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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logos 與火 

 

    由「神」作為通達萬物的宇宙神，延伸出「神＝火」、「神＝靈魂」與「神＝

logos」的脈絡，「神＝火」與「神＝靈魂」的脈絡已在前兩章中證成，說明了「火」

和「靈魂」的緊密關係。因此，本章嘗試接續探討「神＝logos」的脈絡，首先說

明「神」如何等通「logos」，再從「logos」的五種意義中，連接到「火」與「靈

魂」的概念，使結構得以貫穿整全，達成「火」、「靈魂」與「logos」三者等通

的關係。 

    如何建立「神」與「logos」的等通關係？第一，首先要從神與 logos 的「地

位」而言。D1：「宇宙的法則（logos）…。」與 D50：「不要聽我的話，而要聽

從 logos。」顯見 logos 具有如神般駕馭宇宙萬物的地位。第二，要從神與 logos

的「傳達方式」而言。D52：「時間是小孩玩的西洋棋遊戲，王權在小孩的手裡。」

顯示 logos 藉由「暗示」的方式在人類領域中被傳達1，D93：「在奧爾菲神廟領

導全體的神喻，既不明講也不隱藏，而是暗示。」顯示 logos 透過神喻口吻而被

人類理解。神與 logos 的關聯，一方面由於神在普遍概念中，作為掌控萬物的至

高至上，與 Heraclitus 視 logos 為駕馭之道的地位相吻合，另一方面，神透過暗

示與神喻傳達給人類的訊息方式，與 Heraclitus 視 logos 隱藏地被人類所知覺得

型態是相似的，因此，建立起神通往 logos 的橋樑。 

在證成「神」與「logos」的等通關係後，探討「logos」與另外兩個核心概

念，也就是「火」和「靈魂」的關聯，透過 logos 的兩種意涵達成彼此互相說明。

logos 的第一種意涵，可以從它的「客觀」規律性來探討，這在第二章中，以「火

                                                 
1 羅賓森：《赫拉克利特著作殘篇》，第 191-120 頁。T. M. Robinson 指出 D53：「戰爭是所有之王，

也是所有之父。」作為宇宙論的意義，具有「戰爭（對立面的衝突）是支持著實在的變化的原理，

作為整體的王和父，它操縱著整體的命運」的解釋。T. M. Robinson 假設 D52 延續 D53 的概念，

認為：「父親的『孩子』是宇宙的持續的生命時間，通過它父親的『計畫』(D41)，不停息地展開。」

這一生命時間所進行的遊戲之所以像十五子棋遊戲，在於棋子在棋盤上的移動是一個替代的過

程，而且是按照一個計畫或部署進行，並非隨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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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的尺度與規律即是 logos 的展現」得到了充分的說明，連結了「火」與「logos」

的關係。logos 的第二種意涵，可以從它的「主觀」規律性來探討，由於 logos

作為思慮且存在於靈魂之中，因而連結了「靈魂」與「logos」的關係。 

但在進行有關 logos 的任何研究前，都必須先將 logos 的概念釐清，因此，

以下將從 logos 字源學上的意義與後世哲學家的主張詮釋，進行對 Heraclitus 的

logos 的概念理解。 

 

第一節  logos 在字源學上的意義 

 

在 Heraclitus 的斷簡殘篇中，有十則格句提及「logos」，但這十個 logos 卻各

自含有不同層次的意義。logos 之所以具有豐富而複雜的意涵，是由於「logos」

這個詞彙，在西元前五世紀時就被人們廣泛地使用了。Guthrie 在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中，將當時代有關 logos 的著作記載分類為十種不同的意義2： 

 

1.任何講的或寫的東西，任何真實或虛構的故事。 

2.描述(mention)與價值(worth, esteem)、名譽(reputation, fame)

有關的東西。 

3.進行與感覺對立的思考與推理。 

4.從說與寫的字詞中，發展為原因(cause)、理性(reason)和論證

(argument)。 

5.和藉口(pretext)、空話(empty words)相反的「真正 logos」(the 

real logos)，意指事物真理。 

6.尺度(measure)、完全或正當的尺度(full or due measure)。 

7.對應(correspondence)、關係(relation)、比例(proportion)。 

                                                 
2 W.K.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42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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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普遍原則(general principle)、規律(rule)。 

9.理性官能(the faculty of reason)。 

10.定義(definition)、公式(formula)。 

 

有些研究者從普遍既定的辭彙意涵去解釋 Heraclitus 的 logos，但也有些研究

者根據自身的哲學立場進行詮釋。關於 Heraclitus 的十則提及「logos」的斷簡殘

篇，後世研究者對此譯為不同的詞彙，如下表所列： 

 

 鍾振宇 范明生 Kahn Robinson Freeman 

*D13 邏各斯  Account Account Law 

*D2 邏各斯  Account Account Universal law 

D31 關係  Measure  Proportion Law 

D39 名聲 聲望 Account Account Fame/worth 

D45 思慮 根源 Report Measure Law 

*D50 邏各斯  Report Account Law 

D72 語詞    Law 

D87 語詞 說話 Account Statement Word/theory 

D108 學說 說話 Account Account Discourse 

D115 思慮 根源 Report Measure/proportion Law 

 

    鍾振宇將在〈赫拉克利特 Logos 學說與老莊道論之比較〉一文中，採取 K. Held

的分類，將 logos 區別為「日常用語」與「哲學術語」兩大類，他將七則前無冠

詞的 logos，視為如 Guthrie 所述般已被普遍使用的「日常用語」，此日常用語的

分類包括：「語詞」(D87、D72)、「學說」(D108)、「名聲」(D39)、「關係」(D31)，

                                                 
3 有「*」標記的斷簡殘篇是前面有加冠詞的邏各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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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思慮」(D45、D115)。另外，添加冠詞的 logos，則被視為專有名詞的「哲學

術語」(D1、D2、D50)，從 Heidegger 的角度詮釋，具有獨有的 logos 意義4。 

范明生只談論到五則斷簡殘篇，但不論譯為「聲望」、「說話」或者「根源」，

總是從深淺高低的不同大小分寸的意義上去解釋與理解。譬如，他將被譯為「聲

望」的 logos(D39)，看成具有不同高低大小的名譽；他將被譯為「說話」的

logos(D87、D108)，看成具有不同深淺程度的言談；他將被譯為「根源」的

logos(D115)，認為其顯示了它自身的深度。范明生認為：「logos 的詞根 leg 原來

有『挑選』、『選擇』的意思，由此引申為『計算』的意思，就有『尺度』、『比例』，

最後成為『公式』、『計劃』，達到『規律』。5」 

Kathleem Freeman 則一概將 logos 當成法律法則，Richard G. Geldard 指出

Kathleem Freeman 的 logos 表示為「事物的準則」(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另外

還包括「力量的法則」(laws of  force)與「流動的法則」(laws of flux)的可能，而

Diels 將此翻譯為「在我們之前就有的教導」(the teaching we have before us)6。 

    至於 Charles H. Kahn 與 T. M. Robinson 則普遍地將 logos 譯為「描述」

(account)。 

    Joel Wilcox 認為後世哲學家對於 Heraclitus 的 logos 的詮釋主要分為兩類，

一種認為「logos 只有宇宙運行的真實描述，尚未暗示本體論地位。」他們認為

logos 僅是 Heraclitus 的言詞描述，所以這類主張被視為「語言學解釋」(linguistic 

interpretation)。另一種認為「logos 存在於宇宙的獨特組構中。」這種 logos 是宇

宙的部分，所以這種主張被視為「形上學解釋」(metaphysical interpretation)，然

而形上學解釋被很多著名學著反對，包括 Diels、Burnet、Nussbaum 和 Barnes7。

Nussbaum 反對的理由是因為他認為：「logos 在早期著作中並不被經常使用。當

                                                 
4 鍾振宇，〈赫拉克利特 Logos 學說與老莊道論之比較〉，第 107-108 頁。  
5 范明生，《蘇格拉底及其先期哲學家》，第 52-53 頁。 
6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2. 
7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Tthought.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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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s 被使用時，它總是意指一個故事，或某種關於特殊人物的描述8。」Jonatham 

Barnes 也認為：「logos 或描述(account)是指人所言說(legei or say)9。」這些說法

都顯示了「語言學解釋」的立場。 

然而，Guthrie 提出了「非語言學解釋」(nonlinguistic sense)的主張，因為他

認為 logos 在 Heraclitus 中也被當成其他意義使用，包括價值與名譽(worth, esteem, 

reputation or fame)，以及尺度(measure)、對應關係(correspondence, relation)和比

例(proportion)的意義10。 

Heraclitus 的 logos 在後世研究者的解讀下，具有語言學與形上學的兩種解釋

態度，因此，筆者將回歸到原典本身，檢視其分歧意義。 

     

第二節  Heraclitus 的 logos 立場 

 

1. logos 的語言學解釋 

 

從字源學(etymology)上的意義來看，logos 普遍被視為語言學上的意義，Joel 

Wilcox 認為「Heraclitus 可能是最早關心語言(language)的哲學家」。Martha 

Nussbaum11、Guthrie12將 logos 視為「故事」(story)與「描述」(account)；Jonatham 

Barnes13將 logos 視為與「言說」(saying)；Heidegger 早期對 logos 的解讀也將其

視為「言語的描述」，他從字源學上解析 logos 的希臘文為「λόγος」，其相近形態

為「λέγειν」，λέγειν 意指著「道說」(talking)和「言談」(saying)，若從 logos 的相

近型態去理解 logos，便可得到 logos 的意思為：「作為言談(saying)的 λέγειν，和

                                                 
8 Joel Wilcox 引自 Nussbaum 的”Ψυχή in Heraclitus, І”書中的第 3 頁。 
9 Jonathan Barnes ,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59. 
10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thought, p.58-59. 
11 Joel Wilcox 引自 Nussbaum 的”Ψυχή in Heraclitus, І”書中的第 3 頁，Martha Nussbaum：「當邏

各斯被使用時，它總是意指一個故事，或某種關於特殊人物的描述」。 
12 W.K.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420-424. 
13 Jonathan Barnes,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59. Jonatham Barnes：「邏各斯或描述是指人所

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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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被言談的 λέγόμενον。14」由於 λέγειν 的關係，logos 普遍被視為道說、言談、

敘述等。 

 

D1：「logos(宇宙法則)雖然像我所說的那樣常在，但人們聽到它以前，

或是第一次聽到它的時候，卻總是不能理解它。萬物都是根據這個

logos(法則)產生的，雖然我已經根據事物的本性將它們加以區別，解

釋了它們是如何發生的，而且人們也經常遇到像我們所說明的那些話

語和行為，但是他們卻從來沒有遇到過它一樣。至於另外一些人，對

他們醒來以後做了些什麼也不知道，就像是對他們夢中所做的事已經

忘記了一樣。」 

     

Joel Wilcox 認為僅在 D1 中的 logos 才具有全然語言學解釋的意義15，

因為「一個人『聽見』logos 被言說，因此它在本質中是語言的(linguistic) 16。」

logos 的語言意義，在「說」(saying)與「聽」(hearing)的陳述中得到展現，

據此，D50 與 D108 似乎都暗示了這般的語言意義。 

 

D50：「不要聽我的話，而要聽從 logos。」 

 

D108：「在我所聽到的 logos 中，沒有一個能表達成此種認識，亦即智

慧是一切事物之發生場域。」 

 

許多研究者從希臘字的字源學分析，從「聽」的暗示中，突顯 logos 作為語

言與言說的意義，因此，Heraclitus 其他有關 logos 的斷簡殘篇都被解釋為這類釋

義。包括：K. Held 將 D72 與 D87 的 logos 譯為「語詞」；范明生將 D87 與 D115

                                                 
14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0. 
15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thought, p.64. 
16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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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為「說話」；Charles H. Kahn 更普遍地將 logos 譯為「描述」(account)，如 D1、

D2、D39、D87、D108，以及「記述」(report)，如 D45、D50、D115；T. M. Robinson

則普遍地譯為「描述」(account)，如 D1、D2、D39、D50、D108)，以及「陳述」

(statement)，如 D87。這些翻譯都將 logos 視為語言的表述形式。 

因此，Snell17、G. S. Kirk18與 Robert Jones19更將 logos 延伸為「意義」

(meaning)，Joel Wilcox 稱 logos 為「Heraclitus 的教導」(Heraclitus’ teaching)20。 

 

2. logos 的非語言學解釋 

 

Guthrie 提出「非語言學解釋」(nonlinguistic sense)的主張，因為他認為 logos

在 Heraclitus 中也被當成其他意義使用，包括名譽(fame)與尺度(measure)等21。 

 

D39：「Tentames 之子 Bias 在 Priene 出生，其 logos 大於其他人。」 

 

    D39 的 logos 普遍被譯為「名譽」或「聲望」等意義，包括 Kathleem Freeman

與 Guthrie 等人，唯有少數如 Charles H. Kahn 與 T. M. Robinson 將此譯為「描述」

(account)。 

 

 D31：「火的變化是：首先變成海，海的一半成為土，另一半成為旋風…土

散成為海，並以先前海變成土時的同樣的 logos。」 

 

                                                 
17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59. Snell 將 logos 譯為「意義」，「如果你們不是聽了

我的話，而是聽了『意義』，那麼，在相同的意義中說：一切是一，就是智慧的。」 
18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2. G. S. Kirk 肯定 logos 來自希臘字根，且是

logos 為「意義」的意思。 
19 Robert Jones, Philosophic Fire, p.4. Robert Jones 將 logos 理解為：原理原則(principle)、計畫

(plan)、形態(pattern)、言談(discourse)或聲稱(account)，也可當作意義(meaning)。 
20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63. 
21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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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1 的 logos 普遍被譯為「尺度」(measure)、「比例」(proportion)、「關係」

(relation)，甚至於「法則」(the Law)22。 

根據 D39 與 D31 這兩則斷簡殘篇，Heraclitus 的語言學解釋無法被充分驗

證。此外，Joel Wilcox 認為從 D50 與 D114 裡23，也可以找到明顯反對語言學解

釋的證據。在 D50 中，logos 被描繪成不僅「可能是」(can be)也「應該是」(should 

be)的被聽見的某物，而並不聽從 Heraclitus，假如 logos 是 Heraclitus 獨有的描述，

不可能只聽到 logos，而聽不到 Heraclitus。在 D114 中，logos 在宇宙裡是個主動

(active)和神聖(divine)的角色，而不僅是一個宇宙和它形成的過程。Joel Wilcox

認為這兩則格句都強力地反對了語言學解釋的立場24。 

雖然 Joel Wilcox 認為 logos 的語言學解釋可能是有問題的，但語言學觀點仍

舊被維持，這樣的屹立是根據兩個原因：第一，D31 雖然沒有語言學意義，但也

不滿足形上學解釋。第二，受到形上學解釋的影響，logos 可以語言學地被解釋25。

因此，雖然 Joel Wilcox 較支持形上學解釋的立場，但仍舊認同 logos 其實具有雙

重性質，包括形上學解釋和語言學解釋兩部分，只是他認為僅有 D1 完全意指語

言學意義，其他斷簡殘篇只是少許隱約暗示語言學意義。 

 

3. logos 的形上學解釋 

 

上述提及 logos 的「語言學解釋」與「非語言學解釋」的論點，那麼什麼是

「形上學解釋」呢？「形上學解釋」也就是意指 logos 具有「本體論地位」(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 logos)，然而此論證並不如同語言學解釋般直接且充分，

                                                 
22 尺度與比例是最普遍的譯名，此處由 Charles H. Kahn 譯為「尺度」、由 T. M. Robinson 譯為「比

例」、由鍾振宇譯為「關係」，由 Kathleem Freeman 譯為「法則」。 
23 D50：「不要聽我的話，而要聽從邏各斯。」、D114：「如果要理智地說話，就得將我們的力量

依靠在這個人人共同的東西上，正像城邦依靠法律一樣，甚至還要更強一些，因為所有人類的法

律都是由一個神聖的法律所哺育的，只有它才能要怎樣治理就怎樣治理，才能滿足一切，還能有

所超越。」 
24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61-62. 
25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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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筆者推測 Joel Wilcox 所指的「本體論地位」即是 logos 的「神」與「宇宙

法則」的特質。 

「logos」被視為「神」，主要來自它的「普遍性」(D2)、「永恆性」(D1)與「至

高性」(D2、D50)，因此，logos 在傳統部份見解中，被當成神的特性來看待，以

至於被基督教徒所使用。The New Testament Gospel 的 John 把「logos」和「基督」

(Christ)看成同義詞26；Clement of Alexandria 對 Heraclitus 的光的看法，站在神學

教育的立場來解讀27；Holscher 和 Snell 認為 logos 具有在奧爾菲神廟中的「神喻

回應」(oracular response)的意思28，透過 D93：「在奧爾菲神廟領導全體的神喻，

既不明講也不隱藏，而是暗示。」指出 logos 的「神╱神喻」的本質特性。 

    此外，「logos」的本體論地位在於它被視為「宇宙法則」。Kathleem Freeam

普遍將 logos 譯為「法則」(the Law)，是「力量的法則」(laws of  force)與「流

動的法則」(laws of flux)29，他將 logos 視為「宇宙法則」(Cosmos／The Universal 

Law)，用以區別「政治法律」(Nomos／The Political Law)。而 Joel Wilcox 亦認

為 logos 扮演著「變化的法則」(law of becoming)的角色30。 

    Joel Wilcox 提出「法則」的重要性在於「遵守限制」(observance of limit)、「尺

度」(measure)和「普遍規律性」(regularity generally)31。其中，「尺度」在 Heraclitus

的流變哲學觀中成為最重要的核心概念。Richard G. Geldard 指出：「尺度(measure)

在希臘的概念是指維持秩序，保持所有事物在適當比例中平衡的特性，把尺度當

成法律看待的話，尺度就成為將宇宙掌控在一起的宇宙法則(universal 

principle)32。」     

    至於 Heraclitus 的宇宙法則是什麼呢？這就要從他的宇宙觀來看，由於

Heraclitus 的宇宙是對立、變動且衝突的，因此，他的宇宙法則，也就是 logos，

                                                 
26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4. 
27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104-105. 
28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2. 
29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2. 
30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52. 
31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67. 
32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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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olute Being 

○○    Divine Reason and Energy 
○○○   Law, Mind, Intuition, Principle

○○○○  Word, Account, measure 
TEN:Logos 

○     THE ONE: Unity, Absolute, Eternity 

○○    TWO:    Duality, Tension of Opposite 

○○○   THERE:  Creative Tension 
○○○○  FOUR:   The Manifest World 
TEN:Unity, Wholeness 

具有「規範對立的交互作用」(regulate the interplay of opposites)33與「統一對立面」

的功能。 

    Richard G. Geldard 將「logos」與「統一」(unity)作一類比圖比較，如下圖所

示，顯示 logos 至高且獨一的形上地位。 

 

 

 

 

 

 

 

 

4. logos 的主觀理性的意義 

 

logos 最初作為語言詞句或描述解釋的意義。語言原有單獨的字構成詞，由

簡單的詞構成句，由簡短的句構成陳述，logos 的意義，含括著字詞統稱的語言

之意，也包括語言陳述的道說之意。這樣的概念容易連結到語言的使用主體，也

就是理性思惟主體，這讓 logos 的意義又擴增為「理性」與「理智」，或者「邏

輯」與「推理」。因此，logos 有時又被視為「理性地邏輯推論」。 

    logos 被當作「邏輯」，已經消失了它最原初本真的意義了。Heidegger 即指

出：「在後來的形而上學中，存在的原始意義都是隱失了的。Physis 成了『自然』

（物理），Aletheia 成為主客體相符合一致意義上的『真理』，Logos 成了『邏輯』

34。」 

    在 logos 最常被使用為「語言」的譯詞之下，其實就隱藏了 logos 作為主體

                                                 
33 Joel Wilcox, The Origin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68. 
34 孫周興：《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12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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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述表達的主觀意涵，在此，logos 與靈魂有了關連，logos 不但用於客觀，也存

在於主觀，被當作靈魂的理性能力。 

 

D45：「你不能找到靈魂的界線，即使你走遍每一條巷弄，靈魂有深刻

的 logos。」 

 

D115：「靈魂具有 logos，會自身增加。」 

 

    K. Held 將 D45 與 D115 的 logos 均譯為「思慮」；Guthrie 除了肯定 logos 是

「宇宙的管理原則」(the governing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之外，同樣肯定 logos

亦是「人類思想」(human thought)；Richard G. Geldard 認為「真正人類本質(human 

nature)就是 logos 本質(logos nature)，理解自己就可以知道 logos35。」同樣將 logos

看作「思想」(thought)。僅有 G. S. Kirk 否認 logos 被看待成為思慮或思想的可能

性，認為 logos 必須是「計畫」(plan)、「規則」(rule)與「法則」(law)。  

    不論 logos 如何被解釋翻譯，不論 logos 在此應當被看作「靈魂的思慮」或

者「靈魂的法則」，這都顯示了 logos 與靈魂緊密的關聯是存在的，logos 除了存

在於宇宙客體之中，同樣亦存在於靈魂主體之中。 

 

5. logos 的哲學術語的意義 

 

在 Heraclitus 的十則斷簡殘篇中，有三則的 logos 的前方加有冠詞(του 

λόγος)，鍾振宇將此視為 Heraclitus 獨有的哲學術語，並從 Heidegger 的現象學角

度進行解釋。       

    Heidegger 認為自古以來哲學家們普遍將 logos 解釋為「言語」(Verbum)、「理

                                                 
35 Richard G. Geldard, Remembering Heraclitus, p.55-56. 



 82

性」(Ratio、reason)、「邏輯和思想之必然性」(the logical as necessity in thought)、

「意義」(meaning)、「宇宙法則」(cosmic law)36。但對 Heidegger 而言，並非如

此解讀 logos。 

傳統哲學對 Heraclitus 的 D50 的解讀為37： 

 

如果你們不是聽了我的話，而是聽了意義。 

那麼，在相同的意義中說「一切是一」，就是智慧的。  

  

Heidegger 則將此則斷簡殘篇譯為38： 

 

不要聽我，這個終有一死(mortal)的講話者，而要聽從採集著的置放(the 

Laying that gathers)。如果你們首先歸屬於這種採集著的置放，你們就

真正地聽(hear)了，這樣一種聽的存在，因為有一種「讓一起呈放於眼前」

(a letting-lie-together-before)發生，通過後者，採集著的置放，作為

總體(as gather)呈放於眼前。如果有一種「讓呈放於眼前」

(letting-lie-before)的「讓呈放」(letting-lie)出現，就會有命運性(the 

fateful)的東西發生。因為真正命運的東西，即唯一的命運，就是：統一

著一切的唯一之一(the unique One unifying All)。 

 

Heidegger 更精簡地用自己的語言，將 Heraclitus 的核心概念詮釋成： 

 

不是屬於我，而是屬於採集著的置放：讓同一(the Same)者呈放：命運性

的東西成其本質（採集著的置放）：一統一著一切(One unifying All)。 

 
                                                 
36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0. 
37 Heidegger 在此採用 Snell 的譯本，其中 Snell 將邏各斯視為「意義」。 
38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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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 早期採取語言學解釋的態度，視 logos 為「言語的描述說明」，因

為他從字源學上解釋 logos 的意義。logos 的希臘文為「λόγος」，其相近形態為

「λέγειν」，λέγειν 意指著「道說」(talking)和「言談」(saying)，若從 logos 的相近

型態去理解 logos，便可得到 logos 的意思為：「作為言談(saying)的 λέγειν，和作

為被言談的 λέγόμενον39。」由於 λέγειν 的關係，logos 普遍被視為道說、言談、

敘述等。 

但後來，Heidegger 將 logos 的意義，從「言語的描述說明」轉向「採集著的

置放」(the Laying that gathers)。Heidegger 更進一步地將語音上相近的希臘文

「λέγειν」與德文「legen」相連結，而 legen 意指「放下來」(lay down)和「放在

眼前」(lay before)，其中 lesen 作為「吸取和聚集意義上的採集」(in the sense of 

collection and bringing together)，可在 legen 起「積聚」(bringing toghter)的支配作

用。因此，從音近的德文 legen 與支配 legen 的 lesen，去理解 λέγειν，可得到 logos

的意思為：「把自身和他者聚集起來的放下來和放在眼前(The laying-down and 

laying-before which gathers itself and others)。」 

Heidegger 將 legen 解釋為「置放」(lay)，lesen 解釋為「採集」(gather)，並

將兩者相等同。因為置放意味著「帶向呈放」(bring to lie)，同時意味著「把一物

放到另一物邊上，把它們放在一起。」這種「使事物一起呈放於眼前」

(bringing-together-into-lying-before)的方式，就是採集。因此，置放(lay)就是採集

(gather)40。Heidegger 說道：「logos 就是從原初的『置放』而來的原初的『採集』

的源始性『聚集』。Logos 即是『採集著的置放』41。」 

不可否認地，legein 具有「道說」與「言談」的意義，而更根源地 legen 另

具有「採集」與「置放」的意義，這代表 Heidegger 自我矛盾的解讀嗎？其實 logos

作為語言學的意義同樣具有「採集置放」的意義，即是把許多語詞聚集在一起。

Heidegger 的言說(saying)是另一種意義之下的言說，用來強化「logos 即採集著

                                                 
39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0. 
40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1. 
41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祕》，第 1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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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置放」的觀點，因為言說具有置放的本質結構。他的理由是：「道說和言談的

本質是讓事物一起呈放於眼前(letting-lie-together-before)，即讓一切被置放於無蔽

狀態(unconcealment)中的在場者一起呈放於眼前(come to presence)。原始的

λέγειν，即置放，早就以一種貫通並且支配一切無蔽之物的方式，展開道說和言

談。」 

言說既不是從「聲音」(vocalization)，也不是從「意指」(signifying)得到規

定，雖然言說普遍在「聲音的表達」(expression)與「意指的含意」(signification)

中，顯示語言的表現特徵。但 Heidegger 的言說是指「被聚集起來又有聚集作用

地 讓 事 物 一 起 呈 放 於 眼 前 (a letting-lie-together-before which gathers and is 

gathered)42。」因此，言說就是置放(To say is λέγειν)。 

相對於傳達性的「言說」，接收性的「傾聽」(hearing)又是如何呢？既然

Heidegger 認為言說並不是聲音的傳送，那麼同理，傾聽也不是耳朵作為一個器

官的聲波接收。言說與傾聽皆具有置放的本質，因此，傾聽是「一種自身聚集(this 

gathering of oneself)，留神於要求(claim)和呼聲(pronouncement)的自身聚集43。」

當言說使一切聚集起來並呈放在眼前時，傾聽者應當聚精會神、專心完全地投入

傾聽之中，傾聽並不聽從聲響的湧現或字句的表達，而是「歸屬於被傳呼者(belong 

to the matter addressed)」，也就是「歸屬於言說」，這也就達到「讓呈放於眼前(a 

letting-lie-before)一起呈現出來的東西，一起完全地呈放44。」 

這裡的傳呼者或言說者，不是指稱個體的人物，而是 logos，因為 Heraclitus

說：「不要聽從我，而要聽從 logos。」logos 作為置放的意義，將一切聚集且呈

放在眼前，而傾聽作為「同一置放」(όμολογεĩν)，構成整體，構成統一一切的一。

一(έν)不是僅是「一個」(one)和「唯一」(only)，更具有「同一」(same)和「統一」

(unifying)的意義45。 

                                                 
42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4. 
43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5. 
44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p.66 
45 Martin Heidegger and Eugen Fink, Heraclitus Seminar,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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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ogos」、「火」和「靈魂」的關聯 

 

    「logos」、「火」和「靈魂」牽連起關係密切的聯繫，其中，「logos」和「火」

在許多研究者看來是「同一的」(identical)，Guthrie 與 Joel Wilcox 即如此主張。 

Gurthrie 認為：「logos 具有物質化身(material embodiment)，即：火，而 logos

作為火變動的統一法則46。」他指出「logos」與「火」是一體兩面的原理展現。

Joel Wilcox 認為「logos」和「火」是同一的，但在某些方面又具有差異性。第

一，logos 和火都是永恆的，但火是「永遠活生生」(forever alive)，logos 是「維

持永恆」(hold forever)，這樣看來，一個富有生命力(animate)，而另一個沒有，

但或許可看成是具有生命種類中的兩種層次。第二，logos 和火都是統一對立，

但 logos 的統一對立的方式是「挑選並管理它們」(gathering and managing them)，

火的統一對立的方式是「構成或組成它們」(underlying or constituting them)，因

此，logos 和火彼此之間具有相當微妙的緊密等同關係47。 

Heidegger 則從「physis」與「logos」的關係去說明「火」與「logos」的同

一性，他專注於 Heraclitus 在「火」之中強調變動的「physis」部份，並稱之以

「自然湧現」。不論 logos 作為「言語表述」的意思，或者「聚集置放」的意義，，

都與 physis 具有密切一致的關係。physis 意指「透過現象而自足地湧現」，logos

則是指向「現象顯現的聚集」，雖然兩者之間仍有差異，但 Heidegger 將此差異

視之為對立同一，這也就是說，physis 作為「湧現」的意義，帶有一種「由隱入

顯」的作用，logos 作為「聚集」的作用，則是一種「由顯入隱」的作用，physis

的「顯」與 logos 的「隱」看來是相異的，但這種對立的相異其實即說明了兩者

的同一性，因為存在事物從隱藏狀態顯露，必然也會有存在事物從顯露狀態隱

藏，在這一隱一顯的交互作用中，physis 與 logos 即是同一。 

                                                 
46 W. K. C.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p.428 與 432. 
47 Joel Wilcox, The Origine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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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贊同「火」與「logos」、「physis」與「logos」的同一性主張，並企圖添

加「靈魂」在兩者之間的關係，強化此同一性的說明。 

    筆者將「火」視之為「物質火：arche」與「宇宙火：physis」，將「logos」

視為「客觀 logos」與「主觀 logos」。據此，筆者一方面從「靈魂」的角度進行

說明，因為 Heraclitus 將「靈魂」看作「物質火：arche」，認為靈魂的本質由火

構成，死亡則變成水，如此循環著(D36)，而在靈魂之中，靈魂具有 logos，可以

自行增長(D115)，因此，透過以個體人類的靈魂角度檢視「火」與「logos」，顯

見兩者秩序性地增長與循環運行。至於另一方面，則從「神」的角度進行說明，

神的地位、傳達與改變的方式都指出了「火」與「logos」的至高性，而「宇宙

火：physis」所表達出矛盾對立的變動，以及其變動之中暗示的支持原則，即指

向了「客觀 logos」，因此，透過普遍宇宙整體運行的佼渡檢視「火」與「logos」，

仍舊可以得到同一性的說明。     

    「logos」、「火」和「靈魂」作為 Heraclitus 最常出現的核心概念與字彙，成

為重新建構流變理論的關鍵要素，指出了衝突矛盾的流變理論、平行對立的形上

學概念，並提出「火」與「logos」的同一性宣稱。在筆者看來，此同一性宣稱

的意義即是提供在知識論上真理知識有無的探討，而其中的「靈魂」，作為人類

理解事物的理性力量，究竟能否洞悉在流變之中「火」與「logos」的一致性真

理，將交由在結論中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