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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的目的有二，一是藉由哈伯瑪斯的溝通理論指出宗教交談的

可行性，另外一個重點則是要分析探討影響宗教交談態度的真理觀問

題。 (一)溝通理論與宗教交談   在第一部分，論文藉由哈伯瑪斯的批

判詮釋學和溝通理論指出：1.人生活在意識型態的宰制而不自知；2.用

理性的共識作為基礎，是可以批判認出意識形態的宰制；3.唯有溝通才

能徹底的脫離意識型態宰制，而這觀點可以移植到宗教上來看。   在

宗教會遇的過程中，存在著許許多多的誤解和歧見，伴隨著時間流逝，

它也會成為一種宰制人思想的意識型態，加深宗教間的裂痕。故若要化

解這樣的誤解和歧見，首先必須對自我宗教進行理性的批判，認出在歷



史的演變中，到底哪一些是值得嘉許的、哪一些是有待商榷的，最後則

在彼此的溝通中化解這樣的誤解和歧見，讓彼此和平的共存於這個世

上。 (二)真理觀   真理直指著每個宗教的核心，它構成了宗教的教義

也指導著每個信仰者的生活態度。職是之故，它直接影響信仰者對其他

宗教的看法，更影響信仰者的宗教交談態度。然而，真理是宗教信仰著

和宗教奧秘相遇的宗教經驗，這樣的宗教經驗只能被分享而不能被絕

對，若想要達成不受壓迫的宗教交談，首先必須對真理進行分析探討。   

過去真理觀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問題，即把真理視為一種絕對是不能也不

可改變。然而綜合分析哲學家、宗教學者、哈伯瑪斯等對真理的看法之

後可以發現：1.過去宗教內的真理，只是一種個人的宗教經驗，是人對

奧秘的詮釋和描述，有必要重新的批判檢視；2.離開宗教情境時，必須

要有另一種批判的標準，而不是以宗教內的教導來做準則；3.不論是教

內或教外的真理問題，都可以在宗教交談中來解決。  

摘要

(英) 

There are two aims in this dissertation. One is that from the communicative theory 

of J?rgen Habermas to evidence that religious dialogue is able to do something. 

The other one is about the Truth in religious dialogue. A. Communicative theory 

and religious dialogue First, through the critical theory and communicative theory 

of Habermas want to point that 1. Human beings don’t know they were living 

under the ideology. 2. Using the common sense, which is from the reason, can 

know where is the ideology. 3. Only communication can absolutely solve the 

problem of ideology. This point also can be used in religion. There are many 

mistakes and different points when religions encounter. As time goes by, they will 

be formed into an ideology, which effects the though of human beings and makes 

the deeply trace between religions.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each religion 

must reasonable to critic itself first. By doing that, we can know that what is good 

and what need a future discourse in history. Finally solving the problem through 

the communication. Then all religions can peaceful together-exist in the world. B. 

Truth Truth points the religious essence directly, forms the doctrines and teaching 

the believers how to live. It also influences the points of believers how to see 

other religions even more the attitudes of religious dialogue. However, truth is 

only a religious experience between believers and Mystery. So the experience 

only can be participated but cannot be absolutized. If want to achieve a religious 

dialogue, which do not be influenced by ideology. We must discourse the Truth 

first. Th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past Truth, which is unchangeable and 

absolute. However, through the philosophers, religious scholars, Habermas can we 

know that 1.The past religious Truth is a personal religious experience. They are 

the descrip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which are between Mystery and believers, 

from the believers. It may be wrong. So we need to check it again under the 

reason. 2. Leaving the religious situation, we need another criterions to criticize, 

which is not from the religious education. 3. Whether the Truth in religion or not, 

it can be reached by religious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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