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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念的遇望─作為生命存有的缺口動力學＊ 

林徐達** 

【摘要】 

本文試圖彰顯余德慧老師在台灣人文臨床研究中對存有倫理的現

象學詮釋，以及在散文修辭上獨具一格的表述美感，並且依循此種雙軌

文類寫作範式，探討「思念」如何通過敘說主體「活著的生命感」的經

驗敘說，開展獨特的「生存美學」論述。本文一方面表達思念的遇望如

何提領出拉岡式存在匱乏與欲望引力，依此朝往生命存有的缺口予以發

展，以及最終有關生活經驗的啟蒙認識。於是，本文透過思念作為「生

存形式」、「遇望」和「缺口」等三段進程，分別或是交錯呼應余德慧

老師的「沈默皺摺」、「不見之遇」、「拉岡式精神動力」等主題論述。

                                                 
＊ 本文發表於 2013 年 9 月 9 日《荒蕪年代的栽種─余德慧教授紀念學術研

討會》。此一學術研討會由國立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族群關係

與文化學系，以及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合辦，旨在彰顯余德慧教授

（1951-2012）一生專注於人類存在處境上的學術思想和研究身影，並期許

台灣人文社會科學學者拓展「荒蕪年代的栽種工作，重獲豐饒的大地」（摘

自研討會緣起說明）。本文作者由衷感謝研討會評論人陳泓易教授以及各

方學界前輩們的指點教導。 
** 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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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又以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中有關「瑪德萊娜的狂喜」作

為並置理解，企圖再現余德慧的「偶然遭逢」、「慾望消亡」和「臨界

處境」等存有概念。 

關鍵詞：余德慧、人文臨床、思念遇望、缺口動力學、《追憶逝水年華》 
 
 
 



思念的遇望─作為生命存有的缺口動力學 463

通過一種臨床民族誌的觀看角度，余德慧老師終身對於本土心理學

發展之根柢，我以為是廣義華人儒家文化下所開展的主體倫理存有學。

就此來說，余德慧老師關注的「倫理」議題—至少在2004年提出「倫

理修補術」之前—是一項有關主體存有的初始秩序。此一秩序卻因為

科學概念的建制被賦予了「常態」與「病態」的劃分，而連帶地病者的

主體經驗和生活世界也受醫學知識（也是制式）體系所錯置、越位、侵

犯或消解：「科學的病理知識的本質在於化約人的主體性，把病人的生

活世界取消，或轉譯成科學的語言」1。在這種科學語言之下，病者囈語

的內容與位置或交予刪除或是以「妄想」、「幻覺」等臨床疾患覆蓋不

視，接著賦予病理症狀描述。於是，首要工作便是對於「病態」機制的

剝除以及對常態的還原。 

病的經驗知識已經不再是生物機制所建構的知識，而是投擲到社

會區裡，病人置身在關切或不關切的對待，作為「病人」的生活

時間自身開始形成經驗；他的症狀不再是精神科語言的症狀學，

而是生活的症狀學─生活裡的悲泣或憂苦，羞恥或罪惡感，失

望或絕望2。 

所謂倫理的黑洞指的是「正面倫理秩序所編織之殘餘」，亦即為

倫理無法顧及的暗處，在倫理的黑洞裡，所有受苦經驗的語言表

達都被取消，因為這些隙縫本身的經驗從未被登錄在語言領域，

殊少從語言中獲得其完全的顯在性3。 

這正是余老師強調的「人文臨床」4就受苦現場向科學理性所給出的

挑戰，包括行動主體的自我揭露、知識現場的生產條件，和精神力量的

                                                 
1 余德慧，〈生活受苦經驗的心理病理：本土文化的探索〉，《本土心理學

研究》第十期（1998），頁 70-72。 
2 同前註，頁 84-85。 
3 余德慧等，〈倫理療癒作為建構臨床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本土心理

學研究》第二十二期（2004），頁 277。 
4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第三

十七期第一卷（2010），頁 6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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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與匯置（或者是余老師所謂的「聖世界」）。這類著眼於受苦經驗

與倫理安置之努力，將既有學科的研究領域推向一個界限邊緣，使之與

未知區域接壤，於是在余老師文章中，至少依我的見解，有幾項聚焦於

主體存在姿勢之重要概念，並且這些看似玄奧卻又極為根本的論述要

點，既是有關臨終病人的身體現象學演釋，也是陪病經驗的澄清甚至拓

展。這些論點包括：（一）透過「常觀／異觀」的並置，指認外部社會

的異觀位置正是精神疾患病人生活世界的常觀─「病是在常觀位置的

人指出來的」5─於是，「斷裂主體」便從異觀的位置釋出，但其形式

並非作為對立面的批判，而是進入到受苦經驗的裂隙之中，指認二者的

並存6；或是（二）臨終病人通過病苦身體的破敗感，逐漸離開原先與外

在世界的連結意義，轉向一種內在深層經驗的存有領悟。依此，稱之為

「背立轉向」7；再者（三）離開原先想要平撫在世依存的操煩害怕，轉

而「打從心底」細緻地承認內在摺疊起伏的真實體驗，成為一種縱向時

間內的沈浸與拾得，就此作為自身活著的依據之「沈默皺摺」8；最後（四）

「缺口動力學」領悟了拉岡式「人的欲望總是他者的欲望」，因而理解

「主體的匱乏」所再現慾物之缺口，正是作為生活想要的一切動力來源9。 

                                                 
5 余德慧，〈生活受苦經驗的心理病理：本土文化的探索〉，《本土心理學

研究》第十期，頁 84。 
6 同前註。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 ，〈縱深時間與沈默皺摺〉，《安寧療

護》第十期第一卷（2005），頁 54-64。 
7 余德慧、李維倫、林耀盛、余安邦、陳淑惠、許敏桃，〈倫理療癒作為建

構臨床心理學本土化的起點〉，《本土心理學研究》第二十二期（2004），

頁 253-325。同時見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王英偉，〈病床陪伴的心理

機制：一個二元複合模式的提出〉，《應用心理研究》第二十九期（2006），

頁 71-100。同時見余德慧、夏淑怡、邱宗怡，〈對臨終啟悟之自我技術的

探討─以癌末處境為實徵依據的哲學人類學取向〉，宣讀於第五屆生死

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2005 年 10 月 14-15 日。嘉義大林：南華大學。 
8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 ，〈縱深時間與沈默皺摺〉，《安寧療護》第十

期第一卷，頁 54-64。同時見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探討癌末處境「聖

世界」的形成〉，《生死學研究》第三期（2006），頁 1-58。 
9 余德慧、夏淑怡、邱宗怡，〈對臨終啟悟之自我技術的探討─以癌末處

境為實徵依據的哲學人類學取向〉。同時見余德慧，〈不經心的現象學療

癒心理學〉退休演講稿於國立東華大學，2006.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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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十餘年間除了上述有關「斷裂主體」、「背立轉向」、「沈默皺

摺」、「缺口動力學」等諸多觀點外，從2006年的〈退休演講稿〉開始，

余老師挪借了宋文里老師的詞彙「療遇」（therapeutic encounter）作為

主體的遭逢姿態，於是在2007年〈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10、2008年〈心

靈療遇的非技術性探討〉11、2010年〈人文臨床學的探究〉12，以及2012

年〈頌缽者療遇初探〉13等文章中陸續討論了「療遇／會遇」的遭逢經

驗。余氏的療遇（healing encountering）則作為一種「面對毀滅因而解

放」的藝術過程14，錯落而獲得某種啟示。因此，晚年余老師強調的柔

適照顧（anima care），阿尼瑪的負性邏輯充滿了隱晦，「一如低泣無

助的哀傷母親，深而幽微，希望與絕望並存，時而流轉時而辯證。」 

如此一來，「哀傷是真正的遇，是『不見的遇』。」這種「不見之

遇」先是通過伊底帕斯悲劇核心所獲得的啟悟：「某種『知道』本身彷

彿是追求真相的手段，但最終卻是以『誤識』（misrecognition）而成為

遮蔽真理的障礙；任何啟動神諭的人，正是從『知道』神諭這自以為是

的對『真理』的誤識開始，讓人理足氣壯去行動，而這自以為將可避禍

獲得至福的『悟性』正是悲劇裡的一環」15。於是，不見而遇的「遇」

是一項偶發的遭逢，它的意義在於「聽乎命運的機遇[ ]是一種開啟

造成的驚訝」16。終究，「我們在現實的別處相遇。」余德慧如是說。 

余德慧強調，「任何人文學科如果細審其創造的來源，與他者的會

遇是個非常根本的經驗質地，例如，人類學田野經驗實受惠於陌生他者

                                                 
10 余德慧，〈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東海岸評論》（2007），頁 98-103。 
11 余德慧、李維倫、林蒔慧、夏淑怡，〈心靈療遇之非技術探討：貼近病人

的柔適照顧配置研究〉，《生死學研究》第八期（2008），頁 1-39。 
12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第三

十七期第一卷，頁 63-84。 
13 余德慧、李維倫、林蒔慧、99 頌缽團，〈頌缽者療遇初探（一）：頌缽之

音與心靈冥視關聯之探討〉，《應用心理研究》第五十四期（2012），頁

105-131。 
14 余德慧，〈不經心的現象學療癒心理學〉退休演講稿於國立東華大學。 
15 同前註。 
16 余德慧，〈柔適照顧典式的導言〉，《東海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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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境，而非熟習該地而取得的默會。多少人文新論述受惠於未曾被細

究的新處境、越軌、例外，以及預想不到的新事證，文學的基本驚奇性

即是此會遇的靈感」17。這種「會遇」若發生在人的一生接觸相遇和想

望，甚至癌末臨終對於生命的認識，那麼「療傷止痛的過程就會發生，

故曰：『療遇』」。這種過程對我來說正是開展了余老師在「人文臨床

學」此概念中所說的「臨床（醫療）人類學（跨）文化諮詢」，同時它

也可以在「文學、美學、與詩的符碼的心靈育化（poiesis），文化語言

的抒解與詮釋，為困思尋求出路」18。故此，本文伴隨此種療遇期待和

倫理秩序，以「思念」作為主題論述這種想望式的會遇。我希望透過余

老師在學術上對存有倫理的現象學詮釋，以及散文修辭上獨具一格的創

作美感，依循此種雙軌文類寫作範式，探討「思念」—在這篇文章經

常可以視為「回憶」—如何通過心理主體的經驗敘說，藉以彰顯余德

慧老師獨特的「生存美學」論述。 

一、「思念」是一種切近，作為存在形式 

行走於生命長長甬道的過程裡，陳年往事冷不防跳出思緒之外暗自

訕笑，原先所以為的理解或是意義變得模糊且納悶─「所謂的『真

實』，到頭來只能是『切近』」19。用這般迂迴卻比真實（true）更貼近

現實（real）的切近姿態看來，思念像是一項觀照存在本質的技術，逼

近生命經驗。（某種程度來說，此項安排刻意避開了先前醫學科學覆蓋

下的病理知識，再者提取思念本質上那份纖纖裊裊的柔態美感，偷渡至

余老師關於生命經驗與倫理療遇的哲學辯證之中。）於是，思念以一種

自身存在之姿，朝向仍在或不在、身旁或是遠方家人、親友、寵物，或

                                                 
17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第三

十七期第一卷，頁 69。 
18 同前註，頁 79。 
19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台北：心靈工坊，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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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物經驗的想望─思念是如此濃稠的、溫柔的、煎熬的、微渺的，

或者過往雲煙般的輕放。有時思念的形式交由一則則記憶片斷、來回的

對話訊息、幾次無法入眠的夜晚、一塊起司蛋糕、一段陪同的路徑、幾

次埋怨或是恐懼─或許因此帶來強迫自己做出無法勝任的殘酷決

定，又或許引動其他歧岔的可能性─帶出了我們回憶中所以為的「過

去」，並且從中獲得意義。結果是，過往、記憶、歷史帶來一項寓言式的

覺察：意義從來都不是自身所獲得，而是藉由回憶中的人事物所連帶出一

種「再現的參照話語」所捕獲（discourse of reference of representation）。

這種類似於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式的覺察，在文學的思域裡，最

為廣知的應是普魯斯特關於瑪德萊娜的狂喜了。 

在《追憶逝水年華》20裡這段經典插曲─小說主人物馬歇爾以過

去式時態述說有關從前姨媽所送的第一塊瑪德萊娜的經驗─呂格爾

（Paul Ricoeur）21提問：「瑪德萊娜帶給了小說主人物強烈的愉悅感

（all-powerful joy）。但究竟這種愉悅的體驗從何而來？它意味著什麼？

怎樣才能把握它、領悟它？」從一開始，敘說者的聲音不知從何處開始

說話，召喚著一個不具日期、不具地點，一個缺乏與現在說話當下有關

的距離，一段無止盡地增加下去的往日時光。「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總

是很早就上床 」敘說者在小說中以這種模糊的回憶敘說方式，回溯

自一個無邊界的過去時光。就在這個過去時光中，在那個介乎於醒來與

睡著之間的地帶，童年的記憶從敘說者絕對的當下被撩撥出來。有關瑪

德萊娜的敘說便從主人公臥室裡半睡半醒的經驗之間逐漸現露。 

然而呂格爾22認為在小說裡有一個標記透露一個重要訊息，那就是

小說中括弧裡的這段話23︰「（雖說當時我還不明白，直到後來才瞭解

                                                 
20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trans C. K. Scott Moncrieff, 

Terence Kilmartin, and Andreas May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1. 
21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trans. Kathleen Blamey and 

David Pellau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22 同前註。 
23 Proust, Marcel，《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去斯萬家那邊第一部貢布雷》（台

北：時報，2004），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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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記憶何以會讓我變得那麼高興。）」這句被放在括弧裡的話語，因

為讀到最末卷〈時光重現〉，覺察到當初瑪德萊娜帶給主人翁的愉悅感

究竟是什麼，因而在重讀第一卷〈斯萬之路〉時賦予了意義和力量。於

是瑪德萊娜的狂喜正是作為最後揭露〈時光重現〉的前兆記號─一如

接下來我們會看見的余老師父親的印章─透過某種氣息或是質地的

觸感無以名狀地召喚出有關在貢布雷（Combray）的生活記憶。並且到

了第二次閱讀時，瑪德萊娜的狂喜替現了捕獲到的童年時光，於是，貢

布雷的一切，都從茶杯裡浮現了出來24：「我們的花園和斯萬先生的苗

圃裡的所有花卉，還有維沃納河裡的睡蓮，鄉間本分的村民和他們的小

屋，教堂，整個貢布雷和它周遭的景色，一切的一切，形態繽紛，具體

而微，大街小巷和花園，全都從我的茶杯裡浮現了出來。」 

這種「跳出的意義」正是本文引介自余德慧的「不見之遇」，避開

了原先的「知道」，成就了一項「偶發的遭逢」所獲得的驚艷之喜。在

余老師的《生命史學》25裡，有一段相似記載： 

有一個晚上，我整理東西，看到父親的印章，我試著將它沾著印

泥，印在我的本子上，突然間感到父親又活了過來，在他的書房

讀書。整個世界突然籠罩在他還活著的時候的氣氛，我坐在客廳

看著他在我初中二年級的成績單上蓋章。[ ]印章的名字迴盪

著他的氣息。 

迴盪是一種人直接在現場想著不在現場的事─透過眼前的看

著，遙遠的過去回到眼前的現場，重新迴響。一個人在說話或不

說話都賦予觀看的人們一種迴盪的心思。這樣的心思就引向肉身

直接的了然。 

這種「現場想著不在現場」、「遙遠的過去回到眼前的現場」的迴

盪形式，在過去與現在，現場與不在場之間迴旋繚繞，呼應著班雅明的

「時光迴旋」（convolution of time），藉以指稱一種普魯斯特式「不經

                                                 
24 同前註，頁 63。 
25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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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回憶」（mémoire involontaire）作為超越主體自身經驗和意識上的意

義。這種「不經意性」成為理解當下片刻的途徑方式；這是一種「自發

性收集」（spontaneous recollection），在其中記憶與遺忘彼此交織，以便

於捕捉生命中「最平庸、最為短暫、最為深情，並且最為嬴弱的時光」26。

在臨終陪伴的「沈默皺摺」研究裡，余老師如此詮釋： 

不自主的記憶為人帶來喜悅，因為這經驗讓人在現在與過去之間

的延宕，出現一個「時間之外的存在」，相對於縱向時間，這種

時間不但不會如物理時間以直線的摧枯拉朽破壞一切，而且還以

流變生成的機制，將時間「重新拾得」，是「純粹的時間」而非

「往事」而已。「重獲時光」，從另一個意涵來說，那就是將存

在性以皺褶的方式密織在時間裡，而不是讓事情把時間溜滑地送

走，就前者來說，那是時間的再生豐盈，後者則是流沙的流盡。27 

此時此刻，中年余德慧從印章上的名字，看見了父親在自己初中二

年級的成績單上蓋章，在那當下整個世界更換了生命場景。透過此刻的

思念，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活在縱向皺摺的時間裡重新拾得

往日情懷因而帶來喜悅。此種縱向的非線性歷史藉由「想念／回憶」獲

得對過去的認識。於是在回憶活動中，思念落入生活時光的皺摺中─

「人的每個時刻，就彷彿在山谷間，前山後山的夾縫裡起風，我們就坐

在起風處，活著。」28─歷史的意象和意義被捕獲並且轉換為一種當

下性，因而切斷原先的橫向時間，成就了普魯斯特所謂的「從時間抽取

出來的存在碎片」。這正是〈歷史天使〉所傳達的寓言意義：一種班雅

明稱之為「現下時刻」（time of the now; Jetzteit）的暫時性29，或是巴

                                                 
26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trans. by Harry Zohn, edited by Hannah 

Arendt.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68[1955], pp. 202. 
27 余德慧、石世明、夏淑怡，〈縱深時間與沈默皺摺〉，《安寧療護》第十

期第一卷，頁 59。 
28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頁 160。 
29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pp.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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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Timothy Bahti）所稱「此刻」（nowtime）30，成就一項猶如「彌賽

亞時光」的救贖片刻31。 

二、思念是一種無法見著的想望，作為不見之遇的遇望 

我在夜裡召喚的她與白天眼裡看到的她之間，我創造了一個很大

的空間，我所有的心思迴旋在這空間裡；這個空間既不是夜裡召

喚她的虛空，也不是白天眼裡看著她的實空，而是搓揉著兩者而

出現的的第三個時空，我所有的愛都放置在這個時空裡。32 

滿心思念堆積胸口，逐漸昇華這股情緒懸浮上來，想像佳人的眼神

韻味或嘴角容顏。傾附於她。那下意識般喃喃自語地對話著和她的內

容。啊，這般醉傾於她而舉止卻得輕緩收斂。如此巨大落差與愛戀自身

同等瘋狂。那意象上的語言挑逗、靜默的身姿、微醺的眼神、思緒的反

覆攪擾、呵哄保護的衝動、在渴求與懂得持守之間的掙扎、期待的擁抱、

無法抵抗的陷落、舌尖的潮潤、身體的撫觸、情慾流竄和無法遏制的身

體想要，以及因此帶來本能上阻擋有關這類慾求的僭越。藉由這些意象

重繪一個思念中的她的形象。用這種思念的形式想念，在安靜沒有喧嘩

中靜默，如此牽引著無法見著的想望。所有一切指向唯一問題：「你愛

我嗎？」但「如何原諒奮力過但無聲，要如何才能想而不問？」33 

思念的「遇望」時而雲淡風輕破泣而笑時而百思不解或是喟然懊

悔。「真正的愛情並不在因果關係，也不在命運的撥弄，而是在愛情的

                                                 
30 Bahti, Timothy. “History as Rhetorical Enactment: Walter Benjamin’s These 

‘On the Concept of History.’” Diacritics 9, no. 3 (September 1979), pp. 2-17. 
同時見 Cadava, Eduardo. Words of Light: Theses on the Photogra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31 Benjamin, Walter. Illuminations, pp. 263. 
32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頁 166-7。 
33 張懸，〈如何〉，收錄於張懸專輯《神的遊戲》（台北：索尼音樂，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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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一種沈默之聲，在情人之間的應答中。」余老師這麼說34。想

而不問式的無聲沈默成為思念文法中最高級形式。於是我們勢必得從佛

洛伊德經典的〈哀悼與憂傷〉35中提取痛苦經濟學：憂傷者知道失去所

愛，但卻不清楚意識到究竟失去的是什麼。這是一種有關自我的減損和

自我的匱乏；憂傷者責備自己誣蔑自己，期待自己被驅逐和懲罰。或許

拉岡的鏡像作用帶來緩解效果：「我」在鏡中的她者中生存，在她者中

體驗「我」─一如余老師所說：「我活在我曾見過的人之間」36─然

而如此一來，「我」成為了外部的他者。於是「主體／他者」鏡像誘惑

的弔詭是，「主體確認自己是外部他者時，便將自己暴露在『無』的風

險中，但頑固地不承認此點，也相對迷失了自身的本質」37。我與他者

成為一種「我們」，「沒有了她者，我什麼也不是。」於是，「我」朝

向強調自身獨立性以避免全數地依賴陷落時，帶來的恐怕是對自己更為

根本的晃動。這個結果是憤怒、剝奪、愛慕、忌妒相互爭奪場面，開啟

一場不穩定、不均衡，甚至空無的慾望風暴。 

那麼讓我們回到《追憶逝水年華》38的故事情節裡。在〈斯萬之路〉

中瑪德萊娜的經驗標記了之前與之後的不同。前者是一個半睡半醒之間

的狀態；後者則是關於貢布雷的時光重現。然而在後者，一個終極意義

在〈時光重現〉被發現了。呂格爾指出，〈時光重現〉開始於馬歇爾待

在泉森鎮（Transonville），一個離童年不遠的貢布雷生活，但重要的是，

這段敘說並非點燃起回憶，而是將慾望予以熄滅：假使失去的時光以一

種不清楚的方式再次尋獲，那麼一個人便必須放棄再次體驗過去的這份

                                                 
34 同前註，頁 178。 
35 Freud, Sigmund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in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Papers on Meta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 
collected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James Strachey tran., pp. 243-258. London: 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1959[1919]. 

36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頁 159-60。 
37 福原泰平，《拉康─鏡像階段》，王小峰、李濯凡譯（石家莊市：河北

教育出版社，2002）。 
38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volu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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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隨著觀看過去慾望的褪除，一個人所擁有那摯愛女人的慾望也隨

之消散。所有事件的敘述以及隨之的遭逢都被安置在衰亡之中；貢布雷

教堂那永存於世的安妥與永恆價值反倒突顯一切遭逢的不確定浮移和

終究無法挽救的命運。於是，正因為這種慾望的消亡，使得對於戰時的

巴黎描述，造成了對一切事物都受到侵蝕的印象，輕浮而帶有一種墮落

的況味39。結果是，整個「時光重現」揭露了一如逝水年華雲煙過往般

疏離消蝕的氛圍，因而提領出一種被「空無」所包圍的自我覺察。 

在余老師的退休演講稿談論「臨界處境」時40，以為「生機已經束

手，世界的一切實體化終究以虛構的本質顯現，徒勞是它的嘆息，一切

不再由主體來苦苦守恆。[然而，]主體化的漏洞百出，卻是給了療癒絕

佳的機會─正是這個背立轉向，使得主體得以脫離自我界圖的領域，

進入負性空間（negative space，即非現實）」。原先人們所面臨的矛盾

絕境─猶似站在貼有「禁止張貼」的海報面前，每個人變得手足無措

一般─卻意外地帶來令人驚喜的結果：「不能顯現於世的東西」反倒

因此裸露出來，並且將主體推向一種處境：「我於我不在之處思（念）」，

得以有別於「我思（念）故我在」。 

這種絕地逢生的反轉，或是余老師的「面對毀滅因而解放」的療遇

藝術，使得先前伊底帕斯式的「誤識」獲得逆向重生的力量，從而具有

能力指認匱乏和巨大的空無41。這麼一來，「身體宛若豐富的暗室，我

在對它一無所知的情況下，知曉一切」42。對余德慧來說，「人文意識

的這種自然傾向卻需遭受情境的不確定性而停下來。在飽受情境處境的

干擾而停止自身、盤繞自身的循環運動的現象，並非人文學科的失敗，

反而賦予人文學科出現邊界的裂隙，人文意識必須領悟到這裂隙所帶來

                                                 
39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3 volumes, pp. 746-7. 同時見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pp.141-2.  
40 余德慧，〈不經心的現象學療癒心理學〉退休演講稿於國立東華大學，頁 3。 
41 同前註，頁 9。 
42 余德慧、李宗燁，《生命史學》，頁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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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挫敗，恰似生產分娩的疼痛，沒有這失敗，人文學只能在自我循環裡

逐漸惡化」43。 

於是在這段追憶「墮落的巴黎、空無的環抱」的晦澀陰影之後，緊

接著是一項背立轉向的啟明。在一場邀宴的場合裡，故事主人翁看見蓋

爾芒特（Guermantes）的名字在名單當中，自此整個敘說的調性顛倒了

過來。這一次，就像是乘車翱翔天際︰「我就像一位在這之前於地面上

費力滑行的飛行員，突然起飛，慢慢遞升到回憶的寧靜高空。」44在小

說中，故事主人翁看見「一種溫柔，一種近乎肉體的溫柔，從生命的現

實中超脫，這種現象在走進死亡陰影的人身上是如此明顯。」45故事主

人翁因此有了一連串的體驗，並且成為一種帶有救世意味的「訊示」，

而這些訊示都像是當初在貢布雷的經驗所帶給他的幸福感一般︰腳踩

踏在兩塊高低不同的鋪路石板上、湯匙敲擊在餐盤上所出現的噪音、一

條上漿折好的餐巾所帶來硬挺的質感。在過去，主人翁馬歇爾對於這些

感覺都必須延遲至事後才能釐清這種幸福感的來由；但是這一次，敘說

者決定解開這一個謎團。呂格爾以為，早在貢布雷時期，敘說者發現這

種狂喜產生於兩個時間上（即使不同距離）的相似印象。而這一次，小

說主人翁很快地從踩踏在巴黎不平的鋪路石板的感覺中辨識出威尼斯

以及盛馬克浸禮池的兩塊高低不同的鋪路石板塊。因此解開謎團不在於

藉由「偶然」的方式，就像是「靠魔法一般地」在一瞬間將暫時的距離

予以廢止，而是經驗到愉悅是否好比「一種足夠的確定，而不需要任何

其他的證明，便能讓我對於死亡無動於衷」（以上標楷體為普魯斯特用

詞）46。 

                                                 
43 余德慧、余安邦、李維倫，〈人文臨床學的探究〉，《哲學與文化》第三

十七期第一卷，頁 70。 
44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volume 3, pp. 890. 
45 同前註, pp. 892. 
46 同前註, pp. 900. 此處之討論同時詳見 Ricoeur, Paul. Time and Narrative, 

volume 2, pp.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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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呂格爾的說法，要解開此一謎團的關鍵在於明白幸福時刻之間的

關係—這種時刻是由偶然以及「非意願性記憶」，和不可見的使命歷

史所提供。這種「幸福時刻」或許轉返余老師的話語，是關於不確定的

確定和誤識的認識，因而對於此時此刻的會遇都能瞭然於胸，安心靜

緩。故此，這種偶然的遭逢和面對空無的慾望覺察—在本文中，以思

念的遇望作為生命存有的缺口動力學—終能在臨界處境中獲得一份

背立轉向的啟明和一項臨終救贖的力量。 

＊ ＊ ＊ 

這篇書寫透過思念作為「生存形式」、「遇望」和「缺口」等三段

進程，分別或是交錯呼應余老師的「沈默皺摺」、「不見之遇」、「拉

岡式精神動力」等主題論述；其中又以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47中

有關「瑪德萊娜的狂喜」作為小型橋段，企圖再現余老師的「偶然遭逢」、

「慾望消亡」和「臨界處境」等存有概念。在這般帶有實驗性質的話語

並置下，在解讀余德慧老師的生存美學過程中，在敘說主體「活著的生

命感」的生活語言裡，本文試圖表達思念的遇望如何提領出一種拉岡式

存在匱乏與欲望引力，接著朝往生命存有的缺口（或裂隙）予以發展，

以及最終因此開展一項有關生活經驗的啟蒙認識，那是有關我的思念的

遇望、余老師的臨終倫理析辯，也是屬於生命存有的臨界領悟。 

存在並不成就任何事物，中心點是個一事無成的點，這裡的空無

通過虛弱、某種不正常、失去社會及其自身，提出一種一無所求

的強烈請求，這並非請求人去承擔義務的無限上綱的義務，這是

無起始的最大起始，芝麻終於開門。48 

「思念」在沈默中盤織著看見與無法看見、想望與牽引，以及那生

命時空下曾經發生過點點滴滴的錯擾或是痛苦，隱微卻鮮明地對他者拋

出一箴箴承載愛意的邀請。總想著如何才能抵達想念的終點？就用上述

                                                 
47 Proust, Marcel.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48 余德慧，〈不經心的現象學療癒心理學〉退休演講稿於國立東華大學，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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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話作為回答吧！在那文字陳述裡，一種強烈的矛盾感油然升起，起

初讓人呆立無語，但一股神奇力量緩慢地將我滲透至他的思想之中，結

果我發現那是何等清明之視，穿透存在的渾沌，向那靜靜潺流著活水源

頭灑下一片曖曖微光，自己因此逐漸釋懷而感到一種清新的自由和莫名

的不捨。芝麻於是開門！啊，親愛的老師，我想告訴你，那山洞裡確實

藏有形而上式的知識珍寶，而且在最遠之處，還蹲藏著一份和你相處二

十年的記憶與思念，那兒帶著一同生活食飲的悠然節奏和一份探問存在

的追尋姿態。隱約間，我彷彿看見自己始終以一隻貓的方式輕快自在地

窩黏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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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ishing the Memories of Dr. Der-heuy Yee 

(1951-2012) and Celebrating His Academic Legacy  

in Taiwan’s Humanities-Clinical Studies 
 

Hsuta Lin＊ 

Abstract 

The article was previously written and presented in The Conference for 
the Cultivation in the Age of Desolation: In Memory of Prof. Yee, Der-heuy 
(1951-2012). Drawing Dr. Der-heuy Yee on hi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in Taiwan’s humanities-clinical studies and on his prominent 
writing and rhetoric, this article following Yee’s unique route of double 
genres discusses how “the encountering of yearning desire” deliberates an 
ethic-aesthetics of Being, by means of the lived experiences of narrative 
subjects. This essay thereby on the one hand presents a Lacanian theory on 
the dynamics of lack/desire, which attempts to manifest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Yee’s clinical researches. This essay on the other hand employs Marcel 
Proust’s work of 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with which it then juxtaposes Yee’s various literary discourses on 
the Benjaminian involuntariness. 

Keywords: Der-heuy Yee, humanities-clinical studies, the encountering of 
yearning desire, the dynamics of lack/desire, The 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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