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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論文論述鄂蘭如何批判性地承繼、改造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在海德格

的基礎存有學架構下，自由被理解為存有的樣態，與此有的開顯有關，人的自由

即為他的能在——此有就是自由。就這點來看，鄂蘭與海德格是一致的，然而，

鄂蘭發現海德格的自由觀有其侷限性，即海德格的共存概念未獲得應有的闡發，

海德格以共存（Mitsein）作為此有的存有學構成，卻容許共存可以不在場，這使

其自由停留在此有的存有上，即主觀的、哲學的自由，無法開展出主體際的、政

治的自由。鄂蘭順著基礎存有學對自由的理解，將海德格的此有（Dasein）轉化

為政治世界中的共同此有（Mitdasein），將海德格的「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

理解為在政治世界中由共同此有所開顯出的共存；而海德格本真的／屬己的

（eigentlich, authentic）存有對非本真的／非屬己（uneigentlich, inauthentic）存

有的超越，是透過面對死亡所由之而生的覺醒情韻，做出「願有良知」的決斷，

鄂蘭面對世界的加速「自然」化、人的高度「勞動動物」化，則是以行動將開端

置入世界，更新人類共同體的共存關係來進行超越。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

鄂蘭的政治理論理解為政治存有學。 

鄂蘭將行動界定為絕對的自主性、無外在目的、開端，然而，行動的創始、

崇高、卓越也有可能是一場災難，為了解決此一難題，鄂蘭在 1970 年代轉向康

德的反思判斷力。後期她寫作《精神生活》，嘗試回答「外在政治世界的本真共

存，其存有學的基礎為何？」，她將共存的概念由政治世界轉向精神生活，內在

三種心能的精神共和由「世界之愛」（amor mundi）的原則所引導，最終指向康

德反思判斷力中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英文摘要 

The dissertation investigates how Arendt reconstructs Heidegger’s fundamental 

ontology into political ontology. In Heidegger’s thought, freedom is the disclosure of 

Dasein but not a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than. Dasein is free, i.e. Dasein is capable to 

be. To a certain extent, Arendt agreed with Heidegger, however, she discovered the 

limitation in Heidegger’s viewpoint of freedom. She thought the concept of Mitsein 

in Heidegger’s thought doesn’t well interpreted. The absence of Mitsein is the inner 

weakness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Mitsein is a part of ontological constitution of 

Dasein for Heidegger, while he allows the absence of Mitsein when Dasein is resolute 

to be. As a result, Heidegger’s freedom is limited to  philosophical freedom. That is 

the reason why Heidegger didn’t develop further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freedom. 

Arendt advanced Dasein to Mitdasein and reinterpreted Mitsein in political world. 

For Arendt, Dasein’s authentic Being is to act with others for the renewal of world. All 

the meaningful action has to initiate with others in public sphere. Heidegger’s 

resoluteness has been criticized as solipsism, and thus “political ontology” based on 

fundamental ontology also gains extreme notoriety. Arendt’s emphasis on the 

presence of others and acting in concert which indicates the importance of 

intersubjectivity in her thought. Thus the dissertation contends that love and 

freedom as main themes are appropriate expression for Arendt’s political ontology. 

How could man act together and form a political community? How could the 

authentic Mitsein in the political world be possible? Later Arendt turned to the inner 

world and enunciated how the three mental faculties republicanize through the 

principle of amor mundi, which was called “sensus communis” by K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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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釋題 

本論文以「愛與自由—漢娜．鄂蘭的政治存有學研究」為題，論述鄂蘭

（Hannah Arendt）如何批判性地承繼、改造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基礎

存有學（fundamental ontology）。「海德格與納粹」是當代哲學的公案，許多研究

顯示，海德格參與納粹不是出於個人因素，而是與其哲學內部的缺陷有關，洛維

特（Karl Löwith）認為，二十世紀初的德國瀰漫著浪漫主義與虛無主義的氣氛，

浪漫主義下的個人處於解放之後的個體化、孤立狀態，任何事情都能成為其精神

生活的重心，「因為這種人的個人生存是無中心的，而這是一種絕對的虛無，絕

對虛無的反面即意指極端地參與政治，使得政治事業成為某種孤立、浪漫而狂熱

的行動；不會有什麼規範或標準，僅僅剩下決斷的必要」1。施密特（Carl Schmitt）

的政治決斷論即是在這個時代這種思潮下的產物。例如施密特對霍布斯式戰爭狀

態的肯定，強調「主權就是決斷非常狀態」，強調決斷不是為了達成什麼，不是

具有某種目的的倫理學或規範法學，因為那是在一般狀態下（the normal case）

的哲學，而施密特的決斷論是在絕對界限狀態下（the extreme limiting case）所

作出的決斷，關鍵在於，在孤立的絕對界限上作出的決斷自身是一種無法被歸於

傳統形上學或政治哲學的「具體存在的哲學」2。洛維特認為此一虛無的政治決

斷論並不立基於對任何普遍者的關懷，而是來自於「變換不定的時刻」，洛維特

稱之為「境遇決斷論」（the occasional decisionism）。洛維特認為海德格在分析此

有時，與施密特的立場有驚人的相似3。我們認清自身存在於此，抗拒所有普遍

物（例如傳統形上學的「範疇」），只有最豐富、最直接、最屬己的存在性徵；我

                                                       
1 Löwith,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ilism, p. 140. 
2 Ibid., p. 140-141. 
3 Ibid.,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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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決斷，激進地返回到最終極之物，完全地脫離承襲的生活內容4。這種激進的

決斷原本應該是極度形式化的，然而在進入公共領域後，絕對的虛無導致了極端

的參與，決斷取得了歷史和政治的內容。史特勞斯（Leo Strauss）也曾批評過海

德格的「存在主義」（existentialism），他指出這種存在主義起於將我們迄今為止

所找到的客觀理性知識都視為「深淵」（abyss），所有真理與意義都已消失，除

了強調純粹的人類自由5，沃林（Richard Wolin）則是指出海德格哲學中倫理學的

缺乏，因為其決斷將所有標準排除在外，決斷論指明「不考慮意志的內容和方向，

單就意志本身的激進顯現也是應該受到尊重的」6。綜上所述，基礎存有學的決

斷論所開展出的「政治存有學」（political ontology）似乎是極有問題的。惟本論

文仍然以「政治存有學」為題，試圖在此一被視為極有問題的進路上，論述鄂蘭

如何批判性地承繼並改造了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重新詮釋海德格的「共存」

（Mitsein）概念，以協同行動、政治自由、政治判斷等概念來建構其政治理論，

從這個角度看來，人之存有不是透過孤立的決斷，而是透過共同的行動，亦即，

人之政治存有在世界中的表象。 

「自由」對鄂蘭而言，是政治自由、是行動、是「開端」（initium），然而，

此一自由必須在世界中展開，必須有他人在場，這便涉及了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的問題。鄂蘭在《人的境況》中曾論及三種愛的類型：「浪漫

之愛」（愛情，類似於 eros）、基督宗教的「博愛」（charity）或「鄰人之愛」（love 

of neighbor）、亞里斯多德式的「政治之愛」（philia politike）——一種既非親密也

非封閉的「友誼」，表現為「尊重」（respect），並進一步對這三種愛的類型做出

了政治的評估。對鄂蘭而言，浪漫之愛與基督宗教的博愛共同之處在於，它們都

是無世界性的（worldless），也就是說，它們並非是在世界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關

                                                       
4 Ibid., p. 160-161. 
5 Srauss, An Inroducion to Heideggerian Existentialism, in The Rebirth of Political Rationalism. 
6 Wolin, The Politics of Being: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rtin Heidegger, p. 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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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前者容不下他人，後者追求永恆，而不看重今生。雖然如此，相較於浪漫之

愛，博愛或鄰人之愛卻仍能建立一個人們「之間」（in-beween）的空間，用來取

代世界與其功能。儘管如此，博愛與浪漫之愛一樣，都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al），

因為「基督宗教的道德，與其基本宗教教義不同，始終堅持每個人應當關心他自

己的事情，政治責任首先是一種負擔，承擔它純粹是為了那些不堪公共事務煩擾

之人的福祉，讓他們得以解脫。」7「基本宗教教義」來自拿撒勒人耶穌的教導，

鄂蘭肯定耶穌對 vita activa（行動生活）的教導：「耶穌在他的教導中建議的唯一

活動是行動，他強調的唯一人類能力是『行奇蹟』的能力。」在這裡，我們看見

鄂蘭對拿撒勒人耶穌的詮釋和基督宗教的道德之間的裂縫。儘管有學者認為，鄂

蘭誤讀了基督宗教的道德，鄂蘭的行動理論或許比她自己所知的更接近於基督宗

教對行動的理解8。然而，鄂蘭是否誤讀了基督宗教的道德，並非我們論述的重

點，我們所關注者乃是鄂蘭如何使用這三種愛的類型來描述主體際性，又如何對

其做出政治評估。對鄂蘭而言，「尊重」（respect）是政治之愛似乎是無庸置疑的，

它關注著人之所以為人，與其成就無關。尊重與浪漫之愛不同，它並不以融合為

目的，它也因此容許人們之間有其它事物，再者，鄂蘭說，人們「之間」乃是世

界，尊重並不以人在世界中特殊的地位或成就為基礎，而是因為他是顯現於世的

存有者。簡言之，我們之所以尊重「人」，是因為他能夠「顯現於世」（appear in 

the world），與他顯現了那些特定內容無關。透過鄂蘭對三種愛的類型的政治評

估，我們可以歸納出對鄂蘭而言具有政治意涵的主體際性：一、必須有他者在場

的「之間」，亦即「世界」；二、人能夠「顯現於世」；三、主體際的關係不是融

合（fusion），而是既區分（seperate）又結合（unite）。鄂蘭的「世界之愛」（For 

Love of the World）中的「愛」，便涵括了上述三項意涵。 

鄂蘭政治存有學的「共存」概念——不論是政治生活中的共存，抑或是政

                                                       
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61.  
8 Kampowski,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New Beginning, p.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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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生活中精神的共存，皆不脫對主體際性的思考。「自由」是鄂蘭行動理論中經

常被處理的論題，相對地，「愛」經常被視為鄂蘭思想中的貶題，惟須知「愛」

之所以被視為貶題，乃指不具政治意涵的浪漫之愛，或鄂蘭所理解的基督宗教的

博愛，但具有政治意涵的尊重、友誼、政治之愛，仍為鄂蘭所肯定，視為政治世

界中主體際性的特性。是以，本論文仍以「愛與自由」來表述鄂蘭政治存有學的

基調。 

（二）研究綜述 

本論文將論述鄂蘭如何在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進路下，公正地看待政治自

由、行動、判斷。海德格認為，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降，從早期古希臘人將存

有的真理（Aletheia）理解為動態的「向無遮蔽狀態的解蔽」 （die Entbergung zur 

Unverborgenheit），轉變為透過最終的根基（letzte Gründe）來規定存有者，海

德格批判傳統形上學遺忘了存有，藉由存有學的區分，海德格回到存有的問題上。

海德格在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在批判亞里斯多德形上學的同時，由亞里斯多

德的實踐概念中得到洞見：Aletheia 作為真理，是一顯現的過程，aletheuein 是

解蔽的活動，而人是解蔽的存有者。由此，基礎存有學的「基礎」不再是形上學

的最終根基，而是無根基的此有。在海德格所試圖建立的新的存有學架構之下，

自由不再被理解為主體的屬性（property），與意志（will）或人類意志活動（human 

willing）的因果性有關，而是被理解為存有的樣態，與此有的開顯有關。簡言之，

人的自由即為他的能在——此有就是自由。海德格以基礎存有學對傳統的自由做

了一次範式的轉移。就這點來看，鄂蘭與海德格是一致的，然而，鄂蘭發現海德

格的自由觀有其侷限性，即海德格的共存概念未獲得應有的闡發，海德格以共存

（Mitsein）作為此有的存有學構成，卻容許共存可以不在場，這使其自由停留在

此有的存有上，即主觀的、哲學的自由，無法開展出主體際的、政治的自由。她

順著基礎存有學對自由的理解，將海德格的此有（Dasein）進一步詮釋為政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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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中的共同此有（Mitdasein），將海德格的「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理

解為在政治世界中由共同此有所開顯出的共存；而海德格本真的（屬己的）存有

對非本真的（非屬己）存有的超越，是透過面對死亡所由之而生的覺醒情韻，做

出「願有良知」的決斷，鄂蘭面對世界的加速「自然」化、人的高度「勞動動物」

化，則是以行動將開端置入世界，更新人類共同體的共存關係來進行超越。正是

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鄂蘭的政治理論理解為政治存有學。或許我們可以用下列

方式來簡要表達：基礎存有學—此有—哲學的自由／政治存有學—共同此有（共

存）—政治的自由。 

在鄂蘭承繼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為現象學開展出政治世界的向度的前提之下，

本論文以兩人的思想關聯為切入點，不論是在時間序抑或是在問題意識上，亞里

斯多德對實踐的詮釋可視為兩人交鋒的關鍵。海德格批判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

認為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起，希臘人將存有理解為手前性，展開了存有學史，

而手前性與製作（poiesis）有關，在製作或生產的活動中，希臘哲學家們理解存

有者的存有為手前性，形上學的概念均與製作有關。海德格認為，對希臘人而言，

phusis（nature，自然）也是一種 poiesis，雖然自然不是以此有作為製作者，但

它卻是在其自身的現存者，早於所有的生產，並為了進一步的生產（釋放出新事

物）而存在。希臘人將此不被生產的生產活動稱為「沉思的領會」（contemplative 

apprehension），是一種純粹的直觀（theorein），theoria 儘管具有高於 poiesis 的

存有學位階，但卻並非完全與 poiesis 的生產活動無關。海德格認為，希臘人對

自然的理解帶有「人為性」的成份，起因於其將存有理解為手前性。為了克服

poiesis 的限制及對存有的遮蔽，海德格轉向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的詮釋。 

海德格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詮釋作為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預示了

《存有與時間》的重要主題。他將實踐理解為人解蔽存有的活動，他在《智者篇》

中，將亞里斯多德所言，人的生活就是「理性部分的實踐生活」（praktike m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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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u, a practical life of the rational part ）解釋成：「此有的每一個活動因此被規

定為 praxis 和 aletheia。」亦即海德格對 praxis 採取了較廣義的詮釋，praxis 包括

了此有一切的存在活動，也就是說，在海德格對 praxis 的詮釋中並未排除 theoria

的活動9。在幾乎同時期的作品中，海德格曾說：「哲學是核心的，而且是存在

的形上學本質的、完全的具體化。」10 引起學者質疑，海德格是以 theoria 來詮

釋亞里斯多德的 praxis11，他和柏拉圖一樣排斥 doxa，這樣的聲音一直存在。鄂

蘭也注意到海德格重新詮釋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時更側重 theoria，使其實踐概

念落在哲學的 episteme 上，而非政治的 phronesis，這使得基礎存有學中指導著

praxis 的 phronesis 難以與 theoria 相區隔，此似乎可歸因於哲學傳統長期以來對

人類事務領域的偏見或疏離，尤有甚者，theoria 背後所隱含的自然目的論傾向，

似乎隱約在海德格的此有中浮動，這使其哲學思辨隱含著意志的成份，直到他的

思想轉向。海德格原欲以 praxis 克服 theoria 向 poiesis 變形的傾向，如今亞里斯

多德的問題又回到海德格身上。如何以海德格為鑒，清除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中

所蘊含的自然目的論傾向，是鄂蘭的挑戰之一。 

經歷了 1933 年的海德格事件，鄂蘭在 1946 年的〈什麼是存在哲學？〉（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一文中批判了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儘管海德格在同

年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Letter on Humanism）中否認基礎存有學是存在哲

學。她批判的力道很足，似乎是為了清理自己的哲學過往，雖然涉及許多面向，

但核心問題是，她認為海德格的此有是「存有的主人」，扮演著上帝的角色。在

1951 年的《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中，她再度反思對

                                                       
9 事實上，這也符合亞里斯多德對實踐的理解，亞里斯多德是廣義的使用 praxis，對亞里斯多德

而言，praxis 幾乎包括了人所有的存在活動。 
10 1928 年論萊布尼茲的講座（《邏輯的形上學基礎》，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158; 

202）. 
11 Megan E. Altman, Praxis and Theoria: Heidegger’s “violent”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Scholar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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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能者」的想像是造成這場世紀災難的原因之一，並揭示世界的實在性是由

人的複多性（plurality）所構成；1958 年，她以《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

來回應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其中最為關鍵的差異是：孤獨

的內在決斷與協同的在世行動。鄂蘭在《人的境況》中同樣重新詮釋了亞里斯多

德的實踐概念，但有兩點不同於海德格：一、對實踐概念採取狹義的詮釋，將其

界定為政治領域的行動；二、徹底消除亞里斯多德的自然目的論傾向，以保有行

動的自主性。 

行動的自主性來自於此有的無根基性，然而，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是：此有

的無根基性可能衍生爭勝政治的問題。鄂蘭將行動界定為絕對的自主性、無外在

目的、開端，然而，行動的創始、崇高、卓越也有可能是一場災難，鄂蘭學者發

現她愈到後期愈強調協同行動的重要，正是為了解決此一難題，鄂蘭在 1970 年

代轉向了康德的反思判斷（reflective judgement）。對鄂蘭而言，「成為存有」就

是行動，而存有就是表象（Being is appearance），政治行動必須發生於有他人在

場的顯現空間，簡言之，政治世界（公共領域）12中的協同行動乃是本真共存

（authentic Mitsein）的顯現。然而，政治世界的本真共存如何達致？艾希曼的

審判之後，鄂蘭在艾希曼身上看見人類精神生活的扭曲，同時，她必須回答「外

在政治世界的本真共存，其存有學的基礎為何」的問題。共存是此有的存有學構

成，她曾在 1929 年的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Love and Sant Augustine）中

反思此一重要卻被海德格忽略的概念，在《愛與聖奧古斯丁》中，她將此共存理

解為鄰人之愛，到了最後一本著作《精神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中，她將

此共存理解為世界之愛（amor mundi），內在三種心能的精神共和是由世界之愛

的原則所引導，最終指向康德反思判斷中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 

本論文主要以問題意識為導向，但在章節的鋪陳安排上，涉及鄂蘭與海德格

                                                       
12 本文以政治世界、公共領域交錯使用，蓋因對鄂蘭而言，「政治的」（political）和「公共的」

（public）幾可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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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交錯部分，則以時間序的歷史發展來呈現（第二章）。以下簡述各章概要。 

（三）論文架構 

第一章〈導論〉論述，二次戰後，自由、他者、責任、共存成為反思的主

題，在此一氛圍中，鄂蘭順著極權主義之惡的線索，交織著對海德格思想的批

判與承繼，來到作為複多性的人們共存中，海德格的「在…之中」（In-Sein, 

Being-in）是「共存」（In-Sein ist Mitsein, Being-in is Being-with）在鄂蘭的政治

理論中得到進一步的發揮。 

第二章〈鄂蘭與海德格的思想關聯〉論述，基礎存有學的前沿是在既批判

亞里斯多德形上學又承繼其實踐概念的雙重進路上展開，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

可說是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重新詮釋，海德格將真理理解為解蔽，相較於

其他存有者，此有是解蔽的存在，此有作為實踐，其存有諸模式是此有實踐的

開展，而最卓越的實踐是哲學的存在。海德格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重新詮

釋集中在 1924-25年馬堡大學冬季學期課程《柏拉圖的智者篇》（Plato’s Sophist），

鄂蘭便是在這段期間受業於海德格。在該講座中，海德格一開始便以相當的篇

幅討論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The Nicomachean Ethics）第六卷，製

作（poiesis）和實踐（praxis）的區分在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段時期正

是《存有與時間》的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海德格以此有的存有來詮釋亞里

斯多德的實踐概念，但忽視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中複多的、政治的行動意涵，

卻保留了亞里斯多德理論生活（bios theoretikos）在揭示真理上的卓越性。基

礎存有學對公共世界的片面分析、對複多性的忽略，將此有的屬己性建立在對

周遭世界熟悉感的超越上，引來了獨我論（solipsism）的質疑。離開馬堡之後，

鄂蘭與海德格的思想交鋒，首次出現在其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中。透

過奧古斯丁，鄂蘭從自我、世界、時間等面向，反思海德格基礎存有學中的思

想主題：（一）人缺乏自足性，乃與造物者相連結，對應於海德格所言，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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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獨立自存的在場存有者，而是在世存有（Sein in der Welt, Being in the world）；

（二）回返內在自我，尋求上帝、鄰人、自我的合一關係，對應於海德格所言，

在世存有是「在…之中」，「在…之中」是「共存」；（三）面對不確定的未

來，「所記憶的過去」（remembered past）賦予人的存在統一和整全，對應

於海德格主張，「未來」是統一此有之存有的時間視域。戰後，在〈什麼是存

在哲學？〉（1946 年）一文中，針對時間、自我、世界等三項主題，對基礎

存有學提出批評，進而在《人的境況》這本較為完整的政治論述中，重新拿起

（wieder-holen）當年所受業於海德格的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然而，不同於

海德格的是，鄂蘭強調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中複多的、政治的行動意涵，以政

治生活（bios politicos）相對於理論生活（bios theoretikos），是人類本真共存

的存有者狀態，偏離了海德格在《柏拉圖的智者篇》（Plato’s Sophist）課程中

的闡釋，重新詮釋了基礎存有學。 

第三章〈政治世界的共存〉論述鄂蘭的政治存有學。海德格以基礎存有學

對傳統形上學意義下的自由做了一次範式的轉移。就這點來看，鄂蘭與海德格

是一致的，然而，鄂蘭發現海德格的自由觀有其侷限性，即海德格在《存有與

時間》中所提出的共存概念未獲得應有的闡發，這使其自由觀停留在自我的層

面，即哲學的自由，而無法開展出政治的自由。她順著基礎存有學對自由的理

解，將海德格的此有（Dasein）進一步詮釋為政治世界中的共同此有（Mitdasein），

將海德格的「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理解為在政治世界中由共同此有所

開顯出的共存，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鄂蘭的政治理論理解為政治存有學。

或許我們可以用下列方式來簡要表達：基礎存有學—此有—哲學的自由對應於

政治存有學—共同此有（共存）—政治的自由。 

既然共存是鄂蘭改造基礎存有學的施力點，本章將由論述《存有與時間》中

「世界」、「在世存有」的概念著手，以進入本真的「共存」概念的缺陷，繼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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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鄂蘭如何在試圖克服此一缺陷的基礎上，展開其政治存有學：每一個平等的人

（共同此有）在世界中透過言語行動來揭示共同世界，而行動的表象需要他人在

場，換言之，行動是協同行動（共存）。相對於海德格的「決斷」，鄂蘭以「行動」

來面對世界。鄂蘭的行動理論至少包括兩種不同的思想資源，即亞里斯多德的實

踐概念和奧古斯丁的「開端」（initium, new beginning）。鄂蘭對亞里斯多德「實

踐」（praxis）概念的詮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為了保有行動的自主性，她

去除了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目的論傾向；（二）她將行動理解為實現（energeia），

energeia 的目的乃在於活動自身。鄂蘭將奧古斯丁的「開端」理解為創始，「開

端」賦予社群共存關係「新生」（第二次的新生），開端既是行動，也是啟新者，

因人是歷史的存有，創始的行動便在歷史中展開，行動需向過去尋求共通感以構

成未來的共識。 

第四章〈政治生活中精神的共存〉為題，論述鄂蘭如何從外在的政治世界（公

共領域）轉向內在的（潛在的）公共領域。在這部分，奧古斯丁所開展的內在生

命的國度為鄂蘭提供了超越、辯證的動態架構，透過撤離世界——回返自我的動

態過程，在被給予的世界啟動創新。鄂蘭前期致力於拆毀與重現原初的政治經驗，

每一個平等的個人藉由言說與行為在公共的顯現空間，開顯其獨特性，政治行動

是協同行動；到了後期，鄂蘭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為政治自由尋

找存有學的基礎，她再次回返奧古斯丁所言，那宛如深淵的內在領域，探討思考、

意志、判斷心能的運作。意志心能指向未來，是「開端」或「新生」的能力，取

代海德格的「死亡」作為個別性的原則（principium individuationis）。意志自我分

裂且彼此衝突，意志的自我衝突來自於意志所具有的力量及其自身的不完全，意

志因其強力與不完全，必須依賴思考—判斷的運作。思考使人撤離世界，回返內

在自我，所經歷的、所發生過的一切事實性經驗都轉為記憶，思考活動是紮根在

記憶中所進行的內在自我對話，就形式而言，雖是我與我自己的對話，就實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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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而言，卻是與共存於我之內的他者對話，換言之，個人完整性乃紮根於記憶——

我與他者曾經共存的世界。思考活動解放了判斷力，鄂蘭援用了康德的反思判斷

力，判斷力是一種尋求認可的能力，使人可以從另一個人的角度來思考，判斷力

有賴想像力的運作，其基礎是共通感——人之存有學的共存結構。在這層意義上，

意志活動欲求著自我完成的強力便轉向人類判斷活動中的共通感、擴大的心靈

（enlarged mentality）。當意志→思考→判斷→意志之間的自由轉換形成時，個別

人才能承擔起面對未來的責任，也才能與他者共同為不確定的未來賦予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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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第一節  二次戰後的反思氛圍 

「思考自身起源於活生生的經驗事件，它必須與作為路標的經驗保持連結，

藉其得到自身的意義。」（Hannah Arendt）13 

對那些親身經歷 20 世紀大屠殺的人而言，他們如何理解此一世紀災難？ 

「惡的問題將會是戰後歐洲知識界的根本問題。」14 ，鄂蘭如此說道。 

戰後，不論是涉入第三帝國的一方，抑或是受害的一方，紛紛對此一世紀

災難進行反思。在涉入第三帝國的一方，被托馬斯．曼（Thomas Mann）稱為「希

特勒的先知」的博伊勒（Alfred Bäumler）15，在他的筆記中寫道：「我認為，公

開宣佈自己有罪，這是不值得和無意義的。」但在內在的廣場上，他卻面向審判

地自我批判。博伊勒分析自己當時的傾向：迴避糾纏不清、充滿矛盾的歷史所面

臨的困難，而逃入民族、領袖、種族、歷史使命等理念之中。不去嘗試真正「接

近事物」，而讓「遙遠的觀望」得勝，任其對現實進行扭曲。這表明了德國人「落

入了世界的陌生性 」16，博伊勒也稱此為「抽象進入無規定性之中」。他在戰後

為自己開出了清醒的藥方，即在政治生活中，必須抵抗對崇高的渴望，此一藥方

將他引導至對民主制的尊重，民主制就是「反對崇高」。民主制並不提供關於未

來的輝煌前景，所以它「完全是當下的」，在它之中並沒有甚麼偉大歷史使命的

確定性，只有帶著「偶然性」的生活17。在他所經歷的政治災難影響下，包括個

                                                       
13 Hannah,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Eight Exercises in Political Thought, enlarged ed.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68), p.14. 
14 Hannah Arendt, Nightmare and Flight,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 134. 
15 身為納粹德國具影響力的哲學家，Bäumler 用尼采哲學來合法化納粹主義，為了配合納粹的意

識形態，以斷章取義的方式詮釋尼采的思想，其中，最為關鍵的便是，刻意忽略在「權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這個概念中，多元對立這個環節的重要性。 
16 Alfred Bäumler, Hitl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ufzeichnungen von 1945-1947, in Der Pfahl. 

Jahrbuch aus dem Niemandsland zwischen Kunst und Wissernschaft, - Muenchen , 1991, s. 172, 
轉引自 Rüdiger Safranski, Martin Heidegger: Between Good and Evil, trans. by Ewald Oser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10. 
17 Alfred Bäumler, Hitl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Aufzeichnungen  von 1945-1947, in Der Pfah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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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災難在內，博伊勒開始了新的一課：不帶形而上學地思考政治，或者更好地說，

不帶著哲學家的形上學立場來思考政治。 

博伊勒的懺罪引領我們回到希特勒崛起的背景。德國因為歐戰戰敗，被其

他國家要求巨額的賠款，德國境內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德國無力面對自身的經

濟政策失利，人民希望能夠有人出來穩定物價與解決民族自信心失落的問題。根

據洛維特的回憶，通貨膨脹是當時盛行的文化虛無主義的外顯，此一文化虛無主

義為希特勒黨人的革命做了準備：「它（歐戰）代表一種傾其所有的支付行為，

一種全盤的毀滅，其結果就成了這段物價膨脹期間的一切歸零，也是這千年的德

國帝國的歸零。德國中產市民的美德在當時被洪流沖走了，而這股污穢的洪流裡

夾帶著的運動力量，在希特勒身邊排成了戰鬥的隊形。」18德國人這時候需要一

個領袖來引領他們，希特勒便是尼采筆下的「超人」。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需要

超人來重估一切價值似乎是合理的，上帝、人的理性貶值之後所空出的位置由超

人來取代。在這樣一個貧瘠的時代中，思想家如何有所作為？諷刺的是，透過洛

維特的回憶，如實地重現了納粹初掌權時學院裡的觀望、被動、苟且、逢迎，以

及學生的激進與膚淺，整個大學體系毫無抵抗，怯懦地接受一體化

（Gleichschaltung, co-ordination）運動。洛維特描述最多的個人，是海德格，這

位引導他進入哲學世界，使他的學院生涯成為可能的導師，但隨即也因時代政治、

哲學路線與人格行事等主客觀因素而成為他猛烈抨擊的對象。洛維特對海德格的

批評並不是單純地針對他為納粹效力的行為，而是更深刻地指出，海德格的政治

投入，其原因是奠基在他的哲學思想中。這不是「一時的失節」，而是如柏拉圖

三赴西西里一樣，其政治行動是思想的自然結果。 

1933 年，海德格在著名的校長就任辭〈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Rectoral 

                                                                                                                                                           
Jahrbuch aus dem Niemandsland zwischen Kunst und Wissernschaft, s. 174. 

18 卡爾‧洛維特，《一九三三：一個猶太哲學家的德國回憶》，區立遠譯，台北：行人出版，二

○○七，頁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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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on the Self-Assertion of German University）19中呈現了柏拉圖式的偏見。

柏拉圖為了擺脫城邦政治實踐（praxis）的模糊性和多重張力，將城邦轉化成大

型的工場，在其中的每個人於定義明確的政體政治中扮演著明確定義的功能。這

個觀點與海德格式的全體國家的圖像一致，在全體國家中的每個人都在於實現一

個特定的任務：各種不同形式的勞動、防衛等任務，其中以知識（episteme）所

提供的服務位階最高。海德格提及，希臘人的奮鬥是為要了解並完成理論沉思

（theoria）作為最高的存有方式，或實現（energeia）的最高樣態。「他們的企圖……

是將 theoria 自身理解為真正的 praxis 的最高完成。」在該文中，海德格指出，

對希臘人而言，科學不是「文化的產品」，而是規定民族與國家屬己存有的中介，

是使此有整體的輪廓變得更清楚，並環繞著此有整體的力量，當海德格聽到希特

勒用「奮鬥」（Kampf）這個詞時，便毫不遲疑地將其理解成柏拉圖在《智者篇》

中所提到的偉人因其存有的緣故而奮鬥。簡言之，以希臘人所了解的理論沉思來

規定民族與國家的屬己存有，即哲學規範政治，少數人領導多數人。 

海德格的政治迷誤是哲學家帶著形上學的立場投入政治失敗的例子，海德

格批判傳統形上學透過存有—神—邏輯學（onto-theo-logy）為存有者整體奠基，

其基礎存有學試圖以此有為基礎，建立新的存有學，但他仍將哲學視為此有的最

高實踐形式。在同時期的作品《邏輯的形上學基礎》（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1928 年論萊布尼茲的講座）中，他如此表明：「哲學是核心的，而且是

存在之形上學存在的完全具體化。」20一如洛維特所指出：「海德格的政治投入，

其原因奠基在他的哲學思想中」，鄂蘭認為，《存有與時間》的此有是一個自我指

涉、無關係性、高大的孤獨自我，是「存有的主人」。此有雖然具有與他人共存、

                                                       
19 Heidegger, 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 : Rede, gehalten bei der feierlichen 

Ü bernahme des Rektorats der Universität Freiburg i. Br. am 27.5.1933 ; Das Rektorat 1933/34 : 

Tatsachen und Gedanken / Martin Heidegger. Frankfurt am Main : V. Klostermann, 1990. 
20 Martin 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trans. by Michael Heim, Bloomin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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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說等存在性徵，但在日常生活中，他與他人的關係都是非本真的，本真的共存

對海德格而言形式大於實質，海德格的言說並非用來溝通或表達意見，其本質乃

在於退入意識的內在論壇——在良知（Gewissen）之內，或者用柏拉圖的話來說，

良知是靈魂與自身的孤獨對話。這個孤獨的自我試圖以哲學的理論思考來思考政

治，而這正是柏拉圖以來傳統政治哲學的一貫立場，而此一立場在傳統形上學的

最高價值貶值，政治所賴以為附的超感官世界崩塌後顯得尷尬，當價值重估的權

力意志拋回人身上時，是少數人的真理還是多數人的意見能決定即將到來

（Zu-kunft）的命運？ 

所以，戰後當人們質問奧斯威辛的上帝在哪裡時，或許，更應該問的是，

在奧斯威辛的苦難中，「人道」（humanity）的角色是什麼？我們是否具有阻止

災難發生的能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為什麼我們不曾阻止？ 

這是博伊勒懺罪的深刻意義：人們刻意迴避偶然性、不確定性的困難，選

擇逃入形上學的理念，徹底的虛無主義並未克服虛無主義，反而帶來虛無主義的

反撲現象：一個期待超人領導、相信歷史合目的性的社會，是有意逃避存在事實

性的重負。但遺憾的是，博伊勒的懺罪似乎未受到太多注意。面對著歐洲文明的

崩毀，沙特（Jean-Paul Sartre）在 1945 年 10 月發表了〈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

義〉（L'Existentialisme est un humanisme）的演講，他向公眾闡明存在先於本質：

「我代表的無神論的存在主義宣稱如果世上沒有上帝，至少還有一個存在，一個

先於本質的存在，一個在它可被任何觀念定義之前便已存在的存在，那個存在便

是人，或者，如海德格所言，人的實在（human reality）。何謂存在先於本質？

人首先存在，與自身遭逢，在世界中翻騰——從此定義他自己。」21任何一種行

動的選擇都是一個「投企」（projection），都是一種跨越，用沙特的話說，都

是一種「超越」。沙特將人道理解為存在，並將存在定義為一種「超越」，其存

                                                       
21 Jean-Paul Sartre, Existentialism Is a Humanism, in Existentialism from Dostoyevsky to Sartre, ed. by 

Walter Kaufman, p.34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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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概念中沒有他者的空間。基督教人道主義者馬塞爾（Gabriel Marcel）針對沙特

的看法指出，沙特的超越是空洞的，馬塞爾認為，人自身不能即是超越，人只有

在與神性超越的聯繫中，才有自由，換言之，人的超越來自於與神性超越的聯繫。

在馬賽爾的概念裡，人並非存在於自我隔絕的界限中，而是參與在對他人、對上

帝的存有中。這樣的參與可以在人對內在的反省，與凝神於存有之上的「靜觀」

中感受到。職是之故，存有要在愛中實現，唯有在人能毫無保留地對他者開放自

己之際，人方能通往作為「絕對你（祢）」的上帝，也唯有在對神性超越開放，

認識到自己的軟弱與有限時，人的自由才成為世界的祝福，而不是災難。其他如

天主教神學家郭蒂尼（Romano Guardini）22、受天主教影響的詩人施奈德（Reinhold 

Schneider）均提出立場接近的反思23。 

那麼，海德格呢？這位短暫涉入納粹政治、歐洲思想界「隱藏的王」（hidden 

king），在 1946 年以《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回應了他當年的迷誤，同時為其

思想轉向並後期思想的發展勾勒了輪廓。 

海德格在《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揭櫫一種以自身為其目的的思想，它

先於理論與實踐的區分，因為後者（理論與實踐的區分）乃受有用性的統治，而

後期海德格的思想卻是一種破碎，「只有在思想之事物被『打碎』時，思想才接

觸它自己的主要任務」，存在（Existenz）使人進入決斷（Entschlossenheit），

但決斷不在於投企未來，「綻出」（Ek-sistenz）意味著，對最為繁雜紛紜的聖靈

降臨之體驗持開放態度。他講述了一則從亞里士多德流傳下來的關於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佚事。一群陌生人想到赫拉克利特那裡看看，一個思想家是如何

生活的，當他思想時，他看上去是什麼樣子。當他們到達那裡的時候，只見他正

在於烤爐旁邊取暖。他們吃驚地呆站在那裡，他向躊躇不前的人們大膽說話，請

                                                       
22 1924 年，鄂蘭在柏林受教於基督教存在主義者 Romano Guardini，Guardini 引導她讀祈克果，

並決定大學攻讀神學。Arendt, Love and St. Augustine, p. 115. 
23 Safranski,《來自德國的大師—海德格爾和他的時代》，靳希平譯，頁四五○~四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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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進來，並說：「因為即使這裡諸神也在場。」24海德格將這則佚事解釋為回

覆關於思想的問題。這是一件「毫不起眼的平常之事」，有人感覺冷，來爐邊取

暖。但「這裡也」有諸神，這就是說，諸神不僅在特殊的地方和特殊的活動中出

現，諸神在日常生活中也在場。但是，祂只出現於本真地思想日常生活之處。思

想某事，就是還給某事以應有的尊嚴。只要赫拉克利特以言語將諸神道出，那麼

諸神便在場。在海德格看來，「以言語道出」就是思想，存有被從封閉性中給取

出，在開放的言語空間中成為「Es gibt」。這是思想的第一個視野。在爐邊取暖

的赫拉克利特，通過語詞的另一種方式暖和了自己及陌生人。語詞開放了自身，

向陌生人發出邀請。於是，思想的第二個視野是：它是分佈傳達，它旨在於與他

人分享語詞開放的環境。思想所尋求的乃是切近之物，一種「真正的感受的瞬間」

(der Augenblick der wahren Empfindung)，一如赫拉克利特所做的。 

在海德格思想發展的前期（到《存有與時間》為止），他停留在此有中，

即停留於開展自身存有的此有中；轉向之後的海德格則想「出去」，進入召喚此

有的存有本身中。海德格的轉向使原來積極主動的、從個別此有出發投企的可能

性轉換為被動消極的、聽其自然的、聽候召喚中。此有的被拋乃是命運（Geschick），

此有的投企轉變成對存有發生的託付，世界的沉淪成了世界的湧現，所有的投企

都來自於存有自身的自我拋擲。因此，思想的目的在於，透過思想，讓存有——

存有25。他認為，不論是有神論的人道主義或是無神論的人道主義均未論及人的

真正尊嚴。他「反對」人道主義並不是因為他主張獸性，而是因為人道主義對人

的人性的估價不夠高。人作為「存有的守護者」，不可被對象性地固定下來，而

是以各種方式來回應存有的召喚：對存有的體驗是對存有關係的準備，這種關係

是一種虔誠：凝神貫注、沉思冥想、感恩戴德、敬畏、泰然。這個描述很容易讓

人將海德格的存有與上帝畫上等號，但海德格嚴格禁止將存有形象化為上帝或世

                                                       
24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in Basic Writings, p.256. 
25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in Basic Writings, 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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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基礎。進入存有的光照，恰恰需要的是退一步：「在這種思維中，所思維的

是某種簡單的東西，所以，對作為哲學而流傳下來的看法而言，它顯得如此困難。

只是這困難並不在於，去追求一種特殊的深刻意義，構造一種特別繁雜的概念。

困難恰恰潛藏於那自身後退一步之中……。」26 

圍繞在此一世紀災難的反思從未中斷，或許我們可以歸納為，在笛卡兒的

理性主義失去效力、世俗化加劇的情況下，人的自由如何該詮釋的問題，在這時

成為反思的核心。理性主義失去效力意味著詮釋世界實在有效基礎喪失，人與世

界失去了穩定的、堅實的基礎以作為其存在的根基。個人被迫面對存在的偶然性，

具體的個人把自己體驗為嚴格意義下的「偶然事件」（Zufall），不再透過一個

最高的根基來保障其必然性、確定性，換言之，存有者失去了根基。從一開始，

這樣的偶然存在 （kontigente Existenz）便蘊涵了在極端意義下所理解的自由概

念，從傳統基督教的角度來看，如此的自由便意味著一種置身於人類之內的可能

性，人選擇背離上帝和絕對，把自身割離於上帝，及絕對之可能性之外；而從非

基督宗教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自由就意味著，被驅入虛空（Leere）之中。介於

此二者之間的是祈克果式的信仰跳躍，此意味著如果人不想放棄對上帝的渴望，

他就必須如祈克果一樣，向著深淵縱身一躍，選擇充滿激情地存有、變化生成、

個體化及主體化，無限地操心自己、對自己的罪惡有知，終極地面對上帝——「形

上學的基礎」27。反之，如果人完全拋棄有任何超出自己之外的基礎存在的話，

那麼，人的存在便成為開創可能性的新基礎，新的可能性所體現的是人的自由，

在所有存有者中，唯有人具有超越性，這反映在海德格前期《存有與時間》的基

礎存有學中。現代化社會將人還原成無可辨識的物，人被捲入常人世界中，匿名、

均平的狀態使人的超越性被淹沒。海德格屬己／本真、非屬己／非本真的區分便

在於超越現代社會將人均平化的痼疾，藉此凸顯此有的獨特性與自由，但因其基

                                                       
26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in Basic Writings, p. 246. 
27 Rüdiger Safranski, Martin Heidegger: Between Good and Evil, p.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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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存有學缺乏關注公共性的向度，使此有被質疑為帶有濃厚獨我論的色彩，1933

年的迷誤更加深了這方面的指控，讓海德格的哲學與其政治的關聯一度成為知識

界書寫的熱門題材。戰後，海德格在上述《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以隱晦的

方式，總結他對事件的回應，並交代其哲學的轉向：他已然從此有的投企轉向存

有本身的召喚，此有從「存有的主人」轉為「存有的守護者」，人的自由在於進

入存有的敞開域。換言之，人的自由從此有的投企可能性轉而為聆聽存有的召喚，

進入存有的敞開域中。 

極權主義無疑是人類行動的一大挫敗，在高度理性化的現代性土壤中滋長

出非理性的大屠殺。從戰後的反思氛圍可以看出，人的自由是祝福還是災難是一

個論述的重點。馬賽爾、郭蒂尼、施奈德等基督教人道主義者認為，極端世俗化

意義下的超越是空洞的，人只有在毫無保留地向他者開放時，才能向神性的超越

開放，也唯有如此，人才能認識到自己的軟弱與有限，人的自由才成為世界的祝

福，而不是災難。海德格的轉向也在於此有向存有開放，向切近之事的存有開放，

即使在赫拉克利特的火爐旁，微小如日常生活的切近之事，也有諸神（存有）在

場，此有由「存有的主人」轉為「存有的守護者」，一種謙卑的、敬畏的情韻

（Stimmung, mood）朗現其間；而被視為「希特勒先知」的博伊勒在其懺罪自省

中，發現了在政治生活中，必須抵抗對崇高的渴望，此一自省引導出尊重民主制

的結論，民主制沒有偉大歷史使命的確定性，只有帶著「偶然性」的生活，賦予

偶然性以確定性的，不再是崇高的個人，而是作為「我們」的共同體。 

在這個作為「我們」的共同體中，他者的角色被突顯了出來。同樣身為猶

太人，同樣親身經歷了奧斯威辛（Auschwitz）極端之惡的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約納斯（Hans Jonas）和鄂蘭一致認為，奧斯威辛的惡是「超出」，無

法適切地歸入我們所理解的範疇，但是儘管如此，他們不約而同試圖要為這個黑

洞帶來光亮。在思考惡的意義的同時，他們也都了解到，必須重新思考責任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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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責任（responsibility），源自於 respond，有「回應」之意：列維納斯強調對

他者和為他者的原初責任，約納斯強調對未來世代的責任，鄂蘭則認為，我們個

人的責任要求一種從他人的立場來思考的想像的能力，當與惡正面相對卻無規則

可供引導之時，我們需要勇氣來踐履反思判斷力。在世俗化的時代，神聖的超越

不再成為未來的確保，在泛邏輯的理性主義失效的時代，西方傳統形上學用以保

障自我與世界確定性的根基被取消之時，崇高的、個別的存在的「創造性」行動

已經帶來了世紀災難，在二次戰後反思的氛圍中，「共存」的主題於焉進入了鄂

蘭的視域。 

第二節  惡的現象與「反人道罪」 

身為猶太人，在納粹崛起，繼而橫掃歐洲期間，鄂蘭曾兩度面臨威脅的處

境，其一於 1933 年因為替猶太復國組織工作，在柏林被捕，遭到短暫拘留後，

幸運逃離德國，前往法國，尋求庇護，在巴黎停留數年後，卻於 1940 年巴黎遭

到納粹控制後，作為德國流亡者（émigré），被從巴黎送到法國的戈爾斯（Gurs）

拘留營，最後逃往美國。鄂蘭先是為雜誌撰稿，後來任教於紐約社會研究新學院，

並以《極權主義的起源》、《人的境況》等著作奠定其學術地位，1975 年猝死，

晚年重要著作《精神生活》第三卷〈判斷〉因此未及完成（前兩卷為〈思考〉及

〈意志〉）。鄂蘭生平三個主要的事件：與海德格的遭逢、極權主義的生命經驗、

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等，都與她對惡的問題的思考緊緊相扣。《極權主義的起源》

第一版出版後，她在給雅斯培的信中寫道：「當人的不可預期性——此一不可預

期性等同於人的自發性——被抹除時，根本惡便發生了。而這一切都起源於，或

者更好地說，伴隨著對於個別之人全能的幻覺（不只是追求權力的欲望）。如果

個人作為人是全能的，那麼，事實上就沒有多數之人應該存在的理由——就如同

在一元論中，只有上帝的全能使其成為一。因此，同樣地，個別之人的全能會使

得複數的人成為多餘的（the omnipotence of an individual man would make 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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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fluous）。」28 從這段引言可以看出，鄂蘭將極權主義之惡的現象定義為「使

複數的人成為多餘」，而此一現象起源於對個別之人全能的幻覺。 

早在《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之前，她便在〈什麼是存在哲學？〉一文中

批判海德格的此有乃一高大的自我（the Self），其基礎存有學所揭櫫的此有的

存有的超越性是立基於在世無家可歸之可怖性（Unheimlichkeit）上，《存有與

時間》中賦予未來以優先性，使被拋的過去、沉淪的現在被「無化」為「無」，

面對未來的無，無根基的此有必須從「無」生「有」，這原是傳統形上學所賦

予上帝的特權。這個高大的自我（the Self）總是關聯於自身，此有反思的性質

被領會為「存在地」反思，在其意蘊中，除了力量和自由，並無其他。此一高

大的自我與其同伴徹底隔離開來，正是因為如此，他才能成為高大的自我。在

《人的境況》中，鄂蘭詮釋聖經《創世記》中亞當、夏娃受造的段落，認為人

之受造一開始就是複數的，是「二」而不是「一」（先造亞當，再從亞當造出

夏娃）。由此可見，對鄂蘭而言，人的複多性是人存在的境況，所有意圖取消

人之複多性的作為都可能伴隨著惡的現象。鄂蘭認為，自柏拉圖開始的西方傳

統政治哲學根據製作的經驗來理解政治，造成政治哲學的扭曲。在製作經驗中，

「工匠人（homo faber）把自己塑造為地球的主宰」29 ，這不僅是得勝力量的

經驗，也是暴力與毀滅的經驗，根據造物（making things）的思考，對抗「人類

原料」」（human material）無法避免使用暴力。因此，製作的經驗不能運用於政

治世界，因為製作的經驗是暴力的經驗，其作品雖然展現於公共世界，但其過程

卻非公共的。海德格或許不見得如博伊勒等哲學家以製作的概念來理解政治，但

其哲學對政治、公共性的思考所顯出的片面與薄弱，正突顯了柏拉圖以來哲學傳

統對政治事務的疏離，也為其 1933 年的迷誤提供了解釋。關於哲學對政治的無

知，鄂蘭在後來的文獻中提到：「西方哲學從未對於政治之物（the political）的

                                                       
28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p.166. 
2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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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擁有清楚概念，甚至無法有這樣的概念，因為透過必然性，它認為談論個

別的人和處理複多性的事實是（與政治哲學）無關的。」30 

依照鄂蘭，極權主義起源於人對自己在地球上被給予之生活的諸種基本境

況」（the basic conditions under which life on earth has been given to man）31 的

無知，此一無知使現代人想要重塑一切，對一切不過是給定之物這一觀念表示

不滿32，追求進步的時代精神使現代人認為一切皆有可能，納粹領導者正是如此，

他們相信自己的全能，認為「每件事都是可能的」；他們設法消除受害者的複

多性：「極權主義努力組織無限複多和無限差異的人，似乎將全人類只看作是

一個人，只有每個人的各種反應化約到永遠不變的同一性，使每一組反應能夠

與另一組隨意互換，才能使極權統治成為可能。」33 換言之，極權主義成功地

抹消個人的獨特性，使人只能是人「類」（human），而不再是人（person）。

但這種抹消並非開始於極權主義，極權主義只是極端地呈現了這種「類」化，

真正的肇因起於現代性文明。海德格早觀察到現代文明是一「常人」（das Man）

世界，此有的獨特性被吸納在匿名的、均平的沉淪狀態中，他以強調此有的本

真存有來超越之；鄂蘭則譴責現代文明甚至不能稱為人類文明，它只是一種偽

自然，真正的自然過程至少是循環的，但由人類所解放出來的偽自然過程卻是

在無法預見的軌道上飛速運行。極權主義、原子武器、工業技術……從生產到消費

的自動化過程模仿著循環的自然秩序，從而毀滅了人類世界：「未來自動化的

危險，與其說是自然生活令人悲嘆的機械化和人工化（儘管有其人工性））還不

如說所有人類生產力被陷入一種極度強化的生命過程，自動地、毫無痛苦且毫不

費力地遵循著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34 換言之，現代性文明解放了人自然生

                                                       
30 Arendt, “What is Freedom?” and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g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43-72, 17-40. 
31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7. 
32 Arendt, The Burden of Our Time , p. 434. 
33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38. 
34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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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一面，人之為人的獨特性在現代文明中隱而不見。面對獨特性消失的危機，

海德格的構思因為 1933年的事件而備受質疑，經過事實性的經驗與戰後的反思，

鄂蘭認為，人的獨特性必須在承認人之複多性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鄂蘭定義極權主義惡的現象為人被視為多餘者，之所以如此，其背後所

隱含的是對人類複多性的否定，對個別崇高的渴望，對此，專業思想家（哲

學家）的工作若不是為其提供理論的基礎，便是對複多的政治事務無力。若

說哲學的沉思與政治的行動之間存在著張力，那麼，一般人又是如何形成判

斷以抗衡政治之惡呢？艾希曼的審判促使鄂蘭反思此一問題。 

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結語中提到，艾希曼（和與他一樣的其他人）

是「新型態的罪犯，犯下反人道罪的事實」。何謂「反人道罪」？鄂蘭在接下來

的結論部分加以定義：「正如你支持並執行屠殺命令，拒絕與猶太人以及其他民

族共同分享這個世界一樣——好像你和你的上司真有權決定誰應該或不應該在

世界上存活——我們認為，沒有人，也就是說，全人類中沒有任何一個成員，願

意和你共同分享這個世界，這就是你必須被處死的理由，也是唯一的理由。」35 

由此可見，「反人道罪」意味著，以取消某人存在的方式，拒絕與人共享世界。

換言之，共享世界是人之存有的本質性定義。班哈比（Seyla Benhabib）認為，「反

人道罪」毋寧是最接近鄂蘭整體政治思想的核心，同時是二十世紀末最具意義的

範疇36。那麼，艾希曼等案牘殺人犯何以犯下「反人道罪」？這些人做出最邪惡

的行為，卻非出自最邪惡的動機，除了艾希曼等執行滅絕計劃的執行者，那些「可

敬的」人們的「道德崩毀」（這些人竟然接受且參與了種族屠殺的政策），也令鄂

蘭感到困惑：「……不是我們的敵人做了什麼，而是我們的朋友做了什麼。 在「一

體化」的浪潮中，他們是相當自願的——無論如何，是還沒有在恐怖的壓力下——

                                                       
35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p. 279. 
36 Seyla Benhabib, “Arendt’s Eichmann in Jerusalem”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nnah Arendt, 

p.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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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像在他們身邊形成了一塊空地。」37 

鄂蘭將艾希曼當作上述道德崩毀的時代無能於判斷是與非的案例代表，致

力於了解到底是什麼讓艾希曼犯下如此惡行。她觀察到，艾希曼似乎被困在陳

腔濫調之中，並且接受了「語言規則」。「聽艾希曼講話愈久，便愈能發現，

他語言能力的欠缺，跟他無法思考，亦即，無法從別人的角度思考的特質是緊

密相連的。他完全無法溝通，原因不是他撒謊，而是因為他被一個堅而不摧的

牆包圍，將語言與他人的存在隔離在外，因此，也將現實隔離在外。」38 透過

對艾希曼的觀察，鄂蘭認為，造成艾希曼犯下極端之惡的原因在於，他無能於

思考和做獨立的判斷，即他缺乏思考的能力且沒有能力從另一個人的立場來思

考：「這種與現實隔閡、麻木不仁的情況，是引發災難與浩劫的元兇，遠比人

類與生俱來的所有罪惡本性加總起來更可怕——事實上，這才是我們真正應該

從耶路撒冷獲得的教訓。」39 

鄂蘭給出了答案：艾希曼之所以無法思考源自於他與現實隔絕，他雖然力

陳自小遵守康德的道德定言令式，但道德的定言令式對他而言只是抽象的知識，

隨時可以被另一套道德規則所取代。然而，道德判斷總是在具體的處境中給出，

在艾希曼的身上，我們看到，普遍的、抽象的規則（不論是作為外在的行為規

範或習俗，或是作為內在的道德自明性）無法讓人在極端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

維護人類共存的尊嚴。 

鄂蘭將思考活動與道德的概念相聯結，道德既非行為的準則，也非來自上

帝的聲音或理性的命令，而是個人的完整性，個人完整性的獲得則有賴於思考

活動的進行。思考活動讓人從世界撤離，回返內在自我，所經歷的、所發生過

的一切事實性經驗都轉為記憶，思考活動是紮根在記憶中所進行的內在自我對

                                                       
37 Arendt, ”What Remains? The Language Remain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11. 
38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p. 49. 
39 Arendt, Eichmann in Jerusalem, p.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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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就形式而言，雖是我與我自己的對話，就實質內涵而言，卻是與共存於我

之內的他者對話，換言之，個人完整性乃紮根於記憶——我與他者曾經共存的

世界。被思考活動解放出來的判斷力，則是讓人可以從另一個人的角度來思考

的能力，判斷力是想像力的運作，其基礎是共通感——人類共存的存有學結構。

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我們可以理解班哈比 

「反人道罪」最接近鄂蘭整體政治思想的核心，因為「反人道罪」的概念

正是要賦予下述事實以該有的尊嚴：複多之人共存於一個共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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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鄂蘭與海德格的思想關聯 

第一節  前言 

理解鄂蘭思想有幾項困難：以古典時期的經驗與語言來詮釋現代的現象，

卻鮮少提供關於這些非正統使用的合理化說明；她對於許多現象的解釋雖然令人

信服，卻很少與歷史或政治科學的解釋有共通性；她用來釐清政治實在性

（political reality）的概念——勞動（labor）、工作（work）、行動（action），就

其起源與認識論上的地位來看，似乎模糊不清。最後，我們被誘惑著相信，不需

要更深刻地涉入形塑她思想的智性爭議和哲學傳統，便能充分了解她。許多美國

學者已經發現且尖銳地批評鄂蘭政治理論的哲學基礎。1953 年，鄂蘭與沃格林

（Eric Vögelin）在 Review of Politics 上的有名辯論即是一例40。沃格林無法理解鄂

蘭所言，納粹德國和史達林的蘇維埃政權已經用某種方式改變了人類本性。沃格

林訴諸西方哲學傳統，認為物的本性是其永遠不變的本質，以此定義來看，本性

超出意外和偶然之外。然而，鄂蘭所追隨的卻是另一個新近的、有意識地反西方

傳統形上學的傳統，堅持人類並不具有與物同樣意義的「本質」，人的本性無法

與其生活的境況及他們與他者互動的方式分離。所以，如果人生命的境況從基礎

上被改變了（如鄂蘭所言極權統治的作為），那麼，說人的「本性」被改變便是

有意義的。鄂蘭與沃格林的爭辯提醒我們，鄂蘭的政治哲學需要更細部地研究。

在不理解鄂蘭哲學的前提下，不論是同意或批判恐怕似乎都未盡合宜。然而，諷

刺的是，我們對革命、獨裁或社群等政治「實踐」現象的評價最終還是取決於我

們對西方傳統形上學傳統的態度，此態度持續在詮釋的範疇上佔有優勢，在此情

形下，鄂蘭反西方傳統形上學的論述路線如何得到適當的理解便成為關鍵所在。 

                                                       
40 Eric Vögelin, “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Review of Politics, 15 (1953), p.68-76; 

Arendt’s “A Reply ” appears in the same issue (p. 76-85). 

http://de.pons.com/%C3%BCbersetzung/deutsch-englisch/W%C3%B6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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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鄂蘭的哲學傳承，她毫不猶豫地承認自己出自德國哲學的傳統41。傑依

（Martin Jay）、佛拉特（Ernst Vollrath）、楊．布魯爾（Elisabeth Young-Brühl）和

巴瑞克（Bhikhu Parekh）都強調，「德國哲學」指的是胡賽爾、海德格和雅斯培

的現象學和存有學的傳統42。在這個傳統中，鄂蘭和海德格的思想關聯尤其重要。

關於兩人的思想關聯，維拉（Dana R. Villa）認為，鄂蘭採用了海德格的方法論，

尤其在《存有與時間》導論中所勾劃的雙重策略：解構（Abbau, destruction）和

重現（wiederholen , repetition），來「回到根源」（return to the origin）43。海德

格認為西方傳統的形上學，早已遺忘了形上學的真正課題，困陷在「存有－神—

邏輯學」（Onto-theo-logy） 的窠臼中，未能如實回應存有的召喚。在海德格心

目中，形上學的本務應是理解「存有者的存有」（Being of the beings），亦即那使

一切存有者展開存在活動的根源，而不是耽溺於主、客二元對立的表象思惟中，

以因果律等範疇論來認知人與世界。海德格認為，人與世界的關係是存在的關係，

不是認知的關係，用認知的態度來看人與世界的關係，將使真正的存有被遺忘。

海德格以恢復存有的根源為形上學的首要任務，他的方法論是拆毀的，卻也是重

構的；在經歷極權主義的惡之後，鄂蘭理解惡的現象為：將人視為多餘者。她隨

即反思極權主義之惡的根源來自現代性，現代性立基於西方傳統形上學將理論理

性理解為人類最高的存有模式，柏拉圖以來的政治哲學傳統以理論優位於實踐，

以哲學來規定政治，其核心在於偏愛製作（poiesis, making）的單義性甚於實踐

（praxis, action）的多義性44，透過與海德格平行的方法論，鄂蘭意圖使政治從哲

學的製作行為中釋放出來，回復原初的政治經驗現象。維拉進一步指出，鄂蘭與

                                                       
41 Hannah Arendt, “Letters to Gershem Scholem, ” cited in Elisabeth Young-Brü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 104. 
42 Martin Jay, “Hannah Arendt: Opposing Views”, Partisan Review, 45(1978), 348-68; Ernst Vollrath,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thod of Political Thinking,” Social Research, 44 (1977), 160-82; Elisabeth 
Young-Brü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p. 217-20; and Bhikhu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43 Dana R.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114.. 
44 Hannah Arendt, Socrates, in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p.3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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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之間的「平行」並不只在「方法論」方面，海德格徹底轉換了人類自由的

範式，此一範式將自由思考為一種可能性，而非意志的選擇45，鄂蘭承繼了海德

格對自由的理解，但將之進一步詮釋為協同他人在共同的世界中行動，為世界帶

來新的可能性。換言之，她將海德格意義下的哲學自由轉為政治自由。 

她援用奧古斯丁對意志的發現，奧古斯丁認為上帝造人，人本身就是「開

端」，開端藉由新生的人進入世界，意志是人之自發性與個別性的原則，藉由意

志活動的運作，新的行動進入了世界。然而，因為意志指向自我完成，面對不確

定的未來，意志傾向於完成由理論理性直觀所得之理念（idea），以求得確定性，

柏拉圖以來哲學傳統偏好製作的思維正好提供這樣的理型，新的「行動」嵌入了

暴力的本質，極權主義乃至於現代性的世界疏離，正本清源，乃是因為哲學取代

了政治；鄂蘭早期致力於拆毀與重現原初的政治經驗，在公共的顯現空間每一個

平等的個人藉由言說與行為，開顯其獨特性，政治行動是協同行動；到了後期，

鄂蘭致力於調解哲學與政治之間的張力，為政治自由尋找存有學的基礎。她最早

期的作品《愛與聖奧古斯丁》提供了一條連結外在政治生活與內在精神生活的線

索：政治世界中的複多行動，其存有學基礎在於人內在的複多性。 

第二節  開端：海德格重新詮釋 praxis 

在海德格八十歲誕辰紀念所發表的〈獻辭〉（1971 年）中，鄂蘭首次公開

以回憶的語氣談到當時遍布德國、關於海德格的「傳言」（rumor）——他如何吸

引眾多優秀的學生時，提到：「思考重新獲得生命；過去的文化資產原已被認為

死亡，如今卻再度說話……有一位老師；人們或許可以學習如何思考。」46 她

接著提到，海德格促使她去思考一些具有「立即性及迫切性」的問題。當我們回

到《柏拉圖的智者篇》脈絡，不難推測此一「立即性及迫切性」的問題應是：存

                                                       
45. Dana R.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 114. 
46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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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意義問題。透過《柏拉圖的智者篇》講座，鄂蘭受到激發去思考「存有」的

問題。那麼，到底海德格說了些什麼？又有哪些是他沒有說的？本節將論述亞里

斯多德的實踐概念在什麼樣的脈絡下為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所承繼，海德格如何

詮釋實踐，又鄂蘭如何批評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進而在其政治理論中重新拿起

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中重要、卻被海德格忽略的成份，成為其政治理論的核心。 

儘管海德格批判亞里斯多德及受其影響的中世紀，乃至於現代哲學傳統對

存有的遺忘，但在海德格全集出版，前期講課紀錄、論著逐漸為人所知之後，我

們發現，在 1920 年代，尤其是《存有與時間》發表的前幾年，海德格開設了大

量有關亞里斯多德的課程，自 1921 年到 1927 年幾乎未曾中斷 47，這些課程吸

引來自德國各地的學生，讓海德格成為德國哲學界「隱藏的王」48。由此可見，

海德格早期思想的發展是伴隨著對亞里斯多德思想的研究，《存有與時間》中為

我們所熟悉的一些基本術語與概念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確定 49。 

在海德格早期接觸到的思想中，胡賽爾的現象學方法對海德格的研究方法

有直接的影響，但後來他陸續受到祈克果、尼采，和狄爾泰等人的影響50，這些

思想家把充滿偶然的、道德價值變動著的歷史和關聯系統（Bezugssysteme），與

形上學和其對超越時間的真理追求相對立，這使他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現象學方法，

即以現象學的方式描述「事實的生活經驗」（Faktishe Lebenserfahrung）。此一思

                                                       
47 1921 年夏季學期：關於亞里斯多德《論靈魂》（GA60）；1921-1922 冬季學期：對亞里斯多德

的現象學解釋—現象學研究導論—導言（GA61）；1922 夏季學期：對亞里斯多德的現象學解釋—

存有學和邏輯學（GA62）；1922 年 10 月：關於亞里斯多德的一本書的導言（納托普手稿）；

1922-1923 研討班：對亞里斯多德的現象學解釋（GA62）；1923 年夏季學期：實際性的解釋學

GA63）；1923-1924 冬季學期：現象學研究導論（GA17）；1924 夏季學期：亞里斯多德哲學的

基本概念（GA18）；1924-1925 年冬季學期：柏拉圖《智者篇》（GA19）；1925-1926 邏輯學（亞

里斯多德）—真理問題（GA21）；1926 夏季學期：古代哲學的基本概念（GA22）；1927 夏季

學期：現象學的基本問題（GA24）。GA 為德文海德格全集縮寫。朱清華，《回到原初的生存現

象—海德格爾前期對亞里斯多德的存在論詮釋》，頁二。 
48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 in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y, p. 293. 
49持此一看法的有 GA18 的編輯者 Mark Michalski 和 GA62 的編輯者 Günther Neumann，Theodore 

Kisiel、Franco Volpi、Jacques Taminiaux 等。 
50 Pöggeler,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s. 27ff. 

http://de.pons.com/%C3%BCbersetzung/deutsch-englisch/%C3%BC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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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進路大約形成於 1920 年前後，以「形式指引」（Formale Anzeige）的方法表述

之，他也稱之為事實性的詮釋學（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形式指引」主要

見於海德格 1920 年代初在弗萊堡大學的講課稿，這些講稿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之

後才被公諸於世。 因此，只有奇斯爾（Theodore Kisiel）及少數幾位學者涉及過

它。奇斯爾曾言簡意賅地指出：「在《存有與時間》中，存在就是形式指引。」51 

「存在」與「形式指引」的連結可追溯至 1920 年的〈評雅斯培的《世界觀心理

學》〉（Anmerkungen zu Karl Jaspers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雖未明說，

但按此文的基本思路，尤其是透過「存在」所建立的聯繫，我們可以說生活的當

下事實性中所實現出來的「前結構」即存在的形式指引。這些事實性的經驗雖不

具有理論客觀性，卻已經是有「意蘊」（das Bedeutsame）的自身經驗方式（Wie 

des Selbsterfahrens）和表達方式（形式指引）。「質料」（生活的事實性）在此直

接決定「形式」（前結構、形式指引）52。  

在與自我相聯繫的基本經驗中，自我的事實性（Faktizität）變成決定性的

了；本己的此時此際（hic et nunc）被經歷的、在這一精神歷史的境況中得到實

現的實際的生活經驗，同樣也實行著從中源起的、在其中停留的、向實際的東西

本身返回的基本經驗。但是，實際的生命經驗本身，即我在其中得以不同方式擁

有我自己的實際生活經驗本身，並不是諸如我處身於其中的某個區域之類的東西，

並不是普遍性的東西——後者的具體化就是自身；不如說，它乃是一個根本上按

其固有的實現方式看來「歷史學上的」現象，而且首先不是一個客觀歷史性的現

象（我的生活被視為在當前中發生的生活），而是一個如此這般經驗著自身的實

現歷史的現象（ vollzugsgeschichtliches phänomen ）。 …… 這種擁有自身

（ Sich-selbst-haben）產生於焦慮、保持在焦慮之中，並且傾向於焦慮

                                                       
51 Kisiel, The Genesis of Heidegger's Being and time, Berkeley, Calif.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250. 
52 張祥龍，《海德格爾傳》，頁八六~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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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kümmerung）；在這種焦慮中，特殊的自身過去、當前和將來得到了經驗，

並非被經驗為某個客觀的實事秩序的時間圖式，而是非圖式的、關涉到經驗實行

之方式的焦慮意義中被經驗的53。  

這段話中出現了不少後來海德格爾直接說明「事實的生活經驗本身的形式

指引」的講課稿（即 1920-21 年冬季學期的講課稿《宗教現象學導論》）中的重

要語詞和思路，比如這「事實的生活經驗本身」及其表現方式並不是「某個區域」，

也不是「普遍的東西」；在這種事實經驗的「焦慮」中，體驗到了「特殊的自身

過去、當前和將來」；但這存在的時間性不是一種「客觀歷史性的現象」，而是一

種正在經驗自身的「實現（著）歷史性的現象」等。 

緊接著很快出現了「良知」（Gewissen）這個詞，意味著「在歷史學上被刻

劃的自身經驗之方式」54。接續此一思路，海德格在 1920-21 年冬季學期的講課

稿《宗教現象學導論》中，首先強調「經驗」的雙重意義，即「每一種經驗」同

時是「經驗活動」又是「被經驗者」。「我們是有意識地在其雙重意義上使用這個

詞的，因為經驗活動本身和所經驗到的東西沒有被撕裂，恰恰是實際經驗活動的

本質所在。『經驗』不是『把……拿來認識』（Zur Erkenntnis nehmen），而是與……

交鋒（das Sich Auseinander Setzen mit），是所經驗到的東西之形式的自我保持。

它既有被動又有主動的意思。」55 實事性的現象學解釋學試圖把生活的種種聯

繫和各種經驗呈現出來，而不是去認知或建構。這種現象學路徑的目標是，不把

自己的生活當成對象或「事物」（Ding）來理解，而是達到對生活踐行（Lebensvollzug）

的領會。他引用使徒保羅的話，來解釋此一目標：「主的白日將來到，猶如小偷

在黑夜到來」。對於海德格而言，此處所表達的是原初基督教生活經驗的感受，

這種感受並不試圖以規定或計算的方式支配尚未來到的未來。這種感受是一種對

                                                       
53 海德格，評卡爾‧雅斯培的《世界觀心理學》，收錄於《路標》，頁三五。 
54 張祥龍，《海德格爾傳》，頁八六~一一○。 
55 Heidegger, Phenomenologie des religious Lebens,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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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突然會闖入（生活）的事件（Ereignis）的開放性，海德格將這種生活的直接

經驗與生活的理論性相對立56。 

基於上述思想的發展，雖然海德格相當受惠於胡賽爾的現象學方法，啟發

他去揭示原初的現象，但此現象並不在由胡賽爾所提示的意識和意向性對象，而

在人的原初存在現象。他拒絕了胡賽爾的「意識的絕對有效的本質性」（absolut 

gültige Wesenheiten des Bewusstseins）概念和對超驗自我（ein transzendentales Ich）

的現象學還原，對他而言，生活是歷史性的，不能被分解為各種本質的元素，生

活是整體關聯，而超驗自我是面對世界具有統覺性的（apperzeptiv）統覺。這些

早期的思考脈絡與對亞里斯多德的研究融會在一起，海德格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中發現了人原初的存在現象，儘管他對亞里斯多德的批判與承繼是同時進行著的。

他批判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所開啟的傳統形上學存有—神—邏輯學（Onto- 

theo-logie）構成，卻在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和《形上學》得到洞

見：aletheia 作為真理，是一顯現的過程，真理的特性可以理解為無蔽

（non-concealment），人的存有具有解蔽真理的能力。但作為真理解蔽者的人，

又是如何揭示自身的存有？他如何領會、詮釋自身的存在現象？在一次世界大戰

結束後的 1920 年代，德國作為戰敗國被挫敗感和失落感所壟罩，德國思想界紛

紛對傳統哲學進行反思，海德格便是在此氛圍中，醞釀其哲學反思，「存有的意

義」的問題進入了他的視域。 

海德格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存有與時間》（1927 年），其主題是「存有的意

義問題」（die Frage nach dem Sinn von Sein），而這個問題在《存有與時間》的預

備階段《智者篇》（1924 年）便已涉及，鄂蘭在此時受業於海德格，她在海德格

八十歲《獻辭》時提到此「立即性及迫切性的問題」。海德格說，這個問題柏拉

圖已經討論過了，他並在該書的開頭引用柏拉圖的話：「因為當你們使用『存有

                                                       
56 Pöggeler,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s. 36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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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seiend）』這個表述的時候，你們究竟是什麼意思，長久以來你們都很清楚。

我們曾經相信已經理解這一點了，但現在我們卻陷入了困惑。」57根據海德格，

這個問題在兩千年後依舊未被解答：「我們用『存有著』這個詞究竟表達什麼意

思，我們今天有答案了嗎？沒有。所以，下述做法是有必要的，即：重新提出『存

有的意義問題』。」58 海德格追問存有，當他追問存有的意義時，他預設了世界

中各種有意義的關聯（sinnhafte Bezüge）。存有是有結構的，在它的多樣性

（Mannigfaltigkeit）中依舊有著統一性（Einheitlichkeit）59。例如，在錘子和釘子

之間就有一種有意義的關聯——但這種關聯該如何去理解呢？「我們從哪方面，

即從哪個被給定的視域（Horizont），來理解諸如存有之類的事呢？」60 海德格的

回答是：「時間就是這種視域，從它我們可以理解諸如存有之類的事。」61 根據

海德格，時間對於存有的重要性從未被認真看待。 

海德格認為，該如何「存有」，西方哲學傳統已經給出各種答案，但「存有

問題」（die Seinsfrage）卻從來未被這樣提出，即從存有的各種關係來追問存有

的意義62。海德格認為，西方傳統遺忘了存有，將存有理解成存有者，存有者在

「現在」（Gegenwart）的時態中被刻畫為「現有者」、「手前者」（das Vorhandene）。

當存有者被視為只是「現在（存有）的」（gegenwärtig）在場者時，它就失去了

和世界的種種時間性的、有意義的關聯：從「某物是（etwas ist）」這個斷言出

發，「某物是什麼（was etwas ist）」便無法被理解。在將存有視為「實體」或「物

質」的規定中，存有只是被放在與「現在」的關聯中被思考：現有者是現在（存

在）的，即它沒有與過去和未來的關聯。海德格試圖指出，對於存有的理解而言，

時間是本質性的條件，因為它構成了一個理解的視域（Verständnishorizont），在

                                                       
57 Plato , Sophistes, 244 a. 
58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 1. 
59 Pöggeler,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s. 48. 
60 Heidegger,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s. 21. 
61 Heidegger,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s. 22. 
62 Pöggeler, 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s.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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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視域中，世界事物相互之間才能形成有意義的關聯。例如，錘子的作用就是

把釘子敲進木板中，為了（um...zu）建造一棟房子，在將來臨的暴風雨面前提供

保護。錘子除了是現有的木料和鐵塊以外還能是什麼，這只有在與時間有關聯的

世界整體聯繫中，才能夠被理解，而人正是具有時間性視域的存有者。 

海德格批評傳統存有學試圖將存有還原到一個最初的原理（ein Urprinzip）

或存有者，他稱之為存有—神—邏輯學（Onto- theo-logie），即為存有者整體尋求

一個最終的基礎—最普遍的、最高的、最為統一的原則，此一最終根基涵括了存

有學（希臘哲學精神）、神學（猶太—基督教神學）和近代科學三者相結合的西

方傳統哲學文化的根本內涵，這是他對西方傳統形上學的一個全面性的理解。海

德格認為，對於現代西方的諸種現象，無論是價值和信仰的危機，還是日益擴張

的技術—工業文明及其後果，我們都必須立足於形上學（「存有—神—邏輯學」）

這個「根本」來加以分析和透視。另一方面，為了追問存有的問題，海德格提出

一種新的存有學——基礎存有學，而基礎存有學的起點則為存有者與存有的區分，

海德格稱之為「存有學的區分」（Ontologische Differenz），這組區分似乎是由海

德格對亞里斯多德的批判和承繼而來。 

如前述，在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海德格密集開設關於亞里斯多德的詮

釋課程，在他為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的書寫作序言時曾提到，他的基礎

存有學計畫相當受惠於胡賽爾的現象學方法，他緊接著說道，在這個基礎上，他

重新研讀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科倫理學》和《形上學》得到洞見：aletheia 作

為真理，是一顯現的過程，因此，真理的特性可以理解為無蔽（non-concealment），

存有者的所有自我顯示都從屬於無蔽的特性63，Aletheuein，也就是一種解蔽

（uncovering）的活動。簡言之，真理被理解為無蔽，存有者的所有自我顯示（存

有）則是一種解蔽的活動。在上述兩本文獻中，值得關注的是 poiesis 和 praxis

                                                       
63 Richardson, Heidegger: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 p. x-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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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兩種不同的存有模式。 

在《形上學》的第九卷中，亞里斯多德從潛能與實現的角度對 praxis和 poiesis

的特性進行描述。首先，praxis 的目的不在自身之外，而在於自身，更精確地說，

是在行為者本身；作為行為者，總是有行動或不行動的潛能。在 poiesis 的活動

中，潛能（dunamis）外在於實現，而 praxis 則是潛能內在於實現。在《尼各馬

科倫理學》中，poiesis（製作）和 praxis（實踐）是兩種不同的人類存有模式，

前者相應於狹義的 techne（技藝），後者相應於 phronesis（實踐智）（並包括於

廣義的 techne 內）；作為靈魂（soul）的傾向，phronesis 扮演著揭示 praxis 相關

事務的功能。不同於物的製作，人類行為是多樣且偶然的，且因為實踐的行動並

非為了生產任何事物，因此，與行動相應的揭示（aletheic, disclosing）的傾向便

決不會與指導生產的 techne 混淆。Techne 的目的是外在於技術者（technites）

的產品；phronesis 的目的則是明智之人（phronimos, intelligent）的卓越行動

（eupraxia）——做出協調行動的能力。Phronesis既是自我指示（self-referential），

因此與明智之人的未來相關。phronesis 所關心的不是產品（如 techne 一般），而

是關於個人的（ta ekasta）、適當的時間（to kairos），它只關心變動的、多樣的，

不透過 episteme（相對於必然、普遍之物），而是透過意見（doxa）來理解的人

類事務（ta anthropina）。「doxa 應用到會變化的事情上，phronesis 也是如此。」

（1140b, 25）Phronesis 是審議的（deliberative）德性。但因為沒有不同的、對立

的意見之間的論辯，就沒有意見可言，因此，phronesis 就不限於只對明智之人

重要之事，而是被應用到人類事務的領域，這也是為什麼 phronesis 被等同於政

治智慧的原因。在此，我們隱約發現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貶抑人類事務領域的抗

拒，他保留了人類事務的多義性與流動性，這些現象並不存在於工匠人的

know-how 或是哲學家的 episteme。對人類事務多義性與流動性的接納讓亞里斯

多德修復對 doxa 的理解：唯有被適當地思量的意見符合人類事務現象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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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ronesis 是取得此一適當意見的傾向或才能。但儘管如此，亞里斯多德並未質

疑理論生活卓越的尊嚴。 

（一）對亞里斯多德形上學的批判 

首先，海德格在馬堡時期重複提及，存有學史給予了手前性（Vorhandenheit）

優先性。Vorhandene 這個德文的口頭語彙，對現象學家而言，具有雙重優點：

首先是字根 hand-，將存有與某人的主動行為關連起來；其次，它恰巧在語言學

上等同於希臘文的 procheiron，亞里斯多德在《形上學》第一卷當中使用這個字，

在那裡，他說哲學驚奇（thaumazein）的首要對象是 procheira——手前性（before 

the hand）。也就是說，希臘人首先是將存有理解為手前性（Vorhandenheit），展

開了存有學史。海德格將手前性與 poiesis 關聯起來，認為在製作或生產

（ Herstellen）的活動中，希臘哲學家們理解存有者的存有為手前性

（Vorhandenheit）。接下來在《現象學的基本問題》（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中，海德格透過現象學的討論與批判，揭櫫傳統形上學的系譜，

所有形上學的概念諸如 eidos, morphe, teleion, phusis 等都與製作的活動有關。這

個方向不只存在於製作產品，它還存在於解放（liberating）、釋放（freeing），及

將這些產品從與製作者的連結中解脫（delivering）出來。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滲

透在生產行為中對於存有的理解：生產行為將存有者的存有理解為在其自身

（Ansichsein, standing-by itself）、獨立（Eigenständiges）。海德格認為，對希臘人

而言，除了製作行為中的物，phusis（自然，nature）也是一種 poiesis，雖然自

然並不是以此有作為製作者，但它卻是在其自身的現存者（extant in itself, 

vorhanden），早於所有的生產，並為了進一步的生產（釋放出新的事物）而存在 

64。希臘人將此不被生產的生產活動稱為「沉思的領會」（ contemplative 

apprehension），是一種純粹的直觀（theorein），亦即柏拉圖意義下心靈的「視見」， 

                                                       
64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 s.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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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a 儘管具有高於 poiesis 的存有學位階，但卻並非完全與 poiesis 的生產活動

無關。因為與 theoria 相關的存有（the Being）被理解為手前性，正因為將存有

理解為手前性是生產行為的特性，我們可以這樣說，theoria 儘管也許是純粹的

直觀，卻只是環視意義上（製作者的行為）的「看」的變形（modification）65，

而早在巴門尼德斯（Parmenides）的「存有與思維同一」（「存有與思維同一」（the 

identity of einai and noein））66，與 einai（存有）相關的 noein（思維）就是 poiesis

的變形。 

換言之，海德格在追問存有的問題時，回到了西方形上學的開端，發現希

臘哲學的驚奇起於手前性，他將手前性關聯於 poiesis，發現希臘人素樸地從製作

或生產的行為來理解存有，他們認為：（一）人以外的存有者，其存有是手前性67，

其本質是在其自身、獨立自存；除了物的生產製作，他們也透過生產性的行為來

理解 phusis 的存有，物的製作（poiesis）是透過環視，而 phusis 則是透過 theorein；

（二）希臘人將人以外的存有者的存有歸入生產性行為（productive comportment）

或 poiesis 的視域。但他們天真的相信，所有對於對存有的「看」（theorein, seeing）

都是對內在於 poiesis 的「看」的修正，也就是說，對希臘人而言，人以外的存

有者，其存有均透過視覺來規定，不論是肉眼的環視還是心靈的 theorein。再者，

希臘人相信，我們的存有模式可以藉由反思（reflection, 這個字也具有視覺的意

義）被規定，而藉由反思，其他存有者（產品、工具、質料）的存有被投射在我

們自己身上。海德格認為，他們思考任何事物，卻未思考各種滲透於「此有日常

的、自然的自我理解」68。簡言之，儘管希臘人認為，此有是揭示存有的起點，

卻從未細思揭示存有的此有是如何自我理解。 

                                                       
65 Heidegger, Die 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 s. 154.  
66 Duman, Reflections on Parmenides’ Monism, Kaygi: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12/ 19. 
67 海德格在馬堡時期主張，手前性是物的存有模式或者自然的存有模式，即廣義的 phusis 的存

有模式。 
68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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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生產或製作的行為來理解存有，有下述特性：將存有理解成存有者，

存有者在「現在」（Gegenwart）的時態中被刻畫為「在其自身」的「現存者」，

其存有必須被「看見」，必須是「在場者」（Anwesen），不論是環視還是直觀，

本質上是一種視覺中心主義的立場69；再者，因為希臘人的循環時間觀，人作為

揭示存有的存有者，其時間的視域未獲重視。為了克服 poiesis 所帶來的限制及

對存有的遮蔽，海德格開始發展對亞里斯多德 praxis 概念的詮釋。 

（二）對亞里斯多德 praxis 的詮釋 

現在讓我們回到柏拉圖的《智者篇》，看海德格如何詮釋 techne/poiesis、

phronesis/praxis 這兩組揭示人之存有的方式。海德格首先針對指導生產製作

（poiesis）活動的「技藝」（techne）加以釐清。teche 不是純粹的思想，它具有

「為了要…」（in order to）的特質。所有 techne（know-how）總是對生產和製

作活動的指引。這種指引在整個製作過程中構成整體。Techne 的始點在製作者

中，亦即，製作者先有了產品的 eidos——製作藍圖。這個 eidos 將整個製作過

程關聯起來，從原料，到生產製作過程，再到產品。例如，健康是一個 eidos，

通過醫術指導人該如何做，才能真正達到健康，又例如建築房屋，必須先有房屋

的 eidos——外觀70，而後準備原料，建造房屋直到房屋完成71。eidos 指引製作

過程是一個「環視」（circumspection）的過程。顯然，製作和生產活動中的指

引關聯整體和對它的環視已具有此有操勞（besorge）活動的雛形。由於 techne

的目的是產品，它處在生產過程之外，超出了 techne 和製作過程的範圍。因此，

                                                       
69 Mcneill 分析了海德格思想中三種意義上的「視」：（一）日常的觀看，其中最明顯的是好奇。

這是從操勞煩忙狀態中所衍生的視，它並不限於眼睛的看，還包括了聽等知覺，甚至也不限

於感知，是一種領會，不過是一種逃避被拋和有死狀態的領會(SZ，31）；（二）日常的視的中

斷引出形上學非感知的視－求知的領會；（三）更源始的視，此有在決斷中展開、綻出在本真

時間性上的視 Augenblick（瞬間的看），它同時具有視覺上的意義和時間上的意義[29]，是「時

機化」的視。William Mcneill, The Glance of the eye: Heidegger, Aristotle , and the Ends of Theory, 

p.4-11. 
70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1. 
71 海德格說 eidos只有在作為 techne起點的意義上，才具有真實的意義。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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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e 總是為了自身之外的某個目的（pros ti/in order to），在此存在著 techne 作

為揭示真理的方式的重大缺陷72。 

指導實踐（praxis）活動的「實踐智」（phronesis）則是對 praxis 的指導，

而不是自主進行的反思。「一個有實踐智的明智之人，就是那種善於投企、恰到

好處的人」73，並且這種投企總是為了（for the sake of）投企者自身的善。因此，

作為揭示真理的方式，phronesis 具有指向揭示者自身的指引方向（自我指涉）。

技藝可能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對人有益處，但 phronesis 考慮的卻是人生活整體的

善：poia pros to eu zen holaus，海德格將這句話解釋為，它有助於真實並作為整

體的此有存在的正確方式74。phronesis 的始點和目的都是此有自身。因為它的目

的就是投企者自身，這種指引關係不同於技藝的指引，它不是指向自身之外的某

個目的（pros ti, in order to），而是指向自身（hou eveka, for the sake of）。它在

展開自身時使自身產生超越75。這種指向自身的指引很明顯預示了此有存在活動

的「為何之故」（um-willen）。「phronesis 適切地表達了解蔽 a-letheuein 的意

義，即對被遮蔽者進行揭示」76， 它對人的 praxis 的指導就是人不斷「解蔽」

的過程。人總是受到痛苦和快樂等情緒的影響，「只要痛苦和快樂處於人的基本

規定性中，他終是受到遮蔽的危險的威脅」77，所以總需要 phronesis 的指導。

但 phronesis 不是照表操課的 know-how，它在始點、目的和所面對的情境上都是

變化不定的，人必須針對不同的處境不斷進行選擇（proairesis），因此，praxis

可說是一種有所選擇的投企活動。 

從上述海德格在《智者篇》中對《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六卷中 techne/poiesis 

和 phronesis/praxis 的解釋中，我們確實看到了《存有與時間》中，此有在世存

                                                       
72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1. 
73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40a25. 
74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4. 
75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5. 
76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36. 
77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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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及透過在世存有的展開以揭示真理的雛形。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指出

了兩種指引關係：一種是屬於用具世界的 um-zu（何所用）指引關聯，用具的使

用和操作總是指向其他的用具，它本質上具有這種 um-zu 指向。海德格稱我們與

周遭世界中的事物打交道的活動為「操勞」（besorge），操勞活動所遭逢的存

有者是各種用具。用具都是用來做某事物，對…有益的，因此，其本質就是「何

所用」（um-zu）78。用具總是用於什麼，因此它有自身的目的，而它本身又是

另一個用具的目的。正是 um-zu 這種指引關聯使得用具構成一個整體，或更確切

地說，它使得用具必然是在用具整體中存在，而不會有一件單獨的用具79。但是

用具的整體關聯並不是無限的，它最終是為了人（此有，Dasein）的存在，用具

的所有整體關聯在此獲得了意義。在此有存在的「為何之故」（um-willen）中，

um-zu 的指引關聯找到最終的目的：此有的「為何之故」賦予整個關聯整體以意

義。worum-willen（為何之故）作為另一種指引關係，它指向此有的存在。它不

像 um-zu 的用具指引，總是指向下一個用具以及存在的各種操作活動，它的目標

是此有的存在和其活動本身。Worum-willen 既是此有以自身為目的的指引，同

時也賦予 um-zu的指引最終的意義。如果沒有worum-willen，則不會有任何 um-zu

指引關聯，也不會有世界。如此，以此有存有的「為何之故」為目標，um-zu－

um-willen 的指引關聯形成了整體，亦即世界。操勞活動按照用具自身的指引關

聯來把握它，這種把握稱為「環視」（Umsicht, circumspection），對於器具世界，

此有便是以此方式加以把握80。 

海德格在基礎存有學中對亞里斯多德的概念進行了基礎存有學化，使其成

為此有存在的原初模式。Um-zu 的指引關係總是為了外在的某個目的，這顯然是

                                                       
78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68. 
79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68. 
80 海德格區分人與存有者的關聯，是以不同的「視」來區分：物的存有者（「具」）——操勞/尋

視（Besorgen-Umsicht）、人的存有者——（ Fürsorgen-Ruecksicht），此有的存在本身——

（Sorge-Durchsicht）。Klaus Held 在《世界現象學》中指出，海德格和胡賽爾都過度重視 pragmata   

 的物性，而未將焦點放在人類事務上，鄂蘭補足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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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e 和 poiesis 活動的特徵。techne 和 poiesis 的活動由製作者出發，它具有的

指引關係將整個生產過程關聯起來，亞里斯多德的 pros ti 被無違和地轉置為海

德格的 um-zu，而因為其目的總是外在於自身，對真理的揭示有本質上的缺陷。

相對地，接受 phronesis 指導的 praxia 活動則具有更根本的揭示真理的能力。它

須在無時無刻所面臨的被遮蔽的威脅中不斷做出選擇，它的投企總是為了此有自

身，亦即「為何之故」（worum-willen，或亞里斯多德的 hou heneka）81。至此，

我們可以說，海德格的 um-zu 和 um-willen 的指引關聯在亞里斯多德思想中有其

根源，亦即 poiesis 和 praxis 的存有模式。 

在涉及海德格對亞里斯多德思想詮釋與吸收的研究，並肯定海德格在現象

學的主體形構的視域中，詮釋了亞里斯多德靈魂所具有去除遮蔽（aletheuein）

功能的意義，此兩者（現象學與亞里斯多德）的結合鋪陳了海德格存在分析的道

路82，學者們試圖找出兩人在概念上的對應關係，沃爾庇（Franco Volpi）認為，

海德格的此有、及手性（Zuhandenheit）、手前性（Vorhandenheit）概念與亞里

斯多德的實踐（praxis）、製作（poiesis）、理論（theoria）之間有著對應關係，

而塔米尼奧克斯（Jacques Taminiaux）則主張，海德格的本真與非本真的區別是

對應於亞里斯多德 praxis 和 poiesis 的區分83，後者是沉淪的操勞，前者是「此有

為其自身而存在」（Das Dasein existiert umwillen seiner）84。儘管沃爾庇和塔米

尼奧克斯針對海德格與亞里斯多德概念所建立的對應關係未必完全適切，但兩人

的研究所得值得關注。 

沃爾庇將此有理解成 praxis，認為與此有發生實踐關係的，便是此有自身，

海德格將其特徵歸於「屬我性」（Jemeinigkeit），如此一來，「屬我性」便成了此

                                                       
81 Volpi 指出，此有的指引是 Worumwillen，這是對亞里斯多德的 praxis（實踐、行動）作為 hou 

heneka（為何之故）概念的存有學化。Franco Volpi, Dasein as Praxis: the Heideggerian assimil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of the pratical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in Critical Heidegge, p. 27-66. 
82 Volpi, Dasein as Praxis, in Critical Heidegger. 
83 Taminiaux, Heidegger and the Project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p. 111-137.  
84 Taminiaux, Heidegger and the Project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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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自我交涉；塔米尼奧克斯則提出三項對海德格的指控：（一）海德格無視亞

里斯多德對柏拉圖貶抑人類事務領域的抗拒，在解讀 praxis 時，將意見（doxa）、

他者和多人的爭論排除在外，視為此有的非本真存有，有別於個人的本真存有，

亦即本真與非本真的區分是個人與公共的區分；（二）對海德格而言，理論思考

（theoria）決定人的存在。海德格曾說：「哲學是核心的，而且是存在的形上學

本質的、完全的具體化。」85 塔米尼奧克斯認為，海德格以 theoria 來詮釋亞里

斯多德的 praxis，他和柏拉圖一樣排斥 doxa；（三）《存有與時間》中，「決斷」

（Entschlossenheit）本質上是一種存在的「獨我論」，在基礎存有學中，超越概

念完全被「本己」對抗非本真，或用柏拉圖的術語來說，即一對抗多所統治。依

據塔米尼奧克斯，海德格對 praxis 概念的重新吸收思考的方向是對唯一的、孤立

的存有的理解，塔米尼奧克斯認為這些就是海德格參與納粹的思想根源。 

要回應沃爾庇和塔米尼奧克斯的問題，首先須釐清亞里斯多德的 praxis 的

意涵，它是否如我們先前所呈現的，僅侷限於多義的、流動的人事領域呢？海德

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又是如何加以重新詮釋呢？ 

事實上，亞里斯多德在陳述 praxis 的意義時，並不具有一致性，主要有三

種用法：（一） 最廣義的 praxis 指的是自然生物的生活和相應的活動，包括人

和動物的活動，包括生殖、營養、生長、醒、睡、運動等生命活動；（二） 較

廣意義的 praxis 指人的行為和活動，包括製造（poiesis）、沉思（theoria），和

倫理、政治活動（praxis）；（三） 最狹義的 praxis 主要指倫理和政治生活。在

這種意義上的 praxis 中，人是自由的，必須從生活必需中解脫出來。第二和第三

種意義無法嚴格區分86。在亞里斯多德的用法中，praxis 在一定範圍內還包括了

                                                       
85 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p.202. 
86 Irwin 在其所譯注的《尼各馬科倫理學》中區分出亞里斯多德使用 praxis 的三重含義：1. 廣義

上指所有的意向活動；2. 較廣的意義上指在「決定」基礎上的理性活動，非人的動物不能做

到；3. 最嚴格的意義上指以自身為目的的理性活動，此一意義對立於生產製作的活動。但三

種意義並沒有嚴格分開。Terence Irwin, Glossary in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p. 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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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活動和理論活動。我們不能籠統地說他的 praxis 對立於 poiesis，毋寧說它

是鬆散地包括了 poiesis 活動，同樣地，我們也不能斷定 praxis 就是與海德格的

以 poiesis 為特徵的日常生存的非本真狀態相對的本真狀態。那麼，海德格又是

如何重新詮釋 praxis 呢？ 

海德格在《智者篇》中，將亞里斯多德所言，人的生活就是「理性部分的

實踐生活」（praktike meta logou, a practical life of the rational part ）87 解釋成：

「此有的每一個活動因此被規定為 praxis 和 aletheia。」88，亦即此有自身以及與

此有的行動（praxis）有關的其他存有者的揭示（uncoveredness）。由此可見，

海德格是對 praxis 採取了較廣義的詮釋，praxis 是包括了一切此有的存在活動。

當沃爾庇說，此有作為 praxis（Dasein as Praxis），他是對的，但當他提到，「與

此有發生實踐關係的，便是此有自身，海德格將其特徵歸於『屬我性』

（Jemeinigkeit）」時，卻有兩個地方值得商榷：首先，對海德格而言，與此有發

生實踐活動的不限於此有自身，還包括他者與用具世界；其次，同樣地，「屬我

性」並不只是此有的自我指涉，它涵括了所有在世與我遭逢的它者和他者。 

既然 praxis 被定義為此有的每一個活動，那麼，我們要如何理解指導 praxis

的 phronesis 呢？亞里斯多德說，phronesis 要達到的是人生活整體的善（poia pros 

to eu zen holaus），海德格如此解釋：「我們稱以對的方式審度生活整體之善者

為明智者，即審度整體此有存有的正確方式。」89 簡言之，phronesis 是對生活

整體善的審度（（deliberation）），因此，海德格說，phronesis 引領並指導著

人所有的行動90。在《存有與時間》中，他將 um…zu 和 um…willen 指引關聯統

一到此有存在的「為何之故」（worum-willen）91上，關聯整體性本身歸根到底

                                                       
87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098a3 
88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 27. 
89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 34. 
90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 117. 
91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84,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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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溯到首要的「何所用」，首要的何所用乃是一種「為何之故」，即此有。換

言之，萬物皆為我所用92。既是萬物皆為我所用，此有的 phronesis 便成關鍵，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Phronesis 是好的審度93，其目標為 praxis 的卓越，有 phronesis

的明智者（phronimos）能夠「在適當的時間、適當的場合，對適當的人，為了

適當的目的，以適當的方式」適當地行動94，亦即能把握行動的適當時機（kairos）。

Phronesis 對 praxis 的指導在《存有與時間》中化為良知對此有的召喚。良知使

此有從日常的沉淪狀態中覺醒，召喚此有做出決斷  「願有良知」

（Gewissen-haben-wollen），在本真的瞬間（Augenblick）中領會屬己的存有，

此一過程是在對死亡的預趨中形成（im Vorlaufen zum Tode die ihr zugehörige 

eigentliche Gewissheit erreichen）。簡言之，此有是在對死亡的預趨中深深體悟到

自己的獨特性，了悟、通透的瞬間正相對應於亞里斯多德的「瞬間」。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塔米尼奧克斯對海德格的幾點批評。（一）塔米尼奧

克斯認為95，海德格雖然從 praxis 概念中取用其理論所需，但卻刻意抹消 praxis

的實質行動，代之以 theoria：如前述，海德格是在廣義的層次上使用 praxis，此

有本身作為 praxis，指的是此有的一切存有模式，海德格認為哲學的存在是最高

的存有模式；（二）海德格本真與非本真的區分是個人與公共的區分：《存有與時

間》確實提到「常人」世界的均平化，但日常生活的「常人」世界是否等同於公

共領域？恐怕還有待商榷。《存有與時間》中，「共存」、「共同此有」等概念有否

可能發展出公共性，此點在鄂蘭的政治理論中得到了發揮；（三）海德格更強調

哲學的沉思（theoria）：雖然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確的，但海德格的哲學沉思是

否能等同於被海德格批判為手前性的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 theoria，還需進一

                                                       
92 Volpi 指出，此有的指引是 Worumwillen，這是對亞里斯多德 praxis 作為 hou heneka（為何之

故）概念的存有學化。Franco Volpi, Dasein as Praxis, in Critical Heidegger.  
93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42b31. 
94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 1106b21. 
95 作為鄂蘭與海德格的研究學者，在這一點上，Taminiaux 選擇與鄂蘭站在一邊，將亞里斯多德   

  的 praxis 理解成城邦的政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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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釐清；（四）關於「決斷」作為一種超越的概念，是獨我論式的，是一對多的

統治：雖然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對決斷的現象學分析稍嫌不足96，但本真

對非本真的超越，是存有學（ontological）層次向存有者（ontic）層次的超越，

屬己對抗非本真並非一對抗多，因為對海德格而言，共存乃是此有的存有學結構，

「一」乃是存有學地由「多」所構成。雖然如此，但不可諱言地，海德格似乎不

太重視這一部分，這點由鄂蘭承繼開展。海德格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重新詮

釋確實刪除了與複多的、政治的面向有關的意見成分，這一點鄂蘭在《人的境況》

中透過人的複多性概念加以恢復，塔米尼奧克斯從這個角度切入，將海德格與柏

拉圖關聯在一起，認為他們都貶抑人類事務的多義性與流動性，是可以理解的。

鄂蘭曾在《獻辭》中將海德格與柏拉圖做一比較，柏拉圖說：哲學起於驚奇。她

引了海德格的一段話：「拿起並接受此一驚奇作為居所（abode）」，她將海德格早

期受希特勒吸引和柏拉圖受到 Syracuse 的專制君主吸引做一比較，海德格也和柏

拉圖一樣，受到誘惑，改變了他的住所，參與了人類事務的世界，但對世界而言，

他的情形卻比柏拉圖還要糟，因為專制君主和其受害者只在自己的國內，而不在

世界其他地方。對海德格自己而言，「我相信情況並不相同。他仍然年輕，可以

從此碰撞的衝擊中學習，37 年前經過 10 個月短暫的忙亂之後，他又回到他的居

所，定居在他所一直經歷的思想之中。」97。在這段發言中，雖然鄂蘭將海德格

對政治的束手無策與柏拉圖相提並論，但這是否意味著，對鄂蘭而言，海德格一

如柏拉圖這位開啟西方二元世界觀、引導政治哲學走向歧途的哲學家，企圖以哲

學來統治政治呢？或者，鄂蘭此番言論只是指出了哲學家的「無世界性」

（non-worldliness），而非「反世界性」（anti-worldliness）？這些問題背後引人好

奇的是，鄂蘭如何解讀海德格在政治上的迷誤？ 

                                                       
96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二四○。 
97  Bernstein, “Heidegger’s Silence?: Ethos and Technology, ” in The New Constellation: 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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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詮釋家們很早就注意到海德格對公共性的說明過於片面，對本真

性共存的分析過於貧乏，他們同時將此兩者與海德格的國族社會主義的迷誤聯繫

起來，但是海德格在政治上的失敗卻使大部分的人忽略了胡賽爾、沙特等哲學家

對政治世界同樣束手無策，可見這似乎是長久以來的傳統遺產，而非海德格所獨

有。這個傳統源自柏拉圖以來，哲學往往以各種方式將政治世界宣告為非本真的

世界，需接受本真的哲學存在的指導、統治，但哲學對政治的優位性顯然與我們

的「事實生活經驗」（Faktishe Lebenserfahrung）相反。身為海德格的學生，鄂蘭

看出了此一傳統在海德格身上的影響，她走向與海德格截然不同的道路。一如鄂

蘭所言，海德格在短暫的政治風暴之後，退回思想的居所，其思想由基礎存有學

透過此有的存有來揭示存有的多重意義轉向存有本身，鄂蘭卻是在基礎存有學重

新詮釋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方向上，結合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更徹

底化「實踐」概念的行動意涵98。簡言之，她在基礎存有學的脈絡下，重新詮釋

了海德格的「共存」（、「共同此有」，開展出此有的存有在政治世界的可能性，

在「此有的政治存有」這個課題上，她為當代哲學發現了公共領域的世界性，同

時也觸及了哲學與政治的張力。政治有沒有可能從哲學的理論規定中釋放出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一如她所揭示的原初政治經驗，那麼﹐每一個平等的個人要

如何達到實踐的卓越？如果一如亞里斯多德所言，實踐智是指導實踐的靈魂傾向，

那麼，在取消哲學家（專業思想家）在思考上的特權之後，不可迴避的問題便是，

實踐智如何指導人在政治世界的實踐行動，即思考與行動之間如何關聯——每一

個平等的個人如何抗拒無思所帶來的惡，擔負起判斷與行動的責任，便成了她後

期致力於處理的問題。 

在本論文中，筆者將視《人的境況》（1958 年）為政治理論家鄂蘭與哲學家

海德格分道揚鑣的分水嶺，亦即《人的境況》之後，鄂蘭似乎定調她與海德格之

                                                       
98 鄂蘭在詮釋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時，同樣對其進行了批判。參閱論文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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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差異是政治與哲學之間的差異。之所以如此認為，主要的理由有二：（一）

《人的境況》對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採取了狹義的詮釋，她將實踐詮釋為政治

的言說行動，相對於海德格在《智者篇》中強調「柏拉圖認為，人類存在的最大

可能性之一是哲學的存在」99。柏拉圖將 doxa（意見）與 aletheia（真理/無蔽）

100相對立，海德格認為，哲學的存在正是為了解蔽真理，他因此忽略了亞里斯多

德實踐概念中所包含的人類事務的複多性、多義性的成份；（二）《人的境況》出

版於 1958 年，是鄂蘭 1956 年春季在芝加哥大學所做系列講座的修訂稿，交織

著她當時思想網的是關於極權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的問題，透過《人的境況》

的成書，似乎又指向一個關於政治理論的系統著作，但是，她最終沒有完成這樣

一部系統性的著作，儘管如此，她卻談到該著作計畫的企圖︰「（這一著作打算

考察）人之複多性的各種形式，以及與之相應的制度。易言之，我將再次考察政

府形式及其原則和行動模式的老問題。根據人之複多性，存在著兩種在一起的基

本模式；與其他人、與同儕在一起並產生行動，與自我在一起，與之相應的是思

考活動。因此，這本書應以關於行動與思考或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係的論述結束。」

                                                       
99 Heidegger, Plato’s Sophist, p. 12. 
100 希臘文 aletheia 通常譯為真理。它來自 alethes（真的、真實的、真誠的）。在前期的多個文本

中，海德格強調了 aletheia的詞源結構，即，它來自一個剝奪性的首碼 a-和詞根 letho，即 lantano。

Lantano 指遮蔽、隱蔽起來不被發覺；a-lethes 由此首先表示去除遮蔽，公開的。從這個詞源

結構分析出發，海德格用「無蔽」（Unverborgenheit，unconcealment）來翻譯這個詞。在海

德格看來，亞里斯多德將人定義為「有語言的動物」，是人首要的規定性，因為解蔽（aletheia）

首先在交談（legein）中展現。語言首先承載了揭示真理（aletheuein）的功能。人之此有的

存有同時也在於揭示真理活動，即解蔽活動，而解蔽又是通過語言來實現的。語言揭示真理

的方式首先是事物的言說（logos）。傳統邏輯學將命題真理概念的源頭推到亞里斯多德，以

亞里斯多德所說的真理和命題（aletheia 和 logos）的關係作為證據。在海德格看來，這是在

對亞里斯多德片面解釋中產生的。海德格認為，亞里斯多德已經區分出了兩種不同的 logos，

一種是有意義的話語，一種是作為命題和判斷的 logos。亞里斯多德說真理在 logos 中時，logos

不是指命題判斷，而首先是指語言。語言的基本功能是交流，使人打交道能夠進行。在海德

格看來，邏各斯就是在 legein（言談）中 apophainesthai（使…顯現），亦即去除遮蔽(aletheuein)。

亞里斯多德所說的 logos 和邏輯學首先應當在 apophainesthai(現象的顯現)和解蔽意義上來理

解。它們來自此有的存有。因此，logos 一方面是言說，另一方面是被言說出的（Legomenon）。

被說出的話語常常可以和事物自身脫離，成為獨立的命題。人們不聯繫事物，僅僅通過命題

就能理解事物自身。然而，弔詭的是，正確的命題在事物自身改變的情況下，也會變成錯誤

的。所以，意見（doxa）在通過各種命題流行的時候，往往沒有發揮解蔽的功能，反而成為

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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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換言之，在《人的境況》後，她計畫要處理的問題是：人如何與他者在一起產

生行動、人如何與自我在一起，前者未明確說明將如何進行，但後者卻明確為思

考活動。這兩個問題散見於後來的著作，乃至於作為最後結論的《精神生活》。

接下來，鄂蘭幾乎不曾公開提到海德格，除了在《精神生活》《意志》卷中以短

短數語評論海德格的哲學轉向，及最後在《獻辭》中以回憶的語氣，賦予海德格

哲學家的定位。 

在此一定調之下，我們不禁要問：從 1924 年到 1958 年的《人的境況》，鄂

蘭是如何與海德格的思想交鋒？我們將試圖從這段時間為數不多的文獻中窺其

輪廓；其次，作為鄂蘭較為完整政治論述的《人的境況》是如何在基礎存有學的

基礎上重新詮釋亞里斯多德的實踐，開展其政治世界存有學？她承繼了哪些？又

改造了哪些？ 

第三節  交鋒：自我、世界、時間 

鄂蘭離開馬堡之後，前往海德堡，在雅斯培的指導下，於 1929 年完成博士

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102。透過本書，我們可以發現，鄂蘭最早在 1929 年便

開始藉由奧古斯丁反思海德格的思想主題：（一）人缺乏自足性，乃與造物者相

連結，對應於海德格所言，此有非獨立自存的在場存有者，而是在世存有；（二）

回返內在自我，尋求上帝、鄰人、自我的合一關係，對應於海德格所言，在世存

有是「在…之中」（In-Sein, Being-in），「在…之中」是「共存」（Mitsein, Being-with）；

（三）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所記憶的過去」（remembered past）賦予人的存在

統一和整全，對應於海德格的「未來」是統一此有存有的時間視域。 

                                                       
101 Arendt, “Description of Proposal”, Rockefeller Correspondence013872，幾乎可以肯定是在 1959 年。 

轉引自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p.100. 
102 1960 年代，鄂蘭著手進行早已完成多時的《愛與聖奧古斯丁》英譯本修訂，當時她因艾希曼

審判遭遇各種爭議，在針對性的回應中，鄂蘭屢次引用《愛與聖奧古斯丁》中的概念與片段

文字，1996 年，Scott 和 Stark 將原來的英譯版（Copy A）、鄂蘭的修訂版（Copy B）加以編輯，

加上註釋，付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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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從基督宗教的誡命：「愛人如己」出發，試圖透過奧古斯丁，追問鄰人

與我是什麼樣的共存關係？「愛人如己」的前提是「自愛」（amor sui, love of self），

意指我與自己的關係。鄂蘭首先呈現奧古斯丁的「自愛」有兩個並不一致的意涵：

一種毫無疑惑的自愛是出於有次序的聖愛（caritas），而另一種「自愛」卻是困

惑的自我追尋——「我成了自己的問題」（quaestio mihi factus sum, I have become 

a question to myself）。前者將自己、鄰人、世界均視為朝向超越的、永恆的上帝

的工具，用奧古斯丁的術語來說，只有造物者應該為人所「享用」（frui, enjoyment），

受造物只是為造物者而存在的「使用」（uti, use），用海德格的話來說，受造物的

存有是手前性，而外在於受造物的造物者則是超越的存有者，具有「成為存有」

（Zu-sein, to be）的可能，在此一愛的秩序下，不論是自己抑或是鄰人，均是手

前存有者。然而，另一種自愛的概念卻是奧古斯丁透過《懺悔錄》所揭示的：造

物者內在於自我之內，內在自我（inner self）是造物者、自我、鄰人，乃至於時

間深不可測的奧秘所在。造物者內在於我，「我」乃是為其自身的目的

（Worumwillen, for-the-sake-which），超越的來源來自 inside，而不是 outside，「愛

人如己」意味著推己及人，視鄰人為其自身之目的。「我」成了自己的問題，因

為在我之中有祂者，乃至於他者，用海德格的話來說，則是共存是此有的存有學

構成。 

在此簡述鄂蘭的若干分析如下。根據奧古斯丁，人必然是依賴的

（dependent）：「如果人有什麼本性的話，那便是人被定義為缺乏自足性（lack of 

self-sufficiency）」，必須透過愛有所連結。斯多亞和新柏拉圖主義將愛理解為「欲

求」（craving）或渴望（desire）。當愛作為渴望時，它指向未來。我們渴望一個

事物，對該事物的擁有帶給我們幸福或愉悅，但是得到我們所渴望的事物並不能

給予我們愛的確定性（security of love）。將愛理解為渴望，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

愛與對於失去的懼怕（fear of losing）是不可分的。人類幸福的困擾在於，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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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懼怕所包圍：關鍵不在於沒有，而是在於如何「安全地」擁有。此一恐懼只有

當我們所欲求的對象是永遠不會消失的永恆時才得以消除，也唯有如此，我們才

能獲得真正的自由。「聖愛」（caritas）和「欲愛」（cupidity）的區分從而是欲求

對象的區別，永恆相對於世界，具有絕對的優位性。然而，當我們將自由理解成

對永恆的喜愛更甚於世界時，我們僅僅將世界當成工具，只有上帝才是因其自身

之故而被愛（for His own sake）。對於這一點，鄂蘭暗示著「世界之獨立的『客

觀性』已經被遺忘」，因為我們不再珍愛它，而只是將其隸屬於我們主觀的目的103。

所有對世界的關切、與世界的關係，都被放在絕對的未來的觀點之下，而此一觀

點認為，對永恆聖愛（caritas）的欲求無限地高於所有世界之物。世界與人並不

為其自身而存在，而是為了外在於自身的超越永恆而存在。這種觀點產生一種「愛

的次序」，在這個次序中，我們現今的存在不過是所有事物中的一個事物，被安

設在其餘現存物中104。 鄂蘭認為這種現象是一種「世界的相對化」（relativization 

of the world），以及我們每一個個人的相對化，從超越塵世的聖愛觀點來看，我

們每一個人都不過是這個從屬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愛的秩序中，「自己」、「鄰

人」相對於永遠不會消失的最高目的——永恆的上帝，只是「使用」（uti, use），

而非「享用」（frui, enjoyment）。 

不同於斯多亞和新柏拉圖主義將愛指向永恆的未來，鄂蘭接著論述「自愛」

的重點由「所預期的未來」（anticipated future）轉向「所記憶的過去」（remembered 

past）。我們在記憶中回顧「一個超越的、超現世的過去，亦即，人類如此存在

的起源」105，而不是在對永恆至福的欲求中投射一個「超越的、超現世的未來」。

沒有使人類回憶起自己根源的記憶（memory），「人的存在一如世界的存在一樣，

根本是消亡的」106，「記憶」在此成了「不朽」的關鍵。在美國版的修訂稿中，

                                                       
103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37. 
104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37. 
105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48. 
106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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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增加了下述文字：「一如欲望相應於死亡，記憶（remembrance）相應於出

生（birth），最終能平靜對死亡的恐懼的不是希望（hope）或是欲望（desire），

而是記憶與感恩（gratitude）。」107  

這兩種關於自愛的意涵都與同一主題有關：人的不確定感。立基於愛的秩

序的「自愛」概念，以外在的、永恆的、超越的上帝來賦予其確定性，而另一種

自愛的意涵是來自奧古斯丁《懺悔錄》中所提這位內在於我之內的上帝：「藉由

記憶，造物者在人裡面，記憶激發人欲求幸福和永遠持續的存在108。『因為除非

祢在我之內，也就是，在我的記憶內，否則我便無由存在。109』」超越的上帝內

在於我之內，「我成了自己的問題」，換言之，問題不在別處，問題正是在於「我」。

鄂蘭在此將海德格的此有轉換成了奧古斯丁的尋道者，存有成了造物者110，超越

的可能性、確定性的賦予不假外求，一如奧古斯丁所言，除非回到內在的領域

（inside），尋道者始終不安。她認為，「所記憶的過去」才能使存在獲得整全：「賦

予存在統一與整全的，是記憶，而不是對未來的預期。……人的記憶發現人類存

在的雙重「在前」（before）111……這是為什麼回到一個人的起源同時也可以被

理解為對人之終點的預期的指涉（anticipating reference to one’s end）」112。這不

禁讓我們與海德格的「對未來的投企」做一對照，海德格藉由對死亡的預趨所做

出的決斷雖然標示了此有的個別性，但死亡畢竟是孤獨的事件，這使得決斷難脫

獨我論的質疑。相對於海德格，鄂蘭藉由奧古斯丁強調，返回「所記憶的過去」，

過去與未來同時在前，造物者、自我、與他者都在「所記憶的過去」中，死亡不

再是孤獨的個人事件，而是共同的命運：「所有人共同分擔了相同的命運。個人

在世界上不是孤獨的；他有命運的同伴……他的整個生命被視為明確的命運境

                                                       
107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51. 
108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49. 
109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49，鄂蘭引自 Augustine, Confessions, I, 2 , 2. 
110 Scott and Stark,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17. 
111 筆者理解這雙重「在前」（before），指的是在過去與未來的面前。 
112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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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必死的境遇。」113 被拋（出生）意味著事實性，人總是被境況化的存有

者，面對著不確定的未來，我們如何超越被拋的境況，建立共同的社群？造物者

的內在化使得超越的可能內在於記憶。在「所記憶的過去」中，我們發現了新的、

普遍共享的社群原則——這個原則透過「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向我們揭

示： 

仿效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是自由地選擇上帝恩典的可能性……，直到基督

透過在世上歷史性的暫居才將這個恩典向所有世人揭露出來。雖然選擇的自由將

個人從世界召回，切斷他與人類的本質社會連帶，所有世人的平等，一經設定，

就不能被取消。在這個過程中，平等接受了新的意義—鄰人之愛。然而，此一新

意義指明了在共同體中人們共存的改變，從必然發生的、理所當然的，到自由地

選擇與充滿義務。（A: 033353） 

道成肉身的救贖使我們有仿效基督，超越人之境況的可能性，我們可以以

平等待鄰人，視其為目的自身，建立新的共同體，此一共同體的形成不是出於既

有世界的事實性，而是出於自由的選擇。有關社會生活建構的這部分主要是奠基

在她對奧古斯丁俗世之城（civitas terrena）與上帝之城（civitas Dei）的理解，她

用前者作為世界既予性的原型，後者則作為道德共同體的「開端」的原型。由此

可見，鄂蘭是由一種前政治的概念脈絡首次顯現了後來政治著作的主要主題：人

類社會經驗「複多性」的共同基礎、公共生活的「開端」等。 

透過該書，我們發現，鄂蘭從 1929 年起，到後來清楚地轉向政治，「鄰人

的相關性」亦即關於共存、平等、複多性、共通感的問題一直持續主導著她的思

想。奧古斯丁所開展的內在生命的國度為她提供了超越、辯證的動態架構，她前

期政治思想著力於從存有者的層次呈現人的複多性（外在的複多性），後期則是

放在人之複多性的存有學構成（內在的複多性）上，奧古斯丁神秘的、未知的內

                                                       
113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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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領域為她提供相當的思想資源，而正是在此一神秘、未知的內在世界的基

礎上，透過撤離世界—回返自我的動態過程，在被給予的世界啟動創新，關於這

部分，我們將在本論文第三、四章中繼續論述。 

進入 1930 年代，鄂蘭因為猶太人的身分遭到納粹的迫害，海德格卻因為與

納粹合作聲名狼藉，著名的校長就任詞〈德國大學的自我主張〉被認為凸顯了柏

拉圖式的偏見，凸顯其對柏拉圖哲學王概念的認可。海德格很快地退出了政治的

風暴，他始終對當時的事件保持沉默。1935 年夏季學期，他在弗萊堡大學講授

「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其中許多論述，同樣令人不安又

不解： 

人的自我意味著：他必須將向其開顯自身的存有變成歷史，帶領自己站立

在歷史中。自我並不意味著，他首先是一個「自我」和一個個人。（自我的）這

個他只不過是作為我們、一個共同體的他。114 

我們無法透過知道定義而知道人是誰；只有在人與本質（essent）爭鬥，

奮力將本質帶向存有時，我們才知道人是誰……也就是說，當他投企某種新事

物……當他創造原初的詩，當他詩化地建構時。115 

層級與支配在存有中是毫無保留的。如果存有是開顯自身的話，它本身必

須有且維繫層級。那是為什麼赫拉克利特將大多數人說成是狗與驢子……較高的

層級是較強壯的……真理不是為了每一個人，而是只為了強者存在116。 

海德格似乎將一種壯麗的、詩化的、與大眾隔絕的偉人，勾勒為最本真的

存有模式，極為類似尼采對查拉圖斯特拉的描繪，儘管他在《存有與時間》中確

實將「與其他此有的共存」納入存有諸模式中，但他更鍾情的存有模式毋寧是一

種奧林匹亞式的對抗一般人日常事務的戰鬥。他頌讚赫拉克利特，因為他在艾菲

                                                       
114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121. 
115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121. 
116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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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斯（Ephesian）神廟中過著隱居的生活，避免與大多數人接觸。 

我們不清楚鄂蘭是否看過這些論述，但整個 1930 年代，作為極權主義的受

害者，她並未公開地批評海德格，直到戰後的〈什麼是存在哲學﹖〉。這篇文章

清楚地表達了她離開海德格思想後的發展，也是她首次清理自己的哲學過往，並

且以一種體系化的方式，將之併入她對 30 年代、40 年代政治經驗的思考。在這

篇文章中，她明白表達對海德格哲學的看法，主要是針對《存有與時間》的基礎

存有學，部份地提到她對海德格哲學轉向的看法。儘管海德格的詮釋者們可能未

必同意，但這篇文章卻是直接反映了鄂蘭對海德格哲學的若干看法117，茲將該文

要點簡述如下： 

（一）鄂蘭認為，海德格意義下的存有是「無」。關於存有的意義的問題，

海德格給出了一個暫時性的答案：時間性是存有的意義。在此有的分析中，此有

的存有透過被死亡所限而逼顯出來，這暗示著，此有的分析所闡明的存有的意義

是「無性」（nothingness）。鄂蘭認為，在《形而上學是什麼？》（What is Metaphysics?，

1929 年）中，海德格再次告訴我們，在海德格的意義下，存有是「無」（Being is 

Nothing）。對近代哲學而言，「無」不必然是虛無主義的偏見，「無」使我們企圖

成為「存有的主人」，促使我們即刻進行行動，從這個角度來看，存有是「無」，

乃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人想像自己與存有的關係一如造物者站在所創造的世界

面前，世界被從「無」（ex nihilo）創造出來。將存有指為「無」，使我們試圖將

存有乃是被給予（Being as what is given）的定義拋諸腦後，而將人類的行動不但

視為像上帝一般，而且是神聖的。雖然海德格不承認，但這正是為什麼在他的哲

學中，「無性」突然變成主動的，並且開始「無化」（nichten, nihilate）。「無」試

圖破壞存有的被給予性，並且開始篡奪存有的位置。如果存有不是我所創造的，

且不是我所是，也不為我所知，那麼，「無」或許才是人真正自由的領域。既然

                                                       
117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 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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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成為創造世界的存有者，我或許可以是破壞世界的存有者。不論如何，這

都是近代虛無主義的哲學基礎。 

（二）鄂蘭認為，海德格宣稱，在人類存有者身上，本質與存在是同一的。

人的本質就是其存在。人沒有本質，他的本質在於他所是的那個事實。也就是說，

我們要問人是「誰」，而不能問人是「什麼」。人的存在與本質同一讓我們聯想到

傳統形上學對上帝的定義——本質與存在同一、思考與行動同一，上帝因此被宣

告為此世一切存有在彼世的基礎。對鄂蘭而言，海德格視人為「存有的主人」

（Master of Being），「此有在存有者狀態上具有存有學的卓越位階」（ontically 

ontological pre-eminent rank of Dasein）。 

（三）海德格將人的存有稱為此有，其目的是將人的概念溶解成可供現象

學地呈現的各種存有模式，省去了自由、人類尊嚴、理性等無法被現象學地呈現

的人類特性，鄂蘭認為，在此一存有學進路背後隱藏著和霍布斯並無二致的功能

主義（functionalism）。如果人之為人乃在於他所是的事實（If man consists in the 

fact that he is），那他不過是存有的諸模式或是世界中的諸功能，海德格或霍布斯

的功能主義最後都提出，人在一個預定的世界中或許會更好，因為他可以被「免

除」所有的自發性。此一實在論的功能主義將人視為存有諸模式的聚集，而此聚

集本質上是任意性的，因為缺乏有關人的概念可以引導存有諸模式的挑選。因為

未保留人的概念中超—個人（trans-individual）的意涵，自我遂取代了人的概念，

在自我中，此有的特性便是「在其存有中，它關聯於自身」（in its Being it is 

concerned with itself）118。此有的反思的性質可以被領會為「存在地」（existentially），

除了人的力量與自由外，並無其他。對海德格而言，對自己存在的領會構成了哲

學的行動本身：「哲學的探問本身必須被存在地了解為每一個存在之此有的存有

                                                       
118 事實上，對海德格而言，與此有發生實踐活動的不限於此有自身，還包括他者與用具世界；

其次，當海德格提到「屬我性」時，並不只是此有的自我指涉，它涵括了所有在世與我遭逢

的它者和他者，但此它者或他者也確實並不具有清楚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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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而哲學是此有最卓越的存有模式。鄂蘭認為，說到底，這只是重新

表述了亞里斯多德理論生活（bios theoretikos）——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

作為人所能達到最高可能性。鄂蘭認為，更嚴重的是，因為海德格哲學讓人成了

某種 summum ens（至高的存有者）、「存有的主人」，某種程度而言，人的存在

與本質同一。一旦人發現自己並未如上帝一樣，自己事實上是無力的，也不是「存

有的主人」，最後便只剩下無政府的存有模式。 

（四）鄂蘭認為，此有的特性還不只在於他是其所是，毋寧還在於，此有

的存有主要關注其自身的存有。這似乎意味著，事實上，此有的行事總是為其自

身之故（Um-willen, for the sake of）。 

（五）此有面對著自己的死亡，面對著「無」，他要存有，就必須破壞、從

「無」中生「有」，因為他不像上帝可以創造存有。此有的關鍵是在世存有，但

其在世存有卻是殘存於世（survival in the world）。因為在世存有的基本模式是疏

離（alienation），其情韻（Stimmung）為無家可歸之可怖性（Unheimlichheit, 

homelessness）和畏（Angst, Anxiety）。畏是一種基本的對於死亡的恐懼，透過無

家可歸之可怖性被表現出來，「在…中」進入了「不在家」的存在狀態（existentiell），

亦即疏離。此有只有在面對著死亡的時候，才能超出世界，免於沉淪，取得成為

自我的確定性。自我即是此有的「誰」。此有就這樣被還原成自我，存有的意義

問題被放棄，取而代之的是自我的意義問題。但是絕對孤立的自我並無意義。自

我若非被孤立便將被捲入日常生活的「常人」之中，若是被捲入，便不再是自我。

鄂蘭認為，自我的理想型便是海德格所打造出的人，一如早期形上學所打造出的

上帝。最高秩序的存有者被認為是單一的、獨特的，不認識其他與他相同的人。

如此一來，海德格所指的「沉淪」便包括所有不是上帝，且與他的同類住在這個

世界的各種人類存有模式。 

（六）在對死亡的預趨中投企（Entwurf, projection）最大的可能性，以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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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其被拋性（Geworfenheit, thrown-into-ness）。本質地來說，在被拋的結構和投

企的結構之間存在著「無」，而人類存有的特性本質地是由人之所不是——他的

「無」——所決定。自我要成為自我，唯一要務便是「決斷地」（resolutely）承

擔起他自身的存有，「無」因此便作為自我的否定的基礎。因為「無」，在他「決

斷」要成為一個高大的「自我」（a Self）時，人了解到「此有本身乃是有罪的」

（Dasein as such is guilty）。人的存有總是陷落在世界，卻又同時聽到「來自存有

根基的良知的召喚」（call of conscience from the ground of its being），因此，「決

斷」意味著願有良知（Willing-to-have-conscience commits itself to this being-guilty）。

然而，對鄂蘭而言，這個高大的自我的本質特性是絕對的自我—性（self-ness），

它徹底地與同伴分離。海德格將對死亡的預期視為存在論的（existential），以便

於界定其本質特性，因為人們正是在死亡當中了解到絕對的「個別性原則」。唯

獨死亡能將它從同伴和那些妨礙他成為自我的「常人」當中移開。雖然死亡或許

是此有的終點，但它同時也保證著所有最後屬於我自己的東西。將死亡經驗為

「無」，讓我有機會將自己唯獨獻身於成為自我，一次性地釋放自己，讓自己從

那纏擾我的世界中解放出來，在此脈絡下，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乃是疏離。 

我們可將上述看法歸納為三大主題。（一）時間：海德格的此有被死亡所界

定，死亡是此有的個別性原則，此有在死亡的預趨中投企最大的可能性，換句話

說，現在的此有是被未來所決定，未來是「無」，這個「無」無化了「現在」（此

有的沉淪）的「有」，此有作為「存有的主人」，必須在這個業已成為「無」的「無」

上，創造出新的「有」，即海德格所言超越被拋與沉淪，自由地創造新的可能性，

簡言之，海德格意義下的「自由」是此有在孤獨的狀態下、在「無」的基礎上所

進行的超越；（二）自我：作為「存有的主人」，存在與本質同一的此有，必須從

「無」生「有」，亦即此有必須否定存有的被給予性，在投企中給出新的存有，

此有取代了傳統形上學上帝的位置。其次，海德格將此有打散成各種存有的模式，



 

60 
 

卻無可供引導的關於人的共通性概念，這使得海德格的「自我」取代了共通性的

人的概念。這個高大的自我（the Self）總是關聯於自身，此有反思的性質可以被

領會為「存在地」反思，在其意蘊中，除了力量和自由，並無其他。這個高大的

自我的本質特性是絕對的自我—性（self-ness），它徹底地與同伴分離。最後，對

海德格而言，對自己存在的領會構成了哲學的行動本身，亦即哲學是此有最卓越

的存有模式；（三）世界：雖然此有是在世存有，但此有的超越性是建立於在世

無家可歸之可怖性上，世界對此有而言，纏擾的意義大過安居的意義。 

鄂蘭認為海德格的構思——絕對孤立的自我——不可能完成其存有學的目

的。如果如同海德格所言，「本真的」存在必須透過退避到內在，正面與我們的

死亡、「罪責」（guilt）相對，那麼，人類複多性的事實在定義人的存有上就不再

扮演決定性的角色。人不再有共通性，除了外在的人形之外。非本真的「常人」

（即使作為我自己的一個面向）只是妨礙我提出我自己的存有此一問題的決心。

如此一來，存在哲學最極端的結論便是：「常人」（das Man）是幻覺，只有個人

存在。在這種情形下，政治哲學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無法談論共同生活中的公

義或不公義，如果我們沒有共通之處的話。 

鄂蘭繼續說道，雖然後來海德格提出「民族」（folk）、「大地」（earth）等既

神秘又模糊的概念，以便為他孤立的、高大的自我提供一個共享的、共同的基礎，

以為立足之地。但是顯然這類概念只會引導我們走出哲學，進入某種以自然為導

向的迷信。聚焦在大屠殺，鄂蘭的觀察意味深長： 

如果他與他的同伴棲居在這個世界不是人的概念的一部份的話，那麼，對

他而言，就只剩下機械般的和諧，原子化的自我們（Selves ）藉此被本質地給予

了不同於其自身本性的共同基礎。所有的一切都起因於這些自我僅堅決地要自己

進入超—自我（Over-self），以便決斷地接受罪責，進入行動119。 

                                                       
119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 17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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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她如此總結： 

存在本身從來不是本質地孤立的；他只存在於溝通與對他人存在的覺知之

中。同伴並非（如海德格所認為的）存在結構上的必然，卻會妨礙自我的存有；

相反地，存在只有在人們共同居住在一個共同的被給予世界中，共享生活時才得

以發展。在溝通概念中，嵌入（雖然不是完全發展）了一種新的人性概念作為人

存在的前提。不論如何，在這個「無所不包的大全」（all-encompassing）存有中，

人彼此生活、行動在一起；當他們如此行的時候，他們既不追逐自我的幻象，也

不生活在形構存有自身的傲慢幻覺中。120 

鄂蘭在這篇早期的論文中表達出對海德格的嚴厲批評，接下來她不曾公開

發表與海德格相關的言論，直到《精神生活》的《意志》卷，她極為少見地表達

對海德格思想轉向的評論。和大多數讀者一樣，她注意到轉向之後的海德格（最

明顯的是納粹事件及 1930 年代中期的尼采講座之後）對存有問題的進路從此有

的存有轉向存有本身，但相較於其他讀者，鄂蘭認為，她發現了比單純的此有「去

主體化」更別具意義的翻轉。在那些年期間，海德格開始從尼采「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概念來詮釋現代性的危機。《存有與時間》中所指出的存有的遺忘轉

而成為永不滿足的意志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智性、政治、科技）對存有的壓制。

鄂蘭相信（儘管證據似乎薄弱），海德格覺察到自己的思想和行動顯現出權力意

志的鑿痕，而意志一直是他所深深不信任的：「依照海德格的理解，統治和支配

的意志是某種原罪，當他試圖面對他短暫與納粹的交往時，他發現自己的罪。」

121，在對尼采的詮釋中，海德格意識到意志的經驗，提出了「不行使意志的意志」

（will not to will）。《存有與時間》強調「成為存有」（to be），堅持與自己的死亡

和罪正面相對，以取得其個別性來抗衡「常人」，如今對海德格而言，似乎是另

一個權力意志的陷阱，在普羅米修斯似的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行動中被捕

                                                       
120 Arendt, “What is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 186. 
121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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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122。他對現代化的情境感到絕望，而他自己卻深陷其中，這使得海德格愈發尋

求來自早期希臘思想家的引導。在轉向的覺醒中，《存有與時間》中的投企轉向

了「泰然任之」（Gelassenheit, let beings be）的道路，「泰然任之」的平靜避開了

意志和思想對存有者的施壓。 

海德格的轉向有兩項意涵令鄂蘭感到困擾：首先，海德格改變了時間性的

視域，尤其是未來在存有學上的優先性。如果如鄂蘭後來所言，意志是「未來的

器官」（organ of the future），那麼，拒絕意志便等同於拒絕了人自由地形塑自己

命運的可能性。事實上，鄂蘭觀察到古代希臘人甚至缺乏意志的概念，因為他們

沒有「開放未來」（open future）的想法。他們的時間觀是週期性的；因此，人

類「投企」或意志的「正面—注入」（pro-jection）似乎從來是無益的。當海德格

召喚我們「不行使意志的意志」（will not to will）時123，他因此否定了開始新事

物的能力，即自發性地發動一系列事件來改變現實的能力，對鄂蘭而言，這是人

類最令人驚訝的能力。雖然海德格仍然談人類自由，但此一自由乃是意味著「讓

在」，而不是投企一個新的未來124；其次，海德格抹消了思想與行動之間所有重

要的區分。如果如海德格所似乎認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甚至包括公共領域）

是「非本真的」，被對存有的錯誤理解所引導，那麼，一般人便無法解決他們自

己的危機，因為他們甚至無法看清楚自己。所以，存有這個重要的問題就必須放

在思想自身的層次上：「思想家……行動，當他什麼也不做的時候……他不……

返回『表象世界』，他在『存在的獨我論』（existential solipsism）中保持著『唯獨

自我』（solus ipse），除非世界的命運現在……交付到他身上125。」 

換言之，鄂蘭認為，海德格從來沒有從《存有與時間》的世界疏離中走出

來。我們仍然看到「本真的」存在與日常生活世界並列，只不過「本真性」轉為

                                                       
122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182-183. 
123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22. 
124 Heidegger, “On the Essence of Truth”, in Basic Writings, p. 125-30. 
125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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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自我肯定的自我意志中超越（transcending）出來。從鄂蘭的觀點來看海德格，

他對「形上學」的批評都落入了這樣的陷阱：將思想的經驗詮釋為對經驗的思想。 

從某些方面來看，鄂蘭或許是某種「左派的海德格主義者」，她忠於海德格

哲學的若干面向更甚於海德格自己。她比海德格更認真看待人在「表象世界」中

的「表象」，後者始終以各種形式與「一般的日常性」保持距離。她也比海德格

更緊握作為人之存有視域的時間觀，尤其是未來，並且試圖解決海德格的此有在

死亡的預趨中進行決斷、投企未來所引起的孤獨性問題。她的理論尤其強調每一

個人作為唯一的「誰」，即人的個別性和獨特性，這些在海德格轉向之後的著作

中幾乎完全消失。 

鄂蘭與海德格思想上的交鋒在 1946 年這篇論文中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並

在接下來的著作中加以呈現。1951 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出版，奠定鄂蘭在美

國學術圈的地位。她將極權主義所呈現之惡的現象定義為：「使人成為多餘者」。

在該書第一版出版後，她在給雅斯培的信中如此寫道：「……當人的不可預期

性——此一不可預期性等同於人的自發性——被抹除時，根本惡便發生了。而這

一切都起源於，或者更好地說，伴隨著對於個別之人全能的幻覺。如果個人作為

人是全能的，那麼，事實上就沒有多數之人應該存在的理由——就如同在一元論

中，只有上帝的全能使其成為一。因此，同樣地，個別之人的全能會使得複數的

人成為多餘的（ the omnipotence of an individual man would make men 

superfluous）。」126〈什麼是存在哲學？〉一文對海德格的反響似乎隱約再現於

上述言論中。出於極權主義的事實性經驗、對海德格政治風暴與哲學關聯性的反

思，鄂蘭認為，極權主義之惡的起源在於，對個別之人全能的幻覺，進而意圖以

「一」取代「多」的一元論立場。人的世界是複多的，在此一共有世界中的每個

人均具有不可預期性，或者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發性，極權主義為了成全某個全能

                                                       
126 Arendt and Karl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p.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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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所欲打造之更美好的圖像，在相信「一切都有可能」的情形下，抹消個人的

自發性，使人成為多餘者。 

毫無意外地，個別性與自發性成為《人的境況》（1958 年）中「開端」（initium）

概念的意涵，這是人類啟新、開始新的、不可預期的事物的能力。她將此與生俱

來的能力與自發性關聯在一起，是人類自由的根源。《極權主義的起源》的末段

暗示了這條思想線索的核心： 

但是仍然存在著一種真理，歷史的每一次終結必然包含著一個新的開端；

這種開端就是一種承諾（promise），是終結所能夠產生的唯一『信息』 （message）。

開端在變成歷史事件之前，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

是一致的。奧古斯丁說：『人被創造，一個開端形成』。這個開端由每一次新生來

保證；這個開端確實就是每一個人。127 

這條思想線索在《人的境況》中得到較為完整的呈現，該書成為鄂蘭較具

體系性的政治論述。在該書中，她在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進路上，開展出了政治

世界的向度，既承繼了若干基礎存有學的概念，也從自己的立場與觀點切入，改

造了基礎存有學。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以鄂蘭與海德格的思想關聯為主軸，首先論述海德格早期思想的發展。

海德格在 1920 年前後開始以現象學的方法描述「事實的生活經驗」，在事實的生

活經驗中，人所體驗到的是「特殊的自身過去、當前和將來」；這存在的時間性

不是一種「客觀歷史性的現象」，而是一種正在經驗自身的「實現（著）歷史性

的現象」。「生活是歷史性的……生活是聯繫」，《存有與時間》的主題開始浮現。

他研究存有學史發現，西方傳統形上學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來所理解的哲學

的驚奇的對象是 procheira，即手前性。海德格將手前性與 poiesis 相關聯，認為

                                                       
127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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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以製作的行為模式將存有者的存有理解為在其自身、獨立；而 phusis

（nature）作為一種不被生產的生產活動，是一種 theorein（純粹的直觀）；然而，

因為與 theoria相關的存有被理解為手前性，theoria便可被理解為poiesis的變形。

海德格在批判亞里斯多德形上學的同時，在其《形上學》第九卷和《尼各馬科倫

理學》得到洞見：aletheia 可以被理解為向存有之無蔽狀態解蔽。他在 1924 年的

《智者篇》詮釋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六卷中 techne/poiesis 和

phronesis/praxis 這兩組揭示人之存有的方式，並將 phronesis（實踐智）視為揭

示此有整體存在的正確方式，因其相較於 poiesis，praxis 是以自身為其目的。《智

者篇》可視為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將兩者相互參照可知，此有就是 praxis。

海德格對 praxis 採取了廣義的詮釋，praxis 包括了一切此有的存在活動。然而，

不少學者質疑，海德格似乎是以 theoria來指導 praxis，或是可以說，他是以 theoria

來理解 phronesis。 

鄂蘭是在《智者篇》的時期受業於海德格，她後來也在《人的境況》中以

行動來重新詮釋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但不同於海德格的是，她對實踐採取了

狹義的詮釋，即她將實踐理解為人的政治行動，完全將 theoria 從 praxis 中移除；

同時，為了保有行動的自主性，她徹底清除了亞里斯多德思想中目的論的傾向。 

本章的第二部分透過時間序的鋪陳，由鄂蘭與海德格思想關聯的開端到交

鋒展開鄂蘭的問題意識。兩人的思想關聯開始於 1924 年的《智者篇》，而最早在

《存有與時間》出版後的兩年，鄂蘭便在 1929 年的博士論文《愛與聖奧古斯丁》

中，以「鄰人之愛」為問題意識，發展她對人類共存的關注，她在該論文中反思

了《存有與時間》的若干思想主題：人缺乏自足性，乃與造物者相連結，對應於

海德格所言，此有非獨立自存的在場存有者，而是在世存有；回返內在自我，尋

求上帝、鄰人、自我的合一關係，對應於海德格所言，在世存有是「在…之中」，

「在…之中」是「共存」；面對不確定的未來，「所記憶的過去」賦予人的存在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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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和整全，對應於海德格的「未來」是統一此有存有的時間視域。戰後，鄂蘭在

〈什麼是存在哲學？〉中與海德格正面交鋒，從時間、自我、世界三個面向批判

基礎存有學：（一）時間：海德格的此有被死亡所界定，死亡是此有的個別性原

則，換言之，現在的此有是被未來所決定，未來是「無」，這個「無」無化了「現

在」的「有」，此有作為「存有的主人」，必須在這個業已成為「無」的「無」上，

創造出新的「有」，即海德格意義下的「自由」是此有在孤獨的狀態下、在「無」

的基礎上所進行的超越；（二）自我：作為「存有的主人」，此有必須否定存有的

被給予性，在投企中給出新的存有，此有取代了傳統形上學上帝的位置。其次，

海德格的「自我」取代了共通性的人的概念。這個高大的自我總是關聯於自身，

其本質特性是絕對的自我—性；對海德格而言，對自己存在的領會構成了哲學的

行動本身，亦即哲學是此有最卓越的存有模式；（三）世界：雖然此有是在世存

有，但此有的超越性是建立於在世無家可歸之可怖性上，世界對此有而言，纏擾

的意義大過安居的意義。 

1951 年，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反思極權主義的起源乃在於對「全

能者」的想像，「一」對「多」的統治；1958 年，她以《人的境況》來回應海德

格的《存有與時間》，提出世界的實在性由複多性所構成、人作為啟新者，可以

透過創始的行動，帶給世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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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世界的共存 

第一節  前言 

如第二章所述，海德格在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在批判亞里斯多德形上

學的同時，由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中得到洞見：Aletheia 作為真理，是一顯現

的過程，aletheuein 是解蔽的活動，而人是解蔽的存有者。由此，基礎存有學的

「基礎」不再是形上學的最終根基，而是此有。海德格以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

來詮釋此有的諸存有樣態。 

在基礎存有學的架構之下，自由不再與傳統的意志（will）或人類意志活動

（human willing）的因果性有關128，而是與此有的開顯性有關。簡言之，人的自

由即為他的能在——此有就是自由。海德格以基礎存有學對傳統的自由做了一次

範式的轉移。就這點來看，鄂蘭與海德格是一致的，然而，鄂蘭發現海德格的自

由觀有其侷限性，即海德格的共存概念未獲得應有的闡發129，這使其自由觀停留

在自我的層面，即哲學的自由，而無法開展出政治的自由。她順著基礎存有學對

自由的理解，將海德格的此有（Dasein）進一步詮釋為政治世界中的共同此有

（Mitdasein），將海德格的「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理解為在政治世界中

由共同此有所開顯出的共存（Mitsei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將鄂蘭的政治

理論理解為政治存有學。 

將基礎存有學與政治存有學做一對照，我們將海德格的「決斷」與鄂蘭的

「行動」相較，可以說「決斷」和「行動」分別相應於哲學的自由和政治的自由，

而這兩個概念也都相關於自我與世界的關聯。從自我與世界的關聯來看，對海德

格而言，世界是此有的場域——此有是在世存有；對鄂蘭而言，世界是人的境況

（human condition），是人行動生活（vita activa）的場域。從世界與自我的現象

                                                       
128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p. 306. 
129 此處界定鄂蘭對海德格的承繼是在基礎存有學的部分，並不涉及由此有轉向存有自身的後期  

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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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相關性原則來看，世界的沉淪繫乎人的沉淪，人的沉淪反過來更加速世界的沉

淪，惟人具有超越性（transcendence），人能夠超出（trans-）沉淪，對世界進行

超越，成為存有（to be），成為自由。對海德格而言，透過面對死亡所由之而生

的覺醒情韻，世界於我而言成了無家可歸之可怖性，人做出「願有良知」的決斷，

我便從「常人」的無名狀態中超越而出；對鄂蘭而言，世界由不斷加入的新來者

所構成，充滿著各種無法預期的、相互碰撞的可能性，每個人都是開端，從一開

始即帶著能啟新的自發性進入世界，面對世界的沉淪，人可以透過行動將開端帶

入世界。簡言之，對鄂蘭而言，讓我們克服世界沉淪的，不是建立於在世無家可

歸之可怖性的覺醒上，而是在世界中以開端啟新的行動來終止因果序列的循環。 

若我們將上述「決斷」與「行動」的對照參照上一章所述，鄂蘭在〈什麼

是存在哲學？〉一文中所揭櫫其對基礎存有學的理解與批判會發現，鄂蘭的政治

存有學是對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改造。以下仍依自我、世界與自我的關聯、時間

等三大主題來論述：（一）首先，就自我的部分而言，海德格雖然揭櫫此有是「在…

之中」（In-Sein, Being in），「在…之中」是「共存」（Mitsein, Being with），但「共

存」似乎只作為此有的存有學構成，形式大過於實質，雖然在超越「常人」狀態

後所獲致的「屬我性」（Jemeinigkeit）仍涉及自我、他者、世界的關聯，即他者、

世界對我而言的意義。但「屬我性」的概念仍然會落入兩個問題：（1）此一概念

並未外部空間化，世界中的他人無從知道我對世界的看法；（2）自我仍然是宛如

單子的存在。雖然海德格以共存來作為此有的存有學構成，但他並未深入闡釋此

有作為「一」，是如何與「多」共存，或者，如何由「多」所構成。關於前者，

鄂蘭以政治世界中的共同此有透過言語行動開顯存有，而政治世界的存有學基礎

則是內在精神生活的共存，也就是第二項問題所在。關於後者，鄂蘭藉由奧古斯

丁的回返內在領域來進行闡釋，亦即此有內在領域中的共存關係。關於這部分，

我們將在第四章中論述之；（二）其次，就世界與自我的關聯而言，承上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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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的此有雖是在世存有，但其本真的、屬己的存有必須超越常人世界而獲致，

這對鄂蘭而言，是一種世界疏離，對此，鄂蘭認為，當作為開端的人，以世界為

家園，在世界中發現自己的位置，在世界中行動，世界才能有新的開端；最後，

就時間的視域而言，海德格以死亡作為個別化原則，人只要在向死亡的預趨中，

才能領會自己的個別性與獨特性，然而，鄂蘭認為，這樣一種覺醒與超越是孤獨

的。對她而言，行動是個別化原則在世界的表象，人的意志是個別化原則，但此

一原則表象於世必須連結於思考與判斷，思考使人撤離表象世界，回返內在領域，

植根於記憶，記憶賦予存在統一與整全，人不是單子的自我，而是在記憶中連結

於他者的自我，此一自我在世界中的行動雖是獨特的，卻非孤獨的，他因此打開

了與他人一起行動的向度。簡言之，雖然行動的個別化原則由人的意志能力所提

供，但唯有紮根於記憶，人之所以成其為完整的人（person），才能進一步談行

動的個別性。由此看來，對鄂蘭而言，「過去」才是統一此有諸樣態的時間視域。 

最後，和邁克奈爾（William Mcneill）和塔米尼奧克斯一樣，鄂蘭注意到海

德格重新詮釋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時更側重 theoria，這使其實踐概念落在哲學

的 episteme 上，而非政治的 phronesis，這使得基礎存有學中指導著 praxis 的

phronesis 難以與 theoria 相區隔，此似乎可歸因於哲學傳統長期以來對人類事務

領域的偏見或疏離。雖然海德格批判形上學的第一開端，認為哲學起源於驚奇，

但本真的驚奇的沉淪造成了傳統形上學遺忘存有。這使得海德格對本真的驚奇的

沉淪所表現出的好奇心有所疑慮，尤其他認為人類事務領域存在著此種好奇，此

一偏見讓他無法注意到本真的驚奇在人類事務領域所激發出的開創精神。不同於

海德格對 theoria 或 episteme 的側重，鄂蘭雖然肯定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試圖

扭轉柏拉圖對人類事務領域的扭曲，重新給予人類事務領域以尊嚴的立場，卻不

認同將人類事務領域的實踐歸屬於第一開端的自然目的論之下，這使她在詮釋亞

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時雖保留其政治實踐的部分，卻去掉其目的論的色彩。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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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我們將於下文論及行動時論述之。 

粗略而言，若鄂蘭的政治存有學是改造自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那麼，共

存無疑是鄂蘭的施力點，雖然這個概念是由海德格本人所提出，卻也是鄂蘭認為

不足之處。本章將先行論述《存有與時間》中「世界」、「在世存有」的概念，以

進入本真的「共存」概念的缺陷，繼而論述鄂蘭如何在試圖克服此一缺陷的基礎

上，展開其政治存有學：每一個平等的人（即海德格的共同此有）在世界中透過

言語行動來揭示共同世界，而行動的表象需要他人在場，換言之，行動是協同行

動。簡言之，鄂蘭關於政治行動的闡釋可被視為本真共存在公共領域的顯現。 

第二節  海德格：共存作為此有的存有學構成 

鄂蘭在〈近來歐洲哲學的政治關注〉（Concerns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一文中提及，要提出關於海德格政治思想的解釋，

卻不闡釋其概念及其對於「世界」的分析所具有的政治關聯性是不可能的130。 

首先，現象學的方法是建立在相關性原則之上，即：對於存有者的任何規

定都必須回涉於它對人顯現的方式，此一顯現的特點便是，凡為人所遭逢的一切

皆嵌入指引聯繫，即境遇之中，而所有指引聯繫或境遇則皆在世界這個一切境遇

性顯現的開放向度中互相歸屬。人類存在的世界關聯是現象學的主要發現，根據

現象學的理解，正是世界的開放性界定著人類——人向著世界開放。關於世界，

胡賽爾與海德格均假設，在日常生活中，世界作為世界對人類是保持為潛在的，

但世界對人來說能夠成為明確的。世界的潛在或明確取決於人向世界開放的模式。

就海德格而言，即在世存有的日常模式與本真模式的區別。而依據前述相關性原

則，這意味著世界是以兩種模式向人顯現：其一為「在世界中」對人顯現的事件，

另一為作為顯現向度的「世界」，前者引起我們注意，並在此意義上成為課題，

                                                       
130  Arendt, Concerns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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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作為指引聯繫，則僅僅非課題地為我們所熟悉和信賴，我們在其中為自己定

向。對我而言，當我非課題性的熟悉此一指引聯繫之時，此一指引聯繫是以此種

方式向我顯現，但就其作為「世界」而言，卻仍處於隱蔽狀態，因我處於熟悉的

狀態而未將其顯題化、明確化。 

所以，當海德格說：「人們『居於』世界，而不是像水在杯中那樣在世界中」

131 時，海德格的「世界」概念，並非作為一個客觀意義上的空間概念，而是指一

種動態性的關聯。此一動態性關聯起於工具性的行為——「何所用」，而所有的

工具性行為都原初地由生命保存的必要性所引發，可以說日常生活的事件均可視

為手段—目的之指引聯繫，海德格稱之為整體關聯（Bewandtniszusammenhang），

在整體關聯中的目的不斷指向另一個作為其本身「為何之故」的其他目的，而所

有的指引聯繫都連結於最終不可超越的「為何之故」（Worumwillen），即此有。

職是之故，我們在世界這個空間中，首先並不是被與物之間的物理關係所圍繞（例

如遠、近、在裡面或在外面），而是每一個此有均習於（in-habit）他自己的空間，

在這個空間中，物因作為此有世界的一部份而取得意義（首先通常作為器具或其

他物件在日常生活的事務上被使用）。 

此一為我所熟悉的周遭世界為工具—目的的行為模式所貫穿，工具性行為

本身基本上是不安的，它總是指向下一個目的，一旦目的實現，便又指向下一個

可超越的目的，在此一整體關聯中，儘管此有自身（Selbst）總是在起著作用，

卻並沒有明確地表現出來，因為對我而言，所有行為的可能性是太過於熟悉的，

以至於它們對我保持為潛在的、不明確的，這使得此有自身也成了不明確的，此

有的世界作為世界，也仍然是隱蔽的。根據海德格，唯有在此有的本真存有中，

我之可能存有的獨特的「屬己」（Eigene），即我的「向來屬我的」（Jemeinig）自

身才變成明確的，周遭世界的工具性行為模式被那不可超越的最終目的所超越，

                                                       
131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80 ;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Basic Writ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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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性行為的不安轉化為此有的能在（Seinskoennen），用亞里斯多德的概念來

說，便是將揭示存有的諸模式由製作（poiesis）轉為實踐（praxis），世界作為世

界，便「從自身封閉中顯露出來」（Hervortreten aus einem Sich-Verschließen）132。

換言之，我總是習於世界中為工具—目的所貫穿的行為可能性，但此有的能在，

作為一具有獨特性的存有，必須在超越此一世界關聯性，使世界顯露為「屬我性」，

我得以從中發現在世與我遭逢的它者與他者對我的意義下方有可能。簡言之，世

界從隱蔽到顯露，從潛在到明確，都回涉於人對世界的態度。對海德格而言，此

有是在被可能之不可能性（死亡）所貫通與感染（durchstimmt）下，對此有懸

浮搖晃於虛無的深淵之上所感存到的「畏」（Angst）做出回應，在預趨於死亡的

狀態中，做出決斷，勇敢地「成為存有」。換言之，對海德格而言，從非本真到

本真的存有，是此有面對著迎面而來的到—來（Zu-kunft），感存於自身的無根基

性，所做出的決斷或覺醒 133。此一過程是從被動地回應面對世界的情韻

（Stimmung, mood）134到主動地承擔命運，從有限性到可能性的過程，人類自由

便展現於此。在這一點上，鄂蘭延續了海德格對於自由的理解，但她認為人類自

由的體現與共存有關，對鄂蘭而言，自由乃意指公共自由、政治自由，而非此有

的自由，而海德格式的自由卻是建立於在世無家可歸之可怖性上。 

海德格的生活世界分析經常停留在日常的器具事物之上，作為在世存有的

此有，其與他人的遭逢，也從器具的聯絡開始，凸顯了哲學傳統對人類事務領域

                                                       
132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二二二。 
133 《存有與時間》中論及死亡存有學作為此有存有之最本真形式的段落呈現出海德格作品不同

於傳統的洞察力，據此，Thomas Rentsch 認為，海德格發展出一種「無神的神學」。根據基督

宗教神學，人墮落入一個非本真的世界，人受造的有限性注定要過「煩神」（Sorge, care）的

生活，最後，人最為根本的有限性栩栩如生地呈現在眼前。對奧古斯丁而言，只有當與死亡

對遇時，我們才了解到自己不是存有的基礎。然而，因為海德格的神學是無神的，關於死亡

的領會便轉為透過選擇自身的命運，將自身存有的無根性轉化為挑戰的勇氣。Rentsch, Martin 

Heidegger: Das Sein und der Tod, p.149. 
134 現象學認為，世界的隱蔽狀態只可用間接的方法，即在某些體驗中呈現出來，這些體驗使人

覺察到，因為世界的顯現是從隱蔽狀態被釋放出來的，所以它就並不是人力所能掌握的。如

此體驗即是 Stimmung，Stimmung 的中譯有情韻或情調等，本文採用的譯法為「情韻」。黑爾

德，《世界現象學》，頁二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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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陌生135。海德格區分了兩種在世存有模式，一種是日常存有模式，即所謂「常

人」，；另一則是作為共存與自身存有的在世存有，後者是本真的在世存有。關

於後者，海德格首先說道，我們是透過物件的指引，在世界之內與他人遭逢；其

次，「這個世界自始也總是我的世界」136，這是因為對與他人遭逢的情況的描寫

是以自己的此有為準，依據海德格：  

他人毋寧是我們本身多半與之無別；我們也在其中的那些人。這個與他人

一起的「也在此」沒有一種世界之內「共同」現成存有的存有學性質，這個「共

同」是一種此有式的共同，這個「也」是指存有的同等，存有則是環視著煩忙在

世的存有。「共同」與「也」都須從存在的性徵來了解，而不可從範疇來了解。

由於這種有共同性的在世之故，世界向來已經總是我和他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

有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有，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有

就是共同此有137。 

據此，我們發現，海德格是從此有來設想在世遭逢的他人——每一個他人

是每一個在「此」（Da），因此，他人與我們並無分別，也就是說，他人是與我同

位階的存在，他人是另一個此有，而且是對他人本身而言，具有本真性的此有。

不同於傳統哲學的思考方式，海德格在思考他人的問題的時候，不是主張先有一

個與他人無關的此有存在，然後再設法連結兩者，而是主張此有的存在構造就是

在世存有，此有並非無世界的、無他人的主體，然後再與他人或非此有的存有者

建立起關係，而是主張此有在本質上就與非此有的存有者以及他人共存。 

                                                       
135 「把現象學的分析定著於事物之上，這一點也可以在胡賽爾處觀察到，也是他和海德格共同

面對真正的政治世界之盲目性的徵兆。…胡賽爾和海德格現象學的時代批判儘管有種種區別，

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即：他們本質上都是以科學的世界關係及其結果為定向的，而不是以那

種幾乎和希臘人的科學同時形成的人類面對真正政治世界的開放性為定向的。…」，參閱克勞

斯‧黑爾德，《世界現象學》，孫周興編，倪梁康等譯，台北：左岸，二○○四，頁二三八。

汪文聖教授補充，此處所指的「科學」—Wissenschaft，是指從希臘的觀點，亦即從哲學家的

立場來看。 
136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153-154. 
137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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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本質上是共存—這一現象學命題有一種存在論的存有學的意義

（existenzial-ontologischen Sinn, existential-ontological meaning），此一命題並不從

存有者狀態上斷言：我實際上不是獨自地手前存在著，而是還有我這樣的人也在

那裡。如果「此有的在世存有本質上是由共存所構成」這個命題是這個意思的話，

那麼，共存就不是一種存在的屬性—此有主動地從其自身的存有歸向於此，而是

一種每次都根據他人的出現而定的性質。即使他人實際上並不手前存在著，不被

感知，共存同樣是此有的存在性質。即使此有獨存，也是在世界中共存。他人只

能在一種共存中，而且只能為一種共存而不在。獨存是共存的一種殘缺形式，獨

存的可能性就是共存的證明138。 

「此有在本質上是共存」，是海德格他人問題的出發點。「共存」與「在

世存有」以原初的方式屬於此有的存有學構成。在此，海德格稱他人或其他的此

有的存在為「共同此有」（Mitdasein），此有的世界是「共同世界」（Mitwelt）。

由於此有本質上是共存，因而，即使一個人「單獨存在」（Alleinsein），也是一

種共存，單獨存在是共存的不在場樣態。而作為共存的此有是與他人「相互共存」

（Miteinandersein）著，此有與他人在相互共存中相互遭遇、相互對待，換言之，

相互共存是諸此有本真的在世存有狀態，但他們之間似乎並未涉及互動、溝通。

這是因為儘管海德格論及相互共存，但卻仍採用他論述此有的方式，即海德格是

以此有來設想他人，因此，此有與他人無別。換言之，此有無法辨識他人，他人

也無從辨識此有139，共同世界中的共同此有無須向他者顯現自身，相互共存並不

涉及向其他此有表象、溝通的必要，至多只停留在對自身存有的領會和對他人領

會他自身存有的尊重。「共存」作為此有的存在論構成，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涵。 

鄂蘭承繼了海德格的世界概念，但是不同於海德格以古希臘以來哲學對自

                                                       
138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 156. 
139  Richard J. Bernstein, Provocation and Appropriation: Hannah Arendt’s Response to Martin 

Heidegger, in Constellations Volume 4, No. 2, 1997,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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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世界的開放性為定向，她是以面對政治世界的開放性為定向；其次，她將海德

格的在世存有理解為人的境況，日常的共同世界是我們行動生活（勞動、工作、

行動）的場域，它縱或有沉淪，但人可以對其啟新，啟新不是哲學的覺醒，而是

政治的行動，從這一點來看，本真的在世共存對她而言，不只是形式化的存有學

構成，而是政治世界中的協同行動。換言之，日常生活世界作為非本真的共存模

式，可以從中開展出本真共存的政治世界面向，在此向度中，共同世界的共同此

有，其自身存有必須藉由向他人顯現來展現其獨特性，因為，共同此有並非無別，

而是有別；從非本真共存到本真共存的推移，不是透過在世無家可歸之可怖性，

而是將世界當成家園，在當中沒有一個人被遺落140。政治世界的開啟或顯露是公

共自由的體現，它為日常世界開啟動態辯證的可能性，而日常世界則為脆弱的政

治自由提供穩定的力量。以下我們將從人的境況、世界疏離、行動、公共領域等

諸概念網來論述之。 

第三節  鄂蘭：本真的共存作為政治世界的協同行動  

（一） 人的境況 

鄂蘭承繼了海德格的世界概念，並標示著世界的主要特性為：持久性與共

同性。在鄂蘭的思想脈絡下，世界至少具有下述具體意涵：首先，世界具有最

為物質性的一面141；其次，它意指不怎麼顯然的、穩固持久的人類建制，例如國

家、教會；此外，她也把美國共和的奠基和憲法的制定理解為這種世界的建構142。

她有時也認為，藝術作品是所有事物中最具「世間」（worldly）特徵之物，

因為它們具有獨特的持久性。她歸之於藝術作品的「潛在的不朽性」並非單純地

只是自然意義下的延續問題，毋寧說，當她在文化背景下談到「持久性」之時，她

                                                       
140 Philip Rieff, The Theology of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otalitarianism as the Burden of Our Time, in 

Journal of Religion 32 (April,1952) p.120. 
141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95. 
142 Hannah Arendt, On Revolution, p. 175, 182,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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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意指的是因為美而適於保存，並在未來的世代傳承下去。總的來看，她所理解

的「世界」大部份成份可以歸結在文化這一標題之下 143：「……很顯然地，是

藝術而不是技術為她提供了模型，而她所展望和重視的這個世界，顯然更多的是

一個文化客體和文化環境的世界，而不是一個工程技術的世界。」144 

「世界」與「自然」相對立。「世界」是人類行動生活（vita activa）——勞

動、製作、行動——的場域。工作的產物構成了世界，世界的持久與穩固依賴

於工作的活動。在這個由持久物所構成的世界裡，我們勞動以維繫自然生命所

需，但身體的勞動所產出的，是一種消費品，並不具穩定性，它總是不斷出現，

不斷消失；不同於消費品的不斷變動，我們對於工作所產出的使用物，有著熟

悉感、親近感。這讓我們聯想到海德格所言，此有對周遭世界的熟悉感，但不

同於海德格，鄂蘭更強調對於世界熟悉性的依賴；這個世界除了勞動所產出的消

費品與工作所產出的使用物之外，還包括行動（言與行）的產物，它們一起構成

了人際關係和人類事務的架構。所以，人造性是世界的特性，與人之生物性生命

所屬的自然環境相對立。鄂蘭的自然觀很大程度上歸因於古希臘人，在希臘人看

來，自然是生死、盛衰的無盡循環。所以，如果人們要成其為人，他們就需要一

個他們自己的世界，以對抗「原始自然的極度中立性，它的不可阻擋的基本力

量……會迫使他們以他們自己的生物運動循環無情地輪迴。」145人類世界首先提

供的是穩定性，與不斷變化的自然環境不同，房屋、人造物和制度的人為世界提

供了個體生命藉以能夠展現和獲得意義的背景146︰「世界中的事物具有穩定人

類生活的功能……人們……能夠通過與同一條椅子和同一張桌子的關係，重獲他

們的同一性，即他們的身份。」147世界的穩定性和熟悉感是個體生命與意義獲得的

                                                       
143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 p. 109. 
144 Canovan, Hannah Arendt: A Reinterpretation of Her Political Thought , p. 109.. 
14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137. 
14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97 ;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p.11. 
14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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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換言之，個體生命的展現與意義的獲得，並非透過海德格所言，處身於世界

的無家可歸之可怖性，而是在穩定的人類世界中，讓人的獨特性或個別性透過言

與行展現。世界位於人類之間（in between），它「把我們聚集在一起，同時又防止

我們彼此競爭。」共同生活於世界，這在本質上就是說一個事物世界存在於那些共

同擁有它的人們之間，就像一張桌子位於那些圍繞它而坐的人們中間；世界如同

一切中間物 （in-between）） ，它在連繫著人們的同時，又分開著他們。」148鄂蘭用

桌子的比喻來說明世界的幾層意涵：（一）世界作為人造物，被置入諸個體之間，

它在個體之間創造了並非自然地存在的空間，將個體聚集在一起；（二）共同生

活於世界的諸個體，雖然處於共同世界，但站在不同的位置，所見者為不同的

世界現象；（三）個體站在不同的位置，從不同的觀點觀看他們的共同世界，由

此領會到單憑自身無法獲得的事實性。 

人是受境況所限的存有者，世界為其提供境況，但人卻不受境況所決定，

他可以受限於境況，隨波逐流，成為庸庸碌碌的多餘者，也可以透過行動開端

啟新，為世界開創新局，用奧古斯丁神學的語彙來說，即是在世（in the world）

但不屬世（of the world）。 

行動生活投入於其中的世界是由人的活動所造成的事物所組成的：但是這

些完全由於人方得以存在的事物，常常反過來限制了它們的人類創造者…任何自

願進入或者透過人力被拉進人類世界的事物都成為人類境況的一部分。世界現

實對人類存在的影響被感受到，且被接受為限制的力量。世界的客觀性—它的對

象性或物性—與人的境況互為補充；因為人的存在是受境況所限制的存在

（conditioned existence），人不可能沒有物而存在，而如果物不是作為人存在的

境況，它們就只是一堆不相干物品的堆積，一個非—世界（non-world）149。 

人的行動生活在世界中展開，勞動提供自然生命的延續（包括謀生與生育），

                                                       
148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52. 
14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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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提供世界的穩定性和持久性，言說行動則表達個人對共同世界的實在性所持

之獨特而不可取代的意見，由複多的言說行動所揭示的公共領域為世界帶來辯證

的動能，鄂蘭稱此動能為「權力」（power），權力不同於強力（strength），它不是

強力支配，而是協同行動所產生的力量，是政治自由的體現。 

（二）世界疏離 

勞動、工作、行動此三項在世的基本活動構成人類世界的延續與更新，然而，

現代社會卻將人類的行動生活全部還原為勞動，行動人、工匠人消失了，只剩下

勞動動物——現代社會是勞動動物的全面勝利。究其原因，世界的沉淪，即世界

的意義喪失乃起因於現代社會的世界疏離（world alienation）150。 

鄂蘭在《人的境況》中指出，西方社會經過世俗化之後，信仰與超越的維

度喪失，對塵世之物的興趣提高，然而，儘管如此，那並不意味著，喪失信仰將

人從永恆拋回世界。相反地，歷史表明了現代人並沒有被拋回到這個世界，而是

被拋回自身。笛卡兒以來的現代哲學的趨勢便在於對自我的關注，企圖把所有的

經驗，對世界以及對他人的經驗，都還原到人和他自身之間的經驗上，韋伯對資

本主義的考察弔詭地證明了此一嚴格意義下的世俗性活動是在完全不關心世界

的情況下發生，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動機乃是對自我的憂慮和操心，即世界的疏離，

而非馬克思所言的自我疏離（self-alienation）151。 

就具體的歷史事件而言，世界疏離可溯源自德國教會世俗化運動下教會財

產被沒收、資本主義興起，農民被剝奪生產資料，單靠勞動力獲取收入等，這些

事件破壞了世界的穩定性，剝奪的過程持續進行，最後，經濟的繁榮便不再依賴

豐富的物質產品或任何豐富穩定的資源，而依賴於生產和消費的過程本身：「在

現代條件下，導致毀滅的不是破壞而是保存，因為保存良好的物品的耐用性，正

                                                       
150 海德格的「常人」是沉淪於世者，他們表現出好奇、閒談等特性，世界對他們而言，是隱蔽

的，對鄂蘭而言，現代社會的特徵則是世界疏離。 
151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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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更新過程的最大阻礙，更新過程獲得的東西越多，剩下來能夠保存的東西就越

少。」152行動生活的三種活動中，最底層的勞動具有自然的、循環的、艱辛的、

必須的、多產的、私人的幾項特色，相對應於人的自然生命，相當於古希臘的私

人領域，它為生命提供必需品，卻也強迫每個人關注自己的身體需要，而不是關

注共同世界。當世界疏離加上世界的穩定性被剝奪之後，世界便被生產和消費的

過程所取代，尤其「社會」153興起之後，此一私人的自然功能被帶入公共關注的

光亮之中，呈現出不斷加速的偽自然過程：「未來自動化的危險，與其說是自然

生活令人悲嘆的機械化和人工化，還不如說所有人類生產力被陷入一種極度強化

的生命過程，自動地、毫無痛苦且毫不費力地遵循著生生不息的自然循環。」154，

而此一過程已經造成人類文明的危機。 

文明的危機改變了人的本性，而這種改變在極權主義的恐怖下達到極致。

這種說法引起許多質疑，因為根據西方傳統的形上學，「本性」一詞意味著不隨

時間而有所改變。但鄂蘭不接受任何有關人性「本性」不變的說法，她援用奧古

斯丁「我成了我自己的一個問題」指出，人無法定義自己的本性，人無法看清自

己，就像人無法跳出自己的影子般。如果真的存在著這樣的本性，那也只有位於

其外和在於其上的某個人能夠定義它——事實上，只有上帝能夠。 

人的境況不等於人的本性，與人的境況相應的所有人類活動和能力的總和，

都不構成任何類似於人的本性的東西。我們關於他們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聲

明是：他們依然是受境況所限的存有者（conditioned beings），即使他們的處境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是自己造的155。 

換言之，現代社會對經濟的關注已經主宰了政治與人的自我意識：受自然

                                                       
152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253. 
153 鄂蘭意義下的「社會」是指介於私人與公共之間領域，為經濟所滲透，其本質是對自然生命的

關注。 
154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32. 
15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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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則所支配的生命便不再是完整的人，而是「無世界的人種群的樣本」（worldless 

specimens of the species mankind）156。現代世界的問題正是在於，庇護人類的持

久性和適當性等真正的世間價值消失——工匠人（homo faber）打造穩定世界的

活動被勞動動物（animal laborans）的活動所取代，連帶使行動的可能性也一併

喪失。當行動、工作的活動都被勞動取代之後，人便淪為勞動的動物：「勞動動

物其實僅僅是一種……居於地球表面的動物種類」157，並無獨特性可言，此一無

世界地對自我的理解，為極權主義預備了土壤158。所以，當極權政府將法律建立

在一套與世界的實在性隔絕、受意識型態的嚴密邏輯推論所支配的法則之上，將

人從具體存在的處境中抽離出來，讓生活在由「運動法則」所構成的法律全面支

配之下的人，成為宛如玩偶般的「新人類」159時，似乎並無阻難。 

要如何恢復人的尊嚴於人類文明危機之中？問題還是必須回到人的境況與

人的自由之上。如前述，自由是「成為存有」、「能在」，但自由不是此有孤獨

的覺醒，而是在世共同此有的協同行動。她回到海德格的《智者篇》中那被海德

格稱為「立即性及迫切性」的問題，即存有的問題，只不過，不同於海德格，她

已經將關注從此有轉向了共存。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被海德格詮釋為此有對存

有的解蔽，鄂蘭則是將其轉為倫理和政治生活的行動，讓人得以藉此從生活必需

中解脫出來160。 

海德格為何不曾注意到實踐在政治、倫理生活中的行動意涵？正如黑爾德

所指出，此乃源自於哲學傳統對世界的定向並不以政治世界為開放的向度。 

此一倫理與政治生活的實踐活動最早起於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活，柏拉圖以

降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站在哲學的立場對政治進行了扭曲。鄂蘭對於哲學與政治

                                                       
15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115, 212, 112,118. 
15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84. 
158 Bauman, Modernity and Holocaust,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2001. 
159 Arendt, Ideology and Terror: A Novel Form of Government, i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61-479. 
160 參閱第二章，惟鄂蘭並未完全接受亞里斯多德 praxis 概念，吾人將於論及行動時繼續論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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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張力的關注開始於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研究。依據鄂蘭，馬克思雖然反抗

柏拉圖以來傳統的概念框架，但他僅只是翻轉，而無法完全地擺脫，因為他所繼

承的傳統使他無法充分理解政治經驗，並在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與政治相關的人類

活動，也就是在這一點上，馬克思主義與極權主義產生了關聯。在鄂蘭看來，這

個傳統（Ueberlieferung）雖然忠實地傳承了一代代人累積的智慧，然而，它卻歪

曲或壓制了政治方面的經驗，只要這一傳統還保持著它的權威，至關重要的政治

經驗領域就不為人知。在所有智識權威全面崩潰的二十世紀，正是開啟逃離傳統

的扭曲，重新思考政治概念可能性的時刻161。巴瑞克提醒我們留意鄂蘭「對西方

政治哲學傳統極為不滿」的背景，因為使她產生此一不滿的思想鏈超出了《人的

境況》，繼續貫穿在其思想中。換言之，她將馬克思對政治的誤解關聯於他所承

繼的傳統，同時也與現代性關聯在一起，即她將對此一傳統的批判與她對「生命

過程」（life process）的解放聯繫在一起，而這種「生命過程」的解放是在極權主

義政權的野蠻主義中達到頂峰的、更為普遍的「自然的非自然增長」（unnatural 

growth of the natural）的組成部分。簡言之，她將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與她自己

對現代性的敘事相連162：政治哲學傳統與現代性的世界疏離，就其本質而言，均

為人類事務領域中實踐活動的消失。 

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開始於柏拉圖為了要消除人類事務領域中實踐活動的

模稜兩可、不一致、多義性的特性，取消了製作（poiesis）和實踐（praxis）的

區分。在柏拉圖的理想城邦中，人類事務應該以製作的模式運作，每個人都應該

滿足完美定義與可控制的活動，每個人都是好的工匠，套用史特勞斯的話來說，

便是每個人都遵守「一個人，一項工作」（one man, one job）的原則。製作的單

義性因此就取代了實踐的多義性。對柏拉圖而言，人類事務的單義性理想型需透

                                                       
161 Arendt, Tradition and the Modern Ag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28. ; Arendt, 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428-446. 

162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p.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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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所有活動中最高貴的活動——理論生活（bios theoretikos）來制定，理論生活

的理想型是 theoria，theoria 的對象與出生、變化或衰亡無關。theoria 的目標是

單義性，正可與工匠人的活動相比擬。理論生活因此徹底地反對意見（doxa），

也反對人們思量、判斷和討論人類事務本質地具有多義的方式——多義性遍佈在

人類事務上，只要它們不宛如工匠的作品般被安排 163。製作作為一種普羅米修

斯式的技巧經驗，砍伐樹木並把它們雕刻成自己想要的形象，鎔煉金屬使其變成

新的形式，由此「工匠人（homo faber）把自己塑造為地球的主宰」164。這不僅

是得勝力量的經驗，也是暴力與毀滅的經驗，這使得根據造物（making things）

的思考，對抗「人類原料」（human material）的暴力成為不可避免，這背後隱藏著

宰制性的支配意志。 

總的來說，雖然鄂蘭是從反思極權主義的經驗開始其政治理論的論述，在

《人的境況》中觸及了現代性的世界疏離，但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之後，她將目標

轉向西方政治哲學的傳統。柏拉圖以降的政治哲學傳統曲解了與政治相關的人類

活動，以製作來理解政治165，扭曲了原初的政治實踐經驗，現代性的世界疏離擺

脫不了這個傳統，在資本主義的資本流動與經濟擴張、資產階級以經濟利益為中

心的「去政治」生活觀、西方世界在亞非兩洲的帝國主義經驗、群眾社會興起、

民族國家體制動搖、人權困境、意識型態的興起等諸多歷史現象環環相扣之下，

加速了共同世界的崩毀、公共領域的消失，為極權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條件。 

政治哲學傳統對原初政治經驗的扭曲，加上從海德格基礎存有學所辨識出

對本真共存的片面詮釋、對公共領域意見的貶抑，鄂蘭著手建構其政治存有學，

而此一政治存有學涉及了行動的人們，及由行動所開展出來的公共領域。 

 

                                                       
163 Taminiaux, Heidegger and the Project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p.113. 
164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139.工匠人的 techne 原意是製作個別的作品，但在現代性的科

技宰制之下，也失去了個別性，最後只留下宰制的經驗。 
16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2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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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領域 

鄂蘭的公共領域與行動是一組相伴隨的概念，人的行動需有他人在場，而

透過行動所展開的空間，是一顯現的空間，謂之公共領域。如此看來，行動相對

於公共領域，乃屬先起性的概念。事實上，公共領域是由人的行動所開創與形構，

它是一動態的，而非靜態或實質的空間；同時它也不是政治實踐的「原因」，它

毋寧是具體展開於人的實踐活動中166。在此，我們將先針對公共領域加以論述之，

包括公共領域與共同世界之間的關係、公共領域如何被開啟等，再接續論述開啟

公共領域的人類行動。 

在公共領域與共同世界的關係上，先讓我們先回到前文所提及現象學的相

關性原則。胡賽爾與海德格均假設，在日常生活中，世界作為世界對人類是保持

為潛在的，而世界的潛在或明確是取決於人向世界開放的模式。依據此一現象學

的理解，我們可以說，「公共領域」在此一脈絡下，可被理解為共同世界之中潛

在的、等待著被實現的世界向度，此一世界向度可以「政治世界」來設想之167，

因為「在這個顯現的空間所發生的都可以被定義為『政治的』（political）」168。

職是之故，本論文將以政治世界與公共領域交錯使用。問題在於，公共領域作為

政治世界，如何從隱蔽狀態被開啟出來？這個問題再度被拋回到人的身上。對鄂

蘭而言，透過行動，人可以開啟政治世界，或者可以說，藉由人的行動，將隱蔽

於共同世界中的政治世界向度開展出來。鄂蘭以桌子為比喻來說明共同世界：一

個非自然的人造物世界將我們聚集在一起，我們處於桌子的不同位置，意味著我

們處於不同的世界境域，然而，這只是處於潛隱狀態的政治世界，要使政治世界

作為世界，被開啟出來，必須透過行動，政治世界的動態關聯藉此顯現，共同世

界不同的實在性也為之得到揭示。如鄂蘭所言： 

                                                       
166 蔡英文，《政治實踐與公共空間—漢娜‧鄂蘭的政治思想》，頁七六。 
167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二一八~二四○。 

168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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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領域的實在性依賴於無數觀點與面向的同時在場，在其中，一個公共

世界自行呈現，對此是無法用任何共同尺度或標尺預先設計的。因為公共世界是

所有人共同聚會的場所，每個出場的人在其中有不同的位置，一個人的位置也不

同於另一個人的，就像兩個物體佔據不同位置一樣。被他人看到或聽到的意義來

自於下述事實：每個人都是從不同角度來看和聽的169。 

若由世界的隱蔽到開啟，來看人向世界開放的模式的話，鄂蘭思想脈絡下

人的行動或可相應於海德格本真的存有模式，不同的是，儘管海德格以「此有的

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與他人共同存有，在世界之內的自在存有就是

共同此有」來論述本真的在世共存，但他是從此有來看共同此有，此有與共同此

有（Mitdasein）乃屬同位階，並無區別，因此，此有的屬我性的意涵也可用於共

同此有的屬我性上。換言之，海德格更強調，當世界向每一個「我」顯露為「屬

我性」時，每一個「我」從中發現在世與我遭逢的它者與他者對我的意義關聯。

然而，鄂蘭卻往前推進一步，此有與共同此有的屬我性並非無別，而是有別，不

但有別，而且此一區別必須透過行動加以表象，因現象學的原則是「存有即表象」：

以行動來表象此有的屬我性。表象涉及顯現，必須「外部空間化」170，藉由言語

行動顯現於人們「之間」，原來潛存於共同世界中、未被明確化、顯題化的共存

便被開啟為可見的、動態關聯的公共世界。如此，鄂蘭便突破了海德格允許在世

存有之共存不在場，以致無法進一步在共同世界開啟複多性的限制。 

鄂蘭對於公共領域揭示共同世界實在性的反思可以在兩個背景下加以解讀，

而這兩個背景都與極權主義相關：（一）鄂蘭反思極權主義運動所虛構的意識型態

後認為，一旦現代大眾欲逃離虛構的微光進入實在的明亮時，需要自由的公共領

域；（二）鄂蘭反思海德格的政治活動與思想的關聯而得出公共領域的重要——

                                                       
16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57. 
170 Dana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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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家的無世界性造成了真理的迷誤171。 

對海德格而言，日常生活世界是需要被超越的「沉淪」，哲學的存在才是人

類實踐的最高形式，此一始於柏拉圖的傳統貶抑公共意見，儘管亞里斯多德並不

同意柏拉圖思考人類行動的方式，但他也未曾質疑理論生活卓越的尊嚴。公共領

域的隨之消失使得共同世界的實在性無法得到揭示，在極權主義的黑暗時期達到

極致，來自極權政府粉飾的言論、看不見的操控，加上人們維持舊真理的藉口，

使所有事實被隱蔽。鄂蘭在《黑暗時代群像》中提到當時許多人對公共領域的意

見缺乏信任，哲學家中不乏此類主張者：沙特在《嘔吐》中將意見斥為歪理，在

稍早的《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便已指出，公共的光芒模糊了一切（Das Licht 

der Oe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 The Light of the public obscures everything.），依

照海德格的說法，在這個共同生活的日常世界中，我們無所逃於公眾的「常人」

模式，若想徹底擺脫，唯有如巴門尼德斯與柏拉圖以來的哲學家所言，退縮到政

治領域的反面，亦即與世界隔絕的完全孤獨。鄂蘭接著說，她所關注的，並非海

德格的哲學分析，或是其背後的哲學傳統，而毋寧是時間底層的經驗及其相關的

概念。事實上，海德格所言「公共的光芒模糊了一切」諷刺地直指出事情的核心：

公共領域已經在哲學的理論與觀念之下消失172。是以，鄂蘭接著說道，即使在黑

暗時代，人們還是有期待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是來自於理論與觀念，不如

說是來自凡夫俗子所發出的熒熒微光……」173，由此可見，鄂蘭認為包括海德格

在內的哲學家們受到哲學傳統的影響，鄙視公共領域的意見，因為對哲學家而言，

意見對立於真理，真理作為去蔽，需由哲學的思辨來完成。 

（四）行動 

對鄂蘭而言，現代性的疏離造就出一批「群眾」（mass），這些群眾不時需

                                                       
171 Hinchmann, “In Heidegger’s Shadow: Hannah Arendt’s Phenomenological Humanism”, Review of 

Politics 46 (April 1984): 183-211. 
172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ix. 
173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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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產和消費來滿足身體的需要，並要求政府照料這些需要。哲學對此現象無能

為力，因為哲學思維本身便是某種形式的自我主義（egoism），它使我們彼此疏

離，使我們與所處身的世界疏離。以海德格為例，儘管他在《存有與時間》中以

「常人」來描述此一群眾性格，但海德格哲學本身的世界疏離，不但無法匡正現

代性的危機，反而在極權主義興起之時，讓自己誤入迷途。從極權主義的經驗回

溯至現代性的危機，再到政治哲學傳統對政治經驗的扭曲，鄂蘭的思想路徑指出

了所處時代的病徵：世界疏離——人在世界中失去了自己的位置。當思維、勞動

和被稱為「民主」（democracy）的那種對於事物的管理，都落入工具化，只為服

務人們的經濟需求，亦即自然生命的需求時，鄂蘭試圖訴諸與人們協同行動來終

止此一自然的循環。 

大體而言，鄂蘭的行動理論至少包括兩種不同的思想資源，即亞里斯多德

的實踐概念和奧古斯丁的「開端」（initium, new beginning），就其思想發展脈絡

而言，可追溯自海德格《智者篇》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啟發，及其早年對奧

古斯丁的研究興趣。本論文接下來將嘗試分述這兩個不同進路的行動概念。 

（1） 行動的自主性：行動作為實現（energeia） 

鄂蘭對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詮釋，有兩點值得注意：（一）她去除了

亞里斯多德實踐概念的目的論傾向；（二）她將行動理解為實現（energeia），

energeia 的目的乃在於活動自身。 

儘管鄂蘭對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採取了狹義的詮釋，即將實踐理解為政

治領域的行動，但她並非未經批判地接受了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實踐觀點。在採用

此一詮釋之前，她批判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顯然普遍化了製作的經驗，且認為其

宇宙論所反映的是製作的邏輯，即工具與目的的邏輯。基於上述理由，鄂蘭批判

了亞里斯多德的行動觀點，她認為，亞里斯多德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第 10 卷

中，賦予沉思生活優越性：亞里斯多德的思想在這一點上貶低了人類事務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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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根據亞里斯多德，真正的自足性（self-sufficiency）無法在行動或言說中被發

現，因為此兩者「都企圖得到政治行動之外的利益，諸如政治權力、聲望或至少

是政治家自己及其子民的幸福，此點不同於政治活動。」175然而，沉思，無疑是

一種為其自身的活動：「通常所謂最大程度的『自足性』是在與理論知識有關的

活動中被發現。」176  

鄂蘭堅持 praxis 和 poiesis 的區分導致她徹底地反對目的論的立場，她反對

哲學對行動的統治，這使她某種程度上成為康德主義者，在《精神生活》中，她

表達了對康德區分理性（Vernunft, reason）和知性（Verstand, intellect）的高度

肯定177。鄂蘭認為，康德在哲學上的「哥白尼革命」最重要的成就便是嚴格區分

了真理／認知，以及意義／實踐的重要。康德將理論理性限制在知識的體系化，

以作為思辨的運用。因此，人類理性所不可忽視、超越其力量之外，無法回答的

意義問題，便永遠超出 theoria 的管轄範圍：理論理性的興趣被限制在時間和空

間的世界。康德對實踐興趣的重估及其嚴格區分理性的樣態是哲學偉大的革命，

康德的做法意味著哲學從以必然性來取代「純粹偶然性」的需求中解放出來。康

德對哲學所做出的解放恢復了實踐／製作（praxis/poiesis）區分的完整性178。 

正是透過康德的協助，鄂蘭最終確認了亞里斯多德在行動概念上的份量。

因為亞里斯多德對「政治生活」的描述有著自我矛盾性179，他曾在《政治學》中

提到政治生活的意涵：「人的生活是實踐的，而不是製作的。」（ho de bios praxis 

ou poiesis estin.）180，但其形上學的目的論傾向卻又使其行動落入工具性，行動

工具化使得政治生活中本質的實踐面向被汙染了。 

                                                       
174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95; p. 301. 
175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77b. 
17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77a; See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21. 
177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p. 14-15. 
178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p. 15. 
179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18. 
180 Aristotle, Politics, 125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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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鄂蘭，亞里斯多德對自然與人類事務領域的同化不只是混淆了必然性

與自由的界線；亞里斯多德政治哲學傾向於將行動和共同體生活與那些只對家族

（household community）有效的行為和生活準則相結合181。他看不到自己的盲

點，最明顯的矛盾在於，他原先定義「城邦」（polis）為「平等的公民為了潛在

的最好的生活而形成的群體」182（a community of equals for the sake of life which is 

potentially the best），這個關於政治聯盟特性的說法與他接下來所說公民的善存

在於「知道如何統治與被統治」似乎背道而馳183，鄂蘭提醒我們，統治的概念、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分隸屬於前政治的領域……共同體是奠基在平等、不分統

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基礎之上184。再者，在《人類境況》中，她則提醒我們，統治

的概念乃是取決於對行動採取了技術性的詮釋，以及在製作的過程中知與行之間

的分裂185。知與行的分裂被轉換到人類事務的領域便成了命令與執行的階層制。

藉由統治的概念描述公民的善時，亞里斯多德切割了平等與審度，因此同時削弱

了實踐和複多性。 

亞里斯多德的統治概念不同於柏拉圖式訴諸於「專家優位於門外漢」的概

念。如鄂蘭所指出，他過於了解行動與製作之間的區分以至於不會直接從生產的

領域得出隱喻186。雖然如此，他對「平等」公民之間的關係採取一種階層式的、

權威的理解卻非無關緊要，而是直接出於一種行動概念，在這種行動概念之中，

諸目的是先給予的，從頭到尾，都由目的（telos）所統治。這些目的之客觀性並

不是偶然的，亞里斯多德共同體的存在理由很少是做為行動和論辯的場域，更多

是作為德性的學校。亞里斯多德共同體中，主要的政治關係不是知者和執行者或

                                                       
181 Aristotle, Politics, 1254a. 
182 Aristotle, Politics, 1328b, 35, 鄂蘭在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 p. 116 中引述。 
183 Aristotle, Politics, III. 4; VII, 14: “every association of persons forming a state consists of rulers and 

ruled.” 
184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17. 
18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222. 
186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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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人和奴隸之間的關係，而是教導者與被教導者之間的關係。亞里斯多德以教

育來替代統治，有意壓制兩者之間的不對稱性，但事實上，教導只發生在兩個「潛

在地平等者」之間187。如果一個人認定目的是被找到的（find），而不是被造出來

（make）的，道德或實踐的知識，儘管不是科學的，卻是客觀的，那麼，隨之

而來政治群體的主要任務便不在於鼓勵針對目的構成（end-constitutive）進行論

辯，而是將準則或規範（nomos，即具體展現共同體目的的法律或習俗）強加於

公民身上，要達到此一任務，必須透過終其一生的道德教育，強制力則是最有效

之道188。 

對亞里斯多德而言，公民參與，不是透過下命令就是透過服從；他們是平

等的，但絕不是一蹴可幾的；他們審度，但不是審度最重要的事；他們不是一個，

但也不是所謂的構成真正的複多性。亞里斯多德認為，群體成員的身分是透過他

們所共有的目的被界定的，此一論點將實質的、嚴格的限制加諸在審度的言詞之

上，此類言說被視為技術性的，只是達到群體目的之手段，而不是論辯的目的自

身189。亞里斯多德認為，要定義政治群體，必須先涉及其目的；另一方面，鄂蘭

卻認為，關於政治聯盟的「目的」問題無法獲得合理的答覆（non sequitur）。除

了以政治行動的自由為公民爭取永遠的可能性以外，任何政體沒有先給予的目的

190。因為亞里斯多德不懈地將實踐放在目的（telos）的統治之下，就鄂蘭看來，

他可說是行動與政治「技術化」的起源191。 

亞里斯多德的行動目的論模式反映在關於政治聯盟的權威概念上，其政治

                                                       
187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18. 
188 Aristotle, Ethics, X. 9, 1180a, 1-5. 
189 Villa 認為，Beiner 在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一書中，某種程度誤導我們以為，

亞里斯多德的審度是指透過修辭所構成的是特定的政治目標，而非廣義意指群體本身更大的

目的，因後者超出了修辭性言說的構成力量。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279, ref. 68.. 
190 Arendt, Crises of the Republic, p.150. 
191 Arendt, The Concept of History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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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盟壓制平等和複多性，以充滿缺陷的教育類比削弱了審度性言說的力量192。正

是因為鄂蘭賦予複多性和意見言說重要的地位，她最終拒絕了亞里斯多德式的政

治群體，及其嚴格限制行動與審度在家戶中的運用。她以康德式的「共同感」

（sensus communis）——「對世界的感受」（feeling for the world）來取代 koinonia 

（community）193，以捍衛「政治生活的真正本質」——開放性目的論辯194。因

此，她所肯定的審議政治是一種論辯的、爭競的，不同意見的論戰、交流，完全

不同於對 pronesis 的運用。相對於亞里斯多德「審議正確性」的規範，鄂蘭以萊

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為例，認為他是個完全的「政治人」，因為他稱許

友誼乃是來自於爭辯而非真理的獲得195。這種「友誼」讓人聯想到 philia，但不

同於 philia 著重判斷的和諧一致，政治的友誼更著重複多性和開放性的結果

（open-endedness）。 

當實踐概念被由所從出的目的論脈絡抽離之後，行動特有的自主性便浮現

而出。對鄂蘭而言，脫離目的論的實踐概念仍具有的本質特性為——與表演

（performance）一樣，行動的目的在其自身，表演即為其特性，此一特性提供

行動真正的意義或價值，亦即行動的自由和「實現」（actuality）。鄂蘭讓 energeia196

脫離了製作或成長的隱喻，正是這些隱喻使實踐成為出類拔萃的目的論概念。一

旦實現脫離了最終原因或發展，我們便能發現，實現本質上乃在於活動自身。經

此轉化，energeia 產生了美學的或劇場的隱喻，在 enegeia 中，行動的自我完備

                                                       
192 Arendt, What is Authority?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19. “nothing is more questionable than 

the political relevance of examples drawn from the field of education.” 
193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69-72. 
194 Beiner 在鄂蘭的康德政治哲學講稿的詮釋中便提到這一點，他批評鄂蘭從新亞里斯多德主義

轉向康德。Beiner,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137-138 
195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p. 30. 
196 ἔργον (ergon), 意指工作或活動，亞里斯多德的作品中有 pleasure 和 happiness 是兩個用來了

解 energeia 的例子，pleasure 是人類身體的 energeia，而對於使人之所以為人的 mind 而言，

happiness(eudaimonia) 則是其 energeia 。 Two examples of energeiai in Aristotle's works 

are pleasure and happiness (eudaimonia). Pleasure is an energeia of the human body and mind 
whereas happiness is more simply the energeia of a human being a human.參閱 Nicomachean 

Ethics, Book X. Chapters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Pleasure
http://en.wikipedia.org/wiki/Happiness
http://en.wikipedia.org/wiki/Eudaimon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machean_Eth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machean_Ethics
http://en.wikipedia.org/wiki/Nicomachean_Ethics#Book_X._Chapters_1.E2.80.935:_The_theory_of_Pl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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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self-containedness）不再是亞里斯多德意義下的「完全」（perfection）而是

卓越（virtuosity）。表演的行動所表現出的卓越是付諸行動（action’s true reason for 

being）真正的理由。行動所體現的不是「人類的善」，而是自由。 

鄂蘭將表演與卓越結合並高度強調，暗示了鄂蘭亟欲將實現與自由等同於

活動自身。她以表演藝術作為類比，是因其意義、實現或「真理」與活動或呈現

不可分。鄂蘭認為，表演藝術與「政治有著很強的親緣性」，因為就表演藝術和

政治而言，意義從來不是「工具性的或是本性上客觀的」197，同樣地，以行動而

言，自由的表象（appearance）與「表演行動本身一致」198。一如她在〈什麼是

自由？〉一文中所言，人是自由，只要他們行動，既非先有自由，才能行動，亦

非行動而有自由——不同於擁有自由作為禮物（Men are free--as distinguished 

from possessing the gift for freedom—as long as they act, neither before nor after）；

因為自由與行動是同一件事（to be free and to act are the same），自由不多於也

不少於卓越，卓越乃是內在於活動之中。將行動類比於表演，那麼，政治領域便

轉而成為一種劇場199，對應於鄂蘭最典型的描述，此一劇場便是行動與自由得以

呈現與被記憶的「表象空間」（space of appearances）。緊接著，隨之而來的問題

是，此一作為「顯現空間」的舞台如何被體制化，以及透過表演的類比來捍衛政

治行動的自主性，使政治行動成了英雄式的爭勝（agon）。行動、表演、創始、

卓越、崇高等概念架構指向一個被「強烈爭勝精神」所驅策的政治，及為個體性

（individuality）所保留的公共領域，在公共領域中，「每一個人必須持續地將自

己與他人區分開來，透過獨特的行為或成就展示自己是所有之中最好的」200。在

此脈絡下，阿基里斯的故事便具有「典範性的意義」，因為這位「偉大行為的行

                                                       
197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54. 
198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52-153. 
199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54. Cf. Arendt , The Human Condition, p. 187. 
200 Arendt , The Human Condition,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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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者……和偉大言詞的演說者不顧一切地要求著自我開顯。」201 

鄂蘭高度堅持政治乃是為其自身之故，它不但脫離目的論的脈絡，也脫離

道德或結果等外部判準，此與海德格基礎存有學的後形上學傾向有關，卻使得她

與馬基維利、尼采這兩位同樣也是支持爭勝的、劇場式的「表象政治」（politics of 

appearance）的思想家有著令人不安的同盟關係。鄂蘭認同馬基維利的觀點，認

為政治不應該還原為道德或者在公共領域堅持一致性的善，如此將引起災難或最

少會弱化我們對世界的委身202。道德優先性會將行動的意義從行為本身轉移至行

動背後的意圖或是行動的結果，馬基維利的卓越（德性）概念為了避免這種錯置，

更側重於行動的風格（style）——行動是某種與世界遊戲的方式（action as a kind 

of play with the world）。鄂蘭的爭勝主義與馬基維利對偉大行動的頌揚同樣遭遇

困難：降低或者甚至切斷了道德與政治的關係。事實上，鄂蘭並非未曾注意到此

一困難。一方面，她在強調政治自由的同時，也提醒我們，政治作為遊戲的類比

會如何輕易地被理解成策略性的手段運用203；另一方面，在 1961 年的〈自由與

政治〉一文中，她首次揭櫫康德《判斷力批判》中與政治哲學有關的種子，試圖

透過判斷力來調和爭勝政治的問題。另外，關於道德與政治的張力，則在 1970

年代數篇長文：〈哲學與政治〉（又名〈蘇格拉底〉）、〈思考與道德思量〉、〈若干

道德哲學問題〉中試圖解決此一問題。 

 

                                                       
201 Arendt , The Human Condition, p.25, 197. 
202 Arendt , The Human Condition, p. 74ff. 另一個平行的討論集中在憐憫（chapter 2, section 3）。

在此，鄂蘭在討論盧梭與法國大革命的段落時，提到憐憫是一種具體的反政治德性（p.86-87）。

她的論述邏輯與馬基維利在《君王論》第 XV-IXX 章所述類似—當政治行動者在公共領域實踐

私人德性時，會引起災難性的結果。 
203 鄂蘭當然了解表象或意見政治很容易落入詐術政治（politics of deception）或圖像製造

（image-making）。Cf.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241. 她訴諸馬基維利式

的卓越，並不是意圖否認馬基維利對強力與詐術的強調，而是要闡明「卓越」一詞在一般對

馬基維利政治理論的「策略性」圖像中被遺忘的面向。在另一個脈絡下，她引述馬基維利為

「近代革命的祖先」，因為他像羅伯斯比一樣，從最高目的（supreme end，亦即共和國的創

建）的觀點來合理化所有的手段，”What is Authority? “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39-140. cf. 

Arendt, On Revolution, p. 3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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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動的創始性：行動作為開端（initium） 

鄂蘭在《人的境況》一開始便提及，「有死性」和「新生」（natality）是「人

存在最為一般的境況」204，此二項境況指明了人的在世存有的事實：生命經由出

生，被給予人們世界，一如它經由死亡，被從人們世界中取走。儘管新生有時被

認為是一種使人行動或開始新事物的能力或力量（power），然而，嚴格說來，

對鄂蘭而言，新生與其說是一種能力，毋寧說是一項事實，而一如自然生命帶來

某種新事物——新的、獨特的人類存有者，行動也帶來某種新事物，行動本身就

是開端：「我們以言說和行動讓自己切入人類世界，這種切入就像人的第二次新

生（second birth），在其中我們確認且承擔起自己原初的身體表象此一赤裸裸的

事實。」205 正是在此基礎上，鄂蘭說道：「行動的能力存有學地扎根」於「新生

的事實」206。行動的能力存有學地扎根於「新生的事實」意味著，行動的創始確

認了人存在的事實，或者，反過來說，人的存在蘊含著能在。就在他以言行切入

人類世界時，他發現了自己的有限性與可能性。換言之，「新生」具有雙重意涵：

（一）從第一次出生到第二次新生之間，是從自然生命的必死性到行動生命的不

朽性的過程；（二）作為第二次新生的行動，一如第一次的出生，從來不是宛如

面對死亡時的孤獨一人，而是處於有他人在場的共存關係中。前者意味著，人是

歷史性的存有者，他是在時間的流變中對抗著終會到來的死亡，在某個時刻選擇

以行動切入世界來成就不朽性；後者意味著，作為第二次的新生，政治的行動是

協同行動，人的自由不是此有，而是共存。總的來說，正因為人是被拋於世的時

間存有者，無時無刻面臨著包括死亡在內的各種不確定性，要擺脫不確定性，唯

有訴諸共存於世的「共同體」。在此脈絡下，行動的創始便不是如極權主義一般

虛構意識型態的圖像，而是訴諸協同行動。協同行動是人類共存的顯現，它向未

                                                       
204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8. 
20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76-177. 
206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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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尋求共識，以作為確定性，向過去尋求共通性，以凝聚共同體意識。「新生」

的蘊意出自奧古斯丁，「新生」（natality）這個詞雖然直到 1960 年代才由鄂蘭自

創，並加入《愛與聖奧古斯丁》的修訂版，但其涵義早出現於 1929 年的版本中。

在原版的《愛與聖奧古斯丁》中，「新生」的意象表現於透過基督的「道成了肉

身，住在我們中間」向我們揭示：「新的、普遍共享的社群原則」來自內在於我

們內在領域的共存關係——上帝、自我、鄰人，此原初的共存關係以鄰人之愛返

回世界，「指明了在共同體中人們共存的改變，從必然發生的、理所當然的，到

自由地選擇與充滿義務。」（A: 033353）在後來的著作中，則以奧古斯丁的 initium

來表述改變世界共存關係的行動者與行動。 

人藉由出生，成為 initium——新來者和開創者，人能開端啟新，被激勵行

動。奧古斯丁在他的政治哲學中說：「起初，人被造，在此之前沒有人。」（[Initium] 

ergo ut esse, creatus est homo, ante quem nullus fuit.）這個開端不同於世界的開端；

這不是某物的開端，而是某人的開端，這人就是開端者本身。由於人的被造，開

端的原則進入了世界本身，當然，這只是用另一個方式說，自由的原則被造於人

被造之時，而不是在人被造之前。207 

鄂蘭將行動作為開端和人作為啟新者的概念歸於奧古斯丁。上述引用奧古

斯丁原文的出處是《上帝之城》第 12 卷第 20 章。這個句子首次出現在 1952 年

的演講中，該次演講後來見諸於 1953 年雅斯培紀念文集的出版和同年的 The 

Review of Politics；1958 年，此一演講成為《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版的最後一

章〈意識型態與恐怖〉；1953 年稍後，鄂蘭在〈理解與政治〉（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中提到這段引文，而這篇文章大抵已包括了《人的境況》中的重要主題

208。事實上，自 1953 年起，這段出自《上帝之城》的引文便經常出現在鄂蘭的

著作中，甚至被學者稱為「總是出現在關鍵脈絡中的護身文句」（talisman phrase 

                                                       
20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77. 
208 Arendt, The Essays in Understanding,1930-1954, p.307-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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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occurs in key context）209。然而，必須承認的一點是，這段引文並未出現

在《愛與聖奧古斯丁》中，即使她最後將其併入 1960 年代最後的修訂英譯本中

210。 

「開端」（initium）的概念包括行動和行動者兩個面向，即作為開端的行動

和作為啟新者的人。這兩個面向是鄂蘭從奧古斯丁思想中所讀出（read out）或

是將自己的問題讀進去（read into）呢？事實上，雅斯培曾針對她的博士論文如

此評論道：「她一直沒有迴避提出一些並不存在於文本中的奧古斯丁的說法。」211 

儘管鄂蘭對該段引文的理解超出了奧古斯丁212，但她確實將這兩個面向讀入了她

自己對奧古斯丁該段落文本的詮釋。在奧古斯丁原文中，開端是為了反駁當時流

行於新柏拉圖主義的哲學家和異教的神學家之間的「永恆的回歸」（eternal 

recurrence）的概念所提出，奧古斯丁強調，上帝能夠創造從未創造過的新事物；

其次，在該段落中，依照奧古斯丁的原意，啟新者是基督，是聖言。然而，鄂蘭

卻將這兩個想法抽離其脈絡，進而與她自己對人類自由的反思結合：首先，相應

於奧古斯丁對「永恆的回歸」的回應——鄂蘭認為，開端蘊含著自由，意指人類

事務不受限於因果律的可預期性，且必須與生命過程的必然性脫鉤；其次，相應

於奧古斯丁認為基督是啟新者——鄂蘭認為，在所有存有者中，唯有人具有啟新

的能力。鄂蘭在《精神生活》中援引奧古斯丁的觀點，指出自然物的受造是

principium，但人的受造是 initium，這兩個概念指出人的雙重性：既是被造，又

具有主動的創始能力；就人作為受造的自然生命而言，他「發生在這世界裡，就

只能是一個相對的開端（relatively first beginning）」，但仍是一「絕對性的開端，

不是在時間上，而是在因果性上」，他能夠在事件中給出一個絕對的開端，開始

                                                       
209 Jean-Claude Eslin, “Le pouvoir de commencer. Hannah Arendt et saint Augustine,” Esprit 143 

(October 1988): 148. 轉引自 Stephan Kampowski,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New Beginning, p. 

46. 
210 Cf.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 55. 
211 Arendt and Jaspers, Correspondence 1926-1969, p. 690. 
212 Stephan Kampowski,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New Beginning, p.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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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無限的（in infinitum）的自然後果。鄂蘭稱為「（人之）自由的相對地絕

對自發性」（freedom of a relatively absolute spontaneity）。 

人是 initium，他是以新來者的姿態進入複多的世界，而他本身也由複多性

構成。他既是開端（arche），同時也具有目的（telos），此一 telos 是內在於人之

中的 imago dei（神聖形象）。奧古斯丁以人的靈魂結構——記憶（memory）、理

智（intellect）、意志（will）來類比神聖的三一（聖父、聖子、聖靈），鄂蘭則以

思考、意志、判斷作為人的內在三種心能，當人撤離表象世界，返回內在領域時，

他意識到了內在的複多性，鄂蘭試圖藉此來闡釋「共存作為人的存有學構成」213。 

職是之故，intinum 作為人的受造原則，標示著人的創始能力蘊含於內在的共存

之中，並且在外在的共存中展開214。換言之，從人的被造來看，人是由複多性的

共存關係所構成，也以複多性的共存關係顯現於政治世界中，前者涉及行動者，

後者涉及了行動，即 initium 的兩個面向。 

首先，我們先論述「開端」的行動面向：協同行動。 

鄂蘭承繼了海德格對自由的理解，將自由（此有）視為行動「宛如深淵般

的根基」（abyss-like ground），拒絕由理性、自然或甚至推論理性所提供的標準，

試圖在沒有根基的情況下思考政治行動和判斷。行動與判斷的無根基性

（groundlessness）（缺乏任何扶桿及或許可能告訴我們如何行動與判斷的超越的

衡量標準）貫穿鄂蘭的作品之中。這個主題首先出現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

於「人類權利」的懷疑，隨後在她反省現代傳統的崩塌和權威的喪失中更加顯著，

而這個主題也提供其在未完成作品中論判斷的本性的背景。我們可以說她的作品

是在後形上學時代針對行動與判斷的問題做出擴展性的沉思。從這個角度看，鄂

                                                       
213 關於內在的共存，我們將於第四章中繼續論述。 
214 鄂蘭引用奧古斯丁的《論三位一體》，認為「友誼」是內在三一互為表述關係（mutually 

predicated relatively）的範例。她也認為，友誼中的平等化會讓人們變成共同世界中平等的夥

伴，一同建構出共同體，並述及亞里斯多德的結論是，將共同體聯合起來的，似乎是友誼。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98. Cf. Arendt, The Promise of Politics,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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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將行動和判斷的根基「連根拔除」（uprooting）毋寧是對於「權威者」概念的

深刻敵意，此一「權威者」概念認為，理性或理論能夠為行動確保一個超越政治

的根基。鄂蘭視人對根基的渴望乃是為了解除自己身上自由的「重擔」，以及免

去自己去思考與判斷的需要215。然而，儘管自由的無根基性與行動的創始性結合

是鄂蘭對治極權主義的藥方，但卻令人心生不安。 

《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她曾言簡意賅地說道：「開端在變成歷史事件之前，

就是人的最高能力；從政治的角度來說，它與人的自由是一致的。」216令人不安

的是，如果行動意味著創始、開端的話，那麼，個人或少數人的單獨行動造成極

權主義的意識型態與恐怖又該如何解釋？為了解決少數人統治及自由的無根基

性問題，鄂蘭特別強調政治自由是發生在多數人之間：「言說與行動發生在人們

之間……」，即言說與行動都與這個「之間」有關217。因此，可以說，沒有複多

性，就沒有政治自由。這個世界性的、實際的自由不同於哲學家們所預設的「意

志自由」（freedom of the will）：「（哲學傳統）透過將自由概念從其原初的領域——

一般人類事務的政治領域轉移到內在的領域——向『自我省察』（self-inspection）

開放的領域，已經扭曲（而非釐清）了在人類經驗中被給予的自由概念。」218 

政治自由的存在不但歷史地先於哲學傳統對於內在自由的偏見，而且這樣

的自由要求「與其他人同行」及「與他們相遇的共同的公共空間」——一個政治

地被組織的世界，換句話說，每一個自由的人都可以透過言說與行為投入這個世

界219，針對共同世界的公共事務進行商議，為不確定的共同未來賦予確定性。在

此我們發現了本論文一開始所述，海德格式主題的徹底轉化。海德格試圖將其對

於自由的存有學理解與在西方傳統中一直根深蒂固的意志自由鬆脫。海德格曾言：

                                                       
215 Villa, Arendt and Heidegger: The Fate of the Politica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116. 
216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p. 479. 
217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82. 
218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43. 
219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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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本質原初地不與意志（will）或人類意願（human willing）的因果性相

關」，就這方面來說，海德格與鄂蘭是一致的，但海德格強調這一點的原因在於，

他主張自由的本質與存有的命運與顯現有關：「自由是命運的領域，（存有的）命

運在被給定的時間，依其方式，開始了顯現」（Freedom is the realm of the destining 

that at any given time starts a revealing on its way.）220不同於海德格總是回到存有

與此有的問題上，鄂蘭的政治思考往前推進一步：當存有的命運在某個時刻顯現

時，人類複多性和人類行動如何回應，自由的原初經驗是政治的經驗，是人類協

同行動，開創自身命運的經驗。此一政治自由的原初經驗並非任意的，其前提是

透過制定制度來保障政權的平等：「政權平等（Isonomy）保障了平等（isotes, 

equality），但這並不是因為所有人都生而平等或受造平等，相反地，是因為人的

本性（physei, by nature）並不平等，因此需要人為的制度—城邦，藉由其法律或

規範（nomos）來使其平等。平等只有在這個具體的政治領域中才可能存在，在

此，人們作為公民彼此相遇，而不是作為私人。」221 鄂蘭或許對希臘城邦的理

解帶著理想化的色彩，但是重點在於，她強調在政治共同體中創造複多人們之間

互惠的、對等的平等超過她對希臘城邦國家的理解。唯有每個人在政權上是平等

的222，人們才能以政治平等者（political equals）的身分進行互相論辯，政治可以

排除統治——不論是個人、群體或階層的統治——或許聽來有些弔詭，但是鄂蘭

對於立基於複多性的政治的了解，只有在她談到城邦——在無統治（no-rule）的

條件下公民們共同生活——時才顯得更為清楚。 

「開端」的行動者面向——人作為啟新者：歷史性的存有者。 

在《上帝之城》中，initium 原指基督。對照《愛與聖奧古斯丁》的若干描

                                                       
22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48.. 
221 Arendt, On Revolution, p. 23. 
222 鄂蘭區分社會平等和政治平等，並且論述此兩者不可混淆。她認為社會平等會引導至一種壓

抑性的常態化，夷平（leveling）了有創造力的差異性，腐蝕了複多性的可能基礎，因為複多

性要求個別性和自發性。在鄂蘭的政治理論中，保障政權的制度被歸屬於製作活動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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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我們發現，鄂蘭似乎將奧古斯丁「人可以透過仿效基督為社群的共存帶來

更新——透過仿效基督，成為開端」的神學觀點直接轉化為人是開端，這無疑

是相當大膽地對「道成肉身」的神學觀做了哲學的詮釋。接下來，我們將嘗試

論述人如何能成為啟新者。 

作為「人存在最為一般的境況」，「有死性」和「新生」是偶然的、不確定

的，如此這般存在的偶然性及存有的深淵或無根基性（ the abyss or 

ungroundedness of Being）標示著人的有限性（finitude），卻也指向人的「不被

限定」（in-finite）——人的可能存有。不同於傳統形上學，在「無限」的脈絡

下對「有限」進行理解，傾向於認為「無限」是永恆的、不變的，如此，「有限」

便等同於時間與變動。在這個傳統中，「有限」是一種剝奪，「無限」則代表滿

全和完美。然而，當面對「無限」時，「有限」的存在經驗卻作為一種指引

（indication），指向「有限」並非完全被限定，在這一點上，我們承繼了神學傳

統的遺緒——關於「無限」的思考或經驗並未隨著上帝之死而消失。換言之，

我們在經驗自身的限制（limits）時，與「有限」遭逢，但是我們之所以經驗到

這些「限制」，是因為我們想要越過它們，正因如此，我們與之抗衡。進一步而

言，使我們成為有限的，是時間，我們在時間中隨時面臨因死亡而消無的威脅，

然而，使我們「不被限定」的，卻也是時間，因為我們是在時間中開創可能性，

並非在永恆中。 

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揭示時間意識使人成為存有，或是「能在」，

亦即時間的視域賦予人存有的意義，他徹底化對「時間性」（Zeitlichkeit, 

temporality）的了解，強調人將自己向死亡投企，因此，預趨於死亡的存有是

「成為時間的」（being temporal）最初樣態。向死亡投企的存有可能性是以未

來（Zukunft）為主要視域，預趨的決斷由迎向死亡（未來）回向已是的被拋，

從而把自己帶入現前的「處境」（Situation）。在此一過程中，如此這般被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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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wesen）和現前（Gegenwart）所烘托的未來（gewesend-gegenwaertigende 

Zukunft）所統整的現象，海德格稱為「時間性」。在時間性的基礎上，海德格

論述了此有的歷史性。由存在觀點而言，出生並不完全屬於過去，死亡也不完

全屬於未來，當人謎樣地進入世界中，除了預趨於死亡之外，人也向「出生的

存有樣態」伸展，海德格稱此為「被伸展的自我伸展之特殊動態」（Die spezifische 

Bewegtheit des erstrekten Sicherstreckens），意指「被伸展」的被拋，在預趨於

死亡的「自我伸展」中接受被拋性223，預趨的決斷接受此有被拋的「遺產」或

被給予性，承擔起一己的命運（Schicksal），和與人共同的命運（Geschick）224。 

大體而言，鄂蘭承繼了海德格對「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 historicity, 

historicality）的理解，即「歷史性」是人存在的基本特徵，人在理解過去時，

也融入了他們對當前及對未來的可能性的理解，可以說，關於過去的意識構成

部分的自我。雖然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用了大部分的篇幅處理被拋向死

亡的存有，但他對於被拋於世的評價卻可以用來說明「新生」：被拋於世使我們

成為歷史的存有者，這要求我們透過決定（或者不決定）如何接受前人所流傳

下來的一切來回應。如果死亡讓我們脫離世界，不論是進入天堂或地獄、遺忘

或成為已是，出生卻是將我們引入不是出自我們所造的世界和我們不可能參與

造作的過去。職是之故，行動的創始性無法與被拋的歷史性脫鉤。鄂蘭的歷史

思考（historical thinking）迴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或是康德式的看法，即歷史是

朝向完美或圓滿前進。鄂蘭的歷史思考方式是，讓歷史現象透過時間向被動的

而非超越的觀察者顯現自身225。「開端」的兩個面向指向了歷史性與創始性，因

為人是開端，人是在時間中創始。 

                                                       
223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 375. 
224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s. 385. 
225 O’byrne, “Philosophy and Action: Arendt”, in Natality and Finitude, p. 80; Jacques Taminiaux, “Bios 

politicos and bios theoretikos in the phenomenology of Hannah Arendt,” trans. by Dermot Moran,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Studies 4:2 (September 1996): 21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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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這一點上，人類事務領域蘊含著原初的驚奇。在人類事務領域中，

總不斷有新來者加入，不斷引發無法預期、不可逆的自發性行動，我們面對著未

知的命運，也面對著無法改變的過去。鄂蘭呼籲，本真的政治哲學必須面對此一

原初的驚奇，因為它緊密連結於行動的自發性與人的歷史性： 

本真的政治哲學最終不能只出於趨勢的分析、部分的妥協和重新詮釋；它

也並非出自對哲學本身的反抗。就像所有其他哲學的分支一樣，政治哲學只能源

自於原初「驚奇」（thaumadzein）的驚嘆與不可思議，從而產生探詢的衝動（亦

即相對於古代的教導），試圖了解人類事務與人類行為的領域。226 

在對傳統形上學的批判中，海德格觀察到「驚奇」的創始性格的沉淪，但

他對於本真驚奇的基本性格，即對於投入「能夠創始」的情韻感染狀態幾乎毫無

察覺，他將驚奇的沉淪狀態等同於不斷追求新鮮的好奇心，卻未注意到另一種被

畏怯（Scheu）所貫通感染的「能夠創始」和「獻身投入世界」的本真的驚奇227，

它開展於人類事務的領域（政治世界）。此一本真的驚奇是面對無法通達者所產

生的好奇心和畏怯，前者是一種對事物的主動朝向，然而，面對事物本身不可通

達的不確定性，好奇心為畏怯所滲透，表現為一種克制自持與尊重，黑爾德以此

來詮釋面對政治世界的不確定性而有的尊重與畏怯的情韻。政治世界是人類事務

的領域，不可通達者除了待商議、無法交由專家解決的公共事務本身之外，更重

要的是，協同行動的人們。人作為啟新者，同樣被畏怯的驚奇所貫通，此乃來自

於時間的恩賜——面對時間，人總是被動的，人無法掌握自己的未來，也無法決

定自己的被拋。然而，也正是因為這種面對時間的驚奇，激起人的好奇與畏怯，

轉為一種「能夠創始」、「獻身投入世界」的高昂情韻，即「新生」的強調。就這

一點來看，人之所以「能在」（Seinsmoeglichkeit），以行動來創始，是因為人有

時間意識——人是歷史的存有者。人因其時間性而成為有限的、歷史的存有者，

                                                       
226  Arendt,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445. 
227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一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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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因為時間的饋贈而超越其有限性。 

就「開端」的行動者面向而言，一如出生揭示了孩子，行動乃揭示了行動

者，或者正如一般所言，行動是自我開顯（self-disclosure），惟所開顯者，並非

個人主義式的、向未來擘劃虛構圖像的自我，毋寧是具有歷史與世界意識的自我；

就「開端」的行動面向而言，乃指超越事件的因果性連結，創始新開端。若我們

將這兩個面向結合起來，可以說，行動的創始無法脫離啟新者所處身的世界與歷

史處境。鄂蘭的「開端」概念引起許多誤解228，批評者多將其與海德格在極權主

義中的迷誤相連結229，進而認為她歌頌「永恆的革命」，及由不平凡的個人「以

自身為法律」（a law unto themselves）所展現的不受限的「偉大」行動，然而，

這卻正是鄂蘭對海德格的質疑。鄂蘭認為，海德格的此有是高大的自我，在預趨

於死亡中做出決斷，藉由投企的行動從「無」中生「有」，「死亡」是海德格哲學

的核心概念，未來的時間視域統一了此有的存有樣態； 不同於海德格，鄂蘭所

強調的「開端」，卻是在相互共存中展開。 

行動本身作為開端，雖是指向未來的某個時刻，但行動者卻是宛如羅馬的

雙面神祇般，同時面對著過去與未來，「過去」構成了行動者自我的一部份，是

以，行動不是由無生有的啟新，「過去」是「未來」的潛隱狀態，「未來」是行動

者對「過去」的更新。換言之，「開端」的創始義不能脫離過去共存的經驗——

過去的傳統、文化等，即政治的創始是從人類共存的過去中被實現出來的：「行

                                                       
228 自 1951 年《極權主義的起源》問世，漢娜‧鄂蘭逐漸為美國公共知識份子所熟知，支持者

有之，批評者也所在多有。支持者讚賞她對人類行動的高度肯定，批評者憂心其政治理論落

入菁英主義、英雄主義、永恆的革命、道德虛無主義、相對主義、虛無主義…，尤其她與「納

粹份子」海德格的思想關聯，更是令批評者感到不安。持此一立場的人有：Thomas Pangle、

Luc Ferry、John Gunnell、Sheldon Wolin、Berkowitz…等。Scott & Stark, Heidegger: Arendt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in Love and St. Augustine, p. 173-177. 
229 Thomas Pangle 指責鄂蘭為海德格學派的間諜，長期潛伏在美國，以德國虛無主義的腐蝕性，

破壞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Pangle 的觀點是最為極端的攻擊，隨著 Pangle 的高度影響力，他

的看法被普遍接受，Ferry、Gunnell等在 Pangle的進路下繼續對鄂蘭展開質疑。Pangel, The Spirit 

of Modern Republicanism, p. 48; Ferry, The System of Philosophies of History, p.5; Gunnell,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e Alienation of Political Theory, p. 9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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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為開端，相應於新生的事實，……是新生（natality）的人之境況的實現

（actualization）。」人總是在嶄新與平常、驚愕與習慣之間懸浮擺動，此乃人類

存在的時間性之特性230。在既承繼過去又眺望未來的當口，一如黑爾德所言，來

自「未來」與「過去」的時間的雙重恩賜為政治世界的興起提供了條件：「時間

既讓對某項行動適合的機會來臨，又在無需我們任何作為，單純地通過胡賽爾所

謂的習性化的被動性，讓行為方式「沉降為」倫理的共同習慣，由此使這種行為

的共同性成為可能。」231我們無法預期行動的結果，也無法預期他人的行動，這

使我們對諸如此類的不可通達者懷著一份好奇與畏怯，而這份好奇與畏怯則轉為

政治世界中的尊重。現代社會中絕大多數事務由專家來決定，專家政治的取向是

工具性的指引，然而，卻只有在遇到不可決或有疑義的公共事務時，本真的政治

才出現。在商議的過程中，因著上述情韻的牽引，對自己，我們願意謙卑自抑，

對他人，我們不吝給予尊重。行動等待時間所給予的適當機會來臨，而行動者則

面對嶄新平常、驚愕與習性，要改變還是不要改變，在兩造的拉扯間，對未來的

共識是建立在過去的共通性之上。 

如此看來，相對於海德格強調未來的時間視域，鄂蘭似乎更強調「過去」

的時間視域。然而，這並非是說未來是過去的複製、歷史是循環的，抑或是「未

來」是被習性化所決定。因為人是獨特的存有者，我們每一個人都隸屬於一種「活

生生的存有者所處的弔詭境況：雖然是表象世界的一部分，卻擁有一種能力……

思考的能力，使心智能從世界撤離，卻又不完全離開或超越表象世界。」232在《精

神生活》中所揭櫫的思考能力是人能夠超越境況，不為境況所限的能力，此一能

力被鄂蘭視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的能力。思考活動解構既定的風俗習慣，重

新賦予習性意義，使「過去」重新發用，不是以一種重複的方式，而是以一種完

                                                       
230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二三二。 
231 黑爾德，《世界現象學》，頁二三三。 
232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p.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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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的新的方式。換言之，習性的共通性使行動的共同性成為可能。關於這部

分，我們將於下一章節中繼續論述。 

總的來說，開端」的行動面向蘊含了主體際的「之間」：不論是自我的開顯

（用亞里斯多德的術語來說便是「實現」），抑或是行動的創始，都在人我之間進

行；而其行動者的面向則蘊含了時間義的「之間」：協同行動者的過去與未來。

不論是空間義「之間」或時間義的「之間」都蘊含了共存——「新生」。簡言之，

創始的行動更新了原有的社群共存關係。 

鄂蘭以「新生」來回應海德格的「死亡」，以共存的關係來回應孤獨的此有：

當海德格認為，死亡是我最屬己的可能性，死亡不被關係所決定時，鄂蘭的「新

生」概念卻指出，儘管一個人可能獨自面對死亡，但在他出生時，卻至少有另一

人存在。「因此，當我們選擇死亡作為有限性的密碼，一如海德格在《存有與時

間》中對死亡所進行的了解，死亡便個別化了我們；反之，新生卻揭示我們的存

有乃是在關係之中。」233 

行動作為「實現」與行動作為「開端」並不衝突，兩者同時出現在《人的

境況》中，一如卡諾凡（Margaret Canovan）所言，《人的境況》的行動論反映出

鄂蘭反思行動概念的過程性。但即使如此，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愈到後期，鄂蘭

愈強調行動作為開端，乃至於「協同行動」的重要性。此外，必須一提的是，儘

管「實現」與「開端」的概念分別來自亞里斯多德和奧古斯丁，但鄂蘭在使用它

們的時候卻是超出其脈絡的，因此，亞里斯多德形上學的目的論傾向並未在行動

論中出現，奧古斯丁思想的神學成分也被人存在的事實性所取代。 

（3） 行動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期性：寬恕與承諾 

行動既是在主體際之間進行，行動的過程便涉及無數不確定、偶然的因素： 

每個人都經由言行對人類世界的切入而開始了他的生活，但沒有人是他自

                                                       
233 O’byrne, Introduction: Sophocle’s Wisdom, in Natality and Finitude,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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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故事的作者或是製造者。換言之，故事作為言行的結果雖然揭示了某個行為人，

但這個行為人不是這個故事的作者或製作者。某人開始了一個故事，他在雙重意

義上是這個故事的主角：既是它的行動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沒有人是故事的

作者234。 

正如鄂蘭所言，生產過程的力量會因為產品的完成而結束，但行動過程的

力量卻不會在一個單一的行動中耗盡，相反地，它會隨著行動的後果加倍而加倍；

在人類事務領域裡，持久存在的是這些過程，它們無限地持久，像人類本身一樣

持久，不受物質消亡或個人生命終結的限制。我們從來不能對任何行動的後果或

結局做出確實預測的原因，僅在於行動沒有終結。單一行動的過程甚至能一直持

續到人類自身走向末日的那一天235。也就是說，我們無法預期單一行動何時會結

束，它會衍生什麼樣的後果，哪些人會加入，哪些事件會被引發，如此，行動本

身便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的重負，但弔詭的是，行動過程正是從不可逆性

和不可預見性的重負中汲取力量，亦即正因為行動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新

的行動被引發出來，它們分別賦予行動過程不同的力量：寬恕是相應於不可逆性

的行動，而承諾是相應於不可預見性的行動，前者是繼續共存之可能性的條件，

後者則作為共同體的基礎。承諾與寬恕是鄂蘭最常舉的兩個行動的例子：它們都

存在於鄂蘭稱之為行動的「言說與行為」獨特的結合中。 

要把行動從它所開啟的過程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預見性中解救出來……要依

靠行動自身的一種潛能。對於不可逆性，即儘管一個人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他所

做的事，他也不能取消他曾經做過的一切，擺脫其困境的可能的拯救之道是寬恕

（forgive）的能力。而對於不可預見性，對於未來不確定性的拯救，則包含在做

出承諾和信守承諾（promise）的能力中。這兩種能力互相從屬，因為寬恕用來

取消過去的行為……，以諾言的方式約束自己的承諾，則用來在不確定的海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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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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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些安全的島嶼，否則在人際關係中間就不存在任何長久的，更別提持存的

東西了236。 

對鄂蘭而言，寬恕是繼續共存之可能性的條件。值得一提的是，對鄂蘭而

言，寬恕只能遮蓋「過失」卻無法遮蓋「罪孽」（skandala）或根本惡，人之所以

願意寬恕，是因為認為犯錯的人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對於過失的寬恕是必要的，

因為行動的結果無法被預見。我們的行動將我們捲入從來不曾想過或無法預期的

結果，如果沒有寬恕與被寬恕的可能性，我們可能會企圖控制單一行動的結果，

而被束縛在一個我們永遠無法補救的單一行為上，那將輕易地佔據我們所有的生

命：「如果不是寬恕讓我們擺脫我們所做事情的後果，我們的行動能力就會被束

縛在一個我們永遠無法補救的單一行為上；我們就永遠是其後果的受害者，像沒

有咒語就不能打破魔咒的魔法師學徒一樣。」237 行動總是在關係網中發生，並

且總是創造新的關係，就其本性而言，行動總是造成某些人的困擾或麻煩。因此，

對鄂蘭而言，就其引起困擾或麻煩這層意義而言，過失是行動的本性。因此，唯

有寬恕過失，行動才可能繼續：「過失是日常生活中常有的事，是行動在一個關

係網內不斷建立新關係的本性使然，因此它需要被寬恕，被放下，以便人們可以

從他們在無知狀況下所做的一切中解脫出來，使生活得以繼續下去。人們只有通

過不斷地相互寬宥，才能從他們的所作所為中解脫出來，保持自由行動者的身分；

人們只有經常願意回心轉意和重新開始，他們才配享有如此偉大的一種權力，以

便開始新的東西。」238 

對鄂蘭而言，較諸慷慨或友情等行動，寬恕是政治的必然性條件。只有當

我們彼此寬恕之時，我們才能繼續行動或生活在一起。換言之，寬恕是有意地中

斷惡的行為或一個被視為攻擊性的行動所帶來的無限可能結果，很明顯地，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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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情況下，人們不會把寬恕視為珍貴的情感或是倫理的選擇，而毋寧是將之視

為公共的或「政治的」姿態，對人們共存於社會而言，是必要的239。 

雖然寬恕是為了人們共存於社會所必需，但那些企圖廢除人之複多性的罪

行卻無法被寬恕。那些不願意與他人共享世界的人不能期待自己被寬恕，因為寬

恕的前提是人之複多性。如果在一個共同的世界中生活與行動，寬恕是必須的，

那麼，那些想要透過破壞人類事務領域，進而放棄這個共同世界的人——犯了「罪

孽」（skandala）或根本惡的罪行者，便不能被寬恕。 

至於承諾，從羅馬人開始，許多世紀以來，各種契約理論都證明了承諾的

力量處於政治思想的核心地位。承諾和信守承諾的必要性來自於未來的不可預期

性，而不可預見性具有雙重來源：「它出自『人心的黑暗』，亦即，人基本上是不

可靠的……；同時，不可預見性的另一方面在於，在一個由平等者組成的，每個

人有同等行動能力的共同體內，不可能預見一個行動的後果。」240對鄂蘭而言，

承諾使行動者聚集在一起，讓權力（power）出現：「當人們聚集在一起和『協同

行動』（act in concert）時，就產生權力（power），一旦人們離開，權力就消失。

這種使他們保持在一起的力量（force）是相互承諾或相互訂約的力量，既有別於

他們聚集在內的顯現空間，也有別於使公共空間得以存在的權力。」241 

換言之，承諾是一種讓人們聯結在一起的力量，而人們之所以承諾，並不

是因為有著相同的意志，而是出於對共同目標的追求而彼此承諾，以此作為共同

體的基礎。 

一個政體的主權把人民聯結並維繫在一起，靠的不是魔法般鼓動所有人的

一種完全相同的意志，而是靠一個共同同意的目標，正是因為這個共同目標，承

諾才是有效的和有約束力的。這個時候主權清楚地顯示出一種無可爭議的優越性，

                                                       
239 Stephan Kampowski,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New Beginning, p. 40. 
240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244. 
241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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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於那些完全自由，不受任何承諾和目標所約束的個人，這種優越性來自驅散未

來不確定性的能力，即它彷彿真的奇蹟般地大大擴展了權力起作用的範圍。」242 

與勞動和工作不同，行動並無外在的目的（ateleis）。人們勞動是為了確保

維持生計所需；工作是為了產生使用物，並創造一個穩定的世界。相對於勞動和

工作，人們言說和行動只為了確認自己的存在，分享他們的觀點，實踐他們的自

由，開顯他們自身，改變這個世界。這些活動並不是善的生活（good life）的手

段，而是其本質的構成的一部份，因為從事這些活動便是實現人存在的最高可能

243。從這一點來看，承諾的被給予與信守不只是達到目的之手段，而是善的生活

有意義的、構成性的部分。 

對鄂蘭而言，行動的目的在其自身，但是行動自身的目的不必然是行動唯

一的目的，就此而言，行動可以有其他不見得可以達到的目的。因此，寬恕與承

諾這兩種行動，雖然具有維持繼續共存及凝聚共同體的外部目的，卻並不與「行

動自身具有目的」衝突。承諾本身就是善的生活有意義的、構成性的部分，寬恕

本身則總有故事可說，就其自身而言，承諾與寬恕都是有意義的：「言說與行動

與希臘人理解的政治緊密相關，而這兩種活動的確總是可以講成一個連貫的故事，

無論單個的事件或原因是多麼的偶然或意外。」244 

承諾自古便居於政治思想的核心地位，而寬恕，或許是因為其宗教背景，

或許是對它的發現總是伴隨著愛，人們一直以為它在公共領域中不具有現實性或

難以進入公共領域。但鄂蘭卻指出：「這兩種能力（寬恕和承諾）都依賴於人的

複多性，依賴於他人的在場和行動……」245。寬恕和承諾的能力在政治中的作用

便是確立於一套有別於柏拉圖統治概念中固有的「道德」標準的指導原則。柏拉

圖的統治者身分的合法性是建立在對自我的統治上，從我與自我的關係中取得指

                                                       
242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245. 
243 Parekh, Hannah Arendt and the Search for a new Political Philosophy,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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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原則，此一指導原則同時也合法化並限制了加諸於他人身上的權力。如此一來，

與他人關係的對與錯，便取決於對自我的態度，最後整個公共領域都被以「大寫

的人」來看待，被以個人在思想、靈魂和身體的恰當秩序來看待。然而，「從寬

恕和承諾的能力中所引出的道德法則，建立在無人能僅憑自身就擁有，而是完全

依賴於他人在場的經驗。」246 寬恕與承諾作為言說與行動，本身即具有目的，

其意義在於這兩種活動揭示了人類事務中，主體際之間可被不斷傳說的故事；而

就其外部目的而言，它們在維持共存與凝聚共同體方面，為政治生活的共存、公

共自由的體現提供了條件。 

最後，我們再回過頭來看本論文一開始的表述：基礎存有學—此有—哲學

的自由，對應於政治存有學—共同此有（共存）—政治的自由，並做一總結。從

基礎存有學的觀點看來，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對周遭世界工具性行為的超越上，蓋

因工具性行為本質上的不安使人的存有陷溺其中，唯有對其進行超越，世界的意

義才能對此有開放。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海德格的方法進路是死亡存有學，透過

面對死亡的覺醒，人超越了「常人」狀態，存有在「此」的敞開域得到澄明，此

有便是自由。鄂蘭面對的問題是，我們所處身其中的共同世界被追求自然生命必

然性的欲望所滲透，世界的穩定性崩解，現代性社會的本質是世界疏離，哲學對

此不是無力於回應，便是以理論製作來加速此一偽自然的自然成長，職是之故，

極權主義的恐怖不是上個世紀災難的原因，而毋寧是世界疏離的極致。同樣面對

人的自由與世界的開放性的問題，鄂蘭認為，唯有複多的政治行動能使共同世界

潛隱的複多性被開啟，當彼此共存的政治世界向度被開啟的同時，人的獨特性、

個別性便隨著政治自由的體現而顯現。 

第四節 小結 

本論文從「共存」概念來闡釋鄂蘭的政治存有學，論述其「共存」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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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面向：政治世界的共存與政治生活中精神的共存，本章主要論述政治世界的

共存。「共存」由海德格所提出，在《存有與時間》中，「共存」與「在世存有」

以原初的方式屬於此有的存有學構成。海德格稱他人或其他此有的存在為「共同

此有」（Mitdasein），此有的世界是「共同世界」（Mitwelt）。「此有在本質上是

共存」，是海德格他人問題的出發點。由於此有本質上是共存，因而即使一個人

「單獨存在」（Alleinsein），也是一種共存，單獨存在是共存的不在場樣態。作

為共存的此有是與他人「相互共存」（Miteinandersein），此有與他人在相互共

存中相互遭遇、相互對待，換言之，相互共存是諸此有本真的在世存有狀態，但

他們之間似乎並未涉及互動、溝通。這是因為儘管海德格論及相互共存，但卻仍

採用他論述此有的方式，即海德格是以此有來設想他人，因此，此有與他人無別。

換言之，此有無法辨識他人，他人也無從辨識此有，共同世界中的共同此有無須

向他者顯現自身，其相互共存並不涉及向其他此有表象、溝通的必要，至多只停

留在對自身存有的領會和對他人領會他自身存有的尊重。「共存」作為此有的存

在論構成，形式意義大於實質意涵。 

鄂蘭認為海德格意義下此有的本真存有，其「屬我性」（Jemeinigkeit）雖然

涉及自我、他者、世界的關聯，但其「屬我性」的概念仍然會落入兩個問題：（一）

此一概念並未外部空間化，世界中的他人無從知道我對世界的看法；（二）自我

仍然是宛如單子的存在。鄂蘭將海德格的「共存」概念朝兩個方向深化，首先，

就存有者的層次而言，她將「屬我性」外部空間化為公共領域的自我表象，共同

此有之間的相互共存顯現為公共領域的論辯、溝通，透過論辯、溝通所達致之協

同行動表現為一種本真共存的模式。其次，就存有學的層次而言，鄂蘭試圖闡釋

「共存」作為存有學構成的意涵。她以加圖所言：「一個人從不比他什麼事都不

做的時候更活躍，從不比獨處時更不寂寞……」來詮釋海德格的「單獨存在」

（Alleinsein）也是一種共存」。在《精神生活》中，她以奧古斯丁式的回返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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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來揭示一種內在共存的模式，思考、意志、判斷三種心能的運作聯結於外在

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類比於政治生活，透過政治行動，內在的複多性轉化為外

在的複多性。 

本章先行揭示海德格「共存」概念的不足，再論述鄂蘭如何將本真的在世

共存理解為政治世界的協同行動。一如海德格分析此有如何沉淪於常人狀態，鄂

蘭分析現代社會的世界疏離，所不同的是，海德格強調在世無家可歸之可怖性所

帶來的覺醒，使此有做出「願有良知」的決斷，對世界進行超越，鄂蘭則是強調

透過行動，將共同世界的複多性從隱到顯地開啟，公共領域即為透過行動所開啟

的政治世界向度，相對於共同世界而言，公共領域是由行動所開展而出的複多性

所構成的動態關聯。 

鄂蘭的行動理論至少包括兩種不同的思想資源，即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

和奧古斯丁的「開端」。鄂蘭對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概念採取了狹義的詮釋，即將

實踐理解為政治領域的行動，但她並非未經批判地接受了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實踐

觀點。鄂蘭認為，亞里斯多德雖然意識到柏拉圖對人類事務領域的扭曲，但他仍

然保留自然的合目的性的立場，賦予沉思生活優越性，這使得亞里斯多德將自然

與人類事務領域同化，此一同化不僅混淆了必然性與自由的界線，尤有甚者；這

使得亞里斯多德政治哲學表現出不一致性：他對「平等」公民之間的關係採取一

種階層式的、權威的理解。對亞里斯多德而言，目的是先給予的，人只是行動去

「找到」（find）目的，而不是「構成」（make）目的。鄂蘭認為，以目的論為架

構的亞里斯多德行動概念貶低了人類事務的領域，人的行動在目的序列中只是使

最高善完滿的工具。鄂蘭賦予人類事務領域尊嚴，保有行動的自主性，她將行動

理解為實現，其目的在其自身之內，而不在其自身之外。 

鄂蘭以奧古斯丁的「開端」來標示行動的創始性。「開端」的概念包括作為

新開端的行動和作為啟新者的人。就行動的面向而言，新開端蘊含著自由，意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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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事務不受限於因果律的可預期性，且必須與生命過程的必然性脫鉤；其次，

就行動者的面向而言，在所有存有者中，唯有人具有啟新的能力。鄂蘭在《精神

生活》中援引奧古斯丁的觀點指出，自然物的受造是 principium，但人的受造是

intinum，這兩個概念指出人的雙重性：既是被造，又具有主動的創始能力；就

人作為受造的自然生命而言，他「發生在這世界裡，就只能是一個相對的開端

（relatively first beginning）」，但仍是一「絕對性的開端，不是在時間上，而是在

因果性上」，他能夠在事件中給出一個絕對的開端，開始一系列無限的（ in 

infinitum）的自然後果。鄂蘭稱為「相對地絕對自發性的自由」（freedom of a 

relatively absolute spontaneity）。 

鄂蘭以「新生」（natality）來表述世界的更新。「新生」的意蘊出自奧古斯

丁，這個詞雖然直到 1960 年代才由鄂蘭所自創，並加入《愛與聖奧古斯丁》的

修訂版，但其涵義早出現於 1929 年的版本中。在原版的《愛與聖奧古斯丁》中。

「新生」的意象表現於透過基督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向我們揭示：

「新的、普遍共享的社群原則」來自內在於我們內在領域的共存關係——上帝、

自我、鄰人，此原初的共存關係以鄰人之愛返回世界，「指明了在共同體中人們

共存的改變，從必然發生的、理所當然的，到自由地選擇與充滿義務。」在後來

的著作中，則以奧古斯丁的 initium 來表述改變世界共存關係的行動者與行動。 

鄂蘭的「新生」具有雙重意涵：（一）從第一次出生到第二次新生之間，是

從自然生命的必死性到行動生命的不朽性的過程；（二）作為第二次新生的行動，

一如第一次的出生，從來不是面對死亡時的孤獨一人，而是處於有他人在場的共

存關係中。前者意味著，人是歷史性的存有者，他是在時間的流變中，對抗著終

會到來的死亡，在某個時刻選擇以行動切入世界來成就不朽性；後者意味著，作

為第二次的新生，政治的行動是協同行動，人的自由不是此有，而是共存。總的

來說，正因為人是被拋於世的時間存有者，無時無刻面臨著包括死亡在內的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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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確定性，要擺脫不確定性，唯有訴諸共存於世的共同體。在此脈絡下，行動的

創始便不是如極權主義一般虛構意識型態的圖像，而是訴諸協同行動。協同行動

是人類共存的顯現，它向未來尋求共識，以作為確定性，向過去尋求共通性，以

凝聚共同體意識。 

行動既是在主體際之間進行，行動的過程便涉及無數不確定、偶然的因素，

面對行動的不可逆性與不可預期性，寬恕和承諾是政治的必然性條件。寬恕是有

意地中斷惡的行為或一個被視為攻擊性的行動所帶來的無限可能結果，有助於維

繫共存；而承諾是出於對共同目標的追求而彼此承諾，有助於凝聚共同體意識。

就行動作為實現義而言，寬恕和承諾的目的在其自身，不論它們有無達成維繫共

存和凝聚共同體的外部目的；就行動作為創始義而言，它們提供中斷惡和協同行

動的可能性。就此而言，寬恕和承諾可說為政治生活的共存、公共自由的體現提

供了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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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政治生活中精神的共存 

第一節  前言 

對鄂蘭而言，自由乃是政治自由，意指人們在公共領域中一起行動，共創

新的開端。她對政治自由的理解是建立在古希臘時期的政治經驗之上，此經驗的

特徵是必然性的解放及公共性，就此而言，自由是專屬於政治的概念，是城邦和

公民權的展現。反觀哲學傳統中的政治思想，從巴門尼德斯和柏拉圖開始，便相

對於城邦和公民權，哲學家所選擇的生命方式——理論生活的方式247——完全相

反於政治生活的方式，自由因此無法進入希臘哲學的架構中；其次，從愛比克泰

德（Epictetus）起，首先將這種世界性的關係轉為人自我內在的關係，不受外力

干擾成為思考自由概念的主軸，接下來哲學傳統繼續將自由理解為某種發生在我

和我自己交往的經驗，外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可以說，哲學的自由所採取的

內在自由或個人自由的理解，乃相對於鄂蘭所言西方早期關於自由的政治經驗。 

但令人不解的是，鄂蘭卻在透過行動理論進行對政治自由的闡發之後，在

最後一部著作《精神生活》中，回過頭來闡述精神生活的自由，或者，換個方式

來說，在闡述人類行動生活的重要性之後，鄂蘭為何又返回沉思生活？本論文試

圖論述鄂蘭在《精神生活》中對思考、意志、判斷三種人類心能的論述並非回返

沉思生活或是哲學的自由，而是為前期所論述的政治自由尋找內在的奠基，即：

政治自由所揭示的共存，其基礎在於內在領域中存有學的共存——在人的內在領

域中，存在著原初的共存。或者，換個方式來說，正如楊．布魯爾所言，《精神

生活》之目的在於，揭示政治領域的自由與精神領域的自由之間有著類似性，思

考、意志和判斷三者之間彼此檢驗、平衡的關係就像政府的分工（branches）248。

                                                       
247 為逃避人類事務的偶然性，避入理論生活的領域，鄂蘭在《精神生命》卷二〈論意志〉中，

有較為詳細的討論。 
248 Young-Brü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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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較早期的作品，鄂蘭在此試圖論述，政治自由最終與精神自由（mental 

freedom）有關。那麼，她關於《精神生活》的寫作計畫便是建構精神生活自由

的可能性。在設定此一精神的共和時，鄂蘭被「世界之愛」（amor mundi, love of 

the world）的原則所引導，她依賴此一原則來重新安置那些精神的力量（mental 

powers），這些精神力量的扭曲已經在艾希曼身上展現無遺。 

首先，艾希曼並非被迫擔任「猶太問題」的執行者，他是出於自由選擇犯

下惡行，他所犯的惡行被定義為「反人類罪」，即違反人類共存的罪行。艾希曼

是自由的嗎？儘管他出於自由選擇做了這一切。這便引導我們思考下述問題：當

人們質疑奧斯威辛的上帝在哪裡時，艾希曼的角色——或者說，在奧斯威辛難以

理解的「奧秘」中，人性（humanity）的角色為何，同時也是這個時代的人們必

須回答的問題。鄂蘭認為，艾希曼的無思是一種精神的遺忘（mental oblivion），

此一精神的遺忘源自於缺乏一種內在的人的品質。在此，我們發現，鄂蘭似乎運

作一種善的觀念，以此來譴責艾希曼的惡。勒帕吉（Carles Lepage）認為，有一

種希伯來—基督宗教的情感在強調並引導著鄂蘭的 amor mundi，正是這種情感

影響著鄂蘭有關善的看法，並且為徹底的（或有根基的 rooted）自由提供了基礎

249。在此希伯來—基督宗教的脈絡下，對鄂蘭而言，「善」是愛與回應愛的能力，

即有能力連結於共通的人性。艾希曼正是缺乏這樣一種內在的人的品質，他雖然

「自由地」行動，卻不是活在自由中，因為他的無思讓他無法連結於共通的人性。

由此可見，自由不等於自由意志或自由選擇，自由與愛人或回應愛的能力有關，

自由與向彼此共存的他者開放的能力有關。 

由此看來，精神生活的自由是政治生活的自由的條件或內在的奠基，是理

論上的必須，這一點即使不從艾希曼的惡行來看，而僅從政治行動來看也是必須

的：意見作為言說行動，是如何被給出？意見既非未經反思的主觀成見，更無法

                                                       
249 Lepage, “Metaphysics and the Origins of Arendt’s Account of Evil and Human Freedom”, in 

Approaches to Metaphysics, p.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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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真理的宣稱相混淆，那麼，這樣一種意見或言說行動的給出，是如何可能達到？

這似乎便預設了某種介乎哲學的理論沉思與一般大眾的無思之間，另有一種相應

於政治生活的精神生活。從這一點看來，即使沒有艾希曼的審判，《精神生活》

的寫作對於鄂蘭政治理論的完整性而言，仍然是必要的。 

此外，內在共存的揭示不僅是理論上的必需，同時在其思想脈絡中更是有

跡可循，可被視為鄂蘭思想不同階段的延續。早在寫作《愛與聖奧古斯丁》的時

期，她便已開始關注內在共存的問題。在第二章回溯鄂蘭思想線索時，我們曾提

及，《愛與聖奧古斯丁》的主題是：鄰人的相關性。鄂蘭透過對奧古斯丁「自愛」

概念的探討，得出社會生活的更新與連結首先必須回返內在自我的結論：唯有回

返內在自我，才能發現超越的上帝。依據基督宗教的看法，人作為亞當的世系，

共同承擔著罪的重負，然而，因為歷史的基督降生於這個世上，與歷史的進程及

道德的系譜交會，使徹底的尋道者得以在俗世（saeculum）各種模糊的可能性中，

開啟一個新的開端，即透過基督的恩典為俗世帶來新生。在這個過程中，個人「自

身存有」（own being）的「明晰性」（explicitness）獲得顯明，並作為透過自由選

擇所形成之共同體團結的基礎（the foundation for freely chosen community 

solidarity）250，呈現「共同生活在塵世之城的自我明証性」（the self-evident living 

together in the earthly city）。換言之，透過基督的禮物——內在我們之中的聖靈

（Christ’s gift of the indwelling Spirit），自我的不確定性得到救贖，而藉由個人的

被救贖，新的社會關係得以形成。鄂蘭將此個人的「明晰性」（explicitness），與

用來描述在奧古斯丁基督宗教中所新形構成的社會關係的語詞「間接性」

（indirectness）配成一對概念251，《愛與聖奧古斯丁》的詮釋者史考特（Joanna Scott）

認為，「明晰性」和「間接性」是鄂蘭後來在美國所使用「複多性」（plurality）

一詞的內在構成成分：自我與鄰人的明晰性在內在領域中顯現，並藉由聖靈所形

                                                       
250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08. 
251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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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共存關係，重返世界，透過在世界中的行為，為世界帶來新生252。在《愛與

聖奧古斯丁》中，俗世的新生有賴於回返內在領域，而引導著此一撤離世界—回

返內在自我的動態過程的是 caritas（聖愛）。 

將《精神生活》的〈思考〉、〈意志〉與《愛與聖奧古斯丁》的思想脈絡與

概念對照後，我們發現兩者有著思想的延續性，似乎也可窺見鄂蘭思想中道德與

政治的連結問題。在《愛與聖奧古斯丁》中，被聖愛注入的自由意志（caritas-infused 

free will）成為「人的內在傾向」（inner human disposition），更重要的是，「作為

人類存在於世界上的性格」（as a character of human existence in the world）253。

進一步來說，自由意志因為聖愛的注入，脫離了「權力的意志」（will-to-power）

乃至於「壓迫的意志」（will-to -oppression）254的支配傾向，轉為向他者開放；caritas

讓人從世界出來，進入記憶（memory）的「巨大容器」（vast camps），透過記憶，

過去與未來相遇於「永恆的當前」（nunc stans, timeless present ）255，在過去與

未來之間的「空間」，人與他的過去與未來保持了批判的距離。在《精神生活》

中，鄂蘭大抵延續了這條思想線，只不過不談 caritas，只將它當成奧古斯丁神學

背景的一部份，caritas 將人從世界引入記憶的功能，則以思考活動代之；此外，

在意志、記憶（思考）之外，鄂蘭加上了判斷的心能：當人思考時，他從表象世

界的行動者轉為內在領域的旁觀者，判斷力隨之被解放出來。當我們以《愛與聖

奧古斯丁》為背景，展開《精神生活》的三種人類心能時發現，思考、意志、判

斷三種人類心能形成可被視為與政治共和相類似的精神共和，由此觀之，回返內

在領域並不同於哲學家的沉思生活，毋寧可被視為表象世界政治生活的內在奠基。

從《愛與奧古斯丁》所拉出的這條思想線索在很大的程度上有助於與《精神生活》

做一連結，儘管兩相對照、比較後，我們發現，鄂蘭並未使用 caritas 這個奧古

                                                       
252 Arendt, Love and Saint Augustine, p107 
253 Arendt, Love and St. Augustine, p. 139. 
254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61. 
255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75-78, 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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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丁的神學概念，在《精神生活》中，她是以思考活動的特性來取代 caritas 的

作為。 

楊．布魯爾認為，儘管鄂蘭最終並未完成對於判斷力的分析。不過，我們

可以推斷她試圖闡釋思考、意志、判斷這三種活動彼此之間相互制衡的關係。思

考為判斷和意志提供思想物（thought-things），以供其選擇與判斷；意志為思考

和判斷提供自我的性格（the self’s character）作為思想的對話，及判斷的無偏見、

無私和可溝通性的基礎。那麼，不論是令人愉快的還是不快的判斷，究竟提供了

什麼？對於思考而言，判斷提供孤獨中的思考所不具備的與他人的關聯，即擴展

的精神；對意志而言，判斷提供一個由批評者和旁觀者所構成的公共領域，向其

發送自己的抉擇，不論選擇令人愉悅的或是不快的，或者是討論或爭辯，經過與

（想像的）批評者和旁觀者商議後所形成的判斷，再化為行動顯現於表象世界。

判斷有助於建構公共領域，即政治自由的領域，沒有這個領域，人們就不能安全

地退到自由的思考中，人們的自由行動便無法經過討論而受到檢驗並變得人性化

256。 

既然《精神生活》所揭櫫的精神自由是表象世界中政治自由的條件，本論

文將依楊．布魯爾的勾勒，試圖論述三種內在心能之間的制衡關係，以闡明政治

自由的內在條件。然而，不同於鄂蘭先行論述思考，本論文將先由意志著手。《精

神生活》的軸心是思考，沒有思考活動的撤離表象世界，內在心能的正常運作無

從開始，人類記憶的巨大空間也透過思考來呈現，判斷力藉此被解放出來，意志

的個別性可以在判斷力所形成的公共領域中與想像的他者論辯，最終轉換成行動

者的判斷，從這個角度來看，判斷是最終的解答；但是若不透過對意志內在自我

缺陷的分析，就無法凸顯思考與判斷的重要性。 

 

                                                       
256 Young-Brühl, Why Arendt Matters? ,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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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意志 

（一）意志無能：自我分裂與衝突 

在〈何為自由？〉一文中，鄂蘭便曾指出，我們首先是在與他人的交往中意識到

自由或不自由，古代人對自由的理解首先是解放：為了自由，人必須從生存的必

然性中解放出來，但解放並不自動導致自由的狀態。除了解放之外，自由還需要

在同樣狀態下的他人的陪同，從而需要一個與他們相遇的公共空間——一個政治

上組織起來的世界，即每個自由人都能以言詞和行動切入的空間。這是鄂蘭所理

解政治自由的理想型態。「從必然性當中解放出來」、「公共性」是構成古代自由

的元素，在這當中並未涉及意志問題。即使當愛比克泰德將外在世界的「一個人

只有通過征服他人才能讓自己擺脫必然性的束縛，他只有在世界中擁有一個位置，

一個家，他才是自由的」，轉換為人在他的內在自我中的關係——沒有什麼權力

（power）比人加於他自身的權力更加絕對，人與自身搏鬥並克制自我欲望的內

在空間完全屬於他自己——時，自由的概念仍然與權力有關，即與 I-can 有關，

而與意志無關。意志的問題進入哲學史，成為主要的哲學問題之一，且將自由意

志視為自由的同義詞，始於奧古斯丁：「自由的存在只有在徹底孤獨中才經驗得

到，在『無人妨礙我和我自身展開激戰之處』，在靈魂的『內在居所』和黑暗的

『心靈密室』中進行著一場殊死的搏鬥。」257 

然而，意志之所以被發現，並非因其全能，而是因其無能。使徒保羅在新

約《羅馬書》七章 15 節中說道：「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what I would I do 

not），他將此理解為上帝的律法與肉體的律法的爭戰，奧古斯丁為了迴避摩尼教

的二元世界觀，將保羅的兩個律法之間的爭戰理解為意志的自我分裂與衝突。意

志自我分裂為「我要」（velle, to will）和「我不要」（nolle, not to will），兩者彼此

對立、衝突，孤獨的意志癱瘓、閉鎖自身，造成了 I will 和 I can 的不一致，才

                                                       
257 Young-Brühl, Why Arendt Matters?, p. 156. Ref.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k. VIII, chap.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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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致使徒保羅的 I do not。鄂蘭在該文中繼續分析，在此一情形下，對我們而言，

will、will-power（意志—權力）和 will-to -power（權力意志）幾乎是同一的概念，

意志自身蘊含巨大力量（will-power），然而它本身並不完全，正因它不完全，所

以它必須下命令，當它對自我下命令，要自我服從時，卻遭遇到自我的反抗。當 

will-power 與世俗欲望、利益進行搏鬥，以解放自我時，意志所能獲得最多的東

西反而是壓迫。因為意志本身的無能，它無法產生真正的力量，意志在與自我的

鬥爭中被持續打敗，I can 的力量被耗盡，will-to-power 立刻就變成了壓迫意志

（will-to -oppression）。根據鄂蘭的分析，I will 始終受到自我的箝制：它永遠走

不出自我的範圍，永遠受到自我的約束，因此，「把自由等同於人的意志能力在

政治理論中造成了致命的惡果，直到今天，它也是我們幾乎自動把權力等同於壓

迫，等同於對他人的統治的原因。」258簡言之，當自由變成自由意志的時候，古

代的行動轉成了 will-power，自由也從作為一種顯現在行動中的存在狀態轉向了

選擇的自由（liberum arbitrium），而成了與他人無關，乃至於最終征服他人的主

權（sovereignty）概念—一個自由意志的理念259。 

弔詭的是，鄂蘭在奧古斯丁那裡不僅發現了自由作為選擇的自由，還發現

了一個從完全不同角度來思考自由的想法，即一種有效的政治自由觀。在奧古斯

丁唯一的政治論文《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從其特有的羅馬經驗背景出發，亦

即自由不再被他設想為一種人的內在傾向，而是被設想為一種在世存在的特徵，

與其說人擁有自由，不如說他來到世界上，就等於自由在宇宙中的顯現。關於這

一部份，我們已於上個章節中論及，不再贅述。奧古斯丁關於自由的看法，隨著

其思想的發展進程，有了不同階段的轉變，鄂蘭在〈意志〉中做了詳細的梳理，

主要是順著奧古斯丁的思路，反思意志如何從受自我所約束的個人選擇自由逐漸

走向世界性的政治自由。 

                                                       
258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161. 
259 Arendt, “What is Freedom?”,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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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以一種幾近於意志哲學史的寫法，試圖透過從亞里斯多德到海德格這

段意志哲學的歷史，凸顯各個年代不同的哲學家是如何扭曲這個困難卻又基本的

問題——「新」的問題，而這同時也增加我們詮釋〈意志〉的難度。關於〈意志〉，

我們簡略提出幾點值得關注之處：（一）人類行動的能力超越因果序列或是潛能—

實現的架構，面對著完全不可知、不確定、偶然性的未來，行動可以開啟新的開

端，而意志則是行動的泉源，具有自發地開始一系列事件與狀況的力量，透過新

生者進入表象世界，是人類基本處境的事實，且為個體性原則的實現；（二）既

然意志具有自發性的力量，那麼，意志的分裂與衝突所派生的壓迫性、支配性要

如何解決。若是不面對此一問題，那麼，意志的力量有多強，意志的支配力量也

會有多強，那也就意味著行動的破壞性會有多大；（三）在艾希曼審判後，鄂蘭

提出惡的平庸性，認為惡不具有魔鬼般的深度，唯有善有深度，這意味著艾希曼

無法為其罪行找到合理化的藉口，他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因為他是自由地選

擇執行納粹的猶太方案。意志的自由選擇在此成了關鍵。意志受它所意欲的對象

所吸引，艾希曼的例子意味著，他缺乏善的概念來引導意志做選擇。那麼，對鄂

蘭而言，什麼是善？（四）要解決上述第二、三兩項問題，在意志史的諸位哲學

家中，奧古斯丁和司格徒（Dun Scotus）特別值得關注，因為他們都意識到意志

內在的缺陷，並試圖加以解決。 

我們幾乎可以推測，在鄂蘭心中，將極權統治的參與者區分為許多層次，

少數智識份子、思想家（包括海德格在內）所犯的迷誤，應是被歸類於上述第二

項， 這可見於她在〈意志〉中，極為少見地表達對海德格思想轉向的評論。她

認為海德格在進行尼采「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概念的詮釋時，覺察到自己

轉向前的思想和行動顯現出權力意志的鑿痕，而意志一直是他所深深不信任的：

「依照海德格的理解，統治和支配的意志是某種原罪，當他試圖面對他短暫與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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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的交往時，他發現自己的罪。」260，在對尼采的詮釋中，海德格意識到意志的

經驗，提出了「不行使意志的意志」（will not to will）。在轉向的覺醒中，他以「泰

然任之」的平靜來避開了意志和思想對存有者的施壓。然而，對鄂蘭而言，意志

是「未來的器官」（organ of the future），是相應於行動的心能，海德格拒絕意志

便等同於拒絕了人自由地形塑自己命運的可能性。鄂蘭顯然仍不滿意轉向後的海

德格，相對於海德格迴避意志問題，鄂蘭選擇面對意志問題，試圖透過對意志心

能的分析、探討，找出人類共同形塑自己命運的可能性。另外，諸如艾希曼等絕

大多數的官僚或配合納粹統治者，則是屬於第三項——缺乏共通的人性作為善概

念來引導他做選擇，之所以如此，乃是他無能於思考。至於為什麼思考活動可以

連結於共通的人性，我們將在〈思考〉中述及。接下來，我們將論述奧古斯丁與

司格徒如何解決意志內在缺陷的問題，而他們的答案如何有助於鄂蘭的反思。 

在〈意志〉中，鄂蘭稱奧古斯丁為第一位意志哲學家，其論及奧古斯丁的

章節聚焦在奧古斯丁四部主要論及意志的作品：《論自由意志》（De libero arbitrio）、

《懺悔錄》（Confessions）、《論三位一體》（On Trinity）、《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奧古斯丁人類學的學者均同意，人類意志是其思想的核心：Quid sumus nisi 

voluntates?（What are we but wills?），隨著思想的發展，奧古斯丁對意志的看法

也不斷經歷轉變。奧古斯丁早期作品《論自由意志》是神義論的作品，以神學的

立場探究意志與道德自我之間的關係，主要回答惡的來源問題。在這篇對話中，

奧古斯丁反駁摩尼教所認為，惡是實體的說法，提出惡是虛無，是善的缺乏的觀

點，認為人作惡還是行善都是藉意志的自由選擇——是為了上帝或是敵對上帝。

選擇決定了意志的道德品質，強調人的意志有自由選擇的能力，人是負責任的存

有者。然而，當奧古斯丁重述自己的經驗後，卻愈來愈認知到負責任自我的不確

定性。與使徒保羅一樣，奧古斯丁相信，透過「歸信」（conversion），基督的禮

                                                       
260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 173. 



 

123 
 

物——內在我們之中的聖靈（Christ’s gift of the indwelling Spirit）的救贖力量將臨

到人，如新約聖經〈羅馬書〉第八章所言。柏拉糾主義樂觀地理解自由意志的力

量和道德的果效，為了對抗柏拉糾主義，奧古斯丁在回顧自己「歸信」前道德無

能的經驗後，堅持原罪使自由意志無力，自由意志需要救贖。自由來自於聖靈的

恩典，聖靈的恩典釋放人心，不被自己綑綁。 

（二）意志的癒合：愛 

在《懺悔錄》中，他反思了使徒保羅的經驗：「我所願意的，我並不做……」

後指出，意志自我分裂為 velle（will-to）和 nolle（will-not-to），且為兩者的衝突

所癱瘓。此一衝突要如何解決？奧古斯丁論述，從那分裂的意志中，將會有一完

整的意志生出，這意志的決定性癒合是來自於愛。愛是靈魂的重量，其引力定律

在於使靈魂的運作平息：「我的重量即我的愛，愛帶我到哪裡；我便到哪裡。」261

靈魂的重量，也就是一個人的本質，雖然不能為人眼所見，卻在愛中顯現。鄂蘭

指出：「在《懺悔錄》中看起來像是有如神助的解圍（deus ex machina）乃是源

自於另一個不同的意志理論（出現在《論三位一體》中）。」262因為意志之轉化

為愛在《論三位一體》中得到了更詳細的闡釋，但重點從意志自身轉到了意志與

其他心能之間的相互關聯（interrelationship）上263。鄂蘭認為，奧古斯丁後來採

用的方向很類似彌爾的「持續的我」（enduring I），用奧古斯丁的話說：「在我裡

面有著一（One），它比我的自我更像我自己。」（there is the One within me who is 

more myself than my self.）264此一探討方向，最早出現在《懺悔錄》的結尾處：「思

量這三件事物，它們本身……（並）不同於三位一體……我指的是存在、認知與

意志（三者相互連接著）。因為我存在、我認知、我願意；我認知並願意；我知

道自己存在並願意；我也願意存在並認知。生命在這三方面是多麼純一而不可分

                                                       
261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k. XIII, chap. ix. 
262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96. 
263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97. 
264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k. III, chap.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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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一個生命、一個心智、一個本質；不可分割卻又截然分清。能領會的，希望

他細細體會。」265 

從《論自由意志》到《論三位一體》，我們嘗試歸納鄂蘭對奧古斯丁意志觀

的反思如下：（一）自由意志的無能及不確定性；（二）導致意志無能的意志自我

分裂、衝突需由愛來癒合，意志需要被轉化為愛；（三）愛表現在聖父、聖子、

聖靈三位一體相互連結、作用所產生的關係中；（四）存在、認知、意志三者相

互連結，可與聖父、聖子、聖靈的連結類比。聖三一透過聖靈來連結，內在三一

則由意志（被愛注入的意志）扮演主動統合的角色，並連結人類的感官與外在世

界；（五）所謂「持續的我」或內在的「一」（One）是內在三一彼此相互作用所

產生的關係，愛（聖靈）實現了此一關係。依據奧古斯丁神學，愛就是由父和子

所出的聖靈266，儘管鄂蘭迴避了愛是聖靈的神學觀點，但我們仍可以總結：愛（聖

靈）使意志轉化，使內在三一成為內在的「一」。 

在對《論三位一體》進行反思後，鄂蘭用了相當的篇幅描述愛如何讓心智

「堅持貞定並心喜悅之」（to remain steadfast in order to enjoy it）267，在論及意

志的救贖時，她神來一筆地提到司格徒對於意志救贖的看法：「意志的救贖不可

能只在心智的層面，也不可能來自神聖的介入，意志的救贖來自行動——像柏格

森所巧妙形容成的政變（coup d’etat）——它阻撓了 velle 和 nolle 之間的衝突。」

268緊接著便進入《上帝之城》的關鍵段落：「為了要有新事物，一個開始必然要

存在」、「而這個開始從未存在過」、「人因此被創造，在他之前無人存在」。由鄂

蘭的角度來看這些引文可推知，鄂蘭試圖引出的結論是，在人的內在領域中存在

                                                       
265 St. Augustine, Confessions, bk. XIII, chap. XI. 
266 東西方教會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乃是西方教會在尼西亞信經上做了些許的變動，即是著名的

教會歷史事件—和子說，此說由奧古斯丁所提出，相對於東方教會所主張的聖靈「由父而出」，

奧古斯丁主張聖靈由父「和子」出，奧古斯丁依據的經文是〈約翰福音〉二十章 22 節，主向

門徒吹氣並說：「（你們）領受聖靈」。 
267 黑體字部分均為鄂蘭原文所加。 
268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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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自發性的力量，可以統合內在三種心能為內在的「一」，對照《愛與聖奧古斯

丁》，此一自發性力量即為「鄰人之愛」、「上帝之愛」、「自愛」，而根據奧古斯丁

神學，愛連結於恩典，但鄂蘭刻意淡化其神學色彩，將被恩典所強化的自由意志

（ love as grace-strengthened free will）詮釋為「自我發生的行動意志」

（self-generated will to action）269。她引用司格徒對人類行動的闡釋來加強此一

論述，以指出自由意志內部可以自行發動政變，對意志進行轉化，而此一自行轉

化可藉由行動達成，無須透過神聖恩典的介入。她隨即引入《上帝之城》的段落，

重申人即為開端，不但具有外在行動的自發性，也具有內在行動的自發性，完全

有可能對自由意志的缺陷——孤獨性、自我分裂並衝突、自我主宰

（self-mastery）——進行自我轉化，此自我轉化需在與鄰人互動的情形下獲得實

現，或者可以說，意志的自我完全必須仰賴於與他者的互動，而此一自我轉化奠

基於原初的人類共存——鄰人之愛，而表現為三種心能之間彼此互動、制衡的關

係。對照《愛與聖奧古斯丁》，人類共存——鄰人之愛的空間在於「記憶」，這也

可以用來解釋為何鄂蘭先論述思考，因為唯有透過鄂蘭意義下的思考活動，人才

有可能回到自我、上帝、鄰人的共存領域，艾希曼之「無思」在於，他未曾回到

此一領域，未曾意識到人類共通的善，以致犯下「反人類罪」。 

史考特認為，鄂蘭選擇性地取用司格徒所言「不可能來自神聖的介入」來

淡化奧古斯丁的恩典神學，然而，其對司格徒的詮釋卻是另一種扭曲。事實上，

司格徒所謂意志內在的政變，指的是人可以透過模仿神聖的活動，參與到神聖的

活動中：「人類行動的範例當然是神聖意志……它提高了道德客觀性的重要和價值，

自由（意志）本質的完全（perfection）是作為對神聖活動的模仿，並參與在神

聖的活動中。」270 雖然是從人的方面來談行動，卻是對神聖活動的模仿，並非

                                                       
269 Scott, “Medieval Sources of the Theme of Free Will in Hannah Arendt’s The Life of the Mind: 

Augustine, Aquinas and Scotus,” Augustinian Studies, 18 (1987),p. 109. 
270 Mary Ingham, “Scotus and the Moral Order”, in American Catholic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67 (1) 

(1993),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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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神聖的介入。對神聖活動的模仿並非意味著自我的失落或消失，而是提倡一

種以他人為中心的道德動力論（other-centered moral dynamic）：愛是被他人的價

值所激發，在為他人犧牲當中，愛達到極致。此一道德目標創造了一個共同體，

在此共同體中，每個成員都追求所有人的善271。此一脈絡與鄂蘭試圖扭轉意志自

我的個別性，轉向判斷心能，尋求他人的同意可說相互應和，同樣地，如此理解

還是必須以淡化司格徒來自神聖的接納等概念為前提。 

史考特認為，鄂蘭的缺陷來自於對奧古斯丁進行狹義的詮釋，將奧古斯丁

的軸心概念——愛——即被恩典所強化的自由意志（love as grace-strengthened 

free will），降低為「自我發生的行動意志」（self-generated will to action）。然而，

對照當代奧古斯丁學者和實踐神學的學者的觀點來看，鄂蘭將奧古斯丁的上帝之

愛理解為自愛，乃至鄰人之愛，可說是當代實踐神學強調鄰人之愛的先行者。奧

當諾文（Oliver O’Donovan）研究奧古斯丁思想中關於自愛（self-love）的看法後，

闡釋了真正的自愛如何等同於上帝的愛272；拉納（Karl Rahner）將鄰人之愛等同

於上帝之愛；奧古斯丁研究學者望．巴莫爾（Johannes van Bavel, O.S.A Van Bavel）

則是發現奧古斯丁思想的演化——奧古斯丁從宣稱上帝之愛與鄰人之愛的區分

到堅持鄰人之愛在實踐上的優位性：西元 407 年，奧古斯丁做了一個翻轉，將約

翰一書 4 章 8-16 節的「上帝是愛」反轉成「愛是上帝」273。從這些新近的研究

看來，我們或許可以將此一奠基在自愛與鄰人之愛之上的「自我發生的行動意志」

理解為徹底的道成肉身的詮釋。 

透過艾希曼和海德格所凸顯出來的問題是，自由意志的內在缺陷——自由

意志不等於自由。奧古斯丁和司格徒對意志的反思為鄂蘭提供思想的資源，從早

年的《愛與聖奧古斯丁》起，鄰人之愛為與他人共享世界，乃至於公共自由提供

                                                       
271 LePage, ‘’Metaphysics and the Origins of Arendt’s Account of Evil and Human Freedom,” in 

Approaches to Metaphysics, p. 176. 
272 O’Donovan, The Problem of Self-love in St. Augustine, p.130. 
273 Scanlon, “Arendt’s Augustine”, in Augustine and Postmodernism,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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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結構性的模式274。奧古斯丁和司格徒的神學原則對鄂蘭產生啟發：我們可以透

過與上帝之間頻繁而動態的個人友誼來學習愛他人。在她對奧古斯丁的閱讀中，

每個人都帶著上帝的形象，藉由愛其他的人，我們愛上帝。當我們在社會慈善

（social charity）中遇見他人時，我們承認主體際世界的意義共享，因為上帝是

透過所有的受造者而被表述出來。在她對司格徒的閱讀中，主體際性的最高形式

是愛他人如同上帝愛他們。此一神學觀召喚著在一個恩典的泉源中共享，上帝與

人之間的主體際性則是透過基督表達出來。透過基督進入世界，上帝變成了鄰人。

這是鄰人之愛的基礎，此一愛的形式是我們之所以意欲歸屬於這個與人共享的世

界，並在其中行動的根源。換言之，奧古斯丁與司格徒給予鄂蘭在討論精神生活

時的深度，為其「世界之愛」（amor mundi）概念帶來亮光。奧古斯丁和司格徒

的模式意味著：我們有愛與回應愛的能力，所以我們能夠與善有所聯繫、交往，

這表現出人與上帝之間動態的關係。因此，世界之愛是可能的，只須打開精神生

活內在空間的愛，將我們與善的實在性聯結。愛有可能為行動提供深度與意義，

給予我們動機與他人共享世界，然而，同意這一份愛最終是人類的責任。進一步

而言，奧古斯丁與司格徒的神學模式告訴我們，當我們透過公共領域的自由共享

這個世界時，我們也透過顯現自身於精神生活中的自由，而聯結於共通的人性，

儘管鄂蘭並不以神學的語言來表述之。 

第三節  思考 

在《精神生活》導論中，鄂蘭提到，她關注精神活動有兩項不同的來源。

最直接的刺激是來自她對於艾希曼審判的反思。鄂蘭認為艾希曼的惡行是出自於

無能思考（inability to think）。惡的平庸性的現象讓鄂蘭自問：「善與惡的問題—

我們分辨對與錯的能力，是否與我們的思考心能有關？」、「此處的問題是：思考

的活動（那不計結果與內容地去審察事件的習慣），是否是使人避免行惡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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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更進一步地說，思考其實是使人抗拒惡行的條件？」275第二個來源是自從

她完成《人類境況》之後就一直困擾她的「某種懷疑」。她將《人類境況》的德

文本命名為：「行動生活」（vita activa），因為她致力於三種人類的基本活動：勞

動、工作和行動。然而，她了解「行動生活」這個詞最先是由那些重視「沉思生

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此一傳統主張，「思考所努力達到

的，即其目的是在沉思，而沉思不是主動性，而是被動性。」276 因此，沉思被

放在行動生活之上。這兩項不同的來源涉及兩類不同的問題：（一）以艾希曼為

例所代表的「無能思考」，是絕大多數人的寫照，「惡的平庸性」可能出現在任何

一個「艾希曼」身上。艾希曼自稱從小遵從康德所言的道德命令，像他這樣的人，

如果不是在那樣極端的歷史時刻，他會是大家心目中循規蹈矩、奉公守法的「好

人」，但是，今日讓他成為納粹戰犯的原因也正是因為循規蹈矩、奉公守法，他

在極權主義的時代，奉命執行上級命令——依法行政的官僚倫理，將無數猶太人

送進滅絕營，此一罪惡並非來自於西方傳統所認為的，大部分人所能犯的惡事都

來自於自私的動機，而是來自於艾希曼缺乏思考的能力。思考的匱乏讓他失去分

辨對錯、是非的能力，不加思辨地接受、服從一套外來的制度或法律，而這也正

是當時大多數德國人採取的立場，這些人即使未參與納粹，卻是默默接受這套法

律，戰後，同樣的一群人又接受了納粹時期法律的對立面，而完全無違和感。換

言之，在歐洲文明崩毀的黑暗時刻，大多數人早已失去了分辨是非的思考能力，

道德對他們而言，不過是一套可以隨意更換的說法。艾希曼和當時大多數德國人

的例子告訴我們，對個人毫無意義的客觀的、外在的道德規範是隨時可以替換的。

鄂蘭在〈思考〉中試圖透過一種內在對話的思考活動讓人明白道德真正的意義，

確保個人道德的完整性，即人的獨立自主性，從而阻止任何意圖抹消他人獨特性

與個別性的惡出現；（二）西方哲學傳統一直以來將行動生活隸屬於沉思生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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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實踐接受理論的指導，哲學／真理與政治／意見之間存在著張力，鄂蘭的「某

種懷疑」指向哲學的沉思。在〈思考〉中，她嘗試揭示一種不同於傳統哲學的思

考活動，此一思考活動雖然在孤獨中進行，卻與世界維持動態的流動關係，而非

以理論理性的必然性來對世界進行規範，如此這般的思考活動可以為意志的選擇

提供更多可能性，救贖意志的自我主宰性，而此一思考以蘇格拉底為理想型。本

論文將從鄂蘭論思考的脈絡分述思考的特性、哲學之思與政治之思的區分、蘇格

拉底作為思考的理想型、思考活動的運作——二合一。 

（一） 思考的特性 

一般認為，鄂蘭開始思考「思考」是在晚期，但柏恩斯坦（Richard Bersntein）

認為，事實上，鄂蘭對思考的關注總是運作著強大的影響力在其自身充滿熱情的

思考特質上。他回顧鄂蘭論及思考的著作指出，鄂蘭最早在脈絡中明顯討論思考

的文章是 1944 年的〈作為賤民的猶太人：一個隱藏的傳統〉（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雖然文章的主題看起來與思考距離遙遠，但卻事實上非常相

關。鄂蘭試圖恢復在近代猶太思想中生動卻被隱藏的傳統，即賤民的傳統，她將

此與另一個猶太類型相對立，即暴發戶（parvenu），指被同化而追求財富的猶太

類型。她從韋伯承繼了這樣的概念，韋伯認為，猶太人不只是「被壓迫者」，同

時也是「賤民」。鄂蘭分析，賤民作為一種「人的類型」（human type），「此一類

型對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評價而言，有著高度的重要性。」277詩人、作家和藝術

家等作為範型（exemplify）的猶太賤民並不只是被拋棄者——社會強迫他們接受

這樣的地位，他們還透過確認自己的獨立性與自由來使用這樣的地位。鄂蘭舉了

海涅（Christian Johann Heinrich Heine）、卓別林（Charlie Chaplin）、拉薩爾（Bernard 

                                                       
277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 in The Jewish Writings .鄂蘭首先介紹賤民的概

念是出現在 Rahel Varnhagen: The Life of a Jewess，鄂蘭在 1920 年代晚期開始 Rahel 的研究，

1930 年代在法國完成手稿，但此書一直到 1958 年才出版，關於 pariah 與 parvenu 的區分見

Bernstein 所撰 Hannah Arendt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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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zare）和卡夫卡（Franz Kafka）等四個屬於這個傳統的例子。她討論卡夫卡時，

如此評論：「對卡夫卡而言，只有那些其力量透過思考得到加強而不是削弱的東

西才是真實的……思考是新的武器—依照卡夫卡的意見（opinion），這是賤民一

出生即被賦予的武器，他藉此得以有力地對抗社會。」278在此，鄂蘭並未針對她

所意味的「思考」展開論述，但是當我們以晚期的觀點加以回顧之時，便會發現

其具有洞察力的評論所富有的意涵。由此可見，鄂蘭從來沒有將思考視為哲學家

或專業思考者所專屬，而是每個人都必須進行的活動，因為惡行是每個人都會做

出的行為。真正的思考活動以詩人、作家、藝術家為範例，他們是被社會所拋棄

的賤民，然而，他們卻未如哲學家一樣，從現象世界退隱，而是立足於世俗世界，

把思考當成面對「無人的社會」（a society of nobodies）的壓迫性官僚勢力，為真

正的自由奮鬥時的「武器」。對鄂蘭而言，此一鬥爭不是為了個人的得失，而是

去理解：「永遠是為了世界而採取立場，任何時候都是根據事物在世界中的位置

對其進行理解與評判。」279他們對於社會的激烈態度完全是出於對世界熱烈的愛，

他們為此不畏強權，甚至放棄邏輯的強制性，因此，「思考不僅需要才智與深度，

而且首先需要勇氣。」280在《黑暗時代群像》中，鄂蘭提到，萊辛相當生動地表

達他對思考的看法：「我沒有義務去解決我所造成的困難。或許我的觀念總是有

些不連貫，甚至顯得彼此矛盾，但只要讀者從這些觀念中找到了刺激他們自身進

行思考的材料便已足夠。」281賤民最早被刻劃為以思考為武器的個人，他們拋向

世界的，不是人們可以依恃的觀念和真理，而是刺激人們進行思考的「思想酵素」

（fermenta cogintionis），此一特性成為鄂蘭「自我思考者」（selbstdenker）——

獨立思考者概念的起源。鄂蘭在該文中繼續闡釋「自我思考」的概念：思考並不

                                                       
278 Arendt, “The Jew as Pariah: A Hidden Tradition”, in The Jewish Writings, p. 275-297. 
279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in Men in Dark Times, p. 7-8.「行動

自由」是最古老、基本的自由。 
280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 in Men in Dark Times, p. 8. 
281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in Men in Dark Times, p.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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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個人產生（思考並不產生結果），相反地，是個人選擇了思考。人們之所以

會進行思考，那是因為「他在思考中發現了在世界中自由行動的另一形式。」282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鄂蘭將獨立思考與行動自由關聯在一起，而不是那種與行

動相分離的選擇的自由，而「行動自由」是最古老、基本的自由。獨立思考被理

解為與世界中的行動自由連結，對黑暗時代被剝奪藉以自由行動的公共領域的人

們而言，更顯得重要，因為人們可以透過思考與世界連結，領會自由的可能性。

最後，鄂蘭提到思考的另一項重要的特性：它無所依憑。在經歷過黑暗時代的災

難後，我們與傳統發生了斷裂，「過去已經停止照亮未來，人類的心靈在晦暗中

徘徊，」283因此，人們需要「一種新的思考，它無須依恃之物，無須標準和傳統，

沒有任何拐杖，自由地越過不熟悉的領域。」284鄂蘭稱此新的思考為「沒有扶杆

的思考」（Denken ohne Gelaender, thinking without banister），這也是鄂蘭自己不

斷反思事實性的經驗所操練（practice）的思考。此一新的思考並非拋棄傳統，

而是無法以傳統作為依恃之物。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序言中，鄂蘭引述夏爾

（Rene Char）的警句：「我們繼承的是沒有遺囑的遺產。」（our inheritance was left 

to us by no testament），試圖論述傳統被當作珍寶交付給我們，然而，前人並未

留下遺囑，告訴我們該如何做。珍寶的喪失不是因為歷史的遭遇及現實的困難，

而是因為無法預見傳統的顯現和它的實在性：傳統必須藉由人們的心靈去繼承它、

質疑它、思考它，並記住它，才能顯現它的實在性，否則，我們將失去它。正如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言：「由於過去不再把它的光芒照向未來，人

們的心靈在晦暗中遊蕩」，如何才能使珍寶不失落？答案在於，思考的「完成」。

思考的「完成」暗示著，每個被付諸行動的事件必須落實在那些講出這個故事，

傳達出其意義的人們心裡；在行動後，沒有這一思考的完成，就沒有記憶所實現

                                                       
282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in Men in Dark Times, p.9. 
283 Arendt, “Prefa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6. 
284 Hannah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Men in Dark Times,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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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晰闡明，就幾乎沒有故事可講。意指沒有傳統，在時間的長河中便失去了人

為的連續性，對人來說，既沒有過去，也沒有將來，只有世界的永恆流轉和生命

的生物循環。她運用卡夫卡的比喻來說明，過去與未來被當作是兩股力量，是每

個處於此一鴻溝中的「他」必須一直與之搏鬥的。發生在此一鴻溝中的思考不能

被等同於「諸如演繹、歸納、推論等心智運作，這些方式均服膺於矛盾律和內在

的一致性，且可以被學習……」285，它沒有一套可依循或學習的過程，而是回憶

和說故事，回憶是最重要的「思考模式」之一，它要求說故事，以便保存那些「小

而隱藏的自由島嶼」（small hidden islands of freedom）；回憶不是重述過去，而是

棲身（settle down）於永恆的「過去與未來的鴻溝」之中，操練自己如何從事實

經驗中獲得意義：「思考本身起源於活生生經驗的偶然事件，並且必須維持與活

生生經驗的關聯，以之作為唯一的「路標」（guidepost），藉此獲得其意義。」286

關於思考與過去的經驗或傳統之間的關聯，鄂蘭透過班雅明「詩化地思考的天賦」

（gift of thinking poetically）表達出來： 

這種思考由「當前」提供養分，與「思想碎片」一起運作，它能夠從過去

採集並聚集於自身週圍。就像潛入海底的採珠人（pearl diver），他不是去開掘海

底使其現於天日，而是盡力摘取奇珍異寶，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把它們

帶出水面，這種思考鑽入過去之海底—但不是為了復興它往日的樣子，使已然消

失的年代復活。引領這種思考的是這樣一種信念：儘管生命受時間之衰敗的支配，

但衰敗的過程同時也是結晶的過程，在大海深處，曾經存活的生命沉沒了、瓦解

了，有些東西經歷了一場「海變」，以新的結晶形式和模樣存活下來，並保有對

腐敗的免疫力，彷彿它們只是在等待有一天深水採珠人來到它們身邊，把它們帶

入一個活生生的世界—作為「思想碎片」，作為某些「豐富而陌生」的東西，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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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可能是作為永不消逝的「原現象」（Urphaenomene）287。 

思考由「當前」提供養分，表明了鄂蘭的思考是由表象世界活生生的經驗

事件所激發，由此可見，鄂蘭將獨立思考者與專業思想家加以區分。雖然任何思

考都必須與表象世界保持距離，但這並非意指哲學家的從世界退隱，而是透過此

一距離，獲得一種世界的位置，卻不侷限於一隅。 

（二）哲學與政治的衝突 

鄂蘭在〈真理與政治〉一文中明確地區分了兩種思考：一種是政治思考，

因為它以對共同世界具有不同觀點的公民之間的談論為導向；另一種則是哲學思

考，它是孤獨的，並且以尋求不變的真理為導向。上述賤民的思考屬於前者，在

該文中，她再度以萊辛為範例，萊辛完全歡欣於人類意見的多樣性，欣喜於人類

沒有被賦予單一、統一的真理，她讚許萊辛的思考是自由的和人性的思考。對萊

辛而言，思考就是自由地在這個世界的其他人中穿行的一種方式，他酷愛自由，

拒絕被真理本身箝制，甚至拒絕被一致性的要求束縛288。他通過不斷談論公共事

務，用一種無盡的談論使共同世界人性化，而不是去追尋真理，或是從他的思考

中尋求結果。她明確地把萊辛所進行的這種思考與哲學區分開來，這是非常重要

的：「萊辛的思考不是我與自身之間的（柏拉圖式）的沉默對話，而是一種與他

人的預想對話。」289 

事實上，政治思考與哲學思考的衝突起於古代，或者可以說，此兩者的衝

突始終存在，在古代以智者（sophist）和悟者（phronimos）作為代表。「泰利斯

和色雷斯的侍女」的故事所言，便是一般人對智者的看法：智者不知道什麼對自

己是好的，然而，「知道什麼對自己是好的」卻是政治智慧的前提；而悟者

（phronimos）則對人類事務有深刻洞見。蘇格拉底想要跨越這條界線，他想使

                                                       
287 Arendt, “Walter Benjamin 1892-1940”, in Men in Dark Times, p. 205-206. 
288 Arendt, “On Humanity in Dark Times: Thoughts about Lessing”, in Men in Dark Times, 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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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34 
 

哲學對城邦更有關聯性、更有意義，因此引爆了哲學與政治的衝突或哲學家和城

邦之間的衝突。然而，蘇格拉底的審判證明了蘇格拉底的嘗試失敗了，蘇格拉底

之死導致了他所不願見到的局面：柏拉圖著手構思「真理專政」，以永恆的真理

來對城邦進行統治——永恆的、絕對的真理高於短暫的、相對的意見。從此，「真

理自身內部就具有一種強制因素，不幸地顯見於專業真理講述者中常有的專制傾

向，更多地是由習慣於在強制中生活的特徵引起的，而不是由品格缺陷引起的。」

290鄂蘭認為，「真理與意見的對立，確實是柏拉圖從蘇格拉底的審判中所得出來

最為反蘇格拉底的結論。」291鄂蘭試圖恢復蘇格拉底的思考，使哲學擺脫自柏拉

圖以來的獨一性、強制性，在這同時，她也意識到蘇格拉底之思所可能引發的問

題：（一）蘇格拉底的個人良知與城邦的法律之間的衝突，亦即道德主觀性與外

在道德標準之間的張力；（二）在意見中所尋獲的真理，有可能是幻覺，或是導

致災難性的結果，即意見被摧毀292。簡言之，蘇格拉底審判所凸顯的是道德與政

治之間的張力，關於此一問題，鄂蘭以判斷力心能在內在領域中形成公共領域來

調解，以下將續論述之。 

蘇格拉底沒能說服法官，使柏拉圖懷疑說服（peithein）的有效性，而說服

特指政治的言說形式，這使得柏拉圖對說服心存懷疑，導致他譴責意見，此貫穿

了柏拉圖的政治論著，成為其真理概念的基石。蘇格拉底的審判使柏拉圖鄙視意

見，渴望絕對標準，認為唯有藉由哲學所提供的絕對標準才能保障哲學家在城邦

的安全。那麼，我們要問的是，蘇格拉底為什麼無法說服法官？蘇格拉底的思考

如何運作？ 

在推論蘇格拉底審判涵義的過程中，柏拉圖得到兩個概念：（一）真理對立

於意見；（二）哲學的言說形式 dialegesthai（把事情思考通透）對立於說服與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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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說服和辯證（dialectic）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乃是對大眾而發，而辯證可

能只是兩人之間的對話。鄂蘭認為，「蘇格拉底錯在用辯證的方法對法官說話，

這就是為什麼他無法說服他」，而且「他尊重說服的內在限制，因此他的真理變

成眾多意見中的一個，不會比法官的非真理更加高明。」293蘇格拉底相信，他可

以透過如同過去和某個雅典市民或與其門徒討論事情的方式來說服法官，但是，

事實上，蘇格拉底的 dialegesthai 只停留在個別的層次，換言之，他的意見並沒

有納入其他人的看法，這使得他的意見只能是眾多意見中的一個，無法說服他人。

他並未意識到 dialegesthai 和 peithein 之間的區別。從鄂蘭的觀點來看，當蘇格

拉底試圖要說服他人的時候，他需要先擴展所表達意見的共通性。然而，蘇格拉

底並沒有這麼做，他以 dialegesthai 的方式試圖說服法官，但是，此一方式只能

催生另一個意見，而無法在眾多意見中進行商議、權衡，這使他不僅無法說服法

官，連他的朋友也無法被他說服。蘇格拉底試圖使哲學關聯於政治的努力之所以

失敗，在於哲學的 dialegesthai 只能催生一個更接近「真理」的真實意見，但是

眾多意見之間彼此的商議、權衡卻必須在公共領域中藉由說服和修辭——政治的

言說形式——來達成。當然，說服並非是如柏拉圖所做的，設定一絕對標準，等

待著教育群眾，而是透過納入更多共通性的方式，來獲取群眾的認可。蘇格拉底

試圖使哲學關聯於政治的努力雖然以失敗告終，但蘇格拉底式的思考卻蘊含著政

治，因其思考是一種內在對話的形式，反映出一種內在的複多性，與外在世界的

複多性相應和；又它恢復了思考的流動性，透過思考活動，世界的實在性向我揭

露，我能更真誠地面對這個世界，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當我以語詞將「世界

向我的呈現」揭露時，便形成我對世界的意見。由此看來，鄂蘭以蘇格拉底作為

思考的理想型，其意圖應在恢復哲學與世界的關聯，使其有別於自柏拉圖以來哲

學傳統的真理導向、超越世界與表象世界二分的局面，而她也意識到蘇格拉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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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雖然確保了個人的完整性——人清楚地發現他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用奧古

斯丁的話來說，即自我的不明確性得以明晰化，但它所確保的仍是個人善，要如

何從個人道德的完整性跨越到政治世界，即哲學的 dialegesthai 如何向政治的

peithein 跨越，還是必須藉由判斷心能所形構的內在公共領域，即透過判斷，讓

孤獨的思我（thinking ego）與他者有所關聯。 

（三）二合一 

鄂蘭對於思考的論述集中在《精神生活》的〈思考〉卷，她一開始便引用海

德格的話： 

思考不像科學那樣帶來知識。 

思考不能產生有用的實踐智慧。 

思考不能解答宇宙之謎。 

思考不能直接贈予我們行動的力量。294 

這四句話帶出了上述鄂蘭所言促使她寫作《精神生活》的兩項來源，即：（一）

「思考不能產生有用的實踐智慧」、「思考不能直接贈予我們行動的力量」對應於

「以艾希曼為代表的多數人的行動，是否與思考的能力有關」；（二）「思考不像

科學那樣帶來知識」、「思考不能解答宇宙之謎」對應於對哲學思考的懷疑。前者

貫穿〈思考〉卷，並以提出蘇格拉底作為理想型來分析思考活動的運作，後者則

以真理與意義、知性與理性的區別來分判。 

鄂蘭試圖尋求一種與政治有關的哲學思考模式，但我們無法逕自稱之為政

治思考，因為它是在孤獨的狀態中進行，並未直接涉及公民間的談論與商議，儘

管它橋接了最具有政治性的心能——判斷。此一哲學的思考模式有別於傳統哲學

以真理為導向，而旨在於意義的追尋，其運作的基礎是人的理性。她肯定並延續

康德對思考（thinking）與認知（knowing）、理性（Vernunft, reason）與知性（Verst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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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ect）的區分——理性的衝動是去思考與理解，尋求意義，知性是欲求且有

能力獲得確定、可證實的知識。知與思、知性與理性的區分貫穿在〈思考〉中，

在這個區分的基礎上，她指出，如果分辨是非的能力與思考能力有任何關係的話，

那便是人需要以哲學，運用理性的思考能力，以防止作惡295。關於思考的無能和

惡的問題之間的關聯，她總結為三項命題：（一）思考能力有別於對知識的渴望，

乃是人人皆有的能力，「專業思考者」的學說雖然構成哲學和形上學的傳統，但

其有效性和意義性卻令人懷疑；（二）她引用康德的話，指思考的能力（理性）

對於接受自己思考的結果作為「充分的公理」有著「天生的反感」，因此，我們

無法期待思考活動會產生任何道德命題或誡律等結果，甚至思考有時是徒勞的，

一如潘妮洛普的紗巾：每天早上都將前一晚完成的部分拆解；（三）如果思考是

處理不可見的事物，那麼，思考是不合常序的（out of order），因為我們通常是

在表象的世界移動，然而，思考活動進行時，我們卻宛如死亡般地消失——離開

表象（dis appearance）。 

鄂蘭認為，思考是撤離表象的活動，其主要特徵便是它阻斷所有動作、所

有日常活動，正是因為思考的此一運作特性，傳統哲學衍生了超感性／感性兩個

世界的謬誤，因為思考活動一旦開始，我們便有如切換到另一個世界。然而，事

實是，並不存在兩個世界。這是因為思考總是處理不在場（absent）的對象，不

為感官直接感知的東西。「思考的對象總是再現物（re-presentation），亦即實際

上不在場的人事物，只要出現在心中，經由想像使它可透過意象（image）出現

在心靈中。」296換言之，在思考時，我脫離了表象世界，而我的思考所處理的，

不是概念或觀念等不可見的事物，而是感官所交予的日常物件。值得注意的是，

鄂蘭在談到思考再現不在場的人事物時，加了一個長註，說明在《論三位一體》

的第十一部中，奧古斯丁生動地描繪了感官所體驗之對象若要變成適於思想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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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所需經歷的轉化。在一連串摘要的引文之後，鄂蘭結論道：「奧古斯丁似乎暗

示理性可以觸及完全不在場的東西，只因為，藉由想像及其再現物，心靈知道如

何呈現不在場的東西，以及如何在記憶中，亦即在思想中，處理這種不在場。」

297由這個註解的結論，我們幾乎可以確定鄂蘭將思考等同於記憶，這可與《愛與

奧古斯丁》中鄂蘭論述 caritas 讓人從世界出來，進入記憶（memory）的「巨大

容器」（vast camps），透過記憶，過去與未來相遇於「永恆的當前」（nunc stans, 

timeless present ）做一對照：思考活動撤離表象世界，記憶便是思考的模式。 

然而，在〈若干道德哲學的問題〉中，她又似乎將思考與記憶分開，惟兩

者緊密關聯。她舉例說，當我在路上看到一件意外，或是親身涉及某個事件，我

便開始思考發生了什麼事，把它當成故事說給自己聽，好像準備隨後與人溝通或

道說，這時思考活動就已經在運作。如果我自己無聲的思考所處理的對象是某件

我曾經做過的事，當然更是如此。「思考與記憶的這種關聯，在我們的討論中，

特別重要。沒有人能夠記得在他與自我的對話中未曾思考通透的東西。298」也就

是說，若我思考，就必然記憶，若我記憶，也就意味著，我曾經思考。由此可見，

她雖將兩者分開來說，卻指的是同一件事。當鄂蘭說艾希曼的惡行是出於無思時，

她所意指的是，艾希曼從未對任何事加以思考，因此不記得，又因為沒有記憶，

所以，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擋他們。記憶—思考過往之事意味著朝縱深的層面移

動，打下根基，而將自己固定，不會隨波逐流，不會受「時代精神」或歷史或僅

僅是誘惑的牽動。對鄂蘭而言，思考或記憶是人類語言所能發揮的最高潛力，是

每個人都具備的能力；而當人放棄這種能力時，其語言將變得毫無意義，他將不

再是一個人（person），而只是人類（human）：「蘇格拉底對於其道德命題所做

的說明提示我們：在這個實現人類才擁有的語言能力的過程中，我明白地將自己

建構成一個人，而只要我有能力一再重新進行此建構，我就會一直是個人。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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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一般所稱的人格（personality）……那麼它就是簡單的、近乎自動完成的

思考性的結果。」299 換言之，人的完整性是建立在思考與記憶的能力上。在〈思

考〉中，鄂蘭論及我們面對時間時的「內在狀態」（inner state）時，以卡夫卡的

一則寓言來說明，在這個寓言中，被命名為「他」的人，同時與未來和過去兩股

力量搏鬥，過去向「他」襲來，未來向「他」回推，他可以選擇跳出這個戰場，

也可以強迫自己與過去和未來都保持著完全同等的距離，那麼，過去與未來的縫

隙便可成為思考時，我們在時間中所處的位置，「也就是說，我們與過去和未來

維持著足夠的距離，我們便可發現它們的意義，並可採取『裁判』或仲裁者的立

場，批判人類存在於世的諸多不止息的事務，雖然不能對它們的謎題提出最終的

解答，卻隨時準備著回答它們可能為何物的問題。」300這個過去與未來之間的縫

隙過去被稱為「永恆的當前」，在這個超越時間流變的當下，「一個人生命的整體

與意義，與那不能掌握的整體，可以顯現在我是我的純然持續裡。」301此一思我

所處的內在時間狀態提示了人的完整性的根源。 

對鄂蘭而言，個人道德的完整性是透過思考活動完成，她以蘇格拉底作為

思考的理想型，揭示思考活動的運作。蘇格拉底的思考—即後來被柏拉圖、亞里

斯多德稱之為哲學辯證的 Dialegesthai，蘇格拉底自己稱為「助產術」：幫助雅典

市民把他們所想的東西接生出來，在他們的意見中找到真理。 

對蘇格拉底，以及對他的雅典市民同胞而言，意見是將 dokei moi—「向我

所呈現的東西」—形諸言說，這個意見的重點……是對於世界「向我開展之形貌」

的領會。因此，它不是主觀的幻想與武斷，但也不是某種絕對的、對所有人有效

的東西。其假設在於，世界向每個人開展的樣貌，會根據每個人在這世界的位置

而有所不同；而世界的「同」（sameness），其共通性（koinon，如希臘人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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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所有人是共通的）或「客觀性」，在於同樣的世界會向每個人開展，儘管人人

不同，而他們在世界中的位置也都有異——因此眾議紛陳（doxai, opinions）——

「你我都是人」302。 

眾議紛陳是因為人們在世界中處在不同的位置，世界因此向我們開展不同

的樣貌，這不同的樣貌向我呈現，為我所領會，並形諸於語言，化為意見。由此

看來，意見便在於揭示世界的樣貌，誠然，意見是主觀的，但世界的「同」、「共

通性」或「客觀性」卻由主觀的意見所形構而出。然則，主觀的意見如何能不流

於武斷或幻想？蘇格拉底的 dialegesthai（把事情思考通透）或「助產術」便扮

演這樣的角色：替市民接生他們的「真理」，揭露其意見中的真實性、誠實性，

免於武斷和幻想，以使得城市變得更真實。然而，蘇格拉底所謂的「真理」，與

柏拉圖的「真理」相去甚遠，其「真理」與「意見」也不是對立的，毋寧說，對

蘇格拉底而言，「真理」是更接近於真實的意見。 

對蘇格拉底而言，一個人是否真誠談論意見，其主要衡準就在「他必須與

自我一致」——不自相抵觸，不說矛盾的話，之所以害怕矛盾，是因為每個人作

為「一」（one），可以同時和自己說話，宛如他是兩個人（as though he were two）。

我在思考的時候，可以經驗到亞里斯多德所定義的作為「另一個自我」的朋友。

人唯當有過對自己說話的經驗，才有能力變成一個朋友，才能取得另一個自我，

但前提是「與自我一致」。人以言說在世上與他人溝通，同樣地，他也與自己對

談：「言說能力與人的複多性的事實彼此應和，其意義在於我用語詞和與我同在

的此世的人溝通，更重要的意義是，由於與自我對談，我是和我自己一起生活。」

303關於此一內在的對話，蘇格拉底在《帖艾提多篇》（Theaetetus）中有清楚的陳

述，他希望說明他所理解的 dialegesthai，即「把事情思考通透」是什麼：「心靈

在思考任何題目時都帶著自己，我稱之為詰談，我會向各位解釋，雖然我自己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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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也不太確定。我覺得那似乎只不過是 dialegesthai，把事情說通透，只是心在

問自己問題並加以回答，對自己答是或不是。然後就達到必須做決定的極限，此

時兩者意見一致，再也不是不確定的，於是我們就確定這是內心的想法，心有所

定，形成意見，這過程我稱之為詰談，而意見本身，我稱為道出的陳述，不是大

聲對別人說，而是靜靜說給自己聽。」304在《智者篇》（Sophist）也出現類似的

陳述：思考與道出的陳述是相同的，只不過思考是由心靈與自己所進行的無聲對

話，而意見是這對話的終點。蘇格拉底認為，這種我與自我的對話是人之所以為

人的特性，人因此成為能思的存有者。從這個立場來看，思考是哲學本身的前哲

學條件，甚至是哲學思考或所有其他非技術性思考所共有的條件。當我們談論「作

惡」等有關道德哲學的問題時，重點不在於道德哲學的理論建構，因為這些不過

是「思想物」（thought things），關鍵乃在於——思考的能力。 

艾希曼的聽命行事和當時大多數德國人的沉默縱容，問題不在於沒有客觀

的道德標準可供依循，反而在於他們過分依賴外在的道德標準或是內在自明的道

德律，以致喪失了在內在的自我對話中，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關於前者，鄂

蘭通過考察，認為傳統的道德（mores）和倫理（ethos）這兩個詞，從語源學上

來說，正是來自風俗和習慣，而風俗和習慣能夠輕易地改變：幾乎在一夜之間，

沒有任何抵抗，傳統的誡命「你不可殺人」就被轉變為「為了元首，你應該殺人」，

所有確定的道德標準徹底崩塌，可以毫無困難地換成另外一套標準……；關於後

者，鄂蘭論述，不論是代表著上帝聲音的良知或是康德的道德定言令式都不如我

們所想像的具有道德的自明性。絕對的、普遍的、外在的道德判準無法為每個處

於個別狀況中的獨特個體提供是非的判準，以及我該怎麼做的答案。因此，關係

到每個獨特個體的道德問題，歸根究柢，既不在於我和周遭人共有的風俗和習慣，

也不在於來自上帝或是來自人的理性的命令，而是取決於我針對自己所做的決定，

                                                       
304 Arendt, “Some Questions of Moral Philosophy”,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p.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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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的良知之聲在思考的二合一對話中，意識（consciousness）被激活：「就我

自己而言，道出這種『我意識到我自己』（being-conscious-of-myself）的情形時，

我便不可避免地是二合一……人類意識暗示著差異性與他者性……因為這個自

我——這個「我是我」在同一當中體驗到了差異性……，意識不同於思考，但若

無意識，思考便不可能。思考在其過程中所實現的，是意識中既有的差異性」305，

良知（conscience）也隨二合一的對話而被喚醒。鄂蘭強調蘇格拉底的思考中所

蘊含的內在的複多性，用來對照傳統哲學家所強調的獨一性，其之所以具有複多

性乃在於往返表象世界與內在自我之間，思考不是靜態的沉思，而是動態地往返，

儘管兩者都強調思考時的孤獨。 

蘇格拉底的思考要求更真實的意見——更真誠地道出世界向他所呈現的樣

貌，此一思考活動並不產生知識作為結果，相反地，它是一場思考之風的顯現，

帶來批判、解構的力量：思考的狂風將人們藉以辨識方向的既定標誌掃除；使城

市混亂失序，讓市民迷惑。蘇格拉底雖然否認思考讓人腐化，但他也坦白思考並

不會讓人更好，正如海德格所言：「思考不能產生有用的實踐智慧」、「思考不能

直接贈予我們行動的力量」。那麼，思考到底有什麼作用呢？它具有消極與積極

方面的作用，在消極方面：思考之風的顯現不是知識，而是分辨是非、美醜的能

力。而這在緊要關頭，可以阻止災難發生，它讓人有說「不」的能力，因而成就

拒絕的行動，換言之，它不具有主動的功能，且只在危急時刻發揮有限的政治作

用；在積極方面，思考的解構、淨化摧毀了僵化的價值、教條、理論，甚至信念，

這樣的過程帶有政治意義，因它解放出判斷力，而判斷力則是人類精神活動中最

具有政治意義的。 

 

 

                                                       
305 Arendt, “Thinking and Moral Considerations”, in 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p. 184-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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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判斷 

鄂蘭稱判斷心能是精神生活中「最神秘的餽贈」306，在〈思考〉中，她論

述思考活動最積極的功能是將判斷力解放出來，在〈意志〉的結尾處，鄂蘭燃起

我們的期待與好奇：「這個（意志的）僵局（如果我們可以這麼說的話），除非透

過另一個心智能力——判斷的心能，否則無法打開或解決。此一心智能力和開始

的心能一樣神秘，但至少判斷心能的分析能夠告訴我們，在我們的喜歡與憎惡之

中到底涉及了甚麼。」307所謂思考對於判斷有解放的作用，意味著思考使判斷成

為可能，亦即思考活動最終為判斷得以展現其功能提供了空間。換言之，思考清

除了「我們固有的思考習慣、僵化的規則和標準」以及「約定俗成、標準化的表

達語言」308，從而為判斷做預備。鄂蘭所謂的意志的僵局意味著什麼？凱姆波斯

基（Stephan Kampowski）認為，〈判斷〉所試圖要解決的意志僵局最有可能與意

志作為自由選擇，而不是作為新開端的創始者有關309，亦即與如何將哲學自由轉

化為政治自由有關。對此，或者我們可以如此理解：意志的自由選擇轉向思考與

判斷，有助於轉化自由意志的自我主宰性，透過他者性的介入，使哲學的自由逐

漸轉化，為政治自由做預備。儘管鄂蘭後來並沒有完成〈判斷〉，但依據其《康

德政治哲學演講錄》，已大概可窺知判斷的論述方向。班內爾（Ronald Beiner）

針對該書做了詳細的詮釋，他在詮釋中提到：「對鄂蘭而言，判斷代表了三分的

精神活動的頂點，因為它一方面維持了與『表象世界』的聯繫，這本是『意志』

的特性，另一方面，它實現了『思考』的意義尋求」310。 

根據班內爾，鄂蘭並沒有提供一種統一的判斷理論，其判斷理論在時間上

分為早期和晚期階段，在類型上則為實踐的（practical）和沉思的（contemplative），

                                                       
306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p. 69. 
307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Willing, p.217. 
308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Thinking, p. 216. 
309 Kampowski, Arendt, Augustine and the New Beginning, p.154 
310 Beiner, Hannah Arendt on Judging, in Hannah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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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稱為行動者（actor）的判斷和旁觀者（spectator）的判斷。兩種不同的判斷

理論是基於下述事實：在〈真理與政治〉一文討論「表象性思考」（representative 

thinking）時，鄂蘭尚未將下判斷作為一種獨特的精神活動，此處所言的下判斷

還只是政治生活的一個特徵。到了晚期，她則不再將之視為政治生活本身的一個

特徵，而成了精神生活的構成環節之一。如何說明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判斷觀？班

內爾認為，這與她關注的轉變有關。她早期關注行動生活，但當她愈深入反思判

斷力，就愈傾向於將之視為專屬於與行動者相對的、孤獨的（雖富於公共精神的）

沉思者的特權。班內爾認為：「在早期作品〈自由與政治〉、〈文化的危機〉、〈真

理與政治〉中，鄂蘭引入判斷，為的是提供下述構想理據：政治生活是複多的行

動者在一個公共空間中的協同行動。人能夠作為政治存有者而行動，因為他們能

夠進入他者潛在的立場；他們能夠通過判斷他們之間的共同之處而與他者分享世

界；並且，人們作為政治存有者，他們的判斷對象就是那些照亮顯現空間的言與

行。後期（《康德講稿》、〈思考與道德考量〉、〈論思考後記〉卻從不同的角度來

處理判斷心能，判斷被視為對『困局』的『突破』或『解救』。」311 

鄂蘭的兩種判斷理論除了可以被理解為其思想前後期關注的轉向，似乎也

可以被理解為兩種自由轉換的模式：當我行動時，它使我可以透過表象性思考，

進入他者潛在的立場與他人協同行動、分享世界，在這同時，我也可以對我的行

動採取有距離的旁觀者立場，對我的行動或意見進行修正。由於鄂蘭的判斷理論

是以康德的審美判斷為主要的基礎，在進入鄂蘭兩種判斷理論的分述之前，我們

將先論述鄂蘭如何援用康德的審美判斷於其政治判斷理論。 

（一）審美判斷與政治判斷 

在 1961 年的〈自由與政治〉一文中，鄂蘭首次揭櫫康德《判斷力批判》 

中與政治哲學有關的種子，此一政治哲學不同於《實踐理性批判》中的政治哲學。

                                                       
311 Beiner, Hannah Arendt on Judging in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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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如此論述：  

（康德）闡述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學：第一種就是一般被認為是《實

踐理性批判》中所闡述的、也廣為接受的那一種，另一種則包含在他的《判斷

力批判》中。《判斷力批判》的第一部分，實際上是一種政治哲學，此一事實絕

少在論康德的作品中被提起；另一方面，我認為，從康德全部的政治論文中可

以看出，對康德自己來說，「判斷力」這一主題要比「實踐理性」這一主題份量

重得多。在《判斷力批判》中，自由被描述為想像力，而非意志的一個謂詞，

而想像力則與更寬廣的思考方式——即卓絕的政治化思考（ political 

thinking）——有著更密切的關聯，因為想像力使我們能夠「將自己放置到他者

的心智之中」312。 

「想像力」運用於人類事務的領域，是鄂蘭的重要發現。「（本真的）政治

哲學只能源自於原初「驚奇」（thaumadzein）的驚嘆與不可思議，從而產生探詢

的衝動（亦即相對於古代的教導），試圖了解人類事務與人類行為的領域。」313

鄂蘭認為，本真的政治哲學源自於對人類事務的本真的驚奇，簡言之，對構成

政治哲學的主體——人，要有高度的興趣和好奇，對於人作為「不可通達者」，

我們會油然而生驚愕、好奇、畏怯的情韻，想像力使我們能夠「將自己放置到

他者的心智之中」，有助於了解人類事務與人類行為。哲學起源於對自然的驚奇，

形上學作為「物理之後」（meta-physics），成為哲學的基本法則——一切存在的

基礎，政治哲學作為哲學的一支，已失去對人類事務的本真驚奇。康德的審美

判斷具備明顯的人類事務特性而保有對政治現象的尊敬，這使得康德的《判斷

力批判》中隱藏著從未被揭示的政治哲學，雖然他本人受到傳統政治哲學的遮

蔽並未察覺到。對鄂蘭而言，康德《判斷力批判》第一部分〈審美判斷力批判〉

                                                       
312 Arendt, “Freedom and Politics”, in Freedom and Serfdom: An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Thought, p. 

207. Cf. “The Crisis in Cultur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219-220.（出版於同一年） 
313  Arendt, “Concern with Politics in Recent European Philosophical Thought”,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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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論述的審美批判（反思判斷力）與政治判斷緊密相關，它「或許包含了康

德政治哲學最為偉大和最具原創性的思想」。314根據康德，判斷是把殊相

（particular）思考為包含在普遍（universal）之下的能力，即一種思考殊相或現

象的能力。反思判斷是從個體去構成一般性，即這個個體可以歸為其下的一般

性。對鄂蘭而言，隸屬於反思判斷的審美判斷因其對殊相的重視，對判斷者之

複多性的強調，以及強調判斷可溝通性的意識，與政治判斷具有同樣的性質，

因此，康德對於審美判斷的論述，可以用來論述政治判斷，從而建構出一種政

治哲學。 

康德認為，我們在審美時，對於審美對象會有主觀的愉悅或不悅，這種審

美的感受雖然是主觀的，不具客觀的強制性，卻具有普遍的可溝通性，亦即我

們始終懇求他人對我的判斷表示贊同。康德認為，人們徵求每個別人的贊同，

因為人們對此有一個人人共同的根據，此一共同的根據就是共通感（common 

sense）。根據共通感，審美判斷才具有公開的可溝通性。鄂蘭將共通感理解為具

有政治意義的能力：「共通感是一種共同體感受（sensus communis），不同於私

人的感受（sensus privatus）」。315換言之，審美判斷雖然由每個個人做出，但由

於其所具有的共同體背景，加上判斷者作為旁觀者超出狹隘的利益對公共世界

的關心，共同體成員最終會達到共識。因為「在審美判斷和政治判斷中，每一

個人總是在世界中佔據一個他自己觀看世界並對其做出評判的位置，因此，每

一個判斷都必定是主觀的判斷，但同樣也是事實的是，世界本身是客觀的事實，

是一切居於其間的人們共有的東西。」316由此可見，共通感可視為審美判斷和

政治判斷的基礎，是判斷的特殊性不斷地達到一般性的決定性條件。政治判斷

                                                       
314 Arendt,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219. 
315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72. 
316 Arendt, “The Crisis of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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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審美判斷一樣，它們都是從主觀的特殊性出發，尋求獲得相當程度的一般性。

它們不像邏輯判斷一般具有強制性、普遍性，我們可以訴諸邏輯，強迫他人同

意「二加二等於四」，但「一個人永遠無法強迫另一個人同意這樣的判斷——『這

是美的』或『這是醜的』；他只能『期待』或『設法說服』每一個他人同意這些

判斷。」317 

不同於康德，鄂蘭雖然運用了康德對共通感的詮釋，但她並不認為共通感

是人的先天能力，而是堅持共同體的有效性，即只有在一定的交往共同體中，

這些基於共通感而來的判斷才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判斷，『對每一個下判斷的

人』有效，其重點在於這個句子的『判斷』一詞上；對於那些沒有下判斷的人，

或者那些不屬於判斷對象所顯現的公共領域的成員而言，它是無效的。」318 

想像力使我們能夠「將自己放置到他者的心智之中」，帶出「表象性的思考」

（representative thinking），即站在他人的位置來思考，如此便可抽離原來判斷的

侷限，達致「擴大的心靈」（enlarged mentality）。所謂擴大的心靈，即人們藉由

想像力把他人可能擁有的觀點呈現給自己的心靈，透過眾多觀點的審議，形成一

個公共空間。在這樣一個由各種觀點構成的公共空間中，人可以選擇在不同觀點

之間來往，檢視自己原來的判斷和意見。藉此，在自己不斷擴大的心靈中不斷調

整自己的判斷和意見，從而使自己的判斷和意見具有包容性與說服力，亦即，使

主觀的個別觀點達到相當程度的一般性。不同於普遍性概念統攝一切個別物、超

越時空，一般性概念意味著一種敞開的態度，它受限於時空，且不具有強制性。

職是之故，所謂的一般性判斷可被視為大多數人在一定時空之內可以接受的判斷，

它並不具有規範性，而康德審美判斷的「無利害觀賞」（disinterested contemplation）

使擴大的心靈不抱持任何外在目的，有助於形諸一般性判斷，讓複多的觀點呈現

                                                       
317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72. 
318 Arendt,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 

p.221. 



 

148 
 

於公共空間。 

政治思考是表象性的。我從不同的角度考量一個被給予的問題，通過把那

些不在場的人的觀點呈現給我的心靈而形成意見；亦即，我將他們表象出來。此

一過程並不是盲目地採取那些站在其他某處的人的實際觀點，而是從一個不同的

角度來看這個世界；這並不是移情的問題，彷彿我力圖成為他人，或像他人一樣

去感受；也不是看哪邊人多，然後加入大多數人的一邊，而是將實際上不同於我

的立場當成自己的立場來思考。我在思考一個問題時，心中呈現別人的觀點愈多，

我就愈能想像，當我處於他們的位置時會如何感覺和思考，我的表象性思考能力

愈強，我所得出的結論、我的意見就愈有效。319 

表象性思考需要一個獨立思考者，他必須有自己的觀點，又不執著於自己

原來的觀點，對鄂蘭而言，蘇格拉底無疑是最佳的範例，蘇格拉底的思考之風將

既定的道德標準（來自於風俗、習慣）摧毀，讓人在「沒有扶手」的狀態下思考，

得出自己的意見。然而，蘇格拉底的意見卻無法說服法官和其他人，原因在於，

儘管他試圖跨越哲學與政治的界線，以哲學的dialegesthai來淨化意見中的雜質，

催生出更接近「真理」的真實意見，但他卻沒有意識到，再怎麼好的意見也會受

限於個人的主觀性，即個人的善無法具有更高的政治性，判斷力的介入將有助於

達成蘇格拉底的任務，使他從 dialegesthai 轉向政治的 peithein，從而調解哲學與

政治之間的衝突。表象性思考高度依賴想像力的運作：「想像力，就是呈現缺席

之物的能力，即表象的能力。」320透過想像力，即使獨自一人，也能在心靈呈現

一個多種觀點相互審議的公共空間，如此這般藉由想像力而開展的擴大的心靈，

是政治言說的基礎，因為政治言說依賴於他人的存在，是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平等

對話。想像力所展現的就是可能的他人： 

顯然，可溝通性依賴於擴大的心靈；一個人唯有從他人的立場思考，才能

                                                       
319 Arendt,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 241. 
320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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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溝通；否則他就永遠無法與其遭遇，永遠無法以一種他所能理解的方式說話。

一個人透過與人溝通他的感受、快樂和無利害的愉悅（disinterested delights），

做出自己的選擇（choices）和選擇自己的同伴：「我寧願與柏拉圖一起犯錯，也

不願意與畢達哥拉斯一起正確」，最後，某人能夠與之溝通的人範圍愈大，（溝通）

對象的價值就愈大321。 

政治判斷和審美判斷一樣，沒有普遍規則可供依循，它只能透過個別的範

例（example）來連結於一般性規則。鄂蘭論述：「範例是在自身中包含著或者被

認為包含著一個概念或是一個一般規則的殊相（the particular）。」322換言之，範

例連結了一般規則與殊相。以阿基里斯（Achilles）而言，他被視為勇敢的範例，

當人們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勇敢時，便以其作為範例來加以說明，而當人們訴諸此

一具體範例時，事實上也說出了他對勇敢這個概念的理解與判斷。由此可見，範

例在判斷中的作用。人們要做出明智的判斷，乃在於他們心中的範例。鄂蘭曾舉

例說明，當古希臘人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勇敢，他們會以阿基里斯為範例、中世紀

的人要判斷一個人是否善良，則以耶穌或聖方濟為範例。那麼，如此看來，範例

作為殊相，必須對下判斷的人們而言，是共同的，如此才能連結於共通感，藉以

判斷某個別的人或事跡。換言之，當我們要使用阿基里斯這個範例時，我們首先

必須對阿基里斯的行跡有所了解，其次，我們必須「共同」同意其行跡足以顯現

「勇敢」的德性。因此，範例的有效性還是取決於判斷本身——將某殊相範例化

（exemplify），即為一種判斷，再依據範例來判斷他人，同樣也是一種判斷。所

以，是先有範例呢？還是先有判斷？對鄂蘭而言，似乎這種區分並非必要：「只

要正確地選擇範例，判斷就具有範例有效性。」323換言之，如果我們今天取用了

一個無法讓人認可他具有「勇敢」德性的範例（至少必須知道他的行跡），範例

                                                       
321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74. 
322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84. 
323 Arendt, Lectures 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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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性便不成立，在此前提下，「正確地選擇」便相當關鍵，可說範例化或範

例的選擇，都涉及了判斷。簡言之，範例的有效性只在對範例本身的歷史文化背

景有所了解的人那裡，才是有效的，更重要的是，範例必須得到公共的認可。 

當論及判斷時，尚涉及了敘事、隱喻、範例等問題，這些問題都與想像力

的運作有關，本論文限於篇幅無法一併處理，尚待日後繼續深入探討。 

接下來，我們將繼續論述鄂蘭兩種不同類型的判斷理論。 

（二）行動者的判斷 

行動者的判斷出現在〈文化的危機〉和〈真理與政治〉等早期的文章中，

鄂蘭認為，判斷的表象性思考有助於行動者的行動，因而是一種政治能力： 

正是在康德所指的意義上，判斷力成了一種特殊的政治能力，即不僅從自

己的立場看事物，而且也從剛好在場的所有其他人的立場看事物的能力；就判斷

能讓一個人找到他自己在公共領域、在共同世界中的位置而言，它也許是一種人

作為政治存在的根本能力。希臘人稱這種能力為實踐智（phronesis）或明見，並

且認為這是使政治家的德性區別於哲學家的智慧的主要特點或優異之處。判斷的

明察與沉思的思考不同之處在於，前者的基礎是我們所謂的共通感，而後者卻要

不停地超越共通感。324 

鄂蘭將亞里斯多德的「實踐」狹義地理解為政治行動，那麼，判斷對鄂蘭

而言，便相對應於亞里斯多德的「實踐智」（phronesis）： 

亞里斯多德關於「實踐智」的論述集中在《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六卷中，

他論述兩個與實踐智相關的概念——sunesia（understanding）和 gnome（judgment 

and consideration）。sunesia 便是理解：理解是評判性的，把意見運用於理智對象，

對他人的言語做出善意的評判325。gnome 主要意指體諒和判斷：寬容就是體諒，

                                                       
324 Arendt, “The Crisis in Culture: Its Social and Its Political Significance”,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221 
325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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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公平事物做出正確判定，正確判定也就是對實情的判定326。由此我們可以看

出，鄂蘭的行動者判斷與實踐智之間的關聯性：行動者判斷的表象性思考也需在

理解他人、體諒他人之後做出公正的評判。然而，鄂蘭卻曾經有以下斷言：「判

斷力不是實踐智」（Urteilskraft is not phronesis）。」327關於此一斷言，我們可從

亞里斯多德思想的目的論傾向及實踐智的德性（virtue）與習俗息息相關兩個面

向來推敲。行動者的判斷是為了理解他人的意見，在共通性的基礎上，形成（make）

共同的目的，並一起行動，而亞里斯多德實踐智則是在一個給定的目的之下進行

思考，人所考慮的是，如何在具體的情境下貫徹已經被確立的目的，至於共同善

的內容則無須審議。對鄂蘭而言，亞里斯多德所能容許的爭議不過是實踐某個目

的之方式，而不是目的本身。這與鄂蘭所主張的，向著目的開放的政治理論有著

根本上的差異，儘管實踐智隱含了在具體審議行動中對他人的態度。再者，亞里

斯多德實踐智的德性與習俗相關，德性通過習俗而達到圓滿，這與鄂蘭強調「沒

有扶手的思考」、人類行動的自主性扞格，關鍵在於，鄂蘭相信，人類事務的領

域充滿各種新的可能性，人們之間可以激發出共同的開端，此一理論的目的是開

放的，沒有預設的，但卻非完全沒有基礎，其基礎便在於：人們的共同感與共同

的理解力，而凡此共通性是蘊含在人類的判斷心能當中。也正是基於此一考量，

如楊．布魯爾所言，鄂蘭最終轉向了康德： 

我之所以如此信賴康德的《判斷力批判》，並不是因為我對美學有什麼興趣，

而是在於我相信我們說「這是對的，那是錯的」方式，與我們說「這是美的，那

是醜的」方式沒有多大不同。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準備好了在沒有任何預設體系

的情況下與現象遭逢328。 

 

                                                       
326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1143a. 
327 Villa, Hannah Arendt: Modernity, Alienation, and Critique, in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p. 196. 
328 Young-Brühl,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p. 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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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旁觀者的判斷 

1970 年代開始，行動者的表象性思考（從他人的立場看事物）轉移到旁觀

者的回顧性判斷：「生活……就像一個節日；有些人參與節日是為了爭勝，有些

人來是為了從事貿易，但是最好的人是作為旁觀者而來，生活中，那些奴性的人

追慕名聲和財富，哲學家則追求真理」329、「唯有旁觀者，而不是行動者，能夠

知道並理解任何把自身作為一種景象提供的東西……」330、「旁觀者，而不是行

動者，掌握著人類事務意義的線索」331，對鄂蘭而言，旁觀者因為不涉入其中，

而得以擁有一個能夠看到全局的位置，在理解整體的意義上，比行動者更為有利。

換言之，免於直接參與（距離）是旁觀者判斷的先決條件。然而，旁觀者的超乎

事件之外與哲學家的從表象世界退隱不同，旁觀者的眼光依然注視著表象世界，

而非超越的理念世界；再者，旁觀者依然處於複多的人們之中，而不是退入自我

的孤獨，毋寧說，旁觀者是處在一個擴大的心靈當中，在擴大的心靈中涵納眾多

他者，而不只有自我。 

此一旁觀者的判斷帶有回顧的性質，即對已發生事件進行理解，從而透過

理解獲得意義，與所發生之事妥協和解：「（理解）是一項無止盡的活動，通過

它……我們讓自身與現實和解妥協，即讓我們在這個世界有家園感」332、「……

理解意味著有意識地檢視和承擔起我們這個世紀給我們的重負——既不否定它

的存在，也不在它的重負下卑躬屈膝。簡而言之，理解就意味著，無論面對什麼

樣的現實，都要坦然地、專心地面對和抵抗它。」333換言之，我們幾乎可以將旁

觀者的判斷等同於理解，它是從說故事的角度來理解過往的事件，這時想像力發

揮了功能：唯有想像力讓我們能夠相應於事物的適當觀點來看事物，讓我們把過

                                                       
329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p. 93. 
330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p.92. 
331 Arendt, The Life of the Mind, p.96. 
332 Arendt,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 310. 
333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 Preface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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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切近的東西放置於某種距離之外，以便我們能夠不帶成見和先見地看清它、理

解它；也讓我們可以為遙遠的深淵搭橋，直到我們能夠看清、理解一切離我們太

過遙遠的東西，彷彿它們就是我們自己的事。與某些事物「保持距離」（distancing），

搭橋於與他者之間的深淵是理解對話（dialogue of understanding）的一部份。旁

觀者的判斷與行動者緊密關聯，行動者作為啟新者，具有開端的能力，但他並非

從無中生有，乃是從過往事件的意義中，看見前進的路標： 

……就算我們喪失了賴以衡量的標尺，喪失了能將特殊物劃歸於其下的規

則，一個其本質就是開端的存有者，是足以在其自身之中開啟理解而毋須借助於

先入為主的範疇、足以在自身之中開啟判斷而毋須借助一系列作為道德的習俗規

則。如果一切行動的本質——尤其是政治行動——就在於肇建一個新開端，那麼，

理解便成為行動的另一面，也就是認知的形式，不同於其他許多形式，行動中的

人（而不是那些致力於沉思歷史的進步過程或命定過程的人）借助於此一認知形

式，最終能夠接受所發生過、不可逆轉的一切，並與無法迴避地存在著的一切相

和解。334 

理解是行動的另一面向，旁觀者的判斷在此轉換成了行動。在上述引文中，

「最終能夠接受所發生過、不可逆轉的一切，並與無法迴避地存在著的一切相和

解」與《人的境況》中所述及的寬恕行動相應和，可見對鄂蘭而言，旁觀者判斷

並非消極地「旁觀」，而是為了行動的開展。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回到本章一

開始所述，精神生活的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或者換個方式來說，政治世界的

共存反映了精神生活的共存。鄂蘭晚年致力於發展旁觀者的判斷，就精神生活而

言，旁觀者的判斷調解了了意志的支配性、思考的孤獨性，被視為精神生活三種

心能的頂點、解決內在心能扭曲的奇兵，其主要特性是以他者為導向，儘管事件

中的他者並不在場，透過想像力，我仍可以構成一內在的公共領域，因此，鄂蘭

                                                       
334 Arendt, “Understanding and Politics” in Essays in Understanding 1930-1954, p.321. 



 

154 
 

稱判斷力是一種特別的政治能力；就政治生活而言，旁觀者判斷可自由轉換為行

動者判斷，透過意志心能的協助，在政治領域中形成具個別性原則的行動，而此

一行動仍必須訴諸行動者判斷，從這個觀點來看，行動者判斷和旁觀者判斷不只

是前後期思想關注的轉移，就精神生活作為政治生活的內在奠基而言，更是理論

建構所必需。在論述精神生活的共存時，我們發現早期《愛與聖奧古斯丁》的鄰

人之愛、共存、世界之愛等概念都指向了康德反思判斷中的共通感，一如班內爾

所言，鄂蘭始終致力於為人們的共通感與共同的理解力辯護，這或許是她經歷了

極權主義的恐怖經驗所深刻體會到，維繫人類共存最為重要的。 

第五節  小結 

鄂蘭在《人的境況》的文末說道：「如果對於行動生活內的各種活動來說，

除了經驗的活躍之外，沒有其他的檢驗方式，除了純粹活動的程度之外，沒有其

它的衡量標準的話，那麼，思考本身也許在活躍性方面超越了行動生活的所有活

動。任何對此事有經驗的人，都知道加圖（Cato）的話是多麼正確：『他什麼都

不做的時候，最為活躍，他獨自一人時最不孤獨』。」335從這段話可看出鄂蘭在

《人的境況》完成時，即關注當思考活動進行時，我向自我所顯現的複多性。在

《人的境況》完成的前兩年，她亦曾預告自己的著作計畫：「（這一著作打算考察）

人之複多性的各種形式……根據人之複多性，存在著兩種在一起的基本模式；與

其他人、與同儕在一起並產生行動，與自我在一起，與之相應的是思考活動。因

此，這本書應以關於行動與思考或政治與哲學之間的關係的論述結束。」336由此

可見，從 1929 年的《愛與聖奧古斯丁》、《人的境況》，再到最後的著作《精神生

活》，鄂蘭始終關注「共存」的問題，《愛與聖奧古斯丁》中探討鄰人的相關性，

《人的境況》側重以協同行動共同開創「新生」，《精神生活》則探討思考、意志、

                                                       
335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325. 
336 第二章中曾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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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等三種心能的共和關係。對鄂蘭而言，此一內在的複多性是對海德格「共存

作為存有學構成」的深化，也是針對政治行動的自發性、自主性如何擺脫任意性

質疑的回應。 

本論文試圖論述政治自由所揭示的共存，其基礎在於內在領域中存有學的

共存——在人的內在領域中，存在著原初的共存。這個計劃之所以必要，在於鄂

蘭認為人類精神的力量必須被重新安置，因為這些力量的扭曲已經在她所親身經

歷的世紀災難中展現無遺。不論是艾希曼的無思抑或是海德格的迷誤，均出自於

對世界的疏離。艾希曼無能於思考，使他全然接受外在的道德準則，不論此一準

則是來自上帝、理性，還是全能的「領袖」，對他而言，並無差別；海德格思考

存有，卻也並沒有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的判斷，哲學的思考使他疏離於人類事務

的領域。艾希曼並非被迫為惡，他是出於自由選擇地為惡，可見自由並不等於意

志的自由選擇；而當海德格從尼采「權力意志」概念來詮釋現代性的危機時，他

意識到內在於哲學沉思之中的意志經驗，一種被鄂蘭指責為內在於柏拉圖以來西

方哲學傳統的製作經驗。海德格反對尼采的權力意志，對他而言，存有是思想本

身的泉源，也是人類命運唯一的決定因素，因此，他否認人類本身可以用任何方

式決定自己的命運。鄂蘭認為，在更深的層次上，海德格根本否定意志，因為他

將意志理解為統治和支配；然而，這是一種錯誤，因為有愛的時候，意志總是和

平的，非支配性的337。她在《精神生活》中便試圖呈現，當意志被共通感所習染

時，意志的統治性與支配性將化成與他者一同行動的力量。由此我們可以發現，

不論是艾希曼的自由選擇抑或是海德格支配性意志都必須經過轉化，而這種轉化

在奧古斯丁的神學中是透過聖愛的注入，然而，對鄂蘭而言，自我發生的行動意

志可自行轉化，但需要透過共通感的習染。 

然則，共通感如何獲得？鄂蘭認為，意義有助於形成共通感，無意義就無

                                                       
337 Elisabeth Young-Brühl, Why Arendt Matters,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6, 

p.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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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通感可言，而意義的尋求又與人的思考活動有關。思考不是傳統哲學所強調演

繹、歸納、推論等符合邏輯性、因果性的範疇思考，而是撤離表象世界，回到內

在意識中，進行自我對話。她運用康德知性與理性的區分，指前者與真理相關，

後者才與意義相關。思考的運作方式是，內在意識的自我對話。當我思考時，「我

意識到我自己」，我不可避免地是二合一，因人類意識暗示著差異性與他者性，

總是有來自世界的事物注入我的意識，而想像力則是持續將不在場之物再現在我

眼前，如此一來，我與世界的實在性之間便有著流動性的聯繫。就在此暗示著差

異性、他者性意識的內在對話中，良知被喚醒，此良知被鄂蘭稱為道德的完整性，

表現為「人格」（person）。由此可見，鄂蘭意義下的良知不是上帝的聲音或是理

性的命令，而是持續不斷地進行二合一的自我對話，事實上，也就是我與世界的

對話。此一蘇格拉底式的思考之所以具有複多性便在於，思考往返表象世界與內

在自我之間，也就在這一點上，它不同於哲學的沉思，而能更接近於政治。 

思考尋求意義，卻不產生行動，尤有甚者，它具有批判、解構客觀、絕對、

普遍性道德的消極功能，亦即它是一種主觀的道德。然而，正因如此，它更接近

於政治。對鄂蘭而言，政治和道德之間的張力是來自於，人們將道德理解為客觀

的、普遍的、絕對的準則，當道德的絕對性遇到傳統政治哲學的統治、支配原則

時，災難的發生乃在所難免。當她拆毀傳統政治哲學，試圖回到本真的政治經驗

的同時，也重新反思了道德。她拒絕客觀的外在道德標準（風俗或習慣），也拒

絕上帝的聲音或理性的命令等自明性的道德，因為客觀的或普遍的道德命令會讓

人失去在具體而個別的處境中分辨是非的能力。鄂蘭意義下的道德人（moral 

person）是以蘇格拉底為理想型——絕不會與自己產生矛盾的人，即誠實面對自

己和世界的人，他清楚了解到自己的侷限（他拒絕接受「最有智慧者」的神諭）。

透過思考活動，蘇格拉底了解世界實在性對他的意義。蘇格拉底式的思考之所以

更接近政治，是因為它摧毀了道德絕對性，讓判斷力被解放出來。在沒有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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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標準可依循之時，判斷力因其所訴諸的共通感，便成為三種心能中最具有政

治性的。 

透過對鄂蘭反思意志、思考、判斷三種精神活動後所做出的簡單勾勒，我

們基本上同意楊．布魯爾的推斷：思考為判斷和意志提供思想物，以供其選擇與

判斷；意志為思考和判斷提供自我的性格作為思想的對話，及判斷的無偏見、無

私和可溝通性的基礎。那麼，不論是令人愉快的還是不快的判斷，究竟提供了什

麼？對於思考而言，判斷提供孤獨中的思考所不具備的與他人的關聯，即擴展的

精神；對意志而言，判斷提供一個由批評者和旁觀者所構成的公共領域，意志向

其發送自己的抉擇，不論選擇是令人愉悅或是令人不快，或者是透過討論、爭辯，

經過與（想像的）批評者和旁觀者商議後所形成的判斷，再以行動者的判斷顯現

於表象世界。從這個角度來看，旁觀者判斷和行動者判斷的轉換便不只是前後期

的階段發展，更是連接內在複多性與外在複多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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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結 

本論文以「愛與自由：鄂蘭的政治存有學研究」為題，主要在鄂蘭對海德

格基礎存有學的批判與改造上展開。在導論中以二次戰後博伊勒的懺罪開啟關於

「人道」（humanity）、自由的討論，博伊勒分析道，迴避糾纏不清、充滿矛盾的

歷史與世界實在性，逃入民族、領袖、種族、歷史使命等理念之中，是造成 20

世紀這場災難的原因，他開出清醒的藥方：政治生活中必須抵抗對崇高的渴望，

而民主制便是反對崇高。海德格是另一位涉入這場政治風暴的哲學家，鄂蘭在戰

後第二年的〈什麼是存在主義？〉中，批判海德格的此有是高大的自我、是「存

有的主人」，企圖取代上帝的位置，他甚至不具有關於人的共通性概念。海德格

在同一年的〈關於人道主義的書信〉中，以隱誨的方式總結他對事件的回應，並

交代其哲學的轉向，存有不在於崇高的事物，而在於切近之處，要進入存有的光

照，此有必須往後「退一步」。在戰後的反思氛圍中，沙特是個例外，他仍然堅

持存在的絕對超越性，儘管馬賽爾、郭蒂尼等人認為，人自己不能即是超越，人

只有在與神性超越的聯繫中才有超越可言。身為猶太人，鄂蘭是這場世紀災難的

受害者，她在反思極權主義之惡後認為，極權主義之惡起因於複多性的消失，而

複多性的消失不是極權主義造成的，極權主義只是將此極端之惡表現到極致，真

正造成複多性消失的原因乃是世界的疏離。世俗化時代來臨，超越的上帝不再作

為存在的根基，理性主義的普遍有效性消失，面對存在的深淵，人被不確定性所

貫穿，人如何獲得確定性？對戰前的博伊勒而言，崇高的理念是安身之處，對轉

向前的海德格而言，此有的良知是存有的根基，自由便是「成為存有」，然而，

事實卻證明，遠離世界實在性、無規定的理念，個人的覺醒，一旦涉入政治生活，

可能是一場災難。對鄂蘭而言，唯有人們共存於世的複多性能夠賦予存在確定性。

簡言之，決定人類未來的，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複多的人們所共享的世界實在

性。這是鄂蘭所理解的人道與自由，人道是與人共享世界的品質，而自由是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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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帶來開端的能力，而不論是人道或自由都必須在人們「之間」展開。 

鄂蘭在 1924-25 年於馬堡大學冬季學期課程受業於海德格，海德格當時正

在講授柏拉圖的《智者篇》，對亞里斯多德《尼各馬科倫理學》第六卷進行詮釋，

而此一課程被認為是《存有與時間》中基礎存有學的預備階段，根據鄂蘭的回憶，

當時海德格所談論的是關於存有的問題。除了胡賽爾，海德格早期受到祈克果、

尼采、狄爾泰等人的影響，使他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現象學方法，即以現象學的方

式描述「事實的生活經驗」中充滿偶然性、變動性、關聯性的系統。他對亞里斯

多德的形上學進行批判，認為其形上學的對象是在場的存有者，亞里斯多德形上

學思考存有者的規定，卻未能思考各種滲透於此有日常的、自然的自我理解，此

有作為揭示存有的起點，其自我理解卻未獲揭示。海德格因此轉向亞里斯多德的

實踐概念，將實踐理解為對真理的解蔽，海德格轉移了亞里斯多德的自然合目的

性的傾向，將對自然的直觀（pure theorein）轉向了此有自身，以自身為其目的

的自然轉向了此有，此有成為目的自身，即此有作為其存有整體關聯之「何所用」

的最高不可超越的目的——「為何之故」。此有作為實踐，指導著此有實踐的實

踐智，在亞里斯多德的意義下，乃是針對朝向最高目的之手段的審度，在海德格

意義下，則接受此有對其自身目的之純粹直觀的指導。換言之，亞里斯多德對自

然的沉思的領會、純粹的直觀，轉成了海德格的此有在決斷中展開、綻出在本真

的時間性中的「看」（Augenblick），此一「瞬間的看」連結於存有，使海德格的

此有隱約與 theoria 背後所隱含的自然目的論傾向相糾結，使其哲學思辨隱含著

意志的成份，直到他思想的轉向。鄂蘭承繼了海德格，將此有理解為目的自身，

但不同於海德格的是，她藉由徹底區隔自然與人類事務的領域，將自然的目的論

傾向完全排除，對她而言，人造世界的穩定性與自然的循環、代謝是相對立的，

而政治世界的向度則是促成人造的共同世界不斷更新的動力來源，政治世界向度

的開啟則是透過人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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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的行動理論基本上是改造自海德格的基礎存有學，她關注人類共存的

問題，辨識出《存有與時間》中關於共存概念闡發的片面性，並進而將海德格的

共存概念擴展至政治世界的向度，在艾希曼的審判之後，她意識到精神生活的扭

曲並不只出現在艾希曼一類的行政官僚身上，它甚至出現在大多數德國人，甚至

專業思想家身上。精神生活所蘊含的共存是她在 1929 年的博士論文《愛與聖奧

古斯丁》便開始關注，在艾希曼審判的期間，她著手修訂該書，而該書中若干論

點出現於最後一本著作《精神生活》中，這條思想線索連結了鄂蘭思想的前後關

聯性。 

本論文主要著力於勾勒鄂蘭思想的發展，側重她對海德格思想的批判性承

繼，同時也呈現她試圖調解哲學與政治的前後一貫性，關於鄂蘭思想中細部的問

題，尤其是其判斷理論中涉及敘事、隱喻、範例等問題未及刻劃，受限於篇幅，

尚待日後繼續探討。 

20 世紀的災難已過近百年，但時至今日，世界各地仍然戰亂頻傳，鄂蘭所

關注的人類共存問題也同樣在世界各角落的種族衝突、資源搶奪，乃至於環境危

機中隨處可見。或許正因如此，鄂蘭研究似乎方興未艾。在感嘆鄂蘭熱潮所意味

的，竟是極權主義從未消失，甚至與我們近身相搏的同時，吾人以為，目前的鄂

蘭研究中尚有許多值得關注、發展的面向，諸如鄂蘭的猶太論述，涉及身分認同、

民族主義、包容性政治；鄂蘭與奧古斯丁的思想關聯，涉及貫穿她畢生研究的「新

生」問題；《精神生活》中所涉及思考、意志、判斷三種心能的具體運作，及如

何闡釋等。此外，鄂蘭的言論經常被引用於各類民主運動中，但也不乏斷章取義

者針對其關注傳統崩塌的面向，將其歸入傳統的保守主義者，或針對她強調開端，

便指控她是激進的革命主義者，如此複多、矛盾的鄂蘭面貌或許正如她自己所言：

「根本的、顯著的矛盾很少出現在一個二流的作家身上，而在偉大作家那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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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卻通向了他們思想的核心。」338面對不斷加速全球化的未來，看似往前不斷「進

步」的人類文明，人的境況卻愈來愈虛無化，祈願更深刻、更全面的鄂蘭研究能

激發人們向世界的實在性開放，與不斷到來的新來者共同以行動切入這個世界，

中斷惡的因果現象，為人類共存帶來「新生」。 

  

                                                       
338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p.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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