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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徒留下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 

 

                       它開始於這一個問題，即藝術品是如何 
不同於物的 

                            －－Hans–Georg Gadamer1 
 

                                  簡言之，人類的「趣味」成了存在者的法

庭了 

                                           －－Martin Heidegger 2 

 

第一節 何謂物？ 

    在緒論的討論中，我們曾經提到通常我們認為對於「物」是什麼（什麼是「存

在」）的理解是再明白不過的事情了，而通過第一章的理論鋪陳，在海德格的詮

釋學現象學的分析帶領下，我們往下探去發現了此在的理解都置身在「此在事實

性詮釋學處境」的前理解條件下，因此我們知道這些對於「物」是什麼（什麼是

「存在」）的理解之所以能「不言自明」的原因還在於這些理解應和著更為理所

當然的「前理解」條件，換言之這些理解都與、時間性、語言性、以及歷史性的

前理解條件相關係著。而在＜藝術作品起源＞一文中，海德格一開始就標劃岀進

行探問藝術作品本源時的三個主要環節：藝術作品、藝術家、以及藝術，然而隱

然地匿身於此三個環節的背後，實際上還有一個不言自明的因素在對我們的理解

產生效力－－物與物性為何？因此當我們在理解這篇作品所要追問的東西時，實

際上還有另外四個環節在此纏繞著，而在我們躍入循環之際，馬上遭遇到的第一

個問題便是：何為物？ 

 

     所有藝術作品皆具有物性特徵﹙thingly character﹚，[我們甚至無法想像] 

  排除了物性特徵藝術作品還能是什麼﹖﹑﹑﹑﹑﹑﹑即使是自視甚高的美學體驗 

  亦無能擺脫藝術作品的物性層面，在建築作品中有石材、雕刻中有木料、繪畫 

  中有色彩、在文字作品中有話語、音樂作品中有聲響、在藝術作品中的物因素 

  如此地無可動搖，以致於甚至我們被迫反過來說，建築作品中建在石材上、雕 

  刻雕在木頭裡、繪畫寓於色彩中、文字作品居於話語中、音樂作品則形於樂音、 

  想當然爾人們必然認為此乃無庸置疑之事，然而有待於我們繼續追究的是：在 

                                                 
1 Hans–Georg Gadamer，《伽達默爾集》，第 465 頁，上海遠東出版社 
2 Heidegger , Martin , Nietzsche , translated by:David Farrell Krell , San Francisco：Harper & Row, 1979 ,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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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作品中這個不言自明的物因素為何？3 

 

看來我們似乎找到了一個討論＜藝術作品起源＞適當的起點了，然而正如同我們

所遭遇的海德格的其他作品一樣，一而再、再而三的迂迴前行使得眼前這一個笛

卡兒支點（對於「什麼是物？」的基本理解，如果連這個起點都掌握不好，還談

什麼藝術作品？），失衡地跌入語言的迷宮裡，橫梗在我們與物之間的首先是語

言的蜘網，語言限定了我們對物的理解嗎？海德格在這裡並沒做出任何斷言，然

無庸置疑的是語言的成規確實規劃了我們理解的起跑點。此外對於「物」的理解

也同樣的存在著此在所致身的傳統所挾帶的前理解視域，我粗略的整理一下出現

在＜藝術作品本源＞中海德格的論述，大致上可說語言的存在最初決定物進入理

解的最初領會乃是「作為挾義的純然物或作為廣義的非無的存在者」，而在傳統

視域的前理解中則被理解為是 ： 

 

一、 作為眾屬性所根據的實體。 

二、 作為眾知覺性質的「總和」。 

三、 作為質料與形式的統一。 

 

  以下我們逐步闡述清理。 

 

第二節 作為廣義的非無的存在者或者作為狹義的純

然物 

    在＜藝術作品的本源＞裡海德格分析在語言的日常使用當中，人們稱呼路邊

的石頭是物、田間的泥塊是物、小徑旁的清溪是物、蒼狗浮雲、秋掃業落皆為物，

甚至在近代哲學的轉向裡頭人們追隨康德的步伐去稱呼那匿藏於現象背後的東

西叫做物自身，按照這樣的想法，上天下地，透內通外，舉凡能摸的到、看的到、 

意識的到的東西皆可稱之為物了，在這個意義下，「整體而言 在這裡『物』這一

個字眼所指的無非是一個非無的東西」4然而如果我們以為可以如同摩西橫渡紅

海一般，一刀劃開語意的汪洋的話，那麼我想我們是過於天真，我們願意稱呼上

帝為一物嗎？ 何不承認，在更多時候我們甚至不願意把人視為僅僅只是東西， 

所以才會搜腸刮肚的想在這個存在上套上靈性的、理性的、悟性的其他什麼， 「人

可不是物！」，文化的陰魂不散的咆嘯著，再者、荒野孤狼、溪間白鷺、玉泉觀

魚、如果我們也一概以物稱， 著實心裡也過意不去，最後、在一些更挾義的界

                                                 
3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9. 
4 Martin Heidegger，Poetry, Language, Thought，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New York:Harper 
and Row, 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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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裡頭，我們甚至不願說一支煙斗、一把鋤頭、一座老鐘為「物」，或許人們將

宣判最後能道道地地不受任何質疑稱之為物的僅僅只有石塊、 木頭、 木料這些

無生命的存在與用具，於是對物的界定也就從一開始一個非無的東西的廣義使用

再度縮回到純然為物的狹義界定。 

 

第三節 作為眾屬性所根據的實體或作為眾性質的「總和」 

    從前面的分析當中到底海德格想暗示什麼？我認為海德格無非是要提醒我

們，在我們的日常語言使用中「物」這個概念絕非「單純一義的」，那麼是否透

過「哲學話語」力求嚴謹定義的實踐是否可以消除這些歧異的重擔，而力求她基

礎的意涵呢？ 

 

    談到了「哲學話語」，在其論及「物」的傳統中，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古希臘

人對於 hupokeimenon 和 sumbebekota 的區分，也就是內核以及恆常地隨著內核一

道出現發生的東西，而在後來的拉丁文轉譯中變成了實體(substance)及其屬性

(accidents)，然而海德格卻認為： 

 

      總的說來，希臘的辭彙翻譯成拉丁文字在今日看來絕不是什麼乾乾淨淨的

過程（the innocent process）。在看似僅只是字面上的、信實的翻譯底下所

隱藏的，毋寧是希臘式的經驗被轉渡到截然不同的思維裡去羅馬思想對希臘文

字的接管乃是一次徹頭徹尾的欺騙（接管、欺騙；take over），這裡頭沒有任

何一點與希臘文字所道說出來的本真經驗相符應的地方，【只有希臘詞】，沒有

希臘語（without the Greek word）。西方思想之無根（rootless）便源自於

這個【看似字面上的翻譯，實則思想上的】轉渡。
5
 

 

    可以說古希臘人曾經一度基於存有在場的經驗所道出的存有的某個側面，在

後來拉丁文看似「信實的」翻譯實則意涵轉渡的挪移中，意義給進一步的削薄、

銳化，而這個被削薄的東西方便而靈巧地的融入我們生活中的理解裡去（因為我

們「有用性」的生活關懷，因而在內容上削薄的、輕便的理解容易「上手」），人

們的生活與這些東緊密地繫袱在一起，以致於任何人不再質疑這些東西的「自明

性」，從而遺忘了這個「素樸直觀」的東西的本源6（海德格認為本源來是本質之

源。）乃一度是異乎尋常的東西。 

                                                 
5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p.23. 
6 見海德格對本質與本源的區分，「本源在這裡指的是一個某物由之所從出﹙that from and by ﹚

而成其所是﹙what it is ﹚並如其所是﹙as it is ﹚的東西。 一個某物如其所是的為何， 我

們說這是這個東西的本質或本性﹙essence or nature﹚。而某物的本源正是其本性的根源。」，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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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對物之物性的首先解釋，也就是物做為其特性的載體，且不論這樣

的看法有【多普遍】﹑多流行，【然事實的真相】絕不像一眼看上去的那樣自然

﹙那樣素樸﹑那樣簡單﹚。而同樣對我們而言，可能再自然不過的是，在長久

傳統的沉積過後某物已變得再熟悉不過，以致於人們遺忘了他們【從何而來】﹑

由何而生那個【如今看來】顯得陌生的根源﹙unfamiliar source﹚。然這卻是

一個一度將人們擊入異境﹙once struck man as strange﹚【之敞亮當中】，並

使人們思之﹑念之的陌生之源。7 

 

    以致於而在形上學史的發展中，後來的哲學理解便是在這一個已然成型的框

架中打轉。在這個區分的傳統中，「物其自身」不被視為眾多屬性的「總和」，倒

是相反的，「物其自身」被設想為一個這樣的「基底」，在這樣一個穩定的基礎上

眾多的屬性聚集在這個「根據（內核）」上。 

 

    舉例而言，現在在你手上的是你祖宗輩留下來的老壺一把，黑漆漆的表色下

面隱約透出像陳年醬油膏底的透亮，硬實的觸感昭告它頑固持重的老實性格，壺

嘴小公雞似地雄糾糾的佇立亂神氣一把，這是你對這指老壺切實的感受，然而幾

年下來半熟不通的哲學常識讓你知道，不管哪家哪派，我們稱呼這叫屬性，換句

話說，我剛才看到的無非是此壺卻又非是此壺，這說來弔詭，但這壺的壺自身絕

不還原為我所觸及的一切的一切，壺自身不是這些屬性的總合，這些都是我個人

耽溺於私自的感受，不算數，康德老先生板起臉孔在你的意識底層說說說，這壺

自身還在這壺的屬性總和之後，或說做為這壺之後並做壺的基底來存在，多多少

少像你平日抽煙哈草的行政大樓背後的鋼筋水泥那樣，你看不見、卻不代表不存

在，我可不是小王子，但沒有這些東西就沒這大樓，沒這大樓就沒能照就你我這

多年的老煙槍，現代哲學管它叫實體或本體，希臘人叫做根據，而我的所見所觸

無非是伴隨這個內核一道伴隨出現的諸現象 。 

 

    或許可以這樣說，也許曾經古典經驗主義的發展中，內核──實體這個假定

一度被吊銷了，因而在刪除這個無法證明的預設後，古典經驗主義（洛克除外）

宣稱「存在即是被知覺」，因而「物」被視為眾知覺性質的「總和」，因而是作為

一個日常使用約定成俗的「名稱」來存在，而不意味著這個「名稱」相應地斷言

任何一個處於現象背後的「根據」或「內核」的存在。然而康德哲學的出現，代

表了這個理性主義的基本觀看仍主宰地貫穿了西方哲學的主流傳統，並且可以這

麼說，柏克萊以及休謨還是首先與這個傳統區分進行搏鬥，而在這齣劇的最終發

展中，與其說成功的證實了內核──實體的不存在，倒不如說只是一度畫下了界

                                                 
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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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宣告人類理性無由證明這些東西的存在。 

 

第四節 作為質料與形式的統一 

    而就在康德提出物自身──現象這個割裂的範疇後，實際上康德也就遙遠的

呼應了一個幾乎與實體及其屬性同期久遠的古老哲學範疇──形式與質料，現在

由於物自身被視為為有神的智性直覺才能接近的東西，康德認為人並不接觸物自

身，物自身被視為一個存在於雜多的感官經驗世界之外，不受悟性範疇所規約，

一個不可知卻存在的的「本體」（noumenon）。 

 

    最基本的先天形式就是時間與空間，所有「物」都必須符合這兩個基本形式

才能出現，或至少必須以時間的形式出現，比方說數學中的數列，雖不是一個空

間對象，卻是以時間序列的基本方式來呈現。在科普斯登《西洋哲學史》中有一

個有趣傳神的比喻，假設一個人有一副永遠脫不下來紅色墨鏡，那麼任何事物要

若要在他眼前呈現為對象的話就必須以紅色（或深或淺）來呈顯自身。現在，可

說上帝給了人一副有限性並且永遠脫不下來的眼鏡，左鏡片叫時間，右鏡片叫空

間，這副脫不下來的眼鏡就是我們的先天形式，它先於一切經驗，也必將作用於

經驗。所有的經驗的「現象」必須套上主體先天形式所給定的制服登上檯面。 

 

    而從前面的分析看來，我們可以知道美學理論傳統中所慣用的形式──質料

的區分，源自於一個比她更為久遠的哲學傳統，這個分析框架是傳統形而上學為

她打造的，而這個淵源使她不只在解釋藝術作品上，同時也在更廣大的對「物」

的理解上，無形卻有力地牽制了她的發展可能性。 

 

     打從一開始美學凝視藝術作品的方式就受到對一切存有者的解釋傳統所宰

制，不過撼動這種慣常的提問方式在此並非重點之所在。至關緊要的是我們應

當明見以下事實－－什麼是作品的作品性？、用具的用具性？以及物之物性？

－－唯當我們如此思考存有者的存有之際，事實本身方向我們靠近。8 

 

 

第五節 一雙看不見的手：有用性 

    而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下去，是否將的形式──質料這個美學傳統中的區分

放置到更為久遠的形而上學傳統中，我們就可以說我們的研究是在一個最為基礎

的地基下進行反思，或者事實不盡然如此，在形而上學背後還有一個更為基礎的

原始性來源，也就是她所從出的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海德的理解正是如此。 

                                                 
8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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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裡我不能不想到海德格早期在《存有與時間》中論上手物所作的精采分

析，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形式──質料的區分如何源與日常生活「有用性」的關懷，

並與它僅僅相繫在一起。而使得人們對「物」的觀看淪為海德格所謂的「徒留下

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9。也就是說「物」最為基本的照面方式是作為一個「有

用的東西」來現身的──所謂的「用具」(equipment)。 

 

     有用性乃是每一個存有者得以凝視我們（regards us），也就是說，某物得

以閃現（flash）、得以現身（present）的基本特徵。而其形成與發展（形成

的、發展的；formative）的歷程（活動；act）、以及於此一歷程所給定的、

所選擇的質料、並緊接於其後的形式與質料的結合（連結；conjunction）也

全都奠基在有用性當中。屬於（fall under）有用性的存在者總是製作過程的

產物，其作為「因何之故」的用具（equipment for something）來存在。【形

式與質料】作為存有者的規定性，形式與質料便寓於用具的本質（本性）當中。

【用具】這個字眼指的是製作來【服務】使用或需求的東西。形式與質料絕不

是什麼純然物之物性的源初規定性。10 

 

    在早期海德格的《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用現象學的方式分析說明，凡一

個事物的出現都不是在一個空白的脈絡來現身的，而是相反的，一個對象物的出

現一定是帶她所從屬的因緣整體來一同照面的。這個因緣整體其實就是這個詮釋

者(我們的毎一個認識都是一種顯題的或隱然的詮釋活動)隱然地所指向的世界

聯繫，在這個世界聯繫中詮釋者把它所照面的一切物置放在這個用具聯繫整體的

一個適當的位置上──他知道眼前這個東西要用來做什麼，或不能做什麼──毎

一個事物都有一個因何之故(in order to)、為何之故（for the sake of）的意義整體指

涉於其背後。 

 

    這種將「物」放入我「利用厚生」的世界的觀看比任何哲學理論中「抽離」

的觀看來的更為源始。在此海德格將這個有別於哲學抽離的的觀看〈see〉描繪

為環視(circumspect)。環視帶來了一個世界，或者反過來說，因為此在安生立命

的要求，他用環視的觀看方式包裹了一個原本無邊無際的存有進入她的生活視野

當中，將一個又一個他所遭遇到的東西捏成他可資利用的「器物」。 

 

    我們在這個章節關心還是，海德格如何給我們一個強悍的說服力去指明我們

的這個世界「徒留下蒼白的有用性得以看見」？在這個「蔓延有用性觀看」的世

界裡頭，一把斧頭的形式與質料就是被有用性所引導著。斧頭的形狀〈形式〉必

                                                 
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35.  
10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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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鋒利的側面，而選用的材質〈質料〉則必須是硬度較為強勁的質材；鞋子以

適合人腳的形狀〈形式〉來設計，而選用的材質〈質料〉則多半為符合耐穿且柔

軟的皮革來製作。有用性並不在形式──質料的區分之後，相反的，她先行指導

著形式──質料的區分。柯赫曼（Joseph J. Kochelman）在《海德格的藝術與藝術

作品論》（《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裡頭如此解讀海德格的哲學動機。 

 

    可靠性與有用性乃是每一個事物與我們照面並呈現其自身為一個存有

者最為基本的結構，無論如何正是這個有用性規定了形性或說是形狀，什麼

樣的物質堪用，以及質料和形式以何種方式交織在一塊。存有者有著用具的

性質總是某種被製作出來的產物的結果，並且作為一件用具它總是指向某某

用途之用。形式與質料的結構於一件用具如何現身以及遵照著什麼樣的限制

的描述中有它適當的位置。11 

 

   因此離此在日常生活最近的「物」就是作為上手物的「用具」，因而自然的人

對「物」的理解可想而知的也就在將受有用性牽引的形式──質料的區分模式，

給轉嫁到「物」的身上去，這正是海德格所說的「用具走在純粹物與藝術作品的

半道上」，從用具的有用性出發，才使得人們不言自明的認為，「純然」物乃是除

了存在之外無任何其他的規定性，然而這裡使用「純然」一詞便洩漏了實情，因

為「純然」在此就意味著「有用性」和「製作特性」的全然排除；而藝術作品相

較於用具，則似乎是異於人們「有用性」的關懷，因而獨立的爲自身立法而挪有

特殊的地位。 

 

       一件用具，就以一雙鞋子來說吧！當其完成之際（when finished）其自

身也就像純然物那樣自持（self－contained）了，但它卻不像花崗岩那樣有

自己決定自我形廓的特性，相反地、只要用具始終是人力所生產出來的東西

的話，那麼它便與藝術作品存在著一層親緣關係（姻親關係，肖似；

affinity）。然而【話說回來】藝術作品自足（self－sufficient）的現身卻

又使它較近於純然物的【那種】自我定形的自持（self－contained）。然儘

管如此，我們仍然不打算將【藝術】作品歸為純然物之屬，結論是環繞於我

們四周的用具，乃是最近且最為本真之物。如此看來，一件用具乃是「半物」

（half thing），因其受物性之規定，卻又比這些規定多出那麼一些；而同時

它也具有一半的作品【特性】，然卻又少於作品，因為它沒有藝術作品那種自

足性。如果說一種對於以上三者（them）作計算排列的【思想方式】允許的

話，那麼我們說，用具就處於物與作品之間一個特殊的位置。12 

 

                                                 
11 Joseph J.Kochelman, 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120—121.  
12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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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海德格的觀點中，即使是基督教中的上帝〈創造者〉與人〈受造物〉的

神學傳統也依舊是在這種框架下打轉，即使人們也堅信上帝創造的過程絕不相同

於工匠製作的活動，然而早在基督教建立起他們的信念之前（海得認為是多瑪斯

援引亞裡斯多德一手打造了這種聖經的解釋傳統），對於有用性的先行目光就已

經先行設定了前者的基本性觀看，也就是在一種手工藝製造的理解模式下建立起

它自身的神話。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由有用性目光所帶來的對「物」的幾種理解：一 作為

挾義的純然物或作為廣義的非無的存在者、二 作為眾屬性所根據的實體、三 做

為眾知覺性質的總合 ，四 作為質料與形式的統一。事實上這些理解就滲透在我

們日常生活的毎個側面。分開來講的話（當然這裡是「分開來講」才發現原來我

們的理解有這些層面，而在生活中前理解常表現為一種時間性、歷史性、語言性

相互纏繞、交互滲透的狀況）展現為前理解受制於語言性作用的面向，而後三項

則來自於歷史性傳統視域的基本理解方式，而最後這四項都在此在時間性所開展

出來的「有用性」的生命關懷中給結合起來。如果以我們哲學研究最為熟悉的例

子來說的話，在康德的研究中就夾帶著這些前理解。我認為柯赫曼在《海德格的

藝術與藝術作品論》一書中所做的詮釋很能說明我們這裡的解讀立場： 

 

   以康德的《純粹理性批判》為例，任何人此三者漠然的蹤跡：物作為質 

料〈感官印象〉和形式〈空間與時間〉的統一，經驗對象感官印象與實體概念多

重性的統特別是在這種合成的形式中導致了一種現代性的思想模式，在這種模式

中人們試圖去解釋物的存有、用具、藝術作品、而最後甚至是普遍的存有者，。
13 

 

    而海德格認為所有對「物」更為源初的闡述便是要從這些前理解當中「爭而

後得」。 

 

      倘若有人試圖在這些迷霧中殺出重圍，那麼他就必須使自己與這些先見以

及上述種種現代性思想中的荒謬怪誕保持距離，而使物自身休憩在其自身的存  

有當中。14 

 

    而這就是海德格詮釋學現象學。仔細而小心的描繪我們在面對我們的對象時

所陷入的所有語言性、歷史性以及時間性所帶來的前理解，然後爭而後得的面向

事實本身。所謂強力行事（我們在第四章會詮釋這個「強力行事」）。 

                                                 
13 Joseph J.Kochelman, 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122. 
14 Joseph J.Kochelman, 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 Dordrecht: Martinus Nijhoff, p.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