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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虛無主義時代的技術問題 

 

第一節 自由意志或者存在的牽繫 

 

由於人可以選擇以不同的方式來解釋事物和製作事物，甚至可以對事物不做

任何說明，無論是將思想中的概念投射於事物，或者視事物為知覺的集合，兩者

都是對事物的一種暴力，然而既然人本質上具有解釋事物的自由，自然有可能對

事物產生誤解和盲目的狀態，錯誤的產生並不在於人的能力有限，而是在於對存

有的領會包含著相當複雜的層面。 

亞里斯多德曾將潛能解釋為運動變化的根源，並且說明技術產物變化根源在

於自身之外，而自然事物之變化根源則在於自身，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中，

海德格解釋哲學史上曾將「潛能」解釋 force(Kraft)以及 power(Macht)，筆者認為

此有也被海德格視為潛能，並且傾向於這樣的潛能解釋為「可能性」，而其衍生

的意義則指此有製造事物之能力，在《形上學導論》中，海德格稱這種潛能為

Gewalt，Gewalt 一詞具有控制和支配的含意。 

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第五卷第十二章中說明潛能的意涵，潛能是運動變

化的根源，嚴格地說，潛能是使他物變動的能力；也可以說潛能是一事物被其他

事物或自己改變的根源；再來還可說潛能是做好一件事情的能力，此外事物能不

被毀壞、不被改變也是一種潛能178。海德格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中，也指

出了潛能一詞具有多重意涵，不過，海德格認為潛能具有一個指導性的意義：使

事物生成變動的根源，其一情況為所生成事物與令其生成的根源不同，亦即這類

事物生成的原因在於其他事物，另一情況則指所生成的事物與其得以生成的根源

相同，不過必須就變化前後成為兩種不同的事物而言。因此，physis 指自然事物，

它們生成的根源在於自身，而潛能則是使事物生成的能力，那些生成的原因不在

於自身而在於他物的事物之根源179。 

不過潛能並非內在主體經驗的能力，意識對事物的建構並不足以充分解釋潛

能和現實的關係。然而，潛能也不能通過具體事物加以掌握，因果關係不足以辨

識出潛能。海德格將潛能區分為兩種類型，其一是承受形塑的潛能：「可塑性」

(Ertragsamkeit)，另一是抵抗的潛能：「生產」(bearance)。就潛能指導性的含意而

言，潛能必須在生產這種主動的意義上加以理解，亦即作為被生產者和被製造者

的根源180。究竟潛能的本質為何？只有洞悉上述兩種潛能之間的關係，才能獲得

                                                 
178 M, 1019a15-1020a5 
179 AM, p.57 
180 AM, 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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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此有並非首先經驗到潛能本身，而是藉由某種抵抗著的事物，才能經驗此

變動的根源。因此，在主動的意義上所理解的潛能，必須由被動的一面加以掌握，

受到自然事物的影響而展現的生產能力。 

在《形上學導論》，海德格嘗試用「詩歌」(Sophocles 的 Antigone)來描繪此

有和 physis 之間的歸屬關係，若從人作為潛能的觀點看來，人所具備的生產能

力，歸屬於 physis 之創造力，在此關係下所談的人，是從其本質觀點來看的，然

而，人也可以無限制地發展其生產能力，深入異境挑戰極限，此時人就像離開自

己熟悉的環境之「異鄉人」(the stranger)，為了揭開自然神秘不可測的面貌而冒

險，此階段中海德格以異鄉人隱喻人本質的異化，在 1950 年代對於詩歌的討論

中，也以異鄉人來隱喻人的存有，須注意的是此時所指的異鄉人，所指的是走向

自己本質的道路、走向本真的存有之道路、走向語言之道路之意。既然形上學的

語言已不足以描繪人的自然之間的關係，海德格找到了自己的代言人-「詩歌」，

為自己未來神秘的語言之境揭開序幕，詩歌的引用和詮釋，成為海德格在傳統哲

學用語之外所發現的另類語言。 

 對海德格而言，人的本質具有雙重意涵，而用來指稱人的希臘文 deinotaton

本身就具有雙重意涵，而此希臘文本身模稜兩可的涵意，正適合用於人本質的曖

昧性，海德格將 deinotaton 譯為「異鄉人」，一方面 deinon 指可怕的、陰森的東

西(the terrible)，另一方面又表示有力量者、行使力量者(the powerful)181，關於

deinon 的上述兩種解釋，海德格分別用德文 Überwältigende 以及 gewalt-tätig 翻

譯之，其意在於對照 deinon 的雙重含意以及在人本質中同時蘊含著 physis 以及

logos 的雙重能力，其一是歸屬於自然之「潛能」，另一則受 logos 引導之「能力」

(capacity)。海德格借用 deinon 一詞的歧義，以闡釋受到現代技術本質所主導的

現代人之本質，既容易沉淪於其中又在此淪陷的狀態中具有自我超越的可能，亦

即能夠在危機中發現轉機。 

 不只是現代人，自古希臘以來，人就在這雙重可能的邊緣搖擺不定，既順從

自然潛能的驅使，又企圖尋求更多的方式轉化並操縱其力量，海德格所思考的

「人」，盡力避免一般藉由理性和語言規定人的本質之思維模式，從古希臘的詩

歌到亞里斯多德「具 logos 的潛能」，再到「事實性生命的思考」，在這個脈絡之

中，追求著生命力與自然之關聯變動的歷程。看似接近尼采觀點中生命持續的自

保和提昇，然而，海德格確認為尼采的超人，是一種意識哲學最極端的型態，充

滿傳統形上學之色彩，以價值的觀點來看待存有，無異乎在現代技術本質的徵召

之下，將人當作隨手可得的工具一般，人的本質在此達到最異質的變形。 

 當 deinon 作為對抗 Überwältigende 的強力時，它是藉由 technē 使存有脫離

                                                 
181 IM, pp.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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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蔽狀態並作為存有者而顯現。海德格將 technē 翻譯為「知識」，不過他所謂的

知識和我們一般的理解不同，他將知識解釋為一種能力，此能力使存有以存有者

的形態出現，或許我們可以借用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的用語，將 technē

理解為真理的自行安置於作品，如此一來，我們就得說明一下，technē 與 art 之

間的關聯，art 一詞在希臘文的用法中，和 technē 並無二致，art 本真的意義在於，

art 最直接的將存有帶入在場，所謂「最直接的」，意思是說，art 並不是透過加

工和製造的方式生產，而是使存有成為存有者，使作為湧現之力的 physis 顯露。 

回到古希臘去!用希臘人想事情的方式去思考!海德格提議我們回歸到古希

臘的思想中去思考何謂技術？一方面技術歸屬於 poiēsis，另一方面也常和

epistēmē 相聯繫，因此，thchnē 同時具備生產(bring-forth)以及認識雙重意涵，這

裡所說的認識是指對於製作過程的熟悉，這表示構成技術的重要因素並不在於製

造的過程和方式，而是在於揭示。由此看來，技術究其根本涉及真理問題。既然

如此，我們彷彿看見了解釋技術命定的本質之線索。 

為了更清楚地勾勒出 Überwältigend 以及 gewalt-tätig 之間的關連，我們需再

補充的說明 technē 之涵義，海德格在討論現代技術的本質時，進一步將 technē

和 epistēmē 加以區別，前者指對於事物的熟知，而後者決定性的因素不在於製作

而是在於「揭示」，technē 是 poiēsis，從其英譯名可理解為「生產」，此外我們也

可參考德文的翻譯理解為「帶向前來」(Her-vor-bringen)。由此可見，即使 deinon

作為一種 gewalt-tätig 的強力，對於 Überwältigende 的反抗力量並非來自於暴力

的征服，而是運用自己從 Überwältigende 接收而來的能力，順勢的幫助

Überwältigende 顯露，現代人遊走在 Überwältigende 以及 gewalt-tätig 兩種力量拉

鋸的邊緣，此即現代技術雙重本質之根源，人打從出生就走上這條命運的道路，

受自己存在特質之驅使，受到強制力(gewalt-tätig)的驅動，走上揭示

Überwältigende 的道路，說得更徹底一點，人作為異鄉人本身就是一種揭示的途

徑，是所有存有者得以被接近的途徑。人的險境在於必須在諸多揭示的可能性之

間作選擇，如何才能認清甚麼是受到技術本質驅使下的強求？甚麼又是洞見存有

之真的開展？ 

 在將作為強制力的 deinon 以 technē 之本真意涵加以解釋之後，我們進一步

來看看 deinon 作為 Überwältigende 時，海德格以為其原初意涵在於 Fug，這個詞

或許我們可以通過技術本質 Ge-stell 來思考之，Fug 之希臘文為 dikēo，一般將此

字翻譯為「正義」(justice)並賦予法律和道德上的解釋，海德格認為無論譯為「規

範」或「正義」都無法表達其形上學意涵，存有，physis，作為 Überwältigende

是「原初的凝聚」(logos)，亦即「統御之秩序」-dikē。綜上所述，deinontaton 的

意涵在於 technē 和 dikē 之間的對抗，technē 闖入 Überwältigende 之中，企圖據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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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為己用，而 dikē 作為統御之秩序則預先決定了 technē。 

 既然人作為 deinontaton，其生存之本質及在於 technē 和 dikē 之間這種親密

的衝突，海德格強調：人是被迫以如此這般此有而存在，被拋入如此存有之必要

性中，因為，Überwältigende 需要一個得以顯現的場所、揭示的舞台182。然而，

以詩歌描述人之本質，只是海德格進一步追溯人的本質之暗示，我們必須回到他

對於巴曼尼德思思想之討論： 

 

斷簡五：思(noein)和有(einai)一致 

(Thinking and being are the same) 

斷簡六：legein 以及對存有者存有的 noein 是被需要的 

(Both are needful, the legein as well as the apprehension-of the essent     

in its being ) 

  

對照詩歌以 technē 和 dikē 作為人存在本質的描述，海德格以之說明巴曼尼

德思的 noein 和 einai 之間的關係，他以斷簡六之內容說明佐證之，在此斷簡中，

提到了常和 physis 成對出現的字，或者用海德格的話來說，logos 須從 physis 之

本質加以理解，然而，巴曼尼德思在此處所提出的 logos，和赫拉特利圖所說的

logos 不同，前者還是在海德格所認可的本真意涵下思索 logos，海德格解釋為「 

凝聚」(gathering)，而後者則是在人強力的活動，亦即在 gewalt-tätig 的意涵下理

解 legein，海德格以「聚集」(ingathering)區別之，logos 和 physis 之間的分裂正

是來自於 logos 脫離其本真意涵，而變形為強制力的聚集之轉捩點。海德格所要

強調的是，在巴曼尼德思的思想中，logos 和 noein 同屬於人的強制力活動，作

為 noein 和 legin 的必要條件，人被驅動以自由從事 technē 的活動，具體化存有183，

甚至化身為凌駕存有之造物主。 

 

來吧，讓我告訴你，注意聽我說的話， 

哪些是可以想像的探究之途徑。 

第一條路是：存在事物如何存有，那些不存在的東西又是如何不可能存在。 

這是可行之道，因為它追隨無蔽狀態。 

另一條路是：存在事物如何不存在，並且不存在的東西如何是必然的。 

我告訴你，這是一條不須考慮的道路，你既不能認識不存在的東西也不能把

它說出來，因為它不能被呈現出來。 

 
                                                 
182 IM, pp.162-164 
183 IM, p.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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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引用斷簡七以說明 logos 在巴曼尼德思思想中的另一個特質-「抉擇」

(Entscheiden)。有別於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所言之決斷，此處所說的抉擇，

海德格強調其分離的意涵，我們可以試著理解為「分道揚鑣」之意，亦即，人一

旦選擇了無蔽狀態，企圖揭示存有者之存有，使其顯現於具體作品之中，掌管並

保存使之免於遮蔽，那麼，勢必違逆自己與 physis、dikē 統一而為整體的本質，

可視為與整體我分離的開始，也是一種無法整全的片面性，因而，人時時刻刻都

處於必須重尋自我的狀態，或許此即海德格以「回憶」(memory)思考「思索」

(thinking)之用意184。 

logos 作為凝聚，其原初意涵在於「展現」，而此規定來自於 logos 存有原初

的凝聚狀態，因為存有意味著「達乎顯現」。然而，海德格更進一步強調，語言

的本質正是來自於 logos 的本質，這說明了 logos 為何被解釋為言談的原因，我

們必須注意的是，語言對於海德格而言，與一般意義下所理解內在體驗之表達以

及溝通具有很大的差異，關於語言的問題，本論文將在第五章處理之。無論是作

為聚集的強制力活動或是作為存有之凝聚，logos 之意涵須從人的本質加以理

解，而人的本質又隸屬於存有的本質，換言之，人之為人並不在於人是理性的動

物，而是在於存有者的敞開狀態。 

以上對於此有命定的存在特質概念上的描述，我們可在《存有與時間》中找

到具體例證-「事實生活的惰性」或即「沉淪」，以及海德格所描述的非本真之存

在狀態，無論是對事實性的或非本真的生存狀態之描述，都不是一種價值上貶抑

的評定，此描述仍具有其重要性，其重要性在於由此狀態的探究，我們得到客觀

知識形成的理由，完整地掌握 logos 如何作為陳述而成為普遍有效的語言觀，對

於各領域學科的發展瞭如指掌。除此之外，它更能使我們面對生命真實的面貌，

因為對生活汲汲營營的忙碌，為的是生存，為的是逃避終將面臨的死亡，死亡使

生命的現前狀態和過去的事實狀態，甚至將來的完滿成為可見，使此有特殊的時

間性得到解釋，由之，歷史才能作為歷史而為歷史，而非被創造為歷史，如此才

符合海德格對於存有之形成著的、通往自身的道路特質185。 

 

 

 

 

 

                                                 
184 Heidegger, Martin (1951/1952), What Is Called Thinking, A Translation of Was Heisst Denke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 Glenn Gray, New York: Harper&Row, 以下簡稱 WCT, pp.138-147 
185 Kisiel, Theodore (1993),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以下簡稱 GHBT, pp.253-257 



 62

 
第二節 走上命定之途? 

 

 促成存有領會的存有本身原本處於基礎地位，通過西方思想家們不同的解

釋，它的意義經歷了轉變，當存有在柏拉圖哲學中被規定為「理型」(eidos)時，

它已經不再具有規範作用，它成為存在事物，而作為存在事物，它需要另一種觀

點作為規定自己存在的準繩，根據柏拉圖的說法，諸理型的理型、最高的理型是

「善的理型」(the idea of the good)。而善的理型即標準本身，它使存有成為理型，

它是超越於存有的，存有不再作為自身，而是作為理型與其他事物對立地存在；

最高的理型就是諸存在事物的典範，海德格認為，這是「應然」(ought)和存有之

區分的開始，如果存有被視為理型，那麼應然就與之對立，思想據此作為陳述的

logos，而取得優先地位，換言之，一旦思想作為陳述的 logos 成為主宰，應然和

存有也就正式完成其區分，而康德就是完成此區分的人。對於康德而言，存在事

物即自然，它們是受數學和物理思維所規定的，亦即受理性所規定的。自然和無

條件命令相對立，康德稱無條件命令為應然，如此一來無條件命令成為存在事

物，這使可經驗的事物在十九世紀成了諸科學的對象。這種狀況威脅著應然的地

位，它被迫在其自身尋求根據並提出要求，亦即它必須具有自己的內在價值，或

者它本身就是價值，價值由之成為道德的基礎，但是，如果價值與作為事實的存

在事物對立，那麼，它們就不能存在，於是，人們只能說價值具有效性，據此，

有效性成了存在事物的主要判準，歷史就是價值的實現。然而，為避免有效性成

為對主體而言有效的東西，被抬高為價值的應然需要其他東西的支撐，為此，人

們賦予價值存在，使之成為現成事物。海德格認為價值思想在尼采哲學中達到最

頑強的統治地位，尼采就是在價值主導的背景下對形上學進行顛覆，然而他還是

跳脫不了價值陰影的籠罩，不但沒能顛覆形上學，反倒是促成了形上學的完成，

使之達於顛峰186。 

以價值規定 physis，不但是存有的危機，也是人受命運的捉弄，當一切存有

者連同存有都被視為一種垂手可得、用完即丟的工具時，一切事物都失去了差異

和個別性，所有的東西都在同一標準下被衡量，過往受善的理型、幸福的來世、

上帝的美善所指引的生活，在最高價質的崩潰之下，陷入了虛無的困境，為避免

生活失去目標，人們隨手抓取和建立專屬於自己的生存價值，讓事情變得簡單、

讓生活變得容易成了生命的指導原則，彼岸難以達致的理想生活、哲學複雜化境

況的思索活動被徹底的拋棄，正如在尼采《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Thus spoke 

Zarathustra : a book for all and none)中，大嚷「上帝不見了」的瘋子，海德格打著

                                                 
186 IM, pp.196-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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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籠所尋找的是曾閃現一時的存有之真。 

本節將以海德格在布萊梅(Bremen)關於技術問題的四篇演講之內容為背

景，從亞里斯多德形上學中，對於受 logos 引導且具靈魂的存有者之運動變化的

探討，來討論海德格如何發展亞里斯多德以「對立面」以及「闕如」來思考事物

如何生成之精神，從意志自我放棄的虛無中映現出隱匿著的湧現。此外並涉及尼

采生命哲學之討論，探究海德格如何以不具意志力的心態克服權力意志並幫助技

術本質的復原，尼采的永劫回歸和海德格的 Ereignis 之間有何辯證性的關聯？ 

就像巴曼尼德思所展示的真理之三岔路，海德格在此有和事物的存有之關係

的展開上，也發現了岔路，一條是通往異鄉的「命定之途」，另一條則為返鄉的

「語言之途」，在此小節筆者將先探究此命定之途徑，如何反映存有之真與技術

本質根本的關聯，亦即技術如何作為 logos 的其中一種展現方式，壓倒其他一切

logos 可能的展現方式，居於主宰地位，若技術的本質源於存有之本質的命運，

有無扭轉的可能？ 

尼采的價值思想，實為萊布尼茨判斷理論的極致表現，從自我確信到一切價

值的設立。如同海德格所言，一切技術活動以及手段並不構成技術的本質，而是

技術本質的產物，尼采的價值思惟則以意欲意志的意志(will to will)構成存有者之

存有，藉由絕對價值的先行設立，一切判斷的對象不再參與構成真理的活動，只

需意志的意志不斷地返回自身以及無限擴張力量即能夠確認真理的有效性。真理

從自我確信的正確性蛻變為一切存有者之存有的絕對價值的設立，對海德格而

言，真理在於存有者從隱匿到顯現的存有過程，若取消了存有者的參與，無異於

摧毀構成真理之為真理的結構，企圖窮盡一切可能性反到取消了可能性187。 

技術的本質和形上學本質是同一的，形上學的命運：虛無主義。現代技術的

本質隱而未顯，它在我們生產一切所謂技術的產物之前就已經存在，在我們注意

到何謂技術的問題之前就已經存在，在一切揭示受其支配的情況下，造就著虛無

時代的歷史運動，虛無並非一種主義似的學說，而是一種歷史的運動過程，它所

標誌的是一切價值的齊一化，一切揭示活動的單一化，然而，這不代表時代的悲

劇，對海德格而言，在受命運差使的情況下，潛藏著傾聽和回應現代技術本質的

可能，此可能不在於人意志力的操作，而是在於自我放棄，放棄以意志操弄一切

的態度，所謂的虛無，應是自我意志的虛化，其結果則為一切阻礙存有彰顯的障

礙之清除-無，因而，虛無本真的歷史運動在海德格的思想中轉化，通過雙重否

定的運動而達成的 Ereignis，真正被據為己有、被徵用的是受現代技術本質要求

的技術時代的人，人不得不接受此命運的安排被帶往唯一的揭示之道，視 physis

                                                 
187 Richardson, J Whilliam(1967): Throufh Phenomenalogy to Thought, Martinus Nijhoff / The Hague,
以下簡稱 PT, pp.37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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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ㄧ切能量的載體，然而，要掙脫此束縛靠的不是意志的對抗，而是在接受此命

運的情況下，認清自己的生存如何受到技術本質的支配，唯有認清了事實的處

境，才具備脫離現況的基本要素，當人洞見此本質性的命運關聯時，正是 physis

和 logos 在本質性的關聯中被瞥見的契機，此契機觸動了一切存有之為存有。 

無論是探討現代技術的本質或者虛無主義的本質，與尼采主動出擊顛覆一切

價值並且重建價值的態度相比，使用暴力的革命反而助長了壓制的力量，海德格

所採取的是接納的姿態，通過傾聽命運的安排，接收命運之力量，且被帶回到一

切技術的結果以及現象生成的根源，接受命運的差遣或者宣稱上帝之死都不是一

種悲觀的論調，正如海德格在引用喬治特拉克爾(Georg Trakl)的詩一樣，詩人哀

傷的學會放棄過往的語言經驗，此處所指的哀傷是真正達到快樂的可能條件。接

受命運的差遣並不是一種改變不了的宿命，如果真的有不得不的因素，所指的是

不得不肩負起自由解放的使命，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所言之有限的自由，

徹底化為深繫於命運的自由。 

存有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正是自然和領受之間的關係，亦即 dikē 和 technē 之

間的關係，也就是力(Überwältigend)和知識的強制力(gewalt-tätig)之間的關係。 

形上學根據意志的本質來思考自然，「意志」(the will)、「生命」(the life)和「冒

險」(the venture)都是形上學完成的時代用來指稱存有者之存有的概念188。海德

格在＜詩人何為＞一文中，以里爾克(Rilke)的即興詩說明形上學思想中對於存有

者的存有-自然的表象概念。自然、存有者整體或即世界通過表象的設置被帶到

人的面前，成為人所意求的與預定的儲備物189。在海德格所解讀的尼采中，人之

本質在於意欲力的意志(will to power)，我們一方面可藉由詩歌中 dikē 以及 thchnē

之間的衝突體會之，另一方面可嘗試從詩歌中所描繪的意志和對象之間的表象關

係加以具體化，最後對照 physis 和 logos 之本質關係來思考： 

 

正如自然將其他創造物交託給他們歡欣的冒險 

並且沒有給予土地和樹枝任何保護 

我們也不再喜愛自己存有的原始基礎，它使我們冒險 

除此之外，我們與冒險同行，意願它更甚於動植物， 

有時甚至甚於生命本身，憑著一絲大膽的氣息 

因而，它在外於庇護的地方為我們創造安全之所 

那是純重力的統轄之所 

它是最終我們所依賴的庇護之所， 

                                                 
188 PLT, pp.100-102 
189 BW, p.322, 另參見 PLT, p.110 



 65

當我們看到它威脅迫近時， 

為了能在最廣闊的軌道上，在律則觸動我們的地方肯定它， 

我們已經改變了它，使之進入敞開之中190。 

 

海德格以里爾克的即興詩對照巴曼尼德思斷簡六，說明人和存有者整體之間 

的關係，或許此詩正是尼采式形上學的最佳寫照，「在表象自然為冒險時，里爾

克形上學地依據意志的本質思考之」191，自然、存有者整體、世界都是為人而被

設置的，自然通過人的表象而被帶到人的面前。人設置世界，這種設置具有製造

的意義，並且是在人有意地貫徹對象化的意義上的製造。「敞開者(the open)：指

引整體 v.s 敞開狀態；人有意識的與世界處於對立的狀態」，意志規定著現代人的本

質，由於這種本質使得人和存有之關係異化，這是技術隱藏著的本質展現的過

程。然而，海德格認為詩人在對於存有者整體的一瞥中，可以獲得一種從技術現

象而來的暗示，形成克服技術本質所造成的難題之方法。 

「自然是冒險，冒險是一種重力：存有者整體之存在即冒險意志」，由於人把世界

對象化，他就遠離了純粹力，甚至成為與之相抗的敵對關係，技術就是與純粹力

分離的框架。然而，真正構成威脅的並非人的意願所從事的技術活動，而是人被

無條件的要求和命令的意志，亦即人被意願的意志，人受到技術本質的制約，人

的行動受到框架的束縛而不自知，人陷於不受保護的危險中。除非能死者能夠在

人和存有之關係中看見威脅著人的本質，他必須冒險進入深淵之中，才能為其他

人指出危險所在，這樣的人必須是最大膽的冒險家，並且具有更強大的意志，這

種意志本質上不同於為了貫徹對象化的有目的的意願，也就是說出於意志本身的

意志是不同於出於存有者的存有之意願的，亦即後者無意識地被技術本質意求著

不斷從事製造活動，並通過無條件的對象化而使自己和純粹的力分離，而前者則

是有意識地冒險進入存有者整體的開放狀態之中，後者有意願地接受並給出所接

受的東西，它不進行製造而是接受，藉由展開所接受者的豐富性而帶出所接受的

東西，為我們創造了在開放狀態中的庇護所。唯有將無保護狀態轉變成受保護狀

態，也就是從與開放者對抗的分離的轉向而進入開放者整體之中，我們才能從危

險情況中獲得保護。然而對於不受保護狀態的顛倒，就是對意志的顛倒，而且是

在意識範圍內的顛倒。 

對海德格而言，尼采對於形上學價值的顛覆，反倒促成形上學思想的極端化， 

logos 在尼采的思想中，比起巴曼尼德思的「思想和存有的一致」、萊布尼茨「真

理的標準在於判斷」，更徹底化為ㄧ切價值的核心-「意欲力的意志」，此價值之

基礎遠比一切有效性和正確性的真理要求還在先，無怪乎尼采曾言及：「價值的

                                                 
190 PLT, p.99 
191 PLT, pp.102-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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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比起正確性的問題更為根本」192，因為，意欲力的意志顛覆、重估並且設立

一切價值，以存有者之為存有為同一的重複-「意欲意志」(will to will) 193，此思

惟促成形上學-以持續在場的存有者為存有的傳統-達於巔峰，主體性之形上學完

成於「意欲意志」，此意志較諸現代技術的強求更為頑強，後者還有改變命運的

可能，前者則淪為命定的不斷重複，physis 和 logos 之間的歸屬關係變質為 logos

對於 physis 無止盡地意求，從持續的在場到儲備物，最後與尼采同一的不斷重複

一脈相承。 

海德格認為尼采確實體驗到虛無時代的來臨，但是尼采和傳統形上學一樣，

並未洞見虛無主義的本質，在尼采思想的基本要素「意欲力的意志」以及「同一

的永恆回歸」(eternal return of the same)194中，如果真的有所謂的「虛無」，那便

是沒有任何涉及存有的東西得到思考，尼采哲學的顛峰作為現代形上學的完成，

最極端地回應著現代技術本質壓制一切的統治，意欲力的意志完全蛻變為意欲意

志的意志、意欲自身的意志，從此，physis 被視為價值，這種價值思索的模式，

通過價值的設立，對象化一切存有者，存有者以及存有並沒有被消除，只是作為

其他異質的東西而出現，在海德格的思想中，只要企圖以主體意識的主動性對存

有者進行反思，就立刻從被拽出可能獲悉存有的境況外，人和存有者之間必須時

時保持著顛倒的關係，存有並非被意志所設立的價值，而是反過來，人受存有者

之開顯所決定，從屬於存有之本質。 

然而尼采此處所說的意志，我們不能從心理學的層面加以理解，它並非對於

所欠缺的東西之追求，不像亞里斯多德同時具備靈魂和 logos 的存有者，總是有

某種欲求的東西，因為，尼采的意志所追求的不是甚麼其它的存有者，而是虛無，

是受意志的驅使而流轉不息的意志自身，其具體的表現正是海德格所說的現代技

術將人帶往唯一的展現之方式，完成現代技術強求剝奪的，不是技術的東西，也

不是人無節制的作為，而是形成現代技術本質的歷史運動。亞里斯多德具 logos

的靈魂，同時具有明智以及對話雙重特質，雖然不是本源的存有現象，卻接近存

有現象的原型，在海德格的思想中，存有作為本源的現象，有種模糊了輪廓的原

型，它可以以任何矛盾、對立和衝突的方式現身，如同赫拉特利圖所言「對立事

物一往一來，從其一到另一，從其自身凝聚自身」195，也可以在無所意識的情況

下躲藏起來，「存有的本性喜歡躲藏」(Being inclines intrinsically to 

self-concealment )196。 
                                                 
192 Nietzsche Friedrich (1968), The Will to Power, translated by Walter Kaufmann and 
R.J.Hollingdale,New York:Vintage Books, no.588(1883-1886) 
193 Heidegger, Martin (2002), Off the Beaten Track,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ulian Young and Kenneth 
Haynes, p178, 以下簡稱 OBT 
194 OBT, p177 
195 IM, p.131 
196 IM, p.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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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不斷重複自我，對於海德格而言是不具時間的存有者，海德格認為存有

領會的可能性在於時間，具時間的此有是領會時間得以成為時間的媒介，尼采對

於永恆和不變的追求等於取消了接近存有的可能，如此一來存有的遺忘是必然的

結果，海德格認為尼采和傳統形上學一樣仍然是通過固定的在場、現成存有者來

思考存有，忽略了生成以及不在場乃是構成存有之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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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通過技術本質反映藝術之真 

 

真正主宰一切的，不是人類的求知欲，而是技術的本質，只有在我們真正地

理解了何謂技術之後，這種盲目狀態才能有所見，而其答案也只有通過我們對於

日常生活中與技術活動交織的現象以求得：「技術是實在的理論」(Science is the 

theory of the real)197。海德格認為現代科學的本質根源在於古希臘，必須通過與

希臘人，特別是詩人的對話以尋獲現代科學的本質意涵，因此，所謂科學的反思

其意義在於：反過來、回過頭來思索已經被思過的東西，回想起、想到已被說出

的話中，隱而未現的意涵，體驗歷史的再現，此即海德格所謂本質的東西，在我

們日常生活和處理事務的過程中處處影響著我們，隱藏著的、無所不在卻無處在

的東西。實在的理論所指的實為已經聽聞的，早已預定了的東西。理論一詞，其

古老的意義為「看守真理的注視」(The beholding that watches over truth)198，當我

們今天在談論進化「論」、相對「論」時，其意涵在於談論與某課題相關的本質，

談論關於生物、物理之本質的、真的東西，海德格認為以主體表象對象的思維在

技術的本質「框架」(enframing)中達到極致，科學的本質將 physis 豐富的意涵窄

化、對象化，使之成為垂手可得的東西、使之只從某種被限定的方式顯現。 

技術的本質隱藏於存有本質的命運，而技術的本質作為危險本身就是存有本

身的命運，不過救贖的力量恰恰來自這種危險之中，在這種危險中發生了雙重的

轉折，存有之真照亮存有之非真，我們才得以看見技術框架的本質以及存有之真

的否定-世界的世界化，並且發現危險，唯有辨識出危險的處境，才能夠生長出

救贖的力量，而此力量也具有雙重的意涵，一方面是人的支配能力，人通過此力

量將存有從遮蔽狀態解放出來，建立保持著無蔽狀態的世界，另一方面，此力量

也是一種存有的力，將此有拉回存有之真的遮蔽狀態中，揭示自行封閉著的大地。 

對於藝術作品本源的探討，即對於藝術本質之探究，而此問題最終指向 phyis

如何展現的問題，指向存有如何從潛能實現、所有的創造和問題的產生如何可

能？藝術的展現和技術的製作之間有著密切的關係，此關聯的討論也是本節的問

題之一，筆者認為這種指引性的關聯，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已有討論，亦

即符號和工具的使用之間的關聯，海德格從用具的討論過渡到藝術作品的討論，

藝術作品被視為一種指標性的媒介，其特殊性究竟何在？用具和藝術作品有著甚

麼根本性的區別？ 

 雖然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的形質說，以事物為成形的質料，其根據並非來

                                                 
197 Heidegger, Martin(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per&Row, p.157,以下簡稱 QCT 
198 QCT, 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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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於事物的本質，而是來自於用具的特質之考量。即便如此，藉由對用具的根本

之追究，有助於我們釐清何謂事物，用具的目的不在於自身、指向某些固定的用

途並且通過某些固定方式而實現，然而，藝術作品則沒有固定的目的和存在方

式，它作為存有之真而有所揭示。由於藝術作品屬於「自足的存在」(self-suffcient 

presence)，它比用具更接近自持的自然事物，不過用具處於一種媒介地位，藉由

用具我們能夠理解藝術作品及自然事物，理由在於用具一方面比起純事物更多了

用途，因而可視之為「半物」(half thing)，另一方面用具又比藝術作品少了自足

的特質，因而可視之為「半藝術作品」(half art work)199。《存有與時間》所討論

的及手事物、現成事物，在此更進一步地區別為「純事物」(mere thing)、「用具」

(equipment)以及「藝術作品」(the work of art)。無論我們所討論的是技術產物還

是藝術作品，面對這些熟悉的概念，我們必須採取相反的途徑，先放空以便擴展

其意涵？或者，先熟悉這些概念既與的意義，然後忘掉？事實上，上述兩途徑在

我們對問題的思索上是同時性的，或者用海德格的措辭，此相反的途徑是同等原

初的。 

海德格如何從眾所皆知的用具出發開展以及解釋上述問題？海德格並不個

別地以具體用具的描述為起點，而是在用具和藝術作品交織的藝術中，論述如何

以現象學解釋為途徑，從存有者過渡到存有。用具的用具性是在使用的過程中，

而非在我們對它的觀察和注視中彰顯。及手事物在《存有與時間》中，揭示其他

事物以及他者的存在，而用具性更根本地源自於「可靠性」(reliability)200，在＜

藝術作品的起源＞中，用具展開了為此有而存在的世界和大地。然而，用具的本

質並非透過對於具體用具的描繪、觀察而來，而是藝術作品告訴我們的，不過，

我們必須注意海德格並非指任何具體存在的藝術作品或其集合，而是指一切藝術

作品的起源-藝術，亦即展現存有的語言。至此，存有的展現顯示出雙重差異，

技術所生產的用具以及藝術所創造的作品，然而，兩者之間除了人為生產的近似

性外，海德格認為用具並非事物的本質，只有在我們面對藝術作品時，才能夠更

接近事物之為事物，如果存有者在作品中被揭示，這意味著真理在發生著，存有

者之真安置自身於作品中，亦即個別存有者處於其「存有之澄明」(the lighting of 

being)，此即藝術的本質。 

 「藝術是真理自行安置入作品」(Art is the setting-into-work of truth)201，這個

說法本身就有一種困難，真理如何安置？如果我們不用藝術家對實在的模仿來理

解，我們該怎麼去說明真理自行發生的可能？如果我們從事物出發來解釋藝術作

品，那麼，這個問題就確實是一個難題了，因為對於存有者的解釋始終是傳統形

                                                 
199 PLT, p.29 
200 PLT, p.34 
201 PLT, p.77 



 70

上學的課題和困難所在，海德格對於既有解釋事物觀點的描述和發問，迫使我們

不得不去面對的問題為「對存有的思慕」，「藝術作品以獨特的方式開放存有者之

存有」202，就此而言，問題並不在於是誰創造了藝術作品，也不是在於藝術作品

是否是對現實的複製，而是在於我們發現了比技術和判斷更恰當之展現方式，在

於藝術使我們得以從具體的存有者超越到存有的如何。藝術作品一方面開展了世

界，另一方面揭示了大地。 

 藝術作品所開展的世界，是凝聚一切人事興衰變遷的樞紐，而藝術作品所揭

示的大地，則是一切存有之為存有的根據-physis，世界得以開展的根據，大地庇

護著萬事萬物，使之作為自身所是而存在，同時也是領會著的此有賴以為生的依

據，給予人類未來的展望，事事物物復歸於此，歷史和時間在藝術作品中成形。

藝術作品這種凝聚一切的本質正是 logos 作為聚集意涵的展現，至此，海德格將

logos 的意涵，從判斷理論過渡到領會的發展-言談，繼而回歸到其古老的意涵，

亦即赫拉克利圖所說之「凝聚」(gathering)，「一即一切，一切即一」

(One:All,All:One)203，若以海德格在＜事物＞一文中所說的四重整體觀之，將更

為清楚。 

 前文曾提到藝術作品即真理的自行安置，安置一詞，或許我們可以藉由海德

格在《論根據的本質》所說的三種緣由(Gründen)意涵理解之，據之，「安置」指

涉使存有者之存有開顯之意涵。藝術作品所開放的世界，是生存著的世界、形成

著的世界(the world worlding )204，藝術作品開展了領會世界的可能性。在及手事

物中隱匿著的是意蘊整體，而在藝術作品中，隱匿著的是大地或即質料性。再者，

在用具的使用中，質料性藏匿於用具的用途中，此用途遮蔽了大地，相反地，藝

術作品在開展世界的同時並不遮蔽質料性的部分，反倒彰顯了質料性的部分、透

過回歸的方式揭示了大地，顯然，萬事萬物存在的根據從在世存有基於自由的超

越，回歸到大地堅實的庇護，雖然海德格強調以藝術作品來理解事物自身，是與

傳統上以亞里斯多德的「形式」和「質料」來解釋事物不同的，然而，就藝術作

品所開展的世界是未完成的、常新的、變動著、生存著的世界看來，海德格實深

受亞里斯多德透過「變化」以及「時間」的因素來思索存有之影響。 

 在藝術作品中所揭露的質料性並沒有固定的形式，這也是藝術作品和用具之

間重大的差異所在，在用具的製作上，使用的目的決定其質料和形式，就此意義

而言，事物被迫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顯現，然而藝術作品就不同了，質料具有豐富

多樣的展現形式，質料性非但不受形式的限制，反而藉由形式，而得以從作品有

                                                 
202 PLT, p.39 
203 Heidegger, Martin, Early Greek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Frank A. Capuzzi , 
p.69 
204 PLT,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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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的質料性映照大地之為大地，並且是在保持大地自行隱匿的特質之情況下將其

帶入可見之中，前者改造、剝削以及消耗大自然，後者則接受大自然的庇蔭和滋

養與之共存共榮，使事物如其自身顯現自身。 

 無論我們通過科學的測量或者物理實驗的考察，我們仍無法窮盡大自然的奧

妙，自然事物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始終不是思想所能解釋的了，儘管如此，

此有仍舊對之充滿疑問和憧憬，世界和大地之間處於這種親密的拉鋸關係，世界

透明無所掩飾，而大地卻隱晦且充滿秘密，彼此不同卻不相離，彼此對抗卻又彼

此促成，真理即非真。和邏輯的非此即彼很不一樣，海德格的真理總是必須同時

思索非真理，由於此有即真理，此有對於事物的解釋和領受本來就充滿變數和矛

盾，因此，邏輯試圖簡化問題的思考模式，本就違背作為在世存有、能死者或者

四重整體之一部份的人之複雜、相對、不可預測以及異質性。 

 真理源自於無蔽狀態，無蔽狀態或者我們在上文所說的敞開狀態，作為真理

的本質，海德格所要強調的是，自然事物的存有仍有許多不可思議之處，無論我

們對之有所理解和解釋，或者無所感，它們都已經存在於此、出現於此、開放於

此。海德格將這種狀態比喻為光芒，其照耀使我們能有所領會有所見，而光照所

不及之處則為假象產生之處，光的投射造成了一開放的場所，任何在此場所中出

現的存有者，都是被拋投於此，在我們反省之前，已經存在於此的事實性，然而

存有的無蔽狀態和存有者的敞開狀態也造就了存有之可能性。 

 然而，這個被比喻為光芒的東西、使存有者顯現的東西，即早年海德格所言

之存有的領會，為了更減弱人為思想主動介入的因素，海德格以存有之光稱之。

而真理的本質，從強調此有的生存到強調存有之光所照亮的開放空間，此空間正

是此有和事物得以相互關聯的基礎。世界和大地之間的衝突更深刻地顯示為存有

之光的開顯與陰影的遮蔽之交疊。沒有世界的開展，大地無法突現，沒有大地的

支撐，世界沒有建立的依據，存有領會過渡為存有之光照和遮蔽之雙重特質，如

果說真理是遮蔽和澄明之間的戰爭，那麼，藝術作品就是打了勝仗的戰果，是澄

明的開顯戰勝了遮蔽，不過，如果遮蔽和開顯總是同時發生，那麼，藝術作品的

誕生，同時也是遮蔽的開始，是誤解之可能性嗎？ 

 還記得在談領會可能性時，海德格曾說過，在領會選擇了某種可能性的同

時，它便失去了另一可能，這種情況在藝術作品的誕生中重現了，在藝術作品完

成除蔽的同時，遮蔽也產生了，換言之，真理的發生一方面是一種限制存有展現

的方式，另一方面則遮蔽了其他展現的可能，海德格稱之為「雙重遮蔽」(double 

concealment)。 

 海德格指出在希臘文中，並沒有特別指稱藝術的詞語，而是以 techne 一詞，

同時指稱技能和藝術，如此說來，藝術是一種技術。techne 這個詞根本和製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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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它是一種對事物認識，也就是說這種認識的本質在於「真理」(aletheia)，在

於存有者之存有的揭示，後者指引著一切對存有者的作為。由此，技術和藝術根

本就是指真理發生的同一方式，技術的生產所說的不是人為的製造，而是揭示地

將存有從隱蔽狀態帶入顯現，而一切存有者的顯現，皆在存有之中發生，此即

physis 的自行湧現之意涵。 

 談存有的領會，直接涉及在世存有的存在結構，似乎還是落在主體性脈絡的

範疇，而談真理的開顯和遮蔽，顯然有種去主體性的企圖，既然藝術作品是被創

造的，就和創作者脫離不了關係，只是在此創造過程之中，佔主宰地位的不再是

「為根據的自由」，而是存有本身使開顯可能、使「此」(there)的澄明可能、使

此有作為一開放的活動領域可能。存有本身本就充滿矛盾衝突，科學探究的目的

如果是為了求得確定性，顯然跟實事相背反，註定要以一種無法周全、限制性的

方式側寫存有者之存有。 

 若以拼圖的過程來想像，大地和世界之間開顯和遮蔽的衝突，並不是一種隔

絕彼此的裂痕，而是像拼圖一般，在將最後一片拼圖拼上時，此拼圖的圖樣才會

完整呈現，世界和大地彼此的衝突隱藏著一個缺口，後者並非一種無法彌補的欠

缺，如果搞丟了一片拼圖，我們便無法拼上最後一片拼圖使之展現，然而，世界

和大地之間親密的互動，卻因為缺少最後一片拼圖，而能夠以不同風貌展現，因

此，它永遠不是一個封閉的圓或完成了的圖形，而是一個開放的圓，一幅永遠只

差一筆就可以完成的圖畫。當世界和大地各自被安置在適當的位置上，此圖就成

形了，作品的創造正是在真理的存有在其圖形中被適當地安置。當我們以固定的

壓模來限制其展現的圖形時，就是將其限制在框架預定的展現方式中，如果我們

拋下壓模，不按這既定的框架來拼湊，其展現的外貌將無一相同，豐富和多元地

呈現。用具的製作總是因使用的目的有其固定的形式和質料，然而，自然事物的

生成卻不具有固定的形式，世界上沒有兩個人是一模一樣的，就連同一個人本

身，要長成甚麼樣的外貌和性格，也不是基因工程可加以操控的。 

 對問題的解答只是提出問題的最後一個步驟，真正有力的答案根植於探求的

過程之中。真理在作品的存有之中拼組的過程，海德格喻之為「賦詩」(comopsing)

的過程，所有的藝術作為讓存有之真理發生的東西，本質上是「詩」(poetry)。

真理在詩的語言中發生，海德格所謂的詩，狹義而言，指藝術作品中的詩歌，然

而廣義說來，其意涵可追溯到《存有與時間》中，言談表達可理解性的之現象，

言談是所有語言和陳述的可能性之基礎，因而海德格說道：「詩歌在語言中發生，

因為語言保存了詩的原初本質」205。詩的語言最大的特質在於：它將我們帶離所

熟悉的概念，並且引領我們回到原初關係之領域。正如海德格所言，我們必須跳

                                                 
205 PTL, p.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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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出傳統形上學思維的模式，才能夠返回現象自身，發覺那已經發生卻未被注意

的東西。由此，詩歌或者其他的藝術創作活動發生於語言之「說」(saying) 和「命

名」(naming)206。技術活動所生產的是存有者，而藝術或者詩的創作則為存有之

無蔽狀態的發生。 

其實海德格還蠻言行一致的，在他的思想中，任何現象總是包含著對立面，

包含著其他的可能性，總是包含隱晦和曖昧不明的部分，這種思路深刻地反映在

他的用字遣詞上，讀起來越來越艱澀、越來越隱晦，無形中卻增添了其豐富性。

自找麻煩地設法讓事情越來越不清楚、越來越複雜，是他骨子裡對於科學非黑即

白、設法使事情簡化和清晰的企圖之反動。越到晚年，海德格越斟酌其措辭，例

如，它將人稱為此有、在世存有、人類存有、能死者，在＜論真理的本質＞(On the 

essence of truth)中有個具體的例證，在談真理的本質時，海德格稱人為此有，在

談隱匿的非真理時，則稱人為人類存有，海德格在用詞上的細微變化，以一種非

工具性的態度進行思考。 

在討論根據的本質時，海德格曾言及根據是無根據的自由，在藝術作品的存

有中，大地是真理在作品中發生的基礎，而藝術本質上是起源，亦即真理發生的

開始，真理達乎存有並且成為歷史的特殊方式。真理自行安置入作品，說穿了即

存有的發生，而存有的成為作品，到了後來被轉變為上帝的創造物、可被計算和

操控的對象207。藝術的本質作為存有者之存有的揭示，解決了真理如何安置於作

品的問題。 

從藝術本質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藝術作品的雙重特質：「大地的開放」(the 

setting forth of earth)以及「世界的建立」(the setting up of a world)，被創造性和被

保存性。藝術作品的諸特質皆指向真理的發生，也就是真理透過作品而使無蔽狀

態得以保存。介乎事物和工具之間的藝術作品之所以如此特別，其原因在於它是

統一思想和存有之樞紐，它是人和存有之間最原初的關係，亦即在人和存在事物

之間異化了的關係之前，在傳統物概念成為主宰思想之前，此有和存有之間關係

之如何展現於其中，然而它同時又是思想和存有從親密關係之中分離的開始，是

存有從作為聚集的 logos 落入作為陳述的 logos 之開始、是作為 Überwältigende

湧現之 physis，與以 physis 為根源之自然事物之間的齊一化，是存有被視為存有

者而加以思索的開始。 

Überwältigende 和 gewalt-tätig、存有和思想之間的關係，正是大地和世界之

間的關係。而大地和世界之間的關係則表現於藝術作品之中。海德格以希臘神殿

為例說明大地和世界。希臘人稱這種在自身中以及所有事物中的「湧現」(emerging 

and arising)為「自然」(physis)，它照亮了人們棲居於其上的根源—「大地」(the 
                                                 
206 PLT, p.74 
207 PLT, p.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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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rth)。大地是湧現者返回其中的地方，並且是庇護所有湧現事物之所，在湧現

的事物中，大地作為庇護者而現身在場。藝術作品的創造是世界成為世界的根

源，世界的建立仰賴於藝術作品的存有，在開放世界的同時大地也得以被開放。

大地和世界的開放即藝術作品的特質。世界是「自我揭示」的開放性，而大地是

那個不斷「自行隱匿」(self-secluding)之存有的即將到來，是那個庇護及隱蔽著

的存有。由作品這種矛盾的雙重特質，我們發現大地和世界之間處於一種緊張

的、互相競爭的關係，此外藝術作品又是真理發生之處，如此說來，Überwältigende

和 gewalt-tätig、存有和思想、大地和世界之間的關係正是隱蔽狀態和無蔽狀態之

間的更迭、隱蔽和澄明之疊現，此雙重的隱蔽狀態正是無蔽狀態的本質。而藝術

作品「聚集」(logos)地統一了大地的隱蔽以及世界的澄明兩種矛盾衝突的特質。

Heraclitus 所說的 logos，正是在這種對立的統一之意義下說明作為凝聚的 logos，

說明 logos 即存有者的存有，「對立一來一往的移動著，從其一到另一，從其自

身凝聚自身」208。 

 
 
 
 
 
 
 
 
 
 
 
 
 
 
 
 
 
 
 
 

                                                 
208 IM, p.1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