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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在批判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後，提出了共產主義或是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解決

之道。然而，反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早有前人述作，他們也提出各種方案，而且在馬克

思的時代也是各種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爭鳴的時代，為何馬克思不選擇前人所提出的

解決方案，而以共產主義社會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對照呢？ 

  這個答案其實是不假於外的，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中可見其端倪了。如前

所述，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是在於人的二重性的異化表現、勞動產物的

商品形式與人的社會性的特殊表現形式。那麼這些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表現形式之有

無，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所必須避免的。 

 

第一節 共產主義社會與勞動 

 

  在前兩章對馬克思的探討之中，馬克思清楚地表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方式脫離了

人的掌握，成了壓迫人的普遍力量，但是究其根本，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終究是人的產物。

解鈴還需繫鈴人：唯有人們改變自己，並且同時地改變社會，才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

式，並且改變這種自然形成的狀態，重新地掌握這個普遍的力量。不過，這個改變必須

從哪邊做起呢？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既然是建立於勞動上，所以共產主義社會要免除資本

主義社會的弊病也必須從勞動下手，這麼才能徹底地改變人與社會。不過馬克思並無專

論共產主義社會的書或是文章，他對於共產主社會的討論散見於Pariser Manuskripte、

Die deutsche Ideologie、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Das Kapital與 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其中重要的主張是消滅私有制、消滅勞動35、消滅分工、以勞動時

間作為生產與分配的標準，以及「各盡其能，按需分配」的社會形式。這些共產主義的

主張約略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關於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如消滅私有制、消滅勞

動與消滅分工；另一類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設想，如以勞動時間作為生產與

分配的標準與「各盡其能，按需分配」。 

  第一種的主張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反對，雖然它們多以消滅作為動詞，但是它

們並非主張從此不要私有制、勞動與分工，而是改變其「社會性質」(gesellschaftlicher 

Charakter)(MEW4，476)。馬克思要消滅的東西其實是它們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因為實

際上是無法消滅私有制、勞動和分工的：所要消滅的私有制是生產工具的私有制，而生

活資料的私有制則是不可能消滅的，人要生存就必須有生活資料可以消費，這些維持其

生命的生活資料也就可以稱為是占有，這種占有可被看成私有制36－不過這不是馬克思

                                                 
35 C. J. Arthur認為馬克思早期對勞動的用法是指「與自身異化的活動」，而在 Das Kapital中，勞
動是指涉普遍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所以其主張用活動來指涉後者，而勞動就用以指涉資本主
義下的異化勞動(Arthur，1986：12f)。本文並不採取Arthur的區分，而保留馬克思原來的用語。 
36 生活資料是必須由個人消費的，這種對生活資料的占有與人和自然的交換是自然必然性。不
過占有生活資料的所有制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所決定的，一但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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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消滅的－；而勞動正如前述，是人為了生活而必須用之與自然交換的媒介，這種必

然性的關係使得人不可能消滅勞動而自存；分工也是人得以生存的前提，簡單的如性行

為的分工，複雜的如生產的分工－即人為了別人而從事某種特定的勞動－，這種分工也

是無法消滅的。 

  只要人依舊活著，它們都是沒辦法消滅的，但是並不表示它們就一定具有壓迫的性

質，它們的壓迫性質是來自於資本主義社會。人的意識可以把它們與自己當成自己的對

象來對待，並且可以掌握它們，那麼它們就不具壓迫的性質。所以馬克思認為自願的分

工、將物質生活當成手段的勞動與不能奴役他人勞動的所有制是共產主義社會所要的。

對於這些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以壓迫形式出現的自然形成的分工、異化的勞動與資本

的私有制，則是必須被打破的。 

  不過不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後，對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的設想又會是什麼呢？

這就是第二種的主張。不過馬克思並未與以確切的答案，而是以「設想」(vorstellen)一

個「自由人聯合體」(Verein freier Menschen)的方式來說明共產主義社會生產方式可能為

何(MEW23，92)。那麼馬克思為什麼要用設想的方式來說明呢？  

  馬克思之所以會用這麼謹慎的說法，其原因是：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社

會階段，或者說是一個歷史的必然階段。37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人類現有歷史紀錄的具

體階段，它不像資本主義社會或封建社會是存在的(或曾經存在的)，也就是說共產主義

社會並非實際的社會形式。既然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實際的社會形式，那麼它就無法如

資本主義社會一樣被分析，並且得出其經濟運動規律，所以對於共產主義社會的運動規

律是只能被設想的。 

  除了共產主義社會不是實際的社會形式，因而只能以設想的社會形式出現之外，共

產主義社會的設想也是符合馬克思所說的類特性，也就是「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freie 

bewußte Tätigkeit)(MEW/EB1，516)。因為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改造社會的目標必須被有意

識地認識到，而且必須被當成是活動的目的，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所有的實踐也必須不

離此目的，並以此作為指導實踐的標的。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人必須掌握這個社會，

那麼在實踐的過程中，人也就必須不斷地擴大他們的聯合，唯有如此，人才能掌握人自

己創造出來的社會與其力量。所以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提供了一個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

的目的，它要求人建立一個社會，使人在其中能夠自由的活動。然而這個目的的實現也

要求人在實踐的過程把自己的實踐當成有意識的活動。 

  這就是馬克思在 Thesen über Feuerbach要求的人和環境(社會)是必須同時改變的，

若不是如此的話，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沒辦法達到的(MEW3，533f)。 

  再看自由人聯合體的規定。馬克思其實是提供一種讓人掌握自己，同時也是掌握社

會的方法。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人類勞動表現為價值，勞動量表現為價值量，使得勞動

產品變為商品，而商品又分出錢商品來作為價值的化身。這一連串的轉變使得人的社會

性透過商品的社會性來表達，但是這樣的表現方式是荒謬的，所以馬克思要使人的社會

性能夠以合理的方式表現出來。要達成這一點，就必須去除人的社會性以商品的社會性

                                                                                                                                            
生活資料依舊是由個人所消費，但是依附於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生活資料私有制也隨之改變了。 
37 這種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詮釋並不是主流，不過這或許更貼切馬克思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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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也就是取消商品的生產，並且取消錢的使用。然而勞動產品之所以表現為商品

是因為人類勞動表現為價值，若要徹底地解決人的社會性之商品表現的話，就必須讓人

類勞動以其直接的面貌表現出來。所以馬克思認為在自由人聯合體裡面「自由人以共同

的生產工具來勞動，並且有意識地把他們許許多多的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而

付出」(MEW23，92)。許多個人的勞動力之所以能結合成一個社會的勞動力，是因為生

產工具的共有使得生產必須考慮到每個人的需要，每個人的需要也必須透過共有的生產

工具之生產來滿足。38所以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是實行計畫經濟，然而需要、生產與分配

是如何被計畫呢？ 

  首先來看生產與需要。如前所述，它們是一體的兩面，因為需要能否被滿足是依賴

於生產與生產的能力，而生產是以需要作為內在的動機。由生產的方面來看，全部的產

品可以分成兩種：生產資料與生活必需品，前者是用以生產生產資料或是生活必需品的

產品，後者是用來滿足人們生活所需的產品；由需求的方面來看，前者是用來滿足生產

的需要，後者是用來滿足生活的需要。這兩種產品無疑地都是人類生存不可或缺的，因

此在計畫經濟裡，就必須將社會的勞動力分配於兩者之上，假設經濟計畫為一季，那麼

就必須生產出一季之內所消耗的生產資料與生活必需品。不過計畫經濟不只是生產出剛

好夠一季的產品，它還必須生產超出一季的產品，用以應付意外或是天然災害發生，這

種多出的部分是必須納入計畫經濟內的。此外，還必須考慮要擴大生產所需的產品，擴

大生產是用以滿足未能達到滿足的需要和擴大的需要(MEW19，18f)。 

  在計畫經濟裡個人提供自己的勞動力參與生產，計畫生產所需的勞動時間就由許許

多多的個人來承擔，所以人們不再受限於為了獲得生活必需品而侷限在特定的活動範

圍。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活動範圍，儘管個人終究是在特定的活動範圍勞動，但是個人

不再是侷限於特定的活動範圍而得到生活資料。39因為不論在哪個範圍，他都是作為社

會勞動力的一部分，他為社會生產的同時也從社會生產的產品取得維持自己生活所需的

份額。 

  而社會產品的分配也由於生產資料的共有而改變，最為顯著的改變就是「先公後私」

的分配，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先私後公」(孫善豪，1999b：30)。由生產資料的共

有，社會的總產品並不是馬上分配給個人，而是首先扣除作為社會需要的部分，這些部

分包括補償消耗的生產資料、用以擴大生產的部分與應付危急的保險基金，這些都是生

產上所必需的部分。剩下的社會總產品才是作為消費品，不過這些消費品還必須扣除社

會所需要的消費，包括了與生產沒有直接關係的管理費用、滿足共同需要的部分(社會

與醫療等等)和為無勞動能力者所設立的基金(ibid.)。所剩下來的社會產品才在勞動個人

之間作分配，而這些分配給個人的消費品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只不過這種私有財產不再

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了。40 

                                                 
38 相較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生產工具私有制使得工人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供資本家支
配，而其生產是為了利潤(或是剩餘價值)而非滿足需要。 
39 Gernald A. Cohen認為馬克思將「角色[職業]的廢除」(abolision of roles)的規定加於未來的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而這種自由人聯合體是「社會的另一個選項」 (an alternative to society)(Cohen，
1978：133)。 
40 有些社會主義或是社會主義政黨會主張工人享有其全部產品，不過馬克思並未主張這種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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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用以分配給勞動者的消費品，依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不同將會有不同的標準。馬

克思主要區分了兩階段：在生產力不高的階段裡，勞動者依其個人勞動時間與社會總勞

動時間的比例，分配到相應比例的消費品；在生產力夠高的階段，消費品的分配是按照

每個人的需要，而可以不用勞動時間做標準。兩者除了勞動生產力能否滿足需要的差別

之外，後一個階段又較前一個階段來說更加是真正的平等。儘管在前一個階段已經沒有

階級了，但是每個人的「平等的權利」(gleiches Recht)是建立在人類勞動的尺度上面。

這個看似一視同仁的平等對待，實際上是不平等的權利，因為它默認個人的天賦是「天

然的特權」(natürliche Privilegien)，這種做法其實只是把人當成勞動者來看待，而忽略

了每個個人的不同(ibid.，20f)。 

  共產主義社會作為馬克思的設想，並非一個真實的歷史階段，也就是它並非歷史的

一部分。不過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說法裡，共產主義社會與歷史的關係卻往往不被當作一

個設想，而是下一個歷史階段，由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成共產主義社會有其歷史的必然

性。但是反對馬克思主義者卻否定這種歷史必然性，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只是一個空想、

烏托邦而已。到底共產主義社會與歷史的關係是什麼呢？馬克思是贊成或是反對歷史必

然性呢？ 

 

第二節 共產主義社會與歷史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社會對馬克思而言是一個設想的社會，雖然這個設想的社會被

他用來對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且他在Kritik des Gothaer Programms 也設想了從資本

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hervorgeht)共產主義社會(ibid.，20)。但是馬克思保證共產

主義社會必然到來嗎？這個答案或許是否定的。 

  就已知的人類歷史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的確是一個特殊的社會形式，而且也是當前

的社會形式。但是如同其他的特殊社會形式一樣，資本主義社會並非最後一個社會形

式，在其之後也會有其他的特殊社會形式取代其位置。然而馬克思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

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當然遞補嗎？對於許多反對馬克思者而言，共產主義社會絕不是接班

者，而馬克思毋寧是個失敗的預言家與先知。41因為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滅亡，

反而更加蓬勃的發展，使得世界得以更加全球化。況且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如前蘇聯

與東歐國家，都紛紛地垮台，並且往自由的市場經濟大跨其步，這些事實無疑是共產主

義社會不可行的最佳證明。42 

  反對共產主義社會者往往是立論於現實的基礎上，他們認為現實並不是朝向這個方

向發展，有許多經驗證據可以否定資本主義社會邁向滅亡的現象，而且許多工人政黨也

放棄了革命，轉向溫和的改良方式，所以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是被現實的情況給

                                                                                                                                            
法，產品並不直接與馬上地分配給工人，而是在滿足公共的需要之後。 
41 波普爾(Karl Popper)就認為馬克思是個歷史主義者，而其共產主義社會是種預言 (波普爾，
1999：215f)。 
42 雖然這些共產主義國家失敗了，但是並不表示資本主義社會就可以成為最後一個社會形式，
它們的失敗頂多只能證明在生產力不發達的社會難以達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地步，而必須重新藉由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擴大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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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的。但是對於社會該往何發展，則是不可知的一件事，因為主宰社會的力量是起著

盲目的作用，是它決定了社會發展的方向。 

  這種反對的說法除了以現實反對設想之外，其實是否定了這一事實：社會的力量也

就是人的力量。因為社會的力量獨立於每個人，也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所以社會的發展

方向同樣也是不可能被掌握的。馬克思拒絕「把『社會』當作抽象的東西與個人對立起

來」，也就是把社會當成外於人、對立於人的力量。因為個人只是「社會存在物」

(gesellschaftliches Wesen)，反之，「人也生產社會」(MEW/EB1，537f)。所以人與社會的

關係是密切關聯的，社會的力量是來自於人的力量，只要人可以聯合地掌握自身的力

量，同樣地，人也就可以掌握社會的發展(即運用自己的力量)。 

  雖然以現實反駁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建立於否定社會的力量就是人的力量，而這

一點馬克思已經清楚地證明是錯誤的。但是還是會出現另一種疑問：為什麼資本主義社

會要朝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呢？難道沒有別的方向嗎？ 

  確實是有人主張資本主義社會應該往其他方向發展，例如當時的失勢的封建貴族－

他們要求重新地把封建社會套在摧毀封建社會的生產力上頭－、保守社會主義者－他們

要求改善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以便保存資本主義社會－、與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們要

用幻想的條件來取代解放的歷史條件(MEW4，482f)。這些主張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

忽略了生產力的因素。生產力與社會形式是相關聯的，反動社會主義者(如封建貴族)忽

略了封建社會是被現存的生產力給打破的，若要硬套不合乎生產力的社會形式，除非消

滅大量生產力來符合社會形式，否則是不可能達成的。保守社會主義者則是忽略了資本

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而現存生產力的擴大也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負荷，所以企

圖以改善的方式來避免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與極限也是不可能的。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在

資本主義社會早期就看到階級的對立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合理，但是解決階級對立

的手段並不發達，所以空想社會主義只能由個人發明的社會組織來取代現有的社會組

織。但是他們忽略了這一條件－即現實生產力的不發達。如果要邁向其所發明的社會組

織時，就會發覺現實與幻想之間的鴻溝差距與日俱增。43 

  馬克思所主張的「科學社會主義」(wissenschaftlicher Sozialismus)雖然與反動社會主

義都要求變更社會形式，但科學社會主義不是要往回走；儘管與保守社會主義都要求由

現實改變，但並非是為了守舊而改革；即使與空想社會主義都要求消滅階級對立，但不

是以空想的社會作為目標。44 

  它之所以被稱為科學，就在於唯物論。如前所論之歷史，馬克思強調由現實出發，

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手段也只能由資本主義社會提供，而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也是

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才能被提出。 

  對於歷史的未來或者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下一個社會形式，確實沒有辦法可以準確地

預測會有什麼樣的轉變，這是確定無疑的事實。同樣地，馬克思也無法做到這件事，但

                                                 
43 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高度發展是「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因為生產力極低的情況之下，只會
有貧窮的普遍化，這種情況會使人們為爭奪必需品而產生鬥爭(MEW3，34f)。 
44 馬克思用「科學社會主義」一詞是為了與「空想社會主義」相對應，因為後者是用「新的幻
想欺蒙人民」，而前者要求「運用自己的科學認識去探討人民自己進行的社會運動」(MEW18，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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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也絕非一位預言家或是先知，能告訴大家資本主義社會消滅之後，共產主義社會可

以取而代之。反之，馬克思之所以能提出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因為他對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的徹底研究。如前所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得勞動以異化的形式與商品二重性

的形式來表現。要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必須讓人的社會性與勞動成為人所能掌握

的。所以共產主義的設想其實是一種「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的生產方式，讓

人類勞動以自身的面目來表現，而非以價值，並且重新地掌握人的社會性。於是共產主

義生產方式的必然性就在於它必定能消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條件，共產主義社會的必

然性所保證的並不是某種時間上的必然性，而是邏輯上的必然性。45 

  為什麼馬克思所提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是具有邏輯上的必然性，而非歷史的必

然性呢？如前一節對於共產主義社會與勞動的探討，人的二重性的異化表現與勞動產品

的商品形式是共產主義社會所要消滅的。所以與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商品生產相比，共

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的必然性也就只是邏輯上的保證而已。 

  不過共產主義社會由資本主義社會的下一個階段成為對社會的設想、從有歷史必然

性變為邏輯上的必然性，在種轉變之下，共產主義社會還剩下什麼？ 

  不像空想社會主義一樣，共產主義社會並不是對歷史提出了不切實際的「理想」

(Ideal)，從而成了某一種烏托邦。它反倒是一種作用於歷史之上、卻又不在歷史的『規

約性「觀念」(Idee)』 (孫善豪，1998a：48)。46 

  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超驗觀念」(transcendental idea)有兩種使用方式：「建

構性使用」(constitutive use)與「規約性使用」(regulative use)。前者是康德所反對的使用，

因為超驗觀念的建構性使用會將「概念」(concept)給予某些對象，然而這些概念只是詭

辯的，使得超驗觀念如同概念一般，有著感官經驗的基礎。47後者則是康德所贊同的使

用使方式，它提供一個「想像的焦點」(focus imaginarius)，將知性引導到某個目標，使

所有知性的概念都交之於一點，也就是為一觀念所統攝。但是這個觀念本身就是虛設

的，而其所提供的目標也不在可能的經驗範圍裡(Kant，1996：590f)。 

  馬克思關於共產主義的設想與規約性的觀念的相同之處在於：它們都不存在於現

實，也非經驗的一部分，但是它們都作用於現實或經驗之上。 

  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作為想像的焦點－為資本主義社會提供對照之外，也作為一

個發展的方向。這個設想除了有消滅資本主義社會的邏輯必然性之外，還有另一個特

性：它與資本主義社會或是封建社會之間是「普遍」與「特殊」的差別(孫善豪，1998a：

48)。 

  為什麼共產主義社會相較於其他的社會形式會是普遍與特殊的差異呢？先就特殊

社會形式來看，資本主義社會與封建社會都是歷史上的生產方式。在這些特殊社會形式

裡，人被分成不同的階級，而掌握生產工具的階級統治著無生產工具的階級。所以在特

殊社會形式中，個人並不是作為人而跟其他個人相同，毋寧是做為階級的成員，從而只

                                                 
45 此一說法乃孫善豪於課堂講授時提出，此文雖用之，但詮釋未必與其義相同。 
46 Idee的中譯有理念與觀念，本文以觀念統稱之。 
47 康德將知識主體分為三部分：感性、知性與理性。感性是作用於外在的對象，使得主體獲得
感官經驗。知性是以感官經驗為對象，並且依範疇把雜多的感官經驗作一整理，得到的就是概念。
理性則是作為綜合的能力，以觀念來統一概念(孫善豪，1995a：20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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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為異化的人。 

  這些彼此相異化的人或彼此相對立的階級所構成的社會形式，其特殊性是透過生產

方式的不同而表現出來的，雖然共產主義社會設想的生產方式不同於這些特殊社會形

式，但是它並不是這些特殊社會形式的一份子，它反而是作為普遍社會形式，被用來對

照特殊社會形式。 

  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是普遍社會形式，是因為生產資料不再分散為私人的，它要求

把所有個別的勞動力當成「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而且生產工具為所有人所共有，

於是所有人就都在同一個計畫下生產與分配。這種社會形式對每個個人來說都是普遍與

同一的，而個人是這個普遍的一份子－即不是分裂的特殊社會形式中的階級之成員－，

因為每個參與生產的個人是社會勞動力的一份子，所以將人們統一起來的基礎就是人類

勞動。48相較於資本主義社會，這個特殊社會形式的生產與分配是由不同的生產要素(資

本、土地與勞動力)的私有制所決定的，個人因為擁有不同的生產要素，所以成了這些

經濟範疇的人格化，並且以此參與生產與分配。所以資本主義社會內部分裂為不同的階

級，每個人都承擔其階級的特殊性，並且依此與其他階級區分開來。49 

  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普遍社會形式，除了它的生產與分配是統一而普遍的之外，共產

主義社會的設想也是由於它的抽象而得到普遍性的。這個抽象來兩方面，一方面是來自

共產主義社會以抽象的人類勞動作為生產與分配的基礎；另一方面是來自於共產主義社

會的設想是規約性觀念。而共產主義社會之所以能被當成普遍社會形式，是因為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的發達－即由商品世界的普遍社會關係才證明了人的關係之普遍性與社會

性－。這就如同人類勞動一樣，共產主義社會作為普遍社會形式也是「歷史條件的產物」

(MEW13，636)。50 

  歷史條件的產物，這一解釋是把兩面刃：一方面它為馬克思抽象人類勞動與共產主

義社會的設想提供抽象與普遍的現實基礎，使他將自己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另一方

面它也使得馬克思所分析出的抽象人類勞動與共產主義社會設想成了有歷史條件限制

的普遍性。不過，這種有歷史條件限制的普遍性並不與馬克思相衝突，反而是與馬克思

相一致的。因為由現實或者歷史出發所得的普遍性，也必定受歷史所限定，若是成了超

乎歷史的普遍者，這就無異於－馬克思所要消滅的－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有邏輯上的必然性與普遍性，那麼該

如何達到呢？ 

                                                 
48 馬克思認為勞動或勞動一般(兩者都是指人類勞動)是「最抽象的範疇」，但是也由於抽象而「適
用於一切時代」(MEW13，636)。 
49 馬克思於 1843的 Zur Judenfrage談到公民(citoyen)與市民(bourgeois)的衝突是政治國家與市民
社會分裂的結果，公民在政治國家的領域是作為平等的公民來參與普遍的公共事務，為的是普遍
利益；而市民在市民社會的領域裡是作為自私的市民來謀求自己的利益，為的是私人利益。這是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即普遍的公共與特殊的私人相對立。但是作為普遍與公共的政治國家卻宣
布自己是市民社會的奴僕，是為了保障私人的權利而存在的。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裡，並沒有
真正的公共與普遍的領域，只有為了私人和特殊的假普遍(MEW1，355f)。 
50 勞動的二重性雖然是馬克思首次批判地指出，但是他強調這個發現是有其歷史條件限制的，
也就是只有在人類平等被當成常識與普遍商品生產的社會形式中，對於人類勞動的認識才是有可
能的。馬克思在Das Kapital裡就以歷史條件說明：為何亞里斯多德的對於價值形式分析受到了
阻礙(MEW23，7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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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共產主義社會與革命 

 

  該如何達到共產主義社會呢？這是許多共產主義者苦思的問題，也是被非共產主義

者拿來質問的問題。如果說要以革命(Revolution)的方式達成，那麼革命是什麼？要怎麼

革命呢？ 

  資產階級曾經扮演過「革命的角色」(revolutionäre Rolle)，它消滅了封建制度

(MEW4，464)。它所起的革命作用在於：它使原有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都改變了，在

封建制度下由行會經營的工業變成了資本主義的工廠手工業，而工廠手工業又被大工業

與機器給取代了。生產力不斷擴大的同時，而市場的範圍也由地方市場變為世界市場，

使得世界上的每一個民族都因此都交往了起來。51總而言之，「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

創造出一個世界」(ibid.，466)。 

  資產階級的革命在於它改變了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那麼革命的意義並

不僅是政治上的革命意思而已－即資產階級取代封建貴族而成了政治上的統治者，而是

比政治革命更為根本的社會革命。52所以要由資本主義社會邁向共產主義社會是需要革

命，革命同樣也是「環境和人類活動的一起改變」，由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為共產主義社

會，這本身是種「革命的實踐」(umwälzende Praxis)(MEW3，533)。53 

  不過共產主義的革命與資產階級的革命是有相異之處的，因為資產階級的革命並沒

有消滅階級，而是取代原有的統治階級。儘管資產階級的革命使得世界上的民族展開普

遍的交往，並且消滅了地域上的限制，進而使得人與世界緊密相連。同時它也使得「階

級對立簡單化了」，讓社會分裂為兩大陣營：一邊是資產階級－作為統治階級，另一邊

是無產階級－作為被統治階級(MEW4，463)。相較於封建社會的等級，資本主義社會雖

然更進一步地減少了社會的分裂，但是它並未完全地消滅，這種分裂還是存在的，而且

是以兩個階級的對立形式來表現的。共產主義的革命(或是無產階級的革命)要更進一步

地消滅這種階級對立，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與自身。無產階級之所以要消滅階級對立是

為了自己的真正利益，因為這種對立是由於生產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所產生的。無產

階級若要把生產資料變為共有的，那麼就必須消滅資產階級。但是當無產階級消滅資產

階級得以存在的條件之後，無產階級存在的條件也會隨之被消滅，因為資產階級與無產

階級是不可分割的兩極，當其中一方被消滅了，另一方也會消失。 

  既然革命要求徹底地改變社會，那麼革命該以什麼方式進行呢？是該用暴力的手段

還是以和平漸進的方式呢？對於該用什麼樣的手段來達成目的，馬克思並沒有明確地指

出哪種手段才是正確的、是可以達成目的的。共產主義社會作為目的、是個社會形式的

                                                 
51 在 2002年的法國反極右派遊行有個標語很恰當的表現了世界各個民族的交往，這個標語是「你
最愛的上帝是猶太人，你的汽車來自日本，你吃的庫斯庫斯來自阿爾及利亞，你的民主來自希臘，
你的咖啡來自巴西，你的手錶來自瑞士，你的襯衫來自印度，你的收音機來自韓國，你的假期是
土耳其、突尼西亞或摩洛哥，你的數字來自阿拉伯，你的文字來自拉丁文，而你卻責怪你的鄰居
是外國人」。 
52 資產階級奪取政權而成為統治者，是因為他們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了統治地位。 
53 革命是種實踐，但是實踐並不一定是革命。革命除了要求改變現存的實踐之外，也要求改變
的方向必須往更普遍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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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它並沒有經驗內容，所以也就沒有可以依循的範本。但是它作為一個規約性的觀

念，卻可以提供檢視手段的判準，也就是手段必須考慮其是否合乎目的、有助於目的的

達成。所以馬克思在談到共產黨人的行動時，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而是必須因時因

地而制宜。54例如，他曾指出荷蘭與美國可以透過議會選舉的手段來達成共產主義社會，

但是他也不反對無產階級要擁有武力來對抗資產階級的統治。 

  儘管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經驗的內容，但是革命卻可以有行動的經驗，即手段的經

驗。例如前蘇聯與東歐國家實行共產制度的經驗。雖然它們已經是失敗了，但是革命的

失敗卻是在馬克思的意料之中，誠如他自己所說：「無產階級革命，例如 19世紀的革命，

則經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進中停下腳步，返回到彷彿已經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

重新開始把這些事情再做一遍；它十分無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行動的不徹底性、弱點和

拙劣；它把敵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為了要讓敵人從土地裡汲取新的力量並且更加強

壯地在它前面挺立起來；它在自己無限宏偉的目標面前，再三往後退卻，一直到形成無

路可退的情況為止，那時生活本身會大聲喊道：『這裡是羅陀斯，就在這裡跳躍吧！這

裡有玫瑰花，就在這裡跳舞吧！』」(MEW8，118)。20世紀的革命經驗也與 19世紀的革

命經驗一樣，由於不徹底性與弱點而回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上。 

  相較於資產階級在 18世紀的革命，資產階級在經濟上的統治地位使得它們在政治

上也取得統治地位。無產階級在經濟上的被統治地位要如何消滅呢？ 

  工人只有自己的身體與勞動力，若要與資本家對抗的話，唯有把工人給聯合起來，

才有辦法去鬥爭。但只要工人並不是普遍地聯合，而是分散與少數的聯合，那麼工人只

有可能獲得與其力量相應的勝利－即漸進地改善其處境。不過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當

工人的力量減弱時，他們所爭取到的勝利又會被剝奪－，而其鬥爭的真正成果是「工人

的越來越大的聯合」(immer weiter um sich greifende Vereinigung der Arbeiter)(MEW4，

471)。 

  唯有當工人普遍地聯合起來，人們才能有意識地與整體地面對社會，透過改造社會

並且同時改變自己，而革命才有達成的可能。那麼馬克思要求的革命，就只能透這種方

式來達成：「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ibid.，493)。 

 

 

                                                 
54 在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裡，馬克思指出共產黨人必須支持一切反對現存社會制
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運動，所以當時的德國共產黨人為了推翻封建制度，便可與資產階級一同革
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