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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萬化皆石 

 
                             啟蒙為了粉碎神話，吸取了神話中的一  
                            切東西，甚至把自己當作審判者陷入了  

     神話的魔掌。 
 

                                    ──阿多諾、霍克海默《啟蒙辯證法》 
 
                               原本會有的救贖標記，一點也找不出來。 
 
                                   ──卡夫卡《流刑地》 
 

 

   上一章在海德格詮釋學現象學鉅細靡遺地描繪了此在事實性的詮釋學處境

後，他宣判了在現代性中最為根深柢固且不言自明的觀看乃是將其所遭遇的一切

物打上「有用性」的印記，並且我們也在此在時間性非本真的展開狀態中理解了

何以「徒留下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的可能性條件基礎，然而如果說這種將存

有的「有用性」面向裁切為存有者的理解本身乃是無可厚非之事，畢竟作為一個

在世存有，非得將眼前的存有納入我生命關懷、利用厚生的因緣整體裡頭，那麼

這件事情本身有什麼問題呢？因此如果海德格對現代性的質疑只是因於「徒留下

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的話，那麼我們這位哲學家就我們看來確實有無病呻吟

的無事找事之嫌，然而海德格真正關心的是這種「有用性」的呼求在新時代在主

體哲學與科技宰制的聯手織就出來的森羅大網中，這種「有用性」的要求被無限

上綱，存有徹底隱退，而啟蒙原本要求的解除魔咒卻反而走入她的對立面當中，

正如同四零年代霍克海莫與阿多諾所寫的《啟蒙辯證法》當中所揭示的那樣，啟

蒙為了徹底的粉碎神話，結果卻走向了她的對立面，將自己葬送在另一個更為巨 

大的神話裡頭。 

 

    而在這一章中，我們要繼續的隨著海德格對現代性的診斷，聽他怎麼剖析現

代性的病徵，就海德格的見地，現代性首先展現在科技對存有漫無止境地要求「存

有」釋放出「為我所用」的面向，而這些面向是透過索求（challenging）與擺置

（sets upon）的蠻橫要求來達成的，這裡頭所執行的是數學法則要求的可計算性

與精準性的基本原則，然而索求（challenging）與擺置（sets upon）背後還有一個

使她得以可能的條件──座架 (enframing)，在這裡科技的最底層的思維與哲學傳

統遭遇到了，這裡頭有著現代性最為底層的形上學預設，然而正是在這個與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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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接軌的地方我們看到了海德格認為現代性之所以為現代性的起始點乃在於

從笛卡開始主體哲學的展開，從這裡開始，眼前的世界成了主體的客體對象，展

現自身為一個「現成在手」的表象、以致於最後成為理解整體的一幅巨大圖像。

世界成了圖像，而到此，現代性的梅杜莎之眼終於使得萬化皆石。當然這裡還需

要更為細緻的處理，海德格的說法才能具有他的說服性，以下我們逐步釐清。 

 

第一節 歷史性與歷史學的區分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區分了歷史學與歷史性，首先，海德格說「歷史」

這一個字眼在日常語言使用中指涉「已過去的事」，然而當我們說這事或這物已

「屬於歷史」了，這是什麼意思？這裡的「屬於歷史」顯然的不是指說如今這件

事情已經「不現成」存在了，相反的，一些遺跡、一件古董在當今反而可能仍「現

成」存在，那麼究竟是什麼東西「過去了」？其次，平日人們也可能說一件事物

是「有歷史的」，但是這裡的「有歷史的」所指的又為何？這裡所指的「有歷史

的」無非是指此一事物有著「出自於過去的淵源」，那麼在這種意義下的使用，

說一個事物是「有歷史的」並不是等於說一個事物「過去了」，倒毋寧是說一件

事情是「有發展的」，這個東西「出自於過去」而「至今」，並覆對於「今日」有

一定的「效用」、「影響」，並與「今日」一同籌建著「未來」。比方說一個「有歷

史」的大學，它源於過去、立於今日，並且可能在學術圈裡引領風騷，默默的領

導著一個民族下一個世紀的學風、思潮，那麼在這裡的使用中，「有歷史的」東

西並不等同於被現成時間領會為「過去」的東西。也就是說海德格認為首先在有

關歷史一詞的日常使用當中並不首重「過去」，相反的，在一些含義中，說一件

事物「是屬於過去的」但事實上在此刻卻可能仍是「現成存在的」；而在另一些

使用中，說一件事物是「有歷史的」倒不單單指涉過去，它源出於過去、立於今

日、並籌建著未來。而這在這兩種日常理解當中，多少說明了海德格所認為的歷

史學與歷史性的本質差異，因為歷史學（較客氣的講是海德格所要批判的歷史研

究態度，我懷疑歷史學的態度是否盡然如此）將「過去」的東西當做自身鑽研的

對象而致力於其「客觀性」的重現，然而歷史性是非對象化的，它源而過去，而

作用於現今，並使此在這一份歷史性的歷史性領會中可能性的組建投向未來，這

種歷史性是活生生的與此在綁在一起的，一個人在他所生活的文化環境中不自覺

地用他所處環境流傳下來的傳統去打量眼前的世界，與事物周旋。這就是歷史性。 

而這種歷史性的發展，依海德格的看法，絕對不會是哲學作為一個專技學門

的行業發展史，而情況是這種哲學的基本觀看，作為一種基礎的視域劃定了一切

日常觀看與學科理解的發展，以我們這篇論文所關注的現代性問題來說，在這裡

海德格用座架(Gestell；enframing)一詞來說明哲學作為科學的根基如何規定了科

學的視野，中文翻成座架是很能說明海德格對哲學作為科學的根基的看法，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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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在海德格所以為的當代科學發展中，哲學乃是基於主客對立的模式前行的，在

這種對象化的過程中，人們逐漸將對象給客體化、普遍化而得以掌握，並且科學

的發展將逐步地將這個解釋框架編織的越來越精緻，這就是海德格的英譯者將

Gestell 翻譯成 enframing 的道理，這說明座架的擺置是一個不斷發展、擴張的版

圖，然而這張森羅大網的發展卻是基於一種形上學歷史性發展的基礎觀看，形上

學的歷史早已為它劃下活動的禁區，哲學是科學架構發展的基座。而這種座架的

發生是有她本身歷史性的根源的。以上說的仍是一種抽象的談法，我們轉向具體

的案例來說明。 

 

初讀＜藝術作品本源＞之際，我很認真的告訴我的朋友，這裡頭有著我兩個

層次的吃驚，一個是文本內海德格對於梵谷一雙農婦鞋竟能呈報出一個靜默的大

地與農婦生活世界縮影的吃驚；另一個則是文本外我對於海德格的吃驚的吃驚，

那時候我總想著，除了海德格鄉村文學式地將農婦的世界與大地再次書寫一般，

我實在看不出我們這位語不驚人死不休的哲學大師這次多說了什麼，我吃驚於海

德格在這裡喃喃低語般所營造出來的假懷鄉、真媚俗。如果哲學與藝術總是可以

帶給我們另一雙眼睛的話，很抱歉﹗這一次真的一點都沒被你感動到。 

 

然而就在我們匆匆作出評判之際，我們是否可以再想想這裡頭還有沒任何的

絃外之音？我指的是：還有一種可能性可以使海德格逃脫媚俗的指控？那就是、

除非海德格預設了現代人的眼睛的確看不到這些東西了，而我們以為我們看的

到，而事實上我們自以為素樸性的觀看早就被偷偷的置換掉成另一副眼鏡﹙別自

欺了，想一想當海德格看到梵谷油畫中的農婦鞋，而引發的對另一個世界與大地

的聯想，與我們在淡水老街，看到一件簑衣﹑一頂斗笠時只想到底面標價和值不

值得帶回家收藏裝飾的心態之間的差距就夠了。﹚，我認為這就是海德格隱藏不

說的預設，現代性的觀看並非素樸性的觀看，它再也無法將事物帶回原來的地方

了，這裡有著海德格對於現代性的關懷，大衛庫柏（David Kolb）在其著作《純

粹現代性批判》如此解釋海德格的憂慮： 

 

   所有的傳統因素正在被摧毀，並改造成可在市場上出售的商品。1 

 

毋寧說，現代性的觀看不但基於一種功利性﹑有用性的觀看之外，事實上更

基本的我們是挾帶著整個世界整體理解來領會﹑來估量眼前的一切事物了。因此

海德格說：「在現代性的觀看前面 一切事物都被擺置了」，好！那麼如果一如海

德格所以為的那樣，一切事物在現代性觀看面前被徹底擺置的話，那麼我們現在

就來談談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而這件事情的發生就一定要帶入幾個後期海德

格著作中所使用的概念：索求（challenging）與擺置（sets upon）﹑以及座架(enframing)

來加以分析或許或說的更為清楚，而這些都與後期海德格對於科技的反思緊緊聯

                                                 
1 David Kolb，《純粹現代性批判》，第 1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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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在一起的。 

 

第二節 索求與擺置 

 

有時你真不知道我們的海德格先生對科技的過火描繪是出自於那一份大哲

人先天敏感而過份纖細的心思所致，還是單純只是一個老一代靈魂對於科技適應

不良的焦慮不安，但總之海德格的看法總是令我們驚艷就是了，在這位老先生的

眼裡，現代性文明根本就是一個將自然與大地作為原料而忙碌不已的超大型加工

廠，一切存有的展現都被有計畫的編號、歸檔、投入生產、加工、儲藏。原則是

「要以最小的消耗而儘可能大的的利用中去」。2就海德格以為，這是現代性心靈

施加在存有身上的咒語，在存有身上打上「為我所用」的側面，並且以效能的最

大化來要求存有提供出得以開發的能源，這就是索求（challenging） 。揚言解除

魔咒後的現代性事實上又為眼前的這個世界打上另一道魔咒。 

 

現代科技的金科玉律展現為一種索求（challenging），即將自然置入無理蠻

橫的要求當中，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夠被開採和儲存的能量。3 

  

在索求中，我們訂造了自然，擺置（sets upon）了大地，於是 

 

如今耕作農成了機械化的食品工業，而空氣為著氮料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

為著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著鈾之類的材料而被擺置（sets upon），鈾為了原子

能而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利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來。4 

 

我們對自然的索求與擺置強行的將存有的某一面向給強行地扣留下來，使其

作為有用性的存在者現身，然在現代性的促逼與擺置下存有隱退了，所以最好還

是別太相信我們的眼睛還是什麼素樸的眼睛，我們都在所見的一切存在者身上不

自覺地打上為我所用的劇場面燈，把我們想看到的輪廓與效果狠狠地凸顯出來，

把我們不要的平凡無華全都遮蓋下去，至於我們看到的那張臉還是原本那張臉

嗎？不重要！當然也犯不著追問，只要存有的普效性能規律地必然出現，那麼這

便是被我們視為「科學的」無庸置疑的「客觀」，以前我們排演劇場流行著一句

話，看戲的人是傻子，而套用在哲學上，而追問的人則是瘋子，所以搞哲學的人

是瘋子，因為在大家認為理所當然的地方搞哲學的人還要再深掘下去，而追問現

                                                 
2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5. 
3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4. 
4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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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病癥的海德格更是瘋子中的瘋子，他不只要追問在 spark light 背後那張臉，

他考慮的更多，他還要把這個舞臺逐一地給拆解開來，他想要繞過現代性的薄紗

去觸碰到存有原本的素顏，那麼這就不是簡單的宣告大自然為現代性所擺置與索

求這樣三言兩語的國中生作文就能了事的了。他考慮到的是擺置與索求之所以可

能的可能性條件是什麼 ﹖因此我們有了這麼一個題目：促逼與擺置得以可能的

可能性條件：座架﹙enframing﹚。 

 

第三節 索求與擺置得以可能的條件：座架﹙enframing） 

就像我們平常生活會體驗到的一些事情一樣，在原本漫不經心的生活中我們

原以一條條因果關係所建立起來的事情正是所以然的認知，事隔久遠再扒開來看

時，才想到當初以為的事實其背後乃是多條線路的糾結與運作的結果，海德格座

架﹙Gestell；enframing﹚這個概念或多或少有這樣的味道在，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索求與擺置自然是果而不是因，來自四面八方的索求與擺置其背後還有一個更為

根本的可能性基礎，在這個基底的支撐下、各種大大小小，千差萬別的索求與擺

置才被積聚起來，並擴延開來，根據海德格自己對 Gestell 這個字眼的使用，它

有兩個層次的意思﹕一個是將各種對於自然的擺置﹙Stellen；sets upon﹚、積聚

﹙Ge–﹚﹑組建起來，以一種架構的方式將事物織就成我們要的樣子，英譯板本

的 enframing 很能表現出這一個性格﹕將事物框架起來，而另一層次的意涵不只

是框架，更是這些框架的基底、底座（其實就是兩千年累積下來形上學傳統並且

在近代主體性哲學發展後交織出來的基本觀看方式），在待會我們的分析中將指

出 enframing 的基底除了有用性的觀看之外，更重要的且更基本的是將存有的在

場徹徹底底表象為一種對象的持存，因此中文譯為座架（除框架之外尚有基座的

意思在裡頭），雖說拗口，但或許是為了滿足Gestell 這兩層意涵的緣故。 

 

然而千萬不要以為將現代科技本質徹底清算一番就代表海德格不要科技索

求了，而因此把海德格喬裝成一種天真爛漫卻又著實欠缺大腦的環保小尖兵，科

技的罪狀不在於它遮蔽了存有，不要忘了海德格視科技為一種存有解蔽的方式，

而對於存有的解蔽本來就帶有兩面性格，它既解蔽了存有的一些可能性的同時也

遮蔽了其他的可能性的展開，解蔽一詞本來在海德格那裡就有著雙面的性格，他

既開放存有的某一側面之際，也同時的使存有的其它側面給壓制下去，以我們剛

才的具場面燈來隱喻也是如此，劇場的燈光往往使得舞台上的某一區塊突顯出

來，而同時在轉移觀眾目光之際，使得某些領域不被注意，而使觀眾的視覺焦點

可以集中在劇情所要牽引觀眾前行的情節上。而依據海德格的看法，科技的發展

本來就有一個歷史性的根源，它是存有本身命運的必然到來，它無可迴避，並且

著實亦無可厚非，我們唯一能做的無非是不要任其鎖閉一切存有可能性的到來。 

 

    由於命運一直為人指引出一條解蔽的道路，因此人，在其途中，往往驅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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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逐追與前行之可能性的邊緣，而其索求到的無非是那種在算計中被解蔽的東

西（what is revealed in ordering），並且從那裡採取一切尺度。由此也就鎖

閉了其它可能性，即﹕人更多且更早先、甚至是更源初地置身於無蔽領域之本

質及其無蔽狀態那裡，以便把他所需要的對於解蔽的歸屬性經驗為他的本質。5 

 

而座架作為擺置的聚集，而這樣的擺置與促逼並非只是針對自然，在針對自

然之際人也同時走入座架當中，受座架擺置： 

 

    座架乃是那種擺置的聚集（gathering together），這種擺置亦擺置了人，

使人以算計方式把現實事物作為持存物（as standing－reserve）而解蔽出來，

作為被索求至此的東西，人處於座架的本質領域之中，人對於他與座架甚至根

本不能抽身、無得選擇。6 

 

然而座架如何而來？座架並非無端而來，座架的產生源於存有的命運。 

 

    座架是命運的一種規定（ordaining），正如同任何的一種解蔽方式一樣。7 

 

而既然提到存有的命運的話，我們就有必要簡略的交待一下海德獨特的歷史

觀，首先為了避免不必要的誤解，我們在本章開頭就已經指明了海德格的歷史性

並不是歷史學，甚至在根本上海德格視堅決的反對歷史學那種堆疊資料將歷史擺

置成研究對象的處理方式﹙不知是出於誤解還是當時的歷史學研究的確有海德格

所說的這些種缺失﹚，海德格要的是他所說的歷史性，這就不是對於任何歷史對

象的考究重建，毋寧說，海德格的歷史性是存有被解蔽，被此在理解的歷史進程，

更具體的說，就是形上學史的發展，唯一在這裡的但書是﹕與平常我們所熟知的

哲學史或思想史來說略有不同的是，並非所有哲學家在海德格眼中都算的上數，

相反的、倒是在一些近代的詩人作品當中海德格看到存有的嶄露。8 

 

                                                 
5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26. 
6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24. 
7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24－25. 
8 當然在這裡我們也不反對在一些作品中對海德「過度使用」（overuse）他所詮釋的作品，比方
說有論者以為當海德格在解釋賀爾德林的作品上，有許多「逾越」作者原意的作法，畢竟賀爾德

林的作品與他的時代精神或許有一些回應和相關的主體精神在裡頭，有興趣者可以詳見在收錄

《Martin Heidegger Critical Assessment》的這篇論文＜Heidegger and Holderlin：the over－usage of
“Poets in an impoverished time＂＞，Annemarie Gethmann－Siefert，然而對熟知詮釋學第二度轉

向（主要由海德格與高達美所推動）中「作者原意」實非詮釋活動中至高無上的教條（雖說我排

斥這是一項進行詮釋活動首先當予尊重或說考量條件），然而在這裡我們著重的倒不是海德格的

詮釋是否合乎「客觀性」，倒是我們看中的是海德格透過這些作品、更好說是繞過這些作品說出

來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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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座架的歷史性根源：主體哲學的發端 

如前所述座架乃是存有的理解一路發展到近代的必然產物，然而這裡還缺乏

一個我們尚未補足的一個關鍵，因為若說座架的發生使得一切眼前世界的存有風

化成可被索求、擺置、計算與宰制的對象的話，那麼這個對象化如何發生的？在

什麼樣的歷史轉折點上一種主客對立的模式成了時代典範？並且規定的存有必

作為一個主體的表象而扣留在一個持存的在場當中。以下我們從海德格＜世界圖

象的時代＞中的論述逐步說明這種理解之所以發生的條件，以及這種發展如何成

為一種現代性之所以為現代性的特點，一種唯技術是問的時代群體瘋狂。而這種

為技術是問的時尚並非只是技術而已，彷彿技術只是一種中性的操作程序而全然

不涉及任何本質或形上學觀點，然而在＜世界圖象的時代＞一開頭海德格便道破

了這種假象，直接點明現代科技背後與現代形上學的共犯結構。 

 

迄今為止機械科技明顯是現代科技本質的後裔，而科技本質自身則與現代形

上學的本質乃是同一的。9 

 

依照較為普遍的理解，我們認為科學是不斷進步的，並且與近代之前物理學

相比較的話，這種進步展現在在消除形而上學預設後，更能如其所是的接近經驗

對象，而不空設任何經驗之外無法檢證的形而上學的神秘元目，如此科學的發展

正是因為它放棄形而上學的結果。我們舉培根（Francis Bacon）的歸納法與波普

（Karl Popper）的試錯法為例，說明這種科學的理念如何理解自身，我們簡單的

劃分兩種說法的差別，歸納法的程序是：大量經驗──歸納模型──經驗再檢證

──修正模型；而試錯法是：假說模型──遭逢經驗檢證──修正模型，這兩種

解釋科學發展的差別，波普認為在實際上一個科學觀察者不可能在全無設定觀察

方向上的去接近經驗對象，否則觀察者觀察什麼？「純粹的」觀察這個說法事實

上不太站得住腳，往往觀察從某一個角度去攫取它的對象，否則觀察者難以找出

大量相似性的反覆出現來予以歸納出結果，而這裡還涉及一個評價上的差異，培

根的歸納法的傳統可以堅信科學規律是建立在事物共同性的反覆出現中來得到

客觀性，因此他們的科學進步是建立在可以檢證、得以證實的事物共性上面來獲

得基礎，而波普的說法則是科學的進步不在於它的得以證實，而是相反的是它開

放可以證偽的空間，這種「證偽性」（falsifiability）是波普認為科學與偽科學之間

本質差異。 

 

然而在兩種立場中，我們可以看到兩者都主張一種科學的進步論，這種進步

論是依照大量的事物相似性（或說共同性）的重複出現來衡量科學進步的標準，

而在其中精準的要求即在裡頭，一個科學的理論其越能精準的說明預測事物的必

                                                 
9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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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性規律，則這個理論將更為成熟；此外兩者的相同之處在於形而上學的割除，

在經驗觀察中盡可能的去除一些不必要的、且無法檢證的目的因解釋的神秘元

目。 

 

然而海德格挑戰這兩種觀點，首先科學的進步必需預設從古至今理論所關懷

所關懷的對象側面是同一的，即精準的說出對象可反覆出現的普效性或共同性，

然而就海德格的看法，這並非事實。 

 

當我們今天在使用「科學」（science）這個字眼的時候，它與中世紀的學說

（doctrina）抑或科學（scientia）乃是截然不同的，並且也與希臘所謂的知識

（episteme）大相逕庭，希臘的科學所力求的並非精準，這是由於依它的本質而

言，其絕非精準且並不力求精準，因此說現代科學比古代科學更為精準的說法，

一點意義也沒有。10 

 

其次、對於我們通常認為物理學是經由歸納而來，不論其是透過經驗的歸納

證實抑或假說模型的不斷證謬，科學理論的模型將逐步的發展進步成為一個更能

接納解釋更多經驗現象的理論體系，然而海德格質疑，倘若一個接近對象的籌畫

領域（在意思比波普的接近對象的角度意義更為寬廣）尚未敞開的話，那麼觀察

者接近什麼？觀察什麼？是不是一個對象化的事實領域敞開了，並且在計算中一

個對象的可計數性被鎖定了，那麼對象才依照這個角度、被索求以這樣的側面納

入研究當中，然後隨著實驗來檢視其合不合乎理論模型所設定的條件，故海德格

指出原本在亞理斯多德那裡經驗一詞指的是在不同的條件下遭遇對象，然而現代

科學卻很少看見自己在研究活動的前理解，而事實上這種以為自己的程序僅只是

不涉及本質探究的純粹中立的方法論中，其實已經置身在一種形上學根基當中。 

 

現今被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其本質乃是研究，然研究的本質又是如何組建而

成的呢？事實上這種認知構建自身為某個對象領域是其所是的程序，程序絕不僅

僅只是方法或方法論而已，每個程序都已經傳呼一個它藉以活動敞開範圍。11 

 

而這種置身於某個籌畫領域當中的科學方法程序一旦設置了，在執行上它自

身的「嚴格性」標準也就誕生了，這種嚴格性事實上與經驗開放性本身有所不同，

如果開放性指的是在不斷回身檢視我自身的前理解，開放視域，以利在新的視域

與更多意義的經驗遭逢的話，科學籌畫的視域本身是不予撼動的，在其敞開領域

中一旦確立，剩下來的只是合乎這個開放領地中的方法程序的「約束性」之嚴格

遵行才能算得上是嚴格性。 

                                                 
10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17. 
11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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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畫事先描繪出認知程序必須在什麼樣的敞開領域並依照什麼樣的方式來約

束自身，而這種約束乃是研究的嚴格性。12 

 

而如果說科學自身的嚴格性來自於嚴格執行方法程序的約束性的話，那麼我

們要看看海德格如何描述他所理解的科學方法程序的約束性究竟如何展現，以及

這種約束性帶來什麼樣的盲視？ 

 

海德格認為現代的物理學被視為數學的物理學，那是因為它在優先的先決條

件上乃數學的，而數學的自身的約束性乃是精確的，因此現代物理學，在處理它

的研究對象時必然的要求對象進入表象之際而預先規定為一個時間──空間的

關係來展現，而如此方符合數學要求得以計量的精準性，而之所以非得如此在於

精準性的要求本來就是數學研究的嚴格性要求，數學方法必須作這樣的自我約束

方符合其作為一個學科的規範性。在這種情況下的物理學實驗其實對準的經驗對

象的特性乃是存有的可被計算的側面。 

 

實驗源乎於以某一律則作為基礎的奠定，從事一項實驗其意味著再現或設想

在某一特殊條件下一系列的運動關係得以可能得以追索，也就是，說在必然程序

裡，對象得以在事先的控制中加以算計（calculation）。13 

 

如此一切唯技術是問的思維本質實際上使得現代性成了海德格所說的一個

世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這是什麼意思呢？這指的是在這

個新時代理我要求對於事物瞭如指掌的掌握，然而這種掌握的方式卻是事物作為

一個對象佇立在我之前（is set before us）、成為現成在前的一個表象（what ie stands 

before us）來展現自身，而這樣還不夠，更進一步的所有現前於我的對象──在

他所包含以及在它之中並存的一切東西──作為一個系統（as a system）來呈現，

如此眼前這個世界進入圖像（put into the picture），而這是海德格認為現代性的特

徵。因此海德格說： 

 

倘若我們在反思現代，則我們是在追問現代的世界圖像。14 

 

世界圖像並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的世界圖像轉變成一個現代的世界圖

像，倒不如說，世界在根本上變成了圖像，這種情形標劃了現代的本質。15 

                                                 
12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18. 
13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21. 
14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30. 
15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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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圖象就不只是理解為關於存在者整體的一個摹本、或一幅

圖畫；倒是相反的，存有非得以作為表象方式才能進入存有者整體中，在這個時

代裡存有者的存有必須被換算成存有者整體的圖像才能進入合法的理解當中，這

是現代性特有的遺忘存有的方式。而如果說這種以表象性的思維方式來掌握存

有，即嚴格規定存有必須作為一個現成於我之前的對象的方式來掌握的話，那麼

這種對象化的主客對立模式必須有一個更為基礎的事件來使其可能性發生，而海

德格認為這個可能性條件在於近代主體哲學的發生，為在這種主體的確立之後，

一種作為我這個主體認識的客體對象的持存才更堅決地被設立起來，並進一步的

在索求與擺置當中算計存有的可計量性。 

 

具決定性的不是人從以往的束縛當中掙脫出來，而是人的終極本質改變了，

人成了主體；我們必須瞭解這裡的主體其不過是希臘語根據（hypokeimenon）的

轉渡，這個詞指現成於眼前的東西，其作為基礎將一切聚集於自身，主體的形上

學意義一開始並無任何凸顯人與自我的關係，而如果人變成首要的以及唯一實在

的主體的話，那麼這意味著人成為這樣的一個存在者，一切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

真理都建立在這存在者上，人成了存在者關係的中心。16 

 

而事實上在主體哲學之前，其實某些宰制的前提條件也已經出現。 

 

希臘人並非作為存在者的感知者來存在，這說明了何以在希臘時代世界不會

成為圖象。然另一方面由於在柏拉圖那裡，存有者的存有（beingness）被其定

義為理型（eidos），這是世界必然成圖象的前提條件（presupposition）。長久

以來先行決定了間接的遮蔽，而世界也逐漸成了圖象。
17
 

 

於是我們看到現代性成為一個世界圖象的時代，一個是存有的命運的流傳至

今，另一個則是在近代主體性哲學的發展中，兩條線路交織在一起，此後進一步

的在數學化的物理學中逐漸發展為座架、表現為漫無止境的索求與擺置。 

 

而這些對於現代性的理解都表現出海德格歷史性的觀念，而既然我們談到海

德格歷史性的概念的話，那麼以下的這一組概念就要先有基本的掌握，它們分別

是﹕命運（destine）與重演（repeating），前一個概念著重在說明關於存有在歷史

性中如何被人們解蔽並遮蔽的命運；而後者則強調如何在一個看似命定的歷史發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p.121. 
16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Haper and Row, p128. 
17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adopted in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Haper and Row, , 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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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尋求出路。 

 

對存有的理解開了一個向度，就封閉了其他向度的理解可行性，而這種封閉

性在歷史流轉中也就成了一代人的拘限性，而這樣一個拘現性的特殊性關看還會

在一代又一代的轉譯，理解當中進一步的削薄、銳化、一直淪落到一種僵硬且刻

薄的觀看裡去，這便是存有的命運（destine），也就是存有一度在此有理解中解

蔽開來、並在歷史性的解蔽過程中逐漸地亦遮蔽其他理解可能性的命運。我們就

以海德格自己在＜世界圖像的時代＞一文當中的例子來說吧，「思維與存有的同

一性」這是我們所熟知的巴門尼德斯的片簡，然而依據海德格堅持的嚴謹翻譯說

來，這句話海德格自認為切實的翻譯乃是： 

 

無論存有者如何顯現皆歸屬於存有，因其源於存有的要求和規定。18 

 

而隨著這樣的翻譯接著下來的解釋中，海德格的結論是在古希臘開端，存有

乃是被理解為湧現者（that which arises）和自行開啟者（that which open itself），而

不是後來在表象性思維意義下的對象與客體，而這裡頭的差別是，隨著這樣的差

別而來的對於人的本質的體認的殊異。在現代性的理解裡頭，由於主體哲學的發

生使得存有成了一個為主體所凝視的客體對象，而這個客體對象與主體的聯繫一

旦從存有論關係變成一種純粹認識論意義上的對象，那麼人與存有的聯繫裂成了

一道鴻溝，價值無由得到保障，唯一在人與人間唯一徒留下普效性的操作價值得

以交流（在這價值之外的一切被視為是主觀的價值信念，或歸以信仰的領地），

啟蒙解除了魔咒，然卻使自己陷入一個更大的「客觀算計」的巨大神話裡頭；然

海德格卻認為在古希臘的開端裡，與現代性的理解恰好相反，存有者並非人所凝

視的對象，無寧說人是存有者所凝視的對象更為恰當，此在是被存有自行開啟的

面向──即解蔽出來的存有者──給引領至聚集在場的敞開之境裡去，被敞開之

境所圍繞並且被扣留於其中，海德格以為這才是人的本質的完美定義，這裡的本

質是一種動態化的歷程，是一種不斷在存有豐富化的開啟領會自身的此在，而不

是現代性中成了「計算性宇宙」中那個細心打量、用心算計的追求效用開發的單

一向度之人。其實人作為一個「在世存有」，他對世界的理解以及他如何理解自

身為一個存於世界中之人，這兩件事本來就是綁在一起的。19 

 

作為領會，此在在可能性中籌畫他的存有。這種領會著的、投向可能性的存

在本身就是一個能存在，這種可能性作為解蔽（disclose）的可能性回塑（come 

back to）到此在之中。 

 

                                                 
18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p130－131. 
19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ed by John Mar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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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認為海德格在早期《存有與時間》中提出「在世存有」的概念時給我

們的一個重要的啟示，我們在日常的說法當中，有這麼的一個意思，你如何看待

世界，這個理解同樣回身過來使你成為什麼樣的人，畢竟每個人都是理解自身為

一個「在世界中的存有」，而如果這個世界對他而言只是一個空洞、機械的死物，

同樣他自己的存在意義也會成為一個活在空白宇宙中的一物，如此則「生活世界」

中諸多豐富的視域所帶來的理解、意義皆淪為一種在一個價值空白的大地上拼命

塗脂抹粉的徒然，原本該有多層次意義的「生活世界」讓位給計算式的機械宇宙，

而人成了這個計算中心的同時，卻也弔詭的被一併算計了。 

 

而或許我們現在會問：存有的遺忘是如何發生的呢？並且什麼時候開始悄悄

的發生了？海德格認為早在近代主體哲學之前，存有的遺忘更早的發生了，在早

期希臘開端所理解的存有的湧現與自行開啟被表象為對象或客體，還在於日後柏

拉圖哲學傳統建立後中介下無根基的翻譯與轉譯（對海德格而言，語言的翻譯通

常與意義的轉義同時發生），因為「對象」這個詞並非希臘式的思維，在希臘的

思維中存有充其量表理解為在場或在場者，而「對象」﹙Gegenstand﹚這個詞到

18 世紀才生產，並且是作為對拉丁文「客體」﹙obiectum﹚的德譯出現的。而原

本希臘人的存有湧現之在場一但被理解為客體或對象，那麼在接下來思想發展上

可預期的是以下兩個事件： 

 

一﹑在場者現在被我視為一個與我對置而立的對象物或客體物而存在。 

二﹑而這種主客對立變成了持存的對置性，因此也才打開了人們操控的可能性。 

 

以上兩點便是座架展開的歷史性條件，也是今日所見一切對自然進行索求與

擺置的禍端，這是存有的命運（destine），然而這種命運我們並非順其自然地泰

然任之（或許海德格提過對於存有的泰然任之，然而還是得問這裡泰然任之的是

泰然任之存有的「什麼」？），如我們前面說過的，或許科技宰制時代的來臨是

存有本身命運的必然到來，它無可迴避，並且著實亦無可厚非，然而我們唯一能

做的無非是不要任其鎖閉一切存有可能性的到來。正如海德格自己在＜技術的追

問＞一文中所說的： 

 

現代技術的本質奠基於座架。而座架歸屬於解蔽的命運，這些話的意思不同

於我們常聽到的那些言談，也就是指技術是我們時代的命運，就彷彿是說「命運」

是我們無法避免且無力轉圜的過程。20 

 

然而如何尋得出路？在此海德格便要求重演（repeating），這是一個在早期海

德格《存有與時間》中就具有的觀念，這觀念是說在洞悉歷史拘限性之後，此在

                                                 
20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t”,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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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企圖回到存有未受制於此一拘限性觀看之前的開放性當中，而重新開放初期

他的存有可能性面向來打開一個新的局面契機的到來。 

 

此一回返自身（come back to itself）並承傳自身（hands itself down）

的決心（resoluteness），演變成生存可能性的重演（repeating）而遞交（that 

has come down to us）到我們手上。重演乃是明確的遞交──此即是說，回溯

到「曾之在」（has－been－there）的此在的種種可能性當中。21 

 

而這種重演展現在哲學論述上則為一種與開端可能性反覆交流對答的話語，

在對答中終將已被疑問的存有面向重新贖回。 

 

毋寧說，重演促成了一種「曾之在」（has－been－there）的生存可能性的反

覆對答（reciprocative rejionder）。而在這種對答中促成了一種可能性的決心

（resolution），其贏得了一種關於當前的視見（vision）；並同時展現為一種反

對在「現今」仍起效用的「傳統」（the pass）22 

 

而以我們所關心的現代性問題來說，海德格所尋覓出來的出路之一就是重回

先蘇時期巴門尼德斯與赫拉克利特理解存有的其他開顯可能性，藉此打開理解存

有的其他可能性，並在與這些可能性對話當中尋到現代性的新出路，但這並不是

說要將這些尋獲到的理解可能性死套在現實的情境上要求實現，海德格一再強調

重演這個字彙要傳達的倒是一種對話的可行性，與這些歷史可能性進行對話（對

答）來豐富此在理解的視域，而尋求出路，這便是海德格在思索現代性出路特別

的一點，當一堆後現代戰將標新立異，推陳出新之際，這位思想者卻是回步到前

現代的起源裡去尋求現代性肇起的病根。而這正是珀格勒（Otto Pöggeler）以為
海德格之所以寄予詩人賀爾德林的原因，在賀爾德林的詩作當中，海德格看到了

召喚另一個新時代來臨的力量，而這個力量則來自於返回希臘開端的其它可能性

來創建另一個新的開端，在第四章《返回開端》中我們將沿著珀格勒的詮釋前行

尋找海德格的現代性解決方案，這也是本篇論文在前三章中回答了海德格依照什

麼樣的診斷方法、並診斷出什麼樣的現代性的病徵後，最後要回答的最終海德格

提出了什麼樣的解決方案？ 

                                                 
21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r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 p.437.  
22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r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