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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oUI田lfor 也e Study ofα血阳时即

Abstract 

Formal indication ìs regarded as 也e core concept of Heìdegger' s 
early 也ought， which is mentioned systemati.四且y for the fIrst 1ime 皿 his

p。他田回国 workPh田'Om;四alogy of lIei悖。田li1毡Thls ar1icle looks into 
Heidegger's own account of 吐血 work in his course "In甘。duction to 也e

Phenomenology of Religio丑" (1920-21) of由is work and explores how he 
construc出dhis "me也odology" of phenomenology. We find 由at 也ec四衍虱l

idca was illustrated by Hcidegger's 皿.terpretation of Paulîne epistles 皿d

也.at m.租y of 也，e important no世0118 were carried 岛Irward to 挝.s renowned 
work.&四Wmd Time. M回国ver，也e 皿itia咀陀 for 吐出 a四.demic direction 
C皿 be traced back to Heidegger' s Habiätiltionssc.hrifl on Duns Scotus 
(1916-19) , whieh is deeply intertwined wi由 Heidegg町，s early interest in 
memeval Christian thought 咀is religious backdrop provided an impe阳s t。

由.e development of his 也ought and 由，e"me也od" of formal inmca1ion 臼且

即由 be detected in "Ph臼10m'阻ology 阻dτbeology，" whieh app国血d right 
after Bei.臂础d Time was published. S由1 agai皿t 也ese， it is reasonable to 
∞nclude 也且也e 也ought of this 国且u四.1ial 也i且ker has often be四五ou卫d to 
have 皿 arnbigu。因而la1ion由P 10 Chris世皿 theology

忌甲W四-ds: formal inmca世on， phenomenology，时igion， his阳巧，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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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糯常名.理揄舆短典解辅

一、引言

尊阿研究海德格商早期思想的基西南 (Theodore Kisiel) 早曾就

遍，形式指引( formalen Anziege) 是早期海德格甫的中心舆重魂之所

在。①早於1920年代初，海德格葡自己就到此重要翻念明稚指出:

"形式指剖"的问题属於现象牵方法本身的"理

翰";在宽泛意我上，它属於有阔理椅性、理输行梅、

分解( Unterschieidens )现象的问题。@

道段话出自海德格商於弗莱堡阔设的"宗教理象事事擒"

( Einl巳itung in 也e Phä且omenologie d田 Religion) 裸程中，其中提及瑰象

辜的"理输"简题一一形式指引，故使得道部以宗教局主题的早期渝著

得到非比尊常的阔注。然而熟悉现象事傅锐的旗者大概都知道，;m象事

赏中直直不Il!!i存在什麽傅统意皇室上的普遍"理擒"，故此海德格盲目只有在

‘理输"一祠上加上摞缸，以黯出其例外意装; 51直且雷锋一膊，在翌段

立即提及"藤史的"意装( Si皿 d四Historisch四) : 

屉史的通常意我就传是:它是峙间性地生成的而且

①Th仅>dore Kisicl, Tó.e 出血Kis ofHeia岳':ggers监边在r aDd l1国e 但crkeJ.，町 U血.versity of 

白lifomia pre吨 1993).172

②Mar国 Hei世gger，血'，fu，由阳oJogie des I'f非曲回 Leb咽口A60 (Frankfurt 坦蛐扭
Vi阳rio Klostermann, 1995). 55; 巾董事文参克海德格南(形式化舆形式额示)，戴《形

式额示的魂象事海德格商早期弗莱堡文遗)，强周舆编裙，上海同费大摹出版社，
2004年，第65贾。阳rtin Heidegger，咱国nomenologie d田 religiösen Lebens," in xing shi 
亟血 sb.i de xi.m xia.唔Xlle: 撞撞霄冒zaoq重提血血。 m田E血.乱&Ir.皿‘回民矗回国吨

(如nghai: T，四，gjï UJ血耐sity pr酶.200件.65.] 但肇者啻野锢别嗣黎和句子有所揭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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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均这灌来西已革盘遇去了。故此察看责降生活嘘盼( Die 

Lebenserfahrung) 的依捺是:在其中某桂峙间性的来西

是在何橙意或上出现的，一伺生成的来西以及一锢被意

戴捣通击之物的来西是在何橙意袅上出现的。②

熟悉《存在舆晦阁 > (Sein und Z.四)及海德格商其後作品的旗者

患了解，他後来纣到"屋史"所使用的词集乃Geschichte，很明辙，道

穗就法庭於海德格商早期的、仍在成形中的思想陪段。顺着道伺角度来

看，以上要在峙罔性中出现的"黄隙生活惶雄"之後缝形式便呼之欲出

了 能在座史性中惶朦生存者，即此在 (Dasein) 。如此一来，形式

指引遣军重理象擎的"理输"便赢得更加引人入腾了。

至此我俩都一直在哲辜的语境中来作出前述，那渴什麽遣裸程舍

被定名局"宗教魂象瀑输"呢?凿年的部分事生，尤其那些被"宗教"

一词吸引来的，割此也赞得不耐旗，而海德格商後来也用裸程的另一

半峙阔，以新的望短中魏卷保履香信荔篮例来随趣。以上所引的裙都

来自海德格商全集渲部份的第十一筒，造一筒速同第十三和第十兰简

便成局了此裸程的重要草草折黠，而早期基督教的生活惶除便成了圃穗

海德格商的魂象串"理擒"的材料。可是在後来海德格商出版的成名作

《存在舆峙罔》中，何以波有很明罹地再提出形式指引道套重要的"理

擒" ?②又何以绿乎完全泼有了基督教内容?

局解决以上罔题，本文将分局以下部分:1.阁耀形式指引的涵意，

不迦遣军重"理渝"工作即使在漠语单界，也已有所揄边; 2 故此我伺将

海德格商的用心哪萦至其更早期思想作前渝，宜重舍吉普瑰他到旦旦士多

德的重新陶穗，甚有可能舆其早茸的中世纪研究和神事脚注有密切阔

①Heidegg'町，且曲'001，四'alogie 由血站曲回业缸时， 55;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式
额示)，第6S页。

@真正提及此祠集的懂布击时也gg凹，血曲皿d血l'; 114, 231 , 313; 相阔的可包括179，
3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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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 3. 如此一来，海德格商到保握害信的闹革罪，是其寅朦生活髓朦的

具髓能例，黯理解形式指引尤其窟史性有重要作用; 4 道些就法雄然

在《存在舆峙罔》巾好像不晃了踪影，然而在同期的"现象事舆神率"

( Phänomenologic rmdτ11eologie) 演按中，①我何将§费现海德格商以基

督教思想作沟通材的剖擒，是完全承接着他在"宗教窥象摹尊擒"中的

早期探究，立直且可能一直伸展至日後的群多材料;也只有徙造角度，我

伺才能充分理解海德格甫的用心和朋注所在。

二、形式指引舆生存分析

什麽是形式指引?套用海德格商後来较成熟的语言，造舆罔"什

麽是存在? "一禄，是一伺错误或不通凿的提阔，困局形式指引不

"是"什麽。因此，若要理解形式指引，我何必须徒海德格商接着

立即所提及的两锢相回概念一一普遍化( Generalisierung )和形式化

(Formalisierung) 来入手，而造又明礁地是衙着胡塞商的《避辑研究》

来锐的。③

海德格商说， "普通化意指依照撞巍的概括化( gattungsmä ß ige 

Verallgemeinerung) 0 ..③他立即事例挠，征是一穰颜色，而颜色是一

稽感性性筒，渲穗屠级式遁邃的概括，就是所谓的普遍化之意思。不迦

海德格前绩哉，我俩往往也舍把额似的穗屠概括，德感性性簧延伸至

①抽血 Heidegger， ..出血E四Ilogie 田Aτ'heolo哥e，"且隅w=ui田， GA9 (F阳也furt
四Main: Vi阳由回回国四四且， 1967) ， 45-78; 中语文参晃海德格商， <现象事舆神事).

戴《海德格葡遐集(下))，强周舆绢嚣，上海:生活圄葫害国新知三聊害店. 1996 

年，第731-762直。 [M缸tin I-Ieidegger, "Phänomenologie und Theolo庐..皿晶宫'deg.ter
Z国nji "到啡，因&往回S 鼠JN Zhcr咀lng (S国ng国i: SDX Joint Publi曲lng 臼mpa峙， 1996), 
731-762.] 

( Heidegger, PhÆnom血alogie des religiãs回 Le缸町， 57;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式
额示)，第67页。

(Ibid,.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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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赁，再徙本贸到到象。然而，雨徨操作(红→颜色→感性性货;感性

性贸→本黄→勤象)真的是一禄的晦?海德格丽指出，前者跟後者存在

着一橙断裂。徙红到颜色到感性性黄的屠被嗣僚，是受到某徨寅事域

( Sachgebiet )所制约的，可是感性性资、本赏和货象之阳智Pì量有造稳眉

级或锐徨属阔僚，渲童电粹是一徨形式的规定，因此被稿渴形式化。但道

是如何应生的呢?海德格雨如此就·

我盖不提封象中看出什麽规定性 (Wasbes白血Ùleit) , 

而是在某程度上"淫"视封象的规定性(Bes由四世leit) 。我

必须徙什麽内容(Wasgehalt )辖移视缘，而只去看·封象

是一锢被蛤于的、合乎姿您而被把握的封象。所以，形式

化起於能粹姿您踊耳鼻本身的阔耳鼻意杀，而他非来自"一数

什磨内容" ( Wasgehalt 盐berhapt) 。①

徒适裹我俩除了可楼顶普通化和形式化的基本分别以外，更重要的

是海德格南要徙此突额出琉象擎的阔注所在，即它不只要考察被短赣之

m象是忏麽 (Was) 内容，也要知道它是如何 (Wie) 被短朦，而且更要

了解造锢摄取方式之窗践又是如何 (Wie) 的。海德格商把道三锢屠面

分)]IJ稻 J岛内容意粪( Gehalt田i皿)、隔聊意装( Bezugssi皿)和赏行意荔

( Vollzugssin) ，现象率就是要割遣魏重意羡作出整键的就明。②

以上的税法仍然是十足的抽象舆理渝性的，很辣理解海德格雷要

挠的内容、回聊舆寅行意巍若何，故藻我何以一锢具髓例子作说明。一

伺红旗果固然是一伺红色的水果，渲凿申涉及了具幢内容，属於普通

化的操作。但若就红旗果是一锢分析割象，却i 可以完全不涉及寅事性

的撞属序列，渲便属於形式化操作 r。如此就来，普通化和形式化根本

① Heid哩E凹，ß蛐tomenologie des religiðsc四h缸盹 58-59;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
式融示>.第68-69亘。

(Ibìd., 63; 海德格调， (形式化舆形式黯示)，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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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分鹰不同渥精颈型的速作，海德格商部J鸟它在莱布尼兹( Gottfried 

W. Leib血z) 以降的数事研究中己醺含着;由於它何皆网僚!iiU '普遍的"

( alIgemein )意盏，故很容易康生混淆。尤有甚者，形式的柬因本源於酣

睡幅( Be皿g) 能畴，苦口因患置了内容 (Gehalt) 指向，费得很容易被掩盖，

成局一徨抽象的形式本幢擒，或就是一徨非本真的理揄姿筋。①筒罩来

说，中世纪的一些欠缺具幢指向的形而上事前渝便是徒此而出，继後也

促成了他大力鞭撞的本髓神渥斡( Onto-Theo一Logie) 橡制。②那麽，

海德格商所谓"混象事方法本身的‘理擒， "的形式指引又意指什麽?

蜀道檀战况有何黝策?沟何舍得到他如IJlt重视呢?

形式指引既稿J荔鸟"形式的

遁化黛回 5 而要"指寻引1" 出3来扭的，则是其中的寅行 (Vollzug) 因素。如

上所述，魂象的脚聊意美因渴内容被感置，故形式化便容易整整得抽酸，

故此形式指引所要作的，正是要逆反着那穗理揄思考的方向而行， ;每要

突颖其中每次寅行的具髓庭壤。若望可比起来，普遍化、形式化和形式指

引的分别如下:@

内容意或脯鳞意或责行意我

普遍化界定典明榷预救但没Jf.定忽略

形式化感直界定典明届在中立

形式指 ~I 越直留白但受重视，乃意或接生的轨跻明

榷但没界定

① Heid唔ger，Ph曲'omen，础wedes础F曲回h缸明 57-59.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
式额示)，第67-69页。
②海德格葡(形而上擎的存在一神一量精事槐制) ，就《海德格商翠集

(下))，主革周舆铺裙，上海:生活·巅害·新知三聊害店， 1996年，第820-843页。
[Martin Heid唔自缸. "](i啤缸曲曲.g xue de cun血曲曲 -1回 ji xue 鼻血"坦Hei世~ger.K四~p

(Sel配制响曲。fHeicl咄时. vol. 2. 时&阳:ns. SUN 血。uxlng (Shanghai: SDX ]oint Pub1ishing 
com阳布， 199吟， 820-843.]

③取自k四 J. McG咀由，哇。nrullndi田，tion， Irony，阻d 也e Risk of Saying No也扭恶，" inA 
由吨阳oiaa to Heia地胆量 .P.henamenolt唱ryofReJ.悖。'US丘地曲』昭 J. Mc.Gra也&An曲叫
Wiercióski (Ams田白血& NewYork: Rodopi, 2010)目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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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意装 阔聊意装 寅行意装

普通化 界定舆明磁 预设但泼界定 忽略

形式化 愿置 界定舆明稽 中立

形式指引 愿置
留自但受重棍，

明穰但没界定
乃意装苦苦生的轨盼

倘若容攘我何以海德格商後来的祠费来说明，形式指引就是一徨

欲抵制理揄理性之去世界化倾向的操作，造才能有效地巅示出在世存

在 (In-der-Welt-sein) 的生存幢战;然而其申所彰额的，仍然只是现象

中的嗣瞬意菜，而非具髓内容，可是翻必须要藉在鹿境中蜜行着的存在

者才能惶股。若再徒《存在舆暗阁}来理解，便可以明白何以海德格葡

要以此在来带出"在之中" (In-Sein) 的生存髓麟，盖在就明道程"之

申"的(阔聊)意粪後，又立即指出世界乃是一伺具煌的生存庭境，而

非{隐若寄一锢物理空阔，因後者正是一穗理揄化的去世界倾向之想法。故

此海德、格商在这早期盖在程巾就..形式指引是一橙防黎 (Abwehr) ，一

程先行的保酱( Sicherung) ，使得寅行特徽依然保持阅放。"由

若然形式指引是如此重要，那麽在《存在舆峙阳》申局何鲜有再提

及?的礁，徙祠集上来看，形式指引在营中像是消失了，可是若徒以上

角度来理解，苦口到JlI$;都看到它的踪影。譬如《存在舆畴阔》正文阔始，

海德格商便指出，他所要分析的存在者就是我伺自己，此在"绵是我的

存在" (je meînes) ;要分析的回键，也是它怎襟去存在，盖速致"向来

属我性" (J emeinigkeit )的理解。②按照以上形式指引的运恙，倘若现

象内容被愚置，阔傣意装给留白，具惶的寅行便肯定是意袭击幸生的奠基

性要素。可是若要把它赞成一程抽献的方法输部又是一锢明颖的矛盾就

(I-Ieidegger. P，曲。血aalogie des I'f喝fiás'，四届四.64;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式
额示)，第73页。

"'H鼠.degg町， SeÍI1 四dZeít 币.bingen: Nieme阳， 1993) ， 41 -42; 海德格商， <存在
舆峙罔)，院嘉陕、五魔笛嚣，上海生活·藕膏，新知三聊番店. 2006年，第49贾。
[M""也出degg町，血曲皿d血t， transα姐N Jia阻.g&W剧G Qin供(Sha啡缸 SDX Joint 
Puh陆国g Cor呻町， 200吟.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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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甚或就是他所指责的强化了的形式化操作。渲很可能是海德格商在

《存在舆暗阁》中完全隐去方法擒不载的原因，但全警告口又充满着形式

指引的影觅。①

三、锢幢性奥籍晴直截

漠语事界黯形式指引的闹事事蹬然不多，但也略有所圈。②因此本筋

所希望做的，乃是追溯遣伺重要搬念的根源。通往有些人以2是在早期的

海德格商思想遍於幼嫩和未具系辈革性，到後来的吉普展不一定有多大意

菜。然而随着其全集的隆蟹丽世，事界已读现他早年的前多想法都舆後

来的重要概念有植大嗣僚;而来所周知，早年的海德格商是念神事出身

的，甚至有投身神赖的意向，因此其基督教神事底色摇到不容忽视，尤

其他蜀中世纪神秘主载的研究。③

正如上文已提及，海德格商自己在银上也指出了，他的运槌"现象

事方法本身的‘理擒， "是衙着胡塞甫的《渥斡研究》来载的。⑥再具

CDMcGra'血. "FOl贸双I Indi田.tion， OOny. 且d也e田sk of Sa泸ngNo由ing." 192-193 

②例如·强禅艳、隙岸瑛: <解理事理性舆信仰的描蛊:海'德格丽早期宗教理象串的
方法输) ，载《哲摹研究>. 1997年第6期，第61-68置。阳诅NG Xi皿.gIong &任卧1 An泸吨，
"Jie sbi xue li 到哩 yuxi且 y四Igde 豆血.gyu I阳degger 国.0 qi zong jiao 到an豆血Ig xue defi坦gf.

l皿"且iloso.μ!i'.5l'mJ伊E 皿 6 (1997): 61-甜 J; 强周翼: (在'ffl，媒摹舆解释事之罔:早期弗莱
堡晦期海德、格商哲摹)，载《在辈革社曹科摹) • 1999年第6期，第87-93页。 [S口到血。四吨，
‘'Zai xian 血丑，g xue yu jie shi x1出由i jian: zao qi F:叫.aibao 由i qi Heidegger Zb.e Xue," flmgsu 
a西lJ1虫配苦， no, 6 (1999): 87-93，J; 成官泯: (徙恩典峙刻输到存在晦鼻j输海德格商峙罔
概念的神粤超源).载《道凰·基督教文化抨揄>. 2000年第12期，第187-211置。 [αIENG
G国E曲，‘Cong en di扭曲i ke lun dao cu且 zai shi ke lun: H巳degg'" 由i jian gai nian de shen 
xue qi yuan." .ú伊rrwdPne，皿u: Chinere j'ournéÚ af 1'hea句弘 no. 12 (2000): 187-211,]; "事
周舆<形式原示的瑰象事·海德格商早期弗莱堡藕座研究)，载《现代哲事L 2002年
第4期，第85-95页。[SUN Zhou忍哩， "Xing ilii 划扭曲i de xi皿 2皿8 皿e: Heio曲窑~且.0 qi 

Ful垣bao醉唔 Z四 ya:o. ïiu，" A晶呻盟Eνω哩边\>"皿 4 (2002): 85-95.J 
⑨海德格雨生平鞍辞莹的探究可参:踵弗商斯基(来自德固的太阳:海德格丽

和他的畸代)，靳希平嚣，北京.商荡印寄馆， 2007年。[RfuligE< S曲四面，Laizid坠guo
晶晶晶i'He呻晶吧Tó.elaa每 shi dH， 回m. ]INXi阳.g ç国ijing: The e耐mn"，由1'"回，.2007).J

(ll Heide由目， A捕。m扭曲Wie dt.臼死你耻o Ie，缸町.57; 海德格商 《形式化舆形式
额示>.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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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事刊

IJoUI田lfor 也e Study ofα血阳时即

髓一黠，在第J六〈研究中胡塞商已言前才揄了"感性直颐舆毓嚼直草椒直

後者中相似地匮分了 A般化和形式化。如此来，海德格雨在渲裹要做

的，就是借形式指引来深化"意荔整幢"的阔穗，给出琪象的言就一一

"理各斯.. (λ6yoç) 0 <ll我俩知道早期的胡塞商因反主幢性的主事向而探

究所予的结槽，立主禄~能嚼结椿是直疆克的结果而非而建槽出来的，直概

又是到意辈革的把握而非懂野一些未被槽成的感性材料的接收。换句嚣

挠，我伺旦到的是蓝天、音策、红旗果等等，而非懂是维多的颜色舆音

调。所以所给出的是已可理解的柬西和可表述的毓畴，因此胡塞商才舍

提出"渲自在氏"和"造纸是白的"雨穗表述之别的罔题。②後者固然是

一疆判断，它是否已包含在前者的描述中，抑或是割描述的一程延伸表

述?按上面的说法，胡塞商韶、~是後者，因3是我何益不是先看晃一些不

穰定的束西，然後加上"自"和"纸"渲些镖簸，而是在E起初便直接晃

!&J "自古氏"道柬西。您且由本就是有着形式结榕的，直直不舍和能曙分障，
而是共同给予的。@在这稳重才照之下，赏海德格葡指出回聊意裁中的形

式结榕是在蜜陈生活髓除中指引出来畴，黄行意荔撞固然就是回键所在

了，因它可以重新塑形混象中的什麽 (Was) 舆如何 (Wie) ，而依赖就

是胡塞商所忽视了的锢幢渥史经段。

在道裹出魂了两锢重要罔题:锢健和虚史，雨者皆舆海德格雨的

基督教背景有深刻的阙镖，在本筒往 F我伺先要庭理的正是前者。我

何知道海德格商的早期舆趣以至教授资格输文( Habilitationsschrift) 皆

舆中世纪哲率猎有阔僚，⑥尤其是司各脱 (Duns Scotus) 渲位精微博士

① Heidegg债，且曲omenalogie des reh"gh.曲回k由町.63; 海德格雨 《形式化舆形式
黯示)，第72-73页。

②回mu且dH国se:rl， "Logical Investigation 2," in 1:he 曲回ti;ú正缸srerl' JJ.国ι-曲事'且
Tr.<皿四d四时晶阳出nenology. 00. Don且 Welt∞， tr阻品]. N. Fi皿rllay Q丑阻mrinεton: In也皿a

U皿附峭 pre蹈， 1999) ， 123
(Ibid. , 131 

@逗些早期著作理在大都收於Mn由， Hei出gg町• Friihe 剧，曲盟. GAl 伊'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副oste:rrr田阻， 1978)。勤造段峙期著作的分析可事S酬 J. McGra:曲， 1ó.e 1ia.rly 
E岳母植7t!l'lI.J1dM国栓wúPl1曲H掉!y: Ph跑回国国啤咂如耻God/i;由国缸爬曲且事血E 巳工

τ'he 臼tholic U:皿町回tyofAm剧臼酣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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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糯常名.理揄舆短典解辅

(doctor subtilis) 到他的影警戴以忽视，而且在《存在舆峙罔》申也瞟

醺可昆。①譬如海德格雨在全香阔首已就明要探罔的不是"存在

是存在的"意巍" (何Si皿卫皿且 vonS挝ein叫) ，即"存在"一言语量所指向的本簧或道

理 渥各斯;③直盖主且稍後更指出"比王瑰昆寅忡性-更高的是可能性

於司各脱来誓视1渲些誓就1法都是合情合理的，因J电存在所到廊的是essentia ，

而非多属斯主装着的existentia ， @後者模援地指向着那位熊内容的知限

刽造者。察格拉夫 (Sean J. McGrath) 由此建藩，海德格商一再提出的

存在遗忘( Seinsvergessenheit )罔题，所指的便很可能不是封esse而是到

haecceitas的遗忘。如此一来，勤恒惶( h.ecceit.s )的直航便成沟了把握

前理输形式意装之回键，道也是形式指引的精羹所在，立主且可舆胡塞甫

的能晴直草直接速起来。⑤遣军重看法不黛道理，尤其若我何想到，海德格

商幸在稿少年峙代的他费存在和亘里士多德褪满之入内作品，乃是布偷塔

错 (Franz Brentano )的《按旦旦士多德揄存在者的多重含意> (Von der 

m且啤fác.ll四 .Bedeu，阻l1g des Seienden IlflcIJ. Ari.酣睡吵。@他望~52里士

多德的理解舆同代的新短院主事派比较起来也是大奥其趣，海德格商到李

察遂 (w册iam J. Richardson) 挠，此作的棒题真的亚里士多德引句深深

①趾扭 J. McGra:曲. "Heidegger and 白血.s Scot:us on Tru也扭d Lmg旧ge，" 1Õe R.eview of 

Me臼1physic:s S7， nO. 2 (2003) , 339-358 做了很精彩的分析，本筒内容因其受益匪满。

②H时唔g町，晶函四d血If， 1; 海德格雨， {布在舆峙罔)，第1页。
③ lb时 .38; 海德格商， <存在舆畴罔)，第45置。
⑥造锢罔题後来在1927年的《窥象摹之基本罔题}中都有提及. cf. Martin 

Heldegger, Die Gr，旧啦呻!eme der Pl1Ænom四'ologie ， GA24 仍础kfurt am Main.: Vitto丘。

目。由rmann， 1975). ~ 10; 海德格雨， <理象率之基本商题L 丁耘嚣，上海·上海
韶文出版社. 2008年，第十筋。阳E血 Hcidegger， .ÃÎ，坦 X18J.在í" .s:uc zl1i ji bCD 阳':I1 ti (.Dic 
Gru.nφrobJeme 叶r Phãnomenologie)， 回.ns. DTNG Yun (Shangh缸 Shanghai Translation 

阳峙中坦g H"",e, 2008).] 
ω Cf. McGra由，吨leidegger 且d o.皿Scotus on Truth and La唱国酌"339-341; 另量在海

德格丽在1919年睡在暗裸程《哲惠的概念舆世界鞭鸭题) (.Die Idee der PhUos甲!hie und 
das ~的wscóau.四押回抽lem ) 申也有相仰甘看法， M.r由Heidegg霄， Zurße航剧团阻w der
且d曲树皮 GA56/57 伊用业抽tamM阻 Vittorio K10阳回扭且， 1987) ， 117

@包. Franz Br'回国民 V咀 derm，皿每缸恤 Bed，盟阻唔 des阳团由 IJ:lch Ar.抽血』
阳d西h四n， OJm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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