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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勞動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馬克思繼續追問政治經濟學所立足的基礎是什麼，而這個追問可說是佔據了他大部

分的研究。如他自己於Das Kapital所言，商品生產中的勞動二重性(zwieschlächtige Natur)

是「政治經濟(學)的理解」的關鍵(Springpunkt)，而且也是他自己首先「批判地證明的」

(kritisch nachgewiesen)(MEW23，56)。19不過，將勞動的二重性當作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關

鍵並不是馬克思在研究政治經濟學一開始便有的起點，反而是他的研究結果。在他首次

研究政治經濟學時，便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用的是「異化勞動」(entfremdete Arbeit)，而非

勞動的二重性。 

  然而，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不論青年或晚年，始終奠基於勞動這個經濟範

疇上面，那麼勞動為何可以作為這個批判的堅固起點呢？20而馬克思又是如何以這個起

點來批判政治經濟學呢？本章則試圖? 述之。 

 

第一節 勞動與人 

 

  在第一章談到歷史時，它的第一個方面是生產滿足需要的資料的社會活動，人必須

滿足這個條件才能生存，這意味著人必須與自然相交往，以便獲得生活資料，這是「人

類生存條件」(Existenzbedingung des Menschen)，也是人類生活「永恆的自然必然性」

(ewige Naturnotwendigkeit)(ibid.，57)。然而人要滿足這個生存條件的話，就必須透過「勞

動」(Arbeit)－即「勞動力」(Arbeitkraft)的使用－來滿足這個條件，因為勞動是「人和

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過程」(seiner Stoffwechsel mit der 

Natur)(ibid.，192)。21 

  這種人與自然交往的關係被阿蘭(Hannah Arendt)界定為活動生命(Vita Activa)－勞

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之中的勞動，在其定義之下，勞動只是對應著「人

體的生物過程」(Arendt，1998：7)。這種生命活動其實無異於動物維持自己生存的活動，

是人與動物所共有的，所以阿蘭認為從事勞動的人就是「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

這種勞動者只是比較高級的動物而已。阿蘭認為馬克思的勞動指的就是這種與動物相同

的勞動，而且馬克思還把這種位於活動生命末流的勞動當作區分人與動物的差別，也就

是用「勞動的動物」取代了古希臘傳統對於作為人與動物之別的「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 (ibid.，84f)。 

  其實，阿蘭想要表達馬克思的錯誤就在於：把人與動物共有的東西－即勞動－當作

                                                 
19 將勞動視為關鍵的觀點在 Einleitung von 1857就可以見到，因為馬克思已經把「勞動」、「勞動
一般」(Arbeit überhaupt)稱為「現代經濟學的起點」(der Ausgangspunkt der modernen 
Ökonomie )(MEW13，635)。 
20 C. J. Arthur亦認為馬克思在 Pariser Manuskripte和 Das Kapital都是採取批判的勞動觀點
(Arthur，1986：145)。 
21 勞動力是「活的個體的能力」 (Anlage des lebendigen Individuums )，所以勞動力與勞動的差別
在於勞動是勞動力的使用，也就是透過勞動，勞動力才得以表現出來 (MEW23，185)。 



勞動與政治經濟學批判                                                              13 

 

人的活動生命之最高級的活動。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區分人的勞動與動物的勞動不同

嗎？對於這一點，阿蘭的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馬克思自己的答案卻是否定的。 

  雖然人與自然交往是所有動物所共有的活動，而勞動是這個過程必要的中介，但是

對馬克思來說，他自己在 Das Kapital清楚地表明了所要談的並不是「動物式的本能的

勞動形式」(tierartig instinktmäßige Formen der Arbeit)，而是「人的勞動」(die menschliche 

Arbeit)(MEW23，192)。22 

  人的勞動與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的差別在哪裡呢？馬克思以「建築師與蜜蜂」的例

子來說明。雖然蜜蜂築巢的本領讓建築師汗顏，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在以蜂蠟建築蜂巢

之前，就已經在腦中將它建成了。兩者雖然都使自然物發生變化－或者都是動物與自然

間的物質變換－，但是兩者的差別就在於：對人來說，有個「目的」(Zweck)是「作為

規律決定著他的活動的方式和方法的」(die Art und Weise seines Tuns als Gesetz 

bestimmt)，而且人在改變自然物中，實現這個被他所認知的目的(ibid.，193)。 

  馬克思對於人與動物的區別並不是只有在 Das Kapital才被提出，而是早在 1844的

Pariser Manuskripte就已經出現過了。對於人的「類生活」(Gattungsleben)馬克思作出了

三個區分，如果類生活從「肉體方面」(physisch)來看，人與動物都依賴「無機的自然」

(unorganische Natur)來生活；從「理論方面」(theoretisch)來看，自然就是人的意識的一

部分，是人的「精神的無機的自然」(geistige unorganische Natur)，而自然作為人的精神

的無機的自然，又分為「自然科學」(Naturwissenschaft)與「藝術」(Kunst)的對象；從「實

踐方面」(praktisch)來看，自然就是人的生活與人的活動的一部分，而且人把自然當成

「人的無機的身體」(unorganischer Leib des Menschen)(MEW/EB1，515f)。 

  人除了在理論上與實踐上把自然物當成自己的對象，同時，人也把自己和自己的活

動當成自己的對象，人的這種特性使得他在對待自己維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勞動時，就

已經與動物產生了區別，因為「動物和它的生命活動是直接同一的」(Das Tier ist 

unmittelbar eins mit seiner Lebenstätigkeit)，而人把有意識的生命活動與動物的生命活動

給區別開了(ibid.，516)。 

  馬克思所要表達人的勞動的特性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freie bewußte 

Tätigkeit)，由於這一點，人才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ibid.，516)。所以阿蘭所認為的「馬

克思的勞動概念」其實是「阿蘭自己的勞動概念」，實際上是她自己語源學地

(etymologically)推導而得出的勞動概念(Arendt，1998：80f)。雖然阿蘭幫它冠上了馬克

思的名號，但這只是阿蘭為了自己所創造的一個稻草人。23 

  人的「類本質」(Gattungswessen)－即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在勞動中被表現出來，

也就是透過勞動作用於自然、改變自然才得以展現出來，這樣自然就作為「勞動的對象」

(Gegenstand der Arbeit)，並且表現為「人的類生活的對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 des 

Gattungslebens des Menschen) (MEW/EB1，517)。但是，馬克思認為人的類生活在資本主

                                                 
22 對於人只有動物式的本能的勞動形式之狀態，馬克思並不否認可能有這一點，有的話也是太
古時代的事情了(MEW23，192)。 
23 李培元認為阿蘭對馬克思的勞動理解是「嚴重扭曲」，是「把馬克思囚禁在動物園之中」(漢娜．
阿蓮政治行動論之解析，1988，40-41)。而W. A. Suchting對阿蘭在 The Human Condition中的馬
克思稻草人有更為詳細的探討(Suchting，1962：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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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生產方式下是以「異化」(Entfremdung)的形式被表現出來的。然而為何會有異化的產

生呢？異化是如何可能的呢？ 

 

第二節 異化勞動 

 

  馬克思在 Pariser Manuskripte 斷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類生活是以異化的形式來

表現，不過馬克思的說法並非出於獨斷，而是正有一個事實或現象作為異化勞動

(entfremdete Arbeit)的表現，這個現象就是：「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力量和數

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產品越多，他就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

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不僅生產商品，它還生產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

且是按它一般生產商品的比例生產的」(ibid.，511)。 

  這個事實就是馬克思研究的起點，然而這個事實之所以可以作為研究的起點，是與

馬克思自己的方法有關的。因為人的類本質需要透過人的勞動表現在人實踐地改造自

然，那麼也只有透過這個改變自然的事實才有辦法認識到人的勞動與人的類本質。這也

就是說人的本質只能透過對象來表現，如果馬克思要推導出人的類生活是以異化的形式

表現出來，在現實之中就必須有一個異化的事實作為相對應的表現，而工人與勞動產品

的關係就是馬克思所指出的相對應的事實，這就是他的研究起點。 

  由這個事實－即工人與勞動產品的關係－馬克思推導出異化勞動的第一個「規定」

(Bestimmung)：工人與他自己的勞動產品是異化的。儘管工人在勞動過程所生產的產品，

只是他的「勞動的對象化」(die Vergegenständlichung der Arbeit)與「勞動的現實化」

(Verwirklichung der Arbeit)，但是這個勞動的結果在與工人的關係裡竟是與工人相對立

的，它表現為一種－雖然是工人生產的－不依賴工人的存在，而且具有獨立的力量。勞

動產品與工人的異化，使得工人越是把自己的勞動作用於自然時，他就越是喪失自己的

「生活資料」(Lebensmittel)，而這種喪失是具有雙重面向(doppelte Seite)的：第一，工人

失去了勞動的生活資料，因為勞動所創造的異己對象越多，它們就越不成為工人的勞動

對象，所以工人的勞動失去了對象，也就是失去了勞動的生活資料；第二，自然越來越

不提供工人「直接意義的生活資料」(Lebensmittel im unmittelbaren Sinne)，因為工人在

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中並不是直接地生產滿足肉體需要的資料，而是生產對立於工人

的產品。異化帶來的雙重喪失使得工人不得不臣服於對象的力量，成為對象的奴隸，這

種奴隸狀態使得工人必須先得到工作，而後才能得到「生存資料」(Subsistenzmittel)，也

就是說：工人如果不工作、不使自己的勞動對象化為異己的產品世界，他就不能夠生存；

一但工人為了生存而去勞動，他就使異己的對象世界更具有力量，從而使得自己的奴隸

狀態更為加劇。24所以工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使得工人面臨了兩難：不是餓死，就是成

為奴役自己的幫兇(ibid.，511f)。 

  勞動對象與工人相異化、相對立，使得工人面臨了兩難，但是工人與勞動產品的異

化其實是工人自己勞動的結果，是工人讓自己的勞動產品與自身相異化，所以由工人與

                                                 
24 馬克思使用生活資料時，其實是有兩種意義的，一是指勞動對象，二是指用以維持生活的直
接意義的生活資料，也是就等同於生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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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產品的異化的考察，馬克思推導出異化勞動的第二個規定：工人與自己的勞動活動

的異化。 

  工人與自己的勞動活動的異化同樣地也會表現在工人與自己的勞動活動的對立與

衝突，這種對立使得勞動活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äußerlich)，也是「不屬於他的

本質」(nicht zu seinem Wesen gehört)的，因為他的勞動活動對他而言「不是自願的，而

是被迫的、強制勞動」(nicht freiwillig, sondern gezwungen, Zwangsarbeit)。25促使工人去

從事異化的勞動活動之驅力就是工人謀生的需要，由於這個目的，工人才會去從事異化

的勞動活動，所以工人的勞動活動只是作為滿足需要的一種「手段」(Mittel)。這麼一來，

異化的勞動活動不是工人的「自主活動」(Selbsttätigkeit)，對工人來說，「他的活動屬於

別人，這種活動是他自身的喪失」(Sie gehört einem andren, sie ist der Verlust seiner 

selbst)(ibid.，514)。 

  在異化勞動的第二個規定中，馬克思指出了工人的勞動活動只是作為取得生存資料

的手段，和工人的勞動活動對於他來說並不是自己的與自願的，而是別人的與強迫的。

由此，馬克思繼續追問異化的可能條件，並且推出第三個規定，這個規定就是人與類本

質的異化。 

  在第一節已經提到馬克思認為人的類本質就在於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由於這個特

性，人才與動物區別開來，並且把維持生命的活動當成手段，而非當作目的。但是異化

勞動卻將人的類本質給顛倒過來，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對工人來說只是手段，因為工人

的勞動活動不是為了滿足勞動的需要，而是肉體生存的需要，所以維持生命的活動對工

人來說不是手段，而是目的。不過，人與類本質的異化除了表現在工人與勞動活動和工

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之外，異化還會表現在人與人之間，所以第四個規定就是人與人的

異化。 

  馬克思在第二個規定中已經提到工人的勞動活動不是工人自己的，而是屬於別人

的，這個別人是作為「異己的存在物」(fremdes Wesen)與「工人之外的別人」(andere 

Menschen außer dem Arbeiter)和工人相對立的，這個異己的存在物也出現在異化勞動的

第一個規定與第二個規定，作為工人的勞動產品與勞動活動的占有者，因為「只有人本

身才能成為統治人的異己力量」。所以工人不只生產出與自己對立的勞動產品和勞動活

動，而且生產出「別人與他的生產和他的產品的關係，以及他與這些人的關係」，所以

工人也就生產出了資本家與自己勞動的關係(ibid.，517f)。 

  最後，由現實分析出的異化勞動的四個規定，馬克思指出「私有財產一方面是外化

勞動的產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是這一外化的實現(Realisation dieser 

Entäußerung)」(ibid.，520)。26外化、異化勞動必須透過私有財產來表現與實現，私有財

產成了「外化勞動的物質的、概括的表現」，那麼在異化勞動中所具有的規定，也同樣

地會表現在私有財產上面，於是私有財產包含著兩種關係：「工人與勞動、自己的勞動

                                                 
25 自願的(freiwillig)這個形容詞也同樣出現在先前提到的分工，分工只要不是自願的，而是自然
形成的，那麼它就會成為一股壓迫個人的力量；而工人的勞動活動不是自願的，而是被強迫的，
那麼工人的勞動對象化就會成為一股壓迫工人的力量。 
26 異化(Entfremdung)與外化(Entäußerung)在 Pariser Manuskripte往往是一起出現並且用來指涉工
人與其勞動或是產品的對立，於此將之視為同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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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和非工人(Nichtarbeiter)的關係，以及非工人與工人和工人的勞動產品的關係」

(ibid.，522)。 

  如果對照第一章所論馬克思的分工理論，其實可以發現異化勞動與分工是相似的，

第一，異化勞動使工人生產出資本家，而分工也使得享受與勞動和生產與消費可以由不

同的個人來承擔；第二，異化勞動指出工人的產品與勞動屬於資本家，而分工也提及勞

動與產品會有不平等的分配；最後，異化勞動與分工都是私有財產的出現的原因。不過，

阿圖色認為馬克思在論述兩者時，這之間是有差異的，因為馬克思在 Pariser Manuskripte

與 Die deutsche Ideologie 之間是有個認識論上的斷裂，這個斷裂使得馬克思的思想區分

成意識形態與科學的兩部分。不論阿圖色的說法是否正確，其實這兩者最顯著的差別就

是：馬克思在 Pariser Manuskripte 用了費爾巴哈的「類」的概念，但在Die deutsche 

Ideologie 卻批評了這一概念(MEW3，19)。 

  誠如馬克思自己所說，Die deutsche Ideologie 是用來區分自己與當時德國哲學的著

作，馬克思在此強調自己與德國哲學的差異就在於是由實際活動的人做為出發點，說明

德國現實與德國哲學的關係。費爾巴哈是當時德國哲學的一份子，雖然是唯物論者，但

卻被馬克思在 Thesen über Feuerbach歸類為「舊唯物論」，而非馬克思自己所採的「新

唯物論」(ibid.，535)。馬克思之所以做此區分，是因為費爾巴哈的歷史與唯物論是互不

相干的。費爾巴哈指出宗教是人所產生的，是由人的本質異化出宗教，這種宗教世界與

現世世界的分裂對費爾巴哈來說是自然的，因為人的本質就是如此。但是馬克思認為宗

教世界與現世世界的分裂只能是由於現世世界的自我分裂來理解，而這個現世世界的分

裂是分工所帶來的階級對立。費爾巴哈忽略了他所討論的人其實應該是屬於特定的社會

形式，因此他不是由現實活動的個人出發，從而他的人只是抽象的、具有宗教情懷的個

人。既然費爾巴哈將歷史的前提抽象化了，於是他的歷史也只能是抽象的歷史、不涉及

現實的歷史(ibid.，45)。 

  費爾巴哈雖然把宗教的產生歸結到抽象的人的本質，但是這種解釋是馬克思所不接

受的，因為人的本質並不內在於單個個人，而是「社會關係的總和」(Ensembl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 

  既然馬克思的唯物論要求要從現實活動的人出發，那麼以這個標準回過頭檢視

Pariser Manuskript時，可否將馬克思的類的概念視為同樣是唯心且意識形態的呢？答案

也許不是阿圖色所肯定的。 

  馬克思認為人的「實際的本質」(wirkliches Wesen)是社會關係的總和，而異化勞動

的第一、第二與第四個規定都是社會關係的一部分，而且與分工的內容是相類似的，唯

獨第三個規定－人與類本質的異化－的類本質是 Pariser Manuskript所特有的。雖然人

的類本質確實是個抽象的觀念，但是馬克思的這個觀念並非是憑空而來的，而是由現實

出發所得到的抽象，是異化勞動其他三個規定的可能條件－也就是工人為何可以與資本

家相對立、工人為何可以與自己的勞動與勞動產品相對立－，這個條件就是：人本身就

是對立的。 

  細究馬克思的人的類本質，可以發現類本質是指涉自由與必然的結合關係，如前所

述，人的必然性就在於必須不斷地與自然交往，以維持肉體的生存，但是人卻可以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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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必然性的維生活動轉變為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其原因就在於人的意識(或精神)與人

的實踐(Praxis)。人的意識把自身與自身的活動當作對象，所以人在實踐的時候是依照自

己的目的來活動，把自己的目的給對象化，實踐意志所給定的目的，這麼一來，人才是

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才是類存在。所以人自身的對立也就是這種自由與必然的對立(自

由王國與必然王國的對立)，也就是人本身就具有二重性。 

  自由與必然的關係，是馬克思在類本質與異化勞動所要表達的，而這種關係在馬克

思 Pariser Manuskripte 之後的文本都可以找到蹤跡，例如在Die deutsche Ideologie，分工

使得人限制於特殊的活動範圍才能獲得生活資料，使得人的物質生活變成目的，而自主

活動成為手段(ibid.，67)，這是與異化勞動所要表達的關係是相同的。而在共產主義社

會之中，人不再囿限於特殊的活動範圍，因為社會調節「整個生產」，使得人可以依「興

趣」而勞動(ibid.，33)，這就與類本質的意義相同。同樣，在 Das Kapital也可找到相對

應的敘述，勞動力的買與賣指出工人是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之外便沒有別的商品可賣的自

由人，如果他不賣出自己的勞動，工人就無法維持自己的生存(MEW23，183f)。而馬克

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其社會生活的過程處於「人的有意識有計畫的控制之下」，

所以人與人之間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才是「極明白而合理的關係」(ibid.，92f)。 

  不過，馬克思的類概念並不是如費爾巴哈一樣是一個抽象而給定的本質，反而是由

經濟現實所得到的一個抽象，如果沒有它的話，單就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來看，

那麼異化勞動就是人的本質，而馬克思自己也就會－如他所批判的政治經濟學一樣－把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的人視為普遍而自然的人。 

  雖然馬克思在 Pariser Manuskripte中以這個人的二重性作為批判政治經濟學的關

鍵，但是在 Das Kapital他則以勞動的二重性作為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關鍵，為何馬克思

有這個轉變呢？而勞動二重性與人的二重性是什麼關係呢？ 

 

第三節 商品的二重性與勞動的二重性 

 

  在Das Kapital的第一章，馬克思以商品的分析作為開頭，因為商品是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為主的社會的財富之元素形式。為什麼商品可以作為分析的起點呢？如果就馬克

思自己要求的由現實出發，為什麼商品有這樣的「能耐」來擔當這個現實呢？27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其他社會生產方式最為不同的特徵就在於商品生產的普遍

性，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色，除了資本把所生產的產品當作商品在市場上販賣之

外，工人也把自己的勞動力當成商品在市場上販賣。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下，人們是普

遍地作為商品占有者在市場上與其他商品占有者發生關係的；人們不是藉由生產自己的

生活所需的產品來滿足自己，而是透過生產滿足他人需要的商品來獲得自己生存所需要

的商品。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人不是拿著自己的商品去販賣，就是把自己當成商

品來販賣，於是如斯密所說：「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成了商人，而社會本身也成了真

正的商業社會」(Smith，1976：36)。 

                                                 
27 於孫善豪的〈資本的創世紀〉裡面詳論為何 Das Kapital要以商品作為起頭，其包含了「對資
本主義社會的描述」、「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與「方法」(孫善豪，1996：206-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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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就馬克思的說法，是一個外在的「對象」(Gegenstand)、一個「東西」(Ding)，

它以它的屬性來滿足人的需要，商品之所以可以用來滿足人的需要，是因為它具有「有

用性」(Nützlichkeit)，這使得商品成為「使用價值」(Gebrauchswert)。不過，商品除了

具有使用價值之外，商品還具有交換價值(Tauschwert)，因為在商品與商品之間的交換比

例的量的關係，使得商品具有交換價值，它使得商品可以依一定的比例與其他商品交換

(MEW23，49f)。 

  雖然商品之間的交換比例是隨時隨地在變動著的，這種現象使得商品的交換價值表

現為只出現於商品之間的偶然的與任意的關係，但是馬克思卻要追問單個商品本身是否

具有「內在的交換價值」(immanenter Tauschwert，valeur intrinsèque) (ibid.，51)。馬克思

的追問其實是要探求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否有個基礎，假使有的話，這個基礎會是什麼。

若是答案是肯定的話，那麼交換價值看似任意與偶然的變動也就是受這個基礎所限制，

也只能是這個基礎的表現形式而已。 

  馬克思的分析也確實得到肯定的答案，雖然交換價值看似為量上的偶然關係，但是

商品之間要能有量上的比例關係，那麼它們之間也就必須先化為「共同的東西」，才能

比較(ibid.，51)。不過這個共同的東西與商品的使用價值是一點關係也沒有的，因為使

用價值是來自於商品的各種「物體的屬性」，這些物體屬性所形成的有用性在商品與商

品之間是質上的差異，這種質上的差異是不能量化比較的，例如長度與重量。所以商品

的交換關係是不考慮其使用價值的，而是「從各種使用價值裡抽離出來」的，那麼把商

品的各種使用價值或是物體屬性給拋開，商品還剩下什麼呢？配第說「勞動是財富之

父，而自然是財富之母」(MEW13，23)。這個說法也是馬克思所同意，於是去除了商品

－資本主義社會的財富－的自然的屬性，所剩下的也就是勞動，而商品體也只剩下「勞

動產物」(Arbeitsprodukten)的這個屬性(MEW23，52)。 

  雖然商品體只剩下勞動產物的這個屬性，但是這個勞動產物不再具有任何的有用

性，也就使得為生產這個商品體的勞動失去了其有用性與其「具體形式」，剩下的就是

由化約所得到的沒有差別的「人類勞動」，或是「抽象人類勞動」(abstrakt menschliche 

Arbeit)。此外，這個勞動產物既然失去了各種自然屬性，它也就不再是一個具體的感性

對象，它所剩下的就是個「幽靈般的對象性」(gespenstige Gegenständlichkeit)，這個對

象性之所以是幽靈般的，正是因為它不是感官經驗可以捕捉到的(ibid.，52)。 

  所以由分析商品的交換價值開始，馬克思得到了一個人類勞動的純然凝結物，這就

是「人類勞動力的付出」。這是作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之基礎，也是所有商品都可以建立

在其上的基礎，因為所有的商品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它們之間可以化為量上的比例關

係，是由於它們在質上已經都是人類勞動力的付出。雖然馬克思已經指出交換價值的基

礎是人類勞動，不過人類勞動還必須透過「價值」(Wert)來表現，因為價值是這個社會

－即資本主義社會－的人類勞動的表現，人類勞動與價值的關係如同生產工具與資本一

樣，價值一定是人類勞動，但是人類勞動不一定會是價值。所以商品的「內在交換價值」

就是價值，而商品的交換價值其實是價值的表現形式，因為交換價值是商品之間的比例

關係，這個比例是商品之間不同價值量的表現而已。 

  馬克思由對商品的分析得出了人類勞動、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關係，從而也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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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與斯密的看法區分開來，因為斯密認為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只是「價值的兩種不同

意思」(Smith，1976：44)。但是馬克思認為交換價值只是價值的表達形式，兩者是相關

聯的，而使用價值與價值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這兩者是不能相混淆的，並且也不是價值

的兩種不同意思，因為使用價值是就物體的屬性來考量，它所表達的是質上的差異；而

交換價值是商品間的價值量的比例關係，所以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的使用價值(MEW23，

52)。 

  馬克思從對商品的二重性(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分析得到了內含於商品的勞動的二重

性(有用勞動與人類勞動)，勞動的二重性可以說是馬克思理解政治經濟學的關鍵，因為

它可以解決先前政治經濟學所未能釐清的概念與沒有合理解釋的規則。例如斯密雖然已

經把勞動視為創造財富的活動，並且區分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意義上差別。儘管他

提出了「水與鑽石的矛盾」，但是卻未能解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關係；或是當斯密

企圖說明交換價值的真實測量標準時，他卻以不同的說法來解釋這個真實的測量標準，

有時他把生產商品的勞動量作為商品交換價值的標準，有時是以商品所能購買到的勞動

數量，或是把工資、利潤與地租當作商品的交換價值的三個來源。 

  所以馬克思分析所得的勞動二重性成了他檢視政治經濟學的制高點，這是他由「個

別上升到一般」所得到的「抽象的規定」(abstrakte Bestimmung)，也是他在方法上的「第

一條道路」(erster Weg)。然而他還必須重新由這個制高點再往回走，由抽象的規定「在

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生產」(zur Reproduktion des Konkreten im Weg des Denkens)，

而這是方法上的「第二條道路」(zweiter [Weg])(MEW13，632)。方法上的第二條路也就

要求馬克思必須由勞動的二重性作為出發點，把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對象重新地生產出

來，所以馬克思必須重新建構政治經濟學，使其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能夠表現出來。馬

克思首先要建構政治經濟學的對象是作為與商品相對立的錢(Geld)，因為商品值錢或是

錢可以購買商品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情，這是商品的交換價值最為人所知的形式。雖然

人們都知道並且也這麼做了，但卻不知道為什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可以用「錢的形式」

(Geldform)來表達。而政治經濟學家對於錢是什麼有著不同的答案，但是他們並未說明

錢的「起源」(Genesis)，只是用許多歷史資料來掩蓋這個問題，所以馬克思要做的就是

解開「錢之謎」(Geldrätsel)，說明錢是從何而來(MEW23，62)。28 

  商品的價值可以透過錢的形式來表達，也可以透過與另一個別的商品交換關係來表

達，也就是以物易物的形式來表達。儘管這種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是交換價值最為簡單

的表達形式，但是交換價值的錢的形式卻是由此發展出來的，而「所有價值形式的秘密」

都隱藏於其中，所以馬克思首先要分析這個價值形式，作為解謎的第一步。 

  簡單的價值形式是由兩個不同的商品所形成的關係，可以表示為 X量商品A=Y 量

商品 B，或是 X量商品 A值Y量商品B。在這個價值形式裡，商品A的價值表現為「相

對的價值」(relativer Wert)，因為它是透過商品 B來表達自身的價值的，所以商品 A處

在「相對價值形式」(relative Wertform)；而商品 B就是表現商品 A的價值之「等價物」

                                                 
28 在政治經濟學裡面，對於錢是否本身就具有價值，有著不同看法。例如洛克認為金銀本身並
沒有價值，而是人所想像的(洛克，1986：31)；而有些人認為錢只是價值符號，是為了交易方便
而產生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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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Ä quivalent)，所以它是處在「等價形式」(Ä quivalentform)。所有的價值形式都有這兩個

部分，或者可以說是這兩個部分構成了價值形式，它們是價值形式的兩極，而且是彼此

相關聯卻又相對立的環節。價值形式的兩極必須由不同的商品來擔當，因為 X量商品

A=X量商品A無法表達出 X量商品 A的價值，這個等式只能說明 X量商品 A是這個

「使用對象的特定的量」(ibid.，63)。所以，價值形式的限制就是：同一商品不能同時

處於相對價值形式與等價形式。 

  一個商品在價值形式裡扮演什麼角色是由它的位置來決定的，首先來看相對價值形

式，在這一端的商品A的價值並不可以藉由自身來表明，它是透過另一個商品，商品 B，

來表現的。所以商品A的價值是由商品 B的身體所表現出來的，也就是「一個商品的

價值在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裡被表達出來」，所以商品B對商品A而言就是價值的化

身，它被當成「體化了的價值」或是「價值體」(ibid.，66)。 

  雖然商品A的價值藉由商品 B的身體給表現出來了，但是商品 A的價值量的變動

並不能完全地反映在商品 B的身上，因為商品B的價值量也是會變動的。所以相對價

值－作為價值的表達形式－是不夠精確的，因為商品的價值量的改變與這個商品價值量

的相對表達是完全不需要一致的(ibid.，69)。 

  其次，處在等價形式的商品 B是位於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 A的價值存在的表達，

商品A透過與商品 B的直接交換來表現自身的相對價值，這使得等價形式表現為「可

以和別的商品直接相換的形式」。雖然在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 A把等價形式的商品 B當

成了價值體，不過就等價形式來看，商品 B的價值量是不被考量的，它是以其自然形式

出現的，它只是表現為「某物的量」或是「使用價值的量」，所以商品的等價形式是「不

包含量上的價值規定」(ibid.，70)。 

  但是這與相對價值形式是相對立的，因為商品 A的價值是透過商品B的身體給表

現出來的，所以在等價形式上出現了第一個特點：「使用價值變成了它的對立者－價值

－的表現形式」(ibid.)。而且由第一個特點還可以推出第二個特點：「具體勞動變成了它

的對立物－抽象人類勞動－的表現形式」。最後，馬克思還推出第三個特點：「私人勞動

變成了它對立物的形式、變成了直接社會形式裡的勞動」(ibid.，73)。 

  等價形式之所以會有這些特點，可以說是商品二重性的表現，因為位於相對價值形

式的商品 A無法以自身表達出自己的價值，既然所有的商品都具有二重性，也就是它們

都具有價值的這個因素，那麼商品A就可以用別種商品來表達它所具有的價值，這個被

用來表達商品A的價值的另一個商品，就是價值體。但是對商品B來說，它本身單獨

地來看的話，它就只是個使用價值，而一但它被放在簡單價值形式的等價形式之中，交

換的關係就使它成為價值的化身，所以這就成了交換關係賦予等價形式的第一個特點。

那麼等價形式的第二個特點也就是當然的結果，因為馬克思已經推出價值是人類勞動的

表現，而使用價值是有用勞動的表現，所以等價形式也就把有用勞動當成人類勞動。最

後一個特點是私人勞動表現為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作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私人勞動

之所以變成社會形式的勞動，是因為其商品是為滿足他人的需要而生產的，他創造的是

「社會的使用價值」，唯有如此，他的勞動產品才能是商品(ibid.，55)。此外，商品不論

是某甲還是某乙所生產的，都是一定勞動量的付出，是人類勞動的表現，這種共同且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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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的質－雖然是以商品的價值來表現－其實是表示它們都是社會勞動的整體的一部

分，但是等價形式裡的私人勞動並非自身就是作為社會勞動的表現，而是相對價值形式

把它當成人類勞動，進而當成社會勞動的化身，所以私人勞動就成了社會勞動。29 

  簡單價值形式總地來說就是將商品二重性的內部對立給表現成相對價值形式與等

價值形的外部對立，也就是由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表現出來。雖然在簡單價值形式裡面

還不能看到錢是怎麼產生的，但是這個「胚胎形式」(Keimform)卻能透過一系列的形態

變化發展成「價格形式」(Preisform)－即商品值錢的形式(ibid.，76)。簡單價值形式的進

一步的變化就是「全體的價值形式」(Totale Wertform)，這時候 X量商品 A不只是把自

己的價值表達在Y量商品B身上，而且還在Z量商品C、V量商品D或是W量商品E… …

等等之上，於是商品A的相對價值形式可以表現在無數個特殊的商品身上。全體的價值

形式的兩極分別是「擴展了的相對價值形式」與「特殊等價形式」(ibid.，76f)。在擴展

了的相對價值形式裡，商品A的價值透許所有其他商品來表現，這就－相較於簡單價值

形式－更為明白地顯示商品的價值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凝結，而且更為確定了商品的

價值是跟使用價值沒有關係的。此外，在簡單價值形式之中看似任意而偶然的商品交換

比例，由於擴展了的相對價值形式的表現，使得商品之間的交換關係可以清楚地看到是

被商品的價值量規約著的，而不是交換規約著商品的價值量，因為商品可以以各種不同

的比例跟別的商品交換，是由它們之間的價值量所限定的，而交換只是這種限定的結果

之表現，而不是規約著比例大小的因素。在特殊等價形式裡，各式各樣的使用價值都成

了價值體，成了特殊的等價形式，然而它們之間並沒有關係，它們只是都作為相對價值

形式的等價物才在等式的右邊，從而被當成是「人類勞動本身之各式各樣的的特殊實化

形式或表現形式」(ibid.，78)。 

  雖然全體的價值形式比簡單的價值形式更進一步地把商品的二重性給表現出來

了，但是這個價值形式還是有其缺點的，就擴展了的相對價值形式來看，它的相對價值

的「表現系列」(Darstellungsreihe)是永無止境的，只要有新的商品出現，這條鎖鏈就可

以加上新的商品，所以這使得商品的相對價值表達是未完成的。此外，每個商品的相對

價值的表達是無關聯的，因為它們是各不相同的且未完成的。這些擴展了的相對價值形

式的缺點也同樣地在特殊等價形式出現，因為每個等價物都是特殊的，它們都只與等式

左邊的相對價值形式的商品發生關係，但是它們雖然都是等價物，卻是不包含一丁點的

關係(ibid.)。30 

  全體的價值形式就是許多的簡單價值形式的總和，商品A的相對價值表現於許多的

商品身上，那麼反過來看的話，其實是有許多的商品把它們的相對價值表現在商品 A的

身上，於是就可以得到第三個價值形式：「普遍價值形式」(allgemeine Wertform)(ibid.，

79)。這樣一來，許多不同的商品就站在相對價值形式，而只有商品 A站在等價形式。

這個顛倒使得商品可以簡單地把它們的價值表現在單一商品身上，如簡單價值形式一

                                                 
29 馬克思認為所有勞動可以化約成人類勞動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因為這個把所有人的勞動等同
的秘密在於人類平等已經是當時普遍流行的意見，此外，普遍的商品生產方式使得勞動產物作為
商品來生產，也是將具體勞動化約成人類勞動的條件(MEW23，73f)。 
30 雖然說商品都是人類勞動的產物，但是在特殊等價形式裡的商品卻表現它們之間是沒有關係
的，它們之所以會同時地出現在等式的右邊，是因為擴展了的相對價值形式分別與它們發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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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此外，它們也是統一地表現它們的價值，所以這個價值形式也就是普遍的。31然而，

這個顛倒使得普遍價值形式有了與前兩種形式的不同性格，它們的區別表現在等價形式

上，在前兩個價值形式裡，作為相對價值形式的等價物是「個別商品的私事」

(Privatgeschäft der einzelnen Ware)，每個商品要把它的價值表現在哪種商品身上是聽其

自便的。但是在普遍價值形式裡面，每個商品(除了作為等價物的商品)都把它們的價值

表現在同一個等價物身上，則顯示出這是一種社會關係，位於等價形式的商品被當成價

值的化身，它之所以可以獲得「普遍的價值表達」(allgemeinen Wertausdruck)，是因為

其他的商品同時也都這麼做(ibid.，80)。 

  雖然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被當作普遍等價物，但是這個普遍等價物一旦被固定下來，

成了某個商品的職務，那麼它就成了錢商品，而其他商品就得到「錢的形式」的表達。

這個被固定下來的普遍等價物如果是銅、銀或金等等金屬商品，那麼錢之謎就被解開

了，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出錢其實是商品，它只是作為錢商品而與其他商品相對立。商品

由於用錢來表達自己的價值，所以它現在也就得到了「價格形式」(ibid.，84)。 

  由一連串對商品的探討，馬克思質問商品為什麼是如此難纏的東西，如果就使用價

值來看，商品是一點神秘性也沒有的；但是從價值來看的話，商品卻成了一個「可感而

超感的」(sinnlich übersinnliches)東西，因為商品透過價值形式將兩個可感的使用價值用

來表現其超感的價值(ibid.，85)。商品的這種神秘性既然不是來自於使用價值，那麼也

就來自於價值，而價值，在一開始便已經提到，是人類勞動的表現，但是若從人類勞動

去看待商品的話，商品只是勞動的產物，或者是人類勞動的凝結而已，這裡面是沒有任

何神秘性的。由此馬克思得出商品的神秘性是來自於商品形式本身，而商品形式的神秘

性就在於其社會性格。單就商品的物的屬性來看，它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社會關係，那麼

它的社會關係是從哪邊蹦出來的呢？在簡單的價值形式裡，馬克思提到等價形式的第三

個特點是私人勞動成為直接社會形式勞動的表現，於是可以看出商品作為人的勞動產物

並且承受著人的勞動的性格。在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下，人們是獨立的商品生產者，

他們雖然看似是以私人的身分來為自己生產，並且只在與其他商品生產者交換時才發生

關係，但是他們的私人勞動也就成了為別人的勞動，或是直接社會形式的勞動。然而人

的這種社會性是透過商品而表達出來的。商品之所以會有社會關係或是社會性格，那是

因為商品形式把人們自己的「勞動的社會性」向人們反映成勞動產物的「社會的自然屬

性」(gesellschaftliche Natureigenschaften)(ibid.，86)。 

  雖然商品的社會性格是因為人的勞動的社會性，但是這正顯示出人的勞動的社會性

在資本主義社會是隱而不顯的，它不能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之下直接而清楚地表現出

來，反而必須借助商品的交換、商品的社會性，人的勞動的社會性才能夠表現出來。但

是這條迂迴的道路反過來掩蓋了這一事實，所以在政治經濟學者的眼中，商品生產成了

永恆的社會生產形式，而人的勞動的社會性自然地也只能透過商品的價值形式來表達。

                                                 
31 馬克思在為價值形式命名的特點就在於它是以等價形式的特點作為標準，所以簡單的價值形
式就可稱為單一的或是偶然的價值形式，全體的價值形式又可稱為擴展的價值形式。雖然位於相
對價值形式的商品是主動的，而等價形式的是被動的，但是這個關係的性質或特點卻是透過後者
而被表現出來的，這與單個商品的二重性必須透過別的商品才能表現出來是一樣的，這種對象性
反映的模式可視為馬克思思想的一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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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治經濟學的非歷史性除了因為是作為統治階級的理論之外，另一點就是它們把特

定的社會生產形式當成普遍的。 

 

第四節 人的二重性與勞動的二重性 

 

  由第二節與第三節對馬克思的探討，可以發現到它有著相同之處，也有著相異的地

方。就相同之處來看，馬克思在 Das Kapital與 Pariser Manuskripte 都是以經濟的現實作

為出發點，前者是由商品，後者是由工人與勞動產品的關係。馬克思更進一步的分析也

都將重點朝向勞動，在前者是指出勞動的二重性，後者是人的二重性。最後，它們都指

出人的社會性透過一個間接而特殊的形式表現出來，前者是勞動社會性以商品的價值形

式，而後者是人的類生活的異化勞動(或是私有財產)。可以清楚地看見馬克思的一貫模

式，首先是以現實作為起點，而後以勞動作為研究的主軸，最後以社會性的特殊表現方

式作結。32不過在這種一致性之下，馬克思在不同的時期還是表現出了差異之處，例如

分別以勞動的二重性與人的二重性作為解釋。然而這種差異能否把馬克思給區別成兩種

呢？而且其內容是否不相容呢？ 

  就勞動的二重性與人的二重性來比較，人的二重性是以人的層次作為批判的高度，

而勞動的二重性是以人的勞動為之。可以看到馬克思是由哲學人類學往政治經濟學的方

向移動，這個轉移可以說是馬克思研究政治經濟學所帶來的結果。其中顯著的差別就在

於 Das Kapital相較於 Pariser Manuskripte更為數字化，這一點馬克思可能是受配第的影

響，因為配第要「用數字、重量和尺度來說話」，而非「把一連串比較級和最高級詞彙

同空論拼湊在一起」(MEW13，23)。所以馬克思在Das Kapital將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以

數字化的形式來表現，這種做法其實是有助於其勞動價值理論與現實經濟狀況的契合，

例如商品的價值是由它所包含的勞動量來計算，但是勞動生產力的改變使得商品所包含

的勞動量改變，並且進一步使得價值與交換價值改動，所以商品的價格變動或是錢的價

值變動就可以透過數字的量上改變而得到一個清楚的說明。33 

  單就這一點確實可以把馬克思區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但是還不足以把馬克思的思

想給分割成兩部分，如果把重點放在馬克思對人的社會性的特殊表現形式的批判，那麼

人的二重性與勞動的二重性只是同一個東西的兩個不同形式之表現，然而這兩個不同的

形式或許不是相對立的，而是相互補充的：人的二重性是勞動的二重性的表現基礎，而

勞動的二重性是對人的二重性的表現之細究。34 

                                                 
32 馬克思在 Die deutsche Ideologie也是採取同樣的模式，首先由現實的人作為起點，而後則是談
到生產，最後則是歸結到分工－勞動社會性的特殊表現。馬克思用生產取代了勞動，不過勞動與
生產是一體的兩面，生產只是從勞動過程的「結果的角度」、「產品的角度」加以考察(MEW23，
196)。 
33 馬克思以勞動量作為價值量大小的標準時，建立於具體勞動之上的人類勞動是透過兩個假設
才重新地表現在具體勞動上，一個是簡單勞動，另一個是社會平均勞動。簡單勞動是所有勞動可
以化約的共同單位，不論是將軍的勞動或是銀行員的勞動都可以化約成不同量的簡單勞動；不過
化約成不同量的同種勞動的簡單勞動還必須求得其社會平均勞動作為標準。 
34 Karl Löwith認為 Das Kapital不只是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而已，因為「商品是異化的經濟表達」
(Löwith，1982：80)。Ronald L. Meek同樣也認為Das Kapital是一本關於異化的書，或是關於兩



歷史與勞動：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第二章 

 

馬克思既然指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人的社會性的特殊表現形式(或是異化形

式)，然而人的社會性要如何免於這種壓迫人的形式呢？馬克思給了個共產主義社會的

答案，那麼共產主義社會到底是什麼呢？下一章將處理之。 

 

                                                                                                                                            
種不同卻又緊密關聯的異化(Meek，1975：x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