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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互動與實踐的結構觀 

 

認識或研究哈伯馬斯的人，都會將「溝通行動理論」視為他在哲學、政治學及社會

學上的註冊商標。「溝通行動理論」的哲學思想體系是融會哈伯馬斯對資本主義社會合

法性問題、市民社會觀點及生活世界內容等主張，範圍廣博，意義精深。本章囿於研究

重點方向的限制，無法完整地將上述各個領域作全面性的交待，僅能從「合法性」問題

著手，探討何謂「溝通行動理論」的有效性，並藉此一理論來理解哈伯馬斯的主張；「溝

通行動理論」是人類「社會」得以實踐的重要論述。因此，本章的節次安排：第一節，

探討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第二節，分析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的概念及意

涵；第三節，探討哈伯馬斯對理解和共識如何達成；第四節，分析溝通行動的理性結構；

第五節，綜合各節重點以期能對溝通行動有一番全貌的認識。 

 

 

 

 

第一節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問題 

 

哈伯馬斯在 1973 年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1一書中，針對資本主義社

會中種種合法性問題提出強烈的質疑與批判，其中他把焦點集中在「晚期資本主義的特

徵」、「危機的意涵」及「合法性」等三個重大問題，以說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存在著

政治、經濟與文化意識形態的危機。 

 

壹、哈伯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合法性」的認識 

 

一、「合法性」的意涵 

 

政治領域中所謂的合法性，包括了民主化與法制化。其中牽涉的是民主與法制的「合

理性」。所謂的「合理性」是指以直觀自明方式將「普遍公民意識」的根本性原則；它

包括了政府對公民權利尊重和公民對自身參政權利的自覺兩個方面，合理性的目的是要

                      
1 哈伯馬斯著，陳學明譯，合法化危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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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能獲得人民普遍性的認同與接受之共識。因此，合法性成為近代政治學和政治哲學

所關注的兩個問題。 

 

法國政治學者杜威（M Duverger）認為，「合法性」的定義應該有兩層意思：第一是

指國家政府必須遵循與本國體制相適應的價值觀念；第二是指一切政權必須服從人民的

普遍意志。這意味著，國家必須依據上述二點，努力證明自己擁有合法性的權威。
2從杜

威的的觀點和看法可以得知，所謂的「合法性」必須是在政治領域中，能獲得人民普遍

意志的認同前提下，才能有效的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等多項領域，發揮出其應有的

功能。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的合法性是以人民群眾對領導者政治命令服從的動機為依歸。韋

伯認為，無論這些權力的符號是來自於傳統指派式的或行諸於法律、條文規章的理性－

合法型，或者來自於領袖魅力的「卡里斯馬型」。
3人們之所以會遵守或服從命令，是因

為他們相信這些領導者及所下達的命令具有合法的地位。只要領導者能具有這些權力和

命令的依據，即具有合法性的功能。對韋伯而言，合法性的本質即是統治，其正當性是

基於對合理秩序的信仰。4也就是說，某些人被認定是領導者或所發佈命令的人，即是具

有合法性的領導者。韋伯界定的「正當性」是對於統治權力的存在，而經過形式的認可

或事實上的承認。而「合法性」則是統治團體中，特定權力的運用，合於實證或倫理規

範；國家在政治、經濟方面提供社會的產品，能否滿足於社會的需求。由韋伯觀點可概

略得知，作為一種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其外顯功能必須獲得一般民眾的忠誠。人民忠誠

意念又是與國家政治效益及社會文化的意識形態緊密相連。所以，合法的「政治秩序」

意味著一個理性社會中的政治行為是被認可和理解的保證。 

 

另外，韋伯對於合法性的標準，是通過以下方式獲得保證：（一）純粹內在的聯繫關

係。政治行為必須是合乎感情的、理性的、宗教的； （二）通過期望出現特別的外在

結果，即通過利害關係，也通過特別的期望；（三）合法性是基於多元主體對制度取向

的共識和認同。5可見，韋伯對合理性與合法性的看法將其合併來看待；構成合法性的因

素是基於多元主體對制度的取向所能達成的共識和認同，因而「合理性」只是導致「合

                      
2 傅永軍，「哈貝馬斯“合法性危機論＂」評析，馬克斯主義研析，1999 年第4 期，頁65。 
3 吳庚，韋伯的政治理論及其哲學基礎（台北：水牛出版社，1992），頁62-66。 
4 吳庚，韋伯的政治理論及其哲學基礎，頁69。 
5 馬克思．韋伯著，經濟與社會（上卷）（北京：商務印書出版，1998），頁64-67。 



第伍章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互動與實践的結構觀 

 143

法性」的一個重要原因。 

 

哈伯馬斯認為韋伯將「合理性」（目的－工具的合理性）與「合法性」混為一談，甚

不合理。因為，一旦法律的合理化（或合法性）被解釋成為一個目的理性的經濟行為和

管理行為的目的理性組織問題，道德－實踐合理性的制度體現問題就會被抛棄到一邊，

甚至會走向它的對立面，成為非理性的源頭。
6另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合法性

危機，並非如同韋伯所說的「制度結構的合理性危機」。哈伯馬斯認為韋伯把合理性（合

法性）的概念單純化為目的合理性。然而，在法制化的過程中，目的理性行為經常會脫

離其道德－實踐的基礎，這一道德與實踐基礎涉及的是更高水準的制度分化，而不是單

單以行為目的取向做為合理化的問題而已。
7相對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造成的危機是

資本主義制度發展所衍生出來的，有關社會認同、社會整合和個體發展等問題，就這個

危機的意涵來說，即會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帶來異化與扭曲。哈伯馬斯的「合法性危機」

並非全然從政治角度來看，而是從整體人類交往的社會來看。他的「合法性」牽涉到的

不僅是工具－理性，也包含了道德－實踐理性和審美理性於其中。 

 

二、「合法性」與「合法化」危機的關聯性 

 

哈伯馬斯受韋伯「合法性」觀念的影響，他區分了「合法性」與「合法化」對資本

義社會所可能帶來的危害。他對合法性的解說是：「關於合法性（Legitimacy），我把它理

解為一個『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合法性要求，此一要求則與某個規範決定社會同一

性，及社會一體化之維護相聯繫。合法化被用來證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現存

制度如何、以及為什麼適合於通過這樣一種方式去運用政治力量－在這種方式中，對於

該社會的同一性具有構成意義的各種價值將能夠實現。」8一句話，哈伯馬斯是將「合法

性」視為一種「制度」，而國家的「合法性」即在如何善用此一「制度」。國家的合法性

與政治制度的合法性是等義的。顯然的，哈伯馬斯的國家「合法性」概念是對韋伯「合

理性」與「合法性」認知的補充與反思。韋伯的合法性是從人必須服從某種命令的動機

來談，他的合法性既等同於政治系統的穩定性。韋伯的三種「合法性統治」（法理型、

傳統型、克里斯馬型）都是以獲得政治的合法性來看合法問題。也就是說，合法性所表

述的是一種政治秩序；一種被社會所公認的一套社會價值，從而具有穩定性的效果。 

                      
6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第一卷〉（上海：世紀出版，2005），頁256-257。 
7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頁259。 
8 哈伯馬斯著，陳學明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188-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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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說：「合法性意味著，對於某種要求作為正確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被認可的

政治秩序來說，有一些好的根據。一個合法的秩序應該得到承認。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

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這些定義強調了合法性乃是某種可爭議的有效性要求，統治秩序

的穩定性也依賴於自身在事實上被承認。」
9對哈伯馬斯而言，「合法性」問題不能僅從

政治的概念來看，反之，它是一個廣泛的社會交往概念。具體的講，合法性是同政治制

度聯繫在一起，被承認是正確的和合理的要求對自身有很好的論證，所以合法性的範疇

應嚴格地被限定在具有國家形式的社會上。
10只有一個制度的合法性存在爭議時，才存

在所謂的合法性問題。因為，一個秩序或規則是否能被接受，不單單僅是政治與經濟的

層面，而應是整個社會各個層面能否達到公正與正義的原則。 

 

至於，所謂的「合法化」（Legitimationen）是對一種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證明來說明，

他說：「任何社會都必須建立在被人們認可的基礎上，也就是必須具有『合法性』，倘若

失去了合法性，那就會出現『合法化』的危機。」
11 他的「合法化」是用來理解「合法

性」，以說明現存的「制度」是如何、以及為什麼能適用於透過這樣一種方式運用的政

治力量。 哈伯馬斯是用歷史的角度來賦予「合法性」和「合法化」。他說：「『合法性』

和『合法化』必須放在一定的歷史情境中加以分析使用，才能區分那一種政治秩序是合

理的，而那一種是不合理的」12，「合法化」是否會被大眾認同，依賴於經驗的動機，但

經驗動機亦非獨立存在，它的形成又來自於社會對制度的理解，確切地說動機是一種理

性，也是一種合法化的潛能。這種社會的理性意味著必須在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理解與

共識之中，才能使「合法化」獲得確認。 

 

貳、論析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特徵及其危機發生的原因 

 

一、哈伯馬斯對「危機」的看法 

 

哈伯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是從社會整體的觀點來看「危機」的發

生，而非從個體（主體）的角度來檢視危機。哈伯馬斯認為若從個體的觀念點看「危機」，

                      
9 哈伯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頁184。 
10 哈伯馬斯，現代國家中的合法性問題－重建歷史唯物主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264。 
11 同上註，頁184。 
12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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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能視之為一個人在面對外在環境突如其來的衝擊，而暫時喪失了本來屬於其應擁有的

能力，而無法解決其困難謂之。哈伯馬斯是從系統的整體性來檢視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

危機，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是整個國家行政系統的擴張，並危及其他系統的

正常運作，導致喪失社會的正義與公平性。哈伯馬斯說： 

 

「現今，國家的合法化問題已不是如何掩飾國家行為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功能性聯繫，

以利於對公共福利的意識形態定義了。這種掩飾已不再是可能的，至少在經濟危機期間是

如此。而且，由馬克思主義所作的揭露也不再是必要的了。毋寧這樣說，國家的合法化問

題乃在於如何把資本主義經濟的成就做為下列事象來呈示，即做為相對來說可能性最高的

對一般利益的滿足，或者至少能暗含這種事象，這樣國家就使自己有計畫地承担起把功能

失調的效果保持在可接受的限度內的義務。在這種角色的委派中，國家對要求合法性的社

會規則提供了合法性的支持。」13 

 

哈伯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不單是經濟的範疇，而應該是社會全面性的危

機。雖然，他不排除在經濟方面浮現出的危機對社會產生的危害，但基本的危機仍是國

家行政管理系統權力不斷擴張所產生的。它產生的原因：一是國家干預市場，使資本家

之間的利益產生矛盾；其次是國家干預與自由市場競爭法則相互抵觸，國家成了「經濟

企業管理委員會」，致使政治系統無法公平照顧各個層面。國家的社會職能本應關注社

會各個階層的利益分配，使其符合公平與正義原則。然而，晚期資本主義經濟的快速發

展，使國家為了持續提高生產力，必須設法發展出一套符合資本家（資本企業）高速生

產的經濟制度。國家為了維繫資本家的利益，各項經濟制度或行政效率也就自然無法全

面公平的、合理的顧及社會各個階層。如此一來，國家行政系統「輸出」政策的合法性，

必然無法得到所有社會大眾對它「輸入」認同的忠誠度。輸出與輸入由於受到國家行政

系統不斷的對經濟制度和市場的干預，最終產生人民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甚至公共政策的

不信任，「合法性」問題應孕而生。因此，哈伯馬斯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發生的「危

機」，就其實質意義分析，是社會「認同危機」。 

 

二、國家干預的危機 

 

如同前段所述哈伯馬斯指出，自二次大戰以降，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一個嶄新

                      
13 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化危機，頁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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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這一階段在性質上完全不同於自由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社會型態，

哈伯馬斯將他稱之為「有組織的或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亦即是晚期資本主義社會。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與 19 世紀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大差別在於國家干預的力量

與資本主義企業相互結合為一體。因而產生出兩種趨勢：第一、國家干預市場的功能不

斷加深，同時藉由干預所獲得的利益，進而用制度與立法來保障這種干預的合法性與穩

定性。哈伯馬斯說： 

 

既不能把晚期資本主義國家所發揮的職能方式，理解為按照始終自動自發起作用的經濟規

範非自覺的執行制度模式進行的，又不能理解成是按照聯合在一起壟斷資本家有計畫行動代理

人模式來進行。晚期資本主義所面臨的兩種困難，而且，這些困難又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產生的：

市場的職能出了日益嚴重的問題，而國家又必須去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把國家理解為擁有

合法權力的一種制度。國家的輸出產生於最高行政當局的決策中。因此，它需要社會成員對它

那種盡可能不那麼特殊誠心誠意的輸入。輸入和輸出都可能造成破壞性的危機，輸出危機具有

理性危機的形式，行政系統無法完成它從經濟系統那裡接受來的指導作用，於是生活領域中發

生了錯亂；輸入危機具有合法危機的形式，合法的系統無法維持它要求群眾表現的那種忠誠。

關於危機，就是國家活動擴張產生的一種後果，就是合法性需求不合比例的增長。 

  

上述情境使得國家在發展經濟方面獲得合法性。現代國家是一種經濟分權化的結

果；經濟系統是通過市場—也就是通過一種非中心化的、非政治的手段－「對生產過程

的調節」。對此，哈伯馬斯在一篇《論現代性》的文章中明確的指出：「國家的經濟成長

和組織機構完成的高壓下，這種社會現代化越來越深刻地滲透到人類在先前形式之中。」

14其次，國家統治的合法性只有不斷通過對社會經濟過程的直接干預，並繼續的採取新

的原則和政策來弭補自己，其結果必然造成自由交換的功能失調，進而導致社會中貧富

不均的惡果，最終無法重新建立並確保社會成員對國家和社會的忠貞，合法性的問題將

是國家社會全面性的問題。 

 

二、意識形態受科學技術制約的危機 

 

造成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第二種趨勢為：國家為了增進生產力的發展，在進行

干預市場的同時，已悄悄的與科學及技術領域相互結合，並產生出相互依存的關係。國

                      
14 哈伯馬斯著：論現代化，轉引自王岳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3），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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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期以經濟和科技發展為導向的影響下，資本主義社會中無法逃避的一項事實－科學

技術已經成為一切問題的關鍵，因而以生產力及科技為主的意識形態逐漸的占據了大眾

生活之中。「政治不得不向科技低頭，無論是政治的運作程序或政治活動中的技術手段，

都必須吸收科學的技術。」
15此種方式助漲了使生產力持續增長的機制，從而使資本主

義以目的－合理的活動為中心的社會系統不斷擴張。與此同時，公平交換原則與目的－

理性聯結起來，成為主宰「人」一切的力量。哈伯馬斯說：「科學技術可以成為一種滲

透入非政治化的大眾意識形態，它擔負起了能促使合法化的力量泉源。這種意識形態的

非凡成就是：它使社會自我理解脫離了交往活動的關係，脫離了以符號為中介的相互作

用之概念，而用一種科學模式而取代之。」
16上述的趨勢也讓馬克思所認知的：「資本主

義高度發展下的社會革命將會到來」的預言破滅。哈伯馬斯說：「運用馬克思所根據自

由資本主義社會，正確提出的政治經濟學的要條件，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已消失了其

原來的論述。」
17 

 

參、文化意識形態的危機 

 

不可否認，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政治系統將它的勢力範圍不僅擴展到經濟系

統，而且擴展到社會文化系統。這些有組織的合理性政治勢力不斷擴展之時，文化的傳

統價值即無法倖免的遭到破壞和削弱。而且，政府對文化事務的操縱產生了另外的副作

用：使原先由傳統確定的、屬於政治系統的邊界條件的意義和規範，反而成為公眾議論

的主題。「那些原本屬於傳統的但又必須躱避政府控制的意識，對政府行政統治的『合

法性』功能，有著至關重要的因素，而這因素是傳統不可能通過對行政手段再生的。這

樣一來，思辯的意志形成的範圍擴大了；這是一個動揺非政治化公共領域結構的過程，

而這一結構對延續國家行政管理系統的生存來說，是至關重要的。」18哈伯馬斯將合法

性危機所導引出對社會文化系統破壞，稱之為「動因危機」。國家行政或干預活動的擴

展，使得行政管理機構處理的事務必然會增多，而為了維持大眾對政府輸入的忠誠度，

政府對文化系統必然須進行干預。哈伯馬斯說： 

 

「對被認為理所當然的文化事務的干擾，加速了先前只屬於私人範疇生活領域的政治化。但是，

                      
15 傅永軍，哈伯馬斯晚期資本主義危機理論評述，哲學研究，1999 年第2 期，頁41。 
16 Jurgen,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05-106. 
17 Jurgen,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 Science, and Politics (Boston: Bos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100. 
18 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性危機，頁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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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發展意味著日常通過公共領域的結構而以確保的公民利己主義正面臨危機。五花八門的參

與活動，名目繁多可供選擇的模式，尤其是學校、新聞出版部，劇場這樣的文化領域中的可供

選擇模式，乃是這種危險的徵兆，正如公民的積極主動性和日劇增加這種危險的標誌是一樣的。」

19 

 

上述結果，加速了以前屬於私人範疇生活領域的政治化，使文化傳統所產生的「公

民利己主義」（意指公民中存在著那著事不關己，個人自利的政治態度）陷入危險狀態。

動因危機也造成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文化系統的危機，此意味著思想文化呈現出

全面的沒落、衰敗的趨勢，它已經不能為晚期資本主義的統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

持，這也是晚期資本主義政治系統喪失合法性的主要因素。 

 

肆、哈伯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因應之道 

 

哈伯馬斯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危機的解決之道，強調必須將行政系統與文

化系統這兩個差異結構區分開來，透過這兩者的之間的差異性，進行辯證結合才能有效

的解決上述危機。哈伯馬斯認為： 

 

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存在著人與人的大量交往，但常處於不合理狀況。這一方面是由於科學

技術成了第一生產力，使交往行為被吸收到有目的合理行為之中，即工具行為的功能範圍中，

造成正常的交往變得不合理，受到了控制與扭曲；另一方面是由於國家的干預活動已侵入了人

們的「生活世界」，使生活於其中的人與人交往受到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命令所控制和干預，而

被大大扭曲，以致不能達到相互諒解與信任，衝突紛起。20 

 

對哈伯馬斯而言，意識形態合法性的問題必須通過每個行為主體與主體之間透過社

會的整合（公共領域的形成），運用理性和常態的溝通與互動行為，才有可能為資本主

義社會不合理的意識形態危機找到出路。哈伯馬斯說：「現在我們已經看到，國家不能

隨便接管文化系統，實際上正是由於國家制定計畫職權圍的擴大，才把本來無疑屬於文

化系統事務搞得問題百出。意義成了一種稀有資源，並且愈來愈稀有。因而，在國民大

眾中產生了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標的期望，即以成功為檢驗標準的期望，這種欲求水平

的增長與合法性需求的日益增長成正比。國庫吸走的價值資源必然取代“意義＂這稀有

                      
19 尤爾根．哈伯馬斯,合法性危機，頁72。 
20 陳學明，哈伯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的論述＂評（四川：重慶出版社，1993），頁39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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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缺少合法性化應該用系統能夠承受的報償不能滿足所產生的期望時，就會出現合

法化的危機。」
21對一個政治社會的發展而論，政治行政系統的形成與發展可以用民主

形式來加以包裝，但若沒有一個相對應的社會與文化系統，則此一政治行政系統仍無法

獲得合法化的目標。哈伯馬斯認為有效的溝通行動為解救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主要良

藥。 

 

 

 

 

第二節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概述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是從社會的觀點出發，他認為「社會」是一種人與人之間

的交際網絡。社會能夠存在主因人與人之間有良好的溝通與相互之間的互動所致。哈伯

馬斯稱他的溝通行動是指「使參與者能毫無保留地在溝通後意見一致的基礎上，使個人

行動計畫合作化一切的內在活動。」
22這是在溝通行動上一種特定指向，主要是針對資

本主義晚期的發展狀況而來。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由於國家行政系統干預了市場、社會及

公民的生活世界，造成了意識形態的異化，使得人與人之間交往變成了不信任、不理解，

從而整個社會成為一個病態的社會。要讓社會獲得解放，即需從人與人之間的溝通行動

著手。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是藉用普遍語用學，經由大多數人意見的交換，以獲得

一項有效的宣稱為目的。簡言之，他的目標就是要扭轉主體與主體、主體與客體之間的

異化現象，以使社會的規範能達到普遍化的標準。 

 

壹、四種溝通行動  

 

一、哈作馬斯的「認識旨趣」與「溝通行動」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是針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危機，提出其不合理之處並進行

批判。他提出的良方：是要在公平與不受扭曲的條件下，進行溝通行動，以實踐人類社會

的真正理性。然而，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的發展過程，實際上是來自於他的「認識旨趣」。

「認識旨趣」也構成了哈伯馬斯「溝通行動」的知識觀。 

                      
21 陳學明，哈伯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的論述＂評，頁73。 
22 哈伯馬斯著，徐崇溫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386。 



第伍章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互動與實践的結構觀 

 150

 

（一）認識的旨趣 

 

哈伯馬斯在《認識與人類旨趣》一書中，將康德的先驗哲學與人類學綜合起來，發

展出他對知識的認知方法，但他的認識論又不如黑格爾一樣：把客觀形成的知識當成是

絕對的真理。反之，他是以人類的社會文化為根據，發展出一個廣闊的知識論架構，徹

底反省知識的問題，並批判實證論的思潮，稱之為「認知興趣」（cognitive interest）或「知

識構成的興趣」（knowledge－constitutive interest）。23 

 

哈伯馬斯認為，人有三種旨趣：第一，技術的旨趣，即人類控制環境，進行現存事

物再生產的旨趣；第二，實踐旨趣，即人對保持和發展自身生活條件中的相互了解和自

我了解的旨趣；第三，解放的旨趣，即人為爭取發展和進步而奮鬥的興趣。24哈伯馬斯

的認識旨趣（認識論）即是一種社會理論：首先，他將知識、學科、行動、生活聯貫在

一起，使知識的檢討落實於生活的基礎上；其次，他將經驗性、分析性的學科與知識加

以定位，視其為知識中的一類；最後，將批判性的學科從權力、被有系統扭曲的溝通方

式和解放的興趣推衍出來，賦予社會批判理論一個合法的基礎。三種不同的認識旨趣分

別引出三種不同的科學知識：其一，經驗分析知識；其二，歷史－詮釋性的知識；其三，

批判－解放的知識。三種不同的知識又分別代表不同的三種目的：再生產、意義和自由。
25（如附表 5－1） 

 

傳統西方哲學的知識很容易陷入主客二元的對立之中，其中實證主義所代表的客觀

主義者，難免的將社會中發生的事務僵化為固定的（或稱給定的）現象，反而輕視了主

體經驗所形成的知識。另外一方面，詮釋學派受伽達馬與胡塞爾的影響下，超越了實證

主義的客體現象，但他們又經常陷入主觀和獨斷的困境中。哈伯馬斯提出「認識旨趣」

其主要目的即是要揉合實證論與現象學兩者間的不調和處。他的認識旨趣是一種特別的

範疇，它的地位既不能以經驗的和先驗的，或事實的和符號的二分法來說明，也無法藉

著動機和認知來區分。26哈伯馬斯的知識不僅是視為一種工具－目的以適應社會之用，

也視為具體生活中對一切客觀環境的反思與批判之用，更可作為生活中純粹的理性沉思

之用。 

 

 

                      
23 黃瑞褀，批判理論與現代社會學(台北：巨流，1985)，頁117－118。 
24 徐崇溫、陳學明，哈伯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論述＂評，頁410。 
25 同上註，，頁411。 
26 曾慶豹，哈伯馬斯，頁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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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並不是從個體的觀點來看，而是從人類全體視野來審視問題。

他認為人類的知識是從具體的「勞動」和彼此「互動」而來。人的「勞動」和「語言」是

兩種無法再化約的要素。因而，在「勞動」中人可以獲得技術的興趣，可視之為「工具性」

的知識。而在「語言」中可藉溝通行動（主體性之間的相互了解）獲得實踐的興趣，視之

為「詮釋性」的知識。惟「勞動」和「互動」這兩個層面又會產生出宰制或支配的層面，

需要一種「批判性」、「反思性」與「解放性」的知識。人類這三個層面的知識即應該有不

同的認識類型。他認為認知的興趣即是要將知識落實到生活上，以避免某一種知識的孤立

化或絕對化。 

 

然而，「工具性」和「詮釋性」的認識旨趣都無法完全解決人類的壓抑與剝削。反之，

解放的認識旨趣卻具有指導性的原則，它不會落入到工具性與詮釋性的限制之中。解放的

認識旨趣於是有了優位性的地位，它同時也能使意識形態批判的科學能獲得 

 

 

附表 5－1    哈伯馬斯的知識論架構圖 

□ 資訊 解釋 批判 

方法論架構 ↑ 

律則性假設的驗證 

↑ 

文本的解釋 

↑ 

自我反省 

學科類別 ↑ 

經驗性—分析性的學

科 

↑ 

歷史性—詮釋性的學

科 

↑ 

批判取向的學科 

認知興趣 ↑ 

技術的興趣 

↑ 

實踐的興趣 

↑ 

解放的興趣 

取向（關注） ↑ 

技術性的控制 

↑ 

互為主體的了解 

↑ 

解放、自主、負責 

行動類別 ↑ 

工具性的行動 

↑ 

溝通行動 

↑ 

被有系統地扭曲的溝通 

生活要素 ↑ 

勞動 

↑ 

語言（互動） 

↑ 

權力（支配） 

資料來源：黃瑞祺，批判理論與現代社會學（台北：巨流出版社，1996），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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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基礎。反思意味著一種認識和批判的能力，辨識意識形態的能力，使人擺脫束縛

和宰制的非理性狀態，並對現狀進行改革和解放的能力。批判學的理論經過哈伯馬斯認識

旨趣的發展與轉變之下，使批判理論朝向語言學方向轉折。法蘭克福學派原本執著於物質

批判的方向，也因哈伯馬斯的創見之下，促成了人在溝通中的自主和負責的態度。「解放」

就意味著自由的溝通，並使經驗性的工具分析、詮釋性的歷史分析及批判性的解放分析，

都能共同存在。哈伯馬斯的整個知識類型：以客觀的事實作為驗證的規則，而以工具行動

的方式來決定事實和知識的真實；以理解作為詮釋學的文化意義，並進一步成為溝通的依

據；以理性自我反思為導向的行動，使理性行動能成為人類社會獲得實踐的寶典。他也是

用這三種認識的旨趣來發展他的溝通行動理論。 

 

二、哈伯馬斯的四種「溝通行動」－反思與重塑韋伯的「理性」 

 

在西方，「理性」概念的發展歷經一段很漫長路程，發展過程中主要是針對人的工具－

目的的合理性，並賦予了系統化的理解和算計的能力。進入工業革命後，理性的發展又在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推波助瀾下，工具－目的的理性力量更肆無忌憚的向外擴張。理性一詞

彷彿已與現代化、進步等符碼畫上等號。 

 

古典社會學家中，唯一將「理性」概念作為解釋資本主義發展的理論家僅有韋伯（Max 

Waber）一人。韋伯在《新教倫理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以分析基督教文明對資本主

義社會進步的影響為軸，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精神看起來非常像世俗化的「新教倫理」形式，

而新教倫理的宗教態度是朝向日常的生活世界。傳統的中世紀基督教徒每日生活事務若不

能與上帝（未來）相連接，即會失去生活的意義。十五、十六世紀歷經宗教改革之後，基

督教徒將過去的禁欲主義轉而用來擁抱日常生活，他們認為在世俗社會中，善盡自己的責

任即是在榮耀和光大上帝。 

 

韋伯藉由西方基督教徒倫理精神，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析，他認為宗教的「理

性」概念改變了資本主義社會的制度和大部分人的生活領域。在韋伯的觀念中，「理性」

指的是企圖去理解從「手段」到「目的」的過程，而目的為一系列手段運用的過程。哈伯

馬斯認為韋伯的理性行動過於工具化，僅會導使人與客觀環境形成二元對峙的局面。哈伯

馬斯因而將溝通行動從三個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主觀世界出發，把人類三個世界

的行為分為目的行動、規範行動與戲劇行動。
27但是，這三種行動在哈伯馬斯看來，都無

                      
27

 尤爾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頁8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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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達到合理性與合理化的目標，他於是提出了第四種的「溝通行動」，此一行動不僅能包

含前三種行動的內涵，也會表現出合理的一面。 

 

（一）目的行動－人對自然的改造關係。 

 

人類的目的行動是否合理，哈伯馬斯認為必須從工具－目的理性來看。韋伯將「工具

－目的理性看成是一種行動的工具理性，即是根據一定目的下運用手段的有效算計來進行

衡量；一種行動的選擇合理性，是根據精確掌握的價值，一定的手段和附帶條件下目的計

算的正確性來加以衡量；一種行動的規範合理性，是根據行動優越性作為基礎的價值尺度

和原則的統一模式的系統化的力量和滲透力來進行衡量的。」
28 

 

韋伯所謂行動選擇的合理性即是「目的理性」；是指一個有目的的行為須包括：工具

理性（它能合理有效的使用工具的種類）；目的理性（它能對於目標選擇的多、少、大、

小之問題提出選擇）。其中對於目的理性選擇的評估標準，其價值是根據價值選擇目的合

理性與否，即凡是合乎選擇理性的標準，均謂之。反之，凡是受感情、情緒、習俗等影響

而做出的選擇，即不合乎選擇理性。工具－目的理性廣義的意義即是指一項有意義、有計

畫的介入客觀世界，並以「效益」的大小作為介入多少的標準。至於，規範的合理性在韋

伯看來即是所謂的「價值理性」，而「價值理性」實無標準可言，故不能依內容看價值觀

或信仰力量是否合理。反之，凡是出之於道德、義務、善惡、美醜的指引，即合乎價值理

性。 

 

基本上，哈伯馬斯把目的行為視為一種策略行為（Strategisches Handeln）模式。這種模

式通常被認為具有功利主義色彩，行為者所依靠的即是算計的手段，著眼於如何獲取利益

的最大化為目標。
29
這種目的行動奠基於社會學、經濟學、心理學的決定論和博弈論為基

礎。目的行動是以一種主體行動的對象化，它是把客體化制約到主體的意象中，藉由主體

的算計和策略功能，進而對客體進行宰制，這種行動的理性規範，僅限於主體意向的客體

化之中，哈伯馬斯認為此種理性的範疇太過狹窄。 

 

（二）規範行動－人成為社會系統的控制物 

                      
28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四川：重慶出版社，1996），頁386。 

29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頁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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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馬斯認為規範實際上是一種社會行動；是一個社會群體中共識的表現，而每個群體

都具有一定的有效規範，群體成員允許相互期待。社會是由規範的語境所構成，而規範語境

則明確了那些互動屬於人際關係總體中的一個方面。有效的規範也屬於這個世界。
30哈伯馬

斯把規範的有效性限定在一定的歷史情境之中，藉由行動者的期望，使規範行動能夠在特定

情境之中，成為一個合理的行動。然而，在「特定歷史情境」下推動的規範行動，是否會與

行動者的動機相矛盾而造成偏離，則是此一行動必須顧忌的問題。規範行動牽涉客觀與社會

兩個世界，在規範行動的限制下，行動體的行動自由在某些方面是遭受到制約的。簡言之，

這種行動泯滅了主體的個性，讓主體成為社會系統控制的奴隸。 

 

（三）戲劇行動－人與自身行為的關係 

 

哈伯馬斯認為，無論是目的行動或者是規範行動的模式中，行為者本身都沒有被設定為

一個可以加以反思的世界。只有戲劇行動才能進行主體行為與主觀世界進行反思。行為者在

行為過程的本身中就構成了自己的背景，並與主觀世界建立起聯繫的紐帶。
31哈伯馬斯所稱

的劇場是指主觀世界有意識的表達、操縱自己的行動，劇場意味著表演的功能，劇場化的行

動在行動理論的意涵下，恰好證明了主體已經把自身、內在的東西視為一個「主觀」世界而

納入反思的視野中。32此種行動最大的優點在於可藉由主體對自己行為的不斷再認識，然這

種行動忘卻了自身之外還有其他人的存在，使自己成為孤獨的人而忽略了社會互動的真實

性，及「理解」在人與人之間的重要性。 

 

（四）溝通行動－整合三個世界的媒介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是以語言做為媒介，貫穿目的世界、規範世界與主觀世界，作為理

解各個世界的情境，以取得一致性的整合。哈伯馬斯認為語言可以當作是一種行為的協調機 

制。因而，對目的的策略行動而言，互動參與者的行為雖受利益計算而制約，但他們仍是以

言語行為為中介。對於規範行為而言，參與者與參與者之間之所以能夠建立出社會的規則，

須以語言作為媒介，以達成共識的目標。對於劇場的主觀行動而言，必須設定在交往參與者

                      
30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頁87-88。 
31 同上註，頁89-90。  
32 曾慶豹，哈伯馬斯，頁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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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存在著一種共識結構，這種共識結構基本上仍是一種語言的意涵。33三種行動都需要語

言作為連貫他們世界的媒介，溝通行動則成為連接一切行動者與客體世界的重要基礎。 

  

表 5－2  哈伯馬斯行為合理的面面觀 

行為         知識 知識類型 論證形式 傳統知識類型 

目的行為：工具行為 技術和策略知識 理論話語 技術和策略行為 

記述式語言行為 經驗理論知識 理論話語 理論 

規範行為 道德實踐知識 實踐話語 法律和道德觀念 

戲劇行為 審美實踐知識 治療批判和審美批判 藝術作品 

資料來源： 尤爾根．哈伯馬斯（Jurgen． Habermas）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上海：世紀出版社，

2005），頁317。 

 

哈伯馬斯用「交往行動理論」對不同主體進行聯繫，在主體與客觀世界、主體與社會世

界、主體與本身的主觀世界進行連接與整合。哈伯馬斯說：「三個世界整個地構成了一個交

往過程，從其中各個世界可以獲得他們共同從屬的關係體系。參與者借助這個關係體系確定

了他們之間的聯繫關係。從根本上來說，只有通過這個關係體系參與者才能夠理解事物。」

34因此，哈伯馬斯的「交往行動理論」為一種主體的「全方位」組合，並對各個不同世界的

主體進行連結。 

 

貳、溝通行動的功能 

 

一、語言的功能－普遍語用學 

 

哈伯馬斯強調溝通行動對社會秩序重建的重要性，主因三種行動（客觀、規則、劇

場）都藉由語言作為中介，並將理性和理性化的概念直接嵌入到相互主體間

（Intersubjective）內。他認為語言是人類最基本的溝通媒介；藉由日常對話式的運用，

語言即可成為彼此溝通的有效手段。通過日常語言作為手段，主體間的溝通行為也就可

以使「理解」變為可能。為了使日常語言能成為彼此間最好的溝通媒介，哈伯馬斯提出

了一種溝通的一般理論－「普遍語用學」。 

                      
33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頁95。   
34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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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語用學」是指分析說話行為，研究語言的交往職能，探討說者與聽者之間的

關係，並闡述他們二者之間如何通過語言達到相互理解和一致的學說。普遍語用學進而

可區分為「認識式的運用」和「相互作用式的運用」，其中後者即是溝通行動的核心。
35

「普遍語用學」著重研究的重點是言語表達的過程和言語的行為。對哈伯馬斯而言，一

個成功的溝通行動即是對理性抽象行為的全面遵守。參與者必須遵守語言的有效性；言

說須符合語法、陳述須有連貫性、行為規範須具正確性，普遍語用學才能有系統地建構

主體直覺性的認識。 

 

不可否認，語言對人類知識的積累和資訊的交流負有極重要的功用，它是人與人之

間進行溝通首需借用的工具，以實現主體之間在思想、觀念與知識上的交往和理解的活

動。哈伯馬斯是從詮釋學的角度，研究有關語言行為的構成、特性以及語言交流的種類

與模型，研究言語行為可理解性的先決條件、言語行為的有效基礎等，以說明語言的社

會化過程。他說：「溝通行動是依靠語言作為聯結各個世界的媒介，語言是為理解而服

務，而行動者通過相互理解，使自己的行動得到合作，以實現一定的目的。」
36哈伯馬

斯認為在普遍語用學有效的宣稱下，各個行動主體可藉由自由、無制約的互動、辯證、

反思而達成社會共有的制度、規則與價值。 

 

二、四種有效的宣稱 

 

普遍語用學的提出，意味著任何的言說行動都必須滿足「四項有效的宣稱」，才能使

說者與聽者不得不做為已被證明是正當性的規定下，相互提出和認可的有效性要求。「四

項有效的宣稱」分別為37： 

 

（一）可理解的宣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說話者與聽者都必須選擇一個能夠讓對方

都能理解的表達，以使雙方都能從語言結構中獲得理解。 

（二）真理的宣稱（truth claim）：對一個被陳述的陳述性內容的存在性先決條件，要求真

實性。因為，陳述性內容的真實性在語言的認識與運用中具有顯著的優先地位。 

（三）正當性的宣稱（rightness claim）：對社會規範（或社會價值）要求具有正確性（或適

                      
35 任平，「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及其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1999 年第4 期，頁59。 
36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42。 
37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張博樹譯，交往與社會進化（四川：重慶出版社，1989），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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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性）。因為，在一個給定的關係領域中，規範或價值將證明一個施行式所建立起來

的人際關係必須是正確的，才能使人與人之間的相處具有優先性。 

（四）真誠性的宣稱（truthfulness claim）：對被表達的意向要求須具有真實性（主觀世界）。

因為，在語的表達中單個有效性要求可以被主題的認知所強化，因而它在四項宣稱中，

具有優先性。 

 

四項有效宣稱所代表的即溝通行動中，必須是客觀世界能符合真實性（真理的宣稱）、

主觀世界符合真誠性（真誠性的宣稱）、社會世界能符合正確性（正當性的宣稱）。三者的

結合即構成了有效性的宣稱（可理解的宣稱）。 

 

參、溝通能力與普遍語用學 

 

哈伯馬斯將普遍語用學與群體的溝通能力視為一個「關係的複合體」，以期從話語的

交往中，建立起主體間的「相互關係」。哈伯馬斯的普遍語用學所使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

話語，此種話語他認為不應該是個抽象的意義，而應是能夠在公開的場域（公共領域）中

可公開使用的話語；主體與主體之間經過必要的意見交換，其間所使用的語言。因此，溝

通行動即不會如傳統語言學那樣，僅是由文法帶動話語的意義結構。
38哈伯馬斯認為，個

體與個體的溝通行動必須取決於「彼此承認」的情境下，個體的溝通能力才能有所表現。 

 

另外，哈伯馬斯的溝通能力並非單指一個行動體的溝通行為，或把某個行動體看成是

孤立行為體，而是指一個人群團體（包括團體、社會、組織、國家、國家間…）所能達成

或建立「相互關係」及「彼此承認」的目標。「溝通能力」實際上在哈伯馬斯的眼中是「集

體」的意涵：它是指人群集團的溝通行動取決於話語行為能否在行動體與行動體之間構成

有效性的規則，以讓每個行動體都能有效的掌握。因而，話語雖是作為行動者與行動者之

間的中介，相對的由話語所建構出來的規則，就是一種「互為主體」的關係，此種關係也

                      
38 哈伯馬斯對瓊斯基(Noam Chomsky)語言學的觀點提出質疑。瓊斯基認為，語言是指一套規則，從這套規則

中可衍生出合於文法的語句。言談則是指在溝通對話中，說話者於不同的情境中，能適當地使用合乎文

法的語句。所以，瓊斯基認為，只要是正常人都能掌握語言文法規則，以產生合乎文法的語言，從中即

可衍生出無數合乎文法的語句，因而在實際談話中並無普遍規則可言。哈伯馬斯認為，若將文法置於不

同的交往情境中，即會構成與所指涉的世界有密切的關聯性。才能使聽者理解說者的相應情景，而非僅

依靠文法來衍生語句。哈伯馬斯說：「一個聽眾應該理解發言者所說的是什麼意義。但是，交往行動所表

明的，是可以通過語言行動合作化，但不能借助語言行為的一種內部活動。」詳見，尤爾根．哈伯馬斯

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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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在現代生活之中成為現代社會的權力關係。明乎此，所謂的「溝通能力」即是人類社

會運用日常生活中的話語，經由主體間的意見交換，以達成意見一致、彼此承認的相互關

係；亦是大眾生活中關係理性的展現。 

 

再次，溝通能力的正面意義是建立行動體之間的相互關係，但他有另一個負面的意義

－對不合理的行動具備批判的能力。哈伯馬斯的日常生活世界，實際上他是將此一世界看

作是政治世界，因為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們，必須要接受不同的社會規則與行政系統干涉

的制約，這些制約無論是合理或不合理都會進入到人們的生活世界之中，一旦它以文化方

式的意識形態對人思想進行控制，生活世界的動因就會面臨危機。大眾生活是一種政治，

它也須要藉由合理有效的批判能力對其監督，才能使大眾生活免遭威脅。再者，大眾生活

的關係既為一種關係理性的展現，此種展現也可稱之權力關係力量的發揮。權力關係須要

以制度與規則或秩序作為槓桿，才能展現關係權力的力量。制度、規則的公平性或合理性

則與須要依靠反思與批判的能力。因此，溝通行動也是一種對關係權力、社會制度、法律

等公共政策，以批判性的語言對上述權力提出批判。 

 

由此得知，溝通行動理論的突出之處在於強調溝通能力與人類社會生活的內在統一

性，此種統一的能力即是溝通能力，也是一種普遍語用學的發揮。它是做為人類社會一種

集體行動的意志展現，也是一種權力關係的理性發展，其目標是要達到「理解」與「共識」。

溝通行動的核心要素即是一種關係理性，它會展開在主體之間的交互性的意識活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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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理解和共識：溝通行動的最終目標 

 

以單個個體而言，「理解」的基本概念是指主體對客體進行掌握與控制的概念。然

而，從多個行動體之間的「理解」行為來看，理解會成為一種「共有意義」和「共有價

價」的結構，此一結構也是一種意義場域；能讓多數行動體共享整套的意義與價值。哈

伯馬斯認為溝通行動的合理化目標就是「理解」和「共識」。「理解」是一種溝通的過程；

「共識」則是為了取得各個主體內部所須承認或意見一致的標準。
39另外，哈伯馬斯將

「理解」視為「生活世界」中形成「合法性」及「合理性」的重要手段，因而，「生活

世界」（Lifeworld）即可以建構出「主體間性」的共同規範，而「理解」與「共識」就會

成為主體間相互認同的意義結構。 

 

壹、生活世界與系統  

 

一、生活世界 

 

（一）胡塞爾的生活世界 

 

「生活世界」是胡塞爾（Edmund Husserl）現象學的一個重要概念。他在《歐洲科學

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一書中，明確指出：「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

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是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
40胡塞爾提生活世界的用意在重新反省

意識主體和世界的建構關係，因為人們在接受理性化的過程中，實際上科學並未為人類

生活帶來更理性，反而必須面對日漸狹隘的理性化過程之挑戰。41胡塞爾將現代化的理

性世界視為「虛空」的世界（胡塞爾的名言－「回歸事物本身」）
42
，他認為人類應該回

歸到自己的「生活世界」中去。胡塞爾的生活世界必須從整個現象學方法來理解，也就

是說他的生活世界是「前科學的」、「前理論的」屬於先驗的原始境域。
43
在他看來，整

個歐洲現代化的文明危機，來自於於實證主義思潮的氾濫，此種氾濫根基植於歐洲文化

                      
39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86-187。 
40 Edmund Husserl, The Crisis of European Sciences and Transcendental Phenomenology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63. 
41 胡塞爾(Edmund Husserl)著，倪梁康、張廷國譯，生活世界現象學（上海：商務出社社，2005），頁268-270。 
42 Edward C. Cuff, and Wes W. Sharrock, and D.W. Francis,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151. 
43 胡塞爾(Edmund Husserl)著，倪梁康、張廷國譯，生活世界現象學，頁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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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超驗精神的失落。 

 

胡塞爾認為，生活世界應該是為科學和人的活動，提供價值和意義的奠基性世界。

44對他而言，生活世界是一個先驗的存在物，他說：「生活世界是做為我們生活的共同體

中，先驗主體因此是這樣的一種東西，在其中的世界是作為客觀的，是作為人人都存在

的東西被構成的。」
45因而生活世界是科學知識的真實性、明證性的來源，而一切科學

則為生活世界所設計的理性工具或預言（科學是在生活世界主導下所引導出的理性工

具）。
46胡塞爾提「生活世界」的概念主要是為人們從實證主義的偏見中解放出來，並為

人類的實踐提供「規範」。為了達成實踐的規範，胡塞爾提出了一個「水平域」（horizon）

的概念：它是一個先驗的存在，是人類一切實踐的基礎，同時它又是體現在人們日常的

生活行為之中。
47 

 

（二）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 

 

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觀念顯然是來自於胡塞爾的現象學觀念，但他的生活世界又與

胡塞爾不同。哈伯馬斯說：「生活世界是由一種向來已經知道的文化知識儲存組成的，

是前反思的－非命題的知識，這種知識的有效影響並不依賴我們的意願而起作用，因

而，他是一個預先解釋的領域。」48在哈伯馬斯的觀點中，生活世界是人與人之間的親

密關係。在這種關係之下，人們關注於相互溝通、相互理解、協調彼此互惠關係。簡言

之，祗是單純地為了與別人建立連繫關係。」
49可見，哈伯馬斯與胡塞爾一樣都強調生

活世界的有效性。但是，胡塞爾將生活世界看成是先驗存在的狀態，哈伯馬斯則將生活

世界認為是人與人交往所創造出來的。 

 

其次，哈伯馬斯對塞爾的「水平域」概念有所批評，並由批評中呈現了理論與實踐

的本質關係。哈伯馬斯認為胡基爾的「水平域」只能形成個體意向的活動區域。胡塞爾

以先驗現象學的理論邏輯解決主體間性問題，但在根本上他陷入了先驗自我論的困境，

因為要解決交互主體間性的問題，關鍵必須真正實現向生活世界的回歸，否則就是會使

                      
44 同上註，，頁279-280。 
45 胡塞爾(Edmund Husserl)著，李幼蒸譯，純粹現學通論(北京:商務出版社，1992)，頁456。 
46 范寶舟，論馬克思交往理論及其當代意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195。 
47 范寶舟，論馬克思交往理論及其當代意義，頁194-196。。 
48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第二卷)，頁173。 
49 Edward C. Cuff, Wes W. Sharrock, D.W. Francis,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1998),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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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個體形成孤立的個體。50再者，胡塞爾把人們的經驗性知識，視為僅是個體意向活

動的產物，
51胡塞爾因而疏忽掉人與人經由互動實踐所建構出來的經驗性知識。哈伯馬

斯修正胡塞爾的看法。認為主體間的意向活動，必須從語言中去實踐。他認為語言在生

活世界中不僅僅只是中介的傳達意義，它更是交往參與者通過以語言為中介的交往行動

在經驗場域上促進“社會進化＂的場所。因而須將實踐活動（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

納入到生活世界之中，同時引入溝通行動的概念，並將文化內涵注入到生活世界中，於

是文化知識即能儲存到個人的主觀世界，並與個人結合為同一性。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

不僅具有先驗的性質，同時更是一個知識、觀念、意識形態、意見…相交融與來往的場

域，也是一個權力展現的空間。 

 

哈伯馬斯接著再引用米德符號互動論、韋伯與盧卡奇關於行動合理性的思想，將胡

塞爾的單子式的生活世界，改造成為一個主體相互溝通、相互建構的生活世界。他對生

活世界下了一個扼要定義：「聽者與說者所交會的先驗處」。
52他認為生活世界的結構包

含了三大結構所組成：「文化、社會和個體」，這三個部分也是全體人類所共享的溝通結

構。哈作馬斯說：53 

 

我所說的「文化」指的是可以隨時動用的知識儲備庫，在這個儲備庫中，當溝通的參與者對他

所屬於一個世界的事物相互交換看法時，最容易作出他們的解釋；我所說的「社會」指的是那

些合法的秩序，借助於這些秩序，溝通的參與者調節者隸屬於他們的社會群體的成員，並因而

保證他們之間團結一致；所謂的「個體」，指的是主體經由獲得言說和行動的功能的那麼能力和

資格，也就是由於這種能力和資格，主體取得參與相互理解過程的功能，並在其中確定他的身

分和特質。 

 

哈伯馬斯與胡塞爾所不同的是生活世界不是先驗主義的基礎，而是詮釋學意義中的

「先覺」。如此一來，生活世界才能成為人們可以進行一切溝通行動和理解活動的公共

領域（public sphere）。在此領域之中，人們可以將它當作是知識和社會批判理論的意義

基礎和價值的來源，也是一個可供直觀的、完全適於經驗分析的，且具有可信性的世界。

簡言之，生活世界是個體能進行「社會化」、社會能進行「制度化」，文化能進行「再生

                      
50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頁169。 
51 胡塞爾(Edmund Husserl)著，倪梁康、張廷國譯，生活世界現象學，頁275。 
52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118。 
53 同上註，，頁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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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的場域。 

 

二、系統 

 

哈伯馬斯將社會分為「文化再生產系統」與「物質再生產系統」等兩個次級系統。

他所稱謂的「系統」係為「物質再生產系統」，而將「文化再生產系統」以「生活世界」

代稱。同時，哈伯馬斯將「系統」與「生活世界」相互對立起來論述。他認為在人類社

會中「系統」是一個物質性的、工具性的角色。此一概念是哈伯馬斯從派森思學派處借

用而來，他將系統視為對社會的部分描繪：現代社會確實是日益複雜的系統，其中的多

數系統亦逐漸分化成專業化的領域，而且透過一般性的媒介相互連接起來。因而系統概

念可描述為，現代社會的病態和壓抑的來源。
54 

 

「物質再生產系統」的真正含意，係指對系統的控制與調節，以達到利益效率化的

目標。「文化再生產系統」所強調的是行為體之間能夠達成「理解」、「協調」與「共識」

的效果，進而促成整個社會的文化整合，即是生活世界功能化的發展。然而，「物質再

生產系統」強調工具理性的效率化，以使物質生產能不斷擴大；即是系統功能的擴大。

在哈伯馬斯看來，以工具行為為主體的目的合理行為，對於社會實現理性化其不具有重

要意義。系統是由科學、技術以及代表科技的中介物金錢和權力的物質力量所組成，他

們力量的擴展，並不需要依賴行動體與行動體之間溝通與合作的有效性來支持，僅需要

以經濟及貨幣為媒介不斷的侵入生活世界的私人領域，即會使原屬人類的道德與價值標

準不斷下降。 

 

三、生活世界殖民化 

 

所謂「文化再生產系統」（生活世界）是指關於文化或符號系統；是一種有關行為

者內在地具有的有關文化傳統、價值、信仰、語言並可能在互動中適用的，並不斷創造

知識庫的容量。然而，資本主義的現代社會的發展，以科技為導向的生產力已經形成一

種扭曲的「共識」（科技第一的意識形態），不斷侵入到人的生活領域之中，並形成一種

意識形態，使得人的創造能力及文化批判能力不斷消退。即是一種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d）的問題，他認為溝通行動過程被擾亂，以致無法實現社會的

                      
54 Edward C. Cuff, Wes W. Sharrock, D.W. Francis, Perspective In Sociology, (199), p.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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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社會化也就失去了規範的效果：人們感覺社會秩序的重要性受到侵蝕；社會生活

的各個面向將變得毫無意義，且不再具有正當性；人們將喪失共同的生活目的，喪失對

自身義務的共同允諾。在社會關係上造成衝突和偏差，而在個人層次上形成心理壓抑。

再者，系統內的貨幣和權力生活世界的衝擊將會構成危機，這個後果將由做為公民的人

們來承擔。
55易言之不是帶來公民社會的結果，而是將人們推向附庸的位置。 

 

另外，從生活世界的觀點來看理性結構，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性是一種「主體間」

的「關係理性」；是一種主體與主體（或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係；一種相互的理解關係。

哈伯馬斯認為「相互理解」為一種行為的性質，它是內在於溝通行為之中的合理性。所謂

的溝通行為是指不同主體之間藉語言作為中介，以相互理解、意見一致為目標，進行他們

之間的交往與協調。此種理性與韋伯所謂的「工具－目的理性」或「價值理性」最大的不

同在於，溝通行動理性是將行為主體與「客觀世界」、主體與「社會世界」及主體與自身

的「主觀世界」相互聯繫。他的理性要求必須符合真理性、真誠性、正確性與有效性的宣

稱。反之，韋伯的理性則僅有主體的認識能力對客觀世界的掌握。誠然，這種理性所要獲

得的是，如何以最有效的手段去達到對客體的控制，當然此種工具式的理想，也很容易陷

入主－客二元對立的思維中，從而使得傳統理性中主體對客體的宰制的現象不斷重演，這

也是西方自啟蒙以來，所稱之的現代化理性。所以，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是是與他的資本

主義社會的「合理性」與「合法性」問題及「系統」的論述，一併來談。 

 

哈伯馬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合法性問題，是因系統對生活世界殖民化的擴大所

致。他認為系統和生活世界的兩極化，這種極端的兩極化意味者：首先、行為協調是通

過參與者的協商與同意來實現；其次、通過金錢和權力的機制來實現。所以，兩方面的

矛盾很難協調，進而形成了文化的貧困化。另外，社會的經濟組織和行政系統的結合，

並且遵循工具合理性原則不斷擴大，系統的機制必須依靠金錢和權力的機制來運作，人

們因而變成了「沒有思想的功利主義者」（Socialists without spirit）以及「沒有心胸的享受

主義者」（Sensualists without heart），這意味著社會的分化，不再能整合成一個「理解」與

「共識」的社會，此乃生活世界的重大危機。 

 

貳、「生活世界」作為溝通行動「理解」的場域 

 

                      
55 Ibid., p.335. 



第伍章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理論」-互動與實践的結構觀 

 164

哈伯馬斯的生活世界是由「文化、社會與個體」所構成。因此生活世界是個體進行

「社會化」、社會能進行「制度化」，文化能進行「再生產」的場域。此一「場域」的概

念對哈伯馬斯而言，並非僅是一個真實空間（場域）的概念，反之這種「場域」是一個

不斷經由主體、客體及共同創造的社會，三者之相互互動所建構出的「空間」，而溝通

行動正是在這個不斷擴大的場域中，擔任三者之間相互演化與創造的角色。 

 

哈伯馬斯認為，人們藉由語言作為媒介進行意見的交換行動，必須在共同享有的文

化儲備庫下來進行，那麼人們就可以共同享有對文化與知識的詮釋權，重新進行詮釋下

的文化與知識，即是一種主觀與主觀建構出的觀念空間場域，也是文化再生產必須賴以

維繫的生存空間。其次，當人們在進行溝通時，無形中每個行動體也同時是在進行學習

的「社會化」過程，經由互動與協調，彼此可以達成相互理解的目標，建立共同的俗成

約定（convention）強化了社會的整合效果，也創造了社會再進化的規則空間。最後，每

個行動應擁有共享的文化、知識、價值與信念，他們就可以組織社會的關係，進而不斷

推斷彼此的想法與需求之中，並進行再溝通、再協調、再演進的進步空間。此種邏輯即

是哈伯馬斯認為人類社會演化的動力與進步的來源，也是來自「生活世界」的理性化。

因此，生活世界的理性化具有他自己的自發性與原創性。 

 

「理解」與「共識」是溝通行動的最後欲達到的目標，此一目標達成的社會，將是

一個寬廣無垠的空間，此一空間包括了：主體與主體之間可以相互交換意見的公共場域

（觀念空間）、主體與社會建立了俗成的約定的場域（規則空間）、主體間與自然及客觀

環境所創造出的實體場域（客觀場域），而三個場域又會不斷的進行聯繫與互動，進而

不斷的演進與創造，其間推動三者聯繫與演化的動力即是「理解」與「共識」的達成。 

 

參、「溝通行動」：一種「主體間性」的意義結構 

 

一、「主體間性」的意涵 

 

哈伯馬斯為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提出了「溝通行動理論」，此一論述也成了

他重新翻轉馬克思「歷史唯物主義」的主要觀點；生產力與生產關係的演進決定了歷史

的發展方向。哈伯馬斯將馬克思的「生產力」與「生產關係」拆解開來，他認為「生產

力」隸屬於工具－目的理性的範疇，為一種戰略行為，而「生產關係」則屬於人類互動

的範圍，為一種溝通行為。工具行為的目標是指向效益的極大化，主要依靠認知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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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來操作，基本上屬於主體對客體的控制行為。溝通行動則為互為主體的相互作用，強

調的是主體之間的交互主體性（「主體間性」）。哈伯馬斯之所以要強調生產力屬於工具

理性，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凸顯「溝通行動」在人類歷進化中的地位。
56 

 

哈伯馬斯在「溝通行動」理論中特別突出「主體間性」的重要性，主要他是將人類

社會中的規範結構、實踐知識、道德價值與溝通行動相提並論。在他看來規範、道德並

非純粹的道德與倫理行為，更大的意義它是人與人之間組織原則及調節規範。
57上述的

規範與原則又僅非訴諸於文字或法律條文的組織與規範，反之它是一種主體與主體（或

主體與客體）之間相互建構的意義結構。哈伯馬斯說：「語言、規範、理解都只是作為

構成溝通行動存在的因素。溝通行為是一種有歷史內涵的現實關係，但它不能脫離語

言、理解和規範而自動運行，所以不能僅將溝通行為理解為認識關係、思想道德關係、

理解行為」、「所謂的溝通行動就是指使參與者能毫無保留地在溝通後，達成一致意見的

基礎上，使個人行動完全符合計畫與合作的一切內在活動。」
58所謂主體間的規範結構，

實際上是主體與主體之間的一種意義結構。目的是要建立一種共同的價值取向、一種共

識價值的關係。然後再以這種共識投射到客體的對象上，成為控制客體對象的規則。因

此，溝通行動所創造出來的主體間性，包括了主體與主體，以及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多向

互動結構。 

 

二、主體間性的規範結構 

 

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中有一項前提假設；任何溝通的存在必定預先假定已經有一項

（或多重）規則的存在，而且參與溝通者都願意遵守規則。規則可以說是溝通行動的基

本條件，用哈伯馬斯的話來說，所有不間斷或者沒有受到干擾的溝通行動，都以一個「理

想的言談情境」為前提和假設。
59
哈伯馬斯是將「理想的言談情境」與他的「公共領域」

的論述相提並論。對於言談情境的規則不僅僅涉及言說自由，且須受到法律與社會的保

護，而且語言的陳述必須使言語的邏輯性能和言說者都能充分的顯示在溝通的活動中。

「溝通行動理性」即成為「主體間性規範結構」的前提要素。理性則被視為對規範的遵

守，並且能獲得參與者彼此可接受的結果，所以它與絕對的事實無關與和程序有關。60溝

                      
56 尤爾根．哈貝馬斯，重建歷史唯物主義（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140-141。 
57 王曉東，西方哲學主體間性理論批判，頁 182。 
58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編，洪佩郁、藺青譯，交往行為理論，頁386。 
59 哈平，「哈貝馬斯交往行動理論及其哲學基礎」，頁60。 
60 曾慶豹，哈伯馬斯，頁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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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理性即是在相互承認的情境中，導向認同的「過程」，因而又可稱之為程序理性。 

 

程序要獲得合乎理性須視所形成的規範結構，也須能獲得多元主體對制度取向的共

識和認同。認同須通過各個行動主體的期望，藉以產出來的協調與互動，即是一種規則

形成與建構的過程。在歷史上，任何一個溝通的規範結構，都是經由溝通行動結構內的

肯定性向度所形成的。而且，規範又是多元主體（參與者）相互整合與協調的結果。是

故，整合是原先各具差異的多元主體互動融合為一個具有共同向度的交往結構的過程。

61哈伯馬斯說：「我們必然會設想理想的言談情境，這種言談情境是憑藉著自己的形式特

點，只容納經由普遍利益而產生的共識。…共識它完全基於理性言說的基本規範。」62哈

伯馬斯對溝通行動不僅僅是研究語言的規則或話句的構造，而是重視溝通情境中如何被

理解；有效的溝通行動意味著是一種意義的規範結構，這種溝通的情境結構在哈伯馬斯

的觀念中即為一種「先驗的知識」。 

 

溝通理性既為一種過程理性，它所期待的目標則是在可相互認可的有效性宣稱的前

提上，導向認同的過程。所謂的有效性包括了真理、真誠、確實性，是要使參與者彼此

都能感受到溝通的對方是具有「誠意的」的意向，此種誠意是形成「理解」不可或缺的

因子。溝通行動所欲達成的理解，絕非一般詮釋學下，所謂主體對於外在客體的理解意

義。理解的真正目的是要能導向主體間能形成相互協調相互承認的共識結構，亦是能產

生共有知識下的意義結構。 

 

 

 

 

 

 

 

 

 

 

 

                      
61 任平，交往實踐的哲學－全球化語境中的哲學視域（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頁185。 
62 陸煒，「批判解釋學何以是批判的－析哈貝馬斯的批判解學思想」，復旦學報，1994 年第2 期，頁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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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溝通行動理論」的理性結構 

 

壹、目的與效益的理性結構 

 

哈伯馬斯的認識旨趣有三種 ，其中第一種即為技術的旨趣。他認為技術旨趣是人類

控制環境，進行現存事物再生產的旨趣，它也是屬於一種經驗性的分析，其所關注的是

物質存在的合理性問題，用以達到再生產的目標。
63無庸置疑，哈伯馬斯的技術旨趣是

來自於韋伯的工具理性的論述。韋伯的工具理性就廣義而言，為一種「有意識」、「有計

畫」依循經驗和反思來使用手段和工具。通常評估廣義工具理性的尺度為：藉由其他人

所能期待的可再現的行為重複性作為標準，至於狹義的工具理性：則藉由個體的行為主

體，並經由一項「工具」介入客觀世界以實現主體的目的。他會出現以效果的判定為標

準。因而，工具的合理性是依循既定目的及有效性來籌劃工具，以及使用評估效果工具

的合理性是依循既定目的的有效性來籌劃工具使用的評估效果。
64若依照韋伯運用手

段、確立目標和樹立價值的三個角度來分析，一種行動的工具合理性是根據一定目的下

運行手段的有效計畫來進行掌握的。同時也是在一定附帶條件下，進行利益的計算和衡

量各種利益的效果。65 

 

但是，哈伯馬斯的目的－理性的行為可以在兩個不同方面被考察；技術手段的經驗

效能和適宜手段間選的連貫性，行為和行為系統在這兩方面都能被理性化。哈伯馬斯的

工具理性事實上除了繼承韋伯的理性概念外，他也受到胡塞爾生活世界的理性概念的影

響。胡塞爾認為若把理性的出發點定位於僅具有認識結構功能的先驗主體，就會造成理

性脫離現實生活世界，而耽醉於純粹精神的空想。66行動的工具合理性是根據一定目的

下運用手段的有效計來進行衡量的；一種行動的選擇合理性，是根據精確掌握的價值，

一定的手段和附帶條件下目的計算的正確性來加以衡量的。哈伯馬斯對工具理性的方法

論並不全然的反對，而是肯定策略性和交往性行動之間的互動關係。事實上，哈伯馬斯

的工具理性與價值理性是相互合作，相互互補之作用。他說： 

 

                      
63 陳學明，哈伯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論評述（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410-411。 
64 艾四林，「哈貝馬斯對韋伯合理性理論的改造」，求是學刊，1994 年第1 期，頁29-35. 
65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頁227-228。 
66 轉引自，任平，「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及其哲學基礎」，馬克思主義研究，1999 年第4 期，頁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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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出發點是按照人們的觀點來劃分人類具體的行動，我想通過「策略的」行動和「交

往」行動來表明兩個方面，按照這兩個方面，同一個行動有時可以描述為相反的目的合理

行動者的相互影響，有時又可以描述為一個生活世界中成員之間的相互理解的過程。67 

 

策略的行動和交往行動，卻是表明兩個分析方面，按照這兩個分析的方面，同一個

行動有時可以描述為相反目的合理行動者的相互影響，有時又可以描述為一個生活世界

成員之間的理解過程。更精確地說，社會行動是按照參與者是否採取一種以成就為方向

的態度，或者採取一種以理解為方向的態度來加以區別；這些態度應該按照特殊狀況，

根據參與者本人的直覺知識加以統一。哈伯馬斯說：「勞動和相互作用之間的區別是與

技術問題和實際問題之間的區別相一致。勞動是利用工具或策略行動的一個標誌，而相

互作用則應該是在共同規範下，即主體之間相互理解、相互制約的規範下，至少是兩個

主體間的一種相互行為。」
68哈伯馬斯的工具－目的理性結構是架構在整個整體社會之

中，並從社會的結構之中，論述個體工具理性在整體中的價值觀。 

 

貳、批判的反思理性結構 

 

哈伯馬斯對於技術專家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取得優勢的領導地位後，使得人類的

意志和意識能力不斷降低，深感不安，因而哈伯馬斯的反思行動是以解放人類受到科技

與技術的壓迫為著眼。哈伯馬斯的批判觀點可以用馬克思的觀點來看，馬克思認為技術

理性取得社會的領導地位主要是社會制度結構消極的去適應專家與技術；或者是專家技

術不停地對自然的積極的征服所致。若要解放這些束縛使各種力量能重建並獲得解族，

就得付出重大代價。
69毫無疑問，這是馬克思的批判宗旨所在，馬克思反思行動的基本

前提，即是要完善人類的自我創造，也就是如何把人的意志和意識恢復過來。 

 

其次，哈伯馬斯的批判觀點是針對人類道德受到技術壓抑，使得人們日常語言的相

互參照關係失去作用所致，此種情形也造成道德斷裂。資本主義社會的統治和意識形態

的控制，是通過日常語言在溝通及不正常條件下形成的，但是正常的語言溝通行動卻在

反思中被瓦解。其結果是技術的意識形態，傷害了一種根植於我們日常生活之中的語言

                      
67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頁362-363。 
68 尤爾根．哈伯馬斯，「論晚期資本主義社會革命化的幾個條件」，轉引自陳學明、吳松、遠東著，通向理

解之路-哈伯馬斯論交往(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8)，頁9。 
69 陳學明、吳松、遠東，通向理解之路－哈貝馬斯論交往，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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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的社會化和個人化的形式。哈伯馬斯認為「反思性的旨趣可用於維護相互理解的主

體交互性，以及造就沒有統治的交往，若要對新的意識形態作出反思，就必須超越特殊

歷史階級旨趣的層次，這樣才能征服及建構人類本身的基本旨趣。」
70 

 

另外，對於何謂「合理的技術社會」，哈伯馬斯也提出反思。他認為合理的技術社會，

就是合理的極權社會。此乃技術合理性的意涵，因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技術和社會

的運作者已經相互結合為一體，人們保存自己私人空間是由於技術的發展遭到侵占所

致，其結果是人們僅能模仿外界，且不能對社會提出任何抗議。從這個角來看，合理的

技術社會變成了合理的極權社會。
71技術與科技對社會的入侵是全面性的甚至對意識形

態也達到控制的目標。哈伯馬斯說：「當前，技術統治論的命題作為意識形態，甚至可

以滲透到非政治化的廣大居民的意識中，並且可以使合法性的力量得到發展，這種意識

形態的獨特成就，他能使社會的自我理解同交往活動的座標系以及同以符號為中介的相

互作用的概念相分離，並且能夠被科學的模式所代替。」
72簡言之，科學技術的意識形

態已在資本社會中形成一種新的意識形態，進而對整個社會進行了全面控制。 

 

參、規範的社會理性結構 

 

所謂的規範性是指人類社會基於多元主體對制度取向的共識和認同，而規範性的形

成也代表了合法性的建構完成。73現代社會的法理基礎就是將所有合法性都盡可能地建

立在合理性的基礎上。所謂的合理性就是對社會規範的遵守。合理性和合法性在不同時

期或不同的國家都會出現不同的解釋意涵，然其基本邏輯在於規範的制定是否能獲得共

識和認同，否則會出現不合法及不合理性的現象。哈伯馬斯在晚期資本主義危機一書中

提到，合法性意味著某種政治秩序被認可的價值，這一個定義也強調了合法性是一種可

爭論的有效性的要求，統治秩序的穩定性也依於自身在事實上被承認。
74
哈伯馬斯的溝

通行動認為「人是社會的人，因而必須生活於『交往行為』的聯繫之內。75人不可能游

離於溝通行為之外，人類的社會即是一種交往網絡，社會存在的先決條件是社會成員的

相互交往。所謂的「相互作用」即是所稱的溝通行動，它是以符號為媒介的相互作用，

                      
70 同上註，，頁61。 
71 尤爾根．哈伯馬斯，「論現代性」，載於王岳川，尚水編，後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

社，1993），頁14-16。 
72 尤爾根．哈伯馬斯，作為意識形態的技術與科學（北京：學林出版社，1999） 
73 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上卷〉（北京：商務印書舘，1998），頁64-67。 
74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頁184。 
75 陳學明，哈伯馬斯的晚期資本主義論述評(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頁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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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雙方認可的規範規定了對行為的相互期望，至少必須得到兩個行為主體的理解和承

認，才能夠形成所謂的認同與共識。簡言之，合理性與合法性是構成社會規範的基礎，

兩者又與溝通行動有直接的關係。 

 

社會的合理性是屬於社會各個行動體交往的實體範疇，合理性必須遵守和反映溝通

實踐的事實規則和有效率性的原則。所以合理性的建構過程是由事實、效率再到價值的

過程，他是向人性的方向轉移。反之，合法性是要建立一種主體客體都要遵守的一致性

結果。它必須要讓所有的主客體都遵守意義－價值的原則，它的適用性著重在結果的效

益性，所以合法性是由價值而效益。
76但兩者都是社會規範的向度。 

 

哈伯馬斯提出合理性是將人類的話語分為兩類，一是工具行為、科技性的話語，它

是一種主體／客體之間二元對立的行為；二是溝通行為，它是一種主體間性的行為。在

現代社會中，由於科學技術的生產力量不斷淩駕在的意識之上，因而追求技術合理性已

轉變為人的統治力量，而溝通行為卻萎縮在工具理性之下。無庸置疑，哈伯馬斯認為社

會的合理性是經由主體性的建立，才能達成合理性的目標，否則溝通行為即無法獲得伸

張。 

 

社會規範的意涵在哈伯馬斯的看法是多元主體互動整合的結果。整合是原先各具差

異的多元主體互動融合為一個具有共同向度的溝通過程。哈伯馬斯認為規範的共識必須

從通過傳統社會所提供的贊同原則，發展為一種能通過溝通而達到的贊同，即是通過溝

通的聯繫的贊同，以取得聯繫，並且肯定加以安排，從而合理的社會才能替代習慣上的

共同行動。
77規範主要是以維護一個經由溝通後的共同體能夠存在為目的。規範始終是

在合理性與合法性的兩種力量相互交織作用中起變化的。社會制度的結構是以主體際的

互動為媒介的相互作用構成的。哈伯馬斯一再斷言，作為語言行為的可能理解的先決條

件，是依靠先驗的「規則意識」所做出的直覺性的預先假設。而相互理解的有效規則在

於言說的「主觀認可」向度。社會規範的理性結構主要是反思工具理性的不合理現象，

其次規範的理性代表著合理性與合法性之間的存在，也就是一種主體間性的形成。理性

與合理性只有與溝通行動和實踐行動相互的配合，才能成為一個結構性的規範，而這個

規範必須包含了主體、客體和社會這三個領域。 

 

                      
76 哈貝馬斯，合法化危機，頁4。 
77 哈伯馬斯著，曹衛東譯，交往行為理論〈第一卷〉，頁324-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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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話語的意義結構 

 

哈伯馬斯說：「在日常生活的溝通行動中，意見的表達從來不會是孤立的，因為意義

的內涵蘊含在一定的語境之中，言說者設定聽眾能理解他的語境，解釋者也必須作為互動

參與加入這一種提示性的關係之中。」
78無庸置疑，語言學在哈伯馬斯溝通行動理論中占

據很大成分，哈伯馬斯是將語言學與皮亞杰的人類發展學概念相互結合，使得他的溝通行

動不單是純粹的語言研究，而成為語言及語意的雙重結構。哈伯馬斯認為人們在使用言語

行為時，所使用的「概念體系」是一種先驗的框架。人類認識的統一性和普遍有效性是根

基於認識者個體處於現實的交往之中。正是一般話語中具有這種先驗的普遍概念，才能使

我們在正確的話語中能正確運用句子。如此我們也可以分析自己的一般性話語的先驗性概

念。可知，哈伯馬斯是通過言語的研究，從詮釋學的觀點嘗試營造人們良好的對話環境，

以實現文化體系的合理性。但普遍語用學必然會帶來先驗主體主義的傾向。他說：「行動

者不是按照自我中心的成就計算，而是按照理解的活動而合作化，這種行動可稱之為交往

行動。」
79換言之，交往行動並非完全依據理性計算而是依據交往行動。因為在交往行動

中，參與者不是以自己的成就為方向，他們是在一定條件下遵循他們個人的目的，也就是

說他們能夠在共同狀況的規定基礎上，相互決定他們的行動與計畫。 

 

至於語意在哈伯馬斯的觀念中具有很強的實踐概念，意義的實踐是溝通行動得以能成

功的關鍵，然要讓意義能夠實踐，又應當提升普遍語用學的研究。因而語用學和實踐論其

實是有原生的連體關係，甚至可以說兩者之間是一種相輔相成的結構關係。但是，語言與

語意並無法完全替代，主因語言是人類長期以來因為相互溝通及交往所需而建構出的符

號，而通過這種符號人們之間的互動才能成為可能。所以，語言是實踐的派生物，而不是

實踐的本身，因而不理解實踐的真諦，即不可能瞭解語言的意義。簡言之，溝通與實踐為

語言學提供了豐富的沃土，它也是語用學得以存在的基礎。哈伯馬斯認為「主體間性的目

標即是要達到意義的理解和共識的目標」，對意義如何做到理解的目標，自然會成為溝通

行動中的核心。哈伯馬斯的溝通行動對於交往的對象區分為三個層次：主體－客體、主體

－主體、主體－社會，哈伯馬斯認為若要以理解作為這三個層次之間的聯繫，理解即不能

僅是一個意義的概念，反之應該是一個實踐的概念，因為人若不能瞭解自身的主觀世界，

或脫離了人群的生活世界，理解即變得毫無意義可言。人群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意涵實際上

包含了實踐與理解的交互發展關係。 

                      
78 同上註，，頁124。 
79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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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理解的功能方面，交往的行動服務於文化知識的傳統和更新；在行動合作方

面，交往行動服務於社會統一和聯合的形成，最後在社會化方面，交往行動服務於個人同

一性的形成。」
80意義的解釋區域不能僅依賴外在的或自然狀態的現實結構，而是依賴於

對實踐可以達成的某種現實現象的深層結構。意義的客觀性不是單單來自於主體，而是來

自於主體－客體、主體－主體及主體－社會之間相互交往所呈現出來的。因而理解的源頭

即不再限於客觀世界，也不單純是主觀世界的想像力，而是存在於一個有意義的而且是溝

通實踐中的意義中。同理，溝通行動的話語結構（意義的解釋）也就包含了主體－客體、

主體－主體和主體－社會之間的綜合關係，甚至可以說是人類語言與社會實踐的關係。 

 

最後，話語朝向實踐話語意義的方向發展。任何行動體都是客觀的存在物，如果每個

行動體都僅是客觀的存在，而沒有藉由意義將其聯繫，則每個行動體僅是相互孤立的，所

以話語的意義（溝通行動）即在於將每個行動體進行整合的存在。所以，溝通行動是一種

話語意義的實踐，而溝通行動的實踐是關乎於意義的存在意涵，是要追問溝通實踐的意義

為何。建立有關於意義的本質是建立關於以話語為基礎的溝通實踐的意義理論。 

 

伍、溝通行動的場域：辯證式的多重結構 

 

哈伯馬斯所謂的「溝通」實際上包括了「語言學的結構」、「意義的結構」、「溝通實

踐的結構」。三種結構是借助於談話或符號性的活動，作為理解彼此間相互情境相應的

行動計畫。以協調主觀世界、客觀世界、社會世界，並取得一致性的整合。溝通行動的

場域是一種多重式的結構場域。 

 

就語言學的結構場域而言，語言及話語本身是一種符號與精神交互的溝通行動，語

言必須架構在行動體之間，語言才會呈現出生命，因而語言僅是人與人交往的表象。根

據索緒爾語言學的基本規則，語言通常具備能指與所指的功能，所謂能指是指某項事物

的存在之意，而所指則指該事物存在的代表意涵。
81因而可以從話語中的所指來看行動

體是否受到扭曲或壓抑現象。哈伯馬斯把語言視為溝通行為的槓桿，在他看來凡是有溝

通行為的地方，便有言語行為出現的地方；反之凡是言語行為受到阻止和歪曲的地方，

就不存在合理的溝通。他認為人類的溝通行動無論是主觀世界、客觀世界，還是社會世

                      
80 尤爾根．哈伯馬斯，交往行動理論〈第二卷〉(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頁188-189。 
81  Ferdinand Saussur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New York: Mc Graw-Hall Press, 1916), pp.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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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都必須經由語言作為表達，以期達到相互理解的目的。 

 

「意義的結構」就哈伯馬斯而言是一種符號化和語言化的過程。因為意義不可能離

開主體而單獨存在，在溝通實踐過程中，意義始終是維繫各個主體願意接受集體認同的

重要力量，所以意義的存在主要的功能即是要能不斷的滿足各個行動體的客觀需求，否

則意義一旦失去此項功能，意義即會遭到淘汰。意義的形成是一個建構過程，因為意義

對每個行動體而言都是一個客觀的存在物，因而各個主體必須依靠理解、領悟和自覺意

識才能從溝通實踐中理解意義的存在。 

 

由此推知，在哈伯馬斯的意義觀念中，它是一種主體間交換意見的場域概念，因為

意義的交互性是存在於不同的主體之間，它是一種多向度的游離於各個主體之間，而在

流動過程中，原先的意義經過與行動體之間互動後，意義流即會發生變化，最終意義與

每個行動體都會達成一種和諧狀態，此種狀態可稱之為共同體的意義結構。所以，任何

意義、意義共同體及行動體都會不斷發生互動、衝突、協調、溝通最後達成一致的和諧

現象，這也是溝通過程中意義共同體的建構過程。簡言之，溝通行動是一個意義場域的

建立。 

 

「溝通實踐的結構」實際上即是一個辯證的結構，而辯證結構他是前兩項結構的否

定與統一，也是實體結構與意義結構之間的謀合過程。任何一個溝通過程是必須以社會

作為載體，在互相理解意義域及各行動體的歷史條件下，進行意見的交換，因此它所包

含的結構有實體之間的互動關、主體與社會之間的辯證關係。這些形態會經由辯證結構

中，話語及規範的向度不斷進行演進與發展。總之，任何的溝通實踐過程都包括了無數

個體的溝通實踐，它會依意義結構與各個行動體的文化背景建構出一個新的意義域，所

以溝通實踐是從實體結構到意義結構，最後再經由實踐結構的過程，而向一個完整的統

一的共同體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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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小結 

 

哈伯馬斯從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出發，認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根源來自

於社會再生產的關係被扭曲，或出現不合理的現象，造成這些事實的因素，主要是由於

技術化的氾濫和官僚化過度的統治，使得溝通行動的主體（人）淪為客體或是手段，溝

通行動甚至被異化為工具性的、功能性的生產行為，而這也是造成晚期資本主義合理性

與合法性都出現危機的主要原因，也是根源於溝通行為的不合理，導致無法建立起相互

信任與相互理解的目標。他的溝通行動就是要重建啟蒙時期人類應具有實踐與反思的理

性。哈氏認為，只要使人們的溝通行為合理化，在人與人之間建立起相互理解、相互信

任的關係，才能消除衝突並使社會秩序得以維繫。 

 

溝通行動的主要對象包括了主體世界、客體世界和社會世界等三個領域。哈伯馬斯

指出：「在交往行動中，行動者從他們自己所解釋的生活世界的視野，同時涉及三個世

界，因而溝通行動比其他行動更具本質性。
82」另外，溝通行動中的人們對言語的有效

性必須遵守有效性的基礎：第一，在涉及客觀世界時互動者陳述必須是真實的，使聽者

能分享說話者的知識；第二，在涉及社會世界時，互動者的陳述必須是正確的，也是陳

述必須符合一定的情境和背景；第三，在涉及主觀世界時，互動者表達自身意向必須是

真誠的，能使聽者給予信任；第四，在通過溝通行動過程中，生活世界是用來制定有關

客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有效性。任何一個主體遂行溝通實踐的各個對象化領

域時，必須存存在「真誠性」、「真實性」、「可領悟性（有效性）」等方面，以達成多維

度的溝通行動。 

 

哈伯馬斯溝通行動的目標是要重建人與「外在世界」，以及人與「社會的生活世界」

的現實之聯繫，以重建合理性的溝通行動，以為社會的合法性提供生活世界的基礎83。

哈伯馬斯借用胡塞爾「生活世界」的概念，他認為生活世界構成了理解和結構、背景和

前提。哈伯馬斯強調人是社會的人，「人」不可能脫離溝通的行為，也不可能脫離種種

的溝通行動關係，同時必須從溝通行動中去發現屬於人類的生活世界。因而，這樣的生

活世界即可理解成為主體間性，而溝通行動的參與者通過這種共同的生活世界，來理解

和表達存在於主觀世界、客觀世界和社會世界的產物。 

                      
82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交往行動理論〈第一卷〉，頁188。 
83 尤爾根‧哈伯馬斯著，徐崇溫譯，「譯者序」，交往與社會進化(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頁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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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具顯著意義者，哈伯馬斯是從意義和理解的意涵去實踐溝通行動，而為了要達成

理解的目標，必須選擇適當的語言進行對話，同時必須承認和重視共同的規範標準，才

能使溝通行動的合理化與合理性能夠建立。在哈伯馬斯看來，承認和尊重規範的標準是

實現溝通行動的前提，他也把合理化寄托在人們社會關係不受破壞的基礎之上，所以他

提出一個「商談理論」，就是要大家都能普遍接受和遵守普遍規範的標準來指導生活，

較能為現代社會建立一個相互理解的規範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