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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論文旨在探討中晚期海德格的語言思想。主要分為兩部分：首先，從論述一種「現

象學的語言」出發，探討一種前暴力、前表達、前表象、前概念化的語言如何可能。其

次，從論述一種「語言的現象學」出發，探討海德格晚期之語言思想與現象學突破之間

的關係。 

 

 

 

 

 

 

 

 

 

 

 

 

 

 

 

關鍵字：海德格，抑制，傾聽，沉默，存有論，語言，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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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aims to discuss later Heidegger's thinking from language. It mainly divided 

into two parts. Firstly, starting from the “language from phenomenology”, we intend to quest 

that, how could a pre-violent, pre-expressing, pre-representing and pre-conceptualized 

language be possible. Furthermore, starting from the “phenomenology from language”, we 

attempt to inqui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ter Heidegger’s thinking from language and the 

breakthrough of phenomenology. 

 

 

 

 

 

 

 

 

 

 

 

 

 

 

Keywords: Heidegger, reservedness, listen, silence, ontology, language, phenome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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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用  著  作  縮  寫  

Abbreviations 

 

Gesamtausgabe 

GA 4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GA 5   Holzwege 

GA 7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GA 9   Wegmarken  

GA 10  Der Satz vom Grund 

GA 11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GA 12/UZS  Unterwegs zur Sprache 

GA 13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GA 14  Zur Sache des Denkens 

GA 15  Seminare  

GA 20/Prolegomena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GA 24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GA 26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GA 56/7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GA 65/Beiträge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GA 71  Das Ereignis 

GA 74/ZWS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其他著作 

SUZ    Sein und Zeit 

ZUS    Zeit und Sein（時間與存有） 

DSA    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 

LU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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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緣起：此刻為何需要重提海德格的語言思想？ 

 

不需絲毫暴⼒力⽽而發⽣生的話語恐怕什麼也不會限定、︑､什麼也不會說、︑､⽽而且也不會對他

者提供什麼；它也將不可能是歷史⽽而且也不可能指⽰示什麼：在該詞的全部意義上，⾸首先

是其希臘意義，這恐怕會是⼀一種沒有句⼦子的⾔言語。︒｡ 

Une parole qui se produirait sans la moindre violence ne dé-terminerait rien, ne dirait 

rien, n'offrirait rien à l'autre; elle ne serait pas histoire et ne montrerait rien : à tous les sens 

de ce mot, et d'abord en son sens grec, ce serait une parole sans phrase.1 

——德希達〈暴⼒力與形上學（Violence et métaphysique）〉 

 

「指示（montrer）」，這個並不那麼引人注目的詞，卻意外地、無法令我們忽視德希

達對「話語（parole）」的某種看法。 

這段文字，摻雜著米蘭昆德拉式2的悲觀主義、自視甚高的虛無感、以及與某種神

秘傳統密不可分的哲學宿命論意味。然而德希達的思路是十分簡捷明了的：語言，一旦

需要表達什麼，它只能是暴力的。正是在這一意義上，萊維納斯能做到的，只有「以暴

制暴」。儘管德希達也提到「尋找話語與思想離異的其他原因（d'autres motifs de divorce 

entre la parole et la pensée）」3之可能，然無論如何，對於非暴力、無所指示的語言，德

希達始終保持著某種根本上的不信任。 

這種警惕隨處可見。無論是針對萊維納斯、抑或是海德格而批評（因為我們將會發

現，德希達對二者的批評是根源上同一系譜內的操作），六零年代的4德希達對「語言

                                                
1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pp. 218.  
2 這並不是說，德希達受到米蘭昆德拉的影響，因為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後者首部作品出版於 1967年。 

3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pp. 224.  
4 在此特別申明「六零年代」有三個特殊用意：其一，在此章我們對德希達語言思想的批評僅限於六零
年代著作《書寫與差異》，其次，我們認為德希達已經對海德格中晚期語言思想有所瞭解，至少，如文本

所顯示的，他閱讀並熟知〈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 後，六零年代德希達

在 Sorbonne開了一系列閱讀海德格前期文獻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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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age）」——的暴力性之肯認，似乎具有理所當然的合法性。其合法性來源正是

“phrase”的古希臘詞源“phrasô”，有趣的地方正在於：“phrasô”意指闡釋，亦有思想的表

達及口頭表達術之義5。由此，他說：「述謂乃第一暴力」，而無述謂的，亦即無修辭的

「絕對邏各斯是不存在的」6。乃至於在文章的結尾（也就是舉證萊維納斯體系的 致

命處），德希達問道：「但是人們能夠談論某種關於他者或差異的經驗嗎？經驗這個概念

難道不總是被在場形上學所限定的嗎？」7 

正是在這裡，我們的疑惑得到了 後的證實：儘管德希達已深深意識到，無時無刻

不在表達著存有（Sein）的形上學語言，其暴力性早已默示哲學自身 危難的急迫（Not）

時刻；但無論如何，德希達對暴力的默認、對沉默（Schweigen）的猶疑，不恰恰再次

肯定了「表達（exprimer/Ausdruck）」作為「邏各斯（Logs）」的唯一實情（Sachverhalt）

嗎？我們的擔心是，這種猶疑和警惕本身，暗示著另一更為嚴峻的事實：如果德希達確

實看到了形上學語言的某種根本性貧乏（Durft），他卻在 困難處（難道不也即哲學之

困難處），主動放逐了蹊徑另闢之可能性。亦由此，他對萊維納斯（包括對海德格）

的批評，都僅在「光之暴力（la violence de la lumière）」的單維度二元空間內游戲（讓

我們先暫且擱置「暴力」這一富於歧義的多義詞，我們將在之後談及）。如果一思想界

流傳已久的看法成立，即：德希達是海德格 忠實的繼承者，那麼德希達對語言暴力性

之肯認，不恰恰使他在至根本處，離開了海德格，乃至於，在這個特殊時刻，六零年代，

沒有其他人比德希達離海德格更遠。而與此同時，踏上這一「蹊徑（Weg）」，正是晚期

海德格一直嘗試去做的。 

因而，對於我們來說，關鍵並不在於對德希達的批評進行任何再批評，因為那並無

新義。亟需我們去思的或許是，為何我們需要重新探討（erörtern）海德格的語言思想？

也許人們會說，在某種現實層面上，首要的工作是闡明：海德格的語言思想是非暴力，

或者說，是反暴力的。然而，這種問題始終囿於暴力/非暴力的二元對立中，因而，更

根本的問題在於：是否存在一種語言，它既非暴力，亦非非暴力，而始終與暴力無關？ 

關於語言之暴力性——讓我們暫且給予它一種美學的理解：「寫作狂」——或許沒

有比昆德拉在《笑忘書》裡更貼切、更令人絕望的描述了： 

                                                
5 見德希達：《書寫與差異》，張寧譯，臺北：麥田出版，2004年，中譯者注[25]，303頁。 

6 Jacques Derrida, 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 Éditions du Seuil, 1967. pp. 218-9.  
7 Ibid. pp. 225. 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 3 

 

不論政客或是計程⾞車司機、︑､產婦還是情婦，也不論殺⼿手、︑､⼩小偷、︑､妓⼥女、︑､警察局⾧長、︑､

醫⽣生還是病⼈人，各⾏行各業裡，寫作狂的激增說明了⼀一件事：⼈人類無⼀一例外，皆有成為作

家的潛能，因此⼤大家都可以理直氣壯地跑到街上⼤大喊：我們都是作家！ 

這是因為⼤大家都害怕⾃自⼰己會隱沒在⼀一個無關輕重的世界裡，沒⼈人聽，沒⼈人理，所以

要趁著還來得及的時候，把⾃自⼰己轉化成⼀一個世界，⼀一個⽤用話語堆砌⽽而成的世界。︒｡ 

總有⼀一天（這⼀一天也不遠了），每個⼈人都會發現⾃自⼰己是作家，當這⼀一天來臨的時候，

⼈人類就會進⼊入⼀一個全⾯面聾聵、︑､全⾯面誤解的年代。︒｡8 

 

昆德拉的「寫作狂」表現的是個體層面的全面誤解。書面語的全面普及與世俗化得

益於現代民主制度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其直接後果之一，即個體話語表達慾的高漲；另

一方面，在學科與學科之間，卻存在著一種話語的「衰減」，它使學門之間的誤解加劇。

以上二者的共通點是，無論語言世界發展得如何紛繁，人與人、學科與學科間的「有

效溝通」都在減少。正如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George Steiner所言，詞語的世界正在萎

縮（shrunk）。在數學語言用圖表公式、概率計算光速佔領諸種「社會科學」與「人文

科學」之際，描述性的語言（或許根本上說就是「哲學的語言」）能夠運用的領域所剩

無幾。因而現代不再出現笛卡兒那般的百科全書式的天才，而諸學門之間，「前現代式」

的互相理解也已經消失殆盡。（George Steiner 2013: 23-4）9即便是哲學學門內部，英美

分析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業已雞同鴨講。Steiner認為，歸根究底，這正正顯示出「現

代語言的衰敗」。一方面，「為了應合大眾文化和大眾傳播的要求」，語言「由於長期使

用，已經破敗。」（George Steiner 2013: 24-5）10；另一方面，虛擬網路社會的極端「民

主化」讓每一個人都自以為掌握了「話語權」，因此，它加速了詞語與其意義的衰敗歷

程。這無疑是一個惡性循環：在互聯網、人工智能宰制人類生活的今天，這樣的「全面

誤解」的日子已經到來，而人們愈加誤解，個體的表達慾就愈加高漲。在我們看來，無

論是昆德拉筆下的「寫作狂」，還是學門間溝通的衰減，歸根究底，它們恰恰是植根于

                                                
8 米蘭 · 昆德拉：《笑忘書》，尉遲秀譯，臺北：皇冠，2002年。120頁。 

9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3. pp. 23-4. 中譯本：《語言與沉默》，
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32頁。 

10 Ibid. pp. 24-5. 中譯本 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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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形上學的語言，走到 極端地步的表現，因為，傳統形上學對語言的第一規定即「表

達活動」。然而，可悲的是，這個時代的語言，其特性恰恰在於，表達欲幾乎氾濫到每

一個人的身上，以至於，它逐漸成為語言唯一本質，也因此，全然誤解、全面聵聾的時

代業已到來：人們何曾在真正意義上「用」過耳朵去傾聽別人所說的話呢？ 

這一現實境況足以回答我們一開始的問題：在此刻，為何需要重提海德格的語言思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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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現象學的語言  

 

1. 對「允諾」11的兩種解構  

 

這種允諾（promesse）不擺置任何東西，它不預先－提出（pro-met），不把什麼擺

在前⾯面（ne met pas en avant）,它說話。︒｡ 

隨後，在一個長達八頁的註腳中，德希達寫道： 

話語已經在此，在任何有關它的主題的問題能浮現的時刻，已經預先（im voraus）

在此。︒｡因此它超出問題。︒｡這種先來，在⼀一切契約之前，是⼀一種許諾或本源的盟約（alliance），

我們應當已經以某種⽅方式接受了這種許諾或盟約，我們已經對它說是，已經給出⼀一個承

諾（un gage），無論那可能隨之⽽而來的論說的否定性與可疑性如何。︒｡這種許諾，這種以

接受（acquiescement）的形式被產⽣生出來的回應，這種話語對話語的保證（engagement），

這種由話語向著話語給予出來的話語，就是海德格經常命名的 Zusage。︒｡......承諾將會在

⼀一切其他事件之前被給予。︒｡對它的記憶（mémoire）先於任何回憶（souvenir），⼀一種抗

拒任何敘述的信仰把我們與它緊緊地連在⼀一起。︒｡對於這樣⼀一種承諾來說，任何塗抹都是

不可能的。︒｡任何返回都是在後來。︒｡12 

——德希達《論精神（De L'esprit）》 

 

這是一九八七年。距離〈暴力與形上學〉已二十三年。那麼，在這二十餘年裡，德

希達對海德格的看法是否發生了些許變化，也因而，上一章對德希達的批評，是否也有

失公允了？儘管需要我們一再澄清的是：一，我們的批評僅限於德希達的六零年代；二，

對德希達之批評進行任何再批評並無新義。然若果在德希達晚期思想中，我們竟果真發

                                                
11 我們一併將“Zusage/Versprechen/Gewähren”譯為「允諾」。但與此同時，本文尊重其他翻譯，例如「承

諾」、「許諾」、「保證」。見下引文。 

12 Jacques Derrida, De L'esprit. Éditions Galilée, 1987. pp. 145, 148. 中譯本：《論精神》，朱剛譯，上海：上

海譯文出版社，2008 年。121、123－4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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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對海德格的新批評，未嘗不是對理解海德格思想本身一個出乎意料的「驚喜」。然而，

事實果真如我們所願嗎？ 

在進入問題之前，首先需要釐清的是：海德格習慣使用三個詞表達「允諾」的意思，

既有Zusage-zusagen，又有Versprechen-versprechen，在少數情況下使用Gewähren。在絕

大多數情況下，海德格並無意嚴格區分這幾個詞，只是根據語義和思考脈絡的需要，靈

活地使用它們。以《在通向語言的途中（Unterwegs zur Sprache）》為例，在強調「允諾」

與「道說（sagen）」、「拒絕（versagen）」的關係時，海德格使用Zusage；而在海德格新

進出版的著作中（例如二零一〇出版的GA74），以及一些批評家們的眼中（Paul de Man、

德希達以及美國學者Krzysztof Ziarek），則傾向強調「允諾」與「錯亂」之間的關係，

因為“sich versprechen”的意思是「讀錯、說錯」。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同樣重視「允諾」

的這幾重意義。 

我們先從一個「外部問題」開啟我們探問的腳步。讓我們再看一遍第一段引文：「它

（指promesse，本文作者按）不預先－提出（pro-met），不把什麼擺在前面（ne met pas 

en avant）。」在這兒，德希達「解構地」詮釋了「允諾」的涵義。這種被我稱為「海

德格式」的解構，無疑是既向海德格致敬、又向海德格挑釁的解構。德希達將德語Zusage

翻譯成法文promesse，以此從法語語義系統內部進行解構。正是這個翻／轉譯，令我們

覺察到一混雜著模仿和尋釁的模棱兩可，其模仿之處在於：海德格無疑也是這麼操作的，

他經常性地將希臘語翻譯成古高地德語及現代德語，並（看似）輕率地，以德語去詮釋

希臘語；其挑釁之處在於，德希達質疑了海德格在某種意義上 仰賴的東西——德語和

思想之間的緊密關聯——這個我們權且稱之為「方法論」。德希達從日耳曼語系（德）

一躍而入拉丁語系（法），這一躍，或有陰謀論者，將之視為對海德格的諷刺。因為幾

乎可以說，再沒有與海德格同時代的人，比他更注重德語與哲學思想之間的緊密關係

了。 

然而，若論及德語與海德格思想之間的辯證關係——首先，這僅僅是一個海德格思

想內部問題嗎，其次，這僅僅是德語內部的問題嗎——或許應首要地去檢驗以下兩點，

能否本然地符合海德格之立場：其一，海德格是否授予了我們合法性，將此種關係僅視

為「技術上的」一種假設、一種趨近核心思想的權宜之計，宛若「林中有路」，卻只是

林子裡的任意一條路；其二，反過來說，倘使海德格認為，思想的發生僅限於德語之園

地中，那麼我們所做的工作、乃至其他一切非德語的海德格研究，是否隨之喪失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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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至於我們要問，海德格思想的普遍性（在一種 慣常意義上使用這個詞）將立基於何

處？然而，約莫是這兩個向度皆過猶不及。很顯然地，海德格走在第三條道路上。他

既不將德語視為可拋棄式的技術上的假設，也不將其思想困宥於德語中13。在〈語言的

本質（das Wesen der Sprache）〉中他談到： 

 

我們說話，並且從語⾔言⽽而來說話。︒｡我們所說的語⾔言始終已經在我們之先了。︒｡ 

Wir sprechen und sprechen von der Sprache. Das, wovon wir sprechen, die Sprache, ist 

uns stets schon voraus.（GA 12: 168.33-4）14 

 

相反地，海德格並不陳述一種觀點或假說，他力圖表達一個實事（Sache），他使

我們意識到，事情的關鍵並不僅僅與德語有關，他陳述了一個來自語言的實事：由於人

們從語言處獲得說話的能力，這令他必須從德語思考。而另一方面，根據《論精神》，

德希達就是援引〈語言的本質（das Wesen der Sprache）〉一文，來理解「允諾」的。將

這句話與本章開頭的引文對照起來，乍看起來，德希達的解釋並無太大出入：「話語已

經在此，在任何有關它的主題的問題能浮現的時刻，已經預先（im voraus）在此。」很

明顯，德希達同樣意識到了「語言」總已經溢出「語言問題」之實情。 

然若深究起來，海德格的這句話，其實在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與語言的關係為何。

而這正是我們探討德語與思想之關聯的背後目的所在。但是，只待我們一去反思（reflect）

此種「關係」，一種根本的、卻也在某種意義上「膚淺（vordergründig）」的困難，已露

出端倪。接著，海德格說道，「說語言的我們就總是被糾纏到一種永遠不充分的說話中

了」（GA 12: 169.2-3）15。海德格甚至認為，「唯語言首先創造了存有之......危險（Gefahr）。

但語言不光是危險中的危險，語言在自身中也必然為其本身隱藏著一個持續的危險。......

這樣，語言必然不斷進入一種為它自身所見證的假象（Anschein）中，從而危及它 本

                                                
13 儘管我們的這一說法可能會遭到質疑，有鑑於海德格校長時期的某些閃爍其詞、帶有民粹主義色彩的

言論，但本文論及所是其晚期思想，因此只能就此作罷，不再多贅述。 

14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68.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69 頁。 

15 Ibid. pp. 169. 中譯本 17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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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東西，即真正的道說（Sagen）。」（GA 4: 37）16這種語言之「假象」，不僅是語言

內部的危險，它的致命性更在於，它危及存有，甚至唯有語言才能如此這般地危及存有。

然而關鍵並不在於立刻著手「破除」此假象，因為這個「假象」是持續存在著的17。因

此，倘若我們與語言之關係，從某種先天意義上就是「不充分（unzureichend）」的，那

麼這至少暗示了兩件事情：首先，海德格並不認為語言首出於人，人之所以能夠說話，

乃緣於語言首先「把自身允諾（zusagen）給我們了」（GA 12: 166.5-6）18，因而人之說

話總已滯後於語言了，這是從邏輯因果意義上去說明。畢竟，一個不會說話的嬰兒可以

習得語言，但我們不能強迫這個嬰兒去「反思」語言問題；第二件事是，德希達看上去

如實地理解了海德格所言。 

退一步講，倘若我們暫且肯定了德希達的這種詮釋，但是一系列看上去十分令人困

擾的麻煩會接踵而來：人難道只能在實際的、乃至於有限的意義上「說話」嗎？而這個

問題，衍生出另一更為重要的問題：以人之有限性，將如何對語言之可能性做一種有效

的思考，換言之，如何避免不恰當地使用語言去談論語言？譬如一種並不十分高明的反

思性語言——或許就像此刻我們所寫的，能夠真正切中（treffen）語言之本質麼？這裡

存在一個「循環」（海德格也曾在此意義上使用過這個詞，但卻批評這個詞非常糟糕19），

它之為困難，的確在某種意義上，深刻指出了語言與人的關係的複雜性。 

因此，我們陷入了某種消極情緒中，這種情緒竟鬼使神差地、令我們再次將注意力

轉到德希達身上。因為德希達不正是在引文之第二段中，公然地嘲笑了我們，因為他不

正是在說，討論人與語言之關係為何的這個問題，歸根究底，只是一假設性、缺乏建設

性的偽問題：「對於這樣一種承諾來說，任何塗抹都是不可能的。任何返回都是在後

來。」對於（德希達眼中的20）海德格來說，德語——乃至任何一種語言，作為總已經

在先（im voraus）的承諾，任何質疑其合法性的企圖，都是後來的、第二性的、甚至說

                                                
16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37.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38-9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

略有改動。 

17 早期尼采思想或已揭示這一點。詳見《悲劇的誕生》。 

18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166.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166 頁。 

19 海德格在〈走向語言之途（Der Weg zur Sprache）〉中的註釋談到：「『網絡（Geflecht）』這個名詞

是糟糕的，但是：『循環（Zirkel）』就更糟糕了。」，詳見 Ibid. pp. 230, 註釋 e. 中譯本 239 頁，註釋 2。 

20 鑑於我們與德希達的詮釋存在分歧，故而特別強調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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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那麼重要的事；任何回溯德語之源初發生點的企圖，都是不可能的。德希達在稍早

提及的長註解中，終於謹小慎微地吐露了自己的想法：「......新的出發點（un nouveau point 

de départ）不只會是不可能的，而且，對於一種從來沒有服從於系統法則（la loi du système）
21......的思想來說，也會毫無意義。......當重新開端（re-commencer）太晚、而且總是太

晚的時候，便有如此多的理由不去重新－開端。」22因為允諾，即promesse，「不把什

麼擺在前面（ne met pas en avant）」，換句話說，它能且只能放置它自己；它說話，且

只能說話（parle）：「只要語言在說話，只要它是許諾，它就不能不許諾（Elle ne peut pas 

ne pas promettre）。」23 

以上均為我們思考人與語言這一「關係」時，遭逢的第一重疑難，實際上，我們可

稱它為「德希達式」疑難，乃因為它與德希達一貫採取的批判路徑實質上是一致的。它

與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第 32 節提出的「詮釋學循環（hermeneutischen 

Zirkel）」24看似語出同源，卻在某個環節，根本地背叛了後者。然若我們轉換某種長久

以來觀照語言的視角，這一困難卻能作為 質樸的動力，驅使我們上路，不因為別的，

乃由於它總已經植根于「古老傳統（eine alte Überlieferung）」之中，閃耀著形上學的「暴

力之光」。 

由此，我們也終於明瞭，德希達藉由promesse這一翻譯，背後的巧思何在：由於深

究海德格如何思考德語的這個問題，過於複雜和不現實，倒不如首先策略性地承認語言

與思想間存在互為難解難分的循環，由此，既避免了無限後退的棘手（換言之，即那永

無回返之可能性的起源），又消極地確立了兩者間的關係。亦由此，旁證了promesse這

一翻譯具備可信度，此舉可謂一石三鳥。德希達為如此大膽模仿尋釁海德格，也尋得了

一個正當理由。在我看來，這概括了德希達詮釋「允諾」的大致意圖。簡言之：允諾，

就是一種循環。而這恰恰和上章節所提及的長久以來那普遍而基本的看法有關：語言

之本質乃表達。 

                                                
21 這裡，我們認為，德希達很顯然地在影射海德格哲學。 

22 Jacques Derrida, De L'esprit. Éditions Galilée, 1987. pp. 150. 中譯本：《論精神》，朱剛譯，上海：上海譯

文出版社，2008 年。125 頁。 

23 Ibid. pp. 146. 中譯本 122 頁。 

24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術語本身，並未出現在 SUZ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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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提出一段「小插曲」：海德格並不是沒有正面地回應這個疑難，

然而很遺憾的，他的回應並不能完全令人們滿意——至少，並不令德希達感興趣。在〈走

向語言之途（Der Weg zur Sprache）〉一文25中，他如是回應道： 

 

這麼說來，我們⾸首先就在語⾔言中並且寓於語⾔言了。︒｡無需有⼀一條通向語⾔言之途。︒｡......

但我們果真在那裡嗎？我們在語⾔言中，因⽽而通過傾聽和感知語⾔言的本⼰己要素（das Eigene）

來瞭解語⾔言的本質，思考語⾔言之為語⾔言嗎？......在此我們要⽃斗膽⼀一試某種異乎尋常的事

情，並⽤用以下⽅方式把它表達出來：把作為語⾔言的語⾔言帶向語⾔言（Die Sprache 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GA 12: 230.3-17）26 

 

或許人們（首當其衝是德希達）會紛紛指責：看，這不正是海德格的狡猾之處嗎！

後這句話的確在某種程度上考驗我們智性上的耐性。關於這個海德格自己稱之為「公

式（Formel）」的東西，我們將在稍後提及。雖然它令人起疑，但隨後海德格也（未嘗

不是含糊地）指出了一個稍具體的策略，它大致分為三個步驟： 

第一，承認這樣一種觀點，即一切思考語言的努力，都必然逗留在一個由語言所劃

定的關係網絡（Geflecht）之中。並且不能無視這個網絡。第二，試圖去解開這個網絡

（誠然不能徹底消除），從而獲得網絡中各種關聯（Bezüge）所具有的敞開的共屬性

（Zusammengehören）。第三，在關係網絡中，試圖經驗一條具有釋放作用的紐帶，也

就是上面所說的那個公式。（GA 12: 231.3-20）27 

但是海德格隨後又曖昧地說道：「.......（公式）不知不覺地成為一種無聲的調音，

讓我們聽到語言的一點兒固有奧妙。」（GA 12: 232.8-9）28可以說，在我們尚未進入海

德格語言思想之前，並不能真正理解海德格所說之「奧妙」為何。我們必須承認，其一，

                                                
25 相比於德希達對〈詩歌中的語言（Die Sprache im Gedicht）〉、〈語言的本質〉之重視，很顯然地，

德希達並不重視此篇。在《論精神》一書中，對此文幾乎隻字不提。然而在本文作者看來，此篇在《在

通向語言的途中》一書中，幾乎算是對德希達「循環」疑難 正面的回應。 

26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3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38-9 頁。 

27 Ibid. pp. 231. 中譯本 239-40 頁。 

28 Ibid. pp. 232. 中譯本 24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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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海德格，還是德希達，他們的「解決」嘗試皆不令我們滿意，而這點將持續成為

我們探問的核心，而這也就是我們的願望：隨著逐漸深入海德格語言思想，我們將試圖

層層剝開這個網絡，並試圖還原這個「公式」；其次，我們對德希達之認為「允諾就是

循環」的概括亦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這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推論。因此，目前要緊之處在

於：走進德希達論述內部，試圖證實我們的推測。我們必須清楚地意識到，對德希達的

審視，遠非僅針對德希達，而不如說，在論證策略上，我們以「破」為「立」，以「退」

為「進」：以「破」德希達為「立」海德格之初始基點，而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稍後自

見分曉。我們將著重從以下的向度切入討論： 

根據第一段引文，擺在德希達面前的一大疑問恐怕會是，雖然可以理解將promesse

解構為前綴“pro-”和動詞“mettre”，但為何德希達為promesse加了否定式（ne met pas en 

avant）？按常理，應是「把......擺在前面（met en avant），而非「不把......擺在前面」。

此否定的出現，毫無疑問是德希達解構「允諾」的第二個決定性步驟。因此，為了檢視

這個否定的意涵及其必要性，一個（看似）並非直截了當的作法是，我們尋找一個現成

的對照組。這個對照組來自英語對「允諾」的「解構」。有趣的是，英語，雖然與德語

一樣來自日耳曼語系，但其中百分之七十的詞彙，均來自外來語系，尤以法語為主29。

當然了，我們不能忘記總已先在的對照組，即海德格思想本身以及德語。 

美國海德格學者Krzysztof Ziarek，在其二〇一三年的著作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中，將Zusage/ Versprechen翻譯成“promise”： 

 

If what language promis(s)es, that is, avows and bespeaks precisely in missing it in 

advance (as its pro-miss), literally in the word's advance into signs, is the poietic Wesen of 

language--the essence as the way in which language unfolds.（Krzysztof Ziarek 2013: 

140.3-6）30 

 

Ziarek將promise拆解為前綴“pro-”和字根“miss”，這點無疑與德希達雷同。前綴“pro-”

都意味著「居前的、先前的」，然而在英語中，“miss”的意思則不同了，它意味著：失

                                                
29 詳見：http://uegu. blogspot. tw/2015/01/blog-post_27. html.  

30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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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失敗；未抓住、未領；未出席、未趕上；遺失；想念、思念......等等。因而，Ziarek

將「允諾」詮釋為：允諾恰恰是，在先前遺失、未領會（的東西）中承認和預示，也就

是在先於符號的詞語中，即語言的詩意的（創製的31，poietic）本質，而此本質就作為

語言展開的方式。這自然地令我們想起海德格在〈語言的本質〉中所言： 

 

詩⼈人學會的棄絕具有那種付諸實⾏行的拒絕的特性，那⾧長久地被遮蔽的東西和根本上

已經被允諾的東西只向這種拒絕說出⾃自⾝身。︒｡ 

Der Verzicht, den der Dichter lernt, ist von der Art jenes erfüllten Entsagens, dem allein 

sich das lang Verborgene und eigentlich schon Zugesagte zuspricht.（GA 12: 159.3-5）32  

 

根據引文，從允諾的角度講，其一，允諾總是與「長久地被遮蔽的東西（das lang 

Verborgene）」共屬一體地和棄絕發生關聯；其二，允諾之所以被允諾，乃由於它只在

拒絕中自我現身。其實在這裡，我們已然覺察出，在德希達與海德格之間決定性差異的

蛛絲馬跡。 

我們發現，英文“promise”與法文“promesse”在詞語構造上相似。因此需要對照的就

是“miss”和“ne met pas en avant”的異同。然而，“miss”的其中一個意義「失誤、失敗」，

令我們偶然發現它（在某種程度上）與德文語義重合：此即versprechen的反身用法「說

錯與讀錯（sich versprechen）」。那麼，這純粹是巧合嗎，否則，這又說明了什麼？或

許我們首先無關痛癢地想到了先前那個「有趣的發現」；但更關鍵處在於，是否可以說，

這個“promise”的“miss”，就是一種「自我否定」33？然而，這又是何種意義上的自我否

定呢？ 

在這裡必須注意到，正如我們在 初所明言，在德文中，無論是Zusage還是

Versprechen，都與某種和「承諾、允諾」截然相反的意思相關，前者和「拒絕（versagen）」
                                                

31 海德格使用“poietic”，乃意圖展示詩歌與希臘字 ποίησις（poiesis，亦即製作、製造）之間的關聯。詳

見〈技術的追問〉一文。 

3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59.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58 頁。 

33 請允許我們不恰當地借用牟宗三先生的「坎陷」一概念，但我們這麼做，並無任何兩相比較的企圖，

而僅僅是因為我們對「自我否定」這個詞實在太不滿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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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字源學上有親緣關係（如上引文所示，海德格亦如是說明），而後者與「說錯、寫錯」

有關。倘若我們承認了“promise”和“promesse”之間共同分有一種「否定」意涵－－這的

確在很大程度上是牽強附會的－－那麼，兩者間究竟一致嗎？很顯然，答案絕非如此。 

因為，我們在早前既已瞭解到的一件事是：儘管德希達使用的是否定式，然而，他

企圖表達的卻是肯定，甚至說，是一種絕對意義上的肯定，「一種肯定的不對稱性，一

種在是與否的任何對立之前的是的不對稱性」。儘管德希達甚至也意識到了promesse

「反悔（dédit）解脫（défait）或錯亂（détraque），它出軌（déraille）或譫妄（délire）、

變壞、變質（détériorer）」，意識到了「只要它是許諾，它就不能不許諾；但它又不能

不違背許諾」34，也就是說，意識到了允諾的「說錯與讀錯（sich versprechen）」這一

向度，但在這裡我們發現，德希達無疑只看到了允諾的其中一面，即邏輯－形式上的自

我否定，換句話說，是一種可被還原的自我否定，根據辯證法，它終究會被克服到肯

定中去。他忽視了（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故意為之）允諾實質意義上的自我否定－－讓我

們現在拋棄「自我否定」這個總引人誤會的詞語－－更準確地說，一種不可還原的「棄

絕」、一種未曾給予的被給予性，這導致他 終仍在很大程度上（儘管他坦承這點「有

待弄清楚」）將sich versprechen歸之於：允諾先行於一切語言問題之先，它作為所有論

證之前提的問題。然而，德希達無疑是過於化約地看待這個問題了。由此，我們完成了

第一個小論證：德希達認為，允諾就是循環。 

然而，並非所有人都肯定這一循環。儘管萊維納斯顯然也注意到了語言的這一弔詭

性，但他無疑從另一向度，即向他人的言說（Dire）中，去探討這個問題：語言在被展

示出來的當下，才意識到它總已背棄自身：我說出來的總已非我所「是（l'Être）」。在

萊維納斯看來，惟有語言被說出的瞬間，才產生自我背叛，因而言說，作為總已背棄自

身之源初可能性的展示，乃語言之「原罪」。也因此，在他看來，言說恰恰是「緘口不

言的不可能性——這是真誠性的全部醜聞。」，恰恰是不得不說、非說不可，並且在

說出去的片刻後悔不已，惟有此才完成了言說之見證（témoignage）。因而所有的言說

在本質上都是懺悔：「言說，也就是竭盡所能地展現自己，就是做出人們不停留在其符

號形象中所做地那種符號」（Emmanuel Levinas 2000: 192-3）35。言說在展示自身的同

                                                
34 Jacques Derrida, De L'esprit. Éditions Galilée, 1987. pp. 146-7. 中譯本：《論精神》，朱剛譯，上海：上海

譯文出版社，2008 年。122-3 頁。 

35 Emmanuel Levinas, God, Death, and Time. Bettina Bergo (tran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91-2. 
中譯本：《上帝死亡與時間》，余中先譯，北京：三聯書店，1997 年，23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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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背叛自身，此種作為行動的言說，既「是」又「不是」存有。因而，萊維納斯在這裡，

試圖展現一種存有論與倫理間的張力，並 終期盼走出存有論（l'ontologie）36。 

與萊維納斯截然相反，海德格顯然更注意保持沉默的重要性。當然，或許萊維納斯

會批評海德格過於「想當然」甚至是異想天開，但這類批評對於海德格來說，並不具有

太大意義。好比如，人總是先談論愛是否可行，因而才去愛嗎？恰巧相反，正因為首先

經歷了愛之痛苦，才深刻意識到了愛的存在。在這種意義上說，海德格無疑也是企圖經

驗回返沉默之不可能，來證明語言總已經存在的源初可能性，並且在 大限度上更新與

保全存有論之活力：「無言乃是一種原始的——詩意的——存有之命名的自行展開的可

能性的原初條件。」（GA 65: 36.12-4）37或許兩者對語言看法的差異僅只是兩位思想交

鋒的一個側面寫照，但這並非我們所真正關心的議題，因而只能就此打住。 

不管怎樣，我們真正關心的是：海德格的「允諾」為何總是與「棄絕」與「拒絕」

有關，換句話說，若允諾不再被看作一個循環，那麼這是否就是我們擺脫德希達幽靈纏

繞的關鍵？而這需要我們繼續在海德格文獻中尋找佐證。 

但無論如何，總會有一種質疑是，為何必須透過英、法兩種語言對「允諾」的詮釋，

來理解海德格思想本身呢？因為這麼做，無疑是旁敲側擊的，何況更是費力不討好。然

而我們這麼做，的確有充足的理由：一，透過德希達以及萊維納斯，我們以此略略窺視

到，法國的結構主義及後結構主義與海德格語言思想之間的本質性差異。正如Ziarek所

言，法國的後結構主義思想家，儘管他們聲稱自己是非－索緒爾主義者，但無論是利奧

塔還是德希達，無論是拉古�拉巴特亦或農西，都仍是從結構主義的理論內部去回應結

構主義，都在不同程度上繼承或再應用了索緒爾那著名的論調：語言作為一符號系統。

而海德格的語言思想，恰恰和索緒爾一脈（乃至於傳統對語言的看法），有根本上的不

同（Krzysztof Ziarek 2013: 4.10-6）38。二，我們利用 新的研究文獻，去佐證我們已有

的看法。而 根本的，是海德格認為，他並非企圖將自己放在傳統形上學之對立面，恰

好相反，他企圖進入形上學 深的內部，去探究是否存在一種前－本源，以此讓形上學

                                                
36 感謝楊婉儀教授為筆者提供萊維納斯的語言思想。 

37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36.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40 頁。 

38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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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transform）並煥發新的生機，唯此舉，方能彰顯海德格語言思想之獨特價值，卻

也是試煉著他思想成敗的關鍵。 

 

2. 允諾：作為給出自身的詞語  

 

在進入海德格的詩歌詮釋時，我們總須留心到一件事情即：我們嘗試做的，是從海

德格思想內部脈絡出發，去檢驗一種「海德格式的（Heideggerian）」談論詩歌之可能，

而非意圖從探討詩歌本身的語義結構出發，去論證一種所謂的「海德格詩性思想」之可

能性的問題。簡言之，我們對海德格異常獨特地詮釋風格的合理性並不抱過多的關注。

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海德格如此重視詩歌，乃至於，我們須得在

詩歌中開始對語言的探討？因為在晚期海德格思想中，詩絕非一種「文學體裁」而已。

他在〈荷德林和詩的本質（Hölderlin und das Wesen der Dichtung）〉中說得很清楚：「是

詩本身才使語言成為可能。詩乃是一個歷史性的民族的原語言（Ursprache）。這樣，我

們就不得不反過來要從詩的本質那裏來理解語言的本質。」（GA 4: 43.16-9）39 

在〈語言的本質〉一文中，海德格反覆地誦念同一句詩： 

 

我於是哀傷地學會了棄絕： 

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 

So lernt ich traurig den verzieht:  

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40 

 

它出自斯蒂芬�格奧爾格的〈詞語（Das Wort）〉。為何海德格獨獨對此句念念不

忘呢？他在文末給出答案：「詞語崩解處，一個『存有（ist）』出現。」（GA 12: 204.13）
41詞語（das Wort）的破碎，反而給出（geben）了存有。這個聽上去十分奇異的觀點，

                                                
39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43.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6 頁。 

40 在〈語言的本質〉中，此句出現多達十次。 

41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04. 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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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是如何得出來的？在我們看來，海德格使用了某種意義上可稱為「還原」的方法

（儘管胡塞爾必不情願該方法被稱為「還原」）。首先它可以是一種邏輯上的「還原」。

在海德格一篇同名文章中，他將這句詩看作一種雙重否定：「『無物』就是沒有一物；

『詞語破碎』就是就是詞語是不可支配的。」而此雙重否定得出了一個肯定：「只有在

詞語獲得允諾（gewährt）之處，一物才存在。」儘管海德格也承認，雖然此種邏輯上

的還原未嘗不可，但它遮蔽了詩句真正要說的東西。（GA 12: 219.8-17）42 

因而，關鍵在於一種「內容上的」、或說「義理上的還原」。我們將此「還原」論證

大致分為四步驟：首先，「無物可存有（sei）」，海德格將之還原為：沒有存有者存有，

因而在這裡，恰恰把不是任何存有者的「存有（Sein）」本身反襯了出來。然而，無論

在「是／存有（ist）」，抑或在「詞語」，人們都無法於其中尋獲存有本身；其次，人們

從詞語43與「是（ist）」之間的關係中亦無法獲得存有；故而不能從「是（ist）」中尋找

「存有」，那顯然徒勞，故須得在詞語的詩意經驗（dichterischen Erfahrung）44中，還原

出一種比「存有」更早先（Frühe）的在場狀態（Anwesenheit）。因而，它須至少符合以

下三要件：第一，不是存有者；第二，甚至先行於存有；第三，使存有得以是存有的東

西。綜合以上三點，在詞語的詩意經驗中，人們找到了某種形式上既有別於「存有」、

卻總已經先於它，與此同時又總已被遮蔽的在場狀態：詞語並不「存有（ist）」，詞語「有

（es gibt）」。而根據德語的多義性（且僅能根據德語）－－“gibt”為“geben”（給出）的

第三人稱單數直陳式現在時變位－－海德格稱這種在場狀態為：「詞語給出：存有（gibt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13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稍作更改。 

42 Ibid. pp. 219. 中譯本 229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稍作更改。 

43 值得一提的是，這裡存在著一個疑難，即同一個概念的使用，海德格有時加上引號，有時又不加引號。

例如此處，原文如下：“Weder dem »ist« noch dem»Wort« kommt das Dingwesen, das Sein, zu, und vollends 
nicht dem Verhältnis zwischen dem »ist« und dem Wort, dem es aufgegeben, jeweils ein »ist« zu vergeben. ”這
裡出現的兩個»Wort«，前一個有引號，後一個沒有。根據上下文，前者特指「詞語」這個詞本身，後者

泛指所有的詞語。這一疑難其來有自，首見於圖根哈特（Tugendhat）對 SUZ 的詰難。圖根哈特認為，在

德語中，添加引號與否，詞語之含義截然不同：添加引號時，即探討它在詞典中的解釋，但不加引號時，

則意味著探詢該詞語的終極意義。但顯然海德格並不在意這一點。在 SUZ 中，關於在「存有」這個詞上，

海德格的引號使用較為隨意。cf. Ernst Tugendhat,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Determination, Paul Stern 
(tra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6. pp. 147-8. 在晚期著作中，這樣的現象亦時時出現，但實際上

這並不對我們的理解產生太多阻礙。法國學者 Jean Crondin 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是，「海德格一直追求的是

一種以某種方式超越了語言空間（但也打開了這一空間）的存在之意義（我們總是將其限制於這一語言

的空間中）。」cf. 《海德格爾與存在之謎》，Jean-François Mattéi 編著，汪煒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

版社，2011 年，41 頁，註 1。 

44 「詩意經驗」其義為何，我們將在後面章節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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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Wort: das Sein）。」（GA 12: 182.30-1）45此種源初的「有／它給出（es gibt）」，有（給

出）的並不是某個個殊的存有者，被給出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作為「贈禮（Gabe/don/gift）」
46之存有本身，因而此句省略的賓語被海德格補齊了。在 晚期標誌性文章〈時間與存

有（Zeit und Sein）〉中，海德格做了如是補充：「這一贈禮後來只是在存有者方面被思

為存有，並且被置入一個概念中。」（GA 14: 12.27-9）47 換句話說，給出的贈禮

（don/Gabe/gift），正是後來形上學所說的「存有者的存有」。因而，「詞語破碎處」恰

恰贈予出了「存有」。 

但是我們亟需確定的是，主語“Es”與謂語“Gibt”之含義。那麼首先給出者（das 

Gebende），也就是這個“es”是何物呢？根據上文我們略可得知一二：首先，給出者遮蔽

著自身；然而，在詩意經驗（dichterischen Erfahrung）中，海德格為它尋得一個名字：

詞語。換言之，在「詞語破碎處」這一句詩中，給出者恰恰作為（als）詞語。海德格進

而強調，並非「有詞語；而是說：它，即詞語，給出......」（GA 12: 183.1-2）48。值得注

意的是，“es”根據語境不同，所指含義也不盡相同，在〈一次關於演講『ZUS』的討論

課的記錄〉一文中，海德格將“es”規定為「本有（das Ereignis）」49。這也是“es”之義理

中 根本的含義。然而作為「本有」和作為詞語的“es”並不矛盾，這關係到「本有」在

他晚期思想中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的地位。海德格說，我們無法得到「本有是什

麼？」的答案，因為本有「既不『是／存有』，本有也沒有。」（GA 14: 29.13）50正所謂

「道可道，非常道」。這也解釋了何以給出者遮蔽自身之緣故：原是「本有」本性使然：

                                                
4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82.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85 頁。本文對中譯略有更改。 

46 在這兒我們亦可思考德、英、法三種語言中「給予」與「贈禮」之字源上的聯繫。 

47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12.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10 頁。本文作者

對中譯稍作更改。 

48 “nicht: Es gibt das Wort, sondern: Es, das Wort, gibt...” cf.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83. 中譯本：《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

商務印書館，2005 年，186 頁。 

49 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35. 中譯

本：《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39 頁。「本有」

在早期中譯中更多被孫先生譯為「大道」，依據該詞本源上的多義性，我們也贊同「大道」這一譯法。故

決定隨上下文意義，靈活地運用這兩個翻譯。 

50 “Das Ereignis ist weder, noch gibt es das Ereignis.” cf. Ibid. pp. 29. 中譯本 35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稍作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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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有之根本特性乃自我隱匿（Entzug）。因而，詞語在 根本意義上自我展開為隱匿的

本有。故而在全集第74卷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中，有一

說為“Das Ereignis wortet.”（GA 74: 99.9）51其義正為：「本有」詞語化，或譯為：「大

道」成道於詞語中。 

總而言之，回到此一句「詞語破碎處」中，詞語給出（Es gibt），或曰贈予，贈予

什麼？——存有。我們如是理解：詞語是匿名的詞語，在詞語贈予存有的同時，它克制、

隱匿著自身。值得一提的是，對「有（Es gibt）」之思考，儘管非海德格獨創，但早在

他1919年的「戰時補救學期講座」中，我們已經發現，尚處在「形式指引現象學」階段

的海德格，已對「有」抱持極大興趣。儘管彼時的海德格大致說來：其一，將關注焦點

放在「是否有某物（Gibt es etwas）」之「某物（etwas）」上，即前文所提之賓語元素「存

有」上。而尚未對給予者即“es”產生足夠的興趣。換言之，他仍將「有」放在次於存有

的層面上，這點與晚期存在落差；其二，仍將「有」納入到體驗（Erlebnis）之意識分

析中；因此，這時的「有」仍屬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領域之內52。海德格認為，在西方

哲學傳統中，總已經有另一種在場狀態（Anwesenheit），它始終被遮蔽、被隱匿，這就

是「有（Es gibt/There is/Il y a）」。而ZUS一文，即始於他對「有」的思考：「雖然在存

有的解蔽之始，就思了存在，εἶναι，ἐόν，但並沒有思『有（Es gibt）』。巴門尼德不說

『有』，而是說ἔστι γὰρ εἶναι，存有就是存有（Es ist nämlich Sein）。」（GA 14: 12.5-7）
53海德格在此，已然公開宣示了巴門尼德傳統（也就是西方傳統形上學）缺少對「有」

的思考，形上學始終對「有」保持緘默。 

可以說，這句「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正是〈語言的本質〉一文所有論述環繞

的核心。但它隻字不提「允諾」二字。但在我看來，恰恰是它本真地提及了允諾，或

                                                
51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99.  
52 儘管彼時的海德格已暗示出他對胡塞爾體驗分析的不同看法，並在文末反對了胡塞爾把體驗客體化的

作法：「⼀一⾨門關於體驗的科學於是就不得不把體驗對象化、︑､客體化，也就是說，恰恰不得不解除它們的⾮非客體

性質的體驗特徵（Er-lebnis）和發⽣生事件特徵（Ereignischarakters）。︒｡」詳見：Martin Heidegger, Zur Bestimmung 

der Philosophi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6/57, 1987. pp. 76. 中譯本：《形式顯示的現象學：海

德格爾早期弗萊堡文選》，孫周興編譯，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 年，14 頁。 

53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12.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9 頁。本文作者

對中譯稍作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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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說，恰恰是它本真地召喚出「允諾」的特質：它正正標示出“es gibt”之謂語“gibt”的

含義。我們之所以如此認為的理由在於，在GA74中，我們找到了與之相關的論述。而

在這裡，海德格不僅提及了「允諾」，還將論述置於「允諾（Versprechen）」的標題下，

它顯然證實了我們的猜度（vermuten）54： 

 

Das »Wort« halten und das »Wort«—brechen..., das Wort darauf geben, das Wort—das 

gegebene Versprechen.（GA 74: 113.23-4）55 

 

這句顯然與前文提到的詩有關，不如說，它正正給出了海德格對這句詩的理解。它

述說了何物？詞語，以及詞語與允諾之間的關係。詞語保持（或曰抑制，halten），與

此同時也打破（brechen），打破什麼？－－由詩我們得知，打破的是詞語自身。藉由在

破碎中的克制自身，詞語因而給出（贈予），亦即：成其「有（es gibt）」。正如Ziarek的

詮釋，此句之目的實為論述「允諾」作為「有（Es gibt）」之呈顯（Krzysztof Ziarek 2013: 

141.17-20）56。因而，在此意義上的「詞語」即意味著：作為總已經給出（贈予）的

允諾57。而這不恰恰意味著：允諾，就是那獨一無二的來自詞語之贈予嗎？因而允諾，

即允諾某種來自語言的贈禮（Gabe）。換言之，這裡的詞語之允諾，允諾的是一種更本

源的給出（贈予），即「有（Es gibt）」，也就是說：贈禮（Gabe）幻化為「有（Es gibt）」

而展現。所以在這裡，我們也旁證了這樣的一個觀點：允諾不再意味著循環，或是一種

被既成語言58糾纏不清的狀況。讓我們回過頭來，再仔細審視前面那段話： 

 

詩⼈人學會的棄絕具有那種付諸實⾏行的拒絕的特性，那⾧長久地被遮蔽的東西和根本上

已經被允諾的東西只向這種拒絕說出⾃自⾝身。︒｡（GA 12: 159.3-5）59  

                                                
54 「猜度」，晚期海德格常用的字彙，為了區別於傳統形上學的推論或論證（begründen）。 

55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13.  
56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1.  
57 我們並不同意將“gegeben”譯為「給定的」或「既成的」，即“given”的一般意義。 

58 值得注意的是，此處亦為“given”，但與上文所說的“given”有根本差異。 

59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59. 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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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何等奇異的一份禮物（un don）：允諾之所以被允諾，乃由於它恰恰就是那長

久被遮蔽之物。它不同於德希達所說的，語言總已經預先在前，因而人們無法擺脫這一

循環糾纏；亦不等同於萊維納斯所說的，語言在展示的片刻即背棄自身，因而允諾即允

諾語言之反悔與原罪。不如說，海德格意義上的允諾比前兩者來的更為源初，因為允諾

即允諾了「有」。因而，允諾從不是允諾任何現成存有者之登台亮相60，恰恰相反，惟

在對存有者之拒絕中，惟在一切存有者退場時，或更準確的說，在一切存有者尚未登場

時，它才說出自身（sich zusprechen），或曰：本質現身（動詞化的wesen）。也就是說，

允諾某種贈禮，它並不意味著，語言總會贈予我們些什麼－－例如「存有」－－並且在

此意義上，我們會很輕率地將存有重新看作一存有者，而是相反，海德格提醒我們，正

是語言之允諾表達出一件實事即：給出／贈予這一行為本身，是在詩人之棄絕與詞語之

克制中進行的。贈予的先決條件是，詩人必須首先學會棄絕，然而棄絕的涵義恰恰是：

「棄絕本身就是一種道說（sagen）」（GA 12: 219.6），不僅如此，「詩人的棄絕絕不

是一種否定（Nein-sagen），而是一種肯定（Ja-sagen）。」（GA 12: 220.27）61這也是

海德格所說的「恬然不居所成」之義。故而，海德格云： 

 

詩⼈人學會了棄絕，他取得了⼀一種經驗。︒｡......詩⼈人經驗到：惟有詞語才讓⼀一物作為它

所是的物顯現出來，並因此讓它在場。︒｡詞語把⾃自⾝身允諾給詩⼈人，作為這樣⼀一個詞語，它

抑制並且保持⼀一物在其存有中。︒｡（GA 12: 159.22-31）62 

 

這麼說來，允諾之為給予性，須得彰顯於自身之為存有者的隱匿中。而正是在「萬

籟俱寂」中，允諾方才完成此種贈予，萬物方於其中生發。從邏輯上看，這是矛盾的，

但若是從詩意經驗言，矛盾就立即消解了。讓我們更精準地說，允諾並非作為某種語義

邏輯上的肯定或否定，而是實踐（實行，Erfüllung）63意義上的傳送（Schicken）（GA 74: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58 頁。 

60 我們是否也可以說，德希達意義上的允諾，僅僅允諾了語言之為一既定存有者而言？ 

61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19-20. 中譯

本：《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29-31 頁。 

62 Ibid. pp. 159. 中譯本 157-8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稍作更改。 

63 在楊婉儀老師看來，這與萊維納斯作為責任與行動的言說（Dire）不同，從根本上說，在萊維納斯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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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1-21）64。由何方傳送、而傳送又為何物？由存有（Seyn）傳送語言至人，因而允

諾不由分說，正說明了人何以擁有語言能力。正如海德格在〈走向語言之途（Der Weg zur 

Sprache）〉所說： 

 

在道說中持存（währt）著這樣⼀一種允諾（Gewähren）。︒｡它讓我們通達說話之能⼒力。︒｡

（GA 12: 244.10-1）65 

 

“währen”意味著持存，它與“sich versprechen”一道，翻轉了傳統真理（Wahrheit）觀

念。其翻轉意義在於：其一，真理不再是絕對外在的，恰好相反，它展現了存有之真理

是如何通達人的，因而存有的持存（währen）需要人的守護（wahren），那麼在此意義

上，人類的知性活動就有了一個更深刻的意涵：“Wissen ist das denkende Gewahren der 

Wahrnis des Seins（知乃是對存有之保護的運思著的保持）”（GA 5: 349.13）66。從wahren

去理解wissen，展示了守護真理往往比掌握真理更「真實」之外，也讓我們意識到第二

點：真理並不再具有光之全照的權能，它立基於此（Da）、時隱時顯，它予人暗示、

它會說錯，甚至根本上它總已經說錯（sich versprechen）了。因此晚期海德格鮮少單獨

使用「真理（Wahrheit）」，取而代之的是「存有的真理（澄明）」（GA 12: 104.24）
67，正如全集第六十五卷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中所說，真理「作為庇

護（Bergung）而本質現身（Wesung）」（GA 65: 389）68。 

                                                                                                                                                  
裡，作為言說的行動總是作為走出存有論（l'ontologie）的第一步，而在海德格這裡，實行／實踐是企圖

在 大程度上保存存有論、活化存有論。故而，萊維納斯強調言說（Dire）具有向他人開放的無限性，

而海德格則強調保持沈默的重要性。感謝楊老師提供這一看法。 

64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13.  
6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4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55 頁。 

66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49.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39頁。斜體為本文作者所加，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67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0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07 頁。 

68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65, 1989. 
pp. 389.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41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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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人們不能用傳統邏輯學的範疇來權衡「允諾」，它是異質的，既非全然否定的、

亦非全然肯定的（亦如詞語，可以說它既非全然在的，亦非全然不在的）。它甚至超出

了德希達絕對的「是（oui）」，因為德希達仍被困囿於「是或否？」的選擇遊戲中。

不如說，它是前－邏輯的。這個「前」，並不僅意味著一種歷史意義上的「前」，也不

是一空間上的「前」，不如說，它是一時間性意義上的「前」，它描述的，正是那使時

間——作為被表象的存有者——得以為時間之物。 

我們說，允諾正是這樣一種絕對的給予性。其「絕對」意義在於：它是絕對的單向

傳送，即使人已經意識到它、並回應（antworten/respond）它，但仍無法「回禮」（我

們將在下一章繼續碰到回應的問題）。因為在人能夠回應的那一瞬間，這一贈予即已隱

匿自身，為的是能夠持守（halten）住自身。此種給出／贈予，是絕對不可撤回、不可

回返、不可被還原的。或許可以說它擁有殘餘、痕跡，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以將

這種痕跡理解成－－詞語，作為寶石（Kleinod）的詞語。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那

句隻字不提「允諾」的詩句「詞語破碎處，無物可存在」，恰恰命名（nennen）了「允

諾」。海德格又認為，允諾它更是一種預告（Verheißen），儘管它並不顯明自身，然若

果有朝一日人能夠預感（Ahnen）69到它，則預示著另一開端（anderen Anfang）的存有

（Seyn）的到來。（GA 74: 113.14-5）70。因而正如前文所說，允諾不是別的，正是存

有落到語言上的特別方式之體現。但我們似乎仍未明白海德格所說的「把作為語言的

語言帶向語言（Die Sprache 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意味著什麼。這

需要我們在語言之路上，繼續踽踽獨行好一陣子。但是人們不禁問道：為什麼是詞語

（das Wort）？它僅僅是一個空洞的概念嗎？ 

 

3. 獨一的詞語  

 

延續上一章節的思考，在這一部分，我們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為什麼是「詞語」？

二、「詞語」是怎樣（wie）給出存有的？換言之，詞語給出存有之合法性依據在哪裡，

                                                
69 「預感（Ahnen）」為「另一開端」之基本情韻（Grundstimmung）。詳見：Ibid. pp. 21-2. 中譯本 24-5
頁。 

70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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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點海德格是怎樣論述的？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恰恰不能把它化約為另一個問題：什麼是「詞語」，或如何

定義（define）「詞語」。因為根據海德格，詞語之為詞語，恰恰是無法被定義的，亦即

無法被界定為「是（ist）」什麼的（Krzysztof Ziarek 2013: 88.22-4）71： 

 

我們對於詞語絕不能說：它是（ist）；⽽而是要說：它給出（es gibt）。︒｡（GA 12: 182.26-7）
72 

或許如此提問才更恰當些：為什麼是「詞語」？很顯然，海德格提及的「詞語」，

遠非我們日常言談使用的詞語，亦非語言學中語義表達的基本單位——為方便區分，我

們傾向於將後者稱為「單詞（Wörter）」。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延宕著前章有待釐清的遺

留問題：當我們問及「為什麼是詞語」時，我們暗含了這樣一個質疑即，為什麼必須是

詞語而不能是其他的東西——例如單詞（Wörter）——給出存有？進一步來說，我們的

質疑分化為兩點：首先，為什麼「詞語（das Wort）」以單數且特指的方式出現；其次，

詞語與單詞（Wörter），又或者概念（Begriff）之間的差異究竟為何？然而，隨著我們

的討論愈加深入，我們會發現，這幾個問題實際上都指向同一個問題：「詞語」的意義

究竟為何，或者說，它的重要性為何？ 

為什麼是「詞語」？關於這個問題，事實上，無論是在全集第十二卷 Unterwegs zur 

Sprache，亦或第七十四卷 ZWS，海德格都給出了各式各樣的回答，但實際上若我們想

當然地認為，這些就是對「詞語」下定義或做詮釋的話，那麼我們幾無可能從中找到清

晰的答案。這或許首先是因為，我們所要求的某個特定「回答（Antwort）」，其自身不

正是某種詞語（wort）之對反（ant-73）嗎？然而，唯有如下這種「回答」才是允諾詞

語的，那就是出於諸神之要求、「源出於一種天命的責任（Verantwortung）」的回答：「由

於諸神把我們的此在帶向語言，我們才挪置入決斷領域，去決斷我們是否應該應答著諸

神，或者我們是否拒絕著諸神。」（GA 4: 40.19-23）74。首先，海德格再次強調，是諸

                                                
71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8.  
7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8.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85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稍作更改。 

73 與英文相類似的，德文前綴“ant-”通常表示「對立、敵對、不一致、矛盾」等意義。 

74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40.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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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die Götter）將我們帶向語言領域，換言之，語言非人類的產品；其次，這種「決斷

（Entscheidung）」所決斷的不是別的，正是我們是否回答諸神的要求。這才是發生在人

類命運中的本真回應。而它似乎給我們接下來的猜度增添了一絲信心。 

因而，歸根究底（海德格也會同意我們的看法），只要人們關於（über）語言表面

地作回應（Antwort/respond），此種回應必定由現成的語言結構所框限，那麼，這些像

是文字遊戲一般、令人眼花繚亂的回答，恰恰使那獨一的詞語（einzige Wort）愈加撲

朔迷離，而這個獨一無二的詞語，正是邏各斯（λόγος）：這個寶石一般的詞語，它既表

示存有，又表示道說（GA 12: 174.30）75。此外不要忘記，海德格曾在〈論 Φύσις的本

質和概念（Vom Wesen und Begriff der Φύσις）〉一文中提醒我們：「因為λόγοςs屬於λέγειν，

而後者的意思就如同我們德語中的『採集』（lesen）......意即『聚集』（sammeln）；......

本來 λέγειν與道說和語言是毫無干係的；但當希臘人把道說理解為 λέγειν時，其中就含

有一種關於詞語（Wort）和道說（Sage）之本質的獨一無二的解釋」（GA 9: 278-80）76。 

那麼如何才能避免詞語的敗壞呢？海德格認為，存在著一種告別了日常意義上的回

答，它被稱為“Anwort”；它出現在全集第七十一卷 Das Ereignis(The Event)中。它將「對

反（ant-）」詞語轉化為「開始、連結與靠近（an-77）」詞語：在這裡不存在對詞語的侵

越，也就是說，它反而使我們更接近詞語之本質。而這個經由皺褶“Antwort”而產生的

詞語（Krzysztof Ziarek 2013: 59.23）78，英譯本譯為“address（致辭）”，Ziarek 將之翻

譯為“pre-word（前－詞語）”。在此意義上的回答（Antwort），轉作為「對致辭（Anwort）

的回答」，而致辭從思想之要求（Anspruch/claim）而來，它並非公開地發聲，而是被保

留著（zurückbehält）。（GA 71: 313.4-7）79很顯然，這與〈語言〉文末處不謀而合，在那

兒海德格說：「這種在克制（Zurückhaltung）中的搶先（Zuvorkommen）決定了終有一

死的人對於區－分的應合（entsprechen）方式。」（GA 12: 30.1-2）80因此，這個海德格

                                                
7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7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76 頁。 

76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9, 1976. pp. 278-80. 中譯本：《路標》，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323-5 頁。 

77 德文中，前綴“an-”常表示英文“on”與“up”的意思。cf. , http://en.wiktionary.org/wiki/an-#German 

78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9.  
79 Martin Heidegger, Das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1, 2009. pp. 313.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Event. Richard Rojcewicz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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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造出來的、幾不可譯的詞語，我們權且命名為「搶答」——它不可翻譯，不是因為它

毫無意義，而是因為它充滿著歧義。它作為始終搶先於回答的「前－詞語（pre-word）」，

恰恰 為切中（或說貼近）那獨一詞語的詩性本質。 

在人類已知的西洋哲學史——也就是海德格所謂「第一開端（der erste Anfang）」中，

這個 Anwort，這個作為搶答的應答，這個詞語之初始形態或曰前－詞語，或許正擁有

一個秘密的名字：邏各斯（λόγος），倘若我們的假設成立，那麼這就意味著，若道說

（Sagen）與存有（Sein）「以一種隱蔽的、幾乎未曾被思考的、並且終究不可思議的方

式相互共屬（Zueinander-gehören）」（GA 12: 224.33-4）81，那麼這種互屬即意味著，邏

各斯總是應合（entsprechen）於從存有（Seyn）而來的道說（Sagen）。也因此，設若「搶

答（Anwort）」作為「應合」的本質要素之一，那麼邏各斯不就在根本上指向一種應合

82嗎？但海德格認為，儘管邏各斯作為被如是思考和道說的 古老（älteste）的詞彙，

但仍有更古老（Uraltes）的傳統尚待人們發現。在這裡他已初步鬆動並活化了形上學的

根基。因此無論如何，這難道不能稱得上是一種更原始的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想法嗎？ 

但是，這一嘗試必定遭受質疑。著名海德格學者 George Steiner 在《海德格》中說，

「海德格宣稱的邏各斯，即那個使存有得以顯現的大寫的語言，與《約翰福音》開篇宣

示的那個邏各斯看起來就像畢業典禮上的一堆孿生子弟。......海德格的邏各斯不是等候

在十字路口的新神，而是那個具有強烈禁錮作用的不受歡迎的舊神。......這一回合的激

烈程度測試著他的思想高度，也測試著他作為一個思想家、作為一個人的失敗程度。」

（George Steiner 1989: xxxv.19-27）83但無論如何，事關這個我們私下稱為「全新形上學

計畫」的成敗，總已經是另一個問題，雖然它在某種程度上秘密地影響我們如何去談論

這個計畫。 

從另一角度言，若我們對「回答」總有某種執著，恰恰由於我們總在企圖追問

（nachfragen），然而，正如海德格所言：「思想的本真姿態不可能是追問，而必然是對

                                                                                                                                                  
80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3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6 頁。 

81 Ibid. pp. 224. 中譯本 236 頁。 

82 關於應合，我們將在下章節更為詳細地討論。 

83 George Steiner, Martin Heidegg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xxxv. 中譯本：《海德格爾

（修訂版）》，李河、劉繼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38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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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追問所及的東西的允諾的傾聽（hören）」（GA 12: 165.31-3）84。但是，這並不意味

著我們不能提問，恰恰相反，海德格的意思是，若我們意識到，對語言之傾聽總已經奠

基於追問之中，那麼發問才格外地顯得真切與觸及本質。因此這需要我們轉換方式來探

討（erörtern）這個問題。在海德格那裡，探討（erörtern）即「思索位置（Ort）」，何謂

思索位置？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行進（gehen）」、必須「通過一條道路（Gang）」，而此

種「在途中（unterwegs）」不是別的，恰恰意謂「經驗（erfahren）」，因為經驗（erfahren）

與「上路、行駛（fahren）」相關。因而，我們必須放棄這樣一種要求，即要求思想給予

我們某種單義的（univocal）回答——但來自思想的本真的（eigentlich85）回答恰恰可

能是質樸的（einfach），但兩者絕然不同，前者意謂著被語言固有結構所框限的片面與

呆板，而後者意謂著，在多視角映照的思想中，嘗試去體會語言 質樸、 具穿透力的

本質元素。也就是說，我們的任務是，在詞語中去體會一種關於語言的「詩性本質」，

這固然有別於傳統哲學對「本質」的看法：海德格把「本質」動詞化了，使“wesen”成

為「本質之顯現（west）」，或曰「本質化（Wesung）」。正如美國學者 Mark Wrathall 在

How to read Heidegger 一書中所云：「因為『本質』在海德格看來是個動詞，所以這個

表達......可以指語言在做某件事：語言正在『本質（essencing）』。......語言使事物進入它

們的本質，語言『調動我們（moving us）』，從而讓事物以某種特定方式對我們重要......」

（Mark Wrathall 2005: 93-4）86 

這正是海德格不遺餘力地更新傳統形上學語言系統的著名例子。根據 Ziarek，這種

「本質化」或說「本質現身」，必須在以下三重意義上去展開：揭蔽（unveiling）、延展

（extending）與開啟（opening）（Krzysztof Ziarek 2013: 29.3-5）87。因而，詩性本質就

不再僅僅是文學批評意義上的「詩情畫意」這麼簡單了，而是一種思想源初處的詩性之

顯現，儘管它與詩情畫意一樣，告別了概念而走向意象。用海德格的話說，「詩意經驗

（dichterische Erfahrung）」，就是在詞語中，體驗詩與思的鄰近（Nähe）。實際上，我

                                                
84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65.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66 頁。 

85 在 ZUS 一文中，海德格將 eigentlich詮釋為「屬於本有的（zu Ereignis gehörend）」。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22. 中譯本：《面向思的事情》（增

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5 頁.  

86 Mark Wrathall, How to Read Heidegger.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p. 93-4. 中譯本：《海德格爾導
讀》，姜奕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139頁。 

87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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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認為，「詩意經驗」這個詞幾乎概括了海德格探討詞語乃至整個語言思想的基本路

徑（Gang）和初衷。因此，當海德格在〈語言的本質〉中云：「語言的本質：本質的語

言」時，他所描述的正是這樣一種切近：詩中之思，思中之詩。 

因而「詞語」，在海德格那裡，不僅不能被定義，並且總已經是歧義性（Mehrdeutigkeit）

的詞語了，它不是具體的「某個」詞語，但也絕不是一空泛、抽象的概念（Begriff），

或更準確地說，詞語絕不僅僅是一個概念。但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必須承認，當無法準確

命名並理解（begreifen）詞語時，人們的確很容易將它理解為抽象和概念的。但在海德

格看來，這些困惑是可以解決的。它時而作為獨一無二的詞語，時而作為「逸離的寶石」，

時而又象徵「花朵」。一言以蔽之，詞語作為神秘（Geheimnis）本身，恰恰是我們在

詩歌中需要首先經驗的。正如美國學者 Dahlstrom 所說，神秘（Geheimnis）並非難以理

解、無法解釋或說可疑的，它是隱匿者隱匿自身之過程，甚至包括隱匿過程的隱匿性自

身（Daniel O.Dahlstrom, 2013: 136.28-33）88。在我們看來，詞語之神秘，正是我們得以

洞見（einsehen）——而非知道（wissen）89——「語言之本質」的那種「本質的語言」： 

 

海：決定我的抑制（Zurückhaltung）態度的，乃是⼀一種不斷贈⾧長的洞⾒見（Einsicht），

也即對那個由道說之神秘（Geheimnis）向我們掩蔽起來的不可捉摸的東西的洞識。︒｡......

守護神秘之純正源泉（reinen Quell），在我看來是最艱難的事情了。︒｡ 

⽇日：可是我們能因此乾脆就避開關於語⾔言的⾔言說的⿇麻煩和⾵風險嗎？ 

海：絕不。︒｡我們必須不懈地致⼒力於這種⾔言說。︒｡當然，這種⾔言說之所說絕不能採取科

學論⽂文的形式......（GA 12: 140.14-141.5） 

 

海德格在這兒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人能夠自然地言說神秘嗎？海德格給予肯定的

答覆。固然，這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是過於樂觀了，而海德格的回答並不令人十分滿意。

但無論如何他認為，即使是索性放棄，又何嘗不是一種對神秘的回應：「作為拒絕，棄

絕始終是一種道說」；因而他解釋道，「我們也並不想解開這個謎團，而只是想讀懂（lesen）
                                                

88 Daniel O. Dahlstrom, 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136.  
89「我們不能知道語言本質，而這無疑不是什麼缺陷，倒是一個優點。」cf.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55. 中譯本：《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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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謎團，把我們的沉思集中（sammeln）到這個謎團上」（GA 12: 219.26-8）90。“lesen”

除了「閱讀」還有「採集」之義，若我們仍依稀記得，“lesen”和“sammeln”正是海德格

詮釋“λέγειν”時使用的字眼，那麼我們有理由猜度，詞語之神秘，是否正孕育了那古老

的詞語即邏各斯（λόγος），換言之，惟有直面詞語之神秘，才能運作邏各斯？當然也或

許是我們多慮了。但眼下要緊的事情依然是「直面詞語之神秘」。海德格認為它正正體

現在詞與物之關係上：「詞語之神秘——即詞語乃是物之造化」（GA 12: 223.5-7）91。

那麼，何謂「造化」？在〈詞語〉中，他如是說道： 

 

我們可以把詞語的這樣⼀一種⽀支配作⽤用命名為造化（Bedingnis）。︒｡......可是，詞語並不

為物設⽴立原因。︒｡詞語讓物作為物⽽而在場。︒｡這樣⼀一種讓（Lassen）就是造化。︒｡（GA 12: 220.3-12）
92 

在其他地方海德格對此關係的闡述已十分完備。例如，他在〈語言的本質〉中說道： 

詞語本⾝身就是關係（Verhältnis）。︒｡詞語這種關係總是在⾃自⾝身中扣留（einbehält）著

物，從⽽而使得物「是（ist）」⼀一物（GA 12: 159.33-4）93。︒｡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詞與物之關係就是：詞造化物。在海德格的類似論述中，無

論是「扣留（einbehalten）」、還是「克制（zurückhalten）」、「保持（halten）」，

甚至是「關係（Verhältnis）」，均與字根“-halten”有關。關於這個“-halten”，在上一章

節中我們概括出了兩層意義：「保持」與「抑制」。同樣地在這裡，我們企圖以「保持」

與「抑制」來揭示詞語之「造化」機制。不僅如此，在我們看來，它們幾乎可被看作理

解海德格語言運思（denken）機制的關鍵之一，所以在後面的篇幅中我們將持續地、一

再地提到它們。從根本上說，去理解「造化（Bedingnis）」，即是要求我們將「詞語」從

名詞轉為動詞。海德格很喜歡將名詞動詞化。在前文我們已提及，GA74 中海德格有云：

“Das Ereignis wortet.”（GA 74: 99.9）94這句話的意思是：大道[本有]（Ereignis）詞語化，

                                                
90 Ibid. pp. 219. 中譯本 229 頁。 

91 Ibid. pp. 223. 中譯本 234 頁。 

92 Ibid. pp. 220. 中譯本 230 頁。 

93 Ibid. pp. 159. 中譯本 159 頁。 

94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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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譯為：大道成道於詞語中。換言之，大道之道說（sagen）正是以詞語的「方式」自

行成道（發生，ereignen）。成道說的是，大道以其本己的方式顯現。所以，正如將本

質（Wesen）思為本現（Wesung），將時間（Zeit）思為時間化（zeitigen），詞語也應

如是被思為「詞語化（worten）」，亦即詞語作為詞語的顯現過程。因而，動詞化之後

的詞語，始具有了「造化物」之「動力因」。當然在此之前，我們首先需要瞭解的是，

海德格對實體意義上的物，或者說「物自身」並不特別感興趣，他對「物」的闡述在某

種意義上，可以說，由始至終都是非常現象學的（詳見〈藝術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一文）。 

保持，意味著詞語保持物之物性（die Dingheit），也就是「物存有的可能性（holds 

a being to the possibility of its being）」（Krzysztof Ziarek 2013: 89.8-9）95。也就是說，「造

化（Bedingnis）」，或曰「給出（geben）」，不是別的，首先是給出一種持守之力，或者

說，「造化」正是持守之力本身，從而使物在場。正如海德格所說，「惟詞語才賦予在場

（Anwesen），即存有（Sein）——在其中，某物才顯現為存有者」。然而海德格也申明，

不能將造化（Bedingnis）與根據（Bedingung）混為一談，儘管“bedingen”的原本意涵是

「以......為前提、條件」，然海德格將它解構為“be-dingen”，中譯者孫周興先生直譯為「使

物成其為物」96。因而，「讓」之力並非為物設立原因，它是非因果性的，或許也可說是

前因果性的。「讓（lassen）」更傾向於一種釋放（entlassen），它開啟一種可能性，給予

物生長的空間，而這正體現海德格了獨特的拓撲學觀念97。請允許我們將之概括為：造

化「開顯」的一面。與此同時，造化也有「遮蔽」的一面，這另一面向即抑制。在某種

意義上我個人認為，抑制規定了前者。 

根據前面的引文，大體上來說，抑制指的正是「那個由道說之神秘（Geheimnis）

向我們掩蔽起來的不可捉摸的東西」。正如我們上一章已討論過的，詞語之給予性，須

得彰顯於自身作為存有者之隱匿中，因而抑制說的，正是抑制詞語自身，亦即詩人意識

到一件事：「詞語是不可支配的」。然歸根究底，它的不可被支配乃由於，詞語抑制了

它自身的述謂性（predication），抑制使詞語的慣常用法即命名（nennen）萬物失落

於表達與概念中：此刻，詩人突然間無言了。描述（darstellen）萬物的那個謂語項突然

                                                
95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89.  
96 詳見：《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30 頁譯注 1。 

97 關於海德格的拓撲學（Topology），我們將在後章繼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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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翼而飛；詞語本身變得不可言說。他不再能夠用華美的詞藻去命名和歌頌萬物，因為

他發現：「如此，在淵源深處一無所有」。這個一無所有的淵源，乃不可述謂的詞語的

深潭。對此，海德格繼續詮釋道，詞語「不再僅僅具有命名作用的對已經被表象出來的

在場者（vorgestellten Anwesenden）的把捉（Griff），不只是用來描繪眼前之物的工具。」

（GA 12: 214.28-31）98在這裡我們看出，海德格試圖翻轉某種「自古以來起決定作用的

語言顯現方式」（GA 12: 13.4-5）99亦即詞與物之間的關係：詞語描述事物、符應事物，

因而它是人與事物的媒介，更是僅屬於人的活動（Tätigkeit）。 

一方面，當詞語抑制自身之概念化，也就是拒絕自身被「把捉（greifen）」為概念

（Be-griff）時，它就趨向了神秘。這是因為，從根本上講，當詞語逸離了述謂性，它

就不再作為一種空泛的中介，不再可供人們看作（begreifen）為某對象（Gegenstand）

使用，進而，事物不再作為「是某物（to be something）」而顯現。那麼，當我們反過來

說，肯定詞語之神秘，也就是去否定這樣一種理所當然的觀念，即詞語的可理解性僅僅

基於它是語言學的一個基本表達元素，亦即「意義的語音（phone semantike）」。這一

點固然標誌著海德格與理智主義的語言學、符號學分道揚鑣，但我們能說海德格因此就

落入神秘主義嗎？非也。區分海德格與一切反智的神秘主義100的地方，恰恰也是在這裡。

因為，不論是理智主義的語言學抑或反智主義的靈修派，它們對語言的看法根本上是一

致的：語言僅僅是表達概念的符號，它外在於意義與真理，語言本身不具有意義。不同

之處僅在於，真理之來源不同罷了。在這一點上，兩者均沒有超出傳統形上學一絲一毫。

海德格與這二者絕然不同。他企圖尋找一種全新的（同時也是 古老的）語言的可能性，

此種語言不僅是前概念、前表象的，它甚至先在於意義：是此種語言織造出意義。意義

不僅內在於語言之中，晚期的海德格甚至相信，作為指向（Deuten）的含義（Bedeutung）

也是次性的，它次於「顯示（Zeigen）」，「顯示」根本上意味著：「讓......看」（Krzysztof 

Ziarek 2013: 109.34-6）101，因而語言是真理發生的本真場域與可能性：語言與意義（Sinn）

的關係徹底顛倒了。所以，詞語「給出」存有，也是在這個層面上得到理解。在 ZUS

一文中，海德格在一個關鍵性的註腳中，暗示了「顯示（Zeigen）」的意思：「顯示——

                                                
98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1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23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99 Ibid. pp. 13. 中譯本 6 頁。 

100 這並不是說，所有的神秘主義都是反智的。對於某些分析哲學家來說，海德格也是「神秘主義」的。 

101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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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召喚的命名（「作為（als）」的消失）」。這個「作為」，乍看之下令人費解，但它被

提及實則有重要緣由。它乃是哲學中 基本的知覺模式的表達式，它的意思是「將某物

作為某物而表象出來」，它與「彷彿（als ob）」有著存有論上的差異，後者乃是一種想

象模式。因而，海德格在這裡說「顯示」中「作為」消失了，我們猜度，在這種「顯示」

中，認識論意義上的知覺模式消失了。因而，某物「顯示」，絕非「將某物作為某物而

表象」，在這裡不存在中介，是完全透明的。語言直接透過命名，召喚出事物之本質，

也絕非先將某物表象作為某物而存有，而後命名。 

另一方面，當詩人直面詞語之神秘時，意識到了純粹述謂的概念是多麼無力，但與

此同時，詩人也意識到了，恰恰由於那獨一的詞語抑制了自身的述謂性，才給出（geben）

了眾多可被述謂的「單詞」。正如我們在上一章節所探討過的，詞語的「作用」在於抑

制自身從而「蛻變」為一個匿名的“es”，它是非主體的、瀰漫的「有（es gibt）」，或曰

絕對的、「盲目地」給出，因此詞語擺脫了以往的在場狀態（Anwesenheit），即以被表

象的具體存有者的形態。因此，詞語絕不等同於「物」，既非一客觀實在的物，亦非一

觀念實在的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或可將詞語的此種別樣的在場狀態「想像」為： 

 

其中全然是單詞（Wörter）⽽而沒有⼀一個獨⼀一的詞語（kein einziges Wort）。︒｡因為⼀一本

詞典既不能容納也不能包含這個詞語，這個使諸多單詞（Wörter）達乎詞語⽽而表達出來

的詞語。︒｡（GA 12: 181.29-32）102 

 

乍看起來，在這裡，海德格區分了單詞（Wörter）與詞語（Wort）。然而，在我們

看來，這裡揭示的並不僅僅是一種差異，而是一種凸顯在差異中的「別樣的在場」：在

場化（An-wesen）。 

誠然，這種區分始終貫穿著海德格的語言思想。儘管與晚期的看法仍有相當距離，

但無論如何，SUZ時期的海德格已然發現了這樣一件事，即「詞語」不僅絕不等同於、

而且總是先於辭典裡的言詞物。而且詞語的是被言說出來的，它源於預先被給予的含義，

源於說者自身對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的理解（Daniel O.Dahlstrom, 2013: 237）103，

                                                
10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81.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184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有改動。 

103 Daniel O. Dahlstrom, 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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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它並非純粹的聲響（mere sound）或內在空泛的符號；換言之，作為詞項（lexical 

terms）的言詞物，向來總是次性（secondary）的。在SUZ第三十四節中，海德格說道：

「詞語（Worte）吸取含義而生長，而非先有言詞物（Wörterdinge），然後配上含義。」

（SUZ: 161.20-1）104在這裡，海德格意圖強調含義（Bedeutung）的優先性，儘管彼時

的海德格對含義與詞語的理解已經越出胡塞爾，來到了存有論層次，但實際上我們認為，

他的出發點仍然基於《邏輯研究》，即「含義」作為表述（Ausdruck）的可理解性

（Verständlichkeit）。由於本文篇幅和結構的限制，我們只能對此稍加解釋：一，與《邏

輯研究》一致，海德格並未對「意義（Sinn）」與「含義（Bedeutung）」加以嚴格區分，

並且均著重於在語言分析層面上使用「含義」這個詞；二，更關鍵的在於，無論如何，

對話語（Rede）與領會（這其中就含括了對含義）的生存論分析（existenziale Analytik）

依然沒有超出這樣一種看法，即話語（Rede）作為人與人交流的中介。從“Rede”的詞義

本身105，我們也可發覺，彼時的海德格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對「非人類學式」的語言是漠

不關心的。此外，海德格並沒有意識到詞語蘊含的詩性，因而詞語仍是手前物

（Vorhandene）一般的存有者。 

不同於 SUZ，引文中出現的詞語，企圖接近的是這樣一種別樣的「在場」，它的別

樣之處在於，對真正的現前者而言，它恰恰是非現前、非在場的：一方面，它並不被一

般的語義系統所容納，這說明詞語是不可「見」、不可被把握為述謂對象的，它自身被

單詞（Wörter）抑制著，與後者也是全然異質的。但另一方面，它隱蔽在眾多的單詞之

中，乃至於詩人發現，每一個具象的單詞在 終意義上都指向這個唯一的詞語，我們認

為，詞語在絕對意義上的單數性，正正體現在這裡。它是源初的、不可數的「一」，在

其中，誕生了作為「多」的單詞。 終這難道不意味著，詞語「隱匿於不在場中的在場

（Abwesen geborgenes Anwesen）」（GA 12: 219.26-8）106嗎？關於這個在場者的弔詭遊

戲，海德格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一文中說得更形

象些：「甲帶著乙，甲使乙運行。」（GA 5: 350.3-4）107，因而兩者的關係恰恰可以描述

                                                
104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161.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188 頁。 

105 “Rede”有「演講、演說；謠言、閒談」等意義。 

106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19.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29 頁。 

107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50.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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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詞語帶著單詞，詞語使單詞運行。但這種譬喻在海德格看來，仍不夠充分，它仍然

是弱詮釋。困難首先來自於「在場」這個詞語本身對我們的詰難。其次，為了接近總已

抑制自身述謂性的詞語之神秘（秘密），海德格能且只能在在場者與不在場者之間迂迴

地遊走，而這使得清晰地勾畫出他的路線變得十分困難。誠然，這種「一」與「多」的

說法無疑間接承認了詞語「與《約翰福音》開篇宣示的那個邏各斯」的相似性，但我們

並不完全肯定 Steiner 的看法，因為邏各斯並非完全等同於「使存有得以顯現的大寫的

語言」，應該更準確地說，邏各斯只是人們從形上學之稜鏡（prism）中藉以窺探此大寫

語言的唯一可能的象徵。 

 

4. 抑制作為基本情韻  

 

在前章節中，我們曾提過這樣一個問題，詩人如何以全然不同的方式接近詞語、接

近其自我隱匿之本質？海德格答道：詩人歌唱（singen）。因而，這一節我們將從歌唱與

音樂去著手，探討此種「歌唱（singen）」如何可能。 

實際上，我們並不同意 Steiner 對海德格的一個小批評，即海德格並不重視音樂：「他

很少進行這種類比（指音樂，本文作者按），這是他的一個主要的策略失誤。」（George 

Steiner 1989: 30.25-7）108。儘管，相比於幾乎是科班出身的阿多諾（1903-69），海德格

這個鄉下小伙子顯然對音樂算不上懂行，但我個人認為，在〈詞語〉一文中，儘管音樂

極少出現，卻在論述上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道說進⼊入另⼀一種⾳音節分劃，另⼀一種 µέλος，另⼀一種⾳音調中。︒｡（GA 12: 216.10-1）109 

 

“µέλος”亦即“mélos”，也就是旋律（melody）在詞源學上的起源，換言之在這裡，

道說進入另一種旋律，它將自身調協或曰合調（stimmen）於另一種旋律之中。此一「旋

                                                
108 George Steiner, Martin Heidegg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30. 中譯本：《海德格爾（修

訂版）》，李河、劉繼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77 頁。 

109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16.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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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是普遍存在的，它不同於詩人以往吟唱的旋律，後者儘管是悅耳動聽的，但它僅只

歌頌個別存有者。前者的普遍性在於，它恰恰作為寂靜（Stille）與寧靜（Ruhe），它是

一種從本質而來的聲音（Stimme），準確地說，海德格認為，形上學的語音（phone）與

聲響（Laut）110總已經帶有情韻（Stimmung/tonality）111：「它是那麼的寧靜，所以除非

你完全靜止，否則你聽不到它」112。因而旋律的轉變不止發生在調性意義上，更根本地

說，它並非旋律，而是旋律性；並非節奏，而是節奏感；並非音樂，而是音樂性（Musikalität）。

它是音樂得以產生的韻律113，我們或者可以說，它是一種絕對的運動（Bewegung），其

絕對性來自於，「寧靜（Ruhe）總是比一切運動更動盪，比任何活動更活躍。」（GA 12: 

26.31-3）114而隨後海德格對節奏感的描寫，似乎驗證了我們的看法：「節奏，即ῤυσµός，

並不意味著流和流動，而是意味著安排（Fügung）。節奏是安排歌舞活動並因此使之安

然自足的那個安寧者。節奏賦予寧靜（Ruhe）。」（GA 12: 217.23-6）115此種節奏感，海

德格在下文又美名曰「賦格（Fuge）」116，它順從，或者說恰到好處地嵌入（fügen）思

想之「對位法」——亦即思想之規則（Bestimmung）中。「賦格」是寂靜無聲的（still）

創作形式。由於“still”的動詞形態“stillen”，恰恰具有另一層意思：母親哺乳，解除嬰兒

的不安，使其趨於平靜。因而海德格說：節奏賦予寧靜。而寧靜（Ruhe）之動詞“ruhen”，

亦有「休息、依偎」之義。換言之，節奏感賦予了道說棲息之可能性。棲息於何處？——

寧靜地棲息於詞語之中。在 Vallega-Neu 所著的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110 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將「發聲（Lauten）」詮釋為「身體與文字」。cf. Ibid. 249. 註釋 a. 中譯本：261
頁註釋 3。 

111 「情韻」這一譯法源自宋灝教授。相較之下我們更傾向於「韻」字，原因很明顯：「韻」字有「韻律」

之義，與我們此處所述的音樂性不謀而合。 

112 請允許我們引用神秘主義者奧修來潤色我們的解釋，我們將力圖證明這個引用具有合法性。詳見：奧

修，《瑜伽之書（上冊）》，謙達那譯，台北：奧修出版社，2004 年，136 頁。 

113 「如果你了解它，那麼你就可以創造出⼀一個韻律，你可以滿⾜足⾝身體的需要，也可以滿⾜足靈魂的需要。︒｡

有時候你進⼊入關係，有時候你離開它。︒｡有時候你們⽣生活在⼀一起，有時候你們單獨⽣生活。︒｡有時候你變成頂

峰——完全單獨，甚⾄至連別⼈人的概念都不存在，那就是韻律。︒｡瑜伽就是關於這個。︒｡」奧修，《瑜伽之書（中

册）》，謙達那譯，台北：奧修出版社，2004 年。 

114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6.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年，22 頁。 

115 Ibid. pp. 217. 中譯本 227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修改。 

116 賦格乃複音音樂的一種固定的創作形式，其主要特點是相互模仿的聲部在不同的音高和時間相繼進入，

按照對位法組織在一起。c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8B%E6%A0%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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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中，他甚至將 Beiträge 全書看成一首賦格，而全書的各章節均出於一個

共同的基本情韻（Grundstimmung）內在地與其他接縫（joining）相連結。與此同時，

每一接縫（章節）各有其特殊的主導情韻，這是因為，在賦格中，每一聲部都有其特殊

的「聲音（sound）」，但與此同時，它們又共鳴、迴響於整首賦格中。（Daniela Vallega-Neu 

2003: 38.1-6）117 

無疑海德格在這幾處道出了「道說（Sage）」的幾個本質特徵：首先，作為音樂性，

它是寧靜（Ruhe）本身。正所謂：大音希聲，此時無聲勝有聲118。其次，它確立了（bestimmen）

思想之基本情韻（Grundstimmung），也使得人們傾聽道說得以可能。因而，海德格的語

言思想已經在此意義上徹底離開了實證主義與語音中心主義（phonocentrism）：「正是這

一特點（思想之基本情韻，本文作者按）才使海德格同他的分析的、實證的批評家們區

別開來。彷彿因為意識到了這種區別，海德格進而對笛卡兒哲學以及在此基礎上出現的

一切理性與科學人士的模式提出挑戰。」（George Steiner 1989: 31.25-9）119又如 Ziarek

所言：“Language sets the tone(Stimmung) for Heidegger's work, let's its experience unfold, 

lending it its idiomatic non-metaphysical voice(Stimme), at once challenging and annoying to 

our metaphysical well-trained ears.”120進一步來說，正是極具感染力的詞語，為思想奠定

了某種「情韻（Stimmung/tonality）」，他打破了我們慣常擁有的「形上學之耳」——它

意味著我們只對抽象的概念、意義的語音（phone semantike）產生興趣——而惟有詞

語之「情韻（Stimmung）」使一種本真的思想之發生規則（Bestimmung）得以可能，它

不同於過往真理對正確性與符合性之規定，相比之下，前者總是懸而未決、未經規定的

（unbestimmt），但這又從根本上說明，思想的情韻總是多樣的。換句話說，前者的產

                                                
117 Daniela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38. 中譯本：《海德格爾<哲學獻文>導論》，李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50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118 開始瑜伽練習前，瑜伽行者通常需要誦唸“AUM/OM”，在瑜伽思想中，“AUM/OM”是來自宇宙的聲音，

毋寧說，在印度思想中，我們找到十分有趣的東西：「AUM/OM 並不是人類語言裡面的任何一個字，它

不具有任何意義，那就是為什麼印度人不以正常的字母來寫它......它不是人類語言裡面的一個字，它是存

有本身的聲音，它是無聲之聲，它是寧靜的聲音。當每一樣東西都很寧靜，那麼它就可以被聽到，所以

你變成聽者。」奧修，《瑜伽之書（中册）》，謙達那譯，台北：奧修出版社，2004 年，236 頁。本文作者

對譯文略有更改。 

119 George Steiner, Martin Heidegge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pp. 31. 中譯本：《海德格爾（修

訂版）》，李河、劉繼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 年，78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120 Krzysztof Ziarek: Giving Its Word. In Heidegger And Language. Edited by Jeffrey Powell. Bloomington: 
Indiana Press, 2013. p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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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本上需要情韻之調協（或曰合調，stimmen）。總而言之，詩性經驗之所以能體現

於詞語中，正是源於富有完整感染力的、音樂性的情韻，它裹挾著每一個詞語，使其應

合於從大道[本有]（Ereignis）而來的「寂靜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海德格所說的

「痛苦（Schmer）」、「撕裂（reißen）」、「溫柔的（sanft）」、「童年（Kindheit）」、「質樸（einfach）」

等等一系列看上去十分陌生的詞語，卻無處不體現著思想之情韻。 

那麼現在，詞語作為詞語，總已經是帶有某種情韻（Stimmung）的詞語了。正如

在《存有與時間》中的此在（Dasein）一般：「此在總已經是有情韻的。......在情韻中，

此在總已經作為那樣一個存有者以情韻方式展開了。」（SUZ: 134.20-33）121如果說，

SUZ 時期的海德格認為，此在（Dasein）之在此（Da-sein）開展為總已被拋擲入情韻性

的處身情境（Befindlichkeit）之中，那麼我個人認為，類似的看法在晚期語言論述中依

然成立：正由於詞語在此時此刻的（並非“gegenwärtig”）情韻中，總已經投入於如此這

般的「此」而在，因而語言上的在此，恰恰意味著切近（Nähe），詩與思的切近。簡言

之，帶有情韻的詞語打開了地帶（Gegend）與世界（Welt）。在 GA74 中，我們找到了

相關論述來支持我們的看法。在第 150 節，海德格談道：“»Stimme« aus Stimmen als 

eröffnende Versetzung in das Da und erst deshalb Sprache als Verlautbarung.”（GA 74: 

153.7-8）122聲音，且是合調的聲音，作為開放的位移入於此（Da）之中，惟如此語言

才作為宣示發聲。「位移（versetzen/displacement）」亦有「使某物處於某種狀態中」

之意涵。如果說，在海德格早期思想中，也存在一種位移（displacement），正是它使

海德格與胡塞爾分道揚鑣：「現象學從存有者向存有的位移」，亦即「現象學關心的不

再是對現象的認識，而是對其展現方式的認識」（Jean-Luc Marion, 1998: 46-9）123那麼

我們發現，在晚期語言論述中，類似的位移同樣存在：語言（詞語）從抽象空泛的概念

移位到在此的情韻處境中。故而，Ziarek 對此句的詮釋為，語言惟有移置於此（Da）之

中，亦即一再地重新投入到此（Da）的存有經驗（亦即Da-sein）中，前者作為言語（speech）

                                                
12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134.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157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122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53. 黑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123 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homas A. Carl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46-9. 中譯本：《還原與給予》，
方向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73-9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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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清晰表述與書寫才成為可能（Krzysztof Ziarek 2013: 66.28-31）124。從另一角度而言，

如果說，在此（Da-sein）藉由這個連字號「—」，令「此（Da）」標畫出一個舞台，

在這舞台之中存有「出演」（儘管它以我們 陌生、 無法感知的方式表演），那麼，

作為無聲的情韻（它也正是語言）無疑是這齣戲的腳本。 

但是，隨著探討的深入，關鍵性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海德格所謂基本情韻

（Grundstimmung）究竟意味著什麼。首先需要釐清的是，「情韻（Stimmung）」並非一

種心理學或人類學上的觀念，這點在 SUZ 及其後的著作中皆已得到反覆澄清。因而在

Beiträge 中，海德格說，情韻決不是「那種伴隨、照亮和遮住人類一切或許已經被固定

起來的所作所為的方式（Tun und Lassen des Menschen）」（GA 65: 33.28-9）125。假設 SUZ

中的「情韻」仍會導致上述「心理學與人類學」上的誤解，那麼晚期的「基本情韻」一

詞，所指涉的已徹底超越有限的、事實性的人類學經驗了，不如說，它更傾向於一種可

能性，且非作為個體人類生存的可能性，而是一種更宏觀、更整體的情境，然而這僅為

我們的推測。誠如 Dahlstrom 所言，在 SUZ 中「基本情韻（Grundstimmung）」這個表達

僅出現過一次，但在一九二九年以後，它卻扮演愈發關鍵性的角色（Daniel O.Dahlstrom, 

2013: 134.25-7）126。乃至於，在 Beiträge 中，「基本情韻」已經成為思想之本質性要求，

在技術層面上講，它已成為論述從「另一開端（anderen Anfang）」而來之思想的首要環

節。之所以說「首要」，乃因為對「基本情韻」的論述被放在全書的開篇與總論部分，

亦即〈前瞻（Vorblick）〉部分的第五、六節： 

 

⼀一切本質性的思想都要求，其思想內容和命題要像青銅⼀一樣，常新地（jedesmal neu）

從基本情韻中被雕刻出來。︒｡如若基本情韻懸缺未⾄至，則⼀一切都不過是對於概念和空洞詞

語的⼀一種被迫無奈的喋喋不休⽽而已。︒｡......基本情韻卻為在此調諧（stimmt），因⽽而在詞語

和概念中為作為存有之真理的開拋的思想調諧。︒｡（GA 65: 21.10-24）127 

                                                
124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66.  
125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33.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38 頁。 

126 Daniel O. Dahlstrom, 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134.  
127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21.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37 頁。本文作者

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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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之下，寫於二九年的〈形上學是什麼？（Was ist Metaphysik?）〉一文，海德

格以更為簡潔明瞭的方式闡釋了基本情韻的運作機制。作為一基本情韻的「畏（Angst）」

啟示出了「無（Nicht）」：「無在畏中揭示自身，但並非作為存有者而揭示自身。它

同樣也不是作為對象而被給予的。畏並非對無的把握。但是，無卻通過畏並且在畏中才

變得可敞開」（GA 9: 113.11-4）128。 

綜上兩者，我們可得知「基本情韻」的幾個基本要素：首先，它自身並非某種可被

把握的對象，並非如特定存有者一般，具有固定的空間形態，倒不如說，它作為一種總

已經在場的氛圍、一種能量場，如空氣一般彌散，又如「作為火花的保存」（GA 65: 

21.28-9），它賦予萬物活水源泉，又使得（並非空洞乾癟的）思想能夠一再地、常新地

從中誕生出來；其次，由它所調諧的在此（Da-sein）之存有經驗，亦非某具體的、可被

表象掌握的存有者，換言之，基本情韻恰恰是這樣一種可能性與運動（Bewegung），

它不是客體化行為，並且在其中抑制任何客體化、對象化與概念化行為。它不可把握，

因而它具有多個名字：「預感（Ahnung）」、「抑制（Verhaltenheit）」與「畏懼（Scheu）」

等等。然而這並不等同於否認基本情韻的單一性。海德格在Beiträge中說道： 

 

抑制（Verhaltenheit）——作為⾵風格——乃是此在的建基性尺度和怒⽕火持存性

（Grimmbeständnis）的⾃自⾝身確信。︒｡它規定著⾵風格，因為它是基本情韻。︒｡（GA 65: 33.19-21）
129 

 

從而，我們一直以來不厭其煩地談到的詞語造化之抑制、允諾的自我隱匿，以及那

海德格含糊其詞的「我的抑制態度」，不是別的，指的正是思想的基本情韻。然而，抑

制（Verhaltenheit）歸根究底，究竟抑制了哪些東西？我個人認為，它首要地抑制自身

作為存有者，亦即被表象的對象，因而，抑制是不可見的、不發聲（即沉默）的；但另

一方面，抑制作為「先行－情韻（Vor-stimmung）」，卻是可感的，甚至是可供人棲居的，

                                                
128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9, 1976. pp. 113. 中譯本：《路標》，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年，131 頁。 

129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33.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38 頁。本文作者

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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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先行」則意味著它總是先於概念、先於客體化行為，甚至於它總已經先於其他情韻。

正如Vallega-Neu所言，「抑制與作為隱逸的存有的無蔽和有所居有的本有相協調；它讓

人得以寓居於這一開端的、去基礎的開啟，而不是轉身逃避。」（Daniela Vallega-Neu 2003: 

43.18-21）130正是在此處，我們理解了，海德格那十分可疑的「樂觀主義」（在某種意義

上我們認為，他的樂觀主義幾乎是絕對的）：正是在抑制中，開啟了使人本真面對詞語

之神秘的可能；抑制不是失敗，毋寧說，它的確標畫著某種確定性的失效，但正是這種

失效，反而強迫人們正視一種思的可能性。 

此外，海德格所言之「風格（Stil）」，並非文學批評意義上的風格，更多的，它規

定了思想必須以此為尺度進行思考。為此海德格加大了「籌碼」：「一種歷史，亦即一種

在此之風格」。因而，此種由基本情韻奠基的風格，在 終意義上指的是一種歷史。因

而，「如果一種歷史，亦即一種在此（Da-Sein）之風格，依然還要被贈予給我們，那麼，

這可能只是那種偉大寂靜的隱蔽歷史（verborgene Geschichte der großen）......這種寂靜

只起於沉默（Schweigen）。而且這種靜默（Erschweigung）只能從抑制中成長起來。」

（GA 65: 34.26-32）131 

在上文中我們曾說過，詞語是匿名的詞語，它克制、隱匿著它自身。或許現在，我

們可以更清楚地說，一個本質上沉默的、匿名的、抑制著的詞語，正是「有（Es gibt）」。

它遠比邏各斯沉默，也遠比邏各斯古老。我們透過爬梳海德格作為抑制的基本情韻，無

非企圖證明這樣一種觀點：海德格晚期的語言思想，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嘗試擺脫視覺式

思考的宰制，然而這一企圖是否成功，恰恰也在某種意義上回應著先前的問題即：如何

評價這個全新形上學計畫的成與敗。因而，能否客觀地評價成敗，即是繼續探討如下這

個問題：人們如何才能傾聽「有（Es gibt）」的抑制著的沉默，如何才能傾聽情韻作為

喑啞無聲的「寂靜之音」，換言之，一種有別於通常意義上的「傾聽」，或者說，一種有

別於通常意義上的「觀看」，這些究竟如何可能？ 

                                                
130 “Reservedness attunes to be-ing’s disclosure as withdrawal and enowning event; it allows humans to abide 
in this inceptive, abysmal opening and to not turn away from it”. cf. Daniela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43. 中譯本：《海德格爾<哲
學獻文>導論》，李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56 頁。 

131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34.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39 頁。本文作者

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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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5. 傾聽與表達 

 

或許關鍵就在於，我們必須嘗試去思索，海德格意義上的「傾聽」真正關涉的是什

麼。在與日本學者手冢富雄的對話中，海德格談到： 

 

⼀一種關於（über）語⾔言的⾔言說幾乎不可避免地把語⾔言弄成⼀一個對象（Gegenstand）......

這種⾔言說（指「從語⾔言⽽而來傾聽語⾔言」的⾔言說，本⽂文作者按）從語⾔言之本質⽽而來（von...her）

被召喚出來，並且被引向語⾔言之本質那裡（dahin）。︒｡（GA 12: 141.33-4）133 

此外，海德格在〈語言（Sprache）〉文末提到： 

假定思想有朝⼀一⽇日能成功地回答上述問題，那麼，思想就依然必須提防（hüten），

不要以為表達（Ausdruck）就是⼈人之說話地決定性因素（das maßgebende Element des 

menschlichen Sprechens）。︒｡（GA 12: 29.1-3）134 

 

這兩段話，引得我們去思考幾個問題。其一，語言，在何種意義上、又以何種方式，

被視為對象？海德格為甚麼不首先肯定此種對象化語言？無論如何，這不首要地揭示了

一件事情，即何以言說與何以「觀看」是否存在著根本上的聯繫？而此種「關於」語言

的對象化言說，我們猜度（vermuten），難道不正是第二段所提到的以表達為決定性因

素的說話方式嗎？ 

“Gegen-stand”：「對」、「立」，而非「相互面對（das Gegen-einander-über）」，一直是

                                                
132 此乃“AUM/OM”的梵文寫法。 

133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41.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41頁。粗體為海德格所加。 

134 Ibid. pp. 12. 中譯本 25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1 41 

海德格強調「對象」這一概念的特徵（GA 11: 71 注 4）135。而如何理解「對」和「立」

呢？我們認為，除了凸顯主客二元作為一組關係而在之外，更重要的，「對」、「立」張

開了一種觀看的距離。將事物表象（vorstellen）為對象的觀看方式，就是此種「關於」

語言之言說的基本特性（而我們能否將之簡單概括為以觀看為主的言說方式呢？136），

在此意義上，語言被擺上前來（vor-stellen），作為以系統形式而在的現成存有者

（Seiende）。海德格認為，儘管「對象」一詞在近代哲學史中佔據統治地位，它首次出

現卻是在 18 世紀，而古希臘和中世紀思想，都沒有將在場者表象為對象。它本具有更

深層的基礎，但由於某種由來已久的古老原因，它已將自身之泉源（Quell）遺忘了（GA 

7: 45.18-23）137。 

現在，彷彿我們正要「進入」語言的本真泉源處去探問了，然以「關於」語言的言

說，甚而進一步，以對表象性語言之種種的單純否定為立足點，果真能進入語言那本真

的源泉嗎？很顯然不能。換句話說，相對於直路，海德格從來更喜歡走「曲徑（Umweg）」，

正所謂惟有「曲徑」，方才「通幽」。因為，對他來說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進/轉入（Einkehr）」

（GA 12: 197.14）138。但「曲徑」，也是「繞路」，以視覺擅長的距離測算來看，「繞路」

意味著我們不能儘速到達目的地。但這恰恰反證了，我們需要的立足點，不正是某種已

告別了以「觀看」為決定性因素的語言嗎？儘管尚未有足夠證據證明，海德格全然放棄

視覺化語言的可能性，但自 36 年開始寫作 Beiträge 起，他已開始全面性地反省視覺，

這點毋庸置疑139。 

無論如何，目前對我們來說首要的事情是，將表象的諸種擺置（Ge-stell）且放一旁

（徹底拋掉表象性思維實際上幾不可能，海德格也從未暗示過我們需要這麼做），從而

進入傾聽：而這才是我們所認定的一條「曲徑」。如何打開它？首先令我們想到的詞是

                                                
135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1, 2006. pp. 71. 中譯本：
《同一與差異》，孫周興、陳小文、余明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67頁。 

136 汪文聖老師民國一〇三年的課程「在通向語言的途中」，曾探討過這一問題，即海德格的語言觀念是
否不以視覺為優先，而以聽覺為優先。 

137 Martin Heidegger,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 2000. pp. 45. 中譯本：
《演講與論文集》，孫周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5年，46頁。 

138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97.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04頁。 

139 cf. Walter Brogan, Listening to the Silence: Reticence and the Call of Conscience in Heidegger's Philosophy. 
In Heidegger And Language. Edited by Jeffrey Powell. Bloomington: Indiana Press, 2013. p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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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Zurück）」，而後是「跳躍（Sprung）」－－這兩個詞，均關涉某種「無基礎

的基礎（ungrounded ground）」，接下來的探討，要求我們需要處處留心這兩個詞。但與

此同時，我們也須事先意識到，形上學在何種意義上將語言表象為對象，並且是一種表

達性的對象，方才能夠瞭解，海德格是在何種意義上提出「傾聽（hören）」。 

傾聽，意在人對語言之歸屬（gehören）。歸屬於什麼？「寂靜之音（das Geläut der 

Stille）」。此外，傾聽始終克制/抑制自身（hält...an sich）於歸屬中（GA 12: 29.26）140。

根據前面的章節，我們已經大致上清楚了，何以傾聽以克制（Zurückhaltung）的方式歸

屬於寂靜之音，因為很顯然，當抑制（Verhaltenheit）作為「寂靜之音」的基本情韻時，

這要求人們首先也以相應的方式去傾聽它。但更關鍵的在於，根據上一章節所言，若整

體的抑制作為一種整體性的基本情韻，實際上構成了一種歷史，更準確地說，一種別樣

的歷史。那麼相應的，（共同體的、民族的）傾聽的意義隨即也愈加複雜了。 

一個並不引人注意的註腳，格外地引起了我們的注意，也恰恰證實了我們的猜度。

在〈語言〉一文中，海德格為「克制」一詞做了註：「返回步伐（Schritt zurück）」141。

那麼，海德格是如何提出返回步伐的呢？在《同一與差異（Identität und Differenz）》中，

「返回步伐」大致概括了海德格思想轉折期（“Kehr”）以後對時間性與歷史性的思考，

它相對於黑格爾「揚棄（Aufhebung）」概念而提出，更確切地說，它就是我們以何種方

式與早先的思想（哲學與形上學史）對話的引導詞（Leitwort）。簡單來說，存有本身是

歷史性的，返回步伐是從形上學回返到形上學開端處被遮蔽的「曾在者（Gewesenes）」，

此「曾在者」從開端處即滲透於傳統（Überlieferung）之中，不斷地先行揭示著傳統形

上學，然而它卻始終是尚未思的（Ungedachte）、被遮蔽的（Daniel O.Dahlstrom, 2013: 203）
142。值得一提的是，在〈一次關於『時間與存在』的討論課的記錄〉的文章中，記錄者

（A.Guzzoni 博士）忠實地寫下了海德格對「返回步伐」的思考：「海德格的整個道路中

的思想——是具有回行的特性的（den Charakter eines Rückgang）。這就是返回步伐。」

（GA 14: 35.31-2）這標誌著，海德格思想的根本任務正是思索存有，因而存有之歷史

性，也正等同於海德格思想的路徑，因而「海德格思想的根本任務」與「思考存有」是

                                                
140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9.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6頁。 

141 Ibid. pp. 30. 中譯本 26頁。 

142 Daniel O. Dahlstrom, 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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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反覆，它們都是回行143。 

在此處，我們得以瞭解兩件事情：其一，透過「返回」這一「曲折」的步伐，我們

始得真正「進入」語言之泉源。其二，若果在此種涵義上，我們對「克制」的意思進行

幾分推敲，那麼，傾聽克制地將自身歸屬於寂靜之音的意涵，就十分清楚了：傾聽，始

終以回返的方式歸屬於寂靜之音，因為此種寂靜之音總已經是歷史性的，換句話說，

它正是形上學之所以可能、但卻被遺忘的根源（Ursprung）。那麼為什麼說，根源總已

經被遺忘、被遮蔽了呢？我們比較傾向於以下這種說法，此種根源本身之特性，已先決

了它的遮蔽性。“Ur-sprung”：它意味著，跳躍的起源，“leap-origin”144。 

因此現在關鍵在於兩點：其一如何理解「跳躍」，其二，以此別具一格的「跳躍」

為傳統形上學「奠基」，何以可能？在我們看來，「跳躍」首先指向了一種絕對的差異

（Differenz），一種棄絕（Versagen），一方面，棄絕絕非一種失敗，恰恰相反，它意味

著拒絕流俗意義上均值的、參數的時空觀念。在此種時空觀念之中，海德格認為，「後

繼的『現在』與先行的『現在』是相互鎖閉（verschlossen）的」（GA 12: 200.13-5）145。

這是由於，在均值與普遍化的時空觀念中，形式化的運作徹底遮蔽了獨特的質料（即意

義）。由此，海德格批評「一切都是均等的，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GA 12: 201.2）146。 

進一步說，理解「棄絕」之關鍵，在於去理解「躊躇中的自行棄絕」。在論述「抑

制」作為基本情韻時，海德格談到：「在抑制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轉向作為存有之

本現的有所躊躇的自行棄絕（zögerndes Sichversagen）。」（GA 65: 15.21-5）147值得一提

的是，在Beiträge的卷首，海德格寫到，「這裡紀錄了在長期的躊躇中的抑制著的東西」，

可見「躊躇」與「抑制」在海德格思考中的重要性。所以嘗試釐清「躊躇」與搞明白「抑

制」同樣重要。 

                                                
143 對這個觀點的肯定將持續成為支持本論文的核心論據之一。 

144 Krzysztof Ziarek: Giving Its Word. In Heidegger And Language. Edited by Jeffrey Powell. Bloomington: 
Indiana Press, 2013. pp. 104.  
14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0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07頁。 

146 Ibid. pp. 201. 中譯本 208頁。 

147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15.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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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何謂「躊躇（zögernd）」？它並非一種對某物的猶疑，且首要的，並非德希

達時常表現出的那種猶疑，Vallega-Neu對「躊躇」的詮釋值得推敲：「躊躇標誌著（第

一開端的）『依舊（still）』和（另一開端的）『尚未（not yet）』，即第一開端和另一開端

的在之間的過渡亦即時間化，在其中，存有之真理向思展開。......基於在存有的躊躇著

的自身棄絕中被廓清的開啟，存有作為本有而本現。」（Daniela Vallega-Neu 2003: 90.5-7）
148因而躊躇，向來描述的是一種時間性的「延宕」，一種本源的「發生（ereignen）」。在

全集第四卷《荷德林詩的詮釋》中，海德格說道，「這是一個貧困的時代，因為它處於

一個雙重的匱乏和雙重的不在之中：在已逃遁的諸神之不再（Nichtmehr）和正在到來

的神之尚未（Nochnicht）中。」（GA 4: 47.26-8）149我們是否可以說，那個逃遁的諸神，

正對應著哲學史的「第一開端」，而那尚未到來的神正對應著「另一開端」，因而時代的

貧困（Dürftige）就須得以躊躇為根據，然而海德格是在中性意義上說「貧困（Dürftige）」

的。因此海德格認為，躊躇也和抑制一樣，首要的，不是指個體的情韻、性格，而是整

個時代的整體特質。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有接近躊躇的時刻。有所躊躇（或者說一種根本的猶疑），

常常意味著被過去的回憶拖欠，以及對未來計畫的不安定，總而言之，在躊躇的當下，

作為此時此刻的「現在」恰恰是隱退的，更準確地說，躊躇中的主體被過去與未來所牽

拖而無法動彈。主體既嘗試擁抱過去，又不在過去之中；既處在當下，卻又不在當下之

中；既擁有未來的可能性，也在根本上向可能性訣別。總而言之，惟有在躊躇中，歷史

性的存有之真理，才能在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重「到時（zeitigen）」中本質現身（Wesung）。

關於這點，我們將在第三章作更為詳細的探討。 

總而言之，躊躇中的跳躍——它是某種別樣的「超越（transcending）」嗎？——在

我們線性、庸常的日常生活中斷開一個絕對的「缺口，它撐開了一種絕對可能性的「時

－空（Zeit-Raum）」，因而，這個缺口，相對於鎖閉（verschlossen），即開放性的「決斷

（Entschlossenheit）」。換言之，我們要思的不是時間，也不是空間，而是兩者之間的那

個連字符：「—」，正是這個符號使差異化運作成為可能，在我們看來，一個意義上，它

                                                
148 Daniela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0. 中譯本：《海德格爾<哲學獻文>導論》，李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114
頁。 

149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47.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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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連字符，但它更是斷開日常時空的裂隙（Riß）本身。此即綻出。「綻出／出竅（ec-stasis），

即被從日常狀態中釋放出來，以及被保持在一種奇異的氛圍之中，就像被迷住了

（enchanted）似的。」（Daniela Vallega-Neu 2003: 92.2-3）150如楊婉儀教授所言，這種

裂隙作為「瞬間（l’instant）」，它突破了線性的時間序列（根本上說即空間化的時間），

它讓扁平的時間突變得有深度（profondeur），瞬間突然出現又立即消失，它是未確定的

（unbestimmt）、不穩定的力量，仿若從黑洞而來的靈光乍現，稍縱即逝。在《現象與

時間》一文中，楊老師如是詮釋「深度」：「深度......更是時間顯現於空間中的可能性。

此一可能性不同於被諸種模態所詮釋的時間樣貌，而是時間對於空間的打擾，亦即流變

對於形式的擾亂，而此一時間在空間中鑿穿的洞（le trou），我們稱之為深度。」與此同

時，柯小剛先生和我們也有相似的看法：「比起一個連詞、虛詞和小詞的『與』來說，

連字符甚至更小、更虛，更加『僅僅起到一種連接的作用』，因而更加隱蔽。尤其重要

的是，它是靜默無聲的。......或者我們可以說：海德格所思想的位置就在這個不起眼的

連字符裡」（柯小剛，2004: 255）151。在這個意義上，柯小剛認為，連字符意味著時間

和空間的相互遊戲（Spiel）。正是這個動態的遊戲，使日常時空下的可能性「成為可能」。

更進一步來說，在此種源初的決定性時刻，海德格認為，「開闢道路（Be-wëgung）」始

得以可能（GA 12: 202.3-4）152，因此，「時－空」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可能性，也並非

任何意義上的「空間化的時間」或「時間化的空間」；它是質樸的（einfach）、開端的、

穿透的力本身，惟有它，能夠切斷線性時間，打開一個具有獨一無二意義的「缺口」。

我們這麼說，已經得到 新的研究文獻的支持。Ziarek 甚至直截了當地將「跳躍」等同

於語言源初誕生的時刻：“This moment is the leap, the origin(Ur-sprung), of language, 

which, by giving being to beings, makes room for signification and signs.”153跳躍作為這個

關鍵時刻，因而作為語言之「起－源」的跳躍，通過饋贈存有於存有者，從而為意義與

符號設置了空間。 

因此，正是由於「跳躍」顯現為絕對的差異本身，傳統形上學同一化的運作模式，

                                                
150 Ibid. pp. 92. 中譯本 117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151 柯小剛：《海德格爾與黑格爾時間思想比較研究》，上海：同濟大學出版社，2004年，255頁。 

15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02.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09頁。 

153 Krzysztof Ziarek: Giving Its Word. In Heidegger And Language. Edited by Jeffrey Powell. Bloomington: 
Indiana Press, 2013. p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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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絕無可能對它有所掌握的。簡言之，從形上學規定思想之初始，它既已在起源之處自

行遮蔽（sich verborgen）了。在我們看來，「跳躍」本身既意味著一個總已經出越的起

源，又暗含著對傳統哲學企圖奠基一切的嘲弄。然而必須在此處更為強調的事情是，遮

蔽之為庇護（bergen）的特性：我們不要忘了，「遮蔽」在德文中也有「秘密的」的意

思，因而我們更傾向於將遮蔽理解為存有自身的保密，換言之，差異為了保持自身之活

力，不能將自己暴露在同一化的暴力之光中。換言之，將語言思為庇護（bergen）的意

義是，唯有在這種庇護中，被視覺性的表象化思維排擠為「非－顯現」的存有本身，處

在一種「敞開之境」中。 

無論是「返回」還是「跳躍」，都催促著我們去思一件事，即時間與人之關係的真

正本質：「時間時間化（die Zeit zeitigt）」。對熟悉海德格的人來說，這種句型我們並不

陌生。正如「本質本質化（das Wesen west）」一樣，我們也可大致將之理解為，時間是

以何種方式成其本質的。海德格說，它意味著：讓成熟（reifen）、讓湧現，讓什麼成熟

和湧現呢——讓曾在（Gewesenheit）、在場狀態（Anwesenheit）和將來（Zukunft）三者

同時到來，并將人裹挾於這一凝聚三重時間的「瞬間（Augenblick）」中，而這一瞬間，

不正是前文所說的「缺口」或曰「裂隙」嗎？接著，海德格將「大道（本有，Ereignis）」

強調為時間本身，意味著在此處海德格強調的向度是，「大道」作為發生（Geschehen）

本身，是一個絕對的「事件」，它不能被理解為傳統哲學中的「第一因」，因為其絕對性

恰恰就是對因果性的拒絕，這或許是一部分英語世界學者傾向於將“Ereignis”翻譯為

“Event”的原因154。此外，大道作為絕對事件，在我們看來，它的絕對性意味著：它是

絕對的一次性的事件，它不可被還原為其他發生在線性時間中的一般事件，恰恰相反，

它是日常諸事件意義詮釋的核心，換言之，這恰恰構成了歷史（無論狹義或廣義）的決

定性的時刻。然而，由於「時－空」問題，並非我們的主導問題，因而只能至此擱筆。

在此我們只需要注意一點，海德格提醒我們到，「我們既不可把大道（Ereignis）表象為

一個事件（Vorkommnis），也不可把它表象為一種發生（Geschehen），而只能在道說之

顯示中把它經驗為允諾者。」（GA 12: 247.9-11）把「大道」表像為發生或事件並不稀

奇，稀奇的在於去經驗（erfahren）大道。在這裡，海德格提醒我們絕不能對大道加諸

                                                
154 cf. Jeff Malpas. Heidegger's Topology.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2008. pp. 337. 但值得一提的是，海
德格本人在 ZUS 一文中反對將「本有（Ereignis）」理解為「事件（Vorkommnis）」和「事情（Geschehnis）」。
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26.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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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 

這時候，再次回返到傾聽（我們總算是繞了一大圈彎路！），事情變得稍稍可理解

了嗎？似乎並沒有。在講演〈語言的本質〉中，海德格云，傾聽是一種「讓自行道說

（sichsagenlassen）」，而非追問（GA 12: 170.11）155。結合這幾處，我們約略瞭解到，

傾聽之特性就在於，它讓大道——亦即之為發生（或譯為成道，ereignen）的時間本身——

自行道說；傾聽不在任何意義上挑釁（或譯促逼，herausfordern）語言之道說：這是因

為，傾聽不在一般意義上彰顯時間的可能性，而是讓本質之語言（寂靜之音）透過那別

具意義的「瞬間」，源源不斷地自行湧現，且是以一種既隱又顯的方式敞開自身。 

或許，一種不負責任的說法是，海德格的思想決非純然視覺性的，亦非純然聽覺性

的。在某些時刻，在討論所謂「隱」的問題，似乎以聽覺為優先，而在另一些時候論述

「顯」的問題時，又傾向以視覺為主導。或許，海德格背後的苦心我們須得有所體會，

他為的是避免一種誤解，不要以為以人之五感便能對寂靜之音有所掌握。 

思考到了這一步，我們應繼續順理成章地把「大道」與「寂靜之音」的意涵闡釋清

楚。但我們懸擱這個問題。首先是因為，將海德格晚期語言思想全部講清楚幾是不可能

的事情，此外我們也質疑這樣一種觀點，即海德格的語言思想果真能夠「說清楚」嗎？

因而我們的目的僅僅在於，說清楚人是以何種方式歸屬地傾聽語言道說，以及它與西方

思想中的表達具有哪些截然不同的意義。另一方面，只要我們稍稍謹慎地察看此刻，腳

下所站立的地帶（Gegend）之情形，我們便清楚地獲悉，只有首先講清楚了，人之說話

與語言道說之間存在著何種羈絆，換言之，人是如何適切地嵌入（fügen）於語言本質

之中，方才真正「進入」思索語言之本質的路途中。正如前文所說，人如何恰如其分地

（appropriately）嵌入思想之「對位法」——亦即思想之規則（Bestimmung）中，說得

乃是對待思想的本真態度——順從（fügsam）。而這在我們看來，便是「成道[發生]

（ereignen）」的 核心的意涵之一。這或許也是為何英譯將“Ereignis”譯為“appropriate 

event”的原因。正如在〈走向語言之途〉中，海德格云，「我們既不能強行也不能發明這

種語言轉換（Wandel der Sprache）。這種轉換並不是由創造新型的詞語和詞序來實現的。

轉換觸及我們與語言的關係。此種關係取決於命運（Geschick）」（GA 12: 255-6）156。 

                                                
15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7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71頁。 

156 Ibid. pp. 255-6. 中譯本 2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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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的工作是釐清以下兩個問題：以「歸屬（gehören）」為本意的傾聽，它

與表達，究竟有何本質區別157；另一方面，它又如何與日常意義上的「聽」區分開來？

而實際上，在闡釋「返回」與「跳躍」的意涵之後，我們已然回答了這些問題。 

傾聽與表達，就其淵源而說， 根本的區別是，傾聽始終「指向那個迄今為止被跳

躍了的領域（übersprungene Bereich）」（GA 11: 58.15-6）158，而表達，則始終植根于於

「存有—神—邏輯學（Onto-Theo-logie）」的形上學領域，並成為形上學 基本的言說

方式之一。簡而言之，傾聽是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的，而表達恰恰是歷史的

（historisch）－－前者是後者之所以可能的條件，是那總已經被遮蔽的根源所在（當然，

如此直截了當地套用海德格前期的概念，這種做法依然有待商榷）。繼而，我們對第二

個問題也得出了答案：或許，恰恰是此種歷史性的傾聽，才使得日常生活中的傾聽得以

可能。更準確地說，惟當一種時刻準備著的、在被動中依然蘊含著主動性——作為「搶

先（zuvorzukommen）」的傾聽，亦即「搶聽」，在人身上有所展現，人才真的擁有傾聽

他人、互相瞭解的可能。另一方面，此種「搶聽」也與前幾章所說的「搶答（Anwort）」

有所呼應，不如說，兩者互為一體，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我個人認為，以邏各斯為象徵

符號的「搶答」，恰恰起源於這裡所說的「搶聽」。 

 

終有⼀一死的⼈人說話，因為他們傾聽。︒｡他們關注（achten）那區－分之寂靜的有所令

的召喚，即便他們並不認識（kennen）這種召喚。︒｡傾聽從區－分之指令那裡獲取它帶⼊入

發聲的詞語之中的東西。︒｡（GA 12 :29.14-7）159 

 

在我們看來，首要的區別，恰恰勾連出兩者第二個不同之處。“achten”：除了「關

注」之外，還有「尊重、照顧」的意思，我們更強調後一層意涵。在這裡，海德格無疑

已然透露了此種召喚（Ruf）之傾聽的另一根本特性：尊重，而非認識。此即傾聽與表

                                                
157 我們避免使用「差異（Differenz）」一詞，因為在海德格那裡，「差異」具有複雜內涵，幾乎可說是晚
期海德格思想的核心詞彙之一。 

158 海德格在「被跳躍了的」一詞下作註：「被遺忘的－－被遺留在隱匿中的尚未被經驗的、自行遮蔽的」。
cf.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1, 2006. pp. 58. 中譯本：
《同一與差異》，孫周興、陳小文、余明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54頁。 

159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9.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6頁。斜體字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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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之第二重差別。人並不首先認識（kennen）此種召喚，而是首先尊重召喚，這意味著，

對召喚的傾聽總已經先於對知識（Erkenntnis）的掌握（greifen），換句話說，它總已經

先於概念（Begriff）而出現，因而它是前－概念、非對象性的。當然另一方面，在尊

重中，總已經有一種非同尋常的注意力，它是如此的全神貫注，以至於即便召喚尚未發

出，既已有所通感。那麼在此意義上，我們如何去理解「尊重」呢？它必定不是每日倫

常所要求的一項基本禮貌，恰恰相反，此種尊重是絕對意義上的尊重。 

在GA74中，我們找到了與「尊重（achten）」相關的論述。在第123節中，海德格

談到：“Vernunft—entsprungen dem stillhaltenden Achten auf das Seyn.”（GA 74: 133.26）
160理性發源於此種對存有的尊重[關注]，而此種尊重是無聲克制的。這就是說，惟有在

對存有（Seyn）全神貫注的「尊重／關注」中，理性的反思才出現。當然此處「理性」

的意涵也有別於傳統哲學。唯將身心投注於寂靜的當下，頭腦方能保持安靜和理性，這

點在日常經驗中都是能有所體會的。例如，瑜伽以及諸種沉浸於身體微妙感受性的習練

中，「傾聽」身體的諸種感受（實際也就是感受身體之存在），顯然比主權性地「觀看」

身體更為重要。此外在〈語言〉中，海德格說，在克制中，必定總已經準備（bereit）

著傾聽，它意味著無算計、無效益的等待（warten），乃至於，人要先行於寂靜之音去

傾聽（vor-zu-hören）。在我們看來，「尊重」與這裡所說的「等待」和「準備」相似。

寂靜之音自行遮蔽於隱匿（entzogen）中，作為一個「曾在者（Gewesenes）」，換言之，

一個曾經的「本質現身（west）」者，卻擁有一種偉大的力量，使一切聲音（哪怕無聲）

得以本質現身（Wesung），因而尊重，就是肯認一種「返回」的可能性，就是在絕對意

義上肯定寂靜之音「顯現」之不可能的可能性161。 

在日常生活中，情況則更是如此，即便我們說「什麼也聽不到」，其實也已經對「無」

有了某種程度上在先的把握，而海德格意義上的傾聽則全然不是如此，它必定與日常生

活中對將來之預測與謀劃截然不同。儘管我們必須時刻等待（attendre）著去傾聽與領

會（entendre），但這種類似於苦行的等待是絕對無法算計出任何「意義」的。故而，寂

靜之音必定是超出人類表象與認識能力之外的「什麼」，在此意義上，一種海德格式的

                                                
160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33.  
161 把絕對性理解為「不可能之可能」的思考，源於楊婉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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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思考得以建立。因而，此種期備，在某種意義上說，是期備那不可期待之物，是等

待那永不來臨之物，是歡迎那永不現身之物。 

 

6. 應合與沉默  

 

For the silence, which at every point surrounds the naked discourse. 

因為沉默，時刻圍繞著⾚赤裸的話語。︒｡ 

—— George Steiner〈逃離⾔言詞（The Retreat from the Word）〉 

 

晚期海德格認為，人類本真的說話方式為應合（entsprechen），而非說話（sprechen），

是「語言在說話（Die Sprache spricht）」。人應合語言而說，乃緣於他在傾聽中有所獲取

（entnehmen）。因而，「這種應合乃是傾聽」（GA 12: 30.9）162。它們始終歸屬於那本質

的語言：寂靜之音。 

人應合，乃是人深深意識到語言之「美德」，那苦苦找尋的語言之源泉。在應合之

中，人深刻地意識到，他說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就是他自己，因而他必須時刻當

心他所說的語言：人，在應合之中，與語言成為一體163。更關鍵在於，恰恰在應合之中，

人「什麼」也說不出來，因為寂靜偉大的抑制性力量，使他陷入深深的沉默（Schweigen164）

之中；人在應合之中，不是選擇這種更美妙的描繪，或那種更詩意的表達：真相往往是，

他別無選擇。正如詩人意識到：詞語破碎，無物存有。只有靜默無聲地迴盪在天地間。

也因此，我們認為， 動人的「應合」的例子，乃是亞伯拉罕在那四天中的不發一言165。 

在海德格晚期文獻中，「沉默」與「寧靜」時常作為一對概念結伴出現，這令我們

想起前文他所說的「寧靜（Ruhe）總是比一切運動更動盪，比任何活動更活躍」——如

果說，「靜」是一種本質性的聲音，而沉默亦復如是。沉默並非話語的缺失、亦非喑啞

                                                
16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3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7頁。 

163 這裡借用了楊婉儀教授在一零三學期課程所提出的對人與語言之關係的思考。 

164 晚期海德格也常用“Erschweigung”（本文作者譯為靜默）表達相近意思。 

165 cf. Søren Kierkegaard, Fear and Trembling. Alastair Hannay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5. p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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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恰恰相反，沉默比一切話語更振聾發聵，比任何聲音都更響徹雲霄。因而首先，

我們絕不能把沉默字面地理解為「對說話的拒絕」。正如楊婉儀教授所言，沉默的本質

不是不說話，而是一種讓思想得以鬆動，脫落於整體的可能。我們仍需要進一步對「沉

默」進行更精準的區分。德希達弟子 Düttmann 在其著作 La parole donnée 中，區分了兩

種「沉默」，其一是「前世界的緘默（le mutisme du prémonde）」，彼時尚未有話語（n'a pas 

encore de parole）; 而另有一種沉默（silence），則不再需要話語（n'a pas plus besoin de la 

parole）。（A.G Düttmann 1989: 56.9-19）166很顯然，海德格屬於後者。正所謂「此中有

真意，欲辯已忘言」。然而，陶潛的詩句正應合著 Steiner 所說的「沉默時刻圍繞著赤裸

的話語」。話語總已經被沉默所環繞，換言之，沉默總已經溢出話語之圈限，這意味著

沉默就是話語外部不可或缺的氛圍與情韻，它烘托出話語的本質意義。一種較為流行的

看法或許將沉默看作話語的反面、乃至意義的反面。但在海德格那裏，沉默的涵義更為

深刻。它並非話語內核處秘密而虛無的深淵（這恰恰是諸多後結構主義者們對待沉默的

態度，例如傅科），正好相反，沉默為話語提供了根本的可能性與澄明的出口，正所謂

「它指向道說發覺自身總已運動著的澄明之處，指向道說的開闢道路（way-making）。」

167此一「出口」，我們可理解為「裂隙（Riß）」。換言之，沉默朝向的是無限性，而非總

已閉合的整體性。因此，沉默在話語中留下裂隙—空間，此裂隙（Riß）讓神聖的靈光

得以閃現，彷若林中的光線撒下的澄明（Lichtung）。 

因而關鍵就在於，這樣一種被我們稱為「作為裂隙的沉默」是如何可能的？在我看

來，當沉默在詩性中展開，它即化作話語（Rede）的裂隙，開拓出了新的可能性。因此

這證明了以下的事情是可能的：我們在詩歌中經驗沉默與寂靜，正彷彿兒時的海德格在

教堂鐘樓聽到的神秘鐘聲168一般。年幼的海德格聽到的鐘聲，不再意味著一種單純的聲

響（Laut），相對於表意的話語言談，它是沉默的。Mark Wrathall 對鐘聲的詮釋頗為精

妙：「鐘聲將海德格的合調狀態（attunement）向世界協調為一個和諧體，他對神聖之事

的經驗便基於此；鐘聲讓他在一個上帝降臨賦予意義與和諧的世界之中，從每一樣特定

                                                
166 A. G Düttmann, La parole donnée. Éditions Galilée, 1989. pp. 56.  
167 “Erschweigung points instead to the clearing where the saying finds itself already moving, to the 
way-making of the saying. ”cf.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48.  
168 詳見海德格〈教堂塔鐘之神秘（Vom Geheimnis des Glockenturms）〉（1954）一文。收錄於全集第 13
卷《思的經驗（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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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所發生之地而加以體驗。」（Mark Wrathall 2005: 96.9-14）169正是鐘聲之中作為裂

隙的沉默，讓鐘聲以別具一格的方式，使年幼的海德格得以體驗神聖。 

然而，沉默「在西方人看來，這種經驗等級不可避免地帶有神秘主義氣息」——

Steiner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某種真實：相比於西方人，身處東方的我們，能夠更輕易、

更從容地理解沉默的意涵。在〈逃離言詞〉一文中，Steiner 說道：「因為正是繼承了希

臘－猶太文化遺產，西方文明本質上才具有話語（言語）特性（verbal character）......

在有些東方哲學中，比如在佛教和道教中......『思』的至高志純境界是『廓而忘言』。妙

不可言的東西總是在語言的疆界之外。只有打破語言壁壘的靈視，方能登堂入室，大徹

大悟。」（George Steiner 2013: 12.3-34）170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前文提及的瑜伽之聲“AUM”。

瑜伽藉由身體的習練，從誦念“AUM”開始，漸次進入精微的心靈冥想， 終達到身心

合一、「廓而忘言」之妙境。從某種意義上說，瑜伽比只強調心靈的神秘主義更具科學

性與可操作性。因而，值得思索的事情是，在此意義上，海德格所言之「沉默」，對西

方文明究竟意味著什麼呢？是神秘主義的又一次悄然復辟？抑或是形上學自行崩解的

必然徵兆？遺憾的是，目前對此我們仍無從得知。但至少，正如前文已論及過的，海德

格之沉默絕不是一種反智的神秘主義（其典範可見於某些極受歡迎的「新時代運動（New 

Age）」思想），若姑且要說，晚期海德格思想或可被稱作「理智的神秘主義」，並且「神

秘主義」的「神秘（Geheimnis）」一詞，必須嚴格符應於海德格之詮釋，因而它是在毫

無褒貶的中性意義上講的。 

乃至於，我們發現，海德格本人也曾深深「沉默」過：晚年海德格對於自己三零年

代的所作所為，始終保持著令人不快的緘默。一種主流的觀點認為，並非納粹時期的作

為，而恰恰是晚年的沉默，才是海德格所犯的 大的政治錯誤；它使海德格成為徹頭徹

尾的令人失望的思想家，於此同時，它也意味著海德格本身思想的徹底失敗。而其中

臭名昭著的所謂「懺悔」，不正是 1966 年〈明鏡訪談（Spiegel Interview）〉中的一句

話嗎：「在那時我看不到別的選擇（At the time I saw no other alternative）」。一個對 20

世紀思想做出 偉大貢獻的哲學家，居然在政治上表現得如此幼稚，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然而，若果我們從海德格後期的語言思想去思量這個問題，是否會發現另一個向度，來

                                                
169 Mark Wrathall, How to Read Heidegger.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p. 89. 中譯本：《海德格爾導
讀》，姜奕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133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170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 2013. pp. 12. 中譯本：《語言與沉默》，
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19-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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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這其中的種種疑雲呢？即便他承認了錯誤、懇切地表達了自己的悔悟，難道他的罪

就能被赦免嗎，而又有誰，真的有資格去赦免他的罪呢？我們猜度，或許正是因為海德

格意識到罪之沉重，他才不得不選擇沉默，因為唯有沉默，才能使他意識到，在他身上，

他的罪「如鯁在喉」般地存在著171。正如他自己所說，「為了能沉默，此在必須有東西

可說。」（SUZ: 165.6-7）172我們這麼說，並不希望造成讀者的一種錯覺：即「利用」

海德格的語言思想為其罪責而開脫，對他一味地進行偏袒。我們僅僅期望藉助於一種質

樸（einfach）的思想，期望存在著這麼一種可能性，即海德格真正意識到了自己行動上

的錯誤所在。當然，海德格的政治問題十分複雜，它的論述需要更多的證據，由於它對

我們的主題並沒有更多的幫助，我們只能就此打住，不能再說更多。 

在 GA74 中，海德格曾在「靜－默（Er-schweigung）」與「傾聽（Hören）」之間

用弧線連了起來，就好似樂譜中的連奏記號一般，兩者的連結，仿若連貫著兩個動聽音

符，它們輕柔緩慢地彈奏出旋律，後者正是從存有之真理而來的寂靜之音。在某種意義

上，這條弧線似乎比前兩者更為重要，它刻畫出旋律的節奏、情感與表達方式。在此意

義上，我們或可將這條弧線理解為沉默與傾聽的互為共屬，它發生於本真的「應合」中。

亦或者，若果先前所說的「這種靜默（Erschweigung）只能從抑制中成長起來」，那麼，

這一條優美的弧線，難道不正是作為基本情韻的抑制本身嗎？ 

                

173 

 

7. 現象學的語言：一種「激進的海德格主義」  

 

在前六節中，我們分別透過允諾、詞語、情韻、抑制、傾聽、沉默等等關鍵字，試

圖勾勒出一幅海德格語言思想的剖面（Aufriß）。「剖面」（英文譯為“outline sketch”）在

                                                
171 該段的基本想法，源於與楊婉儀教授在課堂上的討論。 

172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165.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192 頁。 

173 Martin Heidegger, Zum Wesen der Sprache und Zur Frage nach der Kunst.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4, 2010. p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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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那裡意味著：「語言本質之統一體......此種圖畫完全嵌合了被開啟的東西即語言的

敞開領域。剖面是語言本質之圖畫，是某種顯示之構造（Gefüge eines Zeigens）......」（GA 

12: 240.23-32）174。這種整體性的剖面並非諸雜多概念同一化運作後的系統，倒不如說，

剖面揭示了一件事即：語言首先只有一種本質。因而我們並不渴望窮盡海德格晚期思想

的所有細節，也不渴望能在一片支離破碎的思考中窺視海德格思想的全貌。因為，從我

們先前的探討就已得知，「剖面」揭示的是一個活化的有機體，它總已經處在變動與發

展中。從任何一個「裂隙（Riß）」出發，到達的都會是同樣的地方。 

正如Ziarek所言，「語言（Sprache）」並非作為海德格的諸多論題中的「一個」子題

而凸顯，毋寧說，它是一個根本論題。這個論題的核心關懷 終可被還原為以下這個

問題：存有如何展現自身為語言。如果說，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海德格主義」——當然，

它並非海德格自己的主張，毋寧說只是一種對海德格晚期思想的徹底化行為——那麼，

此種激進的海德格主義，只探討了一件事即：從大道（Ereignis）而來的存有的語言，

如何透過語言的「語言化」自我顯示的問題。因而語言不首先是符號（Zeichen）、不是

含義（Bedeutung），而首要的是顯示（Zeigen）：「在希臘文化的鼎盛時期，符號（Zeichen）

是從顯示（Zeigen）方面來經驗的，是通過顯示而被銘刻（geprägt）出來的。」（GA 12: 

234.1-3）175“Zeigen”之奧義不在於顯示存有者，亦不在於顯示存有之殘餘或痕跡（trace），

而在於或揭或隱地顯示存有本身。在海德格對語言的思考中，語言自身也總是溢出「被

使用」的界域，而不如說，在更多時候，海德格都選擇放任語言，任由語言來引導他思

想的步伐。因而我們或許在他的行文中找不到全然嚴謹的論證或結構，但毫無疑問，他

的語言是無比真摯的。此種「從」語言（或更任性地說，「任」語言）而來的思考，恰

恰反映了海德格哲學上的嚴格性（而非隨意性），並且這點，也將他與其他歐洲大陸思

想家區分開來。（Krzysztof Ziarek 2013: 1-10）176 

海德格說，「關於一種循環的談論始終是膚淺的」（GA 12: 142.22-3）177——值得注

意的詞：「關於」。現在，讓我們再次返回到早先的問題：倘若我們仍在擔憂，如何避免

                                                
174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4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50-1頁。 

175 Ibid. pp. 234，中譯本 242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本略作更改。 

176 cf. Krzysztof Ziarek, Language after Heidegger: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10.  
177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42.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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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不恰當的語言——它使我們的討論，成為關於語言之言說——倘若我們仍在為這種

擔憂所糾纏，乃因為我們從未開始真正意義上的傾聽。簡言之，相對於止於觀看的表達，

海德格所要求的，已然是傾聽開顯的道說（Sage）。正是因為傾聽順應（fügsam）/嵌合

於（fügen）語言之本質，以下這類「別樣的循環」方才可能：它從本質而來，復歸於

語言之本質而去。也因此，該意義上的循環，並非上文所提及的惡性循環，而是某種特

殊意義上的「網絡（Geflecht）」，它依循語言本身之運動（Bewegung），其內涵是開闢

道路（Be-wëgung），須得在「前於 初」的意義上理解語言之運動，方才是一種有意義

的循環。作為一種運動的開闢道路，顯而易見的，它並非一種道路的起始點，亦非在一

條道路上來回搬運，不如說它是產生道路、開劃道路，它比道路之起始點更為源初。而

海德格正是在此意義上說：道說（大道之說）乃開端的開端性（Anfängnis），而開端性

自身是道說般的（Anfängis ist in sich sagenhaft）（GA 71: 303.1-4）178。 

此外，我們也終於清晰地看出，德希達（包括廣義上的「德系達式」質疑）是在何

種意義上與海德格分道揚鑣的（當然我們必須再三承認，如此後設地批評他也有失公允，

但實際上我們的靶子並不是德系達的思想本身）：在〈暴力與形上學〉與《論精神》中，

德希達關心的始終是一種關於（über）語言的言說如何可能，而在這種關於語言的言說

中，表達（Ausdruck）成為這種對象性言說的唯一可能方式——儘管，德希達或許並不

認為一種從語言而來的言說是可能的。在〈語言〉一文的前半部，海德格花費了不少篇

幅，去評論這種語言觀念（Vorstellung），亦即一種對存有者之表象（Vorstellen）和再

現（Darstellen）的表達： 

 

沒有⼈人膽敢宣稱上述語⾔言觀－－即認為語⾔言是對內在⼼心靈運動的有聲表達，是⼈人的

活動，是⼀一種形象的和概念性的再現－－是不正確的，......它們在對語⾔言所作的不同科

學考察⽅方式的領域中⼤大獲全勝。︒｡它們植根於古代傳統之中。︒｡不過，它們全然忽視了語⾔言

最古⽼老的本質特性。︒｡（GA 12: 13.14-30）179 

 

                                                
178 Martin Heidegger, Das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71, 2009. pp. 303.  
179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3.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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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不在於為了反對表達而反對，因為對表達的反對，也只是一種反對的表達。也

因此，在SUZ三十四節中，儘管海德格也將聽與沉默作為話語（Rede）的基本現象，儘

管後期海德格也認為三十四節「包含著一種對語言之本質維度的指示」（GA 9: 318.12-15）
180，但我們依然有權提出質疑：此時的海德格是否仍然使用一種形上學語言——或者說

一種表象性、述謂性語言——去探討沉默、傾聽乃至於話語呢181？這麼說並非毫無證據，

首先，在SUZ之後一年的馬堡 後一學期講稿《從萊布尼茨出發的邏輯學的形上學始基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中，開篇就將邏各

斯（Logos）等同於話語（Rede）：「λόγος在這裡與話語（Rede）同義，更確切地說，

在陳述（Aussage）、述謂（Prädikation）的意義上的話語；」（GA 26: 1.3-4）182可以說，

前期海德格的「話語」尚未成型為本真意義上的「思想（Denken）」，儘管他恰恰將話

語稱為「思想」183，但相較於晚期來說，此時不論「思想」還是「話語」，其義理仍是

缺乏深度的，用陳嘉映先生的話說是「這裡表述的語言觀仍非常薄弱」184。此外，十七

年後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Brief über den Humanismus）〉中他也承認了：「這個

成問題的第三篇（指SUZ，本文作者按）之所以含而未發，是因為思想在對這一轉向的

充分道說方面失靈了，而借助於形上學的語言亦行之不通」（GA 9: 328.1-4）185。然而，

無論是針對德希達，還是早期海德格，純粹為批評而批評，對我們都沒有多大幫助，但

從有別於純粹批判的另一向度，來釐清早期海德格的語言觀念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而更

關鍵的事情在於，為表達尋得一根本的泉源，並且，我們必須避免過往的哲學對「根據

                                                
180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9, 1976. pp. 318. 中譯本：《路標》，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372頁。 

181 就連海德格的堅定捍衛者 Kockelmans 也認為，第三十四節是 SUZ 全書「 不令人滿意的」一節。詳

見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75-6 頁。 

182 Martin Heidegger,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26, 1978. pp. 1. 中譯本：《從萊布尼茨出發的邏輯學的形上學始基》，趙衛國譯，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3頁。 

183 「......給出某種 determinatio（規定）或表達，我們把這種規定活動稱為思想（Denken），因此邏輯學，

關於 λόγος 的科學，就是關於思想的科學。︒｡」cf. Ibid. 儘管此處之意旨在於講授自亞里士多德以來的傳統

邏輯學之歷史，故而主觀意見並非主流，但我們仍能看出這裡和 SUZ的一致性。 

184 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74 頁。 

185 Martin Heidegger, Wegmarken.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9, 1976. pp. 328. 中譯本：《路標》，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3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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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Grund）」一詞的理解，去經驗這一泉源；說是基礎，倒不如說是經驗「去－基

礎（Ab-Grund）」186。 

如果說，「詞語破碎處，存有才出現」，實際上只允諾了一個論題：語言（Sprache）

本身與意義（Sinn）之關係究竟是什麼，換言之，意義和語言是否分離？那麼海德格至

少給出了強弱兩種詮釋，首先是弱版本的詮釋，即意義與作為概念的語言是分離的，而

這種作為概念的語言正是Steiner所批評的「簡陋破敗的語言（diminished and corrupted 

language）」187，因而也不是海德格所說的本質性的、源初的語言。然而，如果存在著一

種激進的海德格主義，那麼它無疑更傾向於強版本：如果本真的語言被理解為對語言

的本真經驗（當然必須在海德格意義上理解「經驗」），那麼意義不僅不與語言分離，意

義反而是從語言中誕生出來。那麼 後，我們的結論竟得出這樣一個公式：語言＝語

言的經驗。那麼海德格的語言思想，不恰恰是反語言的嗎？因為我們一直以來所談論

的，竟然不是語言的句法本身，而是對語言的經驗？倘若這個公式讓我們感到些許意外，

那麼不妨將海德格對比於分析哲學，或許這樣我們能更清楚些。關於分析哲學與海德格

語言思想的研究不勝枚舉，例如美國學者Mark Wrathall在How to Read Heidegger一書中

說道：「在分析哲學家看來，要獲得某事物的哲學領會，唯一的辦法就是分析我們談到

該事物時所使用的句子或單詞。」而很顯然，海德格「從語言研究中獲得了與分析哲學

家全然不同的經驗，......在海德格看來，領會語言的關鍵在於，把注意力放在我們對語

言的反應（responsiveness）上，也就是說，語言『在我們說之前』影響和指導我們對自

身和周圍世界之領會的方式。」（Mark Wrathall 2013: 1-10）188如此看來，我們所說的對

語言之「經驗」，正等同於Wrathall所說的「對語言的反應（responsiveness）」、「對自身

和周圍世界之領會」。又如陳嘉映先生所言，「經驗語言是要讓語言自己說話。」189因而

我們所言之「反語言」，在第一層意義上，並非真的反對語言，倒不如說，它呈現了一

種反向的、迂迴的探究語言之方式。「反向」 終意味著：讓語言自己說話。 

但是在我們看來，「反語言」還有一層更決定性的內涵。在 ZUS 一文中，海德格提

                                                
186 “Abgrund”通常意思是「深淵」。孫周興先生在《哲學論稿》中將之譯為「離基深淵」。 

187 cf. George Steiner, Language and Silence. Open Road Integrated Media,2013. pp. 25. 中譯本：《語言與沉
默》，李小均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34頁。 

188 Mark Wrathall, How to Read Heidegger.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pp. 89. 中譯本：《海德格爾導
讀》，姜奕暉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133頁。 

189 陳嘉映：《海德格爾哲學概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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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一種從本有而來的、根本的道說：「棄言（Ent-sagen）」190，（儘管）它本質上是

對道說的棄絕（Entsagen）。在一種 激進的立場上我們認為（我們也認為海德格已經

來到了這麼一種立場中），這種「棄言」不僅標識著，必須棄絕形上學一貫的語言傳統，

即「有聲表達意義上的說話活動來表象語言」，就連本真的詩性語言，其真理也須在被

棄絕的意義上得以澄明。很明顯，海德格意識到了這樣一件事，存有之自我棄絕、自我

隱匿、自我遺忘等等，唯有透過語言之「無能」或曰「貧乏（Durft）」方能達成。換言

之，思考語言之本質，並非思考語言說出了什麼，而是想盡方法去逼近語言無能去道

說的 大極限，此乃「反語言」 本真意涵。但這種思考仍須緊緊繫縛於語言之中。這

種辯證的「相對之論」是海德格晚期思想的獨特表達，在我們看來，它既是一門「方便

說法」，又是一門「究竟說法」，其現實作用是提醒讀者「本有（Ereignis）」之複雜

性。例如，海德格曾說過，在存有之被遺忘狀態中醒來（Erwachen），乃是在本有之中

而不醒（Entwachen）。因而，本有（Ereignis）或失本（Enteignis），醒或不醒，道說

或棄言，都只是相對來講，一念之間，本是一體，並無根本分別。 

在此意義上，「經驗」這個詞，不總已躍出偶然之域，而與人類和諸神的必然「命

運（Μοῖρα）」連結在一起嗎？因此，海德格說：從存有之本質經驗方面得到思考的Μοῖρα

相應於赫拉克利圖斯的Λόγος。（GA 5: 369.27-9）191這個Λόγος，已經是形變的Λόγος。

只有從這個形變的Λόγος當中，才能誕生作為經驗而在的語言，而非作為符號的語言。

正如我們前面說，從任何一個維度出發， 終都會到達同一個地方，什麼地方？海德格

回答：是地帶（Gegend）。 

 

 

 

 

 

                                                
190 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30. 註 15。 
中譯本：《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36 頁，

註釋 2。 

191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69.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60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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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言的現象學  

 

1. 地帶192與在場  

 

唯有語⾔言處，才有世界。︒｡這話說的是：唯在有語⾔言的地⽅方，才有永遠變化的關於決

斷和勞作、︑､關於活動和責任的領域，也才有關於專斷和喧囂、︑､沉淪和混亂的領域。︒｡......

語⾔言不是⼀一個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種擁有⼈人之存有的最⾼高可能性的本有事件

（Ereignis）。︒｡（GA 4: 38.2-9）193 

 

為了把自己與符號學、結構主義乃至一切的語言學區分開來，海德格可謂煞費苦心。

雖然他的關注點，仍是語言學中普遍關注的論題：語言如何準確地達及對象本身？但

關鍵處在於，在何謂「準確切中」、甚至何謂「言詞所及的對象」上，海德格又與其他

一切語言學理論大相逕庭，而它們圍繞的根本異趣在於——對何謂「語言」，海德格有

與眾不同的看法——這便是海德格區分自己的方法。他將語言、言說對象以及言說方式

做了十分徹底激進的、清算式的再定義194。他言明，詩性語言能夠直接開顯事物、世界

本身。前一章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側重剖畫了詞語開顯物之層面，反言之即「語言的

經驗」之「經驗（Erfahrung）」在詞語中如何顯現的問題，那麼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

繼續探究的正是語言如何開顯世界的問題，亦即「經驗」所指的本來內涵。因此現在需

要著手討論海德格語言思想的一個 別樣的環節：拓撲學（Topology）。可以說，從「詞」

走向「物」，從「語言」走向「天地人神」，幾乎是他論述語言的「必經之路」。但需要

注意的是，海德格亦提醒我們，語言與世界的顯現實際上並無時間上的先後順序：「但

又必須看到，諸神的出現和世界的顯現並不單單是語言之發生的一個結果，它們與語言

                                                
192 感謝汪文聖教授的提醒，「地帶（Gegend）」一詞早在 SUZ 中已出現。然而彼時的「地帶」意味著由
各個位置所相互指引關聯的一個確定的場所，它 終關聯著此在的在世存有，它顯然與晚期的「地帶」

意義相去甚遠。 

193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38.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39-40 頁。 

194 但總體上我們仍傾向於將此種方式之放入海德格的「全新形上學計畫」內去考慮其真正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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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發生是同時的。而且情形恰恰是，我們本身所是的本真對話就存在於諸神之命名和世

界之詞語生成（Wort-Werden）中。」（GA 4: 40.10-5）195此句與先前的結論並不悖謬。

在這裡，海德格實際上強調詞語絕不能撇開物來談，兩者是相生相滅的關係。 

根據 Dahlstrom，「存有的拓撲學（Topology）」這個術語，主要出現在全集第十五

卷 Seminare 中，它作為海德格晚期差異思想的代表，是海德格思想道路轉型 引人矚

目的三個里程碑之一：從「存有的意義」到「存有的真理」，再到「存有的場域（place of 

being）」。（Daniel O.Dahlstrom, 2013: 253）196如果說，這三個問題始終圍繞著一個核心

問題打轉的話，那麼它正是：存有是如何發生的？換言之，存有是如何顯現自身的？如

果說，這是一齣戲，而戲中的主角「存有」以某種我們 陌生的方式給出表演，那麼，

在前章我們關注的或許是這齣戲的腳本。而現在，我們需要做的，則是去探討此（Da）

一拓撲地帶是如何以一種澄明的方式為「存有」搭建表演舞台的。若沒有一作為可能性

的「澄明的空間」，表演從何談起？但正如前章所言明的，語與物並沒有先後順序，「它

們與語言之發生是同時的」。如果說，「語言是存有之家」，那麼，使存有能夠棲居於庇

護之所，除了語言，還能有其他可能性嗎？ 

因而，唯有留心思想之路的特性，亦即，唯有仔細察看我們的立足之處（難道它不

正橫亙於表達與傾聽之邊界[Grenzland]嗎？），方能一鼓作氣，順勢而為。為此，我們

必須留心腳下的路，而海德格說，道路歸屬於地帶（GA 12: 168.26）197。這意味著什麼？

大致說來，我們開放自身之傾聽，其目的正是為了歸屬於地帶（Gegend）中那始終開敞

著的、詩與思之近鄰關係（Nachbarschaft）。然而，「從科學的表象（Vorstellen）而來，

這種情形（指地帶，本文作者按）不但很難看出，而且根本就是不可能看出來的」（GA 

12: 168.27-9）198。因而，首當其衝的問題是，為何地帶具有敞開性，換言之，它又是憑

藉什麼得以與對象（Gegenstand）區別開來？在〈語言〉中，海德格是如此描述「地帶」

的： 

 

                                                
195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40.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2 頁。 

196 Daniel O. Dahlstrom, The Heidegger Dictionary.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253.  
197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68.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69頁。 

198 Ibid. pp. 168. 中譯本 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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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作為地帶化（Gegnende）的東西，乃是有所開放的澄明，在其中被照明者

（Gelichtete）與⾃自⾏行遮蔽者（Sichverbergenden）同時進⼊入敞開的⾃自由（Freie）之中。︒｡

地帶之開放和庇護是那種開闢道路的運動，這種開闢道路的運動產⽣生出那些歸屬於地帶

的道路（GA 12: 186.5-9）199。︒｡ 

 

這段話幾乎概述了「地帶」的幾個 關鍵意涵。從 根本之義理上講，地帶允諾

（zusagen）了兩個層次，大致說來，一是存有者（在場者）層次，二是存有層次。然

而，在後一層次上，海德格亦做有區分：有「在場」與「讓在場（Anwesenlassen）」。前

者可以說正是引文所言之「被照明者（Gelichtete）」和「自行遮蔽者（Sichverbergenden）」，

而後者指的是「澄明」、「敞開的自由」亦即「開闢道路的運動」等等。在一種十分徹底

的意義上說，地帶唯有保證這兩個層次以絕對差異的方式運作、在場，存有論差異

（ontological difference）200才得以完成。但遺憾的是，海德格並沒有完成他所允諾的，

主要原因是晚期的海德格對存有論差異的保持著一種不信任，但它反映出了更根本的、

源自理論本身的困難。在大多數時候，海德格並沒有在有關地帶之論述中嚴格區分出這

兩個主要層次；此外，關於地帶的幾個重要術語的使用也極為模稜兩可，這也成為海德

格飽受詬病的一點201。因而這也使我們即將著手處理的問題變得異常棘手。 

因而，我們必須先釐清個別含糊的概念，繼而才能整體性地理解「地帶」之義理。

引文中一再出現的「澄明（Lichtung）」，正是理解之第一關鍵處。但我們果真瞭解其義

嗎？在〈《返鄉——致親人》〉一文中，海德格對這個詞做了稍微充分的解釋：「按照我

們母語的一個較為古老的詞語，我們也把這個純粹的澄明者（reine Lichtende），也即首

先為每一個『空間』和每一『時間』『設置』（在此即提供）敞開域的澄明者，稱為『明

朗者（die Heitere）』。」（GA 4: 18.23-6）202澄明者為時間和空間設置敞開域，這是否暗

示著，澄明不是別的，正是開敞作為裂隙的每一時空之「力」本身。故而，地帶之為一

                                                
199 Ibid. pp. 186. 中譯本 189頁。 

200 美國學者 David Smith 教授認為，存有論差異在詩與思之間再次重演。cf. David Nowell Smith, 
Sounding/Silence, Martin Heidegger at the Limits of Poetic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5.  
201 但是，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Der Spruch des Anaximander）〉一文中，海德格以一種（相較之下）

比較清晰的思路去詮釋「地帶」。因而我們需要隨時參考該文。 

202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18.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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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敞開的澄明，亦可得解。「澄明」的意涵，從存有者（在場者）層次上較容易理解，

但在理解了存有者之運作方式後，也得以從「在場」之立場體會到部分深意。「澄明」

意味著，它使在場者與自行遮蔽者，一併到達（gelangen）於地帶中。因此，地帶之澄

明既有庇護又有開放功能，此二重性使地帶不強迫存有者暴露於全面光照——那被

Marion 稱為「客觀的和永恆的在場」——之在場形上學暴力中。可以說，地帶既隱又

顯地使物「成其為物」，它的意思是，地帶讓物回返到其遮蔽的本質中，不令物墮入表

象行為中，從而固化為對象。它使事物顯現，卻並不設置（herstellen）一個對象。用海

德格的話來說，地帶「給出（geben）」萬物，而不使事物「是什麼」。這種遮與顯的併

用，不禁令我們聯想到語言的隱喻。在這一點上，地帶恰恰呼應著「傾聽」克制地歸屬

於「大道」的方式，即所謂既隱又顯地「讓湧現」。故而地帶，作為一個開放性、承載

性的「位（Ort）」、一個流動性、生產性與歧義性的「勢」203、如水如風，如幻如化的

「力」；它「安放－承納－釋放（einräumend-zulassend-Entlassende）」空間，請注意海德

格使用術語的字根：「讓（lassen）」，因此地帶的根本特性之一便是「讓」。讓物聚集

（Versammlung），讓草生長，讓鳥遷徙，正所謂「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唯有將「位」、

「勢」、「力」三種拓撲學特徵綜合起來思索，方能真正接近地帶之「讓」。因而，用觀

察對象的「顯微鏡」去觀察此種作為顯現本身的地帶，它作為顯現本身的生動性恰恰被

對象化遮蔽了。 

地帶中亟需釐清的第二個術語就是「切近（Nähe）」。但實際上，我們不能混淆了地

帶中出現的兩種關係，即存有者之間的關係與存有者與存有本身的關係，前者是「切近

（Nähe）」，後者是「用（Brauch）」。首先，存有者間的切近關係比個體存有者本身更源

初。但在關係性的論述中，存有者之間的關係，與存有者和存有本身的關係仍然存在十

分微妙的差異，換句話說，前者較側重於存有者層面，而後者較側重存有本身，儘管

海德格是在十分晦暗不明的情況下論述這種差異的204。但無論如何，關係性的論述直指

                                                
203 汪文聖老師將「地帶」理解為中文的「勢」，是個十分有趣又精妙的理解。無獨有偶，漢學家安樂哲
（R. T. Ames）為說明漢語是一種「關聯性語言」，而非西方的「超越性語言」，恰好以「勢」來舉例。在
漢語中，「勢」有「趨勢」、「傾向」、「勢能」、「優勢」等諸多「和而不同」的涵義，此即漢語的「關聯性

思維」的 佳體現。而海德格在我們看來，其語言之富於關聯性的歧義性，恰恰與漢語有著異曲同工之

妙。詳見：孫周興：《存在與超越，海德格與西哲漢譯問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100頁。 

204 儘管是曖昧不明的，但我們仍然能夠在海德格的文本中找到蛛絲馬跡。在 DSA 篇裡，海德格說道：「『⽤用

（Brauch）』現在指的是存有本⾝身的現⾝身⽅方式，即存有本⾝身作為與在場者的關係......」cf.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68. 中譯本：《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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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者的在場方式，亦即在場者在場的「本質性過程」，儘管在某些時候，它只能作為

存有論差異的消極詮釋。這也正是為何海德格在不同的文本中，用不同的詞彙探討這種

關係，這或許從側面映照出他的猶疑，或者說，一種理論上的根本困難。 

因此，何謂「切近」呢？在我們看來，理解「切近」之內涵，關鍵在於以下兩點：

其一，它絕非僅僅表現在空間上，它也表達時間意義上的切近。其二，切近唯有首先將

事物排除在「我」之外才可能。德格在〈《返鄉——致親人》〉一文中，對「切近」做了

比較精準的表述：「在通常情況下，我們把切近理解為兩個位置之間盡可能微小的距離

的尺寸。眼下則相反，切近之本質的顯現是這樣一回事：它通過把近在咫尺的東西推遠

再把它帶近。與本源的切近乃是一種神秘（Geheimnis）。」（GA 4: 24.6-10）205這說明「切

近」也具備上文所說的兩層意涵，第一層毫無疑問是物物之間親密的關係，而第二層是

使這一關係得以可能的基礎，換言之，就是存有與物的關係。它具體表現在海德格所說

的「推遠（fern-hält）」206與「神秘（Geheimnis）」上。「推遠」乍看古怪，但事實上，

海德格表達出這樣一個事實：具有重要意義的東西，往往因為就在人們身邊而習以為常、

備受忽視，例如「存有」。在我看來，海德格的真正意圖是，把總已在我們身邊、卻被

視若無睹之物重新「拎起來」，使得這個曾被忽視的東西再次變成被我們求索的東西。

換句話說，「推遠」要求著人們重新丈量與事物之間的距離，而唯有清楚了這種距離（或

曰關係），方才能重新趨近事物，因為距離與關係重新被開放出來了。而這正是切近關

係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那麼「神秘」又是如何道出「切近」呢？前文我們曾看到這樣

一句話：「詞語之神秘——即詞語乃物之造化」。在上文我們曾將「造化」詮釋為一種「讓

事物如如呈顯」之「力」，那麼，如果切近也是神秘的，那麼它也正是造化事物之力。

故而這個曲折離奇的切近過程，可堪稱「神秘」了。 

因此，從存有者角度講，地帶「給出」萬物，而不使事物「是什麼」，換言之，地

帶給出事物，卻拒絕為事物下定義。因而，棲息於地帶中的存有者不再具有對象性的一

個直接結果恰恰是：看上去什麼都不存在（ist）了。但海德格並非敉平了存有者間的

                                                                                                                                                  
務印書館，2014年，358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有更改。 

205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24.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5 頁。 

206 或曰「去－遠（Ent-Fernung）」。兩者應表相近意思。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38. 中譯本：《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

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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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恰恰相反，正是在無對象性的廣袤之中，差異（Differenz）才從中被「讓」了出

來。因為事物已經寧靜地棲息於自己的獨一無二之屬己本質中。故而海德格認為「澄明」

也有「遼闊」之義。在〈對泰然讓之的探討（zur Erörterung der Gelassenheit aus einem 

Feldweggespräch über das Denken）〉一文中，海德格將地帶詮釋為「寥闊（Gegnen）」。

寥闊意味著遼遠之境（Weite），它給人一種寂寥、蒼茫之感。雖然寥闊看上去空無一物，

但正是在空曠寂寥中，人方才自覺渺小，人的主體性方才頭一回感到被逼迫。海德格常

在別處使用其他字眼交叉詮釋「寥闊」這種表達（但很多時候，海德格只是更換表達方

式，而非真正在義理上做澄清），例如「清明的空曠（das Aufgeräumte）」、「明朗者（die 

Heitere）」，等等。正如“Aufgeräumte(空曠)”以“Raum(空間)”為字根，其源始義乃「在

空間性中得到敞開（freigemacht）、澄明（gelichtet）、和諧（gefügt）」。空間性非空間自

身，它使空間得以可能。因而這個「清明的空曠」、這個朗照者，正是為萬物「置辦」

空間的可能性亦即「澄明（Lichtung）」本身。換言之，它並不設置一個對象，但在其中

實際上亦不是一無所有。正如他在〈《返鄉——致親人》〉一文中所說，「明朗者無所要

求，絕非一個對象，但也不是『一無所有』。」（GA 4: 16）207因此，藉「老師（Lehrer）」

之口，海德格說道： 

 

地帶聚集，彷彿無所發⽣生，⼀一切的⼀一切，都在以⾃自⾝身為根據中互為駐留。︒｡（GA 13: 

47.7-9）208 

 

好一個「彷彿（als ob）」：它說明地帶裡並非真的一無所有。在這裡，「聚集

（Versammlung）」說的亦是一種本質的釋放性的「力」，它並非使物鎖閉地被「冷藏」

起來，毋寧說，它「洞照被聚集者，並因此才把被聚集者釋放到它的本質之中」（GA 12: 

33.19-20）209。因而地帶藉由釋放物之本質，「釋放物入於敞開域之中（freigeben ins 

Offene）」（GA 14: 46.2）210，讓物互相依偎，寧靜地棲息於地帶之中。但與此同時，地

                                                
207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16.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14 頁。 

208 Martin Heidegger,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3, 1983. pp. 47.  
209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33.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9頁。 

210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46. 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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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是如此隱匿自身的對象性，以至於，看上去彷彿「無所發生（nichts ereigne）」，但這

正應合了那首詩的寓意：詞語破碎處，存有才出現。正如我們先前瞭解到的那般，正因

為地帶之「讓」，讓出了存有者存有、在場者在場之根本可能性，由此物之本質方得以

脫落於對象化的宰制，因而存有者在真正意義上，獲准成為自己之根據（Grund）：「讓

在場所『讓』出來的在場者由此才作為一個自為的（für sich）在場者，被準允而進入共

同在場者的敞開域中。」（GA 14: 46.2）211對於海德格來說，根據（Grund）並非原因（reason）。

正如他在全集第十卷 Der Satz Vom Grund 所舉的玫瑰花之例，玫瑰沒有為什麼（Die Ros 

ist ohne warum），它開花只因為它開花（sie blühet, weil sie blühet）。這說明玫瑰花的確

沒有原因（它不問為什麼），但這不意味著它沒有根據。它的根據恰恰就是它自身。或

許根據在這裡更類似於佛教思想所說的「自性」。玫瑰不造作自身，順勢開花，凋落，

乃因為它毋需表達性地考慮自身。（GA 10: 55-7）212 

現在，我們需整理出「讓」的兩重意思。總體而言，讓指向「泰然讓之（Gelassenheit）」。

然而，「泰然讓之」的中文翻譯，令中文學界對這個詞產生了一種老莊思想「無為而治」

的文化親切感。但是在我看來，「泰然讓之」絕非無所作為的隱遁與逍遙，恰恰相反，

海德格認為，「泰然讓之」更接近一種艱苦卓絕的「苦行（तपस्，Tapas）」。在德語中，

前綴“ge-”在動詞化的名詞前，意為重複和持續213，故而“Gelassenheit”，可理解為「讓」

的重複和持續。在ZUS一文的一個註腳中，他對「泰然讓之」是如此說道的：「有所等

待的（不是有所希望的）孤獨狀態。」（GA 14: 21）214沒有希望的等待，難道不是徒勞

的嗎？甚至可以說，「泰然讓之」不是別的，只是此般徒勞的等待，以及伴隨著的難以

言喻的孤絕。但實際上，海德格在這裡提醒我們，不能從人類的角度去理解這種等待，

因為它固然是無效益的，但這恰恰說明，此種等待是非人為的，而是本有自身的「泰然

讓之」。正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215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52 頁。 

211 Ibid. pp. 46. 中譯本 52頁。  

212 Martin Heidegger, Der Satz Vom Grund.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0, 1997. pp. 55-7.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Principle of Reason. Reginald Lilly (tra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36-8.  
213 cf.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ge-#German  
214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21.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4 頁，註 1。 

215 語出《道德經》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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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而言，「讓」指向的是：讓在場（Anwesenlassen）。事實上，儘管「讓在場」並

非「在場（οὐσία/Anwesen）」之屬概念，但它的意義始終相對於「在場」而得到釐清。

在ZUS中，二者被統一稱為「在場狀態（Anwesenheit）」216。但這裡始終橫亙著一個關

鍵性的疑難：海德格是如何看待並理解「在場」的？對此，海德格總是語焉不詳。「在

場者」等同於「存有者」，這一點幾乎是沒有疑問的；但這是否意味著，「在場」即等

同於「存有」呢，那麼，「在場」是在何種意義上等同於「存有」？而這又是否意味著，

「非在場」就是「非存有」呢？這個觀點不正是如此的耳熟能詳，以至於令我們想起巴

門尼德斯？ 

遺憾的是，相較於「本質（Wesen）」，顯然海德格並不那麼熱衷提及「在場」這個

詞，但箇中緣由是很明顯的。我們認為，一方面他顧慮到「在場[實體]（οὐσία/ Anwesen）」
217這個詞很大程度上仍是個傳統形上學術語。我們甚至可以說，海德格從未放棄尋找「在

場」這一術語的替補概念。在Beiträge中（在GA12中亦復如是），海德格大多是在極傳

統意義上使用這個詞。例如第86節，在論述形上學之諸「歷史成果」218時，形上學的首

要成就便是：「存有狀態乃是在場狀態（Die Seiendheit ist Anwesenheit）。」（GA 65: 174.12）
219這樣的觀點一直延續到他思想的 後時期。乃至於在ZUS一文中，海德格說道：「在

場，在場狀態，貫通在一切形上學的存有概念中，貫通在一切存有規定中。」（GA 14: 

42.14-5）220在海德格看來，傳統形上學已將此規定視作理所當然的前提，一切學說的努

力都建基於這個前提之上，然而，海德格認為，這個規定背後的合法性是必須得到重新

                                                
216 根據 SUZ 中英譯譯者，“Anwesenheit”被譯為“presence(在場)”，而在晚期著作中，孫周興先生傾向於

將“Anwesenheit”譯為「在場狀態」。本文作者認為兩種譯法皆是正確的，這是因為海德格本人的認識產生

了變化：在 SUZ 中，並沒有“Anwesen”作名詞的用法，只有“Anwesenheit”充當名詞使用。因此後

者尚未得到 激進（radical）的拓展。但在術語的使用上，為避免混淆，我們將“Anwesenheit”統一譯

為「在場狀態」，“Anwesen”譯為「在場」，無論論述前期或晚期思想。 

217 在希臘語以及德語中，“ουσία”、“Anwesen”均有「不動產」的意思。據 SUZ 的英譯者所言，海德格將

“ουσία”翻譯為“Anwesenheit”。但柏拉圖著作的譯者們，通常將之譯為「本質」、「實存」；而亞里士多德

學派的傳統中，則譯為「實體（substance）」。cf.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John Macquarrie, Edward 
Robinson (tran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p. 47.  
218 該節名為〈形上學歷史作為未經提升和不能為其本身所認識的東西，備好了什麼，因而傳送了什麼〉。 

219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174.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181 頁。本文作

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220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42.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8 頁。本文作者

對譯文有所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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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的。人們是如何看待這個行為的呢？很顯然，對此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一種帶

有「陰謀論」色彩，它認為海德格打著「重新思考」的幌子，實則清算或消解形上學（且

不論他成功與否）；另一種態度較為緩和保守，也是本文的態度，它認為海德格僅僅是

企圖更新形上學的源頭，喚醒形上學新的活力。 

令人倍感諷刺的是，海德格對「在場」之曖昧態度，卻註定是一個第三者更有勇氣

替他說清楚些。Marion對胡塞爾「現象」意涵的批評， 終也令我們對「在場」這個詞

戒慎恐懼：從海德格意義上的現象學角度來看，胡塞爾的、或根本上說傳統的「在場」

與「現象學」無法共容。在《還原與給予》中，Marion談道： 

 

對於現象，意識所期待的實際上只有⼀一個好處：在場；因為「......每⼀一種體驗⼀一般

（每⼀一種所謂現實⽣生動的體驗）都是當下存有的（gegenwärtig seiendes）體驗」。︒｡通過把

還原強⾏行變成對在場中的被給予性的要求，被還原了的現象被還原為此時此地（Dies da!）

當下的存有者。︒｡或者，如果「絕對的被給予性是最終的術語」，那麼絕對的在場就成了

第⼀一個術語——沒有它我們不可能談論現象，更不⽤用說體驗了。︒｡......胡塞爾的現象，作

為在場的完美的顯現，可以被稱為平⾯面的現象。︒｡（Jean-Luc Marion, 1998: 55-6）221 

 

一個完美的在場必然被表象為平面的、無深度的現象。那麼對於海德格來說，這個

「在場」不要也罷。不可否認，Marion 批評的出發點是 SUZ 時期海德格。胡塞爾從「在

場中被給予性」出發，還原掉了一切存有者之「存有」方式，因而「現象學殘餘」惟剩

下絕對明見的當下的意識。所以，「現象」可被等同於意識的絕對當下的在場，故「現

象學」既再造各類意識的構造過程之學。在此意義上的現象，即便意識的構造過程再怎

麼紛繁複雜，意識的在場也不再具有深度。且不論 Marion 對胡塞爾的批評是否公允，

但它的確很好地反應出海德格自 SUZ 以來的基本綱領。如果說，在此之前，我們時常

使用「在場」這個詞，乃歸咎於我們尚未對海德格意義上的「現象」以及「現象學」有

所瞥見，那麼從這裡開始，出於某種更根本的動機，我們不得不時刻關注著後兩者了。

所以，海德格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與胡塞爾分道揚鑣：Marion 認為海德格拓展了「存有」

                                                
221 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homas A. Carl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55-6. 中譯本：《還原與給予》，
方向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90-3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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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深度，這實際也意味著，對「在場」的拓展也變得勢在必行，因為這根本上是一個「打

包計畫（package proposal）」：概念間千絲萬縷的聯繫，註定了甲的改變必然影響著乙。

但在我們看來，SUZ 時期的海德格仍未真正意識到他不僅對「現象」、也對「在場」做

了突破，直到晚期，他才真正意識到此種突破之必要性。 

然而，這實際上緣於另一個更決定性的證據：「在場」在多大程度上與「作為現在

的當下（die Gegenwart als dem Jetzt）」222產生關聯，海德格就在多大程度上對它保持距

離。因而，為了探討海德格是如何理解「在場」的，首要的工作便是考察海德格對作為

現在的當下之理解。不要忘記，在SUZ第六節中，針對「在柏拉圖時期形成的古代存

有論」，海德格如此說道： 

 

這個在當下化（Gegenwärtigen）中並為當下化⽽而顯現的存有者，這個被領會為本真

存有者的存有者，就因此從當－下（Gegen-wart）⽅方⾯面獲得了解釋，也就是說，這個存

有者被理解為在場（ουσια）了。︒｡（SUZ: 26.2-5）223 

毫無疑問，SUZ中海德格對傳統意義上的「當下」之批評，基本上是為了批判流俗

的（vulgäre）時間概念——以黑格爾為靶子： 

......⽽而流俗時間領會則在現在（Jetzt）中看到基本的時間現象，⽽而從這個現在是從

其全體結構切開的純現在，⼈人們稱之為「當下」。︒｡由這裡可以得知，要從這種現在來澄

清甚⾄至於導出屬於時間性的、︑､綻出視野的瞬間（Augenblick）現象，在原則上必然不會

有前途。︒｡（SUZ: 426-7）224 

 

歸根究底，「在場」的這一層含義可直接稱為「形上學含義（metaphysical meaning）」

或曰「現在意義上的當下」。它實際上回應了這樣一個問題（儘管它被明確提出來是在

更晚些時候）：「是否、從何而來並且在何種意義上，有在場的優先地位？」（GA 14: 

                                                
222 “Gegenwart”既可譯為「當下」，也可譯為「當前」，兩者我們皆採納。 

223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26.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修
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30-1頁。本文作者略加改動了中譯。 

224 Ibid. pp. 426-7. 中譯本 481 頁。本文作者略加改動了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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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1-2）225自亞里士多德以來，「在場」始終與作為「現在」的「當下」緊緊繫縛於一

處226：思「在場」，必得從時間上的「現在」來思考，因為過去之在場「不再」，將來之

在場「尚未」。海德格對此點顯然頗有微詞。他認為這樣無疑是「......把時間本身當作與

其他存有者並列的一個存有者，未曾明言地、質樸地（unausdrücklich-naiv）以時間為準

來領會存有。」（SUZ: 26.10-3）227這種微詞也延續到了ZUS：「於是當下就是在場的一

個結果規定（Folgebestimmung）」（GA 14: 43.2-3）228。換言之在某種意義上，形上學

倒置了本末，它理所當然地將在場作為當下而理解，但實際上，「作為當下的在場」僅

是形上學演變之結果，它根本上緣起於存有之被遺忘狀態（Seinsvergessenheit）。 

但另一方面，我們認為，也是在SUZ中，一種被拓展了的「當下」已經有所展開，

儘管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以極其隱晦的方式，隱晦得以致海德格本人也未待發現：它體

現在憂心（Sorge）之時間性結構之中，具體說來，表現在「到時（zeitigen）」與「瞬間

（Augenblick）」這兩個概念中：毋寧說，「瞬間」就是「當下」的替補概念。我們之所

以這麼說乃因為，這個術語的使用是直接針對傳統意義上的、亦即從「作為現在的當下」

而被規定的時間說的： 

 

此在在將來與曾在狀態中作為當前（Gegenwart）到時，當前開展著⽽而且是作為「瞬

間（Augenblick）」本真地開展著今天。︒｡（SUZ: 397.2-4）229 

 

七十六節的這句話，乃「替補現象」的 有力證據。簡單來說，時間性不是別的，

正是一種過去與將來統一於當下的複合結構：「我們把如此這般作為曾在著的有所當前

                                                
225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42.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8 頁。 

226 乃至於，在英文中，人們幾乎不可能翻譯出“Gegenwart”與“Anwesenheit”之本質區別。 

227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26.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修
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31頁。 

228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43.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9 頁。本文作者

略加改動了中譯。 

229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397.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448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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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將來（als gewesend-gegenwärtigende Zukunft）而統一起來的現象稱作時間性。」（SUZ: 

326.21-3）230因此，這是否允許我們將「到時（Zeitigen）」理解為一種當下化了過去、

未來的凝聚行為——而它的新名字，不正是「瞬間（Augenblick）」嗎？因而，由於「瞬

間」的登場，「當下」在時間性中的角色被換下，它的直接結果竟然是：「在場」這個術

語面臨著與「當下」一併被消解的危險——時間不再在場。而實際上，「在場（Anwesen）」

（在SUZ中它只做動詞使用）以及「在場狀態（Anwesenheit）」在SUZ中的處境的確可

憐，它們幾乎被「貶值為」存有者層次（ontisch）上的術語，至少是流俗意義上的術語。

倘若海德格再約略大膽點，他無疑就是拆毀「在場形上學」的人。 

但我們為什麼要糾結於海德格並不十分上心的術語呢？這是因為，我們認為，排除

了術語使用上的不信任，在理論的意義上，恰恰在SUZ，一種拓展了的在場意義已經有

所展開：由於在場不再僅止於當下化行為，過去與未來也一併構成了時間性之本質現身

（Wesung）方式，換言之，一種更本質化的（essencing）在場狀態在「到時」中被完成

了。我們的觀點在〈一次關於『ZUS』的討論課的紀錄〉得到了證實：「它（指SUZ，

本文作者按）通過一條超越此在之時間性的通路，在作為時間狀態的存有之闡釋中來尋

找一個時間概念，尋找『存有』之為在場由之而來才自行給出的『時間』的本己因素。」

（GA 14: 41.8-11）231 

但是這還遠遠不夠。對於晚期思想來說，「在場」的意義必須得到比SUZ時期，更

為徹底的突破；但與此同時，這種突破，卻表現為向形上學的回撤與和解。這種悖謬性

的和解首要地表現為，他持續地使用「在場」與「在場狀態」這兩個概念，不僅在存有

者層次上，也在更本真意義上去使用它們。尤其是後者，它 終將成為被拓展的在場意

義的 終命名。在拓展的過程中，一個關鍵性過渡角色，在我們看來，就是「讓在場

（Anwesenlassen）」：沒有它，在場之意義不可能得到拓展，更不可能與海德格 體己的

希臘術語「無蔽（ἀλήθεια）」產生關聯，形上學的更新計畫也就不可能完成。 

這一新突破體現在 DSA 與 ZUS 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將之理解為現象學的新

突破，儘管這會被批評為「過於盲目、有欠考慮」。那麼我們眼下的任務就是去考察，

                                                
230 Ibid. pp. 326. 中譯本 372 頁。 

231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40.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5 頁。本文作者

對中譯略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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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海德格如何拓展「在場」之意義。他的策略主要集中於以下兩條線索：第一，正如

前文所言，它的拓展仍然得益於「當下」概念之拓展；第二，海德格索性將「在場」的

拓展義直接命名為「在場狀態」，而 終又將之轉渡為「無蔽或解蔽（ἀλήθεια/ 

Unverborgenheit/Entbergung）」。也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們認為在場的拓展標誌著現象

學的新突破。 

在 ZUS 中，被海德格稱為「作為在場狀態的當下（die Gegenwart als Anwesenheit）」

的「當下」，正是區別於「作為現在的當下」、亦即在 DSA 中被創造性地轉變（transform）

為地帶（Gegend）之「當下」，它使當下從本質上關聯於非當下者——亦即曾在者和將

在者。如何才能本質性地關聯呢？這裡的關鍵步驟是：藉由對當下的解構，當下自身的

意義被拓展了、發生了嬗變。我們必須注意到，這裡實際上仍是一種「打包效應（package 

effect）」在施加影響，即一個觀念之變化必然影響著其他觀念的內涵： 

 

「當前的」（Gegenwärtig）⼀一詞中的“gegen”（反對）並⾮非意指與某個主體的對⽴立

（Gegenüber）232，⽽而是指無蔽狀態（Unverborgenheit）之敞開地帶（die offene Gegend），

伴隨著到來的東西進⼊入其中並在其中逗留（verweilen）。︒｡因此，「當前的」作為 ἐόντα[存

有者]的特性，其意思無⾮非是：已經到達⽽而在的無蔽狀態之地帶內逗留。︒｡（GA 5: 346.29-34）
233 

 

“Gegenwärtig[當下的、當前的]”這個詞可以被拆解為前綴“gegen”與後綴“wärtig”，

前者正如我們之前所述的表示「對反、對立」，而後綴“wärtig”緣於古高地德語“werdan”，

演化為現代德語即“werden[變為、形成]”，故而這個常見的形容詞後綴常表事物形成的

樣態234。此處，海德格所做的「嬗變」實際上是不那麼光彩的「竄改」：當“gegen”被改

為“Gegend”，“Gegenwärtig[當下的、當前的]”就變成了“Gegend-wärtig”，也就是「地帶

般的」。當下現在的意義就是地帶般的。而正由於地帶本質上指向著存有之無蔽狀態，

那麼，本屬於當下的封閉性則有所鬆動了，而這種封閉性原本來自於空間化的、座標系

                                                
232 正如我們上一章第五節所述，海德格將地帶中的詩與思之近鄰關係（Nachbarschaft）命名為相互面對

（das Gegen-einander-über）。以此來區分此處所言之對立（Gegenüber）。 

233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46.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36頁。 

234 cf.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w%C3%A4rt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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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下的時間觀念所規定的均值的、乏味的「現在」。儘管處理手法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但我們仍然必須承認，以「現在」為基準的當下之封閉性的確在某種意義上被打破了，

從而，這個概念獲得了拓撲學層面上的新價值：無蔽（ἀλήθεια）。總而言之，當下的疆

域與深度都被延展了。正如在前章所引，海德格對流俗的時空觀念的看法可謂深惡痛絕：

「後繼的『現在』與先行的『現在』是相互鎖閉（verschlossen）的......一切都是均等的，

一切都變得無關痛癢」（GA 12: 200-1）235。而突破「現在」的無關痛癢的均值性之關鍵

在於，非當下者（過去和未來）藉由當下的開放性，也獲准與當下產生聯結，故而海德

格接著說： 

 

作為不在場者（Ab-wesende），它本質上依然關聯於當前在場者，因為它或者⼊入於

無蔽狀態之地帶⽽而出現，或者出於無蔽狀態之地帶⽽而離去。︒｡連不在場者也是在場者......

（GA 5: 347.7-11）236 

 

如何理解「不在場者（Ab-wesende）」之「不（Ab-）」，決定著我們對「不在場者」

之理解。與其說「不」是對在場者之否定，是在場性質的「缺乏」，倒不如說是從「地

帶般的當下（Gegend-wärtig）」之中離開。在德語中，前綴“Ab-”可表「從......離開」之

意，並且，狡猾的海德格在前綴與字根間添加了一個連字符“－”，正是提醒我們，不在

場者與地帶之間「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換言之，這個連字符標畫出不在場者從地帶

中逃逸的蹤跡（la trace）。這就好比，當我們宣稱，我們離開了 A 點到達 B 點，正是就

A 點而言的，否則到達 B 點之觀念不可設想。因而，正是在此種意義上，不在場者原來

的否定性被克服了：換言之，說不在場者不在場，倒不如說它曾在（Gewesen）或將在，

因而，對於海德格來說，無論是曾在抑或將在，都本質性地關聯著在場。那麼，海德格

是否相信，循著這條軌跡，我們終能使不在場者再次進入在場？彷彿人們從某地出發，

終仍必須回到出發地點一樣，是否根本不存在一種沒有返程的旅途？對於他來說，如

果扭轉了時間的意義，「返程」與否或許也不太重要了。在這裡他走了一著險棋：為了

                                                
235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01.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08頁。 

236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47.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3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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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別傳統時間哲學之核心，為了衝破流俗時間封閉、均值、計算的直線，海德格必須從

直線的中心點扭曲這條線，換言之，他必須徹底改變當下的意義。正如我們先前不厭其

煩重複的，他的做法是：拓展出當下的拓撲學深度。如果說，一種拓撲學意義上的深度，

總是自我展現為一個「洞」，正如我們前章所提到的，一個「時間在空間中鑿穿的洞（le 

trou）」，那麼，正是這個黑洞扭轉了線性的時間序列、賦予了當下嶄新的動力學機制。

所以我們猜測，海德格的理想時間 終呈現為多維度的「漩渦狀」。 

海德格運用「逗留（weilen）」這個概念，來闡釋此種不在場者與在場的本質性關聯，

或者說，這個「漩渦」的動態性（la mobilité）。在某種程度上我們認為，它相對於流俗

時間觀念中的「連續性（continuité）」概念而提出。在 DSA 篇裡，海德格說道：「逗留

乃是從『來（Kunft）』向『去（Gang）』的過渡（Übergang）。」（GA 5: 350.12）237簡單

地說，「來（Kunft）」指的是未來（Zukunft）之來（her）；「去（Gang）」指的是過去

（Vergangenheit）之去（Weggang）。因此海德格認為，「現在」自由地穿梭於來（her）

與往（hin）之間，它就是正在逗留著、並且總已經逗留著的東西，故而，在場者就是

始終逗留者（das Je-Weiligen），在場的內涵也就是逗留。 

因而理解「在場」的深度的關鍵就在於：如何理解逗留。海德格用「間隙（die Fuge）」

來解釋這種作為過渡的逗留，在他看來，「逗留」之本質是「間隙」。實際上，逗留之所

以具有過渡性，恰恰取決於，唯在裂縫中「逗留」才成其所是。那麼，何謂「間隙（Fuge）」
238，首先，間隙與「讓（Lassen）」一樣，都是地帶的本質屬性。而它又為什麼成為逗

留之本質性要素？在前章第四節〈抑制作為基本情韻〉中，在論述詩性語言的節奏感時，

我們曾使用過該詞，彼時我們將之命名為「賦格」，亦即一種巴洛克音樂結構。它緣於

動詞“fügen”[嵌入、接合]。嵌入（fügen），其本義為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地嵌入於某

個結構之中，故而它亦有引申義「服從、適應、遷就」等。 

間隙在語言中正是沉默。幾個例子能更好地說明我們的理解。普遍的看法認為，音

符的長短強弱，建構了整段樂曲的節奏感。然而，對於一個海德格主義者來說，真正組

構樂曲節奏感的，顯然不是音符與鼓點，而是音符與音符、鼓點與鼓點之間的空白，換

                                                
237 Ibid. pp. 350. 中譯本 340 頁。 

238 孫周興先生有時也譯為「嵌合」，但該詞艱澀難懂，故而我們用「間隙」。它與「裂隙（Riß）」並無實

質上的區分，在〈藝術作品的本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一文中，海德格說道：“Der gefügt Riß 

ist die Fuge des Scheinens der Wahrheit”（被嵌合的裂隙乃是真理之閃耀的間隙）。cf. Ibid. pp. 51. 中譯本

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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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即拍子之間轉瞬即逝的停頓。正是這些停頓，使樂曲具有流動性，讓音樂獲得生

命力。即使在一個連續的音符中，人們彷彿也感受到了某個瞬間的「留白」，這並不是

在說，音符真的停頓了，它可能是情緒上的一種喘息，否則，這個音符要麼毫無感染力

可言，要麼激情過於強烈以至於失去美感、變得矯情。就好比利用計算機製作出來的音

符，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音樂，僅僅是一種物理現象。這點在表演者對藝術作品的詮釋

中 具說服力。不同的指揮家在詮釋同一首作品時，常在不同的地方製造長短不一的「間

隙」，有時候人們會發覺，頓點的差異是如此巨大，以至於使同一首曲子擁有了截然不

同的風格。而一個一流的藝術家，正是在作品 恰到好處的地方，做既不多也不少的留

白。而一個天才的藝術家，更是在 意想不到之處，做出完美的留白。然而，以上所言

之「間隙」絕非純粹的停止（L'arrêt）。它們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恰如其分地「鑲嵌」

於事物之中，它就像骨骼與軟骨間的關節（joint）一樣，作為各骨骼的接合處，沒有它，

骨骼間的本質聯繫無法建立，整個有機體更無法活動。而後者則恰恰相反，它不賦予有

機體活動性，它徹底地停止了有機體的活動性，簡言之，它缺乏活性。 

現在讓我們回到文本中。這裡，海德格使用「間隙」又是何用意呢？由於「來」之

來與「去」之去的發生，根本上被允諾（給予）了一個空間和可能性，而這個可能性正

是地帶中的「間隙」。換言之，它正是時間「來去自如」這一本有事件（Ereignis）發生

的本質空間：「始終逗留者（das Je-Weilige）被嵌入這一『之間』中。這一『之間』乃

是間隙，而逗留者一向（das Weilende je）循著此裂隙從來源而來、向離開而去被嵌入

其中了。」（GA 5: 355.3-5）239換言之，間隙作為無蔽地帶之「本質」，嵌入了過去與未

來之間，它是「前空間的（vor-räumlich）；唯因此，它才能設置空間，也即給予空間。」

（GA 14: 19.5-6）240也就是說，間隙讓作為本有事件的本真時間流動了起來。然而，這

個賦予本真時間以動態性（la mobilité）的「間隙」根本上又是什麼呢？正如在前章中

我們曾探討過的，它或許是靈光乍現、稍縱即逝的「瞬間（l'instant）」，是給予可能性的

可能性的場域，也是不在場者與在場者之間不可或缺的關節與聯繫。 

在前面我們曾問過這樣一個問題：人們何曾在真正意義上用過耳朵去傾聽別人的話

呢？海德格提醒我們，縱然人們以「口」為說話的器官，但我們不要忘了，說話的「口」

                                                
239 Ibid. pp. 355. 中譯本 345 頁。本文對中譯略作改動。 

240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19. 中譯本：

《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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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我們身體中的一個「間隙」： 

 

⽽而⼝口（Mund）不光是在某個被表象為有機體的⾝身體上的⼀一個器官，倒是⾝身體和⼝口

都歸屬于⼤大地的湧動和⽣生⾧長中（in das Strömen und Wachstum der Erde）－－我們終有⼀一

死的⼈人就成⾧長於這⼤大地的湧動和⽣生⾧長中，我們從⼤大地那裡獲得了我們的根基的穩靠性

（das Gediegene einer Bodenständigkeit）。︒｡（GA 12: 194.6-11）241 

 

「土生土長的（bodenständig）」這個詞，暗示出人與大地（Erde）密不可分的情感

聯繫，人生於斯，死於斯，在海德格看來，大地無疑是人真正的故土。作為世界隱蔽的

「開口」的大地，湧動著源源不絕的生命力，是大地，讓人能夠屹立於大千世界之中。

但作為開口本身，大地是神秘的、黑暗的。在另一層意義上說，這個黑暗神秘的開口，

正彷彿弗朗西斯・培根的畫作《吶喊的教宗頭像習作（Study for the Head of a Screaming 

Pope，1952）》中的教宗之口。關於這幅畫，楊婉儀教授談到：「這個洞（le trou）是內

在時間（生命）湧現之口、是外在空間（面貌）逃逸的路線；時間空間在畫面定格的這

一瞬間（l’instant）在如黑洞般的口匯集交錯，內外的力量同時湧向這個洞所形成的壓

力飽滿了畫面的張力。」242因而，口也象徵著，外在空間的世界與內在生命的大地，這

兩者之間的爭執（Streit）。關於此種爭執，Vallega-Neu 說的很好，「世界敞開歷史性的

道路，而大地則自行隱退，並因此而庇藏。它們相互映襯著發生，並且只通過對方而發

生：大地唯有在一個世界中作為自身退隱才湧現，同時世界需要大地以便把它的歷史性

道路建基其上。」（Daniela Vallega-Neu 2003: 95.18-22）243當大地開口，生命誕生，世

界呈顯；而當世界紛呈多彩時，大地復又閉口，使萬物得以棲居於大地之庇護中。無庸

置疑，大地正是人類的起源。因而我們尊重（achten）腳下的大地。在這裡，實際上我

                                                
241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9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00頁。 

242 詳見楊婉儀教授《現象與時間》一文。 

243 “The world opens historical paths while the earth secludes itself and thus shelters. They occur against each 
other and yet only through each other: Earth can only emerge as self-secluding in a world, while the world needs 
earth as that on which it can ground its historical paths. ” cf. Daniela Vallega-Neu,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An Introducti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95. 中譯本：《海德格爾<哲學獻文>導論》，

李強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121 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6 76 

們試圖證明這樣一種探討的可能：如果說，一種主流的觀點認為海德格並不在意「身體」，

那麼在這裡，「大地」是否可被當作一種比「器官」和「身體」都更源初的「肉身性」

去思考？ 

如果說，語言也具有節奏感與情韻，具有間隙一般的「沉默的肉身」，那麼對一個

海德格主義者來說，本真語言也是時間。總而言之，嵌於地帶之間隙中的逗留允諾了

一種不在場者與在場的本質性關聯，換言之，一種使不在場者——亦即未來之「來」與

過去之「去」以其本己方式——在場的可能。而與此同時，這也是「讓在場（Anwesenlassen）」

這個術語所企圖表達的：由於海德格 終將「在場」與「讓在場」都歸屬於「在場狀態」

這個術語，那麼，「讓在場」就是「讓」——不在場者（無蔽之地帶意義上的不在場者）——

「在場」。而這也反應出「地帶」的真正內涵。 

因此，在弄清楚了「逗留」之意義後，我們也就真正弄清楚了，當海德格說「在場

狀態（Anwesenheit）」這個術語時，說的究竟是什麼。在ZUS中，海德格 終將「在場

狀態」規定為「關涉人、通達人、被端呈於人的永遠逗留（Verweilen）」。「關涉（angehen）」

指的是「不在場永遠地與我們相關涉」；「通達（erreichen）」與「端呈（gereichen）」擁

有相同的字根“Reichen”，其義為「把......呈上」，簡言之，端呈指的也是在過去和將來中，

在場被端呈出來（GA 14: 17-8）244這就是說，「關涉」、「通達」與「端呈」指的正是不

在場者的在場方式，它們與海德格在DSA篇裡所說的「逗留」幾別無二致。因此，作為

一種不在場者的在場方式，「逗留」是自由的、流變的、生產性的，故而海德格說它「遊

戲著端呈（spielende Reichen）」，因為它根本上允諾過去、現在、將來自由地互相傳遞

（Zuspiel）。我們認為，海德格之所以喜歡使用「遊戲（Spiel）」這個詞，主要意在凸顯

過去、現在與未來在「時－空（Zeit-Raum）」維度間相互傳送（Zuspiel），因此這個「遊

戲」本質上是「傳遞的遊戲」。也就是說，時間在場的方式是被傳送的，故而海德格說：

「時間是第四維」。時間是傳送這個遊戲本身。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將 ἐόντα[存有者]規定為：不僅是現在的東西，過去

的東西和將來也是存有者，換言之，過去和將來也在某種意義上——用海德格自己的話

說就是「以其本己的方式」——在場。在這裡，奇異的變化正悄然發生：隨著「在場」

含義的突破，「存有者」的意義也必然得到了拓展。過去不再僅作為「回憶」而在場，

未來也不再僅作為「計畫（projet）」而在場，一種海德格式的理想的時間觀念，是使過

                                                
244 Ibid. pp. 17-8. 中譯本 20-1 頁。本文對中譯略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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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與將來都以其 本己方式在場，未來之「來」與過去之「去」都在「間隙」之奇異經

驗中被給予出來了。 後我們發現，「在場」的意義已經得到了 完備的拓展，這種拓

展的程度是如此之深，以至於它毫無疑問是徹底的「異質邏輯」。 

然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並不樂觀。兩種可能情形會出現。對海德格來說稍好的一種情

況是，「在場」這個術語 終完全失效，「地帶」在「在場」應該出現的一切地方替換它

而出場，然而，如此這般的、基於無蔽地帶之上的形上學是否可能、進而形上學本身仍

是否可能，這些問題直到今天依然是難以設想的。另一種情況是，「地帶」這個術語仍

被歸於傳統形上學的脈絡中，只要有人找到「地帶」在西方形上學中的淵源即可。無論

如何，正如在 SUZ 中一樣，「在場」這個術語 終還是被犧牲掉了，甚至於我們發現，

連如如呈現的「當下」也被委派給了不在場—— 好的例子是「躊躇（zögern）」這個

術語。因此，究竟何物是本真在場的、什麼又是不在場的，海德格本人似乎也難以給出

確定答案。但另一方面，對於海德格來說，這類問題並不「嚴肅」，因為它們僅僅基於

概念化的想像遊戲，而非基於語言的本真經驗。因為在真正意義上，「有」與「無」之

間的界線必須被模糊掉，而這種可能性 終落在語言上。因此，新術語與舊術語在多大

程度能夠友好共融，決定了「地帶」替補「在場」的 終成敗，而這又根本上取決於語

言。無論如何，基於「真正嚴肅」的方式，我們說，「在場狀態」和「地帶」，以及「地

帶」的「逗留」、「間隙」等等，正是「在場」的替補——但絕非僅僅替補而已。一方面，

它們既嚴格蘊含了在場的傳統含義，亦即作為「現在」的「當下」，儘管這種蘊含關係

仍是成問題的；但另一方面，它們又比原先版本的在場更有深度。這就是我們一直以來

所說的「拓展」的 終意義。拓展深度是溯源行為，絕不是清算或革命。 

事實上，海德格探討「在場」這個術語， 終期盼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是開展一種

新的時間哲學之可能，而如何理解此種可能性，決定著如何理解海德格思想與傳統形上

學的關係以及他在西方哲學史中的地位。而這個目的的達成也事關另一個目的，就是在

終意義上、在「作為無蔽之地帶」的層面上，完成「存有論差異（ontological difference）」。

儘管晚期的海德格並不十分樂見存有論差異的重要性，但這只是因為「存有論差異」術

語上的陳舊、亦即它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困難讓使他迷惑罷了。因為在 ZUS 的結尾，我

們發現了「存有論差異」 激進的表達式：「要緊的是，在對本真時間的深入考察中思

入存有的本己因素——從本有而來——而無須顧及存有與存有者的關係。」（GA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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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8-30）245儘管事後海德格對此做出解釋，「......並不表示，與存有者的關聯對存有者

來說是無關緊要的，因此可以撇開這種關聯不談了；它毋寧是表示，勿以形上學的方式

來思存有。」（GA 14: 41.21-4）246但這個解釋依然恰恰說明了：存有與存有者之間存

在的不可逾越的、本質性的差異，它經已表明存有論差異的在場。如果說，拓展了意義

的在場——實際上就是地帶， 終完成了存有論差異，那麼反過來說，存有論差異也必

須符應於「在場」拓展之後具備的雙重性，此雙重性體現在「讓」之內涵中。因此，晚

期的、「 成熟的」存有論差異也必須在「讓」之雙重意義上得到凸顯。 

「讓」的第一層意義是「放棄、放走、讓......離去」，在這裡，「讓」關涉的是「存

有者即在場者。因此其中所指的是作為形上學之基礎的存有與存有者的差異和存有與存

有者的關係。」（GA 14: 45-6）247因而這裡的「讓在場」可被等同於「在場者之在場——

即讓在場者在場」。海德格一貫認為，這種意義上的「在場」，始由亞里士多德規定：「在

場者之在場——在亞里士多德那裡被解釋為 ποίησις[創作、製作]。......因此顯而易見，

形上學中的讓在場的基本特徵乃是在其多樣形態中的產生（das Hervorbringen）。」（GA 

14: 55.11-7）248這層意義上的存有論差異在 SUZ、嚴格來說在 SUZ 之後的著作中就明確

表達出來了。我們在這裡稱它為「第一開端的存有論差異」。 

那麼很顯然，「另一開端的存有論差異」則來自「讓」第二層含義是：「允許（zulassen）、

給出（geben）、端呈（reichen）、發送（schicken）、讓－歸屬（gehören-lassen）」（GA 14: 

46.9-10）249，海德格認為，該意義上的「讓」方「合乎本己」、「朝向本有（Ereignis）」

地切中「在場」本身。如果我們此前的理解沒有出錯的話，它們正是地帶之諸特徵，因

而這層意義上的「讓在場」等同於無蔽地帶意義上的「在場狀態」。但是困難和爭議在

於，如何理解這裡存在的「存有論差異」。正如我們在本節的開頭所言，在一種 激進

立場上說，地帶唯有保證存有者和存有這兩個層次以絕對差異的方式在場，存有論差

異（ontological difference）才得以完成。而現在，一個意想不到卻也意料之中的結果是：

由於「在場狀態（Anwesenheit）」事實上必須囊括無蔽地帶中不在場者的在場方式，並

                                                
245 Ibid. pp. 29. 中譯本 36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作更改。 

246 Ibid. pp. 41. 中譯本 47 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作更改。 

247 Ibid. pp. 45-6. 中譯本 52頁。本文作者對中譯略作更改。 

248 Ibid. pp. 55. 中譯本 65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作更改。 

249 Ibid. pp. 46. 中譯本 53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79 

且存有本身作為「在場狀態」，那麼此處的「允許」、「給出」、「端呈」與「發送」，實際

上指的正是存有的在場方式。因此海德格說，「只要在作為在場狀態的存有中顯現諸如

時間這樣的東西......本真的時間，敞開域的四重端呈，可以被看作給出存有亦即在場的

『它』（Es）。」（GA 14: 22.15-8）250「它（Es）」指的是本有（Ereignis），亦即我們在前

章第二節所言的「有存有（Es gibt Sein）」、「有時間（Es gibt Zeit）」之「有／它給出（Es 

gibt）」。因此，「存有」與「時間」在「本有」這裡 終達成了共謀：這就是說，存有的

在場方式正表現為時間在無蔽地帶（亦即敞開域）中被給出的方式，因為它們「分受」

同一個給予者：「本有」。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海德格說，存有與時間之間的「與（und）」

也就是存有和時間之間的關係才是大可一思的東西。如果說，第一開端意義上的存有論

差異，說的無非是這麼一件事情即「存有與存有者之間存在差異」，那麼另一開端意義

上的存有論差異則說的是，「何以作為存有的本有使差異化運作得以可能」，也就是探討

「存有論差異如何顯現」的問題。那麼在這個意義上，「本有」之「有／給出」又是否

完成了存有論差異？ 

是時候該對我們的論述做個總結了。首先，由於「在場」這個詞始終屬於傳統形上

學「第一開端」的基本概念，這迫使海德格必須在一種全新意義上，亦即從「另一開端」

出發，去論述「在場」之本源，也就是作為無蔽地帶的在場狀態。他的策略是，由於在

場被侷限於現在意義上的當下，為此他必須設法拓展當下的深度。在 SUZ 時期，他企

圖用「瞬間」等術語直接替換掉「當下」。晚期的策略則略迂迴些，也就是通過「地帶」

直接「解構」當下之封閉性，除此之外，海德格還藉由「逗留」、「間隙」、「端呈」、「傳

送」等術語去展開當下之動態性與開放性。無論如何，拓展當下之深度與開放性、動態

性，這個策略貫穿始終。而這一點又要求著一種全新的、異質的時間哲學。 

但與此同時，正如存有論差異一樣，這並不意味著在場的困難在海德格那兒就被徹

底克服了。如果說，「在場」總已經標識著第一開端（即形上學的歷史）了——用海德

格的話說就是：「我們從哪裏取得把存有標識為在場的權利呢？這個問題提得太遲了。

從西方思想在希臘人那裏的開端起，所有關於『存有』和『是』的道說全都保持在對那

種束縛思想的關於作為在場的存有的規定的思念（Andenken）中。」（GA 14: 10-1）251而

                                                
250 Ibid. pp. 22. 中譯本 26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作更改。 

251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10-1. 中譯

本：《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11-2 頁。本

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更改。粗體為本文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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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在場」這個術語太舊了，而我們對它的思考又太遲了，那麼索性在恰當的時

機，使用另一套語彙（儘管總有人會質疑這種語彙之正當性）無疑更妥當。另一方面，

海德格意圖使我們意識到，如果說「在場」總已經面臨一種危險，即被還原為平面的、

無深度的現象，那麼僅止於智性上理解或想像這麼一種「在場」與「不在場」的文字遊

戲，仍是遠遠不夠的、甚至說是膚淺的。綜上所述，對海德格來說，或許關鍵仍將取決

於，其一，如何使用一種比形上學更古老的語言，亦即「前－形上學」語言去道說「在

場」，其二，如何使用一種比理性更古老的東西——或許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可稱之為「經

驗（Erfahrung）」——去接近給予在場的東西，亦即本有。我們認為，海德格無論如何

都不能拋棄他思想中的基礎主義傾向，這種奠基行為也可以說是現象學之根本特徵之一。

因為「我們現在說到底必須以某種方式更嚴肅地看待形上學，這種方式本質上超越了

任何一種對學說的接受和繼承，任何一種對觀點的革新，任何一種對大量此類學說的混

合和調和。」（GA 65: 175.9-13）252這種嚴肅的方式，在我們看來，正是重新思考形上

學本質之源。 

但是直到目前為止，除去一些大致的模糊印象，我們仍未弄清「地帶」之拓撲學如

何從語言處獲得與其本質性的關聯。在〈語言的本質〉一文中，海德格認為，道說（大

道之說）意味著：「顯示（Zeigen）、讓顯現（Erscheinen lassen）、既澄明又遮蔽且釋放

著（Lichtend-verbergend-freigebend）把世界呈示出來。......語言之本質屬於那種使四

個世界地帶『相互面對』的開闢道路的運動的 本己的東西。」（GA 12: 202-3）253。在

〈走向語言之途〉一文中，海德格又說道，「大道賦予終有一死者以棲留之所，使終有

一死者居於其本質之中而能夠成為說話者。」（GA 12: 202-3） 

綜上所述，道說並非作為某種符號（Zeichen）或隱喻（metaphor），而是直接地「讓」

世界自行顯示，作為一種顯示，大道之道說讓存有的真理、讓世界之四重元素在其自身

或顯或隱，但與此同時這也意味著，在世界之中，道說才是其所是。此外，道說也通過

「讓」，允諾了人在思想中棲居的可能，允諾了人在傾聽中說話的可能。一個細微的差

別必須被注意到：在我個人看來，它和神性的或啟示性的語言仍有一定距離。海德格在

                                                
252 Martin Heidegger,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Vom Ereigni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9. 
pp. 175. 中譯本：《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182 頁。黑體字

為本文作者所加。 

253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02-3. 中譯
本：《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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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並不暗示「道成肉身」或比它更激進的方式。這意味著兩件事，其一，啓示性語

言強調語言開顯世界的主動性，在此意義上，世界顯然成為了「被造物」，然而海德格

始終認為，這種開顯的力量必須具有「反作用力」，換言之，世界也必須具備開顯語言

的反作用力。其二，作為「之間（zwischen）」之裂隙（Riß）的「讓」本身，儘管給出

了「在場」，但它自身仍然是退隱的、抑制的。因而語言並非只有開顯的面向，恰恰相

反，從海德格的角度或許應該這樣說：肉身（世界）成於「道」之遮蔽與開顯之間，「道」

也成於肉身（世界）之遮蔽與開顯之間。如果說，「讓」揭示著「有（es gibt）」，或許在

某種意義上，「讓」也指引著「無」。故而，「有」的「恬然不居所成」或許正是「讓」

的情韻。根本上，這是因為「讓」是運動的、生產性的。 

但是語言仍然面臨著一種困難，即存有的本質現身（west）是否能且只能發生在存

有者的意義上呢？換言之，從這裡，語言能夠允諾做到更多嗎，語言能否在積極意義上

保證存有本身的本質現身？海德格認為，這是可能的：「這種顯示讓在場者顯現

（erscheinen），讓不在場者隱失（entscheinen）」（GA 12: 246.6-7）254。問題的答案就在

「隱失（entscheinen）」一詞中。「隱失（entscheinen）」的字面義是「石油去螢光質」，

可以說，該詞在此處的用法幾乎是海德格生造出來的。「隱失（entscheinen）」的前綴“ent-”

在德語中意味著：1、從對象中除去某物。2、將對象轉為相反的情形。3、某物的開始255。

如果我們採取第三種意義，那麼這個詞語，或許可被理解為：顯現（scheinen）之開端

與起源。因而，隱失不僅是一種「顯（scheinen）」，它甚至比顯現（erscheinen）更為

源初。它說的不是別的，正是作為無蔽地帶之在場狀態的在場方式。 

因此，「讓」不僅讓物隱蔽，更關鍵的在於，在這種隱蔽過程中，存有作為差異本

身本然地現身了。因而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們認為，存有論差異是完成的。在DSA裡，

海德格說道：「在在場本身之本質中起支配作用的與在場者的關係，乃是一種唯一的關

係。它完全不可與其他任何一種關係相提並論。它屬於存有本身之唯一性。所以，為了

命名存有之本質因素，語言必須尋找一個惟一的詞語。......我們譯之為『用（Brauch）』。」

隨後，海德格給出了明確的答案：「『用』是聚集，即ό Λόγος」。（GA 5: 366-9）256當然，

                                                
254 Ibid. pp. 246. 中譯本 257 頁。 

255 cf. https://en.wiktionary.org/wiki/ent- 
256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66-9. 中譯本：《林中路》，
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57-6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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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邏各斯，是赫拉克力圖斯的邏各斯，是那個尚未「崩壞」的、前形上學的邏各斯，

或許也是德希達在《論精神》所說的「燃燒之火」。 

終我們意識到，語言，首先在於開啟這樣兩種可能性：要麼，它「讓」物顯現，

因而存有者凸顯出來，要麼，它「讓」物不顯現，存有反而從中被凸顯出來。但是，在

嚴格意義上講，語言在這裡起到的保證作用仍是消極的。因為，哪怕語言已經全面性

地揭示出存有者到達於在場，在場本身仍然隱而不顯。然而，為了突破消極性，為了

終有效地完成存有論差異，海德格甚至索性將「在場」本身的在場方式直截了當地指向

「隱失」，但我們的疑問是，這是否又對「在場」與邏輯產生了某種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暴力呢？ 

 

2. 對現象學的沉默  

 

正如本章開頭所言，海德格認為道路隸屬於地帶。如果說，道路正是我們經驗語言

之途，那麼地帶正標誌著一種經驗之「方法」。但是，在我們誇誇其談對方法之預期時，

海德格則始終保持了一種對「技術—方法論」的警惕。在全集第二十四卷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現象學的基本問題）中，海德格說道： 

 

像每⼀一種科學⽅方法（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一樣，現象學的⽅方法，依據恰恰在

這種⽅方法的協助下所實施的向實事（Sachen）的逼近（Vordringen），也在發展（wachsen）

著并改變（wandeln）著⾃自⾝身。︒｡科學⽅方法絕不是⼀一⾨門技術（Technik）。︒｡⼀一旦它成為技術，

它便背叛了它⾃自⾝身的本質（Wesen）。︒｡（GA 24: 29.19-23）257 

在 UZS 中，海德格卻如是說道： 

在科學中，論題（Thema）是由⽅方法來擺弄、︑､提出的；不但如此，科學的論題也被

設置⼊入⽅方法（Methode）中，並且始終是服從於⽅方法的，......科學的瘋狂奔跑，乃來⾃自⽅方

法及其可能性的推動，這種推動不斷加強，愈來愈委⾝身於技術（Technik）了。︒｡⽅方法擁

                                                
257 Martin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24, 1975. 
p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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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識的⼀一切暴⼒力（Gewalt）。︒｡......所以，如果說我們在下⽂文中要沉思有關語⾔言的運思經

驗的道路，那麼，我們絕不是做任何⽅方法論上的（methodologische）考慮。︒｡（GA 12: 

168.14-31）258 

 

這兩段話，看似矛盾，實則不然。前者寫於一九二七年夏，後者寫於三十年後的冬

季。若仔細觀察它們，我們會發現，實際上，「技術」就等於「方法論」，只是三十年後，

海德格對「科學」的批判態度愈加顯題化，但這並不妨礙我們理解海德格自己的思想。

大體上說，海德格自始至終都要求著一種旗幟鮮明的、有別於科學表象之方法論的東西

－－在早期，他稱之為「現象學的方法」，而到了晚期，它被稱作「地帶」。如果我們承

認，在兩者之間存在某種關聯（當然，如果我們願意，亦可理解為一種「裂痕」、「移位」），

那麼，或許關鍵就在於，去論述兩者的關聯是如何可能的。 

在此之前，我們的策略必須率先得到澄清：首先，我們從海德格晚期對現象學的沉

默談起；如果一切順利，我們將嘗試證成一個猜測：「語言」根本上就是晚期海德格

現象學進路之突破。反過來看，思考「現象學」對我們的研究本身亦有裨益：一種靈

活的策略的考量。我們需站在一個機動性高的樞機位置，一方面既和海德格保持著距離，

與此同時，又能隨時進入海德格思想之中。因此，我們恰恰需要把海德格晚期對現象學

的沉默顯題化，因為「現象學」在我們看來，正是這一位置。換句話說，現象學為我們

提供視域來思語言，因而它是我們思考的稜鏡（prism）——正像 Marion 以海德格「存

有－神－邏輯學（Onto－Theo－Logie）」為稜鏡，去探問笛卡爾的形上學一樣（Jean-Luc 

Marion, 1995）259。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從語言的角度來更新海德格意義上的現象

學；與此同時，語言恰恰又需要通過現象學來反省它自己的真摯性。但這並不是說，唯

有現象學才產生了語言的根本性困難，我們強調的向度是，前期海德格作為一個嚴格意

義上的現象學家，業已對語言問題有了深入思考，而海德格的“Kehr”（這個擁有豐富意

涵的詞在我們的語境中，現在可以具體地稱為「語言存有論轉向」）無疑是向這本質性

語言疑難做的 後的攻堅工作。 

                                                
258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68.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69頁。 

259 cf. Marion, Jean-Luc, On Descartes' Metaphysical Prism. Jeffrey L. Kosky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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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我們將正式進入現象學場域之中。在前章，我們曾談到晚年海德格在政治問題

上的令人厭惡的沉默（至少公開場合是如此）。然而在我們看來，縱使海德格的政治問

題在近幾年再次成為甚囂塵上的熱門話題，但始終有另一種沉默，它比前者更令人生疑，

乃至於，它實際上正是引導全文寫作的真正核心動機。那就是他對現象學的沉默。如果

說在此之前，我們已經將現象學之「學（logie）」亦即「邏各斯（Logos）」，歸於一種更

為本源的「大寫語言」中，那麼，在此意義上的現象學之「現象」，又將會呈現出何種

別具一格的意義呢？ 

 

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像許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是為了否定現象學的意義，⽽而是為

了讓我的思想保持在無名（Namenlose）之中。︒｡（GA 12: 114.27）260 

 

這句話來自於海德格與日本人手塚富雄的對話261。在這裡，海德格意識到有必要為

自己長久以來受到的質疑做某種辯解，儘管，對於海德格來說，這種辯解必定、也只能

是曖昧不明的。首先，關於這個質疑，這個自身雜亂無章、妄圖以暴力方式將現象學推

入漩渦之中的質疑行為，難道不恰恰在另一面暗示著一個核心問題：我們應如何理解現

象學，如何理解回到實事（Sache）本身？因此，首要的、並具有本質性困難的是：我

們該如何定義現象學（假設我們能夠在極其寬泛的意義上使用「定義」這個概念）？這

將始終是縈繞於本節各個角落的中心問題。 

這種質疑大致說來，可以分為強弱兩種版本。一種版本源自胡塞爾262。他認為海德

                                                
260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14.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16頁。 

261 海德格曾在〈荷德林和詩的本質〉一文中寫道，「語言的本質性事件——對話（das wesentliche Ereignis 

der Sprache: das Gespräch. ）」。cf. Martin 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olderlins Dichtung.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4, 1981. pp. 39. 中譯本：《荷爾德林詩的闡釋》，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41 頁。海德格在許多地方都強調過對話（Gespräch）的獨特意涵。因而我們不僅需要關注這個對話

的內容，對話形式本身也值得我們注意。 

262 有關胡塞爾對海德格的批評的研究不勝枚舉，其中比較細緻和權威的考古成果仍然來自施皮格伯格的
《現象學運動》第七章。另外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的《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和他的時
代》則極為詳盡地披露了兩人之間的私人關係發展全部過程，此外倪梁康的《現象學的始基》一書結尾

的兩篇附論，亦為詳實的參考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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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自 SUZ 之後——甚至更早以前——已不再是現象學家，至少已不再進行「正規的」

現象學研究。很顯然這一版本立足於胡塞爾內部，帶有胡塞爾主觀色彩，更重要的是，

這種看法將海德格和現象學的關係完全固著在海德格和胡塞爾的私人關係史上，而未免

有些武斷。 

另一種理解似乎並不如此，至少「看上去」並非如此，它來自於這樣一個無可爭辯

的客觀事實：海德格在 SUZ 之後，幾乎隻字不提現象學，這種沉默，直到到四十年代

回顧性著作中，方才打破（Herbert Spiegelberg 1982: 337）263，因而海德格「大多數時

候」對現象學采取的態度，是拒絕和否定的。人們之所以能夠說「大多數時候」對現象

學采取否定態度是緣於，從「前 SUZ 時期」著作、作為 SUZ 前身的《時間概念史導論

（Prolegomena）》，我們已能嗅到海德格對胡塞爾現象學甚至包括 Max Scheler

（1874-1928）－－這些又被稱為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的不滿（GA 20: 164-77）264。

然而，在我們看來，儘管在這本書裡海德格表現出的態度是疏遠而拒斥的，但停在細枝

末節處的不滿，並不是真正值得我們注意的事。關鍵在於，海德格這一時期看似飽含不

滿的批判，至多仍是某種小心翼翼的「內部清算」，這種拒斥僅是「清算式拒斥」，換句

話說，清算工作總還是處於「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內部而言的。因為在該時期的海德

格，尤其是存有（Sein）之為問題性如何浮出水面的意義上，Prolegomena 可以看作是

海德格對《邏輯研究》尤其是第六研究第六章「範疇直觀」（Kategorie Anschauung）的

「拓展（broaden）」，而 Marion 已在《還原與給予（Reduction And Givenness）》中十分

卓越地論證了這種拓展具有合法性（Jean-Luc Marion 1998: 35-9）265。另一稍有不同的

看法來自倪梁康老師，他認為 Prolegomena 可以看作是對 SUZ 與 LU 關係的討論（倪梁

康，2004：219 注 1）266，但基本上和 Marion 的看法出入不大。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對

胡塞爾「觀念」時期－－主要是「先驗還原（transzendentale Reduktion）」以及「懸擱

（Epoché）」的拒絕，在 Prolegomena 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267。該書中的一句經由 Marion

                                                
263 Spiegelberg, Herbert.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pp. 
337.  
264 cf. 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20, 
1979. pp. 164-77.  
265 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homas A. Carl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5-9.  
266 倪梁康：《現象學的始基》，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219頁。 

267 在 Prolegomena 全書中幾無一處提到“Epoché”。但是，在 1946 年所寫的《阿納克希曼德之箴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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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引用而變得十分著名：「因此，就現象學的對其 本己的領域加以規定這一基本任務

而言，現象學竟是非現象學式．．．．．的！－－就是說，現象學只不過自以為．．．現象學式的．．．．．！」（GA 

20: 178.10-2，著重號為海德格所加）268 

顯然，站在胡塞爾的立場，我們沒有反駁的必要。關鍵在於，我們為什麼需要做出

這種區分－－畢竟，兩種版本的質疑實際上表達了幾乎同樣的意思？原因或許在於，後

種質疑，暗示出比質疑本身更為緊迫的情形，它強烈要求著，一種對現象學歷史性

（Geschichtlichkeit）的理解，而非作為某一學派歷史的理解。然而，施皮格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在《現象學運動（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中對現象學進行了細

緻的劃分，這一經典範式直到今天仍然卓越地起著作用。他將現象學分為：「 廣義現

象學」、「廣義現象學」、「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 嚴格意義上的現象學」（Herbert 

Spiegelberg 1982: 6）269。然而，這種傳統哲學史意義上的「內涵-外延」的事實性劃分，

果真能夠反映出、哪怕在 微弱意義上折射出海德格現象學的本質嗎？如果不行，我想

我們需要做的恰恰是反思這種劃分。但更令人擔憂的狀況或許是，要求現象學本身具有

「本質」，是根本上行不通的，以至於 後剩下的只是自相矛盾的、修辭學意義上的詭

辯而已，而這並不為我們帶來任何意義。 

或許 根本的悖謬性困難在於，我們如何在海德格後期的全然沉默中找出任何非沉

默的呈堂證供？畢竟，對於沉默， 好的應對策略難道不也是保持沉默嗎？但與此同

時，這種沉默是如此令人狐疑、令人感到蹊蹺，這使我們覺得，總有什麼藏匿於這種沉

默之中（那藏匿著的並不是某種膚淺的否定，不如說是一種顧慮）；另一方面，唯有說

                                                                                                                                                  
文中，海德格重提了“Epoché”：「我們可以把這種隨其本質之真理的澄明著的⾃自⾏行抑制（Ansichhalten）稱

為存有之 ἐποχή[懸擱]。︒｡這個詞是從斯多葛派哲學家的語⾔言⽤用法中借來的；但它在此卻不同於胡塞爾的⽤用

法，並不是指在對像話過程中對設定的意識⾏行為的終⽌止⽅方法。︒｡存有之懸擱（Epoche）屬於存有本⾝身。︒｡這

裡，我們是根據對存有之被遺忘狀態的經驗來思這種懸擱的。︒｡」cf. Martin Heidegger, Holzweg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5, 1977. pp. 337. 中譯本：《林中路》，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327
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海德格在這裡強調兩點：一，「懸擱」與前文所說的「抑制」相關；二，

「懸擱（Epoche）」與「時代的（epochal）」相關，因而在我們看來，海德格試圖凸顯存有的自行抑制是
時代性、歷史性的。 

268 Martin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20, 
1979. pp. 178.  
269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Netherland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82. p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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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什麼的嘗試失敗了，方可反證保持沉默是此必要。因此，關鍵就在於，找出海德格

沉默的「根據」。但正如我們所說的，找出沉默之根據何其困難。目前在我們看來，能

夠切入的向度是：對（海德格的）現象學發展史做某種回溯性工作，然這種回溯，可能

並不與實際歷史產生重疊，毋寧說，我們做的，恰恰並非歷史的，而是歷史性的回溯工

作。我們希冀通過這種回溯，大致勾勒出海德格「描述——（詮釋）——道說」的三種

轉向。在一種標準下，前兩者亦即「描述」與「詮釋」是疊合的，此標準正是 SUZ；而

在另一種標準下，後兩者亦即「詮釋」與「道說」是重疊的，它的標準是 UZS。因而關

鍵就在於，去考察作為「從描述而來的詮釋」，與作為「從道說而來的詮釋」之間的本

質性聯繫。 

現象學自誕生之初，為反對實驗心理學，而產生的「描述（Beschreiben）」方法，

它自身要求著「用思想語言手段來系統有序地展示實事狀態」（倪梁康，2007: 85）270。

在 SUZ第七節中，海德格是如此表明的：「『描述性的現象學（deskriptive Phänomenologie）』

具有同樣的意義，這個用語其實是同義反覆。......描述性本身就是 λογος特有的意義。」

而後，「此在的現象學就是詮釋學（Hermeneutik）。」這無非證明了兩點：其一，彼時

的海德格仍然將描述放在語言的優先地位。其次，詮釋學概念的誕生立基於描述之上，

因而彼時的海德格實際上沒有超出胡塞爾，因此，海德格才說「所有屬於展示

（Aufweisung）方式與解說（Explikation）方式的東西，......都叫做『現象學的』。」（SUZ: 

35-7）271顯然，它與 UZS 中對「詮釋」的詮釋相距甚遠。 

但我們必須清楚的是，這種距離標畫出的是什麼？這需要我們繼續考察從道說而來

的詮釋。在海德格與日本人的對話中，他談到：「詩人本身就是 έρµηυῆς εἰσιυ，即『諸

神的使者』......詮釋學並不就是詮釋，它先前意味著帶來消息和音信。」（GA 12: 115.21-9）
272在這裡，如果足夠警覺的話，我們會發現，海德格已經對詮釋學的意義進行了轉變，

詮釋的意涵已經從「展示」轉變為「傳達」，而詮釋的「主體」（請允許我們在極為寬泛

意義上不恰當地使用「主體」這個概念），也從「此在」轉為「詩人」。因而，這種前後

差異標畫出的意義在於，海德格深化了詮釋學的源始涵義，力圖使詮釋學擺脫傳統形上

                                                
270 倪梁康：《胡賽爾現象學通釋》，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85頁。 

27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35-7.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41-4頁。 

272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15.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17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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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概念化語言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海德格將詩人和詮釋學的原始意義合而為一，其目的卻在於說明，「這

一原始曾驅使我，用它來標識那種為我開啟了通向《存有與時間》的道路的現象學思想。

曾經至關重要的、而且今天依然要緊的事情是，使存有者之存有顯露出來……」（GA 

12: 116.3-10）273對於海德格來說，到「今天依然要緊的事情」是什麼？是存有。然而或

許「海德格由始至終關注存有」這個命題是勉強而無力的，正好比說「哲學家由始至終

關注哲學」一樣毫無意義。但如果我們說，海德格由始至終關注的都是「並不首先與通

常顯現自身的存有，自身如何如其所是的顯現」，並且現象學正是對這種「自行顯現」

之方式的研究，那麼我們的探討是否就有了意義？然而，從這個向度入手始終是非常危

險且極其困難的。無論如何，這幾句緊隨那段「無名」的論述，幾乎成了我們型塑問題

關鍵的證據之一。這難道不正是海德格沉默時期的僅有的、少得可憐的呈堂證供了麼？

因此，去論證這樣一個觀點，即言說「主體」從「此在」到「詩人」的轉向，並不根本

上意味著一種斷裂式的思想的自我反悔（sich versprechen）與放棄，而是一種思想對自

身的允諾（zusagen）與期許，或許正是我們目前的工作。 

無庸置疑的是，正是 UZS 真正標誌著海德格完成了從「從描述而來的詮釋」到「從

道說而來的詮釋」之轉渡，它體現了對語言系統的絕對相即自明性要求的反思。這是

因為，「描述」使一切存有者於在場形上學的絕對可見領域中被照亮，它作為達到直觀

的絕對在場的保證（倪梁康，2007: 85），卻恰恰遮蔽了這一事實：「光」本身是「不可

見」的。這即是說，存有者（現象）以何種方式顯現自身呢？——靜態的、單義的描

述性語言對於此「方式」顯然無能為力。關於這種現象顯現自身的動態過程，Marion

為我們提供一種十分卓越的理論依據：「現象性（phenomenonality）」。因而海德格所要

求的「現象學」，根本上是研究「現象性」的，而非胡塞爾所要求的現象274。因此，現

象性（Marion 將它對應於存有）總在現象的縫隙中迫切地溢出來，更確切地說，現象

性總作為現象遮蔽的陰影，然而卻持續地成為「構成這些東西的意義與根據」。 

因而，我們方才展示了一段思想自我演變的歷史。儘管從 SUZ 到 UZS 之間的差異

是明顯且巨大的，但這並不妨礙這樣一種可能性：實際上，在 SUZ 第七節中，海德格

                                                
273 Ibid. pp. 116. 中譯本 117頁。 

274 楊婉儀老師「還『現象』於『現象學』」的觀點，或許從另一角度回應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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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在自己毫不察覺的情況下言明了現象學中的語言的「二重性」、同時也是悖謬性275－

－遮蔽和揭蔽（alètheia）：「話語『讓人』απο[從]某某方面『來看』，讓人從話題所及的

東西本身方面來看。……λόγος 的功能僅在於素樸地讓人來看某種東西，……」（SUZ: 

32-7）276。由於此在的話語總已經形塑在我與對象的兩端之間，成為兩者獨一無二之關

係的展示，那麼這意味著，語言在揭示事物自身時，總已經遮蔽了其他觀看向度。因而

話語，作為現象的展現方式，正是一種獨特的帶有「視域（Horizont）」的「意向性」。

這說明，語言的「揭」和「遮」，總已經是一體兩面的事情了。而另一方面，詮釋學之

所以能夠成立，是因為我們總已經意識到這一點：語言作為意義的生成過程，總已經同

時是自我耗費的系統了。語言的自我耗費性在於，它具有時間性，借用海德格始終關注

的語言學家洪堡（1767-1835）的話來說，「語言是某種持續地每時每刻消逝著的東西」

（GA 12: 247）277，這首先意味著，（無論何種意義上的）語言都不是某種固定不變的

實體，它具有歷史性和流動性（la mobilité），是始終流動著的意義系統，關鍵或許就在

於，它是應允什麼而變更自身的，我們甚至可以說，本真的語言就是時間。 

那麼，讓我們再回頭看看海德格在二七年寫下的那段文字： 

 

像每⼀一種科學⽅方法（wissenschaftliche Methode）⼀一樣，現象學的⽅方法，依據恰恰在

這種⽅方法的協助下所實施的向實事（Sachen）的逼近（Vordringen），也在發展（wachsen）

著并改變（wandeln）著⾃自⾝身。︒｡科學⽅方法絕不是⼀一⾨門技術（Technik）。︒｡⼀一旦它成為技術，

它便背叛了它⾃自⾝身的本質（Wesen）。︒｡ 

 

如若不更新自身，就會成為科學的表象化的技術，就會走向死亡，就會成為某一陳

舊的哲學流派，成為某一僵化的、關於「方法」之「論」。因此，海德格在 SUZ 第七節

裡強調：「在現象學中，本質的東西不在於它作為一種哲學「流派」才是現實的。可能

性高於現實性」（SUZ: 38.29-33）278。然而，如何才能使現象學成為一種歷久彌新之可

                                                
275 這種悖謬性海德格當時尚未清晰地意識到，然而這無疑正是思想發展的「實事」之一。 

276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32-7.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38-44頁。 

277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47.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44頁。 

278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38.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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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呢？ 

現象學可能性之彰顯，本質上依賴語言，因而現象學總已經是語言的現象學；

另一方面，語言本質也透過現象學的視域向人開顯自身，因而語言總已經是現象

學的語言。語言和現象學互相影響著，並在這種交互影響中，不斷地更新自身。現象

學作為一門不斷再定義自身的「科學的方法」，恰好說明了：五七年海德格所說的「讓

思想保持在無名之中」，不正是海德格沉默時期對現象學的唯一看法嗎？將現象學保持

的「無名」之中，就是破除現象學僵化的「名字」，就是讓現象學一再地更新自己的語

言系統（或許也就是不斷地重新「命名」），一再地突破形上學語言的限制。因此海德格

對現象學保持沉默，實際上意味著避免誤解：沉默並不是一種非表達，它恰恰意味著對

表達更根本地尊重。在此意義上也證成了，沉默比表達更接近語言之泉源。沉默是 深

刻的表達。因而二七年的「現象學的方法」與思想之無名性、以及「地帶」並不相悖，

恰恰相反：肯定現象學的「本質（必須在海德格的意義上充分理解它）」就是讓思想保

持在無名的狀態之中，倘若我們把現象學理解為「作為地帶的方法」而非「方法論」，

那麼現象學的可能性正是在由語言而開展的「地帶」中得到開顯。或許，對語言問題的

思考在海德格各個時期均一再證成了人在世界中的「被拋狀態(Geworfenheit)」279。更重

要的事情在於，那時刻湧動著現象學內部的東西－－語言，不也正是現象學持續煥發活

力的本質之源嗎？ 

雖然，肯定「現象學」與「語言」之間的交互作用，並不直接對等於肯定這樣一件

事即：晚期的海德格也談「現象（Phänomen）」。很顯然，晚期海德格不怎麼提到「現

象」這個術語，但他對「現象」的戒心似乎遠不如提防「現象學」那般嚴重。毋寧說，

他並不是緘口不提，而是根本上淡忘了這個術語280。因為他找到了比「現象」更適合的

                                                                                                                                                  
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45頁。 

279 毫無疑問，被拋性與語言的問題，亦是一個值得花時間去思考的有趣問題。我們在前章對情韻的解讀，
或許可作為其中一個切入點。 

280 在 ZUS中，海德格一個很小的註釋中提到了「現象」一詞：「召喚與『現象』——依然⾃自⾏行隱匿者（das 

sich noch Entziehende）......」。cf.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4, 2007. pp. 6. 中譯本：《面向思的事情》（增補修訂譯本），陳小文、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14 年，5 頁。有鑑於此文在晚期海德格思想中的重要意義，我們故而無法對這個註腳掉以輕心。由此，

海德格對「現象」一詞的「淡忘」，也可理解為「現象」實際上表述的是「自我隱匿者」。因而，如果說

「顯現」正是「現象」的替補，那麼晚期的「現象」中也必然某種意義上道出了的「隱匿性」。這點在「隱

失」這個術語中得到了充分地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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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或者說，他把另一個術語直接與現象畫了等號：此即「顯現（Erscheinen）」：或

許是基於與「在場」同樣的顧慮，亦或許是海德格發現「現象」這個術語已經變得如此

多餘；無論如何，這無非表明了一點即，海德格嘗試補救在 SUZ 中出現的失誤。在 SUZ

第七節中，海德格以一種十分混亂並且終究失控的方式論述「現象」這個術語。他透過

區分「假象（Schein）」、「顯現（Erscheinen）」與「現象」三者，並將 後者作為三者共

在的基礎。但實際上，「顯現」卻一直如此引人注目，以至於它總是迫切地溢出並試圖

整個顛倒「現象」結構。因而，（現象意義上而非假象意義上的）「顯現」，無疑正是 Marion

所說的「現象性（phenomenonality）」。因而，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海德格對「顯現」問

題，亦即現象性問題的關注始終是一以貫之的。首要的原因是：現象性這個術語在

終意義上指向存有論差異。 

正如先前所提，我們始終認為存有論差異分為強弱兩個版本。換言之，作為存有者

的存有，與作為存有本身的存有，仍然有距離281。如果說，海德格對現象之現象性的關

注一以貫之，那麼我們也同樣有理由相信，對差異之「差異化」思考，也貫穿著海德格

整個思想脈絡。因此，讓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在 UZS 中海德格的那番話，我們先前沒有

將它說完：「曾經至關重要的、而且今天依然要緊的事情是，使存有者之存有顯露出

來……存有本身——這說的是：在場者之在場（Anwesen des Anwesenden），也即在場

與在場者的從兩者之純一性而來的二重性（Zwiefalt）。」在這裡，「在場」這個可疑的

詞， 終被「二重性（Zwiefalt）」塗抹掉。而二重性，說的是在場者與在場的二重性，

它 終回指向存有論差異。如果說，我們在前面全部論述的核心之一，即在於論述這樣

一回事情是可能的：語言在「抑制」、「跳躍」、「返回」與「地帶」等等的多重思想基調

中，完成並實現了存有本身的差異化運作。而這無非是在說：「存有論只有作為語言才

是可能的」。 

存有論只有作為語言才是可能的。為什麼這句話令人感到如此熟悉又陌生？因

為在 SUZ 中，海德格曾說過：「存有論只有作為現象學才是可能的」。那麼現在，存

有論、語言、現象學，這三者的關係就更加微妙了。 

實際上，對現象性（即存有論差異）的好奇心的發端，總也逸離不了胡塞爾在〈第

六研究〉中不經意間唸出的那個「魔咒」：「我可以看見顏色，但不能看見顏色的——存

有（das Farbig-Sein）。我可以感受光滑，但不能感受光滑的——存有。我可以聽見聲音，

                                                
281 詳見：孫周興：《語言存在論——海德格爾後期思想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15-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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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能聽見音響的——存有。存有不是處在對象中的東西，不是對象的部分，不是寓居

於對象之中的因素......存有絕然是不可感知的東西。」（LU2: 137-8）282胡塞爾並沒有特

別將存有當成什麼了不起的東西，在他看來，存有只是一個不可在內外感官中感知到的

東西罷了。因而，存有僅作為一個範疇，作為擴展「範疇直觀」的一個無足輕重的例子

罷了。但海德格並不這麼想。因此，當「存有」在海德格那裡，作為「首要的」問題（或

許也是「 終的」問題）而被提出之時，那麼，難道不恰恰是在這裡，在《邏輯研究》

第六研究之中，發生了現象學運動史「頭一回的」存有論差異嗎？  

 

3. 語言的現象學：一種「激進的現象學」  

 

實際上追溯起來，在亞里士多德命名何謂形上學即「第一哲學（φιλοσοφα πρώτη）」

時，「存有論差異」便以一種Marion在《還原與給予》裡所說的「不是缺席的，而是以

隱性（not absent but latent）」的方式運作著。1928年的 後一學期馬堡演講中（即SUZ

出版後的一年），在談到亞里士多德時，海德格說道： 

 

被探究的應該是τὸ ὂν ἦ ὂν(存有者之為存有者)——存有者，就其是存有者⽽而⾔言，也

就是說，唯⼀一著眼於把存有者造就成其所是的存有者的那種東西：存有。︒｡排在第⼀一位的

科學，即關於⾸首要的東西的科學，就是關於存有的科學。︒｡（GA 26: 12.27-31）283 

 

海德格的這個觀點，自SUZ以來便貫穿始終284。無論是對於SUZ，還是對於傳統形

上學來說，存有論，更確切地說是存有論差異（在海德格意義上我們發現兩者講的幾

乎是同一件事）「既作為未思狀態又作為已思狀態」在SUZ和形上學中悄然發揮著影響。

                                                
282 Edmund Husserl, Logische Untersuchungen Zweiter Band Zweiter Teil.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8. pp. 137-8. 中譯本：《邏輯研究 第二卷第二部分》，倪梁康譯，台北：時報文化，1999年。135-6頁。
本文作者對中譯略有改動。 

283 Martin Heidegger,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Logik im Ausgang von Leibni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26, 1978. pp. 12. 中譯本：《從萊布尼茨出發的邏輯學的形上學始基》，趙衛國譯，西安：

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14頁。 

284 尤其是 SUZ 第三節，我們認為它是十分亞里士多德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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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帶有強烈個人風格的詮釋，迫使「存有論差異」弔詭地與第一哲學同時誕生了，

它的弔詭性在於，在存有論差異顯現的同時，它就幾乎被遺忘了：「它曾使柏拉圖和亞

里士多德為之思殫力竭。當然，從那以後，它作為實際探索的專門課題，就無人問津

了。」（SUZ: 2.5-8）285Marion卓越的論證使我們相信，SUZ中的存有論差異以清晰而明

顯的方式運作著286。 

但顯明的術語操作也會導致漏洞更加明顯。由於在SUZ中，「存有論只有作為現象

學才是可能的」，這實際上就是說，存有論必須以現象學方式得到實現。因而，「存有」

這個觀念本身，或許就是意向性方法的傑出體現，它是如此傑出，以至於存有溢出了傳

統意義上的存有論，正如先驗的意識一般。儘管，海德格幾乎不在任何論述基礎存有論

（Fundamentalontologie）的地方使用「意向性（Intentionalität）」這個詞，因為對他來說，

這個詞或許已經有些過時了。但無論如何，意識總是對某物的意識，儘管意識絕不等同

於某物；而存有總是某個存有者或某個此在的存有，儘管二者之間存在著絕對差异。故

SUZ中存有仍「被迫」依附於此在而在場，從存有論差异的角度來說，這或許是不太完

善的；但從存有者角度來說，卻又何嘗不是現象學的一大突破。 

相較之下，我們認為，為了更合理地規避思想的破綻，在海德格晚期思想中，存有

論差異以一種更本質、卻更隱晦更幽暗的方式運作著。而它必須藉助於現象學從明顯到

隱晦的變化。在其語言與地帶思想中，我們發現了這一層的存有論差異：存有作為差異

本然地現身了。基於這個立場，我們可以大膽地說：存有即差異。 

如果說，存有論差异與現象學之間存在著一種蘊含關係，而這種關係，透過晚期語

言思想的介入，它們各自又發生了怎樣的嬗變？各種困惑與疑難越積越多。而 後，一

切的疑問都聚焦於同一個問題上：海德格晚期的語言思想，實際上超出了他在SUZ第七

節的承諾嗎？ 

 

必須在與眾不同的意義上稱為「現象」的是什麼？什麼東西依其本質就必然是突出

的展⽰示活動的課題？顯然是這樣⼀一種東西：它⾸首先與通常恰恰不顯現（nicht zeigt），同

                                                
285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161.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

（修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 年。188 頁。 

286 儘管 Marion 也提到，實際上 SUZ 中並沒有出現「存有論差異（ontologishce Differenz）」這個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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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與通常顯現著的東西相對，它深藏不露。︒｡（SUZ: 35.20-5）287 

為了進行對比，讓我們再回看先前提到的引文： 

這種顯⽰示（Zeigen）讓在場者顯現（erscheinen），讓不在場者隱失（entscheinen）。︒｡（GA 

12: 246.6-7）288 

 

對於我們來說，實際上很難想像，這兩句話出自年代跨越二十年的兩部著作中。基

於存有論差異版本從弱到強的傾斜，以及現象學從顯到隱的演變，歸根究底我們認為，

海德格無非是從一種策略偷偷滑入另一種策略。無論是SUZ對此在的「生存論分析

（existenziale Analytik）」意圖凸顯（herausarbeiten）出存有，亦或UZS中對存有的「泰

然讓之」，海德格由始至終，都死死地盯著同一個地方：那首先與通常恰恰不顯示（zeigen）

的東西。 

如果存在著一種激進的「海德格主義」，它認為一門現象學的語言，或更準確地說，

一門現象性的語言，正是大道（Ereignis）之顯現的話，那麼現象學（作為探討現象性

的學問）自身也恰恰透過語言而再次與存有論黏連起來。因而，在海德格的晚期思想中，

我們 終看到了一個神奇的三位一體：語言、現象學與存有論。三者互為共屬的關

鍵或許取決於：存有如何顯現自身。換言之， 徹底意義上的存有論差異是如何可能的。 

如果我們認同海德格親口承認的「這種現象學是關於不顯現之物的現象學」289的話，

那麼我們有理由認定，這種不顯現之物的現象學如何可能的問題，就恰恰與前章所提及

的「全新形上學計畫」的成敗綑綁在同一棵樹上了。在此意義上，我們必須再有所突破：

如果作為存有論的全新形上學計畫的成功，必須藉助於現象學的話，那麼一個奇異的悖

謬即產生了，它使存有論不再是存有論，而現象學也不再是現象學。因而，海德格首先

是一個現象學家，還是一個形上學家？海德格必定會回答：我兩者都不是！我只是一個

思想者（Denker）。或許我們總是對德希達出言不遜，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否定德希達

                                                
287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pp. 35. 中譯本：《存在與時間（修
訂譯本）》，陳嘉映、王慶節合譯，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42頁。 

288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246.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257頁。 

289 cf. 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homas A. Carl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60. 中譯本：《還原與給予》，方
向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9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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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海德格的評價，即海德格本人才是形上學的 終完成者、他才是 後一個形上學家。

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十分認同這一看法。 

 

如果《存有與時間》之謎在於，在它之中通過被限定在此在的分析論之上的「存有

論差異」⽽而掩蓋了存有論差異，那麼，它的困難就完全在於，無法直接抵達「存有的現

象」。︒｡（Jean-Luc Marion, 1998: 167.1-4）290 

 

可以說，「現象之謎」從未消失，不如說，語言之「神秘（Geheimnis）」，正是「現

象之謎」的替補。如果說，存在著這樣一種「激進的現象學」，它窮極所有的努力，為

的就是使自身成為「如此這般不顯現之物的現象學，而不單純是尚未顯現之物的現象學」，

那麼，這難道不正是一種被 Marion 稱為「不可能的」現象學嗎，而語言，究竟給予了

這種現象學一種根本的可能性，還是不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說，現象學運

動的內在發展，恰恰依賴著這種根本的悖謬性張力。在前一節我們曾試圖論證：「語言」

本質上就是晚期海德格現象學進路之突破。那麼現在，這個結論顯然已經變味了：「語

言」本質上就是晚期海德格現象學進路之突破，乃至於，現象學 後把自身給克服了。

因此，「現象學」這一術語在海德格思想中途退場的真實原因是：正因為「現象」與「語

言（logie-Logos）」在晚期海德格思想中，已經達到了難解難分的地步，因而「現象學」

這個術語 終被消融了291。當然，這種說法始終是暴力的。由於它基本上是一個偽問題

292，我們便不再多作停留，而要繼續前行。 

因為，海德格的偉大之處，並不在於他為思想巧設各種名目，以致思想墮落入空疏

的概念發明遊戲之中。恰恰相反，我們的全部努力，僅僅在於試圖證明，他總在思想

質樸的地帶提醒我們，對於那個「公式」，即「把作為語言的語言帶向語言（Die Sprache 

                                                
290 Jean-Luc Marion, Reduction And Givenness, Investigations of Husserl, Heidegger and Phenomenology. 
Thomas A. Carlson (trans.). Evanston: Northwest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67. 中譯本：《還原與給予》，方
向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282頁。本文作者對譯文略有更改。 

291 那麼，在消極的意義上，這至少暗示了兩點：其一，語言與現象性的共融是不可行的；其二，現象學

運動與存有論總已經存在悖謬，企圖用其中一方去拯救另一方的嘗試，終究也是無效的。但這僅僅是我

們的不負責任的猜測，或許它將是我們在博士論文階段的主要問題意識之一。 

292 當我們說這是一個「偽問題」時，我們的意思是，它並未很好地被展開、也缺乏很直觀有力的論證。

因而這也是我們在博士論文階段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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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 die Sprache zur Sprache bringen）」，我們又何曾有什麼經驗呢？因此，真正的關鍵在

於： 

 

返回到我們（真正）已經逗留於其中的地⽅方，這乃是我們在眼下所必需的思想道路

上的⾏行進⽅方式。︒｡ 

Dahin zurückkehren, wo wir uns (eigentlich) schon aufhalten, dies ist die Art des 

Ganges auf dem jetzt nötigen Denk-weg.（GA 12: 180.1-3）293 

 

海德格將思想這種行進稱為「冒險（wagen）」，它和「道路（Weg）」在詞源上

有著相同源流：因這是一條既已逗留於其中，又尚未到達的路途，我們既在又不在（GA 

12: 188.10-3）294；一條離我們 近，卻又離我們 遠的路。這是一條「莫比烏斯環」嗎？

稍有不慎，我們就會跌入空洞辯證的深淵中嗎？又或許，首當其衝的困難是：我們意識

到不基於表達的言說，將會有多麼困難，然正是因其「不可為」，我們方才需要為之。

開闢道路之偉大，恰恰展現在 艱辛處。故海德格在〈同一與差異（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一文中寫道： 

 

此類考慮很容易產⽣生，但它們與返回步伐（Schritt zurück）必定要遭受的⼀一個完全

不同的困難（Schwierigkeit）相⽐比較，是毫無份量的。︒｡這個困難在於語⾔言。︒｡（GA 11: 

78.17-20）295 

 

 

 

                                                
293 Martin Heidegger, Unterwegs zur Sprach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2, 1985. pp. 180. 中譯本：
《在通向語言的途中》，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82頁。 

294 Ibid. pp. 188. 中譯本 192頁。 

295 Martin Heidegger, Identität und Differenz.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1, 2006. pp. 78. 中譯本：
《同一與差異》，孫周興、陳小文、余明峰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76 頁。黑體字為本文作者
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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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語：予欲無言，「道」何言哉？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296 

——《論語，陽貨第⼗十七》 

  

論文的標題把「天」改成「道」，主要有兩個用意，一是回應我們的行文的主導詞

「道路（Weg）」，也是海德格思想的核心詞彙之一；二是回應海德格對老子思想的思考，

他認為，老子的「道」和“Ereignis”一樣，幾不可譯297。因而，思索“Ereignis”，是讓我

們必須時刻保持警醒，天地無言，萬物寂靜，正是因此，人才擁有彌足珍貴的語言能力。 

我們的工作，希望在 大程度上避免成為「關於」海德格思想的論述，我們期盼一

種「從」海德格思想而來的「海德格式的思考（Heideggerian thinking）」，儘管我們將冒

著極大的風險，然而思想的真摯性，驅使著我們必須勇於承擔這種風險。但另一方面，

面對海德格的語言思想，或者說，當海德格本人面對 真摯的語言時， 常有的一種心

境正是「予欲無言」。然而我們的工作，卻又恰恰比子貢的境界還不如。難道是這個時

代，註定我們必須要「述」些什麼嗎？ 

1972 年，海德格寫下了題為〈語言（Sprache）〉的一首詩，或可視為他對晚期語言

思想的一個總結性陳辭： 

 

如果詞語，及遠的惠予 

開始說話—— 

    不是符號地疏解其意義—— 

如果詞語顯⽰示地負重 

                                                
296 朱熹：《論語集注》，濟南：齊魯書社，1992年。180頁。 

297 因此孫周興先生也將“Ereignis”翻譯為「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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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重著天地⼈人神 

綻出的地緣， 

——必死者各適其所——298。︒｡ 

 

如果詞語...... 

但願我們的思考，能讓語言和詞語於一種 艱辛的困難中，持續地綻放著某種別具

一格的可能性。 

 

 

 

 

 

 

 

 

 

 

 

 

 

 

 

                                                
298 Martin Heidegger, Aus der Erfahrung des Denkens.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GA13, 1983. pp. 229. 
中譯本：《思的經驗（1910－1976）》，陳春文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年，206 頁。本文對中譯略作

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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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Index 

 
Abgrund（去－基礎、離基深淵）：56 

Anfang （開端）：22；25；37 

Anspruch（要求）：24 

Antwort（回答）：22-4 

Anwort（搶答、致辭）：24-5；48 

Anwesen（在場）：66；70；91 

Anwesenheit（在場狀態）：16；18；31；46；66；69-71；76；79；91 

Anwesende（在場者）：30；91 

Augenblick（瞬間）：46；68-70 

Bedingnis（造化）：28-9 

Bestimmung（規則）：34-5；47 

Bewegung（運動）：34；38；54  

Da-sein（在此）：36-9 

Denken（運思，思想）：21；28；56 

Differenz（差異）：42-3；64 

Dingheit（物性）：29 

Einfach（質樸的）：26；36；45；53 

das einzige Wort（獨一的詞語）：22；24；31 

Entscheinen（隱失）：81-2；94 

Ereignis（本有，大道）：17-8；28；36；46-7；54；58-9；74；78-9；94；97 

Erfahrung（經驗）：16-7；26；59；80 

Erscheinen（顯現）：81-1；90-1；94 

Erschweigung（靜默）：39；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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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gibt（有）：16-9；23；31；39；79；81 

Gehören （歸屬）：10；25-6；42；47；78 

Gelassenheit（泰然讓之）：65 

Geschichtlichkeit（歷史性）：15；42-4；48；75；86-7；89 

Grundstimmung（基本情韻）：35-7 

Hermeneutik（詮釋學）：9；87-9 

Hören（傾聽）：10；26；35；39-43；46-50；53-4；56；60；62；80 

Lassen（讓）：28-9；62；73；78；80 

Laut（聲響）：34；51 

Lichtung（澄明）：51；61；64 

Logos（邏各斯）：2；24-5；28；33；39；48；56；82；84；95 

Nicht（無）：38；65 

ontological differece（存有論差異）：61；77-8 

phone semantike（意義的語音）：30；35 

poietic（詩意的，創製的）：11-2 

Rede（話語）：32；51；55-6 

Riß（裂隙）：44；51；54；73；81 

Phänomen（現象）：90 

Phänomenologie（現象學）：18；29；36；67；71；86-95 

phenomenonality（現象性）：88；91-5 

Sache（實事）：7；82；84；89 

Sage（道說，作為名詞）：24；35；54 

Sagen（道說）：6；8；20；25；29；43；55；57 

Seyn（Sein 的古用法）：21-2；25；49 

Sorge（憂心）：69 

Stille（寂靜）：34；36；42 

Stimme（聲音）：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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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mmen（調協，合調）：33；36 

Stimmung（情韻）：34-8 

Topology（拓撲學）：59-60 

Ur-sprung（跳躍的起源）：43；45 

Verhaltenheit（抑制）：38；42 

Weg（道路，蹊徑）：2；96；97 

Wesen（本質）：11；20；26；29；46；66；82；89 

West（Wesung，本質現身）：21；26；29；44；46；49；70；81 

Wort（詞語）：15-9；22-5；31-2；60 

Wörter（單詞）：23；31-2 

Yoga（瑜伽）：34-5；49；52 

Zeichen（符號）：54；80 

Zeigen（顯示）：30；53-4；80；94 

Zeitigen（時間化，到時）：29；44；69-70 

Zusage（允諾）：5-6；11-2 

Zwiefalt（二重性）：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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