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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強施暴力的四重表現 

 

    在上一章＜返回先蘇開端＞中，我們追問了兩個問題：何以投向另一個開端

（相對於傳統哲學的柏拉圖開端的先蘇時期開端），以及投向此一開端後我們是

否真能找到一個截然不同於柏拉圖哲學後兩千年的哲學發展？而這個回答是在

重返先蘇時期巴門尼德斯與赫拉克力特的論述過後，海德格為我們找到了一種堅

持走在表象之路的強力行事。而這種強力行事不斷將自己的己任視為不斷將未解

蔽的存有帶上前來、而入於在場，使之成為解蔽的存有。就海德格看來這自然與

柏拉圖那種在已解蔽的存有中，不斷的追求更穩定、更確定的「理型說」大異其

趣，而更別說在海德格看來，亞里斯多德又如何在追隨其師的腳步之後，而更進

一步將「邏各斯」工具化，成了捕捉變動現象背後不變項的邏輯的哲學發展。如

此、在海德格眼裡，於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展開的傳統中，之後的哲學家的運思

便只活動在已有解蔽領地裡，爭論彼此誰說的「更真」，「更符應」已有的現象，

即使是沙特的存在主義或尼采的反本質主義以一種顛覆柏拉圖傳統的姿態出

現，然而仍以確立某種本質現象為基礎真理的論述出現（沙特的「存在先於本質」

與尼采確立「感官真實性大於理念界存在」），但卻忽略了真理的本質其實原本是

希臘人的去遮蔽（aletbeia），所以不是什麼比什麼「更為真實」、「更為基礎」、「更

為本質」，而是真理本身就一個不斷從未解蔽（未有）到解蔽（存有）的「本質

化過程」。而呼應著這種真理本質的行動者的行動，我認為這是海德格在重返先

蘇開端後所找到的法則──強施暴力者的施加暴力。以下我們要以四個代表不同

的海德格所提出過的解救方案，來說明這個原則──強施暴力者的強施暴力如何

體現在海德格不同時期論述當中。 

 

第一節 作為歷史性的返回開端 

  我們首先來討論強力行事如何表現在歷史性的重返開端上，然而其實在前一

章中我們大致上就已經描繪了這個返回過程，以及從這個返回過程後我們挣得了

什麼。因此在分配在這一小節的比例我們會花較小的篇幅來處理。 

 

   我們在論文的＜緒論＞就已經說過了此在對於「存有」的理解有一大部分來

自於傳統的歷史性前理解，這份前理解開放了某些存有側面的同時，也同樣的將

某些側面給遮蔽了，因此在我們對存有的掌握上，事實上隔了一重又一重的傳統

理論結構在前面，而如何將這些結構給擱置，因而重新獲得面向存有源始性的經

驗，海德格在早期的《存有與時間》就提出了拆解（destroying）的哲學理念。 

  

   倘若說存有之問題有必要在對於它的理解上的歷史做一番透徹的掌握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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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必要將流傳下來的傳統予以鬆動一下，並將其所帶來的遮蔽予以消解。我

們理解到這個任務乃是依循著存有問題來作為線索的，我們要拆解（destroy）

傳統形上學的內容，直到我們得以達致存有的源初經驗為止。1 

 

    而從上一章的論述中，我們看到在 1935年的《形而上學導論》中，海德格

如何執行這個拆解的原則，海德格找到了在西方現代人理解中的歷史性前理解，

乃是來自於兩千年的形而上學傳統，而這個傳統有其發生的起點──柏拉圖與亞

里斯多德的哲學。因而海德格在進行拆解的過程中，首先便瞄準了這棟形上學建

築物的地基，從內部挑戰其核心最不言自明的預設，乃是將曾經一度展現在原始

希臘人的存有理解中的某些面向給萃取出來，定為本質，而同時的在這個過程

中，沒有被汲取的存有理解側面要不被遺忘而成了存有的對立面──虛無，要不

便被貶低為非本質的存在──感官現象。 

 

    然而海德格在拆解過後，還原了他所以為的希臘人源初的存有理解，乃是經

驗存有為 Phusis（自然；湧現），其本意為「在場」（presence）或「入於在場」（come 

to presence）。如此看來原本希臘人對於存有的理解似乎是比柏拉圖哲學開始後所

形成的形上學傳統的視域來的更為寬闊，在柏拉圖傳統裡可能被貶低為虛妄的虛

無、或價值較低的感官存在，現在不被視為不存在了，因為在「入於在場」（come 

to presence）或許一個「假象」尚不是現實性，然而作為一種可能性，人們可期

待這種可能性可從未解蔽的狀態逐漸的走向解蔽，而豐厚人們的視域，而理解的

更多。如此便呼應了海德格早期在《存有與時間》中賦予拆解任務的意義所在。 

 

    因為在此一探索中，探索者奮力不懈的向前驅迫以經驗解蔽的可能性，在此

獲得更為源初性、更為廣闊的視域，以求得追問「存有為何？」的地平線。
2
 

 

如此則在歷史性上的重返開端實際上是一種海德格所謂的躍入循環的體

現，然而與高達美詮釋學所發展的躍入循環不同的是，不是每一個躍入前理解循

環的動作都被海德格視為「正確」的躍入循環，或應該說並不是每一個躍入循環

後所帶回的理解產物都有助於此在視域的刷新，因此在高達美認為「活化」傳統

的地方，而在海德格看來，它可能只是使得原本已經將朽化的的血管更加硬化，

因此在《形而上學導論》裡海德格才說：「只有最為基進（radical）的歷史知識

才能使我們正面迎向於我們不同以往的任務與確保建立新開端（a new onset）

的企圖不會淪為僅止於修修補捕（mere restoration）以及無開創性的模仿之

害。3」，因而我們可以說海德格所謂的「正確」的躍入循環，那個「正確的」的

                                                 
1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r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44. 
2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r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New 
York：Harper and Row，p.49. 
3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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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躍入循環的範圍，透過《尼采》、《形而上學導論》中的具體操作，我們知道

當躍入的乃是柏拉圖哲學傳統開始之前的先蘇開端。而這合乎強力行事者的強力

行事的原則──將未解蔽的存有帶上前來而入於在場的解蔽，因為正因為柏拉圖

形上學傳統奠定了對於什麼是存有、什麼是非存有的理解傳統，故繞過這個傳統

前理解，而使未在歷史發展中夭折的存有理解，再一次的重新催生，方有助於在

兩千年傳統中被視為不存在的存有側面重新釋放開來，如此我們說返回開端（先

蘇時期）確實是強施暴力在歷史性決斷上（resolution）體現。 

 

 

第二節 強施暴力表現為本真時間性的決斷 

    在這個小節我要闡述強力行事的原則如何表現在海德格本真時間性的決斷

上，在這裡我選用了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的論述來作為我敘事的參照點。這裡筆

者並不全然的贊同哈伯瑪斯在這部著作中對海德格的看法，然而我認為哈伯瑪斯

的論述仍值得我們參考，可以說在主結構上哈伯瑪斯對於海德格頗有所見，然而

在結論上則有所偏頗，而在參考哈伯瑪斯的論述過程中，來回損益下，我相信我

們可以得到一個海德格關於本真時間性之決斷一個較為持穩的看法。我們先來看

看哈伯瑪斯對於海德格哲學關懷的草描。 

 

    依其所見【指海德格】，一個文化或一個社會的命運，乃是由對於事物或事

件如何在世界中展現的一種集體的、束縛性的前理解所決定的。而這種形上學的

前理解有待於構成視域的諸多基本概念，而這些具有特定內涵的基本概念先行決

定了存有者的意義。
4
 

 

    海德格掌握到其時代的極權主義本質的病徵乃是全球科技宰制自然、發動戰

爭、以及種族繁衍。在此中「一切行為和計畫的算計」表現在目的理性的絕對化，

而這最終乃是奠基於從笛卡兒到尼采逐漸激進化的將存有理解的特殊現代化。5 

 

    這裡哈伯瑪斯的論述也符合我們在前幾章中對於海德格哲學理解的印象：首

先是前理解本身如何地與存有歷史性的形上學理解結合在一起，並且與非本真的

時間性「有用性」關懷給結合起來的，而這種「為我所用」的自我關懷在遭逢傳

統哲學的最新發展──現代科學以後，而逐漸發展為一種對於存有的強行索求，

現代性的標誌是從笛卡兒開始逐漸高張的意識哲學，而將這個發展推向頂峰的不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133 
4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2 
5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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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別人正是尼采，如此、哈伯瑪斯評價： 

 

    無論是否現代觀念以理性之名或打著解構理性的旗幟來標定自身的哲學，現

代的存有理解這塊三稜鏡所折射出來的是，所有規範性皆朝向主體自我膨脹、以

及隨著這個自我膨脹同時遽增的瘋狂的權力索求。6 

 

    到目前為止哈伯瑪斯的解讀是切合海德格原意的，我們以海德格所理解的康

德和尼采為例，前者可視為打著以理性啟蒙為旗號的哲學家，而後者則揚言要逆

轉兩千年理性傳統，而要為感官世界「去污名化」的重新估價，然而對於海德格

而言，不論是以理性或反理性來標定自身，事實上都展現一種主體強烈要求存有

釋放「為我所用」的意志表現。而海德格相反於這種哲學的走向，要求將人們過

份投射在存有身上的意志撤回，從而將禁錮中的存有給從重新解放出來。 

 

    海德格區分作為存有者之存有的存有與存有者間的差異。唯存有在一定的程

度上獲致了自主性，並因而其歷史視域使得存有者得以揭露開來，方可作為戴奧

尼索斯事件的承載者。唯存有的本質化過程，可擔任起戴奧尼索斯的角色。7 

 

   可以說海德格與傳統哲學的差異在於，海德格認為傳統哲學不論是理性或非

理性的傳統，存有皆相應於「我」的利用厚生、追求持存，而開放出為我所抓拿、

掌握的「存有者」面向，如此海德格區分了存有者與作為存有者之存有的存有，

後者並非「有用性」側面得以耗盡的存在。而依照這個區分，哈伯瑪斯某些觀點

也沒有理解錯誤，這些非「有用性存有者」側面的存有，本身必定不做為主體得

以掌控的「對象」、「客體」，因而在一些極端的邊界上，存有展現為一種茫茫蒼

蒼、此在無法予以理性掌控的神祕，前面我們曾提過自本真視域下所揭發的存有

確實具有這樣的性格。而另一方面哈伯瑪斯所隱喻的戴奧尼索思的事件，則無非

指一種主體撕裂，因而放棄追求持存的對存有的掌控，而使此在能與存有在一種

極端的神祕體驗中結合起來。然而筆者認為哈伯瑪斯基於「某些理解」，使得他

在接下來的行文中，做出了某些對於海德格的「批判性結論」，然而在考慮到一

些哈伯瑪斯似乎遺漏的側面後，我們將會發現哈伯瑪斯所下的結論可能存在著某

些誤判。目前我們先跟著哈伯瑪斯的理論鋪陳繼續走下去，而在這一節的結論時

我們會一同來審視這個判斷究竟存在著哪些疑慮。 

 

    【海德格的】本體論轉向鑿破了知識論優位的底，卻未放棄先驗問題。因為

存有者的存有仍內在地與存有的領會先行相繫縛著，因為存有唯有在此在的視域

中方能有所彰顯，故基礎本體論並不意味一種超驗哲學的倒退，相反的是其基進

                                                 
6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p.134 
7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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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海德格走出了意識哲學的視域然卻又停留在其陰影之內。8 

 

    面臨死亡的極端疏離，【在海德格這種】祈克果化的生存面前，此刻「常人」

成了跑龍套的（as foil）。需要救贖之人的本真存在，其定義了此在為誰。9 

 

    前面我們說到哈伯瑪斯哈伯瑪斯基於「某些理解」，而使他做出了海德格哲

學並沒有走出傳統哲學困境的判斷，現在我們來談談這裡哈伯瑪斯是基於「哪些

理解」而做出這樣的判斷？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裡頭，哈伯瑪斯將海德格那

種企圖從本真時間性探得此在自身，進而躍入佈滿不確定性力量的存在之神秘的

進路與祈克果的存在哲學作了對照，就我看來時饒富趣味，姑且不論海德格在「原

意上」是否是一種祈克果化的哲學，然而回憶一下祈克果的存在哲學，確實存在

著某些程度上的相似性，或許正是這種在哲學論述上的相近性，因而在哈伯瑪斯

看來，在祈克果那裡的危險同樣的也會復現在海德格的時間化哲學裡頭。我們先

來看看這種比對究竟傳達了什麼？再進一步的剖析哈伯瑪斯這種理解是否成立。 

 

本質個體化的抉擇 

 

    在哲學史上的一個基本出發點，我們通常第一個想到祈克果的反思是作為黑

格爾體系的反動出現的，因為對前者而言，黑格爾在思辯哲學上的成就不過是一

套華麗而炫目的奇技演出，黑格爾試圖在辯證法的大網裡頭網住存有，然存有這

條大魚卻從其後門中悄悄溜去。為何？因為就祈克果而言存在不是一項觀念，而

是與一個活生生具體的個人相聯繫的存有。按照他對存在的理解，便是一個人的

生存抉擇，經由可能性的抉擇、託付、實踐而走出來的生存方式，而更重要，最

後面的說明我們將逐漸看到的是，這裡的每一步抉擇都是一次賭注，其間沒有任

何普遍性的原則得以遵行。就祈克果的觀點而言，存在，人去存在的方式，是不

得讓與給任何普遍原則的，當然更不用說是黑格爾那種透過普遍精神的過渡，而

逐漸放棄特殊個體化，進而消溶自身於絕對精神進程的自我遺棄。或許就黑格爾

自己的理解是獲得更大的自我自由，然就祈克果而言，黑格爾這種投身於更為普

遍意志的自我完成，恰巧在他看來是一個放棄自我存在與規避責任的自欺欺人。

因此哈伯瑪斯實際上用祈克果隱喻了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那種強力擺脫常

人俗常理解的本真決斷背後的基本性格。10 

                                                 
8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9 
9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50 
10「群眾這概念本身即為非真裡的───這並非單指－這群或那群群眾、現在活著或死去已久的



 78

       

    另外祈克果也反對黑格爾調和有限自我於無限精神的辯證歷程當中，就祈克

果而言，黑格爾等於是盲視有限者與無限者本質的差異，因此對於無限者的取得

聯繫，並不是一個理性可致之功，有限者與無限者的聯繫最終必須經歷一個危險

的跳躍。這跳躍之所以危險在於他純粹是個人性的、一次性的、並且絕無任何普

遍性原則得以遵循。 

 

害怕（fear）與憂懼（dread） 

    前面提到了具體的個體抉擇，祈克果也說明了執行個體性抉擇之人的「心理」

現象，在此他區別了害怕（fear）與憂懼（dread）（而海德格的怕（fear）與懼（Angst）

正是對祈克果的哲學加以發揮。11）。他說一個面對抉擇之人，其心靈表現乃是憂

                                                                                                                                            
群眾、卑微的人或尊貴的人所成之群眾、、、富足或貧窮的群眾等。因為它把個人化約為碎片而

使個人全然頑迷、不負責任，或至少減弱他的責任感。」，見柯普斯登，《西洋哲學史》第七冊，

p466，林如心譯，黎明事業出版社。 

11 在《存有與時間》第 31 節海德格斷定了怕（fear）乃是此在最基本的現身情態（state of mind），

而在一開頭海德格便說了在分析害怕這個現象時，有三個環節是必須注意的（1）我們所怕的東

西呈報出什麼現象（that in face of which we fear）（2）害怕本身（fearing）（3）怕之何所以怕（that 

about which we fear），此三個現象環節乃是彼此相繫的，而透過這個環節的逐一釐清可以將日常

此在的基本現身情態──即：怕──給揭露出來。首先是我們所怕的東西呈報出什麼現象？海德格

說此在所害怕的東西有三類──上手物（ready to hand）、手前物（present at hand）、以及與他人共

在（being－with－others ）──而此類我們可以用前面所提出的因緣整體(the totality of involvement)

來加以解釋，即在日常此在的尋視繁忙當中他必定待人接物，而投身於一個生活領域裡頭，在其

中一個物件的上手不上手？是否上到手頭來？都牽連著此在期備（await）其生活的環節，因為

當每一個上手物映入此在眼簾之際都有其「作為」（as）結構，即其「為何之故」、「因何之故」

(in order to)來組建著此在生活，而每一項上手物的缺如狀態都會危害此在籌備生活的為何之故(in 

order to)的前行，而另一方面我始終是與他人共在之我，我所置身的環境中哪些與我休憩與共、

齊心戮力的人也一同的和我因緣整體的關懷綁在一起，因此我的擔心掛慮的因緣整體始終也，包

括這些與我共在之人，並且在一些狀況下，當這個此在與他共在的族群或說民族共同遭逢一個歷

史的危機，共同面對一個歷史性的境遇時，此在事實上不可能以一種獨在的方式置身事外，雖說

這樣的關懷他人在海德格心中仍是一個自我關懷的轉型。而說到這裡，我們就會明白，怕之何所

以怕的條件仍是此在的「在世」（Being－in），只消此在仍是一個「寓於在世」（Being－alongside）

的在世，此在便牽腸掛肚，這是「害怕」的最終根基。然而海德格認為「害怕」雖是日常此在的

基本現身情態，然而這個日常此在的害怕必定是從一個本真此在非本真化後的結果，，因此害怕

的現象還有一個更為源始的根源。在這裡，害怕是這個源始根源的型轉。而在〈形而上學是什麼〉

這篇文章，海德格以一個不常見且常被遺忘的此在現身情態現象著手—－即：畏。在畏之中此在



 79

懼，正因為在此際全無普遍性原則可供指引，並且在這個大無畏之人面前，群眾

的行為準則在此也皆不受用，因此這個個別之人，此時面臨的是一個徹徹底底的

跳躍，對未知可能性退無可退的擁抱，投向神秘不可預知的未知，而這種未知卻

又是一種自由的可能性，因此憂懼的不確定性本質上又是一種對於自由的憂懼；

而這與日常生活中的害怕截然不同，因為日常生活害怕乃是害怕一個可確定的事

實（而不是不確定的可能性）。而具體的說來，祈克果又區分三個生命發展階段，

以及此間的兩次轉折。 

 

感性的（唐璜的）、道德的（蘇格拉底的）、信仰的（亞伯拉罕的） 

    首先是感性階段，在這裡人發現自己是靈與肉的綜合，因此一個人可以如西

班牙傳說中的情聖──劍俠唐璜一般過著縱情放欲的生活，然而在另一方面，在

這樣的生活中一個人當也逐漸意識到感官歡快之外，另一方面靈魂的不足，此時

他可以繼續抑制這種不安，或者正面迎向這個不安而尋求解決之道，於是他有可

能進一步通過抉擇而跨向道德的階段。而在第二個階段裡，道德人的典範則無非

是蘇格拉底式的悲劇英雄傾向，將個人慾望滿足擱置，而犧牲自身以成就普遍倫

理律則的維護，然而即使這種犧牲仍未使個人洞察自我本質，就祈克果看來，自

我的本質乃是罪（sin），即個人是有限者與無限者鬥爭的場域，前面兩個階段（感

性的與道德的）只是有限的圓滿，現在他意識到這個不足，而將要一腳跨入無限

者，然而有限者與無限者的本質對立，使得這個有限者在這個邊界，全然不能用

有限累積的知識去度量無限者，在這裡世間所成立的普遍的法則全然不適用，信

仰是一種跳躍、一場賭注、對於不確定的真裡的自我託付。 

 

    這裡我們看到祈克果與海德格幾個相近之處，而也正是筆者認為哈伯瑪斯所

要暗示的： 

 

   （一）祈克果區別的害怕（fear）與憂懼（dread）正好對應了海德格的怕（fear）

與懼（Angst）。 

   （二）而比個更重要的是在個人本真抉擇之際，不論是海德格的「常人」或

祈克果的「群眾」，其可被擱置並且更重要的是當予擱置。 

   （三）而擱置的結果是主體本真的抉擇所要投向的對象乃是一個非理性的真

理、不確定性的可能性，這裡面的危險正如祈克果所說的那樣：全然的賭

注。 

                                                                                                                                            

感受到一種疏離，即眼前這世界（這個我一手打造出來的因緣整體）其本質的可能性卻是與我不

並然相干的，於是平日常在日常世界中載沉載浮的那個我顯得極為荒謬，因為日常的「我」正是

從我所生活於其中的世界來理解、來界定的。然而在畏之中，這個我熟悉的世界整體脫落了。但

危機正是轉機，在這此中此在反而具有一種理解本真自我且面向存有的一種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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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唯一不同的是海德格將這場賭注的籌碼加注為全人類的命運，使其成

為一個兩千年決斷的豪賭。本真自我一旦贏獲，將回身過來對原有的世

界，執行徹底的變革。 

 

    而哈伯瑪斯反對這種不顧一切且缺乏理性作為基礎的大跳躍，就他而言這無

疑是酒神戴奧尼索斯非理性的瘋狂邊界，因此哈柏瑪斯認為沿此一分析而來的

是，雖說進入本真視域後的此在所逼近的存有，其本質已經不是個別主體的意志

的強行索求，然而哈伯瑪斯卻認為，近一步取而代之的是超主體的強力意志展現

在無以名狀的自我消解之巨流猛浪當中12。接下來哈伯瑪斯又舉例，原本在希臘

人那裡，阿波羅那裡取得個體化原則的節度，而酒神戴奧尼索斯則代表自我的撕

裂躍入生生之流的流變當中，泯除主客。然而阿波羅之美的發而合乎中節在蘇格

拉底（柏拉圖的蘇格拉底）後逐漸取得了主導權，進而腐壞了酒神節慶狂歡的「泰

坦因素」與「荒蠻根基」，而現在酒神似乎在尼采與海德格手上重新甦醒，在尼

采與海德格拉開的後現代序幕後，個人的界線及其規範，在後現代的聲浪裡全然

敗倒在酒神狀態下的自我淹沒之中，從而甩開阿波羅的枷鎖。13然而後現代的發

展不盡然是遵循海德格哲學的「原意」，這點哈伯瑪斯也顧慮到了，然而哈伯瑪

斯仍堅持自我界線的阿波羅原則的全然屏除，乃是由海德格手上奠定的。因此哈

伯瑪斯自言，在其檢視海德格在 1930 到 1940 初期間的＜尼采＞講座之後，其確

認了海德格哲學如何沈溺於戴奧尼索斯的彌賽亞主義，而為了達至這個標的，海

德格如何將這個哲學目標奠基一種本源的時間性（化）（temporalized）哲學裡頭。
14然而這裡哈伯瑪斯的解釋正確嗎？在第四章中我們曾經將海德格的《形而上學

導論》中對此在三個側面──制勝者、蒼勁者、強力行事者──做出詮釋，如果

我們當時的詮釋是合法的話，那麼我們說哈伯瑪斯確實誤判了一些事實：或許單

單只考慮早期的《存有與時間》的話，然後將《存有與時間》中所談的本真時間

                                                 
12 「沿此一分析而來的是，在，表面的普遍性規範要求後面匿藏的是主體價值評估的權力索求，

甚至可說在這些權力索求背後，其決計不是個別主體的意志目的，取而代之的是，超主體的強力

意志展現在無以名狀的自我消解之巨流猛浪當中。」，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95 
13 「希臘人在阿波羅那裡取得個體化原則，並神聖化個體的界線。阿波羅之美與發而合乎中節

腐壞了了酒神節慶狂歡的「泰坦因素」與「荒蠻根基」，而現在在酒神復甦之際，個人的界線及

其規矩，全然敗倒在酒神狀態下的自我淹沒之中，從而甩開阿波羅的枷鎖。」，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93 
14 「我以海德格在 1930 到 1940 初期間的＜尼采＞講座作為我的出發點，而我將逐步的檢視，其
如何沈溺於戴奧尼索斯的彌賽亞主義，以跨過後現代的門檻，而從內部當中克服形上學。而為了

達至這個標的，其建立了一種本源的時間性（化）（temporalized）哲學。」，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1；而在接下來的行文

中，哈伯瑪斯更是把本真時間性的解放視為其他解決方案：歷史性的解決方案、語言性的解決方

案的中心原則，「海德格將本源予以時間化，而使得深不可測的天命給尖銳化了，並在第一原則

【時間化原則】下保留其神聖性。此在的時間性現在成了存有自身時間化開顯的渡口。這表現存

有的非辯證性本質：神聖───作為存有置入詩之語言當中──正如同它在形上學所顯現的那

樣，乃是被視為絕對無中介的。」，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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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連結《尼采》一書中的論述的話，確實會帶給了我們以為海德格要以本真時

間性的開展來逆轉一切日常此在的理解之印象，然而本真視域的無窮放大所導致

的危險，實際上當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論》中對巴門尼德斯進行解釋時，也說

過了未有之路（第二條路）的「單行」乃是行不通的，因此唯有在假象之路（第

三條路）的繞道而回後，對前兩條路的重新檢視辯證中才有轉機。 

 

    如此，援用《形而上學導論》中的術語的話，那麼我們可以說哈伯瑪斯過於

著重在海德格對此在描繪「蒼勁者」之側面，而忽略了海德格在時間性的解決方

案上，另一個考量點應當是放在強施暴力者的強施暴力上面，也就是說本真時間

性的可能性視域無疑代表著一扇不使此在的存有理解綁死在日常「有用性」的自

由活門。因而當哈伯瑪斯批評海德格哲學的走向：「主體哲學決不該是禁錮一切

話語思想的絕對物化的哲學以及除了對向神秘直接性的心醉神迷外一無所獲的

哲學。」。15然而對於這個批評，筆者在這裡不敢判斷哈伯瑪斯在這裡將海德格哲

學視為「另一種」主體哲學的變型是否成立？然而可以肯定的是，若我們將 1935

年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論》的論述考慮進來的話，那麼判定海德格的哲學是一

種除了對向神秘直接性的心醉神迷外一無所獲的哲學，這個判斷深恐怕有失之公

允之慮。因為不見得阿波羅原則在海德格的哲學中全然的沒有地位，因為此在尚

有「制勝者」的面向。白話的說，海德格所形構出來的此在形象，應當是在對世

界的理解中此在掌握「自我」，而在邊界經驗上，遭逢否定，之前所理解的世界

整體以及由此而來對「自我」的認定進而崩解，反轉回頭，帶來新的世界整體理

解而形構出新的「自我」體認，而這不是一次性的彌賽亞救贖，而是此在當反覆

努力的日新愈新，因而我們才說本真時間性的可能性視域無疑代表著一扇不使此

在的存有理解綁死在日常「有用性」的自由活門。如此、強施暴力的此在（第三

條路：假像之路）始終是遊走阿波羅原則（第一條路：在之路）與戴奧尼所司（第

二條路：不在之路）原則之間的來回辯證。 

 

   

 

第三節 強施暴力表現為藝術表象的帶上前來 

    物之物性（the thingness of the thing）窒乎難言，可言說的情形極為罕

見。對此，前所挑明的對物的解釋的歷史已提供了無可置疑的證明。而此一歷史

也即是【存有的】命運（destiny）。西方思想至今仍在此命運的支配下去思考存

有者的存有（the Being of beings）。16 

 

                                                 
15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p.137 
16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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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我們在第二章＜突留下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中已經提及，此在對於

「物」的理解，事實上如何地在隱然的作用下，受制於語言性、歷史性、時間性

的前理解。而這些理解產物本身無可厚非的與此在的「利用厚生」的用世關懷綁

在一起。如此、海德格說人最先理解「物」的方式，其實乃是以一種「用具的有

用性」來接近的，即使是當人們把本真的物稱為「純然物」時，還是暴露了這種

打量眼光的存在，所謂的「純然」不就意味著「有用性與製作特性的排除」！如

此說來、什麼是「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再也不如我們一開始所以為的「不

言自明」了，事實上，讓「物」自身來自我展現而不受任何人們理解的干擾恐怕

反倒是件難事了。 

 

    或許在我們與「物」之間已經存在著大量的傳統流傳下來的架構套在「物」

的理解身上，現在如果欲要求一種現象上的還原，而「拆解」（destroying）任何

不言自明的眼光中的先行框架的話，那麼海德格說：「倘若我們可以在不用援用

任何哲學理論下，而直接去描繪一個器具，或許是最為保險的了。17」，這裡海德

格要求人們直接地去面向事物自身，然而這種直接的描繪，其如何可能？海德格

選擇了梵谷的名作《農婦鞋》來作為直接認識的可能性出口。 

 

    然而對於一雙農婦之鞋我們還能說些什麼？一雙利於農作之鞋？也或許正

因為農鞋作為「有用性」的用具，其「有用性」越是「幾乎忘了它的存在」的情

況下越能發揮出來，於是人們才會從不留心、從不思索。舉例而言，一支職業球

員所用的球棒，最完美的情況便是其質量的分布完全的貼合使用者的所需，使擊

球員在揮棒之際猶如自己手臂的延伸那樣的自在方堪稱完美，相反的如果使用者

還要費心去思索如何掌握這支球棒的甜蜜點的話，那麼作為一個用具，這支球棒

實際上「並不上手」。因此或許就用具的本質而言就本該使人從不留心、從不思

索。因而當一幅描繪這雙鞋的油畫佇立在我們面前時，人們才停下來思索，這雙

原本作為「有用性」的用具本身背後還藏有什麼我們日常生活中從未經心的意

義，以下我們來看一下海德格透過梵谷的油畫作品《農婦鞋》說出了什麼？ 

 

   從鞋具磨損的內部闃黑的開口中，磨破的線凝聚著勞動者的汗水。在這硬梆

梆、沈甸甸的破舊農鞋裡，凝聚著寒風陡峭中邁動在一望無際的永遠單調的田野

上的步履之堅韌與滯緩。鞋皮上黏著濕潤而肥沃的泥巴。暮色降臨，這雙鞋底在

田野小徑上躊躇而行。在這鞋具裡，回想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大地對成熟

穀物寧靜的饋贈，表徵著大地在東鹹的荒蕪田野裡朦朧的冬冥。這器具滲透著對

麵包的穩定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及戰勝了貧窮的無言之喜悅，隱含著分娩陣

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時的戰慄。這器具屬於大地，它在農婦的世界裡得到保存。

                                                 
17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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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於這種保存的歸屬關係，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現而自持，保持著原樣。18 

 

    海德格這裡所謂的世界與大地（the earth），不多不少就像我們或多或少置身

於其中的一些境遇，很多時候你不知不覺的容身在裡頭，然而事過境遷，或者只

是基於一些有趣的探究，當我們想要透過一些捕捉的方式來拼湊出自我境遇的原

貌時，事實性反倒是在這樣的算計中逃逸的最為徹底。在＜藝術作品本源＞海德

格以石頭和色彩為例，石頭向人們展示他的沉重厚實，然而這個沉重厚實在那

裡﹖當人們將石頭砸成碎塊，石頭並不如預先所設想的在外部裂解之後而將內部

的秘密透顯開來，相反的「石頭再度撤回到同樣暗啞的沉重與碎屑的靜默裡去」
19，而現代數學式算計的心智堅決要將石頭置於天平之上秤出其負重，然而電子

計數板卻只是向人報告出一些數字，此外無他，石頭的堅實負重一樣在這裡消失

無蹤。人們要探究色彩的本質，卻又自己為聰明的將色彩化約為一些波長數據，

於是色彩重又隱退至一片漆黑之中，這就是大地的性格﹕厚實、沉重、低調、無

言與靜默 。其永遠的保存著無窮開放可能性的潛能，意即「深淵」。 

 

    那麼海德格的「世界」是什麼？海德格說：「世界是在一個歷史民族的運途

中 素樸且本質的決斷當中自我敞開的寬廣大路。」20，這句話裡有兩個層次，首

先世界是此在利用厚生，安身立命所踩出來的生活世界（然這只是世界的一種開

放可能性），而大地則不同，此在不斷在一片漆黑中開拓出、打造出自我容身的

居所，而大地則是一而再、再而三在這種吵吵鬧鬧的喧囂中退了開來、隱身而去。

或許在這裡依照傳統哲學的習慣，我們會要求海德格在這裡對於他所使用的兩個

術語「世界」與「大地」作一番定義，然而或許這樣的作法反倒是把一種流動的

關係給化約回一種抽象的框架裡頭了。然而難道說這裡我們對於世界與大地再也

不能說些什麼？其實也不盡然，或許我們對於「世界」與「大地」的解說不能進

行強行的規定（say what），然而卻可以對於世界和大地之間的關係予以描繪一番

（say how），海德格如此闡述世界與大地之間的關係。 

 

    世界與大地之間的對立關係乃是一種角力抗衡﹙鬥爭；strive﹚。21 

 

    然而在這裡我們當如何思索此一角力抗衡？在這裡海格要求我們切勿因尋

通常的理解而將德語的 Streit 視為一種不合﹙discord﹚或爭吵﹙dispute﹚，因為標

誌著世界與大地之間的 Streit 並非如同日常爭執或鬥爭的出於自私以及在結果上

                                                 
18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33–34. 
19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47 
20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48 
21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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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徒然損耗在對立關係兩端的彼此，相反的位於對立關係兩造的彼此在互相的角

力抗衡中各自加倍的壯大而愈形完整，這並非矛與盾的你死我活、而是辯證地交

相滲透。 

 

  在這樣的一場角力抗衡中，辯證的兩造超乎自身並涵攝著對立的一方，因此

當彼此間的抗衡愈形激烈的同時，Streit便愈如其所是的成其自身。22 

 

   因此現在我們得以回答世界與大地間的確切關係為何了，也就是海德格所謂

的爭執雙方相互歸屬的親密性。 

 

    世界與大地在本質上如此迥異於彼此卻又無得切離，世界奠定自身於大地之

上，而大地之敞開則必須經由世界的建立，世界與大地彼此間的關係絕不凋  零

褪色為一種無涉乎彼此的空洞對立面之統一，立身於大地之上的世界在角力中力

圖掙脫大地，因其自身開放性的本質而無法忍受絲毫的鎖閉，而大地則依其庇護

與隱退的特質，慣於將世界擒回並扣留於此。23 

 

    而這裡世界與大地的關係，倒不若以海德格常用的「存有」的解蔽與遮蔽關

係來看的話，如此則世界與大地的角力抗衡，我們可以將它理解為「存有」的解

蔽（世界）與遮蔽（大地）來看待。如此一個處於「存有」的解蔽（世界）與遮

蔽（大地）的「此在」，在此，仍呼應了《形而上學導論》中那個走在解蔽（存

在之路）與遮蔽（非存在之路）的居中狀態（第三條路）。 

 

    剛才我們解決了世界與大地間的確切關係為何了，現在我們要將這一層理解

殺回我們一直關懷的主題裡去：什麼是作品的本質？我們在這裡的回答是藝術作

品本質上必帶有兩種功能：敞開世界與透顯大地。 

 

    以海德格所舉的希臘神殿為例，神廟的存在樹立起一個眾神存在的意義世

界，在裡頭、眾神給喚回到我們生活世界當中（當然、至於這裡所謂的眾神乃是

一種什麼意義上的實在、在海德格的文章中並沒有執意的解決、或許就＜藝術作

品起源＞一文的主旨而言，這是一個叉出的論題，但更可能的是，對於這個問題

拍板定案的解答乃是原則上不可能，因為這裡所涉及的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個人所

經營出來的生活世界裡頭所投射出來的意義存在），透過藝術品一個世界給召喚

前來，這個召喚前來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已逝去的前現代的世界，就像在希臘神殿

的存在喚回一個諸神共在的天與地，而也可能是將一個未曾敞開未知世界的召喚

                                                 
22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49 
23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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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來，比如說在一流詩作當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一種可能性，在當前世界不被

承認的東西在詩人的文字中給超前應允了，而再回到我們原先的例子，從另一方

面說來，也因為神殿的存在，大地（the earth；phusis）的原貌才在此一彰顯中不

經意地、隱約的透露出來，海德格說： 

 

   正因其佇立於此，在狂風暴雨肆虐之際緊握根基，如此一來狂風自身的暴

裂才得以逼視，岩石的光澤雖然看似阿波羅高貴的獻禮，然而卻是她的存在才使

得白晝之明亮、蒼天之遼闊、黑夜之闃暗昭然若揭。神廟堅固的佇立使的不可見

的大氣空間變的可見，作品的持重搖搖相對於翻天巨浪之狂嘯，於其長眠中逼顯

海浪之兇暴。樹木與草地、禿鷹和公牛、蛇及蟋蟀方進入他們鮮明的形象當中，

從而展現出其如其所是的東西。希臘人很早就把這種顯露、湧現本身以及整體喚

作 phusis，同時也照亮了人們賴以棲居的所有。我們稱之為大地。 24 

 

 

   而這正是藝術品與器物最大的分別，因為在器物中人們只是一再看到存有者

肌膚上自我投射的臉。 

 

   物的形象被還原為它們對人的有用性，當人將「價值」分派給事物時，從哲

學來講，把價值自身看作客體僅差一步之搖，因此、價值成為一個人把一層油 

塗抹在他的世界中的客體的某物。科學與人文主義變成只是一個時代的口號，在

這個時代，人才是萬物的真正核心與尺度。25 

 

    而藝術性作品總是在千篇一律的觀看之外多給了我們另一雙眼睛，這就是藝

術作品存在的意義。 

 

   因為藝術作品所帶給他的觀眾的視域乃是得以看見存有除了看的到、摸的

到、用的到的存有者之外她還能是什麼？因而藝術作品反而是在某種意義下解放

了「物」，讓物之物性（存有者的存有）得以展現開來，在這個意義下、藝術作

品是真理自行涉入，是純然自立，純然自立於普遍性與公眾性的觀看之外，可以

說在熟悉的東西和通常的東西中，藝術為未領會的東西或已領會但仍未充分理解

的打開了領域，也在在這個意義下，藝術作品的展示實則為存有自身的展現，是

存有真理的生發與自行涉入。 

  

     希臘人以 aletheia來命名存有者的無蔽性，我們一方面說著真理然而一方

面卻對這個字眼思之甚少，倘若在作品中一個特殊的存有者如是地﹑如如地

                                                 
24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42 
25 帕瑪、《詮釋學》第 167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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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nd how it is﹚被揭露出來， 那麼此刻當下在作品中所展示的無疑

的便是真理發生的一個事件。在藝術作品中、存有者的真理自行設入其中﹙set 

itself to work﹚，設置﹙to set﹚意味著：自立﹙to bring to a stand﹚。

一些特殊的存有者，比如說一雙農婦鞋，走入作品以自立於自身存在的敞亮當

中﹙to stand in the light of its being﹚，存有者的存有在此走入穩定的

閃耀裡去，因此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存有者的真理自行設入作品當中，然至

今為止藝術被假定與某種美的事物或美相關的東西，卻不是真理。26 

 

    在這裡海德格實際上抨擊了兩種在傳統哲學流行的觀點，首先真理在傳統哲

學中是作為一種符應（correspondence）來存在的，也就是說要求再現出來的存有

者與現存的存有者之間符合一致來證其為真，真理猶如一面絕無瑕疵的世界之

鏡，面前這個世界在這面鏡子之前一覽無疑、一一對應。然若「真理」真要如此

解釋，那麼藝術作品的價值便岌岌可危了，難道說梵谷的《農婦鞋》只因為畫的

「唯妙唯肖」而備受讚揚？如果是這樣，隨便一張相片便如實的比梵谷的畫「更

真了」，而同理，也就更別談孟克那張《吶喊》了，因為那張極度扭曲的臉，我

們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找不到一張那樣的臉型來「對應」，而八大山人畫的那些鴨

子，竟然怪異的長著一雙憤世忌俗的眼睛，難道八大山人的畫工如此不行？ 其

次、或者人們總還憐惜著藝術作品總還具有著不同於追求邏輯、追求符應之「真

理」的某些價值、意義，因而開了個後門，讓藝術躡手躡腳的繞過真理，而來到

「美」的國度，自立一塊「美學」專屬的領地，哲學家們所謂的「美學為自身立

法」。於是人們把真理託付給邏輯，而美則留給了美學。 

 

    然而海德格拒絕了上述的傳統觀點，真理（aletheia）一詞，海德格將它還原

為原本希臘語的意涵──去蔽──亦即隨存有的解蔽而帶來存有者，而此一隨解

蔽而來照面的存有者復又成為理解存有的側面，然而一旦拘執於已形成的存有者

整體之際，則存有便又自行隱退，如此原來的解蔽復又成了新的遮蔽，因此當海

德格談到真理的本質時，他認為這裡的本質不做名詞解，而應予動詞理解，即一

個不斷本質化的過程。而這也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論》中所說的「強力行事」

的原則相呼應。我們在前面第四章也分析過了，已經繞過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所

開出來的兩千年西方形上學傳統、而重回到先蘇時期開端的海德格，在巴門尼德

斯與赫拉克利特的重新挖掘中，找到了真理原作為持續不斷地走在表象之路的強

力行事，即將未解蔽的存有持續地「帶上前來」（bring-forth），而使之「入於在

場」（come to presence），那麼現在這種使未解蔽的存有入於在場的強力行事，也

就是使這個存有者進入它的存有之無蔽之中的過程，才真正的體現了原本希臘人

對於 

                                                 
26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 
and Row,p.36 



 87

「真理」的領會，即存有者之「去蔽」──aletheia。 

 

    如此就絕沒有「藝術為自身立法」的必要，因為它本身就不是與真理本質相

異的東西，藝術本身就是真理發生的一種方式，而不是屬於與真理全然無涉的另

一塊「美學專區」， 因此海德格說「藝術的本質是『存有者的真理自行設置入於

作品』（set itself to work）」。其實想來也是，當我們回想自己是如何地被藝術作品

感動時，我們並不只是拜服於作者用字遣詞或者構圖的功力，因而引發什麼純粹

「品美」的鑑賞感受，而是更多的是作者藉由故事說出了什麼關於人生的見地，

存有的見解，因而在讚嘆作者驚人的敏銳目光而使我們一再的回味再三。 

 

    藝術作品以自己的方式敞開了（opens up）存有者的存有。這種敞開，即是

解蔽（deconcealing），亦即存有者的真理，在作品中發生了。在藝術作品中，

存有者的真理自行設置入作品。藝術就是自行設置入作品的真理（Art is truth 

setting itself to work）。27 

 

  當然，我們這樣說時，並非在肯定一些美學上的「主觀主義」，依海德格一貫

的立場，推動這些作品的原動力，與其說是創作者個人的才情，不若說是推動作

者，以導向創作衝動的「存有」。 

 

   綜上所論，當海德格將藝術救贖視為一種真理發生的方式時，同樣的是將此

中的真理視為一種逐漸的從未解蔽的未有狀態走向解蔽的存有狀態，如此則藝術

所佔放出來的存有無非也是強力行事的一種表現。 

 

 

 

第四節 強施暴力表現為詩人召喚的創建持存 

在前面的鋪陳中，我們多少理解海德格何以認為藝術乃是一個掙脫束縛性觀

看的出口，然而我們前面談到了藝術的現象，卻還沒有提及這裡所謂的藝術的本

質為何？海德格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由於在前面第三小節我們已

經證明了藝術本身作為真理無蔽的發生，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持續走在表象之路的

強力行事，因而當海德格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時，讓我們有了這

麼樣的一種期待，是否在 1950年所發表的《走向語言之途》中，海德格那種對

於向賀爾德林、托拉克爾、里爾克的寄予熱望，本身也是一種強力行事的一番表

現？「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這句話下得美，然而美麗的東西總是令人飄

                                                 
27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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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然，所以美麗的東西卻又總是危險，所以我們還是要想辦法吃透這句話裡的每

一個字眼，就從最基本的做起吧﹗我們首先追問：什麼是詩？ 

 

狹義詩與廣義詩 

    用最範疇化的說法，海德格的詩有兩個層次的意思﹕狹義詩與廣義詩，狹義

詩指的是我們熟知的詩歌作品，而廣義的詩則是一切具有震攝性力量的藝術作

品，在這個意義下我們才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然而這樣的說法一

定會招到任何理智心靈的反對，因為如果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的話，那麼

如何解釋繪畫作品，建築作品的個別形式存在，將一切藝術作品歸結為詩歌，說

到底要不是一種哲學家的盲視要不就是一種獨斷，繪畫作品依賴色彩、形式、構

圖來呈顯其獨特之鋒芒，而建築作品則透過質材、形式、幾何來彰顯剛建的力度，

這些都不是語言，除非最廣義的將語言視為一種符號，而將繪畫或建築作品化約

為一符號編碼的形式存在，否則根本不能成立，然而即使如此，也只是令人徒然

覺得這只是哲學家玩弄概念遊戲的一次魔術表演，服人於其口舌，卻不能服人於 

其心。 

然而就海德格的內在思路而言，以上的反對聲音都是無根基的批評，因為首

先海德格第一義的說乃是「道說」（Sage）。換言之、第一義的說乃是語言說﹙道

說﹚，之後才是人說。甚至海德格根本界劃分兩種說，一種是語言說﹕就是存有

敞開的「讓顯現」而有的道說，一種則是語言表達﹕也就將語言看做表達工具後

的一切語言活動，因此無論將語言視為聲響、音節這些物質性存在、或者更進一

步視為這些物質存在後的抽象符號系統，這都不是海德格意義下的「說」。因此

當海德格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時，這裡並不是照字面解釋的先將詩

看作是文字作品，然後三段論證的推論出一切藝術作品皆為文字作品，因為這裡

的關鍵乃是詩的本質並非文字作品，詩的本質乃是道說。 

 

在命名中（in the naming），獲得命名的物被召喚入（are called into）

它們的物化（thinging）當中，物化之際，其便展開世界，物在世界中逗留，

並依此乃是逗留著的物，因其物化，故而實現世界，我們的古語言把這種實現

稱作 bern，baren 從而有 gebaren，即實現、孕育、賦予生命；以及 Gebarde，

即承擔、姿態。物化之際，物才是物，物化之際，物才實現世界。28 

 

因此並不是先有一個傻裡傻氣地只是愣在那裡的世界，然後生活在之中的人

們才用語言概念來表徵這隻行動遲緩的大象，相反的、世界的原貌乃是一個變動

                                                 
28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1, 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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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拘的湧現，在源初的語言道說中，人們曾經一度捕捉到她的風采，之後才在發

了狂的不斷複製中，嘞死了原來活生生的血脈，今天的詞與物的關係也才會走到

了無生氣病厭厭的死胡同裡去，因此、海德格也才生出了這麼一個對詩之企盼﹕

詩棄絕。 

 

詩棄絕 

之前我們用簡單的區分將詩跟語言之間的差異表示為作為說的語言和作為

表達的語言，但在這裡我們還想將兩者間的一些差異更進一步的把握住，詩與日

常語言還有一個決定性的不同還在於﹕詩棄絕，但何謂棄絕？ 

 

     詩人學會棄絕是要棄絕他從前所抱的詞與物的關係的看法，這種棄絕涉及

到詩人此前一直保持著的與與詞語的詩意關係，棄絕是對另一種關係的準備。29 

 

海德格認為我們今天對於關係的看法已經被封閉了，雖然、曾經任何一個時

代的關係界定標劃了一個時代的風華﹙在這裡注意到就算以最為粗淺的劃分來

說，古希臘、經中世界、以直到近代的因果關係並非同一類型的關係逐漸褪去目

的因或神性因素這些神祕因數的最終結果。﹚，唯有近代世界在因果律全面勝利

而使得諸神隱退的今日，世界才逐漸凝化為物質宇宙，因此詞與物的關係也才更

加頑強的為人們所堅信為一種能所對立的認識關係、令人嚼知無味的符應﹙雖說

這樣的語言觀在亞理斯多德那裡已有了最初的開端﹚， 如果我們深思這裡對於關

係的棄絕以及棄絕是為了對另一種關係的準備的話，那麼依照前面所謂第三條路

的理解，我們可以如此理解這裡要棄絕什麼？而準備迎向什麼？而這種在棄絕與

迎向的居中狀態又是為何？這裡所要棄絕的是已然解蔽的存有之路，而準備迎向

的乃是第二條的未有之途，而詩人處於這種居中的狀態乃是一種持續的走向假象

之路（第三條路）的強力行事，如此詩人看待語言的態度則始終執行著邏各斯的

本質──即：採集、集中並使未解蔽的存有入於持留當中。如此則可見詩與思其

存在的意義乃是將頑冥不化的詞語關係徹底葬送，衝破僵局，而打開新局。然而

這並不否定我們今天所使用的語言也曾經源自於能召喚一個世界到來的詩意觀

看，因此我們有了一個這麼樣的區別﹕開創性的詩與用爛的詩。 

 

開創性的詩與用爛的詩 

請再一次的思考我們開頭的這句話「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但為何

海德格不說「一切作品的本質乃是詩」？或甚至是「一切物的本質乃是詩」？對

於這樣的說法，我們的回答是﹕是﹗也不是﹗ 

 

                                                 
29 Martin Heidegger，＜語言的本質＞一文，收錄於＜走向語言之途＞，p138，孫周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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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切作品﹙或物﹚的本質當然曾經一度是詩，因為一度在一個民族原始

性的觀看與道說中一個世界給創建開來，就這個意義說來，我們現在所使用的語

言，以及所使用的語言所召喚前來的一切事物存在，其本質何嘗不是詩？然而一

旦後人無法再度回到前人的觀看，或者不能繞過語言為我設下的圈套，而只能在

這些語言所架構出來的框框架架中去綁死為我所遭遇到的一切存在的話，那麼所

謂的日常語言，則無非是首爛詩 。 

 

語言就是源始詩作，一個民族在源始詩作中詩化此一存有。而反過來一個民

族賴以進入歷史的偉大詩作才開始去鑄造此民族的語言。30 

 

    詩適當地說來絕不僅僅是日常語言的一個高級樣式，毋寧說，日常言談倒是

一種被遺忘了的、因而被用爛了的詩歌（used–up poem），從那裡幾乎不再發出

某種召喚（call）。31 

 

因此當海德格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詩」時並非說一切藝術作品本質

形式都必須是語言，相反的倒是一些徒具語言形式的作品根本稱不上是詩（或者

只是首惹人厭煩、空乏無力的爛詩），因為詩的本質規定性不在於文字，而是她

本身能否執行「召喚一個世界到來」的功能，因此我們可以說「一切藝術作品的

本質乃是詩」的等質命題就是「一切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召喚與命名」，在召喚

與命名中，一個前所未有的存有者從一遍漆黑的虛無中奔向前來，這正如同海德

格在《形而上學導論》中所提及的，這乃是一條假象之路，在假象狀態中的此一

真理，一方面既非虛無、亦非已有，而是在一種從未有到將有的辨證張力中，逐

漸從隱蔽走向解蔽的過程。這裡存在這一個契機，第三條路的存在帶來一個檢視

前兩條路的契機。正如柏格勒在分析海德格＜藝術作品本源＞時所說的： 

 

藝術作品安置存有至其敞開性當中，而此一同時，它亦將她撤回到不可耗

盡中而隱閉起來，藝術作品展現了一個在解蔽過程中的在場，仍維持在“未在

場＂的狀態中；一方面既是解蔽，另依方面也仍是遮蔽。32 

 

尋求開創性的本質之詩，是海德格一方面鑑賞詩人、評定詩人；而另一方面

也是以這樣的標準回身過來要求思想家的本己任務。而在這種洞見下，探向虛

無，將未解蔽的未有「帶上前來」，而使之「入於在場」，而置於解蔽的昭然，如

此說來則哲人（從事形而上思惟者）與詩人（廣義的從事偉大藝術的創作者）兩

                                                 
30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p.183. 
31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208. 
32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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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乃是二而一、一而二。 

 

     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存在就是將事物帶上前來（bring–forth）的一種能力， 

  然這裡所謂的帶上前來乃是意味著將某種未存在的東西（something that does 

not yet exist）帶入存在。33 

 

哲學家就是藝術家，因其賦予存在者整體以形態（gives form to beings 

as whole），即在此一整體中事物自身顯現自身。34 

 

這裡展示出詩與思乃是同一整體的兩個側面，然而我們或許會問，這種走向

全新關係的另一個開端的想法是否與我們曾在第四章所說的依循柏格勒所詮釋

的「返回開端」是否並行不悖？這裡我們要詢問海德格對詩人何為的看法，也就

是詩人最終體現了什麼樣的本質之思，尤其時海德格所一再讚揚的賀爾德林、托

拉克爾、里爾克不同反響的偉大成就之際，究竟在這位詩人的詩作當中綻放了什

麼樣的魔力？以使得海德格在積極尋找「另一個開端」的道途上一再地傳呼這位

詩人的召喚。我們來看一下海德格自己是如何爲詩人「定位」的。 

 

    黑格爾與賀爾德林兩位好友各依其不同的方式站在赫拉克力特偉大而充滿

魔力的呼喚上，然有其差異，黑格爾是往後看欲做總結，而賀爾德林則是向前看

去而欲有所開拓。尼采對赫拉克力特的關係則又是另一回事。可明見的是尼采成

為流傳的不真地巴門尼德斯與赫拉克力特對立的囚徒。這可以說明何以尼采之形

上學根本觸碰不到關鍵問題的核心，其實尼采在另外一方面以另一種方式重新理

解了全部希臘此在的偉大開端時代，然此方式最終仍是被賀爾德林給超越了。35 

 

   因此則海德格的假象之路在具體的實踐上無疑的表現為一種詩、史、思的共

航，如此則我們的得以回應曾在第四章一開頭所提出的疑問：海德格不同著作所

啟示出的不同進路當視為一個整體方案的四個面向？抑或當視為不同時期海德

格面對不同課題因而相應提供初步同解決方案的靈機一動？在本章中我提出了

我的理解，我的理解是：在 1935年《形而上學導論》中所提出的「強施暴力」

的精神，可作為不同時期海德格解決方案的綱領。 

 

 

 

                                                 
33 Martin Heidegger , Nietzsche , translated by:David Farrell Krell , 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1979 , p69. 
34 Martin Heidegger , Nietzsche , translated by:David Farrell Krell , 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1979 , p69. 
35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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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語 

   在本篇論文中，筆者依照在＜緒論＞中的三個提問，逐步的論述了，海德格

詮釋學現象學的基本分析性格，以及透過詮釋學現象學，海德格分析出什麼樣的

「此在」之「事實性詮釋學處境」。而這個「此在」之「事實性詮釋學處境」在

現代性的景況中，今日處於什麼樣的狀態裡頭。在此海德格發現，在這個「世界

圖像的時代」裡，現代性成了一個不斷追求將眼前世界「量化」、「數學化」的精

準控制裡頭的時代，這是我以希臘神話：美杜莎的眼睛來比喻的原因。而當如何

逆轉此一困境？海德格發現答案在，如何從現代性的前理解當中掙脫出去。在此

他發現現代性的前理解根源，其一源於笛卡兒主體哲學的誕生，其二則來自於柏

拉圖形上學的展開。因此在《形而上學導論》裡，我們發現了海德格企圖回到，

在兩千年柏拉圖的形上學傳統未展開前的先蘇時期，在那尋找未發生的「存有」

理解。 

 

   在這趟「返回開端」的路程中，海德格找到了，一種活動在「已有」（存有的

已解蔽狀態）與「未有」（存有的未解蔽狀態）中的「真理發生」的方式。這種

此在與存有間的互動，被海德格命名為「強施暴力者」（the violence–doing）的

「強施暴力」（Doing violence）。 

 

   此一「強施暴力」究竟所為何事？筆者如此理解，若說早期海德格提出「在

世存有」的意義，其一的關懷乃是指明「此在」基於「存有」的理解，而寓於在

世的話。那麼一個時代理解「存有」的方式，也就造就了「世界為何？」、「『此

在』為何？」的基本理解。而在海德格的闡述中，現代性的基本觀看方式，實導

致了一種僵化的世界觀，進而對於「什麼是人」的理解給窄化了。而筆者認為海

德格的「創建另一個開端」的企圖，便是對於這個現代性困境的發難。而當如何

逆轉此一僵局？海德格在不同時期的闡述中，也基於這份關懷而嘗試許多的解決

方案。而筆者在本篇論文中，試圖以 1935年的《形而上學導論》中，海德格所

闡述的「強施暴力者」的「強施暴力」，來說明這些不同的解決方案背後一貫的

原則。而這裡「強施暴力」爭的不只是一種新的存有理解的方式，而是在這種新

的存有理解方式下，是否會有不同於現代性僵化的基本觀看態度的理解出現。這

裡爭的不只是一種「世界觀」，也爭一種「人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