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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於當代心理分析的觀點，闡述倖存者的敘事與先前創傷的
關聯。經歷了創傷的倖存者要在他

她的敘事中見證創傷的事件。敘

事和創傷的雙重結構會重疊起來，一個是說出來的歷史創傷，另一個
是在敘說中發生的構成性創傷。本文主要依據紀傑克的「構成性創
傷」論述，闡述主體要在敘說過程中再度經歷一次創傷化。透過敘
說，主體以他

她的存有之核心來承擔創傷的裂隙。本文指出亞里斯

多德式的融貫敘事典範並不充分，並以費歐曼和勞勃的「不可能的見
證」、李維的「證詞的空隙」、策蘭的「想要說虛無」等，來說明創傷
敘事必然是非融貫與破碎的。

關鍵詞：紀傑克、構成性創傷、敘事、證詞、存有之匱乏、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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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言：用刺你的矛來治你的傷
提到「創傷」，一般人很容易聯想到精神病學的診斷：「創傷後壓
力失調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然而，「創傷」涉
及的領域其實非常廣泛，除了醫療之外，還有政治、歷史、文學、美
學等。1990 年代前期，人文學科的「倫理轉向」影響了各類創傷理
論的興起（Craps, 2013: 1），使得創傷不再只是醫療的課題，更是文
化的課題。本文的範圍聚焦在心理分析和文學（或美學），關心的是
創傷主體的敘事如何超出病理學，而能夠涵蓋倫理學的考量，並且立
基於主體存有學的根據。
當 代 心 理 分 析 學 家 紀 傑 克（Slavoj Žižek） 修 正 了 佛 洛 伊 德
（Sigmund Freud）的理論，跟隨拉岡（Jacques Lacan）的「被罷掉的
主體」（barred subject, $），重述創傷理論並為「創傷」之概念正名。
一方面使它超出 PTSD 這類的醫療論述 ，另一方面更積極地將它關
聯於心理分析的主體性論述。對心理分析而言，創傷構成了主體，
使主體能夠承擔他自身的「存有之匱乏」
（lack of being）
（Lacan, 1977:
164）。我認為紀傑克的存有學基礎可呼應卡露絲（Cathy Caruth）、費
歐曼（Shoshana Felman）、勞勃（Dori Laub）等人的創傷理論方向，
他們拒絕融貫典範（coherence paradigm）的敘事整合之說，而主張
敘事的破碎和見證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敘事不去整合創
傷，而是敘事要創傷化。敘事的創傷化表示主體在證詞破碎中，與原
初的構成性創傷遭逢，他承擔了主體的存有之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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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誰需要敘事？
紀傑克說，當今造成創傷的暴力型態變化多端，1 許多是無原因
的或原因多重且複雜，故他質疑過往創傷論述的適用性。針對創傷論
述的演變，他做了一個分期性的區分，梳理出兩種不同意涵的創傷主
體。他將 20 世紀稱為「佛洛伊德的世紀」，21 世紀則是「後創傷主
體的世紀」。
如果說 20 世紀是佛洛伊德的世紀，此世紀最糟的噩夢就是〔將
創傷〕閱讀為力比多的（施受虐的）嬗變，則 21 世紀將會是後
創傷的斷絕關係的主體（post-traumatic disengaged subject）的世
紀嗎？它首要的象徵形象就是「活死人」（Muselmann），他是難
民、恐怖攻擊受害者、自然災害、家庭暴力生還者等複合而成的
代表。這些形象的共同意涵是：造成災難的原因沒有力比多的意
義，並抵抗任何解釋。（Žižek, 2010: 294）
20 世紀是「佛洛伊德的世紀」，當時主要依據佛洛伊德的理論，
用無意識和力比多來解讀創傷主體。2 此理論將主體的過往歷史納
入考量，聚焦於內在歸因：當前的意外喚起了主體早年的創傷心理
現實。3 不論外在事件的衝擊多麼猛烈（如戰爭、火車出軌），此理
1

他將創傷的暴力來源分為三類：「外在的物理性暴力」，包含人為的恐怖攻
擊和自然的地震海嘯等；「非理性的、無意義的摧毀」，如腦部病變這種以內
在物質變化為基礎的暴力；「社會象徵的暴力」，如種族隔離等各種具有摧毀
效果的社會排除（Žižek, 2010: 292）。
2 這主要是環繞著「後遺性」
（Nachträglichkeit/afterwardsness）的概念。
3 心 理 現 實（psychic reality） 是 指 無 意 識， 它 不 同 於 心 理 學 現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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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仍然只關注主體的內在驅力變化，如「倒錯的受虐傾向、死亡驅
力、無意識罪疚感等」（Žižek, 2010: 292），強調主體的力比多投資在
各種無意識驅力當中，不斷反身地生產出各種痛苦情感，而忽略了意
外所帶來的震驚。因此，在「佛洛伊德的世紀」，創傷是關聯於愛慾
（Eros），關聯於驅力，而非關聯於死亡（死亡驅力不等於死亡）。此
理論一方面忽視了當今各種暴力的性質：明顯的外在衝擊，沒有理由
和意義（如海嘯和恐怖攻擊）；另一方面也讓創傷主體完全地被病理
學化。
21 世紀是「後創傷主體的世紀」，取消無意識和力比多對創傷
的影響，強調意外事件當下的震驚性力量。4 創傷主體是「斷絕關係
的」（disengaged），與個人過往歷史或內在驅力都毫無關聯，因為就
在意外的當下，主體的象徵同一性就已被摧毀，讓他和過去完全脫
勾。

後創傷主體是這樣的受害者：他倖存於他自身的死亡。所有不同
形式的創傷遭遇，不論它們的特定性質為何（社會的、自然的、
生物學的、象徵的），都導向相同的結果：出現一個新的主體，
他倖存於他的象徵同一性的死亡（抹拭）。（Žižek, 2014: 86）
「他倖存於他自身的死亡」是指說這個主體完全不同於過往，舊
的象徵同一性已經被摧毀。但這並不是說，他獲得了新的象徵同一性

（psychological reality）─個體的日常過往記憶。
4 這是瑪拉布（Catherine Malabou）的重要貢獻，強調創傷事件的外在震驚
力量摧毀了主體的同一性，她的活死人典型是大腦創傷的阿茲海默症患者
（Malabou,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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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彷彿性格遽變）；而是說，他以沒有象徵同一性的方式存活下來：
「主體活著死亡，將死亡作為一種生命的形式」5（Žižek, 2014: 86）。
後創傷主體活著他自身的死亡，因此他不會有受虐或罪疚感，這種超
然的心靈「超出愛與恨」（Žižek, 2010: 295），單純地保持為情感的冷
淡、斷絕關係的冷漠，沒有任何愛慾的牽連。
後創傷主體的代表是「活死人」，6 這個概念今日已經不再專屬於
納粹集中營的囚犯，而是諸多倖存者的複合形象：「難民、恐怖攻擊
受害者、自然災害、家庭暴力生還者等」。我們不應該認為他們帶著
無意識罪疚感，也不應該想從他們的倖存中獲得任何啟發性的意義，
如果我們這樣想，則我們的態度便是邪淫的、非倫理的。如果說 19
世紀「發明」了創傷7，那麼，透過當代心理分析理論，21 世紀試圖
「再發現」創傷：後創傷主體是主體性的示例。過往的「發明」將創
傷建構為病理性的壓抑，而當代心理分析從主體性理論中，試圖「再
發現」創傷的非病理性本質。
依據這個區分，我認為後創傷主體的「後」要同時包含兩個意
思。一個是指時間上的「後」：探索在創傷事件衝擊之後的主體狀
況。另一個是指論述上的「後」：離開無意識和力比多的論述之後，
5

黑體為筆者添加。
「 活 死 人 」 有 幾 種 寫 法：Muslim、musulman、muselmann， 英 文 意 譯
為 living dead，專指集中營裡那些接近於死亡的囚犯。阿岡本（Gioegio
Agamben）認為他們是集中營的重要見證，紀傑克認為他們是被罷掉的主體
（$）的示例（蔣興儀、魏建國，2008，頁 172-173；2017）。在這裡紀傑克
是取其形象，作為象徵。
7 楊 格（Allan Young） 在《 假 象 的 和 諧： 發 明 PTSD》
（The Harmony of
Illusions: Inventing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一書中挑戰醫療界，強
調 PTSD 並非恆常與普遍的，而是西方文化的人工製品。他透過人種誌的探
查，闡述它如何在 19 世紀晚期被「發明」出來（Young, 199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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闡述後創傷主體的論述對當代的重要性。後者不僅強調倫理學面向：
重新探索創傷的本質，為創傷正名，超出病理學化的醫療論述；並且
發展主體的存有學意涵：創傷構成了主體，使主體能夠承擔他自身的
「存有之匱乏」（lack of being）（Lacan, 1977: 164），接受他的主體性
核心之中的原初裂隙。
然而，「後創傷主體」是否窮盡了所有的倖存者？當然沒有。並
非所有人都能夠像活死人那般，當下直接承受衝擊，進入到他的「存
有之匱乏」。8 還有另一類倖存者，他持續被「創傷的鬼影」
（trauma’s
specter）給糾纏（Žižek, 2010: 293），片段記憶的閃現（flashback）或
持續的噩夢干擾著他，帶給他痛苦。他還不是後創傷主體，而是創傷
後受苦者。
卡露絲修正了佛洛伊德，她認為創傷後受苦者被某些回憶重複地
糾纏，並非出於無意識願望的扭曲或壓抑，9 這些閃現的片段記憶沒
有任何的象徵或隱喻，只有「本義」（literality），只是無法被安置的
事件性記憶碎片（Caruth, 1995: 5）。卡露絲取消了力比多的影響，強
調閃現記憶只是事件的「本義」延遲性地返回，她用「記憶強制性」
取代了佛洛伊德的「重複強制性」，這一點是重要的，影響了接下來
創傷敘事方向。倖存者先前無法理解的一段歷史，以延遲的方式回
歸，卻也無法被整合到敘事記憶中。對他們而言，敘事或見證是他們
嘗試解除痛苦的方式。
面對創傷後受苦者，以 PTSD 的診斷來理解他們，並不充分。病
8

例如，倖存者李維（Primo Levi）說他自己不是真正的證人，活死人才是
真正的證人，他只是替活死人作見證而已（Levi, 1988: 84）。
9 卡露絲取消了力比多的影響，強調閃現記憶的「本義」
。我認為她用「記
憶強制性」取代了佛洛伊德的「重複強制性」，這一點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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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的解釋不僅無法釐清創傷的經驗結構，並且預設了正常╱不正常
的判準，把創傷放到不正常的那一端，對比於「之前」或「未受創」
的正常狀態。就實務面來說，這是非倫理的態度，受苦不等於有病。
就理論面而言，這是以同一性作為主體性的假定，未能探索到「被罷
掉的主體」（barred subject, $），即主體性的創傷裂隙之核心。如果我
們面對創傷後受苦者，仍然還要保留「治癒」的話，則「治癒」不必
然要與病理學掛勾，它可以是存有學的意涵：主體的存有本身就有解
藥，可以解除他的受苦。換言之，以「佛洛伊德的 20 世紀」這付鏡
片來看，所看到的那些帶著各種病理學症狀的倖存者，他們並非只是
由論述生產出來的，而是確實處於受苦狀態。只是，他們不需要被論
述給鎖在病理學當中，一旦能摘掉鏡片、解除愛慾化的糾纏，則受苦
的倖存者可以邁入「後創傷主體的 21 世紀」，透過敘事而遭逢他的存
有之中的原初裂隙。
簡言之，有兩類倖存者：一類是「後創傷主體」，他活著他的死
亡，他在事件的當下直接承受了創傷的衝擊，他的象徵同一性被摧
毀，因此他不需要敘事。另一類是「創傷後受苦者」，他活著他的痛
苦，這是本文要探討的對象：他如何透過敘事來解除受苦，也能成為
後創傷主體？

（二）敘事要往哪裡去？
「創傷在那裡，敘事就要在那裡」
（Luckhurst, 2008: 82），這句話
適用於創傷後受苦者，指出敘事可以作為創傷的出口。創傷不能被貶
抑為「說不出的私密性」或「命運的神秘」（Kaplan and Wang, 2004:
8），創傷需要敘事，用語言的公共性來突破壓抑和禁忌。倘若創傷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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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為禁忌而無法公開，則封存在主體心靈深處的創傷記憶會變成幽靈
或鬼影，不斷地糾纏和干擾他的生命。
然而，創傷敘事並不簡單，它會面臨「再現的難關」（aporia of
representation）
（Luckhurst, 2008: 82）。「再現」是指主體能將其經驗梳
理出意義和目的，成為一個完整且封閉的統一體，前置且呈現出來。
但是，對於倖存者而言，再現是不可能的，意外事件的「震驚」正意
味著對既有經驗結構的摧毀，「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是
創傷經驗本身所固有的（Caruth, 1995: 153），這種紊亂混沌的經驗會
逃離或反抗語言。
不過，若要說「創傷是反敘事的（anti-narrative）」（Luckhurst,
2008: 79），這並不精確，會使創傷退回到沉默的禁忌中。精確地應
該說：創傷所反抗的是融貫敘事。「它〔創傷經驗〕所逃離的是以特
殊語言將經驗給條理化的可能性，是古典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意
義下的融貫敘事（coherent narrative）所形成的故事。」（Brockmeier,
2008: 28）亞里斯多德式的「融貫敘事」強調連續性、直線的時間
性、故事軸等，使故事被包覆為一個和諧與封閉的整體，這個原則
成為 19 世紀現實主義書寫的標準規範，後續也影響了各個領域。然
而，這個規範性要求或許適合一般的經驗，但對於極端的創傷經驗而
言，則是一種不適當的強求：「任何敘事的時間化都是一種非倫理的
行為」
（Luckhurst, 2008: 81），我們要將日常的說故事經驗和極端的創
傷經驗這兩者區分開來，後者若是被強行要求將不可再現的東西給再
現出來，這不僅是矛盾的，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不尊重倖存者的作為。
「創傷必然包含對文化意義建構和再現模式的粉碎，如許多評論
家所堅持的，它要超出再現」（Kaplan and Wang, 2004: 8）。如何超出
再現呢？ 20 世紀的現代主義文學所發展的斷片美學，呼應的是納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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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也是卡露絲和費歐曼等人的文化創傷理論的走
向。我們的文化不能也不該要求主體去整合破碎的創傷經驗，建構
出他的敘事同一性，但這不是阻止訴說，創傷依然需要敘事。主體
在敘事當中，要讓「證詞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發
生（Felman and Laub, 1992: 80），敘事要創傷化。換言之，拒絕融貫
和整合，敘事仍然要發生，只不過，「敘事的可能性就是它的不可能
性」
（Luckhurst, 2008: 83），敘事中所發生的是破碎與片斷的證詞，這
就是它的「不可能性」。
敘事或證詞的「不可能性」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卡露絲的
「傳遞不可理解性」屬於消極面，主體一直說著，卻說不到它，說不
盡它，有個東西總是逃離他的語詞，他只能不斷用各種常規外的語
詞或形式去捕捉它。這樣的消極面並不充分，也未能解除主體的受
苦。敘事的「不可能性」可以是積極的，費歐曼和勞勃的「發生見
證之不可能性」屬於這種。就在敘事的當下，主體遭遇了一次新的事
件，「不可能性」發生在他的證詞中，使得語詞被創傷化。訴說會碰
觸到語言的界線和經驗的界線，在其中發生斷裂和空洞。這不只是
說，主體透過訴說而描繪出世界斷裂的面貌，並且，語詞的斷裂必
然伴隨主體自身存有的瓦解，這是「在他的在世存有之中的斷裂」
（Brockmeier, 2008: 29）。創傷後受苦者若能成為後創傷主體，則同
一性的摧毀將使他不再被感性性（sensibility）所影響，無愛無恨的
他便沒有了痛苦。
主體承擔他的存有之匱乏，成為被罷掉的主體（$），這需要存有
學的根據。紀傑克的主體存有學可以為費歐曼等人的倫理關懷建立此
一根據。主體在敘事當中超出經驗性的創傷，所遭逢的是先驗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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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創傷，10 他重複那個早先構成了他、並蘊含在他內在之中的構成性
創傷。紀傑克反覆提到「用刺你的矛來治你的傷」（The wound can be
healed only by the spear which made it）（Žižek, 1989: 3）。在本文的脈
絡下，「刺你的矛」是指原初創傷，那個構成主體的條件；而「治你
的傷」是指重複，在後發的創傷事件中去重複那個已經被遺忘的構成
性創傷。因此，我們不說「創傷要被治癒」
，而會說「創傷本身就是
治癒」。11
綜上所述，本文有兩個焦點。第一個是關於創傷敘事，我批評創
傷敘事的融貫理論，而站在非融貫的立場。這樣的非融貫敘事所發生
的是「見證之不可能性」，它是積極的，而非消極的。第二個焦點是
關於主體性理論，我將創傷敘事理論連繫於心理分析的主體性理論，
後者為前者建立了存有學的根據。在倖存者敘事中所發生的語詞破
碎，見證了主體與他的原初構成性創傷再度遭逢，他承擔他的存有之
匱乏，即承擔了他的主體性。
目前台灣對於創傷敘事的討論，大多還停留在融貫理論，認為治
療的終結便是說出一個完整的故事，而把非融貫的斷片敘事擺放在病
理學的範圍，未能深入了解非融貫理論的意涵。再者，台灣學界大多
的創傷文獻也較少討論創傷與當代心理分析主體性理論的關聯，亦
即，鮮少將創傷的本質做正面的解讀，聯繫於主體的存有之匱乏。基
10

證詞中發生的不可能性作為一次「新的」事件，精確地說，這只是在「經
驗上」是新的，卻是「先驗上」早已存在的。
11「用刺你的矛來治你的傷」同樣適用於加害者，他們若能承擔自身的主體
之分裂，就不會把焦慮投射在他人身上，製造出大量受害者。例如，德國的
納粹黨人因為無法承受一戰戰敗的恐慌和面對猶太人的焦慮，才會用各種意
識形態的神話和極端暴力，來迴避自身之中的匱乏與裂隙。再例如，今日迫
害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他們拒絕在猶太大屠殺的歷史創傷中去重複與承擔
那個內在的原初創傷，才會從受害者轉變成加害者。

124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於這兩點，希望本文能對台灣的創傷論述有所貢獻。

二、敘事背叛創傷
關於創傷與敘事的關係，有學者提出疑問：「下列兩者之間似乎
有著矛盾：文化理論認為敘事背叛了創傷的獨特性，而各種醫療論
述則把敘事當成生產性轉化的手段或甚至是創傷的最終解決方案」
（Luckhurst, 2008: 83）。這樣的疑問，難道是我們要敘事或拋棄敘事
二者之間選邊站嗎？我認為不是這樣的，重點不在於敘事本身，而是
敘事的形式。精確地說，背叛創傷的不是「敘事」，而是要達成故事
之整合的「融貫敘事」，以及被它所影響的治療取向。我主張敘事可
以是創傷後受苦者的解決方案，但首先要挑戰並拒絕融貫典範的敘
事。

（一）紀傑克為何批評敘事的治療取向？
紀傑克批評敘事—解構主義（narrativist-deconstructionist）的治
療取向，他精簡地指出其重點：「解決心理困境的方式，就是將我們
過去的敘事加以創造性的『正向』重寫，因為我們最終都『是』我們
所說出的關於我們自身的故事」（Žižek, 2006a: 135）。「我們是故事」
（we are stories）這個命題精確地表達了敘事—解構主義的觀點：個
體或集體可以自由地運用語言來創造敘事內容，擺脫過去的自我，創
造一個新的自我同一性。
紀傑克以嘲諷的語氣舉了一些例子（Žižek, 2006a: 136-137）。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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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某人試圖回到童年的創傷場景，找出無意識裡造成他人生失敗
的原因，他浮現的是父親對他的叫囂：「你這沒用的東西，我看不起
你！你一輩子都不會有出息！」若依照敘事治療的原則，他所要做的
是改寫成另一個畫面：父親慈祥微笑地對他說，「你沒有問題的！我
相信你！」例二，以佛洛伊德著名的狼人（Wolf Man）個案為例，
狼人回憶起來的創傷場景是令他感到暴力的父母性交畫面。若依照敘
事治療的原則，他可以重新描繪成祥和的畫面：父母只是雙雙躺在床
上，父親看著報紙，而母親讀著小說……。例三，過去慘遭壓迫的非
裔美籍少數民族，若透過敘事治療的原則，他們要去回溯自身的民族
歷史，並賦予正面的自我肯定特質：找到證據來宣稱自己的祖先遠在
歐洲現代化之前，就已經建立了古非洲帝國，而那是一個已然發展出
高度文明與科技的國度……。
為自己說出一個新的故事，等於是建構一個新的自我，新故事必
須是正向且愉快的、具有積極的意義。上述幾個例子明顯可以看出，
紀傑克充滿了反諷，使得這樣的敘事取向看起來充滿荒謬。那麼，為
自己說出一個正向的故事、創造新的同一性，藉此改變悲慘的過去，
有什麼不好？
紀傑克說，自 1960 年代以後，整個社會拋棄了過去的意識型
態，轉而朝向另一種相反的意識型態。過去的意識形態是指：個體
受到社會的規範性力量所壓制，所發展出來的思維和人格是僵化和扭
曲的。轉向之後，壓制的文化被倒轉，社會鼓吹「非疏離的自發性
（nonalienated spontaneity）、自我表達、自我實現」等（Žižek, 2006a:
135），鼓勵每個人將其內在動力毫無保留地完全展現出來。轉向之後
的思潮展現在哲學、文學、心理學、社會學等各領域的論述中，敘事
的治療取向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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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傑克只有簡單地將這個取向歸為一種「意識形態」，而沒有詳
細地討論它。本文會補充這個空缺，底下我將闡述敘事同一性的理論
和敘事治療的觀點，剖析其問題出在依循敘事融貫典範（coherence
paradigm）的線性時間性。

（二）敘事的整合取向是可能的嗎？
呂格爾（Paul Ricoeur）強調敘事對於自我之構成的重要性，
並主張「個人同一性的敘事化」（narrativization of personal identity）
（Ricoeur, 1992: 121）。他將「個人同一性」區分為「相同同一性」
（idem-identity, identity of the same）和「自身同一性」（ipse-identity,
identity of the self）兩個面向（Ricoeur, 1992: 116）。「相同同一性」又
可稱為相同性（sameness），指的是性格的恆定性，是由時間所沈澱
累積下來的那些恆常不變的特徵，藉此可以把某個人辨認為是同一個
人。而「自身同一性」就不是這麼僵化的實體性，它考量到我們的同
一性會因為他人的介入而獲得改變或更新，故需要一種靈活性、一種
處理改變的方式。自身同一性便是我們在流變當中對於自身的承諾，
又可稱為自身性（selfhood），它不是「我是什麼」的問題，而屬於
「我是誰」的問題。
相同性或自身性很少偏向單一極端，兩種始終保持著辯證的
關係，居中調停的便是「敘事同一性」（narrative identity）（Ricoeur,
1992: 123），它能夠兼具且平衡這兩種。據此，呂格爾提出「個人同
一性的敘事化」
：我們的個人同一性是在相同性和自身性、在固定與
變化之間求取彈性，並構成自我，此過程需要敘事的功能。敘事是對
自身的解釋與理解，它影響我的觀念、價值、視野，也決定我對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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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世界的開放程度。個人同一性總已然是敘事同一性，「我」等於
我的「角色」
（character）。
敘事同一性在何時需要發揮調停的作用，讓相同性和自身性有動
態的交集呢？當意外突然發生時，產生「失諧」（discordance）12 並衝
擊到原本的「和諧」
（concordance），同一性受到威脅而使角色無法同
一化；在此危機時刻，角色的敘事同一性可以發揮中介的功能，將偶
然性轉變成為必然性，將不理解的元素編排為可理解的情節，角色便
能再度獲得「綜合」，使危機獲得解除（Ricoeur, 1992: 147-148）。13
也就是說，「失諧的和諧」相當於創傷事件後的敘事整合過程。在敘
事同一性的引導之下，失諧雖然打亂了和諧，但最終仍要被和諧給吸
收。故事的動盪會回歸於完形的敘事架構，產生封閉的結局，角色也
能連貫與頭尾一致，獲得新的自我恆定性。以治療的觀點來說，「創
傷記憶是壓倒性經驗的無法吸收的殘餘，它需要被整合到現存心智
模式中，並且轉換為敘事語言」（Van der Kolk and Van der Hart, 1995:
176）。只要過去的衝擊性經驗能透過語言而被再現出來，字詞可以將
片段記憶給象徵化而成為經驗的整體性，則創傷便獲得了治癒。敘
事同一性將創傷敘事引導向「失諧的和諧」，故事必須成為連貫的整
體，才算是治療了創傷。這樣的看法是當今許多心理治療學派的主
流，尤其是敘事治療（Narrative Therapy）。稍後我會批評這樣的整合
取向是個迷思。
呂格爾的敘事同一性觀點和當代興起的敘事治療互有影

12

失諧的意思是：「時間整體性被威脅了，是由無預期事件（遭遇、意外
等）的打斷效果所造成的」
（Ricoeur, 1992: 147）。
13 這個危機解除的過程就是相同性與自身性的辯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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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使 創 傷 敘 事 朝 向 整 合 的 方 向 發 展。14 敘 事 治 療 以 建 構 主 義
（constructivism）或解構（deconstruction）作為理論的基礎，我簡述
其要點如下。
第一，知識是被建構出來的。知識並非獨立存在於個體之外，知
識和知識擁有者彼此相互依存。個體並非直接發現關於世界的知識，
而是透過自身經驗來產生關於世界和自身的知識。15 第二，語言具有
生產現實的特性。語言符號不再只是傳遞訊息的工具，它自身即是構
成知識的要件，並決定了我們的現實。16 第三，自我即是敘事。個體
不再是具有實體性質的自我或人格，而是由語言、權力所構成的一個
論述位置。17 他自身的意義是被社會所建構的，因此他可以對自身進
行解構與再建構，重寫他的自我。第四，倖存者的痛苦是基於敘事的
14

這兩者還是有所差異。敘事治療在理論方面，對於主體同一性的闡述遠不
如呂格爾來得周延與嚴謹；並且敘事治療的整合更多是放在虛構的層面，以
賦權（empowerment）的方式鼓勵敘事者去創造自己的新故事和重寫自我。
而呂格爾強調，敘事同一性的構成並非只是純粹美學式的想像，它不是任意
的，它要服從於倫理的規範性，敘事的行動不能把道德判斷給懸置或排除。
他引入了勒維納斯（Emmanuel Lévinas）的倫理學，主張敘事同一性除了回
答「我是誰」的問題之外，還需要能夠對他人回應而承擔「我在此」，表示
「我在他人面前能對自己的行動負責」（Ricoeur, 1992: 165）。關於兩者的些
微差異，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故不細談。
15 解釋和詮釋是個體知識的來源：
「我們不斷解釋我們的經驗，並解釋我們
的解釋」
（Anderson, 1997: 36）。
16 現實是被建構出來的，而語言是重要的建構元素：
「建構論者認為現實是
由人類活動所創造的，在生產現實當中，以語言的共享使用來賦予更好的重
要性」
（Richert, 2010: 28）。
17 伴隨著「主體已死」的宣稱，
「我的存在不再被視為我的人格之『中心』
或『本質』，不再是這樣的個體：能夠本真地或獨立地反思著如何去理解我
的生活和它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意義的位置轉換為語言記號的遊戲、敘
事和權力」
（Crossley, 2000: 26）。受到結構主義和解構思潮的影響，自我並非
一個既定的意義主體，而是由敘事和權力構成的一個社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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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影響倖存者的不是事件，而是因為他無法掌握自身的生命敘
事，18 心理疾病相當於「不一致的故事」、「對自我的不適當敘事」或
「生命故事被打亂」等（Crossley, 2000: 57）。第五，重新創造自身
的故事可以使個體的創傷獲得復原。不論創傷事件的確切內容如何，
後續的詮釋才是治療所關注的，「……創傷事件在生命故事中產生了
『敘事的殘骸』，後來的治療意圖是要去修補這些裂口，為了替個體
創造出更好的一致、連續、有意義的理解」（Crossley, 2000: 68-69）。
治療的結果是要讓案主用各種詮釋把創傷的斷片敘事補充完整，讓故
事一致化，變成連續完整的，如此一來，案主本人也復原為完整的個
體。
綜上所述，呂格爾的「失諧的和諧」和敘事治療的「重寫自我」
雖然強調要讓敘事保持彈性，但是對於敘事的目標和方向卻相當明
確，都指向一致的、完整的、連貫的敘事同一性。倖存者要成為他自
己的創作者，在說故事的過程中，把經驗的分裂、破碎，整合為一個
新的完整敘事，成為有意義的連續結構。
此一取向的優點在於：敘事能讓主體突破喑啞（muteness）。19 有
些倖存者無法說出任何與創傷相關的經驗，但不說不等於不想，無法
述說的壓力可能更容易使他糾纏於片段記憶閃現的痛苦。例如某位納
粹集中營的生還者，他無法談論他的當時經歷，保持沉默 35 年，卻
18

個體無法掌握自身的生命敘事包括：（1）他定義生活現實的各種敘事是有
限制的，使他的生活空間選項變得狹隘；（2）他的心理痛苦是基於敘事的破
碎和混亂；（3）他的敘事主導權被干擾了，使他無法以積極的進程改變他的
存在架構（Richert, 2010: 37-38）。
19 喑啞的不說，是因為害怕聆聽：
「說話者在某種程度上對創傷寧願保持沉
默，以便保護自己，免於被他人聆聽的恐懼，以及被自身所聆聽的恐懼」
（Felman and Laub, 199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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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噩夢連連，對他的生活和家人皆產生沈重的影響和負擔（Felman
and Laub, 1992: 46）。費歐曼說，不論怎樣的喪失，倖存者保留下來
的東西只有一個，就是語言；倖存者要往前跨一步，讓語言穿越那個
「落入喑啞」的過程（Felman and Laub, 1992: 28）。倖存者不能只是
壓抑而不說，他需要敘事，敘事可以讓他緩解痛苦的情緒。
然而，將敘事導向「整合」的方向，這是可能的嗎？呂格爾本
人便提到此過程的障礙：「許多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無法在敘事過程
中將他們的創傷記憶以字詞來表達」（Ricoeur, 1997: xl）。我要繼續追
問，如此一來，敘事的整合功能豈不是有所限定，而無法普遍化？它
只適合於某一類的人，而排除了經歷嚴重事件的倖存者？呂格爾雖然
了解這其中的困難，但他並未因此去質疑「敘事同一性」其實是有問
題的。接下來，我除了追問敘事之整合是否可能做到之外，更重要的
是倫理的考量：是否應該這麼做？

（三）創傷需要敘事，但拒絕整合
整合取向將敘事侷限於「融貫典範」（coherence paradigm）的
再現形式。融貫典範可追溯至亞里斯多德的戲劇原則，他雖然沒有
提出敘事，但強調在悲劇、史詩的構成中，「自然的連續」（natural
continuity）和「情節的統一」
（unity of plot）等線性的原則（Aristotle,
1961: 33, 39）。亞里斯多德的原則由 19 世紀的現實主義擴充發展為敘
事的規範，影響遍及文學、歷史、教育、法律等領域。它依循線性時
間性的原則，主張一個好的敘事是歷時的，由開頭、中間、結局等共
同構成一個主題清楚的封閉架構，目的在於「實現完整無缺的自我或
個人同一性」
（Hyvärinen, 2010: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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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融貫典範只考量到中產階級的習俗，把說故事的功能
限定在創造融貫與達成理解，因此將政治的創傷敘事給邊緣化了
（Hyvärinen, 2010: 6）。對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而言，創
傷無法被強行納入融貫典範的線性時間性當中，因為這會「將『起
始的』暴力給『中性化』」（Lyotard, 1990: 16），創傷是「怪異的、無
形式的、困惑的、混亂的」（Lyotard, 1990: 17），意識無法整合它，
「任何想要安置鬼影般的創傷痕跡，都是一種專制或集權的形式」
（Luckhurst, 2008: 81）。20 融貫理論背後預設了主體的同一性，這不
僅是用專制的方式排擠矮化了創傷，並且忽略了主體自身當中早已存
在著原初創傷的構成性核心，這可以是他內在的解藥。
也就是說，敘事是正確的起步，但是以融貫典範為導向的敘事整
合卻是錯誤的目標。融貫敘事背叛了創傷，創傷需要敘事，但敘事拒
絕融貫與整合。以下我分三點來說明理由。
第一，整合取向以線性時間性來規定主體的同一性。
從理論觀點來看，敘事之整合的論點看似很激進，用語言取消了
自我的實體性，但實際上，它關於「敘事主體」和「創傷」的預設卻
是舊式的，依然強調敘事主體的「同一性」，只是用象徵同一性來取
代實體同一性。生命由線性的時間性（過去、現在、未來）所規定，
因此必須是整體、一致、連續、有意義的。對比之下，創傷則被貶抑
為斷裂的不連續和破損的缺憾，故要「治癒」它使其恢復圓滿。由這
樣的理論預設所發展的敘事實踐，會產生幾個疑慮。
疑慮之一是幻覺化：要求主體說出一個連續圓滿的正向故事，很
容易出現敘事偏誤（narrative bias），植入幻覺性的想像情節。疑慮之
二是對象化：主體要疏離於他自身的存在，才能將生命故事形成一個
20

這裡是間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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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貫、可理解、頭尾一致的封閉整體，即故事的完整化必然將生命的
存在縮減成一個可認識的對象。21 疑慮之三是病理化：創傷始終被認
為是病理的，既無法對創傷之本質有更積極的探究與洞察，並將主體
放在負面與劣勢的位置上。
第二，正向樂觀的取向，易賦予倖存者不當的道德敘事框架。
當我們的文化預設了倖存者的敘事要朝向樂觀圓滿的方向前進
時，此一價值取向反而容易加諸不當的敘事框架：暗示他們要將災難
賦予某種生命意義，或是期待他們從自身的經驗提煉出某種道德啟
發。例如，大屠殺倖存者李維說，訪談者經常提出帶有指責意味的問
題：「你為什麼不逃跑？你為什麼不反抗？你為什麼不在『事前』預
防被抓？」他說發問者是站在自身擁有奢侈自由的樂觀角度，並假
想囚犯是身強體健的，這是對於集中營無知的刻板印象（Levi, 1988:
150-151）。我認為這不只是對集中營的刻板印象，甚至是對倖存者強
加了某種隱含在日常文化中的刻板敘事框架，像是「英雄要在困境中
表現勇敢」之類的腳本。
另一個例子，某位大屠殺倖存者陳述他在廚房工作時，有位囚犯
剛生下新生兒，他被命令拿熱水過去，熱水是要用來溺斃新生兒的。
訪談者問他：「你有看到嗎？」「有。」「你有說任何話嗎？」「不，我
沒有。」在這次訪談之後，這位倖存者的敘述改變了：「……你直接
21「敘事架構讓（生命）歷史的經驗成為連續的統一體。這樣的連續性和統

一性的幻覺（illusion of continuity and unity）是許多大屠殺倖存者無法承認
與接受的。集中營經驗的連續體只存在於博物館和紀念館的形式中」（Van
Alphen, 1999: 35）。由於博物館和紀念館的任務是提供民眾保持一段客觀距
離去觀看與認識大屠殺這個歷史事件，故只能採取連續體的整合方式來設
計。但是對於倖存者本人而言，創傷即是他的存在，此一存在不能變成認識
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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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但你彷彿是瞎的……，會變得自私。我只是活著、看著。我沒有
任何感受，我變得自私。……」（Van Alphen, 1999: 31）。可以看到，
這位倖存者被外界賦予的價值觀框架給侷限，他的敘述變成是在回應
社會對他的道德期待，辯解自己為何沒有按照「即使在困境中，也要
無私地挺身而出」這個腳本走。然而，在災難的極端情境中，若我們
還要求受害者要表現出道德的尊嚴，則我們這個要求本身就是不道德
的。
第三，融貫敘事的再現形式非常有限，創傷超出了敘事。
弗里曼（Mark Freeman）指出，有兩種不一致或不融貫的情況：
一種是日常生活中的瑣碎、零散、無意義，另一種則是由創傷所帶來
的破碎。融貫所要針對的應該是日常的瑣碎，而不是創傷的破碎，
「破碎」和「融貫╱不融貫」不在同一個天平上（Freeman, 2010:
169），前者是針對創傷，它無法整合，後者則是針對日常的瑣碎，它
需要被整合。這兩層次必須區分開來。換言之，創傷根本無法被融貫
原則所規範。在融貫敘事的再現要求下，倖存者容易「產生不適切、
扭曲的感受，而不是讓他感到可以讓他的創傷經驗獲得本真的表達」
（Brockmeier, 2008: 25）。事實上，創傷的證詞「沒有結局、沒有結
論、當然也沒有啟發」（Freeman, 2010: 184），我們不應期待創傷敘事
形成頭尾相連的故事，並且要給出啟發性的意義，這樣的專制要求，
不僅再度傷害了倖存者，也扭曲了創傷的本質。
范阿芬（Ernst Van Alphen）說，「……大屠殺的倖存者所經歷的
事件無法被經驗，因為語言無法提供可經驗它們的詞彙和位置；所以
它們才被定義為創傷的。大屠殺對許多人來說是如此創傷的，正是因
為用語言或再現與它保持一段距離乃是不可能的」
（Van Alphen, 1999:
27）。大屠殺倖存者的經驗本質無法被象徵秩序所提供的詞彙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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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涵蓋。經驗是仰賴論述而形成的，若沒有論述，經驗便無法被表達
與概念化；創傷作為斷裂的經驗，它基本上便是對於論述的否定。先
不討論范阿芬將論述等同於經驗，是否過於偏狹，忽略了前論述或
非論述的經驗，22 但顯而易見的是，論述的封閉性無法表達創傷經
驗。23 但這並非就此否定了敘事，而是提醒我們，創傷敘事可以是不
同的表達形式。不只是大屠殺，各種自然或人為暴力的創傷，都適用
於這樣的觀點：創傷需要敘事，但是創傷卻超出了敘事，語詞承擔不
了創傷。

三、敘事遭逢創傷
在 20 世紀現代主義的斷片美學影響之下，不少學者反對融貫典
範，而主張創傷的敘事是再現的破碎。不過，非融貫的立場不能只是
停留於卡露絲說的「傳遞不可理解性」，這是消極的反融貫，而必須
是費歐曼和勞勃的「發生不可能的見證」，這是積極與激進的，關聯
於後創傷主體的主體性。
布洛克米爾（Jens Brockmeier）說：「……我提出創傷經驗作為
破碎，破碎並不只是伴隨著特殊的再現形式，而是伴隨著所有再現的
可能性。再現的破碎在敘事性的瓦解（breakdown of narativity）之中
達到頂點。在語言和經驗之間的創傷裂隙不只是反映了所描繪出來的
22

這一點要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對范阿芬的不足提出質疑。
究竟是語言大於創傷？還是創傷大於語言？我認為這裡有一組相反邏輯的
命題。從敘事治療的觀點來看：因為它是創傷的，故要用語言去再現它。從
范阿芬的觀點來看：因為語言無法再現它，它才是創傷的。二者間的差異有
待未來另闢主題來釐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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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樣貌的斷裂，還包括人類構作意義的存在基礎的斷裂。它所揭示
的是：在某人的在世存有之中的斷裂」（Brockmeier, 2008: 34）。當主
體進行創傷敘事時，所再現的是敘事的瓦解破碎，表示主體在敘事當
中會再度遭逢創傷。敘事的創傷化不只帶來語言的破碎，並揭示了
「某人在世存有之中的斷裂」：主體的世界觀和意義產生了斷裂，以
及他自身的主體之存有也是斷裂的。
費歐曼和勞勃闡述了敘事或見證當中創傷性遭逢，紀傑克則提供
主體的創傷存有學。兩邊相互補充，不僅為創傷正名，更重要的是為
創傷後受苦者的「不可能的敘事」提供論據。主體之存有的斷裂並不
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在倖存者作見證的證詞當中，發生了一次新
的創傷性遭逢，他遭逢到原初的構成性創傷，讓他進入到主體的存有
之匱乏。

（一）傳遞不可理解性？
卡露絲的創傷理論是反對融貫典範的，屬於「非亞里斯多德的破
碎敘事形式」（Brockmeier, 2008: 29），然而，她的理論並不充分，還
只是消極的非融貫。她的理論有兩個重點。首先，她離開了佛洛伊德
的「後遺性」
，讓創傷擺脫無意識（沒有壓抑），而強調創傷記憶的延
遲是「本義的」（沒有經過扭曲），只是事件片段的重演。其次，她不
同於整合取向，發展創傷敘事的另一個方向：傳遞不可理解性。
卡 露 絲 提 出 創 傷 經 驗 的 兩 階 段 結 構： 之 前 的「 不 能 完 全 經
驗」，之後的「不能完全了解」。創傷性事件太過於極端，超出了
既有的認知，意外發生的當下主體無法完全經驗到它，後來當創
傷記憶反覆闖入腦海中時，主體也無法完全理解它。「不能完全經

136

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驗」和「不能完全了解」二者構成了創傷經驗的「不可理解性」
（incomprehensibility）；反覆閃現的片段創傷記憶，正是要傳達「事
件的真理和不可理解性的真理」
（Caruth, 1995: 153）。她認為敘事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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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理解性除了針對外在創傷事件
和內在創傷經驗之外，倖存者對於他自身的生還也是不可理解的。24
關 於 大 屠 殺 之 敘 事， 藍 茲 曼（Claude Lanzmann）25 堅 決 要 保
持「拒絕理解」，甚至用很重的字眼「邪淫的」26 來指定給任何理
解的意圖：「在每一個理解的計畫上，有著絕對的邪淫（absolute
obscenity）」
（Lanzmann, 1995: 204）。去理解大屠殺，意味著把大屠殺
給對象化，放置在眼前，以一定的距離來觀看它。像這樣以觀看死亡
景觀的姿態來碰觸大屠殺，彷彿帶著高姿態在欣賞它，這種方式是要
被譴責的。此外，除了拒絕以對象化的方式觀看死亡，拒絕理解也表
示拒絕敘事的連續性。大屠殺並不是可以被串連和封閉起來而被再現
的，它存在著分歧、不一致、裂隙、深淵，不可能有連續性，強行將
之嫁接串連起來，不僅在認知上做不到，並且在道德上是褻瀆的。
不過，「不可理解的故事的不可能性，並不等於否認可傳遞的
24

卡露絲起先只談事件和創傷經驗的不可理解性，在後來的著作中，又添加
了不可理解性的第三個面向：「創傷所帶來的奧秘啟發，不只是在於遭逢到
死亡，而是在於居然毫無所知地生還下來」
（Caruth, 1996: 64）。
25 藍茲曼是電影《大浩劫》
（Shoah）的導演，他花了十年時間拍攝，剪接成
九個多小時的成品，主要是訪談大屠殺的相關人：受害者、前納粹軍官、旁
觀者等。這部影片在大屠殺見證和敘事的主題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26 obscenity 這個詞有 ob-scene 的視覺化意涵：把某個場景放置在眼前。
紀傑克經常使用這個詞，來指稱納粹大屠殺劊子手的超我幻象（fantasy of
superego），即他們把屠殺的恐怖景觀，拿來作為他們崇高理想的實現。基於
這樣的理由，我在本文都翻譯為「邪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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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Caruth, 1995: 154），創傷是不可理解的，但卻是可傳遞的，
敘事仍要承擔「傳遞的行動」（act of transmitting）（Lanzmann, 1995:
204），但無關乎任何知識。故事是作為「奧秘的證詞」（enigmatic
testimony）被訴說出來（Caruth, 1996: 6），並且持續以奧秘的型態被
聆聽與回應：
「聆聽他人的訴說，儘管這個訴說是奧秘的，卻依然要
求聆聽和回應」（Caruth, 1996: 9）。這樣的奧秘之傳遞，展現為積極
的創造行動，能創造出新的語詞：詩化的、文學化的語詞。27 並且，
「某人的創傷能夠連結於另一人的創傷」，引領著創傷彼此相互遭逢
（Caruth, 1996: 8）。這樣的傳遞僅僅是彼此傳送著不可理解的奧秘，
並非達到了相互理解的溝通。說者不知道他在說什麼，聽者也不知道
他聽到什麼，創傷所伴隨的不可理解之奧秘產生了陌生的語彙，創傷
敘事變成文學創造的行動。故敘事的重點並不在於內容，而是這個傳
遞的動作本身。
綜上所述，透過卡露絲對「不可理解性」的鋪陳與強調，使敘
事的功能遠離了整合，轉而朝向「傳遞不可理解性」。此一說法相當
有貢獻。首先，「不可理解性」肯認了創傷，使它不侷限於病理學範
疇，超出了想要治癒它或將它納入既有敘事框架等意圖，能夠如其所
是地展現為不可認識的。其次，由於保持奧秘的不可理解性，故事不
會被封閉起來（不會成為一個整體），傷口是敞開的，總是伴隨著奧
秘的異質性。不被封閉的敘事，能說出現實中不可獲得的新東西，無
盡地生產符指，成為創造的源頭。簡言之，受苦的症狀可以轉化為文

27

卡露絲在《無法言明的經驗：創傷、敘事和歷史》（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一書中強調：創傷的不可理解性無法被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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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的文學語言將會是創造性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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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作品。
然而，「傳遞不可理解性」雖然反對融貫典範，也逐漸離開病理
學範疇，更接近於對創傷的肯認，對創傷經驗保持忠實，但它仍然還
不夠積極，也不夠激進。此一說法的優點，正好也是它的問題所在。
問題之一，倖存者敘事的目的是為了創作嗎？卡露絲沒有將倖存
者侷限在醫療診斷的病理學中，但是她卻把他看成是偶然際遇所造就
的藝術家：他帶著受苦的病症，而病症使他獲得創造力。將倖存者
等同於文學作家，將創傷敘事等同於文學作品，倖存者本人能夠接
受嗎？李維便否認他自己是「作家」（writer），只說自己是「作者」
（author），因為他害怕「文學的野心會污損他的敘事的真實性」。呼
應阿多諾（Theodore W. Adorno）那句「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
的」
，28 李維認為語言和形式的優美，會掩飾或改變大屠殺災難的醜陋
和野蠻，落入「把奧茲維茲的恐怖給美學化」的危險（Langer, 2011:
135）。李維用第三人稱來陳述自己：「他不追求文學的成功，對於創
造出美麗結局的作品，他既無幻想也無野心。」29 倖存者不認為自己
的作品可以稱作文學或美學，既沒有此一動機，也不會去享受此一成
果，他單純就只是想要為大屠殺作見證而已。
問題之二，一旦將創傷視為不可理解的「奧秘」，這能脫離病理學
嗎？創傷的裂隙若被包覆為神秘且不透明的「奧秘」，則創傷經驗又
28

阿多諾的句子經常被引用，有不同的版本，出自不同的書籍：一個是「奧
許維茲之後沒有詩」（After Auschwitz, it is no longer possible to write poems.）
（Adorno, 1973: 362-363），一個是「在奧許維茲之後寫詩是野蠻的」（To
write a poem after Auschwitz is barbaric.）
（Adorno, 1981: 34）。
29 李維說《倖存於奧許維茲》
（Survival in Auschwitz）這本書出版後，他變
成了一位「作家」。他刻意用第三人稱說出「作者」的想法，表示對於「作
家」身分的不贊同（Langer, 2011: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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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到像是症狀那般的內在異物，只不過是超出了個體而變成文化中
無法詮釋的內在異物，公開且自動地運行著。文化中流竄著各種關於
創傷的謎樣訊息，我們和諸多無解的密碼共存，只是負責傳遞它們，
而它們將一層又一層地更加隱晦。創傷雖然離開了診療室，但並未真
正地完全脫離病理學。
針 對 創 傷 的 訴 說， 李 歐 塔 說：「 不 是 要 去 說 那 不 可 說 的， 而
是要去說無法說它這件事」30（Lyotard 1990: 47）。這裡的「無法說
它」有兩種解讀：「不可再現」或「再現的破碎」。卡露絲所呈現的
是前者，將創傷保持在認識論的邊緣，這並不充分。借用紀傑克
的術語，卡露絲的「不可理解性」只是停留於「認識論的無能」
（epistemological incapacity），而無法碰觸到「存有學的不可能」
（ontological impossibility）（Žižek, 1995: 72）。前者是指主體的敘事
無法認識到創傷，創傷在知識的界限之外，它不是主體可以掌握的對
象；後者則是指創傷敘事在主體的存有之中發生了不可能性，主體之
存有會在敘事當中被創傷化，使其存有破碎。若將創傷侷限為知識
的界限（奧秘）
，要求主體對其保持為無知，則它只會與主體保持距
離，而不會碰觸到主體之存有，不會產生創傷化的效果。
敘事還需要有更積極的功能，才能激進地揭示創傷的存有學。創
傷會超出敘事，這個「超出」不只是消極地停留於「傳遞不可理解
性」，還要更積極：能穿透敘事，將敘事給創傷化。卡露絲的不足之
處，可由費歐曼、勞勃、紀傑克等人來釐清。

30

黑體為筆者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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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敘事當下的遭逢：不可能的見證
相較於卡露絲的消極非融貫，費歐曼和勞勃的創傷敘事屬於積
極與激進的非融貫。費歐曼和勞勃主要是環繞大屠殺倖存者的見證
和證詞，此面向相當廣泛，我集中討論第一人見證（而非第三人
見證31），即親身經歷過事件的倖存者。32 一方面，倖存者的敘事
要見證過去的事件和經驗；另一方面，就在敘事的當下，倖存者
「經歷（living through）見證、給出證詞的這個經驗本身」（Felman
and Laub, 1992: 85）。後者是一個新的事件，所發生的是「不可能
的見證」，到來的是「證詞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
（Felman and Laub, 1992: 80），而此一「不可能性」對主體而言相當
重要。
「不可能的見證」並不是指消極的無法敘事，相反地，它是積
極的敘事過程，在其中要讓「不可能性」發生。費歐曼說，作見
證是去實行一項「言語行動」（speech act），在說出證詞當下實現某
事。對倖存者來說，證詞的作用不在於報導事實，也不是要傳達意
涵，而是要「遭逢陌生性」
（encounter strangeness）
（Felman and Laub,
1992: 5-7）。作見證過程本身，就是一次新的經驗，是一次事件的發
生。「證詞不是一個現成的文本」，不是倖存者預備好等著要提供出
來的，「證詞對他們〔倖存者〕而言是一個新的經驗」（Sears, 2013:

31

本文以個人創傷為焦點，故排除「第三人見證」或「目擊見證」（eyewitness）的部分。目擊見證屬於法律範疇，是在兩造的審訊中，處於第三人
位置的旁觀者所作的見證，提供作為事實性的證據。
32 第一人見證不是為了獲得「歷史的事實或準確性」
，而是為了彰顯超越事
實的「人性和受苦的真相」
（Oliver, 200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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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3 會發生無預期的意外遭逢。
勞勃說：
「儘管事件發生的現實是如此強烈且無法抗拒，但倖存
者的敘述─見證巨大創傷的過程─實際上所見證的是一件缺席
的、尚未構成其存在的事件」（Felman and Laub, 1992: 57）。大屠殺是
個巨大的歷史創傷，但是對倖存者而言，環繞著歷史事件去陳述，
始終覺得說不盡那個事件，它似乎仍是缺席的。李維和策蘭（Paul
Celan）就是這樣地不斷書寫，似乎在為了等待什麼而寫著。
費歐曼將這個等待關聯於真理：「說話的主體持續地要見證某
個真理，但它總是不斷逃離他，此真理無法被它的說話者所獲得」
（Felman and Laub, 1992: 15）。這個真理並不是現成的、已知的，不
是預先存在而要被傳遞的，它必須發生在證詞當中：「作見證的人，
也是透過證詞的言語過程來生產真理的人」（Felman and Laub, 1992:
16）。什麼是真理？即倖存者在敘事當中，經歷一次真正的創傷，與
真實界（the Real）遭逢。34
阿岡本從語言哲學來解析倖存者的證詞，他說證詞是一樁「語
言事件」（event of language）。由於事件是一次短暫且重要的發生
（taking place, occurrence），故證詞要在說話的可能性當中，讓某個
不可能的東西到來，讓它發生。證詞的語言不指涉現實的歷史事件，
阿岡本重述了「事件」的意涵：

因為證詞是在言語之可能性和它的發生之間的關係，所以它只能
33

這裡是間接引用。
勞勃引用拉岡的話：「真實界總是回到相同的位置」（Felman and Laub,
1992: 68）。真實界在象徵界（the Symbolic）之外，它不可被象徵符號所吸收
整合。一旦它入侵到象徵界，就會使象徵界破碎。故真實界抵抗象徵化，它
具有象徵的不可能性，即創傷的特性。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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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和言語之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speech）的關係而存在
─也就是說，它只能作為某種偶然性、作為不可能的可能。這
個偶然性、這個在主體之中的語言之發生，不同於實際論述的有
說出或沒說出，不是指發言或不發言、陳述句的生產或沒生產。
（Agamben, 1999: 145）
在說出語言的當下，語言之中發生了意外，是語言本身的事件，
事件就在語言之內，而不是在語言之外（要被指涉的）。語言的事件
帶來語詞的破碎，同時也是主體之同一性的破碎。亦即，證詞中所發
生的「言語之不可能性」是發生在主體身上，它也是「主體之不可能
性」：使他不再是一個再現主體，而是主體的存有之匱乏。
然而，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勞勃說：「如果說出來的代價是再活
化（re-living），則訴說行動本身可能是嚴重地創傷化的；述說不是
舒緩釋放，而是再度創傷化（retraumatization）」（Felman and Laub,
1992: 67）。我區分「痛苦的再活化」和「解放的創傷化」。「痛苦的
再活化」是指不斷重現過去痛苦的場景，主體被痛苦的激情所支撐，
他的存有被愛慾化，不僅同一性未破碎，相反地還更加增強。如果述
說落入這種情況，不僅無助於解除倖存者的痛苦，甚至有可能導致自
殺。「解放的創傷化」是指透過語詞而與創傷遭逢，這個震驚使他的
存有破碎，他不再保有那個可感知痛苦的象徵同一性。這是見證主
體的難關，要能穿越「痛苦的再活化」，才有可能達到「解放的創傷
化」。35
35

我整理出三種倖存者的敘事形式：一是整合為一個融貫的封閉故事，二是
再現出殘酷與痛苦的景觀，三是語詞的斷片。本文拒絕第一種，支持第三種
並為它建立主體性理論。不過，朝向第三種的過程中免不了會經過第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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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複原初的構成性創傷
在敘事的當下要經歷一次事件的發生，讓證詞被創傷化。這個觀
點不只是關聯於創傷的倫理學（我們該如何面對倖存者的敘事），更
重要的是關聯於創傷的存有學。為創傷主體奠立其存有學基礎，是當
代心理分析的獨特貢獻：跟隨拉岡的「被罷掉的主體」（$），紀傑克
發展出「後創傷主體」。

後創傷主體的哲學研究強調要認識到：當主體的（敘事）實體同
一性受到暴力摧毀時，正是他誕生的時刻。後創傷主體是「活證
據」，證明主體不等於（或不完全重疊於）「他所說的關於他自身
的故事」，不等於他的生活敘事象徵網絡：當我們把這些都拿走
時，某物（something）
（或是說虛無〔nothing〕，虛無的形式）留
存下來，這個某物就是純粹主體。（Žižek, 2014: 86）
創傷事件所帶來的震驚，摧毀了主體的實體同一性，瓦解了象徵
的敘事同一性，他無法將自身等同於一個完整自我敘事。後創傷主體
是「純粹主體」，呈現為「虛無的形式」：他活著他的死亡，活著他的
存有之匱乏。他跟愛慾或激情脫勾，保持淡然和冷漠，無愛也無恨；
如果我們對他產生同情或憐憫，那便是我們將自身不當的移情加諸在
他身上。
紀傑克宣稱後創傷主體是主體性的展現，這並不是在讚揚創傷性
衝擊的暴力，而是避免我們將後創傷主體給病理學化，更重要的是闡
述作為 $ 的主體存有學及其先驗的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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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所有實存內容都被抹拭掉時，創傷的震驚重複了過
去，即正是那個過去發生的創傷性實體之失落構成了主體性。這
裡所重複的不是某個舊的內容，而是抹拭掉所有實體內容的姿勢
（gesture）。……當暴力的創傷性入侵發生在人類主體身上時，
抹拭掉所有實體內容之後，留下來的是主體性的純粹形式，這個
形式必定早就已經在那裡了。（Žižek, 2014: 87-88）
這段話有兩個重點。第一個重點是「形式」。後創傷主體與先前
的自己截然不同，這不是說他產生了新的象徵同一性，不是指內容的
更新，而是說他「抹拭掉所有實體內容」，只留下純粹的形式。這個
形式就是主體性，是「主體性的零度」（zero-level of the subjectivity）
（Žižek, 2010: 311）：虛無、空洞、存有之匱乏。第二個重點是「重
複」。後創傷主體之所以能夠承擔創傷性入侵，並且帶著他的裂隙、
活著他的死亡，那是因為這個主體性的純粹形式「早就已經在那裡
了」。主體在過去已經有過創傷性遭逢，已然在他的內在之中構成了
裂隙，因此，在當下的創傷中，所重複的是過去的這個創傷。
這個被重複的過去創傷，並不是在主體的歷史中某個經驗的事件
（不是佛洛伊德的童年性創傷），而是先驗的遭逢。36 紀傑克雖然使
用佛洛伊德的「先前創傷」之概念，但卻改變了佛洛伊德的意涵。37

36

拉 卡 普 拉（Dominick LaCapra） 有 類 似 的 區 分， 他 將 創 傷 分 為「 歷 史
創 傷 」（historical trauma） 和「 結 構 創 傷 」（structural trauma） 兩 個 層 次
（LaCapra, 2001: 47）。但他把「結構創傷」放在形上學層面，這容易引發神
正論（theodicy）的疑慮。
37 紀傑克批評佛洛伊德的「後遺性」並改變了它，以「原初創傷」和「重
複」提升到主體性的「先驗」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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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該也要將佛洛伊德式觀念應用於後創傷主體，他認為唯有
和早先的創傷相互共振，真實界的暴力創入才構成為創傷─在
這個情況下，先前的創傷正是主體性自身的誕生：當一個存活的
個體被剝除掉他的實體內容，並且這個構成性創傷在當下的創傷
經驗中被重複時，主體便出現了。（Žižek, 2014: 87）
這裡的「先前創傷」是原初與先驗的，它構成了主體，是「主
體性誕生」的時刻，故稱為「構成性創傷」。嬰兒初生之際，在他
尚未進入他的歷史、尚為成為主體之時，便與原初的它者有了一次
創傷性遭逢：這是指他和母親的「先驗的分離」。38 分離是主體性誕
生的基源時刻，它為嬰兒帶來「原初和構成性的無助」
（original and
constitutive Hilflosigkeit），39 正是這個「袪依附（dis-attachment）的原
初深淵」使他的存在核心被構成為裂隙（gap）或空洞（void），40 使
他成為被罷掉的主體（$）。亦即，原初創傷使主體誕生於「構成性
匱乏」（constitutive lack），這是「純粹形式的存有學的匱乏」（Žižek,
2004: note19）：匱乏構成了主體的生命，他的自我打從一開始就是破
碎的、敞開的。
38「拉岡將先驗的內在（transcendental

Inside）稱呼為『分離』（separation），
這個內在是從外在的創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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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體是筆者添加）。在幼兒的
自我尚未形成之前所發生的都是「先驗的」。先驗的創傷優先於任何經驗的
創傷。先驗的分離所造成的創傷構成了主體性，如誕生創傷或象徵閹割都是
某種先驗的分離的表現。
39 這不是指母親拋棄嬰兒這種特殊的情況。對嬰兒來說，即便母親只是離開
他一下子到隔壁房間去，也會帶給他強烈的焦慮，因此是普遍的現象。
40 主 體 不 是 同 一 的， 而 是 差 異 或 裂 隙，
「在存有秩序中的裂隙或空洞就
『是』
（is）主體自身」
（Žižek, 1999: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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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樣 強 調 原 初 創 傷 是 人 類 的 生 成 條 件， 波 洛 克（Griselda
Pollock）則是以「母體界」（the Matrix）之概念，賦予創傷更積極
的意涵：「母體界的觀點考量到它者，遠從生產前

胎兒期的夥伴

關係開始，就已經定義且產生了人類的生成過程，有個未知的它
者總已然是在差異中的夥伴（partner-in-difference）並且共同出現
（co-emergent）」
（Pollock, 2010: 837）。創傷構成了主體與它者的原初
關係，這是一種相互闖入的、非封閉的、開放邊界的關係：「母體界
那不可追憶的、創傷的面向，並不是關於融合

喪失，而是關於可分

享性和共同發生」
（Pollock, 2009: 48）。主體遭逢到它者，縱然是帶著
無比的焦慮和心碎的嚎啕大哭，他仍然承擔了這個巨大的撕裂和震
驚。原初的創傷會被遺忘，但它所構成的匱乏卻始終存在於主體的存
有之核心，並且預示了日後他仍然能夠再度重複它、承擔它。例如，
當他失去身邊的重要他人或是再度經歷創傷性事件時。
如果說，後創傷主體（活死人）在後來的創傷發生之當下，已然
重複了過去的原初構成性創傷。那麼，另一類持續被創傷之鬼影所糾
纏的創傷後受苦者，豈不是錯失了這件事？或者他在事件的當下並沒
有真正遭逢創傷，41 或者他隨即遺忘了這個遭逢。佛洛伊德說：「我
們無法想起來的東西，我們就被迫要去重複它」，但是紀傑克把這個
句子顛倒改寫：
「我們不能夠去重複的東西，我們就會被它糾纏且被
迫要想起它」（Žižek, 2008: 321）。這樣的顛倒改寫，已經改變了「重
複」這個詞的意涵，連帶也使得兩個人各自強調的「要想起來的東

41

佛洛伊德說，若身體有受到具體的損傷，則發生創傷神經症的機率會比較
小（Freud, 1920: 12, 33），因為他在當下直接遭受了創傷的衝擊。換言之，另
外有些人可能經歷了事件，但卻沒有在當下遭逢創傷的衝擊，則他容易產生
被糾纏與干擾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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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截然不同的。
佛洛伊德並沒有涉及到任何先驗的部分，他僅僅是討論經驗
性 創 傷， 他 的「 重 複 」 是 指 病 理 性 的「 重 複 強 制 性 」（repetition
compulsion）。由於案主無法完整想起經驗性的創傷事件，痛苦的情
緒就會不斷干擾他，唯有當他把它想起來，才有可能擺脫糾纏。而紀
傑克所談的「重複」是指去重複那個先驗的原初構成性創傷，案主不
斷閃現的記憶只是本義的「記憶強制性」而已（根據卡露絲的重新解
釋，擺脫了無意識愛慾化的負擔）。對紀傑克而言，擺脫創傷的方式
不是要去想起它，而是要完全地重複它，讓自己真正地遭逢創傷。簡
言之，紀傑克的「重複」不是佛洛伊德的「重複強制性」，「重複」是
再次遭逢創傷，承擔自身存有之匱乏，解除所有情緒的涉入，因此，
我們可以這樣說：「重複」解除了「重複強制性」。
倖存者若是無法在後來的創傷發生之當下，去重複過去那個過去
的原初構成性創傷，他失去了第一次機會。於是創傷持續地干擾糾纏
他，那麼，倖存者便需要第二次的機會，他要在他的敘事當中，再度
想起並重複那個他錯過的東西：過去的、先驗的原初構成性創傷。

三、敘事的創傷化：言語事件在證詞中發生
在倖存者的證詞當中，偶然發生的語言事件，便是「言語之不可
能性」的出現。這需要先排除兩種情況。一個是，證人說出了他之前
沒說的內容，或是想不起來的記憶忽然回復了，或是被壓抑的情感忽
然釋放了。「言語之不可能性」不是這種關聯於陳述句的生產，這些
都是可預期並且可能的。另一個是，證人說出了無法理解的內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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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李維提到在集中營中裡一位牙牙學語的三歲小男孩的無意義發音，
吸引了囚犯們的側耳聆聽。42 這偏向於神秘的不可理解性，也無關乎
「言語之不可能性」。
「言語之不可能性」是由於證詞碰觸到根源的構成性創傷，構成
性創傷將虛無引入到證詞之中，造成語詞破碎，同時也將虛無引入到
證人之中，使得證人成為「存有之匱乏」。這就是我一再要闡述的：
證詞的創傷化（traumatizing of testimony），讓證人透過證詞而與真實
界產生創傷性遭逢。在證詞的語言事件中，發生了言語之不可能性，
這個不可能性賦予主體某種不可能的經驗。以下我用三個示例來說
明：第一個發生於倖存者李維替活死人作見證；第二個發生於倖存者
策蘭的語詞破碎。第三個發生於費歐曼的教學課堂中那些聆聽證詞的
學生。

（一）李維：證詞所包含的空隙
李維在他被釋放的四十多年來，不斷地撰寫集中營的經驗，其分
析深刻且令人警醒。但是，這位被公認具有重要地位的大屠殺見證者
卻說：他自己並不是證人，集中營裡的活死人才是完全的、絕對的證
人。

我們這些倖存者並不是真正的證人。這是令人不舒服的想法，是
我在多年後隔著距離閱讀其他人和我自己的回憶時，才一點一點
逐漸意識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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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運等緣故而沒有碰觸到底層。那些碰
42

間接引用自中譯本的導言（李維，李淑珺譯，2001，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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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到底層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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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們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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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證人保持沉默，活死人不作見證、不給出證詞。43 完全
的證人卻是不可能的證人，故李維認為他自己是在代替活死人說
話，在活死人的位置上說話。阿岡本將此稱為「李維的悖謬」
（Levi’s
paradox），並關聯於證詞中所包含的空隙（Agamben, 1999: 82）。
阿 岡 本 說，「 證 詞 的 根 本 價 值 在 於 它 所 缺 乏 的 東 西， 在 它 的
中心包含了某個無法被見證的東西，並且卸除了證人的權威性」
（Agamben, 1999: 34）。倖存者並非第三人見證，故他並不佔據知識
的權威性身分，他不是要說出客觀歷史內容，也不是要說出倖存的意
義。他的語言既不指涉，也不指意，其證詞並非一致且完整的，也不
會是封閉且邊界清楚的。簡言之，「證詞包含了某個空隙（lacuna）」
（Agamben, 1999: 33），或者說，證詞是由空隙所構成。
我認為「證詞包含空隙」有雙層意涵，二者形成動態的過程。一
層是指：證詞之中有空隙。證詞不是用語言傳達出某個已經完成的
東西（史實）或未來預期可完成的東西（意義），這樣的證詞並沒有
空隙。證詞是未完成的東西（它有空隙），說出證詞便是試圖去完成
它（碰到空隙）。另一層是指：證詞本身成為空隙。一旦未完成的空
隙發生在語言之中時，所完成的事情不是將空隙給彌合或整合，相反
地，所完成的事情是語言被衝擊，空隙完全爆裂擴張，帶來語言的破
碎和敞開。
43

這並不是說活死人不能講話，而是說他不談論關於集中營的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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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要探究「李維的悖謬」如何關聯於證詞之空隙的雙層動態意
涵，我把它轉化成兩個問題。第一，為何活死人是完全且不可能的證
人？第二，李維在活死人的位置上說話，會發生什麼？
阿岡本說活死人是「界限形象」（limit figure），使得許多範疇都
失去了意義，他不僅是「生命和死亡之間的界限」，也標誌了「人和
非人之間的開端」（Agamben, 1999: 63, 55）。44 紀傑克則說活死人是
作為「人性之零度」（zero-level of humanity）的「非人」（inhuman）
（Žižek, 2001: 76）。他是唯一目擊集中營之恐怖而「被黑太陽所灼
燒」（Žižek, 2006b: 112），在當下完全地被創傷化，他承擔了他的存
有之破碎。活死人不作見證，45 他本身就是見證。
紀傑克提醒我們要能清楚地區分：活死人的「非人」，不同於納
粹的「袪人性化」
（dehumanization）
（Žižek, 2001: 77）。納粹的「袪人
性化」是用剝奪生存條件和人性尊嚴的方式來對待集中營的猶太人，
這種用殘酷和暴力的方式摧毀囚犯的意志，乃是「『壞的』不人道」
（“bad” inhumanity）（Žižek, 2006b: 112）。我們對活死人的觀點不能
只停留於此。46 當納粹將袪人性化強加於活死人身上時，用袪尊嚴的
44

強調一下，阿岡本的「主體」概念和紀傑克並不相同，我在本文闡述的是
紀傑克的主體，提到阿岡本的部分，只是關於他對證詞和活死人的討論。這
一點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45 活死人是否作見證？這是有爭議的。在李維死後兩年，有學者把許多活死
人找來作見證，他們說：「我曾是活死人」（I was a Muselmann）。阿岡本說，
這句話使得李維的悖謬達到最極端的狀況（Agamben, 1999: 164-165）。因為
目前我閱讀的相關資料太少，本文的篇幅也有限，所以我無法處理這個爭
議，仍依照李維的「活死人不作見證」來討論。
46 一般人討論活死人時，往往停留在這個觀點上：將活死人定義為對命運、
權力、恐懼、無助的屈服，認為他屈服於人類毀滅的過程，是作為喪失意
志、不可能抵抗的代表（Farrell, 2011: 92）。對紀傑克而言，這類觀點並不充
分，它是消極的，忽略了活死人本身的「非人」狀態可以是積極的，他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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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羞辱活死人時，活死人卻能完全超出既有的人性、尊嚴、生命等
框架，而進入到「人性之構成的被動性」（Žižek, 2006b: 112），進入
到「人性之零度」，進入到他自身的「非人」，以至於所有人都不敢直
視他。
活死人超出了日常既有的象徵規範，我們不應該以自身所熟悉
的人性尊嚴之框架套在他們身上。阿岡本說：「活死人以最極端的表
達，守護了新的倫理學開端，它是這樣的一種倫理學：生命的形式
開始於尊嚴終結之處」（Agamben, 1999: 69）。生命不等於尊嚴，相
反地，當尊嚴終結時，我們才看到生命的新樣貌出現，看到不同的
人性出現。失去尊嚴的人、摘掉人性面具的人，他活著他的存有之
匱乏、他活著它的死亡。同樣的，紀傑克也說：「在活死人面前展現
『體面』與保持『尊嚴』這本身就是一種徹底不體面的行為」（Žižek,
2001: 78）。倘若我們保持憐憫同情的態度，悲嘆他們所喪失的尊嚴，
則我們是用人性的面孔去貶低他們，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活死
人不是 PTSD 那種症狀性的喑啞，不是被異化的人性，相反地，他正
是主體性的完全示例。他不作見證，僅僅只是作為存有學的自我展
示，展示創傷的主體性。他的沉默是基於他當下直接遭逢了構成性創
傷，因此他能承擔他的存有之匱乏，成為被罷掉的主體（$）。這回應
了第一個問題：為何活死人是完全且不可能的證人。
對於活死人，我們不應該說「他不是人」（He is not human），而
必須說「他是非人」（He is inhuman）（Žižek, 2006a: 159）。奧許維茲
真正的密碼是活死人，他是「集中營的核心」，但倖存者們說：「沒
有人想要看到活死人」，他的形象是人的眼睛無法承受的（Agamben,
1999: 50）。活死人被人們所迴避，每個人都害怕在他那被摧毀的臉容
到他的主體性：存有之匱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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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辨認出自身。47 那是因為活死人的力量，比成堆的屍體更強大，
他碰到了構成性創傷，他活著他的死亡，這並非一般人所能承擔的。
然而，李維卻是唯一一位有意識地要代替活死人作見證的人，這將使
得李維的證詞以及他這個證人本身，發生一次偶然的、但卻是重要無
比的語言事件。
阿 岡 本 說，「 說 話 之 不 可 能 性 以 未 知 的 方 式 來 到 言 語 之 中 」
（Agamben, 1999: 117），亦即，活死人不只是凝視的不可能性，更
是說話的不可能性，當李維說到活死人，並且要在他的位置上說話
時，證人的言語超越了證人。活死人不是可認識的對象，他不會成
為語言所陳述的內容，他不是關聯於「認識論的無能」，他本身就
是「存有學的不可能」（Žižek, 1995: 72）。他作為不可能者，闖入
了李維的說話行動中，使得「我」這個說話位置被某個斷裂的脫
節（disjunction）給懸置了，48 此時，「有」
（there is）證詞，證詞發
生。49

47

阿岡本說，雖然許多倖存者都提及活死人，作為集中營的重要經驗，但令
人驚訝的是，在早期歷史研究中活死人卻很少出現，直到五十多年之後他們
才成為集中營研究的重要主題（Agamben, 1999: 52）。我猜測可能的原因是
剛開始研究者將活死人歸在嚴重的病理性創傷者那部分，所以認為沒有將他
們獨立出來討論的必要性，但是後來逐漸發現到活死人在存有學和倫理學上
具有特殊的意涵，才開始大量討論。
48 阿岡本說，
「正在說話的人不是個體，而是語言」（Agamben, 1999: 117）。
就現代語言學而言，主體要剝除掉人類學和心理學的實體屬性，而還原到一
個純粹的說話位置，因此「我」是一個宣告（enunciation）的位置，在這個
位置上，語言不斷地流洩出來。是語言在說我，而不是我在說語言。
49「證詞發生於發音連結的非─位置。」
（Testimony taking place in the nonplace of articulation.）
（Agamben, 1999: 117）。意思是說，證詞並非那些具體
的字句或語音，而是證詞會發生在字詞或語音之間的空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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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詞發生在這裡：不說話的人使得說話者開口說話，說話者在他
自己的言語中見證了說話的不可能性；因此沉默者和說話者、非
人和人一起進入到無區分的界域裡，在此界域中不可能建立主體
的位置，不可能辨識出「想像的實體」的「我」這樣的真實證
人。（Agamben, 1999: 120）
當證詞在語言的空隙中發生時，說話的主體也將產生巨大的
變 化。「 說 話 者 在 他 自 己 的 言 語 中 見 證 了 說 話 的 不 可 能 性 」， 不
可 能 性 指 的 是 什 麼 呢？ 是 指「 證 詞 的 主 體， 他 見 證 了 袪 主 體 化
（desubjectification）」（Agamben, 1999: 120-121）。活死人和李維兩者
在語言之中交會並重疊起來，亦即，透過語言，活死人的存有學結構
發生在李維的存有當中，使得李維能跟活死人一樣「袪主體化」、進
入存有之匱乏。
阿岡本強調「證詞的雙重結構」（dual structure of testimony）
（Agamben, 1999: 151），證詞是作者的行動，將原本不充分、無能
力、未完成的東西，在行動中予以完成。這個完成行動將使得對立的
兩個界域產生辯證、交會、重疊，這樣的兩個界域包括：生命
亡、可能性

不可能性、人

死

非人等，特別是要讓後項闖入到前項當

中。活死人的言語不可能性，要發生在李維說出證詞的可能性當中，
這是一種「不可能的可能」。活死人將死亡帶入生命，他是活著死亡
的人，他是重新定義生命的人，他的非人創傷了李維的人性。紀傑
克說：「正是在『人性』本身當中，有一種非人的創傷核心或裂隙」
（Žižek, 2001: 77）。活死人引發了李維自身當中固有的非人核心，讓
李維也能成為非人。
語言事件的發生、不可能性的到來，必然要由李維這個給出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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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說話主體來承擔此艱難的任務：「證詞的主體是構成性的破碎，它
沒有一致性，只有脫節和錯位（displaced）」
（Agamben, 1999: 151）。
李維既「是」並且也「不再是」先前的主體，他在語言中遭逢了活死
人，同樣也被黑太陽所灼燒。他用他的同一性之破碎，來回應在語言
中出現的活死人。過去在集中營裡，李維只是目擊了活死人，有距離
地把他當成歷史性創傷的最極端形象；但是在作見證當下，李維則是
遭逢到他，親身承擔了他所銘刻的構成性創傷。
從「證詞之中有空隙」到「證詞本身就是空隙」，證詞的語言哲
學並不是邏輯學的，而是倫理學：證人是倫理的主體，他能見證活死
人的非人，但結果是證人自身也成為非人。若用策蘭那句「沒有人
為證人作見證」（No one bears witness for the witness）50 來翻譯李維：
「沒有人為活死人作見證」，則李維的證詞行動既違背也符合了這個
宣稱。違背的地方在於，李維能為活死人作見證；符合的地方在於，
作見證的李維終將成為那個 no one（非人、被罷掉的主體）。
不過，我們要繼續追問：證詞的創傷化都像李維這樣要去見證活
死人嗎？是否有其他情況？並且，證詞的創傷化會呈現為怎樣的語詞
形式呢？這在李維的例子中並不明顯，他雖然遭逢了活死人，但其著
作依然保持為可理解的敘事架構。因此，我們還需要策蘭的例子。

（二）策蘭：想要說虛無
身為集中營的生還者，策蘭的詩即是證詞。勞勃將大屠殺見證區
分出三個面向：證人以親身經驗來見證他自己；證人見證了別人的證
50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說，這些語詞將我們引入「證詞之謎」（enigma
of testimony）
（Derrida, 2005: 67）。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去闡述策蘭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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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證人見證了作見證過程本身（Felman and Laub, 1992: 75）。策蘭
的證詞不僅包含前面兩項，他最獨特之處在於，他做到了一般人很
難達成的最後一項。以下我要分析策蘭如何去見證「作見證過程本
身」，它包含兩個意思：一個是指他的前後期詩作的轉變歷程；另一
個是指他的後期詩作中所發生的證詞創傷化。唯有後者（證詞創傷
化）的發生，才能使得前者（風格轉變）具有其重要性。
策蘭後期的詩作在形式風格上有重大的轉變，他拋棄了自己早期
的作品〈死亡賦格〉（“Death Fugue”），拒絕再出版它。雖然〈死亡賦
格〉受到評論界的高度重視，但策蘭不承認這個作品。早期的〈死亡
賦格〉對納粹暴行表達了沈重的抗議與吶喊。詩歌顛覆了一般文化和
基督教傳統用「奶」來代表生命泉源，而用「飲乳」、「黑色牛奶」來
表達灰燼和屍體、死亡和毀滅。並且，它將殺戮場景變成音樂劇這
種高雅文化表演，使得暴力不只是殘酷而已，還呈現出邪淫的享樂
（Felman and Laub, 1992: 30-33）。51 這首詩充滿隱晦的密碼，滿載著
詩人想要傳達的各種意義，並且還富含大量的情感和感官元素：強烈
的音樂性，加上震撼人心的意象。
評論者對〈死亡賦格〉有不同的反應。有些人採取迴避的態度，
不願讀詩，對於納粹的惡行和猶太人的遭遇避而不談。有些人則是
極力讚頌詩作，認為這是對奧許維茲的「清潔與克服」，把歷史的血
腥恐怖視為藝術昇華的超脫與審美的享受（埃梅里希，梁晶晶譯，
2009，頁 100、102）。迴避的態度令人感到氣憤，但讚揚的態度則令
人感到驚恐，因為這會將納粹的惡行予以「美學化」（aestheticizing）
（Felman and Laub, 1992: 31）。把恐怖昇華至唯美，這不是對詩作的
51

因篇幅有限，我也不擅長分析詩句，就不引用詩句原文。策蘭的詩句在網
頁上很容易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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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揚，而是對詩作的貶抑，也難怪策蘭會想要否認這個作品（雖然評
論者並不確定他的真正理由）。
後期的策蘭詩作有明顯的轉變，評論家猜測他無法忍受原先的
作品，也防止自己繼續陷溺於用美來呈現暴力。策蘭的轉變意味著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這句斷言可被修正為一個問題：「奧許維茲
之後，詩該如何？」文學藝術並非要被否定，而是要質疑其功能。
它不該是「風格化的美學原則」（esthetic principle of stylization），不
該把受苦轉化為形象，這對受害者是不正義的；當大屠殺變成文化遺
產時，文化很容易就會繼續催生出殺戮（Adorno, 1982: 312-313）。更
重要的是，倘若策蘭總是保持在距離之外來描繪大屠殺，則「見證的
不可能性」便只能是「遺忘的不可能性」：一再目睹殘酷而無法穿越
痛苦。因此，藝術要「袪美學化」
（de-aestheticize）
（Felman and Laub,
1992: 33），詩不是抒情詩，不是以美學風格來再現死亡與痛苦的景
象；詩是證詞，要去見證「深淵般的經歷」，見證那個「不可能性」。
詩人所要說的，不再是「人是如此邪淫」（焦點放在劊子手），而是
「人可以是非人」
（焦點放在倖存者）。
晚期的策蘭不僅離開了美，優美的音律和夢幻般的形象都不見
了，並且離開了意義，從他的詩中解讀到的是「奧許維茲沒有意
義」，故「一切比喻和隱喻皆屬荒謬」（埃梅里希，梁晶晶譯，2009，
頁 147），詩不是資訊密碼的載體。策蘭寫出來的是斷簡、斷片般的
語言，因為「在深淵邊緣的言說」只能是一種「斷斷續續的言說」
（埃梅里希，梁晶晶譯，2009，頁 150）。他將裂隙和沉默引入詩歌
當中讓旋律破碎，也將沉默引入到每一個字詞和音節中讓語詞破碎。
「作為語詞的破裂和漂浮的證詞」，詩裡面沒有統一、整體、連續的
意義，沒有可掌握的知識，甚至也沒有任何可自我掌握的意識。斷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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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詩散發出巨大的沉默，滿載著沉默，沉默敲擊著詩人和聽者，讓虛
無的迴響發生（Felman and Laub, 1992: 37-38）。這個沉默不是喑啞或
壓抑，而是讓虛無本身說，虛無大聲地說著，說至語言崩塌與瓦解。
詩人的 wanting-not-to-say 並非想要不說。詩人想要說；甚至，
沒有別的，就是純粹的想要說。純粹的想要說虛無（wanting-tosay nothing），虛無透過訴說而臨在。並且因為虛無難以達到
「想要」，故詩人的「想要」會瓦解……；虛無讓它自身被說出
來，物自身在此人之中、透過此人而讓它被說出來，此人朝向它
而不顧自身，接受那不可能被接受的它，並屈從於它。他接受
它，擔憂它會拒絕；這樣一種陌生的、短暫的、難以抓住的「存
有」是意義之所是。（Lacoue-Labarthe, 1999: 20）
語詞斷片中的靜默，表示詩人並非不想說或「想要不說」，而是
他想要說，「想要說虛無」、「想要說不」。詩人透過詩歌，想要說出虛
無，接收到虛無，讓自身承擔虛無的經驗。一旦虛無發生在詩人的經
驗當中，則詩人的實存便瓦解。詩的破碎不只是向外展演了世界的破
碎，更重要的是向內說出了證人的破碎，詩人的內在也完全地向外敞
開。證詞的創傷化便是詩人的創傷化，詩人在證詞中與真實界遭逢，
他的構成性創傷復發了。語詞破碎中的沉默，說出了策蘭的存有之匱
乏，這樣的沉默是大音希聲的沉默，是振聾發聵的沉默，是絕對的靜
默。
詩 歌 本 身 正 是 虛 無 的 發 生，「 可 能 的 證 詞 是 作 為 不 可 能 的 」
（possible testimony as impossible）
（Derrida, 2005: 72）。換言之，策蘭
的詩見證了「作見證過程本身」，而這是一個不可能的過程，他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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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讓它發生。和李維相同，策蘭也是以非人、以「主體之虛無」來為
證人作見證，只是這次的「證人」不再是活死人，而就是他自己本
人。策蘭以他自身的虛無化，來為他自己作見證。
雖然李維和策蘭最後都是以自殺終結了他們的生命，52 但是上述
的評論家都不願意用此來論斷兩位倖存者的見證是失敗的。53 他們不
願意將策蘭歸為被憤怒所吞噬，54 也不願意將其書寫歸類為 PTSD 的
症狀表現。55 這些簡化的說法既沒有看到倖存者的努力，更沒有考量
到證詞本身的重要性：「證詞提供了與它異性遭逢的換喻位置。倖存
者無法理解但卻努力要說出某個經驗，它無法在他的主體性當中被主
52

伍德（James Wood）在李維著作的序言裡說，關於李維是否自殺而亡，
至今仍有爭議。有人認為若是承認李維的自殺，就代表了納粹的勝利（李
維，沈萼梅譯，2016，頁 18）我認為這種論斷太簡單，自殺不等於見證的失
敗，這輕忽了李維倖存下來的四十多年。
53 不過，我們不能刻意忽略見證者的自殺，那會是另一種簡化。德魯克
（Jonathan Druker）主張要正視與面對李維的自殺，從他的作品中去探討其
中的複雜關聯。他認為下列幾種立場都有問題，尤其是後面兩種更為陳腐。
第一，認為李維的自殺代表絕望與失敗，這同時也否定了他的見證與書寫。
第二，承認李維的作品是對於生命的肯定，忽略他的自殺。第三，認為自殺
和作品不相關，公共與私人要分開考量。第四，認為李維的死亡是個意外
（Druker, 2005: 222-223）。我的立場比較接近第二點，但不完全相同。我認
為作品和自殺是兩回事，李維的作品不僅是對生命的肯定，而且將死亡活在
生命之中，這由它的作品可證明。而他的自殺不該被忽略，但可以解讀為：
他已然完成任務，對生命盡完責任了。
54 例如奧斯特（P. Auster）的這種意見：
「再也沒有誰的詩歌比他的詩歌更
加憤怒，再也沒有什麼詩歌像這樣完完全全從苦難中獲得靈感。策蘭從未停
止與過往這條惡龍對峙。最終，它還是將他吞噬」
（埃梅里希，梁晶晶譯，頁
2009）。
55 例如施密德（Geert E. Smid）的意見：
「策蘭幾乎所有的詩 ─像是有
名的『死亡賦格』 ─都以某種方式在處理戰爭和他想要使之復活的死
者……」，「審視他的書寫內容，似乎 PTSD 的症狀已經伴隨著他的憂鬱症
狀」
（Smid, 20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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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化。他把此經驗放入到語言中，所發生的卻溢出了語言。證詞是一
個悖謬，這個被放逐的言語回答了不可能的要求：要講出說話動作本
身所否定的東西」（Leshem, 2005: 158）。這兩位倖存者的餘生都在與
大屠殺見證作奮鬥，都在嘗試「把此經驗放入到語言中」，過程儘管
是如此地艱難與痛苦，然而，總有那麼一個瞬間，在證詞中發生了
什麼，而「所發生的溢出了語言」。他們的證詞超越了他們的生命經
驗，他們在證詞中與他們的構成性創傷遭逢了。此一瞬間，不僅是證
人獲得解放與自由的瞬間，也是證人為所有其他人帶來人性之希望的
瞬間：以非人（inhuman）來重新定義人性。這也就是為何他們的證
詞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值得我們一再去分析。如果阿多諾是對的，則
奧許維茲之後沒有詩，但有證詞；詩就是證詞。

（三）創傷的傳遞與教學
策蘭的證詞中發生了意外的言語事件，「言語的不可能性」將證
詞給創傷化，也讓主體與創傷遭逢而進入到「存有學的不可能」。這
件事若能發生在策蘭身上，則我們其他人在閱讀策蘭、見證證人的證
詞時，這個不可能的遭逢經驗也將發生在我們身上，傳遞給我們，我
們要承擔它。
費 歐 曼 的 課 堂 發 生 過 一 次「 教 學 事 件 」（event of teaching）
（Felman and Laub, 1992: 53），是創傷之傳遞的絕佳範例。她在某次
課程中，採用大量的文學示例與倖存者見證史料來進行教學，課程快
要接近尾聲時，忽然出現了始料未及的「課堂危機」。學生們產生不
尋常的反應與變化，或是在課堂中出現少見的沉默，或是在課堂外滔
滔不絕說著這門課的內容，或是想要找人討論此話題卻又不知道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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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什麼。「意外發生在課堂中，降臨於課堂。意外穿越課堂」（Felman
and Laub, 1992: 50）。對於這個意外與學生所產生的「破碎的焦慮」，
費歐曼既驚訝也憂心。於是她讓學生重讀了策蘭，了解語言的不可能
經驗只能發生在作見證的當下，並邀請學生寫下他們自己的證詞經
驗。某位學生寫道：「我的自主性變得不穩定，甚至是脆弱的。某種
程度，我設法倖存了，既完整同時又帶著一些破碎；既是同一個人，
卻又毫無疑問地完全改變了」（Felman and Laub, 1992: 55）。學生原本
是聆聽者，卻在聆聽的過程中彷彿遭遇到創傷，於是在書寫的過程中
變成了見證者。
費歐曼的這次教學發生了一次不可能的見證，教學遠遠超出了
當初的設計，「證詞的理論」變成了「生命的事件」
（Felman and Laub,
1992: 55），使學生經驗到「不可能性」。學生遭逢了作為它者的策
蘭，發生在詩歌中的構成性創傷傳遞給學生，衝擊學生並引入破碎與
沉默，使學生也進入他的存有之匱乏。這樁課堂所發生的偶然，也意
外地突顯出教育學的本質。了費歐曼說：

在今日，我會冒險地說，教學本身只有透過危機才會發生。如果
教學沒有聯繫於某種危機，如果它沒有在某個（清晰或隱晦的）
決定性且不可預期的面向遭逢到脆弱性和爆炸性的話，它或許不
是真正的教學，只是傳達事實、資訊、文件給學生或聽眾等接收
者。好比人們在大屠殺發生期間面對各種湧現的訊息，卻沒有人
可以去認識、學習、閱讀、使用。（Felman and Laub, 1992: 53）
倘若教學不該只是知識傳遞，則教學必須要經歷這樣的危機。甚
至可以說，教育發生的過程即是一次創傷化過程，學生（與老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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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驚當中與真實界遭逢。56
在當今這個見證年代，聆聽者與倖存者的共在（being-with）是
我們所有人的倫理課題。57 艾丁格（Bracha L. Ettinger）和波洛克使
用「創傷的共同見證」（wit(h)nessing）這個術語，58 來闡述我們如何
能在見證的過程中，連結於它者的創傷並共同承擔它。這既不是要對
個體施予同理或同情，也不是要對集體施予認同或承認；59 而是跟著
它者一起遭逢創傷，成為能與之共同感應的夥伴。因此，共同見證包
含了「創傷的共同承擔」（shareability of trauma），這是冒險且具危險
性的（Pollock, 2010: 861），60 並非輕鬆的分享或分攤。聆聽者要具備
「回應能力」
（response-ability）
（Pollock, 2010: 838），而能夠回應它者
的創傷，將會與它者一同被創傷化。
這並不是說，我們能夠簡單地認為和倖存者產生同情共感是容易
的，尤其是各種經歷了如戰爭、屠殺、強暴、酷刑等嚴重暴力的創傷
倖存者。我們依然要對倖存者的經驗與遭遇保持敬畏之心，任何簡單
56

這樣的創傷教育學（pedagogy of trauma），是以創傷的存有學來闡述教育
學的本質，可作為當代獨特且重要的教育哲學課題，值得另文發展。
57 這裡的聆聽者是指一般社會大眾，是文化的聆聽者，而不是指心理分析師
那種專業聆聽者。
58 艾丁格創發這個術語：
「某種知識的非認知模式被嵌入這樣的一起作見
證（witnessing-together）過程中：嵌入到共同見證（wit(h)nessing）之中」
（Ettinger, 2006: 144）。波洛克則進一步將它闡述得更完整，更具有理論內
涵。
59 奧利佛（Kelly Oliver）反對當代多元文化主義以「承認」
（recognition）
來為受害者或被壓迫者發聲。他說，大屠殺的證詞顯示，他們並非只是要被
承認或被看到，
「相反地，他們的見證超出了承認的悲情（pathos）。」要求
承認其實是主流文化所施加給受害者的某種報償式同情。倖存者的證詞尋求
見證的東西遠遠超出了承認，它關聯的是主體性（subjectivity）和主體位置
（subject position），前者是倫理的，後者是政治的（Oliver, 2004: 79-88）。
60 這個術語是間接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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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懂」可能都是一種輕佻與冒犯。然而，保持敬畏不等於無法聆
聽與溝通，聆聽者依然可以在閱讀和聆聽當中，也承擔創傷而「與倖
存者共在」，但這並不是指聆聽者彷彿自身經歷了大屠殺一般，而是
說，倖存者的創傷衝擊了聆聽者。這裡的每一個創傷之間是無法共量
比較的，唯一的共同點是，主體都承擔了他們的存有之匱乏，進入到
他的創傷核心。
「與倖存者共在」之所以可能發生，主要是因為在主
體之中那個原初的構成性創傷，具有主體存有學的普遍性，所有人都
有機會承擔它、與它再度遭逢。

五、代結語
本文強調兩個重點。首先，我反對創傷敘事的融貫理論，而主張
非融貫的立場。但非融貫不能只是停留於卡露絲說的「傳遞不可理解
性」，這是消極的，而是要朝向費歐曼和勞勃的「發生見證之不可能
性」，這是積極與激進的。其次，我將創傷敘事理論和心理分析的主
體性理論相互連繫起來。一方面，費歐曼和勞勃的「不可能的見證」
缺少了主體存有學的根據，紀傑克的「後創傷主體」能夠提供其理論
的基礎。另一方面，紀傑克並沒有闡述創傷後受苦者的敘事，也沒有
提及如何去重複構成性創傷，費歐曼等人的敘事見證能夠闡述這部
分。
當代心理分析對「記憶」給予了不同的倫理思考：主體唯一要想
起來的是那個原初的構成性創傷，想起它並重複它才能解除掉停留於
歷史創傷的受苦。主體要想起自己是誰、想起自身與它者的原初關
係：主體在初生之際就已經歷過一次死亡，那構成了主體的生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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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的是倖存者本人，他如何能做到一件艱難的任務，從敘事作品中
讓語言的「不可能的經驗」發生，穿越歷史創傷，再次重複他的構成
性創傷。當我們其他人閱讀倖存者的作品時，也將有機會被他們創傷
化，實現我們自身的主體性（$），而與倖存者共在。
我在文中做了一些對比。例如，有兩種記憶或重複：一個是反覆
地想起與訴說歷史事件的悲慘痛苦場景；一個是在敘事中想起並重複
那個原初的構成性創傷。有兩種沉默：一個是症狀性的不說的喑啞；
一個是發生在語言之中讓意義破碎的解放的絕對靜默。有兩個策蘭：
一個是用主體的意志想要把納粹的恐怖訴諸於言詞的策蘭；一個是放
掉主體的意志，任憑語詞的斷裂將他帶入存有之匱乏的策蘭。這些對
比是為了要釐清一般所誤解的模糊概念，並闡述後項對前項的治癒。
本文有兩點不足之處，有待日後發展。
第一，本文聚焦於個體，並未觸及集體的創傷。佛洛伊德的創傷
理論有三個：早期以《歇斯底里研究》為主探討童年性創傷在無意
識中的影響；中期以《超出快樂原則》為主探討創傷之後的重複強
制性；晚期以《摩西與一神教》為主探討集體創傷（Luckhurst, 2008:
8-10）。第三個集體創傷的部分較少被探討，但我認為是佛洛伊德遺
產中最重要的，尤其是在今日。
安 德 魯 斯（Molly Andrews） 討 論「 療 癒 的 神 話 」（myth of
healing）一概念。她說，一般學者只是它來安撫對於敘事療癒工作的
憂慮，擔心倖存者的脆弱可能使得此工作有潛在危險且不易成功；但
這些學者仍然強調訴說是唯一的目標。然而，安德魯斯認為這是過度
的簡化，混淆了「個人傷痛和集體苦難」兩個不同層次。許多人在敘
說中經歷到的是二度受創的痛苦，不見得能獲得療癒；並且證人的敘
說也不全然以療癒為目的，有些人希望要能補償損失、尋獲家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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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家等。療癒不只是個人的，也必須施行在集體層面，例如，「真
相調解委員會」設置的目標便是「恢復人類和公民的尊嚴」，要揭露
真相，才能安置過去的鬼魂（Andrews, 2010: 149-150）。換言之，「療
癒的神話」提醒我們，個人的傷痛和集體的療癒案者都要同時兼顧，
如果沒有包含集體的層面，則療癒就只是「神話」而已，無法使倖存
者達到解放的「透工」（working through），而容易朝向憂鬱的「行動
化」（acting out）。61 因為無法獲得正義的補償，行動化會使得個人走
向怨恨與報復的暴力循環。
集體的療癒需要政治和法律的具體行動，例如，對大屠殺倖存者
而言，戰後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納粹高階軍官，以及德國法院審判服從
命令的納粹低階軍官，像這樣的正義審判，才是集體療癒所必須的。
因此，我雖然強調敘事的創傷化是倫理的，但嚴格來說，停留於「個
人化」的倫理學不夠充分，還必須要包含集體的、法律的、政治的面
向。
第二，本文的創傷是屬於偶然性的創傷，而沒有觸及日常性的創
傷。我發展紀傑克的「後創傷主體」概念，但他本人也說此概念並不
充分：「我們要在心底記住另一種區分，在已發展的西方，創傷才被
規定暴力瞬間闖入的經驗，但是在長年戰爭的國家，如蘇丹和剛果，
創傷是永久的狀態。它們無法處理、無法宣稱被早年創傷的鬼影所糾
纏。持續存在的不是創傷的鬼影，而就是創傷本身。因此，說他們是
『後創傷主體』（post-traumatic subject）這幾乎是個矛盾修辭，因為
使他們的處境如此創傷的，正是創傷的持續」（Žižek, 2010: 293）。對
那些處於長年戰亂的人民而言，創傷不是偶發的，而是經常性的砲彈
61

我借用拉卡普拉的術語，他探討大屠殺之後的創傷書寫與回憶，如何使倖
存者朝向「透工」，而非「行動化」
（LaCapra, 2001: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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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和隨時發生的親友死亡，這使得他們的創傷狀態是連續而不停歇
的，根本無法在他們身上討論時間上的創傷之「後」。62 唯有在已發
展的西方，才能區分日常的與創傷的情況，這是一種「創傷理論的
歐洲中心傾向」（Craps, 2013: 2），將非西方或少數族群的狀態給邊緣
化。
也就是說，傳統的創傷理論是西方中心的，它以平安穩定的
日常生活作為背景，所發生的偶然和意外暴力才稱為創傷。63 這是
「以事件為基礎的」（event-based）創傷，而非「以壓迫為基礎的」
（oppression-based）創傷；後者是指「集體的、持續的、每日的創傷
暴力」（Craps, 2013: 4）。像是由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資本主義等這
類由壓迫所造就的創傷就不是事件性的、偶然性的，而是常態性、系
統性、結構性的。面對這類系統性的創傷，它甚至可以說幾乎顛覆了
「創傷」之概念，因為已經沒有非創傷的日常狀態可以和它作對比，
生活在此狀況下的人民，他們的日常即是創傷。因此，這種情況已經
使得心理學突顯出它的無能為力，訴諸於個人化或心理學化的療癒遠
遠不夠，我們需要訴諸於政治，走向制度的革新或革命，才能讓倫理
的考量更完備。

62

那麼，他們是否適用於論述的「後」呢？若紀傑克的主體存有之匱乏是普
遍的，則理當要能夠適用，但如何闡述？則有待另一篇文章了。
63 我在這裡引用「西方中心」這類的概念，並不是要傾向於某種本土的、非
西方的區域性創傷理論，不是這種二元化區分。紀傑克將「創傷」論述奠基
於主體的構成性匱乏，這是普遍的，而非特殊化的區域理論。我只是要強調
需考量「創傷」之概念的不同層次，不要將它狹隘化。例如，前文註腳所提
到的拉卡普拉區分的「歷史創傷」和「結構創傷」兩個層次。以及這裡所談
的「偶發性創傷」和「日常性創傷」不同面向。這個釐清要感謝審查委員的
建議與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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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essay explicates the survivor’s narrativ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previous trauma from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al perspective.
The survivor, as the one who undergoes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bears
witness to the traumatic event in his or her narration. The essay renders
manifest the twofold structure of narrating the trauma, in which the
narrated historical trauma overlaps with a more constitutive trauma that
occurs along with the act of narrating. Based on Zizek’s thematics of
constitutive trauma, the essay explicates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re-traumatization through narrating the trauma and shows how the narrator
assumes the traumatic gap at the core of his or her being in the act of
narrating. The essay states the insufficiency of the Aristotelian coherence
paradigm and explicates the necessary incoherence and fragmentation
of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terms of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s
impossible testimony, Primo Levi’s lacuna of testimony and Paul Celan’s
wanting-to-say-nothing.

Keyswords: Slavoj Žižek, constitutive trauma, narrative, testimony, lack of
being, Holoca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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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Summary
The essay investigate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rvivor’s
narrative from a contemporary psychoanalytical perspective. The survivor,
as the one who undergoes the traumatic experience, bears witness to
the traumatic event in his or her narration. The survivor’s narration of
trauma poses a challenge both to the prevalent paradigm of narrative and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The essay first renders manifest the twofold
structure of the trauma narrative, in which the narrated historical trauma
overlaps with a more constitutive trauma that occurs along with the act of
narrating. Based on Zizek’s theory of subjectivity, the essay proceeds to
explicate the subjective dimension of re-traumatization through the trauma
narrative, and shows how the narrator assumes the traumatic gap at the
core of his or her being in the act of narrating. The essay consists of five
sections.
Section one introduces the problematics and the basic ideas of the
essay. It discusses the survivor’s ability to break free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at is linked with the urgent task of his or her willingness
to break the muteness and to start to speak. The survivor’s speaking
is a narrative act whose goal is to bear witness to the traumatic event.
Narration is the locus where two types of trauma overlap with each other:
one is the narrated historical trauma; the other is the constitutive trauma
that occurs along with the act of narrating. Instead of simply reporting
the historical objectivity, what the survivor truly bears witness to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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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urrence of the constitutive trauma. And the occurrence of constitutive
trauma is a recurrence. Its recurrence is the real traumatizing factor that
the survivor has to endure in his narration. The narration of historical
trauma is traumatic due to the recurrence of constitutive trauma.
Section two discusses the traditional coherence paradigm and its
inherent inability to comprehend the inevitable re-traumatization which
takes place in the act of narrating trauma. The coherence paradigm, based
on Aristotle’s classical conception, is the basic determination of narrative
that requires a narrative to be organized linearly and shows its natural
continuity and unity of plot. In clear contrast to the coherence paradigm,
which neutralizes the disruptive effects of trauma and signals the betrayal
of it, trauma narrative is necessarily incoherent.
Section three focuses on the structural incoherence inherent to the
traumatizing narrative, and further distinguishes two types of variations.
The first type of incoherence is negative anti-coherence, which delineates
trauma as the limit of understanding and deals with its narration as an
instance of transmitting the enigmatic incomprehensibility. The second
type of incoherence is a positive claim that requires the narrator to
confront trauma and to assume it in the process of narrating. The essay
states the insufficiency of anti-coherence, and insists on the validity of
radical incoherence of narrative as an eventual recurrence of trauma.
The claim of radical incoherence is investigated with regard to the
dimensions of subjectivity and narrative frame. The essay focuses on
Zizek’s thematics of ‘constitutive trauma’ that has penetrated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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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its subjectivity, and shows how the narrator necessarily re-experiences
the subjectivity and assumes his or her own lack of being in the act of
narrating. The survivor, wounded by a specific historical event, is not
simply a particular traumatized subject, but also exemplifies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ivity. This subjectivity is the universal dimension of the subject
in general. It is the traumatic gap located within the intimate kernel.
Subjectivity itself is to be grasped as the constitutive trauma that was
caused by the traumatic encounter with the other’s desire in the past.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of the subject, subjectivity is itself a trauma that has
taken place before any historical trauma.
As to the narrative frame, the essay focuses on 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s “impossible testimony” and places emphasis on the
affirmative element implied in this impossibility. Impossibility doesn’t
indicate the negative condition of the impossibility of testimony. Rather, it
refers to the traumatic event that happens in the process of bearing witness
and opens the survivor to his lack of being in his speech.
Section four discusses Primo Levi’s and Paul Celan’s works
as testimonies of survival that exemplify the radical incoherence
narrative. First, Levi’s works are enormous efforts to fill in the “lacuna
of testimony” which indicates the silence of true witnesses, known as
muselmann, who are the only complete witnesses capable of bearing
witness to the Nazi’s dehumanized horror i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but
who are unwilling to do so in their deadly muteness. Being himself an
incomplete witness, Levi takes it as his responsibility to testify in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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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d. Levi not only recollects his broken memory of traumatic encounters
with muselmann whose status of being traumatized carries far-reaching
consequences beyond the revealed historical evidence of extermination
camps, but also opens himself to his own traumatization, which has
already haunted him since past traumatic encounters with muselmann as
the real witnesses of Auschwitz, and which now reverberates within him
as he bears witness on behalf of the true witnesses. Second, Paul Celan’s
phrase “wanting-to-say-nothing” marks a huge change in his poetic style,
in which the poetic work full of semantic messages in the early phase
gives way to the fragmentary words that abandon the subjective mastery
of signifying practice in the late phase. Wanting-to-say-nothing overcomes
the negative nonresponse of “doesn’t want to say”. It constitutes a wordevent in which Celan defies both the referential objectivity and signifying
subjectivity, and pushes words to the broken fracture in order to make
nothing come to pass. It indicates how the narration of trauma leads to
the breakage of words, and shows that fragmentation of text is also the
form of traumatizing narration itself. More importantly, the traumatizing
narrative manifests the traumatic core in Celan’s subjectivity. As readers
of or listeners to testimony, we not only encounter survivors’ lack of being
transferred to us through their words, but also experience trauma from
within ourselves. This experience is the evidence of our coexistence with
survivors.
Section five summarizes the results and concludes. The essay
delineates the limits inherent in both the theory of trauma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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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heory of subjectivity of psychoanalysis, and clarifies their
interconnection and mutually complementary nature. On the one hand,
Zizek’s post-traumatic subjectivity provides Felman’s and Laub’s
“impossible testimony” with a subjective foundation that is explicable in
terms of Zizek’s post-traumatic subjectiv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radical
paradigm of incoherent trauma narrative can provide Zizek’s theory of
subjectivity with a necessary movement of narration in which the subject
re-experiences trauma and assumes its own constitutive trauma in the
process of narrating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