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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公共領域的規範性基礎 

 

在上一章中，我們藉由歷史社會學途徑大致掌握了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

義社會發展下的公共性喪失的方方面面。在本章中，所要處理的則是哈伯瑪斯的

公共領域理念的規範性原則的部分，以及針對公共性淪喪的各種弊端所提出的解

決之道。 

針對公共領域的相關議題，哈伯瑪斯和鄂蘭在西方學界經常是相提並論的

兩位理論家。根據 Seyla Benhabib 粗略、但具有代表性的分類法，當代西方主

要的政治思想，分別對應於三種不同的公共領域（或空間）模式，分別是：（1）

以鄂蘭的思想為代表的「爭勝的」（agonistic）公共領域模式；（2）自由主義

傳統理論所展現的「崇法的」（legalistic）公共領域模式；（3）蘊含於哈伯瑪

斯的理論中的「論辯的」（discursive）公共領域模式。1 

鄂蘭和哈伯瑪斯之間似乎存在著兩種理論模式上的競爭，但是在規範理論

的建構上，哈伯瑪斯和鄂蘭對公共領域的分析又具有親近性。基本上他們都視公

共領域為一個有別於國家與經濟活動的特殊政治空間，一個公民可以在其中論

辯、審議、討論與行動的論述空間，並且政治權力必須受到公共領域的認可或同

意，方才具有正當性。2 

這種理論模式上的親近與較勁，同時反應在哈伯瑪斯作品中對鄂蘭的恭維

                                                 
1 Benhabib的三分法有其特定的理解，例如對於自由主義傳統，她主要是以 Bruce Ackerman的
思想為說明的焦點，反而不是廣為人知的當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羅爾斯（John Rawls）或德
渥金（Ronald Dworkin）；而哈伯瑪斯在涉入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論爭時，由於他在憲政認同
與程序主義民主的堅持，通常被劃入自由主義陣營的一份子。但在 Benhabib 的理解中卻將他
視為民主社會主義者，這個理解乃是著眼於哈伯瑪斯長久以來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立場，我認為

不論將哈伯瑪斯視為自由主義者，或是社會民主論者，各自都可以成立，只是著眼點不同，也

反應了哈伯瑪斯理論的複雜性和多重語境。參考 Seyla Benhabib, Situating the Self :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1992, pp.95-104. 

2 Dana R. Villa，"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 
1992, p. 712 



 40

與批評。特別是在「權力」的概念，以及「真理」與「意見」的區分上，這兩組

概念的認知不但與公共領域理念的界定密切相關，同時也是哈伯瑪斯對鄂蘭讚揚

與批判的焦點。以下我將針對鄂蘭和哈伯瑪斯兩種不同模式的公共領域理念進行

分析，並藉由哈伯瑪斯對鄂蘭政治思想的理解與批判（權力概念、真理與意見的

區分）切入，帶出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的建構工作。最後，對於政治行動的性質

在鄂蘭和哈伯瑪斯理論中的詮釋爭議，作一個概略性的分析。 

 

 

第一節、公共空間與權力概念 

 

一、政治行動與公共空間 

 

若我們接受 Benhabib 的看法，在鄂蘭的理論中存在兩種公共空間概念，分

別是「爭勝的」（agonistic）與「結社式」（associational）的觀點。之所以被視

為爭勝的模式，主要是根據她在《人之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中對希臘

城邦政治生活的讚揚而來的。在這本書中主要處裡的是「行動生活」（vita activa）

的範疇的問題。3 vita activa 由勞動（labor）、工作（work；或譯「製作」）和

行動（action）三種人類活動所構成，並且分別相對於不同的人類處境。「勞動」

相應於人的自然生理過程，指的生活必需品的生產。在古希臘的生活中，勞動和

相對於勞動的消費都是在家庭這個私人領域中完成，不呈現在公眾面前的。「工

作」是一種較高的生產形式，它藉由手藝人的創作，形成了人工的世界。工作及

其人工成果，使短暫徒勞的生命與稍縱即逝的時間的以延續和永存。「行動」具

                                                 
3 vita activa 是一個由蘇格拉底受審所彰顯的，哲學家的沈思生活與城邦的政治生活兩者之間的
衝突發展而來的、具有歷史傳統意涵的語彙。其最初的意義指的是：投身於公共—政治事務的

生命（HC, p.12）。《人之境況》中主要處裡的是「行動生活」（vita activa），而沒有談「沈
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這部分也是希臘生活中至為重要的部分，而要一直到鄂蘭晚
年寫作《心靈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Mind）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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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強烈的政治性，是唯一不需要藉助任何中介就能進行的人類活動。它相應於人

的多元性（plurality），這種多元性乃是人類所有政治生活的必要條件。就其對

政治體的創建和維護而言，是為歷史創造進行回憶的條件。4 

「行動」在鄂蘭文中受到最大篇幅的討論，值得我們費較多心思特別關注。

首先，鄂蘭所謂的行動只存在自由平等的公民之中，哪裡有命令和服從，那裡就

沒有政治（行動），只有壓迫和專制，或最多只是管理，只有在自由的情境之下

才有行動可言。於是，存在於家庭結構中的主奴、夫妻、親子關係，就成為不自

由的代表。由這些關係衍生出來的專制體制，以及無法擺脫日常生活的一切需求

和繁瑣的社會領域，同樣也不具備公共空間和政治行動的可能性。 

其次，行動是人類所獨有的，神和動物都不具備這一點，因為政治活動需要

他人的在場（the presence of others）。鄂蘭認為卓越（excellece）和公共場域是

共生共存的。就其定義而言，卓越意指能使人和他人分別出來，使人與眾不同。

故此，卓越的表現需要他人的在場5。而大多數的政治行動都是透過語言來表達，

例如雄辯、偉大的演說，因此恰當的言辭本身即是一種行動。希臘城邦的政治活

動是這種特質最佳的範例，在希臘城邦生活中，公共場域代表著一個「展現的空

間」（space of appearance），在其中道德和政治的偉大特質、英雄主義和卓越特

出的言行被顯露、展示、並與人共享。6 

此外，行動不但相應於多元性、具有強烈的政治性，更同時帶著不可預測

（unpredictability）和不可逆轉（irreversibility）的性質。「行動和單純的行為

（behavior）不同，其作用是中斷那些原本可能會自動繼續下去，因而可以預測

的過程」。7這種行動的不可預測性來自兩個因素：一是因為人心的幽暗，人類

                                                 
4 HC, pp.7-9. Benhabib 認為鄂蘭這種區分方式犯了一個「現象學本質主義」（phenomenological 

essentialism）的重大錯誤，根據她的本質性假定，公共空間被限定為行動的場域，相對於工作
和勞動所屬的「社會」領域。這個錯誤導致她無法良好的區別「公共正義」（public justice）
和「社會偏好」（social preference）的議題之間的不同。Seyla Benhabib,1992, Situating the Self :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p.94. 

5 HC, pp.48-49. 
6 Seyla Benhabib,1992, Situating the Self :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p.93. 
7 CR, 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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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靠不住；二是由於一個平等的共同體中，每個人都同樣具有行動能力，這使

得人無法完全靠自己單獨來掌握一項行動的後果。因此，政治行動是不可預測

的，是可能犯錯，「犯錯是天天在發生」（trespassing is an everyday occurrence），

但這卻是人為了取得自由必須背負的十字架。8唯一的福音則是：正因為不可逆

轉和不可預測，所以仰賴人「寬恕」（forgive）和「承諾」（promise）的能力，

讓過去得以終結，一切重新開始。9 

另一種「結社式」觀點的公共空間出現在鄂蘭的極權主義理論的脈絡下，在

這個模式中，公共空間是一個「人們同心協力地共同行動」（men act together in 

concert）的空間。它並不是一個地域分佈上的或是制度性的概念：不論是一個市

鎮會堂或是一個城市廣場上，只要是「人們同心協力地共同行動」（men act 

together in concert）的客體和地點，即使是一塊田野或是一座森林都能成為公共

空間。10  

Benhabib認為這兩種公共空間模式反應了希臘和現代政治經驗的對比。城邦

是一個競爭的空間（competitive space），人們在其中為了求得認可、領先與喝

采而競爭。這個爭勝式的空間必須假設，其中的公民組成具備道德同質性

（morally homogeneous）與政治平等性（politically egalitarian）的條件下才成為

可能。但它卻是個排除性的社群（exclusive community），在其中行動同時是自

我對他人的一種啟示，在道德和政治同質性與缺乏隱匿性的情況下，上演著同儕

之間傑出與否的競爭。11 

但現代公共空間本質上是滲透性的，不論是它的管道或是辯論議程都不能預

設具有道德和政治同質性的規範標準。在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戰爭之後，工

人、婦女、或非白種人和非基督教民族等新的群體進入政治的公共空間，公共的

                                                 
8 HC, pp.240, 244. 
9 HC, pp.236-37. 
10 Seyla Benhabib,1992, Situating the Self : Gender, Community and Postmodernism in Contemporary 

Ethics., p.93. 
11 Ibid., pp.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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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擴大了。12在現代世界中「政治逐漸被界定為⋯⋯包含像性別、種族及階級

的社會生活的其他層面。政治逐漸以涵蓋所有社會關係的面向來理解，而非以政

府的各種制度為中心的各項活動。」13因此，再區分「社會」和「政治」已經沒

有意義。以鄂蘭的方式來理解政治，在 Benhabib看來是窒礙難行的，她缺少了

以哈伯瑪斯為代表的、「論辯的」公共領域模式，直接面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正

當性問題的能力。 

 

二、權力與暴力的區分 

 

Benhabib對鄂蘭的解讀被視為是相當哈伯瑪斯式的。14在批判鄂蘭對公私領

域的劃分的部分，Benhabib和哈伯瑪斯尤其一致。但哈伯瑪斯畢竟和 Benhabib

有所不同，他對鄂蘭的理解基本上是以權力概念為切入點。我們先來談鄂蘭如何

界定權力，再來看哈伯瑪斯如何理解她。 

鄂蘭是講究「分」的思想家，她的分析方式經常是以劃分（making distinction）

來進行。對於權力、暴力、強制力、權威這些常識上經常混用的概念，鄂蘭在〈論

暴力〉（”On Violence”，收於《共和危機》）一文中一一給予清晰嚴明的劃定。

15鄂蘭認為權力相當於人類協力合作的行動能力，權力絕不可能專屬於某一個

人，它是屬於團體所有。只有當團體聚集在一起時，權力才能夠維持存在。因此

權力不需要被證明（justification），因為它自始內在於政治社群之中，一旦人聚

在一起共同行動，權力便產生。權力所需要乃是正當性（legitimacy），其正當

性在最初的聚集當中就已決定，而不是隨後的任何共同行動附加上去的。 

力量（strength）一個客體或個人的屬性，是內在於一己體能或人格魅力的

                                                 
12 Ibid., p. 94. 
13 Gamble, A. ,1990, “Theories of British Politics,” Politics Studies XXXVIII, 3: 404-420. 轉引自孟
樊（陳俊榮）, 2001, 《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台北：揚智，頁 34。 

14 Craig Calhoun, 1997 , “Plurality, Promises, and Public Space,” in Calhoun, Craig and McGowan, 
John (ed.) Hannah Arendt and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p.238. 

15 CR. pp.14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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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雖然它也向別人展示，但基本上與他人之存在與否無關。強制力（force，

或譯為「勢力」）是指自然的勢力或環境的勢力，也就是經由物理過程或社會運

動所釋放出來的能量。在日常用語中強制力常被當作暴力的同義字，但鄂蘭認為

兩者各有所指，宜另做區別。權威（authority）的特色則是無需強制和說服，而

是自然而然使人毫無異議地順服和認可的力量；它可以是屬於個人的，也可以屬

於各種社會機制。暴力（violence）是二十世紀這個充滿戰爭、革命、社會衝突

（例如學生反對運動）的特點，它和前面幾種支配力量主要的不同處在於它的工

具性格。暴力行動的本質是屬於手段—目標（means-end）的範疇，此一範疇應

用到人類事物上的主要特徵便是目標有被手段壓倒的危險。 

鄂蘭特別強調區分權力和暴力的重要性，否則的話，我們就無法分別「一個

警察和一個持槍歹徒所下的命令」有何不同。16她強調暴力並不是政治行動的本

質，權力才是政治行動的構成法則。暴力與權力的區別在於：前者屬於工具性的

範疇，後者才是目的性的存在。暴力是「迫使他人服從自己意志」的一種工具性

力量，因此它必須倚靠所追求之目的來合理化。但是權力本身就是一個目的，它

自始存在於政治社群的本質之中，「從來沒有一個政府是完全建立在暴力手段上

的，即使以酷刑為主要統治工具的極權統治者也需要一個權力基礎」。17 

鄂蘭認為權力和暴力是相對立的，一個絕對掌控時，另一個便消失；權力衰

微時，暴力出現。暴力的反面並不是非暴力，迷信以暴力來對抗或爭取權力是錯

誤的，因為暴力能毀滅權力，但完全無法創造權力。一旦權力不能實現，暴力卻

自行其是，其結果將造成權力的消失。這種損失是再大的物質富裕也彌補不了

的，而唯有權力能夠使公共空間，一個可以容納人各樣的行動和言詞的展現空

間，能夠使維繫而不墜。18 

 

                                                 
16 此乃鄂蘭引用 Alexander Passerin d’Entréves 在《國家的觀念》（The Notion of the State）書中
所說的話，鄂蘭稱他是她所知道唯一意識到區分權力和暴力的重要性的人。CR., p.135. 

17 CR., p.149.  
18 CR., p.155.; HC, p.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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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哈伯瑪斯對鄂蘭權力觀的詮釋與批判 

 

哈伯瑪斯對鄂蘭的上述見解頗為心儀，並進而應用在他的溝通行動理論的

中。19在一篇論權力（power）概念的文章中，哈伯瑪斯將鄂蘭的政治哲學和兩

位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和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放在一起進行比較。

哈伯瑪斯認為韋伯對權力的定義是「目的論的行動模式」（teleological model）

的代表，因為他所謂的權力「是一種將自己的意志強加在別人行為上的可能性，

而不論是何種意志」；帕深思將權力定義為「一個社會制度動員資源以達到集體

目標的能力」，與韋伯的主張同屬目的論式的權力觀。只有鄂蘭是由哈伯瑪斯所

理解的「溝通行動的模式」（communicative model）來界定權力，因為她所瞭解

的權力「是一種在共同行動中，藉由非經強制的溝通達到同意的能力」20。韋伯

所說的權力，正是前述鄂蘭所理解的「暴力」。21 

哈伯瑪斯認為鄂蘭對權力的理解，乃是「想在溝通行動或實踐的形式特質

裏，找出一種未受損的互為主體性的普遍結構（the structure of umimpaired 

intersubjectivity）。⋯⋯從未受損的互為主體性結構中產生的權力滋養著政治制

度，而這些制度本身如果不想惡化，就必須保護互為主體性的相關結構。」未受

損的互為主體性結構指的就是溝通結構，因此哈伯瑪斯又說：「鄂蘭堅持，政治

這樣的公共領域必須由一種未經扭曲的溝通結構表現出來，才能產生正當的權

力。」22這個宣稱顯然是哈伯瑪斯自身作品中不斷反覆申述的主題。為免於扭曲

                                                 
19 哈伯瑪斯根據行動與世界的關係及其所涉及的理性層面，將社會學概念下的行動分為四種，
分別是：一、目的論式的（teleological）：這種行動模式相應於客觀世界；二、規範制約式的
（normatively regulated），相應於社會世界；三、戲劇性的（dramaturgical），相應於主觀世
界；四、溝通的（communicative）行動：行動者之間藉由言詞或符號性活動，作為相互理解
的情境和相應計劃的媒介，協調行動者的客觀、社會、主觀世界三者，以具有批判性的溝通理

性作為行動的依據（TCA I：85-86）。 
20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p.171-72 
21 鄂蘭批評韋伯將國家定義為「人對人正當使用暴力手段的統治」是很奇怪的，只有步馬克思
的路，是國家為統治階級壓迫的工具，那麼將政治權力和「暴力的組織化」等同才有意義。

CR., 134-135. 
22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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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結構建構理論基礎正是哈伯瑪斯學術工程中的重點之一，形式（普遍）語

用學正是為此目標所做的努力。因此，Villa 形容哈伯瑪斯對鄂蘭的讀法，事實

上是將鄂蘭對亞理斯多德對 praxis 和 poiesis 的區分，等同於他自己對溝通行

動和工具行動的區分，儼然將鄂蘭的公共領域視為他的「理想溝通情境」的預表

了。23 

很顯然地，哈伯瑪斯對鄂蘭的理解是以溝通行動理論的語言進行的，以致

於他將某種共識模式的政治觀（the “consensus” model of politics）歸功於鄂蘭。24

哈伯瑪斯之所以高舉鄂蘭的權力觀，乃是著眼於鄂蘭的權力理論所提供的「規範

性」；他們兩人同樣堅持權力本身就是目的性的存在，不可作為達到其他目標的

工具。這正是韋伯和帕深思對權力的解讀無法提供的。但是哈伯瑪斯仍然為鄂蘭

感到惋惜，他認為在鄂蘭的理論中存在排除「策略性行動」（strategic action）的

部分、切斷了政治經由行政部門與經濟和社會環境必然發生的關係，以及沒有能

力處理結構性暴力的問題。25 

哈伯瑪斯認為這些缺失而主要是由她受限於亞里斯多德的行動理論所造成

的。這個限制使鄂蘭把政治權力由實踐（praxis）層次排除，化約到個體之間相

互的言談與行動，因為她所謂的實踐，一方面對立於不具政治性的生產與勞動，

一方面對立於思想。這使得鄂蘭所謂的政治範疇陷入一個狹隘又令人難以想像的

狀態：「一個不必在行政上處理社會事務的國家、一種淨化到不涉一切社會政治

問題的政治、一種獨立於福利組織的制度化的政治自由、一種徹底民主且排除社

會壓制的方式形成共識」。26 

這個詮釋是值得爭議的，但我們暫且擱下哈伯瑪斯的理解是否有過度推論

的問題。從哈伯瑪斯自身的理論企圖來看，他所要提出的，乃是企圖結合理論規

                                                                                                                                            
Profiles., p.175. 

23 Dana R. Villa, 1992, "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3), p.713 

24 Ibid. 
25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179. 
26 Ibid. pp.1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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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和運作現實的政治理論，也就是他所謂「切乎實際的轉折」（realistic twist）。

哈伯瑪斯認為政治權力的施展與產生，以及政治權力的獲取與維持是必須分開來

看的兩回事。他一方面堅持具有正當性的權力必須由溝通行動中產生，另一方面

認為政治概念必須延伸，將政治系統中政治權力的戰略性競爭與權力的運用都包

括進來。由溝通行動理論發展看來，這正是哈伯瑪斯企圖調和行動論和系統論的

初步演練。27 

 

 

                                                 
27 哈伯瑪斯認為系統概念和溝通概念兩者唯一的交集，是假定結構性暴力乃政治制度裡固有的
成分。結構性暴力不以「暴力」的面貌出現，而是以難以察覺的方式堵塞溝通，使之無法形成

並傳播對正當性有效的信念。這種現象正可以說明意識型態的形成，因為意識型態以一些信念

使人對自己、對自己的處境產生錯誤的認知而難以察覺。參見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p.183-84. 於是哈伯瑪斯也
從事意識型態批判的工作，主要的討論集中在《知識與人類旨趣》（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第十到十二章中。他的作法極富法蘭克福學派早期大量應用心理學資源的理論特色，
將心理學對獨立個體的自我內在分析和社會批判理論接榫。這個工作基本上是假借弗洛伊德的

精神分析理論展開的，哈伯瑪斯將弗洛伊德的理論視為一種「系統扭曲的溝通理論」（a theory 
of 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並主張此一理論更充分、更堅實的發展有賴一種一
般的、正常的（非扭曲的）溝通理論，來說明溝通能力的要求與變化，以及論證系統扭曲性的

溝通產生的情境。也因此進一步的理論發展必須轉向溝通理論建構（CES, pp.xii-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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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意見、真理與公共領域 

 

除了權力的概念，以及我們在上一章提到的對社會領域興起的描述，這兩點

可以看出哈伯瑪斯受到鄂蘭影響之外，哈伯瑪斯同時也留意到鄂蘭作品中意見與

真理、哲學家與政治生活的差異甚或衝突的概念。 

 

一、哲學與政治的衝突 

 

鄂蘭對於真理與意見之間的討論，基本上是由反省蘇格拉底的審判這一幕哲

學家與城邦政治活動衝突的悲劇開始的。鄂蘭主要論點乃是針對柏拉圖而發，她

認為哲學活動基於對知識的熱愛，意在追求真理，所關切的乃是永恆不變的事

務，其中缺乏政治活動中所必須擁有的條件，也就是對人類事務的關愛。由於缺

乏對人類事務的關愛，所以他們不愛好美好的事物，例如城邦、舞台或詩學的領

域，也不愛好音樂和奧林匹克競賽。28 

當然，柏拉圖必然不能同意哲學家不能同時扮演政治角色的說法，也無法認

同哲學家不關心人類事務這樣的指控。相對地，他還主張為了免於受治於無知之

輩，哲學家應該起來承擔統治的職責。但對鄂蘭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主張。哲

學家所關心的是人類事務中的善（goodness），而這個「善」卻是一個絕對的概

念，它排除那些指向善（good-for）的美好或有用之物。29 

除外，另一個哲學與政治生活的扞格之處在於哲學經驗的特殊性。鄂蘭引用

柏拉圖在 Theaetetus 這篇對話錄中對於知識（epistémé, knowledge）和意見（doxa, 

opinion）的區分，指出「驚異」（wonder, thaumazein）為哲學的起源，這是一

                                                 
28 Hannah Arendt, 1990,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Social Research 57:1, pp. 73-77,  
29 Ibid., pp.77, 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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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獨特的現象，是一種對於事物如其自身（as it is）感到驚異的感受。這是一種

難以言傳（too general for words）的經驗，頗有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的

意味，因此難以與人共享，更遑論在公共場域中傳述30。 

相對地，城邦，也就是公共領域，卻是意見出沒的場域。在這個領域中重視

的是說服的能力和修辭學的技巧，在其中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每個人只能藉由

辯論來說服對手接受他的看法。在柏拉圖看來，這正是他所抨擊的詭辯學派作

風，對鄂蘭來說，這卻正是最高的、真正的政治技術（the highest, the truly political 

art）。31倘若將真理強加在政治領域中，就會抹殺了公民政治實體的特殊性。換

句話說，真理和政治是不同的範疇，「倘若我們從真理的角度來看政治事務，那

就是站在政治領域之外」。32因此鄂蘭認為哲學家一旦將真理（他對永恆的反思）

交付城邦，它就必須成為眾多意見中的一個。它不再具有任何特殊性，否則以真

理的姿態出現將只會對意見造成傷害。33 

 

二、哈伯瑪斯對鄂蘭真理觀的質疑 

 

在〈哲學與政治〉（Philosophy and Politics）這篇文章中，鄂蘭所強調的乃

是政治活動不同於哲學沈思生活的特殊性，對她來說這是不同的範疇，其意並非

刻意貶抑真理的追求。鄂蘭同時也認為說服和暴力可能傷害真理，但不能取代真

理。34 但這種劃分「真理／意見」、「哲學／政治」的方式在哈伯瑪斯的理解

中，卻犯了過份拘泥理論與實踐的古典識別、嚴格地將真理的可能性排除在實踐

（以意見和信念為基礎的活動）之外，從而否定對政治問題達成協議是一種理性

                                                 
30 鄂蘭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說明「驚異」這種難以言傳的現象。正如蘇格拉底與其徒眾遊藝
於廊柱時，奇人常為思緒所佔據而突然陷入靜止狀態，就像被什麼東西嚇到一般，雙眼直視而

不見，雙耳未聾卻不聞，一語不發。Ibid., pp.97-98. 另參考童涵浦，《從意識型態批判到有效
性的建立：Hannah Arendt 論「判斷」的政治意義》(1991)，頁 25-26。 

31 同註 28, p.74. 
32 Hannah Arendt, 1977,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259.  
33 同註 28, p.78. 
34 同註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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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識形成過程的錯誤。35 

鄂蘭認為「意見和真理不同，在涉及意見的事情裡，我們的思考實際上是散

漫的，從此處跑到彼處，從世界的這個部分跑到另一個部分，其間經過種種彼此

衝突的觀點，最後才將這些特殊性提升到某種不偏不倚的通性」。36這種意見與

真理的二分法，對哈伯瑪斯的理論建構工作而言非常不利，因為他所企求的合理

性共識，甚至進一步拉高到真理的層次的共識真理論，在鄂蘭所說的這種充滿散

漫、衝突的意見之中是難以達成的。因此他批評鄂蘭的真理觀是過時的，因為這

種觀點乃是建立在終極證據（ultimate evidence）之上。37 

另一方面哈伯瑪斯卻又同時注意到鄂蘭的「代表性思想」中，推論出合理論

據的可能性。這個「代表性思想」（representative thought）指的是人在意見形成

過程中的思考，是鄂蘭由康德的《判斷力批判》得來的洞見。鄂蘭認為康德所說

的「擴大心胸」（enlarged mentality），使人擁有判斷的能力，可進一步運用到

政治和道德範疇： 

「政治思想是代表式的。我從各種不同觀點考慮某件事情，在我心中呈現

不在場者的立場來形成意見。也就是我代表他們。這過程並非單版地採納

此刻站在他處之人得實際看法，而從一個不同的角度看世界；這過程也非

關移情作用，說我設法變成別人、設法像別人那樣感覺；也不是在數人頭，

以便加入多數派；而是我在實際上並位置身之處當我自己、以我自己的身

份思考。細思一個議題之際，我心中呈現越多人的立場，我越能想像我處

在他們的位置上會如何感受與想法，則我作代表式思考的能力越強，我最

終的結論、我的意見也越有效。」38 

因此，意見固然不是真理，但在這個意見的形成過程中卻不僅僅是眾聲喧嘩

                                                 
35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184. 
36 Hannah Arendt, 1977 , “Truth and Politics,” in Between Past and Future. p.242; Jürgen Habermas,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187. 
37 同註 35. 
38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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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個人任意獨斷的作為而已，鄂蘭強調在這個需要運用想像力的過程中，不涉利

害之心（disinterestedness）是唯一的條件，並且同時是決定一項意見的品質的關

鍵因素。在這當中，哈伯瑪斯似乎找到與他的溝通理論相似的要素，也就是排除

利害、跨越主體自我中心的限制，透過語言來進行理論或規範的討論的可能性，

這個推論的過程，我們將在下一節處理。 

 

三、哈伯瑪斯論真理與正當性 

 

對一個長久接受柏拉圖哲學的真理觀的人來說，真理，就如同鄂蘭所描述

的，是愛智者對終極問題的探問，具有永恆不變的性質。而哲學活動的進行，就

彷彿是夸父追日一般，艱辛地追逐著真理之光。在這個背景之下，其實很難接受

哈伯瑪斯所謂共識的真理理論的說法，「真理豈能因為彼此的同意而得到確認

嗎？」「這不是以意見取代真理嗎？」 

想要理解哈伯瑪斯所謂的真理（或任何重要的概念），必須回到他的理論企

圖之中才能找到答案，也才有一點閃躲錯綜盤結在他的敘述中來處各異的理論語

境的可能性。他說： 

「我一直想要證明，實踐問題能夠以論述的方式加以解決，社會科學分析

可以有條有理的探討規範與真理的關係。在複雜社會中，動因的形成實際

上是否仍與需待驗證的規範有關，或者說，規範系統是否已失去與真理的

聯繫，這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39 

用一個比喻來比較鄂蘭和哈伯瑪斯「真理」觀念的差別，我們或者可以說，

鄂蘭所說的真理，是哲學家眼望於天的追求，然而一旦行走在人間卻容易因為忽

略了人間事務的分殊性而跌進水溝；哈伯瑪斯則是把「真理」從天上拉下來，為

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披上「真理」的華美外袍，並且更進一步為內在於語言的理

                                                 
39 LC, p.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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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潛能加冕，將它視為開啟道德規範、理論真實、權力正當性、社會化與社會演

化各項社會科學議題的萬用鑰匙。 

前一段引文說明的分析背景來自哈伯瑪斯對晚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理論

40。其中的動因（motivation）指的是支持正當性的社會文化系統，哈伯瑪斯認為

這些激發人們行動的價值和規範，與真理有內在聯繫。這是一個理論預設，換句

話說，也可視為哈伯瑪斯的信念。41哈伯瑪斯以德國社會學界對於正當性

（legitimacy）與真理是否有相關性的爭論來闡釋這個信念。 

針對對韋伯的「理性權威」(rational authority)概念，曾引起德國社會學界對

正當性與真理是否有相關性的爭論。其見解分為二派： 

（一）以魯曼（Niklas Luhmann）為代表。認為只要按照正規的程序來制訂

和使用法律，這個權威就具有正當性。換句話說，正當性信念被縮

小為「合法性」（legality），只要做出決策的方式合法就行了。哈

伯瑪斯認為魯曼遵循的是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決策主義法律理

論（the decisionistic legal theory），也就是主張「法律的實在性意謂

著，無論特定的內容如何，都可獲得正當的法律有效性。」 

（二）以 Johannes Winckelmann為代表。他認為韋伯所說的形式合理性

（formal rationality）不足以構成正當性的基礎，換句話說法制信念

本身不能正當化。法律實證主義需要一種基於合理價值導向的普遍

共識：只有當人們能夠提出理由來表明，一定的形式程序能夠滿足

                                                 
40 哈伯瑪斯認為現代社會所面對的各樣問題，可用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三個系統之中的投入
和產出來分析，這個過程中共有四個可能發生的危機：經濟危機、合理性危機（rational crisis）、
正當性危機（legitimacy crisis）和動因危機（motivation crisis）。前兩種是系統危機，後兩種
則是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其中的動因危機，基本上可說是文化危機。哈伯瑪斯認為一
個社會的整合在兩方面依賴社會文化系統的產出：一是直接地依賴它以正當化形式提供政治系

統的動因，二是間接地依賴它提供教育和職業系統的履行動因。社會文化系統不可能安排自己

的投入社會文化系統，所以其危機總是產出危機，也就是沒有產生足夠（必須的數量）能激發

人們行動的意義。LC, pp.45-48. 
41然而哈伯瑪斯的相信亦不是全無證據。他借用的是各種心理學的概念，以皮亞傑（Piaget）的
觀點為例，他認為動因的發展與道德意識在認知上的相應發展密切相關。道德意識的發展階段

能夠在邏輯上重新建構，也就是說，能夠借助於規範系統和行為控制排列有序的概念重構。而

哈伯瑪斯更進一步宣稱有一種普遍的道德相當於道德意識的最高階段，該道德可以追溯到理性

言語的基本規範。LC, 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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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實質要求的時候，法制才能產生正當性。42 

基本上哈伯瑪斯贊同Winckelmann的觀點，他認為： 

一種規範誕生的無可指責的方式，即一種程序的法律形式，其本身只保證

政治系統所提供的、有能力的、公認在該系統內稱職的權力為有效的法律

承擔責任。但是，這種權力只是權力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如果單純法制

能稱得上是正當性的一種象徵的話，那麼整個權力系統必須正當化。⋯⋯

但是，一種程序只能通過本身也須被認可的權力間接地正當化。⋯⋯此外，

負責制訂和使用法律的機構絕不可能由於其程序方式的合法而正當化，也

不可能由於支持整個權力系統的一般解釋宣傳而正當化。43 

換言之，哈伯瑪斯認為單單在程序上合法的權力是不足的，它需要特過其他

「本身也須被認可的權力間接地正當化」，但他又認為不需要因此進行實質的價

值倫理學（material value ethics）的建構，因為這將導致與韋伯所指出的無法解

決的價值多神狀態衝突。換句話說，哈伯瑪斯提出自己的修正建議，他認為既可

以避開實質性問題的爭議，又能提供權力合理正當性的方法，就是「倚靠理性言

說的基本規範 —— 我們假定這種基本規範存在於任何討論（包括實質討論）之

中 —— 就足已証明規範有效性的可能性」。44 

話說到此，不論是正當性或價值規範（某種真理的形式）的問題就與普遍語

用學、論辯倫理學和共識真理論產生連結，而其中普遍語用學對言辭行動的分析

又成為後者，甚至哈伯瑪斯跨足其他領域的理論爭議的基礎。 

 

 

 

                                                 
42 LC, pp.97-99. 
43 LC, pp.100-101. 
44 LC, p.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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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合理性共識的產生 —— 由普遍語用學

到共識真理論 

 

很顯然地，Benhabib 之所以將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稱為「論辯的」模式，

正是著眼於溝通理論在他學術工作中的地位。早期 Thomas McCarthy 認為哈伯

瑪斯的批判理論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最初是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45，也就是對於一般的溝通理論基本的分析；其次是溝通能力理論，

用以證立一般社會化理論的基礎；最後則是透過對馬克思歷史唯物論的重建，來

勾劃一種社會演化理論。46這三者之中，普遍（形式）語用學乃是溝通行動理論

的基礎，也是哈伯瑪斯重建公共領域應有的理性批判功能基本的論據。以下我將

集中在經由普遍語用學到共識真理論之間的推論過程，以求掌握哈伯瑪斯學術工

作的要旨。 

 

一、普遍語用學的主旨 

 

普遍語用學的主旨乃是要回答「溝通行動的一般假設前提（general 

presuppositions of communicative action）是什麼」的問題。47其討論的焦點限定

在特定的溝通行動，也就是「共識的言辭行動」（consensual speech actions）這

個理想化的類型之上，這種類型的參與者同享某種傳統，並且從同一種情境界定

                                                 
45 之所以稱為「普遍的」（universal）語用學，原是為了強調和「經驗的」（empirical）語用學
的區別，後來哈伯瑪斯借用舒茲（F. Schütze）理論中的概念，改稱形式語用學（formal 
pragmatics），將這套理論作為形式語意學的延伸（CES, 208）。為求行文方便，以下仍稱普
遍語用學。 

46 CES, p. xvii. 
47 CES, p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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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不存在對他們相互提供的有效性宣稱不同意的現象。48在這裡辯論

（discourse）和戰略行動暫時被擱置在一旁。他所要究問的，借用 Karl-Otto Apel

（哈伯瑪斯的同事兼好友）的概念來說，就是要找出「理解可能性的規範條件」

（normative conditions of the possibility of understanding），這種條件具有兩項特

質，一是先驗的強制力（transcendental constraints）： 

先驗性的強制力是指我們作為言說者，一旦開始表達（perform）、理解或

回應一個言辭行動之時，就成為主體。只有在這個行為的施行之中或之後，

才能逐漸意識到自己已經不自覺地作出了相當的假定。49 

另一個特質則是這種條件是「規範的」。值得注意的是，這裡所說的規範，

並非指涉特定的價值或倫理內涵，而是指一種不可避免的假設前提，這種假定意

味著一種行為標準，在某種程度上約束人的行為，故稱為「規範的」。 

 

二、溝通能力 

 

哈伯瑪斯 的普遍語用學或溝通能力理論，主要是針對瓊斯基（Chomsky）、

奧斯汀（Austin）和塞爾（Searl）這三位英語哲學圈中廣為人知的語言學家所提

出的詮釋與修正。瓊斯基在他的語言學理論中區分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語言行為（linguistic performance），前者是理想的說話者與生俱

來的語言潛質，而掌握一套語言衍生規則的行為；後者則是在各種條件限制下，

實際運用這套語言規.則的行為。由於瓊斯基的理論關懷集中在前者，哈伯瑪斯

認為這種傾向使他的分析受限於經驗條件，他的獨白式的語言能力是不適當的，

因此必須轉向普遍語用學。50 

藉由修正瓊斯基的語言學理論，哈伯瑪斯認為語言溝通的分析單位，也就

                                                 
48 CES, pp. 208-09. 
49 CES, p.2. 
50 Thomas McCarthy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3,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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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言辭行動」（speech act）具有一種雙重結構，分別是：以言行事要素

（illocutionary component）和命題要素（propositional component），前者往往隱

含者對話者之間的相互關係，例如命令、警告、請求等意含；後者則是語言傳達

的內容。由於命題內容的傳達往往與人際關係的表述同時進行，因此對話參與者

其實同時在兩種層面上進行溝通。51 

哈伯瑪斯贊同瓊斯基的論點，認為人天生具有掌握一套語言規則的能力，因

此可以造成無數合乎文法的語句。但他又進一步主張依文法規則使用語句的能力

（語言能力），不同於依與用規則使用語句，在人際互動脈落下進行溝通的能力。

因此理想的說話者具有一種不同於語言能力的「溝通能力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所謂的溝通能力是以相互理解為導向的說者把完美構成的語句運

用於現實之中，並使二者相吻合的能力，它包括：52 

1. 選擇命題語句的能力：通過這種選擇，被陳述命題的真實性條件，或被

提及命題內容的存在性先決條件，被假設得到了滿足（使聽者能夠分享

說者的知識）。 

2. 表達言說者本人的意向的能力：所用語言學表達呈現出說者的意圖（使

聽者能夠相信言說者）。 

3. 實施言辭行動的能力：該行為與被認可的規範或被接受的自我形象一致

（使聽者能夠在共享的價值取向中認同說者）。 

 

三、言辭行動的有效性聲稱 

 

針對上述「理解可能性的規範條件」哈伯瑪斯提出一套假設，他主張溝通行

動中的人在進行任何言辭行動時，必須滿足四項普遍的有效性聲稱並假定它們可

以被驗證（或得到兌現：einlosen）。 

                                                 
51 CES, 36-44., LC, 10. 
52 CES,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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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項宣稱分別是：53 

（一）可理解性聲稱（comprehensibility claim）：說者必須說出（Uttering）

某種可茲理解的表達，以便說者和聽者能夠互相理解。簡單說，就是必須讓人聽

得懂。這個聲稱內在於語言的使用中，言辭行動必須提供可理解的語句

（comprehensible sentences）作為基礎，而後才有以下三種有效性聲稱可言。 

（二）真實性聲稱（truth claim）：提供（聽者）某種東西（Something）去

理解，這個命題內容或它的前提條件已經得到滿足，以便聽者能分享說者的知識。 

（三）真誠性聲稱（truthfulness claim）：說者必須使他自己（himself）成為

可理解的，換言之，他必須有使人理解的誠意，以便聽者能相信他的話。 

（四）正當性聲稱（rightness claim）：達到與另一個人（with another person）

的理解。這一點是最具有語用性質的宣稱。說者必須針對聽、說者之間的關係選

擇一種適當的（right）的話語，使聽者能夠接受之，甚至進一步使說者和聽者能

在共同的規範為背景的話語中達成同意。 

這四個有效性聲稱，除了可理解性聲稱內在於語言當中之外，其餘三種分別

指向不同的溝通模式：認知的（cognitive）、互動的（interactive）和表達的

（expressive）。在特定的模式中，都有一種有效性聲稱特別重要。 

個別的有效性聲稱可以被主題化強調，因此在語言的認知運用中，命題內

容的真實性就居於顯著地位；在人際關係的互動中，正當性最為重要；在

語言的表達的運用中，則是以言說者的真誠性為主。但是在每一個溝通行

動的實際場合，所有有效性聲稱系統都將投入運作。它們總是同時被提出，

儘管它們並非同時被主題化。54 

這三種溝通模式可透過相應的語用學功能：呈現事實、建立正當的人際關係

和彰顯說話者的主體性，與我們現實的世界連結起來（參見表三）。哈伯瑪斯將

                                                 
53 CES, pp.2-3. 
54 CES, pp.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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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存領域用一種常見的劃分方式，分成：55 

 

表 三 

實存領域 溝通模式 

：基本態度 

有效性宣稱 言辭的一般功能 

外在自然的世界 認知的： 

客觀性態度 

真實性 事實之呈現 

社會的世界 互動的： 

遵從性態度 

正確性 適當的人際關係之

建立 

內在自然的世界 表達的： 

表達性態度 

真誠性 說話者主體性之揭

示 

語言 ------------------- 可理解性  ------------------- 

（CES, p.68） 

 

外在自然的世界（World of External Nature），指成年主體能夠感知、能夠

操縱並在現實中客觀化的部分（不論直接或間接地）。這種客觀性態度，不僅可

以指向無生命的自然，也可以指向所有直接或間接可理解的事物和對象 

社會的世界（World of Society），意味著現實中符號化的前結構部分

（symbolically prestructured segment of reality），成年主體作為一個溝通行動中

的參與者，可以以非順從的態度（nonconformative attitude）對它加以理解。哈伯

瑪斯描述這個部分是，我們可以以某種客觀性態度置換順從的態度，也可以相對

地將某種順從的態度帶到這個領域中。換句話說，社會規範是流動的、可轉變的，

透過溝通行動我們可以排除對某些既存規範的順服，也可以決定我們將遵循哪些

客觀的規則或秩序。正當的人際關係，例如，制度、傳統、文化價值等等就屬於

                                                 
55 CES, pp.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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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 

內在自然的世界（World of Internal Nature），指的是個人這個「我」全部的

慾望、感覺、意向等等。「我」一方面擁有深入內在自然的特權，另一方面可以

把這經驗在公眾面前表述。在此過程中，「我」同時形成對「我自己」主觀和客

觀的態度。在溝通、表達的互動過程中，個人可以對自己形成超越單純主體性之

囿限的認知，進而對內在自我採取一種客觀開放態度，進而使得互為主體性的溝

通成為可能。 

這一套普遍語用學的素樸分析以初步形成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的基礎，而

後的理論工作則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的精緻化。三個實存領域，其實正呼應了

爾後所謂生活世界的結構：文化、社會和個體。生活世界與溝通行動在理論分析

中的相互依存性在此正得以表明。 

 

四、理想的言辭情境 

 

哈伯瑪斯認為溝通能力預設一個理想的言辭情境 （ideal speech situation），

正如同語言能力預設一個抽象的語法規則系統一般。在進行實際討論時，我們必

然會設想一種理想的言辭情境，這種言辭情境建立在理性溝通的基本規範的基礎

上，只要我們進行討論，我們必然會把這種基本規範作為先決條件。在這個理想

的言辭情境之下，「被精確界定的斷言、勸告和警告的有效性聲稱是討論的唯一

對象；除了檢驗討論中的有效性聲稱，參與者、主題及討論範圍都不受限制；除

了實質論據的力量以外，沒有什麼力量起作用；因此，除了共同探究真理這種動

機，其他一切動機都不予考慮」。56換言之，在這個理想的或天真的（naïve）的

情境設定中，不受扭曲、不受操控〈不論說話者本身是否意識到〉的溝通是可能

的。 

                                                 
56 LC, pp.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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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說來，理想的言辭情境畢竟不是一種經驗現象，它是有點類似羅爾斯的

「原初情境」（origial position）的理論預設。這誠然是一個虛構的假設，也可能

與事實相違，但哈伯瑪斯堅持： 

「它在溝通的運作上，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幻構。因此，我認為理想的言辭

情境代表人類一種期望、一種預示。此預示本身就足以保障我們能夠將實

際上所達成的共識和合理共識的要求結合起來；同時，理想的言辭情境可

以當作任何實際上所要達成共識的一個指標…語言溝通的規範基礎因而具

有雙重性質：一方面，它是一種預期；而另一方面又在實際上發生作用57。」 

我同意「理想的言辭情境」可以是一個有意義的幻構。普遍語用學所提出的

溝通行動的規範性基礎，對於有心追求相互理解與渴望得出共識的溝通參與者誠

然是一個有用的參考指標。哈伯瑪斯對「理想的言辭情境」所做的辯解（有用，

但未必符合現實），不僅對語言溝通的規範基礎適用，普遍說來任何規範條件都

有這樣的性質，例如不可殺人、不可偷盜、要兄友弟恭等等法律或個人實質倫理

規範，世界的現實從未、也絕對不會全然與規範貼合，但規範本身卻也從未、也

絕對不會全然失去作用。 

因此問題的核心不在於規範性條件是否可以與現實情境相符，我們不必在是

否違背事實的問題上打轉，而是要針對理論設計本身針對現實狀況的解釋力，與

規範設定的合理性問題，才能順著哈伯瑪斯的邏輯，將溝通行動理論推導完全，

並進而應用在公共領域和民主理論之上。 

 

五、辯論與共識 

 

（一）有效性聲稱受質疑的狀況 

 
                                                 
57 Thomas McCarthy,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p.310. 中譯另參考黃瑞祺，
1996，《批判社會學 ——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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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辭行動的四個有效性聲稱構成溝通雙方共享的情境背景，一個溝通行動想

要順利地進行，必須在參與者全都假定他們相互提出的有效性聲稱已得到檢驗的

情形下才有可能。但溝通的當事人往往因為對外在自然、社會以及內在自然等實

存領域有不同的認知和理解，因此進行溝通的時候往往會發生任一方對某一項有

效性聲稱產生質疑的情形，此時溝通就會中斷，而必須視情形予以補救。58 

當可理解性聲稱受到質疑時，說者必須藉由翻譯、改寫、解說、語意分析等

方式讓對方理解他的意思。例如不同世代之間由於流行語彙的增殖、或某些行業

特定的「行話」造成的語言隔閡，就必須透過相應的解說才能使聽者理解。當真

誠性聲稱受到質疑時（被懷疑說謊、欺騙），說者必須透過其他的行動（例如提

供保證、言行一致、負責任的行為⋯⋯）或透過未來的互動，讓對方產生信任。

59 

當真實性或正當性聲稱受到質疑時，就必須舉證以釋疑，否則只好進一步針

對受質疑的部分進行理性討論（discourse）。真實性聲稱的質疑乃是以「理論論

辯」（theortical discourse）來進行討論，也就是溝通雙方藉由一定的論證來說明

自己對客觀現象的斷言（asseration）是真的，其論證的基本形式是「解釋」

（explanation），所援引的必須視經驗上有效的定律。舉例來說，假若人民質疑

衛生署公佈「沒有發燒，SARS就不會傳染」的說法，衛生署就必須提供一套醫

學上有效的證據來支持這個命題內容的真實性。 

當正當性聲稱受到質疑時則訴諸「實踐論辯」（practical discourse），也就

是雙方必須透過一定的論證來說明自己對共同規範、或共識的理解是正確合宜

的，但此論證所援引的乃是行動與評價的規則，其形式為辯解（justification）。

例如和平醫院的染病的看護工要求比照醫護人員進行補償，其辯解的理由則是平

等原則，人民權利不該因職業（工作）的內容而有差別對待。 

 
                                                 
58 TP, pp. 18-19. 
59 Thomas McCarthy,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p.288-89. 另參考黃瑞祺，

1996，《批判社會學 ——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頁 2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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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證（argument） 

 

「理論論辯」和「實踐論辯」都是哈伯瑪斯所謂論證活動一種型態，其他的

型態以及論證指涉的面向和形式，可以下圖來說明：60 

 

表  四 

論證形式     指涉面向 被質疑的表達 爭論的有效性宣稱 

理論論辯 認知—工具的 命題的真實性、目的行動的效益

實踐論辯 道德—實踐的 行動規範的適當性 

美感評論 評價的 評價標準的適切性 

治療性批判 表意的 表意的真誠性 

說明的論辯        ———— 象徵符號結構的可理解性 

或完整性 

 

哈伯瑪斯所謂的「論證」（或理性討論）與無須進入理性討論的溝通行動有

些區別： 

「在『行動』這個關鍵字下，我引進了溝通範疇，在此範疇中我們在表述

（Äu βerungen）中，同時也在一個斷言（Behauptungen）所隱含的有效宣

稱係心照不宣的假定而加以確認，以進行訊息（即和行動有關的經驗）交

換。在『論辯』（Diskurs）這個關鍵字，我引進了以『論證』（Argument）

為特色的溝通形式，在這種溝通形式中，被質疑的有效性宣稱成為論證的

主題來探討其確當性問題。執行論辯時，我們必須在某種情況下走出行動

與經驗脈絡；因為我們不是在交換訊息，而是在論證，以便確立（或否定）

被質疑的有效性宣稱」。61 

                                                 
60 TCAI., p.23. 
61 轉引自楊深坑，1995，〈哈伯瑪斯的溝通理性、民主理論及其在公民教育上的意義〉，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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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論證不是單純的訊息交換（例如英美聯軍在今年三月出兵伊拉克推翻了

海珊政權），而是指「參與者藉以命題化有爭論的有效性聲稱，並試圖透過論據

對有爭議的有效性聲稱加以兌現或加以批判所做的那類言辭」62，換句話說，它

是個類似「英美聯軍應不應該出兵伊拉克」的問題。這種論證有以下幾個性質：

它所包含的論據要以系統的方式與有效性聲稱相聯繫，並且論證的強度是依照論

據的確實性加以衡量，並且所提供的論據必須使溝通參與者能信服。 

或者借用 Peirce 和 Toulmin 的「實質論據」（substantial arguments）的概

念來說。「實質論據建立在邏輯推理的基礎上，但並不限於陳述的演繹系統。實

質論據用來證明或批判有效性聲稱，不管斷言中所含有的真理聲稱或者正確性聲

稱是否與規範（行為規範和評價規範）有關，還是包含在勸告和警告之中。實質

論據有力量使參加討論有效性聲稱的人信服，就是說，能為承認有效性聲稱提供

合理的根據」。63 

哈伯瑪斯認為，Peirce 和 Toulmin 從知識的進步是通過實質論據實現的事

實中看到了理性所激發的論證的力量。實質論據是解釋和辯解，即語用學的單位

（pragmatic unities），與之相關的不是語句而是言辭行動，其相互關連性必須在

合乎邏輯的討論框架內予以闡明。理論論辯為斷言提供依據，實踐論辯則是用於

證明所提出的規範，兩者獲得共識的方式不同，但是，兩者的目標，都是用理性

方式對承認（或拒斥）有效性聲稱做出決斷，並且都必須符合理性論辯的要求64。 

 

（三）共識與真理 

 

哈伯瑪斯特別重視理論論辯的結構，其理由在於：理論論辯不只是適當的真

                                                                                                                                            
張福建、蘇文流主編《民主理論：古典與現代》。頁 209。 

62 TCAI., p.19. 
63 LC, p.107. 
64 LC, p.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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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理論的必要條件，同時也為實踐論辯的結構提供重要線索 65。而不論是任何

一種理性討論的形式，其最終目標都是要達成共識，並且透過共識的形成決定判

斷、價值觀、道德規範、評價或決策。 

哈伯瑪斯認為語言及其互動的過程中，早已預藏了達成這個目標的可能性。

「任何一個理解的達成都必須由合理性的共識確保，否則它就不能成為“真正

的”理解」並且，「達成理解是一個規範的概念，每一個說自然語言的人都對它

有直覺的知識，也因此原則上有信心能從中已分真共識與假共識。用哲學的語言

來說，我們稱這種知識為先在的（a priori）或固有的 （innate）。」66 

Thomas McCarthy指出，哈伯瑪斯的共識真理論 （consensus theory of truth）

不僅是企圖用以解釋科學理論這一類具有相對客觀性的知識。在《知識與人類興

趣》中，哈伯瑪斯曾宣稱，他仍相信古典哲學的傳統核心價值，也就是對良善和

真實生活的追求。67與此同時，哈伯瑪斯也認識到自休謨（Hume）以來，「實

然」（is）與「應然」（ought）、事實與價值之間的區別已被徹底澄清。68想要

從描述性的命題中推導出規範性的命題或價值判斷，在邏輯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因此追求這些價值的方法卻必須予以改變。 

這個方法，對哈伯瑪斯而言就是語言哲學的途徑。當他在討論維根斯坦 

（Wittgenstein） 和Winch之時，就明白表示將他的理論工作轉向語言哲學。他

說：「在今日，傳統意識哲學的問題已經被語言的問題所取代；對語言的先驗性

批判代替了意識的批判」。69在這種對語言及其內在知識的信心之上，哈伯瑪斯

進一步將共識和「真理」概念連結起來。在理性的討論中，理論論辯已經隱含對

某些真理命題的討論，藉由反覆的論辯，在理想的情境下，以較佳論據得出結論

〈共識〉。其意涵類似孔恩（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所提科學理論典範

                                                 
65 Thomas McCarthy, 1978, The critical theory of Jürgen Habermas. p.293. 
66 TP, p.17. 
67 Thomas McCarthy, 1973, “A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Philosophy and the Social 

Science. p.141. 
68 LC, p.102. 
69 Ibid, 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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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gm）形成與轉移的作用 —— 科學中的真理，其實是學術圈中專業成員

的共識，而這樣的共識是可能藉由新的論據被提出，促成論辯，進而形成新的共

識，也就是典範的轉移。70 

分析至此，我想回到哈伯瑪斯對鄂蘭真理觀的批評，下一章再來繼續進行對

哈伯瑪斯對實踐論辯與論辯倫理學（discourse ethics）的闡釋。 

 

 

                                                 
70 以科學典範的轉移來解釋哈伯瑪斯真理理論的觀點，參考自黃瑞祺，1996，《批判社會學 —— 
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三民，頁 2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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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戲劇性」與「理性」之間的詮釋爭議 

 

我們在第二節曾經提到哈伯瑪斯對鄂蘭的真理觀提出兩個態度迥異的評

價，一是由於鄂蘭堅持真理／意見二分法，並認為知識與意見之間有深淵限定，

這個深淵非「論證」可以縫合。另一方面他卻又注意到鄂蘭的「代表性思想」，

認為倘若「代表性思想」與「論證」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那麼就可以為權力的

共同信念找尋認知基礎71。而這兩個評價分別都與哈伯瑪斯對論證（argument）

的重視，而又同時忽略鄂蘭政治思想中獨特的戲劇性成分有關。 

很顯然地，鄂蘭雖然重視言詞（speech）在政治行動中的份量，並且強調公

共領域是一個以說服代替暴力的場域。但她不僅是賦予言詞「溝通」、「理解」

或「討論」的功能，她還重視一項哈伯瑪斯並不在意（或許也不認同）但卻始終

存在政治學傳統中的特質，就是偉大（great）、傑出（excellence）或榮耀（glory）。

不論是鄂蘭所偏愛舉例的希臘羅馬時代，或是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甚或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這些帶著公民共和主義色彩的思想家，

對於偉大的事務都有一股熱情。 

因此，鄂蘭不但區分真理和意見，並認為追求真理的哲學活動和政治生活的

公共領域當中存在難以跨越的鴻溝。另外，鄂蘭更主張對善（goodness）的熱愛

應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這裡必須說明的是，鄂蘭對善的理解是在基督教信仰

的脈絡之下。她認為耶穌所教導的善，有一種避免被人所見所聞的傾向，缺乏對

外顯示的性質。例如「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你施捨

的時候，不要讓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因此得出的結論就是，善行缺乏對外顯

示性，甚至最好連行動者自身都不要察覺。72 

                                                 
71 Jürgen Habermas, 1983, "Hannah Arendt: O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Philosophical-Political 

Profiles. pp.184-85. 
72 HC, pp.73-74. 筆者認為鄂蘭在此處對基督教信仰的理解有斷章取義的嫌疑，她所援引的經文
要旨在於教導信徒莫做「假冒為善」的偽善之人，而不在於善行是否公開為人所知。否則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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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蘭引用馬基維里的觀點，認為善在公共領域中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還會

產生破壞。因為政治行動的判準是「榮耀」，而不是善或惡，在必要的時候，用

馬基維里的話來說，君王必須知道「如何不為善」。73換句話說，如果用哈伯瑪

斯的觀點來理解，鄂蘭不但將真理排除在實踐活動之外，還把追求「善」的道德

可能性一併扔出場外了。 

對於一向由統治權力正當性的角度或系統論的架構來理解政治事務的哈伯

瑪斯而言，鄂蘭這種美學式的（aestheticization）、戲劇性的（theatricality）政治

行動大概過於匪夷所思，所以他將這個部分略過了。這也因此使哈伯瑪斯對鄂蘭

的政治行動片面的解讀為以共識、對話為中心的行動模式，以致忽略了鄂蘭對於

政治的本質許多重要的闡釋（如開創新局、創造歷史、建立偉大卓越的豐功偉蹟

或流傳千古的演說和辯論⋯⋯等等）。74Villa 因此認為哈伯瑪斯對鄂蘭區分意

見和真理的作法是搞錯重點了。他認為，鄂蘭之所以認為知識和意見之間的深淵

無法用理性論證來彌補，乃是因為她的政治行動是「反目的論的」

（anti-teleological），鄂蘭與 Lyotard一樣，駁斥「對話的目的是達成共識」的

假設。75鄂蘭的政治行動首重「展現」（performance），而不必預設達到什麼目

的（包括共識），更遑論要符合普遍化的利益原則了。 

哈伯瑪斯在 Villa 眼中的「錯誤」其實可以歸因於他對「理性」（reason）

的偏愛（誠如許多後現代理論家所攻擊的），以及他過份倚賴語言中的理性潛能，

來追求他所相信的良善和真實的生活。我們由哈伯瑪斯相當程度接受古典社會學

者，如涂爾幹（Durkheim）將社會視為一個道德實體的看法，可以看出他對實踐

                                                                                                                                            
對於「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

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音 5: 15-16）這類的經文，又該何解？ 
73 HC, p.77. 
74 Villa 對鄂蘭的政治行動中美學或戲劇性的部分著墨甚多，可參考：Dana R.Villa, 1994, ” 

Theatricality and the Public Realm,”in Politics, Philosophy, Terror: Essays on the Thought of 
Hannah Arendt.或 Dana R.Villa, 1994, "Beyond Good and Evil: Arendt, Nietzsche, and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Political Action," PoliticalTheory, 20(2). 這兩篇文章都提到哈伯瑪斯對鄂蘭
的詮釋傾向以共識、對話為中心，是過於狹隘偏頗的。 

75 Dana R Villa, "Postmodernism and the Public Spher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1992, 
86(3), p 718. 



 68

活動必須指向或隱含某種道德秩序的堅持（即便不是實質的價值體系）： 

「社會最重要的功能是使人遵守規範⋯⋯人天生不得不把一種有意義的秩

序強加給現實。但是要建立這種秩序，必須組織人們從事建設這樣的社會

性事業。個人一旦脫離社會，就會陷入種種靠自身力量無法擺脫的危險境

地，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陷入內心毀滅的絕境⋯⋯脫離社會最大的危險

乃是失去人生意義，這種危險是典型的惡夢，一旦被它纏身，個人就會陷

入混亂、麻木和精神錯亂的泥淖而無法自拔。」76 

因此，鄂蘭可以把對智慧的熱愛（指向對真理的追求），和對善的熱愛（指

向對倫理道德的追求）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但哈伯瑪斯不能。對鄂蘭來說，公

共領域是徹徹底底的政治場域，既不是哲學也不是宗教活動的範疇；它所依循的

是自成目的的行動法則，既不是真理也不是良善，而是前述：「榮耀」的法則。

相對的，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基本上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而「社會最重要的功

能是使人遵守規範」。儘管現代社會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使得我們無法輕易仰仗一

個實質性的價值規範來約束所有人，但設法為這種多元和複雜找尋合理的基礎卻

是必須努力的目標（至於方法是否有效，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並不能因為鄂蘭可以把對智慧的熱愛，和對善的熱愛排

除在公共領域之外，就據此認定她所謂的政治行動沒有法則可以遵循。誠如哈伯

瑪斯所引鄂蘭對「擴大心胸」的闡釋，一個有效意見的形成需要想像力來作代表

性思考，還需要無私的心來協助做出判斷。這個法則雖未掛著「理性」之名，但

若無理性能力為憑，單憑想像力和感同身受的能力恐怕也難以為之。因此，哈伯

瑪斯在這一點上看到了和他所主張的「論證」的相似性，他們同樣要求當事人走

出自身的行動和經驗脈絡來進行（無論是思考或討論），所不同的是，哈伯瑪斯

更多的倚賴語言以及嚴謹的程序來進行之。 

                                                 
76 LC, p.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