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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德格詮釋學現象學的基本精神 

 

                                  存有是幾乎被人忘卻的、西方靜態範疇 

中隱而不露的囚犯，海德格希望將她釋放

出來 

         －－Richard E.Palmer。1    

 

 

                                  當我們從無前提的東西和無思想的東西

向歷史說話時，歷史絕不給我們一個答覆 

 

                                               －－Otto Poggeler。2 

 

 

    我們知道一個好的哲學家的論述，首先必定對於事實處境的理解有一定程度

上的掌握能力，而這種掌握能力曾經表現在現象學一派「回歸事實本身」（Back to 

thing themselves）這種呼求上，然而即使是同一目標，不同哲學家可能依據各自

內在的堅持，因而在執行原則上可能大相逕庭，事實上這也同樣的表現在繼承胡

塞爾「現象學作為嚴格之學」目標上，海德格何以認為現象學的精神唯有轉化為

一種他所謂的詮釋學現象學，才能真正達到「回歸事實本身」的目的？以下我們

回顧一段現象學的歷史，從這歷史的回顧中，筆者試圖論述海德格所謂的詮釋學

現象學的發展事實上確實有其一定的道理。 

 

第一節 回歸事實本身 

 

    首先不要將胡塞爾一輩子的現象學研究視為鐵板一塊，而將胡塞爾近 40年

的研究旅程中的許多轉折抹上齊一的色彩，而這樣的考量是跟我們這裡所要討論

的東西是相關的，拿簡單的道理講，這樣的做法會模糊了在哪一點上我們可以說

海德格的思想受胡塞爾的影響，而在哪一點上，海德格與胡塞爾在哲學的思考上

有著本質上的衝突，在我有限的閱讀裡，倪梁康先生的＜現象學及其效應－－胡

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給了我們一個基本的劃分方式，在倪梁康先生的說法

裡，胡塞爾在 1900 至 1936 近 40年的學術生涯，幾乎每 10年便有一次突破性的

                                                 
1 帕瑪、《詮釋學》第 142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2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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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而在每一次思想繞彎的地方都有一部經典著作誕生以標劃新的起點，這些

路標分別是 3﹕ 

 

一、 第一個 10年中的伴隨著「本質直觀」和「本質現象學」的觀念而產生的《 

邏輯研究》。 

二、 在第二個 10年中問世的《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念》則使得現象學 

   獲得了「先驗還原」和「先驗現象學」的定義。 

三、 第三個 10年中的《笛卡爾的沉思》使人們在今天有可能談論「生活世界的 

   現象學」。 

四、 第四個 10年的產物《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的現象學》則又意味著「交互 

   主體性現象學「的初步成熟。 

 

    而我今天所要標劃出來海德格與胡塞爾之間承傳與對立分別在於前兩個分 

期，我認為海德格受胡塞爾現象學精神的感召在於第一個分期，也就是《邏輯研 

究》時期的胡塞爾思想，而與胡塞爾之間產生衝突對立的乃是在第二個分期，在 

第二個分期中《存有與時間》的出版，海德格在此一書中所揭櫫的「此在事實性 

詮釋學」的要求與胡塞爾充滿「先驗還原」和「先驗現象學」的《純粹現象學與 

現象學哲學的觀念》展開了雙方緊張關係的序幕。而我的判斷的根據除了倪梁康 

先生在《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一書中所肯定的胡塞爾與 

海德格雙方「明顯」的破裂乃在 1929年4 ﹙這裡用「明顯」的破裂這個字眼指 

的是，若要更加追溯兩者間思想上的差異，還可以追溯更早些，但這不是我們在 

這篇文章所關心的，我們關心的是﹕在 1929年這個明顯的爭執中，雙方各自的 

立論基礎在哪裡﹖從中我們可以草描出海德格哲學關懷的基本輪廓。）而支持我 

的判斷更大的證據還在於海德格在 1963年＜我進入現象學之路＞一文的回憶自 

述﹕ 

 

    即使在《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念》出版之後，《邏輯研究》產生的 

無窮魅力仍還在吸引我，這一魅力又重新引起我的不安，我找不出不安的真正理 

由，儘管我猜測到，這一不安來自於﹕僅僅透過哲學文獻，不能實現所謂的「現 

象學」思維方式5。 

 

                                                 
3 以下劃分見倪梁康所著《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p35－－36 ，而這裡

我要稍為保留一點，在倪梁康的第三個與第四個分期所說的關於胡賽爾的哲學關懷似乎剛剛好

相反，簡單的說，關注交互主體性的問題應該是《笛卡爾的沉思》，而《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

驗的現象學》才是關心生活世界現象界，另外然而在這裡我所關注的是在倪梁康區分的前兩個

分期。《笛卡爾的沉思》是 1928年，而《歐洲科學的危機與先驗的現象學》則是 1933年，強

說是十年或許有誇大之嫌。然而對於我的論文主體而言重點在前兩時期的區別。 
4 倪梁康，《現象學及其效應－－胡塞爾與當代德國哲學》，p164 
5 Martin Heidegger，＜我進入現象學之路＞，收於《海德格選集 下》，p1284，上海三聯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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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一旦確定胡塞爾與海德格衝突時間點後，那麼我們馬上就要轉入分析兩者 

之間思想上的本質差異，在胡塞爾那裡我們將可尋到海德格思想發展的隱然軌 
跡，這指的是有所成繼承、有所克服的與胡塞爾開出來的現象學進路持續性 

地對話。早期胡塞爾懷有建立一套「哲學為嚴格科學」的雄心，而在 1913年 

《純粹現象學與現象學哲學的觀念》的出版更是展現出胡塞爾作為一個企圖 

為所有科學研究奠定客觀性基礎的英雄性格，這份雄心使得胡塞爾歩上康德主 

義的後塵，也就是以知識論取向為起點的哲學研究，正如同康德哥白尼大逆轉 

一樣，胡塞爾也認為說明內在意識所具有的知識如何符應外界事實的真乃是一 

種假問題（psydo－roblem），胡塞爾在這個問題上的意見是，事實上是每一個 

存有者，其不論是外在或內在對象都必須都必須經由我們這個「超驗的主體」 

的建構才能合法的建立。而這使得胡塞爾的哲學焦點義無反顧的擺放在主體性 

這個問題的關懷上面。在著名的現象學學者史畢格爾伯（Herbert Spiegelberg） 

《現象學史》一書中的兩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給這個時期的胡塞爾哲學走向一個 

明確的定位。 

 

    現象學初期階段都同樣的強調經驗的主體與客體兩方面的基本相互關 

係。而純粹現象學的發展則重新導致主體的優越，主體被視為一切客體性的淵 

源，不過這主體既在被想像高高在經驗心理學之上，居於超越的位置。6 

 

    現象學，一般來講，可以表徵為學會使人再度驚訝的哲學，並且知道重視 

奇觀奇妙的哲學，而他人則不曉得觀察，只見到瑣碎細節，或發現大放厥詞的 

機會。然而並非所有這些奇異奇蹟都有相同的重要性。特別對胡塞爾來說，有 

一個奇觀超過一切奇觀，「奇觀的奇觀」，如同胡氏所稱的：那便是純粹自我與 

純粹意識。關於這個現象的奇觀，似乎是胡塞爾哲學存在的集中在焦點上並且 

基本的經驗，並且他的現象學越發展，越是如此。按照胡塞爾的看法，哲學中 

心玄妙並不是傳統哲學的存在，而是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注意到自己存在與 

其他存在的存在的東西的事實。這種魔力解釋胡塞爾對現象學的主體方面的愈 

亦增加的強調，並且也說明他從未走向實物而轉向存在自我的主體性。7 

 

    在胡塞爾這裡隱藏有一個比康德自身更為基進的基點，康德物自身的假設 

還能保留一點唯物神秘論的傾向，然而胡塞爾的「超驗觀念論」打從一開始就 

不打算留給於實在論者轉寰的空間，在這個時期的方法論上，哲學討論一開始 

必須先對「實活世界」、「歷史存在」進行「納入括號」、「存而不論」，而只關 

注於「意向性」的活動裡頭，在這樣的一種思維要求裡頭，胡塞爾於 1927年 

為《大英百科全書》所撰寫的〈現象學〉一文中語帶譏諷的指責海德格將「在 

世存有」作為哲學基點的詮釋學現象學本身是違背現象學原則： 

                                                 
6 Herbert Spiegelberg，《現象學史》，李貴良譯，正中書局，第 83 頁。 
7 Herbert Spiegelberg，《現象學史》，李貴良譯，正中書局，第 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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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經驗的「外在之物」不屬於意向性的內在性、儘管經驗本身作為關於外在之

物的經驗屬於這內在性。對於其他各種朝向世界之物的意識來說也是如此。所以，

如果現象學家想要獲得作為純粹現象他的意識，即個別的、但卻是作為他的純粹生

活的總體的意識的話，他便需要有一種徹底的「懸擱」。也就是說，他在進行現象

學的反思過程中必須制止那種隨此反思一同進行的、在非反思意識活動的客觀設

定，並且制止將對他來說「此在存在」的世界扯入判斷之中的做法。
8
 

 

   然而海德格與胡塞爾最大的衝突還在於海德格認為人是「在世存有」，也就 

是說此在是和他的生活世界始終是給綁在一塊、無由分割的，這個先於一切主 

客對立並使後者得以可能的在世的那個世界，在現象學還原的過程中是不可能 

給「納入括號」或「存而不論」的，遠在此在所進行的任何反思之前，此在早 

已經活生生的處在他有所因、有所緣的世界中了，而這個世界構成了他的一切 

理解得以成立的可能性條件。胡塞爾要求擱置一切不具「無預設」的東西以達 

乎現象學作為一切嚴格科學客觀性奠基的目的，然而卻在這樣的一種看法中， 

現象學作為一種先驗的形式哲學卻打從一開始便捨棄了事實性生活的根基。 

 

    藉由顯示出所有的視乃是如何源始地奠基於領會當中－－也就是說對事物照 

料的尋視繁忙乃是作為廣義下的領會－－我們也就得以取消純粹直觀的優先地位。這 

種純粹直觀空洞地與傳統存在論上客體現成性的優先地位正好相互照應。「直觀」與 

「思維」兩者完全是領會的派生物。即使是現象學的「本質直觀  」也是植根於生存 

論的領會當中。本質直觀這種概念的確定惟有在我們獲得了存在與存在結構明晰的概 

念之後才會發生 也就是說只有存在與存在結構才能夠照亮現象學意義上的現象。
9
 

 

    如此說來，海德格必定認為若說現象學的要旨還在於要求任何的哲學研究 

走向事物自身並努力地防止一切不言自明的預設的話，那麼之前被胡塞爾所追 

求的、永不被現象還原所允許的既與（given）現在被海德格認為是此在事實性 

的生存，在這種事實性的生存當中，此在發現他不得不被拋在一個世界裡頭、 

一個與他人共處的世界裡頭、同時也是向有其歷史性的世界裡，就這些不得離 

棄的條件來說，此在是一個「在世存有（being-in-the-world）」10、「與他人 

                                                 
8＜現象學＞，此段文字收錄於《現象學經典文選：面對事實本身》第 87頁。倪梁康主編。 
9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p.138. 
10 關於什麼是「在世存有」，我們可能有千百種敘述方式，但我喜歡用這樣一種分析進路來敘述，

這個敘述方式來自於《存有與時間》第六十四節〈煩與自身性〉中海德格自身對「在世存有」所

做的現象學式的分析。我把海德格在這一節的分析整理如下：海德格從「我」這個概念的認識開

始，所謂的「我」其實是伴隨著一切概念的純意識，這說明我與「我思」的不可分割性，而「我

思」其呈現的方式又總是「我思某某」（我們找的到一個不思某某的我思嗎？），而這裡的「某某」

卻也總是作為「世內存在的某某」，這說明在我對自身以及任何我所認識的存在者的理解當中早

已經將世界設為前提了，在這個意義下我是一個「在世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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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在此的存有（being-with-others）」、最後還是一個向有其「歷史性的存 

有」。而也正因為此在作為「在世存有」與其世界的不可分割的性格從而使得 

海德格的主張根本上就反對了狄爾泰企圖要為精神科學奠定一個和自然科學 

一樣嚴謹客觀的方法，因為在這裡所謂的精神科學其所要處理的對象恰恰在根 

本上來說永遠無法被對象化，並且任何對詮釋學客觀性的要求反而反映了對此 

在的詮釋學處境最根本的誤解： 

 

    科學論證不可以將它所要證明的結論作為前提。然而，如果有所解釋總是已經 

活動於有所領會當中並且從這有所領會之中獲得養分的話，那麼，又當如何產生可以 

避免陷入一切循環的科學成果呢？尤其是當先行領會已活動在人與世界的普遍認識 

之中？然而按照邏輯最基本的規則，此一循環乃是惡性循環。這樣一來，歷史解釋這 

項事業就始終先天的被排除在精確知識的領地之外。事實上只要人們對於循環的這種 

領會還永不消失的話，歷史學就只能滿足於比較不嚴格的知識的可能性。
11
 

 

    因此問題的解決方式並非要求人文科學的歷史解釋竭盡所能的一昧模仿自 

然科學適用的客觀性，相反的，倒是要指出一切科學（不論人文科學或自然科 

學）得以成立條件還在於此在的詮釋處境，在這個意義下，任何科學無非詮釋， 

因為作為詮釋的前提－－理解－－早已活動在人和世界的普遍認識當中，在這 

裡，科學迷思﹙當然也是海德格認為胡塞爾的迷思﹚展現為一種錯將學科嚴格 

性、客觀性、必然性三者混淆的盲見，「數學並不比歷史學更嚴格，只不過就數 

學至關緊要的生存論基礎的範圍而言，數學比較狹窄罷了。」12。這裡就談到了 

海德格對於狄爾泰的超越﹙這在稍後我們將會處理﹚，是從特殊性的詮釋轉向成 

為追索使一切科學研究成立的詮釋處境，在這個意義上說，詮釋學是本體論的。 

也在這個意義上，避免循環不成為這個新詮釋學的問題，相反的，該如何「正 

確地」躍入這循環本身才是問題本身的關鍵所在。 

 

     理解與解釋這種循環不能被視為一種惡性循環，即使是一種可以容忍的循環也

不行。要知道一切認識最源初的積極可能性便藏身於此一循環裡頭。當然，這種可

能性只有在如下情形才能得到真實的掌握，那就是，解釋領會到他的首要的、不斷

的和最終的任務始終是不讓既與的﹙given﹚先行具有、先行看見與先行把握以偶

發奇想的和流俗之見的方式出現，它的任務始終是從事物本身出來清理先有、先見

和先行把握，從而保障課題的科學。
13
 

 

                                                 
11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p.143. 
12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 p.143. 
1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2 ,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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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小節結束前，讓我們對這一段歷史的爬梳做一個簡單的結論，我認為海 

德格後來的走向對於胡塞爾現象學乃是一種批判性的繼承，在胡塞爾「回歸事實 

本身」的理念下，哲學家應儘可能的去逼近他的研究對象，要對現象自身做不增 

不減的描繪，然而弔詭的是，恰恰是在這樣一種小心翼翼的逼近過程中，海德格 

發現真正的事實本身乃是我對於對象的描繪永遠不可能做到不增不減，作為一個 

有限性的此在，我對於對象的一切認知﹙也就是海德格所說的廣義的詮釋﹚也是 

拘限於我有限性條件所開展出來的視域的，我對於死亡理解而衍生開來的時間 

性、存有解蔽﹙因而也照成了一些理解可能性喪失的遮蔽﹚的歷史性、我們運思 

對象、描繪對象的語言自身所殘留的形上學傳統的血脈，這些東西都形成了我在 

接近對象時的先行領會，而一切認知與詮釋乃是前理解的子女，因此不存在一 

勞永逸捕捉事物本質的方法，更甚的是、領會與解釋乃是相互循環的兩極，我對 

事物的解釋源於我原先懵懵懂懂的前理解，而解釋的完成則又會回身過去加強 

我對事物的先行領會，因此對於對象的逼近，別說不增不減，事實上可說是只增 

不減了。因此海德格在哲學史的貢獻上在於將胡塞爾現象學做了兩個層次上的改 

革：  

 

一 如果真正的事實本身乃是我對於對象的描繪永遠不可能做到不增不減，那麼 

   現象學原本對於事物做不增不減描繪的這個目標就要轉變，也就是說，現象 

   學不再是對我的認知對象做不增不減的描繪，而是對我對認知對象的認知活 

   動其基礎做不增不減的描繪 。 

二 這個認知基礎簡單的說就是使一切認知與解釋得以成立的先行領會，而先行 

   領會有其時間性、 歷史性、 語言性，而這三者的存在都隱然的指向一個更 

   為根本的基礎 ﹕存有 

 

    以上的兩點結論都說明了，什麼意義下海德格自我標榜的詮釋學現象學乃是 

一種現象學，面向事實本身，而海德格認為：「踏上循環﹗這便是事實本身」，而 

這像＜藝術作品本源＞為例，這樣的海德格經典作品，會從一開始單純地關於藝 

術作品的討論，一路殺到語言、存有、歷史性的深刻探究上去，因此我們對於＜ 

藝術作品本源＞中所出現的這段文字的主張一點也不訝異。 

 

    如此一來我們便被迫躍入循環的深淵，然這並非錯誤亦非缺憾，走向此一道

路乃是思之力量，而倘若思還稱的上是任何技藝﹙技術﹑craft﹚可言的話，在 

此一道路上堅持無懈的將是思之歡宴，不僅僅從藝術作品的追究一路到藝術何

為？或從藝術何為一路地追索至藝術作品本身這個探問的主軸﹙the main  

step﹚本身是一個循環的深淵，事實上任何局部環節﹙every separate step﹚ 

 14的細緻追究都命定地各自踏入循環深淵﹙circles in this circle﹚15 

                                                 
14 這裡將 every separate step 翻譯成局部環節乃是呼應前面的 the main step 主要的探問 
15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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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知道海德格的現象學乃是詮釋學性格的，也知道組成這個詮釋學基本調

性的乃是時間性、歷史性、和語言性，最後還知道這樣的一種詮釋學骨子底還是

一種存有學，於是我們獲得了一個海德格哲學的基本輪廓，於是我們開始開開心

心的宣稱要以海德格的思維模式來思維我們今天所要解讀的這篇作品了，但是唯

有一點疑慮還在困擾著我們，這個困擾本身其實只是一個再簡單不過的考量，如

果歷史性對於海德格自己標榜的詮釋學現象學本身佔有如此大的重量，然而目前

我們所分析出來的海德格哲學，其反思也不過在於他於他老師之間短短一個短暫

歷史的反思，如果事實只是如此，似乎我們的海德格成了一個空談歷史性的哲學

家了。或者這是由於我們的一些忽略而使得海德格的形象在不自覺中被我們所削

薄了呢？我們基於焦慮而要將海德格在這裡所失去的歷史性血色給找回來，於是

我們願意拉到這個現象學戰場後方的另一條脈絡去追索海德格的哲學關懷，我們

發現海德格的詮釋學現象學反思的對象還不只是現象學，其實還有詮釋學，這指

的是海德格反思的對象還包括近代詮釋學發展中席萊爾馬赫與狄爾泰兩大旗手

的成就與困境，如此一來，海德格的形象便顯的立體多了，現在海德格就像一個

冷靜的一流投手，除了面對眼前打擊區上胡塞爾這個強力打者之外，他還還默默

注視著站在背後席萊爾馬赫與狄爾泰這兩個壘上跑者。 

 

第二節 躍入循環與強力扭轉 

 

海德格是一個「詮釋學的」哲學家，但是、此詞 

更深刻的意涵乃是對神秘過程的揭示，為此、存 

有才進入昭然若揭的生存中。 

                   －－Richard E. Palmer 16  

 

衡量靈魂之偉大的尺度是它能夠如何進行燃燒 

著的觀看。 

                  －－Martin Heidegger17 

 

無從來不是一無所有，她同樣也不是某個對象意 

義上的某物， 無是存有本身。 

                  －－Martin Heidegger18 

                                                                                                                                            
Row,p.18. 
16 帕瑪，《詮釋學》第 186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17 Martin Heidegger，＜詩歌中的語言＞一文，收錄於《走向於言之途》，p51，孫周興譯 
18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 Haper and Row, p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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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萊爾馬赫與狄爾泰的死結與海德格的超克 

    首先我們知道在當代的哲學思潮中，詮釋學運動的興起跟席萊爾瑪赫與狄爾

泰兩位旗手有很大的關聯，在他們的努力下，對於詮釋問題的探索提升至哲學思

辯的高度，這是詮釋學作為哲學的起點；然而一方面，正如李克爾在＜存在與詮

釋學＞一文中所提到的這兩位詮釋學先鋒在仍然在內部論理上有著不可化約的

矛盾、死 結、以及盲點。而這些死結與盲點則迫使後來詮釋學的發展必須將自

己奠定在更深刻的基礎上，而這個更深刻的基礎後來是在海德格與高達美這對師

徒的手上才另闢了一條活路，當然，為了不使這個說法顯得過於廉價粗糙，我建

議我們稍稍回顧一下當代詮釋學運動初期的概況， 再回到海德格的解決方案

中，到時我們才看的清楚海德格的詮釋學究竟在這個歷史樞紐上對於詮釋學的危

機，究竟看到了什麼，解決了什麼？ 

 

    首先我們看到席萊爾馬赫自己特殊的背景，在席萊爾馬赫所處的時代有兩

門專技性學科逐漸發展起來，一個是有關於希臘－拉丁古代經典的古典語文學

工作，另一個則是關於聖經文本（尤其是新約與舊約）的釋義學，在這兩個獨

立的系統裡典語文學與釋義學個自形成自己運作的技術，然而席萊爾馬赫不滿

足於當時的狀況，他試圖發展出一套融貫兩門解釋規則的技術學（kunstlehre，

方法論），就席萊爾馬赫這個理念而言，他是哲學史上試圖將局部的詮釋技術拉

到普遍的詮釋學規則的第一人。然而事情實際上的推行並不如席萊爾馬赫自己

想像的輕鬆，我們必須考慮到席萊爾馬赫他所處的時代脈絡，在當時哲學思潮

中浪漫主義與批判哲學（康德主義）是仍保持著相當活力的兩股力量，在席萊

爾馬赫的詮釋學裡也就保留著這道雙重的印記，浪漫主義的影響使的他重視被

詮釋者（作品作者）特殊的才分，關注作者想要傳遞的個人資訊，因而傾向於

尋求心理學式的支援19；而批判哲學（康德主義）的影響使的他企求如同康德哥

白尼大逆轉那樣的詮釋學革命，在這個大逆轉中，詮釋繞過個別的詮釋，直接

關注一個作品背後所處的語言脈絡，這個語言脈絡是一個時代一個文化所共用

的語言特質，在這個共用的語言特質詮釋學享有一定意義下的客觀性。而在這

兩條隱隱對立的潛伏力量中，席萊爾馬赫被迫在一條詮釋的雙岔路徘徊，正如

他自己所言「考慮共同語言就是去遺忘作者，而理解一個別作者就是去棄絕剛

剛過目的語言」，簡單的講，要不我們領悟共同性，要不我們理解個別性。 

                                                 
19 關於席萊爾馬赫哲學詮釋學中的浪漫主義傾向，洪漢鼎先生在他的＜何謂詮釋學？＞一文中

有傳神的描寫，他說：「（席萊爾馬赫）詮釋學作為普遍的技藝學，其目的就是“首先與作者一

樣好地理解文本，然後甚至是比作者更好的地理解文本＂，為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創照

性的重新認識或重新構造作者的思想，這種認識或重新構造作者的思想。這種認識或重構，席

萊爾馬赫是用『設身處地』（Einleben）的理論來解釋，他以為作者與讀者乃是同一個精神的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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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這個問題上做了初步的抉擇的是後來的狄爾泰，他從這兩道裂隙中掙

脫出來並將詮釋學奠定在新的基礎上。的確不可否認的，早期的狄爾泰受席萊

爾馬赫的影響很大，困擾席萊爾馬赫的心理學傾向一樣出現在狄爾泰身上，並

以一種以更尖銳的方式，怎麼說呢？讓我們回溯狄爾泰所處的歷史上上的脈絡

來看，當時是黑格爾精神逐漸沒落而實證主義20逐漸抬頭的時代，處在這樣一種

氛圍下的狄爾泰使的他意識到有必要將人文學科提高到當時所謂自然學科所要

求的「客觀性」上，或者說精神科學如何可能？成了狄爾泰迫切解決的問題21。

但是這不代表狄爾泰會被科學主義牽著鼻子走，事實我們看到他反其道而行的

將人文科學奠基在在另一個與自然科學不同的基點上 首先狄爾泰區分了解釋

與說明之間的差異。他認為自然科的對像是自然世界與物，因此適用的科學的

歸納法，在此，自然科學所從事的是從外去說明它的研究對象（從外指的是人

與物的本質上不同，對對它進行研究的人而言，它是「外」而不是「內」）；然

而人文科學則大不同於此，在人文科學而言，它的認識對像是人，在這個領域

中，人認識人，而不是一個本質上全然殊異的東西，就這個人文領域所需要的

方法來講，實證主義那種歸納法則也就顯的太過突兀了，狄爾泰用一句精簡的

話說明瞭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之間本質上的差異，他說：「在那裡、他們說明自

然、在此處、我們理解心靈」。 

 

    但是事情並不因為狄爾泰做了上述區分而簡單落幕，重點還在於人文科學

必須以什麼樣的方式去理解它的對象，才能將自身的合法性奠定在與自然科學

互別苗頭的「客觀性」上面，在這裡，狄爾泰認為像席萊爾馬赫將詮釋學置放

在心理學基礎上是不夠的，重要的是我們去從事理解背後的歷史語境（狄爾泰

在席萊爾馬赫當時的雙岔路上做出了初步的抉擇），以之前的例子來講，席萊爾

瑪赫可能會認為理解一個作品就是去理解此一作者所要傳達的價值，但是狄爾

泰卻巧妙的避開作者－－作品這一個僵死的環節，他繞過去從所要處理的文本

背後的歷史脈絡去尋求解答，單一文本符號內使用的文字來自於一個結構化的

文字符號整體，這個結構化的文字元號整體具體的說就是一個時期、一個文化

社群的文字記符，雖說我們用「一個時期」也不是一口咬定它與它前一段歷史

                                                 
20 在這裡或許存在一個詮釋上的空間，若依照科普斯登的說法，在一段華麗的觀念論形上學運 

  動狂飆過後，人們普遍的體認到在這之中並沒有產生任何可適當的稱之為知識的東西，當熱潮 

  退去，反而證明瞭當初康德為形上學劃界的動作實則有其意義。1865年的李普曼「回到康德 

  去!（Back to Kant!）」的呼籲或許說明瞭這一時代人的焦慮，雖說回到當時的歷史脈絡看來， 

  所謂的新康得主義實非鐵板一塊(較為人知的則為馬堡學派與巴登學派)，但這個哲學思潮本身 

  所預設的對立面本身倒是頗為明確的。 
21 若用帕瑪（Palmer）在《詮釋學》一書中的解釋來說的話，企圖為人文科學奠定一個普遍性解

是基礎的的狄爾泰，事實上乃是承接了康德的「唯心批判主義」的精神，怎麼說？因為若說康

得的《純粹理性批判》奠定了認識論的基礎，那麼狄爾泰的作為則是企圖位人文科學奠定新的

認識論基礎，然而這個基礎並非先驗，而是歷史。據帕瑪的說法，狄爾泰早期的確有意撰寫一

本名叫《歷史理性批判》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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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截然二分，畢竟歷史不是可分割的蛋糕那樣的東西，因此一個作品中的記符

有它的時代脈絡，但在這個時代脈絡又或多或少的它前面的歷史文化接軌。若

我們要用幾句話說明狄爾泰發展的方向的話，他是企圖用整體文化去理解單一

的作品，而著手的地方則是一個時代、一個文化的具體語境，這個具體的語境

是一個時代人的精神風貌的儲藏室。22狄爾泰成功了嗎？至少我不這麼認為，我

並不認為狄爾泰可以達至他自己所謂的「客觀的」人文科學標準，就像李克爾

（Paul Ricoeur）在＜存在與詮釋學＞一文中所談到的狄爾泰所犯的歷史性的弔

詭，那就是一個歷史性的存有者如何歷史地理解歷史，此一基礎何在？以及個

殊生命將自己對象化的同時又將如何超越相對於他所處的歷史的特殊脈絡去進

行所謂「客觀的」、「普遍的」理解？而這裡的歷史的弔詭何只對狄爾泰來講是

難題，對席萊爾馬赫也一樣，歷史的弔詭成了他們共同的死結。23 

 

    在本小節最後，為了避免讀者和我一樣頭昏腦轉，我想用李克爾在＜詮釋學

任務＞一文中的劃分來歸納出我們的結論，李克爾說近代詮釋學史的發展乃是由

兩此改革所主導的，第一次的變革使得局部的詮釋學躍升到一般詮釋學的高度，

這是詮釋學拉高到哲學討論高度的第一次飛躍，主導這一次變革的是席萊爾馬赫

與狄爾泰，他們要從知識論的角度為詮釋學奠定一個不可動搖的客觀性基礎；第

二次變革、也就是李克爾所稱的詮釋學史上的哥白尼大逆轉是在海德格手上開始

的，在第二次的轉向中，詮釋學從知識論轉向本體論﹙存有論﹚的探索，如果在

席萊爾馬赫與狄爾泰那裡困擾的是如何跨越自我的主觀限制而走向客體﹙我所要

詮釋的文本﹚並使得對象自身如其自身的展現的話，那麼我們在前一節討論胡塞

爾與海德格之間的爭議結論也表現在這裡，兩條線（現象學與詮釋學）於此交會

                                                 
22 我想用保羅．李克爾在＜詮釋學任務＞一文中的以下說法作為我這段詮釋的註腳，他說：「於

是人們的普遍歷史就成了詮釋學的領域了，理解我自己就是去實行最大的迂迴，及一種大規模

技藝的迂迴，這種技藝保持了對於作為一個集團的人類來說最為重要的東西，詮釋學就是個人

與普遍歷史的知識的融合，也就是個人的普遍。」，收錄於《理解與解釋：詮釋學經典文選》

第 419頁，洪漢鼎主編，大陸東方出版社印行）。另外，有鑒於我們現在對於狄爾泰的詮釋有

過抽象之虞，我現在用另一個說法來說明，由於狄爾泰認為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有著本質上的

差別，自然科學詮釋現像是著眼在「力」的範疇，恆常不變的規律性是這一門學科致力之所在，

然而作為人文學科的詮釋學卻非如此，人文學科關注意義，然而意義卻並非恆常不變之物，我

們已帕瑪在《詮釋學》一書中所舉的例子為例，究竟存不存在一個對莎士比亞的悲劇《李爾王》

的固定詮釋？或者實際的情形是在不同的時期裡這部作品的意義都會在不同的歷史語境當中

獲得新的詮釋？正如同哲學史上有一個亞理斯多德詮釋下的柏拉圖，有一個柏羅汀詮釋下的新

柏拉圖，甚至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流行著這樣一個說法：兩千年來的哲學發展不過是後世

不斷對柏拉圖所做的註腳。不存在絕對的詮釋，只存在經典的詮釋，「意義始終是歷史的； 
  它隨同歷史一道改變」，「詮釋總是處於詮釋者所處的境況當中；意義有賴於這境況，不論這意

義是包含在一齣劇、一首詩、還是一場對話當中。」（帕瑪《詮釋學》，第 136頁。） 
23 或許用較為公允的方式來處理狄爾泰哲學的話，那麼我們說在詮釋上存在兩個意義下的狄爾 
  泰，一個是致力於使人文科學如同自然科學一樣享有「客觀性」、「嚴謹性」的狄爾泰，如同我 

  們在正文中所描繪出來的那個形像一般；而另一個則是，而另一個則是強調人類認識條件的「歷 

  史性」、「有限性」的狄爾泰。而在這兩個面向上的狄爾泰，都促成海德格詮釋學轉向的契機， 

  前者使使得海德格的詮釋學被迫從一般性詮釋學轉向至本體性詮釋學，而第二個意義下的狄爾 

  泰則為海德格的轉向提供了充足的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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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而海德格一律的回答是：客觀性的探尋本來就是人文科學被自然科學牽著鼻

子走的產物，而事實上詮釋過程乃是一個永恆循環的圈子，因此用海德格的話說 

「重點並不在於如何避免循環 而是如何正確的躍入循環」，這指的是詮釋者必須

知道在一切的詮釋活動﹙這裡要說明，關於詮釋的界定，海德格將詮釋擴大到一

切認知行為，其所謂的廣義的詮釋，這和席萊爾馬赫與狄爾泰將詮釋行為限定在

文本詮釋是有很大的分野的。﹚中隱隱作用使得詮釋行為進入循環的條件，而另

一方面、則是造成詮釋學限制發生背後的﹕存有 。 

             

    而爬梳這樣一段近代哲學詮釋學史的發展絕不是窮極無聊的堆疊資料，這樣

的探究是有助於我們理解海德格所謂的詮釋學現象學究竟基本性格為何，因為這

說明了為什麼海德格的許多分析闡述常常會在反覆的討論之後，中經語言 、歷

史性、現代性的反省而一路歸結到存有的問題上去。這明顯的展現海德格對於近

代詮釋學史改革的兩個著力點﹕一是不要盲視於在接近我們的詮釋對象過程裡

頭中間的任何中介，這是歷史性、時間性、以及語言性；二是轉向深思這個使得

詮釋能之面與所之面得以可能展開背後那個基礎，也就是存有。當然還有一項額

外的收穫，透過這項探究解答了為什麼當我們在閱讀海德格的任何一篇作品時焦

慮不安的來源，而這種帶給讀者焦慮不安的因素或許正是海德格之所以為海德格

的魅力之所在，「施加暴力、以存有之名」，帕瑪（Richard E Palmer）在《詮釋學》

一書中所舉的這個例子相當充分的描繪出海式作風，並且與我們膽顫心驚的閱讀

經驗也十分吻合，他說「當海德格在『詮釋』康德時，他就不僅僅是說出作者意

圖，因為如若這樣，當真正的詮釋開始時，就會出現短暫的停頓。切確的說 、

他追問的是原典沒有說出的東西。」24， 在接下來的行文中 帕瑪結論到詮釋學

上兩個有名的主張： 一 對原典施行暴力，二 比作者理解他本人更好的理解作

者。這說明為什麼當我們在閱讀海德格作品時，海德格會給我們這麼多複雜的「形

象」，一方面像個嘮嘮叨叨、瞻前顧後的老學究；但一方面則展現為作風剽悍、

眼光獨到的秀異靈魂 ；一方面像個要將存有從歷史遺忘中解救出來的史詩英

雄；一方面卻又像個談無還虛的學術神棍 。 

 

 

第三節 在躍入循環與強力行事之間 

    我曾經以為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所帶給我們的啟示是：倘若任何的學問

還要力求客觀性的話，那麼他就必須使自己不斷在運用自己的前見所生產的任何

理論結果之後，回過頭去檢視自己的前見的時間性與歷史性，然後在這不斷的循

環當中，使自己的理論結果更為豐富成熟、面面俱到。進一步的閱讀海德格的作

品之後，我發現原本的這個設想可能是錯誤的。透過前見檢視使自己的視域逐漸

放大來容受更多的詮釋結果，這比較是高達美式的詮釋精神，而不是海德格式那

                                                 
24 Richard E Palmer，《詮釋學》，第 169 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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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力求前所未有的決斷。用簡單的草描來說明這兩位哲學的精神風貌的話，我會

說高達美無疑是保守而持穩的，而海德格則是危險而迷人的。以下要藉由對比來

說明他們之間的些許差異，透過與高達美比較，相信會讓我們對海德格的哲學立

場有更細緻的掌握。這絕對不是什麼吊書袋癖的衝動作祟，而是我認為這樣做一

定有助於事情的釐清。以下讓我們先從高達美的《真理與方法》開始吧！ 

 

      刺激反應這個概念的真實意義只是某種正常的意義，即刺激反應乃是消除

一切本能幻覺的最終極的理想結果，即某種大清醒的結果，這種清醒最終能使

我們看到那裏真實存在的東西，而不是本能幻覺所想像的東西。但是這意味

著，由合適刺激反應概念所定義的純粹感知指表現了某種理想的極限情況。25 

 

    單純的觀看，單純的聞聽，都是獨斷論的抽象，這種抽象人為的貶抑可感

現象。感知總是把握意義。26 

 

    和海德格的出發點一樣，高達美也認為每一個經驗認識都不是無前見的認

識，就好像嬰兒進入畫室一樣，用一種無歷史性的眼光來遭遇他的一切對象經

驗。相反的、像教條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者那樣去相信「單純的觀看」，「單純的

聞聽」，要不這是一種獨斷論的抽象，要不則是把一種理想的極限情況──某種

大清醒的結果──當成生活源初性的觀看經驗（這種大清醒必定是爭而後得的果

實，我認為海德格的哲學關懷就是追求這種強力行事後的觀看）。相反的、高達

美認為我們的認識都是帶有歷史性的，然而什麼樣的思想暗流主導了一種以為我

們的理解可以無歷史性的誇張？帕瑪如此解釋高達美： 

 

      與海德格一樣，高達美批判現代是屈從於技術思維底下的。這種技術思維

根植於主體性－－即他把人類的主體意識，以及這種意識的理性確定性，當作

人類知識的最終參考點。27 

 

    而正因為從笛卡兒開始主體的確立之後，在這個主體設想背後衍生了主－－

客體預設，才讓近代思想家們不斷地去追問：透過什麼樣的「方法」可以讓「主

體」從它的「主觀性」「走出來」而到達「客體」那邊的「客觀性」？這樣的哲

學發展實際上就像是給自己無端端地給自己加了個套子，然後要求在一個無解的

問題上提供解答。而高達美則認為，古希臘人在理解事件的掌握上超越了啟蒙之

後哲學發展所邁出的步伐。 

 

      笛卡兒之前的哲學家，例如古希臘人，就把他們的思維看做存有本身的一

                                                 
25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135 頁。 
26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136 頁。 
27 Richard E Palmer，《詮釋學》，第 192 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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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他們並未將主體性當作起點，然後在這種主體性的基礎上建立起知識的

客觀性。他們所做的是一種更為辨證的考察，也就是，他們嘗試讓那要被理解

的事物其特性來引導自己。知識並不是他們後天獲得的財產，而是他們參與其

中的某物；他們參與其中，讓自己被引導，甚至讓他們的知識來佔有自己。古

希臘人以此方式去接近真理，邁向真理；這種思維的途徑，也超越了現代以主

體－－客體思考模式來建立主體確定性知識的思維方式的限制。28 

 

    但什麼是那個進行理解的人參與其中的某物？高達美的回答就是歷史性，更

白話的講就是傳統。一個人總是從其所立基的歷史傳統來看問題，歷史傳統為他

標劃了一個觀看的視域。雖然在日常生活中我們不見得會清楚的意識到這件事

情，傳統和我們的關係就像魚和水那樣，雖然魚兒不意識到水對他的重要性，但

水對他而言絕不會是什麼可有可無的東西，傳統是每個人進行理解時所涉入的巨

流。而這樣的一種不可見性，唯有透過一些極端的經驗，當我們在解釋眼前的遭

遇物發生困難時，這個詮釋者才會回身過去檢視什麼樣的歷史性條件構成了自己

的拘限，以至於對眼前的這個事物流於一知半解的不明當中。正如同海德格在《存

有與時間》中對上手物的分析那樣，唯有上手物闕如之際、廢壞之時，這個工具

使用者才轉身回去，理解了這個東西在他生命當中的意涵，他關懷掛念的意義整

體此刻才昭然若揭的透顯開來。而這就是高達美的辯證法（Dialetik），然而這裡

的辯證法並不是黑格爾式正反合的揚棄超越，而是對話（Dialogue），人透過作品

的中介與自身所承受的歷史性對話。而這種遭遇方式通常是一種否定式的經驗，

詹明信在《後期資本主義的文化邏輯》書中有一個極度經典的例子，一個後現代

派的錄影帶傳遞了這麼一個影像，一張無表情的臉孔在你面前二十五分鐘，你最

初覺得有趣，但隨著時間的拉長，你逐漸失去耐心、惱火、無聊、而在痛斥過後，

你或許會去深刻反省什麼樣的習慣性影像閱讀方式使你拒絕這樣的一種影像表

演方式，又是什麼樣的時間貫性無聲亦無息的流逝方式讓你在被迫面對時間的頑

固性時使你全然的失去耐性，這說明了當我第一次閱讀喬伊斯的《尤利西斯》時

的憤怒，以及第一次在排演貝克特《終局》時所感到的不耐，然而在多年後，當

我再閱讀到一些關於英國文學現代派的介紹論文之後，對喬依斯以及貝克特這些

否定性經驗所帶來的負面情緒才轉為我對作者原創精神的敬意，這是倆個孤獨的

靈魂書寫了一個時代的人無意識中的創痛與真實。透過歷史性的贖回，我才知道

一部作品是在什麼樣的歷史脈絡中現身，並與他所置身的傳統來做回應。 

 

    從上述的例子說明，與作品實際交往情形當中，或許她震撼了你、感動了你、

當然也有可能激怒了你、或者是你跌入全然不得其解的晦澀當中，然而一定的距

離通常是這些作品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而在事後反省自己的視域侷限性之後，

我們往往發現藝術家在回應歷史處境所帶給他的問題的回應上有著驚人的敏

感，而原本因為麻痺而萎縮因此被我片面接收的歷史傳統，現在既然被扒了開

                                                 
28 Richard E Palmer，《詮釋學》，第 192 頁，桂冠出版社，嚴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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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那麼在出血的傷口上，她就指向她所從出的源頭。而我們也才發現我們曾自

以為是的「自我理解」失之深刻，自我理解要把她所植根的傳統向我展現開來。

如同黑格爾曾經表示所有的理解都是自我理解，而這個理解也同時是「絕對者」

透過認識者中介的自我理解，現在高達美把這個「絕對者」去掉而宣稱，所有的

理解都是自我理解，而這個自我理解是認識者對自我歷史性的理解。 

 

     所以審美經驗也是一種自我理解的方式，但是所有自我理解都是在某個於

此被理解的它物上實現的，並且包含這個它物的統一性和同一性。只要我們在

世界中與藝術作品接觸，並在個別藝術作品中與世界接觸，那麼這個它物就不

會始終一個我們剎那間陶醉於其中的陌生的宇宙。我們其實是在它物中學會理

解我們自己，這就是說，我們是在我們此在的連續性中揚棄體驗的非連續性與

瞬間性。因此對美和藝術，我們有必要採取這樣一個立足點，這個立足點並不

企求直接性，而是與人類的歷史性實在相適應。29 

 

   對此任務，我們可以援引黑格爾值得讚賞的《美學演講錄》。在那裡，一切

藝術經驗所包含的真理內容都以一種出色的方式被承認，並同時被一種歷史意

識去傳導。美學由此成為一種在藝術之鏡裡反射出來的世界觀的歷史，即真理

的歷史。這樣，正如我們所表述的，在藝術經驗本身中為真理的經驗進行辯護

的這一個任務就在原則上得到了承認。30 

 

   因此理解從來不是什麼假設了主客體區分之後，才想方設法屏除一切「主觀

性」的「客觀性」理解，在那裡的那件作品不是沒有她的視域的，她的創作者帶

著一定的視域從事創作，並且在這件作品所從出的歷史脈絡中有相對的意義位

置，有她對她的歷史傳統發難的聲音；而這邊這個詮釋者的眼睛也不是純粹自然

反應刺激的生物體而已，她帶著她的歷史傳統一起觀看、詮釋眼前的一切事物，

在這過程中，遭遇在一起的與其是兩個各自內在封閉的主客體，倒不如說是相遇

的兩方背後所雜帶的傳統與此交鋒、對話、以致於理解。這就是視域融合。而不

斷進行視域融合的活動過程就是遊戲。 

 

    誠屬遊戲的活動絕沒有一個使它終止的目的，而只是在不斷的重複中更新

自身。往返重複運動，對於遊戲的本質規定來說是如此明顯和根本，以至於誰

或什麼東西進行這種運動倒是無關緊要的，這樣的遊戲活動似乎是沒有根基

的。遊戲就是那種被遊戲的或者一直進行遊戲的東西──其中沒有任何從事遊

戲的主體被把握住，遊戲就是這種往返運動的進行。31 

 

                                                 
29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144 頁。 
30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145 頁。 
31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15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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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或許有一種這樣的質疑，如此一來，既然詮釋的答案總是不斷的翻陳出

新的話，那麼高達美的詮釋學是否也就流於詮釋上的相對主義？然而我們可以以

高達美的論理內部的合理性出發回答，除非我們被科學客觀性的神話牽著鼻子走

去假設一個絕對獨立於我們所有人的詮釋之外，作品還具有獨立、客觀意義的神

話（天啊，假想地球人全死光了，或從未存在過，一部《莎士比亞》的獨立客觀

意義卻還存在著。），否則作品的意義就總是「相關於我們的意義」。這裡的我們，

並不只是紀金慶這位詮釋者的同時代人，也包括死去的卻在歷史上遺留下他們的

思想的所有人。帕瑪的《詮釋學》一書就是這樣理解高達美的。 

 

     相反地，這不僅顯示了「意義」並不是像一個客體不變的屬性，同時，意

義總是「對我們而言的」。這一主張也不是意味著：一篇在我們歷史性的視域

內被觀察到的作品所含有的意義，對我們來說，是絕對不同於它之於源初讀者

的意義。他肯定意義與現在是相關聯著，是發生於一個詮釋的境遇中。既然一

部偉大的作品開顯了存有的真理，那麼如果我們沒有肯定一種自在的真理或者

一種永遠正確的詮釋的話，我們就可以預測：作品本質的真理是符應於原初令

它存在的真理。32 

 

     因此凡理解都是歷史性的理解，並且是在不斷的遭遇中自我翻新的歷史理

解，理解源自於傳統，並且終將回身強化它所源初的傳統。這就是我給高達美

所做的詮釋學定位－－躍入循環。 

 

     絕不可能有擺脫一切前見的理解，儘管我們的認識意願必然總是力圖避開

我們前見的軌跡。33 

 

海德格的強力行事 

    強力行事（Doing Violence）是海德格在《形而上學導論》中所提出的原則（關

於這個原則的說明，因為章節任務的不同，請容許我在此先壓下不談，而留待第

四章再加以說明），這指的是海德格雖然發現了我們的每一個進行認知、理解的

活動都處在事實性詮釋處境的包抄下，也就是說每一個理解之前都有前理解作為

前提，而前理解則是由時間性、歷史性所滲透著，而高達美在同樣的洞見下，去

說明了詮釋學所致力的是：如何說的更多、如何說的更不同，要把我前理解中的

歷史性提煉出來；然而海德格所企圖的卻是一個人如何從這些前理解的牢籠中掙

脫出來，要與一切傳統形上學徹底絕別，要求前所未有的觀看，所謂的「斷裂」

（正是在這裡的內在性格，後期海德格的哲學關懷吸引了法國後現代的目光）。 

 

                                                 
32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214－215 頁。 
33 《真理與方法》，高達美着，洪漢鼎譯，時報文化出版社，第 214－2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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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這種強力行事的精神可以說在他的後期作品隨處可見，說然不能說是

很露骨的一再表明，不過從他不斷批判科技，並且挑明科技的來源在於整個西方

形上學傳統必然的後果；或者在《尼采》一書中斷言從柏拉圖開始、中經中世紀

基督教神學、一路開到現代性的思維，整個西方思想的本質淪為消極性的虛無主

義；以及對於語言工具邏輯化的走向感到不適，而追隨詩人瘋狂而嶄新的眼光來

刷新語言身上的歷史殘毒、、、都可以說明海德格這種強力扭轉的企圖。這往往

也就是我們被海德格所驚艷，並且也令我們揣揣不安的原因。這是一種瘋狂，一

種他所謂的所謂 「溫柔的」癲狂 ！ 

 

     死者是狂人， 這裡的狂人是指神經病嗎？不是，癲狂﹙Wahnsinn﹚在這裡

並不意味著一個充滿癡心妄想的心智，Wahn 出自古高地德語中的 wana 意思是：

沒有﹙ohne﹚，狂人在思索，甚至無人像他那樣思索，但他總是沒有其他人那樣

的心智﹙Sinn﹚，他的心智是異乎尋常的，Sinna 原本意味著：旅行、追索、選

擇一個方向，印歐語系中的詞根 sent 和 set 意即道路，孤寂者乃狂人，因為他

正在走向他方，從這個他方而來，他的癲狂可稱為「溫柔的」癲狂， 因為他的

思索追蹤著一個更大的寂靜。34 

 

在這裡我們回想一下在前言中我所提出的問題，即在掙脫現代性的梅杜莎之眼的

僵死觀看，海德格提供了什麼樣的方案？目前為止，我們可能有幾種詮釋上的可

能性：（一）絕對性的強力扭轉：這指的是，當海德格說：「狂人在思索， 甚至

無人像他那樣思索， 但他總是沒有其他人那樣的心智﹙Sinn﹚ ，他的心智是異

乎尋常的」，且這樣的思索乃是思索無﹙ohne﹚，換句話說，不只是兩千年流傳下

來對古希臘哲學的理解，還包括形上學的源頭──古希臘哲學──也不曾像這位

狂人一樣的思索，此一狂人所思索的乃是絕對的前所未有。或許因此有人以為在

早期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所暗示的經由此在本真時間性的釋放而打開存有理

解可能性的救贖方案，而我認為哈伯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集中火

力批判的正是這一點。而在第五章中一但我們看到 1935年海德格在《形而上學

導論》中推出強力行事者（the violence–doing）的如何強力行事時，我們就可以

看到哈柏馬斯的詮釋或許單就《存有與時間》來考量的話，或許未必不能依照此

書的內在邏輯推論出一個本真此在的、哈柏瑪斯所謂的神秘瞬間的彌賽亞決斷。

然而若考慮到《存有與時間》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以及在後來海德格的其他作

品中的論述可以轉圜這種印象的話，那麼哈柏瑪斯確實有誤判的可能性存在。

（二）與狹義的躍入循環並行不悖的強力行事：這指的是，古希臘作為哲學的開

端，在後來兩千年的所形成的形上學傳統只是將其中的一條可行性理解給走實

了，而現在海德格心中的這位走向他方的狂人，這個他方並非一條絕對全新的

路，相反的乃是一條返鄉的道路，他要回到所有形上學理解的源頭──古希臘─

─將被遺忘的可能性重新經由詮釋而爭而後得的開創另一個開端，而這符合奧

                                                 
34 Martin Heidegger，＜詩歌中的語言＞一文，收錄於＜走向於言之途＞，p42，孫周興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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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柏格勒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之路》一書中對海德格一再轉向賀爾德林的哲學

關懷之詮釋，他如此認為： 

 

賀爾德林知道成為在家（Becoming–at–home）唯有通過不在家（not–at–

home）才能抵達在家（achieves at–home），因為成為在家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

此一事實，即受歷史性規定的人，對於他自身歷史的根源並不精熟，因而對於自

身「在家」的狀態成為陌生，故必須從此一狀態中拔出，試著從「陌生的他方」

出駛航向「真正的在家」，也就是從「看似在家」（the home–like）的狀態中撤

回，在朝向「陌生的他方」（toward the strange）的行旅中，返回對自身具有

的東西的真正領會。35 

 

誰試圖在另一個開端（another beginning）中取回西方歷史中被遺忘了的、

被湮沒的開端的可能性，誰就會像賀爾德林所經受的那樣在當今成為陌生的。36 

 

    而我在論文的第四章將逐步的說明，這趟看似「走回頭路」的「返鄉之旅」

如何地在海德格手上反成了「向前航行」的「創建新開端」。而之所以我會說這

裡的躍入循環乃是狹義的是指這裡的躍入循環並非廣義的躍入我的歷史前理解

的循環，這裡所要躍入的循環合法的來說只能是古希臘哲學的開端。（三）高達

美式的躍入循環：這是比較廣義的躍入循環，合法的循環範圍包括古希臘開端以

及之後兩千年的哲學傳統，傳統不應以全面的罷黜，在傳統的前理解中或許有些

已經不敷使用，甚至導致封閉，然而在此前理解的流傳物中上有優質的一面，經

由一番損益之後重新改造是可以帶來一些新的契機的，然而這比較是高達美式

的、而非海德格的詮釋學精神，雖然我們在論文的後面幾章仍會提及，然而這裡

可以先簡述一番，我們用兩個地方來說明海德格的心中不太可能接受這樣的路

數。首先的例子是在＜藝術作品本源＞中海德格在暗批傳統形上學始終那返來復

去的觀看始終都滯留在「有用性」以及「對象性」的窠臼裡頭，如果後來所發展

開來的形上學主軸早已卡死在這塊墳地裡頭，那麼對一個本質以死的東西的修修

復復依然本質上是一個僵死的大物，所以海德格著實不可能拾起這塊食之無味的

雞肋骨；其次，在《尼采》一書中，海德格也早已宣判從柏拉圖開始一路到尼采

的形而上學的終結，其本質上不過是一個糟糕的虛無主義（注意這裡海德格不盡

然否定虛無主義，因為他所要求的是一個動態的、不斷從無到有、爭而後得的虛

無主義），那麼同樣的理由，既然海德格早已認定這兩千年的發展本質上是一艘

終究要沈沒的船艦，那麼在這條大船上做一些徒勞的枝枝節節的修補其實無濟於

事。因此在這個本質的差別上，高達美的路線不見得是海德格理論的必然發展。

甚至說在核心的關懷上面，兩者欲行的道路可能是兩條不同的路徑。 

                                                 
35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183. 
36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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