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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在於揭露出何謂「⽇日本靈性」，⽽而這個問題直接關聯到⽇日本⼈人的思維

⽅方式背後是否具有⼀一種別於他者的獨特「構造」。︒｡本⽂文站在晚近語⾔言學研究中認為語⾔言習慣

能夠影響思想差異的⽴立場出發，企圖藉由對⽇日本語構⽂文中負責「係り結び」的係助詞「は」

在⽇日本語⽂文法體系中位置及使⽤用功能的解明,以探討⽇日本⼈人的世界觀是如何被語⾔言所限定。︒｡

再者,此研究將會進⼀一步透過最能夠代表⽇日本原⽣生哲學思想的哲學者西⽥田幾多郎的哲學體系

所呈現出的邏輯構造，來回頭與⽇日本語構⽂文結構互相參照，試圖揭⽰示語⾔言與思想的同⼀一性——

我們認為這是⼀一種「綑綁」⽽而密不可分的「限定關係」。︒｡被譽為⽇日本語學之⽗父的三上章認為，

係助詞「は」主要具有提⽰示主題與取代其他格助詞⾓角⾊色的兩種功能，反對傳統在⽇日本學校教

學體系中所使⽤用的「學校⽂文法」中所定義「確⽴立主語」的⽤用法。︒｡三上提到,⽇日本語並⾮非如「西

洋語⾔言」的⽂文法系統⼀一樣必須要有「主—述」的對應關係，⽽而是具有⾃自⾝身「述部⼀一本建」的

語⾔言特⾊色。︒｡這種對於述部的重視⽽而取消了「は」確⽴立主語的影響⼒力，正能夠讓我們對西⽥田幾

多郎與⽥田邊元對於「場所的⾃自我展開」與「種的媒介」兩種不同⽴立場的論爭有所省思。︒｡本研

究即是希望以雙邊螺旋對⽐比的⽅方式，觀看所謂「⽇日本精神」的兩個不同⾯面向，談論當不同⾯面

向的思維落實在現實⾏行動中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差距。︒｡我們認為這樣的差距在近代⽇日本中獲

得相當具體的體現，這種差距主要在於「國家」與「個⼈人」的對⽴立。︒｡也就是丸⼭山真男所談論

的「制度」與「精神」的拉扯；也因此我們必須談論丸⼭山的⽇日本論，⽽而丸⼭山真男的⽅方法學也

將在本⽂文中扮演貫穿全⽂文的⾓角⾊色。︒｡這兩者之間有無對⽴立？若有，這樣的對⽴立我們應該如何超

克？我們認為解決的關鍵在於後期西⽥田所提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概念。︒｡這是⼀一個「去

除概念限制」的「概念」，是前期「純粹經驗」概念的核實。︒｡套⽤用西⽥田的話來說，「絕對⽭矛

盾的⾃自我同⼀一」雖然是「同⼀一」，但卻並⾮非「無差別的同⼀一」，⽽而是辯證的⼀一。︒｡⾃自我雖在，

但卻必須死,經由死⽽而轉換成⼀一。︒｡⽽而死卻不意味⾃自我的消失，⾃自我仍在，以死的⽅方式在。︒｡「死

到⽣生」、︑､「⽣生到死」的構造形成了⼀一種動性，歷史由此⽽而得以成⽴立。︒｡我們只有經由「絕對⽭矛

盾的⾃自我同⼀一」的概念才能夠超克所謂的「⽇日本精神」，才能夠談「世界」。︒｡從這個意義上

來談，西⽥田哲學從來也不是⽇日本哲學。︒｡ 

關鍵詞：は、︑西⽥田幾多郎、︑三上章、︑⽥田邊元、︑丸山真男、︑述語邏輯、︑場所、︑⽇日本的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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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は」の根本問題　—三上章と西⽥田哲学の対論における⽇日本霊性— 

（「は」的根本問題——從三上章與西⽥田哲學的對論談⽇日本靈性——） 

吳星瑋 

⼀一、︑導論 

     問ひて云はく、︑､物の哀れを知ることは、︑､古へも今も貴きも賤しきもへだてはあるまじ

きに、︑､何とて「古への中以上の⼈人の物の哀れの知りやう」とはいふや。︒｡ 

  問⽈曰，知物哀古今貴賤不應有差等，何以謂古時之歌皆為中以上的⼈人物知物哀。︒｡ 

三上對學校⽂文法的批判 

    「はじめまして、︑私は◯◯です」（初次⾒見⾯面，我是◯◯）。︒在⽇日本語中，和陌⽣生⼈人於初

次⾒見⾯面寒暄時，這是再也平常不過的⼀一句話。︒但實際上，在這裡⾯面卻蘊含著⼀一個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主要圍繞在助詞「は」的使⽤用上體現，這邊的「は」通常被認知為確⽴立前⽅方的體⾔言

「私」為主語。︒眾所週知，在⽇日本學校教育中所遂⾏行的「學校⽂文法」中，「は」這⼀一個助詞

是被使⽤用來確⽴立主語的位置，並表達主述關係。︒這個⽴立場無論是初代的⼤大槻⽂文彦，⼀一直到第

四期的橋本進吉俱都沒有改變。︒由⼤大槻推動⽽而成⽴立的「學校⽂文法」，主要參考英語與法語等

歐洲語⾔言，認為⽂文的成⽴立必須含有主語與述語兩個部分，並以此制定了作為教育媒材⽽而被明

治政府所設⽴立的⽂文部省所使⽤用的標準。︒將英、︑法等語⾔言的⽂文法概念囫圇吞棗急忙套⽤用到⽇日本

語的⽂文法上⾯面，這顯然是受到了當時⽇日本在近代⾯面對西⽅方列強時所產⽣生的「脫亞入歐」、︑「向

西⽅方學習」這種普遍⼼心態的影響。︒⼤大槻在其《⾔言海》編纂完成後⾔言及「對近代國家⽽而⾔言，必

須擁有近代的國語辭典」、︑「做為獨⽴立基礎之國語的統⼀一，就從這裡開始出發」，對脫亞入

歐抱持極⼤大期待的⼤大槻，在這種意識的影響下參照先進國家所使⽤用的語⾔言，⽽而製作出套⽤用於

⽇日本語的⽂文法，究竟能不能符合⽇日本語的現實以及深層構造︖？抑或只是像韓裔學者イ．ヨン

スク在《「国語」という思想》中所批判的⼀一樣，僅僅只是「將國家意識朝向⾔言語投影，把

國語的象徵性極⼤大化」，⽽而忽略了⽇日本語的特徵︖？和這個疑問緊緊相繫的，最重要的就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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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關係」，也就是說⽇日本語中是否存在主語概念的問題。︒換⾔言之，如果主語概念不存在於

⽇日本語的構造之中，⽽而在結構上與西洋語⾔言的⽂文法不同，那麼便不算是⼀一種成熟的語⾔言。︒⾦金

⽥田⼀一京助稱這種強⾏行套⽤用的想法定調為「對（母）國語的劣等感」，認為若果強以西洋⽂文法

的語⾔言概念來思考，便會導致國語法的不精確。︒那麼問題就在於，⽇日本語的⽂文法構造中，真

有和英、︑法等語⾔言中⼀一樣的「主－述關係」構造嗎︖？這是我們第⼀一個必須去開展的問題。︒ 

    三上章（1903- 1971）在《⽇日本語の論理》⼀一書中的前⾔言部分，冒頭即提到關於⽇日本⽂文法

研究的「不信」與「不振」之問題。︒「不信」指的是⼀一般的非專⾨門家對⽇日本⽂文法的不信任，

「不振」是⽂文法研究者無法提升⾃自⼰己的衝勁。︒但兩側都整體性地被捲入了西洋⽂文法的範疇。︒

我們在這邊必須先說明的是「西洋⽂文法」究竟具有什麼樣的特⾊色︖？不，從語⾔言學的角度更精

確地來說是「印歐系語⾔言的結構原理」。︒這個結構原理最重要的部分，正是「主－述（謂）

結構」。︒徐通鏘在上個世紀末所做的總結，至今仍然鏗鏘有⼒力： 

    印歐系語⾔言以「主語－謂語」為結構框架的句⼦子的結構規則是：必須有⼀一個由名詞充任的

主語，也得在形式上造出⼀一個虛位主語來，例如英語的 it 和 there（It is hot in here. There is a 

cat in the garden. ）；主語和謂語之間由⼀一致關係相聯繫。︒｡這種結構關係的實質就是我們前

⾯面提到的「綱」，是我們觀察這種語⾔言結構的理想的宏觀視⾓角，因為它控制著其他結構層⾯面

的結構規則。︒｡由這種「綱」控制的句⼦子的結構規則可以簡化為如下的公式。︒｡ 

        1 個句⼦子 ＝ 1 個主語 ｘ ⼀一個謂語（即 1 個句⼦子由 1 個主語和 1 個謂語構成） 

這個公式還可以進⼀一步簡化為： 

        1 = 1 × 1  1

    徐通鏘在這裡所述說的「⼀一致關係」，即是等號前⽅方的結構 1 必須由等號後⽅方的結構成分

所組成，任何在主語位置上卻非主語、︑謂語位置上卻非謂語的詞均會各⾃自附著在主語及謂語

上，使結構能夠亙久保持 1 × 1 的不變關係。︒換⾔言之，如果這種結構的內容失衡或產⽣生變

化，那麼這個結構便不再成其結構⽽而徹底崩潰。︒據此，我們可以說「主—述（謂）結構」就

代表著印歐語系⽂文法結構中不可改變的⼀一組構成，主語與謂語兩者缺⼀一不可。︒ 

 徐通鏘，《語⾔言論——語義型語⾔言的結構原理和研究⽅方法》（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年），⾴頁1

94。︒必須注意的是，我們此處並非直接將兩種語⾔言比較，⽽而是強調“predicate“的1=1X1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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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現在讓我們回來看看在⽇日本語的結構構成是否也必須要有「主語」與「述語」這⼆二

本柱同時挺⽴立︖？我們⽅方才提及⼤大槻⽂文彥直接引⽤用西洋⽂文法的語法論，認為「對⽂文來說主語及

述語皆是必要」，但⾸首先我們不得不問的是，在⽇日本江⼾戶時代的國學者如本居宣長、︑富⼠士⾕谷

成章等⼈人對國語（⽇日本語）研究的悠長歷史中，為什麼均沒有出現對所謂「主語」的發現及

論述︖？⾦金⾕谷武洋對此點便發出了疑問，認為⽇日本語中的「主語」概念是⼤大槻⾃自身的「發現」，

⽽而在主語存在與否的問題上對「終歸於國學者的⼤大勝利」無疑地相信 。︒在⽇日本語的古典中2

沒有主語及主格意識持論最強的，當推山⼜⼝口明穗。︒其曾經引⽤用富⼠士⾕谷成章的《あゆひ抄》中

說明「が」的概念，做了分析： 

    その受けたる事に物実をあらせて、︑､「それが」と指す⾔言葉なり

　(受者的根源即是「それが」之所指） 

    山⼜⼝口認為光由「何物⽣生出的根源之物」的「物實（ものざね）」來談，並不能說明當時的

⼈人已經透過「が」來判斷句⼦子，⽽而具有主格的意識 。︒毋寧說，這個「物實」是⽤用來「表3

達」並「補⾜足」何物的⼀一種敘述策略。︒這裡牽涉到的是語⾔言構成中極為重要的補語

（complement）問題，我們稍後再敘。︒在了解到古典⽂文法中並沒有所謂「主語」的概念後，

現在是時候回頭來看看⼤大槻究竟是揭⽰示了⽇日本語隱藏結構的功臣，抑或是像批評者所宣⽰示的，

造成了⽇日本語學的混亂災難。︒ 

　　在先前我們曾經提到「は」在「學校⽂文法」的系統中具有確⽴立主語的功能。︒現在我們要

更進⼀一步來看看被認為具有同樣功能的格助詞「が」。︒「が」被界定為「確⽴立⾯面對述語的主

語」，在此顯然地「が」與前⾯面的「は」便產⽣生了重複的功能。︒那麼，我們便可能產⽣生如下

的疑問： 

    私はバーテンダーです。︒｡ 

  （我是酒保） 

    私がバーテンダーです。︒｡

  （我是酒保） 

 ⾦金⾕谷武洋，《⽇日本語に主語はいらない——百年の誤謬を正す》（東京：講談社，2002年），⾴頁 2

 山⼜⼝口明穗，《⽇日本語の論理——⾔言葉に現れる思想》（東京：⼤大修館書店，2004），⾴頁115-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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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面的兩個例句，當我們要將這兩句話提出⽂文法上明確的說明時，意外地產⽣生了困難。︒

三上章發現了這個現象，並提出了批判，認為對西洋⽂文法毫無批判⽽而逕⾏行輸入⽇日本語⽂文法中

的「先學 」們，「使Ｘは與顯在的Ｘが⼀一起，並且給予其禮遇的形式」，這是「無視⾃自國4

語的形式的、︑多數派的暴⼒力」 。︒因此，「が」能代表主語的想法，⾃自然也就成為了反對⽇日5

本語也擁有與西洋⽂文法中「主—述」關係的學者的批判對象之⼀一。︒換句話說，如果能夠證明

⽇日本語中並不存在著印歐語系的「主—述」構造，那麼便可以凸顯出⽇日本語作為⼀一個獨⾃自系

統的特⾊色，就⽇日本語本身來談⽇日本語。︒三上章如何否定⽇日本語中具有主語構造的可能性︖？他

⾸首先揭⽰示了⽇日本語中有主述關係的存在： 

    甲ガ⼄乙ニ丙ヲ紹介シタ。︒｡ 

（甲介紹丙給⼄乙） 

    A introduced C to B. 

（Ａ介紹Ｃ給Ｂ） 

    依照我們前述所論及的原則，第⼆二個句⼦子的A 是絕對不變的主語，負責呼應述語，享有特

權。︒⽽而C 和 B 都僅僅做為補充⽽而附著於述語之下。︒故這依然是⼀一個1 = 1 × 1 的構造。︒但是在

⽇日本語的結構來說卻並非如此，在第⼀一個句⼦子之中，呼應述語的並不只有「甲」，做為體⾔言

的「甲」相較於⼄乙體⾔言及丙體⾔言僅有強勢⽽而並非絕對優位的關係，更進⼀一步地說，即便將

「甲」由⽂文中拔掉，亦不會影響句⼦子的完整性。︒三上將⽇日本語的這個特性命名為「入⼦子型（入

れ⼦子型）」構造（unipartite），⽽而西洋則是「天秤型（天ビン型）」構造（bipartite)，後者

主部述部分⽴立⼀一邊，各⾃自挺⽴立︔；前者由述部⼀一本，再逐漸填入詞⽽而修飾。︒⽇日本語這種輕視主

述關係的構造，使⽤用的即是「述語邏輯」 。︒我們再來看看⼀一組例句： 6

    

    源太ガ（平次ニ本ヲ貸）シタ　　主述⼆二本建 

  （源太借書給了平次    主部述部⼆二重構造） 

 此處所指的⾃自然就是代表學校⽂文法⼤大旗的⼤大槻⽂文彥以及橋本進吉等⼈人。︒4

 三上章，《象は⿐鼻がながい》（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69年），⾴頁19。︒5

 三上章，《続　現代語法序説》（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72年），⾴頁3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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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太ガ平次ニ本ヲ貸）シタ　　述部⼀一本建 

  （源太借書給了平次    主部述部單⼀一構造） 

   在這組例句中，三上提到若和主語專制的外國式（西洋⽂文法）相較，由於在這個句⼦子中源

太並非、︑也無法獨⼒力完成借貸的動作，因此採取⼆二者⼀一物互相扶持的補語共和制的⽇日本語邏

輯較為合理。︒當然，源太在句中由於「が」的存在，對述語的影響⼒力相較其他助詞更強，因

此具有⾸首席補語的優勢 。︒最後我們引⽤用三上在《⽇日本語の論理》中的判斷⽅方式，為⽇日本語7

中主語存在與否的問題做個⼩小結： 

    （　　）は述語（fiﾞnite verb）と呼応し、︑､（　　）以外の成分（たとえば⽬目的語など）

は述語と呼応しない。︒｡つまり（　　）だけが述語と呼応する。︒｡この空箱に⼊入れられる⽂文法

的成分がもしあれば、︑､それと述語との呼応が主述関係であり、︑､したがってそれが主語とい

うことになる。︒｡この空箱に⼊入れられる成分があるかないかは、︑､国々の⾔言語習慣次第であっ

て、︑､アプリオリの問題ではない。︒｡⽇日本語は、︑､空箱に⼊入れられるような成分がない。︒｡ 

  （ （　　）與述語呼應， （　　）以外的成分不與述語呼應（例如⽬目的語等），也就是說

只有（　　）與述語呼應。︒如果有能夠置入這個括弧內的成分，那這成分與述語的呼應則是

主述關係，因⽽而這成分即被喚做主語。︒有沒有能夠置入這個括弧內的成分，依照不同國家的

⾔言語習慣⽽而定，⽽而並非先驗的問題。︒⽇日本語是沒有能夠置入括弧的成分。︒） 

    簡⾔言之，三上的判斷⽅方法即是尋找呼應述語⽽而必不可少之物。︒但是透過對⽇日本語實際的考

察，三上發現⽇日本語結構的特殊性即在於這個成分的缺乏。︒那麼，對只有述部⼀一本建的⽇日本

語⽽而⾔言，「は」、︑「が」等等助詞，對於述語⽽而⾔言究竟處在⼀一種什麼樣的位置︖？三上認為俱

可當作補語看待。︒⽽而這些補語又可細分為（⼀一）Xガ、︑Xヲ、︑Xニ、︑Xカラ......以及（⼆二）X

ハ、︑Xニハ、︑Xカラハ......等兩個系列，前者為單純補⾜足語，後者為提⽰示補⾜足語 。︒ 8

    ⾏行⽂文至此，透過三上的主語否定論，可以發現⼤大槻所主張的「主—述關係」，在⽇日本語的

結構來看幾乎是無法成⽴立的。︒懷著對西洋先進的嚮往，⽽而拼命在⾃自身的⽂文化中尋找所謂「西

 三上章，《⽂文法⼩小論集》（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70年），⾴頁75。︒7

 三上章，《続　現代語法序説》，⾴頁6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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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式的先進元素」的他，到最後依然敗在了⾃自身⽂文化的⼿手裡。︒⽇日本語的特殊性重重地打醒了

⼤大槻——但若換⼀一個角度來看，或許這反⽽而是⽇日本⽂文化沒有真正敗給西洋⽂文化的證據。︒這樣

的⼀一個結論，刺激了我們去問⼀一個問題：從⽇日本語的特殊性，能不能反映⽇日本⽂文化的特殊性

呢︖？精確的被揭⽰示的⽇日本語構造，又能不能表達⽇日本⼈人的精神構造︖？ 

    更廣義來說，過去兩百年來，我們在解釋不同⼈人種之間的認知差異時，已經從⽣生理因素轉

變為⽂文化因素。⼗十九世紀時，⼀一般都認為不同種族所遺傳到的思考能⼒力，有非常⼤大的差別，

⽽而這些⽣生理上的不平等，是造成不同種族的成就有⾼高有低的主要原因。⼆二⼗十世紀帶來的⼀一項

重要成就，就是我們了解到⼈人類在認知能⼒力這⼀一⽅方面皆是均等的，因此現今我們不會再用基

因來解釋不同種族間的思想差異。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開始體認到⽂文化習慣帶來的

思想差異，特別是由於我們使用不同的語⾔言所造成的變異 。 9

    這是⼀一段蓋伊・多徹（Guy Deutscher，1969-）藉由⼈人類對顏⾊色的認知為主要的分析途徑

⽽而做出的結論。︒蓋伊並整理了近代語⾔言學的研究，認為語⾔言確實能影響到⼈人們的思維模式，

儘管對這中間的機制的研究才剛剛起步，但我們依然希望藉由語⾔言與思維的互動關係來進⼀一

步觀察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生活情性及世界觀的差別。︒ 

在「蟲的視點」與「神的視點」之間 

    過去數⼗〸十年來，學界對於三上章所提出的「主語抹殺論」，多是抱持著存⽽而不論的態度。︒

基本上⼤大多數的研究依然是以「主－述」結構的存在為基點，並輔以西⽅方語⾔言學的結構論述

以進⾏行研究，可以說是將三上給放置在了學術的「邊疆地帶」。︒正如同庵功雄《「象は⿐鼻が

長い」入⾨門》⼀一書中所揭⽰示的原因⼀一般，並非身在學術體系象牙塔之中⽽而僅是將⽂文法研究作

為興趣⽽而提出的理論，很難受到國語學界的認可。︒這其實也揭⽰示了⽇日本學術體制的封閉性格。︒

⽽而近年來隨著國語學研究的進步與⽇日本在各領域對於⾃自我認同的要求，三上的理論漸漸又被

研究者們提出來討論。︒⽽而三上⽂文法最⼤大的擁護者，就是⾦金⾕谷武洋。︒⾦金⾕谷氏長年在歐美學界活

躍，因此可以在較⼤大程度上不受到⽇日本學術象牙塔的束縛⽽而提出更具批判性的論點。︒⾦金⾕谷對

三上所提出的主語抹殺論抱持著⾼高度的肯定，認為⽇日本語中不需要主語存在的構造，恰能表

 Guy Deutscher，《⼩小⼼心，別踩到我北⽅方的腳！》（台北：貓頭鷹出版，2013年），⾴頁2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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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日本⼈人以「⾃自然」為中⼼心思考的性格。︒⾦金⾕谷並將這種性格稱之為「蟲的視點」，以與「主

-述關係」作為思考中⼼心的英語所代表的「神的視點」做出區隔。︒在這邊我們有必要花⼀一定

的篇幅對⾦金⾕谷的勞作進⾏行詳細的說明，因為這不但牽涉到「⽇日本語」的特殊性格與英語的比

較，還更進⼀一步關聯到⼈人類本身思維模式的構造。︒那麼，⾸首先我們必須得問的是，⾦金⾕谷所謂

代表⽇日本⼈人的「蟲的視點」具備有什麼樣的性格︖？⼀一⾔言以蔽之，「蟲的視點」就是「移動的

視點」，這個「移動」就是能讓「話者」與「受者」藉由語⾔言⽽而同時進入到同⼀一個「交流的

場」之中共在的意思。︒也就是說，「蟲的視點」具有時間與空間的流動性要素，藉由時空互

動所產⽣生的動性來推動「話者」與「受者」的融合。︒相對於「蟲的視點」，英語所代表的是

「非移動的」、︑「客觀的」視點：

    「神の視点」の⽅方は不動である。︒｡⾔言語化されようとしている状況から遠く⾝身を引き離し

て、︑､上空から⾒見下ろしている。︒｡そしてスナップ写真のように、︑､瞬間的事態を把握する。︒｡時

間の推移はない。︒｡「⾍虫の視点」はその反対で、︑､状況そのものの中にある。︒｡コンテキストが

豊かに与えられている。︒｡そしてこの視点は時間とともに移動する。︒｡あたかも⾍虫が地上を進

んでいくように 。︒｡ 10

  （以「神的視點」來說是不動的。︒是從被⾔言語化的狀況中將⾃自身遠遠抽離，從上空向下俯

視的狀態。︒⽽而就像攝影抓拍⼀一般，把握瞬間的事態。︒沒有時間的推移。︒「蟲的視點」則與其

相反，在狀況之中存在，賦予了相當豐富的脈絡。︒⽽而這種視點與時間共同地推移，正如同蟲

在地上前進⼀一般。︒） 

    「蟲的視點」與「神的視點」所持有的不同構造如上所述，重點在於「視點」放置的位置

為何。︒也就是說，對於⾔言語陳述的同⼀一事象，⽇日本語與英語的使⽤用者會產⽣生不同的體驗。︒在

這邊⾦金⾕谷⼀一樣引⽤用了⽂文豪川端康成於《雪国》⼀一書中著名的開頭作為例⼦子來說明兩種視點的

不同。︒以下是《雪国》的⽇日本語原⽂文以及英譯： 

（１）国境の⾧長いトンネルを抜けると雪国であった。︒｡ 

 ⾦金⾕谷武洋，《英語にも主語はなかった——⽇日本語⽂文法から⾔言語千年史へ》（東京：講談社，10

2004），⾴頁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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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越國境的漫長隧道後便是雪國） 

（２）The train came out of the long tunnel into the snow country. 

  （⽕火⾞車穿越漫長隧道後便進入雪國） 

    在這個例⼦子之中⾦金⾕谷提到，在⽇日本語的這個句⼦子中，是屬於沒有主語的、︑動態的「事象

（出来事）」，帶著時間的移動。︒⽽而英語則由於構造問題，不得不將主語（The train）特地

搬運進來，在靜⽌止的時空中俯瞰整體事態 。︒⽽而這兩種關鍵的區別事實上即在於「讀者」能11

不能夠將⾃自我帶入主⼈人公的視角，與整體事態⼀一起進⾏行移動。︒在這邊我們可以換⼀一種說法，

或許更為精確。︒那就是由於英語這種「必須」確⽴立主語為何的構造，在話者確⽴立主語之後會

為受者帶入「非我」的感受。︒⽽而這個感受事實上阻礙了受者以感性的⽅方式（也就是融入述語）

進入話者提供的語境內。︒⽽而是以⼀一種結構式的理性解讀來觀看整個事態。︒這實際上是牽涉到

了⼀一種要件給予／非給予的問題。︒略舉例⽽而⾔言，倘若我們在櫻花季在櫻花盛開的公園中賞櫻，

我們可能會說： 

    きれいー（きれいだ）。︒ 

  （漂亮） 

　桜がきれいだ。︒ 

  （櫻花漂亮） 

    以上兩種說法的差別⾸首先在於後者多出了「櫻花」這個要件。︒⽽而前者在賞花的同時僅僅說

出了「好美」、︑「好漂亮」，並沒有特別指的是櫻花。︒⽽而後者則是明確地表達了「櫻花好

美」、︑「櫻花好漂亮」。︒我們如果試著思考「櫻花」此⼀一要件的給出與否，並能發覺到若以

主語必須論出發，在前者的部分我們能夠代入更多可能的主語要件，如「風景好漂亮」（景

⾊色がきれい）或任何⼀一種在賞花情境中可能帶入主語的要件。︒但，顯然地⽇日本語並非這種思

考模式。︒⽇日本語的思考模式基本上是⽴立基於「蟲的視點」來觀察事件的全體像。︒因此，「き

れい」作為⽇日本語的唯⼀一必須要件，在不預設任何的主語要件下，能夠包攝住更多的視角可

 關於此處的例⼦子，⾦金⾕谷提到NHK教育電視台曾經做過實驗，節⽬目組⽅方⾯面請了英語作為母語的話者11

閱讀英譯句⼦子並畫出⾃自⼰己想像的圖像。︒其結果是英語話者全體皆天上向下俯瞰的⽅方式畫出了列⾞車運
⾏行的全體像。︒⽽而並非如⽇日本語話者⼀一般描繪出「身處⾞車內」的視點。︒參照前書，⾴頁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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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換⾔言之，受者能夠⾃自⾏行給出更多的主觀想像空間，也就是說透過話者提供的唯⼀一述語

要件來融入情境。︒回到話者來說，話者所表出的「述語」事實上是話者在下判斷之前所接觸

到的「第⼀一光景」，也就是主客依然未分之際的經驗世界。︒⽽而這個「第⼀一光景」將話者作為

「身體」藉由判斷⽽而做為述語給出。︒這個機制我們在後⾯面⼀一節談述語之中的靈性思維時會再

度提及。︒重點在於⽇日本語作為靈性的、︑述部⼀一本建的語⾔言，並不是說話者與聽者都不去追問

主語，⽽而毋寧是說這樣的語⾔言類型將⽬目光置放在「第⼀一光景」之上，並認為「第⼀一光景」能

夠呈現⼀一個真實、︑⾃自覺的世界。︒主語是被這樣的世界、︑被述語所包攝的，因此才會說述語是

唯⼀一要件。︒⽽而⽇日本語「蟲的視點」之所以能夠成⽴立，便是⽴立基於如此的述語機能之上。︒ 

    「蟲的視點」由⾦金⾕谷武洋繼承三上章⽽而提出，這不僅僅是⽇日本語學的問題，更是牽涉到了

⽇日本靈性思考的特異性。︒在第三章的部分，我們想透過不同的媒介來觀看⽇日本⼈人思維的這種

特質，並試圖藉由⼀一些資料的援引能夠讓所謂「蟲的視點」也就是「⽇日本的靈性思維」更為

具象。︒ 

在述語之中存在的靈性思維 

    在實際以例⼦子說明之前，我在這邊想先說明的是⽅方法論上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抱著什麼

的視點來觀察⽇日本⼈人的靈性思維，並與「蟲的視點」也就是這篇⽂文章所著重關注的「述語⾃自

⾜足」的思維⽅方式。︒開⾨門⾒見山地說，這個視點就是要揭⽰示⽇日本⼈人思維⽅方式中「物」與「情」的

具體關係。︒ 我們在此想引⽤用津⽥田雅夫⼀一段相當具有提⽰示意義的說明： 

    「⾏行為的直観の世界」は「物の世界」であり、︑､それは「我々が直接に物を⾒見ると物を考

える世界」として⽣生起する。︒｡すなわち、︑､「物となって物を考へ、︑､物となって物を⾒見る」こ

とである。︒｡そのときに、︑､⾃自ずと「物の哀」も伴う。︒｡ここでは「情」の概念から「物の哀」

が当然のように導かれ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 。︒｡ 12

 津⽥田雅夫，《「もの」の思想——その思想史的考察》（京都：⽂文理閣，2011），⾴頁1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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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的直觀的世界」即是「物的世界」，即「做為我們直接地⾒見物與思物的世界」⽽而

⽣生起。︒也就是說「成為物⽽而思物、︑成為物⽽而⾒見物」。︒在那時⾃自我即與「物哀」為伴。︒在此從

「情」的概念⾃自然地導向了「物哀」。︒） 

    這段⽂文字要表述的事實上就是⼈人的「情」世界如何與物質界產⽣生連結的可能性。︒津⽥田此處

所提及的「成為物思考，並成為物⽽而⾒見物」的說法是從西⽥田幾多郎的哲學體系所引⽤用，在分

別「物」與「情」時，擁有「情」之感覺機能的不⽤用說即是⼈人類，⽽而當⼈人類透過直觀⽽而進入

了外在的物質世界，實際成為「物」本身⽽而觀照世界之時，則⼈人類的「情」與「物」兩者在

剎那間合⽽而為⼀一，原本是「外在」、︑「他者」的「物」與「內在的我」之間泯除界線，⼈人類

的「情」以「物」作為身體⽽而能產⽣生動⼒力，並感知到外在的物質世界，這即是我們所說的「物

之哀」的成⽴立。︒⼈人類透過了「情」將「物」也賦予了感性，不，毋寧說是在⼈人類的最底處本

來就是與「物」相即不離的。︒這代表的意義相當重要，意味著每當我們把「物」與「我」這

種兩⽴立的思維⽅方式給徹底取消，我們就能夠以⼀一種整體觀照的⽅方式來思維世界。︒換句話說，

當主體成為「⼀一」⽽而被觀看時，我們便能夠將主體與主體之間龐雜的⽭矛盾性在視點上給予統

⼀一。︒這是什麼意思︖？即是說，我們並非要取消掉「情」或「物」，「主體」、︑「客體」之間

的任何⼀一者，⽽而是要在保留差異的情況下進⾏行⼀一種⽭矛盾的統⼀一。︒這個⼀一可以是多，多也可以

是⼀一。︒我們接著再來看看另外津⽥田雅夫的另⼀一段話： 

    「情」の把握は、︑､⼀一⾒見、︑､理気の⼆二元論であれ、︑､あらゆる⼆二元論的思考様式を拒絶するか

のように考えられる。︒｡しかしそれは、︑､認識論や論理学を否定し、︑､すぐさま何らかの「根本

直観」に帰着せざるを得ないのではないのか 。︒｡ 13

  （乍看之下，「情」的把握是理氣⼆二元論，⽽而拒絕任何⼆二元論的思考模式。︒但那難道不是

說否定了知識論與邏輯學，⽽而不得不將其歸入了某種的「根本直觀」嗎︖？） 

    在解釋以上這段⽂文字之前，我們必須先說明為何「情」與「物」的關係會成為我們關注的

焦點，以及其為何重要。︒從根本來說，「情」與「物」的分別原本就只是⼈人類下了判斷之後

 同上，⾴頁14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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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自我與世界剝離所帶出的視點，也就是產⽣生了「情我」與「物他」的區分。︒這樣的區分其

實蘊含著⼀一種相當根本的前提。︒要⾔言之，如果要能將現前正在「做判斷的我」與「被判斷的

物」兩分為不同的環節，我們就必須要擁有⼀一個讓我們能夠「回歸」的判斷前的狀態，⽽而那

個狀態事實上就是「物」、︑「我」合⼀一的狀態。︒不，或許應該說是⼀一個純然地狀態，在這樣

的狀態下是並不會有所謂的「物」、︑「我」概念的。︒但我們能說的是，這樣的⼀一種狀態是存

在著「物」與「我」之分別的「可能性」，或著是說「契機」。︒這樣⼦子的⼀一種狀態是如何轉

化為被判斷後的狀態，涉及到世界的⾃自我限定之問題，我們將會在後⾯面涉及到這個問題，此

處先略過不談。︒我們現在要談的是⼀一個鮮少被論及但卻極其重要的的問題，這個問題甚至可

能是本篇⽂文章中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人在判斷之後所產⽣生的「情我」與「物他」認知為什

麼會是「情我」、︑「物他」⽽而並非「物我」、︑「情他」︖？這⾸首先涉及到我們對於所謂「情」

的理解。︒在津⽥田所使⽤用的⽂文脈來談，「情」主要是被做為西⽥田哲學脈絡中的「無限なる情」

⽽而使⽤用的。︒那麼，這個「無限なる情」與我們上⽂文中談到的「情我」的「情」有什麼樣的關

聯性︖？差別即在於「情我」的「情」是未⾃自覺的「⼈人類的我情」⽽而「無限なる情」是⼈人們⾃自

覺後的、︑或著說是本來⾯面⽬目的「情」。︒這個⾃自覺與否，牽涉到⼈人對世界的認識⽅方式。︒讓我們

來看看以下引⽂文： 

    西⽥田が「情」の概念に託して⾔言わんとしていることは、︑､真の基底的な媒介者としての

「情」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すなわち「知性」を、︑､空疎な概念の形式的操作としての知性で

はなく、︑､対象の核⼼心そのものを衝く⽣生きた知性として、︑､その意味において、︑､知性に真の対

象性を付与しているものが、︑､まさに「情」なのではないか 。︒｡ 14

    （西⽥田藉由「情」的概念想說的是做為真正基底的媒介者的情。︒也就是說不將「知性」作

為空虛的概念形式操作、︑⽽而是做為直接攝入對象物核⼼心的知性、︑在那樣的意義下賦予知性真

正的對象性，這豈不正是「情」嗎。︒） 

    又： 

 同上，⾴頁132-13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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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さに「情的把握」は、︑､こうした＜媒介＞として、︑､基底をなす⼈人間了解そのものであ

り、︑､世界把握なのである。︒｡[……]それは世界をして、︑､⽣生成する具体的な⽣生きられた現実と

するための決定的な媒介者である 。︒｡ 15

  （此「情的把握」做為這樣的<媒介>⽽而成為⼈人類了解之基底、︑亦是世界把握。︒[……]其做

為世界⽽而⽣生成、︑是為了⽣生成具體的存在之現實的決定性的媒介者） 

    以上兩段⽂文字為我們揭⽰示了幾個問題的切入點。︒津⽥田是透過西⽥田哲學的角度來談「情」，

因此我們不難從中看到西⽥田式的「在場所中把握個物」的思維⽅方式。︒這邊的關鍵在於「把

握」⼆二字。︒是的，「情」在這邊是作為認識⽅方式的⽂文脈中所被使⽤用的。︒「情的把握」與⼈人類

⼀一般的認識所不同的地⽅方在於這樣的把握超越了單純將事物（即被認識的對象）與認識主體

我分開的、︑純粹概念的操作。︒⽽而是將「事物」與「我」畫入同⼀一的場域之中⽽而去進⾏行理解⽽而

⽽而得出其⽭矛盾同⼀一性。︒再重複⼀一次，「情的把握」即是將「事物」、︑「我」藉由「場所」⽽而

把握（認知）為「事物與我」，諸位可以注意到我在這邊為⽂文字加上的底線是有其特殊意義

的： 

事物與我（⼀一般的把握） 

事物與我（情的把握） 

    顯然地，後者相較於前者的差別即在於有沒有⼀一個場所    的概念將兩者統合起來。︒情的把

握事實上就是「媒介的把握」，場所作為媒介⽽而讓物我同時保有個性⽽而統⼀一，如果我們回到

存在⽽而非認識的角度來談，這事實上就是「無限なる情」的⾃自我表現。︒這邊要注意的是在這

套思維體系中存在與認識事實上是沒有視點上的差別的，因為存在⽅方式就是認識⽅方式，此處

從略。︒那麼在明⽩白「⼀一般的把握」與「情的把握」的不同之處之後，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回過

頭來談⼈人在判斷之後的「情我」與「物他」為什麼會是「情我」、︑「物他」⽽而並非「物我」、︑

「情他」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必須理解的是此處的「情」與前⾯面說明的「無限なる情」並不

是同⼀一個次元的「情」。︒這邊的「情」毋寧說是認識主體的「主觀」，是未⾃自覺的判斷主體

 同上，⾴頁13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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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帶有的「我執」。︒⽽而由於這個「我執」的作⽤用，認識主體並無法認知到判斷者與被判斷者

共同在場所之中⽽而存在，故⽽而帶有主觀情的我是無法與客觀世界的物融合的，在未⾃自覺的邏

輯世界中情只能跟隨著活著的我，⽽而並非死去的物 （這兩個不同次元的「情」區別相當重16

要，以下的敘述依據⽂文脈的不同，情的意義也會不同）。︒事實上，如果我們⽤用「情的把握」

來觀看這個世界，「物我」、︑「情他」的視點也是完全可能的。︒但是若果我們僅僅使⽤用「⼀一

般的把握」來觀看世界，「情」則必須是「我」、︑是「主」，「物」則必須是「他」，是

「客」，即是⾃自他分別的未統⼀一態。︒但這並不是說所謂⾃自他分別是確切的真實，⽽而只是擁有

認識能⼒力的主體並沒有使⽤用正確的⽅方式來認知世界存在。︒ 

    在理解了何謂「情的把握」之後，我們將會獲得⼀一個有趣的視角來解釋前⽂文所談到「蟲的

視點」的「述語⾃自⾜足」思維。︒我想說的是，就剛剛所談的「情」必須是「主」的這種「⼀一般

的把握」的認知⽅方式來看，⼈人類在語⾔言表達上，無論形式上作為主語的是如同「⼈人」（私は

学⽣生だ）、︑「物」（携帯が壊れた）、︑抑或「抽象概念」（論理は⼤大事だ）等等，事實上在

形式的背後都存在⼀一個發出語⾔言的主體即「⼈人」，這個「⼈人」才是真正的主語，是對世界進

⾏行描述的「主語」、︑是「情我」的那個「我」。︒也因此只有「我」才能夠作為主語，任何其

他的物或概念都不⾏行。︒這裏的主語不是形式⽽而是形式背後的隱藏主語。︒如果⽤用這個邏輯把以

上三個例⼦子改寫，那麼就會變成： 

私は学⽣生だ　と　（私が⾔言う） 

  （我說我是學⽣生） 

携帯が壊れた　と　（私が⾒見た） 

  （我⾒見⼿手機壞了） 

論理は⼤大事だ　と　（私が思う）  17

  （我思邏輯重要） 

 這邊所談及的「⽣生」、︑「死」並非⼀一般意義的⽣生死，⽽而是意指「⼈人」與「非⼈人」之間的關係。︒因16

此，動物抑或植物等等在我們⼀一般認知中帶有⽣生命的存在亦是死物，並不能帶有情，也不能成為我。︒
「情我」只能是指⼈人類，「我」即「主語」。︒

 此處所舉的三例重點在於「我說」、︑「我⾒見」、︑「我思」的「我」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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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上括弧中的三者都是可以代換的。︒重點是只要我們是⽤用「⼀一般的把握」來認識世界，

那麼我們就不可能擺脫「私が」這樣⼀一個「隱藏主語」的束縛，「情」永遠只能綁在這樣的

隱藏主語身上。︒主語邏輯與述語邏輯的真相，事實上僅僅藏於對「情的把握」的⾃自覺與否。︒

若透過「情的把握」來觀看世界，則無論⾔言語以什麼樣的形式出現，都是「述語邏輯」的體

現。︒即成為： 

私は学⽣生だ　と　（私が⾔言う） 

  （我說我是學⽣生） 

携帯が壊れた　と　（私が⾒見た） 

  （我⾒見⼿手機壞了） 

論理は⼤大事だ　と　（私が思う） 

  （我思邏輯重要） 

    我們可以看到「情的把握」讓我們把句⼦子作為世界⽽而統合了散在其中的個物。︒⽽而形式上的

「述語」則是作為世界留在⾃自身之中的⼀一個契機。︒這個契機是⼀一種純粹的經驗，是在我們的

主客觀尚未分別時所接觸到世界的第⼀一個光景。︒判斷將這樣的光景化為述語⽽而表出成為形

式，形式上的述語本身的性質讓我們能夠查知世界與個物的⽭矛盾同⼀一性，是兩種不同把握⽅方

式的接點。︒ 

    事實上，「情的把握」即是「靈性的把握」。︒在後⾯面的章節，我們將還會提到西⽥田與鈴⽊木

⼤大拙都主張⽇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即是奠基於在於這種靈性思維上，並且再做更詳細的說明。︒ 

從述語中瞥⾒見真的世界構造 

    我と来て遊べや親のない雀 

  （和我⼀一起玩吧！失去雙親的雀） 

　痩蛙負けるな⼀一茶これにあり 

  （瘦蛙啊別輸、⼀一茶在這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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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段⽂文字是江⼾戶時代俳⼈人⼩小林⼀一茶（1763-1828）的著名俳句。︒身為長野信濃的農家

⼦子弟出身的⼀一茶，所創作出來的俳句描述⼤大地、︑四季、︑⽣生物等等⾃自然界的活潑，切實地表現

了⽇日本⼈人⽣生活中特別平易率真的⼀一部分。︒又，⼀一茶的俳句能夠如此活潑地表現出山川草⽊木的

活潑與⽣生命⼒力，也受到了其⽣生長在淨⼟土真宗環境下的影響。︒⽂文藝評論家五⽊木寬之這樣形容⼀一

茶： 

    「⾃自利利他」という⼤大乗仏教の⾔言葉があるが、︑､個⼈人が個⼈人のエゴを抱えたまま他⼈人と⼀一

体になれるというのは、︑､ひとつの宗教的体験ともいえる瞬間だろう。︒｡⼀一茶はその極限の法

悦を知ってしまった男だった 。︒｡ 18

  （⼤大乘佛教雖有⾃自利利他這麼⼀一句話，但個⼈人抱持著個⼈人的⾃自我⽽而與他⼈人⼀一體這樣的事，

也能說是⼀一種宗教的體驗的瞬間吧。︒⼀一茶是知道那極限法悅的男⼈人。︒） 

    我們在這邊可以注意到，五⽊木的評論中有著⼀一個不能放過的重點。︒那就是在保有「⾃自我」

的同時⽽而又能和「他者」融為⼀一體。︒在這個融合的瞬間點「⾃自」與「他」俱都沒有消失但卻

成為「⼀一」，這樣的狀態是什麼樣的狀態、︑受到什麼樣的⼒力量驅動，是接下來要解決的問題。︒

確實，如果讓我們回頭過來看開頭所舉的兩個句⼦子，似乎可以理解到箇中所隱藏的命題。︒第

⼀一句的「我と来て遊べや親のない雀」，⼀一茶呼喚著離巢的⼦子雀：「⼀一起來玩吧，⼀一起來玩

吧」，⼀一茶年幼喪母，因此與離開⽗父母身邊的⼦子雀有了共鳴點。︒此時⼀一茶的呼喚不但是在呼

喚⼦子雀，並且是在呼喚⾃自⼰己。︒此時的⼀一茶在雀中⾒見到⾃自⼰己，雀也在⼀一茶中找到⾃自⼰己。︒兩者融

⽽而為⼀一卻又保留著各⾃自的性格。︒更進⼀一步地就句⼦子去看，「遊べや」這個關鍵字成為了關鍵

的場所，同時將「我」以及「親のない雀」收進了⾃自身的場域之中。︒話者與受者並非是分

離、︑客觀地從外部觀看，⽽而是必須融入此場域，與其他個物共享這個述語所代表的世界與情

感。︒看過了第⼀一個句⼦子之後，緊接著我們來看下⼀一句。︒ 

    第⼆二句的「痩蛙負けるな⼀一茶これにあり」，是⼀一茶在⾒見到了蛙與蛙之間為了交配的競爭

後所發。︒弱⼩小的蛙在與同類相爭的過程中落居下風，⼀一茶有感⽽而為其打氣：「負けるな（別

輸）」、︑「⼀一茶ここにあり」。︒這邊的「⼀一茶ここにあり」有兩層意義，第⼀一層是為弱⼩小的

 ⽥田辺聖⼦子，《ひねくれ⼀一茶》（東京：講談社，1995），⾴頁6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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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鼓勵、︑加油，第⼆二層的意義是將⾃自⼰己代入蛙中共享場域。︒也就是說，⼀一茶回顧⾃自⼰己的⼈人⽣生

將⾃自⼰己比做弱⼩小的蛙，不，應該是說⼀一茶在看到瘦弱的蛙之後的瞬間，感覺到他⾃自⼰己已經與

蛙共享相同的場域了。︒在這個時候，主語已經不再重要，這裏的關鍵只剩下「あり」。︒這個

「あり」代表了蛙與⼀一茶的共同場域，並且因為⼀一茶與蛙都是對瘦弱共鳴的⼀一⽅方，因⽽而場域

反⽽而被限定，在那個瞬間染上了瘦弱的，期待⾃自⼰己能夠爭氣的性格。︒ 

    回顧前⽂文，我們可以發現以上兩個俳句俱都是⾦金⾕谷武洋所謂「蟲的視點」的具體實例。︒這

種將主體收攝到述語中的構造，⽤用山本哲⼠士的話來說，是沒有「主語我」的「述語主體」。︒

主語在否定⾃自我後進入述語⽽而得以表出述語的感情。︒也就是說，原本在於主語的主體經過轉

移之後成為了述語的主體，⽽而我們可以說，這個述語的主體身為述語包攝了主語⽽而得以表出

述語的感情。︒我們下⾯面來看看山本如何看待這種他認為帶著⽇日本⼈人特⾊色的述語感情： 

    私たちの⾔言語⽂文化．技術⽂文化．⾏行為⽂文化は、︑､述語制である。︒｡それは同時に客観的客体は

無いのである。︒｡⾮非⾃自⼰己から環界へ疎外表出された⾃自然が⾮非分離に在る。︒｡河の⽔水の流れは、︑､

⼈人の世の流れ、︑､こころの流れであるのだ。︒｡述語的感覚と述語的感情．情緒において、︑､⼈人は

動いている、︑､⽣生きている。︒｡これを主語主体化したとき、︑､社会というまったく異なる規準が

規範的にはいりこんでしまっている、︑､すると⼈人は歪む 。︒｡ 19

（我們的⾔言語⽂文化、︑技術⽂文化、︑⾏行為⽂文化是述語制。︒同時亦沒有客觀的客體。︒由非我向環界

的被異化表出之⾃自然在於非分離之中。︒河的⽔水流即是⼈人在世上的進程、︑也是⼼心的流向。︒於述

語的感覺與述語的感情、︑情緒中，⼈人活動並存在著。︒在將此主語化主體化之時，社會這樣完

全相異的規準便會規範地混入，⼈人也因此⽽而扭曲。︒） 

    根據山本這段⽂文字所述，我們可以理解到在述語制⾔言語的場合，⼈人與世界是⼀一體的，此時

主體在述語的位置，⽽而能夠直接表現出述語的感情。︒此時⼈人與述語主體是合⽽而為⼀一的。︒但若

果是⼈人作為主語⽽而主體移動到此主語的界域時，則便成為獨⽴立於述語之外的存在。︒此時的主

語主體便會被⼈人稱之為「我」，這是狹義的我 。︒ 20

 山本哲⼠士，《＜もの＞の⽇日本⼼心性——述語表出の界閾》（東京：⽂文化科学⾼高等研究院出版局，19

2014），⾴頁13。︒

 相對⽽而⾔言，廣義的我⾃自然是主體在述語部分體現時的我，這是「⼤大我」。︒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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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已經可以掌握⼩小林⼀一茶是如何透過主體轉移到述語的⽅方式來與⼦子雀或

蛙共處同⼀一個次元⽽而合⼀一。︒這樣的主體轉移正是⽇日本語帶動⽇日本⼈人思維模式轉變的真相。︒了

解這點將會有助於我們更後⾯面的討論。︒讓我們再追加⼀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在現代體現了⽇日本

⼈人精神深處的同⼀一種思考構造： 

    光より闇を、︑､地上より地中へ——地中美術館は、︑､⾃自⾝身の⾁肉体的感性が最も直截に表され

た建築となった 。︒｡ 21

  （比起光更是闇、︑由地上朝向地中——地中美術館是表⽰示⾃自身⾁肉體的感性之最直截的建

築） 

　建築を志して四⼗十年、︑､私なりの＜空間の原型＞を求め、︑､探してきた。︒｡イメージとしてあ

るのは、︑､重く厚い⼤大地の壁で囲まれた洞窟のような、︑､薄暗闇の空間、︑､あるいは闇の中、︑､微

かな光が差し込む空間—— 。︒｡ 22

  （志於建築四⼗〸十年，探求屬於我⾃自⼰己的<空間的原型>、︑⼀一路尋找⽽而來。︒做為image (印象）

⽽而在的是被重厚的⼤大地包圍的洞窟⼀一般、︑薄暗闇的空間、︑或是說在闇之中、︑透入⼀一絲微⼩小光

芒的空間——。︒） 

　この感覚は、︑､空間の現象論といった論理的思考によるものではなく、︑､私の⾝身体が無意識

に指向するものだ 。︒｡ 23

  （這樣的感覺並非依於諸如空間的現象論的邏輯的思考、︑⽽而是我的身體在無意識之間的指

向。︒｡） 

 德⽥田佳世、︑逸⾒見陽⼦子編，《地中美術館》（⾹香川：地中美術館，2005），⾴頁49。︒21

 同上。︒22

 同上。︒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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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簡短的三段話，是建築家安藤忠雄⾃自述其建在⾹香川縣直島的地中美術館的設計理念。︒

安藤所設計的這個地中美術館的⼀一⼤大特⾊色是在於它的館體⼤大部份都埋入了地底之下，標榜著

是「思考⼈人與⾃自然的場所」。︒我們從安藤的話語中可以看到，他強調的是「能最直接地表達

⾃自身⾁肉體的感性」、︑「非邏輯的、︑身體在無意識間指向的感覺」，這是他的⽬目標。︒那麼⽅方法

是什麼︖？⽅方法就是在被⼤大地包圍的⿊黑暗空間之中找尋細微的光，這正是有趣的地⽅方。︒為什麼

安藤要將美術館埋入⼤大地⽽而找尋光⽽而不直接在地⾯面上迎著光︖？這是⼀一個哲學問題。︒⾸首先得問

的是，⼤大地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是什麼樣的︖？下⾯面來看看鈴⽊木⼤大拙（1870-1966）是如何談

⽇日本⼈人精神資源中的⼤大地性： 

    天は遠い、︑､地は近い。︒｡⼤大地はどうしても、︑､母である。︒｡愛の⼤大地である。︒｡これほど具体的

なものはない。︒｡宗教は実にこの具体的なものからでないと発⽣生しない。︒｡霊性の奥の院は実

は⼤大地の坐に在る 。︒｡ 24

  （天遠地近。︒⼤大地無論如何都是母親。︒是愛的⼤大地。︒再沒有比此更具體之物。︒宗教事實上

若不由這般具體之物為起點則不會發⽣生。︒靈性的深奧之院即在⼤大地之中。︒） 

     

    ⼤大地被比類為母親，⽽而世界中沒有比⼤大地更具體之物。︒安藤讓我們將身體埋入美術館裡，

埋入⼤大地。︒這背後的思考其實亦可⽤用場所結構來說明。︒亦即我們進入地底是為了被包攝，進

入⿊黑暗中是為了消除眼中諸緣紛亂的⾃自我。︒進入地中美術館就是為了尋找⾃自然與⼈人類的接點，

是⼀一種⾃自我限定後投入場所懷抱的概念，但是追尋並不是在進入這個場域之後就結束了，⽽而

是你在沒入⿊黑暗之後，依然要找尋那個讓你由死復活的「光」。︒也就是在統⼀一的場域之中再

次肯定⾃自⼰己的個體特殊性。︒這樣⿊黑暗／⼀一般者才能夠成為⼀一般者，光／特殊才能夠成為特殊，

這是彼此互為媒介的⼀一種構造。︒鈴⽊木博之也提到，安藤的地中美術館，是帶有超越性的空間

體驗 。︒⽽而這個超越性就安藤的⽂文脈來看，只能夠是內在的超越。︒ 25

 鈴⽊木⼤大拙《⽇日本の霊性》（東京：角川，2010），⾴頁61。︒24

 德⽥田佳世、︑逸⾒見陽⼦子編，《地中美術館》，⾴頁6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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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再回到安藤所強調的⾁肉體的感性部分。︒為什麼要強調身體︖？因為沒有身體就沒有⽣生。︒

⼈人類必須透過身體來察知⾃自我，確定⾃自我。︒故我們若要否定⾃自我也必須透過對身體的否定才

能夠進⾏行。︒也因此，我們所說的述語邏輯並非僅僅是觀想，同時也應該是身體的： 

    ⼈人間は「⾝身体」と共に「⼼心」をもっているからである。︒｡⼈人間存在の存在の根拠であるか

ぎりでの「場所」に対する問いは、︑､右のような⽴立場からは満⾜足すべき答えを得ることはで

きない。︒｡〔……〕⾃自⼰己がこの世界に⼀一箇の⼈人間的実存として⽣生き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の意味

について問うことである 。︒｡ 26

  （⼈人類是「身體」與「⼼心」共有的。︒藉⼈人類存在的存在根據⽽而對「場所」的發問，若不由

上述的⽴立場為準是無法得到答案的。︒〔……〕提問關於⾃自我做為此世中的⼀一個實在的⼈人⽽而存

在的意義。︒） 

　這⼀一段是湯淺泰雄對西⽥田身體觀的解釋。︒重點在於，「身體與⼼心」被視為⼈人類存在的重要

根據⽽而被重視，換句話說，所謂的場所的、︑述語的世界並非只是單純的觀想，⽽而是從實在界

⽽而依著我們的身體與⼼心去對其提問，並順隨著這⼀一套系統運轉——⽽而這也讓我們呼應了安藤

忠雄對身體的堅持。︒ 

圍繞「は」與主述語的諸問題 

    季刊《iichiko》的第128期〈述語制の⽇日本語と⽇日本⽂文化〉這⼀一號，刊登了⽴立花英裕的

〈助詞ハと⽇日本語統語論をめぐって〉這篇論⽂文。︒⽂文章雖然並不長，但其中有許多問題意識

值得我們再⼀一次地去思考「は」與述語制⾔言語的思考⽅方式。︒但⾸首先我們必須注⽬目⼀一個很重要

的地⽅方，即⽴立花對於「主語的條件」所做的提問。︒這個提問主要是針對⾦金⾕谷武洋在《⽇日本語

に主語はいらない》⼀一書中所列表的「印歐語系的主語特徵」，共四個項⽬目，下⾯面列出： 

1.基本⽂文に不可⽋欠の要素である。︒｡ 

 湯淺泰雄，〈西⽥田幾多郎の身体観をめぐって〉，收入藤⽥田正勝編，《西⽥田哲学選集　別巻⼆二》26

（京都：登影舍，1998），⾴頁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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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文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2.語順的には、︑､ほとんどの場合、︑､⽂文頭に現れる。︒｡ 

  （在語序來說，⼤大部份的場合出現在⽂文的起始處） 

3.動詞に⼈人称変化（つまり活⽤用）を起こさせる。︒｡ 

  （動詞會引起⼈人稱變化） 

4.⼀一定の格（主格）をもって現れる。︒｡ 

  （以⼀一定的格形式出現） 

　所引這四點，⽴立花⼀一⼀一予以批判，簡單來說第（1）點在其他⾔言語中如西班牙語，不需要

有主語亦可成⽴立句⼦子。︒⽽而就第三點⽽而⾔言，⽴立花提到印歐語在⽣生成過程中並不是主語讓動詞產

⽣生活⽤用，⽽而是相反動詞要求⼈人稱視角。︒這兩點也主要是⼀一般主張主語不要論者所依據的論點。︒

基本上來說，⽴立花提出的歷史證據是有效的，⾦金⾕谷⾃自⼰己在《英語にも主語はなかった》⼀一書

中亦做過類似考察。︒但，⽴立花的重點在於，三上章與⾦金⾕谷將「は」規定為具有提題機能，

「が」則是主格補語，因此主語就沒有登場的機會了。︒不過⽴立花對這點提出了⼀一個相當重要

的問題就是「主語」與「補語」的概念是絕對不能兩⽴立的嗎︖？「主格補語」難道就⼀一定不能

喚做「主語」嗎︖？⽴立花緊接著舉出了三上在《続　現代語法序説》⼀一書中曾經提及在法⽂文中

有類似的論爭，認為主語本來便不過是補⾜足語罷了，⽽而三上也肯認這⼀一點。︒⽴立花的疑問在於，

雖然⽇日本語不是如英語⼀一般的Ｓ-Ｐ構造，但助詞如「が」具有多重機能，主語本來就並不

只是固定在同⼀一個使⽤用脈絡下的。︒那，為什麼不能⽤用「主語」這個說法︖？ 

    ⾔言語学的に主語をどう捉えるかには、︑､⼆二つの⽴立場がある。︒｡第⼀一は、︑､「主語」を専ら統語

上のある特別な特徴を持つ名詞項として定義する⾒見解である。︒｡第⼆二は、︑､その名詞項の論理

的（意味役割的）なあり⽅方、︑､表現⼼心理なあり⽅方など総合として「主語」概念を捉える⾒見

解 。︒｡ 27

 ⽇日本語⽂文法学会編《⽇日本語⽂文法事典》（東京：⼤大修館書店，2004），⾴頁2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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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地去求取主語⼀一般來說有兩種⽴立場。︒第⼀一種⾒見解是將「主語」做為語法學上持有

特⾊色的名詞項來定義，第⼆二種⾒見解則是以那名詞項的邏輯的存在⽅方式、︑以及表現⼼心理的形式

的總和來把捉「主語」。︒） 

    這邊是判斷主語的兩⼤大基本⽴立場，簡單來說，第⼀一個⽅方法是照⽂文法系統，第⼆二個⽅方法是照

著語⾔言本身帶有的意味（語義）來判定。︒⽴立花主要便是由意味論的角度提問，認為不妨礙建

⽴立主語的可能。︒⽴立花甚至⼤大膽提出，如川端康成的《雪国》、︑葛西善蔵《⼦子をつれて》…...

等等沒有特別帶有主語特徵的⽂文學作品，可能早就在其他地⽅方給予讀者作者的暗⽰示，故⽽而並

不是沒有主語，⽽而是被隱藏了。︒換句話說，⽴立花是帶著⼀一個意味論的觀點在看待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在此必須要否定掉⽴立花的觀點。︒⽇日本語中的主語並非「被省略」，也確實「不需

要」主語。︒⽴立花沒有注意到的是，它應該把這個問題當作哲學問題來看待。︒ 

    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日本⼈人的述語思考邏輯。︒那麼若果我們將這套邏輯搬到這個問題上來

看，其實留在這裡的懸題不難解決。︒如果我們單⼑刀直入地說，那麼結論就是： 

    主語被述語包攝，⽽而主體由主語移轉到述語時才能⾒見到真正的世界。︒｡ 

    ⽽而就這層意義上來說，由於述語是主，主語是被包攝在述語之中⽽而作動的，故我們也不能

說主語能夠成⽴立它在語⾔言學上的定義。︒主語不是省略，⽽而毋寧說，我們只有在世界中觀看⾃自

身才能夠看清⾃自身。︒那麼意思就是要在述語中觀看主語，就這層意義來看，「主語」只能是

「主格補語」。︒這可以⽴立即讓我們反思到，就主語來觀看主語，或僅就述語來觀看述語，這

些語⾔言學上⽂文法的編排與定義，都只不過是意味論的延長⽽而已。︒即便是語⽤用的部分，也不過

是意味論的堆疊，⽽而成為⼀一套形⽽而上學的架構，為什麼︖？因為意義由⼈人根據經驗給出，不同

的經驗造成不同的給出，也因此我們的語義體系無法形成⼀一套精準的、︑令⼈人能夠百分之百理

解的系統。︒⽽而若我們強⾏行為之，以意義界定意義，只不過會造成無限的循環式論證罷了。︒ 

    在這篇論⽂文所要探討重點之⼀一的述語邏輯，以及整套⽇日本⼈人思維⽅方式的特性。︒我都將它歸

類為實存哲學，是⼀一套實在的形⽽而上學。︒有關於述語、︑主語以及重要的「は」的問題，將在

後⾯面的章節做更詳細的討論。︒ 

西⽥田「述語邏輯」與三上⽂文法的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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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的思路繼續向下再進⼀一步地說，我們前⽂文所提到⽇日本語所運⽤用的「述語邏輯」，是

否能為我們揭⽰示⽇日本⼈人的思維模式︖？我們接下來將在這邊藉由西⽥田幾多郎所提出的「場所邏

輯」來提⽰示這⼀一條研究路徑的積極性。︒對於西⽥田哲學來說，知識論的問題與存有論的問題並

無法分開來談。︒因此，當我們在試圖理解西⽥田所說如何認識「絕對無的場所」、︑「世界的⾃自

覺」等等牽涉終極實在的概念時，⾸首先要做的便是拋開⾃自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肇始的「主語邏輯」，這種邏輯的特徵是主語的同⼀一性始終維持不變⽽而僅在主語間產

⽣生包攝關係，始終是在「主語—屬性」的框架中思考。︒⽽而西⽥田的思考則表現為另⼀一種形態，

我們稱為「述語邏輯」。︒在西⽥田來說，主語是必須在「意識之野」中被述語所包攝的，與做

為意識的場⽽而成為「判斷」的終極根據。︒我們可以稱為「述語的⼀一般者」，這個「述語⼀一般

者」具有統⼀一所有「特殊的主語」即「個物」的動能，亦即特殊在⼀一般之中存在。︒「個物」

與「個物」間的差異在「述語」的意識之野中被無化，這樣的思考⽅方式呈現出與西洋的主語

邏輯截然不同的風格，並體現在存在與認識論之中，不，毋寧說存在論亦包攝了認識論。︒讓

我們來看看下⾯面⼀一段西⽥田的⽂文字： 

     

    主語⾯面を超えて述語⾯面が広がるという時、︑､我々は判断意識を超越するといわねばなら

ぬ。︒｡主語を失えば判断という如きものは成⽴立しない、︑､すべてが純述語的となる、︑､主語的統

⼀一たる本体という如きものは消失してすべて本体なきものとなる、︑､此の如き述語⾯面を認め

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であろう。︒｡しかし意志は判断の対象となることはできぬが、︑､我々が意志

の⾃自覚を有する以上、︑､意志を映す意識がなければならぬ。︒｡[……]判断以上の意識がなけれ

ばならぬ 。︒｡ 28

  （在超越主語⾯面⽽而擴⼤大述語⾯面之時，不能不說我們也超越了判斷意識。︒若失去主語則如判

斷⼀一般之物就不成⽴立，全部都會成為純述語之物，如同主語統⼀一的本體之物會消失⽽而全部成

為無本體之物，在這樣的情況下述語⾯面也就不能被肯認了吧。︒但意志雖不能成為判斷的對象，

在我們還有意志的⾃自覺的情況下，就不能沒有映射意志的意識。︒[……]不能沒有判斷以上的

意識。︒） 

 上⽥田閑照編，《西⽥田幾多郎哲学論集Ｉ》（東京：岩波書店，1987），⾴頁14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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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西⽥田的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西⽥田的正式站在述語的超越性角度上來確⽴立其根本⽴立

場。︒當主語被超越的述語⾯面包攝之後，以主語為中⼼心⽽而發出的「判斷機能」⾃自然便會失效。︒

這也是由於主語並無法認識到超出⾃自⼰己的「判斷機能」所能判斷之物的極限以外之物。︒這個

限制事實上就是判斷那「作為我 」的性質給予個物的限制。︒但更進⼀一步地說，如果個物徹29

底消失，那麼失去了媒介的述語⾯面便無法受到真正的認同，這個述語⾯面亦即是「意志」。︒換

個⽅方式來說，對於「他者」與「真正⾃自我」的認識，亦沒有可能。︒我們必須先死，先消除「⾃自

我」之後進入述語的世界，才能夠真正地⾒見到真正脫卻束縛⽽而得到真⾃自由的「⾃自我」。︒經由

這個理解，我們可以知道在西⽥田的哲學中，主語所表現出來的第⼀一個特性就是「在述語之中

存在」，這裏不得不注意的是，主語並非「消失」⽽而是「在......之中」所存在，我們在之後

討論「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一概念時，會再更進⼀一步地說明個物與世界的⽭矛盾同⼀一關係。︒

⽽而暫就此處的包攝關係⽽而⾔言，主語是喪失了其作為邏輯思考的獨⽴立性⽽而被述語統⼀一（並非主

語⾃自身消失）。︒故，在主語本身在被包攝的狀態下若是直接丟棄了主語，主語就不能認識主

語⾃自身是什麼樣的存在。︒但是若相反地僅僅單純強調主語或述語之任何⼀一者，也是無法認識

到正確的「主—述關係」之⾃自我。︒在中村雄⼆二郎之後，⼩小林敏明注意到這個限制，從語⾔言邏

輯的角度進⾏行說明： 

    しかし厳密には、︑､これは「これ」とさえ名指すことができないはずのものである。︒｡その

純粋態は「これ」という最後のシニフィアンさえも抹消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西⽥田がいう

「主語となつて述語となることなき基体」とはこれを指している 。︒｡ 30

  （嚴格來說，「これ」亦不能表現これ，那樣的純粹態必須將「これ」這樣的能記

（signifiant）也抹消才⾏行。︒西⽥田所謂成為主語⽽而不成述語之基體即是指此） 

 在西⽥田⽽而⾔言，主觀與客觀究竟分屬述語⾯面及主語⾯面哪個部分，在其不同⽂文章的脈絡中有著不同的29

⽤用法。︒故這邊⽤用「作為我」的性質來談「我的意識」對「我」的限制。︒但在<場所>⼀一⽂文中，西⽥田有
提到「認識⼀一事可以被思考為主觀朝向客觀的作動」，茲作為參考。︒詳參上⽥田閑照編，《西⽥田幾多
郎哲学論集Ｉ》，⾴頁142。︒

 ⼩小林敏明，《西⽥田哲学を開く——＜永遠の今＞をめぐって》（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8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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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表現了⼀一個概念，即如果我們嘗試著去追求那個「これ」，即「成為主語⽽而不能成為

述語」之物，只能突破知識的極限⽽而轉向存在進⾏行考察，⽽而這其實也是對於述語的無限接近：

離開述語的場所，我們將不再能夠思考主語。︒從這層包攝關係來看，這可以和我們前⽂文所提

到⽇日本語的「述語邏輯」做⼀一個思考上的連結。︒便如同三上章所揭⽰示的⽇日本語構造⼀一樣，我

們沒有辦法在西⽥田哲學的構造中，發現⼀一定非得填入「空箱」不可的個物︔；我們也沒有辦法

讓主語⽀支配述語，⽽而是能讓述語「⾃自⾏行」完成構⽂文的任務。︒這裏的「⾃自⾏行」有兩個重點，⾸首

先是「⾃自⾏行完成」並不代表不需要主語，⽽而是闡述主語必須在與述語的關係中彼此進⾏行完成。︒

如果我們進⼀一步⽤用三上章的話來講，由於三上章否定主語的存在，故我們必須⽤用「主格」這

個概念。︒就上⽂文曾經援引（源太ガ平次ニ本ヲ貸）シタ的例⼦子⽽而⾔言，源太、︑平次與書彼此互

為他者，處於平等的關係之中，並沒有⼀一定能成為主語的存在。︒這在西⽥田哲學的⽴立場來看亦

是⼗〸十分合理的： 

    ⼈人と⼈人との空間的關係によつて基礎附けられてい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私と汝とは各⾃自の

底に絶對の他と認め、︑､互いに絶對の他に移り⾏行くが故に、︑､私と汝とは絶對の他なると共に

内的に相移り⾏行くと云ふことができる。︒｡私と汝とは互いに辯証法的關係に⽴立つのである。︒｡

故に私は私の⼈人格的⾏行為の反響によつて汝を、︑､汝は汝の⼈人格的⾏行為の反響によつて私を知

るのである 。︒｡ 31

  （不以⼈人與⼈人之間的空間的關係為基礎則不⾏行。︒我與你在各⾃自的底部中承認絕對的他、︑⽽而

相互朝向絕對的他⽽而移⾏行之故，我與你可以在成為絕對的他的狀況下進⾏行內的轉移。︒我與你

彼此建⽴立在辯證法的關係之上。︒因此我藉由我的⼈人格的⾏行為之反響⽽而了解你、︑你則經由你的

⼈人格⾏行為之反響⽽而了解我。︒） 

    西⽥田在<私と汝>⼀一⽂文中所表達的⽴立場可以說是完全地⽀支持了三上章「主格說」的存在。︒這

段引⽂文主要的重點在於，個物與個物彼此之間相互限定，⽽而在彼此的最深處觀察到我與你並

不是孤⽴立⽽而分隔的存在，透過這個相互的限定與認同我們也就能覺知到沒有絕對的主語可以

去改變世界。︒因此，真正的世界⼀一定不在主語⾯面，⽽而是在述語⾯面。︒不，可以說是在述語⾯面與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六巻》（東京：岩波書店，1948），⾴頁39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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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語⾯面的相互限定之中。就三上對主格的敘述⽽而⾔言，主要是反對「主語」專權對述語的綁

架。︒⽽而主格儘管與其他⽂文法格「對格（ヲ）、︑位格（ニ）、︑共格（ト）、︑奪格（カラ）」等

比起來影響⼒力更⼤大，但依然是格關係中的⼀一員，能夠在彼此之間互相進⾏行轉換，在次元上具

有對等關係 。︒我們在這邊可以下⼀一個⼩小結：「格關係必須經由述語所形成的場來進⾏行⾃自我32

完成，⽽而格關係亦是述語進⾏行⾃自我補⾜足的部分」。︒事實上，西⽥田所講的「主語」，與三上的

「主格」，在⽂文法的使⽤用意義上是表現地相當⼀一致的。︒ 

    透過以上的⽅方法，我們可以發現西⽥田哲學與三上的構⽂文論具有極其相似的構造，並且能夠

互相說明補⾜足。︒也因此，這樣的比較研究，具有相當強的積極性。︒更進⼀一步地說，不會只停

於比較，⽽而更有許多創新的空間。︒至於我們剛剛提到的「⾃自⾏行」的第⼆二個重點，將與西⽥田幾

多郎與⽥田邊元（1885- 1962）的哲學論爭有直接的關係，亦即牽涉到「絕對無」能否透過⾃自

我限定⽽而直接將⾏行為與存在統⼀一的問題。︒⽥田邊認為西⽥田的「無」的哲學與場所論，正是沒有

透過媒介⽽而直接進⾏行⾃自我轉化的「神秘的直觀」，墜入空想。︒故，⽥田邊必須透過與絕對無達

成相互否定的媒介之定⽴立，才能夠完成辯證法的世界，免於獨斷論的危險。︒⽥田邊因此⽽而提出

了「種的邏輯」來抗衡西⽥田的「場所邏輯」： 

    しかし⾃自⼰己否定はあくまで⾃自⼰己疎外として、︑､物質として、︑､精神的⾃自覚に否定的にそのも

のにほかならない。︒｡⾏行為がいわば物質の対⾃自的⾃自覚として精神を成⽴立せしめるのである。︒｡

決して精神の内に物質が包まれ、︑､ないし前者から後者が出るのではない。︒｡⾃自⼰己疎外は物質

において精神と否定的に対⽴立する原理である。︒｡私の種の基体はこれにほかならない 。︒｡ 33

  （然⽽而⾃自我否定究底來說，做為⾃自我異化、︑做為物質，只能是精神的⾃自覺中的否定者。︒以

⾏行為來說即是做為物質的對⾃自的⾃自覺⽽而令精神成⽴立。︒絕對不是在物質在精神之內被包涉乃至

精神之內產出物質。︒⾃自我異化即是藉由物質⽽而與精神相互否定地對⽴立之原理。︒我所謂種的基

體除此之外無他。︒） 

 參照三上章，《続　現代語法序説》，對主格的脈絡有更詳盡的討論。︒32

 ⾃自我否定做為⾃自我異化，藉由物質⾯面⽽而與精神成為相互對⽴立的原理即是此處所謂種的基體。︒要點33

在於種需要在這樣的物質與精神互為媒介的狀態下成⽴立。︒⽥田邊元，〈種の論理を明らかにす〉，收
入藤⽥田正勝編，《西⽥田哲学選集　別巻⼆二》，⾴頁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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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述談到「⾃自⾏行」的第⼆二個重點就在這裡。︒⽥田邊顯然是否定了西⽥田的「絕對無的⾃自覺

的場所」，認為其沒有現實具體性。︒「絕對無」無法不透過作為對⾃自否定的我的媒介⽽而直接

由⾃自身否定⾃自身。︒換句話來說，述語必須被否定，否定述語的必須是在「個物」與「⼀一般者」

之間的媒介，這個媒介是歷史的、︑社會存在的媒介，也就是⽥田邊所說的「種」。︒這個「種」

的概念，直接牽涉到本⽂文的主題「は」。︒也就是說，這個概念很有可能是能夠代表⽇日本⼈人思

維構造的⼀一個關鍵概念，「種」與「は」的邏輯式⼦子是否能畫上等號，是我們亟欲探清的⼀一

個問題。︒我們先就三上的在《象は⿐鼻が長い》的研究來看看「は」的幾項基本性質： 

    「ハ」の本務： 

　　　　題述の呼応 

  （題述關係的呼應） 

　　　　ピリオド越え（period） 

  （超越句號） 

　　　　コンマ越え（comma） 

  （超越逗號） 

    「ハ」の兼務： 

　　　　ガヲニノらの代⾏行 

  （ガヲニノら的代⾏行） 

    ⾸首先我們來看看「は」的本務。︒「は」的本務基本上就是處理題述呼應，也就是說，使⽤用

係助詞「は」來確⽴立主題的為何，並與述語產⽣生呼應關係。︒又，超越句點及超越逗點，是在

說明「は」能夠超越多組句⼦子⽽而與他句⼦子的動詞產⽣生聯繫關係。︒如例句： 

    吾輩は猫である。︒｡名前はまだない。︒｡どこ⽣生まれたか頓と⾒見当がつかぬ。︒｡何でも薄暗いじ

めじめした所でニヤーニヤー泣いて居た事丈は記憶して居る。︒｡吾輩はここで初めて⼈人間と

いふものを⾒見た 。︒｡……（夏⽬目漱⽯石　『吾輩は猫である』） 34

 三上章，《象は⿐鼻がながい》，⾴頁1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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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貓。︒還沒有名字。︒在哪裡出⽣生並不知道。︒只有在陰暗潮濕的地⽅方喵喵叫的記憶。︒我

在這第⼀一次⾒見到了⼈人類。︒......） 

    如例⽂文所⽰示，第⼀一個「は」穿越了第⼀一個句⼦子，⽽而影響到（1）名前（に）はまだない、︑

（2）どこで⽣生まれたか⾒見当つかぬ。︒（3）なんでも薄暗い事丈は記憶して居る。︒除了第⼀一

個「は」是處理本務的功能以外，之後的「は」都僅僅是兼務的代⾏行功能。︒事實上透過許多

例⼦子，我們都可以看到係助詞「は」對句⼦子的強⼒力⽀支配性格。︒ 

    又，「は」的兼務是對「格助詞」進⾏行代⾏行的功能，也就是說，「は」可以取代⼀一個句⼦子

中的任意⼀一個格助詞，並令其產⽣生提題的作⽤用。︒如： 

    先⽣生ハ酒ガツヨイ 

  （⽼老師酒量很好） 

    コノウイスキーハ、︑後輩ガ買ッテクレマシタ 

  （這個威⼠士忌是後輩買給我的） 

    在去除「は」無題化之後，即變成： 

    酒ガツヨイ先⽣生 

（酒量很好的⽼老師） 

    後輩ガ買ッテクレタコノウイスキー 

（後輩買給我的威⼠士忌） 

    再⼀一次地我們看到了「は」的⽀支配性格。︒只是兼務的⽀支配從本務的對動詞轉為了對格助詞

的⽀支配，「は」的取代基本上讓原本的格助詞的影響⼒力降到最⼩小。︒三上對係助詞「は」與格

助詞「ガ」、︑「ヲ」、︑「ニ」、︑「ト」、︑「カラ」等的區別做出了⼀一項定義。︒即： 

    係助詞　⼼心理的（虚）　⼤大きく係る 

  （係助詞  ⼼心理的  虛  關聯／⽀支配⼤大） 

    格助詞　論理的（実）　⼩小さく係る 

  （格助詞  邏輯的  實  關聯／⽀支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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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我們有必要解釋⼀一下這個區別當中所可能蘊含的哲學意涵。︒係助詞處三上界定為

「⼼心理的」，代表的意思是當「⼈人」在為我們所接觸到的事象做「主觀」的「加上」時才會

產⽣生，也就是說，當我們使⽤用「は」來進⾏行對句⼦子及其所表⽰示的事象做「提題」的⾏行為時，

才會產⽣生「は」與其所影響、︑⽀支配的句⼦子之「關係」。︒也就是說，是⼀一種從主客未分的事象

本身過渡到⼀一個有著「主—客」相互限定關係的世界。︒那麼，從這個結構出發，熟悉西⽥田哲

學的⼈人應該很容易想到那句描述「純粹經驗」的話語：「主與客依然未分、︑知識與其對象完

全合⼀一的狀態」。︒顯然地，「は」就象徵著⽇日本語結構中邏輯、︑實在的句⼦子的被分裂。︒ 

    由以上對「は」的分析，我們很難不將「は」在⽇日本語結構中的位置與⽥田邊哲學中的

「種」的概念做出聯想。︒「種」作為「個物」與「⼀一般者」間的媒介，帶有歷史性與社會性

地同時對「個物」及「⼀一般者」做出雙邊限定，這樣的影響⼒力，是否與「は」壓抑格助詞⼀一

樣，藏有壓抑個物的可能︖？再者，如西⽥田所批判的⼀一樣，⽥田邊由邏輯出發以求⽣生命，拋卻「⾏行

為的直觀的現實」，是否有剝奪個物⾃自由並使⼀一般者不彰的問題產⽣生︖？我們不得不去問這些

問題，從「種」的構造，我們找到了許多與「は」重合之處，耐⼈人尋味。︒ 

    「は」的根本問題就在於，我們究竟要把它的「⽀支配⼒力」以及與格助詞處在不同次元的

「性質」，放在什麼樣的構造中討論︖？它是⽥田邊所談的「種」嗎︖？還是丸山所批判的「公」︖？

最後，西⽥田哲學究竟有沒有辦法對「は」做出超克︖？對最後⼀一個問題，我們抱著審慎樂觀的

態度。 

    茲引⼀一⽂文作結： 

    在歷史所紀之惡中，我們驚覺那些「⾮非⼈人」的獸⾏行其實往往都是「⼈人為」之過；⼈人性向善

的掙扎，處處有著怪獸的陰影。︒｡但正因檮杌的殘酷及曖昧性，我們才更有必要與其周旋。︒｡除

惡既不能務盡，我們只得紀惡以為戒——歷史的創造總也脫不了惡獸的記憶 。︒｡ 35

    在不斷地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人們總是會在不同的路⼜⼝口遭遇到抉擇。︒不同的選項創造出不

同的對⽴立。︒即便是最有包容性的思想，內裡也含著⽭矛盾性。︒因此，我們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去

超越⽭矛盾，如何以避免獨斷。︒在下⾯面的章節，本⽂文將會探討西⽥田與⽥田邊的不同性格，並且強

 王德威，《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台北：⿆麥⽥田出版，2011年），⾴頁29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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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關注這兩種不同性格的哲學如何對⼈人的存在提出看法。︒這其中存在著對錯善惡嗎︖？係助詞

「は」的專制性是不是使其成為了⼀一頭無法控制的怪獸︖？留待之後探討。︒ 

⼀一些研究進路 

    最後，這篇⽂文章想探討的只有⼀一個核⼼心，那就是何謂⽇日本的精神及其內在構造。︒就像⽥田邊

所說的⼀一樣，「不去問為什麼，⽽而是問如何 」。︒我並無意個別地去探討本⽂文中將會出現的36

丸山、︑西⽥田、︑⽥田邊抑或三上章的思想全貌，⽽而是試圖去揭⽰示他們在歷史、︑哲學以及語⾔言的各

個領域具體碰到的重⼤大難題具有若⼲干共通的性質。︒正如同我在⽂文章中屢屢使⽤用的「構造」這

個字眼，依據他們所碰到的問題畫出各⾃自的邏輯圖式並加以排列對比，是可以發現他們思考

俱都圍繞著「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一個概念......更清楚地說，圍繞著這「實存的概念」

⽽而發展茁壯。︒儘管他們並不⼀一定都使⽤用這⼀一個詞彙，也未必有⾃自覺到⾃自⼰己的思考⽅方式具有這

樣的性質。︒誠如齊藤慶典在其《実在の形⽽而上学》⼀一書所總結的⼀一樣，這是⼀一種將邏輯做為

實在的⾃自⼰己之表現⽽而思考的思維⽅方式，⽽而這種表現在世界的根底處拒絕以類似西洋的主語邏

輯之理解，⽽而是選擇以述語代表的真實⽣生命出發，讓⽭矛盾橫亙在現前。︒這篇⽂文章即是試圖要

圍繞著這種所謂的「⽇日本思維」之特⾊色，⽽而去進⾏行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 

    再者，透過對⽇日本⼈人思維構造的研究，我們將會關注到在構造的內部可能隱含全體主義的

危險，這種危險表現在於他們在某些層⾯面上可能需要⼀一個「他者」才能夠確⽴立⾃自我。︒這個他

者可能是「は」，可以是「種」，更或許表現為「國體」等等。︒「他者」意味著他律性，當

他者成為我們懺悔的對象，我們便同時被箝制、︑固定住。︒當身近的他者不再有說服⼒力，我們

又會再⼀一次次地創造出新的、︑更龐⼤大的他者，⼀一直到超越的原理成為⼈人的絕對他者才肯罷休。︒

這就是⼀一種對⾃自我的不斷否定。︒也因此⼈人會永遠地活在⾃自身之外的、︑巨⼤大的他者之下。︒但是，

並不是說這樣的思維即是最終極的結論。︒也就是說⽇日本⼈人的思維構造其實蘊含著超克全體主

義的可能，但是卻並沒有被正確認知。︒⽤用佛教語來說，就是「本性」被「無明」給覆蓋。︒我

們要克服這「無明」，只有⼀一個⽅方法：「將無明收攝到⾃自身之內」，無化掉無明之後成為嶄

新的「⾃自我」。︒這個⾃自我並非獨斷的⾃自我，⽽而是以⽭矛盾作為性格的⾃自我。︒在個物與個物之間

 這個提問在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的問法來說，是「不去問是什麼、︑⽽而是問如36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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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轉換的⾃自我。︒這樣的邏輯並不待我們來創發，西⽥田哲學早已提供了這樣的⼀一個⾼高度，我

們要做的只是再講⼀一次西⽥田幾多郎在上個世紀已經闡述過的思考。︒ 

    這邊再度地回到前述提及的，透過對比考察⽽而揭⽰示出思維構造間的共同核⼼心這⼀一個考察⽅方

法。︒⼀一直以來這樣的研究極其匱乏，更毋論是藉由三上的語法論來與西⽥田哲學對比論證的研

究。︒淺利誠在2008年所出版的《⽇日本語と⽇日本思想》可以說是⼀一部本格的開山之作，在問題

意識上具有相當⼤大的啔發空間。︒淺利的研究通過西⽥田所說「因有個物，故不得無置入個物的

場所」的命題出發，說明了西⽥田對場所所想像的「圓」之形象，具有與格助詞「で」的包攝

特性產⽣生連結之可能︔；其又將時枝誠記談客觀表現的「詞」被主觀的「辞」包攝的問題意識

與西⽥田的包攝概念作出比較，問題意識相當明確。︒但，淺利並未將西⽥田哲學概念的位置置入

⽇日本語的全體構造中進⾏行闡述，僅零星將格助詞的職能做出區別。︒又，雖然論及三上章，但

也多單只解說三上的⽂文法理論，沒有我們期待⾒見到與西⽥田哲學的相互比較。︒因此，這個做出

連結的⼯工作，可以說是還留待著後⼈人來完成。︒ 

    接著不得不提的是《場所の⾔言語学》這本由岡智之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我在第四章將會

對這本著作所蘊含的問題作更進⼀一步的提問，這裏只做簡單說明。︒岡氏受到淺利的影響，但

是不同於淺利的背景，岡氏是正統⽇日本語學出身的研究者，因此對於⽇日本語法的語法構造也

⾃自然有著更為深入的理解。︒其提倡「場的⾔言語學」，研究成果便表現在此著作之中。︒岡氏於

第⼀一章開宗明義便提及做為理論基盤的「場所的哲學」主要是建⽴立在西⽥田幾多郎的「場所的

邏輯」、︑中村雄⼆二郎的「場所論」以及城⼾戶雪照的「場所的哲學」上⾯面。︒當然，後兩者的理

論基盤，依然是西⽥田哲學。︒我們透過岡氏的著作可以發現，他進⼀一步地具體對「は」與主述

問題兩者三上⽤用⼒力最深的部分作出考察，並援引場所的邏輯以作為理論基礎。︒如岡氏考察主

語需要與否的問題，做出了「因為有場故不需主語」的結論，抑或在其書的第六章中直接規

定「は」為概念的「場」，在在都是正⾯面向⽇日本語的構造發起場所邏輯的衝擊。︒在類似的研

究中，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不過，岡氏站在語⾔言學做為研究基礎的⽴立場上，沒有更進⼀一步

地將西⽥田哲學中對於「實在」的詮釋做出哲學的發揮，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探索的部分。︒具體

地說，除了場所邏輯在語⾔言學研究的應⽤用，我們更可以反過來揭⽰示以「は」為代表的⽂文法概

念在西⽥田哲學中的位置——這也是我們所正在試著去努⼒力的。︒ 

    我最終的⽬目的是試圖說明⽇日本⼈人的思維模式就隱藏在他們的⾔言語構造之中。︒透過三上的構

⽂文論，可以釐清西⽥田與⽥田邊為什麼會邁向兩條不同的路，並透過西⽥田與⽥田邊爭論的核⼼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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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過來也能提供三上的構⽂文論⼀一個邏輯上的基礎，這個邏輯是隱藏在⽇日本⼈人精神構造中「無」

與「有」相互限定的⽭矛盾性格。︒究明思維的構造之後，我也試圖對在現代⽇日本⼈人無限上綱媒

介「は」的⽀支配⼒力⽽而極⼩小化個物的性格做⼀一個批判。︒這我會援引丸山對全體主義及國體的批

判，傳達⼀一個事實：這⼀一股在⽇日本⼈人身⼼心深處的暗流確實需要被改變。︒ 

    但，我們依然要相信，只有突破了所謂「邏輯」之限制的⼈人，才會去相信語⾔言的底部，

不，去相信⼈人的思想就藏在語⾔言之中——⽽而我們所經驗的世界，不，應該是說我們身為經驗

⾃自身的思考模式，就是解開那祕密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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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丸山真男的亡靈 

    私と汝とは同じく歴史に於てあり、︑､歴史によって限定せられた。︒｡ 

  （我與你在歷史中同在，因歷史⽽而被限定。︒｡） 

丸山真男意味著⼀一套⽅方法 

    這個題⽬目，我必須從丸山真男開始談。︒我也必須把丸山的亡靈從《⽇日本の思想》中再⼀一次

呼喚出來，並且是以他所期待的⽅方式。︒⽽而那⽅方式只能是⼀一種對所謂「⽇日本的思想」所進⾏行的

無⽌止盡地批判。︒正如同丸山所憂⼼心的⼀一樣，他所期待的那種對於「⽇日本思想史」的通觀性、︑

包括性的研究，在他歿後將近20年的現在依然貧弱。︒冠上「⽇日本思想史」的著作，流於對各

個時段代表的思想家與民眾思想的羅比排列，「記」是做到了，卻並未有「述」。︒這顯然僅

僅是⼀一般「通史」性的作品，⽽而並沒有碰觸到丸山所期待的、︑能夠貫穿「⽇日本」這⼀一個時空

概念的、︑深埋在⽇日本⼈人精神底層的「思想構造」。︒更進⼀一步地說，是那「思想構造」的核⼼心

究竟為何。︒「核⼼心」如何推動「構造」︖？⽽而「構造」又如何對核⼼心進⾏行超越︖？我們綜觀丸山

的所有著作，會發現他的研究歷程中不斷試圖解明的，正可以歸結為這兩個根本問題。︒ 

    那麼，關於這兩個問題，丸山⾃自⼰己又是如何看待的︖？我們可以從其所揭露⽇日本近代化過程

中「精神」與「制度」的相互對⽴立中略窺⼀一斑。︒丸山認為當制度背後國家所代表的巨⼤大⼈人格

被神化之後，⼈人情發揮的⾃自由將會被扼殺。︒⽽而這兩者的對⽴立⽭矛盾卻並存在「⼈人」之中⽽而互相

拉扯，朝向同⼀一⽬目的⽽而去。︒丸山本身是對前者有所批判的，⽽而在這個批判之中，我們可以找

到丸山思想中對全體主義持反論態度的線索。︒了解了這點，有助於我們展開接下來所引伸的

討論。︒ 

    我們剛剛提到，「制度」與「精神」的⽭矛盾在「⼈人」之中彼此拉扯。︒「⼈人」擁有作為理解

「制度」、︑「精神」雙反構造的基點的價值，但這個問題丸山在《⽇日本の思想》之中並沒有

從哲理上做出根本的深入探討，⽽而是將其留到了晚年所發表的＜忠誠と反逆＞這篇論⽂文做了

⼀一個總結。︒這篇⽂文章最重要的也是⼀一組雙反概念，即「忠誠」與「反逆」，丸山提到其撰寫

此⽂文正是為了以「⾃自我（じが）」為中⼼心，究明「⾃自我」如何⾯面對「超越」⾃自我的原理，抑

或⾃自我所屬的上級者、︑集團、︑以及制度——甚至是對於「⾃自我」本身，也能列入探討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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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丸山⾃自身將這篇論⽂文分為三個主軸來思考，其中第三軸段即是「對以⾃自覺的形式表明37

的忠誠與反逆的哲學乃至於理論的檢討」。︒為了讓丸山的關⼼心和之後談及西⽥田與⽥田邊的論爭

時能更好地做起⼀一個連結，我們探討的重⼼心也將放在這個理論推敲的第三軸段。︒那麼，具體

地來說，「忠誠」與「反逆」對於「⾃自我」來說有著什麼樣的關聯與性質︖？為什麼丸山將其

形容為「⾃自覺（じかく）」的表現︖？這邊丸山所談的「⾃自覺」相當重要，可以說，這個⾃自覺

的性質關乎丸山如何解釋⼈人的存在與世界的關係。︒討論這個「⾃自覺」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忠

誠」與「反逆」在歷史世界中的表現形態。︒

    それはもともと武⼠士的結合の本質が、︑､主⼈人と従者との間の、︑､どこまでも具体的＝感覚的

な⼈人格関係にあり、︑､忠誠も反逆も、︑､そうした直接的な⼈人格関係を離れて抽象的制度ないし

は国家にたいするものとしては考えられなかったからである 。︒｡ 38

  （那原本即是武⼠士結合的本質，是在主僕之間的，無論到哪都在具體的＝感覺的⼈人格關係

之中呈現，無論忠誠或反逆，⼀一旦脫離這般直接的⼈人格關係便不能夠思考抽象的制度乃至於

國家。︒）

    丸山觀察到，「忠誠」與「反逆」在武家政治形態最初具體地表現為對主⼈人的忠誠。︒忠

誠、︑反逆與否的判斷標準基本表現於是否對「主⼈人」有產⽣生「⼈人格上的侵害」。︒ 若有則以

不忠稱之，反之則嘉獎為「忠義」的⾏行為。︒在這個形態上，「忠誠、︑反逆」對個⼈人⽽而⾔言牽涉

到的最主要是「名譽與否」以及「利益」的問題，並沒有表現為對單⼀一國家概念或制度的絕

對服從，影響範圍也僅僅限於武⼠士與主君的「主—從」關係。︒⽽而這種個⼈人表現⾊色彩極其濃厚

的、︑專屬於武⼠士團體的「忠誠—反逆」結構，⼀一直延伸到江⼾戶時代後才產⽣生重⼤大的改變。︒德

川江⼾戶的幕藩體制之完成代表著武家政治的最⾼高峰。︒「多」的戰國時代在代表「⼀一」的德川

統治權⼒力落實後形成「制度化」現象，全般地將忠誠與反逆的概念下降到「庶民」，原有的

「忠誠」、︑「反逆」結構僵化形成「⼀一」對「多」的禁錮關係。︒忠誠與反逆的判斷⾛走到這個

 此處謂武⼠士結合的本質是主⼈人與從者之間的⼀一種具體的＝感覺的⼈人格關係，無論忠誠或反逆都不37

能離開這樣的⼈人格關係⽽而從抽象的制度來考慮。︒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東京：筑摩書房，
1998年），⾴頁9-10。︒

 同上，⾴頁16-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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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步已經並非單純地「名譽」與「利益」問題，⽽而是⼀一種對「公」的直接、︑無可背叛的承諾，

⼈人成為體系的⼀一份⼦子，無處逃脫。︒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選擇關係」邁向「義務關係」的

轉變，不，毋寧說原本是對「內⼼心⾃自我」的義務，變成了對「公」的義務，⽣生來即被規範所

制約。︒這個結構貫穿了整個德川時代，⼀一直到近代「⽇日本」的國家概念成⽴立後達到最⾼高潮。︒ 

    我們觀察「忠誠」與「反逆」原理在各個時間點的轉變，是基於⼀一種線性、︑歷史性的考

察。︒攤開歷史，乍看之下「忠誠」、︑「反逆」原理的基準似乎不斷在改變，是⼀一種後天的被

給與。︒但是如果僅是滿⾜足於這個結論，⽽而不做更深入的提問，我們就無法理解「忠誠—反

逆」構造何以有可能出現並且被接受為「⼈人」的根本屬性。︒為了對這個構造繼續提問，在這

邊丸山所提⽰示的、︑「歷史世界」的構造就具有相當重要的提⽰示作⽤用：

    

　　⼈人間はどんな場合でも、︑､「無」から思考し、︑､⾏行動しているのでなく、︑､⼀一定歴史的＝社

会的条件の下でそうしているが、︑､このような歴史的条件というのは、︑､たんに彼をとり囲む

社会的環境として存在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くて、︑､彼に先⾏行する歴史的時間において蓄積され

たさまざまの思考のパターンとして、︑､主体の内側に⼊入り込んでいる 。︒｡ 39

  （⼈人類無論在什麼樣的場合都並非由「無」開始思考或⾏行動，⽽而是在⼀一定歷史與社會的條

件下進⾏行。︒這樣的歷史條件並非僅僅是饒繞著其身邊的社會環境，⽽而包括了在其之前經由歷

史的累積的種種思考模式。︒主體的內裡便是被這樣的環境所影響的。︒） 

    對於「主⼈人」、︑「國家」乃至於「⾃自我」的「忠誠」，其實即是對於做為「公」的原理的

服從。︒「公」的原理我在此將它視為⼀一個「歷史」的陳述⽽而並非先天性的、︑不可改變的終極

原理，稍後我將對此做更詳細地說明。︒這邊必須注意的是為什麼我們說「⾃自我」亦是「公」

的原理︖？事實上，正如丸山所提到「⼈人」並非從「無」⽽而來⼀一樣，「⼈人」從⼀一出現在這個世

界中即被「歷史」的條件所制約⽽而成為「歷史」的「載體」，我們的教育、︑成長環境與性格

都是被做為「風⼟土」的歷史環境所影響。︒也因此我們無法單純作為個⼈人⽽而存在，必須持恆保

持與他者之間的張⼒力，⽽而照著由無數他者所組成的歷史河流所奔往的⽅方向⽽而被移動。︒但是

「⼈人」真的對於「歷史世界」毫無辦法，改變不了河流的流向嗎︖？對於我們的這個提問，丸

如引⾔言後所述，⼈人無論於什麼樣的場合都是在歷史＝社會的條件下思考及⾏行動，⽽而非由「無」。︒同39

上，⾴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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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思想其實有相當積極的表現。︒這個關鍵就在於「反逆」的概念，「反逆」的「可能性」可

以說是丸山反歷史的、︑最重要的思想底蘊。︒「⼈人」由於擁有「反逆」的可能性，反過來地可

以對「歷史」世界進⾏行限定。︒儘管「反逆」的直接性更為強烈，但「忠誠」與「反逆」表現

為對命定論的否定，倡議「⼈人」能夠⾃自由地選擇屬於⾃自⼰己的「⼈人⽣生」，也就是說，「忠誠—

反逆」構造事實上是「流動的」⼀一組辯證邏輯，具有很強的動性，事實上，「忠誠」與「反

逆」都奠基於⼈人有⾃自由選擇能⼒力的可能性之上。︒也就是說，「忠誠」與「反逆」這⼀一組雙反

概念彼此若沒有彼此，都將不再可被考慮，進⽽而失去⽴立腳點。︒這組概念彼此在對⽅方的最底部

看到⾃自身，通過彼此的⽭矛盾⽽而進⾏行限定，不斷產⽣生變化。︒丸山正是站在這個⽴立場上⽽而理解到

「批判」才是「⼈人」內在的根本原理。︒丸山終其⼀一⽣生不斷對作為表象的「愚忠」進⾏行批判，

實實在在地給了「逆反」⼀一個存在上的積極意義。︒丸山將「⼈人」的本質界定為⽭矛盾，我們在

此處驚訝地發現了丸山的思考在其底部有著⼀一貫的脈絡，構成⼀一個套體系，⽽而從哲理的層⾯面

來對這套體系進⾏行理解，⽽而這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事實上我們在觀察⽇日本的諸多⾯面向都能

夠⾒見到能夠被丸山的這套思考邏輯所批判的部分，我們在接下來的⼩小節，也準備就不同的⾯面

向來探討丸山的批判是能夠如何地對向⽇日本⼈人思考中的「忠誠與反逆」問題。︒ 

平庸與承認不安的⽇日本社會 

    近年來，⽇日本社會上對於⽇日本⼈人的「平庸化」問題興起了許多檢討的聲⾳音，這個問題會引

起激烈的討論顯然是受到了已故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23-2015）的「⽇日本平庸論」的影

響，⽽而諸如⽇日本的知名經濟學家⼤大前研⼀一（1943- ）也批判⽇日本已陷入低欲望社會，⽇日本⼈人

胸無⼤大志，表現如⼀一灘死⽔水。︒這些批判也是因應著⽇日本近年來經濟的不振⽽而發，進⽽而檢討到

社會問題。︒在社會⽅方⾯面，⽇日本⼈人亦透過各種問題對⾃自身社會的「病態」進⾏行檢討。︒如舞⽥田敏

彥（1976-）便以「絕望之國」⽃斗⼤大標題對⽇日本年輕⼈人⾃自殺率居⾼高的問題進⾏行探討，認為⽇日

本年輕⼈人在凝滯的社會中感覺不到對未來的「希望」，進⽽而選擇⾃自我了斷⽣生命 。︒又，201540

年⽇日產電影「預告犯」針對⽇日本社會的就職與派遣問題做出針砭，引起了廣⼤大的迴響。︒這背

後其實也是⽇日本社會極度要求按部就班的「同⼀一性」邏輯潛藏於其中。︒再者如⽇日本的「いじ

 舞⽥田敏彥，<絶望の国 ⽇日本は世界⼀一「若者⾃自殺者」を量産している>，參照：http://president.jp/40

articles/-/17058?pag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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め問題」（霸凌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到諸如保坂展⼈人（1955-）、︑內藤朝雄（1962-）、︑森

⽥田洋司（1941-）等等，相當多數量的政治家、︑學者、︑⽂文學家相繼檢討這樣的社會現象。︒我

們以上提到的諸多問題，雖然看似分散，但是我們若從歷史的脈絡出發思考，事實上可以⾒見

到⼀一條潛流伏藏於其中，即是⽇日本⼈人的個體對於作為「公之原理」的服從，即忠誠。︒總的來

說，問題其實就是出在於「公原理」對個⼈人之⾃自由意志的壓迫，在個⼈人與「公原理」產⽣生衝

突時，⽇日本⼈人往往選擇隱藏⾃自我⽽而進⾏行服從。︒長久便會造成個我性格的極端壓抑及失去，在

最極端的狀態下甚至會形成如上述我們所提到的⾃自殺問題。︒那麼，到底這樣的公原理是以什

麼形式出現︖？「公原理」事實上即是無數地個體所組成的意志總和，即社會習慣。︒但是這種

公原理在發展完成之後又會回過頭來對個體做出制限，如此的公原理可以說是社會、︑國家、︑

或著習慣、︑ルール（規則）等等，甚至語⾔言規則（如敬語）對於社會中的個⼈人有著強⼒力統制

⼒力的原理。︒原本公原理應該是要保障個⼈人的⾃自由意志，但在不同的社會，不同的群體意志會

形成不同的公原理。︒⽽而在⽇日本的場合，公原理在長成後的特⾊色——表現為個⼈人對⾃自身⾃自由意

志的壓制⽽而朝向公原理無批判地服從，這也是與歷史脈絡密切相關——這樣的構造，我們在

後⾯面談到丸山時會越來越明朗化。︒在此處我想先藉由藤井聰（1968-）以及山⽵竹伸⼆二

（1965-）的⼀一些議論出發，先探討這樣的構造到底為⽇日本社會帶來了什麼樣的原理性問

題。︒藤井在其《凡庸という悪魔——21世紀の全体主義》之中⾸首先確⽴立了⽇日本⼈人的「凡庸」

是由「全體主義」的思想所造成的，並對於這樣的「凡庸」給了以下的定義： 

    「凡庸な⼈人々」の重要な特徴は、︑､⽉月並みな陳腐さです。︒｡この⽉月並みな陳腐さがどこから

くるのかといえば、︑､彼⾃自⾝身が⾃自分⾃自⾝身の頭で判断するをやめ、︑､⼈人様が⾔言っていることをそ

のままオウム返しに繰り返す態度からやってきます。︒｡そして彼らは、︑､そんな「からっぽ」

さ故に、︑､全体主義体制下で「兎に⾓角、︑､全体に従うべし」という空気が存在していれば、︑､何

のためらいもなく、︑､あっさりと、︑､全体に従うことができてしまうわけです 。︒｡ 41

  （「平凡的⼈人們」的重要特徵即是經年累⽉月的陳腐。︒若說起這樣經年累⽉月的陳腐由何⽽而

來，即是由於其⾃自身放棄由⾃自身的腦袋⽽而判斷，僅僅是如同鸚鵡⼀一般照著別⼈人說過的話做過

 藤井聡，《凡庸という悪魔——21世紀の全体主義》（東京：晶⽂文社，2015），⾴頁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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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而⾏行動這樣的反覆態度所導致。︒⽽而其由於這樣的「空洞無思考」⽽而在全體主義的體制下

遵循著「總之先依照群體⽽而做事」的空氣⽽而毫無猶豫及思考、︑單純地依照全體⽽而⾏行事。︒） 

　這事實上是⼗〸十分嚴重的批判，藤井認為⼈人們照著社會全體的「空氣」⽽而⾏行動，⽽而不去思考

這些⾏行動背後是否合理以及有著什麼樣的意義，隨著年⽉月的流逝最終將會造成「思考停⽌止」

的問題，⽽而這樣的「思考停⽌止」甚至無法恢復，因為⼈人們從根底上便已經喪失了思考的能⼒力

（inability to think）。︒在⽇日本社會中，⼈人們不斷地讀著周圍的空氣，不斷地遵從著ルール

（規則），但是並不會去想這些空氣與ルール是如何產⽣生，以及為什麼要遵從它。︒這是因為

⽇日本⼈人拒絕在群體之中成為異類，並不想被別⼈人以異樣的眼光看待。︒理想的⽣生活，就是好好

地做個平庸的サラリーマン（上班族）。︒確實，⽇日本上班族的「複製⼈人現象」已經成為社會

問題之⼀一，⽇日本⼈人⾃自從⼤大學畢業以後開始就職，進入會社⼯工作，從此就開始數⼗〸十年同⼀一的職

涯。︒變換職業這種事情在⽇日本來說也相當地稀少，⽽而這些穿著⼀一樣的西裝，以⼀一樣的⽣生活模

式⽇日復⼀一⽇日地⼯工作著的中產階級，就是⽇日本社會的主要組成份⼦子。︒在身邊「空氣」與「ルー

ル」的夾擊之下，再經由個體之間彼此對於空氣的互相分享，⽇日本⼈人於焉「思考停⽌止」——

喪失了⾃自我的個性。︒但是，問題在這邊來了，那就是為什麼我們要批判全體主義︖？為什麼思

考停⽌止就⼀一定是需要被改正的︖？難道順從著「空氣」的權威⽽而⾏行動便是不好的嗎︖？對於這個

問題，藤井從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 1906-1975）的思考中得到線索，認為「平庸」的

思考本身即是⼀一種被表現出來的「惡」。︒這是由於當社會全員⼀一旦陷入全體主義的框架⽽而停

⽌止⾃自我進⾏行思考，那麼便只能依照位於上層的「共同體」、︑「國家」甚至「獨裁者」的意志

來⾏行動。︒那麼，上層的意志既然能直接透入停⽌止思考者的軀殼，⾃自然停⽌止思考者也必須承擔

起上層者的意志所帶來的責任，換句話說，如果上層的意志表現出了「惡」的性質，那麼停

⽌止思考者由於其做出了「讓上層意志⾃自由進入⾃自身⽽而不反抗」的「決定」，⾃自然也與「惡」

脫不了關係。︒藤井提到，在政治上服從與⽀支配事實上是等價的： 

    独裁者は「思考停⽌止」に陥ったまま⼤大衆迎合主義で導かれる政治⽅方針をそのまま声⾼高に

叫び続け、︑､それを強⼒力な意志の下、︑､断⾏行するという「芝居」を打ち続けます。︒｡⼀一⽅方で、︑､⼤大

衆⼈人たちもまた「思考停⽌止」に陥って、︑､そんな独裁者熱狂的に⽀支持、︑､⽀支援すると共に、︑､そ

の独裁者の命令に徹底的に付き従う歯⾞車となっていきます。︒｡こうして全員が思考停⽌止に陥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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たことことで形成され、︑､そして、︑､あらゆるテロルを粛々と⾃自律的に遂⾏行していくようになっ

てしまった「巨⼤大殺戮マシーン」——それが、︑､全体主義体制というものなのです 。︒｡ 42

 （ 獨裁者在思考停⽌止的狀態下不斷地⾼高揚依照⼤大眾迎合主義所制的政治⽅方針⽽而⾏行動，在那

樣強烈的意志之下，不斷地實⾏行演藝。︒另⼀一⽅方⾯面⼤大眾也陷入思考停⽌止，在狂熱地⽀支持那樣的

獨裁者的同時成為徹底遵從獨裁者命令的齒輪。︒如此這般全員都陷入思考停⽌止得諸般事狀不

斷形成，⽽而所有的暴⼒力都在巨⼤大的殺戮機器下⾃自律地進⾏行——這樣的機器便是全體主義的體

制。︒） 

　在這樣的思考背後潛藏的其實並不是思考停⽌止，⽽而是說思考停⽌止的⼈人下了⼀一個最糟糕的決

斷，即「⾃自⼰己決定讓⾃自⼰己思考停⽌止」。︒⽽而⽢甘於做上層意志的齒輪⽽而被順著轉動，質⾔言之，這

也可以算是⼈人們對⾃自⼰己⾃自由意志的抹殺，這樣⼦子的思考停⽌止者否定了⾃自⼰己的天賦，也否定了

⾃自身具有向上層意志否定的能⼒力。︒⽽而更進⼀一步地說，這不但否定了⾃自我，同時這樣⼦子的否定

會更加地加強公原理的「空氣」，由此也加強了對其他個體壓制的⼒力道。︒在這邊提的這種壓

制就是藤井所批評的「テロル（暴⼒力）」，⽽而這樣的「テロル」在社會構造中表現出便會形

成「いじめ（霸凌）」的問題。︒藤井提到，「いじめ」在⽇日本作為被廣泛討論⽽而急需解決的

社會問題，事實上是與「テロル」同義的。︒上至社會下至學校的班級，只要是在群體之中與

他⼈人不同的、︑被團體認為是不能夠讀到「空氣」的異類存在者，便會被其他「順從空氣」的

個體聯合起來以團體的⽅方式霸凌。︒這是由於在這種構造下，「公原理」已經脫離了個體⽽而成

為不可忤逆的存在，在這種狀態之中若出現了有可能破壞、︑逆反公原理的聲⾳音出現，那麼「公

原理」為了避免⾃自身構造被破壞的危機，便會以「公原理」的威權要求群體中順從公原理的

個體⾏行動以打壓異端的存在。︒在這裏，「反逆」的可能性最⼤大限地被取消，⽽而只要求個體展

現絕對服從的「忠誠」，社會於焉被⼀一元化⽽而形成⼀一頭巨獸。︒ 

    我們談到⽇日本的社會在全體主義影響下形成⼀一頭無法容納異質思考的巨獸，個體在這個構

造中被強⼒力壓迫著。︒但是，⽇日本⼈人難道都沒有反抗的意識嗎︖？我們剛剛援引藤井，從宏觀的

角度談了全體主義的問題。︒接下來我們要提的是山⽵竹伸⼆二所主張的「承認不安」，這是從個

體的角度來談的。︒山⽵竹認為現代是極度渴望來⾃自他⼈人的認同的年代，害怕來⾃自於他者的批判，

 同上，⾴頁75-7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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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過度抑制⾃自⼰己的⾃自然感情與欲望，以達到與周圍⼈人的同調 。︒⼈人⼀一旦被社會排除，便會喪43

失在社會中⽣生存的⾃自由⾏行動性，⽽而陷入不安與恐懼。︒山⽵竹提到，這樣的狀況在⽇日本特別顯著，

⼈人們為了獲得他⼈人的承認⽽而不斷地進⾏行名為「空虛的承認遊戲」這樣的⾏行為。︒這樣的⾏行為尤

其是發⽣生在⾃自⼰己身邊彼此互相能夠對⾯面的「知⼈人」之間。︒⾃自身的價值，必須得通過來⾃自他⼈人

的讚賞與判斷才能夠成⽴立： 

    求められているのは「⾃自分は価値のある⼈人間だ」という証であり、︑､その確証を得て安⼼心

したいがために、︑､⾝身近な⼈人々の承認を絶えず気にかけ、︑､⾝身近でない⼈人々の価値を貶めよう

とする。︒｡⾒見知らぬ他者を排除することで、︑､⾃自らの存在価値を保持しようとする。︒｡たとえそ

れが悪いことだと薄々気づいていても、︑､仲間から⾃自分が排除されることへの不安があるた

め、︑､それは容易にはやめられない。︒｡そして底なしの「空虚な承認ゲーム」にはまってしま

うのだ 。︒｡ 44

  （被追求的是「⾃自身是有價值的⼈人」的證據，為了得到那個證據⽽而安⼼心不斷地追求周遭⼈人

的認同，⽽而貶低與⾃自身並無直接關係的⼈人的價值。︒藉由排除陌⽣生⼈人以保持⾃自身的存在價值。︒

即使有察覺到這樣是不好的事情，但由於害怕被同伴排擠，並沒有辦法簡單地停⽌止這樣的⾏行

為。︒⽽而演變成無底的「空虛承認遊戲」。︒） 

　這段是在說，⼈人不斷由他⼈人的認同以獲得⾃自身的價值承認之同時，又同時排除非⾃自身所認

定的「知⼈人」範圍內的其他個體，這在同時也是對於範圍外他⼈人的暴⼒力。︒這種結構可以隨著

個體⼀一路向上擴⼤大到班級、︑學校、︑公司、︑以至於社會，是⼀一種重層構造的不斷向上。︒這種「請

求認同」與「認同給予」的動態不斷地發展，就是山⽵竹所謂「空虛的承認遊戲」。︒但，我們

不能僅僅停留於此，還應該要更進⼀一步追問⼈人為什麼會有「承認的不安」。︒我們知道，⼈人之

所以試圖獲得來⾃自於他⼈人的承認，是為了追求「⾃自我的價值」，⽽而重點便在於這種價值儘管

來⾃自於外部，但卻是專屬於⾃自我的價值。︒也就說，⼈人的內部在順從「公原理」以追求外部的

 如下⽂文所述，要⾔言之，為了證明⾃自我是有價值的，⽽而不斷地排除除了⾃自身周圍以外的他者，⽽而可43

望從身邊的⼈人獲得認同。︒山⽵竹伸⼆二，《「認められたい」の正体——承認不安の時代》（東京：講
談社，2011），⾴頁130。︒

 同上，⾴頁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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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之同時，事實上底部是蘊藏著「個⼈人」之所以作為「個⼈人」的「⾃自我認同」要求，

我們將這樣的要求稱之為「⾃自由」。︒或許應該說，⼈人本來便有著「⾃自由」的天賦，但是卻在

共同體的重重網絡下被限制⽽而無法徹底發揮，但這並不意味著⼈人便喪失了追求「⾃自由」的能

⼒力。︒儘管決定「停⽌止思考」，其背後還是預設著「我」是能夠做決定的主體。︒⽽而若將這樣的

「⾃自由」放在「共同體—個⼈人」構造下來談，這樣的「⾃自由」就能擁有選擇「忠誠」抑或

「反逆」的意涵。︒我在此試圖要說的是，儘管承認不安是⼈人類社會共有的問題，但⽇日本⼈人在

這樣的基礎下更進⼀一步地放棄了個⼈人的⾃自然欲望與創造⼒力，順從空氣⽽而甚至「拒絕」⾃自⾏行思

考，這意味著對⾃自由的⾃自我放棄。︒我們在之後的章節會經由批判「共同體的集合意志」，也

就是透過批判創造出空氣的主體，進⽽而揭⽰示共同體與個⼈人在世界中的平等，以試圖揭⽰示「個

⼈人」能夠在⾃自我內在中所蘊含的「普遍性」中得到⾃自由的可能。︒ 

     

であること・すること 

    在上節，我們談到了⽇日本⼈人在共同體中停⽌止了思考，這是被「全體主義」的思想所統制。︒

那麼，這是只有現代社會的問題嗎︖？不，這個現象依然可以從歷史中看到那股潛流，不⽤用說，

可以反映在丸山所談的「忠誠」與「反逆」的張⼒力構造之中。︒當「反逆」的部分被壓到最⼩小

限，便形成了「思考中⽌止」的狀態。︒這是古代「武⼠士」與「主君」之關係的擴⼤大化。︒從主君

——國家——到現在是代表⽇日本的「社會」，忠誠與反逆的動態結構也是不斷地進⾏行了轉

變。︒當然，我們並不是要說「忠誠」與「反逆」的構造只能夠⽤用來解釋「政治」或「社會」

對上「個⼈人」的張⼒力，事實上我們僅僅是要藉由這樣的構造來解明「個⼈人」對於來⾃自非我的

「他者」可能擁有什麼樣的態度。︒⽽而事實上便如同丸山所說的⼀一般，「忠誠」與「反逆」雖

然是相對概念，但是彼此並沒有⽭矛盾，⽽而毋寧說事實上「忠誠與反逆」的構造直接揭⽰示了⼈人

的⾃自由性，⽽而由於⼈人隨時都擁有「忠誠」與「反逆」的對象，故⽽而此對象亦是⾃自由之所以能

夠是⾃自由的、︑⽤用來藉以彼此彰顯的媒介者。︒那麼，這樣的構造分別以什麼樣的⽅方式被表現出

來︖？「忠誠」與「反逆」背後可能有著什麼樣的邏輯︖？這讓我們想到丸山所曾經提過的「す

ること與であること」在思考⽅方式上的不同。︒就丸山使⽤用脈絡⽽而⾔言，兩者的差別其實並不難

理解。︒「であること」與「すること」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意味著⼈人的固定的「身份」抑或

「職權」，事實上即是⼈人的固定「位置」與「價值」，「であること」缺乏流動性⽽而是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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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是個⼈人原本的定位。︒那麼這是由何者來界定︖？⾸首先是由「共同體」所代表的意志來賦

予個⼈人「である」的判斷，再第⼆二個層次上，也需個⼈人「認同」這項位置的安排才算完成。︒

那麼，後者的「すること」又是怎麼⼀一回事︖？「すること」著重的層⾯面與「であること」不

同，「すること」依照個⼈人主體的⾃自我意向，試圖去改變原本固定不變的狀態，意味著⼀一種

「新認識」的創造，個⼈人可以在「すること」的事態完成之中確⽴立新的身份。︒這種思考⽅方

式，事實上也能夠在古代⽇日本的社會中找到端倪： 

    ⼈人々のふるまいも交わり⽅方もここでは彼が何であるかということから、︑､いわば⾃自然に

「流れ出て」きます。︒｡武⼠士は武⼠士らしく、︑､町⼈人は町⼈人にふさわしくというのが、︑､そこで基

本的なモラルであります。︒｡「権利のための闘争」どころが、︑､各⼈人がそれぞれ指定された

「分」に安んずることが、︑､こうした社会の秩序維持にとって⽣生命的な要求になっておりま

す 。︒｡ 45

  （⼈人與⼈人之間的舉⽌止與交流都是由其究竟是什麼為因緣，也就是說⾃自然地「流露」。︒武⼠士

像武⼠士的樣⼦子，町⼈人也與町⼈人相應，這便是基本的道德。︒「為了權利的⾾鬥爭」姑且不論，⼈人

們在各種被指定的「分」上安定不變，成為對社會的秩序維持來說的⽣生命的要求。︒） 

    丸山在此提到⼀一個重點，「である」思考⽅方式的最重要機能即是確定不同個體在同⼀一社會

中所應有的位置。︒這在古代是為了確認主君統治以及社會階級的安排所不可或缺的思考⽅方式。︒

但，隨著時代逐漸改變，古代封建社會崩潰轉⽽而進入現代的社會型態，加上⼈人際關係益趨複

雜，⼈人們開始朝向「職責劃分」的思考⽅方式前進。︒也就是說，由於代表近代社會特徵的機能

集團如公司、︑政黨、︑組合、︑教育團體等等的出現，⼈人們開始以「⽬目的追求」的基點來劃分彼

此的關係，這樣的「⽬目的追求」背後，便隱含著社會向「する」邏輯的改變。︒但儘管丸山認

為有這個趨勢，但就實際上來說，如同我們剛剛提到的⽇日本社會的平庸化、︑在公的原理下被

剝奪個性，順從著空氣⽽而⾏行動，事實上其背後依然是有著強⼒力的「である」邏輯在作動，⼈人

們順從「公原理」所配給的位置⽽而安於其分⽽而停⽌止思考——我們都知道「思考停⽌止」事實上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頁175-17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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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意味著主體性的放棄，也可以說是對「する」邏輯的拒否。︒⼈人們被困在「公原理」——⽤用

丸山的話來說，被困在「物神化」的制度之中： 

    民主主義というものは、︑､⼈人民が本来制度の⾃自⼰己⽬目的化——物神化——を不断に警戒し、︑､

制度の現実の働き⽅方を絶えず監視し批判する姿勢によって、︑､はじめて⽣生きたものとなり得

るのです。︒｡それは民主主義という名の制度⾃自体についてなによりあてはまる。︒｡つまり⾃自由

と同じように民主主義も、︑､不断の民主化によって⾟辛うじて民主主義でありうるような、︑､そ

うした性格を本質的にもっています。︒｡民主主義的思考とは、︑､定義や結論よりもプロセスを

重視することだといわれることの、︑､もっとも内奥のいみがそこにあるわけです 。︒｡ 46

    （所謂民主主義就是⼈人民不斷地對制度的⾃自我⽬目的化以及物神化進⾏行警戒，⽽而對制度在現

實的活動⽅方式不斷地進⾏行監視與批判，並因此⽽而得以存在。︒那是名為民主主義的制度⾃自身的

條件。︒也就是說民主主義經由不斷的民主化⽽而實現才終於能夠成為民主主義，這樣的特性是

其本質。︒也可以說即是⾃自由。︒比起定義與結論更為重視進程正是民主主義思考最重要的內

涵。︒） 

　民主主義發源於⼈人的⾃自由，是⼈人之⾃自由本性的呈現。︒這樣的民主顯然是對抗於極權的，丸

山提到⼈人民站在民主主義的⽴立場之上，應該要對於制度的「物神化」隨時保持戒⼼心，這是什

麼意思︖？即是在「公—私」的構造之中，要保證「公的原理」無法膨脹到統治個⼈人⽽而不接受

個⼈人意志限制的程度。︒丸山認為，這種奠基於個⼈人⾃自由的民主主義思考，比起定義和結論更

為重視思考的過程，這顯然是對「である」邏輯的⼀一種反抗。︒在此我們能夠理解到丸山所畏

懼的其實便是極權主義對個⼈人的統制，害怕的是個⼈人在全體主義之中被抹殺掉個性。︒丸山在

其諸多著作之中，時常維持著對政治層⾯面的批判意識，要批判的對象便是這種「物神化」的

制度。︒這是由於「制度」或著甚至「公原理」⼀一旦進⾏行了「物神化」，那麼便將會產⽣生「暴

⼒力」的問題。︒此處所說的「暴⼒力」意味著當你受到⼀一個原理統制，⽽而你卻無法以⾃自⼰己的⼒力量

接近抑或影響這項原理的狀況。︒在這之中也內藏了⼀一種關係，即你的存在是能夠被此「公原

理」包攝，抑或是排斥這項公原理。︒被「物神化」的公原理是無法接受被排斥的異質存在於

 同上，⾴頁17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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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空間之內的，這是⼀一種非友即敵的關係。︒當然，這種由「物神化」的制度對個體所產

⽣生的「暴⼒力」並不直接意味著將個體消滅，⽽而是說⼀一種將其影響⼒力最⼩小化的壓迫，也就是開

頭所提到的「平庸化」現象。︒壓制個體的性格，⽽而使其順從空氣⾏行動，這種暴⼒力呈現的是由

於⼒力的不均衡所產⽣生的「⽀支配」現象。︒⽽而就丸山來說，要避免這種現象，最有⼒力的⽅方法便是

「民主主義」的真正貫徹，以達到共同體的「公原理」能夠轉換為媒介性的「公共性」⽽而存

在： 

    公共性は、︑､共同体のように等質な価値に充たされた空間ではない。︒｡共同体は、︑､宗教の価

値であれ道徳的・⽂文化的価値であれ、︑､共同体の統合にとって本質的とされる価値を成員が

共有することを求める。︒｡これに対して、︑､公共性の条件は、︑､⼈人びとのいだく価値が互いに異

質な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公共性は、︑､複数の価値や意⾒見の＜間＞に⽣生成する空間

であり、︑､逆にそうした＜間＞が失われるところに公共性は成⽴立しない 。︒｡ 47

  （公共性並不是如同共同體⼀一般被等質的價值所填滿的空間。︒共同體追求無論是宗教的或

道德的、︑⽂文化的諸般能夠統合共同體並令成員所共有的本質性價值。︒相對於此，公共性的條

件則是令⼈人與⼈人之間所抱持的不同的、︑異質的價值與意⾒見能夠進⾏行互換，並在這些複數的價

值之間⽣生成名為<間>的空間。︒反過來說失去了這樣的<間>則公共性便不成⽴立。︒） 

　相對於成員共享絕對價值的「共同體」構造，「公共性」擁有令⼈人們在差異中能夠保持同

⼀一的作動⽅方式。︒⼈人們彼此的獨特性格在喚做「公共性」的「間」中形成⼀一種交流的場域，⽽而

彼此經由共識的達成以維繫群體間的和諧，這種思維⽅方式顯然能夠相對避免暴⼒力的可能性。︒

回過頭來說，由於公共性並非「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同⼀一性的空間，因此並不會如共同

體的⼀一般地追求「⼀一元的・排他的」歸屬（belonging），⽽而是另⼈人們在複數的集團中能夠以

多元的關係⽅方式存在(affiliations） 。︒透過這樣的觀點可以知道，國民國家起始的社會構造48

若是以「共同體」的⽅方式表現，那麼便會隨著這樣的社會逐漸成熟⽽而導致丸山所擔憂的「物

 斎藤純⼀一，《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0），⾴頁5。︒47

 同上，⾴頁6。︒這裏提到的「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即是英⽂文的“identity”，是放在追求對⼀一個「相同48

的規範」、︑「同⼀一性」的脈絡下使⽤用的。︒事實上，若使真的要使⽤用”identity“也並非不可，但出發點
必須⾸首先是個⼈人對個⼈人⾃自我的”identity“才⾏行，⽽而並非追求抹殺⾃自我的共同體”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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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化」制度，進⽽而壓迫個⼈人。︒個⼈人基於⾃自由天性的表現形態之⼀一的「反逆」可能亦會被極⼩小

化，⽽而直接關聯到「忠誠」的極⼤大化。︒這是群體對個⼈人的壓迫，對這種壓迫的批判是丸山⽅方

法學的真意，丸山的批判事實上也是期待⼈人們能重新收回「忠誠」與「反逆」的決定權，從

「である」思考轉變為「する」思考。︒ 

     

丸山的⽅方法學為我們帶來了什麼 

    在本章的最後⼀一個⼩小節，我打算談談丸山的⽅方法學可以提供給我們這篇⽂文章什麼樣的思想

資源。︒本⽂文的題⽬目為「「は」の根本問題 —三上章と西⽥田哲学の対論における⽇日本霊性

—」，乍看之下，似乎與丸山真男並沒有太⼤大的關係，那麼，特地闢⼀一專章討論丸山真男的

必要性就可能成為⼀一個問題。︒不過，我在這邊提到丸山，並不是要對丸山的整體學問做出評

價或說明，⽽而是希望能夠藉由丸山的問題意識來點出本⽂文的問題意識所在。︒這個問題意識講

明了就是「對於壓迫個體之全體主義的批評」。︒這種構造的表現在⽇日本思想史中屢⾒見不鮮，

可以說是⽇日本⼈人精神構造中的其中⼀一道潛流，我們可以這樣講：潛藏在⽇日本⼈人構造中的「無」

思想之根源，若不被看⾒見⽽而僅僅讓「有」的部分現前，便容易形成⼀一種不變的對「有」擁有

著絕對權⼒力（power）的誤解，丸山認為應該讓「個體」找回屬於⾃自我的⾃自由意識⽽而避免被

絕對統制的狀態。︒這也正是本篇⽂文章所試圖以多樣進路來探討並批判的問題。︒以下我準備⼤大

致地說明⼀一下這些進路。︒ 

    ⾸首先是本⽂文所關注之「は」的性質問題，這個問題以導論為開端，並且主要將在第四章被

處理。︒如同導論中已經點出的⼀一般，「は」身為係助詞，對於格助詞既能夠取代也具有統制

性格，⽽而又可以身為主題⽽而直接處理與多個述語間的關係。︒那麼，顯然這樣的主題「は」也

就是身為「公原理」⼀一般的存在，⽽而佔據主導的地位。︒在這裡我們就可以透過丸山的問題意

識，來去探討說這樣的「は」所代表的單位有沒有可能是超越了原本的權能⽽而達到「物神化」

的狀態，⽽而事實上這也牽涉到了「は」的取代問題。︒這是什麼意思︖？也就是說，可能我們會

問的是被「は」所取代的格助詞是否消失︖？再者，「は」所揭⽰示的主題是否即在現實世界中

具有絕對的權威︖？前者的問題我們將會在最後⼀一章再度提及，⽽而在後者來說，是屬於意義的

問題，⽽而非意識的問題。︒我們在這邊探討的是「は」在⽇日本語「構造」中、︑在「意識焦點」

上是否具有其專制性︖？「は」是否獨占了述語事象的解釋權︖？格助詞與述語的關係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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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這些問題，都隱含有丸山的⽅方法意識在內裡。︒再者，我們後⾯面將會提到⽥田邊元的「種

的邏輯」，⽥田邊提出了「個—種—類」的世界構造，在⽥田邊的思想中，「種」具有其社會

性，個別的「個」若要與普遍的「類」進⾏行結合，則⾸首先必須透過媒介的「種」。︒就⽥田邊⽽而

⾔言，若是「個」與「類」無媒介地結合，這種思考邏輯即是捨棄了⼈人間存在的現實樣態的、︑

神秘主義的空理罷了 。︒誠如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共同體」與「公共性」之原理的差別，抱49

持著丸山的問題意識，有助於我們分解⽥田邊的「種」究竟帶有何者的性質，並釐清⽥田邊的思

考擁有什麼樣的可能。︒我們嘗試沿著丸山的問題意識不斷設問，來去探討⽇日本思想中可能有

的兩條路數。︒我們如何達到超越︖？⼀一者能直接由⾃自我的內在進⾏行超越⽽而契合，⼀一種必須藉由

社會乃至於國家的媒介物來幫助我們完成。︒可以說，藉由丸山的批判，我們才能夠去解放存

在於個⼈人底部的⾃自由，進⽽而藉由「我與你」之間⾃自由的交流以達成「公共性」的完成。︒ 

    我們在前⾯面不斷地談到⼈人的「⾃自由」，強調個⼈人的選擇能⼒力不應被共同體的「公原理」給

制伏、︑壓抑。︒那麼，這個「⾃自由」還有什麼其他的意義嗎︖？那就是伴隨著「⾃自由」⽽而來的「責

任」。︒有「⾃自由」必有「責任」，既然⼈人的根柢擁有⾃自由的可能性，那麼，依據⼈人做出什麼

樣的決定，外在的經驗世界必然會對這個決定產⽣生回饋。︒「責任」並不意味「因果關係」，

⽽而應該有其獨⽴立意義，否則「⾃自由意志」也將不成其為「⾃自由意志」，這事實上牽涉到「個

體」是否為獨⽴立者的問題。︒也就是說，是否真有⼀一個獨⽴立⾃自存的「我」以發揮⾃自由意志，⽽而

伴隨⾃自由意志所產⽣生的決定⽽而來的「責任」亦該由「我」來承擔︖？這個問題⼀一直以來都是討

論「⾃自由」概念是不可避的疑難。︒社會學者⼤大澤真幸（1958-）對此提出了⼀一種具有啟發性

的論點： 

    名前の伝達においては、︑､積極的な記述的は個体の＜同⼀一性＞を逸らしており、︑､ただ、︑､変

更可能性が常に必然的に（同⼀一的に）保た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けが、︑､個体の＜同⼀一性＞

を指⽰示することができた。︒｡これと同様に、︑､⼈人格においても、︑､個々の⼼心理的連結に随伴する

偶有性だけが、︑､多様な⼼心理状態を貫いており、︑､⼈人格に＜同⼀一性＞の外観を与えているので

ある。︒｡もしそれを記述しようとすれば無であるほかない 。︒ 50

 伊藤益，《愛と死の哲学》（東京：北樹出版，2005），⾴頁20-24。︒49

 ⼤大澤真幸，《⾃自由という牢獄——責任・公共性・資本主義》（東京：岩波書店，2015），⾴頁10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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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名的傳達來說，積極的記述會令個體的<同⼀一性>給逸脫，只是，僅在變更可能性經常

必然地（同⼀一地）被保持的狀態下才能夠指⽰示個體的<同⼀一性>。︒同樣的，對於⼈人格來說，只

有伴隨個個的⼼心理連結的偶有性，才能夠貫通多樣的⼼心理狀態，給予⼈人格<同⼀一性>的外觀。︒

如果想要將其記述那麼只能是無。︒） 

　這樣的敘述已經是從另⼀一個層⾯面來考察⾃自我同⼀一性的問題。︒是說，⼼心靈的根柢本身就具有

「偶有性」以及「同⼀一性」的兩項可能，⼆二者本來就是處於正反⾯面的狀態，沒有「同⼀一性」

無法構成「偶有性」，反之亦然。︒也就是說真正的⼈人格必須是要在「我也有可能成為他⼈人」

的可能性下成⽴立，責任歸屬的最深可能性也是要歸給這樣的真正⼈人格。︒⼤大澤是在⾯面對多重⼈人

格責任歸屬的難題時，提到這樣的想法。︒⼈人在複數的⾃自我之間，根底處是共享著「何もなさ

（皆無）」這樣的性格，⽽而不是有什麼樣實體的⾃自我核⼼心存在，多重⼈人格所⽋欠缺的正是這樣

⼀一個「何もなさ」的次元，才會認真對待每⼀一個⼈人格。︒總的⾔言之，⼤大澤對於「責任」與「⾃自

由」歸屬的關⼼心，建⽴立於在這項「根源的偶有性之上」。︒ 

    從以上的思考出發，可以說我們更⼤大程度地補⾜足了丸山的批判所需要的理論資源。︒若要取

消「公原理」的統制⽽而找回「⾃自我」的性格，那麼⾸首先得確認⾃自我的根源為何。︒更進⼀一步地

說，我們也必須探討「公原理」究竟有著什麼樣的來源，與「⾃自我」有著什麼樣的關係，這

也是我們接下來的課題。︒ 

    ⽥田中久⽂文（1952-）在期刊《⽇日本の哲学　特集　昭和の哲学》中有⼀一篇有趣的⽂文章〈西

⽥田哲幾多郎から丸山真男へ——昭和の哲学の⾏行⽅方〉。︒在⽂文章裡，⽥田中提到丸山為了維持

「個物」之主動與能動性的徹底⽽而隱性批判了西⽥田的「場所」思想，但，⽥田中同時又提到丸

山在戰後亦重新開始了對於「原型」以及「超越原型之思想」的探求，並在結尾處提到兩者

有互相補⾜足的可能性 。︒本⽂文在此，也希望援引⼀一段西⽥田關於世界構造的看法，並期待能夠51

與丸山的⽅方法學互相呼應。︒以下為求明晰，長⽂文引⽤用： 

    個物が⾃自⼰己⾃自⾝身を限定するといふことは、︑､個物が何處までも⾃自⼰己⾃自⾝身を媒介することで

あり、︑､個物が⼀一つの世界となることである。︒｡併しそれは何處までも主觀的世界であつて、︑､

 ⽇日本哲学史フォーラム編，《⽇日本の哲学　特集　昭和の哲学》（京都：昭和堂，2009），⾴頁9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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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物が働くといふことはできぬ。︒｡働く個物は⾮非連續の連續によつて、︑､場所的媒介者によつ

て媒介せられねばならない。︒｡⽽而かして真の⼀一般者は個物と個物との場所的媒介者といふ性

質を有つ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我々の客觀的世界と考へるものは、︑､⾮非連續の連續と

して個物の媒介者といふ性質を有つ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が我々の⾃自⼰己を媒介

する、︑､我々の⾃自⼰己がそこから媒介せられるといふ⼀一⾯面に於て、︑､それは主觀的と考へられ、︑､

それが⾮非連續の連續として我々の⾃自⼰己を否定する意義を有するといふ⼀一⾯面に於て、︑､それは

客觀的と考へられる。︒｡故に我々の世界と考へるものは主觀的たると共に客觀的、︑､客觀的た

ると共に主觀的である、︑､直線的たると共に圓環的、︑､圓環的たると共に直線的である。︒｡

〔……〕故にそれは⼀一なる共に多なるもの、︑､⾃自⼰己⾃自⾝身を肯定すると共に否定するものと考

へられる 。︒｡ 52

  （所謂個物將⾃自身限定之事，是個物無論在何處都將⾃自身做為媒介，⽽而個物成為⼀一個的世

界。︒但那樣無論到何處都是主觀的世界⽽而沒有個物的活動。︒活動的個物藉由非連續的連續、︑

藉由場所的媒介者⽽而使之成為媒介。︒真正的⼀一般者必須擁有個物與個物間的場所的媒介者之

性質。︒我們所認為的客觀的世界作為非連續的連續⽽而不能不擁有媒介的性質。︒那是我們將⾃自

身做為媒介，我們的⾃自我經由那裡開始⽽而成為媒介的⼀一⾯面⽽而能被思考為主觀，由那做為非連

續的連續⽽而擁有否定⾃自身的意義這⼀一⾯面⽽而能被視為客觀。︒因此被我們視為世界之物是主觀的

同時又是客觀，是客觀的同時又是主觀，是直線的同時又是圓環，是圓環的同時又是直線。︒

〔……〕因此那是⼀一的同時又是多，肯定⾃自身的同時又是否定。︒） 

    就西⽥田哲學的角度⽽而⾔言，世界必須是非連續的連續的世界。︒世界之所以是世界因為有著個

物作為媒介，⽽而個物與個物之間又必須互為媒介才能夠成⽴立彼此。︒世界將⾃自⼰己個物地限定⽽而

成為無數個物的內的媒介者，⽽而我們的個⼈人也因此內的媒介者⽽而得以成為個⼈人。︒個物在⾃自身

之內必有⽭矛盾，也就是說個物除了個別性之外，也必然帶著「⼀一般」的性質，這是⼀一種對個

物的個別性之否定。︒但個物也因為在其內部蘊含著這樣的性質⽽而反過來被肯定。︒也就是說把

這個「⽭矛盾性」作為個物本有的性質⽽而考慮。︒⽽而當我們單純地只將個物作為⾃自身的媒介者⽽而

考慮時，是無法思考無數獨⽴立的個物的︔；但當我們將個物同時置放於終極之中⽽而能考慮⼀一般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八卷》（東京：岩波書店，1948），⾴頁25-2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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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無數的個物便同時做為非連續的連續⽽而成⽴立。︒個物⼀一⾯面作為⾃自身的限定，⼀一⾯面又與他者

對⽴立⽽而互相限定。︒「⾏行動」就在這樣⼦子個物與個物的相互限定、︑非連續的連續的世界的⾃自我

限定之下成⽴立，也就是說非連續的連續其實是圍繞在「媒介⾃自我」的概念上成⽴立的。︒對西⽥田

⽽而⾔言，「⾃自由意志」必須要在非連續的連續的世界成⽴立，必須要在我與你的對⽴立之處藉由彼

此底部的⼀一般性⽽而肯定⾃自身才能夠成⽴立。︒可以說，西⽥田的「個物」概念是必須要在與世界以

及他者的三者共同關係中共同思考，這並不僅僅是個物，⽽而能夠以時間的⽅方式以思考世界，

過去、︑現在、︑未來同時在現在⽽而存在，也就是說無數的現在同時存在，就西⽥田來說這便是所

謂「歷史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必須是如此「⽭矛盾的統⼀一的世界」——這樣⽭矛盾的統⼀一世界

是在永遠的現在將⾃自身限定之後所呈現出來的狀態。︒通過這樣的思考，我們發現如果由西⽥田

的⽴立場出發來去談上述我們所提及的重要概念，如「共同體」、︑「個物」等等，都必須要重

新將所有這些種種作為世界的⾃自我限定⽽而思考。︒西⽥田哲學的「個物」並非是有「單獨不變」

之本質的存在，真正的個物應該是以「相對於個物的個物」⽽而存在，彼此互相在彼此的深處

中存在，並且彼此作動。︒社會在這種⾃自我否定中作為歷史的身體⽽而存在，但又與⾃自我同⼀一︔；

也就是說社會在同樣被拒絕做為實體的同時，擁有了我們前⾯面所提到的「公共性」概念萌芽

的可能。︒甚至比「公共性」再更進⼀一步將社會作為無數個物的歷史身體⽽而存在，賦予「公共

性」⼀一種「做為⾃自我的公共性」之意義。︒若是在這種情況下思考社會的問題，則可以下結論

說社會是無法抹殺掉個⼈人的存在的。︒社會形塑個⼈人，⽽而個⼈人也必須形塑社會，在這樣的作⽤用

之下個⼈人的「停⽌止思考」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個⼈人有其義務對社會發聲——這種「發聲」

便是西⽥田所說的「形成作⽤用」之⼀一。︒西⽥田提到社會的發展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體現，⽽而在社

會的⽣生命之中，「個物」無論到何處都必須是⾃自我形成的 ，我們因⽽而可以知道「⾃自由」是53

個物應當被享有的，透過「⾃自由」的⾏行使也同時能夠保持住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張⼒力構造。︒ 

    如同上⾯面的操作所例⽰示的⼀一般，丸山真男的批判⽅方法可以帶給我們在審視不同理論時的更

進⼀一步思考可能。︒我們也發現，透過丸山的⽅方法來審視不同的思想體系，可以令⼈人認知到這

些思想體系背後的特⾊色為何。︒丸山的提問法有其歷史脈絡，這也是昭和時期在⽇日本的思想者

們所共同分享的語境。︒由此故，本⽂文試著就丸山的問題意識來去對那個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

數名思想家進⾏行考察，並且期待藉由運⽤用丸山的⽅方法學對昭和⽇日本提問，能夠為我們揭⽰示潛

藏在理論之下的，具有⽇日本⼈人特⾊色的思維模式。︒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九卷》（東京：岩波書店，1949），⾴頁285-28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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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即將開始談代表⽇日本京都學派哲學最重要的兩個⼈人：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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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的論爭 

    しかし「何故」でなく「如何にして」を問い、︑､その存在の構造的原理を求めることは、︑､

哲学の当然なる職分でなければならぬ。︒｡ 

  （但並⾮非問為什麼⽽而是問如何，對於存在之構造原理的追求，必是哲學當然的本分。︒｡） 

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的論爭契機 

    1930年，⽥田邊元發表了〈西⽥田先⽣生の教えを仰ぐ〉⼀一⽂文，就此開始了其對西⽥田哲學長久⽽而

持續的批判。︒⽥田邊發表這篇⽂文章主要是為了批判西⽥田在中期「場所」邏輯的思想中，不透過

歷史的非合理性⽽而直接確⽴立了絕對無的⾃自覺，即直截「成為無⽽而觀看⾃自身」的可能性。︒但這

種思想對⽥田邊來說，只是宗教上的⾃自覺，⽽而與哲學的思考邏輯產⽣生次元上的斷裂。︒就⽥田邊對

西⽥田的理解⽽而⾔言，西⽥田所謂的絕對無的⾃自覺，更進⼀一步說即是宗教的⾃自覺。︒這樣的⾃自覺的場

所的限定，將⼀一切歷史的非合理性都包入⾃自身，在這個⾃自覺之外在不留下任何他物。︒這是⼀一

種越過哲學合理性的、︑宗教體驗的⽴立場。︒是我們只能透過體驗⽽而非理性思考所能到達的所在。︒

在此我們節錄⼀一段能具體代表⽥田邊理解的⽂文字：

    宗教的体験は超歴史的であり、︑､哲学的反省は歴史的相対的である。︒｡固より歴史的なるも

のは超歴史的なるものの上に成⽴立し、︑､相対的なるものは絶対的なるものを予想する。︒｡しか

し契機として現るる絶対的ものは単に微分的にとまり、︑､その全体はただこれを媒介にして

求められたものにすぎない。︒｡歴史的なるものの基底として予想せらるる超歴史的なるもの

は、︑､ただ歴史的なるものの⽅方向の中に含まれるる微分であって、︑､後者に通じて無限に求め

らるるイデーにほかならない。︒｡然るに哲学を宗教化することはこの区別を没し、︑､単に極微

の⽅方向動性としてでなく積分的全体として、︑､超歴史的絶対的なるものを体系の principium 

とし、︑､その限定に由って歴史的相対的なるものを秩序付け組織することに帰着する 。︒｡ 54

 ⽥田邊元，〈西⽥田先⽣生の教えを仰ぐ〉，收入藤⽥田正勝編，《西⽥田哲学選集　別巻⼆二》，⾴頁74。︒54

�53

 



  （宗教的體驗是超歷史性的，⽽而哲學的反省是歷史性的相對性。︒原本歷史者即是在超歷史

者之上所成⽴立，相對者預想著絕對者。︒但是作為契機⽽而現的絕對者僅是微分地⽌止住，那全體

僅僅是將此作為媒介⽽而被求取者。︒做為歷史者的基底⽽而能被預想的超歷史者，僅僅是歷史性

的⽅方向之中被包含的微分、︑除卻通過後者⽽而能無限地求取的理念之外無他。︒然⽽而將哲學宗教

化即是抹消這樣的區別，並非單就極微的⽅方向作為動向⽽而是作為積分的全體，將超歷史的絕

對者作為體系的principium，透過那限定⽽而將歷史的相對者賦予秩序⽽而組織化。︒） 

　　
    我們處在歷史之中⽽而求索超歷史之物，但是超歷史之物在歷史不斷變動的洪流之中卻只能

作為⼀一種契機⽽而存在，⽽而無法僅在⼀一點停留。︒我們僅僅能夠就著這⼀一個契機⽽而試圖⾛走向絕對

之物，這是哲學的限制。︒但是若歷史被超歷史之物、︑亦即所謂宗教的⾃自覺給包攝，歷史便會

被定型化⽽而停滯，喪失「動性的⾃自由」，⽽而這正如同⽥田邊所說，其哲學⽴立場是站在「能與直

觀主義的⾃自由⽣生成的⽴立腳地對應之物」上⾯面。︒他認為哲學的思索必須透過相對之物彼此互為

媒介才能夠成⽴立，藉此批評西⽥田所說「絕對無經由⾃自我限定，以非合理性之物成⽴立合理性」，

認為這將使絕對無喪失其辯證性⽽而成為宗教⽽而非哲學的根本原理。︒這樣的思考雖然有其道理，

但是對西⽥田來說，實在的根柢必須是「非合理性之物」，並以此成⽴立關於⽣生命世界的邏輯構

造。︒對象並無法超出我們的意識之野，必須有兩者產⽣生關係之場所存在，有的場所直接在真

正無的場所之中⽽而存在，我們將其視為純粹作⽤用的世界。︒⽽而若再更深入向此超越，直觀⾃自身

中之⽭矛盾，便可到達絕對無。︒⽥田邊對西⽥田的批判是否允當以及詳細內容，嶺秀樹在其近著

（《西⽥田哲学と⽥田辺哲学の対決》，2012）中有著詳盡的整理與解釋，此處不擬多談。︒在這

邊我要指出的是，⽥田邊於此處的思考⽅方式與西⽥田事實上存在著⼀一項極⼤大的分歧，亦即所謂「媒

介」問題。︒就⽥田邊⽽而⾔言，西⽥田所謂「絕對無的⾃自覺」⾃自我限定下所開出的世界並不具備邏輯，

忽略了「歷史的非合理性」能夠作為限定場所的存在，「沒有思考作為社會性的權⼒力意志⽽而

只述說⾃自我的解脫」，只淪為宗教情感上的⼀一廂情願。︒我們可以說就⽥田邊的觀點⽽而⾔言，西⽥田

與其最⼤大的差別就在於有沒有⼀一個在「類」與「個」之間的「種」的歷史世界作為媒介⽽而使

社會性成⽴立。︒⽥田邊實際上就是在要求⼀一個可以限制住⾃自⼰己的「他者」，有他者這個媒介哲學

的合理性才能夠彰顯，避免陷入獨斷的危機。︒那麼，我們便在這個「媒介」底部看到⼀一個問

題：「個物」與「種」是⽭矛盾的嗎︖？在「我者」與「他者」相互拉扯的歷史情境之中，「⼒力

量」的均衡如何分配︖？⽥田邊元在此處留下了⼀一個難題。︒但是也正是藉由⽥田邊這個關鍵的設問，

讓我們有機會得以進⼀一步探討⾜足以代表⽇日本精神的兩條思考脈絡：「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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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絕對媒介的邏輯」，西⽥田與⽥田邊各執⼀一端。︒⽽而為了讓這兩條路線的特⾊色更加明朗化，接

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會以問題意識為軸，依序漸進地來看他們兩者之間的不同。︒ 

    那麼，我們便從西⽥田幾多郎《善的研究》開始談起。︒ 

在《善的研究》中萌芽的實存⽭矛盾問題 

    我們在前⾯面的⽂文章中有提到「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一個概念⾜足以代表西⽥田思考⽅方式的

特⾊色。︒但是，在實際開始探討這⼀一個概念之前，我想先讓各位回到西⽥田的處女作《善的研

究》，先來看看西⽥田對實在以及實在⾃自身所帶有的⽭矛盾性在最原初是如何去理解的。︒我們都

知道西⽥田在《善的研究》⼀一書中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即「純粹經驗」。︒照西⽥田的定義來說，

就是「⾒見⾊色、︑聞⾳音，尚未加上思慮分別的剎那的真經驗」，這是⼀一種主客未分⽽而知識與其對

象完全合⼀一的狀態。︒那麼，對於這樣⼀一種無分主客以及對象的狀態，我們應該怎麼樣去理

解︖？顯然地，這樣⼦子的⼀一種在判斷之前的經驗，只能是「感覺的世界」。︒這種感覺該當是⼀一

種「純粹感覺」，這種感覺與我們⼀一般⼈人經由五感⽽而接受到的感覺是屬於不同次元的。︒不同

次元的關鍵點在於它並沒有經過判斷。︒也就是說，我們並沒有辦法去細說這種感覺、︑經驗的

主體（持ち主）是「誰」，因為若是問「誰」則⽴立刻便會墜入思慮分別的次元。︒照這個邏輯

來看，純粹經驗則只能是經驗本身、︑感覺也只能是感覺⾃自身。︒那麼這之中事實上蘊含著⼀一個

相當⼤大的問題。︒直截地說，對於這樣⼦子的⼀一種狀態，我們是無法談「主體」與「客體」的問

題的。︒甚至不能說這樣的純粹經驗是「主體的主體」，因為若要身為主體則必須得有相對才

能夠定⽴立⾃自我是主體。︒如果僅僅就這個脈絡來談，那麼這就會變成所謂「無意義的哲學」

了 ，那樣的哲學體系是不會有開放性格的。︒不過顯然地，西⽥田的純粹經驗並不僅僅停步於55

單純的純粹經驗狀態，更進⼀一步地說，西⽥田所談的純粹經驗內裡是相當豐富多彩的世界。︒⽽而

這樣的世界內裡顯然是有著與能被視為世界⾃自身的「純粹經驗」相對的、︑另⼀一個視角的「純

粹經驗」。︒如果直接說結論的話，前者是屬於「世界的純粹經驗」，⽽而後者的視角則是屬於

「個物」的純粹經驗，但是在西⽥田的思想中這兩種純粹經驗卻並非⼆二元，⽽而是屬於世界的⾃自

發⾃自展之下的必然結果，是⼀一種具有動性的、︑不斷發展的狀態 。︒那麼，這樣的⼀一種狀態具56

 並非是說獨我論即是無意義的，這邊是就西⽥田與⽥田邊的脈絡⽽而⾔言。︒55

 本⽂文在此是要表達純粹經驗可能可以有不同⾯面向的表現可能。︒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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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性質就會變成我們的下⼀一個問題。︒照西⽥田⽽而⾔言，這種狀態並非僅有狀態⾃自身，⽽而

是在其內部依然有種種的被統⼀一的之物，也可以說是被統⼀一的純粹經驗。︒即是說，作為統⼀一

⼒力的純粹經驗依然在內部有著個個不同的純粹經驗，⽽而這些個別純粹經驗正是藉著身為「個

別」⽽而反過來推動統⼀一的純粹經驗，使整體世界的狀態具有動性⽽而不斷地發展，西⽥田⾃自⼰己⽤用

來形容這股發展⼒力量的詞是「無意識統⼀一⼒力」，由全體要求統合個體的⽽而獲得「⾃自性」的同

時 ，個體也在要求被全體的統合。︒我們可以看出西⽥田所提出的「純粹經驗」並不僅僅是⼀一57

種單純的觀想，並不是超越⽽而遙不可及的⼀一。︒反過來說，西⽥田的純粹經驗世界包含了整個實

存世界，並且以分化後的「個別意識」作為破⼜⼝口，試圖打破獨我論的枷鎖。︒西⽥田的哲學事實

上在這邊（《善的研究》）已經展露出往後龐⼤大哲學體系的雛形，以後的諸論⽂文，可以說都

是⽴立在這個主幹上進⾏行不斷地增改。︒回過頭來必須要⼀一提的是，西⽥田從純粹經驗的⽴立場出發

是否真的免於獨我論的危險，是可以深入探討的部分。︒這個部分將會關乎到我們後⾯面涉及⽥田

邊對西⽥田的批判以及西⽥田後期的思想可能給予的回應，這邊暫且擱置。︒ 

    《善的研究》第⼆二編第五章，標題下的是「真實在的根本⽅方式」，談的就是我們所關注的

實存的問題。︒這個問題關乎到我們所關⼼心的純粹經驗的世界究竟呈現出來什麼樣的「內容」。︒

⽽而在其後的第⼆二編第七章談實在的分化發展，則是談世界作動的⽅方式。︒我們在這⼀一節的後半，

主要⽬目的便是要談清楚這兩個問題在《善的研究》中是如何被敘述的。︒那麼，就讓我們實際

上先來看看西⽥田的⽂文本是怎麼談「真實在」的內容： 

    この統⼀一的或者が物體現象では之を外界に存する物⼒力となし、︑､精神現象ではこれを意識

の統⼀一⼒力に帰するのであるが、︑､前にいつた様に、︑､物體現象といひ精神現象といふも純粋經

驗の上に於ては同⼀一であるから、︑､この⼆二種の統⼀一作⽤用は元来、︑､同⼀一種に屬すべきものであ

る。︒｡我々の思惟意志の根柢に於ける統⼀一⼒力と宇宙現象の根柢に於ける統⼀一⼒力とは直に同⼀一

である 。︒｡ 58

  （這種統⼀一者就物體現象⽽而⾔言，是做為存於外界的物⼒力︔；⽽而在精神現象來說，將其歸於意

識的統⼀一⼒力，但如同之前所說，因無論物體現象抑或精神現象在純粹經驗的層次都是同⼀一，

 即是說全體必須藉由統⼀一⼒力的統⼀一這個志向才能夠獲得身為「主體」的資格，如果只是單純純粹57

經驗⾃自身⽽而沒有個別，純粹經驗是沒有辦法成為主體的。︒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一卷》，（東京：岩波書店，1947），⾴頁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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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這兩種統⼀一作⽤用本來應屬於同⼀一種根源。︒有關我們的思維意志的根本處的統⼀一⼒力與宇宙現

象的根本處的統⼀一⼒力直接是同⼀一的。︒） 

    這邊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西⽥田談到了物理現象與精神現象同⼀一的概念。︒換句話說，純粹經驗

並不僅僅是意識層⾯面的問題，西⽥田也並不打算樹⽴立⼀一個遙不可及的終極概念。︒在西⽥田這套純

粹經驗的哲學系統中，被我們視為客觀世界的外界並不在我們的意識現象之外，⽽而是與我們

的意識同樣地被⼀一種統⼀一⼒力所統⼀一，⽽而亦只有在這種同時被統⼀一的狀態才能夠稱之為「真實

在」。︒那麼，這樣的外界為什麼會被我們視做客觀的世界︖？西⽥田認為，那是由於相對於個⼈人

的意識⽽而⾔言，外界是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同⼀一的，因⽽而被「我們的意識」視作客觀的世界。︒這

邊要注意的是外界的保持的客觀統⼀一並不能只在「我」的⼩小意識⾯面上成⽴立，⽽而必須是在「各

個」⼩小意識上都映射出同樣的內容，才能夠稱之為客觀。︒但是在我們的意識深處是與外界共

享同樣的統⼀一⼒力量的，也就是說我們本身亦具備著與客觀統合成為⼀一的可能性。︒在這裡所闡

述的是西⽥田早期在《善的研究》中的看法，雖然在之後我們可以看到西⽥田漸漸朝向主觀＝客

觀，即「⾏行為的直觀」的思考⽅方式前進，但我們可以說的是，在這邊西⽥田談及統⼀一⼒力量的共

享時便已可看到後期思想的萌芽了。︒真實在必須是我們的意識與物理現象的統合，西⽥田將這

兩種經驗事實視為⼀一種現象，即「意識現象」，這意識現象即是唯⼀一的實在。︒ 

　実在の成⽴立には、︑､右に云つた様に其根柢に於て統⼀一といふものが必要であると共に、︑､相

互の反對寧ろ⽭矛盾といふことが必要である。︒｡ヘラクレイトスが爭は萬物の⽗父といつた様に、︑､

實在は⽭矛盾に由つて成⽴立するのである、︑､⾚赤き物は⾚赤からざる⾊色に對し、︑､働く者は之を對し

て成⽴立するのである。︒｡この⽭矛盾が消滅すると共に實在も消え失せてしまふ 。︒｡ 59

  （對於實在的成⽴立來說，像上述提到的⼀一般在其根底之中需要統⼀一者的同時，在其相對⾯面

也需要⽭矛盾的存在。︒如同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535B.C. - 475 B.C. ）說戰爭是萬物之⽗父⼀一

般，實在是經由⽭矛盾⽽而得以成⽴立的，⾚赤⾊色之物相對於非⾚赤⾊色、︑活動者對於此物⽽而存在。︒隨著

這樣⽭矛盾的消滅實在也將會消失。︒） 

 同上，⾴頁68-69。︒59

�57

 



    此處的部分重申了上⾯面⼀一段引⽂文的⽴立場，但更進⼀一步的是西⽥田在此處強調了實在成⽴立背後

所必須的——「⽭矛盾」的概念。︒這裏的「⽭矛盾」意味著事物必須依存他者所表現出來的性質

來反過來映射⾃自⼰己的性質，也就是說透過對比的⽅方式讓彼此在彼此的映照之下成⽴立。︒必須要

稍微⼀一提的是這邊的所謂「⽭矛盾」與亞⾥里⼠士多德以來我們所談的⽭矛盾並不等同，也並非⿊黑格

爾的辯證邏輯式的⽭矛盾。︒這個問題我們將會在後⾯面談西⽥田與レンマ式邏輯（也可以說是對⽴立

的邏輯）的關係時詳細解說，此處暫且略過不談。︒在段⽂文字我們需要明⽩白的其實只有⼀一個重

點，也就是說統⼀一作⽤用並非將被統⼀一物毫無保留的整合為⼀一，⽽而是必須在保留被統⼀一物的實

存性格的同時又作動統⼀一的⼒力量。︒這顯然是⽭矛盾，但西⽥田的關注點恰恰就在於要保留這個「⽭矛

盾」。︒西⽥田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跳脫出了傳統上指向⼀一種「主觀」或「客觀」的統治性格

的思考模式。︒西⽥田在同時保存這兩者的基礎上，跳脫了⼀一般對哲學的思考理路，不考慮無上

的神，或⼀一︔；也不考慮⾃自我主觀的無限放⼤大，⽽而是將這兩者同時收納到同⼀一個「思考論域」

之中，依照⽭矛盾來⾒見統⼀一，並由統⼀一再去映照⽭矛盾。︒在這邊同時⽭矛盾與統⼀一又蘊含著相對的

性格，如西⽥田所說，沒有⽭矛盾則實在便會消滅，相對的沒有統⼀一實在也無法再被述說。︒實存

的根柢只能是在這種動態的架構之中⽽而令實存成為實存。︒那麼，這種實存的狀態是以什麼樣

的動性⽽而推動表現，即是我們討論實存的最後⼀一個結構性問題。︒ 

    斯の如き實在發展の過程は我々の意識現象について明らかに之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例

へば意志について⾒見ると、︑､意志とは或理想を現實にせんとするので、︑､現在と理想との對⽴立

である。︒｡併しこの意志が實⾏行せられ理想と⼀一致した時、︑､この現在は更に他の理想と對⽴立し

て新なる意志が出でくる。︒｡かくして我々の⽣生きて居る間は、︑､何處までも⾃自⼰己を發展し實現

しゆくのである 。︒｡ 60

  （如此⼀一般實在發展的過程，對於我們的意識現象相關能夠有相當明晰地觀察。︒例如對於

意志去觀察的話，所謂意志是將某種理想變成現實的緣故，現在與理想是對⽴立的。︒但這意志

被實⾏行⽽而與理想⼀一致之時，這樣的現在就更進⼀一步地與其他的理想對⽴立⽽而有新的意志產出。︒

這樣我們在⽣生存的時候，無論如何都朝向實現、︑發展⾃自⼰己的⽅方向⽽而前進。︒） 

 同上，⾴頁7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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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裏的部分我們切換到了實存是如何分化並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非常有趣，因

為他將會是理解西⽥田哲學構造的⼀一個很重要的切入點。︒為什麼這麼說︖？這是由於只要⼀一旦牽

涉到發展的問題，我們就需要問向何處發展︖？⽽而發展的動⼒力又是什麼︖？隨著章節的進展這兩

個問題將會漸趨明朗，現在我們先暫且放在⼼心中。︒我們先來看看最後⼀一句，西⽥田提到無論我

們在何處，在我們做為「⽣生」⽽而在時，都是要讓⾃自⼰己往發展、︑實現的⽅方向前進。︒如果各位還

我們上⾯面曾經提到實存的內涵即是⽭矛盾，那麼這邊的發展與實現便相對好理解。︒這即是說實

存的分化發展就是要讓這樣的⽭矛盾性不斷地保持張⼒力。︒西⽥田在這邊提到意志就是要讓理想成

為現實，也就是說當下的「現在」是尚未成為「理想」的「理想的可能性」，⽽而當這個理想

被實⾏行成為現實後，身為意識現象推動統⼀一作⽤用的內部「動⼒力」的「意志」，又會再因應下

⼀一個理想⽽而產⽣生出新的、︑對應此理想的「意志 」。︒西⽥田認為，這樣⼦子的⼀一種分化發展在實61

存層⾯面是沒有⽌止息的，⽽而意志亦是不斷作動的。︒至此，我們已經能夠理解實存的⾃自發⾃自展即

是意識現象以意志的形式作動，不斷保持意識內部⽭矛盾性的張⼒力⽽而無限發展。︒但，我們依然

殘留下⼀一個問題，就是這種無限發展是⽴立基於什麼樣的原因之上︖？這就將會涉及到更⾼高層次

的，「真世界」的問題。︒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回頭過來討論這個令⼀一切得以發⽣生的「根源」

究竟為何。︒ 

ノエシス・ノエマ（noesis/noema） 

    眾所週知，ノエシス與ノエマ這⼀一對概念是來⾃自古希臘時代的概念，在德國現象學哲學家

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 1938）的著作中也屢屢被使⽤用。︒胡塞爾主要是在思考作⽤用以

及被意識思考之對象這兩個脈絡上使⽤用它們的。︒西⽥田從現象學借⽤用了胡塞爾的⽤用語，然後再

更進⼀一步地將其納入於⾃自⼰己的哲學架構下賦予新意義⽽而使⽤用。︒在這個⼩小節，我們將討論西⽥田

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使⽤用這⼀一組概念語詞，並且究明西⽥田使⽤用這組概念背後蘊藏著什麼樣的

⽬目的。︒西⽥田在中期以後的諸論⽂文都多少有使⽤用到這⼀一組概念，可以說，要理解西⽥田哲學的發

 西⽥田提到「意識—意志」是起源於⽣生命維持的需要。︒⽽而在個物產⽣生經驗之後有了⽬目的的需要，因61

⽽而產⽣生「欲求」，這就是意識的原型。︒⽽而當兩個以上的「欲求」產⽣生，「意志」帶動「動作」後即
稱之為「決意」，這些都是意識現象的不同表現。︒⼩小坂国継提到「意志」是「合⽬目的的意志的動作」
即「⾏行為」的主要動源，⽬目的是⾃自⼰己的實現。︒以上參照⼩小坂国継全注釋版的《善的研究》（東京：
講談社，2006），⾴頁24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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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那麼這就是不能夠忽視的環節。︒但是由於西⽥田在不同的論⽂文與⽂文脈中使⽤用這⼀一組概念，

因此可能很容易造成讀者在理解上的混淆。︒幸運的是，瀧澤克⼰己在他的⼀一篇論⽂文〈西⽥田哲学

に於けるノエシスとノエマとの関係について〉之中對西⽥田在諸論⽂文中使⽤用的意義進⾏行了整

理，因此我們可以參考這⼀一篇論⽂文作為基礎資料來做介紹。︒我們在此先來看看瀧澤所歸納出

西⽥田使⽤用這⼀一組概念的主要的兩種意義： 

⼀一、︑､ノエシス的限定が具体的限定なるに対して、︑､ノエマ的限定がそれに対する抽象的限定

を意味するのである。︒｡ 

  （相較於具體限定的ノエシス、︑ノエマ的限定則意味著抽象的限定） 

⼆二、︑､前者（ノエシス）がある⼀一つものの⽣生の⽅方向、︑､即ち肯定的、︑､能限定⽅方向における限定

を意味するに対して、︑､ノエマ的限定とはそのものの死の⽅方向、︑､即ち否定的、︑､所限定的⽅方向

に於ける限定を意味する 。︒｡ 62

  （相較於前者是朝向某⼀一物的⽣生之⽅方向、︑也就是肯定的，就能限定⽅方向的限定之意，ノエ

マ則是往該物的死之⽅方向，也就是否定的、︑就所限定的⽅方向的限定之意。︒） 

    接著我們就來說明⼀一下以上兩種意義適⽤用在什麼情況。︒⾸首先第⼀一種意義應該不難理解，在

這邊西⽥田的脈絡⽽而⾔言，凡是場所的⽅方向即是具體，也就是說在這邊的ノエシス的具體的限定

必須是「具體之物」在其所身處場所之直接被限定，也就是場所的具體的⾃自我限定。︒⽽而ノエ

マ的限定，則是往抽象的⽅方向進⾏行，也就是場所的抽象的⾃自我限定。︒瀧澤提到，⼀一個具體之

物經由ノエシス的限定，可以稱為就本來的狀態⽽而「あるがまま」（就原有⽽而有）的被限定，

⽽而另⼀一⽅方⾯面ノエマ的限定則是就具體之物⾃自身原有⽽而被抽象化的限定。︒因此，從ノエシス到

ノエマ的基本意義就是由在場所之間被限定的具體之物經限定到抽象的關係，反之則是ノエ

マ抽象到ノエシス具體，也就是抽象的限定通往具體的⾃自覺⽅方向。︒第⼀一點確認之後，接下來

我們談談第⼆二種意義，這種意義著重了具體之物所具有對應ノエシス與ノエマ之間的能限定

／所限定之關係，⽽而不是強調如第⼀一義所含有的那種具體的限定／抽象的限定的對⽴立部分。︒

可以說這兩者彼此因彼此⽽而成⽴立，⽽而這個成⽴立的基礎則是具體之物在⾃自我與⾃自我同⼀一的脈絡

中所蘊含的雙向可能。︒即是說基本上第⼆二義的根本就⽴立腳於「具體之物的死⽣生⼀一如」這個關

 瀧澤克⼰己，《瀧澤克⼰己著作集  1》（京都：法藏館，1972），⾴頁277-27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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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但也由於具體之物之中必須有其抽象限定的層⾯面，也因此在第⼆二的意義中事實上也含有

第⼀一意義的關係。︒那麼，接下來我們可以看看瀧澤對ノエシス與ノエマ⼀一組概念歸納出來的，

也就是所謂的「⼆二義結合」⽽而被使⽤用的情況。︒瀧澤舉出西⽥田在〈無の⾃自覚的限定〉中的⽤用例，

說到ノエマ的限定的⽅方向能夠⾒見到「物的世界」，⽽而ノエシス則能⾒見⼈人格的世界，在背後同

時也意味著向物的世界看即是抽象的限定，反之朝向⼈人格的世界即是往具體的深化。︒這邊談

到雙重意義的共存相當重要，因為這牽涉到接下來我們⾺馬上要探討的「⼀一般者的轉換」問題。︒

這種轉換牽涉到⼀一般者往超越的述語⾯面即場所超越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探討「實存」的⾃自發

⾃自展究竟具體是以什麼樣的⽅方式進⾏行限定與超越間的轉換。︒必須先說明的是，我在這邊不打

算對西⽥田所提出⼀一般者的不同形式做詳細探討，⽽而是希望能就超越／限定的邏輯構造進⾏行⼀一

些討論。︒ 

    西⽥田在對⼀一般者的⾃自覺構造所進⾏行的討論主要收錄在《⼀一般者の⾃自覚的体系》⼀一書的諸論

⽂文之中。︒西⽥田在這個時期明確地將實存的⾃自我限定／超越構造做了完整體系的建構。︒這套體

系的基礎事實上就是「場所」的觀念，⽽而我們在上⾯面所提到的ノエシス與ノエマ這組語詞才

是⽤用來說明推動限定與超越的動性邏輯。︒西⽥田在這個階段的⽬目標是想要說明實在的歷史世界

中有關於抽象／具體、︑物／⾃自我以及關於知識種種的諸問題。︒這其實也是為了回應外界將他

的哲學化為獨我論⽽而不能說明世界構造的批評。︒⽽而其在這個階段也論述了作為實在場所的述

語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性質，可以說，這個西⽥田將世界構造體系化階段的討論，對於本篇論⽂文

所關⼼心的、︑靈性地掌握世界的思維⽅方式具有相當程度的提⽰示性。︒那麼我們就實際來看看西⽥田

是怎麼說的，以下是西⽥田在《⼀一般者の⾃自覚的体系》的序⽂文： 

    第⼀一の論⽂文から第三の論⽂文に⾄至るまでは、︑､判断的⼀一般者の⾃自⼰己限定から出⽴立して、︑､主語

的なるものがその底に超越すると云ふことによつて、︑､種々なる知識を限定する⼀一般者を考

へた。︒｡我々の知識と考へるものは判断の形式によつて成⽴立し、︑､我々が何物かを考へるには、︑､

かゝる形式によつて考へるのであるから、︑､判断的⼀一般者といふものから出⽴立したのであ

る 。︒｡ 63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47），⾴頁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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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第⼀一論⽂文至第三論⽂文，判斷的⼀一般者由其⾃自我限定出發，主語之物藉由超越其底部，

⽽而能夠思考限定各種知識之⼀一般者。︒能夠被視為我們的知識者通過判斷的形式⽽而成⽴立，我們

透過這樣的形式⽽而思考物，所以說從判斷的⼀一般者所出發。︒） 

    我們在這邊的引⽤用主要是要觀察西⽥田的問題意識。︒顯然地，西⽥田這邊考慮的是身為主語之

物如何在其⾃自身底部進⾏行超越的問題。︒這種超越並不是單⼀一的超越，⽽而是多元的超越，是⼀一

層⼀一層向更⾼高場所邁進的超越，是⼀一般者之間的不斷轉換。︒這樣的超越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ノエシス的超越」。︒依照西⽥田的脈絡，這樣超越最終會依「宗教的⾃自覺」⽽而達到「絕對無

的場所」，這是⼀一個「無我也無神」的終極狀態（參〈叡智的世界〉） 。︒這個「無我也無64

神」這狀態，各位可以先置放在⼼心頭，這在我們之後討論西⽥田與⽥田邊哲學⽴立場的異同時會詳

細說明。︒在這邊我們依然把問題回到「無我也無神」之前的、︑⼀一般者的⾃自覺的世界。︒西⽥田提

到，知識的限定以判斷作為形式⽽而表現，因此，如何從判斷的⼀一般者出發並進⽽而考慮⼀一般者

的超越／限定問題⾃自然便會成為問題的焦點。︒若是⽤用平易的話語說，這是我們現實世界的問

題，是依然在我們的意識作⽤用允許範圍之內的討論。︒對於這個樣⼦子世界的超越與限定，西⽥田

認為所有的⼀一般者透過對⾃自我限定的深化，那樣的限定將會移向「在......之中之物」（於い

てあるもの），與「在......之中之物」那⾃自我限定的思考在⼀一起的同⼀一個瞬間，⼀一般者⾃自身

便已作為身為不得不被限定之⼀一般者、︑作為法則⽽而與「在......之中之物」對⽴立。︒也就是說，

相對於⼩小語⾯面的物，是作為⼤大語⾯面的物⽽而存在。︒⽽而此兩者經由「時」的媒語⽽而結合後，便會

成為⼀一個新的⼀一般者，那就是「⾃自然界」 。︒要注意的是，這樣的⾃自然界表現出的是客觀的65

法則性，具有⼀一般的性格，⽽而這是相對⾃自覺的⼀一般者階段的「意識界」的——這是因為在⾃自

覺的⼀一般者之中，作為主語之物超越了述語⾯面的原因。︒這時候，客觀便無法包住主觀的意向

性——作為媒介的「時」也從⾃自然的時⽽而轉變為具有個性的、︑歷史的時。︒我們如果就這個樣

的結構來看ノエシス與ノエマ的關係，便可以明⽩白ノエシス與ノエマ這兩種⽅方向的作動形塑

了實存世界的不同表現。︒西⽥田在〈無の⾃自覚的限定〉中有⼀一段⽂文字能夠讓我們更進⼀一步思考

這兩種⽅方向的差別： 

 同上，⾴頁180-182。︒64

 同上，⾴頁163-1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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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絶對無の⾃自覺的内容として限定するものなくして⾃自⼰己⾃自⾝身を限定する事實そのものとい

ふものに於いても、︑､ノエマ的限定とノエシス的限定との両⽅方向を有し、︑､そのノエシス的限

定の内容即ち⾏行為的⾃自⼰己の⾃自覺的内容として、︑､イデアといふものが⾒見られるが、︑､そのノエ

マ的限定の内容としては事物的なるものが⾒見られるといふことができる 。︒｡ 66

  （儘管在做為絕對無的⾃自覺之內容——但無限定之物⽽而透過⾃自我限定的事實之中，依然有

ノエマ的限定和ノエシス的限定兩種⽅方向存在，做為那ノエシス的限定的內容，也就是⾏行為

的⾃自⼰己之⾃自覺的內容，是能夠看到理念的，但做為ノエマ的限定的內容來說，是能夠看到事

物其身。︒） 

　這邊談到了「絕對無的⾃自覺內容」，在西⽥田的脈絡中這是表⽰示了⼀一個無法再被更⾼高層次限

定的狀態。︒但在經過這樣⼦子的絕對無對其⾃自身的限定之後，我們便會有兩重⽅方向。︒⼀一種是ノ

エマ的限定，呈現為事物的本來樣貌，是真世界的⽅方向︔；另⼀一個⽅方向則是ノエシス的限定，

這是⼀一條指向イデア的內容之⽅方向，是⾏行為的朝向——⽽而正如西⽥田所說，歷史的事實就是イ

デア的質料，因此歷史世界在此成⽴立。︒真正的世界就在這種關係中成⽴立，是絕對無的⾃自我限

定。︒不得不提的是，儘管絕對無的⾃自我限定被表現為兩種⽅方向，但這兩種⽅方向並無法截然分

開，⽽而是在彼此之間蘊藏著彼此的線索。︒ノエマ的限定能同時身為⼀一種否定的ノエシス的限

定⽽而令事物的內容呈現抽象的イデア的內容，反之亦然︔；做為絕對無的⾃自覺的ノエマ的限定

⾯面能夠表現ノエシス的限定⾯面的⾃自覺，⽽而從中⾒見到具體事物。︒西⽥田認為，在這兩種⾯面向合⽽而

為⼀一時可以稱之為「直覺」，這個樣⼦子的直覺的限定的兩個極端可以⾒見到兩種相反的限定⼒力

量，也就是ノエシス與ノエマ的限定︔；⽽而這兩個⾯面向的合⼀一，只能在對⽴立的中間點完成 。︒ 67

    以上的世界構造，完成了西⽥田哲學中期以後的完整體系。︒了解這樣的架構，有助於我們之

後與⽥田邊所認為的實存世界構造，並作出比較，也能讓我們有辦法掌握究竟⽥田邊對於西⽥田的

批評，重點是放在什麼樣的地⽅方，誤解了什麼、︑又成功地批判了什麼。︒ 

種的邏輯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六卷》，⾴頁59。︒66

 同上，4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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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種」是什麼︖？⼀一⾔言以蔽之，民族、︑國家與社會等等，做為⼈人間存在的基盤之物即是

「種」 。︒——我們在這邊引⽤用了⽥田邊元學⽣生武內義範（1913- 2002）的簡單定義。︒ 68

    「種」是什麼︖？「種」是位於「類」（普遍）與「個」（特殊）之間的媒介。︒是⽥田邊所提

出⽤用來對抗傳統西洋哲學只談論「普遍」與「特殊」的新概念。︒身為「媒介」的「種」橫亙

在「類」與「個」之間，讓「普遍」與「特殊」之間產⽣生了「推論」的關係，這是⼀一種媒介

所特有的⼒力量。︒ 

    正如同第三章的第⼀一個部分所提到，⽥田邊元之所以提出「種的邏輯」，其中⼀一個理由就是

為了和西⽥田哲學進⾏行對決，以批判西⽥田哲學中缺少絕對媒介⽽而成為單純觀想的缺陷。︒⽽而⽥田邊

的批判是否成功，抑或著是⽥田邊對西⽥田的哲學體系產⽣生了誤解，是我們想要觀察的重點。︒所

以在這邊⾸首先要做的，就是釐清⽥田邊哲學的真相究竟為何。︒⽽而由於⽥田邊是在與西⽥田的對決中

逐漸成⽴立⾃自⼰己的哲學體系，因此我們必須將⽬目光射向能表現他哲學體系特⾊色那最重要的幾個

概念，⽽而那起點就是「種」的問題。︒我們在這邊⾸首先來看看⽥田邊如何談「種」是什麼，⽽而我

們若要瞭解「種」，則⾸首先必須將其放進其與「類」、︑「個」的關係中來談。︒不得不提的是，

在⽥田邊哲學的脈絡中，這三項概念是「必須」放在現實世界的國家—社會—個⼈人之間的關係

來理解的： 

    世界圖式の時間圖式に對する具體性が、︑､その空間的外在の關係にある種の基體の媒介性

に存することは、︑､今改めて繰返す必要はない。︒｡是に由つて世界圖式論の⽴立場に成⽴立する個

的實在が、︑､實存に於ける如き抽象的⼈人格でなく、︑､基體即主體として歴史社會に⾃自⼰己を實現

する具體的なる⼈人倫的存在なることが出来るのである。︒｡〔……〕實驗的操作は理論の豫測

と相互に制約し合ふ。︒｡斯く實驗的操作の主體的⾏行動が理論の種の歴史的存在と否定的に媒

介せられて新しき理論が類的普遍の⽴立場に成⽴立するのが、︑､⾃自然認識の發展なのである 。︒｡ 69

  （對於世界圖式之時間圖式的具體性，有在那空間的外在關係之中存有的種的基體之媒介

性 

 武內義範，《武內義範著作集  第五卷》（京都：法藏館，1999），⾴頁107。︒68

 ⽥田邊元，《⽥田邊元全集  6》（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2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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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之事，在此並不需要再度重複。︒經由此⽽而在世界圖式論的⽴立場中成⽴立的個的實在，並非

因於實存⼀一般的抽象⼈人格，⽽而是做為基體即主體在歷史社會之中實現⾃自我的具體的⼈人倫的存

在。︒〔……〕實驗的操作與理論的預測相互制約。︒⾃自然認識的發展即是這種實驗的操作的主

體的⾏行動與理論的種的歷史存在互相做為媒介⽽而令新的理論在類的普遍⽴立場之中成⽴立。︒） 

　以上這段引⽂文，我們應當關注的重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個的實在」並非抽象的⼈人格，⽽而

反⽽而是要以「種的基體」經由做為主體的否定作⽤用點⽽而在歷史社會中實現⾃自⼰己的具體⼈人格。︒

第⼆二則是關係到歷史社會的問題。︒正如⽥田邊所提的，「種」與「個」的關係是在世界圖式的

時間圖式中具現，這是歷史社會的部分。︒但這樣的歷史社會是必須要有⼀一個能夠否定⾃自身性

格的媒介，那就是「類」。︒作為「普遍」的「類」，以其否定的性格故能夠被歷史社會⾃自身

視為媒介⽽而形成世界整體的發展。︒換句話說，「類」與「種」、︑「個」是存在於不同次元但

又能夠相互制約的，這也是世界圖式的兩個⾯面向。︒又「絕對媒介」就是在這之「類」與

「種」、︑「個」那互為媒介的關係中成⽴立。︒「絕對媒介」是什麼︖？要⾔言之，在⽥田邊哲學的語

境下「絕對媒介」代表著其不認同所有直接的、︑不經過媒介⽽而存在之物。︒我們在這樣的思考

脈絡中可以看到西⽥田始終緊守著媒介性作為「邏輯」內涵的思路不放。︒⽥田邊認為這樣的邏輯

不能是神秘直觀的，⽽而應該是在「超越的絕對」與「內在的相對」之間的媒介之中思考，也

就是說承認「絕對的肯定」與「絕對的否定」是表裡互為媒介的 。︒可以想到的是這樣的思70

路是針對西⽥田哲學⽽而發，但肯否與否顯然還有討論空間。︒剛剛談到「個」「種」與「類」之

間的媒介關係，那麼我們便緊接著來看看這種關係所呈現的⽅方式，以下不憚⽂文長，再度引⽤用

⽥田邊論述「個」、︑「種」、︑「類」⼀一處極為重要的⽂文字： 

        個は種を豫想し、︑､種の⽣生命を其根源とし、︑､種の直接なる限定を其母胎としながら、︑､却

て其直接の母胎であり發⽣生の根源である種と對⽴立し、︑､後者の限定を奪つて⾃自⼰己に獨占し、︑､

⾃自⼰己の根源たるものを簒奪して排他的に根源から分⽴立しようとする、︑､この背反分⽴立の⾃自由

に所謂個體存在の⾮非合理性が成⽴立するのである。︒｡個は必然に種における個であつる、︑､種を

離れた単なる個なるものは無い。︒｡⽽而かして類の絶對統⼀一は、︑､此様な個的⾃自由を否定的契機

とし、︑､それを媒介にして種の原始的統⼀一を絶對否定態にまで⽌止揚することに由つて、︑､絶對

 同上，⾴頁17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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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絶對媒介として實現せられたのである。︒｡是に由り、︑､類も種の即⾃自的統⼀一に媒介せら

れそれに即して現れるのであるから、︑､その存在としての現象的形態よりいへば種と同⼀一な

る如くに⾒見え、︑､種の外に類なく、︑､たゞ種を其普遍的なる側⾯面から⾒見て、︑､それの特殊なる側

⾯面を特に種と呼ぶに對し、︑､類と稱するに⽌止まるかの如く思はれるのである 。︒｡ 71

  （個預想種並將種作為其⽣生命的根源，將種的直接限定作為其母胎，卻與其直接的母胎兼

發⽣生根源的種對⽴立，並奪⾛走後者的限定⽽而獨佔，將⾃自我的根源篡奪並排他地從根源開始分⽴立，

在這樣背反分⽴立的⾃自由中所謂個體存在的非合理性便以此成⽴立。︒個必然是由種⽽而成個，若離

開種則獨⽴立的個亦無法成⽴立。︒⽽而類的絕對統⼀一則將個的⾃自由做為否定的契機，透過令其做為

媒介⽽而將種的原始的統⼀一至絕對否定態為⽌止結合，做為絕對否定的絕對媒介⽽而能夠實現。︒於

此，由於類也是在種的即⾃自統⼀一被媒介化⽽而現出，做為那樣存在的現象的形態來說能與種視

為同⼀一，種之外無類，只是就種的普遍的側⾯面來看，對於特別將這種特殊的側⾯面稱做種⽽而⾔言，

普遍的側⾯面⽌止於稱為類，是能被思考的。︒） 

    以上是⽥田邊在〈社会存在の論理〉中對「個」、︑「種」、︑「類」於世界中存在樣相與關係

的界定。︒開⾨門⾒見山地說，⽥田邊在這段⽂文字中表現出來的特殊思想即是針對於「個」的⾃自由的

「絕對否定的絕對媒介」。︒這個「絕對否定的絕對媒介」是在「個」做為主體⽽而經過與基底

的「種」對抗⽽而獨⽴立之後，將「種」與「個」同時包攝並且作為更⾼高的層次⽽而否定「個」的

再次獨⽴立可能。︒關於「個」這樣⼦子的思維，恰巧和我們之後會談到的懺悔道的思想有密切關

聯，在此先留待後⽂文說明。︒回到主題，我們在這邊要談的是「類的絕對統⼀一⼒力」以及「個的

無⼒力」。︒⽥田邊認為，「個」作為直接之物⽽而被假定，這樣的直接之物在邏輯上必需要有「種」

作為媒介才能夠意識到⾃自我是身為「個」的我。︒但是「個」雖然在邏輯上被「種」給制約，

在⾃自我內部卻依然有著獨⽴立追求⾃自由的要求，以期待能找尋到「個」身為「個」獨⾃自的個性，

因⽽而會反過來冀求超克「種」的制約，因此「個」與「種」的媒介關係同時也就是⽭矛盾的關

係。︒換句話說，如果說「種」是共同體般的存在，那麼身為個⼈人的「個」所前進的⽅方向就是

要打破與共同體的對⽴立關係。︒那麼我們這邊不禁會問，這個身為個⼈人的「個」，為何在內在

會有朝向「⾃自由獨⽴立」的追求︖？事實上這樣的⾃自由亦是絕對媒介的世界預設中所隱含的構造

 同上，70-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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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試想，如果「個」沒有擺脫被「種」所制約的內在要求，那麼與「種」的⽭矛盾緊張

關係也就會消失，那麼便不會有「個」的「個性」，⽽而直接在制約中被無化，也就是說喪失

媒介之後即會變成⼀一種獨斷的實存體系，那麼顯然地便與⽥田邊理想中依邏輯⽽而成⽴立的世界有

所區別——⽽而我們也都知道邏輯是藉由關係⽽而與對⽴立⽽而彰顯的。︒在初步瞭解了個之後，我們

緊跟著要探明的是「種」為何重要︖？「種」的獨特意涵究竟是什麼︖？ 

    承接我們上⾯面的疑問，關於「種」的根本性格，我在這邊想直接從⽥田邊在「種の論理の辯

証法」之中的看法來予以討論。︒這篇論⽂文是⽥田邊種的思想在成熟期的著作，包含著對⾃自⼰己此

前⽴立場的修正，也因此若我們想討論的是「種」的根本與可能性，是不能漏掉⽥田邊在這篇論

⽂文中的看法。︒⽥田邊認為「種」最重要的功⽤用是作為全即個、︑個即全關係下對於無的轉換的，

身為「有的媒介」的基盤。︒這意思即是說「個」在被「全」否定的狀態下，「種」可以藉由

⾃自身身為「無」在「有」世界的媒介的權能，⽽而給予「個」死復活的機會，也就是在「有的

世界」直接經由「種」的媒介⽽而進⾏行「有的無轉換」。︒⽽而當然，相對蘊含在這層邏輯下⾯面的

思考就是，「種」也同時作為無的有轉換的媒介⽽而存在。︒透過這樣個樣⼦子的種，「無」才會

有救濟「個」的通過點，並使其成為可能。︒「種」作為全與個、︑無與有的中間者，並非只是

集團，⽽而是轉換的媒介——也因此我們可以說邏輯的媒介現成即是實在的媒介，種的邏輯事

實上就是具體的辯證法邏輯的基體化，作為基體的媒介。︒這背後也蘊含著個不能直接進⾏行⾃自

我超越⽽而是被統治的存在的事實，這是⽥田邊的⼀一貫思維。︒依照這種的邏輯世界觀點，我們可

以說的是「個」、︑「種」、︑「類」都是作為媒介的契機⽽而存在，⽽而這樣的世界是沒有身為直

接態⽽而無媒介的存在。︒這樣的觀點事實上也是對西⽥田的反抗。︒ 

    那麼，我們以上所說的「全」、︑「普遍」以及「無」又是什麼樣的概念︖？這依然得從

「個」與「種」先開始談起。︒「種」作為對「個」的意志之否定，對於「個」⽽而⾔言是明顯的

威脅，因此「個」為了不讓⾃自身被抹消⽽而與「種」對抗。︒⽽而更進⼀一步地說，「個」的存在卻

要將「種」做為基底⽽而依附，⽽而在必要時甚至不得不向「種」獻身......在這個意義上，

「種」是不得不被肯定，⽽而「個」則是不得不被否定之物。︒⽥田邊提到「種」是超越於「個」

的實在，⽽而「個」在將⾃自我否定之後成為「絕對無」的媒介的同時，「種」即照著絕對現實

即理想的變⾰革，作為「絕對無」的否定的媒介⽽而被理體（イデア）化 。︒從這個構造上推，72

我們可以發現⽥田邊脈絡下的「絕對無」不斷藉由「媒介的他者」來產⽣生動能，也就是說身為

 ⽥田邊元，《⽥田邊元全集  7》（東京：筑摩書房，1963），⾴頁26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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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的狀態並不能⾃自⾏行進⾏行作動，否則會落入「有」的層⾯面⽽而不復為無，也因此「絕對無」

即「絕對媒介」。︒至此我們已可以下結論，即「種」與「個」在有層⾯面的否定對⽴立都是為了

奉仕給「無」，⽽而「種」與「個」對⾃自由的追求，對「無的接近」，成聖成佛的理想等等諸

般「⾃自我超越」的企求，都只能夠通過「絕對無」的慈悲，經過「無的轉換」⽽而成⽴立。︒也就

是說，我們必須放棄對待「個」的⾃自由的追求，徹底⼤大死之後才能夠接受到「絕對無」的救

濟⽽而再度復活。︒依照這個思路，我們能夠看到⽥田邊在之後所提到懺悔道的哲學思路潛藏在其

中，可以說，⽥田邊哲學的根本特性也在此處呈現。︒ 

　本来絶対無のほかに有もあり得ないというのが、︑､すべての有を無に媒介せられたものと

する弁証法の精神ほかならないとすれば、︑､それは当然の事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絶対無とは

それ故⾃自⼰己を絶対的に媒介するものを意味する。︒｡絶対無とは⾃自⼰己を絶対的に否定的媒介す

る働きを謂う。︒｡これは絶対無の真意が絶対否定にあると⾔言った理由である 。︒｡ 73

  （本來絕對無之外，有亦不可能存在，即是將所有的有視為無的媒介的辯證法的精神之外

就無其它事物的話，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絕對無意味著將⾃自⼰己作為絕對的媒介之物。︒

所謂絕對無，是將⾃自⼰己作為絕對地否定的媒介⽽而活動。︒這也是說絕對無的真意存在於絕對否

定的理由。︒） 

    本節在最後以⽥田邊在〈種の論理を明らかにす〉⼀一⽂文中的⽂文字做結。︒我們在上⽂文的分析中

已經可以看到⽥田邊哲學體系是⽴立⾜足於由「個」經「種」以及「類」的相互關係所構成的「絕

對媒介的世界」。︒全部的有都必須以無作為媒介進⾏行⾃自我否定，換句話說，我們可以認為「否

定」即是這個媒介的世界的動能，「媒介的世界」即「絕對否定」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事

實上，我們還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特別是在「絕對無」以否定性將⾃自身作為媒介⽽而朝向有

的那個瞬間。︒⽽而這個可能性，我們將留待之後的機會討論。︒ 

西⽥田幾多郎・⽥田邊元 

 ⽥田邊元，〈種の論理を明らかにす〉，收入藤⽥田正勝編，《西⽥田哲学選集　別巻⼆二》，⾴頁22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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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個⼩小節，我想談談「軌」的問題。︒ 

    「軌」是法則，途徑，甚至⽅方法的意思。︒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個詞表達了限定的意涵。︒

有「軌」的地⽅方，便預設了⾏行軌的主體，以及軌所朝向的⽬目的——最後還有「軌」之所以存

在的緣由——當⼈人們對理解世界不同的⾯面向有需求時，總是會找出「事物」運⾏行的「軌」。︒

這是我們⼀一般思考的⽅方式。︒ 

    但是，如果我們要理解的事物，沒有「軌」的話呢︖？ 

    又或著是我們的理解，也沒有「軌」呢︖？ 

    我們在前⾯面的章節對哲學者西⽥田幾多郎以及⽥田邊元的思想內容已經進⾏行了不少的論述，此

間或有比較、︑有批判，但還沒來得及對⼆二者之間的思想構造做出「圖式」性的解說。︒因此，

在這個章節將會把西⽥田與⽥田邊思想中對⽴立、︑共鳴的部分，勾勒出來——⽤用「軌」的思考做為

⼯工具。︒ 

    我們知道⽥田邊在1937年發表了〈種の論理を明らかにす〉⼀一⽂文，這篇論⽂文可以說是⽥田邊在

確⽴立「種的邏輯」⽴立場上最重要的⼀一篇發表。︒⽥田邊在這篇⽂文章的第三節，直接點名西⽥田哲學

做出批判，並且也使⽤用了西⽥田的語詞「絕對無」，將其內涵抽換，與西⽥田正⾯面對決。︒⽥田邊認

為「絕對無」不應該是在辯證法的世界之上⽽而定⽴立，⽽而應該是⾃自身就處於辯證法的世界之中，

將⾃自身作為絕對的否定性的媒介⽽而與作為⾃自⼰己否定的「有」相對，構成辯證世界的否定連動

關係。︒重點在於沒有任何事物是直觀的被給予的，⽽而應是互為媒介的。︒⽥田邊的哲學⽅方向事實

上就是「邏輯的世界」。︒ 

    絶對無は飽くまで無であつて有であることを許さないものでなければならぬ。︒｡然るに之

を絶對無として、︑､辯証法的世界の底⾯面乃⾄至裏⾯面とし、︑､⾃自⼰己否定的なる存在の於てある場所

とするならば、︑､それは直接に有るものとして定置せられるのであつて、︑､同時に無いもので

あるといふ意味を真實には失ふ。︒｡斯くして、︑､他の總ての存在は辯証法的に否定即肯定とし

て否定的に媒介せられ、︑､無に於て有るものとなるけれども、︑､之をして無に有るものたらし

める媒介としての無の場所それ⾃自⾝身は却て⾮非辯証法的に直接に肯定せられ、︑､絶對無は有に

して無を失つて直接の有となることを免れない。︒｡これは、︑､辯証法それ⾃自⾝身は直接に肯定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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られて⾮非辯証法的主張せられる、︑､といふことに外ならない。︒｡〔……〕絶對無も同時に否定

的に媒介せら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ぬと考へるのである 。︒｡ 74

  （絕對無無論如何都是無⽽而並不被允許為有。︒但將此做為絕對無，做為辯證法的世界的底

部乃至內⾯面，做為⾃自我否定的存在之中的場所，那都是直接作為有者⽽而被定置，同時，在真

實上失去無之物的意義。︒如此⼀一般，其他所有存在都是辯證法式的做為否定即肯定⽽而被否定

的做為媒介，儘管在無之中成為有者，做為此⽽而在無中作為使其成為有的媒介的無的場所，

其⾃自身卻非辯證法的被直接地肯定，絕對無會不得不成為有⽽而將無的性格失去⽽而成為直接的

有。︒這是辯證法其⾃自身直接地被肯定⽽而被主張為非辯證法的，除此無他。︒｡〔……〕絕對無也

同時不得不被思考為否定的媒介。︒） 

    以上這段⽂文字可以說是完整地表達了⽥田邊對於西⽥田批判的核⼼心。︒正如同我們剛才所提到

的，⽥田邊認為西⽥田的絕對無是⼀一種先在的、︑直觀⽽而不能⽤用邏輯（也就是⽥田邊所謂哲學的⽴立

場）予以測定的有。︒說是有的理由事實上在於⽥田邊認為只有能夠⽤用辯證的邏輯、︑身為媒介性

的存在才能夠擁有否定性的內涵，⽽而說是無我、︑是無。︒⽥田邊顯然地將西⽥田的絕對無作為流出

論意義上的場所來批判，⽽而認為⾃自⼰己所提出那透過「有」⽽而同時身為媒介⽽而被否定的絕對無

才是真正的絕對無。︒那麼，在明⽩白⽥田邊的⽴立場之後，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去問的就是⽥田邊的批

判確實有擊中西⽥田的弱點嗎︖？還是像西⽥田所感嘆的⼀一般，是對西⽥田邏輯的無理解 ︖？我們先75

來看看西⽥田的〈論理と⽣生命〉⼀一⽂文，西⽥田的這篇⽂文章重要之處在於它是明確地針對了⽥田邊的

批判做出了回應，因此透過其中內容的檢討，我們可以看出西⽥田是怎麼樣去看待⽥田邊的思考，

以及兩⼈人的差別。︒我們知道西⽥田的⼀一貫⽴立場是就著實在本身⽽而解釋實在，這樣的⽴立場從其在

《善的研究》提到經驗先於⾃自我的思維模式中早已可以看出。︒可以說，要理解實存的經驗，

那麼就必須回到判斷之前。︒以判斷之後的邏輯思維來探討實存的問題，在西⽥田認為是不可能

的事情。︒因此我們可以知道，西⽥田提出「物となって考え、︑物をなって⾏行う（成物⽽而思、︑成

 ⽥田邊元，《⽥田邊元全集  6》，⾴頁467-468。︒74

 西⽥田在⽣生前最後⼀一篇⽂文章的「私の論理について」中是這麼說的：「併しそれは異なった⽴立場か75

ら私の云ふ所を曲解して、︑之を對象としての批評は、︑真の批評とは云はれない」。︒這裏所暗⽰示
的，恐怕很難不包括⽥田邊元在內。︒西⽥田認為，從抽象的邏輯是無法去思考具體之物的問題，由這點
引發出來的誤解，其實也就是⽥田邊的理解。︒參照：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〸十⼆二卷》（東
京：岩波書店，1950），⾴頁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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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而⾏行）」的思想背後，是從世界實存的角度來看的。︒以實存來探討實存，從這個角度來看，

西⽥田可以說是個相當徹底的現實主義者——只是這個樣⼦子的現實，是世界角度的現實，西⽥田

是由判斷之前的世界出發來發展其理論。︒⽽而西⽥田在「論理と⽣生命」⼀一⽂文中，也是本著這個⽴立

場來對⽥田邊進⾏行回應的。︒西⽥田針對⽥田邊，認為雖然實在之物必是理性之物，但是「辯證法的

真正意義並不是邏輯將⽣生命作為媒介，⽽而是⽣生命將邏輯作為媒介」，後者的⽴立場才是真正的

理性。︒這顯然是對⽥田邊的說法進⾏行了反轉。︒就西⽥田來說，實在的理性必須是⾃自證的，我們能

夠通過⾏行為的直觀⽽而消滅主客，⽽而將邏輯當作ロゴス的媒介——以證成理性的⾃自發⾃自展。︒⽽而

西⽥田這邊所談的成為物⽽而直觀，並非是要消滅掉物與我間的對⽴立性⽽而達成同⼀一，⽽而毋寧說是

要保留這個樣⼦子的對⽴立⽽而進⾏行發展。︒西⽥田最後下的結論是，無論多努⼒力地將否定邏輯之物作

為媒介，依然是不能達到西⽥田所謂真正辯證法的邏輯之⽴立場，因為真正的辯證法必須得是⽭矛

盾的⾃自我同⼀一的⽴立場。︒西⽥田對⽥田邊哲學所提的絕對媒介理論，認為無論如何地去假定⼀一個基

體，那基體也永遠不能成為純粹經驗的主體。︒⽽而儘管提出了絕對媒介的理論，但絕對媒介依

然只是特殊之物，是永遠的彼岸⽽而非我，⽽而非現實。︒現實必須是普遍，是「絕對⽭矛盾的⾃自我

同⼀一」。︒我們顯然可以發現，西⽥田的⽴立場是站在世界整體來談的，世界的⾃自我同⼀一⽽而又內含

⽭矛盾的事象，必須是⼀一切的起點。︒西⽥田的哲學在這個點上具有瞬間性，是⼀一個具有動性的靜

⽌止瞬間，這個動性的靜⽌止瞬間才是真正的「絕對無」，這不同於⽥田邊所設定的動性直接給予

的世界，可以說是⼆二者之間⼀一個相當重要的差別。︒我在這邊所提的這個狀態，中澤新⼀一有⼀一

段有趣的敘述與此相當類似： 

    「神の中の光」だけではなく、︑､それと⽭矛盾と対⽴立する「神の⾃自然」を考える必要で、︑､光

と⾃自然という⼆二つの⾃自律の緊張相克が、︑､⽣生命のなりたつ場をつくりだすと考えた。︒｡シェリ

ング流に表現すると、︑､⾃自然というのは「神⾃自⾝身の中において神⾃自⾝身でないもの」となるが、︑､

⽥田邊元は述語論理がただり着く究極の場所である「絶対無」の中にも、︑､「無⾃自⾝身の中にあっ

て無⾃自⾝身でないもの」を概念化することが必要であり、︑､「絶対無によって⾒見る」⾃自覚の光

だけによって、︑､⽣生命や実存を思考し記述することは不可能だと⾔言おうとしている 。︒｡ 76

 中沢新⼀一，《フィロソフィア．ヤポニカ》（東京：講談社，2011），⾴頁28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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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非僅是神之中的光，思考與其⽭矛盾對⽴立的神的⾃自然也有其必要。︒是光與⾃自然此⼆二物之

⾃自律的緊張相克，製造出了⽣生命得以成⽴立之場。︒如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流地表現的話，⾃自然即是在神之中存在的非神之物，以⽥田邊元在做為述語邏輯

的究極場所的絕對無來說亦然，將無⾃自身之中，有⽽而非無之物的概念化有其必要，僅僅是因

絕對無⽽而⾒見的⾃自覺之光，去思考⽣生命與實在並記述下來似乎不太可能。︒） 

    是的，就⽥田邊的思考⽽而⾔言，是不能只考慮有動性的靜⽌止瞬間的。︒不，或著應該說，「在神

之中的光」的思考反⽽而會對⽥田邊就「神的⾃自然」即邏輯概念化的努⼒力產⽣生阻礙。︒為什麼這麼

說︖？那是由於⽥田邊關注的現實層⾯面的事態如根本惡的問題，在在都是停留在光的層⾯面所無法

解釋的現實問題。︒是的，我們知道解釋是在判斷之後，⽥田邊所要求的解釋亦然。︒⽥田邊所想要

貫徹的從頭到尾都是邏輯的實存世界，也因此⽥田邊必須在邏輯世界就解決所有的邏輯問題，

也就是⾃自然。︒並不是說⽥田邊哲學與西⽥田哲學不相容，⽽而是說兩者之間從思考的出發點就具有

根本性的差異，也就是前⾯面所談的「⽣生命將邏輯作為媒介」抑或「邏輯將⽣生命作為媒介」的

區別。︒也因此，西⽥田的哲學是世界的實存哲學，⽽而⽥田邊的哲學則是實踐的實存哲學，我們可

以這麼說。︒ 

    還記得我們要談「軌」的問題嗎︖？ 

    在這邊，我們想再來談⼀一談⽥田邊那「作為媒介的絕對無」與西⽥田「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的問題，我們從西⾕谷啓治的⼀一篇⽂文章開始談起，〈西⽥田哲学と⽥田邊哲学〉。︒ 

    西⾕谷的這篇⽂文章，在談論西⽥田與⽥田邊哲學的諸多⽂文章裡⾯面，對兩者哲學的異同分析精闢，

⽽而且是特別有感情的⼀一篇⽂文章。︒西⾕谷認為，西⽥田與⽥田邊，其實沒有想像得那麼遠。︒ 

    我們⾸首先來看看他怎麼談⽥田邊的絕對無： 

    絶對無を媒介として〔……〕少なくとも相對と相對がそれぞれ⾃自⽴立的存在として、︑､絶對

他⼒力から絶對否定即肯定的に媒介されて交互態をなす時、︑､またかかる相對と相對とが往相

即還相といふ全⾯面的なあり⽅方において同⾏行となるといふ時、︑､相對と相對とは互ひに全く⾃自

⽴立的でありながら然も同死同⽣生なるもの、︑､則ち死復活において軌を⼀一するものでなければ

ならなぬであらう 。︒｡ 77

 西⾕谷啓治，《西⾕谷啓治著作集  第九卷》（東京：創⽂文社，1987），⾴頁238-23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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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絕對無做為媒介〔……〕至少相對與相對做為種種⾃自⽴立的存在，由絕對他⼒力開始絕對

否定即肯定的被媒介化⽽而成為交互態時，又或是這種相對與相對的往相即還相這般全⾯面地以

⽣生存⽅方式⽽而同⾏行時，相對與相對彼此互相是⾃自⽴立的又是同死同⽣生者，也就是說經由死復活來

說，軌不能不是同⼀一的。︒） 

    相對與相對的交互態以絕對無做為媒介⽽而成⽴立。︒這樣的交互態之所以成⽴立的⽬目的是為了能

夠⼀一起「同⾏行」，彼此保有彼此的個性⽽而各各不同，但卻能藉由媒介同死同⽣生。︒無法接觸到

絕對無的存在，卻能夠在絕對無所提供的軌道上達到同⾏行，不，應該說絕對無就是那個

「軌」。︒對於⽥田邊來說，這樣的軌，是「邏輯的軌」，儘管都是不同的存在，但卻必須並⾏行

這⼀一條「邏輯的軌」，這是⽥田邊不斷執著的⼀一⾯面。︒西⾕谷說，這樣的哲學是以實踐與⾏行為為基

軸的哲學，必須預設⼀一個「軌」來展開世界，才能依此去⾏行動。︒ 

    那麼西⽥田呢︖？西⽥田幾多郎的哲學，也有這樣的軌嗎︖？ 

    西⽥田哲學において、︑､⼀一即多、︑､多即⼀一として⽭矛盾的⾃自⼰己同⼀一的に無限に創造的な世界が、︑､

「無基底的」に創造的であると強調されている意味が出て来ないと思ふ。︒｡それが無基底的

に創造的なるゆえに、︑､絶對⽭矛盾的⾃自⼰己同⼀一といふことは同⼀一性的論理の⽴立場ではなくして、︑､

むしろそれと對蹠的に反對な⽴立場である。︒｡〔……〕併しもし前念も後念も絶對現在の⾃自⼰己

限定として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といふごとき仕⽅方で⽣生起し、︑､しかもかかる⾮非連續が、︑､同⼀一な

る⾃自⼰己の⾃自覺が⽣生ずるといふ仕⽅方で連續する時、︑､その⾃自⼰己は基體的ではなく、︑､その⽭矛盾的

⾃自⼰己同⼀一は同⼀一性的論理でいふ同⼀一性ではない 。︒｡ 78

  （在西⽥田哲學之中，做為⼀一即多、︑多即⼀一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中無限地創造的世界，似乎沒

有強調「無基底的」創造的意義。︒從那無基底的創造的基礎上說，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並非

同⼀一性的邏輯⽴立場，⽽而是恰恰相反。︒〔……〕但如果前念後念都做為絕對現在的⾃自我限定⽽而

以如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方法⽣生起，又這樣的非連續，在同⼀一的⾃自我之⾃自覺⽣生起的⽅方法連

續時，那⾃自我並非基體的⾃自我，那⽭矛盾的⾃自我同⼀一也並非同⼀一性的邏輯所說的同⼀一性。︒） 

 正因為是無基底的創造，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才並非同⼀一性的邏輯，⽽而毋寧說是反對的⽴立場。︒同78

上，⾴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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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田的腦海裏，世界的⾃自我限定、︑創造應該是沒有基底的，或著說，是沒有⼀一個固定不

變、︑死板板的基體。︒但其實更好的說法是，世界在⾃自發⾃自展⽽而進⾏行創造的根源處，在判斷尚

未給出的時候是⼀一種「無想無⼼心」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任何形式上的邏輯規定都會失

去意義，在世界的最深處也沒有「軌」的存在，無軌也無想。︒無軌無想不代表世界是⼀一元的

⼀一，⽽而應該是保持多元的⽭矛盾⾃自我同⼀一。︒若果我們像秋⽉月龍珉（1921- 1999）揭⽰示的⼀一般將

「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一氣念成，則我們能在「觀」的層⾯面回到無基底，則我們也不會感

覺到「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內有⽭矛盾與同⼀一，我們在念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瞬間

只有述語思維的作動，⽽而無主語的判斷 。︒這就是西⽥田哲學，無軌也無想。︒ 79

    在之後的章節，我們將會以三上章的構⽂文論為線索，探討⽇日本靈性思維的具體特性。︒ 

 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有兩種唸法。︒⼀一種是無⼼心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一種是「絕對・⽭矛79

盾・的・⾃自我・同⼀一」，前者是無基底的，述語式的思維。︒⽽而後者已經過判斷，主語已經出現，是

分別的思維。︒西⽥田哲學的根柢，事實上是此處「應無所住⽽而⽣生其⼼心」這句禪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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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上章的構⽂文論及其周邊 

〔は〕はひと歌お旨として、︑､題を受くべき脚結なり。︒｡ 

  （〔は〕做為旨⽽而成受題的腳結） 

為什麼我們要談三上 

    無論是被稱為「⽇日本語學之⽗父」也好，「抹殺主語的男⼈人」也好，三上章的理論⼀一直以來

都不是⽇日本國語學界研究的主流，這個情形直到今天依然沒有改變。︒我們儘可以⽤用「疎外（そ

がい）」這個詞來形容他，並且順從學界主流，繼續輕視三上的思想。︒但是如若我們將三上

章所提出的所謂「就⽇日本語本身的事實來研究⽇日本語」的研究精神及其業績並觀，將會發現

三上所揭⽰示的⽇日本語構⽂文系統，隱藏著解答⽇日本⼈人思維⽅方式的鑰匙。︒ 

    從1953年的《現代語法序說》開始，⼀一直到1960年的《象は⿐鼻が長い》、︑1963年的《⽇日本

語の論理》為⽌止，三上章基本上有系統地確⽴立了其批判由「學校⽂文法」所代表的國語學界無

批判便直接繼承英⽂文法中「主——述概念」的⽴立場：

    英⽂文は周知の如く主語タイ述語といふ⽅方式を踏んでいる。︒｡しかしこれは単に⽑毛唐どもの

⾔言語習慣であつて、︑､何も⼈人類⾔言語の先験的規定ではない。︒｡またこの主語タイ述語を踏まな

い⾔言葉使ひは幼稚で⾮非論理的ときまつたわけでもない。︒｡卑⾒見によれば、︑､我が国⽂文はきれい

さつばりと述部⼀一本建てなのである 。︒｡ 80

  （眾所週知，英⽂文是使⽤用主語加述語的⽅方式。︒但這單單僅是外國⼈人的⾔言語習慣，⽽而並非任

何⼈人類⾔言語的先驗規定。︒又，不使⽤用這樣的主語對述語構造的語⾔言並不代表幼稚或非邏輯。︒

照我的意⾒見，我們的國語是更美的述部⼀一本建構造。︒） 

    在此我們可以看到三上認為⽇日本語並不適合套⽤用英⽂文（三上又稱歐⽂文）的主——述思考套

路，⽽而讚揚了⽇日本語的美直接體現在述語⼀一處。︒述語的功能⼀一般是解說主題，描述狀態或動

 三上章，《三上章論⽂文集》（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75年），⾴頁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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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通常以動詞與準詞的です／だ／である為主 ，具有變化的性質。︒舉例⾔言之，如果我們81

把這個性質換⼀一個說法，試著將述部與西⽥田幾多郎所說的「場所邏輯」套上關聯，很快可以

發現三上的構⽂文論與西⽥田的邏輯似有暗合之處，這點我們容後再談。︒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象は⿐鼻が長い》中所提⽰示的係助詞「は」的本務與兼務又是如何。︒

三上認為，「は」的本務是與⽂文末呼應⽽而完成⽂文，處理題述的呼應。︒「は」的影響⼒力相當強，

可以越過逗點與句點，將影響⼒力發揮到同⼀一個主題涵蓋下的各⽂文並與各動詞產⽣生呼應。︒又，

「は」的兼務是要闡明題⽬目的「中味」（事柄，ことがら）、︑（事，こと），代⾏行其他的助

詞。︒但「は」雖然代⾏行、︑壓迫其他助詞的功能，卻又保留了被代⾏行者最低限度的性格。︒如果

我們要還原被取代的助詞之完整性格，那麼便要去掉「は」，使⽂文無題化⽽而回歸到單純邏輯

的狀態，在這個狀態下助詞能夠發揮其原本的功能，換⼀一個說法，這是⼀一種「直觀」的邏輯，

主客未分。︒三上在《象は⿐鼻が長い》（107-108）⼀一書中亦提及⼈人在聽到含有「は」的提⽰示

句的同時，腦中會⾃自動在無意識時進⾏行無題化的動作。︒這顯然意味著「無意識」中的我們會

向消除⼼心理因素的原邏輯靠攏，讓助詞「身為其⾃自身⽽而觀看⾃自身」。︒ 

    如果各位還記得先前我們提到的西⽥田幾多郎與⽥田邊元分歧的思考脈絡，那將會在此驚訝地

發現三上章就⽇日本語⾃自身的構⽂文所揭⽰示的構造，與西⽥田、︑⽥田邊的思考邏輯竟能如此完美地重

合（或許⾔言之過早，但這是⼀一份審慎樂觀的期待）。︒以「は」為例，「は」作為係助詞⽽而與

「實在」溝通的媒介，即在歷史的世界中成為我們懺悔的對象。︒同時，「は」對「⽂文」那強

⽽而有⼒力的⽀支配⼒力，也正是助詞在邁向絕對⾃自由的過程中無法不批判的對象。︒或著，回到剛才

提到的述語，相對於述語，在主格被確⽴立的要件可以說即是被ノエマ化的我。︒ノエシス包覆

ノエマ並無化之後，我們才能夠成為身⼼心脫落的⾃自⼰己。︒ 

    又，我們在此必須再⼀一次地回頭來談談「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個概念。︒因為如果不能

理解這個概念，我們也就無法理解我們使⽤用語⾔言的衝動與世界的連結。︒如同我們前⾯面所提到

的，當我們⾸首次意識到「⾃自我」與「世界」的連結時，當「⾃自我」⾃自身覺知到「⾃自我」為「⾃自

我」的同時，「⾃自我」便會為⾃自⼰己⽽而發聲。︒當⾃自我說出「私はここにいる」的那個瞬間，⾃自

我就脫離了「私がここにいる」的狀態⽽而真正成為了「私（個物的⾃自我）」。︒那麼，這意味

著些什麼︖？我們可以說的是，在西⽥田哲學的脈絡來看，真正的歷史的世界，是必須經由世界

與個物的相互否定才能夠成⽴立的。︒那麼，我們可能會問，相互否定是不是即是肯定了⼀一種狀

 三者其實均來⾃自同樣的語源。︒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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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或關係︖？我們能不能夠將概念代換︖？就結論⽽而⾔言，必須說是不⾏行的。︒相互否定並不即是對

相互否定這個概念的肯定，這背後蘊含著「空」的概念。︒這是⼀一種終極的否定，也就是說，

我們不能夠執著在是否「⽭矛盾」抑或「同⼀一」，兩者我們都不能講。︒在此我們看到了西⽥田的

這個概念對⽥田邊有著超克的意義存在。︒⽥田邊定⽴立了⼀一個⼀一個「種的邏輯」，但這個邏輯的⼒力

量太強，具體地說，如果確⽴立了⼀一種「什麼樣的」邏輯的話，那個「什麼樣的」概念，即會

瞬間變成「⼀一塊」被落實的概念。︒那麼，「我們」在接受這樣的概念時，便會被這樣⼀一個擁

有不變定義的概念給束縛，⽽而感受到做為「必須被接受」之「他者」的存在。︒所謂「他者」，

可以是任何形式，本來「他者」就並非⼀一定得是「⼈人」。︒毋寧說，所有可能擁有不變結構意

義的「物事（ものごと）」，都可以是被喚作「他者」的存在。︒這樣的思考是危險的，因為

有了「固定」的他者，我們便不能在他者的深處⾒見到我們⾃自身，⽽而必須分出⾼高下。︒我者必須

和他者進⾏行「決⾾鬥」，以決定誰能握有話語權。︒但是西⽥田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並不是

這樣，西⽥田的概念是有助於我們化解掉話語權誰屬的危機，在「空」的尖端讓所有⽭矛盾同⼀一

關係以⽭矛盾同⼀一的⽅方式成⽴立。︒ 

    讓我們來看看西⽥田怎麼說，以下引⽂文： 

    我々は絶對⽭矛盾的⾃自⼰己同⼀一的世界の個物として、︑､いつも之に對すると云ふこともできな

い絶對に接して居るのである。︒｡即今⽬目前孤明歴歴地聴者、︑､此⼈人處々不滞、︑､通貫⼗十⽅方と云は

れる。︒｡我々は⾃自⼰己⽭矛盾の底に絶對に死して、︑､⼀一切即⼀一の原理に徹するのが即⼼心是仏の宗教

である。︒｡[……]⼼心と云つても主觀的意識を云ふのでなく、︑､内亦不可得であり、︑､無と云つて

も、︑､有に對する相對的無をいうのではない 。︒｡ 82

  （我們身為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的世界的個物，不斷地與無法道斷的絕對 相接著。︒即是83

說⽬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此⼈人處處不滯，通貫⼗〸十⽅方。︒我們在⾃自我⽭矛盾的底部絕對地死，貫徹

⼀一切即⼀一的原理也即是佛的宗教。︒[……]說是⼼心但不即是說主觀的意識，內亦不可得，說是

無亦非與有相對的相對的無。︒）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九卷》，⾴頁217-218。︒82

 無法以⾔言語敘述形容的絕對者，⾔言語道斷。︒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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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話所陳述的，正是西⽥田闡述世界與個物之間關係的終極看法。︒個物的⾃自我與世界在

彼此所共同成⽴立的動態關係上被映射⽽而出，這正如同長⾕谷正當所說的，「絕對將⾃自我否定，

將⾃自⼰己翻轉⽽而被限定的場所、︑也就是相對界中現身、︑通過相對⽽而進⾏行⾃自我表現。︒那便是超越

成為內在︔；神與佛並非天空、︑⽽而是變作眾⽣生所居住的⼤大地⽽而⽰示現 。︒」，這是⼀一種宗教的場84

所論。︒⽤用我們的話來說，絕對與相對雖然擁有名相所⽰示現的⼆二元關係，但是絕對並不在相對

之上，⽽而毋寧彼此是彼此的基礎，這體現了「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樣的思考⽅方式的背

後明顯有佛教的痕跡，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說「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這⼀一概念背後有著「空」

思想的原因 。︒那麼，「空」這樣⼀一種終極否定的思維⽅方式是怎麼樣呈現的︖？事實上，85

「空」只是要呈現萬物與諸種事象是經由相互依存抑或相互限定⽽而成⽴立，也就是「緣起」。︒

這是就龍樹的中觀思想⼀一路⾛走下來的傳統。︒這個「空」為什麼必須是絕對的否定︖？那是由於

我們不應該對「空」起「空⾒見」，也就是執著於「空」。︒我們必須透過「空」來否定「空」

與空以外的所有事物： 

    空とは有無を超越し、︑､相互依存、︑､中道などと同義であり、︑､対⽴立を打ち切る⽴立場である。︒｡

これに反して有と無とは対⽴立を存続する⽴立場である。︒｡「空」対「有無」は「超対⽴立」対「対

⽴立」の関係である。︒｡したがって空を有とみなすおも無とみなすのも、︑､ともに本来超対⽴立的

であるべきはずの空を対⽴立の⽴立場において把捉しようとすることである 。︒｡ 86

  （空即是超越有無、︑與相互依存、︑中道等同義，是消除對⽴立的⽴立場。︒與此相反有與無即是

保持對⽴立的⽴立場。︒「空」對「有無」即是「超對⽴立」對「對⽴立」的關係。︒⽽而將空視為有或無，

都是將本來是超對⽴立⽴立場的空以對⽴立的⽅方式把捉。︒） 

    這⼀一段關於「空之原理」的⽂文字，出⾃自中村元的鉅著《龍樹》。︒我們要注意的是中村提及

「空」具有的功能是能夠解消掉「有」、︑「無」的對⽴立，是⼀一種超脫對⽴立的概念。︒⽽而這個概

念能夠成⽴立的基礎，正是萬物萬物相互依存的關係。︒相互依存，因緣⽽而⽴立，「他者」的概念

 長⾕谷正當，《本願とは何か—親鸞の捉えた仏教—》（京都：法藏館，2015年），⾴頁175。︒84

 學者如西⾕谷啟治（1900-1990）、︑上⽥田閑照、︑末⽊木剛博（1921-2007）等為數甚多的學者都曾經以空85

的概念來釋西⽥田哲學，此處不⼀一⼀一介紹。︒

 中村元，《龍樹》（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頁277-27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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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自然被解消——因為沒有任何事物能夠獨⽴立，⾃自然也就沒有真正的「他者」意義上的

「他者」。︒但是，「空」始終必須否定掉⾃自⼰己，否則就不會成為真正的「空」，⽽而在「空」

否定掉⾃自我之後，「他者」也就跟著出現。︒這裏這麼樣⽭矛盾的說法，我們必須得特別留意，

因為這裡的邏輯切換、︑「空」的⾃自我否定正是西⽥田的「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所關注的重點。︒

「空」被否定「有無」才能被否定︔；⽽而「空」的否定造就「空」的成⽴立，「有無」才能夠成

⽴立。︒但要注意的是，我們並不是說西⽥田的觀點便即是「空」的觀點，⽽而是說兩者在所使⽤用概

念的「機能性」上有著共通之處。︒西⽥田哲學「絕對無」，相對於「空」比起來，對於現實的

觀察與切合算是「空」所沒有多著墨的部分，我們在這裡使⽤用「空」來解西⽥田，是由於「空」

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釐清西⽥田在勝義的部分所運⽤用的邏輯⽅方法。︒ 

    讓我們回到語⾔言的部分。︒其實我們在這邊要說的非常簡單，先來看看兩個句⼦子： 

    私はここにいる 

  （我在這） 

　花がきれいだ 

  （花漂亮） 

    以「私はここにいる」⼀一句話⽽而⾔言，我們可以將它拆做三個部分來看，即「私は」、︑「こ

こに」、︑「いる」。︒「私は」是「個物的⾃自我定⽴立」，「ここに」亦然，但此時已具有了對

世界的認知︔；最後的述部「いる」代表著我們最原始的衝動，這個部分是同時混雜著個物與

世界的性質在其中。︒再者來看第⼆二句話「花がきれいだ」，「花が」表「個物的他者定⽴立」、︑

「綺麗（で）/（ある）」是對世界的認知、︑「だ（＝である）」則同上⼀一句的「いる」，

是為原始的衝動，也就是「事實⾃自身」。︒從「事實⾃自身」到「⾃自我與他者的定⽴立」的這⼀一個

過程，正代表著世界所進⾏行的限定⽅方向 。︒我們說，這是⼀一個「ノエシス」到「ノエマ」的87

過程，這是西⽥田哲學的⽤用語，也就是意向作⽤用以及被意向的對象的意思： 

 就井筒俊彥的話來說，這樣的過程是宇宙意識由無分節的話語逐漸進⾏行⾃自我分節的過程，是從87

「宇宙的話語」透過「⼈人類意識」⽽而達到分節的，從話語前的話語到話語之後的話語的過程。︒參照
井筒俊彥，《意味の深みへ——東洋哲学の⽔水位》（東京：岩波書店，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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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べて⼀一般者が⾃自⼰己⾃自⾝身を限定すると云ふには、︑､その限定作⽤用というものが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之によって種々の⼀一般者が区別せられ、︑､またその関係が考へられるのである。︒｡

[……]判断（意識作⽤用）における主語と述語との関係は此に於てはノエシスとノエマとの

關係となるのである。︒｡[……]判断的⼀一般者に於てあるものは、︑､個物として述語的なるもの

を含み、︑､述語的に互いに相限定するものとなる…… 。︒｡ 88

  （所有⼀一般者限定⾃自身即是說，不能沒有那限定作⽤用，依此⽽而能與種種⼀一般者做出區別，

又能夠思考這樣的關係。︒[……]於判斷談主語與述語的關係也即是ノエシス與ノエマ的關

係。︒[……]在判斷的⼀一般者之中存在者，包含了作為個物的述語之物，述語地互相限定之

物......。︒） 

    西⽥田幾多郎在〈叡智的世界〉⼀一⽂文中，對於我們⼈人類的意識作⽤用所朝向的⽅方向進⾏行了細緻

地考察。︒⽽而這樣⼀一種經由判斷⽽而落實對世界認知的限定關係，我們認為它的特性亦可以由語

⾔言所體現，在意向的對象出現以前，只有作⽤用的作⽤用。︒也就是說，原本便只有「いる」和「だ

（＝である）」的世界。︒這個樣⼦子的思維⽅方式，是擁有和三上所提的「述部⼀一本建」進⾏行對

話的可能性，因為他們分享類似的思考架構。︒ 

    經由以上的分析，能發現三上章的構⽂文論中有許多的資源能和西⽥田與⽥田邊的哲學相互印

證。︒又，通過對「絕對無的邏輯」的⾃自我限定後閃現的「は」進⾏行考察，我們期望能夠讓西

⽥田與⽥田邊的論爭明朗化，並了解⽥田邊與西⽥田分別可以讓我們在語⾔言的視閾有著什麼樣的啟發。︒

進⽽而替丸山所追問不停的問題，提供⼀一個新的契機。︒正是因為三上賜死了從西洋借來的主語

概念，才能防⽌止我們陷入我執，在非合理的歷史之中迷路。︒ 

我們該如何理解三上章——其之⼀一 

    研究者⼀一般關注三上章的作業，總是有著幾個不同的切入點。︒不⽤用說，最⼤大宗的當屬研究

三上章對於「は」、︑「が」所揭⽰示的區別，以及主語抹殺論。︒興許有其他關注的點，也多是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五卷》，⾴頁15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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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構⽂文體系入⼿手，探討⽂文法上的事項 。︒但，有⼀一個問題鮮少有⼈人去問。︒那就是對於三上89

⽽而⾔言，⽂文法研究到底代表著什麼意義︖？為什麼三上章在遭受到來⾃自學界的各種抵制卻還堅持

著這份事業︖？又，三上⽂文法對我們來說，在思想史的位置上，具有何種地位︖？這套⽂文法體系

是否有為我們揭⽰示了⼀一些思想上的契機，⽽而卻沒有被注意到︖？這兩個疑問是本節的核⼼心疑問，

⽽而我們下⾯面將試著去回答這些問題。︒ 

    ⾯面對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三上的教師身份中找到線索。︒三上⼀一直以來，對於⽇日語的⽂文

法教育都抱持著相當⼤大的關⼼心。︒甚至有不少專⽂文提到⽂文法教育的問題。︒舉例⽽而⾔言，三上在《⽂文

法と⽂文法教育》這篇論⽂文中便語重⼼心長地提到⽇日本⾃自明治⼤大正時代以來，便在各⽅方⾯面受到歐

美的影響，本著對崇尚歐美的⼼心態，在⽂文法這⽅方⾯面簡單地模仿歐美諸⾔言語的教科⽂文法⽽而做成

⽇日本語的國語⽂文法，可以說，錯誤的模仿與風尚導致了⽇日語⽂文法研究以及教育的不振。︒⽽而正

如我們前⽂文所述，對於「主—述」關係在⽇日本語⽂文法中被錯誤地定⽴立，三上感到極為痛⼼心。︒

認為這甚至會導致⽇日本⼈人對本國語⾔言之「劣等感」的養成——尤其是在與英⽂文法教育並⾏行的

學校教育中，對比於英⽂文法在主述關係的明確性，在⽇日本語學習上無法感到相同明確性的學

⽣生，相當容易陷入於認為⽇日本語是「非邏輯性」、︑⽽而英語才是「邏輯性語⾔言」的錯覺之中。︒

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三上的作業便是出於對⽇日語的熱愛與本性的追求，試圖扭轉這種不公

平的現象。︒不，不僅僅於此，三上甚至更進⼀一步地對⽇日本語保有⾼高度的⾃自負： 

    前章で⾒見たように、︑､subjectの語義は題である。︒｡この語義に魅⼒力があることは、︑､英⽶米⼈人の

態度からもよくわかる。︒｡英⽂文法のsubjectが⽂文法的にはこの語義から外れているにもかかわ

らず、︑､彼等には、︑､それが語義通りのものであるかのごとき錯覚がなかなか捨てられないよ

うである。︒｡⽇日本語には、︑､この語義通りのsubjectを表すより⾼高級な⽂文法⼿手段がある 。︒｡ 90

  （如前章所⾒見⼀一般subject的語義為題。︒這樣的語義具有魅⼒力，我們可以從英美⼈人的態度之

中看得出來。︒先不論英⽂文⽂文法的subject與這樣的語義（題）是有差距，對他們來說，subject

 值得⼀一提的是，益岡隆志有特別為三上⽂文法歸納出七點特徵。︒即「實⽤用⽂文法」、︑「⽂文論中⼼心」、︑89

「形式重視」、︑「⼀一般化志向」、︑「具先⾒見性與現代性」、︑「作為歷史所產的語⾔言觀點」、︑「就表
現特⾊色相關的特異性」等以上七點。︒可參照益岡隆志，《三上⽂文法から寺村⽂文法へ——⽇日本語記述
⽂文法の世界》（東京：くろしお出版，2003），⾴頁29。︒

 三上章，《⽇日本語の論理》，⾴頁15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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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語義相同的錯覺⼀一直無法被捨棄。︒以⽇日本語來說，是表現這語義的比subject更⾼高級的⽂文法

⼿手段。︒） 

    這裏三上想要表達的顯然即是就對於⽂文所要揭⽰示的「題⽬目」⽽而⾔言，⽇日語是更有優勢的，也

就是說英⽂文在表達這種語義⽽而⾔言是相對困難的。︒我們且摘錄幾個三上所舉的例⼦子來看看： 

    ⽂文法教育は、︑､根本的⾰革新が必要だ。︒｡ 

  （⽂文法教育有根本⾰革新的必要） 

　着物はおばあさんが裏の⼩小川で洗っている。︒｡ 

  （祖母在裏側的⼩小河洗和服） 

    ⾬雨は、︑､上がりました 。︒｡ 91

  （⾬雨停了） 

    確實，就這三個例句來看，就三上所提到的英⽂文法對subject的認定⽽而⾔言是很難表現出

「は」前⽅方作為subject的主題的認定。︒⽽而相對於英⽂文法，⽇日本語「は」這個係助詞本身即在

⽂文法的層⾯面具有提⽰示「題⽬目」的功能，因此三上認為⽇日本語比英⽂文法（包括歐洲⽂文法）更具

有使⽤用subject這個概念的資格。︒回過頭來說，若是照模仿英⽂文法⽽而無經過任何思考便移植在

⽇日⽂文法上的主語—述語對應判斷模式⽽而⾔言，以上例句中的subject究竟為何便會變得既不可解

⽽而又混亂。︒正由於三上本身便不認為⽇日本語是非邏輯、︑劣等的語⾔言，因此三上儘管遭受到打

壓與批判，也不斷地堅持著「就⽇日本語本身⽽而談⽇日本語」的態度，希冀能夠廢除不適⽤用於⽇日

本語的西洋⽂文法概念。︒⽽而就我們在此處的探討，可以知道的是三上基本上認為⽇日本語的「は」

在語法功能上對於表現subject即題⽬目（又或主題、︑論題），具有其優位性——甚至比英⽂文法

更符合邏輯。︒這個觀點相當重要，因此在這裡我想藉著這個觀念來順接到我們的第⼆二個問題：

「三上⽂文法對於我們來說，具有什麼意義」︖？ 

    前⽂文曾經提及，對於三上的⽂文法體系，⼀一直以來都有不少的批判。︒⽽而其中爭論最久、︑也並

沒有定論的，即是三上所提出的「主語廢⽌止論」。︒我們在這邊討論這個問題，當然不可能在

⽂文法上⽴立即給出孰是孰非的答案，我們也並沒有試圖去這麼做。︒但是，本⽂文在此卻希望提供

 同上，⾴頁15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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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思考的途徑，來去對這個問題作出回答。︒什麼樣的途徑︖？講明⽩白，其實就是依思維的

內在邏輯去對這個問題探本溯源，⽽而並非在所謂「⽂文法定義」的泥濘中打轉。︒更進⼀一步地

說，我在這邊試圖就前者的⽅方法來去對後者即「⽂文法體系」的「恣意命名性」來去做出批判，

試圖還原三上在思想史脈絡中的意義。︒那麼，在此我們先來看看對於三上的批判，具有哪些

類型，藉以觀察批判者具有什麼樣的思想內涵。︒⽽而⾸首先要關注的，⾃自然是對於三上「主語抹

殺論」的反響︔；在這⽅方⾯面庵功雄已經為我們做了⼀一些簡單的整理 。︒庵功雄基本上在圍繞主92

語的論爭上，採⽤用了原⽥田信⼀一的分類為基礎，即（A）主題＝主語說（B）主體＝主語說

（C）主格＝主語說。︒不⽤用說，三上的看法⾃自然是屬於（C）的主格＝主語說，主張⽇日本語

中並無如西洋⽂文法中⼀一般主語強制規定述語的「主—述」關係，認為⽇日本語並不需要主語這

個概念。︒那麼，其他兩種⽴立場又是如何︖？（A）的主題＝主語說，基本就是學校⽂文法陣營的

觀點，即將所有的⽂文強制配上主語，將「主—述」的⼀一致關係作為⽂文成⽴立的基本要件。︒⽽而

（B）的主體＝主語說則是將主語視為「表⽰示動作與狀態主的部分」，以⾔言語學研究會為主

的⽴立場。︒事實上，除卻以上（A）、︑（B）兩種⽴立場，可能還有部分學者，如以記述⽂文法的

角度，將主語與モダリティ（情態）掛鉤，認為主語持有說話者的意願，並以此作為判斷的

依據。︒另外最值得注意的是⽣生成⽂文法的主語肯定論，這是在⽂文法型態的先⾏行代名詞與尊敬語

兩種⽂文法必然要求主語的情況下確⽴立主語的存在。︒但事實上，這樣的看法依然無法套⽤用到所

有的句⼦子，且依然帶有⼈人的意志要素在內。︒我們從根底來看，甚至包含我們在導論曾經提到

的⽴立花英裕的疑問，事實上都沒有搞清楚⼀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主語究竟為何」︖？事

實上，就主語的性質⽽而⾔言，我們可以給出許多諸如動作主、︑意志主、︑モダリティ主或著主格

等等諸多不同的意義 。︒但我們可以注意到的是，除了「主格」這個三上章所⽤用的詞語以93

外，其他的項⽬目都與「主觀判斷」脫不了⼲干係。︒也就是說，這些將主語解體後的成分項，都

是由「經驗後」的意義賦予⽽而得出的⽂文法事項，⽽而並不是說在語⾔言邏輯上具有⼀一定的要求。︒

這些混亂多是由於對主語定義的模糊——也就是主觀賦予⽂文法意義的雜亂性——所導致的。︒

正如三上所說： 

 參照庵功雄，《『象は⿐鼻が長い』入⾨門——⽇日本語学の⽗父　三上章》（東京：くろしお出版，92

2003），涵蓋在⾴頁39-44的部分。︒

 可參照⽇日本語⽂文法学会編《⽇日本語⽂文法事典》，關於「主語的解體」⼀一條⽬目，在⾴頁2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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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目争いに熱⼼心なのはおかしい。︒｡「主語」という⽤用語はそのままにして、︑､その概念内容

を改めればすむこと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意⾒見もあるかも知れない。︒｡しかし、︑､それではすま

ないのである。︒｡少なくとも⾮非常に困難である。︒｡主語廃⽌止も困難であるが、︑､主語据置きで認

識の⽅方を改めるなどは、︑､その何倍も困難で、︑､ほとんど不可能のように思われる 。︒｡ 94

  （熱衷於名⽬目之爭相當可笑。︒將「主語」的⽤用語不動⽽而改變其概念內容就可以了吧、︑或許

會有這樣的意⾒見也不可知。︒但，光只有這樣是不夠的，至少是非常困難的。︒主語廢⽌止雖然也

很困難，但沿⽤用主語⽽而改變認識的⽅方法之類，是無數倍的困難，幾乎是不可能的。︒） 

    是的，光在概念「內容」的賦予與分析上打滾，是很難得出邏輯上有普遍性的結論的 。︒95

那麼，三上的「主語廢⽌止論」就能夠避免掉這些問題嗎︖？不，我們並沒有說三上的判斷都是

照著邏輯學在判斷，三上也並沒有在追求像「普遍⽂文法」⼀一樣的體系。︒是的，我在這邊將⼀一

般對三上章的理解⽅方式做⼀一個「巨⼤大的翻轉」——三上的⽂文法系統、︑我們的所謂三上⽂文法，

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主觀的⽂文法」。︒ 

我們該如何理解三上章——其之⼆二 

    三上章的⽂文法就是⼀一套「哲學體系」，這點可能連三上⾃自⼰己都並沒有發覺。︒但是若我們深

入三上的論述中觀察他的思維，我們其實可以略微窺⾒見⼀一些端倪。︒讓我們再度回頭來看看三

上提出「主語廢⽌止論」的動機吧。︒諸位應該仍然記得，三上由於⽇日本語的「不信與不振」，

打算就⽇日本語本身的性格來研究⽇日本語⽂文法，⽽而其研究的結果就⼤大要來說，即是發現在⽇日本

語中並沒有如西洋⽂文法般強制對應到述語的「主語」要素存在。︒我們這邊要關注的重點就是

就「⽇日本語本身的性格來研究⽇日語⽂文法」這個想法，明顯是與就「西洋⽂文法來看⽇日本語⽂文法」

甚或是追求「⽂文法的普遍性」有著完全相反的動機。︒這代表什麼意思︖？即是說三上研究的事

實上並非「語⾔言」這樣的意義符號，⽽而可以說是語⾔言背後的「性格」，三上是先認知到這樣

的「性格」是什麼東西之後，才在語⾔言⽅方⾯面找⽂文法的對應性。︒不像上述提到的研究者，三上

 三上章，《⽇日本語の論理》，⾴頁133。︒94

 本⽂文認為無論何種⽂文法基礎研究，最重要的是應當認知到客觀這兩個字在判斷層⾯面是無論透過什95

麼樣的努⼒力，都無法克服判斷這⼀一關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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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地認知到「語⾔言」的「經驗性」，並更進⼀一步地不被侷限在這個經驗性的範圍，⽽而去就

經驗⽽而研究經驗。︒但我們在這邊並不會說三上的⽂文法進路是等同於認知⽂文法的，⽽而應該是說

三上所揭⽰示的實際上是⼀一套世界觀，屬於話者「⽣生活世界」的世界觀，⽽而⽂文法是這個世界觀

的延伸——進⽽而在確⽴立之後回頭過頭來與話者互動。︒這是什麼意思︖？就是三上並沒有⼀一開始

就設定⽂文法必須是什麼，⽽而是在對⽇日本⼈人的⽣生活世界有著理解之後才來建構⽇日本語⽂文法體系。︒

也因此不會陷入適⾜足削履、︑以西洋⽂文法為風尚的誤區。︒即是不以邏輯來證成語⾔言，⽽而是以語

⾔言背後的性格來證成邏輯。︒那麼這即會涉及到這個語⾔言使⽤用族群的特殊性： 

    どのような社会においても、︑､個⼈人は社会関係という構造化された集まりのなかでいくつ

かの位置を占めるものである。︒｡そしていかなる社会もその集まりの性質と形式に関して慣

習的なイデオロギーを持つ。︒｡したがっていかなる社会の成員も、︑､そのようなイデオロギー

を表現し、︑､公にそれに逆らわないということを⽰示すことで、︑､その社会独特のやり⽅方に従う

のである 。︒｡ 96

  （在任何社會裡，個⼈人都是在被稱為社會關係的被構造化的集體中具有若⼲干的位置。︒然後

無論是什麼社會都與其集體的性質與形式相關⽽而擁有慣習的ideology。︒因此無論任何的社會

成員都會表達出那樣的ideology，⽽而不會公然地反逆這樣的ideology，只從屬於那社會獨特的

⾏行事⽅方式。︒） 

    這⼀一段⽂文字涉及了語⾔言存在的根本線索，即⾔言語的社會性。︒就像是在呼應我們此處所引⽤用

語⾔言學者N.J. Enfield（1966-）⼀一般，三上章的⽂文法研究確實呈現出了⽂文法規則背後所蘊含，

由「關係性」所組成的共同思維⽅方式︔；⽽而在此處的語境⽽而⾔言，這樣的關係性就是⽇日本⼈人的思

維⽅方式。︒⽂文法作為被組織的記號體系⽽而表現出⽇日本語使⽤用者所獨有的思維⽅方式，就⽇日本語本

身的性格來研究⽇日本語⽂文法背後隱藏著這樣的意涵，⽽而這也正是我們在思考三上⽂文法時所應

該持有的態度。︒正因為三上的研究並非僅指向「⽂文法本身」，所以，就著繁瑣的⽂文法事項與

規則來臧否三上⽂文法的正確與否，是從根本上便搞錯了⽅方向。︒要了解三上⽂文法的得失成敗，

我們需要探討的是三上⽂文法究竟能不能夠正確地表現⽇日本⼈人的特殊性格，除此無他。︒ 

 N.J.エンフィールド，《やりとりの⾔言語学——関係性思考がつなぐ記号．認知．⽂文化》（東京：96

⼤大修館書店，2015），⾴頁299。︒
�85

 



    那麼以下便讓我們舉實例來印證三上這樣的思路。︒具體⽽而⾔言，我們都知道三上提倡將「主

語」廢除，⽽而使⽤用「主格」這⼀一個概念，若要說「主格」與「主語」的不同，熟悉三上⽂文法

的⼈人應該都知道三上是取消掉了主語對述語的「絕對⽀支配性」。︒換句話說，差異其實就是三

上將⽤用了「主格」的「格」字，將原本的主語給「虛位化」了。︒這裏所說的「虛位化」相當

重要，因為三上雖然並沒有取消掉⼀一⽂文中作為主要地位的語詞存在，但是卻將這樣的語詞放

在了與他者同樣的次元上看待，也就是說語詞與語詞之間的等差被直接取消，誰也無法⽀支配

誰。︒需要注意的是，這邊所談的「主要地位」並非是指在這裏的語詞具有價值上的優越性，

⽽而是說這是主觀意識在判斷後所關注的「焦點」。︒因此，隨著意識判斷的轉移，焦點也有可

能跟著轉移，並不會固定在⼀一定的語詞上，這是我們在導論部分曾經提及的「入⼦子型」⽇日本

語思維。︒也就是說，以述語為中⼼心出發，將其他的部分做為述語的「補語」來看待。︒三上在

討論這個構造的地位區別時，是這麼說的： 

    少数意⾒見モ、︑､無視シテハナラナイ。︒｡ 

  （儘管是少數意⾒見也不能無視） 

　少数意⾒見モ、︑､無視サレテハナラナイ 

  （儘管是少數意⾒見也不能被無視） 

　この⼆二⽂文は、︑､どちらもこれ以上成分を補う必要のないものであるが、︑､かりに前⽂文で「ダ

レガ無視スル」のかを問題にするなら、︑､後⽂文でも「ダレニ無視サレル」のかを問題にしな

ければ⽚片⼿手落ちである 。︒｡ 97

  （這兩個句⼦子無論哪個都不需要再對句⼦子的成分多做增補，假設前⽂文以「ダレガ無視ス

ル」作為疑問⽽而後⽂文也以「ダレニ無視サレル」做為問題則會產⽣生偏頗。︒） 

　正如同三上所說，在這個部分的「が」與「に」⼆二助詞確實是具有同等重要的任務，無分

上下。︒⽽而在這裡⾯面其實蘊含著⼀一個重要的邏輯，即在主語的次元被下降到與其他語詞同等的

次元時，作為「主格」⽽而重⽣生的「主語」才擁有在同⼀一個「場」之中與其他語詞交流的資格。︒

 三上章，《続　現代語法序説》，⾴頁50-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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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若果是如同西洋⽂文法⼀一般的主述關係，由於次元的不同，在主語的次元僅僅有主

語作為被孤⽴立的「⼀一」⽽而存在，無法成為他者、︑也無法將主語的地位讓出。︒但，重⽣生後的主

格則不同。︒在主格與其他語詞同時作為補語⽽而存在時，我們能看到任意有限個的補語能夠彼

此互為媒介⽽而不斷進⾏行任務與意義上的轉換，這事實上就是⼀一種述語邏輯的思考⽅方式。︒⽽而事

實上，我們也只有在這樣的思維⽅方式之下，才能思考主語的虛構與省略問題。︒三上談取消主

語，那麼可以想⾒見的是詰難者必然會問「主語」是真的沒有還是被「省略」的問題。︒是的，

我們知道在邏輯上，⼀一個事件必須得要有「主語的存在」（即動作主、︑意志主、︑モダリティ

主或主格」等，這是⼀一種判斷世界中的思維。︒怎麼說︖？我們要知道，如果我們必須得賦予這

種意義上的主語，那麼我們必得有⼀一個能夠給出這種判斷的主觀意志才⾏行。︒就邏輯上⽽而⾔言，

如果像我們⼀一樣帶有主觀判斷能⼒力的「個體」存在，那麼便⼀一定會有主語的存在。︒無論我們

⾔言語說或不說，在邏輯與⼼心理層⾯面都必須要有⼀一個主語，這是站在我們「個體」的⽴立場上⽽而

談的，這也是主語肯定論者的基本框架︔；但，三上的思考卻無疑在這個框架之外。︒這其中的

關鍵就在於三上是「述語——世界」中⼼心的思考，⽽而並非站在⼈人的判斷的角度來思考語⾔言，

這也是三上所提出⽇日本特殊性的最⼤大特⾊色。︒這個樣⼦子的思考⽅方式恰恰可以回應我們對於「主

語」是否被省略⽽而依然存在的問題。︒不，顯然地在如同「述部⼀一本建」這般述語中⼼心的思考

下，事件⾸首先是「如其所如」的被表出，⽽而後才有補語的出現。︒這也就是「虛構」與「省

略」之間的⼀一道思考上的鴻溝。︒我們說省略，事實上即含有「被省略的主體」原封不動地存

在的意義。︒⽽而虛構則不同，在這裏虛構的意義即「主語」作為述語世界中的媒介在「述語」

中被收攝⽽而未做為「不動的實體」⽽而存在，也無法以這種「實體」的身份來對述語做出⽀支配，

也因此主語是沒有「實體性」的存在，應該是「在述語之中存在」的媒介性存在。︒故⽽而三上

才會⽤用「主格」⽽而並非「主語」⼀一詞。︒更進⼀一步地說，在述語世界中存在的任意個體，都具

有成為判斷之後⽽而被成⽴立的「主語」之資格——即「主格」，這種轉換的可能性令述語世界

維持著⼀一種動性⽽而得以進⾏行⾃自我限定。︒ 

    ⾏行⽂文至此，我們應當知道主語與主格的論爭在⽂文法層⾯面上之所以無法解決，是由於這個問

題本身就是視角、︑是世界觀的問題。︒我在本節開頭的地⽅方，認為三上的⽂文法應該是⼀一套哲學

體系，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在這邊順帶⼀一提的是，這種世界觀表現在⾔言語上，泉⼦子・

K・メイナード所提倡之⽇日本語特⾊色的「場交涉論」是值得做為我們的參考對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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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交渉論は、︑､その名の通り、︑､⾔言語は＜場＞における当事者の間の相互⾏行為によって実現

し、︑､その意味や機能は所与のものではなく、︑､相互の＜交渉＞を通して共作として具現化す

るとする⾔言語論である 。︒｡ 98

  （如同其名⼀一般，場交涉論是⼀一種認為語⾔言是透過<場>⽽而以當事者間的相互⾏行為⽽而實現，

其意義與機能並非所與，⽽而是透過彼此的<交涉>⽽而共作並具現化的語⾔言論。︒） 

    還記得我們在導論部分所談到的「蟲的視點」嗎︖？此處的「場交涉論」亦然，將主觀投放

到述語中思考⽽而與世界共在，令主客在⽭矛盾的⾃自我同⼀一狀態下作動。︒我們可以說三上⽂文法的

思考，便具備著這種思維底蘊。︒述語作為場所，語詞作為個物⽽而在場所之中存在，這種相互

限定⽽而構成⾔言語世界的⽇日本靈性思維，我們接下來將透過三上章與西⽥田哲學的對論來繼續探

討其可能性。︒ 

西⽥田幾多郎的述語邏輯 

    西⽥田幾多郎在其1936年所寫就的〈國語的⾃自在性〉中有以下這麼⼀一段話： 

　⼀一例を云へば、︑､俳句といふ如きものは、︑､とても外國語には譯のでき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

思ふ。︒｡それは⽇日本語によって表現し得る美であり、︑､⼤大きく云へば⽇日本⼈人の⼈人⽣生觀、︑､世界觀

の特⾊色を⽰示して居るとも云へる。︒｡⽇日本⼈人の物の⾒見⽅方考へ⽅方の特⾊色は、︑､現實の中に無限を掴

むにあるのである 。︒｡ 99

  （且舉⼀一例⾔言之，如同俳句⼀一般之物，是相當難譯為外國語的吧。︒那是透過⽇日本語⽽而能表

現的美，更進⼀一步則可以說即是表現了⽇日本⼈人的⼈人⽣生觀與世界觀的特⾊色。︒⽇日本⼈人對於物的看

法之特⾊色，是在現實中抓取無限。︒） 

 泉⼦子・K・メイナード，《情意の言語学—「場交渉論」と⽇日本語表現のパドス—》（東京：くろ98

しお出版，2000），⾴頁67。︒

 如同俳句不能被翻譯為外國的語⾔言⼀一般，西⽥田亦認為⽇日本語可以表現⽇日本⼈人的⼈人⽣生觀以及世界觀99

等特⾊色。︒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〸十⼆二卷》，（東京：岩波書店，1950），⾴頁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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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話是西⽥田對於⽇日本語本質所做出的評述，在西⽥田的著作中算是相當少⾒見的資料。︒西⽥田

提到⽇日本⼈人對於物的思維模式，是表現於「在現實之中抓住無限」，這背後其實即意味著西

⽥田哲學的實存世界觀點，即是我們所熟悉的「在非合理的世界」、︑在「⽣生」之中能夠把握住

絕對者的這種思路。︒可以看到的是西⽥田舉了⽇日本傳統的俳句這種詩歌表現形式作為例⼦子，認

為俳句中的美只有⽇日本語才能夠表現。︒這邊事實上透露了西⽥田的兩種想法，第⼀一是西⽥田認為

⽇日本語與⽇日本⼈人的思維⽅方式是有接點的，語⾔言與思想互為表裡。︒第⼆二則是牽涉到了翻譯的問

題，這種體現在語⾔言中的特⾊色與美感，是並不能夠翻譯成其他語⾔言的 。︒西⽥田在這邊的觀100101

點與本⽂文所試圖去說明的觀點有契合之處，在這邊也為我們為三上的⾔言語觀與西⽥田哲學的對

話，再⼀一次提⽰示了其可⾏行性。︒但，關於⾔言語表現出思維⽅方式的特質這種研究進路，西⽥田還能

夠為我們提⽰示出更多可能。︒這表現在西⽥田所提出的「述語邏輯」之中。︒ 

    西⽥田寫關於其述語邏輯的思考的論⽂文，泰半收錄在《⼀一般者之⾃自覺的體系》⼀一書之中，⽽而

接下來我們也將以這個⽂文本為主來探討西⽥田的述語邏輯思維。︒⾸首先我們要知道的是，對於西

⽥田⽽而⾔言，⾔言語的發⽣生是與判斷同時出現的，在⾔言語上具體表現為「甲は⼄乙である」這樣的判

斷形式上。︒當我們的意識作動，並下了判斷之後，主語與述語的分別才會在⾔言語中體現。︒⽽而

就「甲は⼄乙である」這⼀一例來看，西⽥田認為主語被述語所包攝的這種關係體現出了判斷的根

本性質。︒⽽而在這種包攝的關係之中，概念由三個部分⽽而成⽴立，即「於いてある場所」（在之

中之場所、︑「於いてあるもの」（在「場所之中」之物）以及兩者的媒介者。︒也就是說，在

西⽥田哲學之中「述語」是作為「場所」⽽而出現的，更詳細地說，「場所」的概念也必須是在

⼈人們有了「私が私である」的⾃自覺之後才會成⽴立，這個樣⼦子的⾃自覺即是「超越的場所」即述

語的直接限定，⽤用西⽥田的話簡單來說，⾃自覺是「知るものが知るもの⾃自身を知ることであり、︑

⾃自覺に於いては知るものと知られるものとが⼀一であると考へられる」（知者知知者⾃自身，

就⾃自覺⽽而知者與被知者能以「⼀一」⽽而被思考），這是邏輯的根本性式 ，體現在被知之物不102

 我們這邊所提的兩點，在西⽥田之後由京都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九鬼周造將這個問題意識做出了具100

體的論述，即眾所週知的《粹的構造》⼀一書。︒

 西⽥田在這邊提到了「翻譯的不可能性」，我們這可以說，如果將語⾔言分為兩個層級，⼀一是述語的101

「場所性語⾔言」，⼆二是在現實世界中的判斷層⾯面由個物所體現的「主語性語⾔言」，那麼在第⼆二者的
層⾯面，⼈人與⼈人之間的語⾔言交流確實存在著翻譯的困難。︒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〸十⼆二卷》，⾴頁422。︒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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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地向更⾼高次元的超越。︒上述的構造，以述語⾯面的層次（無法成為主語之物）來看，可以說

是「⾃自覺的有的世界」，⽽而若以主語⾯面（無法成為述語之物）出發，則是「對象的有的世

界」，兩者的結合即「作⽤用的有的世界」，也就是我們的實在界的構造基盤。︒這樣的世界也

同時體現了媒介性，明顯地，西⽥田並不只想要構築出⼀一個觀想的世界，⽽而是要真真切切地去

⾯面對現實中所具有的⽭矛盾性。︒現在讓我們再度回到上⾯面的「私が私がある」跟「甲は⼄乙であ

る」，我們已經知道判斷的形式是藉由這「主語的有」和「述語的場」兩者⽽而成⽴立，但是我

們現在要深入探討的是這兩者共同的述語「ある」所可能具有的「場所論」的意義： 

    場所という考え⽅方が出されてくる判断論のところで⾮非常に特徴的なのは、︑､ふつうは判断

の根本形式を「SはPである」と⾔言うのにたいして西⽥田は「SはPに於いてある」とすること

である。︒｡「SはPである」、︑､これはヨーロッパでも⽇日本でも論理学ではそうです。︒｡ところが

西⽥田は、︑､「SはPである」、︑､すなわち”主語は述語である”はほんとうは「主語は述語に於い

てある」ということだと考えます。︒｡〔……〕「SはPである」と⾔言いますと、︑､SとPは別々に

あってそれがいわゆる繋詞の「ある」によってつながれている形ですが、︑､「SはPに於いて

ある」ですと、︑､初めから同⼼心円のように⼀一つになっていて、︑､その同⼼心円がそれ⾃自⾝身を分節

してはっきりされてゆく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主語は述語においてある」と。︒｡

ここに、︑､はっきり場所という契機が⾒見えています 。︒｡ 103

  （從判斷論來看相當具有特徵的場所的思考⽅方式是說，對於⼀一般來說的判斷之根本形式「S

是P」來說西⽥田是認為「S在P之中存有」。︒「S是P」這無論在歐洲或⽇日本來看以邏輯學來說

都是如此。︒但西⽥田幾乎都把「S是P」也就是主語是述語當做「主語在述語之中」來思考。︒

〔……〕說到「S是P」則「S與P」是個別的存在⽽而透過系詞的「是」來產⽣生連結，若是「S

在P之中」則⼀一開始便是如同同⼼心圓⼀一般的同⼀一構造，⽽而那同⼼心圓⾃自身又再進⾏行分節。︒「主

語在述語之中」。︒在此，明確地可以⾒見到場所的契機。︒） 

　上⽥田閑照（1926-）認為西⽥田的場所論最⼤大特徵及是表現在其對於「SはPである」這個判

斷形式的理解，在西⽥田⽽而⾔言，「SはPである」並非如西洋⼀一般單純將主語附上屬性，⽽而是說

主語事實上是在述語之中⽽而存有。︒也就是說，S與P並非藉由「ある」以做出連結的完全不同

 上⽥田閑照，《上⽥田閑照集　第三巻　場所》（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1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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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物，⽽而應該是說「ある」本身即是⼀一包含有所有能成為主語之物的、︑同⼼心圓構造的基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主語（特殊）與述語（⼀一般）才真正可能達成同⼀一。︒⽽而只有在超越這個同⼀一

的契機之上，我們才能更進⼀一步地到達「絕對無」的所在，這我們將會在最後的章節再度提

及。︒總的⽽而⾔言，西⽥田的這種以「述語」為中⼼心的思考，意味著主語的「我」身為述語的⾃自我

限定，是無法單純就「主語」⾃自身⽽而觀看世界的，在這邊應當有⼀一個「主體」的轉換，即捨

棄掉判斷主語的「私」，⽽而將其正視為「身為主語⽽而被限定之物」來看待。︒但，這邊的捨棄

並不意味著取消，因為如果取消掉了這個「私」那麼述語的「場所」也將無法成為真正的場

所。︒因此這裏的主語必須要作為「不能成為述語的主語」，⼀一種超越的主語來理解。︒真正的

「表現的世界」必須要在這種關係中才能夠成⽴立。︒這樣的世界是西⽥田所謂「私がある」的世

界，這樣的世界既是述語的統⼀一、︑也能說是主語的統⼀一。︒這中間必須要有互為媒介的概念才

能夠理解，以全體來說就是「純粹⾃自我的綜合統⼀一」，以述語⾃自身限定⾃自身的形式來完成。︒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西⽥田與述語中⼼心為主的思考⽅方式，正與前⽂文分的三上思考模式

基本相合。︒這樣的思考模式是⽇日本語的特殊性，也就是從述語的經驗中直接抓取世界的真實，

是雙⽅方都能夠肯認得。︒我們在這邊可以看到西⽥田哲學與三上的⼀一個有⼒力的接點。︒在之後的部

分，我們將會具體地將西⽥田——以及其批判者⽥田邊元的哲學概念，⼀一⼀一歸附到三上⽂文法的體

系中以⾒見其⼀一同。︒我們將會分析三上⽂文法的根本思維樣式究竟是什麼，⽽而「絕對無」又到底

是什麼樣的概念，在其中可以找到什麼樣的位置。︒ 

場所與⾔言語學 

    將西⽥田哲學的概念與⽇日本語的構造進⾏行溝通的勞作，不得不提的是岡智之的《場所的⾔言語

學》⼀一書。︒岡氏注意到西⽥田述語邏輯的特殊性，提到西⽥田哲學的「判斷」並非以主語⽽而是以

述語為中⼼心進⾏行思考，並且以場所做為存在的基礎，並且令超越的述語得以成⽴立 ，並提到104

述語邏輯即所在＝場所＝述語，更且進⼀一步注意到如若透過西⽥田之「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

的思考，也可以說主語同時即是場所 。︒岡氏依此為線索，在其書的第三章末尾做出結論，105

認為若有「は」的「場」，則不需主語，⽽而肯認了主語不要論的觀點。︒除了最後這部分我們

 岡智之，《場所の⾔言語學》（東京：ひつじ書房，2013），⾴頁7。︒104

 同上，⾴頁13-1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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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有所保留，基本上岡氏的觀察在⼤大⽅方向上是沒有問題的。︒令我們在這邊感到疑惑的是，岡

氏所述及的「場所」，究竟是指⽇日本語構造中的述語部分，亦或是係助詞「は」的這個部分︖？

這個問題必須釐清，否則即會將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個部分給混淆。︒我們可以看到，岡氏在其

書第六章中明確地提及「は」在其使⽤用脈絡中是做為「概念的場」⽽而存在，認為這樣的概念

的場可以引出認知的主體，「は」基本上是提⽰示主題的性質⽽而讓被提⽰示的主題成為「場」。︒

岡氏接下來闡述其場所論中各個助詞的功能與位置，但，似乎便僅⽌止於此了。︒我們事實上沒

有看到岡氏對西⽥田的場所哲學做出更深化的分析，在所在＝場所＝述語這個等式⽅方⾯面，也沒

有看到詳細的解釋。︒岡氏對於場所與⽇日本語構⽂文的最終結論是這樣的： 

    場所論的関係から、︑､これらの⽇日本語諸構⽂文を考えた場合、︑､重要なことは、︑､すべての事象

構造において、︑､YニXガアルという場所と存在物の関係が含ま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のY

という場所は、︑､存在では存在物が位置する場所であり、︑､⽣生成ではコトが発⽣生する場所であ

り、︑､移動では移動者が到着する場所であり、︑､授受では対象を受け取る受け⼿手としての場所

であり、︑､他動構造では位置変化や結果状態としての場所である 。︒｡ 106

  （由場所論的關係出發以考察此處⽇日本語諸構⽂文的場合，重要的是，全部的事象構造都含

有YニXガアル的場所與存在物的關係。︒這個稱為Y的場所以存在⽽而⾔言是存在物所位置的場

所，以⽣生成來說則是事情發⽣生的場所，以移動來說則是移動者到達的場所，以授受來說則是

受取對象的做為受者的場所，以他動構造來說則是身為位置變化與結果狀態的場所。︒） 

　引⽂文所述，⼤大抵即是岡氏全書分析的重點所在。︒這邊以場所與存在物的關係作為出發點配

合不同助詞構⽂文可能表現出的特性做了⼀一個概述。︒我們可以發現，岡氏是以場所與不同構⽂文

型態的關係為出發點來思考所謂場所的⾔言語學的。︒但，我們不得不問的是，除卻了「場所」

這個詞，這樣的分析真的有必要提西⽥田嗎︖？可以理解的是，岡氏以⾔言語為軸，極為出⾊色地完

成了其所謂「⽇日本語諸構⽂文」的分析，這樣的勞作相當具有價值。︒但，對於西⽥田哲學——對

於場所與述語邏輯的更進⼀一步分析，則是本⽂文所試圖努⼒力的⽅方向。︒那麼，為了對這個⽅方向做

出回應，我們想先闡明西⽥田的「場所」究竟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同上，⾴頁239-240。︒106

�92

 



    讓我們再度看回上⽥田閑照在《場所》⼀一書中對西⽥田「場所」使⽤用脈絡的分析。︒上⽥田提到西

⽥田曾經提到的「場所」分為三種，即「有的場所」、︑「相對無的場所」與「絕對無的場所」

這三類。︒以下長⽂文引⽤用並於之後說明之： 

    「超越の述語⾯面」が「無の場所」の意識⾯面とされるとき、︑､意識⾯面は判断の枠を越えて

「無の場所」から⾒見直されてくる。︒｡それは同時に「無の場所」の分節化でもある。︒｡すなわ

ち「対⽴立的無の場所」と「真の無の場所」への分節である。︒｡「超越の述語⾯面」に重ねて「意

識⾯面」と⾔言われ、︑､「意識⾯面」としては「無の場所」の意識⾯面であるとき、︑､「意識⾯面」は「相

対的無の場所」とされる。︒｡「意識⾯面」は或る特殊なものが於いてある⼀一般者という判断知

識が「於いてある場所」として「無の場所」の意識⾯面であるが、︑､有的な関わりと関わって

いるゆえに「相対的無」とされる。︒｡それを越えて限りない「無の場所」が「真の無の場所」

と名づけられる 。︒｡ 107

  （「超越的述語⾯面」被做為「無的場所」的意識⾯面之時，意識⾯面則超越判斷的構造⽽而從

「無的場所」⽽而重⾒見。︒同時也代表「無的場所」的分節化。︒也就是說往「對⽴立的無的場所」

與「真的無的場所」的分節。︒於「超越的述語⾯面」被重說成「意識⾯面」，做為「意識⾯面」⽽而

是「無的場所」的意識⾯面之時，「意識⾯面」被當做「相對的無的場所」。︒「意識⾯面」是⼀一特

殊物之中存有的⼀一般者這種判斷知識做為「在之中的場所」的「無的場所」的意識⾯面，由於

與有的關係有關聯故被做為「相對的無」。︒超越這⽽而無限的「無的場所」被稱為「真的無的

場所」。︒） 

　透過這段⽂文字，我們基本上可以理解西⽥田以「判斷」為軸⽽而做出的三種場所劃分各⾃自有些

什麼樣的特性。︒各位已經知道的是，就西⽥田來說，「於いてある（在......之中存有）」的

「ある」本身即具有場所的性質 ，是知覺「於いてある」的「有的場所」。︒這種場所是意108

識⾯面的原初知覺判斷。︒但是，「真正的無的場所」必須是超越對⽴立⽽而將對⽴立包攝於⾃自身之中

的「場所」。︒也就是要超越判斷，在判斷之前⽽而存在的場所。︒這樣的場所是⼀一種什麼都尚未

 上⽥田閑照，《上⽥田閑照集　第三巻　場所》，⾴頁166。︒107

 可參照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四卷》（東京：岩波書店，1949），⾴頁208。︒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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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的狀態，不但是超越主語的，也必須是超越述語的。︒必須是將兩者都包攝到⾃自身之中⽽而

成為無限的「無」的場所。︒那麼，在瞭解以上兩種場所之後，我們要進⼀一步問的是：什麼是

「相對的無的場所」︖？「相對的無的場所」事實上即是在「無」中映射出有，在這個場所的

階段「真的無的場所」已經進⾏行⾃自我限定，⽽而「相對的無的場所」之意識亦在「真的無的場

所」映射出⾃自我。︒從「概念的知識」的角度來說是「相對的無的場所」，⽽而從直覺的角度來

說則是「真的無的場所」，也就是說「相對的無的場所」即是「真的無的場所」的意識⾯面，

這是西⽥田三種場所的概要。︒ 

    在瞭解西⽥田哲學中場所的類型脈絡後，現在我們可以真正回過頭來看「場所」在⽇日本語構

造中的可能位置。︒顯⽽而易⾒見的是，我們前⾯面所提過的所在＝場所＝述語這樣的等式，由於述

語「ある」本身即具有場所的性質，因此可以成⽴立沒有問題。︒在這邊的述語⾸首先表現為三種

場所中的「有的場所」，⽽而具備有「相對的無的場所」與「真的無的場所」的可能性。︒這是

由於我們在講「ある」的同時，我們的判斷作⽤用便已經成⽴立，換句話說，已經是以⾔言語對世

界分節的狀態。︒⽽而在此時則會形成以各種助詞所表徵的各種「有」。︒那麼，由於述語並不直

接等於任何助詞或著係助詞的「は」，則「は」究竟是不是場所︖？或著是其代表什麼樣的場

所︖？就會成為⼀一個待解決的問題。︒可以說，如果以述語代表著「場所＝⾃自覺的有的世界」的

構造，如前⼀一個⼩小節所提到的，還必須要與主語結合才能夠看出「作⽤用的有的世界」。︒那麼

我們就必須要在看這樣的構造裡⾯面，「は」擔任著什麼樣的使命。︒如何看待這個「は」的位

置，也即是造成西⽥田哲學受到來⾃自⽥田邊元批判的根本原因之⼀一。︒以下我們緊接著便圍繞著這

個「は」及其周邊進⾏行討論，最後說明述語邏輯的世界之構造。︒ 

　 

「は」與述語的世界構造 

    我們已經在前⽂文討論過了「は」在三上⽂文法體系中的位置及功⽤用（本務與兼務），也說明

了「は」在場所的⾔言語學中的位置懸⽽而未決。︒那麼，在實際檢討「は」在西⽥田哲學中可能的

位置之前，我想先從另外⼀一個切入點來談談這個「は」。︒我們前⾯面在第三章曾經介紹過⽥田邊

元的「種的邏輯」，我們在這邊想進⼀一步去做的是——將⽇日本語中的「は」的功能⾸首先與⽥田

邊哲學來做個比對。︒我們⾸首先先從「は」的特⾊色開始複習，「は」在三上的體系之中主要有

「本務」與「兼務」兩項功能，「本務」是題述關係的呼應，並且超越逗點，甚至在句⼦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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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處理與不同述語的關係。︒⽽而「兼務」則是對各種助詞的代⾏行，這些我們在前⽂文都已經有談

過。︒現在要來談的是三上所談的「係助詞」與「格助詞」的分別，這涉及為什麼「は」能夠

代⾏行格助詞，⽽而這樣的「代⾏行」又是有著何種意涵，更進⼀一步地說，藉由暸解「係助詞」與

「格助詞」之間次元上的不同，我們才能夠瞭解提題又是什麼樣的意思。︒⾸首先讓我們來看看

三上是怎麼說的： 

    主題は、︑､しかし⽇日本⽂文法では初から重要な役割をする⽂文法概念である。︒｡佐久間⽂文法の提

題の助詞「ハ」、︑､つまり主題を提⽰示することを本領とする係助詞「ガ」が受持ち、︑､主題は

係助詞が受持つというふうに分担がはっきり分れ、︑､しかも格助詞と係助詞とは無関係（組

み合わせが⾃自由という意味）だから、︑､「主語」という⽤用語を適⽤用すべき対象が、︑､語法事実

のうちに全然みつけられない 。︒｡ 109

  （主題對⽇日⽂文⽂文法來說從⼀一開始便是有相當重要的任務的⽂文法概念。︒佐久間⽂文法的提題助

詞「ハ」，也就是說承擔提⽰示主題為特長的係助詞「ガ」，主題如承擔係助詞⼀一般明確地分

出分擔，更由於格助詞與係助詞並無關係的緣故，「適⽤用」主語這樣的⽤用語的對象在語法事

實之中完全不能找到。︒） 

　這邊三上所提到的「無關係」很重要，因為這樣的無關係意味著「係助詞」與「格助詞」

之間是有「絕對的阻斷」存在，彼此做為無法溝通的他者⽽而被定⽴立，有著根本性質上的不同。︒

因此我們⾸首先可以思考到的是，「は」兼務功能的代⾏行，並非是說「は」與格助詞融合為⼀一，

⽽而應該是說「格助詞」依然保持著⾃自身性格⽽而存在，只是被「は」給⽀支配了。︒我們知道，儘

管我們可以⽤用「は」來代⾏行各種格助詞，但事實上被代⾏行的格助詞並沒有消失，⽽而是說可以

⽤用另⼀一種型態來表現這樣⼦子維持性格但被⽀支配的狀態。︒這樣的型態就是令被⽀支配的格助詞與

「は」⼀一同出現，也就是「では」、︑「には」、︑「とは」、︑「のは」......等等我們並不陌⽣生

的例⼦子 。︒了解到這種次元的斷裂，有助於我們之後思考「格助詞」與「係助詞」之間以絕110

對他者的身份相互否定⽽而開出「世界」的可能性。︒不過，談到這裡可能有⼈人已經發現⼀一個問

 三上章，《現代語法序說》，（東京：くろしお出版，1972），⾴頁88。︒109

 關於「をは」的部分，三上有提到雖然現在這樣的⽤用法已逐漸稀少，但是在⼀一些⽂文章和古⽂文中依110

然能夠找到⽤用例。︒參照上書，⾴頁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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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那就是——「が」為什麼總是會被「は」給直接覆蓋，⽽而不能說「がは」呢︖？這個問題

相當有趣，也牽涉到了「が」與其他格助詞在表現之「意識狀態」上的根本差異。︒這個問題

我們留待稍後再談，現在先讓我們回頭過來看看「は」的本務，也就是「は」處理與述語之

間關係的功能。︒在前⽂文已經提過，「は」總是能夠確⽴立主題，並超越逗點與句⼦子⽽而直接與所

有的述語產⽣生呼應關係。︒但是我們在前⾯面並沒有問的是，⽂文章脈絡中的「呼應關係」究竟是

什麼意思。︒若⽤用⽩白話來說，即是述語—「は」之間存在這什麼樣的動態關聯，⽽而這個關聯又

可能給予我們在考察「は」的兼務上⼀一些什麼樣的提⽰示。︒我在這邊試圖勾勒出⼀一個可以代表

這種「述語」、︑「係助詞（は）」、︑「格助詞」之關係的簡單式⼦子，並在第⼀一個式⼦子的基礎

之上再多附加⼀一個式⼦子給各位參考： 

     

（述語 ——>係助詞  <——》  格助詞） 

真正無的場所 <——>（述語 <——>（係助詞  <——>  格助詞）） 

     

    我在這邊打算盡可能先就構造本身⽽而簡單說明這組式⼦子，⽽而且是從裡向外開始說。︒這樣的

順序是有意義的，因為，根據我們如何理解最外層的部分，這樣⼦子的「真正無的場所」應該

在什麼樣的位置出現，將會產⽣生兩種不同的世界觀點。︒⾸首先來看看第⼀一個式⼦子，就這個式⼦子

⽽而⾔言，⾸首先我們可以分為述語、︑係助詞與格助詞這三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格助詞與述語

之間有著⼀一個係助詞的存在，在這個部分，係助詞對向格助詞之間以⼀一個強⼒力的箭頭呈現，

這是代表係助詞對格助詞⽽而⾔言具有優位的統制⼒力。︒這事實上就是三上所揭⽰示的，⽇日本語構⽂文

中係助詞「は」的兼務，「は」揭⽰示了主題⽽而使各個格助詞所代表的單位各司其職，甚至在

有必要時能令格助詞犧牲並以係助詞「は」取代之。︒可以說，格助詞必須依照係助詞的意志

所⾏行動。︒那麼，在了解這個構造之後，我們接著要問的就是「述語」與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以第⼀一個式⼦子的構造來說，可以看到述語與格助詞之間並沒有直接的連結，⽽而是在兩者之間

還有⼀一個係助詞的存在，這即意味著係助詞是兩者之間溝通的「媒介」。︒換句話說，格助詞

所代表的單位與述語之間存在著斷裂性，⽽而係助詞則是令這⼀一種「斷裂性」產⽣生轉換與溝通

可能的媒介物。︒不得不注意的是，沒有直接的連結並不意味著原本沒有連結，⽽而是說，這樣

的「斷裂性」是在係助詞出現之後才產⽣生的「斷裂性」，是在判斷出現之後的「斷裂性」。︒

判斷成⽴立之後意識必然會要求「係助詞」所代表的主題的出現，斷裂性在這時於焉產⽣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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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前⾯面曾經提到係助詞的次元與格助詞並不相同。︒這裏我們就即將轉入係助詞的性質究竟為

何的問題，因為只有解明這個問題，我們才能夠知道何以第⼀一個式⼦子的構造會以這種⽅方式呈

現。︒破題的說，這裏的係助詞「は」所代表的是格助詞所代表的單位之「意志總和」，⽽而格

助詞的性格則只有在藉由總和的係助詞所揭⽰示的「主題的⼀一致性」即「普遍邏輯性」才能夠

向著述語所代表的「普遍性」去接近——因為格助詞本身在構造（也可說世界）⽽而應現出來

後所擁有的是「殊相」的性質⽽而非普遍，故⽽而我們會說在這樣的構造之中格助詞與述語是存

在著性質上的斷裂。︒第⼀一式的這種構造邏輯，事實上，與⽥田邊元的「種的邏輯」——有著異

⾊色的合拍。︒ 

    如果我們在第三章談到的⽥田邊元「種的邏輯」的世界觀還沒有被忘記，那麼我們在此可以

將其與⽇日本語的構造作上接合。︒在「類—種—個」的關係之中，「類」與「個」並不是直接

性的關係⽽而是藉由「種」以產⽣生媒介之間的關係，這是辯證法的絕對媒介之要求，⽽而「種」

則是同時被「類」與「個」所否定⽽而保持其媒介性： 

    即ち個と類との關係が種を媒介とする如くに、︑､類と種との關係はまた個を媒介とするの

である。︒｡類が個を包攝すると共に個に代表實現せられ、︑､個と個との對⾃自的交互關係の媒介

なくしては類の全體は成⽴立する能はざる所以である。︒｡換⾔言すれば個の主體性が種の基體を

絶對的に否定即肯定するに由つてのみ、︑､類の基體即主體性が對⾃自的たることを得る。︒｡個⼈人

の⾏行為に於ける主體化を通してでなければ理性の普遍は主體的に⾃自⼰己を實現することは出

来ない 。︒｡ 111

  （也就如個與類將種做為媒介⼀一般，類與種的關係又需要將個做為媒介。︒類包涉了個⽽而能

代表實現個，個與個若喪失彼此對⾃自的交互關係之媒介則類的全體亦無法成⽴立。︒換句話說僅

由於個的主體性對種的基體絕對地否定及肯定，類的基體也就是主體性才能夠是對⾃自的。︒若

是不通過由個⼈人的⾏行為⽽而主體化，則理性的普遍便不能主體地實現⾃自我。︒） 

　這邊的關鍵是種的否定⼒力量如何能令類與個得以成⽴立，不，應該是說種的否定反⽽而成就了

類與個。︒我們要知道⽥田邊的哲學始終都是⾯面對著現實世界的，因此在⽥田邊的脈絡來說，類所

 就像個與類的關係透過種⽽而作為媒介，類與種的關係同時也需要個來作為媒介。︒⽽而在類下⾯面個才111

能夠完成能夠與其他個相對⽽而完成類的構造。︒⽥田邊元，《⽥田邊元全集  6》，⾴頁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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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普遍對個所代表的特殊⽽而⾔言並非先在，⽽而應該是說藉由種的媒介作為⼀一個整體⽽而同時

存在。︒類必須要有來⾃自種的否定才能夠在世界應現，⽽而個也必須要有來⾃自種的否定⽽而為類的

普遍性所包攝。︒明⽩白這樣的構造之後，現在我們能夠⽤用這個結構來觀看述語—係助詞—格助

詞之間的關係了。︒如果是以⽥田邊的⽴立場來看，「は」代表的事實上就是「種」。︒我們前⾯面曾

經提到「は」的次元與格助詞基本上是不相同的，這是什麼意思︖？即是說，格助詞事實上直

接對應了「類—種—個」之中的「個」，⽽而「種」雖然身為「個」的意志之集合，向「類」

的普遍性不斷試圖接近，但由於其同時接受來⾃自到「類」與「個」的⼆二種否定，故⽽而「種」

不能是不變的實體，⽽而只能是媒介性的基體。︒另⼀一⽅方⾯面來說，⽥田邊認為若只有普遍的「類」

以及個別的「個」，⽽而沒有作為否定⼒力量的「種」來否定這兩者，則此兩者將永遠保持著不

變的性格⽽而持續斷裂的狀態 。︒直截地說，這個樣⼦子的「種」的存在便是為了否定「類」與112

「個」⽽而令前兩者無法保持本身的⾃自性，並且由於「種」與⼆二者同時關聯，便也在⾃自身內部

產⽣生⾃自我否定，這種否定也能夠看做是來⾃自「類」與「個」的，⼀一種對其媒介性的絕對肯定。︒

「種」的次元之所以不同，便由於「種」其能夠去否定「個」的個別性，藉由與「類」的溝

通，以否定掉「個」身為「個」的特殊存在的性格。︒那麼，顯然地「種」的性格便與我們之

前所提到的「は」的本務與兼務享有相同的構造意義。︒作為「種」的「は」既可以代⾏行、︑⽀支

配格助詞的部分（代⾏行並沒有取消的意涵），⽽而又同時可以呼應「類」的普遍性。︒世界就是

在這種構造中成⽴立，⽽而這個部分完滿地展現了⽥田邊哲學解釋⽇日本語邏輯的⼒力道。︒但是在這邊

就有⼀一個問題將會產⽣生，那就是我們在前⾯面的部分也曾經提過的，⼼心理⽅方⾯面的差異。︒ ⼼心理

⽅方⾯面的差異即是說「は」的成⽴立必須是在⼈人的判斷意識作動之後才能夠產⽣生，⽽而若沒有「は」

即「種」的存在，「個」也無法成其為「個」。︒可能有⼈人會問在並未使⽤用係助詞的場合，

「種」就消失了嗎︖？雖然理論上能看出有這種可能性，但事實上在⽥田邊哲學的脈絡中沒有這

個問題，也就是世界從⼀一開始即是否定性、︑媒介性的世界，總結地說，「類」、︑「種」與

「個」的概念之所以是「類」、︑「種」、︑「個」的概念，正是由於他們彼此都需要身為彼此

的媒介才能夠存在。︒「は」並不消失⽽而是做為否定性的⼒力量，先否定普遍，再經過絕對否定

強迫「個」否定⾃自身⽽而趕緊進入⼤大死即⼤大⽣生的絕對轉換。︒換個說法來說，「は」透過⾃自身與

述語呼應的優勢，揭⽰示主題⽽而令格助詞跟著被揭⽰示的主題⽽而作動，令整個客觀世界得以成

 要注意的是，這邊的斷裂狀態是假設了世界已經成⽴立但卻並沒有「種」媒介的狀態，在沒有媒介112

的狀態徒有「類」與「個」，「個」便永遠無法達到「類」的普遍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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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這是我們從⽥田邊的系統中可以得出的看法——也就是第⼀一個式⼦子的⽴立場。︒再度要強調的

是，在「は」以前的世界，並非⽥田邊式的思考所應去關注的⽬目標，⽽而是說如果沒有了

「は」，那麼便沒有辦法以邏輯化的⽅方式（即媒介的、︑辯證法的⽅方式）來認識「句⼦子—現

實」之世界的構造，不，應該說如果不這麼思考，那便也就不再是⽥田邊式思考的所謂客觀的

邏輯世界了。︒ 

    在最後我們來探討第⼆二個式⼦子。︒沒錯，第⼆二個式⼦子所代表的就是西⽥田式的思維，⽽而我們也

打算在此利⽤用將西⽥田哲學與三上章進⾏行⼀一場思維的對話，將⽅方才我們對「は」的關⼼心來做⼀一

個翻轉的嘗試——從「は」翻轉向「述語」。︒我們知道西⽥田是站在「⾏行為的直觀」的⽴立場來

談世界，⾃自我是有可能經由向⾃自我的內在⽅方向進⾏行超越⽽而直接達到場所的普遍，這是⼀一種⾃自

⼒力的救濟⽽而非他⼒力的眷顧。︒⽽而反過來說，無在⾃自我限定之後世界於焉成⽴立，⾃自我也因此能在

⾃自我之中將⾃自我映射，在這裏有兩種角度，⼀一種是無的⾃自我、︑⼀一種是個物的⾃自我。︒兩者雖然

相異但是卻能夠藉由彼此的「包攝—被包攝」關係⽽而達成對同⼀一性質的認識。︒也就是在個物

確認到⾃自⼰己是不能成為⾃自我的⾃自我後，反向地朝向內在所具有的、︑無的性質去超越。︒這之所

以能夠可能是因為個物在此取消了狹隘的⾃自我觀點⽽而直接在世界之中確認到⾃自⼰己身為「世界

我」的性質，這個世界即是述語的世界，以「絕對⽭矛盾的⾃自我同⼀一」之⽅方式表現。︒現在我們

可以輕易地回頭來看第⼆二個句式，在這個式⼦子裡⾯面，由於係助詞與格助詞都圓融地被包覆在

述語之中⽽而在，故我們可以說事實上這符合了三上所提到的述語⼀一本建的世界觀。︒⽽而述語—

係助詞與格助詞在保持獨特性格的同時也是同⼀一的存在，因此並沒有何者更為優位的問題，

⽽而應該是說這是⼀一種⾃自發⾃自展的性格之完成。︒「無的我」同時也即是「有的我」，如此狀態

的根柢即是「無底的場所」。︒這種「就個物講普遍」的⾔言說，是對於⽥田邊⽽而⾔言很難以理解的

地⽅方。︒但是如果像我們前⾯面所說的，以⽣生命做為基礎⽽而直接探討邏輯（即普遍性）的思路能

夠被闡明，那麼多少都能夠對於西⽥田的⽴立場產⽣生⼀一些共鳴。︒最後必須要提的是式⼦子最左邊的

「真正無的場所」。︒這個場所是什麼樣的場所︖？以我們此處要談的⾔言語論來說，這的必須是

先在⾔言語之前的、︑⾔言語最深處⽽而令⾔言語有⾔言語能⼒力的「原初場所」，這是⼀一種無聲的⾔言語的

場，沒有概念的⾔言語的場。︒西⽥田的「絕對無」必須是在這種「直觀意義」狀態下的絕對無，

⽽而不同於⽥田邊元的「邏輯的絕對無」。︒前者依然存在世界，沒有肯定沒有否定，是無底的世

界。︒⽽而後者則是辯證的世界——這是⼆二者思路的不同之處。︒但，這並非是說西⽥田的絕對無是

獨我先在的、︑無內容的斷滅無。︒正好相反，西⽥田的這樣的「無概念之場」反⽽而蘊含了所有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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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契機，⽽而這契機隨時在⾃自身限定⾃自身之中⽽而成⽴立。︒這是第⼆二個句⼦子的根本構造，也代表

了西⽥田以述語出發對世界進⾏行思考的特⾊色。︒⽽而透過我們剛才的分析，可以發現的是三上的構

⽂文分析事實上即蘊含了兩種理解的可能路線。︒對於這些路線的批判理解，我們將會在後⾯面的

餘論進⾏行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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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餘論 

　⾦金閣が焼けたら⋯⋯、︑､⾦金閣が焼けたら、︑､こいつらの世界は変貌し、︑､⽣生活の⾦金科⽟玉条はく

つがえされ、︑､列⾞車時刻表は混乱し、︑､こいつらの法律は無効になるだろう。︒ 

  （若是燒了⾦金閣......，若是燒了⾦金閣，這些傢伙的世界就會改變，⽣生活的⾦金科⽟玉律就會崩壞，

列⾞車的時刻變混亂，這些傢伙的法律也會無效化吧。︒｡） 

關於餘論 

    ⽂文章至此，已到了尾聲。︒在這邊⽤用了「餘論」⼆二字，⽽而並非「結論」，是由於我認為所有

在前⾯面的章節處理過的問題，依然還有許多可供進⼀一步探究的空間，⽽而我也不願在此把話說

死。︒若真要說「結論」，那麼四個章節悉皆閱讀後，當可以在第⼆二章的部分，將其他章節說

明過的概念與論點置入，在第⼆二章得出「結論」，那就是我對於在⽇日本⼈人精神中可能潛藏的

⼀一種對個物⾃自由的「專制性原理」邏輯的批判。︒這種專制性原理可能有許多表現⽅方式，可能

是「空氣」，可能是「國體」，又或許是「種」、︑是「公」。︒我在這邊特別取了⽇日本語構造

中的係助詞「は」以為代表來貫穿全⽂文，表⾯面上對「は」進⾏行解構，但事實上背後關⼼心的還

是⽇日本⼈人思維模式中的「述語邏輯」特⾊色，⽽而我也認為這樣的述語邏輯若還原到西⽥田幾多郎

的「絕對無」的次元之後，能夠還原⼈人的⾃自由，解構「專制性原理」。︒⽂文章的題⽬目雖然是

「は」的根本問題，這並不是說其它「專制性原理」的各種表現不重要，⽽而毋寧是說在歷史

的偶然性中我們選了其中⼀一項加以強調，並期待能夠藉由其中⼀一點⽽而擴散到線、︑到⾯面，使整

個問題的⼤大架構呈現。︒除了「は」以外的其他表現，事實上都已經被涵攝在題⽬目的「根本問

題」四個字內裡了。︒「は」的根本問題這個題⽬目，真正重要的其實是這個「根本問題」的意

識與架構。︒我的寫作是先經由⼀一三四章，最後才將第⼆二章完成。︒第⼆二章雖然不是論述最多的，

但卻是在寫作過程中⼀一路抱持的問題意識的⼀一個歸結點。︒如此寫作的原因在於我希望能夠在

朝向既定寫作⽬目標的過程中，不斷地更新、︑不斷地擴張⾃自身問題意識的視野。︒這並不是先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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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再畫靶，⽤用西⽥田的話來說，這就是「意志的實現過程」，也是⼀一種「決意」 。︒也因此，113

我認為第⼆二章反⽽而是最可以獨⽴立出來的⼀一個章節︔；第⼆二章不多談哲學，亦不深談語⾔言學，⽽而

是直接觀照⼈人在現實世界中可能受到的壓迫以及苦情、︑探討了「⾃自由」有可能有哪些思考⽅方

式。︒總的來說，第⼆二章所牽涉到的⽅方法學、︑以及問題意識的問題，事實上是我個⼈人最關⼼心的

部分，也因此，我認為第⼆二章事實上就是全⽂文的結論部分，⽽而其他三章都是⽤用來呼應、︑或著

說是⽤用來解釋第⼆二章所遺留的諸般問題——結論與問題事實上是⼀一體兩⾯面的。︒ 

    關於「餘論」這兩個字的使⽤用，還有第⼆二個意義。︒儘管這篇⽂文章有著問題導向的核⼼心，但

處理的問題範圍確實相當地⼤大。︒所以我預計還會將前⾯面四個章節沒有解決到的問題、︑或著想

要補充的部分，在這個篇幅不長的餘論中再略作介紹。︒我無意再往⽂文章塞入更多重複抑或甚

至偏題的概念，也無意增加閱讀者的負擔。︒故⽽而在以下的部分，我只會挑選能夠啟發或著能

幫助解釋⼀一些遺留問題的題⽬目來談。︒但必須事先說明的是，即便略過不讀，也並不會構成對

前⽂文理解上的困難。︒ 

哲學論⽂文集第四  補遺 

　我們都知道，⽥田邊對西⽥田的批判有的其中⼀一點就是認為在西⽥田的哲學中，由於個物能夠直

接通過⾏行為的直觀⽽而進⾏行內在超越，故⽽而無法開出以媒介關係為主的客觀世界，⽽而只是宗教

論的觀點。︒這邊的論爭我們在第三章已經提過，這邊不再重複。︒不過，我們在此處試圖去談

談西⽥田是如何看待「國家」、︑「社會」以及「⽂文化」等等現實問題及其構造。︒並嘗試著通過

西⽥田的觀點，看看西⽥田的國家論有無落入「專制原理」 的危機之中。︒ 114

    《西⽥田幾多郎全集》的第⼗〸十⼆二卷中收錄有〈哲學論⽂文集第四  補遺〉⼀一篇論⽂文。︒這篇⽂文章

原題為「國體」，是能代表西⽥田國家論的⽂文獻之⼀一。︒根據下村寅太郎在本卷所做的後記敘述，

西⽥田的這篇⽂文章是為了對抗其時偏狹的國家論⽽而寫就。︒這⼀一點確實能夠從⽂文章的字裡⾏行間讀

出，如西⽥田提及「由單純的排他的民族主義所產⽣生之物，除了侵略主義及帝國主義之外便無

 我々は意志に於て単に或事を欲望するのではない、︑⽬目的の実現を欲するのである。︒これが決意113

の本質である。︒⽬目的が客観的に実現せらるるということは⽬目的が客観的対象界に於て承認せらる
ることである。︒參照：西⽥田幾多郎《意識と意志——西⽥田幾多郎論⽂文選》（東京：書肆⼼心⽔水，
2012），⾴頁124。︒

 在這裡的重點已經從對個⼈人的專制，移向對其他國家的專制。︒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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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所謂帝國主義就是民族利⼰己主義的產物」、︑「由真正的國家主義所產出之物，必須是

世界的世界形成主義」 。︒從這些字句中，我們並不難讀出西⽥田的⽂文字確實是有其針對對象115

的，也就是被提到的站在「民族利⼰己主義」陣營之⽴立場的⼈人們。︒順著這個邏輯推論，我們也

可以發現西⽥田認為真正的國家必須具有「世界性」，⽽而非獨善其身的國家。︒那麼，以下就讓

我們實際看看西⽥田是怎麼說的： 

    歴史的世界と云ふのは、︑､右に云つた如く、︑､民族としての主體が環境を形成すると共に、︑､

逆に環境が主體を形成し、︑､主體と環境との相互限定として、︑､作られたものから作るものへ

と⾃自⼰己⾃自⾝身を形成して⾏行く。︒｡かかる世界は、︑､形相と質料との⽭矛盾的⾃自⼰己同⼀一として、︑､即ち

⼀一と多、︑､全と個との⽭矛盾的⾃自⼰己同⼀一として、︑､形が形⾃自⾝身を形成する世界である。︒｡それはそ

の根柢に於て、︑､何處までも時間的たると共に空間的、︑､空間的たると共に時間的、︑､動即静、︑､

静即動に、︑､絶對現在の⾃自⼰己限定として永遠に⾃自⼰己⾃自⾝身を形成し⾏行く創造的世界でなければ

ならない。︒｡民族的主體が歴史的世界形成⼒力として、︑､絶對現在の⾃自⼰己限定の形を取つたもの

が國體である。︒｡それは、︑､何處までも⾃自⼰己⾃自⾝身を形成する歴史的世界の⾃自⼰己形成の形である。︒｡

普遍的民族と云ふものはない。︒｡民族と云ふものは、︑､何等の個性を有つたものでなければな

らない 。︒｡ 116

  （歷史的世界即是如同上⾯面所提到的⼀一樣，以作為民族的主體形成環境的同時，反過來環

境也形成主體，主體與環境做為相互限定⽽而以被作者到作者⽽而將⾃自我不斷形成。︒這樣的世界

做為形相與質料的⽭矛盾的⾃自我同⼀一，也就是說做為⼀一與多、︑全與個的⽭矛盾的⾃自我同⼀一。︒是形

形成「形⾃自身」的世界。︒在那底部無論到何處都是時間的同時又是空間，空間的同時又是時

間。︒動即靜、︑靜即動，必須是做為絕對現在的⾃自我限定永遠地形成⾃自我的創造的世界。︒民族

的主體做為歷史世界的形成⼒力，以絕對現在的⾃自我限定所得出的即是國體。︒那是無論在何處

都⾃自我形成的歷史世界的⾃自我形成的形式。︒我們不說是普遍的民族，民族是必須擁有⼀一些的

個性不可的。︒） 

 西⽥田幾多郎，《西⽥田幾多郎全集  第⼗〸十⼆二卷》，⾴頁404。︒115

 同上，⾴頁40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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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典型的西⽥田式思考。︒整段⽂文字的核⼼心依然在於「⽭矛盾的⾃自⼰己同⼀一」這個概念，我們可以看

出西⽥田在思考如「民族」與「國體」這種存在時，依然是先將這些存在置入世界⽽而考慮。︒在

這段來說，便是「歷史的世界」。︒那麼，這樣的歷史世界又是什麼意思︖？這裏的歷史的世界

即是西⽥田眼中的「社會」、︑「國家」、︑「⽂文化」以及「個⼈人」等等現實概念作動之處，主要

著重在世界的「特殊性」，⽽而這樣的世界中亦內涵「時—空」、︑「動—靜」的契機，因⽽而是

特殊所作動形成的「歷史的世界」。︒對西⽥田⽽而⾔言，既然有著「時—空」的契機，那麼⼀一個國

家就必須有其特性，這個特性是主體與環境作動的結果。︒西⽥田是這麼說的：「⼀一個喚做國家

之物的成⽴立，是某民族、︑在某時或某場所之中，身為歷史的世界的發展的結果︔；或是⾃自握有

歷史的使命⽽而來」 。︒問題就在此處出現，既然國家具有特殊性，那在⾯面對其他的特殊性117

時，會產⽣生什麼樣的衝突︖？不，西⽥田認為事實上國家與國家之間不應該有衝突，⽽而是應該根

據「世界的世界形成的原理」來保持國家與國家之間的特殊性⽽而進⾏行統合。︒這是意味著什麼

意思︖？在這篇論⽂文附錄三的「世界新秩序的原理」中，西⽥田提及各個國家民族⾸首先應該遵照

⾃自⼰己的地域傳統⽽而構成⼀一的特殊的世界，進⽽而將此在歷史的基盤上構成的特殊世界彼此結合，

⽽而令全世界形成⼀一個世界的世界——這即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極理念，也可以說是⽇日本思想

中的「八絃為宇」的理念。︒西⽥田認為，正由於⽇日本⼈人的皇道擁有這種「八絃為宇」的精神，

⽽而非僅僅限於⼀一個民族的國家，⽽而是「家族中⼼心」的國家，因此只有⽇日本⼈人能夠透徹「國體」

的本義。︒「國體」的性質究竟是什麼︖？西⽥田談到，⼀一⾔言以蔽之即「內在即超越、︑超越即內在」

的思想，是「絕對現在的⾃自我限定」 ，以上就是西⽥田「國家論」的⼤大要。︒再我們接下來實118

際推敲西⽥田的國家論虛實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來⾃自批評者・戸坂潤的詰難： 

    博⼠士は現実の階級国家の背後に国家の理念を想定すべく、︑､この無の論理を⽤用いている。︒｡

つまり現実の有の国家を無的国家によって裏うちされたものと⾒見做すことによって、︑､社会

乃⾄至国家の理想的な意義が、︑､現実との⽭矛盾なしに、︑､合理的に解釈出来ようというのである。︒｡

〔……〕だが現実的にはただそれで終いであって、︑､之によって現実が現実的にどう変わる

 同上，⾴頁420。︒117

 同上，⾴頁407、︑41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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のでもない。︒｡ただ現実が理念によって裏打ちされたと解釈されただけにすぎないのであ

る 。︒｡ 119

  （博⼠士在現實的階級國家背後想定了國家的理念，⽽而⽤用了這無的邏輯。︒也就是說將現實的

有的國家以無的國家去涵攝，並以此說明社會以至於國家的理想的意義，以與現實沒有⽭矛盾

⽽而能合理的解釋的⽅方式去說明。︒〔……〕但現實來說僅⽌止於那樣，以此現實依然不會改變，

僅僅是以理念收攝現實⽽而進⾏行解釋罷了。︒） 

　西⽥田的國家論被戸坂認為是單純地將「現實的」、︑「有的」國家問題依附理念的國家之內

思考，但這樣的思考在現實中是沒有作⽤用⼒力的。︒戸坂的評斷有⼀一定道理，但這樣的批評對西

⽥田卻並非完全有效。︒我們要知道，西⽥田的理念並非離開現實的、︑⾼高⾼高在上的觀念，⽽而應該是

說就西⽥田⽽而⾔言，存在本身即是非合理的存在，⽽而西⽥田的「超越的內在、︑內在的超越」便是在

這個⽴立場上談的。︒在這樣的⽴立場下⾯面，無論是國家與個⼈人、︑社會，事實上都沒有⼀一定不變的

實體可⾔言，⽽而成為媒介的存在。︒西⽥田經常⽤用的⼀一組詞語是「成為物⽽而觀、︑成為物⽽而⾏行」，在

於此處的國家論⽂文脈，便可代換為「成為國家⽽而觀、︑成為國家⽽而⾏行」，⽽而這樣的邏輯可以適

⽤用於任何我們上述所提到的概念。︒不⽤用說，即便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適⽤用於這樣的構

造，彼此取消彼此的實體性，再彼此確⽴立彼此的特殊性，在這種⽭矛盾的⾃自我同⼀一構造下才能

夠去談世界的世界。︒ 

    順著以上的構造思考，現在我們可以回頭來考慮「專制性原理」的問題。︒簡單說，在西⽥田

的哲學框架下，任何的專制性原理都不應該存在。︒在這種超越即內在，內在即超越的構造下，

不需要去預設任何的統制性原理，這也就是為什麼西⽥田並不會確⽴立如同⽥田邊⼀一般的「類—種

—個」邏輯。︒可以說，西⽥田哲學的觀看角度是由「世界的角度」進⾏行觀看世界，⽽而⽥田邊則是

由「⼈人的角度」來觀看世界，這是兩者路線的不同。︒但是退⼀一步地說，西⽥田的邏輯雖然有其

合理性，⾜足以解釋「構造」，但是在解釋世界的「現象」層⾯面，卻露出了短板。︒戸坂的批評，

在針對被去實體化的國家⽽而⾔言，確實是有其效⼒力的——西⽥田的「國家論」，已經逸脫了「國

 戸坂在這提到西⽥田將現實的階級國家背後想定了國家的理念，⽽而這種理念的基礎即是「無」，但119

光憑理念出發可能有無法解釋現實⽭矛盾的問題。︒戸坂潤，《⽇日本イデオロギー論》（東京：岩波書
店，1977），⾴頁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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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論」討論的基盤，⽩白話點說，出發點從⼀一開始便不是相同的。︒西⽥田給我們留下的問題，就

是在其哲學脈絡下的「國家」真的是「國家」嗎︖？這是我們未來的課題。︒ 

給「は」的根本問題⼀一些補充 

    在這個部分，我想探討「は」在前⽂文中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問題。︒ 

    ⾸首先要談談的是「主語」的問題。︒我們在⽂文章的導論即談過了三上的⽬目標是要取消不符合

⽇日本語構造的「主—述」關係，⽽而希望⽤用「主格」來取代「主語」的⽤用詞。︒那麼，這是為什

麼呢︖？事實上是由於「主語」和「主格」的次元完全不同。︒主語擁有極強的⾃自⽴立性，並且要

求述語跟隨著主語⽽而改變，在這樣的關係下，主語是構造中的能動者。︒但，三上認為⽇日本語

則表現了另外⼀一種構造。︒做為主格的存在，在「入⼦子型」構造的⽇日本語中，能夠被收攝進入

述語的部分。︒儘管相較其他格強勢，但，依然是與其他格存在同⼀一次元，因⽽而必須⼀一起分擔

同樣次元的責任，是⼀一種媒介性的格存在。︒那麼，這提⽰示了我們什麼︖？顯然地，就「主語」

必要型的思考⽽而⾔言，由於這樣的主語是絕對不能夠成為述語的存在，故⽽而擁有⾃自身的獨⽴立

性。︒這樣的獨⽴立事實上即意味著⼀一種意義上的「⾃自由」。︒這是⼀一種不被世界拘束的⾃自由，但

是主語卻是和世界分開的，是孤獨的主語。︒這樣的主語沒有辦法直接與神接觸⽽而必須等待神

的救贖。︒顯然地，若是以不精確的⽅方式來說，某種程度上確實可以表現出歐洲傳統的思維⽅方

式。︒那麼如果我們反過來看以述語邏輯為中⼼心的主格說，將會輕易地發現在這樣的述部⼀一本

建思維下，主格型思想意味了第⼆二種意義的⾃自由，這種⾃自由是「身為世界」的⾃自由，也就是

可以從「內在之中進⾏行超越」並獲得普遍意義中的真⾃自由，這是⼀一種沒有來⾃自於非⾃自身的他

者制限的⾃自由。︒三上與西⽥田的接點，就在於它們⼆二者同樣都有述語邏輯的關⼼心——⽽而這也是

我們釐清「主語」與「主格」的努⼒力背後所隱藏的意涵。︒ 

    我們接下來處理的第⼆二個問題，就是「が」為什麼總是會被「は」給直接覆蓋，⽽而不能說

「がは」呢︖？我們知道「が」、︑「は」⼀一起出現時，通常是在⼆二重主語⽂文，表⽰示「全體—部

分」、︑「個體—能⼒力」的關係。︒但是「がは」⼆二列的場合則不同，簡單來說，「が」確⽴立了

邏輯上的主格，⽽而「は」確⽴立意識上的主題，但是主題的確認與邏輯主格重疊時，「主格」

的意義將會被「は」所代表的主題包攝取代之，這是因為「は」的主題表⽰示也同時可以身兼

「主格」確⽴立的角⾊色。︒這即是說「が」本身的性質即表⽰示⼀一事態與性質的中核物，⽽而當「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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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が」之時，原本的主格定位被主題給吸收，完成了「主格  —>  主題」的次元變換。︒

在功能重疊的狀態下，兩者並無同時出現的必要，「が」由此被涵攝進入「は」的場域之中。︒

事實上，我們提到過「が」可以只代表邏輯事項的中⽴立敘述，但⼀一旦意識出現之後，⼈人就必

須選擇代表⼼心理狀態之主題的「は」要放在什麼樣的歸屬。︒當意識出現之後，儘管我們可以

不在⽂文⾯面上直接說出「は」，⽽而只使⽤用格助詞來構句，但是我們在判斷作動的每⼀一個瞬間，

都會要求將「は」置放在某⼀一個意志所歸屬的位置。︒這裏我們需要關注的點，其實就是⼈人在

要求「は」的背後，⼀一種⼼心靈對於「⽬目的性」的要求。︒也就是將會關聯到「我們如何確⽴立主

題」、︑以及「我們為什麼要確⽴立主題」︖？這兩個最根本的問題，這牽涉到環境對主體的形塑

以及意志的集合，這是很難的問題，我們在這邊也只能給出⼀一些初步的想法，但能夠確定的

是——這些都是我們未來所需要解決的課題 。︒ 120

    最後，我想談⼀一談我在這篇⽂文章裡對於「は」所產出的⼀一些哲學角度上的視點。︒⾸首先我們

藉由⽇日本語的構⽂文，提出係助詞「は」符合⽥田邊哲學以「種」出發的思考，⽽而以述語的場所

的⾃自我限定來觀看「格」關係的思維⽅方式，則屬於西⽥田。︒以⽥田邊式的思考來說，在⽂文構造之

中，與述語直接溝通都必須以「は」為前提，⽽而西⽥田的思考⽅方式則是不否認「は」，但在主

題「は」出現之前的、︑純粹經驗的狀態，⼈人是直接能夠與述語同⼀一的。︒⽥田邊的絕對媒介的世

界是放在格助詞——係助詞——述語的媒介關係中來說，⽽而西⽥田則是在述語的場之中直接無

化其他者的對⽴立，也因此西⽥田哲學可以避免掉「專制性原理」的產⽣生。︒⽽而甚至在述語之上，

還擁有⼀一個根源的，「絕對無」的場存在著。︒我認為順著往述語超越的⽅方向前進，還依然遺

留著許多我們尚未解明的、︑有關於⼈人類意識之深層⾔言語、︑也就是世界⾔言語的問題。︒這樣的問

題，也留待著我們接下來的⼀一進⼀一步研究。︒ 

看不⾒見的都市 

    20世紀の中期、︑､私が都市主義者として思考をはじめ、︑､プロジェクトに着⼿手した頃、︑､パラ

ダイムには計画しかなかった。︒｡おそらくこのシステムの発⽣生は⼗十九世紀に国民国家がつく

られた時期に⽴立ちかえる。︒｡ベネティクト・アンダーソンはこれを「想像の共同体」と呼ん

 淺利誠對於「は」跟「が」的境界劃定有⼗〸十分詳細的討論可提供更多思考，參照淺利誠，《⽇日本120

語と⽇日本思想》（東京：藤原書店，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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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いる。︒｡幾つも⼩小さい地縁的共同体が、︑､ひとつの⼤大きい国民国家に統合されて⾏行く過程で、︑､

ナショナリズムがその連繋を可能にする絆になった。︒｡すなわち、︑､想像上にしか存在しない

架空の枠組み（国家）に所属することを感知して、︑､はじめて国民が成⽴立したと彼は指摘し

ている。︒｡その国民国家が統合の中⼼心記号にしたのが⾸首都であった。︒｡「想像の」といわれる

だけに国家は意図的な捏造が可能であった。︒｡そして同じくその中⼼心記号たるべき⾸首都も捏

造される。︒｡計画されることになる 。︒｡ 121

  （在⼆二⼗〸十世紀中期開始，我身為都市主義者⽽而開始思考，並著⼿手進⾏行計畫案的同時對於典

範來說，除了計畫之外便無其他。︒恐怕這系統的發⽣生是⼗〸十九世紀國民國家誕⽣生的時期吧。︒

Benedict Anderson（1936-2015)將此稱為想像的共同體。︒數個⼩小的地緣共同體以⼀一個⼤大的國

民國家為⽬目標統合⽽而成的過程與國家主義產⽣生了聯繫的可能。︒也就是說，他指出從屬於除了

想像以外並不存在的架空構造（國家）⼀一事被感知開始，國民 ⾸首次成⽴立。︒⽽而做為這樣國民122

國家統合的中⼼心記號的便是⾸首都。︒僅僅說是「想像的」便有可能意圖性地捏造出國家。︒⽽而同

樣地那必須是中⼼心記號的⾸首都亦被捏造。︒即被計畫。︒） 

    都市具有實體嗎︖？如果沒有，那麼都市又是什麼樣的存在︖？ 

    我們無論從空中觀察、︑實地探詢，抑或邏輯推敲、︑設定公式︔；要找出都市的邊界線並確定

出其實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都市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自然、︑⼈人、︑動物、︑死

者、︑⾏行動......等等數不盡又性質不⼀一的記號之交會所形成的空間，⼈人群在這樣的龐⼤大記號交

會點⽣生存著，這種不安定⽽而變動的時空狀態，我們稱之為「都市」。︒ 

    都市必須是虛體的、︑是記號的，在地圖上根本無法找到「都市」。︒ 

    正由於都市是記號的，我們即便窮盡所有都市構成的分⼦子，窮盡所有個物，也無法找到實

體性的「都市」。︒ 

    都市是⼈人們由於「歸屬感」的需要所創造出來的、︑看不⾒見的記號，⼈人為了避免孤獨⽽而不斷

地創造記號。︒ 

 我們在形塑任何⼀一種群聚或制度的同時，不可避免地都加入了我們⼼心中獨有的那把量尺，但，這121

樣的量尺實際上只是因為我們無法窮究現實所⽣生出的符號......。︒磯崎新，《記号の海に浮かぶ＜しま
＞——⾒見えない都市》（東京：岩波書店，2013），⾴頁204。︒

 指的是國民的概念。︒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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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村，鄉，縣，⼀一直到都市。︒⼀一直到龐⼤大的都市群的集合，由地緣共同體出發，⼈人們成⽴立

了國家。︒ 

    伴隨著國家的成⽴立⽽而來的，是「⾸首都」的設置。︒⾸首都作為國家意志的象徵記號，在⼈人們⼼心

中種植了統治的根。︒ 

    ⽽而當國家不斷地膨脹、︑巨⼤大化之後，作為記號集合的⼤大記號開始「物神化」，反過來壓制

其他的記號。︒其他記號想要反抗時已經太遲了，它們已經被歸屬在⼤大記號的時空之下⽽而動彈

不得。︒ 

    建築家・磯崎新在最前線發出呼聲，他提到： 

    「⽬目標＝テロス」を消去して、︑､⾃自動⽣生成させよ！   

    （消除「⽬目標＝暴⼒力」，使其⾃自動⽣生成吧！） 

　「中⼼心」を無化して、︑､綱⽬目で埋めよ！   123

    （將「中⼼心」無化、︑以綱⽬目埋入吧！） 

　真正的都市應該是沒有中⼼心的都市，應該是記號彼此交流的公共性都市。︒這樣，才能擺脫

對⽀支配者的控制，才能消除暴⼒力關係、︑讓⾃自我做為⾃自我本身⽽而存在。︒ 

 同上，⾴頁22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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