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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從哲學上理解生命， 

並從生命本身去為這種理解確保一個詮釋學的基礎 

海德格 

 

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著作多以「存有問題」(Seinfragen)為核心，每一著

作切入點雖不同，卻都以存有問題的提出為主導方向。筆者試著在各種不同的談

論之間找到一個方向，我們不能只滿足於指出存有問題是海德格思想的焦點，我

們還必須去問究竟是什麼激發了海德格思想的熱情，使他不斷地發出疑問？究竟

海德格所謂的存有問題為何？無論海德格以哲學史的方式、論題的方式或者文法

的探究來切入存有概念的討論，其目標在於通往存有，透過既有的存有概念，探

詢存有的意義(the meaning of Being)，在此探究過程中，我們發現我們所要找尋

的是如何存有，而非存有的意義，存有的意義是存有的結果和衍生物，然而，海

德格所探究的卻是作為根源的存有，用亞里斯多德的話來說是「潛能如何實現」

的問題，而海德格則要問如何成為存有？他發現存有之所以為存有是由於「存有

的領會」(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而存有之所以出現各種不同的意義和問題

則在於表達存有領會所得的東西，整個西方思想史之所以如此豐富正在於以文字

和語言的形式為所領會的東西留下紀錄，對於語言和文字的領會取代了存有的領

會。紀錄和傳達存有意義的文字通過翻譯，喪失了希臘文對於存有領會原初的意

涵。事物在語言和文字中出現，對於文字的誤用和轉譯破壞了我們和事物本真的

關係。我們初步地得到一個線索：存有問題和語言問題脫離不了關係，這表示，

存有問題和人脫離不了關係。 

海德格(Heidegger)在 1946 年作品＜詩人何為＞(＜What are poet for＞，收錄

於《詩歌，語言，思索》(Poetry,Language,Thought)，談及對於語言本質的體驗，

使我們更能接近存有問題的核心1，反之，如果存有的真理值得一思，那麼對於

語言本質的思索也必定具有另一種地位2。重要的問題在於是否此有足以以語言

表述總是已經被揭示的世界3。存有問題深深地牽涉到語言的問題4。當我問及存

                                                 
1 Heidegger, Martin (1971):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132-133, 以下簡稱 PLT 
2 Heidegger, Martin(1998):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242-243, 以下簡稱 P 
3 Heidegger Martin(1982):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alogy,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171, 以下簡稱 BPP 
4 Heidegger, Martin (1959):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lated by Ralph Manheim,Y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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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意義時，我們已經透過存有的字義來提出問題和尋求解釋，關於存有的問題

是離不開語言問題的，反之語言的本質也須從存有的本質求得，在探究存有的本

質時，同時也是在追問語言和存有之間的關係5。在海德格的思想中存有的問題

即以 logos 概念的發展為核心，首先，我們在海德格的論述中發現，海德格對於

存有問題的探討，習慣以「存有」一詞語源的回溯為起點，探討此語詞概念的發

展演變史，鬆動固定的概念結構，找出概念形成的整體脈絡及其所指向的隱匿結

構。就此而論，存有問題的探究確實落在「狹義的語言」問題上6，海德格對於

存有概念的歷史所作的回顧，確實是以語言形式所展現的存有問題背景鋪陳之。

問題在於，在歷史的語言對於存有的意義所作的紀錄中，我們如何讀出相同的文

字中所呈現的各種不同程度的理解。海德格所進行的歷史溯源，其用意不在於史

的重複，而在於挖掘深埋在此歷史脈落中，尚未被正視的問題，唯有提出更根本

的問題，才能洞悉所探究者更本源的現象。 

談到存有和語言的問題之關聯，首先需說明 physis 如何在實體的意義上以及

logos 如何在陳述的意義上變形，衍生出海德格對於存有問題的探究，而闡述

physis 與 logos 之關係的關鍵在於「無蔽狀態」(unconcealness)-真理問題)，在 1928

年《邏輯的形上學基礎》(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中，海德格以回

溯的方式說明「陳述」(statement)的問題終究必須回歸到存有的問題7，陳述一詞

源自於亞里斯多德(Aristotle)對於 logos 意涵的討論，其意義為對「存有者本身」

(beings as such)或即「實體」(ousia)進行規定，述說某存有者作為某某之存在

(saying something as something)8，亞里斯多德對於「實體」和「陳述」的討論，

開啟了後世邏輯學的探究。海德格認為莱布尼茨(Leibniz)除了繼承亞里斯多德對

於陳述的思考之外，更將實體類比於「靈魂」(soul)、「自我」(ego)，強調實體之

「主體性」(subjectivity)的意涵。 

海德格認為萊布尼茨所處理的實體問題具有形上學的困難，原因在於萊布尼

茨並沒有從存有論上釐清靈魂、自我以及主體性的概念，從這些含糊的概念無法

接近實體性問題之根本9。陳述既是主體對於存有者所作的判斷活動，涉及了思

想與其對象之間的關係，判斷活動所呈現的意向性關係，一方面指出判斷的主

體、另一方面指向所判斷的對象，更討論兩者之間如何相關，除了探討主體認識

事物的可能性，也涉及存有者本身之存有問題，對海德格而言，意圖將存有問題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IM,p.51 
5 IM, pp.53-54 
6 本論文稱一般意義上的語言為「狹義的語言」，而以「語言」指稱海德格意義上的語言。 
7 Heidegger, Martin (1984) ,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translated by Michael Heim,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ntroduction,以下簡稱 MFL 
8 MFL, p.1 
9 MFL, pp.7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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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諸主體意識的問題，就必須為主體性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將意識如何認識事

物，亦即意向性關係如何可能的問題歸諸於此有的生存論結構，並且將邏輯從認

識論的層面拓展為基礎存有論(fundamental ontology)的問題，才能夠同時從存有

和語言問題的層面上，對問題所及的相關領域進行更全面性的探究。 

若深入探究實體這個概念，實為亞里斯多德在探究存有者本身的問題時，用

來指稱 physis 的概念，海德格在 1935 年的作品《形上學導論》(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指出 physis 是最早用來述說存有的用語，並以相當大的篇幅說明

存有問題與思想的關聯10，順著存有概念的發展，探討對於存有意義的解釋如何

偏向陳述和判斷的意涵。在此涉及了 physis、存有、現象(phenomenon)和 logos

概念的發展以及諸概念之間的關聯性問題。Physis 可視為描述 Being 的 logos，

而 logos 發展至近代，則呈現為陳述概念，海德格從邏輯概念出發所追溯的形上

學基礎，正企圖釐清 physis 作為可見、可言的現象之根源，如何藉語言而展現並

加以解釋，本論文致力於在各章節中漸次展現海德格思想中，存有問題、現象、

physis 和 logos 之間錯綜複雜的關聯，及其中問題的發現和闡釋。 

Physis 指出如何成其存有的一個可能向度，logos 則為說明上述可能性的語

言，然而，要有所說必定有所依據，此依據即現象，使現象得以展現的並非語言，

而是 physis，語言只是幫助存有展現的媒介，physis 和 logos 問題的關聯即存有

和語言之間的關聯，此關聯已經透露了存有問題所涉及的領域-現象如何展現。

更確切地說，physis 可視為存有成其自身的可能原因，卻不是唯一的因素，可見

physis 並不等同於存有，而是歸屬於存有，存有實為一動態的過程，無論是從無

到有，或者從某特定的存有者到其他不同的存有者，存有所代表的既非個殊存有

者，亦非存有者整體，而是包含成為存有者的緣由、過程，其可能性相較於其事

實性更具備存有特質。其次，現象則同時具有存有和存有者的涵意，因此，現象

也不能夠簡單地等同於存有或者存有者，在探究的過程中必須很清楚地了解所欲

探究的問題是落在哪一層面，以釐清現象的涵意為何，而 logos 正扮演著說清楚

現象為何的角色，即使現象展現的方式。 

既然現象本身就具有展現自身者的意義，為何我們還需去問如何展現？關於

此問題，海德格提出一種超出認識論的「存有的領會」，以「現象學的方法」

(phenomenological method)尋找主體性的根源。「現象學」(Phenomenology)一詞是

由「現象」(phenomenon)以及 logos 兩字結合而得，現象指「顯示自身者」(that which 

show itself)，海德格透過「現象」、「假象」(semblance) 以及「表象」(appearance)

的解釋，指出了現象展現的多種可能性，正如「存有」一詞具有多種可言性一般，

容易造成混淆和某種片面的理解，這意味著現象展現本身就具有遮蔽的可能性，

                                                 
10 IM, pp.115-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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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指出存有的難題在於顯現者的自行隱匿，而將隱匿者的遮蔽除去，正是

logos 的任務11。在《事實性詮釋學》(Ontology-The Hemeneutics of Facticity)一書

中，海德格探討「詮釋」(Hermes)一詞之意涵時，指出詮釋一詞源自於希臘文

logos，並以柏拉圖 Theatetus 篇對於 logos 的解釋說明其意義，事物自身的存有

通常處於被遮蔽的狀態，詮釋是就事物自身所要顯現的東西，幫助它顯現出來，

據此 logos 可解釋為「解蔽」(alethia)，而 alethia 本為「真理」一詞的希臘文字

源，結合海德格對於「現象」以及「logos」的闡釋，現象學的意涵如下：「讓顯

示自身者以從其自身顯示自身的方式被看見」12。可見存有的問題就出現在現象

學的「學」(logos)字上，更進一步說明，存有問題和真理問題本為一體，就 logos

的「解蔽」意義而言，logos 具有主動性，可視為此有的「能力」(capacity)，一

般將其理解為思想的能力，而海德格則視之為此有之「可能性」13，由於此能力

同時也具備遮蔽現象的可能，因此，此能力如何實現而使現象能如其自身顯現是

形上學的課題。 

海德格以現象學作為探究存有問題的途徑，並以「此有」為起點，對之進行

現象學的描述，亦即「詮釋」(Hermeneutic)。此有的現象學之 logos 具有詮釋的

特質，藉由此特質存有的意義，連同此有本身之存在結構公諸於此有對存有之領

會。就「詮釋」一詞之語源而言，此詞涉及名為 Hermes 的神祇，Hermes 為諸神

之使者，傳達諸神之旨意。如此說來，此有如同 Hermes，具有媒介性，此有本

身一方面作為展現自身者，另一方面則為存有之一種模式，換言之，存有的領會

使我們得以認識存有，光是這個命題本身就蘊含著存有、此有和真理之間關係的

複雜性，因此，海德格才會在諸多存有者之中，賦以此有如此特殊的地位，以之

為探究存有意義的起點
14。如果現象為存有的構成要素，如果存有總是某些存有

者的存有，那麼只有在存有者以顯示自身的方式呈現時，我們才能適當地掌握存

有者之存有，以現象學的進路解決存有意義的問題。因此，存有論問題必須歸諸

於此有之存有的探究，即歸諸於基礎存有論的問題15。 

海德格所提出的現象學進路，其精神雖然繼承現象學的要求，但是探究的焦

點和現象學所關懷的內容有所不同，他更強調以現象學追問事理的心態去發現問

題，這是比解決問題更為迫切的需求16。海德格對「現象學」提出別具一格的解

釋，旨在於說明對於存有的討論，除了熟悉先哲對於「存有」的解釋和概念，更

                                                 
11 Heidegger, Martin(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Chengcheng Books, 以下簡稱 BT, pp.27-39 
12 Heidegger, Martin(1999): Ontology-The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 translated by John Van Buren, 
Indian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HF pp.1-16,另可參見 BT, p.34. 
13 AM, pp.111-112 
14 BT, pp.5-8 
15 BT, p.13 
16 BPP,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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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具備適當的方法才得以理解概念的形成，並進而超越既有的概念內容，達到對

於存有本質的探究，因此，對存有問題之討論，是一種哲學思考的活動，存有問

題的解決包含於整個運思的過程，存有問題的提出和解決由此思索過程中透顯，

如此說來，這種探問的心態很貼近現象學「讓事物如其自身顯現」的基本要求，

海德格討論存有問題的思索恪守著這樣的要求，如此才能夠在論述的問題的過程

中讓曾聽聞的概念顯得陌生，擁有生命的思想總是出乎意料、令人驚奇的！ 

在海德格看來，存有問題、形上學問題、邏輯問題，終究必須從此有著手處

理，然而，關於意向性如何可能的問題，作為探究存有問題的起點，其意義在於

解釋存有問題的根本，至於此問題海德格將採取什麼樣的進路解決，則必須探究

海德格如何受到亞里斯多德哲學的啟示而展開用具世界和世界現象、大地和世

界，乃至於四重整體的探究。這些論題指向了一個中心的題旨：現象展現的困難，

無論 logos 以何種方式有所揭示，所顯現者(現象)總是存有的一種方式，而非存

有本身，存有不該被視為現象本身，而該被視為現象成為如此的原因，一種成己

的過程，即亞里斯多德所言之「運動」(movement)、「生成」(becoming)、「實現」

(actuality)，海德格所言之「世界化」(Die Welt welten)以及「時間化」(Die Zeit 

zeiten)。logos 一旦有所解蔽，便有所遮蔽，這是此有的命運，此有的意義正在

於對遮蔽負責，並設法去除遮蔽。歸根究底，存有的問題和困難之所在為：此有

對存有有不同程度的領會，經由解釋和陳述所表達的領會也有所差異，這種歧義

和雜多要如何形成統一的存有概念？此有和 logos 究竟處於什麼樣的關係？ 

海德格將此有的存有稱為「事實性」(facticity)，並以「事實性詮釋學」

(hermeneutics of facticity)一詞稱呼對於事實性此有的探究，「詮釋即讓作為事實性

的此有之存有顯現的方法」17，而詮釋學作為事實性的自我解釋，其任務為使此

有能夠理解自身之存在特質(領會自身的存有)。存有領會則隸屬於此有的存在結

構，與人的生存一道存在，如果主體性源自於存有領會，存有領會又根源於此有

的存有，那麼，進行認識的主體便隸屬於此有的存在結構，那麼，認識的問題以

雙重的方式深植於存有的問題中，因為存有的領會一方面涉及此有對存有者之存

有的領會，包含對於作為存有者的此有本身之存有的領會，另一方面則涉及對於

促成領會的存有之真的領會，前者稱為「存在狀態上的領會」(ontical 

understanding)，後者則為「存有論上的領會」(ontological understanding)18，海德

格欲藉由釐清存有領會的意涵處理傳統上將存有歸諸於主體性意涵所造成的困

難，不過當他試圖藉由存有領會賦予「自身」(selfhood)概念更根本的解釋時卻

遭遇到了困難，使他不得不再一次對於存有概念的萌芽與發展進行回溯，他在亞

                                                 
17 HF, p.11 
18 海德格在 MFL、BPP、BT 以及《論根據的本質》(參照註 30)均有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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里斯多德的哲學中找到了存有問題產生的根源，並發現處理此問題的契機19。 

海德格以現象學為其探究此有的存有之進路，正是藉由 logos 本質的討論，

一方面取得此有的本質，另一方面推展出此有和存有之間本質的關係，而對於

logos 和此有的關聯之討論，從亞里斯多德對於「形式和質料」(form/matter)與「潛

能和現實」(potentiality/actuality)問題的討論拓展而來的，當然，在海德格對於亞

里斯多德的詮釋中，我們必須拋棄形式/質料，潛能/現實這種說法，並且必須以

對立的關係思考之20。 

本論文將在第一章中說明海德格如何將邏輯的問題歸諸於存有的問題，並據

此解釋海德格探究存有問題的核心為「語言」問題，即對 logos 概念的發展及演

變史透徹的了解，有助於我們掌握存有問題的發展及其困難。邏輯、logos 以及

陳述的根本問題為存有的問題，反之存有問題即語言問題21。 

第二章論題在於探究海德格如何解決主體性的困難，克服認識論上的困難並

將其深化為基礎存有論的問題，意向性結構的可能性如何根植於存有的領會，而

其最根本的基礎為「時間性」(Temperality)。從整個邏輯概念形成的過程看來，《存

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對於此有所進行的「準備性分析」22之意義昭然若

揭，海德格之所以稱對於此有的存在結構之分析是對於存有問題的討論之準備性

的起點，其原因在於存有問題從古希臘至海德格的時代，逐漸偏向主體意識的內

在性問題，海德格認為存有問題確實關乎主體性的問題，而邏輯作為思想的律則

也確實指出了存有和思想的關聯性，不過藉由意識內在性的解釋以說明存有仍無

法擊中問題的核心，因此，對於此有的生存論之分析，一方面意在於將逐漸概念

化的意識主體解構，回歸到生存著的此有之事實性上，另一方面則在於為此有的

主體性尋找合理的基礎。整部《存有與時間》所處理的是主體性所產生的難題，

而此問題的解決，指向存有問題的探討，解決此難題的關鍵在於探究意向關係如

何可能？亦即以存有的領會為此關係的根據以及認識的基礎。如此說來，海德格

仍然是在形上學傳統的脈絡底下，處理主體性本質的問題。無怪乎海德格自己提

到《存有與時間》說的仍是形上學的語言。不過，既然是準備性的分析，必定有

其發展的可能，此階段的任務在於批判主體覇權，追溯主體性形成的根源，其目

標則為還原 physis 和 logos 之間統一的關聯，此即本論文第四章所要處理的論題。 

第三章以人本質的轉變和技術本質的關係作為過渡，探討主體性問題與自由

意志問題的雙面性。 

第四章藉由海德格與亞里斯多德之間思想的關聯，還原 physis 和 logos 之意

                                                 
19 P, pp.183-230 
20 海德格在《路標》以及《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參照註 104)有相關的討論 
21 MFL, introduction, pp.1-25 
22 BT,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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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及兩者之間的現象學關聯。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實體」(ousia)

以及「logos」的概念的歧義性所造成的困難，對於 physis 和 logos 本質的還原具

有重要的意義，依據海德格的論述習慣，必須先解構兩個概念的發展，尋求其本

質的意涵，進而探究兩者之間的聯繫。首先，physis 的多義性正是存有問題產生

的根源，整個西方思想史中，對於存有問題系統且完整的闡述出現於亞里斯多德

的《物理學》(The Physics)以及《形上學》(The Metaphysics)23，亞里斯多德以「實

體」指稱 physis，實體具有雙重的含意，不過一般理解為「主體」(subject)，這

種不具批判性的同意，對於海德格而言是值得商榷的。 

海德格將存有者本身的問題更清楚地區分為存有者如何存有的問題，亦即事

物如何成其自身以及此有如何生存的問題，其思想精神承繼了亞里斯多德探究事

物生成變化的原因，將存有視為一種存在活動，並從探究事物如何存有擴展至此

有的生存活動之討論，更發展為事物的存在以及此有的生存之間的關係，存有的

問題深化為更加複雜的結構問題，可謂符合他所言的「哲學思考從不是將問題簡

化，而是設法使問題更加複雜化24。」 

其次，對於邏輯問題的討論，海德格列舉了思想史上幾個哲學家的觀點，其

中以萊布尼茨(Leibniz)以及亞里斯多德為兩個具代表性的哲學家，對於海德格而

言，前者所提出「單子論」(monadology)以及「同一律」(the principle of identity)，

承繼了主體性哲學的構想，可視為他對於傳統形上學批判的起點，而後者則是主

體性問題發展的關鍵，在《論詮釋》(On Interpretation)中對於「命題」(proposition)

的討論，使亞里斯多德成為邏輯之父，為所有思想的律則奠定基礎，然而，對於

海德格而言，這種公認的意見卻是最具爭議性的問題所在。logos 在此書中被解

釋為「陳述」(statement)、「判斷」(judgment)和「命題」，海德格認為 logos 這種

認識論上的解釋實為狹義的解釋，亞里斯多德在《論靈魂》(On soul)談及 logos

的「覺知」(perceiving exploration)意涵25，可引導我們對於 logos 更根本意涵的探

究，對於 logos 解讀的片面性所產生的主導性思想，將導致 logos 意涵的固定化

和侷限化。 

無論是「實體」或者「logos」本身都是具有雙重意涵的概念，不過，海德

格認為這種概念上的含糊與難解，有助於我們提出問題並且回歸問題的起源處，

對於形上學問題提出不同面向的思考。亞里斯多德對於存有者本身的探究觸動了

海德格對於存有的問題與運動變化和時間問題的思考，亦即事物如何成其存有與

時間性之間的關聯。亞里斯多德將現存事物區分為自然事物和技術產物，並且說

明兩者的成因，海德格則將討論的範圍擴展到現存事物之外，所有可能存在的存

                                                 
23 P, p.185 
24 IM, p.11 
25 AM, p.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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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說明 logos 作為使存有展現的方式，作為此有的一種能力，此有必須先生

而為人，作為自然存有者而存在，才能夠具有 logos，受 logos 的引導以彰顯存有。

至於此有一切能力和作為的可能性最終仰賴其存有。 

本論文第五章探討 logos 作為「語言」(language)和此有的現象學關聯，涉及

了本質的語言和存有之關係的討論。logos 從思想的律則被解放，海德格分別在

赫拉克利圖(Heraclitus)和亞里斯多德對於 logos 的闡述中找到了還原的契機，前

者道出了海德格心目中 logos 的根本意義，後者則照亮了探究語言本質之道路。

存有如何藉由詩的語言和藝術作品而得到揭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