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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瑪斯溝通理論的基本
理念

1.1 治學之動機─對抗「科技意識形態」的
宰制
任何哲人之所以尋思、治學，皆出於他的心中有一個讓他殷切關
懷的問題。
而一個重大而難解的問題，往往吸引著好幾個世代的哲人們的心
靈，並苦苦地探求其解答。
人類自從「啟蒙運動」開始、便高舉「理性」！自然科學的進步
促發了「機械的宇宙觀」之流行，也使得自然科學廣受崇拜、「科學
主義」（Szientismus）及實證主義勃興。於是，許多人提倡社會科學
也應該模仿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如哈伯瑪斯所批評的：「社會中不斷
前進的『合理化』與科學及技術的進步之體制化是相關連的。當技術
與科學達到滲入社會的這些體制領域、並藉此改變體制本身的程度
時，舊式的正當化方式就被拆毀了。指引行動方向的世界觀以及整個
文化傳統之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與『除魅化』，是一種正在成
長的社會行動之『合理化』之另一表現面」1。
過去，人類的生活是受到神話、宗教、風俗禮教、道德哲學理論
1

Jürgen Habermas, Technik und Wissenschaft als “ Ideologie ”,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68, S. 48. 「另一表現面」指的是同一本質之事物的另一呈現方式，
如一枚硬幣之有兩面，但其實表現相同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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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配。但是，在「科學主義」及實證主義的觀念裡，凡是不能化為
「數字」的、凡是不能「計算」的，都被視為是愚蠢的迷信或玄虛無
意義的囈語。於是，「諸神的黃昏」
（Götterdämmerung）之時代降臨，
「眾神退位」！即韋伯所說的：「世界的除魅化」（Die Entzauberung
der Welt; 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其前文是：
與日俱增的理智化及合理化……意謂著，我們這樣地認知
或這樣地相信：人們只要願意、則人們任何時候皆可經驗到，
原則上不存在神祕的、不可預料的力量在興風作浪；而毋寧是
我們原則上可透過預先算計而支配一切事物。然而這就意謂著
「世界的除魅化」2。
而「可以計算的價值」就是「效率」而已。啟蒙運動所標榜的理
性最後窄化為所謂的「工具理性」！而技術化的管理正是實現「效
率」的前提。
於是，很快地，「實踐的領域以這種方式被吸收入技術的領域；
城邦公民如何過有美德的生活之實踐問題，已被轉化為規範社會交往
的『技術─行政管理』問題，以便確保秩序及國家公民的生計福
祉」 3 。社會目標的設定乃是依照資本主義的「社會財富總量最大
化」法則，而政府則透過高效率的官僚體系來展現其權力、控制人
民。結果是：「人」不見了、人「喪失了其尊嚴、其自由的自決
權」 4 ！人們喪失了對「我們的社會該如何被型塑」此一議題的發言
2

3

4

Max Web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 , 1917/1919 ; Politik als Beruf, 1919, hrsg. W. J.
Mommsen & W. Schluchter, Tübingen : J. C. B. Mohr (Paul Siebeck) 1992, S. 86f. 本
德語書是韋伯兩篇演講的合訂本，此處所引的，出自〈學術作為志業〉。
Thomas McCarthy,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p. viii.
Thomas Raiser, Rechtssoziologie, Frankfurt a.M.: Alfred Metzner 1987, S.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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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因為一切早已被決定了、即「效率」決定了一切，人沒有什麼可
說的。因為，如果人還想說什麼，那一定是那些外於「效率」的目
標，諸如：美德及淳厚民風的維護、景觀的美感、環境生態保護、平
均財富的「分配正義」人道價值……。但是上述這些「不能化為數字
來做評分」的主題，在「科學主義」及實證主義的理念中早已被取消
了！除了「效率」思維所加諸的目的之外，人類別無正當的追求。人
類被關進了一個如韋伯所說的「鐵籠」（stahlhartes Gehäuse）5之中。
至此，人類澈底喪失了發言權、喪失了「自主性」（autonomy）。
面對三百年來這個看似已經無法阻擋的「巨輪」之滾動，許多哲
人仍然起來反抗：從「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海德
格（Martin Heidegger）、Carl Schmitt6、到「後現代主義」。
這些反抗者似乎都意識到自己的無力感，許多人充滿著悲憤、絕
望的情操。而他們所開出的琳琅滿目之「救世藥方」，卻往往只令人
感到困惑。有人寄望喚醒勞工階級、從事革命打倒資本主義，這些工
人們就可以把人類從受到資本主義法則支配的社會關係及庸俗拜物中
解放出來（但吾人恐將非常懷疑，今日西方國家的工人仍有興趣摧毀
這個物質享樂的花花世界）。有人認為多聽歐洲古典音樂才可以讓沉
迷於商業流行文化的精神重獲救贖。有人痛心科技使整個民族著迷於
全球市場的金錢追逐、導致民族精神腐敗、空洞化，因此想以民族原
5

6

Max Weber, 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 Erftstadt: Area
2007, S. 160. “stahlhartes Gehäuse”依德語的原來字義應該翻譯作「像鋼一般硬的
殼」。但由於英語譯作 “iron cage”，因此漢語一般譯為「鐵籠」。
自此起，本書對於西洋人名的翻譯，凡漢譯有定型的，如柏拉圖、康德、黑格
爾，採用漢譯。雖未完全定型，但諸漢譯差異不大、不致誤解、且經常於書中出
現的，亦採用漢譯，例如盧梭、亞里斯多德。對於一般學者，則用原文。另有些
相當有名的哲學家，但譯法分歧、或譯音與原音頗有差距者，本書仍用原文，如
Gadamer；或用原文發音較為順暢者，亦用原文，例如 Rawls, Schmitt。另外，對
“Habermas”之人名漢語翻譯不一，筆者在引用時不更改各學者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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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的神話及倫常的力量喚起民族的生命力，於是寄望納粹黨、呼籲同
胞們支持希特勒！還有人則選擇像犬儒般地對「理性」冷嘲熱諷、並
玩世不恭地大談「解構」，在盡情地、痛快淋漓地破壞之後，卻沒有
能夠告訴我們，人們共同生活的基礎是什麼、如何建立7？
哈伯瑪斯的哲學正是當代嘗試打破「科技意識形態宰制」的再次
一擊、也應該是最強的一擊！他希望讓每一個人都重獲「自主性」。
這意思是說：引導我們生命的社會規範，應該是立足於人們把自己所
追求的利益、拿出來與他人進行理性的討論之後，而能夠被社會成員
所共同接受的，而不是由科技的意識形態、或任何權力強加於我們
的。
哈伯瑪斯認為，人類文明發展至今，人類的「道德意識」已經進
化到一個夠高的水準，即人類只願意用和平的、平等的、使用理性的
交談方式，去建立共同接受、共同遵守的規範，以解決衝突、達成社
會的協調與整合 8 。而不是像古代的人，當自己有某種主張時，並不
是訴諸「理性的說服」，而是想透過詭辯、情感、身分尊卑、利誘、
暴力恐嚇威脅、或援引信仰之權威……去達成讓他人「接受」的目
的。對哈伯瑪斯而言，這種被迫的「接受」或「同意」，並不是真正
的「接受」或「同意」。
任何人所提出的主張，如果能在和平的、平等的、僅使用理性的
交談程序中，最終獲得眾人的一致首肯，才能夠成為「有效的」
（gültig; valid）規範。或者，換句話說，在文明已進化的社會中，一
7

8

參閱 龔群，《道德烏拖邦的重構：哈伯瑪斯交往倫理思想研究》，台北：洪葉
文化 2001，頁 343-344。
哈伯瑪斯界定（已發展的）「道德意識」為：「使用互動的能力、為的是要有意
識 地 以 一 種 程 序 去 處 理 道 德 上 重 要 的 行 為 衝 突 」（ Jürgen Habermas,
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79,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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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規範若想要取得「有效性」（即「有拘束力」、或是說被認為是
「真的」 9 ），除非它是所有會受其影響的人們自願同意的；而人們
之所以會同意，原因只能有一個，即「理性上被說服」。哈伯瑪斯的
（廣義的）「溝通理論」正是要告訴我們這種能力將引領人類走向解
放。

1.2 理解溝通理論之基礎思想的必要性及本
章之內容
哈伯瑪斯的法律哲學是他的「溝通理論」之根本原則的延伸，他
的「審議政治觀，［也］是『溝通行動』向外輻射的理性主張。具體
地說，係應用論辯理論來解釋民主與法律的關係，從而導出一個程序
主義理論……」 10 。而他的「憲法愛國主義」或族群理論也是以他
9

有人提出批評，認為只有涉及對「客觀世界」之認知的，才適合用「真理」一
詞；反之，涉及價值規範上是非對錯的，應使用「正確」一詞。
哈伯瑪斯對此提出解釋，他表示可以在引申的意義上將價值規範上的「正確性」也
說是「道德上的真理」（moralische Wahrheit）（Jürgen Habermas, Moralbewußtsein
und kommunikatives Handeln,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3, S. 62），這種引申的
用法是要強調在「價值判斷」的議題上，人們同樣必須「給出理據」
（begründen）、用「好的理由」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即對於價值判斷提出主
張，一樣須提出「有效性要求」、同樣須用「論辯」（Diskurs）加以檢視（Jürgen
Habermas , “Wahrheitstheorien（1972）”, in: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5, S.127-186; S. 144f.）。
哈伯瑪斯認為在價值判斷的問題上也用「真理」一詞，可以更突顯「可知論」

10

（Kognitivismus）的立場，即反對「不可知論」
（Non-kognitivismus）。
黃瑞祺、陳閔翔，〈審議民主與法治國理想：哈伯馬斯的民主觀〉，《溝通、批
判和實踐─哈伯馬斯八十論集》，黃瑞祺主編，台北：允晨 2010，頁 355406；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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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理論」之根本原則為圭臬；「哈伯馬斯的整個學術工作可以說
是在推進、深化與應用溝通理論的內涵……」11。
因此，如果不對其「溝通理論」的根本原理做一了解，恐怕難以
掌握哈伯瑪斯法律及政治哲學思想的神髓。不僅如此，也難以深入理
解哈伯瑪斯與 John Rawls 之爭的根本緣由，及雙方之所以僵持不下
的癥結所在。因此，本書在此第一章，將對其「溝通理論」的根本理
念做一介紹。
但是，介紹也不應太過繁瑣；因為，哈伯瑪斯成名已逾半個世
紀，這些思想大部分在其他介紹哈伯瑪斯的眾多文獻中，已經被詳細
敘述過了，本書似不該重複此一工作，否則便偏離本書的主題。再
者，哈伯瑪斯在建構其思想時，總是旁徵博引大量西方哲人的學說作
為參著，因此若要詳細介紹其基本學說，便得先介紹西方諸子百家的
思想，則本書將枝蔓叢生、永遠論不完。
因此，對於本書一開頭有關「工具理性」批判的部分，不再贅
言。而這一方面的文獻早已汗牛充棟，讀者若想深入研究是非常方便
的。
而另外有關（廣義的）「溝通理論」部分，若要仔細介紹其奠基
的過程，那也將是談不完的。光是要證立「為什麼今日人類願意、也
應該以平等、理性的方式交談、透過彼此的說服來求取共同遵守的規
範，只有所有相關者同意的規範才能被宣稱是『有效的』」這一根本
命題，哈伯瑪斯就引用了大量的英美及歐陸的思想家的學說，其中最
主要的有皮亞傑（Jean Piaget）、柯爾伯格（Lawrence Kohlberg）、
喬姆斯基（A. Noam Chomsky; 亦有譯為「杭士基」）、奧斯丁（John
Langshaw Austin）的思想。
11

同上註，頁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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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述這些學說，不僅本身就有可議性，而且它們並非完全與哈
伯瑪斯的思想吻合；筆者認為，哈伯瑪斯引用它們，只是在一種「類
比」、或需要修改的方式下，也許尚可提供支持哈伯瑪斯理論的依
據。而且哈伯瑪斯在此處的學說，不僅較為抽象、論證也非常繁複，
在細節上也有眾多的模糊與可商榷之處。因此，若真的要細究，大概
要用一整本書的篇幅，才能夠充分省思這個部分的重重難題。既然本
書的標題為《哈伯瑪斯的法律哲學》、而且想必讀者們也希望趕緊進
入正題，因此本書必須要有所「聚焦」、不能不有所「節制」與「篩
選」。因此，對於哈伯瑪斯（廣義之）「溝通理論」之根本理念的介
紹，筆者力求使用簡明、容易了解的方式；讀者未來若有興趣探索其
重重難題，筆者樂見讀者自行深入。
因此本章先扼要鋪陳哈伯瑪斯如何得以主張：「今日人類應該以
平等、理性的方式交談、透過彼此的說服來求取共同遵守的規範，只
有所有相關者同意的規範才能被宣稱是『有效的』」這一根本命題。
接下來介紹其「理想的言談情境」之學說，以及 Alexy 以分析哲學的
敘述手法改寫這個學說的內涵。最後則探討哈伯瑪斯的「論辯原則」
（D 原則）及「普遍化原則」（U 原則）的內涵及兩者的關係。

1.3 語言作為解放的鎖鑰
1.3.1 語言蘊含解放的力量
哈伯瑪斯治學的宗旨是：試圖以合理的交談方式求出社會規範，
打破技術與權力統治的宰制，從而建立一個人人得以自主、不受壓抑
的、解放的、充滿著理性之光的社會。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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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認為「語言」、或者說是「言語」是拯救世界的鑰匙！因
為，哈伯瑪斯看到了人際關係中存在著壓迫、或透過欺騙與意識形態
所灌輸的種種扭曲。同時，他又看到了人際的互動是基於語言。因
此，如果我們以語言作為媒介互動時，能夠遵循一套平等、且僅訴諸
理性為論據的交談規則，則：
首先，先不談交談的結論，光是這種交談的形式程序，就已經先
打破一部分的壓迫與扭曲了。在交談中那種公平、互相尊重、只服從
理性……的情境，就已經成就了一個正當的人際關係，締造出了一種
美好的生活風格、或者說是「理想的生活形式」12，使我們擁有一個
高文明的社會。
再來，由於哈伯瑪斯抱持一種所謂「認知主義」、或者譯為「可
知論」的立場，他認為，只要人們能在一個可以讓理性澈底被發揚的
交談環境中進行討論，在討論中，人人平等、皆可充分論述、只遵從
理性，走過此程序，人們得到的共識結論就可以作為真理的判準、作
為我們認知與實踐的指針。
最後，過去是種種「科技意識形態」、迷信、暴力的非理性力量
加諸規範給我們，剝奪了人們自我立法的資格，我們是受壓迫、受宰
制的。如今我們是自我立法，我們獲得了「自主性」、重新成為自由
的人。
換句話說，哈伯瑪斯寄望以「語言」、或者更切確地說是以「透
過使用語言的溝通、討論」，作為拯救人類的不二法門。但前提是：
這種「溝通、論辯」須在遵守一套理想的交談條件之下被進行，方能
達到最終目的。能找到這個條件（一套交談的規則）、指出其內容，
12

參閱 黃瑞祺，〈理性討論與民主：哈伯馬斯之溝通理論的民主涵義〉，《多元
主義》，蕭高彥、蘇文流主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8，頁 337-377；頁 358-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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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解釋為什麼人類能夠遵守之、也應該遵守之，則人類便得拯救！哈
伯瑪斯早在 1965 年受聘法蘭克福大學的就職演講中就說道：「將我
們抬高到超越自然之外的只有語言、且我們知悉語言之本性。藉著語
言的結構，自主性及責任感被置於我們心中」13。
至此，很明顯地可以歸結出四個關鍵問題：
1. 這個能促成人類解放的「理想的溝通條件」之詳細內容是什
麼？或者說是：「哈伯瑪斯所主張的人們從事溝通的整個過程中所須
遵守的規則共有哪些」？用哈伯瑪斯自己在〈何謂普遍語用學〉一文
開宗明義的話說就是：我們要確認並重建「達成相互理解之可能的普
遍條件」或「實行溝通行動的普遍前提」14。
2. 人類有能力遵照這個溝通條件來進行討論嗎？
3. 為什麼人類應該遵照這個溝通條件來進行討論？
4. 哈伯瑪斯如何論證人類理性有能力認識到「真理」或「正
確」之道德價值？即他如何辯護其「可知論」的立場？
在哈伯瑪斯的哲學體系中，只要回答了 2 與 3，則 1 的答案自然
就會呈現出來。而 2 與 3 是密切相關的。我們知道，康德在其《實踐
理性批判》一書中的論述被歸結出一句名言：「你能，因為你應該」
（Du kannst, denn du sollst）15！這句話是康德用來表達人們對道德義
務必須勉力做到。而哈伯瑪斯在「2 與 3 之關係」的這個問題上，正
好可以用康德這句話的「顛倒」方式加以表述，即：「你應該，因為
你能」！這是因為哈伯瑪斯認為人的能力是在歷史中逐步向上發展進
13
14

15

引自 McCarthy, 1979, 同註 3, p. xvii.
Jürgen Habermas, “Was heißt Universalpragmatik?（1976）” , in: Vorstudien und
Ergänzungen zur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95, S. 353-440; S. 353.
參閱 Immaneul Kant, 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以下全書簡稱 KpV）, A171
& A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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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越近代，能力越高、依此能力所做的事也越趨向理性、即擁有
越高的價值。所以，當人們「已經有能力遵照這個溝通條件來進行討
論」之時，也就已經意謂著「應該遵照這個溝通條件來進行討論」。
關於這一點，我們將立即在緊接著的下一段就展開說明。
至於 4，這是一個深邃而複雜的知識論問題，本書在此章將之提
出來，並會扼要敘述哈伯瑪斯的理由、並初步指出他的理由之中有待
商榷之處。哈伯瑪斯的性格特色之一是極富自信心，他在從事論述
時，總是以充滿自信的口吻一路侃侃而談、視其所言之正確性為理所
當然。但其實讀者們卻可能步步都發掘到疑點、認為有許多應該停下
來討論之處。而在諸多可議之處中猶為重大者，應屬關涉到「共識真
理觀」的問題；這是因為他非常信任理性之能力的態度，堅持一種
「可知論」、及「道德普遍主義」的立場。而如本書序言已說的，對
於凡是涉及哈伯瑪斯「真理觀」的問題，都會在本書的第七章的後半
段再予以最後的「總反省」。

1.3.2 人類道德意識的進化與「溝通資質」的形成
兒童教育心理學家皮亞傑研究人類自出生到成年的「認知能力」
與「道德意識」的發展過程。他告訴我們，人的這兩方面的能力，都
是藉著與外在環境的互動，拾級而上地提昇。
在「認知能力」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即「物體恆在性」的概念。
幼兒起初是沒有這種概念的，當我們用一塊木板擋住幼兒正在注目的
玩具時，幼兒以為它消失了、並不知道它仍存在於木板後面，因此幼
兒只會等待（期待玩具再出現），但卻不會動手或起身去找16。另外
一個顯著的例子是「實體守恆」的觀念，我們把一堆黏土平分、捏成
16

參閱 John L. Phillips，《皮亞傑理論初階》，王文科 譯，台北：國立編譯館
1983，頁 42 和杜聲鋒，皮亞傑及其思想，台北：遠流 1988，頁 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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