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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 

  經過第一章的爬疏，我們已知海德格如何藉由時間性詮釋此在；作為此在的

存有意義、原初的存有構成，時間性乃是此在之存有的可能性條件。而存有理解

作為此在的存有構成，其可能性條件奠基於時間性。 

  關於這一點，我們已在第一章最後兩節中提及，基於本真時間性與非本真時

間性所構成的實際生存，此在對於存有之理解有便具有本真與非本真的可能性；

因此，在那裏我們其實已將時間性作為存有理解的可能性條件來看待。 

  只是我們仍未解說，存有理解如何植根於時間性之中？也就仍未具體地展示

出存有的可理解性來源。這個問題其實也是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文末之所問：

必定是綻出的時間性本身的一種原初時間化方式，使得對整體存有的綻出投設得

以可能，也就是使得存有理解得以可能。然而，我們該如何來詮釋這種時間性的

時間化？198這種時間化將成為解說時間之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的契機所在。 

  《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的第一篇、第二篇基本上只完成了，藉由時間性詮釋

此在的部分；解說時間之為存有問題的超越界域，乃是其第三篇的任務，可惜從

未於《存有與時間》中完成。所幸，海德格在 1977 年的全集版中，給了我們這

樣的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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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學的基本問題」(Vgl. dazu Marburger Vorlesung SS 1927“Die 

Grundprbleme der Phänomenologie＂)。 

  而《現象學基本問題》在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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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e Ausarbeitung des 3. Abschnitts des I. Teiles 

von“Sein und Zeit＂)。不過，《現象學基本問題》的內容實際上卻是從對存有的

某些傳統論題，以現象學的批判討論著手起；199這與《存有與時間》的寫作計畫

                                                       
198 同上 p488. “Hence the ecstatical projection of Being must be made possible by some primordial 
way in which ecstatical temporality temporalizes. How is this mode of the temporalizing of temporality 
to be Interpreted?” 
199 此乃《現象學基本問題》第一部分第一章至第四章的內容，依次是：康德的「存有並非實在

的述詞」、源自於亞里斯多德的「本質與存在屬於存有者的存有構成」、現代的「存有的基本方式

是自然之存有和精神之存有」以及邏輯學的「所有的存有者，無論其各自的存有方式，都能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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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對起來，似乎應屬於第二部，以時間狀態為指導線索對存有論歷史進行現象學

的解構。 

  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真正關於時間解說的部分，是在它的第二部──存

有整體意義之基礎存有論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章節在於第二十節、第二十一節

和第二十二節。200因此本章的爬梳將主要針對此三節，整理出海德格如何以時間

性為詮釋基礎，解說時間之為理解存有的界域。 

  因而，第一節的首要任務在於，從此在的時間性(Zeitlichkeit des Dasein)解說

存有的時間狀態(Temporalität des Sein)；其實時間狀態就是時間性最原初的時間

化，海德格於《存有與時間》文末的問題──如何詮釋這種時間性的時間化，在

這裡被解答了。此在的時間性被詮釋為存有理解的可能性條件，而且如此作用

時，時間性即為時間狀態，存有便藉由時間而被理解了。 

  對此，我將首先處理存有理解最切近的可能性條件──超越性

(transcendence)；存有論將因此成為一門超越的科學(transcendental science)，而後再

說明超越性如何植根於時間性。如此將能驗證，時間乃是存有論的原初界域，亦

即所謂的「超越界域(transcendental horizon)」。 

  接下來，我將在第二節中闡述，海德格如何以存有的時間狀態詮釋存有；這

是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具體地以作為超越界域的時間，詮釋存有理解

的唯一例子。 

 

第一節：此在的時間性與存有的時間狀態 

  首先我們知道，此在生存便對在世界內的存有者有所作為，此在對存有者

之所作所為乃基於其實際生存之下的前存有論的存有理解；也就是說，當此在尚

未概念化地把握存有，或者說將其對象化之前，此在已於實際生存之中理解了存

                                                                                                                                                           
來稱謂和談論；繫詞的存有」關於這四個對於存有的傳統論題，可詳參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200 依次是「時間性與時間狀態」、「時間狀態與存有」及「存有與存有者；存有論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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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之存有。存有理解就像光照一般，首先敞亮了存有者，讓存有者得以存有，

因而使得此在得以對其有所作為。所以說，在此在實際生存的理解中，早已包含

了一種存有理解，該理解不僅涉及此在自身，並且也涉及了隨著在世存有而一同

被揭示出來的存有者。201 

  然而在之前的討論中，我們尚未從理解的結構──投設，來把握這種存有理

解。此在之所以能對存有者有所作為，乃因其早已理解存有者之存有。這也就是

說，此在將存有者投設於存有，因而才理解了存有者，理解地對之作為；但這卻

同時表示，存有必定也被投設於某處，我們以此才理解存有。所以海德格說：「我

們所面臨的任務並非僅止於，從存有者出發達致其存有之後返回存有者，而且當

我們探究存有理解自身的可能性條件之際，我們還要超出(beyond)存有去探究，

存有自身作為自身被投設於何處。」202 

  超出存有，去探究存有被投設於何處，這個何處對存有而言具有敞亮存有的

光照。在這裡，海德格其實是運用了柏拉圖在《理想國》(Republic)中對於光照的

想法。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指出，在《理想國》第六卷中，柏拉圖將

存有者的領域劃分為──可目視的(the horaton)及可思維的(the noeton)；203對應於

不同領域的存有者，具有不同接近(access)方法。可目視者由感性所揭示，而可思

維者則是知性或理性所覺知(對海德格而言，存有理應屬於可思維者)；然而在不

同的接近方法之外，兩者皆仍有接近之所以可能的條件。 

  簡單地說，對於可目視的存有者而言，光(phos)或者說是太陽(helios)乃是其

被目視的可能性條件。因為眼睛必須在光亮中才能進行揭示，所有的揭示都需要

一種先行的照亮。太陽給予光照，照亮存有者，甚至滋養存有者，使之生成變化；

                                                       
201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280. “In existentiell 
understanding, in which factical being-in-the-world becomes visible and transparent, there is always 
present an understanding of being which relates not only to Dasein itself but also to all beings which 
are unveiled fundamentally with being-in-the-world.” 
202 同上 p.282. “We confront the task not only of going forth and back from a being to its being but, if 
we are inquiring into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f 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 as such, of inquiring 
even beyond being as to that upon which being itself, as being, is project.” 
203 同上 p.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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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太陽本身並不生成變化，它超乎存有者而並非一般存有者。 

  那麼，對應於目視需要太陽，思維需要什麼樣的光照才能揭示存有？答案是

善之理念(the idea of good)。一切科學認識都是在善之理念下才得以可能，尤其是

哲學的認識，必須在善之光照下才能揭示存有。但是善如同太陽超乎存有者，它

本身則超乎存有。海德格對此說道：「那敞亮了對存有者之認識(實證科學)以及

對作為揭示的存有的認識(哲學知識)甚至超出了存有。」204 

  所以只有當此在處於超出存有之光照中，此在才認識存有者，理解了存有；

我們總是說此在具有存有理解，也就等於說，此在總已先行活動在某種被敞亮的

界域裡，理解了存有，對存有者有所作為。 

  然而，我們知道此在能對之有所作為的存有者，乃是在世界內的存有者，其

可能性條件在於此在；因為此在作為在世存有，首先將世界之光照耀於在世界內

的存有者，世界其實就是存有的敞開狀態。205存有首先於世界敞開而得以被理

解，此在的在世存有便是理解存有最切近的先決條件。在世存有又為時間性所構

成，因而時間性才成為存有理解最終的可能性條件。 

  在第一章第四節裡，我們已約略說明時間性如何構成在世存有；現在我們要

更進一步時間性地闡釋，在世存有如何使得理解存有者之存有得以可能。 

  此在作為在世存有，最切近此在的存有者乃是在周遭世界(Umwelt)中具有用

具(Zeug)構成的存有者；所有這種此在所使用的存有者，我們一直以來都將之稱

為及手物(das Zuhandene)。而及手物的存有乃是關聯性(Bewandtnis; involvement)，

海德格曾以槌子為例，槌子之所以為槌子乃是其存有關聯於為了捶打某物的功

能，因而用具乃是一種為了(Um-zu; in order to)，就像槌子就是一種為了捶打某

物；這種為了……構成了用具的是什麼(whatness)及如何是(howness)。 

  而我們在其中也看到某個用具之為某個用具並非單獨的個體，某個用具具有

                                                       
204 同上 p.284. “That which illuminates the knowledge of beings(positive science)and the knowledge 
of being(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s unveiling lies even beyond being.” 
205 詳參 Martin Heidegger, Pathmarks, p.266. “For us ‘world’ does not at all signify beings or any 
realm of beings but the openness of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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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聯於其他用具的特性，其他用具又關聯著另一個其他用具，因而構成了關聯性

全體。在關聯性全體中，某個用具才作為某個用具；例如為了捶打某物的槌子，

它的存有乃是為了捶打另一個某物，因此具有關聯於其它及手物的特性，而其它

及手物的存有又繼續關聯著其它及手物，如此關聯最終構成了關聯性全體

(Bewandtnisganzheit)，槌子就在其中才成為捶打某物的槌子。也就是說，不能捶

打某物的槌子，或被槌子捶打的某物不可能存有時；或者更精確地講，當槌子不

在其關聯性全體中，它就不是槌子了。 

  日常此在與存有者關聯之際，也就是在與用具打交道(Umgang)過程中，已預

先將用具投設於關聯性的指引中，所以此在才能使用用具；譬如說，此在在使用

槌子之前，早已預先將槌子投設於其關聯性的指引中，理解了槌子乃為了捶打某

物，此在才能使用槌子。海德格將這種投設稱為「讓關聯(Bewendenlassen)」，而

在與用具打交道的過程中，最終具有此在所要實踐的成品(Werk)，這些用具最終

關聯於成品的用處(Wozu)；例如在與槌子打交道的過程中，不斷地關聯於其它用

具的關聯性，最後可能完成一張桌子，在這過程中，所有用具最終關聯到桌子的

用處。 

  而從時間性的角度來看，此在在使用用具時便已期備(gewärtig)著某種用處；

為了完成這種用處，此在必先在其環視(Umsicht)中持留(behalten)了關聯性整體，

藉此(Womit)得以讓用具在其關聯性整體中指向最終的用處。 

  因此，對於用具的存有──關聯性的理解，其實就是一種持留的期備。正是

在這種理解中，使用用具對此在而言才得以可能；也就是說，用具在這種理解之

中，才被當前化(gegenwärtigen)成為在場者進入了當前。所以海德格說：「讓關

聯作為對於關聯性的理解，乃是一種投設，它首先把光給予此在，在這光的照亮

中用具之類的東西才與此在遭逢。作為對於關聯性的理解，讓關聯具有一種時間

構成。然而，它自身回溯地指向一種更為原初的時間性。」206 

                                                       
206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293~294. “Letting-function, as 
understanding of functionality, is that projection which first of all gives to the Dasein the light in w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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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關聯性的理解，也就是持留的期備，本身將回溯地指向更為原初的時間

性，乃是因為我們的討論還未進入關聯性全體的最終關聯。一切用具的為了，最

終都是為了為何之故(Worumwillen)，也就是此在的為其自身之故。譬如桌子的用

處、房子的用處、車子的用處……最終都為了此在；用處，總是對於此在才有用。 

  而這個為何之故本身不再具有為了的性質，其所為之故便是此在自身。因為

此在的存有乃是生存(Existenz; existence)；這也就是說，此在在其存有中總是為了

自身的能夠存有，因此為何之故便是為了此在自身的能夠存有。 

  此在的能夠存有便在持留的期備所開顯的關聯性全體中，讓自身能夠指引

(verweisen)著關聯性全體的關係，這種指引關聯也就是海德格所謂的賦與含義

(be-deuten)。此在讓自身在對關聯性全體的理解中指引著其關係，因而賦與整體

關聯性含義(Bedeutung)，關聯性全體關聯的含義便是所謂的意蘊(Bedeutsamkeit)；

也就是構成世界的世界性(Weltlichkeit)，因此世界對海德格而言並非是存有者的

加總，而是全體存有者之意蘊。 

  所以此在對於槌子的使用，首先奠基於對其關聯性的理解投設，而對其關聯

性的投設又奠基於對關聯性全體之理解，最後對關聯性全體之理解乃奠基於此在

的能夠存有所賦與的含義之中，也就是意蘊、世界性。 

  這一連環的奠基使我們了解到，此在作為在世存有，乃是徹徹底底的超越者

(transcendent)。207在與及手物打交道的過程中，此在總已理解其關聯性；然而卻只

有從關聯性全體、意蘊、世界，此在才返回及手物這類的存有者。208可以說此在

作為在世存有總已超越(transcend)了存有者。 

  所以海德格所使用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概念，並不具有笛卡爾以來主客對

立的意味；也就是說，此在並非如主體一般，超越了內在意識的界限，以得知外

                                                                                                                                                           
luminosity things of the nature of equipment are encountered. Letting-function, as understanding of 
functionality, has a temporal constitution. But it itself points back to a still more original temporality.” 
207 同上 p.298. “In other words, the being that we ourselves in each case are, the Dasein, is the 
transcendent.” 
208 同上 p.299. “……in dealing with handy equipment the Dasein always already understands 
functionality—that the Dasein return to beings of that sort only from its antecedent understanding of 
functionality contexture, significanc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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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對象。此在根本就不是這種存有者，海德格之所以拋棄主體一詞而使用

此在來描繪我們自身所是的存有者，為的就是揚棄傳統哲學對於我們自身所是的

存有者的錯誤偏見；而他再再強調此在的根本構成乃是──在－世－存有，其連

字號(－)的使用就是為了突顯此在作為在－世－存有，它乃是一整體。 

  所以當海德格在使用超越性(transcendence)這一概念時，他說：「我們按照超

越性這個詞的原初意義來規定這個哲學概念，並不太顧及其傳統哲學的用法，反

正傳統用法歧義甚多而且模糊不清。」209因而超越性在海德格的使用中便相對單

純，它僅僅意指超出(step over)；我們剛剛說，此在乃是徹徹底底的超越者

(transcendent)，也僅止於表明：此在超出，而非指超出所達致的某某。若用在世

存有來說明這點就更清楚了，此在並非作為一主體之後，超越了內在意識才達致

外在世界；而是此在本身作為超越者，它就是在世存有整體，向著世界超越。 

  所以海德格說：「超越性使返回存有者得以可能，以致先行的存有理解乃奠

基於超越性。」210我們從此在與最切近的存有者──及手物開始分析起，了解到

理解其存有──關聯性，乃奠基於對關聯性全體之理解，也就是此在持留的期

備；而這種存有理解又奠基於作為在世存有的此在，因為此在作為在世存有乃是

所有為了最終的為何之故。此在為了自身的能夠存有，在關聯性全體中讓自身指

引其關聯，賦與含義，構成了意蘊與世界。因此，此在總已先行超越存有者作為

在世存有，才使理解存有得以可能。 

  然而在前一章的爬疏中，我們已知此在為其自身之故、到向自身乃基於將來

才得以可能；另一方面，此在在其現身情態中構成了世界的敞開狀態，而處於關

聯性全體之中，乃奠基於其已是。此在之已是的將來，其實就是其對於整個世界

的理解，而基於這種理解，此在才有所當下化，遭逢在世界內的存有者；也因此

在《存有與時間》中才會有，在已是過程中的將來從自身釋放出當前這樣的說法。

                                                       
209 同上 p.298. “We define the philosophical concept of transcendence following the pattern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word and not so much with regard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usage, which 
besides is quite ambiguous and indefinite.” 
210 同上 p.300. “It makes possible coming back to beings, so that the antecedent understanding of 
being is founded on transc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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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此在當前化在世界內的存有者，與之遭逢，乃奠基於對其存有的理解；而對

於在世界內的存有者之存有理解，又首先奠基於對世界之理解，也就是此在已是

的將來。因而我們便能理解，海德格在《邏輯的形上學基礎》中說道：「時間性

作為綻出的統一，所時間化者乃是界域的統一，亦即世界。」211 

  由此在的時間性所時間化者，就是整體的在世存有。因而時間性乃是在世存

有的可能性條件，時間性構成了此在對於世界的理解，也就時間化世界。海德格

將時間性時間化世界，這種事件的發生稱為原事件(Urereignis)：「向世界超越的

在世存有時間化作為時間性的自身，並且因之而得以可能。這意味著只有當時間

性時間化自身時，世界入口(Welteingang)才發生；以及，只有當世界入口發生

時，存有者才敞開自身作為存有者。這一切之所以可能僅止於在存有理解的基礎

上，因而存有理解的可能性必定在於時間性之時間化之中。伴隨著並且在時間性

的時間化以及存有者的世界入口之中，存有者進入時間；存有者被理解了，而且

被規定為在時間內。因為世界入口的發生(Ereignis)乃是原事件(Urereignis)，

並且本質地就是時間化，所以即使在前哲學地對存有者的作為和通常對於存有的

前存有論規定中，仍然傾向參照時間，完成對存有的規定。」212 

  從這段引文我們可知，只有在向著世界超越的在世存有時間化自身的前提

下，存有理解得以可能，因而使得世界入口發生。世界入口的發生，就像是一道

超越存有者的曙光，首先敞亮了在世界之內的存有者；也像從一片混沌中，這才

劃分出光明與黑暗。此時存有者才存有、才是……，具有了是什麼(whatness)和如

何是(howness)，此在也因而才理解了存有者之存有。世界本身便是時間性所時間

                                                       
211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Logic, p.210. “And what the 
latter(temporality), as ecstatic unity, temporalizes is the unity of horizon, the world.” 
212 同上 p.211~212. “Being-in-the-world, transcending toward world, temporalizes itself as 
temporality and is only possible in this way. This implies that world-entry only happens if temporality 
temporalizes itself. And only this happens can beings manifest themselves as beings. But insofar as this 
is possible only on the basis of understanding-of-being, the possibility of the understanding-of-being 
must reside in the temporalization of temporality. Beings enter ‘into time’ in and with the 
temporalization of temporality and world-entry of beings; beings become understood and determined 
as intra-temporal. Because the event of the world-entry of beings is the primal event and is, in essence, 
temporalization, there is a tendency, even in the pre-philosophical comportment to beings and in the 
common pre-ontological determining of being, to effect the determination of being by reference to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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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超越界域(transcendental horizon)，因而隨著原事件的發生，在世界內的存有

者也已在時間內了。 

  因此存有理解奠基於在世存有，在世存有奠基於此在存有便向著世界超越的

超越性，超越性又奠基於時間性，時間性因而作為存有理解最終的可能性條件。

這看似複雜的一連串奠基過程，其實似乎只發生在邏輯的思考之中，才有這種思

想上的先後順序；在前存有論或前哲學的生活中，實際的原事件早已發生，無所

謂這種次序，因為這些概念都只是此在的存有構成環節，彼此相互歸屬並無獨立

性可言，而人們更早已在思辨之前便傾向以時間去規定存有了。 

  然而在思維上，在世存有仍是存有理解最切近的可能性條件；而在世存有又

是以時間性之綻出而得以可能。我們在第一章第四節中已約略提及，綻出並非只

是單純的一種出離(Entrückung)，並非此在一種純粹的出離自身而已，綻出具有一

種獨特的敞開狀態或稱敞開性(openness)。綻出具有其綻出結構，也就是說，綻出

之所往、其敞開狀態已由其結構所預先確定。海德格將綻出之所往稱為界域

(horizont; horizon)，而每一綻出又有其不同的界域圖式(horizontal schema)。 

  而我之所以將 horizont(horizon)翻譯為界域而非視域，主要的基本理由在於：

horizont 並不必然首要地關聯於觀看或直觀，它自身單純地意指，那立界者、包

圍者；而且最重要的一點是，綻出絕對不是一種意識到……，因此綻出並非意識，

當然也不是一種觀看。那麼界域其實就是綻出對其自身的包圍，213綻出有其界

限，一種具有敞開性的界限。 

  既然時間性作為綻出之統一，每一綻出之所向的界域在時間化中也有其統

一；也就是上述此在存有便總是向其超越的界域──世界。世界作為存有的敞開

狀態(openness)才成為理解存有最切近的可能性條件，而我們特地把時間性所時間

化的統一界域，稱為超越界域(transcendental horizon)。 

  在此讓我們停下腳步，回顧本論文從頭至此的探究成果；本論文的研究焦點

                                                       
213 同上 p.208. “But horizon is not at all primarily related to looking and intuiting, but by itself simply 
means that which delimits, encloses, the enclosure. And the ecstasies are, of course, not an awareness 
of, not a consciousness, and even less a looking. Now we say each ecstasis encloses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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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於，海德格如何以時間性作為詮釋基礎，解說時間之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

在第一章的闡釋中，我們已知此在作為存有的開顯者，必須去是(zu sein; to be)它

的「此」。對於「此」的解釋，從我們的爬疏中，可發現海德格有過多種描述，

包括：存有的開顯狀態(Erschlossenheit)、活動空間(Spielraum)、敞開域(das Offene)、

疏明(Lichtung)；這些字詞幾乎都具有空間性的意涵，簡單地說，「此」就是存有

所在的場所。此在因為必須去是此一存有所在的場所，所以它開顯了存有；而此

在去是它的「此」的存有方式，包括了現身情態、理解和陷溺，這些存有結構之

整體最終統一於時間性。 

  時間性作為此在的綻出，並非只是單純地出離自身，這種出離乃是一種敞開

的存有；它綻出了具有空間性的界域，使得存有於其中開敞自身，可以說這種界

域就是存有本身。 

  因著此在去是它的「此」，此在的綻出敞開了存有，從中此在得以理解存有；

所以追根究柢，此在的時間性乃是存有理解最終的可能性條件。對此，海德格說

道：「時間性乃是所有的存有理解之可能性條件；存有藉由時間而被理解和概念

地把握。時間性作為這種條件時，我們便稱之為時間狀態(Temporalität)。」214 

  藉由作為時間狀態的時間性，存有便被理解，甚至可能概念地把握；其實這

種時間狀態，就是上述因綻出之統一而得以統一的超越界域。因為，海德格在另

一個段落如此提及時間狀態：「時間狀態就是，關於界域圖式之統一的時間性。」

215時間性作為時間狀態關係著界域圖示的統一，這個統一的界域也就是理解存有

之超越界域；而時間狀態作為時間性最原初的時間化，216從此在的時間性到理解

存有的超越界域，便似乎有路可行，《存有與時間》文末的問題在《現象學基本

                                                       
214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274. “……temporality is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f all understanding of being; being is understood and conceptually 
comprehended by means of time. When temporality functions as such a condition we call it 
Tempoality.” 
215 同上 p.307. “Temporality is temporality with regard to the unity of the horizonal schemata 
belonging to it.” 
216 同上 p.302. “The most original temporalization of temporality as such is Tempor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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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裡有了進一步回應。217因而下一節的工作便是具體地闡釋，海德格如何以

時間狀態作為理解存有的界域。 

 

第二節：以存有的時間狀態詮釋存有 

  在上一節的爬疏中，我們具體闡釋了此在的時間性如何作為存有的時間狀態

成為理解存有的可能性條件。簡言之，時間性構成了此在的超越性，因為此在存

有便向之超越的世界乃是時間性所時間化者；綻出作為此在之出離自身，乃是超

越性之根源所在。此在在超越中也才構成了自身性，作為整體的在世存有，成為

存有理解最切近的可能性條件。 

  世界作為時間性之統一界域乃是存有的敞開狀態，使得存有者得以存有，也

得以被理解。因為在第一章中我們已知，世界的敞開狀態乃是由此在的現身情態

所構成，而現身情態總是有所理解的現身情態；也就是說，此在總是為其自身的

能夠存有之故，賦與意蘊構成世界之世界性，這才為存有者提供了世界入口，讓

之存有，因而存有者之存有其實首先相關於此在的能夠存有。海德格對此說道： 

  「存有確實也已在存有理解中被揭示了。但作為生存者的此在，卻非直接地

對存有自身有所作為，甚至在此在可能存有論地理解自身的意義上，此在也並非

直接地對其本己的存有自身有所作為；而是只要此在是為了其本己的能夠存有，

這個能夠存有便原初地被理解為，我自身一向所是的存有者之能夠存有。」218 

  因此揭示存有的存有理解其實奠基於此在的能夠存有，此在首先藉由其自身

的能夠存有，才間接的對存有有所作為、有所關聯。因為此在關聯性全體中為了

                                                       
217 「必定是綻出的時間性本身的一種原初時間化方式，使得對整體存有的綻出的投設得以可能；

對於時間性時間化的這種樣態該如何詮釋？從原初時間到存有的意義是否有路可尋？時間自身

是否敞開自身作為存有的界域？」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p.488. “Hence the 
ecstatical projection of Being must be made possible by some primordial way in which ecstatical 
temporality temporalizes. How is this mode of the temporalizing of temporality to be Interpreted?” 
218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321. “Being is indeed also 
already unveiled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being; nevertheless, the Dasein as existent does not comport 
itself towards being as such directly, not even to its own being as such in the sense that it might perhaps 
understands itself ontologically; but since the Dasein is occupied with its own ability-to-be, this can-be 
is understood primarily as the can-be of the being that in each case I myself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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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身的能夠存有，構成意蘊而賦與存有者含義；因此此在理解存有者之存有，

便是將存有者投設於世界，在世存有也因之成為存有的可理解性來源。 

  然而，我們已知世界乃是時間性之綻出的界域圖式之統一；那麼追根究柢，

存有之可理解性乃源自於界域圖式，也就是存有的時間狀態。以下，我們將根據

時間狀態來詮釋我們在上一節中對及手物之存有的分析。 

  首先我們已知，與及手物打交道的可能性條件在於，先行對用具之關聯脈絡

持留－期備的當前化；也就是首先對其及手物之及手性(Zuhandenheit)有所理解，

才能當前化及手物、與之遭逢。因此在當前中，當前化某一及手物之際，其實已

對其及手性有所理解。而我們也已知當前作為綻出，有其綻出之所往的界域圖

式，海德格對當前的界域圖式特地以拉丁文 Praesens「在場」稱之，並且說道：「在

藉由時間詮釋存有的向度中，我們對所有的時間規定，特意使用拉丁文式的表

達，以便在術語上與先前所描述的時間性之時間規定區別開來。」219 

  以拉丁文表達的界域圖式乃是詮釋存有的時間狀態，而在場作為當前的時間

狀態，其所當前化的存有者之存有──及手性，便具有一種在場的意義(praesensial 

meaning)；也就是說我們從作為理解存有的可能性條件的時間狀態──在場，時

態地(Temporally)理解其存有意義。就理解的結構來看，我們便是將當前所當前化

的存有者投設於在場。因此海德格說：「當前化乃是在時間性之時間化中的綻出，

它於在場理解自身。作為出離……，當前乃是向著被遭逢的存有者之敞開存有

(being-open)，被遭逢的存有者於在場先行地被理解。基於綻出中出離所達致的

界域──在場，在當前化中被遭逢的一切都被理解為一種在場者(Anwesendes)，

也就是說於在場中被理解了。」220 

                                                       
219 同上 p.305. “Here, in the dimension of interpretation of being via time, we are purposely making 
use of Latinate expressions for all the determinations of time, in order to keep them distinct in the 
terminology itself from the time-determinations of temporality in the previously described sense.” 
220 同上 p.306~307. “Enpresenting is the ecstasis in the temporalizing of temporality which 
understands itself as such upon praesens. As removal to...,the present is a being-open for entities 
confronting us, which are thus understood antecedently upon praesens. Everything that is encountered 
in the enpresenting is understood as a presencing entity[Anwesendes]—that is, it is understood upon 
presence—on the basis of the horizon, praesens, already removed in the ecst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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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手物於在場中被理解，這等於說，我們藉由時間性綻出之界域圖式理解其

存有，在場便是及手物之存有的時間狀態。而這也印證了當前在與及手物打交道

的時間性中具有領導性的地位；因為由於此在當前化及手物，才能與之遭逢、打

交道，我們也因此主要地藉由其界域圖式──在場，理解及手物之存有。海德格

對此說道：「為展現出存有的時間狀態，迄今為止的論述結果可總結為一句話。

及手物之及手性，這類存有者之存有被理解為在場；作為可非概念地理解的在

場，已在時間性之自身投設中被揭示了，藉由這種時間性之時間化，與及手者和

手前者之生存的打交道才得以可能。」221 

  在場在時間性之自身投設中被揭示，而在場作為理解存有的界域圖式，乃是

存有的可理解性來源，它敞開了及手物之存有，使此在理解到及手物就是一種在

場者。如此，在場作為一種存有的時間狀態不僅首先敞開存有，更使得此在得以

通達存有者，與之打交道。 

  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此在與及手物之打交道(Umgang)並不一定總能暢通無阻

(uninterrupted)，因為及手物在用具的關聯脈絡中總是關聯於其他用具，那麼當某

件用具缺失(missing)時，打交道的進程便被中斷了。對於這種用具之缺失，海德

格說道：「缺失意味著原本及手之物的非及手性。」222也就是說，缺失乃是通達

非及手之物的方式；而與缺失相對的乃是找到(finding)，因此找到則為通達及手

物的方式。 

  舉個例子來說，當此在企圖完成一張桌子，那麼它在與用具打交道的過程

中，已藉由持留的期備先行理解了相關的用具脈絡，包括槌子、釘子、木材……

等等用具材料；然而在其實踐之際，也就是在當前中企圖當前化某一特定用具時

──例如槌子，若此在沒找到槌子，那麼整個完成桌子的打交道過程便因有所缺

                                                       
221 同上 p.308~309. “The result of considerations thus far, which were intended to serve to exhibit the 
Temporality of being, can be summarized in a single sentence. The handiness of the handy, the being of 
this kind of beings, understood as praesens, a praesens which, as non-conceptually understandable, is 
already unveiled in the self-projection of temporality, by means of whose temporalizing anything like 
existent commerce with entities handy and exant[at hand] becomes possible.” 
222 同上 p.310. “Being missing means the unavailability of something otherwise handy, its 
un-hand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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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中斷了。此時此在不得不停頓下來去面對缺失的槌子，槌子在整個相關的用

具脈絡中，也就從及手物變為非及手物。而當此在找到槌子時，也就等於當前化

槌子，此在得以繼續使用，槌子也因此再度成為及手物。 

  如此看來，我們可將找到視為當前化的一種方式，那麼缺失也就等同於非當

前化(Nichtgegenwärtigen)；不過更精確地說，缺失這種非當前化並非就是不在當

前，這種非當前化仍在當前，成為當前一種特定樣態的無當前化

(Ungegenwärtigen)，因而仍處於對某及手物之期備與持留的統一之中。223 

  也就是說，仍是在當前中，才缺失某一及手物，缺失便是當前一種特定樣態

的無當前化；原本應當前化某一存有者，但卻落空了而無所當前化。不過這種無

當前化，仍作為綻出與期備和持留統一；而且正是在持留的期備中，此在才可能

有所缺失。因為持留的期備先行理解了相關的用具脈絡，得以環視(Umsicht)整個

用具整體，才能在這個整體中發現有所缺失。反過來說，若無先行環視整個用具

整體，此在也無法缺失某一特定的及手物。 

  那麼在綻出之統一中的當前，便具有兩種特定的樣態──當前化與無當前

化；而當前化有其對應的界域圖式在場，無當前化是否也有其界域圖式？海德格

回答道：「不在場(absens)的界域圖式屬於，使得缺失得以可能的無當前化之綻

出。」224與無當前化作為當前一種特定樣態一樣，不在場作為界域圖式，其實也

是在場的一種特殊模式；海德格甚至表示，從在場轉變為不在場，在場(praesens)

在不在場(absens)中保存了轉變的自身。225因此，即使在打交道的過程中，在無當

前化之際發現及手物有所缺失，成為非及手者，此在依然藉由時間性之界域圖式

理解這種非及手物之存有。這種存有從及手性，轉變為非及手性，那麼理解其之

界域，也就從在場轉變為不在場。 

                                                       
223 同上 p.310~311. “Missing is a not-enpresenting, not in the sense of remaining away of present, but 
rather an un-enpresenting as a specific mode of present in unity with an expecting and retaining of 
something available.” 
224 同上 p.311. “To the ecstasis of the unenpresenting that makes missing possible there belongs the 
horizonal schema of absens.” 
225 同上 p.311. “This modification of praesens to absens, in which praesens preserves itself as 
modif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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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使我們理解到，不僅綻出具有肯定和否定的樣態，綻出的界域圖式亦

然；而且其肯定和否定的樣態並非相互對立而無法相容，就像無當前化仍是一種

當前，而在場在不在場中保存了轉變的自身；海德格甚至表示：「當黑格爾說道，

存有與虛無彼此同一，也就是相互歸屬時，乃是循著一條基本的真理。」226 

  由此可知，當前化與無當前化、在場與不在場乃是相互歸屬的同一者；甚至

有無同一，而非互斥的相異，在存有自身之中就懷有虛無之可能。然而，其如何

可能，卻是《現象學基本問題》所留下的難題，在下一章中會有相關的討論。 

  在這裡要更進一步爬疏的是，相關於當前有其肯定和否定的樣態，那麼期備

與持留同樣也具有其肯定和否定的模式。就像在當前中的缺失，奠基於對相關用

具脈絡之持留的期備；然而，若在此一用具脈絡裡，出現了非期備(Nichtgewärtigen)

的用具，則此在便可能感到驚異(surprised)。這種非期備，也並非不在期備之中，

而是在期備中的一種無期備(Ungewärtigen)；例如，我本來預計今天上學要搭公

車，但在等公車之際(期備的當前化)，突然聽到背後有人按喇叭，嚇一跳、回頭

一看原來是同學開車也要去學校，可以順便載我一程(無期備的當前化)。227 

  從原本期備著當前化搭公車上學，到無期備地搭上順風車，這個過程使我感

受到驚異；而且正是這種從期備著某一特定目而當前化某一特定用具，到無期備

地當前化另一用具之轉變使得驚異得以可能。從中我們可看出，期備與無期備也

並非互斥的相異；而是相互歸屬在將來的向度裡，具有轉變模式的可能。 

  讓我把上述例子再更動一下，便可繼續說明持留。例如，一直以來我都是搭

那個同學的車上學，從來不曾打算過(Nichtrechnen mit)搭公車，然而那個同學卻

突然有天生病了，害我不得不考慮過去從未持留的用具選項──搭公車。於是，

公車這項用具，從非持留(Nichtbehalten)轉變為我所持留的選項，而進一步當前化

使我能夠準時上學。因此，這種非持留並非不在持留之中，而是持留的一種特定

                                                       
226 同上 p.311~312. “Hegel is on the track of a fundamental truth when he says that being and nothing 
are identical, that is, belong together.” 
227 此例參考了 Thomas Sheehan 所提供的例子改編而成。原例可詳參 Thomas Sheehan, “‘Time and 
being,’1925-7”. In: Martin Heidegger : critical assessments, edited by Christopher Macann,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 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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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態──無持留(Unbehalten)；持留與無持留同樣相互歸屬於已是的向度。此在便

如上述藉由這三種綻出的肯定和否定樣態，與及手物打交道，時態地理解其存有。 

  總結來說，在這一節裡，我們從時間性的三個綻出面向，去分析通達及手物

之方式；發現到由於在打交道的時間性中，當前具有領導性地位，因而我們主要

將及手物投設於當前的界域圖式──在場，而得以理解其存有。而時間性作為理

解存有的可能性條件，其綻出之界域圖式就是存有的時間狀態，因而在場乃是及

手物之存有的時間狀態；在這種時間狀態中，存有被敞開了，更使得在場者得以

被通達。 

  然而在場卻與不在場相互歸屬，當前化與無當前化、期備與無期備、持留與

無持留亦然；這使得我們理解到及手物之存有具有轉變(modified)的可能性，不過

其存有可能，仍全然地屬於綻出所立的界域之中。也就是說，其存有之可能性總

具有時間狀態；或者更精確地說其存有之可能性包含在時間狀態的界域裡，此在

因之才能理解及手物之存有。 

  不過，就《現象學基本問題》作為解說時間之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這一點，

海德格其實僅藉由在場，完成了解說及手物之存有理解的時間界域，仍尚未達致

整體存有(Sein überhaupt)──若照《存有與時間》的存有者分類，起碼還有手前

者、其它共同此在、此在，因而也就還沒達成解說，任何一種存有理解皆以時間

為其界域。 

  而且《現象學基本問題》對於時間狀態之解說，本身就仍留有許多待解決的

問題。這些問題有些或許是因為《現象學基本問題》原本乃是由上課之講稿編集

而成，因而有學期課堂時間上的限制，無法完全解決；不過有些則或許是因為在

思路上的確碰到了實質困難，使得海德格在當時無法進一步徹底完成解說時間之

為理解存有的超越界域的任務。因此在下一章中，我主要的工作首先在於爬疏，

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海德格自身所承認的思想難題；而後嘗試藉由其後期相

關思想，加以補充闡述，以冀未來能更進一步釐清海德格思想中的存有與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