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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曲第二部曲第二部曲第二部曲  發現大地發現大地發現大地發現大地 

(clearing of Self-conceal)  

你必須通過它你必須通過它你必須通過它你必須通過它 
 

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第參章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之為作品的起源之為作品的起源之為作品的起源之為作品的起源 

 

女祭司說出了一切。原來他現有的王位是由於他之前殺了自己的父親 

，才在之後娶了自己的母親，女祭司讓他發現神給予他的命運活生生

的歷歷在目，使伊底帕斯所擁有的世界驟然變色。 

 

斯芬克斯之謎以人面獅身獸的方式展顯並非偶然，而是這樣異體同在的謎的

展現，正如是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獅子的狂妄如同戴奧尼休斯，需要人以阿波

羅的精神將之建立，但獅子突如其來的撲來，狂暴與威脅著要吞噬人，人並非要

將獅子關入架籠中成為馴物，也就是說並非對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給予概念框

架，成為任何生機都失去了生命力的普遍有效正確性，將獅子由森林中帶到動物

園供人欣賞是無法看到真正的獅子為何的，一如作品放在博物館裡即「遠離了所

屬的世界」一樣，1而是人如何發現獅子的狂妄力量並以獨特的精神，建立起一

個世界。這需要人在「人面獅身」之謎的歧義狀態中思考其所展現的意義為何？

思考這樣的力量傳遞與人什麼樣的訊息，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是如何呈現的。 

 

    大地自我隱匿之彰顯是歧義的狀態，在此狀況下我們要放棄對存有神秘似是

而非的討論，以存有真理發生的神秘與悲劇是處於藝術作品之中，藝術的本質是

真理置入作品之中來思考。伊底帕斯的故事是人類存有的所有神秘性詭秘的、不

可思議的真理置入其故事作品之中，因而，作品也是神秘的， 

 

神是不可知的，卻又是尺度。不只如此，保持不可知的神也必須通過

顯示自身為所是之神而作為始終不可知的持存者顯現出來。不只是神

本身是神秘的，神的顯明(Offenbarkeit)也是神秘的。2
 

                                                        
1 OW 40 
2 Martin Heidegger, “…Poetically man dwell…”.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p.94. p.233.以下簡稱 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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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神祕必須顯示自身，其顯示也是神祕的，作品本身做為大地隱匿的顯現，

大地保持隱匿的敞開領域，也是神秘的，而我們要「在保持聆聽的專心覺知中取

得尺度」，1在作品中聽神秘的顯現，此神祕的顯現即是在作品中被說出來而成為

謎。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時代背景與大地的重要時代背景與大地的重要時代背景與大地的重要時代背景與大地的重要 

 

    藝術之謎是處於藝術作品中如何現實運作的問題，海德格以藝術作品如何運

作描述出藝術，並表達：存有如何展現在存有論之「差異」之中、諸神如何在無

有定所的半神半人中展現，命運如何以人與斯分克斯的遭遇中被帶出來，世界如

何世界化，事物自身如何處在此謎之中。〈起源〉是要描述與說出整個伊底帕斯

的故事者，敘述謎運作的過程，相較於美學要消解此難解的作品運作的問題，呈

顯出另一種使作品保持自立的讓之呈現，也就是保持神秘的顯現之謎。 

  

    但為何偏偏以藝術作品作為如伊底帕斯的女祭司來揭發這一切呢？藝術作

品特殊之處為何，這也許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對真理的想法，使海德格首次把

藝術作品視為存有真理的典範：真理發生在自身顯現的多種方式與樣態中，真理

因而是通過人類存有的方式顯現出來，人捲入真理之中，但是人的形態有其有限

性，2因而人無法全然的表現出真理，如此要如何地理解真理為何呢？於是海德

格轉向理解赫拉特里特斯所談的 logos。logos 作為存有與言說的運動，其活動中

的實踐並不與語言的意義分開，並作為一個在我們經驗之中的真理事件，海德格

認為存有與言說的結合就是人參與其中可見的藝術作品。所以藝術是含有語言的

神秘，對海德格而言，藝術是謎而非神秘的意義是在於藝術是語言事件，「神秘」

仿如藝術是絕不可言說出來的非現實性，但斯芬克斯說著神祕之謎，此謎的意義

不是在於可以解答或是蘊含謎底，反而是由於最原初存有是以語言狀態出現，才

導致大家誤解以為有謎底可尋的過程。海德格由《存有與時間》對此有的有限性

之存有的討論，轉為通過發現無時間性的藝術之現實藝術作品之存有來思考存有

問題。所以海德格關注的藝術作品是一個事件，不是是視之為客體對象，也非考

慮藝術作品所伴隨的主體感受，因主體與客體都是傳統美學對藝術作品之起源的

回答，雖然海德格不以形上學形式的美學為考量，但首先勢必要在歷史中與形上

學相逢，他必須先進入形上學之美學的本質之中，這樣才可以說出謎如何通過人

而展現出來、人類如何與謎的遭逢又深陷於其中的那段悲劇歷程，並證明謎之力

                                                        
1
 同上註。 

2 人進入這樣自然湧現之中，無法支配這樣的湧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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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引發的歷史，海德格表達出傳統美學與真理觀在謎之中的虛弱無力，猶如伊

底帕斯解謎一般，毫無自知自己的來處為何。 

 

    海德格並不關注藝術是何種概念，而是描述藝術作品的起源(what)、藝術作

品由何處產生(where)與其作品中如何運作(how)等作品之存有問題，海德格強調

藝術作為一個現實的作品，是一個實在的事實，一件已經經過人為加工，非純自

然的、非工具的事物，這樣難以理解而特殊的存有物既非由其質料，也非有其目

的構成的作品，是由其揭示真理的關係而形成，也可以說作品是不企圖抹滅自身

擁有的歧義之真理狀態。這與三十年代糾纏於納粹事件中的海德格聯想在一起，

形成一種不言而喻的對照。 

 

    德國於二戰時正計劃著的巨大的科技四年計畫(Four-Year Plan)，1其中計畫要

重整萊茵河地區的軍備，這使海德格開始著手討論希臘神殿，並在〈起源〉中不

談此有，而改以論述一個民族，並特以希臘民族為之對照；這是由於海德格想要

對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之科技的未來感到隱憂而作出的描述，因為科技之威脅出現 

，海德格身處於自身想要說的瘟疫肆虐之領土之故事中而開始深感焦慮。當德國

在擴張其國家領土的存在空間，如同河流想要擴大領域流向遠方而將導致枯竭，

這也同時是隱含著對其起源大地的摧殘與破壞，這對海德格歷經校長一職，並於

之後被禁止演說與教課的處境不盟而合。河流要回到其起源才可成為活水源流，

海德格自身則以哲學問題回到藝術作品，以詩的方式使自身模糊的處境得以保存

與等待著解釋，所以海德格並不企圖逃脫出自身含混的「海德格事件」，而是由

這樣歧義的狀態中退出，不加討論，因為到底是存有作為主詞一般的掌控著他，

還是存有做為受詞由他顯現出來，根本是個無法回答的謎，我們不該再試圖對此

謎解答與論斷，停留於此似是而非的領域只會讓自身被斯分克斯吞蝕撕裂。2由

於對海德格而言，更為重要的是說出這樣歧義狀態的來源為何，他自身發現到國

家正發生著更嚴重的瘟疫，他現在要如伊底帕斯一樣找女祭司探問自己的命運，

發現命運在時間歷程中的表現，海德格現在要以藝術作品之存有做為其存有真理

                                                        
1
德國經濟專家計畫德國未來的經濟發展編列為「四年計劃」，此計劃中含有預計將石油產量大

幅增加等重大科技計畫。 
2 這同時也指出了海德格作品中出現的自相歧義是不可少的自然(physis)意義下的現象，而本文

之後即是要尋找歧義的由何而來，也就是詢問赫拉克利圖斯 (Heraclitus 550-480 BC)所言的「一

切萬物源於爭執」，此爭執來源為何，為何會引發爭執的問題，而不陷入歧義之間的擺盪狀態，，

形上學的語言即是此歧義而在道說的。〈起源〉的寫作時間由 30 年代歷經至 60 年代，之中出現

了許多海德格自身思想的轉變，如海德格在 1942 年左右放棄存有論差異，認為強調差異仍然是

形上學無法消除的烙印，這樣自身的轉變，正證明了起源自身的力量。在“詩人為何”中可以發現

這種狀態即是天平(wage)，即危險，是某物在其中可以這樣或是那樣出現的位置，起源(基礎)隱

蔽於天平搖擺(冒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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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的領域，讓人與自身命運在此領域中遭逢。 

 

    海德格要追蹤世界為何如此呈現的來源，或者說人類歷史的來源為何，有限

性的此有是存有在此，此有在世界網絡中展現存有，但是數學、自然無意識的支

配此有，並不受時間的掌控，藝術跨越時間突然跳躍於此有眼前，都成為此有無

法跨越的鴻溝。於是海德格以藝術作品之存有發現超出於此有有限性的存有狀態 

，以作品中的世界與大地聯繫在一起的親密爭執，作為人類可持續超越自身有限

性並與存有連繫在一起的狀態。 

 

    海德格描述藝術作品中有真理，此真理不同於傳統哲學下的真理概念，而是

傳統真理不容接受的模糊歧義狀態，海德格不以真實的農鞋，取以鞋畫呈現事物

與人原初聯繫之關係，描述出作品展現了事物的本質，以帶出作品作為真理置入

的前奏曲。藝術作品中存有物之真理置入，即是作品作為半神半人，作為差異在

場，即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的湧現，自身充滿著存有物之存有的尚未到來，就此而

言，藝術作品是非屬於存有物的，它自身等待著人進來探問，而處於時間歷程之

中。如同伊底帕斯由女祭司之言發現一切過往與未來之事，1作品說出了人的歷

史為何的來源，說出了人處在真理呈現之中又被掩蓋起來的處境，藝術作品是人

類世界中的祭司，聯繫人與諸神以轉變人類世界的契機，說出了事情的始末，但

並沒有剝奪人自身的決定。 

 

    藝術作品之所以可以顯現出存有物之本質，是通過是藝術的運作鑄成(works)

方式使存有物所是之存有湧現出來，使存有物成其自身，藝術作品才成為存有物

之真理帶向前來的事件。藝術作品與存有物本質的聯繫關係，換句話說是藝術作

品做為存有物之存有的解蔽，成為存有物之真理事件，我們要探問發生此真理事

件的起源。但是，如何可以使此真理事件顯現出自身？如何使藝術運作於作品之

中，而讓事物自身運作之現實被揭示出來的這件事之起源顯現出來？ 

 

    通過半神半人發現諸神的需要被展現出來，通過作品發現大地的自我隱匿被

說出了，或者說通過作品我們發現了存有隱匿的顯現。大地通過作品被顯現出來，

並在作品中保有了其隱匿。海德格要以藝術作品中大地與裂縫詩化形象的運作方

式，使我們接近這個無法全然顯現的真理事件的起源。真理的構形與損形之間的

張力，海德格以非(un-)—真理的「非」作為存有物隱匿的整體，遠遠陳舊古老於

                                                        
1 故事中，女祭司說了「你正是你要找的殺人兇手」，此句話仿如預言了伊底帕斯將會成為下一

個斯芬克斯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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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存有物之敞開性，而這即成為一件作品的在場是由隱匿中呈顯出來的，「由

隱匿中出現，且因此首次使此隱匿者停留」，1
 作品是雙面性的說明大地做為存

有傾向自我隱匿的開顯，如同赫拉科里特斯認為存有最初隱含著自我隱匿，所以

我們需要通過藝術作品來發現大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大地的隱匿狀態大地的隱匿狀態大地的隱匿狀態大地的隱匿狀態  

(一一一一) 大地大地大地大地以以以以雙重隱匿雙重隱匿雙重隱匿雙重隱匿成為自身成為自身成為自身成為自身 

 

    在第一部曲中，我們描述大地自身的隱匿，做為拒絕與偽裝的遮蔽，即真理

本質的非－真理之「非」的雙重否定，「非－」作為起源讓作為敞開性即真理獲

得最大的爭執與其立足之所，成就了整體存有物之真理，「在本質上自行鎖蔽的

大地那裡，敞開領域的敞開性得到了其最大的抵抗，並因而獲得敞開性的立足之

所，」
2
；在〈起源〉中，海德格以石頭的拒絕穿透喻大地隱匿的狀態：石頭始

終無法被穿透，就算以數字符號說明它也終究只是其假象而沒有看穿它。如此可

以發現大地即是阻擋一切對其意圖看穿它，此隱匿不是對人而言的隱匿，而是岩

石自身就保持著一種決不被識破不被透明化的隱匿，如此大地自身的雙重隱匿，

做為真理的雙重禁阻，即暗藏在「非－」真理中的非的兩種形態，形成對大地自

身始終保持隱匿，形成大地成為大地自身的本質，如同岩石般的無所逼迫，「大

地是無所促迫的無礙無累、不屈不饒的東西」，如此大地自身始終不為所動、一

切對之的力量都無法說穿它，這樣不隨任何時間、空間轉變更改的不受任何威脅

與強迫，如同自身永遠多過於一切與人對之的任何界定，而始終保持自身並持續

留有剩餘一般，此剩餘如同過量的自行封鎖與自行隔離的退隱，這些即是大地自

身的本質。 

 

    但是這樣無所需求的隱匿大地，需要的正是去顯現自身。岩石自身的隱匿切

斷了所有他者與自身的一切關係，也表示岩石切斷了自身與自身的關係，如此岩

石就產生了一個需要建立自我的需求，因而需要將自身為何呈顯出來；這如大地

只有保持在隱匿無所迫的狀態之下，他才呈現出自身，「大地退頓於任何展開狀

態，亦即保持永遠的鎖閉－大地才澄亮了，才做為大地本身而顯現出來」，3換言

之，大地必須呈現自身的本質，而其本質是無可入侵的隱匿，如此大地即是成為

必須呈現自身隱匿的本質而處於自相歧義的狀態，這是由於保持自我隱匿，大地

自身的本質才被呈現出來。自我隱匿即是神秘，而自我隱匿的開顯即為謎，所以

                                                        
1IM16. 
2 Ow 69 
3 OW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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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所要表達的正是藝術之「謎」，〈起源〉正是要看入大地自相歧義的奇特狀態。 

 

   如同諸神自身無所需要的過多，使它自身無法感受自身為神，所以需要半神

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來展現它。大地如岩石般自身無所逼迫而不須任何對之的一

切作為的處於無所需的狀態，大地無任何需要也就表達了其需要「去需要」，如

此的需要是做為最大的需要狀態。大地為了建立自身與成為自身，就需要在自我

關係增入一個他者，使自身的隱匿本質展現出來，大地如諸神需要由半神半人作

為作品說出它隱匿的狀態，如此才使大地自身展現出來。作品做為半神半人，說

出了大地自身隱匿無所迫的本質，「作品的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種笨拙而無所

逼迫的承受的幽秘」，1作品通過自身的運作使大地的隱匿保持著並展現出來，作

品是如何做到的呢？ 

 

  (二二二二)大地與作品的關係大地與作品的關係大地與作品的關係大地與作品的關係 

    1 作品的毀壞作品的毀壞作品的毀壞作品的毀壞狀態狀態狀態狀態來自於大地來自於大地來自於大地來自於大地 

       

斯芬克斯讓每個人都受苦著，就連通過它的伊底帕斯也不例外。伊底帕斯

越過斯芬克斯之謎，但斯芬克斯卻通過伊底帕斯之生命中化為無形隱藏起

來的命運，無所不在的掌控著他。 

 

    半神半人起源於諸神自身無所需要之需要的自相歧義狀態下被創造出來，諸

神即是給予半神半人有限神性的來源，諸神設置半神半人有限的神性，是給予半

神半人河流形狀形狀形狀形狀的來源。半神半人的狀態是連繫著神與人，如同河流聯繫著自身

的起源並通過流水建立與給予萬物滋養；再者，半神半人的存有是為了使諸神成

為諸神，所以半神半人河流作為展現出起源之隱匿的領域，同時自身也在展現中

遠離了起源，形成自身化為湖泊死水的危險，由於要使諸神感受自身為神，所以

諸神做為起源強迫著半神半人必須衝破自身的界限，以破碎自身來讓諸神跳出自

我差異與其自身不相等的經驗，以感受自身為神，如此，半神半人河流必須衝出

水道，此衝破自身神性限制是來自於諸神的要求與作為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存有，

同時諸神也利用人的犯錯與過失來做為其自我給予恩惠的差異者與他者性而發

現自身。而這一切都是來自於起源一開始就給出了半神半人河流留至多遠的水道

形狀。 

 

    作品是大地如岩石般隱匿得以展現出來的領域，但作品自身同時受限於自身

                                                        
1 OW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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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岩石作為其物因素的有限性，岩石使神廟有了某種形態以擺置出來，而神廟道

出了岩石之隱匿，使岩石展現出自身的隱匿特質；在神廟展現岩石之隱匿時，由

於聯繫諸神與人的領域，做為一個製作物的作品，一方面，通過人類對岩石的計

算性的作為，例如將岩石放入博物館、切割或數學化岩石等等對象性的對待，使

作品與岩石受到威脅與錯置；另一方面，無論人是否移動作品，作品中的岩石畢

竟是會風化而銷磨殆盡、化為烏有，分裂瓦解，如此就作品自身包含著物因素而

言，形成作品自身勢必會坍塌消殞崩壞，毀滅的狀況；岩石逼迫著作品自身勢必

會分崩離析的狀態，以使自身隱匿的本質更強而有力的被顯現出來，而這些陰森

可怕的情形都來自於岩石才使作品屹立起來並形成某一種擺置出來的製作物，換

言之，是岩石自身保持隱匿的有限性使作品含有自我毀滅的陰森可怕的東西出

現。 

 

    物自身在形上學歷史中歷經誤解、偽裝成為表象擺置出來，做為製作物的作

品同樣也是做為一種擺置與座架，形成科技時代框架的本質，自我摧毀摧殘是在

自我奉獻的獻祭意義上的來自於大地自身隱匿的展現。同時，我們也在對物因素

的誤解與作品勢必會消聲匿跡中，發現大地必須通過他者的有限與有所需的秘密 

，1但是大地的隱匿意義只限於此嗎？我們提過大地的隱匿是逃脫了所有說法的

一種狀態，同時依循海德格現象學建構的方法，此否定、負面的狀態正好是一個

值得肯定的狀態，因為通過作品自身的有限性：可能成為博物館中的展覽品的座

架狀態或是作品自身的頹落遭受遺忘的狀態；但通過大地的隱匿也使作品自身的

有限性即是其最美好的特質，也就是作品的受限性即是大地所給出的隱匿恩惠而

引向偉大作品自身如何呈現的方式。 

 

    半神半人有限的神性是諸神自身隱匿的痕跡，之中含蘊著半神半人與諸神爭

執與聯繫的記號。通過半神半人河流超出自身水道界線，失去了諸神的痕跡，而

表現出諸神需要表現自身隱匿的有所需要的有限狀態，表達了半神半人自身是諸

神自身過量的缺失之被造，而讓自身成為超出水道的諸神之模糊痕跡。換言之，

通過半神半人對自身神性起源的抗爭對抗，使諸神的過多成為諸神的缺乏，而讓

諸神可以感受自身為神以成為諸神自身。這表達了作品的錯置形成如同遠離自身

起源一般，是由於起源自身的隱匿需要通過作品對自身起源的反抗，突破自身神

性的不足，並通過與人類世界的聯繫形成如對象化、計算性思考與遺忘其存有的

狀態中遠離起源，而達成起源自身需要達到自身隱匿的展現狀態。作品是大地設

                                                        
1 同時這也諭示了世界末日的到來，而這正是海德格強調此有的向死存有，所以無論對古蹟如何

的修復等行為本身都是顯示出勢必到來的死亡正凝視著我們，而這正是此有肯定自身的開端。 



 

 

80 

 

置之領地並聯繫存有物整體，形成一擺置與造成框架，這也就是一個世界可能的

狀態，形成整個勇闖大地而錯誤百出的狀態。換言之，作品即是大地隱匿所需要

的敞開領域，但作品如何不致於消滅呢？一如半神半人必須對自身被創造的再創

造之活動而建立自身，作品的存有必須聯繫人與諸神，形成一條持續流動活水，

偉大永恆的作品即是如此才可歷久彌新。 

 

2 作品設置大地隱匿的開顯空間作品設置大地隱匿的開顯空間作品設置大地隱匿的開顯空間作品設置大地隱匿的開顯空間 

      

    作品是自立的，這點由藝術家的自我消亡中可以發現；藝術家之為藝術家，

就在於讓作品只自為的依據自身而成為一個超越藝術家自身的偉大藝術品，「使

作品由他自身之外的東西的所有關係中解脫出來，從而使作品只為了自身並根據

自身而存在，藝術家的意義正在於此」；1但作品也處於某種關係之中，「一件作

品何所屬？作品之為作品，只屬於作品本身開啟出來的領域，因為作品的作品存

有是在這種開啟中成其本質的，而且只在這種開啟中成其本質」，2這樣歧義的狀

態可以說是由於在「作品中，製作物與別的東西結合在一起」，3製作之物如同岩

石一般是自立的，無論人如何的試圖穿透，都有無法展開而自立性的存有狀態，

此自立使岩石獨立於所有與人的關係之外，但同時此製作物進入作品中，它又連

繫著某個別的東西，而有某種關係存在，這樣無有關係又有關係的歧義狀態，正

是對作品所開啟出來的無蔽領域的描述，也即是真理置入作品無蔽領域之中的狀

態，而作品成其自身之本質，作品所開啟的真理為何？也就是作品所是的存有為

何，海德格是以神殿描述這樣的狀態：神殿屹立於岩石之上，通過圓柱，神殿使

神現身在場，神殿做為神現身在場的湧現領域，才使神殿的神聖領域擴展與勾勒，

神殿將神的不在場敞開來並連繫著人類世界以成為在場現實性， 

 

它(神殿)單樸地置身於諸裂痕的巨岩山谷之間，4此建築包含神的形象，

讓神的形象在這隱蔽狀態中，通過敞開的圓柱式門廳，進入神聖的領域，

神在神廟中現身，神的這種現身在場是在自身中對一個神聖領域的擴展

和勾勒，但神廟及其領域並非漂浮不定，正是神殿作品才首先聯繫起那

些道路和事物關連而聚集為一整體，……由人類存有獲得了人類命運的

面貌，那些敞開的關連所作用的範圍，也就是這個歷史性民族的世界，

                                                        
1 OW 40 
2 OW 41 
3 OW 20 
4 對照於斯芬克斯跳入深谷中，表達了伊底帕斯之答案對斯芬克斯自身的破壞，可以暗示神殿作

品是一個處於岩谷之中的存有自身的偽裝，這與作品做為做為半神半人是無法全然的展現存有的

意義可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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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這個世界中，這個民族才回歸到它自身，從而實現其使命。1
 

 

    歷史性人類的使命必須回到自身之中，即回到自身所是之存有之中，而神殿

作為聯繫諸神與人的關係，存有與存有物間的關係，讓人們進入存有物不斷的湧

現自身所是之存有之中，完成自身所「是」的使命。神殿可以如此，在於神殿把

不可見的存有物之尚未所是之存有帶出來，使之湧現出來。岩石的風化威脅著作

品，而「作品作為這件作品而存有—這件事把作品在自身面前投射出來，並且已

經不斷地在自身周圍投射了作品。」
2
這樣的狀況就是希臘人所言的湧現本身－

自然，由存有物自身之存有湧現的現實性中，我們才發現大地，換言之，大地即

是作品的起源，大地做為岩石自身始終保持隱匿的狀態，通過作品把自身存有投投投投

擲出來擲出來擲出來擲出來冒冒冒冒險險險險做為此有世界與存有大地間差異之湧現，並做為大地自我隱匿的開顯 

，讓大地的隱匿以作品做為半神半人而連繫著人類世界，作品讓自身之存有呈顯

出來於所屬世界中受保護，也使大地有了呈現的空間，展現出大地保持隱匿狀態

為有，而非沒有， 

 

這個建築作品無聲地屹立在岩地上，作品這一屹立道出了岩石那種笨拙

而無所促迫承受的幽秘。建築作品闃然無聲地承受著席捲而來的猛烈風

暴；因此才證明了風暴本身的強力。岩石的璀璨光芒看來只是太陽的恩

賜，然而它卻使得白晝的光明、天空的遼闊、夜的幽暗顯露出來。神廟

的堅固的聳立使得不可見的大氣空間昭然可睹了。作品的堅固性遙遙面

對海潮的波濤起伏，由於它的泰然寧靜才顯出了海潮的兇猛。從而顯示

為它們所是的東西，希臘人很早就把此種露面湧現本身和整體叫做

Φυσιs(自然)。Φυσιs 同時也照亮人在其上和其中賴以築居的東西。我們稱之為

大地(die Erde)。3
 

 

    神殿建立在岩石之上，大地以岩石不可被穿透的狀態，在神殿的屹立中被發

現了，通過神殿才說出、突顯出了岩石的獨立幽秘；另一方面，通過堅硬可靠的

盤石，才使神殿可以承受風雨而屹立不搖，大地做為存有支撐著作品將所有整體

存有物之所是湧現出來，作品將存有物自身難以被發現的與存有的聯繫呈現出來 

，因而才顯現為存有物自身之所是，這樣的湧現做為自然，道出了大地是做為存

有物所是之來源的「存有」。岩石之幽秘即是在作品中所包含的大地自身隱匿的

開顯(clearing of self-conceal)，從而這樣的隱匿必須通過作品使大地自身展現出來 

                                                        
1 OW41 
2 OW 65 
3 OW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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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通過半神半人，諸神才可以展現自身一樣，作品做為大地展現場所，讓大

地的隱匿在場，1作品本身就顯露了岩石的無所需要的需要的秘密，即大地自持

而需要顯露的秘密，而這即是海德格要通過藝術作品看藝術之謎與自身之存有命

運的意義。 

 

  3 作品是存有與整體存有物的歸屬事件作品是存有與整體存有物的歸屬事件作品是存有與整體存有物的歸屬事件作品是存有與整體存有物的歸屬事件 

 

    大地做為岩石之堅硬是支撐神殿得以屹立的力量來源，而神殿才說出了岩石

的無所遁迫保持自我隱匿的狀態，岩石與神殿兩者相互靠賴的關係，表達了存有

與作品之存有、存有物之存有與人之間始終聯繫的可靠且信賴的關係，這樣的可

靠信賴關係即是器具可用性的來源，存有做為大地始終如盤石般的支撐起整體存

有物與人類所有的活動，人們才得以建立一個世界；一如農婦之農鞋是來自於大

地贈予的可靠性，使她獲收成熟穀物、引發感激大地諸神的贈予，而大地提供的

器具可靠信任狀態則必須在其建立所屬之世界中被呈顯出來。 

 

有用性本身根植於器具的本質存有的充實之中，我們稱之為可靠性

(Verlässlichkeit)，憑藉著可靠性，這器具將農婦置入大地的無聲招喚中，

憑藉著可靠性，農婦才把握了她的世界，……器具的可靠性才給這單樸

的世界帶來安全，保證了大地無限延展的自由。2
 

 

    大地做為存有自身給出讓所有存有物之所是展現出來，成為自然之湧現，它

的提供才使所有存有物獲得建立自身的安全，這是由於大地在湧現中是作為「一

切湧現者的返身隱匿之所，並且作為這樣一種把一切湧現者返身隱匿起來的湧現 

，在湧現者中，大地現身為庇護者(das Bergende)」，3大地是存有物建立自身所是

之存有的來源，並作為存有物湧現後的回退隱匿之所，其自身隱匿的給出才使存

有物得以一再的湧現。 

 

    大 地 做 為 庇 護 者 (das Bergende) 的 狀 態 與 過 量 地 (übergenug) 與 隱

瞞 ( Verbergen)相關，大地作為湧現之庇護者，自身是過量地過量地過量地過量地與有隱匿作用的；

大地如同諸神自身的過量才使自身無法感受自身為神，所以才需要半神半人，半

神半人做為諸神部分過量的展現，成為神本身的開顯領域。一如存有的隱匿需要

                                                        
1 這可以與〈起源〉中，神廟現身在場，所以就是神本身一同思考。也就是作品顯出了神。 
2 OW 34. 
3 OW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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湧現出來，此湧現即含有存有自身的隱匿，將存有物尚未湧現的存有隱匿起來的

動作，如此才可以使存有物自身湧現後仍可持續不斷的湧現，而不至於滅亡，如

此大地才做為所有存有物的庇護者，存有物所是之存有湧現後返身之所而回到存

有的隱匿之中。此湧現的收回即有復原、重獲、回復(das Bergen)的運作，如此，

當存有物回到自身之存有時，存有提供的是一種救援、營救的活動、搶救存有物

所屬世界之崩塌而可以再次建立，如此將存有物回退到自身尚未到來的存有隱匿

之中，即是對存有物之湧現的一種抑制，此抑制才使存有物不會如同河流狂妄的

流至超出適宜的流道以外而乾枯，如此大地的自我隱匿的給出，即是在湧現者的

湧現中之現身的庇護者。 

 

    而這樣讓存有物湧現自身所是之存有的活動，來自於作品居中的作用，「神

殿作品無聲地開啟世界，同時把世界重又置回大地之中，如此，大地本身才作為

家園般的基地而露面，」1作品開啟存有物自身之存有以建立所歸屬之世界，才

讓大地有領地開顯出來，並將之又置回到自身之存有大地之中，使存有提供出對

存有物的保護與依靠，如此大地的過多而需要如湧泉般的溢出與自我隱匿的活動 

，就作為存有物湧現的家園基地而被發現了，大地是給予世界保護與其歸依之所、

原鄉般的基底，而這需要通過作品做為半神半人聯繫人所屬之世界才被突顯與顯

現出來，即存有在存有物中顯現，如此作品的意義即是作為存有與整體存有物連

結在一起的歸屬事件，一如半神半人作為諸神與人間的協調與共屬。 

 

    作為讓隱匿的泉水湧現與人類世界得以獲得存有必須的元素，河流敞開了流

域作為兩者連繫在一起的領域，這即是作品敞開存有物之存有之敞開領域，讓存

有襲來，即作品開啟了一個世界，並在這個世界中連繫著大地，以保護著世界。

作品作為敞開領域乃由於之中建立一個世界才讓大地的隱匿開顯出來，「大地的

本質就是它那無所迫促的儀態和自行鎖閉。但大地僅僅是在嵌入一個世界之際，

在它與世界的對抗中，才將自己揭示出來。大地與世界的爭執在作品的形態中固

定下來，並通過這一形態才得以敞開出來。」
2
作品的自持，來自於作品開啟了

整體存有物之存有的敞開領域，聚集了大地與世界兩邊，一如河流為諸神與人樹

立了活動的流域，作品讓大地與世界連繫在一起，讓兩者遭遇對方發生爭執，一

如在神廟中，諸神與人的關係網絡場開出來，諸神與人遭逢連繫在一起，並由於

兩者處於這樣的敞開領域中，而發生著兩者的爭執，此持續之爭執即作為作品聯

繫人與神間的親密關係而使作品成為作品。 

                                                        
1 OW 42 
2 Ow 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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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真理置入作品中之爭執真理置入作品中之爭執真理置入作品中之爭執真理置入作品中之爭執 

(一一一一) 世界與大地之爭世界與大地之爭世界與大地之爭世界與大地之爭  

 

伊底帕斯不斷的與謎語對抗，斯芬克斯之謎？竄位者是誰？殺人兇手是誰？

但他卻萬萬沒想到，這些原來都是在問近在咫尺的他自己是誰這一件事。 

 

    半神半人對自身神形的缺乏中暗藏著對起源諸神的爭鬥，半神半人始終處於

缺乏神性的狀態，突破自身的不足以與諸神發生爭執，此爭執即是發現諸神自身

隱匿起來的痕跡，所以半神半人的突破自身的與諸神之爭執仍是來自於諸神為了

感受自身。大地制衡作品是以作品受限於岩石有限形體而勢必殆盡消散的狀態，

作品受限於自身岩石、色彩等物因素的限制，而通過作品建立一個世界的過程中，

人對作品中的物因素的保護，延續作品的生命，激發作品通過建立一個國家、一

段歷史，企圖延長作品自身的生命，作品中通過建立一個世界而與岩石的有限、

大地的隱匿發生著強烈生命欲望的爭執與連繫，同時在作品通過建立一個世界而

與大地的聯繫中，才發現了岩石自身是自持的封鎖著的需要展現的狀態，換言之

是作品完成了兩者的爭執與連繫，以建立世界才說出、開顯了岩石大地的自持隱

匿狀態，如此作品的受限狀態本身就包含了與大地的爭執，並與大地的結合以展

現出大地的隱匿痕跡，由讓世界獲得庇護。 

 

    存有在此在世界世界世界世界可能網絡歷程中展現存有，一如在農婦所屬之世界中展現了

大地的給予。但是此有的有限性無法全然的展現存有，於是，海德格以藝術作品

之存有發現超出於此有有限性的存有狀態。這即是「大地大地大地大地」的出現意義，大地即

是藝術作品存有必須的規定。
1
作品可以超出藝術家有限之生命，提供給整體存

有物、提供予建立世界的堅固，在於作品中含有大地，大地是世界之建基，是世

界世界作為存有物的可能網絡，是一切此有所關注的投射開端之境域，使此有明

瞭可以與什麼存有物聯繫且能如何聯繫，如此，世界就與此有為了自身生存的緣

故而與存有連結在一起。世界成為世界，超出存有物，作為在世存有的超越，使

存在物作為其自身得以理解，如此，超越是原始的發生，成為原始的歷史本身。

大地即是此歷史得以出現的歷史本身，大地為世界歷史建基，換言之，大地即是

藝術、作品的起源、根本意義上的歷史。如此大地與世界的親密聯繫，即如藝術

與作品，諸神與半神半人需要相互連結以成就自身與對方。大地保持的某種不被

打開的隱匿是讓此歷史、讓作品、讓世界可能崩壞又得以重建的意義。 

 

                                                        
1 Hans-Georg Gadamer,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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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與世界之爭即為諸神與半神半人之爭，諸神的恩惠必須隱匿起來，讓半

神半人作品自身中被迫限制的再創造活動出現，也就是出現一個保護作品自身的

世界，以此牽制諸神的隱匿，讓諸神的隱匿展現出來不致消失，如同作品中的岩

石自我隱匿並會風化消失，但作品通過建立一個世界來填補慢慢消損的岩石，讓

岩石持續的存有，來保存作品自身，如此大地可以保持隱匿的存有來自於作品的

之存有的再創造活動，可以做為大地起源而發生的即是作品，也即是大地保持自

身在作品之自立建立一個世界的活動之中，換言之大地需要作品來建立一個世界 

，大地不可以沒有世界，兩者相互連繫著彼此。 

 

存有本質上就是一再的展現與撤回自身的運動，一如羅馬噴泉一般，大地在

持續的自我隱匿中自發自發自發自發的展現，1在〈起源〉中海德格以岩石是自身構形之特性

(Eigenwüchsige)表現此狀況，換言之，大地自然的展現他自身是永恆的自我隱匿，

大地提供一個與世界相互消長的爭執關係，所以勢必要達成與世界間的協議狀態 

；大地與世界的爭執並非一般意義下鬥爭、破壞，而是一種自我確定的對立，彼

此在爭執中超越自身並包含對方，此意義在於存有與存有物共屬一體，相互需要

的聯繫才得以自我超越，換言之，兩者要建立起自身都需要對方作為它者，一如

諸神與半神半人的聯繫關係，兩者相互確立對方， 

 

在本質的爭執中，爭執者雙方相互進入其本質的自我確立中，而本質的

自我確立從來不是固持於某種偶然的情形，而是投入本己存有的淵源的

遮蔽了的原始性中，在爭執中，一方超出自身包含對方。
2
 

 

大地需要世界作為存有物展現存有的領域以成為大地自身隱匿的開顯，世界

需要由大地而來的保護與元素。所以如果大地自身要呈現為大地，那大地就無法

放棄世界作為大地的敞開，如此爭執的意義就在於保護大地與世界兩者的自我確

立並讓兩者可以超越自身，現在，大地自我隱匿的開顯處於世界之中。而作品的

存有即在於煽動此爭執，以作為作品自身活動的持續自我超越的並將兩者聚集處

於自身之中，作品以此建立世界，如此大地與世界之爭才首肯了這個世界。 

 

   〈起源〉中的世界概念是在《存有與時間》中的擴展與延伸，世界是一個含

有諸多可能性的網絡，它不是現存的存有物，也非整體物體之集合，世界是一個

自我開顯的開顯性。Haar 認為世界的概念本質上與時代概念聯結，一個世界(時

                                                        
1 海德格以岩石的自身構型特性來說。 
2 OW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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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不可預期的突然形成與發生了，1此世界出現的狀態就展現了世界自身中含

有大地，在可能情況的開顯中，世界得以開展但其實還蘊藏著無法穿透的因素。

相對於世界而言，他認為大地就顯現為一個非歷史的基底(nonhistorical ground)，

此基底需要世界來草擬一個可見的領域和取得一個時代的形式，這也就是海德格

在〈起源〉中用的字眼是可以發展出諸多世界樣貌的「a world」，而大地始終是

「the earth」。 

 

但大地並不是只是被動等待世界之取獲的根基，大地的莫名與基底性不意味

大地是未定自身，也非指大地是一個原初事件的純粹靜止狀態，不是靜待著世界

的主動開顯與挖掘，大地自身除了排斥歷史之外，也由它特點的某側面吸引吸引吸引吸引了某

種形式，大地展現自身的隱匿本身就有一股聚集力以體現他的樣態，所以大地展

現其隱匿本身含有世界的敞開樣態，自身是動態的含納世界予之開展。但大地與

世界之爭並不是為了產生第三個更高的價值而成為某種辯證形式，而是永遠的爭

執狀態。或者說，此種爭執才可以完成大地自身。 

 

大地與世界之爭沒有產生第三種更高的型態，而是此對立的永恆爭執只在作

品中呈顯；我們可以說此爭執的本質可以算是所有的存有物和歷史事件的賜予

(Geschick)，存有物之命運。存有作為非歷史基底不給出自身，並不表示在事物

與時代之外的其他事物是不可理解的，這是由於非歷史之事件會持續的進入歷史

之中，同時也由大地自身的隱匿而撤退。 

  

    因此，當一個存有物成為廣義下的工具時，存有物就完全成為在場狀態，但

存有物仍保有它原初大地起源的尚未在場，也就是說，一般而言大地就藏匿在工

具中，就如同在《存有與時間》中所呈現一樣的，只有在我們需要槌子卻剛好故

障時，鎚子的材料此時幾乎沒有帶有任何意義，材質去除其慣有的使用價值時，

沒有任何使用狀態時，槌子展現為自身自持的封鎖狀態，開顯出了其質料的自持

與隱匿，即其大地之起源，但此不帶有任何用處的材料，不被人們重視理解與接

受，換言之大地的隱匿並不被開顯與於世界中保護，大地就完全的被遺忘且在這

之中逃逸，而更強大的表現出大地自持的全面拒絕的隱匿。 

 

    人們所處的世界是在作品中所建立的敞開領域中，大地與世界之爭，讓此領

域不再是固化而得以擴大，此兩者之爭(streitstreitstreitstreit)，表達兩者的衝突，大地與世界兩

向度無法被分開而視：世界建基於大地，大地經由世界出現，兩相爭執是因為兩

                                                        
1 Haar, Michel,p.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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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有相互吸收的威脅，世界遭受自身崩落的危機，大地面臨被消耗的可能，兩者

皆需要對方且想要佔有對方，大地需要世界以展現它的隱匿，世界需要大地超越

自身的有限，兩相持續的爭執形成作品自身的存有。但是作品根本不是通過因果

關係而對人類發生影響的，1詩作為藝術的本質，詩表達了排除任何原因的解釋

模式，爭執或是詩之本質描述出沒有任何事物是客體性的在場。世界與大地相互

擁有對方是指兩者相互被釋放，被讓渡，由自身所固有的個體性中釋放出來，而

使任何一件事物可以與其存有共屬一體或進入世界之中。2這就是存有物與存有

之間的歸屬關係，而作品作為敞開領域完成世界與大地的爭執，作品即是人與存

有的歸屬事件。所以爭執處於歸屬事件之中、存有與存有物、在場與不在場中。

敞開領域中即是蘊含著大地隱匿的展現與世界對之的揭示， 

 

世界建基於大地，大地穿過世界而湧現出來。但是世界與大地的關係絕

不會萎縮成互不相干的對立之物空洞的統一體。世界立身於大地，在這

種立身中，世界力圖超升於大地。世界不能容忍任何鎖閉，因為它是自

行公開的東西。但大地作為庇護者，它總是傾向於把世界攝入它自身並

扣留在它自身之中。 

 

    我們發現大地的遮蔽作用與世界試圖揭蔽的親密結合狀態，並通過將世界收

攝入大地自身之中，發現大地要展現自身強大的隱匿狀態的歧義。 

 

世界和大地屬於敞開領域，但是世界並非直接就是與開顯相應的敞開領

域，大地也不是與遮蔽相應的鎖閉。毋寧說，世界是所有決斷與之相順

應的基本指引道路的開顯。但任何決斷都是以某個沒有掌握的、遮蔽的、

迷亂的東西為基礎的，否則它就決不是決斷。大地並非直接就是鎖閉，

而是作為自行鎖閉者而展開。3
 

 

   大地是作為自我鎖蔽的狀態下才開顯出來，所以大地不是全然的隱匿，而是

遮蔽的被揭示，世界也不是全然揭蔽，而是在它自身中含有遮蔽的元素，兩者在

循環中反對彼此，使大地的隱匿通過世界的爭執展現出來，兩者是處於同一同一同一同一條河

流中持續的流動狀態，作品即是這條河，如此的流動，讓存有與存有物的意義決

不會被固定下來。 

                                                        
1 OW 72 
2
爭執的親密與相互滲透海德格之後以遊戲描述而成為四疊。 

3 OW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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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爭執的裂縫形成非爭執的裂縫形成非爭執的裂縫形成非爭執的裂縫形成非－－－－真理的真理本質真理的真理本質真理的真理本質真理的真理本質      

 

    半神半人與諸神的爭執是來自於諸神為了感受自身，使半神半人被迫要突破

自身之局限導致自我粉碎的狀態，以讓諸神感受到自我差異的他者性，由此也發

現諸神的痕跡；但是半神半人河流如自我節制不突破重圍的超出跑道，並連繫著

自身起源，就可以保有自身之存有，即通過半神半人受限狀態下的自我節制，半

神半人自身被創造的自我再創造，而成為自身所是並自持著。世界與大地之爭執

呈現出作品，作品通過建立一個世界與製造大地成為自身的存有，換言之，世界

與大地爭執的意義在於使作品自持，即作品所處的世界與作品之起源兩者如何的

聯繫關係維持了作品自身，這也就是作品可以聯繫人類世界與自身的起源，並將

自身隱匿的起源大地製造出來完成自身自持之存有。作品如何成為如此的狀態？ 

 

    建立世界與製造大地的作品是兩者的統一，作品即是來自於世界企圖敞開與

大地始終保持隱匿間親密聯繫而互為一體意義下的爭執而成形，成為自身所是之

自持狀態，作品即是真理的原初爭執後爭得而成的形態。由大地與世界間的爭執

中，形成作品自身之內的自持與創造，如此爭執的意義即在於使作品自立，爭執

的創造就是一種生產(Hervorbringen)，1是一種由隱蔽狀態進入揭示狀態的產出，

作品創造的本質即是自由，是使存有物依其本身之存有而持續不斷湧出的帶出未

隱蔽的自由呈現。作品的創造是讓真理進入形態中，即進入作品中大地與世界爭

執中。如同赫拉克里特斯所言爭執乃萬物之父，海德格以作品中世界與大地揭示

所有存有物之呈現源於永久爭執的本質，隱蔽與揭蔽間爭執之呈現即是大地與世

界既非靜態、也非同質而統一的狀態，這就是存有物與存有兩者的差異本身帶有

活性活性活性活性而統一在作品中的狀態，所以「什麼是神聖，什麼是凡俗，什麼是偉大，什

麼是渺小，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懦弱，什麼是高貴，什麼是粗俗，什麼是主人，

什麼是奴隸」，都是持續在變動的，每一個元素帶給對方最大爭鬥，每一邊提供

給對方完成自身的條件而把兩者聯繫在一起，持續的爭執形成一恆靜狀態。2
 

 

    〈起源〉中以裂痕(riß)與形象(Gestalt)說明作品中之爭執，描述統一起世界

與大地的差異與切割，以裂縫作為兩者分開又統一的情況。一如河流如何讓隱匿

的起源湧現是在於勇勇勇勇敢的回到起源處以崩裂撐裂地表讓水湧水湧水湧水湧出。riß代表撕開、

斷裂、裂縫，同時也有草圖(aufriß)，梗概(umriß)與基本圖樣(Grundriß)等意義，

riß強調從大地中形構與提取出建立一個世界的形態，且由於大地與世界是分開

                                                        
1 Hervorbringen：產出、提供、支援、拋售、承受、化育、引起、創作、使顯出、發源、刷新、

繁殖、開花等意。 
2 這狀態與黑格爾的主奴關係不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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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有所聯繫狀態，所以草擬出此取出以保留世界的大地基底。裂縫是爭執雙方

一體的親密連結，裂縫作為一個基本圖形描述出存有物之存有湧現的草圖，草圖

與扯破、去除的部分是同一個形狀、同一個輪廓的兩邊，兩者在一個形態中分界。

這表達了構形與損形是同一回事構形與損形是同一回事構形與損形是同一回事構形與損形是同一回事，，，，構形的同時也形成摧毀，如同大地建立一個世

界，同時就掩蓋了建立其他世界的可能，摧毀了其他世界的建立，這是大地對自

身建立的摧毀，以強大的展現自身的隱匿。更具體的如同噴泉，其湧現的樣態助

長了、包含了自身的消落，所以在自身之中就含有裂痕，但此斷裂並不是要我們

把世界與大地分別開來看，反而是要去除分開兩者的意圖，回到兩者同一的事實，

「此爭執不是只是作為裂縫的撕裂之裂痕，而是此爭執者相互歸屬的親密性，此

種裂縫把對抗者一道撕扯至它們出自統一基礎的統一體的源頭(die Herkunft)」之

中。」1如此通過riß所強調的分開而同一的意義，提醒我們必須把呈現出來的多

樣豐富的對抗、爭執以其源頭的親密連結之關係來理解，以達到對riß本身的保

護與保存，換言之，為了保有裂縫，保有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的不同，我們需要結

合這些多樣意義，才有可能理解其同一之起源的意義為何。因為斷裂的意義並不

是要劃界兩者的分別，而是要發現分別兩者中的統一源頭，作品做為兩者的統一

狀態，是要讓我們發現其源頭。 

 

    Riß與草圖的設計有關，Riß的動詞是reißen，即撕開的意義，這表示裂痕的

意義可以指出會失去其餘的部分，所以要去挽回、糾正、恢復其多樣的意義，也

就是建立Riß就失去其餘部分之意義的拾回，所以我們必須取回它自身隱密不明

的意義，即在建立一個世界，取出一個形狀的同時，對大地的隱匿而豐富之蘊意

的挽回。Riß有撕開與製造、切斷與線的意義，如同抽血或拔牙動作中的抽出，

以形成一個圖形、草圖、外形輪廓的意義。在〈起源〉中，以Riß連結藝術與作

品圖形，結合製造與撕開的意義，「爭執的裂縫是基本圖樣，是描述存有物之開

顯的湧現之基本特徵的剖面圖，此種裂隙並非使對抗者相互分裂開來，而是把尺

度和界線的對抗帶入共同輪廓之中」，2裂痕有多種豐富的意義，甚至含有相反

的撕開與產生的意義，連結爭執乃萬物之父的意義，可以發現裂縫所要裂入的是

化育所有存有物的源頭，裂縫的崩裂是要我們回到大地源頭之中。在湧現中偽裝

出錯而產生諸多世界的崩壞，是要進入與回到統一之中，即回到湧現著的—庇護

著的大地之中。「大地把裂縫收回到自身之中，裂縫才進入敞開領域而被製造，

從而被置入亦即設置入那做為自行鎖蔽者和保護者進入敞開領域而突顯的東西

中」，3大地的自行鎖蔽由裂縫中被發現，如同大地在作品中被道出，作品作為

                                                        
1 OW 63 
2 OW 63 
3 同上註 



 

 

90 

 

被生產者，即裂縫，作品作為裂縫本身是真理的本質的非—真理中的「—」，作

品回到作為真理本質的大地的「非」，並在真理的敞開領域中顯現出來，道出了

「非—真理」整體，作品的存有作為「－」，即是在於自身相反方向的來回運作

中建立起自身。 

 

    裂縫把自身置回到大地中帶出大地才可以使自身形成形態與創作，這裡要強

調的是作品回到大地的重要，作品回到其源頭，才可以形成自身之真理即是非—

真理的本質而置入其中的形態。「被帶入裂縫從而被置回到大地中並固定下來的

爭執是形態(Gestalt)，作品的被創作存有意旨：入於形態的真理被固定於其中。」
1作為作品的源頭，大地是作品要返回的原鄉，進而建立起世界之家園，如此大

地是作品形成歷史基礎的基礎。 

 

    由於Riß引發世界與大地、構形與損形兩邊之爭執並結合兩者，這形成裂縫

中，隱匿轉成開顯，開顯也在隱匿中保留下來的狀況。Riß呈現了爭執之間的來

回往復的活性化中間地帶，與Riß的圖形、構圖連結在一起，可以發現居中的Riß

是使兩者相互可以構成自身而又親密聯繫之處，「此爭執不是只是作為裂縫的撕

裂的裂縫，而是此爭執者相互歸屬的親密性」，2
Riß使大地與世界成為自身，這

與作品使大地成為大地相連結，更可以表達作品就是此Riß。作品引發兩者持續

運作的爭執，是製造與撕裂兩者的活性發生之所，所以作品可以一再的屏除習見，

製造前所未有的創作，而可以一再地更新意義，這乃是由於Riß是回到了大地。 

 

    作品之所以可以使真理置入，即是在於此Riß引起的形構圖形與毀壞圖形之

間活性化的變動，換言之大地與世界間爭得的敞開領域是活性的、持續而沒有規

則的爭執，是真理不斷變動的狀態，所以存有物之真理並非是某時某處某個可拍

案論定的東西，而是親切的反而是不親切，幽黯駭然又隨時迸出，敞開領域的變

動也就成為新的領域，擬繪出非凡的形態，如此真成非－真，非－真才為真正原

初之真。所以固有的對存有物的真理理論就是對存有物本身的搞亂干擾，因為存

有物的真理本身是由變幻莫測、瞬息萬變的非－真理而來，作品以自身作為裂縫

敞開與保有自身的本質，即是保有作品自身的存有真理狀態乃為非—真理。作品

之裂縫作為界限即是非－－－－真理之「一一一一」，不是成為存有物的界限、框架，而是在

世界呈現的輪廓中，發現界限另一邊的大地，並通過回到大地，使世界的輪廓可

以不斷改變。如此，在作品中的自持中，以世界的萬象保有與延續了大地一如岩

                                                        
1 同上註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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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般會分解殆盡的生命。更進一步說，在作品為了突破自身的有限，而在自身中

發生著與自身起源的衝突，即世界與大地之爭執，以為了發現大地隱匿的痕跡，

這些都是來自於大地為了展現其持續的自持之隱匿是有，而不是沒有的狀態，所

以迫使作品發生著擺置、框架等現象，但此爭執卻也使作品得以自持，換言之，

在作品中世界與大地爭執之中，展現大地的隱匿時，也完成了作品自身自持的本

質，這怎麼說呢？ 

 

    作品之為作品正在於處於在場與不在場之中的裂縫區域，這就是作品做為人

與存有的歸屬事件自身，藝術作品的裂縫是在大地與世界之間活性化的區塊，使

兩者相反於對方卻又同時連結在一起，並且形成更進一步的爭執，但不只是爭執，

大地與世界通過裂縫而聯繫在一起，成為了作品中的真理，真理即是通過裂縫回

到大地而產生出一個敞開領域，而持續更新敞開領域的單一事件的運作，作品之

所以可以切斷與人的聯繫是因為作品回到了大地中尚未敞開的領域，並且保持其

尚未解蔽，如此才可以引爆大地與世界爭執之導火，如同對世界原本狀態的衝擊、

刺入，進而帶出作品中一再更新的真理，更無節制的刺進偽裝表象與先前的次序，

使「作品本身越是純粹進入存有物自身開啟出來的敞開性中，作品就越容易把我

們移入這種敞開性中，並同時把我們移出慣常領域」，1由裂縫中湧現出存有物

所是之存有，聯繫到已呈現的存有物中，如此由於尚未呈現的存有之敞開，使流

俗的存有物轉變為非比尋常，這讓我們放棄先前井然之次序與習慣，並對先前習

以為常看待事物的方式產生了制止與放棄的作用，使我們發現我們歸屬於此尚未

敞開之大地。通過作品聯繫大地與世界，讓我們與世界和大地的關係發生轉變，

使已遭固化的事物鬆動移動，並受到抑制而留佇於作品發生的真理之中，這樣才

使作品成為作品，也就是對作品的保藏(Bewahrung)。2
 如此放棄與抑制過往的

習慣，即是對作品的保護，即是對置入作品中之真理的保護，此放棄習見來自於

回到真理本質之深淵的「非—」，回到孕育真理的源頭，使真理如返家般地保護。 

 

    半神半人對諸神的反抗意義在於諸神雖引發反抗，但此反抗的動作才使半神

半人發現自身必須自制的與諸神聯繫在一起，才不至於自我粉碎，如此爭執的意

義在於引發出半神半人以自身如何聯繫與諸神的方式來建立自身的本質，製造自

身。大地與世界的爭執意義亦在於使作品自立，使作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 

 

作品的現實性是由在作品中發揮作用的東西，即真理的發生來規定的。

                                                        
1 OW 66 
2 Bewahrung：永存不朽、儲藏、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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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此種真理之生發思為世界與大地之間爭執的實現。在這種爭執的

被聚合起來的動盪不安（Bewegnis）中有寧靜。作品的自持就建基於此。1
 

 

作品創造與建立的自身獨一無二的狀態，表達作品的本質是其真理。作品中真理

的展現需要通過創作，通過裂縫在隱蔽狀態與揭蔽間活性的產生形象，如此對作

品的保護就不是被動與抑制性的，而是要籌畫如何將大地置回到敞開領域中受世

界保護，使作品發生的真理不會消失隱匿，換言之，作品回到大地是為了要顯現

為世界，人們對作品的保護是回到大地的鎖閉著同時要求著湧現出的尚未顯現，

如此人們同樣進入於作為非—真理的「—」，思考如何在真理中回到大地的「非」

之中，又保護真理不至回到大地後隱然消失，而在人之寓居之世界中呈現。而這

樣的「—」本身自身即處於悖論的狀態之中。 

 

  2 作品中之真理之為作品中之真理之為作品中之真理之為作品中之真理之為歧義歧義歧義歧義是來自於起源的是來自於起源的是來自於起源的是來自於起源的雙重雙重雙重雙重隱隱隱隱匿匿匿匿 

 

    諸神自身的需要迫使著半神半人突破自身的不足，引起越出跑道的危機，讓

諸神自身展現出來，但同時諸神的隱匿也引發半神半人本性受限而自我節制的發

生，也就是諸神的隱匿也使半神半人完成自身的本質，而作品即是後者的狀態。 

 

    作品建立自身的過程中出現一個悖論，，，，即作品成為作品自身的作品自持狀態自持狀態自持狀態自持狀態

只有在人人人人放棄過往習慣而保護的參與之下才有可能，這就是作品中的真理歧義的

狀態。雖然作品進入自身所是的敞開領域，「作品之為作品，只屬於作品本身開

啟出來的領域，因為作品的作品存有是在這種開啟中成其本質，而且只在這種開

啟中現身」，2但達成這種狀態需要人們的加入，如同作品之所是是進入敞開領

域之中，同樣地，我們的本質也正是進入此敞開領域而成其本質，此作品本質的

敞開，建立嶄新的事物，也就是人類本質的敞開，使我們進入非比尋常的狀態之

中。作品需要我們使作品本身敞開領域的真理不致消失，通過我們放棄習見，與

發現、創建作品做為裂縫所連結的大地之尚未敞開，達到對作品中真理的保護，

作品需要我們使作品成為作品。所以作品的在場是等待即將來到的諸多保護者的

來到，此等待是使作品在敞開中仍保持自身，也就是作品在敞開中仍與大地間的

聯繫，並盼著保護者對作品中的大地保持遮蔽的敞開，且甚至「作品碰到的被遺

忘狀態也不是一無所有，這仍然是一種保護」，3如果作品沒有保護者前來使之

                                                        
1 OW 57-8 
2 OW 41 
3 OW 67，另一解釋可以為作品自身來自於大地岩石有限性的控約，而對大地控約的遺忘，使作

品的世界頹廢，同時也遺忘控約而產生自由的建立自身的本質，如此的遺忘對巨大恐佈的命運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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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之隱匿展現出來，對作品的遺忘狀態正是大地作為拒絕之遮蔽自我隱匿的需

要，形成無所困迫狀態的呈現，所以這也是引起對作品連結的大地創造性發展的

契機，此遺忘是作品保留自身的起源大地之隱匿，所以起源之隱匿雖引發對作品

的遺忘，但同時也引發創建出其隱匿中的嶄新事物的可能，所以作品的被遺忘以

其起源來自對自身的保留而言，就是對作品可以持續其生機蓬勃的保護。作品的

等待是積極的準備嶄新思想的到來，是保護者的再思維以再激發對作品尚未現身

在場的在場保護。此時源頭是作為客體而受人們的保護。但是拒絕之遮蔽大地作

為作品的起源在晦澀偽裝中被掩蔽起來，如同一個老者在時間中招喚我們，這即

是作品同樣也述說著另一種超越未來的時間，而切斷與人的聯繫，因為就大地自

身而言是既沒有開始也沒有結束，因而自身是沒有時間的，大地醉心於自身所擁

有的自我鎖蔽之中，此時大地源頭作為主體，影響所有在場存有物的時間。 

 

    此描述使我們發現存有物之真理置入作品中的藝術作為起源為何是歧義的，

因為大地的自行鎖蔽的隱匿是雙重隱匿的，通過作品呈現出來的是大地未顯現的

顯現，也就是偽裝，需要人們保護作品中如同客體的真理，引發真理自身的呈現。

但是就大地拒絕的鎖蔽本身而言，是存有本身作為一個主體影響了所有在場狀態

的不顯現，是所有存有物存有呈現出的時間之無時間性的源頭，如此雙重隱匿作

為非—真理的「非」，通過作品作為傳遞、分解作用的「—」，讓我們發現大地

是存有物整體的基礎、原鄉，也就是本源。這樣的雙重隱匿的非—真理，讓我們

不可以把真理視為單單是主體或是客體，而是在作品作為「—」中持續的來回。 

 

    大地作為真理本質的「非－」真理，是處於作品的開顯領域中的拒絕與偽裝

之隱匿，換言之，作品的開顯狀態來自於大地的雙重隱匿，「開顯只有作為此種

雙重隱匿才發生出來，」
1
如此我們發現作品之為作品來自的起源是大地，而大

地的雙重隱匿仍然處於作品之中，「具有拒絕和偽裝雙重形式的持久遮蔽仍然穿

過開顯，平凡無奇的東西在其基礎中並非平凡，而是非比－尋常的(un-geheuer)，
2
」

3
作品由大地的雙重隱匿而傳達了、說出了所有存有物的本質是奇特的，是教

人驚訝害怕的，神秘的狀態，從而是作品說出了神祕而成為謎，作品即是斯芬克

斯之語，傳達大地雙重隱匿的命運訊息。 

 

                                                                                                                                                               
制的忘卻，即是一實際的保護。 
1 OW 54 
2 Ungeheuer 有巨大的、非凡的、陰森的、神秘的、教人害怕的、龐大的、極為巧妙的、怪物怪物怪物怪物、、、、

畸形的人畸形的人畸形的人畸形的人、、、、無法測量的無法測量的無法測量的無法測量的、、、、惡名昭彰的惡名昭彰的惡名昭彰的惡名昭彰的、、、、過分的過分的過分的過分的、、、、食人魔怪等等意義食人魔怪等等意義食人魔怪等等意義食人魔怪等等意義。。。。 
3 UK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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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神半人建立自我與粉身碎骨的可能來自於諸神，一如作品作為裂縫創建嶄

新事物與自身遭到遺忘的悖論來自於歷史的基礎本身，也就是來自於湧現著—庇

護著的大地，因為歷史基礎的本質是超越歷史時間的退隱，，，，是通過在場的偽裝與

自身的拒絕之遮蔽，構成遺忘而無法標記出來，但卻仍然持續且總是會來到的另

一個時間。大地的不在場要求在場，藉著偽裝成為作品而被突顯出來，作為作品

中建基歷史之大地本身的另一個非歷史的時間，因而是對歷史的崩壞毀滅，而構

成一種遺跡或斷垣殘壁的狀態，大地的拒絕在場也就是在其退隱中建立另一歷史

的可能，所以大地的拒絕也就表達了呈現出來的歷史自身不會結束。1
 

 

    大地與世界的無關聯在於其根本的分開與差異，但卻藉著作品而聯繫起來，

由此作品本身連繫著大地而無法全然成為在場，所以作品在場之存有因而是處在

逐漸遭受作品自身不在場之基礎的侵略關係之中，作品成為一個在場與不在場的

無關聯的一種兩者的關聯。這樣的悖論重現在作品中發生著大地不顯現之顯現，

而影響人們與作品的關係，也就是我們與作品是一種由於有另一個時間的尚未有

關係的無關係，但又在此時的世界裡有所聯繫的關係，是作品建立世界引發歷史

而與我們有關，但因作品中大地的退隱成為作品的自持部分而導致沒有與人聯繫

的任何關係，但兩者皆統合在作品之中，作品因而是大地與世界無所差別的差別

自身，從而自身與所有存有物不同，「使作品由它自身之外的東西的所有關連中

解脫出來，從而讓作品僅僅自為地依據於自身」，2作品之為作品就在於此。 

 

    作品回到大地而使作品的物因素與時間超越有限人類之外，同時作品是通過

世界的建立而存有在作品自身所擁有的再發生的限制之中，作品需要人類的存有 

，但就與大地聯繫的作品自身是脫離與人們的聯繫，這裡發生了我們與作品間的

分裂，我們呈現出與作品無關係的對立狀況中的構形，但這個無關係並不是全然

缺少關係，而是作品揭示真理的本質是奠基於非－真理之中，而此奠基本身是在

敞開領域中存有的創立，這是藝術作品在關連自身擁有拒絕顯現之起源，轉回自

身而自我創立起源，使自身成為有爭議的不在場的在場，如同是非屬存有物一般，

但作品自身卻因而敞開了可能性的複雜結果，所以作品本身就是一個悖論。這一

如半神半人由自我建立中使自身的起源之諸神成為諸神自身的關係一樣。 

 

 

 

                                                        
1 這也許暗示著對海德格而言，世界末日不會到來。 
2 OW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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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作品製造大地作品製造大地作品製造大地作品製造大地 

  (一一一一)作品作為深淵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限性得以無限的展現作品作為深淵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限性得以無限的展現作品作為深淵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限性得以無限的展現作品作為深淵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限性得以無限的展現 

    半神半人聯繫起源與人類世界，自身不是諸神也非人，而處於存有論無法定

位的狀態，使半神半人成為可以通過不斷的往返而無限湧現出部分的諸神神性。

存有論「差異」無所不在，在存有的襲來與存有物之存有的到來中存有著，在存

有物之存有中冒現出存有。作品是諸神與人類道路與所有關聯的統一體，是世界

與大地的統一體，但作品不是大地，而是大地的現身在場，作品將大地自行鎖閉

非單一的、非僵固的遮蔽，展開到其質樸方式與形態的無限豐富性中。 

 

    作品中存有物之真理置入，真理是由大地自身隱匿的給出中的深淵，「真理：

基礎是深淵，建立不由哪裡而來，而是在歸屬之中，深淵是爭執的時空。」1大

地作為基礎不是來自於存有物的開端，而是處在事物之中與之共屬一體，所以並

非是生產或是製造意義上的原因，如此大地作為基礎也沒有領先的意義，沒有先

於時間或邏輯上的意義，也不是可能性的條件。作品作為大地展現的無限深淵是

此有的時空，是時間的地方(Augenblicksstatte)，作品做為深淵才是某事本質與決

定性可以發生的時空，此時空可以是諸神的到來與飛逝，也可以是其它開端的機

會。深淵是一種空虛，但不是事物的空洞空間或時間，也就是說作品並非是時空

之容器，而是事物在其中與之一同發生著變化。 

 

深－淵是基礎仍然不在的意義下論及敞開的敞開領域為空虛，此空虛

意義為何？……，時空的空虛，在自身的拒絕猶疑之中原初的裂縫。

隱匿之開顯的敞開性是因而為原初的，不是存有空洞的空虛，而是深

－淵和諧的與調合的空虛。2
 

 

大地基礎與作品作為深淵並不相互反對，而是深淵是基礎的功能運作，作品是大

地隱匿的開顯活化的活動，通過仍然不在的基礎，尚未到來的大地之隱匿之運作

著，而允許空虛成為起源，此空虛、敞開、開顯皆是要命名作品作為來自於大地

的一個非實體狀態，讓大地在其中呈現出來，換言之是諸神允許半神半人創建自

身的本質，而使諸神可以通過半神半人之創建而無限的展現諸神自身。 

 

深－淵仍然不在，如同在自我隱匿中的基礎，在基礎的拒絕方式中的一

個自我隱匿，然而，拒絕不是無，而是一個空洞與留下未充全的特殊起

                                                        
1 CP 242 
2 CP 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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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方式，因而是敞開的特殊方式，但是就像是基礎的在場，深淵不只

是自我拒絕作為一隱退或是退回，深淵(Ab-grund)也是深淵(Ab-grund)

在自我拒絕的基礎中帶出一個獨特的敞開方式，也就是首次有限的空虛

的敞開，因為基礎在深淵中建立且也不是真地建立，它籌措著。1
 

 

    最初存有建立與人的關係之地是一個存有可以呈現為在場的地方，即在作品

做為存有與人的歸屬事件中，於此活性化的活動中，人與存有的關係輪廓不再是

清晰明確的，人與存有的關係是先於允許人與存有的起源，所以存有又並非是基

礎，而是以歸屬事件成為原初的狀態，讓存有成為存有；如同諸神只有通過半神

半人才可感受自身，如此半神半人成為更為原初的。 

 

    為了半神半人自身自持之存有，諸神需要隱藏自身，半神半人才會與之對抗，

而這也才使諸神感受到他者性而成為諸神，如此兩者相互自我確立是在於兩者相

互需要，兩者的對立即是兩者親密的結合，因半神半人的對抗來自諸神，而諸神

自身來自半神半人的對抗，並由半神半人中將自身的不足顯露出來，如此諸神才

感受到自己為神。大地的在場作為作品即是深淵，為了使在場成為可能，大地之

自我封閉的隱匿得以開顯出來，在此大地就必須保留、自制、隱瞞拒絕自身的在

場，必須在猶疑之中拒絕呈現自身，如此通過作品中世界對大地的對抗，才使大

地自身的開顯產生，此開顯是空虛的，但不是空著的時間與空間調和意義的空虛，

作品作為深淵是由大地的自我抑制而成為被構成的時－空之產生，大地的自我抑

制使處於時間之中的作品成為可能，通過大地自身仍然不在與拒絕在場，使作品

活動於時間歷程中的空間保有持續展現的餘地，因為大地是在不確定中隱藏的自

我猶疑，大地提供且被替代為允許展開大地自身進入無限時間中的一種抑制，也

就是大地肯定自身的限制與有限，這就不同於宗教意義上的最高神，如此大地作

為基礎與作品深淵兩者不是同一，但是相同， 

 

存有是在本質之中：基礎，依此，存有從來不會有一個被支持去建立自

身的基礎，如此，由存有而來，基礎仍然不在，由存有而言，基礎仍然

不在的意義，存有「是」深淵，因為存有本身是基礎的本性，它自身仍

然沒有基礎。2
 

 

存有不生產存有物，亦非存有物的原因，存有自身沒有基礎，存有是深－淵，它

                                                        
1 CP 266 
2
 Martin Heidegger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translated by Reginald Lilly ,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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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是基礎也是深淵，即存有提供存有物之基礎，但自身沒有基礎，而成為深淵。

因存有勢必隱匿，而形成在場的深淵狀態。這樣的狀態的意義為何？這讓我們發

現存有隱匿的重要是防止我們視存有為是一個存有客體或視存有為無限的存

有， 

 

深淵的敞開不是無根基的，深淵不是不給予每一個基礎做為無根基的狀

態，而是在其隱匿的擴展與距離之建基，深－淵是否定意義的遲疑的否

定，立即的，傾向構成一個「非」，猶疑的否定是首先與最高引誘的閃

現。1
 

 

    基礎不是原因，深淵不是無限的無。大地的在場是其仍然不在，所以大地無

法被地方化，不在任何地方，而其在場是處於一個地方中卻仍不在場，也就是作

品所揭蔽的存有物之存有仍然不在場，遮蔽處於揭蔽的仍然不在場之中，而完成

遮蔽之本質即相連於同一個地方之中。但此仍然不在不是無，也不是某物，而是

所有對存有的隱喻都是一種關係，也就是歸屬事件，即作為隱匿開顯的地方，即

是作品。作品作為空虛深淵才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所需要的有限性得以無限的展

現。 

 

    大地的歷史是大地建立在讓存有物存有呈顯的意義之前，所以大地是沒有基

礎的，它自身是無根基的狀態。在《哲學之貢獻─來自生發（Ereigni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from enowning,1936- 1938）一書中，海德格區分

了三種基礎：一是原初基礎(Urgrund)，作為基礎較為深層之向度的說明。第二是

深淵(Abgrund)，作為基礎的活動，是基礎的時間與空間統一，並包含了其不在

場的元素；其作為否定意義是可以防止我們視深淵為一個客體或是一個存有。第

三個是非基礎(Ungrund)，說明相反的基礎，表達錯誤與扭曲的向度。我們可以

說 Ungrund 即是要說明大地自身偽裝的遮蔽狀態，而深淵即是大地的活動，呈現

為作品阻止我們視原初基礎(Urgrund)為某一個對象。海德格企圖以作品詩意的描

述出時間的活動作為空間活動，將兩者的本質呈現與統一於作品之中，是防止時

空如同靜態的容器以盛裝事物的方式被再現出來；時空被理解為諸多活動的統一，

是某事之生發(take (time) place(space))，所以大地是海德格企圖描述時間與空間

如何的被帶出為在場狀態而成為作品與存有物自身的過程。 

 

                                                        
1 C P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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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並非是虛無主義者，但仍需要虛無狀態脫離主體與客體觀看存有物的

觀點，所以海德格主張「無」屬於存有的在場，如此存有就接近於無而不是對象

性的「一個」存有，但是存有並不是無，而是如同無一般，無作為作品深淵，而

存有本身是支撐著這樣的作品，存有使無產生，存有是虛無之所以的來源。1
 

  

    深淵發生為基礎遲疑偽裝的否定，也就是存有物之存有的到來，但自我隱匿

中的基礎仍然不在場，所以偽裝的否定不是指空虛之無的負面狀態，而是留下一

個尚未達成與空洞的狀態，以允許一個敞開的發生，這可以說基礎必須離去的意

義是為了允許一個敞開、自由的空間，作品的存有意義正在於此，「由於一件作

品是作品，它就為那種廣袤設置空間。在這裡，『為……設置空間』（einraumen）

特別地意味著：開放敞開領域之自由並且在其結構中設置這種自由，這種設置出

於上面所說的樹立。作品之為作品建立一個世界。作品張開了世界之敞開領域。」
2所以海德格強調的並不是簡單的不確定的模糊不在場，而是作品作為獨特的、

有所界定的空洞狀態，吸引吸引吸引吸引人們依其自由於尚未達到的狀態中，建立屬於自身的

某個世界狀態，讓事物發生出來，以讓時空的本質帶出，讓基礎在場。 

 

    但是空洞如何是界定的呢？空洞通過其四周環境的邊界而被界定，如同湧泉

通過四周圍起的邊界才可以湧現出來，此界限界定了空洞做為獨特的空虛，而不

是某種模糊與不確定的狀態，但是一旦如此思考會成為傳統時空的容器之說，我

們必須思考邊界是本性地屬於空虛的狀態，以為了使它成為真正的界定，換言之

作品深淵本身是含有邊界的深淵，一如半神半人河流持續的無限流動來自於其自

我設限自身界限的自制，此界限的設置是半神半人自己建立自身，一如作品建立

自身一樣，如此作品作為大地基礎之活動的深淵的意義並不在於無有邊界的無限

性，而是自我限制的有限性下所成為的無限狀態。 

 

    深－淵(Ab-grund)是深－淵(Ab-grund)，3深淵仍然本有地關係於基礎，所以

是某種獨特的、非一般而言的缺乏，而是深淵呈現出基礎。「基礎仍然在深淵中

建立，但不是真的基礎，它猶疑著」，4基礎通過深淵展現出來，但深淵絕非是基

礎本身，其仍只是部分基礎的痕跡。「深淵是首先本質地呈現的隱匿，真理的在

                                                        
1
海德格指出只要我們看到虛無之為虛無的來源，我們就朝向轉變虛無的道路上。這是海德格面

對現代性與對人類生命之關懷所要探問的重要問題；這也指出〈起源〉一文的重要性是在於海德
格開始詢問虛無本質之「起源」狀態。 
2 OW 31 
3 CP 267.GA65, p.379 
4 CP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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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1所以作品是存有隱匿的展現，但始終無法全然呈現。「深淵是基礎的猶疑

之否定，在否定最初的空虛狀態中敞開自身，最初的開顯發生，但同時猶疑呈

現自身。」2在深淵中，基礎不是全然的不在場，而是仍然保持自身拒絕之隱匿

地以猶疑的方式呈現為在場，如此基礎與深淵不是全然的分開，也非對立，但

基礎不可等同於在場，深淵也不同於缺乏，這樣就說明了在場狀態決非是客體

性的在場狀態。 

 

但是因為真理是存有開顯的隱匿，就像是深－淵是建立只如同承受與使

高塔建立的歸屬事件的基礎，因為(處在不確定的隱匿)猶疑的否定是在

此有之中的招引，開顯的隱匿的持存是招引招引招引招引，這是在招喚與歸屬之間轉

向的震動，歸屬事件，存有本身。3
 

 

海德格稱高樓之建立為向度(dimension)，是一種尺度、測量，但不是測量已在的

東西，而是通過它，尺度的來源首先建構起來。 

 

因為存有不是指自身客體的在場，且非存有(Nichtsein)不是指：全然的消

失，而是非存有是存有的一種：在存有之中而尚未成為存有，存有，也

即是：在存有之中，不是在存有之中與尚未在存有之中，此回到存有的

在場要求洞悉到無歸屬於存有，所以這是或是那是接收自身的針對性與

其起源，因為存有是無，它需要無的持久，因為其真理的持久與因而同

時反抗所有事物的非，非存有物。4
 

 

    海德格以詩意的方式說明人與存有非形上學的關係，也就是在作品中發生的

人與存有的共鳴、顫動、搖擺與敵意等關係，存有在世界中延續著與持續著其隱

匿，存有提供給世界可靠性，而此種可靠穩固是一種持續的斷裂、中斷，也是一

個不可耗盡的發生，由於存有持續之隱匿表達了其不可耗盡，而中斷則表達了發

生的在場狀態並不持久，而是一再的發生，如此持續與斷裂是同時發生的。作品

建立一個世界，通過人類所處之世界與存有的關係，使存有做為大地可以豐富地

不可消耗殆盡地、一再發生地無限展現其隱匿。 

 

    大地的隱匿通過作品展現出來，大地成為正在在場的非實體狀態，大地上的

萬物，也就是大地整體本身，是所有存有物成為它自身的各司其執，同時又整體

                                                        
1
 CP 265.GA65, p.380.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CP 70,GA65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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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的「交響齊奏之中，這種匯聚，流動的是自身持守的河流」。1河流本身即是

大地的在場與世界的聯繫聚集成為統一整體的地方，在河流中，起源大地得以展

現其隱匿而成為大地自身，存有物包括此有也得到自身之存有而成為自身，如此

河流作為半神半人將諸神帶來是把每一個在場者都限制在其在場之中呈現；作品

即是作為世界與大地、存有物整體與存有，諸神與人類連結為整體的統一體，一

如《伊底帕斯王》(Oedipus the King)中說到做為「大地中心的聖地」即是阿波羅神

殿一樣，2聯繫諸神現身在場與人的所有道路呈為人類與存有的歸屬事件，作為深

淵使大地自身隱匿的有所需的有限狀態得以無限的展現，如此神殿中岩石自身終

究風化消失的狀態，透過人參與其中的修復與保護，使作品做為無盡之深淵，讓

大地無限的展現出來。 

 

((((二二二二))))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作為作為作為作為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可能性    

    

    海德格思考存有的在場形式為真實、可能性與需要性，反對在場狀態是可耗

盡的真實，即以藝術作品作為不可耗盡地真實的深淵，引發存有無限可能的展開

狀態，反抗客觀在場的真實，這也反抗了時間之未來與過去為不真實的看法。作

品做為可能性並不是真實的尚未，也不是實現的準備。雖然對海德格而言，論及

可能性的來源會陷入以存有作為最高者的陷阱之中，但是這件事的真實狀態仍是

要朝向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來思考，「可能性的基礎這仍然是說著形上學的語言，

但這是由深不可測的持久的共屬狀態而思的。」3作品作為存有在場的歸屬事件，

招喚起無限可能的開顯狀態，這樣的思考使海德格開始將舊的、已在場的語言展

現其新義，而停止創造新的字詞，表達在場狀態已是無法耗盡的深淵，一如河流

將每一個在場者都限制在其在場之中呈現，此自我限制的在場界限，由於聯繫著

起源與人類世界的狀態，已是無法被耗盡的無限狀態了。 

 

存有的在場將總是仍然接近哲學，只有思考它，人才可以知道，並且可

以說，通過發明各式各樣的形式概念而建構存有，除了形式有所疑慮的

起源，事物是在此所決定的：跳入存有以做為歸屬事件，只有由此裂縫

(Zerklüftung)敞開自身。4
 

 

人必須面向與思考存有，通過存有的在場，即面對以作品作為裂縫的思考，創建

                                                        
1 OW 33 
2 請見《希臘悲劇》，頁 135 
3 Basic writing,p.196 
4
 CP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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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形式概念，建構出存有尚未到來，允許敞開之到來的歸屬事件，如此只有通

過裂縫，敞開存有大地並作為人類與存有的「之間」與轉向契機。「裂縫是內在

的，歸屬事件的不可計算的翻轉，存有在場的無法計算的翻轉，是被需要與被使

用與允許歸屬的中心，同時相關於神的消失與人的歷史。」1作品裂縫是世界與

大地的中心，裂縫命名著非實體的、拒絕之遮蔽的大地活動，亦是建立世界中存

有物之尚未到來的存有隱匿之中心。 

 

    柏拉圖以觀念掌握真實的是不變的客體在場，使哲學困頓於機械式的真理之

中，而海德格思考的不是在場，而是正在正在正在正在在場，關鍵在於正在在場是非實體的正在在場是非實體的正在在場是非實體的正在在場是非實體的，

對海德格而言存有之真理是非實體的。存有是無數與自由地傾向中在場，在慶典、

歷史事件中與偉大詩人、藝術作品之中、在梵谷畫中等等，存有皆以獨一無二的

方式正在在場正在在場正在在場正在在場，，，，成為作品敞開領域之開顯，也就是大地自我隱匿的展現成為了在

場之開顯。 

 

我們把這一允諾某種可能的讓顯現（Scheinenlassen）和顯示的敞開性命

名為開顯(Lichtung)。在德語語言史中，「Lichtung」一詞是由法文 clairière

直譯而來。它是仿照更古老的詞語「Waldung」（林地）和「Feldung」

（田野）構成起來的。森林的開顯是相對於濃密的樹林而被經驗到的，

後者在古德語中稱為是「Dickung」，名詞「Lichtung」源出於動詞「lichten」

（照亮）。形容詞「licht」（明亮的）相當於「leicht」（輕柔的）這個

字。照亮某物意謂：使某物輕柔，使某物自由或敞開，例如使森林的某

處沒有樹木。這樣形成的自由之境就是開顯。在自由之境和敞開之境意

義上的明亮的東西（das Lichte），無論是在語言上，甚至是在事實上，

都與形容詞「licht」毫無共同之處，後者的意思是「光亮的」。如此開

顯與光亮的差異就被注意到。但兩者之間還是可能有某事實的聯繫。光

亮可以湧入開顯之中並且讓光亮與黑暗在敞開之中遊戲著。但決不是光

亮才創造了開顯。光亮倒是以開顯為前提的。然而，開顯－亦即敞開之

境，不僅是對光亮和黑暗來說是自由開放的，而且對回聲和餘響共鳴，

對聲音的發出以及消弱也是自由的。開顯乃是一切在場者和不在場者的

敞開之境。2
 

 

    海德格將森林的開顯追溯到讓森林沒有樹木，成為林中空地的狀況，這樣才

                                                        
1
 CP 278 

2 TB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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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光亮得以照射下來，以照亮事物。開顯指的是空虛，成為一個敞開自由之

境，使存有物在其中光亮起來；但是由濃密的森林如何成為空的呢？這即是

「Waldung」（林地）和「Feldung」（田野）的差別，人們將自然濃厚深邃的森

林移除部分樹木，轉成與人聯結可耕作的田野，使陽光可以照射下來，發現事物，

不被深奧神秘的森林之地遮蔽住。事物的揭蔽可能在於以開顯為前提，森林敞開

一塊領地成為開顯即是讓存有隱匿的展現，是整體存有物得以光照的首要狀態，

這樣才讓光亮與黑暗在其中嬉戲與玩耍；此領地成為樂園使遊戲者遊戲，強調的

是讓場中的所有存有物可以自由自在的依其自身而為，遊戲者即光亮與黑暗，也

就是一切在場與不在場，亦即一切存有物與存有，都在開顯的自由領地中進行自

身，這也表達了開顯並非全然解蔽，而是無蔽(光亮)與隱蔽(黑暗)相交、爭鬥中

亦友亦敵的狀態。這在下一節中再加以說明。 

 

    森林的開顯做為田野即是人參與自然之中的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也就是

〈起源〉著重的作品意義，亦即是河流。自我隱匿的存有在作品開顯中是主體也

是客體，藝術的本質是存有物之真理置入作品之中，此中的藝術的主客位置可重

新轉換，而持續的動搖與震盪真理與我們的思考，導致根本無法提供任何最終的

固定說法。開顯是界定的、限定的敞開空間，以使事物可以在場與遭遇或發生衝

突，在場必須限制與限定，因森林的開顯是相對於森林的濃密而言的，如果在場

是無限的，也就沒有開顯可言，也就是存有的隱匿將無法呈現，更沒有在場與不

在場在之中遊戲的可能，這也表達了存有必須有限的給出，而不全然給出自身的

重要與意義，因為如此存有才保留自身也保護了存有物，一如湧泉需要被圍住、

限定住才可以躍現，這樣的自我包圍才保住了湧泉自身並維持住流域中生物多樣

性，這表達了開顯須被建構與被協調，如此作品作為歸屬事件，轉向了人在其中

的建構。這於下一章中再詳加說明。以下我們先就〈起源〉中以作品作為開顯狀

態，亦即半神半人河流的重要意義說明。 

 

第四節作品中之生發第四節作品中之生發第四節作品中之生發第四節作品中之生發：：：：敞開敞開敞開敞開敞開領域讓敞開性置入敞開領域讓敞開性置入敞開領域讓敞開性置入敞開領域讓敞開性置入    

        ((((一一一一))))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中生發存中生發存中生發存中生發存有物之存有有物之存有有物之存有有物之存有    

 

    作品作為半神半人，聯繫諸神讓其現身在場，並連繫著人所屬之世界；即存

有論差異讓存有大地展現於存有物之中。「它是一個基礎，做為中介(mit)，它保

持存有物相互調節，並在冒險之遊戲中聚集一切，這個聞所未聞的中心是在存有

之世界遊戲中的永恆遊戲者……就是冒險。」1作品自身即是對大地隱匿的冒險

                                                        
1 WP 105 



 

 

103 

 

展開與存有物揭蔽又同時發生著不斷遮蔽的狀態。海德格將此形容為作品即是勇

敢的人神間的天使， 

 

存有的道說向一個生靈道說它要道說的，那個生靈已經在存在物之整

體中安全地存在，因為他已經完成了對被表象的可見領域向心靈中不

可見領域的轉換。這個生靈被吸入存有之球的這一面和另一面的純粹

牽引之中。對這個生靈來說，幾乎不再有牽引之間的界限和差異。這

個生靈掌握了最寬廣之軌道的聞所未聞的中心，並且讓這一中心顯現

出來。在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中，這個生靈乃是天使。「天使」

這個名字是里爾克詩中的又一基本詞語，它與「敞開者」、「牽引」、「告

別」、「自然」一樣是一個基本詞語。因為在這個名字中所說出的東西，

乃是從存有方面來思考的存有物整體。……里爾克寫道：「《哀歌》中

的天使乃是這樣一種造物，在他身上，我們所做的把可見領域轉化入

不可見領域的工作看來已經完成了……。《哀歌》中的天使是這樣一

種生靈，它保證我們在不可見領域中去認識現實的更高秩序。 1
 

 

    此生靈所說的即是半神半人，作為大地隱匿的開顯之敞開領域並不發生在

存有物整體之外，而是內存於存有物整體之中，作品即是將可見在場領域轉化

入不在場的領域中，並將大地之隱匿帶出入可見領域，使我們發現更高的秩序。

作品是說出真理本質的「非－真理」整體，在此作品不再是存有與存有物間的

差異，而是將存有整體含納其中而敞開出來的最遼闊廣大、最宏偉壯壯壯壯麗的狀態，

存有物之存有的真理即置入於尚未到來的存有與存有物在其中在場的敞開領域

中。一件存有物的真理是在其存有物所是之存有，此所「是」之存有，我們曾

提到即是差異自身，而差異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是存有物與存有成其自身的

領地而內在於存有物整體之中，一如起源與萬物都含納於河流之中而在場，所

以存有物整體之真理就在於作品中展現出來，作品即是存有與存有物自身的展

現。在作品中，存有尚未到來的襲來與存有物之存有的到達聚集在一起成為真

理，沒有分開而共屬於一體，冒現出存有物之存有，作品接受與獲取大地的隱

匿的開顯作為存有之襲來。 

 

真理之進入作品的設立是這樣一個存有物的生產，這個存有物先前還不曾

在，此後也不再重複。生產過程把這種存有物如此這般地置入敞開領域之

中，從而被生產的東西才照亮了它出現於其中的敞開領域的敞開性。當生

                                                        
1 W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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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過程特地帶來存有物之敞開性亦即真理之際，被生產者就是一件作品。

這種生產就是創作，作為這種帶來，創作無寧說是在與無蔽狀態之關聯範

圍內的一種接收和獲取。
1
    

 

    在傳統對物之所是的界定中就證明了由「是」中說明的真理是尚未到來的存

有，所以真理被表象(Vorstellen)為正確性，我們要由這樣的「是」中傳來的訊息

中思考其來源為何，真理的本質為何，是由傳統對存有物所「是」的濫用中，思

考此濫用的基礎為何，何以會有此濫用的形成？也就是追溯其起源的追問，由於

所「是」之存有是尚未到來的存有，那麼對此「是」的起源為何的思考就是勢必

是未曾被經驗與未曾被思考的真理之本質為何的東西。這即是表明了思考需要一

直的去追問、去思考，而沒有一個定論與無需再思考的時候，此說法是來自於追

問自身的說法，而保持為可以做為回答的力量。2而現在此尚未到來的、不可見

的領域－存有，就展現在作品之中。 

 

    諸神給出的恩惠隱藏起來不在場，以使半神半人反抗自身神性的來源－諸神 

，而使諸神成為諸神，如此隱匿的諸神之恩惠就在半神半人的如何反抗中自立成

為半神半人自身，而彰顯出諸神，諸神的恩惠隱匿使自身通過半神半人的在場彰

顯出來，諸神在此彰顯中有所隱匿，即做為在開顯領域中的不可見領域。如此在

此開顯領域中，作為半神半人，是在自身的神性與反對自身的神性的痛苦中創造

自我之建立，也就是此開顯是一種「注定在神性與反神性之間的被掩蔽的厄運貫

通著而存有」，3這樣半神半人自身內發生的爭執超出人的掌控外，作為天使，作

為永恆遊戲者，即為冒險本身。即作品冒險投射自身之存有出現於世界中以展現

大地的痕跡。 

 

    存有物與此有所是之存有是無蔽狀態，也就是尚未到來的存有持續到來的狀

態，而此有在敞開領域中作出有意無意地拒絕存有物之存有等種種回應，即是對

存有物自身的干擾，而成為存有物自身的偽裝。而開顯中有所隱匿的狀態，就尚

未來到的存有而言，如同存有遮蔽自身，成為一種拒絕的遮蔽，並通過作品使其

拒絕的隱匿彰顯出來，一如作品道出岩石的自行鎖閉，所以此天使作為開顯，是

與存有的隱匿對抗使之顯現，如此開顯是與時俱變的，「並非一個永遠拉開帷幕

的固定舞台」，4開顯就是由尚未到來的存有之隱匿中而發生出來，所以開顯是一

                                                        
1 OW 62 
2 OW 71 
3 OW 53 
4 OW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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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生發(Geschehnis)，在生發中由存有的到來使親切的事物轉成未曾見過、聞所

未聞的陰森，尚未到來的存有通過存有物的呈現於不斷生發中一再的保留自身而

在一再的否定中被傳遞出來，所以「真理的本質，即是無蔽，是由一種否定而得

到徹底貫徹的。」1這樣的否定即真理的本質來自於非－真理。 

 

    所以真理的本質是在持續否定存有物的現身，而永不會完整的存有的尚未到

來，這就是存有的拒絕之遮蔽，是開顯中的不在場，而就尚未到來的存有而言，

只針對關注於已到來的存有物本身就是一種存有的偽裝而處在開顯之中，如此，

真理的本質就是開顯與存有的拒絕與偽裝遮蔽間的對抗，這即是原初爭執

(Urstreit)，爭執所敞開的領域即是開顯，也就是大地隱匿的展開。 

 

    真理通過原初爭執完成其本質，所以真理的運作把自身置入在作品中世界與

大地間的爭執之中呈現出來，作品作為敞開領域讓敞開性即真理置入其中，但是

世界並非就是對應著開顯，因為世界是所有決斷與之相對應的基本指引的道路之

開顯，換言之世界的建立來源即是大地、存有的有限的給出之隱匿，所以世界的

建立是來自存有的尚未到來而無法受掌握、遮蔽起來的、迷亂的狀況下做出決斷

的，世界中仍是暗藏著波濤洶湧的還沒露面而持續露面的存有隱匿，人就在這樣

的狀態中做出決斷。而大地也並非對應著全然隱匿，因為大地是做為自行鎖蔽者

而展開來的，大地的自行鎖蔽通過作品而被彰顯出來，所以大地是隱匿中有所展

開的，大地與世界兩者相互超越對方，而處在作品中讓真理置入其中。 

 

    作品中有真理是指作品中發生著存有物整體之存有到來而使存有物整體帶

入無蔽狀態中並保持在無蔽狀態中，此種保持(halten)於無蔽就是一種守護(hüten) 

，存有物在神殿、鞋畫中進入到尚未到來的存有之中，進入到作品自身作為半神

半人的歸屬事件中，即進入存有物之所「是」的持續湧現之中，如此保持在「是」

之中就是處在尚未到來的存有與存有物整體的聯繫關係之中，使存有物可以在不

同指引網絡中有其潤澤生民的可靠性，如此無蔽中的尚未來到的存有就有了寓居

之所而開顯了自身，如此即呈現為美，所以美就是尚未到來的存有的現身在場。

通過作品自身的運作，敞開了敞開領域，讓敞開性置入其中，這樣的運作即是作

品的被創造又再創造的作品自立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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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遮蔽著遮蔽著遮蔽著遮蔽著————解蔽著的無蔽狀態解蔽著的無蔽狀態解蔽著的無蔽狀態解蔽著的無蔽狀態    

 

 藝術的本質是存有物的真理自行設置入作品，這表明了一種「根本的歧義」

的狀態；因為真理一方面成為主體是「自行」設置入作品中，藝術是自身建立的

真理固定於作品的形態中，另一方面，藝術也是人對作品中真理的創造性保存，

此時真理即是客體，但是說真理是主體或是客體都是不適當的，因為藝術要展現

的不是兩者擇一的結果，而是此歧義的源頭。 

 

   「存有包含著有所開顯的庇護，所以存有原初地顯現於遮蔽著的隱匿光亮中。

這種開顯的名稱即是無蔽。」1作品展現存有物之存有而使之無蔽，所以作品才

作為真理置入的場所，存有物的無蔽狀態如何呢？作品作為一個由物質所構成的

存有物，展現存有物的無蔽狀態，同時也就展現自身的無蔽狀態，如此作品就是

自身的真理涉置入自身之中，如此作品自身就是歧義的展現，因為一方面可以說

作品是主體，使真理發生而置入自身之中，也可以說作品是客體，真理「自行」

設置入作品中。探問作品之源就是看歧義的來源為何，所以更為具體的對來源的

探問就是，存有物的無蔽狀態是怎樣造成歧義的呢？存有物的無蔽狀態，即是置

入作品中的歧義之真理是如何形成的？ 

 

    「無蔽是希臘式此有中遮蔽最深的東西，但同時也是早就開始規定著一切在

場者之在場的東西」，2此有以及所有存有物皆在無蔽的規定之中，使存有物可以

解蔽形成的無蔽狀態為何？由於受無蔽規定的此有也可以使存有物以遮蔽與偽

裝的雙重遮蔽方式在場，3如此在無蔽狀態中的存有物不只是可以是解蔽的，同

樣也可以是受遮蔽，如以真理作為存有物之解蔽而言，此存有物的雙重遮蔽就是

「非—真理」，而「雙重遮蔽方式的否定屬於作為無蔽的真理本質」，4換言之，

無蔽作為真理，其本質就是雙重遮蔽，即「非—真理」。無蔽狀態是以非—真理

作為其起源，由於非—真理是無蔽狀態的尚未解蔽的最初狀態，非—真理是存有

物真理之來源，規定所有存有物的無蔽就是含有雙重遮蔽與解蔽的狀態，兩者形

成在場者在場的原初爭執，非—真理即是發生真理的原初爭執之前的最古老狀態 

，即真理來源於非—真理。 

 

    非—真理這個最古老的狀態如何影響著規定所有存有物的無蔽狀態呢？〈起

                                                        
1 ET 137-8. 
2 OW51 
3 OW53 
4 OW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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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中提及一種先於存有物的狀態， 

 

越出存有物之外，但是不離開存有物，而是在存有物之前，還發生著

一個他者(Anderes)。內在於存有物整體之中，存在著一個敞開領域，

一種開顯(Lichtung)存在著，由存有物方面來看，此種開顯比存有物更

是存有物。所以，這個敞開的中心並非由存有物所包圍，不如說，開

顯的核心本身就像是我們無法認識的無(Nichts)一樣，圍繞著所有存有

物。 

 

     開顯作為敞開領域即是作品，作品聯繫了存有與存有物，使所有存有物整

體超出開顯之外而獲得自身之存有，作品中連繫著存有物而不離存有物，也使存

有的隱匿獲得敞開的空間到達存有物之中，如此作品非屬於存有物也非為存有成

為如無一般，作為敞開領地圍繞所有存有物。 

 

    作品作為開顯領域將大地隱匿的開顯出來，是使存有物成為存有物的條件，

也就是不在場的尚未到來的存有之正在在場，因而比存有物更是存有著，規定著

所有存有物，但開顯只發生在存有物整體之中。非—真理作為無蔽的尚未被解蔽

的狀態，先於所有在場狀態，非—真理先於在場表示其不在場，而其得以在場是

在存有物的解蔽狀態中發生，如此使存有物成為存有物的條件就是遮蔽著同時又

解蔽著的無蔽狀態，是尚未到來的存有又同時到達存有物之中的狀態，此狀態即

是作品自身的狀態，所以作品中存有物之真理置入其中。無蔽狀態是雙重隱匿與

解蔽間的爭執，但無蔽並不是去除隱匿而形成，而是在無蔽狀態中的解蔽含有隱

匿。 

 

((((三三三三))))作品作為存有物之所是的作品作為存有物之所是的作品作為存有物之所是的作品作為存有物之所是的敞開敞開敞開敞開領域領域領域領域    

 

    真理是通過雙重遮蔽與解蔽間之爭執而得的無蔽，真理是存有物自行照亮的

存有，也就是說真理是分解(Austrag)的開顯，存有物之真理是存有隱匿的開顯，

是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爭執分解的敞開，是存有與存有物間持續存在的既解蔽著又解蔽著又解蔽著又解蔽著又

庇護著庇護著庇護著庇護著的東西，對存有隱匿之開顯是由存有傳遞至存有物與存有物到存有這些過

程整體的敞開。作品作為這些過程之整體轉為以自身之在場狀態將整體敞開，也

把無所不在的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的差異開顯了，而使存有自身隱匿的開顯即真理

置入自身之中。作品同時顯現了存有物持續的存有之到來，還有尚未到來至存有

物的存有，如此作品成為存有自我隱匿的開顯本身，真理本身的帶向前來。這一

切的顯現作品是如何辦到的？ 



 

 

108 

 

    明顯的，藝術作品除了物因素之外，還有某種其他的東西，是這個東西構成

了藝術因素，1即藝術作品由物所構成，但作品不只是物，「藝術作品是一種製作

的物，但作品還道出了某種別的東西，不同於純然物本身，即 äλλοάγορεύει 。

作品還把別的東西公諸於世，作品把這個別的東西敞開來。」2藝術作品是物加

上某種東西，並把這個構成藝術的某東西敞開來，也就是藝術作品把自身的起

源—藝術的構成因素敞開來，所以作品才成為是藝術的現實性，成為存有既隱匿

又需要呈現出來的歧義之狀態的現實性，作品把成為自身本真的東西敞開，讓之

發現。猶如鞋畫說出了器具的物因素，如此作品把某種別的東西敞開，即把存有

物之所是的存有，構成存有物得以成為可靠的存有敞開來，所以作品才道出了存

有物之本質，道出了鞋之為鞋的存有，作品把存有物與存有聯繫在一起，把存有

與存有物聚集在作品的一體之中。作品就是把存有物本身之所是的歧義的真理，

也就是存有隱匿的開顯狀態說出，即是顯隱交織的無蔽狀態。而無蔽狀態仍是含

有遮蔽著的，如此存有物整體的揭蔽，成為了對存有物整體之隱匿的保護，使隱

蔽保持為隱蔽而開顯出來。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敞開敞開敞開敞開領域所建立的世界領域所建立的世界領域所建立的世界領域所建立的世界    

 

    作為真理之本質的非—真理，大地是所有立基之前的尚未立基，海德格以作

品中世界與大地之爭，描述真理的本質來源於非—真理，無蔽狀態來自於尚未解

蔽的隱匿狀態，無蔽來自於與隱匿的爭執而含有著遮蔽。作品的兩個特點是建立

世界與製造大地。大地作為「非—真理」的雙重隱匿，要在湧現中被發現，在作

品建立的世界中發現大地，也就是由存有物之建立是來回往返於存有之中，發現

大地自身隱匿的開顯狀態為何。 

 

    「非－」通過作品作為開顯領域(－)給出真理，這在〈起源〉中是以大地建

基世界的活動與發生來描述，也就是由來自於遮蔽之呈現而成為揭蔽。再者，真

理作為世界與大地之爭成為無蔽狀態，大地作為世界之基礎自行鎖蔽，作為作品

中尚未呈現的呈現，此尚未呈現導致什麼現象，由這些現象使我們思考大地隱匿

的意義。這節是由作為雙重禁阻的「非」如何參與在無蔽狀態中的情形來理解。 

 

    首先，大地作為無蔽中的雙重遮蔽之非—真理，自行隱匿的大地是世界的建

基，在此意義上大地給出世界，此過程中，大地自身分解著，即存有與存有間的

                                                        
1 OW 20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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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存有著、在場著，此差異之在場是內存於存有物整體之中，也就是開顯是在

大地自身是拒絕著的遮蔽而來，另一方面，世界展現的大地是在開顯中仍含有偽

裝的遮蔽。以下首先由作品中之建立世界中發現什麼隱匿了起來，而回置於大地

之中。 

  

((((一一一一))))大地大地大地大地做為做為做為做為世界世界世界世界之建基之建基之建基之建基    

    在作品中埋伏著另一種與世界相反的大地活動。大地是在世界的建立中永不

被耗盡的元素，而成為存有物的庇護所，因為大地使物質性的東西不至消失，反

而是首次允許存有物呈現出來，如同土壤使大樹茁壯，土壤的養分雖被使用但自

身有所保留，此保留使新的生命得以呈顯，成為使事物自身首次呈現的條件，「大

地是湧現著—庇護著的東西」。1大地作為事物自身得以成為自身的存有，通過藝

術作品中大地與世界的連繫活動，使事物自身在世界中呈現後仍保有機會再次呈

現，此可以連綿不斷的成為歷史的建基來自於大地。如此，扭轉世界的崩壞、偽

裝與希臘神殿的頹落之契機來自於回到大地湧現著—庇護著的力量。2反之，世

界中發生的對存有物的錯置與偽裝是讓我們發現自行鎖閉著拒絕之大地的嶄新

的開端。 

 

    作品建立世界的同時，作品回退到支持與保護世界的大地之中，如此作品才

可以永遠守護著世界，這樣作品建立世界的同時就製造(set forth)了大地。製造的

意義是作品移動、促使、要求大地挪入世界的敞開領域中，並使大地保持在世界

之中，作品促使大地自身的湧現與對世界的庇護，同時也保護了作品自身，使大

地的隱匿有領域展開而成為大地自身。在此，作品之所以可以作為真理置入的場

域，因為作品是做為非—真理的「—」，作品使大地進入世界之中，使存有物之

存有即真理展顯出來，同時由於作品是由大地自行鎖蔽而要求顯現中顯現出大地 

，所以作品並不消耗殆盡「非」而在「真理」中保留了大地。 

 

非真理的這種人性起源，確實只是根據對立而證明那種「超出」人而起

支配作用的自在的真理本質。形上學把此種真理視為是不朽的與永恆的 

，是絕不能建立在人的本質的易逝性與脆弱性之上的，如此，真理的本

質如何還可以在人的自由中找到其持存與根據呢？3
 

 

    此非真理處於人參與其中的作品之中；世界之世界化是來自於作品中存有現

                                                        
1 OW 46 
2 參閱 OW 46，之中提及質料可以出現是作品回歸到大地。 
3 ET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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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而成為歷史，而大地在作品中被製造出來並在作品中展現自身隱匿之活動，由

於大地只有在尚未被解釋與尚未被揭示的情況下才顯示自身，所以作品是以自身

運作的方式間接地揭示出大地，大地的陰森可怕通過作品間接的轉化為美的開顯 

，在作品中大地是在場的隱匿。由於大地逃避我們而退身，拒絕我們全然地敞開

它，如此大地是仍處於世界歷史之外的隱匿，仿如是非世界一般，海德格將此描

述為世界的崩壞後才顯現出來。但大地的鎖蔽是對在場的拒絕與反抗，而不是不

存在於世界之中，或者說大地退隱於任何展開狀態，即保持永遠的鎖閉，是一個

開端者自身的拒絕。而奇特的作品可以使鎖閉的大地帶入世界的敞開領域之中，

在此意義上，作品製造了大地。作品可以建立世界，因為作品聯繫著世界之建基

－大地，大地提供與給出自身的元素，使作品可以開啟一個世界，同時，作品對

自身的基礎大地反過來製造出他，在此意義上作品成為自身的起源。 

 

    作品之所是就在於(1)脫離了所有關係又聯繫起所有關係的歧義的狀態。(2)

作品聯繫於存有與存有物之間流動，使兩者皆無法成為一種對象，且使兩者通過

自身可以展開無限豐富的形態中。(3)所以作品使諸神現身、使歷史人類的所有

關係與道路都展開來，如同自然不斷湧現的存有物之存有，為存有物敞開了其指

引的公正性。(4)作品引發世界與大地聯繫在一起，使世界的企圖無蔽與大地的

自我鎖蔽結合，使雙方可以超出自身的界線，而包含另一方，才使兩者成為自身

之所是，而作品在此過程也完成了自身。(5)所以作品作為在世的半神半人，聯

繫尚未到來又即將到來的諸神與人世的領域，勾勒出兩者連繫的敞開之自由樂園 

。作品製造大地，這樣的大地才可以給出一個世界，就此而言作品完成大地自身

要求湧現的起源，使大地成為大地，即為半神半人使諸神成為諸神。 

 

   (二二二二)一個世界一個世界一個世界一個世界(a world)與大地與大地與大地與大地(the earth) 

    作品最初創造的即是大地，大地與世界的衝突並非存在於他們自身，而是由

於在創造作品的過程而有的爭執，也就是說是藝術作品首先完成了煽動兩者間的

衝突，首先是由藝術作品提供世界首次設置之領域，並使大地的隱匿同時也展現

出來，這是依賴在真理的本質設置於作品中，所以說作品建立一個世界(a world)

提出大地(the earth)，所以大地並不是未決定的，而是代表一個新紀元的決斷，

作品的大地因素與本身無歷史的物性因素都座落於其世界之中，並離於其所屬的

世界(a world)。例如希臘神殿作品的世界已經凋謝了，但此作品仍有可能與我們

相遇嗎？此作品對我們而言就完全陌生了嗎？大地是否在世代交替之時、不同世

界轉變之際仍與之爭執呢？ 

 

    但這樣似乎把大地視為是藝術作品中的物質因素，作品自身回退到石頭的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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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木頭的堅硬之中，回退到命名的力量，這裡就是作品與工具之別，在工具中

的物質完全被納入使用之中，被有用性給佔有，工具在其功能中隱匿他自身的物

性，換言之槌子並非是為了讓木頭與金屬成其自身，而相反的，作品使得物質出

現仿如是某種屬於大地的根本無法使用的回退，只有作品可以造成此種撤退，因

此，在作品中事物的美就格外顯的明顯，這並非是說揭示物質是以其意義的去除

後，物質就可以顯現，而是說作品帶出存有物之存有真理本質的隱匿，且把此向

度表現為作品自身最突出的顯現，其所有的美是真理之突顯，使存有真理的隱匿

性質明顯的表現出來；所以在世界中可感知的物質帶來非歷史的基底，物質使世

界的非歷史根基明顯可見，這也是為何創立類似自然的藝術作品可以首先展開與

自然存有物截然不同的領域之原因；一如梵谷之農鞋畫作如是畫梵谷自己的一雙

鞋，而海德格卻刻意的展開不同於梵谷所是之的那一個世界(a world)領域，而表

現出農婦之世界來突顯出大地(the earth)的重要，因為暗藏在作品中的是可以展

開諸多可能的大地之冒現。大地不是物質，而是使物質成為物質本身的因素，作

品突顯了這件事，作品是處在大地與世界之間的中介，所以作品成為是雙重基礎

的展露，這是由於作品不只與大地結合，同時也適切對應於世界。 

 

    作品做為諸神的現身在場就是一位新神，反抗著諸神，如同半神半人反抗著

諸神，而人的語言作品則是以自身之存有反抗著諸神，人處在存有隱匿的湧現中，

與存有爭執反抗著要作出自立的決斷。在半神半人的故事中發現，這種爭執是來

自於諸神要求自我感受自身為神之需要。諸神把這樣的反抗來自其自身的要求這

件事隱藏起來，以讓半神半人自我創造出其自立，如此人可以做出決斷與作品可

以自立，是來自於諸神恩惠的隱匿，這即是大地自我鎖閉又要求開顯的意義。 

 

    如此作品的存有之建立就是在奉獻與讚美諸神意義上的樹立，作品讓神展現

出來，神被招喚入作品現身在場的敞開中，作品獻上自身成為神之祭品，頌揚神

的尊嚴與光輝，這就是作品之為作品的建－立(Er-richten)，即依賴於作為半神半

人的意義要使諸神成為諸神，海德格說這是「把在指引尺度意義上的公正性開啟

出來，而作為指引尺度，是本質性因素給出了指引」，即作品把存有物所是之存

有通過爭執才被開啟出來，如此作品半神半人自身之存有做為與諸神的爭執，是

有所節制的與諸神聯繫在一起的爭執，如同河流需要有節制的回返起源處才可以

綿延所有整體生命，所以作品、做為半神半人河流即是作為所有存有物之為存有

物的指引尺度之開啟而給出了指引，存有物成為存有物自身的尺度即是需要與自

身隱匿的存有有所節制的聯繫，而永遠保持著結合關係以維持自身，如此作品就

在建立自身時，建立了一個人類世界，並因為對存有、諸神大地做為起源的聯繫

與開啟而永遠守護著這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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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作為聯繫存有與存有物、聯繫大地與建立存有物所屬之世界之間的半神

半人，才使世界的世界化本質顯現出來，如此變動的世界即是對世界被對象化的

反制。1世界由於聯繫大地才成為世界自身所是之存有，也就是需要合宜的與大

地的爭執聯繫在一起，使大地做為起源不斷供給世界所是之存有，在人類不斷的

進入世界之存有湧現之中，無論對之的採納、離棄、誤解和重新追問，或作出尺

度的決定，由於與大地的聯繫狀態使世界在這過程中可以一再被建立起來，且當

世界建立不成時仍可退回到大地中，使之有再次建立的機會，如此世界做為自身

所是之世界而運作著，世界世界化著。 

 

    作品就是人對諸神恩惠的贈予或是接受、或是拒絕的決定設置空間，也就是

指作品「開放敞開領域的自由，並且在其結構中設置這種自由」，2這樣的自由的

設置是來自於作品在自我建立時即把在指引尺度意義上的公正性開啟出來，由於

作品把存有物所是之存有開啟出來，讓存有物回到與聯繫到自身所是之存有，將

存有物成為自身所是之存有的尺度敞開。但存有物並非全然的受制於存有，只有

人也可以決定尺度才有公正性可言，人做為此有在存有的敞開中做決定，才會發

生或是離棄所是之存有而有誤解、踏上迷途，或是採納所是之存有等事件。由於

大地做為存有自身自持之隱匿，所以此有只有一再重新的追問下重做抉擇，如此

的存有並非是傳統形上學的基礎論支撐著所有上面的建築，而是人在大地之上，

選擇自身如何與存有的關係。 

 

    作品是謎的現實性，作品即是在場說話質問著每一個人的斯分克斯，「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through)這幅作品，也只有在這幅作品中，器具的器具存有才專門露出真相。」
3只有在斯芬克斯之謎具體在場，人在之中對其對象化進行解謎而發生著誤解，

既之進入歧途，斯芬克斯跳入深谷化身為不在場之命運誘發人重新追問，真相才

顯露出來。在此，斯芬克斯仍是內在於存有物之世界之中的，所以每個人做為過

路人都必須通過斯分克斯，通過作品做為敞開尺度之謎來看看我們所處在什麼樣

的世界之中，又，我們是否該重新追問了？  

 

      ((((三三三三) ) ) ) 建立一個世界的建立一個世界的建立一個世界的建立一個世界的歧歧歧歧義義義義狀態狀態狀態狀態    

 

    「作品在自身中突現著，開啟出一個世界，並在運作中永遠守持這個世界」，

                                                        
1 OW 44 
2 OW 45 
3 OW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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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起源〉中，海德格以世界世界化(Welt weltet) 同語反覆的方式表達世界作用的

循環、復現，一再發生之活動的世界顯現方式，世界世界化之活動是由於大地自

身隱匿的給出，使世界的開展處於無所不在的存有論差異之中，大地通過世界的

展現扭曲了大地，所以人在世界中才一再的發生「誤解與重新追問」。2大地的

偽裝變形明顯的表現就是世界中的物本身經歷不同的理論學說而使物自身被擾

亂了，世界中的此有充滿著對自然隱匿的索求與解謎，都是大地自身隱匿並要求

展現的化身暗示。此有不同於其他生物而有世界，因為此有進入存有物之敞開中

參與存有物的解蔽，同時就發生了對存有物的誤解，世界中存有物的解蔽同時也

就發生偽裝的遮蔽，所以需要一再的啟動重新追問存有物而使世界世界化持續運

動著。3一再追問的需要是來自於大地的隱匿，通過世界展現出大地偽裝的遮蔽，

而偽裝的遮蔽引發的消極面是虛無主義，感嘆人世無常，積極面則是招喚人回到

大地，藉由將建立世界的意義轉換成動態的形態，使藝術能在時間歷程之中成為

藝術作品，使藝術進入歷史之中，通過作品顯現藝術，引發歷史的開端。由大地

的隱匿引發世界中的假象讓處於之中的人害怕痛苦，但人也可以於所處世界中緊

密的回到與大地的聯繫給予的力量之中。這是海德格於〈起源〉中突然出現大地

一詞以對世界多面貌的理解，面對大地(der Erde)，是發現世界虛無的來源，亦是

走向轉變虛無的路上，大地即是這樣歧義的來源。 

 

    作品建立一個世界，這裡的建立(aufstellen)並不是對象性的設置，4而是樹立、

集合而創立出一種次序，調置而吸取出大地之隱匿的一種展現，如同湧源噴發是

同時建立又崩落。海德格用建立(aufstellen)是與集置(ge-stell)等等皆是聯繫在一

起的，作品建立世界總是是來自一特殊的擺置(Stellten)與集置(Ge-stell)，而形成

一個特殊的形象，以作為作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herstellt)。但另一方面，如神

殿使神的形象進入一個神聖的領域一樣，作品的佇立又使不可見的諸神在場，這

表達了作品一旦在場就有集置的作用，成為對象的消耗可能，而此狀態仍是來自

於諸神要求展顯自身的驅迫。 

 

    作品建立(aufstellen)世界是含有偽裝((Verstellen)的可能之建立。這也顯示了

作品在場的歧義，因為作品是一個無法排解並與大地糾結在一起的不在場的在場

標誌，換言之，作品的在場是通過一個不在場的發生而在場，也就是由於不在場

                                                        
1 OW 44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4 Aufstellen 有定位、告示、提出、敵手、安排、畫、招集、佈署、展開、決定、牽、引、樹立、

使開業、使定居、求婚、計畫、選擇、作曲、形象、制訂(落下、下沉)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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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在場的不足而有的在場需要而在場。作品作為作品的自持依靠在其自身處於在

場與不在之間，所以作品來自於慣見的現存事物的純粹的不(das Nichts)，1作為

半神半人，是非屬存有物並包含在所有存有物之中。藝術以「存有物之中作為整

體的敞開處，也就是開顯」的方式揭露此非屬存有物，2所以藝術作品是首次發

生開顯的起源之空隙、間隔、空白白白白、的裂縫事件，因為通過作品中運作的起源是

自身或是藝術的歧義轉換的爭執狀態，使作品永遠都是缺乏穩定的大地不在場的

在場，這使作品自身成為一個裂痕，此裂縫就是湧泉泉泉泉得以湧出水水水水源的力量，但是

如果藝術通過作品使世界因此揭示出來，藝術就在時間之中成為作品而導致藝術

自身消耗與損害，因為世界的呈現是通過作品形構作為一個起源而產生的，藝術

因而在作品中耗損、去除了自身，而使藝術作為起源的狀態轉換偽裝為以作品為

起源，而導致人們專注於作品之中解碼，藝術作品建立世界這件事就成為是屏棄

而忽略了藝術作品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在敞開領域中，敞開地創建自身擁有的歧義之起源而使自

身成為作品的事實，所以，作品自身要成為一個作品，一個不在場的在場，形成

「在世界化中……，諸神有所保存的恩寵，就得到了贈予或者是拒絕」，3也就是

建立世界不全然是作品自身，因為由神殿中建立一個民族歷史的同時，作品也使

不在場的拒絕之遮蔽的大地在場，作品同樣運做著諸神贈予的恩惠，或是作品對

之的拒絕活動，這就是作品同時製造大地。此狀態是要使作品中引發對自身起源

給予其限制的不滿與反抗，這即是作品中的世界與起源大地的爭執狀態。 

 

    作品建立一個世界，建立是一種「開啟」，使一切不可見的東西在場，如同

神殿使神在場，神殿召喚神進入現身在場的敞開領域之中，神殿嵌合起所有關係，

把人關連的整體「歷史性民族的世界」展現出來，換言之，作品開啟時間歷程中

的人類存有，使之呈現在場。如此藝術尚未湧現成為歷史的部分含納於作品之中，

在藝術作品中建立、設置某種過往不曾有過的真理之歷史形態與時代，進而在作

品中得以產生嶄新歷史的可能性，通過含有尚未發生為歷史的作品之揭示，使作

品進入世界之中，開啟一個世界。另一方面，歷史是通過一個特殊真理的決定而

形成，這是以作品出現之可能性中選擇出此決定的，所以，作品使歷史成為可能

並且產生歷史，作品可以如此是因其來自於藝術，因而「藝術在其本質中是一個

起源，真理成為存有的特殊方式，也就是成為歷史的」。4如果是藝術作為起源

建立歷史，那麼發生藝術就如同是河流起源的衝力進入河流流動之歷史之中，藝

術使歷史開始或再次展開，就是「一個民族進入其被賦予的使命中，且同時進入

                                                        
1 OW 71 
2 OW 40 
3 OW 45 
4 OW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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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獻出之時(Mitgegebenes)」，1
 如此，藝術的本質作為真理設置入作品之中，

也就是揭示了民族的命運。如同神殿首次聚集了所有人的道路與關係，並獲得人

類存有的命運與形態一樣，因為作品敞開大地存有的關聯所作用的範圍，正是這

個歷史性民族的世界。2通過神殿，使人們得以首次發現處在歷史中的此有是一

個歷史的承受者，民族的存有通過作品中之存有現身，使一個歷史民族回歸到自

身的使命中，從而實現其的使命，因為「神殿在其無聲的佇立中才賦予物以外貌

(Gesicht)，因而才賦予人類以關於它們自身的展望(Aussicht)」，3所以一個歷史的

建立是來自於「作品展開一個世界的敞開領域」。 

 

    藝術作品顯現出歷史起源並引發歷史，但與此同時也必然引起作品自身歷史

的起源，如此作品就是先於它自身所擁有的歷史而出現為創建自身歷史的起源，

因而在作品自身中，就產生了自身做為自身起源的事件，作品作為自身起源的狀

態，出現了作品形象的構形與損毀、顯隱張力之源頭，同時使任何可能的起源型

態遭到破壞與侵蝕。因在作品中我們發現，一方面，作品的揭示是顯露出建立自

身所擁有的條件，即藝術為其起源，同時也表現了自身做為藝術之起源的歧義狀

態，這代表作品在一個起源為自身或為藝術的狀態下處於自身之前，彷如非屬存

有物一般(就尚未在場與不在場而言，是一種缺少某東西的在場者)；4也就是就作

品顯現出自身的起源、歷史的起源而言，作品是對尚未呈現的起源的呈現，如此

作品就作為自身起源的起源，處在形成自身之前，但是另一方面，作品之所以可

以呈現是以一件實際的作品狀態展現，也就是作品本身是一事物，把兩者連繫在

一起，可以發現作品要求自身把其所擁有的條件呈現出來，也就是作品必須建立

某物，「作品在其存有中就是有所建立」，5作品作為神的現身在場，就是神本身，

作品就是諸神本身所需要的半神半人的歧義之在場，同時它自身來自於諸神的需

要而建立起它，但它做為使諸神成為諸神是諸神的起源又先於諸神，如此作品勢

必是處於歧義的循環狀態。這個使諸神如何的在場就是作品的創造，而作品的被

創造的再創造是與諸神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作品存有在被創造出來時，也被一

同創造進了它的被創造狀態之中」。6
 

 

                                                        
1 同上註 
2 OW 42 
3 OW 43 
4
 就此而言，作品作為本真時間，是將來、曾在與當前三重時間維度的嬉戲的達到，成為第四維

的本真時間，參閱 TB 10，大地作為存有，不是在時間之中，但是存有仍通過時間，通過時間的
東西，而被規定為在場、當前。 
5 同上註 
6 OW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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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如同半神半人由諸神給予的部分神性而被創造出來，但同時半神半人要

衝破自身的限制以使諸神成為諸神，如此諸神作為起源遭到破壞，而使自身來自

於半神半人，所以半神半人是創建了自身的起源，自身成為自身的起源，所以「作

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sets itself up and sets itself forth)」。起源是諸神或是半神半

人形成一個歧義而循環的事件，一如〈起源〉中通過〈物與作品〉、〈作品與真理〉、

〈真理與藝術〉如泉湧般不斷循環而描述出大地與作品的關係。 

 

世界世界化、火、持續生活、永不消失都是同一個東西，……火命名著

聖火、爐火、營火，也指火把的閃爍、繁星的閃爍。在火中起支配作用 

的是照亮、煥發、照耀、微弱的閃耀，把一種光明中的浩瀚之境開啟出

來的東西。但是，在火之中也耗盡、結合、鎖蔽、熄滅，當赫拉克利特

談論火時，它主要思考是有所開顯的支配作用，即給予尺度與剝奪尺度

的指引。1
 

 

    作品在建立一個世界尺度時，同時也製造大地，即是將存有隱匿帶出，而

把尺度的剝奪一同帶出，使建立不成而一再建立的狀態，如此無法建立中的建

立作為最堅實的建立狀態之堅固性，才是真正的將公正的尺度帶出，如此來自

於大地之拒絕的遮蔽的給出，在作品中建立一個世界的狀態即是充滿可怕危及

的可能成為偽裝的遮蔽狀態，換言之，建立世界的同時之中危機重重，而危及

崩落的世界狀態也蘊含著死灰復燃的契機，所以由大地隱匿的給出，通過作品

的湧現建立一個世界，即是由起源歧義的狀態中所建立的處於歧義性中之世

界。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大地的隱匿性質意義大地的隱匿性質意義大地的隱匿性質意義大地的隱匿性質意義            

    

城邦的眾臣子發現了這一切後說，一個道地土生土長的底比斯城民是嚐

受了何等深劇的恐懼，發現了國家裡深藏著的駭人的秘密，這是這是這是這是用一整用一整用一整用一整

條伊斯特河條伊斯特河條伊斯特河條伊斯特河((((the Ister))))或是或是或是或是佛西佛西佛西佛西斯河都洗斯河都洗斯河都洗斯河都洗盡盡盡盡不掉不掉不掉不掉的的的的，而這一切的事卻都

是咎由自取的。
2
 

 

 

 

                                                        
1
請參閱 AL 117. 

2 參閱《希臘神話》頁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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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重疊的拒絕與偽裝重疊的拒絕與偽裝重疊的拒絕與偽裝重疊的拒絕與偽裝    

    

    先於解蔽的遮蔽狀態是無蔽狀態的最原初情形，此無蔽狀態之前之遮蔽可以

顯現又要由存有物的解蔽而被發現，如此，我們要發現規定所有在場者在場的無

蔽狀態的線索是要在真理中發現非—真理的「非」的遮蔽，也就是在存有物的解

蔽中發現原初的遮蔽，在開顯中發現非—真理的非。最原初的「非」，也就是無

蔽(Un-verborgenheit)作為非—遮蔽中的「非」(un)，海德格稱此「非」是一種雙

重禁阻(Verwehren)，1
 在存有物中間並先於存有物因而起著決定作用就是〈起源〉

中所言的先於存有物的拒絕(Versagen)之遮蔽與在存有物中間的偽裝(Verstellen)

之遮蔽的雙重遮蔽。 

 

    無蔽狀態是遮蔽著—解蔽著的狀態。由先於解蔽而言，「非」—真理的「非」

就是拒絕解蔽的尚未解蔽，但此拒絕作為先於所有的解蔽狀態，並不是使之不解

蔽，而是使解蔽成為可能的條件，換言之，此拒絕之遮蔽先於開顯，是開顯可能

的條件，使開顯成為開顯，因而是敞開領域中開顯的開端，海德格言此開端者為

曾在者(Gewesenes)，命名為曾在者的意義是此拒絕的遮蔽是最古老者而殘留在

所有後繼者之中。 

 

與歷史傳統的對話之尺度是同一的，也就是要進入早先早先早先早先的思想力量之中 

。只是，我們不是在已被思的東西中，而是在一種尚尚尚尚未未未未被思的東西中尋

求此力量；而已被思的東西要由尚未被思的東西中獲得其本質空間。但

只有已被思的東西才為尚未被思的東西做好準備，後者總是重新棲留於

其流溢中。……它要求把傳統思想釋放到它的還依然被儲存下來的曾在

者中，這個曾在者原初地貫通並支配著傳統，始終先行於傳統而現身，

但又沒有合乎本己地得到思考，沒有被思考為開端者(das Anfangende)。
2
 

      

    聯結〈起源〉一開始思考物之為物傳統的流變中，所要思考與回歸的是尚未

被思的開端者，也就是支配傳統之所以如此的曾在者，即作為無蔽狀態之原初狀

態的「拒絕的遮蔽」。但是我們無法直接了解這個拒絕的遮蔽，因為遮蔽只在解

蔽中被發現，「只有已被思的東西才為尚未被思的東西做好準備」，非—真理的「非」

只有通過「真理」才被發現，無蔽狀態是雙重遮蔽與開顯的爭執，也只有在無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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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才使「自行遮蔽著的存有便被澄亮了」，1因為「每一個存有物的遮蔽也只有在

光亮領域內才可能」。2所以在無蔽中才使我們發現尚未被思的事情，發現存有隱

蔽尚未張顯的開顯。 

  

     內在於真理顯現之中，可以發現「拒絕的遮蔽」的另一個線索是「偽裝的

遮蔽 」。命名為偽裝是因為此遮蔽是在真理的開顯中，「存有物雖然顯現出來，

但不是它自身而是以他者(anders)的方式顯現」。3
 偽裝使存有物本身發生著假象 

，是之所以可能發生誤解存有物狀態的來源。之所以發生偽裝，是由於存有物之

所是的存有是不斷湧現的，但是一旦湧現後就同時遮蔽了存有物自身呈現的其它

部分，而成為一種對存有物自身而言的他者，這是對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的遮

蔽。偽裝的遮蔽作為存有物顯現之狀態之一，也促使我們發現尚未被思考而作為

開端者的「拒絕的遮蔽」，兩種遮蔽的關係如何呢？作為拒絕的遮蔽是尚未顯現

的存有與解蔽間之爭執，即原初爭執，爭執產生出一個呈現，此呈現中發生著偽

裝的可能，所以偽裝之遮蔽是拒絕之遮蔽的殘餘，可以使我們發現與回到開端者，

如此「真理之為真理，現身於開顯與雙重遮蔽的對立之中」。4作品之所以是真理

自行置入的領域，是因為作品中發生著大地與世界間的爭執，世界是作品中爭執

所得的建立，也就是由原初爭執後的建立，大地自身展開於作品的無限豐富性之

中。5此無限豐富即是在於通過無蔽狀態中的偽裝引發對拒絕遮蔽的思考與置回，

如此才可能建立另一個世界的呈現，大地的隱匿就是做為自行鎖蔽著—又湧現著

的原初的尚未被揭示，也是做為無蔽狀態之前的最古老者，同時也是引起偽裝的

遮蔽的湧現者，無蔽狀態就是這樣一種由前於開顯的拒絕之遮蔽中呈現，且含有

偽裝之遮蔽在開顯中在場的狀態。 

 

遮蔽是作為無蔽的心臟而屬於無蔽……，在在場性的開顯的這一自身遮

蔽中，難道不是甚至還有一種庇護和保藏—由之而來，無蔽才能被允諾，

從而在場著的在場者才能顯現出來—在起著支配作用。如果情形是這樣 

，那麼開顯就不會是在場性的單純開顯，而是自身遮蔽著的在場性的開

顯，是自身遮蔽著的庇護之開顯。6
 

 

作品本身無蔽狀態的悖論開顯了大地起源的雙重隱匿，成為存有物之真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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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置入於作品中的狀態，作品中某種存有物之存有的呈顯遮蔽了尚未到來的存

有而使自身成為偽裝的遮蔽，而此偽裝的遮蔽同時使我們發現尚未呈現的存有本

身的拒絕之遮蔽，但此未顯的拒絕經過時間轉成呈現時，經過不斷的爭執活動，

又成為一種偽裝而表現出來，如同「舊神與新神的爭執」與替換，所以起源的拒

絕之遮蔽不是不顯，只是尚未呈顯，偽裝不只是假象，而是其前身就是無解的拒

絕本身。如此拒絕的遮蔽所帶來的是對存有物遭到誤解時的保護，而偽裝的遮蔽

又使存有物回到拒絕的遮蔽中引發爭執而帶出嶄新的面貌。 

 

    如此轉向自身擁有的隱匿起源是作品本質歧義之爭端來源，作品轉回自身之

起源就是回歸大地，作品首次使大地與世界帶向前來而在場，是敞開自身並使自

身成為一件作品，作品發現自身是在自身所擁有的起源之前，所以作品的起源是

處在存有悖論的地位，因為起源是即將到來，所以是在作品之前，但又是在作品

之後，故作品的在場是逼近起源自身的，這樣的在場與不在場，通過作品的裂縫

使世界與大地分開又起源地連結在一起而標誌出來，所以作品本身是永遠無法全

然在場的不完整，這使現存作品的世界會崩壞，1如同神殿一般。裂縫就是此不

在場的標記，描述出作品起源之退隱而成為即將到來所保留下來痕跡，這痕跡也

是在作品之前的起源大地，成為在作品之後而展現出來。 

 

    如此作品自身中發生隱晦地顛覆自身時空中的地位，以允許與承認在分裂中

安置作品自身獨一無二地奇特性，如同半神半人自身所處的奇特狀態。此獨特性

即將出現，但絕不會成為完整，因為作品的起源永遠是將至，所以作品是逼近起

源的，就像是諸神是始終有所隱匿的尚未到來而通過半神半人與之如何聯繫而展

現。但這將因此敞開一個作為將永不在場的封鎖狀態卻無法被封閉起來的起源本

身歧義的問題，所以，回到起源的意義是恢復起源自身的歧義性，即起源放置自

身於與人的關係之外的封鎖狀態，但仍需要人的努力發現起源與作品的衝突，創

造一個爭執的和諧，以形成一個無法封鎖起來的狀態，湧泉得以不斷湧現，在於

它裂土而出。這就是半神人與諸神之間的相互爭執又相互需要而成全對方的過程 

，半神半人受限於諸神的限制，自身反抗諸神的設限，卻因而創造出一個獨一無

二的奇特性，半神半人自身的自持，就是在被迫與之對抗中，勇敢的與之聯繫，

這樣又對抗又連結的活動，就是裂縫，也就是歧義狀態，也反應了諸神做為起源

自身的狀態，來自於半神半人，所以作品作為半神半人即是神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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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是，可以由自然中撕裂開來的人，就可以發現藝術」，1此撕裂(reißen)，
2並不是對自然強行索取，而是在自然湧現中發現諸多不同存有物的同一，裂縫

存在於自然中差異的同一之中，誰發現了懸殊中的同一，誰就撕裂自然中的事物

並將之聯繫在一起，就像神殿聚集了所有人的命運，作品發現了藝術本身一樣。 

 

    作品中的物的物因素是大地性(Erdhafte)，這是因為存有物歸屬於、聯繫於

大地，大地的封鎖通過進入一個世界而顯示自身，大地與世界的爭執在作品的裂

縫中形成的形象中固定下來，藉此形象顯現大地自身，所以作品的形象使物的物

因素置入到敞開領域中，因而展現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的是作品，使鞋之存有展現

出來的是鞋畫，而非真實的鞋。 

 

    大地與世界的爭執並不是簡單的對立或辯證，而是通過再次形塑作品自身不

在場的起源，草繪出或留出一個不穩定的中間地帶的留白放寬，通過作品中的大

地永無止境的偽裝作為起源的退隱，使作品與其起源聯繫在一起並可以再次形塑

自身，形成作品內在的分離又接近自身起源的狀態。世界的顯現因而是發生在大

地進入自身的退隱中，且此退隱使大地與世界分離開來，因而使大地成為大地自

身的自持，所以裂縫是最初的，因為沒有此裂縫，世界與大地就無法顯現，這個

在作品裂縫因而是在場作為分開與籌畫大地與世界進入其本質的輪廓的無關係

的關係，只有通過作品形象的壓迫中使兩者聚集在一起，作為一個共同的輪廓而

連結自身(Gezüge)。3
 

 

    所以，大地與世界的結合絕不會完整，因為如果形象只是一個逼近的、即將

發生的不在場，那作品總是等待其形象的到來，由這樣總是尚未到來的存有退隱，

此痕跡保持為離去的狀態作為籌畫大地的拒絕之遮蔽的無關係，而形成為一個偽

裝的作品，作品因而包含建立一個世界的空洞化，並允許這樣的世界建立；但藉

由作品自我創立之存有，而對世界基礎的不在場作一種保護，也就是作品回置大

地，拉出元素支持世界之建立。如此，作品本身是一個無盡難題的困境，我們無

法超越此困境，因為其形構世界成為一個困境，但也揭示了存有正僅僅是一個形

象永久損壞的困境。這也就是大地自身是一個尚未發生的形態。但在存有的損壞

中，世界與大地並沒有分別，因裂痕就是引起此分別的抹去，如此裂痕也是所有

的有，也是大地與世界的構形。藝術作品是拉出大地與世界活動的構形，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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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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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畫此構形中尚未發生的形態，所以藝術作品是其所擁有的起源之籌畫，就像是

在隱匿與解蔽間的親密爭執的統一，此爭執只有以大地與世界再形構的爭執中，

也就是以作品而被揭示，所以作品作為揭示我們進入真理發生之地點的方式，世

界與大地在作品中的爭執誘引我們進入與不在場的老者間的親密關係中，進入在

場的更為基礎張力之中。 

 

    這些過程惟有通過大地才可以發生，只有真切留意到大地在作品敞開中如何

引退自身，並且將此引退偽裝成為一件作品，這個爭執與聯繫的親密才得以發生，

因為把大地與世界拉在一起的裂縫，「必須使自身回退到石頭吸引的沉重，木頭

緘默的堅固，色彩幽深的熱烈之中，大地把裂縫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才進入敞

開領域而被製造，從而被置入亦即設置入那作為自行鎖閉者與保護者進入敞開領

域而突顯的東西中」，1裂縫必須回歸到大地中，通過自我封鎖的大地，「敞開

領域的敞開性得到了它最大的抵抗，並因此獲得它永久的立足之所，而形態必然

被固定於其中」，2藝術作品只有進入世界與大地共屬一體的爭執中才可以形成，

只有如此，由鎖閉中取出的形象同樣也是拒絕此取出之形象的退回，如此才傳達

出非—真理的敞開性。因為裂縫拉我們進入存有，也拉我們出去，而這兩者是相

同的，因為這是拉出尺度與界線的反抗同時進入共同輪廓之中，3也就是進入作

為形象的真理限制中。4
 

 

    ((((二二二二))))大地的有限大地的有限大地的有限大地的有限狀態狀態狀態狀態    

大地的隱匿表達出建立世界的有限性，此有限性可以視為兩部分，一方面，

通過大地拒絕的撤退才可以展開世界世界化。即在存有物的展開中有一個內在的

隱匿不被說出亦不會消散，這個展開的限制狀態在藝術、詩、語言、與存有中被

發現；然而，此隱匿性不是一個缺點，也不是一個錯誤，而是使世界成為世界的

本質。因為原初爭執的拒絕地偽裝在世界之中展現，使世界仍不全然表露其所有

可能性，這就表達出世界本身本來就無法駕馭，也非為一個客體。藝術作品讓建

立世界的可能性敞開，但是通過作品中的大地呈現出對世界敞開的拒絕，使世界

本身的基礎動搖，發現世界敞開的偽裝可能，呈顯出來的同時帶有掩蔽，所以大

地使建立的世界是有限的。 

  

    在場的迴避同時也揭示了大地作為存有的有限性，因為存有之真理只有在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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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與拒絕下才被展現出來，因而是有限的揭示。拒絕與偽裝的非—真理並非是真

理的顛覆，而是先於真理的古老於每一個揭示狀態，非—真理的暗藏與隱匿，即

是神秘，海德格命名此暗隱的揭示是可怕駭人的(un-geheuer)，非比尋常、無規

則而紊亂的、巨大而無邊際的、沒有規則與方法的。原初爭執的開顯與雙重遮蔽

爭得地敞開領域是在作品中大地與世界之爭，但是大地並非就對應著遮蔽，世界

並非就表現為開顯，而是大地之閉鎖與世界的敞開之爭，體現了原始爭執所爭得

的敞開領域，是描述存有物之中是顯隱互現、揭蔽生成又消隱的狀態，因為大地

的鎖閉中有顯現，世界的呈現裡有隱匿，形成一種湧現出的偽裝，存有物之存有

是存有自身未全然呈現的偽裝。偽裝的具體表現就是神殿作品的世界頹廢，作品

之存有湧現就如同湧泉湧現又同時沉落的情形，所以此偽裝同時隱含著再次湧現

的來到。 

 

    真理是發生在世界與大地爭執之中，世界與大地之爭展現真理與非真理的顯

隱，所以世界是來自於大地遮蔽的開顯，「世界是所有決斷與之相順應的基本指

引的道路之開顯，但任何決斷都是以某個沒有掌握的、遮蔽的、迷亂的東西為基

礎的，否則就不是決斷。」1形成世界之決斷的開顯來自一個隱匿而混亂的基礎，

而讓立基於不穩定之基礎上的決斷顯得更為困難、沒有方法與獨特，如此決斷一

方面是變化無常沒有標準的，同時也是決斷自身獨特地所是之存有的顯現。而大

地在其隱匿中是有所展開的，因為大地是作為「自行封鎖者而展開」，大地的隱

匿通過作品而顯現，如此大地不是就對應著隱匿，而是有所顯示的隱匿，是「非」

通過「—」在「真理」中的顯現。真理是通過大地與世界持續之爭執，把開顯與

遮蔽的原初爭執而得的敞開領域置入作品中，顯隱互相掩護形成偽裝，所以爭執

在作品中仍持續發生，持續動態的運作使作品保持為一再活現的恆動之寧靜。 

 

    這也是在藝術作品中發生無法避免的根本事件之緊迫，因為一個世界勢必是

在基礎無止境的偽裝地拒絕下建立起來，但這樣形成所有的形態勢必損毀，如此

建立的意義何在呢？由於在建立的同時就遮蔽了其他可能，而使其他可能不起作

用而遭忽略、失靈，成為知識跨不過去的界線，此遮蔽的意義為何？我們可以發

現這反倒提醒人們需要留神如何建立世界，因為在有所建立之後發生錯置而干擾 

，是引發出調節與改造的契機，產生獨特決斷的可能。作品說出了這樣勢必錯置

的悲劇又引發重新建立的整全故事，因為作品是持續流動的河流，由源頭流出通

向寓居於人之旁的支流，在在場悲劇與尚未建立的不在場間來回長流，這就是大

地在不斷的流溢中展現其隱匿，形成世界的建立與崩壞而重新回到大地中，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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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次再次嶄新的展現。 

 

   另一方面，大地作為撤退，大地的隱匿不只是世界的立基與限制，也是直接

指引出存有的真理本質地建立在非－真理的關係，因為大地在作品中以隱匿地顯

現製造自身，大地形構他自身的形象並不是來自於任何一個事物，而是自身就是

純粹起源發生的不在場，大地是顯露出拒絕展現與矯飾而成的構成輪廓狀態的形

狀性(figurality)本身。由形狀、輪廓(figuration)才可能構成藝術作品，在展開作品

形成一個形狀輪廓的立基之中，藝術作品同時也開展自身擁有的不在場的狀態，

也就是藝術作品自身之形狀來自於不在場的形狀性，作品展開自身是由不在場的

東西而成形的如此這般而來的狀態，因而是最真實的成為藝術作品自身，所以如

果藝術作品可以首先產生自身在場的在場條件，即是使作品的不在場在場，使在

場條件的不在場本身帶出來，就形成一件作品之所是，這就是古代的希臘神殿，

「並不描述出什麼，而是描述出此不在場的有。」1也就是描述出不屬於存有物

的不在場使之在場。這是通過如同半神半人把諸神自身的歧義顯現出來，因而半

神半人就是使諸神成為諸神之神，作品即神本身。 

 

  如此藝術作品是否是對現實來源的模仿與描繪？在〈起源〉中談的作品並非

是一種摹擬，作品對現實自身的顯現是需要作品如同是現實所是的東西，所以不

是複製性重覆的顯現，而是作品對真實的顯現中，可以一再地敞開出世界的可能

性，因作品並非對起源樣貌的仿製，而是與起源連結在一起引起起源自身持續有

所隱匿的湧現，這需要且就是作品中自身與大地的歸屬性的連結而成，使作品可

以一再展開現實的起源，所以作品一再湧現存有物之存有，讓「物的普遍本質的

展現」。2就此而言，作品對現實之起源的顯現，只有在作品自身是起源的情況

下，才可能成為一個展現，因為此展現並非是對在場世界的模仿，而是是作品首

現允許了世界與世界尚未呈現出來的與使世界成為世界的、尚未顯現出來的、不

屬於存有物的、即不在場的暗匿之基礎大地的顯現，如同希臘神殿讓不在場之神

現身在場一樣。 

 

    藝術作品中世界與大地的結合是要展開一個完全失去基礎的深淵，沒有基礎

的非－真理形態，由於大地的拒絕之遮蔽，使此基礎是完全失去立基點之深淵的

非真理，讓世界建立在一個不牢固的立基上，而展開作為偽裝的大地。以此方式，

作品本身發生了世界與大地拉拒地分開又結合在一起的存有論張力，作品是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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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襲來使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無止盡的延異，使作品可以有無止境的豐富樣貌，

是作為起源的「作品」使作品的「起源」無止境的延擱，這裡表達的是存有論「差

異」的無所不在，無論是存有或是存有物由於作品作為歸屬事件而無法使對方定

形；如同源源流動的河流本身，聯繫源頭而滋養化育出萬物以形成萬般風情，源

頭的意義在萬物中被展現而沒有定論。藝術作品是引發展現出大地的沉默無言與

抵抗的本性，在石頭、畫作、語言等是無所用途而失去控制時，才使其掩飾與曖

昧展現出來。海德格就是要以作品展現此掩飾起來的隱匿，展現此隱匿即是隱匿

之存有真理的開顯，也就是無蔽狀態，「鞋具越單純、越根本地在其本質中出現，

噴泉越不加掩飾，越純粹地以其本質出現，伴隨他們的所有存有物就越直接、越

有力地變的更具有存有物特性，於是，自行遮蔽著的存有便被澄亮了」，1在藝

術作品中，存有的真理只是間接地顯現，顯現的也就是在真理核心中的作品偽裝

的非－真理，這掩飾的隱藏無法被消除或克服，因為此隱匿才可以使人類成為自

身自持而去道說，如同諸神的恩惠必須隱匿起來以使半神半人成為自身一樣。形

成形狀的前提勢必需要隱匿起來，以使形狀的成形可以自持，如此形狀的前提即

是不在場的hyle，hyle保持自身的決不在場，但卻只在在場中才可以發現它；而

成形的形狀本質是作為顯現的條件，所以存有物本身如果沒有拒絕與去除某部分

而成為一種自身的偽裝，就不會有形象出現，而不發生錯誤就不會有屬於此有自

身的方法產生，「如果存有物並不偽裝為他者，我們就不會發生錯誤與誤解存有

物，我們也就不會走在迷途上且越界，同時，更重要的是，我們也無法敢於冒險 

(vermessen)。」
2
 偽裝的拒絕引發事物自身的失靈、挫敗才使我們可以越出固

有的界限。如此存有物自身顯現之可能是來自存有物自身的偽裝，偽裝是使事物

擺出來，成為一種形狀，但也同時導致我們誤解偽裝而成的樣態就是存有物本身，

而使我們看錯存有物；只有發現此偽裝並非存有物自身的整體，而是有更多的尚

未呈現的部分等待保護，此偽裝才同時使我們以自身合宜的方式跨越界限，進入

存有物自身之所是之存有。 

 

 ((((三三三三))))大地大地大地大地隱匿的存有論意義隱匿的存有論意義隱匿的存有論意義隱匿的存有論意義    

 

    我們不是問為何大地總是隱匿的，為何岩石無論如何總是不被揭示出來而保

持在尚未揭示的狀態，因為一旦這樣追問，就進入理性而試圖準備一個答案，而

成為一種形上學式的說法，隱匿是一種保護，是種扭曲偽裝的狀態，這都是在問

隱匿的意義為何，也是對人類命運的理解，而要思考的是我們是處在科技本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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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之中，或是處在人與存有共屬一體的關係之中？ 

 

    含混的雙重否定不是空洞的拒絕不顯，相反的，是一種吸引、提示，誘發。

邏輯是言說將事物聚集採擷而成為明顯的，以使某物被看到，使物可以接近他者，

如此，邏輯是具體的。希臘人稱真理是解—蔽，所以當我們要說出存有物原初的

樣態時，就是要說出原初存有物隱匿遮蔽的狀態。但人必須使存有物揭示而被發

現，所以邏輯像是一個綜合結構，使事物結合為它自身，總是傾聽物本身其他的

部分，使事物成為它自身，但與此同時也接收了掩蓋的可能性，成為存有的假象。

這是大地作為隱匿—湧現的起源生發現象。現象的原意不是一個存有物，但展現

自身為一個存有物，現象以現象學的意義並不是以存有物的存有而展現，而是存

有的自我展現光亮的存有真理。所以此有與存有物是藉由存有之真的展現其真實

的一面。 

 

    存有本來被描述為世界，在〈起源〉中呈現為真理展現的過程，存有交託給

此有，在不同的時代存有揭示與隱匿自身，表達出存有本身的有限，存有只可以

藉由揭示存有物而揭示自身，但存有不是存有物，所以存有在存有物中隱匿自身，

顯明自身不同於存有物。存有的有限性也可以解釋為何存有必須在每一個時代中

以不同的方式傳達自身，但每個不同的傳達都無法耗盡存有自身，因為存有並不

等同於存有物，存有與存有物同一為一體，存有隱匿的展現與不同時代的思想相

呼應而成為歷史。所以存有先是隱匿的，一旦展開，存有就滑動以至於丟逝。 

 

    人為什麼會呼吸，得以呼吸的狀態來源使人對自身驚訝，這是一種足以喚

醒我們身在何處，我們是誰，為何我們是這個樣子的情緒。因為驚訝把未顯題

化的東西顯題化，並在這種情緒中，我們經驗到世界的隱匿，經驗到我們無法

掌握世界。如此世界之為世界的湧現，是對人向意向對象產生的可能性的反動

中發生的，1也可以說自然的湧現是對所有對自然意識為對象的反制中發生，同

樣的，噴泉之湧現，就是對所有的元素成為固化排列之對象的反制。 

 

    所有事物不是對象性的發生方式，希臘把這樣的自然整體視為是世界，在

湧現中存有冒現，同時就有隱匿與假象出現。隱匿有兩種意義，其一是隱匿的

顯現，即驚訝並經驗到世界的世界性，引起隱匿的顯現。另一種狀況是隱匿並

不顯現，驚訝轉為好奇，使世界對象化，而把世界帶向在場狀況，如此隱匿就

進入遮蔽之中。胡賽爾由現象學懸擱出來的是意向性的世界，海德格則認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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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興趣前先行的顯現，他藉由情調反制意向性對象化事物的意志，此種反制

海德格稱之為隱匿(Entzug)，1即對對象化的反制，例如向死的此有真正的憂慮是

沒有對象的，此種無有對象，就是隱匿的作用，當我們由情調而經驗到存有之

隱匿時，我們就由慣常的境域中跳脫出來，而看到其他的可能性。 

 

    在驚訝轉變成好奇，隱匿轉變成為理論的理解，好奇無所限制的框架事物，

形成形上學的意志，只接受在場的存有物，如此，就把事物的隱匿推到更無見

天日的遮蔽狀態中，海德格認為科技就是如此，但是， 

 

隱匿是一種放棄，放棄對特殊觀點的見解，只有如此，有限性的世界

才能展現，而此隱匿也給出一種動力，使得特殊世界的有限性向著普

遍境域超越，因為那種情調，對隱匿的經驗，使得那些情緒成為可能，

通過這些情緒，一切潛在的指引的可能性——也包括超出當下特殊世

界之外的可能性，根本上才能被動地被喚醒，且因此才能積極地得到

把握。本真的好奇心的動機是對唯一的普遍境域與多個特殊世界之間

關聯的揭示，也即要揭示出這樣一種關聯，此種關聯的兩極只有通過

隱匿才能相互表現出來。2
 

 

只有通過隱匿才可以把普遍境域與多個特殊世界的關聯加以揭示與表現，也就

是說藉由情調，我們經驗到隱匿，隱匿使我們知道自身身處在特殊的世界之中

並與普遍境遇連結在一起的共屬關係，即隱匿之經驗使我們了解到存有與存有

物的不同與同一，存有不可以沒有存有物，存有物也只有是所是之存有的存有

物。隱匿只有通過存有物才被經驗，沒有存有物，就無法發現存有。如此通過

對存有差異的經驗，使我們跨越自身現有的局限，發現與聆聽隱匿的存有。 

 

 ((((四四四四))))大地作為本源大地作為本源大地作為本源大地作為本源、、、、家園家園家園家園之之之之基礎基礎基礎基礎    

 

    起源的意思是事物由之而來，通過它，事物是其所是且如事物之所是，導致

事物產生為何與如何得以如此，是事物本質的泉源，藝術作品把自身的本質之源

敞開，讓藝術現身在場，通過世界與大地的爭執爭得出來的真理現身在場，作品

敞開了爭執的無蔽狀態，而此無蔽狀態之源就是隱匿著又要求敞開的大地，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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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laus Held,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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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詩意創作的籌畫是對歷史性的此有已被拋入其中的那個東西的開

啟，那個東西就是大地。對於一個歷史性民族而言就是他的大地，自

行鎖閉著的基礎，這個歷史性民族隨著一切已然存在的東西—儘管還

遮蔽著自身—的立身於這個基礎之上。1
 

 

    大地是作品所要開啟的自行封閉的基礎，是作品由之而來與回歸之處，作

品在其本質上就是其所敞開的領域，也就是說作品敞開其起源大地，以使自身

成為作品，使自身成為大地的呈現，作品之所是就是大地的敞開，但同時大地

本身只有在一切已然存在又遮蔽著自身的尚未顯現才得以開顯，所以此基礎大

地 

 

也是他的世界，這個世界由於此有與存有的無蔽狀態的關聯而起著支

配作用。所以，在籌畫中人與之俱來的那一切，必須由其鎖閉的基礎

中引出且特別地被置入這個基礎中。如此，基礎才被建立為具有承受

力的基礎。2
 

 

   「湧現著—庇護著」的大地作為基礎，需要通過世界而爭出無蔽狀態而保持

遮蔽的開顯自身，形成一個由大地自行鎖閉中引出一個特殊歷史真理形態，並

立基於大地之上，如此大地本身的尚未呈現的隱匿就有了一個持續的被引出的

湧現，如此大地才成為可以承受世界再生的基礎，並且在這樣的過程中，世界

與大地，存有物與存有成為共屬一體融合的狀態。 

 

    大地呈現方式的現實性就是某個世界的建立與再建，例如在原地探訪

Paestum 神殿與 Bamberger Dom 大教堂中，兩個作品的世界已經頹落，但是這

樣貧困地諸神逃逸的時代，仍是對大地的一種保存，3因為大地自身隱匿自身，

但也同時需要湧現自身，這即作為起源本身的歧義狀態，所以大地深度拒絕的

隱匿，是保持大地湧現的再次湧現的力量，因為當作品成為無所困迫一如岩石

自我鎖閉的奧秘狀態時，就是在招喚另一個半神半人、另一個作品的出現，因

而作品的被遺忘狀態也仍是一種置入於大地庇護所的保護。大地作為「湧現著—

庇護著」的基礎，是一切已然存有的東西—儘管還遮蔽著自身—的立身基礎，

是所有事物的起源，是一切存有物本身遭到遺忘、湧現與得以再現的出處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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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資源者，如此一切存有物與此有「依於起源而居者，終難離棄原位」，1即是

處在自行鎖閉—湧現的大地起源之上而居，無法掙脫大地之領域。起源(Ursprung)

德文的意義是資源、開端、開始、根據之意，由其動詞跳躍(Absprung、Ansprung)

而來，海德格以起源表達此飛躍，也即是作為「湧現著—庇護著」的大地基礎，

是提供元素者，是發端孕育出、湧現出事物本身的搖籃。 

 

    本質(Wesen)在海德格而言有兩個意義，一是科技的字眼。另一方面本質的

德文意義有留下、寓居、繼續、追求、發生、已發生等意義。本質的雙重意義是

來自於起源的完成，起源本身的歧義，使本質的完成也是歧義的，本質本身結合

了釋放出與保留的意義。海德格選擇不以科技的意義，而以寓居之意作為人與起

源的關係，以währen(追求、繼續、持存)解釋本質，因存有物的本質是持續不斷

的湧現的動態狀態。藝術家和藝術作品的起源是藝術，〈起源〉是描述藝術的呈

現與保留，藝術的呈現是藝術作品，藝術也在作品保留自身，如此藝術歸屬於、

居住於、存有於作品之中，作品中通過大地與世界的持續爭執爭得的無蔽狀態也

就是藝術之真理隱匿又要求持存的狀態，作品中不斷地爭執使藝術寓居於之中繼

續的發生，所以存有物如其所是的本質來自於爭執，「事物本身就含有爭執」，即

是對隱匿之到來為呈現的發生。 

 

    作品展顯真理的本質—「非—真理」，作品成為藝術、存有、真理的現身，

這是由於作品是由「非」至「真理」的敞開整體的表現，真理即是含有由「非」

傳遞來的隱匿的敞開，所以真理本身是歧義的置入作品之中，作品即是顯隱交錯

的開顯，是發現存有物所是之存有。在作品中的雙重遮蔽與開顯的爭執中，開顯

作為已展現出來的「舊神」，在雙重遮蔽中珍藏著與尋覓著「新神」，也就是在

未思的、開端者的大地中發現新尺度，如此舊神與新神的兩相結合親密的婚宴，

使神本身在場，因而是神本身。2
 

 

    作品可以迎新神送舊神，是因為作品已在神之中，作品已處在大地之中，回

歸到大地，帶出大地與世界的結合，這樣的作品是對大地的籌畫，作品地自立由

此表現出來，作品拉出、取出亦是保存了大地，因為移開舊神展開新神之際，製

造了大地尚未在場的在場，這才使作品自身是非屬存有物。大地是存有物湧現後

仍返回的原鄉，人的尺度、真理在作品的大地與世界、新神與舊神間的爭執之中

找到家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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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是勢必到來而尚未發生的突然到來，與世界爭執的呈現是由無底深淵中

的跳出，作品作為展現此尚未在場的場所，必須拉出此起源，活性化自身於不在

場與在場之間移動。由於作品中不在場的退隱作為拒絕與偽裝，使籌畫其在場的

同時也形成一種遮蔽，這才使作品回退到自身拒絕的深淵中，在此意義上，大地

成為我們永遠無法離開原鄉，它作為最原始的跳躍之起源，也是我們建立棲居之

所的沒有基礎的根據地(unsprungland)。如此大地的退隱，是把事物隱藏回去，

當籌畫失效時，此隱藏的厚度深藏了對事物的搶救與再生的可能，支撐起建立中

的毀壞，使其再次湧現。所以大地的隱匿，是可以再次給出、一再搶救的再生源

頭，其偽裝下的深層拒絕是為了使存有物再次的湧現。而作品即是命定於(weihen)

與聽任、獻身於這樣的湧現，供為存有與存有物之公用，而成為獨特的半神半人。 

 

大地的隱匿就是藝術自身隱匿於作品之中。「在自然中隱藏著裂隙、尺度、

界限以及與此相連繫的可能生產，亦即藝術。但是同樣確鑿無疑的是，這種隱藏

於自然中的藝術唯有通過作品才能顯露出來，因為藝術源始的隱藏在作品之中」。
1作品的現實性來自於大地即藝術，我們可以在現實作品中發現藝術和大地的隱

匿本質現身在場。爭執之真理在非屬存有物的作品中敞開展現。真理固定於作品

的形態中，作品中發生著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所言的「千真萬確，

藝術存有於自然中，因此誰要能把它從中取出，誰就擁有了藝術」。2這樣的「取

出」成為真理也就是藝術的本質，就是一種真理的「帶出」。〈起源〉描述的是真

理真理化過程，是真理的同語反覆，但並非永劫回歸式的狀態，而是不斷生發更

新的真理來自於非－真理的作用。諸神在半神半人中展現，藝術作為真理，在作

品中在場。半神半人的存有不斷地延續著諸神的存有，更新諸神的意義，如此諸

神與半神半人不斷流動，是持續湧現而虛懷若谷的等待隱匿的開顯而更新。 

 

    最原初的歧義是來自於存有自身的隱匿，導致由隱匿中呈顯出來的顯現是歧

義的，如此，冒現出來的可以是藝術作品也可以是科技。偉大的藝術作品是保有

藝術起源的呈顯，而科技則是遺忘存有與存有物間之差異的呈現。猶如藝術作為

藝術作品的起源，當作品自身試圖做為起源而反抗藝術時，藝術將自身做為起源

這件事隱藏其來，而使作品成為起源，如此作品作為自身之起源又呈現出藝術的

歧義的狀態，作品作為開顯，則來自於藝術的隱匿。由於存有在傳遞中，是有所

保留的，所以我們在藝術作品中才可以看到作品與藝術之「別」，並通過此差別，

使我們了解到作品聯繫著藝術，而有藝術。這也回答了為何在現實事物中可以發

                                                        
1 OW 70 
2 同上註 



 

 

130 

 

現存有，此發現的起源乃來自於存有自身的隱匿。大地的隱匿通過世界企圖敞開

而與大地爭執，但世界中所敞開的大地仍是保有隱匿的現身。世界是存有物敞開

其存有之領域，大地是無法全然被敞開的存有自身，兩相爭執，所開出的是真理

的向度，也就是存有物始終在歧義中之敞開仍保持封閉的存有，這樣的敞開就是

本質來自非—真理的真理。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一一一一    大地自我隱匿之開顯的無限意義大地自我隱匿之開顯的無限意義大地自我隱匿之開顯的無限意義大地自我隱匿之開顯的無限意義    

 

伊底帕斯通過女祭司聽到諸神給予他的命運，發現發生在自身身上的痛苦的

存有，發現自身所處世界暗藏著命運神秘的活動。作品一如半神半人，敞開人與

神的整體領域，此敞開作為一個無蔽狀態，就是真理事件，是由大地的雙重隱匿

中呈現出來的無蔽狀態，由整體敞開中決定建立起一個世界，同時發現世界的基

礎，乃來自於始終隱匿著的大地。作品通過傳遞存有而為人的決定設置選擇的空

間。 

 

如此大地本身的隱匿，透過人參與其中的作品被發現了，大地作為在作品中

的是隱匿的顯現，是自身的拒絕全然在場並處於隱匿的顯現為偽裝的作品中被發

現，大地自身隱匿自身，以讓自身不全然成為存有物。此拒絕的遮蔽即是神祕，

是大地在開顯領域的撤回，當作品置回到大地時，帶出並讓大地的拒絕之隱匿開

顯出來，成為偽裝，呈現出神秘成為謎語，作品就是讓此大地拒絕的隱匿開顯出

來的敞開領域開顯的開端，作品畫開了知識慣常的界限，讓存有物本身的非比尋

常之存有展現出來，而呈顯出來的仍是還有著雙重遮蔽，而保持住了存有物自身

自持的狀態。大地的雙重隱匿是作品中湧現存有物之為存有物所是的真理是歧義

的狀態，如此是真理作為主體自身的隱匿作用或是人類對作品中真理的保護而成

為真理，都顯的不適當了。 

 

   作品中大地保持隱匿本身，防守並抵抗世界的全然揭發，大地本身就鼓動了

世界與之的爭執，從而成為了真理原初爭執的開顯是雙重遮蔽與揭示的爭執狀態 

。真理是雙重遮蔽與揭示的爭執狀態，一旦人類只關注於存有物的揭示，就是遺

忘了存有物是來自於遮蔽而呈現出來，而讓大地的隱匿全然的處於拒絕的遮蔽狀

態中，如此也就沒有了真理的出現，此有也失去了與存有的歸屬關係。 



 

 

131 

 

真理的歧義來自非—真理的「非」的雙重隱匿。雙重隱匿的拒絕與偽裝在時

間歷程中是重疊在一起，拒絕轉成偽裝而被開啟，偽裝又退回為拒絕，所以究竟

是哪一種遮蔽，我們無從分辨，也不能視為某種對象而分別出來，因為「非」本

身就是一個混亂的狀態而處在真理之中，像是陽光灑在森林之中，樹葉的搖曳飄

動讓景色無時無刻都是變化多端的。 

 

    大地即是作品形狀的起源 hyle，作為形狀性本身不在場又只在在場中呈現出

來，我們通過作品形狀的在場，發現大地 hyle 之有，而大地本身的保持隱匿又

仍不在場的狀態，hyle 與形狀相互完成對方；藝術是真理設立自身於作品之中，

也就是說藝術設立自身於真理置入其中的作品之中，大地即是作品的起源－藝術 

，換言之，大地是存有物設立自身之存有於作品中，同時也是存有設立自身的存

有物於作品中。在作品中，存有與存有物皆完成自身。如同半神半人聯繫諸神中

敞開了存有物整體而相互完成自身的過程。 

 

    大地作為「非」—真理，是雙重遮蔽在真理中呈現，也就是在作品中被發現，

大地建基世界，讓世界世界化的展現同時是受遮蔽的，此遮蔽使世界的崩落、也

是存有論之差異遭到遺忘，但也才讓世界世界化，讓世界可以有再生的機會，如

此大地作為起源就是在產生悲劇與重建中的作用，是原始的家園之建立，也是挫

敗後得以重建的人類無法離開之大地，人們終究活於隱匿著—湧現著的大地之上 

，也就是差異無所不在的作用之中。藝術作品通過對「非」的帶出形成為某一個

形式，開啟了人類已被拋入的大地，藝術作品因而使人發現自身的命運與更新的

機會。如同伊底帕斯發現他自身被拋入到隱匿的命運之中，無時無刻遮蔽著他自

身為誰，這就是他發現自身命運無法掌握的可怕，考驗著他如何面對，是否可以

跨越自身的界限和如何與命運遭逢以更新自身的存有意義。 

   

    存有自身的隱匿使差異無所不在，是存有不同於存有物自身的自持，引起差

異的遭到遺忘、也保護著存有物成為存有物、使其再生等現象。存有隱匿的意義

是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通過時代中人類的開啟一再的更新著而沒有定論。如此存

有暗藏的隱匿牽制整個人類存有。 

 

二作品作為深淵的意義二作品作為深淵的意義二作品作為深淵的意義二作品作為深淵的意義    

 

    作品作為虛無之深淵是處於歧義的狀態，作為虛無有適當與不適當兩種 

，適當的虛無是理解到存有大地的仍然不在，而不適當的虛無是忽略了存有大地

的仍然不在，不適當的虛無仍然在其本質中與適當的虛無統一，這是由於作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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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本身是隱匿的開顯而處於歧義狀態之中。存有、藝術、大地作為起源，不會

全然的處於危急之中，它仍然保留某種的庇護作用，不適當的虛無相當於形上學，

而虛無的完全本質是適當的與不適當的虛無原初的統一。
1
「虛無主義本質中的

不適當是省略的歷史，這也就是，允諾的隱匿，被允許的，然而，存有在其仍然

不在之中拯救自身，那麼仍然不在而省略的歷史就正好是存有拯救自身的保護。」
2
如此大地隱匿所形成的允諾是主詞也是受詞，大地允諾(主詞)正好就是它自身

(受詞)。存有拯救自身發生於虛無主義的本質統一之中。虛無會發生，也招引出

人類自身奇特的存有冒現。 

 

    一開始，人面獅身獸的出現就吸引人與之對抗與解謎，但是無論解不解謎所

有生物、城內與城外的人們都受它的掌控，此虛無狀態的意義是所有存有物與人

類都需要透過發生發現自己被限制住的狀態，而引發人類承受痛苦的能力超乎所

有生物的自我生命之活力的出現。所以強力對抗斯芬克斯之謎的對立爭鬥以反對

虛無狀態的發生必然會失敗，由一開始，每一個企圖要去克服虛無就是注定的，

但此悲慘不幸的虛無事件需要發生，引發敬畏生命的儼然與尊貴，並承受與建立

自身獨有之存有故事。 

 

    我們要思考存有的仍然不在，當海德格說我們忽略了存有仍然不在的省略，

這即是最危險的狀態，因為這猶如我根本就不知道我不知道某事，如此此事就不

會被發現，也不會在可能性中被找尋，但是只要我知道我不知道某事，我就有機

會去面對不可知的事，雖然這樣仍是無法知道不可知的事，甚至無有裨益去解決

問題，卻是發現存有本身含有無盡蘊意的關鍵。存有以存有論差異、存有隱匿的

開顯之姿出現，如此存有就是處於人與存有共屬一體的關係之中；大地隱匿的開

顯需要作品，作品即是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大地在此意義上是需要人參與的有

限，而我們需要承受大地始終隱匿而虛無的開顯之痛苦，以建立自身自持的生命

力之生機。 

 

    人們要如何建立自身並讓大地隱匿的開顯出豐富的生命蘊意，在人類與大地

的共屬事件中，如何讓大地成為大地？這部分是〈起源〉中對生命最為肯定的倡

議，也是海德格對自己與人類如何寓居於大地之上的建樹與珍視。 

 

 

                                                        
1 請參閱於海德格著之 Nietzsche, p.220 中所附的 Frank A. Capuzzl 之評論。 
2 Ibid.,p.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