他透過拉岡的

「主體之分裂」（$）來重新闡述佛洛伊德的「死亡驅力」45 ，將其發
揮為「驅力之死亡」（Žižek, 2010: 296）。主體不再被愛慾所驅使，

44 針對紀傑克的批評，瑪拉布專門寫了一篇文章提出回應與反駁。她質疑紀
傑克，說他的原初創傷會把創傷給「先驗化」，使得這個原初創傷從此不會

再受創了，變成一個尾大不掉的理論預設（Malabou, 2012a）。因本文篇幅
不足，這個主題不在此討論，留待另文處理。

45 紀傑克認為，瑪拉布還停留在佛洛伊德早期的驅力二元論，而忽略了他晚
期在《超出快樂原則》當中已經將愛慾和死亡驅力結合在一起，變成「痛

苦之快樂」。這樣的驅力一元論才是心理分析要去解決的（Žižek, 2010: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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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承擔他自身的無同一性狀態。這個情況除了發生在「已然受創」

的主體身上，也必須要能發生在「經歷了事件，但並未受創」的主

體身上。後者是瑪拉布未曾處理的對象，而那正是醫療的 PTSD所

關心的對象。

當我們理解了瑪拉布的「後創傷論述」以及活死人這類同一

性被摧毀的受創主體之後，需要回過頭去檢視「創傷後論述」中的

另一類生還者，他們處於夢魘般的回憶痛苦之中，而非無情感的冷

漠。
46 依照前述佛洛伊德在《超出快樂原則》中的那段話來推論，

另一類生還者雖然經歷了事件，看似受創，但其實並未真正地受

創，並未進入其內在之摧毀、存有之破碎。因此進一步還需要探討

這一群沒有成為活死人的生還者，他們如何能夠超出痛苦，也能承

擔自身的同一性之摧毀。同時，這將能使得「創傷後」與「後創

傷」這兩種論述之間有所貫通。

綜上所述，瑪拉布的理論雖然闡述了創傷的本質，但未能和探

討另一類處於痛苦回憶之倖存者或 PTSD的學者有所對話，而這正

是紀傑克的理論可以接手的。它需要透過倖存者的敘事，在敘事的

回溯當中，讓主體再度與創傷遭逢。不過，這已然是另一篇文章的

主題了。

46 例如，集中營的生還者李維（Primo Levi）便是這一類，他不僅提到對於自
身倖存所抱持的羞愧感，更對於自己沒有成為活死人而耿耿於懷。他說：

「我們這些倖存者不僅稀少，並且是例外的少數：我們是因為說謊、專技、

好運的關係，而沒有碰觸到底層。那些碰觸到底層的人，那些見到蛇髮女

妖（Gorgon）的人，無法歸來訴說其經歷，即使歸來卻也瘖啞。他們是
『活死人』，是滅頂的人，是完全的證人，其證詞將具有普遍的重要性。他

們是常態，我們則是例外。」（Levi, 1988: 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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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ssay elucidates Malabou’s general theory of trauma that redefines 
the essence of trauma and explains trauma’s constitutive function within 
the traumatized subject. This essay is composed of three parts. Firstly, the 
link between trauma and pathology is removed. Present trauma doesn’t 
reactivate the early sexual trauma. Trauma is neither determined by the 
pathological discourse of etiology nor identified as an object of therapeutic 
treatment. Secondly, this essay clarifies the accidental character of trauma 
that is not mediated by subject’s past but comes from the outside. Thirdly, 
Catherine Malabou explains the accident’s impact on the subject. The 
event of accident causes the immediate destruction of subject’s identity. It 
is because the subject is deprived of his status as the subject of experience 
who undergoes the traumatic accident that the subject can survive his or her 
own destruction. General theory of trauma reveals how traumatized subject 
is constituted by that which destroys him or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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