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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第一節 問題源起 

哈伯馬斯的《後形上學思想》1 在１９８８年出版於德國法蘭克福，哈伯馬

斯在此書中對於當今哲學的發展趨勢以及現今重要的哲學主題提出獨到的見

解。《後形上學思想》這個說法在１９８１年《溝通行動理論》2 著作中就已經

出現，表示哈伯馬斯至少在８０年代亦或是更早之前就醞釀了這樣的想法，他認

為應當對古典的理性概念進行重建，透過後形上學思想的主題因應形上學之爭。

當今的哲學對於〝現代性〞概念的見解以及應當以何種態度面對形上學思想，學

者們仍然有許多不同意見，造成彼此堅持不同立場的關鍵點就在於各個哲學派別

對於〝理性〞概念各自有不同的理解。哈伯馬斯在１９８０年獲得阿多諾獎

(Adorno Prize)3 的時候，以〈現代性─一項未完成的計畫〉4 為題做了答謝致詞，

對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之間的爭論表達了個人獨到的見解，自此學界中與哈伯馬斯

抱持不同意見的學者，開始針對現代性的意涵以及現代性究竟終結與否與哈伯馬

斯展開論戰，哈伯馬斯透過現代性論述與後形上學思想表達自己對於當代重要的

哲學主題所抱持的立場與態度。我個人期望透過哈伯馬斯對於理性概念的重建來

探討其後形上學思想的意義，以探究哈伯馬斯的哲學意圖。 

哈伯馬斯於《後形上學思想》一書提出後形上學思想的主題，分別為下列四

項： 

                                                 
1 See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trans. by William Mark Hohengarten.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德文原版為 Nachmetaphysisches Denken : Philosophische Aufsatze ,於 1988 年出版於

德國法蘭克福,本論文以英文譯本為主要依據,以下引文皆以英文譯本為參照。 
2 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 trans.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7 
3 阿多諾獎(Adorno Prize)-每三年於德國法蘭克福頒發，頒發對象為對哲學、音樂、戲劇或是電影

有重大貢獻者，獲獎者可以獲得獎金 5 萬歐元。參考自 GERMAN NEWS ENGLISH EDITION 

http://www.germnews.de/dn/2003/01/22。哈伯馬斯於 1980 年 9 月獲得阿多諾獎，當時獲獎的答謝致

詞標題為〈Die Moderne—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4 〈Modernity: An Incomplete Project〉，英文譯文收錄於 Postmodernism: a Reader , edited by Patricia 

Waugh, London ; New York : E. Arnold, 1992, pp.16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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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序的合理性─語言具有達致理解的結構，普遍語用學揭示達致理解的預設基

礎，以達致理解為導向的行動者依照論證的程序獲得程序的合理性，以程序合理

性闡明認知活動，經由溝通的理解行動獲得合理的知識。 

2 情境化的理性 (situating reason/Situierung der Vernunft) ─主體際的溝通行動以生

活世界作為背景，溝通的主體們必須在生活世界中付出努力以實際行動獲取可能

的共識，理性在具體情境發生作用，作為體現在溝通行動中的理性。 

3 語言轉向─當代哲學由意識哲學向語言哲學過渡，令哲學得以自意識哲學的框

架脫離出來，語義哲學與結構主義的符號學對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具有相當的貢

獻，而語用學則進一步擺脫語義哲學與結構主義的抽象化特徵，在生活世界中尋

求合理共識的可能性。 

4「非尋常領域的萎縮」 (Deflating the Extra-Ordinary / Deflationierung des 

Außeralltäglichen) ─非尋常領域意指超出一般日常實踐領域之外，由於理論對實

踐的經典優位地位遭到顛覆，當哲學的焦點由抽象的理論系統轉向生活世界時，

日常實踐領域就顯得日益重要，也就消減了非尋常領域對日常實踐的影響程度。
5 

    哈伯馬斯的後形上學思想環繞著對上述四個主題的討論，四個主題相互關連

形成後形上學思想的視域。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以溝通理性概念因應回歸形

上學的趨勢以及否定的形上學的挑戰，因此理解哈伯馬斯對於理性概念所進行的

思考就顯得格外重要，我將針對哈伯馬斯關於後形上學思想的主題所關注的重點

進行初探，並指出本論文所欲討論的問題關鍵點。 

    情境化的理性概念的提出基本上就是當代哲學試圖脫離先驗的主體性，強調

理性進入到情境之中發生作用。哈伯馬斯對此一趨勢提到： 

歷史主義與生命哲學賦予了傳統中介、審美經驗以及肉體、社會和歷史

的個體存在一種認識論意義。但是，這種認識論意義必須脫離先驗主體

                                                 
5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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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典概念束縛。6 

    由於理性概念在這一波哲學發展中，理性不再被認為是先驗主體用以建構世

界的抽象理性，歷史主義與生命哲學首先對脫離先驗主體的概念作出貢獻，現象

學則更進一步提出回到生活世界的呼聲，此一趨勢加強了理性進入到情境中發揮

作用的要求。哈伯馬斯以生活世界作為溝通行動的背景，主張一種體現於溝通行

動中的理性，溝通理性在具體情境中加以呈現。以體現於溝通行動中的理性將其

理論提升到後形上學思想的視域，溝通理性必須是一種在情境之中起作用的理性

概念。 

不過，這樣的主張首先引發了兩個問題需要做初步的釐清。第一，體現於溝

通行動中的理性是否會按照不同的情境、脈絡依據多元價值領域各自的合理性運

作而喪失其統一性。第二，這樣一種情境化的理性概念與脈絡主義者的主張有何

相異之處。 

  針對第一點：體現於溝通行動中的理性是否會喪失其統一性，這一點可以由

哈伯馬斯以下這段話來加以說明： 

言說者當下所堅持的在一定脈絡中有效的東西，超越了所有受脈絡約束

的局部有效性標準。7 

  在溝通行動中行動者以達致理解為導向，透過普遍語用學的分析哈伯馬斯提

出溝通實踐的前提作為預設基礎，這些溝通實踐的前提是超越脈絡的約束。哈伯

馬斯承認這些溝通前提是理想化的。美國學者 Myra Bookman 認為哈伯馬斯主張

即為一種〝超越脈絡的理性〞 （context-transcendent reason） 。8 哈伯馬斯的哲

學立場一向是抱持著普遍主義的立場，溝通理性概念雖然是體現在情境之中，但

是哈伯馬斯並不因此認為理性應當隨著多元價值領域而隨之變動形成不同的合

理性標準。而是提出一種在多元聲音中的理性統一性試圖協調多元價值領域分裂

                                                 
6 Ibid. , p.40 
7 Ibid. , p.47 
8 Mitchell Aboulafia, Myra Bookman and Catherine Kemp, Habermas and Pragmatis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 2002, pp.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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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據此，哈伯馬斯必須探究何謂理想的溝通情境，並且探討參與溝通行動

的行動者在什麼條件下能夠以合理的表達尋求相互理解的可能。 

  情境化的理性在具體脈絡下發生作用並且體現於溝通實踐之中，同時也必須

關注行動者彼此之間的背景差異。9 哈伯馬斯這種充分考慮行動者背景差異性的

主張與脈絡主義者之間有何相異之處呢？在後形上學思想的討論中，哈伯馬斯將

羅蒂 (Richard Rorty)10 視為脈絡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羅蒂認為主張普遍主義會

有落入歐洲中心主義的危險，美國學者伯恩斯坦 (Bernstein, Richard J.) 為羅蒂以

下的說法加上自己的注解來說明羅蒂何以反對哈伯馬斯的普遍主義： 

對於傳統柏拉圖學派或康德學派的哲學家來說(而他會把哈伯馬斯包括

在這一傳統之內).....以歐洲人生活方式為基礎的可能性─指出這種生

活方式是超出歐洲人的，超出偶然的人文研究─似乎是哲學(或溝通行動

重建科學)的中心任務。11 

伯恩斯坦認為羅蒂不贊成抱持普遍主義理想的學者們以歐洲人自身的脈絡

作為基礎，試圖將不同生活脈絡所造成的差異性消除，以至於陷入歐洲中心主

義。由於抽象的理性概念會將自身的經驗提升到先驗的層次以此建構整體的世界

觀，這樣的整體世界觀對羅蒂來說會陷入獨斷論的危險之中。為了極力避免一切

理想化，脈絡主義者認為最好也放棄理性的概念。12 同樣都注重社群成員之間的

背景差異性，不過哈伯馬斯不認為理性概念應該被放棄，一方面哈伯馬斯承認先

驗主體理性建構的世界觀確實會陷入理性中心主義的獨斷之中，另一方面哈伯馬

斯認為透過溝通行動由主體際的互動而達成的共識能夠脫離先驗主體的框架，充

分考慮行動者之間具備的差異性所進行的溝通實踐活動，放棄理論對實踐的古典

優先地位，能夠克服理性中心主義的狹隘理性觀。13 由此可以看出哈伯馬斯與脈

                                                 
9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48 
10 羅蒂(Richard Rorty, 1931-), 美國新實用主義哲學家,早期投入分析哲學的主流領域，1979 年發表

了《哲學與自然之鏡》(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對分析哲學展開徹底批判，羅蒂的立

場既不屬分析也不屬於歐陸。他的觀點繼承美國實用主義的精神，羅蒂主張企圖為人類知識找尋

合理或是為真的基礎是毫無意義的，凡是得到我們認知的社群同意的信念，我們就可以視為有理

據而接受。參自劍橋哲學辭典，臺北市 : 貓頭鷹出版 : 城邦文化發行，2002，頁 1070 
11 Richard J Bernstein,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 Oxford : B. 
Blackwell, 1983,p.199 文中括號中的文字為 Bernstein 對羅蒂這段說法的解釋。 
12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36 
13 Ibid. ,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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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主義的不同之處在於其對理性概念的重建，而不是走向否定理性的途徑，對理

性概念的重建任務也就是現代性持續發展的關鍵，由這一點可以說明哈伯馬斯何

以認為現代性是一個未完成的計畫。 

透過以上初步的討論得以發現，哈伯馬斯的理性概念一方面是在情境之中起

作用的理性，但是卻又具有超越脈絡的傾向，這樣的理性概念要能夠形成不同於

傳統的普遍性與統一性，同時又必須充分考慮多元的差異性，而這其中複雜的理

論內容即本論文試圖探究的重點。希望藉此釐清重建理性概念對現代性的持續發

展有何重要意義。 

關於本篇論文的討論方式我將由闡述哈伯馬斯對於現代性論述的背景為起

點，以便完整把捉哈伯馬斯提出後形上學思想的相關背景問題，並依據其思考脈

絡探討後形上學思想的要旨。透過對《後形上學思想》文本深入地討論盡可能地

掌握其中的意義，佐以各著作對文本中相關問題作較為完整地解釋，以求較為詳

細地理解哈伯馬斯思想發展與主張。最後需要說明的一點是，本論文主要以《後

形上學思想》的英譯本為主要依據，不過對於論文中所出現的重要名詞會附加德

文原文，以求對重要名詞的意涵能有較為精準的掌握以免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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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概念 

本論文的主要任務是討論哈伯馬斯 (Jürgen Habermas, 1929-) 在《後形上學

思想》一書中如何以溝通理性的概念回應當代哲學所面臨的現代性之爭與形上學

之爭。現代性論述伴隨著理性批判的討論直至今日仍然是哲學的重要主題，其中

亦關係到現今我們對於形上學思想應當抱持著何種態度來加以面對的問題。本論

文希望釐清具體呈現於溝通行動中的理性作用。 

首先，我將討論溝通行動理論中哈伯馬斯關於溝通理性概念的相關見解，

關於溝通行動理論的討論一直都是學界對哈伯馬斯思想探究的關注重心。在此，

我僅從三個面向簡述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概念，於導論中為本論文提供有關溝通

理性概念簡要說明。14
 (1)作為體現(embody) 於溝通行動中的理性，(2)作為一種

去先驗化的 (detrascendentalized) 理性，以及(3)作為預防理性可能分裂的普遍整

合 (integrating) 要素。以下就這三個主要著力點進行概述： 

(1)  在後形上學思想的討論中，哈伯馬斯強調了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對於我們分析

體現於溝通行動當中的理性提供了準備。15 在《溝通行動理論》一書中哈伯馬斯

從言說行動 (speech act) 分析來探討社會性的溝通行動達致理解的結構。哲學的

語言學轉向標示了哲學發展脫離了意識哲學的框架。以往作為意識主體的理性是

認識客觀世界與指導實踐活動的標準。理論一直以來都優先於實踐，然而當代哲

學的發展扭轉了理論與實踐的古典關係，對哈伯馬斯來說理論與實踐是相互依存

的。16 

意義理論的語用學轉型使得哲學不再是由意識主體建構理論以指導日常實

踐活動，而是更多地表現為將理論活動放到日常實踐的具體脈絡當中。像是維根

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 的語言遊戲語法 (language-game 

grammars)，高達美 (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 的效果歷史中的傳統脈絡...

等，都試圖將偶像化的抽象理性重新放回到其脈絡當中，並且將理性置於其所特

                                                 
14 有關哈伯馬斯對於溝通行動理論的深入討論成果，可以參考本論文參考書目中所提供的相關論

文資料，能夠有助於對溝通行動理論有關溝通理性概念討論的理解，本論文主要處理哈伯馬斯《後

形上學思想》的理論見解，因此在此對溝通理性概念僅做簡述。 
15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43-4 
16 Ibid. , 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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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作用範圍內。17 在這樣的意義下哈伯馬斯所提出的溝通理性概念即是作為在

具體脈絡下體現的理性。對哈伯馬斯來說，語言是一種用於理解的溝通媒介，行

動者通過相互理解來協調他們的行動，並且追求各自的目標。18 因此，要適切地

理解體現於溝通行動中的理性；依循哈伯馬斯的思想進路可以由言說行動的分析

先探討一下溝通行動這個概念。 

    哈伯馬斯透過奧斯丁 (John Langshaw Austin,1911-60) 所提出的言說行動區

分討論兩種行動導向，即：溝通行動與策略行動。奧斯丁將言說行動區分為：依

言表意行動 (locutionary act)，依言行事行動 (illocutionary act) 以及依言收效行動 

(perlocutionary act)。依言表意行動指言說者表達了事態；依言行事行動是指言說

者在言談間是完成了一個行動；依言收效行動則是指言說者想要對聽者產生效

果，透過一個言說行動對世界中的事物發揮影響。 

在奧斯丁對言說行為的定義下哈伯馬斯指出在依言收效行動中，言說者重視

的是言說行動對聽者所產生的效果，聽者不一定理解言說者所要表達的內容為

何，但是這個言說行動仍然讓言說者與聽者進行了互動。這樣的互動方式哈伯馬

斯將其歸為策略互動 (strategic interaction)。與此相對的依言行事行動─言說者進

行一個言說行動其目標是為了讓聽者對其說表述的內容達致理解，進而透過這個

言說行動達成互動，而這樣的一種以依言行事為目標的互動，哈伯馬斯將其稱之

為溝通行動。19 

基本上，依言行事行動是以達致理解為行動導向，而依言收效行動則是以成

功為行動導向的。透過以上的分析可以了解：依言取效行動是一種以語言為媒介

的策略行動，是依照目的論理性對行動結果的預期，關注言說行動之後所帶來的

效果。但是溝通行動是以依言行事為目標的互動，行動參與者在互動中以達致理

解為行動導向，言說者與聽者在相互理解之際繼而能夠協調彼此間的行動，在這

種因相互理解而取得一致共識的溝通過程中行動的參與者所展現的就是溝通理

性。 

                                                 
17 Ibid. , p.7 
18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p.101 
19 Ibid. , pp.28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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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述第一點是從形式語用學對溝通行動所做的分析，延續上文所討論到有關

互動的問題，進一步我要將溝通行動放到互動的生活脈絡中來討論，由此出發探

討溝通理性作為一種去先驗化的理性使用。哈伯馬斯認為經過語用學轉型，以主

體為中心的理性概念被一種去先驗化的＂情境化的理性＂概念取而代之。20 

形式語用學揭示了依言行事的言說行動達致理解的可能性，同時也揭示了在

社會行動層面，行動參與者如何能夠在互動過程中取得協調彼此間行動的共識。

哲學意義理論的語用學轉型使得原先以意識主體建構的意義理論；必須轉型為以

語言為媒介在具體脈絡下透過互動取得共識的語用學。哈伯馬斯曾對溝通行動做

以下的解釋： 

溝通行動概念所涉及到的是至少兩個以上具有言說與行動能力的主體之

間的互動，這些主體建立起一種人際關係 (interpersonal relation)。

21 

從人際關係的層面來說，溝通行動不能停留在過去以抽象化的客觀世界觀

點來討論有關主體際的 (intersubjective) 互動，而是要從生活世界出發，哈伯馬

斯以生活世界概念來解釋溝通行動中主體際的互動；主體們 (subjects) 進行溝通

行動總是在生活世界的場域中達到理解的。22 如此一來可以了解到：溝通行動將

理解的活動由意識主體的抽象領域落實到日常的生活脈絡中；理解的活動是溝通

行動的參與者以語言為媒介在具體脈絡中所進行的，透過溝通行動的實踐所達致

的是主體際的相互理解。理解是經由溝通的行動者彼此的努力而得來的，而不是

由先驗的主體所建構出來的。據此，溝通行動的實踐所達致的相互理解已然脫離

了意識哲學以主體為中心的理論框架，以主體際的相互理解取代傳統主客體的認

知活動模式。 

    此外，生活世界一方面構成溝通行動的背景，作為所有解釋資料的儲藏庫，

生活世界被溝通行動的行動者所共同分享；另一方面對每一個行動者來說，他們

                                                 
20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2001, p.149 
21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p.86 
22 Ibid. , p.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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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世界分別是由或多或少不同的背景信念所形成的。23 這意味著每個參與溝

通行動的行動者多少都具有不同的背景，在尚未進行溝通行動之前並不預設行動

者具備相同的背景所以必然會達到一致的共識；更加不是以先驗客觀的理性設定

人類具有一致的抽象整體世界觀。 

生活世界概念使得溝通行動理論必須接受在具體的溝通脈絡中，行動者具

有多元聲音的事實。對哈伯馬斯來說—溝通理性紮根於不同生活方式的脈絡當

中。24 每個進行溝通行動的行動者都是在實際的生活脈絡中進行溝通，並且對於

不同聲音的論述給予平等的對待，以此獲得的共識來自於溝通實踐的過程，而不

是基於某些先驗的設定。從主體中心轉向主體際的互動以及在具體的脈絡中取得

可能的一致共識這兩點來看。這樣的理性概念脫離了意識哲學的框架，據此，體

現於溝通行動中理性在這樣的意義下是去先驗化的。 

(3)  延續上述的兩點，我將進一步探討在溝通行動中溝通理性對三種行動合理性

的協調，以說明溝通理性對可能分裂的理性概念所起的整合作用。哈伯馬斯認為

以往哲學就試圖用原理從整體解釋世界，解釋多元現象的統一性 (unity 

/Einheit)。25 當時是採取形上學的思想形成一個整體的世界觀；現在，形上學

所形成的整體概念受到了威脅，整體的世界觀也受到了質疑，並且造成理性概念

的分裂，在不同的價值領域中各自有其合理性的標準，哈伯馬斯引用韋伯 (Max 

Weber,1864-1920) 的說法提到了“理性本身分解為多元的價值領域，從而毀滅

了其自身的普遍性。＂26 這也就意味著在現代社會在合理化的過程中，理性似乎

因為失去了原有的統一性而有分裂成不同成分的可能性。 

                                                 
23 Ibid. , 為了進一步解釋為什麼生活世界概念單就個人來說，是由各種不同背景信念所構成的這

一點我以胡塞爾在《危機》書中的說法做輔助的說明。生活世界雖然是一個預先給予的基礎，

但是對於每個人來說其實有其主觀性與相對性，因為這個世界是以週遭世界 (surrounding 

worlds)的方式向我們顯現，而所謂的週遭世界其實所指的即是我們與生活週遭的人所形成視

域，由於我們每個人在生活當中所可能遭遇到的人並不會完全一樣，並且我們與這些週遭的人

所產生的實際關聯也並不相同，因此我所面臨的週遭世界就會與別人的不一樣，而具有主觀性

與相對性，胡賽爾主張週遭世界乃是這個世界顯現於我們的方式，所以對每一個人來說這個世

界是以主觀與相對的方式向我們顯現的，並且隨著我們實際生活中所遭遇的人有所改變，而可

能使我們從一個週遭世界通向另一個週遭世界。See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24 

24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p.152 
25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p.1 
26 Ibid. , p.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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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觀世界、規範世界與主觀世界概念下，從形式上來看三個世界的多元

領域對應著不同的合理性(認知─工具合理性，道德─實踐合理性與審美─實踐

合理性)，27 並且各自獨立運作。溝通行動將原先可能分裂的三個世界概念加以

整合，以生活世界概念協調三個世界概念，28 溝通理性在實踐的過程中必須同時

發揮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道德的-倫理與審美的)。在溝通行動理論中，哈伯馬

斯透過對行動者的四種行動概念（目的行動、規範行動、戲劇行動與溝通行動）

的分析，說明行動者在四種行動中與客觀世界、規範世界與主觀世界之間的關

聯。並且明確指出溝通行動是唯一能夠在經驗中將三種合理性加以協調的行動。 

客觀世界、規範世界與主觀世界分別與認知的理論理性、道德的實踐理性

以及倫理與審美的實踐理性相關。並且四種行動中，唯有溝通行動能夠將三個世

界聯繫起來，當三個世界尚未被聯繫起來時理性在現實狀況下是尚未被有效地協

調的，而溝通理性則使得三種理性能夠在溝通行動的實踐中相互協調。29 哈伯馬

斯以溝通理性聯繫、整合認知的理論理性、道德的實踐理性以及倫理與審美的實

踐理性，並且在進行溝通行動的過程中言說者與聽者基於溝通理性而意願遵守溝

通時作為預設基礎的有效性宣稱來取得共識。 

溝通理性在具體情境下要與他人達成合理的共識時，認知-工具理性、道德

-實踐理性、倫理與審美-實踐理性是一同在溝通行動中發揮作用的。也就是說當

進行溝通行動時行動者是同時與三個世界發生關係的。用哈伯馬斯的話來說: 

言說者把三個世界概念整合成一個系統，並把這個系統一同設定為一個

可用於達致理解的解釋框架。30 

這就意味著，言說者進行溝通行動時得以將逐漸走向分化的世界觀重新整合

起來。並且這個達致理解的解釋框架必須與生活世界概念相互補充。這樣才不至

於落入系統的技術性全面控制的危險。若是基於認知─工具理性整合而形成一個

整體的世界觀，那麼生活世界將會受到扭曲。而溝通理性是以生活世界作為溝通

                                                 
27 Ibid. ,p.238 
28 Ibid., p.70 
29 Ibid., pp.84-101 
30 Ibid , 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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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者共享的背景，此以協調三個世界概念，在整合三個世界概念後，所進行的

溝通行動也就必須協調主觀的，客觀的與規範的三種不同立場，在協調的過程當

中三種立場的合理性標準也就都必須納入考慮，就此而言，溝通理性是預防理性

分裂的普遍整合之要素。 

以上對於溝通行動理論中溝通理性概念進行了說明，接下來本論文的目標將

著重於，哈伯馬斯如何運用溝通理性概念來回應當代哲學的重要論題，進而提出

後形上學思想的論點。而我將探討從後形上學思想出發重建理性統一性，嘗試更

深入地理解哈伯馬斯在後形上學思想中對於導向情境之理性所作的思考以及現

代性論述之問題焦點。 

 

 

 

 

 

 

 

 

 

 



 12

第三節 理性重建與規範形成 

    在此希望透過對哈伯馬斯有關後形上學的理性統一性討論初步達成兩個預

定的目標，首先是試圖掌握這個論題的問題焦點，探討哈伯馬斯對這個論題的闡

述從哪些面向加以切入；再者是希望能夠追尋哈伯馬斯理性重建對當代現代性論

述提供了那些解答的線索，進而能夠初探哈伯馬斯後形上學思想在當代哲學的氛

圍中所具備的地位。 

    理性統一性在傳統的形上學背景之下表現為一種普遍的統一學說，然而這樣

的論點在當代受到很大的挑戰，當代思想中很多都表現為一種多元主義的立場，

對於理性統一性的論點多有批判。於是乎一場一與多之間的哲學辯論就此展開。

哈伯馬斯對於理性統一性有其獨特的見解，重新考慮在多元之中理性統一性的可

能性。基本上哈伯馬斯採取跳脫形上學立場，不在一與多兩者間的對立為任何一

方進行辯護，而是提出一種新的見解，由後形上學的立場來談在多元中理性統一

性的可能性。 

    哈伯馬斯認為現今存在著兩類針鋒相對的觀點，一種是有鑑於當代形上學統

一性的喪失而努力回歸前康德時代的形上學，另一種則是以被壓制的多元性向統

一性思想提出抗議。為了要釐清其中有關一與多之間的對立與關聯，哈伯馬斯對

於傳統以來一與多之間的論點提出了個人的見解，同時也對當代反對統一性的相

關論點做討論，進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求一條新的解決之道，試著調和一與多之

間的對立性。而以下我將透過＜多元聲音中的理性統一性＞這篇文章的幾個論點

說明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的進路及其對不同立場的學者所抱持的態度。 

⑴  當代面對形上學問題的趨勢 

由於一直以來統一性與普遍性的思維在理論上皆處上風，直到今日精神科學

(人文科學 Geisteswissenschaften , human sciences)，強烈地反省普遍與統一是否符

合我們的現實狀況，甚至在庫恩 (Thomas Kuhn,1922-96)、費爾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1924-94) 等人的後經驗科學理論中，連物理學的普遍性與統一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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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到懷疑的。31 

哈伯馬斯認為由形上學或是由意識哲學建立起來的先驗理性統一性與普遍

性顯然是站不住腳了，這一點可以由其他當代的學者對此所提出的批判與反省可

以發現到。不過他並不完全贊同當代脈絡主義 (Contextualism) 者所持的觀點。

同時也不贊成歷史主義者所建構的理性統一性。由此可以發現對於理性的統一性

這個主題的三種基本立場，即(1)強調理性統一性的重要，企圖重新由形上學思

想建構理性統一性，(2)以多元、差異、偶然性反對統一性的脈絡主義，(3)試圖

將統一性與多元性的二元論加以調和的歷史主義。 

哈伯馬斯對於第一種立場，在許多文章與討論中皆對傳統形上學思想所可能

產生的問題提出批判性的見解。認為傳統形上學思想框架或主體哲學的思維已無

法確實對理性統一性提供合理的說明，同時柏拉圖以來的形上學以及康德以來主

體哲學仍然理論優先於實踐的問題，並且造成理論形式與日常經驗之間的二元對

立而難以調和。32 

⑵  哈伯馬斯對脈絡主義的批判 

哈伯馬斯在後形上學思想的討論中，將羅蒂視為脈絡主義的代表人物做了一

些討論，從中對脈絡主義所主張的論點提出一些問題。哈伯馬斯認為羅蒂為了要

避免脈絡主義落入相對主義與客觀主義的困境之中，主張以一種在我們的語言中

同意的主體際性 (intersubjectivity of an agreement based on agreement in our language)

取代以往的知識客觀性 (objectivity of knowledge)。這樣的主體際性得自語言共同

體這類局部的共同體，使用共同語言的社群所獲得的同意是一種偶然的同意，這

種同意與哈伯馬斯所主張的一致共識不同。哈伯馬斯關於語言的見解與羅蒂不

同，他著重於語言能夠達至理解的必然結構，而羅蒂認為〝語言〞是偶然的，不

是再現或表現實在的媒介，透過對戴維森 (Donald Davidson , 1917-) 理論的分

析，羅蒂對語言的偶然性提出以下見解： 

                                                 
31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33 
32 Ibid. , pp.1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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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森讓我們把語言與文化的歷史，想像成達爾文所見的珊瑚礁的歷

史。…這個類比教我們把〝我們的語言〞—二十世紀歐洲文化與科學的

語言—看作只是許許多多純粹偶然的結果。33 

語言發展的歷史在羅蒂看來純粹是許多偶然事件累積而成的結果，語言本身

並不具備所謂的必然結構，而使用共同語言的社群亦是偶然的聚合，語言共同體

的成員多數是偶然參與其中的，因此由語言共同體形成的共識有其自身的脈絡，

並不具備普遍性，這樣的語言共同體不會是普遍的共同體。羅蒂認為試圖建立普

遍共同體的理想，勢必會走回客觀主義的思路，為了極力避免一切理想化，最好

也放棄理性的概念。 

哈伯馬斯無法認同羅蒂，認為脈絡主義將面臨種族中心主義的哲學後果。由

於羅蒂所謂的〝同意〞是由語言共同體中產生出來的，而語言共同體中的參與者

是偶然參與其中的，並不具有普遍性，同時脈絡主義者認為〝 我們必須讓我們

自己的語言共同體的解釋視域 (interpretion horizon) 〞享有特權。34 這意味一個

語言共同體的成員可以用自己週遭世界的特殊標準來判斷一切其他與其自身不

同的語言共同體所傳達的想法。 

當語言共同體成員的解釋視域享有特權時，那麼其對外來的概念所採取的態

度是同化對方，而不是融合對方的觀點。是以〝我們的〞標準檢視外來概念，面

對外來文化或概念時，溝通的模式不是要求達到互相理解，而是會武斷地堅持己

見企圖使對方放棄自己的立場，進而支持其所提出的論點。這樣的方式在過程中

由於放棄理性概念，極可能出現權力掌控或因經濟不平等所導致的屈服。 

對於我們應當以何種態度面對外來文化呢？哈伯馬斯認為不應當以〝我們

的〞標準檢視外來概念，而是要以開放的態度理解外來文化，對此哈伯馬斯提出 

〝學習〞來回應羅蒂理論中可能隱含的〝同化〞觀點。 

解釋視域的融合是一切理解過程追求的目標，這種融合並不是與〝 我們〞

                                                 
33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 Cambridge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p.16 
34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1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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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化，而是透過學習使〝我們的〞視角 (perspective) 與〝他們的〞視

角取得一致，不管是〝他們〞還是〝我們〞或是雙方，都必須或多或少

地重新修正現行的證明活動，因為學習本身既不屬於我們，也不屬於他

們，而是雙方同樣都被捲入了學習的過程。35 

脈絡主義者雖然企圖避免以往客觀主義所設立的理想化，以多元取代理性的

唯一標準，看似極具開放性，卻難以避免地陷入自身文化、語言、傳統的獨斷之

中。原是要避免理性中心主義，卻有落入了種族中心主義的危險。脈絡主義的論

述一旦落入種族中心主義，那麼共識的產生便會遇到困難，即使有所共識也不會

是出自於理性的證明活動而產生共識，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形成的共識其合理性

是令人質疑的。 

⑶  哈伯馬斯對黑格爾右派觀點的批判 

  里特 (Joachim Ritter, 1903-74)36 主張的是一種歷史主義式的二元論調和觀

點，協調多元差異與理性統一性之間的對立。因而主張理性統一性與多元性、個

體性分別具有不同的作用範圍。37 自然科學發展使得近代社會進入工業社會的時

代，而工業社會將自己從歷史傳統之中脫離出來，並導向自然基礎的技術性控

制。38 這樣的發展會造成生活世界意義的喪失。因此里特認為通過敘述再現精神

科學能夠補償這些損失。並且為了避免一切意義都流於偶然性與相對性之中，里

特賦予歷史科學一個重任，主張歷史科學是超越社會與全面技術控制的領域，歷

史科學在工業社會的發展中必須超越傳統，並且有別於敘事 (narrative) 的精神

科學，因此里特將歷史科學稱之為〝精神補償的官能〞 (organ of spiritual 

                                                 
35 Ibid. , p.138 
36 里特(Joachim Ritter, 1903-74),德國哲學家，曾修習哲學(在海德堡)、神學(在馬堡)、德國語文(在

弗萊堡)和歷史(在漢堡)。1943 年至 1946 年任教於德國基爾(Kiel)大學，1946 年直至退休任教於德

國明斯特(Münster)大學，里特主要研究著重於對黑格爾哲學的重新詮釋，為戰後(二次世界大戰)

黑格爾右派的重要研究學者，以歷史世界觀的詮釋學發展實用性哲學觀念，是德國新保守主義的

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 Kritik und Metaphysik(1966)，Hegel und die Französische Revolution(1969)，
Recht und Ethik (1970) ，Subjektivität : 6 Aufsätze(1974)...等。See Hegel on ethics and politics , edited by 

Robert B. Pippin and Otfried Höffe ; translated by Nicholas Walker ,Cambridge, UK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ontributor xii & See InfoBitte 網站

http://www.infobitte.de/free/lex/wpdeLex0/online/r/ri/Ritter-_Joachim.htm 
37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32 
38 Jürgen Habermas, On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 Polity Press, 1988,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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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nsation)。39 

哈伯馬斯對里特的批判可試圖由兩個面向來看。首先是里特所謂的歷史科學

在工業社會中具備的功能，其實反映了實證主義的歷史觀點。哈伯馬斯於《論社

會科學的邏輯》一書中針對這一點作了詳細的討論，當時重點主要是探究歷史學

與社會學的關係。第二點是哈伯馬斯認為精神科學不應當被限制在敘述的範圍之

中，而忽略了精神科學能夠通過論證獲得共識的認識要求。 

首先，里特為了將歷史科學由傳統上解釋學的立場脫離出來，使得歷史可以

取得〝科學〞的地位，不免將歷史抽象到客觀領域。這樣做不過是反映了今日科

學操作的歷史背景。40 結合第二點來看，也就是因為里特忽略了精神科學是可以

通過論證達到共識的認識要求。哈伯馬斯認為精神科學是解釋性的科學，但是不

應當將精神科學限制在敘述的範圍中，當然也不該將其與敘事相分離，而是要注

意到在各種的解釋當中必須要提出充分的論據，透過論證我們能夠比較哪一個解

釋是較好的解釋，在溝通的過程中透過論證也有達成共識的可能性，論述是可以

透過理性證明而被人所接受的。因此精神科學不應當只被限制在敘述的範圍內。 

⑷  語言轉向對理性重建的影響 

當代哲學經歷了語言轉向，關於理性與統一性思想的問題也應當由傳統形上

學與主體性哲學思想中跳脫出來。哈伯馬斯認為〝對於在語言建構的生活方式內

要求具有有效性的一切事物而言，語言所能達成理解的結構卻成了一種必然。〞
41 語言所能夠達成共識的有效性論證正是哈伯馬斯在普遍語用學的相關討論中

所欲闡述的內容。 

言說者與聽者以溝通理性進行溝通行動而達成共識，溝通行動則必須符合以

下的有效性宣稱─分別為言辭的可理解性、主觀的真誠性、客觀命題的真實性以

及規範的正確性。溝通行動乃是確實發生於具體的情境之中，在實際的實踐過程

當中尋求達成共識的可能。為了避免面臨到脈絡主義所會遭遇到問題，即〝一切

                                                 
39 Ibid. , p.18 
40 Ibid. , p.19 
41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1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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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入偶然性之中並且失去掉批判反省的能力。〞因此理性概念不能在具體的語境

中被排除，不過這樣的論述似乎會陷入理性中心主義的理論困難。有鑑於此，哈

伯馬斯勢必要提出一套不同於傳統形上學的解釋方案。 

就我個人的理解是認為現今反對理性中心論，對於理性的批判大多集中於認

知─工具理性的討論。否定的形上學的論點批判了理性的全面干預，理性使得我

們的生活充滿了工具性的算計。霍克海默與阿多諾揭露了〝工具理性〞的問題，

並且對於工具理性展開了批判。42 

哈伯馬斯在討論現代性的精神時認為工具理性過度擴張的確會造成生活世

界被扭曲，但是不應該因此而全面否定理性，只將理性視為全面技術控制的源

頭。因為除了工具理性之外理性還包含了實踐理性的層面。體現於溝通行動的溝

通理性也與目的理性有著顯著的不同。而後形上學思想之關鍵與哲學的語言轉向

有密切的關係，因為語言轉向使得哈伯馬斯得以提出溝通理性概念，擺脫了由意

識哲學所建構的認知─工具理性的傳統格局。因而得以進入到後形上學思想的維

度。 

⑸  以溝通理性脫離主體性哲學框架 

由於溝通理性是出自於參與者在生活世界中具體的實踐，因此參與者並非康

德式的主體，在康德的主體哲學中，主體似乎是不在世界之中的單子，不須要與

他者溝通便能夠建構世界。而溝通行動不同於主體哲學單子式的思考，強調生活

世界中的主體際性，主體際性的形成並非出於偶然，而是溝通理性作用下合理形

成的。同時溝通理論也不同於黑格爾的體系，哈伯馬斯認為黑格爾為了調和理智

世界與經驗世界之間的鴻溝，因此將歷史扭曲為絕對精神的實現，歷史變成了不

斷循環且封閉的目的論。溝通理性不會將現實的皆視為合理的，以此來調和理智

世界與經驗世界的鴻溝，而是在溝通行動中語言理解的活動能夠將理智世界與經

驗世界的鴻溝縮減。43 如此一來後形上學思想不再陷入在康德與黑格爾之間二選

一局面，並且能夠自其中的困境跳脫出來。 

                                                 
42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87, p.119 
43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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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溝通理性如何克服否定形上學的思想，進入到後形上學的思想格局中。

首先要說明一下否定的形上學有那些問題，否定的形上學是對理性的極端批判，

是為了避免理性所可能帶來的種種問題，因此極端地將理性排除在主體之外，否

定的形上學的主張一方面會使一切落入偶然性當中，造成意義的喪失。另一方面

否定的形上學觀點其實仍並未脫離主體性哲學的框架。由於對理性採取否定的態

度，使得我們失去了合理獲得共識的途徑，共識的取得是不是合理的對其而言似

乎不是重點，而因為理性的去中心化，慾望、想像、權力…等這些理性的他者 (the 

other of reason) 取代了主體的理性，然而這雖然打破了以往理性的獨斷局面，但

是卻無可避免的將一切歸於偶然之中。 

再者，否定的形上學有一種悖論式的說法，這個悖論使得其論點無法跳脫出

主體性哲學的框架。為了要對主體的理性去中心化，因此必須在理性之外去尋求

理性的他者，理性的他者作為理性的異質因素 (heterogeneous) 與理性保持著聯

繫。關於這個悖論的說法可以透過哈伯馬斯對海德格與傅科做的一段解釋來加以

理解。 

海德格與傅科對這種悖論的討論在結構上是相當類似的，他們透過理性

的自我放逐，也就是將理性從其自身的領域驅逐，來產生所謂的理性的

異質因素。這種作法被理解為通過揭穿 (unmask) 逆轉了自我偶像化的

情形，一邊推動主體性，一邊又遮蔽主體性。44 

這樣對理性的處理方式看似成功地將理性去中心化了，不過在哈伯馬斯看來

問題其實並為解決，問題反倒被推往一個特殊的非尋常領域 (status of 

extraordinary)。否定的形上學似乎脫離了生活世界，這是因為否定的形上學採取

了旁觀者 (outsider) 角度，而不是參與者的角度，藉由採取旁觀者角度在脫離世

界的特殊領域去解釋世界，無可避免地又陷入了主體建構世界的模式。並且伴隨

著這個立場而來的是主體的獨白，而不是主體際的溝通。 

後形上學思想所主張的理性是包容性的 (inclusive) 理性概念，而不是排斥

性的 (exclusive) 理性概念。溝通理性對照於否定的形上學觀點來說，一方面提

                                                 
44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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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行動的參與者們有獲得合理共識的可能，避免一切歸於偶然之中。另一方面強

調參與者之間的溝通互動以突破主體哲學的框架。至於否定的形上學所採取的旁

觀者角度則會導致一種失語狀態，使得言說者無法將其所想到的事情用適當的語

言表述給聽者，一旦失去了與他人溝通的語言，那麼就難以避免面臨獨斷論的危

險，喪失主體之間達致相互理解的可能性。 

⑹  規範之形成與團結精神 

溝通行動講求溝通參與者的地位平等，透過對於有助於達成共識的理想前提

的遵守，各方都能夠充分表達意見進行討論。溝通理性使各方的聲音能夠以合理

論述的方式呈現，遵守作為合理表達之預設基礎的有效性宣稱並非是一種獨斷的

要求。因為有效性宣稱是達成共識的理想前提，透過對語言的分析得以找出我們

達致理解的必然結構，遵守這些有效性的宣稱是讓我們得以獲得可能的合理共

識，而不是因此得到一個理想化的結論。哈伯馬斯認為經由溝通行動的實踐而獲

得的共識，為現代社會形成新的強制性規範提供合理的論述。 

哈伯馬斯提醒我們〝保存在可能會出錯的真理和道德等論述概念中的絕對環

節不是絕對者，充其量只是成為批判程序的絕對性。〞批判程序的絕對性就是透

過對語言達成理解的必然結構分析而來的。這使得我們不會在無所適從在偶然性

中漂浮不定，並且至少可以發展成一種完整的主體際性的觀念 (idea of 

intersubjectivity)，而完整的主體際性是相互自由承認的對稱關係的表現。但是這

種觀念不能被充為和諧生活方式的總體性，也不能被作為烏托邦而拋向遙遠的未

來。＂45 這種完整的主體際性使得社會中具備多元背景的人們能夠形成一致的規

範。 

基本上，哈伯馬斯設想不同背景的人們相互自由承認彼此可以平等作各種論

述，這個想法或許指向一個理想的溝通情境，但是並非直接指向一個理想的未來

生活。理想的未來生活是無法脫離與我們一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的他人，不能只

出自目的理性的思考設想一個美好的烏托邦，要更多傾聽他者的聲音更同努力去

達成。透過溝通行動的實踐，在生活世界中的溝通交流，或許難免會有衝突發生

                                                 
45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1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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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經由不斷溝通，慢慢地形成共識對我們來說還是可以期待的，在多元又複雜

的社會中，溝通理性所具備的包容性應該是讓個體與個體之間一步步走向團結的

實踐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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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對社會現代化的反省 

  經由上述對於溝通理性概念的初步探討，以及哈伯馬斯在後形上學思想中對

現代理性所提出的解釋與回應，我將進一步從三個要點對社會現代化的問題發展

進行討論。首先，我將由理性的合理化過程與合理性概念的形成探究現代化與現

代性之間的關聯（１）。再者，由後形上學思想中所論述的程序合理性為現代理

性提供初步的說明（２）。最後，將具體落實於生活世界中的溝通行動所能形成

的團結力量揭示出來，以此尋求解決現代性遭受批判的出路（３）。 

   首先，先就第一點開始進行簡述，要探討現代社會的合理化與合理性標準的

形成，哈伯馬斯在溝通行動理論第一卷中用了極大的篇幅在探討韋伯的論點，我

將以韋伯的討論作為切入點，針對哈伯馬斯如何以溝通理性來說明現代性是一個

未竟之業進行討論。韋伯在討論有關歐洲現代化過程的問題時將現代化視為社會

合理化來加以討論。而社會合理化的過程就是目的理性行動在次系統中滲透的過

程，並且表現為資本主義企業以及現代國家機構。46 歐洲在十六世紀到十八世紀

之間，宗教世界觀逐漸瓦解，在韋伯的觀察中將此視為世界觀的去神秘化。世界

觀的去神秘化促成社會走向合理化的過程，在社會合理化的過程中，目的理性發

揮了很大的影響力。因此目的理性行動在歐洲獲得制度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47 這種制度化形成了資本主義的經濟系統以及現代國家的行政系統。 

    韋伯在對時代的診斷中，指出了社會步入現代化所面臨到的問題，然而這其

中與西方社會受到理性啟蒙而產生以理性試圖對各種價值領域進行合理化的過

程。韋伯對此提出了現代社會在合理化過程所造成的意義喪失與自由喪失這兩個

問題。就意義喪失這個問題來說，由於在現代化過程中，自主的 (autonomous)

文化價值領域的分化造成各種價值領域之間出現了競爭。以往這個問題可以透過

神聖的世界秩序或是宇宙論的世界秩序來加以消除，然而當現代意識結構逐漸形

成，上述傳統的方式在社會合理化的過程中受到了質疑。各種價值領域之間的相

互競爭導致了生活方式的衝突。韋伯以一種新的多神論 (polytheism) 來解釋文

化價值領域的分化，諸神的爭鬥表現為不可調和的價值領域與生活領域之間的爭

鬥。據此，社會秩序不再有統一性 (unity)，對個體的存有來說一切都是相對的，

                                                 
46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p.219 
47 Ibid. , 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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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再具有普遍性的意義，於是合理化的世界變得毫無意義。因為這些不同的的

價值領域經過合理化之後各自在自己的層面上有各自的合理性。這也就是為什麼

經過合理化的過程之後，社會的統一性是受到質疑的。 

    再者，關於自由喪失這個主題，可以從目的理性行動導向制度化這一點來探

討。目的理性行動導向制度化基本上可以視為社會合理化所產生的具體成果。目

的理性行動使得我們的經濟活動以及行政管理活動不斷地制度化，形成經濟與管

理的次系統。依據目的合理性而被加以合理化的次系統自主地運作著，人們生活

領域完全無法擺脫其影響，在韋伯看來目的理性行動的次系統有如銅牆鐵壁一

般，於是個體的自由在這樣的狀況之下便喪失了。 

韋伯以意義喪失與自由喪失這兩個對時代的診斷指出歐洲進入現代化過程

中所發生的問題，哈伯馬斯由這兩個主題的討論提出了自己的觀點。哈伯馬斯認

為第一個主題的討論表現為一種尼采式的虛無主義，由於韋伯認為文化的價值領

域是不可調和的所以最後會推導出意義喪失這樣的結論。關於自由喪失的討論

中，韋伯透過對目的理性行動所導致的制度化指出個體自由受到威脅。韋伯的這

兩個主題所揭示的情況之後在有關現代化理論的討論中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現代

性論述的相關討論中對理性的批判也經常出現類似的論點。哈伯馬斯對於韋伯的

說法抱持不同的見解，48 而這些見解與哈伯馬斯對於現代性的理性概念論點息息

相關。而以下將說明哈伯馬斯如何以溝通的合理性來重構現代性意義。 

  哈伯馬斯認為探討現代性概念不能無視西方的理性主義的文化傳統，回顧哲

學的發展，在古典意義下理性被揭示為主體性，是工具性的支配意志。49 當理性

以這樣的方式被理解時，所展現出來的現代性特徵為目的理性對生活領域的全面

制度化。韋伯亦主張所謂的合理化就是經驗知識的增加、診斷能力的提高、控制

經驗過程的工具和組織的完善等。50 哈伯馬斯透過對黑格爾現代性論述的分析指

出，現代性除了上述的主體性原則以及工具性的支配意志之外，其實還有一個很

重要的特徵就是現代性自我確證的要求。51 這也就是說現代意識必須自我提供合

理性的標準，現代意識以理性對傳統上不合理之處進行批判，但同時理性也會對

                                                 
48 Ibid. , pp.243-54 
49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4 
50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1 , p.159 
5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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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意識進行自我批判，因此現代性有自我確證的必要。 

  從現代性自我確証這一點出發，哈伯馬斯必須將理性概念由主體性框架解脫

出來，如此才能避免重蹈黑格爾失敗的途徑。哈伯馬斯透過溝通行動理論提出了

主體際的溝通理性，經由溝通行動的實踐尋求合理的規範意義。溝通的行動者透

過溝通行動進行理性論述，一方面能夠對傳統不合理之處進行批判，另一方面也

能夠反省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哈伯馬斯保留了現代性這種自我理

解、自我確証的要求。避免了理性在進行自我批判的同時落入了對理性的全面否

定的困境。 

  有別於古典現代性概念之處在於溝通理性脫離了主體性框架，這樣的現代性

概念被哈伯馬斯稱之為新古典主義的現代性概念；通過溝通行動的實踐，溝通理

性為新古典主義的現代性概念鋪平了道路。52 溝通行動是導向達致理解的活動，

行動者必須為了達致相互理解不斷地努力；從行動的互動層面來看，即是不斷透

過合理論述來解決現代化所造成的問題，當講究成效的目的理性帶來進步的同

時，其所連帶造成的不良後果看似無法獲得合理的解決，不過哈伯馬斯認為透過

溝通行動所獲得的合理共識能夠試圖對此提供新的出路，在此意義下現代性的確

是一個未竟之業。 

藉由上述討論中所提到的透過溝通行動的實踐，行動者得以有獲得合理共識

的可能性，那麼究竟行動的合理性應當如何來理解呢？《後形上學思想》一書中

提到所謂的程序合理性可作為理解溝通行動合理性的一個適當切入點。在討論程

序合理性之前我先簡單就行動的合理性進行概述。 

溝通行動的實踐是試圖獲得合理的表達，那麼合理的表達究竟需要符合哪些

條件呢？基本上，達致理解的合理表達是在相互認知的有效性宣稱的預設基礎上

發生一致同意的程序，那麼作為預設基礎的有效性宣稱是什麼呢？分別為言辭的

可理解性、主觀的真誠性、客觀的真實性與規範的正確性。53 在上述的有效性宣

稱的預設基礎下，行動的參與者所進行的溝通過程即可被視為產生一致同意的程

序，而這樣的表達即可被視為合理的表達。當然合理的不等同於必然為真，因為

                                                 
52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149 
53 Jü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 Beacon Press,Boston,1979, 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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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世界作為知識的儲藏庫，所蘊含的背景知識可以被用來提供論證上所需的理

據，當背景知識更加豐富的時候，原先被視為合理的論述則會因為更好的理由出

現而被推翻。因此合理的表達不是指透過一個程序運作使得我們能夠獲得真理，

應該是指雙方以達致理解為行動導向，透過程序行動參與者得以獲得可能的一致

共識。 

哈伯馬斯關於合理的表達所做的解釋彰顯的即是一種程序的合理性，哈伯馬

斯的後形上學思想試圖突破形上學的框架，因此在有關於合理性的討論上也需要

新的解釋，在《後形上學思想》一書中，哈伯馬斯所主張的程序合理性是透過對

現代科學與形上學思想的比較說明，試圖提出一種具備現代科學易錯論特徵同時

又不失去形上學對整體與個別事物的統一性要求的合理性。首先，哈伯馬斯指出

現代經驗科學的程序合理性是一種形式的合理性，內容合理性因此轉變為結果的

有效性。而這種有效性取決於人解決問題時所遵守的操作程序的合理性。這樣的

一種合理性至少可以從兩點來說明，其一是不同的領域遵守各自的操作程序，以

求達成預定的結果，如此一來各個領域獨立運作形成多元價值似乎是無法被有效

整合的。因此，哈伯馬斯說到：「程序合理性無法繼續保證多元現象的先驗統一

性。」54 其二是科學理論的前提是一種假設，必須由結果加以驗證以經驗加以證

明之，或是以其他已被廣泛接受的陳述當作論據，然而結論隨著理論的進展是可

以被推翻與改進的。 

作為第一哲學的形上學所追求的知識類型明顯的與經驗科學是不同的，透過

先驗的理性建構整個知識體系，使得多元的現象能夠具有先驗的統一性，試圖以

傳統的先驗理性整合經驗上多元的現象，理性是整體與其組成部分的統一。哈伯

馬斯一向致力於完成理性去先驗化的工作，不過這並不表示他接受科學的同化，

雖然哈伯馬斯認為直至今日哲學是不得不接受經驗科學的易錯論式的自我理解

和程序合理性。然而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這種程序合理性與經驗科學主張的

操作程序的合理性還是有不同之處。溝通行動的程序合理性是指透過產生一致同

意的程序而獲得的合理表達，在溝通行動中程序的進行是按照〝溝通理性〞以達

致理解為導向的行動，這與經驗科學主張的操作程序的合理性按照〝認知─工具

理性〞所進行的行動是有所不同的。進一步從溝通行動出發哈伯馬斯得以主張一

種多元聲音中的理性統一性，以解決經驗科學所帶來的現代化過程而造成的多元

                                                 
54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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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領域獨立運作進而產生的混亂。多元聲音中的理性統一性很大程度上是脫離

形上學先驗色彩的。按照哈伯馬斯的解釋—經驗上多元的現象不是經由先驗統一

性被統一起來的，而是透過溝通行動不斷努力達致相互理解形成合理共識而產生

的。這也就預示了一種團結力量出現的可能性。 

透過上段的討論引導出溝通行動蘊藏著個體間團結的可能性這一點，那麼接

下來將進入到第三點預期目標的討論，初步探究這個出自於溝通行動的團結力量

何以能夠因應現代性遭受批判的處境。一般對於古典的現代性概念55 或是現代化

過程產生的種種問題所做的批判，絕大部分是集中於認知–工具理性對我們日常

生活的全面控制，換作哈伯馬斯的話來說就是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扭曲。在溝通行

動理論一書中哈伯馬斯解釋了系統與生活世界脫鉤的原由，以金錢與權力等媒介

進行分化的社會次系統不需要生活世界作為其支持而與其脫鉤，並且將生活脈絡

加以客觀化。56 

以上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扭曲可以視為社會現代化過程的不良影響，然而哈伯

馬斯在溝通行動理論書中試圖透過溝通行動所能提供的合理表達，形成合理的現

代社會規範脈絡，以此來制衡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全面控制。這樣一種由溝通行動

產生出來的制衡力量即哈伯馬斯所謂的〝團結〞。 當社會進行現代化過程中之所

以會有種種的問題產生，哈伯馬斯認為是因為維持現代社會的三種力量之間的分

工並不平衡。在《後國族結構》一書中哈伯馬斯提到以下的說法： 

社會現代化所造成的系統與生活世界不對等的互動關係，主要就是因為

維持現代社會的三種力量之間的分工是不平衡的，亦即—團結與金錢和

行政權力之間的分工是不平衡的。57 

溝通行動以生活世界為其發生的場域，行動者以生活世界為背景在具體脈絡

                                                 
55 對哈伯馬斯來說，現代性至今仍尚未完成，他認為應當重建一種新古典主義的現代性概念，目

前哲學各派對於現代性所做的批判，在哈伯馬斯的理論中應該是對古典的現代性概念所發出的批

判聲音，也就是因為如此才需要重建現代性論述，當然其他哲學家或許認為現代性就是十八世紀

以來的思想特徵，當代沒有必要去重建現代性論述，當代透過對現代性的批判已進入到後現代的

處境，不過在此我對現代性的討論主要還是以哈伯馬斯對現代性所理解為主要依據，因此也沿用

其古典主義的現代性一詞。See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p.149-56 
56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 , pp.171-73 
57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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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進行溝通行動，基於遵循預設的有效性宣稱並且以生活世界提供的知識進行論

述。合理的一致共識不是透過抽象的目的理性而產生的，所進行的不是為了取得

成效而進行的策略行動，而是為了達致理解甚至是增進彼此間團結而進行的溝通

行動。由於行動的各方可能增進彼此間的相互理解進而形成一致共識，那麼也就

得以獲得可能的團結力量。哈伯馬斯寄望這樣的團結力量，並且希望〝團結〞能

促成主體們建立新的強制性規範，58 我個人認為這或許就是透過溝通理論重構的

現代性概念試圖解決社會現代化問題的一種途徑。 

 

 

 

 

 

 

 

 

 

 

 
 
 
 

 

 

 

 

 

 

 

 

 

 

                                                 
58 Ibid. , pp.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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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章節提要 

第一章 導論 

    在導論的部分我將試圖對哈伯馬斯提出後形上學思想的理論背景以及論文

要旨進行初探，概述哈伯馬斯對於溝通理性概念，並且針對可能的思考進路進行

初步的追尋。進而提出本論文有設定的預期目標，嘗試對哈伯馬斯後形上學思想

有較為深入的理解。其次，規劃本論文的章節架構，對預定進行的各章節進行簡

述。 

第二章 啟蒙理性之古典意義檢討 

    本章所欲討論的重點主要是針對理性概念的古典意義進行探索，在導論中我

嘗試概略地交代理性與現代性概念在當代討論中的背景脈絡，而在本章則是要回

歸啟蒙理性在西方理性主義下的意義。透過具體而深入的討論較為完整地探究古

典的理性概念。一方面揭示古典的理性概念所具有的理論困境，另一方面則是討

論當時幾種因應理論困難的對策。藉由本章的討論希望能夠為哈伯馬斯關於後形

上學思想的論述提供相關論提在思想上發生背景的緣由。而我預定處理的部分在

第一節中我將討論哈伯馬斯對於康德建立的理性概念所進行的探究，進一步則針

對黑格爾對啟蒙的診斷進行討論，以求理解黑格爾何以面對康德理論所可能遺留

下來的問題，以此作為第二節的探討重點。最後，延續上一節的討論，探究黑格

爾之後尼采如何面對黑格爾理論的困難，以及尼采所採取的因應之道為何，此為

第三節的主要內容。 

第三章 「永不消失的形上學之爭」 

    在本章中我則是要將問題逐漸引入核心，透過對於當代有關形上學之爭的探

討讓導入情境之理性問題得以呈現。在導論中我概略地提及形上學之爭關係到哲

學各派對於理性概念有著不同的理解，由於理解上的差距因此面對形上學的態度

雙方立場爭鋒相對，透過這一章的討論就是希望能夠釐清在形上學之爭中雙方對

於理性概念理解上有那些不同之處，或是雙方各自著重的重要關鍵是什麼，而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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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馬斯將如何因應這些問題。在本章的第一節中，我將討論哈伯馬斯對於形上學

所作的一般定義，在此意義下當探討哪一類的主題時哈伯馬斯就會將其歸入形上

學的討論。第二節的部分，我將討論有關回歸形上學的說法是側重哪些要點，何

以在當代一陣反形上學的氛圍有這樣的呼聲。至於本章的第三節我希望討論哈伯

馬斯所謂的否定的形上學有何種主張，否定的形上學與分析哲學同舉反形上學思

想的旗幟，但為什麼哈伯馬斯仍然認為其論點是一種形上學思想，並且將其稱之

為否定的形上學。透過以上的討論預期對後形上學思想中有關何以面對形上學的

問題有較為深刻的探究。 

第四章 哈伯馬斯的後形上學思想 

    經由前兩章的討論，在第四章中就要針對哈伯馬斯提出的後形上學思想進行

具體而深入的表述，焦點主要就是關於哈伯馬斯對於重建理性概念的見解，其中

將針對幾個重要的主題進行討論，將哈伯馬斯如何嘗試解決傳統哲學遺留下來的

理論困難以及面對當代對理性全面批判時所採取的因應對策作詳細的討論。在第

一節的部分我要深入探討程序合理性的重要性。第二節我預期探究的重點是後形

上學思想導入情境化的理性概念。第三節的部分將討論當代哲學的語言轉向為脫

離意識哲學框架提供哪些有利的條件。最後，在第四節的部分則針對溝通理論如

何減少先驗概念對理論所產生的影響進行討論，去先驗化的理性使用具有什麼意

義。 

第五章 結論 

    本章我將對以上所進行的討論作最後的總結，探討哈伯馬斯的理性概念重建

對於處理社會現代化所產生的問題有何幫助。並且檢視本論文的論述是否得宜，

切中哈伯馬斯對此相關問題所提出的關鍵。透過哈伯馬斯對於哲學在當代的要務

所提出的見解追尋哲學在理論重建上所能發揮的效力，進一步探討溝通行動所蘊

藏的團結力量對社會現代化問題的解決方案，嘗試著以此對現代性論述的討論提

出具體的回應。進而對於當代哲學探討的重要論題，藉由對導入情境化的理性概

念進行探究，並提出我個人的相關評論以求獲得較為深入的理解與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