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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aualyziug the "is-ought" problem with John Searle's

theory of speech act and its entailment of education. Through the logical

inference with "institutional fact" and "illocutionary act'\Searle argues that

the great gap betweeu "is" and "ought" can be solved. Searle's theory has two

entailments of education. Firstly, the educators can establish together the norms

and behavior models which are rational and valid and prescriptive. Then , the

pupils are willings to follow them. Secondly , through Searle's theory we

recognize that ‘fact proposition' and ‘value proposition' can not be dis

tinguished absolutely, an吐 they both are more rational than emotional, hence

the moral education can be rational 位iscourse， not only arbitrar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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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key wor也)

1. r 實然應然」問題 (is-ought problem)

2.瑟爾( Searle)

3.言說行動 (speech act)

實然一一應然的推論是倫理學上爭論不休的一個問題，本文討論當代語

言哲學家瑟爾的解決方式，冀求能釐i育問題，並探討其在教育上的啟示與意

義。從瑟爾的論證可以得知，其主要觀點即要打破實然應然二分的鴻溝。他

認為，從規制事實與人們對語言使尾的方式做推論，事實與價值之間未必不

具邏輯之不可過渡性。其推論的基礎是語言的做事特性，及建構規則與規制

事實。從瑟爾的理論出發，則叮以獲致其在教育的啟示與意義。首先，瑟寫

的建構規划與規制事實透過哈伯瑪斯溝通行動理論來加以重建，可引申出真

理性基礎的規範，且符合經驗事實與邏輯推理，又可交付公眾進行理性的辯

論，並異備規約的力量。而學生在經治理性的程序性原則之後，就可得到具

規約性與普效性原則的規範，自也能自心出發，遵守規範、奉行錢規。再者，

從瑟爾理論約推衍可知，道德規範上的命題並不像自然科學般可以精確的劃

分事實命題與償億命題。在人倫社會中，事實命題與價值命題本就無法截然

劃分。在打破了實然與應然的鴻溝後，可使規範指導與道德教學更具理性認、

生日與理性判斷的基礎，而不再僅是訴諸情感或態度的表達。

(evalu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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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

月1、
是，
且

(factual) 棟述如何邏輯的導出「評價的J

陳述。

實然與應然之間關係的研究可以遠溯到英國古典經驗論者休姆(D

Hume) 。休姆曾在其名著「人性論」中有一段文字，成認為是此問題的濫觴

(Hume, 1975: 468 -469 )

•.. ...我所接觸到的每一個道德系統內，我一直以為作者是依循一般

的推理方式去進行，突然問我驚奇的發現到，在所見的命題中沒有

一個不是用「應該」或「不應該」未達結，以代替逐常的繫詞「是」

或「不是」。這個轉變是不知不覺的，但卻是重要的。因為「應該」

或「不應該」表達了某種新關係或新斷言，因而對其做研究且給予

解釋是應該的。而同時也要提出某種理由，以說明全然不可思議的

一點 亦即那新關係如何能夠從與它完全不同的事物推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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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然一一應然的推論問題指的是;從實然的陳述或命題是否可以推論出

應然之陳述或命題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又有兩種說法:

一、從「描述的 J (descriptive) 陳述如何邏輯的導引出「規約的 J

( pr臼criptive )陳述。

二、從「事實的」

根據後來學者對休姆經典的詮釋，大都認為他是主張從實然導不出應然，

二者之間有道不可跨越的鴻溝。(黃慶明，民74 : 9-11 )到了二十世紀，後

設倫理學興起，實然與應然歸係，或事實命題與價值判斷關係的探討成為後

設倫理學的研究焦點。一般倫理學者均認為從實然是無法推論到應然的，亦

~P在實然與應然之間並不存有邏輯上的「推論 J (inference) 或 f 蘊涵」

(entailment) 的關係。如:艾爾 (A.I. Ayer) 、福祿 (A. Flew) 、史蒂文

生( Stevenson) 等人均是如此想法。黑爾 (R.M. Hare) 亦為此派的擁護者，

他將休姆這種觀點稱為「休姆律 J (Hume Law) ;莫爾 (G.E. Moore) 更稱

主張能從實然命題推導至應然命題的觀點是犯了「自然主義的謬誤J (Natu

ralistic fallacy) 0 (Moore, 1903)
然而瑟冒雪 (J.R. Searle) 的看法卻與上述學者不同，他認為之所以會有實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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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與應然間鴻溝無法跨越的想法，是因為沒有看清語言的特性，只要掌握了

語言的特性，就可以跨越實然與應然的鴻溝，他因而巧妙的建構一組推論的

過程，並力言其推論是成功的，瑟窩穹的推論引起了廣大的討論，有人認為他

的推論是成功的，亦有人反駁他的推論。本文部嘗試分析及批判瑟爾的論證'

冀期釐清其要義，並從中推衍出教育意義。

貳、瑟爾從實然到應然的推論方法

瑟爾論證的起點是要提出一個「從實然導不出應然」論題的反例，只要

證實了這個反倒成立，就可以推翻這個論題。

瑟爾構築反側的要點有三 一、採用一組陳述來進行。二、這些棟述必

須保證純粹是事實的或描述的。三、然後顯現出這些陳述如何邏輯的跟 儘

顯然是評價或倫理的練述相關遠。以下是瑟爾的例子 (Searle ， 1969: 34)

(→、鍾斯說出以下的話﹒「我特此承諾要給你，史密斯，五塊錢。」

(:::)、鍾斯承諾要給史密斯五塊錢。

日、鐘斯把自己置於(承擔) 項要給史密斯五塊錢的義務之下。

閥、鍾斯是在一項要給史密斯五塊錢的義務之下。

(函、鍾斯應該給史密斯五塊錢。

瑟爾認為，上述的(→和仁1 ' (=)和日，白和間，以及的和任。間的關係雖然
不是種涵的關係，但也不是偶然的關係，只要再加上一些非評價性的陳述，

就可以使他們具有蘊涵的關係。 (Searle ， 1969:35)

首先，←)和仁)如何串串連。瑟爾認為，在某些情況下，如果說了付中的話，

那麼說這句話本身則是做承諾的行為，在那些情況下，說出付中的語句本身

就是在做承諾。這是那些字詞的部分意義或效果。假使「做承諾J 並不意味

著要做該承諾所描述的行為，則是該語言的誤用。因而，只要在(寸和口之筒

再加上兩個前提，就可使其具有蘊涵的關係﹒ (Searle， 1969: 177-178)

(- a )在某些條件 C 下，任何人-如果他說了底下的話 「我特此

法諾要給你，史密斯，五塊錢。 J 則他就是承諾要給史密斯五塊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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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條件 CJ 指的是一個正常而成功的言說所需要的充分而必要的

條件，亦即人們在從事一個成功的言說行動所要遵守的規則。這些規則有命

題內容、預備、真誠與基本規則等 c 再加上

(一 b )諸條件 C 已得到。

於是從(一)、(- a )與(- b ) ，可以推得口。其推論是有效的，立所

加諾的前提是描述的而非評價的。接下來，瑟爾認為，可以從口直接推到日。

因為根據承諾的定義，承諾就是使承諾者承擔一個履行承諾的義務。(=)至6日

的推衍是直接的，但也可以再加上一個恆真的( tautological) 前提 ( Searle,

1969:179 )

(二 a) 所有的承諾都是把自己置於一個要去完成所承諾之事的義務之

下。

白日至m呦，瑟爾認為只需要再加上一個前提，藉以排除其他如義務被解

除或被破壞的情形。因此( Sear泊， 1969: 179)

(三 a) 所有那些把白己置於一項義務之下的人，(就在他們把自己做

如此處置之時) ，如5Jli無其他情形，都是處於一項義務之下。

瑟爾認為，為了在日和個之間得到一個直接的蘊涵關係'僅需要把個解

析為﹒「排除日和四間有任何時間上的問婦」就可以了。見郎，在完成所承

擔之義務行為的時刻(llP三) ，以及主張行為者是在一項義務下的時刻(即

四)之間，沒有時間上的間隅。因此在這樣的分析之後，巴)就可直接蘊涵個

(Searle , 1969: 179)

閥、錢其芳是在一項要給史密斯五塊錢的義務之下。

回到回只要再加上一但恆真命題 (Searle， 1969: 179)

(四 a) 如果一個人是在做一項事情的義務之下，民日關於那個義務，

個人應該做他在該義務下所要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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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耳目無其他情形，則一個人應該做在某項義務之下所要做的事。瑟爾認

為凹，即「鍾斯應該給史密斯五塊錢。 J 可以有兩種解釋 (Searle , 1969:

181 )

(五 a )關於鍾斯給史密斯五塊錢的義務，他應該給史密斯五塊錢。

(五b) 所有事情已經部考慮過，鍾斯應該給史密斯五塊錢。

瑟爾指出，若將由解釋成(五b) ，顯然不能從閩中推導出來，除非另

加前提，但如果將(到解釋成 (lia) ，就可以從關推出來。

因而瑟爾認為實然與應然之潤的鴻溝是可以跨越的，在其所附加的前提

之中，只有經驗性假設、恆真命題與語言習慣的描述而已。經由此推論方式

所得到的「應該」是斷言的，消非假言的，亦就是說，在lJi)看來，鍾斯就應

該給史密斯五塊錢，這是絕對的義務。

總結以上的論證，瑟爾推衍的起點是某些字詞或語句的說出和做承諾的

言說行動闊的關遠，然後依次由做承諾推論吉普義務，並從義務推論至1應該。

瑟爾整個論證其實是建立在兩個基礎上﹒「以言行事 J (ilIocution) 的

「做事 J (doing) 特性與「規制事實 J (institutional facts) 。在此，有必

要對語言行動的「做事」特性與「規制事實」做一討論。

瑟爾認為，人們的言說行動有一種特性，此種特性是以往的哲學家未曾

注意到的，此即語言的「做事J 特性。瑟爾繼承奧斯丁(J.L， Austin) 的看法，

認為有些語言在我們說出的時候，其質就做了一件事情，例如「我道歉... J

「我保證... J 等，都在說出的同時，就做了某件事情。瑟爾認為「承諾」也

是屬於這種「以言行事行動 J (ilIocutionary act) 之一，故而當某人說出:

「我承諾J 峙，就負起了去做承諾事情的義務。這是人們對r ，承諾 J 詞用

法的約定俗成規則。

瑟幫會引洛哥哥斯(J.Rawls) 的看法布將我們一般所稱的f規則 J (rules)

區分成兩種 (黃宣範，民72 : 143) r 限制性規則J (regulative rules) 與

「建構性規則J (constitutive rules) 。所謂的「限制性規則」是指用來限制

一個己存在之行為的規則，該行為的存在是按立於規則之外的。例如許多

餐桌上的禮節與規則，其作用在限制與規範飲食的行為，而飲食本身是獨立

存在於這些規則外的行為形式。「建構性規則J 主要並不是用來限制的，而

是閑在建構或定義新的行為形式，行為的存在別是仰賴這些規則，缺少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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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規則，該行為就無法被完整而成功的。瑟爾認為 r 限制性規則」有以下

的形式 (Searle， 1983: 238 )

做 X (Do X)

或是假使Y 做X (If Y do X )

在「建構性規則」中，有些也有著上述的形式，大部分則是有著以下的

形式.

X 算是Y (X counts as Y )

或是.在C 的情境中 'X 算是Y

(X counts as Y in context C )

而由「建構性規則」所形成的一套系統，就是種 f 規制 J (institution)

在這種規制茶統中所從事的行為是「規制事實」

瑟爾指出，對世界的認識與描述的語句有兩種類型 (Searle, 1969: 4)

一種是「粗略事實J (brute facts) ;另一種是「規制事實J 0 例如

「這個石頭與那個石頭。」

「我覺得癮。」

「玉山是臺灣最高的山。J

像這類約描述語句，其報導了世界的真相與事實，是「粗略事實」。但

是像

「方哥打了一支全壘打。」

「張公有一百元。 J

「中華民盟現任總統是李登輝。」

這些語句雖然也是描述世界的事實1 但是在描述這些事實之前，必須預

設一些「規制」存在，有了這些「規制J 才有這些事實，此llP r 規制事

實」。像「全晏打J 、「一百元J 、「總統」等，必須預設了「棒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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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錢制度」與「總統制度」才能說出這些事實。否則如沒有金錢制度的存

在，我們就僅能說 r 張公拿著一張紅色印著人頭的紙張」。這只是「粗略

事實 J 而非「規制事實」。

f規制」是由建構性規則系統所定義，每一個規制事實都是由 r·在情境

C 中 x 算是 Y J 的建構性規則所組成。處在這些制度中的成員必須遵守

制度中的規則，受到這些規則的約束，破壞了這些規則，制度就不成立了。

瑟爾認為受規則支配的言說行動也是 種規制事實。例如 r 承諾」、「保

證」、「要求」等等，都是一種建構性規則的制度，處在這些制度中的成員

透過長期對語言一連串建構性規則的約定了解，而說出這些話語，因此這些

言說行動的執行必須遵守這些規則。

「承諾」是一種語言規制，根據系統內成員約定俗成對承諾所形成的建

構性規則:承諾者必須對其承諾的事項負起一項義務。因而承諾是具規制化

的義務之一，有行事的特性，運用這種特性，就可以從實然推出應然了。

瑟爾最後指出，正確的掌擾他的言說行動論中的建構性規則、規詩詞事實

與言說規則，就可以保證他論設的成功，並可形成無數同樣的例證。因此他

的結論是 ( Sear泊， 1969: 186)

一、擁護休姆主張實然推不出應然的說法不能說明鏡制事實。

二、規制事實存在於建構性規則的系統中。

三、有些建構性規則的系統包含義務、承諾和責任。

四、在這些系統中，都可以根據上述的推衍模式，從實然導出應然。

瑟爾在這裡所處理的，是一個哲學史上的大問題，他籍由語言哲學的觀

點嘗試跨越實然與應然的鴻溝，其論證受到許多哲學家的重視與爭論，瑟爾

也都往來答辯，底下討論其他學者對瑟爾學說的看法。

鑫、瑟爾推論模式的批判

瑟爾對實然應然的推論極具原創性，自也引起其他學者的討論與批評。

本節討論學者對瑟爾論證的評述與瑟爾的回應。

黑吾吾在「承諾遊戲J (The Promising Game) 文中指出，從日常用詣

的許多字詞來說，除非使用者或其中多數人同意這些字認所組成的綜合命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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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語句，否則這些字詞毫無用處，像許多依賴規制存在的字詞便是。例如:

除非具有「財產制度 J 否則不能說「我的 J r 你的 J 但這個「財產制度」

並不是恆真式，因為除非在交換貨物時準備接受貨幣制度，不然像「元」

「角 J 等字詞不具作用，同樣的，除非接受「承諾制度」的建構規則，否則

「承諾」便失去作用。亦即，假使沒有人認為應該遵守諾言，或是不同意「承

諾制度 J 那麼做一個「承諾 J 乃是不可能的事，黑爾接著指出， (Hare ,

1970: 178) 瑟爾以為從規哥拉j存在的事實，可以得到下列推論﹒社會上存在著

某些建構規則(如財產制度) ，因此基於某些「粗略事實 J (如我的起先巳

先{占有這塊地) ，便可以肯定某些「規制事實 J (如這塊土地是我的財產)

而從這些制度就可以推得某些價值結論(如任何人都不應該剝奪我的土地)

然而，黑爾認為這一演繹是欺詐行為，因為「粗略事實要作為規約結論

的原因，只有當是作為制度的建構規則之規約原則被接受時，而且這些規約

原則必須不是恆真式才有可能。 J (Hare, 1970: 179) 否則已經隱含了干犯自

然主義的謬誤。因而，只有大多數人接受的或同意這些原則的情形下，諸如

財產或承諾等規制才能存在。如果說某些人不接受這非恆真式的規約規則，

那麼整個推論便告瓦解，雖然他仍可運用「財產」這個詞，但卻已是描述的

引號用法，而非含評價的規制事實。

瑟爾對黑爾在規制方面的批判提出反駁， (Searle, 1969: 189) 他強調，

當一個人進入制度後，他必須格遵制度中的規則，不管他個人是否同意該規

則。他說 「在各種語言規制中，像，承諾~嚴肅的道出字詞，會使人

不得不接受自該字詞含意所規定的行為方式。 J llP是說，語言的含意決定人

們必須遵守某些實質的道德原則，黑爾對這點，亦當無異議。

瑟爾又說，有人會認為從上述的反駁將可能使法規的制定沒有客觀標準，

造成任何一種法規都能任意的迫使任何人負看義務，而只看其如何任意決定

該法規的樹立方式而定。 (Searle ， 1969: 189)

瑟冒雪指出，這是基於一種不正確約義務觀念。瑟爾所謂的義務的概念是

一種「契約性J 的概念，他舉例說 假使有一群澳洲人樹立了一條規則，規

定我們每遐給他們一百元，而我卻完全不認識他們，則除非我f 涉入 J (

involved )他們當初的協定，否則他們的主張是無理的。因此，不能說某甲

的任意決定就可使某乙負有一項義務，而必須考量是否參與了規划的制定。

(Searle, 1969: 189)

另外，黑爾第二個批評指出，瑟爾嘗試從一個「粗略事實」推到「規制

事實」的作法是錯的。然而這是誤解了瑟爾，瑟爾僅將世界事實區分為「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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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事實」與「規制事實 J 但他從來沒有說要從「粗略事實」推到「規制事

實 J 他也認為這種推論是不可能的。故而在(- a )必定是一個經驗的前

提而不是一個恆真式 o (Searle , 1970: 180 泌的

福殺則針對「承諾」 干詞的意義提出疑義，他指出 r 承諾 J 一詞不但

是歧義的，且兼具「描述意義」和「繞約意義」。當以報導者的身分來使用

「承諾 J 時，只真描述意義，沛其組成的語句郎為事實陳述，但當以參與者

的身分來使用時， l'lU芳在其描述意義與規約意義，而其組成的語句則為價值語

句。顯然的，除非加上規約意義，否則，從報導者的「承諾」用法不可轉成

參與者的「承諾 J 用法。福祿就根據這個區別，指出瑟爾推論中的(- a )

陳述 r 承諾 J -~可是參與者的用法，即瑟爾的推論中隱含了價值判斷。

(Flew , 1964: 25-37)

對於福祿的批駁，瑟爾認為，我們當然可以用間接的語法來說話，而規

避了宣接語法的一些約束，但是這決不是表示所用字詞的意義竟會因此而不

同 o (Se訂Ie ， 1969: 196-197) 瑟哥哥的意思是說 r 他做了 項承諾 J (直接

語法)和「他做了一項他們盎格魯薩克遜人所謂的承諾 J (間接語法)這兩

句中的「承諾」的意思是 樣的，決不囡語法不同而有所差異。對此，瑟爾

又舉幾何學為例，他說，當-個人說 r X 是 個三角形 J 之時，我們當然可

以採取所謂的人類學觀點，說 「他們說了他們盎格魯薩克遜人所謂的三角

形 J 但這並不意味「三角形」 詞有兩種意義 一種是評價的，一種是描

述的。

卡瑞 (T，V. Carey) 則指出，瑟爾混淆了約制與義務，我們無法從 f受約

制而承擔一項義務」導出「負有一項義務 J 因為前者是實然的，後者是評

價的，不能混淆了約制與義務。他舉了兩個例子 (Carey, 1975: 276-284)

一、假定張三的友人李四在舞會上對張三的妻子無理，張三為了維發妻

子的尊嚴而對她說 「我承諾你，我將殺死李四。」

在此情形下，卡瑞認為雖然張三承諾要殺死李四(即瑟爾論證中的(斗)

並承擔了一項要這樣做的義務(即瑟爾論證中的臼)，但是張三並沒有義務

做他承諾去做的事(即瑟爾論證中的倒)，因此當然也不該去殺死李白(即

瑟爾論證中的目) ，只因如果真去殺人的話，反儕是不道德的于。在此情形

下，殺人決不會是一種義務o 這點歐士坦與黑幫亦持相同看法，認為承諾應

該顧及社會期望並符合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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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定有個富人騙我，使我誤以為他是窮人，因此使我承諾給他一百

了t: 0

在此情形下，我的確做了承諾(論證二) ，也承擔了一項義務(論證

三) ，但由於受諾者欺騙我，所以我沒有義務給他一百元。

因此卡瑞認為，瑟寫的論證並不成功，除非再加上其他評價性的條件。

對於卡瑞的批評，瑟爾認為，以承諾的道德性與社會性來作為反對他的

論證是混淆了義務的「內部規準」與「外部規準 J 0 瑟爾指出，就「承諾」

概念的內部規準而言，一個人一旦做了承諾，他就該承擔一-項要做該承諾之

事的義務。至於整個承諾法規到底是善是惡、符合社會期望與否，那是外部

規準的問題。換言之，承諾法規「是」什麼是一回事，要不要這個法規又是

另外一回事。因此 r·承諾 J 就「是」要承諾者負起一項做事的義務。( Searle,

1969: 188-189)

對於卡瑞的第二點批評，瑟爾曾說，一個義務可能被另一個義務所凌駕

的事實，或一個義務可能被卸下或被譴責這個事實，都不能使該義務不成其

為義務，而就否定了它的存在。對於一個義務，我們也許有理由不做所該做

的事，這種違背也許甚至要受責難、;制裁或鼓勵。但無論如何，對於我們該

負擔的義務而言，有它的邏輯優先性。 (Searle， 1969: 180) 換句話說，瑟爾

認為，只要做了一個承諾，就有義務去承擔這個義務，至於承諾的事情是否

跟其他義務有所衝突，則不在他的考慮之內。

哈德森 (W.D. Hudson) 也曾為瑟爾辯護，他認為義務衝突並不是瑟爾的

筒題，他的辯護如下 現在假定鍾斯給史密斯五塊錢，則他的孩子會挨餓，

在此情況下，我們仍可說，鍾斯應該養育他的子女 r 而且 J 也應該給史密

斯五塊錢，至於如何解決義務衝突的兩難，這不是瑟爾的問題。( Hudson ,

1969: 16日-172 )總結說來，學者對瑟爾實然應然推論的批判可歸納成兩類，一

是瑟灣的推論混淆了描述與評價，其次瑟爾的推論沒有考量到道德層次，因

而認為其推論是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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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瑟爾推論模式的教育意義

一、挽範教學的理性建構基礎

道德教育是教育活動中相當重要的任務之一，透過道德教學的實施，可

以使學生了解到社會中存在的規範與必須遵守的規則。然而，以往的規範教

學主要採用的是說教或灌輸的方式，教師常常以訴諸權威或威嚇的灌輸語氣

進行教學 o 在這樣的教學情境下，學生並未能習得對於規範、責任與義務等

概念的理性認知基礎，反易將規範與義務等視為是個人情感或態度的產物。

如此一來，就無法以理性的態度來省思其所應該遵守的規範與秩序，對規範

與義務的認知與履行就易流為主觀情緒的發i曳。 (Utter ， 1988:115-120)

一位現代教師不應該以情感化的語詞或灌輸的方式來要求學生遵守規範，

而必須以理性與經驗客觀事實為基礎來重新建構一套規範教學的方式。

本文~P嘗試建構一套基於「積極的理性參與」而導引至「義務」的規範

教學，透過此種建構而希望聯結介於「理性參與」及「規範義務」闊的邏輯。

首先，將教導給學生的規範視為是一種 γ 規制事實 J 則按照瑟哥哥的理

論，顯然可以替規範找到一個理性的基礎。根據瑟爾的看法，由規制事實，

就可以導至應然的論證'而這些論證是由語言規則、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所

構成，因而具有效性。

但問題是﹒學生對於規範的遵行乃基於對規範的「涉入」與接受，但當

其在「涉入」的過程中，有些無異議的會接受、有些可能會提出質疑，有些

可能並不接受，有些則可能根本沒意見。面對這些問題，似乎瑟爾所謂「涉

入」並不足以說明，而有必要重新審視。於此，哈伯瑪斯以瑟爾的理論為基

礎，提出言說溝通時所必須具備的四個有效宣稱與其所形成的理想溝通情境

似乎可作為重建瑟爾「涉入」過程的參考，而能使情境中的成員「積極參與J

規範的建構。

哈{自瑪斯認為，在從事溝通行動之時，有可理解性、真實性、真誠性與

正當性四個有效性宣稱 (validity claims) 。溝通的雙方在論述時，都可以針

對對方論述的有效性宣稱進行質疑與批判，一個理想的言說論述情境應該要

求滿足這四個有效性宣稱。 (Habermas. 1979: 5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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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對於命題的真假判斷都是在某種意識型態所塑造的背景中來進行，

此~P r 背景共識 J 0 而當背景共識動搖峙，往往會使溝通行動為之中斷，溝

通雙方就很容易陷入超端主義之中。此時，若想溝通行動繼續下去，就必須

在預設理性共識可欲的前提之下，溝通雙方進行反覆性的論辯。在互相討論

中消除歧見，重新建立一致的意見和共議。而這種反覆性的論辯之所以能夠

達到，必須置於「理想的溝通情境」中才有可能。而所謂「理想的溝通情境」

是 (黃瑞祺，民 74 : 230)

1.所有潛在參與者必須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從事言說行動，任何方不

得獨佔發言機會。

2.所有潛在參與者必須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從事解說性的言說行動，任

何一方都能對對方的意見進行檢討或批評。

3 溝通雙方都有同等機會，使用表達式言說行動，以使雙方都了解。

ι所有潛在參與者必須在機會平等的基礎上來使用約制性的言辭行動，

以便排除只對單方具有約束力的規範。

經由哈伯瑪斯理葾溝通情境的重建後，可以使得瑟爾建構規則的理性基

礎更加穩固 F 而能據以建構出 套理性的規範事實，

理想溝通情境-理性溝通一達成共識一建立建構性規則 形成規

制一一產生約束力 質疑 理想溝通情境......

這整個規範形成的基礎與過程都是理性與經驗事實所組成。學生透過理

性論辯的過程，對一些事務進行討論，進而形成規則，這些規則規定了某些

事項該如何如何，某些事項不該如何如何;也於是所有系統成員理性參與與

接受的結果，故該規則具備規約性，即該系統內的成員就某些已形成規制的

事實必須履行其義務或遵循規則。系統成員若對某些規則產生質疑，應以理

性態度提出，經由;在人一起討論，重新論辯，達成共識，再形成新的規範G

因此整個規制系統是開放的，容許各種的理性討論，規範也是暫時性的真理，

只要眾人有了新的共識，規範的內容隨持可以改變。如此規範是-種因時困

地因人的情境，但因其可經由理性論辯而達致，故也是相互主體性而有可能

達成普效性。

接下來的問題，是理性的參與與論辯是否可能?從啟蒙運動的理性潮流

觀之，理性的論辮似乎是可能的，當然這非靠教育不為功，教育工作的一個

重要任務部在培育理性思辯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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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從瑟爾對建構規則與規制事實所引申出的規範'其基礎是理

性的，並符合經驗事實與邏輯推瑋。且經過我們的重稽之後，能以一種真正

民主的形式出現，並可交付公眾進行理性的辯論，而其備競約的力量，正符

合黑爾所要求的道德規準 其「普效佐 J 與「巍約性 J ; (Hare, 1965; 16)

亦相應於皮德思所要求的「程序主義J 0 (歐陽教，民63 : 52-53)

教師在教學之時，~P應楞除以往訴諸權威、灌輸與情感性的規範教學，

而代之以理性辯論式的規範教學。學生可於民主式的理性辯論中，認清規範

成立的基礎，昆在參與之後負起了遵守該規範的義務與責任。如此一來，可

培養學生理性思維的精神，亦可強調民主教育於其中，並使規範的訂立從外

在的約束轉而從內心出發，學生因規範乃白為立法，就有自願實行之責，而

能達到自為立法、白為執行並白為監督的最高道德自律理想。

而教師在這個規範教學的過程中，所應扮演的角色是輔導者的角色，而

不是權威者與命令者的角色。教師應在規範建立之初，向學生詳述建構規則

的特色與規制事實的事項，並在理性辯論的過程中，扮演公正公平的輔導員，

期使整個規範建立的過程是理性且開放，不受權威或暴力的影響。

如此師生相輔相成，經由理性的程序性原則，就可得到具規約性與普效

性原則的規範，自也能出心出發，遵守規範、奉行竄規G

二、人理事實的建立基礎

從瑟蘭的討論，可以發現，實然與應然問題或許在自然科學上具有其不

可跨越的鴻溝，但在人文科學上，應然與實然的問題似乎並非截然可分。之

所以會如此乃是因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在本質上即有不同。自然科學的對象

是物，故可經出記錄、觀察與實驗，建立一套價值較為中立的理論。但人文

科學理論的形成則是基於'、與人間交往的需要與人際關係的維持，因此其理

論的形成是由人際交往的約定俗成與棺互主體性的理性參與所決定。故沛，

在人文科學的理論形成似乎無法不涉入人的主觀性價值，事實與價值因而不

能截然劃分。

以往一般哲學家主張實然與應然的截然部分其實是未看清人文學科的特

性而犯了「乞求論點約謬誤」。他們認為人文科學也應與自然科學一樣，都

具應然與實然的問題，殊不知人文事實與自然事實的性質不同。人文事實從

形成開始即具有其義務性與規範性，而這並不是為了與事實問題區分，而是

人文事實本身的性質。換句話說，自然科學有物理事實，人文科學亦有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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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而這些事實是具有相當的「普效性」的，亦即對大多數處於該系統內的

人們而言，他們承認並接受這些事實，進而訂定成為規範'故有責任與義務

必須去遵守。這些事實我們可稱之為「人理事實 J 0 (歡揚教，民的 25-2

8)
總而言之，道德規範上的命題並不像自然科學般可以精確的劃分事實與

價值。在人倫社會中，事實問題與價值問題本就無法截然劃分，認為兩者閱

有一鴻溝存在的看法顯然有誤。許多的道德命題，其本身就已蘊藏某些定義

於其中，而根據瑟爾的理論，個人若參與並接受該定義，郎蘊涵著規約性，

就有必要遵守該命題的使照規則與定義。

同意了以上的論述後，教師在教學之時，就要認清事實命題與價值命題

的截然區分在人倫事實中並不適用，事實命題仍具備其行事力量。因此，在

教導學生規範命題時，並不一定要以最基本的「應該 J 與 f 不應該」的語句

模式完整的表達出來，而可用莖述的語句表達且不影響其規範力量。有時，

直接的規範句式，反而令人有權威或命令之感，因而立在不適用於道德認知的

討論或規範的教學與指導，此時，教師若能將其以練述句的方式表達而不以

命令或權威的語氣說出來，就可供在教學討論時一個更客觀、更理性的認知。

(歐陽教，民的: 27) 是以打破了實然與應然的鴻溝後，可使規範指導與道

德教學更具理性認知與理性判斷的基礎，而不再僅是訴諸情感或態度的發洩。

綜前所述，瑟裔的言說理論對於澄清教育活動概念，與建立理性的道德

規範教學質有莫大的啟示。教師若能以言說行動論為工具，時時反省自己教

學的語言，定能覺察出教學時的語言偏差，進而反省改進，而能完成成功的

教學，另外，規範的教學需要理性的基礎，瑟厲的規制事實、建構規則與言

說規則等概念，亦為規範教學提供了一個理性的、民主的旦兼具普效性與規

約性的基礎。

f五、結 注
叩

實然 應然的推論是倫理學上爭論不休的一飽問題，本文討論瑟爾的

解決方式，冀求能釐 i育問題，並尋繹一條河循的途徑來加以解決。從瑟爾的

論證我們可以得知，他的主要觀點即要打破賞然應然二分的鴻溝。他認為，

從規做事實與人們對語言使用的方式做推論，事實與價值之間未必不具邏輯

之不可過渡性。其推論的基礎是語言的{故事特性，及建構規則與規制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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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瑟齊的理論出發，我們可以獲致其在教育的啟示與意義。

首先、瑟爾的建構規則與規制事實經過哈伯瑪斯理想的溝通情境的重建

後，可哥 i 申出頗具理性基礎的規範，且符合經驗事實與邏輯推理，又可交付

公眾進行理性的辯論，並具備規約的力量。而學生在經由理性的程序性原則

之後，就可得到具規約性與普效性原則的規範，自也能由心出發，遵守規範、

奉行黨規。

再者，從瑟爾理論的推衍可知，道德規範上的命題並不像自然科學般可

以精確的劃分事實命題與價值命題。在人倫社會中，事實命星星與價值命題本

就無法截然劃分。在打破了實然與應然的鴻溝後，可使土耳範指導與道德教學

更真理性認知與理性判斷的基礎，而不得僅是訴諸情感或態度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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