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人的存在與人的問題 
 
物理大師牛頓有一句名言：「我之所以比別人看得更遠，是因為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沒有一位天才能憑空產生問題意識、解決問題，因為問題必定是建立

在時代背景的氛圍以及前人的侷限上。所以如果說牛頓是站在伽利略這個巨人的

肩膀上，開創了物理新紀元；那麼馬克思便可以說是站在巨擘黑格爾的肩上，展

開了一個新的典範。以這樣的比喻來說明黑格爾與馬克思兩人的關係，似乎還是

略顯不足。這兩位對德國哲學界，甚至整個西方哲學史來說，都無法忽略的哲學

家，在各自的哲學立場上，可以說既有著深刻的師徒傳承關係，又有著尖銳的矛

盾對立關係。 
 

 本章欲從「現代性」的幾個主要論題切入，對黑格爾、費爾巴哈與馬克思關

於人的存在問題作一探討。首先要瞭解什麼是「現代性」（modernity）？現代
（modern）這個名詞及觀念，最早的起源是五世紀末，當時基督教已成為羅馬帝

國的國教。此時，基督徒為了稱呼這個有別於之前羅馬異教的嶄新時代，因此稱

此時代為「Modernus」。從此，這個字就有「某種文化或精神上優越性」的意涵。
但是真正比較常用到卻是在文藝復興之後。 
 
「資本就是積累的勞動。」1 在十一、二世紀左右，商業以緩慢的步調在中

古歐洲復甦，積累的勞動到了十四、五世紀的文藝復興，逐漸積累轉化為可觀的

資本。資本擁有者於是形成一種所謂的「布爾喬亞文化」，重拾希臘羅馬時代對

人本的關注，布爾喬亞階級也開始認為自己能掌控命運，這種自信是一種對人的

能力的樂觀，文藝復興在此為「現代性」埋下種子。「現代性」的意義繼續演變

到了十七世紀的科學革命，科學開始全面影響人類，一種全新的世界觀開始誕

生。科學革命後緊接著啟蒙時代，其揭紗者笛卡兒，有一天夜晚在火爐邊沈思，

笛卡兒所得到的結論，「我思故我在」，即任何的意識活動都是證明人的存在，不

管意識是如何地可疑，我的存在是唯一不能懷疑的真理。也因此正式宣告了人類

進入以理性為判準的「現代」時期。一直到現在，我們都還在「現代性」這個洪

流中掙脫不開。 
 
「現代性」掌控著啟蒙後的現代人思維形式與意識型態：以人為中心的主體

性（subjectivity），以及通過理性（reason）檢驗才是真理的理性主義（rationalism），
大量的量化也宣告了一種必然的因果律、機械式的運作方式。「現代性」的特色

之一，就是跟過去決裂，傳統不再是必要必須的。在傳統中，人的角色是無足輕

重的，可以這樣說，傳統眼界是以宇宙秩序為標的，「現代性」則由人做為主體，

進一步演變成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至於「理性」，指的是個人內心中的判準，相

信個人能透過自我理性，做出最合宜的行為。現代性對自然界的描述，基本上是

                                                 
1 《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p.20。 



一種機械式的宇宙觀，即整個世界被表現為數學方程式與數字幾何，對人的描述

不外就是身高體重，摒除了人特殊的個別性，以普遍的共同性來取代。這樣的抽

象跟以前的抽象是很不相同的，雖然和傳統決裂以前，也不是特別關注人的個別

性，但對於人的共同性，甚至自然界來說，卻是一種有機，懷有目的的抽象。然

而「現代性」的這種抽象是一種無機的抽象、手段的抽象，自然界在解咒除魅狀

態後，變成是為人類所用的，人們不再是以前那種對自然界充滿了神話、巫術的

敬畏。 
 
對「現代性」的關心，促使黑格爾想以「絕對精神」概念來彌補「現代性」

中宇宙萬象，特別是人與人之間的疏離、對立與矛盾，費爾巴哈則試圖從自然中

為人找到可以依恃的力量，而馬克思也是在這一大脈絡下，批判最深沈的資本主

義異化矛盾。 
 

一、黑格爾人的問題與精神 
 
黑格爾認為，人類是透過理性來自我定義（self-defining）的，只要對我而

言是真的，自明的，那就是真的，我是我自己存在的理由與定義，是客觀世界的

證明。泰勒認為，「現代性」與以往「根本的不同也許可以這樣說：現代主體是

自我定義，而先前的觀點，主體則是在宇宙秩序的關係中被定義。」2 定義與被
定義之間，確立了「現代性」的分野。人以這樣自我定義的概念，逐漸建立了自

己的主體性，相對的，自然界也就漸漸被降為客體。宇宙解咒後，自然界變成了

沒有自由意志、沒有權力的客體，因此是一個可以讓人宰制的自然界。宇宙從有

機的、有目的的理論，轉變為被我們所用、所掌控的自然界，世界變成實現我意

志力的場所。黑格爾藉由「理性」肯定人這個主體的存在，用黑格爾的話說，人

是萬象之一，是用來呈現、發展「理性」「精神」，具體落實「絕對精神」在現象

界的載體。 
 
黑格爾是第一個對「現代性」發展出清晰的概念的哲學家。3 在黑格爾以前

的德國學界中，已有不少人對啟蒙後產生的「主體性」與「理性」及「量化」的

情況感到憂心。「現代性」雖然隨著人類的主體性的建立以及大自然的解除魔咒，

帶來科技、物質上的進步，但是「現代性」同時帶來對傳統以及文化的衝擊也頗

為巨大。浪漫主義就是對這一啟蒙主義運動所起的文化反彈浪潮。「部分思想家

如席勒、赫德，雖則贊同啟蒙運動中倡議的理性主體性、自由等概念，卻無法接

                                                 
2 Taylor，Hegel，p.6。 
3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p.5。「黑格爾是第一個在歷史脈絡中使用

現代性概念的人，作為一個劃時代的概念：「新時代」就是「現代」⋯⋯在他的歷史哲學中，黑

格爾使用這些詞句去分類從羅馬與希臘古代冒出的德意志基督教世界。這種現代時期、中古時

期、以及古代的區分到今天依然通用，這種區分只有在詞語『新』或『現代』時代裡，僅僅在失

去它按時間順序的意義之後，以及呈現一種斷然地『新』時代的相對意義時，才逐漸顯露成形。」 



受笛卡兒、康德等哲學家理論中，人類理性與感性割裂，理性對感性的宰制，乃

至在個人主義概念的主宰之下，人與人之間分離，人群不能擁有一個共同的、和

諧的社群。也可以說，浪漫主義思想家察覺到啟蒙主義運動滋生的種種分裂、分

離，追求分裂、對立的現象之間的和諧、統一。」4 黑格爾身為浪漫主義狂飆年

代的一員，自然不能避免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黑格爾認為，當時的基督教，只關注個人的救贖而非社群中社會與道德的統

一，是一種外在權威對人類的宰制，人類內在精神屈從於像教會一般的外在權

威，使人與自然、社會以及神互相對立，無法統一進而和諧。所以若要消除這種

分崩離析，必須有一個絕對精神，使現實和人都服膺於這個絕對精神之下。黑格

爾想以「絕對精神」作為最高統攝世界的主宰。人在歷史中，逐步由意識經理性，

而認識到絕對精神，並將絕對精神落實在具體世界中。黑格爾把「精神」變為主

體，人則是為了彰顯「精神」的客體。精神是人類共有的單一精神，表現為人用

她/他們的語言、心靈、文化所創造的一切。歷史則是精神自我發展的歷程，也

是世界走向自我意識的過程。歷史的目標就是精神的充分發展和充分的自我意

識。這個充分的自我意識，也就是自由意識。 
 
黑格爾是屬於廣義的德國浪漫狂飆年代的人物，對於啟蒙主義運動後所產生

矛盾對立的苦惱，促使他努力想以「絕對精神」，來統合自康德以來「理性」與

「感性」互相割裂的問題，進而希冀弭平人與人之間的對立疏離。人們通過辯證

法，認識到真實的理性，但理性隨即又陷入理、情分割對立的狀態，這時就必須

統合在更高一層次的理性之下，運用包含情理的「理性」。此時的「理性」，已不

同於先前的「理性」了。黑格爾運用辯證法，是因為他認為唯有通過辯證法，才

能瞭解並把握宇宙萬物的生成變化與流轉。宇宙萬物無時不刻地在變動，正如蘇

東坡所言：「蓋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不能以一瞬。」而辯證法正是得以將

這樣的演變呈現出來的方法。然而，辯證法不只是一種方法，黑格爾還告知讀者

其如何落在現實面：「真理就是它自己的完成過程，就是這樣一個圓圈，預懸它

的終點為目的並以它的終點為起點，而且只當它實現了並達到了它的終點才是現

實的。」5  
 
黑格爾在其《精神現象學》上下卷中論述人類意識的發展：是從意識到自我

意識，再從自我意識到理性，最後再凝結理性到達精神的歷程。他特別花篇幅講

述精神這一章節，精神是從真實精神、自身異化了的精神，再到最後對自身具有

確定性的精神。「當實體已完全表明其自己是主體的時候，精神也就使它的具體

存在與它的本質同一了，它既是它自己又是它自己的對象，而知識與真實性之間

                                                 
4 蔡美麗，《黑格爾》，p.24。 
5 《精神現象學》，上卷，p.12。 



的直接性和分裂性所具有的那種抽象因素於是克服了。」6 這時，不僅代表實體

的人，其所表現的「精神」更加充盈，而且對「絕對精神」的認識，又更加前進

一大步。 

 

精神落實到社群中，呈現出來的是社會制度、政治理論等文化現象。在黑格

爾的《法哲學原理》中，黑格爾闡述了自家庭到市民社會再到國家的精神歷程。

在家庭中，是成員互信互愛，彼此沒有猜忌的狀態，但到了市民社會，因為缺乏

家庭的聯繫，游離出家庭的個人，就成了彼此對立、矛盾的狀態。由個人主義衍

生出來的自由觀念，在市民社會中，已經是一種普遍勢力和絕對現實。黑格爾批

判這種原子式的觀點，原子式的個人主宰著世界，「這位世界主宰這樣一來就自

覺他是絕對的、本身同時包含著一切存在的、意識不到另有任何比自己更高的精

神的個人。他也跟別人一樣是一個個人，但他是一個孤獨的個人，他跟所有的人

對立著；而這與他對立的一切構成著這個個人的有實效的普遍性；⋯⋯」7 這樣
的人是一種狂妄的人，因為每個人都如此狂妄，所以構成狂妄的普遍性。在原子

式的市民社會中，是沒有什麼倫理性的，所以，市民社會這種人與人互相分裂、

彼此毫無感情的自利、對立狀態，最後必定會統合在國家這個理性下。在國家中，

消弭人與人自利冷漠的情狀，轉化為將包含有家庭式的愛與感情，更加擴充為對

國家中的每個人的愛與感情，成為一個倫理性的國家。 
 
黑格爾雖然從啟蒙的精神出發，批判基督宗教，但他也認為啟蒙本身仍是不

足的。8 對於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黑格爾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除了和同期友人

種下自由之樹外，他更深刻地將感受揉入他的哲學作品中。「「自由」顯出一種雙

重的型態；一方面是關於內容——它的客觀性——事物的自身；另一方面是關於

「自由的形式」，包括個人行動地認識他自己；因為「自由」的要求是個人在這類

行動中認識它自己，做它自己的事情，為了他的利益，他要使行動達到他的結局。」
9 對黑格爾來說，「自由」的抽象理念，在法國大革命中以激烈的方式顯現出來，

這是啟蒙主義運動以來精神的落實。他感動於這樣的發展，但也憂心於這樣的發

展。對自由所帶來的恐怖，黑格爾認為，這還不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絕

對自由」，「絕對自由」本身包含著否定，因此也包含著區別，區別「自由」與「絕

                                                 
6 《精神現象學》，上卷，p.26。 
7 《精神現象學》，下卷，p.40。 
8 《精神現象學》，下卷，p.113。「啟蒙雖然提醒了信仰，使其注意其自己的那些孤立的沒聯繫

到一起的環節，但對它自己本身卻也還同樣是沒有啟開蒙昧、同樣是認識不清的。它以純粹否定

的態度對待宗教，只因為它把它的內容排除於它的純粹性之外，把它的內容當成它自身的否定

物。因此，它既沒有在這種否定物中、在信仰的內容之中認識自己本身，它因此也沒有把它所提

供的思想跟它所提供出來的思想所反對的那種思想兩者結合起來，聯繫起來。由於它沒有認識

到，它所譴責的在信仰方面的那種東西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思想，所以它自身總是處於兩種「思想」

環節的對立之中，它只承認兩種環節之一，具體說，它每次都只承認那與信仰相對立的一個環節，

而另外一個環節，它就使之與前一環節分離開來，恰恰像信仰的作法一樣。」 
9 《歷史哲學》，p.459。 



對自由」的不同。「絕對自由」發展著這種區別，並使之重新成為現實的區別。 
 

理性可以說代表著個別性的有限精神，即人類的主觀精神，是從意識發展到

自我意識再發展到理性而來，這是在《精神現象學》上卷中專論的部分。而人類

普遍共有的精神則可視為社群、國家、人類共同普遍精神，落實到現實面則是倫

理、風俗、政治制度、法律制度、經濟生活等等，也就是黑格爾在《法哲學原理》

中，所分析討論的「客觀精神」。至於「絕對精神」，則是客觀精神更進一步的反

省與反思，這種回歸自我本我的型態，即人類社群之中所表現出來的文化精神，

舉凡藝術、宗教信仰或哲學反思等等，是黑格爾意識到「現代性」的缺失，而進

行的補救。 

 
在黑格爾的哲學中，人的精神是被彰顯了，彰顯在政治制度、社群、國家中。

然而對黑格爾來說，人在面對宇宙至高的「精神」時，只是作為載體，在歷史的

進程上乘載精神。換句話說，「精神」透過人而顯現出來，黑格爾將人的存在本

質化為精神，人的存在就是為了彰顯「精神」的存在，人的問題就是「精神」的

問題。「絕對的『意志』就是慾望成為自由的意志。自己慾望自己的『意志』，乃

是一切『權利和義務』的基礎——因此也就是一切制定的『權利』、命令和連帶

的義務的基礎。『意志』本身的『自由』，它是一切『權利』的原則和實體的基礎——

它自身是絕對的、在自己為自己的、永恆的『權利』，在和其他各種專門的權利

相比較的時候是『最高的權利』；靠了這種最高的權利，『人類』成為『人類』，

所以它是『精神』的基本的原則。」
10 證成人類是「精神」的基本原則，是「意

志」起於人的主體性，因為人欲求自由，所以意志才是自由的。將「自由意志」

落實到法權、政治上作為實體的基礎，依據人自身形成的自由原則，才是為人類

自己的、永恆的「權利」。 

 

對黑格爾來說，人是為了展現這歷史的使命、歷史的精神而存在的。雖然他

注意到人與家庭、市民社會乃至於國家之間的關係，也希望人在政治、文化生活

中具體地表現出來。但他並沒有很深入地關注到個人在歷史中、在社會現實中的

處境，對他來說，人作為精神的載體，是要呈現時代及全人類的精神，人在這些

經濟制度、政治制度下的現實處境如何，並不是他所關注的焦點。黑格爾的出發

點是唯心觀點，他在抽象的形而上學裡尋找歷史的軌跡，尋找精神的腳步，試圖

以精神來弭平長久以來，不管在信仰上或政治文化上的分裂對立的情況。所以他

的學說掙脫不開基督宗教的光環，仍舊停留在彼岸天國，而以宗教撫慰去掩蓋此

岸人間的所遭受到的現實種種，所以可以說，黑格爾所提出的是宗教的形而上學

而不是人學。這一點正是後繼者如費爾巴哈、馬克思等，無法滿足黑格爾針對「現

代性」問題所提出理論的癥結所在。 
 

                                                 
10 《歷史哲學》，p.455。 



二、費爾巴哈對黑格爾批判的世俗基礎 
 
雖然「費爾巴哈贊同黑格爾關於人類已達到成熟的觀點。世界通過人們整體

的和有意識的實踐，將被改變成理性和自由的領域。」11 然而費爾巴哈對黑格
爾不滿之處，也正是黑格爾以唯心主義觀點所發展出來對人的看法。費爾巴哈對

黑格爾所描繪的現狀愈來愈難以接受，於是開始質疑黑格爾的唯心觀點，費爾巴

哈對黑格爾隱含的基督教思想也開始大作批判。在「現代性」的脈絡下，費爾巴

哈寫出相當不同於黑格爾的觀點，他批評黑格爾的宗教精神：「宗教是人類精神

之夢。但是，即使在夢中，我們也不是處身於虛無或天空之中，而仍舊在地上，

仍舊在現實界之中；只是在夢中，我們不是在現實性和必然性之光輝中看到現實

事物，而是在幻覺和專擅之迷人的假象中看到現實事物。」12 費爾巴哈的理性

告訴他，人類的腳跟是站在這堅實的地上的，就是強調不管宗教或是精神，人才

是最根本的基礎。費爾巴哈從基督教的本質中看出了：「沒有了上帝，人就一無

所是；但是，沒有了人，上帝也一無所是；因為，只有在人裡面，上帝才作為上

帝而成為對象，才成為上帝⋯⋯人是公開的上帝，只有在人裡面，屬神的本質才

得實現，才確證自己是屬神的本質。」13 把上帝從天上拉到了世俗，與人平起

平坐。「人化了的上帝，僅僅只是神化了的人之顯現而已，因為上帝之下降為人，

必然以人之上升為上帝為前提。」14 換句話說，人本身才是上帝之所以是上帝

的基礎。 
 
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擺脫不掉對基督宗教的念舊，執意將基督宗教放進他的

精神之夢中，而沒有看到宗教和現實中的人之間的異化。因此「前者（按：思辨

宗教哲學）使宗教成了思辨專橫的玩物，而後者（按：基督教神話學）使理性成

為幻想的宗教唯物主義之玩物。」15 黑格爾想解決人和宗教對立的問題，在費

爾巴哈看來，終究還是沒有真正解決。黑格爾認為宗教是最終的精神，而上帝就

是這種至高無上的觀照與精神。黑格爾堅持自由精神與自由意識是在人的背後，

掌控人一切現象的主體。因此在黑格爾看來，個體並不是歷史的真正主體，精神

才是。但正如費爾巴哈所說：「人越是剝奪自己，則上帝就越是低微、凡俗。當

人甚至否認自己有力量和能力由自己、出自本意地來完成最普通的禮俗之命令

時，人的自卑和自我否認，就達到了無可復加的地步。」16 上帝是人所創造出
來的形象，而人卻匍匐於上帝的腳下，這樣不是本末倒置嗎？同樣地，歷史的精

神與意識就是從人的精神與人的意識出發，所以真正具有主體性的才應該是人本

身。 

                                                 
11 馬庫色，《理性與革命》，p.243。 
12 《基督教的本質》，p.18。 
13 《基督教的本質》，p.270。 
14 《基督教的本質》，p.78。 
15 《基督教的本質》，p.2。 
16 《基督教的本質》，p.58。 



費爾巴哈繼承了黑格爾的「異化」觀點，並將之轉化為感覺的唯物主義，馬

克思也從費爾巴哈這裡得到了啟發。17 作為年輕的黑格爾主義份子，費爾巴哈

與馬克思一樣，接納黑格爾的歷史辯證發展的運動觀、異化觀，費爾巴哈由「宗

教」發端，將他所接納的黑格爾學說、概念、觀點運用在推動政治、文化、思想

革命上。馬庫色稱費爾巴哈，「通過人類的具體化把『哲學的否定』提高為『上

帝的實現』、『哲學的實現』和視為人類『普遍本質』的實現。」18  
 
正如費爾巴哈所說：「宗教乃是人類將理想的自己異化，客體化做自己以外

的異物，然後在奴伏於異化的自己之前，故此，哲學必須將人類從宗教性的幻覺

中解放出來，人類方才會與真正的自我照面。」費爾巴哈重新發現了人的世俗基

礎，人是由對象來認識自己的，人對於對象的意識，就是她/他自己的自我意識。

這個自我意識，並不是像黑格爾所說的，是一種在形上世界的意識，而是重新在

感官世界尋找我的意願、我的感受、我的思維和我的愛，他說：「我們如果不感

到這些活動有什麼無限的樂趣，那我們就不會覺得自己是一個愛著的、意願著

的、思維著的存在者了。」所以對費爾巴哈來說，人類真正應該在感性世界裡尋

求自己作為人的本質。 
 
「只有當上帝抽象地被思想，當他的賓詞是由哲學抽象來媒介的時候，才產

生了主詞跟賓詞、實存跟本質之間的區別或分離——才產生了這樣一種假象，即

實存或主詞好像是某種不同于賓詞的東西，是某種區別於可懷疑的賓詞的直接

的，不可懷疑的東西。但是，這只是一種假象而已。一位具有抽象賓詞的上帝，

也具有抽象的實存。實存、存在是隨著質之不同而不同的。」
19 對費爾巴哈這位

徹底的唯物主義者來說，上帝是一個抽象、相當可懷疑的存在，因為對他來說，

「上帝」這個「主詞」是十分抽象又不具體。當「主詞」陷入抽象又不具體的困

境，「賓詞」再怎麼形容或說明都只是假象而已。如果說人是「有限的」存在，

那麼感情及理智也會是有限的，這樣的有限，就是人自身本質的極限。費爾巴哈

認為「你的本質達到多遠，你的無限的自感也就達到多遠，你也就成了這樣遠的

範圍內的上帝。」20 一開始的命題是上帝是無限的存在，上帝既是無限的存在，

以人有限的感覺及理智，僅能認識到自身本質與自感範圍內的有限上帝，所以在

這個有限範圍中，所謂的上帝，其實就是人的本質，就是人自身。21 有限範圍外

                                                 
17 《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p.49。「人奉獻給上帝的愈多，他留給自己的就愈少。工人把自

己的生命投入對象；但現在這個生命已不再屬於他而屬於對象了。因此這個活動愈多，工人就愈

喪失對象。」 
18 馬庫色，《理性與革命》，p.239。 
19 《基督教的本質》，p.46。 
20 《基督教的本質》，p.34。 
21 《基督教的本質》，p.46。「或者說，在開始時，人使真理依賴於實存；只有到了後來，才使實

存依賴於真理。這樣，上帝就是人的本質，被看作最高的真理；但是，上帝或宗教——這是同樣

的——隨著人藉以把握自己的這個本質、藉以把這個本質認做最高本質的那種規定性之不同而不

同。所以，人藉以思想上帝著這個規定性，對人來說，就是真理，並且因此又成了最高的實存，



的無限上帝是不可知的，也是自我的理智與感覺可懷疑的存在，因為既是不可

知——人自身的有限理智與感覺無法達到，又是可懷疑的，那麼無限的上帝就只

是「假象」或「表象」而已，是一個虛構出來的形象。 
 
「人之所以成為他所是的，乃是依靠自然；雖然也依靠他的自我活動，但是，

他的自我活動也基於自然，相對說來，也即基於他的本性。感謝自然，人離不了

他。」22 自然是離開意識而存在的，自然是人存在與依賴的基礎，除了自然與

對象外，人一無所是。費爾巴哈往自然界去尋求人本身所安身立命的感性世界基

礎，事實上，他本身也是如此，他於一八三七年遷居紹倫吉亞的一個小村莊離群

索居。「費爾巴哈不是政治鬥士，他採取了特種形式的消極抗議的辦法來反對德

國的社會壓迫。」23  
 
因為獨居，大自然成了他的思考對象，費爾巴哈說「我只不過將存在於表象

或想像之中的對象轉變成為存在於現實之中的對象而已。」費爾巴哈抗議現存社

會的壓迫，認為只有在大自然中，人才能真正去感受、感覺和愛。所以費爾巴哈

不僅破除了上帝的光環，還把人的目光由形而上的精神世界，拉到自然這個物質

世界中，人是以自然為基礎。費爾巴哈對人是充滿著感情的，人在他的哲學思想

中，重新有了血和肉，他認為人有著豐富的資質，他重新把原本屬於上帝的本質

力量，再放回到人自身。24

 
費爾巴哈努力擺脫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因為他質疑黑格爾精神的力量，認為

黑格爾在他的哲學中，把精神當主角，人當配角是錯誤顛倒的，應該重新檢討這

樣的劇本，是否荒腔走板。不過費爾巴哈倒是延續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觀察與失

望，認為人是孤立的原子，彼此之間的聯繫就是利益而不是互助，所以費爾巴哈

的論點在馬克思認為，仍然缺乏直指人本質的核心論點。 
 
三、馬克思對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批判 
 
馬克思所思解決的是在「現代性」下「社會中的人」與「勞動中的人」的問

                                                                                                                                            
才真正是實存，才配得上這個名稱。所以，上帝之所以已是生存著的、現實的存在者，是跟它之

所以是這種特定的存在者出於同樣的理由；因為，上帝之質或規定性，不外就是人本身之本質重

要的質，而特定的人卻只是她/他本身所是的，只在自己的規定性中具有自己的實存、現實性。」 
22 《基督教的本質》，p.217。 
23 《費爾巴哈哲學著作選集》，俄文版譯者序。 
24 《基督教的本質》，p.49。「屬人的存在者具有無限多的各種不同的賓詞，但是，正因為這樣，

就也有無限多的各種不同的個體。每一個新的人，都又是人類的一個新賓詞，一個新天才。人有

多麼多，人類的力量就有多麼大，人類的特性就有多麼多。雖然在每個人之中都包含有存在於所

有人之中的力量，但是，畢竟是在各個人身上如此地被規定和被特殊化，以致他表現為一種獨特

的、新的力量。所以，無限多的屬神的規定之秘密，不外就是屬人的本質——作為無限地多樣的、

無限地可規定的、但正因為這樣而是感性的本質——之秘密。只有在感性之中，只有在空間和時

間之中，才有可能讓無限的、確實無限的、富有規定的存在者存在。」 



題。馬克思藉著批判黑格爾和費爾巴哈，點出歷史過程的真正主角，既不是精神，

也不是市民社會中孤立的個體，其實就是在社會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並且從資本

主義社會中，挖掘出勞動真正的意義，不該只是維持生命的必須而已，還應該是

創造作品、思考行動的來源。馬克思認為，人應該是具備「社會性」和「勞動性」

這兩個特質，才能成為真正的人。 
 
馬克思贊同黑格爾有關意識要有對象的說法，意識要有對象，而這個對象要

從感性世界去尋找，也就是說，這個對象是「感覺之對象」；否則就只是假象，

是虛構出來的存在物，是抽象之產物。對象是如此，意識本身也是如此。黑格爾

的意識彷若沒有形體也可存在，對象是實在的，而自身卻是虛幻的。馬克思認為

「一個在自身之外沒有自己的自然界的存在物，就不是自然的存在物，就不參與

自然界的生活。一個在自身之外沒有對象的存在物，就不是對象性的存在物。一

個本身不是第三者的對象的存在物，就沒有任何存在物作為自己的對象，也就是

說，它就不能做為對象來行動，它的存在就不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25 黑格
爾從最根本的意識起，就已懸浮在抽象世界的虛空中，更別談他集大成的神秘主

義精神哲學了。 
 
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歷史只是精神活動歷史，為精神提供一個運動的歷程，

只是抽象的、邏輯的、思辨的表達，而真正歷史中的主角——人類活動，卻不被

黑格爾承認是這個活動過程的主體，反而只是載體。馬克思認為黑格爾的理論頭

腳倒置，因為他沒有抓住事物的根本，沒有認清最根本的事物就是人本身。就這

點來說，馬克思是贊同費爾巴哈而反對黑格爾的，但他比費爾巴哈更進一步，馬

克思用社會中的人，來取代費爾巴哈孤立的個人主義，人必須是互相合作而不是

互相對立，這種由主體性發展過來的個人主義並不是真正的個人主義。 
 
另外馬克思具有很強的行動哲學，他認為哲學只是這個世界「觀念」的補充，

光光只是批判鬥爭是不夠的，最重要的還是要實踐，才是改變一切的起點。當時

德國上下不管是政治制度或是社會階級，都是一片粉飾太平的氛圍，黑格爾的哲

學很容易讓人陷入「現實即合理」、「現實性即現象」26 等的迷思。人們耽於現
實，反而失卻了批判能力，對現狀不滿的消極者如費爾巴哈，批判了黑格爾的玄

思哲學，卻在面對現實的社會時，因為提不出解決的方案，於是選擇擺脫一切現

實束縛，寄託自然界，向大自然尋求庇護；積極者如馬克思則大聲疾呼，轉向對

社會現實面的研究，力求破除這種黑格爾主義籠罩的玄思。27 而且強調舊制度

                                                 
25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13。 
26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7。「現實性變成了現象，但是除了這種現象，理念便沒有任何其

它的內容。除了『成為自為的無限的現實精神』這一邏輯的目的，理念也沒有其它的目的。這一

節集法哲學和黑格爾全部哲學的神秘主義之大成。」 
27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5。「換句話說，當舊制度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理

性的時候，他的歷史是悲劇性的。當舊制度作為現存的世界制度同新生的世界進行鬥爭的時候，



必須滅亡，必須解放無產階級，才能取消特殊的權利，形成真正的普遍權利，才

能使得市民社會的資產階級權利歸於社會全體所有。 
 
黑格爾提出了「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理論」，以及以「法」作為貫

串精神歷史的基石，「體系」、「制度」也依賴精神之法而存在著。他說：「整個立

法和它的各種特別規定不應孤立地、抽象地來看，而應把它們看做在一個整體中

依賴的環節，這個環節是與構成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特性的其它一切特點相聯

繫。」28 馬克思卻認為，黑格爾所提出關於「家庭」、「市民社會」、「國家」的
理論，不過是侷限在布爾喬亞階級的觀念罷了。黑格爾的「家庭」仍是單一原子

式個人，被偶性分配到各家庭。黑格爾的「市民社會」是資產階級社會，而這一

市民社會不過是「社會」的一個階段形式罷了。黑格爾把「國家」說成理念活動

的結果，馬克思卻反駁道：「國家是從作為家庭和市民社會的成員而存在的這種

群體中產生出來的。」29 至於「法」，以及「法」所形成的體系、制度，馬克思

則認為，真正決定人類文化上層結構的——包括政治、制度、宗教、文化、藝術

等等——都是取決於下層建築——即經濟生產活動，包括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

因此中古莊園經濟產生了封建制度文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了資本主義文

化。馬克思把黑格爾的唯心史觀整個反轉過來，扭轉了黑格爾無窮無盡的精神支

配與決定、分配一切的概念。 
 
對於資本主義社會階段，具有強大影響力的莫過於「私有財產」的概念了。

馬克思花了不少篇幅在詳述「私有財產」的起源、發展和影響，其實私有財產的

基礎就在於「佔有」這個事實中。30 但是人們卻對「私有財產」的壓迫形式渾
然無覺，這是「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

當人們談到勞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31 所以馬克思接著說：「問題

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問題的解決。」黑格爾認為私有財產是必須的，因

為私有財產表現為「需要」環節，在「家庭」中，黑格爾說：「家庭不但擁有所

有物，而且作為普遍的和持續的人格它還需要設置持久的穩定的產業，及財富。

這裡，在抽象所有物中單單一個人的特殊需要這一任性環節，以及慾望的自私

心，就轉變為對一種共同體的關懷和增益，就是說轉變為一種倫理性的生活。」
32 「市民社會」中，則表現為黑格爾在《法哲學原理》第 201節中所提到的：「無
限多樣化的手段及其在相互生產和交換上同樣無限地交叉起來的運動，由於其內

容中固有的普遍性而集合起來，並區分為各種普遍的集團；全部的集合就這樣地

                                                                                                                                            
舊制度犯得就不是個人的謬誤，而是世界性的歷史謬誤。因而舊制度的滅亡是悲劇性的。」 
28 《法哲學原理》，p.5。 
29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27。 
30 《黑格爾的法哲學批判》，p.172。「私有財產的真正基礎，即佔有，是一個事實，是不可解釋

的事實，而不是權利。只是由於社會賦予實際佔有以法律的規定，實際佔有才具有合法佔有的性

質，才具有私有財產的性質。」 
31 《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p.60。 
32 《法哲學原理》，p.216。 



形成在需要、有關需要的手段和勞動、滿足的方式和方法、以及理論教育和實踐

教育等各方面的特殊體系，——個別的人則分屬於這些體系——，也就是說，形

成等級的差別。」33 對於「私有財產」，黑格爾認為，人們是由於需要而去佔有。
在馬克思看來，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而是因為佔有才有了對私有財產的需要，

並進而追求，才產生法權來保障私有財產。才產生實踐教育、理論教育等為求得

私有財產，應運而生的一技之長，或做為資產階級的意識型態傳承，教育其實是

為私有財產鋪路罷了。 
 
黑格爾對人的社會性與勞動性的觀點，其實都是建立在他對資本主義社會的

認知上。對他來說，市民社會是不足的，因為在其中的人是自私自利的存在，缺

乏像家庭般的親愛與親密聯繫，所以必須有倫理國家來聯合四分五裂、彼此對

立、自私矛盾的人。他當然也認為人不該是互相對利益勾心鬥角，但是他將政治

與經濟二分，並選擇用政治層面來指導經濟層面的作法，卻引起馬克思的疑慮，

馬克思認為，最後黑格爾只說明了這樣的現象，卻提不出解決現實情況的辦法。

另外黑格爾對勞動的看法，也是延續以往哲學家對勞動的看法，但是他認為從勞

動中可以培養教養與習慣，使人更容易增進自己的技能，以維持自己的生存，除

此之外，別無其它。滿心期待用機器取代人類勞動的黑格爾，把勞動簡化為維持

生命的必須。總的來說，黑格爾透過勞動的說法，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現狀進行維

護與辯護，人必須勞動，人的勞動是為了維持現有的體制，現有異化的體制。黑

格爾的確瞭解勞動的必要性，但是他必瞭解勞動除了生理必要性以外，還有心理

的必要性。 
 
馬克思針對黑格爾解決人在現代性中的困境，第一步就是破除黑格爾的精神

迷思，將人從偉大精神力量的覆蓋支配下拯救出來，到此，馬克思與黑格爾分道

揚鑣。黑格爾以精神為目標，馬克思則以人本身為出發點，因此馬克思看到了黑

格爾所看不到，對人卻是嚴酷存在的異化處境。在面對人類異化、對立、矛盾的

處境時，馬克思拒絕用黑格爾的更高精神來統攝，而以他實踐的、革命的路來解

放人，並追求一個落實在現實社會的真正自由領域。 
 
馬克思贊同費爾巴哈對黑格爾唯心主義的批判，認為他從純粹的思想領域

中，重新發現了世俗的基礎，從黑格爾的觀念、精神轉向以實存的人為基礎。但

是費爾巴哈只注意到實存的人與自然界的關係，只注意到外部世界對人的作用

力，忽略了人一樣可以反作用於外部世界。所以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忽視了

勞動這一物質作用。「不滿足於抽象的思維，費爾巴哈主張感性的直觀：但他並

                                                 
33 《法哲學原理》，p.247。補充「（等級的必然性）分享普遍財富的方式和方法，任由每個人的
特殊興趣決定，但是市民社會之區分為眾多普遍部門乃是必然的。如果說，國家的第一個基礎是

家庭，那麼它的第二個基礎就是等級。等級之所以重要，就因為私人雖然是利己的，但是他們有

必要把注意力轉向別人。這裡就存在著一種根源，它把利己心同普遍物即國家結合起來，而國家

則必須關心這一結合，使之成為堅實和堅固的東西。」 



沒有把我們的感覺理解為實踐，理解為類的感性。」勞動把人類存在的自然條件

改造成社會條件。由於在其自由哲學中刪掉了勞動過程，因而，費爾巴哈清除了

一個自然可以變成自由的中介的決定性因素。它對作為一個自然發展的人類自由

發展的解釋，忽視了自由的歷史並使自由成為特定秩序內的一個事件。他的『感

覺唯物主義』僅僅直覺到了資本主義社會中『孤立的個體』。34」換句話說，費

爾巴哈的直觀感性，還停留在一個個人的特殊的感覺上，還停留在孤立個人的特

殊性上，而沒有更進一步理解到人的普遍性，即「類的感性」。他的直觀感性只

直觀到他所處的「市民社會」情形，而沒有發覺到人其實是在整個歷史、社會中

發展起來的。馬克思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界與人關係，他認為人只有是社會的

人，自然界才與人發生關係，費爾巴哈的人是孤立的人，個人與大自然發生關係，

費爾巴哈缺乏個人與社會整體的概念。換句話說，馬克思認為自然界是社會人的

基礎、是人與人聯繫的紐帶、是現實的生活要素。35

 
馬克思也批判費爾巴哈，認為他的立足點在「市民社會」，顯然太過於狹隘，

真正的唯物主義的立足點，應該是在「人類社會」或「社會化的人類」。馬克思

認為人不能作為「孤立的人」，脫離現實環境而生存。就算是經濟學家所熱中列

舉的「魯賓遜」例子，雖然他在荒島上過日子，但馬克思並不認為他是孤立的個

體，因為他從頭到尾，始終沒有脫離真正的「人的社會」而生存。「⋯⋯經驗告

訴他這些，而我們這位從破船上搶救出錶、帳簿、墨水和筆的魯賓遜，馬上就作

為一個道地的英國人開始記起帳來。⋯⋯」36 在這裡，將人和社會聯繫在一起

的，是那些「社會文明」的產物。所以只有將人與現實的社會聯繫起來加以論證，

才能產生真正的人，故而說人是社會的動物。又例如一個被狼收養長大的人類小

孩，倘若她/他回到人類社會，學習人類的語言、生活方式，使用著其她/他人所
生產出來的產品，付出自己的「勞動」，此時她/他仍會像個「社會人」，而生活
在「社會」當中。所以即便是一個鎮日在實驗室裡的科學家，她/他也不會生活

得像在孤島上。 
 
對馬克思來說，費爾巴哈除了沒有看到人與「類」的關係外，他也沒有看到

「社會」的歷史進程。費爾巴哈把所有的社會都看做他身所處的市民社會，也因

此，他對市民社會利己主義的失望，就使他轉而訴諸自然界的力量。雖然費爾巴

哈對人的關注的「人道主義」，對馬克思的唯物觀點起了很大的影響，但是馬克

思對費爾巴哈只停留在純理論上的解放並不滿意，馬克思認為，要成為真正的「人

                                                 
34 馬庫色，《理性與革命》，p.247。 
35 《1844 年經濟學哲學手稿》，p.81。「自然界的人的本質只有對社會的人說來才是存在的；因

為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對人說來才是人與人聯繫的紐帶，才是他為別人的存在和別人為他的存

在，才是人的現實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會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礎。只有在社

會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對她/他說來才是他的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對他說來才成為人。因此，社

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了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復活，是人的實現了的自然主義和自然

界的實現了的人道主義。」 
36 《資本論》，第一卷第一章。P.93。 



道主義」，唯有通過徹底的實踐與革命，以改造現存市民社會的政治、社會、經

濟制度，方能達成實際的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