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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 

 

筆者在本研究中回歸到古希臘的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試圖詮釋並建構他

整體並具有結構性的思想，達到「火」與「logos」的同一性，也就是「physis」

與「logos」的同一。然而，這樣的建構究竟是為了獲得什麼結論？理當是為了

探尋哲學所致力追尋的終極目標──真理，關於真理的本質以及獲得真理的方法。 

Heidegger 採用現象學角度解讀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透過現象的顯現，將

physis 視為「自然湧現」，而 logos 視為「採集著的置放」，兩者同時指向「真理」，

也就是現象的聚集與解蔽。 

然而，現象學角度是特殊的哲學立場，起自古希臘時代，難以有哲學家能跳

脫當時代的思想氛圍，而有如此抽象且躍進的思維概念。因此，Heidegger 對

Heraclitus 的現象學解讀，或許可視為「Heidegger 對 Heraclitus 的現象學詮釋」，

抑或「Heraclitus 對 Heidegger 的現象學驗證」，用以強化佐證自身現象學的理論

體系，但卻無法真切地將兩人理論等同而論，僅能巧妙地將兩人理論作一參照的

補充說明。 

因此，筆者藉由以「神」為中樞核心，連結至「火」和「logos」的結構概

念，企圖去說明 physis 與 logos 的同一，採取質樸論述去整合斷簡殘篇。然而，

此概念的建構首先遭遇到第一個難題，就是這樣的理論建構是否合理？ 

Joel Wilcox 認為基於兩個原因，Heraclitus 不具有知識論的理論1：第一，「關

於知識論的斷簡殘篇也許沒有被統合」，這也就是說，這些斷簡殘篇也許是被孤

立而沒有系統且互相關聯的觀察。第二，「關於知識論的斷簡殘篇也許並不傾向

去定義、主張特殊之事或相關概念」，然而一個理論是企圖謹慎地去解決一個概

念問題。因此，Joel Wilcox 認為，為了顯示 Heraclitus 具有知識論理論，必須從

兩方面著手：第一，「各種知識論的斷簡殘篇可以充滿意義地被解釋為多樣，但

                                                 
1 Joel Wilcox, The Origine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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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單獨觀點。」第二，「這個觀點被宣稱為一些概念問題的結論。」 

    Joel Wilcox 對 Heraclitus 的知識論說明或許同時指出對 Heraclitus 哲學理論

重新建構的合理與否，儘管 Heraclitus 的著作以斷簡殘篇的散亂型態遺留，無法

以論述形式說明其強而有力的理論架構，但透過多則殘篇的聚集，可指出

Heraclitus 所欲宣稱的概念與結論。 

    既然藉由斷簡殘篇指向且宣稱某些概念主張是合理的方式，那麼，筆者將探

討此建構過程的最後目標，也就是真理存在與否的問題。   

  Plato 與 Aristotle 將 Heraclitus 與 Cratylus 的河流流變觀視為一致，認為人無

法對可感覺事物有任何知識2。然而，這顯然是個誤解，因為 Heraclitus 在斷簡殘

篇中明確地指出人的知識的可能性。 

    筆者將 Heraclitus 的知識的可能性建立在三種基礎之上：第一，人具有理性

思考的能力，得以認識事物，而此能力來自於 Heraclitus 對靈魂賦予的意義；第

二，人與外在事物之間具有感官的溝通橋樑，此根據 Heraclitus 對感官功能的肯

定；第三，具有知識的對象存在，也就是 logos 的存在。筆者藉由 Heraclitus 對

「理性能力」、「感官溝通」與「知識對象」的三種基礎的肯定，得以確認 Heraclitus

的知識論可能性。 

  知識的可能性首先根據於「靈魂的感受性」，「靈魂」(psyche)普遍被研究者

視為知識的官能與器官。Felic M. Cleve 認為靈魂可能是「器官」(function)或「器

官媒介物」(carrier of the function)，靈魂具有兩種意義，包括「感受能力」與「知

覺」(consciousness)，而當靈魂作為動詞使用時，亦可當作「吹」(to blow)或「呼

吸」(to breathe)的意義3。Joel Wilcox 亦明確指出，Heraclitus 把靈魂視為「知識

的官能或器官」(an organ or faculty of knowledge)4。因此，人的靈魂作為知識的

                                                 
2 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第四卷第三章 1007b20-25 中記載：「Plato 青年時就首先通過 Cratylus
熟悉了 Heraclitus 的學說，即認為一切可感覺的事物都永遠在流動狀態中，對它們不能有任何知

識。」他們即是將 Heralcitus 的「人不能踏進同一條河流裡兩次」與 Cratylus 的「人連一次也不

能踏進同一條河流裡」視為同一。 
3 Felix M. Cleve, The Giants of Pre-sophistic Greek Philosophy, p.58-59. 
4 Joel Wilcox, The Origines of Epistemology in Early Greek Thought,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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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能，具有達到真理的可能性。 

  靈魂作為感受知覺的官能與器官，亦須透過眼、耳、鼻、口、身等外感官的

媒介理解可感覺事物。D98：「靈魂在地府中具有嗅覺。」、D101a：「眼睛是比耳

朵更可靠的見證。」和 D55：「凡是能夠看到、聽到、學到的東西，都是我所尊

敬的。」皆指出外感官的重要性。D107：「假如人擁有野蠻的靈魂，眼睛和耳朵

對他來說是壞的證據5。」則指出靈魂與外感官的關係，靈魂將關鍵地影響且左

右著感官的感受理解。 

    除了靈魂的理性作用以及感覺的感受作用之外，Heraclitus 亦提出知識的對

象，也就是真理的目標──logos。D41：「認識那駕駛並貫穿一切的思想。」和

D50：「不要聽從我的，而要聽從 logos。」指出了 logos 的必須理解，而這樣才

是「智慧」的。 

    Heraclitus 指出在知識論上常犯的兩種錯誤，一種是「被可見事物的欺騙」，

也就是 D56 所說：「人被可見事物的認知給欺騙，連希臘人中最聰明的 Homer

也是。」另一種則是「認識方法上的錯誤」，也就是 D40 與 D129 所說的「博學

強記」6。為了避免錯誤的發生，Heraclitus 認為達到真理的方式，就是區別「知

識」(knowledge)和「智慧」(wisdom)，博學多聞的大量知識的累積屬於「知識」

（D40、D129），但人必須選擇「智慧」，因為智慧必須建立在對 logos 的理解，

也就是「認識那駕馭並貫穿一切的思想。」（D41、D507）。 

    然而，Aristotle 仍對 Heraclitus 的知識論提出個人感官主義的駁斥。Aristotle

說道：「如果同一對象在同一時間、場合之下，既是又不是，那麼它就具有所有

的相反性質，這樣就像阿那薩克拉斯(Anaxagoras)說的萬物混一。同一東西既是

                                                 
5 此處的「野蠻」，在文學意義上是指「非希臘說法」(non-Greek-speaking)。 
6 D40 和 D129 是關於「知識」的斷簡殘篇。D40：「許多學習無法教導人去擁有明智，若能如此

的話，那麼這早就適用於 Hesiod 和 Pythagoras，以及後來的 Xenophanes 和 Hecataeus。」D129：

「Pythgoras 是 Mnêsarchus 的兒子，他對所有人實踐他的研究，並從這些他累積他所擁有的智慧

的論著中提取摘錄，這摘錄是一個累積的學習，一個有害的草稿。」 
7 D41 和 D50 是關於「智慧」的斷簡殘篇。D41：「智慧只在於一件事，就是認識那駕馭並貫穿

一切的思想。」D50：「不要聽我的話，而要聽從邏各斯，同意所有是一才是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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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列槳，又是牆，又是人……等等。實際上他們自己也不相信。在實際行動中，

他們就不是那樣做了8。」這顯示 Aristotle 不僅將 Heraclitus 與 Cratylus 混為一談，

還將 Heraclitus 與普羅泰哥拉斯(Protagoras)、德謨克利特(Democritus)以及阿那薩

克拉斯(Anaxagoras)的個人感官主義混為一談了。 

    Protagoras、Democritus 與 Anzxagoras 的個人感覺主義肯定人的感覺觀察，

人對同一事物具有不同感受，而這些感受都是真實的。Aristotle 對此批判為：「篤

信上述觀點的人，竟然有的還提出誰來判準真假的問題。既然一切都是相對的，

各種事物每個人均以為自己的感覺為真，當然也就無從判斷真假了。這種以雄辯

取勝的人，總想否定（矛盾律）合理，假如一切事物都像他們說的那樣，即依個

人感覺而定，也就沒有事物了9。」 

  因此，倘若 Heraclitus 的矛盾對立理論將會形成上述的個人感覺主義的話，

Heraclitus 的知識論即遭到嚴厲地動搖。然而，事實上卻不是如此，因為 Heraclitus

與個人感覺主義者具有最根本性的差異，也就是：「在運動變化之後有不變的東

西」，而 Heraclitus 的 logos 的真理預設，釐清了他矛盾對立但卻非個人感覺主義

的誤解。 

  儘管 Heraclitus 肯定人具有認識的能力，認為「思想的官能是人人共有的」

(D113)，也肯定真理的存在，認為「我們應當聽從 logos」(D50)，但他對人類獲

得真理的能力卻充滿悲觀。一方面如上述所說，人類總將知識誤以為真理，而錯

誤地將真理建立在博學多聞之上。另一方面，儘管 logos 存在，人類卻無法理解，

難以達到真理之路。 

 

D1：「宇宙的法則(logos)雖然像我所說的那樣常在，但人們聽到它以前，

或是第一次聽到它的時候，卻總是不能理解它。萬物都是根據這個法則

(logos)產生的，雖然我已經根據事物的本性將它們加以區別，解釋了它們

                                                 
8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四卷第三章，1007b20-25。 
9 亞里斯多德：《形上學》，第四卷第六章，1011a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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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發生的，而且人們也經常遇到像我們所說明的那些話語（理論）和

行為（過程），但是他們卻從來沒有遇到過它一樣。至於另外一些人，對他

們醒來以後做了些什麼也不知道，就像是對他們夢中所做的事已經忘記了

一樣。」 

 

D2：「人們必須遵從宇宙法則(logos)，它對所有人而言是普遍的，雖然法

則是普遍的，但是大多數人還是按他們自己私自的理解那樣生活。」 

 

D17：「因為許多遇到此事的人不理解它們，在他們學習後也不能攫獲它們，

對他們而言就像從未理解過。」 

 

D34：「雖然他們曾經聽聞過，但他們就像聾了般不能理解。一個眾所皆知

的證據支持這個說法：『呈現的缺席』。」 

 

D72：「法則(logos)：雖然他們來自 logos，並與它緊密相關，但他們每天

遇到的事情，卻對他們而言很陌生。」 

 

D87：「愚蠢的人聽到每個字(logos)都緊張不安。」 

 

D108：「我聽過許多人的交談(logos)，他們沒有一個人能夠知道到智慧和

一切事物是有區別的。」 

 

  在 Heraclitus 提及 logos 的十則斷簡殘篇裡，即有五則明確地表示了對 logos

理解的困難(D1、D2、D72、D87、D108)，另有兩則以暗示性地方式指出(D17、

D34)。logos 理解的困難究竟來自於什麼呢？顯然在於「選擇」與「隱匿」。 

  雖然 Heraclitus 肯定「認識自己」的重要性，在 D101 說道：「我向自身探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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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D116：「人人都能認識自己，並節制地行為。」然而，這並非將自己當成終

極的知識對象，當作真理。因為 Heraclitus 更進一步地在 D50 說道：「不要聽從

我的，而要聽從 logos。」在 D89 指出：「對於清醒的人來說，秩序性宇宙是普

遍的，如果睡著了，每個人就回到他自己的世界。」Heraclitus 將世界劃分為「普

遍認知」（清醒）與「私自理解」（沉睡），認為人應該選擇追求前者，而避免後

者，僅管人總難以如此選擇(D17)。 

  對 logos 理解的困難，除了選擇之外，最主要則是來自於它的隱匿性。D123：

「physis 傾向於隱藏。」與 D56：「我們看到且攫獲我們留在背後的，但我們沒

看到也沒攫獲到我們帶來的。」皆指出 logos 隱藏於我們未見之處。D22：「試圖

尋找黃金的人會挖起很多的土，卻只找到一點黃金。」亦通過黃金與 logos 的比

擬象徵關係，指出尋找 logos 並不容易。 

  僅管 logos 難以理解與獲得，僅管 logos 習於隱匿與躲藏，但 Heraclitus 並不

認為人就此失去認識 logos 的可能，他在 D16 指出：「哪個人能夠將從未開始的

事物隱藏。」這顯示了 logos 的兩種面向，一方面 logos 在現象中是隱蔽的，一

方面 logos 也是可以被所有人體認的，因此是不隱蔽的。 

  重建 Heraclitus 的哲學理論，究竟能否達到哲學追求的終極目標──真理？在

上述的分析，顯然是能夠的。筆者將 Heraclitus 的哲學最終歸約為兩個核心概念

的等同──「火」與「logos」，也就是「physis」與「logos」，這其實就證成了真

理的存在，肯定人在知識論上的可能。Heidegger 透過 D112：「熟練的思想是最

高的完美，智慧即是：說出真理，並聽之以 physis10。」將 logos 看作「真理、

解蔽」(Unverborgenheit)，將「真理」等於 physis，並指出「logos、physis、aletheia

是同一的11。」 

physis 作為 Heidegger 意義之下的「湧現」，普遍意義之下的「自然」，能夠

                                                 
10 Kathleem Freeman 將此譯為：「節制是最優越且智慧地說出真理，並按照本質行動。」 
11 引自鍾振宇：〈赫拉克利特 Logos 學說與老莊道論之比較〉，第 122 頁，M. Heidegger, Heraklit, 
GA55. l.c.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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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 aletheia，也就是 Heidegger 的「解蔽」，普遍意義的「真理」12，這是因

為，physis 作為一種源於自身的湧現，將存在從隱匿之處顯現出來，這是一種解

蔽的過程，因此，physis 即是 aletheia。 

孫興周即對 physis 與 aletheia 的關係進行以下的說明：「physis 作為『湧現』，

是『在自身中出於自身站出來』(In-sich-aus-sich-Hinausstehen)。physis『湧現』

之際，存在者才得以顯現。這就是由『隱』入『顯』的運作，也即是存在者從遮

蔽處走出來成其本身。可見 physis 的『湧現』實即一種『解蔽』。希臘人稱之為

aletheia（解蔽、無蔽）。既然 aletheia 說的是存在本身(physis)的一種由『隱』入

『顯』的運作，那麼 aletheia 也就是存在本身13。」 

既然 physis 在由「隱」到「顯」的解蔽過程中等同於 aletheia，那麼，aletheia

又如何等同於 logos 呢？孫興周指出：「如果說 aletheai 是存在本身的由『隱』入

『顯』方面，突出的是『顯』，那麼 logos 就可以說是存在本身的由『顯』入『隱』

的方面，突出的是『隱』。logos 所要說的就是，隱而不顯的存在本身是如何使存

在者入於無蔽狀態而『顯』出，同時自身又返回『隱』處從而把無蔽中的存在者

聚合為『一』。但 logos 與 aletheia 根本上是同一的14。」 

簡言之，aletheia 即是「解蔽」，指向「顯」的意義，logos 即是「聚集」，指

向「隱」的意義，兩者根本上是同一的，標示著存在本身的整體運作，只不過兩

者各有所側重，孫興周指出：「所謂 aletheia，突出的是作為『道說』的語言的『解

蔽』運作（顯、分）；而所謂 logos，突出的是作為『道說』的語言的『聚集』運

作（隱、合）。語言既有解蔽性，又有聚集性15。 

Aristotle 在《物理學》中區分「自然物」與「人造物」，認為「自然物」就

是：「一種由於自身，而不是由於偶然性地存在於事物之中的運動和靜止的最初

                                                 
12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121 頁。孫興周指出：「physis 成了『自然』（物理），aletheia

成為主體客體相符合一致意義上的『真理』，logos 成了『邏輯』。」 
13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119 頁。 
14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120 頁。 
15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271 頁。 



 94

本原和原因16。」也就是「它具有內在目的性可以不斷再生它自己」，例如種子

埋在土裡可以生成樹木，因此，「自然物」，即「physis」，它的變化來自於源源不

絕的自身改變，而這是人無法準確地掌控預測的。至於「人造物」，也就是 Aristotle

稱之為「工藝製品」，並非出於自身，而是出於偶然性，也就是「把人為的想法

或形式加諸於自然物之上」，例如將樹木製作成桌子，亦可改造為他物，這即是

藉由人的想法理念來操控其變化多端，而這樣的變化是人可以操縱預準的。「自

然物」與「人造物」這兩者的差異，是由於「自然物」以其自身作為內在目的性，

而「人造物」以人類所需最為它被創造製作的目的性。 

由此觀之，physis 透過它不斷自身成長改變顯示了它何以所是的面貌，這是

一種自然而然地揭露與呈顯的過程，physis 所透顯的真理(aletheia)，並不是一種

外加在存在自身上的想法與理解，而是源於存在自身不斷彰顯的意義，真理並非

存在於人的想法概念裡，而存在於自然湧現的自然物之中。 

由此可知，僅管 Heraclitus 重視透過感官經驗獲得對真理的理解，但他所要

建構的知識論真理，並不是一種相對的認識論，即「真理是個人的感覺判準」，

也不是經驗主義的「符應論」(correspondence theory)，即「真理是對客觀事實的

忠實反應，任何關於知識或真理的判斷都必須符應於事實。」Heraclitus 對真理

的詮釋是指：「在生成變化且對立衝突的過程裡，得以顯現的統一性。」因此，

logos 作為在變化對立中的隱匿統一性，是一種關於「自然」的聚集，而非出於

「人為」的知識聚集或判準。 

    Heidegger 曾明確指出，關於「遮蔽」，也就是 logos 由「顯」到「隱」的過

程，並不是存在者的隱瞞，或者在場者的忽略，不是由於這種人為選擇所產生的

遮蔽，而是來自於自然狀態下進行支配的遮蔽作用。Heidegger 以《奧德賽》為

例，指出 Homer 在《奧德賽》中寫道，當歌手德謨多克斯(Demodokos)唱歌時，

無論是嚴肅還是輕快的歌曲，奧德賽(Odyssey)都會蒙頭痛哭，而且因為蒙著頭，

                                                 
16 亞里斯多德：《物理學》，第二卷，192b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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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沒有被在場的人們所察覺。而這既不是說奧德賽作為一個痛哭著而刻意隱瞞

了他的眼淚，也不是說在場客人作為主體，他們在他們的主動行動中並沒有把痛

哭的奧德賽把握為他們的知覺客體，而應該是因為，在這其中起支配作用的是一

種遮蔽狀態，它使其他人看不到這個痛哭者17。 

     近年來哲學家詮釋 logos 觀點常將其人為化，脫離了其自然性的本質，又

或者將其置高化，作為最高的原理原則以統籌其自然運行，拉開了 physis 與 logos

的距離，但在 Heraclitus 的概念裡，physis 是等同於 logos 的，Heidegger 亦持此

立場為 Heraclitus 進行說明。Heidegger 在《形上學導論》一書中指出：「聚集絕

不是單純的湊集和堆積。聚集把紛然雜陳和相互排斥的東西納入一種共屬一體狀

態。聚集不是把這種東西崩裂在純然渙散的和一味東倒西歪的狀態中。作為一種

共屬的納入，logos 具有無所不在的運作之特性，即 physis 之特性。聚集不是

把無所不在的運作而成的東西消散到某種空洞的無對立狀態中，而是從相互排斥

因素的統一過程而來把這種東西保持在其最鮮明的緊張狀態中18。」 

    在 Heidegger 的詮釋之下，physis、aletheia 和 logos 都是存在的源始意義，「湧

現」、「解蔽」和「聚集」，就是存在本身亦顯亦隱、亦分亦合的運作。physis 和

logos 同屬於「自然」，只是 physis 作為「自然湧現」的意義，具有「顯」的特質；

logos 作為「自然聚集」的意涵，具有「隱」的特質。兩者相互對立，才足以構

成並說明同樣事物。 

    Heidegger 對 Heraclitus 的 physis 與 logos 的詮釋是妥切成功的，其理由有三。

第一，Heraclitus 同時將 physis 與 logos 視為自然存在事物，且引導著萬物的運行

變化，所有事物都須聽從其兩者；Heraclitus 在 D112 指出：「說出真理，並聽之

以 physis。」在 D1、D2 和 D50 指出：「遵守並聽從 logos。」這可證成 physis

與 logos 的類同地位。第二，Heraclitus 將 physis 視為「火」，「火」具有自然湧現

之顯性，然而，Heraclitus 亦在 D123 說道：「physis 傾向於隱藏。」這裡顯示 physis

                                                 
17 海德格：《演講與論文集》，第 285-287 頁。 
18 孫興周：《說不可說之神秘》，第 269 頁。孫興周引述海德格在《形上學導論》一書中所言。 



 96

亦顯亦隱的特性，暗示了 logos 的隱藏聚集的意義。第三，Heidegger 用對立的「顯

─隱」和「解蔽─遮蔽」，來說明 physis 與 logos 的同一，這對 Heraclitus 以對立

衝突作為核心概念的哲學，有著更強力的支撐論點。 

    Heidegger 以 physis 與 logos 作為現象之解蔽與遮蔽的對立衝突，在其兩者

之同一、特性，以及對立衝突的轉移交換中，我們可以評價 Heidegger 在某程度

上適當地詮釋了 Heraclitus 的概念，並讓其更合理化。藉由 Heidegger 的哲學理

論，這讓 Heraclitus 的流變理論更加充實豐富而合情合理，透過 physis 與 logos

的兩種面向說明生成變化與對立鬥爭的變動，顯現其統一性，也就是真理，最終

達至 Heraclitus 的終極理念：「同意所有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