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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論 

研究背景及目的     

    歐陸思想傳統自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提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一詞以來，現代技術所帶來的體制危機便一直成為知識份子關切的議題。

在韋伯對於現代性的研究觀察中，現代性之為現代性的地方，在於透過精準計算

達成目的所需的步驟程序，並由制度性保障程序性的有效執行，以利於有效組

織、控管、引導個人生命規劃「合理的」與社會群體的發展並行不悖。由於已有

的價值不再作為規範生活實踐的引導指南，而如何在有效的計算中調動現有資源

完成工作成為首要考量。如此，作為規約現代社會運作的現代理性本質，成功的

將前現代社會那種具有實質內涵指涉的「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易變

為「工具理性(技術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calculative rationality)。1與古

典時代的理性相較，現代理性顯的更為「客觀」，因為現代理性的本質是一種形

式、一種程序，本身既不預先承認、亦不預先排除任何的個人或利益團體的特殊

旨趣(interests)，作為一種程序性與工具性的理性，人們難免認同這樣的觀點：現

代理性的特質就是「價值中立」(value free)。2
 

 

    緊接著韋伯對現代性的診斷，不過一代人的歲月，西方的思想家似乎更「具

體的」、更「活生生的」經驗到現代性的本質：「程序理性」、「計算理性」無限上

綱的後果，也意識到當我們時代的理性僅剩下「程序理性」、「計算理性」作為公

眾領域的唯一準繩意味著什麼？當一個現代人在現代社會的公眾參與，除了投票

外，僅在各自營生的技術部門中扮演執行機制運作的腳色，而吊銷任何出自於個

人或社群的實質判斷時，那麼任何人對於在現代社會中機制最終結將發生的結果

實際上是無能為力的。現代性高度專業分工的社會，同時也是在價值認同上高度

分化的社會，在個人主觀價值信念上，人是自由的；但在客觀價值的奠定上，人

是無力的。講究專業技術分工的現代資本主義，需要這些各自孤立並缺乏公眾領

域交流的個體，並且也極力生產這樣的個體，分化的個體是無人統治的極權統治

之基石。正如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

(Being and Time)中所吊詭指出的，在現代世界中我們如何聽任「常人(大家)」(the 

they)的統治，然而這裡的「常人(大家)」(das Man; the they)在哪裡？是「誰」在

為這整個社會運作的成果好壞作「定奪決斷」(entschliessen; resolution)，既是「每

個人」(everyone)，也是「沒有人」(no one)。 

 

    1935 年，現象學創始人胡塞爾( Edmund Husserl, 1859-1938 )應維也納協會邀

                                                 
1
 Jurgen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translated by 

Jeremy J. Shapiro, Boston : Beacon Press, c1987, p.81-122. 
2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 : Beacon Press, c1964,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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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的系列主題演講(後來收錄在《歐洲科學危機與超驗現象學》(The Crisis of the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一書中)，則是將歐洲文化危

機追溯到自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以降，近代科學精神那種追求幾何

化、數量化、技術化的發展歷程，如何轉變了西方傳統「理性」概念，而逐步遠

離了人們的「生活世界」(life-world)，而自成為一個機械式的封閉系統，生硬的

「客觀」理性，而遠離希臘開端那種理性觀對於生活世界中活生生經驗內涵的重

視。胡塞爾認為，這絕不僅只是歐洲科學危機，更重要的是隨著這種科學觀而來

的真理觀同樣衝擊著人文科學，並挾帶著對於人類「生活世界」的巨大腐蝕力。 

 

    而接續韋伯關懷，批判理論(The Critical Theory)傳統的眾多思想家，持續批

判現代技術在「價值中立」的外衣下，如何成功而有效的排除社會實踐中多元社

群的關懷旨趣(interest)。並質疑現代技術在「進步合理化」(progressive 

rationalization)的訴求中，實則伴隨著生產力解放的是，不斷增強深化技術控制

的全面性宰制。以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1898-1979) 為例，馬庫色主張，不僅

技術的運用本身導致一種控制，而是技術本身就是一種控制。 

 

    而身為一個 20 世紀的哲學家，現代性的困境與現代技術所帶來的危機同時

也是海德格極為關切的問題，因為在海德格的理解中，現代性之為現代性的地

方，特別顯現在它與現代科技的交織上。 

 

    在 1955 年的〈技術的探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中，

海德格寫道： 

 

訂造(ordering)的無可抵擋與解救之道的被抑制，猶如同在蒼穹運行中失

之交臂的兩顆星。正因如此，在這種失之交臂中擦肩而過的是兩者切近

關係(nearness)的隱晦面。3
 

 

    海德格在這裡的追問，正是本論文計畫追問的重點所在，意即。沿著此

一問題意識，筆者的論文預計從幾個面向來探索這個課題： 

 

    首先，依據海德格的觀點，究竟在現代技術中，人們錯看或漏看什麼？

以至於在技術實踐的過程中，宰制情況始終駕馭著現實，而解救的力量無法

釋放開來？而在技術危機與救贖之道的切近關係為何？以及這種在這種切

近關係中被隱匿因而始始終未被明見的又是什麼？因此返回海德格一系列

對現代技術沉思的文本，是本論文首先要清理的工作。 

 

                                                 
3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p.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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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如何運用海德格的哲學資源來解決現代性危機？這個難題往往也成為

海德格詮釋家們想法設法，急欲解決的議題，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方

面，我們必須從海德格「文本內部」尋求義理上的融貫；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

詮釋家發現，學院裡的詮釋任務也必須同時因應「外部現實」的變動。因為海德

格逝世於 1976 年，而 1976 年至今現代技術的演變，會否成為我們在詮釋海德格

現代技術關懷時的一個決定性變項，這是一個學理上同時也是現實上極需考量的

重點所在。針對「現代性的危機」，許多海德格詮釋家們試圖援用海德格哲學內

部學理並同時參照外部現實的變動，探問海德格的哲學沉思中種種面對現代性危

機的解決方案，而做出了許多出色的研究。因此，作為一個海德格哲學的詮釋者，

同時也作為各式海德格研究詮釋的後輩，海德格的文本自身以及諸多海德格研究

對於現代性解救之道的詮釋，同是本論文重要考察與對話的對象。 

 

    其三，本論文計畫主張海德格對於技術的追問與他終其一生對於傳統形上學

之反思是密不可分的一個整體，筆者認為海德格對於現代技術問題的追溯始終與

他對於形上學的批判是連繫在一起，而海德格對於形上學的批判則致力於傳統形

上學(古希臘與中世紀基督教哲學)與現代主體形上學(啟蒙運動開始，從笛卡兒、

康德到尼采)的解構，這正好分別對應 1938 年〈世界圖像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與 1950 年〈技術的追問〉對於技術危機本質的基本批判，在 30 年

代海德格判定現代技術問題的肇因在於笛卡兒現代主體性的建立；而在 50 年代

海德格則認為現代技術的根源始自西方形上學歷史開端便已開始。當然，將現代

技術問題分別歸因為現代主體形上學或傳統哲學，不必然意味有截然二分的海德

格觀點，因為純粹就海德格對形上學問題的反思來看，現代主體形上學與傳統形

上學之間亦存在著曖昧的非一非異之關係。4因此，本計劃主張在研究方法上，

對於海德格技術哲學的詮釋不能繞過海德格終其一生對於形上學的反思而只針

對海德格專論技術問題的文章進行解讀，而是必須將技術問題與形上學問題視為

海德格哲學中兩個相互銜接的環節，而這意味著我們不但要從海德格對於西方形

上學思想的沉思中挖掘出其中的技術思想，同時也從海德格的技術思想中察覺海

德格切入西方形上學思想的關鍵地方。如此，則我們將可以延伸一般學界對於海

德格技術哲學的看法：意即我們不僅止於肯定海德格的技術哲學植根於這位思想

家終其一生對於形上學沉思當中；我們甚至可以反過來同時肯定，在海德格終其

一生對於形上學沉思當中就貫穿著他特有的技術性思想。 

     

    最後，作為一個海德格哲學的詮釋者，同時也作為各式海德格研究詮釋者的

後輩，筆者渴望在前所述幾層工作的前提下，能初步提出個人對於海德格現代性

                                                 
4例如在《物的追問》與《現象學基本問題》中，海德格則澄清了笛卡兒與康德的現代主體形上

學並非是告別傳統形上學的新型哲學，而是奠基在傳統形上學基本概念領會下於新時代的轉型。

於此，海德格指出傳統形上學問題並非只是隨著新時代的問題愈得到了新的沿襲，更基本的關鍵

性在於指出新問題正式在就基礎的條件下展開的。因此，並無所謂的從形上學典範轉移至知識論

典範，海德格強調近代知識論典範下的基本概念仍是存有論的基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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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救之道的詮釋計畫以作為博士論文階段的工作成果以及日後另一階段研究的

綱領構想，這是本篇論文的最後的工作。 

 

各章節安排 

    研究方法的採取，基本上配合研究計畫在第一部分〈研究背景與目的〉中所

擬的四個基本問題，而針對四個基本問題的逐一澄清是本論文計畫預的進行步

驟。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計劃首先要清理海德格於 30-50 年代間幾篇較為人所熟

知的關於現代技術問題的專論，這些名篇主要為 1935-36 年間的〈現代科學、形

上學與數學〉(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1938 年〈世界圖

像的時代〉、1950 年〈技術的探問〉、1953 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1955 年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等一系列對於現代技術危機的

追問。這將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一章的主要架構。 

 

    針對第二個問題，本計劃欲引介楊恩(Julian Young)、德萊福斯(Hubert L. 

Dreyfus, 1929-)、瓦蒂莫(Gianni Vattimo, 1936-)等幾位當代海德格學者的詮釋觀

點，以三人的觀點為典型(分別對應對於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的前現代、現代

性、後現代性的解讀方案)，逐步展開陳述當代各式海德格技術問題詮釋的洞見

與問題所在。這將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二章的主要架構。 

 

    針對第三個問題的處理，將是本論文計畫的主體同時也是篇幅最大的部分，

因為這個部份所涉及的不但是在學理上如何解釋海德格哲學的發展，同時也涉及

海德格哲學思索如何構成他對於現代技術的批判性觀點。針對這個問題意識，在

預計的論文規劃中，本論文計畫將依循此一問題逐步考察以下的海德格文本： 

(1) 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講演中，海德格重啟

形上學的問題性，依據講演的題名，容易令人聯想講演本身是一個關於哲學

學院裡的形上學內容之導論，然而這絕非海德格開設這個講演的用意。海德

格實際上在 1935 年的這個講演中透過對於巴門尼德斯(Parmenides)與赫拉克

特(Heraclitus)哲學的重新挖掘，海德格企圖讓整個西方形上學的根基暴露在

其所置身的背景，而重新思索形上學與生命世界(life world)的本質關聯。而由

於在海德格 30 年代開始的哲學思想中，已意識到現代技術問題時與西方形上

學傳統有著盤根錯節的本質關係，因此在 1935 年的這個講演中也隱然帶有海

德格日後對於傳統形上學問題與現代技術問題一併合置處理的跡象。挖掘海

德格在 1935 年〈形上學導論〉講演中的思索，將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三章的

主要架構 

(2) 在 1935 年〈物的追問〉(What is a Thing)講演中，海德格展開了他對於「物」

(thing; Ding)的探索，〈物的追問〉講演可視為繼 1927 年《存有與時間》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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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手物」解析後的進一步深化。如果說《存有與時間》透過「上手物」

的解析所挖掘出的是「此在」(Dasein; Being-there)作為一「在世存有」

(In-der-Welt-sein; Being-in-the-World)始終「寓居其中」(In-sein; dwelling-in)的

事物「關聯整體」(the totality of involvement)的話，那麼 1935 年所展開的「物

之追問」所企圖揭示的則是現代世界之「關聯整體」背後的基本存有設定。

因為正是在對於「物」最不言自明的理解當中，往往流露現代世界對於什麼

是「在」，如何為「有」的基本領會，並同時決定什麼是現代人經驗「世界」

的合理範圍。5對海德格而言，「物之追問」不但涉及了現代人如何經驗「物」

的源始(ursprünglich; primordial)發生方式，同時在海德格的論述中，也有意與

近代知識論與科學典範下對於什麼是「在」、如何為「有」的基本前提設定針

鋒相對。因此，在海德格那些看似晦澀難解的思索辯證中，實則有一份關於

現代科學-技術世界的哲學關懷於其中。在 1935 年的〈物之追問〉講演中，

海德格追蹤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等重要的現代思想家，檢視他們的思想如何奠定且限定現代世界

經驗物的領會方式。闡釋海德格在 1935 年〈物的追問〉講演中對於現代科學

世界追溯過程中所開出的種種問題，將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四章的主要架構。 

(3) 在 1935 年〈物的追問〉講演中，海德格有意從日常生活中對於「上手物」以

及現代世界對於「科技物」的觀看方式中脫身而出，而尋求貫穿兩者並同時

為兩者奠基的物性基礎(存有學基礎)。而通過解析近代科學知識典範成型的

歷史過程，海德格發現近代科學革命不但不是一般流行見解下的告別形上

學，相反的近代科學革命的知識基礎之基本條件正是立基於傳統形上學的存

有預設中。如此，如何繞過傳統形上學的語言，以求乎更源始的思之可能性

及更質樸的回到「事物自身」(the things themselves)，以至於讓思想不受制於

傳統形上學與近代科學知識典範的框架，自然成為海德格極力追索的問題。

從現有出版文獻來看，紀錄海德格於 1936-38 年間思索過程的《哲學論稿》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是探索這個問題相關關鍵的著

作；同時，這本著作之所以向來受到海德格學界關注的主要原因，也在於這

部著作被視為海德格「轉向」的關鍵著作，尤其是海德格在這部著作中「實

事」(Ereignis; event of appropriation ,en-owning)概念的使用，所帶出的一連串

對於他自己早期成名哲學術語意涵的轉變。同時，在《哲學論稿》中我們看

到了海德格對於現代「機制」(machination)與作為對反概念的「體驗」

(experience)概念的不信任，而試圖從當代現代技術批判中另尋出路，這說明

海德格在現代技術危機問題的追問上，是一個長期醞釀與追蹤的過程。如何

呈現 1936-38 年間《哲學論稿》作為海德格追蹤現代技術為機的思索過程及

其前後期思想轉向的關鍵階段，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五章的主要架構。 

                                                 
5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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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1935 年冬季的〈藝術作品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與 1936 年

的〈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Hö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講演中，海德

格思索藝術現象中的存有真理。在〈藝術作品本源〉講演中，海德格絕非僅

只是肯定藝術經驗中存在著存有真理，而是更積極的嘗試設想藝術作品中的

藝術經驗如何是存有真理發生的本源經驗；而在隔年的〈賀爾德林與詩的本

質〉講演中，海德格也並非僅只是追問詩的本質，而是透過賀爾德林的詩作

而闡發詩性本質，並追問詩性本質如何是語言經驗中最本真的特質，並由此

設想如何以詩性的語言取代西方傳統形上學概念性的語言。闡釋海德格在這

兩個講演中對藝術真理經驗的思索，以及寓於這些思索當中對於西方形上學

傳統與現代技術問題的批判性，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六章的主要架構 

(5) 如何通過海德格的思想洞見為現代技術困境尋求轉圜的空間，是許多海德格

研究者想追問的議題，同時也是眾多詮釋彼此競爭的交鋒之地，而眾多論爭

的核心議題就在於詮釋海德格過程中的兩難：首先，倘若保留了一個本真的

位置給「存有」(Sein; Being)作為現代技術困境的解圍之鑰而因此允許一條通

往「傾聽存有」的神祕通道，很難保證這不是海德格(及其追隨者)的一場「通

靈者之夢」？正如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 1929-)在《現代性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中所分析的：「脫離了理

性的檢視，遁入了神秘，誰能保證誰的思想，乃是本真的話語？」6然而，一

旦基於上述的考量而撤銷「存有」的決定性地位，那麼對許多詮釋者而言，

也等於宣告取消「批判」現實的「超越基點」。而筆者認為，海德格在 1950

年發表的〈物〉(The Thing)、1951 年的〈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和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On the Question of Being)裡對於「物之為物」

與「四方域(天地人神)」的闡述，逐漸轉出另一種思索「存有」問題的論述

方式從而隱約開啟了一個避免上述兩難困境的解決可能性。而筆者認為上述

的三篇文本是解讀晚期海德格如何轉向具體化思想來解決現代技術困境的重

要文獻，這三篇文獻的解讀將是本論文計畫預定第七章的主要內容。 

 

    綜上所述，本論文計畫預定章節內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  海德格論現代技術危機 

第二章  海德格現代技術解救方案的詮釋難題 

第三章  海德格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講演 

第四章  海德格 1935 年的《物之追問》 

第五章  海德格 1936-1938 年《哲學論稿》裡的「居間」精神 

第六章  藝術現象中的存有真理 

第七章  四方域作為現代技術危機的解決之道 

                                                 
6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Cambridge, U.K. : Polity, 1987, p.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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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德格論現代技術危機 

1935年的《哲學論稿》 

    海德格的哲學向來以繁瑣艱澀著稱，然即便如此，在任何的時代，似乎都有

人受到海德格哲思的吸引，或許這動人之處，除了海德格深邃的玄思之外，更重

要的是，我們往往可以在字裡行間中，隱隱約約的感受到那種對對於時代困境的

焦慮，以及反覆追求解決之道的熱情。而作為一個生在 20 世紀的哲學家，現代

性困境自然也是海德格極為關切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海德格那充滿思辯的形

上學沉思，其旨趣、其關懷的其實並非僅僅只是形上學內部的學理爭辯，而是與

當代困境緊密的扣連在一起。 

 

    如何理解現代技術與現代性之間的關係？在海德格眼中，現代技術的本質恰

恰是現代性之為現代性的地方。海德格認為，現代性首先展現在，現代技術漫無

止境地要求「存有」釋放出「為我所用」的面向，這是現代技術能夠「成功」蔓

延的一大優勢，然而問題在於這種看待世界的方式，作為一種解蔽存有的方式，

逐漸成為一種具有宰制力的思維。從現有出版文獻來看，紀錄海德格於 1936-38

年間運思歷程的《哲學論稿》(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也

同樣體現了這位哲人當時對於現代技術問題的焦慮。 

 

在 1935-38 年的《哲學論稿》中，海德格歸納現代技術危機的三個徵兆：

「計算」(calculation)、「加速」(acceleration)、「巨量的爆發」(the outbreak of 

massiveness)。 

 

(1)「計算」，現代技術性的機制首先是通過數學性基礎來取得支配權力，在

這裡有對於主導定律與規則模糊的先行掌握(the unclear fore-grasping into 

guiding principle and rules)，隨之而來有操控(steering)、規劃(planning)、以及

實驗對確定性的控制。於控制中，「計算」消解一切意義的問題性，無須追

問「存有」的問題性，在「存有者」的現實領地中，原則上沒有不可能(nothing 

is impossible)，可能性只是一個計算上的問題，而不可計算也僅意味在目前

尚未能通過計算掌握的狀態而已。7
 

 

(2)「加速」，各式各樣機制技術性的加速成長，「加速」不再能容忍、等待

生長力的靜憩(stillness)，瘋狂追逐新奇之物，用各式各樣不同的方式一而

再、再而三的去刺激麻痺的感受，瞬間即逝(fleetingness)成了唯一「持存」

(constancy)的狀態。迷失在感受性的新奇刺激中，而一再錯過並非瞬間即逝

                                                 
7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8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 

而是能敞開永恆性的真實瞬間。真正的鬥爭被加速所掩蓋，帶之以不斷的創

新發明來掩飾無聊空洞的焦慮。8
 

 

(3)「巨量的爆發」，在計數起統治支配的地方，現代社會追求人人皆可通達

可計算的東西。計數，作為對所有人皆可通達的東西，為社會大方向提供了

常軌和框架，而社會期待復又加速了計算對於巨量(massiveness)的盲從與追

求。9
 

 

    「計算」、「加速」、「巨量的爆發」三種現象交相盤結，構成現代性特殊

的「機制」(Machenschaft; machination)與病徵，逐步強化現代性持續失根的

狀態(the uprootedness)。10
 

 

    「機制」Machenschaft; machination)，從表面看常被視為是人類的活動，

而海德格則建議從更長遠同時也更深層的形上學根源來揭示機制的活動。在

形上學的終結處(the end)，形上學在完結的地方達到最大支配的目的(the 

end)，當存有僅僅只從「可製作性」(makeability)來得到領會的地方，存有

完成自身在特定遮蔽中的敞開。「機制」，關閉對存有本源發生的發問，在海

德格的使用中，「機制」一詞所蘊含的不僅只是一種人類的活動，和尼采一

樣，海德格認為「機制」的可能性條件源於希臘開端，於中世紀的基督教文

化展開支配，而在現代性社會得到極端的強化。「機制」，意味存有(者)的領

會在讓渡給「可製作性」(makeability)的過程中被徹底遺忘，古希臘時代「術」

與「生產(孕生)」(techne and poiesis)的區分，開啟了對於「湧現」(phusis)

作「自然」解釋的醞釀階段，到了中世紀，基督教文化的「創造」(creation)

概念，在一切存有者被視為為上帝的創造物的解釋前提下，使得世界得以在

「因果圖示」(the schema of cause and effect)下獲得領會，而在現代科學-技

術的普遍化下，「機制」這種現代思維模式在現代世界中得到普遍性強化。11
 

 

    正是在「機制」獲得壓倒性支配的地方，反現代性後果的思想立場轉向

護衛生命「體驗」(experience)。 

 

在某種存有者的假象中，機制把非-存有者帶入存有者的保護當中，如

此一來，人們無可避免的在逐漸增強的荒漠化中走向「活生生的體驗」

                                                 
8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84-85. 
9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85. 
10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85. 
11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88-8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 

(lived-experience)。12
 

 

    然而，海德格認為越是在「體驗」被無條件的被視為正確性和真理性的

地方，「機制」本質的地位越是鞏固。因為將事物「反轉」或「倒轉」，不一

定能克服問題的最根本處，反而容易讓最棘手的奴役狀態在克服的假象中加

深她的統治。而且人們容易忽略掉兩者的共犯結構，「體驗」並沒有碰觸到

「機制」所遺忘的前提，而只是在同一前提下作為「反」現象，功能上反令

統治的支配性獲得舒緩功能的調整空間。  

正是歷史性的存-有之思知曉徒然僅是倒轉的本質，於倒轉處，最無情

和最陰險的奴役狀態越是發揮作用；在倒轉中，無法克服任何東西，倒

轉反令被倒轉的事物加強並提供它迄今為止所缺乏的東西，意即，得到

鞏固與更加完備。13
 

    海德格認為，「機制」與「體驗」之所以具有這種「相反相成」的功能，這

是因為他們共享以下兩個不言自明的基本前提： 

(1)兩者共享現代主體性形上學的前提，兩者乃是此一前提下的文化產物。 

(2)兩者同追求「無條件性」的東西。 

 

    關於前者，正如同海德一再強調的那樣，我們不能將主體性視為人類主

體的某一特性，不若說「主體性」是主體之所以成為主體的先行條件，這個

先行條件即思維與表象對於存有者存有的支配。將現代性難關(同時也是現

代技術的危機)與主體性的基礎連結起來一併思考，幾乎是海德格在 30 年思

考現代技術問題的主旋律(關於這點，筆者將在稍後的論述中逐一闡述解析

海德格在 1938 年〈世界圖像時代〉、1935 年的〈物的追問〉講演中的論述)。
14值此是故，無論是冷冰冰的「機制」或活生生的體驗，都無非是在主體性

支配下的現代性產物。而兩種活動具有的相同的特徵，就是展現為一種掌控

事物的渴望，在渴望的追求中，不知任何界線，亦無任何窘迫之感。 

 

不知任何界線，亦無任何窘迫之感，並最終一無所懼。這一切都根深柢

固的位於機制與體驗(machine and lived-experience)兩者之中。而保存與

庇護之力則遠於兩者…由於缺乏界線與窘迫之感，真實的是對機制與體

驗來說，一切都是敞開的、沒有不可能。15
 

                                                 
12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85-286. 
13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07. 
14

 Vallega-Neu, Daniela,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2003,p.60. 
15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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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儘管不知任何界線，但這種「無界線狀態」(unboundedness)卻絕非全

然任意或失序，相反的，一切都陷入蒼白的操作性、妥善執行的精準度與「澈

底」控制當中。令機制與體驗獲得統治地位的是作為知識體系運作的「再-

現」(re-presentation)，「再-現」體系將人與物之間的距離克服，並依據規定

對象的律則來保障((關於知識體系運作的「再-現」(re-presentation)的闡釋，

筆者將在稍後的章節中，整理海德格 1935 年的〈物的追問〉講演時再進行

處理)。在對於一切有所搶先、有所計畫與安排的攫取(grasping)下之籌劃

(projecting-open)裡，「再-現」不承認任何既定的界線，亦不想意會到任何界

線。因此，在「主體性」取得支配的地方，「無所框限」(the limitless)成為經

驗事物的決定性特徵。16
 

 

    對海德格而言，任何的「反-運動」(counter-movement)都不可能滿足本質性

的歷史轉變，因為他們並沒有釋放一個創造性的基礎，而只是簡單的想把他們反

對的東西給丟開。因此，將事物「反轉」或「倒轉」，不一定能克服問題的最根

本處，反而容易讓最棘手的奴役狀態在克服的假象中加深她的統治。 

 

    由於在現象學傳統中，海德格的「詮釋學的現象學」非常強調「歷史性」，

而在《哲學論稿》裡，海德格將我們時代的特殊歷史性定位在兩個開端的「居間」

(in-between)狀態，也就是處在文明第一開端從初動到發展、臻至成熟後全面支

配尚未結束，而第二個開端的諸神尚未到來的特殊歷史階段。居於兩個開端之

間，海德格認為「居間」屬於我們時代「此-在」基本的「現身情態」(state-of-mind)，

而這種現身方式的基本情態乃是「經-受」(going-under)。而基於將事物「反轉」

或「倒轉」，不一定能克服問題根處的想法，因此無論在思索「機制」與「體驗」

的關係時，或是思索兩個開端的問題時，海德格同樣的拒絕將兩者關係設想為一

種對立或對反的關係。17
 

第二個開端並非對反於第一個開端。不若說，作為處於對反之外的「另

一個」，並處於任何的比較性之外。因此，對於開端的設想不能在一種

粗率的拒斥或揚棄(sublating)的對立中引入視域。18
 

    因此，海德格說真正走在兩個開端間(the crossing)的思想家，因為身處

第一開端(西方形上學支配的開端)及其歷史之「不再」(no-longer)與第二開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91. 
16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94-95. 
17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130-131. 
18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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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另一個世界文明的希望開端)之「尚未」(not-yet)完成之間運動的深淵軸

心(the midpoint of abground)，我們的時代仍需持續經歷承受事物「懸而未決」

(un-decidedness)的狀態。19
 

我們的時刻是經-受的時代。取其本質意涵，為將來到者緘默預備、為

決斷的時-間(the moment and the site)、為諸神的到來，經-受意味追隨這

樣的道路沿徑而行。此一經-受是最初的開端…本質意義上的經-受者是

這樣的人，其承受來者(於未來)並為未來不可見的基礎自我犧牲，他們

是使自己持續暴露在問題化過程中持守自制(inabiding)之人。20
 

    然而，在這種「懸而未決」的狀態中，海德格認為危機未必不能成為轉

機，關鍵在於能否開啟一種無法用迄今為止的尺度或反-尺度來量度的「敞

開」(openness)，在那樣的狀態中或許是開啟第二開端尺度規範的契機。也

因此，任何一種處在兩個開端之間(亦即西方傳統形上學失去效力而新的思

惟可能性開端尚未到來)且追問到底的真摯思想都難免陷入「實證」的危機，

因其無法透過任何「事實」(facts)證實來使得自己得以理解，海德格並強調

追逐「事實」並始終以「事實」為依歸的思想立場沒有看見，他們高舉的「事

實」是從什麼樣特殊的歷史性條件中而來。21而海德格認為這標誌著哲學思

想特有的尊嚴，哲學甚至無法被衡量或估量為「文化」，哲學除了從其自身

有待思慮的「存有」而來，從通過「此-在」的居有狀態來運思，此外再無

外在於、凌駕於她的任何標準。22也唯有如此，思想才能碰觸到真正嶄新的

東西，在《哲學論稿》中海德格如此寫到，真正嶄新的東西意味重新開始的

源初性之鮮活，勇於進入第一個開端隱蔽的將來，因此，真正的新一點也不

「新」，甚至比任何古老的東西還「古老」。23如此，也就涉及海德格對於西

方哲學傳統「轉向」(die Kehre: the turn)的要求，並且關乎海德格如何設想

有別於西方形上學傳統的真理觀。當然，究竟當如詮釋海德格所設想的另一

個思想開端問題，筆者先將這個問題擱置留待到論文後續的章節再進行處

理，以下行文仍將闡釋焦點放在海德格對於現代技術問題的現象解析上。 

1938年〈世界圖象時代〉 

                                                 
19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17. 
20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78. 
21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06-307. 
22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25. 
23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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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德格對於現代性危機的沉思中，1938 年〈世界圖象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是首篇以現代性危機為專題的論文，當然，早在 1935 年的〈物的

追問〉講演與〈現代科學、形上學與數學〉中海德格已追問「現代科學」成立的

存有論基礎，不過，以現代性為專題的思索，則以〈世界圖像時代〉為開端。在

這 1938 年的這篇文章中，海德格一開頭便指出形上學沉思現代科學的必要性與

必然性： 

 

形而上學沉思存在者的本質並決定真理的本質。形而上學建立一個時

代，因為形而上學通過某種存在者闡釋和某種真理觀點賦予這個時代以

其本質形態的基礎。這個基礎完全支配構成這個時代特色的所有現象。

反過來，一種對於這種現象的充分沉思，可以在這種現象中認識形而上

學的基礎。24
 

 

    就海德格的見地，每個時代都有其對於存有者之存有的特殊領會，基於此一

特殊領會每個時代依其世界觀組之經營經驗現象。而形上學沉思的工作便在於檢

視時代經驗現象的過程中，觀其現象背後的形上學基本設定，並由此提出診斷。

在〈世界圖象時代〉中海德格緊接著描述他眼中現代世界的五個基本現象，這五

個基本現象分別為：25
 

(1) 科學研究成為打造客觀性的組織性事業 

(2) 機械技術成為獨立的實踐領域(並非科學的「應用」) 

(3) 藝術成為「體驗」的對象(亦即被看作是對於「生命」的表達) 

(4) 人類的活動被當作「文化」來理解 

(5) 諸神的缺席(the loss of the gods)。 

 

    上述的現代世界五大特徵纏繞著一種更為基本的，經驗我們眼前世界的傾

向：也就是存在的「表象化」(representation)，意即唯有當某事物得以被「表象

化」而成為主體的認知對象時，某事物的存在才是確立的。 

     

    海德格緊接著分析，在事物「表象化」過程後面，即時背後還有一個更為先

在的形上學條件，也就是人的「主體化」。海德格強調，唯有確立主體化原則，

現代性世界對於一切人事物的籌劃才會落入的相映於主體知、情、意的種種能

力，而分化為各種獨立的對象領域(上所述的現代世界五大特徵)。 

 

    因此在〈世界圖象時代〉一文中，海德格對於現代性的診斷，認為現代性的

誕生，主要乃是基於與「主體性原則」而被建立起來，而這種主體性原則的確立，

                                                 
24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15. 
25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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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認為，始於笛卡兒主體哲學的奠定。26主體哲學的奠定，使得人成為確立

存有者整體意涵的中心。27  

 

具決定性的不是人從以往的束縛當中掙脫出來，而是人的終極本質改變

了，人成了主體；我們必須瞭解這裡的主體其不過是希臘語根據

“hypokeimenon”的轉渡，這個詞指現成於眼前的東西，其作為基礎將一

切聚集於自身，主體的形上學意義一開始並無任何凸顯人與自我的關

係，而如果人變成首要的以及唯一實在的主體的話，那麼這意味著人成

為這樣的一個存在者，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方式和真理都建立在這存在者

上，人成了存在者關係的中心。28
 

 

    而現代性基於主體性原則，依照主體的種種能力，而籌劃出種種的對象領

域，而這種籌劃背後則在基礎前提上充斥人類對於眼前世界進行操縱支配的意

志。海德格認為尤其在現代科學研究活動中，主體對於客體對象的操作支配更是

表露無疑，而在這裡的問題絕不僅止於現代科學與技術研究方法與程序的問題，

而是現代科學與技術研究方法與程序自身已經涉及特殊的存有真理解蔽領域。 

 

現在被我稱之為科學的東西其本質乃是研究，然研究的本質又是如何組

建而成的呢？事實上這種認知構建自身為某個對象領域是其所是的程

序，程序絕不僅僅只是方法或方法論而已，每個程序都已然召喚其藉以

活動敞開範圍。29
 

 

    依海德格見地，現代科學研究的運作方式上，在基本特性上具有三個主要環

節特徵：首先，理論框架對於一個特定客體對象領域的「預先籌畫」(Vorgehen; 

procedure)；其次，對於規劃中，所瞄向的對象領域，要求更為專業的探索，以

及追求穩定的操控，據此，「方法」(Verfahren; methodology)的重要性，特別的突

顯出來；最後，科學成為「專業」的活動，科學家作為一種職/專業，有賴於研

究機構的組織，而研究機構的組織則需要外在資金的挹注、社會資源的分配、以

及和其他研究領域的串聯。因此，現代科學的研究活動，再再仰賴一種「持續不

斷的組織活動」(Betrieb; on-going activity)。「預先籌畫」、重視「方法」、以及「持

續不斷的組織活動」，這三個環節，相互交纏、環環相扣，形構了現代科學的本

                                                 
26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27. 
27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28. 
28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Haper and Row, p128. 
29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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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30海德格強調，貫穿在現代科學運作方式的正是現代性的「主體性」原則及

其特有的追求「表象化」過程。而隨著主體性原則與表象化過程而來的則是進一

步對於「精準性」(exactitude)的追求，意即在表象化過程的客體對象，唯有進一

步的置於一個由客觀規則所確立的活動領域中，並以用精準的方式再現，某物的

存在才能在具有普遍認知的意義下，為人們共同接受。31
 

 

    對於「表象化」與「精準性」的渴求，使得現代性進入了一個他所謂的「世

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這指的是，在現代性世界裡，人

們要求對於事物瞭如指掌的掌握，然而這種掌握的方式，卻是事物作為佇立在我

之前的(is set before us)一個對象、成為現成在前的(what stands before us)一個表象

來展現自身，而更進一步的還要將所有現前於我的對象──在它所包含以及在它

之中並存的一切東西──作為一個系統(as a system)來呈現，如此，現代世界成

了圖象(put into the picture)，而世界「置入圖象」(put into picture)是海德格認為現

代性有別於人類歷史上其他時代的決定性特徵。32在這個意義上，「世界圖象」(the 

World Picture)就不只是理解為關於存在者整體的一個摹本或一幅圖畫；而是說，

基於「表象化」的原則，存有必須以表象方式，方能進入存有者整體的掌握中，

並基於「精準性」的原則，被表象的對象，必須同時是可被測量、計算、精準掌

控，方能進入合法的理解當中，而被置入存有者整體的圖象當中。正式在上述的

意義下，在 1938 年的〈世界圖象時代〉中海德格強調： 

 

倘若我們在反思現代，則我們是在追問現代的世界圖像。33 

 

    合而言之，在現代性世界裡，存有者的存有(the Being of beings)，必須依照

「表象化」與「精準性」原則，方能進入存有者整體的圖象當中，方能成為現代

世界所理解與接受的「客觀知識」。海德格認為，這是現代性社會所特有的遺忘

存有的方式，同時也是形上學傳統的思想盲點於現代世界的必然後果。 

                                                 
30

 Martin Heidegger,“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26. 
31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120.令一方面，海德

格之所以認為追求「精準性」，是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的特徵，是因為海德格認為，在前現代的

科學裡，並不以「精準性」的追求為標的：「當我們今天在使用「科學」（science）這個字眼的

時候，它與中世紀的學說（doctrina）抑或科學（scientia）乃是截然不同的，並且也與希臘所

謂的知識（episteme）大相逕庭，希臘的科學所力求的並非精準，這是由於依它的本質而言，其

絕非精準且並不力求精準，因此說現代科學比古代科學更為精準的說法，一點意義也沒有。」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p.117. 
32「世界圖像並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的世界圖像轉變成一個現代的世界圖像，倒不如說，世界

在根本上變成了圖像，這種情形標劃了現代的本質。」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130, p.121. 
33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adopted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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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並非作為存在者的感知者來存在，這說明了何以在希臘時代世界

不會成為圖象。然另一方面由於在柏拉圖那裡，存有者性(beingness)被

其定義為理型(eidos)，這是世界成圖象的前提條件(presupposition)。長

久以來先行決定了間接的遮蔽，而世界也逐漸成了圖象。34
 

 

    然而，海德格在 1938 年〈世界圖象時代〉對於現代性所作的診斷，意即將

現代技術問題歸結為人作為主體，而一切存有者被視為主體表象的客體對象，在

日後對於現代技術的一系列演講當中有了不同的看法。這尤其是當海德格越來越

意識到現代技術的運作成為獨立的實踐領域而絕非僅僅只是科學研究的應用時

的危機性與急迫性時，使得海德格在日後 50 年代對於現代技術問題闡釋的一系

列演講中，體認早期那種主-客體的分析架構對於現代性危機的現象描繪已不敷

使用。因為在 50 年代，海德格深刻的體會到，現代技術的運作方式不僅止於將

客體對象設置為「持存」(Bestand ; standing-reserve)，而是連同作為原先作為操

控主體的人也淪為強索與擺置下的「持存」下運作的客體對象。 

 

1950年〈技術的探問〉 

    在 1950 年〈技術的探問〉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一文中，海

德格認為，現代科技的全面宰制，作為一種解蔽存有的方式，表現在對「存有」

進行「強索」(challenging)與「擺置」(sets upon)，這種強索與擺置存有的方式，

將存有視為「自然的資源」，並通過「橇開」(unlocks)和「扒開」(exposes)的方

式開發存有。而這種對存有的開發，打從一開始便是朝向一個目標：亦即朝向如

何在最小的消耗下，取得最大的產出。35而在這樣的原則下，人與世界關係實質

上徹頭徹尾的轉變了。在現代性之前，或許人也使用犁牛、風車來協助耕地、灌

溉，然而海德格認為那時候農人與大地的關係，還沒發展為一種強索的關係，因

為在前現代的世界裡，農人守護著大地內在的生長力，而風車尚聽任風之力的到

來，然而在現代科技裡： 

 

耕作農成了機械化的食品工業，而空氣為著氮料的出產而被擺置，土地

為著礦石而被擺置，礦石為著鈾之類的材料而被擺置，鈾為了原子能而

被擺置，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和平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36 

 

                                                 
34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Haper and Row, , p131. 
35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1977,p.15. 
36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1977,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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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現代科技對於存有的「強索」與「擺置」，以及通過「橇開」和「扒開」

的方式，存有「被設定」(be ordered)起來，因而在這種解蔽狀態下所呈現於前的

一切，無論在何時何地，被設定在「隨候聽令的狀態」(is order to stand by)，被

設定在隨時上手的狀態，力求確實的「到位」(stand there)，等候下一步技術指令

的傳喚。而一切被如此設定的東西，皆有其定位(Whatever is ordered about in this 

way has its own standing.)。在這種強索與擺置下，被設定、被定位、以利隨時動

員的一切存在，海德格稱為「持存」(standing-reserve; Bestand)。海德格強調這裡

所謂的「持存」比一般所說的「儲存」(stock)說得更多且更具有本質性，因為「持

存」標誌了更廣泛的現代技術現象，其所標誌的無非是被強索與擺置所穿透浸蝕

的一切在場方式。而最重要的是，在這種「持存」意義下而現身的一切，由於已

失去獨立自存的存在意涵，因此不再是與我們相對而立的客體對象，而是作為被

「調節控制」（regulating）、隨時「等候動員」(on call)進入各式生產開發的「連

鎖系統」(interlocking paths)之人力與物力資源。37
 

 

整個現代科技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具有在強索意義上的設置特質。強

索表現為，自然中隱藏的能量被橇開，被橇開的東西變了質，變質的東

西被儲備起來，被儲備起來的東西最後被分配，以及被分配的東西復又

轉換更新。撬開、變質、儲備、分配、轉換都是解蔽的方式。而解蔽雖

沒有簡單的休止符。但它也沒有流失到搖擺不定中。解蔽透過調節控制

(regulating)一切的方式，向自身開顯自身多重交織的連鎖軌跡

(interlocking paths)。這種調控本身，從調控的角度看，乃是處處有保障

的。調控和保障，甚至變成強索之解蔽方式的主要特徵。38
 

 

    海德格以當時許多的現代科技技術作為例子，說明現代技術現象的特性。例

如，在煤礦區所開採的煤礦，並非僅僅只是為了能在這裡或那裡現成存在而被供

應，其被儲備著，並隨時聽候動員，隨時等候指令，以將自身內的熱能遞交出去；

而架設在萊茵河上的水力發電廠，促使萊茵河水供應水壓，而水壓則使得渦輪運

轉，渦輪的運轉，使得機器得以運作起來，而機器的運作則提供了電流，以利於

遠方的發電廠和電信系統得以設置起來，發放電力。海德格認為，在這種為求開

發電力的連鎖交織中，即使是萊茵河也成了一個為人們所支配的東西了。而在海

德格看來，水力發電廠架設在萊茵河上，絕不同於與那數百年來同樣搭建在萊茵

河上以聯繫兩岸的木橋，因為流經水力發電廠的水流被阻斷築壩，而在現代科技

的解蔽方式中，河流之所是，端看發電廠的本質為何，亦即在這種情形下，河流

不過是水力的供應來源；而一架立於跑道上的客機，以傳統哲學的範疇說來，無

疑是一個客體對象。然而海德格強調儘管在概念上我們仍可以如此表象跑道上的

                                                 
37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1977,p.17. 
38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1977,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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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架機器，然如此一來，其便隱藏了它自身為何以及如何。因為在現代科技的特

殊「解蔽」方式下，客機的存在僅作為「持存」而在，它必須在整體結構中就定

位，並且它的每一部份組件，都等候著職責的指派，其立在滑行道上，被設定起

來，是為了確保運輸的可能性。39海德格認為，以「持存」的角度看，便能發現

現代科技下的一切存在者，其存有意涵已非獨立自存的客體對象，因為一切存有

者唯有在可被設定的狀況下從而被置於設定之中，方有其存在的定位(it has its 

standing only from the ordering of the orderable.)。40
 

 

    因此，在現代性社會裡眼前的世界被徹底「除魅」(disenchantment)，因為通

過「強索」與「擺置」，以及將一切存在設定為「持存」的強力運作下，一切存

有的神秘面向被吊銷，而依可計算性與精準性的理性法則給框架起來，這種框架

方式海德格選擇用「集置」(Gestell)這樣的詞彙來描述。「集置」(Gestell)這個字

由兩個部分組成：前綴詞 ge–與詞根 stellen，前綴詞 ge–有「…的群集」的意

思，詞根 stellen 則有「放置」的意思，因此海德格使用「集置」(Gestell)這樣的

詞彙，或許想表現出來的意涵是：現代技術將存有擺置(Stellen；set upon)、積聚

(Ge–)﹑框架起來、動員起來的意思。較為通用的英譯 “enframing”(不斷擴張的

框架化)，頗能表現出「集置」(Gestell)的主要特性：一種不斷將事物框架起來的

生產組織活動。 

 

    而對海德格而言，現代科技的本質：「集置」(Gestell)更重要的意涵，標誌不

只是客體對象，甚至是做為主體的人，也同樣捲入無止境的，生產動員的連鎖系

統中。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如下設想，人通過現代科技來使生活便利化，這種「利

用厚生」的動機本無可非議，然而問題還在於：當這種追求「有用性」(usefulness)

的要求被無限上綱時，會否原本一個追求「為我所用」的初衷，最後竟演變成一

個這追求利用厚生者，反而身陷迷局的境況？也就是說，原本人要利用科技來掌

控自然，然最後的發展卻是現代技術自行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使用者對其運作

方式的反思，於是當現代科技要以自身發展的規律性持續壯大時，人不能不被逼

迫隨著現代科技的運作而被動員起來。於是人與科技的關係發生了翻轉，人反成

了科技壯大自身的工具。於是科技始於人性，結局卻遠超乎人性，甚至是到了最

後，人的本質反而在這種關係的逆轉中無聲無息的轉變了。 

 

集置（Gestell）乃是那種擺置的聚集（gathering together），這種擺置亦

擺置了人，使人以算計方式把現實事物作為持存物（standing－reserve）

而解蔽出來，作為被索求至此的東西，人處於集置（Gestell）的本質領

                                                 
39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1977,p.15-17. 
40

 Martin Heidegger,“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1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1 

域之中，人在他與集置的關係中甚至根本不能抽身、無得選擇。41 

 

    因此，「集置」（Gestell）作為現代科技的解蔽方式，對於西方傳統人與自然、

人與存有的關係、以及人如何看待眼前世界和自身的方式極具摧毀力，並構成了

威脅。如此，當現代世界中「人役物」的合理需求逐漸衍生了「人役於物」的情

形時，那麼原本無可厚非的「利用厚生」初衷，到後來也就危及了「安身立命」

的需求。 

 

1955年〈泰然任之〉 

    而不僅限於一切的人、事、物被設定為「持存」的察覺，海德格在接下來

1955 年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的講演中，他同樣憂心的是循著現代科技解

蔽方式的發展所可能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危機，這個危機展現為人類的一切「沉思

智慧」(meditative thinking)將逐漸的被「全面的無思狀態」(total thoughtless)所取

代，而徒留下「計算性思維」(calculative thinking)作為人類未來唯一的思維可行

性。 

 

核時代中滾滾而來的技術革命可能會束縛人，蠱惑人，令人目眩進而喪

心病狂，以至於有朝一日只剩下計算性思維（calculative thinking）作為

唯一的思維還適用並得到運用。那樣，什麼樣的巨大危機將降臨在我們

身上？近在眼前的就是，與計算性的計畫及其發展隨之而來的，沉思的

智慧（meditative thinking）逐漸被全面的無思狀態（total thoughtless）

所取代。42
 

 

    在 1955 年的表述中，現代科技思維與計算性思維被勾連起來，海德格並將

這種思維所可能導致全面無思狀態的危機給連帶考慮進來。然即便海德格對於現

代科技有其忌憚之處，但海德格並不贊成盲目的反對現代科技。一方面是因為儘

管充滿危機，然而「集置」作為現代科技的解蔽方式，海德格認為現代技術仍是

存有命運的一種規定，並非我們可以斷然拒絕的東西；43而從另一方面視之，則

由於人與現代科技的關係並不一定是種零合的關係，況且人們也不可能放棄現代

科技所帶來的文明成就而回退到前現代世界，因此重點在於我們該如何取得一個

面對現代科技的態度，所以同樣出現在〈泰然任之〉一文中也有這樣的描述： 

 

                                                 
41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7, p.24. 
42

 Martin Heidegger, Discourse on Thinking, translated by John M. Anderson and E. Hans Freund,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 56. 
43

 「集置(Gestell)是命運的一種規定(ordaining)，正如同任何的一種解蔽(disclosure)方式一樣。」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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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詆毀技術是愚蠢的。譴責它是邪惡的東西也同樣是短見的。我們

依賴科技的裝備，而它們也幫助我們取得進步。但問題在於，是否我們

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與技術裝備牢牢的綁在一起而無法抽身。但我們也

還不致於全無他路可尋。我們仍可以運用技術設備，卻同時在利用厚生

之際保留自身而不受宰制，我們隨時皆可擺脫它們。我們可以讓科技設

備發揮它應有的功用，但是不讓它們影響我們生活內在與真正的核心。

我們可以肯定技術設施之用，同時否定它們有權宰制我們、腐蝕我們、

擾亂我們、進而虛耗我們。44 

 

    而在 50 年代的一系列技術哲學講演中，有時在海德格對於現代科技的說法

中甚至帶有對於現代科技相當積極的態度。例如在 1950 年所發表的〈技術的探

問〉一文中開章明義便點明了，之所以要對技術進行探問，乃是希望藉此預備一

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係： 

 

我們要向技術進行探問，並希望藉此，預備一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係(a 

free relationship to it)。倘若這樣一來，使得我們的存在向技術的本質敞

開(it opens our human existence to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那麼，這種

關係便是自由的。45 

 

    然而解讀海德格現代技術危機解救方案的難處在於，如果誠如海德格在

1950 年的〈技術的探問〉所解析的，現代技術通過「強索」、「擺置」、「設定」、

「集置」…具有將一切人、事、物打造為「持存」之危機的話，那麼在理路上如

何設想對於現代科技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又該如何對於這種現代科技的本

質「敞開心胸」？又當如何預備一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係」？以及如同 1955

年〈泰然任之〉講演中所說的在運用技術設備的同時保留自身而不受宰制？如何

讓科技設備發揮它應有的功用，但是不讓它們影響我們生活內在與真正的核心？

上述種種疑問都是詮釋海德格技術哲學的難題所在。公允的說來，與其說海德格

對於現代技術問題有一個相當明確的解決方案，不如說海德格終其一生對於現代

技術問題的沉思留下許多提供我們思索這個現代難關的哲學資源，而這些思想資

源如何成為一個具有說服力與實踐力的道路，正是做為海德格詮釋者的重要課

題，在接下來的一章中，筆者試圖引介並闡釋分析的正是海德格現代技術危機解

決方案的當代詮釋。 

 

                                                 
44

 Martin Heidegger, Discourse on Thinking, translated by John M. Anderson and E. Hans Freund,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 53-54. 
45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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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德格現代技術解救方案的詮釋難題 

    如何運用海德格的哲學資源來解決現代性危機？這個難題往往也成為海德

格詮釋家們想法設法，急欲解決的議題，但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一方面，

我們必須從海德格「文本內部」尋求義理上的融貫；另一方面，也有更多的詮釋

家發現，我們也同時必須因應「外部現實」的變動。因為海德格逝世於 1976 年，

而 1976 至今現代技術的演變，會否成為我們在詮釋海德格現代技術關懷時的一

個決定性變項，這是一個學理上同時也是現實上極需考量的重點所在。針對「現

代性的危機」，許多海德格詮釋家們試圖援用海德格哲學內部學理並同時參照外

部現實的變動，探問海德格的哲學沉思中種種面對現代性危機的解決方案，而做

出了許多出色的研究。因此，諸多海德格研究對於現代性解救之道的詮釋，同是

本論文重要考察的對象。在這部份，筆者以幾位海德格的詮釋家：楊恩(Julian 

Young)、德萊福斯(Hubert L. Dreyfus, 1929-)與瓦蒂莫(Gianni Vattimo, 1936-)作為

展開論題對話的對象，以他們為解讀典型進而點出當代海德格詮釋的諸多難題所

在。 

 

楊恩的解讀方案 

    在三位詮釋策略中，楊恩的解讀模式是最符合一般海德格詮釋的主流見解與

既定印象。楊恩認為，海德格哲學的中心關懷在於如何掙脫現代技術對我們的鎖

閉，因為現代技術已經造成了當代一切人事物皆淪為生產資源的景況，其本質帶

有將一切夷平為「單向度」(one-dimension)的危險。46而掙脫之所以可能，行動

者必須認知到現代技術「集置」的方式僅只是一種此在「日常平均狀態」

(everydayness)的「非本真」模式，於是掙脫的契機在於是否得以敞開「存有」

(Sein;Being)的隱蔽側面，也就是對於存有之神秘更為本真的傾聽(authentic 

attunement)。於是另尋超脫於現代性單向度生活外的「他者」(the Other)，成了

楊恩在詮釋上極力強調的重點。自然，基於這樣的見解，使得楊恩在海德格現代

性解決方案的詮釋上，帶有過於濃厚「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論調。 

 

  這種過於偏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解讀主張，得力於經常出現於楊

恩著作中所動用的「二元對立」(dualism)那種「非此即彼」的書寫手法。無論是

在《海德格的藝術哲學》(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或是《後期海德格哲學》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的論述中，楊恩對於海德格的理解，主要都依循著

許多二元對立的區分方式進行：「本真」與「非本真」、「存有」與「存有者」、「聖」

(the divine)與「俗」的(the secular)、「大地」(the earth)與「世界」（the world）、「神

秘」(the mystery)與「明晰」(manifest)、「不可掌握」(un graspable)與「可掌握」

                                                 
46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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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able)…。然而，將現代科技視為一種非本真的生活方式，因此轉而尋求對

於「存有」更為本真的傾聽，這種過於偏向「超越性」(transcendental)的解讀模

式，在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上往往留下兩個理論上的困局，筆者將它稱為： 

(1)極權主義或克里斯瑪傾向的解決方案 

(2)牧歌或輓歌式的解決方案。 

 

  對海德格作極權主義式的解讀，是因為如果現代性生活已經被宣判為一種非

本真的、依據技術理性集置起來的生活，並且認為現代性生活的理性除了技術理

性之外，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那麼保留下來的，對於現代技術理性集置方式的控

約可能性，是一種比技術理性更為本真的存有傾聽，非理性卻更高階的神秘思

維，便成為調度現代技術理性宰制的唯一出路，因而在行動實踐上難免期望一種

如韋伯所說「克里斯瑪」(charisma)的政治人物的誕生，如此的詮釋，自然也就

順理成章的使得海德格哲學的政治選項與納粹主義色彩脫不了關係。 

 

正如我們所見，所謂的「一條通往真理的本質道路，建立自身在存有者

中，其敞開了…這是一種爲政治奠基的行動。」(PLT p.62)作為一個註

腳，這裡頭具體的指涉乃是希特勒，然非 1936 年那個真實的希特勒，

而是海德格在 1933 年的大夢中所夢幻的希特勒。正如同菲利浦．拉庫-

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這樣的學者正確的指出，海德格在

1933年所作的關於國家社會主義的大夢，乃是國家社會成為一種宛如

「藝術作品」(artwork)的存在，如此將使墮落的德國恢復到本真的團

結，用海德格自己的話說：「是一種內在的民族自我團結。47
 

 

  這種理解方式出現在哈柏瑪斯(Jürgen Harbermas, 1929-)對海德格的批判，48

同樣的也出現楊恩對於海德格的詮釋，僅管楊恩保留了對於海德格更多的同情。

極權主義或克里斯瑪傾向的解釋方案是當代思想家在處理海德格哲學時常見的

政治聯想，除了哈柏瑪斯與楊恩外，拉庫-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的著作《海德格，藝術，政治》(Heidegger, art, and politics : the fiction 

of the political)以及巴姆巴赫(Charles Bambach)的《海德格的根》(Heidegger's roots : 

Nietzsche, national socialism and the Greeks)都是這種觀點下的著名之作。這些著

作的論述皆一方面透過海德格哲學內在理路的梳理，一方面則佐以歷史資料作為

參照，鋪陳出海德格哲學的實際傾向。難以判斷這些詮釋是否失真，然而這種詮

釋方案確實使得海德格哲學作為現代性解決方案的可能性在今天大部分失效。誠

如哈柏瑪斯在《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

對於海德格哲學的解釋與批判：脫離了理性的檢視，遁入了神秘，誰能保證誰的

                                                 
47

 Julian Young,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55-56. 
48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Cambridge, U.K. : Polity, 1987, p.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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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乃是更本真的話語？49
 

 

    其次，則是將海德格作牧歌式或輓歌式的解讀，因為如果現代技術理性集置

方式是具有普遍性的社會生活方式，那麼傾聽存有的神秘，也就成了一種孤立於

現代性之外的沉思或生活形式。這種詮釋下的現代性解決方案，有一個特徵，就

是思想上過度依賴「中心/主流」(center/current)與「邊緣」(marginal)的「二元

對立」(dualism)邏輯。於是乎牧歌式或輓歌式的解讀與極權主義式雖想用共同的

理解前提，卻在解讀結果上恰好相反的使得他們詮釋下的現代性解決方案，較為

重視「個體性」(personal)與「地方性」(local)的實踐，並帶有「多元文化論」的

政治立場，最後甚至滑入一種回退「前現代」(pre-modernity)的情調中。這種解

讀方針之所以有選擇性的重視「個體性」與「地方性」的實踐，並不是沒有道理，

以楊恩為例，正是海德格生前與納粹的政治關係，使得他堤防任何將海德格、賀

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那種思想

-詩-政治的神聖結盟，50因而楊恩主張可行的詮釋方案必須斬斷海德格在政治上

的連線，而僅接受詩情與思想的對話。51如此，自然在解決方案上，顯得較為牧

歌情調，較為「個人層次」或者在集體實踐上也顯得較為「地方性」，成為一種

與現代技術主導的社會生活拉開距離的邊緣實踐。 

 

若無意外，致力於個人層次的轉向(the personal turning)，同時也是「養

育」(foster)世界的轉向。何以如此？關心鄰人，意見交流，無可避免是

小規模和地方性的。不像 30年代中期，那種期望藉由「詩人」(賀爾德

齡)、「思想家」(海德格)、「政治領袖」(希特勒)的結盟來徹底轉變世界

立的病態的雄偉計畫。我們更溫和的藉由與鄰人的意見交流，投注在「小

小的事物」(little things)上。52
 

 

    「抵制集置」(the resistance to Gestell)的實踐方式，楊恩稱之為「抵抗單元」

(cell of resistance)。53並且楊恩也不否認這種主張與多元文化論之間的相似性。多

元文化論往往在抵制普世主義時訴諸多元傳統的不可化約，自然使得原先楊恩那

種牧歌式的解讀，一但從抽象的思辯與詩情扳回到具體實踐時，也就成了一種充

滿「前現代」風情的輓歌，這尤其是出現在《海德格的晚期哲學》(Heidegger's later 

                                                 
49

 Jürgen Har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translated by 

Frederick Lawrence , Cambridge, U.K. : Polity, 1987, p.136-137. 
50

 「海德格對於德國民族重生的計畫，我們可以從中看到，預設為一種三巨頭領導的政治，三

個 H 的（非）神聖聯盟，也就是一種赫爾德林、希特勒、以及他自己之間的結盟。」Julian Young, 

Heidegger's philosophy of art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78. 
51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125. 
52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 
53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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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osophy)一書裡，楊恩所提出的種種實踐案例中。54 

 

    這種方案的大方向也經常出現在其他海德格的重要詮釋家身上，以美國技術

哲學家德萊福斯(Hubert L. Dreyfus)為例，儘管不贊同將海德格的解決方案，解讀

為過於敵視科技的哲學，然而他的最終方案大致上與楊恩共鳴的地方多於差異的

部份。這是因為兩位思想家都分享著一個共同的前提，就是現代科技具有將現代

性社會的諸多意涵，夷平為單一向度的危險。以下筆者將引介德萊福斯對於海德

格技術問題的解讀。 

 

德萊福斯的解讀方案 

    在〈虛無主義、藝術、科技、與政治〉（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一文中，德萊福斯強調，儘管我們可以在許多的海德格文本中找到看似海德格敵

視或蔑視科技的證明，然德萊福斯認為海德格的主旨絕非主張我們起而抵抗科

學；德萊福斯認為，雖然我們可以在許多文本中找到，海德格認為科技具有危險

性的見解，然而指出科技具有危險，卻不等同於主張我們應該起而反對科學，或

者主張應該要控管科學的立場，而這是他認為海德格應當要說而未說清楚的： 

 

然海德格的完整方案應該警告我們以下的事實，那就是他絕非宣告我們

應該更理性的對抗科技，雖然許多人對他做這樣的解釋。此外他也絕非

主張一個進步的思想者應作如下的思考：主張有一條使科技得到控管的

途徑，來使得科技適應於我們理性選擇的諸目的。55
 

 

    在面對現代科技的態度上，德萊福斯主張理解的關鍵在於，釐清海德格反對

科技是反對科技的那一個面向？德萊福斯論道：問題不在於科技本身是危險的，

所以我們必須拒絕科技或控管科技，整個問題的關鍵在於現代科技的「技術性思

維」(the technological understanding)會否成為人類唯一具有主宰力的思維，因

而導致海德格所謂的「全面的無思狀態」（total thoughtless）的危機。所以德萊

福斯的解讀策略是：區分科技與技術性思維。畢竟不可能在研發科技的同時不使

用技術性思維，因此重點不在於拒絕或否定技術性思維，而在於不使技術性思維

成為我們唯一的思維。而這種轉圜的可能性在於多元世界觀的生活實踐裡。也就

是除了技術性思維之外，我們也必須同時保有其它隱而不顯的傳統文化價值及其

實踐，來使得技術性思維不會成為唯一的主宰力量。56並且，行動者在多元實踐

                                                 
54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91-121. 
55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3. 
56

 Hubert L. Dreyfus,“ Highway bridges and feasts: Heidegger and Bogmann on how to affirm 

technology ”,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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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動過程中，進入群體認同與自我的理解。 

 

當我們社會化的同時，共享的實踐也同時滲入了(The shared practices 

into which we are socialized)，依此而提供了對於物之為物（what counts as 

things）、人之為人(what counts as human being)、以及何為真實價值（what 

counts as real）的背景理解(a background understanding)，在這樣的基礎

中，我們將我們的行為導向特定的人事物。在這樣的存有理解中，建立

了海德格所謂的人事物向我們閃現的澄明(clearing)。57
 

 

  若與楊恩對比，可以說，雖然德萊福斯同樣承認現代技術的本質「集置」，

是理解存有的一種方式，然而卻不是以「本真/非本真」這種評價意味較重的界

定方式來理解，而是改以「中心/邊緣」這樣的區分來理解，因此較不是主張我

們應該有一種超越技術性思維的思考，而是主張我們應該保留技術性思維之外的

思考方式與生活實踐(而這些區分與實踐方式在楊恩那裡，是理所當然連結在一

起的)。 

 

海德格明見到我們所有的邊緣實踐(marginal practices)都處於被取代與

規格化(be normalized)的危險。它（指科技思維）凝視著我們(It looks to 

us)，恍若理所當然的這是我們唯一的上帝。而海德格，則將邊緣實踐

看做是抵抗科技的唯一可能性。58
 

 

  也由於這樣的理解進路，德萊福斯與楊恩一樣，不認為納粹或國家社會是海

德格哲學的唯一出口。德萊福斯承認海德格在 1933-1938 年間，錯誤的以為希特

勒與國家社會主義是歐洲掙脫虛無主義的唯一可能性，此乃一大失策。59然而德

萊福斯區分了 1938 年之前的海德格與 1938 年之後的海德格，「只有一個上帝可

以拯救我們」(only a god can save us)是海德著名的斷言，而海德格失誤之處就在

於1933-1938年間曾錯誤的認為希特勒與國家社會主義是拯救歐洲脫離虛無主義

與科技危機的唯一救星；60而德萊福斯認為，海德格在 1938 年之後的思考，已

逐漸開始意識到國家社會主義並非是拯救歐洲脫離虛無主義與科技危機的一種

可能性。並且在他的詮釋下，海德格在 1938 年之後的思考，已經逐漸的傾向於

多元主義的立場。61德萊福斯認為這使得海德格的哲學在今天的意義靈活一些，

                                                 
57

Hubert L. Dreyfus,“Heidegger on Gaining a Free Relation to Technology”, in Heidegger 

Reexamined V.3: Art, Poetr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 London : Taylor & Francis, 2002, p.99. 
58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2-303. 
59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1-312 .  
60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4-315. 
61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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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一方面，海德格的哲學使我們有一種抵制全面性宰制的智慧，同時不至於淪

為全面零碎化的危險。而問題的解答就在於透過多元傳統的實踐銷解全面宰制的

現代危機，並也透過多元實踐的參與重拾共享的中心價值。 

 

    對德萊福斯而言，真正會導致迷失的是自我封閉的特定實踐。因此，德萊福

斯強調作為一個生活在多元中必有一死的多元世界揭示者(as mortal disclosers of 

worlds in the plural)，我們所能希望達到的唯一整合方式是，向多元世界的棲居

敞開心胸(openness to dwelling in many worlds)，以及具備一種遊刃於其間的能力

(a capacity to move among them)。62
 

 

    然而一如楊恩那樣，一但牧歌式的頌揚轉為具體實踐時，都難免是充滿「前

現代」風情的輓歌，無論是峇黎島的「鬥雞」63或者是日本傳統的「茶道」，64儘

管德萊福斯為這些多元傳統的邊緣實踐活動添上幾許現代感的學術外衣：意即孔

思(Thomas Kuhn)的「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彷彿這些他名之為「前-科技

實踐」(pre-technology practices)的活動，有朝一日能顛覆翻轉現代性技術所主導

的社會實踐。65然而筆者認為，海德格的哲學裡，既沒有也不需有「中心」與「邊

緣」這樣的語彙，這尤其當我們在透過海德格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中對

巴門尼德斯(Parmenides)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解讀後，便能明白，海德格的

哲學從不在主流外的旁支另尋出路，相反，他更直接的起而鬆動主流，挖掘主流

底層蠢蠢欲動的暗流。(這是筆者在第三章企圖論述的內容。) 

 

瓦蒂莫的解讀方案 

  在海德格的所有詮釋家中，最為正面看待資訊科技所帶來的技術本質的轉變

的，或許是義大利哲學家瓦蒂莫(Gianni Vattimo)。儘管當我們閱讀到海德格關於

現代科技的討論時，總令我們覺得，海德格對於現代科技的本質：「集置」(Gestell)

                                                 
62

 Hubert L. Dreyfus,“ Highway bridges and feasts: Heidegger and Bogmann on how to affirm 

technology ”,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5. 
63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98. 
64

 Hubert L. Dreyfus,“Heidegger on Gaining a Free Relation to Technology”, in Heidegger 

Reexamined V.3: Art, Poetr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 London : Taylor & Francis, 2002, p.99; 

「我們再回到日本這個例子。在當代的日本傳統中，非科技實踐（non-technological practices）依

然活動於最先進的高科技生產與消費的周圍。電視機與神灶共享同一個自我認同，而保麗龍杯與

陶瓷器皿共存。而我們至少看見了日本在接納了科技的同時，卻不致於被對存有的技術性理解給

取代掉。」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07. 
65

 Hubert L. Dreyfus,“Nihilism, Ar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Heidegger, Edited by Charles B. Guignon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97-300; 

Hubert L. Dreyfus,“Heidegger on Gaining a Free Relation to Technology”, in Heidegger Reexamined 

V.3: Art, Poetry,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 London : Taylor & Francis, 2002, p.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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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存在著敵對的態度或負面的評價，而這也是常見於許多海德格詮釋家在解讀

海德格對於現代科技的沉思時所抱持的觀點。然不同於海德格以及大多數海德格

的詮釋者，瓦蒂莫在他的許多著作裡頭反覆追問，存不存在這樣的一種思考可能

性，那就是海德格的「集置」一詞，不但不是在「危機」這樣負面意義下思考的，

而是相反的，「集置」可能意味著一個「契機」(a chance)。66 

 

海德格與阿多諾，從未能避免一種看待科技的方式，即一個被電機與機

械能源所完全支配的科技，以至於對他們而言，現代科技除了導致如同

齒輪運轉般，一個聽命於中心權力發號施令，完全是機械運作、充斥著

政治宣傳、以及商業廣告的社會之外，再無其他的可能性。67
 

 

    而瓦蒂莫並不否認這正是他和海德格之間的差異，而藉由這種差異，使得瓦

蒂莫對於海德格的解讀別具靈活空間，於是他將海德格「集置」一辭的意義，從

原本談論現代科技本質的集結方式，轉為談論在後現代場域裡，各種因應後現代

資訊科技技術，生活領域中所產生的種種集結方式。在《透明性社會》(The 

Transparent society)一書的開頭，瓦蒂莫對所謂的「後現代」一詞進行界定，瓦

蒂莫強調倘若「後現代」這個概念具有意義的話，那麼「後現代」概念必定是與

以下的事實深刻的扣連著，那就是如今的世界是一個大眾媒體當道交流普及化的

多元社會。68在這個意義下，瓦蒂莫對於海德格的詮釋，重點已非海德格的「作

者原意」問題，而是將海德格哲學中的資源，重新活化，引進入晚期現代性的社

會當中。 

海德格本人雖鮮少捕捉到，現代性本身的虛無主義特徵，竟傳遞了一種

不再是形而上學的新思想可能性。然這樣的可能性，卻唯一出現在，當

海德格越來越明顯的認識到，技術世界歷經集置方式的深層改變，已經

由機械時代轉變為資訊時代時，被捕捉到了。69
 

  在瓦蒂莫看來，儘管海德格本人沒有明顯的意識到，他所提出來的「集置」

概念在晚期現代性社會所具有的意義，然而當今天社會逐漸由現代科技社會，轉

變為後現代資訊科技社會或瓦蒂莫所謂的大眾媒體當道的後現代社會時，70海德

                                                 
66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55.; The Adventure of Difference：philosophy after Nietzsche and Heidegger, translated 

by Cyprian Blamir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omas Harrison,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c1993, p.166. 
67

 Gianni Vattimo , Nihilism & emancipation : ethics, politics, & law,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translated by William McCuaig,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2004.p.14-15. 
68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1. 
69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116. 
70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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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集置」一詞，也就更顯得別具意義。因為「集置」概念與其說是現代科技

技術集置的方式，倒不如說是一個活在多元資訊與多元傳統中的現代人，其生活

原貌的現象描述。瓦蒂莫認為由於 80 年代後，隨著資訊技術的日愈進步與多樣

化，以及隨之而來取得門檻的降低資訊科技的普遍化，使得許多的利益團體、不

同的社群認同、以及來自不同文化的傳統的人們…都能經由這項傳輸技術，而自

我發聲。因此在資訊社會中的許多族群可以通過各種資訊技術傳遞、發送、抑或

接受各種價值、甚至意識形態，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一方面看來，人是處理多

元資訊與靈活運用多元傳統力量的「主體」，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在後現代社會

中，人同時也成了多元資訊與多元傳統力量所集置，穿透架起的「載體」。 

 

  對瓦蒂莫而言，海德格對傳統形上學的發難以及對存有真理的思辯，尤其在

〈藝術作品本源〉中的思索既表露了西方「後-形而上學時代」的真理本質，亦

彰顯了以大眾媒體與多元資訊為主的晚期現代性社會的真理本質。亦即，在晚期

現代性的資訊社會裡，存有作為「事件」(event)，不再是傳統形上學意義底下，

那種作為永恆、靜止的本質基礎、整體結構；71在「後-形而上學時代」，而遺留

下來的只剩下存有真理在不同的特殊脈絡中中的「閃現」(flash)，甚至僅遺留它

在零碎經驗中的「痕跡」(trace)。 

 

    有鑑於此，瓦蒂莫認為，海德格與尼采的智慧在於，為後期現代性的資訊社

會，奠定了追問存有的適當方式(appropriate attunement)，因為在他們那裡，不

再追問「存有為何？」(What is Being？)的問題，而是轉為追問「存有如何？」

(How is Being？)的問題。這個「如何」的探問，是指「存有」在什麼樣特殊的

歷史脈絡中，什麼樣具體的情境中來展現自身；而同時，「此在」又是在什麼樣

特殊的歷史脈絡中，什麼樣具體的情境中來追問「存有」；最後，存有作為「事

件」(an event)，應當追問的是，「此在」與「存有」是在樣特殊的歷史脈絡中，

什麼樣具體的「情境(境域)」(situation)中遭遇(encounter)，歷史性地理解與領會，

從而發生意義。72
 

 

    基於這樣的理解，瓦蒂莫提出他著名的「存有的弱思想」(the weak thought 

of Being)主張。「存有的弱思想」一詞首先出現在，瓦蒂莫 1979 年所發表〈面向

形上學的殞落〉(Toward an Ontology of Decline)一文中，在文章中，瓦蒂莫對於

海德格進行獨特的解讀，在他的詮釋下，海德格存有學作為一種「弱存有論」(weak 

ontology)，其特點在於勇於面對形上學的殞落，而非當時學界較為常見的解讀立

場：即將海德格對於存有的沉思，做「形上學式」(metaphysical)的理解，將「存

                                                 
71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74-76. 
72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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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追尋，與一種尋求重新奠基的企圖連結起來。73而這也是日後瓦蒂莫的區

分──右翼與左翼海德格主義的區分──之立論基礎。在他看來，右翼的海德格

主義者，將海德格的「存有」設想唯一種「大全的精神」，並試圖在「超克」

(Ü berwindung; overcome)所有存有者層次的宰制性現實處境後，以及贖回現代

性處境對於「存有的遺忘」(the forgetting of Being)後，而予以回復。而這在瓦

蒂莫看來，事實上不過是一種「遮詮式神學」（negative theological）的復辟，而

這種存有學本身，其實是一種追求基礎奠基的傳統形上學的舊酒裝新瓶；而左傾

的海德格主義，則是澈底的「虛無主義者」(nihilist)，因為作為一個虛無主義者，

他知道傳統形上學那種「絕對的」、「客觀的」、「作為根基的」存有設想不復可能，

並且那種澈底克服「存有的遺忘」的企圖，基於海德格的原則也是不可能的。74因

而左傾的海德格主義所關心的是，如何藉由詮釋，「克服」(Verwindung; resigning)

歷史脈絡中展現的存有。75因而，瓦蒂莫以他特有的方式，解釋了何謂海德格的

「克服形上學」，以及晚期現代社會資訊科技的本質，如何成為一個進入「後形

上學時代」的「新開端」(a new onset)。 

 

    瓦蒂莫基於「弱思想」的主張試圖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討流行於 80 年代，

西方思想界關於「現代性的終結」以及「後現代性的來臨」的說法。瓦蒂莫認為，

這裡所謂的「現代性的終結」以及「後現代性的來臨」，並非說「後現代性」是

「終結現代性」之後的一個「全新的起點」，因為這樣一來，那麼「後現代性」

不過是一種「現代性精神的延續」。依瓦蒂莫之見，「後現代性」的一個特徵就是

「歷史的終結」，這裡所謂的「歷史的終結」指的是：「大寫歷史的終結」、「線性

史觀的終結」、「進步史觀的終結」，而「大寫的」、「線性的」、「進步的」的史觀，

正是啟蒙以來最為深層的現代信念。1而「後現代性」既非現代性的延續，亦非

現代性的「斷裂」(rapture)，而無寧說，「後現代性」是一種面對傳統（包括現

代性的啟蒙傳統）的「態度」(attitude)。1這種態度表現為，後現代對待現代性

的方式，乃是一種「克服」(Verwindung; resigning)，而非「超克」(Ü berwindung; 

overcome)。因為在晚期現代社會中，不復存在任何作為終極奠基的絕對真理，

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真理」(plural truths)間彼此交纏(hybid)、相互滲透

(contaminated)的流變世界。 

 

  而面對後現代社會所具有的這些文化特質，瓦蒂莫認為，他的「弱思想」將

有助於理解，如何解決存在於後現代社會之中的文化難題，因為「弱思想」具有

                                                 
73

 Santiago Zabala,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 
74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0. 
75

 Santiago Zabala,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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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意義下的「解構」(Destruktion; destruction)精神。而在瓦蒂莫的理解中，

這種「解構」精神，一方面源自於海德格意義下的「克服」(Verwindung; 

resigning)，另一方面，也源自於海德格意義下，所謂的「回憶(沉思)」(Andenken ; 

re-collection, re-thinking)。 

 

    瓦蒂莫對於「克服」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海德格於 1953 年〈克服形上學〉

(Overcoming Metaphysics)以及 1957 年《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

中所曾經做過的區分。在那裡，海德格區分了兩種關於「克服」的理解：「超克」

(Ü berwindung; overcome)與「克服」(Verwindung; resigning)。「超克」的典型

態度是黑格爾(Hegel, 1770-1831)所謂的「揚棄」(Aufhebung; overcoming)，意味

著在思想或歷史運動歷程中，低階的思想或傳統，必然的為下一個高階的思想或

傳統所揚棄超克；然而，瓦蒂莫認為海德格的「克服」(Verwindung)不同於「超

克」(Ü berwindung)的地方在於，「克服」並不是要將傳統「拋諸腦後」(leaving 

behind)也並非僅僅意味「超越」(going beyond)傳統，而是同時涉及一種對於傳

統的「接受」(accepting)與「深化」(deeping)，而之所以說「克服」同時蘊含對

於傳統的「接受」與「深化」，是因為「克服」乃是基於不同的旨趣角度而與傳

統交纏(by twisting it in a different direction)，並且透過「之於它的重新交付」

(resigned to it)，而予以「重新活化」(convalescence)。因而「克服」同時也意味

著對於傳統的「療癒」(cure; healing)與「鬆動」(distorting)；而在進一步的申論

中，瓦蒂莫認為，所謂的「回憶(沉思)」(Andenken)，並非無批判的回歸傳統，

彷彿只是將一種遺忘的傳統，扳回到現代的處境當中；毋寧說，「回憶」

(re-collection)同時意味著一種對於傳統的「再省思」(re-thinking)，而這個「再

省思」的動作則涉及了一種「解構」的運作。亦即，透過對於傳統的「擦拭/塗

抹」(erasing)，進而從內裡「鬆動」(distort)與「消解」(dissolve)傳統思想中所

殘留的形上學痕跡，然後賦予新義，進而「釋放」(liberating)傳統在新時代的存

有意涵。 

 

    瓦蒂莫認為，由於海德格意義下的「解構」同時具有「克服」(Verwindung; 

resigning)與「回憶(沉思)」(Andenken; re-collection/re-thinking)兩重含義，因而

在瓦蒂莫看來，「解構」必須是與詮釋學精神並行不悖的，因為這種「解構」的

運作，必定同時涉及詮釋學的活用。76因為既然在後形上學時代，「存有」不復

                                                 
76瓦蒂莫的詮釋學理路，主要源於「海德格-高達美」的當代詮釋學理路的啟發，然而瓦蒂莫的

詮釋學理路亦有其身特殊的創造性。在海德格那裡，瓦蒂莫看到詮釋學理路與虛無主義路線的必

然結合，而這基於這樣的理解，使得瓦蒂莫對於高達美詮釋學思想的吸收，乃是有所保留的接受。

首先，瓦蒂莫認為高達美的詮釋學思想中，殘留太多的形上學與柏拉圖傾向，以及做了太多預防

現代科學主義對於人文科學的侵蝕，據他的說法，高達美詮釋學的問題就出在於高達美「不夠海

德格主義」（not Heideggerian enough）；另一方面，瓦蒂莫又認為，高達美過於忌憚海德格對於

西方形上學的批判與解構，有趣的是，依據瓦蒂莫的說法，這是因為高達美自己「不夠高達美」，

因為高達美不能夠徹底的領悟到自己的名言：「可被理解的存有，乃是語言」（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中所展露出的真理，瓦蒂莫認為，如果高達美能更徹底的堅持自己的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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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以「現成在場」(presence)的方式來加以設想或予以回復，那麼對瓦蒂莫而

言，「存有」在後形上學時代中，其意義乃是作為「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

而存在，而這也意味著，「存有」不再作為「主人能指(絕對能指)」(Master signifier)

而存在，從而終止符號交換、意義交換的流動過程，相反的，「存有」也僅是參

與無限符號交換、意義交換運動的「能指/意符」(signifier)之一。而「存有」僅

作為「交換價值」而存在，對瓦蒂莫而言，也就意味著存有「無盡的可詮釋性」

(infinite interpretability)，77揉合詮釋學理路與虛無主義，瓦蒂莫認為，這正是

他的「弱思想」主張的精神所在。 

 

    瓦蒂莫強調他的「弱思想」之所以為「弱」，是因為「弱思想」假定一個「強」

的絕對基礎，來終止一切詮釋的相對性與不穩定性，而是相反的，「弱思想」釋

放思想，使其朝向無限詮釋的可替代性與可能性。進而瓦蒂莫認為，這也就是為

什麼我們必須將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對於「上帝已死」

(the death of God)的宣判，同時與尼采的另一個名言：「沒有諸事實，而唯有諸

詮釋，並且如此的宣稱也只是一種詮釋。」(there are no facts, but only interpretations, 

and this is an interpretation too.)連結在一起思考的道理所在。因此，無論從尼采抑

或海德格出發，虛無主義(nihilism)與詮釋學的結合對瓦蒂莫而言，都意味著當

代哲學的任務，不再是「描述」(describe)一個客觀真理的世界，而是透過「詮

釋」(interpret)，而開顯出多元世界的歷史處境，1然而透過「諸詮釋」，而開顯

出多元世界的歷史處境，並不是說「後形上學時代」的哲學走向了任意相對，相

反的，瓦蒂莫認為，唯有此在回應存有在歷史中的開顯，那麼此在才真正面對了

自身的「事實性處境」(situation)，並回應了自身的「隸屬性」(belonging)。 

 

  依此，隨著傳統形上學的殞落，再也沒有任何的倫理律則、政治立場…可被

視為是理所當然的鐵律，因為任何客觀普遍性的法則，隨著傳統形上學的殞落，

人們將發覺，普遍法則實則為一定特殊歷史脈絡下的文化產物，因而傳統形上學

的殞落與虛無主義的到來，不但是多元傳統爭取自我發聲的開始，也是各式各樣

                                                                                                                                            
場，那麼他將同意，「虛無主義」是詮釋學必然的歸宿。因為在這句話中，昭告了人類理解所能

觸及的，並非「事物自身」（thing themselves），而是「如何言及事物」的種種方式。而「言及事

物」的種種方式，本身不但是「語言性的」，並且始終是「歷史性的」產物，是各種特殊歷史情

境下所開展出來的存有真理。理解「存有」，唯有在一代一代的語言使用中，成為流轉（tranferring）

的符號和擬像（simulacrum），那麼「存有」才是解放的，才能進而成為，一種沒有黑格爾「絕

對精神」（the absolute Spirit）的精神解放歷程。瓦蒂莫認為，倘若高達美能理解到這一點，那麼

高達美的詮釋學，將可擺脫其自身理路內部柏拉圖哲學的幽靈，並且大膽接受海德格對形上學的

解構，以及尼采勇於面對虛無主義到來的勇氣。參見 Jean Grondin, “Vattimo’s Latinization of 

Hermeneutics”, adopted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05-206.；Santiago Zabala,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9. 
77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2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 

的他者解放的「契機」。78如此，傳統形上學的殞落與虛無主義的到來，就是後者

解放的「後-形上學時代條件」。而隨著傳統形上學的殞落與虛無主義的到來，思

想家所能做的以及應當去做的，乃是透過回應特殊歷史情境，不斷的重新再詮釋

傳統，使之「重新脈絡化」(re-contextualization)，以回應新時代的課題，而這

尤其體現於以大眾媒體與資訊科技為主的晚期現代性社會。瓦蒂莫的「弱思想」

主張，乃是海德格的思想資源因應於晚期現代性社會的現實情境，所催生出來的

當代思想，正如羅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在〈海德格主義與左派政治〉

(Heideggerianism and Leftist Politics)一文中所評價的那樣： 

 

網際網路乃是一種弱思想，因為一切的存在都顯現為重新脈絡化，以及

在不斷的新連結中的重新詮釋。這是一種人類的生存成為無中心以及歷

史偶然性的型態，也正是瓦蒂莫所謂：「現實原則銷解為多元詮釋」的

例證。
79 

 

  關於多元資訊社會的描繪，瓦蒂莫在《透明性社會》(The Transparent Society)

一書的書名中便埋下了伏筆，因為書名叫《透明性社會》，然而作者的真意卻是

在這樣的標題下，打上一個大問號，因為在後現代社會中，人們雖有各式各樣傳

遞訊息的溝通媒介，然而一個「一目瞭然的社會」(The Transparent Society)卻

更加遙遙無期。這是因為隨著溝通途徑的多元化，同時所傳送以及接收的訊息也

同時的更為豐富、甚至錯綜複雜(chaotic)。80多元訊息社會的型態，使得過去哲

學傳統，那種追求透視社會的整體鳥瞰的企圖不復可能，因而，瓦蒂莫借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1924-1998)概念強調，這即是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的終

結，81而由於指認單一現實性的奠基工作不再可能，因此瓦蒂莫認為大眾媒體的

現代社會竟應驗了尼采的名言：「真實世界成為無稽之談」（the true world 

becomes a fable）。82在這樣的社會型態中，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與自由，因為

在眾聲喧嘩下，多元差異的介入，使得沒有任何單一的話語可以壟斷真理解釋的

霸權；83然而解放與自由的背面卻可能是無方向感與失真感的焦慮。該如何解決

這種無方向感與失真感的焦慮？人們直接的想法可能是經由普遍的對話溝通來

解除焦慮，或透過所謂本真的存有呼喚來贏回團結一致的共感，然而瓦蒂莫卻質

                                                 
78

Santiago Zabala, “Gianni Vattimo and Weak Philosophy”,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24. 
79

 Richard Rorty ,“Heideggerianism and Leftist Politics”, in Weakening philosophy : essays in 

honour of Gianni Vattimo, edited by Santiago Zabala, Montréal [Canada] ; Ithaca [N.Y.] :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56. 
80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4. 
81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 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5. 
82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7. 
83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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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在現實條件下，如此做的可行性。瓦蒂莫反其道而行，反倒是不斷透過重構尼

采與海德格的思想資源，指認出一條如何面對這種無方向感與失真感的焦慮(而

不是銷解這種焦慮)，瓦蒂莫認為這是尼采在《歡愉的智慧》(the Gay Science)中

的名言：「知道自己在作夢並不斷作夢」(to know one is dreaming and to go on 

dreaming)所給我們最大的啟示，84也就是如何的去經驗在多元資訊社會中，不斷

在「隸屬」(belonging)與「解方向」(disorientation)之間「震盪」(oscillation)的

自由。85 

 

  綜合前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瓦蒂莫對於海德格所作的詮釋，主要企圖並

非作一個融貫海德格一生思想的研究，瓦蒂莫的關懷在於，如何將海德格哲學中

的資源重新活化引進入晚期現代性的社會當中。如果說，由於海德格面臨 50 年

代現代性社會一切人事物淪為資源的危機，因而呼籲我們應該跳脫技術性思維，

而「向存有調音」；那麼可以說，活躍在 70 年代之後，晚期現代性社會中的瓦

蒂莫，所要面對的情境，倒是一個多元資訊爆炸與思想上眾聲喧嘩的社會。如此

的情境，使得回歸「存有」，那種反璞歸真的牧歌情懷似乎已不太可行，因而使

得瓦蒂莫詮釋下的海德格，少了許多海德格詮釋家所強調的那種傾聽存有的本真

情懷，相反的，筆者認為，瓦蒂莫思想的一個用意乃是使得海德格的存有之思開

始「向晚期現代性社會的現實情境調音」。瓦蒂莫認為這正是海德格於〈藝術作

品本源〉裡，對於「世界」與「大地」的論述中所隱含的關懷，而這份關懷所追

求的，不是對於一個和諧一致的烏托邦社會的允諾，而是一條通往瓦蒂莫自己所

謂「異質烏托邦」(heterotopia)的可能性： 

 

實際上，在〈藝術作品的本源〉(1936)中海德格不再尋求單一世界（the 

world）──正如同《存有與時間》中的那樣──而是尋求一個世界(a 

world)(並且隱含著諸世界)。86
 

 

   因此，海德格哲學到了瓦蒂莫手上，成了一種在多元社會中詩意棲居的可能，

在晚期現代性社會中，真理猶如藝術中的美學經驗，不再是普遍永恆的大寫真理

(Truth)，而是在多元論域中各式各樣的小寫真理(truths)，作為小寫真理，各種

多元真理猶如藝術作品中美學經驗的有限性一樣，設置了其自身內在世界的同

時，同時發現自己的系統真理座落在無根基當中。棲居在不可棲居中，奠基在本

無根基中，87「游牧」(nomad dwelling)，成了瓦蒂莫在解讀海德格時，在晚期現

                                                 
84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40. 
85 「活在多元世界中，也就是意味著不斷去體驗在隸屬與解方向之間震盪的自由。」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10. 
86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71. 
87

 Gianni Vattimo, The Transparent Society, translated by David Webb,Cambridge, Mass. : Polity 

Press, 1992, p.53.-54；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 Blackwell ; Baltimo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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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社會詩意棲居的唯一可能性解釋。這也正是瓦蒂莫反覆強調的幾個詞彙：「震

盪」、「解方向」、以及朝向「異質烏托邦」所要揭櫫的生活實踐，其精神之所在。 

 

多元與邊緣實踐並非問題的結束，而是問題的開始 

    基於晚期現代性的資訊科技社會的現實基礎，使得瓦蒂莫意識到海德格哲學

在今日世界的意義，不僅不是要我們恢復到一個整體真理的世界裡頭，而是必須

相反的將海德格的思想資源隱約導向一條指引多元實踐的道路。儘管基於不同的

視角，然多元實踐作為結論同時是瓦蒂莫和楊恩、德萊福斯等詮釋家共享的主

張。而這正是在這個結論上，筆者在博士論文中所企圖與三位詮釋家爭辯的是，

筆者認為海德格的哲學裡既沒有也不需有「多元實踐」這樣的概念。本論文認為

幾位海德格詮釋家的盲點在於他們太過忌憚現代科技那種「集置」(Gestell)一切

人事物的一體化力量，使得一方面楊恩與德萊福斯急於尋找逃離中心化力量的邊

緣實踐，而這種邊緣實踐在實際上多是被現代性逐漸取代或消音的前現代實踐；

而在另一邊，瓦蒂莫則寄望後現代技術(資訊科技)的轉型，而認為科技的本質已

經由「一體化」的宰制質變成「多元化」的後現代實踐。於是，我們看到作為海

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的詮釋，無論是倒向前現代或後現代實踐，三位詮釋家最後

都共享一個共通結論前提：那就是現代性問題的解決之道在於「多元主義」。然

而在現實處境中，事情絕非在宣告「多元」後便能擁有完美的結局，相反的，往

往正是難題的起點。 

 

    本論文在接下來的第三章中，將從幾位詮釋家較少著墨的海德格對於早期希

臘思想家的闡述著手，筆者希望藉此回應幾位詮釋家觀點的是： 

 

(1) 對於楊恩與德萊福斯，作者企圖說明海德格哲學既不需要在日常的表象之外

尋找「超越」的支點；亦不需在主流的場域另尋「邊緣」實踐的可能性。一

切從「表象」開始，透過思想之力進行鬆動、翻轉，進而重新活化對何謂「存

有」的理解，才是海德格的精神所在。在這裡，筆者希望能透過海德格對於

早期希臘經驗中，巴曼尼德斯對於「存有」、「表象」與「流變」三者間關係

的詮釋，來加以申論。 

(2) 對於瓦蒂莫，作者企圖說明海德格哲學的基本精神也不認為當一切走向多元

實踐後，一切現代性的問題便能迎刃而解，當然，思想工作也不會如此宣告

結束，相反的這才是思想開始介入的時刻。如何在不否定多元差異下同時體

察當中的「同一」(the same)，這才是海德格思想資源中具有力道的地方。在

這裡，筆者希望能透過海德格對於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思想中「邏各斯」

(Logos)的「聚攏」(gathering)原則之闡述，來加以立論。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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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正是筆者為何要進入海德格在 1935 年《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中對於巴曼尼德斯與赫拉克利特闡述的關懷所在。正如海德格所言

的： 

 

再一次的，我們仰賴兩位決定性的思想家：巴曼尼德斯與赫拉克利特，

我們試圖再度發現進入古希臘世界的入口，儘管那些基本特質有點變

形、有些走樣，被偷樑換柱且悄然湮沒，然即便如此其仍支撐著我們的

世界。我們必須再三強調，正由於我們勇於承擔一個偉大且長遠的任

務，也就是拆掉一個逐漸腐朽的世界並開創性的重建之，因而我們必須

歷史性地知曉此一傳統。88 

 

 

 

 

 

 

 

 

                                                 
88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2-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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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德格 1935年的〈形上學導論〉講演 

    海德格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講演裡，重

啟形上學的問題性，依據講演的題名，容易令人聯想是一個關於哲學學院裡的形

上學內容之導論，然而這絕非海德格開設這個講演的用意。依海德格之見，傳統

形上學所設定的追問方式是思索一切存在者的根基，但是這種追問方式往往使得

形上學遺漏了某些本質性問題，因此使得形上學的思維僅僅釘住存在者(being)

的現成性在場(Anwesenheit ; presence)，從而使得形上學的探問最初與最終只能

將存在者的根據拴在「存在者性」(being-ness)上建立根基。 

 

    海德格在 1935 年講演中所企圖開啟的問題性，則不同於傳統形上學沉思存

在者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ground)的追問方式，在 1935 年的這個關於形上學的講

演中，海德格所企圖的是讓整個形上學的根基暴露在其所置身的背景。 

 

尋求根基，意即追問根柢。被置入問題當中的是關聯於根基的一切。因

為只要我們始終在追問中，那麼根基是否作為真正的奠基(grounding)、

是否作為奠基效果或本源根基(Ur-grund; originary ground)就始終是一

個開放性的問題；會否根基(ground)拒絕提供地基(foundation)，也因此

自身乃是一種深淵(Ab-grund; abyss)；又或者根基本身並非此一或彼一

地基，而只是一再提供那種必然性地基的幻象而因此根基自身其實是一

種非-根基(Un-grund; un-ground)。89
 

 

    在 1935 年講演中，海德格認為若欲將整個形上學的根基暴露在其所置身的

背景中，需要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個根本問題是一個在西方形上學開端被過於

匆促回答而被後世遺忘的基本追問：「為什麼是有，而非一無所有？」(Why are 

the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 ?)。90
 

 

    當然，「為什麼是有，而非一無所有？」這樣的發問不僅對日常生活的秩序

而言不合時宜，同時也可能危及形上學傳統的根基。但是，海德格認為只要形上

學不僅僅只是一個學科，而哲學也並非只是一個大學體制內的學門，那麼進行哲

學活動就意味碰觸這樣的基本問題，儘管存在著必不可少進入迷霧深淵的危機。

在 1935 年的講演中海德格肯定：「哪裡有冒險，哪裡有哲學。」(Whenever such a 

venture occurs, there is philosophy )
91海德格強調在這個基本問題上，哲學將經由

跳躍 (Sprung; leap)重返思想根源。 

                                                 
89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3. 
90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 
91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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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跳躍(leaping)，追問的跳躍(Sprung; leap)抵達自身的根基(ground)，

自我成就於跳躍中。依據這個字眼的真正意義，我們稱呼這種藉由本源

跳躍(Ur-sprung; an originary leap)而抵達自身根源的跳躍為：「抵達自身

根源的躍出。」(das-Sich-den-Grund-er-springen; 

attaining-the-ground-by-leaping )
92

 

 

    關於「無」的思索，海德格遠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

中已經有所涉及，而在 1929 年的〈什麼是形上學？〉(What is Metaphysics?)講演

中更是試圖專題討論，足見這個問題在海德格存有學中的重要性。不過，不同於

在《存有與時間》與〈什麼是形上學？〉中試圖以「畏」(Angst; anxiety)的現象

分析來揭示無之探索，而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講演中，海德格則在點出

無之追問的重要性後，緊接著指出若不欲對無的發問淪為抽象空洞的概念思辨，

則「為什麼是有，而非一無所有？」這樣的發問有必要與另一個先行問題(the prior 

question)：「(無)其如何與存有同在？」(How it stands with Being?)一併思索。93而

在 1935 年的講演中，海德格在對於巴門尼德斯(Parmenides)的解讀中讀出了一種

被忽略的開端可能性，對此，海德格的詮釋者波特(Richard Polt) 在〈無之追問〉

(The Question of Nothing)一文中特別指出，儘管思索「無(非有)」(Nothing 

(not-Being))，在巴門尼德斯的哲學思索中被判定是自我邏輯悖反的，但這不意味

著「無(非有)」不再被思考，因為在巴門尼德斯的哲學思索仍保留了追問的空間，

以至於我們尚得以面對而非忽略「無」的追問(we can face the question of nothing 

instead of ignoring it.)。94而在這裡扮演關鍵樞紐的地方就是海德格如何處理「存

有與假象」(Being and Seeming)的關係。 

 

存有與假象 

    依據哲學史的主流解讀，在巴門尼德斯對於「存有」概念的描繪中，「存有」

(Being)似乎遠離一切的成、住、壞、空，而被視為是自持而常駐、不受一切的紛

擾與變化。正因為如此，巴門尼德斯的存有思想與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一切

皆流變」(All is becoming)的主張在後來哲學傳統中被看作是截然對立的思想立

場。因為一邊說的是永駐不動的「存有」，而另一邊說的是恆變不拘的「流變」，

「存有」與「流變」乃是水火不容的兩種概念。95然而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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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講演中，海德格申辯這種理解方式是後世喪失希臘源初經驗的後果，為將後

來的理解拆解至巴們尼德斯與赫拉克特時代的源初經驗可能性，海德格建議從另

一個與「存有與流變」環環相扣，並更深深扣緊古希臘人日常經驗的另一組對峙

著手：「存有與假象」(Being and Seeming)。96
 

 

    海德格分析，由於「存有」意味著「常駐」(constant)，而「假象」則被看作

僅僅只是隨起隨滅、飄忽不定的東西，因此依據傳統解釋的視域，在「存有」與

「假象」這組對峙中，兩者不但判然有別，並且涇渭分明。同時，也因此隨之而

來產生一種形上學的定見：「存有」與一種更深層並且真實的東西有關，然「假

象」卻只能停留在表面，貌似真實然並不真實，所以「存有」與「假象」的對立

區別也帶動一種形上學傳統的價值定向：應當追隨「存有」的指引，並抵禦「假

象」的侵蝕。97
 

 

    為了更深刻的挖掘這組對峙的內涵，海德格首先從「假象」這字詞的語用著

手。在海德格的分析下，「假象」(Schein; seeming)一詞在日常語用中主要有三層

意涵： 

(1)「假象」作為一種光輝與光亮。 

(2)「假象」作為事物的顯露，亦即「顯現」(appearing)。 

(3)「假象」作為「假象」(semblance)，也就是表面上看似如此，但實際上並非如

此。98
 

 

    海德格強調在「假象」的三層意涵裡，第二層意涵最為基本。對此，海德格

說：「假象的本質在於顯現」(the essence of seeming lies in appearing)。因為唯有

某物顯現，某物方在，並且也唯有某物能顯現於一番表露中，方有「確實如此」

抑或僅只是「看似如此，實則不然」的「假象」可言。99而作為「顯現」意義下

的「假象」，幾乎就是古希臘人所說的「自然(湧現)」(Phusis)，亦即「存有的自

我開顯」(Being opens itself)。100因為對希臘人而言，「自立」(standing-in-itself)

意味著「立乎於此」(standing-there)、「置身於光亮之中」(standing-in-the-light)，

而「假象」作為立於光亮之中的「顯現」，也因而與光輝、光亮有關。在這裡，「顯

現」絕非某物的特性；相反的，唯有透過「顯現」，某物方為某物。101對此，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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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說：「存有即顯現」(Being means appearing)。102由於「存有」作為「顯現」

而釋放開來，作為「自然(湧現)」而本質性地開展，所以「存有」才不斷的從「隱

蔽」(concealment)中「解蔽」(un-concealment)開來。海德格認為，這便是古希臘

經驗下所謂的「真理」(truth)，意即「無蔽」(a-letheia; un- concealment)。103 

 

    而在日後的西方哲學傳統中，「顯現」作為「表象」(appearance)，在「客

觀」方面，假象僅只是看似真實、實則非然的東西，其為腐蝕真理的病根；並在

「主觀」方面，構成了與真理對反的「意見」(Doxa)，亦即被變幻不定牽著鼻子

走，時而這樣、時而那樣，游移不定，全然主觀相對的東西。而海德格認為，早

期希臘人在理解這個問題上，比我們更為細緻、靈活，並且深刻的現象領會，因

為在古希臘人那裡，「假象」與「存有」並沒有如同後來的形上學傳統那樣截然

對立起來。104 

 

    對此，海德格研究者史考特(Charles E. Scott)在〈形上學之顯現〉(The 

appearing of Metaphysics)中為文指出，海德格在《形上學導論》中所強調的「假

象」與「存有」的交互關係實有其哲學立場上的必要性，因為一旦哲學思想採取

「顯現」作為「表象」(appearance)的前提立場，那麼人們不免在接下來的思考

中踏進「表象」與「實體」的分裂而助長「實體形上學」，如此則現象的顯露自

身則與現象本體割裂開來，而這正是海德格的哲學所極力避免的形上學立場。105

這說明為何海德格在《形上學導論》中何以特別強調「存有」與「假象」之間的

聯繫；而海德格的重要研究者理察森(William J Richardson)則在《海德格：從現

象學到思》(Heidegger :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中主張「假象」與「存

有」關聯的重新解釋有助於加強海德格在 30 年代對於真理本質的觀點：亦即「真

理既解蔽也隱蔽。」在這個意義上，僅說明「假象」是「存有」的某個側面的顯

現是不夠的，而是還須強調「假象」作為「存有」的某個側面的顯現是「必要的」。

亦即，存有之真理唯有在有所隱蔽的條件下，方能有所解蔽。 

 

或許當我們明白海德格如何詮釋赫拉克利特箴言地第 123條「存有喜

歡隱藏自身」(Being inclines to conceal itself)我們將洞察到這樣的觀

點。正因為存有是自隱蔽而來的解蔽，因此若無相伴而來的隱蔽，則

無任何解蔽可言。這並非僅僅出於解蔽時源初的模糊，而是也關係解

蔽自身的過程。解蔽孕育自身的每一時刻與每一方式，皆為而成其自

                                                 
102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06. 
103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07. 
104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10-111. 
105

 Charles E. Scott, “The appearing of Metaphysics”, in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edited by Richard Polt and Gregory Fried,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1, p.29.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4 

身之所是。除非有所遮蔽，否則無所解蔽(Unless there is veil, there can 

be no unveiling, re-vealing )。106
 

 

    這除了是海德格自 1930 年《論真理的本質》(The Essence of Truth)以來建立

的重要哲學觀點外，理察森並強調這樣的真理觀點其實也在重申了海德格哲學對

於「有限性」(finitude)的重視，因為正是由於存有真理的每一種解蔽都必須伴隨

一種隱蔽作為先在條件，因此存有真理的發生過程中交織著假象的必然出現則意

味著存有真理發生的有限性。107接續理察森的觀點，筆者認為姑且不論海德格的

理解是否合乎歷史學上真正的希臘經驗，但在海德格的觀點中，源初而被遺忘的

早期希臘經驗同時也是紓解現代性技術思維的可能性，其與後世由柏拉圖開始的

形上學傳統不同，並不過度強調任何抽離「現象」之外的「超越」基點。當然，

這絕不非意味海德格哲學放棄追求「超越性」的可能，只是海德格哲學認為我們

必須將「超越性」與「有限性」同時思考為存有真理的必要環節。這是作者認為

在解讀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上必須謹守的一個主線，否則將很難避免海德格哲

學陷入一種形上學的復辟之中，而這正是筆者認為在第二章中所介紹的楊恩對於

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的詮釋中，一個不無遺憾的失誤之處。 

 

    而延續理察森的觀點，筆者認為海德格的「有限性」觀點除表現在分析「存

有與假象」間的交織關係上，同時也表現在海德格在《形上學導論》中對於希臘

語詞「相」(eidos; aspect, look)的重新詮釋。海德格認為，在古希臘人眼中，「相」

不會僅只是一種表面的東西，儘管這個字眼同時也有「外觀」(look)的意涵。相

反的，對希臘人而言，「存有」如何解蔽(同時隱蔽)與「相」息息相關。透過「相」，

猶如給定一個「界」(aspect)，在「界內」聚焦展露的是「存有者」(being)；於「界

外」側身隱退的則為「非-有」(Not-being)。而分劃界內與界外的界域自身絕非疆

止不動的，而是隨緣應時的給出，在給出中，什麼東西在解蔽中綻放而被視為理

所然的「存在」，而什麼東西在隱蔽中抽身而退成為「非-在」。「存在」與「非-

在」並非互不相涉的絕對鴻溝；108相反的，古希臘人深刻的體會到，作為一個人，

隨時處在「存有」與「非-有」的角力當中。同時，「存有」也並非存在於遠離「假

象」侵擾的一個「超然」領域中；相反的，「存有」的體悟，總是伴隨「假象」

的出現而現身在場。109正因為「存有」與「假象」這種源初的同一與差異，具有

兩者「相屬相繫」(belong together)的關係，從而在兩者的交相滲透中，引發彼此

間交錯混淆、錯綜複雜的關係，也進而引發出後面的迷誤、錯亂偏差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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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海德格強調正因為如此，所以在西方思想的開端處，古希臘人才會認為「思」

(thinking)的主要課題，乃是在「存有」與「假象」不即不離、形影相隨的交織當

中，思索如何安頓「存有」並與「假象」區分開來。110不過仍須強調，思索「存

有」「假象」的區分絕不等同讓「存有」與「假象」成為截然對立的兩個世界。 

 

    而也在這個地方海德格提出他對於傳統形上學的批判，海德格認為在柏拉圖

(Plato, B.C.427-B.C.347)的哲學中則喪失了古希臘源初經驗中的真理觀，因為在

柏拉圖的哲學中，「相」被上升為「理型」(idea)，而「理型」被柏拉圖建立為遠

離日常表向世界的永恆存在。在這裡，一種二元對立的形上學於焉展開：在底層，

現象作為一種感官層次的存在，僅能夠提供出「假象」；在上位，作為超感官層

次的「理型」則擁有「真理」。海德格並接著說，後世的基督教哲學，不過是這

種柏拉圖真理觀的一種延續轉化，在基督教哲學中，柏拉圖的二元對立的上下層

結構被轉化成「創世者」與「受造物」的區別(the Below as the created and the Above 

the Creator )，正如尼采所言的那樣：「基督教，常民的柏拉圖主義」(Christianity 

is Platonism for the people )。111 

 

    不同於此，海德格認為在先蘇時代的希臘經驗中，於思索「存有」與「假象」

的對峙上更為源初、也更具張力，因為他們在關注「存有」與「假象」分裂的同

時，也一再返回兩者源初的同一與差異。112  

 

「存有」與「非有」 

    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下，海德格接著處理巴門尼德斯《教誨詩》中的另一個著

名段落，一段關於「存有」與「非-有」的探討，在巴門尼德斯殘篇第 4 的一段

話如此寫著： 

 

來，讓我告訴你，仔細你所聽到的字字句句。 

有些路，唯當我們探問之際，方得以顯現。 

第一條路：(存有之所是)如何而在，而非-有又如何不可能。 

這是一條確信無疑的道路，因為它追隨著無蔽之境。 

第二條路：存有如何不在而非-有如何是必需的。 

這條路，我必須說，是一條不能被允許的小徑， 

因為你無法掌握非-有，亦不可能將之帶上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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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可能用任何的言語將它表露出來。113 

 

    對於這段引言，依照哲學傳統的理解斷定，巴門尼德斯主張的是：「存有」

之途必須捍衛，而「非-有」之道既不可行亦不得設想；但與哲學傳統的理解方

式有所出入，海德格堅持認為，巴門尼德斯其實要提點我們的是「隨著存有之道，

非-有之道如何同時被顧及」(together with the path of Being, the path of Nothing 

must expressly be considered…)。而將「非-有」視為不存在、全然的虛無，是後

來形上學傳統在追問存有問題上一個極為嚴重的盲點。114 

 

    在接下來的講述中，海德格接著又提出，凡沉思「存有之途」(the path of Being)

與「非-有之道」(the path of Nothing)所必定遭逢的第三條路，這條道路在形式上，

並非像「非-有之道」那樣是以對反「存有之途」的方式來展現，而是以貌似「存

有之途」然仍存在區別的方式來現身的。這第三條路是「假象之路」(the way of 

seeming)。115 

 

然(對於你這個正要走向存有的人而言)應當經驗這一切： 

不可動搖的心，即便是圓滿充周真理 

仍需經歷那常人一般在真理上毫無堅實基礎的觀看 

而在照看兩面之際你仍需懂得，假象一如其所是 

作為假象(依其自道)，其貫穿一切 

並對一切事物的完熟有所貢獻。116 

 

    「假象之路」具有晦澀的兩面性：一方面，由於它時而看似如此、時而看似

那樣，因而是引發常人「意見」(doxa)的禍源；但另一方面，它與「存有之途」

不即不離、形影相隨，是那希望走向「存有」之人始終不能迴避的一條路。 

 

    最後，海德格如此梳理，出現在巴門尼德斯《教誨詩》裡的三條道路： 

(1) 存有之途，不由分說。 

(2) 非-有之道，不得而行。 

(3) 假象之路行的通且始終在走著，然需卻曲而行。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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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認為在上述的三條路，彼此之間既有區別亦有內在統一的關係，海德

格並如此結論道：古希臘人之所以超凡，在於他們勇於承擔那種迷誤(errance)的

風險，始終周旋在「存有之途」、「非-有之道」、「假象之路」的「決-斷」(de-cision)

當中。118 

 

有真知的人並非盲目追隨一個真理之人，唯有恆常知曉所有三條路，即

存在之路(that of Being)、無之道途(that of not-Being)、以及表象之路(that 

of seeming)的那個人。優越的知、且每個知都是優越，唯應允予此人，

此人在存在之路上歷經狂飆之風暴，且此人對於第二條導向無之深淵的

道路亦不陌生，然此人承擔了第三條路，假象之路，做為經常的必要

(urgency)。屬於這種智慧的有希臘人在其偉大的時代所謂的 tolma：即

勇於將一切帶到存有、非有與表象一併觀視，這即是說，敢把此在自身

帶入關於存在、非存在、表象的決斷當中。119
 

 

    海德格並強調對於這種「決-斷」的體認，也同樣的出現在赫拉克利特關於

「鬥爭」(polemos)的思索裡頭，在赫拉克利特那裡，「鬥爭」既是真正的「對峙」

(con-frontation)，也是真正的「角力」(striving)，因為什麼是本質？而什麼淪為非

本質？什麼是高尚？而何謂低賤…無一不在「鬥爭」有所決斷，分出界線並顯露

出來。120如此，海德格認為若我們可以發現「存有與假象」、「存有與流變」等概

念範疇在先蘇時代的哲學思想中並非截然對立、水火不容的兩造，那麼哲學傳統

過去所認為的巴門尼德斯與赫拉克利特的對立，也開始鬆動、解構，進而有了轉

折、迴旋的空間。在海德格的看法中，兩位哲人雖以不同的手法切入，但實際上

卻是對於同一問題的發問，並且存在著互相呼應的地方： 

 

倘若我們能以在古希臘開端處，那種沒被弱化的區分之力道，來理

解(在今日已被)公式化的「存在與假象」。那麼我們將不只領會，存

有如何有別於假象並且在與假象的對峙當中顯露出來；並且我們也

將明白，「存有與假象」的界分本質上歸屬於「存有與流變」的區分。

在流變持存的東西，一方面已非是無；然另一方面，仍未被固定為

某種存在。相映於這種「已非與尚未」(no longer and not yet)，流變

仍被「非-有」(not-Being)給貫穿著。然而，由於它並非完全「虛無」

(nothing)，也由於它已非是無然仍尚未在，如此，其仍處於飄忽無

定之中。因此，它一下看似如此、一下看似那樣，因而給人非本質、

不定的印象。由此觀之，流變即存有的假象(becoming is a seeming of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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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關於存在與假象)倘若我們能以古希臘人的方式來加以理

解兩者間的關係，那麼，流變即是走向在場與從在場狀態中脫身而

去(coming-into-presence and going-away out of presence)，而作為開顯

與顯現的存有便是在場，非-有即是不在場，在綻放與消逝之間的交

相往返，都無非是存有自身的一番表現。猶如同流變即存有的假象，

假象作為顯現即為存有之流變。121
 

 

    當然，海德格在《形上學導論》中對於巴門尼德斯與赫拉克利特的特殊詮釋，

其動機絕非只是徒然做一個哲學史研究的翻案而已，在《海德格：從現象學到思》

中理察森指出：「假象之路」作為「存有之道」必要相關的參照(a necessary 

correlative)，更能突顯海德格對於存有真理的發生必須以「有限性」的作為必要

條件：意即「真理的本質既解蔽又隱蔽」的特徵外，同時也再度深化何謂「此-

在」(Da-sein; Being-there)的理解。122
 

 

什麼是自然(湧現)(Phusis)必然在有所開顯中同時隱藏它自身的基本道

理，什麼就是存有無可避免的與假象交織在一起的基本道理，上所述的

存有即是有限性的。如此，因其開顯本質上是有限的，存有是總在假象

中隱匿自身的持續開顯之力。而倘若存有唯有在有所遮蔽的條件下方能

有所開展，那麼無蔽(真理)的發生就需要一個使之發生的「所在」(Stätte; 

place)，某一闃黑中的突破，某一令存有在光亮中敞開的切入點或事件

(Zwischenfall; in-cident)。此為真理發生(take place)的所在(place)，並且

也正式海德理解何為存有「在此」(the There)，其儘管僅是一個存有者，

卻完全與「此有(存有-在此)」(There-being)相稱。123
 

 

    此外，筆者認為「假象」概念的提出在海德格一生思索形上學問題的歷程中

也標示另一個重要的轉折，因為海德格在《形上學導論》中對於「無」的追問，

已經繞過原先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以及 1929 年的〈什麼

是形上學？〉那種追問方式。在 1935 年的講演中，「無」不再是透過「畏」而揭

露出來的關於世界整體的無根性，不再是對於現存世界的沉降至無意義深淵而蕩

然無所有的疏離感。透過居間於「存有」與「非有」之間的「假象」，在 30 年的

思考中，現在「無」(Nothing)對於海德格而言不再是「無-有」(No-thing)，而是

「已非存有」(No-longer-thing)或「尚未存有」(Not-yet-thing)。而這使得海德格

得以在日後更能積極的處理「有」與「無」之間的關係的概念，而在日後的《哲

學論稿》、〈藝術作品本源〉中的世界與大地的角力抗衡或 50 年代發展的「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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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更為靈活並且擁有更為具體性的意義。而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下，筆者欲對

海德格研究者德萊福斯的詮釋方案中寄予希望取代現代技術生活的「邊緣實踐」

進行重新斟酌評估，筆者認為海德格的哲學裡既沒有也不需有「中心」與「邊緣」

這樣的概念，尤其當我們在梳理海德格對「存有」、「流變」與「假象」三者間關

係的論述後便能明白，海德格的哲學從不在主流外的旁支另尋出路。相反的，他

更直接的起而鬆動主流、挖掘主流底層蠢蠢欲動的暗流。因為海德格讚許古希臘

經驗的是：一切的沉思與實踐，不多不少都從最日常的現象經驗開始。 

 

「邏各斯」中的「聚置」原則 

    對於赫拉克利特，海德格認為他與巴門尼德斯存有觀相呼應的地方，不僅只

出現在「一切皆流變」的主張中，其實也出現在他關於「邏各斯」(Logos)的論

述裡頭。 

 

    依照一般的印象，希臘語的「邏各斯」(Logos)意味著「語詞」(word)、「言

談」(discourse)，然海德格主張「邏各斯」最源初的意涵並非「語詞」或「言談」。

在《形上學導論》中，海德格認為希臘語的「邏各斯」與德語中的「採集/聽」

(lesen)有相近的語義，在德語的日常語用中，「採集/聽」(lessen; collect)可以運用

在許多的地方，例如：拾穗(gleaning)、採集(collecting)木材、收割(harvesting)、

精選(making a selection)、甚至是閱讀(reading; lesen)。海德格強調在這諸多語義

中，貫穿著一個本真的意涵，也就是「匯聚」(gathering)。124
 

 

    「匯聚」，作為希臘語詞「邏各斯」的源初意涵，在《形上學導論中》海德

格以亞里斯多德(Aristole, B.C.384-B.C.322)的話：「然任何的秩序中都帶有集聚的

特性。」(but every order has the character of bringing together.)說明，在希臘人的

存有觀中，任何人事物的關聯中都隱含著「匯聚」的特性： 

 

「匯聚」(gathering)絕非只是湊在一起或堆在一塊(driving together and 

piling up)。集將那些相對立、相衝突的東西扣留(maintain)在相互依屬

(belonging-together)中。它不允許一切淪為支離破碎因而只好丟棄的狀

態。作為扣留，邏各斯(logos)具有自然(湧現)(phusis)那種支配一切的特

質。它決不讓一切跌至缺乏對立的空洞裡；相反的，藉由整合對立的一

切，集中扣留在一種高張力的劇烈狀態之中。
125
 

 

    如此，「匯聚」尋求相異存在間的「同一」(the same)，而筆者認為，海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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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所作哲學審思對於現代技術問題具有一定的針砭意義，因為在海德格挖掘

的早期希臘「邏各斯」經驗中的「匯聚」原則，其所追求的差異中的「同一」不

同於現代技術本質經驗：「集置」(Gestell)支配下的同一，亦不同於海德格詮釋者

瓦蒂莫所寄望的在後現代資訊科技中多元差異的「交織」(Ge-stell)。「匯聚」尋

求相異存在間的「同一」(the same)，乃是將相異事物相連繫起來形成整體關聯

的「整一」(one)。126這種「整一」既不是在事物發生關聯之前；亦不是在事物

發生關聯之後的總和，「整一」與「差異」，是事物向我們呈現的一體兩面，猶如

我們在聆聽音樂時，相異的樂音和樂曲的整體感是一道被聆聽的。因此，海德格

認為有必要強調「邏各斯」中的「匯聚」(gathering)與「堆聚」(a heap or pile)不

同，「堆聚」只是將彼此「不相干」的東西雜湊在一塊；然在希臘經驗中的「匯

聚」則不同於「堆聚」，「匯聚」不僅僅只是相異的東西置放在一起，而是在相異

事物的匯聚中，同時看見一道匯聚於此的存在者彼此之間那種相屬唯一的關係

(the relation of one thing to another)。 

 

    筆者認為且不論海德格對於希臘語詞「邏各斯」的解讀是否合乎希臘語用經

驗，然存在於海德格對於「邏各斯」的解讀當中，「邏各斯」的「匯聚」原則始

終代表一種容許差異同時也關照同一的基本精神，理解這一點相當重要，因為正

是這一點使得海德格哲學與當代導向多元主義立場的海德格研究有所差異。將海

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的研究導向多元主義立場的研究其盲點在於：由於太過忌憚

現代科技本質經驗：「集置」(Gestell)中那種支配一切人事物的一體化力量，因而

矯枉過正的以為只要在詮釋上引向多元實踐的方面，便可以使得現代性困境的一

切難題迎刃而解。然而作者力陳的是，文化上或實踐上的多元並不是問題的結

束，而是難題的開始。「同一」(the same)原則不等於「劃一」(the identity)原則，

如何於多元差異中尋求當中的「同一」，才是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中最深邃也

最吸引人的地方，這個原則是貫穿海德格從 30 年代起直到 50 年代「四方域」(the 

fourfold)概念的提出之基本精神。筆者認為海德格的哲學裡既沒有也不需有「多

元」實踐這樣的概念，尤其當我們在梳理海德格對「邏各斯」的「匯聚」原則的

梳理便能明白，海德格的哲學解讀並不需要為了避免極權主義或神秘主義的嫌

疑，而導向多元主義立場。因此，無論是對海德格進行「前現代」或「後現代」

的理解模式，都可能會錯失海德格現代性解決方案中豐富的哲學資源，尤其在海

德格對於早期希臘思想家的探索中，海德格熱切的追問「一」與「多」之間的深

遂關係，這種深遂關係並不容許以倒向二元中的任何一邊作收。並且，筆者仍欲

強調關鍵不在於多元主義立場是否符合海德格哲學原意，而是多元主義立場本身

是否擔任一個可行的現代性解決方案，筆者認為多元差異的承認只是我們理解今

日情境的起點，但遠非解決現代問題的最終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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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以海德格在 1951 年的講演〈邏各斯〉(Logos)為例，海德格在當時講演

中強調「匯聚」涉及「置放」(to lay)，而「置放」是將原本不相干的事物「一道

呈現於前」(letting-lie-together-before)而「入於在場」(into presence)，並從而與我

們發生關聯，成為人們「關照」(concern)之物。127對此，海德格研究者珀格勒(Otto 

Poggeler)在《海德格的思想道路》(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中強調，

海德格對於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解讀中有著對於真理之解蔽的哲學關懷，同

時這種存有真理之解蔽也是此在作為在世存有所必然遭逢的實事經驗。 

 

海德格思索到解蔽狀態與 logos 相聯繫，在 logos 中的 legein 是種放置

(placing）和採集（gleaning）、放置是放在一起（placing together），一

同帶上前來並立乎於前(bringing-together-into-lying-before)，並且讓在面

前(having-lie-before)，因而是作為匯聚和保藏的採集。其猶如一道閃電

將一切在場的東西突然的匯聚到在場的敞亮裡，logos 也把一切物匯而

為一。128
 

 

    同時也是在這樣的意義下，海德格對「邏各斯」根源經驗的揭發同時也是他

轉為批判西方形上學傳統的所在。在《形上學導論》中，海德格指出正是在「邏

各斯」與「真理無蔽」關聯的源初經驗喪失，才導致後來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

「邏各斯」成了邏輯學。在這種轉變中，「邏各斯」不僅於轉移其居所，並且也

變換了本質，在邏輯學裡，一切僅關乎言說論斷(assertion)是否具有真假值(true or 

false)的判斷。129此外，海德格認為從「邏各斯」轉變成為邏輯學，而成了關乎言

說論斷(assertion)是否具有真假值(true or false)的判斷的那一刻起，「邏各斯」本

質的轉變也導致希臘存有經驗的轉變，因為現在「存有」在邏輯學的設定中成了

「立乎於彼」(lying-there)的東西，成了在言說之際作為言說對象而被談及的東

西，意即在概念範疇中是否合乎各種性質、狀態、關係的言說對象。海德格認為

在這個轉變下，存有的思索成了存在範疇的規定，而存有論的目標成了範疇的理

論。在這樣的基礎下，對於存有以及存有者如其所是的探究成了存在範疇的規

定，海德格認為這是存有者的存有成為範疇的思想根源，而「矛盾律」(the law of 

contradiction)成了思想的規定，而即使是後來黑格爾試圖以辯證法的「揚棄」

(sublation)原則來克服邏輯學矛盾律的僵化，但在海德格看來也僅是邏輯學經本

精神的進一步發展，因為這更改不了邏輯學是一門將存有者的存有進行範疇化思

考的本質。130對此，海德格評論： 

                                                 
127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Frank A. Capuzzi, 

San Francisco : Harper & Row, 1984, c1975,p.62-63. 
128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160. 
129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p.199. 
130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1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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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古代經院哲學將亞理斯多德關於邏各斯的討論總結在「工具」這

個名稱下也不無道理。值此是故，邏輯學也在基本特性上大功告成。因

而在兩千年後康德得以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序言中說邏輯

學「自亞理斯多德以來一步也退卻不了」，「而邏輯學直至今日非但一步

推進不了，並從各方面看來都像是完結了、成熟了。」而不僅看來是如

此，而事實也確實這樣。因為邏輯即使經過康德和黑格爾，在其本質上

與開端相較下未有任何進展。131 

 

    正是在對於「邏各斯」根源經驗的澄清，以及對於其後來演變為邏輯學而成

為對存有者的存有進行範疇化思考的批判，海德格認為語言與經驗必須重新回到

一個更具意義的關係，而這裡頭涉及海德格對於哲學語言何為的期許：哲學語言

不該自我限縮於反映或規定現成經驗對象的語言，而應該是走向經驗自身。當

然，這裡的「經驗」概念的意涵並不是古典經驗主義意義下那種原子經驗事實的

總和，而是人如何置身於個別事物及其整體情境的交融情境中。這是由於海德格

對於赫拉克利特的「邏各斯」原則的詮釋，意即「邏各斯」必須是這樣的一種「言

說」，一種將各別差異與整體同一一同在言說中並置出來的語言經驗。海德格認

為這是赫拉克利特箴言中所要傳達的語言經驗：「倘若你們不是聽我說，而是傾

聽邏各斯，那麼依此將有智慧會的道出：一即一切。」(If you have heard not me, but 

logos, then it is wise to say accordingly: all is one.)
132 海德格認為，在赫拉克利特的

語言思想中，於存有論上「聽」在「說」之前，「聽」比「說」更為重要。然何

謂「聽」？ 

 

    對此，海德格區分了「傾聽」(hearkening)與「聽見」(hearing)。「傾聽」不

同於感官意義上的「聽見」，而是在存有論上對「邏各斯」的「傾聽」，也就是對

於「存有者自身的集」(the gatheredness of beings themselves)的「傾聽」。133但這

是什麼意思？海德格的意思是：我們並不是首先聽到個別的、零碎的事物；相反

的，在那之前，我們早已理解、早已傾聽一種人事物的整體關係，我們早已置身

在一種人事物相互連結的整體掌握當中，唯有處身在這種整體意義脈絡的「傾聽」

中，我們方得以「聽見」各種事物對我們訴說。而海德格對哲學語言或詩性語言

的探尋的目的都為這種在概念性語言中喪失的源初經驗重新找到「聽見」，而得

以「看見」的可能性。 

 

那些無法將常聚的東西搞在一起的人，都是像聾子一樣的聽者。 

                                                 
131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lat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201. 
132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5-136. 
133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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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se who do not bring together the constant Together are hearers who 

resemble the deaf.)
134

 

 

    因此在哲學詮釋上，海德格將他對於赫拉克利特的解讀，透過詮釋、重新活

化，注入他對於存有問題的關懷上。依海德格的解釋，人們一方面始終活動於「存

有」的默然領會當中，然另一方面卻又總是對於「存有」一無所知。因為人們始

終將他們的注意力灌注在個別的存有者中，以至於「存有」反而對他們隱蔽起來。
135這是因為他們始終只能「聽見」個別的存有者，卻從未能「傾聽」眾存有者「持

存性匯聚」(constant together)，而「持存性匯聚」也就是赫拉克利特「邏各斯」

概念追求的標的，同時也就是古希臘經驗下所謂的「存有」。136海德格強調，這

就是赫拉克利特何以說：「人們確實在聽，但他們只是聽語詞，而非傾聽。」(Human 

beings do hear, and they hear words, but in this hearing they cannot “hearken”.)
137的

道理所在，因為在存有論條件上「聽」先於「說」，因而海德格強調：「唯當人們

傾聽，人們方能聽見。」(We can truly hear only when we are already hearkening.)
138

海德格堅持，任何的「道說」與「言談」(saying and talking)唯有在「傾聽」的條

件下，才能真正的「道說」與「言談」。海德格認為範疇化或概念性的語言難以

對於人與事物遭遇時的境況進行適當的描述，因為當我們與事物遭逢之時，我們

在感受個別的存有者顯現之餘，亦同時領受其中的存有整體感；當事物向我們呈

顯之際，我們置身於事物開顯出來的存在，卻也同時座落於事物向我們遮蔽的情

境之中(因為唯有當情境成為背景，行動者才真正進入情境)。於是乎一種過度分

析性的語言，或許滿足了我們知性分析的欲望，卻可能嚴重背離了我們與事物最

初遭遇的方式，因為在我們對事物的領受過程中，並不是在經驗逐一的原子事實

的過程中而後將碎裂的經驗整合為一。在隔年〈藝術作品本源〉講演中，海德格

舉例說明：我們首先聽見了風在屋頂煙囪上呼嘯，而不是風的聲音；我們首先聽

見了屋外有車經過，而不是車子的馬達聲；然另一方面，跳過事物個別性而直截

的進行掌握，也並非沒有變成抽象概括的哲學語言的危險。這也許是為何在後期

海德格的語言哲學思維中，會傾向認為詩性語言可能是最嚴格的語言的道理所

在，因為唯有詩的語言能夠適當拿握我們與事物遭遇的情境，並同時讓解蔽與隱

蔽各適其性的保留在應有的活動上。換言之，唯有詩性語言能恰如其分的讓語詞

行於所當行的解蔽而止於所當止的隱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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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研究者柯赫曼(Joseph J. Kockelmans)在《論存有的真理》(On the Truth 

of Being: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中指出，在 1935 年的〈形上

學導論〉講演中，海德格對於語言和思想經驗的探索，已經逐漸走入「存有者與

存有的一個中間地帶」(a middle-point between beings and Being.)。139
 而筆者認為

這正後來海德格在《哲學論稿》與〈藝術作品本源〉主要探索的核心主題；而在

《海德格：從現象學到思》中，理察森則指出當海德格從巴門尼德斯對於「存有」

與「假象」之間必不可少的糾纏關係，以及在赫拉克利特思想中發現關於真理出

於解蔽與隱蔽間「鬥爭」(polemos)的原理時，這使得海德格在同年冬季的〈藝術

作品本源〉中再度以不同的方式，亦即藝術作品現象中世界與大地的角力抗衡來

試圖解析存有真理發生的源初經驗。140而波特(Richard Polt)則在〈無之追問〉指

出，正是在〈形上學導論〉講演中海德格更加的意識到「存有」與「存有者」之

間以及「存有」與「此有」之間尚有一個居間地帶有需要進行現象闡釋，而這正

是海德格後來在 1936-1938 年間在《哲學論稿》中一再思索的主題，亦即思想如

何領會存有如何作為實事發生(Ereignis; happening)的「存-有」(Seyn; Be-ing)。141

意即，海德格此時已逐漸意識到自《存有與時間》以來所企圖追問「在者之在」

(the Being of beings)絕非「在者」(beings)或「在」(Being)，並非追問「在者」，

因為海德格的存有論學並不是實證或經驗科學，因此存在的東西不是存有學唯一

且主要的標的；然存有論思索的道路也絕非是繞開「在者」而純粹追問「在」，

因為海德格存有論的基本精神與傳統形上學追問孤懸於萬象之外而作為萬象根

基的方式亦有所不同。為此，海德格必須將他的存有學探問焦點擺放至「存有」

與「存有者」兩者間相屬相繫的交織關係，因為唯有置身於某種對於「在(有)」

(Being; to be)的某種領會中，才有某種敞開的領域讓某種「在者」存在；而反過

來，也唯有在某個特定開出的「存有者」存在，談論「在」才是有意義的。而《哲

學論稿》與〈藝術作品本源〉的闡釋，這正是本論文在第五章和第六章要進行申

論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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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海德格 1935年的《物之追問》 

 

    在哲學探索中，一切簡單自明的問題，往往是難以入手的難題。在 1935 年

的講演中，海德格展開了他對於「物」(Ding; thing)的追問，1935 年的「物」的

追問，可看作是繼 1927 年《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裡對於「上手物」

(ready-to-hand)解析後的進一步深化。如果說《存有與時間》透過「上手物」的

解析所挖掘出的是「此在」(Dasein; Being-there)作為一「在世存有」(In-der-Welt-sein; 

Being-in-the-World)始終「寓居其中」(dwelling-in)的事物「關聯整體」(the totality 

of involvement)的話，那麼 1935 年所展開的「物之追問」所企圖揭示的，則是這

個「關聯整體」背後的基本存有設定。因為正是在對於「物」最不言自明的理解

當中，往往流露人們對於什麼是「在」，如何為「有」的基本領會，並同時決定

什麼是人們經驗「世界」的合理範圍。142
 

 

物的追問 

    對海德格而言，「物之追問」不但涉及了人們如何經驗「物」的源始(primordial)

發生方式，同時在海德格的論述中，也有意與近代知識論與科學典範下對於什麼

是「在」、如何為「有」的基本前提設定針鋒相對。因此，在海德格那些看似晦

澀難解的思索辯證中，實則有一份關於現代生活世界的哲學關懷於其中。在 1935

年的〈物之追問〉講演中，海德格追蹤伽利略、牛頓、笛卡兒、康德等重要的現

代思想家，檢視他們的思想如何奠定且限定現代世界經驗物的領會方式。 

 

    追蹤海德格思路發展的軌跡，從 1935 年的《物的追問》(What is a Thing)及

隔年發表的〈藝術作品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開始，直到 1950 年

發表的〈物〉(The Thing)、1951 年〈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以及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從文獻的分佈來看，

不難發現，海德格對「物」的追問與他對現代技術危機的思索，在時間點上有相

當的重疊，幾篇較為人所知的現代技術問題的探討，如 1935-36 年間的〈現代科

學、形上學與數學〉(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1938 年〈世

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1950 年〈技術的探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53 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1955 年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都是在相近的時間點發表的

作品。因此我們有理由主張，在海德格的思索過程中，一直有個未曾言明然始終

存在的想法，那就是「物」的追問與現代性技術問題始終是綁在一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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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935 年開始逐步展開的「物」的追問，海德格有意從日常生活中對於「上

手物」以及現代世界對於「科技物」的觀看方式中脫身而出，而尋求貫穿兩者並

同時為兩者根基的物性基礎。因此，無怪乎 1935 年的「物的追問」幾乎從兩種

觀看「物」的基本方式之探問展開。海德格以日常生活中經常照面的兩種存在物

(太陽與桌子)為例：當牧人看見落日悄悄滑落至山崖後方時，科學告訴我們，真

正的太陽在幾分鐘前已經落山，牧人所看見的僅是一種發光過程所引發的假象。

甚至實際上，太陽無所謂落山、不落山可言，因為科學的真理告訴我們太陽並非

繞著地球東昇西降，相反的事實乃是地繞日動，甚至我們知道太陽亦非宇宙的中

心，其本身繞著自身所屬的銀河星系而運轉；在另一個例子中，眼前與我們照面

的是一張桌子，卻擁有兩種描述其真實的觀看方式，一種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熟悉

的那張木桌，呈現著堅實木料所充滿而來的沉重，另一種則是現代物理學家理論

描述下的桌子，大部分由空的空間組成，於空隙間充斥著高速來回震盪的電荷。

現在的問題是：究竟牧人還是天文學家眼中的太陽才是真實的？木匠抑或物理學

家眼中的桌子才是真實的？或是，在兩者間出於一個與之相關的第三者，使得上

述兩觀看方式一方面出於自身的條件限制而言都是真實的(true)，並且兩者同為

某種居間(mediate)於其中的真理(Truth)的兩種變異(variations)形式？143為此，海

德格建議我們應該與「日常生活」和「科學觀點」保持距離，以獲得一個重新考

察事物的視角，由更素樸的方式直問眼下的「這一個」(Da)。144
 

 

    在日常經驗中，我們總能遇到個別的物，並總是個別物。我們說：每一個物

都是這一個而不是另一個。但是概念思維以及科學研究的是物的普遍性，145甚至

日常生活中首先與我們照面的也不是個別物，當我們處理眼下「這一個」的時候，

通常是藉由「這一個」著手面對事物的「關聯整體」，因此「關聯整體」才是我

們首先照面的事物。為擺脫一切隔在我們與物中間的東西，我們說：「每一個物

都是這一個而不是另一個」，在這樣的陳述中傳遞了在日常生活中常發生近乎同

一的情況，確實有些物，它們與另一個與之有別的東西幾乎無差別。但儘管有兩

個個別的事物幾乎是相同的，但每一個仍是這一個物，而非其他，因為它們處在

不同的空間位置上，或如果不同物處在同一空間位置，則必定是發生在不同的時

間點。對於這些物性的規定性，近代哲學的發展裡便有了跡象，笛卡兒(René 

Descartes,1596-1650)認為一切物皆具「廣延性」(extension)，而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則否定任何的時間點可能出現同一位置上的兩個相

同事物。 

 

    但是當我們從眼前這一個，而談到了規定其存在的「時間」(time)與「空間」

                                                 
143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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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ce)時，難道我們的思維不是從事物的內部本性而移往到了外部框架？海德格

以一支粉筆為例，一支粉筆佔據著空間，佔據空間的東西形成某個內部與外部的

界線。但是當我們折斷粉筆，原本屬於內部的東西由於斷面成了外部的東西，我

們可以持續的進行掰開與折斷的動作，直到粉筆全然化為粉屑，直到所有原先內

部的東西全成了外部，直到發現一切所謂的「內部」，不過是成為「外部」界定

後的一種回溯，於是乎看似屬於物性內部的空間，顯示出它仍屬於物性的外部規

定，而非純粹從物出發來談論物。146空間如此，則時間更是外之於物，我們說時

間在萬物中流逝，但是石頭在水的沖刷中會移動，但時間並不打擾萬物。147涉及

時空範疇的物性討論，難以保證是純粹由物性自身出發的真理經驗。 

 

    倘若從時間與空間的規定性著手談論物性，使得我們的探索從事物的內部本

性偏離而移往到了外部框架的話，那麼，且讓我們懸擱時空框架而直指事物本身

的話，情況又是如何？在隔年 1936 年的〈藝術作品本源〉講演中，海德格對於

1935 年〈物的追問〉這個講演所提出的這個問題做更進一步解析。海德格在〈藝

術作品本源〉中指出，對「物之物性」的解釋貫穿了西方思想的全部歷程，這些

解釋早就成為不言自明的東西，在今天日常生活中廣為運用。這些解釋概括起來

有三種：148
 

 

(1)作為眾屬性所根據的實體。 

(2)作為眾知覺性質的「總和」。 

(3)作為質料與形式的統一。 

 

    首先，在日常生活不言自明的物之解釋中，物是那個將各種屬性聚集起來的

東西，於是人們談論物的「內核」(the given cole)。海德格指出「內核」觀點源

自於希臘經驗中稱之為「根據(基底)」(Hypokeimenon)，而物的特徵被稱之為

sumbebekota，意即經常性伴隨內核一道出現和產生的東西。古希臘經驗中對於

hypokeimenon 和 sumbebekota 的區分，在後來的拉丁文轉譯中變成了「實體」

(substance)及其「屬性」(accidents)。海德格堅信這些稱呼不是隨隨便便的名稱，

它們道出了至今仍隱而不顯的東西，也就是希臘人關於「在場狀態」(presence; 

Anwessenheit)意義下存有者之存有的基本經驗。149然語言的翻譯中有著詮釋，隱

藏著希臘經驗向另一種文化基本經驗的「轉譯(轉-置)」(translation; über-setzen)，

羅馬的思想接收了希臘的語詞，卻沒有相應的由這些語詞道說說出來的源始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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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21-22. 
148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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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ordial experience)，有希臘的語詞卻沒有希臘的道說，海德格認為西方思想

的無根性始於這種「轉譯(轉-置)」。150
 

 

    自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BC.384-322.)以來的形上學傳統開端，對於真正的存

在的界定乃是「根據(基底)」(Hypokeimenon)，意即真正持存和現實的東西，「實

體」(substantia)。然而，在近代哲學中的「根據」則成了「主體性」(subjectum)。

笛卡兒對於「主體」做了如下描畫：主體的「現實性」(actualitas)在「思維」與

「知覺」的「作用」(actus)中有其本質。「主體性」(subjectum)乃是在「作用」(actus)

中置於底部的東西，因此能為其他存在所分有。其他的存在被置於這個基礎之

上，而置於底部的東西擔當了基礎的腳色，因此被理解為在一切之前持存的東

西。「主體性」(subjectum)和「處於底部支撐一切的東西」(substance)現在指稱的

是同一事物。 

 

    海德格認為對物之物性的第一種解釋，即認為物是其特性的載體，並沒有如

人們所以為的那樣素樸自然。人們之所以覺得素樸自然，僅是一種長久以來的習

以為常，而這種習以為常卻遺忘了其賴以產生的異乎尋常的東西。物，作為其特

性的載體，這種概念沒有切中物之為物的因素。海德格強調，在「物之追問」的

追問過程中，人們必須排除所有會在對物的解釋與陳述中擠身到物與我們之間的

東西，唯有如此，思想方能入於物的無偽裝「在場」(Anwesen; presence)。151
 

 

    其次，有別於第一項解釋，在日常生活不言自明的另一解釋中，物是

aisthêtón，亦即在感官中通過感覺可以感知的東西。由此，第二種「物之物性」

的解釋就變得流行了，按照這個概念，物無非是感官上被給予的多樣性之統一

體。152然而，海德格質疑，日常生活中我們鮮少甚至不曾在物的顯現中知覺到一

種感覺的群湧而至。我們聽到狂風在煙囪上呼嘯，我們看見飛機，我們聽到賓士

車，我們在屋子裡聽到敲門，但從未聽到聽覺的感覺，那怕是純粹的嘈雜聲。為

了聽到純粹的聲響，我們反而需要遠離物而聽，亦即，抽象的聽。153
 

 

    對物之物性的兩種解釋都存在著問題，海德格指出，第一種解釋彷彿使我們

與物保持距離，將物挪得老遠；而第二種解釋則使我們與物過於交纏。而在兩種

解釋中，物都消失不見了。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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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還有第三種解釋。物是具有形式的質料(formed matter)。有了質料(hyle; 

matter)與形式(morphe; form)的綜合，人們尋獲了一個物的概念，其對於自然物和

用具都是很適合的。155例如，花崗岩石塊是一種質料，它具有一種儘管笨拙卻相

當確定的形式。形式，在這裡指的是質料的分布與排列，分布與排列帶來一個特

殊形廓，一個塊狀外形的輪廓，這是自然物的情況。而瓦罐、石斧、布鞋，作為

用具，同是具有形式的質料。156不過，在作為用具的瓦罐、石斧、布鞋...那裡，

作為輪廓的形式卻並非如花崗岩那樣是一種質料分布的結果，相反的，倒是形式

先行規定了質料的安排與擇取。罐子必須能防止滲透漏水，而斧頭則需要足夠的

硬度，鞋子則同時需要一定的堅韌與柔軟，在這裡先於形式與質料交織的乃是用

具的用途，「有用性」(usefulness)，並不是事後才指派給瓦罐、石斧、布鞋這類

用具，服從「有用性」的存在者，總是製作過程的產物，其總是被製作來用於某

個用途的器物。因此，基於用途的目的性成為這類存在者的規定性，而質料與形

式的配合就在於「有用性」的規定中。如此，海德格強調，質料與形式絕非純然

的物性原始規定。157我們周遭生活的用具無疑是最切近的物。用具是物，而因為

它被有用性規定著，因此又不僅僅只是物。海德格指出，質料-形式的論述結構

其源於用具存在的規定性，而用具又是我們周遭生活最切近之物，因此容易被看

作是任何存在者直接可理解的狀態。158而在哲學傳統的解釋框架中則存在著許多

源自於這種日常生活經驗解釋的變形，例如，在中世紀的神學架構裡，依據「受

造物」邏輯所展開的對於一切存在者的存在解釋。而在近代哲學的運動中，物作

為質料(感官印象)和形式(空間與時間)的統一，作為經驗感官印象與實體概念多

重性的統一，特別是在這種合成的形式中導致了一種現代性的思想模式，在這種

模式中人們試圖去解釋物的存有、用具、藝術作品、而最後甚至是普遍的存有者。
159海德格認為，光是人們把真正的物稱之為「僅僅只是物(純然物)」(mere thing)

就已經洩漏出實情了。純然是物，僅僅只是物，在此，一切用具的「有用性」一

併排除。海德格指出在對於「純然物」的設想中，背後仍是依據用具有用性的褫

奪(private)方得以設想。160
 

 

    海德格強調，在解釋物的過程中，上述三種物的解釋不免也有互相重合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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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161，不過，以質料-形式結構為主導引線的第三種解釋具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從

亞里斯多德到康德)絕非偶然。對於物的解釋規定源自於器物的百姓日用，器物

通過人的製作與使用進入最為切近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取得在物之物性的解釋

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對此，海德格強調，在「物之追問」過程中，人們應避免

過早的讓物成為器物的變種(variation)。162
 

 

    是故，在「物的追問」中，一切在日常經驗中不言自明的、看似「自然」的

解釋，其實背後都糾結思想日常生活情境與「歷史性」(Geschichtlichkeit; 

historicality)的因素。在《物的追問》中海德格如此寫到： 

 

這一切都說明了：「自然的」(natural)的東西根本不是「自然的」，這也

意味著，對任何一個生存著的人而言，不言自明的東西本身都不意味是

「自然的」。「自然的」，總是「歷史性」(geschichtlich; historical)…因此，

我們始終追蹤的「自然的世界觀」(natürlich Welt-ansicht; natural 

world-view)並非不言自明，而是相當有問題的。在某個突出的意義上，

久經使用的語詞「自然的」(natural)是某種歷史性的事物。163
 

 

    如此，既然在「物的追問」中一切看似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一切解釋中，

都存在著思想的歷史性因素，那麼原先的「物的追問」則必須有所更改提問的方

式，從「物的追問」轉變為「物如何發生」的提問。這意味著「物的追問」必須

轉換成「物的理解如何可能」問題，同時「物的理解如何可能」問題變成一個「系

譜學(發生學)」(Genealogy)問題。我們現在必須去問的是，此刻當下的一切對於

物的理解領會中，從何而來。尤其是作為一個現代人，現代性認識、領會世界的

一切不言自明之前提，其歷史根源從何而來。 

 

近代科學追問物的方式 

    自《存有與時間》以來，海德格便堅持存有論歷史拆解工作的必要性，因為

海德格堅信存有的「歷史性」絕非僅止發生於「過去」，而是也發生在「當下」

規範此在的認知，並引導著此在對於「未來」的先行籌劃(pro-ject)。164傳統容易

將承襲下來的哲學範疇與概念視為不言自明的東西，卻鮮少意識到遺留下來的哲

學範疇與概念本是發源於對「存在問題的源始追問」，這個「源始追問」本身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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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思想發生的「根源」(primordial sources; origin)。165因此存有論歷史拆解工

作的必要性，便在於從傳統那裡追回探問與抉擇(inquiring and choosing)的能力。
166所以，對海德格而言，「拆解」(Destruktion; destroy)並非僅具有消極意義下的

「毀壞」意涵，167而是帶有積極的「鬆解」意義： 

 

若說存有問題自身的歷史有必要透徹理解，那麼流傳下來的傳統便有必

要鬆綁(must be loosened up)，而由之而來的隱蔽也必須有所消解(must 

be dissolved)。我們將此一任務理解為：以存有問題為線索，將古代形

上學流傳下來的傳統內容拆構(destroy)回最初與最終決定著存有規定

問題的源始經驗(primordial experiences)。168
 

 

    有鑒於「物」的本質規定性，除了在希臘開端外，另一個決定性的事件是近

代科學的興起。基於這個事件改變了近代此在的特性，同時也改變了我們與「物」

的基本經驗方式以及形上學的特性。海德格認為當代科學體系性知識，其前提的

基本設定源自於近代思想開端，其涉及了現代世界觀的歷史性「決斷」，169因此

重新檢視這些前提的基本設定之歷史性與邏輯性也就涉及了一種思想上的「拆

解」與「釋放」(free)。而從現代性困境的角度觀之，則唯有透過如此一番拆構

工作，我們才能穿過當代科學與形上學的種種體系知識的各式結論，而返回到當

初前提決斷時的問題性中，並通過鬆綁而得到再次設定與重新「決斷」(decision)

的「自由」(free)。170
 

   

    依海德格之見，科學的變革是在一種關於物及一般存在的基本態度之爭辯基

礎上發生的。其要求概念性思維的普遍性和確定性，並最終要求一種新的經驗及

操作方法的控制。171近代科學的變革與以下兩方面活動特質密切相關： 

 

(1)基於「勞作經驗」(work experiences)，即控制和使用存有者指向和方式。 

(2)基於近代形上學的特殊籌畫，一種「關於存在的基本知識之籌畫」(the projection 

of the fundamental knowledge of being)，並由此而來對於存有者知識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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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述分析的兩個面向「勞作經驗」與「關於存在的基本知識之籌畫」相互

交織的發生著，從而建立現代世界的基本經驗結構。172
 

 

    人們習慣上以如下的方式來表明近代科學與之前時代的區分，我們說現代科

學從事實(fact)出發，而近代之前的科學成就則從普遍性的思辯命題(general 

speculative propositions)與概念(concepts)著手。但海德格指出，中世紀和古代的

科學同樣也有注重現實的面向，而近代科學在普遍原理與概念上的投注一樣不

少。甚至，當我們回顧科學史發展時不難發現，未能如實從具體事實出發而著重

於抽象的原理、概念推導，正是當時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及其研究

追隨者受到論敵攻擊的主要非難。因此，近代科學與之前時代的區分，原則上不

能通過從「事實」或從「原理」、「概念」出發來劃分，因為兩種不同典型的科學

都同時兼顧事實與原理概念兩個面向。對此，海德格認為，兩者本質差異的關鍵

處在於近代科學以何種「合理性」(rationality)構成的基本態度來把握事實與確立

原理概念。173
 

 

    其次，人們也容易去設想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關鍵差異在於近代科學本質上

是經由「實驗」(experiment)來推斷現實並建立原理。不過，海德格認為在這種

想法中仍有有待追究的是：「何謂實驗」。海德格認為，「實驗」意指通過某種對

於事物的排序(ordering)來取得關於物的訊息，而這種基本觀點在古代或中世紀都

是為人所熟知的，無論是手工藝或工具的運用，任何與事物打交道的方式都基於

這種經驗方式。因此，關鍵不在於「是否」經由觀察建立實驗(setting the test)，

而是「如何」經由觀察建立實驗的方式才是兩種科學觀的分水嶺。同時，如何建

立概念與事實的聯結關係，從而如何決定如何運用概念，才是整個問題關鍵的決

定性差異。174
 

 

    最後，人們可能傾向認為進行計算與測量(calculating and measuring)的研究

是近代科學的特點。海德格承認這個觀點並不為錯，不過，仍有待留意的是古代

科學同樣借助量度與數學(measurement and number)進行工作。因此，關鍵在於近

代科學的「數學性」(the mathematical)其基本特性為何，海德格提醒讀者留意康

德在〈自然科學形上學基本原理前言〉(Preface to Metaphysical Beginning 

Principles of Nature Science)中一段著名的話：「然我以為，任何個別的自然學說

中涉及真正科學的部份，正好與其中所涉及的數學的部份一樣多。」對此，海德

格認為釐清希臘意義下的「數學」，有助於理解近代科學的重要特性。因為海德

格並不否認數學是近代科學的重要特性，不過關鍵處在於近代科學意義下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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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古代或中世紀科學的重要差異。 

 

    海德格指出，從古希臘的字源來看，所謂的「數學性」指的是關乎某事某物

的某個確切面向，並且可學、可教的東西。175在希臘人眼中，只要某事某物是可

學的(learnable)，便意味著某事某物能通過某種確切的方式「掌握」(grasping)與

「挪用」( appropriating)。176如此，則數學性(the mathematical)不僅限於數字，數

字的計算只是數學性的其中一種特定方式，因為掌握與挪用事物的方式並不限於

計算。177此外，海德格並特別強調古希臘所謂的學習，所學習的是人們早已以某

種先行的方式知道的事物，是某種當我們打理週遭事物之際一道呈顯的東西。海

德格以學習步槍使用為例，學習步槍必須學習填彈藥、扣板機、以及持握、瞄準

的技巧，不過在這些學習之先，一個使用者必定先行知道武器之所是(what a 

weapon is)，唯有如此，擺在面前的這個武器才以某個面向顯現為某個可見的

(visible)事物。而在希臘經驗中，那種隨著事物一同呈顯，令行動者活動於其中，

因而得以經驗這個或那個事物的東西，就是「數學性的東西」，同時也是學習的

真正對象。178學習，對希臘經驗而言，意味著對於理解的理解(the understanding of 

understanding)。因此，柏拉圖在他的學院入口處寫下一句名言：「不懂數學者請

勿入內」，海德格解釋，這並不是說：未受過「幾何學」訓練的人不得入內學習，

而是柏拉圖要人明白之真正的知識基本條件，是對於一切知識之基本前提的認

識。一種知識，如果不是有意識的立足在這個基礎之上並理解其設限，則不是知

識，而僅是意見。179
 

 

    如果說通過何謂「數學性」的不同界定，從而底定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對於

「知識本質」的不同基礎，那麼在兩種知識本質的界定間，便涉及了不同的存有

論設定問題。於是，對於近代科學典範仍有待追問的是：在近代科學經驗「物」

的過程中，「物之物性」(the thingness of the thing)是在什麼樣的「形上學籌劃」

(the metaphysical project )中予以規範的，以及「數學性」(the mathematical)在此

一「形上學籌劃」中的決定性腳色究竟為何的問題。180
  

 

    為此，海德格特別回顧牛頓(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第一運動定律(慣性

定律)：「除非外力施加而改變狀態，任何物體都將保持靜止狀態或均速直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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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今天的物理學研究已不用再回顧這條定理，因為這條定理在今天顯得不言

自明。但海德格指出，在這條定律尚未成為不言自明的道理前，近代思想仍處在

一種長期的醞釀過程中，在牛頓之前是伽利略發現了這條定律，並且是以不經意

的方式表露出來，而後熱內亞的教授巴利亞尼(Baliani)將這項發現以普遍定律的

形式表述，最後笛卡兒(René Descartes, 1596-1650)在他的著作《哲學原理》

(Principia Philosophiae)中採納了這條原理，並試圖為這條定理奠定形上學基礎，

而在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46)的哲學體系中，這條定理已

是一條形上學法則。透過科學史的回溯，不難發現慣性定律在 17 世紀之前根本

還不是自明的原理，而再往前推溯半個世紀，則甚至不被視為是合理的法則，181

因為在 17 世紀之前的科學典範是亞里斯多德所確立下來的自然哲學。與牛頓第

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中的物性規定不同，在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體系中：首先，

物體依其本性(according to its nature)而運動，一個自行運動的物體，自身已是運

動的本源(而非來自外力)，例如在亞里斯多德的區分中，土質的事物(例如石頭)

向下運動，火質的事物(例如火焰)則向上運動；其次，物體運動的方式也從屬於

「位置」(place)，例如地上的事物遵守直線運動的定則(如石頭落下、火焰上升)，

而天上的事物則遵守圓周運動的方式環繞中心運轉(如日月星辰)。對此，海德格

評論道：在近代科學之前的物之經驗，物之所在規定了物之存在，因為「存在」

本意味著「在場」(The where determines the how of its being, for being is called 

presence(Anwesenheit))。182如此，透過對比，則能發現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

律)對於近代科學革命的奠基作用，筆者將海德格的幾個分析觀點整理如下：183
 

 

(1) 首先，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規定的對象是「所有的物體」，則意味地上的

物體和天體的區別被消除了。 

(2) 隨之，物之存在(being)與物之所在(place)的本質關係也被取消。當然，這意

味物的運動方式不受其隸屬之場所決定。 

(3) 原先在亞里斯多體系中對於「圓周運動」和「直線運動」的區分不再具有意

義。取而代之，在牛頓體系中「直線運動」是一切物體基本的運動法則，即

便是圓周運動，也以切線的方式加以解釋。 

(4) 運動本身不再被視為依其本性(according to its nature)而運動，物體自身不再被

看作是運動的本源，而是源於外力推動。如此，「力」(force)取代物，成為運

動的本源。 

(5) 各類物的所屬位置(places)的本質區別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均質空間

(space)的座標概念。如此，則「自然」(nature)一詞意涵也有所更改，「自然」

不再被視為物體運動所遵循的內在法則，而是物體在外在空間中位置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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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樣式。 

 

    海德格認為，在近代與古典科學典範之間不存「經驗」檢證「理論」效度的

問題，相反的，不同的科學理論典範各自規範並界定「什麼是經驗」。海德格以

伽利略的自由落體定律與亞里斯多德自然哲學的對張為例，根據亞里斯多德的想

法，一切物體按照自身本性運動，以落體為例，輕物上升，重物墮下，因此兩個

同時下落的輕重物，重物墜地的速度要比輕物快，因為輕物有向上運動的本性；

而伽利略認為，一切物在無空氣阻力的條件下，降落時間沒有不同，因為一切只

取決於重力加速度。因此在伽利略的想法中，個別物沒有內在本性決定運動的問

題，決定的關鍵在於外在的位置、阻力。在比薩斜塔進行的落體實驗中，重物以

些微的時間差距快於輕物先行著地，加深了反對者對於伽利略的懷疑，不過並沒

有動搖伽利略的想法，因為伽利略將些微的時間誤差歸給了阻力。海德格對此評

論道：伽利略及其反對者都看到各自想看到的「事實」，並做了不同的解釋與處

理。184伽利略作為牛頓的先聲，海德格認為伽利略的近代科學革命中有幾點需要

特別提及：185
 

 

(1) 「數學性」(the mathematical)是一種「物性的籌劃」(a project of thingness)，

其跳過諸物自身而開啟了一個諸事實顯現的領域(domain)。 

(2) 籌劃先行設定事物呈現的方式，在籌劃中被先行掌握並陳述的東西都是不言

自明的。因此，對伽利略之後的牛頓而言，「籌劃即公理」(the project is 

axiomatic)並非全無道理。公理，即是知識系統的基本命題(fundamental 

proposition)。 

(3) 作為公理，數學籌劃是一種對於「物的本質」的先行預期(anticipation)，其將

一切物的關係置入一種「藍圖」(blueprint)的結構之中。 

(4) 此一基本籌劃也提供了丈量的尺度(measure)。現在，物不再被視為具有難以

透視的內在本性，其運動也不再端賴不同的空間決定，相反的，「自然」

(nature)，是一個運動發生的「統一」(uniform)的時空，因為這個時空本身就

是由數學籌劃所規定。 

(5) 在這種數學籌劃的基礎上，才有近代意義下的經驗與實驗。 

(6) 亦唯有在一種數學性基礎下的基本籌劃下，不同的事物才能以「統一」

(uniform)方式得到丈量，而在得以丈量的先決條件下，數據或數字才能成為

近代科學的本質性手段。 

 

    因此，追問「數學性」是理解近代與過往世界基本經驗方式不同的關鍵入手

處。海德格以中世紀為例，中世紀的真理觀是基督教信仰，其對於存有者的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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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是在啟示、《聖經》與教會傳統的框架下經驗的。在此一框架下，並無所謂

的世俗經驗而來的自然知識可言，所謂的自然的、非啟示意義下的經驗，本身沒

形成論述意義下的可知性，所有的經驗都被超自然的尺度衡量。也因此，經由科

學革命而來的「數學性」，是完全不同於以往的重新丈量，作為一歷史分水嶺，

兩個不同典範下的「基本經驗」是截然不同的。這裡，就存在著近代思想對於何

謂經驗與何謂知識的「籌劃」(project)與「自由」(freedom)，不過，必須強調的

是這裡所謂的「自由」並不是一般所謂擺脫中世紀神學權威的「自由」，海德格

認為僅僅將「自由」設想為一種「解放」(liberation)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看到

「自由」當中所涉及的「約束」(binding)，因為唯有涉及「約束」的「自由」，

我們才能談及近代思想的「籌劃」以及對於經驗與知識的重新「構作(形構)」

(formation)。186
 

 

    不過，目前為止的申論僅能解釋「數學性」對於「科學知識」與「科學經驗」

的重新規定與籌劃，而「數學性」必須更普遍的成為形上學的普遍性基礎，方能

於成為現代世界日常經驗的基礎。因此，在這裡還需要進一步的推展和解釋，為

此，海德格提及近代哲學之父笛卡兒與近代哲學典範康德所承擔的奠基任務。 

 

近代哲學追問物的方式 

    笛卡兒是比伽利略晚一輩的哲學家，在笛卡兒身上，「數學性」更普遍的成

為形上學的普遍性基礎，海德格認為這才是笛卡兒堪稱近代哲學開創者的關鍵。

一般哲學史將笛卡兒看作是主體哲學的開創者，海德格認為這種意見不是錯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去看到笛卡兒提出的「主體性」的用意是為「數學性」奠定基礎，

正是在「數學性」而非僅是「主體性」這個關鍵處上說，海德格認為將笛卡兒的

功過侷限在知識論而非形上學的一般性評價是不夠的。對此，海德格指出笛卡兒

的主要著作《第一哲學的沉思》(Meditationes de prima philosophia)對於物之物性

的探討，亦即對於什麼是存有者之存有的探討，絕非是一種知識論的探究而已，

實已涉及形上學問題的重新劃定。187
 

 

新思想與新追問的熱情是要將起初晦澀的、不清晰並常被誤解的基本立

場闡明，從而開展其內在本質(innermost essence)。這也就意味著數學性

要在其內在要求中自我奠基，且意圖在闡明自身的過程中成為一切知識

的尺度與規則。笛卡兒實質上投入的工作，就是反思數學性的基本意

涵。而由於此一反思事關存有者整體與存有者整體的知識之所是，因此

                                                 
186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97. 
187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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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一種形上學的反思。188
 

 

    對此，海德格解讀笛卡兒的哲學計畫構思：如果一切知識或經驗必須在數學

性的意義下重新構作的話，那麼數學性的公理自身的存有論層次就必須得到闡

釋，數學性的公理必須完全是首要的，其本身必須是可理解、可明證的，亦即完

全是確定的，此一確定性決定真理是什麼，而物之物性取決於作為數學性的最高

公理之先行(in advance)的決定。如此，數學性公理作為原理方為先行且必然的(非

出於經驗，而是必須先行於經驗)、絕對的，並且是一切經驗與知識的最終「底

基」(subiectum)，而數學性作為最終底基便意味著純粹由數學性自身出發，而無

須從其他地方取得證成。因此，海德格評論，笛卡兒不是因為他是一個懷疑者才

懷疑，而是為了讓數學性成為一切知識的絕對底基，他必須成為一個懷疑者。189

在著名的「我思，我在」(cogito ego sum)中，笛卡兒本人強調此中不存在任何推

論關係，「我在」並非從「我思」推論出來，而海德格詮釋笛卡兒本之所以如此

強調，是因為「我思，我在」作為最基本的原理，是為了使近代經驗與知識的基

本規定性得到奠基。透過「我思，我在」，笛卡兒規定經驗與知識的基本規定性

乃是主客體(subject-object)相對而立(Gegenstand)的表象認知活動

(representation)，因此「我思，我在」中的「我」不是在生活經驗那個具體的「個

我」，不是主觀(subjective)意義下的「認知我」，而是表象活動必然設定的那個「主

體我」(subjectum; I-ness)；而「我思，我在」中的「思」與「在」也不是任何一

個「個我」的思維與存在，而是主客表象認知活動開展時必然的思維與存在的成

對基本設定。至此，近代經驗與知識的基本規定性由此奠定，並非一切的認知活

動的經驗都有知識內涵，而是那些得以對象化、表象化、概念化的經驗才具有知

識特質。190
 

 

    海德格將當代對於「物之物性」的基本設定與近代以來科學對於數學的倚重

連結起來，他稱之為科學進路(scientific approach)中的「數學性」因素，「數學性」

因素的決定性影響除了近代科學的各個學門的廣泛運用外，海德格認為更重要的

是我們必須意識到，近代科學與哲學典範的基礎計畫就是「數學性」。在此，海

德格基於兩項理由陳述「數學性」在近代科學典範中的決定性腳色：(1)「統一

化」(uniform)與(2)「公設化」(axiomatic)。自然科學透過「數學性」的「統一化」

(uniform)特性，將事物個別的時與空統一於整一體系(system)運作中，並促成科

學知識得以將「自然」(nature)系統化的關鍵點；而藉由「公設化」(axiomatic)則

使得規定物存在的法則與近代理性運作的法則同步，如此，凡客觀存在，即數學

                                                 
188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00. 
189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03. 
190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04-10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69 

性理智得以掌控捉拿的存在。191海德格提及，數學的東西，曾是伽利略所說的那

種「在心靈中設想的東西」(mente concipio)，而現在，近代科學通過笛卡兒與康

德把它提升到形上學層次就意味著：數學性的東西以及純粹理性的本質，成為一

種認識事物、丈量事物的尺度，這個決定性尺度奠定近代思想存有者之存有之籌

畫。 

 

    「數學性」的「公設化」影響所及並非僅是近代科學典範，而同時是近代思

想模式的「公設化」，海德格以中世紀哲學的近代變形說明，在中世紀形上學的

三大主題：(1)上帝(神學)(2)世界(宇宙論)(3)人(心理學)在近代思想的變形方式都

取決於近代思想模式的「公設化」，如此神學成了理性神學(rational theology)、宇

宙論變成理性宇宙論(rational cosmology)、心理學成了理性心理學(rational 

psychology)。藉由理性知識的公設化，近代知識體系界定的不只是神學、宇宙論、

心理，而是一切存在，「純粹理性」(pure reason)成了關於一切「實在」(reality)

知識的可能與不可能(possible and impossible)的「判準」(the critique)。如此，近

代康德的問題意識：對於「純粹理性」的測定與界定，無疑也就同時測定與界定

理性知識的合法性範圍。 

 

    海德格認為，笛卡兒哲學提出了近代哲學開端的一個奠基問題，亦即物之物

性、存有者的存有的普遍規定問題，而這個哲學任務還需要一個對於「純粹理性」

自身為何的澄清，因為笛卡兒工作所預示的是這樣的一種籌劃，一切合法性的知

識與經驗應該在「純粹理性」的普遍原理下得到控制，並依據「純粹理性」能力

使用的合法範圍法逐步推演關於世界、靈魂以及上帝(最高存在)的全部知識。這

一切的追問，都使得康德對於現代性知識奠基的決斷性成為海德格必然追問的對

象，因為在海德格看來，正是在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中，哲學才真正完成以明晰和透徹性的方式徹底奠定整個近代思維與存

在之根據，從此底定一切知識與經驗的基本態度，以及從 19 世紀以來直到今日

對於科學的界定與評價。192
 

 

    海德格指出，對於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人們往往首先意會到

一種否定性的含意，意即對錯誤或不充分之事情的責難、駁斥或清算，不過海德

格認為這種意會的方式不符合「批判」一詞原始的意涵。海德格強調「批判」源

於希臘詞的 κρίνειν，意思是通過「擇取」(sort; sondern)而「突出」(to lift out)某

個非同一般的特出之物(the special; the uncommon)，透過先行設定某個決定性存

在(the determinative)，由此對一切普遍事物的界定與排序提供尺度。所以「批判」

的本質是一種「決斷」(decision)行動，是對於習慣或無尺度的事物之反駁；也因

                                                 
191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72,93-94. 
192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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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批判」亦非侷限於單純「設限」意義下的消極意思，而是同時意味「設定」

(positing)意義下的積極意涵，「批判」意味著建立標準(standard)、規範(rule)以及

合法性基準(legislation)。193如此，則《純粹理性批判》的要務並非是要駁斥或責

難純粹理性，而是對「純粹理性」的界定與估量，按照康德的說法，其本意在於

描繪純粹理性批判的「輪廓」(outline)，並由此引至對「純粹理性」的全部領域

之界線的丈量。這種丈量的實施，一如康德所反覆提醒的那樣，並非通過參考「事

實」(facts)，而是純粹出於「原理」(principles)，純粹出於理性自身的基本原理

而來的對自身的設定與界定。海德格指出，正是在純粹理性「批判」過程中「數

學性」被突顯，被先行設定為某個決定性的事物，由此對一切普遍事物的界定與

排序提供尺度，此一決定性事件，關係著近代形上學與一般思想的決定性特點。
194在《純粹理性批判》裡，康德用一個直觀的比喻說明，純粹知性的一切原理體

系之確立取決於什麼： 

 

我們現在不僅徹底勘查了純粹知性的陸地，且仔細查看了其每一部份，

並丈量了其內容及指派了每個東西正確的位置。然這塊領地本身是塊被

自然圍繞在無可改變的界限中之島嶼。此一真理的陸地被廣闊而洶湧的

海洋…真正幻象的場所圍繞著，當中有許許多多海市蜃樓以及很多即將

融化的冰山都謊稱是新大陸，以空幻的希望不斷誘騙哪些冒險的航海

家，將他們捲入那絕不放手但也不會達到目的的冒險之中。195
 

 

    海德格分析隱喻中被徹底勘查、丈量的陸地即是被視為真理的堅實地基，這

個被建立起來的知識領域康德名之為「經驗」，也由之而來催生「經驗本質為何」

的問題，而康德的處理方式是，將純粹知性的基本原理視為經驗本質結構的綱

要。而經驗本質的問題就是經驗如何可能的問題，就是什麼是使經驗可能的「本

質」之問題。196海德格強調，康德是在兩重意義下來理解「經驗」的： 

 

(1)作為主體(我)的事件和行為的經驗結構。 

(2)在可經驗意義下的經驗，經驗的對象就是「自然」。更確切的說，是牛頓意義

下近代物理學原理原則下作為「宇宙系統」(Systema mundi)的「自然」。197
 

 

    因此，「經驗本質為何」的問題，意即經驗如何可能的問題基礎對康德而言，

                                                 
193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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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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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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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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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1 

等同於回答「一般自然如何可能」的問題，而其答案在於純粹知性的基本原理(之

有限性與開放性的合法範圍)。只有以明確和有根據的方式占據可證明的知識的

穩固基礎，我們才獲得一個「批判(準繩)」(Critique)的位置，而從這位置出發，

關於傳統形上學之合法性與可能性的評判才得以底定。198
 

 

    回到關於「物」的探問，由於具有經驗可能性的整體對康德而言就是「自然」，

因此「自然物」(natural thing)的真理取代了關於「物」(thing)的解答。儘管，康

德區分了現象(appearance)與物自身(thing-in-itself)，但所謂的物自身對我們而

言，是脫離所有認知關係的某個未知 X，儘管作為經驗的知識中無可避免的必須

考量到這個無法被認知的 X，但是對康德而言，得以作為認知對象而經驗的物，

仍只是在近代知識典範下得以顯現的「自然物」。因此，在「物」的追問上，海

德格特別點出康德所思考的「物」與「經驗」與人們在周遭生活中照面(encounter)

的「物」與「經驗」是截然不同的，康德論題涉及的是作為數學-物理對象的「物」

與「經驗」。個別的物不是康德哲學處理的對象，康德哲學處理的是在普遍知識

意義下獲得規定的「自然物」。199
 

 

    隨著對康德哲學中「經驗本質」的界定，海德格緊接著梳理的課題是康德哲

學中經驗如何成為知識對象的問題。海德格強調，對康德而言人類知識是一種表

象化的對象性知識，然而，這表象化的對象性知識不單純僅是在概念判斷中的思

維(thinking)，而是依據理性部原理結構整序的「直觀」(intuition)，人類的知識是

概念化判斷形式的直觀(conceptual, judgment-forming intuition)。200與當時德國學

界的新康德主義者(neo-Kantian)持不同觀點，海德格批評新康德主義對於《純粹

理性批判》的詮釋低估了直觀在知識當中扮演的決定性腳色，其中馬堡學派

(Marburg school)的解釋更是將直觀從《純粹理性批判》的詮釋中剔除，海德格認

為如此一來則無法將康德與傳統形上學的定位區分開來，因為正是在康德那裡，

意識到傳統形上學知識純粹停留在概念思辯的嚴重不足。201對此，海德格重申並

強調康德對於知識的界定乃是「直觀與思維的統一」(a constructed unity of 

intuition and thought)。海德格說明，在經驗中直接給予我們的事物，那種直接在

觸覺或視覺中給出的當下這樣或那樣的個別事物，這種直接表象事物的就是直

觀，但思維概念是間接的表象活動，是透過將當下的個別物連結於同類概念而來

的判斷活動。直觀與思維都是「表象」(re-presentation; Vorstellen)，而表象活動

是一種「再-現」(re-present )，意味著將某物置立在面前(Vor-stellen)，成為當下

                                                 
198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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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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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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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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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掌握的對象。202而唯有當直觀通過概念化思維時，認知的「對象」

(Gegenstand)才成為表象化活動中與認知主體「相對」(against; gegen)「而立」

(standing; stand)的知識「對象」。203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A158,B197)寫到「一

般經驗的可能性條件同時就是經驗的對象之可能性條件。」海德格特別指出在這

裡康德是將「經驗」和「經驗的對象」等同起來，意即對康德而言，經驗，即能

得以對象化的經驗。海德格對此評論道：「誰理解了這條原理，誰就理解了康德

的《純粹理性批判》。」並且「誰掌握了這條原理，就不僅僅是認識到了眾多哲

學文獻裡的一本經典著作，而是掌握了我們作為歷史性存在的一種近代基本態

度。」204
 

 

    前文在描述近代自然科學和一般近代思維方式中的「數學性」時，我們很難

不注意到一個顯明的事實，牛頓的第一運動定律和伽利略的落體定律，兩者的共

同之處是都跳過了嚴格意義下的核實或經驗。在牛頓與伽利略的探究中，有關物

的某種東西已被先行「預期」(anticipation)，這種先行的預期認識按照等級位於

一切物的規定之先。對於這種先行認識當如何理解，以至於能夠理解近代知識經

驗的基本思維基礎，海德格認為欲掌握這個基本思維基礎，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康

德對「判斷」(judgment)的劃分。海德格指出，依據自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形上學

傳統對於判斷的一般規定是「就某物言及某物」(to say something about 

something)，儘管康德並非認為這個傳統界定是錯的，然而康德認為傳統形上學

對於判斷的這個界定是不令人滿意的，而康德之所以不能滿意的原因就在於，此

一傳統界定無法滿足現代情境對於知識與經驗的本質要求。205康德首先劃分「分

析判斷」(analytic judgment)與「綜合判斷」(synthetic judgment)，海德格舉例說

明，當我們說「這塊黑板具有廣延性」時，這個陳述句中的主詞黑板，其概念中

已經蘊含謂詞「廣延性」，如此則此類命題是一個分析判斷命題；而與此相反的，

當我們說「這塊黑板是黑色」時，這個陳述句中的主詞黑板，其概念不必然蘊含

謂詞「黑色」，此一命題的正確與否還需要進一步的經驗核實，如此則此類命題

是一個綜合判斷命題。對康德而言，兩者的區別在於命題中主謂詞關係成立的規

定基礎，倘若命題成立的規定基礎在於概念本身則是分析判斷，而倘若命題成立

的規定基礎端賴概念之外的某個對象決定的話則是綜合判斷。分析判斷僅是涉及

概念上的解釋，而綜合判斷方涉及經驗向度。206藉由「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

的劃分，康德凸顯了傳統形上學知識的問題所在，因為正是當傳統形上學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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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停留邏輯推演，而是希望以概念思辨的方式處理超感性對象(上帝、世界、靈

魂)的問題時，其合法性存在內在困難；同時，「分析判斷」與「綜合判斷」的劃

分也使得康德意識到近代科學革命尚須奠基的地方，因為純粹停留在數理邏輯的

分析及推論僅能解決數理問題的奠基問題，而近代物理學典範若欲將數學性原理

拓展至經驗的架構上，則物理命題的規定不僅必須是綜合判斷，而且還必須是「先

天綜合判斷」(synthetic judgment a priori)。唯有通過釐清「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

能」的問題，才能完成為近代物理學奠基的任務。由此，則康德欲完成近代物理

學與現代哲學的奠基工作，則其哲學任務不但必須證成「先天綜合判斷」是可能

的(possible)，而且必須使人充分意識到「先天綜合判斷」在何種程度上是必然的

(necessary)。207一切綜合判斷的先天原理，被康德視為經驗性知識的原始本質規

定。海德格認為，尤其在「先天綜合判斷」中的「先天」(a priori)概念，正是解

釋在牛頓與伽利略的探究中被先行「預期」(anticipation)的東西。 

 

    「先天」(a priori)，拉丁語的 a priori 意思是「先於其他的東西」，海德格解

釋這裡的「先於其他的東西」並不意味認知時間上的先後，而是依照知識原理上

規定層次的先後。亦即，所謂的「先天」是就其先行描畫關係，為認識與知識奠

基而言。208海德格強調，當我們面對某一門科學的對象領域時，此一領域的對象

關係已經是先如此規定並存在了，這絕非偶然，而是必然如此。沒有這些對象關

係的先行規定，這些對象就不會成為我們認知研究的對象，自然也沒有下一步的

任何證實或表述活動得以進行。沒有無前提的科學，因為科學的本質就存在於那

些先行的前提之中，在有關對象的前-判斷(pre-judgment)之中。按照康德的說法，

任何綜合的知識事先必須預設「先天的」(a priori)知識。209倘若認知對象沒有事

先通過先天綜合判斷而得以在認知者面前「相對-而立」(Gegend-Stand)的話，那

麼任何理解的真理就不可能存在。210因為並不是任何與我們遭遇的東西，任何一

種在流逝中被看到被感受到的東西就是「相對-而立」的東西，而是唯有其照面

方式被規定為常佇(constant standing)的東西，規定為某種已經建立起來的並且將

持久性存在的東西，才是「對象」(Gegendstand)。211因此，對於近代科學知識基

礎的理解，徒留在經驗歸納的層次是不足的，而必須認識到當中的先驗層次，而

海德格認為這正是康德先驗哲學(transcendental philosophy)的洞見之處。先驗的

東西(the transcendental)是那種涉及超越(transcendence)的東西。而康德的先驗反

思(transcendental reflection)並非直接指向對象本身，亦非指向作為表象活動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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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詞關係，而是著眼於對象關係如何的先行描畫與建立。對康德而言，「著眼於

物作為物的本質而對於物的規定，就是先驗。」(A determination of a thing with 

regard to its essence as a thing is transcendental)按照這個思路，康德把他的哲學稱

為先驗哲學，基本原理體系的探究與建立就是為先驗哲學奠基。212對此，海德格

解釋，當人們從事認知活動的探究，儘管各個學門陳述所涉及的領域和對象有所

差異，也因此各個學門涉及的內容各自不同，然而依據各自前設的原理來探究並

表述問題，就此而言同樣涉及先行描畫與建立的先驗問題，例如生物學是一門科

學，我們可以把生物放在顯微鏡下考察，卻無法將生物學放在顯微鏡下考察。生

物學是什麼，並不是一個透過經驗觀察即可明瞭的問題，這是一個涉及生物學作

為一個學科其如何先行描畫與建立的先驗問題。213海德格強調，持續追問物之物

性的問題就意味著無時無刻追問著先驗的探究問題，而表象知識活動的特性，意

即任何堪稱科學的學科領域都涉及先行描畫與建立的先驗問題。而任何學科的科

學性，唯有透過檢視與掌握自身領域中的諸多基本前設而得到保障。214
  

 

    在前所述「綜合判斷」的內容中，我們提及「綜合判斷」的特點是此一形式

的判斷必須超出主謂詞的邏輯關係而指向外在對象。沿著當下擁有某個照面的

「是什麼」(Was; what)的方向，表象活動首要的基本超越性掌握就是對於「實在

的預期」(the anticipation of the real )，唯有當普遍性的「是什麼」被擺在眼前，

各種經驗知識的對象才得以呈現。215先行掌握實在性的表象，打開了觀看普遍存

在著的「是什麼」的「視域」(view; horizon)，海德格強調此即是「存有」(Being; 

to be)，一切經驗知識藉此建立關係。因此，這個「是什麼」對康德而言，乃是

「先驗質料」(the transcendental matter)(《純粹理性批判》(A143,B182))。這個「是

什麼」是使得對象的「面對性」(againstness; Gegenhaften)得以可能的先行之物。
216某物對象之「存有」絕不會先天的通過其可能存有的表象活動而直接帶至我們

眼前，我們只能透過與其他對象的關係來展現某對象的「存有」。217且由於現象

先行作為一種「面對性」，唯有在某個先行預期的集聚(the anticipating collection)

基礎上方有可能，因此這種集聚的基礎必須在一個在量或質統一的「範疇」

(categories) 的規定性上，如此數學性才能成為貫穿普遍對象的規定性。218「範

疇」乃是知性聯結活動的統一概念，是經驗集聚與持存的先決條件，本身決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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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個別對象的知覺抽取而來，其純粹寄於知性本身的本質當中，康德因此稱「範

疇」為純粹知性的概念。219
 

 

    如此，海德格通過康德「範疇」概念展示了，某個對象唯有當其不依賴於當

下知覺的偶然性質，才能立起來，然這仍只是消極的規定，對象成立的充足條件

尚需要範疇化以統一表象方式所引導的「聯結」(nexus)。因為現象變幻無定，且

源於不同的時間延續有不同的流變，因此極微細分各個部份乃是異質性的存在，

因此知識經驗要取得統一(the unite)的連結方式(connection)，必當涉及將異質性

的存在同質化的鏈結。唯有通過「範疇」而來對於不同質性的事物同質化的鏈結，

諸現象才有「共同集聚」(Zusammen; togetherness)的統一法則，也才有近代科學

經驗下遵循必然性法則的「自然」(nature)。220如此，變化才能被視為是某個持

存物 (something permanent)的變化。持存性必須先行確立持存的視域(horizon)，

方有諸對象於其中相互連結的可能，方有持存作為持續在場(continual presence)

之可能。221畢竟，如果我們對於所有我們身處於其中、群擁而至的東西只是保持

開放的話，那麼我們就無法支配(master)蜂擁而至的東西，唯有讓它們與我相對

而立，形成並維持某種可能的持存領域，我們才得以掌控之。因此，為取得一個

自由的立足點(free standing)，純粹知性的形上學有其必要。222人與動物都有知覺

活動，但人區別於動物在於預期，動物只有感覺，他們不能將蜂擁而至的感覺當

作某佇立的「是什麼」。海德格指出，這正是為何康德在《單純理性限度內的宗

教》(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 of Reason)裡，強調所有的動物都不會說「我」，因

為這也意味著它們不能處於一個與對象相持而立的立足點。223
 

 

    這裡，便涉及康德哲學不同於一般理解的「實在性」(reality)概念，「實在性」

一詞在一般理解中被看作是現成性的現實存在，意指著某個外在於意識而現實存

在的東西，然而康德哲學中「實在性」概念卻非如此，海德格強調「實在性」一

詞源於拉丁文的「實在」(realitas)關乎於「物」(res)的內容。「實在性」有時意味

事物的本質性規定(essential)，有時則意指特殊界定下的個別成素(elements)，例

如「廣延」、「阻力」、「密度」…皆是具「實在性」的關於「物」之內容。海德格

解釋，正因如此康德才說，於「實在性」(reality)上，「可能的」(possible)百元貨

幣完全不亞於「現實的」(real)百元貨幣，因為無論是可能的還是現實的，皆是

在某種「是什麼」(Was; what)的規定性下來談屬「物」內容的「實在性」。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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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強調康德的「實在性」概念回答的是「物是什麼」的問題，而非回答「物是否

現實存在」的問題(the question of what a thing is and not whether it exists)。224
 

 

    海德格指出，「實在性」的基本特徵在早於康德之前的鮑姆伽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那裡就已是「規定性」(determinatio)的意思，關

於某物真實本質的明確規定性(a determinateness belonging to the true essence of 

something)；相反的概念就是缺乏正面規定，因此沒有「是什麼」的概念，而以

至於缺乏明見內容的一種盲目。對象如其所是而對我們呈現的內容，此一內容已

非無中介的直接呈現，在物於知覺經驗的過程中，某種「是什麼」的規定以伴隨

著內容一道向我們呈現，這種呈現給我們經驗知覺的就是現象中的「實在」。在

康德的意義下，現象中的實在絕非那些在現象中現實存在的東西，實在的東西是

那種在普遍經驗中必然伴隨給出的東西。225追溯康德對於「實在性」的探索，同

時也是對於近代科學與日常經驗中的物性基礎的探索，是近代科學與日常經驗中

凡一切視之為「有」、視之為「在」的物性條件，也是今日科學與實證科學走向

量化研究的先行條件。數學-物理學規定物體的前提條件，決定性的支配著把物

當作一種在純粹感覺中被給予的多樣性之意見與觀點，其認為本質性的存在源於

感覺之中的經驗，是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形成的基礎；但事實恰好相反，將物看作

是具有空間性，看作是在同質性的空間與時間中運動著的並可量化的東西，是近

代形上學對於數學性奠基後的理性產物，因為若無純粹知性概念對時間與空間同

時進行規定的功能，則異質的時間與空間將無法同質化，而通過數學性籌劃將異

質的時空同質化，是近代科學性知識成立的關鍵所在。對比於亞里斯多德所認為

的事物由隸屬於所在之地和自身內在發展歷程的時間，康德為近代科學革命奠基

的工作不但論及時空整一同質化如何可能，而是論及其必然如此作為經驗與知識

的必然性先在條件。而海德格認為正因如此康德與他之前和之後的傳統一樣，在

知識籌劃的一開始就跳過了我們日常熟知的物之領域，在日常生活領域中的物，

正如同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的畫作所呈現給我們的那樣：簡

單的椅子上剛好放著遺忘在上面的煙斗。226
  

 

〈物之追問〉在海德格技術思想中的定位 

    由於存有論歷史拆解工作的特殊設定，使得海德格對於康德的詮釋有著與歷

史考據不同的目的設定，在《物的追問》中海德格如此寫到：「我們使我們關於

『物是什麼』的問題變成康德的問題，然後再把康德的問題變成我們的問題，我

                                                 
224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211-213. 
225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213-214. 
226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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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這樣的方式進入與康德哲學的關係之中。」227海德格解讀康德著作《純粹理

性批判》的核心關鍵處無非就是「物的追問」。228儘管，通過「物的追問」的問

題設定來解讀康德哲學並非唯一的切入方式，甚至可以說並非忠實於康德哲學最

適宜的取徑，然而海德格認為這可能是我們作為一個現代世界的現代人，最忠實

於我們歷史隸屬性(belonging)的方式。通過「物之追問」來檢視康德的哲學論稿，

以及追問康德哲學為近代科學所作的奠基活動如何構成我們現代世界經驗方式

的基石，海德格所設置的問題域，將康德哲學的詮釋從學院拉到現代生活世界的

基本經驗的構成性問題中。「物之追問」主要標的是追現代科學知識經驗意義下

的理論對象物如何可能，而海德格通過康德解釋，唯有通過純粹直觀(時間與空

間)以及純粹知性概念的範疇之可能性條件，經驗才形成概念知識得以處理的知

識對象，康德將其確立為「先驗綜合判斷的最高原理」(the highest principle of all 

synthetic judgment)。229
 

 

    海德格在 1935 年的〈物之追問〉講演中對於康德哲學的處理方式，令人回

想到 1929 年他在 《康德與形上學問題》(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中

對於康德《純粹理性批判》解讀的基本方針：230
 

(1) 將《純粹理性批判》解讀成形上學的一次奠基活動。(as a laying of the ground 

for metaphysics)。 

(2) 將「形上學(metaphysics)問題」展現為一種「基礎存有論(fundamental ontology)

問題」而加以探討。 

 

    在這裡，所謂的「基礎存有論」(fundamental ontology)是一種對於「人類之

有限本質」(the finite essence of human being)的存有論分析，海德格並認為對「人

類之有限本質」的存有論分析，有助於籌備「隸屬於人類本性」(belongs to human 

nature)的形上學基礎。這是由於形上學的問題意識是關於「普遍性」的討論，但

若人的本質規定性是「有限性」(finite)，則基於有限性而作普遍性基礎的探問，

其探問的合法性和可能性的基礎為何？這個問題是一個必須清理的問題。如此，

則形上學「奠基」(laying the ground)必須是寓於有限此在的本性中的本質建構或

安排(natural construction or arrangement) 。如此，則「奠基」(Ground-laying )是

出於有限性自身依據其本性的「籌劃」(project)，同時是關於(concerning)籌畫自

身「作什麼和如何作」(what and how)的「方向」(direction)的基本籌劃之基石。

                                                 
227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56.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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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形上學奠基」指的是出自於「形上學的內在可能性」，所作的「環顧」

(circumscription)以及「劃界」(delineation)。231
 

 

    康德對於形上學理解的視域，是由鮑姆嘉登的界定開始的，在鮑姆嘉登的界

定中，形上學是包含人類知識的第一原理的科學。但海德格認為在此一界定中，

所謂的「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是「曖昧不明的」(ambiguity)。而從更久遠

的傳統來看，「形上學」(meta-physics)一詞，源於人們編纂亞里斯多德(Aristole)

遺稿所給出的定名。而這裡有待探討的是，「形上學」(meta-physics)這個定名中，

「後/後設/超越」(meta-)這個前綴詞的意義為何的問題。232按照亞里斯多德自己

的說法，形上學要處理的知識有二：首先，「存在物作為存在物自身」(beings as 

beings)的知識，這是對於「個別物」(particular)的知識；其次，「出自於作為整

體存有」(out of which the being as a whole)的知識，這是涉及「普遍性」(universal)

的知識。因此形上學的「兩重性」(duality)表現為形上學知識同時處理「個別物」

與「普遍性」，但是問題是如何妥善處理兩者的關係。畢竟形上學是「一門」學

問，因此不能坐視兩者各自獨立，成為不相干的兩個系統；然而形上學亦不能為

了強求統一，因而將「個別性」或「普遍性」的一方削弱而化約至另一方，將其

中一方視之為另一方的派生。因此，原則上形上學的基本問題之一在於如何處理

兩者間「相互歸屬」(belong together)的問題。 

 

    海德格認為形上學作為探索「存在物作為存在物自身而在，並出自於作為整

體存有而在」(being as such and as a whole)的基礎學問，其可貴之處在於她正視(而

不是去掩蓋)上所述的兩重性「難題」(difficulty)，而正是這個難題觸碰到形上學

的「問題性」與「開放性」(questionable and open nature)。233
 形上學是追問「事

物普遍性」的純粹理性知識，作為這種追問「事物普遍性」的純粹理性知識，形

上學的目光從「感性的」經驗物移開，而投向「超感性」(super-sensible)的存在。

形上學是追問「超感性」存在的一門學問。在這樣的追問中，追問者眼前升起一

道光明(理性之光)。「理性」是一種「觀看」，一種「籌劃」(projected plan)，在

這種「籌劃」中，「先行」(in advance)依據自身法則為一切存有者之經驗可能性

開路(lead the way with principle of its judgment)，迫使自然回應她的問題(而非相

反的被自然牽著鼻子走)。因為在這種對於「存有者之存有的建構」(the constitution 

of the Being of being)中，早已先行決定了「什麼是在(有)」、「如何存在(存有)」。

「理性」是一種對於「存有者之存有」的領會，同時也是一種裁奪、決斷

(de-cision)。所有對「存有者」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判斷都必須回歸此在對

於「存有者之存有」的領會。因此，海德格認為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實質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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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場「形上學」轉向「知識論」的革命；而是對於「形上學」必須回歸「存

有論」的要求。如此海德格認為康德哲學的獨到之處，就在於回應了形上學如何

作為探索「存在物作為存在物自身而在，並出自於作為整體存有而在」的基礎學

問，並且繞過經院哲學對於存有的遺忘(存有設定問題的遺忘)，而再次觸碰到存

在於形上學深處「兩重性」的「難題」。海德格認為，這就是康德何以說並非「所

有的知識」都只是存有者層次上的知識，實際上，哪裡有存有者的知識，哪裡就

有存有的領會。234
 

 

    因此，當康德將「形上學的奠基問題」還原成「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How 

are a priori synthetic judgments possible)的問題。在這裡，「先天」(a priori)與「綜

合」(synthetic)的概念便分別涉及我們知識當中「出自於作為整體存有」(out of 

which the being as a whole)以及「存在物作為存在物自身而在」(being as such/ 

beings as beings)的本體論層次。而關於知識的這兩個層次，如何同時作為一個整

合知識而在的發問，就是「先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問題。因此，形上

學問題不是一個經驗問題，因為它不是透過「經驗」決定抑或檢證而得到合法性；

相反的，存有論層次上的領會，先行決定我們可以「經驗」什麼，或說先行決定

什麼是「經驗」的規定性，意即合於「理性籌劃」的「普遍性經驗」。成為客觀

知識得以處理的「經驗」，意味著必須滿足知識建制的先天條件。而既然在「先

天綜合判斷如何可能」這樣一個問題中，所謂的「先天」一詞涉及的是我們知識

中「出自於作為整體存有」的理解，那麼所謂的「先天」，其實已經是一種「綜

合」，一種對於「存有者之存」的存有領會的「綜合」。因此，在涉及「存在物

作為存在物自身而在」(being as such/ beings as beings)的本體層面，這個「作為」

(as)乃是一種「與…相關聯」(relation to)而來的理解，因而涉及一種對於「經驗」

如何於此在作為在世存有的「境域」(the horizon)條件之探問。235
 

 

    在 1935 年的〈物之追問〉講演的一開頭，海德格追問了在「物的追問」中

一切看似不言自明、自然而然的一切解釋，發現其中都存在著思想的歷史性因

素，這使得講演一開始的提問，有所變更的從「物的追問」轉變為「物如何發生」

的提問。這意味著「物的追問」必須轉換成「物的理解如何可能」問題，同時「物

的理解如何可能」的追問變成一個「系譜學(發生學)」(Genealogy)問題，意即作

為一個現代人，現代性認識、領會世界的一切不言自明之前提，其歷史根源從何

而來。對此，海德格追蹤伽利略、牛頓、笛卡兒、康德等重要的現代思想家，檢

視他們的思想如何奠定且限定現代世界經驗物的領會方式。海德格認為，這也說

明了現代世界經驗物的基本方式，無論如何看似立即自明，都不是直接無中介

的。相反的在我們與物相遇的經驗過程中，尤其是形成知識經驗的過程中，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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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中介於人與物之間的先行條件。而什麼是「在」、如何為「有」以及人如

何的自我定位而寓居於世，都難以迴避於這個「居間」(between)狀態的先行條件。

在《物的追問》一書的最後一頁海德格如此寫道： 

 

(1) 我們始終是「居間」的，居於人與物間而活動。 

(2) 這種「居間」以我們在其中活動的方式而存在。 

(3) 這種「居間」本身並不像一條從人延伸至物的繩索，而是這種「居間」作為

先行掌握(anticipation; Vorgriff)越過了物並返回我們自身。先行，同時也意味

著拋回(thrown back; Rück-wurf)。236
 

 

    這絕非海德格在 1935 年〈物的追問〉講演透過笛卡而與康德等思想家的解

讀才形成的觀點，而是海德格自 1927 年《存有與時間》對於此在「事實性詮釋」

(the hermeneutic of facticity)的現象學闡釋以來就建立的基本觀點，我們所置身的

事實情境(situation; facticity)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經驗物的方式，即使身

處其境之人並不自知。而對於此一居間於此在與存有間形成詮釋性先行條件的事

實性處境本身，海德格以構成此在有限性的時間性和歷史性條件作為入手處著手

清理，這至少是海德格自 1927 年《存有與時間》直到 1939 年的〈尼采〉(Nietzsche)

講演期間持續維持的基本觀點與手法。當然，這也意味了海德格對於尼采哲學的

處理，同他對於笛卡兒與康德哲學所作的存有論重新解釋一樣，都著力於事實性

處境詮釋現象學的還原闡釋，繼而將現代主體哲學發展轉化為海德格自己思索現

代世界處境的思想資源。  

  

   在現代性的物之經驗中，海德格看到了從伽利略、牛頓到笛卡兒與康德的思

想發展，一開始就跳過了我們直接熟知的物的領域，因為現代知識概念體系意義

下所處理的「經驗」，是能通過對象化方式而得以在知識概念系統中掌握的經驗，

而非日常直接熟知的物之領域。而有別於現代知識概念體系意義下的物之經驗，

日常直接熟知的物之領域，正是海德格在 1936 年的〈藝術作品本源〉講演所要

探討的課題，亦即不同於現代科學，藝術如何呈現物作為物而非科學研究對象的

真理經驗，同時也是探索藝術如何呈現物作為「非對象性的經驗知識對象」之可

能性；此外，我們也不難從〈物的追問〉講演中看出，海德格哲學追問的著力點

必須穿越下述的兩難問題：一方面，從笛卡兒到康德以來數學性奠基的現代性避

開了對於「物」的質樸追問，而轉為「作為經驗知識對象的物」，這是現代性最

有力同時也是最蒼白的一頁；然而，避開了知識概念的統合方式，我們也不能退

回無序的宇宙當中，正如同海德格在詮釋康德哲學的過程中所理解到的，如果我

們對於所有我們身處於其中、蜂擁而至的東西只是保持開放的話，那麼我們將無

法支配(master)群擁而至的東西。繞過上述的兩難問題，海德格不同於康德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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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是，海德格不認為唯有讓事物與我相對而立，形成並維持某種可能的持存領

域，我們才得以掌控之。因此，海德格在康德的詮釋中留了伏筆： 

 

聯結，始終是著眼於統一的某種可能性而來的一種表象性匯聚，這種統

一標誌了某種匯聚活動。在這種對於判斷的標誌中，依然透露了已經被

逐漸遺忘的「邏各斯」(Logos)作為「匯聚」(let together; Sammlung)的

原始意涵。237
 

 

    質言之，海德格認為儘管經驗成立的條件必然涉及一種「鏈結」，但並不是

一切經驗成立的條件都必須是過範疇化以統一表象方式所引導的「聯結」(nexus)

活動，通過範疇化以統一表象方式所引導的「聯結」(nexus)是限定意義下的經驗，

意即現代知識對象意義下的經驗。因此若從〈物的追問〉講演為軸心來看海德格

在技術思想與形上學發展，我們可以發現這個看似關心近代科學革命的講演也與

1935 年〈形上學導論〉中對於赫拉克利特「邏各斯」概念的重新詮釋有所呼應。 

 

    此外，〈物的追問〉講演中對於「居間」概念的再度強調，除重申早期成名

著作《存有與時間》的「事實性詮釋學」的基本精神外，也深層的呼應了他自己

在 1936-38 年間的《哲學論稿》(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對

於技術經驗與形上學問題中的沉思(而這將是本論文在第五章的主要內容)。 

 

    因此，就海德格的思想歷程而言，1935 年〈物的追問〉講演也立於一個承

先啟後的環節地位，除上承自《存有與時間》以來對此在事實性詮釋的觀點，而

下開 1936 年的〈藝術作品本源〉到《走向語言之途》一系列探索如何從藝術經

驗和詩作的語言經驗探索非現代性對象化的真理經驗。此外，自 1935 年〈物的

追問〉講演對於近代科學典範與現代世界基本經驗模式的揭露以來，也逐步開啟

如 1935-36 年間的〈現代科學、形上學與數學〉、1938 年〈世界圖像的時代〉、1950

年〈技術的探問〉、1953 年的〈科學與沉思〉、1955 年的〈泰然任之〉等一系列

對於現代性(同時也是現代技術危機)的追問；以及如 1950 年〈物〉、1951 年的〈築、

居、思〉和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裡對於「物之為物」與天地人神「四方

域」的探索，以追問不同於現代世界對於物之經驗的可能性拯救。 

 

                                                 
237

 Martin Heidegger, What i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analysis by Eugene T. Gendlin, Chicago, Ill. : H. Regnery, 1968,c1976.p.186-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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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海德格《哲學論稿》裡的「居-間」精神 

海德格哲學向來企圖繞過傳統形上學的語言，以求乎更源始的思之可能性及

更質樸的回到「事物自身」(the things themselves)。從現有出版文獻來看，紀錄

海德格於 1936-1938 年間運思歷程的《哲學論稿》(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也同樣體現了這位哲人一貫的哲學追求。 

 

    《哲學論稿》裡的內容是海德格在 1936-38 年間運思的歷程，但成書出版卻

是在海德格逝世之後的 1989 年(即海德格百歲冥誕)，這可能說明這本著作在海

德格仍在世時，海德格本人對這部「著作」的「完整度」，其自身評估是持保留

態度的。不過，這部「著作」仍是我們追蹤海德格在 1936-38 年間運思歷程的一

個重要紀錄，而且我們會發現《哲學論稿》裡的許多概念和問題的設定，不但承

續了《存有與時間》以來的哲學精神，同時也是海德格之後許多發表持續追問並

補充的主題。 

 

    在本章中筆者對於《哲學論稿》的梳理有著兩個動機，一方面是考察海德格

前後期思想的轉變軌跡，一方面也希望透過理解海德格在《哲學論稿》所企圖表

現的哲學精神來審思過去我們在海德格詮釋上是否還遺漏一些重要的解讀空間。 

 

在海德格哲學詮釋中，許多研究都關注到了《哲學論稿》中「實事」(Ereignis)

概念的關鍵性，而筆者認為「居-間」一詞所要傳達的精神就是解讀「實事」概

念的重要關鍵，同時也是串接前後期海德格思想轉折的一個樞紐。儘管，「居-

間」一詞的基本精神早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中已經出現，

然而在 1936-38 年間的《哲學論稿》中「居-間」概念卻有了更豐富的意涵。在

《哲學論稿》中，海德格將「居-間」概念更廣泛的運用在對於存有與存有者的

「差異」、第一開端與另一個開端的「之間」、世界與大地的「角力」、「深淵」

(ab-ground)與「奠基」(grounding)的「探基狀態」(En- grounding)…等等沉思上。

海德格甚至言明，從存有論上言，「居-間」即「此-在」(Da-sein)的「實事」面貌。 

 

從現象學到存有之思 

現象學(Phenomenology)的要務在於「走向事物自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現象」(phenomena)應在無任何形上預設的情況下被描述與掌握。

對胡塞爾(Edmund Husserl)而言，「現象」被理解為被給予意識的存在，而任何超

出這些被給予的一切，在「現象學描述」(phenomenological description)的過程中

都應存而不論的予以懸擱(Epoché)，而倘若在現象描述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在該

現象在一切變化中的不變的存在，那麼該存在便是現象的「本質」(eidos)。如此，

經由「現象學還原」到「本質還原」(eidetic reduction)過程，「在者之在」(the Being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3 

of the beings)逐步朗現。追問作為在者之在的「本質」，使得現象學不僅止於經驗

科學，而是涉及本體論(ontology)。238
 

 

    然胡塞爾的現象學，從《邏輯研究》(Logical Investigations)發展到《純粹現

象學與現象學之哲學觀念》(Ideas pertaining to a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o a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的過程，逐漸讓一度受胡塞爾現象學吸引的許多哲

學心靈猶豫，許多當初的追隨者開始懷疑胡塞爾回退到觀念論傳統，因為現在作

為「在者之在」的「本質」、事物「先驗構成」(transcendental constitution)的根源

視為源自於「絕對/先驗自我」(the absolute/ transcendental I)。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戰後的講演中，海德格表明自己無意走先驗或絕對自我的哲學道路，於 1919-20

的冬季學期講演中，海德格以「事實生命」(factical life)作為他哲學出發的起點。
239在什麼意義下，海德格的抉擇仍可被視為是現象學的道路？珀格勒(Otto 

Pöggeler)在《海德格的思之道路》(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一書中如

此解釋：倘若對我們身處世界的現象解釋仍是現象學的要務，並在原則上不應在

描述上將「說明」歸結化約為某種東西(something else)的話，那麼海德格堅持從

「事實生命」出發，仍是貫徹現象學開端的精神。在此，海德格堅持現象學的起

點並非始於「直觀」(intuition)(尤其是直觀客體對象意義下的直觀)，而是源於「領

會」(understanding)。在現象學的道路上，海德格以「事實生命」的「實際性」

(actuality)取代「絕對/先驗自我」作根源，而同時也意味著海德將現象學的根基

置入「事實生命」的理解，由此嵌入「事實性的詮釋學」(the hermeneutic of facticity)

當中，如此，現象學原則在海德格手上成為「詮釋學的現象學」(the hermeneutical 

phenomenology)。240
 

 

    在「詮釋學的現象學」這樣的標題下，「詮釋」一詞不限縮在於近代詮釋學

的發展中以席萊爾瑪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  1768-1834)與狄爾

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為典範的方法論或知識論的探討，而是一門涉及存

有論追問的哲學。簡言之，詮釋學的關住的焦點不再是如何詮釋對象的方法論或

技術學，現在被追問的是「詮釋自身」(interpretation itself)。海德格回到「詮釋

的」(hermeneutical) 最初在古希臘的意涵：「帶來消息與信息」(the bringing of news 

and tidings)。因此，「詮釋學的」現象學是一種探問，在追問中追尋「在者之在」

(the Being of the beings)，以求呈顯較不為日常意識所關注到的深層底蘊。241
 

 

                                                 
238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p.51-52. 
239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p.52-53. 
240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p.53-54. 
241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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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問的是「在者之在」(the Being of beings)而非「在者」(beings)或「在」

(Being)，表達出海德格現象學的一種「嚴格性」(rigorous)。並非追問「在者」，

因為現象學並不是實證或經驗科學，因此存在的東西不是現象學唯一且主要的標

的；並非繞開「在者」而追問「在」，因為現象學的基本精神與傳統形上學那種

追問孤懸於萬象之外而作為萬象根基的方式亦有所不同。因為唯有置身於某種對

於「在(有)」(Being; to be)的某種領會中，才有某種敞開的領域讓某種「在者」

存在；而反過來，也唯有在某個特定開出的「存有者」存在，談論「在」才是有

意義的。因此，「領會」如何可能？是海德格現象學切入存有問題的入手處，而

「此在」(Dasein)作為「被拋」(thrown)於世，從而「寓於此世而在」

(Being-in-the-world)，其所處身之「此」(Da)，才是整個存有問題的問題域所在，

同時也是「主體的主體性」(the subjectivity of subject)的真正根源。「此在」之「此」

是追問「在」的開端，同時也是追問一再返回的終點，「詮釋」意味著在追問的

往返過程中來回循環而不斷深化問題。242
 

 

    在 1927 年《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問世之後，海德格在現象學的道

路上，將現象學探究的重心從胡賽爾「絕對/先驗自我」移往「此在事實性之生

存」的基本方向大致底定。在這個轉移過程中，有幾個耐人詢問的問題： 

(1) 海德格儘管否定「先驗自我」作為追問存有問題的終極基礎，而代以「事實

性的生存」(factical existence)，然儘管對於「事實性」一詞的側重，但海德格

並沒有主張取消哲學追問「超越」(transcendental)的任務。換言之，海德格有

他自己對於「超越」一詞的特殊解釋。 

(2) 由於這種「超越性」的根源在於「此在」之「此」，而「此在」之「此」始終

意味著在「有限性」(finitude)中於有所敞開中亦有遮蔽的接近事物。那麼海

德格的論述如何調和「超越性」與「有限性」兩者間形成的張力？ 

(3) 傳統形上學追問萬象的終極基礎或奠基問題，而在著名的「詮釋學循環」中，

「此在」之「此」是追問「在」的開端，同時也是追問一再返回的終點，「詮

釋」意味著在追問的往返過程中來回循環而不斷深化問題。那麼，海德格如

何以他的存有論進路，來回應傳統形上學的「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ground)

以及「終極奠基」(the ultimate grounding)的問題？ 

 

    以上幾點，筆者認為是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出版以來，面對外界質疑之

時，一再企圖回應辯護的主旋律。例如在兩年後出版的《康德與形上學問題》(Kant 

and the Problem of Metaphysics)一書中所致力釐清的主要核心問題，幾個核心問

題的澄清，都試圖在詮釋康德哲學的過程中回應自《存有與時間》發表以來，胡

賽爾對於他將現象學人類學化、以及陷入歷史相對主義的責備。當然，海德格在

康德《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詮釋的任務上，當他企圖將康德的

                                                 
242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p.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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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資源拉向自己存有論立場時，一方面不僅面對胡賽爾質疑，此外也須同時面

對當時的新康德主義(Neo-Kantianism)陣營，因為在新康德主義形成的傳統中，

康德著作的基本精神乃是知識論(epistemology)進路，而非存有論。在 1936-38 年

間的《哲學論稿》中，不難發現海德格不斷透過書寫來澄清《存有與時間》與《康

德與形上學問題》以來的哲學立場問題。例如對於《康德與形上學問題》，海德

格再度強調其思想成果必須放在「此-在」而非「主體」的問題域來得到衡量。

海德格認為，通過問題域的重新設定，康德《純粹理性批判》理的「圖示論」和

「先驗想像力」成為整個問題的核心，這使得即使是主體式哲學思維亦離不開存

有設定問題的「深淵」。243而對於《存有與時間》，海德格則寫下： 

也許還得深入下去，以入較《存有與時間》中對於「此-在」(Da-sein)

的「基礎存有論」(the fundamental ontology)進路這個已然啟動的交會更

為源始的領地──如今看來，當初那個進路已不足以充分開展我們所從

事之探問的認識。244
  

《哲學論稿》的任務 

    因此，在《哲學論稿》中，海德格強調《存有與時間》，雖然涉及「人

的本質」問題的追問，然其思想成果的適當定位，既不能以主體性、亦不能

以人類中心主義的哲學立場來設想。因為無論是主體哲學或人類中心主義，

其追問問題的方式，仍是在傳統形上學的問題域打轉。 

 

    在前面的行文中筆者論及，海德格哲學追問「在者之在」而非「在者」

或「在」，表現出其現象學主張特有的「嚴格性」。「在者之在」既非實證性

或經驗性的「在者」，亦非傳統形上學那種追問孤懸於萬象之外而作為萬象

根基的「在」。就海德格的見地，儘管抽離「在者」之「在」是一種形上學

語言的「抽象」，然而反對形上學語言而主張回到純粹的「在者」，這樣的立

論並不見得就是「具體」，因為在每個當下的具體經驗中，「在」與「在者」

是一時俱現的。海德格哲學向來企圖繞過傳統形上學的語言，以求乎更源始

的思之可能性及更質樸的回到「事物自身」(the things themselves)，在 1936-38

年間的運思中，海德格企圖用「實事」(Ereignis)這樣的語詞來捕捉具體經驗

的源初性。 

 

實事，乃是自身給出(self-supplying)與自身中介(self-mediating)的中軸

(midpoint)，一切本質現身(essential swaying)的存-有(be-ing)真理都必須

                                                 
243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15. 
244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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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行入於此中，於思中回溯(be thought back)。這種回歸先行之思，乃是

存-有之源-思(en-thinking)。一切存有的概念皆必須由此而得到言說。245
 

 

在德語中，“Ereignis”一詞最直接的意思是「事」、「事件(發生)」，因此

在英文翻譯中，常見“event”、“happening”的譯法，當然就翻譯背後所要表現

的哲學意涵來說，也與海德格企圖繞過形上學語言，而質樸捕捉事物經驗的

哲學動機有關；此外，在《哲學論稿》的英譯版中，翻譯者艾曼(Parvis Emad)

與馬里(Kenneth Maly)則選擇用可分拆為“en”和“owning”的“enowning”來表

現海德格原本所使用“Ereignis”這個字眼所帶有的“Er-”和“-eignis”的兩重意

涵，亦即「給出」(en-owning)，而英譯版譯者甚至以《老子》的「生而不有，

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得)。」來強調這種「自身給出」並非出於

現成性的「某物」(something)之給出，而僅是「給出自身」；246最後，另一

常見翻譯則是“appropriation”或“event of appropriation”，無論就名詞的

“appropriation”或其動詞形態的“appropriate”而言，都帶有「分撥」與「挪用

(有)」兩面的意思，而作為形容詞則有「適宜」、「適切」的意思，大體透顯

在人與事相會(encounter)過程中，那種「人不離事、事不離人」交相滲透、

相互「調適(調音)」(attunement)的歷程。 

 

    透過幾個學界較常見的翻譯，而得以逐步清理出來的幾層意思來看。不

難發現，在哲學的任務上，「實事」(Ereignis)一詞不但透露了海德格希望突

破僵化的形上學語言，而更具體的呈顯出「實事自身」發生的原貌；此外，

也表現了海德格思想別有一層特殊的實踐哲學，在這種對於實踐過程的現象

描繪中，「行動者」(actor)並不是思維行動最適當的單位，因為行動者不佔

據行動發生歷程中全然主動或主導的位置(這不意味行動者能動性的全然否

定)。海德格研究者徐瀚(Thomas Sheehan)在〈轉向與實事：形上學導論序言〉

(Kehre and Ereignis: A Prolegomenon to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中指出，

「實事」一詞所帶起的行動圖像，更適切的說，在事件發生的開端需要人的

回應，作出抉擇，以致行動啟動與結束之間(in-between)扮演一個腳色，換

言之，人是行動歷程的「促動者」(agency)，而非「發動者」或「擁有者」。

值此是故，無論就實踐或思維而言，海德格在《哲學論稿》中都企圖去描繪

人與存有之間更積極的關係，在這種關係中人需要存有，存有需要人。人需

要存有，展現人對存有的「隸屬性」(belonging)；存有需要人，表露存有「需

要」(need)在具體行動的境域中方足以開展。如此，徐瀚認為海德格哲學自

身並不陷溺於兩種常見的海德格主義者的極端詮釋立場：「支配性此在的敘

事」(the dominant Dasein story)與「大寫存有的敘事」( the Big Being story)，

                                                 
245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51. 
246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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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具焦在「授與受」(give and take)間「隸屬與需要的流轉相生」(the 

reciprocity between belonging and need)。247
 

 

    而海德格研究的學者瓦萊加-諾伊(Daniela Vallega-Neu)則在《海德格哲

學論稿導論》(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中強

調，相較於《存有與時間》，海德格在《哲學論稿》的「此-在」(Da-sein)加

了連字號(-)意味著原先意涵突出重點的轉變。這個的首要意涵不再指人，而

是存有真理的歷史性開展，是真理自身給出的「軸點」(the turning-midpoint)。

位於「此」(Da-)與「在」(-sein)間的連字號，意味著「存有」(Seyn; Be-ing )

現身並回盪於兩者「之間」(in-between)的敞開境域(the opening)中。248此在

並不閉合收攏存有的真理，而是意味著存有真理開展的場域。249這個場域既

是澄明之地同時也是遮蔽之所，這也就意味著作為真理與非真理角力的交織

之所、開展之域，「在-此」交織中敞開的「裂縫」(encleavage) 始終無法以

任何「現成在場」(presence)的方式徹底縫合。250「裂縫」，海德格在德語

“Zerklüftung”的使用上，帶有山溝深淵的意象，其無法完全閉合裂峙開來的

兩邊，無法縫合的「裂縫」缺乏一勞永逸的絕對奠基，也因此存有真理的發

生，始終涉及居於「此在」與「存有」之間來回往返的「共振」(resonance)，

海德格認為這種「共振」自身就是「實事」發生的「本-現(本質現身)」(essential 

swaying)。251
 

「本-現」不能再說是「存-有」外的某個東西，而必須將其本質內在性

帶向語詞：「實事」，就是處於此有與存有間的迴盪(counter-resonance)，

於其中，存有與此在皆非現成性的兩極，而不若說是純粹共振(resonance)

本身。252
 

    而談到「此-在」一詞在《存有與時間》與《哲學論稿》之間意涵突出

重點的轉變，在閱讀《哲學論稿》的過程中也不難發現，儘管不是說改變了

原先《存有與時間》的基本原則，然而相較於《存有與時間》(尤其是後半

部)對於此在「向死存有」的重視，所導致外界對於《存有與時間》過度強

                                                 
247

 Thomas Sheehan, “Kehre and Ereignis: A Prolegomenon to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in A 

companion to Heidegger's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edited by Richard Polt and Gregory Fried,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1,p.10. 
248

 Vallega-Neu, Daniela,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2003,p.81. 
249

 Vallega-Neu, Daniela,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2003,p.83. 
250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18. 
251

 Vallega-Neu, Daniela, Heidegger's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 an introduction, Bloomington, 

Ind.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c2003,p.75. 
252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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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個體性」因而有「主體論」另一變形的質疑。在《哲學論稿》中，則在

「向死存有」的意涵下，強調「存-有」(Seyn; Be-ing )唯在此一本真時間性

下，方得以在具體生存情境下的「時-空」(time-space)中開展出來。 

 

向死存有仍被把握為此-在之規定。這裡被執行的仍是對時間性的高度

重視，並由此相應而來的，「存-有」之真理得佔據一個空間，於「時-

空」中透顯開來。253
 

 

    而海德格主張，「此-在」於此不僅是以「時-空」的面向來切入理解，而是

「此-在」的要義就是這個令「存-有」本現的「時-空」。海德格並強調，這裡的

「時-空」絕非並非是在通常概念意義下作為「計數」的時間與空間，而是作為

存有真理建基過程(grounding)具體開展的時機之所(the site for the moment)。254這

裡我們可以注意到海德格在《哲學論稿》特別偏好的書寫形式，偏好以破折號(-)

或動名詞(-ing)來大量取代早期《存有與時間》的哲學語詞，例如「存-在」(Be-ing; 

Seyn)、「此-在」(Da-sein)、「脫-底」(ab-ground)、「建基」(grounding)…以表現無

論是存有真理發生的過程而論，或是此在自我認同過程而言，255那種始終處在「缺

場」(absence)與「在場」(presence)之間來回形成動態張力的「居間」(in-between)

狀態，這種「居間」狀態儘管表明了此在生存的情境難以用概念的方式一勞永逸

的捕捉，但同時我們也必須注意到，這也並不意味著淪為碎裂化、異質性的無秩

序狀態。 

 

存有學差異與真理的本質 

    自海德格提出著名的「存有學差異」(存有與存有者的差異)以來，很容易造

成一種閱讀海德格作品時的刻板印象，就是區分存有與存有者差異的目的，在於

捨離存有者而追問「存有」。而在《哲學論稿》裡，海德格強調存有學「差異」

的提出，不是為了要繞過存有者去追問存有，而是企圖追問那個更為源初的「差

異自身」，那個令雙方(存有與存有者)既有所分離卻又原始統一的「源痕」(trace)，

這個「源痕」(trace)是他特殊定義下的「本源」，是始終以「缺場」方式「在場」

的「超越性根源」。 

一旦「存有」不再是被再現的事物【Ιδέα】 (what is re-presentable)，並

據此，也不再是那種出自追求盡可能純粹而毫無雜質的捕捉存有之瘋狂

                                                 
253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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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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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自身的同時而成其自身。」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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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此被設想為離乎(away from and separate from)存有者的東西。只要

存有與存有者(於源初時-空意義下)是一時(simultaneous)併現的，並且被

經驗和設想為(並非原因或理由意義下)存有者的基礎，那麼，就再沒有

任何機會去為了用某種方式再現，而在探問存有本己的存有之際卻將它

很狠的甩在一邊。256
 

    對此，海德格定位「存有學差異」在於命名那承載整個哲學史，卻無法成為

形上學追問和命名的東西。257而海德格研究者瓦萊加-諾伊強調，我們不能將「存

有學差異」看作是設定了兩種「實體」(two “entities”)，而應該把「差異」看作

是時間性的生發，看作是發生在思維活動中的「區分」，此一區分令存有在敞開

之際轉瞬滑落至表象性思維的掌握之中，在落於言詮、概念、存有者的領會之際

同時隱蔽自身。258因此，每當「真理本質」發生之際，必然涉及特定條件的「遺

忘」。259「遺忘」絕非偶然(accidental)，而是必然(necessarily)，「遺忘」(forget)

是任何思想或行動場域欲有所得(for-get)、必有所失的必然結果。260海德格這種

主張源自於他對於早期希臘真理觀的特有領會，也就是對於「有限性」的強調。

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中，海德格質疑柏拉圖

對於「相」(eidos)的處理，而企圖繞過理型論尋求在早期希臘思想中更源初的經

驗。海德格主張，「相」在早期希臘語意中有兩層意思：(1)「外觀」(look)；(2)

「界」(aspect)。由於一物之存在必連同「外觀」一併呈現，因此「形(相)」(form)

才成為一物存在的本質規定性，而透過「相」，猶如給定在的事物一個「界」

(aspect)，在「界(視域)」內聚焦展露的是「存在的東西」(being)；於「界(視域)」

外側身隱退的則為「無(非-在)」(Not-being)。261因此，真理之發生必然涉乎某一

實踐行動的場域條件，唯有對某些條件有所割捨後，而將實踐行動具焦在特定條

件，以所具焦的核心來運轉其他相關條件，一個真理發生的結界才給出。對海德

格而言，「遺忘」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偏差，而是失去對真理發問的空間，是對於

「迴轉關係」(returnership)的遺忘，當我們遺忘真理給出的「源初性」時，我們

就失去對真理與非真理之劃界重新提問的權力，同時，也就無法持守在「實事」

最初發生處的「自由-投契」( the free-throw)。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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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為止對於真理本現的「籌劃」(project-open) 領會嘗試中，我首

先關注於闡述澄明的方式以及庇護-隱蔽的變式、以及兩者本質性的相

互歸屬(essential belonging together)。(例如，1930 年以來關於真理的講

演)當我們說道：「此在同時(simultaneously)處於真理與非真理中。」人

們立即從道德或世界觀經驗的意義上來把握此一陳述，而沒有在哲學的

用心上去捕捉此中決定性的東西──此一「同時」作為真理基礎的本現

──也沒有更源始的去捕捉在庇護-隱蔽意義下的非-真理(un-truth)。263
 

    也因此，真理的發生才關乎「決-斷」(de-cision)，「決-斷」決定來自某一特

殊領會後劃界理解與行動的如何割捨與如何裁斷，從而決定什麼是置入前景的

「真理」？而什麼是當隱入背景的「非真理」？也因此，對於「真理的本質」，

海德格主張「本質」一詞當作動詞解，這裡，「本質」(essence)一詞或許作為「精

髓」解更為恰當，意即運作持續可能的軸心經驗。自然，在日常生活中的每個專

業領域裡，或許關懷所在是如何持續「產出」真理，然海德格認為哲學的特殊任

務，在於觀入真理發生的「決-斷」過程中，先於割捨(遮蔽)與裁斷(敞開)的源初

性才是「實事」發生的「本源」(the original)，是令存有與存有者發生分化的「差

異」自身，任何嚴格的哲學思想追蹤這種真理持續發生的「居間」狀態，因此有

別於近代西方哲學傳統重視對象化與表象化活動中能被表象的「本質」，在《哲

學論稿》裡，海德格企圖追問在對象化與表象化活動之前隱蔽與解蔽更源始的統

一，這種源始的統一，海德格稱之為真理的「本現」。 

本質只是被表象，是 Iδέα。然而，本現不僅包含如是(whatness)和如何

(howness)，因而是更豐富的再現。不若說，本現是兩者更源始的統一(the 

more original onefold of both)。264
 

    同時，由於對真理本現的追蹤，是一種持續在交織、迴盪在隱蔽與解蔽

一道開啟的「居間」狀態，因此，思想不可避免的陷於「深淵」之中。 

深淵(ab-ground)是基礎於侷促中的拒絕給出。在拒絕中，源初的虛空開

啟，源初的澄明發生；而同時澄明於此一侷促中顯現自身。深淵是源初

的本質性解蔽中的隱蔽，為真理的本現。265
 

    如此，海德格以他特有的存有論進路回應西方形上學傳統「終極基礎」

(the ultimate ground)以及「終極奠基」(the ultimate grounding)問題。對海德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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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終極基礎」(the ultimate ground)是源自於「實事」源初發生之際欲一

而不能的「二重性」(duality)，也就是存有與存有者的「裂峙/差異」；而《哲

學論稿》也同時呼應《形上學導論》的基本精神認為「終極奠基」(the ultimate 

grounding)始終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形上學衝動，正

由於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人才是這樣一種「恐怖(無家)」(uncanny; un-heimlich)

的存在。只要人寓居於世，就既無法全然縫合由「實事」而來的「裂峙」，

亦無法停止對「基礎」的找尋，因此，勢不可免持續在「居間」狀態中，在

「深淵」中「奠基」。而從歷史性的角度分析，處在兩個開端「居間」狀態

的思想，才進入需要「決-斷」的時-空中。而這種「居間」狀態，正是我們

時代的特殊歷史性，因此海德格才以「我們現在進入諸神逃逸與來臨的決斷

時-空中。」266來描述處於兩個開端之間的時代規定性。 

真理發生的場域(諸神與決斷) 

    在「實事」發生的過程中，存有、存有者、以及兩者間同一與差異關係

是一道給出的，如此，存有者不被視為與存有的敞開相衝突對立，而是被看

作真理發生的本質性構成元素。存有真理的發生過程並不捨離存有者，相反

的，為了歷史性、開端性的發生，存有的真理需要一個場域(site)，一個時空

上的「在-此」(being-t/here)。因此，海德格在《哲學論稿》中強調，真理本

身是無法出自於自身而先行的被充分說明的；不若說，僅僅只能在「時-空」

(time-space)中捕捉。267為了讓場域作為真理歷史性發生的開放場域，真理需

要被庇護在存有者當中。沒有存有者，就沒有「在-此」的東西，沒有「在-

此」的東西，就沒有為存有的歷史真理而在的時-空。268對海德格而言，這

就意味著在「轉向」的要求下，思想不能再滿足於可再-現性的(re-presentable)

傳統模式，而必須是一種「覺曉」(the knowing-awareness)，這種「覺曉」知

道，若欲領會真理「本-現」(essential sway)的本質現身，則必須在各個真理

的時-空的開展中予以把握。269因此，相較於《存有與時間》，在《哲學論稿》

的思想發展中，「此-在」(Da-sein)的意義被擴大解釋而不限於人，而是連作

品、物件都被視為能讓存有真敞開的「在-此」(being-t/here)，凡能為真理本

現提供敞開之所，即是「此-在」。因此，無怪乎這時期的海德格思想特別重

視藝術創作活動，尤其是任何堪稱詩作的事物，在《哲學論稿》裡，海德格

如此寫到：「沒人能像詩人那樣將真理引入形象(image)之中，將真理贈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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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令其入乎眼界而得以保持。」270對此，瓦萊加-諾伊特別指出，同一時

期的〈藝術作品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可視為《哲學論稿》此

一主張的本質性補充說明，在〈藝術作品本源〉中，藝術品作為世界與大地

角力抗衡的存在者，而令存有真理發生並得以保存。271依海德格見地，歷史

也唯獨開展於作為世界與大地角力(the strife)，方使諸神與人、真理與非真

理持續處在對張(the countering)的「居-間」張力中，而使得真理的歷史性開

顯出來。  

    在《哲學論稿》中，海德格也將「居-間」的精神延伸在對於「神性」的探

索中，這或許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儘管海德格哲學與神學背景之間的關聯一直引

發研究者的想像，但海德格正面處理「神性」議題的作品實際上並不多見，尤其

是對於歐陸傳統信仰下的基督宗教鮮少給予任何積極正面的評價。早在 1927 年

《存有與時間》的寫作中，海德格就將傳統神學上的種種宗教思維視為僅具「存

有者層次」的意義；272而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中，海德格則認為基督教信仰僅是柏拉圖主義(西方形上學傳統)的宗教翻版，對

此，海德格隨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對於基督教的評判：「基督教，常民的柏

拉圖主義」(Christianity is Platonism for the people )。273因為在基督教神學體系的

那種「創世者」與「受造物」的二元區別(the Below as the created and the Above 

the Creator )中，海德格看到柏拉圖主義那種「表象」與「真理」的二元對立真

理觀(在底層，現象作為一種感官層次的存在，僅能夠提供出「假象」；在上位，

作為超感官層次的「理型」方能擁有「真理」)的一種延續轉化。274然而，在 1935-36

年間構思《哲學論稿》時，海德格卻展開對「最終之神」(The Last God)的探索，

為緩解這種立場的衝突，或許我們應該強調，海德格在《哲學論稿》中所展開的

是「神性」(godly)的探索，而非特定中較信仰中的「神」(God)或「諸神」(Gods)。

如此，「神性」有別於特定宗教信仰而有更為廣泛的意義，在《哲學論稿》中，「神

性」的存在，是在共同體價值信念的終極指涉意義下來加以闡述，用以映照「此

-在」的「有限性」，也用以展現人作為「寓於此世」的存在，其生活境域如何處

在「神性」與「有限性」的對峙的張力中。 

 

    值此是故，海德格對於「神性」的探索，關係著他對於賀爾德齡(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1770-1843)詩作的闡釋，尤其是當海德格關注到，在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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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rk : Harper, 1962.,p.224;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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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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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爾德齡的詩作中，「神性」如何於基於諸神的隱蔽與「非-在」(not-being)來得

到思考。而海德格強調，正是在諸神的隱蔽與「非-在」對人構成難關的地方，

人與神那種相互依屬(belong together)的存在關係才被突顯出來，因為基於隱蔽與

「非-在」(not-being)，諸神的到場需要人，需要「在-此」方能現身在場；而反

過來說，人需要諸神，人需要不斷透過對諸神「現身」需要的回應來成其自身。
275海德格認為，也唯有當人們意識到，諸神現身被抑制(are distressed)，以致於對

人而言成了一種「危難」(distress)之際，一種「居-間」(between-space)之思才被

打開。海德格稱這種「居-間」之思為「源-思」(en-thinking )。 

存-有的源-思(en-thinking)引發存-有作為在其本質現身過程中人與諸神

相互確認的「居-間」，也就是說，於此之中決定彼此間相互歸屬。作為

此一「居-間」，存-有不「是」隨後追加到存有者上；不若說，是在本

質現身過程中其真理進入到存有者的保存之中。276
 

 

    在投入「源-思」的過程中，諸神與人再無法被思想掌握為「既予」(given)

或「現成」(extant)之物，而是諸神與人如何出自於「居-間」的給出而入其

本質現身，並依據不同的方式被接受歷史性的存在。然這就意味著：思想必

須為其自身的本質而爭鬥(the struggle)，在「決斷」中為事物隱藏的可能性

開出「持恆性」(steadfastness)。277因此海德格說，實事的本現是我們必須冒

險進入的那個東西，這意味著我們要求的「經驗」(experience)，乃是在這種

冒險進入意義下的「源初-跳躍」(Ur-sprung)，跳躍，方使得「此間」(Da; t/here)

首先成為運動歷程於某時、某地開展的處所(site)。278進入「居-間」，而後寓

於(abiding in)「實事」並守護「本現」。279
 

 

海德格的「轉向」 

    由於海德格手「事實性的詮釋學」(或在現象學脈絡下稱為「詮釋學的現象

學」)其基本精神在於追問的是「在者之在」(the Being of beings)，而海德格追問

的「在者之在」既非片面的僅追問「在者」(beings)，亦非完全擱置「在者」之

後而純粹談論「在」(Being)，如此。表達出海德格現象學的一種「嚴格性」

(rigorous)，亦從這個角度來理解海德格哲學看，那麼過去思想界對於海德格的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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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Martin Heidegger, Contributions to Philosophy (From Enowning), translated by Parvis Emad 

Emad and Kenneth Mal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Ed. 2000, p.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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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或詆毀可能都需要再行斟酌，因為過去思想界無論讚揚或詆毀海德格都依賴以

下的理解前提：海德格的根本追問在於思索孤懸於萬象之外而作為萬象根基的

「存有」，從這個理解前提，海德格的存有論則難免有傳統形上學借屍還魂的嫌

疑，至多只是藉由更為活化更為動態作為託辭。以本論文第二章所引介的詮釋理

路來說，楊恩的解讀模式(同時也是許多海德格詮釋者隱然支持的理解方式)屬於

這類的解讀方式，當然筆者必須強調類似楊恩的理解模式不必然為錯，然筆者也

欲指出這種解讀模式既不是唯一的詮釋可能性，同時也不是一種能呼應海德格晚

期極欲轉向具體哲學關懷的詮釋可能性。誠如海德格本人在《哲學論稿》中已經

考慮到的： 

一旦「存有」不再是被再現的事物【Ιδέα】 (what is re-presentable)，並

據此，也不再是那種出自追求盡可能純粹而毫無雜質的捕捉存有之瘋狂

而因此被設想為離乎(away from and separate from)存有者的東西。只要

存有與存有者(於源初時-空意義下)是一時(simultaneous)併現的，並且被

經驗和設想為(並非原因或理由意義下)存有者的基礎，那麼，就再沒有

任何機會去為了用某種方式再現，而在探問存有本己的存有之際卻將它

很狠的甩在一邊。280
 

    因此，至少在《哲學論稿》的思路軌跡中，我們不難發現海德格已察覺他過

去哲學首重「存有」一詞的後果，而試圖改用其他的辭彙來表明他的哲學關懷的

真正所在，筆者認為無論是後來的「實事」或「四方域」概念的發展都是這個轉

變的跡象。就海德格的見地，儘管抽離「在者」之「在」是一種形上學語言的「抽

象」，然而反對形上學語言而主張回到純粹的「在者」，這樣的立論並不見得就是

「具體」，筆者認為後期海德格的「實事」或「四方域」概念都是企圖描述掌握

於每個當下的具體情境中，那種「在」與「在者」一時俱現的現象描繪。 

 

    筆者認為，海德格透過修改哲學語言而來的思想變化，一方面有助於哲學思

維更接近生活世界中的具體情境，同時也有助於海德格的哲學思維於生活世界的

具體情境開展。誠如本章論文引述的詮釋者徐瀚在〈轉向與實事：形上學導論序

言〉中指出的，「實事」概念意涵在於捕捉人與存有之間更積極的思想與行動關

係，在這種關係中人需要存有，存有需要人。人需要存有，展現人對存有的「隸

屬性」(belonging)；存有需要人，表露存有「需要」(need)在具體行動的境域中

方足以開展。也由於「實事」概念的基本精神既非過於匆促的倒向「在(存有)」

或「在者(存有者)」之中的另一端，而是試圖持穩的立於「在(存有)」或「在者(存

有者)」一時俱現並同時作用的「居間」狀態，筆者認為這正是我們理解海德格

「轉向」(the turn; Kehre)的關鍵所在。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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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的詮釋家理察森(William Richardson)在《海德格之路：從現象學到存

有之思》(Heidegger’s Way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e thinking of Being)一書

中，對海德格Ⅰ（前期海德格）與海德格Ⅱ（後期海德格）做出如下的區分：理

察森以「轉向」作為經界，說明海德格Ⅰ強調的是由「此在」出發而到向「存有」；

而海德格Ⅱ則著重於從「存有之思」到「此在的本質」。281而事實上海德格本人

對於理察森所作的區份，也有所回應的做出一定的補充說明，海德格如此回應理

察森的解讀： 

 

海德格Ⅰ與海德格Ⅱ之間的區分，唯有在這樣的情況下方是合理的，即

始終注意到：唯有從海德格Ⅰ的所思而來，方能進入海德格Ⅱ所欲思考

的東西之中，然海德格Ⅰ之所以可能，唯當它被包含在海德格Ⅱ之中。
282

 

 

    因此，透過理察森的區分以及海德格自己對前後期分界區分的補充，我們除

了理解海德格原意是前後期區分並非從「此在」到「存有」，或者反過來從「存

有」到「此在」的轉換，而是兩段時期雖著重側面不同，然實屬殊途同歸外；此

外，筆者認為若我們將徐瀚的解讀一併考量在內的話，那麼「實事」概念的基本

精神就位於「存有」與「此在」相互隸屬並相互為用的「居間」狀態，而後期海

德格的「轉向」所欲轉向的樞紐位置就在於始終寓居此中的居間狀態。誠如瓦萊

加-諾伊(Daniela Vallega-Neu)在《海德格哲學論稿導論》中明確的指出，相較於

《存有與時間》，海德格在《哲學論稿》的「此-在」(Da-sein)加了連字號(-)意味

著原先意涵突出重點的轉變。這個的首要意涵不再指人或存有自身，而是存有真

理的歷史性於具體情境中的開展，連字號(-)的用意在於強調是真理自身給出時居

間於(in-between)存有與此在、存有與存有者兩端的「軸點」(the turning-midpoint)，

在這個意義上「此在」(Da-sein)是「存有-在此」(Being-there)真理開展的敞開境

域(the opening)中。283這個「時-空」(time-space)既是澄明之地同時也是遮蔽之所，

這也就意味著作為真理與非真理角力的交織之所、開展之域，「在-此」交織中敞

開的「裂縫」(encleavage) 始終無法以任何「現成在場」(presence)的方式徹底縫

合。 

 

    理解上述的基本原則，則我們可以明白法國後結構主義者如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之流對於海德格哲學是「在場形上學」(the 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指責可能有失公允，誠如在本章論述中梳理海德格《哲學論稿》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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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表明的，至少在 30 年代的這個文本中我們已經可以追蹤到海德格自身已經

對於早期所提出「存有學差異」進行反思，而這時期的海德格也意到早期自己對

於「存有學差異」說法所造成的刻板印象試圖進行轉寰，在 30 年代的《哲學論

稿》中，海德格已意識到自己應該去強調區分存有與存有者差異的目的不在於捨

離存有者而追問「存有」，而是應當將「存有學差異」的重點擺放在存有與存有

者的「差異」，亦即不是為了要繞過存有者去追問存有，而是企圖追問那個更為

源初的「差異自身」，那個令雙方(存有與存有者)既有所分離卻又原始統一的「源

痕」(trace)，這個「源痕」(trace)是他特殊定義下的「本源」，是始終以「缺場」

方式「在場」的「超越性根源」。 

 

    筆者同時認為，這種解讀策略有助於回應當代思想對於海德格的批判。以哈

伯瑪斯的《現代性的哲學話語》(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為例，哈伯瑪斯對於海德格的解讀策略實際是對於前後期海德格哲學特

徵扣其兩端而攻之，而在哈伯瑪斯的論述中，連繫這兩個端點的關鍵乃是「納粹

事件」。哈伯瑪斯認為前期海德格的「此在」表面上看似「反主體主義」與「反

意志哲學」，然在政治現實與學術論述的結盟裡，事實上「此在」與「存有的解

放」成了「集體此在」與「存有命運之決斷」。如此，哈伯瑪斯論道：「海德格在

第一步裡摧毀了主體哲學，而在第二步裡又跌回主體哲學的概念束縛當中。」284；

而在「納粹事件」過後，哈伯瑪斯認為海德格哲學的「反主體主義」與「反意志

哲學」成了一種規避政治責任，一切聽任「存有命運的到來」，因此，哈伯瑪斯

復又論道： 

 

正如同海德格將擔任校長以及隨之而來的爭議歸之於「科學的本質形上

學條件」（essentially metaphysical condition of science），故其切開了其言

行與其作為一個經驗人的自我，而一概的歸因為個人無法逆轉的存有之

命運。其正是以此一立場來看待自身的理論發展；海德格並沒有將所謂

的「轉向」視為思之努力的克服或一種研究過程的成果來解決問題，而

是將它視為匿名的存有自身克服形上學的客觀事件。285
 

 

    在哈伯瑪斯的詮釋下，晚期海德格主張「存有命運的到來」無可逆轉，因此

我們對「存有」的理解或不理解皆屬枉然。哈伯瑪斯在此全以原先的政治企圖以

及後來的迴避政治責任的心理動機來解釋海德格思想之轉向，筆者必須強調類似

哈伯瑪斯的理解模式不必然為錯，然而筆者也欲指出這種解讀模式也不是唯一的

詮釋可能性，並且很顯然的既非善意亦非積極的回應海德格晚期極欲轉向具體哲

學關懷的解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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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章的論述架構中，筆者對於《哲學論稿》的梳理有著兩個動機，一方面

是希望透過理解海德格在《哲學論稿》所企圖表現的哲學精神來審思過去我們在

海德格詮釋上是否還遺漏一些重要的解讀空間，尤其是在當代思想場域持續批判

海德格哲學的今天，筆者認為海德格的詮釋者所必須接受的重要挑戰之一，首要

任務不能繞過當代思想對於海德格哲學的質疑，而通過《哲學論稿》的梳理，我

們可以質疑當代思想場域中，無論是現代或後現代立場的思想論述對於海德格的

抨擊，都忽略掉海德格思想轉向過程中的某些重要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希望通

過考察海德格前後期思想的轉變軌跡，開出一條銜接海德格 30 年代「實事」與

「居間」概念到 50 年代「四方域」論述的詮釋空間(本論文將在第七章提出「四

方域」概念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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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藝術現象中的存有真理 

〈藝術作品本源〉的哲學任務 

    在我們目前常見的版本中，1936 年發表的〈藝術作品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在結構上由一篇本文以及一個簡短的〈後語〉和〈附錄〉組成，其

中的〈附錄〉是在 1956 年寫成，或許可看作海德格自己晚年回顧時對於〈藝術

作品本源〉自己走過的思想道路的定位。在本章中，筆者首先要從〈後語〉和〈附

錄〉開始，嘗試從海德格撰寫這篇論文的基本關懷著手。 

 

    在〈藝術作品本源〉的〈後語〉中，海德格提到講演的思考涉及藝術之謎，

這個迷就是藝術自身。講演的任務既不能也不是企圖解開這個迷，而是在於認識

這個迷。286筆者認為，海德格的用意除了表明現時代對於藝術現象的解析方式存

在許多有待斟酌的思考前提外，此外也說明〈藝術作品本源〉最終對於藝術現象

的解釋立場，既沒有也不需有一種概念上裡裡外外一覽無疑的徹底解釋，對藝術

現象中的真理經驗之解釋，解釋者除知其所當知外，也必須適度止於所當止。當

然，這與海德格對於真理既解蔽同時也遮蔽的理解有關，同時也與海德格也有意

將藝術經驗與現代技術經驗有所區別相關。關於後面這點筆者希望能在稍後的論

述中有所解，現在我們首先理解海德格對於現時代藝術現象的解析方式存在的質

疑。 

 

    在〈藝術作品本源〉的〈後語〉中，海德格指出，從人們開始考察藝術和藝

術家的時代起，對於藝術的考察就成了美學的探究。在探究中，美學將藝術作品

視為「審美的對象」(the object of aesthetic)，意即廣義上的「感官知覺」(sensuous 

apprehension)，然後將這種知覺視為一種「體驗」(experience)。人們以體驗的角

度來談論藝術的本質(nature)及其種種相關活動(例如創作或鑑賞)，然海德格質疑

這種現代美學視角或許是讓藝術終結於我們時代的原因。287海德格的憂慮在於現

代美學的視角，其基本前提本身已經陷入現代主體性的前提中而渾然不知，因此

將藝術現象抽離出來成為一個專屬感官知覺或體驗之美的領域(Beauty)，對藝術

現象本身不盡然是美事，因為在現代美學視域中人們過早的放棄美(the beautiful)

與善(the good)、以及真理(the truth)的整體關係。288海德格寫到：或許，一種重

新挖掘藝術現象的新視域是可能的，但關鍵在於能否更質樸而真摯的關注「真理

自行設置入作品」(truth sets itself into the work)的現象，為當上述前提存在的地

                                                 
286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77. 
28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77. 
288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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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我們有望澄清真理、價值與美源初的一體關係。289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在 1956 年對於〈藝術作品本源〉補充的〈附錄〉中的

一個解釋，海德格解釋在〈藝術作品本源〉中所陳述的藝術作品與真理發生的關

係，或許容易引起讀者對於「真理的定位」(Feststellen der Wahrheit; fixing in place 

of truth)一詞的誤會，因為「真理的定位」似乎容易在直覺上與「真理的到來」

(the advent)的說法牴觸，因為一邊說法是讓真理定位，而另一邊的說法是讓真理

到來或發生。但海德格強調在這個地方我們有必要考察「定位」(legen; to place)

與「擺置」(stellen; to set)以及「置放」(setzen; to lay)的關係。290
 

 

    海德格強調必須從「設置」(thesis)的語意上來思考「定位」(在希臘語中，

‘thesis’同時也隱含「理論」的涵義)，並且在這裡「設置與佔有」(setting and taking 

possession)都必須從希臘辭源的語意出發，意即從一種無蔽狀態中的設置(a 

setting up in the unconcealment)出發來領會「定位」。海德格舉例，以希臘的日常

語用來說，放置一尊神像同時也是讓(letting)一塊領域豁然開啟，因此希臘語言

中的「設置」(thesis)就有一層「將此處帶入無蔽狀態」(bring here into the 

unconcealment)、「帶入在場的存在中」(bring forth into what is present)、「讓…呈

現」(letting or causing to lie forth)的存有學意涵。291
 

 

    因此，海德格強調，如果我們是在希臘語言經驗下的「設置」(thesis)視域中

來理解「定位」(Fest; to fix)，那麼〈藝術作品本源〉中所謂的「真理的定位」就

沒有那種僵固的、靜止的意涵；相反的是要通過限界的描畫(into boundary)而帶

出真理發生的輪廓(into outline)。292筆者認為，海德格在這裡的思考呼應了 1935

年《形上學導論》中對於真理本質的觀點，意即真理的發生需要一個有限性場域

作為條件，從而底定在既遮蔽又開顯的真理經驗中，什麼是在「界內」聚焦展露

的是「存有者」(being)，而什麼該是於「界外」側身隱退的則為「非-有」(Not-being; 

Not-yet being)。293同時這也呼應了 1936-38 年的《哲學論稿》之基本觀點，存有

真理的發生需要一個具體「時-空」(time-space)做為條件。而在〈附錄〉中，海

德格強調並不與「讓發生」(letting happen)牴觸，相反的這種「讓」(letting )是「設

置」意義下最積極的能動性。294
 

                                                 
28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79. 
290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1. 
291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1. 
292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2. 
293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11. 
294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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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附錄〉中，海德格通過對「設置」(thesis)意涵的澄清，轉而向現代科技

的本質：「集置」(Gestell)投以批判性的解析。海德格認為，「集置」源自於希臘

概念「設置」，並在現代視域中進一步無條件化。「集置」與「設置」一樣，都是

一種「匯聚」(logos)原則，並同時讓存有經驗呈現、令存有解蔽的「座架」

(framing)，然而現代科技的本質卻是欲令一切人事物轉換成「可用性」(availability)

的匯聚原則，這使得原本希臘經驗強調有限性視域的「設置」轉而成為一種不斷

在「表象化過程」中「無條件性」的徹底掌控(in framing takes control of the absolute, 

and the process of representation)。295 

 

    如此，區別於現代技術的本質：「集置」，「設置」意義下的讓真理發生就涉

及「存有學差異」，而若依照同一時期海德格在《哲學論稿》中對於「存有學差

異」的思考，意即存有的追問在於追問那個令存有與存有者既存在差異一相互隸

屬於同一的「居間狀態」(in-between)，並依照在海德格在〈附錄〉中所強調的：

「藝術必須通過實事(Ereignis)來加以思考」。
296那麼在〈藝術作品本源〉講演中

對於藝術作品中真理經驗的揭示，就必需置入一個與早期《存有與時間》的「世

界」(因緣整體)不同，並同時也與現代技術本質那種一種要求一切得以清晰掌控

的不同視野。 

 

    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將「器物」使用中隱含的「因緣整

體」理解為「存有者」的理解典範，並表明以「器物」為起點的「世界一般的世

界性」的分析是一種前理解的領會，在這種前理解的領會中人作為「在世存有」

被基本領會。海德格認為這種將「物」放入利用厚生的在世關懷，其隱含的觀看

方式比任何理論視角中抽象的觀看來的更為源始。在《存有與時間》中，海德格

將這個有別於哲學抽離的觀看(see)描繪為「環視(環顧)」(circumspect)。「環視」

帶來了一個此在安身立命的世界，並同時將此在遭遇到的事物不言自明的理解為

「有用性」的「器物」。但在 1934-1935 年間對於賀爾德林的講演授課中，讓海

德格理解到有必要將早先的哲學架構移往到更寬闊的視野，因為海德格逐漸意識

到，或許賀爾德林為我們提示了一個更深刻的思想眼界：唯有詩才讓我們「處於

世界之中而立於大地之上」。這或許說明，何以在同一時期中海德格試圖在〈藝

術作品本源〉的構思中，更為基進的(radical)從「(藝術)作品」出發而追問使「物」

不同於「器物」的理解可能性。 

 

    因此，從〈藝術作品本源〉的行文佈局來看，海德格在分析三種不言自明的

物性解釋模式：(1)物作為眾屬性所根據的實體；(2)物作為眾知覺性質的「總和」；

                                                 
295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3. 
296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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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3)物作為質料與形式的統一，297
(筆者在第四章已分析過上述三種物性解釋)

在緊接下來的行文中，海德格很快的指出在三種不言自明的物性解釋模式中，尤

其值得留意的是以質料-形式結構為主導引線的第三種解釋，海德格認為這種模

式歷史悠遠的從亞里斯多德的形上學一路貫穿到康德的主體哲學絕非偶然，而是

這種解讀模式具有日常此在生存的主要宰制模式： 

 

在解釋物的過程中，以質料-形式結構為主導引線的第三種解釋具

有特殊的支配地位(從亞里斯多德到康德)絕非偶然。對於物的解

釋規定源自於器物的百姓日用，器物通過人的製作與使用進入最

為切近的日常生活之中，與此同時取得在(純然)物與藝術作品間

的中間地位。對此，有兩件事我們值得留意：首先，通過器物之

為器物的線索，或許對於認識物之為物以及作品之為作品不無啟

發；此外，避免過早的讓物和作品成為器具的變種。298
 

 

    以海德格的觀點看來，從亞里斯多德一路貫穿到康德哲學中對於形式與質料

的範疇的偏愛本身並非毫無存有論前提，形式與質料的範疇劃分實則源於「此在」

作為「在世存有」的「有用性」(usefulness)的關懷。也就是說「物」最為基本的

照面(encounter)方式實則被置換成作為一個「有用性」的「用具」(equipment)而

進入此在的日常的前理解中。 

 

有用性乃是每一個存有者得以凝視我們(regards us)，意即某物得以閃現

(flash)、得以在場(present)的基本特徵。而其形成與發展的歷程、以及

於此一歷程所給定的、所選擇的質料、並緊接於其後的形式與質料的結

合也全都奠基在有用性當中。歸屬於有用性的存在者總是製作過程的產

物，其作為「因何之故」的用來存在。形式與質料作為存有者的規定性，

寓於用具的本質（本性）當中。用具這個字眼指的是製作來使用或需求

的東西。形式與質料絕不是什麼純然物之物性的源初規定性。299
 

 

    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中舉例，斧頭的形狀(形式)必須有鋒利的側面，

而選用的材質(質料)則必須是硬度較為強勁的質材；鞋子以適合人腳的形狀(形式)

來設計，而選用的材質(質料)則多半為符合耐穿且柔軟的皮革來製作。「有用性」

並不在形式/質料的區分之後，相反的，「有用性」的理解方式先行指導著形式/

質料的哲學區分。以柯赫曼(Joseph J. Kochelman)在《海德格論藝術與藝術作品》

(Heidegger on art and art works)裡的分析為例，以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為例，

                                                 
29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1971.p.22-30. 
298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31. 
29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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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作為質料(感官印象)和形式(空間與時間)的統一，經驗對象感官印象與實體概

念多重性的統特別是在這種合成的形式中導致了一種現代性的思想模式，在這種

模式中人們試圖去解釋物的存有、用具、藝術作品、而最後甚至是普遍的存有者。
300因此，依照海德格的想法，倘若我們試圖走向「物」的源初闡述，那麼我們則

必須試圖從不言自明的「有用性」之前理解中出走。對此，海德格的研究者柏格

勒(Otto Poggeler)在《海德格爾的思想之路》(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一書中指出，上述的哲學關懷正是海德格撰寫〈藝術作品本源〉的哲學任務。 

 

然而藝術作品也因而展現了物並沒有被吞沒在其作為用具的有用性當

中，並因此被湮沒在它們所置身的周圍世界裡頭，無論如何，即使其並

非作為有用之物來存在，然其仍依此佇立著。因為事物的真理並非建立

在籌畫的意義(the projected sence)上，並非建立在最終的「因何之故」、

「為何之故」的意志掌控中，而藝術作品乃是建立在從有用性當中撤回

而回歸自身(drawing-back-of-in itself-into-itself)並自我保存在深不可究

裡頭。301
 

 

藝術作品中如何揭示物性真理 

    為使物性的領會從「有用性」的「用具」前理解中解放出來，海德格在〈藝

術作品本源中〉分析了梵谷(Vincent Willem van Gogh, 1853-1890)的經典畫作〈農

鞋〉。在對於梵谷的這幅畫作的詮釋中，海德格描述梵谷這幅畫作背後隱含的生

活世界，海德格如此寫到：田間的農婦穿著鞋，只有在這裡，鞋才存在。農婦在

勞動時對鞋想得越少、看得越少，對用具的意識越模糊，用具的存在就越發真實，

正是在使用的過程中，人們實際遭遇器物之為器物的因素。以上的描述令人聯想

海德格早年在《存有與時間》中所分析闡述的作為關聯整體的「上手物」。但是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強調是在日常使用的過程中，人們實際遭遇的是「器物之

為器物」而非「物之為物」，如此，則「物之為物」除了是作為關聯整體的「上

手物」，還多出一些什麼其他的因素。海德格復又指出，然在梵谷的畫作中，我

們甚至無法辨識那雙鞋的時空。除了一個不確定的時空外，在此，這雙鞋的用途

和所屬盡歸於無。只是這麼一雙鞋，再無別的什麼。然而，有待追問的這個「無」

本身為何？在〈藝術作品本源〉中的一段註明描述中海德格如此寫到： 

 

只是這麼一雙鞋，在無別的什麼。然而，在鞋子內裡闃黑的敞開中，

就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在硬梆梆、沉甸甸的破舊鞋中，攏聚著

在嚴峻寒風中行走在遼闊無邊且貧乏單調的田野上那種步履的堅

韌與滯緩。於鞋面上潮濕而豐沃的泥巴，暮色已至，而這雙鞋在田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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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小路上步行蹣跚。這雙鞋就回應著大地無聲的召喚，顯示著來自

於大地予以穀物成熟寧靜的餽贈，表徵著大地在冬閒之際於荒蕪田

野朦朧的冬藏。這件器物浸透著對麵包的穩定性無怨無艾的憂慮，

以及戰勝貧脊時無言的喜悅，也隱含著分娩陣痛時的顫抖，死亡臨

近時的害怕。這器物屬於大地，而在農婦的世界裡得到保藏。302
 

 

    因此，不同於《存有與時間》對「器物(上手物)」作「因何之故」(in order to)、

「為何之故」(for the sake)之「有用性」(usefulness)現象解析，現在「物之為物」

的分析區別於「器物」的「有用性」，在於另有一層「可靠性」(reliability)的向度

需要得到闡明，這層可靠性的向度僅管難以用器物之用的方式來得到掌握，卻是

使物之所以為物，同時使得使用器物之人之所為人而得以「處於世界之中而立於

大地之上」的憑藉，如此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中寫到： 

 

器物的器物性確實由有用性組成。但有用性自身有有賴器物本質存

在的充實中。我們稱其為可靠性。憑藉可靠性，器物將農婦置入於

大地無聲的召喚中，並把握了她的世界。世界與大地為她而在，為

這位操持器物因而入於她自身存在的婦人而在。303
 

 

    對此，海德格分析「可靠性」因應日常生活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範圍而將一

切物聚於一體，且器物的「有用性」就寓於「可靠性」之中。304如此，海德格將

物性的層次在存有論上依序展演開來：形上學傳統領會物性的方式，從亞里斯多

德的形上學一路貫穿到康德的主體哲學那種隱含對的「形式-質料的先在規定

性」，實際上這種對於物之物性不言自明的設想其實奠基在器物的「製作」上，

換言之是不言自明的以器物之為器物的設想取代來了對物之為物的理解，而器物

的「製作」實則不言自明的植根在百姓日用的「有用性」關懷上。現在，海德格

在通過梵谷畫作的分析則進一步強調「有用性」活動在隱蔽而不透光的「可靠性」

當中。305
 

 

    如此，依照海德格的思想立場，梵谷的畫作揭示了一雙農鞋(一個用具)

其真正所是，而既然能通過梵谷畫作的分析而看見器物之為器物的存有論意

涵的話，那麼藝術或藝術作品的存在則並非如同現代美學傳統所限定的僅與

審美相關，而是在存有論與真理有著本質聯繫。對此，海德格主張藝術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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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作品的存有論意涵在於令存在者進入其存在的「無蔽」(un-cocealment)之

中。而希臘人稱存在者之無蔽狀態為“a-letheia”，亦即後來我們譯作「真理」

(Truth)的東西。對此，海德格強調藝術(不同於器物)的本質就在於「存有者的

真理自行設置進入作品之中」(the truth of beings has set itself to work)，在此「設

置」(setzen; to set)意味著「樹立」(Er-richten; to e-rect)，而「樹立」是一種「帶

向綻放出現」(to bring to stand)。306
  

 

    也在「設置」與「樹立」的意義上，海德格強調所謂的藝術的本質即「存

有者的真理自行設置進入作品之中」絕非藝術是現實的模仿(或反映)之傳統

思維的復辟。海德格申辯對現存事物的再現或符合一致，在中世紀的思想傳

統中被人們稱之為「符合」(adaequatio)，而在希臘時代的亞里斯多德那裡則

有「肖似」(homoiosis)之說，於是長久以來，與存在者的符合一致，在形上

學傳統中被看作是真理的本質。然而，海德格指出並非將一雙鞋子畫得唯妙

唯肖才使得梵谷的畫作被視為藝術或藝術作品，因此與其說藝術作品是對於

現存事物的再現，不如說，使藝術之所以藝術的成立條件在於一件藝術作品

是否能夠作到對於物之普遍本質的敞開。307
 

 

藝術作品中如何揭示存有真理 

    一件真正的藝術作品並不臨摹什麼，而在於讓什麼在場呈現。對此，海德格

以希臘神廟為例，帕德嫩神廟聳立在無言的巨岩間，而築建一個神的居所(the holy 

precint)，通過神廟的築建，神在神廟中在場，於人間和無言靜默的大地之中緩

緩撐開一個神聖的場域。神的現身在場，同時是一種自身存在的展延與劃界

(extension and delimitation)，通過這種既開展又限定的在場方式，如此神廟及其

神性所在的場域不至於消散在無限定(indefinite)的虛無中。308而如此，作為神廟

活動參與者的人也在這個場域中望見維繫民族歷史維度的價值，體知在無言靜默

的天地中間為何而在的追尋。 

 

佇立於此，神廟才首度給予事物外觀(look)，同時也給予人觀點

(outlook)。只要作品仍是作品，而神也還沒有從作品中逸散，那

種視域(the view)就始終敞開著。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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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德格繼而分析，即使在希臘史詩中，希臘悲劇中所展演的也是新神與舊神

的鬥爭，在史詩中通過轉化日常語言而來的詩歌語言企圖碰觸語言的本質，而語

言的本質不在於僅僅只對經驗與意義的描述，而在於對經驗與意義的再次述說與

重新描畫中進行「決斷」(decision)，從而決定人作為一個「寓居於世」的存在，

他所投身的世間當中「什麼是神聖與凡庸，什麼是偉大與渺小，什麼是勇敢與怯

懦，而何謂高尚與鄙俗，誰為主奴。」310
 

 

    因此，海德格說藝術作品之所以為藝術作品的重要特性之一在於「建立一個

世界」(set up a world)。311對此，海德格再度重新強調，「建立」(to set up )並非

僅僅只是「設置」(to place)，而是一種「樹立」(Er-richten; to e-rect)。 

 

這裡所說的建立，本質上意義不同於興建一座建築物、安置一座雕

像或在節氣之日表現一齣悲劇，而是在奉獻與禮讚的意義中論及建

立。這裡論及的建立並不是單純的設置。奉獻意味著聖化(to 

consecreate)，在這個意義下作品中的建立意味著神性如其自身的敞

開以及神走入其自身在場的敞開中…樹立(Er-richten; to e-rect)意味

著：在一種指引性尺度(a guiding measure)的意義下開啟正當性(the 

right)，指引性尺度是一種歸屬於事物本質而給出指引的形式。312
 

 

    世界浮現，而作為人寓居於世隱然理解以及活動的背景視域，而這種背景視

域儘管無法以對象性的方式表象，亦無法用概念化的方式清晰表述，卻是此在作

為「在世存有」熟悉並且獲得「在家」(at home)的歸屬感的隱密根源。這種不斷

給出人作為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隱然尺度和理解活動視域背景的發生，

海德格稱之為「世界的世界化」(Welt weltet; the world worldss)。313然而，「世界的

世界化」還需要另一個與之相反相成的本質性元素：「大地」(die Erde; the Earth)。 

 

    什麼是「大地」？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以岩石為例說明。石頭表現其

沉重，這種沉重向我們壓了過來，卻拒絕任何現象上的明晰穿透。若我們試圖擊

碎而穿透，那麼石頭的內裡也不過是不斷在敲擊中碎裂成表層的無解。而若我們

將石頭至於天平上，以此而來的也不是將石頭的沉重予以計數的換算，石頭的沉

重仍對我們隱藏。314對此，海德格透過對大地的解說，對現代技術本質經驗作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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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性的評論，如此我們不得不意識到〈藝術作品本源〉的寫作其實隱含具有海德

格在同一時期及其日後持續思索現代技術本質的關懷： 

 

大地粉碎任何想向它進行穿透的企圖，大地讓任何純然只是計算的

強求毀棄(destruction)。在這種毀棄中，將那種不斷在支配與進步

表象中張揚自身，用技術-科學對自然作對象化(objectivation)處理

的形式無能為力，並暴露這種支配始終只是一種意志的無能。315
 

 

    因此，在傳統形上學與現代科技本質抵達不了的境地，海德轉向將揭示存有

真理的任務賦予藝術作品，所以海德格主張唯有真正偉大的藝術作品在建立一個

世界的同時也「釋放大地」(set forth the earth)，唯藝術作品「讓大地成為大地」

(lassen die Erde eine Erde sein; lets the earthbe an earth)。在〈藝術作品本源〉中，

海德格如此描述希臘神廟如何讓大地展現： 

 

佇立於此，神廟就位在多岩的地基之上。這個作品的佇靜描畫了

岩石笨拙然不由自主而給予支撐的闃秘。佇立於此，建物在抗對

盤旋其上的風暴時牢牢緊捉它的地基，並使得風暴自身顯露在自

身的風暴中。在日光的贈予中，石頭的璀璨與光芒將白晝天光、

天的遼闊、夜的黑暗走入明朗。神廟讓不可見的大氣空間昭然若

揭。作品的持立對比海潮的洶湧翻浪，以其自身的泰然佇靜回應

海洋的怒濤。樹與草、蒼鷹野牛、遊蛇蟋蟀才走入他們明確的形

相之中而如其所是的顯現。希臘人在很早的時候就稱這種在其自

身的浮現(emerging)與湧現(rising)稱作「自然(自然而然)」

(phusis)，「自然」照亮人賴以棲居(dewelling)於其上的根基。這個

根基我們稱之為「大地」。316
 

 

    因此，藝術作品的解蔽方式與現代技術那種支配萬的計算性模式有所不同，

藝術作品的解蔽方式並不期耗盡一切，而是讓敞開與鎖閉各自保持在應有的存在

中適度的綻放。對此，海德格說在藝術作品的呈現中，雕刻家並不期耗盡石材，

而是讓石材以其質樸的方式呈現自身；畫家並不期耗盡色彩，而是欲令色澤發出

自身的光采；詩人使用語詞，卻不期耗盡言說，而是止於所當止的令真正沉默與

道說保持在自身的軌道中泰然佇靜(rest)而源源不斷。在這裡佇靜與生發並不是

一種對立，毋寧說，徐靜而有動(motion)，自有一種在最積極意義下的「翻湧」

(agitation)。317
 

                                                 
315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45-46. 
316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41. 
31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46-47.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7 

 

    建立一個世界與釋放大地是藝術作品的兩個重要環節，世界是在一個歷史性

民族中質樸而本質的決斷，在決斷中一條道路敞開釋放，而大地則持續性的以自

我隱退(self-seclude)的方式現身在場並庇護一切。世界與大地兩者本質判然有別

卻又存在密切關聯，世界立於大地之上，並試圖打開大地的鎖閉，而大地作為庇

護和隱藏(sheltering and concealing)，則一再將世界收回並扣留於自身之中。318如

此，則世界與大地的關係是一種必然的「角力」(streit; striving)，然而海德格強

調重點還在於我們能否看到這種角力本身並不是對反的鬥爭，而是在這種角力中

洞察兩者相互隸屬的共在關係。因為世界必須建基於大地之上，而大地唯有透過

世界的敞開才能同時湧現。319
 

 

爭執(streit; striving)絕非僅僅只是一種被撕裂開的破洞的那種裂縫

(die Riss; rift)；毋寧說，於此之中就有一種相互共屬的親密性

(intimacy)。這種裂縫將兩者帶入他們藉由共同根基而來因此共屬

一體的根源。320
 

 

    世界與大界所構成的關係不是一種僵硬的分化對立，而是一種整體關聯，如

同海德格所討論過的存有真理發生的方式必須帶有時間和歷史變化。換言之，依

海德格的見解，歷史也唯獨開展於作為世界與大地角力(the strife)，方使諸神與

人、真理與非真理持續處在對張(the countering)的「居-間」張力中，而使得真理

的歷史性開顯出來。如此，當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中指出唯有通過作品才

讓人如何棲居大地之上、世界之內的居間狀態得以呈顯時，這個居間狀態不但是

源初存有真理發生的方式，同時也是「此有」(Dasein; Being-there)真實的情貌。

詩人賀爾德林對於「生存在世界之中大地之上」的要求，使得海德格對於「此在」

如何作為一個安身立命的在世存有之現象分析，較之早期在《存有與時間》的體

系更進一步的將在世存有的整體圖象，從世界作為整體擴大至世界與大地同時構

成一個現象整體。同時，當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中將世界與大地的鬥爭作

為一個整體關聯來描繪時，已隱含具有對於現代技術世界特殊的批判意義，因為

在海德格對於世界與大地關係的描繪中，在現代技術總體化中那種集體動員的

「集置」方式，人們所喪失的不僅僅只是從中隱退的大地，因為世界與大地的關

係構成是一個不可分的整體關聯，因此大地隱退之際，也是世界的毀滅之時。 

 

    而現在，海德格寄望藝術作品的地方就在於，唯有透過藝術作品的存在，世

界與大地原始角力的那個居間深淵作為真理發生的本源被揭示出來，在世界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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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裂隙中發生的並非只是毫無相關的不斷分裂，而是在世界與大地相互角力與

自行運動中也包含著一種相依與嵌合(fitting and joining)，在這個意義下藝術作品

中的真理發生並不是散亂無章的自由揮灑，而是隱然有序的自有「形態」(Gestalt; 

figure)與「構造」(gefüge; structure)。 

 

爭執被帶到裂縫(die Riss; rift)，並因此而被帶回大地而安置入型態

(Gestalt; figure)。作品的創作性意味著:真理的存在被置於形態中。

形態乃是裂縫自身嵌合、自身形塑的構造。嵌合的裂縫是真理閃耀

的調節與連結。這裡所謂的形態，被思考為當作品現身並建立自身

與釋放自身時的一種特殊設置(stellen; placing)與集-置(Ge-stell; 

framing)。321
 

 

    當然，這裡還是必須重申海德格在 1956 年補述的〈附錄〉中所強調的，在

〈藝術作品本源〉中所謂的「設置」是在希臘語詞意義下的「設置」(thesis)來理

解，也因此與現代科技的本質：「集置」(Gestell)不同。海德格強調現代科技本質

與藝術作品中的「集置」雖都有「設置」的意涵，並同時都是一種「匯聚」(logos)

原則，然而現代科技的本質卻是欲令一切人事物轉換成「可用性」(availability)

的匯聚原則，這使得原本希臘經驗強調有限性視域的「設置」轉而成為一種不斷

在「表象化過程」中「無條件性」的徹底掌控。322但是在藝術作品中的「設置」

(stellen; placing)卻則試圖在相對活化但不流於散裂的匯聚原則下「走向事物自

身」。而這不但是海德格承襲自現象學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是他在 1935 年《形上

學導論》解讀古希臘經驗「邏各斯」概念的基本精神；最後，也是他在 1936-38

年間在《哲學論稿》中不斷思考思想如何走向「實事」(Ereignis)的「居間狀態」

(in-between)的哲學關懷。 

 

藝術真理與現代技術批判 

    當然，藝術作品的創作或製作也是一種「技術」，但是不同於現代技術的方

式，海德格強調藝術作品的創作或製作經驗，必須在希臘意義下的「術」(techne)

所要傳達經驗意義下思考。在希臘城邦的語用經驗中，「術」(techne)廣泛適用於

後來現代世界習慣分別稱謂的「技術」與「藝術」，而海德格強調光是知道這點

是不足夠的，更重要的是必須明白，希臘人之所以同時視「技術」與「藝術」活

動都是一種「術」真正的原因不在於兩者都是一種關乎製作的實踐活動，而在於

「技術」與「藝術」活動裡頭都有一種「知」(Wissen; knowing)的經驗寓於其中。

海德格並強調「能知是一種觀，是一種最廣義的看見」(to know means to have seen, 

                                                 
321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61-62. 
322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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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widest sense of seeing)。並且在「知」與「見」中，就帶有對在場事物的覺

知狀態(apprehend what is present)。323因此，從海德格哲學的觀點看，這種「知」

與「見」，絕不拘限於日後我們習慣區分實踐與理論分別後僅僅作為一種理論觀

想，而是如何觀看的同時其實也隱含帶動一個行動者如何實踐的方向與原則，因

為即使是在日常實踐的行動中也並非是全然沒有觀點的盲動，即便這種觀點總是

隱没在日復一日不待言說因此不言自明的實踐背景當中。 

 

    而當海德格將「術」解釋成一種具有存有論意義的「知」與「見」時，很難

不令人回想起他在寫作〈藝術作品本源〉的前一年在《形上學導論》中闡發過的

觀點，正是當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B.C.496 - B.C.406)在《安蒂戈

妮》(Antigone)中將人描寫為「恐怖(無家)之人)」(Unheimiliche; uncanny)時，海

德格認為在索福克里斯的悲劇性描繪中，我們找到人的陰森宿命，意即人必須通

過理智、通過他的「術」與「知」打開天地建立尺度而築居，在這個意義下人不

得不是一個對於其所置身的天地「施加暴力之人」(the violence-doing)，因為人

不得不起身抗對天地謎般力量的淹沒(the over-whelming)而建立一個意義世界。 

 

人類是施加暴力之人，這絕非在人的林林總總的各種能力中額外附加

的一種補充，而是惟獨在最根本的意義上及其所施加的暴力之中我們

看見，人如何運用暴力起身抗對天地的淹沒。正因為在源初的整體意

義上人無疑是恐怖之人，是起身抗對天地淹沒的行使暴力的極端施暴

者。324
 

 

    然而人也往往遺忘「術」與「知」應有的尺度，而終將因為尺度無限擴張所

導致的無度而引向自身的毀滅，並因此失家而成為蒼莽立於天地之間的「無家-

之人」(Un-heimiliche)。這也正是人之為人恐怖的宿命。對希臘悲劇的傳統而言，

這是由於有限之人僭越不朽之神必然遭致的命運，而對海德格而言，則是有限之

人在喪失尺度後必然導致的「人的毀滅」，誠如他在 1950 年〈技術的探問〉中所

分析的，「人」如何成為「人力資源」而自我消融在現代技術體制的運行之中。 

 

    「思」與「術」，作為人之為人的那天起就與人共在並同時走入歷史的存在，

該如何更本真的觀見並守護人的命運？晚期海德格的哲學幾乎不留餘慮的肯

定，唯有當「思」與「術」走向「詩的本質」，才能更本真的回應人的存在、人

的命運。因為在「思」與「術」唯僅看見如何建立的時候，只有詩歌同時將危險

與拯救的關係作為整體同時照看。而正是在解讀賀爾德林詩作的過程中，海德格

發現詩歌如何可能承擔這個哲學任務，對海德格而言詩作為本真之思，如何同時

                                                 
323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57. 
324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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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危險也最潔白的行動，並呼應〈藝術作品本源〉中對於藝術作品挖掘真理的

謎般力量：開啟作為居間地帶的實事自身。 

 

    如此，海德格認為挖掘藝術作品中真理現象的發生，有助於回應了詩人賀爾

德林人如何詩意的棲居於世界之中、大地之上的要求。然而海德格的真正用意，

絕不是單向以哲學語言取代詩人的詩歌語言，而是同時也在詩人賀爾德林那裡看

見，傳統的哲學語言也必須有所轉向的向詩語的本質經驗轉化。而這正是海德格

寫作〈藝術作品本源〉時，同一時期在 1936 年的〈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講演

中思索的出路，同時也是他在 1935 年《形上學導論》中認真思索過的可能轉機。 

 

關於人的界定，用一個字來說就是 deinotaton，意即「恐怖(無家)

之人)」(Unheimiliche; uncanniest)，對人的此一說法乃是從最為存

在最極端的界限及其存在最為險峻的深淵來予以掌握，這種極端與

險峻對那些只會對一個現成事物(present at hand)做描繪或判斷的

人的俗眼而言乃是決計看不見的，即使千方百計的要在人身上搜出

什麼狀態或情況的眼睛也一樣是見不到的。這樣的存在只有向詩意

之思的籌劃敞開自身。325
 

 

    海德格在〈藝術作品本源〉令人印象深刻的指出「一切藝術作品的本質乃是

詩」。而現在有待追問的是：對海德格而言，什麼是詩？什麼是詩的本質？唯有

從這個地方切入，我們才能明白晚期海德格寄予詩的本質而展望哲學之思的轉化

的用意所在。而這樣的哲學精神是 1935-38 年間橫跨《形上學導論》、《哲學論稿》、

〈藝術作品本源〉與〈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的共同基調。 

 

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 

    在 1936 年的〈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Hölderlin and the essence of poetry)

講演中，海德格選擇了賀爾德林作為他探問詩性本質的開端，對於這樣的選

擇，海德格自問：我們在這個講演之中只選擇賀爾德林，但僅透過一個詩人

的詩作，我們就得以窺探詩的本質嗎？因此，首先必先追問：「什麼是本質？」

以及「何以是賀爾德林？」326 

 

    海德格解釋，如果依照傳統哲學的作法，我們必須透過每一個殊性存在

(particular)，來定義遍在於每一個殊性存在中的普遍性(universal)本質，但是

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方式來追問詩的本質的話，那麼我們只會找到千篇一律的

                                                 
325

 Martin Heidegger ,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 transed by Gregory Fred and Richard Polt ,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 2000 , p.159. 
326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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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如此則我們找到詩性本質就只能是最貧乏空洞的規定性。因此，對於

詩性本質的追問必須用其他的方式來進行，不同於尋找遍在於每一個殊性存

在中的普遍性的方式，相反的海德格強調我們必須去關注那個別具一格的東

西(in a preeminent sense)，那個使得詩成為詩的意義所在，在這個意義上，海

德格認為賀爾德林是詩人中的詩人，因為賀爾德林的詩特別綻放出詩性的本

質。327
 

 

    賀爾德林的詩性本質是什麼？海德格在賀爾德林寫給母親的家書中看到

詩人自我對詩性本質的領會，在家書中賀爾德林寫到「詩是最無邪的事業」

(poem is the innocent of all occupation)。328當然，依照一般的理解，詩只是一

種文字遊戲，而不是一種入世的積極事業，因此詩作自然是最無害、最無邪

的事業。不過，海德格認為這樣的日常理解並沒有追思到賀爾德林對於詩性

本質的思索。 

 

    海德格建議，僅僅考慮「詩是最無邪的事業」不足以理解賀爾德林對於詩性

本質的思索，因此為理解賀爾德林對詩性本質的領悟必須從詩人同一時期的另一

份手稿中一窺端倪，在這份手稿中賀爾德林寫下關於詩性本質的另一個命題：「詩

是最危險的財富」(poem is the most dangerous of good)。329海德格強調：唯有當

我們把賀爾德林對於詩性領悟的兩個規定性合併思考時，並理解語言與經驗世界

的本質關係以及詩如何是語言中的語言時，我們才了解詩性本質。 

 

人類此在的根據乃是作為語言本真發生的對話。而原語言(Ursprache; 

the primary language)乃是作為存有奠基(the founding of being)的

詩。然語言卻是「最危險的財富」，如此，詩就是最危險的活動，但

詩同時也是「最無邪的事業」。實際上，唯有當我們把這兩個概念合

為一體來思考時，我們才了解詩的全部本質。330
 

 

    詩何以既是最無邪的事物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財富？對此，海德格 1936

年的這個講演，幾乎是從 1935 年《形上學導論》的體悟而來，正是從索福克

里斯的啟發而來，讓海德格認為：人之為人，使其能撕開天地無言的裂縫而

進入居間之中成為「恐怖(無家)之人)」(Unheimiliche; uncanny)的本質因素，

在於人擁有「術」與「知」，而本真的「術」與「知」不是別的，就是「語言」。

                                                 
327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52. 
328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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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9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5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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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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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定向人於天地間本質的經驗為何(我們將處於什麼樣的世界之中，因

此經驗什麼，而不經驗什麼)，而「詩」正是語言中的語言，詩是「道說」(Sagen; 

Utterance)。331
 

 

語言不僅僅只是人所擁有的眾多工具當中的一種；唯有語言，才

給出一個置身於存在者敞開狀態中間的可能性。唯有語言，才有

世界。這裡所要說的是，只有在語言存在的地方，才有持續轉變

的關於決斷與勞作、活動與責任、專斷與喧囂、沉淪與混亂的領

域。唯有世界處，才有歷史。語言在一個更原始的意義上來說是

一種財富。語言擔保人作為歷史性存在的可能性。語言不是一個

供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種擁有人最高可能性存在的實事(Ereignis; 

appropriation)。332
 

 

    因此，詩作為危險的財富並不在於詩會鼓動任何對現狀存在的直接毀

壞，而在於真正的詩能走入有解的世界與無解的大地爭執角力的原初裂縫，

於存在風暴的中心佇留，因此也在這個意義上，詩同時也是最無邪的事物，

因為位於裂縫的中心，詩不直接涉及一切現存性的事物。詩何以既是最無邪

的事物同時也是最危險的財富？正是由於詩佇留在世界與大地爭執角力的居

間地帶，在這個居間地帶既無涉於現存一切存在事物，因此無邪；但也不無

可能更新我們對於存在的重新設定，而開啟另一個歷史的開端(a new onset)，

因此危險，這個危險是對著既存事物的合理性說的。 

 

    在上述的意義中，海德格解讀賀爾德林在〈追憶〉中的結尾處寫下的「然

詩人創建持存」，因為詩作為奠基(founding) ，乃是透過語詞而召喚存有的實

現。333而在後來 1950 年的〈語言〉(Language)一文中，海德格則強調詩之奠

基的條件在於「命名」(naming)，在此「命名」不同於「指稱」，不在於給予

現存性的事物以名稱，而是召喚(calling)事物的存在，令事物於語詞召喚的關

聯存在中定位。 

 

在命名中(in the naming)，獲得命名的物被召喚入(are called into)它

們的物化(thinging)中，物化之際，其便展開世界，物在世界中逗留，

並依此乃是逗留著的物，因其物化，故而實現世界，我們的古語言

把這種實現稱作 bern，baren 從而有 gebaren，即實現、孕育、賦

予生命；以及 Gebarde，即承擔、姿態。物化之際，物才是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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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之際，物才實現世界。334
 

 

    在詩是對一切存在做基礎存在經驗設定的意義下，海德格在 1936 年的

〈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講演中以肯定的口吻回答：詩乃是「原語言」

(Ursprache; the primary language)。335因為「本真的詩」底定了人作為寓居於

世的存在，什麼是他的語言可言及而賦予意義同時也是他的經驗可以通達的

一個世界。 

 

    在《海德格的思想之路》(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一書中，柏格

勒(Otto Poggeler)對海德格何以一再轉向賀爾德林的哲學關懷之詮釋做如下解

釋： 

 

賀爾德林知道成為在家(Becoming-at-home)唯有通過不在家(not-at-home)

才能抵達在家(achieves at-home)，因為成為在家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到此

一事實，即受歷史性規定的人，對於他自身歷史的根源並不精熟，因而

對於自身「在家」的狀態成為陌生，故必須從此一狀態中拔出，試著從

「陌生的他方」出駛航向「真正的在家」，也就是從「看似在家」(the 

home-like)的狀態中撤回，在朝向「陌生的他方」(toward the strange)的

行旅中，返回對自身具有的東西的真正領會。336
 

 

    然而該如何解釋這裡賀爾德林「在家」與「不在家」的弔詭，答案仍在

《形上學導論》中海德格如何解讀索福克里斯對於人的描寫：「恐怖(無家)之

人」(Unheimiliche; uncanny)。筆者認為，在這裡，「在家」與「不在家」並不

是一個對反而非此即彼的抉擇，關鍵不在於最終如何消解「不在家」而成為

「在家」的狀態，而在於我們如何開始一種新的思維準備，一種能夠持續的

安頓在不斷經受「在家」與「不在家」對立所撐開的張力之中。因為唯有如

此，詩與思才能真正隸屬於我們的時代，所以海德格在解讀賀爾德林的結論

處很清楚的表明：賀爾德林的詩作表現了詩性本質，而詩性本質不在於表現

一個永恆有效的概念，詩的本質隸屬於其所置身的特定時代(the very essence 

of poetry-but not in the sense of a timeless valid concept, the essence of poetry 

belongs to a definite time)。337而無論在 1935-38 年的《哲學論稿》或 1936 年

的〈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海德格對於「我們的時代」的理解都是位於兩個

                                                 
334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1, p.199-200. 
335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61. 
336

 Otto Po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183. 
337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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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端之間的居間地帶，一個諸神逃逸後而不再，同時上帝尚未到來(in the 

no-longer of the goods who have fled and in the not-yet of the god who is coming)

的時代。 

 

詩人自身處於先行者亦即諸神與後來者意即民族之間。詩人是被

拋出在外者：出於那個「之間」(Zwischen; between)，即位於諸

神與人之間。唯有並首要在這個「之間」中才能決斷，人是誰以

及人於何處立身而居於此間。「人詩意的棲居在大地之上」

(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持續不斷卻越加顯明的是，

出於不斷湧出的豐富形象並越加質樸地，賀爾德林把它的詩意的

語言奉獻給此一中間地帶(this realm of the between)。這使得我們

認為，賀爾德林乃是詩人中的詩人。338
 

 

    如此，海德格認為詩人賀爾德林已經先行的思考詩與思的共同規定，因

為詩與思的本質任務都在於回應一個生命問題：人如何詩意的棲居於世界之

中、大地之上。而在對賀爾德林的解讀中，海德格並不是單向以哲學語言取

代詩人的詩歌語言，而是同時也在詩人賀爾德林那裡看見，傳統的哲學語言

也必須有所轉向的向詩語的本質經驗轉化。而這正因為通過詩作，詩人抵達

合乎藝術與思想所追求的真理地帶，意即世界與大地原始爭執角力的裂隙地

帶，同時也是令事物既同時敞開亦隱蔽的居間地帶。也在這個意義下，海德

格在〈賀爾德林與詩的本質〉結尾處寫下：「賀爾德林乃是詩人中的詩人」 

 

    海德格認為，唯有我們找到一個既能令事物自行敞開亦能任事物有所鎖

閉的安頓方式，我們才如同賀爾德林說的：「人詩意的棲居於世界之中、大地

之上。」而這正是海德格後來在 50 年代持續思考詩性本質的語言經驗，同時

提出一個人如何安頓於天地人神「四方域」(the fourfold)的「澄明地帶」(the 

clearing)的哲學動機所在。儘管在 1936 年的〈藝術作品本源〉中，令人印象

深刻的基本範疇仍主要聚焦在「世界」與「大地」的「二重性」(duality)的張

力關係，但是在海德格對於世界與大地角力爭執的描繪中也同時帶有關於人

與諸神的決斷。在這些思索的軌跡中，大致隱然浮現晚期海德格在 50 年代天

地人神「四方域」的基本輪廓。而天地人神「四方域」如何作為現代技術為

基的可能性拯救，正是本論文最後一章企圖回答的基本問題。 

 

                                                 
338

 Martin Heidegger, Elucidations of Hölderlin's poetry,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Keith 

Hoeller, Amherst, N.Y. : Humanity Books, 2000,p.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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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四方域作為現代性危機的解決之道 

「存有的打叉/塗抹」( )與「四方域」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On the Question of Being)這篇文章，海德格原

本是為祝賀德國作家雍格(Ernst Jünger, 1895-1998)壽誕而撰寫，文章從雍格作品

《關於線》(Ü ber Die Linie)這個標題開始探討。在「關於線」這樣的標題下，原

本雍格作品試圖談論的是關於「臨界線」(the critical line)及其「跨越」(across)

與「超越」(trans-)的問題；而海德格則希望更忠實的追隨這個主題，僅就「關於」

線來進行思索。 

 

    自然，無論就「跨越線」或「關於線」這樣主題而言，即使再精彩的思辯終

究也是一場無謂的爭辯，然在這場爭辯背後所涉及的旨趣，其實是關於「虛無主

義」(nihilism)及其克服的問題。339在文章中，海德格指出「虛無主義」之所以是

「恐怖(無根)」(un-heimlichst; uncanny)，是因為「虛無主義」作為「無條件的為

意志而意志」(the unconditional will to will)，本身意欲的就是超越一切的設限。340

因此海德格質疑，當雍格將「關於線」這樣主題以「跨越線」來加以設想時，那

種「跨越臨界線」的論述邏輯，是否真能對於完成「虛無主義」的「超越」，抑

或相反，這種思維的基本邏輯正是「虛無主義」的一種表現？341
 

 

    當然，海德格之所以會對「關於線」的設想感到興趣，是由於「關於線」這

個主題，實與海德格長年以來思索「虛無主義」與「現代性危機」的解決之道有

關。對海德格而言，無論是「虛無主義」與「現代性危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

寒，都是西方傳統形上學一個長久發展至今的後果。對此，不難設想海德格一輩

子想方設法企圖繞過西方傳統形上學發問方式，所追尋的「存有」(Being)問題，

實帶有「對治」虛無主義與現代性危機的哲學關懷。然而，這樣的一個「對治」

關係該如何想像？是否虛無主義與現代性危機構成了我們作為一個現代人難以

掙脫的難關？形成了一條無法跨越的臨界線？而「存有」，位於這道難關或這條

臨界線的彼岸？而當我們這樣設想的同時，作為這種「對治」關係的想像，事實

上落入了「對峙」邏輯的圈套。而這種「對峙」的邏輯，是否正如雍格所表現的

那樣，反陷入了虛無主義或傳統形上學的窠臼之中？而海德格意識到，一旦「存

有」與虛無主義或現代危機的「對治」關係以「對峙」的方式想像，那麼「存有」

也不復成為「對治」虛無主義或現代危機的可能性。 

 

                                                 
339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91-292. 
340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92. 
34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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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有別於雍格，海德格建議另一種「關於線」的設想，在這種設想中，

線穿梭於一種由「方所」(locale)所交織的空間，而「方所」有所指引的將一切「匯

聚」(gathers)起來，令物成其所是，並「庇護」(shelters)其本質。342在〈面向存

有問題〉一文，海德格將這種透過「方所」來思索「物」的方式，名之為「拓樸

學」(topology)。343在「拓樸學」中，「物」不是「無方所」、「無定向」之物，「物」

在一個由諸方所維度交織共構的空間之中獲得意義。 

 

    於是，在 1955 年〈面向存有問題〉這篇文章，海德格透過「關於線」的討

論，逐漸轉出另一種思索「存有」問題的論述方式。也就是不對「存有」的存在

作直接的肯定或否定，而是經由「存而不論」的方式，在手法上透過對於「存有

的打叉/塗抹」( )，來思索原則上既不能「對象化」(objectifying)也無法完全

「在場化」(presencing)的「存有」(Being)。 

 

    海德格明白的指出，透過「存有的打叉/塗抹」( )，用意有二：其一，「存

有的打叉/塗抹」( )，有一層否定性、防禦性的用意，在於避免對「存有」設

想為一種「在場」(presence)，或人所表象的一種「客體對象」(object)；其二，「存

有的打叉/塗抹」( )，亦有一層積極性的、建構性的用意在裡頭，為的是要帶

出海德格企圖描繪的「天地人神」之「四方域」(Geviert; fourfold)。「存有的打叉

/塗抹」( )所要顯現的是「天」(sky)、「地」(earth)、「人」(mortals)、「神」(divinitie)

四向維度，在「打叉/交織 」方位上的「匯聚」。344
 

 

物與四方域 

    在海德格哲學的論述中，「四方域」的探討始終是與「物」這個主題綁在一

塊的。而「物」則是在海德格一生的哲學探索中一再反覆出現的主題，尤其是到

了 50 年代，這個跡象越發顯著。 

 

    海德格為何對於「物」這個主題樂此不疲？從 1935 年的《物的追問》(What’s 

a Thing)與 1936 年〈藝術作品本源〉(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到 1950 年發

表的〈物〉(The Thing)與 1951 年〈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以及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從文獻的分佈來看，

不難發現，海德格對「物」的追問與他對現代技術危機的思索，在時間點上有相

當的重疊，幾篇較為人所知的現代技術問題的探討，如 1935-36 年間的〈現代科

學、形上學與數學〉(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ethematics)、1938 年〈世

                                                 
342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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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1950 年〈技術的探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53 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1955 年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都是在相近的時間點發表的

作品。因此我們有理由主張，在海德格的思索過程中，一直有個未曾言明然始終

存在的想法，那就是「物」的追問與現代性危機，這兩個問題是綁在一塊的。 

 

    或許就詮釋學的理路來看，這樣的結果並不意外。就詮釋學而言，物的理解

與我們如何與物打交道的方式是不分的，345並涉及我們經驗世界最基本的領會，

而在許多時候，「物」簡直是「存在(存有)」的別名。346「物」的理解，往往流

露我們對於「存在(存有)」的領會，也關係到我們自身的理解，究竟寓於何處而

在(Dasein)？寓於此中的世界為何(Being-in-the world)？的問題。因此，對於海德

格而言，現代性困境的思索就不能繞過「物」的探討，不能忘記檢視作為一個現

代人，我們對於「物」的基本領會為何的問題。因為這個基本領會，可能是整個

問題的癥結點。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對於「物」的基本領會前提，一方面源自於現代科學的

解釋，另一方面則來自於現代技術的日用而不知。我們相信現代科學是「客觀

的」，而科學交付給我們的解答是數學方程式；我們相信現代技術是「實在的」，

而現代技術引導給我們與物打交道的方式，是以「資源」的方式來予以處理。無

論是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理解「物」的方式，海德格認為兩者享有一個共通的大

前提，那就是他們對於「物」的基本領會是「無方所的」(placeless)。1950 年發

表的〈物〉(The Thing)，海德格在文章的一開頭便提到，在現代世界一切時與空

的距離都在縮短，過去人們要以數週或數月的時間才能到達的地方，現在乘坐飛

機一夜之間便可抵達，過去可能要數年之久才能得知的消息，現在通過廣播立即

便可得知。拜現代科技之賜，人類將遙遠的距離拋諸在後，將一切事務以最短的

時空距離帶至跟前。347然而，最短的距離是否就是「切近」(nearness)，最大的

距離是否就叫「遙遠」(remoteness)？這是海德格認為值得深思的課題。 

 

    早在 1927 年的《存有與時間》(Being and Time)，海德格便試圖界定不同於

「空間」(space)的「方所」(place)，後者並不是在幾何學意義下、三度空間座標

中，以抽象方式的理論態度來思索，而是置身於日常生活日復一日的「尋視煩忙」

(circumspection)中默會體知(tacit understanding)的世界感，儘管這種默會之知並不

是以一種「手前性」(present-at-hand)的方式顯題化，來成為理論思索標的。對此，

海德格論道：「尋視煩忙」自有其「視」(see)，在「尋視煩忙」中行動者「明白」

                                                 
345

Martin Heidegger, What’s a Thing, translated by W. B. Barton, Jr., and Vera Deutsch, with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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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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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經手的「上手物」(ready-to-hand)是在什麼樣的「關聯整體」(totality of 

involvement)當中有其意義(significance)，並經由投身於其中，行動者知道自己置

身於「何所在」(where-in)。如此，人與物共繫於一「場域」(region)之中而各歸

其命，各適其性。348作為「此在」(Da-sein; Being-there)，人寓於「方所」而在

(Being-in)，而有所「定向」(directionality)、有所「消遠」(de-severance)。349「消

遠」，消其遠而使之近(make the farness vanish, bring something close)，350令一物進

入關懷而切身相關。存有論上，海德格認為「此在」的本質規定性就是「消遠」，

然「消遠」雖消其遠，卻不取消距離，無遠亦無近，也就無所謂「切近」(nearness)。
351因此，當海德格在 50 年代看到一切時與空的距離都在縮短，甚至進入他所謂

千篇一慮的無距離狀態(uniform distancelessness)之時，一切近與遠同時消逝之

際，人與物就同時走入「無世界」(worldless)的蒼白之中。352
  

 

一切的距離的消泯的實質結果，是切近(nearness)的消逝，這使得無距

離的東西(the distanceless)取得統治地位。在某個意義下，切近的消逝，

物不復為物。而何時以及如何，物方為物？在無距離的東西取得全面統

治的今天，這正是我們當追問的問題。353
 

 

    有鑑於此，海德格希望透過「四方域」闡釋來切入「物」的追問，其目的在

於，令自現代性以降人們與「物」打交道的基本態度有所轉圜。在〈物〉一文中，

海德格主張，「四方域」作為天地人神的匯聚，是世界得以世界化，並使得物得

以成其所是並得其意義的關鍵所在。在文中，海德格對於「四方域」的運作如此

描繪： 

 

地與天，神與人──以自身的方式與其他三方相繫──依著四方統合

(the united fourfold)之純一性(simpleness)的方式，而共屬一體(belongs 

together)。四方中任何一方都各以自身的方式映射(mirrors in its own way)

其他三方的在場。四方中任何一方於四方域的純一性中，亦各以自身的

方式映射出自身的存有。這種映射並非如同摹本般的臨摹。映射，照亮

了四方中的任何一方，使他們各自的在場融入(appropriate)純一的相屬

之中。以這種交融-照亮方式(appropriate-lightening way)映射之際，四方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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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45.  
349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38. 
35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39. 
351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42. 
352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66,177. 
35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 

Harper, 1962, p.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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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任何一方皆與其他三方進入遊戲之中。這種交融映射使得四方中的

任何一方自在於本己之中，然又使這些自由的東西入於其本質性相依的

純一性中。354
 

 

    當然，我們不免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是：何以是「天」、「地」、「人」、「神」是

構成「四方域」的四個主要維度？而「四方域」又具備什麼樣解決現代性困境的

思想資源？而一種絕對合理的質疑是，「四方域」這種帶有古老神話色彩的前現

代風格之思維模式，對於一個現代社會（或後現代社會）的困境而言，難道真有

紓解之效？我們也可能會問，這難道不是一種思想上的回退？儘管我們不一定要

持一種歷史進步觀的立場，去認為任何現代之前的思維模式都必定是落後，但我

們似乎依然可以合理的懷疑，在今天現代性社會中，要想像「天、地、人、神」

這樣的古老語彙，普遍打入現代社會的生活實踐之中，確實有點困難。筆者認為，

當海德格的詮釋者柯赫曼(Joseph J. Kockelmans)在《論存有的真理》(On the Truth 

of Being: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中，以《道德經》的「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為例，說明海德格「四方域」構想時，或許給

了我們一些啟示。既然在《道德經》中是以「人、地、天、道、自然」五個維度

構成一個意義天地，而非海德格的「天、地、人、神」，那麼思考「四方域」的

重點，或許不在於「四方域」是哪「四方」？何以僅能「四方」？或許在思考上，

關鍵點在於海德格所描繪的「四方域」，具有什麼樣的特性？而在海德格的描繪

中，展現出什麼樣新的思維模式？因此，與其說「四方域」提出了什麼樣解決現

代性困境解決方案的具體特定內容，不若說，在形式上，在海德格的嘗試裡，蘊

藏了什麼樣面對困境的思維模式。 

 

    在這段文本中，我們不難抽萃出幾個思考「四方域」運作的特點： 

(1)天地人神四方，各以自身的方式映射出自身的存有。 

(2)四方中任何一方，除了各以自身的方式映射出自身的存有之外，也同時各自

以自身的方式映射其他三方的在場。 

(3)相互映射並非一種表象意義下的「再現」，因為海德格認為，本質上這種映射

並非如同摹本般的臨摹。 

(4)四方各自獨立，卻又共屬一體。 

 

    海德格這種思維方式的嘗試，究竟與現代性困境的解決方案又何關聯？355筆

者認為，倘若現代性的危機起於那種將一切人事物變現為「資源」(「自然資源」

與「人力資源」)，因而令一切夷平為「單向度」(one-dimension)的危險。356那麼

                                                 
354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79. 
355

 Joseph J. Kockelmans, On the Truth of Being: Reflections on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Ann 

Arbor, Michigan : UMI Dissertation Services, A Bell & Howell Co., 2000 printing, c1984,p.97. 
356

 Julian Young ,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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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所描繪出來的那種「四方域」的「鏡映遊戲」(mirroring)，或許是與現代

技術的「聚置」(Gestell)方式有所對話，試圖使其調節、鬆動、周旋的一種思想

嘗試。因為，在「四方域」的「鏡映遊戲」中，天地人神四維向度之間的「匯聚」

方式，本質上不同於現代技術本質那種「聚置」方式，其中有幾個重要的分別在

於：首先，在「四方域」的「鏡映遊戲」中，「物」不再是依照「持存」原則被

剷平化約的「資源」，相反的，「物」的存有性，端賴天地人神四維向度之間活潑

動態的相互映射遊戲，而源源不斷的湧現開來。因而「四方域」的「鏡映遊戲」，

並不期耗盡「物」之本性；相反的，是欲令物之存有不塞其源、不禁其性的生發

出來；其二，從海德格對於天地人神四維向度間鏡映關係的描述中，亦引申出一

種思維模式：如何既允許個殊事物擁有自性存在，同時也重視彼此間共屬一體的

整體關係？多元差異而相互輝映的「同一」(the same)，而非無個性的單調「劃

一」(the identity)，是海德格透過「四方域」的鏡映遊戲欲以舒張活化的主線。 

 

    自然，我們亦不免懷疑：同是一種「匯聚」原則，「四方域」與現代技術本

質那種「聚置」活動是否真能在形上原則中區隔開來？畢竟，「匯聚」仍是一種

「聚」，也涉及一種「安置」。然而，問題的關鍵於，這種「聚」與「置」是一種

什麼樣的「聚」與「置」？當我們在海德格的文本中嘗試思索這個問題時，我們

必須注意到兩點原則：首先，對於現代技術危機的診治，海德格抱持的態度，就

如同他與雍格的對話中所呈現的那樣，始終是一種「對治」而非「對峙」的態度，

因此，不同於許多試圖解決現代性困境的思想家，海德格在構思解救之道時，動

用的並非是一種「非此即彼」的邏輯，而比較接近在一種與現代技術社會實踐「若

即若離」與「不即不離」的關係中尋求轉圜的空間；其次，即便就實踐的務實面

來看，自然也不應現代技術本質表現出一種單一化、普遍化、集中化的危險，於

是為了避免這種危險而走到另一種追求多元化、零碎化、以及邊緣化的極端立

場，平實的說來，這並非是一種慎思的實踐態度。由於太過忌憚現代科技那種「聚

置」一切人事物的一體化力量，因而矯枉過正的以為只要在理論上引向多元實踐

的方面，便可以使得現代性困境的一切難題迎刃而解。然而文化上或實踐上的多

元往往不是問題的結束，而是難題的開始。海德格的哲學從不在主流外的旁支另

尋出路，而是往往透過事實性詮釋學的解構手法，或直截、或婉轉的起而鬆動主

流，挖掘主流底層蠢蠢欲動的暗流，令其回復而開啟對治的契機，這才是海德格

在思索現代性解決之道中最深邃也最迷人的地方，在尋思的道路上，海德格熱切

追問「一」與「多」間活潑動態的深遂關係，這種深遂關係並不允許輕易的倒向

二元對立中任何一邊的方式簡單作收。 

 

    其實關於「匯聚」(gathering)原則的構思，除了 50 年代「四方域」的提出，

海德格對於「匯聚」的思索，有著一段更為長期醞釀的沉思，從 1935 年《形上

學導論》(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到 1951 年發表的〈邏各斯〉(Logos)，海德

格兩度談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邏各斯」(Logos)概念時都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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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一般的印象，希臘語的「邏各斯」意味著「語詞」(word)、「言談」

(discourse)，並且是後世「邏輯」(logic)思想的根源。然海德格主張，「邏各斯」

源初的意涵並非「語詞」或「言談」，而是「匯聚」(gathering)。357依海德格的見

地，「匯聚」不同與「堆湊」(a heap or pile)，「堆湊」只是將彼此「不相干」的東

西雜湊在一塊；然古希臘人所謂的「匯聚」不同於此。對希臘人而言，「匯聚」

是一道現身在場的事物，彼此間既相異且相即的關係(the relation of one thing to 

another)，正是在這種既相異又相即關係中，一道共同呈現的事物間具有「理序」

(ethos)。所以，海德格引亞里斯多德(Aristole)的話：「然任何的秩序中都帶有匯

聚的特性」(but every order has the character of bringing together.)說明，在希臘人

的存有觀中，任何人事物的關聯中都隱含著「匯聚」的特性： 

 

「匯聚」(gathering)絕非只是湊在一起或堆在一塊。匯聚將那些相對立、

相衝突的東西持留(maintain)在相互依屬(belonging-together)中。它不允

許一切淪為支離破碎因而只好丟棄的狀態。作為持留，邏各斯具有自然

(phusis)那種支配一切的特質。它決不讓一切跌至缺乏對立的空洞裡；

相反的，藉由整合對立的一切，匯聚持留在一種高張力的劇烈狀態之

中。358 

 

    對此，海德格指出，「匯聚」涉及「置放」(to lay)，透過「置放」，於是原本

不相干的事物「一道呈現於前」(letting-lie-together-before)而「入於在場」(into 

presence)，並從而與我們發生關聯，成為人們「關照」(concern)之物。359「匯聚」

尋求相異存在間的「同一」(the same)，但這種「同一」既非如現代技術本質「聚

置」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無個性、無差別的「劃一」(the identity)。「匯聚」所尋求

的那種相異相即的「同一」(the same)，乃是將相異事物相連繫起來形成整體關

聯的「整一」 (one)。360這種「整一」既不發生在事物發生關聯之前，亦不是在

事物發生關聯之後的「總和」。「整一」與「差異」，是事物向我們呈現的一體兩

面，猶如我們在聆聽音樂時，相異的樂音和樂曲的整體感是一道被聆聽的。基於

這樣的解讀立場，一反通常的見解，海德格主張，希臘語詞的「邏各斯」雖涉及

「語詞」和「交談」，然而於存有論上，「聽」在「說」之前，「聽」比「說」更

為重要，標誌希臘「邏各斯」源初精神的不是「說」而是「傾聽」(hearkening)。

「傾聽」不同於感官意義上的「聽見」，而是在存有論上對「邏各斯(理序)」的

                                                 
357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1. 
358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42-143. 
359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Frank A. Capuzzi, 

San Francisco : Harper & Row, 1984, c1975,p.62-63. 
360

 Martin Heidegger, Early Greek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Frank A. Capuzzi, 

San Francisco : Harper & Row, 1984, c1975,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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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聽」，也就是對於「存有者自身匯聚」(the gatheredness of beings themselves)

的「傾聽」。361但這是什麼意思？海德格的意思是：我們並不是首先聽到個別的、

零碎的事物；相反的，在那之前，我們早已理解、早已傾聽一種人事物的整體關

係，早已置身在一種人事物相互連結的整體掌握當中，唯有身處在這種整體意義

脈絡的「傾聽」中，我們方得以「聽見」各種事物對我們訴說。海德格認為，赫

拉克利特何以感嘆「人們確實在聽，但他們只是聽語詞，而非『傾聽』。」(human 

beings do hears, and they hear worlds, but in this hearing they cannot “hearken”.)
362並

且說：「唯當人們傾聽，人們方能聽見。」(We can truly hear only when we are already 

hearkening.)
363的原因所在。 

 

    如此，海德格經由對赫拉克利特的解讀，透過詮釋、重新活化，注入對存有

問題的關懷上。依海德格的解釋，人們一方面始終活動於「存有」的默然領會當

中，然另一方面卻又總是對於「存有」一無所知。因為人們始終將他們的注意力

灌注在個別的存有者中，以至於「存有」反而對他們隱蔽起來。
364這是因為他們

始終只能「聽見」個別的存有者，卻從未能「傾聽」眾存有者「持常的匯聚」(constant 

together)，而海德格主張，這個「持常的匯聚」也就是赫拉克利特一直想說明的

「邏各斯」，是事物的「理序」，同時也就是古希臘經驗下所謂的「存有」。365 

 

寓於此中的場域哲學 

    對於「物」與「四方域」的關係，筆者認為在 1950-1951 年間，出現在〈物〉

(The Thing)與〈築、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兩篇文章中所舉的兩個

例子：「壺」與「橋」，值得我們更進一步深入的探究。  

 

壺做為一物而現身在場(presences)，壺乃是作為一物而在的壺。然而，

物何以能現身？物物化(The thing things)。物化匯聚(Thinging gathers)。

領受(appropriate)四方域，而匯聚四方域的駐留，於此當下作為此一或

彼一，而成為時間中駐留的某物。以如此經驗及如此方式所思維到的壺

之本性，壺之現身在場(presencing)，正是我們所謂的物。我們現在藉由

四方域匯聚-施予(gathering- appropriate)的駐留之道而思索【物】這個語

                                                 
361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7. 
362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6. 
363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7. 
364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8. 
365

 「邏各斯是持常的聚集(constant together)，是存有者自身的綻放(stands in itself)，亦即存有。」

Martin Heidegger,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new translation by Gregory Fried and Richard Polt,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c2000,p.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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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366 

  

橋以其方式把天、地、神、人聚集於自身。匯聚或聚集(gathering or 

assembly)，藉由我們【德語中】的一個古老語詞來說，乃所謂的「物」

(thing)。橋是一物──並且，作為前面所述的對四方域的匯聚。367
 

 

    海德格在〈物〉一文中以「壺」為例，「壺」作為當下在場的「這一個」，壺

的存在如何在一個天地人神所圍繞出的意義空間中現身。就壺的外觀結構而言，

一支陶壺由壺壁與壺底構成，陶匠捏陶的過程彷彿就在捏製陶壺的壺壁與壺底，

然對此海德格爭辯道，壺作為一器具而在，作為容器而在，其意義在於「容納」，

而之所以能容納，在於介乎壺壁與壺底間的「虛空」(emptiness)。因此海德格認

為，與其說陶匠捏陶的過程就在於捏製壺壁與壺底；不若說，陶匠真正捏製的乃

是「虛空」。368對於「虛空」，海德格談到：「虛空以雙重的方式來容納，即，『納

受』與『保持』。」369壺之為壺，因著「虛空」而納受天上的水、地上的泉、人

造的釀、祭神之酒；壺，以其自身的方式匯聚著天地人神四方。370以「壺」為喻，

海德格點出「物」之為物，乃是因著「虛空」，使自身成為「四方域」交織匯聚

之所，唯有「四方域」得以匯聚傾注，物方能成其本質；而在隔年發表的〈築、

居、思〉中，海德格再以「橋」為喻，除了同樣的重申了「物」之為物，在於「四

方域」的匯聚外，海德格亦強調另一個面向的重點，那就是唯有透過「物」之在

場，「物」作為一個「四方域」得以匯聚的「場域」(Stätte; site)，「四方域」方得

以朗現。舉例而言，一座跨越東西兩岸的橋，使東西兩岸的生活資源得以交通，

在這樣的設想中，彷彿橋是一個將「已有現成」事物連結起來的媒介物；然而，

從另一個角度想，當橋尚未在場，東西兩岸的生活是各自獨立的封閉世界，並不

共構成一個整體，唯有一座橋的開通，才順利讓原本互不相涉的世界共構成一個

意義空間。在後者的想像中，橋扮演的不只是一個將「已有現成」事物連結起來

的媒介物，而是一個令不同事物匯聚的一個「場域」，這個「場域」是一個令事

物現身的「空-間」(in-between)，這個「空-間」既是容納之地，也是交織之處。

一方面，在四方域容納與交織之處，物現身在場(presencing)，得以開顯；另一方

面，因物之在場，四方域方得以朗現。 

 

橋「柔和而有力地」跨越河流。其並非僅只是將已有的河岸連結起來。

                                                 
366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74. 【】內文字為本者所加 
36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53.【】內文字為本者所加。 
368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69. 
36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71. 
370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72-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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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當橋跨越河流，河岸方顯露為河岸。橋特意地讓兩方相互貫通。藉

由橋，河岸的一方與另一方對峙起來…它將河流、河岸、以及陸地，帶

入彼此間的近鄰關係(neighborhood)中。371 

 

橋是一物；然以為四方域提供一個場域(site)這樣的方式，來匯聚四方

域。372 

 

    如此，海德格藉由「存有的打叉/塗抹」( )、以「四方域」與「物」雙向

交流的關係，來取代早期「存有」與「存有者」這樣的辭彙，以避免「在場形上

學」或「實體形上學」的疑慮。透過「壺」與「橋」的例子，我們可以發現，在

對於「四方域」的描寫中，「存有」(「四方域」)及「存有者」(「物」)皆拒絕被

設想為一種「在場」(presence)；相反的，倒是始終主要以「缺場」(absent)的型

態展現，而「缺場」(absence)雖「不在場」，卻不等同於「不存在」(no-thing)，

只是曾在而不在的「曾在」(no-longer)與將到而未到的「尚未」(not-yet)中間的缺

場狀態，而每一個當下在場(present-presence)都受其召喚牽引而現身存在。373
 

 

    透過「四方域」與「物」這組新詞彙，海德格得以開始用另一種思維模式來

思索「存有」與「存有者」這些早期的詞彙，問題不再是追問：「什麼是在？」

(What is Being/being？)而是追問：「如何而在？」(How is Being/being？)或者問

題應該表述為：「世界」如何成為以及如何是一個由多維度條件所圍出來的「場

域」(site; Stätte)，而「存有」( )的追問方式，轉以透過「四方域」鏡映遊戲

所不斷生發出來的真理，各個維度彼此間如何交相纏繞涉入這塊讓存有者存有的

「澄明之地」(clearing)的方式來追問。正如海德格研究者珀格勒(Otto Pöggeler)

在《海德格的思想道路》(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所觀察到的： 

 

世界作為天地人神之四方域，並不設想在其外部另有「根基」(ground)。

在解釋上，亦非從四方域中的結構環節中抽出任何一個作為一切的奠

基。在世界中，令隱蔽開顯的，始終是如深淵一般無根柢的奠基(abysmal 

or groundless grounding)，就此而言，無所謂終極奠基可言(no ultimate 

ground can be secured)。374
 

 

    因此對於技術本質所呈顯的「虛無主義」問題，不再是問：我們如何跨越這

                                                 
371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52. 
372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55. 
373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 184;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adopted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313. 
374

 Otto Pöggeler, Martin Heidegger's Path of Thinking, translated by Daniel Magurshak and 

Sigmund Barber, Atlantic Highlands, NJ : Humanities Press International, 1987, p.20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26 

道難關的臨界線；而是去問：我們如何理解並承受問題的形成而泰然處之。對於

現代科技的危機與虛無主義的本質，海德格設想的是，或許我們無能拒絕來加以

「超克」(Ü berwindung; overcome)，然我們如何能在與之應對周旋之際，同時令

其有所「轉化」(Verwindung; resigning)。在此，「轉化」不是以一種非此即彼的

方式來設想，而是一種既是將自身託付出去，卻又不受其操控宰制的智慧。因為，

儘管充滿危機，然一方面，現代科技作為一種存有解蔽的方式已成事實，並非我

們可以斷然拒絕的東西；375而在另一方面，由於人與現代科技的關係並不一定是

一種零合的關係，況且人們也不可能放棄現代科技所帶來的文明成就，而回退到

前現代世界。因此重點在於，如何展現一種對現代科技「泰然處之」(Gelassenheit; 

releasement)的應對智慧，使得我們既對現代科技說「是」的同時，也同時保有說

「不是」的空間。因此，海德格在 1955 年〈泰然處之〉(releasement)中如此描述： 

 

盲目的詆毀科技是愚蠢的。譴責它是邪惡的東西也同樣是短見的。我們

依賴科技的裝備，而它們也幫助我們取得進步。但問題在於，是否我們

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與科技的裝備牢牢的綁在一起，而無法抽身。但我

們也還不致於全無他路可尋。我們可以運用科技設備，卻同時在利用厚

生之際，保留自身而不受宰制，我們隨時皆可擺脫它們。我們可以讓科

技設備發揮它應有的功用，但是不讓它們影響我們生活內在與真正的核

心。我們可以肯定科技設施之用，同時否定它們有權宰制我們、腐蝕我

們、擾亂我們、進而虛耗我們。
376 

 

    而如何與理解這些問題，並不是只為了理解物之為物、世界之為世界的探

究，而是同時涉及我們是誰？寓於何方？的問題。因此，海德格從他與雍格的討

論中，另轉出一層意義：我們並非是圍困在臨界線內的存在，我們自身就是線所

交纏圍繞的界域。377因此，對於技術批判的問題，不同於許多現代性研究與技術

批判的進路，海德格並不是設想一種得以穿透這些危機與難關的超越方式，而是

透過理解與承擔，而與之共在交纏，令其轉化。也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明白海德

格何以說： 

 

現代科技的本質在於聚置，聚置則歸屬於解蔽之命運。這些句子所要表

達的東西，截然不同於，人們一般所聽所言中所謂的：「技術是我們時

代的宿命。」這句話中「宿命」(fate)的意思，彷彿「宿命」意味著某

                                                 
375「集置(Gestell)是命運的一種規定(ordaining)，正如同任何的一種解蔽(disclosure)方式一樣。」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 24-25. 
376

 Martin Heidegger, Discourse on Thinking, translated by John M. Anderson and E. Hans Freund,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 53-54. 
377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in Pathmarks, edited by William McNeill, 

Cambridge [Englan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p.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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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避無可避且無可轉變的進程。378
 

 

    因此，對海德格而言，與其讓現代技術無限上綱的成為突破一切線界的支配

性存在，不若在「有限性」的哲學精神下看見說技術的「政治性」如何構成我們

作為在世存有於此而在的「界域性」，尤其是當我們把「政治性」理解為連結人

與人、物與物，而從其部屬配置中獲得意義秩序整體時，情況更是如此。技術，

作為一種連結人與人、物與物的方式，才每每成為各種價值規範角力抗衡的交鋒

之處。對海德格而言，「角力抗衡」(Streit; strive)正是我們經驗真理如何「敞開」

(a-letheia)最基本的經驗方式。一條公路是否開通？一座核電廠或水壩是否興建，

都涉及政治、經濟、環保、城鄉差距與在地認同…等多方維度的價值考量。正因

為如此，我們往往發現晚期現代性並不如早期現代性所呈顯出來的那種朝向「單

向度」社會發展的景況；相反的，人們往往不難發現相反的跡象，在越是高度現

代化的社會裡，一個社會決策或技術物的引進越是將更多的價值考量納入其中，

因為這都涉及原有人事物連結方式的重新洗牌，以及原先奉為圭臬的價值規範的

重新再詮釋與再定位。而也由於再詮釋與再定位，實涉及的是原有人事物連結方

式的意義秩序的重新排序，也因此更難去估量，一個決策或一個技術物的引進，

對於我們日後生活的改變究竟是一種進步還是倒退？原因就在於，一方面由於我

們在衡量一起事件的變革時，再難以用單一標準來共量，而是同時涉及各方不同

意義旨趣的裁量；另一方面，裁量前與裁量後的意義秩序已經處在不同價值排序

中，正因為這之間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缺乏比較基準，才每每

涉及海德格所謂躍入深淵(leap into abyss)的「決斷」(de-cision)。在我們生活中看

得到各方力量交錯的痕跡，甚至可以說，我們的生活就是各方力量交錯織就的痕

跡自身。如此，也就無怪乎海德格在對於「物」的字源學探究中，另轉出一層不

同於日常素樸知覺的「政治意涵」： 

 

可以確定的是，在古高地德語中，物(thing)意味著匯聚(gathering)，尤

其特指在裁量審議中爭議性的事務(matter)。如此，古高地德語中的物

(thing and dinc)，指的乃是與人密切相關的事務或事情(an affair or 

matter)。指的就是任何與人攸關、牽連人們，因而必須談論到的東西。

羅馬人將必須付諸言談的東西叫做 res。而古希臘語的

eiro(rhetos,rhetra,rhema)指的則是言及某物，並加以審度。Res publica指

的不是國家，而是眾人皆知，關乎所有人因而必須在公開狀態下審度衡

量的東西。379
 

 

    透過海德格對於「物」與「四方域」的闡述，我們不難發現，海德格對於現

                                                 
378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 , p.25. 
37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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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技術危機的解決之道，並非冀望於某個「超越原則」來加以設想。有別於此，

海德格在思索現代性危機的解決之道時，取而代之的是一個高度複雜、多元並作

且彼此交纏繞引的動力之網，而這張動力之網是一個令不同事物匯聚的一個「場

域」，是一個令事物現身的「空-間」(in-between)，這個「空-間」既是容納之地，

也是交織之處。在容受與交織之處，物現身在場。而我們是誰？寓於何方？都取

決於我們在場域之中如何與物交纏。而現代技術的危機及其解決之道，既不在這

張技術實踐的動力之網之外或之上的某個超越領域，而是寓於此中(Being-in)。

而儘管在「四方域」的闡述中，海德格的語言風格是前現代的，然而在這種文字

風格背後的論述邏輯卻是高度現代性的。海德格雖然一再提醒人們注意現代技術

中隱匿的危機，然而他並沒有要讓人們放棄高度現代性的文明，而回退到前現代

的狀態之中。對於這點，海德格的立場在〈築、居、思〉的結論中說的很明白： 

 

唯有當我們能夠棲居，我們方能築建。我們以黑森林的林地為例，並不

是要指出，我們能夠或我們應該回歸到那裡去，去築建那樣一間屋子；

而是，我們以一種曾在的棲居方式( a dwelling that has been)解說，棲居，

方能築建。380
 

 

                                                 
380

 Martin Heidegger, Poetry,Language,Thought, translations and intro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 Harper & Row, c1971,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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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在論文的最後，讓我們回到〈藝術作品本源〉的岩石。在海德格的描述中，

石頭表現其沉重，這種沉重向我們壓了過來，卻拒絕任何現象上的明晰穿透。若

人們試圖擊碎而穿透，那麼石頭的內裡也不過是不斷在敲擊中碎裂成表層的無

解；而若我們將石頭至於天平上，以此而來的也不是將石頭的沉重予以計數的換

算，石頭的沉重仍對我們隱蔽。381在這個例子當中，石頭依據不同追問方式開放

自己同以也隱蔽自己，作為隱喻，「存有」正如石頭的例子一般，以一種既回應

也沉默的方式向人同時敞開與隱蔽。誠如德格在 1927 年《存有與時間》中所闡

釋過的，此在作為在世存有的每一種存有追問，都是基於生命關懷而有所定向的

針對性提問(儘管並非都是顯題化的方式)，382因此，於此在有所問而有所不問的

方向上，「存有」自然亦有所敞開亦有所隱蔽。 

 

    因此，當海德格在 1935 年《物的追問》中追溯牛頓、伽利略、笛卡兒與康

德時，其實海德格就是追問：近代科學與近代主體哲學如何設定現代人基本追問

「存有」的方式，從而奠定現代世界完全有別於前現代世界的經驗基石(有所看

而有所不看)。而接續之後的一系列對現代科學-科技的探索追問，從 1935-36 年

間的〈現代科學、形上學與數學〉(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1938 年〈世界圖像的時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1950 年〈技術的探

問〉(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53 年的〈科學與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以及 1955 年的〈泰然任之〉(Releasement)都是在追問現代世界中的存

有真理，如何在某種基本追問下有所敞開的同時亦有所隱蔽的展開。 

 

    儘管，海德格在一系列探討現代科學與現代技術問題的文本當中，對於現代

科學與現代技術的批判有時顯露相當尖銳的語氣，然即便海德格對於現代科技有

其忌憚之處，但海德格其實並不贊成盲目的反對現代科技。一方面是因為儘管充

滿危機，然「集置」作為現代技術的解蔽方式仍是存有命運的一種規定，並非我

們可以斷然拒絕的東西；383並且從另一方面來看，則由於人與現代科技的關係並

非是零合關係，而人們也不可能放棄現代科技所帶來的文明成就，而回退到前現

代世界，因此重點在於我們該如何取得一個面對現代科技的態度，所以同樣出現

在 1955 年的〈泰然任之〉中，海德格如此描述： 

 

盲目的詆毀技術是愚蠢的。譴責它是邪惡的東西也同樣是短見的。我們

                                                 
381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p.45. 
382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 Edward Robinson, Oxford, 

U.K. ; Malden, Mass. : Blackwell, 1962,p.24-28. 
383

 「集置(Gestell)是命運的一種規定(ordaining)，正如同任何的一種解蔽(disclosure)方式一樣。」

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 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7, p. 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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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賴科技的裝備，而它們也幫助我們取得進步。但問題在於，是否我們

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與技術裝備牢牢的綁在一起而無法抽身。但我們也

還不致於全無他路可尋。我們仍可以運用技術設備，卻同時在利用厚生

之際保留自身而不受宰制，我們隨時皆可擺脫它們。我們可以讓科技設

備發揮它應有的功用，但是不讓它們影響我們生活內在與真正的核心。

我們可以肯定技術設施之用，同時否定它們有權宰制我們、腐蝕我們、

擾亂我們、進而虛耗我們。384 

 

    而在 1950 年所發表的〈技術的探問〉中，海德格則開章明義的指出，之所

以要對技術進行探問，乃是希望藉此預備一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係： 

 

我們要向技術進行探問，並希望藉此，預備一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係(a 

free relationship to it)。倘若這樣一來，使得我們的存在向技術的本質敞

開(it opens our human existence to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那麼，這種

關係便是自由的。385 

 

    然如果誠如海德格在 1950 年的〈技術的探問〉所解析的，現代技術通過「強

索」、「擺置」、「設定」、「集置」…具有將一切人、事、物打造為「持存」之危機

的話，那麼在理路上如何設想對於現代科技採取一種「積極」的態度？又該如何

對於這種現代科技的本質「敞開心胸」？又當如何預備一種「面向科技的自由關

係」？以及如同 1955 年〈泰然任之〉講演中所言：在運用技術設備的同時保留

自身而不受宰制？如何讓科技設備發揮它應有的功用，但是不讓它們影響我們生

活內在與真正的核心？ 

 

    筆者認為，現代技術問題的解答還在於海德格對於存有真理的立場，關鍵在

於理解海德格 30 年代後對於存有真理的基本理解：存有真理既隱蔽亦敞開。甚

至我們必須如同海德格的重要研究者理察森(William J Richardson)在《海德格：

從現象學到思》(Heidegger : Through phenomenology to thought)中所強調的：存有

真理的敞開必須以隱蔽作為必要條件，而這正是海德格一生思想所強調的「有限

性」(finitude)精神。386因此，現代技術作為現代世界特殊解蔽存有的方式，誠如

同任何時代的形上學真理一樣，海德格思索的重點並不是指出現代技術解蔽存有

的方式是「錯的」或「偏頗的」，而是指出現代技術解蔽存有的方式，正如同其

他時代的形上學真理一樣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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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無論是海德格在 1950 年的〈技術的探問〉所言：向技術進行探問以

及尋求一種面對技術的自由關係，抑或 1955 年〈泰然任之〉講演中所指出的：

在運用技術設備的同時保留自身而不受宰制，讓科技設備發揮應有的功用，但不

讓技術影響我們生活內在與真正的核心。關鍵都在於如何理解現代技術真理的

「有限性」。也因此，海德格在 1955 年的〈面向存有問題〉(On the Question of Being)

中轉而發展出一種關於存有真理的「拓譜學」(topology)，意即作為一個存有真

理的追問者的首要任務在於，探測存有真理發生的「方位」是由哪些有限性條件

圍繞下交織而成的「場域」，此一存有真理發生的「所在」(place)，正是存有(Sein; 

Being)於「此」(Da;there)發生的「此在」(Dasein; Being-there)。因此，如何理解

這些問題，並不是只為了理解物之為物、世界之為世界的探究，而是同時涉及「我

們是誰？」、「寓於何方？」的存有論問題。也因此，海德格從他與雍格的討論中，

另轉出一層意義：我們並非是圍困在現代性臨界線內的存在，我們自身就是線所

交纏圍繞的界域自身。
387所以，如何「克服」現代性困境的問題，在晚期海德格

思想中，不再是與一種「超克」界線的突圍想像，而是一種如何承擔、與之交纏，

而令其轉化的解圍哲學。 

 

    筆者認為，上述的基本立場正是海德格的「拓譜學」與「四方域」(Geviert; 

fourfold)的基本精神所在。也唯有作為「在世存有」的「此在」同時明白理解存

有真理於具體場域發生的有限性條件，並同時理解屬於我們為現代性文化的隸屬

性(belonging)，意即唯有同時理解現代技術作為現代世界基本經驗的「有限性」

與「現實性」，我們才能一方面理解任何時代的形上學思想預設前提的同時，而

不使其成為無限上綱的全面性宰制。而在面對現代技術全面宰制的現代性危機，

也唯有理解現代技術作為現代世界解蔽存有真理的「現實性」，我們才能理解海

德格何以在 1955 年〈泰然任之〉中指出「盲目的詆毀技術是愚蠢的。譴責它是

邪惡的東西也同樣是短見的。」388；並同時理解現代技術作為現代世界解蔽存有

真理的「有限性」，我們才能理解「不讓技術思維無限上綱的成為宰制我們的唯

一思維模式」如何可能。 

 

    最後，海德格哲學在 50 年代所發展出來的「拓譜學」與「四方域」概念，

其作為一種「對治」(而非「對峙」)現代技術的哲學思想，都一再回應了海德格

在 1335-36 年間於〈藝術作品本源〉與《形上學導論》中所挖掘的，對於理解「技

術」更廣闊的思想視野。在〈藝術作品本源〉中，海德格強調在希臘城邦的語用

經驗中，「術」(techne)這個概念並不拘限於現代世界的「技術」(technology)意涵，

而是廣泛適用於後來現代世界習慣分別稱謂的「技術」與「藝術」，並且更重要

的是理解希臘人之所以同時視「技術」與「藝術」活動都是一種「術」真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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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並不在於兩者都是一種關乎製作的實踐活動，而是在於「技術」與「藝術」

活動裡頭都有一種「知」(Wissen; knowing)的經驗寓於其中。海德格並強調「能

知是一種觀，是一種最廣義的看見」(to know means to have seen, in the widest sense 

of seeing)。並且在「知」與「見」中，就帶有對在場事物的覺知狀態(apprehend what 

is present)。389因此，從海德格哲學的觀點看，這種「知」與「見」，絕不拘限於

日後我們習慣區分實踐與理論分別後僅僅作為一種理論觀想，而是如何觀看的同

時其實也隱含帶動一個行動者如何實踐的方向與原則，因為即使是在日常實踐的

行動中也並非是全然沒有觀點的盲動，即便這種觀點總是隱没在日復一日不待言

說因此不言自明的實踐背景當中。如此，當海德格將「術」解釋成一種具有存有

論意義的「知」與「見」時，也同時呼應了海德格在 1935 年《形上學導論》中

闡發過的觀點，意即當希臘悲劇作家索福克里斯(Sophocles, B.C.496 - B.C.406)

在《安蒂戈妮》(Antigone)中將人描寫為「恐怖(無家)之人)」(Unheimiliche; uncanny)

時，海德格認為在索福克里斯的悲劇性描繪中，我們找到人的陰森宿命，意即人

必須通過理智、通過他的「術」與「知」打開天地建立尺度以求得在一個意義整

體中安身立命，在這個意義下，人不得不是一個對於其所置身的天地「施加暴力

之人」(the violence-doing)，因為人不得不起身抗對天地謎般力量的淹沒(the 

over-whelming)而建立一個意義世界。然而人也往往遺忘「術」與「知」應有的

尺度，而終將因為尺度無限擴張所導致的無度而引向自身的毀滅，並因此「失家」

而成為蒼莽立於天地之間的「無家-之人」(Un-heimiliche)。這也正是人之為人恐

怖的宿命。對希臘悲劇的傳統而言，這是由於有限之人僭越不朽之神必然遭致的

命運，而對海德格而言，則是有限之人在喪失尺度後必然導致的「人的毀滅」，

誠如他在 1950 年〈技術的探問〉中所分析的，「人」如何成為「人力資源」而自

我消融在現代技術體制的運行之中。 

 

    作為一個立身於天地之間有限之人，理解自身生存於蒼莽天地間的不得不

然，並同時知其所以然，筆者認為這是海德格哲學關懷一個相當重要的特點，同

時也是海德格與傳統形上學的重要區別。不同於傳統形上學捨離現實世間而追問

「超越性」的「終極基礎」，海德格關心的是如何掌握「超越性」與「現實性」

間不即不離的關係，從而描畫出「此在」作為「在世存有」的「有限性」。對海

德格而言，傳統形上學與現代技術的運思方式的盲點，在於不自覺追求絕對性的

客觀知識真理，而忽略了自身的真理系統是座落在什麼樣的「有限性」視域當中。

而晚期海德格之所以設想「藝術」作為一種取代傳統形上學以及解救現代技術危

基的可能性，就在於「藝術」作為存有真理的一種解蔽方式，不同於傳統形上學

與現代技術，其解蔽存有真理的同時也探測真理的隱蔽面向。這是為什麼海德格

在〈藝術作品本源〉以希臘神殿為例指出，藝術作品讓真理發聲發生的方式是「建

立一個世界的同時，釋放大地。」如此，海德格才認為賀爾德林的詩性真理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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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在於如何「詩意的棲居在世界之中，大地之上。」而這種精神就表現在 1935

年的《哲學論稿》中的「實事」(Ereignis)概念裡，誠如海德格研究者徐瀚(Thomas 

Sheehan)在〈轉向與實事：形上學導論序言〉(Kehre and Ereignis: A Prolegomenon 

to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中指出，「實事」一詞有別於傳統形上學與現代主

體哲學的地方，就在於「存有」與「此在」之間「授」與「受」之間真理發的過

程，而海德格一貫的詮釋學現象學精神也就在於追問「居間」(in-between)於事

物向我們開展同時人如何領會的「裂縫」(encleavage)，在「裂縫」所開啟的「深

淵」(ab-ground)中，儘管缺乏一勞永逸的終極基礎，但卻同時也是存有真理不斷

生發、並要求人不斷為意義整體「奠基」的「根源」(the original)。 

 

    在海德格思想發展中，技術問題與形上學問題是相互銜接的環節，因為從更

廣闊的視野來看，無論是技術或形上學，其本質都是人作為「在世存有」必然要

無意義的天地打開意義性世界所施行的「術」(techne)與「知」(Wissen)。作為一

種需要，技術與形上學的知識系統無可厚非，然作為「有限性」的人必須同時「知

其不得不然」並「知其所以然」。所以，在 1935 年的《形上學導論》中海德格強

調他關於形上學的探究目的，是讓整個形上學的根基暴露在形上學自身所置身的

背景，而讓傳統形上學對於根基問題的「答案」重新再回到「問題性」當中，意

即重現人如何在生命無底深淵中不斷透過追問與尋求的過程，海德格的詮釋學現

象學始終關注的正是那種在設定存有問題追問方式的前提與結論之間來回檢視

往返的詮釋循環活動。390 

 

在 1955 年〈技術的探問〉結語處，海德格如此寫到： 

 

追問，是思之虔誠。391
 

(questioning is the piety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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