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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啟蒙理性之古典意義檢討 

有關現代性概念的哲學討論，在當今學界的探索之下出現了許多見解高明的

成果，在哈伯馬斯的研究當中，他指出黑格爾是第一位將〝現代〞當作哲學問題

而進行深入討論的思想家。59 若是要深入黑格爾當時針對啟蒙運動思潮所進行的

思考，那麼首先最顯而易見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探索啟蒙時的〝理性〞概念所蘊含

的〝主體性〞原則。從作為理性的主體這一點出發，我在本章第一節中，將從康

德哲學對啟蒙運動的精神所引發的討論作為本章的起點，針對康德所建構的理性

主體進行思索，以求能夠適切地理解〝理性〞概念在古典哲學上的意義；進一步

在本章第二節中，我要討論黑格爾如何在主體哲學中解決康德哲學的困難，以致

於將主體哲學推向極致；最後在本章第三節中，我將先探討尼采對古典的理性概

念所進行的強烈批判，進而討論哈伯馬斯對於尼采的觀點所持的看法。透過本章

對於古典理性概念與現代性的發展所進行討論，為後續幾章關於理性概念與現代

性發展的討提供恰當的背景脈絡。 

第一節 啟蒙精神與理性主體 — 對康德理性批判的再批判 

  啟蒙運動對歐洲思想的影響之大是無庸置疑的，在黑格爾的研究當中直指

〝現代性〞概念即是受到啟蒙運動思潮的影響而形成的，當時黑格爾認為啟蒙時

代的理性概念當中蘊含著主體性的原則，並從中反省自康德以來的理性概念所可

能蘊藏的問題。自這一點來看，身為啟蒙哲學代表性人物的康德，其所進行的理

性批判進而建構的〝先驗哲學〞首先成為探討理性與現代性概念的關鍵。而我將

探討康德關於啟蒙精神所抱持的見解，再透過法蘭克福學派的前輩以及傅柯在

〈論何謂啟蒙〉一文中的反省，思索啟蒙精神的意義與理性主體所可能遺留的問

題關鍵。 

  十八世紀當歐洲的英法兩國正洋溢著啟蒙思潮之時，這股變革的潮流也逐漸

地傳向了德國，當時康德所面對思想潮流是經驗主義與理性主義理論上的分歧，

以及啟蒙以來應當如何面對中世紀宗教形上學的問題，康德透過著名的三大批判

回應了人類在知識領域、在道德領域以及在價值領域中理性的作用以及其限度的

                                                 
59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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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康德在三大批判的工作中，透過《純粹理性批判》將認識的根據由外在客

體轉向了認識主體，這也就是哲學史上所謂的—哲學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純

粹理性批判》一書中康德認為傳統形上學總是費盡心思探討事物本質，試圖找到

事物永恆的價值作為我們確立外在世界的依據，在康德的研究中，他對於事物本

質抱持著保留的態度，轉而將討論的重心放在〝我們能夠認識什麼〞的重點上面。

哈伯馬斯認為康德是第一個嚴肅地試圖打破形上學遺產的思想家。60 透過〈答「何

謂啟蒙」這問題〉這篇文章，康德對人類理性的運用以及啟蒙運動的精神提出了

獨特的見解，在傅柯看來他認為〈答「何謂啟蒙」這問題〉這篇文章可以視為康

德反省自己的哲學事業在啟蒙時代裡的地位。61 

  康德在〈答「何謂啟蒙」這問題〉一文中，對於啟蒙首先給了一個相當著名

的比喻，提出啟蒙就是〝人超脫於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年狀態〞，而什麼是脫離

自己所招致的未成年狀態呢？康德的說法是： 

未成年狀態是無他人的指導即無法使用自己的知性 （Verstand / 

understanding） 的那種無能。如果未成年狀態原因不在於缺乏知性，

而在於缺乏不靠他人的指導去使用知性的決心和勇氣，這種未成年狀態

便是自己招致的。勇於求知吧！因此鼓起勇氣去使用你自己的知性吧！

這便是啟蒙的格言。62 

  根據上段引文我們首先可以看出，康德認為啟蒙精神在於強調人類應當具備

使用其知性的勇氣與決心，勇敢地去追求知識而脫離權威指示其行動的傳統行事

態度。康德所謂的知性在其在《純粹理性批判》一書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概念，所

指的是人類的認知能力，被包含在廣義的理性定義之下，而運用自身知性的能力

勇敢求知即是培養個人獨立思考的精神。倘若我們回顧啟蒙時代之前的歷史背

景，我們不難發現當時的人們在思想上普遍受到天主教教會的控制，中世紀時期

的哲學被稱之為宗教的奴僕並且為宗教服務，但是啟蒙所帶來的影響就如同韋伯

所言，當時的社會歷經了一股除魅的潮流。 

                                                 
60 Jürgen Habermas, Critique and Power : Recasting the Foucault / Habermas Debate, Cambridge, Mass. : 

MIT Press, 1994 , p.150 
61 傅柯(Foucault),  <論何謂啟蒙>, 聯經, 1988, 本譯文收錄於《聯經思想集刊》p.21 
62 康德(Kant), 《康德歷史哲學論文集》 , 聯經, 2002,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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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歐洲社會歷經啟蒙時，以往宗教形上學的世界觀已經無法抵擋啟蒙思潮的

衝擊，在知識上真理理論由形上學向意識哲學轉向，而宗教上新教挑戰了天主教

的權威，並且在政治上君王專制的體制也面臨了挑戰。回到哲學的角度來看，康

德宣稱〝物自身不可知〞將傳統形上學的爭論先停了下來，雖然在哈伯馬斯的研

究中認為康德並沒有妥善地將以往的問題解決，只是將形上學的問題以意識哲學

的方式重新登場罷了。63 不過哈伯馬斯還是肯定康德在啟蒙時代試圖終止傳統形

上學的幻象所具有的思想地位。 

    康德在答覆什麼是啟蒙這個問題時，文章中有一點相當的值得注意，雖然康

德認為啟蒙就是運用自己的思考能力判斷是非並且實踐行動，但是康德進一步將

理性的運用區分為理性的公開運用以及理性的私自運用兩個層面。基本上，康德

主張的啟蒙精神確實是要人們運用自己的思考去獲取可靠的知識、判斷是非並且

對自己的實踐行動負責，在此康德所強調的就是一種〝自由〞運用理性的態度，

不過對康德來說，這種〝自由〞運用理性的態度並不是完全沒有限制的私自運用，

那麼這樣的一種〝自由〞應當以什麼樣的方式出現呢？康德對此便提出了所謂的

理性的公開運用，關於這一點康德說到： 

啟蒙所需要的不外乎是自由，而且是一切真正可稱為自由之物中最無害

的自由，即是在各方面公開運用其理性的這種自由。但如今我聽見到處

都在呼喊：不要用理性思考！．．．此間到處都是對自由的限制。但何

種限制有礙於啟蒙呢？何種限制不但無礙於啟蒙，甚至有助於啟蒙呢？

我回答道：其理性底公開運用必須始終是自由的，而且唯有這種運用能

在人類之中實現啟蒙；但是理性之私自運用往往可嚴加限制，卻不致因

此特別妨礙啟蒙底進展。64 

  由康德的這段對理性運用所作出的解釋得以看出，他意識到無限制的自由運

用理性與現有的系統之間所可能產生的衝突，而這一點正是特別需要討論的地

方。康德認為啟蒙思潮雖然已經逐漸展開了，不過事實上社會中仍然有許多聲音

阻礙自由運用理性進行思考，康德面對這些反對破壞固有制度的聲浪，一方面提

倡自由運用理性，另一方面也限制了理性自由運用的範圍。康德主張理性的公開

                                                 
63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p.31-2 
64 康德(Kant), 《康德歷史哲學論文集》,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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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不應當被限制，但是理性的私自運用必須被嚴加限制，並且認為這並不會對

啟蒙的進展有不良的影響。對康德來說，一個人公開運用理性或是私自運用理性

的區分在於—當一個人以作為一個理性人進行理性思考時，則理性的運用必須是

自由且公開的。65 

康德舉了一個例子說明這個區分，如果某人以學者的身份面對公眾那麼其理

性運用是理性的公開運用，但是如果是作為一個身兼特殊職務的人，當他在其崗

位時其所做的理性運用就是屬於理性的私自運用。由這個例子可以了解到，康德

雖然同意我們能夠自由地運用理性，對所遭遇到的不合理狀態向公眾發出聲音，

但是並不能因此破壞原來固有的秩序，所以必須對理性的私自運用加以限制。康

德對此作出了以下的解釋﹕ 

涉及群體利益的事務需要某種體制，藉著這種體制，該群體的若干成員

必須只是被動地行事，以便政府經由一種人為的協調使他們為公共目的

而服務，或者至少防止他們破壞這些目的。66 

  這也就是說當一個人正在執行某一項職務時，當下他依據其身份履行自己應

盡的責任與義務，即使他對這個職務在實踐過程上有不同的想法與意見，他也仍

然必須服從現有的規定。因此康德主張，勇敢地用理性去思考，但是要服從。康

德認為這樣作為一個群體中的成員，個人必須服從政府的規章，對於體制的不合

理之處則可以透過公開論述的方式將聲音傳達出來，康德相信這樣最終這樣還是

能夠影響政府的施政方針。67 

    傅柯對以上康德理性的運用提出了很有啟發性的解釋，傅柯認為康德對理性

的私自運用意義在於—當一個人作為社會中的一份子時，他被放置在一個特殊的

位置，人必須配合這個特殊的有限制的環境來運用其理性，理性必須遵從眼前的

特殊目的，在此情況下沒有自由。但是作為一個理性的人，在思想上他能夠自由

的、公開的運用其理性，同時也意願自由的、公開的運用理性能夠普遍化，那麼

這就是康德意義下的啟蒙。不過傅柯提出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首先是普遍的

                                                 
65 傅柯(Foucault),  <論何謂啟蒙>, 本譯文收錄於《聯經思想集刊》p.19 
66 康德(Kant), 《康德歷史哲學論文集》, p.29 
67 同上引書,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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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性運用(超出各種私人目的)何以作為主體個人本身的要務？也就是說，理性的

運用如何獲得其所需要的公共形式。68 傅柯由此出發提出〝批判〞的重要性，認

為批判的角色正是要界定理性的運用在什麼條件下是正當的。關於傅柯的討論在

下一章中關於否定的形上學討論會有更進一步的探討，故在此根據傅柯所提出的

這個問題，我要再回到康德的脈絡進行思考試圖提出解釋，並且探討可能引發的

爭議所在。 

  關於傅柯所提出的普遍的理性運用(超出各種私人目的)何以作為主體個人

本身的要務這個問題，首先我認為從康德的哲學架構來看，康德對這個問題的解

答關鍵應該就在於先驗主體性的哲學設定。對康德來說，所謂的先驗所指的是先

於經驗而作用於經驗。在知識的領域中，康德推導出主體具有共同的先驗認識形

式，因此認知主體能夠獲得普遍且必然的科學知識；而在實踐的領域中，康德證

明了主體具有先驗的自由，主體一方面既身處於經驗界，另一方面主體又處於本

體界，人的道德實踐理性之依據在自由意志的前提之下能夠以理性為道德立法。

在這樣的主體性原則之下可以了解到：康德是以先驗主體性來回應為什麼作為主

體的個人能夠做普遍的理性運用。作為具有理性的主體其先驗性似乎保證了主體

會遵循普遍理性而進行思考，從康德的道德哲學所證明的人是先驗自由的這一點

來看，主體轉換自我立場以本體的我進行理性思考時，這個先驗的我便會依據普

遍理性而進行思考，而不是由達成私人目的之角度出發。先驗主體以普遍理性思

考的結果則進一步作用於經驗界之中。 

  不過由於康德將知識的領域與實踐的領域區分開來，理論理性與道德的實踐

理性僅在形式上獲得統一，按照康德的解釋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兩者為同一個理

性，只是在不同的領域有不同的應用而已。然而實際上啟蒙之後的群體與個體的

關係並未如康德所設想的情況那樣發展，先驗與經驗的鴻溝並未妥善地被解決，

並且反而助長了認知工具理性跨越了各個領域而造成了許多問題。為什麼會造成

這樣的情況發生呢？主要關鍵在於由主體性出發而建構的實踐哲學一旦面臨到

普遍理性的運用問題時，主體哲學會採取回歸先驗主體理性的觀點來解釋主體的

普遍理性的運用，然而這個先驗主體並未能夠真正對經驗界的實踐行動發揮指導

作用。 

                                                 
68 傅柯(Foucault),  <論何謂啟蒙>, 本譯文收錄於《聯經思想集刊》p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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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康德主體性哲學的設定，哈伯馬斯對此便提出了一個問題，雖然主體既

身處於經驗界又處於本體界，但是當主體要以普遍理性進行思考時，主體似乎就

脫離了這個世界，因此哈伯馬斯認為在康德的主體哲學中，主體似乎不在世界之

中卻又能夠建構世界。69 由這一點來看我們可以了解到主體性哲學框架的侷限

性，這也就是後來為什麼哈伯馬斯在進行理性概念的重建時會特別注意主體際的

共識形成。 

基本上，康德原初的哲學設定並沒有將人類的生活實踐化約為知識或技術的

應用，他提出實踐理性就是為了解釋人在生活實踐中應當做什麼的問題。70 但是

事實上往後在歐洲社會現代化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卻依舊是認知工具理性。由

於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在康德哲學中僅是在形式上獲得統一，並且客觀的經驗世

界與道德的規範世界彼此之間在現實情境之中並無法調和，71 道德的規範世界實

踐理性在主體哲學的框架之下並無法妥善地解釋作為在群體中的個體，如何與他

人共存並且能夠採取一致行動的問題，於是即使是在社會的層面，個體仍然採取

策略行動與他人交往，為的是以達成個人私自的目標。 

此外康德將科學知識奠立於主體的先驗認知能力基礎上，使得人類在知識領

域方面得以脫離形上學的幻象，進而也推動了科學的發展，但是這樣一來卻也形

成了科學的實證主義潮流，這一股潮流跨越了當年康德所設定的界線入侵了人文

科學的領域，抑或是貶低了人文科學的價值。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理性被窄

化為認知工具理性，並且造成了許多難以解決的困境。 

法蘭克福學派的前輩阿多諾與霍克海默針對啟蒙理性的問題提出深切的反

省，在《啟蒙辨證法》一書中他們對啟蒙以來社會在進行現代化的過程中，理性

所發揮的作用已經窄化為工具理性的狀況，對此阿多諾與霍克海默提到： 

主體在取消意識之後將自我客體化的技術過程，徹底擺脫了模糊的神話

思想以及一切意義，因為理性自身已經成為萬能經濟機器的輔助工具。

理性成了用於製造一切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標專一，與可精確計

                                                 
69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42 
70 李英明，《哈伯馬斯》，東大圖書公司，1986，p.10 
71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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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的物質生產活動依樣後果嚴重。72 

  由上述阿多諾與霍克海默的觀察可以發現到主體理性後來發展成工具理

性獨大的局面，同時也能夠發現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人文領域的意義似乎要

消失殆盡了，會發展到這樣的局面不能將責任全都歸咎在康德主體性哲學之

上，不過可以確定的是啟蒙的進程並沒有如康德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也可以說

康德當年所述的啟蒙精神沒有真正達成，而哈伯馬斯也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著手

進行理性重建的計畫，不過在探討哈伯馬斯之前，延續這一節有關康德的討

論，下一節將先討論第一個將現代性視作哲學問題探討的哲學家—黑格爾，黑

格爾反省康德啟蒙與理性主體的問題並且提出自己的解決方案，黑格爾如何解

決康德遺留下來的問題，以及黑格爾本身又遺留下什麼問題將是下一節的要探

討重點。 

 

 

 

 

 

 

 

 

 

 

 

                                                 
72 阿多諾、霍克海默，曹衛東、梁敬東 譯，《啟蒙辨證法》，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6，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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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黑格爾對啟蒙的「診斷」 

  在上一節的討論中，我探討了康德主體性哲學所遺留下來的一些可能的困

難，在這一節有關於黑格爾對啟蒙的診斷所欲進行的討論，我將特別針對上一節

所曾經討論過的兩個問題，透過哈伯馬斯對黑格爾所進行的研究來進行更深入的

探討，而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傅柯在〈論何謂啟蒙〉一文中對康德提出的〝普

遍的理性運用(超出各種私人目的)何以作為主體個人本身的要務〞？第二個緊接

而來的問題是法蘭克福學派的前輩對社會現代化過程的觀察所提出的一個問

題，亦即︰為什麼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認知工具理性會具有如此深遠的影響

力？緊扣著這兩個問題，我將試圖由哈伯馬斯對黑格爾的現代性論述的研究中尋

找在古典哲學時，黑格爾的理論如何揭發上述這兩個問題的關鍵。 

  基本上，哈伯馬斯認為黑格爾哲學是從對啟蒙的診斷開始的，首先黑格爾指

出主體性就是現代的原則，認為現代世界就是一個進步與異化精神共存的世界，

貫徹主體性原則一方面能夠會社會帶來進步，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啟蒙精神也包含

了對現代的批判。黑格爾透過〝自由〞與〝反思〞這兩點來解釋主體性，哈伯馬

斯認為可以將黑格爾對於主體性原則的內涵歸諸於以下的四點︰ 

（a） 個體主義：在現代世界中，所有獨特不群的的個體都自命不凡。 

（b） 批判的權利：現代世界的原則要求，每個人都應認可的東西，應

表明它自身是合理的。 

（c） 行動的自主：在現代，我們才願意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 

（d） 最後是觀念論哲學自身：黑格爾認為哲學把握自我意識的理念乃

是現代的事業。73 

  由以上四點有關主體性原則內涵的歸納，我們可以看出這四點與康德在討論

                                                 
73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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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蒙精神時的主張是一致的，透過確立個體的主體性能夠要求所有理性的主體應

當脫離未成年狀態，理性主體具有獨立思考與批判的自由。在黑格爾對啟蒙時代

的診斷中，討論到有關主體的自由觀點時，他指出了現代的道德概念的特徵，黑

格爾認為： 

現代的道德概念是以肯定個體的主體自由為前提的。一方面，這些道德

觀念建立在私人權利的基礎之上，而這些道德概念建立在私人權利基礎

之上，而這種私人權利認定他的所作所為都是對的；另一方面，它們又

要求，每個人在追求幸福目標時都應與他人的幸福目標保持一致。只有

從普遍法則這一個前提出發，主體意志才能獲得自律；但是，〝只有在意

志中，即在主觀意志中，才能實現自由或達到自在的意志〞。74 

  從以上這段引言可以了解到康德在回答什麼是啟蒙這個問題時，其所主張

的主體〝自由〞運用理性的態度並不是完全沒有限制的私自運用，而黑格爾探

討康德在道德實踐領域所強調的重點時，特別指出現代的道德觀念一方面是以

個體的主體自由作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主體也必須以理性的普遍運用作為前

提。從理性的普遍運用原則出發康德才得以主張：擁有主體自由的個體能夠自

由地追求個人的幸福目標，但同時其所追求的幸福目標是與他人的幸福目標保

持一致的。 

  不過，黑格爾認為在實際的狀況中，主體唯有在主觀意志中才能宣稱實現

自由或是達到自在的意志。康德面對個體的主體自由與理性的普遍運用之間的

緊張關係時，所採取的應對策略是透過先驗哲學的框架來加以解釋這個問題，

也就是運用在本章的上一節討論過的，以先驗的自由意志原則解釋為什麼理性

主體會進行普遍的理性運用。現在，我們回顧傅柯所提出的那個問題〝普遍的

理性運用(超出各種私人目的)何以作為主體個人本身的要務〞？我們會發現，

傅科的這個問題關鍵在於追問主體在追求個人的幸福目標時，在實際的狀況下

主體如果進行普遍的理性運用，那麼由主體性原則所確立的自由是否真正得到

實現？ 

                                                 
74 Ibid. , p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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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黑格爾對啟蒙的診斷所提出的論點來看，由於現代的道德觀念主要是建

立在私人的權利基礎之上，於是主體追求個人的幸福目標是個人的權利，不應

當受到外在條件的限制，如果要對主體的自由有所限制的話，那麼也應當是由

普遍法則而產生的主體的自律。然而，現在問題是在現實狀況下，主體在追求

個人的幸福目標時，如果其所認定的幸福不是出自普遍的理性運用，其個人主

觀的意志所欲追求的就是某種私人的目的，這個時候在個人的主觀意志中自由

獲得了實現，但是其所追求的幸福目標卻無法與他人的幸福目標保持一致。由

此，我們可以了解到康德在道德實踐領域的論點本身具有一種個體的主體自由

與理性的普遍運用之間的緊張關係。 

  這一層緊張關係呼應了傅柯所提出的問題，實際上也顯示了主體性哲學的

侷限性，黑格爾基本上就是試圖從主體性哲學內部將主體性哲學擊破。75 黑格

爾所指出的有關康德道德實踐哲學所可能面臨的問題，正好有助於我們思索法

蘭克福學派的前輩所指出的問題，為什麼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認知工具理

性的影響層面會如此具大。 

  從康德實踐哲學內部邏輯來看，康德確實能夠從先驗哲學的層面提出解

釋，但是實際上由主體性哲學所建構起來的體系確立了主體的自由意志，但同

時卻又試圖由先驗世界對經驗世界的自我設下限制。於是在實踐領域中，主體

實際上很難發揮康德所謂的實踐理性精神，反而是運用目的理性不斷扭曲我們

的生活世界。當然，這並不是說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目的理性對生活世界的扭

曲全然是康德的問題，因為會造成這樣的狀況在康德之後啟蒙的發展也有許多

需要討論的地方，因此在此我所欲強調的重點在於康德哲學首先開展了一股什

麼樣的潮流而造成日後逐漸演變到現今的狀況。76 

  為了再更加深入的討論何以理論理性會在社會現代化過程中佔有決定性

的地位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哈伯馬斯在《認識與興趣》一書中，透過黑格爾

對康德認識論哲學體系的批判獲得進一步思索這個問題的線索。哈伯馬斯在

                                                 
75 Ibid. , p.23 
76 哈伯馬斯對於啟蒙理性在日後逐漸演變為獨斷論以及認知工具理性所產生的問題，在《理論與

實踐》一書中有深入的討論，有關於這個部分可以參考《理論與實踐》一書的第八章〈獨斷論、

理性與決斷〉。基本上，康德理論只是問題的一個開端，日後如實證主義的崛起皆是造成理論理

性獨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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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識與興趣》一書中他提出了個人對於康德批判哲學的理解，對於康德有關

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以及反思判斷力之間的關係，哈伯馬斯有以下的見解： 

認識的批判仍舊同認識能力的體系相關，實踐的理性和反思的判斷力以

及批判本身，自然都包括在認識能力之中，這就是康德所說的理論理性；

理論理性不僅能從辨證法上證實自身的界限，而且也能證實自己的理

念。77 

  對康德來說，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其實就是同一個理性，只是理性在不同的

領域有不同的運用，但是哈伯馬斯認為康德哲學中的實踐理性與反思判斷力基本

上都與認識能力的體系脫離不了關係。在上一節的討論中，我提到哈伯馬斯認為

康德的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僅止於形式上的統一，在實際的情境之中理論理性與

實踐理性彼此之間是無法調和的，然而哈伯馬斯在早期著作中對康德的見解是認

為實踐理性其實與理論理性脫離不了關係，但是若是要深究這個論點，仍然可以

發現哈伯馬斯在早期著作中，並不是要主張康德的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在實際的

情境中是統一的，是密不可分的；而是要說明康德的認識論哲學體系的效力似乎

超出他原先的哲學設定，因此實踐理性與反思判斷力甚至批判本身都似乎被包括

在理論理性之中。就此看來，哈伯馬斯能夠從這一條線索追尋理論理性對現代社

會所造成的影響，進一步他透過黑格爾對康德認識論哲學體系的批判，試圖指出

理論理性在社會現代化過程所可能引發的種種問題。 

  那麼究竟黑格爾對康德認識論式的哲學體系提出怎樣的反省呢？對此，黑格

爾認為認識論體系基本上無可避免地會遇到一種循環的難題，因為要確定所獲得

的知識是可靠的，所以認識的主體在進行認識活動之前必須要先釐清認識的條

件，但是考察認識能力本身就是一種認識，那麼在認識之前如何能夠以批判的態

度去研究認識能力呢？哈伯馬斯認為認識過程的工具論是黑格爾解釋康德理性

批判的主導思想，考察認識能力的活動就是在驗證認識的工具或是認識的媒介，

於是認識批判的活動被理解為是對認識的手段進行驗證，而要進一步對這些認識

的手段提出客觀性的要求，就必須從先驗哲學的層面來加以解釋，於是原先認識

的主體對於認識手段的批判本來是考察認識過程時的主觀條件因素，但是認識的

工具論認為認識的手段能夠被先驗地確定下來，因而認識的主體所獲得的知識能

                                                 
77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Boston : Beacon Press, 1971 ,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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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獲得客觀性。但是黑格爾認為： 

實際上認識的中介性的工具只能設想為主觀的不確切的認識原因，而不

能設想為認識的可能客觀性條件。78 

  因此，由認識的工具論出發的認識批判其所形成的知識，對黑格爾來說其客

觀性是受到質疑的，這也就導致往後黑格爾發展出絕對的、不需要依賴工具關係

的系統哲學來保證真理的客觀性。當然，這樣的方式哈伯馬斯並無法認同，哈伯

馬斯可以認同黑格爾對康德哲學的批判，他認為黑格爾以認識過程的工具論對康

德理性批判的解釋預示了日後實證主義的興起，79 不過對於黑格爾解決問題的見

解哈伯馬斯就無法全盤接受。以上，我討論了黑格爾對康德道德實踐理論內部所

可能引發的困難，以及黑格爾對康德理性批判所進行的認識論的工具論解釋，對

康德理論遺留下來的困難進行了探究，接下來進一步要討論黑格爾如何解決康德

理論的困難。首先，我將先討論黑格爾在耶拿時期的見解，以及哈伯馬斯對此時

期黑格爾的論述抱持什麼看法，接著再討論黑格爾最後採取的解決方案以及其所

遺留下來的困難。 

  黑格爾對啟蒙進行診斷，對啟蒙哲學的主體性思想提出批判性的見解，並且

為這些困難尋求可能的出路，在回應這些問題的過程中，黑格爾耶拿時期的見解

受到哈伯馬斯的注意，哈伯馬斯認為黑格爾在耶拿時期的見解本來有機會可以發

展為主體際的溝通理論，為了解決康德主體性哲學框架的侷限性問題，黑格爾考

察了理性的和解力量，並且認為這種理性是不可能從主體性中推導出來的。80 黑

格爾在早期著作中，對於基督教的宗教團契與希臘城邦的生活模式進行考察，當

時黑格爾試圖提出一種倫理的總體性來調和可能分裂的現代處境，由於理性的和

解力量不可能自主體性中推導出來，透過預設的倫理總體性將理論理性所造成的

困難加以解決，哈伯馬斯對黑格爾的見解作了以下的描述： 

黑格爾用〝愛與生命〞中表現出來的主體際性的一體，化為力量來反抗

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權威。主客體之間反思關係，被最廣義的主體際的

                                                 
78 Ibid. , p.12 
79 Ibid. , p.320 note.10 
80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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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中介所取代。81 

   由於康德的哲學體系在黑格爾看來就像是認知主體與自我關聯的結構，主體

進行反思試圖把握自我，將自己當作是客體。無論是自然科學的領域還是道德的

實踐領域都脫離不了這種主客體的反思關係，這也導致了康德所設定的理論理性

與實踐理性之間的區別產生了問題，對於這個狀況哈伯馬斯提到： 

抽象的認識批判賴以起步的那個最終的不明確的假定是站不住腳的：理

論理性與實踐理性的區別。純粹理性批判把自我的另一個概念想像為實

踐理性批判：作為自由意志的自我同作為自我意識的統一體的自我相對

立。82 

  由於康德哲學從作為認知的主體出發，並且由主客體關係來處理自我關係的

問題，康德假定了一個作為自由意志的自我，由此建立道德的實踐原則，但是道

德規範的也是被要求具有客觀普遍性，並且要接受抽象的認識批判所驗證，然而

這也就導致了兩種可能狀況，第一､理論理性與實踐理性之間的區別似乎消失

了，於是實踐理性有被認知的理論理性取代的危險。第二､自我意識的統一性僅

止在形式上獲得統一，現實上則有分裂的危險。黑格爾反對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

權威，尤其當面對自我與他人之間交往的問題時，康德理論透過主體進行反思把

握自我，將自己當作是客體，以先驗的自我對經驗的自我設限，由此主張自我與

他人同為理性的主體，因此能獲得一致的理解。 

  但是黑格爾並不認同康德這樣的解釋，黑格爾早期面臨康德所遺留下來的理

論困難時，他試圖從愛與生命去提倡自我與他人之間具有一種倫理的總體性，以

一種倫理的共同生活對抗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權威，哈伯馬斯認為這就是一種廣

義的主體際性解釋主體之間的共同交往，若是透過重建倫理關係以溝通理論的角

度探究規範的形成，則可以處理主體哲學中理性反思概念所引發的困難。不過黑

格爾哲學並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而是步向發展絕對概念的途徑。 

                                                 
81 Ibid. , p.30 
82 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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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認為知識中主客體的統一與宗教、國家與道德中的有限與無限、

個別與普遍、自然與必然的同一性 （identity） 是一致的，而所有這

些又都是錯誤的同一性。83 

  黑格爾為了解決康德以來的這種由知識的主客體統一建構出來的錯誤同一

性，84 他試圖跳脫主客體關係進而提出絕對者的概念。這個絕對者其實是主體從

自身的絕對自我關係出發的，絕對的主體同時體現了有限與無限的差別性與同一

性，在哈伯馬斯看來黑格爾是試圖從主體哲學的手段克服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

哈伯馬斯引用亨利希對黑格爾提出的絕對者所作的說明來解釋這個論點： 

絕對者既不是實體，也不是主體，而只是自我關係的調解過程。這種自

我關係不斷生成，而且無需任何條件。85
 

  黑格爾為了突破主客體關係的結構，哈伯馬斯認為本來在他的早期研究中有

機會從主體際的互動關係來解決這個難題，不過黑格爾哲學並沒有從主體際的層

面發展，他仍舊試圖從主體哲學的手段來克服這個問題，對黑格爾來說主體能夠

從自身的本質中獲得自我意識，主體本身自我關係的調解過程就是絕對者，絕對

者是不需要任何條件的存有。這是將主體哲學發展到極致的思想，這樣的絕對者

在此意義下也就不會是實體，更不只是主體，絕對者能夠同時體現有限與無限的

差異性與同一性。黑格爾透過歷史意識，建立了一個權威，歷史是調解有限與無

限的中介，調解的過程就展現在歷史當中。因此現代世界的分裂力量，現代性的

自我確證對自身的批判就是有限與無限的調解過程，而這些全部都被包在絕對者

的整體之中，於是就再也沒有錯誤的實證了。由此黑格爾主張〝凡現實的即是合

理的〞。86 哈伯馬斯將黑格爾的論點歸納如下： 

首先黑格爾把〝一〞理解為絕對主體，並且因此而把自律的主體性概念

                                                 
83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33 
84 關於這個錯誤的同一性的見解，哈伯馬斯於《作為〝意識形態〞的技術與科學》一書中有較為

詳盡的解釋，哈伯馬斯認為康德的出發點是作為先驗意識的最初統一體—自我同一性。但是黑格

爾是以—自我是普遍的東西與個別的東西的同一為出發點。因此，黑格爾會認為自我意識的同一

性不能被理解為最初的同一性。參考自 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Ideologie.", 
[Frankfurt am Main] : Suhrkamp, 1969, p.30 
85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p.33-4 
86 Ibid. , 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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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形上學的思維方式聯繫起來，現代性正是從自律的主體性概念中獲得

了其自由意志，即其自我意識、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所特有的規範內涵。

其次，黑格爾把歷史當作是調和〝一〞與〝多〞、有限與無限的中介。87 

  哈伯馬斯認為絕對者的概念就是將主體性概念與形上學思維聯繫起來，由於

黑格爾想要避免現代性的自我批判與自我確證所可能引起的分裂狀態，於是將理

性推到最極端的地位獲得整體世界的統一性，如此一來現代性的自我批判與自我

確證問題似乎獲得了解決，但是這從根本上說來是解消了現代性的自我批判與自

我確證，因為這會導致所有的現實狀況之所以出現，在理論上都是理性事先預定

的結果，所以根本不再有批判的必要，於是啟蒙的批判精神似乎有可能喪失，理

性發展到絕對的情勢不但沒有解決主體性哲學的問題，並且黑格爾將主體性哲學

發揮到極致，理性不只是理性的主體，理性成了絕對精神把握了一切。然而，啟

蒙的理性批判要求並沒有因此喪失，黑格爾的後繼者以啟蒙辨證法繼續對理性概

念進行修正，不過哈伯馬斯認為無論是黑格爾或是往後的黑格爾左派與黑格右派

的哲學家們，他們基本上都不曾對現代的成就提出質疑，然而尼采針對現代的成

就提出了強烈的質疑。而我接下來就將特別針對尼采哲學如何對抗黑格爾的理性

概念進行討論，並且探討哈伯馬斯如何應對尼采哲學對理性概念的對抗方式。 

 

 

 

 

 

 

                                                 
87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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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否定理性與權力意志—論尼采的角色 

  尼采對於黑格爾以及其後繼者，其試圖運用啟蒙辨證法對以主體中心的理性

概念進行的修正抱持著質疑的態度，並且透過理性的他者來對抗形上學式的理性

概念，哈伯馬斯將尼采視為走向後現代的轉折。由於黑格爾與其後繼者認為啟蒙

只有依靠徹底的啟蒙才能彌補自身的不足，理性取代了宗教成了發揮凝聚力的新

權威，黑格爾認為他所闡明的理性概念能夠提供一種整體性的力量，調和有限與

無限之間的對立，哈伯馬斯對黑格爾的歷史概念提出以下的見解： 

一種歷史當中如果包含著逝去的過去、預定的未來以及受到批判的現

在，那麼這種歷史就已經不再是歷史，這種觀點當時曾激怒了黑格爾的

同時代人。88 

  尼采當時反對黑格爾這樣的哲學觀點，並且對理性概念進行了極端的批判，

哈伯馬斯認為在黑格爾之後對於理性概念問題的討論，基本上可以從兩個方向來

討論： 

（a）對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再作一次內在批判。 

（b）徹底放棄啟蒙辨證法綱領。89 

  尼采所採取是第二個選項，徹底放棄啟蒙辨證法綱領，不再對理性概念進行

修正，尼采透過權力意志的理論解釋形上學的思維以及禁欲觀念如何獲得統治地

位的。基本上，尼采認為基督教與哲學理性是西方文明的兩大精神支柱，基督宗

教是啟蒙之前西方文明的重要根源之一，在啟蒙之後理性概念似乎成了宗教的替

代物，上一節有關黑格爾的討論中，可以了解到啟蒙理性一方面要對抗宗教的權

威，但是另一方面哲學理性確成了新的神話試圖取代宗教。黑格爾對此的解釋如

下： 

                                                 
88 Ibid. , p.130 
89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p.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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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啟蒙者與未啟蒙者最終必然要攜起手來，神學必然要變成哲學，

民眾必然會變得有理性，而哲學也必須變成為神話，才能使哲學家變得

感性。90 

  黑格爾這樣的觀點對尼采來說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黑格爾的主張使得理性得

以構成一種全面的統治性概念，尼采反省整個西方文明的發展，於是對啟蒙之後

佔據統治性地位的哲學理性以及基督宗教進行批判，而我將從這兩點探討尼采的

權力意志觀點。 

  關於對哲學理性的批判，尼采反對希臘以來將理性視為人的本質這樣的觀

點，希臘時期亞里斯多德說過人是理性 （logos） 的動物，將理性視為人的本質，

而尼采認為人受到生命本能的支配，關於生命本能的見解尼采在《偶像的黃昏》

一書中這麼說到： 

我制定一個原則。道德中的每一種自然主義，也就是每一種健康的道德，

都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都用〝應該〞和〝不應該〞

的規範來貫徹，生命道路上的任何障礙和敵對事物都藉此來清除。相反，

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幾乎每一種迄今為止被倡導、推崇、鼓吹的道德，

都是反抗生命本能的，它們是對生命本能的隱蔽的或公開的、肆無忌憚

的譴責。91 

  由於西方文明是以基督宗教以及哲學理性作為主要支撐，尼采認為在道德規

範的領域中人的行動受到基督宗教與理性概念所挾制，因此他主張一種道德的自

然主義訴諸生命的本能，並且認為我們一直以來不斷提倡的道德觀基本上都是在

反抗生命本能的，實際上這些對生命本能的對抗都是沒有根據的。由此，尼采展

開對哲學理性以及基督宗教的全面批判，提倡生命本能中的權力意志。對於理性

概念的批判尼采往前追溯到希臘時期的形上學體系，哲學家運用理性虛構了一個

真理的體系，一切事物在這個體系中都遵循著秩序，透過理性去認識世界並且把

握世界的真理與本質，但是對尼采來說這樣的真理是理性所虛構的，由理性概念

所出發的認識是無法獲得真理的，因此他對理性所建立起來的形上學體系進行了

                                                 
90 Ibid. , p.391 
91 尼采,〈偶像的黃昏〉, 九州出版社, 2006 , 本譯文收錄於《尼采生存哲學》, p.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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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質疑。 

  基本上在討論康德的啟蒙精神時我們知道康德反對傳統以來的形上學體

系，透過理性的批判將理性所能及劃定出界限，而尼采也是反對自希臘時期所形

成的形上學體系，從這個角度來說，尼采與康德都無法贊同傳統形上學的思維，

但是尼采並沒有步上康德探討主體究竟能夠認識什麼的這個途徑，他反對康德哲

學劃定理性界限的要求，在基爾西霍夫所寫的一篇討論尼采認識論的文章中，他

引用了尼采的一段話對此提出說明： 

知性不能進行自我批判，因為它本身不能和不同形式的知性相比較，因

為知性的能力只有借助於〝真正的現實〞才能被認識和表現出來，也就

是說，我們要批判知性，就必須成為具有〝絕對知識〞的較高一級生物。

92 

  上段引文也就表明了尼采深刻地了解到康德理論本身的困難，除非人成為具

有〝絕對知識〞的生物，否則人如何能夠對知性的認識能力進行批判，黑格爾當

初也意識到有這樣的問題，因此將主體提升為絕對的主體，絕對精神進行主體內

部的自我確證與自我批判，主體本身自我關係的調解過程就是絕對者，這樣的觀

點已經超出主體個人的範圍了，於是理性概念在黑格爾哲學中又再一次成為一種

絕對的統治性力量。當然這樣的觀點尼采無法接受，因為一方面人不可能成為具

有〝絕對知識〞的較高一級的生物，另一方面將理性設定為一種絕對的理念在尼

采看來是毫無根據的。為了徹底批判這樣的理性體系觀點，尼采不再試圖對以主

體為中心的理性進行內部批判，而是選擇告別啟蒙辨證法，尼采透過理性的他者

對所有違背人的生命本能的虛構體系展開強烈的反撲。 

  對於人的生命本能的違背與妨礙除了哲學理性之外，基督宗教的道德觀念也

是尼采所欲突破的界限，尼采認為主體哲學與基督宗教的觀點基本上都是一種弱

者的哲學，並且強烈地違反人的生命本能，透過上帝以及彼岸的幸福建構出一個

完美的極樂世界，同時將塵世視為進入極樂世界的考驗場所，尼采認為這種觀點

對人性給予太多的限制，並不是一種健康的道德觀，反而是在阻礙人性的發展，

                                                 
92 劉小楓 倪為國 選編, 《尼采在西方》, 上海三聯書店, 2002, p.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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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在《道德的系譜學》一書中，闡述自己對於違反人性的道德觀所抱持的見解，

文中有一段尼采對上帝的王國所持的看法： 

信仰什麼？愛什麼？期望什麼？無疑，這些軟弱者也希望有朝一日他們

能成為強者，有朝一日他們的：〝王國〞也能來臨，他們就把這個王國稱

為〝上帝的王國〞—他們事事處處都如此謙卑！可是為了獲得在這個王

國生活的經歷，人必須活很長的時間！必須越過死亡，是的，必須獲得

永生才能夠永久地在〝上帝的王國〞裡使自己在那〝信仰、愛、期望中〞

過的塵世生活得到補償。93 

〝信、望、愛〞是基督教相當重要的精神原則，信是指要相信主，望是期望

救恩降臨，愛是要愛鄰人與仇敵如主愛我們一樣。使徒保羅曾經說過：『如今常

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這段經節記載在聖經新約全

書中的哥林多前書十三章十三節，哥林多前書是保羅寫給哥林多教會的書信，保

羅在信中提醒信徒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及教理，對基督宗教信徒來說〝信、望、

愛〞的精神原則是相當耳熟能詳的。 

  而上文中所引述的段落可以看出，尼采直接針對基督宗教一直以來相當重視

的精神指導原則提出強烈的質疑，在他看來基督宗教使人軟弱，因為尼采認為按

照人的本性來看，人有強者與弱者之分乃是天經地義而且相當正常的狀況，有強

者有弱者才是符合自然的，但是基督宗教卻對強者提出一種要求，要強者自願地

變為弱者，尼采認為被壓迫者以及被戰敗者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向強者復仇。94 

《道德的系譜學》書中他舉了一個猛獸與羊羔的例子來進行說明，強者、勝

者就好比是猛獸而弱者、敗者就好比是羊羔，在自然界中羊羔被猛獸所吞吃並沒

有道德不道德的問題，但是尼采認為基督宗教的道德觀點就好像是指責猛獸不應

該當猛獸要變成像羊羔一樣才符合道德的規範，在這樣的道德觀底下強者、勝者

若是不將自己以弱者、敗者的姿態出現，那麼強者、勝者就像是惡人。因此，尼

采認為基督教的道德觀是弱者對強者的復仇，然而〝信、望、愛〞在尼采看來就

是弱者期望有一天自己能夠成為強者，在塵世中時時保持謙卑的態度等待著上帝

                                                 
93 尼采,〈道德的系譜學〉, 本譯文收錄於《尼采生存哲學》, p.125 
94 Ibid. , 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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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王國，相信上帝並且期望自己成為強者，能在上帝的王國中獲得永恆的生命勝

過那些在塵世中曾經壓迫他們的人，從這一點來看尼采認為這不過就是弱者想要

報復強者的一種心態。 

  透過對哲學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以及基督宗教的道德觀點所進行的反省，尼

采對西方文明的兩大支撐點提出強烈的質疑，進一步他從權力意志的觀點試圖解

釋這些問題，尼采認為人具有兩種權力意志，這兩種權力意志分別上上升的本能

與沒落的本能，兩種權力意志會相互鬥爭，尼采以虛無意志解釋知性的工具論如

何走向虛無主義的道路，並且以創造性的生命意志闡述他對於如何面對困境的見

解。關於這兩種權力意志基爾西霍夫作出以下的說明： 

一種是〝虛無主義的權力意志〞的虛無意志（尼采完全理解為權力意志），

一種是作為創造性原則的〝用之不竭的生命意志〞（查拉圖斯特拉，古波

斯預言家），尼采與叔本華一樣稱後者為〝生命意志〞。在關於兩種相互

對立和鬥爭的〝權力意志〞引文中，尼采寫道：〝沒落的本能支配了上升

的本能．．．‵虛無意志′支配了‵生命意志′！〞尼采認為，〝生命意

志〞只是許多創造性權力意志表現形式中的一種。〝虛無意志〞的概念早

見於叔本華的著作中。95 

  無論是所謂的生命意志或是虛無意志對尼采來說都是生命的本能，凡有生命

之處就有意志，前者是一種上升的本能，後者是沒落的本能，透過兩種權力意志

的觀點尼采得以全面地從生命本能的角度討論問題，而不需要以理性概念去試圖

建構體系訂立任何虛構的原理原則。在解釋有關理性的工具性使用時，尼采就運

用〝虛無主義的權力意志〞解釋理性的工具性使用，他認為認知工具理性的背後

其實就是受某種權力意志的驅使，尤其自然科學的發展表現為以有效的方法去預

測自然進而操控自然，由這一點來看科學就如同是權力的工具。 

  啟蒙時代所發揚的認知工具理性正好會助長自然科學如此發展的趨勢，黑格

爾當時就已經指出認知工具理性所可能帶來的問題與困境了，因此黑格爾對認知

工具理性進行批判，並且以歷史理性作為總體性的最高理念。尼采並不滿意黑格

                                                 
95 劉小楓 倪為國 選編, 《尼采在西方》, 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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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以及其後繼者的啟蒙辨證法，他不再對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進行內部的批判，

尼采主張這種認知工具理性的背後仍舊是權力意志的行使，人無法脫離生命本能

而行動，而認知工具理性的背後是虛無意志，因為一方面認知工具理性的基礎是

虛構的邏輯原則，透過這種虛構的邏輯為自然界建立秩序，另一方面建立秩序是

為了方便預測自然的變化，是為了企圖操控自然，所展現的權力意志的行使，然

而所導致的是自然科學的虛無主義。96 科學，自認為是真理的捍衛者，但是在尼

采看來，假如有所謂的真理，那麼科學也只不過是真理的敵人，而這樣的狀況正

是沒落的本能支配了上升的本能．．．虛無意志支配了生命意志。              

  那麼尼采如何論及所謂的具有創造性的權力意志呢？前面我已經有討論到

尼采認為凡有生命的地方就有意志，而這個意志就是權力意志。97 在尼采的觀點

中，權力意志才是人性中最根源的東西，沒落的本能可以解釋人為何會面臨虛無

主義，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一書中，尼采試圖闡述創造性的權力意志，《查

拉圖斯特拉如是說》這本書寫作的方式不同於以往的哲學著作，尼采假古波斯先

知查拉圖斯特拉如 98 之口所寫的，這篇文章開始的頭幾頁查拉圖斯特拉就說：

我來教你們做超人。99 尼采認為超人相對於基督宗教的上帝而言，超人不是超出

我們這個世界的，如果上帝是在天上的王國中，那麼超人是忠於大地的，而在此

尼采所要表達的是要破除虛構的上帝概念。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書中有一

段關於超人與上帝的描述： 

在往昔，當人們眺望遙遠的大海，就會提到上帝，但是，現在我要教你

們訴說超人。上帝只是一個臆想。然而，我希望你們的臆想不要超出你

們創造的意志。你們能創造一個上帝嗎？—那麼，請你不要談諸神的事！

但是你們卻能創造超人。100 

  基本上，超人就是創造者，具有創造性權力意志的人，具有創造性權力意志

的人是超越一般的人類，不受虛無意志所支配的人。《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這

                                                 
96 Ibid. , pp.248-57 
97 尼采,〈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 本譯文收錄於《尼采生存哲學》, p.391 
98 查拉圖斯特拉就是祆教創始者，一般我們對於祆教先創始人的譯名瑣羅亞斯德（Zoroaster）比

較熟悉，這是以希臘語所翻譯出來的名子，而尼采對祆教創始人的名子所用的字是古伊朗語

（Zarathushtra）所以音譯為查拉圖斯特拉，其實所指為同一人。 
99 Ibid. , p.271 
100 Ibid. , p.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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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尼采於１８８５年的年初才完成第四部份，自１８８３年起尼采就陸續地出

版前三個部分，尼采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書中就提到了不要談諸神的事，

１８７２年時尼采在《悲劇的誕生》書中是透過酒神精神與太陽神阿波羅精神的

對照，以諸神的神話作為理性的他者來對抗理性概念，但是上段引文中我們可以

發現，尼采在思想上其實有些變化，他原先主張以神話當作理性的他者對抗理

性，後來尼采透過權力意志的理論，一方面用虛無主義的權力意志解釋以主體為

中心的理性如何獲得其統治的地位，另一方面用創造性的權力意志取代以主體為

中心的理性，並且以超人對抗基督宗教上帝的概念，作為一個人促使他行動的是

權力意志而不再是受理性的指導而行動。 

  不過，基本上哈伯馬斯認為權力意志的觀點其實並沒有脫離酒神精神，哈伯

馬斯在〈步入後現代：以尼采為轉折〉這篇文章中提到： 

純正的權力意志只是酒神精神原則的形上學概念，因此，尼采才會把當

代虛無主義理解為眾神退隱之後的黑夜，而缺席的上帝即將來臨。101 

  哈伯馬斯所謂的〝純正的權力意志〞意義上就是指創造性的權力意志，而這

個創造性的權力意志在哈伯馬斯看來其實是酒神精神的形上學概念，尼采以虛無

意志解釋了當代虛無主義產生的原因，在引文中哈伯馬斯認為尼采將虛無主義理

解為眾神退隱之後的黑夜，由此看來，尼采的權力意志理論似乎難以與早期有關

諸神的討論徹底分開來看，在《查拉圖斯特拉如是說》書中雖然讓我們看到了尼

采將問題轉向〝人〞，並且主張不要談諸神的事。不過哈伯馬斯認為尼采其實一

直在兩種解釋問題的策略上搖擺不定，一種是以酒神精神的藝術創造性對抗科學

所帶來的虛無主義，另一種則是透過權力理論對意識形態進行批判，如同他在《查

拉圖斯特拉如是說》書中，以權力意志不斷質疑上帝概念的做法。為什麼尼采會

有這樣的問題呢？哈伯馬斯對此提出以下的說明： 

審美作為進入酒神精神的途徑，更多地被設定為理性的他者。因此，權

力理論的去蔽，陷入一種自我關涉的極度尷尬之中。反觀《悲劇的誕生》，

尼采承認他年輕的時候試圖〝將科學呈現於藝術的脈絡，用藝術家的眼

                                                 
101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p.95-6 



 51

光考察科學〞，這樣做是樸素的見解。但即使是到了晚年，尼采也未能澄

清什麼是有根據的意識形態批判。102 

  由於酒神精神作為理性的他者出現乃是以神話對抗理性的理論體系，透過

審美活動人可以獲得進入酒神精神的途徑，然而尼采後來認為以藝術家的眼光

考察科學，這樣的見解似乎過於樸素。因此他提出了權力意志的理論，而哈伯

馬斯認為權力意志的理論就是酒神精神的形上學概念，也就是說尼采的權力意

志是為了解釋為什麼我們能夠對傳統的意識形態展開全面批判，但是哈伯馬斯

指出尼采一直無法提出意識形態批判的有效根據，這樣無可避免地會站在極端

的懷疑主義立場，並且不斷地進行形上學批判的工作，但是尼采自己不能放棄

哲學的地位，因此他宣稱酒神是一位哲學家，而他自己的論述也成了一種形上

學觀點，哈伯馬斯將尼采這種極端的理性批判稱之為否定的形上學，而往後的

後現代主義哲學家們在哈伯馬斯看來也都步上了尼采的後塵。至於為什麼尼采

的見解在哈伯馬斯看來是一種形上學思想，在下一章中我會討論哈伯馬斯對於

形上學思想所進行的廣義定義，這樣就有助於我們理解那些論述對哈伯馬斯而

言為什麼是屬於形上學思想。 

 

 

 

 

 

 
 

                                                 
102 Ibid. , p.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