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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存有的語言-physis 如何展現 
 

在詩人的賦詩與思想家的運思中 

總是留有廣大的世界空間， 

在其間，每一事物： 

一棵樹、一所房屋、一座山、一聲鳥鳴 

都顯現出千姿百態，不同凡響。 

 《形上學導論》 

 

海德格晚年思想相當艱深，筆者以為原因在於海德格的論述方式至此正式脫

離了形上學的脈絡，嘗試用別於形上學之語言闡述其思想之成果，然而，這個做

法使海德格的思想更難傳達和分享，不過，我們仍舊可以從傾聽中窺見一二，我

們發現，在海德格自創的用字遣詞中所要傳遞的東西遠比他的措詞要來得平易近

人多了，舉例來說，在討論何謂思想時，海德格說我們要追問的是那個發人省思

的東西251，對於思想一詞和其內涵的討論，實來自於希臘文中科學或及理論一詞

的審思；在討論實體的本質時，海德格總是拿在世存有來對照地批判來布尼茨的

單子，實為拉丁文 conatus，在亞里斯多德以及神學上的意涵之發展252。海德格

總是從與我們對於某些概念所熟悉的脈絡出發，用一種不帶特殊色彩的方式展示

此構成此脈絡複雜的結構，使我們以接近的方式遠離習以為常的東西，卻又不脫

離事實的脈絡，有所依據地使問題得以繼續發展和拓深，其成果在於導致我們產

生疑問，試圖尋求解釋，使我們不得不去追問為甚麼？觸發思想所引發的一連串

的疑問和探究正是哲學思考的發展性所在，而本章的論題在於探究問題的產生和

解釋之間的良性互動，亦即討論思想和語言之間彼此觸發和共生的現象學關聯。 

在探究海德格的語言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先破壞遊戲規則，將我們習慣的語

脈徹底拋棄，才能設法進入海德格不按牌理出牌的世界，忘掉我們熟知的一切語

言和思維方式，否則我們將不得其門而入，「語言本身是語言」(language itself is 

language)，現在說話的不是我們自己，而是「語言在說」(language speaks)，海

德格思考語言問題的開始，就拋給我們這兩句令人錯愕的話，並且告訴我們一切

的疑問和解答都在其中，我們將透過這個線索，找到語言本質的秘密253。這兩句

話果然一說出口就打破了我們熟悉的命題邏輯，它們似乎甚麼也沒說，沒錯，這

正是海德格的用意，這才符合前文所說的，不是我們在說而是語言在說，這兩句

                                                 
251 WCT, pp.4-6 
252 P, p.65 
253 PLT, pp.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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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成功的破除了我們的魔咒，並徹底摧毀我們所依賴的基礎，讓我們跌入毫無依

據的深淵，然而，海德格卻說失去基礎反而為我們開啟一個深遠的界域，為生為

能死者的我們找到安居之所，語言並非思想的產物，反倒是語言將人類帶往其生

存254。 

更讓人一頭霧水的事，海德格接著說：「語言所說的東西是詩」(what is spoken 

purely is the poem)255。究竟海德格如何打破施加在我們身上如魔咒般的語言觀呢
256？通過不斷地洗腦和催眠的過程，讓我們遠離語言是描述、表達、比喻這些解

釋？為何海德格要以詩為例說明？因為詩的語言本身非常隱晦又充滿暗示性
257。關於語言問題，筆者從海德格相關著作的閱讀中，尋找理解的線索，擬定探

討的步驟如下：首先，我們以藝術作品所得到的事物本質為背景，進一步探究在

詩歌中事物的位置何在？其次，我們以事物的存有為線索涉及語言的本質問題；

最後，討論究竟語言是人所擁有的能力，還是語言使人之存在可能？ 

如果我們試著標示出構成海德格語言觀之要素，會得到甚麼樣的啟示？在海

德格晚年所思考的語言問題中，思和詩是本真語言說的方式，約莫 1950 年開始，

海德格論述的風格發生了很大的改變，以往他處理某一哲學問題時，總是習慣從

此問題的字源開始，從其概念的發展和演變的討論中去發現問題，然而，海德格

到了 1950 年代左右，嘗試從所提出的問題本身思考那發人深省的問題來源，究

竟是甚麼觸動我們不得不去思考？在《何謂思》中，我們發現了上述思索風格最

明顯之例證，在此書中，海德格不斷地重複提問何謂思？那個喚起我們思索的東

西所由何來？究竟甚麼東西促使我們稱思為思？剛開始閱讀海德格此著作時，或

許會令人感到不耐煩，因為這個問題重複了不曉得多少次，然而，在不知道被海

德格問了第幾次之後，我們的腦袋被啟動了，我們開始對這個問題產生不同的反

應，開始進入被值得一思、被發人深省的東西牽引的狀態。 

海德格不斷重複其問題，其目的並不在於獲得答案，而是在於引發疑問，在

於引領我們走出對問題限制性的規定，走上思索界限之外的可能之境，更在於迫

使自己正視問題，作為少數的清醒者去思索問題，而不急切地尋求公眾意見的庇

護，此外藉由不斷重複的問題，喚起我們得以生而為人的本質之「回憶」

(recollection)，回想起存有，即是存有遺忘得以克服的契機，亦為喚起存有論差

異稍縱即逝的領會。之所以要回憶，原因在於那些被遺忘的東西不是過去的東

西，而是在先的東西，它在被我們回憶起的情況下是過去，在被我們遺忘的情況

下卻是將來，而在我們回應地走上思索之途時互相凝聚而為現在。海德格的思，

                                                 
254 PLT, pp.191-192 
255 PLT, p.194 
256 PLT, p.196 
257 PLT,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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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出自人的本質的思，其根據必定得歸諸時間之視域。 

海德格在思索思如何作為 logos 而成為主導思想時，再次回到巴曼尼德思斷

簡六，只不過這一次，海德格對此斷簡之翻譯以及思考很不一樣，或許我們應該

說他不再像從前那樣加以字源的闡釋，而是問問題，並且直接思考在問題中的存

有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當然，無論海德格以甚麼樣的方式論述，其早年對於形上

學主要問題之鑽研和概念系譜之熟悉，已經成為他在詮釋的循環中所謂「在先」

的東西，支持他得以如此自由闡釋的，是龐大的存有問題之哲學系譜，也是我們

閱讀海德格之前的指導手冊。 

海德格在 1935 年的作品中，對斷簡六的解讀，人的本質還居於要角，到了

1952 年，海德格在對斷簡六進行改譯，將 noein 和 legein 之人格性去掉，使整個

句子成為非人稱、無主詞、違反文法規則，不合邏輯的句子，對照一下海德格的

前後的翻譯就能清楚地感受其中的差異和轉變，在海德格思想中一直居於要角的

人上哪兒去了？被虛主詞(it)給替代了嗎？noein 和 logos 正式脫離人的能力之解

釋，海德格現在說的是「有 noein」、「有 logos」，而不再說 noein 和 legein 作為人

的本質結構是被需要的。 

在《形上學導論》，斷簡六被翻譯如下：「聚集的 legein 和對存有者存有的

noein 兩者是被需要的」258。海德格在此階段對此斷簡的解釋，主要在於說明在

巴曼尼德思的思想中，legein 和 noein 兩者同時屬於人強制力的對抗的活動，人

受到自己本質的驅使(deinon)，不得不走上與 physis、logos 以及 dikē 對立之途，

然而，多虧了人這種矛盾的特質，才讓他的命運具備得以轉變的可能性，於是，

海德格在《何謂思》對斷簡六進行不同階段的改譯，在此改譯的過程中步向順應

命運召喚的道路，其改譯的過程如下，為了表現海德格在標點符號上的使用，筆

者使用英文翻譯： 

One should both say and think that Being is→ 

Needful: the saying also thinking too: being: to be→ 

It is useful: the stating so thinking too…→ 

Needful: the saying and so thinking, too, that being is→ 

It is useful: to lay, let lie before us…→ 

Useful is the letting-lie-before-us also the taking-to-heart too…→ 

Useful is: the letting-lie-before-us so the taking-to-heart too…→ 

It is useful to let-lie-before-us and taking-to-heart also: beings in being→ 

Useful is the letting-lie-before-us, so the taking-to-heart, too: beings in being. 

海德格最後所改譯的斷簡六，為 legin 和 noein 確立本質意涵，並轉化兩者

                                                 
258 IM,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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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人 gewalt-tätig 之掌控意志，以發揮之意涵重新詮釋之。noein 和 legein 是有

用的，所謂的有用，並非一種利用和消耗，而是在讓該物適得其所的意義上適當

運用之，讓該物保持其本質，我們不該視 legin 和 noein 為製作、改造事物的能

力，而須以之為兩種揭示的天賦，或許我們不該說事物是可資利用的、有用的，

而該反過來說我們該恰當地使用我們的天賦，不該放任其無所節制的意求，才得

以適切的發揮此天賦，此即海德格以 thanc(謝恩)思考思之用意所在259。 

此外，「It is useful…」更表現為似群落般的共同體，noein 和 logos 不是被存

有所需要的必要條件，更不是人必須緊緊掌握的能力，而是彼此之間本質的凝

聚，在此共同體中，大地被開放為人的巢居，事物被開放為聯繫天地人神之媒介，

他者作為能死者被開放為通往死亡之流浪者。人本質的完成不在於掌握語言和擴

張思想的力量，而是在於作為四域之一，在與自然萬物和他者共同建立起的群落

中安居。海德格以荷德齡的詩為其註解，logos 還有個重要的因素，海德格在巴

曼尼德思斷簡七中所獲得的暗示，logos 必須和那些不經反思的盲目、聽若未聞

以及喋喋不休區分開來，不禁讓我們回想起海德格在訴諸赫拉特利圖以解釋

logos 之意涵時曾指出 logos 不是胡亂地湊在一塊兒，而是有所選擇。現代人無感

於「敞開狀態」(what lies there)和「讓之呈現」(logos-letting-lie-before-us)之間的

關係，logos 作為凝聚較 noein 之領受更為原初，由此，noein 歸屬於 logos，而 logos

歸屬於 physis，physis 作為存有之本質是萬物所歸趨之根源。 

 由於許多哲學概念的希臘文解釋中，總是同時具備兩種甚至多種意涵，海德

格認為希臘文中分詞的豐富性以及多重形式，是真正的哲學語言260，海德格常將

用分詞並且自創複合式的語詞，或許正是企圖保留同一語詞所具備的不同卻又具

是此詞語構成要素的涵意，此外海德格也常以破格文體來表達其思索之內涵，關

於語言問題的探究，筆者從海德格晚年的思想中，試著理出一點頭緒，依據問題

提出和思索的時間，首先處理詩人作為超人到能死者的過渡，亦即處理此有的本

質問題，接著處理語言如何指出事物的本質，繼而處理語言的本質問題，再將語

言本質歸諸存有問題，最後將此有、語言以及存有之本質融攝為一體。在海德格

晚年的思想中所出現的幾個關鍵字眼，可為我們的探究提供一些指引：「地帶」

(Ort)「近鄰關係」(neighborhood)、「四重整體」(the fourfold)、「事物」(the thing)、

「徵用」。 

 

 

 

 
                                                 
259 WCT, p.139 
260 P,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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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究竟是先有事物還是先有語言? 

 

關於語言的問題，在海德格看來和人的本質大有關係，這似乎是老調重彈，

亞里斯多德不是早說過「人是會說話的動物了嗎」？海德格對於語言來自於人本

質的說法有何稀奇？大不相同!我們得先說明哲學史上對與亞里斯多德這句話的

理解，是由一般意義下的語言構成人和動物之間的區別點，構成人之為人的要

素，然而海德格所理解對亞里斯多德這句話的理解，除了表面上涉及他對語言地

理解和一般的語言意義不同之外，海德格更以人的本質為出發點來思考語言的本

質，說得更透徹點，語言問題必須以存有的本質為背景思考之，也就是說不單單

要探究 logos 從古希臘至今概念的發展演變思考，更需具備透視 physis 本質意涵

之視域，最後還得藉由本質的 physis 以及本質的 logos 之間的統一關聯來闡述之。 

語言的根源對一般人而言是再清楚不過的，然而對於海德格而言卻是神祕

的，因為人們從來沒有弄清楚自己存有的本質和語言的本質之間處於甚麼樣的關

聯之中，語言只能夠在人作為存有之出發點的雙重本質(technē/dikē)中出現，由

此出發，語言在詩的語詞中具體化而成其存有，語言是人們訴說存有原初的詩

(primordial poetry)261，是存有的語言。 

關於語言之為命名(naming)，一般而言，我們須先有對象才能加以命名，然

而海德格卻告訴我們，我們並不是像貼標籤一樣，事後才賦予已經存在的事物以

名稱，而是語言作為一種 Überwältigende 的聚集活動揭示存有，然而在這個層面

上所思考的語言，只是來自語言本質的結果，或者說，只是和 logos 的原初意涵

變形而來的，因此，在試圖以語言強行聚集和操控 Überwältigende 的情況下，同

時存在著遮蔽的可能，此即《存有與時間》中所言之閒談或者日常語言。唯有在

logos 作為凝聚的原初意涵中，日常語言才達乎其真，從語言的存有轉而回歸到

存有之語言262。 

海德格藉由區分「語詞」(term)和「詞語」(word)之間的差異，將作為表達

和傳遞的媒介之日常語言用法，和思索以及詩歌的語言區分開來，並以一個有趣

的比喻說明詞語之為詞語：詞語是泉源，此源頭在說中被發現並挖掘出來，此源

泉容易坍塌，必須一再地被發現和挖掘出來，然而它偶爾會在最無預期之情況下

湧出263，此比喻呼應了海德格以「回憶」(recollection)克服存有問題之說法。 

我們如何不以對象化的方式思考事物？海德格延續自己在《存有與時間》以

及〈藝術作品的起源〉的想法，比起對事物觀察以及表象，我們在使用事物的過

                                                 
261 IM, p.171 
262 OWL, p.94 
263 WCT,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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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更能夠認識以及接近事物。海德格以水壺為例說明，水壺之為水壺，是由於

我們發現「虛無創造空間」，水壺製成的關鍵不在於所使用的質料，而是在於缺

乏，當我們發現我們無法保存水時，缺少可以裝水的東西，才是水壺之所以產生

的原因264。海德格早年所說的存有的領會使事物作為事物呈現，到了此刻，事物

之產生原因在於此有對於虛無的掌握，事物凝聚天、地、人、神於一身，有趣的

是，事物這個詞在其古老的意涵中，正是「凝聚」(gathering)，如此一來，事物

豈不是和 logos 具有相同的意涵？由此展現了事物和語言之間的第一層關聯在於

揭示。 

當海德格批判傳統哲學以命題結構套用在事物之存有，以及批判地指出我們

最先並不是知覺到一群感覺而是事物本身時265，我們不免要去思考那麼海德格所

謂陳述源自於事物先行地敞開狀態所指為何？何謂敞開狀態？我們又如何先行

領會所謂的敞開狀態？海德格早年所思考的是自然事物和用具的成因之區別，晚

年則思考事物之成因乃至於事物之存有所蘊涵的關係，亦即事物和詞語，事物之

存有和語言，事物和此有、事物和自然之關係，事物和神祉，由於此關係並非一

目了然的，因而海德格以神秘強調其奧秘。 

如果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以用具的用途來思考及手事物之存有，那麼，

海德格所思考的事物之存有問題，亦即事物可以被用作為某某用途的原因，不在

於人生存的目的而在於人感到生存之所缺。天、地、人、神凝聚於事物而居留，

事物是留住此瞬間的媒介，此四域以各自的方式徵用事物而居留(staying 

appropriates)，此即「世界成為世界」(the world worlding)之意涵，從另一方面看

來，事物徵用四域、凝聚四域於一身而「成為事物」(The thing things/Thinging 

gathers)266，從某個角度看來，四域各自獨立相互映現，從另一角度看來，四域又

統一而為四重整體，古希臘所思的相互面對之近鄰關係體現於此。 

語言叫出那個不在這裡的事物之名稱，使之呈現，語言邀請事物到達，事物

凝聚天地人神於一身，語言的聚集使事物成為事物，事物的物化即世界的實現、

或者說語言如口之花朵，孕生存有，「是語言告訴我們事物之本質」(It is language 

that tells us about the nature of a thing)267、「語言召喚我們朝向事物之本質」

(Language beckons us toward a thing’s nature)268。至於語言究竟如何四重整體的問

題，我們除了在詩作中，我們也可以在事物之中找到具體例證。 

究竟是先有事物還是先有語言？事物和語言之間究竟具有甚麼樣的關係？

若以事物之為事物為起點，思考海德格的語言問題，並且緊扣從《存有與時間》

                                                 
264 PLT, pp.169-174 
265 PLT, p.26 
266 PLT, pp.172-180 
267 PLT, p.146 
268 PLT,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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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藝術作品的起源〉，對於事物和此有之間的關聯，我們發現，語言問題落在

存有和語言、詞語和事物，事物和此有之間的關聯所交織出的脈絡，不過，從這

個角度思考海德格的語言問題，容易掉入以對象和對象之間的關係為背景的考

察，而這正是海德格再三強調我們必須避免的誤解，我們要如何從非對象化的關

係本身支持我們的思考？海德格總是從我們所熟悉的概念出發，帶領我們走上陌

生的境地。藝術作品此刻成為詩的語言，並且將語言所命名的事物與世界之為四

重整體以一種保持彼此之親密關聯的方式區分開來。海德格所探討的世界現象，

從意蘊整體過渡到藝術作品所建立的世界，最後在天地人神的統一中獲得其歸

趨。 

海德格以詩中的寶石暗喻語言的豐富性和脆弱的特質，語言的豐富性在於其

具有開端的特性，語言一方面賦予存有展現的可能性，卻在特定的可能性展現的

同時遮蔽了其它的可能性，因而其豐富性蘊含著不易被保存且容易遭到破壞的特

性。海德格在詩歌之中，找到了表達對存有和語言，事物和語詞之間關係的寫照，

海德格對於詩歌的思考，致力於透過詩歌豐富的可塑性，表達不易展現的存有和

語言之現象學關係，此關係打從此有存在就存在著，並且隱匿於一種透明的狀態

中，容易被遺忘而不易被察覺，這種關係的語言是在沉默的傾聽中被回想起，語

言的本質即在於對於所聽見的東西之回應。此有本真的說話正在於這種關係的表

達，詞語所表達的並非具體存在的事物，更非對已存在事物的描述，而是賦予事

物其作為自身的存有，是為遮蔽的存有除去遮蔽的展現，而詩歌和思想正是存有

展現的方式。對於存有的思索正如同對於詩歌的思索，所追究的是存有和語言、

是事物和詞語之間根本的關聯。 

為什麼要選詩歌說明語言之說的本質，因為詩歌所使用的語詞沒有傳統的包

袱，不受到邏輯規則的束縛，詩歌語彙的曖昧歧異，凝聚存有展現豐富多樣的現

象，訴說已存在而未說或不可說的現象。詩的語言作為多種聲音的輻輳處，同時

具有告別和啟程的雙重意涵，向過往迷失了的自我告別，出發前往自己存在的本

質之道路，能死者的本質即在於：回歸語言和存有的現象學之根本關係歸鄉者269。 

此外我們發現詩歌所使用的語詞，較不具傳統形上學色彩，多半是直接以自

然事物為主以及對這些事物的形容語詞為主，充分表現海德格回歸大自然的期

盼，詩歌更通過剝奪我們對於語詞的ㄧ般經驗，轉化我們和詞語之關係，使我們

經歷事物和詞語之間本質的關聯，詩人以一種不同的語調唱出其經驗。在海德格

看來，所謂詩的語言，狹義而言是指詩歌，廣義而言則指真正地從存有的本質出

發，涉及人的本質並且顯示出兩者之間的關聯性，這也是為何海德格會說巴曼尼

                                                 
269 Heidegger, Martin(1971),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Hertz, San 
Francisco:Harper&Row, 以下簡稱 OWL, pp.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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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思和赫拉特利圖的思想是詩意的，是哲學而非科學的270。 

海德格在討論亞里斯多德的物理學中關於自然事物的生成和技術產物的生

成之間的差異時，曾經強調入於顯現比起改變他物的能力要來得優先，在亞里斯

多德看來，唯有在某物作為已經完成的東西而出現時，我們才有可能稱之為某

某，例如，只有在我們看到山川溪流時，我們才會說這就是自然，我們不會在只

看到肉和骨的情況下說這就是生命，換言之，唯有已經存在的東西，我們才能稱

謂之，然而，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所強調的並不是個別存在的存有者，而是

強調某物的現身是一種存有方式。此問題到了海德格探究語言問題時，發展而為

語言召喚事物到來的想法，對於存有的指稱，是 logos 作為凝聚的根本意涵，有

所辨別地區分出存有者和存有，唯有達到這樣的區別，才能夠本真地揭示存有，

進而讓事物作為事物而存在。 

詞語讓事物成為事物(bething)，真正具支配地位的不是人對於語言的使用，

而是語言賜與事物存有之本質，海德格稱此詞語所具有的裁定性為 die 

Bedingnis，詩人對詞語的經驗以一種放棄的基調說，放棄本身就是一種說，而說

來自於古老的用語 logos，亦即讓存有者在其存有中「顯示」(showing)。詩歌之

說一方面指向詩人對於自己過去之詞語經驗的否定，一方面指出說與存有，詞語

與事物之間的相互歸屬，本質地說使我們得以面對詞語之神秘，此即隱匿於說之

中的存有和說、詞語和事物之歸屬關係，詩歌和思索及是這種別具一格的說，引

領我們以返回的方式接近值得一思的東西271。 

在此階段上海德格所思之事物，遠遠超出了早先以生產活動來理解的侷限，

經歷了以藝術作品呈現用具之為用具之過渡，至此，正式以語言為事物之本質凝

聚，不但指出了事物成因，更指出了事物本身所匯聚之一切關係，擴展就目的的

觀點思考事物的單向度，容納了對於用具和自然事物之外的不同事物的存有之整

合性思考，若說哲學思索開始於對事物的探究，前文曾言及海德格所思之存有問

題實為語言問題，而語言問題可以 logos 之歷史意涵為背景，探究事物之為事物，

而此亦為一切存有之原初的根源 physis 之問題。 

 

 

 

 
 
 

 
                                                 
270 IM, p.144 
271 OWT, pp.146-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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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言本身如何揭露-生命力 

 

對海德格而言，本真的語言是「詩歌」(poem)，在＜詩歌中的語言＞，他以

「討論」(erörten)一詞和「地帶」(Ort)之間的關聯探討詩歌在語言中的地位。單

就中文字意很難看出此二詞之間的關聯，須從此二詞的德文翻譯中才能看出兩者

之間的關聯性。前文曾言及在海德格對於事物和世界意蘊的討論中，以事事物物

各得其所的歸趨為其關懷，在海德格對於喬治特拉克爾之詩歌的討論中亦可得到

映證，將討論一詞涉及地帶，一方面要在語言中為詩歌找到其地位歸屬，另一方

面更在於就指出適合於某物的位置，地帶一詞之於海德格具有多重意涵，首先，

地帶為思想指出方向，其次，為詩歌找到在語言中的獨特地位，最後為一切事物

提供凝聚之位置，地帶具有一種歸趨性，從存有的領會蛻變而來272。 

對於詩歌的討論位思想指出方向，此時詩歌和思想之間產生了對話的可能，

此亦為詩歌和思想各自以不同的方式和語言產生關聯，詩歌和思想之間的對話喚

起語言的本質，使能死者再一次學會在語言中生存273。海德格在＜詩人為何＞以

及＜詩歌中的語言＞，不在以此有命名人的存有，此階段人和構成自己之存有的

本質之一(gewalt-tätig)分離，向尼采的超人告別，走上通往自己另一本質

(Überwältigende)的道路，成為「異鄉人」(stranger)、「流浪者」(wanderer)、「能

死者」(mortal)，而詩人作為領路者，率先深入黑暗之異境，以歌唱為他們導航，

並有存有之光照(the lightenig of Being)為他們照亮黑暗之途，為思想指明方向的

是「存有之光照」、「存有之開顯」(a manifestness of Being)，「存有之命運」(the 

destiny of Being)274。 

海德格在討論語言的本質時，以詩歌為例說明如何經歷語言，傾聽語言之所

說，語言所說的並非事物，事物存在著，語言卻不存在，而是給予存有。因此，

海德格用一個看似循環的雙關語：「語言的存有：存有的語言」(The being of 

language: The language of being)275，語言的存有所說的是我們熟悉的傳統，海德

格用冒號來連接兩個句子，其用意在於轉換，所謂轉換並非對調兩個概念的位

置，而是轉換我們思考的習慣，用陌生的語詞思考所熟悉的東西，然而，如何通

過我們原本所認識的詞彙，賦予全新的思考？通過新詞的創造嗎？或者編造一種

獨特的密碼？海德格通過眾所周知的語言來進行思考，通過詩歌的語言來和我們

一起經歷語言之為語言。這麼一來，問題又來了，我們要如何確定我們對於詩歌

                                                 
272 OWT, p.159 
273 OWT, pp.160-161 
274 PLT, p.95 
275 PLT, p.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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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闡述超乎個人體驗？不只是單純的詩詞賞析？在海德格藉由詩歌闡述問題和

其思考的過程時，那些我們明明認得的字，變得陌生且難以理解，不知道為何我

們非得處於痛苦的情緒中才能體驗詩歌和思索之間親近的關係？不知道如何不

把詩歌當成一種比喻而理解詩歌所傳達的東西？我們唯一清楚體驗到的是一連

串的疑問，為什麼是這樣？這個跟那個有甚麼關係？一頭霧水。 

如果海德格聽見我們的問題，他大概會說：「沒錯，越搞不清楚狀況，越接

近思考的處境」。這些不斷產生的問題，正是那個最發人省思的東西，在我們閱

讀詩歌時，我們最無法直接將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概念套用在詩歌之中，或許藝術

作品和詩歌最具備這種脫離熟悉的脈絡之要求，不過，在這麼想的同時，我們也

許會發現，現代藝術中也有許多以尋常事物為主題的寫實風格，它非但不是使我

們感到陌生的東西，反而是人們經常在日常生活中所能體驗到的東西，或許我們

該停下腳步，回頭想想海德格所說的詩歌究竟具有甚麼意涵？如果我們只是當它

是藝術作品，似乎不太適切，我們回想起海德格是在探究語言的本質時，以詩歌

為一種可能經歷語言之為語言的媒介，並且在詩歌的討論中，所追問的是語詞和

事物之間的關係，那麼，我們是否該重新提出問題：「語言和事物之間的關係為

何？」又此問題如何涉及「詩歌和思想之間的關係？」「存有和語言之間的關係

為何？」 

在關於語言和事物之關係的討論中，海德格所要強調的是語言並非如對象一

般的存在，究竟是事物先存在還是先有語言？就語言的作用並不在於命名一個原

本不存在的東西，使之存在而言，語言並不等同於事物，若是如此，那麼語言就

落入符號的一般意涵，成為實際存在的事物，然而，語言並不存在，而是通過命

名給予存有。至於詩歌和思索是語言的語言，亦即是語言之所說、存有彰顯的方

式。 

對海德格而言，語言的本質根源在於事物先行而有的敞開狀態，而構成語言

的要素則為傾聽以及凝聚。適當地傾聽天、地、人、神凝聚而為四重整體之統一，

此即海德格從赫拉特利圖所言之「一即一切」深思而來。在赫拉克利圖對於 logos

意涵的討論中，海德格得到思考語言要素的線索，其一是傾聽，另一是凝聚，而

logos 的本質意涵則為「凝聚地讓在場者在其在場狀態中擺在面前」。海德格認為

早在古希臘時期，語言的本質已經涉及存有者的存有，而且就蘊藏於上述 logos

的意涵之中，只是希臘的思想家們並沒有發現，甚至連赫拉特利圖自己也沒有察

覺276。 

當語言的經驗降臨在我們身上，我們往往詫異地說不出話，海德格以特拉克

                                                 
276 Heidegger, Martin, Early Greek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Frank A. Capuzzi,  
以下簡稱 EGT, pp.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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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詩作的末句：「詞語中止時沒有事物存在」(Where words breaks off no thing may 

be)，帶領我們經歷語言湧迫而來的體驗，而這種詫異的體驗迫使我們走上思想

的道路，令我們不得不回過頭來檢視自己曾經有過的對語言的經驗，放棄我們慣

有的詞語概念，為前所謂有的體驗找到更適當的語言，找到我們得以體驗存有之

真。 

思想並非意識活動、主體主動的反思能力，而是受到一種壓迫而來的事物所

觸動，向著逼近的東西前進。詩歌的詞語觸發疑惑，疑問激起思想的探索，詩歌

和思想之間這種近似卻又彼此不同的關係，語言的本質通過詩歌而得以體驗，詩

歌藉由思想體驗詞語和事物之關聯，思想傾聽被允諾給自身的、引人深思的東

西，此即存有的語言，對語言之存有本質的體驗至此倒轉為存有的語言277。詩歌

和思索、詞語和存有者、語言和存有者以及說和存有，在海德格的思想中有著某

種親近的聯繫，他們之間的關聯並非對立的兩種事物的互相連結，而是關係本身

建立起彼此的聯繫，這種說法表現其相互映照的狀態以及重疊的特質。詩歌的本

質、思索的本質以及語言的本質，正在於傾聽這種關聯並回應之。這種關係如何

衝擊我們的思想？存有之語言藉由 logos，同時命名存有和言說、思索和詩歌、

存有者和詞語。此即海德格所思之作為 logos 之語言的本質，語言的本質在於詩

歌和思索之近鄰關係，在於「說」(saying)，語言之音如大地般昇起，世界在語

言之說中出現。而此處所指的說，即是古希臘文 logos，其意在於「顯示」，讓存

有者在其存有中顯現，語言由此復歸 logos 之原初意涵。 

在《形上學導論》中所言及的 vernehmung 和 logos 之間的關係，在海德格

思想的後期更具體的呈現為詩歌和思想的近鄰關係。這種關係同時也可藉由《存

有與時間》中對於此有以及及手事物的空間狀態加以說明。在＜語言的本質＞一

文中，海德格所說的時間成為時間和空間成為空間，可說是將亞里斯多德的形成

概念，從事物成為事物的運動變化過程擴展為存有形諸於一切存有者的運動過

程。 

語言的本質在於「說」(Sage)，即顯示，由此可將海德格在其許多著作中所

提及的 logos、顯示、符號與陳述之間的關聯和演變作一完整的闡述，在說之顯

示中的活動者不是人的精神活動，而是作為質料性、潛能或及適合性的人，而質

料的實現即海德格所言之「Ereignen」、「成為在場」，「存-有」。作為自然存有者

的潛能，不具有可被決定的形式，其形式隨著作為可能性的質料而成其本身，作

為潛能的語言富含展現的多樣性以及生命力，正如同作為自然存有者的此有，其

存在的樣態總是因人而異，人和人之間的存在方式總是有所區別，和人具有如此

親近關係之語言，亦是如此，從概念和語詞約定俗成的固定狀態中解放，重新賦

                                                 
277 OWL, pp.6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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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生生不息的動力和豐富性。由此，從自然事物的生長乃至於語言的顯示，都不

是人的主體意識所能掌控的領域，「語言首先產生人並將他帶往生存」278。此有

本身作為一種潛能，本然地具有一種適應性，必須順應著這種適合性而實現自

身，並且傾聽存有之音而應和之，「能死者藉由聽的接收和回應之雙重方式應和

語言而說」279。 

從對亞里斯多德所言的「知覺」之闡釋開始，海德格強調 logos 作為知覺的

意涵，並在《存有與時間》中以「領會」和「處境」解釋之，且涉及了構成語言

的要素-「傾聽」，到了後期關於語言的論文中，則將傾聽和語言之間本質的關係 

完整地勾勒出來。海德格所言之「走向語言之途」，亦即「走向存有之途」，此即

此有之為此有的本質。此有的本質在於語言本質的實現，即語言的成其本質，「人

的本質是語言所賦予的，此有是語言的存有」280。無論是事物的生成，或是此有

的生存，都是一種實現著的、成其自身的運動。 

 探究語言問題，首先可追問「如何說」？其次可問「語言說些甚麼」？繼而

問「事物如何和語言產生關聯」？由上述問題所得勾勒出語言的輪廓。關於語言

之「如何說」必須從「語言之所說」來追究，語言所說是詩，而詩如何說？我們

必須傾聽並以詩為例說明之。海德格晚年不再說事物被製作，而是說事物被命名

(naming)，通過語言之說而受邀前來，事物讓四域和自己一起居留，四域的凝聚

和統一於事物及「事物之成為事物」、「事物之物化」(the thinging of things)，事

物之成為事物「展開」(unfold)、「實現」(carry out)，或即「孕生」(gestate)世界，

由此，語言之所說詩歌不只召喚事物到來還召喚世界到來，「詞語本身給事物以

存有」(The word alone gives being to the thing)
281。若人生存之本質隸屬於四域之

統一，那麼反倒事物之成為事物決定能死者之存有，而非人決定事物之存在282。 

在事物孕生世界以及世界應允事物時，世界和事物之間處於一種親密的聯

繫，在它們各自成其自身的同時開啟了一個「中間地帶」(middle/between)，此

地帶使它們保持在一種有所「區分」(dif-ference)的「親密性」(intimacy)之中，

此區分即世界和事物之「向度」(dimension)，由此，語言之說召喚區分，然而，

在區分使世界和事物發生的同時亦是語言之發生，語言之說是在此凝結留駐的瞬

間發生的，因而是一種寧靜之說，「語言作為寧靜之鳴響而說」(language speaks as 

the peal of stillness)，正因如此，語言之本質必須徵用能死者之傾聽以及應和才

得以說出283。 

                                                 
278 PLT, p.192 
279 PLT , p.209 
280 PLT, p.207 
281 OWT, p.62 
282 PLT, pp.199-200 
283 PLT, pp.20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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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於我們語言之本質如何降臨在我們身上？亦即我們如何取得一種語

言之經驗、如何經歷語言之本質？海德格告訴我們必須通過對詩歌的思索，才能

使我們經歷詞語和事物之關係，並帶領我們走向語言之途。然而，有別於早年對

於提問的執著，海德格強調「提問是思索之虔誠」(questioning is the piety of 

thinking)，無論我們如何對語言提出疑問，都需要語言應允我們其本質的存有，

一旦如此「語言的存有成為存有的語言」(the being of language becomes the 

language of being)284。思索即傾聽詩歌之應允，思索和詩歌之間處於一種「近鄰

關係」(neighborhood) 285。此關係對應於語言之存有和存有之語言之關係、事物

和詞語(word)、語言和存有者(entity)乃至於存有和說(saying)之關聯，而事物和詞

語之關聯體現於古希臘文 logos，同時命名存有和說，亦即，若將以上所列舉之

關係訴諸語言，即古希臘文 logos，其意義則為存有以及說286。 

由此，我們又可從思索和詩歌之中找到共同的要素-「說」(saying)，而「說」

在古老的那維亞語 (Old Norse) 「Sage」的意義上，正是「顯示」(to show)、「顯

現」(make appear)、「釋放」(set free)「給予」世界、「照亮」(lighting)世界以及

「遮蔽」(concealing)世界之意，此即說之本質的存有287。海德格進一步指出「親

近和說相同」(Nearness and Saying would be the Same)288，如果對語言本質的討論

在於獲得對語言的詩意體驗，在於經歷思索之經驗，那麼，為此我們必須找尋詩

歌和思索之間的近鄰關係，此關係的可能在於親近，親近即「彼此相互面對」

(being face-to-face with one another)，起源於「天、地、人、神在遼遠之境取得彼

此聯繫」(Nearness originates in that distance where earth and sky, the god and man 

reach one another)289，這意味著親近、說以及語言本質之存有是同一的，其所產

生之近鄰關係使「空間成為空間」(time times)以及「時間成為時間」(space 

spaces)290。「語言作為世界運動之說，是一切關係的關係」(Language is, as 

world-moving Saying, the relation of all relation)291。 

 

 

 

 

 

                                                 
284 OWT, pp.69-72 
285 OWT, p.80 
286 OWT, p.80 
287 OWT, p.93 
288 OWT, p.95 
289 OWT, 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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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語言和此有的現象學關聯 

 

早在希臘時代就已經通過 logos 來規定人的存在，即亞里斯多德所言「人是

有理性的動物」，不過海德格認為此翻譯並不能充分表達出言談和此有之間的關

聯，海德格強調只要此有作為在世存有生存著，就已經表達了自身292，此有之具

有語言的原因並不在於他會說話，而是在於構成它的存在結構中即包含著語言的

可能性-「處境」、「領會」以及「言談」，是這些基本的存在結構使此有能夠表達

以及分享，如果我們試圖探尋語言的本質，那麼，我們就得通過對此有生存現象

的分析，而非通過文法或者字源學的考察，因為，語言的可能性根植於此有的存

有及其對於存有之領會。 

除了強調言談、處境以及領會之同等原初性之外，海德格以「傾聽」(listening)

以及「沉默」(silience)來描述語言的特質，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對於語

言的思考，似乎仍脫離不了以語言為人說話的能力這種傳統見解的影響，然而，

細究「傾聽」以及「沉默」之現象意涵，我們發現，海德格所強調的並非人「能

夠」耐心傾聽以及保持沉默的主動能力，而是強調語言之所以可能，人之所以能

有所說，是在於此有生來就具備與他人共感和分享的存在特質，所領會的他者以

及事物的存在，構成了傾聽的可能，沉默則使所領會的東西得以顯現。如果我們

說此有總是領會可能性，又由於此有的領會總是帶有情緒，那麼，此有時時刻刻

所領會的東西總是不同的，此有所遭遇和看見的人、事、物沒有一天是相同的293，

在此情況下，我們可以說語言是活生生之生命表現。 

海德格對於言談以及語言的探究，顯然受亞里斯多德影響甚深，以「人具有

說的能力」為起點，討論 logos 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所具有的不同層面之意涵，

從 logos 的根本意涵發展其延伸的思考。筆者認為海德格對於 logos 和語言之關

聯的探究是其晚年發展語言、思想以及存有之關聯的過渡階段，換句話說，對亞

里斯多德思想的深刻反思，活化了海德格的思想和語言。處境、領會以及言談所

構成的語言結構，從以「掛念」(Sorge)為此有整體結構的統一，轉化為 Kraft 的

具體展現，而 Kraft 變動的根源在於此有自身的生命力，若以海德格對於 Kraft

的形成特質來以思考語言的本質，海德格所言此有正走在通往語言之道路294，就

能夠更適切的展現其具體內涵，由於海德格對於亞里斯多德 Kraft 的解釋，是通

過形成著的實現得來的，因此，此有對於存有之所說的傾聽(listen to )與回應

(respond to )，也必須在這種動態形成著的面向加以理解，如此一來，語言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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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呼應存有成其自身的運動，另一方面也體現著此有不同程度的領會所造成的差

異性，語言，才真正走在成為存有的路途上，此有才在通往語言的路途中成其本

質。此有作為 physis 和 logos 的結合，指涉著人本身的質料性和語言之間的關係，

語言彷彿人所生出之果實，「語言是口之花朵」(Language is the flower of 

mouth)295，即海德格強調語言之生命力的獨特措辭。 

在探究語言問題的階段上，海德格為了強調此有實屬四重整體的一部分，並

指涉天、地、神，而稱之為「能死者」(Death)，在詩歌中，此有化身為詩人和思

想家，作為大地上的流浪者，被召喚走上一條通往語言的道路，在傾聽詩歌吟誦

的同時，產生一種歸趨性，向著詩歌所吟詠的地方前去，「靈魂作為靈魂，本質

上就是大地上的流浪者，總是在通往某處所的路途上」296。在思索和詩歌的對話

之中，萬事萬物各安其所，對話的過程即是一種事事物物向著適當的地方歸位的

過程，它們各自在此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位置。綜上所述，我們是否可借用海

德格的措辭說道：語言是此有，由世界意蘊整體所催生，並由此發展語言之空間

性論述297？ 

除此之外，我們發現海德格不僅區分不同事物的存有，也將人區分為不同層

面的存有，無論是作為「此有」(Dasein)、「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異

鄉人」(the stranger)、「藍色的野獸」(blue game)、「詩人」(Poet)、「思想家」(thinker)

或「能死者」，一方面呼應了 logos 的各種不同的展現方式，另一方面更以 physis

本質的展現為依歸。就此而言，海德格從事物的存有之探究，擴展為以人的存有

為自然事物的存有之一部分，存有之為存有，才能真正的跳脫對現存事物的考

究，以及主觀意識的投射，以更廣闊的 physis 的根本意涵為出發點，反過來思索

一切事物展現的現象根源。 

此外詩歌具有帶領我們跳脫固有概念的束縛，回到初衷的特質，回到思想和

詞語成為某種固定的含意之前，唯有打破我們習以為常的概念框架，才能跳離現

況一躍而回我們賴以為生的土地。海德格刻意強調人的動物性，並借用特拉克爾

的話稱之為藍色的野獸(blue game)298，視之為與流浪者和異鄉人一起走上追求自

身本質道路的人。與作為理性的動物之傳統定義形成對比，人的這種轉變看似一

種退化，實為真正的蛻變和演化，將之前失去本質的存在拋棄，重尋人之為人的

本質，「靈魂存有之完滿在於：在其漫遊中尋找大地，以便它能夠詩意地築造以

及安居，並因之得以拯救大地之為大地」299。。 

海德格用「上帝的缺席」、「諸神的離去」以及「黑暗的時代」來形容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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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忘狀態300，上帝的缺席將除去世界賴以建立的基礎，而此有又依賴世界而存

有，隨著世界的崩潰了人們也將無立足之地，這是處於黑暗時代的人們所面臨的

危機，遺忘了存有，將喪失賴以生存的世界，因此，勢必要有人深入黑暗之中，

探索淵源深處，為失去根基的世界重新尋回其根據，當人們找到通往自身本質的

道路時，便是它們入於深淵的轉向301。這些深入存有之淵源的人就是詩人，詩人

為其他的能死者帶來了轉機，「終有一死的詩人，莊嚴地吟唱著酒神，追蹤著遠

逝諸神的蹤跡，盤桓於諸神的蹤跡所在，從而為人們追尋那通往轉向的道路」302。

和自己的本質以及存有的關係異化了的人，必須從迷失的道路中轉向，走向探索

自己原初本質的道路，唯有如此，才能為失去基礎的根基重新找到立足的處所。

「詩人思入存有之澄明所開放的場所，後者在形上學的自我完成中得到其獨特的

特質」303。 

存有敞開的同時是被遺忘的開始，因此，對於詩人所說的東西，也帶有這種

矛盾的衝突，我們必須能夠洞視詩人所言，找出它的詩中未說的部分，亦即在存

有的開放之中，看見隱藏在開放狀態之中的東西。這就是說，通過思索詩的蘊含，

和詩人進行對話，在通往存有之真的道路上，詩人和思想家是親密的夥伴。 

賦詩和運思之間的關係不外乎語言和存有之間的詮釋學關係，人的本質在於

回應在場和在場者之雙重狀態的要求，人正如信使神赫密斯接收了發自存有的信

息，通過語言傳達信息，而人之所以能夠有所說，是由於存有的雙重狀態需要人

而展開，語言和存有的關係不僅僅是表象和意識之間的對立，而是這種現象學關

聯。詮釋學的理解中，詮釋者與作者的文本之間的對話，在海德格看來，須更進

一步發展為哲學思索和詩歌之間的對話，詩人的本意為何取決於對話的結果，藉

由海德格神秘的暗示而透露出來。海德格經常強調我們必須從所說之中探索未

說，然而，我們不免要問，對於我們所閱讀的文本，在我們與思想家對話的過程

中，我們如何不對所見所聞強加解釋？如何判斷究竟我們是否曲解了其意涵？海

德格對於哲學文本的閱讀和闡釋，經常以自創的語彙來翻譯之，這種解讀文本的

方式固然極具創意且相當微妙，然而，在此過程中與文本之間的對話是否會淪為

獨白？在具備論據的闡述與出自興趣的詮釋之間成存在著模糊的界線。 

語言既由此有之口說出，而事實的此有既然具有肉身作為質料，那麼不論是

此有抑或此有所說之話語本身都具有質料性，由此，我們發現 physis 展現為現象

的另一種可能--此有作為質料以語言為媒介而蘊生存有。海德格將 logos 的本質

復歸於赫拉特利圖的思想，視其本質為「凝聚」，並將 logos 的根本歸諸於 ph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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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揭示層面的真理，擴展為自行湧現層面的凝聚，揭示層面的真，以技術產

物和藝術作品為具體表現，而存有之真，則以語言所命名的天、地、人、神四域

之統一顯現。由於 logos 和 physis 根本的統一，logos 同時具備揭示和遮蔽的雙

重性，若說現象的顯現有表象以及假象的可能，而負起揭露任務的 logos 本身也

具備遮蔽的可能，那麼，在現象展現以及 logos 揭示的同時，真和非真、現象和

表象，存有和虛無、phsis 和 logos 各自帶著多重性疊現，此即現象展現真正的困

境所在，此即海德格思想之核心問題所在。 

海德格從亞里斯多德對於 logos 所包含的對立特質，呼應現象的諸多可能性， 

同時呈現且保留 logos 的多重展現方式，並總是從所缺乏的一面考慮存有之真展

現的可能，揭示談得是主動的側面，而展現則突顯既被動又主動的存有之朗現，

前者是 logos 狹義的解釋，包含著錯誤和欺騙的可能，後者只要有所展現即為真，

只有展現層面的差異，沒有虛假的問題。海德格企圖將狹義的 logos 歸諸 logos

本質意涵，即以凝聚為其根本意涵，並且以語言的命名掌握四域彼此的統一。 

 physis 的展現一方面需要領會，另一方面需要語言，既是在技術生產活動中

靈魂與自我的對話，又是對所關涉事物的判斷和陳述，更是詩歌所命名之存有。

我們可以看見相應於不同層面的揭示方式(logos)，而有不同層面的展現之根源

(physis)，技術活動映現存在狀態上的真，並指向存有論上的真，而「詩歌之歌

唱」、「語言之說」則映照存有之真。正因為存有不是生成的結果，而是變化和形

成的過程，迫使我們必須從不存在的東西設想存有，從不可能的東西追求可能

性，這也正是海德格以 Sorge 統一此有存在結構之諸環節，而總是先行於自身的

存有之時間性現象之具現。此有具有時間性特質，而存有本身則使時間成為時間。 

 由於生命本身即不間斷地在被解釋狀態中存有，logos 和 physis 之間或許能

夠對照詩歌和思索之間的近鄰關係，其親近關係的形成在於其一總是映現另一，

通過有所顯現的其一，總是反映隱而未現之另一，logos 根本說來，是此有事實

生活的未言明之解釋狀態，是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所勾勒的世界整體，是＜

藝術作品的起源＞所討論的藝術作品之本源，是四重整體在事物之中凝聚且各得

其所的存在過程，更是成為存有的道路，並在海德格對亞里斯多德「闕如」的徹

底化闡釋中達於巔峰，即海德格晚年所思考的 Ereignis，英文翻譯成

Appropriation(筆者譯為「徵用」)，或許可以從缺乏的面向加以理解，如此，存

有之為存有實來自於最大的缺乏，對此有之存有而言，此最大的缺乏是死亡，對

一切存有而言，其最大的缺乏是虛無，此最大的缺乏觸發「成其存有」(ereignen)

的要求。 

 此外前文曾指出以中間語態來理解 logos 之意涵，若能同時保留「徵用」以

及「成其自身」為 Ereignis 的雙重意涵，便能和 logos 基本的雙重特質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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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於我們掌握海德格思想中 logos 之本質。有學者將 Ereignis 譯為「湧現」

emergence304，或許這個翻譯更貼近海德格在 physis 的視域下看 logos 意含的基本

要求。因為在海德格對 physis 的探究中，曾試圖以 emerging power 譯之305，除此

之外湧現一詞也包含了動態形成著的變化以及時間特質，或許我們可以在強調

physis 和 logos 各自的雙重性以及成對出現的狀態之下，將 physis 譯為「湧現」，

而 logos 則譯為「湧現之能力」(Kraft)。 

 海德格以反面來思索存有問題，亦即「通過無來催生有」，在其著作中處處

可見其例證，如以沉淪的、非本無真的存有來詮釋本真的生存，以非本真的領會

來揭示世界之為世界，以死亡來成全此有特殊的時間性，以沉默來標示語言之特

質，以寂靜來映現存有之語言。此闡述方式符合海德格思考的習慣，通過迂迴的

繞路，以破除思惟習慣的牽引，走向實事的根源，存有之真理一途。 

 海德格對存有問題之現象學探究，在 phyis 的本質以及 logos 的本質探究完

成時，才得以獲得統一而為現象學之本質意涵，其早年所提出的事實性的現象學

詮釋就已為存有論和邏輯的統一埋下伏筆，logos 概念的發展及其演變，所呈現

的正是 physis 如何展現以及如何存有的問題。logos 的本質意涵，以赫拉特利圖

的凝聚為指導線索，轉化巴曼尼德思作為思想的 logos 為領受存有的 logos，保留

亞里斯多德 logos 的多重性，以上述因素為依據發展 logos 為詩歌之語言，命名

四域之統一，最後，logos 作為 Ereignis 達到其意涵之完滿，相應於上述最大的

缺乏，logos 作為 Ereignis 和四域之間相互徵用，展現下述現象：存有的如何、

語言之說、從無到有走向語言之途、走向存有之途306。 

 在對詩歌的討論乃至於語言的討論中，我們所獲得幾個關鍵語詞「地帶」

(region)、「區分」(difference)、「之間」(between)、「在途中」(on the way)，如果

我們試著以海德格思想為背景，選擇一個可以適切凝聚上述諸詞語之語彙加以表

達，或許「徵用」(Ereignis)會是個不錯的選擇，如此，我們便可以依據變動地、

成形著的面向，藉由不在場(absent)和闕如(deprive)來領會之，而海德格晚年思想

樞紐作為「成其自身之徵用」，回歸於其思想之起點-「存有論區別」307。 

 
 
 
 

                                                 
304 Otto, Pöggeler (1997), The Paths of Heidegger’s Life and Thought, translated by John Bailiff,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以下簡稱 PHLT,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305 IM, p.14 
306 Tomas Sheehan (1998), Heidedder,Martin(1889-1976),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editor Edward Craig 
307 PT, pp.434-4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