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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書的機緣

• 對雅斯培的認識是初淺的

• 未曾仔細閱讀過其著作著作

• 撰寫「憲政愛國主義」才首次接觸其思
想

• 應邀參與中研院歐美所「德國統一前轉
型正義學術研討會」才正式進入其政治
思想世界



關於「罪的問題–論德國的政治責任」(Die Schuldgrage: Von der 

politischen Haftung Deutschlands) 這本書

• 有英文翻譯

• 尚未在華語世界受到熱烈的討論

• 中國大陸吉林師範大學金壽鐵教授
撰寫的一篇文章「罪責反省：克服
過去的新生之路」



今夏閱讀本書的經驗

• 幾乎將德文原著給翻譯出來

• 做了密密麻麻的筆記

• 把整本書的主要論述脈絡給梳理開來

• 嘗盡苦頭的閱讀經驗

• 相當詰屈聱牙的一篇文章



雅斯培的生平事略

• 1883-1969

• 生於德北城鎮Oldenburg富裕之家

• 曾祖父曾經營走私事業致富

• 祖父揮霍無度

• 父母故而交導其責任意識



學術之路

• 於海德堡和慕尼黑讀了三學期的法律

• 後轉往柏林攻讀醫學

• 最後在海德堡完成博士學業

• 於海德堡大學心理學系完成取得教授資格
研究

• 任教於海德堡大學哲學系

• 曾與Heinrich Rickert共同擔任該系系主任



與納粹的關係

• 因其「猶太污點」於1937年被迫退休

• 1938遭禁止出版

• 曾嚐試逃亡巴黎與巴塞爾

• 一度傳出將被送往集中營

• 備妥氰化鉀

• 1945年4月被美國占領軍政府任命為13位海德堡大
學重建委員之一

• 1948授聘前往瑞士巴塞爾大學任教

• 1968歸化瑞士籍



與Arendt和Heidegger的友誼

• 與Arendt亦師亦有之關係

• 留下許多珍貴書信資料

• 因與新康德學派立場相背而與Rickert保持距
離

• 也因此與立場相近的海德格結為好友

• 共同分享大學辦學的理念在於培育精神貴族
精英(Geistesaristokratische Elite) ，而非支持
知識管理之大眾化(Vermassung vom blossen 
Wissenschaftsmanagement) 。

• 友誼至海德格加入NSDAP而中斷



政治立場

• 以「罪的問題 –論德國的政治責任」(Die Schuldfrage – von der politischen 
Haftung Deutschlands)作為重建後的海德堡大學的第一場講座演講

• 成為德國戰後初期轉型正義最重要的政治道德著作

• 與Dolf Sterberger共同擔任Die Wandlung期刊的總編輯

• 與Hannah Arendt, Bertolt, Martin Buber, Albert Camus, Thomas Mann, Jean-Paul 
Sartre成為該雜誌的主要作者

• 1958年以Wahrheit, Freiheit und Friede獲得德國書商和平獎榮譽

• 持續針對德國以及世界局勢進行針貶



榮譽

• 1947 獲選海德堡科學院院士(Mitglied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

• 1947 法蘭克福市哥德獎(Goethepreis)

• 1953 海德堡大學榮譽博士

• 1958 德國書商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 1958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 1959 Erasmuspreis

• 1959 巴黎索邦大學和日內瓦大學榮譽博士

• 其他榮譽獎項



雅斯培與海德堡

• 海德堡知名存在主義哲學家

• 傑出的政治哲學家



主要著作

• Heimweh und Verbrechen (= Archiv für Kriminalanthropologie und Kriminalistik, 
Band 35), Vogel, Leipzig 1909

• Allgemeine Psychopathologie. Ein Leitfaden für Studierende, Ä rzte und 
Psychologen. 1. Auflage: Springer, Berlin 1913

• Psychologie der Weltanschauungen. Springer, Berlin 1913

• Die Idee der Universität. Springer, Berlin 1923

• Die geistige Situation der Zeit. Berlin/Leipzig 1931

• Max Weber. Deutsches Wesen im politischen Denken, im Forschen und 
Philosophieren. Stalling, Oldenburg i.O. 1932



• Philosophie. 3 Bände (I. Philosophische Weltorientierung; II. Existenzerhellung; 
III. Metaphysik). Springer, Berlin 1932

• Vernunft und Existenz. Wolters, Groningen 1935

• Nietzsche. Einführung in das Verständnis seines Philosophierens. Springer, Berlin 
1936

• Descartes und die Philosophie. Springer, Berlin 1937

• Existenzphilosophie. Drei Vorlesungen. de Gruyter, Berlin 1938

• Die Schuldfrage. Lambert Schneider, Heidelberg 1946



• Von der Wahrheit. München 1947

• Der philosophische Glaube. Fünf Vorlesungen. München/Zürich 1948

• 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 München & Zürich 1949

• Einführung in die Philosophie. Zwölf Radiovorträge. Zürich 1950

• Die großen Philosophen. Piper, München 1957

• Die Atombombe und die Zukunft des Menschen. München/Zürich 1957

• Wahrheit, Freiheit und Friede. Gemeinsam mit Hannah Arendt in: Karl Jaspers. 
Reden zur Verleihung des Friedenspreise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 Piper, 
München 1958



• Hoffnung und Sorge. Schriften zur deutschen Politik 1945–1965. München 1965

• Wohin treibt die Bundesrepublik? Tatsachen, Gefahren, Chancen. München 1966

• Schicksal und Will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67



本書的寫作年代與背景

• 出版於1946年

• 德國人以各種裡由迴避戰爭責任的年代

• 國際社會普遍指責、清算德國戰爭責任
的年代



本書的寫作目標與終極關懷

• 反駁關於德國戰爭罪責的平庸論述

• 反省德國人對戰爭罪責保持沉默的
時代境況

• 反駁國際社會全盤否認德意志民族
價值地位的言論



關於集體責任的一段話

„Wir Ü berlebenden haben nicht den Tod gesucht. Wir sind nicht, als
unsere jüdischen Freunde abgeführt wurden, auf die Straße gegangen, 
haben nicht geschrien, bis man uns vernichtete. Wir haben es
vorgezogen am Leben zu bleiben mit dem schwachen, wenn auch
richtigen Grund, unser Tod hätte nichts helfen können. Daß wir leben, 
ist unsere Schuld. Wir wissen vor Gott, was uns tief
demütigt.“ (Hoffnung und Sorge, 1965: 32)



駁斥集體罪責(Kollektiveschuld)的一段話

„Es ist aber sinnwidrig, ein Volk als Ganzes eines Verbrechens
zu beschuldigen. Verbrecher ist immer nur der einzelne. […] Es
ist auch sinnwidrig, ein Volk als Ganzes moralisch anzuklagen
[…] Moralisch kann immer nur der einzelne, nie ein Kollektiv
beurteilt werden […] (Die Schuldfrage, 1946: 27)



四種罪的類型

刑事

之罪

政治

之罪

道德

之罪

形而上
之罪



四種罪的類型

類型 內容 審判機關

刑事罪責 客觀上可被證實為違法的行動 法院

政治罪責 國家政治人物及該國公民的行動所衍生的相關行動後果，
一種所有國家公民都應該為國家行動所背負的政治責任

戰勝國

道德罪責 個人作為單一的個體，為本身所從事的各種行為所肩扛的
道德責任

個人良知

形而上罪責 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一種特殊團結情感和義務，那是一
種尤其當我們面對這個世界上所存在的不法和不正義的行
動時，所心生作為人所該有的團結情感

上帝



德國的罪責問題

項次 主張

一 並非所有人，而是德國人當中的少數，那些經過證據顯示，確實參與了納粹政權
的迫害行為者，才需要為其犯罪行為接受刑事上的處罰。

二 每個德國人都必須為國家所發動的這場戰爭負政治責任

三 每個德國人也有理由和機會，透我自我反省，為自己所可能犯下的道德罪責進行
檢視

四 具有理解和反省能力的德國人，應該從這場災難中所獲得的形而上啟發，將它轉
化成個人自我意識的一個部分。



刑事罪責

• 二戰是德國發起的戰爭

• 罪行明確

• 戰勝國成立國際軍事法庭，審理納粹德國的戰爭罪行。

• 審判對象非全體德意志民族，而是單一個人。

• 肯定國際軍事法庭起訴納粹罪行

• 因為納粹德國犯下的是種族滅絕及其他反人道罪行

• 具邪惡意志的的國家行動



關於「法無明文者，不構成犯罪，亦不得處罰」
(nulla poena sine lege) 的問題

• 此一法諺只適用於國家承平時

• 不適用於戰爭結束後的罪責審理



戰勝者的正義？

• 戰爭中獲勝不必然代表公理與正義

• 戰爭罪行之調查也未必客觀公正

• 一個公正的法庭不可能存在

• 審判結果只反映戰勝國的意志

• 但這場審判意味一種改變現實世界的新嘗試

• 且非一個以整體民族作為起訴對象的審判

• 具有深遠的象徵意義



刑事審判的最重要意義

• 在這場審判中被建立起來關於人性的標準，
日後也將拘束作為起訴者的戰勝國一方。

• 為人性與人道建立一個普世的準繩。

• 雖然國際軍事法庭的後來表現令雅斯培失望

• 德國人仍舊不應抗拒這場世紀審判



政治罪責

• 任何一個國家公民都無法自外於國家行動的後果

• 應該為國家行動的結果負共同責任

• 國家如何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都與公民的積極參與或消極的不做為有關。

• 國家犯下罪行，公民在政治上即應為此國家行動負共同責任。

• 但是承擔國家的政治罪責並不同時意味，人民在道德上或精神上也必然參與了這項
犯罪行為。



Aber warum ？

• 光是讓這樣一種政權誕生與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罪惡

• 但是，雅斯培也清楚地知道，納粹政權統治期間，有許多人在良知上是堅決反對納
粹政權的，他們既不曾實際參與任何行動，也在良知上從未心生任何犯罪的動機，
因此，即便他們依舊應該為其國家所犯下的罪行負政治責任，但他們無需在道德上
承認這樣一種罪。

• 政治罪責作為一種集體罪責，並不及於一個人的內在心靈。



• 每個人以不同的方式(積極或消極的)參與國家的政治生活

• 坐視犯罪行為的發生，和無能透過實際行動來阻止災難的發生，就應該為其
結果負責。

• 沒有人是局外人

• 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做到與政治隔絕，也因此，沒有一個人能夠真正主張，
其無須為國家行動的後果負任何政治責任。



道德罪責

• 具備反省能力、贖罪能力的人所必然肩扛的罪。

• 一個人因為藉由反省、自我透視，而發自內心所形成的道
德罪責。

• 具有反省能力和悔悟能力的德國人都會同意，德國人對於
國家於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是負有道德罪責的。



德國在道德上有罪的原因

• 並非每個德國人皆直接參與了納粹的罪行，卻因各自不同的因素，程度不等地參與
了造成這場世紀災難的作為。

• 如對納粹所做的虛假宣示

• 參與各式各樣不同的納粹集會

• 行納粹禮(Hiltlergruss) 

• 哪個德國人沒有參與這樣的行為，而得以聲稱自己無罪？

• 偽裝，是任何生命存活的基礎，卻也因為它，而使得我們在道德上有了負擔



• 錯誤的榮譽認知(如維護軍譽、忠誠捍衛與實踐國家目標) ，並無法為軍人解除
道德上的罪。

• 軍人同時也是具有人性的人，不假思索地執行國家公然下達的邪惡命令，就是
一種完全遭受蒙蔽的錯誤良知。

• 德軍於二戰期間究竟是為了什麼樣一種國家目標而戰？

• 這個國家目標是一個正值的軍人應該感到榮譽和驕傲的？

• 一個政權一旦立下的國家目標是如此墮落，那麼，順服這樣一種國家目標，就
是靈魂的毀敗。

• 服從這樣一種命令，不僅是行為上同時也是道德上的罪。



• 不管是誰，只要他曾經因為納粹所激起的民族狂熱而確立自身的存在感，就是心靈
不純淨的人，也因此必須在道德上獲得重生。

• 雖然並非每個德國人皆參與了納粹的罪行

• 於災難中為了求生而隱身退縮的人，本身就是有罪。

• 其罪就在於人們未能以任何可能的具體行動來阻止這一切災難的發生，以保護受害
者所遭到的迫害，和減輕事件的不正義程度。

• 無視災難降臨的作為，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上的罪，因為那是一個人內在心靈在面對
災難時的無動於衷。



形而上罪責

• 那是一種針對人類是否於災難發生時，充分展現彼此團結情誼的精神反省。

• 德國人並沒有在災難發生時，反省他們與其他人類同胞之間，是否也展現了
這樣一種人性所應該具備的團結情誼。

• 許多德國人即便並未積極參與納粹政權所犯下的各種罪行，卻在一旁坐視災
難的發生，或者對於不正義的犯罪行為無動於衷，而這所流露的，就是一種
人類之間團結情誼的缺乏。



• 雅斯培將這樣一種情誼視為一個人在形而上層次所應具備的能力與特質

• 欠缺或傷害這樣一種能力，本身就是一種罪。

• 即便我們小心翼翼地不讓災難發生，或者當災難確實不幸成真，而且有人
因此喪失了生命，或者受到其他各式各樣的傷害，而我們卻存活了下來，
這樣一種單純的存活事實，本身就是一種罪。



綜合反省 -何以德國人該為國家行動負集體責任？

涉及雅斯培對所謂集體或整體的理解

人類在上帝面前是一體的

人與人之間應該存在無形的團結情誼

即便我沒有實際參與迫害行動，基於我跟其他人都作為這個集
體當中的一份子，也因此等同於和他們同樣做了一樣的事情

因此應該共同承擔這個災難的政治責任



Aber warum ?

國家的政治生活可能為我們帶來許多好處

也可能帶來各式各樣的負擔

我們不能只享受好處

卻拋開為國家行動後果承擔責任的部分



幾個脫罪的藉口

人民不可能對抗納粹的恐怖統治

地理因素促使德國發展軍國主義、
人民養成服從權威的性格

嚴峻世界局勢迫使人們以極端的手
段解決眼前問題

戰勝國也同樣犯下罪行



雅斯培的反省

德國人應該致力的，是反省自己，而非清算
他人

戰勝國所犯之罪無法與納粹所犯之罪相比擬

唯一的怨言：列強的靖綏主義

德國仍舊應該單獨承擔戰爭罪責

意義在於藉此反省自己



心靈淨化與民族重生

德國人應該透過自
我反省，認識自己
在這場世紀災難中
所犯下和必須肩扛

的罪責

政治罪責是所有德
國人都應該承擔的

集體責任

集體罪責的反省預
設人民內心的自我

反省

只有透過彼此間的
溝通與對話，才能
形塑整體德意志國
家民族關於這場戰
爭罪責的自我意識

德國才能真正邁入
整體民族價直地位
的提升和民族生命

的新生



批判與反思

誠懇、清
晰和深刻
的戰爭罪
責反省

批判德國
人的沉默
與迴避心

態

駁斥全盤
否認德意
志民族價
值地位的
無理指控

強調溝通
和對話的
重要性

強調歐洲
團結的重
要性

對歐洲文
明的持續
發展做成
了一定貢

獻



德國轉型正
義不可被忽
視的重要著
作

沉默時代最
深刻的道德
反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