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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這篇論文主要以「他者」、「距離」、「記憶」以及「未來」為線索，看這四者

如何進入到對話的經驗之中，來重新看待德國哲學家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與法國思想家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二人在

1981 年巴黎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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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thesis mainly discourses the German philosopher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 and the French thinker Jacques Derrida (1930-2004) whose “encounter” 
in Paris in 1981. The discourse follows four clues: the other, distance, memory and 
future, to re-explain how could the Gadamer-Derrida encounter all about the 
experiences of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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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論 

當我寫完了什麼，自己總是驚異。驚異而且沮喪。我對完美的慾望，一直

妨礙我寫完任何東西，甚至妨礙我寫作的開始。但是，我忘記了這一點，

我正在開始。我所收穫的東西，不是應用意志而是意志來一次屈服的產

品。我所以開始是因為沒有力量去思考，我所以完成是因為沒有恰好能夠

放棄寫作的心情。這本書代表著我的怯懦。 

                                      ─Fernando Pessoa，〈寫作〉1 

「究竟，思想要如何相遇？」作為哲學系學生的我，從未思考過這問題。直

到有人問起要如何理解哲學家及其文本？要如何進入一位哲學家的思考中？我

才驚覺，對於「思想如何相遇」這問題，我從未有過任何反省。然後當我開始思

考這問題時，我發現了許多限制。而這些限制阻礙了我去思考其他思想家的可

能，使我懷疑「究竟，思想能否相遇？」 

1 

當我嘗試將「思想究竟如何相遇」作為論題時，我發現，這其實也是去回答

「思想為何不能相遇」。帶著這樣的發現，我猜，我也許窺探到，在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 1900-2002）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兩人

可能（perhaps, vielleicht, peut-être）2 也不斷意識到思想的「相遇」總是伴隨著

「無法相遇」的限制。我強調可能，因為沒人能證明人們已經遭遇高達美或是德

希達的思想，也或許根本沒有任何東西、任何思想能冠以「高達美」或「德希達」

之名，或者人們能持以某種信念而毫無疑惑地去承擔證明說：此刻，在這部作品

裡，人們可以看到完全專屬於（proper to）高達美與德希達自身的思想，一種只

屬於他們的獨一無二的思想（singular thought）。 

                                                 
1 Pessoa, Fernando（2001）。《惶然集》（O Livro do Desassossego）。韓少功譯。台北：時報，頁

109。 
2 這裡不得不說，德希達是我所見過最強調也許的男人。德希達賦予「也許」（peut-être）一種既

輕且重的份量，來反省哲學傳統的限制。例如，在《友誼政治學》（Politiques de l'Amitié, 1994）

中，文中說到，對尼采而言，「嚴格來說，也許是不可能的。也許，不可能的東西正是使事物的

某種新穎性的可能機會，是某種新穎性的新哲學的機會。也許，真的也許，也許是對這個機會的

再次命名。」（“Peut-être est-ce impossible, justement. Peut-être l'impossible est-il la seule chance 
possible de quelque nouveauté, de quelque philosophie nouvelle de la nouveauté. Peut-être, peut-être à 
la vérité le peut-être nomme-t-il encore cette chance.”） 見 Derrida, Jacques. (1994). Politiques de 
l'Amitié ; suivi de L'oreille de Heidegger. Paris: Galilée, p. 54.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2005). 
Politics of Friendship. Translated by George Collins. New York: Verso,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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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相遇的努力總是伴隨著某種限制，即無法相遇；語言，在這種無法相遇

的限制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高達美曾說，思想（Denken）或詩之創作（Dichten）

是最難以翻譯到其他語言的東西，正是如此，這變成了相遇的限制，人們找不到

自己熟悉的語言去翻譯思想與詩的陌生語言。也正由於語言的緣故，高達美說他

和德希達在思想上的首次遭遇（Begegnung, encounter）有了困難。3  

這困難在 2003 年海德堡大學的高達美追思會上，再一次被德希達提起。那

是一篇追悼高達美的文章：《公羊：不間斷的對話：兩個無限之間，詩》（Béliers: 

Le dialogue ininterrompu: Entre deux infinis, le poème, 2003）。4 德希達說，高達美

強調不是「哲學或科學」，而是「思想或詩歌」（pensée ou la poésie），在翻譯上

總是存在著限制。5 回想起與高達美的第一次遭遇（rencontre）、一個在許多人

眼裡沒有成功的遭遇，德希達說他的感覺萬分異駭（unheimlich, uncanny）。在說

明他的異駭感之前，他引用了高達美另一篇文章〈拆解與解構〉（“Destruktion und 

Dekonstruction,” 1985）中的結語： 

最後，那對話，既是我們在我們自己的思想中（dans notre propre pensée）

進行的對話，也是與偉大的新對話伙伴一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持續豐富我們

思想的對話（他們來自不斷開展著並跨越我們星球的人文遺產），應當廣

泛尋找對話伙伴──正是因為這伙伴是他者，尤其當這個他者是完全他異

的。不論誰讓我認真關注解構並堅持於差異，他將是站在對話的開端（début 

d'un dialogue），而非在其終點。6 

德希達說，他「如實地／依據字面地繼承了」（hérite littéralement, to inherit 

literally）這段高達美的話。德希達說，在思想中的內在對話（dialogue intérieur, 

interior dialogue），是內在獨語（monologue intérieur, interior monologue）得以可

                                                 
3 Gadamer, Hans-Georg. Gadamer, Hans-Georg. “Dekonstruktion und Hermeneutik.” In: GW X, S. 13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Letter to Dallmayr.” In: DD, p. 93.  
4 Derrida, Jacques. (2003). Béliers: Le Dialogue Ininterrompu: Entre deux Infinis, le Poème. Paris: 
Galilée. （以下簡稱 Béliers） 英譯本收錄在 Derrida, Jacques. (2005). “Rams: Uninterrupted Dialogue: 
Between Two Infinities, The Poem.” Trans. by Thomas Dutoit and Philippe Romanski.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 (p.p. 135-163). Thomas Dutoit and Outi Pasanen 
(eds.).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以下簡稱 “Rams”） 
5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16.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37. 
6 高達美原文是：“Vollends das Gespräch, das wir in unserem eigenen Denken weiterführen und das 
sich vielleicht in unseren Tagen um neue große Partner aus einem sich planetarisch erweiternden 
Menschheitserbe bereichert, sollte überall seinen Partner suchen — und insbesondere wenn er ein ganz 
anderer ist. Wer mir Dekonstruktion ans Herz legt und auf Differenz besteht, steht am Anfang eines 
Gespräches, nicht an seinem Ziele.” 德希達這段話引用的是法文譯本，與高達美的德文文本以及收

錄在 DD 中的英譯本都略有不同。見：GW II, S. 372. 英譯本 DD, p. 113. 以及德希達 Béliers 在第

13-14 頁的引文。文中粗體字皆為德希達所強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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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前提，並且豐富了後者。7 然而某種「憂鬱的確定性」（La certitude 

mélancolique, the melancholic certainty）註定在第一次遭遇之後圍繞著；因為勢必

要談到間斷（interruption），這間斷既是第一次遭遇時的中斷、也是因為總有人

因他者的死亡而對話伙伴得獨自一人承擔對話……。8 

2 

2002 年三月高達美逝世。德希達在報刊上發表〈他曾是多麼正確！我的

Cicerone：漢斯－格奧格‧高達美〉（“Wie recht er hatte! Mein Cicerone Hans-Georg 

Gadamer,” 2002）。9 德希達不敢相信高達美過世，然後想起他們 1981 年四月在

巴黎的一場會議「文本與詮釋」的第一次遭遇。德希達說，許多人指責他，說那

年他和高達美、亦即人們所期待的「哲學詮釋學 VS 解構研究」的首次公開對

話，被德希達給中斷了。但在〈他曾是多麼正確！〉這篇向高達美致敬的悼文中，

德希達提到，有一個秘密，憑藉「記憶」（mémoire, memory），述說著某些如

同光線的東西，交錯並「照亮」（éclairé, to illuminate）他和高達美的友誼：一

個是確定性（certitude），另一個是承諾（promesse）。那個「確定性」越過了

深淵，超越某種區隔高達美與德希達的深淵，是一種參與（partagions）爭論卻

無任何危險的確定性。10 而所謂的「承諾」，德希達說，是因為高達美的不朽

（l’immortalité de Gadamer），他們之間的「互辯」（Auseinandersetzung）終將

因為被許諾的那天（一個在其自身的事件）而能夠發生。這個「互辯事件」的到

來，是他和高達美共同喜愛的詩人策蘭（Paul Celan, 1920-1970）在《子午線》

（« Méridien »）中提到的一種「相遇的秘密」（secret de la rencontre）。11（但

德希達承認他們解讀方式完全不同） 

                                                 
7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1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138. 
8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0. 
9 當時這篇文章以德文發表在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23 mars 2002)，我手邊找到的版本

是法文譯本，“Comme il avait raison! Mon Cicérone Hans-Georg Gadamer” 資料來源：

http://www.jacquesderrida.com.ar/frances/gadamer.htm (2009/12/02)。依據「維基百科」的解釋，

“Cicerone”指的是專門在博物館、考古學、歷史與藝術等等方面為旅客做解說的導遊。見：

“Cicero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Cicerone , 2011/4/26） 
10 德希達提到，區隔他和高達美之間的深淵，來自於：他們兩人心中對彼此各自不同的詮釋；

詮釋學體驗（l’expérience herméneutique）；關於詮釋活動的經驗（l’expérience de l’hermeneuein）；

「理解」（compréhension）所必不可少的東西（包括無限斷裂、對話的中斷、意義／感覺［sens］

與可表象性［représentabilité］）。 
11 見第四章註釋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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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Jean Grondin 在《高達美傳》（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12 的

說法，除了 1981 年四月這一次在巴黎的遭遇外，高達美與德希達還有共同參與

過三次會議，分別是 1988 年「海德格事件」（Heidegger case）的討論會、1993

年與呂格爾（Paul Ricoeur）在巴黎的詮釋學會議，以及 1994 年在義大利的卡普

利（Capri）討論宗教的會議，但德希達並未針對高達美的思想做過公開談話（不

過依據德希達在〈他曾是多麼正確！〉的記憶，他們的交集不只這些時候）。而

在 Jean Grondin 所謂的自 1981 年與德希達對話中斷後（不同於 Jean Grondin 的

想法，在《公羊》中德希達承認，那之後高達美在內在中與他對話），高達美分

別寫了〈拆解與解構〉（“Destruktion und Dekonstruktion,” 1985）13、〈早期浪漫派、

詮釋學、解構主義〉（“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1987）14、

〈解構與詮釋學〉（“Dekonstruktion und Hermeneutik,” 1988）15 以及〈詮釋學追

蹤痕跡（論德希達）〉（“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1994）16 等文章討論他與德希

達在哲學上的關聯。高達美將他與德希達的關聯放在哲學史的發展脈絡，同時不

斷澄清他的詮釋學立場與德希達的解構之間如何看待文本與意義的關係。而德希

達這方面，依據 Jean Grondin《高達美傳》的描述，直到高達美於 2002 年過世

時： 

［德希達］打破了自 1981 年他們的巴黎相遇之後將近二十年公開的沈

默，［…］假如他在公開的對話中延遲了與高達美的交手如此之久，這是

                                                 
12 Grondin, Jean. (2003).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見 339 頁之後附錄的高達美年表。 
13 Gadamer, Hans-Georg. (1993). “Destruktion und Dekonstruktion.” In: GW II, S. 361-372. 英譯本

見：Gadamer, Hans-Georg. (1989). “Destruktion and Deconstruction.” Translated by Geoff Waite &  
Richard E. Palmer. In: DD, pp. 102-113. 中譯本目前有兩種譯本：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

（2004）。〈解析與解構〉。孫周興譯。收錄於：《德法之爭：伽達默爾與德里達的對話》（頁 86-100）。

孫周興、孫善春編譯。上海：同濟大學。另一本中譯本見：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2007）。

〈解毀和解構〉。洪漢鼎譯。收錄於：《詮釋學 II：真理與方法—補充和索引》（頁 437-451）。北

京：商務。 
14 Gadamer, Hans-Georg. (1995).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25-137.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1989).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Translated 
by Diane Michelfelder & Richard E. Palmer. In: DD (pp. 114-125). 中譯本可參見：漢斯-格奧爾

格‧伽達默爾。（2004）。〈解釋學與邏各斯中心主義〉。孫周興譯。收錄於：《德法之爭》（頁

101-117）。 
15 Gadamer, Hans-Georg. (1995). “Dekonstruktion und Hermeneutik.” In: GW X, S. 138-147. 英譯本

見：Gadamer, Hans-Georg. (1989). “Letter to Dallmayr.” Translated by Diane Michelfelder & Richard 
E. Palmer. In: DD (pp. 93-101). 中譯本可參見：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2004）。〈致達梅爾

的信〉。孫善春譯。收錄於：《德法之爭》（頁 73-85）。 
16 Gadamer, Hans-Georg. (1995).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48-174. 英譯本見：

Gadamer, Hans-Georg . (2007).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On Derrida].” Translated by 
Richard E. Palmer. In: The Gadamer Reader: a Bouquet of the Later Writings (pp. 372-406). Richard E. 
Palmer (ed. & tra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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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大概對他來說，高達美是不朽的（immortal）。當然這是一種非理性

的願望，［…］［德希達說］我們都需要這樣一個「絕對的見證」（absolute 

witness），他參與了所有二十世紀的哲學爭論。17 

Jean Grondin 在書中引用了德希達的〈他曾是多麼正確！〉，並依據德希達的

這篇文章，Jean Grondin 認為，面對高達美，如今德希達「只有在高達美面前屈

身致敬（to bow）說：『他是多麼正確，過去如此、今日亦然！』」18 然而，後面

我們會看到，誰要是像 Jean Grondin 一樣，認為德希達同意了高達美，就沒能聽

出德希達的苦心意旨。 

4 

在某些人眼裡一個長達 20 年的公開沈默是怎麼發生的？我不得而知。不過

他們都承認，1981 年的對話是失敗的。而失敗的原因一部份正在於那可能是場

「失焦」的對話。19  

高達美與德希達的第一次遭遇，發生在 1981 年四月在巴黎的歌德學院（the 

Paris Goethe Institute），高達美受邀在一場名為「文本與詮釋」的會議上發表他

的文章〈文本與詮釋〉，20 他在文中意圖探討「［…］在對話中構造起來的意義

共通性，與他者之他性的不可穿透狀態是如何達到相互調解的，而語言性最終是

什麼：橋樑還是限制。」21 對高達美來說，不論是文本或是言說（Sprechen, 

speech），都在尋求與他者達到相互一致的理解（Verständigung, understanding each 

                                                 
17 Grondin, Jean.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p. 338. 
18 Grondin, Jean.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p. 338. 
19 多年後，高達美在一次訪談中，被問到：1981 年那次成果不大的會面後，他如何看待他與德

希達的關係？高達美回答說：「問題是德希達是否能夠進行一場真正的對話（a genuine 
conversation）。情況可能就是如此，即他的思維方法不允許他進行對話。」見 Gadamer, Hans-Georg. 
(2001).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Reflections and Commentary. Trans. by Richard E. Palmer.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61-62.。同樣的問題，也在德希達於中國復旦大學參與學術

座談時被問到。德希達說：「伽達默爾［按：即高達美］和我從來沒有真正對話過。」見〈復旦

大學座談記錄〉，杜小真譯。收錄於：杜小真 ＆ 張寧主編（2002），《德里達中國講演錄》。北京：

中央編譯。頁 148。 
20 Gadamer, Hans-Georg. (1993).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1983).” In: GW II, S. 330-360. 英譯本

見：Gadamer, Hans-Georg. (1989).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 by Dennis J. Schmidt & Richard 
Palmer. In: DD, pp. 21-51. 
21 高達美：“[…] wie sich die Gemeinsamkeit des Sinnes, die sich im Gespräch aufbaut, und die 
Undurchdringlichkeit der Andersheit des anderen miteinander vermitteln und was Sprachlichkeit im 
letzten Betracht ist: Brücke oder Schranke.” 見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6. 英譯本：“First, how do the communality of meaning, which is built up in conversation, 
and the impenetrability of the otherness of the other mediate each other? Second, What, in the final 
analysis, is linguisticality? Is it a bridge or a barrier?” 見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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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另外，高達美這篇文章還有另一個意圖，反駁在場參與會議的德希達對

高達美思想的奠定者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所做的批評。22 

德希達在第二天以〈良善的權力意志／回應漢斯—格奧格‧高達美〉（“Bonnes 

Volontés de Puissance (Une Réponse à Hans-Georg Gadamer)）23 一文，向高達美提

出三個問題，並未針對海德格的部分做回應，而是提出在他看來高達美文本有問

題的部分。「良善意志」出現在高達美〈文本與詮釋〉中說明在書信的情境中，

高達美認為，寄件者與收件者，「二者都有理解彼此的良善意志，因此只要有尋

求相互理解的地方，都會有良善意志。」24 而德希達針對高達美提出的三個問

題，也許可以如下概括：一、高達美所謂的「尋求相互理解」是不是必須預設「良

善意志」（Bonnes Volontés, good will）作為其公理，並且這公理是否是海德格致

力於反對的形上學時代的「意願的主體性」（willing subjectivity）？二、這種「良

善意志」面對書寫下來的文本時，一旦使文本進入某種「作品的封閉」（la clôture 

d’un corpus, the closure of a corpus），究竟是對文本的「連續擴張」（continual 

expansion）、還是精神分析以及尼采所謂的「不連續的再結構化」（discontinuous 

re-structuring）？三、難道「理解」、「理解他者」、「相互理解」的前提不正是建

立在某種間斷的關聯（a certain rapport of interruption）或是關聯的間斷

（interruption of the rapport）？並且質疑高達美強加「相互理解」的經驗於所有

人身上：「我不能肯定我們是否真的擁有那種高達美教授所描述的經驗，關於在

對話中認識到人們已經完全地被理解的經驗，或感受到一致同意成功的經驗。」
25 

高達美回覆德希達的問題，26 說他所提到的「良善意志」與「意願的主體

                                                 
22 高達美在〈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主義〉中說：「任何共同的起點也總是存在著衝突。在

這兒［按：我與德希達之間］是海德格的尼采詮釋。」見 GW X, S. 125. 英譯本：DD, p 115. 
23 Derrida, Jacques. (1989). “Three Questions to Hans-Georg Gadamer” Translated by Diane 
Michelfelder and Richard Palmer. In: DD, pp. 52-54. 中譯本可參考：德里達（2004）。〈良善的強力

意志（I）──向伽達默爾提三個問題〉。孫周興譯。收錄在《德法之爭》，頁 41-44。 
24 “Beide haben den guten Willen, einander zu verstehen, So liegt überall, wo Verständigung gesucht 
wird, gutter Wille vor.”。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3. 英譯本翻

譯成: “Both partners must have the good will to try to understand one another.” 少提一次「良善意

志」。見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3. 
25 “[…] I am not convinced that we ever really do have this experience that professor Gadamer 
describes, of knowing in dialogue that one has been perfectly understood or experiencing the success of 
confirmation.” 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Gadamer.” In: DD, 54.  
26 Gadamer, Hans-Georg. (1989).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Translated by Diane Michelfelder and 
Richard Palmer. In: DD, pp. 55-57. 中譯本可參考：伽達默爾（2004）。〈然而：良善意志的強力〉。

孫周興譯。收錄在《德法之爭》，頁 4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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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毫無關係，而是指柏拉圖所說的 “eumeneij elenxoi”（出自善意的論難），27 也

就是去確證他人想說的東西為何，「致力於加強其他觀點，而使他人所要說的東

西得以闡明［按：illuminating，我特別強調這字］。」28 而精神分析並非一種相

互理解的方式，因為它並不想理解人們要說什麼，而是想理解人們不去說或不想

承認什麼。而高達美也拋出一個問題給德希達：「但是在這裡我不能瞭解他只談

到自己、只贊同自己，這樣他怎麼能是正確的。［…］事實上他們［按：德希達

與尼采］都是為了被理解才去說話與寫作。」29  

但是德希達並未針對這些問題去做回應，第三天發表一篇文章〈詮釋簽名（尼

采／海德格）：兩個問題〉（“Interpreting Signatures (Nietzsche / Heidegger): Two 

Questions”）30，討論海德格所詮釋的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 1844-1900），

指出前者自陷於形上學之中，沒有關注尼采文本中無法融貫詮釋的部分。前一天

先是指出高達美沒有脫離海德格所批評的主體-意志哲學，接著繼續批評為高達

美思想奠基的海德格所帶有的問題。高達美與德希達首次「公開會面」（encounter 

in public），就此結束。31 

5 

作為一位哲學家，高達美替自己思想工作的基礎所做的理論說明，發表於

1960 年的《真理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在導言中，高達美說：「這本書要

探討的是詮釋學問題。理解（Verstehen, understanding）之現象與對所理解的東西

                                                 
27 這段希臘字出自柏拉圖〈第七封信〉344b。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GW I, S. 382）也曾提到，

高達美翻譯成 “wohlgemeinten Widerlegungen”。張鼎國翻譯為「出自善意的論難」、洪漢鼎翻譯

為「善意的反駁」、孫周興譯成「善意的決斷」。 
28 “[…] to strengthen the other’s viewpoint so that what the other person has to say becomes 
illuminating.”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5. 
29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7. 
30 Derrida, Jacques. (1989).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Nietzsche / Heidegger): Two Questions.” 
Translated by Diane Michelfelder and Richard Palmer. In: DD, pp. 58-72. 中譯本可參考：德里達

（2004）。〈良善的強力意志（II）──對簽名的闡釋（尼采／海德格爾）〉。孫周興譯。收錄於：《德

法之爭》，頁 49-70。 
31 我強調這是首次的公開會面，因為依據 Jean Grodin 在《高達美傳》的說法，高達美與德希達

早在 1976 年就就一次私人會面。見 Hans-Georg Gadamer: A Biography, p. 324。 
   高達美與德希達的爭論在哪？Richard J. Bernstein 在〈詮釋學、批判理論與解構的星叢〉（“The 
Constellation of Hermeneutics, Critical Theory, and Deconstruction”）文中指出，高達美強調不斷朝

向與他者對話並從對話中彼此融合（fusion）、遊戲（play）、教化（Bildung）與自我認識，並發

展出一種實踐倫理學與實踐之智（phronesis）；德希達則強調他者之他性出現時的破裂（rupture）、

中斷（break）、異質（heterogeneity）與不可能性（impossibility），並延伸出困境（aporias）與不

可決定性（undecidablity）在政治與倫理學領域的重要性。見 Bernstein, Richard. (2002). “The 
Constellation of Hermeneutics, Critical Theory,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 (pp. 267-282).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76-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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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解釋（rechten Auslegung, correct interpretation）之現象，不單單是精神科

學方法論（Geisteswissenschaften, the human science）的一個特殊問題。［…］而

且也顯然屬於整個人類的世界經驗。」32 這部著作承續早期海德格對此有

（Dasein）的詮釋學闡明，並含括後期海德格關於藝術、科技與語言的存有學

（ontology）思考，替詮釋學從知識論與方法論的模式，帶入存有學的領域，將

詮釋學擴大為具有普遍性的哲學詮釋學（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高達美認

為，理解是人的此有（Dasein）的存有模式，而理解總是語言活動；而我們在語

言活動中理解世界，使我們對藝術、歷史與生活世界產生關聯。這種經驗如同翻

譯一樣，將陌生的語詞帶入到熟悉的語詞中。33 並且，高達美相信，通過語言，

人與人之間的聯繫才得以可能。《真理與方法》有一句名言、並且再次出現在 1981

年他的〈文本與詮釋〉：「存有，能被理解的，就是語言」（Sein, das verstanden werden 

kann, ist Sprache; Being that can be understood is language），34 一語點出存有

（Being）、語言及此有（Dasein）三者的關係。 

雖然作為哲學詮釋學的代表人物，高達美一直強調，如果沒有海德格，也不

會有哲學詮釋學：海德格是替哲學詮釋學奠立基礎的重要思想家。正是由於和海

德格的這份師承關係，高達美注意到德希達。與杜特（Carsten Dutt）的一次訪談

中（1993），高達美提到當初巴黎論戰時，與德希達對話的動機： 

我之所以注意到他，是由於當要試圖追隨海德格時，與所有其他人［按：

指其他法國哲學家］不同，他是真正從亞理斯多德那兒開始的。毫無疑問，

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是有同等重要性的人，但是他不像德希

達那樣延續海德格的路線。然而還是存在著一些我和他的界線（即使這個

界線它不是不可能更改的），德希達將海德格和我自己放在邏各斯中心主

義（logocentrism）的陣營，並相反地得出結論說，尼采才是正確的。35 

德希達早期以胡塞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現象學（phenomenology）

作為研究主題，不過，他的研究領域不僅止於現象學。在 1967 年，德希達分別

                                                 
32 Gadamer, Hans-Georg. (1990).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In: GW I, S. .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2006). Truth and Method.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Marsall (trans.). 2nd revised ed.. London [U.A.]: Continuum, p. xx.（以下簡

稱 TM）。 
33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8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85.  
34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47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470. 
35 Gadamer, Hans-Georg.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p. 62. 

邏各斯中心主義（logocentrism）簡單說，指的是「在場形上學」（The presence of metaphysics），

用以指出西方思想一直存在著某種設想，這種設想將某種「不受任何他性影響」的自我同一者

（being as self-identity）作為真理的依據；它自身呈顯於自身而不依賴其他東西，影響並決定所

有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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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了《論書寫學》（De la grammatologie）、《聲音與現象》（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以及《書寫與差異》（L'Écriture et la différence）。德希達在《聲音

與現象》中，解讀出胡塞爾對時間意識的「原印象」（Urimpression, original 

impressions）說明中帶有的「延異」（différance），並且在 60 年代法國結構主義

如日中天之際，發表了〈人文科學論述中的結構、符號與遊戲〉（“La structure, le 

signe et le jeu dans le discours des sciences humaines”），文中提出一項觀點，認為

結構主義自身的運作已經蘊含開放性的「解構」（deconstruction）。德希達與解構，

由此廣為人知。 

德希達曾說，「解構」一詞，是在海德格思想中轉用來的。36 德希達承認，

因為海德格對西方哲學自身的形上學困境的思考與提問，他才能去進行他的工

作——解構西方思想中的形上學特權（privilege）。不過，德希達認為，海德格即

使不滿於傳統形上學，但他的諸多文本仍然停留在形上學中。尤其海德格在

1930、40 年代年間的「尼采研究」，將尼采定位為「最後一位形上學家」。德希

達認為，海德格沒有注意到尼采文本中的異質性（heterogeneity），這種忽略、誤

讀（misreading），本身就是受形上學影響的結果。面對文本的異質性，德希達說

海德格「不得不被煽動並且倉皇失措於它［按：尼采文本］的遊戲」。37 正是在

這樣的背景下，高達美與德希達、哲學詮釋學與解構的一次「相遇」，於巴黎揭

幕。 

6 

在台灣，以這場論戰為研究主題的學位論文，目前筆者找到有三篇。第一篇

是吳明忠的〈德希達與解釋學──以海德格為解釋的線索〉，38 在這篇論文中，

吳明忠將高達美的詮釋學立場稱為「海德格右派」，認為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

第一部份關於遊戲的談論，是和德希達的解構分道揚鑣的原因。他寫道：高達美

的遊戲是「藝術作品的遊戲、生產真理的遊戲、語言與存有的遊戲」，39 而德希

達的解構遊戲是「沒有主體、存有、歷史、目的與真理的遊戲」。40 將二人的差

                                                 
36 德希達在〈致日本友人的信〉（“Letter to a Japanese Friend”）中提到，解構在法文原本的意思

攪亂句子結構、整體拆散成個體、使韻文的韻律減弱、失去自身結構等，但這個字更多是挪用、

轉譯海德格思想中的拆解（Destruktion）與清淤（Abbau）；不過這些說法都沒有指出解構的意涵。

見 Wood, David, and Robert Bernasconi (eds.). (1988). Derrida and Différance.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pp. 1-5. 
37 Derrida, Jacques. (1979).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B. Harlow (tra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33. 
38 吳明忠，〈德希達與解釋學──以海德格為解釋的線索〉，未出版之碩士論文，私立東海大學哲

學硏究所，1993。 
39 吳明忠，〈德希達與解釋學──以海德格為解釋的線索〉，頁 107。 
40 吳明忠，〈德希達與解釋學──以海德格為解釋的線索〉，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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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由此來確立。另一篇是黃品堯的〈「善良的對話意願」對「無限延異的遊戲」：

論高達美與德希達之爭〉，41 首先考察了高達美的《真理與方法》與德希達在 60

與 70 年代「重要」42 的哲學作品，以此為背景，再將兩人在巴黎論戰的針鋒相

對放入這些背景。黃品堯的論文將德希達對高達美的批判視為一種哲學詮釋學的

補充，43 最後並期許後人對這一場哲學對話，還可以挖掘在台灣尚未被重視的

倫理面向。劉育忠〈對話、遊戲與教育──高達美與德希達之對比研究〉44 從教

育學意義上的哲學人類學（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in Pedagogy）出發，討論

高達美與德希達這次對話的議題帶給教育學的啟發，重思教育現場所應帶起的終

極目標，在於打破教與學的二元結構。 

大略回顧這三篇論文，都有一個特色：由海德格為起點，劃分高達美與德希

達兩人對海德格思想的深化與再造，並探討兩人各自的思想方式如何不同。這種

解讀路線其實也正是高達美的解讀路線。但是，由於高達美著述不斷，這三篇論

文完成時，晚年高達美的〈詮釋學追蹤痕跡〉這篇長文在台灣還沒有被關注到。

這篇文章與高達美過去談德希達的文章相比較下，除了再次提到海德格在他們思

想中的地位，高達美還嘗試以德希達的「常用關鍵字」來說明什麼是他的詮釋學

任務45，並再次強調〈文本與詮釋〉一文新增部分的結尾所強調，詩歌文本在他

看來不是德希達所能解構的。這一點在我看來非常重要。此外，三篇論文都礙於

時空背景的限制，都接受德希達 1981 年之後再也沒有公開提起高達美與詮釋

學。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在沈默的二十年間，德希達迂迴地評估了詮釋學的不足，

進而說「詮釋學是一種哀悼活動」（見第三章）。這一點隨著 2002 年高達美過世

之後更加可以確認。在《公羊》德希達再次扛負起他們二人 1981 年的爭論。針

對高達美的常見關鍵字「朝向我們所是的對話」（toward the dialogue that we are），

我認為德希達將他自己定位在「雙重對話」（double dialogue）或「朝向異駭的對

話」（toward an uncanny dialogue）上，並且就我來看，德希達挑戰了「後《真理

與方法》時代」的高達美所提出的「卓越的文本」（eminente Text）。（見第四章的

說明） 

                                                 
41 黃品堯，〈「善良的對話意願」對「無限延異的遊戲」：論高達美與德希達之爭〉，未出版之碩

士論文，國立中央大學哲學硏究所，1997。 
42 所謂重要的哲學作品，指的是德希達談及尼采、胡塞爾、海德格與索緒爾的那些作品。我猜

德希達不會這麼簡單的說那些是重要的且「純哲學」的作品。 
43 黃品堯，〈「善良的對話意願」對「無限延異的遊戲」：論高達美與德希達之爭〉，頁 123。 
44 劉育忠，〈對話、遊戲與教育──高達美與德希達之對比研究〉，未出版之碩士論文，國立政治

大學教育硏究所，2000。 
45 例如，高達美說：「對我來說，延異（différance）是以如下方式實現：通過對話中的問與答，

真實事物的他異性（die Alterität des Wahren, the alterity of the true）得以被帶出來（ausgetragen）。」

見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55.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Hermi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er. p.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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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問：「高達美與德希達是否有著相同的哲學目標？」我想也許可以這

樣說：「他們兩人都致力於向世人展示世界的意義（the meaning of the world）是

如何被構造出來的。」但是，他們卻是在非常不同的方向上進行這份工作。高達

美不斷闡述人們與意義世界是如何交涉在一起；德希達思考的是，人們現階段思

考的方式是否已經僵化成為某種公式化的東西，而忽略了思考本身所形成的限制

性條件（同時去問是否能抽出這種限制條件）。高達美將他的全部努力命名為「哲

學詮釋學」，而世人則稱德希達是解構（deconstruction）的代言人（我則是認為，

德希達不是解構的父親，而是致力於解構研究的人）。與其說高達美與德希達的

爭論在於海德格的尼采詮釋是否公允，不如說是關於如何聆聽不同的聲音與文字

才是高達美與德希達交手的重點，尤其當這個不同的聲音或文字來自全然不同的

他者。 

7 

高達美與德希達二人的差別該怎麼看？他們在思想上的關係該怎麼切入（如

果他們真有關聯的話）？首先要說明的是，在 1981 年的巴黎論戰，高達美與德

希達並沒有真正在同一個議題下共同互動，也沒有與對方在談論上獲得相互同

意，我甚至認為這一次的會議二者的對談是失焦的。但是，我認為人們也許能以

「思想究竟如何相遇」這問題，嘗試去思考高達美與德希達二人的相遇。這同時

是在思考中去看如何與他者相遇，也是去思考與他者的思考相遇如何可能。如果

直接將「他者問題」掛在巴黎論戰而當成是當時的爭議主軸，這一定是曲解的；

對於這場我認為失焦的思想對話，我想以「他者問題」作為一種連結方式，去鋪

陳高達美與德希達的關係，而不是重述一次他們各自的思想主張。我之所以這樣

做、選擇這個問題理由有二： 

一、當高達美回顧自己的教學生涯時，他自問哲學是否要去滿足於體系性的

綜合工作？不用。他認為：「哲學就是啟蒙，但這是反對其自身獨斷論的啟蒙。」
46 正是出於這樣的態度，高達美強調：「正是他者打破了我的自我中心，它使我

理解某些東西。這個動機從一開始就引導著我。」47 而自 1967 年後，打印上 J. 

Derrida 這名字的那些文本開始受越來越多人注目時，高達美也注意到他，但不

只是注意到他的貢獻，更注意到這名字對高達美自己的挑戰，因為德希達企圖要

克服海德格詮釋學思考所產生的限制，而這限制一方面來自形上學預設（這也是

許多人看到的），另一方面，德希達指出，高達美的詮釋學無法遭遇他者，因此

                                                 
46 “Philosophie ist Aufklärung, aber gerade auch Aufklärung gegen den Dogmatismus ihrer selbst.” 
Gadamer, Hans-Georg. (1993). “Selbstdarstellung (1975),” GW II, S. 492. 
47 “Da ist es der Ander, der meine Ichzentriertheit bricht, indem er mir etwas zu verstehen gibt. Dieses 
Motiv leitete mich von Anbeginn.” Gadamer, Hans-Georg. (1993). “Zwischen Phänomenologie und 
Dialektik: 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 (1985).” In: GW II, 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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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無法真正理解他者的他異性所帶來的效果。48 針對他者的他異性，德希達曾

說：「［…］對解構來說（作為它現階段從事的策略）它未曾堅持過多樣性

（multiplicity），而是堅持異質性（heterogeneity）、差異與分離，這些東西對與他

者的關係來說是絕對必要的。那中斷了整體性的東西，正是他者的條件。［…］

要瞭解這一點，人們必須注意我會稱之為獨一性（singularity）的東西。獨一性

並非簡單的單元體（unity）或多樣性。」49 獨一性基本上正是他者，是整體化

過程無法編制的某種東西，在巴黎論戰中，德希達正是批評詮釋學賦予整體性一

種首要地位，而犧牲了在解構看來真正首要的獨一性，也就沒能思考他者。如果

高達美與德希達都重視他者，因此在他者問題上是有著對話的可能。 

二、我認為，在德希達 2003 年紀念高達美而作的《公羊》中，「他者問題」

以未被言明的方式貫穿全文之中。在回應高達美說的「不論誰讓我認真關注解構

並堅持於差異，他將是站在對話的開端，而非在其終點。」德希達順勢提出了一

種與他者的對話模式。這種對話模式有別於高達美，以距離、記憶、未來作為主

軸並維持了他者他異性的「憂鬱中的對話」。德希達要指出的是，高達美思想恰

恰作不到這一點，而以此認作是詮釋學對話以及對「他者問題」的限制。 

如果「他者問題」在高達美與德希達之間是成立的，我企圖在論文中說明以

下論點，即高達美詮釋學與德希達解構研究之間並不存在和解的可能。從 1981

年巴黎論戰一直到德希達的《公羊》，在面對「究竟思想要如何相遇」中的「他

者問題」上，他們兩人對於他者都指出了相遇的途徑，並指出詮釋學與解構雙方

的限制。因此，一方面，在論文中我將嘗試去探討，與高達美一道思考時，如果

理解他者是可能的，詮釋學在德希達的解構研究眼裡，是否真的勢必要付出什麼

代價？另一方面，當解構強調他者的他異性時，是否就真的能告別詮釋學的架

構？我的論文預計將從 1981 年高達美的〈文本與詮釋〉一直推進到 2003 年德希

達的《公羊》為止，追蹤這 20 多年間，高達美的詮釋學與德希達的解構研究如

何在未公開的情況下持續地「隱密對話」。這場隱密對話，我將以他者、距離、

記憶與未來作為議論舞台。理由在於：在《公羊》中，藉由策蘭的兩首詩，德希

                                                 
48 德希達在一次訪談中說道：「與他者的關聯是視域與預期的全然缺席（the absence of horizon, of 
anticipation），這也是悖論地在預期之外與未來的關聯，他者的他異性（the alterity of the other）
在那裡是一種絕對的意外（an absolute surprise）［…］視域的結構支配著所有當代思想：現象學、

存有學、詮釋學、胡塞爾、海德格、高達美，等等。視域的觀念對現象學運動、存有意義的詮釋

來說是必不可少的。確實，視域的觀念對任何批判工作都是不可少的（在危機這一方面來說）。

但是，讓我再說清楚一些：某種視域缺席的經驗不是指人們完全沒有了視域，而從某種意義上來

看，由於他者而使視域『被中斷』。隨著他者的到來，造成了無－視域（non-horizon）。」見 Derrida, 
Jacques. (2002). Negotiations: interventions and interviews, 1971-2001. Elizabeth Rottenberg (ed. ＆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242-3. 
49 Derrida, Jacques. (1997). “The Villanova Roundtable: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In: 
John D. Caputo (ed.). 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 : 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 (pp. 1-28).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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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指出了面對他者時的兩種不同經驗：挖（wühlen, fouir, to grub）與扛（tragen, 

portée, to bear）。人們可以從中看出，這與高達美在面對他者時的經驗十分不同。

並且，在《公羊》的最後部分，德希達討論了策蘭詩中的「世界遠去，我唯有扛

著你」（Die Welt ist fort, ich muß dich tragen.）。這一種「扛你」經驗，是德希達在

面對高達美的逝世時持續向高達美發出的問題。50 是什麼樣的世界以及什麼樣

的「你」，讓德希達有著這樣的經驗？德希達暗示人們，這與高達美有關。 

這篇論文的開始，其實便與德希達《公羊》的結尾有關。上述他者、距離、

記憶與未來這樣的討論次序其實是為了替高達美回應德希達《公羊》的結尾。在

《公羊》的結尾，德希達引伸出五種思考的方向，「五種必要的通道（passage）

指引，在某種隱含的無限追尋，或者在一種高達美也會如此說的『無限的過程』

（processus infini, infinite process）。其中兩種指引永遠在 tragen 這字讓我們不再

前行；另外三種指引，永遠在 Welt 這字讓我們不再前行。」51  

1、tragen 意味著向他者說再見或向他者送行。這裡的他者，也許是生物，

也或許是不在場的東西。不在場，意味著尚未出生。 

2、tragen 所肩負的他者，若是指未來的新生，也可以指已過去的幽靈、倖

存者和死者。 

3、Welt，這個不再的世界，牽涉到佛洛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哀

悼與憂鬱〉（Trauer und Melancholie, 1917），牽涉到記憶與遺忘，也牽涉到

對他者的憂鬱與哀悼的困境體驗（experience of aporia）。 

4. 這世界也是被胡塞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在《觀念 I》（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Allgemeine Einführung in die reine Phänomenologie, 1913）中為了達到

純粹自我（ego pur, pure ego）而被懸擱（épokhè）起來的世界。隨後在《笛

卡兒的沈思》（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1928）中面對他我（alter ego），

純粹自我肩負起來「他我」，以類比（analogie, analogy）與附現（apprésentation, 

appresentation）的方式，以不佔有「他我」的方式，在我之中來「建構」、

扛起他者的世界。 

5、這世界也是本源學（archéologie, archeology）與末世論（eschatologie, 

eschatology）的世界，是有著出生與結束、有歷史的世界，也是海德格那位

關於「在世界中存有」（in-der-Welt-sein, Being-in-the-world）的思想家所思

考的世界。這位思想家也要求我們思考 Ent-fernung 一詞同時引起的距離

                                                 
50 依據《公羊》一文英譯者的說明，“portée” 同時有「扛負、抵達、穿鑿或擠壓的衝撞作用、

漫遊其中、射擊的容量飽和、進口、牽涉與暗示、意義與行動、心靈狀態的理解容量」等意涵。

見 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206, note 12. 
51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71. 英譯本：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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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loigne, distance）以及消除距離（dés-éloigne, de-distance）所帶來的切近

（proche, near）及其引起的一連串字詞方面的思考（Übertragung, Auftrag 以

及 Austrag）。 

德希達提示了五種方向、五種路徑，在此被我看成是 1981 年巴黎論戰的延

續。藉由論文逐步釐清的四個章節：他者、距離、記憶、未來，我將一步步整理，

去看到高達美與德希達的爭論，從未離開過這個問題：「思想終究如何相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5 

第一章、他者──詮釋學與解構的距離 

我持久的偏執之一，就是力圖理解其他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他們的靈魂如

何不同於我，［...］我猜測，沒有人會真正接納他人的存在。一個人可以

承認，其他人也是生類，也能夠像他一樣思考和感覺。但是總有一點不同

的因素吧，總有一點可以感覺得到但又沒法明確指出的差別吧。 

                              ─Fernando Pessoa，〈太陽為誰而升〉1 

我猜想高達美與德希達不會否認他者（the other）總是帶著差別而來到人們

面前。對高達美來說，人們雖然能通過語言交往而建立起共通性（Gemeinsamkeit, 

communality），不過，高達美在〈文本與詮釋〉一開始就提到 “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這句話意味著「語言永遠無法抵達個體最終的、不可揚棄/消解的秘

密。」2 也就是說，我們永遠也無法以語言交流來穿透作為個體的他者的全部秘

密，也無法將作為個體的自己完全由語言揭露出來。德希達則是在某次訪談中說

到：「他者既超越語言同時也召喚語言，可能不是一般意義下的一種語言學家已

經指派了這個詞的『指稱項』。」3 也就是說，他者對德希達來說不是語言可觸

及的。但是德希達同時表示：「解構並不封閉在虛無之中，而是朝向他者的某種

開放。」4  

然而我認為他者問題形成了高達美與德希達思想的距離。1981 年高達美發

表〈文本與詮釋〉時，他向人們說明，語言在本質上正是要通向他者的：「在任

何情況下，不論口頭還是書寫的文本，文本理解（Textverständnis, understand of 

text）仍然依賴於溝通條件上〈kommunikative Bedingungen, communicative 

conditions〉，而作為交往條件，本身就超出了那些被說出的東西的單純固定的意

義內容。」5 在高達美眼裡，說話或書寫都是一次在語言交流中的理解事件。說

                                                 
1 Pessoa, Fernando。《惶然集》。頁 33。 
2 “Sprache erreicht nie das letztem unaufhebbare Geheimnis der individuellen Person.”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0. 英譯本：“[…] language never touches upon 
the last, in surmountable secret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2. 
3 Kearney, Richard. (1984).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 the phenomenological 
heritage : Paul Ricoeur, Emmanuel Levinas, Herbert Marcuse, Stanislas Breton, Jacques Derrida. 
Manchester, UK ; Dover, N.H., USA :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 123-4. 
4 Kearney, Richard. Dialogues with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inkers, p. 124. 
5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3.  

或許高達美的意見可以透過與 Paul Ricoeur 作對比，來突出高達美的堅持。在《詮釋學與人文

科學》（Hermeneutics and Human Sciences），Paul Ricoeur 曾經指出：「我們認為，文本是所有被

書寫所固定（fixed）下來的話語（discourse）。」（p. 145）「被給予的話語如同一場事件（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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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或書寫都渴望在交往之中獲得他者的理解，而詮釋正是將交往中由於語言而來

的障礙予以化解的任務。然而，高達美直言，他的詮釋學主張卻在他的法國同行

那、尤其是德希達那成了對他的一種挑戰。6 

1、德希達對詮釋學的挑戰 

德希達常常提到詮釋學，只是他通常談的很少。例如，德希達曾說，在面對

已破碎的上帝誡命時，猶太的拉比（rabbi）7 的註經傳統與詩人說話的權利是同

時成立的，「註解（commentaire, commentary）的必要性，如同詩的必要性，都

是被流放的言說（parole exilée, exiled speech）的相同形式。一開始就是詮釋學。」

但是，「原初文本的視域與註釋書寫之間的差異，造成了拉比與詩人之間不可還

原的差異。」8 另外，在提到哲學作為提問（questioning）的社群時，「只有通過

不同的詮釋學工作（travail herméneutique, hermeneutical effort），問題的單純性才

被指出或被想起。」9 有時他也用詮釋學來稱呼指拉岡（Jacques Lacan）面對文

學作品時的態度。10 關於詮釋學，德希達在 1987 年的一次訪談中說的較為清楚： 

詮釋學是一門閱讀的普遍實踐或是破譯（deciphering）宗教、文學或哲

學的文本，而詮釋學預先假定文本可以在確定的意義上被閱讀；而且，

                                                                                                                                            
當人們說話時有東西發生了。［…］說話語是一種事件，首先是指，這個話語是以時間地

（temporally）並在當下（present）被實行的（be realised）［…］。」（p. 133）「文本的意義與心理

學層次的意義有著不同的命運。」（p. 139）Paul Ricoeur 認為，文本使書寫者的意向脫離了書寫

者而得以進入「書寫－閱讀」的結構，因而不同於對話中「聽－說」的結構。對話是無距離且當

下發生的事件，「書寫－閱讀」則是作者自身異化（Verfremdung）成固定的物質作品，也就是說

與自己產生差距（distanciation），以讓後代讀者佔有（appropriation）。（見：Ricoeur, Paul. (1981). 
Hermeneutics and the Human Sciences: Essays on Language, A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ed by 
John B. Thompson.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但在〈文本與詮釋〉中，高達美則堅

持：書寫文本與口語交流同樣都是「溝通事件」（communicative event），但只有文學文本例外。

詳見第四章的說明。 
6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3.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24. 
7 拉比是猶太教中體現摩西典範、解釋神諭的人。拉比的一個重要工作是詮釋日益生疏的教內經

典。見：鄧元尉（2008）。《通往他者之路：列維納斯對猶太法典的詮釋》。台北：臺灣基督教文

藝出版社。頁 39-41。 
8 Derrida, Jacques. (1967). “Edmond Jabès et la question du livr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99-116).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p. 10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2002). “Edmond Jabè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Book.”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77-96). London & N. 
Y.: Routledge, p. 81.  
9 Derrida, Jacques. (1967). “Violence et métaphysique: Essai sur la pensée d'Emmanuel Levinas.”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117-228).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p. 11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2002). “Violence and Metaphysics: An Essay on the Thought of Emmanuel Levinas.”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97-192). London & N. Y.: Routledge, p. 99.  
10 Derrida, Jacques. (1972). Positions. Paris : Minuit, p. 118.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1981). 
Positions. Translated by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112. 德希達在此書的註

腳中說，拉岡對文學作品的解讀依然是詮釋學（語意學）與形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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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一考慮文本的密度（the density of the text），那麼你必然抵達到其

想法（the sense）、內容（the content）、與意義（the meaning）。我對詮

釋學充滿敬意，並認為一門詮釋學科學在所有領域都是必要的。但是解

構不是詮釋學，因為意義（作為文本的終級層次）總是分裂的（divided） 

或是複數的（multiple），而且是無法被結合在一起。11 

高達美並不以破譯的角度看待文本。在 1960 年《真理與方法》出版時，高

達美就寫道：「正因為書寫下的東西是固定住的，被陳述的意義從陳述的人那裡

完全分離開來，這就使得進行理解的讀者成為它的真理主張（Wahrheitsanspruch, 

the claim to truth）的辯護人(Anwalt, arbiter)。」12 高達美認為以語言所做出的陳

述要獲得理解，必然要求意義的統一性為前提。而在〈文本與詮釋〉文中，高達

美一開始就向他的法國同行們說明「文本必須回到詮釋學中被理解」，亦即，將

文本視為可讀的東西（lesbar, readable）是文本成立的前提，而可讀意味著「聽

見文本所要傳達的意義。」13 

這便引起德希達的警覺。我將德希達提出的三個問題置於「理解」、「詮釋」

與「關聯的連續」三個標題來看。 

2、問題一：理解的基礎是良善意志 

首先關於「理解」。1981 年德希達向高達美問道：理解的前提是否預設了「良

善意志」作為公理原則？這問題究竟是指什麼？為什麼會問出這個問題？對我來

說不是很清楚。不過我嘗試去猜測這問題的重要性何在。我借用德希達的〈激情〉

（Passions, 1991）來補充德希達 1981 年向高達美問的第一個問題。14 在〈激情〉

一文中，德希達一開始提到，任何研究與分析，其論述都是沿著某種儀式

（ceremony）來使某個對象或論題在儀式過程中被揭露出來，並且通過這儀式，

研究者之間才能建立社群並讓其他人通過儀式而身處其中。然而，研究者都得面

對這件事：人們是否足夠儀式性的（ceremonious）去面對所討論的對象以及其他

參與者？並且，「依據某種規則，儀式過程能以形式的方式展開（se dérouler, to 

unfold）；它將達到自身的目的，但是它是以某種迂迴（detour）為代價，或以某

種懸擱（suspens）為代價，以使其根本對它不擁有任何威脅，而且通過預期，將

                                                 
11 Rotzer, F.（1994）. Conversation with French Philosophers. G. E. Aylesworth (trans.).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p. 45.  
12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9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96. 
13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p. 31-32. 
14 我之所以借用這篇文章，是因為這篇文章提到康德的「義務」與回應他人的問題。在此，我

良善地預設了德希達對康德道德哲學的看法有著連貫且一致的看法。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8

可能使它獲得證實、加強、擴大、美化與強化……。」15 換言之，事物以及參

與者並未直接顯現，而是被迂迴地表現，並加強了儀式本身的合理地位。接著，

德希達把話題拉到康德的「合乎義務」（pflichtmässig, conformity to duty）與「出

於義務」（aus Pflich, out of duty）的區分。依據德希達的看法，不論行動的方式

為何，只要帶有規則、應然或是預期，都將因為行事乃是出於規則並受形式來引

導，而不可能是直接的、沒有迂迴、沒有花招與算計的行事。16 然而，如果免

於儀式過程來揭露某事物而能獲得某物或參與者的「回應」（réponse），或者出

於某種道德規則來要求參與者回應是否可能？德希達說這充滿兩難，他以自戀

（narcissism）的問題為例： 

假設有個 X，不論是某物或者某人（一個痕跡、作品、制度、小孩），扛

著你的名字（porte votre nom, to bear your name），也就是說，扛著你的名

號（title）。天真的說法或者流行的幻想就在於：你給出了你的名字交給了

X，因此那些送還給 X 的全部東西，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或是說，筆直

或歪斜的方向，又「回到」（revient, return）你身上，有如某種利潤（benefice, 

profit），一種為了你的自戀而獲得的利潤。但事實上，你不「是」你的名

字，也不是你的名號，並且在被贈與了你的名字或名號後，X 在沒有你或

你的人生的情況下一切過得很好，也就是說，沒有某物可以「回返」的位

置──就如同每個痕跡、每個名字與每個名號的定義與可能性，所以，由

於你的自戀企圖獲利或期盼獲利，你的自戀先天上是無效的，。17 

這種利潤與回返的關係，我認為也關係到尋求理解的良善意志。18 當高達美在

〈文本與詮釋〉中，以書信為例，說明寫信與說話、收件者與聆聽者都有相互理

解的良善意志，「處於對話狀態中的寫信者［…］包含著對一個他者的預期，寫

信者與他者共享這個前提條件，並期待後者的理解。」19 這是否是尋求理解者

先行預設的公理與規則？或是說，讓他者因你信上的署名似乎期盼著某種回應或

獲利而被捲入對話之中？這篇〈激情〉雖然是德希達針對 David Wood 的一次邀

                                                 
15 Derrida, Jacques. (1993). Passions. Paris: Galilée, p. 20-21.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1995).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Trans. by David Wood. In: On the Name (pp. 1-31). Thomas Dutoit 
(ed.).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 7. 
16 Derrida, Jacques. Passions, p. 22-25.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In: On the Name, p. 8-9.  
17 Derrida, Jacques. Passions, p. 31-3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In: On the Name, p. 13. 
18 關於良善意志無條件遵循的公理，康德的經典規定是：「除非我也能夠意欲我的準則（maxim）

成為一個普遍法則（universal law），否則我絕不應當去引導（conduct）我自己行動，」見：Kant, 
Immanuel. (2002). Groundwork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Allen W. Wood (ed. & trans.). New 
Have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18（AK IV S. 401）. 
19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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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而寫的文章，不是針對高達美，不過德希達有一段話值得在此提起。他說： 

這是否就是不回應 David Wood 以及在此提及的其他人的邀請的一種方式

嗎？我應當回應他嗎？一個人該如何知道呢？什麼是邀請？回應邀請究

竟是什麼？這個回返，應該要怎麼算帳？向誰算？向什麼東西算？一個邀

請除非保有人的自由（libre, free），否則就會變成強制（contrainte）。20 

在理解的良善意志問題中，藉由挪用〈激情〉這篇文章，我想也許德希達要

追問的是：詮釋學是否隱含在尋求理解的良善意志而要求他者回應？這種意志是

否是一種主觀上希望他者因為我的自戀或者期待而預設的義務，並同時被擴及成

普遍法則？這一普遍法則，或者因為我的名字而必須回應我、回報我、歸還我所

發出的聲音（聲音、說話或書信）？德希達說在〈激情〉中還說：「［...］沒有任

何回應至今能夠免除掉（ne se délivrera jamais aucune reponse）並必須忍受如下

事實：回應總是要求要去度量（mesurer, measure up）他者的論述（discourse），

並透過回應去處置它、理解它，更確切說，是圈限它，［這些行為］既向著（á, to）

他者並且在他者面前（devant, before）如此。」21 並且還預設了「同樣輕浮與自

大地認為自己有能力（既向著他者並且在他者面前）做出回應，因為首先人們以

為能夠由他自己或由他自己能做的、說的、寫的全部東西來回答（répondre, 

answer）。」22  

德希達的要求無疑是嚴苛的：關於自己與他者，他要求真正的回應總是以我

們能夠「理解」他者並且「認識」自己已經有的全部東西為前提（也就是說，知

道「我是誰」以及「你是誰」還有「我們是誰」）。但是人們實際上無法做到這點，

而且回應如果先於他者、先於所有可能的他者，那麼這也陷入了自戀之中，限定、

要求、度量他者的論述與他者對我的論述。並且，回應總是一種「命名」（to name）

的活動，去賦予他者的論述或者認定他者在估量「我的名字」，思考「我的名字」

所思所想的東西，這就陷入了自戀的迴圈，認為別人可以辨識我、估量我，或者，

誤解我或觸碰我。在〈文本與詮釋〉中，高達美認為，書寫預設著理解的良善意

志，這一想法是否太自戀了一點？先行預設在他者出現之前，就存在著良善意

                                                 
20 Derrida, Jacques. Passions, p. 35-36. 英譯本：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In: On the Name, p. 14。但德希達說，人們不可能面對邀請時能自由地回應，也無法不

自由地回應。對德希達來說，這是困境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a aporia）。 
21 Derrida, Jacques. Passions, p. 47-48. 英譯本：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In: On the Name, p. 20. 
22 Derrida, Jacques. Passions, p. 48. 英譯本：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Passion: ‘An Oblique 
Offering.’” In: On the Name, p. 20. 不過，正因為脫離不了這種不尊重他者的回應方式，人們得以

開啟一種至今都尚未開啟的倫理向度，以債務形式來面對他者，並且在他者出現之後擔起責任

（responsibility）。可參見：文睿讚（2007）。〈德希達的責任〉，第四章「責任與回應」。未出版之

碩士論文，國立政治大學哲學硏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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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這個意志推行著這個預期公理，似乎有些不大良善。23 如果高達美認為這

個前提是普遍的，那麼，這可能是康德意義上的道德主體自行為這個公理立法，

而先行排除了與他者的關係。 

3、問題二：詮釋的替補 

什麼是詮釋學任務？高達美曾在《真理與方法》說：「［…］詮釋學始終有這

樣的任務，即建立那尚未達到的或被打亂的一致理解（Einverständnis, 

agreement）。」24 這樣的想法也出現在 1981 年〈文本與詮釋〉中，高達美指出：

「如果詮釋者克服了一個文本的疏異性並由此幫助讀者理解了文本，［…］使文

本的視域和讀者的視域之間的對峙得到解決──這就是我所謂的視域融合

（Horizontverschmelzung, fusion of horizon）。」25 這樣的主張對德希達來說也成

問題；在他的第二個問題中有提到：「將詮釋脈絡擴大就足夠了？」還是說，「難

道不就是牽涉到某種斷裂，某種對脈絡、甚至對脈絡概念本身的全部重新—結構

化？」26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會是再結構化而以嗎？德希達質疑高達美未能

區分精神分析與詮釋學的差別，在他看來二者即使存在著差異，但視域或脈絡的

                                                 
23 鄧元尉在〈列維納斯語言哲學的文本觀〉中也提到高達美與德希達的巴黎論戰中「良善意志」

的問題。鄧元尉指出，德希達的問題其實是來自列維納斯的語言觀，認為尋求理解的良善意志是

一種「問心無愧地自以為義，自覺無負於他者安然居於一己之地。［…］對文本的理解，乃是對

他者的暴力。」也就是說，理解的良善意志是一種自我感覺良好的保存意識，並將他者的他異性

納入到一種意義關聯的整體，使之被整體性所佔有，文本便不再具有他異性。見：鄧元尉（2009）。

〈列維納斯語言哲學的文本觀〉。收錄在：《他者哲學：回歸列維納斯》（頁 121-156）。賴俊雄編。

台北：麥田，頁 134。 

持類似的觀點還有 Josef Simon 與 John D. Caputo。Josef Simon 認為，德希達透過對海德格的

批評，間接指出高達美詮釋學的困境：「理解即是將他者變成自己所擁有的世界圖像所進行的想

像，並重建其融貫性已被他者打亂的世界圖像。」見 Simon, Josef. (1989). “Good Will to Understand 
and the Will to Power: Remarks on an ‘Improbable Debate’.” In DD (pp. 162-175), p. 165.  

John D. Caputo 則是指出，只要高達美相信「在傳統中存在著意義的深層澱積，並轉而成為我

們所在的傳統，而詮釋學的任務就是去學習如何開採這份財富並且在目前的世代中使之繼續維

持」，那麼，對解構來說，高達美的詮釋學就還是「隱密的本質主義」（Closet Essentialism），是

柏拉圖、黑格爾等人的形上學的一份子；而高達美所謂的求一致理解，等於認同歷史的權威並讓

記憶中的危險的他者加以排斥與抹去。見：Caputo, John D. (1989). “Gadamer’s Closet Essentialism.” 
In DD (pp. 258-264), p.262-263.  
24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9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2. 
25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II, S. 35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41. 
26 “Would it be enough, as Professor Gadamer seems to think, simply to enlarge the context of 
interpretation? Or, on the contrary-as I am inclined to look at it-would this not involve a breach, an 
overall re-structuring of the context, even of the very concept of context?”見：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Gadamer.” In: DD, p. 53.  

1993 年，有人再次向高達美問道什麼是「脈絡的擴大」？是連續的擴大抑或非連續的重構？

高達美簡單回應說：「針對這個問題，我只能回答說：我自己絕不會知道。我能夠知道嗎？與我

對話的伙伴的下一個語詞，不是我所能預期與控制的，難道不是這樣嗎？」Gadamer, Hans-Georg. 
Gadamer in Conversation,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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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確實讓人起疑，讓人質疑理解的障礙是否真能被克服？ 

德希達對高達美的說法並不陌生，正如高達美說書信往來總是預期內容能被

理解，詮釋者也預期在化解文本的殊異性時，將文本的意義通過詮釋的中介使其

意義斷裂處得到化解，亦即使誤解或無法理解的段落獲得解決。盧梭《懺悔錄》

（Les Confessions, 1782）也曾做過這件事，而德希達 1967 年所寫的《論書寫學》

（De la Grammatologie）非常理解這個過程：讓－雅各‧盧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錄》開頭自稱要向世人述說一個由於獨特而被誤解的靈魂，也

就是他自己，他要透過本人「現身說法」詮釋他的一生，使他自己不被外人誤解，

讓人們藉由這本書來接近真正的盧梭。在《懺悔錄》中，盧梭預設自己就是詮釋

者，被詮釋的東西就是那個叫讓－雅各的人以及他的一生。這裡很難說是在理解

讓－雅各的人生、還是將讓－雅各給再結構化。但是，德希達注意到一種他稱之

為「替補」（supplément）的結構：將活生生的交流讓位給書寫。正如高達美〈文

本與詮釋〉中說的：「一個文本並非某個被給定的對象，而是某個理解發生之實

行的一個階段。」27 高達美此語必定深得盧梭肯認，在盧梭那書寫也是活生生

交流的替補，目的地是理解盧梭本人。但是，德希達指出，在盧梭那裡，「以書

寫代替言說，也就是將價值取代在場──我存有或我在場（the I am or the I am 

present）因此被犧牲，而我所是或我所值（what I am or a what I am worth）則被

優先選擇。」28 於是問題就在於，盧梭《懺悔錄》的終極所指（ultimate signified）

如果是一個原樣盧梭，卻必須透過中介的方式迂迴地呈現，亦即以被書寫的讓－

雅各取代了活生生的讓－雅各，那麼，《懺悔錄》既代替了活生生的讓－雅各的

缺席，也推遲了讓－雅各的出場，因為： 

［…］人們不能從書寫文本（texte écrit, written text）中急忙地抽出其所意

謂的所指（le signifié qu'il voudrait dire, the signified it would mean），因為

所指在此正是文本自身。很少有人以這些著作來去尋找所指之真理（形上

學的或心理學的真理：在其著作背後讓－雅各的人生），假若我們感興趣

的那些文本有所意謂（veulent dire），那就是將涉身性（engagement）與附

屬性（appartenance, appurtenance），將存在與書寫（l'existence et l'écriture, 

existence and writing）包納到同一個紋理（tissue）裡頭，也就是同一個文

本。這個東西在此被稱為替補（supplément），延異（différance）是它的另

                                                 
27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5.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5. 
28 “l'opération qui substitue l'écriture à la parole remplace aussi la presence par la valeur : au je suis ou 
au je suis présent ainsi sacrifié on préfère un ce que je suis ou ce que je vaux.” Derrida, Jacques. (1967). 
De la Grammatologie. Paris : Minuit, p. 205.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1997). Of Grammatology. 
Translated by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Md.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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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名稱。29 

在德希達看來，盧梭並未因書寫文本而給出了他本人，相反地，盧梭藉由書寫而

不在場，而書寫文本向我們承諾它代表著作者的感覺、想法與記憶，但是，作者

卻又外在於書寫文本這樣的主張無疑是弔詭的，因此，表面上看來，《懺悔錄》

是一部盧梭人生的複製物，不是作者在理解讓－雅各，也不是在註釋讓－雅各，

而是重構一個不被誤解的讓－雅各。但是又不只是重構，更確切地說，是延遲了

讓－雅各的在場，卻又代表了讓－雅各。也就是說，盧梭讓自己外化成語言書寫。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高達美所謂的「詮釋」。德希達所問的：詮釋究竟是「連續

的擴大？還是一種非連續的在結構化？」30 在我看來，這問題「也許」意味著：

詮釋是否就直接等於讓他者或文本（作為理解的某個階段）的視域建立起活生生

的關聯而得以融合，天真的相信詮釋得以將作者作為文本或將語言看作是言說者

意向性的完全表現？還是說，詮釋是對文本殊異性、意義斷裂處與文本性的忽視

而逕行的替補、進而推遲了文本斷裂處的影響？詮釋活動難道不就是一開始就完

全不理解，然後對意義不明或者意義不連貫的斷裂之處所做出的強作解人？31 

4、問題三：關聯的連續 

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中，將理解的條件建立在語言性上。他認為：「理

解的完成方式（die Vollzugsweise des Verstehens）［…］就是實事自身得以語言表

達（das Zur-Sprach-Kommen der Sache selbst, the coming-into-language of the thing 

itself）」，32 而語言正是人們在對話中的那種語言。〈文本與詮釋〉中再次強調這

一點。高達美說，不論在對話還是文本，語言都是將訊息（Kunde, thing that is being 

                                                 
29 “[…] l'on peut d'autant moins faire abstraction du texte écrit pour se précipiter vers le signifié qu'il 
voudrait dire, que le signifié est ici l'écriture elle-même. On a si peu à chercher une vérité signifiée par 
ces écrits (vérité métaphysique ou vérité psychologique : la vie de Jean-Jacques derrière son oeuvre) 
que si les textes auxquels nous allons nous intéresser veulent dire quelque chose, c'est l'engagement et 
l'appartenance qui enserrent dans le même tissu, le même texte, l'existence et l'écriture. Le même ici 
s'appelle supplément, autre nom de la différance.” Ibid., p. 215. 英譯本，p. 150. 
30 “ Would it be a continual expansion, or a discontinuous re-structuring?” 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Gadamer.” In: DD, p. 53. 
31 在此，對於德希達第二個問題的說明，還有一個更直接的例證，那就是我自己。關於第二個

問題，我看似給予「解釋」（Auslegung, explanation）、詮釋（Interpretation）、註釋（Exegese, 
exegesis），不如說我在以另一個東西來「替補」這個問題。說到底，人們未必因為我的補充而更

佳理解第二個問題，不如說，我推遲了第二個問題。我看似重構了第二個問題，其實是取代了第

二個問題。到最後，德希達的第二個問題並未得到任何說明，詮釋者如我最終遺忘了文本、也遺

忘了德希達第二個問題的殊異性而沾沾自喜。在此，高達美口中作為中介的詮釋，不但不是作為

理解的中介，還成了暴力地取代文本的假象。 
32 原文脈絡如下：“daß ein Verständnis nachträglich auch in Worte gefaßt wird, vielmehr ist die 
Vollzugsweise des Verstehens, ob es sich dabei um Texte handelt oder um Gesprächspartner, die einem 
die Sache vorstellen, das Zur-Sprache-kommen der Sache selbst.”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8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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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yed）帶向另一個人的中介，33 即使交流尚未實現的文本，34 也可以通過

詮釋而得到理解。這一切交流都是以語言中的共通性（communality in language）

為前提。但是，德希達問道「理解的前提，與其說完全不是作為關聯的連續性

（continuity of rapport），倒不如說是一種關聯的斷裂（interruption），某種斷裂的

關聯，即對所有中介的揚棄？」35 （這段問題將在差不多 20 年後，在《公羊》

中再次被德希達申明） 高達美認為德希達在問的是「這種斷裂必須始終得以實

施，因為不存在一種對他者的無斷裂的理解。」36  

1981 年巴黎論戰，德希達向高達美提出的問題既離題也切題，一方面，德

希達在提問的開始與最後所採取的姿態並不是在釐清〈文本與詮釋〉的整體架

構，而是針對文章中「寫信」的「良善意志」一路提問。問題一開始，德希達先

說：「回想我們已經聽過的發言，我已經開始問自己，除了已經在此發生的事情

外，是否還有其他不大可能的爭論、反問、以及探討那未能發現的思考議題。我

現在還在問自己這個問題。」37 說完向高達美提出的三個問題後，德希達最後

說：「在我隨意以省略的、即興的方式所提出的一連串問題與評論中，人們難道

不能看見一種相當不同的對文本的思考方式嗎？」38 所以我認為，一開始，德

希達就讓這次相遇避免成為「詮釋學 VS.解構」，而是在可能的爭論之外尋找對

〈文本與詮釋〉做出回應。但是另一方面，德希達的問題正好切中詮釋學的未言

明的預設，亦即作為「完全性預期」的良善意志。39 張鼎國曾評論到：也許這

                                                 
33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5.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5. 
34 高達美在〈文本與詮釋〉列舉了三種沒能發生活生生交流的文本：1. 反文本（Antitexte），指

「與文本化相反的談話方式」，如笑話（joke）、反諷（irony），但是「反文本」之所以成功，必

然以「共同的前理解」（pre-understanding）為前提，並且這種文本也「期待」被理解，否則就起

不了玩笑、反諷的作用，因此這類文本不造成詮釋上的斷裂。2. 偽文本（Pseudotexte），指的是

「書寫上或口語上『不傳遞意義』的文本」，高達美指出，這種文本像是一種「修辭填充」，在翻

譯時必須把這種空洞的文本予以剔除。不過文學文本並不屬於這種文本。3. 前文本（Prätexte），

「其意義無法獲得理解、或者意義是以被掩蔽的方式被給予的文本」，而詮釋的任務必須破譯它

所隱藏的東西，意識型態批判與精神分析正是以破譯那些被掩飾的文本為任務。如果存在著隱誨

的、不可理解的文本，那麼，「詮釋學的任務」就是面對讓人疏異的文本，透過詮釋將文本變成

「可理解的」。見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7-351. 英譯本：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p. 37-40 
35 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Hans-Georg Gadamer.” In: DD, p. 53. 
36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6. 
37 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Hans-Georg Gadamer.” In: DD, P. 52. 
38 Derrida, Jacques. “Three Questions to Hans-Georg Gadamer.” In: DD, P. 54. 
39 這裡參考了 Georgia Warnke 的意見。見：Warnke, Georgia. (1987). Gadamer : Hermeneutics, 
Tradition, and Reason. Cambridge : Polity Press, 87-89.  

但是我並不同意他對德希達的反駁。他認為德希達的說法等於「一起犧牲了理解與學習的一次

明確機會。」（p. 89）並且認為唯有在預設某種融貫的情況下，意義的斷裂才會被發現斷裂

（rupture）。但是，我對德希達第一個與第二個問題的說明，希望可以指明，德希達所謂的斷裂

並非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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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是隨意提出的，但是「事實上，這位解構大師出招是犀利的，策略是高明

的，態度是針貶且激將的，而隨之而後的斷裂又是無情的。」40 這些問題使得

「高達美在巴黎踢到的不是鐵板，而是棉花。」41  

5、高達美回應德希達 

高達美考量並且試著回應德希達的提問。關於德希達的第一個問題：什麼是

「理解」？以及理解是否以「良善意志」為前提？關鍵在於高達美對「理解」以

及理解發生的條件並非德希達所考慮的那樣。關於「理解」，高達美在《真理與

方法》中說了很多。他用各種方式去描述理解為何。例如他說「理解是 Dasein

的存在方式，因為理解就是能成其是以及『可能性』。」42 「理解是一種對共通

意義的分有。」43 「所謂理解就是在語言上取得相互一致理解。」44 我個人以

為，在高達美對「理解」的各種描述中，最直接明瞭的是在高達美〈作為一種理

論與實踐任務的詮釋學〉（“Hermeneutik als theoretische und praktische Aufgabe”, 

1978）中，他說：「『理解』（Verständnis）就是指某種實踐理性的調整，意指一

種對他者的實際考慮［而做出］的明智判斷。」45 同樣一個字在〈文本與詮釋〉

也出現過（雖然高達美解釋稍微不同），高達美說：「在德文，理解（Verstehen）

也意味著：『對某物取得瞭悟』（für etwas Verständnis haben）。」46  

在《真理與方法》中，高達美認為，在具體情境中做出實踐判斷時能，人們

不可能不考慮其他人的見解，因為人們並不能預先知道一切情況；即使真有人天

                                                 
40 張鼎國（1998）。〈『書寫誌異』與『詮釋求通』：一場南轅北轍的哲學對話〉。東吳哲學學報，

卷 l0，3。頁 179-207。引文出自頁 194。 
41 張鼎國。〈『書寫誌異』與『詮釋求通』〉，頁 199。 
42 “[…] Verstehen die Seinsart des Daseins, sofern es Seinkönnen und >Möglichkeit< ist.”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64. 英譯本：“[…] understanding is Dasein's mode of being, insofar as it is 
potentiality-for-being and ‘possibility.’” Gadamer, Hans-Georg. TM, p. 250. 
43 這句話是簡化高達美如下談論：「詮釋學的任務，就是讓理解的奇蹟得以闡明，這並不是一種

靈魂的神秘交流，而是一種共通意義的分有。」（“Es ist die Aufgabe der Hermeneutik, dies Wunder 
des Verstehens aufzuklären, das nicht eine geheimnisvolle Kommunion der Seelen, sondern eine 
Teilhabe am gemeinsamen Sinn ist.”）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9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2. 
44 「理解人們所說的東西，正如我們已經提到的，意味著在語言中達到一致理解，而不是置入

於他人之中並且再次體驗他人的感受。」（“Verstehen, was einer sagt, meint, wie wir sahen, sich in der 
Sprache Verständigen und nicht, sich in einen anderen Versetzen und seine Erlebnisse 
Nachvollziehen.”）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8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85. 
45 “>Verständnis< meint dann eine Modifikation der praktischen Vernünftigkeit, die einsichtsvolle 
Beurteilung der praktischen Erwägungen eines anderen.” GW II, S. 315. 英譯本翻譯為：“Being 
habitually understanding toward others” reflects a modification of practical reasonableness, the 
insightful judgment regarding someone else’s practical deliberations.” 見：The Gadamer Reading, p. 
261. 
46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33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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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異稟能應付所有情境，高達美說這樣的人在亞里斯多德那反倒叫作 “deinos”，

「這名字同樣意味著『恐怖』（schrecklich, terrible）。沒有什麼東西能如此恐怖、

如此異駭（unheimlich, uncanny）、如此讓人膽寒（furchtbar, appalling）［…］。」
47 相反，不同於為一切意義奠基的主體形上學（胡塞爾），高達美認為理解就是： 

不要對他的要求（Anspruch, claim）充耳不聞，並讓他所說的東西能被我

們看見。［…］情況是這樣的，誰想聽取什麼，誰就得徹底是開放的。如

果沒有這樣一種彼此的開放性，就不能有真正的人類聯繫。48  

這種理解所需要的條件，肯定不是在自戀與非自戀的兩難中考慮關於「回應」的

問題。49 對高達美來說，理解與相互理解首先不是一種對他者的陳述所做出的

出於意志的要求，回應也不是先於他者的某種法則規定，更不是首先作為一種命

名活動而出現的優先性。相反，對高達美來說，理解、理解他者與相互理解，都

牽涉到「提問」（Fragen, question）的優先性。在《真理與方法》中，理解他者

對高達美來說，在於將他者的主張視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而理解他者就是理解

他者提出的問題，因為「誰想要去理解，誰就必須反過來追問所說的話背後的東

西。他必須把所說的話理解為對某個問題的回答，即對這個問題的回答。」50 如

此，由他者所提出的問題「開啟了被問的東西的存在」。51 他者的論述因此不是

要被衡量與圈限的；相反，他者的論述開啟了問題與所問之物的存在。在這意義

上，1981 年高達美因此回覆德希達：「德希達向我提出問題，就必須預設我願意

理解他的問題。」52  

依據高達美《真理與方法》中〈經驗概念與詮釋學經驗的本質〉（“Der Begriff 

                                                 
47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29.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20. 
48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6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55. 
49 其實德希達既不支持自戀，也不支持非自戀。在一次訪談中，他說：「自戀！不存在自戀，也

不存在非自戀（non-narcissism）；只存在著或多或少可理解的（comprehensive）、豐富的

（generous）、開放的（open），被擴大的（extended）複數的自戀（narcissisms）。一般而言，被

稱為非自戀的東西，就只是一種更熱情（welcoming）、更好客（hospitable）的自戀經濟，而人們

在此朝向作為他者之他者的經驗並有著更多的開放。我相信沒有自戀的適己運動（a movement of 
narcissistic reappropriation），與他者的關係將會被絕對地摧毀，將會預先被摧毀。例如，與他者

的關係（即使這關係仍舊是不對稱的 [asymmetrical]、開放的、沒有適己的可能），必須在力圖使

愛成為可能的自我意象（image）中，去追蹤（to trace）這一重複佔有的運動。愛是自戀的。在

這之外，還有一些自戀，或有很多自戀，並且存在著在終結時的死亡作為其限制。即使在死亡的

經驗中（如果存在這種經驗的話），自戀並不是絕對地廢止（to abdicate absolutely）。」見 Derrida, 
Jacques. (1995). Points…Interviews, 1974-1994. Ed. by Elisabeth Weber, trans. by Peggy Kamuf.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 
50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75.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63. 
51 改寫自：“Das Aufkommen einer Frage bricht gleichsam das Sein des Befragten auf.”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68. 
52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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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Erfahrung und das Wesen der hermeneutischen Erfahrung”）這一節，高達美區分

了兩種經驗（Erfahrung, experience），一種是與我們預期相符並且證實我們預期

的經驗；另一種是從某物獲得的經驗（Erfahrung machen, experience occur to 

someone），後者對高達美來說是真正的經驗（eigentliche Erfahrung），因為這種

經驗的本質就是否定（Negativität），53 高達美說這一種經驗是某種未曾期待的東

西所提供的新經驗，並給予人們新的視域（Horizont）。54 在這種經驗過程中，

人們對新的經驗保持開放，並且總是知道有某種超出經驗的東西。而有經驗的人

是這樣一種人：他知道自己並不比任何人知道更多，並對新的經驗保持非獨斷論

的態度、並從新經驗中獲得學習。他之所以能學習，是因為新的經驗總是一種「期

望的落空」。55 高達美將這種否定性經驗看作學習的契機，其中當我們對某個對

象有了經驗，我們的認識及對象都獲得改變。這裡，他者的提問有如一次預期之

外而提的問題，人們「更多是被動的承受（Erleiden, passion），而不是主動的行

動（Tun, action）。問題壓向我們，以致於我們不能再迴避它或堅持我們習慣的意

見。」56 在理解他者的過程中，「被理解的問題不可能簡單地視為我們的知識，

它們變成了我們自身的問題。」57 從這一面向來看，高達美認定才向德希達回

話，理解他者「這樣的努力與『形上學的時代』有什麼關係，或者與良善意志的

康德式概念有什麼關係。」58 

關於第二個問題：「詮釋」是不是一種斷裂的理解，亦即是不是一種原初意

義的推遲與取代？首先要知道，對高達美來說，人們總是生存於某種處境

（Situation），由於人們不是與處境相對立，而是在處境之中並具有某種視域，亦

即「一個立足點出發所能看到的一切」。59 而一切理解活動正是由此展開。高達

美說： 

人類此有的歷史運動在於：它不具有任何絕對的立足點限制，因而它也不

會具有一種真正封閉的視域。視域其實就是我們活動於其中並且與我們一

                                                 
53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59.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47. 
54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59. 
55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62. 
56 “Auch das Fragen ist daher mehr ein Erleiden als ein Tun. Die Frage drängt sich auf. Es läßt sich ihr 
nicht länger ausweichen und bei der gewohnten Meinung verharren.”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7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60. 
57 “Verstandene Fragen können nicht einfach zur Kenntnis genommen werden. Sie werden zu eigenen 
Fragen.”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484 
58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DD, p. 55. 
59 “Horizont ist der Gesichtskreis, der all das umfaßt und umschließt, was von einem Punkt aus 
sichtbar ist.”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0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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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活動的東西。60 

視域對高達美來說並不全然是封閉的，而是某種意義預期的前見（Vorurteil, 

prejudice），正如前面所描述的，預期的失落使得「我們才能經驗他人對真理的

主張。」61 對高達美來說，不存在對他者無前見的相遇，但正因如此： 

為了能夠把自己置入一種處境之中，我們總是必需已經具有一個視域。

［…］通過我們把自己置入他的位置中，他者的不可消解的個體性才能被

意識到。62  

因此，高達美並不認為與他者相遇是一種理解的斷裂，相反，他者的他性作用在

人們對他的意義預期，視域也因此不是完全封閉著的。在 1981 年的回應中，高

達美指出：他並不否認精神分析的詮釋是一種斷裂的重構，但是精神分析「並非

致力於理解人們所要說的東西」，63 在 1971 年時，高達美回應哈伯瑪斯的批評

時，高達美說的更清楚：「在精神分析的例子中［…］是一方自願服從另一方」64，

而詮釋的權力全由詮釋者，亦即精神分析家來掌控；但是這並不因此阻礙了「交

往的一致性」這一前提，在社會中，即使受前見受意識型態扭曲，任何地方都是

以某種一致性為前提。高達美對話式的詮釋學所強調的詮釋也不是「替補」而推

遲並取代了原本的殊異性，而是讓意義的殊異性放在詮釋者身上成了「詮釋者的

任務」，因為使詮釋發生障礙的並非意義的殊異性，而是詮釋者本身的限制。 

高達美肯定語言本身就是「一切世界入口的第一中介性（Vermitteltheit, the 

mediatedness）」。65 而「詮釋」（Interpretation）之所以起中介作用，本身指的就

是在不同語言之間的承擔翻譯工作的中間人；詮釋起著「以某物作為某物」的中

介關係，通過詮釋的中介，「作為」（als）才能使東西中介到後面的受詞。詮釋

擔當起一項任務，將被給予的東西中介到他者那裡。「人們尋找語詞［…］並發

                                                 
60 “Es macht die geschichtliche Bewegtheit des menschlichen Daseins aus, daß es keine 
schlechthinnige Standortgebundenheit besitzt und daher auch niemals einen wahrhaft geschlossenen 
Horizont. Der Horizont ist vielmehr etwas, in das wir hineinwandern und das mit uns mitwandert.”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09.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03. 
61 “Nur indem es sich ausspielt, vermag es den Wahrheitsanspruch des anderen überhaupt zu erfahren 
[…].”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0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9. 
62 “Man muß vielmehr immer schon Horizont haben, um sich dergestalt in eine Situation versetzen zu 
können.[…] ja der unauflöslichen Individualität des Anderen gerade dadurch bewußt werden, daß man 
sich in seine Lage versetzt.”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1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04. 
63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6. 
64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269. 
65 “die primäre Vermitteltheit allen Weltzugangs”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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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期望，能為他者所理解。」66 而遭遇就是在中介活動失敗時開始，因為我們

的陳述（statement）不論是口語上的還是書信上的交流，都在尋求他者的一致理

解。 

第三個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對高達美來說，不只要意識到他人不可揚棄的個

體。在 1981 年時的〈文本與詮釋〉中，高達美說「問題在於思想與言說之間令

人困擾的關係」，67 而不是符號理論所建構的語言觀念。正如前面在談「對一次

新經驗的做出（但也是遭受）」，語言交流的挫折所帶來的這種否定，使我們的視

域預期造成失落，但這反而不是件消極的情況，相反，相互一致理解「即使在兩

個人之間，這也需要永不終結的對話（never-ending dialogue）。同樣的，這樣的

情況也適用於靈魂與自身的內在對話（the inner dialogue the soul has with self）。

我們當然會一次又一次遭遇限制（to encounter limit），我們會各說各話，甚至在

與自己相互矛盾。但就我來看，假若我們沒有彼此共同走過一段長長的道路，我

們根本無法達到一致理解，可能甚至連承認我們自己也辦不到。所有人類的緊密

關係（solidarity）、所有社會的穩固（stability），都預先以一致理解為前提。」68 

這正是在《真理與方法》中所說的：在尋求一致理解的過程中，我們與他者在這

樣的遭遇中產生的活生生的關聯。通過這樣的開放性，人與人之間才能建立相互

隸屬（Zueinandergehören），亦即相互傾聽（Auf-ein-ander-Hören）。69 高達美將

這樣的經驗歷程稱為詮釋學經驗。 

6、在對話中與他者相遇 

那麼，在替高達美回應過德希達的三個問題後，我該如何替高達美回答「思

想要如何相遇」？我選擇在巴黎論戰八年之後，晚年高達美在〈詮釋學與存有學

差異〉（“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1989）70 一文的結尾。高達美

藉助拉岡在精神分析方面的成就，一方面說明他和拉岡都同意：語言總是要求他

者的參與，但一方面他又反對拉岡的結論： 

我們的思考，就像是我們的預設立場（Voreingenommenheit , prejudices），

經常地受到慾望（désir）的支配而受到威脅。因而我們無法隱蔽我們自己，

                                                 
66 “[Man] die Worte sucht [...] von denen man erwartet, daß sie den anderen erreichen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4. 
67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9. 
68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26. 重點是由我所強調的。 
69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67. 
70 Gadamer, Hans-Georg. (1995). “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1989).” In: GW X, S. 
58-7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2007). “Hermeneutics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Trans. 
by Richard E. Palmer. The Gadamer Reading, pp. 356-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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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般沈重的事實，同時也顯示出有件事情是必不可少的：我們是活在對

話之中的。我們尋求對話並不只是為了更好地理解他者；當我們企圖說出

什麼並企圖使他者需要來理解我們時，我們同時也受迫於得將概念變得更

穩固而需要對話。不過我自己的思考企圖則有著不同的證明：情況並不是

我們不理解他者，而是我們並不理解自己。更正確地說，當我們試著要去

理解他者時，我們就獲得了詮釋學經驗，亦即，假如我們希望聆聽作為他

者的他者，我們便必須打破我們自身的抵抗。這真正是所有人類存在的基

本規定，而且也今日仍支配著我們「自我理解」的過程。過去在十八世紀

被稱之為「自愛」（Selbstliebe, self-love）的東西［按：盧梭語］，今天我

們稱之為「自戀」（narcissism）。71 

高達美所尋求的正是這樣一種關係：通過他者的聲音，來突破影響著我而我

卻遲遲無自覺地、盲目地跟隨的歷史視域，也許不能完全理解他者，因為 

“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但是我們可以更新對自己的自我理解。正是因為我們

不認識自己，我們才無法理解他者，當他者突顯我們的限制時，理解與對話才正

要開始，而不是關閉自己。這才是真正王道的自戀。高達美因而才說：「為了去

尋找自己，人們必須先失去自己。當我強調我們並不預先知道自己是誰時，我相

信我和德希達的距離並不那麼遠。」72  

但是，如果 “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 意味著個體的秘密終究無法被語言所

揭示，那麼人如何理解自己、與自己獲得一致理解，並且由此通向他者，與他者

相遇？另外，為什麼「自我理解」是一種失去又再獲得的過程？ 

直至 1994 年，高達美在〈詮釋學追蹤痕跡〉說到：「似乎到目前為止，我們

兩人都沒能成功達到對彼此的一致理解。［…］我們在巴黎與海德堡的相遇，似

乎還是沒讓我和德希達之間產生一個共通基礎（gemeinsamer Boden, common 

                                                 
71 “Unser Denken wie unsere Voreingenommenheit sind ständig davon bedroht, dem désir zu erliegen . 
So können wir uns nicht verbergen, wie schwer es ist und wie unentbehrlich es iet, daß wir im 
Gespräch leben. Wir suchen das Gespräch nicht nur, um den Anderen besser zu verstehen. Vielmehr 
sind wir selber von der Erstarrung unserer Begriffe bedroht, wenn wir etwas sagen wollen und der 
Andere uns aufnehmen soll. Meine eigenen Denkversuche sind noch von einer anderen Evidenz 
geleitet. Nicht das ist es, daß wir den Anderen nicht verstehen, sondern daß wir uns nicht verstehen. 
Gerade wenn wir den Anderen zu verstehen suchen, machen wir die hermeneutische Erfahrung, daß wir 
einen Widerstand in uns brechen müssen, wenn wir den Anderen als den Anderen hören wollen. Das ist 
nun wirklich eine radikale Grundbestimmung alles menschlichen Daseins und beherrscht auch noch 
unser sogenanntes Selbstverstännis. Was wir im 18. Jahrhundert „Selbstliebe“ nannten, dafür sagen wir 
heute wohl „Narzißmus“.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In: GW X, 
S. 7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71. 
72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DD, 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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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73 然而，對德希達來說，他已經找到共通基礎了。1981 年的巴黎論

戰，在高達美回覆了德希達的三個問題後，當高達美希望告訴德希達，他們之間

距離不遠時，德希達提交了〈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兩個問題〉。我將看作

是他對高達美的回應。在這篇文章中，德希達提醒人們，在海德格對尼采的詮釋

中，「尼采」這字被看作是一種思想的實事（Sache, subject-matter）。對海德格來

說，「『尼采』不是別的，就是這種思想的名字。」74 不過德希達希望做的事情，

並不是討論海德格對尼采的解讀是否正確： 

當人們閱讀海德格的尼采書時，更重要的也許不是質疑其詮釋的內容，而

是質疑其假設或公理結構（axiomatic structure）。也許形上學的公理結構，

正是由於形上學自身不斷渴望、夢見或想像自身專有的統一性（its own 

unity）。一個奇怪的循環──一種公理結構必然要求的詮釋、單一（one）、

聚攏（gathered up）、圍繞著一種思想所統一起來的唯一文本，最終就是

對存有（Being）以及存有之經驗而言的唯一名字。以這個名字的價值，

這樣一種統一性與這樣一種獨一性相互依靠，以防止播散的危險。75 

然而，若搭配德希達早期討論詮釋學的文章，我看到了德希達在巴黎論戰的

回答，不只是針對形上學發出的批評，更多的是在解釋為什麼有人會說 

“Individuum est ineffabile”？為什麼會有人說「發現自己前要失去自己」？又為什

麼有人會說「我相信我們的距離並不會太遠」？這一切問題，都可以在以尼采為

線索的德希達文本中找到答案。我將以德希達透過尼采文本來與詮釋學對話為下

一章主軸，當作是德希達向高達美所作出的「可能」回答，並解釋為何德希達要

挑起海德格的對尼采的詮釋所採取的架構（尼采思想本身的統一性及其在西方思

想整體中采獨一無二的秘密）。接下來的章節也將慢慢看到，解構與詮釋學的距

離，在於他者的經驗十分不同。

                                                 
73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4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76. 
74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 61.。 
75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p. 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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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距離──失明與啟明的記憶 

我放棄自己在生活中尋找的一切，恰恰是因為我不得不尋找。我像一個

狂亂的人追尋著他在夢中找過的東西，完全是因為忘卻了那件東西準確

的模樣。［...］是的，我所有的一切，來自我在尋找和發現時的無能為

力。 

                          ─Fernando Pessoa，〈為了忘卻的尋找〉1 

「究竟，思想要如何相遇？」──為什麼這麼問？難道我知道自己要尋找的

東西是什麼嗎？──不知道。那麼，如果不知道，我又要如何尋找、辨識、佔據、

呼叫我所要尋找的東西？──所以我並沒有在尋找任何東西。──然而我確實在

尋找。我在尋找我還沒有過的東西。什麼是我還沒有過的東西？──女人。 

我發現自己在尋找女性本質時的無能為力。作為「男性」的我，一直對於女

性感到陌生：一方面，兩種性別彼此相似為「人」這種存有，另一方面，不論在

歷史、社會、政治、甚至友誼，男女又大不相同。女性是我最熟悉者亦是最陌生

者，但說到底還是全然陌生的：當她們歡笑、溫柔、在身體與言談上展現無比溫

柔、讓人消除一切質疑時，彷彿性別的距離並未因生理構造的不同而無限區隔；

但是，女性尖叫、抓狂、叫人猜測她的心念，女性剎那間變的惱人、難以相處、

無法理喻，這時她們又像是蛇蠍般充斥劇毒，使我痛苦與煎熬於她們的善變，即

使她們堅稱她們並不複雜。作為男性的一種例外，「到底女性要什麼／到底女性

缺什麼？」（What do women want?）有人說「女人不大需要詩人的詩，因為她們

的本質就是詩。」2 如果這句話沒有任何反諷的成分，我猜我可以這樣說：詩的

本性與脾氣難以捉摸，女性也是。我理解女性嗎？我可以理解女性嗎？我不知

道。只有女性知道我是否理解她們，但她們永遠也不會告訴我是否正確理解她

們。但是我又自問，既然女性始終如詩一般難解，我為何要理解這陌生萬分的女

性、還落得要她們同意我的理解才算數？我為何要去像女性證明並追求我對她們

的理解？我的答案是：我怕被她們騙。為什麼？因為我想消除我和女性間的距

離。為何要消除？因為那些我想理解的女性，我都想讓她們為我所有。 

                                                 
1 Pessoa, Fernando。《惶然集》，頁 107。 
2 Schlegel, Friedrich von. （2005）。《浪漫派風格─施勒格爾批評文集》。李伯杰 譯。北京：華夏

出版。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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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希達追蹤詮釋學 

「假如，真理是個女人（Weib）──如何？」3 百年前，尼采在《善惡之彼

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 1889）提出這個問題，並取笑哲學家的教條主義，

指責哲學家無法贏得真理的芳心。德希達在《馬刺：尼采的多重風格》（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1972）4 中再次提醒人們重視這句話：哲學家由於意圖揭

示「真理的面紗」而使自己醜態百出。為什麼在此要提起這話？高達美在〈文本

與詮釋〉中說過：「存有，能被理解者，是語言」，卻也同時主張「凡存有的東西，

絕不可能被完全理解」。5 理解與詮釋活動之所以無法說盡存有的全部意義，高

達美的解釋是：「只要所有被語言引導的東西，總是超出陳述所指出的內容。」6 

假如詮釋學的任務就是去追問「是什麼」（ti esti），亦即去找出最貼近事物的專

屬意義（proper meaning），同時也就是追問事物的存有，並在，這過程也是「為

了去尋找失去的自己」，那麼，對德希達來說，詮釋學就無法認識到尼采所謂的

「真理是女人」，並且忽略了「屬己化（proriation）比 ti esti（是什麼）的問題更

強大，也比真理的面紗（voile, veil）與存有的意義這類問題更強大。」7  

這一章我將嘗試去理解：德希達這番有待釐清的話，對高達美來說意味著什

麼？當高達美像德希達提起「理解他人」、「理解自我」、「個體的秘密語言無法揚

棄」這些主張在德希達那裡意味什麼？以及德希達援引尼采的論述來面對詮釋學

關於「理解」、「秘密」與「他人」的說法又意味什麼？ 

首先意味著距離。 

2、距離 

德希達的《馬刺》一開始就以某個主題（theme）或主體（subject）去探問

尼采的文本，而他挑選的議題為「女人」。關於「探討」，德希達應該不會反對海

德格曾說過的：「探討（erörtern, discuss），在此首先意味著：指出場所（Ort, 

place）。但也就是說：關注（beachten, heed）場所。［…］它追問的是場所的所在

                                                 
3 Nietzsche, Friedrich. (2000).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Trans. by Walter Kaufmann. NY: Modern 
Library, p. 192. 
4 Derrida, Jacques. (1979). Éperons: les styles de Nietzsche=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25  
6  “[…], sofern alles, was eine Sprache führt, immer noch über das hinausweist, was zur Aussage 
gelangt.”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34: 英文譯：“This is 
implied insofar as everything that goes under the name of language always refers beyond that which 
achieves the status of a proposition.” 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25.  
7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110. 英譯本：p.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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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8 高達美也不會反對這樣的說法。9 然而，海德格式探討要找真正的、

唯一的、最核心的場所，而德希達在探討尼采的女人時，並未找到單一的場所或

位置，而是找到「複數的位置」（positions）。這如何可能？ 

德希達在《馬刺》從「尼采論述中的『女人』」來說明「尼采論述的風格」，
10 最後證明「尼采反對任何主題化或主體化的論述」以抗拒存有學問題。對德

希達來說，「沒有尼采文本的最終真理」。而他的主要抨擊對象之一，就是海德格

的存有詮釋學（onto-herméneutique）。德希達企圖刻畫海德格的詮釋學公理的限

制，並集中在「專屬」（propre, proper-ty）及其他者的問題上，而海德格的存有

詮釋學勢必預設「文本的存有」必有其「專屬的意義與真理」（proper meaning and 

truth）。 

據德希達的說法，尼采筆下的「女人」用法多端，其中一種「女人」，在尼

采的《愉悅的科學》（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1887）第 60 節〈女人以及她在

                                                 
8 “Erörtern meint hier zunächst: in den Ort weisen. Es heißt dann: den Ort beachten. […] Sie frägt 
nach der Ortschaft des Ortes.” 見：Heidegger, Martin. (1985). “Die Sprache im Gedicht: Eine 
Erörterung von Georg Trakls Gedicht.” Gesamtausgabe Band 12: Unterwegs zur Sprache 
(1950–1959)(S. 31-78).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S. 33. 
9 高達美在〈懷疑的詮釋學〉（“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最後說道：「最後，我想以一個

簡單的主張作結尾，這個主張是要說：就這樣一種徑路的方法論特徵來說，究竟什麼東西存在於

我所說的詮釋學核心。我引用亞理斯多德的實踐哲學。亞理斯多德問道：『什麼是道德哲學的原

理？』他回答說：『好吧，其原理就是──『此（這個）』（Daß, the thatness）。』這就是說，不是

推論（deduction），而是真實的給予（real givenness）；不是從粗糙的事實（brute facts）而來，而

是從獲得詮釋的世界而來。」（”I want to end with just one remark about what there is in the 
methodical character of such an approach, that I would call hermeneutic in its central sense. Let me 
refer to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Aristotle asks, ‘What is the principle of moral 
philosophy?’ and he answers, ‘Well, the principle is that, - the thatness (Daß).’ It means, not deduction 
but real givenness, not of brute facts but of the interpreted world.”）見：Gadamer, Hans-Georg. (1983). 
“The Hermeneutics of Suspicion.” Man and World 1, 7 (pp. 313-323). 引文出自頁 323。 
10 德希達《馬刺》中對於「風格」與「女性」的描述，我大概只能猜是依據尼采的《瞧，這個

人》（Ecce homo, 1888）中〈為何我寫出了如此優越的書〉（Warum ich so gute Bücher schreibe）

第 4、5 節的說法。這裡我只舉出尼采關於「風格」的談論，來釐清風格一詞德希達的可能用法。

尼采說：「透過符號，以及包含了這些符號的節奏，去傳達一種狀態（Zustand）與激情的內在張

力（innere Spannung von Pathos）──這正是每一種風格的意義（Sinn）；並且，由於我內在狀態

的多樣，我擁有很多風格上的可能性──具有任何人有過的多樣化的風格技藝。好的風格是指任

何風格真的傳達了一種內在狀態，並且在符號使用、符號的節奏以及姿態（Gebärden）這些方面

沒有出錯（時代的每一個法則都是姿態的技藝 [alle Gesetze der Periode sind Kunst der 
Gebärde ]）。」見 Nietzsche, Friedrich. Basic Writings of Nietzsche, p. 721.  

  我極度懷疑德希達以此來拒絕海德格對尼采式風格的解說，原因在於德希達在《馬刺》中提到

在尼采筆下，女人亦是作為生命（vita）、藝術與模擬（simulation）等活動來拒絕「真理」；而在

海德格的尼采書中，有一節〈宏偉的風格〉（The Grand Style）來作為尼采思想的全部特色：「在

宏偉的風格中，技藝（art）是從生命的最大充實的保護性支配而得來的簡單寧靜。它屬於生命的

原初解放（original liberation），但它是受到限制的；它屬於最驚駭的對立，但是卻置身於單純的

統一性之中；它屬於成長的豐富性，但是卻伴隨著罕見之物的長期磨練（long endurance of rare 
thing）。」，見：Heidegger, Martin. (1979).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Trans.by David 
Krell. N.Y.: Harper & Row,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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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方中的效果〉（“Die Frauen und ihre Wirkung in die Ferne”）中提到，當人們的

「存在」（Dasein, 法文為 existence）置身於某種「喧鬧」（Lärm）時，尼采說：

「巨大的喧鬧使人們將幸福安置在安靜、安置在遠方（Ferne, distance）」。11 這

遠方 “planer au-dessus de l’existence”（漂浮於存在之外），在存在（Dasein）未

能觸及的另一方。而人們便認為，那兒有著更好的東西（例如幸福與更好的自己，

還有高達美所謂的「失去自己才能尋找自己」），就在那遠方中，某個美麗的東西

誘惑（séduction, charm）人們前去追尋。那美麗吸引人的東西是個女人！尼采將

之命名為「女人的效果」（Wirkung der Frauen, women’s effect）。12  

德希達在《馬刺》中提醒人們，這種誘惑產生的原因，是因為其效果作用在

距離中、效果甚至就是距離本身。於是德希達想起了海德格《存有與時間》（Sein 

und Zeit, 1927）在第 23 節「在世存有的空間性」中提到的 “Entfernung” 與 

“Ent-fernung” 的關係。海德格說：「Ent-fernung 說的是使距離消失不見，使存有

者所處的某種疏遠（Entferntheit, remoteness）消失，將它帶近（Näherung, bring 

close）。Dasein 本質上是 Ent-fernung（de-severing）。是其所是之存有者在這種臨

近中相遇。」13 海德格還認為：「Dasein 作為存有之中的『去遠』，同樣擁有定

向（Ausrichtung, directionality）的特性。所有的帶近已經預先持有某種定向，朝

向被去遠所切近自身之事物的相對領域，所以人們能夠進入其相關聯的位置。」
14 

                                                 
11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44. 英譯本：p. 45. 
12 Drucilla Cornell 認為，尼采把距離看作是女人效果，與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蘊（aura）

相當。Cornell, Drucilla.（2010）。《界限哲學》（The Philosophy of The Limit）。麥永雄譯。開封：

河南大學，頁 102 註釋。 
13 “Entfernen besagt ein Verschwindenmachen der Ferne, das heißt der Entferntheit von etwas, 
Näherung. Dasein ist wesenhaft ent-fernend, es läßt als das Seiende, das es ist, je Seiendes in die Nähe 
begegnen.” Heidegger, Martin. (1967).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 NiemeyerS. 105. 英譯本：

“"De-severing" amounts to making the farness vanish—that is, making the remoteness of something 
disappear, bringing it close. Dasein is essentially de-severant: it lets any entity be encountered close by 
as the entity which it is.” Heidegger, Martin. (1962). Being and Time. Trans.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New York: Harper, p. 139.  

  德希達在《馬刺》提醒人們，Entfernung 這個字在字典中是指「分離」（divergence）、「疏遠」

（éloignement, distance），如果猜開看寫作 “Ent-“（取消）加上“ fernung”（遠距化），就成了「距

離的延緩」（deferment of distance），甚至在英文成了「取消－騷動」（de-ferment）。見：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49. 
14 “Das Dasein hat als ent-fernendes In-Sein zugleich den Charakter der Ausrichtung. Jede Näherung 
hat vorweg schon eine Richtung in eine Gegend aufgenommen, aus der her das Ent-fernte sich nähert, 
um so hinsichtlich seines Platzes vorfindlich zu werden.” Heidegger, Martin. Sein und Zeit, S. 108. 英

譯本：“As de-severant Being-in, Dasein has likewise the character of directionality. Every bring-close 
has already taken in advance a direction towards region out of which what is de-severed bring itself 
close, so that one can come across it with regard to its place.”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p. 
143.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5

3、面紗與誘惑 

簡單地說，海德格認為存有者在遠處若要與 Dasein 相遭遇，Dasein 就必須

有著去遠（Ent-fernung）以及能朝向遠方並制訂出的方向（Richtung）作為前提。

相較於高達美，海德格的定向性在《真理與方法》中不是以能夠估量事物遠近並

在定向中為了將存有者帶近而制訂其位置為的 Dasein，而是由問題視域所開出的

「方向感」（Richtungsinn, a sense of direction）作為抵達實事自身的前提。15 但

是，若以海德格與高達美師徒倆這種重視意義指向的思考，去面對女人問題時，

尼采「可能」嘲笑這種「去遠並且將是其所是之物帶近」的想法。在《人性，太

人性》（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1878）中，尼采說道： 

∮405、面具──很多女人，不論人們在她們周遭如何尋求，都找不著內

在之物（Inneres, inner content），而只有純粹的面具（reine Masken, purely 

masks）。這樣的男人真讓人覺得可憐，因為他和如此幾近幽靈般恐怖的

（gespenstischen, spectral）、必定無法滿足的東西廝混在一起；然而，正是

她們能夠最強烈地激起男人的慾求：他們尋找她們的靈魂－而且無止境地

尋找下去。（sucht immer fort, goes on seeking）。16  

德希達熟知尼采這段格言在尼采思想的地位，雖然整篇《馬刺》都沒能提及。

德希達以尼采的〈女人以及她在遠方中的效果〉中的女人為例，指出 Dasein 的

帶近總有無法帶進之物。德希達在《馬刺》對尼采的女人所做出的分析指出，「女

人」一詞未必是指生理上的性別，而是指「沒有真理之真理」： 

不存在女人的本質，因為女人間離了（écarte, avert），她讓自己斷逃。她

沒有止境、沒有底基，通過深度（fond, depth）來吞沒並扭曲了所有本質

性、同一性以及性質／屬己性（propriété, property）。使得哲學論述變的盲

目（aveuglé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the philosophical blinded discourse）、

變的黯淡不明──它被拋入到失卻之中。不存在女人的真理，這是由於真

                                                 
15 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中，以柏拉圖式對話為模範，提到說「問題（Frage, question）的本

質包含：它擁有某種意義（Sinn, sense）。意義同時也是方向感（Richtungsinn, a sense of direction）」

（S. 368; p. 356）、「不過問題的開放性（Offenheit, openess）並非無邊無界（uferlose, boundless）。
它其實包含了問題視域所決定了的界線（bestimmte Umgrenzung, determinative boundary）。」（S. 369; 
p. 357）、「某物是正確的，其意義就必須以問題所開拓出的方向為依據。」（S. 370; p. 358） 見：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68f.. 英譯本：TM, pp. 356-358. 
16 “405, Masken. — Es giebt Frauen, die, wo man bei ihnen auch nachsucht, kein Inneres haben, 
sondern reine Masken sind. Der Mann ist zu beklagen, der sich mit solchen fast gespenstischen, 
nothwendig unbefriedigenden Wesen einlässt, aber gerade sie vermögen das Verlangen des Mannes auf 
das stärkste zu erregen: er sucht nach ihrer Seele — und sucht immer fort.” 見：Nietzsche, Friedrich. 
(1878). 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Erster Band. 405. ∮ 資料來源：

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texts/eKGWB/MA-I-VII-405。引文中的粗體是筆者所強調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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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的深不可測的間離（écart abyssal, abyssal divergence），這樣的非真理就

是「真理」。女人正是這真理之非真理的一個名詞。17 

德希達認為，在尼采那裡，「女人」不是別的，就只是「面具」，只是「沒有真理」

的一個名詞，或是說，一種形象（figure）。人們受到誘惑去尋找未知的之物，人

們無法忍受有東西是「掩蔽」（veil）而隔出距離，意欲「揭露」（unveil）距離後

面的東西，將有距離的東西給「去－遠」（de-distancing）。但是，「女人」不是

Dasein 所能去遠與揭開面紗的（unveil）或拔除面具的，因為「女人」不存在，

她的不存在使得 Dasein 不可能找到女人是其所是的位置，因為 Dasein 所意願

的、期待的、尋找的東西並不存在。然而女人並未消失。女人效果、也就是距離，

由女人的面具、面紗（veil）、「模擬」（simulation）、「裝飾」（adornment），是不

存在之物的表演（如同尼采所說的「沒有內容的面具」）。18  

同樣的，德希達認為，在尼采那裡，以語詞所編織而成的文本（text）作為

一種編織物（tissue），背後未必有專有的意義（proper meaning）或存在的真理。

德希達在《馬刺》中要求人們去看一下《歡愉的科學》的導言的結尾，所以我去

看了。尼采在導言說道： 

不行！這種爛的品味（schlechte Geschmack），這種尋求真理的意志（Wille 

zur Wahrheit）、追求「不惜一切代價尋找真理」的意志，這種年輕時「瘋

                                                 
17 “Il n’y a pas d’essence de la femme parce que la femme écarte et s’écarte d’elle-même. Elle 
engloutit, envoile par le fond, sans fin, sans fond, toute essentialité, toute identité, toute propriété. Ici 
aveuglé le discours philosophique sombre － se laisse précipiter à sa perte. Il n’y a pas de vérité de la 
femme mais c’est parce que cet écart abyssal de la vérité, cette non-vérité est la « vérité ». Femme est 
un nom de cette non-vérité de la vérité.” Éperons, p. 50. 英譯本：p. 51. 
18 為了加快理解德希達的論證，我在此援引 Alan Schrift 在《尼采與詮釋的問題：在詮釋學與解

構之間》（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對德希達這篇文章的介紹。首先，「德希達

著眼於在尼采文本中女人的首要位置：她從距離中展開誘惑（seduce）。這首要論題很快就聯繫

到第二個論題：女人的掩蔽活動（woman’s veiled moment）。女人躲藏在掩蔽（veil）活動中並在

距離中產生效果，因為不存在女人的本質，因為女人的本質正是從她自己那去斷開／逃離（to 
avert）自己。」（p. 98）接著，「很快地，對於距離以及掩蔽的論題加上了女人在裝飾（adornment）
與掩飾（dissimulation）中的技巧（skill）。裝飾的技巧，正是熟練的偽裝（skillful simulation）、『說

謊的偉大技藝』（the great art of the lie）、畫面具的技術（the art of masking）以及所有類型的華麗

服飾（finery）來掩蔽自己。都是藝術家（artist）出類拔萃（par excellence）的技巧。［…］『真

理』的真理（the truth of “truth”），宗教與哲學真理的『真理』，就只是一個表皮（surface），也就

是說，『真理』只是一道面紗（veil）。女人『知道』這一點，如同她的藝術效果所揭示的，並且

在此意義上，她對男人更加真實（more truth）。」（p. 99）最後，「對德希達來說，尼采所建立的

女人與真理之間的關係，其意義正是女人對真理缺乏任何興趣：真理對女人來說是沒有必要的東

西（superfluous）。而且，正是由於對真理缺乏任何興趣，女人挫敗了男人所有捕捉她的企圖。

男人，仍然相信真理，相信他能佔有女人，如同教條主義哲學家（dogmatic philosopher）相信他

能佔據真理。尼采的反諷風格因此揭露了：由於女人不再相信任何真理，她自己便採取了某種關

於真理的寓言形象（allegorical figure of the truth）。」見：Schrift, Alan D. (1990). Nietzsche and 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Between Hermeneutics and Deconstruction. New York: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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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熱愛真理」正是我們的最大誘惑：我們都曾經歷過，為此都太嚴肅、太

愉悅、受太多燒灼、太深刻過……我們不再相信，當人們把真理的面紗揭

下，真理還仍是真理；對於這樣的信念，我們已經活了夠多、相信太久。

今天，我們認為如下才是得體的事理（eine Sache der Schicklichkeit），即：

人們不要希望去赤裸地看光全部，不要太貼近全部，不要理解全部事物以

及不要「認識」（“wissen”）全部。「親愛的上帝無所不在，這是真的嗎？」

一個小女孩向她的媽媽問道。「我認為這樣問是偽俗的（unanständig, 

indecent）！」──這便是一個對哲學家的暗示！人們應該更尊敬羞恥心

（Scham, bashful），大自然就是這樣掩蔽自己的謎底以及彩虹般錯雜的不

可知性（bunte Ungewissheiten, uncertainties）。也許，真理就是女人，她的

理由（Gründe），正是讓人看不到她的理由。19 

德希達提到尼采這段話卻沒有引用。他接著說，掛上面紗的女人，如同掛上面紗

的真理，成了「女人」（“woman”）、「真理」（“truth”），因為： 

「真理」只能是一個外表（surface），它／她（elle）只能透過某種面紗效

果，才能變成深刻、猥俗（crue, indecent）、令人慾念升起（désirable, 

desirable）的真理，亦即：真理跌落面紗之中。未被懸置的真理（Vérité non 

suspendue, truth which is not suspended）透過引號（guillemet, quotation 

mark）並且在表面上恢復她的某種羞澀活動（mouvement de pudeur, 

blushing movement）。由於面紗的懸置，或其他落入方式，將不存在任何

真理，而只有被如此寫下的「真理」。Le voile / tome。20 

德希達認為，「男人／女人」的兩性差異，在尼采那裡不只是用來指性別特

徵，也被運用在「尋找自我」、「尋找真理」、「尋找風格」、「尋找存在意義」、「尋

                                                 
19 “Nein, dieser schlechte Geschmack, dieser Wille zur Wahrheit, zur „Wahrheit um jeden Preis“, 
dieser Jünglings-Wahnsinn in der Liebe zur Wahrheit — ist uns verleidet: dazu sind wir zu erfahren, zu 
ernst, zu lustig, zu gebrannt, zu tief… Wir glauben nicht mehr daran, dass Wahrheit noch Wahrheit 
bleibt, wenn man ihr die Schleier abzieht; wir haben genug gelebt, um dies zu glauben. Heute gilt es 
uns als eine Sache der Schicklichkeit, dass man nicht Alles nackt sehn, nicht bei Allem dabei sein, nicht 
Alles verstehn und „wissen“ wolle. „Ist es wahr, dass der liebe Gott überall zugegen ist?“ fragte ein 
kleines Mädchen seine Mutter: „aber ich finde das unanständig“ — ein Wink für Philosophen! Man 
sollte die Scham besser in Ehren halten, mit der sich die Natur hinter Räthsel und bunte 
Ungewissheiten versteckt hat. Vielleicht ist die Wahrheit ein Weib, das Gründe hat, ihre Gründe nicht 
sehn zu lassen?” Nietzsche, Friedrich. (1887). “Vorrede zur zweiten Ausgabe.”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資料來源：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texts/eKGWB/FW-Vorrede。 
20 “La « vérité » ne serait qu’une surface, elle ne deviendrait vérité profonde, crue, désirable que par 
l’effect d’un voile: qui tombe sur elle. Vérité non suspendue par des guillemets et qui recouvre la 
surface d’un mouvement de pudeur. Il suffirait de suspendre le voile ou de le laisser d’une autre façon 
tomber pour qu’il n’y ait plus de vérité ou seulement la « vérité » － ainsi écrite. Le voile / tome.” 
Éperons, p. 58. 英譯本：p. 59.  

“Le voile / tome”，同時有「帷幕或面紗落下」以及「面紗／葬身之所」兩種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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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萬物意義」等等議論上。一言以蔽之，兩性差異被尼采用來說明所有 “aletheia”

（暴露／真理）的過程與結構：沒有面紗的遮蔽與女人效果，真理將是不可能被

追尋的。然而，哲學家的「求真意志」再也凍不住，義無反顧地投入 “aletheia”

的運動之中。21 

4、超越性誘惑 

在海德格的《尼采書》中提到，尼采的《偶像的黃昏》（Götzen-Dämmerung, 

1889）其中一章〈「真實世界」最終如何變成一種寓言：一個謬誤的歷史〉（Wie die 

„wahre Welt“ endlich zur Fabel wurde: Geschichte eines Irrthums）認為柏拉圖把

「真實世界」（true world）變成超感官的「理念世界」（the world of ideal）。海德

格解釋說：「這意味著，美德（virtue）存在於對感性的拒絕，因為否認那個最接

近我們的世界，亦即感性世界（sensuous world），是合乎於（proper to）存有者

的存有（the Being of beings）。」22  

接著，在柏拉圖結束之後，尼采評論說：「理念的前行（Fortschritt der Idee）：

她變得更精緻、更狡猾、更難以掌握──她變成女人，她變成基督教式的…」

海德格依據這段話，分析說：「在這裡，塵世的此有（earthly existence）被詆毀，

卻獲得它專有的張力（proper tension）。大地變成塵世（earth becomes earthly），［…］

超感官的東西不再呈現在人類此有的領域，不再為此有呈現，也不復為感官自然

界呈現。」23 海德格還說，這超感官世界成了彼岸之超越世界：「整個人類此有

變成了現世世界（this-worldly），而超感官的領域被詮釋成『來世』（beyond）。

這樣，真實世界變的更真實，被安置在最遙遠的來世，並遠離了現世世界。但這

就使真實世界變的更有力的存有，真實世界越是真實，它就越被許諾（be 

promised），並被更熱切地擁抱。」24 更重要的是海德格的如下提醒：「［…］在

他對第一段的描述中，尼采有意識地把柏拉圖與柏拉圖主義分離開來，以保護他

                                                 
21 James Lyon 認為，策蘭有一首詩〈不論你舉起那個石頭〉（“Welchen der Steine du hebst,” 1955）

很明顯針對海德格所詮釋的 “aletheia”： 

不論你舉起那個石頭── 

    你都暴露了 

    那些需要被石頭遮護的： 

    赤裸， 

    讓它們變的糾結盤雜。 

(“Welchen der Steine du hebst— / du entblößt, / die des Schützes der / Steine bedürfen: / nackt, / 
erneuern sie nun die Verflechtung.”) 

見：Lyon, James. (2006). Paul Celan and Martin Heidegger : An Unresolved Conversation, 
1951-1970. Baltimore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195. 
22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 203-204. 
23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p. 204-205.  
24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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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和柏拉圖主義混淆。」25 

海德格的談法，和尼采所說的「沒有內在之物的面具，反而激發起人們去尋

找它的靈魂」是同一種邏輯。真實的世界越是遠離現世的世界，就越被當成是真

實的存有。然而，德希達在《馬刺》在 “Femina vita”（〈女性生命〉） 這一節提

醒人們，海德格「分析了所有尼采文本中的元素，沒有例外，除了那句理念變成

女性（le devenir-femme de l’idée, idea’s becoming-woman）。」26 海德格避開了「女

人」。德希達於是著手分析「女人－真理的超越性誘惑」（the transcendent seduction 

in becomimg-female truth）。 

不過，德希達提醒人們：「我們不會朝向海德格的反方向道路」。27 

德希達說，在尼采那裡，理念變成女人，是理念的一種前進。一開始，在柏

拉圖那裡，理念還是某種「真理自我在場的形式」，28 這是理念正是登場的時刻，

不過，「在真實世界的歷史（l’histoire du monde-varai）前進之前，理念是柏拉圖

式的理念。」29 這時期依尼采的理解，就是「我，柏拉圖，就是真理」。亦即真

理在有德行的哲學家那。接著，第二個時期開始了，德希達說： 

第二個時代，那個變成女人的理念，開始呈現或是設置在真理的舞台上。

因此，柏拉圖再也無法說：「我就是真理！」哲學家在此不再是真理，他

與自己（真理）分離了。不論他讓自己被流放、或讓理念被流放，他只能

循著自己的痕跡（trace）。歷史就此開始，開始了一個複數的歷史。接著，

距離─女人─她斷離（逃離）了真理─哲學家，並且贈與了理念。她拉出

距離，變成超越的（transcendante, transcendent）、不可接近的、誘人的

（séduisante, seductive）的東西。在遠端產生作用以及給出方向，in die 

Ferne（在遠處中）。她的面紗在遠處飄動。死亡的夢境就此開始。這就是

                                                 
25 Heidegger, Martin. Nietzsche vol. 1: The Will to Power as Art, p. 205. 
26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84. 英譯本：p. 85. 
27 “[…] nous n'allons pas à l'encontre de heidegger, ”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84. 英譯本：p. 85. 
28 “L’idée est une forme de la présentation de soi de la vérité.”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86. 英譯

本：p. 87. 
29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86. 英譯本：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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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30 

真實世界離開了。現在的世界只剩大地，只剩「會死亡的大地」（earthly 

earth），只剩下被死亡包圍的夢境！多麼異駭（uncanny）！多麼讓人恐懼！到這

一時期，死亡被發明了！因為理念進步了，死亡也就出現了！人發現自己，成了

「有死者」（mortal）。然而，「有死者」還有一個希望，他更好的自我也許就在超

感官的彼岸，就在遠離死亡與感性的另一端處。德希達接著說： 

尼采所辨識出的女人、誘惑人的距離、迷惑人的不可接近性（l’inaccessible 

qui capte）、無限地掩蔽著的承諾（la promesse infiniment voilée）、產生慾

望的超越性（la transcendence produisant de désir）、Entfernung（疏遠），

以上全部的特性，全部的輪廓（traits），全部的吸引力，都是透過一個謬

誤的歷史，而全部歸屬於真理的歷史。31 

女人同真理一道，由於在真實世界的歷史中，理念跨出一步成了女人，在錯

誤百出的歷史中，真實世界成了遙不可及的超越誘惑。女人效果，依德希達之見，

同時拉出了真理，也拉出了錯誤。 

5、生命的不可理解性 

海德格的《尼采書》，開頭就宣示（對海德格來說）尼采思想的核心：「尼采

自己認定有種經驗規定了他的思想：『生命…更加神秘（mysterious），因為自從

那天起，偉大的解放者（great liberator）掠住了我──生命應當是認識者的一次

思想試驗』。」但德希達在《馬刺》以及 1981 年的〈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

都表明與海德格相反的解讀：尼采不是擁有真理意志的思想家，也不相信生命與

存有意義的問題。德希達在《馬刺》中引用了尼采在《歡愉的科學》的一段格言： 

∮330、Vita femina──所有的知識與所有的良善意志，都不足以看見一個

作品最終極的美麗；［…］所以我傾向於去相信，在作品、行為、人性以

及自然之中，所有事物的善，其最能達到的最極端的高度，大多依然處於

隱蔽之中，並且蒙上了面紗。［…］上帝不在的真實狀態所給予我們的美

                                                 
30 “Le secondd temps, celui du devenir-femme de l’idée comme présence ou mise en scène de la vérité, 
c’est donc le moment où Platon ne peut plus dire « je suis la vérité », où le philosophe n’est plus la 
vérité, se sépare d’elle comme de lui-même, ne la suit plus qu’à la trace, s’exile ou laisse l’idée s’exiler. 
Alors commence l’histoire, commencent les histoires. Alors la distance － la femme － écarte la 
vérité － le philosohpe, et donne l’idée. Qui s’éloigne, devient transcendante, inaccessible, séduisante, 
agit et montre le chemin à distance, in die Ferne. Ses voiles flottent au loin, le rêve de mort commence, 
c’est la femme.”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p. 86, 88. 英譯本：pp. 87, 89. 
31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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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事物，要嘛不存在，不然就是只出現過一次而已！我想說的是：世界充

斥著美麗的事物，儘管它還是缺乏的，相當缺乏美麗的瞬間與這些事物解

開面紗的時刻。也許，正因為如此，生命才極富的魅力：它落入了具有顯

現的可能性的一個黃金花邊的面紗之中，它蘊含著承諾、反抗、羞澀、嘲

弄、同情與誘惑。沒錯，生命就是女人！32  

生命也是沒有內在之物的面具。德希達的《馬刺》指明：在尼采那裡，弄不

懂的東西、或者自行掩蔽的東西，都能被冠以「女人」的記號，但是這樣的「女

人效果」之所以令人不解，首先是由於人們渴望接近卻又接近不了，並持續與人

保持距離。當高達美在 1981 年時像德希達說明理解他人以及理解自我是個永不

終結的對話過程，並強有力的問道：「事實上他們［按：德希達與尼采］都是為

了被理解才去說話與寫作。」，還說在他看來「一個人要先失去自己才能去尋找

自己。」33 難道不正是因為：不論自我還是他人、生命存在與他人的存在，都

是「女人」？都是弄不清的無底深淵？而深淵之所以為深淵，是因為尋找他人或

者尋找自我，以及高達美所說的「語言永遠無法抵達個體最終的、不可揚棄/消

解的秘密」，這些關於理解自我、理解他人以及不可語言揚棄的秘密之所以是語

言無法「直接」企及的、無法揭示的，不正是因為那些被尋覓的東西是「沒有內

在之物的面具」？ 

但是，如果他者、自我、個體生命的秘密與「女人效果」一樣，都是不可理

解之物的某種有距離的面具，是否就能讓高達美心悅誠服？不行。在〈詮釋學與

                                                 
32 “339. Vita femina. — Die letzten Schönheiten eines Werkes zu sehen — dazu reicht alles Wissen 
und aller guter Wille nicht aus; […] dass ich glauben möchte, die höchsten Höhen alles Guten, sei es 
Werk, That, Mensch, Natur, seien bisher für die Meisten und selbst für die Besten etwas Verborgenes 
und Verhülltes gewesen: […] die ungöttliche Wirklichkeit giebt uns das Schöne gar nicht oder Ein Mal! 
Ich will sagen, dass die Welt übervoll von schönen Dingen ist, aber trotzdem arm, sehr arm an schönen 
Augenblicken und Enthüllungen dieser Dinge. Aber vielleicht ist diess der stärkste Zauber des Lebens: 
es liegt ein golddurchwirkter Schleier von schönen Möglichkeiten über ihm, verheissend, 
widerstrebend, schamhaft, spöttisch, mitleidig, verführerisch. Ja, das Leben ist ein Weib!” Nietzsche, 
Friedrich.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資料來源：

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texts/eKGWB/FW-IV-339。 
33 高達美的《我是誰與你是誰？──策蘭詩集〈呼吸結晶〉註解》（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Kommentar zu Celan Gedichtfolge >Atemkristall< , 1986）也許可以為這句「為了發現自己，人

們得先失去自己」做很好的說明。在解讀策蘭的詩〈塞入間縫〉（“In Die Rillen”），高達美說這

首詩描述著一種對所有人都有效的語詞經驗：語言就像是包覆著人的屋頂，所有人都居住在這屋

頂之下，而這個語言的屋頂保護著人們所熟悉的東西，卻阻止人們掀開屋頂去看見不熟悉的東

西。高達美認為，詩人在這首詩表明，當詩人嘗試去掀開語詞屋頂，好達到屋頂外面的東西，但

總是遭遇失敗。見：Gadamer, Hans-Georg. (1993).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383-451), S. 392-395.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1997).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Gadamer on Celan: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and 
other essays (pp. 67-126.).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p. 78-82. 這裡高達美

所謂的「放棄自己才能發現自己」「也許」意味著人們要先放棄熟悉的自己才能看見不熟悉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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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有學差異〉中，高達美說道： 

［…］詮釋學聚焦在不可理解的東西上（etwas Unverständliches, something 

not understandable）。不知為何，這一直是詮釋學的事情。由不理解或不

可理解的某種東西所發出的挑戰，詮釋學被帶上追問之途，並且被要求

要去理解。在這過程中人們從未有什麼預先的特權（vorgreifliche Herrsein, 

advance lordship）能凌駕於全部有意義的存有。然而，人們正在回覆某

種永遠自我更新的挑戰，去掌握某種不被理解的、出人意料外另類的、

陌生的、晦暗的──並且可能深層的某物，都是我們需要去理解的東西。
34 

高達美「也許」會說，正因為我們不知道，我們才能追問。人們不會去追問

人們已經知道的，而是去追問人們不知道的，以及追問那迫使人們無法知道的限

制或斷裂。自我、他者以及個體的秘密，不會是永不可觸及的超越之謎，而是以

超出我們預期視域而出現的、壓向人們的「問題」。 

6、然而 

從 1981 年高達美在巴黎論戰的談論來看，「在思想中遭遇」如果指的是遭遇

他者、自我等等事物，那麼人們可以明顯知道，人們更多是「在思想中無法相遇」

或者「在思想中遭遇不可理解之物」。《真理與方法》這部嘗試釐清「理解與相互

理解所呈現的現象本身就是作為人類的世界經驗」的著作，談了很多理解的發生

條件與過程，也談了很多「在世界中的人類理解的有限性」，卻很少談論世界為

何有著不清晰、不真實、不可理解的狀況。 

德希達倒是有一種解答隱蔽之謎的線索，這線索正是尼采。德希達並非是先

入為主的強迫人們接受「一切皆面具」，他處理的是：什麼奪走了世界的清晰而

使世界黯淡不明？或是說，什麼緣故自我、他人、秘密還有存有，在高達美那裡

都有著無法被理解的層面？ 

儘管高達美很少談不可理解的事物從何而來，但他十分重視不可理解與陌生

事物對理解活動的積極作用。（正如上一章所提到的，要能夠感受到事物的陌生，

                                                 
34 “Hermeneutik konzentriert sich damit auf etwas Unverständliches. Das gilt indes für Hermeneutik 
irgendwie immer. Hermeneutik wird durch das Unverstandene oder Unverständliche herausgefordert, 
dadurch auf den Weg des Fragens gebracht und zum Verstehen genötigt. Darin liegt durchaus kein 
vorgreifliches Herrsein über alles Sinnhafte. Vielmehr ist es ein Antworten auf die sich immer 
erneuernde Herausforderung, etwas nicht zu Verstehendes, überraschend Anderes, Fremdes, Dunkles ─ 
und vielleicht Tiefes, das wir verstehen müßten.”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In: GW X, S. 63.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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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以人們的視域作為前提才得以可能，並激起新的理解發生）例如，在巴黎論

戰中，高達美就向德希達說： 

［…］所有以語言寫就的藝術作品（linguistic work of art），都要求我們打

破（to break）我們經驗上習以為常的方向（customary course）及其期待

視域（horizons of expectation）。這也是海德格所說過的：藝術作品（to 

thrust）壓向我們，並給了我們一股衝擊（Stoß, blow）。［…］在我昨日發

表的文本中［按：〈文本與詮釋〉］，我試圖展現，文學文本─也就是語言

的藝術作品─不只是刺穿（to strike）我們並給了我們衝擊，同時也預設

了要被接受（be accepted）下來，［…］。35 

德希達的《馬刺》表明了高達美所謂的尋求理解的人如何總是處於隱蔽與晦

澀的結構之中。超出期待視域、意外的衝擊、超出一切計算與理解的衝擊，不就

是贈與的打擊嗎（在法文可以被表述為 “le coup de don”）？在《馬刺》中，德

希達也把「女人效果」看作是 “le coup de don”，這段話同時可以被解讀成「贈

與之衝擊」以及「來自贈與的打擊」。然而德希達的《馬刺》對 “le coup de don” 

的說明十分簡略，並且德希達並未清楚地交代就直接提到海德格關於「存有發生

時刻」的論述。為了加強德希達的論述力道，亦即去加強德希達如何看待「衝擊」

以及不可理解性，我選擇一段迂迴的進路，也就是通過海德格如何看待「藝術作

品的起源」，並與德希達詮釋後的巴塔耶做對照，來說明德希達的洞見所在。36 

7、藝術作品的衝擊 

關於高達美所提到的「衝擊」，出現在海德格的〈藝術作品的起源〉（“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s,” 1935/36）。37 在這篇文章中，海德格首先強調，同樣

是在針對物所進行的工作，藝術作品的存有方式與器具的存有方式完全不同。海

德格海德格首先將被製作出來的器具（Zeug, equipment）與物的物性（Dingheit, 

thingness）做出區分：器具的意義被理解為「被製作成服務於人類世界的有用性

（usefulness）的物」，物的物性則是尚未進入以有用性為目的的「單純之物」（die 

                                                 
35 Gadamer, Hans-Georg. “Reply to Jacques Derrida”. In: DD, p. 57. 
36 在這一章第 7 節到第 10 節，我先引用海德格對藝術作品的談論，引出事物總有無法認識的面

向，接著再以高達美所談的黑格爾，談論人如何擺脫這種無法與事物陌生的、毫無認識的狀態建

立起某種熟悉性，最後在以德希達的巴塔耶談論，這種獲得事物意義的確定道路，反而掩蔽了事

物的真相。 
37 Heidegger, Martin. (2003)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1935/36).” In: Gesamtausgabe Band 5: 
Holzwege (1935-1946)(S. 1-74).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英譯本：Heidegger, 
Martin. (1993).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Transla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In: D. F. Kreller (Ed.), 
Basic Writings: from Being and Time (1927) to The Task of Thinking (1964)(pp. 139-212) .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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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ße Dinge, mere things）。關於單純之物，海德格告訴人們： 

我們將最本己意義上的物（die eigentlichen Dinge）稱為單純／赤裸物（die 

bloße Dinge），這樣就揭露了真實的情況。「單純」（bloß）意味著：有用

性與製作（Dienlichkeit und Anfertigung, usefulness and being made）這類特

徵的剝離（Entblößung, removal）。單純物是一種器具，不過，這種器具的

存有完全沒有了器具使用的面向。物的存有（Dingsein, thing-being）僅存

在於某種依舊留剩的東西。然而，這個剩餘物（Rest, remnant），它的存有

特徵並沒有受到本己的規定。38 

海德格接著將區分出世界（Welt, world）與大地（Erde, earth），前者是德希

達所說的，有著本源學與末世論的世界、有著出生與終結、有歷史的世界，而人

隸屬於這個世界。世界是一種對人而言的敞開狀態（Offenheit, opennness），其中

人們在世界中得以遠近、快慢、大小、理解與思考，在世界中，人們可以將是其

所是之存有者帶近並且熟悉，而物被理解為有用性的器具，為人們服務。大地則

是對立於這個敞開狀態的世界，是剩餘物棲留的場域；大地持續對「世界的敞開」

保持隱蔽狀態（Verbergen, concealment），其中，單純之物尚未被看作是器具、並且

未被帶進到清晰的世界整體之中。海德格說： 

這種隱蔽狀態是一種偽裝（Verstellen, dissembling）。假若存有者不是一種

偽裝起來的存有者，我們就不會在存有者那裡認錯什麼或者做錯什麼

（vertun, act mistakenly），我們就不會迷失方向（verlaufen, go astray），也

                                                 
38 “Schon indem wir die eigentlichen Dinge bloße Dinge nennen, verrät sich die Sachlage. Das »bloß« 
meint doch die Entblößung vom Charakter der Dienlichkeit und der Anfertigung. Das bloße Ding ist 
eine Art von Zeug, obzwar das seines Zeugseins entkleidete Zeug. Das Dingsein besteht in dem, was 

dann noch übrigbleibt. Aber dieser Rest ist in seinem Seinscharakter nicht eigens bestimmt.” Heidegger, 
Mart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1935/36),” S. 15. 英譯本：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In: Basic Writings, p. 156. 
  高達美對這個部分有過解釋：「海德格透過他所追問的物之物性問題，而指出其中的存有學偏

見。他區分出物在傳統的發展中所出現的三種理解方式：它是性質的承載者，它是感覺雜多的統

一體，以及它是被形塑的質料。這三種理解方式，全都是依據形式與質料的觀點，這似乎是最為

直接的觀察，因為它們遵循的是生產的模式（Modell des Herstellens），透過這種模式，物被生產

出來並且必須服務於我們的目的。海德格稱這種物為「器具」。［…］物是單純的物，意思是說，

它們存在於這裡（da），毫無任何指向（ohne Rücksicht）被看作是為某種目的而服務的東西。」

（“Heidegger knüpft an diese ontologische Vormeinung an, indem er nach der Dinglichkeit des Dinges 
fragt. Er unterscheidet drei in der Tradition entwickelte Auffassungsweisen des Dinges: Es ist Träger 
von Eigenschaften, es ist Einheit einer Empfindungsmannigfaltigkeit und es ist geformter Stoff. Vor 
allem die dritte dieser Auffassungsformen, die nach Form und Stoff, hat etwas unmittelbar 
Einleuchtendes. Denn sie folgt dem Modell des Herstellens, durch das ein Ding verfertigt wird, das 
unseren Zwecken zu dienen hat. Heidegger nennt solche Dinge ‘Zeug.’ […] Die Dinge sind bloßen 
Dinge, das heißt, sie sind da, ohne Rücksicht darauf, ob sie zu etwas dienen.”）GW III, S.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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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會犯錯（vergehen, transgress），並且使無法完成我們的自大蠻橫。39 

然而，海德格相信，這種拒絕被敞開的遮蔽狀態，不但沒有取消 aletheia（真理

／消除－遮蔽），反而是敞開狀態的積極條件，因為真理在此是作為遮蔽之物被

開啟的時刻。海德格說： 

［在世界之中］我們相信我們正自在地處於存有者最為切近的周圍區域

內。存有者是最令人感到親近、可靠以及平凡的東西（familiar, realiable, 

ordinary）。然而，某種處於拒絕與偽裝（Versagen und Verstellen）的雙重

形式中的持續遮蔽狀態，遍佈在這樣的澄明（Lichtung, clearing）。從根本

上來說，平凡的東西一點也不平常（geheure, ordinary），反而是陰森古怪

的（un-geheuer, extra-ordinary）。真理的本質，也就是無遮蔽狀態

（Unverborgenheit, unconcealment），是被某種否認（Verweigerung, denial）

處處壓迫的。但是，這種否認並非某種缺失（Mangel, defect）與缺陷（Fehler, 

fault），宛如真理是一種沒有摻雜其他東西的、已經清除自身中所有的掩

蔽物的無遮蔽狀態。如果真能這樣的話，真理就不會是真理。40 

那麼，什麼是藝術作品？海德格引用來自畫家的一句畫龍點睛的話：「千真

萬確，藝術就隱藏在自然之中，誰能夠掏取出來，誰就擁有藝術。」41 對海德

格來說，藝術作品是將「敞開／隱蔽」、「有用之器具／陌生之剩餘」、「世界／大

地」的對峙狀況一道被詩意地置入藝術作品之中，並通過作品來保存這樣的對峙

而自行呈現為作品與真理，而不需要在世界中以有用性的方式被理解，因而藝術

作品的創作不同於器具那種單純以人為服務為目的的製作過程。海德格說： 

藝術因此就是：將真理創造性的保存（die schaffende Bewahrung der 

Wahrheit, creative preserving of truth）在作品之中［按：真理，即解蔽，在

                                                 
39 “Dieses Verbergen ist das Verstellen. Würde Seiendes nicht Seiendes verstellen, dann könnten wir 
uns am Seienden nicht versehen und vertun, wir könnten uns nicht verlaufen und vergehen und 
vollends uns nie vermessen.” Heidegger, Martin.“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S. 40. 英譯本：

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179. 
40 “Im nächsten Umkreis des Seienden glauben wir uns heimisch. Das Seiende ist vertraut, verläßlich, 
geheuer. Gleichwohl zieht durch die Lichtung ein ständiges Verbergen in der Doppelgestalt des 
Versagens und des Verstellens. Das Geheure ist im Grunde nicht geheuer; es ist un-geheuer. Das Wesen 
der Wahrheit, d. h. der Unverborgenheit, wird von einer Verweigerung durchwaltet. Dieses Verweigern 
ist jedoch kein Mangel und Fehler, als sei die Wahrheit eitel Unverborgenheit, die sich alles 
Verborgenen entledigt hat. Könnte sie dieses, dann wäre sie nicht mehr sie selbst.” Heidegger, Mart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S. 41. 英譯本：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179. 
41 原句如下：“Albrecht Dürer, sagte doch jenes bekannte Wort: »Denn wahrhaftig steckt die Kunst in 
der Natur, wer sie heraus kann reißen, der hat sie.«” Heidegger, Mart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S. 58. 英譯本：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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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指在世界的敞開中撞見保持隱蔽的大地］。藝術就等於是真理的生成

與發生（Werden und Geschehe, becoming and happening）。但是真理是源自

虛無（Nicht, nothing）之中嗎？假如源自虛無指的是存有者單純／赤裸裸

的「拒絕」（bloße Nicht des Seienden, sheer “not” of beings），又假如說我們

對存有者的思考在此乃將之看作某種平凡的手前事物（jenes gewöhnlich 

Vorhandene, something at hand in the ordinary），隨後，僅只是被預設是真

實的存有者，通過作品此在之站立得以重見光明（an den Tag, coming to 

light）並且衝擊人們，那麼［源自虛無］情況確實如此。42 

藝術作品的起源，對海德格來說，就是將起源保存在藝術作品之中。這起源是意

義歷史發生的時刻、或者世界意義發生的時刻。 

8. 高達美評海德格的「衝擊」 

高達美在〈藝術作品的真理〉（“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1960）43 評介

海德格的〈藝術作品的起源〉。高達美認為，德國觀念論美學將藝術作品看作是

對美的事物的主觀化過程，亦即將藝術作品看作是主體對世界的直觀

（Anschauung, intuition）下的產物。44 在這樣的情況下，藝術作品成了世界的隸

屬物，因為藝術作品被看作是以感性的方式將作為對象的世界給予出來。海德格

的貢獻在於，他避免了主體與客體這組模式來說明藝術作品的起源：作品並非某

種功利性客體、亦非對某種客體的感性模仿，而是作品自行站立；「通過作品的

自立，作品不只隸屬於世界，作品也在自身中讓世界就在這裡呈現。」45  

但是，這個世界是通過大地才得以成為世界的。關於這世界與大地這兩個概

念，高達美的解釋是： 

                                                 
42 “Also ist die Kunst: die schaffende Bewahrung der Wahrheit im Werk. Dann ist die Kunst ein 
Werden und Geschehen der Wahrheit. Dann entsteht die Wahrheit aus dem Nichts? In der Tat, wenn mit 
dem Nichts das bloße Nicht des Seienden gemeint und wenn dabei das Seiende als jenes gewöhnlich 
Vorhandene vorgestellt ist, was hernach durch das Dastehen des Werkes als das nur vermeintlich wahre 
Seiende an den Tag kommt und erschüttert wird.” Heidegger, Martin. “Der Ursprung des 
Kunstwerkes,” S. 59. 英譯本：Heidegger, Martin. “The Origin of the work of Art,” p. 196. 
43 Gadamer, Hans-Georg. (1987).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1960).” In: GW III, S. 249-261. 英

譯本：Gadamer, Hans-Georg. (1977).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1960).”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p. 213-228) Trans. and ed. by David E. Linge.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4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20. 
45 “Durch sein In-sich-Stehen gehört es nicht nur zu seiner Welt, sondern in ihm ist Welt da. Das 
Kunstwerk eröffnet seine eigenc Welt.”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6.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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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與「大地」是海德格論述的關鍵字。至今，「世界」的概念都還

是海德格論述下其中一個詮釋學的主要概念。世界是作為此在籌畫的整體

意義關涉所建立起來的視域，並且，世界先於人類此在關切的所有籌畫。

（Die Welt als das Bezugsganze des Daseinsentwurfs bildete den Horizont, 

der allen Entwürfen menschlicher Daseinssorge vorgängig war.）46 

高達美接著解釋大地的概念： 

令人吃驚但又感到新鮮的是，這樣的世界概念現在找到了一個相對概念

（Gegenbegriff , counterconcept）：大地的概念。作為讓人的自我解釋得以

發生的整體［場所］，世界概念通過人類此在的自我理解得以讓自身獲得

明晰的生動觀察。然而，大地概念聽起來似乎是某種神秘且諾斯替式的原

始聲調（ein mythischer und gnostischer Urlaut, a mythical and gnostic 

note），最多在詩文創作的世界裡才能得其所成的位置（Heimatrecht haben , 

have a true home）。47 

海德格在談論藝術作品的起源時，他所開啟的重要洞見是：「大地」是藝

術作品必要的存有規定（Seinsbestimmung）。48 

大地之所以是必要規定，是因為作品的世界只有通過單純物才得以實現，物的物

性（如自然色彩、岩石、聲音）在作品中變的更加真實有力（繪畫所顯現的色調、

神廟中被加工的石柱、音樂的傑出），令人感到鬼斧神工。不過，大地並非某種

被賦予藝術形式的材質。高達美說： 

如此，嚴格說來在作品中出現的東西，是它的被掩蔽的存有與自我掩蔽，

海德格稱之為大地的存有。事實上，大地並非質料（Stoff, matter），而是

所有事物出現的地方，同時也是所有事物掩入的地方。［…］它自身所擁

有的真實存有，首先並不是存在於某種體驗著的我（im einem erlebenden 

Ich, in an experiencing ego），不是存在於主張、意指或指示之中，以及不

是以那些所主張的、被意指的、被指示的東西來作為它的意義。作品的存

                                                 
46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17. 
47 “Das Überraschende aber war nun, daß dieser Begriff der Welt in dem Begriff der Erde einen 
Gegenbegriff erhielt. Denn während sich der Begriff der Welt als des Ganzen, in das hinein 
menschliche Selbstauslegung erfolgt, vom Sclbstverständnis des menschlichen Daseins aus zu 
evidenter Anschauung erheben ließ, klang der Begriff der Erde wie ein mythischer und gnostischer 
Urlaut, der höchstens in der Welt der Dichtung Heimatrecht haben mochte.”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17. 
48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3.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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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並非由體驗所構成，而是通過作品自身本己的此在，令作品成為一種發

生事件（Ereignis, event）、一種衝擊（Stoß, thrust），另所有先前的事物與

習以為常的事物都被衝倒（umstöß, overthrow）；在這樣的衝擊中，從未在

此的世界，自身獲得敞開。但是這樣的衝擊在作品自身中發生的同時，以

某種留存的方式被穩固下來（ins Bleiben geborgen, sustained in an 

abiding）。以如此方式浮現並且以此方式保持自身的東西，在它的緊張對

峙中（Spannung, tension）便產生了作品的形構。這就是海德格所指出的

那種對峙：世界與大地的衝突（Streit von Welt und Erde, conflict between 

world and earth）。49 

世界與大地的衝突，就是對事物的解蔽中所遭遇到的事物的持續隱蔽，這構

成了作品的真理表現，而隱蔽與顯現在作品中以衝突的方式構成存有的發生事

件，亦即在作品中被浮現的世界同時也看到了在作品中拒絕被展現的東西。這種

拒絕使人們原本習以為常的世界看到了不再熟悉之物：它是全新的、尚未能理解

的東西，並造成了衝擊。 

不過說到這，我不免想問：世界與大地的對峙是怎麼開始的？為什麼有世

界？為什麼世界誕生之初大地持續隱蔽？（海德格表示：在大地那裡，石頭與植

物沒有世界，只有周遭環境；但大地向世界保持隱蔽並保護著單純的物）為什麼

物無法全然以有用性來理解？為什麼單純物超出有用性之外而向世界掩蔽起來

使在世存有的人們誤入歧途（vergehen, transgress）存有者或者將存有者給誤作

（vertun, act mistakenly）？ 

這些問題在尼采及其追隨者那裡根本不成問題，因為在人的世界之外，萬物

什麼都不保存、什麼原理都不依靠、什麼樣的有用性也起不了作用、什麼樣的形

式規定或者本質定義都會失效，萬物就是過剩、死寂與痕跡。問題出在人身上。

尼采提出警告： 

讓我們提防，把世界想成是活生生的事物。這樣的世界可以拓展到哪？又

                                                 
49 “Was so im Werk hervorkommt, ist nun geradc sein Verschlossensein und Sichverschließen, das was 
Heidegger Erde-Sein nennt. Erde ist in Wahrheit nicht Stoff, sondern das, woraus alles hervorkommt 
und wohinein alles eingeht. […] Es hat sein eigentliches Sein nicht erst im einem erlebenden Ich, das 
sagt, meint oder zeigt und dessen Gesagtes, Gemeintes oder Gezeigtes seine Bedeutung wäre. Sein Sein 
besteht nicht darin, daß es zum Erlebnis wird, sondern es ist selbst durch sein eigenes Dasein ein 
Ereignis, ein Stoß, der alles Bisherige und Gewohnte umstöß, ein Stoß, in den sich Welt öffnet, die so 
nie da war. Dieser Stoß ist aber im Werk selbst derart geschehen, daß er zugleich ins Bleiben geborgen 
ist. Was so aufgeht und sich so birgt, macht in seiner Spannung die Gestalt des Werkes aus. Es ist diese 
Spannung, die Heidegger als den Streit von Welt und Erde bezeichnet.” Gadamer, Hans-Georg. “Die 
Wahrheit des Kunstwerks.” In: GW III, S. 25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idegger’s Later 
Philosophy.” In: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p.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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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以什麼東西賴以維生？它又該如何成長與繁衍？［...］讓我們提防再一

次去說宇宙全體的冷酷和非理性或是它的矛盾。它既不完美、也不優美、

也不高貴、也不希望變成任何東西。它也完全不會致力於去模仿人類。它

也不受我們美學與道德判斷的任何影響。它也沒有自我保存的衝動，也沒

有任何本能衝動；他也同樣不懂任何法則。［…］讓我們提防去說死亡是

生命的對立面。有生命的東西只不過是諸多死亡中的一種類型，而且是非

常罕見的類型。50［按：這段尼采的話也出現在 1981 年德希達在巴黎論

戰中所提交的〈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 

9. 勞動、教化與世界 

在世界與大地的衝突中，世界作為人居於其中的整體是帶有歷史發展的。器

具的起源，毫無疑問地，關聯到人如何改變物進而改變人的歷史。世界是如何展

開的？為什麼獨有人能夠將世界作為世界來把握？世界如何成為不再是與我們

相對、我們游刃其中並且感到熟悉的世界？或是說，是什麼把我們丟入一個世界

之中？高達美自己有答案。而高達美的答案在此離開了「將藝術從自然中取出」、

離開了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中的看法，而接近了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 

在此，我提起高達美所討論的黑格爾，不只要討論高達美從黑格爾那裡獲得

的洞見，也是要替德希達作準備。更確切的說，替德希達所謂的「屬己化比『是

什麼』這問題更強大」作準備。 

在高達美的〈自我意識的辯證法〉（“Dic Dialektik des Selbstbcwußtseins,” 

1973）51 中，高達美提到：對黑格爾《精神現象學》來說，當自我意識知道有

他物存在，甚至知道了其他自我意識的生命存在時，通過相互承認，便捲入了一

種精神性、社會性的、成為「我們」的世界過程當中。52 這種承認的辯證運動，

高達美的描述如下： 

                                                 
50 “§109: Hüten wir uns. Hüten wir uns, zu denken, dass die Welt ein lebendiges Wesen sei. Wohin 
sollte sie sich ausdehnen? Wovon sollte sie sich nähren? Wie könnte sie wachsen und sich vermehren? 
[…] Hüten wir uns, ihm[das All] Herzlosigkeit und Unvernunft oder deren Gegensätze nachzusagen: es 
ist weder vollkommen, noch schön, noch edel, und will Nichts von alledem werden, es strebt durchaus 
nicht darnach, den Menschen nachzuahmen! Es wird durchaus durch keines unserer ästhetischen und 
moralischen Urtheile getroffen! Es hat auch keinen Selbsterhaltungstrieb und überhaupt keine Triebe; 
es kennt auch keine Gesetze. . […] Hüten wir uns, zu sagen, dass Tod dem Leben entgegengesetzt sei. 
Das Lebende ist nur eine Art des Todten, und eine sehr seltene Art.” Nietzsche, Friedrich. 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 資料來源：http://www.nietzschesource.org/texts/eKGWB/FW-III-109。 
51 Gadamer, Hans-Georg. (1987).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1973).” In: GW III, S. 47-64. 
中譯本：Gadamer, Hans-Georg (1992)。〈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張志偉譯。《伽達默爾論黑

格爾》（頁 73-101）。北京：光明日報。 
52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54-55. 中譯本：〈黑格

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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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的辯證法是在一個過程之中─即，在生死衝突之中，在自我意識證明

它的真理，在它的被承認的規定中，甚至在它的生命冒險之中─被經驗到

的。53 

高達美明白地說道，在黑格爾那裡，自我意識與其他自我意識相遇，自我意

識才能通過其他自我意識來意識到自己的存有。但是，當兩種自我意識都各自要

求對方的承認，都要求承認自身的獨立時，作為有自我意識的生命，它必須以死

亡來作為考驗；而以死亡來考驗彼此，「並不在於沒有對他人的否定，從而沒有

與他人的搏鬥，它就不可能獲得對其自身的確信，而是說，沒有對生命之依戀的

克服，即沒有對作為單純『生命』的自身的否定，它就不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為存

在。唯有在這種否定中它才能肯定自身。」54 這個過程使自我意識要求承認的

過程導向雙重結果：主人（Herr）與奴隸（Knecht）。不過，「反駁這一觀點的更

深刻洞見即將出現，即是說，生命之間的相互威脅並不能帶來它們的所期望的東

西：自我確信。」55 高達美接著提到，在黑格爾那裡，自我意識通過死亡而展

開勞動才是確證自身的途徑： 

他［黑格爾］將死亡稱為絕對的主人（Der absolute Herr）。這要說的是：

有比奴隸把自身自身交付於它並且由此喪失了獨立性的那種服侍更大的

主人。當一個人對服侍之自我屈從表示認可時，人類主人也就為他「消除」

了來自其自身自然存在的束縛，並且為他解除了危險困境。［…］但是對

於死亡，對於那種整體性毀滅的恐懼中，放棄了一切身外之物人是多麼希

望保持自身，保持「單純的自我意識，純粹的為己存有」！這個要求絕對

征服的絕對主人即死亡，把顫抖的個體徹底拋回他孤獨的自身。［按：重

點是我所強調的］56 

                                                 
53 “[…] die Dialektik der Anerkennung wird in einem Prozß erfahren, d. h. im Kampf auf Leben und 
Tod, in der Entschlossenheit des Selbstbewußtseins, sich seine Wahrheit, anerkanntes zu sein, zu 
beweisen, und sei es auch unter der Gefåhrdung des eigenen Lebens.”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56.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

爾論黑格爾》，頁 88。 
54 “[…] nicht ohne Kampf mit ihm － seiner selbst gewiß zu werden, sondern weil es nicht ohne 
Überwindung seines An-das-Leben-Geknüpftseins, und d. h. nicht ohne Vernichtung seiner selbst als 
bloßen ‘Lebens,’ zum wahren Fürsichsein zu gelangen vermag, bedarf es des Daransetzens des eigenen 
Lebens. Nur so wird es seiner selbst gewiß.”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57.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

爾》，頁 91。 
55 “Freilich wartet auf es die widersprechende Einsicht, daß dies wechselseitige Daransetzen des 
eigenen Lebens das nicht vermitteln kann, was es sollte: Gewißheit seiner selbst.”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57.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

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1。 
56 “Er nennt den Tod den absoluten Herrn. Das will sagen: es gibt noch einen größeren Herrn als den, 
in dessen Dienst und Abhängigkeit sich die Knechtschaft begeben hat. Schon der Herr bringt einen in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51

正是出於對死亡的恐懼，意識才開始真正的為自身存有。但這樣的意識不是透過

自我保存而得以永恆，而是透過擺脫自己的自然天性，展開勞動，在他物之中認

識自己，因為「勞動是『被限制的慾望』：與其慾望的直接滿足不同，意識堅守

自身而又不取消對象（一種『中止了的消失 (aufgehaltenes Verschwinden)』）［按：

我特別強調高達美所做的這個補充］。正是通過『形塑』（bildet）對象，把它的

形式印刻在對象上，意識把對象變成一種持久存在的東西。」57 

高達美說，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那裡，人透過勞動，不再沈溺於個別狀

態之中，而是讓對象獲得持久的存在，才能在對象那裡看見自身的存有，並且，

「由於更為深刻地把握這樣的『形塑』的否定面，在這否定方面中，它［按：形

塑］使得超越恐懼得以可能。」58 因為勞動展現的是人的一種能力，既脫離自

己的天性、又使對象得以保持，「在此我們發現了能力的自我意識(das 

Selbstbewußtsein des Könnens)，它在『形成』和已經形成的東西中看到了它自己

的持續和永久的肯定。」59 人們進入到真正的自由狀態，因為人們對著自己說

「這個，我能夠做到！」（das kann ich, I can this）並且獲得「超越普遍的力量（死

亡）與完全客觀現實的東西」。二者因而進入到更高層次的關聯，而不是限於兩

個各自獨立的冷漠之中。高達美最後說道，在勞動之中，「對象的、真實的世界

『已經喪失了陌生者的意義』」，60 人們形成了風俗與倫理，並且在這種作為普

遍精神的全體之中反而透過這個「我能」而獲得了自身存在的位置，而不是將自

己看作是單個的存在，並且確證了自身與其所身處的世界，因為，對世界的認識

「在此開始」可以通過我對我自身能力的認識來獲得，因為二者再也不會有任何

區別的。這一切得以開始，是因為人在對死亡的排除中，逃開了死亡： 

                                                                                                                                            
der Hingabe des Dienens zur ‘Auflösung,’ d. h. zum Verzicht auf die Anhänglichkeit an das eigene 
natürliche Dasein und seine Bedürfnisse. […] Aber wieviel mehr noch hat einer in der Todesfurcht, 
dieser totalen Auflösung, auf alles Außen Verzicht leistend nur noch sich festha1ten wollen, ‘das 
einfache Selbstbewußtsein, das reine Fürsichsein,’ Der absolute Herr, der Tod, der die absolute 
Unterwerfung abverlangt, wirft also den Zitternden ganz auf sich selbst zurück.”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0.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

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4-95。 
57 “Die Arbeit ist ‘gehemmte Begierde.’ Statt unmittelbar die Begierde zu befriedigen, hält das 
Bewußtsein an sich, vernichtet den Gegenstand nicht (‘aufgehaltenes Verschwinden’), sondern macht 
ihn zu einem Bleibenden, indem es ihn ‘bildet,’ ihm seine Form aufprägt.”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0.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

爾論黑格爾》，頁 95。 
58 “Denn noch tiefer greift die negative Seite des ‘Formierens,’ indem es die Überwindung der Furcht 
1eistet.”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0-61. 中譯

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6。 
59 “[…] es ist das Selbstbewußtsein des Könnens, das sich beständing und dauerhaft in dem bestäntigt 
sieht, was es ‘bildet’ und gebildet hat.”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0.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5-96。 
60 “[…] die gegenständlich, wirkliche Welt ‘alle Bedeutung eines Fremden verloren hat.’”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3.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

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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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死亡乃是對我們的存在中某種終極的依賴性的經驗，而我們在

其為己存有中，直接地反抗這一依賴性。因而，這個陌生的主人，君臨一

切，代表著我們自己的自我意識所依賴的所有陌生者。在這樣的意義上，

這樣的一個異己現實的每一次消除─即使它只是對於物的存在形式的某

種機靈的揚棄（die gekonnte Aufbebung der seienden Form der Dinge, a 

skilled cancellation of the existent form of things）［按：我特別強調這句話

中的物］─乃是我們自己的自我意識的一種解放。只有在這樣一種解放

中，才包含著能力的自我意識所有的確證，即是說，它終於成為了「為它

即是為其自身的」［…］。61 

我以高達美對黑格爾「勞動形塑」的論述取代《真理與方法》開頭所談的教

化（Bildung）。除了主人的支配、奴隸的服從與作為絕對主人的死亡這三件事情

外，《真理與方法》幾乎不假思索地贊成這件事：人的天性就是擺脫他自身個殊

性與直接性，而延緩自己對對象的要求，並放棄自己的私利，通過他人或他物去

認識自己，以此達到更高的、精神上的普遍性，也就是看到所有事物與所有人共

同在「這一個為我們存有的整體世界」。 

我相信對高達美來說，為我們的存有的世界也是為我們而有用的（useful）

世界，因為在這一個由語言中介而擁有的世界中，其存有學地位本身並不是與人

相對立而消耗或減損人類的精神生命；相反，人類理解活動在這世界中豐富了自

身、也豐富了世界。但是，正是因為這樣，德希達「也許」會說，作為「毫無保

留」的黑格爾主義與尼采繼承人的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發出了

怪笑。 

10、絕對主權 

在談論過高達美對勞動教化的分析後，我希望指出高達美所忽略的一件事：

陌生的東西所保持的絕對獨立性。在高達美所論述下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中，

黑格爾已經很好地說明世界如何不再是一個與我們相對峙的陌生的世界，而是在

其中我們能展現我們各種可能性的世界。但是，這種論述將有個麻煩，那就是事

物與人必定得從在世界中的整體性關聯來理解。我認為，德希達對於這種世界整

                                                 
61 “Ohne Frage ist der Tod die Erfahrung einer letzten Abhängigkeit des Daseins, gegen die es sich in 
seinem Fürsichsein unmittelbar auflehnt. Diser fremde Herr, der über alles Herr ist, steht so für alles 
Fremde, wovon das eigene Selbstbewußtsein abhängt. In diesem Sinne ist jede Aufhebung eines 
solchen Fremden － und sei es auch nur die gekonnte Aufbebung der seienden Form der Dinge － 
eine Befreiung des eigenen Selbstbewußtseins. Darin erst liegt die eigentliche Bestätigung, die das 
Selbstbewußtsein des Könnens erbringt, daß es ‘als sein eigenes für es’ wird, […].”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61-62.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

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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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關聯，也就是對這個「我們所是的世界」保持戒心，因為這樣的世界觀必定事

先犧牲了事物的獨立性，而只有將其帶入世界整體關聯的可能性中。與其說世界

整體給予事物一個是其所是的關聯，不如說，人們不願意毫無保留地向陌生的世

界無限地敞開自己，而以躲避死亡這位「最大的主人」為名義，強制各種人事物

被保存在世界整體關聯中去。 

在德希達的〈從有限經濟到普遍經濟：一種毫無保留的黑格爾主義〉（“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Un hegelianisme sans réserve”）62 便借用了巴

塔耶對黑格爾的談論，去討論這樣的「世界整體關聯」如何藉由「面向死亡」而

在世界中展開勞動。面對海德格〈藝術作品的起源〉、高達美《真理與方法》與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中的「世界」，德希達大概會說「巴塔耶的笑，爆開了。」
63 因為，這三種世界觀都在禁止那「破壞整體的絕對主人」進入其中，三者的

著作都事先肯認世界具有某種意義整體性，並且引領在這關聯中的所有事物前往

世界所要前去的方向，並禁止死亡來到世界之中。這種禁止，因而也無法認清一

個重要事實：人終究無法在世界之中認識萬物存有的真正根據。巴塔耶曾說： 

從極限的知識到粗俗的理解（二者大致來說是最分裂的），其差異是不存

在的。在黑格爾那裡，人們對世界的理解，是人們所理解的第一件事（第

一次理解的發生決定了黑格爾最關鍵性的問題（但這不是由黑格爾自己決

定的），即關於瘋狂與理性的區別問題：「絕對知識」。就這一點，絕對知

識肯認了粗俗的概念，並且被奠基於此，是其中的一種形式）。粗俗的理

解在我們這裡，就像是另一種編織物（tissue）。［…］哲學的準備工作，

就是對編織物（消極的）批評或滋增。64  

首先，在這三部作品中（海德格、高達美與黑格爾），都需要去相信人們有

能力來增加對自我、他者與世界的認識。這種想法對巴塔耶來說，就是在編織面

                                                 
62 Derrida, Jacques. (1967).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Un hegelianisme sans 
réserv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369-408).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2002).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A Hegelianism without Reserve.” Trans. by 
Alan Bass.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p. 317-350). London & N. Y.: Routledge.  
63 “Éclat de rire de Bataille.”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 367.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23. 
64 “From extreme knowledge to vulgar understanding－generally the most divided－the difference is 
nonexistent. In Hegel,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is one of the first things we understand (the first 
understanding to occur, not Hegel himself, decides the key question for him, touching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dness and reason: "absolute knowledge," on this point, confirms the vulgar notion, is 
founded on it, is one form of it). Vulgar understanding is in us like another tissue! […] Works 
preparatory to philosophy are (negative) criticisms or growths of tissue.” Bataille, Georges. (2001). 
“Method of Meditation.” Trans. by Michelle Kendall and Stuart Kendall. In: Stuart Kendall (ed.),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P. 77-102). Minneapolis, Minn: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 8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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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來遮住真正重要的事實：「死亡才是最大的主人」。德希達說，巴塔耶將這位

主人命名為「絕對主權」（la souveraineté, the sovereignty ）。但是，對德希達來說，

巴塔耶談論的絕對主權，是要說明一種絕對獨立於任何事物的時刻，這種獨立並

非是要建立某種穩固的意義基礎，也不是要去設置一個超越論誘惑的承諾之物，

相反的，對德希達來說，絕對主權首先是對黑格爾式辯證法的嘲弄，因為主人與

奴隸在相互承認中都存活下來了，而奴隸的自我意識透過勞動來生產器具也贏得

了自身並擺脫了死亡。但是，唯獨死亡，亦即什麼都不保存、什麼都不依賴、什

麼都破壞掉的東西，本身是絕對獨立的；絕對主權甚至也不是否定性，因為它不

再是任何事物的反面，因為絕對主權什麼都不是。而沒有這種絕對主權的獨立

性，主人與奴隸也無法產生關聯，人類也無法否定自己的自然天性並進入世界： 

絕對主權沒有同一性，它不是自己，不為自己，不屬於自己，也不靠近自

己。為了不去支配任何東西，也就是說，為了不讓自己被隸屬於任何東西，

它必須不讓任何東西服從於它，也就是說，不讓自己被任何東西與任何人

所支配：它得不做儲存地消耗自己，喪失自己，失去感覺，喪失自我記憶

及自我內在性；它得對抗內在 Erinnerung（回憶），對抗那種將意義同化

的吝嗇，它應當運用的是尼采所說的那種遺忘、那種積極遺忘（aktive 

Vergesslichkeit），而作為擺脫主宰權的那種最終顛覆，它必須不再尋求讓

自己得到承認。65 

由於絕對主權什麼都不是，並且拒絕在世界之中努力使自身被保存下來，同

時罷輟任何意義問題與存有問題（為什麼有存有），也無須獲得其他事物的認可

（甚至是上帝的認可），所以，對德希達來說，絕對主權是絕對的沈默，因為它

不向任何其他事物顯現任何東西；絕對主權也不向自己顯現自己，因為絕對主權

並不需要任何可以被無條件保存的自己。德希達說： 

有一種絕對獨特的關聯：語言與至高無上的沈默（silence souverain, 

sovereign silence）之間的關聯，而後者忍受不了任何關聯，忍受不了任何

為了與其產生關聯而將自己堆向並偷偷置入到一種對稱性（symmetry）之

中。［…］如同主人，絕對主權毫無疑問地以自己的生命來冒險來使自己

獨立；它並不依附於任何東西，也不保存（conserve）任何東西。但是，

                                                 
65 “Car la souveraineté n'a pas d'identité, n'est pas soi, pour-soi, à soi, auprès de soi. Pour ne pas 
commander, c'est-à-dire pour ne pas s'asservir, elle ne doit rien se subordonner (complément direct), 
c'est-à-dire ne se subordonner à rien ni personne (médiation servile du complément indirect) : elle doit 
se dépenser sans réserve, se perdre, perdre connaissance, perdre la mémoire de soi, l'intériorité à soi; 
contre l'Erinnerung, contre l'avarice qui s'assimile le sens, elle doit pratiquer l'oubli, l' aktive 
Vergesslichkeit dont parle Nietzsche et, ultime subversion de la maîtrise, ne plus chercher à se faire 
reconnaître.”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389.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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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黑格爾式的主人不同，絕對主權甚至不想要保持自身、聚集自身，也不

從自身或自身所冒的危險中收集利益。它「甚至不能被定義為一種財產（un 

bien, a possession）」。66 

因而，對巴塔耶來說，要獲得真正根本的情況，不是認識世界或者改變世界，更

不是要保存世界，而是以逾越（transgression）與消耗（la dépense）的姿態離開

世界，遠離作為關聯與保存所有事物意義的世界。67 因為進入世界，意味著軟

弱地需要依靠其他東西來保存自身的價值與意義。也就是說，體認到事物最終是

不會（為任何意義）自我保存的。絕對主權不再需要任何意義，因而使事物獲得

了真正的解放。德希達筆下的巴塔耶也不再是一種觀察世界的現象學工作，他將

巴塔耶與現象學工作作了對比，很好地說明了對絕對主權的談論所要做出的事

情： 

意義的逾越（la transgression du sens,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meaning）不

再是接近一種非意義（non-sens, nonmeaning）的那種直接與決定的同一

性，也不再是接近一種對維持無意義的可能性。確切地說，我們必須談到

的將會是一種對意義時代的懸置（une épochè de l'époque du sens, an 

epoche of epoch of the meaning），將會是一種置入括弧之中的─被書寫的

括弧─意義時代的懸置：它對反於現象學式的懸置，因為後者以意義的名

義與將意義置入目光的方式為導引。現象學式的懸置，是一種回返意義的

還原。主權式逾越則是對這種還原的還原：不是還原成意義，而是對意義

進行還原。68 

［按：這一主題，將會再次出現在德希達 2003 年的《公羊》：還原意義是為了不

                                                 
66 “Rapport absolument unique ; d'un langage à un silence souverain qui ne tolère aucun rapport, 
aucune symétrie avec ce qui s'incline et glisse pour se rapporter à lui.”Derrida, Jacques. (1967).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 Comme la maîtrise, la souveraineté se rend certes 
indépendante par la mise en jeu de la vie; elle ne s'attache à rien, ne conserve rien. Mais à la différence 
de la maîtrise hegelienne, elle ne doit même pas vouloir se garder elle-même, se recueillir ou recueillir 
le bénéfice de soi ou de son propre risque, elle « ne peut même pas être définie comme un bien ».”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 
387-388.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34. 
67 可參見：譚家哲（2006）。《形上史論（下部）》。台北：唐山，頁 280-294。 
68 “La transgression du sens n'est pas l'accès à l'identité immédiate et indéterminée d'un non-sens, ni à 
la possibilité de maintenir le non-sens. Il faudrait plutôt parler d'une épochè de l'époque du sens, d'une 
mise entre parenthèses — écrite — suspendant l'époque du sens : le contraire d'une épochè 
phénoménologique; celle-ci se conduit au nom et en vue du sens. C'est une réduction nous repliant vers 
le sens. La transgression souveraine est une réduction de cette réduction : non pas réduction au sens, 
mais réduction du sens.”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392-393.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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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靠任何世界而與「你」相遇］ 

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中說到，單純物是一種脫離目的的剩餘物，這

種剩餘物多過了人所生存的世界的整體關聯。在黑格爾《精神現象學》那裡，至

少對高達美的黑格爾解釋來說，這種剩餘物表現在人與對象尚未進入「對於物的

存在形式的某種機靈的揚棄」（高達美語）。如果事物總是逃離我們，總是隱蔽的，

那是因為那些東西獨立於作為意義整體關聯的世界，是高達美所說的「陌生的主

人」。巴塔耶所說的絕對主權，正是讓事物脫離人所預期的存有意義的條件，讓

它成為「異己的主人」的條件。但是，讓事物獨立於整體世界的代價，是讓事物

的意義從人手上的認識中剝離，從非意義或無意義的眼光看待事物。德希達說： 

在意義的犧牲過程中（Sacrifiant le sens, sacrificing meaning），絕對主權吞

沒了話語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 discours, the possibility of discourse）：

不僅只是藉由某種間斷（interruption）、取消、或某種話語的內在創傷（一

種抽象否定性），而是通過這樣一種開口（ouverture, open）：藉由某種瞬

間的中斷，揭示了話語的界線，並超越了絕對知識。69 

事物因而超越了任何絕對知識，亦即超出了人對它的全部把握，因為絕對主

權的領域是人類一切可能性話語所無法談論的東西。這絕非因為事物的意義總是

多餘人對它的把握，相反，而是事物總是逃脫出任何意義連結，並且本身不需要

任何意義的保證，也無法以本身就有的意義規定與方向來運作。在世界整體關聯

外，絕對主權的領域，或是高達美所說的「陌異的主人」的領域，是不斷走向消

亡而無任何有用性作為保存之依據的領域。因此物的物性，對德希達的巴塔耶而

言，並非海德格〈藝術作品的起源〉中所說的在大地中持續隱蔽著的東西，彷彿

背後還有著超然於人類器具知識的豐滿狀態：它本身就是走向非意義或虛無

（nothing），毫無任何對自身確定性的要求或保存的慾望。因為作為赤裸之物，

它所展現的不是事物自身存有意義尚未被發現的根據，也不只是對人的認識作出

的拒絕，而是所有根據與存有意義的喪失。簡言之，事物自身就是多餘並揮霍自

身的東西，是尼采所說的「它也沒有自我保存的衝動，也沒有任何本能衝動；它

也同樣不懂任何法則。」而不是符合於自身並依據自身性質的規定來表現自身。

也就是說，物沒有任何預先規定的「性質與屬己性」。而這正是事物獨立於世界

整體關聯的方式。 

                                                 
69 “Sacrifiant le sens, la souveraineté fait sombrer la possibilité du discours : non simplement par une 
interruption, une césure ou une blessure à l'intérieur du discours (une négativité abstraite), mais, à 
travers une telle ouverture, par une irruption découvrant soudain la limite du discours et l'au-delà du 
savoir absolu.”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383.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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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高達美指出的，死亡讓整體性無法保存，而人唯有在勞動中將事物形塑

成更為持久的存有者，並因而在形塑中意識到自身的「我能」而脫離自身的孤立

狀態、進入更大的普遍。這標示了在意義世界之外，有某種力量不斷剝除事物，

不斷使事物脫離世界的整體關聯。而巴塔耶則是指出，唯有作為絕對主權的死亡

辦的到這一點。但是高達美認為黑格爾要告訴人們的是一條獲得知識確定性的道

路（關於自我、事物與世界的確定性）；巴塔耶則是在黑格爾那裡看到，對事物

的知識一旦走上這條道路，進入「中止了的消失」的確定性，那麼這反而不是認

識真相，也不是高達美所說的「解放自身」，而是逃避事物與自身的方式，以為

有一個在世界整體關聯中所能發現的更好的自我、更真實的屬己性。唯有透過絕

對主權，人才能夠真正獲得解放與自我認識，但這種自我認識不是作為保持自身

的方式，而是透過逾越自身、耗費自身來取得自身最為內在的體驗（最為內在的

體驗意指對自身真正的獨立性的體驗）。 

11、意義的不可能性 

我們知道，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中，世界的敞開撞見了大地的持續隱蔽，

並且衝擊著人們、讓人撞見什麼都不是的「赤裸之物」，同時，世界原本安穩的

狀態被打破，人們的任何預期都將失落。 

德希達所描述的巴塔耶則是認為，世界是一層編織物，而不是一種敞開狀

態。編織物隱藏了認識事物的途徑，因為事物真正的存在方式不是在意義整體關

聯中展現自身的。具有意義整體性關聯的世界（或是說，有精神的世界）是一種

防腐的世界，在世界之中的人們相信唯有在這個防腐狀態中保存起來的東西才是

事物本質性的存有。人們不斷灌入防腐劑，以回到屬己意義為己任，以意義為名

義讓事物得以保持並從中獲得自我確信。 

我在此提到防腐世界，在其中事物的價值與意義將以整體性為名義而中止事

物不斷消耗的情況，為的是要說，德希達常常發掘出尼采也有著類似看法，德希

達同時指出尼采這樣的說法常常被人忽略，而太快地被搞成是不斷描述「生命就

是權力意志」的思想家，海德格便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在德希達所引用的尼采文

章中，不論是《馬刺》或者是〈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中，德希達都不斷

提醒人們，對尼采來說，生命未必是一種朝向權力的意志，不是一位以權力意志

當作是所有存有者的基本特徵的思想家，也不是要在整體關聯中朝向自我保持的

某種尋求更偉大的風格生命的思想家，而是看見事物的真相與運作方式的思想

家。德希達在〈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中所引的尼采的話便是很好的證明

之一：「［尼采說：］我們整個世界都是數不盡的生靈的灰燼（the ashes of countless 

living creatures）：即使活生生的東西（the animate）與整體相對照似乎是如此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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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其微，但是所有東西都已被轉換成生命，並因而遠離了它（so depart from it）」。
70 德希達引用這段話並非將之視為尼采思想的全部核心，而是提出尼采常常被

跳過的段落。真正的世界整體其實是沒有任何保存衝動的灰燼，而生命是遠離了

這種狀態的渴望自我保持的東西。71  

在有生命的世界中，世人能以「我能」、「形式與質料」、「語言中介」或「勞

動」等方式來接近世界。對高達美與海德格來說，世界也指引方向來引導人們接

近事物。但是脫離了任何指引與目的的單純物，對尼采與巴塔耶來說，正是無法

接近的領域，也是任何哲學話語失效的地方。單純物在世界之外並非對世界持續

遮蔽，而是無法在世界之中獲得保存、變得不朽。而單純物之所以總是讓人誤入

歧途（vergehen, transgress）或誤作（vertun, act mistakenly。這德文字也有 waste

浪費的意思）存有者，也不是因為單純物向世界隱藏的任何存有意義與實情：單

純物不是尚待發現的某種意義的可能性，而是意義的不可能性。而在德希達解釋

下的巴塔耶那，朝向絕對主權就是朝向絕對的自由，亦即朝向單純物，因為絕對

主權不再是高達美筆下「以『我能如何』來揚棄任何物的形式，以使得自身獲得

解放」，因為朝向絕對主權不是為了任何意義或任何認識來加強自身的保存，相

反的，對巴塔耶來說，看見真相、逃開編織物、讓自身絕對獨立的唯一途徑，不

會是再去增加自己的「我能」，就是朝向「不可能」（impossible），而不可能就是

任何意義保存的死亡： 

某種意義上，讓我能夠看見的條件，將會是從編織物那裡離開、逃跑。∕

毫無疑問，我必須直接地說：這個讓我能夠看見的條件將是死亡。∕沒有

任何時刻，能夠讓我擁有看見它的可能性！72 

                                                 
70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 69. 
71 我認為，尼采這段話也是德希達在〈從有限經濟到普遍經濟中〉中所引用的一段巴塔耶關於

無用的科學研究的話：「［巴塔耶說：］將思想的客體與主權時刻聯繫起的科學，事實上只是一種

普遍經濟，它設想著這些客體之間彼此關係的意義，最終是一種意義喪失的關係。［…］普遍經

濟首先強調的是被生產出來的剩餘能量（des excédents d'énergie, excesses of energy），依據定義，

這些剩餘無法得到任何利用。剩餘的能量只能毫無任何目的的流失，後果將是失去任何意義。它

正是這種無用（inutile, useless），而無意義的喪失，正是絕對主權。」（“La science rapportant les objets 
de pensée aux moments souverains n'est en fait qu'une économie générale, envisageant le sens de ces 
objets les uns par rapport aux autres, finalement par rapport à la perte de sens. […] L'économie 
générale met en évidence en premier lieu que des excédents d'énergie se produisent qui, par définition, 
ne peuvent”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être utilisés. L'énergie 
excédante ne peut être que perdue sans le moindre but, en conséquence sans aucun sens. C'est cette 
perte inutile, insensée, qu'est la souveraineté.”） Derrida, Jacques. “De l'économie restreinte à 
l'économie général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396-397.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From 
restricted to General Economy.”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342. 
72 “In a sense, the condition in which I would see would be on leaving, on emerging, from "tissue." / 
And without doubt I must say immediately: this condition on which I would see would be dying. / At 
no moment will I have the possibility of seeing it!” Bataille, Georges.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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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性的東西是不可表現的──不受奴隸的東西是不可表現的［…］。沒

有效益的東西，就必須隱藏自己（埋在面具之中）。73 

讓我們自己臣屬在「可能性」之下，就是讓我們自己把星星、呼吸以及火

山從絕對主權的世界流放出來。74 

12、Le coup de don 

我現在回過頭來分析高達美在巴黎論戰中所說的「藝術作品壓向我們，並給

了我們一股衝擊。」但是不是藉由高達美，而是藉由德希達在《馬刺》在 “Le coup 

de don” 這段落的分析。75 

在德希達的《馬刺》中，尼采所謂的「女人－真理」也扮演著類似「單純物」

的角色，是持續向人們遮蔽著的東西。不過，德希達要說的事並非如同海德格與

高達美所說的「世界的敞開中撞見持續隱蔽著的大地」；德希達認為，問題出在

於人們對「女人—真理」抱持著某種價值設定或意義方向，簡言之，對疏遠之物

抱持了某種定向或某種意義預期。而這種意義預期的形成來自於「作為整體意義

關聯的世界」。 

對海德格、高達美與黑格爾來說，世界都是一種帶有著整體意義方向的世

界，儘管他們所謂的世界，形成的條件都有不同。但是，在德希達分析尼采的「女

人問題」時，指出一旦人們嘗試將這樣的「持續遮蔽著的女人—真理」帶入世界

整體關聯，並使其獲得自身的位置時，人們便會產生兩種立場來面對「女人—真

理」並做出評價。德希達說，對於尼采的「女人—真理」，尼采自己模糊地意識

到，「女人」或者是被男人視為貶值成謊言的形象（figure de mensonge, figure of 

falsehood），而男人自視為真理或者真理的擁有者，並且制止女人進入、干涉和

擁有真理的論述權；或者在另一種情況，「女人—真理」由於哲學家與基督徒的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5. 
73 “The essential is inavowable－What is not servile is inavowable[…]. What is not useful must hide 
itself (under a mask).” Bataille, Georges. “Method of Meditation.” I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79. 
74 “To subordinate ourselves to the POSSIBLE is to let ourselves banish stars, winds, and volcanoes 
from the sovereign world.” Bataille, Georges. “Method of Meditation.” The Unfinished System of 
Nonknowledge, p. 85. 
75 人們知道，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中，衝擊來自於在世界的敞開中事物拒絕開顯，並且成為

真理的發生事件而被保留在作品之中。在作品之開顯中也帶著持續隱蔽的東西，海德格稱之為「事

件（Ereignis）。德希達在 2003 年的《公羊》中最後一個部分提到了海德格對於「事件」的分析，

但是德希達將海德格在《同一與差異》對「事件」的分析與策蘭的「世界遠行，我唯有扛著你」

等齊觀之，強調存有與存有者在顯隱之間持續保持的差距，為人們提供了思考遠離與拉近之間的

張力。在這篇論文中，我沒有處理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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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條主義，自認自己達不到超越的真理，而使女人成了真理－戀物的形象（figure 

de vérité-fétiche, figure of truth-fetish），但是承認女人是真理，意味著男人必須超

出（或是說逾越［go beyond propriety］）自己的位置，亦即自我否定才能達到「女

人—真理」。這兩種「女人—真理」的意義（signification）、價值（value）或位

置（position），都是由男人所設定的，都是由一方來評估另一方的意義與價值。 

但是德希達在《馬刺》中指出，尼采希望人們思考的是，也許真正遮蔽人、

讓人誤入歧途或誤作的並非是事物的持續遮蔽，而是事物根本不依靠人的肯定與

否定來運作。對尼采而言，「女人—真理」並不隱藏任何本質之物或代表某種錯

誤，而是她根本不表現什麼。德希達說，尼采所肯定的「女人—真理」既非「謊

言」、亦非「真理」，不如說，他肯定女人本身不在「人」（man）的意義預期中。

如同前面所引用的尼采的話，萬物如同「女人」，其存有意義正是為了不讓人揭

開它們的意義。當海德格在〈藝術作品的起源〉中指出「單純物」未被人們以有

用性帶入世界整體關聯時，正是指萬物本身不依據人所設想的任何意義與價值而

不斷運轉。當巴塔耶說「不受奴隸的東西是不可表現的［…］。沒有效益的東西，

就必須隱藏自己（埋在面具之中）」也指出了這樣的結構：世界是對人而言的世

界，但是事物本身並不預先以「世界的意義整體關聯」來獲得自身的位置。 

因而對德希達筆下的尼采來說，沒有真正的「女人—真理」本身，因為「女

人—真理」並不依賴於人們對她設定為真理或設定為謊言而運作著。但是「女人—

真理」也不否定人對她的任何設定，因為「女人—真理」不需要依據任何否定來

持續自身的位置。德希達接著提出，尼采肯定的是第三種女人，她是戴奧尼索斯

酒神的形象（figure dionysiaque, dionysiac figure），她即保持了前面兩種形象，但

也不是其中的任何一個。她不依賴於任何由人來決定自身的「價值」或「位置」。

她不再需要獲得任何來其他不同立場的承認。76 

然而，對德希達來說，當尼采說「理念前行了［…］她變成女人」，還有另

外一個意思：我們沒有足夠的本事去捕捉、保存事物真正是其所是的存有。原因

在於，我們只能在世界之中來保存事物，但是，當我們只能以「世界整體關聯」

來保存事物的模樣時，我們不只是取消了事物本來的獨立狀態，同時我們也以世

界整體關聯的名義將之防腐保存起來，彷彿「女人－真理」本身絕對不會消失。

問題就出在於，不論在尼采所分析的柏拉圖時代或基督教時代，人們所面臨的情

況是：我們更多地是不斷在編織一個虛構的故事讓我們相信有某種東西可以更接

近真實，而這種真實自行保存在人們尚待發現的位置（不論在超感性世界或是在

彼岸的世界中）。 

                                                 
76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96. 英譯本：p.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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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虛構的故事，德希達藉由海德格在《存有與時間》的結構，指出了這樣

的關係：一旦人們出發去尋找人們以為疏遠的東西，並相信這種疏遠的東西更為

真實、更接近事物自身時，或是更接近事物自身所持留的意義時，德希達認為，

這便陷入了類似尼采所要說的「沒有內在之物的面具激起人們前去尋找它」，而

不斷遠離但又不斷遭遇到誤入歧途或誤作的情況，彷彿真實的事物，即事物的屬

己性，始終與人保持間離： 

這樣的峙裂，每一次都發生在海德格將存有問題看成了屬己性

（proper-ty）、屬己化（propriate）、屬己化活動（propriation）等問題（尤

其是 eigen, eignen, ereignen, Ereignis）而開始緊隨於他。這並不會終止或

翻轉海德格的思考。因為在《存有與時間》中，本真狀態（Eigentlichkeit）

與非本真狀態（Uneigentlichkeit）早已組成了全部的生存論分析（existential 

analytic）。［…］這樣的過程，宛如被某種對屬己性的抬價（valorisation , 

valuation）或對屬己性的某種根深蒂固的偏好（ineradicable preference）所

吸引，但這並不能疏導屬己性本身深淵般的結構。這樣的深淵般的結構，

是一種無基礎的結構，每一次都是表面的與毫無根底的東西（superficial 

and bottomless），總是再一次地「斷了線地間斷」（plate, flat），而屬己性

在這樣的結構中，透過深底而自行沈歿，沈入在它自身總是無法相遇的慾

望大水之中──與自身分離並且丟失了自身的特性。它成了他者。77 

也就是說，海德格所謂的「藝術作品」中世界整體的敞開與大地的持續隱蔽，意

味著事物本身並未給予任何意義。人們之所以遭受到作品帶來的「衝擊」，並不

是因為作品超出我們的期待預期，而是我們以為事物一直以來應當如此，卻總是

一再發現事物本身的屬己性根本永不可企及的深淵，而事物本身根本什麼也不

是、也沒有任何意義被給出來指引人們任何方向。 

不過，我認為德希達並不只是針對海德格做出疑難，他針對的是所有詮釋學

工作。在談完海德格之後，《馬刺》接著提到尼采文本中有一段被尼采置入引號

的話「我忘了我的傘」：「不存在任何絕對正確的方式能認識這個例子的緣由

（occasion）或將之接嫁到任何什麼東西上。我們永遠不會確切知道當尼采記下

                                                 
77 “Cette déhiscence surviendrait chaque fois que Heidegger soumet, la question de l’être à la question 
du propre, du proprier, de la propriation (eigen, eignen, ereignen, Ereignis surtout). Ce n’est pas une 
rupture ou un tournant dans la pensée de Heidegger. Déjà l’opposistion de l’Eigentlichkeit et de 
l’Uneigentlichkeit organisait toute l’analytique existentiale de Sein und Zeit. […] Procès qui, pour être 
aimanté par la valorisation du propre, par préférence indéracinable pour le propre, n’en conduit pas 
moins à la structure abyssale du propre. Cette structure abyssale est une structure non-fondamentale, à 
la fois superficielle et sans fond, toujours encore ‘plate,’ dans laquelle le propre s’envoie par le fond, 
sombre dans l’eau de son propre désir sans jamais rencontrer, s’enlève et s’emporte － de lui-même. 
Passe dnas l’autre.”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114, 116. 英譯本：p. 115,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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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字時他想要說的、做的為何，甚至也無法知道他事實上想要的任何東西。」
78 和「女人效果」一樣，「我忘了我的傘」本身似乎只留有表面上的字意，但是

出於這是尼采斷簡（fragment）的其中一部份，人們或是判定這是虛假的謊言，

或是具有深刻但並未彰顯的真理，但是，德希達認為，由於這樣的殘語已經與任

何作者意圖或書寫的處境相脫離，人們根本無法知道這是不是尼采的文字惡作

劇。也許這段話被寫下的理由就是為了不讓人看見它的理由，也或許它根本不為

了任何理由，也或許它就是在後代的尼采解讀中所被遺忘的那把傘，但不可諱

言，這句話太過於表面，以至於人們無法對這段話作出任何考慮，將之放入對尼

采的整體詮釋之中成了不可能的事： 

也許藉由勤奮與幸運（diligence and good fortune），有朝一日『我忘了我

的傘』的內在與外在脈絡可以被重新建構起來。然而，這樣一種事實的可

能性，並沒有改變被標記在斷簡的結構這一事實的其他可能性［…］因為

永遠都有可能『我忘了我的傘』（宛如它是被分離開的）不只是來自某種

生產這段話的環境（milieu），也來自任何尼采某個部分的意向或意義，毫

無任何其他脈絡。意義與署名的佔有，在原則上來說仍然是無法接近的。
79 

13、〈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 

1981 年德希達的〈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所針對的問題也是類似的觀

點：根本無法以整體性或統一性之名來詮釋尼采這一個獨一無二的署名。尼采文

本在德希達看來，總是處於逃脫出對與錯、真與非真、屬己與非屬己的界定範圍。

而作為詮釋學家，海德格所提供的尼采詮釋似乎預先將尼采的名字視為是一種思

想的實事，以聚攏尼采的全部面紗般的格言。在德希達的〈詮釋簽名（尼采／海

德格）〉中對這樣的詮釋學姿態發出了質疑：人們要如何詮釋一個獨一無二的思

想、替這個思想命名或署名，以消除思想的歧異性（ambiguity）、或是發現這個

思想自身最為屬己的秘密？ 

以海德格在《尼采書》的作法為例，在這本書中，海德格也是以一種對話的

姿態，以期能與尼采思想相遇（海德格說：「實事，也就是法律上的爭論，本身

                                                 
78 “Nous n’avons aucun moyen infaillible de savoir où le prélèvement a eu lieu, sur quoi la greffe 
aurait pu prendre. Nous ne serons jamais assurés de savoir ce que Nietzsche a voulu faire ou dire en 
notant ces mots. Ni même s’il a voulu quoi que ce fût.”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122-123. 
79 “Peut-être un jour, avec du travail et de la chance, pourra-t-on reconstituer le contexte interne ou 
externe de ce ‘j’ai oublié mon parapluie.’ Or cette possibilité factuelle n’empêchera jamais qu’il soit 
marqué dans la structure de ce fragment […], qu’il puisse à la fois rester entier et à tout jamais sans 
autre contexte , coupé non seulement de son milieu de production mais de toute intention ou 
vouloir-dire de Nietzsche, ce vouloir-dire et cette signature approoriante nous demeurant au principe 
inaccessibles.”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124. 英譯本：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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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解釋（ex-pli-cation）－或者就是德文的互辯（Auseinander-setzung）－即針

對與另一方的關係而採取的位置（position）」）。80 海德格的《尼采書》便是與尼

采對話的過程與結果。但是，德希達指出，海德格的對話姿態（position），卻給

尼采安上尼采所承受不住的位置： 

針對尼采本質的與獨一無二的思想的整體詮釋，海德格將其論述成：這樣

的思想並沒有真正超過形上學的終點，［…］當他假裝要去把尼采從各種

扭曲中營救出來時，［…］他將本質性的思想家定義為某位被挑選、被選

中、被打造、或者用我的話說：「被署名」（gezeichnet, signed）。被什麼東

西、什麼人署名？不是由人──而是由存有真理的歷史。81 

德希達一來指出，在海德格那裡，尼采思想的統一性必須從世界整體意義的

定向，亦即形上學的歷史出發，才能彰顯尼采思想的獨一無二性。但是，德希達

發出的質疑是，如果尼采相信「世界整體是灰燼」並且「有生命的東西不過是死

亡的一種」，那麼就表明：尼采根本不相信存有問題，也不相信存有者整體能被

視為是一種活生生的意義連結。人們總是太快地相信一種思想必須思考的是「為

什麼有存有」，並將所有思想的語言看作是對事物的實事本身的探求，否則思想

就不是思想。德希達在〈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所指出的「也許」（我只是

說也許，我不敢確定）就是這些預設的後果：海德格將尼采的思想帶入存有、帶

入存有的世界中，以世界歷史的意義整體關聯為名義，將尼采帶入語言之中，使

之不朽；但是，當海德格在追問「尼采是誰？」以及「尼采的根本思想是什麼？」

海德格為了給出這個思想的位置，而將這個思想署名為「尼采」，意味著這個思

想的統一性（unity）與獨一無二性（singularity），而這個思想的獨一無二性得由

存有的歷史的整體觀點出發才能獲得。82 海德格以尼采的「本質性思想」為名，

把尼采從被誤讀的命運拯救出，然而，對德希達來說： 

由於這樣模糊不清的拯救行動，在人們伸出繩網幫助走鋼索的人的過程中

（這位走在細小的繩索上冒著極大風險的人），人們只是由於確信他將不

會再有任何的危險──藉由他名字的統一性，將他的面具揭開並使他獲得

保護，而他的名字則將被形上學的統一性所封存起來。在他落入網前，他

                                                 
80 “A case (Sache), the legal case, is, in itself, ex-pli-cation-or in German, Auseinander-setzung-one 
party taking a position in relation to another. ” 轉引自：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 60. 
81 “Heidegger directs this whole interpretation of Nietzsche's essential and singular thinking to the 
following argument: this thinking has not really gone beyond the end of metaphysics; […] When he is 
pretending to rescue Nietzsche from this or that distortion, […] with the definition of an essential 
thinker as someone selected, chosen, marked out or, I would even say, ‘signed’ [gezeichnet]. Signed-by 
what? By whom? By nobody-by the history of the truth of Being.”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 65. 
82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p.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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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死了。83 

當高達美在 1981 年向德希達說道「存有，能被理解者，是語言」，並且「語

言就是對話中的語言」，而且「語言是作為世界入口的第一中介」，同時，還向德

希達表明「語詞的意義總是超出我們的預期」、「個體的秘密是語言無法揚棄的」

以及「為了發現自己，人們得先失去自己」，但是對話總是人們認識自己以及加

強人們的緊密聯繫時，我善意地從德希達《馬刺》與〈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

那裡看到的東西並非是德希達不希望被人理解；他以尼采為例，人們一來相信尼

采的話總是富有某種教益，彷彿他比任何人更為深刻、洞察到事物更多的真相；

二來，人們始終將他看作是一位揭開面紗的思想家，但是德希達指出這是不一定

的；第三，尼采也許質疑的正是思想一定是要給予生命某種存有意義，因為這種

思想所追尋的東西總是在距離之外。 

就德希達《馬刺》對尼采的「女人問題」來說，生命、萬物與存有本身如迷

一般地並未直接展現它們的理由，但是問題總是出在於人們相信有一個更接近事

物本身的「屬己性」。問題出在於：人們一旦想以本真性與非本真性的區分出發

去尋找各種事物的本真性，並賦予本真性以優位，那麼就會陷入尼采所說的「理

念［…］她變成了女人。」彷彿那種本真性的東西不需要依賴任何條件就能自行

保存，並有待人們前去尋找。正是因為人們相信在在疏遠的事物那裡有著更真

實、更為屬己的東西（不論是自我、他者或存有的意義），才引發人們去尋找它。

這就是尼采在《歡愉的科學》∮60 中所說的：「巨大的喧鬧使人們將幸福安置在

安靜、安置在遠方」，彷彿有東西能超出世界的整體關聯而自行保存，並且人們

能再一次地在世界之中與之遭遇。我認為，當德希達說「不存在女人的本質，因

為女人斷離了，她讓自己斷逃」，他也是在說「生命」、「他者」、「自我」、「存有

者整體」的斷離。女人問題，懸置了對其是其所是的追問，也懸置了萬物存有意

義的追問，它甚至讓這樣的追問、去遠與意義預期完全失效。人們只有在屬己化

的過程中不斷在遙遠的彼方慾望著它，以實事之名將之補捉並保存起來，然而，

唯有從絕對主權的觀點，亦即懸置任何意義在場的觀點看待萬物，拋棄虛假與真

實的對立，人們才可能真正從整體之中的相互依賴與保存中解放，尼采的文本才

能真正獲得公正的對待。德希達在《馬刺》中這麼說： 

關於女人的問題懸置了（suspend）真與非真這種對立狀態的可確定性，

並開啟了劃時代的引號體制（epochal regime of quotation mark），讓隸屬於

                                                 
83 “[…] for this ambiguous life-saving act, in the course of which one stretches out the net for the 
tightrope walker, the one who runs the greatest risk overhead on the narrow rope, only insofar as one 
has made sure that he-unmasked and protected by the unity of his name, which in turn will be sealed by 
the unity of metaphysics-will not be taking any risks. In other words: he was dead before he landed in 
the net.” Derrida, Jacques. “Interpreting Signatures.” In: DD,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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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可確定性體系中的每一個概念都受到它的作用。以文本的真實意義

為前提的詮釋學籌畫（hermeneutic project）在這體制下完全失格。閱讀活

動從意義的視域（horizon of meaning）或存有的真理（truth of being）被

解放出來，從作品的生產（product’s production）或當下的在場（present’s 

presence）中獲得自由。84 

14、沒有任何東西是錯誤的 

德希達在《馬刺》與 1981 年巴黎論戰中都提到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

但是都是提到這個名字的結構：「面紗－製造者」（Schleier-machers），亦即在文

本的紋理上滋增更多的面紗的人。在高達美的〈詮釋學問題的普遍性〉中，高達

美稱讚施萊爾馬赫將詮釋學任務確立為避免誤解的技術。高達美說，施萊爾馬赫

教導人們：「陌生的東西很容易產生誤解，這種誤解由於時代的距離、語言用法

的改變或語詞意義和想像方式的轉變使我們易於發生。」85 但是高達美話鋒一

轉，並不認為誤解是對理解的一種消極性的東西：「事實上，每一種誤解都不是

以某種如支持性的意見一致這樣的東西為前提嗎？」86 

我認為，高達美那裡並沒有所謂的「理解」與「誤解」的區分，這正是他與

海德格最大的不同。正如他在〈自述〉中說的：「我讚同萊布尼茲的態度，他曾

經說過，他對自己讀到的一切都持讚同態度。與這位大思想家不同的是，我在這

種經驗中並未感到需要構思一種巨大的綜合。」87 相反，高達美始終思考的是，

如何向他者開放。 

首先還是距離。我曾經提到：對高達美來說，理解必須以語言性作為中介。

在《真理與方法》中，這種語言中介運作的情況是這樣的： 

                                                 
84 “Dés lors que la question de la femme suspend l’opposition décidable du vrai et du non-vrai, 
instaure le régime époqual des guillemets pour tous tous les concepts appartenant au système de cette 
décidabilité philosophique, disqualifie le projet herméneutique postulant le sens vrai d’un text, libère la 
lecture de l’horizon du sens de l’être ou de la vérité de l’être, des valeurs de production du produit ou 
de présence du présent, […].” Derrida, Jacques. Éperons, p. 106. 英譯本：p. 107. 

關於引號，德希達在《論精神－海德格與問題》（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1987）把

引號的效果說的更精確。加入引號，其實是對引號內的東西發出質疑並且渴望避免這字，但又缺

乏另一種字來取代前者，便不得不將這字置入引號，例如海德格對 “geistig”（「精神性」）這字的

使用。見：Derrida, Jacques. (1987). De L’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Paris : Galilée, p. 53. 英譯

本：Derrida, Jacques. (1989). Of Spirit : Heidegger and the Ques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31. 
85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222-3 
86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223. 
87 “Ich hielt es mit Leibniz, der von sich gesagt hat, er billige fast alles, was er lese. Aber anders als 
dieser große Denker empfand ich in dieser Erfahrung nicht einen Stimulus zum Entwurf einer großen 
Synthese.”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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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虧有了一切解釋活動（Auslegung, account）所具有的語言性，每一次的

解釋活動都包含與他者的可能關係。［…］理解文本總是已經意味著將它

運用（anwenden, to apply）在我們自己身上。［…］當語言性文本有需要

人們進行理解與解釋之處，通過語言中介所進行的解釋活動總是清楚地指

出：所謂理解，就是將已說的東西（Gesagten, the said）屬己化（Aneignung, 

appropriation），也就是將它變成屬己的東西。88 

在這個過程中，屬己化並不是對預先存在的屬己性的佔據。不如說，人們在面對

陌生的文本時，通過解釋將文本解釋成人們所能理解的語言，在這個過程中，人

們先前對文本的預期做出了修正與擴充，在這意義上是一種「屬己化」。但是這

並不是將自身的意見強加給任何固定下來的文本。而是因為，語言本身就是一種

距離（Abstand），一種允許發話者與自己原本的脈絡產生距離後，不必還原原本

的脈絡而能傳達到他人那裡。這與高達美預設文本本身就是要傳達到人們手上這

樣的想法有關。關於語言中的距離，高達美集中在《真理與方法》〈語言作為世

界經驗〉（“Sprache als Welterfahrung”）這一節的討論：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經驗的

展現，既是將經驗脫離原本的環境環境（milieu）後帶入語言中表現，也是向他

人傳達我們的經驗。89 這個過程高達美是以亞理斯多德《政治學》（A2, 1253a10

之後）作為例子，並且這個例子再一次出現在高達美對德希達的後續回應，譬如

在〈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主義〉與〈詮釋學追蹤痕跡〉也一再重申語言作

為一種對話，本身就是允許人們能夠透過語言將不再原本環境下的東西傳遞到對

話的另一方身上。在〈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主義〉結尾中，高達美宣稱「思

考蘊含了延遲與距離，否則思考就不是思考。」90 這裡說的是隨著語言去思考，

意味著人們必須脫離本身的特殊情況，而去考慮脫離了原本的環境後去進行思

考，以擴充本身見解的不足。這個擴充過程在高達美的〈詮釋學追蹤痕跡〉中再

次結合了「提問」來說明： 

事實上，提問的秘密（Das Geheimnis der Frage, the secret of the question）

包含在思考的奇蹟（Wunder des Denkens, miracle of thinking）。當然，人們

知道，思考就是產生差異（Unterscheiden, making distinctions）。更精確的

                                                 
88 “Dank der Sprachlichkeit aller Auslegung ist gewiß in aller Auslegung der mögliche Bezug auf 
andere mit enthalten. […] Einen Text verstehen, heißt immer schon, ihn auf uns selbst anwenden.[…] 
Wo wir es mit dem Verstehen und Auslegen sprachlicher Texte zu tun haben, macht die Auslegung im 
Medium der Sprache selber deutlich, was Verstehen immer ist: eine solche Aneignung des Gesagten, 
daß es einem selbst zu eigen wird.”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401-40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p. 339-400. 
89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448-45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p. 441-444. 
90 “Das Denken enthält Aufschub und Abstand, sonst wäre das Denken kein Denken.”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37.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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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讓一個事物與其他事物能在目光之中所把握（vor Augen zu haben, to 

have…in view）。這正是在提問中所發生的事。問題要求在各種可能性中

做出決定。91 

針對德希達對海德格的尼采詮釋所指涉的議題，即「為了拯救尼采而將尼采

保存在存有真理的歷史中」，而忽略尼采本身不相信任何語言指涉著實事（《馬刺》

中所謂的只有「真理面紗」、沒有真理自身），也不相信語言本身可在整體化的世

界觀中獲得定位（〈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中所提到的整體是一種無生命的

灰燼，而非任何存有意義的再生產），並且強調尼采文本本身的風格如同「我忘

了我的雨傘」那樣的斷簡有著不確定的位置一樣，本身就逃離任何詮釋學視域，

針對這一系列問題，高達美並不感到困擾：「因為事實上，人們可以用全然不一

樣的方式來閱讀尼采。」92 高達美也同意，對尼采作出統一的詮釋是不可能的。

不過高達美並未低估德希達對尼采詮釋所做出的警示。針對「我忘了我的雨傘」，

高達美說：「也許尼采真的忘了他的雨傘。但是誰知道呢？誰知道也許是某個重

要的東西。」93 而德希達在《馬刺》中提到這樣的斷簡的不確定力量，在高達

美眼裡，意味著「我們一直需要有人重新挖掘新東西，並向我們將事物展現在新

的光照中。」94  

高達美說：重新開、挖、翻出新事物（nach dem Neuen gräbt），讓新事物出現。

（2003年，德希達也在《公羊》中提到「挖掘」。見第四章的介紹）當高達美說

挖掘新的東西時，我認為他指的是，當德希達提示文本總是有著預期之外的斷裂

之處時，總是意味著新的視域的開啟。95 而開啟新的視域，如同上一章所提到

的，就是承受對方的問題所展開的新事物，這樣的對話事件的發生，並不是讓一

個思想赤裸裸、毫無遮蔽地展現在人們面前，彷彿它事前就存在著一樣；高達美

說，情況是這樣的：「對我們來說，對話就是在我們這裡留下來的某種東西。這

並不是說，對話使我們經驗到新的東西而成為一場對話，而是說，我們在他者那

                                                 
91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er, p. 392. 
92 Gadamer, Hans-Georg. “Dekonstruktion und Hermeneutik.” In: GW X, S. 13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Letter to Dallmayr.” In: DD, p. 93. 
93 Gadamer, Hans-Georg. (1987). “Nietzsche-der Antipode. Das Drama Zarathustras (1984).” In: GW 
IV (448-462), S. 451. 
94 “Wir brauchen immer jemanden, der neu nachgräbt und uns die Dinge in einem neuen Lichte zeigt.” 
Gadamer, Hans-Georg. “Nietzsche-der Antipode. Das Drama Zarathustras.” In: GW IV, S. 451. 

這篇文章的法文譯者 Christophe David 翻譯成：“Nous avons toujours besoin de quelqu’un qui creuse 
d’une nouvelle façon et nous montre les choses dans une nouvelle lumière.” 見：Gadamer, Hans-Georg. 
(2000). Nietzsche l’antipode: Le Drame de Zarathoustra.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Christophe David. 
Paris : Allia, p. 19. 
95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55.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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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遭遇到的東西，正是我們自身的世界經驗從未遭遇的東西。［…］凡是一場成

功的對話總是留下某些東西, 而且在我們心中留下了改變我們的東西。」96 

15、家的不可預期 

如果高達美將達成一致理解看作是語言所能給予人的本領，那麼人們便能很

清楚地知道，在高達美的〈自我意識的辯證〉中討論黑格爾的承認辯證法時，為

何死亡這位陌生的主人並不是高達美首先考慮的途徑： 

這樣的辯證法的核心要義由經過搏鬥考驗仍然活著的人並不比死去的人

更接近他的目標這一事實而獲得了明證。能夠給予自我意識以確定性的，

必須是對於其他自我意識的取消，但是它必須是與對其他自我意識的徹底

毀滅不同的取消。［…］僅當自我意識在他者中發現自己被證實時，自我

意識才能存在。97 

也就是說，唯有在他者那裡，自我理解才得以可能，而非如巴塔耶所說的通

過絕對主權毫無保留的將自己徹底視為虛無才能獲得理解。但是，高達美也時時

警惕，這樣的理解過程並不意味著有預先存在的終點。在〈詮釋學與存有學差異〉

中，高達美藉由謝林（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1854）的術語

「不可預想性」（Unvordenklichkeit）來說明這樣的情況： 

作為一位哲學家，謝林曾經以「不可預想的」這一術語來指出這樣的限制。

這是非常優美的德文。它的魅力就立基於這樣的事實上：在不可預想的情

況中，我們知道我們的思想總是想要預先去思考在向前開拓時的真實痕跡

之前與之外的東西，並且一次又一次的遇上某種無法預先被預期與計畫的

東西，任何運用我們的想像或預先設想都無法掌握被預期與規劃。這就是

不可預想。［…］我在此能夠想起的是家的不可預想性。這是這樣一種東

西，人們無法向其他人去傳達對自身來說家究竟為何物。這是一種佔有？

還是有東西失落了？要再看見那個東西一次？是一種記憶並且回到回憶

                                                 
96 “Etwas ist für uns ein Gespräch gewesen, was etwas in uns hinterlassen hat. Nicht dies, daß wir da 
etwas Neues erfahren haben, machte das Gespräch zu einem Gespräch, sondern daß uns im anderen 
etwas begegnet ist, was uns in unserer eigenen Welterfahrung so noch nicht begegnet war. […] Wo ein 
Gespräch gelungen ist, ist uns etwas geblieben und ist in uns etwas geblieben, das uns verändert hat.” 
Gadamer, Hans-Georg. GW II, S. 211.  
97 “Was dem Selbstbewußtsein die Gewißheit seiner selbst zu geben vermag, muß eine andere 
Aufhebung des selbstbewußtseins sein, als die Vernichtung des Anderen. […] So ergibt sich in der Tat 
aus der Erfahrung des Kampfes um Anerkennung: Selbstbewußtsein kann nur sein, wenn es sich im 
andern bestätiget findet, […].” Gadamer, Hans-Georg. “Die Dialektik des Selbstbewußtseins.” In: GW 
III, S. 57-58. 中譯本：〈黑格爾的自我意識辯證法〉。《伽達默爾論黑格爾》，頁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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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嗎？這全部都是聚籠在人類生命中的不可預想性。98 

高達美說，這並不是要去表明人們正在尋找一個預先給定的東西。相反的，人類

的事實性之一，就是總是存在於兩種晦澀不明的狀態中：「未來與過去的起源」。
99  

我借用這些段落想要替高達美回應德希達在《馬刺》與〈詮釋簽名（尼采／

／海德格）〉中所發出的質疑：也許事物總是如尼采所說的帶著「面紗」，也如同

巴塔耶說的「世界本身就是遮蔽真實的編織物」，但是語言所揭示出來的世界卻

是唯一讓人們與事物達成相互理解的途徑，其他便別無選擇。高達美並不認為始

終保持距離的這些東西本身可以在語言之外獲得表現，相反，要理解這些事物，

人們就得讓這些事物通過語言使之終止消逝而向人們展現。 

不過，即使高達美如此謙遜地認為，人們並不能事先理解更多，唯有透過提

問來看見事物的各種可能性，但是這還是未能說服德希達。2003 年《公羊》的

結尾，德希達提到，至少在現象學陣營，也就是胡塞爾與海德格，都尚未思考如

下事實：如果沒有世界、沒有作為提供意義基礎的世界，那麼理解他者又要如何

可能？但是在什麼樣的情況下，世界會消失不見？這又是什麼樣的問題，足以構

成繼承現象學與存有詮釋學的高達美的某種問題？問題來自於那始終晦澀不明

的「過去與未來」。

                                                 
98 “Als Philosoph hat Schelling solche Grenze mit dem Ausdruck ‘das Unvordenkliche’ bezeichnet. 
Das ist ein sehr schönes deutsches Wort. Sein Zauber beruht darauf, daß in ihm ein wirklicher Hauch 
von dieser Vorausbewegung spürbar ist, die immer vordenken und vorausdenken will und doch immer 
wieder an etwas kommt, wo man nicht mehr durch Vorstellen oder Vorausdenken dahinterkommen 
kann. Das ist das Unvordenkliche. […] Ich erinnere hier nur etwas an die Unvordenklichkeit der 
Heimat. Das ist etwas, was man niemandem vermitteln kann, was sie für einen ist. Besitz? Verlaust? 
Wiedersehen? Gedächtnis und Rückkehr zur Erinnerung? All das sind Unvordenklichkeiten, welche 
sich im menschlichen Leben versammelm.”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In: GW X, S. 6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64. 
99 “der Zukunft und der Herkunft.”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und ontologische Differenz.” 
In: GW X, S. 64.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the Ontological Differen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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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記憶──哀悼與尋跡的未來 

一天過去之後，留下來的還是昨天留下的東西，也是明天將會留下的：我

有永不滿足、不可測量的渴望，即渴望成為自己的一個同者又是自己的一

個異者。 

                                  ─Fernando Pessoa，〈亦同亦異〉1 

古希臘有個關於修辭學的傳說：記憶是一棟鬧鬼的房子。2 在華文的思考資

源裡，雖然記憶與鬧鬼很少扯上關係，但是卻是對他者的一種印記。遠古的《說

文解字》（漢代‧許慎著，西元 58-147）告訴我們，「記：疏也」。「記」是「疏」

的轉注字（「轉注」指的是「建類一首，同意相受」），指的是「分殊而識也」；「記」

也在其他脈絡中與「註」、「紀」、「桀」、「志」等字起著同樣功能。他者，亦即異

者，總是有別者，是異質的東西。他者不僅標誌某種距離與區分，也標誌著某種

記憶。或者說，記憶就是記得曾經有東西不一樣。為什麼是曾經不一樣？因為記

憶之記已經遠離了當初發覺不同的當下。為什麼他者是一種記憶？因為差異在時

間之中持續著、並為我們識別著。  

語言，不止是一種溝通，有時也是一種記憶。高達美〈文本與詮釋〉中提到

這件事，提到筆記是用以幫助記憶的東西： 

［…］人們所擁有的筆記（Notizen, notes），具有一種支持記憶

（Gedächtnisses, recollections）的功能。在此，文本問題被看作是僅當回

憶失敗時（die Erinnerung nicht gelingt, memory fails）、筆記表現的很陌生

以及不可理解時，回到符號狀態才會變的非常必要，也就是說，回到作為

文本的筆記。然而一般來說，筆記並非文本，因為它只是在回到記錄中所

意謂的東西時的單純回憶痕跡（bloße Erinnerungsspur, the mere trace of 

memory）。3 

筆記，是一種幫助記憶的東西，是一種回憶痕跡。筆記不是用來向人說話的文本，

                                                 
1 Pessoa, Fernando（2001）。《惶然集》，頁 28。 
2 「記憶是一座有鬼魂出沒的房子，我們在其中既是夢遊的參觀者，也是鬼魂本身。」Gérard Macé
《量身制定的幻想》」（illusions sur mesure）。朱珣 譯。上海：華東師範，頁 8。 
3 “[…] so etwa die eigenen Notizen, die sich einer zur Stützung seines Gedächtnisses gemacht hat. 
Hier wird sich die Textfrage nur dann stel1en, wenn die Erinnerung nicht gelingt, die Notiz fremd und 
unverständlich ist und deshalb zum Rückgriff auf den Zeichenbestand, also auf den Text nötigt. Im 
allgemeinen aber ist die Notiz kein Text, weil sie als bloße Erinnerungsspur in der Wiederkehr des in 
der Aufzeichnung Gemeinten aufgeht.”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3.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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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文本是要在語言交流中達到他人那裡的東西。然而高達美說，文本通過他人

而被理解之後，文本的語言便被遺忘： 

［…］我相信，使理解得以可能的，嚴格說來就是對語言的遺忘

（Sprachvergessenheit, the forgetfulness of language），一種包圍著說話或文

本的形式要素的遺忘。只有在理解的過程被中斷的地方，亦即在理解無法

成功進行的地方，才會去追問文本所用的文字（Wortlaut des Textes, the 

wording of the text），而且只有這樣，文本的建構（die Erstellung des Text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ext）才能成為一項任務。4 

在〈文本與詮釋〉那裡，文本只是被延遲指向他人的一場交流事件。5 一旦

理解文本想要說的東西，人們便可遺棄文字。除非理解發生障礙，否則沒有必要

回到文本。但正是這樣的想法，德希達將詮釋學稱之為「哀悼的詮釋學」。 

1. 哀悼詮釋學 

至少兩次，德希達至少兩次提到詮釋學是一種哀悼活動（le travail du deuil, 

the work of mourning）。一次是在《馬克思的諸多幽靈》（Spectres de Marx, 1993）： 

首先：哀悼。我們將只談論這件事。哀悼總是存在於對倖存物本體論化

（ontologiser des restes, ontologize reamins）、使它們在場的企圖之中，

（présent, present），首先透過認同亡者的遺物（dépouilles , bodily remains）

同時安置亡者（所有哲學的、詮釋學的或精神分析的本體化活動與語義化

活動，都發現自己在這樣的哀悼活動中被吸引著，雖然它們並未思考到這

                                                 
4 “Was den Verständigungs vollzug trägt, ist […] Sprachvergessenheit, in die die Rede oder der Text 
formlieh eingehüllt ist. Nur wenn dieselbe gestört ist, d. h. wo das Verständnis nicht gelingen will, wird 
nach dem Wortlaut des Textes gefragt und kann die Erstellung des Textes zu einer eigenen Aufgabe 
verden.”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2.  

需要注意的是高達美認為文字中的語言（Sprache, linguistics）與語言性（Sprachlichkeit, 
linguisticality）的差別：前者只是後者的具體化。文字中的語言遺忘，隨之而來的是非語言學

（nonlinguistic）的理解的發生。見：Gadamer, Hans-Georg. (2007). “A Look Back over the Collected 
Works and Their Effective History.” Trans. by Richard Palmer.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p. 409-427), 
p. 420. 
5 高達美說：「就詮釋學的觀點來說（這也是每一位讀者的觀點），文本純粹是中間產品

（zwischenprodukt, intermediate product），是理解事件的一個階段，作為這個階段，它必須包含一

種抽象，也就是說，正是這個階段中導致孤立化與固定化（Isolierung und Fixierung, isolation and 
reification）。」（Vom hermeneutischen Standpunkt aus - der der Standpunkt jeden Lesers ist - ist der 
Text ein bloßes Zwischenprodukt, eine Phase im Verständigungsgeschehen, die als solche gewiß auch 
eine bestimmte Abstraktion einschließt, nämlich die Isolierung und Fixierung eben dieser Phase.）見：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4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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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人們應該去認識（Il faut savoir, one has to know），人們必須

去認識它。人們必須擁有認識。現在，去認識就是去認出那是誰以及它在

哪，去認識那到底是誰的軀體，又佔據在哪個位置──因為它必須待在它

所在的位置，一個安全無虞的位置。［…］他需要知道這墳墓屬於誰的［…］

就哀悼活動來說，任何事情都不會比混淆或懷疑還要糟糕：人們必須知

道，什麼人被埋在什麼地方──同樣必要的是（認識就是把事情確定好）

在他的倖存物中，他還在那裡。就讓他呆在那裡而且永遠保持不動吧！6  

這段話我解讀為：詮釋學不將文本看作是已逝去的思想所殘存下來的東西，

不當成是死者遺物，而是將之視作一種中介，此中介「可再辨識」（施萊爾馬赫）、

「可再體驗」（狄爾泰）、並作為「與我們共在的可發話者」（高達美），簡言之，

可辨讀之物。 

德希達另一次提到「詮釋學是哀悼活動」，出現在更早之前：《多義的記憶：

為保羅‧德曼而作》（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1988）。7 在此，我刻意專注

於《多義的記憶》：這本書提供了通過「作為絕對主權的死亡」而與他人相遇的

另一種模式，因而與高達美所提倡的那種「在對話中相遇」十分不同。在這本著

作中，德希達在向保羅‧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逝世表達哀慟之意，提

到了「詮釋學哀悼」（deuil herméneutique, hermeneutic mourning），8 並且，德希

達提及德曼對寓言（allegory）的研究時再次提到高達美：「［德曼對寓言的研究］

正好解釋了他對施雷格爾（Schlegel）或班雅明（Benjamin）的興趣，而對立於

從歌德（Goeth）與高達美所流傳下來的傳統。」9 可以看得出，與德曼這位在

美國的解構研究者一道，德希達持續抵制詮釋學。 

                                                 
6 “D'abord le deuil. Nous ne parlerons que de lui. Il consiste toujours à tenter d'ontologiser des restes, à 
les rendre présents, en premier lieu a identifier les dépouilles et a localiser les morts (toute 
ontologisation, toute sémantisation - philosophique, herméneutique ou psychanalytique - se trouve 
prise dans ce travail du deuil mais, en tant que telle, elle ne le pense pas encore ; […]). Il faut savoir. Il 
faut le savoir. Or savoir, c'est savoir qui et où, savoir de qui c'est proprement le corps et où il tient en 
place - car il doit rester à sa place. En lieu sûr. […] Il exige de savoir à qui appartient cette tombe. […]. 
Rien ne serait pire, pour le travail du deuil, que la confusion ou le doute: il faut savoir qui est enterré 
où – et il faut (savoir - s'assurer) que, dans ce qui reste de lui, il y reste. Qu'il s'y tienne et n'en bouge 
plus !” Derrida, Jacques. (1993). Spectres de Marx : l'état de la dette, le travail du deuil et la nouvelle 
Internationale. Paris: Galilée, p. 30.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1994).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eggy Kamuf (trans.). N. Y.: Routledge, p. 
9. 
7 Derrida, Jacques. (1988). Mémoires: pour Paul de Man. Paris : Galilée.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1989).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Translations edited by Avital Ronell and Eduardo Cadava.  
8 例如在第 29 頁（英譯本第 7 頁），德希達說：「［…］可以稱之為海德格的詮釋學哀悼（deuil 
herméneutique de Heidegger, Heidegger’s hermeneutic mourning）。」 
9 “Cela explique l'intérêt pour Schlegel ou Benjamin, etc., par opposition, sur ce point, à une tradition 
allant de Goethe à Gadamer.”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86.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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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者的痕跡與正常的哀悼 

德希達雖然提及詮釋學、提及高達美，但是提到更多德曼，並以「記憶女神」

（Mnemosyne）、「記憶術」（l’art des mémoires）、「行動：一種被贈與的話語的意

義」（actes: la signification d’une parole donnée）為主題來紀念德曼，同時也標舉

出，在法文，“mémoire” 作為單數名詞同時有陽性與陰性兩種用法：備忘錄（le 

mémoire, memo）與記憶（la mémoire, memory）。也就是說，高達美所說的筆記

與記憶，在法文同時可寫作 “mémoire”。 

在思考「究竟思想如何相遇」時，為何要談及記憶？因為必然要提到間斷，

勢必有一天遭遇到他者不再，並且，在德希達那裡，人們「只能」憑著 “mémoire”

留住他者，留住他者的名字。總有一天，死亡就會奪走任何人，並且再一次突顯

人的有限性，而人們在面對死者時，只能圖以各種敘事文體（如回憶錄、墓誌銘、

遺囑）等方式來與他者接觸。但是，死亡作為人的有限性，並不意味著人們能事

先替死亡作準備而記錄下完整的自己，彷彿在作品之中人們完整地存在於作品裡

頭，並依然活生生地向人們說話，彷彿作品就是那個人本人、是那個人本人的名

字「再」說話。這種死亡的有限性，對德希達來說，首先彰顯的是人們未來要如

何記憶起先於我們離去的他者。德希達說： 

在我們與他者關聯的活生生當下（le présent vivant, living present）中被我

們所銘刻的全部事物，總是已經帶有死後回憶錄的簽名（une signature de 

mémoires d'outre-tombe, the signature of memoirs-from-beyond-grave）。但是

這樣的有限性（finitude），同樣也是關於記憶的有限性，首先並不具有某

種限制（une limite, a limit）、某種能力（une capacité, an ability）、某種天

分（une aptitude, aptitude）或某種受限的官能（une faculté limitée, a limited 

faculty）等等形式，某種受限的力量（un pouvoir borné, a circumscribed 

power）的形式，這種限制讓我們增加了遺囑的符號（les signes 

testamentaires, testamentary signs）、痕跡（les traces, traces）、文字重組（les 

hypogrammes, hypograms）、記事以物（les hypomnemata, hypomnemata），

簽名（signatures）以及墓誌銘（les épitaphes, epigraphs），或是自傳體形

式的「備忘錄」（les « mémoires » autobiographiques, autobiographical 

“memoirs”）。不，這樣的有限性要能產生上述的形式，只能通過在我們之

中的他者之痕跡，通過他者不可還原的先在性（préséance irréductible, 

irreducible precedence）；換言之，就只是痕跡。痕跡總是他者的痕跡，是

記憶的有限性，並因此也是未來的來臨或對未來的回憶。之所以有記憶的

有限性，是因為存在著作為他者的某些東西，以及作為他者之記憶的記

憶，它們來自他者，並且又回到他者。它抗拒任何總體化（to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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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導我們進入到某種寓言的場景（a scene of allegory），到某種擬人化的

虛構，也就是到哀悼的比喻（tropologies of mourning）：進入到哀悼的記

憶與為記憶而作的哀悼。這就是為什麼不可能有真正的哀悼（true 

mourning），既使真實與清晰總是預設著它［按：哀悼］，並且事實上，只

作為哀悼的真理而發生。這哀悼的真理關乎他者，但他者總是在我之中並

先於我而說話，並且代替我簽字，因為文字拼寫與墓志銘始終都關乎他

者，並且是為了他者，這同樣意味著：代替他者。10 

我把這段文字看作《多義的記憶》的核心主旨。在釐清德希達這段話的全部內容

前，我們先來關注什麼是他者的痕跡，以及為什麼痕跡意味著人記憶的有限。在

此借用高達美在〈詮釋學追蹤痕跡〉裡的說法： 

在德希達那裡，痕跡有時宛如是某種強大的銘刻（gewaltsame 

Einschreibung, powerful inscription）、某種印象（engram）的東西，它被書

寫在人們的心靈上，同時沈落到人們的記憶中，並持續存在在那裡。［…］

毫無疑問，某個發現痕跡的人，同時也知道有某個東西在他之前存在過，

而且現在早已離去。11 

痕跡是先前性事物的不在，是他者不可還原的先在性。所謂的不可還原，在《多

義的記憶》中指的是：各種敘事文本，不論是自傳、回憶錄等體材，都不可能讓

他者完整地被建構出來；相反，他者總是阻礙敘事的進行，因為我們永遠無法寫

入不在場的他者，亦即已經死亡的他者，更重要的是，沒有人能保證對他者的記

憶毫無半點失真。任何對他者活生生的敘述都不可能讓他者本身完全顯現，人們

不可能在這些文本中完全展現他者，而是見證那已經死無對證的他者的存有；然

                                                 
10 “Et tout ce que nous inscrivons dans le présent vivant de notre rapport aux autres porte déjà, toujours, 
une signature de mémoires d'outre-tombe. Mais cette finitude, qui est aussi la finitude de la mémoire, 
n'a pas d'abord la forme d'une limite, d'une capacité, d'une aptitude ou d'une faculté limitée, d'un 
pouvoir borné, limite qui nous pousserait à multiplier les signes testamentaires, les traces, les 
hypogrammes, les hypomnemata, les signatures et les épitaphes, les « mémoires » autobiographiques. 
Non, elle ne peut prendre cette forme que par la trace de l'autre en nous, sa préséance irréductible, 
autrement dit la trace tout court, qui est toujours trace de l'autre,.finitude de la mémoire, et donc venir 
ou souvenir du futur. S'il y a une finitude de la mémoire, c'est parce qu'il y a de l'autre, et de la mémoire 
comme mémoire de l'autre, qui vient de l'autre et revient à l'autre. Elle défie toute totalisation et nous 
voue à une scène de l'allégorie, à une fiction de prosopopée, autrement dit à des tropologies du deuil : 
mémoire du deuil et deuil de la mémoire. C'est pourquoi il ne saurait y avoir de vrai deuil, même si la 
vérité et la lucidité le supposent toujours et en vérité n'ont lieu que comme vérité du deuil. Du deuil de 
l'autre mais de l'autre qui parle toujours en moi avant moi, qui signe à ma place, l'hypogramme ou 
l'épitaphe étant toujours de l'autre et pour l'autre, ce qui signifie aussi à la place de l'autr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49-50. Derrida, Jacques. (1988).. Memoires: for Paul de Man, p. 29. 
11 “Bei Derrida klingt es zuweilen so, als ob die Spur (trace) wie eine gewaltsame Einschreibung ist, 
wie das Engramm, das im Gedächtnis versinkt und doch bleibt. […] Wer eine Spur findet, weiß ja 
gewiß auch, daß da etwas gewesen ist und daß da gleichsam etwas hinterlassen ist.”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er, p.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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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任何敘述活動，都必然需要以他者之名進行。這意味著他者所在的時間、位

置、其所是之主體皆不可辨讀（unreadable），而人們的各種闡述與敘述都致力於

讓他者與人們之間的斷裂得以消弭，使其成為可讀的（readable）。然而，他者的

不可辨讀讓他者成為一種被儲存起來的記憶（如高達美所說的筆記），不可再現

（如果再現是指讓對象如其所是存在）、不可想像（如果想像是指完全忠於他者

的敘述）、不可接近（如果接近是指取消一種毫無死亡和時間所拉出的間隔）。痕

跡，意味著「現在已不再」（now-no-long）。 

然而，痕跡為何與哀悼、與哀悼的真理、與他者的簽名有關？在回答這些問

題前，我們再一次讓高達美說話。高達美在〈歷史的連續與存在的瞬間〉（“Die 

Kontinuität der Geschichte und der Augenblick der Existenz,” 1965）中提到： 

如果我們得知一位我們所認識的人的死亡，在此我所描述的最深刻的經

驗，對我來說總是這樣的：這個人的存有方式（Seinsweise）突然地改變

了（sich verändert），他變得持存不動、更為單純，這不是說他在道德上

更好或更可愛，但是他被封存在持存的輪廓中使人週知──這只是因為我

們不能再從他身上期待什麼，不能再從他身上經驗到什麼，不能再對他施

予愛。我認為用這個極端例子描寫的經驗就是一種認識。在這種認識中出

現的就是真理。12［按：以上重點都是我強調的］ 

「存有方式改變了」（sich die Seinsweise verändert），成了「別樣的存有」；得知

死亡的那一刻起，他成為真理，是因為他「現在已不再」，卻因此「永遠如此」

（as-always）。高達美說，通過死亡，他者的存有超出了時間之流，不再變異，

這是一種瞬間的斷裂，「這是當下，並且永不再來。」13  

另一方面，如同高達美說的：不能再施予愛給他。然而，不能再施予愛給他，

在德希達這裡並不是因為他者再也收不到我們對他的愛，而是因為，我們贈與的

愛沒有回返、也不會回返，成了沒有回報的愛。（正如第一章我引用過的德希達

的〈激情〉）如果人們預期能在他者身上得到比我們給予他還要多的回返之物，

                                                 
12 “Als die tiefste Erfahrung dessen, was ich hier beschreibe, ist mir immer erschienen, wenn wir von 
dem Tode eines uns bekannten Menschen erfahren: wie sich da plötzlich die Seinsweise dieses 
Menschen verändert, wie er bleibend geworden ist, reiner, nicht notwendig besser in einem moralischen 
oder liebevollen Sinne, aber in seinen bleibenden Umriß geschlossen und sichtbar geworden - offenbar 
allein dadurch, daß wir nichts mehr von ihm erwarten können, nichts mehr von ihnl zu erfahren haben 
und nichts Liebes mehr ihm tun dürfen. Die Erfahrung, die ich an diesem extremen Beispiel beschreibe, 
scheint mir eine Art Erkenntnis zu sein. Was da herauskommt, ist Wahrheit.” Gadamer, Hans-Georg. 
(1993). “Die Kontinuität der Geschichte und der Augenblick der Existenz (1965).” In: GW II (S. 
133-145), S. 141-142. 
13 “[…] daß er jetzt ist und nie widerkommt.” Gadamer, Hans-Georg. (1993). “Die Kontinuität der 
Geschichte und der Augenblick der Existenz.” GW II, S.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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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還是在維持我們的自戀。然而，他者的缺席，卻是對自戀的投資經濟的

挫敗，打開了我們對他者毫無任何預期與防備的開口，並且對德希達來說，正是

他者真正的到來。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中說，當他者死去，只留在我們的記

憶之中時： 

每次我們都知道朋友已經永遠消失（à jamais disparu, gone forever），無可

挽回地缺席、被毀滅，他本人對紀念他的活動一無所知或無所受用。［…］

在哀悼中的記憶裡，這個「在我們之中」的存有（en nous, in us），他者「活

在我們身上」（l'être « en nous » de l'autre, the being “in us” of the other），不

可能是嚴格意義上他者本身的復活（他者已死，任何東西都不可能保存

他，沒有人能讓我們在它那裡保存它），也不可能是自戀幻想被簡單地納

入到自我封閉乃至自我同一的主觀性中。［…］由於他者已經被安置於

（Déjà installé dans, already installed in）自戀的結構之中，他者標記了自

我與自我的關聯（rapport à soi, the relationship to self），這便規定自我以

哀悼記憶中的「在我們裡頭」的存有為前提，成為他者的到來（venue de 

l'autre, coming of the other），他者的一次到來，甚至是─不管這樣的思想

多麼可怕─他者的第一次到來。14 

這就是他者留下痕跡的方式；他者留下痕跡並強烈地讓人領會他的「現在已

不再」，並且如高達美所說的「不會再來」。但哀悼中的記憶是什麼？德希達說： 

他者死亡之後，我們被給予了記憶，並且將之內化（interiorization），因

為外在於我們（outside us）的他者，現在成了虛無（nothing）。［…］這個

不可消除之缺席的虛無（the nothing of this irrevocable absence），由於他者

的死亡或至少他者在死亡被預期的可能性（anticipated possibilities of a 

death）中，他者顯現如同（as）他者，並且對我們而言如同他者（as other 

for us），因為死亡同時構成（constitutes）與顯示出我或我們的界線（the 

limits of a me or an us），而這個我或我們被迫去保庇（harbor）某種比我們

巨大也與我們全然不同的東西，某種外在於我們卻又在我們裡頭（outside 

of them within them）的東西。記憶與內在化：這就是佛洛伊德之後常常被

人們所描述的「正常的」「哀悼活動」（“normal”“working of mourning”）。
                                                 
14 “[…] Chaque fois nous savons l'ami à jamais disparu, irrémédiablement absent, anéanti jusqu'à ne 
pouvoir, lui-même, rien savoir ou recevoir de ce qui a lieu en sa mémoire. […] L'être « en nous », l'être 
« en nous » de l'autre, dans la mémoire endeuillée, ce ne peut être ni la résurrection proprement dite de 
l'autre lui-même (l'autre est mort et rien ne peut l'en sauver, personne ne peut nous en sauver) ni la 
simple inclusion d'un fantasme narcissique dans une subjectivité close sur elle-même, voire identique à 
elle-même. […] Déjà installé dans la structure narcissique, l'autre marque assez le soi du rapport à soi, 
il le conditionne assez tôt pour que l'être « en nous » de la mémoire endeuillée soit venue de l'autre, une 
venue de l'autre, et même, si terrifiante que puisse devenir cette pensée, la première venue de l'autr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44.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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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他者之死由於不是我或我們的死，所以人們知道我與他者有所不同。關於「正

常的哀悼活動」，佛洛伊德在著名的〈哀悼與憂鬱〉中，16 將哀悼和憂鬱做對照。

簡單地說，佛洛伊德將憂鬱以及哀悼活動看作是在面對某個重要事物已經不再時

（no-long）、作為一種心靈裝置的人的一系列反應。只不過憂鬱中，心靈裝置阻

止了正常的哀悼。在哀悼活動中，人們經歷了哀傷，並慢慢接受事實，但是這種

歷程的運作方式，是將逝去者已經死亡的事實予以淡化，使其不再對生者的生活

產生干預；也就是說，防止對象的死亡繼續發揮影響力。但為何對象的不再讓人

如此難堪？原因在於：對象的不再所造成的衝擊是一種無力感，並且，這種無力

感，在德希達這裡被改寫成「他者如今只剩痕跡，在我之中，在我們之間」，而

人們無力使其復活而任其枯萎。 

然而，通過哀悼活動，他者活在我們心中；這樣的活動正如高達美在 1994

年卡普里島所說的：能夠為他者進行哀悼活動，這可能是人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

別。高達美說：「我們為死者埋葬（burying），嘗試維持（hold on）這位不再活

著的人，並且通過儀式（cult）崇敬他們（to venerate），宛如他們仍被保存在記

憶之中。」而高達美認為，哀悼活動依賴於語言：「我們在預期事物的到來時（in 

anticipating what is to come），不可壓抑地被導向去嘗試超出死亡的事實來思考。

［…］［而埋葬亡者］這是象徵活動的一種形式（a form of symbolic action），這

就像是人類另一種毫無疑問的特徵：言說（speech）。也許二者［埋葬與言說］

彼此是不可切割的：企圖超越死亡的思想以及語言的奇蹟，都能允許缺席的事物

被帶到我們面前（before us）。」17 

3. 作為專名與作為絕對沈默的記憶 

然而，象徵活動是將不可感知的事物凝縮（或是隱喻化）成可感知的符號，

亦即墓碑（tomb），而我們相信，已逝的他者「完整的」被保存在墓碑之中，彷

彿未曾受到半點損傷。他者仍然在場，並且永遠在場，只是我們現在暫時未能見

                                                 
15 “A la mort de l'autre, nous sommes voués à la mémoire, et donc à l'intériorisation puisque l'autre, 
au-dehors de nous, n'est plus rien; et depuis la sombre lumière de ce rien nous apprenons que l'autre 
résiste à la clôture de notre mémoire intériorisante. Depuis le rien de cette absence irrévocable, l'autre 
apparaît comme autre, et autre pour nous, à sa mort ou du moins dans la possibilité anticipée d'une mort, 
dès lors qu'elle constitue et rend manifestes les limites d'un moi ou d'un nous tenus d'abriter ce qui est 
plus grand et autre qu'eux hors d'eux en eux. Mémoire et intériorisation, c'est ainsi qu'on décrit souvent 
le « travail du deuil » « normal » depuis Freud.”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53-54. 英譯本：

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34. 
16 Freud, Sigmund. (1957).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  Trans. by Joan Riviere. 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39-258). London : Hogarth Press. 
17 Gadamer, Hans-Georg. (1998). “Dialogues in Capri.” Trans. by Jason Gaiger. In Jacques Derrida and 
Gianni Vattimo (eds.). Religion (pp. 200-211).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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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而已。通過象徵與墓碑，死者通過哀悼活動成為不朽者，也就是說，死亡令他

者更加完美。這就是哀悼活動為何能減輕人們對他者死亡所造成的無力感。我們

的內在化記憶關閉起來，不再朝向全然缺席的他者，並依賴於墓碑讓他者的缺席

事件停止對我們施予影響。 

然而，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一開頭就問道，關於「真實的哀悼」所引發

「可能／不可能」的困境體驗（aporias），是否真的就能讓人直接達到「佛洛伊

德以後所說的正常的哀悼」： 

關於我們心中的他者、哪怕是「對他者的遙遠預感」（pressentiment lointain 

de l'autre, distant premonition of the other）中的他者，誰將告訴我們最不公

平的背信何在？受到最大傷害的，甚至是造成最大傷害的背信，是否來自

於使死去的、只活在我們心中的他者之形象、偶像、或理想內在於我們的

可能的哀悼？還是來自不可能的哀悼？後一種哀悼留下他者在其他異性

之中，從而保持無限的距離，拒絕或無法視其為自我，就像是在某種自戀

的墓碑或墓穴一樣？18 

德希達說，哀悼究竟是可能的，亦或是不可能的，何者是對他者最大的不公，

端賴於人們要如何理解「只留在我們記憶中的他者」。 

首先，德希達不相信他者是不朽的，但也不相信他者如今已經缺席：「因為

我們絕不相信死亡，也不相信不朽（immortality）。」19 不相信不死、但也不相

信死，不相信永遠在場、也不相信永不在場，如何可能？「存在還是不存在？」

（to be or not to be?）難道不是相互對立的事情嗎？對德希達來說，還有另一種

（不）可能的思考，這種另一種思考不是對死亡與不朽的辯證揚棄，相反的，它

規定了死亡與不朽，並且先於二者出現。多年後，這樣的思考在德希達《永別了，

伊曼紐爾‧列維納斯》（Adieu: à Emmanuel Lévinas, 1997）說的更為清楚：「死亡：

首先並非滅絕、非存有或虛無，而是對倖存者來說、一種『沒有回應』的確定體

驗。」20  

                                                 
18 “[…] pour ce qui tient à l'autre dans nous, fût-ce en ce « pressentiment lointain de l'autre », qui nous 
dira où se trouve la trahison la plus injuste? L'infidélité la plus meurtrie, voire la plus meurtrière, est-ce 
celle du deuil possible qui intériorise en nous l'image, l'idole ou l'idéal de l'autre mort et ne vivant qu'en 
nous? Ou bien celle du deuil impossible qui, laissant à l'autre son altérité, en respecte l'éloignement 
infini, refuse ou se trouve incapable de le prendre en soi, comme dans la tombe ou le caveau d'un 
narcissism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2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6. 
19 “[…] car nous ne croirons jamais ni à la mort ni à l'immortalité.”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43.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21. 
20 “La mort: non pas d'abord l'anéantissement, le non-être ou le néant, mais une certaine expérience, 
pour le survivant, du « sans-réponse ».” Derrida, Jacques. (1997). Adieu: à Emmanuel Lévinas. Paris: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79

這關係到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中將「記憶」（mémoire, Gedächtnis, memory）

與「回憶」（souvenir, Erinnerung, remembrance）所做的區分。後者在《多義的記

憶》中被理解為「心靈對過去在場（the present of the past）的事物的思考與保存。」

其特點是，回憶已經是心靈內在的一部份，並且可以以回憶活動來將事物再現於

心靈之中，這是因為，現在的當下是由心靈所經歷的一連串過去所建構起來的。

而前者，即記憶，並不是一種曾經歷過的過去而現在依然得以喚回的東西，而是

一種「抹去回憶的記憶」（la mémoire efface le souvenir, memory efface 

remembrance），21 或是說，回憶所無法回憶者，因為記憶更先於我們的回憶（more 

before us），比回憶的範圍更加外在，因而也外在於我們自身。專名（proper name）

就是一種記憶，一種我們有回憶之前就已經被賦予的記號（sign）。德希達如是

說明： 

那個強迫我們去思考「真實的哀悼」（如果真的存在這種東西）的東西（即

使我們不相信它），是專名的本質（le nom propre, the proper name）。［…］

在死亡發生之時，專名駐留著（demeure, remains）；通過專名，我們得以

命名（to name）、呼喚（to call）、懇求（to invoke）、稱呼（to designate），

但是，我們知道，我們能夠思考（而且這思考不能被還原成單純的記憶，

儘管思考是來自於某種記憶）保羅‧德曼本人（lui-même, himself），能夠

思考名字的持有者╱發送者（porteur du nom, the bearer of the name），而

且，所有這些行動、所有這些指稱的獨一無二的極點（le pôle singulier de 

tous ces actes, de toutes ces références），將永遠不再回應，永遠不會是他本

人的回應，永遠不會，除非通過我們不可思議地稱之為記憶的東西。22 

專名的本質，就是專屬於他者的特殊的一個命名。在《多義的記憶》中，人

們所背誦的他者之專名，建立起一種人們與他者的中斷的關係，因為留在我們心

中的專名，意味著他者的缺席。他者不再，我們留有他者的專名，被人們記住。

這讓德希達說出了與高達美相反的看法：語言對事物的命名並不是使人能夠超越

死亡而言說事物，而是事先就在紀念事物死亡的到來： 

「記憶」首先是某種我暫且不予以說明的東西之名稱。我只考慮這一特

                                                                                                                                            
Galilée, p. 17. 
21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74.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62. 
22 “Ce que nous contraint à penser, sans jamais y croire, un « true " mourning " », s'il y en a, c'est 
l'essence du nom propre. […] A l'instant de la mort, le nom propre demeure, nous pouvons nommer, 
appeler, invoquer, désigner à travers lui, mais nous savons, nous pouvons penser (cette pensée vient 
d'une mémoire mais elle ne se résume pas à la simple mémoire) que Paul de Man lui-même, le porteur 
du nom et le pôle singulier de tous ces actes, de toutes ces références, n'y répondra plus jamais, plus 
jamais luimême, plus jamais qu'au travers de ce que nous appelons mystérieusement notre mémoir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6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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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即它是這樣一種東西的名稱，這種東西為我們（一個我不作更多規定

的「我們」）而同某種可能性保持一種本質的和必要的關係，這種可能性

是名字與名字中確保上述「保持」的東西的可能性。這個「保持」不是保

存或維持被命名者這一意義上的保存。相反，我們剛剛才提到，死亡揭示

了名字的全部力量，因為名字繼續命名甚至呼喚所謂已經不可能對其名字

做出回應或為其名字擔保的持名人。而這樣的處境既然向死亡顯示其可能

性，我們就可以認為它沒有等待死亡，或者在此情境中，死亡沒有等待死

亡。在呼喚或命名活著的某人時，我們知道它的名字會在他死後繼續存

在，並已經在他死後繼續存在，在他活著的時候就開始不需要他。［…］

而且，因為他者已去，無法回應，那麼這種缺陷或衰退便顯示出名字的結

構，及其巨大的力量：它事先就在「紀念」了。23 

然而這種事先紀念是危險的。以高達美的話來說，作為幫助記憶的筆記遺忘了當

初所寫為何物；用德希達的話來說，人們將冒著抹去這個名字的危險來記憶這個

名字。德希達說： 

死亡揭示出，在持名人缺席的情況下，專名始終任人重複，因此變成一個

特殊的通名；它普通有如代名詞「我」，在指稱自身之獨一性的同時，也

抹去了這樣的獨一性，將所意味的某種內在性之自我關係的東西丟棄於最

普通、最無約束的外在性之中。24 

這種可被人們書寫與重複的專名是一種「不可能的可能性」：重複那不可重

複者、重複那獨一無二的東西，這應當是專名的本領。但獨一無二的東西意味著

只有過一次。在人們、專名與他者的結構關係上，人們對專名的記憶使人們得以

                                                 
23 “« Mémoire » est d'abord le nom de quelque chose que je ne définirai pas pour l'instant. Je retiendrai 
seulement ce trait : c'est le nom de ce qui pour nous (un « nous » que je ne définis pas davantage) garde 
un rapport essentiel et nécessaire avec la possibilité du nom, et de ce qui dans le nom assure la garde. 
Non pas la garde en tant qu'elle conserve ou maintient la chose nommée : nous venons de rappeler au 
contraire que la mort révèle toute la force du nom dans la mesure même où celui-ci continue de 
nommer, voire d'appeler ce qu'on appelle le porteur du nom et qui ne peut plus répondre à son nom ou 
répondre de son nom. Et cette situation, dès lors qu'elle révèle sa possibilité à la mort, nous pouvons 
penser qu'elle n'attend pas la mort, ou qu'en elle la mort n'attend pas la mort. En appelant ou en 
nommant quelqu'un de son vivant, nous savons que son nom peut lui survivre et lui survit déjà, 
commence dès son vivant à se passer de lui, disant et portant sa mort chaque fois qu'il est prononcé 
dans la nomination ou dans l'interpellation, chaque fois qu'il est inscrit dans une liste, un état civil ou 
une signature. […] et parce que l'autre n'est plus là pour répondre, ce défaut ou cette défaillance 
démontre la structure du nom, son immense pouvoir aussi : il est d'avance « en mémoire de ».”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62-63.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49. 
24 “la mort révèle que le nom propre aura toujours pu se prêter à la répétition en l'absence de son 
porteur, devenant ainsi un singulier nom commun; aussi commun que le pronom «je» qui efface en la 
désignant sa propre singularité, laisse tomber dans l'extériorité la plus commune et la plus disponible ce 
qui pourtant veut dire le rapport à soi d'une intériorité.”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63-64. 英譯

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50.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81

重複書寫此一專名，但這樣的重複意味著專名已經遠離了其獨一無二的持有者。

這種結構關係持續構成德希達的「思考」路線，例如，在他的《詩剝裂：保衛保

羅‧策蘭》（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 1986），25 討論每一首詩都有其專屬的

誕生日期，詩為這獨一無二的日子作註解或命名，但由於要表現這樣的誕生日

期，為了讓詩本身成為可讀的，詩註定要遠離其誕生時刻，被送離（be disparted）

到其他時刻的他人那裡，並且在其他時間中流浪。 

4. 遠離起源與持有人的必要 

高達美無疑會認同語詞必須遠離其策源地。在〈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

主義〉中，高達美也提到保羅‧德曼，提到他與保羅‧德曼的交情，提到保羅‧

德曼早先是詮釋學的成員，後來才成為解構的研究者。26 他提到：「藝術作品是

從其起源那兒被分離出來（be detached），並且，因為如此，藝術作品才開始說

話──連它的創作者都可能感到吃驚。」27 

在這篇文章中，高達美提到：「雖然在任何情況下，一個符號（sign）都是

某個事物缺席的符號，而且滯留［在意識中］的過去之『現在』（the past “now” of 

retention）基本上都反駁了當下之現在的同一性（the identity of the “now” of the 

present）。這就足夠去說服人去相信［…］任何符號因而都是必須要被詮釋的。」
28 不過高達美隨即問道：「但是，語言是以其自身的元素（elements），如字詞與

意義這類元素為基礎來被理解的嗎？時間是在過去的現在以及當下的現在這種

基礎上來被理解的嗎？而意義的多樣性又真的以何處為根據？難道不是以意義

的建構（the constitution of sense）為基礎嗎？難道不是以發生在語言的具體給予

                                                 
25 Derrida, Jacques. (1986). Schibboleth: pour Paul Celan. Paris: Galilée.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2005). “Shibboleth: for Paul Celan .” Trans. by Thomas Dutoit and Joshua Wilner.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 the Poetics of Paul Celan (pp. 1-64). New York :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6 保羅‧德曼對高達美詮釋學的批評，據我所知如下：「［詮釋學的理解］並沒有替某種存在著

實在添增一套的新的關係，而是開顯已經存在於此的關係；不只是在這種實在關係自身裡頭，而

且宛如這種實在關係是為我們存在的（exist for us）。」（Blindness and Insight, p. 29）。而保羅‧

德曼與高達美的差別，並不是建立在德希達的解構研究，而是班雅明對浪漫派的解讀。例如，保

羅‧德曼認為，高達美自認受惠於黑格爾，但其實最不像黑格爾，反而班雅明談到翻譯問題時，

最接近黑格爾。德曼認為，詮釋學面對的是文本「意指的東西」（das Gemeinte），將意義（meaning）

作為主題，但是德曼與班雅明一道所要指出的是文本「意指的方式」（Art des Meinens），將「書

寫的規則」（grammar）視為主題，這同時也是一種詩學（poetics）。而詮釋學與詩學天無二日、

一山不容二虎。二者是相互對立的。（見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pp. 87-89） 
27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35.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23. 
28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26.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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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接收（give and take），而非以符號自身的事實性為意義建構的基礎嗎？」29 

這段引自英譯本的譯文，改寫了高達美原文的用詞；英譯本以「語言的具體

給予與接收」（the concrete give and take in language），取代了高達美原本的用字

「語詞／說話與應答的事實性」（die Faktizität von Wort und Antwort）。可以見得，

譯者並未「守住人的語詞」（sein Wort halten, keep one's word）。譯文遺忘了原文，

並代替原文繼續生存。這恐怕就是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所要說的「記憶」與

記住「專名」的重要性。高達美的〈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主義〉是獨一無

二的文本，出於作者獨一無二的紀念與發話，但以〈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

主義〉為名義的發話，卻在英譯本重又命名為〈詮釋學與邏各斯中心主義〉，好

讓以英語為習語的人們得以「重複」閱讀高達美的話。這恐怕就是詮釋學。這恐

怕就是哀悼的詮釋學，先是吸收原文（take），再以「不同的理解」吐出原文（give）、

以重新命名的方式吐出原文而成為高達美的繼承者（即譯者）。這恐怕就是德希

達要反對的。〈早期浪漫派、詮釋學、解構主義〉的英譯者以「給予與接收」取

代了「字詞與應答」，這恐怕就是高達美詮釋學為了尋求理解而來的對語詞的遺

忘、對語言的遺忘、對文本的遺忘。 

不過高達美並不認為單純回到對他人所給出的語詞是對話中達到理解的終

點。高達美說：「沒有任何主體意識，也就是說，沒有任何說話者的意識與接收

者的意識，能對在對話之中所展現的事物有著已經完全足夠的認識。」30 而德

希達的工作成果，對高達美來講，只是為了對抗語言意義的固定化使用並對抗那

種輕信意義的永恆在場，但卻使解構研究停留在毫無意向的字詞與符號：「我很

可以理解，［德希達］藉由書寫（écriture）這一概念而做的努力要超出的是所有

偽造的單一意義（all bogus univocity）與所有虛假的詮釋多樣性。」31 不過高達

美認為，德希達這樣的作法未必能成功而且沒有必要。 

在《多義的記憶》中，德希達談到，如果解構有某種必然性，並且可以在各

種情況中依據某種法則而被證成並且被整體化，那麼這種整體化，不論是作為一

種說明、故事或敘事，都是成問題的，因為「如何能夠為一個正在進行中的現象

做出一個敘事的說明？」32 因此，解構是否能被指出在何時、何處、何緣由，

在德希達看來還輕易做出回答是操之過及。所以解構，德希達臨時性冒險的說，

                                                 
29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26.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15. 
30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28.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17. 
31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35.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DD, p. 124.. 
32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37-18.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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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plus d’une langue”──不只一種語言，同時也不再是一種語言。」33 這

意味著，尚未有一種真正的語言能夠說明「解構」及其「效應」的整體內容，也

沒有任何本質性的說詞亦即「專名」能找到（或翻譯）解構自身（如果真有這種

東西的話）。但高達美說，「在傳統中，這意味著回到『內在語詞』（verbum 

interius），回到尚未被分裂到多樣的語言與表述的語詞那裡。」34 相反，高達美

認為，重要的不是發話者或接收者說了什麼。「在對話中，某個東西來到語言中，

而非這個或其他說話者。」35 

不過，對德希達來說，如果語言中來到的東西脫離其起源，那麼就不可能有

任何東西到來。脫離起源的東西，只會是某種東西脫離後的痕跡，不會是事物本

身的到來。但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與他者遭遇了。 

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中指出，他者之所以為他者，在於他者總是先於人

們說話。理解他者因而總是要先有對他者的記憶才能開始，亦即對他者不再後所

遺留下來的文字「用心學習／銘記在心」（learning by heart）。而「哀悼活動中的

記憶」，其困境之處在於：先於一切並向人們說話的他者不復存在，他者所留下

的痕跡不會再是活生生的發話，而人們該以何種姿態或法則再次賦予他者說話、

讓他者向我們傳述？如果是出於「可能的哀悼」，亦即將我們所記下的、他者所

遺留下來的總總（如他的專名以及成為遺言的符號（testament），或是高達美說

的「筆記」以及不可辨讀的「文本」）內化成為我們的一部份，成為我們內在化

的回憶，那麼他者就必須依賴於我們才能說話；而他者之所以為他者，就是因為

他不需要依賴於任何的「我」來說話。36 另一種哀悼，即「不可能的哀悼」那

                                                 
33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38.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15. 
34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35-136.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24. 
35 Gadamer, Hans-Georg. “Frühromantik, Hermeneutik, Dekonstruktivismus.” In: GW X, S. 134.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and Logocentrism.” In: DD, p. 122. 
36 記憶與回憶的關係，在《多義的記憶》中是這樣的：如果人們可以憑藉記憶來說話，憑藉記

憶來敘述一段過往，那麼這種敘述過往的行為就是對記憶的回憶，即將外在的材料（material）
透過回憶的內化（interiorization）而將這異己的記憶完全佔據。（黑格爾在《哲學百科》「精神哲

學」在談回憶的部分，則是將之描述為「我看見了這個東西。」（“ich habe dies gesehen”））（Hegel, 
F. W. （2006）。《精神哲學──哲學全書‧第三部分》。楊祖陶譯。北京：人民，頁 265（德文版

頁碼 328）。）。也就是說，回憶活動的投入希望可以喚醒記憶、讓記憶再次說話。 

保羅‧德曼稱之為擬人化：「擬人化（anthropomorphism）不只是一種轉喻（trope），而是一種

在實體層次上的同一化（identification）。擬人化將某個物件（entity）認錯成另一種東西，並且

寓含了一種先於特定諸多物件的混亂狀態的組成規則（the constitution of specific entities prior to 
their confusion），將某種事物看做是（taking）另一種能夠被預定為被給予（be given）的東西。

擬人化凍結了沒有止境的轉喻上的變形，並且將許多論題轉換成單數主張或是某種本質性的東

西，以就其自身來排除其他所有東西。擬人化不再是一種論題，而是專名的單一狀態。」（“But 
"anthropomorphism" is not just a trope but an identification on the level of substance. It takes one 
entity for another and thus implies the constitution of specific entities prior to their confusion, the 
taking of something for something else that can then be assumed to be given. Anthropomorp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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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記憶與記憶中的他者以及他者的遺言，與我們的關係是一種斷裂；在這種對

他者的記憶那裡，不論是專名或是他者的遺言都沒有可指稱之物、沒有實事

（Sache），是沒有記憶的記憶（the memory without memory）。我認為也可以理解

為《說文解字》中將「記」解成「分殊而識也」，只不過我們不知道所記為何物，

亦即沒有任何所指（signified）的能指（singfier）。37 

德希達提到「不可能的哀悼」，所要指出的是一種人與語言的結構關係。正

如高達美所堅持的：語言是建立人們與他者之關聯的條件與唯一中介，德希達並

不否認這點。德希達分析的是這種作為中介的語言，在人與他者的結構關係上，

具有一種「痕跡之先在性」。依據我的理解，德希達在《多義的記憶》中借用保

羅‧德曼的想法，命名這種結構為 “die Sprache verspricht (sich)”：語言的「承諾」

（promettre, promise），即語言的 pro［先於、前於］＋mettre［添加、擺設］。在

遭遇到他者前，我們遭遇到的是他者所給予的語言。給所有人的語詞（se donner 

le mot = to give each other the word），亦即「承諾＝給人們一個詞」（donner sa 

parole = to give one’s word）。38 這種結構同時給予語言，但也抗拒人們對語言的

接收。 

這個結構是這樣的：文本作為書寫活動的產物，其結果是一種記憶行動，這

一結果使任何表達得以轉化成作為外部化的記憶痕跡，以對抗時間的影響。然

而，這種對抗手段不同於以符號去象徵化某種運思，使文本成為某種固定化與外

在化之思想的再現。相反，自己重複自己，是記憶對抗時間的方式，而不是再現

已經是自身同一的思想。作者所書寫下來的文本，在德希達那裡，其原初功能並

非如高達美所說的，是一種延緩對話的中介，而是作者對自己所說的東西（the 

said）的記憶（筆記），在時間上，記憶（筆記）並不是先於作者的，而是作者的

對自身的紀錄；但是，一旦記憶（筆記）需要被當成文本來理解時，作者就成為

了讀者，由外在的記憶向讀者說話，也就是說，文本事先就在紀念。但是作為記

憶的文本，並不是保存一個已消失的過去，而是承諾（to give one’s word）語言

                                                                                                                                            
freezes the infinite chain of trop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propositions into one single assertion or 
essence which, as such, excludes all others. It is no longer a proposition but a proper name, […].”） De 
Man, Paul. (1984). The Rhetoric of Romanticism.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 241. 德曼認

為，詮釋學為了將抒情詩看作是一種富有文化教養的語言教材，常常透過擬人化將抒情詩中的轉

喻結構看作是隱喻。 

這種沒有回憶、只有記憶，或者只有能指、但尚未出現所指的情況，日後在德希達的《馬克思

的諸多幽靈》中被命名為「幽靈」（specter）：「幽靈是某個弔詭的具體化（a paradoxical 
incorporation），是變為軀體（becoming-body），是精神的某種現象性與肉體形式（a certain 
phenomenal and carnal form of the spirit）。確切的說，它變成某種仍難以命名的「東西」：它既非

靈魂（soul）也不是軀體（body），或者二者都是。」（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p. 68） 
37 「記憶」在《多義的記憶》中「幾乎」被等同於「寓言」，寓言即以別種方式說沈默的、不可

再現的、缺席的他者。 
38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12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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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而見證一個已經不存在的過去，因為那個過去的作者與（作者外部化的）記

憶（筆記）的關係，就已經是建立在一種外在的關聯上了。對文本的閱讀因此牽

涉到一種原初的錯亂結構，這種結構，德希達如是表述：「語言說自己／語言通

過自己說。（La langue parle d'elle-même, Language speaks of and by itself）」39 如

果文本確實如法文的 “La langue parle ‘de’ elle-même”，那麼由介系詞 “de” 所引

發的不可決定性便支配了文本：書寫活動下的文本作為一次語言事件，作為一種

思想的記憶手段，一方面，是記憶在記憶自己、重複自己（語言說自己）、而不

是重複他物，另一方面，也透過記憶來記憶他物（透過語言自身去說）。人們若

要接收（take）文本，視其為某人思想的展現，而不是純粹的文字排列或是一個

如尼采的筆記「我忘了我的雨傘」（這也是一則筆記、一種記憶）而與任何作者

都無關的東西，那麼，作者必須簽名（signature），以保證這是他在某個獨一無

二的時刻與地點所生出的獨一無二的東西，是記憶在言說他物，否則文本就只是

一種外部的自我重複的記憶。40 

德希達 “La langue parle d'elle-même” 不只是在玩文字遊戲，而是思考一種

「給予語詞」（to give one’s word）的困境：我們分不出文本是在敘述文本自身，

還是在敘述文本之外的東西。例如，我們記住一個名字，如「高達美」或「德希

達」，人們是如何辨識這是一個專名，而不是一種文字記錄，如「高○達○美」

或「德○希○達」？如德希達所言，我們承認專名指涉的是某種獨一性，專名才

成為專名，而非普通名詞。同樣的，他者的文本如果指涉的是一種思想，前提是

我們將文本以某種名義組織起來，譬如以他者的名義，藉以相信文本與思想有某

種關聯性，只是我們尚未發現。但是作者為何要在他的「記憶」（筆記）上簽名？

因為，「記憶」已經先於任何人在說話，只是它說的是自己。「記憶」要起文本的

效用，成為代表某個獨一無二的人的文本，那麼作者的簽名並不是要宣判這是專

屬於「我的記憶」（好像這文本只是他的私人回憶），同時也有一種雙重承諾：作

者授權文本向讀者說話，以文本代替作者發言，同時，文本也承諾自己，自己必

須（must）要說出作者。這個「必須」，因此在閱讀結構上形成了一種景象：在

作者尚未出場前，文本先自行重複，自行說自身，文本在敘說自己、描述自己，

但由於簽名，文本又在重複自己、描述自己的過程中承諾人們一個文本尚未給出

                                                 
39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 101.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97. 
40 在《多義的記憶》中，這段論述牽涉到黑格爾、海德格與日常語言學派的「符號理論」，而德

希達全都扯在一起講。我的這段論述是省略了這些背景嘗試去拉出德希達的策略。在《多義的記

憶》中，海德格以為人們不能把符號看作是失去家（意義起源）的東西，而是一種語言伴隨著存

有而來的思想記憶；奧斯丁（John Austin）認為一個符號沒有意義，只有句子才有意義；黑格爾

認為符號是脫離靈魂通過對過去的回憶與想像之構作後、外化出去的沒內容的純形式。德希達則

是借用奧斯丁的語言行動理論，去說一個詞或符號不是沒有意義，而是一個以語言來做承諾的行

動，在此意義上，符號不是海德格那種已經蘊含其存有回憶的「語言在說話」（die Sprache 
spricht），而是「語言在承諾」；也不是黑格爾那種只剩下形式的空殼，而是區分回憶與記憶的源

頭：記憶早先於回憶，並使回憶與想像得以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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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席之作者。或者，人們看到文本的標題（如〈高達美與德希達：巴黎論戰中

的他者問題〉）與作者的簽名（如：劉又仁），在文本尚未敘說之前，就讓文本的

封面先行承諾裡面的記憶（筆記）。也就是說，「給予語詞」（to give one’s word）

的是語言自身，並且先於作者出場就在「給予語詞」。（我權宜地將這種先給出「記

憶－能指」的情況稱作「吹非言也」）41 

而承諾還有另一種結構，與記憶（筆記）－讀者的結構相互糾纏在一起，並

使得他者向人們說話成為可能，但同時也標示出「他者透過語言去說」這樣的行

動成為不可能。我們已經知道，在高達美那裡，文本（不論可讀或不可讀）勢必

要指向他者；但是，德希達指出，如果「承諾」（to give one’s word）是一種行動，

那意味著承諾不是承諾已經在場的事件，而是承諾一個尚未在場的事件。「一般

說來，文本的實現結構（performative structure），如同（as）一種承諾［…］這

種結構，如果沒有任何干擾（disturbing）、我甚至會說沒有任何敗壞（perverting）

我們今日稱之為『述行』（performative）主題的平穩保證，這種結構就無法存在。」
42 這種同時破壞又同時承諾的結構如下： 

我們總是承諾太多（promise too much）。說「承諾太多」意味著什麼？承

諾總是過度的（excessive）。沒有這種本質性的過度（essential excess），

承諾將回到對未來的某種描述或知識。這樣的行動只會是一種直言結構

（constative structure）而非一種述行結構。然而，承諾的這種「太多」並

不屬於我無法維持下去的一種承諾的（被承諾的）內容（a (promised) 

content of a promise which I would be incapable of keeping）。它正是內在於

承諾行動的結構之中，並且，這種過度刻入了一種無法挽救的干擾或敗

壞。（come to inscribe a kind of irremediable disturbance or perversion）。這種

敗壞同時也是一種陷阱（trap），毫無疑問地擾亂了承諾的語言，作為述行

式語言的承諾；但是這同時也讓它成為可能的──同時也成為堅不可摧的

                                                 
41 「吹非言也」，這段話改寫自《莊子》〈齊物論〉：「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

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

無有為有，雖有神禹，且不能知，吾獨且奈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

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為異於鷇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在此，我並非暗指《莊子》

與德希達之間的共通性，而是尋找中文資源替德希達關於「痕跡的先在性」重新命名為「吹非言

也」。我將「吹」理解為「氣息」，即「物理現象」，而「鷇音」指的是鳥叫；我把「言」理解為

「心靈向他者做的表述活動」。我獨斷地認為《莊子》這段要說的是：人們都知道說話與鳥叫不

一樣（也與風聲不一樣），但是人們根本沒有本事區分鳥叫與人叫有什麼差別。 
42 “la structure performative du texte en général comme promesse, […] cela ne va jamais sans 
perturber - je dirais même sans pervertir - les assurances tranquilles au sujet de ce qu'on appelle 
aujourd'hui un «performatif».”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9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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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43 

簡單的說，德希達要指出，承諾不是一種當下在場走向未來在場的變樣形

式，不是一種此有（Dasein）出於自身的可能性而做出的籌畫之投射並指向未來。

承諾不是承諾「我可能可以做什麼」，而是承諾「我不願意或我不能」做的事。

然而這種「過度的承諾」為何與「記憶」有關？我們不要「忘記」前面提到的：

記憶（筆記）的功能在於：當事物不在場時，記憶（筆記）是一種提醒、甚至呼

喊。德希達說，如果我們將沒有回憶的記憶理解為痕跡，那麼「記憶為了『保持』

（les garder, preserve）自身與痕跡相伴，但是過去的痕跡從未在場過，痕跡自身

從未擁有過在場的形式，而且總是保持（如同它曾是）到來（à venir, to come）

──來自到來，來自未來。」44 過去的痕跡、記憶以及未來、承諾如何被牽連

在一起？德希達有句話，一舉說出四者的關聯： 

我們不能寫下某個我們不願抹去的東西，我們只能承諾［去維持］那總是

會被抹去的東西。否則就沒有記憶也沒有承諾。45 

記憶行動就是（總是承諾太多的）承諾行動，是對他者之痕跡所作的承諾。

這種行動已經承認有東西不在了，同時冒著將記憶內化成可被人們描述的回憶的

風險去承諾。詮釋學是哀悼活動，是因為詮釋學總是已經將這個來自他者的記憶

（筆記）看作是可被現今的人們所解釋的東西，成為現在在場並且可被描述的東

西。記憶脫離了起源，是因為記憶承諾要記憶起源，否則記憶就只是一種敘述、

一種斷定，而不是記憶。 

通過死亡，他者與其獨一無二的世界已經不再，只剩下痕跡，只剩下那脫離

其策源地的記憶（筆記）。如果要中止記憶自己說自己的重複狀態，那麼，人們

                                                 
43 “on promet toujours trop. Que veut dire « trop promettre »? Une promesse est toujours excessive. 
Sans cet excès essentiel, elle reviendrait à une description ou à une connaissance de l'avenir. Son acte 
aurait la structure d'un constat et non d'un performatif. Mais ce « trop » de la promesse n'appartient pas 
au contenu (promis) d'une promesse que je ne serais pas capable de tenir. C'est dans la structure même 
de l’acte de promesse que l'excès vient inscrire une sorte de perturbation ou de perversion irrémédiable. 
Cette perversion, qui est aussi un piège, détraque sans doute le langage de la promesse, le performatif 
comme promesse; mais elle le rend aussi possible - et indestructibl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9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p. 93-94. 
44 “la mémoire […] [e]lle séjourne pour les « garder », auprès de traces, mais de traces d'un passé qui 
n'a jamais été présent, de traces qui elles-mêmes ne se tiennent jamais dans la forme de la présence et 
restent toujours, en quelque sorte, à venir, venues de Vavenir, venue du futur.”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70.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58. 
45 “On ne peut écrire qu'on ne veut pas effacer, on ne peut le promettre qu'au sujet de ce qui peut 
toujours se laisser effacer. Il n'y aurait ni mémoire ni promesse autrement.”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122. 英譯本：“We cannot write what we do not wish to erase, we can only promise it in terms of 
what can always be erased. Otherwise, there would be neither memory nor promise.”. 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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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須」拯救這些記憶，使其脫離「只說自己」的重複狀態，回到其獨一無二

的位置（我猜這其實也是德希達對寓言的理解，以對抗哀悼的象徵化）。這樣的

「必須」、這樣的他者與記憶的結構關係，必然是不正常的哀悼，然而，記憶的

不正常哀悼，對他者才是真正公平的。這樣的想法將在 2003 年的《公羊》一文

以「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再次出現： 

根據佛洛伊德的說法，哀悼存在於將他者帶入到自我之中（à porter l'autre 

en soi, carrying the other in self）。由於他者的死亡，那裡不再存在任何世

界，是世界的終結。因此，我將這個世界之終結迎接（to welcome）到我

的內部（in me），我必須扛著他者及其世界，扛著在我內在的世界（the world 

in me）：回憶的投入（introjection）、內化（intériorisation），以及理念化

（idéalisation, idealization）。而憂鬱迎接了（la mélancolie accueillerait, 

melancholy welcome）哀悼的失敗與病理邏輯（pathology）。但是，「我必

須」（而這正是倫理自身）在我內在扛著他者，為了忠實於他，為了去尊

重他獨一無二的他異性（singular alterity），某種確定的憂鬱必須持續地反

抗正常的哀悼。46 

5、詮釋學追蹤痕跡 

對德希達來說，文本由於與其誕生時的第一時刻分離，本身就作為一種帶著

對策源處的記憶而開始抹去其起源之不可辨讀的命運，亦即與其意義之原初在場

相分離。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也處理過這種命運，他稱之為「時間距離」

（Zeitenabstand）。在《真理與方法》，時間距離是指詮釋學面對語言時的一種處

境，一種處在歷史流傳物（Überlieferung, traditionary text）的陌生性（Fremdheit, 

strangeness）與熟悉性（Vertrautheit, familiarity）之間的中間地帶（Zwischen, 

in-between）。這陌生性與熟悉性同時也是疏遠的對象（abständigen 

Gegenständlichkeit, distanced object）與某種傳統的隸屬性的中間地帶。47 對高達

美的詮釋學來說，理解就是去理解這樣的中間地帶是如何發生的，並說明詮釋學

如何在這中間地帶運作。 

                                                 
46 “Selon Freud, le deuil consiste à porter l'autre en soi. Il n'y a plus de monde, c'est la fin du monde 
pour l'autre à sa mort, et j'accueille en moi cette fin du monde, je dois porter l'autre et son monde, le 
monde en moi : introjection, intériorisation du souvenir (Erinnerung), idéalisation. La mélancolie 
accueillerait l'échec et la pathologie de ce deuil. Mais si je dois (c'est l'éthique même) porter l'autre en 
moi pour lui être fidèle, pour en respecter l'altérité singulière, une certaine mélancolie doit protester 
encore contre le deuil normal.” Derrida, Jacques. Beliers, pp. .73-74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60. 
47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0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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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種距離不是兩種個體間的距離。48 我們還記得，對高達美來說個體

是個秘密。詮釋學與理解活動所進行的地方在於：因為時間距離「分開和遠離」

（trennen und fernhalten）流傳物所造成的陌生而在不同時代造成隔閡、深淵

（Abgrund）。但是對高達美來說，這不意味著某種理解的消極處境，而是事件發

生的基礎（Geschehens, event）。高達美並不擔憂要如何還原流傳到人們手上、已

經陌生化的語言：那是一種輕信客觀主義、相信時間距離所帶遠的文本可以被「客

觀化」成為原本的模樣。理解並非客觀化，解釋也不是要擺出原初意義，相反，

解釋與理解總是已經一種更新、一種替代，但是詮釋者與流傳下來的東西共同被

更新。高達美的詮釋學不只針對文本的陌生性與熟悉性提出一種參與或是介入的

普遍理論，它同時也是一種與流傳物一同轉化（transformation）的實踐活動。高

達美說： 

理解本身根本不能被思考為一種主體性的行動，而被思考為一種置身於

流傳物的發生過程（Einrücken in Überlieferungsgeschehen, participating 

in an event of tradition），在這過程中，過去與現在經常得以中介。49 

這裡必須注意到「詮釋學循環」（the hermeneutic circle）。就歷史流傳物的理

解問題上，高達美認為理解是一個循環過程：面對所要理解的對象，我們總是已

經（always already）帶有某種意義預期（die Antizipation von Sinn, the anticipation 

of meaning），並且，對詮釋學來說，這種意義預期在面對流傳物時，若想完全把

握流傳物本身所要表達的實事（Sache, the subject matter），那麼詮釋者必須在沒

有一致性的地方工作，以取得所理解之對象的實事的一致性。50 這絕非是說文

本本身原本就是同一的，而是說：要宣稱理解了一部文本，就必須預設對文本的

理解中，文本不會對詮釋者的解釋發出異議。但是這一切並非將主體的偏見

（Vorurteil, prejudice）強加於所理解的對象，也不是任由對象支配於主體，對高

達美來說：  

它［按：詮釋學循環］既非主觀的、又非客觀的，而是將理解描述成傳

承物的運動與詮釋者活動的一種內在的交互作用（Ineinanderspiel, the 

interplay）。支配我們對某個文本理解的那個意義預期，並不是一種主觀

性的活動，而是由那將我們與傳承物連結起來的共通性（Gemeinsamkeit, 

the commonality）所規定。但是這種共通性是由我們與傳承物的關聯、

                                                 
48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01.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5-296. 
49 “Das Verstehen ist selber nicht so sehr als eine Handlung der Subjektivität zu denken, sondern als 
Einrücken in ein Überlieferungsgeschehen, in dem sich 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beständig 
vermitteln.”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95.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1. 
50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99.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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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不斷教化的過程而被把握的。這種共通性不單只是某個固定的先決

條件，更確切地說，我們自己生產它（wir erstellen sie selbst, we produce 

it ourselves）［按：我特別強調這件事］，因為我們理解、參與傳承物的

發展，並因此由我們進一步決定它。因此理解的循環不是一個「方法學

的」循環，而是描述了一種理解的存有學結構的要素。51 

由於高達美對理解過程的運作強調的是彼此轉化，而且理解的共通條件建立

在「我們自己生產它」，這樣，高達美就免去了回到文本策源處的困難（高達美

稱這種回返的工作為歷史客觀主義）。 

但是，高達美會如何回應德希達的「抹去回憶的記憶」？我認為其中一種可

能的回應是這樣的：這樣的「分開」與「遠離」，並不是要去克服的問題。高達

美好幾次提到，人們無須回到時間上的起點來理解流傳物。例如，在〈解析與解

構〉中： 

去接近開端，總是意味著在回返人們由此而出發的路途上，逐漸察覺到有

其他開放的可能性。不論誰站在開端處，誰就必須選擇他的道路。假若人

們真的回到開端，人們便察覺到這一事實：在起點那裡，人們有可能走另

外一條路。［…］的確，甚至當人們追蹤（tracing）自己的歷史源流

（ancestry），人們都不可能真正抵達自己的開端。開端總是脫逃到不確定

性之中［…］。52 

與回到開端、回返策源地的步伐相反，高達美要求的是回到作為在對話中「問與

答」的語言，好讓「我們自己生產理解的共通條件」，這同時也是一種「我們一

起共同的回憶」： 

我所做的轉向對話的詮釋學，某種意義上不只是回到德國觀念論之前的辯

證法，亦即柏拉圖式的辯證法，同時也是回到更早之前、將蘇格拉底式的

對話之前提作為目標：logoi（語言）所要尋找與喚醒的 anamnesis（回憶）。

我所思考的「回憶」來源於神話，然而是存在於最高層次上的理性（the 

                                                 
51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29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293-294. 
52 “Es ist wahr, daß ihr, wenn auch noch so vage, das Fernziel stets vor Augen stand: den Anfang, das 
Anfangliehe neu zu denken. Dem Anfang näherkommen bedeutet ja immer, anderer, offener 
Möglichkeiten im Rückgang des gegangenen Weges gewahr werden. Wer ganz am Anfang steht, muß 
seinen Weg wählen, und wenn er zum Anfang zurückgeht, wird er dessen inne, daß er vom 
Ausgangspunkt aus auch andere Wege hätte gehen können […]. Ja, selbst in der eigenen 
Herkunftsgeschichte läßt sich der Anfang nie wirklich erreichen. Er verschiebt sich immer wieder ins 
Ungewisse […]. ” Gadamer, Hans-Georg. “Destruktion und Dekonstruktion.” In: GW II, S. 363. 英譯

本：Gadamer, Hans-Georg. “Destruk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DD, pp. 10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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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st degree rational）。這不只是關於個體的靈魂的重新回憶，也總是「使

我們聯繫在一起的精神」（the spirit that would like to unite us）的回憶──

我們所是的對話。然而，我們所是的對話，意味著超出自身與他者一起思

考，並且回到自己宛如回到另一個東西。53 

與他者的對話，為何是一種回憶？透過對話，我與他者如何聯繫在一起？我們又

如何一起生產理解所需要的共通條件？尤其當他者已經不再了，返回文本、藝術

品、他人記憶的存有策源地又總是不確定的，對話要如何連結這個「我們所是的

對話」？也就是說，不再「存有」的思想要如何相遇？高達美在〈自述〉說的比

較清楚： 

在每一個企圖進行哲學工作的的過程中，人們都發現某種對存有的回憶（a 

recollection of being）發生。儘管如此，對我來說，似乎不存在對存有的

回憶史（history of the recollection of Being）。回憶不具有歷史。並沒有隨

著逐漸增強的遺忘隨之而來有著不斷增加的回憶。回憶總是突然來到人們

身上，並且抓住了人們，以致於某種東西再一次的被呈現出來。在某個時

刻的空間中（for the space of a moment），回憶停止所有逝去（all passing 

away）與遺忘。然而對存有的回憶並不是對某種事前以被認識而現在再一

次在場的東西的回憶（a recollection of something previously known and now 

present once again），反倒是某種先前已經問過的問題的回憶。某種失落的

問題的恢復，並且再一次被提出的問題不再是某種東西的回憶，而是再一

次變成問題同時重新被提起。它不再是在歷史上曾經被提起過的某種東

西，因為現在問題被更新了。問題就揚棄了我們思維和認識的歷史性。在

此意義上，哲學是沒有歷史的。54 

                                                 
53 “Auch die hermeneutische Wendung zum Gespräch, die ich versuchte, geht im selben Sinne nicht 
nur hinter die Dialektik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zurück, und das heißt auf die platonische Dialektik, 
sondern zielt auch noch hinter dieser sokratisch-dialogischen Wendung auf deren Voraussetzung, und 
das ist die in den Logoi gesuchte und geweckte Anamnesis. Diese aus dem Mythos geschöpfte, aber 
höchst rational gemeinte Wiedererinnerung ist nicht nur die der einzelnen Seele, sondern immer die 
des.>Geistes der uns verbinden mag< - uns, die ein Gespräch sind. Im-Gespräch-Sein heißt aber 
Über-sich-hinaus-Sein, mit dem Anderen denken und auf sich zurückkommen als auf einen anderen.” 
Gadamer, Hans-Georg. “Destruktion und Dekonstruktion.” In: GW II, S. 369.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Destruktion and Deconstruction.” In: DD, p. 110.  

王業偉在〈論伽達默爾的藝術真理觀〉中提到，高達美將回憶與記憶都歸屬在「遺忘與重新認

識之間的運動中」，其中，高達美採取柏拉圖的靈魂回憶說，不將回憶視為是主體內化並保持住

某種東西的運動，而是被動的遭遇我已遺忘、但此刻又在他人或他物那裡重新認識的東西，而這

東西超出於我，並向我顯現。見：王業偉（2009）。〈論伽達默爾的藝術真理觀〉。收錄於：潘德

榮、付長珍編，《對話與和諧──伽達默爾詮釋學思想研究》（頁 109-131）。合肥：安徽人民出

版社。 
54 “Überall, wo Philosophieren versucht wird, geschieht in dieser Weise Seins-Erinnerung. Trotzdem 
gibt es, wir mir scheint, keine Geschichte der Seinserinnerung. Erinnerung hat keine Geschichte. 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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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60 年的《真理與方法》〈提問與回答的邏輯〉這一節中，高達美就曾說

過「問題總是將懸而未決中的可能性顯示出來。［…］問題並不是設立（Setzen, 

posting），而本身就是一種對於可能性的試驗。」55 這似乎是人們在面對他者時

為了加強他的觀點而做的提問。但是在〈詮釋學追蹤痕跡〉中，高達美借用了德

希達的思想資源，將他者的痕跡轉換成一種問題方向、由問題所顯示的道路，56 

而這種道路是作為突然到來的提問並向人們襲來的東西。57 痕跡，就是他人邀

請我們上路一道思考的過程。痕跡並不會事先顯示出思考的終點，而且痕跡也許

會消失不見、會消失會讓人迷失，但這意味著人們針對痕跡所尋找到的答案並不

是正確的，這時人們必須重新領受一次痕跡所留下來有待被發現的問題，並持續

尋找新的理解方向。58 痕跡不是給予資料（information），而是給予問題、方向

與思考的可能。正因如此，高達美才會認為，人們的回憶並非回憶過去的東西，

而是留下來的東西所突然閃現在人們面前，並透過痕跡指引出與他者的距離同時

給予一種朝向他者的方向的問答過程。這不意味著痕跡可以完全被蒐羅完畢，而

是尋找一條痕跡所問而人們依循痕跡來回應的過程，59 並且人們都無法事先知

                                                                                                                                            
gibt nicht in derselben Weise, wie es wachsende Vergessenheit gibt, eine wachsende Erinnerung. 
Erinnerung ist immer das, was einem kommt, was über einen kommt, so daß ein 
Wiedervergegenwärtigtes dem Vergehen und Vergessen eine Weile Halt gebietet. Seinserinnerung aber 
ist obendrein nicht Erinnenmg an etwas vordem Gewußtes und jetzt Vergegenwärtigtes, sondern 
Erinnerung an vordem Gefragtes, ist Erinnerung an eine verschollene Frage. Alle Frage aber, die als 
Frage gefragt wird, ist nicht länger erinnerte. Als Erinnerung an das damals Gefragte ist sie das jetzt 
Gefragte. So hebt das Fragen die Geschichtlichkeit unseres Denkens und Erkennens auf. Philosophie 
hat keine Geschichte.” Gadamer, Hans-Georg. “Selbstdarstellung.” In: GW II, S. 503. Gadamer, 
Hans-Georg. (2007). “Autobiographical Reflections.” Translated by Richard E. Palmer. In: The 
Gadamer Reader (pp. 3-38), p. 32. 
55 “Fragen läßt immer in der Schwebe befindliche Möglichkeiten sehen. […] Fragen nicht Setzen, 
sondern selbst ein Erproben von Möglichkeiten ist.”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80-1. 英譯本：

Gadamer, Hans-Georg. TM, p. 368. 
56 高達美是這樣說的：「每一個痕跡都在一個確定的方向上給予指向（verweist, points），而且在

那兒等待某個已經走上這條道路並尋找自己方向的人。」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90. 
57 高達美說：「確實，在一場對話之中，人們總是已經隨著痕跡（auf der Spur, following the trace），
但是人們從未發現自己遠離某種距離（Abstand, distance），在這種距離中，數不盡的符號世界撒

放於人們面前。不，在對話之中，人們看見自己宛如被引領著。」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3.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ing, p. 393. 
58 「痕跡會相互抵觸，痕跡會消耗枯萎並且消失殆盡，因為人們沒有方向來引導。我們可以將

之視同一場漫無目的回應的對話事件（happening in a conversation with meaningless answers），或

是將是看作某個人們閱讀之卻毫無方向來理解的文本。人們失去了曾經引導人們向前並隨之不再

尋覓的東西。在此，問題令人困惑的本性向人們展現自身。問題將自己壓向我們，人們必須擺設

問題，因為問題將它自己壓在我們身上，以不同的方式，重新開始。」（“Spuren können sich kreuzen, 
Spuren können vergehen und enden, die in eine Fern weisen, für die man ohne Führung bleibt. Das 
kennen wir ebenso im Gespräch bei sinnlosen Antworten oder im gelesenen Text bei unverständlichem 
Fortgang. Man verliert die Führung und gibt es auf.”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The 
Gadamer Reading, p. 392. 
59 高達美還說，德希達想要指出的：事物總是留下痕跡並讓人們無法使其完全顯現，其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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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痕跡之後下一個會是什麼。60 所以對高達美來說，過去的東西意味著更新，

更新總是問題痕跡，並在問與答之中走向未知的未來。德希達所謂的「沒有回憶

的記憶」，對高達美而言，只不過是要說人們面對流傳物是不可能完全掌握的，

但是並不取消「我們自己生產理解的條件」。因而，詮釋學不是對過去已不再的

事物的哀悼活動，因為詮釋學從未對失去的東西感到憂鬱。這如我在第一章就提

到的：「正因為書寫下的東西是固定住的，被陳述的意義從陳述的人那裡完全分

離開來，這就使得進行理解的讀者成為它的真理主張（Wahrheitsanspruch, the 

claim to truth）的辯護人(Anwalt, arbiter)。」61 時間帶開了他者與其話語的策源

地，所以就讓詮釋學與這些疏遠的對象一起轉化為「新的理解條件」。我猜高達

美可能會這樣想。而新的記憶的出現，確實是對未來的承諾，因為每一種他者的

痕跡都是一種對「我們所是的對話」的承諾，只不過不是由我們來承諾，而是痕

跡在不確定中給予了通往未來的承諾。 

不過，對高達美來說，詩是一個例外。因為詩既非過去的痕跡、亦非未來的

承諾，而是永遠如此真實、如此存有的東西，並且封存在詩的語詞本身裡頭，不

給予任何方向，也不指向他者。高達美 1981 年〈文本與詮釋〉在日後再版時，

新增了很大的篇幅談論，是因為高達美十分認同德希達在哲學上的貢獻，但卻拒

斥德希達與保羅‧德曼對文學作品的解構研究。62 2003 年，德希達在《公羊》

便拾起了 1981 年巴黎論戰這個未被實現的爭論（亦即詩與人與生活世界的關係

為何），並以策蘭的詩再次向令他感到「欽羨」的高達美提出問題。 

                                                                                                                                            
策蘭所說的「多面性」（Vielstelligkeit, many-sidedness）與「意義多樣性」（multiple meanings）。

而且高達美認為，作為詩人的策蘭，在他的詩中所展現那種人面對事物時的詞窮與無力使事物顯

現的情況，比德希達的書寫概念還要有力。高達美引用了如下策蘭的話：「意義的多樣性源自如

下處境──我們只能觀察到事物的非常少量的平面（a very few facets of each thing），這些平面，

是從數個角度（several angles）、在數個『折射』（several “refractions”）以及在『諸多構成部分』

（“component parts”）之中來展現此一事物。（但並不全然只是「顯現」 [appearances]）。至少，

我試圖從事物的某種幽靈分析的諸多面性（the many sides of a spectral-analysis of things），以語言

的方式再製「糅雜併立物」（reproduce clippings）；此外，我同時透過其他事物，在許多維面與透

視中展現它們。［…］因為很不幸我不在一個能展現事物全部側面的位置上。」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er, pp. 389-390. 
60 高達美說：「真正的對話（wirklich Gespräch, a genuine conversation）只有在不斷地通向其他可

能方向的開放中前行。他人的回應可能是讓人驚訝／意想不到的（überraschende, surprising）。」 
Gadamer, Hans-Georg. “Hermeneutik auf der Spur.” In: GW X, S. 162. 譯本：Gadamer, Hans-Georg . 
“Hermeneutics Tracking the Trace.” In: The Gadamer reader, p. 392. 
61 Gadamer, Hans-Georg. GW I, S. 398.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M, p. 396. 
62 例如，高達美這樣提到德希達：「閱讀永遠意味著跟隨某個東西去說話。蒼白、沈默的符號需

要連結與吟頌，讓人們想說的能說出。在此，人們不必受德希達書寫學的誤導，他將書寫提高到

某種無法確定的歧義模式。在策蘭那裡，這是文字自身的歧義，只是那些意義的聲音－痕跡。」

Gadamer, Hans-Georg. (1997). “A Phenomenological and Semantic Approach to Celan?” In: Gadamer 
on Celan :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and other essays (pp.179-188). Trans. and ed. by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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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未來──無限過程的對話 

在多樣各異的時間裡，我們的後來者如何領悟世界，將取決於我們如何熱

烈地想像這個世界。 

                          ─Fernando Pessoa，〈歷史是流動的解說〉1 

德希達說，對於詩人雅畢斯（Edmond Jabès）而言，書寫的自由同時也成了

書寫者的限制：「書寫就是被寫，但同時也是被毀滅，在自身的再現中陷入深淵。」
2，因此，書寫通過自由而下筆，同時也被迫接受自己書寫之後的律法，卻又在

書寫時越過被寫下來的東西。在二者不斷連結交感的運作中，有個場所（Lieu），

「永遠在另外一個地方。［…］它是沒有記憶的（Immémorial, immamorial），同

時也是一個未來（avenir, future）。」3  

每一次的文字，一旦落下在紙上，都是朝著未知的過去，以及保持著對隨時

來臨的未來保持警戒。在保羅‧德曼的追思會上，憑著「記憶（筆記）」，德希達

提到，他和德曼對盧梭的解讀十分不同，而有了一些私人書信討論。「我們也許

會再談論此事。」（[…] perhaps we can speak of this again later）德曼如此回復德

希達。德希達說他們後來就再也沒有談起過，而德曼已經無法回應德希達了。德

希達接著就說：「類似的沈默屬於不言這一令人暈眩的深淵，在此深淵中保持著

（我不能肯定是建立起）對友誼的記憶以及承諾的始終如一。」4 

這時是 1984 年。深淵，即斷裂，由於死亡將他者帶離並讓他者永遠沈默，

人們向他者的發話永遠無法跨越這樣的間斷，使他者與人們之間的關聯無法相互

支持、無法相互回應與發話。但這樣的沈默與深淵，即使讓他者的臉龐陷入無法

挽救的黑黯，並不因此讓記憶黯然失色。記憶就是承諾。藉由「保持著的記憶」

對不可能的交流持續發出承諾，向已經在遙遠世界的他者保持忠誠。 

                                                 
1 Pessoa, Fernando。《惶然集》，頁 195。 
2 “L'écriture s'écrit mais s'abîne aussi dans sa propre représentation.” Derrida, Jacques. “Edmond Jabès 
et la question du livr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p. 100-101.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Edmond Jabè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79. 
3 “[…] cette terre sont toujours Là-Bas. […] Immémorial, il est donc aussi un avenir.” Derrida, Jacques. 
“Edmond Jabès et la question du livre.” In: L'écriture et la difference, p. 101.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Edmond Jabès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book.” In: Writing and Difference, p. 80. 
4 “De tels silences appartiennent à ce vertigineux abîme du non-dit dans lequel se tient, je ne dis pas se 
fonde, la mémoire d'une amitié, comme la fidélité renouvelée d'une promesse.” Derrida, Jacques. 
Mémoires, p. 129.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Memoires, p.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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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朝向「異駭的對話」 

到了 2003 年，高達美逝世隔年，德希達以《公羊》5 一文向高達美致敬。

毫無疑問，與高達美所留下來的記憶保持對話，也是由於高達美如今也身陷令人

暈眩的深淵與沈默之中。 

德希達在《公羊》中提起 1981 年向高達美提的第三個問題：「關於理解的前

提［…］，難道不是關聯的間斷（l'interruption du rapport, the interruption of 

rapport），一種所有中介的懸置（le suspens de toute médiation, the suspension of all 

mediation）？」6 德希達在《公羊》中替這個問題作了不一樣的說明：「這完全

不是指說對話的失敗，不是指說這樣的間斷可以變成理解與一致理解的條件（la 

compréhension et de l'entente, comprehension and understanding）。」7 這樣的間斷

指的是這樣一個鐵一般的法則（loi, law）：死亡已經預先匍匐在任何對話的開端，

並註定讓對話雙方中的一方看著對方被死亡帶離。1981 年巴黎論戰，與高達美

的相遇由於誤解而被間斷，並在他內心中開啟了與高達美的「內在對話」（interior 

dialogue）。8 然而這「內在對話」註定已經開始走向死亡、走向更大的間斷。這

                                                 
5 德希達的《公羊》共有五個部分。這五個部分，德希達只編上號碼，但沒有賦予標題。我不敢

確定這五個部分是否能被「簽上」任何標題，但我嘗試命名，好幫助這篇論文能夠穩固《公羊》，

以「重新聚集」這篇失去了父親而處於「播散狀態」的文章。第一部份處理的是「朝向異駭的對

話」，德希達借用高達美的「對話」與「一致理解」，將之轉換成「沒有應答的對話」與「在沒有

你的世界扛著／理解（portée）你」。第二部分，「詮釋活動中的不確定性與責任」，德希達以高達

美在《我是誰與你是誰？》中依據詮釋學原則對策蘭的某首詩做出的解讀結果，重新依據詮釋學

原則回去再讀一次高達美的解讀結果；不是去解讀策蘭，而是解讀高達美對策蘭的解讀，使得高

達美本身變的不可解讀，或是說，高達美把策蘭的每一首詩當成是某種事件的象徵，而德希達把

高達美變成一則寓言。第三部分講的是一種「播散閱讀」（disswminal-reading），德希達指出，不

論策蘭詩中的語法、人稱代名詞、時態、用字的排列、用韻、以空白隔行，都不可能讓人知道策

蘭的「世界遠行，我唯有扛著你」是在描述一個事件、還是在完成一個事件？是在扛著詩中的他、

它、我、你還是其他什麼？德希達做出結論：詮釋學要決定策蘭詩中要表達的主張為何終究不可

能避開文本的「播散」，並且，文本的播散令詮釋學總是能再發現不同的理解。第四部分，德希

達大膽地以高達美詮釋學的方式，略舉出策蘭詩中各個角色與事件實際上有無法窮盡的可能，以

證明詮釋學無法替這首詩確定其意指與意義為何。第五部分，則是將「世界遠行，我唯有扛著你」

置入更大的脈絡，來追問扛的是誰？那不再的世界是什麼世界。 

  由於我要處理的是「在思想中如何相遇」的「他者問題」，我將著重於第一、第二與第五部分，

這些部分「也許」比較集中於討論缺席的他者如何透過間斷來持續與我們產生關聯。 
6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1-2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39-140. 
7 “Loin de signifier l'échec du dialogue, telle interruption pouvait devenir la condition de la 
compréhension et de l'entente.”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1.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39. 
8 高達美 1981 年是這樣說的：「即使在兩個人之間，這也需要永不終結的對話（never-ending 
dialogue）。同樣的，這樣的情況也適用於靈魂與自身的內在對話（the inner dialogue the soul has 
with self）。我們當然會一次又一次遭遇限制（to encounter limit）［…］。」（DD, p. 57）這裡德希

達把限制轉換成死亡帶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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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間斷，是一種不斷繁衍自身的、令人異駭（unheimlich, uncanny）的深淵。9 

德希達說：「［對話］從一開始，就將先有了（aura, will have）這一註定發生的

事情：兩個人中的其中一個，將要在他自己內在中一個人扛起（à porter à lui seul, 

en lui-même, to carry alone, in himself），同時他必須超越間斷、超越第一次間斷的

記憶來繼續對話。」10 

順著高達美在〈解析與解構〉最後所說的：「最後，那對話，既是我們在我

們自己的思想中（dans notre propre pensée）進行的對話，也是與偉大的新對話

伙伴一同在我們這個時代持續豐富我們思想的對話，他們來自不斷開展著並跨越

我們星球的人文遺產［…］。」德希達將高達美在我們「這個時代」「我們所是的

對話」，將之改寫成「超出我們的時間與空間」「孤獨地朝向令人異駭的對話」。

德希達因而順勢說，獨自一人扛起與他者對話，也是「扛起他者的世界［…］世

界末日之後的世界。」因為獨一無二的他者不只是在世界中終結了，同時也終結

了可以在他者身上找到的一個也是唯一一個世界。 

德希達說，在內在中與高達美的「內在對話」令他感到 “unheimlich”。德希

達說，法文找不到任何字來翻譯德文的 “unheimlich”。也許高達美可以幫我們解

釋這個字。在《論健康的隱蔽》（Über die Verborgenheit der Gesundheit, 1993），

高達美提到：「［…］像 “ungeheuer”（陰森恐怖的）還有 “unheimlich”（令人異

駭的）這些字［…］當我們［德國人］使用這字時，意味著我們感到很不自在，

或是某個東西讓人們感到完全不熟悉。」諸如「不可掌握的巨大（unüberschaubare 

Größe, incomprehesible vastness）與虛無、遙遠（Ferne, remoteness）以及陌生，

這些都讓我們呼吸不過來，即使是在我們奮力安置我們的生命以及使自己在世界

中感到在家。」11 （不過，德希達提到 unheimlich，更重要的不只是那種不安的

焦慮，而是人們面對不可逾越的界線、面對一個無法以對話觸及到的人。這條界

線） 高達美說，有一種東西，在每一個存有之間劃下界線，並使事物得以區別

開來；12 在《公羊》中，對德希達來說，這區分人們的東西，很明顯地就是終

                                                 
9 “L'interruption se multiplie, une interruption affecte l'autre, une interruption en abyme, plus 
unheimlich que jamais.”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p. 20. 英譯本將這段翻譯成：“Interruption 
multiplies itself, one interruption affecting another, in abyssal repetition, more unheimlich than ever.” 
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38-139. 
10 “L'un des deux aura été voué, dès le commencement, à porter à lui seul, en lui-même, et le dialogue 
qu'il lui faut poursuivre au-delà de l'interruption, et la mémoire de la première interruption.”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2.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0. 
11 Gadamer, Hans-Georg. (1993). Über die Verborgenheit der Gesundheit: Aufsätze und Vorträg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S. 190.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1996).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ic Age. Trans. by Jason Gaiger and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 Oxford, p. 153-154. 
12 高達美說：「在《論人類自由的本質》（Vom Wesen der menschlichen Freiheit）中，謝林寫道：『生

命的焦慮，驅使生靈（Kreatur, creature）逃離自己的中心。』［…］當謝林說「生靈」受生命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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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la fin, the end），既是他者的終結、也是他者世界的終結，並在終結後留下倖

存者，來扛著與不再的他者及其世界進行對話。 

如果，搭配著上一章關於德希達「記憶」的談論，德希達「也許」還會說：

在聽到「高達美」這個專名的那一天起，德希達就已經開始與他對話了，即使他

本人沒有出現（雖然他在《公羊》並未這麼說）。 

「朝向異駭的對話」，是一種在思想中與缺席之他者的無止境對話。為了說

明這種對話如何可能，德希達接著提到高達美在〈語言的界線〉（“Grenzen der 

Sprache,” 1985）13 中所提到的「對話是無限的過程」。高達美說：「從詮釋學的

觀點來看，我也許會說，在達到真正的一致理解之前，沒有任何對話會完結。也

許人們需要補上一句：根本沒有真正完結的對話，那是因為兩個人之間真正的、

完全的以及完整的一致理解，將會與他們的個性之本質（Wesen der Individualität, 

the essence of their individuality）產生矛盾。」14 德希達接著繼續引用高達美的

話，提到了這種矛盾也發生在翻譯上，尤其發生在為了翻譯詩所做的努力上：「翻

譯者常常停下腳步，在完成一半時就已經被耗盡，卻並未抵達詩的文字最終所傳

達的東西。這正是一種把陌生的說話者所說的感覺與內容，用人們自己語言的感

覺與內容重建時的無限過程。這正是一場譯者與自身永不完成的自我對話。」15 

                                                                                                                                            
慮的驅動，他明白地使用生靈這個字，因為他企圖指出某種比實際的『對死亡的認識』更為基礎

的東西，正是這種更為基礎的面向才驅使人類去壓抑死亡的思考。並且，在這樣的關聯中，人們

可以想起一個 Jacob Böhme 曾經使用過的字：Qual，這字意味著痛苦（agony）或苦惱（anguish）。
Böhme 將「質」（quality）看作成 “Qual”，因為質將存有者與其他存有者切開。每一個個別事物

的存有，都由它獨一無二孤立的痛苦或苦惱才能被賦予特徵的。每一個個別事物堅持在自己特殊

的方向上成為存有者，給予自己形式並且揭示自己所擁有的個別的質。」Gadamer, Hans-Georg. 
Über die Verborgenheit der Gesundheit, S. 191-192.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1996).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ic Age, p. 154-155. 
13 Gadamer, Hans-Georg. (1993). “Grenzen der Sprache (1985).” In: GW VIII , S. 350-361. 英譯本

見：Gadamer, Hans-Georg. (2000). “Boundaries of Language.” Trans. by Lawrence Schmidt. In: 
Lawrence Schmidt (ed.), Language and Linguisticality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 (pp. 9-18). Lanham, 
Md. : Lexington Books. 有趣的是，高達美在這篇文章中也以拉岡作結尾。 
14 “Ich würde vom hermeneutischen Standpunkt aus sagen, daß es kein Gespräch gibt, das zu Ende ist, 
bevor es zu einem wirklichen Einverständnis geführt hat. Vielleicht muß man hinzufügen, daß es 
deswegen im Grunde kein Gespräch gibt, das wirklich zu Ende ist, da ein wirkliches Einverständnis, 
ein ganz vollständiges Einverständnis zwischen zwei Menschen, dem Wesen der Individualität 
widerspricht.” Gadamer, Hans-Georg. “Grenzen der Sprache (1985).” In: GW VIII, S. 359. 英譯本：

Gadamer, Hans-Georg. “Boundaries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ality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 p. 16. 
15 “Übersetzer bleiben freilich zumeist, auch dann, wenn es sich nicht um den Extremfall dichterischer 
Worte handelt, ermattet auf dem halben Wege stehen. Es ist eben ein unendlicher Prozeß, die 
Umbildung des Sprachgefühls und des Sprachinhalts des fremden Sprechers in das Sprachgefühl und 
die Sprachinhalte der eigenen Sprache zu leisten. Es ist ein nie ganz vollendbares Selbstgespräch des 
Übersetzers mit sich selbst.” Gadamer, Hans-Georg. “Grenzen der Sprache (1985).” In: GW VIII, S. 
36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Boundaries of Languag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ality in 
Gadamer’s Hermeneutics,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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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無限過程為何永不完成？為何在對話中人們總是遭遇到陌生的語

言？德希達接著以高達美《我是誰與你是誰？──策蘭詩集〈呼吸結晶〉註解》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Kommentar zu Celan Gedichtfolge »Atemkristall« , 

1986）16 來說明：在高達美那裡，「不間斷的對話」與「無限的過程」是如何可

能的。在此我先行預告，這一切全都關聯到「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以及

某種被承諾的未來。 

2、詩與詮釋者 

德希達以策蘭的詩集《呼吸轉換》（Atemwende, 1967）17 中的兩首詩：〈岩

影之徑〉（WEGE IM SCHATTEN-GEBRÄCH）與〈浩大的、熾烈的蒼穹〉（GROSSE, 

GLÜHENDE WÖLBUNG）談論他眼中的高達美詮釋學以及他與高達美詮釋學的

區別。但在開始討論德希達的《公羊》如何運用策蘭前，我必須自問：為什麼是

詩歌，而且是策蘭的詩？為什麼不再提起他們共通的思想起點：海德格、尼采？

為什麼不再指出詮釋學的形上學預設？ 

首先，來自高達美這邊的理由。高達美在 1981 年報告〈文本與詮釋〉，事後

出版時增加了很大的篇幅去討論詩歌文本。之所以討論詩歌文本，是因為在高達

美看來，詩歌文本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本。因為，正如第一章說過的，視域融合

發生在文本斷裂處，詮釋者的詮釋（Interpretation）介入到文本中，使得文本原

本所要說的東西得以被表現出來，任何以溝通條件為前提的文本，一旦與文本中

所要說的東西達成一致理解，文本中的語言，即語詞，便會消失；但是詩歌文本

不同。詩歌文本，依據高達美在〈文本與詮釋〉的說法，並不會因為人們理解了

它，而無須再去聆聽詩歌文本中的用字。相反，「在文學文本中，語詞才達到它

的完全的自我在場（Selbstpräsenz, self-presence）。」18 意思是說，詩歌文本中所

要說的意義與真理，是透過每一個詩中的語詞所發出的聲音與用字的排列而呈

現，並且，這種呈現「不是返回某種原初的說話，而是朝著一種新的、理想的說

                                                 
16 Gadamer, Hans-Georg. (1993).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383-451. 英譯本

見：Gadamer, Hans-Georg. (1997).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Gadamer on Celan: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and other essays (pp. 67-126.).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引用高達美這篇文章的同時，我也參考了中譯本的翻

譯。中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2009）。〈我是誰與你是誰？──對策蘭詩組〈呼吸結晶〉

之疏解〉。吳建廣譯。收錄於：潘德榮、付長珍編，《對話與和諧──伽達默爾詮釋學思想研究》

（頁 208-270）。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所有對《我是誰與你是誰？》的引用，我都參考過中

譯本的翻譯，並依據原文與英譯本適度修正譯文。 
17 在翻譯策蘭的詩時，我都參考過台灣目前唯一中德對照版本的《策蘭詩選》，但是翻譯時以德

文為主，因而譯文會有所更動。見：Celan, Paul（2009）。《策蘭詩選》。孟明譯。台北：傾向。 
18 “So gewinnt das Wort im literarischen Text erst seine volle Selbstpräsenz.”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352.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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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19 而詮釋者的任務不是要連結文本斷裂處，而是讓原本就作為整體而現

身的詩歌文本，透過詮釋而站立在人們面前，此時消失的不再是詩歌文本，而是

詮釋者。 

高達美刻意討論詩的問題，尤其選擇策蘭，是因為策蘭詩中的語言，被人們

視為當代最為晦澀不明的語言；高達美嘗試在策蘭那裡獲得學習，並突破德希達

的想法，突破德希達所說的「禮物（或是說，語言絕對意外的意義）無法被給予」，

並證明在策蘭那，詩人的語詞並未讓意義完全陷入黑黯。20 早在〈保羅‧策蘭

詩中的意義與意義隱蔽〉（“Sinn und Sinnverhüllung bei Paul Celan,” 1975），21 高

達美就認為，作為現代抒情詩人，策蘭並不是不清晰，而是將語詞拉出了邏輯與

語法秩序，使語詞的意義陷入不明的說話中。這種看似武斷地對邏輯與語法規則

的擾亂，讓語詞意義產生許多不確定與歧異，但是高達美認為，詩人正是邀請我

們放棄邏輯與語法的規則，重新思考語詞與語詞之間的關係與組合。這意味著：

在詩中，語言被重新關聯起來，撤銷了日常生活中單向度地工具化使用，並打破

我們以為在語言中介中所看到的世界，同時更為緊密地表現每個語詞的意義。這

種脫離日常交往脈絡、不再透過語言中介世界、而是中介語言自身，或是以語言

本身描述語言而不再描述世界，這種文本，高達美稱之為「卓越的文本」（eminent 

texts）。 

不過，高達美並非在建立一種詮釋學式的詩學，而是在問：人們如何從詩人

與詩那裡獲得經驗，尤其當詩人的詩是一種存有經驗的結晶。高達美的《我是誰

與你是誰？》就是這樣一種努力。 

高達美的《我是誰與你是誰？》原本完整出版於 1973 年，於 1986 年新增了

〈跋〉（1997 年在英譯本中又多加了一個〈前言〉）。高達美在 1986 年的版本中，

                                                 
19 “Seine sprachliche Präsenz als Text fordert Wiederholung des originalen Wortlauts, aber so, daß sie 
nicht auf ein ursprüngliches Sprechen zurückgreift, sondern auf ein neues, idea1es Sprechen 
vorausblickt.” Gadamer, Hans-Georg. “Text und Interpretation.” In: GW II, S. 530. 英譯本：Gadamer, 
Hans-Georg. “Text and Interpretation.” In: DD, p. 44. 高達美在這一段落還提到詩歌文本通常超出

一般書寫語法，因此不能以語法來理解詩歌文本的意義。有趣的是，德希達在《公羊》第三部分

所做的分析，正是要指出，除了詩歌文本中的語法所構成的律則，很難有所謂的真正的理解或完

全的理解。 
20 我並未找到足夠的資料證明高達美本人是否有過這樣的想法，這裡是借用 James Risser 的說

法。他認為高達美為了對抗德希達的「禮物」，選擇了策蘭去討論當代詩人是否真的用著一種沈

默不語的符號來寫詩。見：Risser, James. (1997). Hermeneutics and The Voice of the Other: 
Re-reading 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 
197. 
21 Gadamer, Hans-Georg. (1993). “Sinn und Sinnverhüllung bei Paul Celan (1975).” In: GW IX, S. 
452-460.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1997). “Meaning and Concealment of Meaning in Paul 
Celan.” In: Richard Heinemann and Bruce Krajewski, Gadamer on Celan: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and other essays (pp. 167-178). Albany, 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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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跋〉分成三個部分，並分別標示了三個主題：「1、讀者的權利」、「2、讀者

必須先知道什麼嗎？」（英譯本在這個部分又多加了更多段落）、「3、詮釋學方

法？」不論是原先寫就的部分，還是後來添加的跋，高達美都向人指出：閱讀策

蘭的詩不需要預先挑選什麼方法或知識背景，只要多閱讀幾遍，人們便能從詩中

獲得東西。人們不需要去猜測作者的意圖，因為作者也不知道詩中的全部含意。

尤其當策蘭的詩中出現了「我」與「你」這些字樣，更不是要讓讀者去解碼策蘭

說的是誰；詩中的「我」與詩中的「你」，是詩人邀請讀者所站的一個位置，人

們一旦站在詩中的「我」的位置，就能夠由自己去設置詩人所說的「你」是誰。

而正確的理解策蘭詩的方式，並不是找出任何對詩文可靠的考察或作者生平的訊

息，因為作者生平或學者的考察只是提供了某種特殊化的訊息。理解策蘭的詩，

就是由讀者自行說出在詩中所獲得的東西為何（不過不是強加自己的意見上去，

而是說出詩文所給的、自己未曾注意到的東西）： 

在此所要嘗試的東西仍然是冒險的，即不依賴任何特殊類型的訊息而做出

的這一組策蘭詩解釋。但是我重申這個「特殊的類型」（besonderer Art, 

special kind），因為所有讀者自己就已經擁有了以各種方式「特殊化」的

訊息材料。［…］在此意義上，甚至關於詩人的私人訊息所能提供的特殊

之特殊性，事實上也不是那麼特別了。沒有任何讀者可以在不獲得特殊性

的情況下獲得理解，而每一位讀者只有將機緣的特殊形式（die 

Besonderung der Okkasion, the speciality of the occasion）揚棄為機緣性的普

遍狀態（die Allgemeinheit der Okkasionalität, the universality of 

occasionality），讀者才能獲得理解。［按：我強調這段重點］這意味著，

並不是有一個確定的獨一無二事件（die bestimmte einmalige Begebenheit, 

the certain singular event）在詩歌中獲得表達，而只有作為目擊者（Zeuge, 

witness）或直接從詩人那受到啟發的人才能知道詩文所指的事件為何。情

況也許是這樣的：每一位讀者都能夠說出（einzugehen, to respond）在詩

歌中透過語言的指示所招來的事物（Heraufbeschworene, what conjures 

up），彷彿詩歌就像是某種建議（ein Angebot, an offer）。每一位讀者在詩

中能察覺到的東西，都必須以他自身的經驗來補充（aufzufüllen, 

supplement）。這正是所謂的「理解一首詩」。22  

                                                 
22 “Was hier versucht wird: ohne jede Information besonderer Art einen Zyklus Celanscher Gedichte 
auszulegen, bleibt gewiβ riskant. Aber ich wiederhole die Wendung ‘besonderer Art,’ denn an sich ist 
die Informationsmasse, die ein jeder Leser von sich aus mitbringt, in vielfacher Hinsicht bereits 
‘besondert.’ […] Insofern ist auch die besondere Besonderung, die die private Information von der 
Seite des Dichters darstellt, gar nicht etwas so ganz Besonderes. Es gibt bei keinem Leser ein Verstehen 
ohne Besonderungen, und es gibt doch bei einem jeden nur Verstehen, wenn sich die Besonderung der 
Okkasion in die Allgemeinheit der Okkasionalität aufhebt. Das will sagen: Nicht die bestimmte 
einmalige Begebenheit, die man als Zeuge oder als direkt vom Dichter Belehrter kennen kann, kommt 
im Gedicht zur Sprache, wohl aber ist es so, daß ein jeder Leser in das durch den Sprachge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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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將機緣的特殊形式揚棄為機緣性的普遍狀態」，23 作品才能獲得理

解。也就是說，不將詩看作是某種詩人私人的發明，而是將詩看作是詩人透過語

詞傳達到每個人手上的東西，並透過詩改變了讀者對自我的理解，而將這種改變

再表露出來，正是對一首詩的理解與詮釋。 

3、德希達對高達美的重新解讀 

德希達在《公羊》第二部分，以高達美《我是誰與你是誰？》對策蘭的詩〈岩

影之徑〉所做的簡短註解為主軸。不過，德希達不是要介紹高達美在〈岩影之徑〉

中獲得什麼詩意經驗（the experience of the poetry），而是親身示範：如果高達美

將〈岩影之徑〉中「機緣的特殊形式揚棄為機緣性的普遍狀態」，亦即將獨一無

二的詩擴大為某種語言的普遍經驗，那麼，這種詮釋模式，在德希達的《公羊》

第二部分那裡，反過來將高達美對策蘭詩中所獲得的普遍經驗，再以詮釋學原理

「揚棄機緣性的普遍狀態」一次。或言之，讓高達美對〈岩影之徑〉的解釋，解

構高達美整部《我是誰與你是誰？》。 

為了加強德希達的閱讀力道，首先我將說明高達美如何解讀策蘭的〈岩影之

徑〉。高達美先是引用整首詩，然後再做出他的解讀，策蘭的〈岩影之徑〉我翻

譯如下： 

岩影之徑 

      在你的掌上。 

      從四指的溝痕那 

      淘挖出我自己，石化 

      啞默的恩賜。24 

針對這首詩，高達美一開頭就說：「依據詮釋學原理（Grundsatz, principle），我

將從詩中所著重的結尾那一段落開始。很明顯，這段落是這首短詩的核心」25 高

                                                                                                                                            
Heraufbeschworene wie auf ein Angebot einzugehen vermag. Was ein jeder Leser an dem Gedicht 
wahrzunehmen vermag, hat er aus seiner eigenen Erfahrung aufzufüllen. Das erst heißt: ein Gedicht 
verstehen.”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33. 英譯本見：

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134. 
23 關於高達美對「將機緣的特殊形式揚棄為機緣性的普遍狀態」，見：GW I, S. 152ff. 英譯本：

TM, p.142-. 關於「機緣性」在高達美《真理與方法》的整個地位，可參考：林維杰（2009）。〈伽

達默爾詮釋學中的偶然性〉。收錄於：潘德榮、付長珍編，《對話與和諧──伽達默爾詮釋學思想

研究》（頁 83-97）。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4 “WEGE IM SCHATTEN-GEBRÄCH / deiner Hand. / Aus der Vier-Finger-Furche / wühl ich mir 
den / versteinerten Segen.” 轉引自：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5. 
25 “Nach hermeneutischem Grundsatz beginne ich mit der betonten Schlußzeile. Denn darin lie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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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美說，「石化啞默的恩賜」（versteinerten Segen, petrified blessing）意味著公開

的、流動的恩賜已經被石化，人們只能在那隻施予恩賜的手上，透過閱讀手掌的

溝痕，絕望地尋找類似恩賜的東西。高達美說： 

這一切是多麼奇怪！這個「我」，也總是作為詩人或我們自己的「我」，尋

找著那變的遙遠與不可掌握的恩賜，居然得去「淘挖」（wühlen, to grub）

那賜與恩賜的手。［…］人們必須向自己承認：閱讀手掌（Handlesen, 

palm-reading）是發生在嚴肅且毫無半點輕挑的時刻，並保持一種古怪的

接觸力（eine merkwürdige Berührungskraft, a peculiar attraction）。未來的不

可揭露狀態（Die Unenthüllbarkeit der Zukunft, the undiscloseability of the 

future）帶著誘人秘密的符號，滲透在每一個陳述中。26 

德希達在《公羊》第二部分提醒人們，高達美特意將「挖」標示起來。德希

達說： 

Wühlen，這難道不是同樣不安的挖掘（le fouissement inquiet, unsettled 

burrowing），每一次不都是一種破壞性的、並且尋覓著、出於好奇的、被

迫去認識的撞擊活動？高達美強調這一個字不只一次。恩賜不是給定的

（La bénédiction n'est pas donnée, the blessing is not given），而是被尋找的

東西，它似乎是透過手而被抽粹出來的（extorquée, be extracted）。它運用

某種追問中的壓迫（une pression questionnante, a questioning pressure），它

奮力去張開那隻包覆在自己身上的手，並且奮力去張開包覆在手上的意

義。這手還讓恩賜的訊息隱而未發。這恩賜的手因而賜與閱讀，它也呼求

（elle appelle, it calls for）人們去讀出那在閱讀中隱蔽的東西。手，使得

信息的意義同時給予也同時撤回（donne et soustrait, both gives and 

withdraws），並保持著恩賜自身。若是恩賜事先就被需要，或者恩賜是一

種你事先可以計算、可證明、可規劃與決定的東西，就完全不會是一種恩

賜。恩賜，難道不就是一種必然總是未必發生的東西（improbable）嗎？

                                                                                                                                            
offenbar der Kern diese Kurzgedichtes.”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5.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95. 
26 “Wie ist das alles seltsam! Das Ich, wer auch immer es sei, der Dichter oder wir, sucht den fernen 
und ungreifbar gewordenen Segen aus der Segenshand heraus zu ‘wühlen.’ […] Man gestehe es sich 
ein: Handlesen, wo es im Ernst und nicht zum reinen Scherz geschieht, behält eine merkwürdige 
Berührungskraft. Die Unenthüllbarkeit der Zukunft erfüllt jede Aussage über solche Zeichen mit einem 
lockenden Geheimnis.”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5. 英

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95-96.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03

［按：以上重點都是我強調的］27 

眾所皆知，高達美的詮釋學處理的正是一種關於「解釋活動」（Auslegung, 

account）的普遍理論。德文的「解釋」有著「把事物打開來讓別人看見」（lay out）

的含意。德希達並未直接說「挖」就是「解釋」，但是，德希達將「挖」所需要

的條件（手、給予與撤回、通過追問的壓迫、讓被尋覓的祝福意外地出現）所指

向的活動，我認為也可以牽扯到「解釋活動」（Auslegung）。這裡「也許」說的

就是高達美通過問與答的辯證而奠定基礎的哲學詮釋學。 

不過德希達跟著高達美對策蘭〈岩影之勁〉的閱讀，同高達美一起做出了重

大的轉折。高達美說在《我是誰與你是誰？》中繼續說道： 

但是在這裡的情況全然不同。尋找者的熱情與絕望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他

不會半開玩笑、半嚴肅地對手掌上的秘密文字與未來的神秘書寫

（Rätselschrift, secret writing）做出高超的闡明。他就像是即將渴死的人，

在錯綜複雜的掌紋那，只是在巨大的、最深的、其實完全沒有任何秘密的

溝痕尋找東西，在沒有任何東西被寫下來的影子中尋找。但是，他的需要

是如此巨大，以致於他依然從那隻不再賜與恩賜的手紋那乞求某種如恩賜

般的東西。28 

德希達說，高達美告訴人們，「依據詮釋學原理」，「四指的溝痕」這一段落

是全詩的核心。高達美告訴人們，「四指的溝痕」之所以可讀，是因為溝痕的間

斷；沒有這種間斷，就沒有「閱讀手掌」與「閱讀手掌的人」。而從「四指的溝

痕」那裡，來自詩中的「四指的溝痕」那裡，也就是就「詮釋學原理」來說全詩

的核心那裡，有一種正在被挖掘的、石化啞默的恩賜。 

                                                 
27 “Wühlen, n'est-ce pas le même fouissement inquiet, et chaque fois le mouvement d'une poussée 
subversive et chercheuse, curieuse, pressée de savoir ? Gadamer insiste sur ce mot à plus d'une 
reprise.La bénédiction n'est pas donnée, elle est cherchée, elle semble extorquée à la main. Elle exerce 
une pression questionnante, elle s'efforce d'ouvrir une main repliée sur elle-même et sur son sens. Une 
main tiendrait encore caché le message de bénédiction. La main bénissante donne ainsi à lire, mais elle 
appelle aussi à lire ce qu'elle dérobe à la lecture. Elle donne et soustrait à la fois le sens du message, 
elle retient la bénédiction même. Comme si une bénédiction d'avance acquise, une bénédiction sur 
laquelle on peut compter, une bénédiction vérifiable, calculable, décidable n'était plus une bénédiction. 
Une bénédiction ne doit-elle pas toujours rester improbable ?”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31-32. 英

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3. 
28 “Aber hier ist es alles ganz anders. Die lnbrunst und die verzweifelte Not des Suchenden ist so groß, 
daß er nicht etwa im kundigen Deuten über der Rätselschrift der Hand und der Zukunft halb scherzhaft 
und halb ernsthaft verweilt － im Gewirr der Handlinien sucht er wie ein Verdurstender nur die größ, 
tiefste, in Wahrheit geheimnislose Furche allein, in deren Schatten nichts geschrieben ist. Aber seine 
Not ist so groß, daß er selbst noch aus dieser nichts mehr spendenden Handfurche so etwas wie Segen 
erfleht.”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5. 英譯本見：

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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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提醒人們，高達美將這首詩從「直言結構」轉換成「述行結構」，29 也

就是說，這首詩說的是「這是一首給予恩賜的詩」也是「給予一首詩以一種恩賜」： 

來自詩的恩賜／給予詩的恩賜（La bénédiction du poème, the blessing of the 

poem）：這樣的雙重屬格說的是一首詩的贈與（le don d'un poème,the gift of 

a poem），既是對他者的恩賜，也是讓自身由他者來給予恩賜，這他者是

一位接收者或是一位讀者。30 

然而，這隻給予恩賜的手，也需要被他者閱讀，但在間斷中「為我自己挖掘」的

「你之手」，卻是無法辨讀的、毫無秘密與恩賜可言的手。這首詩、在這部文本

中間斷的「四指的溝痕」，在高達美的解釋下，沒有任何可確定的東西。德希達

因而透過高達美的解讀去說：這首詩中的「四指的溝痕」，不可能給出任何東西，

人們只能在那兒絕望地挖掘。 

接著，德希達指引人們注意，在描述完詩本身的內部之後，高達美跳到詩的

外部，並強調這首詩並未決定任何東西。德希達引用了高達美對這首詩最後面的

說明，當作是高達美詮釋學在語言方面的普遍經驗： 

這是誰的手？這問題顯然是困難的，在這隻賜與恩賜的手中，不再有任何

恩賜，［…］情況再一次地出現，詩並未決定任何東西，並未決定在這裡

的「你」是誰。這首詩唯一表達的是：迫切需要的人，在「你的手」那裡

尋找某種恩賜－不管這隻手是誰的。他所找到的是一個「石化啞默」的恩

賜。這還會是恩賜嗎？一種最後的恩賜？來自你的手？31 

                                                 
29 關於直言式－述行式（constative- performative）的關聯，我援引 Jonathan Culler 的《文學理論》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其中的說明為例。Jonathan Culler 說，在 Robert Frost
的詩《秘密在座》（The Secrt Sits）可以發現直言式－述行式同時發生： 

我們繞著圓圈，跳舞、猜測； 
秘密正在中間，坐著、看著。 
（We dance round in a ring and suppose,  
but the secret sits in the middle and knows.） 

在這樣的語句中，人們難以辨識這首詩說的到底是某個已經過去的事件，還是在引發讀者去完成

這件事：讀者正是那個圍在這首詩周圍並猜測著秘密的人。由於這首詩已經寫下，所以，如果這

首詩是述行式的，那麼這首詩事先就在幫你完成這件事了。 
30 “La bénédiction du poème : ce double génitif dit bien le don d'un poème qui à la fois bénit l'autre et 
se laisse bénir par l'autre, le destinataire ou le lecteur.”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33. 英譯本見：

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4. 
31 “Wessen Hand ist es? Es scheint schwer, in der Segenshand, die nicht mehr segnet, […] Aber wieder 
wird es so sein, daß das Gedicht darüber nicht entscheidet, wer hier Du ist. Seine alleinige Aussage ist 
die inständige Not dessen, der in ‘deiner Hand’ － wessen Hand es auch sei － nach Segen sucht. 
Was er findet, ist ‘versteinerter’ Segen. Ist das noch Segen? Ein letztes an Segen? Aus deiner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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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在《公羊》第二部分讚嘆高達美在這首詩中所展現的東西：高達美說「詩

並未決定任何東西（décidera rien）」。德希達強調，高達美這段話停留在不確定

之中，並在疑問之中間斷了對整首詩詮釋工作。德希達說： 

猶豫未決（L'indécision, the indecision）永遠在懸疑與令人屏息的狀態中保

持警覺（attention），也就是說，保持生動（en vie, keeps it alive）、警覺與

敏銳，準備要從完全不同的道路出發，向可能來到的任何人開放自己，並

忠實地聆聽、伸出耳朵去聽不同的發聲。這樣的猶豫未決，又懸置起不同

發聲的呼吸與他者發聲的呼吸（souffle de l'autre parole et de la parole de 

l'autre, the breath of the other speech and the speech of the other）──在這同

樣的位置上，這樣的發聲似乎依然是不可理解的、不可聆聽的與不可翻譯

的。間斷就處在猶疑未決之中。它並未決定什麼，並且在某種使其開始運

作的問題中開始呼吸，決非某種癱軟無力。32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5-406.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96. 
32 “L'indécision tient à jamais l'attention en haleine, c'est-à-dire en vie, éveillée, vigilante, prête à 
s'engager dans tout autre chemin, à laisser venir, tendant l'oreille, l'écoutant fidèlement, l'autre parole, 
suspendue au souffle de l'autre parole et de la parole de l'autre – là même où elle pourrait sembler 
encore inintelligible, inaudible, intraduisible. L'interruption est indécise, elle indécide. Elle donne 
sonsouffle à la question qui, loin de paralyser, met en mouvement.”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37-38. 
英譯本：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6.  

德希達這裡所謂的「呼吸」、「說話」、「讓他者呼吸」，「可能」指的是策蘭廣為人知的詩學演講：

《子午線》（Der Meridian, 1960）。見：Celan, Paul. (2000). “Der Meridian” In: Gesammelte Werke in 
sieben Bänden: Bd. 3. Der Sand aus den Urnen, Zeitgehöft, Verstreute Gedichte, Prosa, Reden (S. 
187-202).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英譯本見：Celan, Paul. (2001). “The Meridian: 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Award of the Georg Büchner Prize.” John Felstiner (trans.). In: Selected poems and 
prose of Paul Celan (pp. 401-414). New York: Norton. 

策蘭在《子午線》邀請我們思考「詩意的他者」或「他者的詩意」，亦即詩所必須觸及的他者。

策蘭開篇就邀請人們上路去思考，「藝術（Kunst），你們將會想起，是一個牽線木偶般的東西（ein 
marionettenhaftes, a puppet-like）」（S. 187; p. 401）。策蘭文中提到，在德語作家畢希納（Karl Georg 
Büchner, 1813-1837）的文學作品中，他看到「藝術［…］除了擁有變形的能力，還擁有無所不

在的天賦。」（S. 190; p. 403.）可是，「每當說起藝術時，總是有人在場，卻沒有真的在聽。」（S. 
188; p. 402.）而且「『人們希望成為梅杜莎的頭』，以便…透過藝術將自然當作自然來捕捉。」（S. 
192; p. 404.）策蘭告訴人們，藉由梅杜莎的頭，藝術保持著某種陰森異駭的東西（etwas 
Unheimliches, something uncanny）。因為「不論誰將藝術置於眼前並置入感覺之中，［…］這人就

遺忘了他自己。藝術創造了陌生之我。藝術在一個確定的方向上要求一種確定的距離，以及確定

的道路。」（S. 193; p. 407.） 

然而，有一種詞，它是「相反詞」（Gegenwort, counter-word），這相反詞扯斷了牽線木偶的線，

「它是一次自由的行動。它是一個步伐。」（S. 189; p. 403.）這相反詞「在此向荒謬的無上致敬，

以見證人類的當下在場（Gegenwart, presence）。」（“Gehuldigt wird hier der für die Gegenwart des 
Menschlichen zeugenden Majestät des Absurden.” S. 190. “Homage here is to the Majesty of the 
Absurd, testify to human presence.” p. 403.）而策蘭相信，「在任何時候，它都沒有固定的名號，然

而我相信，它是…詩（Dichtung, poetry）。」（S. 190; p. 403）關於詩與藝術（前者使後者自由）

如何可能？策蘭帶著猶豫又不放棄去回答說：「也許─我只是在問說─也許詩和藝術一樣，與自

我遺忘的我一同朝著異駭與陌異的東西前行，［…］不過，藝術說不定是詩所亟待越過的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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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說，這就是高達美在《真理與方法》中所說的「沒有終點的對話」（sans fin 

du dialogue），這個對話處於「無限的過程」中，因為「真正的一致理解」還沒

有到來。這也是翻譯的「無限過程」，一切都處於懸而未決、不可決定之中。由

於這首詩內部並未決定任何事情，而人們也無法在這首詩外部獲得任何確定的訊

息，德希達說，這種經驗正是《真理與方法》在第一部份談藝術經驗時所要說的：

藝術作品總是多過任何主體性的詮釋視域，不論這主體是藝術家還是接收者。德

希達說，在高達美的《真理與方法》那，真正的藝術經驗主體不是人，而是作品

本身。德希達說： 

詩在此正是「支撐者」（subjectum）［…］。假如詩保持著某種明顯至高無

上的、不可預料的、不可翻譯的、根本不可辨讀的主動性（une initiative 

apparemment souveraine, imprévisible, intraduisible, presque illisible; an 
apparently sovereign, unpredictable, untranslatable, almost unreadable 

initiative），那是因為它依然是某種被遺棄的痕跡（une trace abandonnée, an 

abandoned trace），突然地獨立於有意向的「意謂」與有意識的署名者（tout 

à coup indépendante du vouloir-dire intentionnel et conscient du signataire, 
suddenly independent of the intentional and conscious meaning of the 

signatory），並且它正在飄流，但是是以秘密地方式被控制著，從某種指

稱項漂流到他者那──而且它註定要倖存下來（survivre, to outlive），在「無

限的過程」中，任由所有閱讀者的解碼活動來臨。就像痕跡一樣，假若詩

因此註定是被遺棄的，從其起源與其目的那裡分離開來［…］。33 

                                                                                                                                            
不多、不少。」（S. 193-194; p. 406.）策蘭希望能夠找到某種場所，前往有著陌異與異駭的東西

的場所，前往也有著陌異的「我」的位置，但並非再一次讓一切語詞與畫面瞬間石化，而是當一

切都被梅杜莎石化並奪走呼吸與語詞而陷入恐怖的沈默時，詩踏出步伐，來到它的場所，在死亡

或者凝視奪走生靈的呼吸時，使他繼續活著（er hingelebt, live on）、讓它自由。策蘭因而說：「詩：

也許意味著呼吸轉換（Atemwende, breath-turn）」。（“Dichtung: das kann eine Atemwende bedeuten.” 
S. 195; p. 407.）詩也許辦的到這件事，因為「［…］詩將自己保持在自身的邊緣地帶；它不停呼

喚並保持自己，是為了能夠存在，從它的已經－不再（Schon-nicht-mehr,Now-no-more）回到它

的永遠－如此（Immer-noch, Ever-yet）。［…］詩是孤獨的。它是孤獨的，同時也半途之中。不論

誰寫下詩，誰就與它為伴一起行走。不過，不正是因為詩立在這樣一個位置，詩就已經位在相遇

之中──在相遇的秘密之中？／詩想要一個他者，它需要這個他者，它需要某種相會（Gegenüber, 
Over-against）。它在尋找著它、向它說話。每一個事物，每一個人，都具有這樣的他者形式，因

為詩朝向著這樣的他者。」（“[…] das Gedicht behauptet sich am Rande seiner selbst; er ruft und holt 
sich, um bestehen zu können, unausgesetzt aus seinem Schon-nicht-mehr in sein Immer-noch zurück. 
[…] Das Gedicht ist einsam. Es ist einsam und unterwegs. Wer es schreibt, bleibt ihm mitgegeben. 
Aber steht das Gedicht nicht gerade dadurch, also schon hier, in der Begegnung－im Geheimnis der 
Begegnung? / Das Gedicht will zu einem Andern, es braucht dieses Andere, es braucht ein Gegenüber. 
Es sucht es auf, es spricht sich ihm zu. Jedes Ding, jeder Mensch ist dem Gedicht, das auf das Andere 
zu hält, eine Gestalt dieses Anderen.” S. 197-198; p. 409.）  
33 “Le poème est bien ici le subjectum […]. S'il garde une initiative apparemment souveraine, 
imprévisible, intraduisible, presque illisible, c'est aussi qu'il reste une trace abandonnée, tout à coup 
indépendante du vouloir-dire intentionnel et conscient du signataire, errant mais de façon secrètement 
réglée, d'un référent à l'autre — et destinée à survivre, dans un « processus infini », aux déchiff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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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什麼都沒決定、什麼都沒有給予的詩，只留有字面的痕跡，由詩人的手

遺留下的痕跡，獨立於任何詮釋者簽名，在面對沒有了內在與外在、沒有棲身之

所、沒有自身場所的詩、沒有回憶的詩、在「無限的過程」中飽受讀者挹注意義

於其中但卻保持無限距離的詩該怎麼辦？一言以蔽之，在世界之中沒有了自身世

界的詩該怎麼辦？在《公羊》中，德希達援引策蘭另一首詩〈浩大的、熾烈的蒼

穹〉做出進一步的思考（高達美並未討論這首詩）。 

4、不完結的對話 

我將從策蘭的詩〈浩大的、熾烈的蒼穹〉開始。中譯如下： 

浩大的、熾烈的蒼穹 

與身旁那自個兒 

躍出─也躍逝─ 

被自己掏掘的一簇暗晦星星： 

一隻公羊，在它石化啞默的前額 

我帶著圖樣， 

烙印在兩角之間，在這裡， 

隨著迴盪曲折的歌謠， 

被凝結的心海之髓， 

高漲起來。 

哪裡 

是它 

無法前撞的？ 

 

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34 

德希達強調，詩中的每一節，由於彼此分離，尤其是最後「世界遠去，我唯

                                                                                                                                            
de tout lecteur à venir. Si, comme toute trace, il est ainsi destinalement abandonné, coupé de son 
origine et de sa fin […].”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39.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6. 
34 “GROSSE, GLÜHENDE WÖLBUNG / mit dem sich / hinaus-und hinweg- / wühlenden 
Schwarzgestirn-Schwarm: / der verkieselten Stirn eines Widders / brenn ich dies Bild ein, zwischen / 
die Hörner, darin, / im Gesang der Windungen, das / Mark der geronnenen / Herzmeere schwillt. / Wo- 
/ gegen / rennt er nicht an? / Die Welt ist fort, ich muß dich tragen.” 轉引自：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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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扛著你」間斷最大，我們難以辨識「被扛的你」到底是誰，遠去的又是什麼世

界。最後一句話，如果依據詮釋學原理，也是全詩的核心，那麼可以想見，最後

那句間斷、脫節最遠的「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將獨自扛著整首詩的隱蔽意

義（如果真有這種東西的話）。德希達選擇跟隨策蘭這首詩一起思考，向這首詩

說話。這是因為：「若我希望再一次與這首詩相遇，那事實上是為了嘗試（但也

是妄求）把我的話遞向高達美本人（m'adresser à Gadamer lui-même, to address），

他本人向我遠走但內在於我，去向他說話。」35 

德希達說，這整首詩都是難以確定的，不過「一種受保障的閱讀，其確定性

首先將是空洞的或是最大的背叛。」36 因為，沒有人有權利將意義強加在這首

詩上面，而這首詩也沒有給予出任何特定訊息。這首詩之所以帶給德希達獨特的

經驗，在於（與高達美的《我是誰與你是誰？》相反）這首詩根本不給予任何存

在的意義；也就是說，這首詩並沒有明確地指向詩以外的其他事件，詩本身也無

法在其文脈中自我自涉。它似乎成了某種遺留下來的痕跡。因而，這首詩產生了

不可輕率終結的閱讀，也不允許輕易地透過任何觀點以「也就是說」（Daß）來

解釋。因為任何的解釋，都不免要將詩本身再一次地抓入世間，讓它成為解釋者

詮釋下的「就是這樣」，也就是說，在重新解釋下被再一次命名成另一種東西，

而未能保持它如實的（依據字面的，literal）模樣。 

但是，最後一句話，對德希達來說是獨一無二的：「世界已去，我唯有扛著

你」連結了詩人的世界與生活世界中的所有東西：連結了在世界中的「我」與

「你」，即使這個世界已經遠走。德希達做出假設，認為最後一行說的是「世界

已經離去了，世界留下我們了，世界已經不在了，世界變的遙遠（au loin, far off），

世界消失在視野中，世界離開視野，世界已經成了過去，它告別了世界，世界死

去了，等等。」37  

在《公羊》第三與第四部分中，德希達做出了各種使全詩意義明晰的嘗試，

包括詩的文法結構與其內容可能指涉的文化背景，但是德希達指出，這些嘗試都

不可能還原這首詩的意義，而任何詮釋學姿態，也不可能在這首詩上做出任何「終

                                                 
35 “Si je souhaite, une fois encore, aller à la rencontre de ce poème, c'est en vérité pour tenter, sinon 
pour feindre de m'adresser à Gadamer lui-même, lui-même en moi hors de moi, pour lui parler.”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26.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1. 
36 “La certitude d'une lecture assurée serait la première niaiserie ou la plus grave trahison.”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45-46.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8. 
37 “Die Welt ist fort: le monde s'en est allé, déjà, le monde nous a quittés, le monde n'est plus, le monde 
est au loin, le monde est perdu, le monde est perdu de vue, le monde est hors de vue, le monde est parti, 
adieu au monde, le monde est décédé, etc.”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46.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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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的」說明，不可能還原成某種單一意義。一言之，無法將其揚棄為「機緣性的

普遍狀態」。38 人們甚至分不出來，是這首詩裡頭的世界遠去了、而詩正在扛著

這位不得不肩負的「你」；還是這首詩在向讀者說話，要求作為讀者的「我」扛

起這首作為「你」的詩。整首詩的「真理要求」完全沒有人有任何本事可以替它

辯護。沒有人可以像高達美所說的站在「它（詩）的位置」來替整首詩說話。 

德希達不斷強調，正是這種不可還原性，使得詩與其接收者之間進入了「無

盡的過程」。與高達美詮釋學所說的不同，德希達並不認為「文本成為固定之物，

其真理要求需要一個詮釋者為它辯護」，而是文本本身並不給予任何可確定的答

案，但是人們必須不以「解釋」或者「挖掘」的方式來看待這首詩，其中並沒有

有待被釋放出來的隱蔽意義，隱蔽只是（對讀者來說）任何預期都無法生效時才

是一種隱蔽。但是，唯一可以確定的是，詩文本身並不要求讀者預期裡頭的任何

內容，而是要求「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 

德希達《公羊》全文的旨意，就我的論文來說，表現了「與思想相遇」的另

一種模式。同高達美「對話」有關，但是立意相反，德希達不肯以「挖掘」的方

式去說明作品，因為，正如第一章我替德希達問「良善意志」的補充一樣，也如

同高達美在分析〈岩影之徑〉的說明，與其說我們邀請他者向讀者或詮釋者說話，

（既是先於他者就在邀請，也是針對他者而發出的邀請，並讓他者決定是否參

與），不如說，任何詮釋活動（挖掘），都來自於那種先於人們就「不給與任何回

應」並遺留下來的他者之痕跡與間斷。人們如何對這個「你」不發出問題、非強

制性地打擊、挖掘這個「你」？德希達其實也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指示，策蘭

的「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給了人們一些方向。德希達第四部分分析了「世

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中的兩個部分，其中一個是在分析，「世界遠去」所留

下的你： 

當世界已不再，當它處在不再在這（ici, here）、而是在那（là-bas, over there）

的過程中，當世界不再是鄰近的（proche, near），當它已不再這（da）、而

在那（fort），當它甚至不再在場於這裡（da），而是早已走遠了（fort），

可能成了無限不可接近的東西（infiniment inaccessible, infinitely 

inaccessible），那麼，我就必須扛著你，一個孤獨的你，獨自在我內在或

                                                 
38 人們亦可在〈被劫持的聲音〉（La parole Soufflée）（收錄於《書寫與差異》）中看到德希達這一

姿態。文中要說的是：詮釋與評論法國劇作家 Antonin Artaud 的作品，與其說是釋放其的深意，

不如說是把他的聲音偷竊過來，好為評論家與詮釋者的想法背書，成為一種可以普遍化與理論化

的公式。德希達認為，Antonin Artaud 的全部努力，就是防範被任何人劫持走。為了這個目標，

Antonin Artaud 的表演註定要成為無法以任何方式被他人再現的表演，包括他自己。也就是說，

讓自己的生命的全部演出，只出現一次。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10

在我身上的你。39 

但是，另一部份，德希達分析了這個「我必須」（I must）的條件： 

假如（在某個地方）存在著某種走向你的必要性或義務，假如（在某個地

方）我（本人）必須扛著你（本人）（te porter, to carry you），很好，那

麼世界就有著消失的傾向。世界不再在那兒也不在這兒，“Die Welt ist 

fort”。這一剎那我不得不、當我在這頃刻中不得不對你、當我積欠（devoir, 

to owe）、當我積欠於你、對我本人積欠於扛你，當這一剎那我向你說話

以及對你付有責任，或是先於你說話以及附有責任，那就根本不可能有任

何世界。再也沒有世界可以承擔我們，同樣也沒有中介、根基、大地、基

礎或者藉口。也許，再也沒有任何東西、而只有天空深淵般的高度［按：

這是策蘭〈子午線〉用過的話］。我獨自一人在一個再也不會有任何世界

的世界裡頭。或者，再一次：當我自己積欠於你，一瞬間我就獨自一人在

世界中，一瞬間你依賴於我，一瞬間我承擔著，而且必須假定［我們］頭

對頭並且面對面，毫無任何第三物、中介或是調停人（intercesseur, 

go-between），沒有任何塵世的或世間的根基，就必須假定對你所負起的

責任：我必須在你面前回應你，並且，我必須在你面前回答你。我與你孤

獨在一起，獨自一人面對孤獨的你；我們孤獨無依：這樣的宣告同樣也是

一份涉身狀態（un engagement）。詩中所有的角色同樣都是它虛擬的署名

者或者反署名者（contresignataires, counter-signatories），不論它們是否有

被命名：我（ich）、他（er）、你（du）、公羊、［…］一旦世界在 “fort”，

每一個發出的致詞，都是發向他者的絕對獨一性（la singularité absolue de 

l'autre, the absolute singularity of the other）。40 

                                                 
39 “Quand le monde n'est plus, quand il est en passe de n'être plus ici, mais là-bas, quand il n'est plus 
proche, quand il n'est plus ici (da) mais là (fort), quand il n'est même plus là (da) mais au loin parti 
(fort), peut-être infiniment inaccessible, alors je dois te porter, toi tout seul, toi seul en moi ou sur moi 
seul.”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68.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58. 
40 “si (là où) il y a nécessité ou devoir envers toi, si (là où) je dois, moi, te porter, toi, eh bien, alors, le 
monde tend à disparaître, il n'est plus là ou plus ici, die Welt ist fort. Dès lors que je suis obligé, à 
l'instant où je te suis obligé, où je dois, où je te dois, me dois de te porter, dès lors que je te parle et suis 
responsable de toi ou devant toi, aucun monde, pour l'essentiel, ne peut plus être là. Aucun monde ne 
peut plus nous soutenir, nous servir de médiation, de sol, de terre, de fondement ou d'alibi. Peut-être n'y 
a-t-il plus que l'altitude abyssale d'un ciel. Je suis seul au monde là où il n'y a plus de monde. Ou 
encore : je suis seul dans. le monde dès lors que je me dois à toi, que tu dépends de moi, que je porte et 
dois assumer, en tête à tête ou face à face, sans tiers, médiateur ou intercesseur, sans territoire terrestre 
ou mondial, la responsabilité à laquelle je dois répondre devant toi pour toi. Je suis seul avec toi, seul à 
toi seul, nous sommes seuls : cette déclaration est aussi un engagement. Tous les protagonistes du 
poème en sont les signataires ou contresignataires virtuels qu'ils soient ou non nommés : ich, er, du, le 
Bélier […] chacun s'adressant, quand le monde est « fort », à la singularité absolue de l'autre.” Derrida, 
Jacques. Béliers, p. 68-69. 英譯本見：Derrida, Jacques. “Rams.” In: Sovereignties in Question, p.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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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美在《我是誰與你是誰？》曾說：「我是誰與你是誰？詩對每個答案都

說是（ja, yes）。」41 然而與詩中的「你」對話，這樣的開放所帶來的無限過程，

對德希達來說，卻是在拒絕任何確定的詮釋學簽名。德希達所列出的兩種分析，

都是在思考如何與絕對缺席的他者相遇。絕對缺席的他者，既是已經不再的他

者，也是任何有可能來臨、懸而未決的他者。沒有這種準備，沒有這種同時保持

對過去的記憶、又向著未來不停做出的承諾，就不會有任何「無中介」的相遇。

高達美思考的是在這個時代、這個世界的對話，在他的《我是誰與你是誰？》中，

那個「你」可能是情人、朋友、最疏遠的神或者是一位陌生的人物，但是德希達

更為急迫地強調那也可能是不在這世上、與我們關聯間斷的他者（也許是動物、

未出生的人、死去的人，等等）。這對話是真正的「我與你」的對話，它將不會

留下痕跡、也不依賴任何世界經驗與詮釋學經驗，也不是否定性（因為否定任何

一方、追問任何一方，就是與他拉開距離）。 

《公羊》第五部分，德希達列舉了五種持續思考的方向。其中三種方向，是

以佛洛伊德、胡賽爾與海德格的名字繼續思考「世界遠去，我唯有扛著你」是如

何可能的？這也是德希達最後希望繼續問高達美的問題。 

不過，不用等德希達去問，高達美已經回應了這問題。在《我是誰與你是誰？》

中，高達美談到了策蘭一首詩。在第三章可以知道，人們對著記憶說話，想復活

記憶，如果存在著沒有記憶的記憶，人們如何回想起？回憶的暴力是否真的摧毀

了記憶的可能？這是無解的。如果記憶是對還沒有記憶前的東西去做回應，這會

發生什麼事？關於他者的記憶，如果不是出於一種承諾，是否就是對他者不忠誠

的記憶？在高達美的《我是誰與你是誰？》中，有一組對策蘭的詩的解讀，提到

過去未被思考的東西突然到來，來到詩中的「我」這裡；那是關於他者的最隱密

的記憶，這記憶讓「兩人更加察覺，那距離還是在他們兩人之間」：42 

在你終遲的臉龐前， 

單獨地 

遊走在 

很多次的夜晚，也改變了我， 

有東西出現， 

那曾是隨我們一起，那未被── 

                                                 
41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Das Gedicht sagt zu jeder Antwort ja.”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22.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118. 
42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399.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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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觸、思想的東西。43 

高達美說，策蘭這首詩告訴我們：詩中的「我」察覺到有一些思想未曾觸碰的東

西突然來到面前，那曾在「我們」這裡、是過去有過的東西。「人們不該去問那

是什麼。即使說話者似乎不知道如何去命名它。它什麼都『不是』（nicht, nothing）。」
44 這東西不是在我們之間，而是在我們各自這裡。然而「在很多次的夜晚」，「我」

和「你」，一切都變了。唯有一件事沒變：「我再也沒有這直接到達『你』的通道，

然而，我並未與『你』分離。」45  

這會是「朝向異駭的對話」嗎？在你遲到的、甚至臨終的臉前？還是這也是

「我們所是的對話」？有東西重新被回憶起，縱使那什麼都不是？唯一可以知道

的是，有東西遠離了，有東西不可接近、不可觸碰、不可辨讀也不可預料，但是，

分離並未發生。這也許就是高達美的世界。 

                                                 
43 “VOR DEIN SPÄTES GESICHT, / allein- / gängerisch zwischen / auch mich verwandelnden 
Nächten, / kam etwas zu stehn, / das schon einmal bei uns war, un- / berührt von Gedanken.”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398.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87. 
44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0.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89. 
45 Gadamer, Hans-Georg. “Wer bin Ich und Wer bist Du?” In: GW IX, S. 400. 英譯本見：Gadamer, 
Hans-Georg. “Who Am I and Who Are You?” In: Gadamer on Celan,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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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我們是否相遇？ 

有些人都認為，1981 年高達美與德希達在巴黎論戰中爭論的是：在語言中

達到理解如何可能？是否在這樣的過程中需要預先設置一種理想的對話空間，以

致於這樣的空間已經是一種形上學的架構，並且這樣的預設帶有濃厚的意志哲學

作為前提，而非實際牽涉到人類活生生的語言經驗。或者，為了釐清高達美與德

希達的爭論，也有些人從海德格出發，去評判兩人各自延續海德格的什麼路線。

或是有人將它們的爭論看作是對話經驗與書寫經驗的爭論，爭論的是對話與書寫

何者才是人最基本的處境。 

1. 

我在這篇論文中，嘗試以各式的資料，以「思想要如何相遇」為線索，堆疊

出高達美與德希達兩人的爭論所在。我不認為他們兩人沒有思考過這問題，僅管

他們並未以這個議題作為爭論的主軸。但是，當我以「思想要如何相遇」作為主

軸來重新堆砌他們之間的交鋒，我看到他們其實不斷從「思想為何無法相遇」為

線索來思考「相遇」的限制。 

在第一章中，相遇的限制出現 1981 年德希達向高達美提出的三個問題。德

希達認為，真正尊重他者的前提是不可以有任何預期，即使這樣的預期出於「良

善意志」也總是已經帶著預期來要求他者回應。並且，任何詮釋活動在銜接意義

模糊或文本斷裂之處時，人們實際上是在推遲文本的晦澀不明，而非真正面對到

斷裂所在。如果他者與人們在思想上有斷裂、差異之處，人們難以保證真的已經

在詮釋活動中面對那樣的不協調。 

高達美一生都在表明，對他者的經驗首先來自於意義預期的中斷。這樣的中

斷顯示為來自不同的人所提出的問題。這樣一來，人們便不再能堅持己見，需要

聆聽他者不同的理解。就此，詮釋活動並非是推遲斷裂，而是將斷裂看作是一種

問題的提出，並邀請人們去思考問題所開啟的新視域，從中來獲得新的經驗。高

達美相信，這樣的問答過程是所有人對自己或與他人一道共同能夠獲得的詮釋學

語言經驗。 

2. 

然而，在第二章中，我為了展開德希達在巴黎論戰中面對高達美的回答所提

交的〈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我作了擴大的解讀，將這篇文章看作是早年

德希達《馬刺》的延續，並且放入巴塔耶、黑格爾與海德格的一些談論。我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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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是：當德希達以〈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回應高達美時，也許是要指出：

就尼采本身來看，對生命的認識其實只是逃避存有意義的匱乏，並且生命的神秘

與不理解本身就是渴求獲得保存的相應之物。一旦以一種更大的整體來理解生

命，以把握生命本身的謎底與實事，那麼就會出現海德格詮釋學的情況，以存有

的整個歷史來安置尼采思想的意義。最重要的是，生命也許如同《馬刺》中所提

到的尼采說言：「我忘了我的傘」一樣，就只有表面，沒有任何可思考、可追尋

的深度與秘密可言。當然，我不認為高達美是這樣看待德希達的〈詮釋簽名（尼

采╱海德格）〉，因為他沒有意識到也許德希達是在針對對生命的自我解釋本身在

《馬刺》與〈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中是一個成疑難的問題，也沒有注意

到一旦德希達提到尼采，都是與生命和死亡有關。 

在 1981 年之後，從高達美回應德希達的各種文章來看，高達美始終以為，

德希達批評的是「詮釋學無法理解文本」。但我在第二章要證明德希達並非只是

停留在這個層次的問題上。因而，我將德希達的《馬刺》與〈詮釋簽名（尼采╱

海德格）〉看作是一種回答，回答所有神秘之物本身誘惑人前去尋找的結構，既

是對尚未顯現的超越性事物的尋找，也是不願意相信其實毫無更為真實的東西的

過程。而德希達在〈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那裡得到的真相是：一切只有

灰燼，或是說書寫、面紗與編織物，沒有任何神秘而未彰顯的思想留在任何東西

上面，或者說：「文本之外沒有任何東西存在了」。 

所以當高達美表明他和德希達的距離並不太遠時，我認為德希達以尼采為

例，要說明的是：根本沒有所謂的尼采思想來構造他的全部文本。如果這情況也

適用在德希達身上，那麼，高達美不斷尋找德希達的思想並強調距離有多近，本

身就註定是毫無結果的。高達美註定無法在思想中與德希達相遇。 

但是，高達美可不是省油的燈。高達美從未主張過，思想是一種實體或主體。

思想本身不如說就是一種距離作用，是在語言之中向他人展現他人未曾注意過的

事。高達美是在對話之中尋找新事物的契機。讓人看見不同的事物，並讓不同的

想法通過語詞改變我們的觀感，高達美強調這一直是對話得以進行的前提。與此

同時，高達美也不斷注意到，事物總是處於令人意外的「不可預想性」之中，這

意味著人們總是處在存有意義不明的處境裡，這樣的處境來自於過去與未來。然

而正是由於人們處在這樣的狀態中，尋求理解才是必不可少的事情。 

3. 

然而，與過去的事物展開對話，也是德希達所著重的重點。自 80 年代之後，

德希達至少在《多義的記憶》、《馬克思的諸多幽靈》以及《公羊》中表現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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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圖，並且都提到，面對過去所遺留下來的東西，詮釋學成了一種哀悼活動。

而他本人一再避免讓過去的遺骸或碎片成為這樣被哀悼的對象。 

早在《馬刺》中，德希達就強調人們無法在尼采死後的諸多文稿中辨識出尼

采是誰；同樣在《多義的記憶》中，德希達拾起了這樣的議題。德希達強調，這

些代替亡者存活下來的文本交到了人們手上，一旦人們採取詮釋的姿態，彷彿是

要彌合獨一無二（只活過一次）的他者與人們之間間斷的關聯。但是，這意味著

他者在文本中沈默的聲音完全被埋葬了，如今全都由生者代為出聲、代替他者說

話，這樣的情況彷彿是對他者的他異性最大的不公。 

我在《多義的記憶》中看到了從〈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以來的連貫

思索，那就是人們努力保存亡者的方式都是依靠後人來說完亡者本身所謂完成的

東西，彷彿他者已經只能成為我們心中被重述的東西。和高達美一樣，德希達也

認為所有的文本都是過去流傳的東西，但是他們在聆聽過去的聲音時，作法十分

不同。高達美事實上並不將他者流傳下來的東西視為是他者本人的話，而是他者

本人通過語言的固定化而能夠與我們在同時代一同給予我們不同的理解的聲

音，也就是說，過去不是真正地過去了，而是更新我們看見事物的方式，但是德

希達始終強調，過去所遺留下來的東西標誌著一去不返的事物，人們從中不可能

真正接收的到任何能在現在再次被展現的東西；作為一種標誌著過去事物不再的

「記憶」，本身就是一種向未來所發出的承諾，而非輕而易舉地被看作是同時代

的對話伙伴。而從「思想究竟如何相遇」這方面來說，在高達美那裡，對話反而

都只能由自己的回憶與重新認識那裡發生，而不是真正的與不同的聲音相遇。這

正是 2003 年德希達《公羊》所提出的質疑之一。 

4. 

在高達美的《我是誰與你是誰？》中，高達美一再強調，詩人策蘭並非只是

為了哀悼或是見證一件過去之事而來寫詩。每一首詩，其中所凝結的語詞，都蘊

含了在各個時代都能生效的普遍經驗。高達美說，理解一首詩，就是讓詩中的語

詞重新讓人們獲得不同的經驗，這樣的經驗是對自身舊有的經驗的擴充與觀察。

然而，德希達在《公羊》展開了兩手策略，一方面強調高達美在《我是誰與你是

誰？》中解讀策蘭〈岩影之徑〉的獨特之處，另一方面，將高達美對這首詩的解

讀擴充為一種普遍的經驗。但是得出的結果卻是與高達美原先在《我是誰與你是

誰？》所意圖要做的事情全然顛倒（高達美以為，詩的語詞本身的晦澀不明並非

難事，任何人都能解讀），在德希達巧手下，高達美變成完全不讓詩成為可讀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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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不認為德希達完全誤讀高達美。他正是為了要突顯高達美的問題而展開這

樣的解讀。那問題同樣與哀悼有關。在高達美那裡，只要對一個失去自身家園的

流傳之物做出足夠普遍的解釋，就是與之達成一致理解的好詮釋者。或是換成第

二章的說法，只要解釋能夠達到某種可表現的意義說明後，詩的真實含意，就能

被保存在世界之中，被塗上了防腐劑，成了教育與學習的經典之物（這其實也是

保羅‧德曼對詮釋學的批評）。46 但是對德希達來說，策蘭詩中的語詞都是一種

獨一無二的事件，它們之所以出現，對德希達來說，並不是為了與人們達成一致

理解而寫就的。 

透過策蘭的話「世界已去，我唯有扛著你」，德希達不斷思考朝向不在場的

他者的異駭對話，思考向詩中的「你」、一位對讀者來說從未存在過的「你」，去

傳遞或懷著這位絕對沈默的你發話如何可能。這樣的思考方向已經超出了高達美

所謂的對話範圍，例如，高達美只意識到策蘭詩中那不確定的「你」可能是情人、

朋友、或者隱蔽著的上帝，但德希達持續思考的是缺席的他者，如未出生的小孩

與已經不再的人們。 

5. 

這篇論文主要是以「思想如何相遇」為主軸，去思考高達美與德希達兩人之

間的思想相遇。很明顯，高達美與德希達之間的對話並未能夠讓對方完全信服。

我在論文中的四個章節所堆砌起來的結果，讓我自己知道對他們來說，思想的相

遇指的是非常不一樣的事。 

首先是高達美。就我自己所整理出來的資料來看，面對德希達時，高達美一

再強調問與答的對話特質來描述思想的運作過程。對高達美來說，與思想相遇就

是讓他者的問題打破我們原先所期待的東西，並從中獲取新的經驗。同時，透過

問與答的過程，人們持續在他者的立論與我們自己的觀點之間不斷來往，不僅得

以連結我與他者的關聯，也更新了人所身處的世界的豐富程度。 

在德希達那裡情況完全不是這樣一回事。如果說，在高達美那裡，「你」作

                                                 
46 例如在《馬克思的諸多幽靈》中，德希達就有說道：「遺產／繼承物（inheritance）從來不是

一種給予（a given），它向來是一項使命（a task）。」並且「何謂存有？」這一問題，也是一個

遺產／繼承物問題，因為我們替存有作見證（to bear witness），不論我們是否接受它。德希達接

著說：「我們是繼承人，這並不意味著我們擁有（to have）或是我們接受（to receive）這份或那

份遺產/繼承物，也不是指那些可以在一天之內就以這份或那份遺產/繼承物使我們富有起來，而

是意味著我們所是的存有（the being of what we are）就是最重要的遺產/繼承物，無論我們起歡

它知道它，還是不喜歡它不知道它。就此而論，賀德林（Hölderlin）說的很好，我們只能為存有

作證（to bear witness）。作證也就是我們就我們繼承而言，為我們所是者作證。」Derrida, Jacques.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p.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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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對話伙伴，是在未預期的情況下與我相遇，並且對話總是讓你與我發生改變、

彼此深化，那麼，德希達所認為的真正的相遇，是思想去面對永遠不會有回應的

他者。這樣的情況突顯出任何預期的失敗，因為他者的個性並不會如高達美所提

供的對話模式中不斷被加強，而且思考總是無法在他者身上獲得更多的指引方向

來思考他者的真理主張。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詮釋學強作解人去表現那已經不

再的他者，將之透過解釋的開挖與詮釋的彌合來展現其實遺留下來的文本就是如

是存有的真理，對德希達來說，這幾乎是讓他者被活著的人們所替代。 

德希達的《公羊》對我來說正是展現這一議題的作品。他以高達美所解釋的

策蘭為例，對他來說，唯有當文本完全沈默且不可解譯時，文本才保持了最大的

生命力，因為文本既指出了各種解讀的可能，同時這意味著文本拒絕向任何人給

予確定的回應。人們永遠都會遭遇到文本抗拒讀者對其所做的解釋與簽名。這也

是〈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所展現的議題之一。 

不過，我不認為高達美沒有考慮過德希達這樣的疑慮。在 1981 年巴黎論戰

中，高達美就回覆過德希達，我們永遠都需要重新認識自我與他人，因為任何人

都沒有特權預先去說語言中所談論的事物最終為何。即使存在著他者絕對沈默的

時刻，高達美也不認為人們就因此真的失去了他。在第四章我引用了高達美對策

蘭〈在你終遲的臉龐前〉的解釋，正是要突顯高達美在這方面的經驗。德希達在

死亡之中與缺席之中看到的是他者與人們之間再也無法傳遞任何訊息並建立關

聯，但是就高達美的經驗來說，那樣子被察覺到的關聯間斷與再對話的不可能，

只是意味著「說話者似乎不知道如何去命名它。它什麼都『不是』。」儘管「你」

變的不可接近，但是被察覺到的「你」所遺留下來的痕跡意味著人們並未彼此分

離。 

6. 

於是，高達美與德希達，對我來說似乎意味著兩種思想相遇的模式：一個是

將相遇視為是由他者所開啟的新視域，從中我們把他者給予的問題看作是自己的

問題，並且在不同的時代讓問題獲得更新，並替他者所遺留下來的文本，在新的

時空脈絡下做出不一樣的辯護與說明。另一個是將相遇視為是對絕對不再與永不

再來的沈默中斷了人們對它的佔為己有，從中我們無力去完整地辨識出他者的思

想輪廓，它的文本如今出現在人們面前，任何解讀與輕易的翻譯都會是對它的最

大不忠，唯有從它與我之間無法建立任何經驗預期上的關聯入手，亦即從我與它

之間間斷的關係入手，去思考之間的差異與落差如何造成撞擊並突顯我們自身思

考的侷限。換句話說，不再以我們所習慣的世界整體意義定向去思考這樣的落

差，而是去思考：當我們將自身經驗中所獲得的東西向所有人陳述時，我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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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易地忽略了或遺忘了那本身無法在每一次表達中被陳述出來或被語言所保存

的獨一無二的他者（或者是說，太快的脫離其策源地，或者脫離其環境，來向他

人說出我們已經無法再目睹一次的事情）。 

7. 

最後，我想評論這篇論文的遺珠之憾。 

首先是就選材來說。很明顯，就 1994 年的〈詮釋學追蹤痕跡〉以及 2003 年

的《公羊》來說，高達美與德希達並未完成任何成功的對話。但是他們都允諾，

這不會是對話的終點、而是起點。我的論文其實並未真正讓他們彼此相遇，甚至

為了讓他們在論文中再次交鋒，我任意添加、挪用與插入了他們各自文本的論

述。然而，這樣的任意挪用，主要的工作之一，是要舉出德希達並未在 1981 年

之後對高達美完全沈默。相反的，從〈詮釋簽名（尼采／海德格）〉、《多義的記

憶》、《馬克思的諸多幽靈》到《公羊》，德希達從未中斷評價高達美的詮釋學思

想。德希達這一系列的思考過程，與高達美將他們交鋒重點放在形上學問題上十

分不同，所以我不得不將他們的文本拆散，以「問答辯證法」與「間斷的異駭對

話」為線索，去重新組織他們之間可能會有的互動。 

就內容來說，我自己察覺到，為了避免讓論文只是將他們的論點各自重申一

遍，而將他們教條化、成了各持己見的思想家，我並不直接陳述他們各自的觀點，

而是讓德希達擔任提問者，從中尋找高達美可能會尋找的資源，來回答德希達的

提問，同時為了加強德希達的問題，我擷取高達美一些相應的說明，來補強德希

達所思考的東西。這樣的作法也許避免了教條化的可能，卻加重了讀者的負擔，

也許作為高達美的讀者，這樣子擺盪在兩邊的行文並未完成解釋者真正的任務，

亦即讓事物清新地展現在所有人都能領會的語詞之中。 

接著，正如高達美與德希達所提到的，對話的失敗意味著新的對話的開始。

我企圖不再從誰才是真正的海德格繼承人與誰真正逃開了形上學陷阱這些問題

來思索高達美與德希達的巴黎論戰，也不輕易地將他們視為是聲音與書寫之爭或

語言性與符號唯物論之爭（高達美常常從這個角度來思考他與德希達的差異），

而是從「思想如何相遇」這角度來思考巴黎論戰。但是，我的論文最終並未解決

他們的任何爭論，我自認為自己只是大略描述了在這個議題下他們各自已有的材

料所能堆砌出來的輪廓。如果要真正進入到這場爭論的核心，人們不得不注意到

以下事實：高達美與德希達各自在巴黎論戰後更新了他們的談法。就高達美這方

面來說，他晚年越來越常提到謝林對人類處境的描述，以及精神分析對語言作用

的研究，還有，對於策蘭的詩所給予詮釋學的不同反响、內在語詞（inner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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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德國早期浪漫派對反諷與寓言的思考，高達美以這些咸少出現在《真理與方

法》中的新材料來面對他與德希達的爭論。這些都是我論文暫時無法顧及的範

圍。而在德希達這裡，針對德國 19 世紀之後對文化精神性的強調以及對文化遺

產的繼承問題，持續構成他在《多義的記憶》、《友誼政治學》、《馬克思的諸多幽

靈》、《論精神──海德格與提問》中對於德國文化的反省，還有，精神分析談論

死者回返，以及翻譯作為一種神學（也是與謝林有關）等等問題。在這些著作中，

與高達美對歷史看法有所出路的另一位德國時事評論者班雅明開始出現在德希

達的著作之中。藉由德曼，人們已經可以看到高達美所繼承的觀念論遺產如何與

班雅明所闡述的德國早期浪漫派對歷史的看法有所不同，如果要進一步深入高達

美與德希達的爭論，人們勢必得思考策蘭在文學批評、語言哲學以及對歐洲現代

文學史中的地位為何（德曼曾經說過，策蘭是繼賀德林之後德國最重要的寓言詩

人，但高達美曾經反對過策蘭是寓言詩人這件事），才能進一步接近他們的爭論

的深度。我的論文最多只是指出其中可能的一個入口，但並未站在他們爭論的門

檻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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