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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參章  析論葛蘭西「文化霸權」理論－權力結構的氛圍 

 

本章以探討葛蘭西「文化霸權」為核心，旨在論析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的社會功

能與價值，藉以明瞭葛蘭西的文化霸權概念，在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中的真正的意涵。本

章區分為五節：第一節分析葛蘭西的實踐哲學，藉以明瞭實踐哲學與「文化霸權」的關

聯性；第二節探討葛蘭西「市民社會」的理論，以期對「市民社會」與上層建築之間的

關係有一個明晰的認識；第三節分析葛蘭西的知識分子概念及其在國家／社會／政黨中

的功能，主在探明知識分子在國家與社會中的功能與價值；第四節剖析葛蘭西「文化霸

權」的涵義；第五節為本章小結，乃綜整各節之焦點，以期能對葛蘭西「文化霸權」的

權力結構觀，有一個全貌性的認識。 

 

 

 

 

第一節 葛蘭西的「實踐哲學」 

 

要理解葛蘭西的「文化霸權」，必須先了解他的哲學基礎－「實踐哲學」。影響葛蘭

西「實踐哲學」的因素，除了他本人身處的時代背景（本文不作深入探討）外，主要包

括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觀、列寧的革命思想、及他對庸俗馬克思主義」的反思等觀點來看。 

 

壹、馬克思以「人」為本的實踐哲學對葛蘭西的影響 

 

葛蘭西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可說是經由德國古典哲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英國古

典政治經濟學綜合產物的古典馬克思主義之外，再加上義大利人文主義哲學家：維科

（Giambattista Vico）、克羅齊（Benedetto Croce），及政治家：馬基維尼（Niccolo Machiavelli）、

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等思想家綜合發展而來。1一般咸認，他的思想較為偏向唯心

論（觀念論），他把自己的思想同康德、克羅齊聯繫在一起，強調了馬克思主義的「人

本」的實踐哲學觀，2使得葛蘭西的思想得以與馬克思、恩格思等人一樣，直接與批判學

派的觀點相連接，也因為這個因素，他被視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成員之一。 

                      
1 魯凡之，西方批判理論評析（台北：署光圖書公司出版，1982 年），頁2。 
2 同上註，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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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哲學」為馬克思思想的核心。然而，許多不理解馬克思者主因未能理解馬克

思實踐哲學的真正意涵，實際上馬克思不僅用它來結合理論與現實，更是透過「實踐」

來認識世界與改變世界。馬克思在他的〈關於費爾巴哈提網〉一文中就是以「實踐」來

表達其對人類思維理性的核心觀念。他說：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理性，這並不是一個理論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

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理，即自己思維真實性和力量，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離

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真實性的爭論，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3 

 

馬克思所指的客觀的真理性或真實性，並不是指靜態的或固定不變的，而是要人們

去認識它或要人的思維去符合它，而是等同於思維的力量，要在實踐中證明。馬克思認

為實踐不僅是認識論的首要和基本觀點，同時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要素；它是馬

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徵。
4實踐的唯物主義因而確立了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踐取向，它是有

別於唯物的馬克思主義（或稱庸俗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實踐的唯物主義觀，可以從

其著作《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神聖家族》、《德意志意識形態》等著作中有系統的表述

出其社會實踐的本體論取向。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中指出：「從前的一切唯

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象、現實、感性，只是從客體

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理解，而不是把它們當作感性人的活動，當作實踐去理解，也不是

從主體方面去理解」
5，馬克思接著講：「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理性，即自

己思維的現實性和力量，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離開實踐的思維是否現實的爭

論，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6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把實踐行動當成了人與自然界

的聯繫，由此去認識自然界，並從主體方面去理解外在現實存在的基本原因。 

 

另外，馬克思主義的歷史觀中，理論是從實踐中而來。馬克思說：「社會生活在本質

上是實踐的。凡是把理論導致到神袐主義的方向，都須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

理解中得到合理解決。」7構成馬克思社會觀的主要因素為「人」；他是推動社會運動，

                      
3 馬克思、恩格思，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1 卷〉（北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55。 
4 辛敬良，「實踐唯物主義之管見」，動態哲學，1988 年第12 期，頁17-18。 
5 馬克思、恩格思，「關於費爾巴哈提綱」，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1 卷〉，頁54。 
6 馬克思、恩格思，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1 卷〉，頁55。 
7 同上註，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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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整個客觀世界由一種形態轉變為另一種形態的主要力量，而從事社會實踐活動的全部

內容，就是連續更替、不斷實行的社會實踐。因而，社會的實踐是多樣化的，它會隨著

實踐的發展，進一步推動客觀世界的變化。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一文中，馬克思認

為，人之所以成為其為人，是因為他的生命表現是與一切社會聯繫的關係－亦即人是社

會化的人。
8在《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結尾（第十一條），馬克思提出「哲學家們只是

用不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9他認為哲學家與世界之間，不是一種靜

態或純理解的關係，而是須要藉由實踐的過程才能強化人的實踐觀念，並以此對客觀世

界的改變。而觀念與實在之間也不是截然二分的問題，馬氏說過一旦觀念抓住了群眾就

變成物質的力量了。由於有實踐作為中介，觀念和實在之間就不會是固定而不變的兩樣

東西，觀念可能因實現而成為實在，也可能因衝擊或摧毀實在。
10在馬克思的實踐觀中，

觀念和實在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實踐觀」更是馬克思認識世界的重要知識論與方法論。 

 

葛蘭西受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第十一條的影響，他在其「獄中筆記」說：「行

動力強盛的群眾中，人有實際的行動，但卻對他自己的行動；雖然是行動，但也包含了

以改造世界為經緯來了解世界的行為；缺乏一套清楚的理論意識。
11葛蘭西把上述之意

理解為哲學（特別是實踐哲學），是一種思想與行動交互決定的社會－實踐行動。因而，

葛蘭西對於「人」的實踐能力格外強調。1911 年葛蘭西曾寫道：「人，當他們逐漸感覺

到他們的力量並意識到他們的責任與他們的價值時，就不會再忍受其他人強加於他們的

意願，及要求取回支配他們行動與思想的權利。」12就葛蘭西來說，對「人」這種能動

的動物而言，「人」自己看來應屬於「本體」的「物」，而且是具有高度重視自己實踐能

力的動物。此一思想也貫連到其後的經典之著《獄中札記》有關「馬克思主義的組成因

素的統一」一文中，葛蘭西說： 

 

在哲學中，統一的中心是實踐，也就是說，是人的意志（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

的關係。在政治中，統一的中心是國家和市民社會之間的關係，也就是說是教育教育者、

一般的社會環境的國家（集中化了的意志）干預，在這裏，實踐的基本含義就是人的意志

怎樣運用於經濟基礎之上，也就是人如何運用意志來推動生產力、改變生產關係。13 

                      
8 黃森，「重温『關於費爾巴哈提綱』的一點思考」，哲學研究，1984 年第4 期，頁28-29。 
9 馬克思、恩格思著，「關於費爾巴哈提綱」，馬克思恩格思選集〈卷一〉，頁 57。 
10 黃瑞褀，馬克思論方法（台北：巨流圖書公司，2000），頁38。 
1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pp. 332-335. 
12 Antonio Gramsci, “ Oppressed And Oppressors＂,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10-1920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7), p.3  
13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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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蘭西努力的將上述實踐哲學思想，設法成為絕對的和永恒的真理的教條主義，他

說：「從必然向自由的過渡發生在人類社會，而不是自然界。甚至可以斷言，…在必然

王國是空想的唯心主義，而實踐哲學可以在過渡之後的世界中成為『真理』」。
14葛蘭西

的「實踐哲學」是一種建立在實踐基礎上的歷史主義。他強調人；特別社會中相互聯繫

著的人的實踐，可以指導革命實踐的理論。 

 

另外一方面，葛蘭西說：「人的本質就是『社會關係的總和』」，
15此點人文主義的哲

學觀（人的價值思想），使葛蘭西走向馬克思主義和階級的覺悟。葛蘭西的實踐哲學受

馬克思人本實踐觀影響很大，他們的實踐哲學有一項共同特點，即是與「必然」聯繫在

一起，而非「存在」。其基本特徵就是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以達成

人的解放目標。因此要要立足於歷史，注重對現實創造性的發展。國內學者熊自健因而

認為，葛蘭西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他具有馬克思哲學中最有力量的特質，即是「實踐」。

16對葛蘭西的理解必須從他的實踐哲學觀來看，而他的實踐哲學觀是要人去改變環境，

同時要從人的本身出發，進而轉變世界。其次，葛蘭西的實踐觀也須與他對知識分子的

概念相互結合，因為他認為教育和被教育者是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他認為教育者及革

命者在實踐活動的過程中，具有改變世界的能力。由此可知，葛蘭西一生所努力的工作，

即是把哲學與實際行動統一起來，以完成世界的改變。 

 

貳、葛蘭西以「人」為中心的哲學思想為其實踐哲學的根基 

 

葛蘭西在《獄中札記》一文中，論述「人是什麼」時有如下的精彩內容： 

 

在歷史中真正的『平等』，也就是『人的本性』，在其歷史發展過程中所達到的『精神』

階段，表現在『私人的和公共的』，『公開的和隱蔽的』團體體系中，這些團體互相交織著組

成『國家』和全世界的政治關係。這裏所談的正是關於一個團體成員之間所感受到的『平等』，

和各種不同團體之間所感受到的『不平等』，關於就其反映在一個單獨的個人或整個一個集

團的意識中來說，具有意義的平等和不平等。…換句話說，我是這樣來看待實踐哲學的所有

事物中都有政治，包含哲學或種種哲在內，而唯一的『哲學』－這是行動中的歷史，這是生

                      
14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93。 
15 同上註，頁123。 
16 熊自健，「葛蘭西與列寧主義」，問題與研究，第20 卷11 期，1989 年3 月，頁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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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的本身。17 

 

從這段文字可看出，葛蘭西是從「整體性」（holist）的方法論來看個人與團體之間

的關係，也就是說人的本性必須去適應各種不同的團體，並從各個集體性與個體的連結

關係中，發現出人的價值。葛蘭西甚至認為，人的本性即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在

形成過程中，會隨不同的社會關係而不斷的調整與改變。從這個意義上來看，葛蘭西是

將「人」的概念與「歷史」和「精神」作了有機式的辯證結合。「人」的本性不能在任

何一個「孤立的人」的身上去找，而必須在人類全部歷史中去發現。此一「整體性」的

思想也貫穿葛蘭西一生中所提出不同的理念，例如；「工廠委員會」、「政黨」、「國家機

器與市民社會」及「有機知識分子」等。 

 

葛蘭西之所以會提出以人為「整體性」的看法，實際上是要尋求經由「無產階級的

組合」，去扺抗和防衛無產階級的利益。1918 年 3 月葛蘭西在〈新秩序〉（Ordine Nuovo）

週刊雜誌中，發表「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一文提及：「被

剝削的大多數（無產階級）尋求經由組合（association）的方法去保衛他們的利益。」「無

產階級組合
18教育著個人，人們也現在團結中以他們自己為中心和他們自己對生產的態

度來發展自己。就無產階級而言，在它自己階級中的組織，必須地取代了個人主義。」

19葛蘭西希望藉由他構思中的「存在於無產階級內的組合」克服有關勞動異化的問題，

創造一個優於過去所曾有過的「生活方式」。基於此，葛蘭西認為「人」是一個具體的

意義，也就是在實踐上把抽象的願望或生存的動機加到實現這種意志的具體手段上去。

葛蘭西對如何創造自己的個性，必須做到下列三點：
20 

 

第一、賦予自己的生存動機意以一定的和具體的（合理的）方向；第二、確定能夠使這

種意志成為具體的和確定的而不是隨意的手段；第三、在自己所具有的力量的限度內並且採

用最有效的形式，促使那一套實現這種意志的具條件發生變化。 

 

葛蘭西認為應該把「人」理解為一些純粹的和主觀的因素，以及個人應努力地爭取

                      
17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40。 
18 葛蘭西所謂「無產階級組合」是指一個人或一個以無產階級為核心的組織，包括他們的責任感、企業精

神、對他人的期望,堅信全體的自由(freedom for all)，是個人許許多多自由的唯一保證。所以，葛蘭西對於

一個「存在於無產階級內的組合」，可以保證真正的自由，組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教育人們公正無私：誠

實、工作、動機變成在他們自身內的終結，他們只是提供知識的满足和在個人內的喜悅，而非物質特權。 
19 轉引自，蘇嘉宏，「理解葛蘭西(Antonio Gramsci)」，共黨研究，第18 卷第3 期，1992 年3 月，頁51。 
20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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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保持一些積極群眾的關係，並以此建立起「客觀的」或「物質的」因素所形成起來的

「歷史聯合體」。「人在實質上是位『政治家』，因為他的本性是在有意識地改造和指導

其他人的活動。」
21他用「歷史聯合體」的概念，作為改造外部世界和改造一般的關係，

就意味著必須加強自己本身，發展自己本身。同樣的從他對人的理解開始，葛蘭西認為

人可藉由他的意志作為哲學基礎，並以他自己的進步作為發展歷史的條件，那麼人們就

可以把它理解為對外在客觀世界的認識，進而用這種方式來改變世界。因此，實踐哲學

使「人」成為真正的「能動的人」、「改造世界的人」、「政治人」、「革命人」及「自為的

人」。 

 

其次，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葛蘭西的觀念中「個人」是建立在整體的社會之中，

此一整體社會即是他所稱的「市民社會」，亦是人與群體（市民社會）的有機結合。在

他的實踐哲學觀中，認為必然與自由的關係中處於能動的、主動自覺的地位。正由於著

眼於必然與自由的對立統一關係，因而他能自覺地認識到個人在歷史過程中的基本性

質，特別是作為一個有機知識分子的責任。葛蘭西由「人」所推導出的「歷史聯合體」，

不僅是作為必然與自由的對立統一結合關係之中，也統一結合了個人與市民社會、經濟

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辯證關係，特別是在不同經濟條件下的社會歷史過程的性質。 

 

參、列寧的革命思想對葛蘭西的影響 

 

第一世界大戰前後期間的義大利，因社會主義運動缺乏完整的革命概念，社會運動

家從來不瞭解資本主義中的帝國主義，也不知歷史將由此轉入社會主義。
22葛蘭西早期

的思想由於受觀念論及當時社會環境的影響下，很難把「實在」（reality）與實踐連接起

來成為一體。直到 1917 年俄國的十月革命，列寧的聲名在國際共黨社會中推展開來後，

葛蘭西才開始對列寧的認識，並對列寧思想進行深入的研究。另外，有關列寧的論著大

量翻譯成義大利文後，葛蘭西才能逐漸的深入理解列寧的革命思想及俄國社會革命運動

的真諦。1922 年葛蘭西以意共總書記身分赴莫斯科學習國際共黨理論。至此以後，列寧

的革命思想已深深的植入葛蘭西的世界觀中。受列寧思想與行動的啟發，葛蘭西才能把

觀念與社會經濟的關係融合起來，成為葛蘭西後期思想與實踐相互聯繫的基礎。23 

                      
21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44-45。 
22 熊自健，「葛蘭西與列寧主義」，頁2527。 
23 P. Togliatti, “ Gramsci and Leninism＂ ed. By. D. Sassoon, Togliatti On Gramsci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gary, 1979), pp. 18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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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蘭西早期熱衷於「工廠委員會」運動，但俄國十月革命勝利及義大利社會黨的工廠委

員會運動失敗後，葛蘭西受列寧思想的刺激後，他認識到革命必須有一個先鋒隊黨的領導。

除了上述革命思想外，列寧思想對葛蘭西影響最為深的莫過於他從機械式的唯物思想觀解放

出來，並由此觀點從新去理解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由於列寧不滿第二國際共黨社會知識子如

布哈林、考茨機、羅莎．盧森堡等人，標榜「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及「機械唯物論」，進而眨

低知識分子的作用，及否認政黨的必要性
24等觀點，都對葛蘭西的思想造成影響。葛蘭西拒絕

恩格斯的唯物論，他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直觀（INTUITION）精神被恩格思所蒙蔽。恩格思的唯

物論觀點只不過是獨立於人之外；一些在人類腦中反映的事物。所以，恩格斯的些唯物論觀

點都被葛蘭西拒絕接受，並認為那是形而上學的觀點。 

 

他在「俄國十月革命背叛『資本論』」一文中，首先表達出出機械唯物式的馬克思主義是

偏離了以「人」為主體的哲學觀。他認為人的意志與歷史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無產階級的

主體性、共產主義革命中國內與國際的連接等等，都是革命運動的核心。
25從 1920 年開始，葛

蘭西在「新秩序」雜誌，為義大利社會主義運動提供了一套革命理論，因而得出「歷史性集

團」（historic bloc）的概念。此一概念正如列寧分析沙俄資本主義的發展得出俄國已進入資本

主義社會必須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概念，並主張以職業革命家黨領導工農聯盟推翻貴族與資本

家的統治一樣。26葛蘭西從列寧處學習到，社會主義運動的革命意識，不可能會從無產階級中

自覺的醒悟而得，必須靠有組織、有訓練的知識分子，才可能有效的聯合其他階級。所以，

工農聯盟不是一種政治工具，而是一種歷史上必然須完成的階段。 

 

義大利前共黨總書記陶里亞蒂（P. Togliatti）
27認為葛蘭西與列寧主義的關係不僅要

從理論上去驗證，更重要的必須從實際的政治鬥爭上去檢證。他認為列寧與葛蘭西都是

馬克思主義者，而做為馬克思主義者參與政治鬥爭，是基於具體分析變動的社會中主客

觀條件，以及上層建築、意識形態與基礎的關係及其相互的作用；整體的提出科學的論

                      
24 陶文昭，「葛蘭西的知識分子理論及意義」，馬克思主義研究，1998 年第4 期，頁94。 
25 P. Togliatti, “ Gramsci and Leninism＂(1979), pp. 193-194. 
26 P. Togliatti, “ Gramsci and Leninism＂(1979), p. 195. 
27 陶里亞蒂與葛蘭西同為義大利社會黨員，兩人有深厚的友誼關係。一次大戰後，兩人共同利用義大利戰

後有利的時機推動社會主義運動。1921 年義大利社會黨分裂，葛蘭西與陶里亞蒂都加入從社會黨分裂出

來的共產黨，共同為意共的理論宣傳而奮鬥。1924 年葛蘭西在第三國際共黨的認同下，擔選義大利共產

黨總書記，陶里亞蒂則為意駐第三國際代表表。1926 年底，葛蘭西及絕大多數的意共領袖被法西斯黨所

捕，陶里亞蒂因在莫斯科開會而幸免於難。葛蘭西從此在法西斯獄中渡過二十年，並且於1973 年病逝於

獄中，而陶里亞蒂則從 1927 年成為意共總書記，直到 1964 年逝世。有關葛蘭西與陶里亞蒂請參閱: J.M. 

Cammett, Antonio Gramsci and Origins of Italian Communi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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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然後再通過行動、階級鬥爭、奪取統治權（hegemony）、實行專政，進入社會主義，

達成改造世界的目的。於是，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與行動的價值，並不因為它的實

用性與暫時性而降低。相反的，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過去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家

時，是為進一步的行動而做準備。陶里亞蒂認為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思維邏輯上，葛蘭

西連接上了列寧主義，葛蘭西繼承了列寧革命的精神與方法，為義大利的社會主義運動

鋪設了一條道路。
28 

 

受「實踐哲學」與列寧革命思想的影響，葛蘭西對第二國際共黨將馬克思歷史唯物

主義眨為機械唯物論，甚至他不能容忍布哈林將馬克思學說視為一種社會學，他猛烈的

批判，這些學者的學說是一種「庸俗的進化論」。
29美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麥克雷

蘭（D. McLellan）指出，葛蘭西反對第二國際的定命論的馬克思主義，他努力的恢復了

馬克思主義的主體性與創造性。
30 

 

肆、葛蘭西「實踐哲學」的任務與目標 

 

一、葛蘭西實踐論的特色 

 

他的實踐哲學可稱之為“實踐一元論＂。他把（物質、自然）與（精神、意識）的

兩組要素都統一在人的實踐之中，是一種對立的統一性。在葛蘭西看來，除了人類實踐

的變化造成形式的改變外，人類歷史實際上不存在任何東西。一切意識都從實踐中得

來，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務，社會進步的根本動力存在於人的自我創造過程之中。葛蘭

西用合理辯證法，取代唯物辯證法。他所強調的實踐本質絕不能離開人的主體性。
31只

有堅持實踐的本體論，才能將唯物主義貫徹到底。總之，作為意識形或革命實踐觀的葛

蘭西主義，其邏輯起點就是實踐，實踐是自然界之所以能夠源源流長的基礎，也是人類

社會與歷史得以統一與發展的主要依據。 

 

二、葛蘭西提出「實踐哲學」的動機 

葛蘭西提出，實踐哲學的動機，主要是為駁斥第二共產國際的機械唯物論。他作為

                      
28 P. Togliatti, “ Leninism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amsci, ＂ ed. By. D. Sassoon,(1979), pp. 161-164. 
29 安東尼奧，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94-95。 
30 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 175. 
31 葛揚，「社會進步的文化動力觀-葛蘭西與毛澤東之比較」，社會主義研究，1997 年第4 期，頁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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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利共產黨的總書記，他必須強調革命行動（實踐）的重要性；第二、葛蘭西堅持相信

哲學的目的主在於實踐，而實踐的基礎以及歷史的發展的基礎則是人的主觀意志，所以

他要在理論上來指導無產階級，藉以以改造外部的客觀世界；第三、哲學的目標是要提

供個人一種世界觀，以激發人的自我創造，促使社會進步，因而葛蘭西是藉由人（無產

階級）的世界觀，來達成革命的任務。
32所以，他的實踐哲學是與無產階級革命任務相

互結合，而其實踐哲學是要達成下列兩項目標：第一，組成自己的知識分子集團，以奪

取社會意識形態的主導權；第二，培育知識分子，使知識分子能成為社會在文化上的領

導功能。 

 

社會進步的文化動力即是葛蘭西所說的實踐哲學（合理辯證法）的必然結果。
33為

了達成實踐哲學目標，葛蘭西是把物質力量與自然力量相結，其次，他是用精神與意識，

和物質力量對立統一起來，以創造一種「新文化」（以無產階級為中心的生活和文化特

色。他將物質和精神的辯證結合作為無產階級革命的指導綱領，作為向資產階級進攻的

利器。 

 

伍、「實踐哲學」與文化霸權（Hegemony）的連結 

 

一、文化霸權的意涵 

 

英語 Hegemony 一詞的本意是指一個國家的統治者，但在統治上這個詞主要用來表

示國與國之間政治統治關係，此意同中國古代政治思想中「霸」的概念，都含有以實力

迫使別國臣服的意思。在當今世界語境中，Hegemony 一詞系指西方已開發國家憑藉強

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力量強制推行其意識形態和文化價值。在這個意義上，Hegemony

有被用來形容「文化霸權」之意。
34
 

 

「文化霸權」廣為世人運用是受葛蘭西的影響。中國大陸將 Hegemony 譯為「領導

權」，因為他們認為在葛蘭西的觀念中，此詞已失去了傳統的「霸」的意思。文化霸權

或文化領導權都表示某種統治關係，都試圖將某種特殊的意識形態轉換成普遍有效的價

值觀。所不同者，領導權的運作排除了暴力的和強制性的措施，它是通過社會中大多數

                      
32 葛蘭西著，徐溫存譯，實踐哲學，頁29。 
33 同上註，頁31。 
34 陳燕谷，Hegemony 「霸權/領導權」，頁11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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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願的認同（consent）來實現統治的目的。然而，國內學者對於 Hegemony 一詞仍以

「霸權」作為譯文的基準，本文為避免與中國大陸的用詞造成混淆，仍以「文化霸權」

一詞來描述葛蘭西領導的思想。 

 

二、實踐哲學與文化霸權的關係 

 

葛蘭西的文化霸權實際上就是「意識形態」霸權。葛蘭西「文化霸權」的思想是與

其實踐哲學的理論緊密結合的。葛蘭西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建立一套能切實有效指導革命

的實踐理論，而這種理論是要能適合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能有助於無產階級推翻資產

階級，並建立無產階級政權。他的論述中無論是「歷史聯合體」、「超結構複合體」、「有

機知識分子」、「市民社會」、「國家觀念」，甚至「文化霸權」等等，實際上都無法脫離

「實踐哲學」的論述。 

 

如同前述，「文化霸權」是針對無產階級革命或執政過程中，奪取或掌握「文化霸權」

是絕對必要的，葛蘭西認為只有占領文化與意識形態的領導權，才能獲得革命的最後成

功；而當無產階級獲取政權之後，若欲牢牢握住政權也必須續以「文化霸權」作為統治

政府與社會的工具。葛蘭西通過人的實踐哲學之論述，對「文化霸權」理論進行有系統

地闡釋，並辯證式的將理論與實踐的統一進行了結合。葛蘭西認為，實踐哲學的任務即

是通過無產階級革命的解放，以實現「必然（自存）」向「自由（自為）」的過渡
35。  

 

三、文化霸權與意識形態領導權 

 

葛蘭西的實踐哲學主要提供下列兩個方面的工作：首先，他批判了庸俗唯物主義的

錯誤思想，因為舊的唯物主義把人的實踐排除在世界觀之外，由於人作為感性世界的主

體，他不是某種開天闢地就已存在的，而是一種歷史與社會所造就出來的產物，更是人

類長期以來活動的結果；其次，他對知識分子哲學思想的批判，因為庸俗的唯物主義和

機械唯物主義的錯誤認識，從而使無產階級知識分子的革命觀受到很大的影響。葛蘭西

的最終目的是要建立起一套能切實有效的指導革命實踐的哲學理論，這種理論不僅要求

具有科學精神，而且要切合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能力能有助於推翻統治，以建立革命政

                      
35 焦勇勤，「葛蘭西文化領導權思想解讀」，山東省青年管理幹部學院學報，2003 年第2 期，頁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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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革命目的必須藉助於上述的理論。他說：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達在以下兩方

面，即「統治」、「知識」與「道德」的領導權，此種領導權就是文化領導權，亦是文化

霸權。 

 

其次，文化領導權實際上就是意識形態領導權。他認為要使文化領導權順利遂行，

必須從教育著手，通過教育向人民灌輸科學的常識，直到群眾思想提高後，或當他們成

為無產產階級知識分子時，他們自然會從資產階級意識形態的欺騙性、虛偽性中解放出

來，獲得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意識形態之後，就會獲得意識形態的領導權。 從以上研究

可以得知，葛蘭西的實踐哲學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一次創新和發展，是力求

從傳統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的超越。 

 

 

 

 

第二節  葛蘭西「市民社會」的理論 

 

壹、「市民社會」的界定 

 

「市民社會」是葛蘭西著作中與他的「知識分子」論述及「國家發展」有極為密切

的關係。「市民社會」的發展與運用會涉及國家的概念、職能、消亡和國家權力等。所

以「市民社會」理論對葛蘭西引申國家觀念及國家領導權的概念，可說是結合為一體，

也是整個葛蘭西哲學中一項極為重要的論證基礎，故可稱之為「市民社會」的國家觀。 

 

上述有關葛蘭西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觀係，我們可以再從「市民社會」的意涵，

追溯到葛蘭西對黑格爾與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 

 

貳、黑格爾的「市民社會」 

 

第一次使用市民社會概念是黑格爾，他把「市民社會」視為「市民國家」，而且把市

民社會從國家中分離出來。然而，在黑格的觀念中，市民社會僅是國家發展的手段，他並

不能將市民社會發展出屬於自己獨立的社會性質。黑格爾說： 

人倫精神的發展區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以直接的自然棈神形式存在，構成家庭及人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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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其次，獨立的個人人格在形式的普遍性中形成一種「市民社會」，藉諸法律制度以及外在的

警察秩序獲致一切獨立人格的統一；最後，人倫精神發展而成為有機的、自覺的現實形態，即

是所謂的國家。36 

 

黑格爾在《法哲學原理》一書中所認定的社會成員，即是作為個別的人，以追求本身

利益的私人。
37這種私人在黑格爾認知中，是不能成為以參與政治生活和公共權力作為具

有理性、平等、自由等的現代公民，也就是說這些私人的意識無法標的為「市民」。這一

傾向也導致他必須將「市民社會」和國家區隔開來。同時把國家置於市民社會之上。在他

看來，若沒有國家從整體上保護那些自利的市民，那麼「市民社會」即無法完整地實現他

的功能。是故，黑格爾認為國家是絕對自在自為的理性東西，是市民社會的真理，人們必

須崇敬國家，把它看作地上的神物。
38「市民社會」的形成，在黑格爾的觀念中必須包括

三個過程：第一，通過個人的勞動以及通過其他一切的勞動與需要的滿足，使需要得到中

介，個人得到滿足；即需要的體系；第二，包括在上列體系中的自由這一普遍物的現實性

－即通過司法對所有權的保護；第三，通過警察和同業工會，來預防遭留在上列兩體系中

的偶然性，並把特殊利益作為共同利益的關係。
39在此必須理解黑格爾將市民社會不僅視

為人與人的經濟關係，也視為經濟關係中的各種經濟組織，與保護經濟組織的各項法律。

國家施行的各種法律、典章與制度都應包括在市民社會之中。毋庸置疑，黑格爾的觀點是

出於絕對的「唯心論」立場，他把普遍性視為高於特殊性的東西，把國家視為「市民社會」

的終極目的，從而在邏輯上把「市民社會」視為國家的從屬地位。所以，黑格爾說：「國

家是自我意識的人倫實體，是家庭原理與市民社會原理之結合。」
40黑格爾認為經由個人

利害的揚棄，市民社會才能夠發展為國家，以顯現出國家為人倫的全體理念。 

 

參、馬克思的「市民社會」 

 

馬克思繼承黑格爾一方面把市民社會理解為「每個個人在生產力發展階段上一切

的物質交往。」41
另外一方面，他也認為不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

國家。馬克思仍然把市民社會理解為社會經濟結構的經濟基礎，它與政治國家以及意

                      
36 傳偉勲， 西洋哲學史（台北：三民書局，民國79 年11 月），頁480。 
37 黑格爾， 法哲學原理（北京：商務出版社，1996 年），頁201。 
38 同上註，頁253。 
39 同上註，頁285。 
40 W. T. Staceb. 曹敏、易陶天譯，黑格爾格學(The Philosophy Of Hegel),(台北：政工幹校譯印，民國53 年3 月)，

頁409-410。 
41 馬克思、恩格思著，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一卷），頁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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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形態等上層建築相互辯證的對立關係。 

 

馬克思說：「在過去一切歷史階段上受生產力制約同時也制約生生產力的交往形式，就

是市民社會…從這裏己經看出這個市民社會是全部歷史的真正發源地，可以看出過去那種輕

視現實關係而只看到元首和國家豐功偉績的歷史觀是何等荒謬。市民社會包括各個個人在生

產力發的一定階段上的一切物質交往。它包括該階段上的整個商業生活和工業生活。因此，

它超出了國家和民族範圍，顯然另一方它對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態出現，對內仍需要組成

國家的形式。」42 

 

馬克思認為，「作為市民社會成員的人本來就是人，這是和公民（citizen）不同的人。

不是身為公民的人，而是身為市民社會一分子的人，才是本來的人，真正的人。」
43馬克

思所認知的市民或市民社會面貌，實與現今西方社會的市民社會不同。主因馬克思曾經把

市民社會的早期形態稱之為「舊日市民社會」、「中世紀的市民社會」或「行會市民社會」。

在《德意志形態》一書中，馬克思詳細地分析了中世紀的市民社會，是如何隨著交往的擴

大而發展到現代的市民社會的。
44對他來說，從這樣一個歷史的傳統觀念來理解現代市民

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哈伯馬斯在《公共領域的結構轉換－對一個市民社會範疇的研究》

一書所指出的，在中世紀的封建采邑制度之下，私人領域和公共領域實際上是模糊不清

的，封建領主既是公共權力的最高代表，又是最大私人利益的實現者，公共權力不過是實

現其私人利益的手段罷了。45 

 

馬克思市民社會的概念是從政治－經濟學的角度來看問題。
46馬克思認為：「物質生活

關係的總和構成經濟結構，即有政治和法律上層建築豎立於其上，並有一定的意識形態形

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47馬克思將市民社會歸為經濟基礎。在他那裏，市民社會並

不是作為一種未來的理想提出來的，而是被理解成一個在現實條件下，已經發展起來的世

俗社會的有機體。由此可見，馬克思所理解的市民社會是基於他對中世紀的市民（bourgeois）

的觀念而來。他與黑格爾不同的是，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是將其置於國家之下，並受國家完

                      
42 馬克思、恩格思著，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一卷），頁41。 
43 馬克思，「論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一卷），頁440。 
44 馬克思、恩格思著，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四卷），頁 154；馬克思、恩格思著，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

7 卷），頁404。 
45 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London: Heinemann, 1989), p.6. 
46 王元年，「葛蘭西“市民社會＂國家觀述評」，福建學刊，1995 年第3 期,頁48-52。 
47 馬克思、恩格思著，馬克思恩格思選集（第二卷），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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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保護。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是將其視為經濟的基礎，並認為是一種生產力與生產關係，

與此相對的政治社會（國家），因而是市民社會會造成上層建築的改變。 

 

肆、葛蘭西對「市民社會」的理解 

 

葛蘭西的「市民社會」觀點，實際上與黑格爾與馬克思皆不同，其原因是其所處

的時期，正值資本主義蓬勃發展期間，葛蘭西充分意識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

係的複雜性。因而，反對庸俗馬克思主義者，主張的機械決定式的「唯物主義」。他

認為：「在經濟基礎和政治組織之間，無論如何都不是簡單的和直接的關係。一個民

族的歷史並非僅靠經濟事實就能加以證明。要解釋其中的原因，則是一個錯綜複雜的

任務，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對所有精神的和實踐的活動進行深入而廣泛的研究。」
48葛

蘭西將人民的觀念置在整體社會（國家）的發展歷史中來看待。他認為要使廣大人民

群眾的文明和道德標準能符合經濟制度的發展要求，就必須使每一個單獨的個人能夠

滙為人的集體，並且對單獨個人進行教育，以便能在事前取得他們的同意和合作，如

此才能使領導權從必然和強制力轉變為自由的特性。
49葛蘭西是將「市民社會」視為

領導權的核心。50在此一社會中市民的活動是既沒有「制裁」，也沒有絕對的「義務」，

而國家對待市民社會所使用的方式，是在習慣、思想、道德和行動方式等方面產生集

體的影響，以達到客觀的結果。 

 

其次，葛蘭西的市民社會概念是與國家政治社會結合為一體，包括；教會、工會、

學校、私人機構會對民眾的教育和精神統一方面能發揮巨大的威力。而且他將市民社

會視為上層建築的一個層面以作為國家的某些部分。他認為：「目前我們能的是確定

上層建築的兩個主要層面：一個是市民社會，即通稱的民間的社會組織集合體；另一

個則是政治社會或稱國家。一方面，這兩個層面統治集團通過社會來執行，領導權的

職能時是一致的；另一方面，統治集團直接的統治或命令是通過國家和司法政府來執

行的，可作為國家上層建築的一部分。」
51
國家在葛蘭西的觀念中，是要結束自己而

熔化在被調整的社會之中，簡言之，作為國家所應具有強制性的政治權力，將因為已

經確立形成的市民社會出現後，政治社會的強制能力將家漸萎縮。國家的領導權也即

                      
48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1-52。 
49 同上註，頁218。 
50 同上註，頁243-245。 
51 同上註，頁218-220, 251-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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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了市民社會的領導權。 

 

葛蘭西並不反對國家要具有階級強制性的功能。他認為國家的另一個面向為政治社

會；即是指傳統意義上的政治機器（國家的行政機關），它包括了軍隊、警察、法院…

等。所以國家是一個披上了強制的甲冑的領導權。
52葛蘭西對於國家政治職能是賦予一

項膚淺的論述，他認為國家若僅視為一項政治－法律的職能，那麼國家的職能僅能做到

維護公共秩序和保證人民的守法而已。但是，葛蘭西認為歷史的發展並不能僅止於如

此，歷史發展應屬於私人的力量，屬於市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恰好是構成國家的主要力

量。 

 

葛蘭西在論述「倫理和文化國家」時，認為每個國家都是倫理的，因為它最重要職

能即是把群眾提高到生產力發展所需要的道德和文化水準。在此種意義上，國家最重要

的作用即是執行教育的工作。
53國家可藉由在市民社會中教育工作的推廣，使政治的合

法性得以確立。易言之，統治階級通過學校、宗教、文學、藝術、風俗習慣等，將其世

界觀灌輸給民眾，並使它成為大家所遵守的道德規範，從而獲得合法的統治權（認同）。

他的合法性即等同於認同之意。他認為可以借助政治和工會團體的力量，以教育自己的

公民。從以上的論述可以得知，對葛蘭西的國家概念，除了理解為政府機關之外，還必

須理解為能夠領導各個機關、團體或是市民社會的國家。葛蘭西是將國家與市民社會結

合為一個歷史複合體之中，而國家一旦能掌握市民社會，則國家即會消亡在市民社會之

中。 

 

伍、葛蘭西的「市民社會」觀在整體社會中的功能 

 

如同前文所述，葛蘭西充分意識到經濟與上層建築二者之間的複雜性，因而不能

單純地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對應關係來看人類歷史的發展。葛蘭西對馬克思

1848 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論述中，他不同意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概

念。他認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識與把握，而必然性既可以在「抽象－思辨」的意義上

去理解，也可以在「歷史具體」的意義上去理解。當歷史存在著實在的和積極的前提

時，人們所意識到而成為有效的集體目的，並創造出一套具有「人民的成見」的力量

                      
52 同上註，頁253。 
53 同上註，頁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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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念和思想的時候，才存在必然性。54葛蘭西也是運用必然與自由、經濟因素與倫

理因素的對立統一關係來反駁政治鬥爭中的經濟因素、改良主義的歷史唯物主義。他

還從同意一致與強制、道德因素與政治因素的對立統一關係論述領導權的獲得與維持

之過程，反對那些只注重政治激進行動的革命行動。 

 

葛蘭西認為，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而且是「市民社會」決定「政治社會」。

他用政治制度與意識形態、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的對立統一關係來加以解釋，市民社會

如何決定政治社會。同時他也意識到「必然與自由」兩者對立又統一的相互關係。也意

識到「強制與意見」一致之間對立統一關係。他認為，市民社會真正的形成是沒有強制

性，而且國家的前提是在「同意」的基礎上，要求各種團體都能接受此種「同意」的領

導方式。 

 

葛蘭西運用了義大利哲學家克羅齊所提出的「淨化理論」，以說明他說明他的市

民社會觀是從經濟基礎向上層建築的過渡，他說：「淨化可用來從純經濟的要素向倫

理－道德要素的過渡，也就是在人們的頭腦中把基礎進一步精致鍛造成上層建築的過

渡，這也意味著從『客觀到主觀』以及從『必然到自由』的過渡。」
55在他看來從經

濟上的必然性到自由的過渡是通過人類的社會，而不是通過自然而發生的。一個階級

要贏得政權和領導權地位，不僅取決於先進生產力，還取決於它能否在社會範圍內，

特別是在被統治階級範圍內贏得其他被統治階級的支持。「淨化」的要素則已轉變為

「實踐哲學」的出發點。而淨化要素的確立即可使得必然性變為自由意志，也可在市

民社會中出現領導權。 

 

從葛蘭西對市民社會理解的方法論來看，他採用了一種特殊的「歷史結合體」；

即是把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結合，並建構出一個有機體。因為他意識到「強制與

意見」一致之間對立統一關係，即是倫理因素與政治之間、領導權與統治之間的對立

統一關係。他努力區分歷史過程的上升與衰弱下降階段，其關鍵因素即在於道德因

素，此因素也是如何贏得領導權；並使此種權力能讓各個階級的人都能成為普遍的意

志，至於依賴暴力統治的政治因素，在社會中的領導地位是極為下層的。葛蘭西的「市

民社會」領導權概念，正是藉由通過文化的教化、道德的熏陶以建立意見一致，形成

                      
54 同上註，頁99-100。 
55 葛蘭西著，獄中筆記（北京：人民出版社，1981 年），頁87。轉引自，黃炎平，「論葛蘭西的市民社會

理論」，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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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共識與認同感，實現單一階級的真正領導權。 

 

 

 

 

 

第三節 葛蘭西的知識分子概念在國家／社會／政黨中的功能 

 

「有機知識分子」的功能在葛蘭西「文化霸權」的理論中，扮演著極為為重要的角色。

在他看來，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展出的知識分子，應不同於那些以教師、僧侶和「官員式」

的傳統型知識分子。葛蘭西心中的「有機知識分子」，是與社會階級制度和市民社會意識

形態相互結合的辯證證關係。因此，要理解葛蘭西「文化意識形態霸權」，必須先明瞭葛

蘭西對「知識分子」的認知，和其在國家、政黨與社會中的角色。 

 

壹、葛蘭西的「知識分子」概念 

 

「知識分子」的概念來自於在西方的知識學界，雖然各個理論家對知識分子的論述不

勝枚舉，然論述到知識分子的功能與角色時，大多學者都會把葛蘭西的「有機知識分子」

概念納入其論述之中。葛蘭西對知識分子的界定是將其區分為「傳統有機分子」
56與「有

機知識分子」，而「有機知識分子」又是架構在哲學、政治、與文化意識形態的範疇中，

他甚至將知識分子的使命感視為其革命實踐中的一部分。 

 

一、人人都是「哲學家」的概念 

 

葛蘭西把哲學當成是一種人的世界觀；一種能夠創造社會與歷史的價值觀；是領導集

團作為結合廣大社會群眾的一種意識文化。因而，他主張每個人都是哲學家，對他而言哲

學僅是一種人可以感受到的、直觀式及可以創造式的活動。葛蘭西說：「一個時代的哲學

                      
56 葛蘭西區分知識分子的類型為：「有機知識分子」與「傳統知識分子」。對於「傳統知識分子」的概念，

葛蘭西認為是處在封建時期的知識世界所形成的知識分子，他們僅是屬於在技術與某項專業技能方面的

「專家」。一旦封建制度瓦解，他們即會喪失壟斷權，而成獨立研究的個體。因為，傳統的知識分子無法

把其他社會團體，或是其他團體中「傳統知識分子」同化為自己階層的能力。然而，葛蘭西對資本主義

社會所需培養出的「有機知識分子」的概念，則與「傳統知識分子」的概念，完全相反。詳見，葛蘭西

著，獄中札記，頁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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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這個或那個哲學家的哲學，這個或那個知識份子集團的哲學，人民大眾的這一大部

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學。它是所有這些要素的結合過程。」
57葛蘭西認為，一個人如果不

同時是哲學家，這簡直是不可思議的。58因為，思維是每個人本身所固有的，在思維領域

中哲學家所執行的職能，就如同專家在不同科學領域中執行他的職能一樣。 

 

另外，葛蘭西是通過界定自發的哲學的範圍與特徵，來證明所有人都是哲學家。他認

為自發的哲學包含在：1、語言本身，這種語言不是在語法上抽空了內容的詞語總匯，而

是特定的觀點與概念的總體；2、常識(common  sense）或「健全的識見」  （good  sense）；

3、大眾宗教(popular  religion）。這種大眾宗教存在於整個信仰、觀念、迷信以及觀察與行

為方式中，即通常所說的「民俗」（folklore）。
59基本上，「常識哲學」的概念在葛蘭西

的理論中具有重要意義，葛蘭西用它來指大眾的哲學。關於常識哲學，葛蘭西的定義是：

「常識哲學是非哲學家的哲學，是各種社會和文化環境－一般人的道德個性就是在其中發

展起來的－－非批判地吸收的世界觀。它的基本特點是：即使在一個個人的頭腦裏，僅是

片段的，不連貫和微不足道的，這和它是其哲學的那些群眾的文化和社會觀點相一致。」

60葛蘭西說「人人都是哲學家」的時候，他的「哲學家」概念是指所有具有思維能力的人。

這種適合於大眾的哲學，他稱之為「自發的哲學」(spontaneous  philosophy），他的用意在

於區別職業哲學家和大眾哲學家（後者的思考更加連貫且富有系統性與邏輯性）。簡言之， 

葛蘭西針對知識分子與哲學的概念，認為哲學不僅包括哲學家的哲學，而且包括群眾（有

機知識分子）的世界觀。 

 

二、作為「政治家」的有機知識分子 

 

葛蘭西所認知的政治家是從人的本質出發，他認為人的本質並非固定不變。他說：

「人是一個過程，更準確地說，人是他的活動的過程，人的本質即是自己的創造者。」
61
人

在過程中與別人發生關係，這種關係是「有機的」，絕非是環境與人，以及知識份子與大

眾之間的二元對立關係。「創造人的個性就意味著能獲得這些方面的的意識，而改變人們

自己的個性，則意味著改變這些關係的總和。」62而改變環境或改變與他人的關係在葛蘭

                      
57 葛蘭西著，徐温存譯，實踐哲學(四川：重慶出版社，1990 年)，頁27。 
58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29。 
59 葛蘭西著，徐溫存譯，實踐哲學，頁30。 
60 同上註，頁110。 
61 同上註，頁34。 
62 同上註，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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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看來就是政治，所以，他認為人人都是哲學家，而真正的哲學家不能不是政治家。63 

然而，葛蘭西政治家的概念不同於西方政治學中的所謂的「菁英份子」，因為菁英份

子無法與大眾人民相互結合，即無法成為有機知識分子的概念。葛蘭西把侷限在菁英範圍

中 ， 且 不 能 把 影 響 力 擴 展 到 大 眾 群 眾 之 中 的 哲 學 稱 為 「 內 在 論 哲 學 」

（immanentist  philosophy）。他認為它的最大缺陷就在於不能在上層與下層之間、「知識份

子」與「大眾」之間創造出意識形態的整體性。相反，有機的知識份子則是那些把自己與

大眾結合在一起，用自己的哲學來引導大眾的哲學（常識）的知識份子─這正是「有機」

一詞的含義：「只有業已存在知識份子與大眾之間的統一性─正如理論與實踐之間也應當

有這樣的統一性，也就是說，只有知識份子已經有機地是大眾的知識份子

（organically  the  intellectuals  of  masses），已經解決並把大眾在其實踐活動中提出的原則與

問題連貫成一體，並因而建構出一個文化與社會的集團，才能擁有文化上的穩定與思想的

有機性質。」
64 

 

在葛蘭西看來，「有機知識分子」所擁有的知識不能僅限於在某一工作範疇中，若

僅是如此，他僅能視一個「專家」而非「知識分子」。他說：「一切人都是知識分子，但

並不是一切人都在社會中能執行知識分子的職能65。」因為，有機的知識分子會主動自覺

的參加社會的行動，而藉由這些互動他們可以聯繫社會上主要的集團、組織和管理的上層

建築，以承擔社會各個領導階層和政治管理的任務。「知識分子階層在各種程度上是全社

會中介的機構，是上層建築的綜合，知識分子也就是上層建築的活動家。」66由此得知，

「有機知識分子」的一項重要任務：即是要能建立新知識階層，使每一個人都能具有智力

活動，並具有創造、批判與反思能力，因而專家不是一個領導者，真正的有機分子要能不

停的提高知識（新世界觀）的形式和水準，以建立新的社會秩序及意識形態。他同時會在

意識形態上與傳統的知識進行鬥爭。所以，知識分子是全社會統治集團的「管家」，要用

他們來實現對於社會領導和政治管理的任務。 

 

葛蘭西對「有機知識分子」的定義為：在社會各個建築能發揮領導作用，而且能在

各個領域中發揮影響的效能；在日常生活中能擔任文化的辯護者；成為未來政治社會與市

民社會中的領導者；能建立合理社會的能力，並以此建立合理的政府。所以，他的「有機

                      
63 同上註，頁36。 
64 葛蘭西「文化與意識形態」(Culture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收入《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 , J.C. 

Alexander and S Seidma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p.52. 
65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03-504。  
66 同上註，頁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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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識分子」是結合哲學、政治、社會、文化意識形態的概念複合體，其目標是培養政治社

會及市民社會的領導者，進而創造一個全新的價值觀，改變世界。 

 

貳、「有機知識分子」的國家／社會功能 

 

葛蘭西把國家區分為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兩個層面（兩個層面都是屬於上層建築

內），因而知識分子的國家或社會職能包括了執行政治社會中的強制性功能（直接統治），

及市民社會中文化意識形態領導權的功能（間接統治），而關於知識分子的國家功能，葛

蘭西認為： 

 

一般認為，國家是政治社會，即政權或其它強制性的機構以一種既定的生產和經濟模式相適應的方

式來控制民眾，而不是把它看作是一種政治社會和市民社會之間的平衡。所謂的市民社會，我指的是某

一社會集團通過教會，工會或學校等的民間組織全面領導整個國家。67 

 

理論上，葛蘭西把知識分子對社會與國家的功能，架構在市民社會之中來論述，以突

顯出其在社會中的功能。其次，他對於有機知識分子的社會功能，實際上是來自於馬克思

主義《哥達綱領批判》的內容。馬克思說：「我們這裏所說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它不是

在它自身基礎上研究發展了的，恰恰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來的。因此，

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迹」。68葛蘭西

認為在舊／新社會的演變之間，仍須從意識形態中去找思路。換言之，必須從整個社會中

去找思路。 

 

再者，他所認定的有機知識分子並不屬於社會中任何集團，而是將知識分子與整個社

會進行結合。因為，知識份子必須能擁有與掌控大眾的理解和熱情能力，否則就無法與大

眾保持有效的連繫，這種連帶關係即類似於中世紀教士在教會中的情況一樣；知識份子一

方面可以擁有特權階級的教士，以執行教化社會大眾的任務；另一方面則結合知識分子以

鞏固社會的穩定。葛蘭西的目標是希望知識分子能在文化領域中，擔任統治意識形態的領

導地位。 

 

葛蘭西認為西方國家的市民社會結構不同於東方國家。在東方國家，由於市民社會仍

                      
67 同上註，頁220。 
68 馬克思、恩格思著，「哥達綱領批判」，馬克思恩格思選集〈卷三〉，頁303-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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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原始狀態，因而國家即等於市民社會；而在西方，市民社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堅強又

十分複雜的結構狀態，不能夠把國家就等同於市民社會來看待。因而，知識分子若要在市

民社會中爭奪意識形態的領導權，必須先設法「同化」其他社會團體、組織及個人。為此，

葛蘭西運用軍事作戰中的「運動戰」及「陣地戰」概念，把市民社會比作戰爭中的塹壕體

系，當猛烈炮火摧毀了他的防禦體系，實際上僅是破壤其外圍的防禦工事而已。市民社會

的爭奪戰，必須逐壕逐溝的與敵人進行爭奪戰，才能漸漸瓦解敵人的防禦體系。在此，葛

蘭西所認定的外圍工事實際上就是國家機器，而堅固的內部防線即是市民社會。 

 

葛蘭西賦予知識分子在市民社會中極為重要的任務，主要是他認為知識分子的社會職

能可在社會中發揮重要作用，以維護統治集團對社會的領導效能。他說：「知識分子和生

產領域之間的關係，不是基礎性的社會集團所有的那種直接關係，而是在不同程度上被整

合在整個社會組織和複雜的上層建築中。」知識分子的國家與社會職能就是要能保證社會

大眾能自願地認同統治集團所提供的生活方式。他們是藉由通過傳播所屬階級的世界觀，

團結所有其他階層和他們的知識分子的概念，保證領導集團的意識形態能獲鞏固。此種意

念，如同大陸學者金小川歸納葛蘭西知識分子的社會功能為：一是在無產階級革命階段的

過程中，知識分子要發能發揮對社會的領導作用；二是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在意識形

態方面能發揮影響力，傳播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概括起來就是在意識形態方面能贏得領導

權，並鞏固領導權。
69在葛蘭西看來，統治階級地位的確立，不能僅視為是在政治與經濟

變革下的產物，同時也是整個社會意識形態形成的結果，而意識形態文化權的確立並非僅

以暴力方式（政治機器）來進行，它同時必須通過各種制度（如教育、傳媒、文化），讓

社會群眾都欣然接受這種領導的觀念和價值觀，這就意味著統治階級的知識分子，在確立

統治意識形態前的過程中，其有特殊的重要功能。 

 

葛蘭西是將社會與國家視為一個整體來看待，此種觀點不同於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僅重

視經濟的作用而已。葛蘭西是把「有機知識分子」的內涵，聯繫到國家／社會的職能方面；

是採用整體的概念，包括：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意識形態等等，以建立有機的社會

與國家。他認為社會中的任何部門發展都與資產階級的領導有著千絲萬縷的連帶關係。知

識分子一方面要能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價值觀，以奪取政治社會的領導權，更重要的是要

能領導社會的意識形態。 

 

                      
69 金小川，「論知識分子與精神文明建設」，黄岡師專學報，第17 卷第2 期，1997 年5 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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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知識分子與政黨 

 

葛蘭西的政黨概念，除了將其視為傳統政治中的「黨」，所該具有的功能外，黨同時必

須具有「教育」、「道德化」、「文化」角色的功能。他認為政黨須優先培育無產階級的知識

分子，他說：「任何將成為統治者的集團最重要的特徵之一，是從『意識形態』上同化和

征服傳統的知識分子而鬥爭。但是，這個集團在鬥爭的同時，越是成功地培育自己的有機

知識分子，那麼這種認同征服就會越快和越有成效。」
70由此可知，葛蘭西的政黨概念是

個有機、集體知識分子的創造者，以及熔合理論與實踐；一個歷史過程的熔爐。
71 

 

如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概念一樣，黨的主要作用：第一、在於統一無產階級活

動中的自發精與紀律性團隊精神；第二、是奪取統治權。但是，葛蘭西認為西方社會不同

於俄國社會，西方國家的統治階級除了運用武力控制政治、經濟之外，還使用更多以「同

意」為基礎的意識形態力量來進行統治。在西方社會進行社會主義革命與實行無產階級專

政的前提，即必先行打垮統治階級意識形態，才能順利進行專政。專政不僅是一個階級另

一個階級專政，可以是「歷史性集團」對另一階級專政。這個組階級同盟與爭意識形態的

領導權可稱之為統治權。葛蘭西認為每個無產階級分子都是知識分子。無產階級的政的政

黨必須是「集體知識分子」，它的任務是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在特定的社會結構中，組

成「歷史集集團」以取得統治權。
72 

 

葛蘭西認為政黨的全體黨員都應視為知識分子，主因黨是要用來執行領導和組織的作

用，他應負有教育的和精神的作用。隨著社會的演變，政黨在執行其他政治功能時，也會

不斷的調整黨的功能和角色。知識分子也必須在一定時期與社會各個集團、政黨相互溶合

為一體。73因為，知識分子的構成會隨社會發展而變化。葛蘭西說：「每個新階級隨自身而

產生，並在自身的發展中使之成為日趨復雜的有機知識分子，在很大程度上，是新的社會

基礎活動的某些方面的專門化，而這些新的活動是緣於新的階級才得以出現的。」74政黨

是社會和國家的中介，而擔任這個中介角色的則是有機的知識分子。換言之，政黨與知識

分子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辯證發展的過程。 

 

                      
70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10-511。 
7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 335. 
72 P. Togliatti, “ Leninism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amsci, ” ed. By. D. Sassoon, (1979),  pp. 168-179. 
73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141-142。 
74 同上註，頁512-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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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黨因具有教育和培養知識分子以及領導政治與市民社會的雙重功能，政黨會因而變

成一個集體的知識分子集團。同時，這個集團會以兩種形式出現：第一、是以精英的文化

活動者的角色出現；第二、會成成為群眾的黨。這雙重的功能都是藉由知識分子作為中介，

通過中介者（有機知識分子）的思想與間接行動力量以管理和領導整個社會（市民社會）。

因此，在葛蘭西的觀念中，黨與知識分子會隨著歷史的發展而不斷的提出他新的任務和責

任，黨和知識分子的發展會持續而無止境的以辯證方式不斷進行發展。 

 

 

 

 

 

第四節「文化霸權」的涵義 

 

葛蘭西「文化霸權」的緣起是來自於他對無產階級的革命實踐觀，他的目的是要為

無產階級革命，建立一套有助於革命的發展及建立無產階級政權的領導權理論。若要完

整地理解「文化霸權」，必須從葛蘭西的實踐哲學觀、市民社會的功能、國家理論，等

方面同時著手，因為上述的觀點都是脈絡一貫，連為一體的思想，而非各自獨立的理論。

本章的前三節對於上述觀念（知識論）已有所交待，本節將從方法論的觀點論述代表葛

蘭西意義符號的文化霸權。 

 

壹、「文化霸權」作為「歷史綜合體」的世界觀 

 

葛蘭西「文化霸權」的概念最初是得自於列寧的相關著作。在列寧的著作中，列

寧認為，領導權是指俄國工人階級應當同農民結合，在資產階級民主過程中能引起主

導的功能。在列寧的觀念中，領導權是一項革命戰略；是工人階級及其代表為爭取大

多數社會成員支持而採取的策略。對列寧來說，在革命時期專政應與革命領導權齊頭

並進，領導權要以武力為後盾，並憑依強大的政治力作為主導一切性的力量。換言之，

領導權在列寧的觀念中是屬於一種政治領導權。 

 

葛蘭西發展列寧政治領導權的觀念，他指出領導權是標誌著一些階級同其他社會

力量的關係的範疇。一個獲得領導階級是一個經由政治和思想意識鬥爭同其他階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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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力量建立起聯盟的階級，並在這個聯中它的領導受到其他階級的欣然同意。75葛

蘭西認為領導權即應要求在聯盟中的其他階級都能「欣然同意」接受一個階級的思想

和意識形態。他的領導權思想已超越了列寧的聯盟領導權的觀念，並且將政治領導權

從屬於文化（或識形態）領導權之下。他說：「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

兩方面，即『統治』和『知識與道德』的領導權」，此領導權就是所謂的「文化領導

權」。葛蘭西特別強調文化領導權，並認為政治領導權要以文化領導權為憑藉，因而

他的領導權概念應該要從兩方面著手：其一是「集體意志的形成」，此點是討論有關

如何建立領導權的問題；其二是「道德與精神的改革」，這是討論關於文化霸權的確

立，即是在市民社會中進行文化的轉換與確立。 

 

葛蘭西的理論要比同時期其他理論家的視野更加寛廣，尤其是在政治領導權方

面。葛蘭西也是第一位使用「霸權」的概念在其領導的概念中。他說：「無產階級變

成領導權和統治階級的條件，只要它能夠成功地創造了可以調動大數勞動群眾反對資

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的聯盟體系。」
76這一領導角色的前提條件是工人階級不應讓

繼續侷限在保護狹隘的社團利益上，而應讓吸收其他階層利益，即從政治轉到知識分

子和道德層面，這樣轉向階級聯盟的霸權概念，即會發生決定性的轉換。根據葛蘭西

的觀點，知識分子和道德「霸權」構成了較高綜合「集體意志」，通過意識形態，他

們即可以進行有機的轉換。葛蘭西的觀念是對列寧的領導權進行了一次有機的變更，

同時他為了顛覆第二國際所出現機械式的庸俗馬克斯主義和二元論述，以及第三國際

所可能出現的唯物馬克思主義的話話，他以「文化霸權」的概念，企圖排除對意識形

態上層建築式的研究。相反地，他是圍繞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意識形態物質性概

念。葛蘭西認為，意識形態並不是社會代表的觀念體系，反之它是一種有機的而且是

一種關係的整體概念，而在人們的生活中，它會具體地化為制度和機構之中，這些原

則都會與歷史進行總連結。第二，新的總體化範疇，它往往超越了基礎／上層建築的

區分；第三是結束意識形態的還原形式。77葛蘭西文化霸權的思想基本上不會終止，

因為它需要各個階級都能超越其自身，並通過連接到多樣化的鬥爭和民主政治上，它

一方面可以改變自己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也可藉由連接作用使基礎與上層建築都進行

複合式的連接，因此它具有中心性及必然性的特徵。78 

                      
75 葛蘭西著，毛韵譯，葛蘭西：政治家、囚徒和理論家(北京：求實出版社，1987 年)，頁168-169。 
76 拉克勞、墨菲，霸權與社會主義的策略（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2003 年），頁74-75。 
77 曾枝盛，「拉克勞、墨菲及其“新霸權＂理論」，淅江學刊，2004 年第6 期，頁19。 
78 拉克勞、墨菲，霸權與社會主義的策略，頁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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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葛蘭西將文化（意識形態）領導權架構在上層建築（政治社會與市民社會）

的範疇中。但是，文化領導權又非僅屬於觀念與思維的抽象概念，而是強調以「人」

為本的實踐哲學觀；強調人應具有的「能動性」、「自覺性」、「創造性」與「自為性」。

在此，葛蘭西提出了一個「歷史綜合體」（Historical Complexity）的概念。葛蘭西說：「歷

史的綜合體是不一樣的上層建築的結合，此種綜合體是社會生產關係總和的反映。從

此產生一個結論：只有包羅一切的思想體系才合理地反映出基礎的矛盾和推翻實踐的

客觀條的存在。」
79葛蘭西的歷史綜合體是將「人與自然」、「精神與物質」、「經濟基

礎與上層建築」、「生產關係與意識形態」、「意識形態與理性」進行有機的組合，組合

的方式是將上述相對關係中的前者視為「超結構」，而後者為「結構」。例如，在「人

與自然」的關係上，人為「超結構」而「自然」即為「結構」；在「經濟基礎與上層

建築」的關係上，「上層建築」是「超結構」而「經濟基礎」則為「結構」。此種「歷

史綜合體」即是葛蘭西所稱的「文化霸權」（Hegemony）。「歷史組合體」強調「超結

構」與「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而並非如「庸俗馬克思唯物主義」所強調的「經濟

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那種簡機械式的邏輯論。在葛蘭西的觀點中，「超結構」即是指

人的主體能力，而「結構」則包括了主體及客體之間的發展關係；有時是主體的行為，

有時也是一種客觀現象的呈現。
80「超結構」與「結構」處於一種辯證關係，「結構」

會對「超結構」產生制約力，而「超結構」同樣會對「結構」具有建構的能力。因此，

兩者關係會在一定歷史發展階段中，以不同的辯證發展方式，呈現出他的影響力，此

一影響力會不斷推動社會及人類歷史的前進。 

 

葛蘭西的超結構體概念與一般政治學中所使用的「結構」意涵，或國際關係理論

中的結構概念，或後結構主義的結構觀念都不同。如同國際政治學者考克斯（Robert 

Cox） 所說：「葛蘭西的結構不存在抽象的結構，歷史的結構變遷從本質上說，即是

「人」集體行為的結果，這種結果亦是由人和群體互動的行為、意識和精神意志所構

成的。」81 

 

從本體論的角度來看「歷史綜合體」，意識形態是人自身的本體，因而無論是從實

踐到理論，或是理論到實踐的過程，此一過程都必須通過它（人本體思想的存在），

                      
79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2。 
80 魯凡之，西方批判理論評析，頁10-13。 
81 S. Gil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Gramsci and IPE, in C. Murphy  and R. Tooze (eds.),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55. 轉引自，王鐵軍，新葛蘭西主義對國際關係理論的剖新，歐洲月刊，2000 年第1

期，頁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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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以此連接到各個領域去。因為，「意識形態」是一種潛藏在人思維中的「理性」

能力，此種理性能力必須通過與客體的結合，才能發揮「整體性的能力」。葛蘭西的

「歷史綜合體」即是一個「整體性」的方法論，它不同於「機械唯物論」但又不會掉

入黑格爾式的「唯心演化論」（僅視為是人思維中的抽象概念）的框架中。「歷史綜合

體」的哲學意涵則是指，主體可以向客體接近；本體論可以成為知識論的反映。主體

／客體的互動也可使客體成為主體的一部分；知識論可以經由互動而成為人主體的一

部分。 

 

如上所述，「文化霸權」是一種特定的「歷史組合」，它是一種打破舊平衡，以建立

新平衡的「引導性力量」，但它不可能孤立地被抽空而存在，而必須立足於不同的特定

「歷史組合」中；它既受後者的客觀制約，又反過來推動後者的「量變」（同一歷史組

合範疇內的結構改革）與質變（新歷史組合取代了舊歷史的組合的革命）。
82並以此種「引

導性力量」以落實到各個層次與各個社會階層之中，進而來發展出其他的相關理論（包

括國家、社會改革、教育、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另外，作為「歷史綜合體」實踐觀的「文化霸權」，可以通過「超結構」與「結構」

之間的辯證發展，使歷史唯物論的理論獲得解放，因為它可以使以經濟為基礎的客觀環

境向人本的價值轉折，進而使客體獲得解族。如同葛蘭西所認知的在「超結構」與「結

構」之間存在著一條「卡塔爾西斯路線」。此種路線的意涵，如同葛蘭西所說： 

 

卡塔爾希斯可以表明，從純粹經濟的（或感情的－利己主義的）因素向道德－政治因素的

過渡；也就是向更高地改造基礎為人們意識中的上層建築過渡。這也意味著會「從客觀之物向

主觀之物的『和』，從必然向自由的過渡」；「由壓迫人的外界力量構成的基礎把人吸收掉，使人

陷入消極，變成自由的工具，變成創造新的道德－政治形式的手段，變成新的創議源泉的方向

過渡。」83 

 

「歷史綜合體」的人可藉由與「結構」的相互影響，達到主體的解放；一種由「自

                      
82 魯凡之，西方批判理論評析，頁13。 
83 卡塔爾希斯是一種希臘用語－「淨土」之意。這是亞里士多德在關於悲劇的學說中所使用的術語，表明

「淨化」過程中卑鄙的熱情。根據亞里士多德的說法，觀察在古代悲劇的演出中，經常受到這種淨化過

程，因而必須經過卡塔希斯的洗禮。後來，這一術語經常用於美學中，美學基本上保持著同樣的意義：

在藝術作品的影響下進行贖罪，以克服卑鄙的熱情和感情，其結果會是人的道德的完善和提高。詳見，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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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領域」向「自由領域」的飛躍。葛蘭西「文化霸權」的世界觀，即在強調社會革命必

須重視意識形態的霸權，而這種霸權會以整體的方式滲透到人類社會，包括整個價值體

系、生活態度、信仰和道德等等。 

 

貳、「文化霸權」作為一種意志的展現 

 

葛蘭西在論述「人是什麼？」的問題時，提出「人的本性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人

的形成會隨著社會關係的改變而改變」。
84葛蘭西是從人類宏觀的視野來看人的本質，

因為人們的統一不應該是形式的，而是辯證式的發展；人的本性就應該是人類全體歷

史的概念。歷史的概念是同等於人類精神的概念，也就是人類的本性。人的本性不能

在任何單獨的人身上去找，而只能在人類全部歷史中去找。葛蘭西說： 

 

「應該把人理解為由一些純粹個人的和主觀的因素，以及個人同他們保持積極關係的

一些群眾的和客觀的或物質的因素所形成起來的歷史綜合體。以改造外部世界，改造一般的

關係就意味著加強自己本身，發展自己的本身。…，但是這個綜合體，如果沒有由內向外的

活動，沒有能夠改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活動，從與自然的關係起到與處於社會階梯中各種不

同階段上、屬於各種不冋的社會集團，一直到包括整個人類的最一般的關係上的其他人的關

係，就不可能有向前進一步的向前發展。」85 

 

葛蘭西是從人是「政治家」的觀念，拓展整個人的意識，進而以此意識作為指導人

的的生活活動。具體的講，葛蘭西所稱的「意識活動」是一種「霸權」的展現；會是以

一種「集體意志」的型態，從個人出發到群眾，再從群眾到整個社會再到國家政治的生

活之中。葛蘭西的論述仍然是從經濟基礎向上層建築過渡。在他看來從經濟上的必然性

到自由的過渡是通過人類的社會，不是通過自然發生的。因為，知識的和道德的領導構

成了一種比較高的綜合觀念、一種「集體意志」，通過意識形態的結合體，就變成了結

合一個「歷史性集團」的有機黏合劑。通過把歷史集團和意識形態所形出的是有機的黏

合劑即是一種「領導權」。領導權會以「集體意志」的形成方式創造新的社會和國家，

並有能力改變社會舊有的價值觀與世界觀。這種「集體意志」概念的形成過程（文化霸

權），也是一種新的整體化的範疇，會帶領人們走出老舊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機械

                      
84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39。 
85 同上註，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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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論模式。86一個階級要贏得政權和領導權地位，不僅取決於先進生產力（經濟基礎）

的掌握，還應取決於它能否在社會範圍內特別是在被統治階級範圍內贏得其他被統治階

級的支持。 

 

參、「知識」與「道德」是獲取「文化霸權」的手段與目的 

 

最初使用「領導權」概念的是列寧，在他看來領導權即一種革命戰略，是無產階級為爭

取大多數社會成員支持而採取的政治領導權。
87但是，他認為東方國家的社會與西方國家的

社會截然不同（前節已有敍述），在東方領導權可以是政治領導權，但在西方的領導權必須

是文化領導權。因為，政治領導權是強制性的、工具性的或戰略性的；文化領導權則應該是

道德性的、精神性的及集體意志的表現。1926 年葛蘭西第一次使用「文化霸權」的概念時，

他說：「在無產階級成功地創造了一種能夠讓它把絕大多數反對資本主義和資產級的工人人

口動員起來的聯盟體這個範圍內，無產階級能夠變成為領導的和占主導地位的階級。在義大

利有現代的階級關係，意味著無產階級的成功已取得廣泛農民群眾同意的地步。」
88因此，

葛蘭西的「文化霸權」是建立在「贊同（consent）」基礎上，本能地對其他社會集團發揮指

導而非統治的作用。 

 

葛蘭西「文化霸權」的概念，結合了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加上歐洲近百年尤其是

義大利的歷史，作為考察「文化霸權」的體材。他認為在西方國家要實現「文化霸權」

必須藉由「知識」與「道德」才能贏得社會多階級的認同。而要實現這種「文化霸權」，

關鍵是要通過教育，使社會中個體的信念同已經上升或即將上升為主導階級的價值觀相

互協同。「文化霸權」的確立就是要求建立一種具有共同社會道德語言的制度與價值體

系，要求在意識形態領域中確立新的知識和價值系統。89他說：「一種歷史性的行動只能

夠通過「集體的人」來執行，而言語是以取得藉以把具有異質目的的多樣意志，站在平

等的和共同的世界觀的基礎上，用一種單純的目標結合起來的『文化－社會』統一體為

其前提」。
90
葛蘭西的『文化－社會』統一體實際上即是一種「歷史組合」，就其實質意

義為一種意識形態的統治權。 

                      
86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陳垶津譯，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略(台北：遠流出版社，1994 年6  

月)，頁92。 
87 葛蘭西著，毛韵譯，葛蘭西：政治家、囚徒和理論家(北京：求實出版社，1987 年)，頁168。 
88 Antonio Gramsci, “Notes on the Southern Question,” in Selections from Political Writings; 1921-1926(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8),  p. 443. 
89 黃炎平，「論葛蘭西的市民社會理論」，頁3。 
90 Ernesto Laclau, & Chantal Mouffe 著， 陳垶津譯，文化霸權和社會主義的戰略，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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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霸權行使的範疇而言，它的展現基本上是要實現服從於社會領導和政治管理

任務的職能，就是：「第一、保證社會群眾能夠「自由」地同意基本統治集團所提供的

社會生活方向，以維繫統治集團的威信（同意統治集團的職能）；第二、執行國家機關

的強制作用，「合法地」爭取那些不積極集團的同意。」
91是故，文化霸權的展現是要以

「同意」作為爭取大眾人民的憑藉。要擴大意識形態能被認同的範圍，就必須擴大知識

分子的概念，才能讓國家和社會內產生同樣的職能。擴大知識分子的概念，所須依持的

即是「道德」和「知識」所形構出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才可能將此種意識建構出一種普

遍的文化意識形態。對葛蘭西來說，這種有機的意識形態並沒有體現為一種純粹階級的

和封閉的世界觀；反過來，它是通過把各個組成成分接合起來構成一個整體的有機體。 

 

 

 

 

 

第五節 本章小節 

 

葛蘭西「文化霸權」的思想體系，實際上是組合了他的實踐哲學思想、領導權理論

（政治領導權+文化領導權）、有機知識分子概念、市民社會與國家理論等。因而，研究

「文化霸權」思想，不可僅從一個方面來分析葛蘭西的思想體系，而須上述各個層面以

整體性的研究方式，逐一剖析再作全盤歸納，才能對葛蘭西「文化霸權」的理論有所理

解。 

 

葛蘭西實踐哲學觀是與「必然」聯繫在一起，而非僅是孤立的「存在」。其基本特

徵是人依靠實踐的概念，即可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過渡。葛蘭西的目的是要對作為全

體人類的主體及視為客體的社會，進行一次澈底的「解放」。因而要立足於歷史，注重

對現實創造性的發展，才能使人從經濟與物質的桎梏中，向人本的方向獲得解放；使歷

史的發展不至於僅限在經濟形式的發展模式中。葛蘭西是通過對革命領權理論的分析，

歷史地、系統地闡釋理論與實踐統一的任務和實現途徑。實踐哲學的任務是通過對社會

革命的解放，以實現「必然（自存）」向「自由（自為）」的過渡。 

 

                      
91 葛蘭西著，獄中札記，頁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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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市民社會」、「知識分子」與「文化霸權」的關係，葛蘭西是將其三者都視

為同一事情來看待。葛蘭西說：「市民社會即是文化霸權」、「有機知識分子的職能即是

『文化霸權』的展現」。文化霸權實際上就是意識形態領導權。他認為要使文化霸權順

利遂行，必須從教育著手，通過教育向人民灌輸科學的常識，而群眾思想提高之後，也

就是說當他們成為無產產階級知識分子時，他們就會從資產階級意識形態的欺騙性、虛

偽性中解放出來，獲得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意識形態之後，就能獲得意識形態的領導權。

92葛蘭西說：「一個社會集團的霸權地位表現在以下兩方面，『統治』和『知識與道德』

的領導權」，統治與知識及道德權力的形塑過程，即是所謂的「文化霸權」。 

 

論述「文化霸權」理論時，不能將其視為一個純粹的實體概念，實際上它是實體結

構與意義結相互輝映的一套文化、意識形態、價值觀及世界觀所構成的「權力意域」（The 

Power of Field）。本質上，它屬於一個觀念的本體論，實踐上則必須以整個國家及社會作

為實踐的場域（Field），因而它又具有物質的本體意涵。藉由通過人的主觀能動性，呈

現在政治、經濟、社會、語言、文化及社會意識等各個階層，以形構出的「歷史複合體」

（「超結構」＋「結構」），作為其領導整個社會的知識與方法。質言之，「文化霸權」不

僅不能還原為固定的實體，它更不能孤立的存在，它必須立足於歷史組合之中，既受「結

構」的制約，但又會推動結構的變化。此種辯證式、引導性的力量才是真正「文化霸權」

的意涵。 

 

雖然，葛蘭西文霸權的哲學觀點具有觀念與實體兩種領導意涵，但是他是從批判

哲學的理念出發，對機械式的（庸俗式的）馬克思主義進行反思，以使文化霸權的意

涵能在意識形態的領導權及實體政治領導權都具有批判的精神。另外，葛蘭西將文化

霸權運用到革命運動上，其目的是要使革命的領導者能成為一個在精神與物質方面都

能兼顧的超時空結構體。但是，文化霸權對於被領導者是否願意接受文化霸權的領

導，並未進行深入分析，致使該理論無法全面交待領導與被領導之間如何一定會成為

集體的意識。 

                      
92 焦勇勤，「葛蘭西文化領導權思想解讀」，頁115-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