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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或感性？Rorty人權思想與其對教育的啟示 

洪如玉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 

摘 要 

本文宗旨在探討 Richard Rorty 的人權思想及其相關的教育主張。本文首先說明
Rorty 哲學的基本觀點，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說明他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及其政治哲
學論點，第四節說明 Rorty 的人權主張，第五節為相關論辯，分析相關學者對 Rorty 的
批判與 Rorty 的回應，第六節總結並析理 Rorty 人權思想及其感性教育的主張。 

關鍵字：人權、感性教育、反諷自由主義、實用主義 

壹、緒論 

Richard Rorty 是當代英語學界 具影響力
的學者之一，他的新實用主義思想主旨在於批
判傳統哲學的本質論（essentialism）與基礎主
義 （ foundationalism ）。 他 支 持 歷 史 主 義
（historicism），主張一切研究、思想、概念、
事件都是偶然的，因為一切存在都無法脫離具
體社會歷史與時空之脈絡性，而具體脈絡性並
無普遍、純粹、先驗本質，而是出自於真實生
活經驗之塑造。在當代人權處於普遍主義與文
化相對主義、歐洲中心主義與亞洲價值之二元
對立中，Rorty 植基於反本質主義、反基礎主
義的人權觀點值得一探究竟。 

當代人權爭議中一個主要的焦點在於：人
權概念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或者說：人權概
念的確定是否具有普遍性？不同文化系統與社
會傳統對於人權的內容可能得到普遍有效的判
準嗎？具體的疑問就是：如果當代人權理念果
真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產物（Shestack, 1998；蔡
英文，2002；張佛泉，1993），那麼，人權思想

顯然就是特定文化傳統與思想傳統的結果之
一，它憑什麼作為評斷非西方社會的人權表現
的判準呢？尤其在曾經遭受過西方帝國主義與
殖民統治的非西方地帶，人權主張更被質疑為
政治與文化霸權之托辭。面對來自於非西方國
家對人權的質疑－－西方特定產物與文化殖民
－－Rorty 也對傳統人權理論提出強而有力的
批判。但是 Rorty 本身的實用主義哲學卻也被
批評者冠上他自己所批判的歐洲中心主義以及
普遍主義的稱號（Perry, 1998），然而，此種批
評是否正確呢？或者，如同 Rorty 所聲稱，他
的「感性」之道，是人權概念超越普遍主義與
相對主義對立的第三條路？這是本文要討論的
焦點。 

因此，本文藉由對 Rorty 人權主張與相關
爭論之釐清與探索，探討人權概念的僵局與轉
機。本文脈絡如下述：第二節說明 Rorty 思想
基本論述：批判傳統西方哲學；第三節說明
Rorty 之基本政治觀念；第四節揭示 Rorty 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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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權思想；第五節說明相關論爭，包括學者
Peery（1998）、Peerenboom（2000）與 Habermas
（2000）對 Rorty 之批判與 Rorty 之回應；結

論部分說明 Rorty 人權思想對發展人權教育的
啟示。 

貳、Rorty 思想之基本論述：批判西方哲學傳統 

Rorty 對於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主要是跟
隨分析哲學的思路所發展出來的論點，在 1979
年代表作《哲學與自然之鏡》中，Rorty 指出
整個西方哲學傳統植基於一種「逃離歷史的企
圖」（an attempt to escape from history）（1979，
p. 9）之上，而歸結出三大超越時空恆常不變的
觀念：心、知識與哲學。但是 Rorty 認為其實
這三大觀念全都是歷史產物，亦即具有歷史脈
絡意義的觀念，我們唯有破除此三大觀念的恆
常性與非歷史性，才能去除伴隨著此三大觀念
所產生的「真理」牢籠，尤其是在政治哲學方
面的暴力與不義背後經常預設著絕對先驗的真
理觀。 

Rorty 首先指出西方傳統哲學中的「心靈」
觀是鏡式本質（Glassy Essence），在鏡式本質
心靈觀的基本預設下，三種問題被糾纏在一
起：意識、理性與人性（personhood）。他認為
「人性」問題並非「理性與意識」問題－－那
是「知識論範疇」所探討的，「人性」問題是「抉
擇」問題（a matter of decision）（Rorty, 1979, pp. 
37-38），也就是屬於「倫理、政治、社會範疇」
的問題。但是當人們用意識與理性來解釋人
性，意識與理性就會被作為判準來衡量或區隔
人性之高低，甚至作為判斷有沒有人性的標
準。此種以「知識」問題為核心的哲學思考源
自近代哲學，Descartes 為代表人物，而到 Kant
集大成。Rorty（ 1979 ，pp. 136-137）指出
Descartes 的「信念」、「感覺」與 Locke 的「觀
念」結合為「心靈」，形成近代哲學認定具有確
信性的內在領域，與可疑的外在世界相對。而

哲學所研究的就是內在領域中脫離經驗、具有
確定性的理性之知，換言之，知識論研究的對
象是透過理性所掌握出現在內在領域的所識
（noema/ noemata），而此種以知識論為主軸的
哲學主宰近代以後的西方哲學，但是卻造成如
同 William James（1920，p. 228）所嘲諷的「禿
頭的哲學博士們石膏般的氣質，在研討會上彼
此厭煩，在《哲學評論》等處撰寫著可怕的報
告，充滿了『參考書目』，絕不混淆『美學』與
『知識論』。」「知識論」與「美學」絕不混淆
的思考，涇渭分明的區分開理性的範疇與非理
性的範疇，亦即知識問題與抉擇問題。更重要
的是此種區隔並非先驗必然的，而是出自於偶
然，根據 Rorty 對西方哲學之考察，他（1979，
pp. 262-263）指出古代與中古哲學所關注的是
「事物」，近代（17 到 19 世紀）哲學的重心是
「觀念」，而當代哲學則是「字詞」。不同時代
的哲學家採取不同的主題，但是都犯了一種錯
誤－－將這些哲學主題視為準確反映世界本質
的真理，因此都隱含了以知識論為基礎的哲
學。因此 Rorty 說： 

真理是被製造出來的，不是被發現到

的。（徐瑞文譯，1998，p. 35） 

語言是被創造而非被發現到的，而真

理乃是語言元目或語句的一個性質。

（徐瑞文譯，1998，p. 41） 

Rorty 認為，從希臘時代到啟蒙的傳統西
方哲學具有「基礎主義」（foundationism）、「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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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主 義 」（ essentialism ） 以 及 「 再 現 主 義 」
（representationism）之特徵，因此預設並極力
追求超越現實世界的「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並自認建構一套無所不包的、以知識
論為核心的系統哲學（systematic philosophy），
足以讓人類認識世界真相的恆常思想模型，而
系統哲學蘊含著「以理性作為普遍判準」的主
張，理性具有可衡量世界萬物的能力，換言之，
可 被 理 性 所 衡 度 的 對 象 具 有 「 可 共 量 性 」
（commensurability），而不具「可共量性」者
就被排拒在外。雖然 18 世紀法國大革命突顯出
思想、觀念與社會秩序其實是依賴人類的創

造，但是傳統形上學家仍致力於將哲學思想、
政治理論或社會學主張視為對真實的符應，而
不將其視為偶然的創造，甚至因為近代自然科
學的發達與啟蒙時代對人類理性的高揚，使哲
學家對於透過理性掌握世界真相更是充滿信
心，但是系統性的哲學造成更大的宰制與恐
怖。其實，哲學不必有基礎，更不必是以知識
論為基礎的哲學才配稱為「哲學」。世上沒有永
恆真理、絕對實在、不變的道理，所謂真理不
過是一種語言表達，而語言更是因應人類社會
文化之各種偶然性之產物，換言之，Rorty 主
張「無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哲學。 

參、Rorty 政治哲學立場 

Rorty（1993）的政治哲學觀點承接上述對
哲學傳統的批判立場，首先，他認為政治問題
其實是根源自哲學問題。因為，西方哲學傳統
將人性與抉擇排斥到哲學領域以外，但是，此
種哲學思考其實是以知識論為核心，因此，也
造成以知識論為核心的政治思維。其次，知識
論為核心的思想模型預設了理性的認識能力，
因此理性成為劃分認識能力高下的判準，同
時，理性也因此成為人之異於禽獸之關鍵。這
套「理性－－知識論」為核心的哲學思想模式，
造成政治領域以理性作為區分敵我的判準，並
以共同理性特質作為劃分不同群體的界線。因
此，具有相同特徵者被納為同類，反之，則非
我族類。然而，面對非我族類，種種鬥爭與殘
酷隨之出現。透過對認識能力普遍性的肯定，
進而確認「普遍人性」的人學預設，因此造成
普遍政治烏托邦的基礎－－一個由理性人所建
構的理想社群。普遍人性的基本論點也是西方
自由主義傳統的政治哲學建構烏托邦－－理想
自由主義社會－－的根據，普遍人性提供烏托
邦成立的合法性－－共同價值體系、共同的社

會運作機制，前者包括民主、和平、財富、布
爾喬亞式的自由；後者則如 Habermas 所說的
「無扭曲的溝通」與民主政治。在傳統西方思
想系統中，從概念、人到社會中貫穿著一致的
實有，只要透過論證與思辯便可以用適當的語
言 予 以 表 達 ， 亦 即 「 終 極 語 彙 」（ ultimate 
vocabulary），形上學家一旦掌握終極語彙便可
以「道以貫之」，以一套語彙對世界、他者、歷
史、文化等進行判斷與描述。 

然而，上述西方哲學傳統及其傳統所蘊育
的自由主義政治學的基本論點似乎並無大錯，
甚至正是現代民主國家致力追求與維護的基本
價值，為什麼 Rorty 反而大加撻伐呢？ 

基本上，Rorty 並不反對西方自由主義的
價值與運作機制，問題在於將該價值與運作機
制視為「唯一」、「獨一無二」，並將表達該價值
與機制的語彙當作普世皆然的標準。因為，那
將導致個人獨特想像的消失，此種思維主張：
有一套「 」優越的、唯一的哲學思想與政治
理論，而這也蘊含著剝奪或消除其他語彙存在
的機會，甚至產生宰制與壓迫，而此種宰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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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將循著無所不在而又一以貫之的形上預設
蔓延到人類生存的所有向度，恐怖主義因而出
現。在 1990 年於莫斯科舉行的全球論壇中，
Elie Wiesel（1990）就指出集中營的高明設計
師、建築師都是 Kant 與 Goethe 的後人，甚至
德國教育之優秀在世界上是數一數二，但是第
二次世界大戰正印證出這批啟蒙理性後繼者任
暴力橫行的事實。 

因此，Rorty 認為政治問題不是「理性」
與「知識」的問題，而是「抉擇」與「人性」
問題，當人性問題可以擺脫前述的理性問題架
構，那麼，「人性問題就會是抉擇問題而非知識
問題、接受他人成為同胞而非專注於認識本
質。（Rorty, 1979, p. 38）」換言之，當人們將政
治問題視為理性問題，可以用知識論為核心的

思想模式作為政治決策的準則時，人們就忽略
了政治問題所蘊含的人際與人性意義，也忽略
政治決策是一種存在的抉擇。這正是 Rorty 顛
覆傳統哲學之思想重點，他指出： 

我認為現在問題不在知識論或形上

學，而在於政治與道德面向，因此對

真理、理性、知識或哲學的探討其實

是對於社會的自我形象的深究。從啟

蒙時代開始，我們養成這些習慣－－

逃避相對主義，我們訴諸理性與超文

化的人類能力去符應實在，服從明顯

的判準。其實，相對主義的質疑在於

我們究竟可否在知識、社會與政治上

用相同理性證成標準。（Rorty, 1989, 
p. 43） 

肆、Rorty 的人權觀點 

Rorty（1993，p. 117）的人權主張源自於
其政治哲學論點，他批判傳統的基礎主義哲學
自詡為理性的代言人，致力於追尋「超文化」
（ transcultural ） 的 「 涵 括 的 概 化 原 則 」
（summarizing generalization），西方哲學傳統
一直有一種追尋永恆的知識論使命，此種使命
植基於「理性人」的人類學基礎之上－－唯有
理性人才能完成此超越時空與地域限制的使
命。而西方哲學傳統的「人性知識的主張」
（ claims to knowledge about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隱含著人性、人權的相關推論。
此傳統哲學人類學及人權的推論如下： 

前提一：凡是人，可享有人權 

前提二：有理性的人才是人 

結論：有理性的人才享有人權 

前提一：凡是人，可享有人權 

前提二：沒有理性或理性不足者不是

真正的人 

結論二：沒有理性或理性不足者不能

享有人權 

上述二種推論其實隱含在西方傳統的基礎
主義之中，同時也造成「人權基礎主義」，此種
思想認為擁有人權的人並不泛指全世界「所有」
的人，而是指「部分」的人－－理性的人，歐
洲中心主義與殖民主義將非西方人與女性視為
理性不足或缺乏理性的人，因此，依照上述推
論，非西方人與女性就變成「沒有人權的人」
－－或者說－－因為他們是次等人，所以不配
享有人權。 

以知識論為核心的思想模式將「理性∕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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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判準套用在文化與真實世界，將世界一分
為二：「我們的」（ours）世界以及「邊緣的」
（borderline）世界，也造成世界的二元對立與
高低優劣的分別。Rorty（1993）批判此種「我
們∕邊緣」二分典範具現為三大類：「人∕禽獸」、
「成人∕孩童」、「男性∕女性」。因此被劃歸為邊
緣人世界的「禽獸」、「孩童」與「女性」範疇
者無人權可言，而劃分之判準不在生物基礎，
在於理性。因此，當某些人被視為缺乏理性的
禽獸時，他（她）就沒有人權可言，例如生理
性別造成女性被視為理性不足、年齡因素造成
孩童被視為理性不成熟，女性與孩童就不能享
有完整的人權；再者，當某些男性因為種族、
宗教或文化因素被視為缺乏理性時，他們也沒
有人權可言。 

這些貶抑與壓迫在歷史上斑斑可考：例如
1992 年波士尼亞與塞爾維亞戰爭中，爭取獨立
自治的波士尼亞人遭遇了塞爾維亞軍隊慘無人
道的對待：大規模的強暴與屠殺，親眼目睹暴
行的記者寫道： 

對塞爾維亞人而言，這些回教徒不是

人……回教徒囚犯們一排排躺在地

上，等候偵訊，一名塞爾維亞士兵駕

著貨車從他們身上輾過……一名回教

徒被迫咬掉他的同伴的陽具……如果

你說有人其實不是人類，只是看起來

像，要抓出這個惡魔唯一的方法就是

叫他脫掉褲子－－回教徒受過割禮，

而塞爾維亞人沒有－－這一個小小的

步驟已經在心理上把他閹割了……在

所有種族屠殺中，性虐待從來沒有缺

席過。（Rieff, 1992, pp. 82-95） 

透過宗教差異的區別準則，塞爾維亞士兵
將波士尼亞回教徒當成非人存在；透過性虐
待，男性伊斯蘭教徒被閹割而變成女性；至於

女性伊斯蘭教徒，下場更加不堪。Rorty（1993，
p. 111）指出上述令人髮指的暴行正是根植於對
「人類」與「非人」的劃分，面對禽獸、異類，
何必心軟？遑論他們也有「人權」。 

Rorty（1979，p. 387；1993，p. 115）認為
侵犯人權的種種暴行背後隱藏著「可共量性」
的宰制思維。因此要真正保障、保護每一個人
的人權，就要先挖掘此種「可共量性∕知識論為
核心」思想所隱藏的迷思－－自以為是歷史必
然的命定論與絕對主義，當人們以為自己掌握
歷史真理時，總是自以為能對他人下判斷、下
判決、甚至處決他者。 

但是，當人們了解，所有思想文化與所有
存在都只是偶然的，並無絕對真理與歷史命定
目的，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再是追求絕對真理、
不再是探求人的不變本質，而是去自我創造，
而這正是人權文化的起步。人權文化並不仰賴
哲學家－－道德聖賢、知識專家或超然的仲裁
者，那是 Plato 與 Kant 基於理性哲學圖式的企
圖，對於 Rorty 而言，重要的問題是凡夫俗子
要面對、要回答的「我們能把自己塑造成什麼？
（1993，p. 115）」、「我們要給子孫什麼樣的世
界？（1993，p. 122）」從 Rorty 角度來看，答
案應該是：「我們要自我塑造為創造人權文化並
能享有且維護人權文化的人」以及「我們要給
子孫一個有人權文化的世界」。但是，是一個知
性世界，或感性天地足以塑造當代人權文化？
我們可以在下列這段話找到答案： 

把「人之所以為人在於他能認識」的

觀念揚棄，代之以「人之所以為人在

於人能有友誼與聯姻。」用通融的感

性取代嚴密理性。一旦我們這麼做，

我們就可放棄用確定知識的真理作為

道德教育、道德動機的必要條件這種

看法。一旦我們這麼做，我們也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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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要求準科學式的知識似乎只是

宗教排他主義的反應。（Rorty, 1993, 
p. 132） 

Rorty 指出以理性的科學態度處理人性問
題－－道德、政治範疇的抉擇－－所造成的並
非和諧，反而是爭戰不休的世界。若要塑造更
具有人權素養的世界，反而要以情感取代理
性，用關懷取代分析，換言之，用「凝聚性」
（或「團結性」，solidarity）取代「客觀性」
（objectivity），那麼人會成為更有趣的人、世
界也會變得更有意思： 

假使單只有團結的想望就能感動我

們，而不需要追求客觀性，那麼我們

就能發現人類進步就是：人作更多有

趣的事、做更有趣的人，而不是拼命

邁向一個為人類預先安排好的地方。

（Rorty, 1989, p. 42） 

在 Rorty 的理想中，「更有趣」（more 

interesting）的人事物所造就的世界將比一個充
滿理性、客觀、冷靜分析的世界更能把人們凝
聚起來。綜合上述，可知對於 Rorty 而言，「客
觀性」、「理性」是造成「分別」的原因，而「分
別」則是造成世界苦難與侵犯人權的根源；因
此，要塑造更適合人們生存共處的人權文化，
應當強調感性、追求「趣味」，而不要追求「客
觀真理」的「理性」。 

綜合上述，Rorty 認為人權是去實踐，而
不是去論述，「我們這些美式左派越想從心理分
析、社會學或哲學理論去掌握國人該怎樣做，
就越無法找到真正有利於社會變遷的政治語
言。」（Rorty，1996a）Rorty 認為人權言說與
理論無助於塑造人權文化，各種人權理論的鑽
研不如強調共感與同情更能推動人權，因此，
反諷自由主義的人權是以反對殘酷、自私與虐
待－－感性的培養－－為起點，而不是權利理
論的聲明與主張。 

伍、對 Rorty 人權論點之批判與回應 

根據上述討論，Rorty 實用主義取向的人
權觀點有兩個特徵：(1)反基礎主義、(2)主張感
性教育。但 Rorty 的論點也遭遇不少批判，
主要的批判為以下三個論點：一、反基礎主義
的立場永遠無法解決爭議，因為無法獲致共識
或和議；二、Rorty 思想仍然存有基礎主義的
預設；三、對「感性教育比理性啟蒙更能造就
人權文化」主張之質疑。以下就此三點分別探
討。 

一、反基礎主義之立場無法在差異中取

得和議 

Randall Peerenboom（2000a，2000b）認為

Rorty 思想無助於解決現實世界之爭議，顯見
其思想缺陷。首先，Peerenboom 指出某些亞洲
國家如新加坡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亞洲價值」
抗衡西方價值，主張亞洲人權問題或中國人權
問題不能由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來評判，因
為後者大多抱持「西方」人權價值，而那並不
適合用來觀察與衡量東方或亞洲世界的人權狀
況。如果根據 Rorty 觀點，這些說辭就應該被
接受，那麼，不同文化就不應該涉入彼此之間
的人權爭議與事件，因為不同文化的人權價值
與標準是不一樣且無法共量的，唯有置身於特
定文化中的人才能對該文化現象作出判斷。 

但是，批評者指出此種推論有兩點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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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它不但否定了文化變遷的可能，也否認了不
同文化之間交流與相互影響的可能性，即使在
西方人權文化中佔重要地位的自由主義或民主
理念的內容也不斷在改變。(2)依照此種推論，
將導致差異永遠隔離，無法達成和議。尤其
Rorty 自稱為自由主義中無基礎的反諷主義，
換言之，Rorty 仍然接受自由主義的理想與價
值，但是在無基礎、無預設的立場上，「自由主
義被削弱，自由主義者無法抵擋非自由主義者
的攻擊。反諷自由主義是個矛盾，反諷自由主
義變成『什麼皆可』相對主義（anything-goes 
relativism）。」（Peerenboom, 2000a, p. 62） 

二、Rorty 思想中隱含基礎主義與客觀主

義之預設 

Michael J. Perry（1998）與 Peerenboom
（2000a，2000b）都指出：Rorty 聲稱要放棄人
權基礎主義，但其實 Rorty 思想仍然有一個立
足點。 

Rorty 主張要放棄「人權基礎主義」，因為
Rorty 認為人權基礎主義是一種徒勞（futile）
過時（outmoded）的說法，無論是 Kant 的尊重
理性動物（人）或基督教的手足之愛都不是中
立的論證。若要塑造人權文化，不如「把這種
任務視為一種自我的文化塑造－－人權文化－
－使其更能自我意識、更有力，而無須訴諸某
些超文化的東西以顯示自身的文化比其他的文
化優越。」（1993，pp. 117-118）所謂超文化的
概念意謂著某些普遍、客觀真理，例如人性尊
嚴是神聖性而不可侵犯性的觀念或民主、自由
等價值。 

但是當 Rorty 說要塑造人權文化時，卻說
人權文化是「我們歐洲中心的人權文化」（our 
Eurocentric human rights culture）（1993，p. 
236），顯示他的人權思想是具有「文化品味」
（culturally acquired taste）（Perry, 1998, p. 

138），顯然 Rorty 思想仍然預設歐洲文化基
礎。Perry（1998）與 Peerenboom（2000a，2000b）
批判，我們為什麼不反過來解除或中和我們對
這種文化品味的偏愛？我們為什麼要使其他文
化的人改宗我們的文化？Rorty 的論述有兩個
矛盾：第一，Rorty 並非像自己所說的是「實
用」取向－－無基礎、無本質的實踐觀點，其
實 Rorty 的論述中深藏著基礎主義的預設－－
歐洲中心文化；第二、Rorty 極力辯護的無基
礎的實用主義無法說明行動與抉擇的準則何
在，Perry（1998，p. 39）尖銳的問：「我們能
想像為了反諷而殺人嗎？」既然反諷主義者無
法為了反諷而進行殺戮，可見 Rorty 仍然有某
些準則－－某種基點，或說基礎。而此基點就
是 Rorty 說的取代啟蒙自由主義的反諷自由主
義。但是，Peerenboom（2000a）也批判，Rorty
的反諷自由主義其實並不比啟蒙自由主義更適
合東西方之間的對話，換言之，反諷自由主義
並沒有放棄啟蒙計畫的價值，他只是在啟蒙計
畫的立場上更加突顯自我，「將個體自主、抉
擇、自我實現的機會極大化」（2000a，p. 59），
因此，Rorty 並非真正的無基礎主義者，而是
在自由主義的光譜上偏向基進個人化的一端。 

Habermas（2000）則批判 Rorty 採取達爾
文主義與自然主義的取向，把人視為一種為滿
足目的與需求而發明工具、適應環境的有機
體。雖然 Rorty 以語言學轉向來批判傳統的西
方哲學，但是 Habermas 指出 Rorty 也把語言視
為人類適應環境的發明之一，Rorty（1995）曾
說：「不管這個工具是一把槌子、一把槍、一個
信念或一個命題，使用工具就是機體與環境互
動的一部分。」Habermas 認為，Rorty 此言揭
示他其實是用一套「工具性支配實在的客觀主
義」取代傳統的「再現實在的客觀主義」，換言
之，Rorty 仍處於客觀主義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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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權思想與價值需要理性的澄清與

分析 

Perry（1998）指出：Rorty 主張採取感性
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進行一種感性操
弄（to manipulate sentiments）－－以「悲傷感
性的故事」打動人心（Rorty, 1993, p. 122），來
達到「感性的進步」（a progress of sentiment）
（Rorty, 1993, p.129）。但是這種「改變」為什
麼是一種「進步」？如果要說明什麼是「進步」，
「進步」的內涵是什麼，又必須依賴理性的分
析與說明。 

再者，Rorty 主張採取感性方式推動人權
文 化 ， 例 如 文 學 藝 術 ， 然 而 Peerenboom
（2000a，p. 74）強烈質疑：文學藝術或許可以
增進人類的感受性，提升人們的同情心，但是，
若要文學藝術為社會成員提供共善的基礎，「除
非對社會成員強制加以閱讀能力的訓練」，在當
今的多元社會，強制要求社會大眾閱讀相同的
作品顯然是相當困難的，否則在閱讀多元的時
代，人們透過文學所接觸、獲取的觀念並不一
定能塑造眾人都接受的人權文化。 

再其次，Peerenboom（2000a）指出 Rorty
的反諷自由主義並未真正顛覆啟蒙計畫，因此
Rorty 仍然抱持啟蒙計畫的價值與理想，如果
拒斥理性，Rorty 又要如何說明啟蒙理想與價
值的正當性呢？ 

Habermas（2000，pp. 31-55）則認為 Rorty
誤解「證成」（justification）與「真理」（truth）
之義。所謂真理是指客觀、不受脈絡限制
（context-independent）的觀念，而證成則是澄
清並呈出命題背後所指涉的真理。但是 Rorty
不 但 將 真 理 降 格 為 受 到 脈 絡 限 制
（context-dependent）的觀念，也將證成界定為
眾人合理可接受的（rationally acceptable）的有
效性。因此，溝通模式的真理取代表徵模式的

真理，善變而易錯的證成取代指涉客觀真理的
證成。Habermas 嚴厲批判這將導致區分喪失、
差異模糊，而且造成日常生活中批判準則的淪
喪。因為感性強調的是理解行動以及語言的非
策略運用，而理性強調的是論證行動的成功與
語言的策略性運用，二者關注其實分屬不同範
疇。當 Rorty 在批判傳統哲學與理性時，也拒
斥理性論證與對真理的追求，但是感性、審美
與道德是不相涉的範疇，因此，文學藝術的審
美作用無法取代理性論辯的功能。Rorty 的實
用主義剝除了語言概念的真正作用－－說服
（persuade/ überreden）以及說理（rationally 
convince/ überzeugen）功能，造成參與者與觀
察者、理性動機（motivation through reasons）
與 情 緒 刺 激 影 響 （ causal exertion of 
influence ）、 教 育 （ learning ） 與 灌 輸
（indoctrination）之間的界線模糊， 嚴重的
後果則是造成人們對察覺差異的敏感度喪失。 

四、Rorty 之回應與反思 

針對上述批判，Rorty 仍然堅持實用主義
的立場提出以下回覆： 

（一）容許差異比達成和議更可貴，和議或共
識並非促進團結的因素 

Rorty 認為人的社會的團結或凝聚並不依
賴共識或和議，相對的，在各種人類現實差異
（例如傳統、文化、習俗、語言等等）之間硬
要得出共識或和議反而是一種暴力，因為社會
的團結與凝聚並非建立在普遍人性與客觀真理
的預設之上，普遍人性與客觀真理其實是哲學
家的虛構。相反的，從經驗與歷史事實可知，
凝聚每個團體或社會和諧的力量與因素可能都
不相同－－膚色、語言、文化不等，但那都是
歷史變遷偶然的產物，來自於真實生活與具體
經驗而產生的獨特情感，因此我們對於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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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不同團體所懷抱的情感厚度並不相同，若
要像 Kant 一樣基於道德義務而對所有的人一
視同仁，無非是一種想像。但是 Rorty 並不主
張我們因此把關懷與社會團結自限於相同傳統
中的人，人們同樣可以察覺不同文化傳統中的
人的痛苦，對於痛苦的憐憫與對於殘酷的後悔
能夠使不同傳統或團體中的人們凝聚起來。
Rorty（徐文瑞譯，1998，p. 331）接受 Sellars
的觀點指出「團結乃是創造出來的，而不是被
發現到的」，因此容許各種差異並存，但是不同
文化傳統中的人能夠體察彼此具體生存情境中
的痛苦與殘酷，才能真正促進人們的團結。換
言之，人類的和平相處是在彼此體諒與同情中
形成的，而不是植基於抽象的理念之上。因此，
人權文化是在現實差異之中，透過同情共感逐
步建構，而不是由抽象真理推論而得。 

（二）對於布爾喬亞自由主義的肯定來自於經
驗，並非來自先驗論述 

Rorty（1999）承認 Peerenboom 對他的評
語：「族群中心主義式的認可我們的權利文化與
布爾喬亞式自由」，但是 Rorty 認為此種認可並
不同於傳統西方哲學的基礎主義的先驗真理的
推 斷 ， 而 是 來 自 於 經 驗 的 保 守 說 法
（understatement）。他指出到目前為止，凡是
吸收了布爾喬亞式自由與人權文化的區域，其
人民不但欣然接受此種觀念，而且那些國家也
都不願意再放棄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因此，
Rorty 對自由主義價值的肯定不是來自基礎主
義的預設。 

（三）理性操作是行動脈絡（action-context）
下的慣形行動，並非無條件的真理
（unconditional-truth）預設下的推理行
為 

Rorty 指出：既然沒有無條件性的真理存

在，所謂理性運作或理性推理並不是從一個無
條件的真理前提進行演繹的過程，理性只是在
脈絡之下進行該脈絡社群所能共同接受的思考
方式，是一種習慣，任何主張論斷的有效性來
自於脈絡與社群的「認可」（endorse），並非訴
諸超越脈絡的真理，因此，雖然 Habermas 區
分「說理」與「說服」，並指前者才能真正而且
真誠證成一個論斷與命題，但 Rorty 認為這仍
然 是 一 種 預 設 著 基 礎 主 義 的 「 打 底 建 基 」
（hypostatization）。Rorty 批判 Habermas 說「真
理」的超越時空脈絡性質－－「真命題能抵抗
空間性的、社會性的、時間性的反駁」－－是
空洞的定義，和「健康的人就是沒生病的人」
一樣是廢話。因此證成之有效與否與態度真誠
與否其實並不在於可否訴諸超越脈絡的真理，
儘管 Habermas 堅持如果沒有超越脈絡的真理
作為 後的依據，我們的一切思考與判斷就會
喪失規範性的參考點，但 Rorty 認為一切真理
或理性論證根本不可能脫離脈絡，也沒有超驗
的規範可言，Habermas 的嘗試根本徒勞無功，
所以： 

理性之唯一功能就是能不斷警告我

們：無論我們多麼滿意自己的所作所

為，其實那可能還不夠好－－這一度

是原罪說的作用。但只要我們開始把

人的質疑設想為有機體與環境的關

係，而不是人類與某種值得敬畏的東

西－－例如真理或實在－－之間的關

係，我們就不再恐懼了。（Rorty, 2000, 
p. 62） 

換言之，理性是人們得以自我反省、自我
批判的功能，卻不是追尋真理的官能。人類不
再依賴宗教的原罪而是依據理性來自我警惕與
自我反省。 

其次，Rorty（1992）曾經區分「理性」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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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意義：(1) 狹義的工具理性、(2)傳統哲學
上的人獸之別的理性、(3)寬容、彈性、願意自
我改變的理性。前述 Habermas 所指的理性顯
然屬於第二種，然而根據 Rorty，我們應當重

新審視 Kant、Habermas 的理性概念，翻轉傳統
意義的理性意義為寬容多元、自我警惕與願意
改變的理性，如此，才可能建構一個「多元文
化、全球化的理想國」（Rorty, 1992, p. 586）。 

陸、Rorty 人權思想總結及其對教育之啟示 

綜合上述，我們可將 Rorty 的人權思想及
其對教育之啟示分以下幾點說明： 

第一、人權的認可必須從個人具體脈絡為
起點：Rorty 堅持實用主義立場，他認為主張
人權可以從反本質主義與反基礎主義出發，而
不必循傳統 Kant 理性人的思路－－從肯定人
性的普遍理性本質到人性尊嚴，從而推論出人
權的崇高。Rorty 批判這種論點出自於想像與
虛構，它所造成的專權比造就民主的可能性還
大。同時 Rorty 不諱言被稱為「族群中心主義
者」（ethnocentrism），因為各種社會現實的差
異與衝突確實存在，人無可避免的置身於特定
脈絡－－習俗、文化、傳統、語言等等－－的
特性，因此人們必定具有自己獨特的觀點與立
場，傳統哲學強迫人們抽離自身的脈絡、剝除
個別存在的特殊處境與具體性質，反而是不切
實際而宰制性的思維模式。然而 Rorty 的族群
中心主義並不畫地自限，他反而要求更多的開
放與多元。因此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人
們承認彼此的差異之下，建立人權文化？ 

Rorty 認為只有從體諒彼此、感受對方人
權受到侵犯的痛苦，人們才能將身處的社群範
圍－－我們（we/ us）－－擴展到原先「非我
族類」的「他們」（或「異己」，other）身上，
這樣才能創造更多人們的團結與凝聚，而且，
這才是道德的進步，也是道德教育的目的。因
此，Rorty 說： 

「我們對任何人都有義務，只因其為

人。」的口號，正確的解釋方式乃是

把它當作一種手段，來提醒我們隨時

盡量擴充我們的「我們」感。……將

「我們」的範圍擴充到隔壁洞穴的家

庭，繼而擴充到河流對岸的部落，而

後擴充到崇山峻嶺之外的部落聯盟，

然後擴大到四海之外的異教徒……我

們應該想辦法讓這個過程綿延不斷地

持續下去，時時刻刻注意發覺被邊緣

化的人們－－亦即我們仍然本能地歸

諸「他們」而非「我們」的那些人。

（徐文瑞譯，1998，pp. 332-331） 

第二、在教育上，這種擴大「我們」感的
教育就是道德教育以及「啟發」（edifying, 
edification）教育，教育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的
團結凝聚感擴大，也就是擴大「我們」的範圍
容納原先我們所排斥的「異己」。然而，接納異
己為同伴的過程與手段不再依賴傳統哲學的人
權論述－－理性是人的崇高本質與人性尊嚴之
根源，因此人權主張之產生就是為保障此種崇
高而不可讓渡之本質－－相反的，Rorty 認為：
擴展人們的團結與和諧並非依賴對理性的尊
崇，而是同情與關懷。但是，如何擴大人們同
情關懷的範圍與對象？這正是 Rorty 道德教育
與 啟 發 教 育 的 核 心 － － 培 養 敏 銳 「 感 性 」
（sentiment）。 

第三、道德教育與人權教育亦即感性教育
（sentimental education）與審美教育（或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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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教育」，aesthetic education）：Rorty（1993，
pp. 128-129）指出真正基本的道德觀念其實並
非傳統觀點下的「義務」（obligation），而是「信
任」（trust）。因此，當人們待人接物時，不是
出自受到道德律令的制約，而是出自於「感性
的進展」－－在原本我們排擠的「非我族類」
的人們身上去找與我們類似之處、相同之處，
從而使「我們」接納「他們」，這才是人權文化
得以傳揚的原因。Rorty 把此種信任感的培養
稱為「感性教育」，並指出感性教育是道德教育
與人權文化的根源。而且 Rorty 認為能夠讓人
們相互信任的關鍵其實在於「人人都會有痛的

感覺，尤其是其他動物所不可能有的那種痛：

屈辱。…人類的團結根本不在於人人都認識一

個普遍真理或追求一個普遍的目標，而是大家

普遍都有一個自私的希望，即希望自己的世

界……不會被毀滅」。（徐文瑞譯，1998，p. 
169）、「我們和其他人類共通的東西，與我們和

所有其他動物共通的東西，並無二致－－那就

是感受痛苦的能力。」（徐文瑞譯，1998，p. 303）
因此，真正能建構人權文化的教育並不在於構
造一套理性的系統哲學，而在於培養人們對他
人痛苦受難的感同身受的敏銳。而感性教育亦
可稱為審美教育或美感教育，因為「美學」
（ aesthetics ） 一 字 源 於 希 臘 字 aisthanomai
（percieve）－－感知，因此美學亦指感性之
學。如此，從 Rorty 觀點來看，審美教育之目
的並非針對藝術品進行鑑賞與判斷的教育，更
重要的是培養敏銳知覺、感知的能力。 

第四、文學藝術是培養陶冶情性與感性的
佳方式：Rorty 曾討論過 Proust、George 

Orwell 等作家的文學作品以及若干文學評論
（徐文瑞譯，1998），Rorty（1996b）也曾經指
出文學研究在目前有走向文化研究的趨勢，在
此重點不在於他如何解讀或詮釋這些作家與作
品，或者歐美文學系所是否要在文學研究與文

化研究之間擇一，真正的問題在於文學藝術等
經典具有的啟示或激發（inspiring）作用，而
這不是文學評論或文化研究的理性分析所能取
代。Rorty 肯定文學藝術作品的教育作用，再
度呼應上段的觀點。Rorty 指出，不同於哲學、
科學致力於描述或解釋普遍概念或建構體系，
文學作品－－小說、戲劇、詩等等所描述的是
生活中具體的、瑣碎的點點滴滴，然而情感與
敏銳的滋長就是在生活的細微之處油然而生，
「團結必須從細微的碎片中建立起來」（徐文瑞
譯，1998，p. 172），優秀的文學家也才能藉著
描寫瑣碎的生活片段，而掌握住人類生活中殘
酷的瞬間，因此，作家能幫助人們留意自身的
殘酷與生活週遭無意之間的殘酷，這就是人權
教育的發端。此外，文學藝術開拓人的想像，
這正是 Rorty 一再強調的自我創造－－自我教
育的關鍵，「我所謂的文學作品的啟示性價值意
指：這些作品讓人們發覺，他們的生命還有超
乎原先想像的可能。」（Rorty, 1996b） 

整體而言，Rorty 的人權思想仍然堅守反
諷自由主義的立場，Rorty 企圖說明：要建構
相互關懷的人權文化，無須植基於堅持先天理
性與人性尊嚴的傳統自由主義的立場之上，而
只要人們體察彼此的情感與苦樂，而人權教育

重要的目標在於培養感受的敏銳。在教育
上，Rorty 觀點主張培養感性與情緒的感受性，
透過文學藝術作品的洗禮，提高對人們對世間
苦難殘酷的敏感，因此他主張以感性教育取代
傳統道德教育所強調的理性推理，Rorty 認為，
邏輯理性不是讓人們彼此接納的真正原因，人
們能夠真正敞開心胸彼此接納的根源在於共同
群體的感同身受－－「我們」。因此，當「我們」
的範圍越來越廣、容納的對象越來越多樣與多
元，被「我們」所排擠的「他們」就會減少，
而這才是人權文化增生的契機。 

Rorty 觀點指出人類和平共處的基礎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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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與同情，而非理智與推論：以理性與法律或
許可以解決表面紛爭或區分是非曲直，但是是
非曲直之判斷卻不足以造就和諧與相互關懷的
社會。再將焦點放大，911 事件、以巴衝突、
美伊戰爭等等都印證邏輯理性不但不能解決人
世糾紛，甚且加劇人類的爭執，而戰爭根本是
違反人權的手段。本文原意並不在於推翻傳統
道德教育中道德推理、理性、義務、普遍人權
等價值，本文認為這些基本價值仍是德育與人
權教育之重要核心，只是在真實的人權爭議與
道德危機中，訴諸理性論證不一定比訴諸感性
關懷有用。如同 Rorty 所說：「我為什麼要道
德？」（Rorty, 1993, p. 133）這個問題的答案無
助於提昇人們的道德關懷，也無助於保障人
權；相對的，嘗試去思考並回答這個問題「我
為什麼要關心一個陌生人、一個和我毫不相
干、生活習性令我倒胃的陌生人？」（Rorty, 
1993, p. 133）才能讓「我們」與「他們」之間
架上橋樑。Rorty 觀點深刻點出傳統道德教育
與人權主張的不足，傳統德育企圖以道德推理
提高學生的道德水準，但是道德知識從來都無
法與道德情意及倫理實踐劃上等號，前者越豐
富而後者越薄弱只塑造出偽君子。現實世界的
紛擾、戰亂與暴行一再印證：理性與知識取向
的教育並不足以創造和平，人類和平與相互關
懷更需要感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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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tionality or Sentimentality? Rorty’s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Ruyu 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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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at clarifying Rorty’s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education. To do 
this it examines Rorty’s critiqu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his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related dispute about human rights. The paper will make clear the power of Rorty’s insights 
on education, especially his substitution of the “sentimental” approach for the traditional 
“rational” one. From Rorty’s view, the goal for education to build a human rights culture is 
not via more reasoning or knowing, but via sympathy and compassion for more people who 
could have been taken as “others” or “aliens” or “strangers.” In other words, the more people 
we care, the more people’s human rights are highlighted and thus respected and promoted. 
That is the reason why the Rortian educators need to put more stress on the cultivation of 
pupil’s sentimentality than rationality although the latter has been seen as the center of the 
conven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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