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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本論文我探討了哈伯馬斯對於德國古典哲學理性概念發展的重要見解，以及

哈伯馬斯參與形上學之爭所提出的論述，並且透過後形上學思想的主題對哈伯馬

斯重建理性概念的見解進行闡述。在結論的部分我將檢視本論文的論述過程是否

得宜 (1)；並探討哈伯馬斯進行理性概念的重建工作對於處理社會現代化所產生

的問題有何幫助(2)；最後，針對以上進行的討論提出個人的評論(3)。 

(1) 在哈伯馬斯看來，從尼采到德悉達、傅科等後現代哲學思想家對於主體哲

學的理性概念皆有深刻的批判，若是從社會理論的發展來看，德國社會學理論大

師馬克斯．韋伯以及法蘭克福學派的前輩阿多諾與霍克海默則針對認知工具理性

所促成的社會現代化境況提出反省，有鑑於此主體哲學的理性概念面臨了極大的

挑戰，哈伯馬斯的理性重建工作充分考慮批判反省的見解，透過對理性概念的重

建哈伯馬斯才能將現代性精神持續發展下去。 

現代性概念與理性概念的關係密切。自黑格爾以來「現代性的自我確證要求

即被視為〝哲學的要求〞。哲學做為理性的守護者，則認為現代性是啟蒙的產物。」

180 然而，後現代之所以主張現代性的終結，其立論基礎在於批判啟蒙以來的主

體哲學所建立的理性概念，為了打破理性中心論的思想框架，後現代主義認為現

今應當脫離主體哲學的思考方式，進入到後現代的思想視域中。後現代主義透過

走向理性的他者破除理性中心論。如本論文第三章的第三節我探討了有關傅科的

權力意志觀點可以看出這個傾向，但是哈伯馬斯反對這種走向理性他者的方式，

以傅科的權力意志觀點為例，哈伯馬斯認為傅科的見解仍未脫離主體哲學的思想

框架。 

基本上，哈伯馬斯深知主體哲學的理性概念有許多理論上的困難，這也就是

為什麼他會反對亨利希回歸主體性做法。從這一點來看，哈伯馬斯可以認同後現

代對主體哲學的理性概念所進行的批判，但是哈伯馬斯顯然不認為當主體哲學終

結時也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對於後現代理論哈伯馬斯有這麼一段評論值得參

考： 
                                                 
180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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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後現代理論家對現代所特有的論述缺乏敏銳度。正確的前提在於，

理性不能存在於超出脈絡之外；可是後現代主義從正確的前提當中卻得

出錯誤的結論，認為理性自身的標準隨每一個新的脈絡而改變。181 

就此看來可以了解到哈伯馬斯何以主張一種情境化的理性概念，他認為後現

代主義關於理性不存在於脈絡之外的見解是正確的，但是哈伯馬斯並不因此主張

理性不具備普遍性，他堅持普遍主義的立場。哈伯馬斯透過重建理性概念以溝通

行動說明達成普遍共識的可能性，並延續現代性精神的持續發展，而不是同後現

代理論家們一同走向相對主義的途徑。 

在《後形上學思想》一書中，哈伯馬斯試圖將自己的哲學立場做初步的表達，

《後形上學思想》是一本短篇論文集，雖然篇幅不多但是預設的背景知識相當豐

富，同時哈伯馬斯在書中對他後來要進行的研究做了許多伏筆。因此，本論文我

一開始就特別針對哈伯馬斯關於康德、黑格爾與尼采的討論做為切入點，透過這

些討論可以了解現今的各派理論之所以在現代性是否終結以及形上學是否終結

的問題上意見分歧，他們分別延續了那些傳統精神在這場論戰中進行討論。在本

論文第三章，我則以形上學之爭為主題論述哈伯馬斯對於回歸形上學的趨勢，以

及否定的形上學這兩種現今因應形上學思想的進路所持的見解。在討論中可以了

解到哈伯馬斯對於上述的兩種進路皆不滿意，就也就說明了重建理性概念為什麼

被哈伯馬斯視為重要的哲學任務。 

前兩章的討論主要是要表明哈伯馬斯對主體哲學的理性概念所進行的深入

考察，以及其與德國古典哲學研究者和後現代理論家在對理性概念的理解上有何

不同之處，在了解哈伯馬斯與這些現今的哲學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之後，進一步

在第四章我針對後形上學的思想主題做詳細的討論，試圖表明哈伯馬斯如何以溝

通行動理論的成果對理性概念進行重建的工作。以上是我對於本論文之論述過程

所做的說明。 

(2) 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延續現代性的精神，一方面要解決主體哲學所遺留

下來的困難，另一方面要確保我們仍有形成合理規範的可能性。由於主體哲學並

                                                 
181 Ibid. , p.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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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妥善處理先驗主體與經驗主體之間的問題，因此造成先驗領域與經驗領域之

間有個難以跨越的鴻溝，先驗主體總是超出於世界之外指導經驗主體的實踐，當

哲學採取這種理論優於實踐的立場時，那麼認知工具理性便會取得優位。從本論

文的討論中可以發現，哈伯馬斯提出溝通理性來解決認知工具理性所遺留下來的

困難，溝通理性不是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概念，而是體現在主體們以達致相互理

解為導性的互動過程中，理性的使用只在情境之中，因此溝通理性是一種在情境

中起作用的理性概念。 

但是，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哈伯馬斯反對理性自身的標準隨脈絡而改變，對

哈伯馬斯來說，溝通理性是預防理性可能分裂的普遍整合要素，一方面能將康德

僅在形式上獲得統一的三種理性作用，在一個具體情境中進行溝通行動而被整合

起來；另一方面溝通理性仍具有先驗的特徵，這也就是哈伯馬斯所說的：「我們

可以察覺一種情境化的理性概念，它的聲音存在於既依賴脈絡又具有先驗意義的

有效性宣稱中。」182 在此意義之下，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雖依賴脈絡，因為溝

通理性體現在具體的行動中，但是其所具有的先驗特徵使得溝通理性不會隨脈絡

而改變，關於這一點。美國學者 Myra Bookman 提出了一段很值得參考的說明： 

哈伯馬斯很出色地遊走於這些論述183，透過這些語言哲學的見解來維護

一種〝後形上學的〞理性，這種理性是〝去先驗化的〞但它保留著〝超

越脈絡的理念化力量〞之形式。184 

  的確，哈伯馬斯以早期德國的語言理論來說明哲學的語言轉向，並透過這些

語言理論來對抗康德的主體哲學，此外他吸收了英美分析哲學的言說行動理論成

果建立自己的溝通行動理論，哈伯馬斯認為語言轉向提供了哲學脫離主體哲學框

架的有利條件。在《後形上學思想》一書中，他試圖說明自己的溝通行動理論已

經進入到後形上學思想的視域，但是哈伯馬斯並沒有放棄普遍主義的立場，所以

他不斷強調溝通理性仍具有些許的先驗色彩，因為唯有利用一點點形上學的遺留

物才不會陷入相對主義的困境之中。 

                                                 
182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39 
183 Myra Bookman 在此所說的這些論述指的是哈曼 (Hamann, Johann Georg)、赫德 (Herder, Johann 

Gottfried von) 與洪堡的語言理論以及奧斯丁與瑟爾 (Searle, John R) 的言說行動理論。 
184 Mitchell Aboulafia, Myra Bookman and Catherine Kemp, Habermas and Pragmatism , 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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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伯馬斯之所以如此在意我們是否能夠達成合理的普遍共識，主要是因為他

試圖為現代社會提供一種形成新的強制性規範的力量。哈伯馬斯認為：在社會現

代化可以從兩個不同面向來描述，「一是社會系統的功能分化，二是生活世界的

去傳統化。」185 關於第一點，主要是討論社會現代化造成社會逐漸分化為不同

功能的次系統，而其中金錢與權力的系統對於我們的生活世界形成了全面的干

預。關於第二點，主要是要說明傳統的生活世界在現代化過程中被瓦解了，以往

透過形上學世界觀或是宗教世界觀所結合起來的整體性正面臨到衝擊。 

基本上，這兩個對於社會現代化的描述都指向了一個重點：一旦社會進入到

現代化的過程中，認知工具理性若是毫無節制地發展，則生活世界會受到系統所

扭曲，一分面系統會將生活世界切割並分裂為許多碎塊，另一方面由於傳統上提

供整合力量的基礎正受到挑戰，於是生活世界被切割的情況無法獲得妥善的解

決。對於社會的成員來說，要解決現代化過程所遺留下來的難題，就必須透過主

體際的交流互動來共同尋求新的強制性規範，透過溝通行動來重建合理的社會整

合模式。關於這一點哈伯馬斯提出了以下說明： 

當標準化的生活條件與生活型態消失，個人就會感受到面臨決定與安排

的壓力，因為他們的選擇多元化了，而且還要由自己來做出決定和進行

安排。〝個體化〞的壓力迫使他們同時要去發現和建立新的社會規則。獲

得解放的主體擺脫了傳統的角色，他們必須依靠自己的溝通努力來建立

新的強制性規範。186 

社會個體化與社會整合在哈伯馬斯看來是可以並行不悖的，用哈伯馬斯的話

來說明即為：「新的社會整合必須被理解為個體自己的成就。」187 進行溝通行動

的主體在多元背景之下不再是集體之下毫無特色的個體，因為溝通行動並不忽視

個體差異性的背景，溝通行動的實踐就是要在彼此差異性背景之下尋求共識。對

哈伯馬斯來說，形成新的強制性規範必須依靠彼此不斷地努力進行溝通，這個大

家所能共同認可的新強制性規範不能只是局部的有效，新的強制性規範的形成對

所有成員而言應當是合理的、後約定俗成的 （postconventional）188。以往的規範

                                                 
185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93 
186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p.155-56 
187 Jürgen Habermas, Postmetaphysical Thinking , p.197 
188 在《溝通行動理論》書中，哈伯馬斯討論有關道德與法律的形成時，他將道德意識區分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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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基於文化、傳統與宗教的觀點而形成，這些規範是約定俗成的，約定俗成的

規範基本上是區域性的並不具備普遍性。然而，現代社會經常是由不同文化脈絡

的成員所組成的，因此約定俗成的規範難以令整個社會的成員感到信服，所以現

代社會應當要有形成新強制性規範的合理行動，透過主體際合作互動而產生的新

強制性規範為現代社會帶來一股新的社會整合動力。 

  從以上的討論可以了解哈伯馬斯如何透過重建理性概念來因應社會現代化

的問題，哈伯馬斯認為：「語用學轉向導出一種溝通理性概念，為一種新古典主

義的現代性概念鋪平了道路。」189 重建理性概念主要是試圖提出一種新古典主

義的現代性概念，但是哈伯馬斯提醒我們重建理性概念要特別小心不要再陷入意

識哲學的思想框架，現代性概念在黑格爾看來即是啟蒙的產物，哲學家在啟蒙時

代對理性的理解是一種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概念，然而以主體為中心的理性概念

容易忽視具體的生活世界脈絡，以至於造成許多難解的困難。因此，哈伯馬斯深

知重建理性概念並不能走回主體哲學的框架，對此哈伯馬斯如此說到： 

理性概念的復興 (rehabilitation) 必須在兩個方面做好自我保護，以

免再次陷入以主體為中心的思想圈套中。這種思想無法使理性的非強制

的強制力量擺脫認知工具理性的特徵(認知工具理性將週遭所有一切都

當作對象，包括其自身)，也無法擺脫總括性的 (inclusive) 理性之整

體化特徵(總括性的理性會吸收掉一切，以統一性征服所有的差異)。 實

踐哲學試圖從社會實踐的中介過程中所體現的理性推導出現代性的規範

內涵。190 

根據以上哈伯馬斯的見解，可以了解到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就是要擺脫主

體哲學框架，並透過溝通行動的實踐導出現代性的規範內涵。當我們要因應由認

知工具理性所促成的社會現代化時，哈伯馬斯認為體現於溝通行動中的溝通理性

能夠妥善地化解這些問題。哈伯馬斯在討論有關社會化與個體化的問題，他認為

社會現代化發展的過程促使個體有尋求新的強制性規範的壓力，然而溝通理性就

                                                                                                                                            
個階段:前約定俗成、約定俗成與後約定俗成。對哈伯馬斯來說，透過溝通行動所獲得的道德規

範與法律原則應當是屬於第三個階段。因此，在此我解釋哈伯馬斯對於社會成員共同追求新的強

制性規範的見解時，引入了這個概念來做進一步說明。參見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2 , pp.173-75 
189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149 
190 Jürgen Habermas, 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 : Twelve Lectures , 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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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確保主體們在共同尋求新的社會規則時，其所採取的實際行動中基於溝通理

性的作用而產生出合理的共識。一旦當主體們共同尋求新的規範時，則新的團結

資源也會被開發出來，哈伯馬斯認為： 

隨著論述的制度化，合理化的生活世界擁有了自己的機制，可以產生新

的結合力與規範的約定。在生活世界的領域中，〝合理化〞並沒有堵住團

結的源頭，而是在舊的團結泉源乾沽的情況下去發現新的團結泉源。這

種溝通的生產力量在面對〝反思現代化〞的挑戰方面具有重要意義。191 

論述的制度化所指的其實就是採取溝通行動按照一定程序提出論證，試圖獲

得彼此的相互理解，溝通行動的理想前提為論述實踐確立了相關的條件，在遵守

這些彼此所共同認可的有效性宣稱前提之下，行動者基於溝通理性對進生活世界

進行合理化，而這個合理化的生活世界不再是被切割而分裂的碎塊，透過溝通行

動而不斷進行的生活世界結構性要素再生產使得主體際能有更多的相互認同。因

此，哈伯馬斯認為行動者可以在生活世界中去尋求新的規範，以往生活世界的合

理化是依認知工具理性的作用而進行的，因此造成了生活世界被切割而分裂的碎

塊，如此的合理化過程將社會成員的團結泉源給堵死了。然而，哈伯馬斯的溝通

理性所促成的生活世界合理化就是要在舊的團結泉源乾沽時，透過大家共同的努

力提供出一種新的團結泉源。 

基本上，哈伯馬斯認為由認知工具理性所促成的社會現代化之所以產生許多

困難，主要可以從系統對生活世界的扭曲來加以討論，前文我提到哈伯馬斯從兩

個面向來討論社會現代化的問題，分別是系統的功能分化與生活世界的去傳統

化。系統的功能分化主要表現為金錢與權力兩個次系統對生活世界的全面干預，

然而，哈伯馬斯在溝通行動理論中主張系統與生活世界的互動關係應當取得平

衡，他認為透過溝通行動的實踐，行動者可以在生活世界中獲得團結的泉源，而

這個團結的泉源不但是維持現代社會的三種力量之一，同時哈伯馬斯主張金錢、

權力與團結這三種力量必須達成平衡。 

因此，團結首先可以是化解系統不當的功能分化所造成的問題。再者，生活

                                                 
191 Jürgen Habermas, The Postnational Constellation , p.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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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非傳統化也能透過團結的精神獲得妥善的解決，當社會從傳統社會進展到現

代社會時，許多傳統價值都會受到衝擊，以往凝聚社會成員的泉源會逐漸消失其

效力，所以促使社會成員尋求新的團結泉源。當然，新的團結泉源如果仍舊只是

延續傳統脈絡，其普遍有效性勢必會受到質疑而經不起檢驗，哈伯馬斯認為溝通

理性的作用能提供主體們在共同追求新的團結泉源時，主體們所獲得的共識是合

理的並具有普遍性，如此才能夠在後傳統時代形成後約定俗成的社會規則，而這

些新的規則皆為溝通參與者所共同認可的。 

由以上的討論可知，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的見解一方面是要延續現代性的

精神，透過溝通理論的實踐繼續提供社會成員對不合理的結構進行批判與反省的

基礎；另一方面又要解決以往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弊病，同時他也反對

從意識哲學出發的古典現代性概念。他認為體現於溝通行動中溝通理性能夠為新

古典的現代性概念提出很好的立論點，並且得以繼續延續現代性的發展，而且溝

通理性擺脫了以主體為中心的思想框架，因此能夠解決主體哲學在社會現代化過

程中所遺留下來的困難。 

哈伯馬斯重建理性概念使現代性得以持續發展，透過溝通的實踐，個體與個

體之間能夠透過彼此的努力越來越團結，在平等的溝通情境下傾聽不同背景脈絡

成員的聲音，共同對未來的生活負責，一同遵守大家共同認可的合理規範，在此

情況下社會才不至於失序，並且提供了社會在所有參與溝通行動的成員之期待

下，朝向大家一致同意的進步方向持續向前邁進，這種社會進化觀點雖與古典的

現代性概念有所不同，不過哈伯馬斯以新古典主義的現代性概念為我們提供了一

種合理的社會進化理論。 

(3) 以上我從理性概念重建的觀點探究了哈伯馬斯何以抱持著現代性能夠持續

發展的原因，透過溝通行動哈伯馬斯提出社會能夠獲得新的團結泉源的合理方

案，以解決古典理性概念在社會現代化過程所造成的困境，並且也適度回應了後

現代思想的相對主義立場。在總結的部分我要試圖對哈伯馬斯理論提出個人的觀

點，並思考哈伯馬斯理論可能面臨的批評與反駁，進一步提出我個人關於這些問

題的評論。以下我將從兩個面向來進行討論—首先，從解放運動的實際行動過程

來看，哈伯馬斯的理性重建觀點是否過於形式主義，以致於重建理性概念其實仍

舊是純粹理論的工作，並無法真正落實到日常生活中的實際行動，並且忽視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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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行動中其他的重要因素(a)。再者，我要從脈絡主義對哈伯馬斯的反駁出發，

討論重建理性是否依舊是在建立一個形上學的幻象，並且這種形上學的幻象不過

就是歐洲人文化脈絡下的產物(b)。我將試圖從以上兩點對哈伯馬斯理論的批評指

出哈伯馬斯理論可能具有的侷限性，並且針對這些問題表達我個人的見解。 

(a) 首先，哈伯馬斯在《後形上學思想》這本書中試圖提出他個人對於當代哲學

發展趨勢的重要見解，因此他試圖從四個哲學發展的趨勢說明自己的主張是屬於

後形上學思想的思考進路，但同時哈伯馬斯也在書中對這四個後形上學的思想主

題提出反省，並且說明他自己的見解如何能兼顧這四個思想主題的發展趨勢。一

方面哈伯馬斯理論在後形上學思想的視域中，他的主張如何能避免走回主體性哲

學的老路，另一方面他必須對抗相對主義的思想潮流。在論文中我討論哈伯馬斯

《後形上學思想》時，我特別注意到哈伯馬斯在當代哲學的語用轉向趨勢的討論

中，他以形式語用學的觀點來說明自己的主張如何能因應語用轉向的趨勢，並且

解決哲學詮釋學與語義分析哲學所可能遺留下來的問題。 

  然而，形式語用學的提出所討論的確是有關理想溝通情境形成的理想化前

提，這樣一種關於理想化前提的討論是否太過於形式主義而忽視了其他在情境中

達成一致行動的重要因素。例如，實際上在第三世界的南美洲進行解放運動的過

程中，關鍵或許不是哈伯馬斯所討論的那些理想化前提，而是受到壓迫的人們對

於強權的反抗，之所以他們能夠達成一致行動是在實際上受到壓迫的情境下所產

生的一種反抗情緒，這種情緒使得社會成員能夠團結起來共同一致地對抗強權，

因此從解放的角度來看，哈伯馬斯理論似乎太過於注重形式的討論，而比較忽略

在實際的解放運動當中似乎就隱含某種能夠達成一致行動的可能性，而達成一致

行動的關鍵並不一定是出自理性。又或者是哈伯馬斯對理性重建的任務實際上能

夠對我們的實際行動有多少幫助受到質疑，雖然這種理論討論是必要的，但是哈

伯馬斯理論似乎致力於這樣的理論工作，比較忽視實際行動案例類型的討論。 

  就我個人針對這一點的看法是認為：基本上我認同以上觀點中所反省的一個

重點，就是哈伯馬斯確實比較少針對實際的解放運動案例進行分析討論，以致於

會被認為他的溝通行動理論似乎僅只是在進行理論的工作，其所關注的重點也是

在於—溝通行動是否具備普遍性、溝通行動是否為一種理性的行動以及透過溝通

行動所獲得的共識是否稱得上是合理的共識這類問題的討論。但是，雖然在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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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哈伯馬斯致力於理性重建與普遍性原則形成的討論，不過在日後哈伯馬斯的

著作中可以看到他針對生活中實際發生的事件以溝通行動的角度回應問題，像是

《論他者的包容》與《後國族結構》書中，他都試圖從溝通行動理論的立場回應

有關歐盟是否需要進一步建立議會並制定憲法、科索沃戰爭德國應不應該出兵以

及複製人相關的基因工程學能不能夠發展…等問題提出具體的看法，表達其個人

的立場。這一點在我看來，我認為哈伯馬斯理論能夠針對實際的問題提出具體的

回應，當然論文中我所探究的《後形上學思想》一書屬於比較理論性的討論，是

哈伯馬斯試圖解釋其溝通行動理論的見解如何因應當代哲學趨勢，進入到後形上

學思想的視域，因此哈伯馬斯在此著重於理論性的討論。 

  再者，哈伯馬斯為什麼比較少針對解放運動做實際案例的分析討論，基本上

哈伯馬斯在早期著作《認識與興趣》書中其實有提到所謂的解放的興趣，然而後

來哈伯馬斯就比較少特別針對〝解放〞來進行論述，可能的原因是因為〝解放〞

通常是發生在某個特殊的時空當中，而哈伯馬斯後來將關注的重點放在對達成理

想溝通情境的普遍性原則進行討論，因此對於只能從特殊情境進行討論的解放觀

點比較沒有深入討論。這一點似乎就印證了哈伯馬斯理論過於形式主義終究還是

忽略了實際情境的重要性，但是在本論文的討論中我說明了哈伯馬斯對於情境化

理性概念所持的立場，哈伯馬斯認為他的溝通理性概念是一種情境化理性，不過

要特別注意一點是：溝通理性概念必定是出現在具體情境中，但不會隨情境而改

變。這表示哈伯馬斯本意並不是要忽視具體情境，他試圖提出一種能夠提供普遍

性的理性概念，同時又必須充分考慮具體情境中所有的背景因素，但是這樣一種

對理性概念重建的討論似乎會令人感覺到脫離了對實際案例的關注，所以稱不上

是真的關注現實情境中的問題，這的確是哈伯馬斯理論可能面臨的重要批評，其

理論確實令人產生這樣的質疑。 

  不過我個人認為：假設現在討論的重點是針對解放運動實際案例進行分析討

論，這樣雖然是確實關注到某個正在具體情境中發生的事件，從中也是可以提出

在此情境中達成一致行動的關鍵，並且將這些關鍵進行歸納來思考在哪些情況下

能夠達成一致行動，但是這樣進行討論將會面臨到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個問題

是：這個解放運動本身具不具備合理性？當探討這個問題時就脫離不了對於理性

概念的討論，究竟為什麼進行這個解放運動是必要的而且合理的，所依據的理由

是什麼？當然反過來說馬上就可以再提出另一個問題，現在是基於什麼樣的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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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來判斷這個行動的合理性？比方說站在文化相對主義的立場，某個文化傳統

都有自己的合理判斷標準，並且這些合理判斷的標準具有不可通約性。即便如

此，其實還是可以提出理由來說明這個解放運動是基於什麼樣的合理判斷以致於

其文化共同體成員願意投身其中，一旦進入到這類的討論也就會回到有關理性概

念是否應該隨情境而變化的根源性問題進行探究，因此我認為關於理性概念的理

論性討論是無法避開不談的。 

  就此看來，先針對某個情境下所發生的解放運動出發，深究其發生的原因進

行討論，終究還是必須回到理論層面去釐清其見解對於理性概念的理解問題，而

哈伯馬斯則是透過重建理性概念再試圖去說明他的理論能如何應用於現實問題

的解決，我個人認為：先進行理論性討論再進入到實際問題的討論，或是從某個

實際案例出發再回到理論性討論雖然不能說完全沒有差別，因為哈伯馬斯這樣的

研究進路或許就是為什麼他會發展成形式主義的原因之一，不過是否從實際案例

的分析討論出發就必然不會導出形式主義，顯然這並不是必然的，所以關鍵在於

哈伯馬斯持形式主義立場會令人感到疑慮，而非是因為他深入理論層面的討論而

導致他會忽視實際情境的重要，因為即使他從個案分析出發還是有導出形式主義

的可能性。因此，我認為並不會因為哈伯馬斯從某個特殊的解放個案討論出發，

就能避免有關他可能忽視了具體解放運動中所隱含的達成一致行動的重要因素

的批評，只要採取了形式主義的立場那麼哈伯馬斯還是要面臨這樣的批判。 

  就我個人來看，我不認為採取形式主義的立場就是無視於現實情境中的背景

前提，而有關形式主義與相對主義的評論我將放在接下來討論脈絡主義對哈伯馬

斯的批判時再進一步說明自己的見解。在此我主要是指出哈伯馬斯理論未從實際

解放運動的特殊情境出發，以致於沒有從某些解放的真實案例進行討論，因此無

法在注重實際行動的情況下討論溝通行動形成的關鍵，我認為問題不在於哈伯馬

斯有沒有從實例出發進行討論，關鍵在於他是站在什麼立場上討論溝通行動，一

旦哈伯馬斯採取普遍主義與形式主義的立場說明溝通行動，那麼溝通行動就會指

向一個理想的言說情境，而這個理想的言說情境就會面臨上述的批評。當然，如

果能從解放的角度來說明溝通行動有助於哈伯馬斯關注到一些實際正在發生的

問題，這類問題的討論有助於增加溝通行動理論在實際應用層面的相關說明，這

一點我認為的確是可以哈伯馬斯可以再更進一步發展的重點之一，但是有關實際

應用的討論我認為研究這類相關問題的研究者們，其實也能夠試圖從溝通行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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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角度進行思考，如果能夠認同溝通行動理論的理想前提預設，那麼相關問題

的應用討論也能夠由此因應而生。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的過程中使得個體與個體之間能夠團結在一起，他

們實際上是在進行一個一致的行動，但是達成這個一致行動可能是基於某些理性

之外的因素，所以重建理性好像是多餘的工作，實際行動似乎跟這些理論工作無

關，甚至因為所依據的是其他的原因，所以即使要進行理論論述也不應該是討論

理性重建，應該從導致這些具體行動的關鍵要素來進行討論才對。針對這樣的見

解我認為確實是有理由做這樣的宣稱，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採取一致行動的確不一

定是基於理性作用而產生的，在生活世界中達成一致行動可以是基於相同的文化

脈絡觀點，也可以是基於宗教情感…等。尤其從解放運動這個例子來看，當人民

受到極大的苦難或是面臨強權的壓迫，這使得人民產生有一種反抗壓迫去追求解

放的強烈情緒，但是我認為解放運動的行動者基本上還是需要針對其行動提出論

述，說明他們現在正面臨到什麼樣的困境以致於必須反抗所謂的暴政，除非行動

者宣稱：我們之所以解放的原因是無法說明的，因為我們所持的理由是他人所無

法理解的。然而實際上在進行解放運動的行動者幾乎沒有人做以上宣稱，相反的

問題不在於行動者們不去說明自己行動的理由試圖讓別人理解，而是面臨反抗的

當政者不願意跟受壓迫者溝通。 

  因此，我認為說明解放可以從情感、宗教、民族性或是文化脈絡的背景產生

雖然能夠顯示出這類問題具有高度的複雜性，但是不能只停留在這個層面進行討

論，因為即使這些因素都被詳盡的探討，但是實際上不會因為這樣當政者不願意

傾聽反抗者意見的困境就能獲得改善。據此，無論主張解放是基於理性或是理性

之外其他的因素，同樣都會遭遇到相同的困境，溝通行動理論也是會遇到這樣的

困境，因為在現實的情境中，即使受到壓迫的一方試圖提出理由說明其行動的正

當性，但是遭到反抗的一方並不總是會抱持著理性或是真誠的態度來進行討論。

不過我認為雖然現實狀況就是如此，但是這種壓迫他者不願意傾聽他者不同聲音

的狀況不正是現今思想家所欲克服的困境嗎？溝通理性概念的提出就是為了避

免上述不合理的情況產生，所以哈伯馬斯主張平等並相互尊重的溝通情境，雖然

這是一個理想，但是這個理想即是針對現實狀況的不合理而提出的，實踐上或許

有困難，這一點確實是哈伯馬斯理論經常遭受的批評之一。不過要是因為實踐上

有其困難就順應現實的狀況，這似乎不是一種適當面對問題的方式，因為這樣問



 118

題並沒有獲得解決，如果進一步解消問題，主張這種狀況本身並沒有合理不合

理、正當不正當或是對或不對的問題，我覺得這樣的主張對於受到壓迫的人們仍

然沒有任何正面的幫助。因此我個人認為或許可以再針對溝通行動理論的實踐面

進行研究討論，試圖找出可能的實踐方式，而不是放棄形成理想言說情境的理想

去屈就現實的困難。 

  以上我從有關解放的角度對於哈伯馬斯理論可能具有的侷限性提出了個人

觀點，並且從個人對於相關問題的理解回應其中對於哈伯馬斯理論的批評。 

(b) 哈伯馬斯在《後形上學思想》一書中，他將美國新實用主義者羅蒂視為脈絡

主義的代表人物，論文討論中我有介紹一些羅蒂的觀點，基本上羅蒂認為共同體

成員之間獲得一致同意並達成一致行動與理性無關，同時他也反對哈伯馬斯的普

遍主義立場，羅蒂認為哈伯馬斯以歐洲的形上學觀點來重建理性概念，這從根本

上來看還是建立了一個形上學的幻象，並且將歐洲的價值觀當作是普遍的價值觀

強加在其他的語言共同體之上，因此羅蒂主張語言並沒有達致理解的必然結構，

語言只是區域性的偶然產物，語言共同體成員會因為使用相同語言分享相似的文

化脈絡而趨向相同的意見，羅蒂以這樣的見解來說明為什麼不需要預設一個理性

概念也可以宣稱共同體成員能夠達致相互理解，並且這樣的解釋能夠徹底脫離形

上學的影響，同時也不會招致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 

  從本論文的討論中可以看出，哈伯馬斯的確承認他的情境化理性概念仍然留

有一些形上學的殘餘物，具有先驗哲學的陰影，如果從這一點來看，基本上羅蒂

對哈伯馬斯的批評絕非無的放矢，因為先驗哲學是德國哲學的重要特徵之一，哈

伯馬斯理論留有一些先驗哲學的預設來重建其理性概念，以此說明其理論的普遍

原則，這的確會招致歐洲中心主義的批評，關於這項對哈伯馬斯的批評我個人認

為是可以成立的，這也是對哈伯馬斯理論應當要特別注意的重點之一，如何說明

其理論具有普遍性並且不只是歐洲特有的思想模式是很重要的。 

  在此，對於羅蒂所提出的批評我試圖做以下的思考與回應，我認為哈伯馬斯

理論確實很明顯具有歐陸哲學的特色，尤其重建理性概念延續現代性持續發展可

以被視為是歐洲啟蒙精神的延續，所以羅蒂的批評是相當強而有力的，同時這個

問題也是需要被注意的。論文中我有指出哈伯馬斯對羅蒂的批評，哈伯馬斯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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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蒂的見解具有種族中心主義的疑慮，而哈伯馬斯的普遍主義立場也被羅蒂視為

歐洲中心主義。然而，現在問題的關鍵就在於按照羅蒂的見解進一步推論，我認

為可以做以下宣稱：除非抱定文化相對主義，否則任何普遍主義的主張都將會是

某個區域的中心主義。要回應這個問題，我認為可以從理論是開放性或是封閉性

的來思考，回到哈伯馬斯理論來看，究竟哈伯馬斯所主張的普遍主義與形式主義

立場是否為一種封閉性架構。 

  封閉性架構的理論沒有交流互動的可能性，首先若是從哈伯馬斯所重建的理

性概念來看，這個溝通理性概念的預設是哈伯馬斯主張普遍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最

後底線，就這一點而言對哈伯馬斯來說的確是不能動的基礎預設，唯有宣稱行動

者基於理性進行一個溝通行動，才能主張由此行動而產生的共識是合理的。羅蒂

對於這樣的主張會進一步提問，為什麼要主張共識必須是合理的，只要參與者都

能共同接受不就足夠了，但是我認為日常生活中許多瑣事的確不是每一件事情都

必須採取一個溝通行動，可是論文討論中我有試圖說明哈伯馬斯溝通行動所針對

的主要任務，當有關法律或是道德的新規範形成這類問題，如果沒有一種提出合

理解釋的方案，那麼法律與道德的依據何在？為什麼社會成員必須要守法？ 

  如果回到羅蒂的立場設想，可以提出以下的反駁：法律與道德規範的形成也

是脈絡之下特定的產物，並非是從理性而來的，作為共同體的成員之一，必須遵

守語言共同體所一致同意的決定，但是這並不是因為法律與道德規範是合理的所

以必須遵守，這其中有許多相關的偶然因素導致這個共同體的成員都會願意遵守

這些規範，比方說：宗教情感因素、相似的文化脈絡與歷史背景…等。不過我認

為這個解釋難以說明現今由多元文化背景成員所組成的國家狀況，這些成員本身

並沒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或是相同宗教信仰，這就很難說明為什麼某個族群必須要

遵守另一個族群所立下的規範。 

  當然，我理解羅蒂擔心某個族群以自己的合理標準去宣稱其主張是合理的，

要對方一定得遵守，這種情況的確會是很嚴重的問題，但是因為要避免這種情況

產生而宣稱每個語言共同體的視域對自己來說都具有優先性，從現實狀況來看仍

然充滿困難。因為實際上現代國家並不都是民族國家，要是按照羅蒂的見解進一

步推論，我認為有理由可以宣稱：羅蒂的主張會導出由多元文化背景組成的國

家，其族群各自有自己的法律與道德規範，雖然這樣也沒有什麼不好，但是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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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法律與某族群的區域性法律發生衝突時應當如何面對？從理論上來看，國家法

律並不一定高過語言共同體的一致同意，此外國家法律又是如何產生的，為什麼

不同語言共同體的成員都必須以國家的憲法當作最高指導原則？ 

  就此看來，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就有發揮的空間了，但首先必須要先討

論一個問題，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是不是一種歐洲人的理性，哈伯馬斯在《後形

上學思想》書中，他從當代四個哲學趨勢出發，說明其理論如何是一種充分考慮

他者不同的聲音，並且仍然不會喪失達成合理共識可能性的理論，情境化理性概

念的討論中，哈伯馬斯說明溝通理性概念與古典德國主體性哲學理性概念的不同

之處，關鍵在於消除認知主體的先驗性，並且強調理性只出現在具體情境之中，

在情境之外無法作用，這表示哈伯馬斯的理性使用重視情境的背景因素，參與者

差異性的背景是溝通行動不可忽視的前提，但是倘若哈伯馬斯所重建的理性概念

僅止於強調情境的重要性，那麼與脈絡主義的羅蒂就沒有太大的差別，因為這種

理性概念會隨情境而改變，因此所獲得的合理性僅只在特殊區域中有效，而無法

具有普遍性。所以，哈伯馬斯認為合理共識出自於理想的言說情境，參與者遵守

形式語用學所提出的有效性宣稱，共同營造一個平等的溝通情境，並且進行一個

溝通行動，而溝通理性就體現在這個實際的行動當中，要營造理想的言說情境具

有一些不可或缺的理想化條件，這些條件是非事實性的，但是一旦缺少了這些條

件就無法形成理想的言說情境。因此，溝通理性仍然有些許先驗的陰影作為最後

的基礎，而這一點就是羅蒂所無法認同的重要關鍵。 

  就我個人看來，理想的言說情境是不是剝奪了他者表達自己不同的聲音是一

個重要的觀察重點，首先我認為或許有可能採納了溝通行動理論的理想前提，以

致於進行論述時有受限的可能性，但是回到溝通行動理論來看，在本論文的第四

章第一節探討走向程序合理性的思想趨勢時，其中針對論證程序的討論中我說明

了哈伯馬斯對於個人主張的有效性宣稱在論證程序中進行交流討論的見解，這一

點表明了哈伯馬斯雖然認為形式語用學所提出的理想前提具有先驗特徵，是溝通

行動的理想化的條件，但是我的理解是哈伯馬斯認為要形成理想的言說情境必定

會有一些理想化的條件要考慮，不過形式語用學所提出的有效性宣稱我認為是哈

伯馬斯對於理想言說情境的形成所試圖提出的個人見解，這並不表示哈伯馬斯主

張這四個有效性宣稱本身是不容質疑的，我認為這四個有效性宣稱是可以在有更

好的理由出現時，透過溝通行動而被加以討論甚至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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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看來，我不認為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試圖以某種特定立場強加在具

有差異性背景的他者身上，這回應我在(a)所表達的立場，我也不認為主張形式主

義就必定會忽視實際情境的重要性，因為溝通理性概念所形成的理想言說情境不

正是要讓各種受到壓迫的人們，或者非權力核心者能夠與當權者針對某個主題共

同討論的理想狀態嗎？不只是平等的溝通而且溝通的過程僅只依據更好的理由

來做判斷，這個理由不是你覺得對的理由也不是我覺得對的理由，而是對生活世

界這個知識的儲藏庫所累積下來的資源所進行的應用，因此依據好的理由一方面

還是考慮了現實情境的需要，另一方面自我主觀的真誠性要求參與者保持開放的

態度進行相互學習。我認為哈伯馬斯之所以還是要保留理性的先驗特徵，其意義

在於參與者一旦意圖採取一個溝通行動就必須無條件地遵守達成理想言說情境

的理想化前提，這個普遍原則是最後底線沒有辦法給出任何進一步說明，只能說

沒有這些理想條件就無法進行溝通行動。 

  宣稱溝通理性仍具有先驗哲學的陰影的確是溝通行動理論的侷限性，但是就

我目前對哈伯馬斯理論的掌握與理解的程度來看，我認為雖然溝通理性仍具有些

許先驗哲學的陰影，所以令人擔心有回歸主體哲學的疑慮，或者是說出自歐洲先

驗哲學脈絡的理性概念重建，讓人產生這會不會又是歐洲人將其特有的價值觀強

加在所有人身上的一種作法。但是根據以上我針對哈伯馬斯在《溝通行動理論》

與《後形上學思想》書中所表達的見解，試圖說明哈伯馬斯的溝通理性所具備的

開放性，雖然不是全然沒有困難，但是我認為其哲學後果並不會比羅蒂的脈絡主

義嚴重，因為羅蒂的見解最終並無法妥善的說明不同文化彼此遭遇時該如何面對

與自身相異的文化，在〝我們的視域〞具有優先性的前提之下，不同文化共同體

下的成員相遇，彼此立場互不相讓，這樣就會有增加彼此發生衝突的危險。 

透過以上兩點的討論可以看出，哈伯馬斯提出理想言說情境就目前來看實踐

上確實未能夠妥善落實，假設將來真的無法真正獲得實踐，那麼溝通行動理論對

實際正在發生的困難幫助就不明顯，但是我認為哈伯馬斯理論提供了一個化解現

今國際與現代化國家問題的合理方案，現今文化衝突的問題日益嚴重，像是國際

上伊拉克問題或是目前台灣國內的族群問題…等，這些都是可以從哈伯馬斯理論

出發，進一步去尋求可能的解決方案，因為這些不正義的情況很多都可以從不平

等溝通情境與拒絕溝通的面向來進行思考，因此我認為哈伯馬斯提出的理想是值

得追求的。當然，這個理想不是個人所能及的成就，必須要透過主體際的共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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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才能達成的目標，而出自溝通理性的共同實踐我認為是能夠讓彼此團結並且兼

顧參與者差異性背景的合理行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