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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存有的領會 

 

承接第一章的研究，我們發現無論是邏輯的問題，存有的問題或是形上學的

問題，追根究底是此有的問題，然而，海德格所思考的此有，究竟是怎麼樣的存

有者？我們在《時間概念》(The concept of time)、《事實性詮釋學》、《存有與時

間》以及《現象學基本問題》 (The basic problem of phenomenology)等著作之中，

讀到了一些組建此有的存在結構的基本特質，隱約地察覺，此有的存在結構涉及

世界、自由、超越、時間等概念，並且由真理(揭示狀態)統一起來，而此有生存

的內涵則由處身性、領會、言談等現象得到充實。關於自我概念的問題，海德格

基本上有兩種探究的進路，其一是藉由基礎存有論對此有進行生存論的分析，另

一則從事物根據本質的問題著手，探究超越的本質，海德格一會兒說此有是真

理，一會兒說此有是在世存有，一會兒說此有是超越，一會兒說此有是時間，一

會兒說此有是空間，究竟我們要從時間意義的討論，導向此有的生存論分析72，

還是列舉此有的存在特質，說明生存和世界之本真意涵之間的關聯，或者藉由空

間和時間在哲學以及科學領域的討論，交織出此有之存在意涵73？ 

本論文第二章將試著從上述進路具些微差異的討論方向中，找尋我們理解海

德格龐大且複雜的此有之存在現象之內涵。分別從此有的存在結構以及具體的生

存現象，探討海德格對於此有的闡釋，究竟「在世存有」是絕對的預設或者是可

由自身存在的經驗檢証的現象？「在世存有」之自我概念是否是一種困境？究竟

是靈魂與自我的對話還是主體暨性？如果只是在將問題歸諸於此有的層面上，那

麼，海德格是最傳統的哲學家，然而，如果我們深一層去探究自身現象的龐雜和

多元，那麼，海德格達到了真正的超越，只是在此層面上，他所意識到的是隱隱

約約的主體際性，主體際性現象的發展才是海德格革命的前奏，而其革命的完成

則在於真正地將問題歸諸於存有。 

 海德格自身的中立性不在於意志主動的克制，而是在於無論我們在任何時

刻，從任何生存於世的此有之現象加以檢証，都可以在任何此有的生存現象中發

現共通的、只要生為此有就擺脫不了的存在特質，在這個情況下，自我概念如何

獨我的了？佛教以喚醒個人對於慈悲心和同理心體悟，訓練人同情共感的胸懷，

海德格則從人的存在結構，去談更普遍的情感，以看似理性的論證，闡述最具感

情的自我，我即他人、他人即我，真正地達到眾生平等、無我的境界。  

                                                 
72 Heidegger, Martin (1992), The Concept of Time,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neill, published by 
Blackwell Publichers, 以下簡稱 CT, p.7 
73 Heidegger, Martin (2001), Zollikon Seminars, edited by Medard Boss, translated by Franz Mayr and 
Richard Aska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ZS, p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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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在《Plat‘s Sophist》中，以亞里斯多德的思想，特別是《尼高馬各倫

理學》第六卷，重新詮釋柏拉圖，在《尼高馬各倫理學》卷六中，亞里斯多德對

於 poesis 和 praxis 的區分和探討，影響海德格甚深，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

格對於生產活動和用具世界脈絡之間的關聯之現象闡釋，蘊含著亞里斯多德對於

以個人的生存為目的和謀求大眾的幸福之區分的意涵。海德格從用具世界的討論

中，突顯個人的生存活動與他人和事物的存在之間息息相關，為了我自己的生存

之緣故，同時是為了他人生存之緣故，甚至是為了其他事物的存在之緣故。正如

亞里斯多德所言，真正具有實踐智的智者，除了可以看見對他們自身而言什麼是

好的，並且可以看見對一般人而言什麼是良善的74。 

然而，人並非如此簡單的，人會提問、會陳述，如此一來就又會落入人的思

維的掌控之中，如何才能順著天生的情感自然地發展？必須在「焦慮感」(Angst)

中感受到真正所缺乏的東西，海德格首先順著自然趨勢對此有加以描述，進而引

進言談、領會等在世存有之現象，語言作為由質料性的人所說的話語，如同自然

事物也是生出來的，海德格早年所談論的言談畢竟還是此有在說，到了晚年就是

語言本身在指涉、彰顯存有，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潛力，可謂完成了從此有到存有

的過渡。在《存有與時間》中，此有說存有，言談本身沒有力量，然而，藝術本

身就是人作為自然，在沒有設定的情況下彰顯存有，人在做看起來像自然本身在

朝向目的75。 

海德格總是從活生生的生命層面來領會此有，不確定性、不可預測性、相對

性實屬事實生命的特質，活著就是為了成就生命，認識此有的途徑即生命達成自

身的過程，如果我們嘗試詮釋生命，必定不能通過一種普遍有效的方式，當我們

以某種方式解釋生命時，必須同時思考如果不是這個樣子呢？必須同時思考其他

的可能性，並且不墨守某種特定的觀點，如此才能在更多的可能性、更寬廣的視

域、更豐富的內涵中解釋生命、世界、此有、在世存有76。 

 

 

 

 

 

 
 
                                                 
74 Aristotle, Nicomachen Ethics (2000),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Roger Crisp,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稱 NE,1140b 
75 於論文討論會中，汪文聖教授指導內容加以整理。 
76 Heidegger, Martin (2001),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s of Aristotle,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稱 PIA,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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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誰是在世存有？ 

 

前文曾提過真理作為揭示之意涵，同時包含揭示活動與被揭示狀態，海德格

對於此有在此的生存論結構之展開狀態的說明，必須從上述兩種真理的構成要素

之統一下理解之，在世存有本身一方面揭示世內存有者之存在，另一方面展開世

界和他者以及自我的存在，而「領會」(understanding)、「處境」(befindlichkeit)

以及「言談」(Rede)同等原初地構成此有的展開狀態(disclosedness)，其中處境揭

示此有的「被拋狀態」(thrownness)-已經存在於此的「事實性」 (facticity)，其次

揭示在世存有整體-「世界」(world)、「共同此有」(Dasein-with/ Mitdasein)以及「生

存」(existence) 77，最後使我們賴世界而存在的處境得以被發現。 

海德格從日常世界現象追溯到世界性的現象，再從日常此有是誰的問題，由

此追究出與在世存有同等原初的結構-「共在」(Mitsein)和「共同此有」及此有之

自身和日常狀態中的主體-「常人」 (the they)78。關於「誰是此有」這個問題，

海德格所提供的線索為「此有總是我自己」(Dasein is in each I myself)79、「此有

的本質在於生存」(Dasein’s ‘Essence’ is grounded in its existence)80，換言之，我們

必須讓我們自己的生存成為問題，人的自我既不是意識經驗的反思，也不是身心

綜合的精神，而是生存。 

基本上海德格的「在世存有」是在 noein 和 logos 統一的關係上得到說明的，

而此統一現象的揭示最終指向 physis、指向存有之真。noein 在海德格的「在世

存有」中發展為領會，通過對在世存有之存有的領會達到對存有的領會，而 logos

則對應於領會、處身性和言談所構成的存在方式之具體展現，在世存有的存在於

此(da)本身就具有揭示的性質，是事物所歸趨的泉源，對應於不同事物而有不同

程度的展開狀態，分別代表不同程度的揭示，對應於海德格在亞里斯多德思想中

所探究的廣義以及狹義的 logos 之意涵。海德格以 logos 的多義性和發展探究出

存有和此有之複雜關聯。 

Jacques Taminiaux 認為海德格的自我概念充滿柏拉圖傾向，他參照 Hannah 

Arendt 在其著作《The Human Condition》，對於亞里斯多德在《尼高馬各倫理學》

中對 poesis 以及 praxis 的區分，探討海德格如何接收以及重新詮釋亞里斯多德對

於人類的生產活動以及實踐活動的思想，在其思想中將這組區分轉化為此有本真

的生存與非本真的生存之間的區別，Taminiaux 認為海德格的自我概念充滿柏拉

                                                 
77 BT, pp.115-117 
78 BT, p.114 
79 BT, p.42 
80 BT, P.42; p.117 



 33

圖「靈魂與自我的對話」之色彩，這種傾向使海德格蔑視世俗意見，以人與人之

間的對話和意見分享為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實踐活動的精神正在於活動者之間彼

此間意見的交流，所展現的豐富的可能性和多元性，而海德格本真以及非本真的

區分不但無法容納多元的意見，反而指侷限在自我獨白的境況中81。 

筆者認為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對於此有的生存之形式上的規定-「屬

我性」(mineness)，可視為解決上述問題的一種可能視域，屬我性作為屬於此有

生存之特質，正是使本真狀態和非本真狀態可能的條件82。在本真的狀態下，此

有是向著最屬己的可能性而存在，他所成就的是自身獨特的存有，我之為我的個

別化，在非本真的狀態下，此有則以公眾的意見為意見，是任何人都可以取而代

之的「常人」(das Man)83，卻又不是任何個別存在的我。「此有是為了自己生存

的緣故而存在」，這句話同時包含了三層意涵，首先，此有是為了最屬己的可能

性存在，其次，此有是為了他者而存在，最後，此有與事物一道存在，在此有作

為在世存有而存在時，他者也與之一道存在，任何人在任何時刻都具備被遭遇的

特性，他者是在一個整體的指涉關係中被遭遇的，「我」(此有)在此遭遇中被生

出來84，更深入地理解這句話，我們可以說「此有也是世界」(Dasein too is 

‘world’)85。就此而言，我們可以說此有是具有平均性、可從日常生活加以解釋的

常人，從某個角度看來，我和他人是沒有差別的，可是從另一個角度來說，每個

人又是各自孤立的。既然我和他人的基本生存樣態皆為「在世存有」，那麼，我

和他人就總是共享同一世界，此有的世界即一「共同世界」(Mitwelt)，「在世界

中存有」即是「與他者一起存在」(Mitdasein) 86，另一方面，海德格又從「缺失」

(deficience)來談此有的個別性，此有的獨自存在是共在的缺乏，此有本身本質上

是一種共在，共在總是一個人自己的此有87。 

他者與此有同樣是在指引關聯整體中被自由給出，我是在此遭遇中被生出來

的。基於此，世界總是我和他者共享的世界，海德格引用赫拉特利圖的話說明之：

「清醒的人有共同的世界」88，此外海德格總是強調「他者是從世界而來被遭遇

的」89，並且說「世界是某種被遭遇的東西」90，這種說法正是海德格為了避免

從一孤立的我出發，去理解事物和他人，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從世界而來」

                                                 
81 Taminiaux, Jacques (1991), Heidegger and the Project of Fundamental Ontology,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Gend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111-143. 
82 BT, p.53 
83 BT, p.114 
84 此為筆者受汪文聖教授(2002)講課「海德格哲學中的生死問題」之啟發 
85 BT, p.118 
86 BT, p.118 
87 BT, pp.120-121 
88 ER, p.49, 另參見 MFL, p.172 
89 BT, pp.118-119 
90 HF,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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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依世界的方式」，所指涉的並非自我意識的活動，而是此有對於整個構成

世界之指涉整體的「熟悉感」(familiality)，以及對「意蘊整體」(the totality of 

signification)的先行領會91，此指涉整體並非此有意識的產物，毋寧說，只要此有

存在，就無法切斷和此整體脈落之關聯，此有是與世界、事物以及他人一道存在

的，如果及手者在世界的大環節中各得其所，那麼，它就能被自由地給予，在此

有總是融身於世界的生存特徵中，透顯出他總是背離自身、由此及彼之自我超越

的特質92。「世界不僅自由給予及手事物，也給予此有以及共同存在的他者」，「既

然共他者的存在屬於此有的存有，而存有又是此有的生存課題，那麼，作為共在

的此有本質上就是為了他者的緣故而存在93。」 

海德格對於此有自身之闡述緊扣著現象的事實，說到只要生存著就不可避免

的事實中去，只要對我們的生存現象稍加檢視即可映證。有別於胡塞爾從體驗來

看自我，海德格認為唯有不從體驗或者以行為的中心點來談自我，我們才能夠從

此有在其日常活動中所做的事、所使用的用具中「發現」(find)我們自己，由此

展開自我的生存空間，並立足於自己和他者之間的關係中94。 

此有並非在自我意識之中存在，而是在世界之中存在，更確切地說，此有是

在層層交疊的與他人的共在，以及緣於事物的存在，所交織的網絡之幅輳中存

在。海德格用具世界的指引脈絡出發，逐步展現「共在」(Mitsein)與「共同此有」

(Mitdasein)的現象95，據此以解決海德格自身概念的困難。日常生活中的用具作

為及手事物，本身具有一種指引作用，它總是為了某人量身打造，任何用品的製

作都指向製作者和直接或間接的使用者，指向此有、指向他者的此有(Dasein of 

Others) 96。 

如此，我們便能從海德格所舉出的現象事實來理解「此有總已經存在於外」，

或者說「此有總是存在於事物之間」，當我們側耳傾聽時，我們所聽到的並非單

純的聲音，而是汽車的聲音、門關上的喀答聲，可見，我們最初所聽到的是事物

的存在，此現象正可作為在世存有總是和事物一起存在的例證97。換言之，如果

只靠此有主觀經驗的投射，是不足以開顯非此有式的存有者，此有必須已經處身

於存有者之中，事物才得以顯露，此有是被存有者所決定，被存有者浸潤著，在

此有有所投射之前此有自身已經被決定了，而對於可能性的投射本身及一種自我

超越的現象，然而自我超越並非自由意志的作為，而是在此有超越的同時，即是

被某特定的可能性所決定，此即其他可能性的剝奪，超越同時是自我超越的以及

                                                 
91 BT, p.123 
92 BT, p120 
93 BT, p.123 
94 BT, p.119 
95 BT, p.114 
96 BT, p.118 
97 BT, pp.163-164 



 35

缺乏的，前者顯現其朝向將是的時間性，後者則為已是的時間性，一方面指出此

有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指出超越的基礎在於時間性98。 

依據此有的生存結構-共在，來理解海德格所謂的展開狀態，就此有作為與

他者的共在而言，展開狀態已經先行有所揭示，如果構成真理的展開狀態，並非

完全受主動意志的決定，想必，此有有限的自由也參與地構成認識和真理的本質

結構，如此一來我們又看見了從另一層面解決海德格自身難題之可能性，「由於

此有的存有是共在，其存有的領會就已經包含了對他者的領會」99，此有在對己

的關係和存有中，就已經顯示了他者100，自我認識、自我之所以為自我源於共在

的生存結構，共他者的存在參與了自身的構成。海德格所思考的自我實和亞里斯

多德所思的自我相當接近，亦即讓每個人都有其自主性，讓質料自行發展其形

式，讓萬事萬物各復其位，強調此有有各自發展其存有的過程，回歸此有是和自

然一樣會往最終目的自行實現的現象101。 

如果說萊不尼茨稱自我為單子，一種形上學的點102，那麼，海德格的自我可

謂常新的人事網絡中交疊出的時空，由於生命本身迂迴和曖昧性，對生命現象的

詮釋必須信守如下的指引：不斷地重新跌入生命的事實性中，如果對於自身的詮

釋總是信守事實性的要求，那麼，這種對於自身的解釋就不至於淪為抽象概念的

堆砌，而是即使達成可理解性，仍必須重複詮釋的過程，「生命本身是一種發展

中的自我詮釋」，其明証性則在更本真的重複性中醞釀而成，此即海德格所謂「時

機成熟」、「到時」(time timing)之意涵103。 

要理解海德格對於自身概念的克服，我們還須闡明海德格幾乎以格言的方式

使用的「存有的領會」究竟涉及什麼問題？「存有的領會」在海德格的哲學中似

乎也存在著語意含糊的問題，當海德格將真理的可能性歸諸於事物的敞開狀態，

將事物得以敞開的根據歸諸於存有的領會時，存有的領會似乎一筆勾銷了認識如

何可能的問題，可是若要我們說甚麼是存有領會，就像自古以來困擾哲學家們的

「存有為何」的問題一樣，我們碰上了難以言說的困難。問題出在於，我們無法

從一個統一的觀點來統攝存有領會的多重意涵，就像海德格認為亞里斯多德實體

概念的困難在於其多義性一樣，海德格對存有領會的不同層面的說明也造成了理

解上無所適從的情況。然而，我們仍須嘗試釐清不同層次的存有領會的現象，並

且找出一起指導作用的線索，以論證海德格是否在某種程度上發展了主體性哲

學，還是像 Ernst Tugenhat 所言，海德格的哲學是先驗哲學的徹底化，海德格如

                                                 
98 ER, pp.107-111 
99 BT, p.123 
100 BT, p.125 
101 於論文討論會中，受汪文聖教授指導之啟發，另參見 BT, p.125.  
102 MFL, p.74 
103 PIA, pp.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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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從主體出發，超越意識的格局，克服先驗哲學的問題104？ 
一般而言，領會是一種認識活動，而認識是「對存有者有所行事」(a 

comportment toward beings)，除了哲學上所討論的認識和存有之間的關係，領會

也包含在實踐中各種照料事物的活動。海德格認為無論是理論或實踐的活動都

已經蘊含存有的領會，我們依循海德格的思路，先討論何謂領會，再藉由領會的

意涵探究何謂存有的領會。生存本質上就意味著領會，可見領會原初地規定著此

有的生存，此有的生存是在世存有，在世存有忙於自己的存在，當它以某種方式

處於能存有之狀態時，它是受到自身存有的控制而有所決定，此有忙於它的能存

有，此有自由的向自己的可能性存有，此有本身即可能性，生存論地領會之原初

涵意即：做自己最本己的能存有而存在，保持於可能性中，在自己事實的自由中

領會自身，在自己最獨特的能存有中領會自身，領會意味著可能性的投射，隨時

保持在可能性中105。 

 投射包含兩因素：「能存有」(potentiality-for-Being)以及「對…之投射」(the 

projection of …)106，前者涉及「本真的領會」(authentic understanding)，後者則為

「非本真的領會」(inauthentic understanding)，亦即通過周遭世界而領會自身。能

存有在投射中被揭示，如果此有投射於可能性，那表示此有是作為能存有被揭

示，並且在可能性中領會自身，顯然，自我領會並非將自我視為認識對象的自我

沉思，投射是我作為可能性存在的方式，是我自由地生存的方式，領會之本質核

心，此有總是通過其生存領會自身，通過自身的可能性去成為它自己或成為常

人，此有不是選擇這些可能就是已經總是在其中，只有獨特的此有決定其生存，

生存的問題只有通過生存本身才能開展，這種領會自己的方式稱為「生存狀態的

領會」(existentiell understanding)107。 

 在生存狀態的領會中，事實的在世存有成為可見，總是呈現出一種不只與此

有自身相關且與所有被揭示的存有者相關的存有的領會，呈現出一種作為投射的

領會，不只是藉由存有領會存有者，而且也以某種方式投射於存有自身。此有對

於在存有者之中存在的自我與存有者之間的關係之領會，必須通過詮釋而得到意

義，以對其他存在事物之行事有所依循，在《論潛能的本質與實現》中，海德格

稱之為自我對話108，而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則稱之為言談，皆指向 logos

之意涵的討論。由對存有模糊的領會進一步在概念上加以掌握，這種不斷更新的

過程就是世界不斷變動著、成形著的過程，而此有藉由對可能性的投射將世界帶

                                                 
104 詮釋學經典研讀會討論資料，由中央大學專任助理教授林遠澤所翻譯之文章「海德格的真理

觀」，原作者為 Ernst, Tugendhat 
105 BT, pp.145-146 
106 BPP, p.277 
107 BPP, p.278 
108 AM, p.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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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身面前，領會的投射不但使存有者展現成為可能，並且使此有在投射的過程

中時間化，亦即成其存有，在世界中存在。 

在自我領會中，藉由被領會的在世存有，可追溯與他者之共在以及世內存有

者獨特的可能性之投射。在自我領會中，作為能在世存有，世界同等原初地被領

會，領會是通過對自己事實的在世存有的可能性的理解，自由地自我領會本就具

有轉變領會方向的可能性，它可能藉由所遭遇的世內存有者領會自己，讓它的生

存不被自己而是被事物和他人以及週遭狀況所決定，此即非本真的領會。領會作

為投射是此有生存的基本規定，既然和此有本身相關，亦即和一存有者相關，因

此也是一種「存在狀態上的領會」(ontical understanding)，此有作為在世存有，

世界以及他者隨之一起被展開，世內存有者也一起被遭遇，因此，與生存的領會

同等原初，此有同時領會他者的生存以及世內存有者的存有。此有的存有以及現

成事物的存有之領會起初未被區分和陳述，生存、現存事物、現成事物以及他者

之存在意義並未在概念上得到理解，而是無所區別地在存有的領會中被領會，後

者使自然經驗以及彼此存有的自我理解可能。 

由於此有本質上是在世存有，投射總是揭示在世存有的可能性，領會在其揭

示作用中並不由一孤立的自我有所籌劃並執行，亦即並非人之理性能力之作為，

而是只要此有事實地生存著，就總是作為能在世存有而存在，因此，此有隨著領

會一道，總是已經投射於其獨特與他者共在之可能性，以及朝向世內存有者存在

的特殊可能性，此外，由於在世存有屬於此有的基本結構，因此，生存的此有本

質上是作為存在於世內存有者之間的存有，以及與他者共在的存有而存在。在世

存有並非首先僅僅存在於現成存有之中，然後再揭示其他的人類存有，而是說，

作為在世存有，它是與他者共在，此有也不是首先與他者共在，然後再與存有者

相遇，而是與他者共在意指，與其他在世存有一起存在，共同在世存有。對海德

格而言，世界的領會、存有可能性的領會是生存的自然趨向，此有並非擁有此能

力，而是生存於這種自然的趨向之中。此有作為一個有機體也歸屬於自然存有，

與其說此有擁有理性和創造的能力，不如說此有順著其身體、潛能、質料的自然

發展和傾向而與萬物和他人相對待，存有的領會同時是對自身存有、對他人的存

有以及對於事物的存有之領會。 

只要此有有所領會，就已經存在於外，因此自我表達並非我的內在體驗的傳

達和分享，從海德格對於在世存有的展開狀態(在此)之探究中，我們發現處身

性、領會以及言談在在說明了此有打從一出生，就在世界中與所有他者有一共享

的世界，並據此世界解釋事物，換言之，只要此有存在，就總是向著他者和事物

自我開放，領會即是一種向世界的超越109，也就是說，當存有者的存有本身向此

                                                 
109 ER,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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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顯現，當此有自身的存有成為無蔽狀態，此即此有的超越，超越構成了此有的

自身，並且是此有的展開狀態之事實110。 

海德格雖然區別了「生存狀態上的領會」(存在狀態上的領會)、「存有論上

的領會」，以及「非本真的領會」與「本真的領會」，我們卻不能夠只從某種單一

的領會意涵上理解海德格思想中的領會之意義，海德格從日常狀態出發，亦即從

存在狀態的領會出發，藉由此層面的領會追溯一切領會之根本-存有的領會，再

由存有的領會導出自我領會、世界領會、事物以及他者的領會，由於本真的領會

和非本真的領會同時構成此有的存在結構，上述諸層面的領會實同屬於此有之存

有，存有意義問題的產生就在於存有從模糊的領會到達可理解性清楚地說出這個

環節，我們須保持著整體的眼光，在諸領會意涵縱橫交織的情況下，從具體現象，

從日常生活所熟悉的活動，亦即從存在狀態的領會達到對存有領會的超越。存有

論差異的問題隨著存有領會而顯題化，唯有掌握了存有領會的本質意涵，唯有理

解此有的存有論結構，才能確定存有與存有者區別。海德格稱此有的基本存在結

構之闡釋為「生存論分析」(existential analysis)111，此外，由於此有的存在結構

基於時間性，而存有的領會又歸屬於此有的生存結構，因此，存有的領會也基於

時間性，時間性使存有的領會可能，並使存有的解釋以及表述可能，如果存有在

時間性中獲得解釋，那表示我們掌握了存有與存有者之區別。  

 所領會的可能性之發展海德格稱之為解釋的階段中，海德格又詳細地說明解

釋所基的三種前結構-「前有」(Vorhabe)、「前見」(Vorsicht)以及「前概念」

(Vorgriff)。在前見中，所領會的東西通過解釋而可概念化，不過，存有者在此解

釋中既可從它本身被設想，也可被迫地被解釋為與其存在相矛盾的概念。無論是

哪種程度的解釋都是較陳述在先的，將某物視為某物的陳述還有其更原始的階段

-解釋，而解釋的作為結構則歸諸於領會之「前結構」(fore-structure)，由此可見，

在有所陳述之前，已經有所領會和解釋了。海德格認為自古以來，陳述就被當作

理解現實存有者的唯一途徑，並以之為真理之所在112，殊不知還有較陳述更本源

的現象，探究真理問題必須同時兼顧揭示狀態以及揭示活動，依據海德格的措

辭，或許我們可以說真理同等原初地由本質的 physis 以及 logos 組建而成。 

 在解釋和陳述之前，還有一個階段海德格稱之為「言談」(discourse)-可理解

性的勾勒(articulation of intelligibility)113，言談並不見得要以語言的方式表達，言

談不見得要以陳述的方式表達，換言之，言談不一定是語音的表述，它可以沉默

地進行，無怪乎海德格以沉默和傾聽為構成語言的要素114，在其晚年更以寂靜之

                                                 
110 ER, pp.37-39 
111 BT, p.16 
112 BT, p.154 
113 BT, p.161 
114 BT,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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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來描述語言之說115。言談以語言的方式得到表達，當涵意整體訴諸文字時，意

涵隨之誕生，是詞語給予涵意意義，而不是反過來，先有涵意才產生詞語。涵意

整體的具體表述即是個別涵意的產生，語言也可變形為世內存有者，在工具的意

義上被當成字詞使用，海德格用以表示脫離了涵意整體脈絡，語言從其豐富的可

能性，受限制地在某些意義之下被使用116。 

當所理解的東西訴諸文字而被表達出來時即是語言(language)的誕生，關於

海德格在此階段對於言談和語言的思考，我們可以試著追溯到海德格對於亞里斯

多德思想中 logos 的多重意涵之討論，在海德格的解讀之下，亞里斯多德的 logos

分別有狹義和廣義的兩種解釋，前者是陳述，後者則在生產過程中，生產者在所

熟悉的整個生產過程中的自我對話(conversant)，而此廣義的 logos 須從知覺而非

理性的涵意加以理解，對海德格而言，只有將 logos 從理性的束縛解放至生命的

知覺和運動，對亞里斯多德思想中的 logos 之討論才具有意義117。 

 當所領會的東西在狹義的 logos 之意涵上加以確定，亦即在陳述中藉由謂詞

賦予確定的意義時，這表示陳述經歷了內容上的窄化，我們環視的眼光被鎖定，

那個已經顯現的東西成為在規定之中明確地顯現的東西。所領會的東西作為主體

的定型、屬性的定型，此時 logos 變形為句法意義上的陳述118。而陳述所確定的

東西還可進一步被傳達給他者而成為命題，使他者和我們一起看見我們在陳述中

所指出的東西，此時，即使他人並未親眼看見我們所指出的東西，即使這個被確

切規定的東西並不在場，仍然可以在此傳達中被理解，並且可再度傳達給更多的

人。表面上看來越來越確定的東西，在海德格看來，反倒越形可疑，甚至成了誤

解和錯誤之來由119。不過，現象的遮蔽最主要的原因在於：不只是從領會、解釋、

到陳述的過程之中存在著層層次第，領會、解釋和陳述本身也有程度上的差異，

多重在多重的次第交疊，使現象本身的展現也困難重重。無論是探究存有的領

會、解釋或者陳述，海德格總是訴諸存有論的差異、通過存有和存有者之區別，

才是領會、解釋和語言之所以可能的條件。  

作為陳述中的傳達，既然是衍生性的結果，當然可以追溯其更廣闊的意涵 

，即共在的分享，在在世存有的生存論結構中，本就蘊藏著共同處身性以及共同

領會的可能性。因此，被表達和分享的並非自我的內在經驗和想法，而是構成在

世存有的結構環節的展開120。可理解性的涵意整體被訴諸文字時，則產生語言，

由此可見，語言一方面指涉涵意整體，另一方面也可代表語詞整體而被視為現成

                                                 
115 PLT, p.207 
116 BT, pp.161-162 
117 Heidegger, Martin (1995): Aristotle’s Metaphysics Θ 1-3, On the Esscence and Actuality of Force, 
translated by Walter Brogan and Peter Warne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以下簡稱 AM, p.107 
118 BT, pp.154-155 
119 BT, p.155 
120 BT, p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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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無論從哪一層面上所解釋的語言，終究得歸諸其本質的根源思考之，語言

的可能性根植於此有的生存論組建環節121，海德格在此時期所思考的語言問題，

緊繫於此有、事物和他人之間所開展出的，複雜且相互關聯之現象整體。 

海德格同時從生存狀態上以及存有論上進行對此有的闡釋，前者關注此有生

存現象之個殊性，後者則試圖從概念上掌握此有的存在結構，盡可能不片面地理

解此有，以求整全地掌握此有的生存特徵並加以概念化。「概念並不是一種圖式，

而是一種存有的可能性，是事物目前看起來如何的可能性，是組建目前的因素。

是一種從某事物獲得的意義，指出一種前有，亦即將我們傳送到一種基本的經驗

中，指向一種前概念，求取一種引導和探究的如何，亦即將我們傳送到我們此有

的在此，依據它的傾向和關懷去詮釋。」122 

無論是 noein、logos、understanding、apprehending、discourse、assertion 或

者 language，都指向一個共同的現象-揭示、aletheia、真理。真理的問題自有哲

學以來就和存有問題不可分離。「哲學本身就是真理的學科」123。展開狀態、此

有和真理之間有何關聯？真理的原初意義在於揭示活動，第二層意涵則在於被揭

示性質124。無論是存在狀態上的真理或是存有論的真理，兩者皆與存有者的存有

以及在其存有中之存有者相關，也就是說兩種真理基於存有者與存有之間的區

別，由於此有總是通過存有的領會而對存有者有所作為，因此，存有論區別的可

能性存在於此有的本質，海德格稱存有論區別的根據為此有的超越，並指出此有

的意向活動的可能正基於超越125。關於「存有的領會」之意涵，必須通過對「在

世存有」的生存結構整體的分析，才能夠更清楚地加以掌握，而在存有論地層面

上形成超越概念的理解。目前為止，我們以初步勾勒出在世存有的「身分」，本

章第二節將繼續討論，如何在世存有的問題，此有生存於其中的世界，如果不是

我們立足於其上的土地所構成的，那麼，這個世界是甚麼樣的世界？ 

 

 

 

 

 

 

 
 
                                                 
121 BT, pp.162-163 
122 HF, p.16 
123 BT, p.213 
124 BT, p.221 
125 ER,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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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世界現象如何從日常生活中突顯 

 

前文曾指出萊布尼茨以命題的真理在於同一性，亦即在於主詞和謂詞之關

係：謂詞包含於主詞，海德格認為萊布尼茨訴諸自明的真理概念，以確保其陳述

概念之有效性，可是萊布尼茨卻沒有說明真理的本質為何，海德格指出命題的真

理還有更原初的根源，即存有者的敞開狀態，這種敞開狀態之所以可能在於，此

有處身於存有者之間，通過我們的情緒和意欲以及向著存有者的作為的意志，我

們發現自己的存在，海德格稱這種真理為「存在狀態上的真理」(onticl truth)126。

不過存在狀態上的真理是受到存有領會的指引，亦即我們必須先行領會了某存有

者的存有及其如何存有，才能夠認識和接近事物，這種真理海德格稱為「存有論

上的真理」(ontological truth)127，「存有論的真理」使「存在狀態的真理」成為可

能，亦即存有的展開狀態使存有者的敞開狀態成為可能。 

由此可見，人和事物之間的關係不在於命題的真理，而在於存在狀態與存有

論上的真理，也就是說，人之所以能夠與事物之間互相關聯，並對事物有所作為，

一方面需要存有者的被揭示狀態，另一方受到此有的展開狀態所影響，不過，兩

者終究來自於存有的領會，海德格說道：「存有的無蔽狀態使存有者的開顯成為

可能」128。認識並不是發生在我們作為認識的主體，與作為認識對象之事物偶然

碰面時，而是發生在照料活動中止的瞬間，當生產或者製作活動暫停時，我們才

知覺到現成存有者而與之相遇，所知覺的東西在陳述中被表達，這是海德格對於

認識關係的革命，完全逆轉了當時對認識活動普遍的解釋，將意識活動紮根於在

世存有的生存論結構，此有不需要跨越內在意識，因為此有總是已經「在外的」

和存有者一起存在129。 

或許是從亞里斯多德對自然事物和技術產物的區分獲得啟發，海德格從事物

的成因之討論擴展為事物和此有之關係的探究，將存有者區分為此有、及手事物

和現成事物，無論我們如何區分不同事物之存在，以甚麼樣的方式解釋之，自然

事物的先行存有以及先行揭示，是我們之所以能夠對它們進行認識和解釋的基礎
130。此外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海德格返回隱藏於生產活動中的意向結構，

以探尋存有和本質概念的基礎，任何被製作的事物是以它能夠在知覺中被領會為

前提，我們所領會的並非事物本身的存有，而是領會著的主體-「此有」，海德格

強調生產活動中的意向結構，不但不是以生產者和被生產者的對立為基礎，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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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對立關係的解除，被生產者不是依賴生產者，而是獨立於生產者「在其自

身而存有」，在生產活動中所領會的是被生產者的「存有」。因此，生產活動的意

向結構源自於存有的領會，這種領會不僅僅是對所生產事物的領會，更是對於被

生產者由之而得以被生產的東西之領會，亦即對於「可能性」之領會，任何被生

產者都是由某種已經存在的質料製造而成，這種質料毋須被製造就已經存在，即

所謂自然存有者，生產活動的意向結構中，隱含著領會存有者之存有的可能性，

而此可能性同時是傳統存有論的基礎，不過要証成此基礎的合法性就得更進一步

探究此有的存在結構，亦即「超越之在世存有」131。 

海德格從亞里斯多德對生產活動的討論，擴展至此有之日常生活，從周遭世

界現象著手探究世界現象本身。在我們日常生活中，事物是在用具脈絡的整體中

被遭遇的，延續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以及《物理學》中對於技術產物的討論，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討論了作為用具的及手事物，他將亞里斯多德從人

類的生產活動出發所討論的事物之生成，擴展為除了生產活動之外，人類與所有

事物之間的對待和處理活動，並強調理論認識之外的一種與事物之間的實踐關

係，海德格稱此有與事物之間的對待關係為「照料」(concern)132。在亞里斯多德

的思想中，技術產物的討論已經涉及了一種對事物的認識和實踐，以及被生產者

與生產者之間的關係之討論，關於「事物如何成為自身所是？」的問題，是理解

亞里斯多德與海德格理解事物本質的關連和差異之關鍵。對於亞里斯多德而言，

技術產物之生產過程的討論，反映了事物生成變化的根源決定事物的本質，在海

德格看來，亞里斯多德的思想中已蘊含了一種適當地領會事物之存有的可能，不

過，由於亞里斯多德的出發點是「已生成的現成事物」，很容易混淆了思考此問

題的方向，於是，海德格進一步將現成事物與及手事物加以區分，這樣的區分主

要是依據對存有領會的層面有所不同，依據顯現者的各種不同的顯現方式。海德

格特別指出其中一種顯現方式，並稱之為「及手存有」，這種存有者的特殊性在

於：它一方面指向「世界意蘊」的領會，另一方面揭示著作為「質料性」之自然

存有者。被生產的作品之符合有用性的「用途」(toward-which)指向世界整體，

而構成其存有的「具體內容」(whereof)則指向「質料」或「自然事物」，換言之，

及手事物的生產不僅指涉周遭用具世界，更指涉周遭自然世界，而其所揭示的用

具世界和自然世界所融合的整體，就是存有意義的根據，存有者之為存有在此整

體的指引中獲得其歸趨。 

在日常狀態中，世界是隱匿著的，只有通過及手存有者之闕如，或及手存有

者的變形才得以被揭示。顯然及手事物的存有及其整體並不代表世界，如果世界

不是由現成存有者以及及手存有者之聚集而構成的，那麼，我們該如何理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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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著我們和事物的關聯，在我們有所行動之前就已經預先被設立了的世界呢？

海德格找到了一座聯繫世界和此有之橋梁-「標誌」(sign)，因為標誌同時具備三

重涵意，首先，它使用具脈絡中的適用性具體化，其次，它一方面是及手事物的

用具特質，另一方面又歸屬於用具脈絡整體。最後，周遭世界在其及手性之中得

以被我們的環視所掌握133。為了更清楚海德格對於世界現象如何由及手事物之用

途中突顯，筆者將海德格之解釋摘要重述如下： 

1. 以剝奪的方式顯現及手事物的世界特質 

受到亞里斯多德剝奪概念的影響，海德格以反面的方式闡釋及手事物的世界

特質，藉由及手事物的損壞、遺失以及阻礙這種反面的狀態，揭示及手事物

的指涉狀態。亦即由及手事物的現成化揭示其及手狀態，由於指涉狀態總是

隱匿於及手事物的操作之中，因此，必須透過除去遮蔽的方式使之顯題化134。 

2. 標誌作為及手狀態的具體展現 

世界現象的意蘊蘊藏於指涉狀態之中，必須從諸多用具中挑選一個可用以說 

明指涉狀態的用具，海德格選擇了標誌，因為標誌具有一種特殊的用具特質-

「指示」(indication)。海德格認為標誌是指涉狀態的具體化，亦即指涉狀態

以「指示」的方式在標誌中具體展現。由此，隱匿於及手事物的照料活動中

的指涉狀態成為可見，標誌和及手事物的世界特質相關連，並且是一種隸屬

於用具整體的存有。標誌並不是指向任何及手事物，而是為此有的環視照料

指引方向，此有跟隨著標誌的指示環視地瀏覽(circumspective survey)圍繞於

周遭世界中的一切。因此，標誌將用具整體呈現於我們的環視，及手事物的

世界特質也連同地呈現自身135。 

3. 從「指涉狀態」(involvemnt)到「意蘊」(significance) 

及手事物總是適合於某個目的，或者不適合於某個目的的，海德格曾在《 

論 physis 的本質與概念》中將亞里斯多德所說的質料解釋為「對…的適合

性」。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將及手事物視為作為適合性的質料或即可

能性，並說明其存在結構為「指涉關聯」(assignment/reference)，作為及手事

物而存有，意味著它總是「被關聯於某事物」(letting it be involved in 

something)，也就是說，及手事物總是被「被…用來作…」，指涉狀態就在於

「用…作…」(with…in…)的關聯性中。而「用…作…」具有目的性，最終的

目的指向為了此有的存在可能性之緣故。不過及手事物個別的指涉狀態總是

由指涉關聯整體描繪其輪廓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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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分別從存在狀態和存有論上解釋及手事物的指涉狀態，就存在狀態而

言，讓某物被關連意指，在我們日常照料活動中，讓及手事物作為它「已經是」

的樣子而存在，我們必須注意海德格所謂「已經是」，所強調的是事物並非我們

所製造或生產的，而是讓已經存在的存有者在及手狀態上被揭示、作為及手事物

被遭遇。就存有論而言，讓所有及手事物作為及手事物而被開放出來。如果事物

不在指涉狀態中得到揭示，那麼，它們便會成為被我們加工、改造的現成事物了
137。 

在我們使用某件工具之前，用具世界已經先行展開，我們不是隨手抓取一件

工具來做事，而是從已經展開的用具整體性回到工具的操作。而我們也是從上述

照料事物方式出發來思索及手事物的指涉狀態。環視照料之所以能夠讓及手事物

被遭遇，是由於在照料對事物有所行事之前，此有已經先行領會諸事物之間的關

指涉關聯，由此才有可能將事物當成一件工具來使用，才有可能使某事物和某事

物產生關聯。「讓某物被關聯於…」具有「朝向…」的特質，而「朝向…」的時

間結構即「等待」(awaiting)。照料在等待「朝向…」的同時返回到與它相關連

的事物，隨著等待一道，被關連的東西得到「保持」(retaining)，等待和保持兩

者使得工具的「當前化」(making present)成為可能，由此，海德格將用具世界的

存在意涵深入於時間性的探究138。 

海德格認為傳統形上學及邏輯學誤解了巴曼尼德思所言「思想(noein)與存

有同一」之意義，導致以觀察事物的方式認識事物，他在《形上學導論》中將

noein 翻譯成德文 vernehmen139，並且在《現象學地詮釋亞里斯多德》一書中，

也曾翻譯成 vermeinen，在《事實性詮釋學》中，則將兩種意義結合，以「覺知」

(vernehmendes vermeinen)140之含意意譯之。與其說「事物如何被看待」不如說「 

事物如何被我們遭遇」，此有對事物的認識取決於「事物如何向我們呈現」，而不

在於我們的理論觀察所採取的立場，對事物的感知比起對事物的理性分析還要來

得原初，此有在不斷地覺知事物之存有的過程中，認識事物並有所行事。 

海德格所要強調的是，在我們為了達到某些目的而使用事物的同時，不只是

及手事物隨著我們日常活動被揭示出來，在此過程中更揭示了自然事物，亦即亞

里斯多德所言之生長物，那些生成的根源在其自身，不需人工製造、自己生產自

己的事物141。及手事物之所以能夠被遭遇在於構成其存在結構的指引關聯，此為

其存有論上的規定，倘若我們在存在狀態上思考指引關聯，此指引關聯最終指向

此有存有之可能性，亦即及手事物為此有的存有之「緣故」(um-willen)而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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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表示世界現象屬於此有之「在世存有」。在這個思索脈絡中，表面上看來似乎

事物的存在是被我們所決定的，然而，海德格的用意卻在於討論自由的有限性，

首先，我們讓事物如此這般存在，並不表示我們首先通過製造或者改造才使之呈

現，即便是通過我們的力量改變事物的屬性，或者製造出先前不存在的東西，也

是在已經先有某種存有者存在並且敞開的情況下完成的，我們的製造並非從無生

有，而是用已經存在著的存有者加以改造，改變已經存在的某物成為不同的東

西。因此，海德格才會說「我們是依世界的方式和事物遭遇」、「事物是在世界中

被遭遇的」，「事物是向環視開放的」142。 

其次，從此有對事物的處置活動中，我們發現此有對於事物的作為是為了存

有之緣故，如果說事物是為了此有之存有之緣故而存在，就此意義而言，此有和

事物之存有同樣指向存有，同是為了存有之緣故而存在，倘若視事物為存有之質

料性，那麼此有本身則為存有之極端的質料性，因為，此有實為一切存有者之存

有之根據。 

 事物之所以能夠作為及手事物而存在，是由於我們對世界的領會先行開展了

存有者的用途及其緣故，此有通過對在世存有的領會而達到對存有的領會。再

則，此有基於甚麼理解其在世存有？在對上述關聯脈絡的領會中，此有通過自己

之能如此或那般存有對自己有所授意，海德格稱之為「意指」(signify)，換言之，

此有的存有涉及事物的指涉關聯，事物的存有以及他人的存有共同構成了此有之

存有，由於事物和他人在此相互牽連的指引脈絡中，在對於此脈絡的熟悉感中，

仍存在著不確定的、可變動的，相對的以及不可預測的狀態143，由此構成此有存

有之「可能性」(possibility)，此有之存在結構展現為能在世存有

(potentiality-for-being)。 

世界和此有的關係，如果不是一個存有者與與己相異的存有者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該怎麼去設想這樣的關係呢？此有如果不是一個主體，它的自我又該

如何理解呢？此有的自我，並非獨立存在著的個體之意識，它的自身性必須在與

他者的關係中才能成立。如果世界的投射是存有者展現的可能性條件，那麼，讓

現象如其自身展現的可能性何在？這意味著現象的展現總是與此有的存有相聯

繫，只是，這種非主觀地領會如何可能？如果試著從亞里斯多德在《形上學》中

討論的靈魂和知覺，以及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所說的處境以及情緒的層面

去思索這個問題，或許是面對意向問題以及解決主體性問題的一種可能方向。 

海德格回溯世界概念在哲學史上的發展時，掌握了幾個關鍵的概念藉以形成

他對世界現象的獨特詮釋，例如，存有者之存有的「如何」(how)，康德《純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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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批判》中的認識的「有限性」以及參與世界的「遊戲」144。海德格指出世界

的本質在於此有與存有者整體的關係之詮釋中145，對於這種整體性的掌握是不明

確地，但是卻總是在先的，這就是對於世界的超越，亦即存有的領會。基於此有

對於此關係整體的模糊領會，並受此領會的指引而對於存有者有所行事，這種關

係總是隨著領會的當下及其一次性而變動著，由此而形成的世界之廣袤也是運動

著的，海德格用「世界成為世界」(die Welt welten)來指稱這種總是在形成著的世

界特質146。 

海德格認為在希臘時代，「世界」主要的意涵在於，它並非代表現成存有者

本身或其集合，而是表達存有者的「境況」(condition/Zustand)，亦即存有者的如

何。與存有的意涵相似，海德格認為世界同時具有「一」和「多」的意涵，也就

是說，世界同時指「存有者的存在樣態(mode) 」和「存有者本身」。海德格繼而

討論中世紀主要的世界概念之意涵：「人類存有的境況和處境(situation) 」，代表

世俗的(被創造的)人類此有存在方式、姿態和思考方式147。在回顧了「世界」一

詞在傳統上的用法之後，海德格列舉他在《存有與時間》中所區分的四種世界概

念：1)存在狀態-自然的世界概念；2)存有論(就某意義而言)的世界概念；3)存在

狀態-生存狀態上的世界概念；4)存有論上的世界概念(涉及此有的基本形上學結

構之形上學本質問題，亦即涉及超越的概念)
148。 

如果我們回歸到早年(1922-1924)海德格對於亞里斯多德的沉思，如果我們將

在世存有的想法還原為事實性生命，並將後者回歸到亞里斯多德對具靈魂的存有

者之生產活動的探究呢？或許我們也可以嘗試以海德格探究 physis 以及 logos 概

念的系譜之方式，將海德格不同時期所思考的存有問題相互指涉，理出一概念發

展的系譜，嘗試以全面且具指導性的方向來思索海德格。 

不過在此之前，我們必須先討論由緣故而衍生的自由意志問題，海德格總是

強調構成現象的要素中，總是包含著對立面或者隱匿未現的東西，因此，我們也

必須在強調有限的自由之同時，也必須將自發性的自由意志納入探究的範圍，畢

竟此亦為構成人類生存本質的要素。當然，就海德格而言，對於闕如之討論，目

的在求現象之整全、理解之全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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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因闕如而超越/因超越而闕如 

 

海德格指出存有領會基於不同的敞開狀態，以及相應於不同敞開狀態的領會

而有不同的解釋，由不同層面的解釋又可發展程度各異的陳述，因而，對存有領

會的解釋讓人拿不定主意，似乎可以在許多不同的意義上理解之，而這些意義之

間又存在著些微的差異，不能完全等同視之，或歸諸於某種特定的解釋，存有的

領會可以理解為廣義的 logos，不過它既不是對存有本身的掌握，也不是對所掌

握的東西之理解，後者又可是為狹義的 logos，此領會介乎存有和存有者之間，

微妙地起著聯繫的作用。作為領會特質之「投射」也隨著各種不同層面的領會而

有不同程度的投射，有可能投射於某特定類型存有者之上，也有可能投射於存有

者之存在可能性上，而前者依據不同類型的存有者劃分出不同的科學領域。「存

在狀態上的真涉及在其存有之存有者，而存有論上的真則涉及存有者之存有」
149，對海德格而言，命題的真理源自於存在狀態上的真理，原初的真理基於存在

狀態上的真理之豐富性和廣袤。存在狀態的真理和存有論上的真理之關聯指出了

存有論區別的問題，而存有者與存有之區別的可能在於此有的本質，海德格稱之

為「超越」(transcendence)150。 

而能區分存有和存有者即存有的領會，又存有論區別的可能在於超越，因此

存有之領會本身即是一種超越，若存有的領會是此有的存在結構，那麼，「超越

即是在世存有」151。海德格首先說明超越一詞在哲學史上的兩種主要意涵：「與

內在性相對的超越」以及「與偶然性相對的超越」，前者為認識論上的概念，後

者則為神學上的意涵。對海德格而言，以內在性解釋超越等於承認了主客關係的

意義，超越所處理的並非外在世界和認識的主體之間的關係，而是探究主體的主

體性之原初結構為何152。 

為區別於傳統哲學之超越概念，海德格特別指出超越意涵的特質，真正超越

的東西是「此有」，此為超越真正的存有論意義所在，如果作為超越的世界構成

此有的在世存有，那麼，此有恰恰不是內在的東西，此有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種超

越，超越的存有者不是任何對象事物，事物從不能超越，應該說是主體向自己超

越，當然，這裡所說的主體是經過海德格特殊解釋得來的，並非一般所說的意識

主體。只有此有這樣的存有是超越的，而超越構成此有的本質。認識論所謂的內

在性與現象的事實恰恰相反，主體原本即是超越的存有，超越首先不是主體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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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結到客體，而是「從世界領會自身」。只有具超越的此有才有可能有自我，超

越是此有具有自我的先決條件，此有的自身基於超越。此有並非首先是主體我，

然後向其他事物超越，生存總是已經意指超越，超越的本質在「在世存有」的結

構中顯現。超越使此有能對事物有所行事，對他者以及自我有所作為，超越被揭

示給此有本身，存有的領會基於超越，此有本身「向...開放」，開放狀態屬於其

存在，此有是「此」(there)。在「此」之中，「此有在此」，他者、及手事物以及

現存事物被遭遇153。 

海德格進而規定超越為「在世存有」，世界組建超越的統一結構，此有超越

意味著：「此有在其存在的本質中形成世界」。形成具有多重涵義，此有讓世界出

現，並且通過世界給自己一個原初的觀點，雖然尚未清楚地掌握的，卻為所有展

現的存有者(此有也是其一)提供一種典範的形式154。此有向之超越的東西即「世

界」，在照料事物時，此有總是已經先行領會了功能性，此有從先行領會的功能

性脈絡、意蘊、世界，回到及手事物。如果我們和及手事物遭遇，那表示存有者

必定處於所領會的功能性之光照中。用具在被領會的世界中被遭遇，它們總是作

為世內存有者被遭遇，就此意義而言，世界在某種意義上是遠外於所有對象的，

亦即，它比一切對象更客觀，世界是真正的超越，世界遠遠超出事物之外，並且

作為生存是在世存有的基本規定，「世界是此有」。世界並不是作為對象的現存性

而存在，「世界生存著」(the world exists)155。 

要理解海德格所思索的超越，我們必須以整體的眼光統攝在世存有的多重意

涵，海德格自己也曾指引我們分別由三個環節勾勒在世存有的輪廓，分別是「緣

乎世界的存有」(being-alongside-the-world)(事實性、照料、多樣性)、「常人」以

及「世界現象」，再以時間性的具體展現-掛念(Sorge)統攝而為整體。然而，「緣

乎世界的存有」經常被視為主體和世界之間關係的典範，亦即主體如何認識作為

對象的世界，海德格認為對世界的認識(noein)，以及對自己說和討論世界的種

種，實屬於在世存有原初的存在樣態，即使此存在結構不是時時刻刻在清楚的掌

握之中156，對存有的領會，或許可從對此生存論結構的覺知來加以理解。海德格

認為在我們掌握此生存論結構之前，我們已經先行理解認識世界的現象，此有和

世界的關係不能簡單地化約為主體和對象之間的關係157。 

關於超越的問題，散見於海德格早年的著作和講課的資料中，筆者試著釐清

海德格主要的探究進路，其一是從基礎存有論對此有進行生存論的分析，另一則

從根據的問題著手，從根據本質的探究討論超越的本質。前文曾言及海德格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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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規定為在世存有，並特別指出世界現象的重要性在於能夠幫助我們理解超越的

本質。如果我們回想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曾討論本真的領會與非本真的領

會，筆者以之為線索，將超越的問題理解為：「如何從非本真的超越過達到本真

的超越問題？」不過這種說法容易引起誤解，因為在海德格的思想中，領會原本

就蘊含不同層面的領會，因應此不同層面的領會，所形成的超越也就各不相同，

不過無論是哪種程度的超越皆屬此有的生存內涵，討論如何達成本真的超越，是

試圖尋找一切問題的產生和解答的基礎，具體言之，探究此有和世界的關係有助

於我們積極地釐清超越的意涵。 

 超越的構成要素包涵，被超越的存有者-「此有」，超越之趨向-「世界」，超

越之結果-「自身的建構」，據此結構要素構成作為在世存有之超越。向世界的超

越則為「自由」(freedom)，而自由是為根據的自由。然而，海德格所謂的自由，

完全不是從自發性的意識活動加以理解的，而是強調其有限性，此自由讓世界主

宰自身，並非有一相對於此有的世界存在，而是世界成為世界並且世界化此有
158。自由並不僅僅是一種理性的能力，事物的存在也不是簡單地化約為主體和對

象之間的表象關係就足以解釋周全，海德格更進一步解釋自由和事物根據之間的

關係，亦即人和世界、他人以及事物之間的歸屬關係，並將自由和根據之間的關

係稱為「緣由」(Gründen)，說明其三重特質：「建立」(stiften)、「取得立足點」

(Boden-nehmer)以及「給理由」(begründen)，分別對照於「世界的投射」、「處身

於存有者之間」以及「存有的揭示」159，此即前文所討論的「領會」、「處境」以

及「言談」，由此，超越須以「視在世存有為整體」的眼光始可掌握其意涵。 

對於緣由的討論，即是對於世界和此有之關係的討論，此談論必然涉及事物

以及此有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問題，前文已指出對於存有的探究必須以此

有為出發點，在世存有的生存結構之分析即是對於存有者的存有之探究的開端，

在世存有的存在通過處境、領會以及言談而展開，對照於三種緣由之展現方式：

「融身於存有者」、「世界的投射」以及「存有論地展現存有」，由此根據的本質

在於「可能性」(Möglichkeit)、「基礎」(事實性)(Boden)以及「顯示」(Ausweis)。

其中第三種緣由指出：「此有的超越使存有的顯現可能」，logos 作為言談其本質

在於使存有者之存有如其自身顯現，因此，logos 可在緣由的意義上，更近一步

地理解為提出根據、說明理由，而根據和理由來自於問題的產生，「為什麼如此

而非那樣？」、「為什麼存在而非不存在？」、「為什麼是有而不是無？」。至此，

存有問題的產生和此有的超越建立了聯繫。 

超越的必然結果即問題的滋生，理由在於，隱匿在「為什麼是這個而不是那

個？」、「為什麼是這樣而不是那樣？」這些問題之中的是前概念的、對於事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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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是及其如何的先行領會，亦即，這種存有的領會使為問題之為問題可能，並給

予所有探究最終的基礎，既然存有在此得到開顯，那麼，超越的可能在於存有論

的真理。第三種緣由涉及存有者的揭示以及存有的展開，亦即涉及了存在論上的

真理以及存有論上的真理，更確切地說，涉及了存有論區別的問題，存有的領會

使存有論區別可能，而基於時間性的超越、投射以及處境具體化並發展了存有的

領會，而此三種緣由皆源自於此有有限的自由。存有問題的提出以及解決在於主

體的超越、在於意志有限的自由。可見人的意志參與了存有意義的建構，既然自

由同時是向可能性的超越又是可能性的剝奪，此有的生存本身既是超越於自身所

是的可能性的，又是尚未達到自身所是的闕如。 

探討根據和自由的關係，即是探討不同程度的超越意涵，當此有對事物有所

行事、和他人有共同的處境以及為了自身的存在之緣故而生存時，同時是指此有

超越地形成世界、與他人分享和表達自身。對可能性或世界的投射、融身於事物

或掌握某特定的可能性的事實性以及向著存有者行事的生存活動都是構成此有

的存有之超越特質的現象展現，根據的內在可能性在於超越。 

超越是此有特有的存在結構，它並非此有對於存有者的活動，而是在這些活

動實現之前就已經發生的，此有生存的基本構成要素，如果我們在海德格所謂的

此有的意義上理解主體，那麼超越就是主體的本質，或者說超越是主體性的基本

結構。如果超越是此有，依據海德格的說法，此有是在世存有，那麼超越是在世

存有，前文已指出此有是向著世界超越，世界為此有的存在之緣故顯現，不過，

我們必須注意，當海德格說為了此有的存有之緣故時，等於是說為了他者以及事

物的存在之緣故。「為…緣故」是發生於意志(will)中，意志將「為…緣故」向著

此有拋投，投射自身於可能性，而自由是「為…緣故」之本質基礎。自由讓世界

支配此有，是世界使此有成為此有，而非思想建構世界，因此，世界從來不是現

成存在的事物，而是成為世界、世界化，運動著、形成著，此即海德格所言之世

界成為世界，我們可以藉由生命現象來理解，將世界領會活生生的生命現象160。 

世界向此有顯現自身為「為此有之故」的當下整體性，而「為此有之故」意

指為了和此有同等原初的存有之故：依賴及手事物、和他人共在以及向自己存

在。僅當此有在「為…之緣故」中超越自身，此有才能夠以此方式向著它作為自

身所是而存有。為某物之緣故而超越僅僅發生於意志中，意志向著可能性投射自

身，並且將緣故拋向此有。這個作為超越並且在超越中的意志，形成或創造了緣

故。那個在投射中產生而且必須產生緣故的東西及海德格所言之「自由」。向世

界超越就是自由本身。因此超越不是遇到作為價值和目的的緣故，應該說自由作

為自由相對於緣故而保持自身。因而自由使約束和義務成為可能，自由讓世界支

                                                 
160 PIA, p.65 



 51

配此有並且讓世界成為世界，由此展現世界一直運動著、尚未成形之特質，「世

界從不存有，世界世界化」(World never is, it worlds)161。 

為探究「自由作為緣故」之形式規定的實質內容及其根源，超越的問題還得

再追溯到自由的本質。自由是現成事物進入世界的入口，並且使時間得以成為時

間(tempotality temperalize/Zeitlichkeit sich zeitigt)。在萊布尼茨的單子論中，單子

無窗口，海德格則提出了「世界-入口」(world-entry)以解釋此有和事物之間的關

聯如何發生。當此有生存著，世界-入口也同時隨其生存而發生。世界-入口及其

發生僅僅是對於現成事物的預設，此預設使我們明瞭：事物自身的顯現並不需要

世界入口，因此內在於世界的狀態並非事物的屬性，這也就是海德格在《事實性

詮釋學》中所言此有以世界的方式領會事物，海德格將此有的超越結構，視為此

有得以和事物接觸的窗口，並且強調，即使事物透過此入口進入世界而存在，這

並不改變事物之為事物本身，事物並非經歷了變化才得以被認識，事物的進入世

界沒有經歷任何轉變(undergo nothing)，就此層面而言，世界是「無」(nothing)，

一方面是指世界並非作為現成事物而是作為存有被領會，另一方面，也強調此有

所超越的並非現存事物而是它自身162。 

「緣故」之實質內容為：「此有爲存有以及能存有(capacity-for-being)的緣故

而存在」。乍聽之下，這個定義似乎是一種獨我論，海德格的意圖並非提出一種

倫理的「唯我論」(egoism)，而是試圖以「存有論-形上學的方式」描述「自身」

(egoicity/Egoität)。唯有此有已經先行超越了，才會有所謂「你」和「我」的區別，

以及你我關係的形成。海德格曾言及「此有」一詞同時具有「中立性」(neutrality)

和個體性，一方面對此存有的解釋是超出任何具體存在的此有，另一方面又經由

被拋而成為事實性，此有既不是任何人又是任何人163。為此有的緣故存在，並不

表示為了某個事實的此有，為了自己而存在，這種形上學的中立性，是海德格避

免唯我論的其中一種解釋。海德格特別以「自身」(selfhood)一詞稱謂「我」以

別於傳統的「自我」概念，因為自身一詞具有中立性，符合海德格對於此有的中

立性之要求，此外他指出「能存有」(capability-to-be)能夠具體地說明這種形上學

的自身，關於這個問題，在《存有與時間》§64 也有相關的討論。 

此有向著作為「緣故」(Umwillen)的世界意蘊有所領會地投射，緣故在德文

字義上有「為了…」以及「意願…」的意思，顯然涉及了此有的意志自由之問題，

不過海德格所強調的意志自由之本質在於人的有限性，而非人自由地選擇其所從

事活動的意志。而人的有限性正在於其存在於世所必須擔負著「已經是…」的狀

態，此有總是有著過去，除此之外，此有既然處身於存有者之中，其行事總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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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存有者的影響。此有不斷地在知覺著週遭事物，因應著週遭環境的變化而調

整心境，不過這種情緒狀態的調節不見得是有意識的行為，就像動物為了保護自

己以及生存，身體結構逐漸產生變化以與週遭環境融合，這種奇妙的變化，「為

了…而…」很難說是意志所造成的結果。此有的處事也是一樣，不是單單以意志

的選擇就能決定一切，越是能夠透視此有與存有者之間這種互為影響的關係，越

會對於意志自由的本質產生疑問，而體會到自由總是必須連同其反面加以深思。 
海德格藉由對原初超越現象的探究，重新釐清柏拉圖「理型說」(doctrine of 

ideas)中「分享」(participation)以及「之間」(between)概念含糊的解釋。問題在於：

世界的超越概念之問題如何和主體的主體性問題交織，並且同時和存有本身的存

有論探究交織？海德格認為，無論是將超越視為理論活動(直觀)或是將超越視為

實踐活動都不足以解釋原初的超越現象，這些與存有者有關的活動之所以可能，

在於它們共同的基礎是超越本身。海德格從柏拉圖「善的理型」(the idea of good)

以及亞里斯多德「緣故」(for-the-sake-of-which)發展出世界的超越概念：「世界，

作為此有向之超越的世界，最初是由「為了…緣故」所規定的」。「為了…緣故」

涉及了意願和選擇的問題，世界現象由此導向了自由的問題。 

因此，事物的原因在於無基礎的自由，因為，事物為何如此而非那般？此有

為何如此行事而非那般行事？事物如此這般地存在以及此有如此這般與之相關

聯的理由都是基於作為根據的自由，這不能通過存在狀態上的因果關係加以解

釋，它源自於存有論上的真理，事物並非人類活動的產物，然而其存在的理由卻

和此有息息相關，沒有此有，事物也無法得到揭示，如此說來，事物的根據仍在

於此有，在於存有的領會，在於超越的本質-自由。不過，要如何說明自然事物

的存在呢？即使不和此有相關，自然事物不是仍然存在著嗎？大地、山嶽、海洋

與我們所見的自然萬物，它們的存在似乎不是人給得了理由的，甚至連人類自身

的存在也不是人能夠加以解釋的，那麼事物存在的理由究竟要問的是什麼？既然

事物已經毫無道理的存在於此，我們也無法超出能力的有限去追問它為何存在，

我們所能思索的只是事物為何如此存在？為何樹木作為樹木而存在？為何樹木

作為桌子而存在？在種種的問題當中，總是顯露著問題的產生和人有著密切的關

聯，這正是事物的原理和此有之間的關係所在。 

事物是在此有有限的自由當中被遭遇的，由於這種超乎可能性的投射，使事

物作為某種有限的方式而實現，事物是在某種可能的實現中顯現自身的，由此，

事物並無絕對的顯現方式，此有有限的自由和存在結構的不足，使之具有超越的

可能，反而證實了其基於自由的超越本質，事實的超越特質反映於此有的不滿

足，這種事實的欠缺自由，是其超越的證言，自由的本質需要有限的事實在境況

中去成全。超越的契機在於缺乏(存有如何由及手事物所構成的周遭世界中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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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如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談到工具的缺乏、損壞突顯了隱匿著的世

界現象，這種缺乏的覺知正是存有領會的時機。瞬間的存有領會引導著我們對存

在事物的行事。 

從亞里斯多德對於生長物和技術產物之間生成原因的區別，以及亞里斯多德

對於 eidos 和 logos 的討論中得到的啟示，海德格發展而為用具世界的指引脈絡。

進一步將存有者區分為現成事物、及手事物以及此有。由於此有在日常狀態中，

是和事物脫離不了關連的，其生存總是和事物彼此牽繫，因此，我們必須以此日

常狀態為起點，尋求此有如此這般存有的緣由，才能在不脫離實事的情況下，追

究此有之存有，在日常狀態中此有所處身的用具脈落所構築的世界，及手事物或

者及手事物所構成的用具世界，正如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中所言，處於一個媒介的地位164，它使此有得以窺見世界現象本

身，並且從及手事物的存有超越到世界、他者以及自我的存有。週遭世界如同語

言一般具有指涉作用，藉由具體的展現呈現部分存有者之存有，海德格貫徹其在

探究存有問題時所指示的方式，藉由部分彰顯存有者整體之存有，從此有作為質

料性的部分，指向此有形成的存有，看到自己真正的缺乏、最大的缺乏-「存有」。 

與其說海德格這種論述方式，始終保持著雙重視軌，運用一種相應的辨証法
165，不如說，海德格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多重視軌，所有現象自身經由多重視

軌的幅輳而展現，一方面是展開狀態，另一方面是揭示狀態；一方面是存有，另

一方面是存有者，一方面是現象的自行展現，另一方面是語言的說出，無論是存

有與存有者、揭示狀態和展開狀態或者現象和語言之於海德格，從來不是對立的

兩極，它們之間有著某種共通的東西，其一總是反映著另一，這種共通的東西，

即是一種「分享的潛能」(potential for sharing)166。存有的無蔽狀態中，總是同時

包含著存有者以及存有者的存有，存有者和存有之區別是這種關係的基礎，此即

海德格所言之存有論的區別，存有的領會具有區別存有者和存有的能力，這種能

力隸屬於此有的本質，海德格指出存有論區別的基礎為超越。由此我們得出根

據、真理以及超越問題之間的關聯性。如果我們將此有對存有者的關係視為意向

性關係，那麼，意向性的可能基於超越。 

一切意向活動、認識以及實踐活動都基於存有的領會，而存有的領會屬於超

越的特質，前文已說明領會的可能在於時間性，由此超越的本質也基於時間性。

海德格從時間性意義的討論，導入此有的生存論分析，說明此有的生存和時間的

本真意涵之間的關聯。此有的可能性具有預期未來的特質，而其人云亦云的特性

                                                 
164 PLT, p.29 
165 Löwith Karl (1995), Martin Heidegger and European Nihilism, editor Richard Wolin, translator 
Gary Stein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EN, p.64. 
166 Heidegger, Martin (1997), Plato’s Sophist, translated by Richard Rojcewicz and Anerē Schuwer,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PS, translator’s fo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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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具有過去之意涵，承擔傳統的包袱，此外，沉淪於日常事物的製作則突顯其當

前的時間意涵，無論如何，死亡作為極端的可能性以及目的，是最具未來性的時

間樣態，因為它代表了一切特殊的、我的存在之完成以及不可取代之特性，生存

狀態的領會之本真的與非本真的時間性由此透顯，「此有作為存有之可能性，正

是時間性本身，而非在時間中存有」167。存有與時間的本真關聯即在於此，根據

的本質在於存有的領會，又存有的領會基於時間性，根據問題和時間性問題之關

聯由此顯露。 

首先必須區分時間性和時間的差異，時間性是此有的能力168。時間性是出離

-視域的統一，領會是生存的基本規定性，決斷是本真的領會，決斷有獨特的時

間性，它包含獨特的現在，現在作為出離視域的現象，指當前化，在決斷中，此

有從最屬己的能存有領會自身，領會原初地說是將來的，因為它從自己所選擇的

可能性來到自身。在達到自身中，此有也已經承接了總已經是的存有，在決斷中，

此有回到它所是承接它所是。在回到自身時，此有帶著它已是的東西在次回到它

最屬己的選擇的能存有，海德格稱這種時間模式為「重複」(repetition)。決斷作

為重複的從所選擇的可能性回到自身，來到自身先行於自身，在重複和先行，過

去和未來出離的統一中，有種獨特的現在，因而，事物的當前化主要在於此有讓

自己被事物牽著走，當前化通常從自身背離，失去自身，以致於過去被「遺忘」

(forgetting)而未來成為一種「期待」(expecting)，而屬於決斷的現在是在先行與

重複中被掌握的，海德格稱之為「瞬間」(instant)。瞬間是現存事物的當前化，

作為歸屬於投射揭示決斷有所決定的情況，在瞬間中，此有被帶到現前事實地被

決定的可能性境況以及行動的情況之偶然性，瞬間看見行動處境的構成要素，在

決斷的生存中，此有作為在世存有保持其世界於眼界中，由於此有作為在世存

有，同時與他者一起存在，因此，本真的生存的彼此存有也必須由個體的決斷性

得到規定，只有在決斷的個別化中，此有本真地自由和向你開放。 

由此，超越的內在可能性還可再追溯到「原初的時間性」(primordial 

temporality)」。時間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藉由時間來理解存有？存有者的存有，

一般被理解為「實體」(ousia)，海德格認為實體這個概念就是從時間取得規定的
169。一方面，實體具有 essentia 以及 existentia 雙重意涵，前者指實際存在的東西，

後者指先行決定存有者之存有的東西，兩者都蘊含著持續的連續性(constant 

duration)特質，這是存有和時間的第一層關聯。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實體

一詞指那些總是「在場者」(Anwesende)，在場性指出了存有與時間的第二層關

聯。不過，海德格將柏拉圖的回憶說加以發展：在理解存有者之前，我們總是已

                                                 
167 CT, p.20 
168 受汪文聖教授於論文討論會指導之啟發 
169 MFL, 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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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領會了存有，指出存有與時間之間本源的關聯，並稱之為形上學的「回憶說」

(metaphysical recollection)170。「關於靈魂和存有的問題，必須更深入地追究到關

於存有和時間的問題，這表示靈魂和時間的關聯也必須加以闡明」171。存有的普

遍性如何和局部的多樣性統一？ 

海德格之所以說「形上學隸屬於人的本質」172，原因在於他以時間性為此有

認識的可能，也就是說此有身為在世存有，其向世界性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在於時

間的到時，此亦為存有者能夠向此有開顯的原因，因此，倘若認識的可能性在於

時間的成為時間狀態，而時間的成其自身又屬於在世存有的生存結構之基礎，那

麼，作為研究存有者的存有之形上學乃根源於人之本質，「哲學並非從其他的東

西推衍而來的，它必須基於自身」173。除此之外此有作為時間性，在其時間化中

領會自身為其任務，因而，此有本質上對形上學有種偏好，所有生存活動都是哲

學活動174。此有的自我乃在於在世存有的時間結構之成其自身中形成。時間之所

以能成為時間根本的因素是對於將來的預期，亦即對於「緣故的投射」。如果在

海德格所言之「原初-出離自身的統一視域」的層面來賦予時間其特質，那麼，

這種形成這種時間狀態的根本在於對將來持續的展望和對世界的投射，依據海德

格的思想，世界之為世界的內容是隨時間的統一狀態成形著、變動著的。 

自由必須通過有限性來加以掌握，海德格認為，在事實的情況下，此有優柔

寡斷地讓事物決定自己的行動。時間與存有的領會之間具有一種含糊的關係，此

即海德格在此段落的論題。海德格提出了四種對於時間概念的一般見解，而後相

應於這四種解釋，提出了五種時間性之形上學本質：1)時間性的本質具有一種出

離(ecstatic)的特質；2)時間性還具有一種「視域」(horizonal)的特質；3)時間既不

流逝也不逗留，而是「成為時間」(tempotalizes)，此即運動/變化(motion)的原初

現象。4)時間並非相對於感性的，而是比感性和理性更原初的。5)必須以此有事

實的生存(與他者共在以及與寓於事物的存在)為視域解釋原初地時間現象175。 

 關於事物和時間的關係，海德格解釋道：我們是先被事物佔據、和事物相關，

然後才將時間的規定運用於其上176。海德格分別從「現在」(now)、「然後」(then)

的一般用法，發展原初的時間特質，我們既不是在主觀的概念上也不是在客觀的

事物上掌握時間現象，而是在從主體到事物的路途中，這裡所說的「在途中」(on 

the way)正是一種超越，此現象涉及了我們視為時間特質的「位所」(location)的

                                                 
170 MFL, p.148 
171 MFL, p.148 
172 MFL, p.212 
173 MFL, p.212 
174 API, p.213.  
175 MFL, p.198 
176 MFL,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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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論177。相應於「然後」的討論，海德格揭示了「之前」的保持(retention)現象

以及現在的「當前化」(making-present)現象。為了強調時間非現成事物即成為時

間的特質，海德格稱時間為「時間性」(temporaliity)。對於時間性的出離以及視

域特質的解釋，目標在於闡明超越的本質，「掛念」(care)的探究可用來具體呈現

超越的規定。 

自然存有者，必須要在進入世界的恰當時機(時機成熟、到時)，才能夠展現。

由此，存有者的展現並不是人的意志所能夠決定的，而是在超越地形成世界的過

程中，由存有者的存有以及此有對於世界的投射共同揭示的。有所領會地投射於

可能性，就是此有不斷地超越自身的特質，構成了「先於自身的存有」，在《存

有與時間》中，海德格稱為 Sorge。向世界整體的超越顯現特殊的時間現象，已

經在世存有的此有，藉由向可能性的投射而投入眼前的事物處置。由於超越是不

斷地更新以及形成世界的過程，那麼，到底什麼時候形成世界？如果此有的超越

總是不間斷地更新，那麼如何而能有個完成了的世界？如何在概念上清楚地加以

掌握並且運用於存有者的揭示上？這是人類意志所能夠操控的嗎？如果不是，那

麼，何時以及如何能形成世界？只有在時機成熟時，在時間成為時間，時間時間

化的時刻，也就是依據時間性為視域以解釋此有生存論環節之整體。若根據的本

質在於問題的提出，為何我們會問「為什麼」，我們之所以會對我們自己以及其

他人事物產生興趣和疑問正是在於我們生存著，作為向著世界超越的此有，在時

間化中達致超越。根據的本質正是在於被規定為超越的生存之本質，亦即在於自

由。而所謂自由的存有亦即依據可能性領會自身，自由作為出離地向可能性存

有，其本身即轉向可能性，只要自由構成此有的本質，那麼，就生存著的此有之

本質而言，它必然地先於任何被給予的事實，就此而言，此有是超越存有者的，

然而，它是以這樣的方式超越，此有體驗存有者的抵抗，且無力抗拒其抵抗。 

 

 
      

 

 

 

 

 

 

                                                                                     

                                                 
177 MFL, p.2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