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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個為期三年的專題研究計畫，起因是由於 2004 年康德逝世兩百週年紀念

之際，全球哲學界從 90 年代起即已重現對康德研究的熱潮，至此更很快到達一

新的頂峰；同時，有鑑於當代思想長期處在所謂「黑格爾陰影」下，又先後遭受

後現代思考、解構風潮的沖擊，以及哲學上的反啟蒙傾向，匯聚成一股對先驗奠

基、以及對普遍理論的質疑，使得現在的新的康德詮釋，勢必需要新的時代回應

方式及事理探討重點，以展現出不同於以往的風貌。本人的康德研究，因而也是

立基於自己長久以來對哲學詮釋學的探索和瞭解，再加上曾對 1960 年以後數度

發生、也牽涉出多層面思考主題的詮釋學爭論，實際進行過一些對比性質的研究

與各方議論整理之後，所提出的一個自認可開啟出哲學新視野的研討方案。

執行人提出此計畫的初始階段，正致力於籌備 2004 年台北康德會議的召

開，而接觸到不少國內外這一領域的專家，在事前、事後及會議中充分交流切磋

下，深感於康德第三批判《判斷力批判》的關鍵性地位，實在不容輕忽，且這一

點正為當時康德研究學者所共見。基於哲學詮釋學對經典文本的推崇與重視，也

有鑑於若干知名的第三批判晚近研究愈來愈和詮釋學新思維直接、間接相關，遂

開始進行此一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構思。雖然說，整個三年僅只集中在一部哲學

經典文獻之上，但是一方面，由於這部著作在康德批判哲學系統內部的特殊地

位，能對啟蒙思想提出一最終的全面解答，徹底瞭解康德的哲學貢獻何在；另方

面由於當代學者都冀望從這部著作再度出發，對康德哲學得到切合現代需求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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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可能。例如，其中關於共同感的說法，以及目的論判斷部分的實用主義人類

學思考方式。因此，這其中確有很大的再詮釋與重新理解的空間，因而會是以文

本和文本間的關係，或說是從所謂「互文性」、「文本際性」(Intertextuality) 的特

殊詮釋學觀點啟動，去推展一整體多年期研究的。簡言之，是以哲學文本互讀、

或文本對讀的方式，精選關鍵性相關經典文本，嘗試一種能時時創新的、不同於

高達美詮釋學單純是直接與一文本對話的理想模式，因而，更能夠在選取的單一

經典之上，展開複文本及多重解讀之理解詮釋、再詮釋的哲學思考工作。

三年期執行過程與執行方式概述

整個計畫執行三年期間，前半期開始時的工作內容，主要集中在高達美對康

德《判斷力批判》的解讀和批評上，並且參酌當時許多先進學者的贊同與反對意

見，也仔細觀察這些正反見解的相互牽動之間，對於當前重新理解康德第三批判

哲學議題，會帶來怎樣的新問題視域，甚至是怎樣的合乎時代性思考與詮釋的必

要轉變。這個部分，雖然很早前已從高達美的詮釋學著作中，讀取過很多極重要

的評論，對於他對康德美學如此偏低﹝至少為 1960 年代的早期著述裡﹞評價的

來龍去脈也並不陌生，然則真正執行起來仍有很大的探索與補綴空間，故而深具

挑戰性。於是第一年度的研究和發表，主要就集中在這方面的繼續探究和補充加

強上，並且有相當收穫。尤其是原本就知曉高達美至 80 年代以後的晚期著述與

談話當中，轉而對康德美學思考提出許多正面評價，推崇其間重大的成就與貢

獻，但詳細的評價內容、轉而贊成及仍有保留的部分各自為何，以及對於促成此

態度轉變的原委，還欠缺通盤的探究和理解。因此計畫開始，立即於此投注心力

並獲得進展，並已正式發表論文一篇。﹝詳細成果見下一節的報告內容。﹞

進行至中期第二年度，有鑑於原先受 Peter L. Oesterreich 、Brezola 兩位學

者影響去規劃方向，但結果卻發現他們的翻案解讀可能並不成功，有待商榷；因

而在研究主題的進行中稍微偏離初始的規劃，轉而去澄清海德格、高達美前後相

繼而發展的藝術作品美學，即海德格中期《藝術作品起源》裡開端的詮釋學藝術

理論。於進一步的研讀與對照下，我深信海德格於 1930 年代突然探問《藝術作

品起源》，同時他本人更持續而深入地寄託或求助於詩哲賀德齡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與其說他是和康德一樣，找到詩的藝術當作最高人類藝術

的理由，不如說是對他自己《存有與時間》裡仍寄望透過康德式先驗哲學反思架

構，以完成一現象學基礎存有論的終告放棄。其間思路演變，一方面點燃 1929
年著名的 Davos 論爭，即海德格與新康德學派卡西勒 (Ernst Cassirer 1974-1945)
間關於康德哲學詮釋的重大爭議，促使海德格發覺他自己的哲學構想畢竟是非康

德式的，甚至可說他發現康德哲學從「構想力」退縮而無法充分開展「時間性」

論述，就這一點而言，對海德格自己《存有與時間》的終究探討是無助益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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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照高達美的理解，這樣的轉變結果，和海德格本人、以及高達美自己後來對

先驗主體性思維方式的反對意見密不可分。二十世紀詮釋學哲學往後發展的最大

特色之一，實肇端於此。

其次另一方面，若再從哲學思辨的外部來看，30 至 40 年代的世局變化有如

巨大漩渦，強力牽扯衝擊下，令哲學家自身亦難以無動於衷。海德格會探索藝術

之謎、釐清藝術作品本源，嚴詞批判科技思考當道與虛無主義盛行，以至於後來

靠向詩的語言並傾聽存有本身的召喚，徹底改變了哲思的方向和態度，正反映他

的不安。高達美哲學詮釋學也從此時此刻開始，接手闢建一條詮釋學道路，自認

是充分理解並繼續海德格的思想轉變，卻不至於陷進海德格後期的自言自語，或

哲學如詩的困窘。這些當然都和當時的環境有關，甚至是海德格受無力回天的急

迫驅策使然，但因而也才彰顯出高達美將他晚期思考轉為一詮釋學思想的難能可

貴。筆者於 2007 及 2008 年的兩篇正式論文裡，就是從詮釋學藝術理論和海德格

技術批判，與賀德齡詩作詮釋的觀點，去重建這一當時發展原委的，但是反過來

說，卻也證實康德先驗哲學的相對優點，並因此改變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撰寫論文

主題。這是執行此研究計畫間，另一始料未及的重要意義發現。

所以關於原先構想的修辭學並未受到康德第三批判完全否定，同時，康德於

藝術美類型講解中也特別看重詩的地位這件事，其中涉及的哲學問題，確實並非

表面上看來如此簡單，不能單從這裡出發去論說康德《判斷力批判》與當代詮釋

學思考的親近性。因為這已不單純是個美學問題而已，而更涉及認知理論及更為

廣義的存有理論，甚至是有關一切經驗活動根本如何可能的究竟問題，也就是先

驗哲學當初的自我證成、與現在的自我轉化間的不同方式之重要哲學問題。其間

最主要的觀察要點是，康德第三批判雖然已昇高至發揮理性之全體大用，甚至於

觸及理性勢必面對讀理性理解內含之詮釋 (Auslegung der Vernunft) 的工作，以

知悉其須經由論述之曲折或中介，但是，卻始終未真正提出實際生活當中的語言

活動層面為主題，反而要求批判思考者先行阻絕掉說話術 (ars oratoria) 會淪為

欺瞞鼓譟的工具之虞。因此，我們很難以改變康德對修辭論述及情感推證一向深

具戒心得事實，這是與少數幾位翻案學者不同之處。

如今質言之，康德第三批判的重心不是無瑕疵、純真無害的「詩」的藝術這

件事本身，而是「象徵」(Symbol)，是能夠讓美的理念找到其感性表達方式的特

殊途徑。美，無論自然美或藝術美，皆為輝映道德善的存有加值，讓客觀認知與

合理行事間取得先驗上的聯結。不論當時浪漫主義所推崇的「詩即真理」，或現

代詮釋學主張的「讓藝術作品說話」，那時候都還不會是康德哲學關心的本源問

題。至於兩者之間是否能夠順利銜接起來，跨越時間距離與思想差異而結合以有

益於當前需要，這對筆者而言，目前還不願意太早提出論斷，但已相當深入其旨，

尤其在計畫中期、後期接觸到的大量當前研究資料中，可謂獲益甚多。然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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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計畫過程中，經由詮釋學藝術理論探討，卻間接促成一些轉變，甚至於再

從美學與藝術回到法政與倫理道德判斷的實踐哲學立場。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計畫本身多方搜尋圖書資料、勤加研讀外，整個三年

來的研究期間，本人並曾配合舉辦以第三批判為標的的跨校師生典籍讀書會，又

申請到「人文與社會科學圖書補助方案」補助主題之一，而能夠進行「康德與德

國觀念論」這個主題的研究用圖書採購；且兩度開設「詮釋學藝術理論」等相關

課程配合研究之成果，並指導研究生如黃曉君等，撰寫直接有關此一領域的碩士

學位論文。所有這些相關活動，都環繞著此一研究計畫內容的主要關懷而展開，

對計畫的執行事實上也幫助很大，例如圖書資料方面的豐富無缺及多樣齊備，堪

稱前所未有。相關的跨校讀書會、與本校內授課期間的討論研讀，更為及時而切

要適意，也欣然發現到，原來康德第三批判的討論研究真的可以引發如此廣泛興

趣和共鳴，激生不同立場間新的意見交換。

至於計畫執行接近到後期，則興趣焦點再逐漸轉移到實踐哲學方面，如法政

與倫理常規的形成，與判斷力的具體表現上，亦即不再把當代詮釋學對於康德的

《判斷力批判》文本討論，只限定在美學與藝術理論的範圍之內，而會如前所述，

從更 comprehensive 的哲學視野審查。畢竟康德美學，自始就不僅是一套美學思

想而已，其在批判哲學的整體位置裡，還佔有更大的份量及更關鍵的哲學意義。

高達美早先強烈不滿康德對美感的處理，其結果是偏向了審美﹝鑑賞﹞主觀化

﹝主體化﹞與藝術內容非概念化﹝不可知論﹞，更反對康德要從自然美過渡到藝

術美的時候，必須依賴一「天才」概念的引進，而其傳佈到後來，竟因此發展出

某種不受社會倫理約束的特殊創作群體的想法，造成知識與藝術的徹底分裂，讓

人無法接受。《真理與方法》中，高達美對康德第三批判思考的批評是不客氣的，

毫不保留的，那是為了刻意凸顯詮釋學的理解特徵與理解進行方式。但是從高達

美自己 1984 年發表的〈文本與詮釋〉那篇文章起，他自認他對一些傳統哲學經

典文獻的態度，有了相當改變。他對康德《判斷力批判》的討論和評價，也成為

最明顯的一個實例。

因而如同當初計畫已提到的，高達美後來對康德第三批判的哲學評價有不少

轉變，同時這對於第三批判的特殊的詮釋學意義，第三批判可以對焦出來的先驗

哲學與當代哲學詮釋學發展異同及當前互補可能的探討，更顯示出高度值得關切

的面向。這就是整個研究計畫執行期間，甚至一直到現在都念念不忘的興趣所

在，勢必會再繼續追究下去。其實康德在第三批判的後半部「目的論判斷」中，

配合著該書導論即已提出的「決定判斷」與「反思判斷」區分，應該可以整理出

詮釋學與康德哲學對比研究的更重要意義，如「共同感」與法政思考的先驗聯結

與詮釋脈絡的課題研究，預計明年 2009 年內，可就此一題目繼續發表論文。若

先簡言之，康德在近代詮釋學出現之前即已見及的「理性之詮釋」的問題，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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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屬於理性工作、理性活動的必不可免的部分，卻非依照批判哲學宗旨原初欲

加處理的部分。關於藝術理解的問題，其道理也是一樣。若有必要，關鍵則在於

第三批判裡具範例作用的反思判斷的進行與運作方式。如此復可見計畫到第三年

的執行，雖然經過一些轉折和變更之後，仍舊還是會回到原來的構想，並待第三

年度的論文發表成果，予以完成。

以下再分別對三年來每一個年度的具體工作成果和研究發表提出報告。

計畫第一年度成果

第 I 年度主題 : 康德論審美判斷即趣味判斷之美學理論及其當代檢討

﹝NSC 94-2411-H-004-014 / 2005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6 年 7 月 31 日﹞

整體計畫自第一年度即順利展開，首先偏重的就是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卷

首，為了要恢復若干人文主義如「教化」(Bildung) 等主要概念的地位，結果卻

在論述到有關於「品味」、「共通感」和「判斷」這三個主題時，都採取和康德相

去甚遠的藝術理論立場。這一部分最主要的成果，先於 2006 年 5 月 20 日利用台

哲會主辦、國科會人文研究中心協辦的一場正式學術研討會召開機會，發表論

文。當時研討會的會議主題為「文本與實踐：解釋學與社會行動」，因此本人即

以「文本及文本的詮釋」為切入點，探討詮釋學實踐的具體行動問題，挑戰高達

美學說裡「與文本對話」的觀點，完成非常切題的會議論文一篇宣讀發表。我提

出的論文題目為〈文本與詮釋：論高達美如何理解康德《判斷力批判》的一個案

例研討〉，當日除會議初稿由中台科技大學大會籌備處列印於論文集外，並赴會

現場宣讀，和學界進行切磋討論。因為這篇論文本身內容，處理並探討的就是一

個如何恰當解讀文本，是否可能會誤讀文本原意，是妥適瞭解經典發生原貌、與

切要發揮文本傳達不限於一時有效的義理之間。換言之，是一個文本之究竟真實

與理解實踐或詮釋態度間的個案研究；甚至可以說，我是要把高達美如何解讀、

批評《判斷力批判》，直接看成一當代詮釋學文本實例來看待的。

但那年暑假後因中台科技大學經費所限，放棄正式出版會議後修訂論文集的

計畫。所以本篇論文經過修改擴充後，更動原名為〈文本與詮釋：論高達美如何

理解康德《判斷力批判》〉轉投一般學術刊物刊登。其事後增加的篇幅，主要在

加重處理晚期高達美思想稍有改變，不再嚴詞抨擊康德美學，反而給予極大評價

的部分。論文因而更為完整，並且已經由審查而於 2008 年在《中央大學人文學

報》第 34 期第 63 至 96 頁完整刊出，並循例註明國科會補助的編號﹝詳附件

一﹞。最近，原文又將會轉載中研院文哲所林維杰主編的另一部主題論文集裡刊

出。﹝林維杰編 《文本詮釋與社會實踐：蔣年豐教授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

2008 年 12 月 台北 學生書局出版 153 至 19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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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2005 年 9 月亦即本計畫執行第一年期間，本人曾赴至澳門參加一場

兩岸四地的詮釋學會議，那是由澳門中國哲學會主辦的「訓詁、詮釋與文化之重

塑」研討會。其間於 9 月 29 日首日議程中，發表前次計畫第三年度撰寫的論文

〈全球化與文化際理解溝通：詮釋學對話模式的適用性探討〉一篇。該篇論文能

夠出國發表，使用的即為本計畫第一年補助的出國經費成行。論文內容上則是關

於跨文化理解溝通方面的課題，探討詮釋學對話模式之應用問題，論文裡也特別

指涉康德第三批評中有關「共同感」之論述的實例。同年 12 月 10 日，並有機會

再度利用這篇論文的研究心得，於國內世新大學主辦的「詮釋學的新動向座談會」

上，提出名為〈論詮釋學對話的發展〉的討論，是關於文化際詮釋學對話的一份

最新報告，而從後來的發展來看，這已成為目前文化際哲學討論中最重要的議題

與理論憑據之一。高達美當初在《真理與方法》裡，倚重的對話狀況主要發生於

詮釋者與文本之間，視域融合的理想情境與傳統延續兼翻新的必經歷程。但事隔

近半世紀，再經過溝通行動理論、論述倫理學、普遍修辭學、承認理論、對話與

敘事書寫等晚近學說繼而興起後，當前詮釋處境已非單一文本與理解者的狀態，

而大幅度、多層次擴展到多元、異文化對話的局面。

最後可以報告的是，關於這一年內所發表的澳門會議論文，以及在世新大學

的報告內容，現在都已註明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而刊載在由洪漢鼎、傅

永軍主編，有審查制度的《中國詮釋學第三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3 月

出版﹞第 43 至 55 頁。但可再還原為繁體字的版本尚無暇處理。事實上，哲學詮

釋學本身一直就是針對各式文本，而進行實質上的文化重建、文化評估與檢討的

工作，這方面的成績，以及對於對話模式適用性的不斷檢討和革新，因而都可視

為對高達美方面對《判斷力批判》詮釋案例研究之一些具體而更新的補充。這個

意義下，筆者認為高達美從最早時嚴詞批駁康德「美學的徹底主觀化」及「藝術

領域的不可知論」危險，到後來經過與法國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激烈辯論「文

本與詮釋」究竟可能與否之後，自己對康德美學與目的論判斷的評價改變及重行

理解，其實也正是詮釋者於視域擴展後，能夠從更寬廣角度重啟與特定文本對話

的親身表現。

計畫第二年度成果

第 II 年度 : 康德對說話術之貶抑以及對詩學及修辭的保留

﹝NSC 94-2411-H-004-006 / 2006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7 年 7 月 31 日﹞

第一和第二年除研究和論文發表外，包括之前共有兩年多、接近三年的時間

內，可以說是為著配合這個三年期計畫的執行，本人另與清華大學哲研所的鄭志

忠教授合作，推動過整個為期三年的康德《判斷力批判》哲學典籍研讀會。鄭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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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教授當時學成返國未久，他在德國撰寫的博士論文正是以康德第三批判中的自

由與自然的問題為主題。這項兩校師生長期合作下的活動，由教育部顧問室人文

社會教學中長程改進計畫項目予以經費補助，因而讓我們能展開各哲學系所間的

跨校師生定期讀書會的討論和活動。時間從 2005 年 3 月開始，一直進行到 2007
年 11 月完全結束，固定每月底星期六下午聚會一次，進行逐章逐段落的仔細導

讀，順利完成《判斷力批判》第 1 節到全書正文最後一節第 91 節的共同研讀和

逐段討論，最後階段並密集轉回到兩個版本的兩篇導論部分。其間至少有八次以

上的相關題材章節和導論部分，是由本人主讀並引導討論的，選擇的都是為本人

在這個三年計畫裡特別需要熟讀深究的第三批判關鍵段落，因此透過多次導讀與

每一次的討論，這些活動對主持人自己的研究計畫執行也幫助極大。

這一系列定期典籍研讀會，並曾不時有機會邀請到國內外專家學者與會，切

磋琢磨，共襄盛舉。他們對特定的主題發表觀點，進行討論，因而更獲益菲淺。

例如曾經出版過 Introduction to Kant’s Aesthetics一書的前暨南大學教授Christian
Wenzel 參加過兩次，外加專題演講康德的「共同感」(sensus communis) 概念一

場。2007 年春天有前現象學會會長 Klaus Held 教授。立陶宛現象學與文化學會

會長女教授。2007 年 10 月份，我們還專程請來客座於上海同濟大學的德國教授

Professor Dr. Peter Trawny 來台參加一次詮釋學工作坊的密集討論會，主講海德

格對康德構想力應用的特殊見解等相關詮釋學課題。任教華梵大學的 Kai
Marshall 亦曾於暑假期間安排整個讀書會至華梵山區全天舉辦。香港中文大學哲

學系關子尹教授也多次邀訪，可惜因故一直未能成行。

至於第二年度的論文發表方面，2007 年五月底曾轉赴香港中文大學，參加

一現象學專題會議，而發表〈佇立時間邊緣的希臘神殿：從《藝術作品起源》回

探《存有與時間》的詮釋學出口〉。此次會議的名稱為『詮釋現象學及其蛻變：

海德格《存在與時間》出版八十週年學術會議』，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該

校人文學科研究所、現象學與人文學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於新亞書院的錢穆圖

書館分兩天舉行。本人的論文不僅非常切合會議主軸，提出詮釋現象學蛻變中的

一個關鍵時刻，此外對個人當時正進行中的第三批判之詮釋學研究而言，至少有

下列幾點直接相關的意義可言：

1. 以海德格與高達美詮釋現象學的藝術作品存有論，明顯對照出不

同於康德式哲學美學的詮釋學藝術理論。這是整個研究計畫的原

本主旨。

2. 從高達美 1960 年為海德格《藝術作品起源》論文單行版撰寫的導

讀文章，研討此一文本中開啟的詮釋學出口，以及高達美自己同

年問世的詮釋學巨著之間的緊密關聯與前後呼應。因為高達美後

一書《真理與方法》的內容，按照第一年的研究發表來看，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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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連串反對康德美學主觀化的主張開場的。這是研究者本人的

特殊心得，在這篇文章裡提出討論。

3. 探討海德格演講中論「詩」(Dichtung) 為藝術作品之「始創」

(Stiftung) 之說，一個海德格後期思想的重要向度，亦即本文中所

詮釋討論的「始創三部曲」，其實和康德第三批判論藝術美分類以

「詩」居首，完全是相符而非互斥的。這甚至可見諸高達美晚年

對康德美學評價的若干改變。這原本正是第二年度的探討主題之

一，卻並非康德推雖然崇詩的地位之際所能勉強接受的，因為海

德格其實是從最早由真理的顯隱之際去看待問題，而轉變到從藝

術品創作與保存、維護、發揚光大的詮釋學課題上。他因為偏愛

詩的語言與詩的表達方式，特別開啟後來高達美堅持藝術中的真

理不下於方法所得真理的思考。

4. 本文以海德格自己的兩部著作為例，指出同一位哲學家稍後的著

作，未必須為前所撰寫的文本中哲學體系之完成，而更可以是他

轉向更開闊發展的出口。海德格如此，康德第三批判同樣可以是

康德思想更圓熟，能邁向更擴大格局的一塊真正的拱心石，是批

判哲學系統的完成。這正是本計畫進行至今，本人對康德《判斷

力批判》所持的一個相當確定的正面想法，而且其間參閱許多新

的康德第三批判研究，都頗能發現到不少相近的看法。

上述論文或多或少，也已經把這些重要研究與導讀的心得，分別撰寫

在內，而且會後經過修改擴充，今年八月份已修訂完成交稿並通過審查，

正式預告 2009 年會由香港方面收入期刊專號出版，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中

心主持編審。不過目前雖明確獲悉已通過審查並接受刊登，但不確定將收

入 2009 年 JSCP《現象學與當代哲學》第三期，或 JPHS《現象學與人文科

學》叢刊第四期的專題裡刊出。這篇文章於會議間得到的反應、討論和評

語來說，研究的觀點及撰寫成果是相當可以成立的。因此最早宣讀的會議

論文原稿，曾經當作本計畫第二次期中報告的附件交出。現正式修訂完稿

的版本，重新列為本次期末報告的附件﹝詳附件二﹞。此外，2007 年 6 月

22 日應邀於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發表演講，以〈從現象學到詮釋

學 ─ 論系統建立與文本詮釋間的張力〉為題，結合那年春天來訪的前現

象學會會長 Klaus Held 教授訪談間的重要啟發，提出與上述論文同一題

材、以及同一套觀點的延伸，說明現象學與詮釋學如何合作互惠的討論。

第二個年度內，於前述康德第三批判讀書會順利進行之外，本人另外

因政大哲學系本身的發展需要，也配合國科會鼓勵添購全國人文社會科學

學術藏書總量及齊備程度，申請並獲得其中『康德與德國觀念論』購書主

題項目的補助。這對本人的研究計畫也是助益甚大，特別是因為藉以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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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集中於康德《判斷力批判》與人類學思考的無數研究專書及論文集，

可說質與量都極為豐富。執行採購計畫間接觸到的原本未知、未注意的研

究成果，對研究計畫的執行也因而得取許多意想不到的旁通及啟迪效果。

計畫第三年度成果及預計發表

第 III 年度 : 康德啟蒙哲學中「共同感」思考的現代意義

﹝NSC 96-2411-H-004-002 / 2007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7 月 31 日﹞

第三個年度內對上述前兩年度的成果都有更進一步的探究，並走回原先計畫

書所言的第三年度主題，亦即集中探討康德啟蒙哲學中「共同感」思考的現代意

義，並比較其與詮釋學方式的異同，與各自得失。其中主要關心的研究計畫執行

有兩大方向：一是繼續探討詮釋學中藝術與真理的密切關聯性，也釐清現象學與

詮釋學發展上反對科學與技術思考的特殊方法論，以及藝術與技術之間的連繫與

分合等哲學思考；一是以現象學研究方法加上詮釋學問題視域，整合處理第三年

的預定研究主題，即康德《判斷力批判》中的「共同感」問題，期望對此問題探

討能重新得取出一切合現代要求的哲學意義。

關於現象學與詮釋學對於藝術與技術問題的基本態度，以 30 至 40 年代轉變

中的海德格思想為例，目前已撰妥論文〈『誰是我們？』/『我們是誰？』─ 從

1930 年代海德格一個「政治」問題看「技術」問題的探討〉一篇，預定今年 11
月 21 至 23 日上海復旦大學與北大合辦的「第四屆南北哲學論壇」正式發表。此

文可視作第二年度發表之前述論文﹝即附件二﹞的一個延續性的思考發展，進一

步的相關研究成果，其完整會議宣讀稿件加上六個 Power Point 圖表，已繳件並

排進議程，故雖然尚未正式投稿刊登，也會先列入本報告書後作為成果附件之一

﹝詳附件三﹞。

由於深入海德格思想在 30 至 40 年代間遭逢的外在誘導與激烈轉變之原委，

第三年後來又回頭處理一個「海德格的現象學方法概念再探」的舊題目，即本人

曾於十多年前發表過一篇論文的題目，用意在進一步明瞭海德格去主體化思維與

康德先驗奠基的批判思考，在方法概念上與處理態度上的根本差異。我們可以發

現：海德格早先雖然深受胡賽爾現象學啟發，但自行開展且一路嘗試新的卻是「生

命詮釋學」或「存在事實之詮釋學」，亦即一套詮釋學意義深邃的存有學究竟思

考，一種力求趨近存有本身顯隱之際的超越形上學。這些早期努力，於 1929 年

《康德與形上學問題》強為表達、也遇見瓶頸後，復加上外在環境劇變，則造成

海德格放棄《存有與時間》原定計畫，轉而投向賀德齡詩篇詮釋與希臘史詩悲劇

探源的思想詮釋，轉而從「詩」與「思」的超完美結合裡另尋出路，棄絕形上學

哲學與技術思考。海德格的個人成敗與歷史功過，或許不必是我們注意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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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樣巨大的變化，改弦易轍，這和康德啟蒙哲學原揭示方向的差距卻昭然若

揭，更決非當年康德第三批判裡會表示獨厚「詩的藝術」之初衷。

基於上述認知，筆者除了目前已完成改寫舊稿，以〈事過境遷？ ─ 重訪海

德格的「現象學之路」〉﹝詳附件四﹞為題，將應邀於今年 12 月 17 日配合香港

OPO 第三屆會議召開，由香港中文大學同時主辦的第十三屆中國現象學年會，

「現象學：從理論到實踐」學術會議上正式發表外，並且再重新回到倫理學與政

治哲學議題，發揮康德啟蒙哲學與批判思考的真正現代意義。正如原初計畫書所

擬，第三年的研究將跳脫出「藝術」與「技術」之爭，不受「詩」與「語言」的

牽絆及干擾，單獨要從哲學詮釋學與康德美學都共同重視、卻立論迥異的「共同

感」(sensus communis)，另行嘗試對整個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提出總結成果。截

至目前為止，配合筆者以往的長期連續累積，自認已有進行到相當投入程度的研

究心得，因且已回覆國科會 93 至 97 年度成果發表會 Call for Paper，報名參加

2009 年 10 月 3 至 4 日於宜蘭佛光大學舉辦的發表會議程，屆時將可充分配合成

果發表會主題而適時再完成一篇論文。

過去五年內長期論文發表成果

﹝NSC 91-2411-H-004-004 / 2002 年 8 月 1 日至 2003 年 7 月 31 日﹞

該計畫第一個年度主題「生活世界與社群凝聚」，原本是要以詮釋學對於當

前西方社群主義思想 (Kommunitarismus) 興起的實際貢獻為探討目標，分析出

哲學詮釋學對近代以來主體性概念的質疑，對意識哲學奠基的先驗思考架構方式

之不信任，因而導致對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若干檢討、反對或修正。然則在真

正進行廣泛研讀和整理撰述過程當中，我們會發現畢竟主體自主性、主體際理性

溝通與行為協調一致的這種進路，始終為近代啟蒙思考後西方哲學的發展主軸，

無法完全依照哲學詮釋學的論評而如此割捨以走向另一極端。因此研讀反思的結

果，反而是偏重於現象學、詮釋學和批判溝通理論三者都同樣看重，而且包容性

更為寬廣、相關哲學論述也更為充實的「生活世界」這個概念為焦點，而只能從

此處出發以間接探討社群凝聚的問題。「生活世界」這一現象學概念，確實是筆

者許多研究主題構想的出發，除配合著實踐哲學主題外，現在對先驗哲學、啟蒙

哲學的重新研讀也不例外。

於是在 2003 年暑期，首先利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與台大東亞文明

研究中心合辦「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主題計畫的邀稿機會，撰寫論文〈生活

世界與理解溝通〉一篇，發表於同年 11 月 14 日在台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舉辦的

該系列第一次小型研討會中。這篇論文不僅開啟前次連續三年專題研究計畫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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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正式發表文章，也替後來的研究論述定出一範圍方向，且文章事後經多次討

論、修正與擴充後，已交由中研院文哲所編輯委員會審查通過，刊登該研究所出

版系列專刊，由劉述先、楊貞德主編的《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一冊專書論文

集 75 至 109 頁。此書因編務費時，遲至今年 2008 年才以《當代儒學叢刊》方式

刊行，書中並註明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 91-2411- H-004-004 成果。

﹝NSC 92-2411-H-004-002 / 2003 年 8 月 1 日至 2004 年 7 月 31 日﹞

前次三年期研究專題計畫的第二年度研究主題「風險與責任 / 道德與倫
理」，進行期間探究內容依然環繞著「生活世界」的概念為中心，深入到有關人

類知識與道德上所謂「共同感」或「共通感」(sensus communis)、社會群體的「團

結」或「凝聚」(Solidarität)、以及詮釋學促成「相互理解」(Verständigung) 與溝

通行動理論達致普遍「共識」(consensus) 的問題，因而能結合多方面的研究心

得而能有較豐富的成果。較早之前，就有在台大哲學系的學術演講稿一篇〈論述

倫理學中的「應用」與「責任」概念新探〉，探討 Karl-Otto Apel 先驗語用學中對

「應用」與「共同責任」問題的實踐考量，以及另外論述當代哲學詮釋學在以語

言為中心的存有學轉向下，其實根本就是實踐哲學新型態的呈現。連同這次新的

三年期計畫執行，相關議題的幾篇舊稿或半成稿，待稍後仍有機會整理完成，將

會視適當時機與會議場合陸續發表。

正式發表方面則利用參加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2004 年 6 月「詮釋學與中

國經典注釋」學術研討會的機會，於 6 月 3 日在宜蘭礁溪宣讀〈共通感、團結與

共識：對當代詮釋學思考下的相關實踐議題之審思〉，為三個年度中的重要而切

題的成果之一，特別是針對著前兩個年度的研究所得。這篇論文不僅刊印於佛光

人文社會學院哲學系的大會論文集，當年年底經修訂擴充後，業已收入洪漢鼎主

編的《中國詮釋學第二輯》﹝山東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出版﹞第 94 至 109
頁刊出，註明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NSC 92-2411-H-004-002 成果。

﹝NSC 93-2411-H-004-001 / 2004 年 8 月 1 日至 2005 年 7 月 31 日﹞

前次第三個年度研究主題已如前兩節所述為「全球化思潮與跨文化研究」，

其研究目的、背景與初步心得亦如前所述，已正式發表論文一篇。第三個年度仍

延續前兩年成果，繼而就詮釋學對當代實踐議題的基本探問態度和評論取向，進

行綜合而整全的評量。其間 2004 年康德逝世兩百周年，配合國際間康德哲學研

究議題再起，紀念性質學術會議頻繁，且研究課題翻新的情況下，政大哲學系也

於 9 月底舉辦一場國際性盛會，本人除推動邀請約稿等會議籌備工作外，自己更

配合詮釋學問題意識，撰寫有關康德《何謂啟蒙？》中自我思考與思想定位的論

文一篇，目的也是在於對照出康德與當代詮釋學對於 “sensus communis” 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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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因而與第二年度主題研討相連貫。論文初稿〈指南山麓論『指南』：康德

哲學中『啟蒙』與『思想中定向』問題的探討〉宣讀於 9 月 30 日首日議程，審

查修訂後正式刊登於《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 13 期 63 至 98 頁﹝2005 年 1
月台北﹞。這篇論文事實上決定了現在正結案的新的三年期專題研究計畫的一個

出發點，也是康德整體啟蒙哲學的真正關鍵，值得再三探索。

2005 年暑期筆者曾至澳門發表第三年度主要撰寫的論文一篇，題目為〈全

球化與文化際理解溝通：詮釋學對話模式的適用性探討〉。此文註明國科會專題

研究計畫 NSC 93-2411-H-004-001 成果發表後，已刊載在山東大學出版社由洪漢

鼎、傅永軍主編的《中國詮釋學第三輯》第 43 至 55 頁﹝2006 年 3 月﹞。同年

12 月 10 日，再利用此次第三年度研究所得，於台北景美世新大學主辦的「詮釋

學的新動向座談會」上，提出名為〈論詮釋學對話的發展〉的報告，等同對當前

盛興的文化際詮釋學對話的一份較新的考察兼方法論檢討，故有相當重要的切題

性與切時性意義。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由於數量過於龐大，而且於當初的計畫書、兩次期中精簡報告

裡多有重複並逐次增加或淘汰，同時在這份期末報告附錄的四篇附件論文裡，每

篇都各有清楚交代，因此可以避免。以下所列少量幾種，則是第三年度新發現且

意義重要，甚至曾因研讀而令筆者在執行的中期、後期改變若干見解的資料，現

階段特別重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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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es Jahrbuch für Hermeneutik 3 (2004): 203-220.
Edward Eugene Kleist: Judging Appearances. A Phenomenological Stud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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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計 17 頁 / 18130 字 / 《中央大學人文學報》正式刊登稿﹞

附件二：

〈佇立時間邊緣的希臘神殿：〉

〈從《藝術作品起源》回探《存有與時間》的詮釋學出口〉

﹝全文計 24 頁 / 24151 字 / 會議後修訂稿 / 審查通過刊印中﹞

附件三：

〈『誰是我們？』/『我們是誰？』〉

〈─ 從 1930 年代海德格一個「政治」問題看「技術」問題的探討〉
﹝全文計 17 頁 / 13600 字 / 會議宣讀稿﹞

附件四：

〈事過境遷？ ─ 重訪海德格的「現象學之路」〉

﹝全文計 15 頁 / 13018 字 / 會議宣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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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與詮釋：

論高達美如何理解康德《判斷力批判》

張鼎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005/5/20 初稿宣讀

2008/3/5 修訂後文稿

高達美在討論二十世紀初始之哲學基礎時，曾明確列舉出他心目中，就西方

之哲學傳統而言，最為重要的三大思考交談的對象，他們應該是：

(1) 希臘人﹝他特別指名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二人，卻有意合兩者為一﹞，

(2) 康德﹝可視為近代以來、主體性哲學先驗奠基的主要開創者﹞，

(3) 黑格爾﹝可視為古典德國觀念論、思辨性辯證法哲學之集大成者﹞。1

但是 1960 年高達美的傳世著作、二十世紀詮釋學經典之一的《真理與方法》

問世，其第一部分為首，於深入探討藝術經驗之真實面貌、探討藝術活動中之理

解如何發生的問題，以做為他闡揚詮釋學理念之必要切入點時，他卻對康德《判

斷力批判》的許多觀點都提出相當強烈的批評；他有意援引黑格爾的藝術哲學、

海德格的美學作品存有論，甚至於亞里思多德的實踐哲學及悲劇理論、詩學，以

對照出康德美學的若干缺失。那麼，看來他和康德的首度交談，至少在美學論述

方面，是呈現出了否定多於肯認、批評超過接納的態度。而我們閱讀文本而進行

詮釋，至此難免要問：他究竟是如何理解康德的《判斷力批判》的？

本文將要指出，其實《真理與方法》第一部分的論述裡，高達美有他自己獨

特的哲學實踐與關注焦點，已然包含著他的詮釋學思考的完整主張。他所推展

的，是和康德完全不同的思考任務，以回應今非昔比的時代要求。然而，本文同

時也須回到康德第三《批判》，發揮詮釋學「文本再詮釋」的精神，進一步檢討

高達美對這部哲學名著的理解、詮釋和種種評議，甚至對康德的哲學立場，是否

會讓人有偏讀、誤讀或太快下定論的疑慮，是否曲解或故意忽略了康德原旨。因

1 見〈二十世紀的哲學基礎〉一文，Kleine Schrifte I (Tübingen: Mohr 1967) 147 頁。以下凡引用
高達美四冊短論文集 (Kleine Schrifte I–IV / Tübingen: Mohr 1967-1976) 都標示為 KS 加冊數再
加頁數，若引用 10 冊的著作全集本 (Gesammelte Werke I - X / Tübingen: Mohr 1986-1995) 則為
GW。又上文括弧中為本文作者所加按語，也是一種評論。事實上，高達美一向推崇希臘時期的
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二哲，而對近代黑格爾哲學的理解與詮釋，更是用功甚勤，但是相對的，他
和康德的立場似乎距離較遠。何以致此？有無調和的可能？這也是本文的重要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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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有心讓兩百年前的哲人經典，能夠再度就其自身之前後脈絡﹝上下文﹞

和學說系統定位而說話，俾便和高達美的、或任何其他當代新的詮釋進行對談。

若此，本文可視作是對高達美「交談對話詮釋學」(Gesprächshermeneutik) 的適

用性的，一個既是其具體落實、又兼作案例檢討的發言。

以下，本文先討論高達美對「審美意識」(das ästhetishe Bewusstsein) 的綜合

批評和議論，那是他早期面對康德時，最明顯的「前理解」和「前判斷」，或說

「前見」﹝I﹞；再則實質進入《真理與方法》裡指責康德所言審美「趣味」

(Geschmack) 不起認知意義、脫離倫理教化內涵等立論失當﹝II﹞；然後是他批
評康德美學「自由美」之區別於「依存美」、和「自然美」之優先於「藝術美」

的主觀抽象性，以及高達美自己「審美無區分」的糾正性殊異主張﹝III﹞；最
後從康德論「美的藝術」首選之詩作藝術 (Dichtkunst)，從構想力與悟性於人類

語言表達中之自由共作、相互結合，探問《判斷力批判》思考與詮釋學之間視域

融合的可能﹝IV﹞，再於結論處，指出一些關於康德此書當代詮釋的問題﹝V﹞。

I

高達美的詮釋學出發點所以會選擇「藝術」(Kunst) 為論域，一則如大家熟

知，是因為他對近代以來科學方法論成效的質疑，對追求科學與技術進步凌駕一

切其他價值之上的反抗。但次則，哲學上更具深意的，則是因為他長期反對「主

體性哲學」與「意識哲學」奠基式學說建構。顯然，在藝術欣賞、審美活動間，

整體而言，其距離科學方法論統轄的核心範圍最遠，最不受到此等拘束，同時又

無須刻意堅持一時時抱客觀審判態度之主體；在藝術的領域裡，鼓勵的是藉由欣

賞而領會，反而會強調我們能與作品對象密切互動，甚至融為一體，開啟一個最

自由生動的自我成長空間。甚至連自古即存的詮釋學這門學問，長久以來，與其

說是一套方法規則的考察，不如說原本即屬於一門「藝術技巧之學」(Kunstlehre)：
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有足夠的人文素養，再加適度詮釋經驗，即可源源擷取

一切可共享的理解資源，其成效遠超出任何固定法則、已知步驟的限制之外。《真

理與方法》從剖析藝術奧秘開始，擴充轉進到一切歷史精神科學領域中共同的真

理問題，最後歸結於語言對話間之無窮存有張力中，皆可依此觀之。

於是高達美 1960 年著作的三大部分，分別可視為第一部分藝術領域，是在

對鑑賞者或創作主體﹝天才﹞之審美意識進行批判，及至第二部分，對精神科學

各學科間的歷史學意識 (historisches Bewusstsein) 批判，而第三部分語言問題轉

向下，再轉變為對獨白式說話者意識和語言工具論的批判。這樣的全書解讀策略

之實際可行，正足以說明高達美之批評康德美學的徹底主觀化與形式化，不僅其

來有自，且早已根深柢固，而表達得相當強烈。於是他這部主要著作，一開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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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科學方法論和方法意識，以拉開哲學詮釋學與舊有方法論詮釋學的區隔；且

與此同時，在重新探討一些較明確方法目標更具主導功能的人文主義傳統，例如

「教化」(Bildung) 等幾個概念之後，立即拉出一連串對康德美學缺失的數落。

可以說，他暫時避開正面去詮釋康德單一著作、或康德整體學說的工作，卻把對

康德美學的質疑，當成發揚自己詮釋學理念的借力發揮點。

若如上述，則藝術領域內，最大的癥結正是他對一般所說「審美意識」的徹

底不信任。尤其發展到「天才」(Genie) 概念的引進和其相關的問題處理上，他

與康德學說對抗尤甚，認為康德美學，走向了背離現實的鑑賞與創作之雙重主體

性奠基的道路。這點，可從他本人倡議的詮釋學，從不追究無意識的原初創作情

境與原作者意圖，但一向著重作品欣賞的成效與實際受用，強調自我轉化與自我

理解，可以略窺一斑。在他看來，「審美意識」認真考慮下，會與前述一味追求

歷史客觀性的史學意識同樣危險，誘使人誤把歷史或藝術始終放置在主體意識活

動的對立面，是去接受審查並嘗試掌控或加破解的對象，被異化成為與己毫不相

干的事物，從而無法真正進入其間、展開互動，無法看清楚人自身之歷史性存有

方式，以及人隨時受到「實效歷史」(Wirkungsgeschichte) 作用的真實狀況。2

關於美學主觀化 (Subjektivisierung) 或美學主體性奠基方式不妥的原因，高

達美最明顯而直接的表白如下：『關於藝術的意識，審美意識，總是一個次要的

意識，它相對於從藝術作品而來的直接的真理訴求而言總是次要的。』(KS I : 102)
優先就主體性之確立上強求所謂「審美主權」(die ästhetische Souveränität)，可謂

是純粹的先驗理想性，若和我們實際接觸藝術時之經驗實在性相較下，會在在顯

得格格不入，徒增某種疏離或異化的結果，很不真確。因此稱之為「第二義的」

(sekundär)，亦即次要的，是衍生、歧出的東西，非根本性思維應當停留處。至

於高達美自己所重視而一路論述拓展的，則始終偏向於「藝術活動」，以及「作

品存有」這兩大現實經驗側面的詳盡發揮，不會特意標舉一「審美意識」。至於

他自己間接立論的「實效歷史意識」，也不忘重複聲明那已經更多的是一種關乎

理解發生的存有方式，而非僅為意識而已 (mehr Sein als Bewusstsein)。﹝KS IV:
203﹞

因此我們在《真理與方法》第一部分，讀到許多高達美自身的學說，有些是

整理重述，有些是適時創新，但是都脫離審美意識，轉而圍繞著上述兩個經驗實

在性側面，闡明藝術領域中的詮釋學經驗活動。關於前者，藝術之實際接觸與聆

賞活動經驗面，他提出的有「遊戲互動說」、「雙重模仿說」、「雙重表現說」，以

及哲學意味更強的特殊認識作用與自我理解說，精神交流與當下整合說等等都

是；而關於後者作品面，即藝術作品之事實存在與持久不衰，他又提出藝術作品

2 1962 年一篇論文〈美學與詮釋學〉(KS II: 1-8) 雖然並未特別討論康德，但立論反對審美意識
也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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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即表現 (Darstellung) 說、文學類作品特殊地位說，還有「全面中介說」、

藝術品與欣賞者的同時轉型共構說，以及藝術品「存有價值」(Seinsvalenz) 的孳

生增長說、審美擴張說等等，環環相扣而立論流暢。兩相比對之下，高達美斷然

捨棄審美意識而極力抬舉真實作品經驗，全面強調藝術領域內的認知轉化活動與

真理發生要素，積極鼓勵我們與各種與不同類型、不同時代藝術世界的親身接

觸、交流，因欣賞、接受而能達成分享和共有，都是屬於理解詮釋遠大於客觀批

評的活動，最後再統合收攝在詮釋學的豐富預期中，所以敢於大膽抨擊康德主觀

化兼空洞化的美學思考。至少 1960 年左右，他確實批評得相當綿密而犀利。

根據高達美的考察，「審美意識」說之弊端主要表現於三方面。其一是：進

入藝術領域時會喧賓奪「主」，不利於真正藝術經驗進行與欣賞活動之開展，減

低藝術品之存有價值與獨特份量。在這方面，高達美自己是用另一套刻意貶抑主

體能動性的「遊戲 (Spiel) 說」取而代之的。他主張：『遊戲的真正主體﹝…﹞

正是遊戲本身』(GW I: 109)。遊戲本身才是恆常的主角、才是活動的中心，而非
一置身事外的主體，於不受影響的情況下自由決定。真實藝術經驗，是緣由著傳

世作品存在，不時吸引住接觸者、成為觀賞焦點而實地帶動起來的。所以先承認

作品有意蘊、有內容，對我們隨時可以「有話要說」，這才是比審美意識之主體

更恰當的經驗方式。

弊端之二是：審美意識不但容易掏空作品的歷史文化背景，切斷創作及理解

脈絡的可連續性，讓作品無從提供至今仍為有效的啟迪與教導等言說內容，更會

『無法解釋藝術作品之無可取代性』(GW I: 156)。因為憑實而論，每一件偉大藝
術作品雖保存、流傳於現實世俗世界，卻往往表現出神聖而超越的精神性質，故

而為人珍視共賞，為繼續展現而善加收藏。這點，或許是受黑格爾美學「藝術宗

教」(Kunstreligion) 說影響，但高達美並未搬弄宗教藝術的說法，而是單純反問

審美主觀化、趣味化結果，該如何解釋一般文明社會都不容忍的「褻瀆藝術」

(Kunst-Frevel)，或反對「藝術名品破壞」(Vandalismus) 的共同現象何由產生？

藝術品的存有顯然是比一般的「財產」、「擁有」，包含有更高的文化價值與精神

意義，甚至早已超過主觀與特殊的有限性方式之外，贏得其普世的地位。

最後第三點缺失是：如果我們反過來，像高達美一樣，訴求教化社會中由於

豐富藝術作品帶動起來的全面參與、普遍分享及互通共鳴等外在非主觀因素，強

調個別主體於被動而忘我狀態下，實際促成自己與他人精神交流的層面，結果一

定會比康德單從純粹「趣味」或「共同感」這一主觀原則出發，以此為準去「強

求」(ansinnen) 所有的人普遍贊同更為貼切。所以詮釋學的美學立場是從一種特

殊的藝術經驗之時間性出發，著重藝術品實際存在而能讓我們佇足、逗留，以重

要作品超出個人其上的無時間性，令有限主體在此理解、詮釋，進行認知學習而

不覺無聊。換言之，我們應該避免審美意識堅持下，可如普通物件般將諸多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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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時作品並列排開於面前的「共時性」(Simultanität) 觀點，而採取每一優質作品

皆能與吾人當下精神充分交流的「同時性」(Gleichzeitigkeit) 觀點。

這節討論至此，仍只是對高達美一般而言，他和康德式美學保持距離的根本

前理解之探討；先指出主要是因為他自己 ─ 於海德格《論藝術作品起源》與黑

格爾《美學講稿》雙重影響下 ─ 反對美學領域之徹底主觀化，所以會特別針對

鑑賞者審美意識說，與創作者具殊異自然秉賦之天才說兩個康德學說側面，展開

許多深入檢討。其中前者，主張審美判斷的鑑賞活動必須嚴格立基於主體性，是

主觀的普遍性，而僅止於能提供範例的 (exemplarisch) 必然性；後者，則是為了

解釋何以作品產生的緣故，強行過渡到一特殊的從創作主體性出發之效果。甚至

說在天才的身上，其無從解釋的自然成效，還超過所有可能的人間學習與藝術蘊

釀之上。但無論是前者鑑賞者或是後者天才，高達美認為，兩者皆建立於主體自

身之先在能動性上為準，與他強調「遊戲」精神中由被動、互動間再轉而主動的

著眼點不同。這是根本的出發點、前理解不同之故，他於《真理與方法》出版先

後期間一再宣稱：『為了正確對待藝術經驗，我們必須首先展開對審美意識之批

判。』(GW I: 104f.) 而其結果，表現到包括對康德純粹鑑賞說與創作天才說的
雙面批判在內，以另行求取一幅圓融統合、的確像是在如實進行藝術欣賞活動的

面貌。總之，反對審美意識之先驗抽象化、反對審美主觀化，這正是高達美當年

理解《判斷力批判》時，最為強不可奪的前判斷，所有其他細節的討論，都環繞

著如此前理解的大方向而展開。此外，高達美指責康德美學的若干重點，事實上

也已成為目前研究第三批判及康德美學思想者無法迴避的課題，學界甚至還因此

有搶救康德審美判斷客觀性的訴求出現。3

II

其實回顧起來，1958 年高達美受命替海德格文稿《論藝術作品起源》(Reclam
1960) 撰寫導讀時，業已接受了作品美學之存有互動觀點。反之，他認為是康德

的哲學美學，不論就『觀看者之鑑賞和藝術家之天才，都一樣讓人掌握不到有關

於概念 (Begriffen)、規範 (Normen) 或者規則 (Regeln) 的應用』 (Ursprung
100)，會呈現出欠缺客觀面與外在實際面與之相應的、純理論的建構傾向。所以

一方面，由於構想力和悟性的和諧相應，主觀上，意即僅止於在奠基主體之層面

上，審美判斷固然足以喚起某種生命情感的振奮，或心靈整體力量的提昇，促成

美學領域內關於自主性 (Autonomie) 的哲學論述，但其結果，卻可能成為自封

在內而無法跨出其外的趨勢。因此他當時緊接著直指康德而說：『另一方面美學

3 Kristina Engelhard: „Kant in der Gegenwartsästhetik.“Dieter Heidemann und Kristina Engelhard
(Hrsg.): Warum Kant Heute? (Berlin: de Gruyter 2003) 352 至 383 頁。其引述高達美對康德美學主
體主義批評的部分見 359 至 3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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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奠基於心靈諸力量的主體性上又意謂著一種危險的主觀化之開端。』(ibd. 101)
似乎儘管康德無此本意，也必須替後來的種種發展負責。我們在這裡，格外能瞭

解前述《真理與方法》開始的對「主觀主義」(Subjektivismus) 評斷之由來，尤

其關於藝術美的歷史人文探討，以及關於藝術中的真理之認識問題，這時候都被

他認為是康德美學無法適當處理的重大盲點 (GW I: 105)。

特別是如今高達美意在從古典人文主義概念著手，如「教化」、「品味」、「共

通感」、「判斷力」來展開詮釋、理解的詮釋學討論時，立即面對到同樣大量探討

過後三項概念內含，結果卻處處和自己想法相抵觸的康德美學。所以他率先指責

康德雖通篇議論「趣味」或譯「鑑賞」(Geschmack)，卻根本已抽去所有藝術真

理的內容規定，而康德探討「共同感」(sensus communis) 這個原則時，卻又避開

其政治倫理生活中的教化意涵。隨之而後，他更全面展開對美學主觀化與審美意

識抽象化的的一波波攻勢。其間，他所批評者也不完全出自康德本人學說，例如

體驗美學、審美教化、或 19 世界末波希米亞式藝術家等天才說流弊，但多少都

和康德哲學美學基本方向有關。同時，即使他直接指名康德所說者，亦會或有貶

或有褒，並不一味否定到底。況且所有這些評論稍嫌凌亂而交錯出現，不過整體

訊息卻予人非常鮮明的印象：上一節所說詮釋學藝術經驗理論，和康德式先驗哲

學之美學間，道不同不相為謀，不能再走回頭路。前者由歷史傳遞、文化造就的

豐盛經驗資源帶動並成長，後者則持續前兩部《批判》強調先驗哲學特質和先天

的純粹性 (Reinheit)，結果加深美學主觀化以及空虛不實的疑慮，甚至於延續至

今，造成藝術僅停留在『無利害關係之愉悅』(das interesselose Wohlgefallen) 這

樣空泛無實的感受狀態。4

因此，本節我們再依照高達美 1960 年《真理與方法》行文議論的順序，從

頭看他對康德美學中幾個關鍵字詞裡所呈現的美學觀念之批評。其依次為 (1)
共同感、(2) 判斷力、(3) 鑑賞或譯作趣味和 (4) 天才 這四個主要項目；其間更

細部穿插許多康德與非康德的進一步發揮，惟限於篇幅，無法完全照顧周到。

(1) 首先高達美於人文主義理想下探討的共通感 (sensus communis)，是一個

原本由希臘羅馬世代而來的拉丁文概念，最早發端於亞里思多德，在斯多亞學派

及中世紀皆甚為重視，近代初始也格外受維科 (Vico) 等人文主義及修辭學者們

依賴，代有傳續，直到 18 世紀仍然在學術領域內盛行有效。內容上這一概念包

括許多社會共通的行為實踐上的判斷標準，健全而一般都會有的常識，以至對公

眾事務合理處置、對公共福祉的適當安排等良好的共識、共見以及共同感覺。特

別是英語系﹝蘇格蘭常識學派﹞及拉丁語系﹝西班牙語及法國生命哲學﹞，無論

說共有、共通的 good sense 或是 bon sens，皆指一種對共同福祉與什麼是善的共

4 直到 1996 年接受 Jean Grondin 訪談回顧之際，高達美最堅持者仍是不能如此解讀《判斷力批
判》，見 Gadamer Lesebuch, hrsg. Von Jean Grondin (Tübingen: Mohr 1997) 2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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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覺與自然表現。其中會蘊含情感、機智、幽默、友誼、具渲染力的關懷、體

諒與同情，關愛與期待等人際要素，且確實構成社會生活的主要連繫力量，族群

與政體認同等凝聚溝通、團結一體之感。

用我們今天的語言來說，高達美心目中「共通感」是良序美俗不可或缺的條

件，未必須由近代以來法政思想的哲學基礎論述去証成，反而是一切法政社會合

理化思考所以有效的具體歷史與文化依據。因此《真理與方法》中探討「共通感」

概念時，也故意不去追究其「希臘的 ─ 哲學的」來源。(GW I: 30) 因為高達美
指出：這的思考發展至德國啟蒙運動哲學之際，除稍早一虔誠教派教士 Friederich
Christoph Oetinger (1702-1782) 為例外，卻在宗教與學術分離，嚴謹專一的學術

專業奠基工作之下，使得「共通感」走向形式化與齊一化的方向，並一律放置到

「自行思考」(Selbstdenken) 的奠基主體之中，所以比較適合譯稱為一種「共同

感」﹝其德文則為 Gemeinsinn﹞。尤其康德的啟蒙哲學，為區隔一般好像理所當

然、實則始終說不明白的所謂「建全人類悟性」(das gesunde Menschenverstand)，
為防止批判性哲學思維再走回宗教與情感狂熱式渲染鼓動的道路

(Schwärmerei)，於第三批判重啟「共同感」理論時，更加深了如此主體哲學奠基

式而非舊有教化傳統式的考量。

於是，高達美指稱發生於德國啟蒙的這一趨勢為『共同感之邏輯化

(Logisierung)』，是某種純粹的論理化，結果註定會喪失一切內容上之豐富積累與

承傳，切斷社會政治生活中倫理教化義涵 (GW I: 37ff.)。他認為康德美學即為一
顯例，Gemeinsinn 只是「虛給」而出或譯「先給」(vorgibt) 出來的一個鑑賞判

斷的主觀必然性條件 (KU §20, §22)5，且「鑑賞」這項先天進行判斷的能力，本

身也是康德所說的 sensus communis 主觀原則的一種 (KU §40)，缺乏人文歷史及
教化倫常的具體指涉，更毫無認識內容可言。異言之，當高達美與康德同樣使用

拉丁文 sensus communis 一詞時，其實是有很大的差異。當然，高達美這樣的講

法，似乎無視於康德本人對於審美共同感 (sensus communis aestheticus) 和邏輯

共同感 (sensus communis logicus) 間還有區分仍然十分注意，以及康德後來到

《邏輯學講稿》和《人類學》著作繼續探討「共同感」問題時，確曾有進一步發

揮和補充。6 但是如今，高達美為了強調作品美學，為了拯救或說正確對待藝術

經驗，他的康德美學詮釋卻深具疑慮，並且在這裡說出了一個可謂最為嚴重的評

斷：『奠立於康德之上的美學主觀主義與不可知論』7。

5 以下引用康德縮寫為 KU，若涉及章節段落主旨會直接用§段落編號，若涉及概念用字或直接
引言句則明確標示各版本共通的原始頁數。
6 「審美共同感」與「邏輯共同感」之分見 KU §40 第 160 頁註腳。另可參考張鼎國〈指南山麓
論指南─康德哲學中「啟蒙」與「思想中定向」問題的探討〉一文，《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
第 13 期﹝2005 年 1 月﹞63 至 98 頁。
7 “den auf Kant begründeten ästhetischen Subjektivismus und Agnostizismus“語見 GW I: 105 頁。按
康德原本是指「物自體」(Ding an sich) 不可知，高達美卻有意轉移到審美領域內批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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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繼的，哲學上原本深具認知統合意義的判斷力 (Urteilskraft) 一詞，高

達美認為，至《判斷力批判》裡也就縮減成單純為審美之事，亦即對於美的鑑賞

之活動：『因而對康德來說那整個能稱為一感官判斷能力的適用範圍，就只剩下

審美的鑑賞判斷。』(GW I: 39) 人間活動裡，原本表現極為豐富而多樣的判斷能
力，若只針對如何進行美的鑑賞而發用，這樣當然算是一種有效範圍上的窄化，

況且康德主要談論的都還只是自然美為優先而已。但其實，高達美並未進一步探

討審美判斷之後的〈目的論判斷〉的部分，他僅只批評到天才說之後就完全不再

跟著康德走。目的論判斷當然亦為一種判斷，比審美更無須經由感性取材，而結

果正成就更高層次上自然與自由、理論與實踐的緊密聯結，其同樣不具備另行提

供知識增長之功效，卻能夠替《僅為理性範圍內之宗教》及《實用觀點下的人類

學》提供更完整充分的準備。

如此就高達美看來，不論是共同感或判斷力，在康德那裡都因為過度的主觀

先天性立場，既不利於實際經驗的發生、或實踐知識活動的進行，也不易獲得有

認知成效的自我理解的果實。高達美自己的意見相對顯得十分積極：他不會執守

任何美學的先驗目的，而是把對象明確、且內涵豐盛的藝術經驗，拉進到一種更

接近詮釋學式的自我理解之實效上衡量。他自己一貫主張：『藝術就是知識

(Erkentnis) 而且對藝術作品的經驗是讓這樣的知識成為共有分享 (teilhaftig)。』

(GW I: 103) 這是他暗諷康德式的審美不可知論之理由，也唯有這樣才符合人文
教化傳統的、而非徒然標舉一些先驗特徵的經驗美學意義。反之康德美學因奠基

於「純粹鑑賞判斷」，對藝術之承認即變得不可能，遑論透過藝術而增進知識見

聞，開展眼界而能夠理解自我。這是康德要付出的代價：『他否認 Geschmack 的

知識意義。它是個主觀原則。』(GW I: 49) 而對高達美幾乎不言而喻的是：『藝

術作品的經驗包含著理解，本身表現著某種詮釋學現象。』(GW I: 106) 所以他

甚至敢於宣說：『美學必須歸併到詮釋學裡。』(GW I: 170) 因為他始終確信：詮
釋學擁有遠比審美意識及史學意識更為寬廣而開闊的人文教養空間。

(3) 因此，同樣有別於康德第三批判，高達美自己所講的 Geschmack 概念，

中文比較適於譯作「品味」，而非康德意義下完全不涉及內容意思、又無關乎評

價衡量標準積累的單向主觀「鑑賞」或純粹的「趣味」。8 這其中也讓人明白發

現兩者之間極大的差異。高達美認為，從整體社會實踐而非個人主觀的鑑賞進

行、或趣味發現的活動來看待，他所認知且贊同的「品味」不僅代表生活提昇、

風格講究等一般現象，其間也更多可資學習、玩賞、比較、褒貶、評論的認識素

材，同時也往往是群體社會中教化禮儀是否全面普及，而其中又會包含著何等內

8 Geschmack 以往宗白華中譯「趣味」與「品味」似乎很接近，但近年來鄧曉芒譯「鑑賞」更為
精確並漸為通行。然而高達美對「教化」、「品味」概念史的追述，確實看得出來是和康德大異其
「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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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之重要指標。所以他說：『品味絕不限於就其裝飾性上被規定的自然美和藝術

美，而是包括著道德和禮儀的整個領域』(GW I: 43-44)，是一個被抬舉到相當高
度的自為標準。9 換句話說，對高達美言品味是表，共通感是裡；風雅應該不只

是個人品味或風格的主觀突顯，更如實反應著整個社會禮儀教化的傳達流變、提

昇向善，以及其間彼此相互接納與調整適應的整體風貌。

這裡看得出高達美對「品味」寄予高度推舉，同樣是根據他一整套的「教化

人文主義」(Bildungshumanismus) 以申論：『品味還遵循著一種內容上之尺度。

在一個社會裡有效的東西，哪種品味支配於其中，這就鑄造著社會生活的共同

性。一個這樣的社會選擇出來也會知道，什麼屬於它而什麼不屬於它。』(GW I:
90) 換言之，有怎樣的藝術家們、創作出怎樣作品而為社會所接受、欣賞而珍視，

正就反映出這個社會的整體生活格調，與其中所共同表現的理想品味之統一性。

品味當然沒有絕對的良窳優劣的評量標準，然則有品味和沒有品味的差別卻是明

顯的；因為品味始終在繼續發展創新及重新整合之際，而且從教化社會的觀點

看，好的品味的相反不是壞的品味，而是根本沒有品味 (GW I: 42)。

高達美用美和品味的向上發展能量相互覆蓋與重疊，具體落實之間，以達成

美善合一的理想教化社會，至於康德提出的，則是「美為道德善的象徵」(§59)
之點到為止的抽象說法，確實存在著極大差異。尤其 1960 年《真理與方法》裡

因為強調文學、文著的重要性，他在析論「象徵」與「譬喻」之別時，是特別著

重古典修辭的「譬喻」而相對減低現任意義的「象徵」。所以他說正像一個成功

的譬喻不是論說的基礎而是論說的完成一樣：『﹝與康德不同的，﹞品味確實並

非道德判斷的基礎，但卻是道德判斷的最高實現。』(GW I: 45) 甚且由實踐哲學
觀點研之，整個希臘生活世界裡，其城邦社會規範與實踐哲學理想，最終都適足

以表現『一種好的品味的倫理學』(ibd.) 而彰顯出一整個時代的教化理念。這在

以鑑賞與天才為主軸的形式美學學說裡，卻無由出現；或許我們持平而論，最多

只能討論此一美善世界或「目的王國」出現的可能性條件與基礎，未展開任何對

於如此社會的實境描述與內涵詮釋。人間社會，的確應該是一個追求美與追求善

並行的、美善合一的世界，但高達美認為，良好品味更應該是其具體表現，而且

豐富多樣、變化無窮而不定於一尊，不去冀求齊一的基礎和絕對的統一。

當然為了不要誤讀康德，高達美也不忘提醒讀者：康德討論 Geschmack 時，

畢竟還保留住其中的人際交往意義，即社交意含﹝Geselligkeit / 即中文所謂「以

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可溝通性與可傳達性﹞。這或許正是康德論「共同感」與

主觀認定上之可傳達性、可溝通性 (Mitteilbarkeit) 的一個很好的註解，若加發

揮闡明，未嘗不能找出與詮釋學理論相通處。但高達美已認定康德講

Geschmack，是只滿足一個先驗立基的哲學系統之功能，是只對審美判斷力自身

9 高達美與康德至少有一點趨於一致，亦即同樣贊同古諺所說關於 Geschmack 是無法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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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有興趣：『因此對康德來說，重要的只是純粹的鑑賞判斷。』(GW I: 49)先天
的、先驗上論說的一項共同感受之能力而已。於是像《純粹理性批判》以及《﹝純

粹的﹞實踐理性批判》一樣，《判斷力批判》也是擺脫開一切歷史性實際存在的

藝術作品，而直接談論可能的藝術經驗之停留於「純粹性」的美學著作。在他看

來，「純粹的」鑑賞判斷與「無關利害的愉悅」兩者，遂成為康德美學對真實藝

術經驗問題所能提供的單薄答覆。

(4) 最後一項，當康德講到「天才」(Genie) 時，對高達美而言，無異又是

另一個先驗原理的突兀出現，不但讓他表示出不能理解的態度，更對因此而隨後

出現的一連串屬於藝術世界之特殊現象，提出不少評議 (GW I: 63ff.)。康德雖然

明白宣說：『美的藝術就是天才的藝術』(KU §46)，但其先驗哲學系統上倚重的
卻是自然美優於藝術美，以及他有關於「壯美」或「崇高」(das Erhabene) 的學

說，§50 節甚至有『大力修剪天才的想像力雙翼』之說。可見天才說遠不及鑑賞

說重要，而且格外值得注意的是：高達美對康德美學思考的評議間，幾乎未有一

言提及「壯美」或「崇高」(das Erhabene)，卻緊追著其天才學說未必是出自康德

初衷的一些缺失，一路抨擊討伐。這點，我們稍後於本文結論處再加討論。

因此，高達美要指出對康德而言，雖然原則上『鑑賞是和天才站在同一基礎

上的』，但畢竟『天才概念的系統意義是限制在藝術美的特殊情況下，反之鑑賞

概念才為普遍的。』(GW I: 59) 天才說有其特殊需求，好像是為了從自然美強行
過渡到藝術美才出現，而且究竟而言，其身亦為自然中的天賜寵兒。天才的出現，

反而漸次造成某種局外人的游離身份，獨來獨往，所謂如魚如鳥一般自由，不問

世事，單純地為追求藝術而藝術。藝術家的活動既無涉利害酬勞關係，不具世間

任務，同時又置身任何偶然機緣 (Kontigenz) 的環境遭遇之外，脫離社會現實的

牽制與羈絆，甚至也不受禮俗與文教的約束。(GW I: 93ff.) 於是到康德之後美學
思想，天才於藝術創作中的地位益發舉足輕重，但卻也離世益遠，形成追求唯美

或「獨立的美學王國」等現象。此等雖非康德原罪，卻是藝術脫離現實之始。

《真理與方法》裡指陳天才概念始自康德，原意為答覆藝術品創作之由來，

後來卻成為審美教化說、體驗美學，浪漫主義個體性形上學及無意識創作說的濫

觴。如果現在再放進當代詮釋學的脈絡當中，天才作為藝術作品起源的一個說

明，儼然會像一個比「作者意圖」(mens auctoris) 更加不可捉摸、非比尋常的「原

作者自身」，較所謂的「作品自身」更遠離於我們的詮釋理解，成為某種純粹的

「在己」(an sich) 而非「為了我們」(für uns) 的存在。詮釋學講求的藝術欣賞方

式，則始終為有意識、有成效的理解和詮釋活動，能夠視某物為某物 (etwas als
etwas)，從內含和義蘊的多重側面加以認知把握，從而進行內容明白、可傳達的

對話溝通，而遠超過只是寄望於無意識創作的主體 ─ 天才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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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節

高達美深受古典研究的薰陶，對藝術史及詩歌文學作品極為嫻熟，雖然哲學

上因海德格而接近過現象學，卻自有一套融合柏拉圖對話與黑格爾辯證的對話詮

釋學。他始終認為，無論審美意識的突顯，或主體性哲學的確立，都並沒有這麼

重要，非此不行。藝術經驗應該以作品存有為中心，現實地拓展擴充，而其存有

方式即其「表現」(Darstellung)，包括繼續表現和讓其表現；真正藝術活動就是

「表現」、「表達」，或如前述「藝術作品總是有話要說」而能說出其意義內涵。

Darstellung 此概念還可譯成「呈現」、「展示出」、「演出」，包括語言描述及形象

表現到身體姿態的「扮演」；因而從靜態物的文字閱讀、繪畫凝視、雕刻觀看，

到建築古蹟巡視，以至更具流動性的音樂詮釋、戲劇演出、詩歌吟誦及其聆聽、

觀賞皆然。這方面高達美自己的主張是：『藝術的存有不能被當作一審美意識的

對象而被規定，因為反過來說審美的行為要比其對自身所知者多出許多。審美行

為是表現的存有過程的一個部分 (ein Teil des Seinsvorganges der Darstellung)，而

且本質上歸屬於遊戲之作為遊戲自身。』(GW I: 121f.) 遊戲說與表現說，才是
真正構成高達美詮釋學藝術理論的核心。

於是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中譯「審美無區分」或「審美不區分」(die ästhetische
Nichtunterscheidung) 的主張，被認定將會更適切於要求多方搭配、共同組成的

遊戲說格局，以及表現說所欲調和出的普遍參與方式和共作效果。當然，這是個

高達美自鑄之詞，他時而稱之為一「學說」(Lehre)，但時而又直名其為一個「非

概念」(Unbegriff, GW II: 14)，似乎表白他藉此僅只志在破解什麼而非取代、覆
蓋之；並非認真另立一套周全新說，而只嘗試打開某種因過度區分而自陷其中的

哲學設定。因為真正造成審美意識僵化的，其實就是種種不當的審美區分，諸般

因抽象隔離與強自劃分而造成的封閉性，而相對應於前述第 I 節對審美意識的批
判，他始終還想強調：甚至一切審美區分，基於「審美意識」而成立的「審美區

分」，也總是次要的。「審美不區分」因而是故意『有別於區分』(im Unterscheide
zu der Unterscheidung) 而來的，可以一則更忠於無我投入的藝術活動精神，再則

避免阻撓認知途徑的抽象隔絕。(GW I: 91ff., 122, 144, 403, 479)

因此不論遊戲說與模仿說裡，高達美都大膽啟用「審美不區分」，貫徹詮釋

學反對不當區分與難消解對立的特殊任務。『很清楚的：在模仿中被模仿的、由

詩人刻劃呈現出的、由表演者表現出的、被觀眾認知到的東西，都那麼是所意謂

的東西 (das Gemeinte)，那麼是表現活動的意義所在之處，因而創作活動或表現

成果本身根本不可能從中抽出而提取開。』(GW I: 122) 真正的藝術作品，都藉
由這樣的演出和表現機會而獲得存有、也延續住其存有，隨時再發揮出並印證著

其不可取代的藝術價值。『如果人們仍要區分，只會把刻劃手法和使用素材，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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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觀點﹝理解﹞和創作過程分開。但這些區分都是次要的。』(ibid.) 當然，一

般所知的藝術評論，以至業餘的一般討論，難免也會剖析分明，專門從事於各種

創作手法、風格、素材、效果方面各自差異的細節評述，但就每一個人無須任何

指導、訓練皆可嘗試的藝術欣賞言，基本要求的仍是親自接觸，在某種融會貫通

而無分區隔的當下具體情境間，直接發現到受啟發感動的整全效果存在，甚而因

理解而引起自我改變，不止於單純地感受到娛悅而已。10

所以事實上，如何能夠讓一幅內容傳佈上意涵豐富且形態多變，而更具有普

遍社會參與及觀賞共鳴的藝術活動整全的圖像鮮活呈現，以說明無所不能的藝術

任務和無所不在的藝術品味，揭示藝術與真理間的密切關係，這才是高達美詮釋

學關心的問題。從藝術之真正表現這個過程是「審美不區分」來看，藝術活動間

形式與內容的，主觀與客觀的，內在與外在的都密切相應而交織在一起；那麼一

切自然美與藝術美之分、自由美與依存美之分、甚至決定判斷與反思判斷之分皆

屬多餘。這裡我們也必須再分別提出一些說明。

首先，眾所周知的，康德《判斷力批判》一開始區分了讓「特殊者含攝在一

給定普遍者之下」的規定判斷，以及「為一給定的特殊者尋求出普遍概念」之反

思判斷兩種不同判斷，先天立法能力。(KU §IV) 審美鑑賞判斷，所依據的往往

為後者，具特殊的反思性格，而能主觀上提供範例的 (exemplarisch) 必然性。現

在，高達美卻借力黑格爾而加指點：『真實無妄的判斷力總是兩者兼具的。』(GW
II: 455) 法學上的實務推證判斷，以及藝術理解間的意義獲取和意見交換，都能

說明知識上、與理解詮釋上對普遍者與特殊者之間的討論和決定，從來不會僅止

於單方向的活動。

以法詮釋學上法條普遍性及案例殊異性而論，最能說明這點：『人們將一特

殊者收攝 (subsumiert) 至其下的普遍者，也正因此而繼續決定著自身。因而一法

條之法理意義透過司法審判而決定自身，並且原則上其規範的普遍性也透過案例

具體化決定自身。』(GW II: 255)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應用法規以判案時對普遍

性原則的『創造性的法理補充（Rechtsergänzung）』（GW I: 335），與藝術欣賞活

動裡原本存在卻略有模糊的「尺度」或「概念」，會一再被『審美地擴張開來』

(ästhetisch erweitert)，這兩種詮釋學理解的情形之間若兩相對照起來，實有異曲

同工之妙，這也印證《真理與方法》第一部分常有第二部分的準備工作在內。

其次，康德美學為銜接目的論判斷前的一特殊領域，雖強調感官活動與審美

娛悅間的鑑賞判斷，卻不必等面對高度人為創作的藝術品之際才發生。美是生活

於自然間，隨處可見令人愉快的事物，無須概念知識的幫助也不牽涉到任何利害

關係，而是時時湧現的良善美感，發現事物之合法則與合目的性，可接近、可欣

10 《真理與方法》裡特別以亞里思多德著名的悲劇理論為例，提出生動說明。(GW I: 13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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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一切盡在無言中。這就是自然美優於藝術美，並由此確定目的論的中心地位。

高達美則指出：『然而康德在藝術美與自然美的區分裡有一不可否認的弱點：在

藝術的情況下，按照康德，構想力的「自由」遊戲是關係到「給定的概念」的。

藝術美不是「自由」的，而是「依存」的美。這裡康德陷入一錯誤的二選一，一

邊是表象一客體的藝術而一邊是不表象一客體的自然，而未能從表象活動﹝亦即

從一客體的「概念」﹞去理解自由為一種內在於創造性藝術本身的變化活動，自

身就具有對真理的特殊關係。』(Relevance 164)

康德等於是把所有的好處都歸給自然美，其具有優先性，又起一道德善象徵

的作用，甚至對藝術創作活動最具貢獻的天才本身，亦為自然中之特出優寵。但

高達美卻無法同意，不同意這一區分的重要性，更不同意自然美之特顯突出：『我

們將必須承認：自然美並不以同樣意義講話，像是由人所創作並且為了人創作的

作品，像我們名之為藝術作品的東西那樣向我們講出什麼。』(GW VIII: 3) 他甚

至認為：反過來看康德會偏好自然美，正是因為自然美缺乏特定表達力

(Ausdruckskraft) 的反面例證。(GW I: 57) 不同於由人所創作給人的世間繁富作

品，自然美最多起一象徵的作用，並未也不需要講話，未曾表達過或表現出什麼。

語言活動或意義表達溝通等，在此似乎是不相干的事情，因而當然也就沒有詮釋

與理解的發展空間。

整體而言，康德的種種區分，都有其第三批判的自身任務與系統內在理路上

的要求。高達美則不然：『毋寧說自然中和藝術中的美，都透過那整個人在倫理

現實間拓展開的美的海洋所充沛起來。』(GW I: 44) 這該是最能夠表達其審美不

區分和審美擴充說的一個句子，幾乎讓人提前聽到「詮釋學宇宙」的宣示。如此

可知，構想力的豐富創作力以及它和悟性﹝概念能力﹞的和諧並興、且充分自由

的交互作用，才是高達美認為真正值得重視者。既不忘卻可能起自實踐中因緣際

會之偶然興趣，也無法排除客觀概念知識的傳達內容，以及諸如風格轉移、鑑賞

品味高下等實質性的藝術哲學問題。相對於康德，高達美倡言審美無區分，倡言

藝術美反優於自然美 (GW I: 57 et passim)，似乎想要把僅發生於構想力自由創作

與悟性合法則性要求間，一場依舊停留於主體內部的遊戲，提早轉看待成外在發

生於你我對話交流間的視域融合。

審美無區分不但否定審美意識之區分，同時也徹底取消一種藝術作品自身

﹝純粹作品在己、作者意圖、原件、原初客觀標準﹞的想法，讓藝術之所以為藝

術的重心放到其不斷得到表現 (Darstellung)，一再重演、重現而為後人接受的

mimesis 雙重性格當中。但發展至此，是否一連串總結於「審美無區分」的評論，

讓他和康德漸行漸遠，也完全無視於康德先驗哲學系統其相關分析與整合的要

求？﹝分析列舉 ─ 推證為真 ─ 辯證駁偽﹞？或說審美無區分是否也毀去美

學獨立自主領域內的概念清晰性？如若高達美自己也承認這是個「非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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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begriff)，那麼對於只在意修辭表達效果，意在找出貼切恰當字詞傳達而不拘

限概念形成的詮釋學思考，看來根本不成問題。果真如此，或許「審美不區分」

根本上早已可看作他後來討論經典詮釋時，交談對話間「視域融合」理解發生的

一個美學前兆。

第 IV 節

以上我們看到高達美對康德的批評與不滿多且密集，交錯出一幅和詮釋學理

想相去甚遠的圖像。簡化說，他以審美意識的不當設定和主體性奠基為批評起

點，以「審美無區分」的提出作總結。的確，審美意識不算什麼。有鑑於真正被

稱作「經典」的作品所能向我們傳達、告知的豐富義蘊 (die Fülle)，審美意識說

徒然阻礙交流與理解。(GW II: 223) 詮釋學一向看重經典，看重傑出的文本與卓

越的作品，其中美不勝收的精神啟迪效果與文化傳承使命，有如藝術殿堂裡當作

人類集體業績般供奉的公有遺產。11

康德開始時確實是集中於自然美，對美的鑑賞如此，至天才與壯美出現時亦

且如此。自然中的對象之為美，撇開認知概念之歸攝作用與實踐興趣之利害掺

雜，因而是純粹的鑑賞活動。但事實上，同樣眾所周知的，康德對審美判斷的討

論雖然集中在鑑賞之上，但他對鑑賞可能性條件的先驗推證直到§59，到直接把

美看待成道德善的一個象徵之前，整個推證合理化過程仍屬尚未完成。美作為自

然中應有、應出現的道德善的象徵，針就這一點而論，康德畢竟未淪為內容上完

全放空無物的格局，反而有其密實的論述結構基礎。

美，可以是自然美或者是藝術美，其間差別在於：『一自然美是一美的事物；

而藝術美則是對一事物之美的表象 (Vorstellung)。』(KU § 49) 但只要是美，我

們就『可以名之為審美理念之表達 (Ausdruck)：只是在美的藝術裡，這個理念

必須透過一個對客體之概念來促成，但在美的自然當中對一給予直觀之單純反

思，而不必有對象應該是什麼的概念，就足以喚醒並傳達那個被視為表達的客體

之理念。』(KU § 51) 當藝術美不得不搬上檯面之際，美不但更是審美理念的表

達，康德也不能僅止於用天才概念來解答所有的問題。因而我們還看到「美的藝

術」(die schönen Künste) 的分類問題、排序問題等等討論，且能從中發現極有意

義的發展，並非不甚重要。例如康德所謂「講話的諸藝術」(die redenden Künste)，
對詩的藝術、語言功效與修辭學之有限度的保留，這些都是除了「共同感」與「共

通感」間的可能關聯與銜接外，亦可提供詮釋學與《判斷力批判》接合的可能性。

11 高達美曾指出，康德否定語文學和歷史學研究會在美的鑑賞中有什麼幫助，精神科學在此甚
至喪失其正當理由的基礎 (GW I: 46)，但其實康德《判斷力批判》§60 論稱「人文學科」或「人
文教化訓練」(humaniora) 時，並未排斥文化或教養等前知識的形式，可提供預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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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達美之理解評論康德美學思想言，首先，應該要再深入檢討高達美「審

美不區分」(ästhetische Nichtunterscheidung) 的看法，指出這雖然有利於他的藝

術作品存有方式之「遊戲」(Spiel) 說，以及偏重觀賞者 / 詮釋者立場之「模仿」

(mimesis) 說，但是從康德哲學立場言，這卻是違背主體奠基批判所特別著重的

自主性原則的。如果一般而言，反思判斷與決定判斷、自然美與藝術美、審美意

識與審美對象、乃至於形式與內容、創作與材料之間完全不作區分，固然可擺脫

科學方法論入侵藝術審美的高度精神活動，卻也很容易陷入論理基礎上的進退失

據，混為一談。批判理論哲學家哈伯馬斯與 Apel 等，很早前就曾提出對詮釋學

說的批評，認為海德格和高達美真理思考中都嚴重欠缺一規制性原則 (das
regulative Prinzip)，在此處對照康德後更會顯得不容迴避。此其一。

其二，康德從審美鑑賞判斷中，所見及人類各種認識能力間的自由交互作

用，應該是他美學理論裡極重要的一個部分。一種真正能和諧並作於自身理性中

的認識活動，基本上是發生於每一理性主體自身當中，同時又能先天上確定其可

傳達諸其他同樣是理性存有的主體間的。12 這裡涉及的正是認識活動的基本可

傳達、可溝通性，據以要求『每一個其他人的同意』(KU §59)，這和高達美所言

相異視域間尋求的融合差異甚大。雖然康德也會用自由遊戲 (das freie Spiel) 或

者「共同遊戲」(Zusammenspiel) 這樣字詞，形容各種認知能力 (Erkenntniskräfte)
或是各種情緒能力 (Gemüthsvermögen) 間和諧無礙的共同運作狀況。相較下，

高達美「遊戲」之喻或「視域融合」(Horizont- verschmelzung) 現象，是否反而

會只是充滿善意期待的發生，而無須一種規制性理念或必然性的討論？若然，那

麼誰才會是真正主觀？這樣的詰問，現在若再回顧康德啟蒙宗旨來討論會更具意

義。﹝事實上 1980 年高達美回顧他當初認真處理遊戲概念的一處說明中，甚至

於表示：『我發現自己真正說來是完全站在康德附近的，當他談論起諸認知能力

之自由遊戲時。』(GW VIII: 204)﹞

其三，康德美學對某些特定「美的藝術」的分析，往往也並不含糊。例如詩

的藝術 (Dichtkunst)，即高達美所說的 Poesie，不僅被列為講話藝術之首，甚且

為所有美的藝術首選，審美價值地位最高層級者。﹝Dichten 會同時有「創作」

及「寫作」或「作詩」之意，但卻絕非沒有根由、毫無憑據的「虛構」或「杜撰」。﹞

高達美最重視的修辭學理念及修辭學傳統，並未在康德科學性奠基的思想中被完

全棄置不顧。康德真正貶抑的是暗藏特殊目標 (subreptiv)、針對特定說話對象

﹝群眾﹞而發的 (restriktiv) 說話技巧之雄辯術 (Rednerkunst / ars oratoria)，而

非能引起普遍共感的修辭學與詩學。(KU §51、§53) 簡言之，康德並未完全排斥

修辭學與詩學兩種「講談藝術」(die redenden Künste) 皆可列身「美的藝術」之

列，但兩者輕重顯然有所不同﹝『講話修辭藝術是把一件悟性的事情當作是一種

構想力的自由發揮來推動的藝術，而詩的藝術則是把構想力的一番自由發揮當作

12 目前較新版英譯本皆把 Mitteilbarkeit 譯作 communicability to others 即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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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件悟性的事情來執行』(KU § 53)﹞13；同時，康德也非常清楚一切哲學原理

一定要通過語言辯證的 (acroamatisch) 廣闊領域，而不是像數學理論般直接通過

公理 (axiomatisch) 去進行。

這不但可能相當符合高達美所言「講話優美」或「說得好」(ευ λεγειν) 與「善

意詰難」(ευμενεις ελενχοι) 的詮釋學交談對話原則，同時更顯見康德對相關問題
的精細思考，確能有助於今世語言哲學的一般論述基礎。真正的修辭學始終聯結

於最深切的自我道德要求而出發：自己無由感動的內容，如何可能表達傳遞給他

人？自己都不會相信的事情，又如何可能說服別人接受？所謂「修辭立其誠」，

這點高達美與康德都會是真正重要的同樣考量。

另外《判斷力批判》59 節裡，康德關於非透過圖式 (Schema) 中介的、而屬

象徵 (Symbol) 性質的 “Hypotyposen” ﹝如何把關於一直觀對象的反思轉迻到

完全不同的概念上﹞之討論，以及對這些經由類推而來、不混合感性直觀內容的

概念表達上之積極作用的探討，也以與高達美重視的譬喻 (Allegorien) 說發明對

照。畢竟康德也會注意到「理性之詮釋」(Auslegung der Vernunft) 的工作不可或

缺。所以與前述 59 節相關，除一種不透過圖式而是透過象徵進行的概念活動和

概念表達外，同時康德對於一切哲學原理原則之語言表達性 (Diskusivität) 的洞

察，承認哲學難免要開向著屬於聞聽論說 (acroamata) 而非透過圖式 (schemata)
中介或逕自從公理 (axiomata) 演繹的方式進行，特殊的知識建構途徑。這一肯

定哲學是聽聞論述知識、須要對傳統哲學概念如「基礎」、「實體」、「偶屬性」、「必

然」等概念加以論述及澄清的看法，正表示除思維外亦有論辯的側面，開啟康德

哲學對詮釋、理解、溝通活動的積極意義，值得由詮釋學角度予以開發。

第 V 節

如前我們看見，高達美依一種包羅萬象的藝術哲學為準，用其間必當蘊藏的

豐富內涵與無盡資源，責難康德從前獨特的美學思考成就，其實非常容易造成一

脈立論主觀化與內涵空洞化的審美虛幻。﹝與高達美或詮釋學毫不相干的英美研

究，藝術理論者如 Nelson Goodman, Richard Wollheim 等也曾指出康德美學裡，

因為無需一明確概念而有所謂『認知空洞』(the“empty cognitive stock”) 的疑慮，

但 Christopher Janaway 曾替康德辯護，謂康德已成功翻轉出自由與實踐領域的普

遍必然性，未停留於純粹美學之中。14﹞

13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高達美在 GW I: 77 可謂預留伏筆，故意用對等聯結詞 und 引述這一說明，
經簡化以強調不可偏廢，保留住、甚至要強調 Beredsamkeit 畢竟仍屬「美的藝術」的地位。
14 見 Christopher Janaway:“Kant’s Aesthetics and the Empty Cognitive Stock.”Kant’s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Critical Essays, edited by Paul Guyer. Cambridg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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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曾言所有思想家的著作，都是隔代交談的書寫發聲，高達美今更指

出：『哲學諸文本﹝…﹞真正並非文本或作品，而是對一場穿越時代而進行的對

話之文稿。』(GW II: 13) 如果他主張說：文本與詮釋間應轉化為一場活潑生動

的對話，或說可引申至交談模式之譬喻予以發明。那麼高達美之理解《判斷力批

判》，康德這部文本和他的這些詮釋，這場對話進行不順的糾結何在？

首先，他對哥白尼轉向下率先追究主體主動性能力，以完成先驗奠基的主體

性哲學，絲毫未表同情。反對審美意識僅止是其中一端。康德的哲學美學獨立性

以對審美意識﹝其發用則為鑑賞判斷﹞的分析為核心，指出其於人類生命情感提

昇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透過『美是道德善的象徵』，起到自然界知識與道德際自

主間的聯繫作用，讓理性的理論及實踐應用二者可同時兼顧且和諧並作。康德本

人自有其出發點，一路照顧下的持續開展，甚至圓成其說宗旨的獨創性發揮。但

畢竟先天探究各種成立可能性的必要條件，這和詮釋學理論一貫偏重總是已然

(immer schon) 發生的存有事實，確為兩種很不相同的思考起始與思考方向。

其次，康德美學思考僅只占一本重要哲學著作的二分之一﹝強﹞，此書復占

批判哲學全體系的三分之一﹝弱﹞，如果堅持詮釋學上整體與部分於解讀過程間

須交互啟明的理解循環策略，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反而顯得急於藉由嚴詞評議

康德的一些拆開來想法，以彰顯他自己心目中最符合詮釋學經驗的藝術遊戲說。

如此雖不能說一定是斷章取義，至少不時有論此失彼的未盡周全之嫌。前言 70
至 80 年代間，高達美又逐漸承認康德若干美學洞見不可取代的貢獻，已可略見

一斑。其中又以前述悟性與構想力兩種認知能力間的「自由遊戲」(das freie Spiel)
說為然。

最後可再得而申論者，則是如何讓一部接一部的哲學經典文本與詮釋，化身

一場又一場無盡的對話與實踐，走出更寬廣充實而兼容並蓄的哲學研究道路之問

題。本文僅可視為往這一方向進行的一個初步嘗試。至於如何再次從細部問題的

追究，轉回到綜觀角度呈現，整合出一個從康德《判斷力批判》一直延伸至《人

類學》、《邏輯學》的理性啟蒙三格律說之精確康德哲學立場，並藉由高達美「共

通感」說對照下，檢視康德「共同感」學說的積極現代意含，尚有待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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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立時間邊緣的希臘神殿：

從海德格《藝術作品起源》回探《存有與時間》的詮釋學出路

張鼎國

2008/8/25 修訂稿

摘要

本文針就海德格 1935/36 年的演說《藝術作品起源》所寫，回顧以對照他之

前只寫出原計畫三分之一、但之後放棄完成的《存有與時間》一書；再借助高達

美受命為此講稿撰寫的〈導讀〉，以文本對文本方式，展開一場探索性質的對話。

本文主張那篇演說要旨，是配合 30 年代時空變化下的省思所產生。故行文

間的一套藝術作品存有論，從「世界」與「大地」之爭、「真理」即顯隱之際的

對向互轉、雙重隱匿說開始，到後面的「始創」三部曲、真理之安置與保持維繫

等新奇說法，其實都在指明另一條詮釋與理解的可行路徑。

本文特別強調，演說中極獨特的希臘神廟譬喻，像是至今仍屹立時間邊緣的

歷史見證，未遺忘湮沒而靜待反思重顧，正如同日後高達美倡議的與經典進行對

話，以達成自我理解般。本文結論指出，高達美〈導讀〉對當年演說中創新思維

的重要詮釋與繼受，印證著《藝術作品起源》可視之為殘缺未全的《存有與時間》

之詮釋學出路。

Abstract

This paper highlights Heidegger’s 1935/36 lectur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and makes the text more intelligible in contrast to his 1927 published, but till now
uncompleted Being and Time. It maintains that the lecture itself can serve as a
hermeneutical exit out of the earlier but unfinished book. And Gadamer, who has
written an“Introduction”to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1960 Reclam edition as
Heidegger asked him to do so, is said to be the best interpret of that lecture and also
the most qualified successor of such a hermeneutics as it inspired through earlier
Heidegger.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genesis and main theses in the lecture text, and focus on
the Greek Temple allegory in this ontology of the work of art. It interprets some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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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urprising ideas in the text, such as the so called struggle between World and
Earth, the truth as revealing and concealing, and the trilogy of new creation, the
self-setting of truth in the work and the maintaining of its meaning thereafter. The
conclusion goes on to demonstrate that how could Gadamer, who wanted“to blaze the
trail to later Heidegger”about 1960, finally made for him himself a very successful
hermeneutical carrier on this long and still toughly developed way.

正文

若說這篇會議論文緣起，除紀念《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以下簡稱

SZ﹞15問世八十週年外，可得言者有三。

其一：因為關注 1930 年代中，一篇海德格著名的演說《藝術作品起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以下簡稱《起源》16﹞在他整體思想變化間的位置，

這是許多學者探討過的題目。若先簡言之，此講稿篇幅並不豐厚，蘊涵的深刻意

義卻相當獨特，1950 年初刊即收入文集《林中路徑》﹝Holzwege﹞為首選，深

受作者重視之程度可見。我們甚至可大膽設問：這是當年時空和世局巨變下、個

人與國族命運摸索間，海德格指出的第一條思想可能出路嗎？

其二：後來，《起源》全稿託付高達美整理，請後者加撰〈導讀〉以小冊專

書形式出版﹝1960 年 Reclam 版﹞。書成，高達美〈導讀〉表現得理解精闢，評

介中肯明晰，深受海德格肯定；且此書題材和論旨，明顯重見於高達美本人同年

問世的《真理與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e 以下簡稱 WM﹞17內容與風貌上。
兩位哲人間前後呼應，歷歷可尋，以及後起者對前者思想的詮釋開展，在在呈現

出當年那篇演講，其中有關詮釋思考的解讀，對當代詮釋學成型有決定性推動力

量。這方面的主題，雖然也有人研究過，始終仍感不足。

其三：《起源》內容除詩文引句外，舉例最鮮明者有二：一為梵谷畫作《農

鞋》，一為屹立至今的希臘神殿。前一例因知名畫作而成議題，學者多有討論，

甚至曾為究竟指哪一幅畫？幾號作品？挑起過大大爭論。後一例，述說神廟建築

今昔，對當今讀者卻更具詮釋學意義。因為若配合文中「世界」與「大地」消長

15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最早於 1927 年出版時為未竟之作，至 1953 年以前皆註明為「前
半部」(Erste Hälfte)，第 7 版則刪除，放棄原計畫。本文依慣例一律引 SZ 原版頁數，根據單行
本第 13 版﹝Tübingen: Niemeyer 1985﹞；引海德格《全集》則縮寫 GA 後附冊數頁數，根據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Bd 1~,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85 至今。
16 以下隨文附 Reclam 及 Holzwege 頁數，版本說明詳後。
17 根據 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4.Aufl., 1975 原版頁數；引高達美《著作集》
﹝Gesammelte Werke, Bd.1-10. Tübingen: J.C.B. Mohr 1986-1995﹞縮寫為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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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峙、真理在於「顯」「隱」之際，與「自然」即為「冒出」到「撤回」間等等

論說語彙，海德格將一套大膽嘗試的思考表達得貼切生動，明確扣回到 1927 年

SZ 裡未澄清處。

所以我們要問：《起源》如何接替 SZ？《起源》是否已另行覓得一思考出口？
這樣子提問，很可以形成一個以文本對探文本的提問解讀。

本文將指明：希臘神殿之佇立定址，儼然滄海桑田、人世無常感慨聲中，另

一種穿越時間與歷史變化的亙古見證，比高度依賴語言文字的神話傳說、或經典

文本，更顯堅固不移。當然，廟宇神殿之建築實體猶存，大抵歸功於建材耐久，

歷代間未遭摧殘破壞，加上人為修繕，甚至因觀光旅遊等消費需求，增添保存價

值和維護動機。但當年海德格獨具慧見，以希臘神殿為一民族之總體意志表達的

遺跡，講述藝術品中真理的開示、精神的安置、神明的進駐及消退，已另啟 SZ
以來追問存有意義的新頁。這對於詮釋學盛起後「古蹟維護員」(Denkmalpfleger)
的譏諷﹝Odo Marquard﹞，對於詮釋學究竟志在「翻新」(Renovierung) 或「修

復」(Restauration) 等質疑，這篇演說都可啟迪解惑，值得探訪。

如下我們的行程會先查詢著作的出現時機和版本變更﹝I﹞，然後開始評述

內容大要﹝II﹞。當然會優先擇取其中思維創新之處，以及針對詮釋學而言最切
要的論旨，而無法鉅細無遺討論，也避免在語詞概念轉譯間過度糾結。演講行文

間，配合著希臘神殿的出現，提出了深刻論說的「世界」與「大地」之爭﹝III﹞，

包括晦澀的「雙重遮蔽」論以及藝術真理「始創」(Stiftung) 說﹝IV﹞，都是極
突顯的思考創意與言論探險，須格外留意。其後，讓我們檢討這些新嘗試，對一

般而言的詮釋任務起何效應，又如何形成他自己探索「存有 / 真理 / 意義」問

題的新觀點﹝V﹞，從中看待一種能延續海德格思想的詮釋學之繼起﹝VI﹞。

I
《藝術作品起源》的出現時機與成稿經過

《藝術作品起源》出現於海德格主要著作《存有與時間》(1927) 出版後，

有跡象顯示他已無意完成、無法完成，或至少不急於完成 SZ § 8 原計畫大綱之
際。兼之這一時間點，發生在他與納粹崛起間一段似有若無的外在關係﹝1933 -
1934﹞結束後，某種思想改變或「轉折」(Kehre)﹝1936 - 1946﹞蘊釀中。因此如

許多學者共同指出，這部 1933 年前已初具文稿雛型，1935/36 改成講稿、多次宣

讀發表，1950 年於《林中路徑》刊出，最後 1960 年全文修訂、交由高達美加撰

〈導讀〉、編成 Reclam 單行小冊的著作，其實正是他思想「轉折」的一份佐證。

這份關鍵文本，勢必要從他思考蛻變，及後來改變存有發問立場，甚至變更書寫

論述風格的事實與效應來衡量。若說對這部重要文獻的解讀，本身即為一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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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大挑戰，應不為過。

文章撰寫上，目前所知，海德格 1931/32 年已擬一初稿﹝文稿編號 3109﹞，

標題《論藝術作品的起源》﹝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18，但並非為演講

準備，文字不多，許多精彩用詞和論點也未出現。至 1935 年 11 月 13 日受邀於

弗萊堡藝術學會演說時，始有第二份為演講用稿﹝編號 3503﹞；1936 年 1 月，

應瑞士蘇黎世大學學生會邀請，重複宣讀一次。第三份文稿最接近現刊本，是

1936 年 11 月 17 日、24 日及 12 月 4 日，分三次於法蘭克福發表的系列演說，﹝編

號 3608 / 當時高達美曾專程到場聆聽﹞，並於 1949 年秋加〈後記〉﹝編號 5002﹞
發表於《林中路徑》篇首，數度重印間，僅小幅變動。

另方面，外在環境移轉下，50 年代中、後期，海德格個人聲名出人意外地

於戰後再起高峰，這和他可以恢復演說、授課，出席座談而造成風潮有關。但長

期沉寂後，一時又有大量手稿、著作、演說談話輯印成書，促使他 1956 年修訂

講稿，增添幾紙〈附錄〉﹝編號 5603﹞且親自委託高達美執筆〈導讀〉，編成流

通更廣的 Reclam 版袖珍書冊﹝編號仍是 3608﹞；用意在幫助一般讀者理解他愈

來愈難以掌握的思想與行文風格，表明他對存有問題的微妙轉變。且事實證明，

高達美寫的〈導讀〉貢獻不小。現在的《全集》本﹝GA5﹞，收錄的是兩個同樣

編號 3608 的對校版本，以隨頁註腳標示用字差異。

令人玩味的是，根據多方記載，我們幾可確知：海德格這位精通希臘哲學，

熟知希臘文化及精神理念的黑森林哲學家，竟是直到 Reclam 版發行後的 1962
年，年過七十，才因為太太七十生日相偕造訪希臘，首次造訪《起源》裡引以為

例的神廟遺址。他身後出版的希臘遊記《棲居》﹝Aufenthalte﹞裡，曾有很具個

人書寫風格的景物描述和踏訪心得。1964 及 66 年，他第二及第三度前往；1967
年 3 至 4 月旅居雅典科學藝術學院，同年 5 月 13 到 21 日再因太太 75 歲生日賀

禮，搭船遊訪了愛琴海 Ägäis 諸島，留下另一部遊記。19

這麼說來，就像德希達曾質疑的：海德格講《農鞋》時究竟講第幾號畫作？

德希達發難，意在解構由藝術中獲致真理的詮釋途徑；而同樣難免有人迷惑：海

德格當年所指、或神遊的，究竟是哪座神殿？即作者是否曾親臨現境，所謂「在

場」與「不在場」問題？像他初稿指名「上城」(acropolis) 可謂希臘民族精神表

18 曾整理刊登於 Heidegger Studies 5﹝Berlin 1989﹞5 至 22 頁，本文有參考對照。海德格所有作
品編號根據 Heidegger-Jahrbuch 1﹝Freiburg/München: Alber 2004﹞459 至 598 頁所公佈。
19 第一篇遊記 Martin Heidegger: Aufenthalte 為德文小冊，1989 年為紀念百歲誕辰由家族交付
Klostermann 出版；英譯 Sojourns: The Journey to Greece 2005 年 SUNY 出版。後來第二及第一
篇共同編入 2000 年出版的全集第 75 冊《希臘遊記》。兩篇遊記都大量引用 Hölderlin 詩句，反覆
討論 αλήθεια概念，並特別著墨 Άφαία女神﹝古代的無影無形之神 Aphaia，不出現、不現形之
神﹞的廟宇，以強調Ά-φαία與Ά-λήθεια的關係，這點對於理解《起源》的思考內容幫助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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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然則雅典的 acropolis﹝或譯「衛城」﹞固然最有名，是旅遊畫冊常見圖片及

報導的，但古希臘幾乎每座城都有上城，即該城神殿遺址，公眾場合所在。換句

話問：他是指某一處、特定一處說，或大家熟知的無數座希臘神殿中任何一處？
20

只不過，果真如此放任歷史考察、客觀求證，恐怕正是理解此文的障礙；更

弔詭的，會剛好是此文立論上須克服的一種態度：以「研究」取代「思想」，而

非為思考掙得一條出路。海德格借助神殿為喻以立說，其實是他長久以來，認定

希臘人對「真理」原初看法即為 αλήθεια﹝無遮 / 無蔽﹞兼為 α-λήθεια﹝「揭-
蔽」或「顯-隱」﹞的延伸而已。所以這些演說並不觸及對象與對象化問題，無

須處理外在客觀物如何被確定為對象而「置諸於前」，即所謂「表象」(Vorstellung)
思考問題21；而是歷史上當真不乏此等屹立不搖的藝術品存在人間，讓有限存有

的人們得以趨近、面對，促使人們去追究時間中的發生與消逝、出現與不出現，

去靜思真與非真、意義得失與偉大歷史場景、時空臨在 (Anwesenheit) 等深奧問

題。一項由他自己發動、要改變 SZ 的思維轉型，已悄然展開。

所以《起源》舉神殿為例，重點本非那些斷桓殘壁，散落傾倒的樑柱石塊，

亦非搬進博物館的局部精華，如慕尼黑收藏的系列大理石雕 “Die Aegeneten”，
更不是遠古為遮陽擋雨而搭建起的屋宇之用途。神殿之為古蹟舊址，是無法輕易

消除或否定掉的實存實有，像高達美的話說：『一藝術作品的意義就在於，它事

實上存有在那。』22 ─ 藝術作品乃超出個人其上的存有在此﹝Da-sein﹞：那處

一度為神明被供奉、受崇隆的所在，如今仍保存有對一個民族興衰的見證，讓後

世有機會蒐集記載傳說，融進回憶與想像，在遺址處依稀補捉幕幕景象，重探當

年生活世界中的現實與意義。演講裡有如此的文字描繪：

一棟建築作品，一座希臘神廟，並不模仿什麼。單純佇立於多裂

痕的巨岩山谷間。建築容納神明形象入內，讓她立此掩蔽並透過敞開

的軒廊柱石向外拓出一片聖域。神明因神廟而現身殿內。神明臨在本

身形成一神聖屬地的場域延伸及界限推移。然則神殿及它的領地並非

飄浮無定。是神殿建物首度連接起周遭那些路徑及那些事物的關係並

聚合其成一整體，出生與死亡、災禍與喜慶、勝利與怯弱、堅毅與墮

落皆發生其間 ─ 共同為人的存有顯現出其命運的面貌。這大片統

20 另初稿也曾以 Naumburger Dom 為德意志民族之精神表達，但後來只提到 Bamberger Dom 存
在原址而已；參考前文註 4。
21 海德格 50 年代探討《何謂思想？》問題時常說：與傳統哲學有別，現在要提倡的是「本質思
維」(das wesentliche Denken) 而非「表象思維」(das vorstellende Denken)。《起源》正是本質思維
而非表象思維，詳後。另外，此文批評美學「體驗」(Erlebnis) 亦可為一例證，足見這並非高達
美 1960 年論藝術中真理時首倡。
22 “Der Sinn eines Kunstwerkes beruht vielmehr darauf, dass es da ist.”引自 Hans-Georg Gadamer:
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Stuttgart: Reclam 1977﹞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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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人事關聯的開闊處即為此歷史民族的世界。從這開出也落在此處，

終歸要他們加緊實現自身決定的命運。﹝Reclam 37 / Holzwege 27﹞

因而重點不在確認遺跡或恢復舊觀，即便我們重返故地，那世界定然已近頹

壞、崩解，然而又由於確有其事，依稀見證著某一世界的歷史命運，遺傳至今。

如此變化，講稿裡用「世界崩壞」(Weltzerfall)、「世界退離」(Weltentzug) 等語

詞形容，相對於 SZ 以來所言「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遂產生一強烈對照，
透露出前後論議焦點的轉移。這或許令人想起注重藝術作品地位的黑格爾美學，

強調藝術的「過去性格」(Vergangensheitscharakt)，但稍後要說明：黑格爾這個

美學論點，卻是海德格與高達美一致反對的。

神廟建築立身於時間彷彿停頓之處，棲居大地而尚未消失殆盡，訴說著過往

的榮景與興盛，供世人造訪、逗留、憑弔，於憶古當中緬懷舊世，為現今的生命

從中發掘義蘊。總之，這樣的藝術作品確曾撐起過一段歷史，開顯出一個世界，

讓神明現身、精神表現具體成型；且儘管事過境遷，仍有豐富意理可供追思整理，

當下理解。這是通貫演講全稿的旨趣，也是本文所欲啟明的詮釋學出路。

II
《起源》內容與其創新之論

實際進到文稿，有簡短引言鋪陳一循環布局後，海德格分〈物與作品〉、〈作

品與真理〉、〈真理與藝術〉三段，展開一場充滿創意的哲理思辯。篇首出現一番

深具海德格風格的循環論說，明確指陳不同論述的詮釋可能；很特殊的布局，此

處不必贅述，但充分印證 SZ 裡標舉「理解」與「詮釋」的特殊要求：不畏懼循
環，嘗試正確踏入其間，從往來相應間找到真正值得思究的探討題目﹝Thema /
SZ 153﹞。所以題旨解析中的理解循環，暗藏的正是詮釋上推陳創新的根本可
能。開場白反覆突兀外，提起兩個討論藝術問題時常被套用的概念，以說明藝術

作品之非僅是「物」(Ding)，但其後完全不再處理：一是「譬喻」(Allergorie)，
一為「象徵」(Symbol)，典型的美學思考語彙。

「譬喻」是借用他說，藉以揭開無法明說、不能直說的東西；「象徵」則內

含深意，引領至高遠或深奧之處，意義由來的本源地。兩者同時揭示藝術作品之

不止於為「物」。根據海德格擅長的字源考究，譬喻的希臘文原意為換個方式去

說﹝άλλοαγορεύει﹞，也公開向其他人講說，說出不單所說的東西而已，而且讓
其他的東西 (das Andere) 也因此可被說出﹝Reclam 10 / Holzwege 4﹞。這在語言

文詞的表達及傳遞效果上尤其重要，故修辭學與詮釋學的工作同樣借重譬喻，可

謂理所當然，後來高達美《真理與方法》於此著墨甚深，顯見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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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問題亦且如是。象徵所指，象徵所要象徵出來，被一併帶出、合在一起

呈現出的東西，原非固定不移的對象，反而是須在趨近中認清、摸索間辨識，嘗

試接觸下始得澄明的事物。這些都是德文說的「事理」(Sache)，是內涵的道理，

或事情重點、重要處，而非一般「事物」或「物件」(Ding)23，更和近代哲學中

與「現象」出現相對的「物自體」(Ding an sich) 無關。藝術活動的安排間，象

徵所象徵的，總是在理解及視域之前緣地帶，所謂界限或邊緣處，引領理解活動

於似曾已知及實際未知之間，到向可能的且更為寬廣的更新之知。24

至於「物」，正是首篇演講〈物與作品〉析辨的焦點。海德格先指出：『整個

而論「物」這個字在這裡命名著任何不是根本沒有的東西。』25 並且以數學等號

列出德文、拉丁文「物」與「存有物」、「存有者」間可代換的用字關係：“Ding
= res =ens = ein Seiendes”(Reclam 12 / Holzwege 6)。那麼，如此一個平凡到不能
再平凡的字詞，在討論藝術之藝術作品時會有何關聯？我們在此只能進行最簡單

整理，但很快可以看出任何熟悉《存有與時間》的讀者都能看出的差異：海德格

現在發現到既非「手前存有」(Vorhandensein)、亦非「及手存有」(Zuhandensein)
的另一種「藝術作品之存有」，同時也是另一種不再能沿用 1927 年「此有分析」

的「存有在此」(Da-sein)。26 這篇演講進行的方向就是由「物」到「具」，再由

「用品」到「作品」，而後能暢言「真理」與「藝術」的問題。

基於一貫懷疑傳統概念適用性的態度，海德格首篇演說還列舉三種西方哲學

對於「物」的固定看法，討論後指出其不足，無以澄清「藝術品」之為「物品」。

其一是：對存有論與知識論影響最大，無論從語句構成或物體構成都具決定性的

一個概念：「物」是諸多性質的托子或載體﹝als den Träger von Merkmalen﹞。

Träger 即希臘文概念τουποκείμενον，原意為基本的或總是置諸其下者，引申為
物之核心或其本質；中世紀譯成 subjectum﹝後來的「主體」Subjekt﹞，相關字

υπόστασις則譯成 substantia﹝後來的「實體」Substanz﹞，至於非本質、非核心

的各特徵 συμβεβηκός就是 accidens。這是「實體」與「偶屬性」的古典概念，
分指事物的本質或核心實體，以及可歸諸其上的外緣特性、屬性。

23 雖然 Ding 和 Sache 這兩個語詞在中文裡都可譯為「事物」。
24 高達美早先 1960 年《真理與方法》也深究象徵問題，但是特別倡議要恢復譬喻的論說地位之
重要性，是為了突顯語言問題及文著類藝術品；至 1977 年論《美的現實性》﹝Die Aktualität des
Schönen 以下簡稱 Aktualität﹞時，才終於承認象徵之巨大實效以及超語詞力量。
25 “Im Ganzen nennt hier das Wort Ding jegliches, was nicht schlechthin nichts ist.”(Reclam 12 /
Holzwege 5)。
26 海德格至時發現一特殊存有者﹝存有物﹞而改變存有論格局，許多 學者都有共見，不一一引
述。但筆者個人更認為，海德格進展至 50 年代即脫離 SZ 以「此有」、「手前存有」、「及手存有」
共構成「在世存有」的論述架勢，取代之以一面追問《何謂思想？》﹝Was heißt Denken? 參考
GA8、GA14 等﹞，另則探詢什麼是一物 (Ding)、如何瞥見一物 ─ 包括經驗之物、思維之物、
超感官物、時間中追求之物，主體、實體、乃至於永恆、歷史、命運之為物。如此主張無法在此
詳論，但無疑可視為始自《起源》的一項重大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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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第二種物概念謂「物」是感知「感受雜多性的統一」﹝als die Einheit
einer Empfindungsmannigkeit﹞。這是從感性活動、感性之學﹝即審美之學﹞來

講，基本上認定「物」即凡是「感覺感知到的東西」﹝αισθητόν﹞。這一概念，
同樣也是知識探討與存有規定上極常用概念，表現一定的思維方式與認知態度，

卻很容易錯失物之在己的實然面 ─ 物之自有其發展演變、自有其份量的一面，

因而不適宜探究藝術作品之為物。

其三：最後一說，「物」是經由形式整理過的材料﹝als den geformten Stoff﹞，

或即形式﹝Form / ύλη﹞加入質料﹝Stoff / μορφή﹞後兩相結合而構成者﹝das
Stoff-Form-Gefüge﹞。這一對概念，表面上看來，最適合討論美學及藝術創作理

論，也不乏前例可循；但實際上，其背後隱藏有「理型」﹝ειδος﹞說與「創造」
思想﹝Schöpfungsgedanke﹞的這對哲學概念，早就超出美學範圍之外，甚至可以

講任何東西 ─ 能講一切「存有物」、也能講一切「器物」(Zeugding)，惟獨講不

出真正的藝術作品之為物，仍不適用。

如此演講前三分之一，大多環繞著三大規定而進行，這些概念與字詞不但流

傳長久，同時變化繁多，可見傳統提供的概念不可謂不足。然而問題在於從開始

以來，『羅馬人的思想取用了希臘的字彙，卻沒有這些字彙所講述的相應原初經
驗，缺少希臘的話語。』﹝Reclam 14-15 / Holzwege 7﹞這是海德格總評，原文

即斜體強調語。它們再經近代哲學幾度移用轉換到今天，字詞與思想經驗間差距

更可想而知。結果一方面，他的回溯再次詳述西方傳統的形上學思考，於遭遇到

何謂一「存有物」、何謂一「存有者」或何謂一「物」的嚴苛追究時，都言有所

窮，概念都不適用。但另方面，也借助對於「物」(Ding)、「具/用品」(Zeug) 和

「作品」(Werk) 三者間的層層差異指陳其區分，從而提示不同的存有探討之可

能，以便後面能處理更本質性的「藝術」與「真理」問題。通篇觀之，儘管語多

重複且一再循環，算得上標準的現象學操作，由淺入深，逐步推出「世界」、「大

地」、「真理」等說法。

首段演說費心強調的是：自然物之由工匠製成器皿，提供生活所需用具，並

非一嚴格意義的作品，至少未說明藝術作品之為藝術品的本質。生產器物與創造

作品顯然不能一視同值，前者特別講求其可靠性、耐用操作，及消耗故障時的可

替換性，有其不同於「物」的特殊意義，但還缺少成為「作品」其獨一無二的出

現價值。後者，藝術作品，時間上雖可能稍縱即逝，未必都像巨型建築般挺立長

久，但受珍視與不可取代程度，卻讓我們普遍認為破壞藝術品是和褻瀆神明一

樣，無法容忍。這是藝術活動和宗教經驗裡特有的現象。

如此推進下，第一段落『物與作品』遂以梵谷《農鞋》為例，說明藝術品如

何開顯一世界，呈現土地耕耘的艱辛生活，令物不止是物，具不止為具。海德格



39

解說《農鞋》畫面時，也首次提起「大地」、「世界」這對概念：舊鞋子這雙用物

原屬於大地，卻在農婦耕作活動的世界中備受重視、賦與意義；而一幅作品，正

因此能讓「真理」安立於己身當中﹝Insichruhen / Reclam 28 / Holzwege 19﹞。於

是接近結尾處，引錄瑞士詩人 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 一首短詩《羅

馬噴泉》，比擬藝術品無言豐沛的層層湧現，於靜立中有躍動，流動無止間又安

之自在。『藝術是真理之自行置入作品中。』27 這句貫通全文的名言，不像答案

的一個答案，也首次確定，並牽引讀者聽眾思考。同時還有一事隨之確鑿：整部

演講，關切的是「真」的問題，不必直接談「美」。

第二段『作品與真理』起，舉例發揮的取材才轉至希臘神殿。前文總是在說

真理的發生，真理之置諸於藝術作品中，現在，則用神廟建築而成的譬喻，貼切

說明「什麼是真理？」、「真理如何安置到作品當中？」等進一步問題。海德格等

於是以一種不親自到場的現象學描述，借助「神殿是什麼？」、「神殿因何存

在？」、「當初的精神和目的如今安在？」、「其意義于今何存？」這類問題，尋思

超出人類有限存有的更寬廣視域如何開啟，又何以維繫。事實上，從 1931/32 年

初稿以來，迫切要舉出希臘神殿為例，最重要的動機，一直未改的說明主題不外

乎：如此龐然建物，比《農鞋》更適於指稱一歷史性的人間世界之開設與建立，

更凸顯蒼天之下，無言大地與喧鬧人世的顯隱消長。這等於在探究說：此中確曾

有真義發生，但後世該當如何詮釋、如何理解之？

神殿之為神殿，擁有許多傳說、記載、追述，也由後人平添若干想像，但始

立之初，有兩項活動絕不會少。一是祭獻活動 (Weihen)，選定一莊嚴隆重時刻，

於此一場合公開落成，即揭幕啟用的儀式；且從此神明常在，敬獻不斷。另一項

為禮讚或榮耀其名 (Rühmen)，一族一城之人行事間、活動出外時必頌揚其名，

事成則歸功庇佑，增添神明專有的尊榮與光彩。這兩者皆為敬神祭祀活動間，最

基本的精神與核心態度。但演講如果僅及於此，可謂絲毫不足為奇。講稿最值得

摘取深思的要點精華，依筆者所見，至少可梳理出下列許多細項。

其一‧神殿並不模仿什麼而打造：

神殿的建築與完成，毫無模仿 (abbilden) 的問題，神殿不曾仿照原型，而

是直接為供奉神明所建，並因此崇高目的，不僅為凡人居住房舍般的「具」的功

能。故神殿的創建，和畫作、雕刻不同，更非製造一雙鞋子。神殿不仿照什麼樣

子或根據一個模子製作，反而在騰出巧具創意的空間，讓神明造型能現身其中；

27 “Die Kunst ist das Sich-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Reclam 34 / Holzwege 24﹞ 另一重複
出現、經常引用的著名話語為『真理之置入作品中』(das Ins-Werk-setzen der Wahrheit)，以彰顯
藝術作品之真正為物，或創作活動之究竟何事。筆者認為無論 Setzen 或是 Sich setzen，都可以從
這裡講作品存在的 Insichruhen 以及其他著作常說的 Seinlassen 去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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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物質材料搭建的莊嚴空間，迎納並經營其精神性質的內含。甚至原本無形無

體的 Άφαία女神的廟宇，亦且如是。每座神殿以尊崇所供奉神明為神明，且特

為此立，以發揮落成時追求的意義為存在意義。對海德格言，這就是「真理之發

生」與「世界之開啟」的意思：一座神殿，往往能於平常人世當中，豎立起巨大

不尋常者 (das Ungeheure)，引領風氣，指導活動。28

其二‧神殿開啟出一個歷史世界：

與神殿同時同地，建立起的是一人間共有的世界，而作者是誰已無關緊要，

跡近消失。藝術創作之成為作品，以製作者消退為代價，如日後詮釋學說文本意

旨發揮時，詮釋者引退般。『正是在偉大的藝術，也唯有偉大藝術中，談論藝術

家相比於談論作品也變得無關緊要，幾乎像是在創作中自行消失讓作品到來的通

道。』(Reclam 35 / Holzwege 25)一歷史共業就算有出資者，有設計師及指揮眾人

施工者，也不會比神明偉大。況且建築師異於工匠處，正在於其因作品落成始傳

名。於是，近代美學天才創造說的迷思，在神明光耀的輝映、或說精神內涵的傳

承下，黯然失色。所以後來高達美詮釋經典、討論傑出文本之流傳時，會同樣要

求作者讓位，不以原初意圖為客觀重建標準。這是因理解重心已轉移到作品始

立、真理置入後，意義如何彰顯，如何善加經營、存護與發揚光大等問題。

其三‧神殿立起「世界」之際，也讓「大地」因作品而帶出：

更為重要的是，海德格以希臘神殿為喻，在此確實打算另有所講、別有所說，

嘗試透過藝術新論以解開存有謎團的企圖。這也是高達美導讀時，直稱其最見警

奇之語 ─ 要藉一巨型建築藝術、歷史構作物以講述「世界」(Welt) 與「大地」

(Erde) 間的「爭執」(Streit)，直可撼動人心的一組嶄新概念。(Reclam 98) 一座

神殿矗立地表，遠超出個人之上，凝繫著一國一族命運變遷，且至今仍深藏著時

空變化及意義承傳間深刻奧妙的道理，不論世人能否重述再現。這是海德格立論

最令人警奇之處，須多加疏解。

III
「世界」與「大地」之爭

「世界」不論在現象學、以及在海德格早期，都不算陌生語彙。《存有與時

間》言稱「在世存有」，「世界」為人之此有事實生活其中的處所﹝生活世界 /
Lebenswelt﹞，繼續存在下所有可能的展演場域，超越的可能範圍。那其實已包

28 且效果一如讀詩之脫離日常生活經驗般，因為其中所接觸者無他，乃為巨大的精神力量。可
參考 SZ 論「本真性」(Eigentlichkeit) 之出現於「日常性」(Alltäglichkeit)；但當時是論說個別屬
己者之振發與決斷，現在則講述到一整個歷史族群的可能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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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著至少潛在地所有可能的「存有開放性」(Offenheit des Seins) 與「存有啟明」

(Lichtung des Seins) 在內。但問題是，如果一切只是等待著揭開、發現、彰顯、

啟明與開放，一切無阻撓、無緊張、無差錯，心想事成，無由失敗或落空，則存

有、意義、真理以至於藝術，俱皆無足為奇，遑論成謎。如「決斷」之後仍可復

陷「沉淪」(Verfallen)，三十年代間突然迸出「世界與大地爭執」講題，又引出

「真理萌起於顯隱交錯」的複雜性：揭與蔽共存、定與未定相滲透。

海德格許多其他著作和講課間，都說過希臘人「自然」(Φύσις) 原意就是冒
出頭來，如草木萌芽、綻出地表而呈現各色形狀。可是可見的向上生長之同時，

定有不可見的向下盤根固柢，藏匿土壤深處，這有如可形而上地說：有出自於無，

無復滲入到有。其實最早 [1931/32] 的初稿中，更一度出現「非世界」(Unwelt)
這一特殊造字29，後未沿用，卻改成艱深晦澀的世界之抽回或撤離 (Entzug)，即

大地藏匿等說法，闡述兩股相對力量，進行「顯與隱互轉」的講解分析。因為世

界就是世界，變化無盡間的整體與總合，一切都在這發生，只能說『世界世界化』

﹝“Welt weltet.”Reclam 41 / Holzwege 30﹞而終不能像「真與非真」、「物與非

物」、「作品與非作品」般，去講「世界與非世界」。否則，難道除了「世界」外

還有另一個「非世界」，虛無縹緲的「彼岸」或「隔世」？

然而 1935 / 36 年一旦採取「大地」說法，則格局更新，精彩盡出；如高達

美《導讀》所講：『世界概念在 大地 概念中找到一個對立概念』30。海德格現

在要講述兩者關係非僅有出自無，更且於作品中仍一體不分，繼續對峙相持。於

是，「世界」固然為自行開啟的人世領域，一歷史民族命運當中的種種決定，從

簡單的到重大的，都在此推動而出現。「大地」卻展示為包藏封閉的力量 (das sich
Verschließende)，不斷地撤退、收回、起蔽、出錯，相掩矇混，拒絕給盡於存有

者。因為真理一旦置諸作品當中，意義一旦彰顯到一立起的世界領域，隨即不急

不緩，堅決走上可錯亂、隱退乃至消失之途。故講稿裡宣稱：『世界與大地為本

質上彼此不同卻又從未分開。世界奠立在大地上，大地突聳到世界中。』﹝Reclam
45-46 / Holzwege 34﹞大地與世界，就這樣一直都是神殿之為作品的「兩大本質

特徵」(zwei Wesenszüge)，相向牽引著，且盡此景象，即為「顯隱互轉」最真切

的寫照，理解上可說蘊意無窮。人們能為自己立起一個世界，固然是在大地上進

行製造，惟此同時：『世界在其安立於大地之際，力求加高於大地。世界為開啟

者，容忍不得閉鎖的東西。但大地為收藏庇護者，卻總是傾向於把世界包納並留

存於己身之中。』﹝ibd.﹞此之謂世界與大地之爭，恆久且巨大的存有張力。

29 見 Martin Heidegger:“Vom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Erste Ausarbeitung.“Heidegger Studies 5
﹝Berlin 1989﹞第 9 頁。
30 Reclam 98。此外高達美晚年〈我的哲學之旅〉追憶當時的感動：「大地」概念『戲劇性地再度
跨出德語哲學語彙的界限。』見 “Reflexions on My Philosophical Journey.”收入 The Philosophy of
Hans-Georg Gadam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 24, edited by Lewis E. Hahn﹝Open
Court 1997﹞4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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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若借喻於巨型神殿，張力效果何止千百倍於前文《農鞋》畫面或《羅

馬噴泉》。畢竟希臘神殿之為人間作品，各部分緊密組接 (gefügt)，整體型態既

一則高聳突出，開啟出大片活動空間，另方面無言靜立，等待追憶或詮釋。如此

作品既突聳 (Ragen) 而又靜止 (Ruhen)，頑強抗拒著時間不消逝﹝Reclam 39 /
Holzwege 33﹞。一座鉅構如斯，象徵著一古老民族曾眾志成城，事實上開啟過

一世界，享有光輝歲月，然則作品生成之際，「大地」被帶入其間，起到作用。

可見「大地」並非單純的物料供給、之後再資源回收而已，而根本是另一股時間

拉鋸力量。大地藏匿而庇護、搶救、收回並令其退隱，即講稿所說「隱匿」與「掩

藏」的「雙重遮蔽」(zweifache Verbergung)，隨著時間短長、年代久遠，其存有

是否持續、意義是否彰顯，或復歸於沉寂大地，遂遭到無情考驗。這樣光景，對

那個民族的歷史命運如此，對他們所共有、共享的世界與遺留作品的意義，也未

嘗不是如此。文中這也稱之為「澄明」(Lichtung) 與「雙重隱匿」(zweifache
Verbergung) 之爭，可視同「世界」與「大地」之爭的延長續曲。

其四‧從「世界」與「大地」之爭到「真理」的「雙重遮蔽」說：

所以海德格在第二段延續到第三段講稿結束，費了相當篇幅和文字講解此一

艱澀主題，證實這反向拉扯的「兩大本質特性」所言非妄。其中為了闡釋「大地」

之不可避免，他使用許多否定意義的動詞講解，且大多是具歧意性即雙意性。例

如最重要的「遮蔽」(Verbergen) 當然是和「揭開」(Entbergen) 及「澄明」(Lichtung)
相對；至於「封閉」(Verschließen)，就針對 SZ 強調的「開啟」(Erschließen)、「揭
啟性」(Erschlossenheit)、「決斷」(Entschlossenheit) 重新立論。後再嘗試以雙重

的「拒絕不給」(Verweigern) 來說明雙重「遮蔽」或「封閉」的意思：一是當作

「拒絕給」或「失敗」(als Versagen)，二是縱使給出，卻變成「放錯」、「阻礙」、

「偽裝」(als Verstellen)，結果同樣都造成「阻卻」(Verwehren) 或排除、破壞效

果，造成事情不順、效果不彰，預期結局錯失或根本不靈。易言之，凡是被揭啟、

開示出的東西，都有復歸於隱沒不彰的疑慮和戒慎，於是問題就不僅是單方面的

開出一個世界而已了。

但是像許多其他著作一樣，海德格在演講中使用大量語詞相關性的效果，特

別是在朗誦、聆聽間的效果，而非只為閱讀理解，更非概念推證式的書寫，因此

很難逐一迻譯。但重點無疑是指陳：『神殿之立於此中發生著真理。這並不是說，

有什麼東西被正確地展示出並重給出，而是說存有物整個被帶入無蔽

(Unverborgenheit) 裡並維持在其中。維持原初就意謂著保護看守 (hüten)。』

(Reclam 54 / Holzwege 41) 神殿的屹立述說著真理發生，真理的發生讓一存有之

事物整個進入到無蔽和光敞 (Lichtung)，但與此同時「世界」與「大地」對峙，

又已然上演「光敞與遮蔽」(Lichtung und Verbergung)、「揭露與掩藏」(Ent- 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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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ergung) 等等光影遮撥中的劇情場景。換言之，其間終究為一真理開閤互轉

的問題，就像語詞概念糾纏間，這段看似結論的文字：『這樣的拒絕不給以其雙
重隱匿的方式是屬於真理的本質的。真在其本質中即非-真。』﹝Reclam 53 /
Holzwege 40﹞

所以第二段結論是：藝術可讓存有自隱蔽、幽暗間明亮起來，有如真理光輝

(Licht) 安置於作品中閃耀 (Scheinen)，並宣稱：『這樣安置到作品當中的光輝照

耀就是美 (das Schöne)。美是一種方式，真如何當作無蔽揭蔽而出現 (west) 的
方式。』﹝Reclam 55 / Holzwege 42﹞全文唯一提到「美」的這兩句話，卻如此

鮮明地和「真」綁在一起講：「真」與「非真」對峙相持間，顯、隱、明、暗變

動之際，美在其中展現矣。而第三段『真理與藝術』接著說明真理之發生而成就

為藝術，如何置入到作品當中，進到一個被開啟安排出的世界而保存於此，並進

而處理創作及保存之同等艱辛，「真與非真」的無止境問題。他自己還不忘提醒

大家：這是 SZ §44 業已提出的獨特想法。﹝Reclam 60 / Holzwege 47﹞

其五‧「雙重遮蔽」與「原初爭執」：

講說至此，我們發現關於『世界與大地之彼此相向為一場爭執』 的理解，

原可用來講《羅馬噴泉》裡的動與靜、自在自足與盈滿湧出，也可以講《農鞋》

畫面裡的農事操勞與短暫歇息，但更好的，無疑是講需要借助神殿氣勢才講得出

來的「真理發生」(Wahrheitsgeschehen)，及發生後勢必經歷的變遷與考驗。「爭

執」(Streit) 是為一種彼此間的對立相向 (Gegeneinander)，但也可以是兩方對向

互轉 (gegenwendig)，總是不可分開而互相牽制。當作品開顯一世界而真理發生

於其中，讓各般存有之物都安排至一開放處所 (ins Offene)、妥善陳列布置好

(Einrichtung)，此時事物與事物彼此關連襯顯、相互牽動，讓「光敞開放」與「遮

蔽覆蓋」的對向互轉 (das Gegenwendige von Lichtung und Verbergung) 盡情展

演，通過必要爭執而取得一個結果來 (erstritten)。

因此他說：『真理向著作品中去。真理僅當作世界與大地相向間的爭執而出

現 (west)。』﹝Reclam 61﹞真理置入了作品，卻是經由爭執而強行進入，且進

入後依然爭執不休，若隱若現，若實若虛，以致最靜默的作品，仍可迴盪起最激

烈攪動。這可以是一時一地的顯隱互轉 ─ 作品的某些部分由顯變隱，另部分由

暗而亮，此即所謂內在「爭執」，一如真理發生、未發生初始，拉扯抗爭而互不

相讓。不過，那也可以是永久重複的無止境爭執，推至所有作品、歷史變化間皆

然 ─ 此即思想中可以一直追究到存有究竟來源處的無底爭執，則會冒出有如下

文所講的「真即非真」或「原初爭執」(Urstreit)。

不過這裡所謂「原初爭執」(Urstreit)，還不會是演說惟一的玄奇妙論，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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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答案。這與稍後還有的「原初始創」(Urstiftung)、「原初詩作」(Urdichtung)，
「原初語言」(Ursprache) 等「原初」主張合併起來審視，或許可差強比擬，讓

我們約略趨近海德格心目中所謂的藝術之「本源」(Ursprung) ─ 其字面解讀即

為真理發生的「原初跳躍向前」(Ur- als Vorsprung) ─ 究竟為何的問題。

IV
「原初爭執」與「始創」三部曲

其六‧「原初爭執」、「裂隙」與「存有造型」：

因此到最後第三段演講『真理與藝術』，海德格愈來愈投入﹝或陷進？﹞有

關「原初爭執」(Urstreit) 的極端詮釋，與更貼近本源處的疏導。由其他資料看，

這和他一向欣賞希臘哲人赫拉克利圖斯 (Heraclitus 550-480 BC)，尤其編號第 52
及 53 號的斷片 ─ 分別點出『一切起源於相爭』和『自然好隱』的那兩條 ─ 當

然有很深關聯；不過同一時期間，他對德國詩人賀德齡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 詩篇的研讀，應該也是主要靈感來源。

如果以前都說真的本質都是開顯、揭示、去遮蔽，重點是發現一原為遮蔽之

物的 Unverborgenheit 狀態，那麼現在說「真的本質為非-真 (Un-wahrheit)」，則

更是指其實不真、尚未全真、已然成真者未必維持為真，揭露為真者復又遭撤回

解消，以至於不保或存繫不住、無以為繼等等。因為「尚未」(Noch-nicht) 及「不

被」(Un-) 發現，同樣屬於真之為無蔽的由來當中，是雙重拒絕或雙重遮掩的另

一個「非」或「不」。﹝Reclam 60 / Holzwege 47﹞故海德格討論「即非真」至此，

不單要說：『真理的本質當中就有一種原初爭執 (Urstreit)』，更自行提醒讀者聽

眾，可返回 SZ 第 44 節的一個預示觀點相對照。31

此外闡述神殿結構時，海德格又再度訴諸文字敏銳度，尋獲另組語詞使喚。

任何事物或任何作品之成型，以一特有樣貌或造型 (Gestalt) 出現，開始之際都

有如「爭執」間兩相撕扯下會出現「裂口」及「隙縫」(Riß)，同時也提供一初

步大樣的「輪廓」或「梗概」(Umriß)，一歷史事件的發生樣貌；以至於我們可

仔細再說設計安排，如建築中精確結構的「垂直剖面圖」(Aufriß)，或標示整個

基地分配布置的「平面圖」(Grundriß) 等等。32 如此決定下存有 Gestalt 造型出

現，不但說明其結構樣貌，都是原初爭執間強力「撕扯」(Reißen) 使然，也間接

31 「真轉非真、非真轉真」雖可說於 SZ §44 已見端倪，惟當時僅說『此有同樣原初地在真和非
真之中。』(SZ 223)。因為『此有在真之中』和『此有在非真中』皆可成立，並暗示「在非真中
之存有」(In-der Unwahrheit-sein) 或即為構成「在世存有」的一個本質決定。見 SZ 222。
32 ﹝EA 12 / Reclam 63-64﹞。這組字的出現有兩件事令人深思：一是 1927 年 SZ §8 原書計畫草
圖即 Aufriβ，二是 1929 年《康德與形上學問題》(GA9) 說的「詮釋暴力」及 SZ §44 中說的「強
奪」(Raub)，皆為爭執拉扯的產物。二者雖已放棄，畢竟確曾為海德格個人獨創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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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其晚期常說的「任其發生」(Geschehenlassen) 及「任其存有」(Seinlassen) 是

否純粹被動的問題。這對後期思想的許多表達模式的理解，顯得尤其切要。

其七‧新的「始創」三部曲：

講稿由「爭執」與「原初爭執」的奇特觀點，再推向另一極端，即展開「始

創」(Stiftung) 並回溯「原初始創」(Urstiftung) 的探討。這是因為「爭執」不是

只為了爭執而爭執，爭執間大地皸裂則世界冒出；爭執至一地步則輪廓浮現、大

勢底定，導入一個真理發生、意義開顯的始創新階，於是必將轉向與「爭執」(Streit)
相對的另一關鍵字詞，其為「始立」或譯「創建」(Stiftung)。這有如是說：爭執

到相當地步，造成實際效應約略浮現，即化作另一開始，可締造新頁，或留待繼

續可能的爭執。這儼然已是後來的詮釋學實效歷史 (Wirkungsgeschichte)，總是

不一樣 (anders) 理解的說法，值得格外注意。

不過海德格這邊，他早先 1928 年《論理據之本質》(Vom Wesen des Grundes)
就曾以 Grund﹝理由 / 根據 / 基礎﹞的本質為探討核心，認為要進行 Gründen
活動，得經由三種側面，分別是第一：當作「始立」或譯「創建」(als Stiften)，
第二：取為基礎或以為根據地 (als Bodennehmen)，第三：提出論據以證實 (als
Begründen)，現在對照下略有不同。《起源》當然已脫離了奠基思考模式，改成

以「始創」(Stiftung) 為主軸去說明生成變化與發生 (Werden und Geschehen)，從

此展開人類歷史裡一番真正實效，承受起伏與興衰。簡單地說，哲學上確定萬有

本質、或尋求普遍知識奠基的工作，已經改變成探索人事變遷中無盡本源、以提

供充分理據詮釋。

所以《起源》不同於《理據》，改為第一「贈予」(Schenken)、第二「建成」

(Gründen)、第三「始立」(Anfangen) 為論說標的與次序；主題已不是 Gründen
而是 Stiften，Gründen 反成為依 Stiften 為主的活動間第二項可能。換言之，《起

源》直指藝術品存在事實，不問如何可能而問實際發生之初始。新的三部曲的解

說是這樣：首先「贈予」(Schenken) 是指一項饋贈與賞賜，代表著存有世界的意

義豐盈 (Überfluß)，有機會得到原本未能擁有的，令人感恩知福。其次「建成」

或「底定」(Gründen)，指稱本來未確立或不曾開放、不曾布置起來的，本來根

本未曾出現者業已成立，奠定基石。然則待一切安置妥當、真實創建後，並非從

此就固若磐石，永世不移；因創業為艱，守成更加不易，此所以第三雖言「始立」，

卻預言著每一輪「開始」(Anfang) 已有「結束」(Ende) 的在內。

其八‧語言、創作與詩：

上述由 1928 年修改而來的新說法，我們不妨稱為「始創 (Stiftung) 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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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以總結「真理」與「藝術」的關係；但其間極明顯，又和這篇演說論文外

的其他許多著作連接密切的，還有其中所凸顯的「語言」(Sprache)、「詩作」

(Dichtung) 與「原初創作」(Urdichtung) 等重要意義。其實這個時期，無論 1935
年講授《形上學導論》(GA40) 時摘錄、詮釋的希臘悲劇《安堤岡尼》命運搏鬥
場景，1936 年關於〈賀德齡與詩的本質〉思考和其他演講，海德格都提出許多

民族命運與語言本質的思考，對他本人後期何以偏愛詩與藝術的語言，也有決定

性指引。他有愈來愈多的論文和演講，集中於發揮語言奧妙、展現詩性本質之思

想探索，甚至令不少人難以接受。但《起源》中對語言與詩的看法，尚未走上偏

鋒，若配合著「始創三部曲」及前述各項創意主題，反而比前述「世界與大地相

爭」容易領會。

「始創」之當成真理發生，特別是和「存有」(Sein) 之「講述」(Sage) 相關，

和語言、傳說、詩、詩作以及原初詩作有關；這在演講稿前段已有零星透露，到

揭示「始創」意義時更形倚重。例如前述第三項的「開始」，就是藝術作品的始

立及完成，作品成立出現，新而巨大的意義被贈予，精神達致極高成就；但時間

消逝、陰影密佈，又發起或煽動 (anstiften) 另一場真理爭執與存有保存之戰。

這聽來神秘，不過如果看成都在語言流傳間發生，道理即明。第二段演講就曾提

到：民族的傳說當中，新舊神明之戰都發生於詩歌、戲劇等文學作品當中，引領

眾人的認知和取捨，如神殿般堅定見證著歷史變遷。無論如何，《起源》行文至

後段，明白揭櫫語言文字於藝術創作本源處的特殊份量，故強調：『語言自身即

為本質意義的詩作。』33 又說：『藝術的本質是詩作。』34 再套用《賀德齡詩的

詮釋》裡的話可說：『詩作是對存有的文字上的始創。』35 或直說：『原初語言

但就是當成存有之始創的詩作。』36

「始創」活動樣貌繁多，舉凡吟詩、詠讚、寫作、朗誦、傳唱等遠古以來原

始人類活動皆屬之。如果沒有詩人諸多傳說、史詩、悲劇、戲曲等語文作品，希

臘神殿立於時間邊緣的迷人力量，其意義恐怕喪失殆盡。當然，「詩」(Poesie) 與

「詩作」(Dichtung) 不儘相同，「詩」為名詞指成篇作品，「詩作」則為最基本的

藝術創作之形式，事關動詞意義的「寫詩」、「作詩」或「創作」(Dichten)。因此

「詩」是以語言說話為材料的「語言作品」(Sprachwerk)，諸多藝術作品中的一

類，與其他類的關係是並列的。但是「詩作」則是特別指語言表達、語言文字上

構思之艱辛困阨而言的，最具原初及始創性格的藝術創作活動。

33 „Die Sprache slbst ist Dichtung im wesentlichen Sinne.“Reclam 76 / Holzwege 60。
34 „Das Wesen der Kunst ist die Dichtung.“Reclam 77 / Holzwege 61。“Alle Kunst ist im Wesen [...]
Dichtung.“Reclam 73-4 / Holzwege 58。
35 „Dichtung ist worthafte Stiftung des Seins.“Heidegger: Erläuterungen zu Hölderlins Dichtung, S.
38。按〈賀德齡與詩的本質〉為 1936 年 4 月 2 日在羅馬的演講稿，不僅時間極接近，且內容主
張上聲聲呼應。眾謂海德格晚期大量轉向語言、詩與藝術，良有以也。
36 „Die Ursprache aber ist die Dichtung als Stiftung des Seins.“同上 S.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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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自己讀詩、評論詩文語詞之間，常告訴我們，對每一民族而言，詩的

語言擁有最強大的原創力量，可以對一切存有進行所謂『始創性的命名』(das
stiftende Nennen)37。故詩作是一切藝術創作之始源，每一民族有自己的語言，命

物以名，也得以講述自身的命運發展，掌握當下方位與未來展望，且如此活動，

最為彰顯何以藝術本質即為真理的發生。海德格關心的是人在被拋狀態存有、有

限處境間，該如何講述出他對整個存有的籌思規劃之困難，也就是〈附錄〉最後

兩段所說「存有」與「講述」的互屬關係。38

其九‧創作與保存維護：

最後可提，對所謂詮釋學出路必須一提的，為藝術品「創作」及「保存」的

問題 ─ 作品之製成、作出 (Schaffen)，與事後的保存與維護 (Bewahren) 關係。

海德格認為若創作成功，令置入作品的真理更為明顯 (deutlicher)，但保存得宜，

則意義現實性對我們而言本質上將更為豐富 (reicher)。所以作品須創作出來，同

時也要保存者維繫發揚，延續其存在，進行讓其保持開放的理解詮釋。因此夾在

「始立三部曲」中一個較小的主題是：『就像一件作品若未被創造則不能存有，

本質地需要創作者[複數]，同樣被創作的東西自身若無保存者[複數]也不能成為存

有著的。』(Reclam 67-8 / Holzwege 53) 作品不僅限於為藝術享用而成立，所以

真理發生與始創，不單是意義置入成功與否，也立即面臨如何令其持續有效，不

致湮滅的問題。這是日後高達美詮釋學特別主張要與作品對話的緣故：詮釋學不

停留於創造發生，更致力乎詮釋理解，對於藝術作品或經典文獻皆然。

其十‧〈後記〉與〈附錄〉的補遺：

以上數說《起源》演講內容，當然也是梗概，而且，似乎列舉了更多思考問

題，不像在提供明確答案。海德格自己於 1936 年後、1949 年前的〈後記〉再度

提筆時，也先承認藝術之謎無解，只要求嚴格精確以對 (genau nehmen) 的態度。

此時，他依舊批評黑格爾《美學演講錄》視藝術為過去事物的觀點，同時也轉出

「真」與「美」和「善」並不對立的主張，印證他自己這部演講錄仍以「真與非

真互轉」為中心思考。1956 年〈附錄〉又討論自己演說間若干行文用字上的考

慮，稍嫌枝節零碎。不過其中有關於「發現」(Feststellen) 一語的分析，卻引申

到「發現」可以有多麼「堅固」(fest) 等有趣問題，包括θέσις和πέρας的詮釋。
這一大段事後追述，因為和筆者這篇文章的標題﹝邊緣﹞有關，值得引述。

37 語見 Martin Heidegger: Hebel –der Hausfreund, 3. Auflage 1965, S. 28。
38 眾所周知，語言思考和語言轉向是高達美詮釋學的關鍵，但是他的詩作二階段論，即 Dichten
藝術創作的二階段論，以及對修辭學的依重，其實受海德格《起源》演講影響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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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指出，希臘神殿開立一世界，後人發現其有，但可以只是某種處於邊

緣處、理解界限上 (πέρας) 的遭遇，而不涉及如何確認、如何確定的對象問題。
這是因為希臘人說的「邊緣」或「界線」(Grenze)，並不是現在所理解的不可逾

越的「界限」，而是環繞周圍的「輪廓」(Umriß) 而已。希臘人說的 πέρας不會
將事物封鎖在外 (abriegeln)，也不會逕自認為界外無他物，它其實最多只是一道

已見、未見的「前緣」地帶，並不因此故步自封，亦非不可突破的「框架」

(Ge-stelle)。希臘人說的「立題」(Thesis /θέσις) 亦然：如演講中說論理間站住一
位置、決定一題旨或論點，或說立出一個綱要，這些也是隨視域推展而定，其是

否即永恆真理仍待考察。這個有關「邊緣」、「界限」與內文中難理的拉扯爭執間

浮現「裂痕」、實即「梗概」或「輪廓」的說法，確實是促成本文寫作標題的引

導動機。稍後，我們會再看到高達美的評論，並適時指出，這些不僅和本文題目

深切相關，更對「視域融合」說很有淵源。

V

開闢詮釋學途徑的影響實效

海德格〈後記〉寫說：『整篇《藝術作品起源》論文很自知卻未明言地在探

問存有本質的路途上前行。』所以，追問藝術之起源，其實仍在追問存有的本質，

並未止歇。但《起源》從第二講描述神殿冒出於「世界與大地相爭」的裂縫，柷

靜立時間消逝的邊際，到第三講逼進藝術與真理的共同起源，探索語言籌畫的「始

創三部曲」，究竟有沒有突破原先《存有與時間》格局？有沒有更貼近存有本質？

有沒有溯探回到極接近本源之處，到一個新的 Ort﹝地方﹞39？這是我們必須接

替思考的課題。

筆者這篇文章裡仍把德文 Sein 譯「存有」，Wesen 則譯成「本質之有」或

「本然出現」，名詞時亦可直說「存在」或「存有」。前者 Sein 的譯法，會影響

不少相關概念，例如 “Dasein”不說「此在」而說「此有」等；後者因為海德格

對 Wesen 這個字詞本身，及其合成字詞，特著重動詞原型的根本動態及變化歷

程，或說出現與否﹝An- und Abwesen﹞、出現後是否仍為其本然狀態等意思。

這並不是簡單說：本質的東西會變成非本質，而非本質隨時有可能變成本質的；

而是就思想探索不會輕易滿足的要求言，無論「實體」、「存有」、「本質」等形上

學慣用語詞，以及前文對何為一「物」的傳統固定概念，對他來說，其實都還需

要再往前推，逼近於一更形深遂的顯隱之際：一面固然是開啟、彰顯、揭示，與

另一面卻是退隱、遮蔽甚或消失無存之間的，那一整片詮釋學該致力的場域。希

臘神殿殘存立於天地之間，未被遺忘，即為一寫照。40

39 演講全文結束處引的是賀德齡詩句：”Schwer verläßt / Was nahe dem Ursprung wohnet, den Ort.”
﹝Die Wanderung IV, 167﹞，極貼切。
40 其實演講中曾強調即使作品可能落入遺忘，遺忘亦非沒有，遺忘仍是一種保存，指向作品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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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基本上並不排斥 Wesen 這個字，當時他許多著作仍追究「真理之本

質」、「理據的本質」或後來「詩作的本質」；況且即使他力斥表象思考時，仍倡

議回返一種本質思考 (das wesentliche Denken)。甚至這裡如〈後記〉所言：『起

源這個字這裡所指的是從真理之本質思考的。』以至於《藝術作品起源》原本應

該譯成「本源」更佳，或許能更呼應前述幾個立說重點。41 真正因《起源》論

述而豁然開朗的，其實是說不論 Wesen 之為「本然存有」或「存有本然」，出現

與不出現，在場與不在場，顯與隱，揭示與遮蔽，籌劃與落空，其中總是暗藏著

一個有關彰顯、表露、在場或出現與否的更深一層分判，不知底定何處。如此文

或他處所說的無底深淵 (Abgrund) 般難以捉摸。

若再對照 50 年代常出現 Anwesen (presence) 與 Abwesen (ansence) 並列的

方式，更容易瞭解：「存有」問題，不能只從 Anwesen 與 Anwesenheit 的決定即

確定來看。Anwesen 要擺脫開 Abwesen 才出現，但出現之際，也已是其他可能

Abwesen 作用開始時。如此一來，一切事物皆出入於顯隱之際，「在與不在」(das
An- und Abwesen)，都處身於呈在與不呈在、出現與不出現、乃至時間的當下與

非當下、空間的現前與非現前。海德格早知一味以 Anwesenheit 疏解 Seiendheit
有所欠缺，此後也抨擊形上學概念與科技不會思考，但《起源》能直言世界與大

地之爭，述說顯隱之際的奧妙無盡，無疑又是一個 SZ 後的新開始。

綜合本文以上 II、III、IV 節至此的摘錄重點及講述，我們可以理解《起源》
主題是真理與藝術42，但結果轉出「始創」和語言。其實很久前，海德格的 rororo
傳記作者 Walter Biemel 有鑑於他中、後期反覆講明古希臘「真理」概念的看法，

亟思有所突破，因而主張《起源》論文根本是從藝術之本源思考真理之本質，以

狀似「無蔽」、「揭蔽」，但實為「顯隱爭立」，指明藝術作品之所以存在。再因為

《起源》〈後記〉裡，思想家自己承認此文思慮、處理的是「藝術之謎」，藝術之

存在本身就是個謎；而且是要學習去觀看這樣的謎，非去解決。這正是現象學家

觀看事理本身的態度。因而本文主張：透過「藝術之謎」我們能看到的，是海德

格多年難以講清的「存有之真」即為「無遮無蔽」的顯隱之際這難解之謎，且因

此能啟迪一條詮釋學的道路。可說典型的現象學入手，先抓出主題論的，依描述

變通而趨向本質或本源，再從詮釋學拓展擴增，充裕實質可得的意涵及旨趣。

追思其寓意。﹝Reclam 68 / Holzwege 53﹞
41 Holzwege 66 / Reclam 85。此外，原稿最初也說，撰文目的是要超過長久以來所有對藝術之本
質規定 (Wesensbestimmungen) 的評價之探討，直指藝術究竟起源，其實也正是以探討藝術作品
「起源」或「本源」問題，取代以往追究藝術之「本質」的問題。初稿文末也曾經出現 Unwesen
des Wesens 的筆法，或許也是如 Unwelt 相似，無字而造字使用；但效果顯然不佳，故不取，
已如前述。
42 持相同見解者如 Dieter Henrich、Andrea Kern、Walter Biemel、Otto Pöggler、項退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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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神殿究竟是海德格演講中的一個譬喻？或象徵？或兩者兼具？本文的

大膽前理解在於：《存有與時間》根本無法完成、已告失敗﹝gescheitert﹞，如他

自己承認的。SZ 會像一座已不再完整的神殿建築物般存在，需要從作者的始創
之初及他的後繼文本，或許因緣際會，加上旁人適當的詮釋解說，才能繼續挺立。

海德格於 Reclam 版前言，難得讚許高達美為此部演講解讀甚佳，讓讀者理解他

後期許多著作獲得一決定性指點 (Wink)。

正是高達美評論此演講，認為最重要的是海德格新提出了令人驚訝的概念掌

握，如「世界」與「大地」之說，然則與此同時，也拉開與 SZ 既成部分的距離，
無法轉回。對海德格言，「大地」是藝術作品的一必要的存有規定：大地是無盡

藏的發源起點，也是吞食堙滅、撤銷回收的無形力量，即使傾一城一國眾力豎立

起的神殿，向天際開放的世界，但迄今殘存型體輪廓，隨時有完全隱沒不顯的虞

慮。真理的發生與意義的維護保存，同屬不易。如同我們回顧 SZ 時，其探討時
間性問題並未窮盡，且觸及歷史性 (Geschichtlichkeit) 與一民族在歷史當中的共

同時運 (Geschick) 之後，對此有的存在分析 (die existenziale Daseinsanalyse) 竟

無以為繼。況且真切回想當年時代背景，即暗合本文主張：關鍵是 30 年代間海

德格思考裡，所謂真理的顯隱之際，已融入命運多桀及歷史演變的向度。

依高達美當初指引：希臘神殿佇立不只供現象描述而已，更該思考『讓存有

本身如真理發生般被把握。』(Reclam 107) 偉大藝術的創造與存在，超越個體，

導引有限意識脫離自身，投向時間邊緣、真理開顯復隱匿之際。因此人類有限存

有，特別需要歷史鉅構、前人業績，如建築的神廟殿堂、或語文性經典傳說，這

是詮釋學自我理解的推展坦途。SZ 要講明有限性個別此有，從結構分析上說『那
是被拋擲的反拋擲。』(“Es ist geworfener Entwurf.”/ Reclam 99) 但高達美進一步

暗示得好：不論個人一己之本真、屬己的投注與設計﹝籌劃或反拋擲﹞，抑或是

一整個歷史民族的命運變遷，始終都要力圖擺脫其有限與成見，邁向存有視域更

高遠廣闊處，要從當下的承繼到向未來，而非追究封閉於過往者。

所以高達美〈導論〉間指證，現今從一切理解皆為自我理解的詮釋學現象來

看，我們確實會遭遇許多「存有形式」，其對有限意識而言，都難以給定一恰當

位置，因為它們既非歷史的，也不是手前的。例如數學的事態關係之無時間性，

自然之四時循環的無時間性，以及所有跨越時代距離傳遞下來的藝術光華之無時

間性。所有這些，都不是原先 SZ「僅只為有限者」(das Nur-Endliche) 的此有觀
點，可輕易探索，找到答案的。『無意識、數、夢境、自然運轉、藝術之驚奇 ─ 
所有這些都只顯現在於歷史中認識著自己並理解著自己的此有之邊緣 (am
Rande)，好像可由某種界限概念 (Grenzbegriffen) 的方式把握得到般。』﹝Reclam
97﹞可見海德格在「世界與大地爭執」間勉強敘述「真理發生」的奧妙，後來的

高達美，即轉移到詮釋和理解間的重新獲取且受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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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高達美提醒我們的有道理：《存有與時間》講的是有限此有爭取「本真

性」(Eigentlichkeit)，是不斷於揭示間開啟可能性的『被拋入者與他的計畫』(das
Geworfene und sein Entwurf)，是決斷行動；《起源》卻已覺察到所有有限者的計

畫與力量投注，恆有相反方向的拉扯與牽制，好像是存有當中一定會有「敵人、

對手、持異議者」(im Sein, so etwas wie eine Gegnershaft des Anwesens) 出現阻撓

般，令計畫不成、意願落空。這才是「顯隱相向」(Gegeneinander von Entbergung
und Verbergung) 的最真實、最警惕意義，也是歷來詩人和哲學家們共同的題材，

當今詮釋學者須面對的任務。因此他循著《起源》揭示：藝術作品的存在，必非

一般器物、對象物的存有層次可及，而該視為時間邊緣處，仍保存著真理內容的

存有。此所以人類面對傳世作品，會玩味流連，有如在瞬間追求時間永恆與意義

飽滿，遠超出一般概念掌握的能力所及。﹝Reclam 110-111﹞

高達美當年於此已有洞悉，故謂作品之創造、其存在，所以會高出個人之上

而又打動人心，正在於作品內蘊豐沛、意義非凡，所謂『作品有話對我們講說』。

這般情景，不正像希臘神殿靜立大地一隅，時間歷史邊陲，幸未全然遺忘湮滅，

仍等待著讓人解讀一樣？藝術品過去出現，現在還在，將來也會繼續保存，藝術

作品對欣賞、詮釋、理解者始終可交談而有話說，這是他回應海德格思路的詮釋

學解決方案。多年後高達美自己講得更好、更明確、更耐人尋思：(1977)

藝術經驗之可貴，在於我們於藝術作品中學到一特殊逗留 (Verweiln)。
那種逗留的明顯特徵表現在，它不會變無聊 (langweilig)。我們愈讓自

己流連忘返，它就顯得愈加在說話，愈多面多樣性，愈見其豐富。藝術

的時間經驗之本質是，我們學會逗留。這或許是我們對人們稱作永恆

(Ewigkeit) 者之適當合宜的有限回應。﹝Aktualität 60 / GW8:136﹞

不過《真理與方法》裡高達美比較不講「作品」(Werke) 而講「構作物」或

「構成物」(Gebilde)，希望進一步發揮共同型構，讓詮釋者在參與中分有、分享

的歷史活動。那顯然又是一個新開始，而且他的藝術遊戲說，看到的是能夠讓主

客完全交融的「完滿性」(Vollkommenheit) 經驗可能。因為對他言，一件作品不

止於單一件作品本身，還帶著有文化傳承上迄今未止、生生不息的實效歷史

(Wirkungsgeschichte)。同時一項真理之發生，往往不是最終結果，仍須我們承先

啟後，繼往開來，才可能讓源源活水般，持續灌注當前仍可進行的精神探索與思

想整合。高達美的思考重心不弄玄虛，改置於詮釋學者之所謂「實踐與執行的真

理」(Vollzugswahrheit)43 上，以繼續海德格的《起源》之旅。

43 高達美《著作集》專講詩與美學的兩冊文集 GW8 為 Kunst als Aussage，GW9 為 Hermneutik im
Vollzug，可與 WM 第壹部分合併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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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哲學詮釋學的繼起與發揮

海德格晚年不再是膠著於孤獨個體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而是深悟人類存有之

有限性，經歷過風浪起伏，將近知天、知命之年的存有牧者 (Hirt)，大地棲居之

客。至於他一方面知曉歷史多變，感嘆命運捉弄、造化無常，或許更已預見發展

中的國族悲劇之餘，另一方面曾否後悔他接受過錯誤的存有召喚？44 這點非本

文興趣，也無從臆斷，高達美更有意迴避。但海德格從此偏好詩與藝術，全力抨

擊科學及技術思考限制，棄絕傳統形上學僵固語言，斷言哲學必須終結後重新開

始45，那些都是他最明顯的改變。

但歷史實效方面，海德格陷入的語言匱乏與語言困窘 (Sprachnot)，並未令

高達美卻步，反促成詮釋學開展的契機。因為，人文精神世界裡美不勝收的典範

珍藏，經典文本的真實世界，完全可以像藝術品般，讓後人找到值得投注精力、

再起實效的實踐場域。高達美自己原本沒有停留在藝術領域的打算，他由藝術作

品轉向經典文本，由哲學的實踐過程裡列顯詮釋與理解的特徵，他關注的焦點，

一貫擺在語言中介和對話的進行上。46 所以他會說，他曾遠遠追隨《藝術作品

起源》的晚期海德格，但非關「詩與神話」(Poesie und Mythologie)，而是學習如

何思考 (Denken)、如何理解 (Verstehen)，是詮釋學的反思。

海德格與高達美，這兩位影響前世紀哲學極重要的人物，關係決不可能只由

一篇講稿窺見。不過回顧下，高達美《真理與方法》卷首，若非借重藝術領域之

理解，循序進入到他於詮釋實踐間所體認的理論特徵，實在也很難有更好發揮。

例如說，若直接從第二部分前半詮釋學發展史的考察開始，就很難揭示精神科學

中真理問題的特殊性，更不易拉開他和古典詮釋學﹝如史萊馬赫及狄爾泰﹞間的

距離。借助藝術領域，其實是繞道對藝術中的真理探訪，能開闢邊疆以進行視域

重整，避開方法問題之糾纏，打破科學壟斷迷思。非議固然不少，卻是他能因此

袒護人文學科，有意提高人文精神學科整體地位與價值的一項突破創始。

《起源》揭發的不可解之謎，不論是講稿中屹立不移的希臘神殿，其他晚期

著作裡先蘇期思想家莫測高深的斷片，還是賀德齡詩篇，他面對每一處可再度開

啟的深邃義理，即視為一思想挑戰。海德格不辭艱困探索本源，一心追求他本人

的「始創」，但困頓掙扎下，後來不得不退隱到詩與藝術的天地獨處。反之，高

達美卻引領我們走進由語言開道之詮釋闡述，以語言轉向來落實人間交往，以交

44 最著名者如 Karl-Otto Apel、Jürgen Habermas 等後起哲學家的嚴厲批評。
45 可參閱 Werner Marx 的「第二傳統」之說。
46 《真理與方法》開始以藝術真理為標的，為的只是引進到人文精神科學領域的討論，況且其
中主要工作在檢視並恢復人文主義傳統的舊有概念，和只適用於科技研究的方法論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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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對話、向經典學習來克服現代人的失根性 (Bodenlosigkeit)。47

語言勢將在此扮演更關鍵角色，決定性的中介。這不單是為提高語言重要

性，同時也嘗試暴露一切現有語言的困局，尤其是無法再行溝通理解的語言。所

以《起源》作者在〈附錄〉最後一句話，承認自己仍停留於尋覓適當語詞的「困

境」(Notstand)；反之，高達美則於〈導讀〉時就指出：藝術要成為語言，冀望

「始創」與「真理發生」，都必須在「預先開闢出的語言道路」(die vorgebahnte Bahne
der Sprache) 上進行。因而他一方面強調「語言的先行性」(die Vorgängigkeit der
Sprache)，一方面預示每一現有語言都可能自陷其中的局部性 ─ 然而所有的詮

釋理解，難道不都正是如此進行的？48

正面面對藝術之謎，以及對藝術品存有論的解析，無疑是海德格《起源》思

索的具體表現，對世界與大地相爭的描繪，則藉神殿仍屹立世間，見證時間幾近

停頓的邊緣，見證「始創」得來不易、存護更見艱鉅。但高達美則認為，如今不

同的是，該如何借助對藝術品存有之探討，而非再從人之此有分析，將發問位置

推至更為前緣的地帶。因此，高達美確實並未完全跟著海德格走49，雖然 WM 第
三部宣稱要以「語言」思考導引，去完成已啟動而未成功的「存有學轉向」。換

言之《起源》雖曾令他感動，他也受託撰寫了〈導讀〉，卻常自稱他只是「遠遠

地觀察」晚期海德格，似乎他所見所思並真正關切的，只是海德格 30 年代林中

摸索間，首次瞥見的光敞處所，一個可由詮釋學全面接手的出口。從此他能夠，

如哈伯馬斯一篇賀辭所讚揚的，將後期海德格的深沉思考，自鄉居野地帶回人間

市集，要求對話與溝通的生活世界。50

總之，高達美無疑是最懂得這次演講意義及份量的人，海德格對他的贊許應

該也不止於那篇〈導讀〉而已。高達美常言他自己在為通向晚期海德格思想標示

蹊徑51，且直至 1977 年仍不忘《起源》經由世界與大地之爭所說出的真理：

47 依 Dieter Henrich 所見，高達美 1958 年即已部分針對康德《判斷力批判》奠定之先驗美學發
難，撰有〈審美意識之疑問〉以揭櫫詮釋學觀點，要旨盡在於詮釋學對語言對話活動的倚重。這
點轉變，確實為當代藝術理論不同於先天奠基式哲學美學之特色。如果我們可稱之為當代藝術思
考的語言轉向的話，後天的、現實世界和歷史流傳間，依靠語文傳述與詮釋的「藝術生成」
(Kunstwerden) 與「藝術理解」(Kunstverstehen)，那才是人文教化精神下的美學關懷所在，亦即
高達美藝術思考的特殊貢獻。可參見 Dieter Henrich: Theorieformen moderner Kunsttheorie. D.
Henrich / Wolfgang Iser: Theorien der Kunst﹝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2﹞20 頁。
48 高達美〈導讀〉的結語見 Reclam 113-114，令人直接想到他日後名句：『存有，其可被理解者，
是語言。』﹝Sein, das verstanden werden kann, ist Sprache.﹞此處不申
49 Jean Grondin 特別認為高達美方面，於 1960 年前後此一期間，他對海德格反而保持一種故意
不明說的態度﹝“a certain reticence”﹞：一種審慎的沉默，無言以告。見 Jean Grondin: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90~293。
50 Jürgen Habermas: Urbanisierung der Heideggerschen Provinz / Laudatio auf Hans-Georg
Gadamer。刊於 Hans-Georg Gadamer / Jürgen Habermas: Das Erbe Hegels. Zwei Reden aus Anlaß
des Hegel Preises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9 至 31 頁。
51 所謂 “to blaze a trail to the later Heidegger.”見高達美：〈我的哲學之旅〉英文稿刊於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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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感謝海德格在本世紀走出的思想腳步，最可能讓我們從觀念論

之意義概念裡擺脫出來並且可以這麼說，讓我們在揭開、解蔽、開顯

而出以及遮蔽和掩藏起來的雙重互轉間，聽取到藝術向我們訴說的存

有豐富或是真理蘊涵。他指出，希臘概念的無蔽，僅止是人在世界中

基本經驗的一面。在揭蔽的旁邊而且和揭蔽無法分開的，恰恰還有掩

藏及遮蔽，還有人的有限性的另一面。﹝Aktualität 45 / GW8:125﹞

這不但是《起源》那些主題再現，別處更稱此為哲學與詩的共同語言特徵，

所以他還指出：『看來這對於詩人和哲學家，從柏拉圖到海德格皆然，在語言奧

秘中由同樣的發現與撤回的辯證 (die gleiche Dialektik von Entdeckung und
Entzug) 加以掌握。』(GW8: 239) 如前文所述，其中關鍵就在於可能的「剝奪」
或「撤回」(Entzug)，往往由不得個人。這會與過去從主體性奠基出發以論述客

觀經驗、絕對知識都不相同。現在詮釋學立場講述的經驗是：由藝術活動所始創

者，作品之為物，不外一事理本身的積蘊與傳達，其中有意義開啟或釋放

(Offenlegung von Sinn)，但同時也進行著意義之搶救、收藏與保持 (Bergung von
Sinn)。前者如舊物般可感謝前人成果，對我們言像接受「贈予」，然而追問到關

於他們所「建立」、「始創」，其中被安置的真理究竟為何，至今還有何新意，可

如何整合融入到當前，成為我們的一個相干部分，這就完全是後人理解、詮釋間

去應對落實的使命。一座神殿屹立舊墟如此，甚至於從中散失的文物也一樣：

應該承認的是，某座古代神像，即使不再放置神殿中當作反思觀賞的

藝術品，而今天陳列現代博物館內，如今它立於我們面前，它仍包含

著那個它所由而生的宗教經驗的世界，而且這產生了有意義的結果，

即它的這個世界仍然還是屬於我們的世界的。同時擁抱住兩者在內

的，即詮釋學宇宙。﹝WM xviii-xix / GW2:441﹞

高達美早就強調，海德格從《存有與時間》後，就不再是先驗奠基的哲學系

統建構，不是意識哲學或主體性哲學體系問題。《起源》更進一步，由於如此深

邃的哲學慧見，連傳統觀念論可窮盡知識之路，可依循概念推論讓事物﹝包括主

體自身在內﹞通體透明、至不再變化地步的想法，同樣無法成立。偉大的藝術作

品，一如傑出的文獻經典、傳統權威等歷史流傳物，始終還有更多更新的豐富內

涵，還有可深入領會的實用意義待發掘，讓理解與詮釋取得更大空間，源源啟迪

後世。這正是高達美《真理與方法》發揚哲學詮釋學特色時的主要依據與期許。

﹝正文結束﹞

Philosophy of Hans-Georg Gadamer. The Library of Living Philosophers, vol. 24 同前引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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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我們？』 / 『我們是誰？』

─ 1930 年代海德格一個「政治」問題的探討  ─

張鼎國

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008/11/10 會議初稿

詮釋學擅長於解讀「文本」，但必要時，也必須解讀文本之產生「處境」，或

即所謂「時代背景」 ─ 包括個人書寫及論述時，各自殊異的內外環境、人類社

會的關鍵發展階段，及歷史命運的重大轉折點。海德格思想，在 20 世紀 30 年代

間起一轉折，已是眾所周知的事。若說這一轉折或變更，和他 1933 年任 Freiburg
大學校長、34 年旋即辭職一事密切相關，許多人也都同意。但捨棄個人功過，

不去談一偉大思想家仍可能犯下政治錯誤，或是該如何為之辯護、如何平反等無

聊話題，無論如何，發生在上個世紀 30 年代的「海德格事件」，其間及其後他留

下的相關文本，充滿深切省思的問題探索，確實以前所未見的方式，讓哲學可藉

由『誰是我們？』/『我們是誰？』(Wer sind wir?) 這一率直提問，意外切入到

「政治的」(das Politische) 領域，開展出很值得追究的向度。

我們討論的不是海德格個人「政治」動作與「政治」態度問題，那樣討論會

使得「政治」的範圍縮限太小。我們深感興趣的，是在那個時局劇變下，他的反

應與改變，當時立即的以及事後的。這其中很明顯者包括：他回頭探究西方思想

本源與發展，希臘以來「城邦」(polis)、「語言」(logos)、「真」(alētheia) 即顯隱

之際的啟明、存有本身 (Sein / Seyn)、人類歷史與命運，以及哲學與科學、古代

技藝 (technē) 和現代科技 (Technik) 本質為何等等極重要題材。

至於特別和這次會議主題直接相關的，則是 polis 這個古典希臘概念，以至

於現今國族、城邦共同體裡生活的「我們」，「人民」、「民眾」甚或「世人」，該

如何面對存有變化、思索自身應對可能等共通的困難。過去如此，而今依舊。

以下，我們將順著幾組概念及用詞，探知海德格約 1933 至 1949 年間的政治

參與、前後的政治思索或反省及若干批判：I.「我們」/「人民」；II.「城邦」/「家

園」/「命運共同體」；III.「科學」/「技術」/「存有遺忘」；IV.「歷史」/「命運」。

最後結論，我們利用幾個圖表方式，提出足資借鏡的哲學思考之檢討。

I. 「我們」 /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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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23 年夏，海德格以《存有學》(Ontologie) 課名講授的《事實性之詮

釋學》(Hermeneutik der Faktizität)，開宗明義指出：『事實性 (Faktizität) 是對「我

們的」「本真的」此有 (Dasein) 之存有特性的標示。』(GA63:7)52 毫無疑問，這

正是後來《存有與時間》透過「此有分析」(Daseinsanalyse) 探討「存有」(Sein)
意義的前奏。然而，何以要說是「我們的」？又如何才能成就「本真的」、「真正

的」、或「屬己的」(eigentlich)「存有於此」(Da-Sein)？那兩個一開始就有待釐清

的形容用語，後來受處理的先後、輕重卻很不相同。

很明顯的，1927 年《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寫出發表的內容裡，偏重

的是「此有」為「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以「掛念」(Sorge) 為核心而時

時進行「存有理解」，經「發現」、「開啟」去照料、經營世間一切存有，也透過

「決定分判」、「決斷」而預先面對只專屬於自己的死亡，開出本真存有可能。雖

然「此有」也是和其他人同處一個世界上的「共同存有」(Mitsein)，但每個人自

己或說本人存有 (Selbstsein)，他的「本真性」(Eigentlichkeit) 及「總是我所屬」

(Jemeinigkeit)，這些才是講述分析人的「存在」(Existenz) 的關注焦點。至於平

淡無奇、身份不明的「人們」(Man)，無聊而拖累，反而成了自我理解的絆腳石，

任何「本真存有」都始終無法完全避免的沉淪狀態 (Verfallensein)。

不過《存有與時間》全書撰述畢竟終未完成。況且，該書 44 節 c 段，亦曾

特別提到「我們」(wir / uns) (SZ 227~8)；更重要第 74 / 75 兩節論歷史性「命運」，

更強調除了發生於一己的命運 (Schicksal) 外，與他人在共同存有、因相互通告

且共同奮鬥所發生者，才是真正包括己身在內的共同命運 (Geschick)，屬於「共

同體」(Gemeinschaft)、「民族」(Volk)、或「世代」(Generation) 的完整命運 (SZ
384~5)。至少從這兩個段落，已發現到那和 30 年代勢必轉變，還是有非常清楚

的連繫在的。況且，海德格常言思想本身就是一行動、一態度或應對上的準備

(handelnd und verhaltend)，要能夠確實知道、而又意願貫徹的投身實現 (wissend
und wollend)。故一旦時局驟變，風起雲湧，他也很難不為所動。

1933 年納粹初掌政權，海德格 5 月 1 日加入為 NSDAP 黨員，且一度晉身大

學領導核心，校長演說裡，他就是依此觀點，期勉大家犧牲奉獻，報效國家。當

然，他並未預見此一政權穩定崛起後，卻以高度紀律和效率整軍治國，排外反猶，

大規模發動擴張戰爭，而終遭失敗，舉國蒙受慘重損失，聯軍佔領分治 …。這

些無疑是 30 至 40 年代最牽動世局的大事。而《存有與時間》後，「我們」與「我

們的」存有，也就又回到他思考焦注，所謂「我們的」存有於此，可直說就是「人

民」和「國家」，當然是以德意志人民為主。

52 以下引用海德格著作都依據 975 年起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出版的 Gesamtausgabe
為主，縮寫為 GA 冊數：頁數。SZ 則是照一般通例標示原始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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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 5 月稍後他接任 Freiburg 大學校長，就職發表演說〈德國大學的自

我主張〉(Die Selbstbehauptung der deutschen Universität)，從領導和行政的觀點，

以全體大學師生為呼籲對象，提出一些很具有哲學思考特色，但是很不幸，都被

認為是他擁護納粹政權意識形態的斷然主張。雖然他次年即主動請辭，姑且不論

真正原因何在，他曾入黨且任職大學校長，言行上支持國家社會主義領導，直到

戰後仍無深切悔意，未提出足夠合理解釋，從此爭議不休。53

1934 年脫離校長職位，夏季原本要以「國家與科學」為課程名稱，臨時卻

改為《作為語言本質問題之邏輯》(Logik als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r
Sprache)。書中正好有一幅關鍵圖表，標示出一個有趣的轉折，用以說明其論述

要旨 (GA38:97)。﹝圖表一﹞ 我們看到附圖軸線正中以『誰是我們自己？』(Wer
sind wir selbst?) 這一問題，造成一強力扭轉，硬是把一個開始時是探問邏輯的問

題，透過共同語言、也透過共同決定與決斷，翻轉成『何為歷史？』(Was ist
Geschichte?) 的問題。邏輯學出發，竟然從此進入歷史考察，可謂寓意深遠。

撰寫於 1936 至 38 年的《哲學文稿》(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近年來常被

推崇為海德格第二部最重要著作，內容則是非正式講課的編號、段落式書寫。其

中第 19 節標題為「哲學」(GA65:48ff)，其實正隱藏著『誰是我們？』的提問在

括號內。但他強調，這非關政治「主體」或「主權」，卻有點像他擱置「自我主

張」(Selbstbehauptung)，而改以哲學家關注現實世局的思想的方式，催促那個時

代所迫切需要的「自我思索」(Selbstbesinnung)。因而「我們」與「人民」兩者，

都再度成為他的重要話題，是結束校長任命後，轉向關於「家園」、「城邦」思考，

刻畫「技術」躍居主宰人類命運地位的深思和警告。那麼什麼是「人民」？或誰

是人民？1934 年授課有這麼一段文字：

弗列特列希大帝稱人民為一種有很多舌頭和很少眼睛的動物。1933 年

11 月 12 日進行了人民的意見調查。警政總署下令：『動用警棍驅散人

民。』1914 年 8 月 1 日人民決定武裝抵抗。德意志人民當中有 1 千 8
百萬人居住在國界之外。卡爾馬克思稱所有的勞動工作者為『人民』

以別於遊手好閒者和剝削者。民族精神 (Volksgeist) 是浪漫主義時期

信仰、詩作與哲學的共同根基。宗教是人民的鴉片。(GA38:61)

上述這些表面看來互不相干的說法，是否指稱同一批對象？例如，弗列特列

希大帝的話，顯然語帶輕蔑；1933 民意公投﹝指退出國聯之事﹞，應該僅限於

有投票權的公民；而遭到警棍驅趕的，則是不聽勸阻的民眾 …。海德格 30 年代

起一再強調「思索」(Besinnung)，要求的是追問出一個意義來，是探究本源的本

53 那篇 1934 年短短的文本，其中有「勞動服務」、「兵役服務」和「知識服務」三項目說；現如
大家所知，已成為評議「海德格事件」的最重要的，但絕非唯一的文獻。(H. Ott, R. W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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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思考，而非決定研究對象的表象性思考。所以校長演說稿已聲調高昂：『但

是我們究竟知道嗎，我們自己是誰，這個德意志民族最高學校的教師與學生們全

體？我們根本上能夠知道這點，而不進行最持久也最堅定而困難的自我思索
(Selbstbesinnung) 嗎？』(GA 16:107)

「人民」顯然不能夠只當作有待處理的對象而已。但海德格許多文本證實，

他並未就此採取「主體性」，或集體「人格」的觀點，因為從「我」到「我們」，

或從「你」到「你們」，都不會單純是人稱複數的問題。上述呼籲，主要是一適

時呼籲，要求大家一起思考的提問，至少哲學家要替大家、從與眾同在的立場去

及時思考的問題，因而校長卸職後，一躍成為最根本的哲學問題。換言之，他牽

掛的原本不是一「政治」問題，而是「我們」與「共同存有」的歷史命運問題，

反映在當時大家的「存有理解」究竟變成怎麼回事上。

提問不同，答案自當大幅改變，也很直接反映於思考轉折，連期待存有真理

開顯的方向都徹底倒轉過來。無怪乎，海德格從此將會站在「人民」或「國族」

的非個人立場，不可避免的，但事實上每個人也無從逃離地，捲入政治領域，從

此一處所進一步深入探問歷史與命運，尋求「存有本真」。這是他投入「政治」

的方式。從這個時候起，他的思想顯然不再走回前有基礎，無意續完《存有與時

間》。後來甚至以整個西方哲學的存有開顯史為檢討對象，說要尋求更原初、更

本真的「開端」。這些，都是他那短暫的「政治」作為，以及之後漫長辛苦的「政

治」思索，很深刻要去追究的課題，一路造成實質轉變。54

II. 「城邦」 / 「家園」 / 「命運共同體」

那麼海德格關心的「政治」55是什麼？先簡單講，那不是 Tagspolitik 如「政

策施為」、「領導統御」或「行政管理」、「法律制定」那些日常事務，也不是把「政

治」當作一行為科學研究對象的政治專業之學，而是下定決心去知道：政治或群

居生活如何關係著我們的存有，從而更有一必要決斷，跟著去做或不做；而且，

即使世局發展未如己所願，甚至會帶來災禍，亦應斷然投身其間，進行必要的思

54 海德格 1919 至 1923 年於 Freiburg 任 Husserl 助理而有自行開課，1923 年秋赴 Marburg 任正式
教職，1927 刊行 SZ，1928 重返 Freiburg 接任 Husserl 教席至退休止。其中 1933 至 1934 年是所
謂公開政治作為，但其後正常授課並著述，包括 1939 至 1945 戰爭期間。二戰結束，1945 至 1949
年他被禁公開講課。但 1949 年的 Bremen 演講，卻成為所有相關問題思考的一部代表作。
55 什麼是政治 (das Politische)？借用江宜樺一次研討會整理出的幾個經典定義：『政治是群體生
活公共事務的管理。』(J. S. Mill) / 『政治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或一個國家內部各團體之間，權
力的分配、維護或轉移。』(Max Weber) / 『政治是決定敵友關係的活動，是生死存亡的鬥爭。』
(Carl Schmitt) / 『政治是公共空間中，自由行動的展開。』(Hannah Ahrend) / 『政治是在不牽涉
整全性學說的情況下，對社會基本結構的理性討論，以及重疊性共識的追求。』(John Rawls) / 若
相較下，筆者會認為對海德格而言，可謂：『此有之在世存有中任何一件不只為一己思考之事，
即已涉及政治事務與家國城邦之歷史命運﹝廣義的 das Politi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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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讓不常聽聞且僅止少數者言的「人民的聲音」得到表達。(GA65:319§196) 罕

有、稀少、甚或微弱不足道的，卻屬必要的且迫切的發聲訴求。56

至此，哲學成了『我們是誰？』的大哉問，勝過形上學。海德格剛從 Marburg
回到 Freiburg 接替胡賽爾教席後，1929 年演說〈什麼是形上學？〉(Was ist
Metaphysik?)，開場一個形上學提問卻是這樣問：『我們 (Wir) 提問，此地 (hier)
及此時 (jetzt)，為我們 (für uns) 而問。我們的此有 ─ 研究人員、教師及學生們

的組織團體 ─ 是由學術來決定的。』(GA9:103) 如此提示，原本追問形上學究

竟的學術性格，已走向對現實政治局勢與群體共同處境演變的緊張關懷。

多年後 (1983)，海德格家族決定重刊 1933 年校長演講文，附加 45 年間海

德格自己寫下的，關於當年短暫任職校長一事的說明；包括他 33 至 34 年間願意

接受推選的原委，並交待當時一些事實與想法。其中不乏許多自我辯護之詞。但

例如上文引述過〈什麼是形上學？〉「我們此時此地為我們而提問」以下的的一

段文字，他於 1945 年重引一次並至下一整段時，更把將主格、受格兩個「我們」，

以及「此時」和「此地」，還有「學術」和我們的「熱情」共六個字，刻意用斜

體列印表示強調，為的是凸顯他出任校長是因為心懷學術為志業，但同時表明他

當年所說的「我們」，僅針對一高等學府的內部言。

因此，他率先在校園內部發聲，次而突兀但短暫地以大學校長身份出現，雖

然很快請辭，其後卻無法再擺脫一種勢必要改變方向的思考，投身不同事業。哈

伯馬斯曾評論海德格意外出現一集體論轉向，的確不錯。因為此時此際，他註定

要在家國群體當中，為政治、為歷史與命運的共同體，為「人民」思索解惑，或

許預提警訊。Karl Löwith 則指稱他的老師開始以「德意志的此有」，取代了原先

的「本真存有」為題。海德格往後有一大批著述，足以代表如此由學院出發，迅

速拓展到心懷全民以至國家的反思。

於是 3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在並沒有明確讚揚或指責黨國領導對錯下，這

類新探索、重題材大量湧現；看來做為思想家的海德格，遠比做為政治行動者的

海德格，表現得更為多產且勇於表達。其中，對德意志民族當時的特殊處境和可

能命運而言，他大量透過賀德齡的詩作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尤其幾

首河川頌讚詩，配合 Pindar 與 Sophocles 的希臘悲劇場景，如後者名作 Antigone
合唱曲前三節詩文，將「城邦」、「家園」與人世間遷徙流離的「命運」緊綰在一

起。從詮釋的觀點而言，那些講課裡，處處以古喻今，儘是他的政治思索，充滿

對世局的反應與憂心，雖然未直接表露對國家社會主義的質疑或否定。57

56 但 Richard Polt、Peter Trawny 稱海氏後期 Esoterisch﹝秘傳之教、少數能解﹞，筆者頗為保留。
57 這段期間之著作，可依據文本從 1934: GA38《邏輯》、1935:GA40《形上學導論》開始，但我
們特別重視充滿歷史隱喻及命運告誡的三部賀德齡詩作詮釋﹝1934/35:GA39、1941/42:GA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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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一系列非授課內容的札記書寫，以 GA65 居首，內容繁多但主

題跳躍艱深﹝GA65/GA66/GA67/GA69/GA70/GA71/GA72/GA77﹞，有若絮語；

又因大量特殊遣詞用字，討論相當困難。比較明確者，則為相關題目的授課或正

式演講，如 GA38/GA40/GA41/GA79 裡關於語言、技術、真理、存有思考等關

注焦點。上述著作都出現於 1934 至 1949 年間，但仍有未編印完成者58。】

主要靠著海德格心目中最「德國」的詩人，1935 年《藝術作品起源》、1936
《賀德齡與詩的本質》兩次演講 (GA4/5)，至河川讚頌詩 Germanien、Rhein、
Ister、Archipelagus 系列解說，頻頻觸及「城邦」與「家園」主題。人類歷史上

大河奔流，決定人在地表的居住與遷徙，「家園」與「城邦」緣此建立、展開變

化 ─ 所謂成立家園 (Heimischwerden)，但其失敗即「流離失所」。那什麼是希

臘人說的πόλις？一般都會譯作「城邦」，規模大於村落而遠不及現代國家。海德

格有意重訪希臘本源，追究當世意義。首先他指πόλις和πόλος有關，如「磁極」

(Pol)、如漩渦般，讓所有的存有者都為之牽連而環繞著起動，所有通道πόρος皆
匯集到此，也由此出發。這是一個特殊的聚集與開端之處，而「我們」(Wir) 與

「漩渦」(Wirbel) 這兩個德文字的音義聯想，說明上也巧妙發揮了些作用。59

在此，我們一切活動 (πέλειν)，包括喧嚷與紛擾，如同被一具有磁極之端的

地方吸引，往來聚散其間。因此他緊接著表示：πόλις不只是國家，也不止城市，

它先前就是、且至今真正的意思應該仍是「場所」(Stätte)，『是人之置身於存有

者當中的人之歷史的居留所在。』人在其中安身立命，時時刻刻與他人同在而延

續生命、經營生活、共創歷史，以較大規模發展出生活倫理習俗、法律秩序，而

規定著人與人同處共事。這是他當時多次宣告 polis 即為『一民族的歷史性場所』

(EM1935)，同時指稱『國家 (Staat) 正是作為民族的歷史性存有』(GA38:165ff.
§28e) 而會出現於世之原因，可說構成他「政治思考」之核心關注。60

什麼是 πόλις？到最後，他描述的反而是一幅非常古典的圖像：『屬於 polis
的有諸神與神殿，慶典與遊戲，統治者與元老會議，人民集會場與軍人，船隊與

步旅，詩人與思想家。』(GA53:101)61 如此場景，聽起來幾乎不食現代現實性的

人間煙火，但正可強烈表明：這裡不是專屬政治家、政客、從政者與政策制定者

的領域。他想強調：這其中進行發展的一切，為大家所共有，也開放給人與他人

1942:GA53﹞；若配合希臘悲劇作品、古典哲學概念的溯源及解說，再配合 1935《形上學導論》
以來倚重的希臘悲劇 Antigone 合唱詩文，正譜出其政治思索中最精彩的論說。尤其是他 1942 年
對賀德齡詩作 Ister 的大河詮釋，可稱最佳代表之作，非常影響本文思路。2004 年有一部十分
成功的現代紀錄片問世，就根據 GA53 拍攝成。(Jean-Luc Nancy / Philippe Lacoue-Labarthe)
58 1936 年起的尼采詮釋系列則本文未照顧到，必須承認。﹝GA43/44/46/47/48/50﹞
59 GA53:100。按較早 GA39:42ff 卻另有一說，則「漩渦」專指語言對話 (Gespräch) 而言。
60 若依據《日耳曼兒女》的詮釋，甚至於還直指眾說紛紜中的「祖國」(Vaterland)。(GA39:121)
61 按此段文字略同於 GA40:161；兩處皆屬出自大河系列的哲學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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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處，開放給人與存有物間各種可能的安排與連結，要由人對存有物整體之理解

去把握。如此，人在其中共同存有而又各適其所 (sich fügen)，安頓好自身，擺

置處理事物，發展關係；一方面居留不去，另方面又隨時準備一起承受變化。這

是古代以來真正的政治場域與公眾領域，所以說何謂 das Politische 該由何謂 polis
決定，沒有反之讓「政治」掌管家園城邦中所有事務的道理。(GA53:99)

古代如此，然則時至今日，人和所有其他存有者間的全體關係，難道不是依

舊在這個共同居留的處所被決定著，受到安排照顧，擔當並承受其間變化嗎？ ─

一塊變好或變壞？若套用《藝術作品起源》的語彙：家園、城邦與國族，都是人

在「大地」上建立的一處處歷史的，專屬某一時代、某一民族的「世界」，常在

也常變。這些個由一時一地，眾多人、事、物匯流的存有聚集之處所，即為這一

批人共同棲居且安置萬有的地方，讓一切可能展開的歷史命運在此上演。人類歷

史變化發生於其中，精神的追求與真理的安置也都要歸結于其間。一切創業惟

艱，守成不易，海德格 30 年代大膽探問此一向度，實非偶然。

其實正如前述，這些思索和 1923 年的詮釋學主題仍舊一致，因為初提存有

問題時已表明「存有」為及物的﹝Sein–transtiv: das faktische Leben! GA63:7﹞，

具體著落於事實性生命，在眾皆所是的生活裡，家國、城邦與人民當中。所以當

初規定詮釋學的主題為 Faktizität = jeweils unser eigenes Leben (GA63:21)，為每一

狀況下﹝隨時隨地、隨緣所遇﹞的本真生活，結果為事關其自身詮釋，如何正確

提問而真切理解的問題。而到現在，政治共同體或城邦生活的現實性，勢必浮現：

我們事實上於群居共在間一起形塑著生活樣態，進行圓滿生命的追尋。

1930 年代的德國並不例外，只是進展非常特殊，結局也非同小可。這個集

威瑪共和文化成就，交由納粹換手駕馭的時刻，海德格初始也起心動念，加入行

動行列，但很快退回到哲學思維特有的反省訴求。他重建 polis 原初圖像，有如

適時返本溯源，讓大家瞭解：語言、文化、歷史、技術、藝術、知識等生活方式，

這些都以 polis 群居為中心，積聚發達而得以保存。如此思考下，海德格果真把

「存有理解」轉放到國族興盛、與存亡維繫的時空脈絡中審度？62

III. 「科學」 / 「技術」 / 「存有遺忘」

62 Gadamer 曾經很仔細提醒大家，海德格手邊保留的 SZ 對 Dasein 重下註腳為『自我理解的﹝發
生﹞場所』(Stätte des Seinsverständnisses / GA2:11b)，參見 Hans-Georg Gadamer: Heideggers Wege
﹝Tbingen: Mohr 1983﹞109 至 110 頁。筆者認為：這正是海德格自 1929 年《康德與形上學問題》
起，要把先前起點從 Da-Sein im Menschen 轉移到康德『什麼是人？』(Was ist der Mensch?)，再
轉移到 Was ist ein Mensch? (GA3:217/18) Wer ist der Meschen? (GA40:149/152)，甚至於最後直接
問『我是誰？』/ 『我們是誰？』轉移到一種事關存有決斷、存有態度之人世歷史問題上，用以
面對共同命運。Was 的問題，對他沒有 Wer 和 Wie 來得重要。這是本文的一個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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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是否只敢寄情於詩作解讀，但拙於實際作為的修辭學者？高達美一次

訪談裡想替他辯護：就之前講 (1933/34)，他和其他哲學家一樣，並不真想為了

政治而活；何況時至今日，政治也始終屬於沒法講清楚的事，雖說是講不清又總

想談論發言，卻無人預知局勢會如何演變。所以，他承認海德格是有過政治錯誤，

但重點在於能警覺退出，並於 1935/36 年《藝術作品起源》起的後期思想裡，進

行一番深切自我轉變後的政治思索。63 後一長考活動，才是哲學家的強項。

確實，從海德格著述內容和事後解釋看來，他很不懂現實政治或政策意義下

的「政治」，對世俗權力遊戲表現很差 (unbewandert und unbegabt)。那麼哲學思

考上，他又提出了些什麼新意？若撇開 Ereignis、Ge-stell、Austrag、Bestand 等

極難翻譯或再加申論的題目外，哲學、科學、技術、與實際政治間的現代關係變

化，計算與算計、權謀與宰制，對存有物整體之對象化與全盤支配性格，以至「存

有遺忘」與「存有棄置」，應該都是最值得一顧的紮實且精闢議題。

1934 年校長演說有一句話：『所有的科學都是哲學，不論它會知道這點或願

意【接受承認】這點 ─ 或不。』(GA16:) 他主張，科學即學術，始終都還連繫

著那個哲學開端，並由此獲取它的力量。1938 年重新討論科技問題，又引述了

這句話，接著說：『現代科學也是哲學，特別由於它否認這點。政治的科學概念

僅只是現代科學本質特徵的一個粗糙而自我誤解的變種 (Abart)。那成了一種技

術方式 (Technik)。』(GA16:349) 這算是他對政治研究最明確的一次評論。至少

這時候，他已驚見政治事務與政治理念，紛紛淪為專業技術掌控、與權力操作地

盤的無奈下場。從早先仍秉持古典德國哲學信念﹝哲學必定是科學，科學該依據

或參照哲學以確定其研究對象與探討目的﹞，直到後來 50 年代大聲宣告形上學

全面遺忘存有、以及哲學之終結，算是他「政治事件」後最大的改變。

海德格 1934 年力言大學須從事一「知識服務」(Wissensdienst)，為「國家民

族的此有」培育領導人才。同時，他轉述希臘人稱 Promethius 為第一位哲學家，

因為後者替世人帶來了火 ─ 那不止提供光明而已，更是人擁有知識與技術的象

徵。但他借用 Aischylos 悲劇指出τέχνη雖為知識一種，相較於必然性頓感無力，

遠不足以和命運相抗衡。因而他主張：大學裡知識要與堅定的意願結合，而技術

則必須以深厚的科學為基礎，發揮最大潛能，而真正能夠改造國家命運。這是當

年那位納粹黨員兼校長的呼籲，然而日後他退而思索，卻得出不同結論。

《形上學導論》(SS1935) 是他戰後算比較早而正式出版的知名著作，卻曾

引燃多方批評和爭論，但海德格一直堅稱：這份授課內容，是他思想立場上『那

時候已明確與納粹對立』(GA40:233) 的証明。書中探討的形上學其實是他「存

有」之學的延續，但須經由不同分辨與析解的角度，詳細看待存有問題的各討論

63 Daniel M. Gross & Ansgar Kemmann: Heidegger and Rhetoric.﹝SUNY 2005﹞6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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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不過當他解析至最後，轉向當時許多學院內以文化研究和價值哲學角度的

研究時，卻表露出十分不以為然的態度。我們看到原書 152 頁，最關鍵一段話是

如此寫的﹝括號裡的文句當初雖已寫成，但講課時並未唸出來﹞：

這些在今天完全當作國家社會主義哲學到處販售的東西，卻與此一運動

的內在真理及偉大之處﹝亦即全面決定的技術與現代人間的相會﹞絲毫

不得要領，而只會在諸多「價值」(Werten) 與「全體性」(Ganzheiten) 的

領域裡混水摸魚而已。(GA40:208)64 ﹝圖表二﹞ / ﹝圖表三﹞

正如上節所述，海德格主張政治之學該由πόλις決定，而非挾政治學以決定

城邦家園必須如何如何。同樣道理，屬於倫理規範的東西 (das Ethische) 該由人

如何共同居住ήθος之事實狀態，屬於邏輯關係的項目 (das Logische) 則按照語

言論說λόγος實際進行來決定，而不可以顛倒過來 (GA53:98)；否則很容易成為

專斷、僵固，只問學術研究結果而不知原初樣貌的現代學術性格。其一意抽離現

實的結果，卻高居在上，以存有價值之名，對「存有者」和「存有物」全體遂行

左右及支配之實。然而，一旦存有歷史的發展階段，到現代政治學的科學理解也

成為一「技術」時，不論對象整體、存有物全體、或現實世界全局，竟全都落入

到價值觀與全體性的框架整理，變成必要時操作與調控的標的。

海德格寫於 1938/40 年間的 GA 69，標題即為「存有歷史」(Die Geschichte des
Seyns)，其後半部集中討論 Was ist KOINON? 問題65。原本τοκοινόν指共同的或

共同體，但現代科技思考下，此處卻指特別跟國家集權統治有關者，如「國家事

務」或「全體國民」，是「一體共同」的「全體」或「全面」的意思。這個字眼，

較諸「全國同胞」、「全體人民」等集合人稱的應用方式，來得更強烈而具完全支

配性。由此出發，如一切經濟力、戰鬥力、物質資源與總體人力的「全面總動員」

(totale Mobilisierung)，或「全面戰爭」(der totale Krieg)、「無極限戰爭」(grenzlose)，
以致不再思考、不計代價，完全無保留的投擲力量都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亦即現

代國家能不斷透過擴權，充分以現代科技進行無所不用其極的統治模式。

因而 Technik 不再是τέχνη，古代的「技藝」與「才能」。如今與現代技術最

相關的是 Machenschaft，來自 Mache 這個字，等於希臘ποίησις概念的德語說法

(GA69:47)。Mache 的意思可以是單純的「做」，如事情正在進行中 (in der
Mache)，可以是「技巧」或「演技」，如說「熟練的技巧」或「高明的演技」(eine
geschickliche Mache)，但又可是「矇騙」，「煞有介事」或貶意的「技倆」。那不

64 他指稱的，正是當時興盛的價值哲學的學術研究成果，他說據 1928 年一份書目的統計，僅第
一部分就有 661 本著作。﹝新康德學派價值哲學？﹞
65 可參考 GA9:177 批評 quidditas–das Was–τοκοινόν成為西方哲學探究事物、即存有物整體之
方式，依此而把握存有者之存有。同時期 GA65/66/69/70/90 好幾冊個人寫作，都有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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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創作新東西而是有效處理整批、整批的對象物。可以說那不僅一般中文所說

的「動手做」，更暗含「權謀算計」，一種「機關算盡」的「權術」或「操弄」，

高度效率且不達目的永不休止的「遂其所願」。﹝甚至可說是尼采「權力意志」

(Wille zur Macht) 的翻版？﹞因此會說 τέχνη到 Technik 不但就是一種「知」

(Wissen)，而且是充滿強力或暴力 (Gewalt) 的知識，若從「存有歷史」的反向

角度來看，海德格發現這同時也是一個決定人類命運的關鍵時機。(GA40:168)

「權謀算計」下推動城邦的政治事務，結果不單要透過持續的擴大並鞏固授

權，有效達到能掌控「全體」(τοκοινόν) 的目標，甚至於更進而超出全體，凌駕

所有一切可能的與現實存在的人、事、物。最後再因權力完全集中，而造成「壓

倒性優勢」(Übermächtigung)，造成全面支配的勢態。如此從爭取授權與全權委

任開始，到全面統治與通盤宰制的政治技術結局，構成的可謂是 Machenschaft–
Macht–Übermächtigung (GA69:47) 的權力三部曲。66 顯而可見，海德格又嘗試

編織起德語 Machen 和 Macht 兩者關聯，把許多現象都可以歸咎於大抵是造成負

面結果的 Machenschaft 使然。國家機器、全國動員、徵召令、高行政效力的技

術官僚體系、內政管理、軍事指揮系統、機械化部隊 … ，甚而包括秘密警察在

內，這些都不會是人民在進行決定與決斷，而是上級。

技術發展憑藉科學進步，其研究成果並以科學實驗為基礎。現代技術早已不

像手工製造中使用到「工具」而已，更以操作「機械設備」為主，是透過「機器」

應用而大量生產製造，更進而促使人用機具製造出更多機器，達到全面自動化設

備的地步。所以哲學家苦心孤詣，正是因為有鑑於現代技術特出之處在於它不僅

止於「工具」而已，也不再只為「從事」某一活動，竟然發展出其自身特有的強

大力量、宰制性格及精良無誤的要求。人自認為擁有技術，是我們在操作機械；

但技術本身出於自身、且只為了其自身，卻飆向一特屬的專精紀律、或極大化效

能，讓操作者陶然興起盲目的勝利意識。(GA53:53~54)

所以 1938 論文〈世界圖像的年代〉有「機械技術」(Machinentechnik) 這個

合成字，標明形上學最後階段的人世氛圍，徹底決定人與物、甚至人與人的關係。

現代技術不講求手腳靈活，創意不斷，也沒有古代技藝τέχνη那樣運氣好不好的

問題。現代 Technik 不問巧拙，只求做到，做不出來立即換人換手，重要的是專

業知識和貫徹能力，不停地操作和生產，一種無止無休的「企業」(Betrieb) 精

神與規模。(GA5:) 不問目標是否正當，不論結果會是如何，我們使用機器而製

造更多、更精良，而效率高的機器，正像我們擁有權力以追求更大、更全面而無

從反抗的集權統治一樣，兩件事情其自身都已不再是手段，甚而躍居於至高的追

求目的。結果當然是為技術而技術，專為權力而權力，不知伊於胡底。

66 可參考納粹 1933 年於國會強行通過 Ermächtigung 授權法案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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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期間的納粹政府，正代表著現代科技那種既要掌握全盤佈局、又能大規

模行動的意識之基本形式。個人，遠不足以為這樣的意識主體，惟有國家能夠。

對照此際發展，海德格要說：『polis 對希臘人根本上還是要去探問的【值得提問】。

對現代意識而言「政治的」則是必然且無條件沒問題的。』(GA53:118) 於是絕

對無問題和「全面性」或「全體一律」綁住不放，有如一個形上學確定性的最終

答案，一個「政治正確性」至高標準般，掩蓋掉任何進一步「真理」探求可能 ─

跟著去做就對了，完全沒問題，往往隱藏著極大問題。國家社會主義下，果真會

是一路下去的勝利意識，國族團結後，人定勝天？或一場巨大災難來臨前奏？而

二戰後冷戰對峙延續下去，豈不又成了另一場爭奪世界統治權的競逐開始？

戰後 1949 年著名的 Bremen 演講裡，有一段關於農村活動的描繪，他話鋒

一轉說：『農地耕作現在成為機械化的糧食產業，本質上和毒氣室及火燒場大量

屍體的生產處理 (Fabrikation von Leichen) 是相同的，和一些國家裡的封鎖以至

饑荒是相同的，和氫彈的生產和製造是相同的。』(GA79:27) 這四件「本質上相

同」的事，聽來令人駭然：他竟然到戰後仍未有對納粹受害者的哀悼與憐憫，相

比於他對自身當年政治認同的批判未作回應，更難讓人接受。然而他所以如此無

情也毫不修飾地表達，不外在指責絕對化集權統治與全面技術之禍害。如果說：

這就是歷史教訓的發生，這就是人類命運難測，實在亦不會為過。

IV. 「歷史」 / 「命運」

因此海德格會不客氣地指出：如果竟然還有人會認為我們的存有不是歷史性

的 (geschichtlich)，那就可以說是『幾乎為病態的猜疑了。』(GA38:109) 我們的

「存有」是歷史性的，我們如何理解、經營自身與他人的共同存有，同樣也是歷

史性的，從而是關係到共同命運的。1934/35 年間他已有此體認，而歷史走勢及

命運造化讓 1930 到 40 年代的德國風起雲湧後落入谷底，也無情證實了這位德國

思想家的憂慮。

總而言之，海德格 50 年代後徹底棄絕形上學，強力推出科技批判，甚而還

令人不解地大聲宣告『科學不思考。』(Die Wissenschaft denkt nicht.) 不論意思是

說科學不會思考或不再思考，都隱藏著對科學完全淪為技術發展的指責，再加上

對一切事物因此受政治所消耗的不滿，確實有許多這段期間積鬱的思緒可尋。

若再回顧到《存有與時間》，當初他對人世「命運」(Geschick) 定義：『我們

理解為此有在共同存有中與其他人一起發生之事。』(SZ 384) 其實，由事關個人

一己運氣及遭遇的 Schicksal 開始，到大家要共同承擔的時局命運 Geschick 間，

就已預告一必然的轉折。尤其是關於國族、或一整個世代的命運，他特別指出

Mitteilung 和 Kampf 兩件事情，一屬語言溝通、對話理解的層面，一為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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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實現的行動。後者 Kampf，如同決定、決斷、奮鬥，這些都暗合當年盛行的

口號，一時之間振奮著人心起動，下場卻始料未及。然而前者 Mitteilung，想要

透過語言而分享或至少是讓人得知，卻是條相當艱辛孤寂的道路。

所以，海德格雖然多次藉由賀德齡詩句，『當我們成一場交談對話之際/而就

能夠彼此聽到』(Seit ein Gespräch wir sind / Und hören können voneinander)，期待

著一線發聲出力的希望，卻非當年納粹德國那一個異常壯大起來的城邦裡，有人

聽得進去的。語言發生，交談進行中，人開始有了專屬於人的歷史；而若是對話

溝通失敗、眾口噤聲，而任憑少數人專斷執行，那麼正潛藏著極大危險。(GA39:72)
而海德格自己的對話失敗，轉而一面從事哲學思索與寫作，一面選擇了與詩歌及

希臘悲劇對話，打開另一語言活動裡深具意義的聆聽向度。

一連串賀德齡詩作解讀裡，前已述及，海德格都強調 polis 應該為場所，就

是有限性此有的那個歷史性居留的場所，那個「此有」的「此」：『polis 是歷史

場所，那個 Da，在這裡面、從這裡出來而且為著這地方，歷史發生著。』(GA40:161)
此處可讓人安身立命，但也因為人自己的關係，隨時會翻覆傾斜而流離失所。《形

上學導論》引述了 Antigone (1935)，到關於 Ister 河﹝多瑙河在歐洲也稱 Danube
河﹞的詮釋 (1942)，竟然分不清楚那到底是在說希臘人的、還是德意志悲劇。

悲劇詩人 Sophocles 作品 Antigone 合唱詩有三句話，這三句話配合賀德齡的

河川系列及 Andenken、Archipelagos、Mnemosyne 等其他相關詩篇解讀，最能

構成環繞著家園πόλις與通道πόρος或居住地τόπος這些主題論說，以及陸地與

海洋抉擇間的人類命運召喚、歷史回憶。最能體現人原本在地表上安穩定居、經

營照顧的平凡心願，與忍不住投向澎湃海洋的強烈對比。

Antigone 第一段即指名在眾多奇特的事物當中，人是最奇特而不安於室的

(τοδεινότατον/ der Mensch als das Unheimlichste)。不過，奇特的同時也意味著可

怕、令人心存恐懼、不尋常的 (das Ungeheure)，往往自身正是放膽在人間打拚

衝撞的強力行動者 (Gewalt-tätiger)，造成事端、引起不安。(GA40:160/GA53:85/86)
因而接下來講到人在南風凜冽間，仍一意怒海征伐，為開啟新通路而遭遇前所未

經歷之事，飽受命運的捉弄，弄得處處受困受挫而自食惡果。原詩用動詞πέλειν
訴說人的出航活動，用名詞τόλμα講人的大無畏勇氣，但我們已可以想見：一旦

人掌握高度科技並裝備精良，威力會有多麼驚人又多難以統馭。67

轉到詩文第二段中間則出現παντοπόροςάπορος/ Überallhinaus unterwegs –
ausweglos，更加形容人之不安於室，到處興風作浪、四方闢路轉進，冒險前行

的後果卻因欠缺經驗而苦無去路，一切歸之於無有。(GA53:91ff.) 第二段的對文

67 裝備當然包括武裝。海德格常言 technisiert 即等於 gerüstet，軍事上表現在機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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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再度以疊韻的文字υψίπολιςάπολις/ Stätte übersteigend–Stätte-los，進一步

描繪人在居處行止間始終好高騖遠，強力造成動盪起伏，不但為害居處不寧，甚

而終其一生流離失所。(GA53:97ff.) 於是 pantoporos - aporos 以及 hypsipolis -
apolis 這一對用語，就構成海德格借古喻今的鮮明詞彙，表達出他在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初期所看到的「政治」，根本就是一幅思想、語言主旨渙散，人世間流離

失所的光景。68 質言之，人以有限生命捨本逐末、遺忘存有，莫勝於此。

講到有限生命，講到死亡，1949 年演講除前節所引令人震驚的「最終解決

方案」描繪外，還有這段文字：『數十萬人集體死亡。他們死亡嗎？他們喪生。

他們受害而喪命。他們死亡嗎？他們成為屍體生產製造中一件件的物件。他們死

亡嗎？他們在集中營裡悄悄地被處理掉了。他們死亡嗎？就連沒有這類設施的地

方【亦然】 ─ 上百萬貧困交加者現今正在中國因飢餓而陷入【如動物般】生命

結束。』(GA79:56) 原文最後一句用 in ein Verenden，形容死得冤枉，未得其所，

死得不值。凡人都是有限性的、歷史性的，也都會遭逢世局變化和至少若干程度

命運安排。但蒼天之下，罔顧生民塗炭，凡事爭權奪勢而怠忽照料育養之責，縱

使有民胞物與的天命召喚，也屬枉然。 ﹝圖表四﹞

這些都是天地不仁的命運景象，但未嘗沒有因為思索中斷、人謀不臧所造成

的歷史遺憾。從納粹集中營，到後來的古拉格群島、柏林圍牆，許多第三世界的

物資禁運、經濟封鎖、人為飢荒或代理戰爭，無不歸咎於權力爭霸或勢力範圍的

交鋒，再加科技力量未用正途的結果，並非隨海德格那個時代都成為過去。海德

格自己，他對於人類命運與歷史的考察是認真而無耐的，但是他對思考不彰及現

代技術發展的批判卻是嚴肅而深入的，至於各種政治運動或戰事征伐，或許也是

他心存懷疑而始終不敢明言的。

全集 66 冊標題《思索》(Besinnung) 寫於 30 年代後期，第 XII 主題「歷史

與技術」看似互不相干，但這一節裡，海德格特別闡明狹義的歷史考察、歷史主

義的歷史觀如何關閉了過去事物的開放性，而當代脫韁前行的技術，則預先消耗

掉未來的可能性。(GA66:179-184) 如此人之存在於世間，固然可寄托個體於群

體，然而共同起惑造業的結果，面對諸神逃逸、大地荒蕪的殘局，卻成了無人能

解的難題。或許他心目中真的認為：唯有詩人才有那種特殊能耐，如「半神」

(Halbgötter) 般立身於天地神人之中，重新引起對過去本源的記憶 (erinnern)，並

喚來對未來的憧憬與期望 (erwinken)，嘗試過渡到原已為不再回返的事物。[das
Nie-mehr-Rückgängige] (GA69:49) ﹝圖表五﹞

人類歷史固然一方面充滿危機，但另一方面也未嘗沒有轉機。40 年代起海

68 參見 GA53:111、GA53:116~117、GA40:161。另可參考 Miguel de Beistegui: Heidegger & the
Political dystopias. Routledg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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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移轉悲情，倡言另一開端，回返初始並接近本源處的開端 (1941:GA70 Über
den Anfang)。那是他經歷思維轉折、重新預備與綢繆下的另一度開始 ─ 畢竟

不管局勢如何演變，幸與不幸，每個時代都會呼喚著英雄，或冀望於新的救星出

現，再次形塑可能的歷史命運。不論那是救贖者 (das Rettende)，或是將來而未

來的神明，都代表著或許還會有再一股希望與力量，改變、救贖與保全的希望。

這正有如稍早 GA65 裡講述的第 5 和第 6 個命運安排 (Fügungen)，是屬於未來

的向度以及最終神明，但並非基督教意義下的，一絕對他者或全然不同者69。

對人類共同的存有歷史觀點而言，海德格強調的是全面科技的危害，是西方

形上學思考的概念僵化、語言匱乏，因而導致舉世思想貧困，存有遺忘。但他的

目的又不是為回到舊的輝煌文化經典，或提出新的普世價值，而是抓緊極少數詩

人作家的若干作品，或先蘇期思想家的原初用語，盡情詮釋發揮，甚至只是尋求

慰藉。他心目中難以忘情的，仍然是一條上承希臘、今至日耳曼民族﹝Greece–
German Axis﹞的歐洲文化主軸。

結論

現象學家都愛用「世界」一詞。Klaus Held 曾批評海德格仍欠缺一真能當作

「普遍視域」(Universalhorizont) 的「世界」之考量，但其實海德格後來常講的

「天地神人」，等於是要重新界定「在世存有」的「世界」。他自 1923 年稱「此

有」即事實生存於一「世界」裡的「在世存有」，而後 30 年代捲入一政治動作，

無事惹塵埃的結果，苦思未解；40 年代以後又因局勢大壞，更加把一切怪罪於

技術本質。然而除了用 Ge-stell 定義現代技術本質，檢視並批判技術壟斷令大地

荒蕪、資源窮絕、世間真正值得維護的事物無人照料之發展外，他最後還是另覓

開端，擬出可供我們參考的一幅「世界」想像。

世界是由大地與天，神明與人所構成的四合。四者互化的交相輝映

(Spiegel-Spiel) 保住一切【萬有】為真，所有的存有在這四者交互作

用間成物出現或不出現地自成一體。』(GA79: 48)70 ﹝圖表六﹞

二十世紀已經算前一世紀了。海德格 30 年代的政治處境，真正說起來，未

必會比 1945 年德國戰敗後他必須停止授課，接受佔領當局調查﹝一種稱之「去

納粹化」的政治清查﹞嚴重；也不至於比外界質問、事後批評紛至沓來，許多學

生、友人同事疏遠或若即若離，情景更難堪。海德格思想依舊受到世人重視，甚

至敵對國家的重要人士們；不過他對他自己的「政治事件」，卻選擇了無言以對。

69 Der ganze Andere gegen die Gewesenen, zumal gegen den christenlichen. (GA65:403)
70 這是 1949 年的表達方式：萬有，一切存有著的 (alles, was ist)，都在此一體間保住並延續其出
現與不出現的可能，一個最終的存有理解與不理解之發生場域。較早的想法參考圖表四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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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招致極多不滿及責難；就連 1966 年接受 Spiegel 專訪，都破例要求須等到他

本人辭世後才能刊出。

海德格由當年德意志民族出發的存有問題，也會成為我們的問題，且立刻應

驗而化為『我們自己是誰？』/『誰是我們自己？』的問題，可引起不同文化背

景的存有思考及存有理解挑戰。德國歷史如此發展，當然不是當事人初始所能預

料，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轉折的經歷，正提供我們一個絕佳機會，探討一個承

受家國、世局變化命運而認真思考的案例。不可否認，關於『我與我們，我們與

我』的探討，根本上應該是個哲學的問題、更勝於是政治問題。這不是政治、經

濟活動中機會主義者「選邊站」，也不是過度簡化、刻意分化的認同問題。

關於海德格三十年代的政治作為與政治處境，與其詮釋出口，最大的意義在

於：他從此脫離僅只是從形式告知、或形式指點出(Formal anzeigend) 的每一個

人的自身「存在」，進入實際的歷史與共同命運的探討，真正「共同存有」的問

題。那將會脫離只顧一己之私的思考、憂慮，而包括著家族、國人甚至人類的共

同過去、當下與未來。當全面性技術掌控及技術操弄無止境進行壟斷及宰制時，

誰也無法停留在原本關心的本真存在，而他歷經 30 年代波折，成就出論述格局

遠較《存有與時間》更為寬廣地步，卻也確實更為艱難晦澀。至於這套想法是否

成功會畢竟還有可取之處，這就會成為我們可再理解詮釋或發揮的議題。

附錄

Logik [邏輯]

Logos [邏各斯]

Sprache [語言]

Mensch [人]

Wer sind wir selbst? [誰是我們自己？]

Volk [人民]

Entscheidung [決定/分判]

Entschlossenheit [決斷]

Was ist Geschichte? [什麼是歷史？]

GA 38：97(SS1934)
Logik als 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r Sprache

圖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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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mel
[天]

Erde
[地]

die Sterblichen
[有限凡人/終有一死者]

Welt
[世界]

Erde
[大地]

die Göttlichen
[諸神]

GA 79：48(1949)
Bremener und Freibürger Vorträge

Einblick in das was ist

圖表四

Sein
[存有]

Denken
[思想]

Werden
[變化]

Schein
[表相/顯象]

GA 40：204(WS1935)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圖表三

Sein
[存有]

Denken
[思想]

Werden
[生成變化]

Schein
[表相/顯象]

圖表二

GA 40：203(WS1935)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Sollen
[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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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zwischen
[在此中間]

Welt
[世界]

Gott
[神明]

Mensch
[人]

Erde
[大地]

Entrückung und Zuweisung
[推促/迷離 及 指派/分配]

Zeit — Raum
[時 — 空]

Zeit
[時間/時代]

圖表五

GA 69：27(1938-40)
Die Geschichte des Seyns

§27 Seyn als Austrag

Himmel
[天]

die Sterblichen
[終有一死者][凡人]

Dinge [事物]
Sachen [事理]
Menshen [人]

圖表六 die Göttlichen
[神明]

alles was ist [一切之有/有之一切]
Seinsverständnisse [存有理解]

Erde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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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中國現象學年會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

事過境遷？ ─ 重訪海德格的「現象學之路」

發表人：張鼎國

國立政治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2008/12/17

摘 要

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在現象學的發展階段曾扮演著重要且積極

角色，而他本人，更由於借助他對現象學的理解與運用，能實際走出一條深具創

革新意、其影響也波瀾廣闊的哲學思考道路。然而他 1927 年同年之內，兩部最

為人熟知的現象學作品：傳世著作《存有與時間》和講課稿《現象學諸基本課題》，

卻無獨有偶，都是未完成的論述。因此他真正認定的現象學方法，及「現象」究

竟為何，他是否有一明晰的現象學理念，始終還欠缺一個通透的答案。

本文意在追溯海德格最早期對於現象學方法概念的認知和掌握，依據近年內

漸趨齊備的《全集》文獻資料，即從 1919 開始的大學授課講稿起別尋線索，澄

清這個疑問。文章特別注意的要點，會先澄清現象學方法三基底說：曰「還原」、

曰「建構」、以及「拆解」；然後，再加上合成一現象之充分意義的三層面說：

「關涉」或「關係」、「內蘊」或「內含」、與「完成」或「履行」三項。如此

探討下，不僅讓我們更瞭解海德格早先存有問題的提出要旨，同時又相當程度地

反映他整體思想之進行特色，甚至已可窺見到 30 至 40 年代之轉變後，他何以憂

懼「世界隱退」並全面斥責「存有遺忘」的苦心孤詣。

關鍵字：海德格、現象學、現象學方法、現象意義、存有問題、詮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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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degger’s Way to Phenomenology Revisited

Chang Ting-Kuo

Abstract

Martin Heidegger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nd moreover, it is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which aided him to build up his own very original doctrine published in 1927, though

which was not yet one half of its whole program. Even not only this major work

Being and Time, but also the other well known phenomenological lectures The Basic

Problems of Phenomenology in the same year, are both uncompleted, therefore we

don't know quite sure what he had in mind when he used this method and how he

understood the concept of a phenomenon.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retrospect the earlier conceptions of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scattered in his lecture courses and in other texts, and than to make clear what

he thought about when he used the term "phenomenon" and when he said that the

phenomenon par excellence is the Being of beings. We will look into the newly

published Freiburger and Marburger lectures of Heidegger from 1919 to 1928, and we

emphasiz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s in them should be the three foundations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Reduktion, Konstruktion and Destruktion, as well as

the three aspects of the whole meaning of a phenomenon: Bezugssinn, Gehaltssinn

and Vollzugssinn.

In doing so we shall understand better Heidegger’s own original questioning

toward the meaning of Being, which is definitely no more a being like the other

beings. And we could even well approach what is characteristic for him in his way of

thinking in the long term and through manifold phases. Especially the difficulties he

must confront with the“Withdraw of the World”and the“Forgetfulness of Being”.

Keywords: Heidegger, Phenomenon, Phenomenology,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Question of Being, Hermeneutics.

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 phenomenology）對 1919 年起身為胡賽爾助手、

佛萊堡年輕哲學講師的海德格而言，只是個「方法概念」（Methodenbegriff /

concept of method）；因為它所提供的線索，只在指明哲學思考之如何進行（W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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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的問題，而不去規定哲學思考之實質內容當為何物（Was / what）的問題。

這一方法論上的表白陳述，相信是所有閱讀過 1927 年《存有與時間》71一書的

讀者們都相當熟知的文句。然而，正如該書讀者同樣該知悉的事實：《存有與時

間》導論第七節中所敘述者，僅止是一個現象學的「前概念」（Vorbegriff /

preliminary conception），是一個準備性或暫時性的（vorläufig / provisional）見

解表達，而非究竟完成義的方法概念，任何其他問題都可依法炮製。況且更重要

的是：《存有與時間》事實上根本就是一部未竟之作，是一部未能按照原訂計劃

寫成的著作，它實際上撰述成章的，還只有作者〈導論〉第八節所擬提綱的三分

之一，甚至連一半綱目都未能達成。

對海德格這位總是「走在途中」（unterwegs / on the way）的思想家而言，這

位在他個人一生「有限時間」（1889-1976）當中，竭盡一切努力去理解「存有」

（Sein/Being）、去詮釋整部西方哲學「存有理解史」，俾便讓存有自身真能彰

顯出來的「存有思想家」（Seinsdenker / thinker of Being）言，上述事實不但不

是他的缺失或錯誤，反而自始即相當程度地反映出他所拓展的現象學探索之特殊

性與困難度，或說那即他的哲學思考工作本身的特質。本文名為「重訪」，就是

要回溯到海德格在撰寫、發表《存有與時間》這部成名作當時，乃至這之前的開

始處，重新審視而再探：當初他是如何接近、領會現象學奧妙，又如何理解、籌

謀自身的現象學考察課題及方向，開啟一家之言的。正像海德格常講的一句話：

無論如何，源起可總是一直停留於未來的（Herkunft aber bleibt stets Zukunft）72。

其意思是說：凡從何處而來的，總是不斷保留在到向何處而去中，甚至前者總決

定著後者，讓後者應驗著前者。縱使他後來著作裡罕見「現象學」之名，我們仍

舊可以發現他的整體思路特性，其實深受著起初的現象學構思與執行所決定。

以下論文，我們先要簡略回顧一下海德格醞釀一套自己的現象學哲學之背景

和結果，時間為 1919 到 1928 年間（I）；其次，我們用 1927 年演講課《現象學

諸基本課題》﹝GA 24﹞裡較為清楚的重構為主，陳述他撰寫《存有與時間》時

已逐漸浮現心目中的現象學方法理念三大基石（II）；再其次，我們追溯到 1919

至 1923 年間，他曾屢次提及的「現象」完整意義之三層面相的說法（III）；這

樣去弄清他早年所掌握、應用的現象學方法，以及他所理解的「現象」概念應具

備而有之完整意義後，我們對海德格的思路取向，尤其《存有與時間》中現象學

71 SZ 38。本文引用文獻資料以《海德格全集》已出版者為主，但《存有與時間》同時會引用單
行本及原版頁數。《全集》版本一律依據 Martin Heidegger: Gesamtausgabe. 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出版社所出，引註方式簡寫為 GA 冊數：頁數。《存有與時間》則依據 Tübingen: Max
Niemeyer 出版社第 13 版，頁數各版皆同，以 SZ 為簡寫後附原版頁數。若單純註明出處者，可
直接置諸正文中。
72 語見 GA 12:91，原用以講述早年神學研習時所接觸的銓釋學傳統，對他仍有一定影響。事實
上他一向著重對於「起源」(Ursprung)、「本質」(Wesen)、「開端」(Anfang) 的探討，因此不時重
複此說，但涉及他自身思維發展演變之際更見貼切。此處衡諸「現象學方法構思」亦相當適用。



75

與詮釋學的結合及互相發用，都會有更深入一層的體察。對他歷經 30 至 40 年代

間外在世局劇變兼自身思考轉折之後，何以要一再警示「世界退隱」(GA79:49)

並責問哲學上的「存有遺忘」的體認，也應該會有更好的瞭悟。

I. 海德格現象學方法概念發生與籌劃的背景

胡賽爾與海德格早期因共同致力於現象學哲學，一師一徒，一直保持良好關

係。1919 年 1 月初，海德格在佛萊堡受賞識而開始擔任胡賽爾的助理，1923 年

雖然由於接獲第一份教授聘書而離開轉赴瑪堡任教，但 1927 年出版的大作《存

有與時間》仍然題獻給胡賽爾，1928 年夏末更再度回到佛萊堡，接任胡賽爾退

休後留下來的正教授職。在這期間，胡賽爾曾驕傲地宣稱：『現象學就是我和海

德格，此外沒有別人。』73 連胡賽爾的太太也曾當著亞斯培（Karl Jaspers）等知

名學者面前，直接稱呼海德格為：『那個現象學的孩子（das phänomenologische

Kind）。』74 尤其 1923 年之前在佛萊堡，哲學院裡幾乎有個不成文內規：凡是

參加胡賽爾之現象學主要研討課（Hauptseminar）的學生，都必須先參加海德格

主持的初級研討課（Proseminar）及演講課程（Vorlesung）引導。而且翻開海德

格這個時期的授課課程的名稱及大綱來看，可以說無一不是關於現象學的課，甚

至不難發現：其間他每一次授課的內容，都可以說得上是一次現象學的實地操練

﹝Übung﹞，具體展現現象學方法所可能得致的成果。簡言之，這時期對於海德

格來說，一切哲學課程不論專家或專題，無非都可化為一場現象學的演練與示

範，而一切或新或舊的哲學問題之考察，同樣也都是捨現象學方法不得一探其究

竟的。

這許多不同的現象學嘗試中，唯一共同的基本取向在於，海德格始終遵奉現

象學的最高準則：『到向事理本身【複數】！』（Zu den Sachen selbst！/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75 這個準則亦即是說：現象學不外是要讓所欲探討的事物由自身

得以自顯自明，也就是要促使一個「現象」真正能成為『在自身顯現其自身者』

（das sich-an-ihm-selbst-zeigend / that which shows itself in itself）而後始能如實加

以把握。同時這一點也確實成為他終身奉行不渝的哲學指導原則，即使日後他不

提現象學之名時，仍舊相信他自己能夠以「存有」（Sein）問題取代胡賽爾的「意

73 此句引述語見 Hans-Georg Gadamer: "Die Phanomenologische Bewegung", in: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9 (1963)，頁 4。另有相當轉述，應屬事實。
74 語見海德格與亞斯培的通信，由後者轉述而出。Walter Biemel und Hans Saner (Hrsg.), Martin
Heidegger und 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0-1963﹝Frankfurt am Main: Klostermann 1990﹞頁
222。
75 此語深受海德格重視而一再強調，散見於許多議論現象學與並非論現象學的著作書冊中，此
處可參見 GA 17:102ff.、GA 20: 104ff、SZ 31、GA 2:42 等例。最近由倪梁康主編的論文集《面向
實事本身》，標題即為此語，但筆者傾向於譯成『到向事理本身』，且必須強調其為複數。另外由
於海德格有時候也說：“Zurück zu den Sachen selbst!”因而究竟應該是「到向」、「面向」，還是「回
向」事理本身？這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值得玩味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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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Bewusstsein）或「主體性」（Subjektivität）問題，當作現象學應該探究

的「事理本身」，才是真能順應現象學特色、發揮現象學最大潛能之舉。

海德格實際上從胡賽爾那裡習得的，並不是一套現成的、固定的現象學方

法，而且根本上言，胡賽爾當時也未曾提出一個構思完整的現象學理念。此所以

海德格會提示說：『我們並不是從現象學的理念演繹出、我們是從研究的具體進

行（Konkretion）中讀取她的【按：現象學的】原則來的。』（GA 20:105）現象學從來沒

有任何現成且不變的理念，而是不斷從實際工作間驗證其可能性。我們從《存有

與時間》和《現象學諸基本課題》兩部未完成著作，到最後都未能明白陳述出現

象學理念究竟為何，即可充分瞭解到：對海德格言，現象學其實只是作為基礎存

有論的有效方法而被嘗試、被研究、被持續發揮著。現象學只能被放置進存有之

學、存有思考之「履行」或「完成」的曲折路程裡，才能夠獲得其自我彰顯、自

我開展發用的可能機會，從而是可以讓人讀取她的運作原則的。現象學之可貴，

永遠在於她能促成我們創新思考之無限可能，而不必拘限於她是某一特定哲學運

動或學術派派之現實性。

『正如同現象不會是那麼乾脆地（ohne weiteres / easily, readily）被給予的，

要獲取得現象毋寧是一項研究之任務，同樣地現象學概念也不會是那麼簡單一下

子（mit einem Schlag / at a blow）即可終究確定的。』(GA 20:189) 「現象」和「現

象學」，都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簡單，但是也正因為不簡單，兩者都注定要和哲

學探討上最深奧的「存有問題」結下不解之緣。以下兩節分別討論海德格對「現

象學」和「現象」兩者實質內涵的剖析，且一併說明這些當時實際上的具體主張，

如何配合著他的「存有問題」提出，一開始就交織成綿密而基本的理路立場。

II. 現象學方法的三大基底

首先，我們要討論海德格的「現象學方法」上的主張，看他實際採取那些方

式與步驟，嘗試建立新說而發揚現象學奧義。《存有與時間》裡，海德格曾答應

要在未寫出的部分，清楚交待什麼是「現象學的理念」（Idee der Phänomenologie,

SZ 357; GA 2:472），以別於該書第七節所討論的只是現象學方法的「前概念」

而已。Otto Pöggeler 亦曾指出，關於方法，其實要到並未寫出的第一部分第三篇

才會有究竟答案76。但海德格自己卻明白指出，他 1927 夏季學期的講稿《現象

學諸基本問題》已經可以算是續成了此一部分﹝參見 GA24 作者序言﹞。因此，

後者最終雖然還是未能明白述說「現象學的理念」為何，但至少對現象學方法會

76 見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的討論，刊於 Margot Fleischer (Hrsg.), Philosophen des 20.
Jahrhunderts﹝Darmstadt: WBG 1990﹞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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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較清楚的整理和闡釋。這方面的討論，海德格稱之為『現象學方法的三大基

底』(Die drei Grundstücke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Methode. GA 24:26ff.)。77

此處名為「基底」或蓋房子的「基地」（Grundstück）是因為這裡的首要任

務是要闡明存有學（Ontologie / ontology）作為一門科學的特性與方法，這就需

要先指明其存有物層面上的基礎（ontisches Fundament / ontical foundation）何在，

以及它是以何種方式立基其上，也就是說要瞭解這門科學是要放在怎樣的基底上

才能搭建得起來。所以名為基底，首先就有要說明其現象學研究可據以成立的根

據基礎（Fundierung / founding）何在的意思。我們不能忘記海德格這裡是在探究

存有學的方法特性的問題，而存有學要成為一門「基礎存有學」，更是必要針對

它的建築計畫 (Bauplan) 據何以立的所在，先行提供考察。現象學的樣貌如何也

就從這些考察顯露出來，雖然還不是最後的答案。

其實德文中基底即為基地，是指某人專屬擁有的土地範圍。存有學這門學問

在海德格心目中，是一門極其特殊的哲學終究問題之學，蓋因存有之意義問題貫

穿而遍在於一切存有者或即存有物之個別區域，且為每一處此等區域各因之可能

成立的憑藉。前已述及，海德格早期論述現象學方法概念時，始終是和他籌劃中

的存有究竟之學的學術性探究方法分離不開的，而這樣一門一切學術探討至極之

處的獨特學問，現經歸納整理，正是需要在這三塊現象學專屬地基上才得以著手

營建的。三者依其論述的先後依序是「現象學還原」，「現象學建構」和「現象

學拆解」三項，以下分述其要旨並略加評論。

（一）現象學還原

現象學還原（phänomenologische Reduktion / phenomenological reduction）原

本為胡賽爾常用的一項思考步驟，要求我們研究問題時注意將日常的自然的態度

或取向（natürliche Einstellung / natural attitude），調整提昇至一種現象學探討的

專業持態，如此才能正確觀見事物之原委。海德格所理解並採用的現象學還原，

卻和胡賽爾大不相同，因為根本出發點上，前者關心的是存有問題的凸顯，不同

於後者欲強調認識活動在意識結構中的奠基運作。海德格下述這一整段並非直譯

的文句，很足以釐清兩位現象學家間的基本差異所在：

對胡賽爾而言，他於一九一三年《觀念》一書裡首度明確提出的現象學還原，

是要把人生活在物與人的世界當中所持自然態度下的現象學觀見眼光，導引回到

超驗的意識生命以及意識生命當中各種能思所思相結合而成的經歷（dessen

noetisch-noematische Erlebnisse）之方法，在此等經歷裡面，所有對象皆是作為意

77 Albert Hofstadter 的英譯本用 “three basic components”翻譯 “drei Grundstücke”，丁耘的中譯本
則以『三個基本環節』翻譯，筆者認為兩者都不很妥當，詳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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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相關係物（Bewuβtseinskorrelate）而構成自身的。對我們來說，則現象學還原

是意指把現象學注視的眼光，從一向以來對存有者的確定把握，導引回到對這般

存有者之存有的理解上，也就是說要對存有者之無遮蔽〔揭蔽／開顯〕的方式有

一預期的設計與籌劃（Entwerfen auf / projection）。（GA 24:29）

提問「存有」、理解「存有」當為一切哲學思考的最終旨趣，這才是海德格

式「現象學還原」的首要之旨。此處「還原」的存有學目的，即為『以特定方式

從存有者導引開並導引回到其存有上』(GA 24:28-29)，實即追問存有者之存有的

意思；而它因此所能達致的預期成果，則是海德格所說的「存有理解」

(Seinsverständnis)，是真正能轉開出現象學嶄新貢獻的所在。這樣的可能貢獻，

將會是海氏存有思考上最終所追求的成果，而且會開拓出與以往的西方形上學存

有論研究大異其趣的另一番新局面。

上文中我們可以看出，海德格講「還原」著重的是「導領回」（Rückführung）

這個動作，而不是只講求現象學存而不論的「還原」。他要求的不只是一種主體

上的態度之改變，而是找回現象學真正該探究、適合於探索的「事物本身」為何，

以做為引導著哲學思維前進方向的指標。他要求的是更深入一層的探索，到向事

理，而不停留在事物表面。放在存有學研究上來說，即不以較容易探討的此類或

彼類存有者為足，而是要深入究理，瞭解一切存有者背後的存有，即追問存有者

如果由無遮蔽之真實本然（Unverborgenheit / Unconcealment）開顯出來的。我們

甚至可以說，「現象學還原」之在於海德格，不外就是他特殊的「存有問題」的

顯題化手段（Thematisierung）。

然則藉由「現象學還原」使我們審思的焦點轉回到存有本身，而非一直停留

在個別存有者身上，這對海德格來說，『卻不是現象學方法的唯一的、甚至也從

未曾是現象學方法的核心的基底。』（GA 24:29）一旦還原而確定出現象學研究

的真正學術主題（Thema）何在，繼之則要決定怎麼去趨近它、處理它，亦即德

文說要找到一個 Zugang ( /acess, approach) 的考量；尤其重要的是在於如何順應

題材本身的特性，採取全新的、與前人迥異的手法及佈局，這才是成敗關鍵所在。

而這如何可能，就要看海德格如何理解「現象學建構」與「現象學拆解」，且兩

者同時並用，做進一步的發揮。

（二）現象學建構

現象學建構（phänomenologische Konstruktion / construction）的提出，正說明

年輕的海德格當時自有一番強烈的企圖心，要另建體系，以別於胡賽爾的超驗意

識的現象學。海德格對於胡賽爾的「現象學構成」並不重視，雖然「構成」

（Konstitution / constitution）可謂是胡氏晚期最主要的超驗現象學課題。在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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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眼中，「構成」從頭到底都是一套緊扣著認知理論在發展的東西，而他自己的

關懷，卻始終是「存有」而非「認知」；「認知」僅只是無數存有可能中的一種

活動而已，甚且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為它並非自動自發而具自主性者。認知之受

到無數不同「興趣」(Interesse / interest)導引，正如同人的現實存有之當作一存在

歷程來看，原本就是充盈著無數關懷與掛念通貫而成的。所以早在 1919 年時，

海德格就已經對這個問題自有其鮮明的立場：他一提到「超驗構成」問題時，立

即指明：『這是現象學的一個真正的核心，但卻不是最為原初的、終極的（aber

nicht das ursprünglichste, letzte）問題。』（GA 18:18）他自己心目中的哲學問題

永遠是存有問題，是 1916 年以前即已浮現的終極問題。如今所要講究者，只是

如何確立存有問題的提問方式（Fragstellung），以推陳出新，有所進展。

現象學還原的消極作為〔指出存有者不是存有〕，還須要現象學建構的積極

前行才有意義可言。換言之現象學還原的「帶領回到」(Rückführung)，必須再加

上現象學建構的「帶領去向」（Hinführung）才有明確的實質內涵可以期待。只

是我們趨近存有者之存有的方式，不同於我們趨近個別存有者的方式，在這裡我

們需要對存有本身無遮蔽的開顯，先有一前述預期式的籌劃與設計。而正是『這

樣對一先給予的存有者之投向它的存有以及存有諸結構的設計，我們稱之為現象

學建構。』（GA 24:29-30）

前已述及，哲學思考的主題是存有而不是存有者，哲學思考不能停留在存有

者身上滯步不前，不論那會是多麼的一種存有者（GA 22:§4:7ff）。這須要我們

不斷採取一批判的態度，針對存有本身之開顯特性執行現象學建構。而後者的任

務就在於，要在趨近於存有本身而不停頓於存有者的努力當中，如何逐步把握住

存有本身的確定內涵。不講實際的建構進行，則前面還原的努力是徒然白費的，

而拿不出建構的可能成績，則後面要講的拆解也將淪為一場躁亂與盲動。

（三）現象學拆解：

現象學「拆解」（Destruktion / destruction）一詞原本可譯成「解構」，然則

考慮到「解構」一語在當代新思潮中，儼然已成為 deconstruction 一流行新詞的

專用中譯之事實，所以，我們在依然忠於海德格原意之考量下，在此決定譯作「拆

解」。「拆解」不是盲目的瓦解或打碎、破壞掉（Zertrümmern, Zertrümmerung），

也不是精華糟糠盡棄，而是一種所謂「調準目標的開採」(gerichteter Abbau /

dismantle) 方式；它不但需要對整體意義脈絡的可能上先有一確實的取向，同時

更要求對此先行標明出來的事物有一「先著」或「前把握」（Vorgriff／或譯「先

行掌握」），因而海德格很早就確信：所有的現象學的、具批判性的、也就是說

有意義的拆解工作，全都該是「結合著先著」(vorgriffsgebunden) 而進行的（GA

59:34ff., cf. GA 59:180, GA 61:179ff.）。唯其如此，「拆解」才會在他不斷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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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個現象學方法運用當中，長期扮演著一項貌似消極而實為積極、能以否定手

法經營出肯定成效的重要角色，是先有前理解、前把握才動手開採的。

「拆解」與「建構」互為發揮，原本就是一切歷史性存有的理解進行方式，

如今更提供了經營完成現象學哲學工作的不二法門。「拆解」不會單純為了「拆

解」而「拆除分解」，它完全不同一般消極搗毀、破壞（zerstören/destroy）的舉

動；「拆解」實際上都是為了特定的「建構」意圖為之的。所以海德格要說：『拆

解並沒有要把過去埋葬於一無是處當中，它有積極的意圖；它的消極作用反倒是

不明說且不直接的。』（SZ 23, GA 2:31）因而「拆解」的真正目標，是在於要

把「拆解」中所得到的否定的理解素材當作肯定的理解素材，來加以積極把握且

據此重新營建起新的面貌。因此「拆解」之是否能成功遂順，也就在孜孜於拆解

者是否能見及前人之所未見、能言道前人之所未言，撥雲見日，在同樣那些形形

色色的思考題材當中，有獨到見解而論述建構出真正深具哲學意義者。

1927 年的兩部著作裡，我們所見及的，主要都還是對於西方傳統存有學思考

的一些拆解，大有一番徹底重新建構的野心與企圖。簡單地說，即建立以「此有

現象學」為核心的「基礎存有學」（Fundamentalontologie），一舉奠定一切其他

存有學根據。但是這樣嘗試，結果是未完成的，甚至照海德格自己後來講法，《存

有與時間》根本是個「失敗」（"Verunglückung"78）。或許正因為如此，「拆解」

的現象學實際運作策略，即使到了後期的海德格，可說是依舊不稍減其威力，甚

至於反而變本加厲的。我們看到他一直孜孜不倦地進行「拆解」，對傳統存有論

格局無法正確且適當地提問存有問題加以嚴厲抨擊，甚至於到最後徹底否定整個

西方以「表象思考」為主軸的認知形上學，而逕自大聲宣稱形上學已告死亡 ─ 因

為已完成而告死亡、因為已然走到盡頭而宣告終結 ─ 的驚人之舉，其實正表示

海德格其人的思考及論述風格，從頭開始就帶有要和傳統思想進行一番無休不懈

的「好爭辯的反建構」（polemische Gegenkonstruktion）之意圖。這樣的意圖，

於起初經營現象學存有學新思想，就屢次提到要對存有學歷史加以拆解的必要時

開始，已充分表明一特立獨行的主張，隨後到《存有與時間》和《現象學諸基本

課題》兩部著作都無意續完之後，他更採取對傳統形上學全盤否定的激烈態勢，

不斷用好爭辯（polemisch）的高姿態指責傳統舊思維的僵固與缺失，進行挑剔

78 與以往不同，目前不再看重《存有與時間》一書的地位與份量，已成海德格研究中的一重要
趨勢，從 Hans-Georg Gadamer 開始承繼海德格中、後期思想，到後來 Günter Figal, Jean Grondin,
Franco Volpi 等學者皆然。海德格不止一次主動提及，自己未能寫完的成名作其實已告「失敗」
或「觸礁」(gescheitert)。他在一封給 Max Kommerell 的信裡就直接寫道：『《存有與時間》是一
部失敗之作』，語見 Figal: Heldegger. Zur Einfuhrung﹝Hannover: Junius 1992﹞頁 51 轉引；該書
即主張：撰寫《存有與時間》是海德格思考上的危機期，而非突破期。Otto Pöggeler 也有同樣看
法，另見 Peter Trawny: Martin Heidegger. Campus Einführungen﹝Frankfurt a. M.: Campu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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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爭（auseinandersetzen79）而逐一拆解。他進行對康德哲學的詮釋時，更毫不隱

藏哲學詮釋工作的單面性與可能的詮釋暴力問題。

所有西方傳統哲學中側重「認知取向」、強調存有的系統建構的努力 ─ 由

認知趨近存有、從主體把握客體 ─，或是只問存有者如何而遺忘掉存有自身的

學說，到了海德格手上都將面臨最嚴酷的考驗。若說海德格對當代哲學的最重要

影響，當屬他在哲學思考上發揮的批判拆解的論述威力，使得海德格之後哲學的

推進，不能再像海德格之前那麼樣充滿自信，宏觀營建而不落回生命之真實世界

檢視之。這才是海德格思考上具有大魄力、大氣派的地方，也是現象學批判拆解

發揮的持久功效。但是這已經超出本文要討論的現象學方法概念之範圍，必須留

待另文處理。

III. 現象概念之三要素

（一）一套關於現象之整體意義的重新被發現的學說

相對於「現象學方法的三大基底」，有關「現象概念之三個要素」的講解說

明似乎並不十分集中而明顯，也沒有前者說得那麼連續而清楚，但理路上的重要

性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它們散見於早期佛萊堡講義，近幾年才重新被發現而

重視[9]。再等幾部同時期講義手稿出全後，或許還會另有發現。現象概念之三

個要素是指構成一現象之「意義整體」（Sinnganzheit）的三個互融的層面，三

者分別是：「關涉」(Bezug)、「內蘊」（Gehalt）以及「完成」（Vollzug）。80

海德格有時候稱它們為三項要素（-moment），有時候稱它們為三層意義或

三個意思（-sinn），有時候稱它們為三大特性（-charakter），而且幾乎都是用德

文裡特有的合成連詞表達的：例如說 Gehalts-, Bezugs- und Vollzugsmomente 三要

素（GA 59:178-179），或說 Bezugs-, Gehalt- und Vollzugssinn 三意義（GA 59:34,

GA 61: 52, 179），再或是說 Bezugs-, Gehalts- und Vollzugscharakter 三特性（GA

9:22），可見他極為強調三者連成一體、相輔相成的特點。但是在 GA 59 裡及其

他地方，他只提「關涉」和「完成」兩大特徵（Bezugscharakteristik, GA 59:60ff.,

Vollzugscharakteristik, GA 59:74ff.），似乎「內蘊」並不重要，或者真實「內涵」

與「內蘊」正是位於意向性關係到一現象，而由此現象自身顯現變化在牽引著現

象探索之執行與完成。

79 若採用 Jacques Derrida 的解構方式，應寫作 Aus-ein-ander-setzen，參見 Derrida: "Heidegger's Ear:
Philopolemology (Geschlecht Ⅳ)" 一文。另 John Sallis (ed.): Reading Heidegger. Commemoration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與 Karl-Otto Apel: Auseinandersetzungen。﹝﹞
80 中文學界裡，陳榮灼曾根據 A. Rosales, Oskar Becker, T. Sheehan 等學者間接的引述﹝當時重要
文稿都尚未出版﹞，首先提出此現象三要素說法的重要性。參見其英文版著述《海德格與中國哲
學》﹝台北 雙葉出版社 1986 年﹞第 64 至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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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唯獨單單在 GA 61 (1921/22) 那冊著作裡，卻又再加上「時熟」

(Zeitigungssinn)這一項，結果變成四者並列﹝Gehalt-, Bezugs-, Vollzugs- und

Zeitigungssinn; GA 61:179, cf. GA 61:52ff. 81﹞的情況。「時間」問題，確實是海

德格思想除「存有」外最重要問題；《存有與時間》原宗旨，即為在以「時間」

視域下探討「存有」問題。所以，若說不論現象自身之顯現或探索現象奧義的活

動都是於時間中圓熟，自然成理，海德格晚期文章如《到向思維之事》(Zur Sache

des Denkens) 裡，對 Zeitigen 就有進一步發揮。然而無論如何，他早先說「現象

概念之三個要素」是指前列三項而言，這點倒是沒有疑問的。

海德格首度提到一個「現象」的完整意義（Sinn/meaning），理當同時且不

分彼此地包含著「關涉」(Bezug)、「內蘊」(Gehalt)、「完成」（Vollzug）三方

面之特性，據已公開的文稿是在 1919 到 1921 年間，一篇討論亞斯培著作《世界

觀的心理學》（Karl Jaspers: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1919）的書評文

章裡（GA 9:lff.）。此處他順著亞斯培對於人的生活整體意義之把握，強調這正

是現象學方法可善加發揮的地方，因為現象學方法它所特別看重的意向性連結

上，就是同時含括著三個面相而合成的。他在此指出：『一個現象之全幅意義，

包含著它在意向上的關涉、內蘊、以及完成特性（Bezugs-, Gehalts- und

Vollzugscharakter）』(GA 9:22)。這篇文章，雖然未必是海德格最早將這三大現

象意義或三大現象特性訴諸文字的，無疑卻是最早公諸於世的珍貴資料；尤其可

貴者在於：它告訴我們海德格特意標示這三層三者一體之意義時，時間上甚至於

是比他開始孕思一套以人的「事實存在」(Faktizität des Daseins)82為具體中心，

想要充分活用胡賽爾現象學方法理念，去撰寫他 1927 年始初步〔半〕完成的《存

有與時間》之準備期更早的事情。不過以下評述並不單限於此文，而是通貫這整

個時期的基本構想，更對照後來存有問題的實際開展來看的。

（二）現象之「關涉」意義

「關涉」（Bezug）指稱的是較一般的「關係」（Beziehung / relation）更進

一步的直接聯繫，或者說它是針對著某特定的事物、某特定的人而發的，因而必

須具有其特定的脈絡連接（Zusammenhang / connection），甚且可說是具有某種

特別的束縛相連（Verbindung）存在於其間的。「關涉」的特性就在於如此關係

是從明確的一端出發，並且又因指向某一特定、但尚未完全明朗的另一端而成立

81 動詞 zeitigen，名詞 Zeitigung，當然與「時間」有關，當屬海德格思想上非常重要的一環。事
實上在他往後著作裡也常見。「時熟」是很勉強的中譯，原意是指在時間過程中自然成熟（時機
成熟）而有結果出現。
82 關於「人之存有在此的事實性」這一詮釋學主題，可見 GA 59（1920），GA 60（1920/21）GA
61（1921/22），GA 63（1923），GA 17（1923/24），GA 19（1924/25），GA20（1925）等許多冊
早期講課的逐步發展，最後匯聚成《存有與時間》的前半部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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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這個字的動詞常以 auf etwas beziehen 的形式出現〕。同時一項「關涉」一

旦出現或被指陳出來後，這兩端之間有如呈現著一定強度的張力（Spannung）般，

逼使著一端要到達、會合至另一端，以完成一番整體意義追尋上的切實「履行」

(Vollzug)。「關涉」指的總是切身之事，不能離乎其外者。此所以「關涉」義對

海德格「存有問題」的探討，特別有舉足輕重的先知先見。

「關涉意義」在 1920 年的講稿中較為清楚，前文講「現象學還原」時述及

對我們真正要探討的課題，得先有一 Zugang〔入口或通道〕，以趨近之、走向

前去才行。決定一個 Zugang，等於要從起點（Ansatz）、傾向（Tendenz）、所

及範圍（Tragweite）三方面先行決定一正確的指向，決定如何趨近此一題目範圍。

而現在說：『這個趨向的關係（Zugangsbeziehung）我們稱之為「關涉」。這關

係是某種合乎意義者、是具有意義之某物（etwas Sinnmäßiges, etwas Sinnhaftes），

因而我們稱之為「關涉意義」。』（GA 59:60）簡單說，「關涉」等於讓意向性

之指向，直接關係到一有內含意義、有待趨前探索的現象之上。

關涉意義，其實正是後來《存有與時間》裡強調的，人的「此有」（Dasein）

與「存有」之間的相互關涉，因為「此有」即為「存有在此」(Da-Sein)，提出「存

有問題」的這個提問者，他自身之存有亦涉入問題當中，而且他對此問題作何理

解，根本就決定著自身如何存有之內容及命運。海德格聲稱這其中無關乎論證上

的循環，反而根本上呈現出是為『一種值得注意的向前又向後的相關涉』（eine

merkwürdige Rück- oder Vorbezogenheit, SZ 8, GA 2:11; cf. GA 12:94），其根深柢

固盤踞在人與存有間的特殊關係裡。所以「關涉」亦即預指如此互牽互引關係的

建立。如何發掘且完成這樣一種特殊關係，才真是海德格存有思想的首要課業，

死亡、憂懼、罪愆、虛無等等屬於「存在分析」的引人注目的題材，只不過這個

大課題上的一些小小嘗試而已。別忘了海德格的現象學是直指存有本身這一究竟

問題而，而且這個思考課題，絲毫不受《存有與時間》的完成與否而改變。

例如 1946 年著名的《論人文主義信函》裡，通篇大旨仍在闡述這樣人的此

有與存有之間的相互關涉，強調：『思想完成存有之關涉著人的本然。』（Das

Denken vollbringt den Bezug des Seins zum Wesen des Menschen. GA 9:313）這裡

用的動詞 vollbringen 意同 vollziehen，也兼有「完成」、「實行」、「實現」之

意思，可再進一步參照稍後要講的現象之「完成」義。簡言之，即因為關涉受引

導而促使其趨近所關涉者，並且在趨近、履行之嘗試歷程中，促使所關涉者的全

幅意義完全呈顯開示出來。換句話說，此時一逆向關係或迴向關係，會由相互關

係的另一端發用引領。由此可知，「關涉」又必須兼顧到下述「內蘊」以及「完

成」兩者，匯集成真實完整的「現象」之充分意義出來。要言之，由一特殊之關

涉，肯定此關涉之長久相應，實為一切意義追尋過程的起點，也是「此有現象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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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用心所在。因而「此有」並非因「意識」而著，而是因為「此有」就是存

有之在於此，即背負著如此一特殊而特定的關係聯結 (Bezug)。

（三）現象之「內蘊」意義

「內蘊」（Gehalt）也不同於一般所講的「內容」或「內含」(Inhalt / content)。

「內蘊」係為思考內含之具有特殊內在價值者，而且特別是指深層的、包含於其

中而仍有待努力發掘之，以便加以把握（halten / to hold; festhalten / to hold fast）

並善自保存（bewahren/to preserve）者。海德格說：『關涉之指在什麼之上以及

到向什麼而去就是內蘊。』（Das Worauf und Wozu des Bezugs ist der Gehalt. GA

61:53）「內蘊」一詞的提出，實際上已經暗示道一番無盡採擷、搜集的過程，

有目標地向著現象前行以開採蒐集、掌握其意義內容。如果三者合而言之，「內

蘊」可以說是最實質實項的，因為它居中而立，前面呼應著一項理當已然顯現的

「關涉」，向後則迫切要求著「完成」必需進行到底。如此，「內蘊」實即所有

意義的實際開展過程裡所得到的及可能得到的一切內容，它居中聯繫，三者始得

以通貫合為一整體。如果「關涉」和「完成」是針對一「現象」的如何成立，說

明它的起始和終結，那麼「內蘊」就是針對一「現象」之是什麼而說，是故海德

格也稱之為「什麼內蘊」（Wasgehalt）。缺少可以具體把握的豐富實質內涵，

任何所謂的對於一「現象」的「先著」都只有徒然的、形式上的指稱而已，即海

德格所說只具有『形式地指稱』（formal anzeigend）的性格。唯獨強調一層有待

開發的「內蘊」意義在此，那麼原先僅只是形式指稱出來的「先著」才不會落空。

如此看來，海德格之特意提出「內蘊」一語，實具有深意。因為一般說來，任何

有意義的研究對象都自有其特殊的「內含」，但是「內蘊意義」（Gehaltssinn）

卻是只有在衡量著對象之全體意義之開啟時，才能真切地被詮釋而得。一切現象

只要是被當作一現象來看，就預期著它的全幅意義之開展以至於被得取，所以海

德格在講「內蘊意義」時，特別用『全幅意義＝現象』（Voller Sinn＝Phänomen.

GA 61:53）來表現其中的意思。當然，這又是和下面現象之「完成」意義密切相

關的構想。

（四）現象之「完成」意義

「完成」（Vollzug）亦可翻譯作「執行」或「履行」，「履行」其實正是一

種欲到達完滿狀態的實踐，是不停息地臻向完美的一番具體而連貫的生命活動。

這原是每一個做為處在現實生命世界當中的人，所不得不追問的一個問題：『我

現在要問，我如何在具體的經驗本身當中活著，我如何參與其間〔即「履行」且

「完成」的方式〕。』（GA 58:250）而且這樣的問題正具有此種特別性：亦即

其追問所得的答案，即便只是一些初步的答案，就已經不再可能被當作是一個中

性的、無關緊要的答案，而是立即成為切身的問題，成為具有屬己性的行為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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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會在持續不斷的後繼行為活動上扮演著統籌規劃的主導角色。因而前述引

文所言「履行」的方式，斷非一般只是置身事外的觀察所得，而是全然投身其中、

受其吸引，密切聽隨著且相應著所關涉事項之引領，去踐行以得知出一番真實意

義上之完滿充盈。

現象之「完成」或「履行」意義的強調，可說是海德格現象學方法概念的嘗

試上最具創見的一項主張，也最足以預見他往後逐漸抬昇「詮釋學」在現象學中

的地位之舉的原由。因為現象都不是一次給予的，相反的現象之自我顯示，可貴

者就在於現象初始且通常（zunächst und zumeist）都並不自顯。83 這樣一來，所

謂現象學描述必須轉生出自行詮釋的活動，才不至於落空，所以《存有與時間》

的重要段落會說：『現象學描述在方法上的意義就是詮釋』，而『此有現象學』

(Phänomenologie des Daseins) 即為『詮釋事業』（das Geschäft der Auslegung, SZ

37, GA 2:30）。「詮釋學」逐漸趨近向特定文本（Text）的理解活動，性格上原

本就帶有一種『對完滿性、完滿狀態之先行掌握』（Vorgriff zur Vollkommenheit）

的持態，期望竭盡努力，一再重行擷取新意，進行對話式的交流。「詮釋學」的

加入，令現象學另創生機，邁向把握完整意義的希望之途上。在這樣趨向關涉到、

也受其牽引的事物，以充分理解其開顯出的內蘊這種追求完整意義的過程中，所

有的觀察所得都只是「中途考察」（Zwischen-betrachtung），都要求在繼續的考

察當中修正、補全完好意義的適時發生，讓現象真正開敞而出。

IV. 「世界隱退」與「存有遺忘」？

本文目的，原是在於針對海德格對現象學方法的實際理解、以及基於如是理

解而提出的一整套創新構思 — 即如何善用現象學方法之獨到處，建構真正能窮

盡「存有問題」之哲學思考 —，並重新覈諸近年來最新出版的一手文稿，再加

整理檢討之。本文目的不在於評判海德格和胡賽爾現象學的異同與優劣，更無意

推許海氏現象學的研究成果，逕行視之為現象學發展上的最終或較高成就。因為

事實上，不同於胡賽爾其人、其思想終身是和現象學之名合而為一的，海德格固

然一開始也在現象學運動中有其不可動搖的一席之位，然而幾乎是從 1928 年

起，他接替胡賽爾的教席後，竟然就不再主動提及現象學之名84。現象學的名稱

不再出現，正如《存有與時間》、《時間概念史序言》(GA 25) 及《現象學諸基

本課題》連著幾部現象學大型構築，最終都並沒有續完全書大綱，後來也自行表

示無意繼續完成一樣清楚明白。

83 語見 SZ 35，在海德格寫給 Edo Pivcevic, William J. Richardson 的信件中都一再強調。
84 從 1928 年在 Tübingen 的一篇演講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logie" 之後，海德格甚少再提起
現象學的名稱，惟有 1963 年一篇回顧文章 "Mein Weg in die Phänomenologie" (1963)，收在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69﹞一書尾。另有幾封私人信函
與講話訪談當中提到「現象學」時，都是回答別人的探問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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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並不是否定掉現象學，1928 年《現象學諸基本課題》結尾處他已預告：

『定冠詞的現象學並沒有，而且就算能有，那也決不會成為項某種哲學技術般的

東西。因為所有視方法為開啟對象之途徑的真正方法本質，就在於經常按照其自

身所開啟者來安排調整自身。正是當一個方法成真，為到向對象開出一通路之

際，根據這方法所得到的進展以及愈益增長的原創性開啟，即將使得助成此事的

方法必然過時。』(GA 24:467) 這段文字，已經比《存有與時間》裡說現象學意

義永遠在於其可能性而非其現實性 (SZ 38)，說得更為清楚決斷。

然而今天呢？至少海德格晚年時曾如此告訴我們：現象學哲學的時代似乎已

成過去。她已經算作是某種過去的束西了，只有從歷史回顧上，還跟隨著其他哲

學流派被記上一筆。然則現象學就她最真切的意義言卻並不是一個流派。她是隨

著不同時候而改變自己、並且惟其如此才持續下去的思考的可能性，要相應著所

思考的事物〔去進行思考〕。如果能以這樣方式來知悉並保持現象學，那麼她之

當作一稱號可以消失不見，以利於思考的事物，然而其開示與否，卻始終仍是一

大奧秘。85

現象學不是要教我們去認識哲學是什麼，現象學可啟發我們該如何進行哲學

思考，現象學就是關注於「如何」的省思（Wiebetrachtung），不停留於弄清 Was

的問題層面。其實，海德格可以說始終都是一位現象學家，他一生的努力不外促

使思考所欲思考的事物如實顯現出來。現象學的真諦就是要讓人真能「見」到思

維之所得，觀見生命追求所能開啟的全部意義。現象學在這裡即為一套「觀見之

學」，她就是一套哲學，而非只被當作去成就一套哲學學說系統的應用工具。所

以海德格一向強調：哲學本身就是一場苦思著方法的搏鬥（ein Ringen um die

Methode, GA 58:4-6, 135ff）；沒有任何一套現成的方法可供人像學習一門技術般

學到手，然後再去加以應用，去依照這樣方式依樣畫葫蘆，好建立起一套哲學來。

現象學也正是同樣情形：『現象學並非對每一個人而言都是哲學！！』（GA

58:135）海德格自己選擇的是哲學上最深奧難解的存有問題，或許說他是受到這

個問題所召喚、所吸引住而從此走上了存有思考之路，他的貢獻不在於整理傳授

一套現象學新法，而在於展現哲學思考如何不斷開拓推陳出新的格局。

-----

“Das Sein entzieht sich, indem es sich in das Seiende entbirgt.”(Holzweg 332, 333)

“Aber noch verweigert sich Welt als Welt. Noch entzieht sich Welt in die ihr eigene

Verborgenheit.”(GA79:49)

85 參考 Martin Heidegger: Zur Sache des Denkens﹝Tübingen: Max Niemeyer 1969﹞第 9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