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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持蓋與揭示

一論〈夭俠之眼〉的寧靜家暴

林瓊玉

【提要】

成英妹的〈天使之眼）以第三人稱全知觀點敘事一個寧靜的夜晚主角的回

憶，從邂逅宛若天使的妻子，到婚姻生活的描述，最終卻出現妻兒被殺害的景

象。書寫筆調內斂壓抑卻更為驚心駭人。艾中一派優雅具社會地位的建築師面

對妻兒之死其難過之情非因死者，乃因音樂而觸發。這樣奇詭的結果令人不解，

因而主角的內心世界成為筆者以潛意識思考切入的重點。筆著以拉悶著名的鏡

像論述（The mirror s個ge ）為主，旁以不同角度相關可互為補充應證的心理學論
述，梳理文本語言符號與縫隙，期使真正潛意識思維有更完整的呈現，進而探

索成英妹在〈天使之眼〉層層疊蓋筆法下，所欲揭示的心靈與社會問題。

【關鍵詞】精神分析置乏後現代暴力書寫鏡像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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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使之眼〉以一位喜愛在山上看夜景的建築師與人夜話拉開序幕，一路”

回憶”從邂逅宛如天使般的純真妻子，到婚姻生活的愛戀描述，最終卻出現妻兒

被謀殺的景象。書寫筆調極為內斂，氣氛壓抑而結局驚心駭人。在文中一派優

雅其社會地位的建築師面對妻兒之死，難過之情非因死者，而是音樂而觸發。

這樣奇詭謎團的結果令人不解，因而主角的內心世界成為筆者擬以潛意識分析

作為切入探索的重點。

精神分析學派創始人西格蒙德﹒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1856-1939 ）研究
潛意識領域，認為意識只是浮現表面的冰山一角，在意識底下有著深不可測的

潛意識深海，繼佛之後的當代精神分析大師拉岡（Jacques Lac悶， 1901-1981)以跨

足心理哲學語言學而享有盛譽，更是以「我不思，故我在」肯定非意識層面潛

意識對人的影響。因此，對於一個令人不解的建築師謀殺案件，筆著以拉岡著

名的鏡像論述（訂1e mirror stage ）為主，旁以不同角度相關可互為補充應證的心
理學論述，梳理文本語言符號1與縫隙，期使真正潛意識思維有更完整的呈現，

進而探索成英妹在（天使之眼〉層層疊蓋筆法下，所欲揭示的心靈與社會問題。

一、推蓋一匿乏的慾望與轉化

在文中首段，主角立於山上的夜景固溯小時候聽到有「不夜城J的撼動。「小

時候我住在郊區，聽說台北是一個「不夜城」。我聽著好感動，這世上竟有不眠

城。」（ 314）主角對於「不夜城」景象顯得感動，似乎找到渴求的東西，因而在

透露慾望需求時，同時也洩露了相對的廈乏。 「不夜城J 代表另一種白晝的出

現，對黑夜裡「不夜的白晝」需求，流露了對黑夜的懼怕，可知主角從幼小時

即強烈懼黑。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 ），認為人類需

求分為五大層次，懼黑產生的迷失、孤獨感乃是五大需求層次 2 中的「安全需

求置乏」。安全需求即指對安全感、穩定性和擺脫恐懼、焦慮的需要。在文中主

角曾提到燈火對他的意義是「那黑暗的城市之光，那使他脫離恐懼和孤獨的光J

(321）即可證明主角幼小極度缺乏安全感。因此，對不眠城的傳說，產生掃除

黑夜的希望之後 ，由懼黑的匿乏產生對燈火的迷戀。燈火即成為主角的慾望對

l 拉岡認為潛意識是人的符號行為產生的，它與符號系統有關係。由於人類社會的符號系統是

先於個體存在， 這種符號具有社會共性。方漢文著：〈后現代主義文化心理： 拉康研究﹜（上

海：三聯， 2000）。頁 14-15 。

2 根據心理學家馬斯洛的說法，人類需求分五大層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需求、
尊重需求。由低級排到高級成金字塔階梯，為人類基本需求。參見莊耀嘉：（人本心理學之父：

馬斯洛﹜（台北：允晨，1982），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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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異化，為原始直乏的填補、安全感的替代物。根據拉岡（ (Jacques Lacan, 

1901-1981）的說法：

任何主體都存於生活的原始直乏中，換言之即與母親的統一（或結合）的

需要，而 objet-a 是主體最初與母體分離時所遭受的直乏．）而當主體確

立以後，它又導致了欲望，並成為欲望的對象，而經歷語言這一中介後，

卻使慾望對象不斷異化。 objet-a 的原始意義已經失落了， objet-a 淪為

原始直乏的一種痕跡，從而導致欲望永難滿足 4

拉岡認為嬰兒在母體時，仍處於神話時期不可知，但在離開母體的那一刻

確有關鍵性的影響，分離產生的空無與直乏屬於一切慾望之源，但產生的慾望

擠壓進入潛意識後，取而代之的是進入象徵界後，因語言中介，使慾望符碼對

象不斷的異化，不斷的換喻 5 。懼黑以馬斯洛的需求動機層面探討，是一種基

礎時期幼兒安全需求的軍乏，安全需求與拉岡所言嬰見與原初母體分離的置乏

有著補充與相應，懼黑只是原初置乏的隱喻，懼黑而慾望燈火則是符碼再衍異。

主角在邂逅女主角後，經由別入的焦點注視「工寮裡那些男人們，他們都

望著她J (315）在女孩身上發現宛如燈火般的象徵，因此，不自覺將對燈火慾望

移轉至女孩身上，展開對女孩的追求，進而發現女孩有雙「天使之眼」時，更

是將燈火的象徵意義化約固執於那雙晶亮的天使之眼，使得女子的「天使之眼」

負載著主角脫離原始直乏，安全欠缺的重責大任，使主角能脫離孤獨和恐懼之

光。因此當後來發現女孩眼神失去光輝時，主角便感到十分無法忍受。

在此我們看到主角原始匿乏所產生的慾望，不斷經其自由聯想一再轉換，

從現實事物中，尋求填補的替代品的過程，因而從置乏的象徵一路從懼黑到燈

火、女孩以至天使之眼的不斷異化關連中，了解主角的直乏痕跡所在，發現主

角有著幼年未獲滿足而深陷執迷的「置乏J 所產生的慾望。

主角的安全感直乏經邂逅女孩後，找到慾望對象，馬斯洛認為在需求階層

中較低層的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時，那些需求將會支配著個體的動機。一旦那

些需求得到適當的滿足後，較高一層的需求會開始佔據個體的注意和行動。在

期望得到的安全需求獲得滿足的可能性後，便展開對女孩的注意力及追求的行

3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台北：生智， 1999 ），頁 152-161 。

4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卜頁 202-203 。
5 拉岡認為主體建立分有三階段：想像界（鏡像）、象徵界、實在界。而想像界置乏所產生的慾
望進入象徵界後會不斷換喻展現。所謂的「慾望是一種換喻」’僅僅適用於欲望在能指中的

異化，即透過一系列的聯想、連結，以及原始的能指被替換。但這些聯、連結並不是說必須

是換喻的，也可以是隱喻，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頁 2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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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甚至在短時間內和女孩成家立業。此為更高的層次追求即歸屬和愛的需求。

所謂歸屬和愛的需求即為對歸屬感、愛情、友誼和擺脫孤獨的需要。希望將女

孩留在身邊，同時不但能擁有歸屬感亦滿足愛情的需求，為原始慾望的不斷治

伸表現。女孩（慾望對象）對主角而言其雙重意義，其一是「天使之眼」代表主

角對歸屬感和擺脫孤獨的需求，其二是對女孩形象的愛戀則表現主角對「愛情」

的需求，只是主角的「愛情」卻是令人窒息和驚恐。「她溫柔地吻她的臉，她的

唇，她的耳，他托起她的下穎，溫柔而用力地，幾乎捏碎它。她驚恐地醒過來。」

(322）而這樣極端愛戀的行為，成為日後悲劇發生的潛藏危機。文本分析將進一

步從語言符號縫隙探索更深層的潛意識意念。

二、揭示一理想自我的投射

拉岡著名的鏡像論述，認為自我建構的過程，始於主體的鏡像誤認，而進

入自我與想像連結，進入想像秩序，對自身的想像以及由自身想像自戀投射到

他者的雙重關係：

自我產生於鏡像階段，它沿虛構的方向發展，因而自我與想像界相緊繫，

自我就是一種意象或影像，想像秩序既是－個特定的時刻或階段（對自身影

子或某種原始意象的自戀性認同），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主體對任何

對象理想化認同，都是一種「想像」關條），這想像的關條既發生於主體內

部，亦發生於主體之間。在主體內部表現為主體對自我的理想鏡像，為自

戀關你﹔在主體問即表現為主體間的相繫關靜、 6 。

拉岡將鏡像視為一種隱喻，它可以指母親、他人﹔從中發展出一種自我與

他人的想像二元關係（dyadic relationship）。這只是一個鏡像中的「我J ，還

不是一個社會性的「我」。如果嬰見不脫離這個階段，他就無法成長為一個能

夠在社會上立足的主體。？在梳理文中主角語言符號中發現主角潛意識意圖與鏡

像作用固著於女子的原因與徵象。這些意圖與徵象，將顯現主角未脫離鏡像的

痕跡。

6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頁 138 。
7 梁濃剛著：﹛回歸佛洛伊德一拉康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 1989），頁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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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鏡像一幼年的投射

對於女孩的出現到死亡，主角的敘述口吻都是以自言自語、低而微弱、夢

嘍似的私語，表示其深陷潛意識世界中。言論薑「她只是個小女孩」用「疼惜的、

小聲的，像在說一個秘密。 J (319）可見主角視女孩為一個永遠的小孩。

小女孩當初尋路迷失，初始惡意的告訴她走差了好遠，而使小女孩幾乎哭

了起來，後才告知試試捷徑，充當小女孩的引路明燈，主角將自己幼年因懼黑

而產生的迷失感、孤獨感投射到女孩身上，彷彿自我幼年的再現﹔再加上年齡

的差距，女孩的單純羞澀，一如當年需呵護的童稚影像。因此，將自我的幼年

形象投射到女孩身上，給予如小孩般的呵護，視女孩為永遠孩子，拒絕其長大

的可能性。即使在婚後發現女子有所變化時「他發現她變得安靜，他忘了她是

不是一直是個安靜的姑娘．．．懷疑女孩有時在院子哭泣」（320）卻刻意忽略了解與

探悶，只是走過去如安撫小孩般的輕拍女孩的背說「沒事的，一切都沒事，別

害怕！」（321) 。

而真正害怕、思懼的是失去安全感的主角，卻一徑將其幼年身影投射於女

孩身上﹔甚至某天在聽到女孩和鄰居太太在走廊上叫罵「她歇斯底里的尖叫，

像一個潑婦J (321）「從他身邊走過來的時候，臉上沒有表情彷彿什麼也沒發

生。」（321）的一幕，卻亦故意絨默，擺放心裡。在一次公園踏青時，女孩突

然「開始奔跑，奔了好遠，後來她叉跑回來」（321) 代表女子己非當年小女孩，
己感受婚姻窒息的壓抑和難逃的束縛。這些主角都看在眼裡卻不願正靚女子行

為的改變，只是一昧私心將女子看成永遠會害怕無助的小孩（自己）。因此，當

女孩跑回來不慎跌倒時，仍用憐憫的手和哄詞，欲安撫女孩，卻遭女子拿開並

用堅定的口吻回絕安撫。女子宣示自己己非音日小女孩，此突來的行為及口吻，

方將主角稍拉回現實，主角說「她不再像孩子J ，但仍私心認為，只是「不再

是那麼小的孩子」’認為「她也沒有變成一個成熟的女人，什麼都不是」 (321) ' 
藉由否定她的成熟，來告訴自己，她依然只是孩子，而執迷將幼年的原型固著

投射。

（二）鏡像一自戀的投射

「自戀J 即是一種理想、自我的想像，始於鏡像階段一種自我誤認的時刻開

始，主角想像的自我，展現在人格面真 8上。

8 人格面具（persona）為特定的環境要求特定的態度，為適應或個人便利的原因而存在一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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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自己的服裝，我的穿著簡單但堅持品味。我和藝術家往來，也和

商賈往來﹔對下面的人要有威嚴，但不可忘記謙沖。我和建築工人們能

處得很好，你可以容許自己些許傲慢，但要了解他人的優點。而無論在

痛苦、疲倦、憤怒、難堪、焦躁、驚慌、手足無措峙，都不可以忘記你

的優雅。（ 318) 

這是主角對自我社會形象的要求，而營造出來的社會人格 9（人格面真的一

種），對於自己形體的自戀，則表現在三十五歲仍「皮膚光滑」「頭髮梳得服貼

整齊」力求「內外」均美，因而當立於高處時，自覺是「城市的君王J ’優雅、

高貴、運籌唯喔，擁有優秀的人格面真，在社會上備受讚譽及肯定。因此，女

孩母親也基於主角完美的社會形象而將未經世事的女孩託付。

由於本身追求完美，因此將自己的自戀（理想、自己）投射在女孩身上，除了

用孩童時缺失的愛加諸女子，增強對女子的愛戀外，亦將理想的自己慘入，形

成一種「自戀性的愛情J ’「他對她的愛使他感受到他的無可比擬的美，叫人

心碎的美。她是他的瓷娃娃，他的心肝，他的命。」以致「他看她的時候，每

每想哭泣J (322）一如聽到不夜城存在時的「感動J ’這當中夾雜了對幼年匿乏

投射與自我原型的寵愛、理想、自我所呈現的自戀式愛情，在主角潛意識中造成

主客不分的混融狀態。

（三）天使一靈魂意象的投射

此外，主角對女子形象的愛情耽美也是來自一種對靈魂意象 IO的崇拜。研

究原型、意象的心理學家榮格（Jung, 1875-1961 ）認為人人皆有靈魂意象並投射

到現實客體：

在那些由潛意識產生的意象中是一種特殊的意象，正像人格面具在睡夢

中由某些人的意象所代表一樣．．靈魂在潛意識中也是由一些具有與靈魂

相應性質的特定的人所代表，即為靈魂意象。

情結，它絕不能同個性相等問，獨涉及對於客體的關係。榮格：﹛心理類型（下）﹜（台北：桂冠，

1999），頁 508 。
9 即一方面受社會環境的期待或職責所定向，一方面愛個人的社會目標和抱負所定向。榮格：

﹛心理類型（下刀，頁 508 。
IO榮格：《心理類型（下）〉（台北：桂癌， 1999），頁 5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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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潛意識裡被壓抑的情慾印象激活了女神的潛在原始意象，而這些意象以做

為母親的女性和做為誘人的處女為鮮明的印象印記。

對主角而言，女子並非以情慾形象出現，反而以「神聖」的女神圖象出現。

主角把女孩聖化為「天使J ’即呈現對靈魂意象的崇拜心理。所形塑的女孩形

象具有「潔淨柔軟的頭髮J 、純潔「不懂做愛」、「對這事絲毫不興趣J 、童

心「得哄得騙J 、會畏怯、困窘﹒．，完全是天使（小孩）般的甜美純淨，因而

連女子所生下的孩子亦宛如是天使的化身，是一對「天使的雕像J ’可見主角

不斷主觀塑造心中靈魂意像一聖潔天使形象﹔而當靈魂意象被投射後，就會出

現一種對於該對象無條件的感情聯結，進而發生強烈的愛或同等強烈的恨（可能

甚至是恐懼）的情感對象。故文中對女子強烈的愛戀，已呈現極度偏執的傾向，

不管是恐懼廈乏的投射、自我幼年原型及理想鏡像的自戀式愛情或聖化的內心

靈魂意象的執迷，都可見主角潛意識己產生極度偏執的傾向。因此，在擔負鏡

像與靈魂意像的客體不能滿足主角的內心要求時，將造成主角內心嚴重失衡。

三、殺戮一街創情是義的消解與重乏回歸

榮格認為人格面真和內在靈魂必為互補性。若人格面真是理性的，則靈魂

就會感情用事 11 。外在極其謙沖自牧的主角曾經說道「當我站在這裡的時候，

我覺得我是這城市的君王。只有獨處的時候，我才妄自尊大J (318），人格面具

為謙沖自牧，卸下面具時卻是狂妄自大，主角亦意識到自己性格衝突的面向，

了解自己的壓抑。

（一）意象的崩解

將自戀的自己投射在女孩身上的主角，即使婚後不僅要求女孩完美無瑕，

亦要求自己在女孩面前擁有完美形象，堅持一派優雅安靜的社會形象特質，而

影響家中本應生靈活潑的人。婚後的女孩「變得安靜，不說話」、「兩個孩子

都很乖，不像別的孩子那麼吵鬧，那麼惹厭。」甚至「女兒三歲了，兒子兩歲，

還不大會講話」（321）家中一片寧靜死寂氣氛，可知主角雖處於家庭生活中，卻

未以家庭性格呈現，仍一貫以社會面具生活。

而從一次女孩要求主角講故事時「講關於你的故事，我不了解你」（319) , 
即可理解兩人雖已步入婚姻，卻無真正深度情感認識，有的只是象徵愛情形式

II 靈魂總是包含意識態度所缺乏的人性共有品質。因而其與人格面具之間是一種互補關係。榮

格：﹛心理類型（下）〉（台北：桂冠， 1999），頁 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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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親密行為「無數的擁抱和親吻、臂彎裡溫柔的呼吸、親暱的玩笑」（318）。由

於主角不斷生活在人格面具之中，而當自我或主體不能同人格面真區分時即產

生悲劇性依戀。榮格認為：

當自我或主體不能同人格面具區分它和潛意識過程就不再有任何意識性

的聯繫。因此，它自己會變成這些過程：它會與他們同﹛。無限制地成

為其外部角色的人必將使自己屈於他的內在過程。．．．靈魂只好不可避免

被投射到相應的現實對象中並且陷入對此對象完全依賴關餘，因而，這

個對象所產生出來每一個反應，對主體都有一種直接的、抓住內心影響，

而悲劇性的依戀通常以這種方式而形成 12 。

即使居家生活亦戴著理性優雅的人格面真，使主角的內在靈魂產生對女子

全然的依戀，情感過份依賴女子意象，這樣極度的情感依賴，成為女子一舉一

動的監督。因為女子每一個細微變化都深刻影響主角的靈魂託付。因此在婚後

女子的行為改變及「天使之眼」失去光輝而暗淡空洞時，即非常牽動主角內在

平衡，使主角「有一股念頭想把她的眼睛挖出來J 的衝動想法，而這念頭最終

付諸實現，為一種情感的消解，也是主角靈魂意象崩解呈現喪失的表現。

靈魂的喪失無異於鬆落人類中的本質部分。它將專橫裝奪意識的權位，

壓迫整個人﹔它把他拋出軌道，驅迫他從事這樣的活動：這些活動盲目

的丹面性最後以自我毀滅做為它必然結局。對這些狂情的魔性特徵的直

覺認識提供了一個有效的防衛，因為這立即對最強烈的誘成力喪失殆

畫，同時把它移植到的世界，就是移到潛意識中去 13

女孩日常用來切水果的刀，成為消解主角內心衝創的宣洩情感利器，瘋狂的殺

戮使得所有鏡像與靈魂意象投射所展現的真體誘惑力與衝突完全消失，讓主角

的靈魂意象再度移回潛意識內，消失於現實世界。對於女孩與孩子屠殺的殘忍，

全因為靈魂意象化身（天使及一雙天使雕像），並無真愛可霄，在一段話中即可

見：

關於小孩子，我幾乎忘了她的長相了。她像她母親，我只能記住這麼多。

他看他的小女兒第一眼時，是那麼飽愛情，他看她最後一眼的時候，卻

是模糊的。

{320) 

12 榮格：〈心理類型（下）〉（台北：桂冠， 1999），頁 513-514 。
13 榮格：《心理類型（上）﹜（台北：桂冠， 1999），頁 5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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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對孩子的關注點仍是以母親的再版，即靈魂意象為焦點，非真正父親

的愛。在摧毀靈魂意象時，小孩亦得趕盡殺絕「我幾乎以為他逃脫了，但是我

私心裡希望他沒有逃走，他斷裂的軀體會被發現安靜地躺在這房子某一處」

(324) 

（二）鏡像的修補

女孩是主角區乏的隱喻，叉加以鏡像與靈魂意像方式呈現，成為主角固著

的慾望對象，是主角努力認同的完美他者。可惜的這一現實「鏡像」（女子）

無法反映一個完美統一的自我。相反的，無法統一的自我（指自我與女子的完

美統一想像）反而暴露出自我的另一面，即缺陷的自我。因此，當女孩的「天

使之眼」失去光輝變得暗淡空洞時，則反映婚姻生活不適令女孩靈目失彩﹔女

子對做愛興致缺缺，即使「他可以用手指讓她達到高潮，但是她對此絲毫不感

興趣。」（319）因而「得哄得騙」’暗示女子對性生活厭惡或不適應﹔女子不

肯在主角面前赤裸「她始終不願意脫光衣服，她最大的讓步是穿一件短睡衣，

讓他可以撩起來」（319）表示女子與主角心靈的距離，呈現對主角潛在的抗拒和

不信任。甚至往後女子變得安靜、得服用安眠藥入睡等，一切鏡像的行為的改

變都呈現主角缺失的一面。因此，使極具自戀性格的主角激起焦慮與仇恨的負

面體驗，最後在偏執求同的潛意識進入意識界失敗後，湧現極度分裂的人格，

而反過來攻擊鏡像（女子／自我）。「他想到銳利的刀鋒切關的血肉。那刀刃。

他不停地想到那刀刃切開皮肉的瞬間。好像是他自己的」（322），就現實層面而

言，主角殺害的是妻子，就潛意識層面而言，則是作自我鏡像修補與衝創靈魂

消解。

不盡理想的「鏡像」最終在瘋狂殺戮中「浴血重生」’將警示主角缺失的

美中不足地方完全割除作鏡像修補「她的雙眼被挖去了」「她的身體是赤裸的」

「她的大腿分開，兩腿中間是模糊的血肉」（ 323 ），所有殘忍的暴力行為，是種

潛意識下消除缺失及愧疚感的自我懲罰。主角藉由實際犯罪來減輕鏡像破滅帶

給主體的精神壓力，因此透過攻擊理想（化身）懲罰自己。這種對他人的攻擊實

際上與自我狀況密切相關，是一種自戀行為的變體。

完成鏡像修補後，根植於心中對黑暗的恐懼、孤獨的陰影， 也因失去「天

使之眼J 的依恃而再度回歸。主角真正傷心的並非女孩之死，而是他的孤獨、

不安全感的復歸。天使之眼的消失代表「遠處有燈火暗了」’主角再度「墮入

絕望憂鬱濃霧中，迷失」（ 324-325）一切回到最初安全感的軍乏 。主角在向隱

形敘述者回溯過往時，吐露 「夜裡我總要到這高處眺望城市，看看有多少燈火

147 



興大中文研究生論文集第九輯

不熄滅，燃燒到曙光作現」（314）天使之眼終究熄滅，轉而期待不熄滅的燈火，

作為漫漫黑夜的慰藉。

四、多重擔蓋與揭示的意圖

拉岡認為潛意識對於話語的認證不是意識對於話語的贊同，它在本質上不

是統一的，沒有一個統一的自我，只有“分裂的自我”。潛意識是一種進入符

號系統一瞬間所產生的結構，是論述的主體，敘述的我與闡述的我，說話的我

之間的空白所引起的。因而從文本深層分析下，己能發現掩蓋在潛意識中所產

生的語言符號結構下，分裂的主角真實的意圖與慾念。

（一）心理層面

在文中可見一位隱形敘述者，對主角自言自語、夢唾般的回憶作絨默的傾

聽，通過對主角的話語，讓讀者參與分析師角色，來試圖譯介主角瘋狂行為背

後的成因。主角在想像秩序中，本是自我和他人不分的，而藉由分析者的存在，

產生一個真實的他者和其作區隔﹔並以此分析者為中心，把自己所經歷的原始

壓抑時刻，重新組織起來。由於隱形敘述者的沈默令病人產生對話的需求，在

透過此強烈需求，使主角將個人過去的生活重新浮現，甚至包括久遠的嬰兒生

活 14 。拉岡認為：

分析者除烙守他者、聽眾、翻譯家的角色。還要當一個冷漠的織默者。

因為保持沈默的態度將引起患者對話的需求，引發病患滔滔不絕的話

語，從而洩露最內在的意圖一潛意識慾望。再藉由這些潛意識的材料做話

語分析，從晴示處做譯解。最終提供給患者的是患者自己的潛意識為目

的。 15

因此，文中主角透過微弱的私語，固著於原始欲望所投射出來的慾望符號

時，雖將真實意圖借潛意識包里隱藏而以想像呈現與女子互動的「真實」情景，

諸如認為是女子永遠的小孩並擁有無以倫比的美、小孩如夫使雕像，教養比別

人好、女子雖出身農村亦有好教養、美麗卻不虛華、對性不熱衷的純潔、主角

深愛女子如心肝 、給予女孩呵護及愛情．．，但言語中的虛實己被滲透 、拆解，經

聽者可得知相對的真實性的：即真有偏執性格主角一手營造令人神經緊繃、恐

懼、壓抑的家庭生活。

14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卜頁 224 。
IS 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頁 222 。
16 病患由於進入想像秩序。因此真實性不來自於講話者，而是來自於聽者，是解釋創造了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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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角透過語言符號形塑、闡述了整個如真似偽的事件緣由，在語言縫隙中

的潛意識結構中，發現主角的原初置乏隱喻落在女子身上後，而叉因鏡像作用

使主客不分，在現實層面的鏡像無法滿足理想，而引發「自殘」行為﹔另一方

面由於主角的人格面具和靈魂互補失調，造成屈伏的靈魂投射到現實客體，因

此，客體不盡理想時，過度依戀的結果，反而引起難以抑制的情感衝突，最後

只好藉殺戮客體，讓情感得到消解，讓靈魂意象回歸潛意識世界。

我私心希望他沒逃走．．因為他逃走了，這一切就成為真實﹔如果他死了，

這只是一個噩夢。

主角在趕盡殺絕自己小孩一段話中顯示，在衝創於鏡像、靈魂、現實後，仍期

望一切只是內心的修補事實，不希望客觀現實界介入。因為主角整個人早己浸

在潛意識世界中，心理機制早己失衡，一切將成為他的夢境、他的收藏。所以

主角說道：

你其實不應該見到她最後一面的，這樣你可以在心中保有她甜美的形

象。．．但你也應該見她最後一面的，她留存你心中的形象因此變得痛

苦、扭曲．．，取代了過去她，所有的影子。未來的日子裡，你可偶爾將這圖

畫取出，眷戀地細心擦拭。」（314)

天使形象的保有端賴主角欲求呈現，慾望對象的現實性格成為阻力，只有

殺戮才能成就潛意識永遠完美的靈魂、鏡像理想的自我。因此，不管是甜美純

淨或是變形扭曲的天使形象，對主角而言都是一種完美，但也終屬潛意識的內

容，應回歸潛意識世界，故處於現實壓抑的人格面具世界中，衝突情感終需消

解，鏡像迷戀必得破除，方能讓匿乏、靈魂回歸一種「平靜」。

（二）社會層面

成英妹特意塑造主角外在社會條件優越的建築師，遇上天使般純潔無瑕女

孩，宛如一場王子與公主童話般的邂逅，理應走向幸福快樂令人稱羨的結局，

但最終竟是一場出乎意外、令人不可思議，手段殘忍的血腥謀殺畫面。掩蓋在

形象完美的愛情糖衣下實為偏執狂與弱智的組合。文中偏執者刻意掩蓋女子弱

智真實面貌，而以弱智的單純柔順為想像，讓偏執者的偏執理想、得以完全發揮，

但過度偏執行為的婚姻生活終究是柔順弱智難以承受的社會責任 ，因而發生不

性。拉岡強調聽者的責任，強調聽者的判斷力。見王國芳、郭本禹著：﹛拉岡〉，頁 2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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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的行為改變，進而引發偏執者鏡像破損的衝創而施以「自殘」的家暴案件。

縱觀成英妹〈天使之眼〉實運用了多重掩蓋的手法。不但以優雅社會人格掩蓋

極度偏執求同的病徵而包里謀殺事實，並以主角想像的自我、他者的愛情情景，

掩蓋真實窒悶的愛情婚姻生活，而所有一切則用王子與公主夢幻似的結合掩蓋

偏執與弱智的對立包里整個故事真實。在層層掩蓋下揭示人們對社會面具的極

度信仰與可能伴隨的危機，揭示出掩蓋在許多家庭的各式暴力案件，實為男女

偏執心理與柔順弱智形象組合的一種程度差異上的翻版，並借此突顯在冷漠平

靜的意識社會下，壓抑騷動洶湧而極度不穩的潛意識世界，是社會各角落隨時

可能爆發“不可思議”卻為人忽視事件的真實源由，是現代社會的潛藏危機。

現代資本主義邏輯操控下，心靈在商品、媒體、競爭追求的洪流中，完全

掩蓋疏忽，但心靈課題實為存在最根源需面對問題。社會層出不窮的暴力案件

源自偏執心靈，故亦產生許多暴力痕跡書寫，以不同角度揭示社會問題，可說

是一種正視人性潛意識的陰暗面而期以抒解的方式。成英妹在多重掩蓋筆法

下，除了揭示許多社會問題外，更重要的是揭示後現代人們心靈置乏的問題，

是對心靈問題的關注，故艾中書寫筆調壓抑而內斂，但揭示的問題層面有其深

廣度，小說形式雖簡短，所營造的氛圍張力十足，震攝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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