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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我們跟隨著海德格的思路，就其之《存有與時間》第一部的寫作大綱爬梳起，

首先切入存有與此在的關聯；此在作為理解存有的存有者，乃是存有理解在存有

者層次的可能性條件，為存有在存有者層次之奠基。284因此，此在具有存有理解

作為其存有構成，此在之「此」因而成為存有疏明的敞開域。也就是說，探究存

有問題，必先以「此」為基礎，只有釐清了此之存有(Sein des Da)，我們才能從

中明瞭存有意喻為何；海德格在解說《存有與時間》的方法及架構時就曾說道：

「此在之存有論的分析論，乃是為了揭露詮釋整體存有之意義的界域。」285 

  因而此在之存有論的分析論，乃是一般存有論之基礎所在；此在所綻出之超

越界域也就作為存有的活動空間(Spielraum)，成為揭示存有的界域。所以第一章

便從此在的存有分析起，探究此在如何構成存有在此(Da-sein)；於其中，我們了

解到整體存有者之開顯其實關聯於此在的整體存有，286而此在的整體存有──預

趨的決斷，乃奠基於時間性，因而時間性乃是構成存有之界域的奠基所在。從存

有與此在之關聯，經此在分析，以致其最終奠基──時間性；對此思路──存有

至時間──之爬疏就是本論文第一章的任務與目標。 

  然而至此我們仍未完成《存有與時間》的初步目標：「將時間詮釋為，任何

一種存有理解皆必須以時間為其可能界域。」287也就是未將時間詮釋為理解存有

之界域。 

  本論文藉由《現象學基本問題》之助，在第二章爬疏了海德格詮釋時間之為

理解存有的界域的章節；了解到此在的時間性作為理解存有的可能性條件，其所

                                                       
284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255. “only as long as Dasein is (that is, only as long as 
an understanding of Being is ontically possible), 'is there' Being.” 
285 同上第五節標題 p.36. “The Ontological Analytic of Dasein as Laying Bare the Horizon for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Being in General.” 
286 因為死亡乃是無所關聯的、此在最本己的存有可能性，當此在預趨至死亡之際，存有者整體

完全失去意蘊，使得此在不再陷溺於存有者；此時此在明瞭其作為開顯狀態關聯於存有者全體、

關聯於世界之為世界，卻也在預趨死亡的同時，此在能獲致整體存有的可能性。更詳細的說明請

參考第一章第四節。 
287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p.19. “Our provisional aim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ime as 
the possible horizon for any understanding whatsoever of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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綻出的界域圖式，乃是存有的時間狀態。如此看來，此在的時間性與存有的時間

狀態乃是一體兩面，也就是綻出(εκστατικóν; Ekstasis)與綻出範圍(εκστημα; 

Ekstema)的關係；綻出不僅只是此在單純的出離自身，更重要的是它是一種敞開

存有。依《現象學基本問題》的基本思路看來，存有之敞開域便是由此在綻出的

界域所構成；藉由《現象學基本問題》我們應能肯定，時間性到存有的意義──

時間至存有──似乎有路可尋。 

  然而，我們在第二章中也發現，海德格對於時間之為存有的超越界域之解說

仍不夠充全；僅藉由時間狀態解說及手性之時間意義──在場，其距離達致整體

存有之意義甚是遙遠。更何況，此時海德格對於時間狀態之肯定面與否定面彼此

相互歸屬，存有與虛無竟能同一的問題，仍無力深入。 

  因此第三章的一個重要任務便在於整理出，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

對於時間之解說，自己已承認的疑難之處。其中包括了，時間之有限性的問題、

時間狀態之模式如何式變、在存有自身的結構中如何包含有否定性的構成、而這

樣的否定性構成又如何植根於時間之中；以致存有作為在場，對於在場之含義的

充分解說……等等問題。 

  藉此，我們發現到海德格在《現象學基本問題》中，對於現象學在多大程度

上確保著哲學的對象──也就是存有自身，288其實仍有所猶疑。不過，要針對這

個問題作一充分的闡釋，勢必需涵蓋海德格前後期之整體思路；對我來說仍過於

複雜而無力處理，289而且也超出了本論文單純地作為，對《存有與時間》之一個

關於時間性的探究。但我仍在最後一節，嘗試從海德格後期的思維角度來觀察，

汲取一些思想提示，以期未來能夠更徹底地把握海德格一生所思的存有與時間。 

  一個重要的基本問題在於，是否只要將時間解說為存有的超越界域，我們便

                                                       
288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p.328. “on how far 
phenomenology has assured for itself the object of philosophy” 
289 例如形上學語言的問題，它使得對於轉向的思考之充分道說失靈了；甚至，這種語言歪曲了

自己，因為它尚未成功地獲取現象學觀看的根本性幫助。引自 Martin Heidegger, “Letter on 
Humanism”. In: Pathmarks, p.271.“This language even falsifies itself, for it does not yet succeed in 
retaining the essential help of phenomenological se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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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從中把握存有自身？而從轉向的思考來看，我們必須對此一解說補充些什麼？

這其實也就是從存有真理來看待時間問題，因為海德格不斷在其後期著作中表

示，時間乃是存有真理的先行詞；290時間指示著在解蔽之際，同時又自行之蔽的

存有真理。 

  然而，若從時間作為超越界域來看，由於超越界域總關聯於作為對象的存有

者，也就是總關聯於因著存有理解而解蔽的在場者，因而無法確切把握在場自

身；或者，更嚴格地說，從根源而來的在場、不在場的在場──存有的遮蔽面向。

雖然，存有作為敞開域，必然關聯於存有者；但其自身卻自行遮蔽，以有利於其

之贈禮。291就像在疏明中的光影交織，若無黑暗與之相織，我們何以識其光明。 

  或許，要超克超越界域返回根源，只有不著眼於存有者來思存有(Sein ohne das 

Seiende zu denken)，才能達致界域的背面。 

  關於這一點，就我的理解而言，其實海德格對死亡的思維便很符合上述要

求。當此在本真地向死存有時，死亡乃是此在最本己的存有可能性，意味著此在

不再可能的可能性，因而無所關聯。然而死亡作為無所關聯者，其實卻關聯於存

有者整體之開顯，以及奠基於時間性的此在之整體存有；292海德格在《詩人何為》

(Wozu Dichter?; Why Poets?)中藉著 Rilke 的話說道： 

  「死亡乃是生命規避我們的一面，為我們所掩蔽(《Muzot 書簡》第 332 頁)。

死亡和死者的國度屬於存有者整體的另一面向。這一領域是另一種牽引，亦即敞

開域之整體牽引的另一面向。」293 

  可以說，死亡乃是界域之背面，關聯著存有者整體之開顯，但卻又與存有者

                                                       
290 例如 Martin Heidegger, On Time and Being, p.28. “The name ‘time’ is a preliminarily name for 
what was later called ‘the truth of Being’.”及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Metaphysics”. In: Pathmarks, 
p.285. “In Being and Time, Being is not something other than time: ‘Time’ is a preliminary name for 
the truth of Being, and this truth is what prevails as essential in Being and thus is Being itself. ” 
291  詳參 Martin Heidegger, On Time and Being. p.9. 
292  詳參第一章第四節。 
293 引自 Martin Heidegger, “Why Poets?”. In: Off the Beaten Track, p.227. “Death is the side of life 
turned away from us, unlit by us" (Briefe aus Muzot, p. 332). Death and the kingdom of the dead 
belong, as the other side, to the entirety of beings. This realm is "the other attraction," that is, the other 
side of the whole attraction of the 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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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關聯的面向。它牽引著此在，當它向此在發出呼喚時，此在便能解除封閉狀

態(Ent-schlossenheit)，重新對存有敞開，開顯存有者；然而其本身(Ent-schlossenheit)

卻再一次造成了封閉狀態，自行遮蔽。 

  就我的理解，在《存有與時間》中關於死亡的思維論述，對海德格的有限性

思想有著深刻的影響；海德格一再強調，轉向的思考乃起因於，他一直停留於《存

有與時間》之有待於思的事物之中。或許，死亡對於存有之有限性的洞見仍是值

得思之事物；而思維必須停留於其中，去思考如何進一步充分地、適當地道說，

這個既解蔽又自行遮蔽的存有真理。 

  而從存有真理的角度進一步思考此在的本質時，便可發現此在作為被拋的存

有者就是被拋入敞開域之整體牽引中內立(Innestehen)；它不斷地被呼喚敞開自

身，而人之為人便得忍受(Ausstehen)、接受著存有的贈禮。 

  因此就時間指示著存有真理而言，便必須克服界域自身(Die Überwindung des 

Horizonts als solchen)才能徹底思維存有自身。在本論文的基礎上，如能更進一步

徹底闡釋存有真理，或許便能更全面地掌握海德格前後期的存有之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