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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Being and Time)扉頁上，有這麼一段話：「具

體地將存有的意義問題梳理清楚，便是本書的目的。其初步目標則是將時間詮釋

為，任何一種存有理解的可能界域。」1 

  任何一種存有理解皆必須以時間為其可能界域，理由為何？為了回答這個問

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將《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的寫作計畫制定為──藉

由時間性(Zeitlichkeit; temporality)詮釋此在(Dasein)，解說時間之為存有問題的超越

2界域(transcendental horizon)。3 

  也就是說，藉由時間性詮釋此在之後，我們便能進一步解說，作為存有問題

之超越界域的時間，了解為何任何一種存有理解皆必須以時間為其界域；因此，

針對此在的時間性與存有的超越界域，兩者之間的相互關聯就是本論文的探究焦

點。 

  我的作法將依循著《存有與時間》的寫作計畫爬疏，試圖釐清一條具體思路

(Denkweg)，於第一章中首先展現海德格如何以時間性詮釋此在，第二章則進一

步通往解說時間之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 

  然而，眾所周知，《存有與時間》作為一部未竟之作，實際上只完成了寫作

計畫之第一部的前兩篇──「預備的此在基礎分析」、「此在與時間性」；至於第

三篇──「時間與存有」──則由於種種原因，一直沒有出版。4 

                                                       
1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and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62. p.19. “Our aim in the following treatise is to work out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 and to do so concretely. Our provisional aim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ime as the possible horizon for any understanding whatsoever of Being.” 
2 我將名詞 transcendence 翻譯為「超越性」、形容詞 transcendental 翻譯為「超越的」、動詞 transcend
翻譯為「超越」。另外，在《存有與時間》中僅出現過兩次的形容詞 transcendent 亦翻譯為「超

越的」；而在其他著作中，轉品作為名詞時，則翻譯為「超越者」。對於海德格的超越概念，將於

第二章第一節中解說。 
3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63. “the Interpretation of Dasein in terms of temporality, 
and the explication of time as the transcendental horizon for the question of Being.” 
4 海德格在 1962 年出版的《時間與存有》(Zeit und Sein; Time and Being)中說道：「在 1927 年的

《存有與時間》的論文架構中，『時間與存有』是這部論著第一部第三篇的標題。作者當時無法

充分闡述以『時間與存有』所命名的課題，《存有與時間》的出版僅止於此。三十五年後作此演

講，其所包含的內容不再是《存有與時間》這部論著的繼續。」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ime and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 
 

  《存有與時間》因缺少這一篇「時間與存有」，使得它只完成了藉由時間性

詮釋此在──本論文第一章所要探究的部分，將時間解說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

仍付之闕如。如此，我們要如何進行第二章的爬疏？ 

  所幸我們在 1977 年出版的《存有與時間》(全集版)的第一部標題上，尋找到

失落的第一部第三篇的線索：「藉由時間性詮釋此在(註腳 a：『出版的部分只包

含到這裡』)，解說時間之為存有問題的超越界域(註腳 b：『此部分，參見 1927

年的馬堡講座－現象學基本問題』)。」5 

  看來在《現象學基本問題》(Grundpro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中，我們有機會尋回《存有與時間》第一部所遺失的

拼圖；關於這一點，還有以下兩點證據。海德格在《論根據的本質》(Vom Wesen 

des Grundes; On the Essence of Ground)的一個註腳中提及，《現象學基本問題》整個

講座屬於《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的第三篇「時間與存有」。6而海德格在《現象學

基本問題》第一頁的註腳中也表示，這個講座乃是對《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第三

篇一個新的闡述。7 

  然而，縱觀《現象學基本問題》，我們便可發現，其實它也是一部未竟之作；

因為它的講座大綱總共分為三個部分，卻只完成到第二部分的第一章。而且其第

一部分主要是針對一些傳統的存有論題，予以現象學的批判解構，並未涉入這些

論題與時間之關聯；《現象學基本問題》真正對於時間之解說的篇章，落於第二

部分的第一章。 

  本論文作為對於《存有與時間》的一個探究，主要範圍其實僅限於對其寫作

計畫之第一部的計畫；也就是針對，海德格對於此在的時間性與時間之為存有的

                                                                                                                                                           
Being”. In: On time and being, translated by Joan Stambaugh, Chicago, Il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2. p.83. 
5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Gesamtausgabe Band 2 (Frankfurt am Maim: Vittorio 
Klostermann ) p.41. 
6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Essence of Ground”.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105. “This lectures course as a whole belongs to the 
Being and Time, Part I, Division Three, ‘Time and Being’.” 
7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 “A new elaboration of division 3 of part 1of 
Being and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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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界域的解說。因此對於作為補足《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第三篇的材料之《現

象學基本問題》，我將僅限於其第二部第一章關於時間之論述；尤其著重在第二

十節──時間性與時間狀態(Zeitlichkeit und Temporalität; temporality and 

Temporality)──與第二十一節──時間狀態與存有(Temporalität und Sein; 

Temporality and Being)──的部分。 

  之所以聚焦於這兩節的理由在於，從第二十節中可爬疏出此在的時間性與存

有的時間狀態的關聯，而第二十一節則更進一步解說了時間狀態與存有的關係。

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中也曾說道：「只有把時間狀態的疑難解說清楚，存有

的意義問題才能被具體地答覆。」8顯然，存有的時間狀態對於存有的意義問題

之解答至關重要；我們將於本論文的第二章中進一步了解，時間狀態其實也就是

存有的超越界域。 

  由此看來，只要我們能將《現象學基本問題》關於時間解說的部分與《存有

與時間》結合起來，便能完成海德格的第一部寫作計畫──藉由時間性詮釋此

在，解說時間之為存有問題的超越界域。 

  然而，回過頭來看《現象學基本問題》作為對《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第三篇

的一個新的闡述，想必有其舊有的版本。那麼其原始版本怎麼了？海德格為何需

要再作一個新的闡述？ 

  關於這點，海德格的全集編者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曾在《存有與

時間》(全集版)的後記中，針對上述之《現象學基本問題》第一頁的註腳寫道：

「『新的闡述』的說法代表有其舊有的版本，第一次對『時間與存有』的闡述，

產生在第一篇與第二篇的寫作之後。然而海德格向我口頭表示，第一次的草稿在

他寫完後就馬上燒掉了。」9 

                                                       
8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40. “In the exposition of the problematic of Temporality 
the ques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 will first be concretely answered.” 
9 引自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Gesamtausgabe Band 2, p.582. “Die Bezeichnung >Neue 
Ausarbeitung< sagt, daß ihr eine ältere vorangeht. Die erste Ausarbeitung des Abschnittes >Sein und 
Zeit< war im Zuge der Niederschrift des ersten und zweiten Abschnittes erfolgt. Wie Martin Heidegger 
dem Herausgeber mündlich mitgeteilt hat, hat er die erste Fassung bald nach ihrer Niederschrift 
verbran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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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對於「時間與存有」的闡述，海德格在寫完之後，他馬上就燒掉了！

這是因為海德格不滿意其初稿內容，以致於在 1927 年《存有與時間》付印之際，

硬是將第三篇撤下。10 

  那麼《現象學基本問題》作為對於「時間與存有」一個新的闡述，海德格是

否滿意？也就是說，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對於解說時間之為存有的超

越界域，是否已達致讓他自身感到滿意的闡述？而不再有缺陷、不確定或者仍猶

疑之處？我想，這仍是一個值得探問的問題，將於第三章中進一步探究。 

  甚至，我想在第三章最後一節中，超出《存有與時間》的範圍，從海德格後

期思維的角度來觀察、檢討，11將時間詮釋為理解存有之界域，對於把握存有自

身而言，是否充足適當？以反省《存有與時間》之初步目標，12
作為全篇論文的

結束。 

  而本論文作為對於此在的時間性與存有的超越界域，兩者關聯之探究，將專

注於對此在的時間性闡釋，限制在時間性的探討範圍；暫且不涉入與時間性直接

相關的歷史性議題，以求彰顯時間性所綻出的(ekstatisch; ecstatic)超越界域與存有

之間的相互關聯。 

                                                       
10 詳參 Friedrich-Wilhelm von Herrmann, “Being and Time and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In: Reading Heidegger : commemorations, edited by John Salli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18. 
11 當然，我的能力有限，僅能就後期思維相關於本論文所提之時間性的部分概念，略以提示和

補充而已；或許在本論文的基礎上，未來能夠再進一步整合海德格一生對於時間看法之思路。 
12 這個初步目標就是：將時間詮釋為，任何一種存有理解的可能界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