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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解構思潮使得宗教與文學中的傳統思惟與觀點都重新被定位檢討，宗

教與文學的疆界與主體面臨了前所未有的丕變，本文嘗試以文學批評與理

論的發展軌跡建立文學主體與宗教主體的對話，藉此探究二者主體的演變

過程。從宗教論述的角度而言，西方宗教的主體主要植基於對上帝或神的

存在與本體探討，而在文學的範疇裡，主體對象往往是在作者身上，回溯

西方的文學與宗教論述，上帝與作者一聖一凡在主體發展的脈絡中有著極

為密切的關係，而此關係也詳實表徵了文學與宗教的互文對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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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思潮中的宗教與文學主體 

中山大學外文系 孫小玉 

前言 

二十世紀末期解構思想甚囂塵上，其興起的時間大約是在 60 年代，其

時法國的文學理論家德希達在巴黎發表解構理論，立即引起歐美學者的高度

重視與回響，其中又以美國耶魯大學的文學理論的學者反應最為熱烈，例如

迪曼（Paul de Man）、米勒（J.H.Miller）、強生（Barbara Johnson）、邁其（Louis 

Mackey）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等學者，事實上，美國的學者對於

解構思想的發展與蓬勃扮演了比德希達本人還重要的角色，解構思潮在美國

又被稱為後結構主義，它所影響的層面遍及所有人文學科的領域，在這波思

潮的影響下，宗教與文學中許多的傳統思惟與觀點都被重新定位檢討，換言

之，宗教與文學的疆界與主體面臨了前所未有的丕變，本文嘗試以文學批評

與理論的發展軌跡建立文學主體與宗教主體的對話，藉此探究二者主體的演

變過程。從宗教論述的角度而言，西方宗教的主體主要植基於對上帝或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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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與本體的探討，易言之，神或上帝主導或主宰了整個宗教論述的發展。

在文學的範疇裡，主體對象往往是在作者身上，回溯西方的文學與宗教論

述，上帝與作者一聖一凡在文學史的發展脈絡中有著極為密切的關係，而此

關係也詳實了表徵了文學與宗教的互文對話結果。 

回顧西方批評史的發展，主體概念的演變有其複雜且漫長的歷史，本

文嘗試就文學主體或創造主體的發展史中的主要轉折點探討主體概念的演

繹，理察．科尼（Richard Kearney）曾就文學史中想像力的發展歷程將作

者主體粗分為三個主要轉折階段： 1 一為前現代期、二為浪漫時期或現代

期、三為後現代期。本文僅依此三階段分別探討宗教主體（上帝）與文學

主體（作者）的發展演變過程，重點將放在第三階段後現代或解構思潮中

的宗教與文學主體的面貌，並深入探討解構思想對二者產生的衝擊與影響。 

一、前現代期 

在西洋史上前現代期這個階段在時間點上約從聖經創世紀、柏拉圖，

到浪漫階段前期,其宗教發展主要有兩個重點，一個是上帝，另一個則為希

臘眾神，可稱之為「神本中心」，（theocentric）多半是以神為中心，因此在

這階段所有的作品無論是從哪一個角度觀之，主要都是以模仿為主，模仿

的對象也多半都是跟神有關係，此處所言之神是取其廣義的意思。呼應此

一時代的主要宗教概念，在文學上作者扮演的角色主要是複製模仿者，其

所能做的事情多半都是模仿或再現形上的主體或反應外在的現象世界，所

                                                           
1  詳見Kearney, Richard. The Wake of Imagination: Toward a Postmodern Culture.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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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形上本體在聖經所指的是上帝，在神話世界指的就是眾神，基本上是

超越時空的一種思維或是概念，作者本身如同一面鏡子，本身沒有他自己

的特質，外在世界有什麼，鏡中就反應什麼，這樣的特色也可以在早期的

聖人畫作中看到，當時許多的耶穌基督畫像中（圖一），每個畫家一定努力

的把耶穌細細的勾畫出來，不管是祂的精神或是祂的神采，畫家也藉此表

達對耶穌或神的恭敬，在如是的畫作裡，原則上不會感受到畫家本人，因

其主要的重點多在頌揚上帝的偉大，或者是如何表達眾神的威權，總之，

此階段的重點主要是把當時的世界再現在他的文學作品裡面，不會涉入太

多個人色彩，所欲描寫的對象不是上帝、眾神，就是形上的存在本體。而

此本體是所有的主體或創意源頭，以聖經創世紀為例，上帝是看不見、觸

不著的存在本體，但卻創造了天、地、世界、人，現象世界中的一切都是

反應上帝本有主體，如經文所言：『在起初天主創造天地，大地還是混沌空

虛，身軀上面還有一團黑暗，天主的神在水面上運行；天主說，有光就有

了畫，天主見光好就將光與黑暗分開，天主稱光為晝，稱黑暗為夜，或者

晚上，或者早晨，就是一天』，此外『天主說，在水與水之間要有穹蒼將水

分開』世界就這樣形成了，天主創世紀的過程每天都有不同的創造。到了

最後一天，天主造人，『天主說，讓我們造我們的肖像，按我們的模樣造人，

叫他管理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生出各種野獸和各種爬行的動物』，上帝

做為超越現象的實體，說有光就有光了，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光，當上帝創

造世界的時候，一切形上本有的系統已經建立，上帝在上，作者的功能僅

是儘量把這形上本體彰顯出來。而凡人與形上的上帝或神之間的關係是不

容僭越的，像在伊甸園裡面，亞當夏娃吃了知識之果是一樣的意思，此動

作本身即踰越了神權的領域，在神話當中，羅密修斯被囚是因為他為人類

竊火，人想擁有屬於神界或形上世界的「知」，而此種僭越的行為往往受到

極大的懲罰，在聖經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亞當夏娃所受的懲罰，在「羅密修

斯」所受的懲罰就是被囚。在前現代這個階段很明顯的呈現出宗教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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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凌駕在文學主體之上，二者不在平等範疇，所有詩人可能創作出來的

內容上帝早已完成，一切皆脫離不了所謂的聖言，在創造世紀中，上帝說

讓天有光就有光，此為聖言，祂的話語文字就跟物件的實體是合一的，在

這個階段詩人沒有任何主體性，其地位也遠不如能直接傳達撰寫上帝話語

的先知。 

除了聖經與神話外，在早期哲學裡，柏拉圖是最早對作者主體的有具

體論述的哲學家。柏拉圖對作者的論述主要有兩個層面，第一個是作者所

臨摹呈現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相去甚遠，因此作者是被放逐在共和國

之外的，另一個層面是詩人本身並非創作者，所書寫之內容多半來自於繆

司女神的啟示，易言之，作者僅是繆司女神在凡間的代人，而其本身並無

創作能力。就第一個層面而言，柏拉圖認為現象世界裡所有的理想原形與

概念存在於現象界之上並超越現象界，而現象世界的種種其實是這個理想

原形與概念的反映與再現，而詩作中的世界卻又僅能模仿複製現象世界的

種種，就此三層世界所呈現的「真實」來看，詩人詩作所呈現的世界是最

遠離真實情境的，此在柏拉圖的共和國裡面，他以床為譬喻，在現象世界

之外或之上有個床的概念或意象，而現象世界中工匠所造的各式床不過是

再現最原始床的概念，而詩作中所描述的床則僅僅是複製模擬工匠所造的

床，若最原始的概念或原形為ㄧ本有實體超越現實而存在，而其為最真實

的版本，如此詩作中所呈現的種種則為最不真實的情境，因此在柏拉圖的

共和國中，詩人是不受歡迎的，但在共和國後面柏拉圖也提到如果詩人若

要受到尊重肯定須視其是否能教化人心，一個好詩人主要在能夠淨化大眾

的心。如果詩人要表現其價值與功能，則須有教化的功能，因此詩人並不

是一個擁有創意的人，充其量他可以是一個化育人心的老師。 

除此之外，在「愛恩」一文中，蘇格拉底更具體的定義了詩人的角色

與功能，文中蘇格拉底的學生愛恩試圖說服蘇格拉底關於他個人擁有的特

別詩情與才能，而蘇格拉底則是以智慧及辯術善巧的告訴愛恩他之所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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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吟頌那麼好的詩，是因為繆司的啟示與引導，在希臘人的概念中，所有

的創作皆是源於繆司女神的引領，詩人皆是在繆司女神所充滿靈感的下創

作詩作，不管是詩人本身、或是吟遊詩人或是聽眾皆是在在繆司女神的啟

示下創作、欣賞詩作，所謂的詩人的創意是被啟發的，是被繆司女神籠罩

的，擁有如此的神注之力詩人才可能創造，這點亦可自荷馬的史詩中明顯

看出，不管是「依里亞德」或是「奧德賽」，作品的起始皆是向繆司女神祈

求給予靈感，詩人沒有他的一個自主性，沒有所謂的個人創意，他也不是

一個意義的擁有者，除了作為一個傳達或表達工具外，他就像面鏡子，僅

能消極被動的反應／映。若就第一個前現代的創意論述審視宗教與文學主

體，一般可歸納出的情境是真實的本有與創意的來源都屬於宗教主體的論

述範疇中，而文學主體為一附庸從屬性質，其主要功能為反映再現宗教主

體，佈達宗教精神與教化。 

二、現代期（浪漫期） 

在西方文學批評史中，大約在十四世紀開始，詩人逐漸從一個附庸或

工 具 性 的 角 色 掙 脫 超 越 出 來 ， 而 開 始 有 個 人 的 自 主 性 。 司 特 尼 （ Philip 

Sidney）認為詩人可以創造比自然更美好的世界，如果自然的世界與詩的

世界相比，前者是銅的世界，後者則是金的世界，詩人不再單純是個道德

教化者，他亦能凌駕眾人，不僅帶領人們脫離無知，更能將柏拉圖世界的

真實概念直接躍然筆上，「創造」比自然更美好的世界。從十四世紀以後，

詩人的角色受到重視，在文藝復興階段，有詩藝才情的詩人能夠進到宮廷

裡被冊封為宮廷詩人，從前現代過度到現代，在現代這一個階段，浪漫詩

人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本身有他的創意，是意義的賦予者，真正有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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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性。這個階段亦即先前所提的創作階段（the productive），一般我們所指

的作者概念以及創意，事實上是跟這個第二個階段比較有關係。這一個階

段亦稱之為現代階段，約在十八、十九世紀，這個階段在西方文學主要的

代表人物是浪漫詩人，他們非常講究表達創意，他們自己本身就是他們創

作的中心，詩人擁有的技巧以及所創造的世界是無與倫比的，他的筆就像

仙女棒一樣，可以點石成金，化腐朽為神奇，要什麼就有什麼。詩人開始

從附庸、一個被動慢慢變成擁有自主權，如果前現代期的重心是神的話，

那麼這個階段的重心則在於人本（anthropocentric），在這個階段屬於形上

的本體，不管是神或者是上帝，這類權威的對象已經削弱。取而代之的是

作者本人，其為一切創作的起源，思想的開始，所有的一切都是從作者自

身發展創造出來的，作者不但被視為有創意、有見解的獨立個體，更具有

自主性的主體，而每一作品都被視為作者主觀情感流露的創作成果。作品

內容或意義權屬作者的意願或想法。易言之，意義來自於作者，而作者為

藝術而藝術，為創作而創作，完全自主。作品亦不著任何政治或意識形態

的色彩。爰知，作者是自主的，有單一的聲音，自動的創造來表達他的主

體意識，而非在既成的框架中，被動的模仿、書寫成規，也正因為書寫內

容是從作者本人誕生出來，他本身就像燈，能夠照亮起來周遭的環境，此

時的畫作，如以梵谷的自畫像為例（圖二），在這樣的自畫像當中，畫家無

所不用其極想盡辦法的把個人特色、特質充分展現出來。這點可從雪萊的

〈詩的辯護〉（Defense of Poetry）一文清楚得到印證，在這篇文章中，雪

萊以使用心智能力的差別來定義詩人的特質，對雪萊而言，詩所倚重的心

智能力是想像力，而因著想像力的無所不能無所不在，詩的領域也因此是

無遠弗屆的。挾著想像力的威力，詩學當仁不讓的跨越了其他的疆界，詩

人更因之成為先知、立法者、教化者，與〈愛恩〉相對照，可以看到在雪

萊的詩學中，詩人不僅從放逐的地位攀升到近乎是神的角色，詩人同時完

全取代了哲學家甚至宗教家的地位、角色、與功能。詩人藉著想像力的高

  144 



解構思潮中的宗教與文學主體 7 

超能力，領域隨其擴張，甚至涵蓋與跨越了宗教與哲學的領域。類似觀點

可輕易在浪漫詩人所寫的詩論中獲得印證。 

值得省思的是，浪漫時期的文學特別展現的是作者的創意，但是在這

個所謂創意最高的階段也正是創意被當成商品流通在市面上的時候。因為

其時正面臨工業革命所帶來的物化影響，印刷術的發明以及資本主義的產

生，這些事實上助長了物化與個體化概念的形成；物化使得抽象的「質」

可以轉化有形的物，可以販賣流通轉化為具體利益，我們現在看作者的創

意，好像是一種高貴富靈性的氣質與能力。事實上這個階段的詩人也逐漸

發現他可以用他的創意習作做為謀生的工具；易言之，詩人的書寫創作可

以成為一個職業，印刷術方便的將創意成品大量複製出來，成品貼上標價

後被當成一種商品在市面上開始流通，進而形成一種商品交易形式。這一

個階段可以明顯看到的現象就是，當高唱創意無價，作品是一個私人情感

流露的場域或是一種內心世界的承載體時，在同時作品也被貼上了標籤，

放在市場的書架上當貨物商品流通買賣。此外，也正是在這個階段所謂的

版權概念開始萌芽。版權所保護的是智慧財產及創意，前者為物體後者為

抽象的心靈特質，二者似乎難以相提並論，然而在版權的概念下，看似矛

盾的情境也被合理的統一融通在一塊。 

一般而言，現代階段所刻劃的文學主體其實是比較接近大眾所理解的

作者概念或是創意，簡言之，創意以「人」為主，並且為作者本人所擁有，

而非屬於「神」或形上的層次。 

三、後現代期 

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後現代期，到了現代的後期，亦即二十世紀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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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人不管他是對他個人的存在議題或是對形上主體的存在都感到高度的質

疑，因此在現代文學作品當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探討自我認同的主題，

以及質疑上帝存在的觀點，呈現在文學作品裡面的往往是對「現實」的重

新思考定位，作品中不再有清楚的劇情發展或脈絡分明的起承轉合，整體

呈現一種世紀末的徬徨，一切好像都失掉重心。後現代跟現代之間的劃分，

很難說它的斷代到底在哪裡。若依文學理論的觀念審之，屬於後結構或者

是解構時期，事實上我們在談後結構或後現代，要定義它不是件易事、每

一個主義都有很多不同的評論家從不同的角度探討分析，在此僅就它主要

的精神探討。在切入後現代的主題前，其中有一部分必須提及的是新批評

階段，新批評大約在 1920 至 1930 年盛行於歐美，在此階段作者與創意逐

漸式微，作者不再是意義的賦予者或是源頭，文本作品才是解讀詮釋的重

點，作品以外的世界皆非關注重點，作品與作者可以切分為二，文本的脈

絡與連貫性是使得作品自成一格而且由獨立自主的存在的前題，一切東西

都是在文本，不會踰越超越文本。綜言之，在過渡到後現代階段當中，新

批評在瓦解文學主體的層面上有其前瞻引領的指標性。 

此外，要談後結構或是解構必須先從結構主義談起，其實結構主義和

後結構主義此二者是一體的兩面，所謂一體的兩面因為結與解皆繫於相同

的系統組織肌里。結構主義所探討的重點主要在指出系統如何控制或結構

人們觀察、思考事情的觀點與角度、而解構則側重在瓦解此系統的權威、

獨斷、及合理性，一方面質疑固定的、單一的意義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指

出結構系統的穩定性是不可能存在的，無論是探討結構或解構思想，法國

語言學家索緒爾所提出的符號觀點為一相當重要的思想及論述依據，在其

《普通語言學概論》中，索緒爾指出符號所指涉的意義是獨斷的，並非自

然的、必然的，二者間沒有任何實質的關連，而意義的產生是語言系統內

「區分」的一個結果，例如 cat 這個字，如果就索緒爾的說法，這個字的

意義語言系統區分結構出來的一個結果，cat 是 cat 因為他不是 dat, cot,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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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 等等，他的意義是靠語音區分的結果；換言之，能指（signifier）與所

指（signified）之間沒有封閉、必然的關係，正如字與物之間的關連相同，

是武斷、獨斷的，在語言符號系統中，字之所以指涉到物是透過它不斷跟

其他的字或語音區分出來的一個結果，例如 cat 這個字 k 的音還可以跟許

多其他的子音不斷的再區分，而這個母音 æ 可以再跟很多其他的母音再區

分，甚至後面這個 t 的音，還可以跟其他的子音再區分，cat 之所以能指涉

貓，並不是這個字與貓有一必然、自然的關係，而是一個不斷區分出來的

一個結果。此說法與前現代期中的語言符號概念大相逕庭，在創世紀裡，

上帝說有光然後就有了光，在此字與物或是能指與所指有一個很自然、內

化的關係，就語言符號的發展過程來看，從能指與所指間有自然的關係發

展至此二者無必然、自然關係，一切都是獨斷的，在整體思考認知層面上，

這中間發生了很大的變動，而此變動正是解構或後結構思想所依據的有利

破解工具。德希達的解構思想正是將索緒爾的符號概念推展極致而發展出

來的學說。  

德希達的解構思想有其龐雜煩瑣的哲學淵源，不過其所提出的「延異」

（différance）之說是整個解構的基礎概念，Différance 是其自創的辭彙，

它的意思主要還是根據索緒爾所指的區分或差異概念（differ），因為意義

是區分的結果，所以意義的產生在時間的座標軸上，總是延遲（defer）的，

換言之，符號要透過區分方能彰顯其意義，也因為要經過區分之後才能定

義，所以符號的存在沒現存（presence）以及本質（essence），在此情況下，

能指所指涉的往往是一個延宕區分的結果。德希達依此相續瓦解了形上的

存在與本有，揭露語言系統內存的矛盾以及不一致性。此外，他也借用尼

采的反形上反傳統的思想以及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中所提的「瓦解」（Destruction）概念發展其解構思想，德希達並在《口語

與現象》（Speech and Phenomena）、《論文字學》（of Grammatology）、《書

寫與差異》（Writing and Difference）提出了與傳統概念迥異的書寫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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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指出符號意義可做無限的解讀與延伸，另一方面藉著反轉語言與書

寫的符號體系挑戰、反抗權威，他質疑表面「文章內容」與內部的「特定

事實」間有既存「預設」（presupposition）與意義邏輯間的矛盾，因此文章

內容所被賦與的原始意義與其客觀性有其矛盾與不合理之處。此外，透過

存在於哲學與文藝內容中語言與經驗的特殊關係以及語言之形而上假設與

其內存的矛盾以及不一致性，德希達揭露文義本身及其相互間之自我顛覆

及瓦解的關鍵，並指出解讀的過程往往就是一連串的誤解與持續不斷解構

自身的歷程，換言之，本文之文義並非是客觀自然的，其往往蘊含著整體

社會及文化傳統的主觀的假設與預設於其內。在前現代階段，西方的宗教

論述把「本質」（essence）視為「存在」（existence）的前提，而到了存在

主義興起後，尼采（F.W. Nietzsche, 1844-1990）、沙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等人提出「存在」先於「本質」的概念，解構學說呼應此一說

法，藉此徹底顛覆瓦解了形上學的理論。 

解構思想反對二元論述，否定權威和中心，基於此概念，宗教論述中

的威神與神權必然受到高度質疑，解構思想家認為宇宙並非由形上存有之

上帝主宰創作，萬物生生不息，其運作尋著結構、解構，之後再重構的軌

跡，所謂的存在、本有、中心、本質等概念皆為短暫的結構的結果，所運

行的軌跡踪（ trace）不斷遭擦抹（erase），無時不在自我解構的過程中，

而這過程並不是由任何形上之主體意志操控主宰，絕對的權威與絕對的中

心皆是不實虛妄的說法，永恒的概念僅是虛妄的投射。根據這個觀念可以

推演出來的宗教論述必是大不同於前現代的概念，恆常不變主宰萬物的至

高主體將徹底被解構，除了宗教論述外，可以推演解構觀點或概念則是層

出不窮包羅萬象，小至符號的無意義、作者已死，大至歷史終結、上帝已

死等說法都包含其中。至於在文學論述中所呈現的主要基調為反諷、戲謔、

嘲諷的（the parodic）。這一個階段開始對有沒有作者這個主體高度遲疑，

對我們所使用的符號、語言，都是採取一個高度不信任、質疑的一個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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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前面的第一個階段是以神，或者是所謂一種神聖的事物為主，第二

個階段是以人為中心，第三個階段則是離散脫離核心（ex-centric）, centric

代表主軸核心的意思，ex 是離心外圍的意思，遠離核心脫離軌道，處於體

系外的脫序，是無法用權威或是主流意識收編的他者，如果說用符號的概

念來談，所指的是一種所謂的符號過剩的東西。前兩個階段，作者或以鏡

子 或 燈 的 概 念 呈 現 ， 第 三 個 階 段 則 可 用 貼 鏡 的 迷 宮 比 喻 ，（ labyrinth of 

looking-glass），在希臘神話裡面，戴德拉斯（Daedalus）所建造的迷宮幾

乎沒有人能夠走得出來，但是如果這個迷宮裡又貼滿了鏡子，置身其中所

看到的影像完全是重重的反射畫面，無法分辨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何者

為原件，何者為複製，若從畫作的角度來看此階段的特色，馬丁（Martin）

所製作梵谷的海報最有其代表性（圖三），如果細細看這張海報看，它其實

就是一張畫的複製，他透過現代電腦的合成複製技術，不斷的複製、再製，

畫中旁枝、雜亂的東西特別多，看不清楚主題是什麼。 

一般而言，解構主義極接近遊戲的概念，其閱讀方式就是一種遊戲式的

閱讀，對文本的解析無論是在內容、技巧或是方法有其獨特性，本文成為個

開放、非固定的空間，閱讀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不斷增殖或增添過程，本文

不斷被自身解構而使得意義可以無止境的傳遞播撒（dissemination），此種解

讀方式是超越傳統的二元邏輯，傾向於破壞、反傳統、顛覆傳統的詮釋，掙

脫二元對立的思惟，鬆動原有的框架，當然解構式的閱讀也並非全然建立一

種「反」的模式來推翻傳統。細究之，其閱讀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批判、分析、

質疑的過程。直言之，解構主義其實就是一種解讀文本的理論，也是一種解

析語言邏輯的工具。透過解構的閱讀，所有學科的科際分界其實是不存在

的，學科間的界線消失：在傳統概念上，宗教與文學皆是與邏輯、真理聯繫

在一起的，但解構思想家則切斷瓦解之間的必然關聯性，取而代之的是具有

顛覆性的「延異」概念，「區分」與「延遲」雙向切割時間與空間，「區分」

拉開了空間的距離，「延遲」則表示時間上的落差，這雙向切割的運動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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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概念意義在無限性的變動連結中顯得不再明確。 

當宗教論述缺乏一強有力的主宰主體後，文學中的主體亦即作者角色

也呈現的曖昧，關於此點，米歇爾、傅柯在＜作者之義？＞（What Is an 

Author?）一文也提出了類似的說明，他對於作者自主、作者至上、作者是

天才等論調頗不以為然，他用論述結構的方式來研究作者，認為作者確實

是意識形態的工具，因為「作者」的名稱，在不同時代、不同學科領域中，

都有不同的意義和功用，作者的角色是功能性的，而非自主性的。綜言之，

傅柯所指的作者觀念是意識形態下的產物，作者並非自古以來，就一直被

強調的特色。強調作者的創意與個性是文藝復興以後的事，在這以前，作

者剽竊模仿前人的作品，被視為理所當然。當時的作品多半是文以載道，

揭櫫社會宗教倫理道德的規範，相同的主題，一再被複誦引用，作品亦不

屬於作者本人，誰寫並不重要，重要的是寫的是什麼？但是文藝復興以後，

理性當道，重視人道主義，加之後來私有財產觀念興起，作者開始受到重

視。因此，作品中開始要求作者表現他的獨特風格與個性，同時作者也開

始要求擁有自己的作品，以便發行，買賣，從中獲取直接的利益。在作者

的觀念被確立後，剽竊或抄襲他人作品，亦構成了侵犯的罪行。傅柯針對

作者在不同的斷代展現不同的功能做了具體的摘要，例如在中世紀時期，

擁有作者之名的是科學論述，文學作品並不擁有作者的這個身份，而文學

作品擁有作者是後期的事，因此作者並不是意義的創造者，它是結構裡面

的產物，所有的結構皆有其遊戲或論述規則，符合這遊戲規則就可以稱之

為作者，就可以擁有作者之名。顯而易見的，「作者」是個歷史產物，而非

自然天成的某種人。作者所有意義與價值，皆是外在附加上的，而非其本

身即擁有，作者除了非創造者之外，他也無法完全掌握自身作品的意義，

傅柯的作者概念具體指出作者為一結構性產物，在不同時代、不同結構中

被賦予不同的功能，而此結構的系統就如同一種文化中的文法，在此系統

中，各個要素間要依據此文法關係產生意義與功能，換言之，所有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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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與價值都是從這個文法結構裡延生出來的。此一概念放在文學作品

解讀時，讀者在詮釋的時候不去看個別性的意義，它要尋找每一個元素之

間與結構系統的關係，被詮釋為意義的內涵必須是能夠符合結構系統裡的

整體概念，一切都是從系統、結構出發的，在這個情況下，作者當然不可

能是創造者，結構系統才是一切創造的基石與源頭，意義從結構誕生，作

者也是在結構中被賦予角色功能。作者非但不是創造者，反而是一個維護

論述、結構體制的人，協助權利結構主體限制言論、思考、創意，作者剛

好成為一個忠實的附庸工具。此外，從結構的概念來看，一切的事與物皆

可系統化，橫向的結構不變，無法整合歷史變化的變數。由於系統結果不

是自然天成的，終究要面對質疑的是為什麼是這套系統，而不是另外一套

系統，深究其因，其底層的論述的必然與權力結構有很密切的關係，既然

不是自然天成的，結構自身自然會自動的自我解構，不斷被取代。因此所

謂的解構形式所代表的其實是多元論述，而每個論述都有其各自的支撐

點。傅柯以結構主義起始分析作者之功能與角色，最後則以多元化的論述

瓦解了浪漫時期作者如神話般的主體。 

除了傅柯外，法國評論家羅蘭巴特也依據符號的多義模稜之特質而質

疑作者之主體，甚至提出了作者之死的顛覆說法，同樣的，他也指出作者

不是一個創造的來源，也不是一個意義的擁有者。如果說我們從書寫的概

念來看，任何想法與概念一經書寫成文字就自動成為一個符號，自動的延

伸散播，所以當書寫開始的時候，作者聲音完全轉化或異化成為文字、語

言、符號，作者對這些語言符號或是所謂的文本完全失去掌控。針對此點，

筆者曾在＜解鈴？繫鈴？── 羅蘭巴特＞一文提到巴特一方面以「本文」

的繁雜姓，否定了作者在作品中的單一聲音及自主創造性，另一方面則以

讀者為中心的前提，否定了以作者為主的詮釋。在其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文

章＜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Author），巴特徹底推翻以作者為中心的傳

統閱讀或詮釋方法，他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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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作者的聲音，一經書寫成「文」後，則消聲匿跡。作者與作品，

沒有先天的關係，更非渾然合一的整體。因為文本本身即具多重空

間，多種管道，並納入各式文體。其繁瑣性攻破了作品擁有作者單

一聲音的說法。此外一般文本由於受底層文化結構限制，無論是思

想，或是用詞遣句，都是取決於預先依特定結構，或思想意理編排

好的文化大詞典，因此每一篇「文章」不過是由無數引句堆砌而成

罷了，作者亦不過是剪貼匠或拼圖工，更不可能表達一個有創意，

或是一個特定絕對的訊息。相反的，文章因為不是封閉完整的單一

個體，其開放與多元性，為讀者提供了無窮盡的詮釋孔道，也因為

文本的意思與意義，全由讀者個人意願所賦予，在讀者完全取代作

者的地位後，傳統的作者神話，至此徹底被解開。 2 

巴特破解了傳統文學中的「作者」神話，主要乃鑑於作者創造的「本

質」已被大結構或文化所泯滅而宣佈其終結。此外，巴特也連帶推翻了「作

品」的概念，取而代之的是「文本」的概念，巴特稱作者書寫成的產品為

「作品」，作者因為強調作品的特殊意義與功能，所書寫完成的「作品」是

定型的，而「文本」的概念強調的是語言的衍生延展性，具有開放的特色，

其本身的意義，可不斷的被創造衍生。在＜從作品到文本＞（From Work to 

Text）一文中，巴特自七個層面探討了「作品」與「文本」的不同處： 

作品是已書寫完成，呈現出來的「具體」成果，眼睛可看見，手可

觸摸，文本存在於抽象的空間，或是永處於捉摸不定中，它的空間

是流動的，沒有時間的向度，不停留在任何一點。作品是封閉的，

                                                           
2  孫小玉〈解鈴？繫鈴？—羅蘭巴特〉《文學的後設思考：當代文學理論家》呂

正惠主編．台北：正中書局，1991 年。頁 8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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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著於固定的意義，而文本則是開放的，所以能不斷創造衍生不同

的意義，也因為其意義不停的在創造中，而其最終意義也無止境的

被延後。若將文本比喻成一本書，它是一本永遠翻不完的書。它無

法依一般規則、傳統來評估，更不能根據文體來分類，因為文體不

論是小說、詩歌、散文皆限制了它的彈性空間。如果說文章是代表

正宗傳統，文本則是代表了異端弔詭。它不同於作品的正是它有叛

逆顛覆、反傳統的特質。它使用的語言符號，完全脫離傳統的束縛，

換言之，它只有延伸意義，而無直接意義，文本是一符號遊戲的載

體空間，它可無止境的玩下去，因為它沒有定義的規則，來裁決遊

戲的終止點。所有符號被壓抑下的延生意義，如水庫洩洪般的完全

被釋放出來。簡言之，文本的本質是象徵的，就是偏離本義，而無

止境的繁衍出另外的意義，因此，文本亦具有多重意義的特色，它

的網路亦可無限的向外延生。在這網絡中，文本的作者，中心或源

頭，自然瓦解消失。 3 

巴特大力強調閱讀及讀者的重要。他認為作者無自主創造力，但讀者

經由不同的閱讀行為，能不斷的賦予文本多變的意義，持久的再改寫創造

文本，這些本文的特色，都可在巴特《情人對話集》及《薩德、傅立葉、

羅耀拉》二書中找到例證。《情人對話集》的特色，是斷簡殘篇沒有終極方

向，『書中的對話亦與世人所用的邏輯理念迥異，所有矛盾對立的理念或意

義，皆視同平等，書中的「我」，並不期待人生有一終極目的或方向，所憑

恃的是無常，根據「時機」來過活。「意義」對書中的情人而言，是沒有意

義的，圓滿的結局更非其所企盼，他們渴望活在剎那的每一刻中。不同於

                                                           
3 同註 2，頁 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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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口說所描繪的戀愛甜蜜經驗，書中所刻劃的戀愛是佈滿苦與痛。』 4

《情》書旨是在於抗拒或拒絕「意義」的誘惑，瓦解作品有終極目的。此

外，在《薩德、傅立葉、羅耀拉》一書，巴特並非為三人作傳，而是藉此

反駁傳統傳記中對當事人作一整體性、連續性的敘述，因為他認為這種連

貫有端緒的敘述與真實的人生不符合，他所提出的敘述體是多層面的、斷

續的，且無連貫或一致的主題。此外，巴特在《S/Z》（一九七O年）一書

中提出將文章分為兩類型。一為可讀性文章，另為書寫性文章，這二分法

本質上與前文討論的作品的單一性及文本的繁瑣性有相互呼應之處。『可讀

性的文章有固定的意義，對現實有既定的看法，對公認的價值永遠奉持，

使一切既定的東西都靜止凍結在時間中。書寫性的文章則強調語言本身的

性質、拒絕附會預先安排好的現實世界。可讀性文章，因依賴曲從已設定

好的模式，反倒加強或穩定了符號與意義之間的關係，認為「世界就是如

此，而且將永遠如此」。書寫性文章拋棄預先假設的模式，使得原先符號與

意義間既有的關係亦告瓦解，它讓符號「自由表演」，套句巴特自己所說的

話：「再可讀性的文章中，符號大步進軍，而在書寫文章中，符號手舞足蹈

的演出。」巴特提出的書寫性文章，目的在於呼籲大眾自由的創造、塑造

屬於他們自己的現實。』 5 書寫性的文章鼓勵其讀者使用潛意識，完全接

受符號的引導，一方面使文本開放流通，另一方面則藉著不斷的聯想及引

申意義，創造出寫作的立體空間。在解構的風潮下，文學作品的書寫形式

的確開始變了，在作品裡讀不到敘事者，敘事者在描述一段他跟戀人的關

係時，既不告訴讀者他是誰，也不明說他是女的還是男的，若依可讀性文

本的閱讀方式，讀者依據傳統的框架或許可立即指出此二人為一男一女，

                                                           
4 同註 2，頁 92。  
5 同註 2，頁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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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個開放書寫性文本的空間當中，讀者無法得知此戀情的主角、性別

為何，當然作者也沒有明說的必要。總而言之，『書寫性文章的讀者在閱讀

過程中，改寫並再創作原文，讀者摒棄傳統被動式或附和式的閱讀，而取

之以主動或創意式的閱讀；閱讀本身即創作行為，讀者可以異想天開，無

拘無束的賦予「文本」一切意義，一切超乎常人可解的詮釋皆可被接受，

因此不再有所謂正確無誤的解釋或閱讀。』 6 與此理論呼應的態度表現在

文學上則是沒有固定文體結構或特定有意義的劇情。 

                                                          

在瓦解作者主體的層面上，尚有其他評論家以更顛覆的手法說明書寫

創 作 的 本 質 ， 例 如 費 得 門 （ Federman ） 在 他 的 文 章 ＜ 創 意 為 瓢 竊 ＞

（IMAGINATION AS PLAGIARISM）認為所有的創作其實皆是瓢竊抄襲，

因此在他的文章全然以引文的方式書寫，他甚至對引文不作任何註解，以

最直接毫無遮掩的方式揭露寫作的過程。另外，爾曼（Jacques Ehrmann）

在其＜文學之死＞（The Death of Literature）的文章所提出的看法基本上

與費得門的觀點相彷，他甚至以戲謔的方式為創作過程列了份食譜：『第一

步：隨便撕一張紙下來，有字的部份就可以撕下來，也可以從字典或電話

簿裡面任一撕一塊紙，報紙或廣告也可以撕一塊，另外沙士比軋的十四行

詩也可以任取一首，再任選些街道名稱或拉丁句子。第二步：重複第一步

的動作，第三步：再重覆這個動作。第四步，你把這些東西剪貼整齊，然

後複製出來。第五步：任選一個題目。第六步：把這些東西放在一個乾淨

的紙上面，讓它看起來像個作第七步：愛做多久就作多久，想停就停下來。

第八步：出來的成品就是一個文本。』 7 事實上，這是一個嘲諷的說法，

 
6 同註 2，頁 96。  
7 本文出自Ehrmann, Jacques.  "The Death of Literature."  New Literary History 

3.1 (1971)，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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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另外一個角度也指出創意的匱乏，所有的作品都是東一塊、西一塊、

這裡引一點、那裡引一點，堆砌出來的一個結果，所謂的傳統權威，聖言、

中心、主體、意義等概念皆是被瓦解顛覆的概念。 

以解構思潮為主的文學或哲學論述徹底挑戰了西方兩千年來以上帝為

中心的宗教論述，當解構思想甚囂塵上之時，西方的宗教論述顯得欲振乏

力，十九世紀的作品多數充滿對造物主的的禮讚，而到了二十世紀則是質

疑聲四起，宗教論述往往成為解構顛覆的文本，當西方宗教論述或主體失

去其既有之權威時，東方佛學中觀思想之無我、無主體的觀點反而成為一

有力的對話點。在西方宗教的觀念裡，人在宇宙之中是被造的，宇宙間一

切萬事萬物，都是神所創造的，一切受神的管理與支配。人既屬神所有，

所以他們稱神為主，人自稱為神的奴隸。西方宗教的人生觀，是主奴的文

化體系，宇宙間就是能造的神和被造的人與萬物的兩種關係 8 。佛法則認

為宇宙間的一切是由自己造成的，依造個人自已業感的定律，自作自受，

共作共受，這點與西方神教恰恰相反。 9 佛法的「我」造世界，「人人」造

世界說，是自由自主的人生觀，『我能造世界，與上帝的創造不同。上帝要

人就有人，要萬物就生萬物，是無中生有的，違反因果律的創造。佛法的

造世界，是由各人起心動念的業力所造成』。 10 事實上，生命的流轉，似有

一不變的主體，若無不變的主體，會覺得前後是中斷了，因此佛法中，也

有「不可說我」，「真我」，「真心」等通俗學派。不過，依佛法的特勝義，

印順法師曾清楚的闡釋，『三世流轉，是成立於無常無我的緣起觀上。肯定

一切的物質、精神、生命，都在息息變化中，沒有絲毫是不變的。在無常

                                                           
8  引自《學佛三要》，頁 6。  
9  同註 8，頁 8。  
10  同註 8，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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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我的身心活動中，生命是延續（不常）不斷的。因為所作的一切，雖然

滅入過去，但並不等於沒有。對於身心的影響力—業力，是決定存在的』。

11 簡言之，生命是無常的、無我的，一切皆是緣起，佛法說緣起，就是說

無我，從緣而起的，沒有獨立存在的實體，就沒有絕對的自我。西方宗教

論述缺乏緣起無我的深觀，而其強調永恆不變的存在實體，使其終究陷入

有無的二元對立中，解構思想雖欲掙脫二元的束縛，但卻不斷在二元兩極

徘徊擺盪。  

                                                          

兩千年前，佛法已針對恆常的主體及二元論的概念，指證其與生命現

象事實不符之處，『有情的生死流轉，世間的苦迫紛亂，根本為「我見」在

作祟。我見，即人人於自己的身心，有意無意的直覺到自我。強烈的自我

感為中心，於是乎發為一切顛倒的思想與行為』。 12 佛教釋尊的教說，根本

反對常我以及二元的立場，『佛法否定此神秘我的一元論，及超物質我的二

元論，即以有情為身心的和合相續者。但又不落於順世者的斷見，從念念

無常的相續中，展轉相依的沒有獨存自體中，無我無我所，而肯定有情為

假名的存在』。13 一切生命現象皆是緣起無我，沒有絕對的不變性、獨存性，

僅有相對的安定性、個體性，所謂的世俗假我。凡是存在的，必是緣起的，

緣起的存在，必是無我的，又必是無常的，空寂的。綜言之，西方的解構

主體思潮更貼近東方宗教的中觀緣起無我說。  

 
11  同註 8，頁 36。  
12  引自《佛法概論》，頁 64。  
13  同註 12，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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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上述理論家的觀點已充分顯示主體的概念在解構思潮的影響下，無論

是在宗教或是文學層面都已被顛覆瓦解，整體而言，西方的主體思想發展

至上個世紀末可以法國心理分析大師拉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主體

概念做總結，就拉康而言，主體是語言、符號的產物，主體藉著符號表達

自身，藉符號來書寫、表徵、再現自己。拉康將主體視為一懸浮不定的「符

號」，而此流動的意符，總將主體指向另一個浮動的符號，而永遠無法指涉

主體，主體因此被流放至無法捕捉的「他者」，他者本身因此蘊含著無窮的

空間及無限的可能性。而符號本身作為一種浮動的標記，永遠將自身指向

另一個符號，借重、依賴另一個他者的符號來說明、再現它的意涵，因為

需要借重他者才有意義，所以符號本身並沒有自己的意義或主體性。然而

弔詭的是，符號因為本身的浮動特性，所以它所指的內涵往往是遠離主體

本身，指向另外一個他者，無法真正的傳達主體欲表達的訊息，所傳達出

來的卻都是：「我不知道我在說什麼」，也正因為符號本身無法如實的再現

主體本身，所以當主體說話時、表徵自己時，反而是在說謊。除此之外，

符號本身，因為需要依附他者才能表達意義，所以符號本身也不瞭解它所

說的內容。換言之，主體與符號間不是一體連續的，而是分開斷裂的，所

以符號自身與他者接無法真實的再現，僅能以分裂的方式或說謊的形式呈

現。針對此點，那許（Juan-David Nasio）在〈潛意識主體的概念〉（The 

Concept of the Subject of the Unconscious）文章中亦指出符號是無法被瞭解

的一個表徵（an incomprehensible representation），如果用此詮釋把「符號

將主體指向另一個符號」的概念代換出來，所表達的類比說法是，「一個無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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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被瞭解的表徵將主體指向另外一個無法被瞭解的表徵」。14 主體為符號的

斷裂所分割，所以「我不知道我在說什麼」。那許以這句話為例，具體的解

釋了為何「我」不知道「我」在說什麼： 

「我不知道我在說什麼」這句話的陳述本身也是一個符號，它不是

針對發言主體而說的，而是指向另一個符號。它是針對他者而言，

當「我」開口說話、發出聲音、建立文義，但「我」所「說」的內

容卻遠離我。它遠離我，因為主體是沒有能力測知這句話將與其他

什麼樣的陳述相連結。「符號指向他者」的意思是符號將在另外一

個時、空與另一個符號附著連結在一起。所以，什麼是「我」不知

道的呢？「我」不知道的是，「我」所「說」的將在你–他者–身

上造成什麼樣的效果，也就是因為「我」不知道「我」在「說」什

麼，所以「我」「說」出來的比「我」「想說」的多。』 15 

綜合上述之論點，可提出的結論是作者主體如一懸浮不定的「符號」，

其意義則陷於「區別」的漩渦中。此乃因語言本身即蘊含二元對立思維，

一切認知得由論述或遊戲規則來界定，因此不同的時代、不同的言語論述

模式，則規範出不同的作者，在後現代的時代裡，作者所認同的不是「自

我」（self），而是「他者」（otherness）。「他者」蘊涵著無盡的空間及無窮

的可能性，就拉康之主體觀而論，他者於現行的結/解構體系和論述規則中

同時包容蘊含著各種未開發、未覺知的變數，此一未知數亦使得拉康的主

體觀同時陷入「他者」的迷思。拉康指出主體為符號串聯的產物，但符號

                                                           
14 本文出自Nasio, Juan-David. "The Concept of the Unconscious" Disseminating 

Lacan. David Pettigrew & Françis Raffoul. Eds. New York: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6. 頁 25。  
15  引文為作者自譯，出處及頁數同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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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主體的關係是符號總將主體指向另外一個「他者」，在符號鏈上，「他者」

反而成為操控主體的主宰或是主體的慾求對象，表面上拉康的主體分裂說

雖然挑戰並瓦解了主體的權威與存在，但是其底層卻以「他者」作為另一

論述形態建構了其自身的主體。綜言之，拉康將無法參透的「他者」設定

為空號，細審之拉康仍然將主體隱藏於「他者」中，終究無法擺脫將主體

束之於另類的形而上高閣中。整體而言，拉康以及西方的解構理論雖然想

掙脫二元對立的思考，誕仍然落於兩邊，陷入立 /破、有 /無的對待關係，

將主體陷於分裂、異化、或虛無中。 

綜言之，整體西方文化思索一直掙扎於「有」和「無」的二元思緒中，

不得安寧。在重重建構後，又復施與層層解構。其中心思想之無所適從則

往往投射於急遽的理論變動。西方解構理論以及後現代思想一味的否定主

體，進而對權威主體的挑戰，瓦解後所形成的『空』『缺』落入一種虛無的

混屯，針對此點東方的佛法中觀思想正可切入與其對話，依據緣起性空的

法則，主體乃依因緣所生而生、因緣所滅而滅，由是主體的本性是空性。

西方的主體觀經過不斷的建、解構，此現象已說明主體是性空的；然而西

方論述仍繞著二元有、無的思考打轉，其實中觀思想已明指出是因有空性，

方能有建、解構的過程與現象。據此，中觀思想一方面可作為與拉康主體

觀比對觀照的「他者」，另一方面也補述拉康及西方主體論中的不足與空

缺，協助掙脫二元的迷思。中觀思想旨在破除兩邊，提出主體無自性，一

切為因緣所生、因緣所滅，「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所謂的中道，並

非折衷之道，而是本於生滅的不有不無、不常不斷、不一不異、不來不去，

緣起無我的中觀。事實上在拉康理論中，象徵鏈裡的每一種串聯皆以如同

遊戲的方式捕捉「他者」，將其銘刻於一個特定的時空背景模型中，此一銘

刻所要彰顯的是在符號鏈上捕捉、再現「他者」的過程中卻同時也引出了

「他者」的異化，在捕捉銘刻的剎那，「他者」則失卻了原有的主體，繼續

的延異、增生、游走。從中觀的角度來看所有的銘刻、再現與串聯、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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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都僅只是一種因緣和合的現象，並非固植於斯。顯而易見的，「他者」

與緣起、主體與空性是不一不異的。西方理論無論是關於主體或是他者的

論述，儘管在解構思想的推動下有了不同的面貌，但似乎仍無以跨越出形

而上的本體論，可以預期的是找尋「他者」將成為本世紀的西方神話，西

方為「他者」所繫之鈴，或許可由東方為之解繫，進而破除「他者」的迷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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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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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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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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