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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多元的宗教環境是亞洲環境的特色，它的環境裡就有著豐富的神靈信

仰、經驗與崇拜儀式，它本身就有著一套獨特的宗教觀。而宗教研究的

起點，正是認識到宗教是人類社會的一種獨特文化現象。但宗教學研究

也無法或假設有真正完全客觀的現象描述的可能，而我們應接受理解者

本身的詮釋觀點與研究對象之間有著創造性的相互影響的關係。 本論文

主要在探索高達美所肯定的「傳統」與哈伯瑪斯指出的「批判」思想。

高達美肯定達至理解並不是要棄絕傳統，而是參與傳統和傳統視域的交

融，他積極地肯定「傳統」對理解的影響。但哈伯瑪斯提出了爭論，他

認為如果無法走出傳統時，一旦權威和權力機制滲透傳統，傳統將成為



具宰制力量的意識型態，使我們無法擺脫其束縛。所以他挑戰含藏於傳

統中未經批判的虛擬共識。也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筆者嘗試作有關宗教

研究的探討。 本論文的進行採取對比（contrast）的方式。闡述兩人關於

「傳統」與「批判」的見解及後續的影響，經由兩人觀點的對比；一方

面可以消極地呈現出兩人論點待議之處；另一方面能更積極地試圖在彼

此的論點中互相補足，使得語言、傳統與意識型態的意義內容更為明

確。也藉由這些思想內容，有助於宗教學、宗教哲學、聖經詮釋、神學

及宗教交談等理論與實踐基礎上的發展。  

摘要

(英) 

Multiform religions belo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sia.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and abundant ways of believing in God. Therefore related experiences and rites of 

worshiping are also many. All these create a unique impression of what religion is 

all about. The starting point to study religion is to understand religion as a specific 

cultural phenomenon of human society.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for the 

researcher to find a correct and totally objective description of this phenomenon.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 should accept that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religion it 

needs a creative, mutual influenc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hermeneutical aspect 

and the object of research as such. The task of this paper is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about Gadamer’s concept of “tradition” und of Habermas’ 

“criticism”. Gadamer stresses that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it 

must not put aside tradition but go into a fusion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horizons. 

He strongly emphasizes the role of tradition 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thing”. On the contrary, Habermas points out that if there is no way to 

forego tradition and its mechanically infiltrating power and authority, then 

tradition will become such a powerful ideology, that to escape from it would be 

impossible. So he demands that pseudo consensus of tradition must first undergo 

the process of criticism. It is with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researcher brings up a 

discussion on religion. This paper adopts a “contrast model”. While elaborating 

these two aspects of “tradition” and “criticism” and its ongoing influence, it 

also points out the contrast of these two positions. First, to explain their different 

intentions. Secondly, to show clearly their mutual supplement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clarify the inner contents of language, tradition and ideology. Hopefully, 

these thoughts could be helpfu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ligious scienc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biblical hermeneutics, theology and 

religious dia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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