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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馬克思之歷史唯物論 

 

第一節  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之形成 

 

在馬克思之前有許多不同派別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學說，最早是在柏拉圖

《理想國》中出現相關的概念，而繼之中古世紀的摩爾(Thomas More 1478-1535)

則寫了一本《烏托邦》(Utopia, 1516)75，想建立一個至善至美的世界，消滅私有

財產、建立公社生活。以及後來的法國哲學家聖西蒙 (Henri de Saint-Simon 

1760-1825)、傅利葉(Franç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 1772-1837)、歐文(Robert Owen 

1771-1858)等都嘗試建立各種不同的共產或社會主義社會，但終究未竟全功。馬

克思認為在早期烏托邦主義者失敗的原因在於，不懂得經濟力量的影響，見不到

歷史運動的規律，缺乏科學、客觀的分析因而無法建立嚴密的理論，因此沒有良

好組織架構、實行策略。是故馬克思以研究「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76來

                                                        
75 Utopia 希臘文原意：no place, nowhere, happy place，指不存在的地方、美好境界。 
76 政治經濟學，廣義地說，是研究一定社會生產、資本、流通、交換、分配和消費等經濟活動、

經濟關係和經濟規律的學科。第一個使用「政治經濟學」這個詞語的人是法國的 A.de.蒙克來田，

他於 1615 年出版了《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亞當‧斯密認為是研究「國民財

富的產生和分配」的科學，但目前國際普遍用宏觀經濟學這個詞來代替。古老的重農主義認為，

土地是一切財富的根本來源；相形之下，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是勞動價值論，即財富來源於勞動。

這一理論最早由約翰·洛克提出，後來被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進一步完善。政治經濟學也使人注意

到，技術進步在經濟和社會關係中所處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在 19 世紀末期，政治經濟學常常用

做經濟學的代名詞。這個領域的學者趨於用數學手段研究經濟問題，而非生產和消費的結構關係。

現代政治經濟學是指用多種不同而又相關的方法，研究經濟行為，將經濟學與其他學科交叉，用

不同的基本假設挑戰正統的經濟學思想： 

政治經濟學一般是指經濟、法律和政治學的交叉研究，以理解政治實體、環境對市場行為的影響。 

政治學領域，指現代自由主義、現實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結構主義解讀經濟與國家權力間的關係。 

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國際貿易和金融、國家政策（貨幣、財政政策）對國際貿易影響的交叉學科。 

經濟學者有時也把這個詞與博弈論的研究手段聯繫起來。 

人類學家、社會學家和地理學家用這個詞表示新馬克思主義對發展問題的研究手段，一個例子是

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中文維基百科全書，政治經濟學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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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資本主義做出批判，期望能發現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證明資本主義必崩解於

無形。 

 

一、馬克思辯證概念之承襲——黑格爾辯證法 

 

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源自於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雖承自黑格爾但

兩者對於其辯證法的出發點有所不同。黑格爾認為現實的物質世界只不過是「思

想」或「觀念」的外在現象，「觀念」是獨立存在的，而物質則是依存著的。而

唯物的馬克思說：「我的辯證方法，在基礎上就不只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方法不同，

而且是他的反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也就是『觀念』轉化為一個獨立主

體的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者，現實不過是其外在表現。與之相反的，我

認為觀念性的東西，只不過是在人腦袋中變了形的物質」77。可以說馬克思的辯

證法是來源於黑格爾 

 

黑格爾辯證法概念主張事物的演進是「正、反、合」(thesis、antithesis、synthesis)

對立統一過程的實現，第一步先提出所謂「正」，如事件、觀念等等，因「正」

的存在並非一種最完美的形式，而必定遭遇與之相衝突的反動，由此製造出之相

對立的「反」，在兩者鬥爭的過程中各取其優處而剔除劣處，得到一個新的和諧

地步黑格爾稱之為「合」，而此新的「合」在被提出的當下，在欲解決的問題面

前又是一個「正」的辦法，當然就會繼續有針對其不完滿之處而提出的新一個「反」

命題，如此下去一直到得到問題之解決。因此他認為世界歷史是受到由心靈「正、

反、合」的「對反、重複、超越」原則所支配的過程，世界運動的每一個歷程都

是當我們為了解決當前矛盾而一次又一次提出的解決方式。 

 

                                                        
77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吳家駟翻譯，第一卷之跋，時報文化出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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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西元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黑格爾認為法國大革命是

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但正因為是絕對的初次，它

也是絕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

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

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只

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

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才有可能得以出現。78在黑格爾的辯證

觀點裡，「正」就是法國大革命，而「反」即指大革命之後的恐怖統治階段，最

後達到公民的憲法保障的「合」。每次的「正、反、合」都是朝向更高層次邁進，

並且由於黑格爾承襲康德對於「物自身」的觀念——在經驗之外，無法由形上學

推論超驗的實體。 

 

黑格爾認為，必須從過去、現在以及未來所有人們的經驗當中去推論「物自

身」，因此他認為在歷史當中實現的觀念就是上帝，上帝就是世界的實體，體現

在歷史的「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當中，絕對精神不是超越世界之上的東西，

自然界、人類、意識、社會都是此絕對精神在各不同層次發展階段上的展現，是

故，自然、社會事物的更替、發展、生命歷程，就是絕對精神本身的顯現，黑格

爾目的是透過揭示自然、社會和思維的規律與發展過程而使絕對精神顯現出來。 

 

與黑格爾不同，波普採取的方式是，對第三世界的理論進行「批判論辯」或

者透過第一世界的「檢驗」，試圖尋找矛盾並且排除矛盾，在排除矛盾的過程裡

會有新的困難產生，也就是新的問題 P2，重複地駁斥下去導致客觀逼真性的增長，

它使得逼近絕對真理成為可能。其與黑格爾的矛盾辯證法差異在於： 

 

                                                        
78 中文維基百科全書，黑格爾條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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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黑格爾的理論，儘管客觀精神(包括藝術創作)和絕對精神(包括哲學)兩者

都是由人類的成果組成，人卻不是創造者。正是這實體化的客觀精神，正是

這世界的神聖的自我意識推動著人。 

 

2. 儘管黑格爾的辯證法同我的進化圖示有某種表面上的相似，但兩者之間有跟

本的區別。我的圖示是通過消除錯誤，並在探討真理這一調節的觀念下通過

有意識的批判而在科學水平上起作用的。 

 

 

3. 柏拉圖把他的實體化的理念居住在某種神聖天國中，黑格爾則把他的精神人

格化為某種神性的意識：理念存在於其中，正如人的觀念存於人的意識之中。

他的學說說到底就是，精神不僅是有意識的，而且是自我。79 

 

首先，在黑格爾的理論中，絕對精神推動著第三世界的成長，並藉著當時代

偉大的人物以表現絕對精神自身，而波普第三世界中的反饋作用則是，人類透過

主動批判並在過程當中得到客觀知識「無預期的湧現」。其次，黑格爾的辯證法

對於矛盾有所喜好，認為接受矛盾是絕對精神的推動力量，因此人類的批判在黑

格爾的辯證法中是起不了作用的。最後，黑格爾的精神理念化為意識，也就是說

「意識就是精神理念的表現」。但在波普的三個世界觀點裡，意識只是第二世界

的主觀認定，不是絕對的，我們是透過主觀意識去掌握客觀第三世界的。 

 

二、馬克思唯物思想之淵源——費爾巴哈唯物論 

 

馬克思的唯物觀點方面則主要是受到了費爾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的影響，費爾巴哈認為一切都源自於「實在」(actuality)，精神是來自

                                                        
79 卡爾‧波普，《客觀知識》，P.146，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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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物質的，外在的物質世界反映到人的腦袋中，因而有了思維，除了自然與人之

外別無他物，超越的上帝或是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是不存在的。 

 

雖然馬克思的唯物觀來源於費爾巴哈，但兩者還是有極大的差異，在《關於

費爾巴哈的提綱》以及《德意志意識型態》中皆有談到，馬克思認為費爾巴哈的

唯物論有兩大缺陷——「直觀性」(intuitiveness)與「受動性」(passivity)。 

 

馬克思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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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物、現實、感性(object, actuality, sensuousness)，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

觀(contemplation)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

理解。…費爾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體不同的感性客體，但是它沒有把人的活動

本身理解為客觀的活動…所以，他不瞭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

義。」80馬克思在此確立了他辯證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的觀點——「實踐立

場」。從經驗直觀出發的舊唯物主義，把自然、對象理解為純然外在的、感官直

觀的物件，而人在這邊的角色則是單純受動性的生物自然。馬克思則強調實踐是

「人的感性活動」，是「能動性(initiative)與受動性」、「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從這樣子的理解出發得到，人既不是唯心主義的單純能動性存在，也不是舊唯物

主義的單純受動性存在。人是受自然必然性支配，同時又以能動的感性活動改造

環境，實現人與環境的辯證統一。從此確立了其新唯物主義的實踐觀。 

 

進而馬克思批判舊唯物主義的「直觀反映論」，於是他把認識論建立在實踐

觀點上，確立了「能動反映論」的基本思想，指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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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及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

                                                        
80 卡爾‧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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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this-sideness)。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

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81馬克思指出，因為缺乏完備的實踐觀

點，舊唯物主義純然從經驗出發，認識物件僅僅為外在於人的、感官直觀的物件；

而人在這邊則理解為單純直觀的、受動的存在，從而把人的認識活動理解為被動

地直接映照在鏡面上的影像，否定人認識的能動性、辯證性。馬克思認為人首先

是作為「能動感性活動之存在」，物件首先、而且從根本上是人的感性活動的物

件，主體的物件。 

 

於是在辯證與唯物的概念取得之下，黑格爾的這種唯精神辯證論或說唯心辯

證論，馬克思只採取其辯證法這具有革命成分的部分，並將之作了唯物論的轉化。

而關於世界本質的認定則是採費爾巴哈的唯物觀點。在恩格斯 1886 年的著作

《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一書中，明確地把費爾巴哈當作是哲學史上

的一個里程碑，在這碑之前是「德國唯心論」，而從此之後就是「唯物論的歷史」

了，他跟馬克思的唯物論就是從此承續下去的。馬克思在其《1844 年經濟學哲

學手稿》當中也稱讚費爾巴哈是唯一一個對黑格爾辯證法抱持著嚴格、批判態度

的人，並且在此領域得到了極棒的發現，可說是古典哲學中的勝利者。82 在當

時費爾巴哈的唯物論可說包含了兩大部分：一、啟蒙運動時的無神論思想，因而

費爾巴哈批評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是新神學。二、經驗主義中對於感官是得到知識

的唯一途徑這一點。費爾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質》一書中對宗教進行了強烈的批

判，並認為上帝不過是人的幻想中，並批判康德關於物自身的不可知論，主張人

具有無限的認識能力。繼而批判黑格爾顛倒了精神與物質的主奴關係，而認為物

質是先於精神的。把人與自然擺在最高地位，並認定自然界是可知的、規律的與

                                                        
81 卡爾‧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第二段。 
82 Feuerbach is the only one who has a serious, critical attitude to the Hegelian dialectic and who has 
made genuine discoveries in this field. He is in fact the true conqueror of the old philosophy. The 
extent of his achievement, and the unpretentious simplicity with which he, Feuerbach, gives it to the 
world, stand in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opposite attitude (of the others).《Economic and Philosophical 
Manuscripts of 1844》，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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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的。但他在批判黑格爾時，卻丟掉了其中的辯證法，無法見得人對客觀存在

的主觀能動性，不瞭解社會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因此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建立辯

證唯物論時，不只吸收了其唯物方面的觀點，也對其缺乏主觀能動性這部分給予

批判。在費爾巴哈唯物論中「物」對於人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我們甚至可以說人

根本就是物的一種樣貌，因此費爾巴哈認為人並沒有主動的能力。 

 

三、馬克思辯證唯物論 

 

馬克思承認自然界的客觀存在，人是存在於之中的，並且人也是自然界中的

一種存在物，而人要保持其存在，跟自然界的第一步關係就是以人之「生產力」

對具體物進行「物質生產勞動」，但這是單純個別的勞動，人處在社會中因此其

勞動具有社會形式，藉由物質生產勞動，人類進入各種不同的「生產關係、社會

關係、經濟關係以及財產關係」等等。每種勞動結構都有其相對應之「勞動力與

勞動關係」。 

 

但由於在發展的過程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相互不適應，這些不同的關係

使得人的生產力無法自由地發揮，因此人必須超越這些阻礙，才能自由地發展其

物質生產勞動力，人的本質以及存在意義才得以實現，因此才是人與自然的統一。

在 1859 年《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前言馬克思說：「在人們從事的社會生產

中，人群進入特定的、必然的、不受意志左右的關係裡面，這種關係可稱為生產

關係。它與物質的生產力一定的發展階段相搭配，這些生產關係的總體造成了社

會經濟的結構，亦即實質的基礎。在此基礎上矗立著法律與政治等上層建築，並

且有與實質基礎相搭配的特定社會意識之形式底存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絕然

地決定著社會、政治的與精神的生命過程。在發展的某一階段裡，社會的物質生

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以法律的字眼來表達，即財產關係——造成矛盾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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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這種生產關係突然變成生產力發展形式中的桎梏。於是社會改革的時期不旋

踵而降臨。隨著經濟基礎的變遷，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跟著作出或慢或快的變化。」

83 

 

但馬克思認為人能主動藉由實踐去認識、改造這個世界。在《1844 年經濟

學哲學手稿》中貫穿馬克思關於人與世界互動關係的兩大主幹是： 

 

一、「經濟學模式」(economic model)，視人本質的一個基本要素為「勞動」，

人活在世界上並非遺世獨立，時時刻刻與物質世界做接觸，因此勞動必然是人類

本質的要素，透過勞動力人進行與物質世界永恆的交換關係，馬克思稱勞動為產

生生命的活動，在此勞動過程中突顯出生產、實踐的概念，他說：「通過實踐創

造對象世界，即改造無機世界，證明人是有意識的類之存在物。」84將人類看成

是具有意識、能動、有目的的實踐者，透過目的改造自然並在此過程中改造自己。 

 

二、「歷史學模式」(historical model)，當中人本質之另一個要素則為「社會

性」。人不僅與物質世界交流，由於所需是各種各樣的人類改造產品，無法完全

自給自足，因此必須透過自己的勞動產物與他人勞動產物的交換，這種複雜的過

程當中顯現出人的「社會性」。勞動性造就了社會性，而又因社會性的需求反過

來牽制著勞動性。 

 

馬克思在此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到歷史變遷上而得其「歷史唯物主義」。世界

的歷史轉變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社會的「經濟發展、生產與交易形式的變動、階

級鬥爭」。馬克思師承黑格爾，認為歷史發展充滿理性與進步，是自由的進程，

只是推動歷史進步的不是上帝或是世界精神，而是人類社會中的經濟勢力包括經

                                                        
83
《當代主義》，洪鐮德翻譯，P.230，揚智出版社，2004。 

84 卡爾‧馬克思，《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伊海宇譯，P.97，時報文化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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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社會結構」。換言之，世界史是以人群社會的變動為

主要內容，因此經濟的「社會形構」(Oe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及其

變遷，便成為歷史的主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社會的下層建築(經濟)與其相

搭配的上層建築(法政、文化、習俗、風氣等)之總和，便構成該時期中的經濟之

社會形構。 

 

馬克思與恩格斯將自古以來的社會以及未來社會分成五個不同的歷史型態：

(1)原始社會(公社)；(2)奴隸社會；(3)封建社會；(4)資本主義；(5)共產主義社會85。

前四期稱為「史前期」，只有第五期是人類靠自己的努力，左右自己的命運之「歷

史期」。馬克思認為他已經發現歷史發展的定律，這定律預先決定了社會主義革

命並最終達到一個無階級的社會，雖然決定社會發展的自然法則，既無法跳過應

有的自然階段，也不能藉由外力以規避應有的社會進程，但它卻能縮短或減輕分

娩的痛苦。 

 

第二節 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 

 

馬克思認為物質是居於主宰地位的第一性，而意識則是物質派生、高度發展

的產物，客觀物質世界從感官反映到人的腦子裡就成了意識。物質世界本身有其

規律，並且依照此規律運作、發展，雖然人具有能動性，可以依其目的改造自然

使其成為符合使用的器物，但人的主觀意識是無法改變自然規律之事實的，只能

如馬克思所言，加速此過程並且減緩陣痛。上一節談到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發展

有其「客觀規律」，不依人類意志轉移的，其中規律之形成因素有二： 

 

一、人類運用其勞動本質去改造未經加工的自然物，製造出適合人類的生活

                                                        
85 洪鐮德，《當代主義》，P.234，揚智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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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或說產品、商品，馬克思稱此概念為「生產力」(productivity)，由勞動對象、

勞動資料以及勞動者所構成； 

 

二、人類本質中關於社會性這部分，由於每個人能力不同，專精不同因而對

物質的改造也不相同，因此製造的生活資料也不相同，因此這種生活資料的交換

過程馬克思稱為「生產關係」(relations of production)。 

 

在馬克思的看法裡這兩者可能相互促進也可能牽制造成窒礙，歷史就是發展

於這兩者的矛盾運動關係。於是在馬克思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人類改造自然物成

為生活資料這樣的生產方式，具有兩個不可分割的面向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係則是生產的社會形式，二者之間是矛盾、

對立統一的關係。」 

 

首先，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此為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第一個基本原理，

有怎樣的生產力，就會有相對應的生產關係。生產力的發展，最後必定造成生產

關係有所變革。也就是說，每一種不同的生產關係之出現，背後都是社會生產力

發展的結果，但並非每一小小的生產力之改變都會造成生產關係的變化，生產力

必須達到一定程度才有辦法使得生產關係再次翻新。馬克思認為人類歷史發展從

古至今出現的各種基本生產關係，也就是指當時之社會經濟制度——原始共產、

奴隸、封建、資本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都是因著某一生產力發展水準而產生的。

這個原理揭示了人類歷史的演變動力來源就是生產力，而生產力是由勞動人民所

貢獻的，因此勞動者即是歷史的創造與推進者。 

 

其次，就像牛頓第三運動定律一樣，生產關係也不是單純被動受影響，生產

關係也促使生產力發生改變。在這種交互影響的過程中，有正向的也有反向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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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不同狀況。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條件時，它就會強力地推動生

產力的發展；但當它與生產力發展要求不相稱時，就會嚴重地阻礙生產力的發展。

一種新生產關係之產生，固然必須在新生產力出現之後才有可能，但生產力的巨

大飛躍，卻總是在改變了舊的生產關係、建立了新的生產關係之後，而不是在此

之前。 

 

生產方式自身的矛盾運動就是由於，生產力施力決定了生產關係，而生產關

係又產生反作用於生產力。其中生產力是活躍和變動的，而生產關係則相對的較

為穩定，因此，在生產發展過程中總是存在著矛盾對立。每當新的生產關係建立

起來之後，在某一個時期中是與生產力處於基本上相稱的狀態，而不相稱的那一

小部分則是次要受到忽略的。但隨著生產力的繼續發展，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的矛

盾就會逐漸尖銳起來，以至於原本作為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係，變成生產力

發展的障礙。這個時候就是社會革命出現的時刻，革命的任務就是改善舊的、過

時的生產關係，建立新的生產關係，從而解放生產力。 

 

經過這樣的革命轉變之後，兩者之間的尖銳不適就又重新變得相稱，並在新

的基礎上又開始了生產力向前加速發展的時期，直到下一次生產關係再度變成生

產力的桎梏。這種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由相互適合到不適合，再更新改變到新的基

礎上的適合，是一個不斷向上發展的過程，馬克思認為這是客觀必然的，是一種

生產關係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生產關係就像是寄居蟹的殼，而生產力

可比喻成寄居蟹本身，寄居蟹在殼的架構保護下成長，但當身體長得越來越大舊

殼容納不下時，即淘汰舊有而尋求一個新的家，一個可以適應往後發展的適當方

法，而最後寄居蟹成長到其極限最佳狀態時的相對應保護殼就是最好的，再大就

搖搖晃晃，過小又嫌窒礙難行，在馬克思的推論裡，最完美的狀態就是終點共產

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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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矛盾與歷史必然走向 

 

一、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矛盾 

 

在人類歷史發展四個史前階段的最後，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過程裡，

生產方式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的具體化，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

與資本家私人佔有之間的矛盾，此矛盾決定和制約著資本主義社會的其他各種矛

盾，支配著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發展直到滅亡的整個過程。原本單獨一人操作的

生產資料，從此變成由數十個、數百個工人共同使用的生產資料，也就是說，一

系列的「個人生產」變成了一系列的「社會性生產」，因而產品也從個人產品變

成為多人共同生產的社會產品。例如原先個人使用的生產工具手工紡紗車，到了

資本集中的資本家工廠裡，變成了巨大的紡紗機器序列。每個工人原先是可以獨

力完成紡紗的作業，現在變成不同工人分工負責某單一操作部分。不僅在紡織業

如此，在各個行業都是這種狀況，社會分工日益發展，生產越來越專業化，分工

部門又多又細並且相互依賴、緊密連接，不論就單一行業而言或就生產本身而言

都是越來越社會化了。 

 

雖然資本主義生產形式可以製造出大量產品，並使每個人分工和作答到最大

的效益，從這方面來看，資本主義絕對是一個非常有效率的改造世界模式，但是

從馬克思以人為本的觀點出發時，我們就會發現資本主義生產形摧毀了人類的兩

個本質要素——「勞動性與社會性」。 

 

首先，原本各人的自主勞動是因其興趣、秉賦不同，而對自然物有意識、目

的的一種改造活動，透過這種活動人從其中得到完整的勞動滿足，比如自己想要

做一張椅子，首先我就具有目的並在心中設想一個藍圖，從伐木、設計、組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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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步驟我自己做出了一張我要的椅子，得到了一種靠自己完成了一件事情的滿足

感，我在勞動的當中實現了我之所以為人的本質。但是在資本家的椅子工廠裡，

伐木這個步驟甚至又細分成一部份人將樹木砍下、另一部份人將樹木擺放置交通

工具上最後有專人負責開車等等，而工廠裡有人做了一輩子的工作就是把木頭裁

成固定大小、將椅子鎖上螺絲等等。人在這類的生產形式當中，只會做重複無意

識的動作，跟一部機器沒兩樣，因此失去了勞動的本質意義。 

 

其次，這樣的生產形式之下，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和產品，並不歸使用這些生

產資料和共同生產這些產品的勞動者所公有，卻被資本家私人佔有，不歸社會支

配。勞工無法得到商品進行社會性的需求交換，而只能得到資本家給予的最低限

度工資，只能勉強維持勞工生命以及養育下一代，資本家將超過必要勞動的剩餘

價值佔為己有，於是這就產生了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 

 

二、階級對立與衝突 

 

 階級一詞語源於拉丁文的「classis」，主要是依財富而區分不同的人群。到了

近代，狄福(D. Defoe)則是以所得與職業來界定階級。而重農學派的揆內(F. 

Quesnay)則以階級來界定「社會經濟關係」。揆內的名著《經濟表》(Tableau 

Oeconomique)將農夫視為「生產階級」(classe productive)，地主視為「分配階級」

(classe distributive)，而商人則為「中性階級」(classe sterile)。十九世紀初期，經

常使用的階級概念有下、中、以及上三種階級。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

更視階級的內涵具有一種「社會的集體性」 (a social collectivity)，李嘉圖在其《政

治經濟學原理》中指出地上的產品都是透過聯合「勞動、機器跟資本」而得，並

在這些階級中進行分配。而決定管理此種分配的法則就是政治經濟學的主要課題。

雷文史東(P. Ravenstone)和霍奇金(T. Hodgskin)認為階級會存在衝突，主要在於資



55 
 

本階級和勞動階級間利益的衝突。霍奇金更認為此種衝突唯一解決的方式就是要

透過勞動者的「集體行動」。86 

 

於是馬克思承襲以上思想，其階級概念的基礎建立於生產工具的私人佔有與

否，使用生產資料但不擁有生產資料以及產品的勞動者，他稱之為無產階級

(proletarian)，而擁有生產資料並把產品、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佔為己有的人被

稱作資本家(capitalist)，也就是說馬克思階級觀念是一種社會過程，也是執行與

挪用剩餘價值的經濟過程，界定的方式是其在生產過程中所居之地位。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 1938-)指出馬克思的階級結構主要包括兩種概念性的建構：一

為「抽象模式」(abstract model)，用以解釋歷史上一般社會的階級結構；另一種

為「具體模式」(concrete model)，用來解釋某特定社會的階級類別。87紀登斯認

為馬克思分析階級概念時所使用的方法是，從歷史中抓住抽象的階級區分概念，

然後以此抽象概念出發，從當時具體社會的狀況抽繹出符合其階級區分的概念，

依此概念分析階級的矛盾衝突以及最後的必然走向。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資料由個人保有變成社會化，集中在資本家手

裡，廣大的小生產者在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紛紛破產、淪落為無產者。這些無

產者最後只有一條生路，那就是受資本家剝削而賣出其勞動力。於是社會逐漸分

裂為兩大對立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此兩大階級的矛盾貫串於資本主義的

整段歷史階段。此外尚有另一矛盾使得兩大階級的對立更為加遽：企業生產的組

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社會化的生產要求整個社會生產有組織、

有計劃，但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底下，資本家各自為政，他們只在個別企業內

進行有計劃的生產，因此整個社會生產就由於資本家個別計畫而混亂了整體計畫，

於是社會處於無組織、無政府狀態。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提高，大工業的生產能

                                                        
86 高安邦，《馬克思的經濟思想》，P.67，巨流圖書公司，1993。 
87 A. Giddens，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Harper＆Row，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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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迅速擴張，在資產階級財富積累的同時，無產階級的貧困也在積累，於是

資本主義私有制造成了一支龐大的「產業後備軍」88。市場的擴大趕不上生產的

增長。這一矛盾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爆發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 

 

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首先進行工業革命並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是英

國，資本主義早期的發展印證了「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一個毛孔都滴著

血和骯髒的東西。」89工業革命之前，英國依靠殖民、海盜、販賣黑奴、海外掠

奪等手段快速進行了最初的原始積累，這些積累起來的骯髒資本也因此催生了工

業革命。工業革命之後蒸氣機、大機器的使用，導致了生產能力呈倍數飛快成長，

英國本身的資源與市場遠無法支撐與容納。於是就從殖民地掠奪便宜的原料，並

反將產品銷售回去使得當地手工業無法生存。工業革命後的生產需要源源不斷的

廉價勞動力，於是資產階級就把腦筋動到農民身上，透過圈地運動來欺騙、驅趕

農民進入城市而成為無產階級。勞動生產率在工業革命後迅速提高，勞動人口被

機器所取代，原本的農民淪落為無產階級後又成為了剩餘人口，殖民地成為減輕

人口壓力的最佳地點。 

 

英國為了減輕本土人口壓力，使得殖民地居民成為犧牲品，北美印第安人、

澳洲毛利人就因此被大滅族群。即便是在英國，無產階級工人也付出了慘痛的的

代價，工業革命使煤和鐵的開採和使用空前增加，人類首次在英國遭受了前所未

有的污染和毒害。這種原始資本主義背後的代價就是人的犧牲和環境的破壞，並

因而形成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立。 

 

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如上所述兩階級的對立更加的嚴重，經濟危

                                                        
88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 23 章中指出，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

必然產物，但是這種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槓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

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後備軍，它絕對地隸屬於資本，就好像

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 
89 卡爾‧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吳家駟譯，P.871，時報文化出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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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爆發也更加頻繁，這表明生產社會化達到了與其的資本主義私人佔有的外殼

不能相容的地步。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已為徹底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準備了條件，

同時也培育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伴隨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而日益壯大和成熟起來

的無產階級，將在自己的革命政黨領導下，經過革命鬥爭，在全世界範圍內消滅

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無產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過程中，馬克

思認為將會遵循其觀察歷史而得之「自然規律」，必然地走向無階級的社會，於

是他總結出： 

 

1. 一切迄今的社會歷史是階級鬥爭史； 

2. 階級的存在，與生產的歷史發展階段相結合； 

3. 「在己階級」(Klasse an sich 此所指的當然是無產階級)將在無產階級政黨幫助

下，成為為己階級(Klasse fuer sich)與其他階級鬥爭； 

4. 階級鬥爭必導致無產階級專政； 

5. 這個專政的本身，只是一切階級揚棄(Aufhebang aller klassen)的過渡，最終將

導向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90 

 

 

 

 

 

 

 

                                                        
90 楊世雄，《資本論導讀》之〈資本論與馬克思的階級理論〉，P.82，時報文化，1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