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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歷史與物質生活 

 

  政治經濟學(politische Ö konomie)，依馬克思的用法，是指配第(William Petty)到李嘉

圖(David Ricardo)與布阿吉爾貝爾(Pierre Le Pesant Boisguillebert)到西斯蒙第(J.-C.-L. 

Simonde de Sismondi)等人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4這些政治經濟學者研究了當時

日益發展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試圖為各種經濟現象尋找內在聯繫，使得這些經濟現象

有一合理解釋，這便形成了政治經濟學。 

  然而馬克思批判政治經濟學時，總是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格－即對於資本主義

的經濟範疇與由研究所得出的內在聯繫給予一種普遍的地位，例如對於資本(Kapital)與

生產工具(Produktionsinstrument)的混淆(MEW13，617)。5阿圖色(Louis Althusser)認為政

治經濟學所犯的錯誤就是把這些資本主義的經濟範疇當成「非歷史的、永恆的、固定的

與抽象的概念」(ahistorial, eternal, fixed and abstract conception)，而這就是馬克思對於政

治經濟學的「根本性的責難」(fundamental one[criticism])(Althusser，1990：91f)。6這個

責難是建立在什麼樣的條件與基礎上，使得馬克思可以如此批評政治經濟學呢？本章即

試圖闡明之。 

 

第一節  人類生存作為歷史的前提 

 

  歷史(Geschichte)，就一般的意義是指涉過去所發生的事情之總稱，在這個定義下，

歷史可說是無所不包，近從前一秒，遠至億萬年前，這些都可以被稱之為歷史的一部分。

不過，如果採取這麼一個定義的話，歷史就像是一個指涉客觀事實的概念，人只是這個

客觀事實的觀察者，對於歷史發展或改變的趨勢實非人所能完全理解。不過馬克思卻不

這麼認為，反而是給歷史加了一個人的限制，認為只有人才有歷史，因為歷史就是「所

有人的存在」(aller menschlichen Existenz)，而且是人才能夠「創造歷史」(Geschichte 

machen)(MEW3，28)。 

  馬克思為什麼給歷史這樣的限制呢？他自己清楚地說出了動機：「我們(馬克思與恩

格斯)決定共同闡明我們的見解與德國哲學的意識形態的見解的對立，實際上是把我們

從前的哲學信仰清算一下。這個心願是以批判黑格爾以後的哲學的形式來實現的」

                                                 
4 古典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學或是古典經濟學都是馬克思用來指「『資產階級(市
民)』經濟學」("bürgerlichen" Ökonomie)的字眼，這裡所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替資產階級經濟
學劃分了兩個階段，這分隔是發生在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之際，在這之前的第一個階段是如正文上
所述的幾位，而之後的第二階段又分成兩種，一種是庸俗而擁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者，如巴師夏
(Frédéric Bastiat)；另一種則是企圖調和階級矛盾，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對於第一個階段的
政治經濟學者，馬克思除了指出他們所犯的錯誤之外，也會點明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的貢獻；而第
二階段的政治經濟學者幾乎就只能得到批評而已。在本文則將政治經濟學用以稱呼第一階段。 
5 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家看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態度常以神學家看待自己的宗教作為類
比，對這他們來說，這兩者都是普遍永恆的真理(MEW4，139；MEW23，95f)。 
6 對於馬克思的思想之歷史性格式許多研究馬克思者所公認的，例如斯威奇(Paul Sweezy)認為這
一點是馬克思主義者共有的特點。他們把資本主義的特定歷史性當成前提，因此馬克思主義者才
有可能站在資本主義社會外，把它當成一個總體(whole)來批判(Sweezy，19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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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W13，10)。Die deutsche Ideologie 就是馬克思為了區分自己與德國哲學的差異所寫

下的著作。從當時德國哲學界的氛圍來看，黑格爾(G. W. F. Hegel)的唯心哲學是當時的

主流，而他認為歷史是屬於精神的領域。因為精神將自己外化為特殊的東西，而這些由

精神所外化出去的特殊東西又成為精神的意識對象，所以精神「在對自己解釋自己中把

握自己」，達到了思維與存在的統一，歷史就只能是精神的「實現」與「解釋」而已（黑

格爾，1984：380f）。7在黑格爾死後，其唯心的哲學體系為後繼者擷取部分為己用，他

們以意識、自我意識、唯一者等等的概念取代黑格爾的精神。這些後繼者各執黑格爾的

片斷來相互反對，當然也反對黑格爾的整個體系－儘管這正是他們的出身。他們之間的

論戰固然激烈，但是在馬克思的眼中，他們並未脫離黑格爾的唯心體系，僅只是各自「要

求用另一種方式來解釋存在的東西」，而不是處理「德國哲學與德國現實之間的關聯」

(MEW3，20)。8所以馬克思將歷史當作「所有人的存在」的理由就是：要「從現存的現

實關係出發來說明這些理論詞句」，並且將自己與德國哲學區別開來(ibid.，40)。 

  既然馬克思給了歷史的人的限制，那麼要探究歷史是什麼之前，反到要先去研究歷

史的限制－即人是什麼。馬克思對於人的考察並不是由抽象的人的概念出發，而是現實

的人作為出發點(這一點是他極為強調的)。這個現實的人的存在就是歷史的第一個限制

或是第一個前提，所以要有歷史就必須滿足這個這個前提，而滿足這個前提的首要之務

就是：人可以生存下去。為了生存，人就必須滿足食衣住行等等的需要，所以人必須生

產滿足需要的資料。人為了生活，生產必要的生活資料(Lebensmittel)－這對人來說是必

不可免的－就是「第一個歷史活動」(erste geschichtliche Tat)，這種生產物質生活是「一

切歷史的基本條件」(Grundbedingung aller Geschichte)。這個看似平淡無奇的規定對馬克

思來說是「所有歷史觀」(aller geschichtlichen Auffassung)必須注意的「基本事實」

(Grundtatsache)，他之所以如此地強調，原因只有一個：這是新唯物論最根本的原則，

也是他與唯心論者和德國哲學的根本差別(ibid.，28)。 

  然而滿足了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即生產生活必需的資料與人的生存－之後，這個已

經被滿足的前提又引起了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

(ibid.)。如果細心的讀者在閱讀 Die deutsche Ideologie 的這一部分時，應該會對「第一個

歷史活動」的定義感到疑問，因為馬克思在上一段說「第一個歷史活動」是「生產滿足

這些需要的資料」，緊接在下一段又說「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然而

馬克思到底認為「第一個歷史活動」該是哪一個的疑問便出現了。這個一名兩用除了可

以解釋為馬克思的一時疏忽之外，或許這正透露了馬克思並不是在描述與考察一個原初

                                                 
7 黑格爾的唯心哲學是以「意識中的存有」取代「存有」，這種做法使得他宣稱思維與存有的統
一，然而其作法並不是真正完成了二元統一，而是取消其中的「存有」來達成「擬似的一元論」
(孫善豪，2001：193)。黑格爾的這種做法使得思維或是精神取得了優位性，所以歷史在他那裡
僅僅是精神的開展與精神對自己的掌握，但是馬克思在 Die deutsche Ideologie所要做的就是恢復
存在的這一元。 
8 這些後繼者主要是施特勞斯(David Friedrich Strauß)、鮑威爾(Bruno Bauer)與施蒂納(Max 
Stirner)，他們都是當時的德國唯心論者。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則是作為德國唯物論者反
對黑格爾，雖然如此，人與自然在費爾巴哈的眼中都只是抽象的人與抽象的自然，馬克思則稱之
為舊唯物論，稱自己為新唯物論。Die deutsche Ideologie可說是馬克思有意識地將自己與德國唯
心論與舊唯物論區別開來的首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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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過程，而是「作為『理論建構』的歷史」之前提(孫善豪，1998b：121)。 

  因為在稍後的段落，馬克思提到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需要的產生與人的繁殖是社

會活動的「三個方面」(drei Seiten)或是「三個『環節』」(drei "Momente")，而不是「三

個不同的階段」(drei verschiedene Stufen)，因為在歷史上的第一批人出現時，這三個方

面便已經同時存在了(MEW3，29)。關於馬克思的這種理論態度，可以在”Pariser 

Manuskripte«和 Einleitung von 1857之中為此找到證據。在 Pariser Manuskripte馬克思引

用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話來說明「人生產了人」的這個事實之後，如果這個事實被理

解為「無限的過程」(unendlichen Progreß)，那麼「誰生產了第一個人」便成了一個問題

被提出來，這個追問看似合理，不過馬上被馬克思指出問題本身就是「抽象的產物」

(Produkt der Abstraktion)－因為人生產出人正是要說明人的存在只能由人來生產，這是個

感性的「循環運動」(Kreisbewegung)。如果人生產人被理解為抽象的無限的過程，那麼

人就被抽象為「不存在的」(nichtseiend)，這個問題要求由不存在的人作為前提來證明人

是「存在的」(seiend)，這樣的做法是無意義與荒謬的(MEW/EB1，545f)。另外，馬克思

在 Einleitung von 1857 討論生產與消費的關係時說：「生產直接也是消費」和「消費直接

也是生產」。因為生產的產品只有在消費中才成為產品，而消費創造出新的生產的需要

是生產的內在動機，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就在於它們是互不可缺的(MEW13，622f)。於

是關於「需要的產生」與「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的關係也就被說明了，因為需要的產

生與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同樣也是互為條件的，而且也是個循環運動，從生產來分析的

話，必定有個需要作為生產的動機；反之，需要的產生也必定是有產品被消費了。如果

硬要給個時間的先後，或是說哪個是真正的第一歷史活動，那麼就會落入將其視為無限

的過程的情況。9 

  接著物質生活的生產與新的需要的產生－即人重新生產自己－之後，人開始生產出

其他人，這就是社會活動的第三個方面。由於人開始生產出他人，那麼人與人之間就有

了夫妻、父母與子女的關係，這就形成了家庭，人與人之間有了社會關係。但是家庭這

個原初而主要的社會關係漸漸地成為次要而從屬的，因為新的需要的增多與新的人口帶

來新的社會關係取代家庭的主要地位。 

  最後，社會活動的三個方面－生產、需要、繁殖－表現為雙重關係：一方面是自然

關係，另一方面是社會關係。馬克思使用這個社會關係時強調其意義是無涉於任何條

件、方式與目的之「許多個體間的協作」(das Zusammenwirken mehrerer Individuen)，然

而這是一個由現實抽象出來的普遍概念。不過現實的人並不存在抽象的世界中，反而是

只存在於現實而具體的世界，所以馬克思緊接著補上一定的生產方式或是工業階段始終

聯繫著一定的協作方式或是一定的社會階段，而這種協作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

(Produktivkraft)，這就是社會活動的第四個方面(MEW3，29f)。 

  社會活動的四個方面表明了「人們之間是有物質聯繫的」，這種聯繫是可以在每一

個時代和每一個人身上被發現，可以說人的存在有多久，這種聯繫就有多久。但是因為

生產與需要的增長產生新的社會關係，而生產力也隨之變化，這種聯繫便不斷採取不同

的形式，這就表現為「歷史」(ibid.，30)。 

                                                 
9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同樣也是一個把循環運動當成無限過程的提問。 



歷史與物質生活                                                                    6  

 

  這麼一來馬克思就將自己的歷史觀清楚地勾勒出來了，歷史本身就是人們之間的物

質聯繫採取不同形式的表現，或者是人的社會活動的表現，所以對歷史的考察必須不離

現實的社會，而不是將歷史視為精神或是思維的開展過程。馬克思將自己與德國哲學區

隔開來，不過他對德國哲學的批判並不止於指出唯心論者的歷史觀是錯誤的，而是更進

一步指出這種錯誤是如何可能的，以及「從現存的現實關係出發來說明這些理論詞句」

是如何產生的(ibid.，40)。 

 

第二節  分工與意識形態 

 

  在考察歷史的四個方面之後，馬克思才把意識(Bewußtsein)給放進來討論，意識是

由於交往的需要才產生的，它透過語言來表現自己，而語言就成了現實的意識(ibid.，

30)。意識既然是起於交往的需要，那麼意識最直接的對象就是關係(Verhältnis)－人的自

然關係與社會關係。意識對於人的自然關係的認識是被生產力所限定的，如果自然對人

來說是作為一個異於人類的力量而無法被人所掌握，並且還與人相對立的話，那麼人與

自然的關係在人的意識裡就成了某種自然宗教的意識－即人臣服於自然並且崇拜自然

的意識(ibid.，31)。意識對人的社會關係也同樣受到生產力的限定，因為人的社會關係

與自然關係都是人的社會活動的表現，人對自然的關係限定其社會關係，反之亦然，所

以意識對社會關係與其對自然關係是被生產力所制約的，於是馬克思把三個因素－意

識、生產力與社會狀況－視為彼此相關的，但是卻是可能而且一定會發生矛盾的(ibid.，

32)。 

  馬克思認為分工(Teilung der Arbeit)是這三個因素發生矛盾的關鍵，那麼分工是怎麼

產生？分工的矛盾是什麼呢？不過在這要先把馬克思擺一旁，先看看斯密是如何談分

工，而後才談馬克思的說法。這麼安排的原因是：拿斯密的說法來對照馬克思的，可以

有助於釐清兩者(斯密與馬克思或是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間的差異。 

  斯密在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開頭就是討論分工，分工在斯密看來是是資本主義

生產方式的重要特徵，因為「勞動生產力的重大進步… … 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Smith，

1976：13)。10為什麼分工可以促使勞動生產力進步，斯密提出了三個理由：第一，工人

熟練度提高；第二，工人只固定於一樣工作，可以節省原來在不同工作轉換時所浪費的

時間；第三，發明了許多機器，一個人就可以完成以前需要許多人的工作。這麼一來，

分工使得「各行各業的產出大增，因此可以達到全面富裕的狀況，將財富普及到最下層

的人民」(ibid.，22)。這是斯密認為分工促進勞動生產力所會帶來的結果，不過他更進

一步追問為什麼會有分工的產生，他給的答案是「人性當中有某種以物易物的傾向，… .

然而分工卻是這種性向必然產生的結果」(ibid.，25)。斯密認為這種交換傾向是人所獨

有而動物所沒有的，動物成熟之後，大都完全獨立自存。但是每個人幾乎都無時不刻地

需要他人的協助，如果所需要的協助只能靠別人的恩惠施捨，那是不可能的，要是他能

求助於他人的自利心的話，獲得協助的機會便大大增加，因為交換其實隱含著這樣的意

                                                 
10 斯密這句話裡的「似乎」是可以不去考慮的，因為斯密在後來的論證就是在說勞動生產力的
進步就是由於分工所引起的。 



歷史與勞動：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一章 

 

思：「給我那個我要的東西，你就會得到這個你要的東西」。斯密的這個觀點被後人以「屠

夫的自利心」－當今經濟學教本的固定班底－強調與? 述了這一點，這句話是：「我們

得到晚餐，不是出自屠夫、釀酒人或麵包師父的仁心善行，而是由於他們關心自己的利

益」(ibid.，25f)。或許斯密沒有注意到自利其實才是他所設定的人的固有傾向，而非交

換。交換僅只是作為自利的表現而已，因為當斯密繼續追問為何會有分工的產生，可以

看到他又將自利作為答案。11 

  對於分工是如何產生的看法，斯密用獵人作例子來說明，由於其中一位善製弓矢，

透過交換，他所換得的獵物比自己打獵更多，於是基於「自利的考量」(a regard to his own 

interest)，他就成了專門的武器製造者。斯密雖然一開始是以善製弓矢，即才能上的差異，

作為出發點，但是這個差異並非是巨大的，也不是分工的原因，而是自利的考量才使得

分工成為可能。因為，個人如果在某種社會活動上優於其他人，那麼他從事此一活動的

好處是：他所生產的產品會多於其他人，其生產的剩餘(扣除生產者本身的消費)就可以

與其他人交換更多的產品。這樣一來，其他人也會因自利的考量而從事自己所擅長的社

會活動，人們之間就將生產的剩餘與其他人相交換，如此分工才會形成，並且固定下來，

一但分工逐漸固定下來，那麼表現在人身上的才能才會有巨大的差異(ibid.，27f)。 

  雖然在斯密的論證中認為這種些微的才能差異是分工的起點，但是分工並不是些微

差異的後果，而是人的自利考量的後果，自利在這裡是分工的動力，而交換傾向並不是

分工的動力，而是自利的表現，然而這個表現卻讓斯密誤以為是分工的動力(MEW/EB1，

560f)。12 

  馬克思對於分工的看法就不像斯密是由自利出發，回到第一節所提到的社會活動的

四個方面，第三個方面講的是繁殖，由於繁殖，人與人之間就有夫妻、父母與子女的關

係，而這時候就出現了分工，因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為方面的分工，後來是由於天賦

(例如體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發地或『自然形成』(von selbst oder "naturwüchsig" 

macht)分工」。但是這種自然形成的分工並不等同於斯密所講的獨立生產者之間的分工，

在這種自然形成的分工中，家庭的成員並不是彼此自主而獨立的生產者，他們並不彼此

「交換」勞動產品，而是相互依賴地「共享」或是透過家父長來「分配」產品。但是由

於「生產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長以及作為二者基礎的人口的增多」使得新的社會關係

產生，並且擴大了分工的範圍，原來僅只是家庭內部的自然分工，也發展到家庭與家庭

或是部落與部落之間的分工，這時候分工才與交換牽上了線，家庭或部落分工的部分產

品才是為了交換的緣故才生產的(MEW3，31f)。 

  分工除了一開始是自然形成的之外，馬克思還指出了一點：「分工和私有制

(Privateigentum)是相等的表達方式(identische Ausdrücke)，對同一件事，一個[分工]是就

活動而言，另一個[私有制]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因為分工的勞動的分配與分工之後所

生產的勞動產品的分配，都會產生所有制(Eigentum)，例如家庭內部的分工與產品的不

                                                 
11 當代奉斯密為經濟學之父的後繼者不像斯密那樣，他們公開地宣稱人是自利的，其理性是用
以謀取最大利益的，而這種經濟人是經濟學的出發點。 
12 交換頂多只能說是分工的助力，因為分工的複雜是受交換範圍的大小而定，但是斯密會把交
換作為分工的前提，實際上是將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給當作所有社會的通則，因為只在資本主義
社會中，每個人才是獨立的生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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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分配(ungleiche… Verteilung)，則會使得妻子與子女成為丈夫的奴隸(ibid.，32)。這

種分工與所有制的關係被馬克思給指出來了，然而在斯密那邊並沒有被提到，但這並不

表示斯密沒有意識到分工與所有制的關係，對他而言，分工毋寧是私有制的同義詞，它

們是無需加以區分或說明的。因為當斯密以獵人分工的例子來說明時，他就已經預設了

分工的獵人的產品就是個人的私有財產，也就是可以透過私有者雙方的同意來相互轉讓

的財產。13 

  分工的發展所帶來的矛盾就是「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消費和生產」

的分離，它們可以由不同的個人承擔。精神活動與物質活動的分離使得從事精神活動者

可以擺脫物質與實踐的糾纏，讓意識去構造「『純粹的』理論」("reine" Theorie)，「純粹」

是因為意識可以「現實地想像」或是「現實地想像某種東西」－即把意識的想像當作某

種現實的東西，而這種現實地想像的意識與「現存實踐的意識」(Bewußtsein der 

bestehenden Praxis zu sein)才有了差別(ibid.，31)。14享受與勞動和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就是

在分工中的勞動與產品之不平等的分配，一部分的個人不勞動或者少勞動而分得多數產

品，而另一部分的個人則是多勞動但卻分得少數的產品。這麼一來，三個因素－意識、

生產力與社會狀況－彼此之間的矛盾也就由分工本身的矛盾性質給解釋了。 

  然而分工的矛盾除了勞動與產品的不平等分配之外，馬克思還將分工稱為「關於異

化範圍內的勞動社會性的國民經濟學用語」(der nationalökonomische Ausdruck von der 

Gesellschaftlichkeit der Arbeit innerhalb der Entfremdung)(MEW/EB1，557)。勞動社會性與

前述的「許多個體間的協作」是相同的，它們所要表明的意思就是：人之間的相互依賴

使得人之間有著物質聯繫，那麼他們的勞動其實是「彼此為了別人而勞動」(MEW23，

86)。每個個人的勞動其實都不只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這種相互依賴而且彼此為別

人勞動的關係是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共同利益」(gemeinschaftliche Interesse)(MEW3，33)。

不過這種共同的利益並不是只存在於觀念之中，而是存在於現實之中的。例如繁殖，父

母對子女的養育就是一種為別人的勞動，出了家庭的範圍，整個社會也是如此。分工作

為勞動社會性的異化表現，它會產生單個人或單個家庭的利益，這種特殊利益當然是起

源於分工所造成的勞動與產品的不平等分配與某種特定的所有制，這使得一部分的個人

凌駕於其他人之上，也就形成相互對立與矛盾的階級(Klassen)。 

  分工使得三個因素(意識、生產力、社會狀況)發生矛盾，也使得特殊利益與共同利

益相矛盾，分工除了造成勞動與產品不平等分配的所有制之外，只要分工不是出於「自

願」(freiwillig)而是「自然形成的」(naturwüchsig geteilt)，那麼分工的自然形成的性質也

是壓迫人的力量(ibid.，33)。因為自然形成的分工之出現使人固定在特殊的社會活動範

圍，唯有當他固定在這個特殊的範圍之內，他才能獲得生活資料，如果他想獲得生活資

料，那麼他就不應該脫離這個特殊的活動範圍。15由分工所帶來的「社會活動固定化」

                                                 
13 馬克思時常批評政治經濟學家如同神學家一般，一個是把自己信仰的宗教當成神的啟示，另
一個則是把現存社會形式當成自然且正常的。所以當斯密設想分工之後的產品分配時，他便反射
地想到一種所有制－即私有財產－與具有商品形式的勞動產品。 
14 對於純粹的理論之探討與分析，其更詳細的論證可見於伍至學的〈馬克思論哲學語言的秘密〉
(伍至學，1996：222-237)。  
15 同樣的看法在馬克思的重要著作都可以見得相似的說法，例如：「他只有作為工人才能維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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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chfestsetzen der sozialen Tätigkeit)使得人與人之間共同活動的社會力量─即擴大了的

生產力─成為不受人們控制，反過來統治人們的力量，因為這種生產力─即使它只是分

工的個人的聯合力量─是非自願形成的(ibid.，33f)。 

  這個非人所能控制的社會力量或是共同利益對人們的意識來說就是某種神秘而不

可知的「普遍者」，其地位就如同自然宗教的自然一樣，人們只能懾服其下。由於社會

力量不為人們控制但又支配著社會的發展，那麼在人的意識也就有個相對應的概念來指

涉這個普遍者，意識把這個普遍者當作獨立自主的東西並且是歷史或是社會發展的動

力，於是這種意識就成為意識形態(Ideologie)。意識形態就是指涉意識對這種不為人們

所掌握的分工關係或是共同利益之認識(孫善豪，1998b：125)。在意識形態中，這個普

遍者就成了想像的主體，而歷史就成了「想像的主體的想像活動」(eingebildete Aktion 

eingebildeter Subjekte)(ibid.，27)。 

  然而意識形態將想像的主體當成歷史動力的顛倒性格，正是現實的社會狀況的表

現，簡單地來說，就是內在矛盾表現為外在矛盾。因為意識的產物只是物質生活的產物，

或是被物質生活所限定，所以意識形態所具有的性質就能在物質生活中找到它的本源，

在人的物質生活中，他們的生產力成了無法被掌握的力量，反而成了由人自己產生卻又

無法由人所掌握的力量，這種現實的顛倒才使得意識形態得以可能。所以馬克思說「不

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正是因為意識可以由現實生活出發來重新描繪，

而意識形態的顛倒性格也就是現實生活的反射(ibid.，26f)。16 

  這麼一來馬克思就說明了德國現實與德國哲學的關係，德國哲學只是「各不相同地

解釋了世界」，各個哲學家所要求的就只是以自己的解釋來承認現實世界的存在。即使

他們之間的論戰再激烈，這對於現實的世界也無所撼動(ibid，535)。 

 

第三節 階級與政治經濟學 

 

  在前兩節闡述了馬克思的歷史觀。他與德國唯心論者的差別就在於前者是由現實生

活的人出發，並把意識當成他們的意識；後者則是由意識出發，把現實生活當成是意識

的活動。但是關於馬克思對於政治經濟學的非歷史性的責難則還是未被解釋。政治經濟

學既然是以考察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作為起點的－也就是以現實的人與其生活作

為研究的對象－，那麼它為何具有「非歷史的」性格呢？ 

  在第二節提到分工使得社會狀況矛盾，人們之間分裂為不同的階級，在分工中佔有

優勢的人就成為統治階級(herrschende Klasse)。他們支配了物質生產資料，也就支配了

從屬於物質生產資料的人，即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在社會上佔有統治地位的物質力

                                                                                                                                            
為肉體的主體的生存，並且只有作為肉體的主體才能是工人」(MEW/EB1，513)；「勞動力所有者
沒有可能出賣有自己的勞動物化在內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於他的活的身體中的勞動力本身
當作商品出賣」(MEW23，183)。 
16 「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這一句的另一個版本是「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
(bestimmt)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然而當馬克思這麼說的時候，
並不是要表達社會存在與意識之間有著「一對一」的關係，而是「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bedingt)
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MEW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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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時也就佔有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因為統治階級的個人都具有意識，也會思維，

他們也就調節著自己時代的思想生產與分配，所以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只是佔統治地位的

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ibid.，46)。17 

  不過統治階級的思想的生產與分配並不是由整個統治階級一起協作的，反倒是由於

分工的關係，統治階級內部也分裂出該階級的思想家來承擔思想生產的工作，而另一部

分的人則作為其思想的消極接受者。這樣的分工關係會使得這兩部分的人形成某種對立

與敵視，因為思想家能夠現實地想像的意識讓他們將現實的活動都置於觀念或者概念的

統籌之下，所以也就會產生一種假象是：「歷史上始終是由思想佔統治地位」。佔統治地

位思想的這種個性使得思想接受者不免產生「打高空」的看法，因為這些思想接受者是

這個階級的積極成員，即他們是實際統治的個人。但是這種對立關係並不是真正的階級

矛盾，當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發生衝突時，統治階級內部的敵對便會自行消失，因為

統治階級的思想家只是以建構統治階級對自我的幻想為職業，這種實際依附於統治階級

的利益，使得他們共同以被統治階級為敵人(ibid.)。18 

  然而馬克思指出一點，如果不考慮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之基礎－即現實的個人與歷史

基礎－，則會發現一個現象：那就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將會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也就

是越來越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這個現象是由於統治階級的更替所造成的，企圖取代原

有統治階級的階級為了達成目的，也就必須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說成所有社會成員的共同

利益，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描繪成唯一合

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ibid.，47f)。 

  新的統治階級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在它推翻舊的統治階級之前並不僅僅是作為

一個階級，而是「全社會的代表」。它作為全社會的代表的基礎是它的特殊利益與被統

治階級的共同利益－相較於統治階級－有著更多的聯繫，一旦新的統治階級推翻舊有的

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就可以擺脫舊有關係的束縛，使得自己的特殊利益得以作為一個

階級的利益發展，例如當資產階級取代了貴族統治之後，無產者(Proletarier)才會上升到

無產階級(Proletariat)，並且作為與資產階級相對抗的被統治階級(ibid.，48)。 

  政治經濟學的非歷史性也就是來自於：資產階級將自己的特殊利益，以合乎理性與

具有普遍性的形式，表達於觀念上，政治經濟學者作為這個階級的思想家，對於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才會有這種絕對化的看法，所以「資本」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用來指稱「生

產工具」的特殊經濟範疇，但是對政治經濟學來說，所有歷史上的生產工具無非就是資

本，而斯密才會將獨立的私人生產方式視為普天之下的唯一方式。 

  馬克思雖然指出政治經濟學的非歷史性是來自於現實社會的階級矛盾，然而他並不

只是點出這個事實而已，而是繼續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

                                                 
17 阿圖色在其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一文裡強調統治階級的「生產條件的再
生產」分成兩方面：生產力與現存生產關係。統治階級佔有思想的生產與分配是屬於後者，它是
透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再生產出來的(Althusser，1971：127f)。 
18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統治階級的思想家的地位實際上是與工人相同的。雖然他們是作為統治
階級的思想之生產者，但是他們卻又不是直接掌握資本、進而直接剝削工人的勞動。他們與工人
相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是雇傭關係裡的勞方，所以他們之間的區別只是精神
勞動與物質勞動的區別。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之前，負責統治階級的精神勞動者則可能占統治階
級裡面或高或低的位置，如原來的「士」是貴族中最低的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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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交換關係」，並且指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MEW23，12；15)。馬克思之所

以這麼做，一方面是符合他自己所確立的歷史觀，也就是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 …

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形成」(MEW3，38)；另一方面是他的徹底性：政治經濟

學批判除了說明政治經濟學的非歷史性之成因外，還必須追問政治經濟學所立足的基礎

(孫善豪，1998b：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