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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曲第三部曲第三部曲第三部曲            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    

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第伍章    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    

 
當女祭司說出真相，讓伊底帕斯發現自身驚駭之命運，他於是決定承

受比離開人世更加艱鉅的苦痛，自掘雙目羈旅異地，以自身的生命創

造另一個嶄新的斯芬克斯之謎。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作品中之生發作品中之生發作品中之生發作品中之生發：：：：開啟敞開領域開啟敞開領域開啟敞開領域開啟敞開領域        

 

    諸神創造了半神半人，但半神半人對諸神的反抗以建立自身是來自於諸神隱

匿的恩惠要求還是來自半神半人自身？半神半人對自身神性的再創造是來自於

諸神或是自我建立的自身要求？什麼是可以做為諸神隱匿的恩惠而現身在場的 

？或是必須做為諸神的隱匿而發生的半神半人為何？如果我們只可以看到半神

半人的現身那何以可以說有諸神？ 

 

    作品使爭執保持為持續的爭執而建立與完成自身，是來自於存有的隱匿，還

是來自於作品本質的創造呢？作品中發生著存有物整體之尚未到來的存有真理

是作品創作出來的，還是來自於存有自身尚未到來並要求到來而有的？作品是一

個被製品，但本身又有所創造，兩者如何區分？或是什麼可以做為尚未到來的存

有而發生？或者必須做為存有的隱匿而發生的自我隱匿的開顯為怎樣的開顯？

何以可以說有存有，我們不是只看到一個個的存有物嗎？這些問題轉換成在藝術

作品中，為何作品可以做為藝術而發生？作品如何與必須做為尚未到來的藝術而

發生的在場？何以說有藝術？  

 

    藝術作為作品的起源通過作品的創造而現身，作品才做為藝術的現實而發生 

，作品的創造必須做為藝術之真理的發生。藝術只可以通過作品的創造而在場，

作品作為使藝術成為藝術而在場，所以作品成為藝術的現實本身，一如神殿即是

神本身。半神半人的創造來自於諸神隱匿的要求，諸神通過半神半人的創造而現

身，使諸神成為諸神。諸神只可以通過半神半人的創造性的建立自身對諸神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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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而使諸神感受自身為神，半神半人才可以做為諸神成為諸神自身而發生，這是

半神半人的使命，半神半人完成自身就在於創造性的作為使諸神成為諸神的在場

生發，它必須使自身就是真理的在場，才可以使諸神成為諸神，兩者相互完成對

方與自身。1
 

 

    這節要談的是為何作品中可以呈現藝術，藝術如何與為何與是什麼而現身於

作品中，果真有藝術嗎？藝術給出東西出來嗎？什麼必須做為藝術起源而發生的

真理，這些問題仍然只可以由現實的作品中尋找藝術的本質，也就是作品的被創

造的再創造之存有狀態，通過這些問題的思考，發現在世存有要如何地參與於作

品的本質之中。 

    

((((一一一一))))作品作品作品作品之之之之存有存有存有存有    

            1111 作品的被創造之存有作品的被創造之存有作品的被創造之存有作品的被創造之存有    

 

這一單純的「存有事實」（factumest）是由作品將它帶進敞開領域之中

的。也就是說，在這裡，存有物之無蔽發生了，而這種發生還是第一次。

換言之，這樣的作品存有了，的的確確地存有了。作品作為這種作品所

造成的衝擊，以及這種不顯眼的衝力的連續性，便構成了作品的自持的

穩固性。正是在藝術家和這作品問世的過程、條件都尚無人知曉的時候，

這一衝力，被創作存在的這個「此一」（Daß）就已在作品中最純粹地出

現了。2
 

 

    作品將自己的起源展現出來，將存有物的無蔽狀態展現出來，同時也展現自

身的無蔽狀態，如此自身成為自身的起源，形成一個自身之中的衝擊狀態，而這

也是萬物本身具有爭執之特性的突顯，這也是表達自身做為自身之起源而萬物自

持的狀態，此自持即是作品中、萬物中的 Daß。「在作品的生產之中，包含著這

樣一種對如此存有(daß es sei)的呈現。」
3
 

 

作品本身愈是純粹地進入存有者的由它自身開啟出來的敞開性中，作品

就愈容易把我們移入這種敞開性中，並同時把我們移出尋常平庸。服從

於這種移挪過程意味著：改變我們與世界和大地的關係，然後抑制我們

的一般流行的行為和評價，認識和觀看，以便逗留於作品中發生的真理

                                                        
1 這樣的關係如主奴論證之關係。 
2 Ow 65 
3 同上註 



 

 

135 

 

那裡。唯這種逗留的抑制狀態才讓被創作的東西成為所是之作品。這種

「讓作品成為作品」，我們稱之為作品之保存（Bewahrung）。唯有這種

保存，作品在其被創作存在中才表現為現實的，現在來說也即：以作品

方式在場。
1
 

 

    作品的被創作存有有兩個特性，一是作品的產生來自於大地存有與世界存有

物之可能網絡間爭執的兩者之分裂與統一，兩者爭執的分裂在湧現著的世界中讓

尚未決斷的與無度的東西顯現出來，而開啟出尺度和決斷的隱匿必然性，也就是

大地的保持隱退，如同存有自身的雙重遮蔽一樣，而世界的突顯是來自於大地的

隱匿使世界中的所有存有物可以自持的敞開自身的存有。另一方面兩者爭執的結

合是爭執的裂縫撕裂到兩者的統一淵源處，世界回退到大地之中，如同回到存有

之中，才可以使存有物再次展現自身，也使存有開顯自身，作品也需要通過回到

自身的存有才可以使作品成為自身，這樣的爭執即是構做一個形態(Gestalt)的存

有要求，每一個存有物依其存有的隱匿的要求顯現，存有物自身的自持的要求，

以一形態的出現來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 

 

    其二，作品所是之存有是前所未有的被帶入作品之中被創作出來，也就是作

品是對尚未到來的存有的敞開而成其自身的，作品將存有的隱匿開顯出來，才使

作品呈現存有物之為存有物自身的無蔽狀態，作品即是作為對現有存有物的衝擊

而自持的，此獨有性即是作品的被創作存有－Daß，由於作品敞開尚未到來的、

前所未有的存有，所以作品就更顯得特立獨群而孤獨，它將自身獻給了存有大地，

真理會建立於作品之中，在於作品把尚未解蔽的非－真理帶出為一獨有的形態。

通過作品的衝擊力與獨特性表達存有事實與對真理的動搖，使我們發現非－真理 

，即存有是存有著，而不是沒有存有。 

  

   作品的被創作存有是由世界與大地的對抗撕扯到兩者的統一淵源，即大地之

中而由作品帶出一構形，要求一個形態以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的自持，並且是敞

開尚未解蔽的自身之存有而成為唯一獨特的存有物自身。作品作為一條河流，聯

繫源源不絕的源頭與人所寓居的世界，作品敞開了兩者的敞開領域，將兩者皆進

入自身之中，這即是作品的使命，它作為接收者與獲取者而保持著自身。 

 

    半神半人自身不同於人與神的所有關係，是一奇特者對抗與進入諸神地隱匿

之中，將隱匿的前所未見的諸神敞開，使我們由平常的狀態中移開，由於使我們

                                                        
1 OW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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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諸神，所以改變我們與諸神的關係，把我們停留在持續敞開諸神的尚未敞開

而發現諸神痕跡的半神半人之中，如此半神半人就連繫起諸神與人的關係，而完

成自身作為半神半人的被諸神創作之存有。所以半神半人成為自身來自於將隱匿

的諸神敞開，此隱匿的讓之敞開的本質為何？ 

 

    作品的創作的本質來自於作品之為作品的本質，即敞開敞開領域讓敞開性、

真理、存有物之存有進入其中，換言之，作品之為作品是保持自身作為讓大地與

世界連繫在一起而持續的聯繫與流動，如此作品的創作的本質是來自於存有給予

此有與存有物以自身自由的方式去敞開尚未到來的存有之隱匿，而作品的被創作

存有是其獨有性呈現為作品中的 Daß 之形態，兩者皆來自於作品中真理置入的

作品本質，而真理的本質是非－真理，即是就尚未解蔽的存有的原初的遮蔽狀態，

由此存有的遮蔽，才使存有給予此有與存有物以自身自由的方式去敞開尚未到來

的存有之隱匿，也使作品可以以其獨有的 Daß 之存有形態呈現，如此存有的遮

蔽，即大地的自行鎖蔽才使萬物得以自持，存有的遮蔽自身使萬物可以以自身的

方式敞開自身的存有，同時此隱匿才使作品成為一獨一無二的構形，並在這樣的

構形中大地才可以展現自身，如此在大地的自行鎖蔽中就要求成為歷史中獨特的

構形而展現出來，這就是鎖蔽著－湧現著的大地，也是在時間歷程中，持續不斷

展現又尚未到來的存有的現身。 

 

  2222 作品作品作品作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    

 

   作品做為半神半人聯繫大地與世界、尚未到來的存有與存有物、諸神與人的

敞開領域，作品將兩者間的聯繫爭執回置到大地之中，如此限制自身的流域形狀

與回到起源，就構成了河流活水持續泉湧的狀態，此限制河水之流域形狀即是作

品的形態(Gestalt)，
1
 作品所聯繫的大地存有，就處在這個作品限制的敞開領域樣

態之中，如河流之起源的尚未流出來的隱匿就在河流流域之中被釋放出來，只有

河流流域限定於某形狀(Gestalt)之中，此種奔騰不盡的活水流動狀態才有可能發

生，存有才會到來至存有物之中，所以「真理是被固定於形態之中」，此固定更

合宜的說是真理是在形態中才被活化與實現自身。如此此形態由於含有尚未到來

的大地起源，所以本身即是一個喬裝的外貌(Gestalt)，預備著也就是大地嶄露頭

角(Gestalt)的到來。此形態亦是化育風采萬千花朵的溫室(frame)，圍起帳篷與水

                                                        
1 Gestalt 形狀之意中含有溫室溫室溫室溫室(frame：：：： 有保護植物的玻璃溫室之意)、、、、骨架骨架骨架骨架(frame、shape：：：：尤指

軀體形狀之意)、、、、喬裝喬裝喬裝喬裝(frame)、、、、露頭角露頭角露頭角露頭角、、、、方法方法方法方法(guise)、、、、區向區向區向區向、、、、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洗礦台洗礦台洗礦台洗礦台等等意義。Gestalt

的形容詞用法中，德文稱之為神人同一論的德文稱之為神人同一論的德文稱之為神人同一論的德文稱之為神人同一論的((((anthropomorph)，，，，是由人的身形而構成的是由人的身形而構成的是由人的身形而構成的是由人的身形而構成的((((von 

menschlicher Gest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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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留住養分而不至於流逝。此作品之型態亦是座洗礦台洗礦台洗礦台洗礦台架(frame)，待光陰奔流而

過，黃澄澄的微光漸次閃現於其中，真理與此有為何都顯現在此任君拾掇發掘；

而浪遊的旅人途經此處，在俯身掬水之際，發現河底點石成金璀燦的秘密；我們

必須走近河邊，發現屬於自己的寶藏。此形態作為含有大地的到來於世界中，就

是構造(Gefüge)，
1
作品就是做為此構成狀態而成形的，也就是作品之存有是作為

諸神到來、大地現身的限定流域而自持存有著，讓存有閃耀於其中。但同時此寶

石出現的洗礦台，在現在成為了全面複製的平台生產線。 

 

    作品之形態(Gestalt)，海德格說要以擺置(stellen)
 2
和集置(Ge-stell)來理解。

3
作

品即是作為這種擺置與集置的存有而現身，作品通過擺置與集置活動而建立自身

與製造自身之存有，此擺置與集置也就是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活動。作為

stellen 的意義即是半神半人局限自身的流域而源遠流長地讓諸神大地現身並置於

其中(Stellen)，此連繫狀態使自身與諸神視為同一，由於開顯了大地與世界之敞

開領域的限定，就預約(Stellen)了大地隱匿的到來，也就建立了作品所屬世界的

安全與崩壞的狀態，此限定於形態中的窘境如大地偽裝的遮蔽，之中含有大地拒

絕之遮蔽的尚未到來，使存有物的顯現是奇特神秘的，在此狀態中顛覆現有的狀

態，產生了持續質疑的爭執狀態，也讓現有世界得以發生諸多意義以保護作品。

此河流自我設限的擺置狀態，作品的建立自身一如候車站候車站候車站候車站(Gestalt)的設立，等候

與讓火車到來，並乘載著人們到人們想去的地方，人群前往到月台上等候自己的

班車，準備馳往形形色色的家鄉之地，於是此候車站由於聯繫人所屬的世界，而

讓候車站自身受到保護維繫，但也讓人只關注在班車上，而忘了身處月台本身的

                                                        
1 Gefüge 有建築材料、組織等等意義 
2 Stellen 此字延伸意義有：現場、身分、安放、想起、置於、地點、訂購、建築物、舞台設備、

候車站候車站候車站候車站(stand)、、、、現身說法現身說法現身說法現身說法、、、、作證、視為同一視為同一視為同一視為同一、、、、委任、任命、窘境窘境窘境窘境、、、、轉彎轉彎轉彎轉彎、、、、迴轉迴轉迴轉迴轉、、、、拒絕拒絕拒絕拒絕、、、、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意義的、、、、

引用引用引用引用、、、、分配分配分配分配、、、、展示陳列展示陳列展示陳列展示陳列、、、、發揮發揮發揮發揮、、、、定位球定位球定位球定位球、、、、質疑質疑質疑質疑、、、、偽善之言偽善之言偽善之言偽善之言、、、、並置並置並置並置、、、、空虛的空虛的空虛的空虛的、、、、小說中的一段等等小說中的一段等等小說中的一段等等小說中的一段等等

意義意義意義意義。。。。連結其它字詞的意義例如，Bloßstellen 舉發、abbestellen 取消預定的東西、Baustellenarbeit

工地勞動)，請參閱《德漢词典 Deutsch Chinesisches worterbuch 》，《德漢词典》编寫組编，

上海市 ： 譯文，1980，頁 1173-4。 
3 Ge—stell：Gestell 有溫室、骨架、痛苦、扯裂之意。參閱同上書，頁 446中對Ge於德文詞意

上的說明有以下幾點，Ge：(1)作為不可分離之動詞的前綴，加強動作一開始或結束時。例如：

gebären 生產生產生產生產、分娩，gewähren 同意、許可，gefrieren 結冰結冰結冰結冰。此即為作品作為裂縫、湧泉一開始

的迸發處之意義。(2)所屬之後連結之動詞動作之結果：如 Geschenk 禮物，Gefüge 接合、接縫。

(3)所屬動詞動作本身動作本身動作本身動作本身之行為：如 Gebrüll 咆哮。(4)作為名詞中的前綴表示集合、群體、相屬相屬相屬相屬、相

關聯；如 Gebirge 山脈、Gebein 骨頭。(5)帶有貶義貶義貶義貶義：Getue：裝腔作勢，Geschreibe 亂寫、塗鴉，

Gerede：背後議論。Stell：有伺服、思念、猜想、籌畫等等。依上述意義，作品作為「Ge－」stell

是對此頁註 1 中意義的 Ge，即可解為(1)加強了 stellen：作品相對於器具、此有而言，更突顯存

有者特質。(2)與(3)作品即是註 25 中的狀態。(4)作品將 Ge 相關聯於 stellen，加強、成為 sellen，

又貶低 stellen，另一方面，作品作為 Ge「—stell」，即是 stellen 意義的狀態，所以〈起源〉中說

作品即是 stellen，同時由於作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從而作品也是帶來 stell 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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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換言之遺忘了存有論之差異，大地是隱匿的開顯。如此作品通過此擺置被

創造的再創造自我限制的活動而建立起了自身的存有，讓自身處於歧義的狀態之

中。 

    作品製造自身的存有，作品的存有現身狀態以集置(Ge-stell)來理解。集置

(Ge-stell)是在擺置(stellen)之前加了一個 Ge，Ge 有幾種不同的意義(1)作為不可分

離之動詞的前綴，表示加強動作一開始或結束時的意義。此即為作品作為裂縫，

湧泉湧泉湧泉湧泉一開始的迸發處之意義，是作品自身回置到大地之中，勇勇勇勇敢面對大地土壤的

封閉狀態讓水水水水顯白白白白出來，這動作即是作品自身回到大地，使作品意義保持隱匿而

彰顯了大地的活動，如此作品製造大地同時也製造自身，建立起作品自身受保護

的世界；同時此動作也可能導致世界發生氾濫河水，或者一流出即結冰(gefrieren)

的狀態，而更表明大地的自行拒絕之鎖蔽。 

 

存有者本身就占據了真理的敞開領域，但是，唯當那被生產者即裂隙把

自身交付給在敞開領域中突現的自行鎖閉者時，這種佔據才能發生。這

裂隙必須把自身置回到石頭吸引的沉重，木頭緘默的堅固，色彩幽暗的

濃烈之中。大地把裂隙收回到自身之中，裂隙於是進人敞開領域而被製

造，從而被置入亦即設置人那作為自行鎖蔽者和保護者進入敞開領域而

突顯的東西中。
1
 

 

   Ge 的第二種意義是作為所屬連結動詞之結果：如 Geschenk 禮物，Gefüge 接

合、接縫。這即是作品建立自身來自於聯繫世界與大地的狀態而言，此連繫得以

維繫在於作品自成一個形態、結構，如同河流之局限的流域，如此此連繫同時對

存有物有所保護，也使存有物與此有陷入於存有雙重隱匿的結構之中。Ge 的第

三種意義是所屬動詞動作本身動作本身動作本身動作本身之行為，換言之作品即是大地現身在場本身，作品

作為藝術，作為存有而存有；但如此當人們視作品為存有時，即產生遺忘存有尚

未到來的可能。第四種意義則有相屬之意相屬之意相屬之意相屬之意，，，，作品聯繫大地與世界的關係中，此爭

執保護大地的自我隱匿，作品作為裂縫允許大地自我隱匿的顯現，開顯起源之撤

退的顯現而製造自身，作品才自持著，作品屬於大地也歸於世界，將存有與存有

物共歸於一體「存有物之無蔽狀態之真理如何僅只是表示存有物本身的在場，亦

即存有，」
2
換言之，存有與存有物共屬一體，這即是作品中真理置入的狀態，

如此作品才建立起自身。Ge 同時也含有貶義，這即是作品之存有移動了我們與

世界與大地間的關係，讓存有與存有物自身轉變、否定固化在場之狀態。 

                                                        
1 OW 63 
2 OW 86 



 

 

139 

 

 

    依上述諸多意義，如此作品作為「GeGeGeGe－」stell，即為加強了 stellen：作品相

對於器具、此有而言，更突顯存有物特質。作品作為敞開領域，讓大地隱匿的開

顯，即是作為「在存有者整體中間有一個敞開處所，一種開顯存有，由存有物方

面而思考，此種開顯比存有物更具存有物之特性。」
1
，表達作品之存有鮮明聯

繫存有。而作品將 Ge 相關聯於 stellen，加強、成為 sellen，又貶低 stellen，如此

在作品中，作品自身超越著自身。 

 

    另一方面，作品作為 Ge「————stellstellstellstell」，即是 stellen 意義的狀態，所以〈起源〉

中說作品即是 stellen，同時由於作品建立自身與製造自身，從而作品也是帶來 stell

狀態的「－－－－」。一如半神半人將諸神帶來，而成為神本身，作品作為「一」將 Ge

帶來，從而就是 Ge-，即(1)加強了大地本身，生產出了大地、同意即保持了大地

的隱匿(2)作品中給出了禮物與存有物之真理，而使大地成為大地，(3)由於製造

大地，從而即為大地本身的在場。(4)大地作為起源決定了存有物，而作品中集合

了存有物整體之存有、讓存有成為存有，(5)作品中含有對存有物的貶義，換言之，

作品的自持狀態使所有對作品的論斷都無法整全，如此排除了所有關係。但「只

有當我們本身擺脫了我們的慣常性而進入作品所開啟出來的東西之中，從而使得

我們的本質在存有物之真理達到恆定時，一個作品才是在其現實自身的作品。」
2
由於作品仍是處於所屬之世界中同時承受人與神兩者的限制，從而作品狀態現

在轉向了我們，作品在建立的世界中得到保護，而保持自身，作品即是作為一種

聯繫尚未到來的存有而與人無有關係，又在場連繫著人的世界的關聯於我們，作

為一種無關係的關係，作品自身之存有讓我們看到了「一切如何不同地轉向我們」 

，將「依一切倒轉過來思考一切，我們就倒是更切近於所是的真相。」
3
 

 

((((二二二二))))作品與人作品與人作品與人作品與人歧義歧義歧義歧義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作品回置到存有的隱匿中，帶出前所未有的存有，如此作品顯得脫離與人的

所有關連，但作品也進入了存有物自身的真理之中，將我們帶入此種真理之中，

使我們跳脫慣常領域，人停留在作品持續湧現尚未到來的存有中，抑制自身固有

的行為與評論，如此作品才成為被創作之存有的現實作品完成自身，人在其中的

跳脫俗見即是對作品的保存。如此作品就處於與人的歧義關係之中，一方面通過

敞開尚未呈現的存有而脫離了與人的所有關係，但又需要人對作品成為現實的保

                                                        
1 OW 中 39 
2 OW75 
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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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作用，作品即是處於本質上需要存有以創作出自身獨特的 Daß，也需要對作品

的保存以維持自身現實的在場方式，無論何時，作品都需要兩者。就連神殿遭受

的被遺忘狀態，也是作品的保存方式，因為作品等待著即將到來的保存者，將作

品尚未到來的存有成為現實，所以對作品的保存是指，進入作品中發生的存有物

所是的尚未到來的存有之中，即進入存有物的真理之中。 

 

    保藏是置入作品中發生的尚未解蔽之存有中所產生的真理，此種置入其中是

一種知道(Wissen)，1在其中人就是保持著願意存有物不斷湧現其存有，使尚未解

蔽的存有到來的意願，而放下自我對存有物固有不變的思考，而接納存有物的呈

現是持續發生著爭執之改變，此種人的意願就是一種對存有物的知道。保持以存

有物所是之存有開啟存有物自身，讓存有物呈現自身，在其持續湧現所是之存有

中，就使我們移出自我界線而無法固步自封，保持著這樣不固持己見的意願即為

一種知道。而這樣的狀態就是實存著的人類綻出地進入存有自身作為尚未到來的

存有之開啟中，而等待接收與獲取存有的到達，此種狀態的保持即是一種思考的

決心，使得此有可以擺脫存有物在場形態的困境而向著存有真理開啟。人決定進

入存有的開啟之中，讓存有物之存有冒現，即是自我超越的決心，願意勇敢面對

與進入尚未到來、陌生的存有之中，這就是人對作品的保存與知道。當實存的人

類接納存有物自身之湧現成為其自身的意願，即在作品中敞開史無前例的存有物

自身之真理，人在其中獲得如何對待存有物、如何與存有物共同生存，而不固化

的方式，以建立一個安居的家園，這樣人才使真理獲得持續敞開領域的堅固性。

這是由於在作品中敞開存有物的公正性，使我們知道存有物為何的尺度與無度，

人進入真理的生發關係之中，進入爭執的統一的起源之中，將自身進入所是之存

有的聯繫之中而成為在世存有，進入大地之中開啟大地，將互相共同的存有確立

為出自於尚未到來的存有的關聯之中，而在這個世界中開顯出來，如此此之有歸

屬於大地之中，而實現了知道。 

 

    人對作品的保存來自於作品的自我保存，作品的自我保存是將人推入於在作

品中發生著的真理的歸屬關係之中；2如同半神半人連繫起人如何與諸神的關係

一樣，只有作品才告訴人如何保存作品，作品之為作品即是在於使人移出一般見

解而完成作品之現實，本己之作品即是通過生發真理使人移出常見而使作品的獨

特性獲得現實的保存，而這是通過作品中的大地因素，而使作品可以持續的帶出

其隱匿而成為現實的獨特性。大地的自我鎖蔽與真理的敞開性兩者獲得自身最大

                                                        
1 OW 66 
2 OW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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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爭執，呈現出最大的自我跨越而成為自身，這樣呈現出的作品就是真理永久的

立足之所；而由非－真理呈現的真理形態必然就被固定於作品之中，人只有通過

作品中真理的設立，存有物的存有的開啟的作用中發現非－真理，發現人所歸屬

的大地。 

 

    但之所以只有通過作品可以敞開大地到世界中而揭示大地，是由於作品已處

在大地中的萬物關係之中。大地已在不同的萬物湧現之中，一如存有只在存有物

之中，誰可以發現取出它的保持隱匿，誰就擁有了大地不斷生發的力量，這樣的

取出是拉出大地的隱匿並願意回退到大地之中，以使在不斷的湧現中展現起源大

地；而大地本來含有作品、器具等等不同生產的可能生產，如此大地就是藝術，

是作為一切生產之源；而藝術只隱藏在作品中被顯露出來，等待此有將之取出成

為現實，所以作品作為敞開領域發現大地，發現藝術與藝術的本質，通過作品中

不斷的爭執帶出大地的隱匿，使何謂藝術、何謂藝術的本質成為一再更新而需要

一再思考的問題；如此藝術之所是又回到作品的現實性，而使作品自身更為豐富

了。而半神半人已在自身被創作之存有之前，為了自身的被創作之存有，而先行

的處於諸神與萬物的關係之中，因為半神半人來自於人與神的結合，半神半人本

身就擁有神性的湧現力量。由於諸神的隱匿通過半神半人的對抗與爭執，使諸神

成為諸神而現身，使諸神成為諸神，使半神半人成為諸神之起源而兩相流轉著。 

 

    作品的保存者與創作者，即實存的人類與存有都是歸屬於作品的被創作存有 

，作品的被創作存有即是作品構形的獨一無二的 Daß，Daß 的唯一性是來自於對

尚未到來的存有的構形，而使存有成為現實之存有，作品將此存有的呈為現實之

可能帶到作品的保存者中，使保存者即作品自身與一切存有物回到自身之存有之

中，以自身之自由的方式敞開存有而成為保存者自身，如此作品的創作存有與作

品的被創作存有就共屬在作品的真理置入其中的本質之中。 

 

    現在我們要由作品的本質中發現藝術，發現創作作品者為何，我們發現藝術

自身是歧義的，因為藝術是自身建立的真理置入於作品的構形之中，但一方面，

真理又是作品自身引發出藝術而建立自身真理，如此藝術的本質即真理自行設置

入作品之中就處於歧義的狀態。所以藝術是作品中真理創作性的移出尋常狀態而

成為現實在場的對藝術的保存，也就是屬於存有的此有與存有物以各自的此之有

將尚未到來的存有引出成為一不固化的形態而產生藝術，如此藝術才是真理的發

生。 

 

    做為尚未到來的非真理而生發真理的即是作品，因為做為尚未解蔽的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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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而發生的作品引發持續的爭執而將存有帶來，通過作品中的 Daß 發現脫離

於人的一切關係的存有是有，所以藝術作品可以做為自身起源的藝術而在場，作

品自身的本質即是真理的置入，作品一再的由非－真理的隱匿與真理開顯爭執中

拉出真理，讓我們發現有非真理的存有，作為尚未到來的存有現身就是無有定論

的作品的本質。 

 

    由半神半人中我們才發現諸神，發現諸神是有所需要有限的神，即是諸神自

身是歧義的秘密，由半神半人的再創造本質中，使諸神的隱匿引出，使諸神成為

諸神，但另一方面半神半人的再創造又來自於諸神的恩惠，如此諸神是通過諸神

給予半神半人被創造之存有，而由半神半人本質中的再創造引出諸神的隱匿，半

神半人的再創造之存有與被創造之存有共屬於半神半人自身的本質，即是半神半

人引發出諸神隱匿的不同面向的生發，並傳遞於人間中一切萬物自身的存有，如

此諸神是需要感受自身為神的歧義性，通過世界的遮蔽著又開顯著的無蔽狀態中

呈現諸神現實。如此諸神就是引發一切萬物之真理的生成與發生。人作為解蔽存

有者，使存有產生不同的形態。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作品與器具作品與器具作品與器具作品與器具：：：：人對大地的保護人對大地的保護人對大地的保護人對大地的保護    

 

    諸神迫使半神半人粉碎自身以讓諸神感受到他者性，也使半神半人轉化為河

流建立自身之限制與起源聯繫在一起。這之間的差異在於半神半人是否對被創造

之存有再創造出自我限制，即是否出現對自我限制的再限制之創建活動。我們可

以以此說明作品與器具間差異的意義。作品的製造與器具的製造都是由生產中發

生的，兩者的差異為何？「任何的導致對於總是由不在場之物過渡與前進到在場

的東西來說是 poiésis，是生產(Her-vor-bringen)。」1生產即是使存有物的隱蔽狀

態進入解蔽狀態，只就隱蔽之物進入未隱蔽之物而言，生產才發生。2作品的創

作是使存有物由遮蔽狀態中帶出一外觀而進入無蔽狀態中，如此創作就是一種存

有物成為自身的生產，就作品與器具的相同處是作品或是器具的製造都是在生產

中發生的，但是器具並非有創作，這就表明了器具並沒有使存有物成為自身所是

之存有。但是為何兩者皆是由遮蔽中生產出存有物卻有所不同呢？ 

 

    創作就是一種生產，生產可以是手工藝或是作品的生產，希臘人以 τέχνη表

示兩者，而此字是知道(Wissen)的一種方式，「知道的本質在於無蔽」，3知道是「使

                                                        
1 QT10 
2 Ibid.,p11 
3 OW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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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者之為這樣一個在場者出於遮蔽狀態，而特地把他帶入其外觀的無蔽狀態

中」。1知道是了解在場者來自遮蔽狀態，並以自身獨特的方式讓這件事呈現出來

而處於敞開狀態中，如此知道就包含有實踐的意義。伊底帕斯通過祭司讓事實真

相說出後，決定離開王位、自掘雙眼，讓事物本身出於人的控制之外、來自於遮

蔽狀態這件事展現出來，他以自身之存有將事物本身原初的遮蔽狀態帶出於無蔽

狀態中並保持著謎的不可知，以自身未知的流浪之旅，展現讓命運隱藏的無限意

義冒現的意願。 

 

    知道是由遮蔽狀態中引出存有物所是之存有，而使存有物保持其起源的遮蔽

狀態並出現於在場之中，如此在場狀態即是保有其自身原初遮蔽之需要開顯的顯

隱狀態，此遮蔽狀態就是使在場者顯現的條件，也就是呈現出存有物之形狀的形

狀性，保有展現得以展現的起源，大地在此意義下就是起源，是構成形狀之可能

的形狀性。作品即是把此大地帶出並保有其隱匿而建立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

保持著大地，如此作品中一種特地由遮蔽狀態而來呈現為無蔽狀態的知道，這就

形成出若隱若現、保有無窮寓意又一再展現的美，這樣獨特的呈現出存有物之所

是就是被創作存有的作品獨一無二的、非比尋常的 Daß 出現。 

 

    另一方面，器具則是知道的完成，即是知道的結束。由於知道是在世界中保

持著、等待著尚未到來的大地的隱匿，也就是在開顯中保有隱匿的一再呈顯，是

事物本身尚未呈現的等待呈現，而做好泰然的準備。但器具的形成將此不會結束

的準備工作做完，而終結了事物本身不斷湧現的可能。科技時代中對每一領域做

出專業分界與規劃，使每一個存有物本身遵循某種生產線的模式被固定地生產出

來，依續複製而製造出穩定不變的形狀，這樣的生產並不會知道事物本身之所是，

而是將事物本身作了一個完結。 

 

 器具與作品、伊底帕斯的解謎與發現謎的無法解開，科技時代與神話時代，

兩者間的差異在於是否知道，是否知道存有物是來自於遮蔽狀態而呈現的含有遮

蔽的無蔽狀態，也就是理解到自身活在這樣超出人的掌控中的世界裡，且是由人

自身獨特的方式解開由遮蔽狀態中不斷湧現的事物本身，人的解開不是、也無法

全然揭蔽，而是事物自身豐富之存有包藏在其自我隱匿之中，而給出了萬象世界

的機會，人處於的世界是保持大地尚未呈現的隱匿的運作之中，並在這樣變化無

常的情況中，人唯有勇於面對，不隨波逐流而以自身獨有地存有讓事物所是之呈

現出來，這樣跳脫習見的實踐，就是人處於被拋狀態的世界中對大地隱匿的呈現

                                                        
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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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保護。存有在每一個存有物中顯現，但不是每一次顯現都可以形成人可寓居的

家園。關鍵在於是否保存了大地，是否保有事物自身尚未呈現的隱匿可以一再呈

現出來的機會。神殿中發現了人寓居的家園，照亮大地的隱匿，科技作為為人所

使用的器具生產是存有在存有物中顯現的方式之一，卻無法成為人寓居的家園，

這是在於科技之器具與作品兩者是否與如何保護了大地的差異。 

 

    大地本身做為自行鎖閉者被生產與使用，作品之裂縫的爭執回到大地之中 

，即置入作為自行鎖閉者與保護者，並進入敞開領域—突顯的大地中而解放大地

讓之呈顯出來。器具同樣作為一種由大地中獲取的生產物，反而是對大地的消耗，

因器具無法保留事物本身的尚未呈顯之存有，並通過人對器具對象化的鎖定使器

具不再被置入大地之隱匿中，於是不再發生持續的爭執，器具的生產於是塵埃落

定，難以改變與回頭。作品中由於回到大地保有隱匿的呈現而持續發生著運動，

使作品本身是一個無法完成的持續產出，這讓作品本身的運動超出了藝術家的生

命，超出某一個時代，這是因為作品以獨特的方式保留亦即製造出了大地本身的

隱匿。 

 

    作品的被創作存有是特別地被帶入創作品中創作、生產出來，所以被創作存

有專門由如此這般的創作作品的生產中突顯出來，也就是被創作存有這個所是的

存有是有存有的事實，即作品自身獨立於包含創作之藝術家與觀賞者的所有人，

亦獨立於藝術之起源的作品自持之存有是有，這即是被創作存有的作品絕無僅有

的 Daß 的呈現。即作品有存有而非來自於無的獨特性被突顯出來，作品由大地

中生產出來的就是如此這般的呈獻，以自我建立的獨特 Daß 呈現出來即是對存

有物中含有的存有大地之隱匿而尚未呈現的有的呈現。作品的被創作存有顯示自

身是通過裂縫進入形態，而將存有帶入輪廓，是作為被生產的東西本身以特有的

方式處於作品之中，使 Daß 進入敞開領域之中，大地被帶入敞開領域中，才使

作品顯出脫離了與人的一切關聯，並把我們移出尋常，這一切是由於作品保持了

大地的隱匿而生產。但器具的 Daß，即對自身來自於大地給予的保持與帶出並沒

有被突顯出來，而在其有用性中消聲匿跡，使存有物所是之存有弭平為固化的在

場存有物，存有物所是的豐沛可靠性不再可以在不同狀況中支持人們而與人一同

共存。 

 

    器具形成科技時代中滯留於方便可達對象化的東西，如此器具中的活性化本

身並不是沒有，而是人們遺忘、忽略、省略了大地，大地隱匿的呈現並不是沒有，

仍是有，只是成為大地全然拒絕的遮蔽，形成在敞開領域開顯之開端的撤退，所

以科技使存有物自身無法通過自身產生豐富展現的狀態，只是已敞開領域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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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bau)
1
。對已敞開領域的擴大，即是河流自身的無節制的流動，而導致自身乾

枯消失的狀態，如此存有物的失根是由此有而引發對大地的消耗。現代科技的現

象解釋，只有通過回溯與揭示形上學原則對不知情地謎之狀態的欲求統治才有可

能。對自然具體化的計畫使自然透明化，這是形上學歷史表達出目的論的結構而

使形上學自身終結。在場的透明化無法滿足於對科技的掌握，因為本質是仍被揭

示的，為了掌握本質，海德格說人的透視必須分為兩部分，一是對自然的掌控如

同伊底帕斯的解謎，或是改變自身進入過去–現在的透視，如是伊底帕斯由祭司

而發現的時間歷程中的事實。 

 

    主體全面的掌控力量，使湧現的自然、大地自我隱匿的需要開顯、人寓居的

地方分裂與荒廢，存有的待呈現無法被呈現，我們如何可以再次發現，再次找尋

到大地？2
 重新找到大地充滿的無限意義，這仍處於大地不斷隱匿與尚未到來的

持續到來之中，即是進入自然隱匿與開顯的爭執，才可展開對大地的思考，在揭

示與隱匿一同發生的事件中，允許大地、世界，展現其自身為何，保留事物自身

超出人自身的角度而隱匿－湧現的餘地，展開思考的一個獨特的新道路與可能性 

，以回應科技。以大地的不可受控回頭留意人類持續整全控制的生活模式，並對

自然與已建立的前提表示懷疑，思考有限人類與存有物如何處於大地中而保護大

地，當建立一個便利人群的科技時代，毀滅耗損人類寓居之大地，對大地的拯救

不是對其剝削利用、開墾開發，而是使大地成為大地，即是使存有物本身如作品

而非器具般的保有起源之尚未出現的餘地，科技作為存有襲來至存有物之產物，

仍是來自存有自身隱匿的呈現，這就證明了存有本身的隱匿超出人的決斷之外、

意志之外而支配著人。  

 

((((一一一一))))器具作為無所不在的差異傳遞存有器具作為無所不在的差異傳遞存有器具作為無所不在的差異傳遞存有器具作為無所不在的差異傳遞存有    

 

    由尚未到來的存有遮蔽中生產出作品與器具，如同鑽石石石石本身可以是一件藝術

品也可以是一件可利用的價格商品，作品保持為存有物自身的湧現而使真理置入

其中，器具來自存有的尚未到來中產出，仍是存有的傳遞者，它要傳遞存有的什

麼訊息與痕跡？器具衍生出科技時代，透過科技時代呈現尚未到來的存有的訊息，

對存有隱匿之意義的再次發問與思考。 

 

    存有的隱匿作為存有物的守護，對器具對象化的拯救就是讓其回到本質，回

                                                        
1 Ausbau 有移除、拆解、消失、遷居等等意義。 
2 CP 195,GA65, p.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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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科技的本質，拯救科技即是歸於本質的凝視，這即是「知道」做為「已經看到」

的意義。存有物之本質是以存有的展開視之為整全起源，對存有物的拯救就是釋

放所擁有的本質，1但本質無法由凝視而支配，因為它不是由凝視所安置，而是

通過凝視發現本質的尚未展開，才轉換拯救了存有物。 

 

    海德格描述現代性之現象是為了要使之回到本質。現代性的兩個最明顯的現

象是現代科學和極權主義的狀態，這是由科技所產生的必然結果所統治，而此現

象的原因是科學追求自然數學化而沒有節制，科技預先達到何謂真實的結論，只

允許客體性與可計算性的對象出現，所以科學只為科技框架作更為普遍的計畫而

服務，並支持科技的必然性，科技需要精確的自然科學方法而衍生出現代科技的

本質，所以現代科技的誕生來自於應用自然科學，而影響著存有物的本質與其顯

現的反抗，使存有物逐漸變成錯誤的固化模式的結果。 

 

    但本質的意義為何呢？這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本質是存有自身非名詞

性質，是存有的動詞狀態，也就是存有揭示自身，另一方面，本質保存所有形上

學的特徵積累在形上學歷史的存有隱匿之歷史之中，兩方面都重返於曾在

(gewesen)，或者說本質指的是一種持續(währen)：本質是以之前揭示的方式維持

存有。海德格說所有的本質是保持自身的隱匿，2為何本質自身會掩飾隱匿起來？

這即是保持著現象自身的規則：就現象歸屬的適當範圍的過程而論，現象的本質

是不可得到的。沒有數學形式可以表達數學的本質，生物學的本質在生物研究中

逃逸，而科技的本質來自於形上學對之的規定，例如形上學中所有事物有其原因

的法則，這樣的規定使科技本質的真正真實性是比任何別的事物更為隱藏起來，

但海德格認為，本質並不難於發現，而是因為它太近了，而被流放為歷史的遺忘。 

 

    科技達成了形上學成就，形上學原則經歷了變形而讓科技實現自身，導致形

上學成為存有物的框架而在普遍的計畫、控制、現實的合理化等運作著變形的意

志，現代形上學為科技安置存有物作為一個物體對象的、理性的、可計算的存有

物。形上學視框架是通過意志對存有整全的產生，而沒有顧慮到真實的存有物自

身的需要而導致虛無狀態，但科技有自己內在的邏輯並不服從人的意志，這形成

一個循環：科技生產科技自身，科技即是科技所生產的東西，科技生產科技所想

要的，科技欲求科技所生產的，如此科技將無法由自身區分出任何物體。 

 

                                                        
1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p.149 
2 QT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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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科技不只是需求物體，還需要提供自身與可利用的、嚴厲地預先計畫生產

能量的儲水池，儲水池的意義是物體不再站立在我們對立面，這是由於在蓄水池

可計畫的一致中，抹去了所有存有物的分別，悖論的是在這樣的與眾一同的絕對

客觀性下導致沒有客觀性，因為當儲水池擴張到包圍了所有整體的程度時，就沒

有了物體可以掉入關係的網絡中，如此，人就進入循環之中，被要求開展，科技

下的人們成為了被侷限於儲備於儲水池中等待開展自身的功能，所以框架揭示屬

於科技的生產與消耗的循環，而形上學即是為進入科技理性功能的基礎，成為形

上學全面統治的開端。通過形上學歷史之回溯，海德格認為西方歷史是目的論的

結構，是科技的前歷史，科技的威脅在於它被人們視為是唯一揭示存有物的模式，

使今日的科技統治了所有存有物之存有，聚集了所有存有物、所有可能性與所有

真實。而人有注視真理本質的特質，並以語言敞開與回應真理，如此以固化的結

構方式注視真理同時也讓人自身之本質消逸，人與敞開領域就不再有關係，人之

存有全然接受科技世界使人失去了自身獨特地存有，而對此狀態的焦慮之消失即

是人不處於在家狀態之中，並完成了形上學，如同半神半人打開了人神兩面狀態

的意義，而科技不只是讓存有論差異消失，也是人本質的死亡。 

 

    但此危險或自身本質的遺忘不是簡單的存有遺忘，而是真理本質中錯誤的威

脅，此危險是雙重的遺忘，不只是人對存有論差異的遺忘，遺忘也表達了存有的

偽裝之掩飾或拒絕之撤退成為覺察不出來而無法達到的事實。科技阻礙接近存有

物無蔽狀態的真實意義，表達出存有物放棄自身存有隱匿的空虛標示，如同存有

物與存有的調音中承受的痛苦與歡樂都相關於存有之隱匿，之中存有論差異的運

作成為了錯誤出現的狀況。 

 

    只有人可以對可能拯救的開端提出存有隱匿意義的暗示，連結存有隱匿的不

斷冒現的拯救力量，存有可以顯現一個嶄新的面貌，這可以通過人感知到存有的

撤退，錯誤或是真理的雙重掩飾的無法克服，但人並不屈服於此而展開錯誤本身

的經驗。人經驗錯誤自身就涉及到回置於其本質之中。看危險的本質，把危險視

為視危險，也就是進入了拯救，如此我們看見危險與拯救的成長，就是一個不讓

意義由極端危險處滑動的實踐。 

 

    拯救不在單純的活動中，因活動不能改變世界的狀態。1海德格認為科技的

目標無法成就與撫慰人自身之存有，因為為了活動的效應人們必然進入框架的活

動中，並接受其規則，如此活動得以提供拯救，必然使人檢驗科技的本質而利用

                                                        
1 參閱〈Overcoming Metaphysics〉,p.110 



 

 

148 

 

人的意志，但是這樣卻正顛倒了真實，所以，活動無法改變存有，無法產生影響，

而是要去完成、開展事先決定我們的可能性。活動依賴可能性，可能性依賴於存

有，所以人的活動意義是存有物回到其存有的思考，回到存有物的可能性中。但

這不是由思考的過程中發現存有物之本質而導致拯救，而是拯救是來自於存有自

身，這是指來自科技自身即提供自身的本質狀態，當人們思考科技超過其顯現的

對象，超過器具與計算性時，就可以看到嶄新的存有論差異與存有物與自身對存

有的歸屬，所以通過科技狀態，引發人類與存有間適當關係之事實的再次思考與

挽救，形成自身獨特地與整全命運的再次不同地結合，通過科技，人再次與由希

臘以來的存有歷史結合。如同伊底帕斯由祭司口中發現自己的過往，而展開另一

段和不可知之命運連結的新的旅程，而這是來自於存有作為存有物的守護起源。 

 

        ((((二二二二))))大地對存有物的保護大地對存有物的保護大地對存有物的保護大地對存有物的保護：：：：大地作為隱匿的存有對存有物大地作為隱匿的存有對存有物大地作為隱匿的存有對存有物大地作為隱匿的存有對存有物形成科技時代形成科技時代形成科技時代形成科技時代的保護的保護的保護的保護    

 

    危機的拯救深淵中連結著存有自身，稱之為本有(Ereignis)，危機通過裂縫草

擬出拯救的開端，一如框架是本有展現的前奏曲。在形上學歷史的揭示中，發現

集置與構形使人與存有共屬一體，表現了人是存有的特性，存有是人的特性，這

樣相互挪用的連結不是破壞，而是形成一個存有的集置框架的隱匿掩飾，此掩飾

是處於遺忘與整全的歷史統治之外，而得以展開一個處於歷史之外的向度，使人

們學習一個嶄新事物的運作，如此存有的隱匿是招喚人們讓存有顯現出來，而科

技即是存有獨特的表達、1人與存有的相互挪用狀態，之中蘊含的掩飾使存有的

隱匿是一個治療的意義，即對存有之遺忘的轉向記起，並進入存有之中觀看。 

 

        (1)(1)(1)(1)科技與作品科技與作品科技與作品科技與作品做為做為做為做為裂縫裂縫裂縫裂縫    

    科技與藝術兩者在字詞上同源，所以如同作品中蘊含有爭執一般，科

技危機中含有的拯救，在科技的裂縫中並沒有死板、靜止不動的意義、而是

使之自由的呈現，使其自由的進入解蔽的帶出其輪廓的意義，我們要回到科技自

身擁有的裂縫中，引發其內在的活性爭執。作品在博物館中作為一個對象是對物

質本身的消耗，但是持續作用的大地隱匿，導致存有論差異遭受遺忘的狀態也是

一種保護，使世界崩塌可再次重建的立基。 

 

    科技像是鑽研每一個個別的蘋果、鳳梨、香蕉的實質內容，並視之為水果自

身，由於對每一個個別的水果種類的計算性與控制性越強，就越影響我們，我們

就越沒有機會發現水果與蘋果間的差異，就離不同水果的可能出現越遠。科技對

                                                        
1 參閱 QT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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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個別蘋果的鑽研，導致無視於水果與蘋果的差異，不是遺忘存有，而是泯

滅了存有論差異本身，如此無法由差異中跳出來的存有物與存有兩者就蕩然無存 

，弭平為同一。 

 

    科技只關注於存有物，遺忘存有論差異，但是存有論差異的遺忘也是存有自

身隱匿得到彰顯的本質。各門科學與存有論差異是連結在一起的，科學作為一學

科已處在與差異的關係之中，只是科學不知道而已。1科技的裂縫使所有存有物

形成一儲備物而被視為工具使用，但回想《存有與時間》中對上手物的破除在於

其損壞、失靈時，此有於世界煩忙中的關係脈絡斷裂而破壞，裂痕出現在此有與

世界關係之間，迸跳出整體關係脈絡而突顯出來，世界與我們面對面，工具性的

科技世界突然就在面前顯現出來，使我們看到了科技架構起所有世界關係，當我

們留意此狀態時，科技被固化的狀態就回到大地隱匿之中，而發生著逆轉成為救

星。如同現代性的特色是歷史歷程中的煩擾干擾一再地重覆，仿如伊底帕斯故事

中屢次出現不同的謎語謎語謎語謎語阻擾他，此一再的干擾作為裂縫裂縫裂縫裂縫正是提醒我們留意與思考 

，拯救之意義就在其中。這是由於裂縫就是與現實世界的差別的出現並裂入隱匿

的大地之中將之冒現，從而活化了固化的領域。 

 

    作品做為大地隱匿的開顯，展現不可捉摸、無法全然展現的大地，作品作為

裂縫形構出大地的形態領域，同時保持大地不是一蹴即成的被固化並保有其隱匿 

，如此作品成為大地的現身在場，作品成為作品自身的源頭，使大地無法耗盡。

神殿做為大地凋零與拒絕的遮蔽之作品，再次活化的方式是探詢與存有在此的獨

特性的連結關係，開展其無可比擬與前所未有的領域，而這需要通過作品本身的

偽裝，因為作品創作出的是未顯的大地，大地在作品中才被帶入敞開領域中，即

存有物之無蔽狀態的發生而使存有物的源頭被發現，作品在此意義上是大地，或

者說是不在場的讓在場，這樣的「作品存有著，而不是不存有」，2作為大地的

展現成為作品最純粹的Daß，也就是去除了所有關係而殘留下的最後殘餘。作品

的Daß也在於器具中存有，因為它是存有物獨特的所是之存有是有，而不是沒有，

只是此殘餘在器具中消失於有用性中，也就表達了大地消失，裂縫無法活化，無

法置回大地豐富性中展現靈活多變的形象而形成科技之時代。 

 

    作品作為裂縫游移在世界與大地之中成為一再湧現的形象，是歷史的可能性

而創造出歷史。作品自身做為活性移動的區域，成為大地湧現之所，使大地成為

                                                        
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18. 
2 OW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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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這是由於作品中的自我限制的存有狀態，如同噴水池需要有圍籬。科技同

樣做為一種裂縫，表面上固定了世界與大地的形象，僵固而無法變動的科技其實

本身是活性化的，在科技時代中尚未回轉到大地而導致世界乾竭。但科技可以是

活化的生產大地，科技如何回到大地？關鍵在於如何使分崩離析偽裝而成的世界

圖像，解放僵固的形狀回到大地形狀性隱匿拆解的力量中，創建另一個開端，但

其實作為所有開端的大地本身，是無有開端的自行鎖閉，但就建基於世界而言，

大地又是一個開端者，如此大地本身就是一個無開端的開端者。  

 

    科技來自於無所不在的存有論差異本身敞開的隱匿性，科技關注的是有差異

的差異者，即存有物，而沒有關注差異之為差異本身，但科技思考始終是進入了

差異之中，因為來自於存有自身的隱匿，差異本身敞開的隱匿性持續發生著，所

以科技源於差異的支配作用。由返回到形上學的本質中，我們發現形上學的起源

來自於差異，也就是由形上學泯滅差異之為差異本身，此泯滅是來自於差異自身

的掩蔽，差異是所有差異者、即存有與存有物的起源，「差異之為差異的被遺忘

狀態，返回到自行隱匿著的分解之遮蔽的命運中」，1現在我們遭遇到困境，因為

不論走向何處，差異自身的遮蔽是所有差異者的命運。海德格說此種困境在於語

言，語言自身是否可以說出另一種不是形上學語言的可能性？ 

 

    裂縫是作品，「被生產者就是一件作品……那被生產者就是裂縫」，2在起

源中此裂縫裂入大地之中，使自身成為「湧現者—遮蔽者」的統一體。裂縫形構

出海德格詩與思的關係，做為作品中的裂縫，標示出藉由藝術作品中之思考與詩

化間的爭執和存有意義的迫切來臨；〈起源〉本身做為一件作品形構此爭執，臨

近於起源本身，海德格在探問藝術作品之起源的同時，亦是在問自身作品的起源，

並以語言探問此基礎完全失去的深淵之起源，以大地與裂縫形構此不在場。此形

象並不是要建立一個不在場的意義為何，而是此形象本身就是不在場的圖形、輪

廓，或是描述出了不在場的樣態(trace)，但同時，也是不在場的韁繩(trace)，即

是使不在場在場的關鍵；當存有以語言呈現，存有被使用為一種後退、遠去、變

得模糊渺茫、被收回與撤回、降低與縮減自身；如此海德格的撰寫是以他自身擁

有的方式聚集起存有而成為一件作品，通過爭執的間接性揭發作品是自身擁有的

無法使其全然在場，而只可以再次的籌劃與引發此不在場在場的狀態，因為把作

品帶向前來依賴在於不在場的他者，也就是大地對作品的如此存在(daß es sei)的

提供。 
3
 

                                                        
1 ID 141 
2 OW 62-3 
3 如同德希達對海德格習鞋畫主人的追問，形成對海德格作品的再次籌畫與再次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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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稱的爭執(Πóλεµος)是一種先於一切神與人而發揮主權力的衝突，

並非按人類方式的戰爭。那被赫拉克里特思想著的鬥爭，才首先使本質

存有物在對抗中對立起來，使地位、身份、等級能於在場中發生，在這

樣的對立中鴻溝、差距、寬度、與裂縫被打開裂縫被打開裂縫被打開裂縫被打開，在這樣的爭執對立

(Aus-einandersetzung)裡，世界於是產生。（這種爭執對立既不拆開、也

不毀壞統一[Einheit]，它造成了這個統一，即聚集[Sammlung; 邏格斯

λóγος]）1
 

 

    藝術作品的起源是藝術，因為藝術是基礎完全失去的深淵起源的非－真理的

真理的生發。作為歷史性的，藝術在存有歷史中生發真理以成為一個時代，藝術

的偉大是通過存有特殊歷史時期而被構成，所以藝術不只是歷史中真理的出現，

同時也是時代的，藝術帶來真理決定的顯現，作為在時代中建立起所有存有物，

藝術決定了存有歷史範圍的本性，因而歷史的成為與人類聯繫的存有物。但在形

上學中，藝術承受結構框架的限制而成為對大地的消耗，使大地隱藏自身不被人

發現，這樣的深層隱匿給予世界最大的對抗與決斷，所以海德格要以大地與世界

爭執其最大的爭執，表達人在大地之中的面對狀態。 

 

    後記中海德格的不安是強調真理設置入作品中，表明了他重視每一個時代的

科技—歷史的世界作為在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的決定。通過每一個時代的出現並不

留神到大地給出的對歷史的拒絕與毀滅，將會否定任何時刻決斷的發生。如是，

海德格企圖通過世界與大地之爭是活化的設置在作品之中並包含了大地的雙重

否定，此設置固定並非靜態與有意志的放入，而是讓自由的方式。因為海德格強

調固定的希臘意義沒有死板、靜止不動與無憂慮的意義、而是使之自由的呈現，

使其自由的進入解蔽的帶出其輪廓的意義，如此作品中的存有物之真理之設置是

存有隱匿的活性自由地開顯活動。 

 

     在前往回答謎底的路上，伊底帕斯就即是走上成為怪物的路途，不止是因

為他弒父娶母，而是因為他殺了怪物後嘗到無節制的算計利益，這個無節制使他

對謎的意義視而不見，如此回答了謎語也沒有任何意義，而使悲劇中的謎仍保持

為謎，等待著即將到來的保護者對謎的思考。 

 

    家園(heimat)是人類熟悉又自在得以安居的土地，由此地方流出一條河流出

                                                        
1 IM.61.對照GA40, 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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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如果不加控制而背離家園，沒有返回源頭，形成一個神秘的(Unheimlichkeit)

恐怖而陰森的地方，如同科技時代遺忘存有論差異，但此遺忘也是存有自身隱匿

起來的本質，存有自身的隱匿形成的科技是招喚人們接近存有，如同唯有回到起

源與起源聯繫在一起，河流才可以持續孕育生命，通過人們的思考存有物所是之

存有而追溯起源，才可能將煉獄轉成家園。 

  

            2222 物的堅固來自於大地物的堅固來自於大地物的堅固來自於大地物的堅固來自於大地：：：：作為世界的調節作為世界的調節作為世界的調節作為世界的調節、、、、存有物自持的存有物自持的存有物自持的存有物自持的起源起源起源起源    

 

    存有物不是存有，存有物有自身的自持使之不同於存有，存有物本身與隱

匿存有的關聯，是無關聯於人意識的自在。面對事物自身即是面對其所是的存

有，也就是事物自身地自持，在存有物存有的事實中、事物自身處在什麼狀態、

在何處中呈現事物自身為何，事物的存有是與我們聯繫的，因此事物的自存就

徹底的被破滅，但也正好是如此成為我們與事物間種種經驗中，由於我們已確

認事物本身已是某種可用的東西，我們才有可能依不同的狀況使用他，此種與

物的信賴(Vertrauen)關係，1正是農婦與鞋的關係，是種實際上有所聯繫又有變化

的關係，不是固化的器具，也不是一種農作的利用關係，而是與人的存有連結

在一起，在四時變化、在節慶中受人們感謝而與人的關係不時有所變化，這也

說明了在尚未對象化事物以前，事物自身早已存在，換言之事物本身已是自持，

但仍與人連結，任其在不同的脈絡方式中被使用與其存有的敞開又同時遮蔽事

物自身。這樣的信賴關係說明了事物不是一種器具，而是由「一種本質性的存

有豐富性」為事物準備了在不同狀況下的可靠性，2讓我們與事物產生信賴的關

係，使我們可以在與事物的關係上自由發揮，這種本質性的存有豐富性就是事

物自持本身，在人與事物之關係中經驗到物的自持、事物自身存有之豐富性即

可靠性，是給予「單樸的世界帶來安全，並且保證了大地無限延展的自由」。3存

有物不斷湧現自身之所是的存有，支撐著世界持續的世界化運作，形成人們可

以在不同歷史歷程中永續寓居的家園。 

 

    在我們與事物間的關係中經驗到事物的自持、經驗到我們對存有豐富性的

有限性感受，此有限性並不是限制我們與物的關係，而是正好由於此經驗的有

限，使我們與事物間的自由成為可能，即我們有限的經驗事物時，存有的豐富

性與有限性就顯現出來，存有之豐富即是存有物之存有超出人的認知之外，而

有限是指存有物之存有的超出需要透過我們如此這般的經驗才彰顯出來，這是

                                                        
1Klaus Held,p.122 
2 OW 52 
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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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物時，物本身就不讓我們注意它的自持，把自身隱匿起來，這才導致我

們可以依自身獨特的方式敞開其隱匿，所以事物的自持需要通過限制自身無度

的湧現，如此自持的隱匿才被敞開，一如噴泉得以湧現是由起源流出的流水被

圍住為一水池，才使隱匿起來的起源被發現，事物自持的不顯現，才使事物的

自由展現成為可能。存有物之存有的豐富性是給出一個贈禮，讓事物自持與其

可靠性的來源隱匿起來，把此給出或送出的行動隱藏起來，如此才給存有物自

身最大的自由，是存有對自身的克制使存有物的自由得以產生，這才引起不引

人發現的世界世界化運作，即世界以自身的方式運做著。1
 

 

    如何看到事物的自持呢？〈起源〉以世界與大地之爭構成一整體，即做為

自行遮蔽與克制的大地與作為讓事物顯現的世界爭執為一體，2引發真理或事物

的自持出現，〈起源〉道出真理不只是尚未敞開，還是勢必是總是尚未敞開，因

為遮蔽的大地一直伴隨著敞開的世界，此隱匿無法藉由世界的敞開予以消除，

而是時時刻刻與世界相隨，才可以形成一個世界。 

 

    Klaus Held 認為大地是表示組成事物的一切物質的質料性的名稱，3
 他主張

人們可以將一切質料性的因素視為是大地，是由於在日常經驗中質料向我們顯

現可以以不同的方式闖入它的隱匿，此經驗中的意義正在於我們可以由不同的

方式闖入而照亮質料的內在幽暗，4而我們的闖入行動所產生的光亮並沒有對質

料自身的幽暗有任何的影響。此幽暗就是做為自行封鎖的大地。5
 他認為海德格

言大地是為了要面向事實本身，因為當我們專心地逗留事物面前時，就可以經

驗到事物是歸屬於大地此世界內的區域，事因為事物的物質是讓我們驚訝地以

全新的方式招喚我們，且當我們發現物本身時，大地就在事物性質中做為鎖閉

於自身的東西向我們顯示，而事物之所以會吸引我們，乃是因為隱而不顯的自

行鎖閉的發生出來，即經驗到隱匿在我們的經驗中運作著，大地納入自行開顯

的發生中，如此，隱匿之開顯而建立一個世界。當我們專心逗留於事物，事物

中自行封鎖的質料即顯現出來。Klaus Held 似乎是將大地視為是存有物中做為一

種隱匿於自身的尚未有任何形狀而呈現的 hyle 向我們顯示出來，由此，大地做

為隱匿在世界敞開領域中展現，就讓 hyle 有了多廣度的意義，一旦建立起某一

意義，也就是建立起一個世界、一個時代。 

                                                        
1 參閱 Klaus Held,p.125 
2 同上註，頁 126 
3 同上註，頁.127 
4 同上註 
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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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本身的堅固性、與人的可靠性關係如農婦與鞋的關係，來自於大地起源

本質性的存有豐富性，使鞋具可以在農婦的世界之中，「在一種沉重而健康的疲

累中脫下鞋子；晨曦初露時，農婦又把手伸向它們；或者在節日裡，農婦把它

們棄在一旁。」依不同的狀況，產生無限的風貌。大地作為建基，在世界的敞

開中保證了其無限延展的自由，形成無限豐富的形態，就此，大地就是存有本

身的不斷湧出，而此湧出可以持續來自於大地本身的隱匿要求呈現。大地的隱

匿是存有物自持的起源，由於大地作為存有之豐富是在世界中被展現出來，我

們在世界中經驗到事物有超出我們把握與形塑的部分，如此事物之起源的隱匿，

就是存有物可以自持的來源。 

 

    所有事物難離起源，且此隱匿的起源是雙重隱匿的狀態，如此存有物的自

持來自存有自身拒絕與偽裝的遮蔽，使存有物成為某種理論中的以概念構成的

存然為物，這些呈現皆是由大地雙重隱匿的起源中形成的展現方式。大地提供

存有物諸多延展的自由，此自由亦是雙重意義的，一方面是提供存有物自持的

敞開，同時也帶來存有物本身總是尚未展現與誤解存有物本身的可能。但大地

作為存有物堅固性的來源，是存有物自身遭損壞誤解時可再生的家園基礎，作

為使存有物立足於世界上的大地，是存有物成其自身的條件，容納與支撐起存

有物本身發生成為自身的失敗或成功的狀態。 

 

    事物的自持來自大地的隱匿，大地才使事物自持是可靠與堅固，也就是可

以多樣的展現並可以回到大地，以自身始終未顯的 hyle 再次形構一個世界。我

們需要事物才可以經驗到大地的隱匿，這就是作品中的大地因素所道出的存有

論差異，存有隱匿作為起源支持存有物之自持，這之間存在著存有與存有物兩

者的差異，而作品的自持就是建立在存有物與存有的差異爭執之中。1
 

 

 3 3 3 3 作品敞開大地作品敞開大地作品敞開大地作品敞開大地    

 

    這種對 hyle 的提出以建立一個世界，在此經驗中物自身的隱匿自持仍是歸

屬於以退隱之大地的方式顯現出來，即是以隱匿的、非顯題化、難以被發現的方

式展現，所以海德格說作品製造大地，即以作品把此件事形諸於外，作品把建立

一個世界是立基於大地隱匿之上這件事說出，作品使我們看到了 hyle 被取出成

為一個世界建立的過程，但是作品並非把大地當作一種材料加以耗盡或濫用，倒

                                                        
1 OW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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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把大地解放出來，使之成為大地本身，因為作品持續不斷的恆動是真理自身聚

集了無限多的運動而置入作品之中，1作品作為裂縫的爭執成為無蔽狀態必定是

被置回置回置回置回、返回到大地，大地本身的自行封閉就被帶入作品輪廓之中，允許進入界

線中，而「希臘語意上的界線並非封閉，而是作為被生產的東西本身使在場者顯

現出來」，2自行封閉的大地實際上是作為被生產出來的東西，其界線有所開放而

入於無蔽領域中，如此作品置回大地並固定於自身之中，就是使大地被生產出來

進入無蔽狀態的真理之中，所以作品製造大地，就是敞開大地，使大地的隱匿處

在作品的開顯之中，自行澄亮了，作品使大地成為大地。「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

一個世界的敞開領域中，並使之保持於其中，作品使大地成為大地。」3大地、

或是本有4需要進入世界，如此大地才是湧現著—庇護著的大地。使大地成為大

地的動作在於回轉到大地之中並敞開起尚未敞開之存有而成為一獨有的方式帶

出大地，如同半神半人對諸神創造它神性的再創造而回到起源，以使河流持續流

動一樣。 

 

    就真理是解蔽而言，歷史證明了物本身並不敞開給我們發現，所有的揭示狀

態是一種不被全然敞開的二元爭執狀態，「此種爭執不會在一個特地被生產出來

的存有物中解除，亦不會單純地得到安頓，而是由於此存在物而被開啟出來」 

，5爭執永不被消除，而是在作品的存有物敞開中被呈現出來，所以作為「此存

有物自身必具備爭執的本質特性」。6存有物自身中含有爭執，此爭執是所有存

有物本身持續變動、最高動盪的恆定狀態而成的一種自持的寧靜，是事物自身不

斷湧現自身之所是的存有的狀態。作品的本質是存有物之真理的置入其中，因而

表現了這一切。作品的作品存有是使創作之本質發生，即「讓某物出現於被生產

者之中」，7此某物是通過爭執而出現，爭出了一個「先前還不曾在，此後也不

再重覆」的存有物，8此前所未有的存有物，乃來自於作品裂縫作為一個活性化

運動的變動，不斷的移動於存有與存有物之間而改變作品的形象、基本圖形。裂

縫把存有物整體顯現，在裂縫中在場的開顯與鎖閉的不在場相互共鳴，由大地中

吸取出某一個開端而持續創造出新的形態，作品作為一位半神半人，將物自身的

                                                        
1 OW 83 即真理固定於作品中，並非刻板、靜止，而是真理自身聚集了無限多的活動的動盪狀

態。 
2 同上註. 
3 OW 46 
4 於 1960 年版的起源大地稱為本有(Ereignis) 
5 OW 63 
6 同上註 
7 同上註. 
8 OW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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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展現出來，提供人們與存有物在不同脈絡中的聯繫。 

 

    大地是作品所要敞開的東西，「真正詩藝創作的籌畫是對歷史性此有已經被

拋入其中的那個東西的開啟，那個東西就是大地，對與一個歷史民族來說就是他

的大地，自行鎖閉著的基礎，」1大地是萬物成其自身的起源，是自行封鎖而需

要世界敞開其多樣豐富性的歷史河流本身。這樣由封鎖而敞開的過程成為存有物 

，使存有物本身就含有爭執，萬物與人聯繫的可靠性就是來自於大地。 

 

    作品作為一個存有物，以其Riß作為其物因素。「作品中唯一的使某個別的

東西敞開出來的東西，這個把某個別的東西結合起來的東西，也就是藝術作品中

的物的因素(Dinghafte)」，2而此物因素要敞開的，要結合的那個東西就是大地，

作品自持地敞開大地在於更新作品本身，而讓新的時代、新神到來，「藝術作品

中的物因素像是一個屋基，藝術作品含有的不只是物的東西，別的東西和本真的

東西就築居於物因素中」，3物因素與大地的結合就是使大地作為存有物的起源

而使存有物自身敞開出來，如此物才成為物本身，而這是來自於物本身敞開的與

聯繫的是大地。 

 

    真理來自於尚未成真的非—真理，作為開顯與遮蔽爭執的真理，是要在有存

有物存有的敞開領域中使真理獲得棲身之所與堅定性，作品作為這個敞開領域中

不斷來到的存有，使大地的非—真理獲得其呈顯的領域，作品在此意義上，敞開

了大地，並通過製造出前所未有的存有之到來，動搖我們的現況並提醒我們居安

思危。大地的自行隱匿通過作品開顯出來，大地保持在作品之中，並通過世界的

建立化為多樣的形態。如此大地無法脫離世界的開顯以展現自身的本質，大地處

於在場中的不在場，通過世界對其的開顯成為現實。 

 

這種敞開領域的敞開性也即真理；當且僅當真理把自身設立在它的敞

開領域中，真理才是其所是，亦即是這種敞開性。因此，在這種敞開

領域中始終必定有存有物存在，好讓敞開性獲得棲身之所和堅定性。

由於敞開性佔據著敞開領域，因此敞開性開放並且維持著敞開領域。

在這裡，設置和佔據就是從 Θέσις [置立]的希臘意義出發得到思考的，

後者意謂：在無蔽領域中的一種建立（Aufstellen）。 

          

                                                        
1 OW 75 
2 同上註 
3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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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的自行隱匿需要一個敞開領域，通過敞開領域中的存有物存有，大地的

真理，亦即保持自我隱匿的開顯才獲得真實的佇立之所，由於大地之真理佔有敞

開領域，如同岩石的不可穿透佔據著神殿，所以岩石不可穿透的開顯、自我隱匿

的展開就形成一種包容與開放的狀態，維持著神殿，這也就是在敞開領域中存有

物之存有的建立，換言之，大地自我隱匿的開顯即是使敞開領域中的存有物之存

有得以建立，而存有物之存有的建立才使大地自我隱匿開顯，即敞開領域的敞開

性獲得一現實領域。作品做為敞開領域，也就是大地自我隱匿的開顯與存有物之

存有共屬一體之領地。作品中大地與世界之爭得的真理，是作品保持自立的狀態，

換言之敞開領域中的敞開性作為真理，是作品自立的設置。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大地的隱匿大地的隱匿大地的隱匿大地的隱匿完成完成完成完成自身與人類自身與人類自身與人類自身與人類的本質的本質的本質的本質 

 

伊底帕斯恍然發現一切，他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痛苦而面對現實，自

掘其目，1展開另一段未知旅程而保存了不可知的命運，重獲自身之

生命的支撐，只有這種回歸，才可以克服自身的命運，以自我流浪作

為與命運的連結，走出了算計的框架。只有人可以走進其中的來源處，

如此才與命運的隱匿結伴而行，不再以主體的人抓握一切。由於瞎子

看到的是存有的不可見，使伊底帕斯成為承擔與創造真理的英雄永傳

於世。 

 

    諸神把半神半人的反抗來自其自身的要求這件事隱藏起來，以讓半神半人自

我創造出其自立，而此有可以做出決斷與作品可以自立，是來自於要使大地成為

大地自身。存有的隱匿襲來到存有物中，使存有物存有，存有的隱匿使存有物試

圖拉出其隱匿而與之爭執，存有的隱匿是讓存有物以自身的方式與之爭執而敞開

自身的本質，如此存有的隱匿是允許了存有物的自持。大地的隱匿在作品中開顯，

作品開顯存有物之存有同時也將自身的存有也一道開顯出來，作品中世界與大地

之爭使作品聯繫著大地並成為化育萬物而自持的河流。 

 

由於指出敞開性自行設立(self-establishment)於敞開領域(open)之中，思

想就觸及了一個我們在此還不能予以說明的區域，此句話所要指的是，

存有物的無蔽狀態的本質以某種方式屬於存有本身，那麼存有就由其本

                                                        
1伊底帕斯在晚年曾說 「眼瞎就不中用了，苦阿」，對比於作品無所用處與半神半人承受的痛苦。

所以當伊底帕斯挖去雙目時，就進入超凡入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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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而來讓敞開性之領地一即此之開顯(Lichtung des Da)得以出現，並引

導這個領地成為任何存有物以各自方式展開其中的領地。1
 

 

    岩石的隱匿使神殿與所有存有物以自身的方式敞開起隱匿，大地的隱匿意義

即是在於完成所有存有物自持的本質。存有的隱匿允諾了在其敞開領域中的所有

存有物以自身的方式聯繫存有而敞開存有並成為自身。諸神無有感受的自我封鎖

通過半神半人才讓其感受到自我差異，諸神之自我隔離通過半神半人被創造存有

的自我創造而與諸神聯繫在一起，此再創造使半神半人自持，如同作品建立自身

與製造自身一樣，是諸神亦是大地的自我隱匿首肯與承諾了這件事的發生，因為

起源已預先決定了終點。存有有所保留的給出於如何完成與允許此有之自持，又

在之中使存有自身的隱匿展現出來呢？ 

 

(一一一一) 保持保持保持保持大地隱匿的大地隱匿的大地隱匿的大地隱匿的開顯開顯開顯開顯即即即即保存保存保存保存此有此有此有此有自身的自身的自身的自身的存有存有存有存有   

 

 

    通過作品敞開了存有物整體之存有，如此人類要發現自身之存有，就需要進

入如此湧現中，也就是實存著的人類綻出地進入存有的無蔽狀態之中，進入作品

的深淵之中，人必須進入作品之中，作品即是人參與其中並創造出大地所賜與的

禮物，如此被迫流出跑道而導致粉身碎骨的狀態才會發生轉回起源而源源留長的

狀態。因為「天神之力並非萬能，正是終有一死者更早的達於深淵，於是轉變與

之相伴，時代久遠，而真實自行發生。」2真實的是，諸神已經給予了半神半人

可以自持的元素，人們必須參與進入半神半人之中，形上學的歷史悲劇才有可能

出現契機。 

 

人的轉向是在他們探入本己的本質之際才發生，也就是進入深淵，進入

錯誤扭曲發生的本質來源之中，也就是進入存有偽裝的遮蔽做為深淵

(abground)的錯誤經驗中，3發現存有作為基礎。4
 

 

此有的轉變契機在於經驗到自身的錯誤來源，發現存有做為基礎引發一切的

被創造之存有，同時與之聯繫而理解到自身存有仍是尚未到來的狀態，自身的在

場仍是尚未完成的含有著不在場， 

                                                        
1
UK 48-49 

2 WP 93 
3 Ab-有除去、減少、取消之意  也就是存有自身的減少，存有隱匿的展現，也就是偽裝，假象，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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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轉向是在他們探入本己的本質之際才發生，這一本質在於終有一死

的人比天神之物更早地達乎深淵。當我們思人的本質時，人依然更接近

於不在場(Abwesen)，因為他們被在場(Anwesen)所關涉。此處所謂在場，

自古以來被稱作存有(Sein)。然則在場同時也遮蔽自身，所以在場本身

即不在場。1
 

 

    存有本身在場同時又遮蔽自身，所以本身又不在場，在終有一死的人之間，

誰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並且完全不同地進入在場這樣的深淵狀態，經驗到那深淵

所註明的無蔽標誌，即進入作品，進入半神半人即遠逝的諸神的蹤跡，以自身獨

特的方式展開之，誰就保存了作品，也同時才成為自身的本質。酒神戴奧尼修斯

將蹤跡帶給處於大地隱匿的顯現中的人們，他以一切存有物一如葡萄與酒最為明

顯，保存人和神結合之所的共屬一體，只有由兩者結合處如作品，還留存有大地

諸神的蹤跡。而作品需要人的保護，一如人對河流流經之地的破壞，也無法保存

河流自身，所以只要作品是一件作品，它就總是與保存者相關涉，他甚至在、也

正是在只是等待保存者，懇求希冀他們進入其真理之中的時候。一如存有必須到

達存有物之中，存有需要存有物對之隱匿的保存而開顯其隱匿的本質。此有必須

處於此種不穩定的深淵狀態中以保護自身的本質，即是保持著意願的知道和保持

著知道的意願，勇敢的進入深淵之中， 

  

人甚至有時大膽冒險更甚於「生命本身」。「生命」在此意味著：在其存

有中的存有物，即自然。人有時比冒險更大膽冒險，比存有物的存有更

具存有特性。但是，存有乃是存有物的基礎。凡比基礎更加冒險者，就

冒險入於一切基礎破碎之處，即進入深淵。2
 

 

人進入此種深淵之中如何是一種比生命更甚的冒險呢？「真正的保護是某種積極

的事情，他發生在我們事先保留某物的本質之時，在我們特別地把某物隱回它的

本質之中的時候，依字面的來說，也就是在我們使某物自由的時候。」3這表達了

當我們接受大地自我隱匿以不同型態的開顯自由時，我們才真正的保護了大地，

如此是人讓自己冒險進入未知的不同狀態的深淵之中，才可以保護大地。但這樣

如何成就此有的自持呢？ 

                                                        
1 同上註 
2 WP119 
3 Martin Heidegger,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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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汲取汲取汲取汲取 

   此有進入深淵的狀態是甚而比存有更為冒險，因為此有接受接受接受接受存有不可控制的

給出的存有物之存有，而更為大膽的創造與完成自身， 

 

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比任何貫徹意圖活動更有意願，因為它是有意志

的，為我們「創造」了在敞開者中的安全存有。「創造」意味著：汲取。

「從源泉中汲取」意思就是：接受噴湧出來的東西並把所接受的東西帶

出來。有意志之意願的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並不製作任何東西，它接受

並給出所接受者，它通過展開所接受者的全部豐富性而把所接受者帶出

來。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完成著，但它並不製造，只有一種冒險更甚的

大膽冒險——就其是有意志的而言——才能在接受中完成。 
1
 

 

如同諸神的隱匿使半神半人被迫衝破自身，在此經驗中使之自我創造出如何與諸

神的聯繫關係，而創建自我的安全性，如此，作為河流它展開與接受諸神起源的

隱匿與其豐富性，如此諸神對半神半人的保護，是其一開始即是讓其成為無所保

護的狀態，才促使半神半人創造性的建立自身。創造做為汲取是由「由某處引出、

獲得某物，使某物出現－就是我們稱之的：汲取某物，這是汲取(Bezug)一詞的原

始意義。2」3這樣的汲取的出現即是大地隱匿的開顯。此狀態回到此有中是當此

有更勇於遠離自我主張的狀態，轉向與連結存有自身，此有才可以獲得其隱匿的

敞開，這樣的此有之意志就是去順從，以允諾朝向汲取而代替以自我主張去反對

它，如此人的意志即可以讓事物自身之所是。「只有超出哪遠離敞開的對象化，『超

出保護之外』，超出那反純粹汲取的告別，才有一種安全存有，……安全存有是

整體汲取的吸引終得隱蔽的安居。」4
 

 

如同一切萬物，我們也只是在存有的冒險之中通過存有而在冒險的存

有物。但因為我們作為有所意願而冒險的人，我們就更為冒險，並更

快的面臨危險……，但是，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為我們創造了一種安

全性……，只有當我們不計算無保護者，也不計算在意願中樹立起來

的保護之時，我們才安全地存有。 

 

                                                        
1 WP 120 
2 Bezug：有弦弦弦弦、援引援引援引援引、、、、聯繫聯繫聯繫聯繫、、、、收到收到收到收到、、、、使發生關係等等意義使發生關係等等意義使發生關係等等意義使發生關係等等意義 
3 同上註 
4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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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如半神半人發現需要與諸神聯繫在一起的狀態一樣，它的無所保護轉換成

為對其建立自身的保護，如此他發現自身的起源的同時即是已經看到危險所在而

改變了起源對自身的威脅，反而觸使他創造自身與起源如何聯繫的本質關係。半

神半人願意連結起源的狂暴迸出，並在這之中自我創造了自持之安全性，這是由

於半神半人忍受住諸神的需要並與之結合，才可以保持自身成為持續流動的河流

而不置滅亡。這之中的關鍵是對被創造的自我毀滅的無保護狀態的再創造之轉變 

，而成就了半神半人自身的自我保護。 

 

無保護性庇護我們，只是因為我們已經改變了它，……在我們已經把

它改變時，無保護性自始就做為整體在其本質上被改變了，這種改變

的特別在於，我們已經看到了向我們逼近的無保護性，只有這種看到

才看見危險，他看到，無保護性本身以喪失對敞開者的歸屬興這件事

來威脅我們。在這種已經看到中必定有已經改變這件事的根據。於是

無保護性被改變而「進入敞開之中」，因為已經看到本質的危險，我們

必定已經完成了對那種反敞開告別的顛倒。這是由於：敞開者本身必

定已經以那種我們可以把它轉向無保護性的方式轉向我們了。1
 

 

    回到人類世界中，當我們發覺到自身的意識態度中我們計算或對象化事物是

威脅我們與敞開領域的共屬關係時，我們就開始冒現而停止扭曲我們獨特的存有 

，一如半神半人企圖衝破跑道之危及的逆轉，我們即是停止以自我主張來控制所

有的事物，由於敞開領域無法轉向我們，除非我們先停止反對它，我們必須停止

干預所有的事物，以使事物自身冒現自身之存有而成為它們自身。詩人作詩之創

造即是轉向無保護性進入純粹汲取的敞開之中。 

 

不過，既然無保護性的被顛倒而進入敞開之中的過程自始關涉到無保護

性的本質，則這種對無保護性的顛倒就是一種對意識的顛倒，而且是在

意識範圍內的顛倒，不可見的東西和內在的東西的範圍規定了無保護性

的本質，但也規定了把無保護性改變而入於最寬廣的軌道的方式，所以

本質上內在的東西和不可見的東西，必須轉向那種尋獲自身的東西，這

種東西自身只能是不可見的東西中最不可見的東西和內在東西中最內

在的東西。2
 

 

                                                        
1 WP 122 
2 W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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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最不可見的東西與最內在的東西即是所有存有物包括此有中仍未在場的

東西，這東西的出現在於我們讓自身處於大地隱匿的開顯之中汲取，我們是處

在沒有保護的狀態之中，而更勇於冒險創造我們的安全，此創造仍是一種意志，

但是是比任何一種以人類自我為中心的自作主張之意志更為堅強與勇於承受的

存有意志，以使我們在敞開領域中獲得安全。這裡區分了兩種不同的意志意義，

其一是諸神使半神半人的衝破自身轉變為其自我之創造，而這是透過諸神自身

包含有某部分反抗敞開的隱匿，而進入轉向通過半神半人朝向敞開領域。我們

的無防禦狀態發生在我們讓自身處於敞開之中的遮蔽之轉回，這個轉變在於我

們意識狀態的轉變，不再是計算性的意識與理性的控約，而是創造出自身獨有

的內心的轉變使自身進入敞開，而這種轉變是諸神已經事先答允我們的，所以

「存有就由其本質而來讓敞開性之領地一即此之開顯(Lichtung des Da)得以出

現，並引導這個領地成為任何存有物以各自方式展開其中的領地。」1存有的隱

匿是讓存有，這是在存有的自我隱匿中就已經完成了。一如伊底帕斯無所畏懼

的勇闖斯分克斯之謎，而通過此謎的承受使之創造自身與命運的聯繫關係，所

以「事先——把我們從無保護的貫徹意圖的憂煩中解放出來：……最終庇護我

們的，是我們的無保護性，」2
 此無所保護的狀態是為了建立自身的自持狀態，

對被創造的悲愴狀態的再創造以成為自身之自持。 

 

    人被拋於大地之中，通過自我被創造的再創造，人進入與存有的聯繫之中，

因為「人的本質是基於存有對人的關聯，因此，人由於他的自身意願而在一種本

質性的意義上被威脅著，也就是說，人需要保護，但又由於同一個本性而同時是

無保護的。」3
 如此人的保護就是其無所保護的狀態，即通過無保護狀態創建自

身的保護，這樣的倒置海德格稱之為人內心的內在回憶，「這種顛倒指向內在東

西之更內在的東西。對意識的顛倒因而就是一種內在回憶，即使表象之物件的內

在性進入心靈空間內的在場之中的內在回憶。」4
 此種內在回憶，由於將人企圖

受保護的心敞開而無所保護，同時也使大地的隱匿的不可見進入人的內心中，因

而在人身上發現了大地的蹤跡，一如在半神半人發現諸神的痕跡，而源源不絕的

冒現所有在場事物之存有， 

內在回憶把我們的唯求貫徹意圖的本質及其物件轉變入心靈空間之最

內在的不可見領域中。在這裡，一切都是內向的：不僅一切都始終轉向

                                                        
1 UK 48-49  
2 WP 121 
3 WP115 
4 W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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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意識的這種真正內在領域，而且在這種內在領域內，每一物都毫無限

制地轉向我們而進入另一物之中。世界內在空間的內向性（das 

Inwendige）為我們清除了對敞開者的限制。唯有我們如此這般內向地

（inwendig）－即從心裡（par coeur）持有的東西，才是我們真正外向

地（auswendig）知道的。在這一內向領域中，我們才是自由的，才超

出了與那些僅僅在表面上具有保護作用的、在我們周圍被擺置的物件的

關係之外。在世界內在空間的內向領域中，有一種超出保護之外的安全

存有。 
1
 

如此處於內在回憶中即是朝向自身的存有「……我們的任務是使這一短暫易逝的

大地如此深刻、如此痛苦和如此熱情地依存於我們自身，從而使它的本質重新在

我們身上「不可見地」產生。」2如同半神半人的再創造讓諸神冒現出來，我們

的任務也即是通過我們自身有限性的再創造，讓存有的隱匿依存於此之有而開顯

出來， 

    

由於人把無保護性本身轉變入於敞開者之中，並把它轉換入不可見者的

心靈空間中，所以人能外在於保護，創造「一種安全存有」，這種情況

一旦發生，則無保護性的非鎮靜的東西就轉向那種地方，在那裡，有一

個生靈在世界內在空間的平衡了的統一性中顯現出來；這個生靈使那個

統一體的統一方式顯露出來，並因此把存有表現出來。於是，危險的天

平就從計算性意願的領域轉向天使。3
 

 

    此有有限性的再創造是將大地存有的隱匿開顯出來，使大地成為大地，這

樣狀況的發生即是人參與大地給出的禮物之中的－作品，作為半神半人也就是

上述所言的生靈天使。此命名的意義在於突顯出作品超越了人的領域，並在作

品中傳遞與敞開存有大地的訊息。通過詩人的創作汲取大地，幫助我們由計算

性的理性轉變成為天使，里克爾(Rilke)寫到：「《哀歌》中的天使是一種創造

物，在她身上我們所作的把可見領域轉入不可見領域的工作看來已經完成

了……。《哀歌》中的天使是一種生靈，它保證我們在不可見領域中去認識現

實的更高秩序。」4 

 

                                                        
1 WP130 
2 WP 130 
3 WP 136 
4 W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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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衡的空間是世界的內在空間，因為它給予世界性的敞開者整體以空間，

所以她就允諾此一牽引和彼一牽引，使它們具有的統一作用的統一體顯現出來。」
1生活中不可見的敞開領域整體牽引著另一邊，天使是通過整體牽引拉出與進入

中心的不可見中轉換為可見的存有，所以詩人可以治癒在可見與不可見之間的

裂縫， 

 

冒險更甚的是詩人，詩人的歌唱將我們的無保護性轉變而進入敞開之中 

，因為詩人轉變了反抗敞開的告別，並將它有害的狀態朝回進入美好的

整體之中，它們在災難(das Unheile)中吟唱美妙(das Heile)，此招喚轉換

已經超過了反抗敞開的告別，它是在所有分別之前，並且在心靈的世界

內在空間之中超過一切對象性事物，2
 

 

   如同將非非非非－真理帶出於真理中，詩是原初的，詩歌傳遞神聖，如同女祭司傳

遞神聖的訊息一般，看到了超越表象性事物的事物本身，而我們必須通過詩作為

我們內心意識的轉換。是海德格籌畫以語言做為承先啟後的河流流域般的活動。 

 

        ((((二二二二))))籌畫籌畫籌畫籌畫：：：：人通過語言成為大地的意義人通過語言成為大地的意義人通過語言成為大地的意義人通過語言成為大地的意義    

                (1)(1)(1)(1)詩與語言的本質詩與語言的本質詩與語言的本質詩與語言的本質：：：：保存大地的原始本質保存大地的原始本質保存大地的原始本質保存大地的原始本質    

    

由於弒夫娶母的神喻，所以國王下令殺了伊底帕斯，為防範他逃走就

於其腳釘上記號使其腳腫（oidos：腫；pous︰腳），所以伊底帕斯

(Oedipus)之名即是命名命運的烙印。「腫」（oidos）希臘文衍生意

義是「我知道」（oida）；如此，我知道(oida)、伊底帕斯(Oedipus)、

腫腳、人、知不知道、記號痕跡、等在故事與戲劇演出中交錯，在聲

音和意義兩方面形成一個綿密聯繫的共鳴，為的是要查出 Oedipus 是

誰。3
 

 

    真理的生發是在尚未到來的隱匿存有中取出而特地帶出為一外形，此隱匿的

存有即是人被拋入其中的大地，所以真理是人在被拋入之大地的敞開並保持隱匿

的籌畫，使所有存有物的開顯發生。被拋籌畫即是大地如何被帶出的問題，轉換

                                                        
1 WP 136 
2 WP 140-1 
3
 可參閱《伊底帕斯王》一書中之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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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藝術如何現身在場於作品之中呈現的問題，此有以各自之自由將尚未到來的

存有引出為一外觀是一種創作，作詩作為一種此有以其自身之自由的把尚未到來

的存有引出並保持存有持續的隱匿，而使存有的展現有不同的形態，藝術是通過

詩始終保有隱匿之本質而到達存有物本身的存有，所以藝術的本質是詩。 

 

   作詩即是此有被拋的籌畫，將尚未到來的隱匿大地以此有自身的方式敞開來，

此種敞開如何保持大地的隱匿？如何不耗盡大地，這即是問何謂詩的本質？海德

格認為詩的本質是語言，因為語言使存有物作為存有物進入敞開領域之中，語言

將存有物所是之尚未到來的存有保持隱匿而開顯了，因為語言將存有物所是之存

有拉出而達於存有物之中來命名存有物，如此的道說是對存有物尚未到來的存有

不顯所引起的混亂之拒絕並做為在場持續連繫與回到大地，解放了大地；不同於

強行索求，而是以大地自身保持在尚未被揭示、仍未被全然解釋的方式敞開大地，

並在語言領域之中成為現實，通過語言保存了大地的鎖蔽。如此之說是說有不可

說的東西傳遞給世界可能領域中發現，而不是沒有，並不是要強行說不可道說的

東西為何，且把世界的敞開歸屬於、退回於大地之中。語言是人獨有的創造如何

展開存有物的方式，如此才使隱匿的存有以不同的形態出現，從而語言即是真理

的生發。被拋的籌畫之說如同是半神半人對諸神的被創造的再創造，使諸神所有

遠遠近近的隱匿現身，也就是半神半人回到自身尚未到來的存有之中，發揮與創

造自身半神的神性面對諸神，也正是如此才真正回到自身的存有而解放了諸神，

使諸神成為諸神。 

 

   藝術為謎因為藝術是可以現身在場的，可以引出的，海德格選擇以自我隱匿

的大地通過此－有獨特而有限地各自自由的方式聯繫與獲取尚未到來的存有生

成的不同因素，是讓此有與大地相互保持自持而讓之自由的思考。 

 

    作品的構形是隱匿大地要求成形的命運，科技也是存有隱匿下而成的，但科

技的構形已成了獨大的統治，忘了存有論差異而關注於在場者，所以海德格以作

品說明現代科技的來源，提醒我們放棄現代集置的意義，並說明科技來自存有成

形的需要，當現代以科技成為統治時，就難以發現湧現出的尚未到來的存有，如

同在器具中有Daß，而人輕易的遺忘了。只要逗留在作品中尚未到來的存有之旁，

我們就知道無法對藝術為何作定論，藝術與作品的歧義性，也就是作品自身含有

的創作者與保存者，作品如何創作與由誰來保存這是〈起源〉中刻意不說而留給

讀者言說而建立自身與存有的關係。 

 

有時冒險更甚於存有物之存有的冒險者所冒何險。他們冒存有之區域的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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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冒語言之險。一切存有物，無論是意識的物件還是心靈之物，無論

是自身貫徹意圖的人還是冒險更甚的人，或所有的生物，都以各自的方式

作為存有物存有於語言之區域中。因此之故，無論何處，唯有在這一區域

中，從物件及其表象領域到心靈空間之最內在領域的回歸才是可完成的。 1 

 

如果存有是存有物的無與倫比的東西，那麼，存有還能被什麼超過呢？只

能被它自身，只能被它本己的東西，而且是以它特別地進入其本己之中的

方式。那麼，存有就是絕對超出自身的無與倫比的東西了，即，完全的超

越者本身（transcendens schlechthin）。但是這種超越並非越過去和轉向另

一東西，而是回歸到它本身，並且歸入其真理的本質之中。存有本身穿越

這一回歸，並且存有本身就是這一回歸的維度。 
2
 

 

當我們思這一點之際，我們便在存有本身中體會到：在存有中有一個為存

有所固有的「更甚」（mehr），因而有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在存有被思為

冒險之處，那冒險更甚者也能比存有本身冒險更甚－只要我們通常是從存

有物方面來表象存有的。存有作為存有本身穿越它自己的區域，此區域之

被標劃（tempus），乃由於存有是在詞語中成其本質的。語言是存有之區

域——存有之聖殿（templum）；3
 

 

語言做為存有大地的神殿，一如神殿作品道出了岩石的自我鎖蔽，語言道出了大

地的隱匿並保持著大地的隱匿，從而是大地中心的聖殿。而人在語言之中與大地

遭逢。語言可以說是海德格自身存有的再創造活動，我們先回到海德格如何思考

出此自我限制的再創造之起點。 

 

(1)(1)(1)(1) 詩作為有限此有的再創造活動之背景詩作為有限此有的再創造活動之背景詩作為有限此有的再創造活動之背景詩作為有限此有的再創造活動之背景    

    在思考海德格對荷德林詩中的大地意義時，第一章提到關鍵在於對半神半人

的思考，我們先對海德格談論荷德林的背景說明，再回頭思考半神半人的意義與

之後如何成為海德格建構藝術作品的原點。 

 

    海德格在三次以荷德林之詩歌為主的課程之前，4在《存有與時間》中，提

                                                        
1WP 132 
2WP 131 
3WP 132 
4海德格以三門課的時間談論荷德林，第一門是《Germanien》與《Der Rhein》 (1934 到 1935)，

第二門討論《Andenken》(1941 到 1942)，在第三門中，海德格再次討論荷德林沒有出版的〈die donau〉

(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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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他反對笛卡兒的空間概念，因為空間本身不是幾何學的，不是範疇或是理論方

法下的規畫好的空間，1而是更平凡直接的與人聯繫的，海德格以常識的說法談

論空間性，也就是在日常生活下的空間，人居住於其中的空間。2海德格認為所

有的事物有它們的位置，3但通常並不顯明地被理解，除非人沒有找到放置某事

物的領域時，位置的場所本身才首次成為明顯的。「每一個場所的更源始的意義

上，具有熟悉而不觸目的性質」，4我們身在本質性的空間中，但是在日常生活中

卻以規劃下空間代替而忘了。 

 

    1930 年至 1940 年，海德格並不企圖延續未完成的《存有與時間》，而開始

寫作《真理的本質》一書(the essence of turth)（1931-1932 年），此狀況之意義之

一在於《真理的本質》中萌現海德格新的思考，並在對荷德林詩歌的演講中達到

最高峰（1934-1935 年）。海德格由《存有與時間》中，以此有的情感作用給予形

式活動，轉換到如詩般的語言事件揭示存有物整體，如此存有物整體將不會由此

有的憂慮中被給予出來，而是在詩之發現的基本協調中給出。這個轉換標識出海

德格對存有意義的再次思考。以下首先說明荷德林詩的特色，之中海德格發現了

什麼，因而轉變對存有意義的思考。 

 

     荷德林詩中的基調是設置存有物整體的給予狀態，對海德格而言，就此，

存有修正為存有–就其本身而論(Being–as–such,Seyn)，他認為荷德林不同於希臘

人命名存有為自然(physis)，而詩意的命名存有為神聖、「natur」，這表達了海德

格的思考轉換到存有自身的歷史。由於海德格一開始讀荷德林仍是關注存有問題

(Seinsfrage)的再思考，以代替存有科學式的基礎，海德格要在荷德林的詩中超越

時間狀態來保存與追蹤存有歷史，也就是保存存有隱匿的揭示，並藉由存有分讓

出自身於語言之中而追蹤與保存存有，所以企圖追蹤的對存有意義的思考要與存

有分讓出自身的詩意的語言結合在一起，這之後成為海德格所說的思與詩的結

合。 

 

    在《日耳曼人》(Germanien)中，海德格以語言是給予出最初的時刻，而非

以此有的情感作用，這裡，基礎的情緒或調和不是焦慮憂煩，而是悲傷(Tauer)，

是通過詩自身與詩給予性之特色下的悲哀與失落的意義，詩作為作品超出此有的

                                                        
1 Martin 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Harper & 

Row,1962.p.129 .中譯本閱《存在與時間》，王慶節、陳嘉映譯，台北：桂冠圖書，2002。 
2 Ibid.p.137 
3 Ibid.p.135. 
4 Ibid.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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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而決定了存有的整體性。《日耳曼人》由《存有與時間》中以此有之焦慮給

出存有整體，轉換到此有必須通過詩本身的給予性而產生悲傷與失落意義下的悲

傷情緒，這轉向是以詩決定此有與存有的關係，而不是以此有的情緒發現存有整

體。如此，由焦慮到悲傷，海德格修正先前的方法，由要求給予性必須是一種現

象，到給予性是由詩構成的發生，由詩的字詞決定與命名並發生人與存有共鳴的

結合。對海德格而言，詩的基調是存有本身的給予，在《日耳曼人》中，他發現

詩人是存有的建基者(Begründer)，詩是一個揭示方式的表達，詩強制與引誘了神

的閃電雷光進入字詞之中，並放置此雷光以挑戰與動搖人們的語言。所以海德格

用了許多詩人之作，最多的是荷德林，引發出存有陌生可怕未知的震撼力。海德

格認為荷德林是詩人中的詩人，因為荷德林把詩本身帶入詩作之中表達出來，他

認為荷德林詩中的基本情調是詩中給予性的基調本身。詩意的給予性成為海德格

重新思考存有之立基。海德格發現荷德林詩中基本調和是一種悲傷意義的失落

(loss)的情緒，海德格讀《萊茵河》(Der Rhein)時，總結並強調四種本質情緒︰ 

 

 1 基本情調(Grundstimmung)是一種朝向或轉移，使我們離開存有物的限

制，讓我們進入自身與諸神的關係。 

 2 基本情調把我們由自身中抽離(rückt uns aus)，同時在狂喜(entrücken)

之中，牽引我們進入與大地或家園的多種關係之中，基本情調總是首

先進入-狂喜和朝向–描述。 

3 如此，基本情調展開存有物為整全，如同全然蘊藏的範圍，是一個世

界整體。 

 4 基本情調因此釋放自身的此有交付予存有，所以存有必須接受此有，

承受此有，使此有具體化。1
 

 

    上述表達了詩超出人並給出了人基本情調聯繫人與存有的歸屬關係，海德格

在《日耳曼人》中說基本情調是承受痛苦的一種悲痛(Schmerz)，一種承受(Leiden)，

一種哀歌(Klagen)，2這些皆是一種哀傷與悲傷的面向，但是詩本身並不悲傷任何

個別的人或物的喪失或毀滅，相反的，詩是一種先於所有個別悲傷的悲傷，是先

於所有負面的正面意義，是荷德林所說的神聖(heilig)。3
 而神聖先於人與神而作

為起源地決定。一如半神半人首先展開諸神與人的雙面思考，作品展開了對藝術

與整體存有物的思考一般。 

 

                                                        
1 GA39. p.223. 
2 GA39, p.81 
3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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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作為神聖是先於人與諸神的起源，海德格認為諸神即是時間，而荷德林之

詩是新的時間，是飛逝的諸神需要的時間與諸神尚未來臨的時間，荷德林之詩中

調和的悲傷，是一種飛逝諸神遺失之承受，諸神逼迫我們進入一個等待的準備狀

況，以進入我們被迫接收諸神消逝的領域，但此消逝並非是不完美與不足，而是

可以使諸神成為諸神自身，是諸神未來的顯現，是一個原初開端的時間，時間的

時間性，而這是在詩自身中人的等待與諸神來到的調和事件。詩作為此有發現諸

神隱匿的痕跡如同半神半人，半神半人是新神，是諸神所需要的神而使諸神來到，

半神半人之所以是新神是因為它承受了諸神的隱退與自身中半人的等待無有方

向的狀態，並且它面對自身的命運而創造自身做為神的到來，使諸神保持在它的

創造後出現的尚未出現的狀態中，而使諸神成為諸神。如此詩作為海德格對有限

此有的再創造活動使大地隱匿的彰顯而成為大地自身。 

 

(2)詩即是開啟敞開領域 

  

   「作為開顯著的籌畫，詩在無蔽狀態那裡展開的東西和先行拋入型態之裂縫

中的東西，是讓無蔽發生的敞開領域，並且是這樣，即現在，敞開領域才在存有

物中間使存有物發光和鳴響。」
1
詩只是真理開顯的籌劃方式之一，但其突顯出

來的是其語言狀態。「唯語言才使存有物者作為存有物進入敞開領域之中，這是

由於語言首度命名存有物，這種命名才把存有物帶向詞語而顯現出來。這一命名

指派存有物，使之源於其存有而達於其存有。」
2
語言自身就是一個暗號、諾言，

3
投像人類以保存音訊，「在作品中，真理被投向即將到來的保藏者，也就是被

投向一個歷史性的人類，」
4
詩作為語言活動，保有隱匿的朝向人類說話，形成

如作品般的敞開領域，一如嚮導，開啟敞開領域帶我們走到不同的風景，並述說

著名勝古蹟的歷史淵源。 

 

2 人通過語言成為大地的意義 

 

由於伊底帕斯命令命令命令命令兇手要離開底比斯城，所以是他自己切斷了自己與家

鄉的關係，浪跡天涯四海為家。
5
 

 

                                                        
1 OW 72 
2 OW73 
3 例如：他信守承諾：He is a man of his word. 爭論：have words 
4 OW 75 
5 人通過語言使自己成為無關係的關係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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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知道是為尚未到來的存有留有空間，如同作品為藝術的到來設置空間，

神殿通過石柱為神的現身在場留有展現的擴領域，此有持續的思考追問通過語言 

，為尚未到來的存有留有更新展現的領域，人的思考是耐心的等待存有、接納存

有一再展現的意願，或是活在因襲成規之中，怎樣的決斷需要面對起源的不斷湧

現，才使人可以安居。 

 

    海德格認為當大地自身成為歷史時，1即是諸神自身力量的敞開，大地是人

們居住家園的地基原鄉，是諸神混亂之中的撕開後，大地進入它現實的基礎與深

淵之中，而建立起的家園即是大地力量的展現，讓諸神運作起來。在《形上學導

論》中，海德格說可使諸神和所有存有物成為一整全的是精神，而悲傷是所有最

初調和的「是」，結合所有存有物為一個整全，悲傷是精神的調和而構成此有之

存有，但悲傷不是人的情緒，也不是事物的性質，而是所有存有物原初給予與聯

繫它者的基本共鳴，此共鳴作為一個揭示，之中我們統一自身而形成一個此有，

是此有的揭示與自身存有的統一支撐著此有。如同大地原初自行鎖蔽的隱匿與世

界的開顯的爭執之結合，是一個持續親密又痛苦的承擔，展開一個無法全然敞開

的敞開領域，即作品，此有在敞開領域中回到自身的存有之中，通過此有對自身

尚未到來的存有的揭示而成為此有自身之自持。 

 

    如 同 人 對 所 有 存 有 物 遮 蔽 之 揭 示 ， 海 德 格 說 人 是 大 地 的 意 義 (Der 

Mensch—…sondern als der Sinn der Erde)，人是存有的目擊者(der Zeuge des 

Seyns)，2因為此有是存有發生的地點，經由此有最初的對話，所有存有物才首先

展開或封閉自身，一切繁榮與興衰而轉回進入起源。3
  

 

    世界的敞開形成其基本調音是悲傷，但悲傷也是欣喜，且悲傷原初的只是來

自於舊的歡愉，這表達了悲傷的事是過去的事，也就是諸神的飛逝，但是悲傷自

身，是一個最高歡愉的暗示，一個尚未來臨的歡愉，尚未到來的諸神，悲傷與歡

愉是相互關係。最極致的快樂，就是完全的悲傷自身，即是對最不可能的痛苦的

承受即成為一種最大之快樂。
4
在同一個時刻中，兩者相互擺動，一方內部過多

的剩餘就是另一個的聲音，如海德格所言，調合的共鳴在相互的爭執中，是基本

情調的特色。最快樂是指悲傷自身，是所有快樂的起源，是神聖也是光亮。對荷

德林而言，光亮也就是最高者，是大地產生於進入極度的光中，如光亮一樣，它

                                                        
1 海德格稱之中的過程是遊戲。 
2 GA39,p.61 伊底帕斯同樣也說過，他自己是命運的目擊者。 
3同上註 
4 這可以解釋悲劇所產生的愉悅是如何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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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開明亮，首先敞開時空方向，是時間自身的開端，是在人的在此(da)之前，是

寂靜的，神聖作為時間性不只是老於時間，也是先於未來，神聖是光亮，這是指

寂靜的起源，是大地與開顯混亂的遊戲運作既定尺度之敞開，人是掉入大地一如

謎般的吸引而進入揭示，進入現在的深淵，當我們未反省現有家園，也就失去了

隱匿的光亮閃電之箭的打擊，也就失去了未來的敞開；如同伊底帕斯通過謎而追

問自身是誰，而創造自身尚未到來的命運；而存有原初的說是同時顯露也包含著

隱匿，神聖的語言是涉及說出的指向未說出的，反之亦然，這表達了爭執對抗所

要指向的是和諧，而和諧指向對抗的共鳴，對基本情調相互爭執的解釋是一種揭

示開顯，而人就是展開語言而作為存有的見證。 

 

    然而，就像人存有於其他事物之中一樣，人如同大地的意義是經由人寓居於

家園之中，整體存有物之存有是被給予出的存有整全，海德格說事物是有意義的

一如我們理解它一樣，事物揭示自身給予我們，如同大地的開顯之意義，人是大

地自身的揭示－如同存有整全的出現與回縮，人是在場的深淵，在所有存有物中，

只有人屬於大地且如深淵一般。海德格說，人詩意地掉入大地，且只有人屬於如

深淵一般的大地。因為人可以以語言展開自身的存有，而去理解存有使人不同於

其他存有物，人的理解使存有物揭示存有物之存有為何，但人無法全然的展開自

身的存有，人如同存有無法全然的展現而處在尚未被揭示之中，如此人即是存有

的見證人。 

 

   經由語言人是存有的見證人，因為人是語言事件的發生，人的存有原初本質

是語言自身，揭示是在有的狀態中才可以揭示其為何，所以人之言說是回應諸神

的吸引，如此對存有的揭示與語言從而即是同時的。揭示與語言相互回應即是詩，

海德格傳達了是詩作為存有基本的命名與所有存有物的在場，但詩並非隨意幻想

之說，而是進入存有之敞開而說，如此詩決不使語言成為工具，而是使語言成為

可能。海德格稱詩之語言為「命名」，詩人言說本質的語言，即言說著存有物之

存有，在詩共鳴中存有與意義尚未分開，且只有存有物之存有發生在世界之中才

被命名為存有物是什麼，所以最重要的是大地存有的詩意命名，因為大地的命名，

是對在場的深淵與對人類怎樣建立一個世界與家園的命名。如同對諸神之命名是

一種呼喚招喚，是完成全然充實之抑制與準備自我敞開之間的爭執，這就是悲傷，

因為在爭執中是創鉅痛深的，因此呼喚即是悲歎、哀悼的詩的基本共鳴，這即是

詩本身，因為詩作為半神半人持續的承受自我限制以回應神的呼喚而呈顯給我

們。 

 

    一般的日常語言隱藏了存有物在場狀態的事實，使存有物切斷與存有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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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中之語言並沒有命名大地，而只是對在場存有物之關注，如此，深淵

在在場中消失而成為虛無主義的肇始。但詩不同於一般人們語言言談，因為詩是

人與神之間的聯繫，詩人把自己丟進人神之間，這個「之間」也是在時間之中，

詩結合神的吸引與人聲音的詮釋，所以在詩中是一般語言與深淵混亂的立基、閃

電與雷兩相的結合。因此詩人的工作是返回原鄉，回到大地和其如家園的深淵之

中；家園即是作品是詩是孕育所有存有物之地，也是大地通過人而包圍住人的共

鳴力量，這力量即是基本情調，而這基本調音不是主體，亦非客體，而是人在調

音中與存有物一同移動。詩即是存有物返回家的聯結，來自於所有存有物回到起

源的渴望。 

 

    在基本情調中，存有物整體對自身是被給出的回到起源之渴望，如同渴望回

到悲傷的家園之河流，荷德林指出，河是對無有蹤跡的起源大地，創造出道路與

限制，河首先行造大地的外型，由它的山峰和深淵出發，使大地成為一個與世界

聯結的家園，依據河的水流動形狀給予出的力量，大地通過河水流動的方向範圍

內，成為一個原初的地方，這表達了無有痕跡的大地只有通過河流接近而無法全

然到達。 

 

因為諸神與大地的逃逸是無路可通的，(人跡罕到的;未開拓的)，既不是

人可以發現此路，諸神也不會立即呈現出道路，但是在急促的、自我創

造的河的牽引下，命運完成自身，土地與大地獲得安全的限制與形成，

而成為人們的家園與人們的真理。
1
  

  

    大地就是起源本身，通過河流流出作為是半神半人、神聖者，使神聖的隱匿

可怕獲得節制與構形，半神半人河流成為是諸神的創建者，也就是荷德林詩中的

自然。萊茵河即是詩人，一個半人半神的調停者、傳遞者、中介者，半神半人的

存有即為其命運，因為它是由起源大地中開展世界，命運的本質意義是代表一個

支配的力量、即是存有呈現的形式、亦是一個由此力量下的某種特殊存有物，而

存有的呈現即為半人半神河本身。如同命運，半神半人的存有是受苦，在荷德林

詩中，河的受苦是被給予的，由起源處狂暴的湧現後，成為起源自身。另一方面，

人們卻由起源中逃逸，轉身以世界替代為其起源。海德格認為爭執是在於已是的

起源與尚未是的起源爭執，如同新神與舊神的交替，這就是最初痛苦與爭執的意

義，而這些反抗的統一是來自起源的，因為只有在這樣的爭執下，起源才可以成

為起源，如同諸神之所以可以成為諸神，來自自身要求半神半人對諸神的反抗爭

                                                        
1 GA39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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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一樣，痛苦是原初的。 

    字即是言說痛苦，因為字就是一個困境。詩的返家，是回到離起源最近之地，

明亮的起源是家園的核心，這即是大地的隱匿的難以言說的呈現。如果字是人聲

音的解釋，這樣的會有的危險就是存有會減少其呈現，如此詩就承受著腐壞，但

更大的危險是神聖只成為外在表象的存有物時，就由存有物自身的內在撕破，如

此存有成為在場的不顯現。但是詩允許了神秘仍為神秘而被言說，因為詩保持著

仍可一再解釋的機會，神秘轉成含有語言的謎。但是詩會因為要說不可說的而失

敗，而保持住存有的神秘。 

 

    字，對荷德林而言，是自然處於顯隱之際，如同黃昏一般的在睡眠封閉狀態

中的喚醒，字是一種由時間的非在場與在場間的分裂，並把兩者敵對結合在一起，

如此，字是隱匿與揭示的爭執，痛苦與歡愉的和諧，字引用了此兩者的衝撞，但

字並不是哪一方的最終勝利或獲勝，而是為爭執自身闖入一個現在的連結方式，

如此，字即是一個喚醒，是黑暗中冒現的光芒，保留黑暗的力量在它自身之中，

以超越它自身，這就是自然自身的律則，即是形成存有歷史的新時代。 

 

     3333    詩是存有詞語性詩是存有詞語性詩是存有詞語性詩是存有詞語性的的的的創建創建創建創建    

 

「作詩首先把人帶向大地，使人歸屬於大地，從而使人進入寓居之中」1
 

 

    Bacchs 作為酒神，其神聖之祭司是詩人們，詩人以詩述說著 Bacchs 所有獲

勝與驚人的旅程，承受著詩人天職的命名。2作詩把人引入到存有的活動之中，

才使人進入寓居之所之中。在〈多瑙河〉(the Ister)中提及，「Now come ,fire」，此

「the」 fire 是存有被換起意義上的招喚，3
 而 now 是詩人時間的命名，這個時

間是由詩人在其詩中被換起於作詩中所決定的，4如此作詩是說某件尚未被說的

事，所以一個實際上獨特未有過的開始，就是詩意地說，5時間即是起源於與決

定於詩歌，6「現今是一個被招喚且也是一個招喚，也是說某事被給出，一個禮

物，也就是經由詩人的天職的招喚而被給出一個禮物。」7 

 

                                                        
1
 PD218 

2 HHI, p.7. 
3 HHI p6 
4 HHI p8 
5 同上註 
6 同上註 
7
 HHI p9 



 

 

174 

 

    大地與形象的關係如同戴奧尼休斯與阿波羅的關係，是在建立起的形象中現

身了沒有底盤式的立基，這樣的關係即是藝術之本質是詩，在詩顯現出真理的本

質是非－真理。由於詩意創作以字作為裂縫刺入大地的隱匿而在存有物中間敞開

一個領域，使存有物自身展現，同時也出於敞開領域之外，詩意創作是要表達此

入於光亮又出於光亮的狀態，如林中空地一樣，太陽照射與樹影相互輝映，光影

迷離，光影煞現又進入陰影之中，這即是顯隱之間的持續轉變，而詩正是這樣呈

現存有物又跨出存有物的動作。 

 

    海德格寫詩歌、相關於詩(Gedicht)與作詩(dichten)，也意指創作、編造。

dichtung有詩、文學創作與虛構的意義、含有構成與引發的意思，也相關於泰然

(Gedichtete)的詩之起源，詩是所有理解的本質，詩自身的在場是處於綿延不絕無

窮的晦澀隱匿之中，這可以說明詩化(Gedichtet)也意指著「密封的」(Dicht)。Dicht

意指親密的(厚)、黏密密集的(濃)，這強調真理與詩在其本質中的相遇；因如果

真理的顯現是一個有厚度而濃密的顯現，那就不是一個透明的顯現，顯現出自身

有密封的意味，也就是不顯現的顯現或隱匿的掩飾，此厚度是詩的沉著平靜與泰

然，所以藝術的本質是真理、是詩、是非屬存有物，即存有的尚未呈現為存有物

而言的存有，作為顯現的厚度或密封、壓縮(Verdictung)，作為一個不顯現的顯現，

海德格認為這就是開顯(lichtung)。但如海德格指出，詩與開顯的關係並不適當，

除非言說與詩的關係被理解。1下面要談詩與言說的關係為何，以試圖了解詩與

開顯、真理的關係。 

 

    真理的發生規定著作品，使作品得到保存，另一方面，是作品固定了真理而

使真理置入作品之中，這歧義的狀態是由詩意的創作產生真理本身為何，即「對

在被拋狀態中到達的真理的籌劃」才發生，詩是藝術的本質的意義是在於詩意是

由大地中無規則、狂亂又尚未呈現之隱匿的「非」—真理中取出東西，籌畫呈現

出真理的中介，並保留了大地的隱匿，詩是讓存有物本身的真理到達而發生，如

此詩成為存有物自身展現出來的條件，此籌畫同時也置回到大地之中，才使存有

物可以有諸多不同而豐富的展現方式，2而這是「由於藝術的詩意創造本質，藝

術才能在存有物中間打開一方敞開之地，在此一敞開中，一切存有就有了不同的

形態」，詩是詩意創造的現實領域，是對大地的獨特命名，也是對大地尚未呈現

的隱匿的保存，詩何以可以如此？ 

                                                        
1 OW 71 
2 同上註「由於藝術的詩意創造本質，藝術才能在存有物中間打開一方敞開之地，在此一敞開中，

一切存有就有了不同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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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是以語言為材料的藝術作品，在其存有中命名存有物，招喚與籌畫存有物

進入敞開領域之中，此籌畫是由存有隱匿的給予中使隱匿敞開進入存有物自身之

中，如此此籌畫即是對被拋狀態的釋放，籌畫的宣告立即成為對一切暗淡混亂的

放棄與回絕(Absagen)，對意義的無基礎的反抗，詩之語言是強而有力的進入裂

縫之中的統一，如此詩意字詞中的真理顯現並非溫和，而呈現為令人震撼與突然

的事件，是籌畫進入裂縫之破裂而突然跳出的事件，從而敞開領域才被帶向前來，

所以詩才成為是真理的發現與創建，詩建立的籌畫同時就包含贈予(Schenken)、

建基(Gründen)與開端(Anfangen)三種意義。由於詩衝破了尋常所見並將隱匿的尚

未到來的東西帶出來，使真理不斷的更新，將非－真理的領域敞開，所以創建作

為一種贈予給予世界嶄新的可能，同時詩回到大地，形成裂痕之統一的取出，將

無底來源成為一外貌而建基，而作為把未曾展現的領域展現出來，就形成了一個

開端。1在詩中，語言自身與意義尚未分開，只有字詞發生在世界中大地的隱匿

才被命名為何，而被命名是面對大地的詩意命名，即對大地敞開的隱匿詩意的呈

現。 

 

(1(1(1(1))))詩與大地的關係詩與大地的關係詩與大地的關係詩與大地的關係    

    一切藝術的本質是詩，根本意義上的詩是語言本身，所以藝術作品在說，說

出在場與不在場的關係，世界與大地的關係。對海德格而言，詩就是對大地、存

有給出的開啟，所以詩人是存有的建基者(Begründer)，詩作為一個指示、揭示方

式的一種說，強制與引誘神的閃光進入字詞之中，並放置此光照進入人們語言之

中挑戰一般的字詞，詩人可以揭示大地隱匿的顯示，由大地的隱匿中使其顯示在

世界之中，且沒有奪去其隱匿，詩人在大地的自我隱匿中看守隱匿。所以詩保存

了大地的隱匿並進入世界之中。 

     對大地詩意創造在存有物中打開一個敞開領域，即成為林中空地，是存有

物入於其內而達到的開顯。「一切存有物在敞開之境中，便有了不同的形態，所

有的慣常之物與過往之物通過作品便成了非存有物」。2一切存有物通過藝術作品

進入無蔽，不再以在場存有物的方式出現，這裡的非存有物是說在場者通過藝術

作品而讓其存有即尚未為存有物進入敞開領域而現身在場。詩是讓無蔽生發的敞

開領域，所以作詩是使存有進入存有物之中的創作，使存有物之在場固化由存有

                                                        
1由於這裡含有詩意命名的籌劃力量的極度決心，海德格描述為「氾濫」，但是這是必須的，因
為作品的起源是一個起源的跳躍，歷史的另一開端。 
2 OW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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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豐富而動搖自身，引起存有物不同形態的表現，非—真理轉成真理，非存有物

之在場進入敞開領域生發真理的無蔽狀態。 

    但詩並非是一種生產，而是詩作為此有被拋開顯的籌畫，引起存有物之存有

動搖與位移與調換等運作。作品進入大地中的自我回退，從而動搖尋常事物的活

動，這是由於大地在敞開中仍保有自我隱匿而發生的，如此此敞開是使每一件事

成為不是他自身，.......每一件事次序與迄今存有的成為非屬存有物，此非屬存有

物失去能力給予與保護作為尺度的存有，此尺度的遺失是由於回退到大地的拒絕

遮蔽，而使尺度由任何存有意義中移開，但這並非作品的作用，因為「作品並沒

有在其構成中產生效應」，「作品根本上不是通過因果關係對以往存有物發生關

係，作品的作用並非在於某種製造因果的活動」，1依據此意義，詩意作品不是

生產，而是通過我們被拋的籌畫，即開始反抗在大地之中發出意義的無有根據的

拒絕，如此的爭執的開顯才使字詞成為自身並保持為字詞。 

 

(2)(2)(2)(2)籌劃籌劃籌劃籌劃    

 

    詩作為人被拋籌畫是進入真理掩飾自身所是之存有中的放棄，而不應理解為

籌劃成真理，或籌畫下的真理，而是裂縫的籌畫。只有理解命名是形成一個形象

與去－形象的雙面悖論狀態，才可理解到發現的本性；詩意的命名本質即在於通

過宣告存有物所是之存有，而喚醒存有物進入其敞開領域，但這之中的困難在於

其雙面性，因為對可說東西的準備中，同時把不可道說的東西帶進入世界之中。
2
 

 

    詩意字詞的秘密是把不可道說的東西帶入世界之中，這依賴在於其命名能力 

，詩意的宣告就是使存有物進入此敞開的產出，是招喚而把晦澀之大地帶進開顯，

但這樣詩就必須首先超越於敞開之外的晦澀不明的東西，才可以把晦澀帶入敞開

領域之中，所以命名含有對尚未到來之存有的聆聽，只有在詩中，我們可以聆聽

超越之外為何，此有只有自我克制才可聽到敞開之外的聲音，且聽到自身被此超

越招喚進入敞開之中，所以命名並非我們在命名，而是通過我們，存有自身在命

名，命名存有物由其自身的存有而來的存有。 

 

    詩的雙面性作為說與未說間而說，完成真理的運動為真理在作品中設立自身

                                                        
1 OW 72 
2 OW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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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形態的詩意籌畫，詩意命名是做為存有揭示與隱匿的連結擺動與相互作用，

而建立自身如同世界與大地間爭執所得的存有，此往復來回的動態是存有掌握敞

開的敞開性，並給予產生此敞開的隱匿撤退，這就提示我們此隱匿為何的線索：

因為隱匿是詩嘗試著說出異於尋常的尋覓而說的限制，此異於尋常是大地作為敞

開的基礎：詩意的籌劃在這方面來自於非屬存有物，如同作品顯示出的大地總是

其不在場，即存有，因為只有如此作品可以以純然詩意的字詞含有此不在場、非

屬存有物，如此它是一個已經包含終結的開端並在自身之中隱匿著，1在此活動

中，詩是通過尋找說出不同的與其語言限制的超越而探詢著、言說出大地，但這

也意指了言說大地是不可說的詩，因而取消了詩，因為在尋覓詩自身擁有的限制

時，詩是嘗試說出其自身擁有的封閉與起源的基礎並成為整體，因而在沉默中密

閉起來，但是通過詩的有限性，詩永遠欠缺這個封閉性，因為通過一個大地深淵

做為詩，是使基礎完全失去的拒絕之遮蔽，詩決不會完成尋找自身擁有的起源的

活動，所以詩仍然保持著與起源的分離。 

 

    但此有限性也是存有敞開性的源泉，因為它不只引起存有撤退的隱匿，也是

表現了詩無所依靠的方式，而以自身的方式將自身的存有湧現，所以詩仍是屬於

大地，大地自身的拒絕無有根基即是詩的來源，而大地需要詩作為它的言說，但

作為詩之來源的大地的隱匿，是防止詩完全的完成此說，而此無法全然完成言說

的失敗正是詩真正來自於對大地的標記，因為大地的言說是沉默之說，是關涉到

於存有的敞開需要存有物以成為存有的這個一關鍵，即存有需要擁有其他者，但

為了達到這樣，他必須在存有物多樣的偽裝中失去自身，他躲藏自身在存有物多

樣的偽裝之中，此偽裝即是大地之音，是大地尋求發現自身所擁有之名稱的方式，

同時，也是詩無法言說出大地的來源狀態。所以詩的返鄉，是回到起源的最近的

地方，而始終無法到達。藝術是做為顯示的讓顯示，讓不可見者顯現出來，而詩

意的說就是此種顯示的根據與極致。2
 

 

    4444 語言根植於大地語言根植於大地語言根植於大地語言根植於大地    

 

    於辭去校長一職時的海德格醒悟到在建立事物後，經歷幻想破滅而回退的歷

史事件過程，他轉化以詩作為思考的內容來解釋自身。由大地與世界的爭執之描

述，回退到以詩作為語言起源本身，語言成為海德格自身回退到大地之中的記

號。 

                                                        
1 OW 76 
2參閱 Martin heidegger, “Hölderlin’s earth and heaven ”in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 's Poetry ,trans. 

K.Hoeller, Humanity Books, New York.2000,p.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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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在〈起源〉的1960年註中說到，把真理視為被克制的開顯與被照亮者

是不適當的，如果以此來看真理與在場的關係，也許可以說海德格於此已由描述

大地作為非－真理基礎的說法中退回，轉成為要我們注意在場的語言在運作著，

也就是說我們應該理解一件作品是語言，因為我們是在語言之中發現藝術作品，

例如在〈起源〉中Stellen(放置)的文字遊戲的活動形成了Gestell(框架)、Gestalt(構

形)、aufstellen(創建)、 verstellrn(錯置、校正、調整、調停、適應、阻塞、偽裝)、

herstellen(製造、創作)，darstellen(在場)等來發現作品。 

 

    這些字關係於 stele(刻有碑文的石碑)時，Stellen(德文翻譯為是 thesis 的意思) 

通過文字遊戲折射回返到這些差異的同一源頭，使我們看到字本身的不同側面；

Stellen 本身是多面而可變的，當我們把諸多而同源的東西結合在一起時，只要我

們提到其中之一個，也就是涉入了其他的意義，所以每個詞只有一個可能性的狀

況就被去除，創建(aufstellen)也是錯置(verstellrn)，固定成為安置(Stellen)，如此

字自身就有多面向的意義，但當我們無法發現其他面向的意義，即是將每個字意

義的可能性抹去，而無法使字詞自身成為字詞；只有每個字的意義不再被固定於

一種說法而被敞開其變化無恆的不定性，即使其意義被揭示為在場，通過看到字

的改變，我們就參與和進入了決不被揭示而只是間接涉及到的字本身隱匿的不在

場，也就是允許字改變的地方之中。如此通過藝術作品與科技字源上的相同，對

藝術作品的思考成為作為對科技模式的探查，同時在藝術作品首次創建可能性中

的敞開領域中，尋求一個揭示方式以進入開端之中。海德格說 techne 不只是手

工業的行動和能力的名稱，也是藝術和美的藝術的名稱，teche 屬於生產，屬於

poiesis，是一種詩的(poietusch)的東西。1如此，海德格即是嘗試以詩作為揭示存

有的方式。 

 

    回退進入於字詞之中，這樣我們就被迫去釋放一個字成為它自身，以為了看

它自身為何，例如physis作為其湧現時的意義是無有定論的，無法立即的察明而

需要通過時間之揭示其被使用時意義的不同側面； phusis是依賴於其真實狀態的

出現，這亦可說明爭執並不是要指示出一個可強力敞開的敞開領域，世界世界化

或真理是非—真理，皆是在時間歷程中多面向的展現，海德格把這些字說出進入

其本質的輪廓而讓事物進入一安置，並以一特殊的方式說出與回到其無有根基的

起源，如此海德格不只呈現出意義在不同方式下的浮現，也表現出意義自身的可

能性是語言。同樣的，此說法也會在時間之中遭受推翻。 

                                                        
1 Q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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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中在場與不在場的關係，並不是要產生一個歷史爭鬥與科技支配的一切

之爭執，而是一種通過使自身回退到大地，而製造出大地的使大地成為大地的關

係，存有物進入其非歷史的來源而建立出來，並且由來源的拒絕展顯中使自身回

退到來源處，此意義由詩的難以掌控表達出來。命名事物同時可以揭示與隱匿事

物的本質，如同一個形狀的出現就含有構行與損形的部分，一如大地的開顯中含

有偽裝；在海德格大玩拼字或雙關語中撼動我們日常所思，而把尚未到來的存有

帶出，這樣即如同詩一般的作為所有其他藝術形式的本質與人類存有的活動。 

 

(1)(1)(1)(1)語言語言語言語言敞敞敞敞開大地開大地開大地開大地    

  

   在鞋畫中，有些事發生了，鞋畫裡撞擊事物物理的真實性、重量、組織與顏

色，使其潛伏的東西出來，而這是我們在實際穿鞋時會忽略的，在畫作中，引發

我們思考鞋子所屬的位置，農婦奮力的工作等等，畫中展現出物是什麼與物所做

的事情兩個關鍵面向。這即是海德格認為藝術的兩重意義，藝術讓我們面對大

地；我們在實際生活時忽略的非主體感覺之真實呈現。同時，藝術使大地進入世

界，發現我們是活動於某一個歷史人類脈絡之中，或是受苦或是盼望著，藝術作

品可以完成這種獨一無二的功能，因為藝術作品自身有雙重本性，它們總是含有

物質的特質而存有，是一個有形資產，例如音樂是被形成的聲音，繪畫是被形成

的顏色。但藝術作品的存有不是只有物質，同時作品也超越自身的物質，而首先

允許作品中的物質成為物質自身，如同當我們看希臘神廟時發現神在場，即不只

看到作品的物質，也看到了超越物質的東西與物質本身是什麼。在詩作品中，其

材料是語言，在詩中也超越自身的語言，使語言成為語言，看到了語言本身是什

麼。梵谷的鞋畫是一首詩的過程，此作品中已經超過農婦生活的召喚，在此意義

下，只有詩，只有語言的藝術，產生對一個藝術作品的世界整全理解的可能；語

言是人特有的活動，所以在語言中，我們可以敞開事物自身為何，事物是什麼與

在身處何處。 

 

作品作為非－真理的「—」呈現與回退到大地，使作品成為可以一再呈現起

源的場所；如此作品是自身如何與為何是自身之形象的呈現，因為作品的真理是

立基於不顯現，但總是即將來臨、且不作為任何事物而非比尋常之記號的在無有

根據的深淵之「非」—真理的狀態中，這種狀態乃是因為真理的本性是全然由否

定所掌控，1此否定是隱匿的拒絕與喬裝之雙重本性，而拒絕是所有開顯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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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頭，喬裝是所有開顯無法去除的嚴重錯誤。1大地在建立世界時提出自身，但

世界的建立含有大地作為「非」－真理的拒絕與偽裝。化為在語言中，海德格以

分號來說明一個字，以其熟練而靈巧的語言遊戲延後語言自身的敞開。 

 

    赫拉克里特斯的logos結構是聚集，也就是大地與世界兩者聚集的展現，赫

拉克里特斯認為自然是隱匿的浮顯，真理是遮蔽的揭示，爭執 (polemos)在這之

中是核心，如同大地與世界的關係一般，是分裂而又聯繫在一起，這些張力構成

海德格雙關語的語詞使用方法，例如：真理(wahrheit)與保存(bewahrung)(亦是讓

自由)，結構(gefuge)與結合(fügen)。但這不只是文字遊戲，而是這樣的雙關可以

回轉到字本身來反對自身，如同真理自身的展現依靠在人如何保存上，存有對存

有物與此有的規定受到存有物與此有的反抗，諸神對半神半人的控制受到半神半

人創造的反擊，因此在文本的形態中結合其分歧的意義，顯示每一個字擁有一個

相反的聲音與回音的內在張力，海德格以字本身之中就有一個起源的裂縫，所以

字的形象即是裂縫回到自身與自身結合，並不是解決或平息此張力，相反的是承

認此張力下的隱匿，隱匿的顯或隱是人與語言關係間如何的聯繫，這關係是雙方

相互所需要，並在言說之中成為自身為何，即在言說出存有中，使人成為人，語

言成為語言，所以語言是人們的家園，是語言在說話，語言需要人把她說出來，

此關係呼喚雙方，這樣的親密如同是世界與大地相互完成對方一樣， 因為親密

要完成的是一種不分彼此的統一。也正如同諸神與半神半人的關係一樣，半神半

人並不是要超越自身的自我差異，而是找出此自我差異以成為自身的創造性，以

自我差異的變化的承受作為半神半人持續在場的創立活動之限制。 

 

    語言揭示存有不是獨白，也不是與之對話，揭示就其本身而言就是 logos，

logos 的聲音是先於言說而進入人類之中的，海德格發現在荷德林的詩中含有聲

音的歧義：語言的結合自身是一個旋渦，我們是不情地勉強自己願離開而朝向哪

裡，因此，當海德格說我們是一個揭示時，我們就不是指文法上的一個人群，而

是先於這種所有人群的統一，換言之，是包含了非人類在場固化狀態的東西。所

以人是大地的意義，是存有的目擊者，通過此有最初的對話，所有存有物首先展

開、封閉自身，並轉回進入起源，在集置與深淵之間的原初運作中，一個世界被

展開的同時亦是基本情調朝向諸神的狂喜，猶如進入大地起源一般。 

  

    對荷德林而言，萊茵河是德國人們的命運，而海德格認為這成為了現代歐洲

人的名字而不同於古希臘，海德格發現由這裡將傳統形上學轉向一個詩的語調。

                                                        
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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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對海德格而言，萊茵河像詩人，是一個半神半人，調停者、傳遞者、中介者，

半神半人的存有海德格稱之為命運(Geschick)，1是由河流之起源中展開一個世界 

。命運有三個連結在一起的本質意義：某種支配的力量、存有的形式、一個在這

樣的力量下的某種特殊的存有物；半神半人即是命運，是一個轉回自身存有的特

殊存有。海德格以 Seyn 傳達出存有的意義存有的意義存有的意義存有的意義即即即即是是是是一一一一返回狀態返回狀態返回狀態返回狀態而而而而決定自身的事件決定自身的事件決定自身的事件決定自身的事件，

命運是存有征服於自身擁有的力量，而自我征服的時刻即是半神半人的存有，也

就是萊茵河本身。 

 

    作為命運，半神半人的存有乃為受苦，在荷德林詩中，河的受苦是被給予的

哀鳴(Jammern)和由起源之地狂暴的湧現—而成為起源自身，諸神在起源處聽河

的抱怨，也就是河流的湧現，而人由起源中逃逸，不想聆聽傳遞出來的訊息，人

們轉身以世界代替為起源，但是作為非神非人的詩人，無法忍受起源隱匿的湧現，

也無法置之不顧人的遺忘狀態，她聽到河在自由湧現與世界已經湧現之前的聲音 

，她在河的起源與河流動的所有範圍中聽到河的整全性，詩人即是如此地聽，河

承受哀泣湧現的自由與渴望回轉以突破自身，詩人立即聽到了這個全部。人要決

定與成為自身只有是一個如半神半人的返回活動，並在之中決定自身的創立活動 

。這表示人必須以回到連結於大地，並以自身如何自我再創造的活動決定自身之

存有，此再創造的活動即為語言活動。 

 

  5 5 5 5 詩作為返鄉詩作為返鄉詩作為返鄉詩作為返鄉    

 

    詩的返家，是回到起源的最近的地方，如同萊茵河一樣，詩人逗留在起源附

近，雖然人們已經遠離了起源，但詩人傾聽起源本身，使人的接近起源成為可能，

接近狀態即是表示起源自身隱匿的現身在場狀態，此起源是家園的核心(Herd des 

Hausses)，海德格說起源的接近狀態即是起源的在場是一個神秘(ein Geheimnis)，

是一個貧乏的接近狀態(eine spärende Nähe )抑制著最大的歡愉。而詩意的愉悅是

知道每一件事中衝突的歡樂，即詩的愉悅即是知道持續不穩定的恆動活動而保持

著寧靜。 

 

    詩的本質是進入人與神之間的爭執，在此爭執中，通過字詞使人與神兩邊燈

有被消滅之危險，海德格稱此為鄰近的(das Mittelbare)，呈現為字詞，存有朝向

自身對立的危險—斡旋(das Mittelbare)。2
 詩之字詞是神聖的事件，存有節制的

                                                        
1 GA39 p.196 
2 WH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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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出自身而使人接近存有，但是，一旦字被說了，就由詩自身中滑出了，因此詩

人轉向它者，它者們的慶典幫助詩字成為可以了解的，如此，了解就構成每一個

人適當的返家自身了。詩字必須被適當的詮釋，如何地適當是思考者的工作，一

如半神半人如何與起源的連結一樣，是半神半人自身的創造，一如是詩人努力把

存有帶向前來一樣。海德格是對詩人的遭遇深思的再制定，由於沒有對和他人生

活調合的規則，而是荷德林說出人在大地上詩意寓居的權利與適當性，並學習詩

人承受我們自身是此－有而寓居於與大地的關係之中。 

 

    返鄉是以憂心(care)為基調，1因為故鄉鎖閉著自己最本己的東西，故鄉是鎖

閉的，2所以無論是到來者還是尋求者，天已把最本己的東西送給人了，只是被

扣留下來，此已送出又不全然給出的東西，才使人們以自由的方式成為自身之自

持，發現事物本身即是由此隱匿起來的東西中出現，人可以發現它，但人是否已

做好準備了？返鄉最重要的是親人們必須現認識家鄉的美好，由尋求者即詩人通

過詩意的創作即作詩(das Dichten)作為一種發現，詩人看見人與物在之中照亮其

本質，使人得以返鄉，而人必須超越自己，達到不再是只是主體自身的東西。而

進入自在的安居家園之中。大地是家園天使，守護著家園，所以大地是守護神，
3允諾存有物整體明朗者閃耀，使萬物與人類的本性完好地保存有明朗者之明澈

中。 

 

    當詩意創作時，才有天使也才有大地的出現，也就是明朗者的使者才會將之

顯現出來。換言之，要使明朗者顯現，要使一切成為本己的、在家一般的，要經

過明朗者的使者才可以到達，而使使者出現則需要詩意的創作。只有經過詩意的

創作，使明朗者閃現的大地使者才會出現，如此我們才可以準備好在明朗者之下

成為在家的，也就是本己的寓居。中間需要兩個關卡，一個是詩意的創作(做詩)，

也就是藝術之所以為藝術的本質，如此明朗者通過大地守護神的照護下閃現，使

此有準備好與發現到返家之途而在家園中安居。而守護神大地是自行臨近的最切

近的東西，4明朗者就是神聖者，5也就是無蔽狀態本身，它照亮人心，使人開啟

家園的真諦，使幽暗的深淵展開得到開顯。 

 

   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改變了自身的無保護狀態而轉成自我保護，並在這

                                                        
1 HC32 
2 同上註 
3 HC 32. 
4 HC 36. 
5 HC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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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過程中將諸神敞開了，如此悲傷痛苦即是成為最極致的自我完成之快樂，一

如大地守護神的開顯就是使悲傷者知道悲傷是起源於古老的歡樂，因而改變了悲

傷。而故鄉仍是最古老、依然隱而不顯的。所以對本源的接近有種神秘的情況，
1而遠離起源就是接近本源了。2故鄉最美好的事就是切進本源，如此返鄉就是回

到本源近旁。返鄉指的是與本源的切近的熟識，如此，返鄉就是知道與本源的切

近神秘本身，甚而是首先學會知道此神祕是什麼。只有當我們把神秘當作神秘來

守護，也就是顯明此神祕，顯現出神秘的閃現，顯現出其隱匿性，我們才能知道

神秘。通過詩人，說出近在咫尺就是遠不可及的神秘，形成一個反常理的語言一

般。詩意創作就是朗照，換言之，藝術作品就是閃爍的存有本身，詩意創造把神

秘大地守護在詞語中而形成謎語，亦即是藝術作品把藝術、存有閃現在詞語中。 

 

    詩的命名使存有物存有。通過命名，詩人創建持存狀態，道說神聖者，這即

是詩的解蔽性。命名就是解蔽。詩的道說（Sagen）和命名是回應神聖者的召喚。

在詩中，才可能使事物在被籌畫中仍保留它自身之自持，但在對本源的追溯中，

仍是由在世存有的籌畫前進，成為一個無法再追溯之起源的起源，如此，詩作為

一個無法被說明的起源，正好成為一無法被說明的起源而說出了，所以起源成了

無可追憶者。 

 

回到事物自身就是真正實存之人的籌畫，而科學與哲學都遺失了這塊，形成

只在乎有形的事物。但存有物是在時間意義基礎下，由此有的被拋籌畫而首次亮

相，人存有的特色傾向就是遺忘與沉論呈現的過程，如此，現象學的計畫如何可

以在如此晦澀的文化歷史中使之呈現？海德格以作品與詩敞開整體存有物，引起

人們真正的計畫，因為意義的整全在一般情況下都不引人注意，他是突然展現也

突然的消失，猶如小偷一樣，神之來臨亦猶如小偷，神不知鬼不覺的，這要表達

的是說諸神來到、存有冒現，大地隱匿的開顯不是處於一般的鐘表時間中，而是

突然的閃現，起源突然的冒現，所以人們自然是會出現焦慮與深度之倦怠，此正

呼喚此有之世界形成籌畫，以回應世界中存有物的原初活動，藉由焦慮造成想像

時刻以引起其可能性，所以海德格強調出真正人自身的籌畫，刺激人自身的轉變，

必須拾起可能性，因而成為真正的自持。也就是說在想像時刻，此有藉由詩可以

展開所有存有物整體，而發生原初的活動，這就需要破除此有一般的理解與記憶

的缺乏，與此有的留心與思考，因為事物離我們太近了，所以我們難以發現，而

通過詩，幫助海德格了解非形上學的時空；時間不是計算式的，而是如返家之旅

                                                        
1 HC41.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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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空間亦非笛卡兒式的延展，而是以寓所或事情發生的現場、場所或背景的方

式理解。如此的思考是否脫離形上學了呢？也許我們只可以說此種理解之時空已

經背離了延展性與計算性式的思考，因為這仍是對隱匿的時空本質的一種嘗試的

理解，因為海德格呈現的仍是對隱匿起來的領域創造性的展現。 

 

(三) 三重意義的創建活動 

 

女祭司對伊底帕斯說出真相－你就是你要找尋的殺人兇手；於是，伊

底帕斯從追問兇手是誰，現在，轉變為要查明清楚「我是誰」。
1
 

 

假定竟還有一種轉變為這個貧困時代敞開著，那麼這種轉變也只有當

世界由基礎升起而發生轉向之際才能到來，現在更明確的說，也只有

當世界從深淵而來發生轉向之際才能發生。2
 

  

曾在此的諸神只有在適當時代裡才返回，這是指只當時代已經借助於

人在正確的地點以正確的方式發生了轉變，諸神才可能返回。3
 

 

 

    諸神成為諸神處在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之中，現在問題是半神半人要如

何的自我創造。大地的隱匿通過作品的道出成為語言事件成為詩，詩即是做為大

地自我隱匿的開顯；作品無法全然的展現藝術自身的關係，通過語言，轉換成為

以詩作為藝術隱匿的開顯保持著其始終隱匿的被道說，詩將藝術帶出來成為在場

中的不在場，保持隱匿的在場狀態，如此藝術的存有即是詩，是詩將藝術自身帶

出，而詩之自持之存有即是如同半神半人河流、人參與其中的作品之真理創建

(Stiftung)。真理之創建有贈予(schenken)、建基(gründen)、開端(anfangen)三重意

義，以下分別說明詩作為如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引發人與諸神兩方面的真理

的創建活動。 

 

1 1 1 1 給出給出給出給出(schenken)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 

 

                                                        
1 這個問題對海德格身處於德國自問「何為德國？」的建國時期，無疑是海德格最終極的存有意

義之提問。此問題即為大地隱匿的意義、處於〈起源〉中之最終最終最終最終曲卻流含有未完未完未完未完待續而留給讀者

自由空間的豐富活力，就此意義上，〈起源〉延續了自身的生命，一如一條河流。 
2 WP 92 
3 WP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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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神的存有來自於半神半人，而半神半人的存有來自於被創造的再創造活動 

，被創造的再創造即是處於作品中自持的真理之創建。由於是半神半人的再創造

活動完成自我之存有，而使諸神隱匿的恩惠是允許半神半人成就自身的狀態展現

出來，如此半神半人的再創造即是送出(schenken)了諸神自身，使諸神的隱匿開

顯了；如同真理置入作品是衝開驚人可怕的東西一樣，此有在之中發現自身可能

粉身碎骨而需要承受勢必的限制，同時也需要在被創造的有限性中自我創造，才

可以將非－真理的「非」開顯出來成為自身存有之真理，如此此有對自身限制的

再限制即是一種對大地隱匿的開顯，傳達(schenken)了大地，讓(schenken)大地成

為大地，使大地允諾所有存有物自由的完成其本質的可靠堅固有了信用(schenken)

與聲望，使大地的隱匿成為現身在場(schenken)的狀態，以自我限制的再創造保

護了(Schenke)大地。1如此「保存的樣式吻合於創建的諸樣式」。2
 

 

    但半神半人的活動始終是來自於諸神，且諸神成為諸神即是被創造的再創造

活動，如此此活動的主詞是諸神亦是半神半人，而可以說半神半人的再創造是諸

神給予出的恩惠所引發的創建活動，一如大地給出一個世界一般。大地巨大位移

的強大衝力給予敞開領域之深度，因為敞開領域做為大地的呈現指明了大地本身 

，但敞開領域並不是無限的，大地與敞開領域共屬一體，是分離與統一兼具的裂

縫缺口，兩者共屬一體但並非等同，存有物自身通過大地的贈予與回返至大地之

中，使非—真理與真理進行交換。但大地一如群眾對斯分克斯解謎的醉心凝視中

被挪用與耗盡，存有物做為大地給出的禮物，只有當存有物在過去與未來的時間

之間循環交換的無效中被一再的否定，才指明了大地本身。「最接近的接近是否

定與隱匿的特色，它允許時空的展開與保護於曾在的否定，在展開中的隱匿，我

們稱之為給予。」這種否定性指出了大地給予的是在場中對尚未呈現之隱匿的遮

蔽，即大地遮蔽隱藏自身，此隱藏即是狂亂的戴奧尼休斯之本性；但大地所贈予

出的贈予性，是太陽神阿波羅的本性，大地在贈予中克制自身並撤回自身的贈送

出去，使大地的贈予轉成是概念化的存有物的基礎與建基。如此大地本身就是戴

奧尼休斯的隱匿與阿波羅之展現兩者的結合，並通過存有物被理性規畫的狀態，

作為阿波羅有所隱瞞的展現，而將戴奧尼休斯的狂亂本性表露出來。如此才迫使

人類置回到起源隱匿的戴奧尼休斯之中，籌劃如何開啟自身獨有的存有，思考如

何與之聯繫在一起。如此大地做為存有隱匿的開顯，大地本身就是戴奧尼休斯與

阿波羅兩者的結合。 

 

                                                        
1 Schenke 有酒保的意思，酒猶如神的現身在場，創建做為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使諸神獲

得保護，猶如酒保對酒的看守。 
2 OW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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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基礎論的建基非基礎論的建基非基礎論的建基非基礎論的建基(gründen)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 

 

    半神半人對自我被創造的再創造，由於使諸神感受自身而讓諸神成為諸神，

使諸神興建起來，形成構造，安置同時也是成立與創立諸神，同時也使諸神固定

於基座(gründen)之中，處於在半神半人的再創造之中，如此諸神依存於半神半人

的持續流動至此有與存有物之中，而更使諸神的隱匿更待進一步的探索

(ergründen) ，為諸神的領域設立了一個領域，等待在此領地上的人們自我創造

自身隱匿起來的存有，開顯獨一無二的尚未到來的存有，如此半神半人被創造的

再創造做為真理的詩意創作之籌劃，做為置入作品中的真理是「被投向即將到來

的保存者，亦即被投向一個歷史性的人類」，對此有已被拋入大地之中的開啟，
1
r

即是對自行鎖閉的諸神基礎的開啟，同時一如半神半人需要與諸神聯繫在一起的

承受，此有對自身被創造的限制的再創造也是獨特的置入大地之中，如此才敞開

了自身所是之存有，也才敞開了「歷史性此有本身的隱密使命」。
2
這即是做為建

基(gründen)的創建活動。 

 

此建基的活動的主詞仍是歧義的是諸神亦是半神半人，如此建基的創建活動

並不落入形上學的原因之說之中，或是也無法成為建立起它者的基礎論述，而是

持續的流轉而沒有基礎的建基。 

 

    創作是一種生產(Hervorbingrn)，但存有物存有的生產不是一種製作活動，

而是一種由遮蔽中把存有物帶出無蔽的知道，是由大地而來的獲取與接收，而讓

存有物自身出現，大地也由存有物之存有的出現中被展現出來，保持在尚未揭示

的狀態中而開顯自身的隱匿，所以大地是有所限制的自由，不然它自身就無法展

現，它需要通過存有物自身之存有的創建中被展現出來。大地與世界無法分離，

而在創始中相遇。如同湧泉自身需要限制與圍在一個範圍中才可以湧現，一旦存

有無所節制的冒現衝破圍籬，噴泉就不是噴泉而無法湧現。創建即是需要對自身

之存有有所節制的帶出，一旦擴大無當，沒有適當地保持存有自身的隱匿，反要

迫之全然的展現，如同科技引發的全體動員，建立起來的東西就會被衝破限制而

消耗了存有湧現的力量。但無論是衝離軌道或是有所限制的湧現，都做為存有自

身隱匿起來而展現的記號。 

 

                                                        
1 OW 63 
2OW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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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作為起源有贈予、建基、開端三重意義的真理創建。真理置入作品是衝

開驚人的東西，因為真理的創建是存有物所是之存有的充溢出來，把存有物本身

尚未呈現的充實出來，在此意義下真理的創建即是一種由非—真理的隱匿大地贈

予讓存有物本身展現，同時在贈予出存有物真理之創建時，也是對大地自身的開

啟，如此由鎖閉的大地中引出世界的建立，並以獨特方式被置回到大地之中，如

同湧泉一再的流溢活動而不損耗起源的力量，大地的贈予讓敞開領域敞開，而敞

開領域中的存有物給予大地一個外在的形態，使大地與敞開領域中的存有物依靠

於大地之上產生一個結合。 

   

    大地作為一個基礎，使人在其上建立自身之一個世界，由大地元素中取出建

構事物成為一個開端，離開大地之後是要建立一個前所未有的屬於自身之存有的

獨特創立，這個未有的東西就是由大地提供的尚未敞開的東西所構成的，大地源

源不絕的提供元素，但建立的世界仍會一再重新的追問，因為世界中會發生擺錯

與誤解，而垮落回去大地之中，但世界的坍壞也指明了大地本身作為真理創建的

承受者的穩固。 

 

 3 開端開端開端開端(anfangen)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的創建 

 

    諸神是讓半神半人自我創造自身存有，並產生自持狀態，而將自身的恩惠隱

匿起來，讓半神半人對諸神給出部分神性之恩惠引發對之的反抗，通過半神半人

的反抗以成就自身的存有，又讓諸神隱匿起來的恩惠展現出來，如同河流的起源

隱匿於土壤之中被帶出來，兩相爭執經半神半人再創造的自我限制，使爭執成為

兩者無隔閡而聯繫在一起的狀態，迸發跳出起源未曾展開的全部豐富性，通過半

神半人的再創造之創建形成一個前所未有的開端(anfangen)，由此人類著手於建立

一個世界；但如同河流在起源處已事先決定了河流的終點，起源仍自我隱匿著；

如同希臘時期作為形上學的開端，通過中世紀與近代歷史中，同樣皆做為諸神起

源感受自身他者性與差異性的獻祭，歷經越出跑道而自我毀滅的使命，等待人類

對這些歷史轉化為創造性的保存而重新開始其生命力。如此再創造作為開端的創

建就是一個間隙，一個林間空地，讓存有物整體進入其中或開顯、或遮蔽，被誤

解錯用或敞開獨特的光芒，而皆做為存有隱匿且要求開顯之意義。此開端的創建

即是形成一個持續爭執的裂縫，一個敞開領域。 

 

    海德格是思考在場性，不是在場為何，海德格要談的是給予，而不是給出的

禮物，由於海德格要擺脫存有物客體的在場狀態，所以並不是去假定在存有之中

的真理為何而關注在時間之中存有物的樣態，而是思考過去與未來的時間不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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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在場之中，而是本身就是諸多的活動，並構成存有物真實的在場，如此每一

件事物做為在場都有過去與未來，都有自身的歷史。我們曾提及存有物存有之可

靠性是一種持續的斷裂，持續所表達的是存有物之存有是不可耗盡的，斷裂表達

存有物之存有的發生是不持久的一再發生，所以持續與斷裂同時發生，成為一個

不可耗盡的發生狀態。 

 

    在時間中持續的缺乏做為大地隱匿的開顯、存有的飛逝，成為此有被拋之籌

劃來源，以形成一個新時代的突然出現，如此，存有的自我隱匿與猶疑的自我否

定，是可以使存有給予出自身，與賜予其它事物之存有的特別方式的拒絕，以形

成存有物自身創建自身的開端。如此大地的自我鎖閉做為存有的拒絕，即是與另

一個開端，與最後一位上帝的可能有直接的聯繫。 

 

最後一位上帝的最偉大的接近狀態是當歸屬事件是猶疑之自我否定的

諸多可能性自身成為拒絕，這是本質的而不只是不在場，拒絕是屬於歸

屬事件，可以被經驗只有由更原初的存有本質是在另一個開端中的思考

中閃現。1
 

 

最微弱的概念是拒絕乃為存有的最高之給予，它的內在在場自身，拒絕

發生隱退，是拉進於靜止之中，並與其本質相一致，它可以做為自我隱

匿的開顯而被建基為真理嶄新地成為決斷，此自我隱匿是拒絕的揭示，

在另一個開端中歸屬的奇特性。2
 

 

拒絕聯繫另一個開端，最後一位上帝，是通過作品、半神半人、做為人類與存有

的歸屬事件做為一偽裝的拒絕狀態，在人類的思考中、無所保護的自我保護狀態

中，自我創建自身之存有以形成另一個開端，即是回到大地的隱匿之中將之展現。

存有隱匿的開顯做為半神半人被創造的再創造，使諸神成為諸神，轉換成為人類

對自身被創造的再創之存有，即是對存有自身的發展成為諸多可能性。人對自身

被創的再創活動，是來自於諸神自身無所需要而成的最極端的需要狀態，而需要

著人類。 

 

存有類似的聲音是拒絕，存有問題的運作，運作是首先於所有活動，第

一個開端的運作的此開端可能帶出其它開端進入運作與由此相互運而

                                                        
1 CP 289 
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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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跳躍的準備，跳入存有，此跳彈入裂口的深淵之中與因而是通過存

有，此－有直接地基礎的必然性。1
 

 

    真理的基礎是存有的真理(此－有)。2存有在第一個開端中跳躍成為一個跳

躍的過程，首先就是含有一個登陸的構成，跳躍表達了並沒有事先規劃好某一

塊地方，而在此－有之中展開存有豐富的風貌。但存有的隱退抑制自身，它仍

然不在，這構成存有對我們的遺棄與遠離，引發此有創建自身而自持的產生，

如此存有的隱匿通過人的自持而保持著，存有需要此有作為自身庇護的時間領

地。人在之中經驗存有仍然不在場的到來，就可以發現到存有需要人類的庇護。

存有是無所需要的需要是最極端最大的需要狀態。一如岩石無所困迫的狀態作

為無所需要的無有關係的狀態，而最需要的是去需要，大地的自我鎖閉需要的

是保持隱匿的張顯，而需要著招喚著人類世界。 

 

    大地自我充全的疑難就在於無所需要的問題，它缺乏需要，沒有需要的空間，

當我們認知到這一點，我們就是讓存有的無所需要的缺乏需要的需要性，讓存有

之需要到來於此，這是通過我們人類有限性的再創造，保持大地隱匿的狀態；存

有在揭蔽中隱退，此隱退仍是一種關係，是揭蔽允許了存有的自我保留與自我庇

護，所以在在場中存有是不間斷的自我保護，存有需要在場而得以保留自身。 

 

   這樣的存有狀態回到此有中，是只有人可以死的意義，這是在於只有人可以

把死視為是死，死即是無之狀態的聖地，也就是如同作品深淵對存有的庇護。 

 

死亡是無的聖殿(der schrein des Nichts)，無在所有角度而言都不是某個

單純的存有物，但它依然現身在場，甚至做為存有本身的神秘(Geheimnis)

而現身在場，作為無的聖殿，死亡庇護存有的本質現身於自身之中，作

為無的聖殿，死是存有的庇護所……，終有一死者是其所是，作為終有

一死者而現身於存有的庇護所之中，作為終有一死者的在場關連於存有

之為存有。3
 

 

    此有的死亡就是存有拒絕的神秘隱匿，人就是在存有的隱匿庇護中在場，通

過存有的隱匿使此有自我建立自身的存有，如此，人的在場就是使存有成為存有

                                                        
1 CP 7 
2 同上註 
3 Martin Heidegger, “the th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 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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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與存有間的關係。此有的死亡即是永不在場而勢必在場的狀態，做為此有最深

邃的裂痕，此有通過自身時時刻刻的向死存有，作為自身存有的開端，敞開存有

隱匿的意義，也就是在此有自身之中創造性的保存大地。 

 

    ((((四四四四))))創造性的保存大地創造性的保存大地創造性的保存大地創造性的保存大地    

                    1111 面對大地隱匿的面對大地隱匿的面對大地隱匿的面對大地隱匿的驚駭驚駭驚駭驚駭：：：：    情調的產生情調的產生情調的產生情調的產生    

    

驚悚而詭異的不只是謎語的強大力量。使伊底帕斯走進深淵之中的是

包藏著人類最珍貴的愛之情感。約卡斯塔(Jocasta)與牧者皆由於愛而不

忍殺了伊底帕斯，伊底帕斯由於愛其養父母而試圖遠離神喻。是不可

思議、無法理喻的人之愛意讓他走進了命運之途。 

    

    起源自身的雙重隱匿使所有存有物皆處在歧義的狀態中，通過作品使我們發

現事物本身是驚天駭人的超出人的掌控之外。如同海德格發現政治、科技的無法

掌控，超出他的預期發展，反而倒過來控制著人們，而人們如何存活在起源自身

的隱匿之中，處在對事物的驚訝、無法控制的動亂不安之中安身？ 

 

Klaus Held 認為海德格的思想是藉由對存有的自持(Ansichalten)，也就是存

有在顯現中抽離，在顯現中保留而不顯現自身的一種隱遁(Entzug)，1由於這個隱

遁，存有自身才成為存有物所是之存有，存有才是與存有物共屬的整體。但因為

存有的自持，也就是藉著隱匿而使存有自我保存，導致存有以存有物的在場方式

出現，而引發了傳統形上學的歷史。但另一方面，存有的隱匿本身就包含了對形

上學的逃離，隱匿即是抽離某種思想，而進入無根基的深淵中。人類一旦經驗秘

密的不可掌控，秘密本身保有超越形上學與所有計算而泉湧出來，創建新的事物

的創造力就開始在人們之中源源不絕地產生，所以對超出人認知之外的奧秘之經

驗就成為了展開另一個嶄新局面的重要經歷。當經驗此隱匿時，思想接近了歷史

的當下，也就是契機的開端。 

 

    此有詩意的被拋籌畫作為真理之創建得以發生，是在於發現到隱匿時引起的

思考，海德格認為此種對隱匿的經驗是某種基本情調的思考，是對新開端的契機

的先行的思索，此思索的必要性就在於思索聽從一種困迫的強制力。對隱匿之為

隱匿的經驗使人們將昔日對存有物的控制產生懷疑，隱遁把人們吸入無底深淵中 

                                                        
1Klaus Held,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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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啞然無語。在人無處為家、沒有判準之際，即聽取到了困迫之音，困迫於

是在人的思索中產生，並向人訴說，所以海德格說基本情調的特點是使隱遁被遺

忘的無底深淵的困迫成為可聽可聞，使我們聽到整全的歷史處境。如此才使人的

創造力有所約束與限制。所以海德格把人類稱為此有，是面向世界的此，此有是

開放場所，在種種情調下，此有做為存活中的世界開放性就是進入可能性的存有，

此有即是自我籌畫，情調給予此有覺知，使此有時時刻刻都做為能在而存有，這

種被投擲在「必須自我籌劃」中的狀態是在某種情調中透露的，情調使此有知道

世界可能性內的個別實然的自我感存的狀態。情調給予此有的是真理奠基的前真

理，就此，過往的真理觀念的約束力就成為建立在一個全新的基礎之上，即真理

發現自身的非—真理，而引發另一真理的可能。 

 

    當此有的存有與自身的不可能性的可能性互相對照時，此有的存有才可突顯

為可能存有，也就是此有必須面對世界開放向度的鎖閉，面對大地的鎖閉，岩石

的無所遁迫，發現自身所處的世界超出自身的可掌控性，發現大地是有，而不是

沒有，並面對事物自身變化多端的發生，而出產生驚訝、悲傷、痛苦等情調中將

世界之立基大地開顯給予我們，發現自身處於無所保護的保護性中的，而引發出

某種決斷，例如保持知道的意願即是一種決斷，通過此決斷，使此有返回自身之

存有，成為本己過程中的本真狀態，如此轉變可能性的情況契機就是一種開放性，

一種準備就緒的等待著發生的開放性，面對與接納社群的世界整體，面對作為相

互共在的在世存有，因為「人類此有本身同時被置於他人的此有之內，也就是說，

只有在與他者共在之內，此有才是如其所是。」1
 

 

瞬間的決斷使我們聽無聲之聲，克服對事物的恐懼無力與無創造性，聽取做

為隱遁的神秘，完全放開以面對奧秘，於是處於持續變動的狀態中產生出畏怯的

情調，此畏怯才形成此有的自持，也就是回到此有自身，並把自身保留在自身之

中。由於對神秘的經驗，使存有本身的隱匿本質被此有聽取為自持、隱遁，此有

也以自持回應存有。這同樣也是作品自持的形成過程。 

 

準備就緒的狀態是此有在基本情調中聽取存有所給出的東西的能力，為了到

達此準備就續而開放聆聽的狀態，使此有意志對所有事物要瞭若執掌的控制就會

被抑制，並克服非本真之狀態，此種狀態正是在於解除自身日常生活的強力意志，

而進入到聽取基本情調的狀態，且不再因為要成為本真狀態而進入某種強力意志

中，換言之，可以成為開創新歷史的決斷時刻、準備狀態是一種將自身交付給基

                                                        
1 GA39,p.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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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情狀，使基本情狀得以擺動、開展並贈予給此有，使此有在瞬間中決斷而締造

出歷史行事的力量。這就是此有自身回到起源、回置到大地之中的隱匿中，引發

此有某種情狀，由中做出某一決定而產生出某一個時代。此有就是處在情調本身

的不可支配的來到之中，如此是情調使此有產生決斷並有創始的能力。。。。如果我們

還以為可以用哲學解釋試圖消弭情調的偶然性，我們就與情調本身背道而馳，也

就屏棄了創建的可能。 

 

    每一種基本情調做為潛存的可能性皆是歧義。基本情調有反身的性格，把此

有帶到自我面前，通過世界嶄新的呈顯，此有回頭看見自我如同是一個無法理解

所有事物的小孩，1而這即是存有的隱匿讓此有在有所限制中自由的成就自身。

「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偉大作品之神奇，比天然生成的更為巧妙，

因為作品作為人造品雖來自於大地的贈予，但在作品敞開出大地尚未呈現的隱匿，

引發人自身有限性的思考與對大地的敬畏與所處世界的無聲招喚，讓此有以自身

有限的自由獨特的敞開大地尚未呈現的隱匿。而希臘人被大地的神奇再現所吸引，

而把自然(physis)、真理(aletheia)視為是哲學討論的主題，但是希臘人沒有把由大

地而來的世界呈現的迷惑與畏懼同時收納，而只有無節制的被世界之在場著迷著，

所以並沒有發現畏懼之中的世界隱匿性質，而把再現理解為自然問題，於是走向

了對隱匿的遺忘。〈起源〉中藉作品敞開大地就是要突顯再現的另一面，也就是

世界中的隱匿狀態。作品中真理的張顯中含有隱匿，而真正回返到再現自身的狀

態。海德格要再現再現的意義本身，除了可以超克形上學之外，同時也是對現代

計算控制之矯正。 

 

創始是重回到能夠創始之顯現的展開，展開是重回到由開端鎖閉狀態中顯露

的世界呈現的狀態，與此有是向死之存有一同思考，此種重返就是回到此有的誕

生之處，誕生是由子宮鎖閉中蘊育而出的可能存有。此有面對「可能存有」的隱

遁而回到與存有為「可能存有」，如此此有就是存有的「籌畫」。能夠創始就是為

相互共有(Miteinandersein)的本真狀態奠立基礎，接受與面對他人可以創始的自

持，在相互共有中，使人放棄意欲占據他人可以創始的能力，而不對象化他人。

Klaus Held 指出瞬間中可以有創造作品的力量，使作品鑄造出歷史世界，基本情

調驚奇的本真性使古希臘人具有能力創建一個嶄新的群體世界，此群體世界的性

格就是完全為「能夠創始」而規定的，在此種世界中，在世存有可以開放其可能

性，是因為通過此有相互畏怯的情況下，相互認同為「能夠創始」的自持之此有。

                                                        
1 發現自身的無所適從，自己的愚昧。對應於荷德林詩中曾說到，這樣的狀態不會給老人與成人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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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形成一個共處的城邦(polis)，城邦要素就是城邦世界是做為對「能夠創始」

的人們之間開放為一個「寓居之空間」。 

 

    而此有作為能夠創始的來源是處在於隱遁的無底深淵。隱匿之為隱匿，就代

表者某種不顯現的無可掌握，此隱匿正是超出所有支配之外的來源。所以人對隱

遁之為隱遁的經驗帶來契機(Kairos)，隱遁是人之自由得以自由的可能性，對隱

遁之為隱遁的經驗使我們由控制制約的單一的緊箍咒中釋放，進入無底深淵之中 

，引發基本情調迫使人經驗起隱匿，也由於聆聽此基本情調才使此有的自由有了

界線。因為基本情調是此有對世界所有認識之前的開放場域，基本情調是真理前

的真理，並且是決定真理的真理，決定了原初世界是如何被展開的。例如此有對

存有物的驚訝，就表現了事物自身超出於人的控制之外的真理之前的非真理狀態 

，引發了此有欲求全面掌控存有物的意志，或對此種意志的自我限制。換言之，

由大地而來的雙重隱匿，引發的基本情調產生歧義的此有抉擇。 

 

對隱退神秘的經驗使人真正的死，同時也才可以真正的活。隱退是存有自持

的狀態，而基本情調就是使此有可以自持地開展之起點，使此有可以創始或是沉

淪。例如產生驚奇的基本情調，是存有物由隱匿狀態進入在場狀態的顯露出現的

活動，此顯露狀態就是湧現的自然，如同噴泉一般。但另一方面，驚訝也使此有

試圖掌控不可掌控的存有物，成為形上學與科技時代的來臨。兩者的差異就是對

隱匿引發的情調進而如何創建的思考，即是面對半神半人敞開諸神與人之領域的

無有定論的思考，進而產生出形上學對存有物的定調，或是保有偉大藝術作品的

持續湧現的可能。面對大地的隱匿引發人驚訝害怕的情調，在歧義的處境中，使

人思考如何通過語言、通過理解建立一個人們可以共處的家園，以回應存有的持

續到來。 

     

    2222 此有處於大地雙重隱匿的此有處於大地雙重隱匿的此有處於大地雙重隱匿的此有處於大地雙重隱匿的歧義歧義歧義歧義中的抉擇中的抉擇中的抉擇中的抉擇    

                        

底比斯國王(Laius)聽到神諭後，害怕傷害自己的利益，試圖遠離命運，

所以決定殺了自己的兒子，卻仍逃不過自己最悲痛的死亡方式，並且使

底比斯國陷入瘟疫之苦難之中；伊底帕斯聽到女祭司之語後，決定與自

身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而解救了自己與底比斯國。 

 

(1) The Ister   

 

是一位外地人解開了斯芬克斯之謎，成為我們的王。但是原來他出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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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來就是我們的王。 

    海德格談及荷德林讚美詩〈多瑙河〉(the Ister)中論及到河流孕育生命，河的

意義不是象徵主義，而是外於形上學、西方美學的本質領域，1詩中說到寓居在

多瑙河之上，此處，我們渴望建立。河流化育生命而決定人之存有寓居於大地之

上的地方，2因為河通過存有物作為一種存有的遺跡與暗示，也就是同時是存有

的消失而進入過去，並充滿著對人類未來暗示的一個旅程，如此河流就是歷史。

河關聯於人的存有，因為河流自身是成為人存有在大地之上寓居於家園之中的決

定方式之旅程。如此河的使命就是通過對人居所的照顧而保護著人的居所。 

 

    海德格留意到家是處於人所擁有的狀態，但並非是輕而易舉的獲取，反而是

艱難的，因為家需要以詩意的方式照護，3由於歸於人所擁有的家園是極為困難，

所以家要求詩人照顧與留意。荷德林認為人沒有將要成為在家的，也就無法成為

在家狀態，而一個人要成為在家狀態，就必須先有返家的動作。也就是需要先通

過一場如同無家的處於外地的返家旅程之經歷。處於外地與家園之間的相互影響

構成人類歷史，河流就像是一趟旅程，提供詩人探索返家的意義，像是詩人轉移

到外地的活動。這即是本論文以三部曲的狀態描述，通過離家遇難、遭逢困境，

才可能為真正返家做好準備。也如同伊底帕斯解謎，發現困境之後，創造與存有

命運聯繫在一起的無有定所的狀態，而形成真正返回自己的原鄉。這個處於外地

的歷程，可以說是半神半人遠離自身跑道、形上學關注存有物、〈起源〉的第一

大段，這些狀態為返鄉做好準備，因為做為處於外地之經驗，仍是返鄉所需要的

而處於返鄉的路途之中。 

 

當伊底帕斯發現是自己弒父娶母後，選擇離開自己出生的家園，於科

羅納斯(Colonus)安享晚年，承受超乎常人之痛苦的英雄。 

 

    荷德林說在家就是精神，但並不是輕易的就可以處於在家，海德格解釋精神

指的是人存有的合適性，存有必須歷史地展開，因此精神即是在決定歷史人類的

狀態。詩人是對精神思索的人，精神是神聖者詩意的本質，詩人闖入神聖者之地

而進入歷史，這是人擁有家的困難：精神最初並不在家，它必須通過無家的或外

地的狀態而回返其家園或源頭，這就是為何荷德林寫有關河的詩，因為河的精神

是非比尋常的(unhomeliness)的旅程的經驗，就像是成為在家，詩人是之間，詩

                                                        
1 HHI 18 
2 HHI 20 
3 HHI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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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入河之中，才產生可開墾的土地，1通過神聖者與人類之中準備一條適宜的

方式，詩人就像是河，一個對精神思索的暗示、標誌，指示，2處在這之間的詩

人是痛苦的，因為它並沒有神或人狀態的大地，而是讓人們可以安居，因為詩人

指出詩以提供存有物存有的方式。 

 

    海德格說真正的返家對異質的、外地的需要，家與外地的關係是模糊歧義的，

外地是對人所擁有的家之變動是有幫助的，但另一方面，海德格也慎選有價值的

外來物相遇，例如海德格對美國、中世紀、羅馬有諸多批評，因為外地可導致家

園的摧毀，也是可以幫助家園擴大的歧義狀態，所以需要警慎選擇。人的本質是

要成為在家的，即是說人的本質是處於不在家的狀態而才可以返家，如同河的流

動即是歷史的本質：要留到外地之後才是可以返家。到外地的意義是發現到有不

同於自己的他者，並產生獨特的方式返家。 

((((2)2)2)2)作品作品作品作品            

    大地上開墾、利用其元素建造事物、創建起家園，大地作為家園天使，守護

此家園，當我們沒有保護大地，大地就在其抑制自身而狂亂的毀壞與改造人類中

運作(works)，科技就是人類運作下對大地的破壞，大地在科技時代抑制自身而

隱匿起來，使人類之產物無法受到保護而耗盡、崩落，因為人類所屬之世界是依

靠於使用了大地未加工的物質，大地通過世界而展現出來、就如同神殿揭示了岩

石一樣，當人們的建立沒有特別地保護大地，保護存有物之存有，建立就轉成毀

壞，相反的，作品也是人類參與其中的產物，但作品特地地開啟了大地並使大地

保持隱匿而顯現，保護了大地，成為真理置入其中的領域，就算神殿的世界消失，

神殿只剩下斷垣殘壁仍是等待保護者的來臨，而仍是一種保護，作品是保護大地、

使大地支撐起人類所建的家園。 

    作品中的裂縫在大地與世界之間形成一輪廓、外形，建立人生活的基礎樣貌，

裂縫是一個撕開的動作、帶出一個外觀，此外觀描述出存有物開顯的產生的基本

特色，也就是由世界與大地之爭中脫隱而出，裂縫並不使兩對手分開，而是兩者

的統一帶來對尺度的抵抗與限制，以進入一個整體的外觀。即是作品中的裂縫使

大地與世界爭執但又聯繫在一起成為一整體，在世界之中帶出一個含有大地因素

的共同輪廓形狀，使兩者親密的爭執著，所以使一切尺度動搖與不確定的因素表

現出來，如此保留了大地。但大地不只是單純的未加工的物質。 

                                                        
1 HHI 147 
2 HHI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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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問題是「如果我們並不認識隱匿，我們又如何守護它呢」？如果

我們事先並不知道大地為何，如何保護，「我們絕不能通過揭露和分析知道一種

神秘，而是只有我們將神秘視為神秘來守護，我們才能知道神秘」，1為了認識他，

需要詩人說出此神秘，如此詩人承受神秘的無可言所而說的歧義，所以詩人是創

建時代英雄，也可能是導向滅亡危險之人，因為保護同樣是一種毀壞，人就是處

在這樣歧義的狀態中，受逼迫著作出獨特的決定，才真正的保護了大地。這可以

由安蒂岡妮(Antigone)的故事中說明。 

 

    ((((3333))))安蒂岡妮安蒂岡妮安蒂岡妮安蒂岡妮((((Antigone)Antigone)Antigone)Antigone)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的故事：：：：奇妙之極莫過於人奇妙之極莫過於人奇妙之極莫過於人奇妙之極莫過於人2
 

 

伊底帕斯向我們的神明祈福，提供給我們一份厚禮，我珍惜這份禮物。3
 

    大地自身的隱匿給出的是讓此有處在歧義的被拋狀態中，使此有可以在有限

制的自由中抵抗與選擇決定自身的本質。一如半神半人處在自身粉身碎骨的危險

與被創造的再創造狀態，處在人與神的歧義的狀態；來自於大地使此有的本質是

歧義的奇特者、可怕者。此有來自存有，此有與存有的連結是在存有混亂的次序

與人的不安間的關係，人與存有的相互關係中，產生出奇特的效應，使人的本質

顯現是一個困境，人類歷史的開端作為對真理的決定，同時發生著自身作為奇特

者與強大者，海德格以詩作為人本質的籌畫，即是讓人以自身的方式面對歧義的

狀態下，引發出對自身存有的理解。安蒂岡妮的故事顯現人即是處於歧義、歧義

之中，創建自身的存有。 

    安蒂岡妮顯示出人處於歧義的狀態之中獨特的承擔與自決自身之命運，她處

於人間的國家法令與天生的血緣關係中，不同於其妹的決定(Ismene)，她選擇埋

葬親弟，最終自殺而死。4安蒂岡妮超越人與神的律法，成為存有隱匿之開顯的

現身在場，表現人的奇特、勇於面對自身的死亡、面對裂縫所展開的可怕驚人的

命運，以自身的方式展現存有自此之真理；是半神半人抵抗自身處於命運給予的

不公平、歧義的狀態，以自身表達在開端強大的力量之下，處於痛苦之中而創造

                                                        
1 CP 43 
2 此句話出自《安蒂岡妮》中合唱團所唱出的話，CP 中同樣出現過這句話。 
3 Sophpcles，《伊底帕斯在科羅納斯 ： 神話英雄的誕生》呂健忠編譯，臺北市 ： 書林，1992 ，

頁 668。 
4
海德格由 Sophocles' Antigone 故事了解希臘字"uncanny"/"unhomely"以解釋荷德林的家園贈予的

意義。當 1935 年德國受美蘇兩國的巨大賠償，面臨滅國危機並被四周國家包圍時，德國成為了

一個形上學的國家，科技的全體動員減弱事物本身，成為全然在場，諸神逃逸，消耗大地。在這

樣的爭鬥戰爭中，海德格談論安蒂岡妮具有其自身的時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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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自身做為自身的存有限制的反抗與超越，越過死亡的隱匿可怕而開展自身的

存有，因而就是神的現身在場。1
 

 

    海德格以 dimesion 這個字代表圍繞著四個端點的多樣化，每一個都是一端

是人的高貴，另一端是反轉，對人自身擁有的存有的本質反抗。第一對是在害怕

與畏懼，反轉之的是奇特者(uncanny)，奇特者也許會成為某種有力的暴力，如同

山或河可以說是有力的與強大的，但是奇特者可以超越我們且接近最高價值，第

二個端點是暴力，相對的悲劇崇高即是充滿力量。第三對是存有物事物的棲居，

是以習慣範圍的棲居技術，對世界支配的一種對存有物的能力，或者是真實地使

人驚奇的存有物。最後第四對是奇特者是無家可歸的(unheimlich)，無所適從或

者無家可歸。2這四種的歧義差異在於對裂縫死亡的思考，死亡逼迫著我們作出

二擇一的抉擇，最終所有決擇即處於計算性的思考或是回到自身的存有兩者之中 

，創造自身自持的存有，安蒂岡妮即是通過自身不畏死亡與命運聯繫在一起而創

建了一個永恆獨有的存有在場狀態。 

    人處於這樣雙面狀態中存活著、行動著，處於此歧義之狀態才讓人可以建立

自身之存有。安蒂岡妮處於這樣歧義的狀態，面對死亡裂縫，冒現出自身的存有，

此裂縫跨越在場與不在場，去除對世界的掌控與計算，承認並面對自身的有限，

並創造出自身獨有的存有方式，激發出自身的最大可能，超出了自身有限性之本

質的界限，成為非凡無二的半神半人現身在場。 

    人類之存有是揭示為在可能中的反轉，安蒂岡妮展現人之可能性中的極限，

適當的回應自身命運，展現人類最大的自由與自持，在人處於歧義的狀況下，證

明人類本質中反轉的具體性，安蒂岡妮面向存有以超越自身的有限性，並將存有

本身帶向前來。如果人之存有是這樣的無可定論，斯芬克斯之謎即永遠成謎，這

也表示自我理解的任務需要一再更新與再生之活力的生活迫切性，生命逼迫我們

對自身自我理解的不斷地重新補救、持續地引出的陌生感與重新開始理解的工作 

，並保有他人自持的權力與空間。 

 

    所以人是最奇特者中的奇特者，人在存有物中找尋其安居，但總是返回到自

                                                        
1 Antigone 一字來自於 anti(有取代、反抗、競爭的意義)與 gone(有懷孕、繁衍後代、無法挽回的、

遺失了的、毀壞的意義)，如此 Antigone 即為「取代母親」，聯繫於大地之母，Antigone 就是大地

的現身在場為之露面；也是對無法挽回的錯誤的反抗，此反抗「是」不畏懼命運諸神與死亡的威

脅，聯繫與承受自身之命運的抉擇，一如半神半人的自我限制的再創造活動，而成為神本身。 
2 請參閱 Julian Young,“ Poets and rivers ： Heidegger on Hölderlin's Der Ister ”in Dialogue,Canadi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 , 1999, vol. 38, pp. 406-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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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歷史的有限中，通過此有面對屬於自身之死亡而發現獨特的返家方式，形成人

作為自身本質的奇特者，這樣的形塑過程是建立在人本質的不在家且總是成為在

家的持續返家狀態。人是處在他鄉才可返家，人如何寓居的問題即是人如何與隱

匿之大地共處的問題，如何安居於大地之上的思考。這也是海德格要談論存有意

義問題是關切人與存有共處的問題。詩意的寓居於大地之上，要表達寓居的建立

是要在隱匿的在場之中，也就是以不剝奪隱匿的詩化方式接近事物自身所是之中 

，因為存有給出自身又拒絕給出自身，而此有就要在此歧義之間創造自我。所以

我們如何寓居於大地之上，是人類如何建構一個存有隱匿而開顯的歷史問題。 

    

    由存有給出又不全然給出自身所提供的奇特事件的證明，即是開端呈現的

奇特與強大，哲學的重要性並非在事實上對文化進程的科學與科技化的全然掌

握，或以理性與經驗掌管世界的能力，而是對開端起源之神秘的保護，在西方

文化歷史中，對神秘的誤解與誤用，證實了神秘與其力量形成的開端獨特性需

要保護的困難。人如何保護存有的隱匿，並如何與之共處？海德格認為保護此

有藉以說出自身的最基本詞彙的力量，免受平庸的理解之害，這歸根到底即是

哲學的事業。1
 

 

    神廟等待人們的保護，如同鞋畫需人們修護以延續於時間歷程中的侵蝕，作

品作為人之製品，是人類被拋於大地上之籌劃，之中有一個持續的隱匿力量抗拒

著敞開。作品是對大地自我隱匿的開啟，也是作品對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因為作

品把界線之外的東西帶向前來讓我們發現，作品讓大地栩栩如生為隱匿的顯現，

一如神廟歷經時代的興衰，時間歷程中諸多時代世界的崩落，而等待著保存者，

作品呼喚著保護者來到作品面前，保護者要面對作品並把自身置身於作品崁入的

裂縫之爭執之中，進入裂縫的移動之中，參與移動，思考未顯之大地，如此，保

護者就是在大地的保護中被產生出來而成為自身。2
 

 

    作品之為作品是開放敞開領域的自由，並在其結構中設置此自由，同時作品

是使某物出現在作品之中，而作品之為作品處在保護之中，保護是對過往觀念的

抑制，即作品是在去除了所有觀念下的殘餘，並為此隱匿之殘餘設置敞開領域的

自由，此領域是要通過此有屏除過往習見而創建前所未有的被敞開，此自由做為

此有進入作品中的自由以保存作品，使一件作品成為一件現實的作品，使人的本

質在存有物之真理中達到適當的關係。3
 作品是此有之思考與存有兩者的同一，

                                                        
1 BT p.262. 
2參閱 Pathmarks  p.299.「在場者就是在在場中被產生出來的」 
3 OW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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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之為作品是因為它是在存有物中導出其存有，1藝術作品做為存有物之所是

的展現是把存有物做為一個在場與不在場這件事，使所有存有物成為存有物同時

也作為尚未在場之物這件事成為可被說明、理解與接受的事件，而讓此有依其自

由說出作品中的真理事件。此有進入作品之中，作品中敞開存有物整體並給予此

有自由以自身獨特的方式將真理事件帶出，如同安蒂岡妮面對自身的死亡，發現

存有整體，以自身的方式表現出此有在有所限制下的最大努力而成為一真理事件 

，因而保護了真理，以自身的現身擴大了真理。 

 

    大地的拒絕使我們發現我們本性與此拒絕的遭遇，也就是所有在場的逃避，

作品呈現出作品對關係的逃避，如此形成一個空白滲入與撕碎我們每一個企圖追

求的關係之中，如此的作品難與世界有關，作品將會沒有空間並處在一個中止在

場的狀態中，沒有關係與無有空間的作品如同是非屬存有物一般，作品的存有就

處於存有敞開性之外。大地是勢必到來而尚未來到的突然到來，如同在無底深淵

中起源的跳出，作品作為展現此不在場的區域，必須籌畫此起源、活性化的於不

在場與在場之間移動。由於此不在場的拒絕與偽裝的退隱，使籌畫其在場的同時

也形成一種遮蔽，回退到自身之淵源之中，大地做為退隱，把事物隱藏回去，當

籌畫失效時，此隱藏的厚度暗藏了對之的搶救與再生的可能，支撐起建立的毀壞，

使其再次隱匿而湧現。在此意義上，大地成為我們永遠無法離開家園，是最原始

的跳躍之起源。 

 

    作品作為裂縫改變世界與大地的形象，才創造出歷史，成為歷史的可能性。

作品自身做為活性移動的區域，成為大地湧現之所，使大地是大地。但科技做為

裂縫，決定世界與大地的形象中，遺忘大地的否定力量，使事物與人成為僵固的、

無法變動的，大地在科技時代中成為乾竭無法滋養世界的枯壤。要創建歷史的開

端，就必須回到存有湧泉的狀態，因為我們終將難離開起源處，此起源也就是源

源不絕的有待開展的大地。 

 

    我們無法直接的知道大地，只有通過人參與其中的作品，也就是通過作品是

使某物進入敞開領域的創作而發現大地，一切藝術的本質是詩，根本意義上的詩

是語言本身，所以藝術在說，說出在場與不在場。作品之為作品是因為它是在存

有物中導出存有，道出了大地。詩透過創作的呈現，帶出與呈現出他者，詩的本

質是處在存有的歧義中，是在一個特殊或衍生意義上指出創作與表現出存有。大

地在無止境的形象，也就是無止境的損形中隱匿自身，我們並不是要去對抗此大

                                                        
1 IWM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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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逃避，而是只可以進入此開顯的隱匿的分歧之中，接受大地的隱匿於在場中

作為隱匿的本質，如此，我們才可以使之藉由我們而呈現出來。 

 

    「作品的保存作為知道，是冷靜地置身於在作品中發生著的真理的陰森驚人

的東西之中」，也就是進入作品中發生的真理的本質之非—真理中，這也就是作

品自身的家園，使作品成為作品的地方，如此對作品的保存就是把人推入與作品

中發生著的真理的歸屬關係之中，即真理的保存與人的歸屬關係，人進入了作品

中的裂隙的爭執之中，撕進了人與作品間出自統一基礎的大地之中，人與作品皆

歸屬於大地。保藏是一種知道，是自我超越的決心，在人的世界中的保存是使大

地有無限延伸的自由，即一再讓之展現的更新自由。如同安蒂岡妮面對諸神給予

的命運可怕的力量，超越於人與神的律法，以自身的存有創造出一個可悲可泣的

尚未到來的存有形態。 

 

3 面對大地的雙重隱匿 轉化成為詩與語言 

    只要你認為一切事物「都顯得親切熟悉，連那匆忙而過的問候，也如同友人

的問候，每一張面孔都顯露親切」，即是將尚未到來的存有之呈現被抹平為熟悉

事物，如此存有就拒絕呈現，但是這個屬於人的故鄉中鎖閉著最本己的東西，其

實是「夢寐以求的東西已近在呎尺，已經與人照面了」。大地隱匿的拒絕通過時

間歷程中成為在存有物開顯中的偽裝，拒絕與偽裝重疊在一起，當事物呈現出非

它自身的偽裝狀態時也表達事物自身拒絕的本性，但拒絕的深層隱匿是為了使事

物自身可以再次全新的湧現，但一旦呈現就必然偽裝，如何走出此種存有的自我

封鎖呢？ 

詩是海德格思考下的籌畫，在詩之偽裝中引發出自身獨特之方法的產生，詩

作為無盡的難題(aporia)的字詞就是一種偽裝，此偽裝引導我們以自身的方式發

現存有的本質。在詩偽裝的呈現中，表達的是對拒絕的敞開，詩不是對偽裝的擴

建，而是讓拒絕的遮蔽被發現，如此對事物本性的拒絕是以詩化創作的方式發現

的，創作不是製造，而是完成事物自身的要求，完成事物自我再生的能力。詩透

過創作的呈現，帶出與呈現出自身而言的他者，詩的本質是處在存有的歧義之中，

是在一個特殊或衍生意義上創作與表現出存有。相對於科技是對存有以呈現的擴

建，也就是對偽裝與假象的擴建，成為使拒絕更加拒絕的閉塞。 

 

    大地作為「非」－真理的中的雙重遮蔽，自身是存有隱匿的拒絕與偽裝，是

存有自身隱藏起存有論差異而導致的存有論之「差異」遭到弭平，這就證明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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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匿的本性；當我們對存有隱匿的思考就讓我們可以首次面對虛無主義，因為「我

們不是想要克服虛無主義，而是必須要首先進入到它的本質之中，進入它的本質

之中是我們藉以超過虛無主義而要邁出的第一步」，1對存有的隱匿導致虛無產

生的勘視，才使我們首先超出虛無領域而由其起源來看。 

 

     所以大地自身的拒絕與偽裝之隱匿因而不是要我們為之強力敞開的問題，

海德格說人們拒絕著思想自身，不使物成為物自身，如何不引起此種思想的混亂

狀態只有︰「我們給予物彷彿一個自由的區域，以便它直接地顯示出它的物因素，

首先我們必須排除所有會在對物的理解和陳述中擠身到物與我們之間的東西，只

有這樣，我們才能沉浸在物的無偽裝的在場。」2而要成為如此並非刻意的安排，

即並沒有以人的意志加以控制，而是「與物的直接遭遇，既不需要我們去索求，

也不需要我們去安排。它早就發生著，在視覺、聽覺與觸覺當中，在對色彩、聲

音、粗糙、堅硬的感覺中，物—完全在字面上說—逼迫著我們」，3由於物的不

可掌握在我們去除主觀掌控後與物的遭逢中發現與經驗到，物以一種最大可能的

直接性接近我們，物自身的拒絕隱匿就處在世界世界化的不斷運作之中呈現為一

種偽裝而等待我們的發現與留心思考。所以面對事物本身即非一勞永逸的事，而

是在一再的出錯、迷失中，使事物自身隱匿的本性一再展現出來，藉由事物的喬

裝掩飾的暗示，也就是物性被諸多觀念掩蓋下所殘留下來的痕跡，讓我們發現物

性本身，換言之，只有通過此物性被隱匿而喬裝，我們才發現物性本身尚未呈現

的部分，且在存有物的拒絕與喬裝並非始終如一、不會變動的情況下，事物以質

樸的方式與形態的無窮豐富性展開事物自身。事物自身經時間歷程才不斷的被敞

開，帶出前所未有而尚未成為的即將到來之存有，一再的敞開那始終被隱匿起來

的事物自身。 

 

    存有物成為自身的先決條件之隱匿，在存有物的物性中留下的殘餘與痕跡，

「物是對有用性與製作特性的排除，純然物是一種器具，一種被剝奪了其器具存

有的器具，而物之存有就在於此後尚留餘下來的東西」，4物本身是去除掉所有

對之的習慣理解而仍留下來的東西，而這個殘餘只有經由其本質的喬裝掩飾而被

顯現出來，如同作為性質載體、諸多感知的統一體、與有用性中的物一樣，在去

除了所有這些關係時，所留下來的才是物本身之存有顯露，因此，在其自我隱退

大地的顯露並非固定的舞台，而是在存有物不同的方式與形態的豐富性展開自身 

                                                        
1Pathmarks  p.319. 
2 OW23 
3 同上註 
4 OW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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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使用器具將其物性物質全然耗盡，事物在世界中消耗殆盡使用的狀況中，

發現了物性自我隱匿的證明，而藝術作品則創立一個不同的、無所用處的關係以

帶出事物本身，使我們看到事物自身隱匿的物性，這不只是經由拒絕與喬裝的不

顯現之呈現自身，也是事物自身最真切的物性，這樣才使大地上的萬物，也就是

大地整體本身，是所有存有物成為它自身的各司其執，同時又整體和諧的「交響

齊奏之中，這種匯聚，流動的是自身持守的河流」，1也就是把每一個在場者都

限制在其在場之中呈現。 

 

    藝術作品成為一種形象，形象是一種大地偽裝的在場以呈現出拒絕的本質，

也就是呈現出大地的雙重隱匿，藝術作品偽裝為一事物，呈現為事物本身拒絕我

們為之敞開的本性，藝術作品使大地成為大地，使此偽裝下的拒絕呈現出來。作

品是永恆遊戲者，引出存有，冒險來詠唱存有，2因為作品的在場同時遮蔽自身，

所以在場的作品本身又不在場。3事物自身的呈現是通過世界網絡的各種不同情

況而讓事物出現時，通過一次又一次的偽裝，事物隱匿的物性才出現，也就是事

物本身向我們拒絕顯露的本性才出現。事物自身的顯現不是通過回到自身而完成 

，而是通過偽裝自身而進入自身存有的聞所未聞的領域中，進入大地本身不可見

中，4而再產生出大地成為一個世界的過程中，大地仍然退隱，如此留下一個反

覆抹去一部分，但仍尚殘有的痕跡，導致被擦拭掉的部分不被注意。此被抹滅的

部分通過語言的再次的書寫與理解，持續不斷的承受著那被抹滅的另一邊的存

有。 

 

    大地作為大地在作品中勢必是不完整與受創的，真理的本質即是大地，而通

過存有論差異呈現出來，因為沒有存有論差異就沒有存有物的存有，而只有在場

而已，事物的顯現自身是通過自我反覆的一再展現，在其自身展現的差異中的相

同統一是在諸多事件之中被建立起來的，不是做為模仿，也不是生產，而是諸多

的偽裝，而這即被理解為語言的有限性。現在大地的隱匿化為語言讓我們抉擇如

何面對大地。 

 

(1)(1)(1)(1)面對面對面對面對拒絕之偽裝成為詩拒絕之偽裝成為詩拒絕之偽裝成為詩拒絕之偽裝成為詩之之之之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偽裝之遮蔽方式，如同迷失(Irre)，5是處於敞開領域中發生的存有物不顯現

自身的一種顯現方式，導致我們會出錯、看錯，我們要如何面對存有物相互遮掩

                                                        
1 OW 47 
2 WP 105 
3 WP 93 
4 WP141 
5 ET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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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況，在〈論真理的本質〉中說到， 

 

使人迷失道路的迷誤同時也一道提供出一種可能性，這是一種人可以

由離存(ek-sistent)的生存中獲得的可能性，那就是：人通過經驗迷誤本

身，並且在此有的神秘那裡不出差錯，人就可能不讓自己誤入歧途。1
 

 

    一如半神半人力精自身來字豬神的痛苦之承受，發現只有再次創造自我才不

至於滅亡，如此面對偽裝錯誤的經驗正是建立自我的契機。作品使此有面對存有

整體，發現自身與其他存有物的關聯性，讓此有發現自身是處在歷史性中的超歷

史的可能性中，此歷史性的瞬間就是使真理設置入作品中創建歷史開端的契機。

真理設置入作品之中，就是面對大地陰森可怕的決斷的設置，讓此有準備好面對

本身之存有狀態中，顯隱交錯中作出決斷。此種準備是自身進入大地之中，敞開

生活的界線，且不再為了成為本身狀態而另建立出另一種意志，如此決斷就成為

是一種「以獨特方式鬆弛的意志狀態，泰然任之地將自身交給基本情調，讓基本

情調得以擺動開展和從而贈予此有在瞬間中締造歷史的行事力量，」2基本情調

可以開展出敬畏或者是害怕，如此基本情調作為潛存的可能性是歧義的。情調乃

是無法支配的到訪，可以產生對存有物的關注，迷惑此有，也可以讓尋常物成為

不尋常，進入無所依歸之處中，如此存有展現為世界如同是一全新的浮現，並且

經驗到自身如同新生兒一樣的，面對存有敞開中的隱匿之謎。 

 

    一件貝多芬四重奏，也被作為倉庫中的物品，作品潛存的可能性是歧義的，

此有可以進入日常生活中來迴避作品中的開展，並且以作品中的隱匿作為掩飾，

但是此有也可以對抗作品中的隱匿，面對作品中隱匿的敞開，進行自我之決斷，

如此就是真理過渡於此有的創始。所以在作品歧義中有一對立的活動，吸引此有

之開創，同時使此有自持來面對作品中隱匿深淵。如此作品中的歧義回到此有自

身之中進行歧義狀態中的逼迫決定，使此有同樣可以進入本真與非本真之中。 

 

    岔路中的抉擇如何而來，關鍵在於是否面對隱匿之為隱匿，也就是回到隱匿

的顯露中，閉鎖中的展露中，回到作品中展現的隱匿中，發現自身全新的視域被

拓展開來，此有面對此視域的籌畫作為展開隱匿的展開本身，此有作為處於存有

勢必隱匿的狀態中創始存有，此有可創始的現實性在作品中完成了此有自身。海

德格要說的大地的否定並不是要漠視或者破壞概念性質或理性，他只是要說有不

                                                        
1 同上註 
2 Klaus Held,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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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世界︰思考是思索其隱匿來源的世界，與沒有思考此隱匿來源的世界。在〈起

源〉中出現了思考隱匿來源，大地。 

 

    大地的勢必隱匿，表現在人與大地的共屬中，其本質表達出人的必死性，此

必死性才允許人類與存有的共屬，所以是隱匿決定了人存有狀態的共屬，敞開人

類在時間中存有之生命，使人類成為在大地之上的在家狀態。我們必須聆聽人與

大地聯繫的共屬，在詩歌中揭示出來的聲音，而發現自身是一個必死性與歷史的

人，如此才超越自身的命運，這種領聽是種始終使我們適應存有的轉換。 

 

    河流是要說出人寓居本質中的反轉，海德格說我們的在此也就是一個到處的

旅行悖論，我們的此有是死亡的邊界，而反轉所要揭示的是人類狀態之基礎的揭

示，也就是奠基的轉變，如同作品做為自身的起源，是詩意的說出大地豐富的可

能性。人是奇特的，無家可歸的半神半人，人不只是無家的憂慮者，而是奇怪而

喜好冒險的，1人之存有是無家的，所以必須建立其沒有基礎的寓居，人類的存

有在這樣無基礎的轉換中佇立，在其佇立中轉換，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失敗的奠

基中建立起自身存有之堅固。2
 

   

此有就是可以獲知那讓在場顯現的東西，所以人把在場、有，接受為贈

禮，如果人不是由「有在場狀態」而來的贈禮之永恆接收者，在贈禮中

獲得的東西達不到人，那麼在這種贈禮缺失時，存有就不只是依然遮蔽

著，也不只是依然鎖閉著，而是人被排斥在「有存有」之範圍外，如此，

人就不是人了。3
 

 

    人的存有即是存有的接受者，敞開存有之隱匿者，如此「人只有站在作品

之中，忍受著規定著此種達到的拒絕—扣留著的切近，人才能是人 」4大地給

予世界建基，由作品中的 Daß 獨特性建立起一個世界，只有通過人對過往觀念

的屏除才可能發現與保存作品中的 Daß，也就是保存退隱的痕跡，不是對已敞

開領域的擴建，而是對未敞開的敞開，是一再的回轉到作品自身尚未敞開的隱

匿處，回到大地接收其隱匿，一再的由其與世界的爭執中，移動至隱匿處的顯

露。但一旦敞開就面臨偽裝的危機，所以只有持續不斷在敞開與未敞開間之聯

                                                        
1 HHI 75 
2 《伊底帕斯在科羅納斯：神話英雄的誕生》中曾說到「打擊你的神明現在要扶持你了。」 
3 TB 12 
4 TB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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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做出理解又再次籌劃與發動才得以保存作品。因為世界只有在與大地的親

密關係中，才成為世界。「在終有一死之人中間，誰必得比其他人更早地，且完

全不同地入於深淵中，誰就可以經驗到那深淵所註明的標示」，1而這就是「遠

逝之諸神的蹤跡」，也就是大地豐沛可能性的發現。且在建立世界後的坍塌並非

摧毀與破滅，因為「世界黑夜就是神聖之夜」，2就算世界崩壞也是一種保護，

使之回到大地的契機。尋覓出未發之音，未被展現的領域， 

 

創造意味者「汲取」（schöpfen）。由源泉中汲取是接受噴湧出的東西，

並把所接受的東西帶出來。有意志的意願的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並不製

作任何東西。而是他接受並給出所接受來的東西。它通過展開所接受者

的全部豐富性而把所接受者帶出來。冒險更甚的大膽冒險完成著，而不

是製造。3
 

 

    海德格說基礎或土壤是樹延伸的元素，4對思考者而言，這元素所要表達的

是真正的可能性，5即是代表家園，寓居的元素：由自然給予之禮物的最親密之

地，同時也是最值得嚮往之地，寓居描述出大地神秘的本質，人之寓居是與神秘

達成協議說出其沉默，或是選擇忽略其沉默。由於最親密的與存有的聯繫，也是

最遠的距離與最陌生的空間，如此對我們適當的關係是與處在異鄉的關係，海德

格認為荷德林以一個遠距離來面對家園，就像是本質的面對一個人所擁有的限制 

，而產生回歸的活動。返回是適度引導著在異鄉中的前進，適當並不是心理學式

的適合，而是接近起源的隱匿與勇敢的保留起源，使神秘成為是神秘，理解到如

何讓最親切的事物顯現自身的隱匿，一如伊底帕斯掘目與安蒂岡妮的不畏死亡，

以自身創建出使大地成為大地的現身領地。 

   

    詩延長逗留於聲音與意義之間，那麼聽詩或者思考詩，此種逗留甚至悠長於

詩本身，此逗留含有其崇高的堅決性，不止是籌措猶豫，而是首先構成人對自身

為誰的思考之事情，因為對詩的思考會衝擊我們的存有。詩如諸神的弓箭投射於

我們，在其中人可以學習建立自身獨特的存有與精神，使自身如飛鳥般自由的、

溫柔的停留在語言之樹的分枝與盤石上，依靠於其上尋覓自身並建立安身之巢。 

 

                                                        
1 WP 93 
2 WP 94 
3 WP 120 
4 IWM 278 
5 《Pathmarks》,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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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地跟隨偉大的法則，偉大的命運指引和遣送每一事物，使每一事物按其本

質而被用於何處，這些法則沒有被描寫出來，因為這是不可描寫的，大地跟隨的

法則無可描述，這規定了整個關係的無限聯繫，大地無可描述的起源來自整體的

無限關係。此偉大的法則荷德林稱之為安蒂岡妮法則，即超越人與神的法則。安

蒂岡妮做為半神半人，其法則即是半神半人也就是作品、河流被創造的再創造的

自我創造自持的法則，聯繫自身的起源大地並適度的自我節制，而與存有物整體

連結在一起的狀態。多瑙河一流出河面就成為冰，一如荷德林所言的鐘上所壟罩

的雪，讓鐘聲消彌掉了，也就是說由大地起源之隱匿所流出立即成為一種扭曲曲

解，而人類是由河流所孕育出來的生命，起源的滋養要我們學會愛、學會半神半

人的工作，才可能在大地上安居。海德格以語言作為保有大地隱匿的開顯，讓人

有機會敞開大地的隱匿。 

 

  4444    在大地上的安居在大地上的安居在大地上的安居在大地上的安居    

    

        無須顛沛與流離，終老斯土求安頓 河谷平原靈氣生。1
 

 

    人成為自身之所是，是在於自身對此之有的證明，對此有的證明過程中的擔

保。證明不是事後的說出，而是本身就參與自身此有，每個此有都要見證自身與

大地的歸屬關係，2因為人是萬物中的繼承者與歸屬者。人之存有的見證是由於

此有的決斷自由。3大地的隱匿給予與允諾了人創建的自由，創建一種尺度必須

對無度之物先行設置起來，承受並統攝存有物整體的東西必須進入敞開領域中，

大地需要被自由地創造、設立和捐贈出來，詩人在自由捐贈上創建，也是在建基

意義上創建，是把人類此有建立在其大地之上。人類此有的根基是詩意的存有，

是指此有做為被建基的此有，是一種捐贈出來的做為語言本真發生的對話，詩以

保持隱匿的狀態防止了日常的固化，人被聚集在自身此有的根基上，使一切力量

和關聯都是活躍的，4詩的本質是創建，創建是指這樣的活躍可以牢固的建基。

詩人自由做詩以命名諸神，但是只有當諸神給予語言，詩才創建出原初的名字。

如此詩有雙重約束，一是諸神隱匿的暗示，一是人類民族之音，詩是在人與諸神

之間，在這個之間，才可以決定人自身是誰，與人把自身之此有安居於何處。 

 

   當我們承認每一個此有都有其自身的自持狀態，也才能回應自身獨特性的存

                                                        
1可參閱《伊底帕斯在科羅納斯：神話英雄的誕生》，p.668 
2 EHP54 
3 同上註 
4 EHP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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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此即可由他者中獲得存有隱匿的不同意義，擴大與創建存有的現身在場。

對於一個國家的建立，同樣是如此，接受存有不同隱匿的開顯狀態，這之中的尺

度就含納有自身無法固持己見，無法遵循某一固定的律則，而是國與國之間相互

依賴展開存有隱匿的豐富性的共屬與彼此認同。如此國與國的合宜關係即是在有

所區別與差異中相互維繫與融合，以保持存有隱匿的持續開顯的狀態，由於他者

含有存有隱匿的不同開顯的豐富狀態，是開展自身獨特之存有的契機，如此他者

就是可以發生出一新時代而創建著存有，一旦試圖否定他者，也即是對自身獨特

的存有的摧殘。所以這之中並不是沒有規則，而是需要沒有固化思考、沒有鐵則

的保護，同時也需要限制、克制自身意圖成為獨大霸權的暴力，而與自身的歷史

起源聯繫在一起的承受與接納他者，以創建屬於國家與自身的存有使命。 

    

    如此我們不是要以固定的思維方式成為我們「先入為主與無端的濫用」，海

德格對現象學的籌劃影響至深是此有的真正籌畫，這也是海德格思考存有問題中

所關切的事，此有與存有如何關涉，怎樣才可以回到事物之存有自身，只有藉由

人之存有的追問，揭開與返回到人自身所擁有的存有以使自身在世存有成為可能 

，對存有的理解需要由可以對存有理解的此有回到存有，才有可能了解事物自身，

此回轉的特色是人憶起了自身如何(what)已是存有、怎麼(how)已是存有、何處

(where)已是存有。也就是承認我們自身中已擁有的存有之路。 

 

   海德格不是以掌握荷德林詩中的意義為目標，因為在〈起源〉中，海德格說

藝術作品是本質地與保護者聯繫在一起，海德格以梵谷之畫例示自身的創作，海

德格不能知道那是女人的鞋或是實際上是梵谷自己的鞋，但是海德格對此作品的

解釋就形成了一種對此作品的保護，而之後德希達追究海德格引用鞋畫的錯誤，

同樣也是對海德格作品的保護，而這一切是藝術作品來自於其起源，一個藝術作

品遵守其起源如同一個好的音樂表演來自其樂譜，表演多樣性來自於樂譜但不是

樂譜本身。所以不同語言傳遞的精神間就有分歧，就連同一種語言中也是如此，

所以名詞無法有相同的解釋。精神的歷史易變性就需要再解釋與再翻譯以提供給

現代人可接受性，如此根本沒有字典可以引導詩的翻譯，而沒有方法將詩翻譯為

字典式的說法即形成翻譯者的困難，因為不是機械的與正確呈現，而是被創作的

與謹慎的、難以接近的接近的困難。所以不同語言的詩，與一個人所擁有的歷史

之過去，對人所擁有的事物而言即是一個機會，所以我們可以讀荷德林的詩，使

詩再上演一次，以不同的中介與不同的時代脈絡中表演出來，所以不論海德格是

否誤讀了荷德林，因為這問題忽視了海德格使荷德林的詩或多或少的使之再次受

到解放的機會。同時海德格也以荷德林的詩使自己獲得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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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品展開了親切事物是陰森可怕的東西、敞開大地尚未呈顯的力量，如同伊

底帕斯由祭司口中發現自身親密伴侶竟是自己的母親，伊底帕斯對未顯之謎的揭

示，通過他說出謎底而完成了謎，使謎以伊底帕斯自身的方式運作著，擴大了謎

本身未顯之處，他對此不顯自身為何之謎的捉弄，以自身(da-)的方式顯示出來，

保護了謎，使謎保持為謎，同時以自掘雙目浪跡天涯創造了謎尚未呈現的部分，

如此謎的隱匿成為謎對自身一再更新意義的保護。在作品中尚未呈現的大地隱匿 

，通過作品得到保留，同時作品的保留也由於大地自身隱匿起來而得以維持作品，

如此作品中世界與大地的永久爭執進入一個持續自我超越的聚集。如此爭執就是

作品不斷的自我擴大。作品的擴大是對大地未顯之處的更新，如此大地的自行封

鎖亦是對尚未呈現之領域的自身之更新的保留，而保護了自身的隱匿。相對於語

言，我們的言說必須響應著大地，響應著事物自身回轉於自身的言說，即是讓言

說有一再被說的可能而更新自身。人類的歷史狀況是挑戰自身隱蔽的本性天賦，

形成人的努力，只有這樣人才可以成為自我決定的。但揭示大地的困難無法被展

示出來，因為大地的隱匿是歧義的，所以每一次的面對都是歧義的決斷挑戰。 

(1)(1)(1)(1)    對字的保護對字的保護對字的保護對字的保護    

    人的思考必須連結人與存有的關係而完成，所以每個時代有不同的語言言說

存有，海德格也不例外，他一再以時間做為我們現況的中介，不是計算性的掌握，

而是以詩回應存有的語言。海德格說荷德林的字是神聖的，並且命名一個獨特的

時空，並強調荷德林神聖的字詞仍未被聽到，這裡正是含蘊著一個不同理解的可

能性，與潛在的弦外之音的籌劃思維。 

 

    字，對荷德林而言，是一個處於睡眠封閉狀態中的喚醒，是一個碰撞的方式

(mit Waffenklang )，字是一種由時間的非在場中分裂出時間在場方式，並把此敵

對結合在一整體中，如此，字是隱匿與揭示的爭鬥，痛苦與歡愉的不和諧，字去—

決定(ent–scheidet)對立的衝撞，並不是誰對誰的最後勝利，裁決出哪一方勝利，

而是爭執自身進入一個當下的連結。1如此，詩人對字的命名作為自然的湧現是

一個被喚醒，是存有歷史中一個新時代的事件。詩意的字詞必須被適當的詮釋，

也就是要對每一個人是合宜的關係。詩人努力以字詞把存有帶向前來，但是思考

者必須詮釋對存有隱匿之理解而產生共鳴的字詞，以做為自身的建立。思考需要

詩意的言說做為背離在場而進入存有隱匿的歷史之中。在詩對字的挪用中，通過

追蹤存有的歷史，如同是存有由字詞中分讓出自身，因此，思考者必須通過字的

                                                        
1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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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劈開以進入未被說的共鳴，如此，保存字詞本身就作為言說，就像是海德格

對荷德林聲音的調節而成為他自身的闡述一般。 

 

    (2)(2)(2)(2)大地大地大地大地做為做為做為做為家園家園家園家園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之基礎    

 

    〈起源〉中海德格提出了大地做為家園基礎 (heimatlicher Grund)，grund 一

詞使大地成為是一根基，基礎，含有保存意義的基底，有豐沃營養的土壤，由形

上學之樹根中所引發出的早被遺忘的樹本身的活力與枝液因素。家園的德文是

Heimat，是由 Heim 延伸而來，意指人居住於其中的家屋。同樣也由 Heim 延伸

出來的形容詞是 heimisch，指親密的、習俗的意思；另一個衍生字是 heimatlich，

代表秘密、熟悉。而引發家園 Heim 的回退的，一是神秘的(Unheimlichkeit)；再

者是遠離家園(Heimatlosigkeit)；最後是無家可歸(Unheimischkeit)的狀態。這三者

都沒有明確的表現家園的根基之意，而三者間的差異的連結皆同樣帶有人寓居其

中的承受之意。如此 Heimat 要展現的鮮明意義並不是傳統形上學基礎論意義的

固定不動的基礎，也不是人出生之地(Geburtsort)的意義，而是再再表現出對人居

有的承載。人對自身尚未到來的存有的等待與承受，如同伊底帕斯面對自身始終

隱匿的命運的承受與接納，並由於發現到命運的隱匿神秘，使他勢必要超越自身

與之爭執，爭執的意義不在於鬥爭，而是兩者的結合，使自身無家可歸，而始終

處於返家狀態之中，成為一位傳遞尚未到來的存有之訊息的半神半人現身在場，

依〈起源〉所說的，伊底帕斯就是神本身。 

 

    家園(the native)含有一個比大地更重要的意義，家園是我們實際上出生的地

方，家園的土壤不是土地(Boden)，不是生物學式的基礎，Heimat 是指家屋的大

地，是有緊密聯合與保存意義的寓居大地，並不是只是去供給所需與被予以剝削，

居住的基本特色是保護，，，，家園得以去保護在其中的生命，在於與寓居於其中的此

有的相互關係。每個人真正的祖國並不是他實際上哇哇落地的出生大地，而是此

有所理解且受此有所保護的大地，也就是他知道如何去保護此大地的隱匿。家園

是由存有的隱匿所產生的非自然之地，是通過選擇與學習而來獲得的，海德格所

言的寓居並不是對實際方園土地之維護捍衛，而是保持持續探問下的選擇取捨與

接受下的家園，每一個真實的祖國是被接受的，存有物可以獲得家園的承載是因

為家園被了解與調音，所以對海德格而言，使用家園的意義顯現出大地本身，並

不是一個最初的、既定的一個永恆的意義，而是一個結合的意義，更進一步的說

是結合了人類被拋的籌畫、歷經選擇而成的大地。所以大地自身就是含蘊著與世

界的結合。海德格曾論及自己的家鄉 Messkirch 時說，只有家鄉還仍保留著對環

繞著自然之力量和歷史傳統迴響兩者的結合，如此家園(das Heimisch)的意義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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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的人與存有結合而給予出的家園。 

 

 

小小小小結結結結    

    

   大地並非是全然的封閉，隱匿並非代表全然的不顯現與黑暗，大地顯現其隱

匿是與世界關係間的共同輪廓，這即是大地隱匿的呈顯向度，大地的隱匿作為一

種保留自持而隱匿，當我們說存有物上含有大地因素時，就是為存有物自身保留

與保存它有其成為自身的意義，所以當我們遺忘了存有物含有大地隱匿性的特質

時，存有物成人們瞭若如掌的器具，而反而無法讓我們真實的理解存有物自身。 

 

    大地是與人的寓居有聯繫的意義。海德格在〈起源〉中形容大地是家園，是

與人寓居在一起的領地，家園需要人們的接受與理解，對之創造性的保護，建立

一個世界與之協和與調音，所以家園勢必需要此有，且需要此有在之中寓居與建

立，所有一切人類行為都需要由此出發，並回到與家園間的協議來屏除與完成屬

於此有的世界。所以大地不只自身是此世界的可能發展，大地的家園意義，更表

達大地和此有所處之世界間不斷的調和轉變，大地不再可被視為是固化的形上學

之樹下的確切之地，而是有機的不斷轉變自身隱匿的庇護所。 

 

    是裂縫、此有的向死存有，開展大地而建立與恢復了大地，大地是歷史人類

已被拋入的地方，做為可能性的基礎，一旦可能性被建立起來，揭示總已在開端

處形成，大地屬於其現實展現的限制，這些限制由作品、安蒂岡妮的故事中說出

人與神之間的限制，大地承受世界展現的限制而需要著此有的解釋。大地標示了

物質的隱匿本性，而詩即是撞擊物質隱匿的意義，讓其潛伏的東西展現出來。 

 

    人的思考是開顯存有的隱匿而以語言的方式帶出，一如作品中述說著諸神遠

遠近近的訊息，人的思考就是敞開存有使之在場，「相關於存有，不論是存有自

身，在存有現身在場的敞開領域中狂喜的本質即是思考的本質。」1相對於形上

學歷史對存有隱匿的開顯的迷失，不只歸咎於存有的隱匿的離去，也在於形上學

思考的全然錯置與抑制，所以我們必須對我們的忽略與刪除存有論之差異狀態保

持留意與清醒，必須對自身的忽視與省略動作留心與思考，而這需要我們面對適

當的，存有不在場自身才有可能；但由於是存有自身帶來思考者對存有仍然不在

                                                        
1於海德格著之 Nietzsche, p.218 中 Frank A. Capuzzl 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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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的省略，所以只有當存有自身直接的產生促使人的本質去經驗其隱匿，而不是

去再現之，如此存有的揭蔽仍然保持於不在場狀態，如同存有自身的到達存有物

可使之開始轉回存有，然後存有的仍然不在場就會到達，而形成揭蔽。如同伊底

帕斯體認到諸神在其生命路途上，步步刻意地隱瞞，由對諸神預示自身殺父娶母

的否定與逃離，轉變成為對命運的肯定，最終以自身在此之存有的勇於承當，開

啟一段獨一無二的英雄詩篇，使存有的隱匿散發出來閃爍耀人，以自身形成另一

個斯芬克斯之謎，吸引著眾人重新追問自身的存有為何。 

 

半神半人的創造性是去找出此自我差異，而非超越自我差異；此有是要接受

自身自我差異的變化之承受，這也表達了此有必須接受他者，以作為自身創立自

身所是之存有的活動限制。此有是接受存有訊息者，並在之中對自身界限之限制

的再創造，而成為界限的承受者以創造嶄新無二的在此存有。如此連繫存有物整

體的限制困境就是一個思考者的謎語，讓思考者有機會創造「如何」聯繫的活動，

通過此活動，此有才建立自身的存有而自持，而此有於世界上的建立來自於存有

讓存有物成其本質。 

 

給予世界之在場以居留之所的世界內在空間究竟是否隨著這種在場而

建基於一種時間性；這種時間性的本質性的時間與本質性的空間一起

構成了那種時—空的原始統一體，而存有本身就是作為這種時—空成

其本質的。 
1
 

 

    「藝術家與作品相比是無足輕重的，他就像是一條為了作品的產生而在創作

中自我消亡的通路，」2伊底帕斯自掘雙目，產生出一個謎的在場而自我消亡的

創建，悲劇過程與伊底帕斯的自我消亡就是存有隱匿的顯現，如此是存有暗藏的

隱匿牽制整個人類存有。此有的神秘起因於此有的時間性超出固定的時間狀態，

真理的中原始動搖的 un-領導著存有的真理，在每一天的經驗中，此有由神秘中

遠離而朝向錯誤，以意志朝向真實有效的掌控，但這種背離是與神秘是共屬一體

的，它們是同一與相同的。3由於人類與存有是共屬一體的， 因而此有的本質是

奇特的歧義的奇特者(das Unheimliche)，此有是奇妙與恐怖的，人類存有的本質

是最奇特者，是被給予以有疑問的與有意義的困境形式，以引發自身被創造而再

創造的創建自持之活動，以完成存有隱匿的開顯。 

 

                                                        
1 WP 129 
2 OW 40 
3 ET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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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陸陸陸陸章章章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一一一一        大地意義於存有論中的大地意義於存有論中的大地意義於存有論中的大地意義於存有論中的異議異議異議異議    

    

    大地做為存有隱匿的開顯，提醒我們必須接納他者的聲音，但之中並不是全

然接收差異他者，而是不固化大地本身，使大地成為大地，或者更進一步的可以

在保持大地的隱匿的開顯之同時，展現前所未有的大地之隱匿，以下通過不同學

者對大地的理解做為試圖創建此論文的思考。 

 

     以下先予以說明四位學者，首先是 Alberto Carrillo Canán，1強調大地是海

德格對世界展現的調整，如此才真正得以呈現真切決斷，筆者認為此說法相近於

Gianni Vattimo 把詩詞終將消聲匿跡的說法與大地隱匿的性質聯結；2他認為字詞

赴死如歸，終將毀滅，猶如此有向死存有的用意在作出屬己決斷。一方面此有建

立世界的同時，也注定此世界終歸毀滅，大地由此陰森竄出，如此詩化的字詞勢

在必然的朝向毀滅處投奔，一如人無時無刻的向死存在一樣，大地的隱匿終須要

此有時時刻刻面對自我。大地隱匿的意義在於真實的面對此有之命運，並轉變習

有狀態。 

 

    再者，在Andres Colapinto 的文章中，3藉器具的可靠性引出大地的無可穿透；

農鞋不受農婦注目是為了保護自身，因而可以在其世界中保存並屬於大地，可靠

性的無聲息狀態並不是要人不去提及他，而是一種內含在事物中的保護。大地的

隱匿並非主要在防止人們對他分析的窮盡，而是要保有自身，大地無礙於此有對

之的任何舉動，這是對大地自身的隱匿而言的必要性，此看法與海德格的大地乃

所有事物回退之庇護處如出一轍。 

 

    最後，第三種說法是 David A. White 解讀大地為真理反抗的力量來源，4直接

呈現出真理的本質是非－真理的意義。而 Daniel E. Palmer 更進一步的給予提示；
5在 Palmer 詮釋下，大地乃是創造性的源頭，如此藝術作品才得以漫無止境的噴

                                                        
1  Alberto Carrillo Canan, 2001，於其〈The Concept of 'Earth' in Heidegger： History and the 

'Oblivion of Being〉一文。 
2 Gianni Vattimo, 1988,在其〈The shattering of the poetic word〉一文。 
3 Andres Colapinto, 2005 於其著之〈Reliability, earth,and world in Heidegger's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一文中 
4 David A White,1968 於其著之〈World and Earth in Heidegger's Aesthetics〉文中 
5 Daniel E. Palmer, 1998 在其〈Heidegger and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 of art〉一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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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萬斛泉源。在作品中的物因素的東西，實際上是作品的大地因素本身，是一個

創造性的地位。大地的隱匿因素內含於作品之中，才使藝術作品展示出自身像是

被創造物；海德格說創造是由導致某事湧現的帶向前來而構成，在作品此被造物

中照亮出大地，使大地保持隱匿的成為大地，湧現出源頭創造的(大地的)無窮無

盡的寓意。以下將對上述諸種說法較為詳細的說明，並加上筆者的解讀與分析。 

 

     首先，Carrillo Canán 認為海德格之所以在晚期加上大地一詞是要發揮對展

現的世界的糾正功效，他認為海德格要用作品中的大地來避免世界可能開顯後，

全然地成為習慣。使「每一件事成為非尋常的，成為它所是且它如他所是，成為

開顯的」，換言之，存有不沉淪、不墮入遺忘就必須要經由作品使我們進入敞開

（openness），且使我們脫俗(take us out from the customary)。1這裡有兩層面的意

涵，其一是世界的展開也就是諸事物的開顯，另一方面則是呈現的增加，也就是

人與物在其存有中保持為陌生；實際上，當我們親近作品時，我們突然間就脫離

了俗事，而在作品中可以打破成見的用意即是在《存有與時間》中，由「日常狀

態」（everydayness）轉換到「合宜的歷史」（proper historical）的另一種說法，也

就是由存有的遺忘轉變到適宜的察覺。世界的開展藉由大地的獨特性而得以修

正。 

 

「世界無法脫離大地，世界掌管所有本質的命運的廣度與道路，大地是一個

堅定的基礎根基」，2決定人的歷史並非是在不尋常以外，所以開放的是世界，世

界被非比尋常的大地修正，海德格說「世界並非是直接相應於敞開領域，尤有甚

者，世界直接的本質指引的開顯之路，每一個決斷，其根基不是被掌控的，否則，

沒有所謂抉擇可言」，3這裡的不被掌握就是非尋常，因為如果他可以掌控，就不

是非尋常本身，而不被掌控就在大地的自我隱退中，所以大地本能的可以對抗耗

盡，對比於耗盡，大地意味是非尋常的開放基礎，此正描述出做出決定的歷史。

在此歷史性的說法下，海德格之作品承接起源的行動，而且也就是根本的奉獻，

此文就得以疏通，最後進而宣告對作品的保護。 

 

    所以〈起源〉中的大地是海德格再次對《存有與時間》中合宜的歷史之難題

的思考，是對存有遺忘的矯正為適宜的歷史，這裡就有關於大地與真理的問題。

所以海德格此篇文章的重心並不是放在藝術哲學，而是存有的問題，存有遺忘經

由不尋常的大地對開放世界的糾正而成為適宜的歷史，因而間接的回答海德格的

                                                        
1 OW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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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異常時間結構被放入作品中，廣義的作品意義就是接受獨特的事件。 

 

    以上 Carrillo Canán 的主張是將大地的隱匿做為一個正面調整的意義展現出

來，但是大地正是所有世界之建立的基礎，而在大地之起源處就決定了終點，換

言之大地的隱匿正是世界中遺忘存有論差異而成的對存有遺忘為存有物的泯滅

狀態，形成世界中之存有物掌控的諸多假象狀態，大地的隱匿做為世界無可掌握

的根基，是通過世界種種的開顯來表明其莫名狂妄可怕駭人的、始終保持隱匿的

大地根基，如此大地正是世界會偽裝出錯的來源，世界世界化做為一種同語反覆

的虛無活動的起源，在此意義上，海德格的用意是更深入的去看虛無的來源為何，

由此看做為一種此有思考的轉變，如此大地的隱匿意義才做為一種對存有意義的

思考，創建一個新的世界，換言之，大地並不是只是 Carrillo Canán 認為的正面

意義，同時也是虛無狀態的來源，如此，大地表明了世界一旦建立後所開顯與創

建的重重危機，人在其中只能步步為營，忍受可怕的脅迫，一再的回退到大地的

意義思考，才有可能建立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同時 Carrillo Canán 的調整世界之

說，將導致大地成為一個儲藏室，此有只要在作品之中拉出大地的非比尋常之處，

就可以糾正世界，這是遺忘了差異無所不在的作用，換言之遺忘了世界之中暗藏

的持續與大地隱匿的爭執，而無法居安思危。 

 

    類似的想法是 Vattimo，他由詩字的毀滅看出大地隱匿的意義，他認為作品

中的大地展現，就相當於字詞本身必然的毀滅，也可以說是此有必死的意義，字

的毀滅代表死亡本身，如此大地的意義即是要我們面對自身此有的命運。 

 

    藝術作品是真理的展現(set into)，真理是使命題的每個證明成為可能的歷史

視域的展開，真理的本質前於命題與事物間的符應關係，這代表藝術作品是某種

歷史文化世界的建立行為，某種特殊歷史的人類在原初的方式中看見他們所擁有

的世界中經驗的特性。海德格認為最初的事件是語言事件，語言的原初性就是世

界的開顯，世界構成歷史有限性並處於可能經驗的狀態，而此有已總是被拋於語

言之視域中，語言的視域是歷史的、有限的；詩是在個別歷史中的人類存有者在

其經驗視域中所建立的原初事件，也就是使每個世界時代的發展成為可能的原初

領域，而在《存有與時間》中的 the world 在《藝術作品起源》中成為 a world，

這至少是說明了真理的開顯無法被視為彷如是一個穩定的狀態，而是總如同是一

事件。 

 

    原初作品的本性是詩式的、真理的本質，藝術作品不被經驗為世界中的事物，

而是呈現自身如同在世界中的一個嶄新的整體觀點，也可以被視為是一個真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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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言或另一個世界的理想形狀，或者是對現實混亂的協調，在詩與藝術的原初性

中總被視為是一種發現，這也是說藝術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歷史世界給予實際存在

的世界，如此理解梳理，Vattimo 認為海德格以大地回復字與物間的原初關係，

詩的字詞是注定毀壞的，如同在某時刻，某些預言成真一般，如果詩的原初意義

是構成歷史世界的發現，詩的語言也就同樣是呈現為語言的非本質特色，因為詩

中的暗示總是對尚未到來的未來而言，而詩式的語言非本質結構仍是沒有改變，

所以在原初的詩中字的毀壞，不是說物的不展現或消失 而是相關於詩之語言和

此有的死亡。 

 

    世界被 Vattimo 看做是詩意言說呈現出的意義，詩的字詞作為存有的開顯，

允許存有展現，但本身並不成為對歷史世界的逗留，而是世界的消逝與持續的改

變，這與在作品中建立世界，提出大地有關，對詩、原初事件的發現可被理解為

存有物與作品中大地向度的聯繫，而勝於與作品的世界性之連結。因為建立世界

的同時，也注定此世界終歸毀滅，大地的隱匿陰森竄出，如此詩勢在必然的朝向

毀滅處投奔，一如人無時無刻的向死存有一樣，終須要此有時時刻刻面對自我。 

 

    Vattimo 論及到作品中含有真理的理想狀態，但其實作品並不是開顯出一個

理想世界，而是將世界之所以如此的來源展開並連繫著人類，作品將整個存有物

整體展開出來，所以作品並不是提供另一個可能的歷史世界狀態，而是道說出歷

史世界為何如此，怎麼如此的來源整體，人在其中發現始終隱匿的大地，就此才

以自身之存有在此開展諸多不同的世界脈絡，作品並沒有提供一個美好世界的模

型，反而是通過作品將「陰森驚人的東西就愈加本質性地被衝開」，1而是在作品

中才讓人發現自身必須與大地的隱匿聯繫在一起，保持存有物自身的自持狀態，

由大地的隱匿才讓此有自身創造自身的存有，讓此有學習如何維繫、如何建立一

個世界，如果世界勢必崩踏，人勢必滅亡，那大地的隱匿意義只有負面而無家園

庇護的意義，如同諸神迫使半神半人衝破跑的意義並不在於使之滅亡，因為諸神

仍需要半神半人，所以諸神給予的恩惠之所以隱匿是要使半神半人自身再創造自

身的存有，聯繫人類世界形成現實領域，所以詩作為半神半人並不是勢必滅亡，

或者說詩之意義的遭受泯滅是要讓詩的存有再被創造出來。Vattimo 提到詩字的

毀滅，但卻沒有就此毀滅引出新生的意義，如此失去大地的保護意義，失去大地

本身歧義的可貴狀態。 

 

    但大地的隱匿筆者認為的確可以通過此有對自身死亡做為裂痕而思考，敞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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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自身與存有的獨特關係，如此對向死存有的肯定成為建立一個無所保護的真

正保護的力量，這才使大地被創造性的保存下來，由此向死存有的意義並不在於

勢必終結的人類世界，而更為重要的對此有的關懷，也是對存有問題的探問，是

在於此過程中人類如何建構的問題。另一方面，詩的語言一如作品與此有的向死

存有的意義更為重要的是存有的隱匿需要通過此有才被展現出來，換言之存有需

要人類世界將之開顯，如此大地的意義只有在世界之中才是現實可靠的存有物之

存有。 

 

    另一個不同的說法是 Andrés Colapinto，他不直接談論不可穿透的大地，而

以可靠性概念與世界概念連結來展現大地樣貌，因為他認為器具中的可靠性是大

地與世界聯繫中心，可靠性在日常生活中不引人注意的意義並不是在於他本身是

隱匿性的，隱匿性是停留在尚未思想事物本身的說法，毋寧說，事物的不顯眼就

是為了保護自身，可靠性的無聲無息並不是要人不去提及他，而是一種內含在事

物中的保護。此看法與海德格的大地乃所有事物回退之庇護處如出一轍。 

 

    可靠性是存有物的基本特色。藉梵谷的畫作，海德格提出一個我們以前未曾

留意事物之揭示－器具的存有不會因為不引人注目而被耗損，但是使之不引人注

目其實是來自更為基礎的事件。海德格給此種更基礎的不顯現存有一個獨特的名

稱「保護的歸屬」（protected belonging）：「器具屬於大地，並被農婦的世界所保

護著，正是因為此種保存的隸屬關係，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現而自持，保持著原狀。」
1器具的自持換言之即是事物的可靠性，可靠性使器具自持自身得以靜止，於此

我們才得出器具之中的真理，也就是說可靠性與被保護性得以說明器具有其自身

的自持，而這一點才指出器具之可為器具，即器具存有之真理。 

 

    器具是以其有用性構成器具之存有，而器具的有用性是來自於可靠性，也就

是器具之存有的豐沛。Colapinto 認為可靠性是一種依靠，是反抗被使用，但同

時又總是蘊含對某事或某人的信賴與積極關係。所以當把對世界的理解(保護的

歸屬)和依賴概念聯結起來，依賴就不只是一種朝向特定方向的運作，如果只是

單一向度就只是使用的傾向而已，反之，它其實是含有此有關注的諸多可能性的

開顯，依賴概念本身含蘊著積極的關懷意義，所以依賴揭示此有所有關懷，也就

是海德格所說的世界，當對一件器具依賴，就相當於展現此有的所有關懷，展現

此有的那一個世界(a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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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靠性不應被視為是器具有某種能力使我們得以依靠他，而是器具的本性，

器具經由其存有依靠在與此有的本質關懷關係的決定中，也就是一種互相靠賴的

關係。因為我們依靠器具，所以使其之可能性成為可能，此可能的展開就是一種

支持，而支持、反抗、可靠性三者有密切的聯繫關係－器具本身的可靠性進而產

生與建立支持，支持可以面對反抗，而面對反抗就再增加其可能性，其可靠性進

而再受保護，例如一面穩固的牆壁會支持與抵擋得住槌子再三的敲打，如此，牆

的支持與抵抗就使我們製造更多的可能。 

 

    此種靠賴並不是因果關係，靠賴是超過有用性的必然關係，你可以用諸多方

式達到目的，但如果你只依賴某一種，那就成了對你是不可少的事物，但靠賴某

件事並不一定帶有目的性，可靠性可視為是一種完成，對此有與某物自身的完成。

人是靠賴在他所關注的事情上，而不是靠賴在事物上，當我們說我依賴此事物，

代表這是事物包含在我所關注的事物之中，而依賴有三個內涵：在器具的例子中

依賴就是此有所關注考量中的事物；再者，器具的保有與發揮其可能中的可能性

是因為我們依賴於它；並且，依賴是對立於使用，是使某物成為某物，某人成為

某人的積極意義。 

 

    歷史的人類是立基於世界之上而寓居，大地是在可靠性之上的支持與抵抗，

大地是此有的關懷並交由世界執行，例如鞋屬於大地，是因為在鞋自身的厚實

中使鞋子成為可靠的，而鞋子可以成為如此的可靠，是因為世界是被大地所支

持的。大地與世界是可靠性的兩個核心，所以如果器具的沉默自持是由於其可

靠性，這代表器具自身的自我充足能力可以在世界之中給予我們，存有物自身

給予我們的是大地與世界的統一，此統一就是保護歸屬關係之基礎。因為器具

自身一方面可以被用在某一個特殊之方式，因而受到世界的保護，並且是可以

與我們所關懷的事物分離，而由我們之中撤出且無法被穿透。 

 

    Colapinto 把事物得以自持的可靠性歸功於事物於在世界中的關懷向度與大

地的保護能力，大地因素的不引人矚目才成為事物得以成為自身的自持保護，由

於在世存有的關懷與保護的歸屬關係，此有展開存有物的可能性同時，事物需要

自持，並受在世存有的保護相互歸屬，才使事物是可靠的。而可靠性才使事物成

其事物的存有。此點說明了大地是事物得以自持的因素，並且，此自持需要在世

存有的寓居下才可以成為事物自身，只談出事物自身的自持是不夠的，大地需要

此有的參與才得以可靠，才真正可以成為事物自身。 

 

    David A. White 則認為海德格所言的世界與大地是呈現出存有物拒絕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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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存有物自身有雜亂的掩飾，真理的本質是非－真理的意義就是掩飾與錯誤

本身這也就是存有物的本性，真理的本質就是大地與世界的爭執。他認為海德格

說出大地的重要論點就是真理的反抗，是對真理的本質是非－真理的詮釋。而

Palmer 則更進一步說，他認為大地是海德格所要說的質料概念，要強調的是材料

反抗每個企圖對他完全的掌控，而為何可以反對所有的穿透力，原因是大地本身

就是一個創造。 

 

    Daniel E. Palmer 認為大地概念雖首次出現在《林中路》中，標示出海德格

哲學字彙中新的發展；如果世界使我們可以接近存有與揭示存有物在歷史中的意

義，那大地就是仍未展現、與仍未被解釋，本性的不可被穿透，在這裡大地是新

的字眼，但仍可在《存有與時間》中找尋其根基，因為海德格表示世界允許對存

有的某種理解(an understanding Being)，使事物是可被理解的，同時海德格也注

意到每一個這樣在世界中允許的某一種存有理解，也就是代表著對存有物的隱匿 

，就像對每一個煩心的事物顯現出存有物，但同時也去除了存有物的其他可能。 

 

    大地在所有世界範圍中都是隱匿的，大地以其存有隱匿的意義，在所有世界

的透露中保持掩藏。藝術作品像是把我們日常所行事而未加注意的背景展現出來 

，如此藝術作品是一道強光，道出大地的隱匿，使大地成為大地，大地在我們被

給予的世界中隱匿，那作品如何使反抗任何一種揭示的大地顯現？Palmer 指出有

兩個意義使海德格要討論藝術作品可以呈現出使大地成為大地。 首先是考量藝

術作品的材料，在我們對器具的使用中，海德格說到： 

 

質料越是優良越是適宜，它也就愈無抵抗地消失在器具的器具存在中 

。但是作品卻非如此，而與此相反，神廟作品由於建立一個世界，它

並沒有使質料消失，倒是才使質料出現，而且使它出現在作品的世界

的敞開領域之中。1
 

 

海德格所要說的材料概念，是說材料反抗每個企圖對他完全的掌控，每個試

圖穿透它都將逃逸，不像科學認知企圖對每個物體要完全掌握的控制，偉大的藝

術作品並不是要嘗試去完全控制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反抗所有的理性的這種神

祕光亮呈現出來，這是偉大作品可以無盡詮釋的原因，他們拒絕對我們意向的充

全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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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如果藝術作品是連結其材料因素(material)，並展現它自身的源頭，這

個過程是使我們可以視大地為大地自身的關鍵，那麼，在作品中的物因素的東西，

實際上做為作品的大地因素本身就是一個創造性的地位。海德格對創造的討論是

導向以藝術作品來說明，藉由藝術作品展示出自身像是一個被創造物一般，大地

因素才使藝術作品展示出自身像是被創造物，海德格說創造是由導致某事湧現的

帶向前來而構成，在作品此被造物中照亮出大地，使大地成為大地，湧現出源頭

創造的(大地的)無窮無盡的寓意。相對於器具消失在他自身的有用性中，藝術作

品則呈現自身是作為被創造的事物，是作為歷史上呈現的事物，因而招喚與聚集

由作品所帶出的自然之矚目。所以海德格視藝術作品為開展此有自身的力量，是

因為藝術作品允許我們在世界中對存有產生理解，視存有是一件事件的揭示，並

看出存有的起源是隱匿的大地與世界間的爭執。 

 

     David A. White 認為大地的重要是描述真理的反抗作用，但真理的本質是

非－真理是要表達存有之真理的開顯是處於拒絕與偽裝的雙重否定之中，如此並

非真理自身在反抗，而是真理本質中即含有隱匿自身的活動，通過事物建立的不

真與假象活動，才顯明了真理自身強大的隱匿本質，突顯了真理難以維繫的狀態。

另一方面，Palmer 認為大地本身就是一個創造。但其實〈起源〉中一再重覆的「作

品是存有物之真理置入其中」，表達了大地的「非」－真理需要此有的加入，同

時作品中發生著建立與製造自身的活動，換言之，大地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創造

性地位，而是必須也需要通過具體的作品與此有之世界對自身由大地被創造的再

創造活動，才使大地本身被帶出來。如此〈起源〉中的大地作為基礎的意義，是

要通過人類自身獨特的與存有的聯繫關係與回退到大地之中，將所處的大地通過

詩、通過語言活動保持其隱匿而再創造出來，如此大地的隱匿才得以開顯，大地

的創造意義也落實在於世界之中。 

 

    當查拉圖斯特拉對他的信徒說「相信大地」，拒絕彼岸，的確是在肯定此有

的具體生命，但這也是在保存他們自身不可理解的傳統；傳統形上學從未停止實

體化與孤立大地，但如果相反的將大地視為是生理學上每件事物的精神基礎，大

地仍是被取用為實體或不可見的對象，海德格的原則就是拆除基本原理的作用，

去除基礎的基礎性，所以大地既非物質，亦非自然，大地並非基礎性的，此底部

結構，並非是不變的基底。海德格拆解基礎，使基礎由基底的原則中跳躍出來，

過往以根基性的解釋將使基礎與其資源深深隱退，實然，「當我們追問作品的物

性根據，就是把作品逼入一種先入之見，阻斷了我們達到作品之作品存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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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連結大地本身諸多不同意義與概念的統一是人在大地之上的與之連結調音與寓

居於之中；大地自身是動態的吸引世界而隱匿著自身，為使存有物成為存有物而

自持的因素，這些也正突顯出大地與在世存有的聯繫，因為沒有此有，大地就不

再是大地。 

 

    「只有當它尚未被揭示，未被解釋之際，才顯示自身，大地讓任何對她的穿

透在它本身那裏破滅了。」2大地自身無所逼迫的創造著，所以其顯現才會無所

窮進，不受限制，當其開顯出其隱匿所敞開的與世界間共同輪廓也隨即移位，風

雲變色，真成非真，在世存有在其運動中不是居無定所，無家可歸，而是留意到

它並與之協調，建立自身特有的存有意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一一一一    離家離家離家離家－－－－解謎的意義解謎的意義解謎的意義解謎的意義    

 

斯芬克斯使底比斯王國的人專注於眼前的危難，忽略了神秘的國王謀

殺事件。 

 

    人們遭遇斯芬克斯的探問，引發人解謎的欲望，誤以為勢必是有謎底的，這

樣以智力的解謎作為形上學與傳統美學的哲學工作，來自於謎的基本圖樣誘引吸

力著眾人，它提供了一個適當理由說明了智力理性之優越的悲劇過程，以對謎語

的解決來證明人的能力。謎語的述說意義並不在於人對其之解決，如此當伊底帕

斯解謎成為受人擁戴的有智之士，探究揭發自身命運之路途中，如同智者思考何

謂真理一般，由於之中非－真理作為真理之本質運作著，如此諸神豈不是叫這世

上的智慧變成愚蠢嗎。3一如傳統對物本身為何的規定一樣，形成一段段不斷上

演的悲劇。但遠離家園的意義在於正走返家的路途上。 

 

    傳統遺留下來對諸種事物本身為何的界定作為偽裝的遮蔽其中蘊涵著大地

拒絕遮蔽的痕跡。是伊底帕斯不斷解開謎語的過程又跳出另一個更大的謎語，通

過解謎而可以存活下來的底比斯新國王是為了要發現仍隱藏著的自身命運，海德

格並非否定過去的形上學歷史，反而是恢復了其中蘊含新意的厚度，因為我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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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仍是發生著斷裂、切割的關係，而有了得以浮現新樣貌的契機，海德格對形

上學的批評一如德希達對海德格的批評，仍是產生了對被批評者的保護。 

 

  〈起源〉首段以羅馬噴泉表達作品河流無窮不規則的動態流動，展現出一強烈

的畫作與伏筆：藝術作品既是無窮湧現，真理在作品中是顯明的化身，隨著作品

的自持運行不止，消隱又流溢，真理的消失與顯現的運轉，同時一如作品可以無

窮採擷的呈現出來，而這樣的狀態來自於湧泉的自我限制之圍欄而形成，換言之，

是大地作為〈起源〉重要的起源一角有限制的給出自身，才讓此湧泉保持著。 

 

    經歷了這樣的解謎過程的悲痛，我們是否發現到整體存有物的連繫關係－不

要論斷任何的人事物，以免成了對自己的論斷。如此沒有根本的審判與審判者，

存有物意義不斷的冒出超出於我們之外，而我們需要有所節制的保有存有物與他

人仍是尚未呈現出來的自持狀態，如此才可能可以完成自身獨特的存有。 

 

    我們在流傳下來的關於物的知識中找尋到意義，
1
作為存有的偽裝的遮蔽，

作為斯芬克斯的在場，彷彿對我們產生威脅與災害，但其中暗藏著成就自我的意

義與真理，這即是〈起源〉首部曲的意義。希臘流傳下來的對在場狀態的經驗，

與時代對之不同的界定，皆是讓我們發現自身為誰的蘊意與契機，因為這即是存

有隱匿並需要表現自身的不同形式。如此謎的意義卻是悖論的在於讓遭遇者自由 

，斯芬克斯要撕碎人計算的心靈，發現自己是自由的建立自身的存有並的處於返

鄉路中。 

 

二遭遇二遭遇二遭遇二遭遇、、、、對抗與合解對抗與合解對抗與合解對抗與合解、、、、自立自立自立自立：：：：人面獅身獸之謎作為作品的意義人面獅身獸之謎作為作品的意義人面獅身獸之謎作為作品的意義人面獅身獸之謎作為作品的意義    

     

   伊底帕斯的故事是連續不斷、星羅棋布的解謎(reveal)過程－殺人兇手是誰？

我是誰？命運為何？這些問題歷經時空轉變慢慢揭示出來，如同將遮蔽的面紗一

層層的掀開而成的真理(aletheia)。中間歷經神喻、女祭司說出事件的始末，發現

真相即是經驗到自己是真正的盲目而身陷莫名未知狀態之中，這即是發現真理的

本質是非－真理的過程。 

 

    人面獅身獸之謎表達了世界中為何會充斥著、發生著可怕的厄劫災難，由於

謎語牽引著眾人解開，形成建立一個時代的標準，讓人類面對未知的狀態有所憑

依。但謎語自身是以人面獅身相互悖反的狀態出現，謎語本身說著歧義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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謎自身就表達著是人又不只是人的奇異歧義狀態，伊底帕斯是解謎又沒有解謎，

因為謎語的意義是留待每一個過路人發現自身是誰的冒險之旅，因而處於時間之

中而沒有謎底、沒有答案，而是通過謎做為人的探索之思考與行動，如此謎語就

通過人而自行聚集了不同地謎的展現樣貌；人們要找尋到自己是誰，只有通過謎，

經驗到來路的錯誤與誤解，才可能留有讓命運通過自己而說出的領地，進而步上

發現與創建自身之存有之道路，如此也只有自己可以承擔自身的命運。 

     

    斯芬克斯是神聖國度的門神，作為半神半人之謎，來源乃是神聖的不可解出

的神秘大地隱匿自身，而大地的隱匿之開顯是要讓人發現自身是誰的自持。這即

是蘊含在作品中的真理意義。底比斯國王聽到神諭後，立即命令將伊底帕斯處死，

受制於諸神的掌握，失去了自身的存有而沒有自持，於是如同衝出跑道的河流粉

身碎骨的了局；而伊底帕斯聽到女祭司說出自身的身世後，選擇自掘其目，以自

身做為命運無可掌握的狀態現身在場，成為世間之神，活化了神，再顯神通之廣

大，擴展了神的意義。人們面對謎語，面對作品最終只有二擇一的選擇，其一是

一如國王的計算性思考，或者是回到自身之存有本質之中。 

 

    「真理就置入於伊底帕斯的故事之中」，等待每個人經過他。作品中的大地

之偽裝吸引著人們可以來到他面前，要人們接著說出作品中隱匿的狀態，如此大

地的隱匿就有了使此有成為自身所是之存有在此的自由。真理的偽裝允許我們以

自己的方式敞開它，允許我們成為獨特的自持的狀態 存有在非屬於存有物的作

品中顯露出來，這就是大地自身隱匿的開顯，換言之大地在存有論之差異中展現，

在非屬存有物的人們世界之中開顯，而就在處於在場之中。我們是寓居在大地上，

作為拒絕與偽裝的遮蔽大地就是等待我們與之適切的關係敞開它，解放大地。 

 

    拒絕與偽裝之遮蔽做為真理的本質之「非」－真理，即是大地隱匿著的開顯

的悖論狀態，大地作為作品的物因素如同 hyle，在在場中同時遮蔽著自身，所以

在場本身不在場，1
 hyle 就其始終不在場而言，即是大地的拒絕的遮蔽，它等待

著此－有作為揭蔽者將之帶來，成為某種在場形狀，如此形狀的來源是始終自我

隱匿的 hyle；hyle 一旦被帶出為在場做為某一外觀，就不是 hyle 了，而形成對

hyle 本身的假象與偽裝的遮蔽，但是也只有通過形狀，表達自身來源是來自於不

在場的 hyle 的存有，一旦做為某樣事物，就遮蔽了做為另一種事物的可能。形

狀將 hyle 的始終不在場的隱匿帶出，同時亦遮蔽了 hyle，如此形狀本身即含有

對 hyle 的拒絕與偽裝之遮蔽。hyle 自身沒有世界的，一如「岩石是沒有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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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 hyle 的呈現需要此－有所處的世界，需要被帶出來，如此 hyle 是虧欠了

呈現之物的帶出，如此 hyle 做為主詞才有形狀的呈現，又做為形狀的受詞，多

虧了形狀，形狀與 hyle 兩者是互相歸屬的關係，非基礎的無限關係，所以「我

們必得安於繞圈……走上這條路，乃是思的力量，保持在這條路上，是思的節日。」
1
 

 

    大地並不是世界中的事物，他不是一物，而是與世界間的起源性衝突，並永

遠於世界中撤退，並且，大地撤退的方法也是由世界提供，所以如果想企圖說大

地是什麼，就如同提出如何對待大地的方法一樣危險，亦與要對世界做規定一樣

的是褻瀆行為。所以要言說大地概念正是海德格所指出深感迫切困難的事一樣，

需要找到恰到好處的語言而能巧妙言說。 

 

1111 起源的起源的起源的起源的歧義歧義歧義歧義狀態狀態狀態狀態    

 

    自我鎖閉的大地由作品中開顯，作品才使大地成為大地，如此作品就在起源

大地之前，使大地做為奠基，如此作品成為大地的起源，在此意義下作品就不同

於一般存有物由大地中取出而呈現出來，但是另一方面，作品仍是一個由某物質

所構成的存有物，如此作品本身在大地之前，也在大地之後產生，作品成為一個

起源本身也是歧義的狀態。這即是半神半人的故事。諸神與半神人相互完成，相

互需要的過程。諸神要求半神半人使諸神有所感受，就破壞自身無所需要的狀態，

諸神作為創造所有事物之神，卻需要著半神半人。半神半人來自於諸神的需要而

產生，使半神半人同時是來自於諸神，但又是自身的來源(諸神)的起源，因為沒

有半神半人，諸神也就無法成為諸神。如此，諸神與半神半人，大地與作品，形

成相互需要的兩個起源，每一個起源本身都是歧義的狀態，這就是事物本身必含

有爭執，且恆定的動態爭執又親密的過程，親切平凡的事物並不尋常的風雲變色

的真實狀態。作品中的物本身，如同神廟中之岩石，表達了半神半人自身中連繫

著諸神，而成為無窮鮮活流動的河流狀態，展開無限豐富的直接現實性。 

 

    作品是整體存有物變化的發生，此變化發生是一個存有物各自自持的秘密，

作品指出了秘密而成為謎，是向人述說著的斯芬克斯，每個人必須通過它思考自

身為誰，對作品之思考是發現與突破自身存有的領域，如同作品中發生的大地與

世界的聯繫，作品讓人思考自身與存有的問題，一如「我現在思考的半神半人」，

同時展開人神領域，也就是自身之存有問題，發現自身的獨特性，找到超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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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之差異與他者，並以自我差異的他者的承受，作為自身創立活動的限制。 

 

    爭執要引發的是從未見過的隱匿開顯，爭執中蘊含裂縫來讓未顯之隱匿開顯 

，此種爭執即是在作品中、在此有的死亡幽谷中，讓世界在大地隱匿之中拉鋸出

新的意義來。大地隱匿的意義暗示著意義從來就不是完整的，而引發持續的爭執，

同樣的，不完整的狀態也不是全然的，因為我們可以發現自然自身加上密碼，是

為了保護自然自身，而大地即是對湧現的作品中的真理創作性保存的引發者。 

 

   通觀〈起源〉，可以發現蘊含著一再的回應如何使作為拒絕與偽裝的隱匿轉為

肯定的發展。人與存有在作品中相互歸屬，但作品做為歸屬事件本身仍隱匿著，

而包含一個對隱匿的建構，形成一個歷程與時代，同時表達了大地的自我保護 

 

只要存有的命運處於時間的抵達之中，而達到與處於歸屬事件之中，

那歸屬事件就顯明自身的特殊本性，也就是歸屬事件由無窮的無蔽中，

將自身所擁有的(最本真的)全然的東西隱退，由歸屬事件來思考此意

義是：歸屬事件自行剝奪自身的所有權(expropriate)，自行剝奪自身的

所有權屬於歸屬事件，通過此自行剝奪自身的所有權，歸屬事件本身

並不是放棄自身，而是保護保留自身的本性。1
 

 

    存有大地襲來於歸屬事件中，歸屬事件在無限豐富的無蔽中隱匿自身的本性 

，但此歸屬事件的隱匿並不是放棄自身，而是它要在無窮的無蔽中持續的保留自

身的本性，如此存有的隱匿襲來展現在歸屬事件中，同樣也達到存有自身本性的

保護。 

 

   存有贈送出來，但不送出自身而隱退，此隱退是贈送的條件或是伴隨著贈送，

存有送出的禮物即為歸屬事件，歸屬事件自身沒有歷史沒有命運，只有被送出的

歷史，這也就是形上學的歷史，海德格說存有的歷史，也就是存有被遺忘狀態的

歷史， 

  

存有歸屬於歸屬事件之中並且被取回到歸屬事件之中(無論以何種方

式)，那麼，對於在歸屬事件中的思想而言，也就是投入到歸屬事件中

的思想而言，如此，處於命運的存有不再是有待思考的事，存有的歷史

就達至終結了。而思想便置身面對那贈送出時代存有的多種形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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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做為送出，歸屬事件，其本身是無歷史的，或者更適宜的說是無命

運的。
1
 

 

    大地本身是沒有歷史的，沒有命運的，一如岩石是沒有所屬的世界的，岩石

的隱匿開顯是屬於作品做為歸屬事件之中。在作品之中，大地是退隱偽裝的遮蔽，

而導致增強了作品中大地不在場的狀態，我們投身到作品無窮形態之中，建立一

個時代是由大地隱匿的開顯狀態所構成，此結構就先行決定了過程與過程的可能 

，大地是在世界活動中的自我抑制，世界世界化的過程即是存有大地隱匿的歷史，

是事物的運作時間，而此始終隱匿的開顯做為大地自身，存有於存有物之中而做

為空間，所以最終，海德格思考大地隱匿的開顯發生，也就是對時間與空間的同

一的思考，思考時空是如何被帶出的狀態。 

 

三返家三返家三返家三返家：：：：創建另一個謎語以保存謎語的意義創建另一個謎語以保存謎語的意義創建另一個謎語以保存謎語的意義創建另一個謎語以保存謎語的意義    

 

    伊底帕斯與命運間的拉鋸，伊底帕斯看似打敗了斯芬克斯，但是卻沒有脫離

它，後者持續作用著帶領著伊底帕斯發現自身是誰。當女祭司把事情的來龍去脈

說出，伊底帕斯挖除雙睛，展開另一段未知的行旅，保持與回到自身不可掌握的

存有之中，創造自身成為斯芬克斯般的謎，伊底帕斯以自身擴大了謎的傳奇性，

伊底帕斯成為無法限定的神本身，伊底帕斯與斯芬克斯兩者沒有誰贏誰敗，反而

通過此過程顯現出相互需要意義的悖論。 

 

    伊底帕斯即作為半神半人將諸神的隱匿帶來，如此他即是神本身，這就顯示

了諸神的隱匿不在於控制、殘害人們，諸神並不要人們作為它的傀儡，而是諸神

需要每個人作為他所需要的半神半人，以將諸神自身帶出，擴大諸神自身的領域，

諸神需要人們被創造的再創造，自我節制的保持流動於自身起源與他人之間，在

此意義上，每一個此有都是一條絕無僅有的河流，時間的旅者，讓存有流出萬象

森羅豐富多采的非凡風景。 

 

    人是時間遊客在時空中恣意穿梭，通過時間的跳躍，空間的轉換，探求真實

的自我為何，三部曲沒有時間順序，卻重重疊疊，鄉關何處的詰問著尋覓者行踏

的每一個困難重重的腳步，一如海德格自身發現最大的困難是「要在道路的不同

階段上始終以恰到好處的語言而說」。
2
海德格與我們同樣都面對著「最終，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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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人的，是人的無保護性。」1對大地的理解是以思想決定並選擇話語，同時也

決定了對大地的隱匿的開顯空間。對晦澀者大地的內在結構規範了一切的統一體 

，只有依據一種持續不斷變化的對此種結構洞悉，才可以說明作品或存有物由何

處、何種意義下來對我們說話，為我們所傾聽。2 

    

    藝術作品的起源是藝術，作品起源的問題回到藝術本質為何的問題中，藝術

的本質是詩，詩即是以語言構成的作品，起源中持續的循環所要說的是人們被創

造的再創造的問題，也是做為此有最重要的存有問題。而海德格即是以語言作品

做為人們再創造的領地。一如〈多瑙河〉詩中所言，「大地需要犁溝，匆匆流過

的河流不能肥沃；而那條河的行蹤，誰也無法捉摸。」在某個意義上，海德格是

發現大地無法揣度的隱匿神秘，而轉換其為富有語言之謎，以語言做為一條含納

了大地的隱匿在場的河流，以語言庇護大地之隱匿持續開顯的機會到來，讓人類

行走於荒漠之旅途中，通過語言做為文與思之泉湧，以詩言說大地，讓大地在場

顯現其隱匿而讓大地成為大地。語言如同一朵朵玫瑰，
3
將大地隱匿的駭人恐怖

轉換為在場的筆墨話語、涓滴之匯聚，語言做為一面神盾魔鏡，以間接的方式照

射出大地企圖挖去所有人眼睛的驚恐，使人的惶恐畏懼轉變為以美妙語言來發現

大地，「此喜悅的起源、明朗者，使悲傷者知道悲傷是起源於古老的歡樂，因而

使它改變了悲傷。」
4
通過語言而看到大地，此種看到就轉變了悲傷。但是熾熱

紅豔的玫瑰帶刺地開在荊棘裡，語言決非沒有危險，反而仍是危機重重，語言仍

是使人經驗到大地的自我鎖閉，使人發現自身處於無保護的保護之中，如此語言

作為看到大地的隱匿駭人，引發人們邁入自我被創造的再創造的自持狀態，以發

現自己是誰，發現自身的來源為何。只有居於大地之上，存有物才做為存有物展

現出來，此有與世界因而成為原初地成為自身，位在最活躍的此有與大地之間的

空白，也就是赫拉克里特斯所言的「永恆之火」，使存有物與此有不斷的掀開自

身隱匿的起源。 

 

    如此大地是以自我引退來包容萬物之存有，使萬物可以以自身在其根基中呈

顯出來，所以大地不是傳統意義下的基礎或萬物之最終原因。大地本身如無常造

化把握不住的存有著，生滅不息的變化並不是有時存有，有時不存有，而是在同

時發生著湧現與消溢中持續的存有著，而此持續存有的狀態，正表明了我們捉持

不住它。海德格提出我們並不是要把握它，而是去看、去想它，以語言文字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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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它身旁逗留，作為建立一個世界的守護門神，這過程即是通過人類被拋於世

中的籌劃工作。 

 

    籌劃(Entwurf)有構思、設計、提綱、計畫、草案圖樣等意義，一個籌劃中

是完成著諸多的動作才為籌劃，之中蘊含著需要構思，提出先行了解的構圖，

而一再的計畫，而再次的計畫同樣又回到第一步的如何構思。如此籌劃表達了

需要有不斷發奮努力的勇氣，處於沒有方法中一再思考的毅力與承受，將本來

隱匿的可能性顯露出來，但由於存有本身就是隱匿的，所以籌劃終究是有限制

的籌劃，不可能全然的開展與籌劃完全，如此才有可能在每一次不同的開顯之

中，有創造嶄新籌劃的可能性基礎。這即是在籌劃之中體會到大地自身是同時

包含開顯與遮蔽的可能性，也就是人寓居於大地顯隱之上自由的狀態。存有不

只是被開顯、真理不只是被揭示，當存有解蔽，存有自身的開顯與遮蔽同時都

得到保藏，此有同樣源始地處於真與不真之中。這樣重疊的遮顯之存有保存了

存有自身無限豐富的可能性。如此大地做為拒絕的遮蔽不只是知識一向的界限，

亦是光亮領域開顯之開端，然後又於呈顯出來的開顯之中，遮蔽以偽裝的方式

出現，如此存有物勢必是在遮蔽之中，同時也就帶給人們存有不斷湧現的可能。 

 

    存有論差異的遺忘狀態轉換成為形上學歷史之特徵的隱匿，自行顯現為存有

的遮蔽本身，但此種遮蔽進入敞開領域中，並不遮蔽自身，而是由思想的聚集而

被遮蔽了。如此，「隨著思想向本有的投入，本有所具有的遮蔽方式才到來了，

本有在其自身就是歸隱(Enteignis)。」1我們可以思考如果存有被理解為自行遮蔽

的多種贈送的歷史時，當我們投入存有大地時，我們是否還可以談論此種遮蔽呢 

？2作為可以發出回應的此有，來回獲得的是一種回聲，這種回聲傳遞著我們要

如何存有著。如果差異本身無所不在，那半神半人在人和神之間的聯繫本就是帶

有差異的、無法全然被傳遞的聯繫，換言之，人與半神半人與神之間是保有差異

的，如此連繫本身就是被切斷的，此有與諸神無法全然真切的連結，留下的只是

山之迴聲迴盪不絕，「放棄吧，絕不再有」，3大地的隱匿意義使我們對起源有一

先有的理解，並對其加以描述後，甚而可以再修正其原先的輪廓，當我們試圖追

溯起源，對過往發生的發展回顧，但是如沒有先對起源的一初步理解，那對發展

的意義又無法顯明，所以成為一種迂迴或是跳躍的理解活動的不斷發生。 

 

   大地的自行鎖蔽拒絕人們的全面宰制與理解，表達了存有物自身向我們開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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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是依賴於自身未開顯的、依然遮蔽著的狀態；語言作為一種中介，才使存有

物與此有成為可理解的與可接近的，語言成為一切可理解性的起源。以一種持續

思考的勇氣，在科技形構(Gestell)的時代與存有自身隱匿的事件中，通過語言與

藝術作品的中介，將我們帶入與大地的共屬之中。作品做為深淵是失去基礎的意

思，人們對深淵的創造，是將舊有的、本來就已經存有的東西帶出來，所以不是

製造，而是完成自身原初的東西，不是打開另一個開端，因為開端只有一個，是

把尚沒有被打開來的開端本身帶向前來。我們已經身處於此深淵之中，已經失去

基礎而處在基礎之中，與基礎一同成為同一個基礎面，我們是活在大地上，大地

與我們不是誰是基礎，而是我們與大地同在一起。 

 

   我們要學習傾聽可以使我們把形上學與主體性的概念撕開而自由的聲音，使

我們可以本質的轉換，1因為人是冒險者，是半神半人。2命運是遺留物(heritage)，

遺留給你的東西，你需要自我克制，不是肆無忌憚的發展。人需要尊重在場與不

在場的所有存有物，因為此有要成為自身之存有就是兩者的結合，所以尊重中最

需要被尊重的就是對自身與他人的尊重，對不同差異的尊重。我們發現人類全體

是共屬於大地之中的，我們不是可以控制存有的，不是敞開領域掌舵者，而是我

們在自身的自由中依賴於一種在之中起支配作用的隱匿作用。 

 

   人首先需要展開人自身的限制才可成為人。這場戲劇作品之中是誰在揭發事

情的真相？是伊底帕斯，與所有在看此齣戲的人，還有跳入深谷中的斯芬克斯，

同時都在揭發真相。換言之，每一個人都保由自身之自持狀態並承擔著自身的命

運。 

 

四四四四    回顧海德格理論回顧海德格理論回顧海德格理論回顧海德格理論    

    

  《存有與時間》中此有對存有差異之遺忘海德格思考為此有不思想存有的真理 

，而後未思想存有之真理轉換成為是存有自行遮蔽的狀態，存有的遮蔽作為其獨

有的體現而歸屬於存有的開顯，一如形上學的本質歸屬於存有本身的本質，所以

如果要思考存有，就必須在此種思考中包含存有本身被遺忘的狀態。3所以在《存

有與時間》中對存有被遺忘的提醒，轉換成為不是去除遺忘，而是置身於存有的

被遺忘狀態中且立身於其中，也就是入於本有之中，如此我們才可經驗到存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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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HI.75 
3 TB 29 



 

 

229 

 

被遺忘狀態，而這即是海德格的返回步伐。
1
 

 

    如此我們發現了原初的裂痕同樣出現在海德格自身之中，海德格的轉向問題

不是產生出兩個分開決裂的階段，而是沒有海德格前期即無德格後期，兩者是連

結在一起的分裂之結合，通過裂痕出現，而使兩者永恆的爭執展現出海德格自身

作品的擴大，所以海德格認為轉向是已在事態本身中作用著，不是為他所發明的，

也不只發生在其思想之中，換言之，轉向的發生，是超乎於個人主體之外，做為

事物本身或實在的狀態。如此存有物每一次的展開不只是真理的帶向前來，也是

世界與大地的帶向前來，換言之，敞開與隱匿同時被呈顯，所以我們每一次的呈

顯，存有物之存有都含蘊著無限豐富的未顯，如此每一次的看都無法看透，這樣

的情況的正面看待，就是自身籌劃工作的積極意義，開展出存有寓意的無限豐

沛。 

 

    後記中海德格和黑格爾兩者的分歧、相異在於不同的對待斯芬克斯之謎。海

德格認為每一個現在都是充全理解開端的最好時間，因為每一狀態都是開端自我

宣稱的方式，所以哲學是回退到起源的工作；而黑格爾則認為原初歷史是辯證地

克服晦澀起源的允諾，海德格則認為本質的晦澀屬於每個企圖思考那為什麼之中 

，並且這蘊含了思考的歷史是屬於起源遺留給思考本質之遺忘的命運。海德格思

考事物自身的意義，使事物自身可以揭示自身的意義，也就是當達到存有物之存

有，其存有之意義是前於經驗的，以不易受人注意地且事物自我去除基礎而揭示

自身為何，如此的思索可以避免再現的反省，因為意義是時間視域的，思索可以

避免去時間與去脈絡的反省，此意義是世界性的，思索再次揭開由思索所想而得

的世界之物，所以海德格認為思索是回去我們已在的地方。 

 

    海德格限制論述的方式是把前提與結論顛倒，以適度的制止任意的反省與理

論，基礎的支持與意義的定位並不內在於、不起源於主體之中，所以海德格拆解

掉否定的內容，繼之由於面對存有而有所建構，指出基礎的支持與意義的定位都

先行地發生在世界之中。海德格作為對隱匿大地的創造性開顯而言，仍是一種努

力的嘗試，而在肯定時間之河的情況下對之的開顯，我們要做的是屬於我們之存

有的嘗試。此種大地的意義就 Klaus Held 而言，就是海德格對未來哲學的最大貢

獻。2事物的存有是一種自持，他認為這由世界與大地間緊張的和諧而實現出來，

因為對事物的這種認識，如此哲學才首次獲得了進入一種關於自在存在的後主體

                                                        
1 TB 30 
2 Klaus Held,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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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理解的通道，1即事物是顯現在境遇之中，一方面事物可以說是朝向主體的，

但大地表達了物與人的遭逢中，有另一方面隱藏著、背離主體的、一種發生於世

界的自我克制，Klaus Held 認為這是海德格所說的境域的背面，是海德格思想的

轉向，由此，對象就獲得了一種超出對－象的「對」的意義，也就是說，面對事

物都會有剩餘。「存有必定總在一種自由籌劃中被帶入目光中，也就是對存有者

(向著其存有及其存有結構)的籌劃。」藉由存有物在隱匿的指涉全體中再經驗存

有物為何和如何展現它自身。這即為於人的沉淪中的相反的時刻。在現存的作品

之世界已經崩落，世界的抽離與世界的頹落已不可逆轉之時，2只有大地可以使

世界再生，如「只有一個上帝還可以救我們」，大地不是作為超越界捉摸不到的

東西，而是在作品中，我們必須發現他。 

    

事物的自持來自大地，大地才使事物自持與可靠與堅固，也就是可以多樣

的展現，我們需要事物才可以經驗到大地，這就是作品所道出的存有論差異。

作品把建立一個世界是立基於大地隱匿之上這件事說出，作品成為待我們去闖

入，去解讀的真理事件，也就是我們看到了 hyle 的無意義的意義被取出成為一

個世界建立的過程，我們看到了 hyle，如何說出他，以構成一個屬於此有所建

立的世界。在此此有是作品的意義，是對 hyle 的製造在場，hyle 的呈現都是以

made in 「da-」 sein 的方式呈現，每個「da-」就是對 hyle 意義籌劃的展現之所，

事物顯現自身擁有大地自行隱匿因素，大地的隱匿沒有事物無法被經驗，事物

沒有大地建基無法顯現，大地的隱匿使事物可以有不同進入而自由的方式，而

事物使大地展露其神秘。作品作為非屬於存有物，是把事物本身的現實性即事

物的隱匿自持在自身處說出，作品作為存有之於 da 的「-」sein，畫、取出存有

在自身中展現出來，所以作品製造與敞開大地。作品是真理之非—真理之置入

於其中，或者說，作品是自身置入自身之中，作品是之中非—真理爭得的真理

之領域，自身就是一個跨領域的起源，自身置入自身之中的真理事件，也就是

把自身放入自身的移動、不可靠的自身恆定的活動中，這就是真理，是在自身

中的自我建立，也就是在大地上的自我創建。 

 

    要在人的沉淪中、在遺忘存有的意義的轉向，就需要首先抽離拆解出概念的、

邏輯的結構的形式的去形式，才可以顯示存有物原初的揭示，而這正是大地的否

定的正面意義。屏除定居而遊牧，使存有前所未有之面展顯，但之中蘊含的存有

論差異，正如德希達所言，本身就是形上學區別的方式，而「只有這種遮蔽的消

                                                        
1 Klaus Held,p.128. 
2 OW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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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也就是解構，才可以使思想先行地洞察到那個後來展示的存有—命運的東

西。」1
 

 

   在成為超越人與神的英雄歷程中，通過遭遇挫折而離家；尋覓友人結盟以共

渡層層考驗，以抵達寶山，返回家鄉。作品是我們時代歷程中的友人，是提醒與

一路與我們相隨的守護神，我們是否可以到達寶山不空回而返家呢？失樂園的時

代，人們不知道自己已面臨挫折，友人哭泣著說，2何時我們一同返家？「現在」

也就是「這裡」，我們開始建造。大地為何是沒有答案的問題，通過大地與人的

關係持續的變化，與作品中對大地的發現而一再更新的過程，人參與作品的保護

中，大地即無有定論，3
 而此無有定論的狀態需要人們以自身創造性的建立自身

之存有來保存它。 

 

    當德希達說海德格的存有論差異說著形上學的語言時，德希達是指出了海德

格是在作解謎的動作，一如此文在故事開始之後就出現的動作，表明了人難以逃

脫試圖解謎的行為，而歸屬於存有的隱匿之中，也表明了我們必須通過作品超越

時間的狀態讓我們正視到謎語的存在，進而達到原鄉安適之園。 

 

五五五五    對海德格生命與作品的理解對海德格生命與作品的理解對海德格生命與作品的理解對海德格生命與作品的理解    

 

    海德格自身生命歷程與其作品同樣是受到路上斯芬克斯的吸引而尋尋覓覓

著。或是一如伊底帕斯試圖解謎如《存有與時間》中對此有的解析。高達美證實

筆者的說法，他說， 

 

海德格開始用一種本體論上的實證方式觀定人的此有之存有，而不是把

他理解為『僅僅有限』，換言之，根據一種無限和始終存有著的存有，

像以前形上學所做的那樣……借助於精確的方法，他把這些基本概念與

一直支配以往形而上學的近在範疇進行對照。
4
 

 

                                                        
1 TB 9 
2 一如作品的世界崩塌。 
3
無有定論的大地也許可以回應德希達對海德格的諸多批評，例如德希達質疑如果存有物沒有共

同的基礎呢？或者說基礎是分開的呢？如果所有的存有物在差異中並不希望統一呢？如果存有
物的差異即是存有物的命運呢？而大地本身即是讓差異成為差異的來源，因而保持著差異的在場 

，而得以維持德希達所言的現象出現，這問題已超出本文處理之外，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4請見 Hans-Georg Gadamer,1977,p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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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存有與時間》成為一本對存有的誤解，假象與偽裝的遮蔽，證實存有與人

聯繫在一起中暗藏的隱匿力量，此解謎正預言了海德格之後走上了如娶母般之

「海德格事件」的可怕劫數之途中；所以《存有與時間》即是要我們經驗的解謎

的錯誤。《存有與時間》即是可以做為存有偽裝的遮蔽，做為差異，才讓我們上

路發現〈起源〉中的大地，也就是存有的拒絕的遮蔽而作為開顯敞開領域的開端。 

這樣的經驗使他或是如〈起源〉中突然出現大地一詞表達出他自身體認到無法解

謎，只可以一再的思考謎的意義，以詩將無法逃脫謎的痛苦轉換成對狂妄力量間

接的思考，如此〈起源〉也只是斯芬克斯謎之作品蘊含真理中的一個註腳，而試

圖對之的一種觀看描述。由於每一個人，無論城內城外，都逃脫不了它，每一個

人都必須經過他，海德格是提醒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去思考它的意義，做為展開豐

富生命的關鍵。但其實謎並不是在某一處某一點等待著我們，而是在每一個人每

一個步伐裡使人驚悚，人只能步步為營，時時留意不落入試圖解謎的魅影中，將

謎化為使自身自立堅強的精神與力量。 

 

   當命運要人挖除靈魂之窗，是要表達去除人類中心的思考，敬畏他者的存有，

要自身充滿勇氣與忍耐的力量，海德格是否有掘目般的膽識創造隱匿未顯之大地 

？海德格一生是否創造了尚未被發現的大地領域？海德格歷經解謎，發生海德格

事件之歷史之大張撻伐，後期選擇以詩作為自身創造大地的落拓不羈，雖不及伊

底帕斯掘目地讓命運不可掌握現身在場的鮮明果敢，但詩作仍是發現大地無可掌

握的創造性保存，而讓大地現身在場的顯現。海德格自身退回到詩作之中，亦是

以詩作為謎樣而在場，引領人不自覺的說出詩中暗藏的意義。 

 

    存有的贈予中含有差異，而呈現在語言的書寫豐富性上，所以海德格說困難

出在語言，語言就是差異持續存有的狀態。半神半人的思考就是突破存有自身領

域的思考，海德格歷經強調存有論差異，到放棄存有論差異的過程，但是從未放

棄存有與存有物之間的不同，作品做為人與存有的歸屬事件，就是每一個民族國

家做為真理發生的領域，也是對自身存有突破。海德格生處於德國自身為何的不

確定狀態中，他賦予了謎語的意義是找尋自身為何的思考，但謎的意義絕不止於

此，由於謎是脫離了所有狀態，而保持著自身的。 

 

六六六六    思考哲學工作思考哲學工作思考哲學工作思考哲學工作    

    

哲學不是在解決神秘，而是在保護開端的神祕特質，西方形上學誤用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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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證實了開端的唯一神秘力量的特質難以保護。 

 

    哲學始於驚訝，驚訝就是哲學的開端與原則，事實上驚訝是唯一的開端，而

驚訝是導因於可感知事物的迷惑本性，事物看起來像是雷同但又有差異，單一而

多元，靜止又在運動中。但哲學把神秘與狂亂的事限制在一個領域中，一如柏拉

圖的理型說，在現實的世界中通過人與方法上的形式來克服這樣的混亂，以諸多

概念與價值以某一角度限定事物為我們所用，所以可感知的事物與人的活動失去

了它們神秘的特質。亞里斯多德也把驚訝視為是哲學研究的開端，以原因的解釋

拯救開端中迷亂的現象，如此經由理性的、原因的解釋消彌了驚訝的一再產生。

亞理斯多德結合神秘(philo–muthos)之愛者的驚訝與智慧的愛者(philosophos)，通

過驚訝是哲學原初的開端，如此哲學家 (philosophos)的意義就是神秘的愛

(philo–muthos)，因為神秘才構成產生出驚訝，但現在哲學家們把神秘化約為生

硬的科學狀態，成為理性整體需要的世界知識。 

 

    西方哲學起於在困境面前產生的驚訝，如此驚訝本身又產生的哲學目標是對

困境的解決、對歧義的克服、對驚訝的壓抑，使原初的迷惑與探就事物之前的不

安不再視為是哲學狀態中的進程與堅持，而被轉換為對象的了解與熟練智力的慰

藉來面對世界的混亂，驚訝的狀況被轉換為對新的美麗世界的讚美，世界被了解

為自然科學與個別律法的秩序，如此的世界是對每天經驗到的無秩序的世界的反

抗與抑制。 

 

    但存有多樣豐富的意義，只有由本有(Ereignis)而來才能得到規定。
1
此有對存

有意義的理解仍是在大地呈現著—隱匿著的中發生，這表達了持續的變化趨使此

有去除主體意欲控制存有物的做法，而保留大地中萬物一再湧現的可能與接納與

時俱變的萬物的氣度。歌曲可以被改編的豐富變化來自於音符本身，三部曲可以

以不同的方式發生，來自於語言本身的力量。本文以謎語說明大地而不用神秘，

在於大地本身是可說的，雖就其尚未呈現又持續作用而言很難被說出，但他仍只

由語言言說中被發現，如同海德格以謎來理解大地、藝術一樣。我們說出了大地

的自我封鎖的神祕，所以神秘通過語言被我們知道，如此神秘不是全然神秘，而

是一個謎，不然我們就不至於可以說此神秘，但神秘之為神秘就在於我們如何的

說它，它本身隨即背離這樣的說法，如此我們總是要不停的聽、持續的說。如果

存有仍是處於尚未被想被思的地方，哪麼這是否是說存有隱匿的開顯是說了、揭

示了只有一個破壞的特質？還是等待著保護著前來開顯它本身的狀態？我們是

                                                        
1 OW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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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勇於面對這樣歧義的狀態？一如在失火時，選擇做為眾多旁觀者還是見義勇為

者？ 

 

    大地隱匿的意義是保護自身，是使此有完成自身的存有而自持，是庇護存有

物的再生等等，皆是待此有對存有意義的自由創造性思考，在半神半人與諸神的

關係、河流與起源的關係描述中，試圖留給每個自我思考不同關係的可能。 

 

七七七七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大地，是萬物生靈揮灑才情的舞台。大地通過世界創作出最令人讚嘆的一幅

巨畫。大地要我們把理性的腦袋閉闔，由纏綿的耳朵他者作為出口，瞭解存有，

必須放棄意志，接受存有的吸引力，投到它的開放性中。 

 

    此文刻意的由河流的遠遠遠遠端開始而回到河流的起起起起源處，卻同時以安蒂岡妮的父父父父

親為本論文的開場，並以伊底帕斯的女女女女兒的抉擇作為終曲，這樣同時在開頭處並

置來源與由起源流出的呈現，與在之後將伊底帕斯的後代與回到河流的起源相提

並論，無非是要突顯出起源就是其呈現，呈現的無非就是來自起源。起源的豐沛

元素就由此有所擁有的世界中呈現。    

 

   在「勇闖大地」中，述說著伊底帕斯解斯芬克斯之謎的故事，即對應於〈起

源〉的第一大段〈物與作品〉，這之中此論文與海德格皆在問：斯芬克斯為何會、

為何要出現呢？故事中是由於伊底帕斯真的殺了自己親身父親，於是，斯芬克斯

出現了，它作為偽裝，彷彿保護伊底帕斯不讓其再前進，不讓其存有的所有拒絕

之遮蔽全面壟罩，是此有自身陷入存有的可怕命運之阻止者，而守護著伊底帕斯。

但是，伊底帕斯仍然是前進了，如同是要將大地全然的揭示，成為存有拒絕之遮

蔽，而使親切的根本不親切，其枕邊人竟是自己的母親。此過程如回到傳統中對

物之為何的解謎，此行為即是要求全然的揭示大地，而導致親切的高科技時代下，

實際上是展開可怕陰森的現代性狀態。如此，斯芬克斯的出現的確是可怕駭人地

威脅著我們，但也同時是為了保護我們。 

 

    此論文的第二部曲「發現大地」，對應於〈起源〉中的第二大段「作品與真

理」。這部分在思考伊底帕斯殺父娶母這件事如何轉變，傳統歷史之河流如何回

轉？伊底帕斯通過女祭司之言發現真相，而海德格在〈起源〉中所要作的，即是

以作品作為轉變契機，作品即是女祭司之言，超出此有的有限並敞開了存有保持

遮蔽的狀態，作品將存有物整體之存有敞開來，發現存有物自身之存有歧義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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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與自身的命運，而不左右此有的決定。如此，作品作為女祭司之言，是海德格

在科技時代下心繫此有的籌劃。 

 

  最後，「使大地成為大地」，即是要說明〈起源〉中的第三大段「真理與藝術」，

伊底帕斯通過女祭司之言發現這一切後，決定掘除雙目流浪四方，此決定讓其回

到自身存有的可能性而與其命運聯繫在一起，以自身的方式開創命運的未顯，如

此就正是開顯了命運本身，也就是大地本身。 

 

    當我們回頭思考伊底帕斯通過斯芬克斯此行為之意義，會發現此是歧義的動

作：通過斯芬克斯之謎使之娶母，此人類極致之痛苦他卻意願勇敢地承擔，創造

了偉大而奇特之此有的意義。此有是最奇特的狀態，此文中所言的半神半人所要

呈現的即是此有的命運，是每一個此有的我是誰的「誰」，此「誰」是有正反兩

義的悖論狀態，以柏拉圖對半神半人的討論來說，對他而言，此「誰」只有負面

意義，而海德格則以大地恢復命運的歧義狀態，並使決定權回到人的面前，大地

本身即是歧義的源頭。 

 

    所以底比斯國王走在被殺的分叉路口，並非是國王有兩條路走，而是無論伊

底帕斯走那一條路，都會遭遇到他自身的命運，他的父親，也就是他的存有，他

的大地源頭。而命運逼迫他，讓伊底帕斯動怒，也就是存有隱匿地彰顯出來，而

殺不殺人的選擇權是在伊底帕斯手上。他必須發現自我與其自身的有限；換言之，

大地的隱匿作為命運內含可怕恐佈的可能，但人仍可以在之中抉擇。海德格企圖

恢復人的自由決定，並讓人看到自身抉擇需要在此有的有限中再加以自制與謹慎 

，才不至於使自身與此世界毀滅。 

 

    死亡是此有今生最神秘的存有在場。斯芬克斯之謎，將回答者，包括伊底帕

斯撕碎，當時國王為了脫困，宣布誰可以解謎就有獎賞，這導致英雄輩出，成為

哲學的解除魔奏的前奏，但看似要人回答的語言，其實是要人注意聽，所以謎並

不在要伊底帕斯說出答案，而是要他去思考這個謎的意義為何，斯芬克斯之謎的

意義在於人必須通過它，人逃不過它，它質疑的語氣、提問的聲音不是索取回答，

而在於衝撞人現有的認知，將固化的東西擊破，換言之，謎就是自然不斷湧現的

意義，讓我們無法自持己見。但這樣湧現之自然的隱匿，可以在人的創造與保存

的歷史中開顯出來，所以伊底帕斯回答此神奇者即為人是說中了，但此回答表明

了伊底帕斯是活在自我認知之中，當女祭司將事情上鋪蓋的濃雲揭開，他才發現

需要保持持續的接近與聆聽自然湧現的波濤巨浪。萊耳斯(Laius)聽到了巨浪聲而

企圖以自身的強力將之抹平，伊底帕斯聞聲自己身世的巨變決定逃離，兩者都試



 

 

236 

 

圖改變巨浪，但人仍是有限的，人是由海中誕生出來的，船員舵手需要依著海的

變化才可能到達新大陸，才完成自身的冒險，所以兩人的強力對抗使自身陷入巨

浪之中被吞噬掉了，只有依著浪花的起伏才可能乘風破浪，衝浪高手知道這件事，

單靠它自己是無法完成衝浪的。索福克里斯(Sophocles)說，「斯芬克斯之謎使我

們順從自然。當迷霧逝去之後，我們會更加注意目前的需要，」，我們是否通過

藝術之謎，發現自身的需要了？ 

  

    謎沒有謎底，也不是一個謎題，也許我們可以在大地給予的絢麗色彩中，自

由的伸展肢體，透過舞蹈跳躍和空中繩梯擺盪於時空之中，掙脫傳統固有的枷鎖，

成為一個獨立自持的此有，並維繫著世界與姿態萬千的創作的可能性。斯芬克斯

象徵無解的永恆提問。意義不在回答，而是人必須通過它，找尋自己的出路。我

們是誰？人類所有的知識，如果離開了這個首要的問題，都會變得蒼白死灰。科

技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宗教已經給我們答案，但哲學質問的語調留給人們自己冒

險。 

 

    如果說〈伊底帕斯〉與〈起源〉做為一件作品如湧泉般含有無限的展現可能，

可能是眾所周知的事，但是說文本本身是一個人們的生命必須通過它而思量出一

條獨特的道路而成就自身，就更為貼近人與文本的關係，歸屬事件的重要性就被

強調出來。謎並不迂迴閃蔽人群，但總語帶玄機，讓人無法看穿，排斥著分析性

的計算方式。大地之所以如此詭譎多變，因為它需要人親近他，它不要將自身的

需要缺陷暴露出來，而喪失吸引眾人的力量。要它裸露出真實的自我，需要無比

的勇氣與耐性與它結合在一起。  

 

    閃著魅影的美麗河流，宛若謎一般，永遠摸不清。存有、大地、人之命運如

果是謎的話，不是說你要說出他為何，她總是在變中起變之者，而是你必須經歷

這樣的變化，理解到事物在不同狀況下的不同意義，事物本身不是上手物、不是

手前物，而是自身是與時俱變的非比尋常的狀態，人必須無時無刻保持這樣的思

考，才不至落入解謎的漩渦之中。〈起源〉中提及「真理的本質是非－真理」，這

句話提示了存有的隱退特質，存有的隱退特質是處於所有、包括海德格自身對存

有問題所思走的道路上。隱退的特性在大地一詞中顯現其內蘊，大地亦是海德格

嘗試著言說存有而歷經與大地隱匿的爭執拉拔，
1
這個永遠拉不出來的隱匿由海

德格試圖說出他而與之的爭執中，使海德格親身經驗到了，所以最後以詩作為不

強行掙扎的回退到大地的方式。〈起源〉的重要正在於蘊含著海德格自身由強力

                                                        
1 對照於海德格擔任校長一職與辭退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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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執與回歸的轉向意義，而可以視為是滲透海德格哲學全集的深層統合之基礎來

觀看。1
 

 

哲學之思是柔和的泰然認之，他並不拒絕存有物整體的遮蔽狀態。……

它是嚴格的展開狀態，他並不衝破遮蔽，而是把它完好無損的本質逼入

把握活動的敞開領域中，從而把它蔽入其本己的真理之中。
2
 

 

    伊底帕斯走向自我解蔽的失明狀態，就是對存有的最大禮讚與保存，伊底帕

斯讓大地存有，讓大地成為大地。意義之謎本身就隨之生衍而改變，對海德格而

言，意義是被一個視域或者說是一個世界(a world)所決定的，所有事物在其世界

中接受其自身的意義，但是大地並不是世界中的事物，而是與世界間的起源性衝

突，並永遠於世界中撤退，如此意義從來就沒有對的時候，沒有全盤被說出的時

候，這毋寧成為解構主義的開山道路。斯芬克斯仍在路上攔截每一個人，誰也說

不完整它的意義為何，我們是要一直說下去還是保持思想的力量呢？存有意義從

來就說不完而在每一種說中退場而保持自身。於此此論文在某意義上是無法完成

的，並且最精彩之處仍還沒被寫出。而海德格是否是要說能被說出的永遠是太少

了，謎的出現引發人們蜂擁而至的技術性解謎，使人們陷入如流沙般而有被掩滅

的危險，但謎也可以是守護國家的提示之鑰，他把城邦中的人們封鎖住，要每個

人都需要通過它。誤入歧途不是有著兩條路，其中一條是正確，其中一條是錯誤，

而是只有一條路，之中勢必發生著錯誤，人必須經過錯誤，錯誤是發現真相的首

部曲，經驗到真相的前奏，發現到超出自身之外的存有隱匿之有，發現它需要人，

才可能進入創造與保存的最終曲。三部曲是在同一條路上，但每個民族，每個家

鄉通過不同而多樣的行走方式，試圖擴張出其他條路而與斯芬克斯爭鬥著。海德

格對隱匿的本質嘗試之理解，在荷德林〈返家〉中說到： 

 

返家是回到接近起源，之後並不是以返家構成主要之事，而是也許經過

一段長久的時間，得到知道此神祕，或者首先學習如何去得到知道神秘。3
 

 

而這樣的神祕的展開處處可以被發現。
4
因為所有存有物－完全在字面上說－逼迫

                                                        
1
 Palmer ,Daniel E .” Heidegger and the ont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 of art”,in： British 

Journal of Aesthetics. London： Oct 1998. Vol. 38, Iss. 4; p.394 
2 Basic writing pp.135-6 
3 Martin Heidegger,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and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2000. p.42,GA4,23-4. 
4 IM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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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我們。
1
 

 

    伊甸園中蘋果的出現，本身就吸引著夏娃要去摘食，而夏娃也需要通過這個

痛苦的承受來引發自持的建立。生命勢必有困境的意義，如人的有限或是悲劇一

再不斷地上演，就連海德格自己也無法逃脫，對海德格而言，他試圖找出這些現

象的起源，轉化痛苦的意義為對生命的禮讚，如此，海德格無非也是試圖做一位

半神半人承受自身的生命轉折，而我們是否承受了我們自己的了？ 

 

    面對命運巨大可怕所產生的憤怒，沖刷了生命中所有的痛苦，這樣挖空了所

有的指望正發現到大地溫柔的冷漠，也就是人的最大幸福。伊底帕斯自身掘目成

為謎，對海德格而言，伊底帕斯的確是愛戀戀戀戀著大地之母母母母的，對筆者而言，我的伊

底帕斯故事還沒有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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