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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餘議J 的漢語神學

夏可君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

神學開始於對於神聖名字的思想，信仰開始於對於上

帝之名的祈禱與召喚，但進入現代性或者後現代，一旦「神

聖名字缺乏J (esfehlen heilige Nahmen) ，虛無的深淵就

被徹底打開，生存的無根基狀態吞噬看世界，但也許，聖

名的缺乏或者神性的回撤 (wi也draw/retrait) ，反而會構成

另一種的幫助?神性的自行隱匿與先在地預留

(v，扭曲曲alt) ，甚至構成一種幾乎不可能的「偉大的允讓」

(Die große G盟益旦控)一一如同海德格爾接續詩人布爾德

林 (Joha血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 的思考。 1

面對聖名的缺乏，現代性的哲學家們或者否定神學的

思想者們，不得不嘗試其他名字的發現，比如德里達

(Jacqu目 Derrida) 晚年就思考了兩個「名稱J '這也是他

1. ""血 Heid唔@缸， A甜甜甜恤間啤血，ne，啦咽 (GA凹，且H. Heidegg眩; Frankfurt am 

岫且 Vi岫io K1回信mwmV，吋略 2002)， p. 232 0 在海德格蘭看來，詩λ荷蘭德林壘晶晶
徹底也最轟早先抽融融到神聖的缺席與過塌，因此臥車歌與頌歌開始召喚神性，而且梅

祖梅爾在撞車繼續肯定了追個缺暉，種措虛無探瀾的敞開在世此缺席已經是神性的事先

行動，這個行動乃是神性的隱匿以丑事先的相圖革者克制， Vorerr蚵個追個詞，有著

扣團與預圓的暨鹽，還有著包會奧克制的聾蟬，在植面，我們會看到，比賽曲與喀巴拉

神祖主義 (K曲恤岫)的且血血血(上帝自身創世之前的回銷與回搧)隱秘相關，儘管

對於海德格爾申期，此「克制」還壘存在的命運盧者存在英雄的情調，乃至請量體之神

的行蝠，並非人類的盧志，進入一九四宜年之聾的梅體格爾，此克制與讀于聯串起車，

是另→種的隱忍或另→種的軍褲，叫此來面對現代性虛無主義的困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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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的兩個文明或兩個世界的「起源J '即在《信仰與知

誠> (Foi et savoir) 中打闋的兩口「井J '或者兩隻最為

神秘原初的「雙眼」

既然必須用商個詞包括一切 2 讓我們給追些根源的雙重

性兩個名字。因為，再次，根源就是雙重性本身，一個就是

揖一個。讓我們為這兩個海壘，這兩口井或這兩條在荒漠中

尚不可見的蹤跡命名﹒讓我們仍然給予它們兩個「歷史性」

的名字，在遭樣兩個名字中，某種歷史觀念自己變成沒有歸

屬的。我們為此要一方面鼻照一一暫時地，我堅持造點並且

堅持教育或理論的目的 「彌賽直性 J (me品血血que) , 

月一方面鼻照 kh缸司，就如我曾經企圖更加細敏、更加耐心

所傲的那樣，我希望在別處能更加嚴格地做這件事 o 2 

這是德里達對於整個西方文明關於神學思想最為凝練

的提取，是有待思想去繼續挖掘的兩口井，但也許都已經

枯竭或者被堵住了，這兩個起源的名字代表了唯一神論與

哲學的兩個開端:一個是彌賽亞性， I沒有彌賽亞主義的

彌賽亞性J (m臨i血血泊扭曲 mess詛血阻e) ;一個是尬個

(chora) , 3這是在第一名字之前或先於所有名字的那第一

2 祖且連薯'.可君攝校， (解構奧恩盟的未來) (畏春吉林λ民出版社 '2006) ，頁

298 {J，臨句曲0..討曲， Foi etSal祠"，.扭扭.8:0剖且缸:，1995. p. 3吋〕 . 
3 柏拉圖薯，王輔朝禪， (柏拉圖全靠》軍三卷(北京 λ民出版社， 2003) • Luc 扭扭帥，

Le m輛e et ['au扭曲ns Ia Sj佇缸街向 o.ωh的扭曲加'léedeP[.帥到(P"扭扭曲 Aug田血

Akad血ia Verlag, 1時4 圖 Xφ間自原章2萬空間、位置、地點、聾收暉，也有中國學者翻譯

為「書畫1 、「宮攝」等等﹒柏拉圖《蒂道歐) (TIma帥. 48e-5甜的扭動中作討論

了作揖必然的「第三類J (即e xd>Pui脈， die No隔開di位eit， à.地γ間 .48a) ，它作轟接
控器(盧曼) ，如同于寓，無組定貴料，接聾印痕的可望性，追種可塑性的賀科{位mageionl

不蝠現自身(盧自) ，不可見也不可輛自不是元章，而壘如此建般變化著的元軍指向(盧

體) ，只有模糊如同事申的lIi體(盧車) ，作:11扭扭的理性(宮虛) ，且保持不止直的

軍宜興播散(虛處) .我們試圖在單詩中翻譯晶 「盧斯I 載廣普逆指的「盧托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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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名字，就是柏拉國在《蒂道歐篇:> (Tima割。)中新指定

的，德里達認為柏拉間還沒有在可靠的自身一解釋中重新

居有它的名字。德里連發現了這兩個起源的異質性一一即

猶太與希臘的再次分化，但在他自己的思考中，似乎也面

臨二者無法綜合的疑難，也許他認為這個二元論必須被保

持住，如同另一個可能性與不可能性的雙重約束?儘管德

里遠在《無賴:> (Voyous) 中試圖進入 cho凹的位置，來思

考到民主時的彌賽亞性絕對正義， 4但是一直不明確。

問題出在哪里?這是彌賽亞性與 chora 的「連接的位置」

不明確，或者猶太一希臘的歷史連接點一直就充滿了危機，

而且西方歷史對此關聯的危險還有待酌區反思﹒無論是基督

教的連接一一以耶穌基督為彌賽亞的在場化，還是新教導致

的敢蒙歷史理性的審判法庭，或者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烏托

邦與技術結合的現實實現，既有這些，都導致彌賽亞性之彌

賽E主義化，現實的教贖並沒有帶來天圓，從德里遠的解構

神學以及本雅明式彌賽亞主義 (B叫個恤i個 Messianism)

還有喀巴拉神秘主義(Kabbalah) 看來，是沒有如此的連接

中介的，這也是荷爾德林與尼采以來，從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 到德里達所認為的中介的缺席或者中空。 5因此，

的未軸 (J，叫阻扭曲，K耐用(Paru， Galil6e,1993)) ; IUZH拯數/除了名字> (J.且qu，"

Doni曲，&明fle 110m (P81四 Goli曲，，1993) ， p. 95) • 
4 籠里達薯，証堂皇，李之蜻諱， (無賴> (上轉上海譯文出版社， 2011) ，頁 6-7 、

108-112 (Jac包"" Doni曲，V<句，。腳(paris: Gali鈕， 2曲3)， pp. 14, 12Q.123) ，祖里建攤為
「將臨的民主類似揖敢泊的也m ﹒ J (買 108) ，並且指出曲圓的非拉置，是男→種

曹生，是一個荒漠中的荒漠之不可替代的場昕典間距(買 7) ，而且曲。m主要是接壺，

而非是給予，在存在之前就已璽于有{個正bt) 但卻並不存在，它並非存在的範疇，有

看晶晶富，但曲""'呻並不存在 (nya恤ðra mais 1a區街.n'回"個p")。罐里逮捕出，
四"富的費生木自康德的調甜性原理昕引導，木是世悟歷史世昇的聲序，也木是不可實

現的烏托邦理想，而是在來臨，割瓦並不在場的記僧，它是對居未來的記僧，與彌賽亞

相闕，只能是「好瞳J (血曲)一般 a 但又有著當下的lIIf迫性﹒籠里建如此的且考與本

雅明的相關差異，我們幢幢會指出-

5 誼個問題異常祖雄，當然基督數傳統神學，當代書定神學，叫且種現代神學，遍有左Il

的基督教國蹄，如何面對撞個危擻，那是男一個問題。從神學的解構來看，如同布朗肖

在《文學空間) (L 'Espace liuét當，，，，)結尾即指出的，接續前胃德林「盟鍾的停頓」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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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重新回到「彌賽亞性」的問題，也要重新理解 chora'

既然在柏拉聞自身這個「非概念」並沒有充分展開思考，而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已經把 chora 解釋為空間 (sp甜e!topial

與「位置J (placel 了，但 chora 恰好不是空間與位置，而

是「非位置J '與渾鴻相關又並非渾沌。但與德里達稍有不

同，一且我們進一步重新理解彌賽亞性與 chora 的其他可能

的連接方式，就會形成一個新的思考空間，這是「虛研J (如

果一定要翻譯，就是 enchorial-t叩ial

我們要追間的是，彌賽亞在哪里來臨一一或者他曾經

顯現在哪里? chora 如何生成為位置一一那不是位置的位置

(虛位l '一且以漢語的「虛位以待J 來加以盲說，即在

chora 的虛位上，等待彌賽亞的來晦，或者給來臨的彌賽亞

讓出或者空出一個位置，且P這個在來臨又延異者的他者，

只能是虛位的，不是人類主體的虛位以待，而是人類主體

的自身讓出，自身退出，讓彌賽亞來臨，如此理解的這個

退出的位置與姿態，其實就是另一種對於彌賽亞的理解，

即盧里亞喀巴拉神秘主義 (Luri血ic Kabbalisml 的理解:

Zimzl血， 6此上帝創世之前的「自身回縮J (Contractionl 

與「自我限制 J '即，一個神在自身中而自我限制，為了

創造世界而「讓出」自身的空間 (eines Gottes, der sich in 

sichselbstv間chr祖kt， u血Raumfìir die Schöpfungzulass阻l ' 7 

中命的空無ftlt其保持，說尤品需要聲現另一種不是中升的中升一一自然，來克服幢幢

導致的各種虛無主義，無諭壘實本主義全單化一一聲E壘欲望生產的虛無主義狂轍，還壘

回到基督教或者伊斯蘭教極端主麓的信仰一一也壘男一種血犧牲獻聲唱補上帝缺席的

危險畸動，抑或是革命左派，比抽齊澤克 (Sl酬ti ZiZekl r 比無遺少J (1制也扭曲，tlringl

的J思考官式都是不且捕的，需要體「自然」重新闢始，鐘也是漢語神學介入的個人勤-

6 章信薯，攝笑非諱， (猶太教神秘主義主祖) (成都 四J !Iλ民出版社 '2曲01 '買

254-258 (Ger曲mnS曲曲血，即ejüdische 峙怨自'k in 如珊 Hauptstr伽ungen (Frankfurt a血
Ma且 S咱rkamp Verlag, 195η，開 285-:扭。) ，第七構，轟中Ii!:討輸了盧且亞的神起草t點-

7. G間bom Schol間，品，酬""' ..... 晶egriffe des juda酬mσrrankfurt am Mi咀; S，曲læmp
Verlag, 1970), pp. 8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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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論是某種等待主體的退讓，還是彌賽亞的延真一一德

里達的延真得以重新理解，都是對上帝原初行為的模仿或

者效法，而如此退出的原初空間 (Ur-raum) ，這個重新被

理解的「從無創造J (creatio ex n曲10) 的空無化空間， 8就

是上帝自身的「返回步伐J (sc出也urück/st句 b臨的，一一

海德格爾開始進入此模仿步伐一一就是「退讓」的空間。

因此，我們將不從上帝退出的無限自由與自我放逐來思

考，而是從上帝的退出與讓出的倫理姿態來思考，這個相

闋的差異與細微的轉變，構成我們思考的開始。

通過海德格爾思想的中介， 1。我們就可以看到.人類越

8. 有關 I種無創造」的基督教神學且考，無腫異常揖蟬，與猶太教以且諾斯譽教的祖體闢

揮自不是本主盧盟的問題固只需指出，章勒姆(ae，曲。m Schol個)由「體無創造」走

向 zunzu血，是與基督歡神學祖本不同的且路，讓昌克蘭帶 (Jean-LucN間叮)的基

督教解構也試圖重新解釋「從無創造J '走向空無之「敞開1 的動作要蟬，伴隨神性的

回撤，也是一種當代的轉化﹒

9 海德格冒著，陳/1、文、部周興禪， (面向恩的事情) (北京商發印書館， 1999) ，頁

36 國陣種格冒的「返回步儕J '有著;1;重會羲某一，擅是返回到更早的主事先，擺脫曾經

的存在諭差異的束縛，深入存在自身的隱藏與存在的歷史性遺忘，壘JI!.哥本囂的問歸，

造《在溫向語盲的墟中) (u.rer間~gs zur 司i>rache) 已經有昕具體化﹒其二，且想主轟

道路而非全法，誼是讓且祖成聶一種上臨的iÞ俏，此步偵的反且或者重新起步'.然聾

到老莊撞車的道路之且的聶響，連在→九→0年代布伯伯扭曲 Bube<l對猶太教樟輯

的撞車化解禪已軍開捕，因:11猶太華貴的樟輯結壘 (H曲曲.)的希伯來語本義說是土路

與行車的盡且﹒其三，此返回步鈍，也壘一種退讓，與禪德格蘭種期且考「毒然讀之J

(Gelω阻heit)一道，打開一個時空遊臘空間 (z叫:-Spiel-R間m) ，通過種退，回到更

措隱軸的原祖空間萬林間隙地(Lich_) ，車者打間一個荒地神λ共軍的餘地空間

(s，前el-Raum) ，以此等待神的來臨﹒一一迫其中是否有著對ZUn血血的摸你會這是一

個有待進一步履間的問題，建也壘本主要展闊的基本問題圖

10 海福格冒輿猶太文化的關暉，無提也是一個瞳感與祖雜的問題，隨著最近〈揖筆記》

的Chwarze f[I，珈)的出版，更品最使 一、直者韓福海德格爾祖本上撞忘了猶太的他

者性遺產，值觀解中導讀了自身的民猶主義，比如"'"岫e Zarader, La de恥 unp翩而岫

Edi組個曲 S回且， 1990) 的研究﹒二‘或者韓福陣德格胃其實已經在徵用猶太數或者聖

經實寓，無論是他自己的新數學習背景，還壘早期對B昏時德租車古斯丁的研究，但壘植

他自己遮艦讀者無盡識扉蔽了，如岡利且帶 (J，間.F""扭ìsLyo個ù) (梅幢梅爾與「猶

太λJ) (H，甜iegger et "1，的JU帥，，)一書的反思與批劑。三、l!Il者祖屆海植梅爾盤是在
利用猶太教賢麗的，只是不直接指明，讀者根本上轉諮啡時猶太囂的串燈，適量梅里撞

在編神，揖德格蘭與問題〉均每制t: Heid，唱gerand恥。lestion) 對股「精神」一
詞的解構﹒四、在讀們看車，揖德格爾其實過有看男外的可能性，即轉嘻格爾確實在剩

用西貴的神祖主趙寶草草，比如現克哈特大師(Meis'個區曲art) 與謝林 (Fri曲i曲Wi1he1m

J..恥Schel出~)的且想，其中興猶太教神都主義有看某種闌珊，尤其是單純龍之典漂

淵的且考，甚至，還真老莊的東方且攝相關 z 因2萬已經費里，陣德格胃說並盟有指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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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模仿此退出的餘讓步伐，越是給出回旋的餘地( Spiel

Rau血) ，彌賽亞的來臨也越是多餘，如此一來，這樣的回

撤空間或者餘地空間，既是彌賽亞式的，也是讓彌賽亞多

餘的，這就回應了卡夫卡的思考 ;11但另一方面，如此的退

出，如何又不被佔據，且並非自我放逐的? 12而是有若能產

的豐富性?這就需要 chora ' chora 也是一個原初的空位，

連蘇格拉底也無法佔據這個位置，那是一個接收器，作為

子宮一樣的接收器，也是一個友善的位置，在這個意義上，

退出的位置，如果也是一個友善接納的位置，就如同母性

的于宮一般了，這正是女權主義者的神學解釋進路。

那麼，如此退出的空位一一也是一個「善待」一一友善

款待 (hospi個lity) 的位置，這就是打開了一個「虛廚J ' 

一旦把「退出 J (wi也drawing-e血pty) 與「退讓J (recede

le關ng) 結合，空出與接納綜合，並不具有明顯倫理性的

chora 就具有了友善的倫理原初姿態，而退出與退讓的結

合，也讓退縮而自身隱退的上帝具有了召喚的力量:召喚

人類模仿他的退出行動，主動地退出，給出餘地，與海德

格爾的「返回步伐」以及「泰然讓之J (Gelassenheit) 的

姿態一道，就形成了「餘讓J (Bleiben-Lassen) 的姿態。

餘讓與善待:一個讓出退出，一個給予與奉獻，就形成了

相互回環的姿態，以避免德里遠的不可決斷。而且，如此

猶太教根源﹒迪是讀們在追辜的研究需要指明的﹒

11 卡夫卡在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四日的日記一則 “到爾賽E晶晶無盛宴時 v無用 nicht

血:brno曲ig) ，它會到來的 .且民著 a 華廷芳鍋， {卡夫卡全矗〉聶五壘(右車

莊訶北教育出版社. [9961 '頁 47. 也喜看阿甘本(Gior伊 A扭曲血}等λ的相關

#析，尤其是哈馬歇 (Wemer H阻ach.d 的相關仕析，更轟轟中且考7卡夫卡的彌賽

亞之輯用 W"""" """"曲間，‘甘也睡扭曲，包u曲.e deNar呵. ici (3) ", in Fran血 G世bal&

J巳阻，-C1et Mar曲(目is.)， Sens 甜 tous sens - Autour des t1'I副省回 de Jean-Luc M血cy (paris

Gol且缸， 2004)， pp. 119-142 0 

[2 誼是暈勒姆對盧且亞的 Zu.zum且想與西班牙大驅逐猶太λ時代背景相關的且考，當輯

有不同意見(比如壘德爾扭曲曲e ldel]的壓史性#輯1 '只是這對冊費們追轟的研究並

非關鐘之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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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考，也對應著並可能再次激活中國文化的原初姿態，

形成漢語神學的新表達。

→、彌饗亞性與 Zimzwn

首先，我們要再次回到彌賽亞性的問題，重新理解現

代性與彌賽亞性的關係。當彌賽亞的先知性在現代性被提

倡，一方面是面對尼采的虛無主義一一上帝死亡，怎麼做

都可以;另一方面，也是猶太人問題一一猶太人作為被揀

選的民族如何再次見證彌賽亞的救贖，既然彌賽亞與這個

世界並沒有關係，人類怎麼做都喪失了意養與價值，怎麼

做都不可以了。如同本雅明 (Walter B呵amin) 在〈神學

的政給學的殘篇> (Theologisch-politisches Fragm間t) 中

所言:

具有彌賽亞自已 (ðer Messiasse!bst) 完成所有的歷史事

件，在這個意義上，他獨自一人拯救歷史、完成歷史，並創

造歷史同救贖之間的關係。因此，沒有任何歷史能以自身為

理由，建立起岡彌賽亞的關係。因此，上帝之國(Reich Got峙的

並不是歷史動力的目的(但los) ，它不能被確立為一個目標。

從歷史東看，上帝之國不是目標，而是將結﹒因此，世俗的

秩序不能建立在上帝之圓的思想上，因此，神權政治沒有任

何政治意義，而只有宗教的意義。 13

這就是本雅明與索勒姆 (G前shom Scholem) 的雙重態

度 世界政治「以虛無主義為方法J :一方面，是世界

歷史的虛無化，無論是基督教的救贖歷史，還是資本主義

13. Walter Benjam血， G甜'ammelte Schrift回 Eσ'rankfurt am Main: S曲"""可 Verlag， 1991), 
pp.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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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新宗教，或者成為拜物教，這是與上帝之國沒有關係，

只是世俗歷史廢墟之升高而已;另一方面，彌賽亞的救贖

也是無力的，要來的上帝是無力的，但語言是神聖的(這

也是本雅明〈世界與時間> [Welt und Zeit 1一文中的主題) , 

彌賽亞他自己完成救贖，但此救贖又是卡夫卡所育的多餘

化與無用化，因為現代性的人類已經成人，但彌賽亞又並

非人類的力量。

如何解決一個如此「吊詭」的問題.一方面，猶太性

必須見證彌賽亞性，另一方面，此彌賽亞性進入現代性必

氮自身虛無化。有看如此的上帝嗎?如同現代性對於他者

的排斥一一納粹的大屠殺，上帝並沒有顯現，而是保持了

自身的沉默，似乎上帝自身多餘化了，自身撤離了，徹底

退場了，或者上帝死亡了，等等。那麼有著一個如此的彌

賽亞性嗎?即一方面，既是如此的必要一一猶太人沒有彌

賽亞救世主，無法存活，即使存活也沒有意義，因為猶太

人是絕對大他者的見證者;另一方面，但又是如此的多餘

與無用 既然上帝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並沒有來救贖，既

然現代性讓上帝成為多餘的，人類自身開始承擔責任。但

悸謬的又是﹒現代人又並無力自己解決此歷史的災難，人

類自我的主體主宰，無力是保守的革命派的主權與獨裁

論一一施米特 (Carl Sch血社)的天主教，還是左派的革命

主體一一從馬克思直到齊澤克 (Slav，句 Zizek) 的列寧式保

羅神學，都會導致暴力，無論是獨裁決斷的暴力，還是集

體專政的暴力!因此，絕對需要彌賽亞，但此彌賽亞又是

多餘無用的，這就是德里達展闋的「雙重約束J (double 

b旭d) :彌賽亞是可能的或絕對必要的，但彌賽亞又是不

可能的或絕對不在場的，二者必須同時互為條件!

有看回應此悸論或「絕境J (aporia) 的方式嗎?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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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與索勒姆其實已經給出的回應，即盧里亞喀巴拉神

秘主羲中的 Z油田血，上帝自身在創世之前，不是去流濫與

主宰世界，而是退出或回縮 (retr祖t) ，是自身限制，但因

為此回緒，反而給出了原初空間，給出了空無，讓世界得

以膨脹，讓萬物得以湧現，也導致世界的流溢，導致容器

的「破裂J '惡與善大量湧現出來，因此需要找回碎屑中

的隱含光的種子或者不可摧毀的餘留物 (Residu回n) ，使

之重新在原初空間之地再次眾集，如同以色列雖然被揀選

了，但得救的僅僅是「少數」或「餘數J '因為只有那有

看餘光或者瓶于中殘剩餘香的種于，才可能得救，作為剩

餘的餘數!這是餘數的補毅 (T位四)

如此的回撤與退出的姿態，就可以回應神義論的疑

難 而這是基督教很難解決的難題，即人之自由意志與

上帝之自由意志的街突，也是主權的街突，但虛里亞主義

給出了很好地回應，既然上帝是自身退出的，先在就退出

了，給人留出了自由選擇的機會，但也導致了惡的出現，

其中有看上帝的憤怒與審判，但也有看上帝給出的餘地與

回旋空間。此退出的姿態，在盧里亞主義的理解中，隱含

著上帝的憤怒與審判，或者上帝自身放逐的「無奈」與被

迫，似乎上帝被迫給予了自身一個更為巨太的難題

(aporia) ，或一個沒有姿態的姿態﹒自身必須先在地「退

出 J '必須「放棄」自身的主權，自身必須先在地「退讓J ! 

按照索勒姆的理解，如此帶有退出與放逐意味的彌賽亞主

義，乃是猶太人為了回應西班牙的大驅逐，對自身命運的

反思，是另一種的神義論，顯然遠不同於任何基督教的神

義論，它並非人類意志與上帝意志的街突典和解，而是上

帝自身的自身讓出，人類應該學習此原初的姿態，並且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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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以此隱忍這個世界的不義，以等待彌賽亞的來臨。 14

那麼，進入現代性，作為先知式的猶太思想家，布伯 (M缸tin

Buber) ，本雅明，索勒姆與卡夫卡，可能也預感到猶太人

作為他者，再次面對著被大屠殺的命運，因此，提出

ZÎmZl血，乃是召喚這個世界主宰者的退出與退議，期待掌

權者模仿上帝的原初姿態，才可能給予彼此存活的餘地!

但是，希特勒納粹德國模仿的卻是希臘化或者基督教式的

姿態:奪取，戰爭，爭奪，新調掛拉克利特 (Herac!itus)

的「爭奪 (polemos) 是萬物之父J !是一個德意志與希臘

式的模仿悸論:越是模仿希臘，越是超越希臘，甚至取消

希臘 ;15既然已經超越了對方，把這個模仿悸輪轉移到面對

猶太人這個被揀選的民族時，同時也模仿歐洲命運的代言

人姿態(歐洲在沒落，需要一個民族出來拯救，德意志人

必須承擔此責任) ，讓德意志人成為救贖的化身與民族，

如此的模仿猶太人，就導致殺死被模仿的他者。

為了避開此模仿的悸論 模仿的爭奪就必須去除他

者，這就出現了海德格爾後期的反省，是「去己 J (enteignen) 

或自身的剝奪(inappropria區) ，乃至於通過「返回步伐J ' 
以及「泰然讀之」的姿態，走向「讓予J Oassen-geben) 

「讓出J (!ass個.-geh咀) ，而給出「餘地J (blei出nlas阻) I 16 

只有通過自身不斷地讓出，才可能有看敞開的空間(。他回) , 

14 這個自身限制輿自身讓出的原胡聾醋，在喀巴拉神屆主義有看爭論，車者認矗迪是神性

的轉倒與仁噩，或者是由til:神的憤怒，其中有著「神聖審割的祖祖J '並且典故型聾聖

光的建餘混告，壘得載的種于讀者剩餘物，此剩餘物正壘猶太自攘的「轉民」特性，如

此的「神羲輸」軍總不同於基督教神學的且考﹒串串柚薯，蟑笑非擇. (猶太教神祖主

藹主攝) ，頁 257 0

15. Phili開，La曲回』扭曲.e& Jean-Luc N也呵， L帥rythe lIazi (p回s:L'扭扭伊che， 201峙。在

讀書中，他啊仔翻身軒7輛輯德國與德童車文化的模曲樟諭且其盟軍壘種果﹒同時垂著書

拉冒 (R且屆亞血dl 對世模曲博論的相關且考，壘看勒肉吉拉幫薯，劉舒、陳明珠擇，

〈雙重曲車) (北京華E出版社， 2曲61

16. .看筆者， <一個等待興輯用的民最莊于輿揖樁樁爾的第二故轉自) (北京北京大

學出版社， 2017) ，買 17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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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空間，乃是可能的餘地。海德格爾的這個返回步伐與泰

然讀之的雙重姿態，就是為了回應自己之前與納粹的爭奪

意識形態，為了走出納粹的佔有意志(無論是尼采的意志，

還是非意志) ! 17此回縮與讓予的姿勢，是否另一種對於

Zimzum 的猶太性模仿?或者說，如此的退讓，已經不僅僅

是暗中模仿喀巴拉神秘主截了，而是經過了中國文化或者

遼東思想的中介?此回返與讓出的姿勢，其實是受到老莊

的影響，其 GA77 卷就是潛在的證擾，隨著《黑筆記》

(Schwarze 品ifte) 的出版，尤其是 GA97 以及 GA73 的出

版，海德格爾其實給出了讓德意志人「走出」大屠殺的一

條道路，而且此道路，還是與Z田回m隱秘地相呼應的， 18 

儘管海德格爾並沒有明確指出遇。

彌賽亞自身已經處於回撤或者回收之中，或者彌賽亞

自身的退出與退讓餘留出了空間，一旦我們還在此退出或

者回縮的空間與原初姿態中，再加入「讓予」的姿態，並

且擴展此空間:即彌賽亞的自身回撤，其實也是自身的讓

出，如同埃克哈特大師已經思考的，讓出位置給聖子，甚

至上帝讓出自身，讓人類得以徹底地自由，因此此不斷的

「回撤」乃是不斷地「讓出 J '那麼，一個看似「消極」

的姿態 退縮，就成為一個「積極」的姿態一一讓出，而

在漢語中， I退讓」就形成了，而如此的退讓打開了更大

17 岫r血 E祖degg筒" Fel血呵 Gespräche (1個4145) (GA77; ed 1. Ingrid Schüssler, Frankfurt 

阻Main: Vi臨rio K1個個ma血 Verlag， 1995) 
[8 闢扭轉德格爾與猶太教廚輛被過志的遺產的關帳，已經事有且考，但團鏡揖德格爾聾期

與ZUnZUm的闢暉，還有待展闕，也許聾蘭 (p阻1 臼1阻}是一個耳韓伯替補的回處?

班是潛在地批判海德格爾，也是在書摘海德格爾與猶太神屆主義之間的關蟬?因主事實蘭

是如此自覺且徹底禪德精冒的研究者，也是自暈暈暈本雅明和章勒瓣以且布怕的猶太矗

神祖主義的且揖﹒比如〈盟主詩> (p'a1ml 中的「無λ... 瑰」 臨壘《舊的創世祖〉

的純粹輯盲讀者亞當語盲的重新數贖，也壘揖祖梅爾對世祖國神祖主讀者「直瑰閱麓，

不間晶甚膺，只是聞控」的結膏，是自然感性的相似性典冉輯之非屬性的相似性的結告，

是經過$重轉蟬的純粹語言書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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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餘地， I餘讓」的姿態就形成了。

此餘讓的原初倫理 (e也08) 姿態，正是中國文化政治

神學的基本姿態:一方面是儒家的「禪讓」一一堯舜再三

代的帝王政精傳遞通過禪讓進行，不是暴力奪取也非血緣

傳遞，而是退位與讓予，是「天」之讓，並非是人之讓，

中國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就是此實德政治的不斷讓予，

儘管歷史上後來變得虛悔，並充滿了狡計，但此禪讓的原

初姿勢，卻形成了後來日常生活中的基本核心禮儀一一辭

讓之禮!另一方面，則是道家的「退隱J '從許由到屈原

與漁夫的象徵關係，中國文化形成了研謂的隱士傳統，即

退隱的山林文化，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個體生存姿態，回

到自然的懷抱，重建天人合一的關係，這是莊子文本中很

多人物的生存姿態，也許這個姿態激發了海德格爾思考讓

予，綜合埃克哈特大師，化解主體意志的決斷，如同阿倫

特 (Hann也Arendt) 所分析的那樣! 19 

如此的彌賽亞性，就被多重理解了.從本雅明面對彌

賽亞性與世俗歷史的困難開始，最後僅僅剩下「微弱的彌

賽亞力量J '如何面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進步發展訴求?彌

賽亞的上帝之圓其實並非歷史的目標，而只是終結，彌賽

亞的來臨因此只有「小門 J '如同〈論歷史的概念> (Üb前

由n Begriff der Ge8chichte) 所言，只有在廢墟的升高中，

在人類的敗壞與衰敗中，在幸福的不可能性中才可能顯

現，但此顯現依然是不確定性的，甚至是無力的。這一點

被德里達推到極端，絕對的正義與他者的正義，其實是不

可能實現出來的，類似柏拉圖的絕對理型，因此，出現了

「沒有彌賽亞主義的彌賽亞性J '因為任何的彌賽亞主義

19. 阿倫特薯，華車牌釋. (賣車) (南京鳳凰出版傳媒疊團.，曲6) .也許阿倫特是西

1甘最早回應海體格曹追個非盡志的融于聲醋的，可惜得到的反響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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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導致彌賽亞的在場化，成為主導與主權者，導致暴力與

獨裁，但又必鎮保持「彌賽亞性」絕對高憊的壓力與威力，

不可消除。但是在我們與 Zimzum 相關思考後， I沒有彌

賽亞主義的彌賽亞性」得以重新理解，我們對之做了幾個

方面的「補餘J :第一，這是回到索勒姆所解釋的盧里亞

主義的 Z曲回血，更為徹底打開這個「退出」的原初空間，

這是德里達尚未直接思考的， 20，儘管在延異與沙漠化的思考

中有此隱舍。第三，則是接續海德格爾後期的返回步伐與

泰然讓之的姿態，把退縮理解為「讓予J '開始向著積極

的讓予行動轉化。保持二者之間的張力.回撤與讓予。德

里達對於泰然讓之的思考並不充分(在《取名>[Sauflenom]

有所涉及但並未展開) 0 21第三，則是帶入了中國文化的倫

理姿態，使之更為普遍化，並且更為具有跨文化的價值。

但是，在這里，這個退讓的原初倫理姿態如何保持不

斷地是生成呢?在何處可以不斷展現?這就需要再次打開

原初空間，這是 Zimzum 與 Chora 的重新對話。

二、 Chora 之為虛位

Zimzu血昕打開的原初空間，有看多重的意義.首先，

這是上帝的自身退出，打開一個原初的空無空間， I從無

創造」得以重新理解，如同索勒姆新思。其次，則是世界

善惡的無盡多樣性湧現，導致容器的破裂。其三，這是如

20 已有一些學者且且了德且建與喀巴拉神秘主義的關暉，甚至與且血血血的關暉，壘看

sa血i R. Khatib，“'AN阻剎叫li:fied Nothingn周8: Wal個B呵阻且阻d tlæMessi祖且c"， Stasis 
1 (2013). 即位-108 ;以及世且 R. K曲刮風“Von D阻甸回 D前rida: K曲b.la UmI 
U侮旭旬r曲曲由"in 血閻明Imar Geppert & H曲ertZ可f (.曲).扭曲，rien der Literatur IV 

('l'iihl耳目 A Francke, 2個9)， pp. 271-303 ;還有 S血晶晶 L. Drob, "1溢血tzum omd 
于四fférance": D咽，da ønd the Luri血ic K曲.bo1曲" 也旬J伸ww.newka恤d血C咽/

Dmi血泊個1. 臨間，甜甜F曲 2018.) .尤其是專著研究Cbriot呻b Sclru帥:， Zimzum: Gott 

棚d We1turspnmg 個副盒: J甜扭曲erVerlag， 2014) 。

21. J8(有ues Derrida, Saujle甜m扭曲s:Gal.i缸，1993)， p. 1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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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找到那些有著彌賽亞餘光的殲餘物，重新買賣集來修補破

碎的容器或者世界，讓世界重新世界化。但是，這個方式

需要更為富有活力的生成，不能僅僅是猶太人，必須是更

為廣大的生成，使之更為具有普遍性，這是海德格爾新育

的成為一個等待與無用的民族。 22

其實面對此困難，本雅明提出了另一種思考，昕調「彌

賽亞性的自然節奏J '這依然是〈神學的 政治學的殘篇〉

中昕言:

世俗的秩序(Die or也ung des Profanen) 巴然建立在幸

福的觀念上。這種與彌賽亞有闊的秩序，是歷史哲學的基本

教義之一。它是一種神秘的掌握歷史的前提條件，它所包告

的問題可以用這樣的圖像表明 如果一丈甜頭指向世俗動力

趨向的目標，而且一丈骨頭標明近於救贖的方向，那麼毫無

疑問的，自由的人性對幸福的追車，將會朝著背離彌賽亞的

方向奔去，然而，正如一種力量透過它的運動，反能助長且

一種相反方向的力量，世俗的秩序也正透過它的世俗性，而

幫助彌賽亞王國的到束。因此，世俗本身雖然不是神圓的一

個範疇，但卻是最為告遍地，最為順膺地接近的範疇。因為

在幸福之中，一切塵世之物多追卓自己的毀滅，但也只有在

幸福中，它才注定醫現自己的毀滅。內心孤寂之人的直接彌

賽亞式張力，當然會經歷在受苦意義上的不幸。引進不朽的

精神性「整體的復原 J (甜甜個世on旭扭扭那血) ，對應著一

種世界性的、導向某種消逝之永恆性的復庫。這種世昇之物

22 置可君， (一個哥特典輯用的民族莊于典海德格爾的車三世轉向) (北京北京大學

出版社 .2017) 0筆者在讀書中指出，禪德格爾在奧納輯會諜的第一個轉向 (1932-1942)

之聾，開抽了第三.ll;轉向 (1943-1953) ，此欲轉崗聾到莊于「輯用之用」且想的激聾，

導致了種期一軍列的轉變，海德格爾主轟 GA77壘闖世「事然讀之I 輿「輯用1 的對話，

尤其是讀揖盧志晶晶→個等待興輯用的民攘的且輯，有待J!1!志深入地展開，但卻祖聾廉

的海體格爾研究遺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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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地消逝，就其整體一一一不僅就其空間的整體，而且就是

時間的整體而言，永恆地消逝。它的節賽，彌賽亞式自然的

節賽 (derRh袖mus derme海Sll1lIl叫回 Natur) .就是幸福。

因品自然以其永恆和總體性的消逝性而言，是彌賽亞性的﹒

即使對於人類的連個層次，也就是自然東說，追求這種消

逝性，也是世界政治的任串串，它的方浩則被稱之晶虛無主義。目

一一即此彌賽亞性，比退縮的姿態，還必須更為自然

化，更為廣大化，如同前面中國文化的讓予姿態的加強，

尤其是莊于對於讓予的思考，乃是回到自然，讓自然來為，

讓無來為。對於本雅明，這是讓彌賽亞性面對歷史人性的

墮落，尤其是語言的墮落，如何回到純粹語言或「元語言」

(U四prache) ?這是喚醒那沉默的自然，讓自然重新表達

自身，彌賽亞的自然化，乃是彌賽亞的救贖喚醒人類身體

的自然性 那些骷髏與屍體 德國巴洛克時代的悲悼

劇所呈現的寓意(Allegory) .然後通過自然的擬似性，回

到自然的自然性，回到宇宙的原初相似性，再次通過書寫，

打開非感性的相似性，如此的回返過程，讓彌賽亞性與自

然性有若從未有過的結合。

這個結合還需喚醒更為沉睡的自然性，這就有必要再

次回到德里達對於 chora 的思考， chora 是帶有自然性的，

但既非感性的自然性質料，也非被理型化或者技術化的空

間，而是不可命名的第三類，如同于宮一般的接收器或者

容受，而且暗中帶有保護與法養的功能，這也是為何女權

主義從此展開聯想與思考，且當然這里隱含著慷慨與接納的

23. B呵咀血.'"帥mmelteSI晶，但間II， pp. 2的品4. 也壘看陶伯斯 (JacobT;且出旭)對此嘉措

的卦析，不過我們對世自然性的鹽調將與之全然不開﹒壘陶伯斯薯，且增直等擇， (保

羅敢抬神學> (上梅草草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6) ，頁 118-119 0

24 克里斯帶娃 (J，曲a Kri臨咽)在《詩性吾吾盲的軍命) (La révo扭曲曙血 1.曙uagepoé甸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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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如同中國道家的天府，或者看晨光之地，或者玄化之

E呀。 Chora 在柏拉間的《蒂邁歐篇》中，也是敞開之地，也

是讓出之地，接納他者，如同沙利斯 (John Sallis) 所育的

一個「虛化的空間 J (enchorial space) ，自而且， chora 之

為位置，乃是接受印記，只是「虛位J '但並不留下印記，

一直保持為空白，此乃「虛自 J '不斷可以抹去，因此只

是虛受，這樣給未來者留下餘地!更為重要的是， chora 還

是有看元索性，但並非某一種固定的元素，而是在混沌中

的變化，正是此變化不定，導致了 chora 也是模糊的，如同

夢中的影像，處於恍惚變化之中，這是「虛象J '是一種

雜交的理性，保持「玄虛J '並不固守同一性的邏輯，似

乎更為與本雅明思考的記憶與夢中的形象相關。此外 'chora

還如同鍍糞場起是散闋的種子一般，有著舞蹈的姿態，是

「虛處」的延展。 26因此， chora 乃是一種廣義的虛所，要

打闋的是「虛托邦J (個chorial"個pia) ，不同於已有的烏

托邦與異托邦 (hetero-topia)

對於德里達而言﹒

Khôra 甚麼都不是(不是任何在者或在場) ，但它並不

是在「此在 J (D回ein) 的難處中向存在問題開放的「烏有」

(Ri祖)。連個希臘名字在我們的記憶中說的是那些不可擁

中的且考\I.(.!t (Lu扭扭扭ny) 在〈婦女，或男一種草視鏡) (再抱由lum. De l'autrefemme 

[P"四缸組onsde Minui丸 1974]) 的展開 a 還有ü'世i也 But1，缸)在〈身體之重) (Bodies 
岫岫勵伽theDis，個r&ive Limits ol"S缸，，)對上面二位且考的回應.我們這畫不再一

一列舉展開了。

25. lohn Sallis. Chorology: on B.申'rming i1I Pla.的 Timaeos 但loonring恤，凹:ln也岫

University pr宙間.1999); The Retum ofNa1ure: on 恥B酬.nd ofSenae 個，looming恤，因

Indi血a University pr圍已 2016)， pp, 2，妞，呵， 119

扭曲此的聲睡一且與個體的審寓相關，在中國主:1è草形成了揖讀的聲聾 a 正壘，窩中的揖

蹈，或者壘，聲再時的東回揖讀打開了時哩的空間，但在中國傳統文化，此餘讀聖醋的撞

主要出現在書啊書寫中，而非虛拾行動中，這就需要在現代性，借助基督載信仰典猶太

教神義簡而實現出來，漢幫神學的行動力還處聶葫芽狀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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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東西，即使是通過我們的記憶，甚至我們的「希臘」記

憶。它說的是在荒漠中的一片荒漠的不可記憶，對於荒漠，

這種不可記憶既不是門糧，也不是車悼。問題始將是要由此

知道，人們是否能夠思考這片荒漠，並且在我們認識的荒漠

(即放示和回湖、上帝的生和死的荒漠，所有放棄神性的傾

空 [k曲ose]和超越的形偉、宗教或歷史「宗教」的各種形像

的荒漠) r之前」讓它表現出末，或者，如果「相反J ' r 自

從 J 連最後的荒漠「之後J '我們理解在最初第一個之前的

那一個荒漠，我稱之為荒漠之中的荒漠。不確定的搖棍，即

前面我們已經提出的(在放示和放示性、事件和事件的可能

性或潛在性之間的)這種保留(呵。，khe 或克制

Verhal個heit) ，難道不應該尊重它本身喝，在兩種根據性、

南種根源、就是說通過經濟指示確定的「被放示」秩序和「可

放示」秩序之間，存在著遠種獨一性的或日漸起梭的不確

定，這種不確定難道不同時成為任何有責任的決斷和揖外的

「反忠信仰 J 和一個新的「寬容 v信仰自由個1個nce) J 

的決斷 機會? 27 

一一在這裹，德里達也指出了神性的傾空與激示的保

留三者之間的相關差異一方面，它與猶太教盧里亞主義

相闕，儘管盧里亞式的 Zi1DZl血與基督教的領空神學木同，

前者乃是一直保持後退一一越是遙遠越是接近一一這是彌

賽亞性與世俗世界的「不相干性」一一這也是本雅明思考光

暈 (Aura) 的來源，後者的傾空則是彌賽亞來到了人世間，

以「虛己」來召喚世界的效仿，從而產生了積極的救贖作

用;它也在另一方面，與海德格爾的思想相關，海德格爾

反思思考克制或事先的拘留，留出敞開的遊戲空間也給德

27 德里建薯，夏可君霸， (解構與且想的未來> '賈 302-303 0 

239 



夏可君

里遠的問隔(espacement) 延真思想以眉立發。但對於德里遂，

他則走向了對於 chora 的思考， chora 的空位乃是一個「虛

位J '即一個不是位置的位置，連蘇格拉底也不能佔據這

個位置，也沒有一個民族可以佔據這個位置，這個位置一

宜是空出的，如同俄狄浦斯在克洛羅斯 (Oedipus at 

Colonus) 的避難且時，如同一個門墟上的位置，但此敞開的

位置也可能有看危險，因為面對他者的敞開，以及自身的

不明確，處於晃動之中，讓主體不可能成為決斷的主體。

但是，對於德里遂，這個位置似乎過於以猶太教發生的沙

漠為背景了!總是以貧瘖化與枯乾化的沙漠的沙漠化或者

竟蕪的荒蕪化為暗示。正是在這裹， chora 有待於進一步理

解，或者如同後來卡普托 (John D. Capu柚)的基督教解釋，

成為空無化的，無條件但也是無力的，這是一個無力的位

置，但必須保持此萊漠化的荒漠空間的敞開。海德格爾其

實也思考過這個 chora 之為 Gegend 的寥廓 (GA77) ，或

者廣漠，此廣漠之野，如果聯繫《莊子逍遙遊》中的「無

何有之鄉」的思考，以及《莊子﹒應帝王》中的「游心於

淡、合氣於漠」的主體虛化，此主體也是一種揮化的主體，

一種虛化，即〈莊于﹒人問世》中心齋化的主體， I唯道

集虛」以及「虛空生自」的轉化，那麼，此空無的主體，

或者主權空無化的位置，成為一個虛位，一個虛室生白的

虛位。

此「虛位以待」的主體，乃是主體雙重的轉化:一方

面，是主體自身的戒除，自我的齋戒化，這是卡夫卡《飢

餓草草術家:> (Ein Hungerkünstler) 的表演，其實是自我空

無倒空的咀嚼與練習，是模仿上帝的 Zimzum 的退縮，是

東方式的靜丘與內化，所謂游心於淡!另一方面，則是主

體的讓予，讓出，保持主體的空無化，而且讓空無不斷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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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給出更大的餘地，主體越是讓出，越是有著餘地，不

是競爭與爭奪，而是讓出與讓予，是自身空無化的擴大，

而且此空無還可以保持生長，這就是虛化。不僅僅是西方

的空無空間的擴大 比如公共廣場與走廊式空間，而是

可以與自然一道無盡生長，與天地交感的空間，這就是

chora 的宇宙性共感，是本雅明所思考的「宇宙的相似性」

(Ein Kosmos der Ähnlichkeit) 28與自然的詩意「感通」

(correspondence) 

這樣就避免了德里達對於 chora 與彌賽亞性的解釋總

是走向沙漠化的枯竭，把 chora 與荒漠的荒漠化建接，卻沒

有走向自然的豐富性與能產性。隨著我們回到 chora 與自然

性的關係，回到自然的生產性，當然有看災變的可能性，

中國傳統的自然觀又過於生生不息的豐產性，需要面對現

代性的災變，讓自然彌賽亞化，連接西方的彌賽亞的自然

化，三者的相干與相感，就形成了節奏。我們就必須進行

雙重的覺醒與修煉 :-1f菌，是身體的內縮與自我克制的

練習，保持主體的不斷讓出，另一方面，則是技術與空間

的活化開僚，不是佔據空間，而是技術與空間的自然化生

成。如同中國的園林建策，不是西方的佔據空間或者敞開

空間，而是與自然一道，向看自然敞開，與自然一道遊走，

讓自然加入到建築空間中，並且保持夢幻的遊走感。因為

遊觀乃是天地的空觀 1 是一種宇宙的遊走。

三、虛所或虛托邦

如果本雅明所要重新發現的原初語言或者純粹語言

(扭扭eSpr血he) ，乃是一種退讓與餘讓的語育，一種對於

28. Doris M Fittler. "Ei" IG叫m間 der Ãh叫ichkeW'， Frühe 間d 句'JâIe Mimeaia bei WalteT 

B間Ijamin (Bielefeld: A扭曲“坦 Verlag， 2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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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讓的召喚，就不僅僅是對於名字的召喚，而是彼此召喚

退讓，越是接近，越是退讓，越是退讓，反而越是接近!

越是讓出，越是打開敞開的空間，而如此的敞開，就形成

通道，如呆有看上帝，也是對這個敞開通道與讓出的通道

之守護。

如同南希(Jean-LucN祖cy) 接續德里遠，以「基督教

解構」的名義重新思考基督教神學「從無創造J (叮'eatío ex 

n過ilo) 時，也是聯繫猶太教的 zimzun: r造就是為甚麼創

造最為神秘的版本是，喀巴拉盧里亞主義的 tsim-祖oum' 他

聲稱創造之『無』是在上帝之中的自身敞開 (s'oU'盯'e)

即當上帝在創世行動中乃是回撒在自身之中(並且是以他

的整體性) 。上帝作為『自身』而取消自身，或者在其行

動中，為了回撤而區分開自身一一以此而導致了世界的打

開了 (qui fait !'ouv叮ture du Monde) 0 J 29並且按著指明這
個敞開之為空無乃是: r如果有看回撤以及回撤自身到有

著空無的地方，那也只是空無的敞開。僅僅只有敞開是神

性的，但此神性也只木過是敞開。 J (s間le !'OUVertu聞自t

divine, mais le divin n'est ri血 de p!US que l' ouverture.戶。在南

希對於神性來臨的位置所傲的思考中，彌賽亞來到的位置

乃是敞開世界的可能性。乃是讓上帝經過，敞開世界的意

義，上帝也並不f占據這個通道，這就是神性的讓予，讓開

道路，打開通道，保持道路通觸，這也是上帝自身的虛化。

上帝如此敞開的原初姿勢，也要求著人類既要去效仿

上帝如此的退縮的讓予姿勢，擴展那個原初空間，也要主

動地讓予，打開「餘地」空間。這既是擴展原初空間，也

是打開餘地空間，如此的回縮與退讓，如此的讓予與給予，

29. lean-Luc Nan叮， La création du monde ou 10 mondia扭曲。n (pu濁:Ga1且軾 2曲'2)， p. 93. 
3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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昕打闊的雙重空間，我們稱之為「虛所」

虛昕 (Enchorial-個pia) ，不同於日本京都學派的「場既」

(Ortlog區b甜:horon) 邏輯，可但是空無化的敞開，中國文化

則是更為自然化的虛化，讓空無與自然性同時生成與生長。

虛所，不同於德里達與柏拉圖的空位或者「位新J (ch凹a)

乃是更為積極地讓予，並且讓「讓」來爭，讓「讓」來讓!

這也是為何中國文化一直是一個「謙讓」的文化，一

個禮讓的文明，一個退讓的文明，面對西方唯一神論的爭

執與早發擴張的現代性，面對當前的世界危機，是否需要

更為內在激活猶太教彌賽亞性的退讓與希臘哲學的空位，

生成為更為具有讓予要求的餘讓姿態?

因為越是讓予，越是有看餘地，越是要求餘地，越是

要求讓予。人類之為人類，乃是一個讓予的主體，一個不

斷自身退出與讓出的中間物或者過渡物，讓自然來為一一

這是自然的靈暈，讓空無來為 這是神性的閃耀。把一

個爭奪為主的現代性，轉化為一個讓予的現代性，不斷打

開餘地，如此的空間，乃是一個虛化的空間，一個虛托邦!

從餘讓出發的漢語神學，以及從「無用」出發來建構

漢語神學，就與西方現代性的上帝死亡與缺席的否定神

學，與日本京都學派通過佛教的「空無」與基督教 kenos闊

的宗教對話方式，與保羅式的左派革命神學觀念「少於無」

(less 也祖 no也ing) ，甚至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最近思考的「不去用」的彌賽亞主羲等等，區分開來，此

「無用的神學」與「餘讓的神學J '乃是對於儒家與道家

核心思想的當代解釋，儘管其內在的轉化過程還有待展開。

虛托邦的形成，乃是形成彌賽亞式自然的節奏，這是

31. John W. 祖Krummel， Nish柚Kitw的由翩翩蜘品orology: P旬到e ofDialec恥 D切kCJi，

ofPl，溢血扭loomingt血. IN: Indi血aUniv間叮Press，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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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賽亞的自然化」與「自然的彌賽亞化J '是二者相互

轉化所形成的節奏，這是全新的猶太性與中國性的活化關

係。按照盧立安的喀巴拉神秘主義傳統，上帝創世時，不

僅僅流逃出去，如同大爆炸，流溢十個層面或面孔，而且

同時也自我限制，自我收縮，從而給世界典人類留出了空

間或餘地。但是在急速的流逝中，導致了炸裂，或者容器

的破裂，這個比喻很重要，既有聖光及其餘象留在了破裂

的碎片中，原始的罪也來到了世界上，也在碎片之中，形

成了惡的力量。而最初之人亞當的墮落與被逅的失敗，就

是一個壞的面孔與形象。32因此需要修復這個越來越破碎的

世界，以無用與讀予的方式。

一、首先，那些破碎之物中的剩餘光芒之為種子，要

擠破其包里的外殼，需要被喚醒，誰來喚醒 F 彌賽亞與世

間的困難，世間的苦難越是沉重，或者人們徹底沉淪，或

者期待彌賽亞的教贖，這也是為何對於猶太人，彌賽亞的

思想出現在第三聖殿被毀之後，西班牙整體的放逐之後(如

同中國文人的被放逐) 。 但每一個時代要發現不同的

這些剩餘物，發現不同的剩餘者。對於本雅明，則是自然，

沉默的自然。因此，只有與自然性相關的生命元素，才可

能更為需要被喚醒，這也是為何猶太人如此緊迫，因為生

命被選原到集中營的畫畫剩狀態。

二、其次，這些有著餘光的種子行動起來，如同列維

納斯 (Emm血uel Lévinas) 所思考的， I我自己就是彌賽亞J ' 
放佛我就是彌賽亞的這一次顯現，每一次的行動都是彌賽

亞在行動，修改康德的絕對律令，如同保羅說， I我活者

就是基督J (勝 1:21) ，以彌賽亞的形象來行動，把真理

32 也壘看相關濃縮的卦析，見劉精血， (猶太教神種主輯概輸>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 2015) ，第六章第二師對世盧里亞主義三個關鍵詞的命折ZUnZUm (固鋪)

Sh肝扭曲(聽型) -Ti屆且(幢復) • 

244 



國縮/虛位

的力量帶往世界。一一每一個時代行動的方式木一樣，但

都是把至善帶往世界，每個時代的彌賽亞形象不一樣，這

也是為何耶穌基督是一個例子，一個好的例子，是帶有敢

示性的具有「唯一普遍性」的例子，尤其是禮物給予的「好

例子，"當然也只是一個例子。每個時代都需要發現彌賽亞

不同的例于，至為典型的好例子 1 這也是為何本雅明要發

現彌賽亞的形象，他帶有彌賽亞式自然的節奏，對於本雅

明，則是尋找與宇宙的相似性，進入相似性的記憶，進入

集體無意識的喚醒與漫遊之中，就是喚醒帶有過去距離從

遠而來的靈暈之物。

三、隨後，這些彌賽亞的行動者畫展集起來，形成彌賽

亞的共遍體，具有餘光眾集的共遍體。任何信仰的原初共

遍體，都是剩餘的共遍體，以色列民族就是如此，最初的

基督徒團體也是如此。一一每個時代需要建構出剩餘者的

共遍體，當然是無餘者的共遍體，尤其是發現質料的共遍

體，這些帶有余光與餘象的剩餘質料，如何彼此激發，彼

此觸發，保持共遍體行動的活力?

四、而其隨後的進一步行動，則是模仿上帝的創世，

否則又會落入到世間權力與佔有的法則，會因為貪婪而再

次墮落，這就是從無創造的否定神學，是埃克哈特大師所

育的空讓與空出，如同基督的虛己行動，自己抹去自

身。一一造就是當代「主權之為空無」的思考，是否定神

學的實踐，從巴塔耶 (0叩r耳目 Bataille) 開創阿西法爾

33. John D. C可帥• The Insiste1lCe 01品d: A Theology 01 Pet肯停)s (Bloo國ng恤，因 lndi血a

University pre闕 .2013) 接續植里配思考7倒于的倒設性，值也是基督教神學在普遍性與

唯→性之間昕甜出的回響，其中對揖「禮曲給予」的且考，以及與眉且當 (1.血-Luc

岫且個)的相關討論， r禮輔始于J 的基督教神學且考，無授與「讀于J 的且想內在相

遇，連也壘基督教神學的現代性潛能回具壘對世聶徊，聶們需要費現一種「讀于J 的例

于，也許基背十字架上的「幢幢車J (a'扭扭吋血間)壘一種錯予的撞車，一種「車讓J ' 
漢語且想具有避過曹揮自身的禪讀典輯用精神，進入現代性的困墟，給出餘攘的禮物與

個于，才可能有著新的漢諾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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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句>hale) 的共遍體，提出「主權為無J '直到南希思

考至高主權的空無，以及卡普托思考主權的無條件與無能

的並存。

五、為了更為徹底模仿彌賽亞的行動，最後還要模仿

上帝的退出或者收縮，形成餘讓的原初倫理姿態，以自身

的無盡退讓形成競爭，讀讀來讓，這就是最初的行動。一一

這就是中國思想融入的時刻，因為中國人的禪讓，中國人

的謙遜與謙卑，如同本雅明想像的駝背小人與亞伯拉罕的

新形象，讓神聖主權具有更為默化的效用。

如此形成的共遍體，才是一個等待與無用的民族或者

新的族類!

與基督教神學相闕，以基督教神學為起點，解構整個

唯一神論傳統，面對當下伊斯蘭教恐怖主義的危機， I讓

予」乃是更為困難的姿勢，比犧牲的邏輯更為困難也更為

重要，需要從唯一神論的「犧牲邏輯J 中走出來(越是給

出愛，反而越是要給出死亡) ，走向「讓予」。第一步，

這是基督的虛己 (kenosis) 與謙卑讓出自己權柄的神聖姿

勢。基督教神學已經有所準僧，保羅神學中有不同於犧牲

獻祭神學的另一面。第二步，中世紀埃克哈特大師的「讓

出 J '人為神讓出，直到祈禱神自身的讓出。第三步，則

是海德格爾在現代性反思整個唯一神論傳統，讓神徹底讓

出自身，並且「無用化J '走向自然化的泰然讀之。第四

步，再次返回到唯一神論開端，卻又是在近代的起點上，

激活喀巴拉神都主義的 zimzu血，創世之前的神聖「退讓」

或回鑰姿勢。第五步，則是借用與轉化中國傳統文化儒釋

道中的「三讓J :儒家政治神學的禪讓、道家自然化神學

的隱讓與佛教的忍讓。只有這五步的生命轉化活動或者氣

質變化已經實現出來，才有信仰的新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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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困難依然在於:一方面，要保持彌賽亞精神的

外在性與無用性，保持外在性的超趟，保持提高覺悟的組

對性，保持「無用的無用性J '不被任何世俗的彌賽亞主

義所誘惑;但另一方面，必須進入自然歷史，也許接納世

俗性，使之有著大用，或者通過夢幻的無意識，或者通過

技術的虛擬，或者通過例外時刻。但這些連接點都並非本

雅明最為心儀或者一直試圖接近的那個觸點，這個觸點

是沉默的自然。

只有沉默的自然是本雅明一以貫之的進路，即彌賽亞

必須連接到沉默的自然，這才是與喚醒相闕，與廢墟的寓

比，與無意記億的救贖，與集體無意識的夢幻喚醒，都內

在相遁的，這才是彌賽亞式自然的節奏，是彌賽亞與自然

連接的節奏。這個節奏才是救贖歷史的音樂性或者步伐。

因為自然是無用的，自然可以大用的，自然的生產不

是價值與價格，自然的技術是自然的自然化與顯現。通過

自然來迂回，帶來神性與人性之間的一個連接中介與通

道，這是無用之為無用，無用之為大用的連接點。

一一因此，我們認為，無用的彌賽亞住進入世俗歷史，

或者彌賽亞救贖發生的那個歷史觸點，是沉默的自然或無用

的自然性﹒彌賽亞，既要喚醒人性中沉默的自然，也要喚醒

自然的自然性，還有技術的自然性與自然的技術性的雙重轉

化，彌賽亞的自然化也是自然的神性化或自然的彌賽亞化，

只有此四重的自然性轉化，才是彌賽亞自然的節奏。

對於彌賽亞 ，-1f菌，是退讓，不斷退讓，越是退讓，

越是打開更大的餘地與自由空間，這是彌賽亞的倒轉步

伐，這是非常奇妙的，木是彌賽亞接近歷史，而是彌賽亞

反而不斷遠離歷史 彌賽亞的靈暈，彌賽亞也需要靈暈

的再臨?另一方面，則是彌賽亞的自然化與彌賽亞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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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綜合。這個結合在於:只有當人類進入人性中的沉默

的自然一一那是另一種的彌賽亞性 或者如同道家的天

道，或者如同彌賽亞創世時的種子，這里可以接納多1f面

的解釋，或者佛教的阿賴耶議，這是廣義的彌賽亞性，是

彌賽亞的自然化;同時，已有歷史記憶中的正義的彌賽亞

性一一猶太教與基督教的受難的記憶，有待被自然化，廚

謂彌賽亞的被自然化，是彌賽亞來到自然之中，進入與自

然的遊戲，這是憤怒，審判等等，被無意識的夢幻，被自

然的美感所化解，彌賽亞的空無退出成為一種生長的精

力，通過與自然的元素性或者永恆性的綜合，面對消逝性

的哀悼。這就是自然的彌賽亞化與彌賽亞的自然化。

那麼，為何彌賽亞來臨不是借助技術虛擬(如同《黑

客帝國} [The Matrixj) ?或者不是外星人神秘的降臨(借

助技術的力量，比如超體) 。為何要迂回自然?當然，彌

賽亞的自然化，也並非排斥技術，而是要借助技俯，進入

到那個自然活化的空間。對於人類，那是人類的夢幻世界，

一個做夢的身體，既還有看人為的焦慮與歷史的夢幻原型

或者歷史焦慮的情節，但也是自然化的，混雜了歷史與自

然，走入與自然相遁的幻想世界，甚至，在夢幻的蘇醒典

人類的無意記憶之間，建立連接，即一個充滿夢幻的場旦時，

喚醒清醒的人類之「無意記憶」就打開了新的想象空間。

隨後的問題就是，甚麼樣的場研可以充滿如此的夢幻?中

國傳統是自然化的太虛幻境，是自然煙雲的神仙想像且時指

向的虛所相關!但經過彌賽亞化的自然，又空無或者f~掉

了神仙的虛幻形態，這就是無意記憶與夢想場所的結舍，

我們稱之為之為「心所」或新的「虛托邦」

如果有看「餘讓」的發生，有看「餘地」的敞開，那麼，

宗教街突與文明衝突就可以化解，只有彼此先在地自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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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自我讓出，人類才有著未來，即越是退讓才越是有著餘

地，而非去爭奪與佔有，才可能面對當前全球化的危機，這

也是各個民族要成為「一個等待與無用的民族」一一-個不

斷自我「餘讓化」的民族，才可能發現彼此存活的「之間」

地帶，讓此「餘地」保持間隔化與無盡地敞開(這也是對「從

無創造」的新理解) ，才是東方智慧與猶太教神秘智慧的巧

妙綜合，彌賽巨的自然化與自然的彌賽亞化，無用與餘讀的

漢語神學，可以重新展開基督教神學有關於禮物給予的豐富

性，而形成一種新的神學形態。

關鍵詢:回縮 (z誼田間n) 虛位 (Chora) 返回步伐

彌賽亞性餘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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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sits two concepts of Jacques Derri缸's

late 也ough妞， Messianic and Chora，阻d points out that 

Derrida did not offer their 旭ner ∞nnection. We have to 間tur沮

10 Zi血zum 扭曲.e Kabbalah 回dition in order to und叮stand

也is M間siah or Kabbalistic God as the original gesture of 

‘'wi也祉aw旭E"，血d to open the original sp品e of Remains, as 

Gerhard Scholem and Jean-Luc Nancy have de血.ons個.ted. At 

也，e same ti血e， with the help of也e id間 of natural in Daois凹，

we have to re-in峙中ret Plato' s idea of Chora for its 企囚的llne制

This is also 也e contribution from late Heidegger who enfolded 

a dialogue wi血 Daoism 企'Om the conc句世on “‘step b血:k"祖d

“Gelass凹heit". As a result, Zimzu血 of original gesture can be 

understood from rele甜甜lent or Gelass個heit. When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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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扭 these 間lated elemen脂， we may put forward a new 

theology: Sino-Christianτbeology of RJ回n祖ns-Rele晶ement

Keywords: Zi血zum; Chora; St叩 B部k; Messiah; 

R回na詛s-Rele晶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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