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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到形上學問題的根源 
 

迫使自己進入發問狀態， 

其方式為動搖牢固的基石， 

這個牢固的基石是什麼？ 

西方思想精神即開始於這個基礎。 

《形上學導論》 

對於 logos 多重意涵的討論，首先必須涉及 physis 的根本意涵，才能求得其

完整的意涵，前文曾提及，存有的問題必須以此有為出發點去探索，這也意味著

釐清 logos 在哲學史上以及海德格哲學中複雜的演變，有助於我們接近存有問題

的核心，存有的難題既然出自 logos 概念的歧義，那麼，海德格對於 logos 在哲

學史上各種不同的解釋之回顧和探究，有哪些東西是無法繼續下去？又有哪些東

西被承襲下來並得以繼續發展？前文所擱置的 logos 本質問題及其與 physis 本質

之間的關係將在本章得到說明。當然在探究 logos 的本質為何前，我們必須先對

physis 的本質有所了解，因為，physis 概念形成的來龍去脈正是存有難題產生的

背景。 

關於 physis 的本質為何，海德格在亞里斯多德的物理學中找到了線索，亞里

斯多德對於自然事物和技術產物的存有之區分，在海德格看來，亞里斯多德已具

備識別之眼，能夠區分存有者和存有者之存有之區別，只是在亞里斯多德的探究

中，這個問題並沒有顯題化，而是以事物複雜成因的交織呈現，亦即技術產物偶

然地為自身形成的原因，或者自然事物的存在偶然地仰賴技術製作的情形，無論

是何種情形，亞里斯多德已經是在存有論區分的視域中探究事物的存有。 

存有論區分的可能在於，此有能夠脫離現實，在出離的狀態中達乎存有，在

現實的情況下，我們能夠親身知覺到的是實際存在的東西，而不是所謂的存有，

海德格認為，我們之所以能夠知覺到實際存在的東西，前提在於我們已經先行領

會了這些東西的存有，也就是說，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作為樹木、桌椅，仰賴我

們先行看見它們已經是的東西(存有)，能夠將自行顯現的東西(存有者)以及未顯

露的東西本身(存有)區分開來。此即海德格以「生存」(ek-sistent)描繪此有的存

在特質之用意。此外不具區分的眼光通過存有者解釋存有，而非從存有領會存有

者。 

一方面 physis 的本質意指存在狀態，而 logos 的本質在於凝聚地安置，前者

指向自然事物生成的原因在於自身，而後者則指藉由 logos 之助讓存有顯現，亦

即藉由已經存在的東西，彰顯未顯現的東西，一方面我們可以藉由事物事實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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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彰顯事物的存有，另一方面，我們又能夠區別，事物的實際存在仰賴事物之為

事物的存有，後者一方面指事物作為自身存在的原因，成為自身(自然事物)，另

一方面又指事物作為技術產物，是此有藉由對於其存有的預覽和展望製作而成，

就此而言，海德格欲強調的是，事物的存有表面上雖然仰賴人的技術活動，實際

上仰賴的是事物的先行存有，亦即生產者對於事物之存有及其存有的如何之預

覽，才能夠一步一步地在製作過程中實現之。因此，技術產物仰賴的並非技術活

動，而是對事物的存有之熟知、領會或者認識。 

如果將存有視為固定的在場，那麼，就很容易落入以對存有者的觀察和描繪

認識存有的侷限之中，因此，我們必須在海德格特別地加以區分之形式意義下領

會存有之意涵，才能在生成著、變動著以及未定的開放性中掌握存有之意涵。如

果我們回想起先前的討論中曾以此有為討論存有問題的起點，我們便能發現，海

德格對於存有問題所抱持的態度，與討論人之為人的態度非常貼近，對海德格而

言，人就如尼采所言，是未決的動物，此有從生到死的過程即其存有的過程，必

須到死亡的那一刻才真正完滿，因此，在此有死亡之前，其存在意義總是未成定

論的、時時刻刻不同的、開放的、常新的，此有的存有可以看作存有的縮影，不

同的是，此有是具時間的存有，而存有則為超越時間的存有，前者具備時間性，

是時間性的存有，而後者則為創造時間的存有，使時間成為時間。此有的存有實

為時間與非時間的接觸點209。 

此外海德格在亞里斯多德對 logos 的解釋中，發現 logos 具多重意涵，一方

面 logos 以「陳述」的方式有所揭示，另一方面 logos 以「知覺」的被動性融身

於無蔽狀態之中，前者透過言語或文字揭示所欲表達的東西，涉及「語言」的問

題，後者則通過領會的投射而勾勒出世界現象整體，指出存有領會受存有之真的

指引，並非單純屬於人的主動能力，這在亞里斯多德的哲學中是一種「潛能」

(potentiality)，在海德格的哲學中則是一種「可能性」(possibility)、「適合性」(the 

appropriateness for…)210。關於 logos 的雙重意涵，海德格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

現》中，是就事物的多種理解方式(對事物的熟知)，以及對周遭環境的一種思慮

來說的，強調唯有從「知覺」的面向來思考亞里斯多德所言之 logos，才能對掌

握其本質意涵。無論從 logos 的主動或者被動意涵看來，logos 的問題與此有本身

的存有密切相關，只是海德格在亞里斯多德這裡發現「知覺」比「意識」、「理性」

更適合於解釋 logos。(Parmenides 所言之 noein 勢必得列入探究的範圍，因為，

海德格在《形上學導論》曾嘗試從知覺的面向思索思(noein)的概念)。在希臘人

的思想中，對事物最純然的知覺就是「真」(aletheia)的，就像眼睛的目標在於色

                                                 
209 汪文聖教授,自我超越與生死問題間的弔詭性:胡賽爾與海德格對生死問題論述之比較,國立政
治大學哲學學報, Vol. 9/December 2002, p.113 
210 P, 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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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一般，知覺總是真的，沒有真假之別。如果不再單純地知覺某物，而是「將某

物看作某物」(something as something)時，logos 就演變為一種綜合結構，產生「陳

述」或「判斷」，這時才有所謂「錯誤」和「假」的問題。海德格認為只有將 logos

立基於「知覺」的基礎上(無蔽狀態使此有對存有者的存有有所覺知)，才使 logos

作為「理性」(ration)、「根據」(ground)和「關係」(relation)之意涵成為可能的。

由存有領會所發展的言談，受處身性的限制。至此，海德格思想中的 logos 原型

為「知覺」(perception)以及「真」(truth)。 

 

  

 

 
 
 
 
 
 
 
 
 
 
 
 
 
 
 
 
 
 
  
 
 
 

 
 



 78

 
第一節 形成比質料更能體現 physis 

 

 希臘人將存在事物整體稱為 physis，這個字通常被翻譯為「自然」(nature)。

關於 physis 的討論，海德格先在《形上學導論》中探討此概念的形成，而後在＜

論 physis 的概念及本質＞一文中，深入探討亞里斯多德的《物理學》中對於此概

念的思考及解釋，以說明 physis 的本質，在對 physis 概念的形成之討論中，海

德格所採取的並不是歷史地重複先哲對於此概念的解釋，他以現象學的方式展開

physis 經歷了幾個階段的轉變後所呈現的核心問題為何，從已知的東西中辨析隱

藏著的存有論意涵。 

海德格認為現存事物並不等同於 physis，physis 並非我們所能觀察的那些現

象本身，而這些現象我們視之為自然的一部分。physis 是存有自身，存有者通過

physis 而成為可觀察和可保持的東西。原初地說，physis 一方面指自行湧現的東

西，以及湧現者所駐留之領域，亦即存有所開展出之空間。另一方面指從隱藏狀

態顯現的過程，使隱匿者顯現出來且駐留。海德格將 physis 釋意為：「自我綻放

的顯現」(self-blossoming emergence)、「開放」(opening up)、「展開」(unfolding)，

那個在這種展開中展現自身的東西、那個於展開中保存以及持續的東西，簡言

之，那個事物顯現以及逗留於其中的「地帶」(realm)211。 

海德格早年從亞里斯多德的哲學中獲得的啟示-「變化在存有問題中的重要

性」，深植於海德格的思想中，從事實生活的現象學解釋到在世存有的生存論分

析，乃至於四域凝聚的物化以及世界化，在在展現海德格將運動變化的動態意涵， 

與先行領會而具有的詮釋處境之間的連結和發展。海德格依據亞里斯多德的物理

學，探究 physis 的本質意涵進程如下：「變化的根源」(the origin of change)→「適

合性」(the appropriateness for)→「呈現」(presencing)→「形成」(placing into the 

appearance)→「潛能」(potentiality)→「在途中」(on the way)→「實現」(having-itself 

-in -its-end)→「闕如」(deprive)。 

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第五卷第四章中曾闡釋 physis 的意義，首先，就

physis 的語源而言，它是指「生長物的生長」(genesis)；第二，physis 是一生物

由之而開始生長的內在部分；第三，自然事物運動變化的根源；第四，physis 也

可以說是自然生成事物的原始材料；最後，physis 即自然事物的本質212。在亞里

斯多德的思想中，關於存有者本身為何的問題初看之下指向 ousia 的概念為何？

亞里斯多德試圖用類比的方式說明存有的多重意義，並且提出 ousia 統一了存有

的多種意義，海德格認為存有的類比並不是對於存有問題的解答，反而是指出了

                                                 
211 IM, pp13-14 
212 M, 1014b17-1015a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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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迫切的難題，古代哲學正是由於對類比的誤用才陷入思想的困局之中，而思

考類比難題的關鍵在於潛能與實現的意涵中213。 

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首先對於存有提出不同側面的問題，他問及了「存有

如何生成」的問題，與一般將實體視為亞里斯多德對於形上學問題的解答之看法

不同，海德格認為實體問題的考察尚未觸及存有問題的核心，而是亞里斯多德在

《物理學》所探究的「運動狀態」(movedness)，才觸及了存有的核心問題，而

此問題我們也可以另一著作《形上學》所討論之潛能如何實現的問題理解之。海

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對於存在事物的運動變化及其根源之提問，是希臘哲學家中

最先深入思索 physis 問題者，從海德格在＜論 physis 的本質與概念＞逐句闡釋

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二卷第一章，追溯 physis 的本質，即可想見此問題之重

要性。海德格認為雖然古希臘開啟了形上學問題的探究，但是真正洞見存有問題

並提出富啟發性的思想蘊含的哲學家是亞里斯多德，他是首先以完整的概念深入

physis 本質問題的哲學家，關於他對此問題的提出及探討的內容保存於其著作

《物理學》中，海德格強調：「亞里斯多德的物理學是隱蔽著的，並因而從未適

當地被學習的西方哲學的基本著作」。214 

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physis 專指那些自身即為變動的原因之自然存有者

之存有，並稱之為「實體」(ousia)，不過海德格認為以「存在狀態」(beingness)

或「在場狀態」(lying-present)來理解 ousia 較為貼切。ousia 究竟是什麼？一般而

言，亞里斯多德以前的希臘哲學家對此問題提出三種答案，分別是「質料」

(matter)、「形式」(form)以及「生產」(gene-sis)215。亞里斯多德在《物理學》中，

則認為 physis 是事物生成變化的內在根源(origin)，此外，他在《形上學》中提

出自己對於 physis 的看法，他認為 physis 是指「質料」以及「生長過程」216，

亦即「事物的本質」，它潛在地是一個這個而非已實現的這個，因而，physis 也

可解釋為「潛能」(potentiality)，不過此二者並不等同，前者是自然事物生成的

根源，後者則泛指一切存有者之存在根源，包含人為製造的技術產物。 

亞里斯多德對於 physis 的討論，涉及了兩個重要的問題，分別是「時間」(time)

以及「形成」(placing into the form)217，亞里斯多德以永恆的存有與時間的存有之

對立來理解 Antiphon 所說明的 physis，此區分基於「延續性」(duration)的時間概

念，事物被區分為有限和無限的存有，但是，海德格認為這組對立概念的關鍵要

素是「呈現」(presencing)而非延續性。對海德格而言，ousia 同時意指現成事物

                                                 
213 AM, pp.34-39 
214 P, p.185 
215 Aristole (1963), The Physics, translated by Philip H. Wicksteed, M.A & Francis M. Cornfo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a9-31 
216 M,1046,ch.4 
217 P, 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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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進入無蔽狀態的呈現。只有辨明事物的在場與不在場、無蔽與隱蔽狀態，並

透析其間的關係才能夠適切地掌握亞里斯多德對 physis 本質的闡釋。ousia 意義

的模稜兩可導致存有論區別的遺忘，此即傳統形上學的問題所在。在場者與不在

場者同時包含彼此，非存有並非單純否定在場者的虛無，而是存有者之闕如，換

言之，無論是在場者與不在場者、存有者與非存有者，都必須從「存有」的面向

加以理解，然而存有還須從其相對的一面，包含其所缺乏的一面以領會之，海德

格於是問道：「為何是有而不是無？」這是海德格從亞里斯多德「闕如」概念所

得到的領悟，在場化狀態須與個別的、特殊的在場者加以鑑識，存有必須與存有

者區別開來。 

亞里斯多德思想中「質料」和「形式」的概念看似來自於 Antiphon 對於「成

形」(the stable)與「未成形」(unstable)事物的討論，不過海德格認為看似相似的

兩組概念，其實有著根本的不同，實言之，亞里斯多德是徹底反對 Antiphon 的

思想的218。在 Antiphon 看來，四元素才是歷久彌新的 physis，它們所形成的外形

千般百種，根本不足以決定存有者之為存有者，因此，質料對於 physis 的本質規

定才具有決定性的地位。然而，亞里斯多德卻認為「形式」較「質料」更能夠說

明 physis 的本質，談起 physis 的本質，存有者之為存有，形式才是關鍵因素。

如此看來，原本相似的概念架構不顯得針鋒相對了嗎？ 

亞里斯多德對於形式和質料之本質關係的探究，將存有問題提升到一個新的

層面，首次對於未被思索的運動狀態提出問題並尋求解答219。由於亞里斯多德對

此關係的討論實已涉及了存有與存有者之區別，涉及了從無到有之如何存有的問

題，從現存事物的存在狀態超越到存有者之存有的探究，因此，形式需從運動狀

態加以理解。關於事物如何存在的問題，即是關於事物生成變化的問題，即是亞

里斯多德對於運動狀態的討論，運動狀態並非物理學上所理解的位移概念，而需

以「變化」(change/umschlag)來理解，隱蔽著的東西通過變化而顯現，由此運動

狀態即一種存有的方式，其特質為「湧現地進入在場狀態」220。 

若將亞里斯多德所區分的兩種事物生成變化的根源-變化的根源在變動者自

身以及變化的根源在於他物-對照於 Kraft(改變他物之能力)的討論221，也就是對

於變動根源不在自身的存有者「技術產物」(artifacts)之討論222，海德格以「起始」

(origin/Ausgang)和「支配」(ordering/Verfügung)解釋事物生成的根源，為了強調

根源所具有的雙重意涵，將其意譯為「起始著的支配」(originating ordering)以及

「支配著的起始」(ordering origin)。由此 physis 指那些運動狀態的根源在其自身

                                                 
218 P, p.209 
219 P, p.209 
220 P, p.191 
221 參照本論文 p.80 
222 P,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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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事物之存有。必須注意的是，physis 並非實際存在的事物，而應該說 physis

通過現存事物而顯現，此外 physis 也非柏拉圖式理型，超現實地存在於自身，

physis 是個別存有者之存有，繼 ousia 之討論後，海德格再一次強調存有論區別

的問題。由於個別存有者具備質料和形式，因此，它是存有者而非一種存在方式，

physis 是現成事物的存在方式而非具體存有者，由此可見，physis 作為從無到有

的運動過程本身是一種歷程，海德格一方面強調其「在途中」(on the way)之特質，

另一方面強調闕如觸發存有，是自然事物朝向自身的完全實現之目的因。 

此問題亦涉及 physis 和 technē 之關係的討論，其原型為海德格在《存有與

時間》對於及手事物以及現成事物的區分，以及兩者和此有之關係的討論，亞里

斯多德是在一個廣泛的討論中，追究一切事物的成因，而海德格更聚焦於對於事

物在世界的開顯中如何作為用具而被揭示的可能性面向，在此階段上，海德格還

在為先驗哲學的困境摸索出路，到了＜藝術作品的起源＞，海德格才真正經歷了

革命性的轉折，他發現用具介乎藝術作品和自然事物之間的媒介性地位。 

我們還須討論 physis 是否有所謂非本質性的部分？從運動狀態討論 physis，

表示我們問及了現象展現的問題，海德格在《形上學導論》曾指出僅有區別出

physis 和現象之間的差異始能理解兩者之關係，並且在＜論 physis 的本質與概念

＞一文中也曾談及：「表象」(appearance)是事物生成的運動狀態223。一般而言，

表象被理解為隨著時間出現、消失、易變、短暫，與不變的存有相對的東西，然

而，海德格卻指出隱匿於這組對立概念之中的統一狀態才是更原初的現象。海德

格曾區分三種不同程度的表象，分別是為「光照」(radiance)、「現象」

(appearing/scheinen)以及「假象」(mere appearance/Anschein)。physis 作為「湧現」

和「持留」之希臘文意義，同時指光照的現象，physis 和 phenomenon 兩個字具

有相同的字根「phyein」，即「自足地湧現」(self-sufficient emergence)，若現象的

本質是「顯現」(appearing)，那麼 physis 即通過現象而得以顯現，據此，存有的

本質即 physis，現象則為揭示 physis 之「湧現力」(the power that emerges)，而揭

示即真理之原初意涵224，海德格所言之真理問題實為存有問題在此得到映證。 

當 physis 作為現象而顯現，即 physis 以某種外形彰顯，與此同時，physis 也

有可能不以某種外形呈現，在此具體顯現的情況下，同時是另一種可能展現方式

之剝奪，由此，真理作為揭示之意涵同時是非真的遮蔽。此即假象和謬誤之緣由，

physis 之非本質性的可能。關於 physis 如何顯現的問題，涉及 logos 和 physis 之

間的關係，logos 在此被解釋為命名，當我們說這是桌子時，表示我們已經看到

作為桌子而存在的東西，才能夠說這是桌子，也就是說必須先有某種已經「形成」

                                                 
223 P, p.191. 
224 IM, pp.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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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的存有者時，我們才能稱此存有者為某某225，可見 physis 的顯現和語言關係密

切。因此，physis 的本質在於形成，當事物成形(存有)，我們才能稱謂以及陳述

之，據此，physis 和 logos 獲得統一。 

語言必須在 logos 的原初意涵之下理解，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壓根兒沒有

想到要將 logos 發展為特殊的邏輯理論，他仍沿用古希臘對此詞的解釋，特別是

赫拉特利圖斷簡 93 所提到的 logos，「當它隱匿時有所揭示，當揭示時則有所隱

匿」226。我們必須在「揭示」、「除蔽」的意義上理解 logos，而不是單純地以理

性的意義思考之，海德格對於「人是理性的動物」這個翻譯的批判，正來自於他

對 logos 的解讀脫離的傳統的脈絡，logos 在海德格的思想中，是對整個形上學體

系的反動，然而在對 logos 概念發展的批判和解讀之過程中，在成為傳統之要素

的古希臘思想家中找到構成他思想的要素，赫拉特利圖賜予 logos 原初豐富卻隱

晦的意涵，巴曼尼德思則確立了 logos 特殊意涵使用，亞里斯多德將 logos 發展

為多重意涵，擴大其不確定性，萊布尼茨則從亞里斯多德那裏汲取 logos 部分意

涵使之居於要角，最後在尼采意欲的意志完成 logos 最極端的變形。 

就海德格的思想看來，存有現象之要素在於天、地、人、神四者的凝聚和統

一，其中，人作為唯一具有 logos 的存有者，似乎扮演著最能體現存有之為存有

的角色，但這只是表面上看來如此，實則海德格更強調此有作為自然事物的一部

分，語言從此有之口說出，正如人從母體生出一般，是自然地孕育而生成，其中

蘊含著人的知識和技術操作不了、製造不了的部分，以亞里斯多德在物理學中所

舉的例子為例，相信可以貼近海德格的想法，一個醫生如果生病，他之所以能夠

復原，主要的原因並不在於他的醫術高明，而是在於他擁有可以重獲健康的身

體，對於醫療的知識只是幫助他康復起來的輔助條件，並非必要的條件227。再高

明的技術如果沒有大自然的孕育和滋養，也無法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沒有自然

事物作為合適的材料，我們如何製作事物，即便是人類的存有，也屬於自然事物

之一部分，歸屬於 physis。 

 用具的存有、藝術作品的存有乃至於人的存有共通的地方在於揭示，用具揭

示意蘊整體，藝術作品揭示大地並建立世界，事物凝聚四域，作為走向死亡的存

有則揭示存有，而這些不同層面的揭示實屬於廣義的 logos 之意涵，存有為何非

得顯露？為何需要 logos 和 vehnemung？因為「缺乏」、因為「沒有」、因為「無」，

存有總是「從無到有」的過程、「從無論說存有」，若回顧海德格之前所思的根據

之本質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大膽地說存有的根據在於無根據，我們能夠證明大自

然的存在嗎？我們對於自然事物的認識和解釋能夠阻撓其存在嗎？亞里斯多德

                                                 
225 P, pp.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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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P, pp.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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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企圖證明 physis 的存在是愚蠢的，海德格則試著反其道而行論證之，並從論

證的過程中發現，此有的生存本質正是在於出離現實，以從存有者辨識出存有，

從有辨識出無，始能夠從既有的東西生產出還沒有的東西，哲學作為生命的哲學

不就是如此活出來、生出來的？ 

 關於如何存有的問題，最令希臘人困擾的，或許是無法想像未曾存在的東西

如何存在？或許我們該問的除了海德格如何思考存有問題之外，也該去想想甚麼

是海德格沒想到的、缺乏的？甚麼又是我們在思考海德格時沒有想過的？欠缺

的？並且在忙著去追求那些我們所缺乏的東西之前，先想想我們為何需要這些東

西？唯有認清生命的本質和存有之關聯，我們才能不只是盲目地受意志的驅使，

而洞見問題的根本。對海德格而言，認清上述關聯是痛苦的，然而海德格所說的

痛苦，並不是心理上的感受，更非生理上的痛覺，而是一種構成人存在基調的要

素，舉凡所有海德格所言之本真的生存狀態，焦慮感、死亡等等，人的本性傾向

於追求快樂、避免痛苦，然而，海德格要我們正視，我們所竭力逃避的正是構成

我們生命的要素，通過對此生命本質痛苦的體驗，才有真正獲得快樂和解脫的可

能。有時候我們不免懷疑，知道這些根深蒂固存在於我們生命之中的東西，究竟

有甚麼意義？我們還是得為生計奔波，還是周而復始地過著生活，這於我們有甚

麼影響？強調如此的生命基調以喚醒我們的危機感？如果只是這樣，那和尼采生

命的本質在於保存和提昇有何差異？認清事實的處境究竟能在何種程度上改變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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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logos 多重性中的指導概念 

 

在《形上學導論》，海德格說明了 logos 概念的雙重性，作為原初揭示(make 

manifest)意涵的 logos，以及脫離此原初意涵的，作為強行揭示(gewalt-tätig)之

logos，在海德格的解讀中，從巴曼尼德思開始 logos 的原初意涵生變，此亦為形

上學的開端，海德格繼續說明 logos 又如何發展為 eidos、ratio 的概念，其中以

亞里斯多德之 logos 概念為第二階段質變的轉折，由於，logos 在亞里斯多德的思

想中，不只具有雙重涵意，而是具有多重意涵，這使得 logos 的根本意涵遮蔽的

更嚴重。無怪乎，海德格 1931 年在佛萊堡大學夏季學期的講課，針對亞里斯多

德形上學第九章前三小節逐字逐句的翻譯，並加以充滿個人風格的詮釋，其講課

內容則編纂為《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一書。到了亞里斯多德時代，logos 正式

作為一為探究思想律則的學門而成立，邏輯科學膨脹理性的作用，以之為判定存

有的法庭，海德格認為藉由亞里斯多德思想中 logos 概念之探究，除了有助於我

們檢証邏輯的基礎並撼動其主宰一切的地位之外228，更能引領我們深入探究語言

之本質意涵。 

我們可以從海德格早年在馬堡(Marburg)的講課中，獲得一些構成海德格在

《事實性詮釋學》和《存有與時間》中對此有的存有之闡釋的亞里斯多德因素，

特別是在亞里斯多德《尼高馬各倫理學》(NicomacheanEthics)第六卷、《形上學》

第七章以及《物理學》第一至二章，在《亞里斯多德的現象學闡釋》一書中，我

們發現有別於《存有與時間》中自創的複合式新詞，海德格的用字遣詞在此書中

還保有傳統的影子，並正經歷摸索可貼切表達其思想的用語之階段，此時期的海

德格顯得平易近人多了，他所思考的是事實生命之如何的現象學詮釋問題，在隨

後的著作《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並交相參照亞里斯多德《形上學》、《尼高馬

各倫理學》和《物理學》對存有問題的相關討論，嘗試對 physis 和 logos 在亞里

斯多德思想及隨後的傳承中，加以創新的解釋，並以其轉譯和詮釋為背景，發展

自己所思考的真理問題。理查森(William J. Richardson S.J)也提到海德格在弗萊堡

大學的講課，經常涉及 logos 以及和邏輯(Logic)相關的課題，如亞里斯多德的邏

輯和存有論(Aristotle’s logic and ontology)、概念的構成(Construction of concepts)

以及語言的本質 (The essence of language) 等229。 

海德格思想中的亞里斯多德因素，更確點地說，即「是語言」(language)的

因素，logos 作為陳述既然肇始於與亞里斯多德的《論詮釋》(On Interpretation)，

那麼，海德格理應以發現問題的始末之姿態去找出能區別於傳統的解釋，其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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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對應於 physis 和 logos 問題之探究而呈現雙重性，一方面探索 physis 之概念的演

變，另一方面批判 logos 概念的發展，由此二途徑中揭露根本的問題，相互映照

彼此之本質及兩者之間相互的歸屬關係。 

一般將 potentiality 以及 actuality 翻譯為「潛能」和「實現」，海德格分別以

德文 Vermögen/Möglichkeit 以及 Verwirklichung/ Wirklichkeit 翻譯之，與之對照的

英文翻譯為 capability/potentiality 以及 actualization/actuality。由於海德格對源自

希臘文的這組用語有其獨特的理解和翻譯，為了保留其意涵，我們暫不以中文譯

之，而使用德文譯名 Möglichkeit 以及 Verwirklichung。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

分別討論了這兩個希臘文的一般用法和涵意，並且在此過程中賦予此二詞更深遠

的意涵，在海德格看來，亞里斯多德對於此二詞意義的延伸，一方面雖然強化了

logos 從巴曼尼德思以來變質為 gewalt-tätig 聚集的意涵，卻也造就了重獲 logos

本質根源的轉機。 

亞里斯多德以「力」(force)來理解 Möglichkeit，海德格則以德文 Kraft 譯之，

亞里斯多德以為 Kraft 主要的涵意在於：「使他物改變的根源」(being an origin of 

change in another)，Kraft 是運動變化的根源，此根源不在於產生變化的存有者本

身，然而，有時運動的根源和事物變動的原因在於同一個存有者身上，不過在此

情況下，變動前後的存有者是不相同的230。亞里斯多德進而對 Kraft 的類型加以

區分，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雖然提到生產活動也是一種 Kraft，但是亞里斯

多德並不以「生產」(produce)作為 Möglichkeit 的指導意涵，這種對於變動根源

的歧異性，非但不代表亞里斯多德的思想缺乏嚴格性，反倒成為其敏銳思想之最

佳例證231，由於海德格曾以為以因果關係解釋亞里斯多德所思之 Möglichkeit 以

及 Verwirklichung 之意涵和關聯不甚恰當，原因在於，因果關係慣於以結果來看

待原因，亦即容易將事物的生成之原因簡化為人的技術活動，如此一來，Kraft

便容易強化 technē 的意涵，向構成人的雙重特質之一-「強制力」(gewalt-tätig)

靠攏。 

至此，我們必須回過頭來思考一下亞里斯多德所列舉的兩種 Kraft，分別是

「承受」(bearance)以及「抗拒」(resistence)，兩者分別代表 Kraft 的被動狀態以

及主動狀態，海德格之所以不認為亞里斯多德只是單純從 Kraft 的幾種類型和表

現方式中挑選出主要的代表，理由或許在於，亞里斯多德所舉的這兩種 Kraft，

在某種程度上，對於海德格在 Sophocles 的詩歌中所找到的人本質的構成要素有

相當的影響，也許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 Überwältigende 以及 gewalt-tätig 和

bearance 以及 resistence 之間概念構成的關係。對亞里斯多德而言，承受是被動

地接受改變的能力，而抗拒則為主動改變的能力嗎？在海德格看來不盡然，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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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被動的接受和容忍改變的情況下，蘊含著主動的能力，而後者看似主動的

生產能力卻和承受不可分離地共同決定了 Möglichkeit 指導性之意涵，海德格認

為對承受以及抗拒本質聯繫之思考，才是理解 Möglichkeit 本質的關鍵，海德格

如此詮釋亞里斯多德，用意在於批判同情地理解之想法，並反對以主體經驗的投

射或移情作用來理解事物之存有，強調事物總是必須先行存有，我們才有可能加

工和改造之，是那個抗拒著的東西使我們經驗到 Kraft，而不是我們作為主體將

所經驗的 Kraft 轉移到他們身上。海德格如此的詮釋可謂呼應了在探討存有的領

會時，所強調的，不是我們的理性能力主導我們和事物之間的關係，而是事物的

敞開狀態決定事物和我們之關聯232。 

由於 Kraft 具有使他物改變的力量，作為變動的根源本身是一種進行著的活

動，是事物朝向目的完滿實現的如何，因此，Kraft 之本質及是一種對自身超越

的要求。海德格進一步指出存在狀態的 Kraft 以及存有論的 Kraft 之區別，前者

涉及了 Kraft 之為 Kraft 本身，亦即 Kraft-sein，後者則為具體存在的 Kraft，在我

們經驗到個別的 Kraft 時，表示我們已經先行領會了 Kraft 之存有，並同時理解

了事物由之而得以產生的根源，因此，在某種意義上，Kraft 是起始，亦即受作

用的 Kraft 之開端；反之如果是在 Kraft-sein 的本質意涵上理解之，我們也同樣

領會到個別的 Kraft 總是某種作用力和受作用力，並且理解作用者和受作用者的

差異，如果兩者是相同的，表示受作用者和作用者在不同的意義上是同一事物，

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藉由不同類型的 Kraft 之討論，以辨識出具體 Kraft 的存

有總是蘊含於 Kraft-sein 之中，存有並非類概念233。此問題之討論顯然涉及存有

論區別之問題，差異必須通過某種近似的關係而理解。 

此外 Möglichkeit 還有一個更深刻的意涵：作為「朝向某物之途的環節」(the 

moment of being on the way to something)，作為他物的根源本身就是一種朝向他

物的「歷程」(procceeding)234，如此說來，就 Möglichkeit 之本質而言，必須要求

自身超越自身，海德格在談亞里斯多德 physis 的本質概念時，是以從其自身朝向

自身的歷程來思考的 physis，此外在處理語言問題時所說的「走向語言之途」235，

都是從「在朝向…的途中」這種形成和變動的歷程加以思考的，無論是就 physis

而言、就「走向死亡的存有」而言、就事物的物化或是世界的成其自身而言、甚

至是空間的成為空間、時間的成為時間，皆由這種朝向自身、成其完滿的觀點而

言。 

最後，亞里斯多德對於 Kraft 的討論，在區分不同存有者所具有的 Kraf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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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AM,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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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達到其思想的顛峰，至少在海德格看來是這樣的，因為海德格認為亞里

斯多德的區分以存有者具不具備靈魂為標準，並且以之為基礎，進一步區分具

logos 的存有者和不具 logos 的存有者，有趣的是，如果我們將 logos 翻譯為理性，

那麼，亞里斯多德的問題就一筆勾銷了，因為，在此階段的討論上，最令他困擾

的問題是，究竟動物具不具備 logos？海德格認為正因為亞里斯多德思想中 logos

概念和 physis 一樣，總是具有多種解釋和不確定的意義，才會造成往後哲學家的

不同解讀和發展，當然，這也造成的問題的歧出所衍生的，對海德格而言，非本

質性的問題和闡釋，究竟 logos 之根本意涵和延伸的概念為何？在海德格看來，

是引人深思的問題，也是他思想始終如一的旨趣。 

究竟海德格如何解讀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首先，海德格強調，當亞

里斯多德說具不具備靈魂和具不具備 logos 時，我們不該用擁有或不擁有某種屬

性的觀點來理解，而該以靈魂和 logos 為存在方式，與其說具靈魂和 logos 的存

有者，不如說「靈魂的存有」和「logos 的存有」來的貼切，很明顯兩種說法呈

現不同的歸屬關係，前者以存有者為先在，將靈魂和 logos 附加於上，而後者則

以靈魂和 logos 為與存有者一起，與生俱來的天賦236。 

 海德格在《尼高馬各倫理學》中，發現了亞里斯多德解釋 logos 的經典段落，

對海德格而言，這個段落對於 logos 的詮釋，將原本就具有雙重性的 logos 加成

了，原本具有雙重解釋的 logos，在此處又冒出了另外兩種複合概念，等於是重

疊再重疊，在此，logos 一方面表示對事物的「熟知」(conversance)，另一方面表

示「對周遭事物的估量」(circumspective calculation)，前者涉及「知識」

(knowledge)，後者則關聯於「選擇」(decision)以及有所決定的「聚集」(gathering)

之意237。第二義的 logos，海德格延伸地解釋其具有「對話」(conversation)和語

言之意涵，在對於周遭境況評估的同時，靈魂一方面「和自身對話」(talk to 

onself)238，另一方面又和事物以及他者對話，原初的語言特質蘊涵於其中，和《存

有與時間》相互輝映。 

生產活動即在與自身的對話有所選擇，生產本質上就是一種與自身的對話，

亦即在生產的聚集活動中討論何者適合何者不適合，並對討論的內容有所認知，

生產的可能性則基於此認知在生產過程中展開，此即《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所

言之對周遭事物的「環視照料」，因此，生產活動並不是一連串的命題和陳述，

而是對世界，亦即對於週遭存有者的開放狀態的一種基本的心境。海德格進一步

推展亞里斯多德所言的「生產活動的熟知是具 logos 的潛能」，將之詮釋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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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活動受言談所指引」239。此即海德格對於我們所熟悉的「人是理性的動物」之

闡釋，如此活著的動物是在「語言」的指揮下生活和行事的。人的存有是作為活

生生的此有，語言對他而言是本質性的，「語言或即言談原初地理解為：以詩歌

向自己和世界表達關於世界的一切，因為詩歌公開世界和大地」240。從《存有與

時間》的「言談」直至荷德齡(Hölderlin)的詩歌，海德格的語言深處蘊藏著 logos

的古希臘意涵，其中以亞里斯多德因素最為突出。 

 在 logos 與 Kraft 結合的情況下，海德格稱這種 Kraft 為「能力」

(capability/Vermögen)，對應於前文所言之構成人生存本質之一的存在特質

-technē。上述對於某物的熟知之 logos 意涵，在與 Kraft 聯繫之後，便成為一種

熟悉於製造和生產活動的能力。海德格強調兩種 logos 意涵之間微妙的區分，第

一義的 logos 僅僅為探究之緣故理解事物，並不試圖製作或改造它們，讓它們作

為自身所是而存在，然而，在與 Kraft 結合後，logos 便具有 technē 的特質，除

了對事物的熟知之外，更藉由對生產活動的熟知，對事物加以製作或改造，此即

海德格在〈追問技術問題〉中所列舉的各種強求事物的現象之根源所在。 

 海德格認為與 logos 結合的 Kraft，一方面表現出生產活動的有限性，另一方

面也揭示了其他不在場的東西。這種 Kraft 的特質在於它受反面的引導。出現在

受 logos 引導的存有者之存有的 Kraft，亞里斯多德主要藉由構成生產過程之因素

討論 logos 的意義，海德格認為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 具有兩種不同層面

的解釋，一種是本源性的解釋，另一種則為狹義的解釋，本源性的 logos 意指對

被生產者的熟悉感和敞開狀態，作為陳述意涵的 logos 則為衍生性的解釋，當亞

里斯多德提到受 logos 引導的 Kraft 時，同時意指上述兩種意義。 

 此外海德格也說明了 eidos 概念實來自於 logos，在生產活動中，居主導地位

的是作為「選擇的聚集」之意義的 logos，這個討論之重要性在於，海德格欲透

過亞里斯多德思想中對於變化的討論，扭轉形上學思維中看待主體性因素的眼

光，在事物的產生過程中，人確實參與了其中，然而，人並非此過程的主導因素，

而是「收受者」(receiver)，首先，須有已經先行在此的事物，再則，周遭事物必

須先是可見的，亦即處於敞開狀態之中，人才得以發現事物並對之有所感知，海

德格對「受 logos 引導」(led by logos)第一層面的反思即在於這種反客為主的關

係。其次，前文曾言及海德格思想之中蘊藏的亞里斯多德因素即語言因素，也可

在此階段的討論中獲得線索，logos 作為 conversance 在亞里斯多德本源的解釋

中，意指「覺知地探索…」(perceiving exploration of)以及「熟悉地關聯於…」

(conversant realating to)，此熟知對自己說關於某物的資訊並且討論所得之訊息，

它是「和自己的對話」，「和自己討論」以及「要求自己說明」的一種思慮的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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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這種情況不只局限於生產活動，更發生在我們任何時刻對事物的認識、行事、

探索之活動中，然而，這種對話常常是在沉默的狀態中進行的，這種語言不見得

以陳述的方式被說出來，如同對某活動或比賽的實況報導一般，看來是不連貫

的、破碎的。至此，我們看見了海德格討論語言問題的本質因素。 

 然而，海德格強調，上述 logos 本源的解釋並不是一種靈魂和自身的對話，

更非一種靈魂的能力241。生產活動的根源在於靈魂總是追求某種目的。logos 作

為有所選擇的聚集以及言談的表述之意，指向其對立面，因而技術生產的事物總

是包含著對立的特質，指向未顯現的現象。在這個階段上，海德格所談的 logos

和 Kraft 的關係，著眼於技術生產活動，亦即探討技術產物和此有之間的關係，

不像在引述赫拉特利圖時，海德格所強調的是 logos 和 physis 之間，亦即自然事

物之存有與此有之間的連繫。由此可見，logos 作為揭示的凝聚之原初意義，在

與人的存有產生關聯時，就會引發對立矛盾的存在狀態，此即遮蔽的可能所在。

然而，這只是一個較狹義的遮蔽，海德格更以赫拉特利圖所言「存有本身喜歡隱

藏」，來談更廣義的遮蔽，亦即包含在現象的顯現之中的假象以及表象的可能，

此雙重遮蔽才是構成存有之本質要素，揭示本身即為遮蔽。  

logos 作為凝聚的揭示之意涵，將存有和存有者牽繫在一起、拉攏過來。海

德格認為關於潛能和實現的問題指向「存有者本身為何」的問題，一般而言，潛

能和實現的問題侷限於與運動的意義相關的範疇，不過，海德格認為此問題不能

僅僅著眼於運動意義的探討，必須以運動現象為起點，追求它更深遠的本質意

涵，那就是關於「存有者本身為何」這個哲學史上最大的難題，這個問題的核心

在於，亞里斯多德將存有者為何的問題劃分為四個範疇加以解釋，並且以類比的

方式說明存有者的存有可以透過類比的方式從這四個範疇中得到解釋，但是海德

格認為亞里斯多德並沒有充分的理由論證這樣的解釋，在類比的概念為何未加以

澄清的情況下，解釋存有者之為存有者的問題，勢必也只是讓此問題變的更曖昧

不明。 

海德格對於 physis 的意義在思想史上的演變，指出了存有的意義是人給的價

值，而不是由 physis 本身得來的，人們已經習慣自己所接受並給予的意義以及價

值，視之為自明的概念，然而，海德格是否要問：「思想認為自明的內容真的是

毫無疑問的嗎？」「價值是否可以從 physis 本身蘊生出來？」形上學的難題在於：

physis 和 logos 的分離；logos 從揭示的可能性方式，變形為思想對事物的規定。

physis 從一切存有者如其自身展現的根源，淪為依據主體意識的判斷所規定的價

值，noein 從相應於存有而有之領會轉而為一切存有之根據。對於海德格而言，

這不但不是思想的進步，反而是思想的困境。思想所要追求的不是思想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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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思想內容所由來的根源，對於思想的淵源和有限性有透徹的洞見，才有發展

以及超越的可能。 

海德格透過對於存有概念的歷史回溯，於討論的過程中，展現出諸多存有的

闡釋終究指向什麼樣的統一意涵，那個使得哲學史上所有關於存有的討論成其自

身的指導性的本源為何？存有展現的方式各個不同，無論是通過語言、技術或者

藝術作品，終究是受著那個本源的敞開領域的恩澤(gift)，海德格所要作的，就是

通過諸存有展現的現象，追究那使現象得以如此展現的存有為何？其方式是透過

概念的現象學還原，不過其還原的方式是藉由對於概念的形成發展之掌握而非擱

置，唯有清楚地掌握既有概念的生成與演變的情形，才能夠掙脫概念所給予的限

制而掌握超出概念之外的深刻性。任何概念的本質都在於它形成的過程，只要它

尚未停止變動，總是無法被視為固定不變的意義，亦即，總是可以透過新加入的

更動而有所不同，對存有動態的領會是海德格思想中最深刻的地方，也是其思想

難以理解的原因，我們必須在閱讀其著作的過程中不斷地思索並與之對話。因為

他的論述和著作從來就不用清清楚楚的定義和概念加以闡述，其著作之價值正是

在於每一次的閱讀都有能激發不同程度的理解，正如纏繞整個西方思想的問題那

般，總是無法成為定論，總是成問題，總是還有值得思索和探討的問題趨迫著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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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logos 和 physis 之關聯 

 

當海德格在用 logos 一詞時，視之為一種中間語態，也就是說 logos 作為「凝

聚」(gathering)或「帶入面前」(bring into forth)的意思時，所構成的句子，究竟

是被動式還是主動式，必須視此句子當中的主詞而定，舉例來說，當他說事物凝

聚四域於一身時，被凝聚的是四重整體，還是事物？當他說此有藉 logos 揭示存

有者之存有時，究竟 logos 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語態？海德格沒有明確的說明，

因此，當他說真理自行安置於藝術作品時，我們搞不清楚誰是主詞，我們不知道

究竟是人主動的行為？還是真理自然事物的力量？這或許是海德格真正的用

意，打破我們對於慣用句法的依賴，模糊掉句子中的主詞和動詞之間的關係，使

我們每一次閱讀一個句子、一段文章時都能不得不陷入思考之中，而不是一看句

子就立刻有本能的反應和熟悉的釋義。 

在希臘人對人本質的規定中，logos 和 legein 意味著上述關係，「在場的存有

者由之而為人類存有凝聚自身，只要人作為和存有者之為存有者有關的存有者而

存在，揭示或者遮蔽這些存有者，人才能對存有者之存有有所說」242。自然存有

者的存有藉由 logos 而得以被經驗。前文曾指出 physis 之顯現蘊藏著遮蔽的可

能，其具體展現同時是一種遮蔽，logos 作為揭示，其任務在於除去現象之遮蔽，

然而，logos 是在遮蔽的情況中進行除蔽的工作，也就是說，揭示本身與遮蔽實

不可分離地構成現象的本質，在此情況下，除蔽同時造成遮蔽，真理同時是非真

理，physis 和 logos 之間正處於這種爭執之中，physis 和 logos 之間的關係展現為

世界和大地之間的衝突、technē 和 dikē 之間的僵持不下、gewalt-tätig 和

Überwältigend 之間權力的爭奪。海德格對於 physis 和 logos 之間這種親密的爭執

相當著迷，且認為赫拉特利圖是唯一思及這層關係的人，因而，當海德格在解釋

logos 的本質時，常引用赫拉特利圖之思想說明之，「對立一來一往的移動著，從

其一到另一，從其自身凝聚自身」。對海德格而言，斷簡中所言之對立事物正是

physis 和 logos，一方面指出 logos 並不等同於 physis，另一方面又指出兩者是在

一種爭鬥的情況下統一而為整體。「physis 和 logos 是同一的」(physis and logos are 

the same)243。「當你不是聽我說的話而是聽 logos，那就是跟 logos 具有同樣的智

慧：一即一切(all is one)」244 

logos 正是 physis 形成的過程，而 physis 作為一種存有的模態，其顯現的方

式不只一種，存有可以如何顯露？通過工具的生產、用具的製造、藝術作品的誕

                                                 
242 P, p.213 
243 IM, p.130 
244 IM, p.128 



 92

生或者語言的說出？看起來是這樣沒錯，然而，就海德格思想的探究路線看來，

在上述列舉的存在樣態中，如同亞里斯多德所思，似乎存在著層次的分別，不同

的存在事物，體現不同的存在方式，其中及手事物較現成事物更具存在性，而藝

術作品比起用具更體現存在特性，最後，語言又是所有藝術作品中最貼近存有本

質的存在方式，由此，存有的本質藉由此有之口而如花朵般綻放。 

physis 和 logos 之間最主要的差異在於，前者意指那些自身為變化根源的存

有者之存有，後者則指使他物變動的根源。在討論 logos 和 physis 之關係時，海

德格用亞里斯多德物理學中討論的醫療和健康之關聯為例說明，究竟病患能夠恢

復健康，原因在於醫療技術的幫助，還是在於病患本身有恢復健康的潛能？在此

討論中，海德格想要強調的是 physis 比起 thchnē 更屬原初變動的根源245。欲探

究 physis 和 logos 之關聯，首先必須注意 logos 具有不同層次之意涵，若就 logos

之衍生性意涵而言，logos 歸屬於 physis，若就 logos 原初意涵而言，physis 即

logos。正如赫拉特利圖所言「physis 和 logos 是同一的」。 

對海德格而言，logos 的原初意涵必須透過 physis 的本質來了解，關於 logos

和 physis 的關聯問題，赫拉特利圖和巴曼尼德思是具指標性的人物，前者達到

logos 和 physis 統一的境界，後者則使 logos 作為思想(noein)和存有對立起來。由

此可見，從「凝聚」(gathering)和「領受」(noein/apprehension)的意涵上解釋 logos，

有助於我們釐清 logos 和 physis 之間的關聯。 

因而在說明了 logos 如何從陳述之意追溯到與存有領會的關聯之後，海德格

又從 logos 的另一個廣被使用的意涵繼續探究其根本含意，亦即作為理性、思想

的意涵。此階段海德格將討論的重心放在探索 logos 如何從其原始意涵演變為思

想和理性的意涵，無論是從陳述概念反溯 logos 的原初概念，或者從原初概念出

發探討其演變，海德格所要追究始終是 logos 和 physis 的關聯，海德格在《形上

學導論》中，尚未釐清此關聯的具體內含，僅在形式上探究之，此外在《存有與

時間》的世界意蘊整體已經看見其雛形，並且在〈事物〉以天地人神四重整體的

統一充實起來。 

巴曼尼德思所言之「存有與思想一致」，在傳統形上學中被理解為主體意識

對於存有的思考，海德格認為這是對巴曼尼德思這句話的誤譯，noein 這個字的

來由恰恰不是帶有積極的主動性的思想活動之意，反倒是一種接納的姿態。同一

以及統一也不只是無差別的相同之意，更包含對立的現象，因而，存有和領會的

同一指的是彼此的相互歸屬以及相互映現，只要存有在無蔽狀態上顯現，就有相

應於存有之領會，並不是作為思想的主體取消了客體的存在，將其轉化為主觀的

東西，情況恰好相反，是存有支配一切，決定人的本質和存在246。 
                                                 
245 P, pp.195-197 
246 IM,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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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以 Sophocles 的 Antigone 中，有關人類的本質的詩句，闡述人的本質，

在此詩歌中，人是異鄉人，最陌生者。這個怪異的說法衝擊著我們以往對人的認

識，一方面人具有 physis 支配一切的 Überwältigende 之本質，另一方面人行使

gewalt-tätig 企圖將隱匿的 physis 帶入顯現之境，人必須藉由知識的強制力以為

之，海德格認為 physis 和 noein 之間的關係，正是詩歌中所說的 Dikē 和 technē

之間的關係，正是巴曼尼德思在一般理解為「存有與思想一致」的意涵所在，也

就是說「凝聚的安置以及對存有的領會是同時必要的」247。 

logos 和 physis 之間的密切關聯，正是此有和存有之間本質關係的寫照。海

德格藉由以詩歌說明詩和思之間、語言和此有之間、此有和存有之間、logos 和

noein 之間親密無間的關聯。可見，logos 和 physis 之間的關係還需 noein 的介入

才得以充全。由之我們可以看見詩和哲學之間本質的關聯，並可窺見人的本質、

語言的本質如何由存有孕育出來。人存在本質的雙重狀態在於，聚集地揭示的

logos 以及接納存有的 noein。待人存在的本質與 logos 和 noein 乃至於存有之間

關係的演變產生，海德格的論題重新和真理如何由無蔽狀態轉變成陳述的正確性

接軌。我們看見了海德格處置真理問題之雙向途徑交會於此。 

究竟何謂思？海德格認為思傾向於思慕最發人省思的東西，這個東西具有隱

匿自身的特質，在人們越致力以求的情況下，越跳脫人們可以掌握的範圍，人們

受到隱匿的、發人深思的東西的吸引，成為得以發現隱匿著的東西的線索、符號。

人是符號，由於人是會說話的動物、是具有 logos 的動物，因而人是傳遞存有之

音的信使神，人本身是詮釋的動物，不過當他呼應存有之思的呼喚時，則作為未

加詮釋的符號，僅僅是暗示性的線索。 

那個未經思索的東西，指的仍是存有的遺忘，因此，海德格說，我們要學習

去思索。怎麼學呢？學習「傾聽」(listening)248以及「回應」(respond)，並且通過

「回憶」，回想起那個需要思索的東西，「回憶是思想的凝聚和輻輳」，「人的本質

在於回憶」249。海德格以木匠製作櫥櫃為例，木匠在製作櫥櫃的過程中，並不單

單只是練習工具的使用以及收集所欲製作的東西之知識，而是要回應不同種類的

木頭及其狀態，並且回應帶著隱匿之豐富性本質進入人類生活的樹木。我們看到

事物從用具經歷藝術作品的轉變，在此階段轉而為蘊含人和樹木之間關係的豐富

性，此為海德格以事物為四重整體的凝聚之前揭書。樹木究竟是存在於我們的意

識中？還是存在於大地之上？海德格要強調的是在我們以意識表象事物的存在

之前，事物已經存在了，我們之所以能對之有所作為，我們之所以能構築關於事

物的概念，反倒仰賴事物的先行存在及其敞開狀態，甚至人之為人也是賴我們立

                                                 
247 IM, pp.136-169 
248 WCT, p.25 
249 WCT, p.3, p.11,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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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於其上的大地為生250。 

在《何謂思》(What is clled thinking)，海德格行文的風格有很大的轉變，有

別於早年以概念史的回顧與重新詮釋，海德格在此階段上，似乎更達到與思想進

行對話的境界，他不再忙於概念的考究，而著眼於一些思想史上關鍵的字句，視

之為引人思考的謎題，並以所處時代的氛圍為背景，從問題的提出與思考的過

程，引導我們走出慣常的思惟習慣，對未經思考的東西進行思考。相較於早年，

海德格此刻似乎較不具個人主觀的色彩，較少使用自創的新詞，回歸到尋常事物

和用語，即便如此，他所思考的問題始終如一，這個階段或許也是他正是超越形

上學語彙的束縛之轉折。 

一方面 physis 本身即具有不同層次表象的差異，另一方面 logos 發展至亞里

斯多德經歷了兩次的質變，產生了不同意義之重疊，在此情況下，physis 和 logos

之間所發展出的並非單一的關係，而是不斷歧出的次現象和次概念，除此之外，

physis 又涉及諸如此有、現成事物、及手事物不同的存有者之存有，相應於各種

不同存有者之存有而有不同程度的 logos 之揭示、表達和分享。physis 和 logos

之關聯不只涉及原初現象的分歧，更涉及諸歧出現象之重疊和交相遮蔽，現象本

身展現的問題性即在於此，釐清其間的關聯正是海德格傾注一生之關懷。 

總之存有的問題和人的本質問題始終相互映現，可以說人是存有問題的始作

俑者。正如海德格所說的，只要人的存在本質之完成同時需要 physis 和 logos，

那麼，人就總是會面臨自己領會和解釋的不完滿和片面性，此時問題便應運而

生，因此，西方哲學自始至終所關注的存有問題，必定包含此有的基礎，亦即，

人之為人承擔凝聚(logos)的存在結構以及對存有者之存有凝聚的領會，並運用其

智慧將表象具現於作品之中，人之為人的本質在於掌管無蔽狀態使之免於遮蔽。

對海德格而言，詩的語言如實地展現了上述複雜之關係。本論文將在第五章，進

一步探究詩的語言如何使存有脫離隱蔽狀態而達於顯現。 

 

 

 

 

 

 

 

 
 

                                                 
250 WCT, p.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