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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馬庫塞的「單向度」概念 

在 1960 年為《理性與革命》寫的序言中，馬庫塞就曾提過所謂的「既定事

實的力量」(the authority of established fact)1，他認為「這是一種壓迫的力量」。 

馬庫塞在其著作當中已多次提及所謂「既定的現實」(the established reality)，所

意指的不外乎是身處於先進工業社會2中的個體受到既定體制的壓迫(oppression)
與制約，換言之，先進工業社會充滿著非解放的因素。 

「現今，自由(freedom)與奴役(servitude)的結合變得『理所當然』(“natural”)，
它已成為進步的一種手段(a vehicle of progress)。」3此一論點馬庫塞在《愛欲與

文明》一書中已提出，並在《單向度的人》一書中更充分地開展。 

《單向度的人》的主要論點在於整體社會的意識受制於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

結構，致使人們的思維無法覺醒，「現實即是合理」已經成為社會的正常看法，

也就是大多數人皆依循此種模式過生活，而不去變革現狀(the status quo)。因為

這一種消費與生產已形成人們的固定思維模式，即單向度的思維，由於人們不再

反省現實社會的單向度現象，因此人們無法從單向度的現象中解放出來，大多數

人仍處於不自覺的狀態，受到操控，社會中的成員共同架構出壓迫性的思維方式

(oppressive mode of thinking)，「人的意識受制於社會的存在」4，人心加重現實的

趨勢致使「單向度」(one-dimensionality)5的態勢逐步成形。 

在《單向度的人》的導言〈批判的停頓：沒有反對意見的社會〉6當中的一

段引文指出：「增長著的生產力和增長著的破壞性的結合；毀滅的緊急政策；思

                                                 
1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 Routledge& Kegan Paul,1986,p.vii 
2 當代的美國社會是先進工業社會的典型，先進工業社會正是馬庫塞在《單向度的人》所批判的

社會類型，對此他提出其同義詞如「病態社會」(sick society)或「富裕社會」(affluent society)予
以說明：「美國社會的典型標誌是：一、工業技術力量的高度發達，這一力量大部份被用來生產

和分配奢侈品，被用來玩樂、揮霍，『有計畫地消費』日用品，和用到軍事和半軍事方面上去---
換句話說，用到了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們通常所指稱的『非生產』品和服務行業上去了；二、生

活水平的提高，甚至連非特權階級也分享到了一部份好處；三、經濟和政治權力的高度集中，政

府不斷加強了對經濟生活的組織干預更促進了這一集中；四、科學和偽科學的研究，對個人和集

團在工作和業餘時間的行為的控制和操縱---對心理，無意識和下意識的行為的研究取得了豐碩成

果；為了商業目的和政治目的，這些研究成果得到了充分的利用。所有這些都是互相聯繫著的：

它們造成了由『富裕社會』的正常功能所表現出來的綜合病症。」參見《當代社會的攻擊性---
新左派論工業社會》，第 78-79 頁。 
3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p.xiv 
4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的一段話：「人在自己的社會生產中，產生一定的、必然

的、獨立於人之意志之外的關係；這關係是與該社會之物質生產力的發展階段相對應的生產關

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是為真實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呈現出法律以及政

治的上層建築，以及與其相對應的社會意識形式。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整個社會、政治及精

神生活的過程。不是人的意識決定人的存在；相反的，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識。」參見《馬

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 82 頁。 
5 按照 Douglas Kellner 於《赫柏特馬庫塞與馬克思主義的危機》一書中的解釋，「單向度」

(‘one-dimensionality’)此一概念是用來描繪「順從現存的思想與行為(existing thought and behavior)
之事實狀態(a state of affairs)的一個概念，此種事實狀態缺少批判的向度(critical dimension)，亦缺

少超越於現存社會之上的選擇(alternatives)之向度與潛能(potentialities)之向度。」參見 Herbert 
Marcuse and the Crisis of Marx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p.235.  
6 英文標題為 The Paralysis of Criticism: Society Without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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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希望、畏懼對現有政權所作決定的屈從；前所未有的富裕中保留著的痛苦，

這一切都構成了最為公正的控訴---即使它們不是這種社會存在的根據而只是它

的副產品，它那在廣闊範圍內促進了效率與進步的合理性，其自身就是不合理

的。」7在先進工業文明中，絕大多數人接受和被迫接受這個社會，並不能減少

這個社會的不合理性，或使它少受指責，那就是所謂「不合理中的合理性」(the 
rational character of its irrationality)。 

馬庫塞在《單向度的人》正文開篇的第一句話已指出「一種舒適、平穩、合

理而又民主的不自由(unfreedom)在先進的工業文明中流行著，這是技術進步

(technical progress)的標誌。」8先進工業社會確實是由技術所主導，然而技術並

不僅止於是一套生產與消費的工具，它同時還進一步成為整個社會在組織與安排

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層面的決定性因素。 
馬庫塞認為，先進工業社會的基本特徵在於技術理性與政治理性的緊密結

合。在工業生產上現代科學技術已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提升了社會生產力並

創造巨大的財富，進而普遍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但也全面且深刻地加強了社會

控制，導致極權主義統治的產生。對此馬庫塞指出「在先進的工業社會中，生產

與分配的技術裝備由於日益增加的自動化因素，不是作為脫離其社會影響與政治

影響的單純工具的總和，而是作為一個系統來發揮作用。這個系統不僅先天(a 
priori)地決定著裝備的產品，而且決定著為產品服務與擴大產品的實施過程。在

這一社會中，生產裝備趨向於變成極權性的，它不僅決定著社會需要的職業、技

能與態度，而且還決定著個人的需求與願望。因此，它消除了私人領域與公眾領

域、個人需要與社會需要之間的對立。 對現存制度來說，技術成了社會控制與

社會團結的新的、更有效的、更令人愉快的形式。」9上述的引文明確地表達現

代工業技術對生活的影響。當技術成為社會控制的形式，將更進一步與統治產生

聯繫，「在技術的媒介作用中，文化、政治與經濟都併入了一種無所不在的制度

(an omnipresent system)，這一制度吞沒或拒斥所有的替代性選擇(all 
alternatives)。這一制度的生產效率與增長潛力穩定了社會，並把技術進步包容在

統治的框架(framework of domination)內。」10由此，技術的合理性已經變成政治

的合理性。 

 

 

 

 

                                                 
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Boston:Beacon Press,1991),p.xlv 
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 
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xlvii 
1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xl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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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單向度的社會 

在有關於現代化文明的論述，馬庫塞的《單向度的人》是在此議題上提出最

多討論的著作，在 1964 年出版的《單向度的人》中，馬庫塞認為我們對於當今

世界的批判的基礎已經有所轉變，固然，在現今的資本主義世界當中，資產階級、

勞動者階級始終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基本階級，但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改變了

這兩種階級的結構與功能，使它們不再成為歷史變革的動因(agents of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維持與改善制度的現狀，這個凌駕於一切之上的利益，在當代

社會最先進的地區，把先前的對手聯合起來。技術的進步在多大程度上保證著共

產主義社會的發展與團結(cohesion)，質變的概念就以多大的程度在一種非爆炸

性發展(non-explosive evolution)的現實主義概念(realistic notions)面前退卻。」11 

但是，對馬庫塞而言，馬庫塞認為這種現象所產生的矛盾並不是馬克思理論

的矛盾，對於我們當代社會而言，一種質變(qualitative change)的必要性比任何時

代都更為迫切，當然，「面對先進工業社會成就的總體性，批判理論失去了超越

這一社會的理論基礎。這一空白使理論結構自身也變得空虛起來。因為批判理論

的範疇是在這樣的時期得到發展的，在這個時期，拒絕(refusal)與顛覆(subversion)
的需要體現在有效的社會力量的行動之中。批判理論的範疇實質上是一些用來規

定 19 世紀歐洲社會實際矛盾的否定(negative)與對立(oppositional)的概念。『社會』

這一範疇本身曾表示社會領域與政治領域之間的尖銳衝突，社會是一種與國家對

抗的東西。同樣，『個人』(“individual”)、『階級』(“class”)、『私人』(“private”)
及『家庭』(“family”)曾經是指還沒與已確立的狀況(the established conditions)一
體化的那些領域與力量---緊張(tension)與矛盾(contradiction)的領域。隨著工業社

會日益發展的一體化，這些範疇正在喪失它們的批判性涵義，而趨於變成描述性

(descriptive)、欺騙性(deceptive)或操作性的(operational)術語。」12，與馬克思相

吻合的地方是在批判的理論當中必須要去克服哲學最基本的原則。 
馬庫塞認為我們應該重新嘗試挽回批判的核心範疇，那就是必須要顧及到歷

史的實踐與抽象思維的合一，也就是說，從政治經濟的批判到哲學的批判。這種

理論導致我們所面對的當今社會基本上存在著二個互相矛盾的前提：「一、對可

以預見的未來而言，先進工業社會能夠遏制質變；二、存在著能夠打破這種遏制

並推翻這一社會的力量與趨勢。」13 
現代的社會工業文明過份地重視舒適度、過度地容忍、民主的非自由性，這

些都是技術進步的結果與表達，這些都是與批判思想，與批判原則完全相反的東

西，這個社會顯示出始終不斷地在一定的組織架構上滿足個人的需求，而從來不

提整體社會的自由。 
「假如個人不再作為一個自由的經濟主體被迫在市場上出售他自身，那麼，

這種自由的喪失將是文明的偉大成就之ㄧ。機械化與標準化的技術程序能夠把個

                                                 
1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xlv 
1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xlvi 
1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xlvii 



 32

人的精力釋放到一個未知的、超越需要的自由領域。人類生存的結構本身就會改

變；個人將從勞動世界強加給他的那些異己的需求與異己的可能性當中解放出

來。這時，個人將會自由地支配他自己的生活。如果生產機構能夠組織起來，並

致力於滿足生命攸關的需要，那麼，它的控制還是充分地集中起來為好；這種控

制並不妨礙個人的意志自由，反而會使它成為可能。」14 
進步的工業文明的目的可能只是技術理性，因此，整體社會跟隨著技術的基

礎組織而成為技術的統一體。 
「當代工業社會由於其組織技術基礎的方式，勢必成為極權主義

(totalitarian)。因為『極權主義』不僅是社會的一種恐怖的(terroristic)政治運作，

也是一種非恐怖的經濟技術運作(non-terroristic economic-technical 
coordination)。後者是藉由既得利益者對各種需要的操縱發生作用的。當代工業

社會因此阻止了反對社會整體局面的出現，不僅某種形式的政府或黨派統治會造

成極權主義，就是某些特定的生產與分配制度也會造成極權主義，儘管後者很可

能與黨派、報紙的『多元論』以及『對等權力牽制』相一致。」15 
對於這個所謂自由世界的揭露，馬庫塞還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不論是

在政治的或者是經濟的，甚至是知識份子都受迫於一種需求，因為它們至少在形

式上面都須要符合這個社會的要求，以維持這些社會體制的繼續運行，也因此，

馬庫塞觸及了一個極為困難但卻十分重要的理論與實踐問題，也就是關於人之需

求的問題，嚴格說來，人之需求是歷史的需求，因此，馬庫色所要追問的是如何

去分辨人在歷史中的真正的需求或是虛假的需求。 
「我們可以把真實的需求與虛假的需求(true and false needs)加以區別。為了

特定的社會利益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求，是「虛假的」需求，就是

會使艱苦(toil)、侵略(aggressiveness)、痛苦(misery)與不義(injustice)…等永恆持續

下去的需求。滿足這種需求或許會使個人感到十分高興，但是如果這樣的幸福會

阻礙我們去認識整個社會的病態，並掌握醫病的時機，那麼就不是必須維護與保

障的。因而結果是不幸之中的欣慰(euphoria in unhappiness)。」16 

對於這些虛假的需求的滿足，我們不應當將它視為理所當然，因為它會導致

整體社會的病態。「現行的大多數需求，像是休閒、娛樂、受廣告宣傳所影響的

消費、愛別人之所愛與恨別人之所恨，都是屬於虛假的需求範疇。」17 
這樣的需求具有社會的內容與功能，它們取決於個人所無法控制的外力；這

些需求的發展與滿足是受外在世界支配的。因此，在當代的先進工業社會中，既

存的種種自由反而造成了更為普遍而且更為根本的自由之缺乏： 
 「在抑制性整體的統治(the rule of a repressive whole)之下，自由(liberty)可以

成為一個強有力的統治工具(powerful instrument of domination)。決定人類自由程

度的決定性因素，不是可供個人選擇的範圍，而是個人能夠選擇的是什麼(what 

                                                 
1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2 
15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3. 
1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4-5 
1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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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be chosen)和實際上選擇的是什麼(what is chosen)。自由選擇的判準絕不可能

是絕對的，但也不完全是相對的。自由選擇主人並沒有使主人或奴隸歸於消失。

如果商品和服務設施維護著對艱辛和恐懼的生活所進行的社會控制的話，也就是

說，如果它們維護異化(alienation)的話，那麼，在大量的商品和服務設施中所進

行的自由選擇就並不意味著自由。何況個人自發地再生產那些被強加的需要

(superimposed needs)，並沒有造成他的自主，而只能證明這些控制的有效性(the 
efficacy of the controls)。」18由上述的引文中可清楚地得知，先進工業社會所提

供的自由並非「真正的」自由，而是受到現實操控的自由。換言之，馬庫塞所言

的自由是不受操控的自由，即真正的自由。 
馬庫塞對於人們在現實生活中受到物質宰制的情景有著明確的描述：「異化

這個概念本身變得可疑。人們在他們的商品19中認識到自己；在他們的汽車、高

清晰度的傳真裝置、錯層式住屋以及廚房設備中找到他們的靈魂。把個人束縛於

社會的機制(mechanism)已經改變，而社會控制就是在它所產生的新的需求中得

以穩定的。」20因而社會控制的現行形式(prevailing forms)在新的意義上就成為技

術的形式。 
為了使人們自身從現存虛假的需要的範圍內解脫，人們必須辨明真實的需

要，用真實的需要代替虛假的需要，拋棄抑制性的滿足。然而「先進工業社會的

顯著特徵是：它有效地窒息了那些要求自由的需求，也就是要求從尚可忍受的、

有好處的和舒適的情況中擺脫出來的需求，同時，它也容忍和寬恕富裕社會

(affluent society)的破壞力量和抑制功能。」21 

諸如大眾文化與廣告等都會創造需求以及將個人整合到消費社會，社會生產

與分配的系統也被新的社會宰制形式所掌控，馬庫塞指出： 

「生產機構及其所生產的商品和服務設施『出售』(“sell”)或強加給人們的是

整個社會制度。公共運輸和通訊工具，衣、食、住的各種商品，令人著迷的新聞

娛樂產品，這一切帶來的都是固定的態度和習慣，以及使消費者比較愉快地與生

產者、進而與社會整體相聯結的思想和情緒上的反應。在此一過程中，『產品』

起著思想灌輸和操縱的作用，它們能引起一種虛假的意識，讓人看不出它的謬誤

所在。然而，由於在更多社會階級中的許多個人，他們能夠取得這些為他們帶來

好處的產品，使得這些產品所進行的思想灌輸，就不再是宣傳，而變成一種生活

                                                 
1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7-8 
19 商品拜物教(feshitism of commodity)的出現是在商品佔有統治地位的社會中才獨有的現象，對

此馬克思(Karl Marx)在《資本論》中有精闢的分析：「商品形式的奧秘不過在於商品形式在人們

面前把人們本身勞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勞動產品本身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屬性，從

而把生產者同總勞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由於這種轉

換，勞動產品變成了商品，成了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由於生產者只有通過交

換他們的勞動產品才發生社會接觸，因此，他們的私人勞動的特殊社會性質也只有在這種交換中

才表現出來……因此，在生產者面前，他們的私人勞動的社會關係就表現為現在這個樣子，也就

是說，並非表現為人們在自己勞動中的直接的社會關係，而是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係和物之

間的社會關係。」(資本論 I：88-90) 
2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 
2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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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這是一種好的生活，一種比以前好很多的生活；但正因為是一種好的生活

方式，就阻礙了社會產生『質的改變』(qualitative change)。」22 

自主個體的私領域，也被納入技術理性所影響與操縱的範圍。「在當代，技

術的控制看來真正體現了有利於整個社會集團和社會利益的理性，以致於一切矛

盾(contradiction)似乎都是不合理的，一切對抗(counteraction)似乎都是不可能的。」
23這種新的控制形式已潛移默化到了個體的內心向度，社會控制的嚴重後果在於

它已經發展到達個人的抗拒已經從根本上受到影響的程度，人們失去對於現實的

批判力。「因此也就難怪，在工業文明最先進的地區，社會控制已被投入內化

(introjected)到甚至連個人的抗議(individual protest)在根本上也受影響的地步。

在智識上與感情上拒絕『隨波逐流』(“to go along”)就顯得是神經質或軟弱無力

的。」24因此，外在的社會控制由此直達人們內心，影響他對事物的看法以及對

現實的心理感受。 
馬庫塞進一步指出：「這一私人空間(this private space)已被技術現實

(technological reality)所侵佔和削弱。大量生產與大量分配佔據個人的全部身心…
即個人直接地與社群認同，而且透過這個過程與整個社會認同。…在此過程中，

反對現狀(the status quo)的思想能夠深植於其中的『內心』向度(the “inner” 
dimension of the mind)被削弱了25。這種內心向度本是否定性思考的力量，亦即理

性的批判力量的家園，它的喪失是先進工業社會壓制與調和對立面的物質過程在

思想意識上的反應。進步的衝擊(the impact of progress)使理性屈從於現實生活，

屈從於產生出更多和更大的同類現實生活的強大能力。制度的效率(the efficiency 
of the system)使個人的認識遲鈍，使他對不表達整體之壓制力量(the repressive 
power of the whole)的事實視而不見。」26「否定」意指著「迫使自身超越其存在

的狀態」27，然而當否定與批判的能力徹底淪喪時，便顯出人們的內在向度已被

技術理性所征服，無法從具有宰制力的既定生存狀態中擺脫出來。 
假使現存的體制已滿足了它所創造的需求並提供商品，個人也進而順從此一

現存的體制，那麼，在何種意義上我們才可以說他們是「異化的」？馬庫塞說道： 

「當個人認同強加於自身的生活，並且在其中獲得發展與滿足時，『異化』28的

                                                 
2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2 
2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 
2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 
25 馬庫塞在〈當代工業社會的攻擊性〉(Aggressive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一文中曾提

到：「在現代的富裕社會裡，在人的自由的現有的存在形式和能達到的可能性之間存在著某種矛

盾。所以，如果社會想要避免發生過份的不快，它就必須使個人進行有效的合作。這樣，人的心

理就不自覺地和自覺地接受和屈從於制度的控制和操縱。」參見《當代社會的攻擊性---新左派論

工業社會》，第 81-82 頁。 
2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10-11 
27 Herbert Marcuse, Reason and Revolution,p.124 
28 在接受英國 BBC 電視台主持人麥基(Bryan Magee)的採訪時(1978)，馬庫塞對馬克思所使用的

概念的局限性曾做過如下的分析：「在馬克思的用語中，『異化』代表一種社會—經濟概念，它基

本上是說(只能非常簡略地表述)，在資本主義制度下，人們在其工作中不能實現自身的才能與滿

足自身的需要；而這種情況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所造成的；因此要克服異化，就必須從根本上

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如今，異化概念的涵義已經大大擴展，它原先的涵義幾乎喪失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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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就遭到質疑了。這種一致化(identification)並非虛幻而是現實。然而，這種現

實卻構成了更進一步階段的異化。然而當現實是以一種客觀的面目出現時，異化

的主體被異化的存在(alienated existence)所吞沒。在此僅有單一向度(only one 
dimension)，以不同的樣式充塞於社會的各個角落，進步帶來的好處化解了意識

型態的批判與控訴。披著合理性外衣的虛假的意識變成了真實的意識。」29異化

的主體被異化的現實所包圍，向現實低頭，現實就成了唯一的向度，馬庫塞在〈當

代工業社會的攻擊性〉提到「…至於說到一個病態社會的公民，儘管他的舉止態

度在這種社會裡是正常的、適當的與健康的，我們還是禁不住要問：難道這樣的

個人就沒有病嗎？」30這段話可作為「異化的主體被異化的存在所吞沒」的注解，

異化的概念之所以遭到質疑正是在於個人與整個社會都已異化，因而無從顯現出

個體其自身的「異化」的狀態。 
 
 
 
 
 
 
 
 
 
 
 
 
 
 
 
 
 
 
 
 
 
 
 

                                                                                                                                            
時至今日，人們已經用它來解釋各種各樣的心理毛病。但並不是人們所遇到的一切麻煩與問題---
如男女戀愛中的問題---都必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參見﹝英﹞布萊恩‧麥基(Bryan 
Magee)編：《思想家》，周穗明、翁寒松 譯，北京：三聯書店 1987 年版，第 68-69 頁。 
2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1 
30 《當代社會的攻擊性---新左派論工業社會》，任立 譯，南方叢書，1989 年，第 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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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領域的單向度 

在政治領域內，這種趨勢通過對立派別明顯的一致或趨同而明確地顯現。當

代先進國家政治的最顯著特徵，那就是「同化」與「融合」。在國際共產主義的

威脅下，外交政策上的兩黨合作跨越了競爭性的集團利益；兩黨合作也擴展到國

內政策方面，各大政黨的綱領變得越來越難以分別，甚至在其偽善程度與陳腐氣

味方面也是如此。這種對立派別的一致發展到一定程度就會出現這般景象：社會

能夠把曾經與整個制度相對立的那些階層也包括進來。 
先進國家共產黨的立場也在產生轉變，並逐漸與現存政權融合。例如，在已

取締共產黨的西德，正式放棄了馬克思主義綱領的社會民主黨，正在令人信服地

證明它的聲望。至於強大的法國共產黨與義大利共產黨，由於它們堅持一個最低

綱領，把革命奪取政權的目標束之高閣，遵守議會遊戲的各種規則，因而也證明

了一般的形勢。如果它們同意在已確立的制度框架內運作，那不僅是因為策略上

的理由和對短期策略的考慮；也是因為資本主義制度的轉變削弱了它們的社會基

礎，改變了它們的目標。這些國家的共產黨起著那種「被譴責為」不徹底的合法

的反對黨的歷史作用。 
尤其從西方共產黨政策與目標已經發生變化這一點而言，馬庫塞認為它們證

明了資本主義一體化(capitalist integration)的深度與廣度(depth and scope)，也證明

了使相互衝突的利益間的質的差異顯現為已確立的社會範圍內的量的差異的那

些條件。 
那麼，在西方社會內部，這種整合或融合是如何造成的？即西方社會如何在

諸多利益矛盾當中產生這樣一種「平衡」與「一致」？馬庫塞認為，有兩個原因：

「技術進步」與「國際共產主義」雙重影響。「為了發現這些發展變化的原因，

似乎沒有深入分析的必要。因為就西方而言，先前那些社會衝突在技術進步

(technical progress)與國際共產主義(international communism)的雙重影響下得到

了緩和與解決。階級鬥爭被淡化，『帝國主義的矛盾』(“imperialist contradictions”)
在外來威脅面前也被懸置一邊，資本主義社會，通過為對付外來威脅而動員起來

的方式，使國內顯示出一種在工業文明的先前階段聞所未聞的聯合與團結。這是

在物質基礎上的團結；為對付敵人而進行的總動員對生產與就業起著巨大的刺激

作用，因而也對高水準的生活起著維繫作用。」31總之，在這些影響下，產生了

一個封閉的領域(被管理的社會)，在該領域中，由於日益增長的生產率與核戰爭

威脅的有利影響，蕭條得到控制，衝突得到穩定。 
就社會變革的遏制方面而言，馬庫塞認為「這種新的意識，這種『內部空間』

(“space within”)，即超越歷史實踐的空間，正是被這樣一個社會所排斥的。在這

個社會中，主體與客體成了一個以強大的生產力為存在依據的整體的手段。這一

社會的最高許諾是為愈來愈多的人民提供一種愈來愈舒適的生活，而人民，嚴格

說來，不能想像一個本質上不同的話語和行為領域，因為遏制並操縱顛覆性想像

                                                 
3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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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嘗試的能力(subversive imagination and effort)是這個既定社會(the given society)
的重要組成部分。」32 

馬庫塞揭示了極權主義控制對社會變革的因素產生遏止(containment)的作

用，遏止作用的展現在於勞動階級與先進工業社會的同化，亦即無產階級和勞動

群眾放棄了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抗，被整合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體制之中，成為資

本主義社會的肯定性因素(affirmative factor)。為何原本產生在工人階級中與資產

階級相互抗衡的力量會逐漸消失，而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更加穩固？馬庫塞

認為在工業文明的先進地區，勞動階級正面臨著一個決定性的劇烈轉變，其原因

有下述四點： 
一、機械化雖然持續地降低在勞動中所耗費的體力的數量和強度，但是，標

準化和常規的要求卻使工人必須依照某一種韻律來勞動，不管這種勞動是生產性

或非生產性的工作，其結果是，東西把人當作工具一般來支配，而且不僅支配人

的身體，甚至支配他的大腦和靈魂。33 
二、由於非生產性的工人大量增加，藍領(blue collar)階級為了持續獲得工作，

便必須朝白領(white collar)階級的方向努力，如此則促成了職業的同化。另一方

面，藍領工人從事較為簡單的勞動，有相對的「職業自主權」，對社會有反抗的

自主能力；而白領工人只能依附於現代技術設備才能工作，因此喪失了「職業自

主權」，缺乏對社會的反抗性，因此白領階級愈多，社會的反抗就愈少。34 
三、工作的性質和生產工具的改變也使勞動者的態度和意識產生變化。在工

作中形成機械共同體的技術組織，使工人與工廠形成更緊密的依存關係。人們注

意到工人方面「渴望參與生產問題的決定」，「渴望在技術性的或適合於用技術來

解決的生產問題上積極發揮他們的才智」。在一些技術先進的企業中，工人們甚

至誇耀他們在企業中得到的既定利益，這可以顯現出工人已經被納入資本主義體

系之中。35 
四、工人階級不再與已既定的社會相矛盾，因為在管理階層的操縱下，人附

屬於機器的這種不自由，在多種自由的舒適生活中得到了鞏固和加強，新的技術

工作世界因而強行削弱了工人階級的否定地位。36馬庫色認為，這種趨勢被技術

組織的管理與指揮的影響所強化，統治轉化為管理(administration)。技術的面紗

掩蓋了不平等與奴役的再生產。以技術的進步作為手段，人附屬於機器這種意義

上的不自由，在多種自由的舒適生活中得到了鞏固與加強。它的新穎之處在於這

種不合理事業中的壓倒一切的合理性與預處理的深度。這種預處理形成各個個人

的本能的動機與願望，模糊真假意識之間的區別。 

宰制、剝削與異化勞動的情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依然存在： 

「因為事實上，利用行政的控制而不利用生理的控制(如飢餓、人身依附、強力)，

                                                 
3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23 
3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24-26 
3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27-29 
35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29-30 
3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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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重體力勞動的特點，使不同的職業階層同化，在消費領域中實現平均化，這

一切都無補於如下事實：個人無力控制有關生與死、個人安全與國家安全的各種

決策的作出。先進工業文明的奴隸是受到抬舉的奴隸，但他們畢竟還是奴隸。因

為是否為奴隸制度既不是由服從，也不是由工作難度，而是由人作為一種單純的

工具、人淪為物的狀態來決定的。作為一種工具、一種物而存在，是奴役狀態的

純粹形式。」37 
基於上述的原因，社會變革的因素由於工人喪失革命意識而被遏止，先進工

業社會中無產階級和勞動群眾被資本主義社會同化，他們成為資本主義統治下的

擁護者而非反抗者。 
此外，馬庫塞更進一步地指出，由於當代工業社會是憑藉高生產與高消費來

維持其存在的社會，它的高度發展的生產率已把整個社會動員起來，產生了凌駕

與超越任何特定的個人與集團之上的利益。因而，政治權力通過對機器生產過程

與國家機構的技術組織的控制，成功地動員和組織、利用高度生產率維護著自身

的存在。這樣，當技術日益進步，統治者所能提供的消費品越多，人民就越將被

牢牢地束縛在形形色色的官僚制度之上。 

福利國家 

當人們談到西方社會，往往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其先進的物質生活條件，而在

馬庫塞看來，這種福利社會的背後，隱藏著一種對人們自由與批判能力的限制作

用。 

馬庫塞指出，儘管技術已經為人們帶來較為富裕的生活，「即使有它的合理

性，福利國家仍是一個不自由的國家，因為它的全面管理(total administration)--- 
(a)『從技術方面來看』，限制了可以取得自由的時間38； 
(b)限制了可用於滿足個人根本需求的產品數量與服務的質量； 
(c)能夠理解與實現各種自我決定的可能性的才智(有意識的與無意識的)。」39 

馬庫塞認為，福利國家是透過多種手段以及在多方面展現出對人們的控制。 
首先，社會產生控制力的最基本方式就是提高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馬庫塞

指出，晚期工業社會增長而不是降低了對寄生的與異化的功能的需求，廣告宣

傳、公共關係、進行灌輸、有計畫地廢棄都不再是經常性的非生產性花費，而是

基本生產成本的組成部分。為了某種效果，社會必須浪費的生產要繼續得到合理

化，即不懈地利用先進技術與科學。「結果，一旦某種落後水平被克服，不斷提

高的生活水準便是受到政治操縱的工業社會的幾乎不可避免的副產品。……而要

是受管理的生活是舒適的、甚至是『美好的』生活(“good” life)的話，那麼堅持

自我決定的理由也就不復存在。這就是對立面一致(unification of opposites)與單

向度政治行為(one-dimensional political behavior)的合理的、物質的基礎。在這個

                                                 
3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32-33 
38 「自由」時間並非「閒暇」時間：「閒暇」時間盛行於先進工業社會，但就它受商業(business)
與政治(politics)所支配而言，它仍然是不自由的。參見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49 
3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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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上，社會範圍之內(within society)的超越性政治力量被壓制，而質變看來只

有作為一種來自外部(from without)的變革才有可能。」40 
物質生活水準的提高使得人們對於政府與制度的態度有著極大的影響，但僅

憑藉抽象的正義、自由觀念批判福利國家幾乎顯得不具說服力，理由在於「如果

每個個人都滿足於通過由管理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設施而獲得幸福的話，他們為

什麼還要為不同商品與服務設施的不同生產而堅持不同的制度呢？如果每個個

人預先受到制約，以致令人滿意的商品也包括思想、感情與願望的話，他們為什

麼還要希望獨立地思考、體驗與想像呢？」41 
其次，西方先進社會的「多元主義」亦提供控制與操縱的基礎。馬庫塞指出，

在資本主義的最先進階段，這個社會是受到壓制的多元系統，在它之中，各種對

立制度共同鞏固著整體對個人的壓力。 

再者，對於受管理的個人而言，多元管理(pluralistic administration)遠比全面

管理好。然而，多元管理對人們產生麻痺的作用，「先進工業社會確實是一個各

種對抗力量共存的系統。但是在一種更高的一致性中，即在確保與擴大已確立的

地位、反對種種不同歷史抉擇並遏制質變的共同利益中，這些力量相互抵銷。這

些對抗性力量並不包括反對社會整體的那些力量。」42 

於是，多元化的現實成了意識形態的、欺騙性的東西。它似乎是擴展而不是

縮減操縱與協作，是促進而不是抵制具有決定性影響的一體化。自由機構與極權

機構競相使敵人成為與本制度不共戴天的力量。這種不共戴天的力量之所以能促

進發展與創造，不是由於防禦「部門」的重要性與經濟影響，而是由於整個社會

成了防禦性社會。多元主義消解了對抗的潛在性，阻止了社會因為多種思想與力

量相互衝突而可能帶來的變動。 
就對遏制自由的前景而言，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國家並沒有本質上的差異，

福利國家的形象，「是介乎於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奴役與自由、極權

主義與幸福之間的歷史畸形(historical freak)。」43因此新形態的社會由此產生，

馬庫塞說：「總體動員的社會(the society of total mobilization)形成於工業文明最先

進的地區，它將福利國家(the welfare state)與戰爭狀態國家(the warfare state)的特

徵有效地結合在生產聯盟中。與其前身相比，它的確是一個『新社會』。在這個

社會裡，傳統的麻煩之點(trouble spots)不是正被清除，就是正被隔離，引起動亂

的因素也得到控制。」44 

 

 

 

 

                                                 
4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49 
4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0 
4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1 
4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2 
4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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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化領域的單向度 

在高層文化45(higher culture)裡原先存在著一些與社會相對立的要素以及超

越性的要素，然而，由於技術的進步造成高層的文化屈從於工業社會中的種種現

實，「俗化趨勢」(desublimation)於焉形成，對立、超越性要素之所以消失，則是

在於「藉由消除高層文化中對立的、異己的(alien)與超越性的要素---它們借助

高層文化而構成現實的另一種向度(another dimension)---來消除文化與社會現實

之間的對立。清除雙向度文化(two-dimensional culture)的辦法，不是『否定與排

斥』各種文化價值，而是將它們『全部納入』現存的秩序之中，並大規模地複製

它們、顯示它們。」46對立面的消失在於高層文化被納入現實社會的體系，進而

被大量複製，淪為文化商品， 
當代工業社會的文化藝術成為不幸意識被征服的有效工具，產生了壓抑性的

俗化(repressive desublimation)現象，這主要反映於諸如文學藝術之類的高層文化

與現實的同一，技術的合理性過程侵蝕著「高層文化」中的對立因素與超越因素，

從而抹平了文化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對抗。「現在，公開保存於藝術異化中的藝術

和日常秩序間的重大裂隙，被先進技術社會逐漸彌合了。隨著裂隙的彌合，大拒

絕(the Great Refusal)轉而被拒絕；『其他向度』被占優勢的事態(prevailing state of 
affairs)所同化。異化作品被納入了這個社會，並作為對占優勢的事態進行粉飾和

心理分析的部分知識而流傳。這樣，它們就變成了商業性的東西被出售，並給人

安慰，或使人興奮。」47理想與現實同化到這種程度，說明理想已被超越。它從

心靈、精神或內心世界的高尚領域裡被拽了出來，並被轉換為操作性術語48和問

題。換言之，理想與現實同化在一個結構當中，亦即理想等同於現實。 

馬庫塞揭示了大眾文化所呈現的商品化趨勢，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在資

本主義商品制度下，文化藝術與商業融合。「如果大眾傳播媒體能夠把藝術、宗

教、政治、哲學與商業(commercials)天衣無縫地混在一起，就使得這些文化領域

產生了一個共同的特徵：商品形式(the commodity form)。」49藝術的商品化使藝

術從與現實對立的高層落入與現實合流的低層，藝術不再是社會中不合理的否定

因素，而是作為現實罪惡的肯定因素，藝術喪失了理想的超越性，作為能與其他

商品相互交換的商品，它恭維著壓迫，讚揚著剝削，屈服於極權，掩飾著醜惡，

藝術已不再是不幸意識(unhappy consciousness)，而是一種肯定現實罪惡的「幸福

意識」(happy consciousness)。 
藝術不論是以何種形式出現，都存在著一種否定的合理性；在過往，藝術常

                                                 
45 高層文化所具有的特色：一、具有自主性的人格：高層文化有其固有的獨立性，常能超越現

實，不受現實文化的制約。二、具有人道主義：高層文化是以人為思考中心，堅持以人作為文化

的主體，會對人被物化的現實提出反省。三、具有悲劇與浪漫色彩：高層文化應當是更符合人性，

亦具備美學的風格，更深入人的歷史處境，展現人真實的生命情調。 
4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7 
4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64 
48 凡是不符合現在的意識的任何語言表達來合理化這種現實的即為操作性術語。 
4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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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大拒絕，即對現存事物的反抗，然而「現在，藝術遠離社會(remoteness)、
冒犯社會(transgression)、指控社會(indictment)的特徵已被消除。雖然，其文本及

情調至今猶存，但那種使人能呼吸來自其他星球的空氣的間距已被克服。……統

治有它自己的美學，民主統治有其民主的美學。這是非常愜意的事情；現在差不

多人人都可以隨時獲得優雅的藝術享受，只要扭動收音機的旋鈕或者步入他所熟

悉的雜貨舖就能實現這一點。但在這種藝術的傳播過程中，人們卻成了改造他們

思想的文化機器的零件。」50馬庫塞在上述引文指出藝術異化連同其他否定方式

(other modes of negation)，皆一併屈從於技術理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的過

程。倘若它被視為技術進步的一個結果，那麼此變化就展示了它的深度與不可逆

程度。 

所謂的俗化即不具反省能力，順從於社會主流，無從產生反省能力的惡性循

環，無法超脫現實，毫無理想性可言，對於俗化趨勢的產生，馬庫塞説道：「征

服對立面達到一體化，在高層文化向低層文化轉化的過程中，有其意識形態上值

得誇耀的東西，而這一切都發生在人們得到進一步滿足的物質基礎上。同時這也

是任那勢不可擋的俗化趨勢氾濫的基礎。」51 
當異化的藝術已經喪失其獨特性，淪為僅具娛樂成份時，俗化或者俗化趨勢

便應運而生，馬庫塞說道：「藝術的異化52(artistic alienation)即是昇華

(sublimation)。在此過程中，藝術創造的種種生活形象與既定現實原則(the 
established Reality Principle)不可調和；但作為文化形象，它們正在變成可以容忍

甚至富有啟發性及用處的形象。因此，異化的藝術現在是站不住腳的。它們與廚

房、辦公室、商店的結合以及為生意和娛樂所發揮的廣告作用，在某種意義上就

是俗化---在直接滿足調節下的還原。這是站在「強有力」(“position of strength”)
的社會一邊來推行的俗化趨勢，該社會可以比先前許可得更多，因為，一方面它

的各種利益已變成其公民內心深處的動力(innermost drives)，另一方面它所賦予

的各種歡樂也能促進社會的團結和滿足。」53幸福意識使藝術完全放棄對社會壓

抑的抵抗，藝術不再是異化社會的異化，而是異化社會的同化。 

就如同高層文化中的俗化趨勢一般，性領域中的俗化趨勢是對技術現實進行

社會控制的副產品。這一趨勢一面擴大著自由，一面又加強著統治，這已充份表

明俗化趨勢與技術社會之間已產生聯繫。 

由於愛欲能量(erotic energy)的降低將導致性欲能量(sexual energy)的增強 

，技術現實(technological reality)限制著昇華的領域，同時它也降低對昇華的需求。 

當性欲能量獲得提升，愛欲能量退位，俗化的趨勢便居於主導地位，以下是

馬庫塞對於當代工業社會性領域中的俗化趨勢之具體描述： 

                                                 
5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65 
5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72 
52 馬庫塞指出：「同馬克思主義用以表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其自身和與其工作之間的關係的

概念相對照，藝術異化(artistic alienation)是對異化的存在(alienated existence)的有意識超越

(conscious transcendence)，是『更高層次的』(higher level)或間接的異化(mediated alienation)。」

參見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60 
5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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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工業文明的運行伴有較大程度的性自由(sexual freedom)---此處的『運

行』是在後者變成一種市場價值與社會習俗的意義上來說的。如果身體仍是一種

勞動工具，它就會得到在日常工作世界與工作關係中展示其性特徵(sexual 
features)的許可。這是工業社會無與倫比的成就之ㄧ。下述情況是使其成為可能

的條件：減少骯髒與繁重體力勞動；現成的便宜而漂亮的衣著；美容術、身體衛

生學；廣告工業的需求等等。色情商店與女售貨員，英俊、精壯的年輕官員與公

司巡視員，都是暢銷的商品並為某些老闆娘所專有---這曾經是國王、皇后與貴族

們的特權，這些情況助長了商業共同體內那些更不高貴的職業的興旺。 
仍然流行於藝術中的功能主義對上述趨勢起了推波助瀾的作用。商店與辦公

室透過巨大的玻璃窗來展示自身，並顯露它們的班底；高高築起的室內櫃台及不

透明的隔板正在被取消。在大片的公共住宅與郊外別墅區，對隱私的窺視，打破

了先前把個人生活與公眾生活分隔開來的壁障，並更加容易地暴露出他人的妻子

與他人的丈夫的引人之處。 
這種社會化並不與環境失去愛欲特徵(de-erot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的趨

勢相矛盾，而是它的補充。性(sex)被納入工作與公共關係之中，並因而變得更易

於得到(受控制的)滿足。技術進步與更舒適的生活使性欲成份(libidinal 
components)有步驟地融入商品生產與交換的領域(the realm of commodity 
production and exchange)。但不管本能能量的調動會怎樣受到控制(有時達到了能

對力比多加以科學管理的地步)，也不管本能能量會在多大程度上起到維護現狀

(serve as a prop for the status quo)的作用，對於受管理的個人(the managed 
individuals)而言，它還是在給人以滿足，這正如競賽用艇、動力刈草機和高速行

駛的汽車使人感到有趣一樣。」54由這整段引文可知性(sex)已受到相當程度的操

控，因而在性的方面，一種「世俗化的平庸」已經產生。 
馬庫塞在《愛欲與文明》1961 年版序言就曾指出「『壓抑性反昇華』：用減

少與削弱愛欲能量的方式釋放性欲。在此過程中，性欲也會蔓延到先前被禁忌的

領域與關係。但它不是根據快樂原則重建這些領域與關係，恰好相反，是現實原

則的勢力範圍內擴大到了愛欲。把『性』系統地引進商業、政治與宣傳等領域就

是一個最有說服力的例證。就性欲獲得了某種確定的票房價值或者成了名望的象

徵或按遊戲規則進行的消遣象徵而言，它本身已變成了鞏固社會的工具。」55因

此，馬庫塞認為當代的性解放現象受到了控制，在社會層面上受到操縱，同時又

被商業化並受到了管制，因此是「壓抑性的非昇華」56(repressive desublimation)。

                                                 
5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p.74-75 
55《愛欲與文明》，馬庫色 著，羅麗英 譯，南方叢書，第 24-25 頁。 
56 麥金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對此曾指出：「在此以前的社會秩序中，性慾的昇華(sublimation)
是壓抑。正統的弗洛伊德理論認為非昇華(desublimation)只有在壓抑終結與壓抑減少時才會產

生。在《愛欲與文明》中，馬庫塞修正了弗洛伊德主義，主要是為了說明不以壓抑為基礎的文化

的可能性；可是，現在他借用那本書的觀點，是認為非昇華已在我們的社會中發生，但這種非昇

華的發生形式仍像以前的昇華一樣是壓抑。由於原慾的發洩受到如此嚴重的控制，以致性慾充斥

於社會生活的表面---例如充斥於無數的廣告宣傳中---並滿足了人們的需求，但這並沒有回復到情

慾的正當滿足方式。」參見《馬庫塞》，Alasdair Macintyre 著，邵一誕 譯，桂冠，第 6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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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並不僅止於性的方面，即便在本能領域(instinctual sphere)內，也展現了先進

工業文明對人們生活中的超越性因素進行技術征服與政治征服的情形，如此一

來，這將使得抗議的合理性(the rationality of protest)被削弱，進而使人屈服。 

「良心的喪失則根源於一個不自由社會所賦予的使人感到滿足的特權。因此，良

心的喪失有助於產生一種促使人們對社會罪行持肯定態度的幸福意識，它是自主

性和理解力正在衰退的標誌。」對於馬庫塞而言，良心意指著反省、批判的能力，

而一旦良心喪失了，便形同自主性與理解力處於衰退的狀態，亦即反省能力的喪

失。 

馬庫塞認為制度化的俗化趨勢(Institutionalized desublimation)似乎就是單向

度的社會在『征服超越性』(the“conquest of transcendence”)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

一。正如這個社會在政治與高層文化領域內的『對立面』會逐漸減少，甚至被消

除；在本能的領域中亦是如此，而結果便是掌控思維的器官在面對『矛盾』與『反

面可能性』方面發生退化，同時，在單向度的技術理性(the one remaining dimension 
of 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中，幸福意識(the Happy Consciousness)逐漸佔據壓倒一

切的優勢。何謂幸福意識？馬庫塞說道：「幸福意識，即相信現實的就是合理的

(the real is rational)，並且相信這個已確立的制度終會不負所望的信念，反映了一

種新型的順從主義(conformism)。這種順從主義是已轉化為社會行為的技術合理

化的一個方面。」58當不幸意識遭受壓制，只有對於現實的順從，社會將喪失變

革的可能性，馬庫塞對此感到憂心，理由在於：「顯然地，在幸福意識的領域裡，

罪疚感是沒有地位的，在人們的意識中，一些冥頑不化的東西，將良心清除。……
社會與個人的聯繫已經成功地被壓抑，任何與社會一致的人就是對的、是不會錯

的、也是無罪的。而只有當他們與整體不再一致、不再抱有什麼希望時，才是有

罪的。」 

 
 
 
 
 
 
 
 
 
 
 
 

                                                 
57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哈伯馬斯 著，曹衛東等 譯，譯林出版社，2004 年，第 342 頁。 
5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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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閉的話語領域 

在現代的工業社會中，由於技術的合理性，形成一個新的極權社會，這個社

會為了維護自身的穩定，通過社會宣傳、官方認同等途徑，將語言的批判性功能

弱化，使語言成為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工具。馬庫塞說：「社會宣傳機

構塑造了一個交流的領域，單向度地將自身表達出來。這個領域中的語言是一致

性(identification)的，也是同一性(unification)的，並且有步驟地鼓勵那種肯定性的

思考與行動(positive thinking and doing)，也步調一致地去攻擊超越性的批判觀念

(transcendent, critical notions)。」59 
在流行的演說方式中，雙向度的、辯證的思考方式與技術性行為或社會「思

想習慣」之間的差異十分明顯。在社會思想習慣的表現中，表象與實在、事實與

動因、實體與屬性之間的緊張關係逐漸隱沒。自主性、發現、證明與批判的要素

在指謂、斷定與模仿時不起作用。魔術似的、專橫的、儀式的要素充斥於話語和

語言之中，話語的作為認知與認知評判發展階段的那些中間環節被剝奪。曾經把

握了事實並因而超越了這些事實的概念正在失去其可靠的語言描述。由於缺少中

介環節，語言必然表達與促進理性與事實、真理與被認定的真理、本質與存在，

事物與它的功能之間的直接等同。 

馬庫塞根據「是」(“is”)與「應當」(“ought”)、本質(essence)與現象(appearance)、
潛能(potentiality)與實現(actuality)之間的緊張關係來討論滲入肯定性邏輯限定中

的邏輯的否定要素。這種得到認可的緊張關係(sustained tension)充滿雙向度的話

語領域(the two-dimensional universe of discourse)，即批判的、抽象的思考領域。 

對馬庫塞而言，單向度思想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one-dimensional thought)
就是功能化的(functionalized)、省略的(abridged)、統一的(unified)語言。馬庫塞指

出語言被僵化為社會控制之工具的幾項特徵： 

1.操作主義的特徵：「將事物的名稱視為同時是對它們的作用方式的表示，將屬

性與過程的名稱視為被用於察覺(detect)或產生它們的那些儀器的象徵

(symbolical of the apparatus)。這就是勢必會『使事物與其功能相等同』(“to identify 
things and their functions”)的技術推論(technological reasoning)。」60簡而言之，語

言的功能化就是在語言指稱事物時，片面強調事物的功用和操作方法。語言表達

出事物的功用與操作方法只是其中一部分，語言作為思想的工具，不僅揭示事物

的功用與操作，還應當揭示事物的本質與價值。強調事物的功用與操作是對事物

現狀的認定，而揭示事物的本質與價值則是對事物的深層思考。如果人們只能接

觸功能化的語言，那麼，人就成為被操控的物品，語言則是操控的工具。 
2.儀式化的特徵：儀式化是指在使用語言時，將語言的具體內容抽離，僅將詞語

作形式化的運用。此種現象在官方語言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馬庫塞認為：「『自由』

(“freedom”)、『平等』(“equality”)、『民主』(“democracy”)、『和平』(“peace”)之類

的名詞，分析起來暗含著一組特殊的屬性(a specific set of attributes)；當講到或寫

                                                 
5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85 
6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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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這類名詞時，它們的屬性就會出現。」61然而，無論在東方還是西方，這些名

詞的具體內容在官方的宣傳中被拋棄了，它們僅僅是裝潢門面以及掩人耳目的點

綴而已。「儀式化的概念(ritualized concept)被賦予了對矛盾的免疫力。」62因為語

言一旦與其具體內容相分離，它便與社會現實相脫離，它不接觸社會現實，也就

不表達現實的矛盾。 
3.封閉化的特徵：封閉化的意思是：「名詞以一種專橫的(authoritarian)、極權主義

式的(totalitarian)方法統治著句子，使句子變成一個有待接受的陳述(a declaration 
to be accepted)---它拒絕(repel)對其被編纂(codified)和斷言的(declared)意義進行

證明(demonstration)、限制(qualification)和否定(negation)。」63封閉化與儀式化聯

繫在一起，它們皆為官方宣傳的工具，並且被推行到公眾輿論之中。由於封閉性

語言一經陳述就必須被認可，而無需解釋與證明，更不能被否定，因此，它將導

致思想的箝制與行為的管制。馬庫色指出「封閉化的語言不能夠進行證明

(demonstrate)和解釋(explain)---它傳達決斷(decision)、宣判(dictum)及命令

(command)。」64封閉的語言是極權統治最有效的工具。馬庫塞將諸如 NATO(北
大西洋公約組織)、UN(聯合國)等縮略語(abbreviations)亦看作是封閉化的語言。

他指出：「縮略語可以有助於壓抑那些不愉快的問題(repress undesired 
questions)，NATO 不會使人聯想到『北大西洋公約組織』所指的東西，即在北大

西洋國家之間締結的一項條約」，「UN 避免了對『聯合』(“united”)一詞的過份強

調(undue emphasis)。」65「縮略語指稱(denote)的是那種、也只是那種通過刪除超

越性涵義(the transcending connotation)的方式而制度化的(institutionalized)東西。

它的意義是被固定(fixed)、被竄改(doctored)與被攙進(loaded)其他成份的東西。」
66 
4.形象化的特徵：「這種語言往往將各種形象(images)強加於人，並與各種概念

(concepts)的發展與表達相衝突。以其直接性(immediacy)與坦率性(directness)為手

段，它阻撓(impede)人們用概念進行思考(conceptual thinking)；因而它阻撓思考。」
67形象化的語言所強調的是直接具體性，而非間接抽象性的語言，因為它附著於

那些顯現於人的具體事物，排除對同類事物的共同特性的概括，所以，它無法把

握事物存在與發展的普遍性和規律性，它窄化了人的眼光，無法透過現象去把握

事物的本質，無法看穿事物虛假的合理性進而揭露它的不合理性。因此，形象化

的語言是一種阻礙人進行超越具體事物直接性的語言，亦是使批判性思維消失的

語言。 
由操作主義、儀式化、封閉化以及形象化的特徵可見語言的控制是通過下列

途徑來實現的：減少語言形式(linguistic forms)與表徵反思(symbols of 

                                                 
6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88 
6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88 
6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87 
6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01 
65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4 
6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4 
6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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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抽象、發展、矛盾的符號；用形象取代概念。這種語言否認或吞沒

超越性術語(transcendent vocabulary )；它不探究而只是確認真理與謬誤並把它們

強加於人。68 

除此之外，馬庫塞指出：操作主義對辯證哲學概念的排除是通過轉譯而完

成，「這些概念減少了它們的理智傳統，並被轉譯為操作述語---這一轉譯的過程

削弱了思想的否定力量(the negative power of thought)，故而能夠緩解思想與現實

間的緊張關係(the tension between thought and reality)。」69馬庫塞以「工資太低」

這一命題的轉譯說明了語言操作性轉譯的效果。「工資太低」這一命題是抽象的，

它表達了工人生活狀況的一種普遍性，可用來說明任何一個特殊工人的境遇，具

有一種可傳遞性。「它將所有個人的歷史和特殊的工作都結合進一個具體的共相

之中。」這種命題無法直接操作，它必須轉譯為特殊的命題。「由於其妻生病，

B 工人現在的收入不足以應付他眼下的負擔。」這一特殊命題消除了普遍性，同

時也就失去了可傳遞的作用，它僅說明一個特殊的具體現象。 
馬庫塞認為，普遍性的概念來源於思維對同類特定事物的分析與綜合、抽象

與概括。普遍性概念可以使思維「在普遍條件和關係中重構特殊事物，並因此超

越特殊事物的直接現象而進入它的實在。」將普遍概念轉譯為特稱概念就放棄了

思維對特殊存在的超越性，思維成為對直接現象的簡單描述，失去了概念的傳遞

性、認知性。「一切認知概念都具有一種傳遞的意義：它們超出對特殊事實的描

述性指示。如果事實是社會事實，認知概念還會超出任何特殊的事實範圍，而深

入到各個社會賴以存在的過程與條件的內部，深入到造成、維繫與摧毀各個社會

的所有特殊事實的內部。」70因此，馬庫塞反對操作主義對普遍性概念的轉譯。 
 
 
 
 
 
 
 
 
 
 
 
 
 
 

                                                 
6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03 
6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04 
7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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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單向度的思維 

馬庫塞在〈否定性的思維〉指出「理性=真理=現實(Reason=Truth=Reality)
的公式把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結合成一個對立面的統一體(one antagonistic 
unity)。在這個公式中，理性是顛覆性的力量(the subversive power)，是『否定性

的力量』(the “power of the negative”)；它作為理論理性(theoretical reason)和實踐

理性(practical reason)而確定人和事物的真理---即確定人和事物在其中顯露出其

本來面目的條件(become what they really are)。」71然而，理性的概念之後有所轉

變，理性在極權主義的技術社會中喪失了顛覆性的力量，而將現實理解成合理

的。原因或許在於理性自身的發展過程。 
就否定性思維與肯定性思維的對立而言，此種對立可以回溯到哲學思想自身

的起源，並且明顯地表現在柏拉圖的辯證邏輯與亞里斯多德的形式邏輯的鮮明對

比中。馬庫塞認為哲學起源於辯證法，其對立的統一性來源於其對象，也就是事

物的本質，而事物的本質是矛盾的。表現於哲學中，就是兩方面既對立又統一。

這明顯地表現在柏拉圖的哲學中，理性與真理都是存有論存在的狀況，理性既是

辨別真假的機能，又是一種價值準則，因此，當時的認識論本質上是倫理學，倫

理學本質上就是認識論72。隨後便出現柏拉圖與亞里斯多德的明顯對立。 
馬庫塞由哲學思想的起源進行分析，分別探究柏拉圖的辯證邏輯與亞里斯多

德的形式邏輯之間的差異。馬庫塞認為，對柏拉圖而言，「真理」是有別於現實

的「理念」，是一種「超越」。因為在柏拉圖的辯證邏輯中，「存在」、「非存在」、

「運動」、「一與多」、「同一性」以及「矛盾」等術語皆屬存有論狀態(ontological 
condition)，反應的是分離世界的經驗，且在方法論上是開放的、多義的，而不

是完全確定的。它們有一個開放的視界與完整的意義領域，這一領域在交流過程

中自身逐步構造起來，但絕沒有被封閉。辯證邏輯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具有批判

性，是理論與實踐的統一，即它不僅從理論上表明了事實上的應該，而且要求以

實踐的方式來實現。辯證思想將「是」(“is”)與「應當」(“ought”)之間的批判性的

緊張關係(critical tension)首先理解為存在自身結構的存有論狀況。它是非科學

的，這種批判性的性質是由其對象的本質加給它的；它是具體的形式。思想的對

象具有內在否定性，它將矛盾理解為思想本性。 

而亞里斯多德的形式邏輯，本身便具有工具主義特徵與操作特徵，它把構成

辯證思想原初內核的判斷用「S 是 P」的形式加以形式化。馬庫塞認為，這種形

式正好掩蓋而不是揭示基本的辯證命題，「在這種形式邏輯中，思想對於它的對

象漠不關心。無論對象是精神的還是物質的，也無論它們是屬於社會的還是自然

的，反正它們已成為同一組織、計算與推論的普遍規則的附屬物。」73「在形式

邏輯(formal logic)的統治下，本質與現象相衝突的觀念如果不是無意義的，就是

可以消融的；物質內容是中立的(neutralized)；同一原則與矛盾原則相分離，終極

                                                 
7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23 
7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25 
73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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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final causes)的概念從邏輯秩序中被清除出去了。由於概念完全被限制在這一

範圍和功能之內，它們成了判斷和控制的手段。」74 
馬庫塞由此引申出形式邏輯的特點： 

一、形式邏輯設定思維的中立性，對實質內容不予評價。 

二、形式邏輯把第二性的質還原為第一性的質，在還原過程中前者成為可以測

量、控制的物理特性。 

三、形式邏輯試圖為思維規則提供普遍性與有效性。 

四、形式邏輯具有貧乏性(sterility)75。 

馬庫塞認為形式邏輯是通往科學的漫長道路上的第一階段，也僅僅是第一階

段，因為更高層次的抽象與數學化還需要按照技術的合理化來調整思維方式。作

為理性觀念演變的最後結果的極權主義的技術合理性，馬庫塞在此指出其方法論

上的起源：「Logos 與 Eros 的聯合，在柏拉圖那裡已經導致了 Logos 的至上地位；

而在亞里斯多德那裡，上帝與被上帝所推動的世界之間的關係，只是在類比的意

義上才是『愛欲的』(“erotic”)關係。這樣，Logos 與 Eros 之間脆弱的存有論聯繫

(ontological link)破碎了，科學的合理性(scientific rationality)作為本質上中立的東

西而出現。」76在科學的合理性之外，價值觀成為主觀的，它們不是現實的，並

高居於現實之上。同樣脫離現實的傾向也影響到不能用科學方法加以證明的所有

觀念，如果善、美、和平、正義既不能從存有論的條件中推導出來，又不能從具

體科學合理性的條件中推導出來，那麼在邏輯上它們就無權要求普遍的有效性與

普遍的實現。 

從科學理性的觀點來看，它們屬於偏好的範圍，預先受到了科學理性的排

斥。這些觀念的非科學特徵必然削弱與已確立的現實的對立，它們成為單純的思

想，流存在特定的倫理與形上學氛圍中。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只具備定量特徵的

客觀世界，在其客觀性方面越來越依賴於主體。馬庫塞認為，這種對主體的依賴

延擱了對現實本身「是什麼」的判斷，並且認為這個問題無法回答。這既加速了

理論中心從形上學的「是什麼」向功能性的「怎麼樣」轉移，又建立起一種實際

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擺脫了操作環境之外的「實體」的約束77。這種確定性在

多大的程度上成為應用於現實的與有效的，現實就在多大的程度上被當作一種工

具系統來探討。 

自然科學是再把自然設想為控制與組織的潛在工具與材料的技術先天論條

件下得到發展的，它把自然理解為工具。「由於對自然的改造導致了對人的改造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由於『人造物』(“man-made creations”)78出自社會整

體又返歸社會整體，因此技術先天論(the technological a priori)79是一種政治先天

                                                 
7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37 
75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39 
7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47 
7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1 
78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man-made creations” 誤譯為「人的創造物」，

應當更正為「人造物」，man-made 即 artificial 人造的。 
79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the technological a priori 誤譯為技術先驗論，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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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political a priori)80。」81馬庫塞試圖去「闡明科學理性內在的工具性特徵

(instrumentalist character)82，從這一特徵看，科學是一種先天的技術學(a priori 
technology)83和專門技術的先天方法，是作為社會控制和統治形式的技術學。」84

因此，馬庫塞認為技術理性是意識形態85，具有內在的工具性特徵，是先天的技

術學、社會宰制的統治形式。而這是與他批判技術理性的中立性與其隱蔽主體及

目標密切相關的，亦即唯有駁倒中立性，才能說明技術理性的意識形態特性。 

馬庫塞認為，從科學方法固有的工具性特徵來看，科學技術對自身中立性的

解釋並不能成立。首先，中立性(neutrality)是通過這個社會並為了這個社會而確

定的；其次，這種中立性是一種肯定性。科學合理性之所以利於某種社會組織，

正是因為它設計出能夠在實踐上順應各種目的的純形式(pure form)。形式化與功

能化最重要的應用是充當具體社會實踐的「純形式」。再者，並不存在所謂的「純

粹的統治」，「統治不僅通過技術(through technology)而且作為技術(as technology)
來自我鞏固與擴大；而作為技術就為擴展統治權力提供了足夠的合法性

(legitimation)，這一合法性同化了所有文化層次(absorb all spheres of culture)。」86

最後，「技術也使人的不自由(the unfreedom of man)處處得到合理化。它證明人要

成為自主的人，要決定自己的生活，在技術上是不可能的。因為這種不自由既不

表現為不合理的，又不表現為政治性的，而是表現為對擴大舒適生活、提高勞動

生產率的技術裝置的屈從。因此，技術理性(technological rationality)是維護而不

是取消統治的合法性，理性的工具主義視界展現出一個合理的集權主義社會。」
87此種情形將更進一步導致「政治意圖(political content)已經滲透進處於不斷進步

中的技術，技術的法則/規範(the Logos of technics)88被轉變成依然存在的奴役狀

態的法則/規範(the Logos of continued servitude )89。技術的解放力量---使事物工

                                                                                                                                            
當更正為技術先天論。 
80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political a priori 誤譯為政治先驗論，應當更正

為政治先天論。 
8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4 
82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instrumentalist character 誤譯為工具主義特徵，

應當更正為工具性的特徵。 
83《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a priori technology 誤譯為先驗的技術學，應當更

正為先天的技術學。 
8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7-158 
85 馬庫塞在〈馬克斯‧韋伯著作中的工業化與資本主義〉(Industrialization and Capitalism in the 
Work of Max Weber)一文中提到：「技術理性這一概念，也許本身就是意識型態的。不僅是技術的

應用，而且技術本身就是(對自然和人的)統治---有計畫的、科學的、計算好的和正在計算的控制。

統治的特殊目的與利益並不是『後來』或從外部強加於技術之上的；它們早已進入到技術設備的

構造中。技術總是一種歷史---社會的規劃(project)：一個社會與其統治利益打算用人或物所做的

事情都被技術規劃著。這樣一種統治的『目的』是『實質性的』，而在這一範圍內它便屬於技術

理性的形式。」收錄於 Herbert Marcuse, Negations: Essays in Critical Theory, Beacon 
Press,1968,pp.223-224 
8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8 
8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9 
88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the Logos of technics 誤譯為技術的邏各斯，應

當更正為技術的法則/規範。 
89 《單向度的人》中譯本(劉繼 譯，桂冠出版)將 the Logos of continued servitude 誤譯為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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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化---轉而成為解放的桎梏(a fetter of liberation)，即使人也工具化。」90「技術

已經變成物化(reification)---處於最成熟和最有效形式(most mature and effective 
form)中的物化---的重要工具。91」因此，中立性已經為統治的合理性服務，因而

所謂的中立性根本無法成立。馬庫塞還額外指出，科學正當性的隱藏主體是組織

這些設施的特殊利益集團，而其純形式目標使純客觀性者亦無從成立。因此，技

術理性是為統治的少數人服務，面對的是虛假的目的，他說：「技術理性的進程

就是政治的進程(political process)。92」對馬庫色而言，技術理性將人與自然轉變

成異化實體的工具及組織，這包括在技術及政治操縱之中。93 
馬庫塞總結說，兩種鮮明對照的合理性並非單純地與古典思想與現代思想相

關連。「古典形式邏輯與現代符號邏輯、先驗邏輯以及辯證邏輯---每一種邏輯都

支配著不同的話語和經驗領域。它們都是在它們所稱道的統治的歷史連續性內發

展的。這種連續性把順從主義與意識形態特徵賦予肯定性思維方式，而把思辨與

烏托邦特徵賦予否定性思維方式。」94 
 
 
 
 
 
 
 
 

 
 
 
 
 
 
 
 
 
 
 
 
 
                                                                                                                                            
的奴役狀態的邏各斯，應當更正為依然存在的奴役狀態的法則/規範。 
9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59 
91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68-169 
92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68 
93 Timothy W.Luke,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ity, Sage Publications,1990,p.131 
94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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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度的哲學 

對於既定話語和行為領域而言，無矛盾性與非超越性是其共同特徵。在馬庫

塞看來，正是語言分析哲學的這些基本特點95使它喪失了哲學思想的雙向度性

質，成為當代工業社會家實行極權控制的工具。所謂思想的雙向度性是指：思想

既要有對客體進行事實性認識的一面，又要有按照主體利益對客體進行評價的一

面；既要有對事物積極因素肯定的一面，又要有對事物消極因素進行否定的一

面。簡言之，雙向度的思想是在各種對立統一的辯證關係中把握對象的觀點或理

論。語言分析哲學之所以成為單向度的思想，其原因在於它排除了主觀的價值評

價、情感體驗、利益追求，以及主體的實踐內容，偏執於排斥主體性因素的邏輯

分析、科學方法和語言分析。語言分析哲學是一種反對辯證理性和辯證思維的新

實證主義哲學，它的功能在於消除對極權社會的反抗力量，維護極權專制的不合

理統治。 

「從已確立領域的角度看，那些處於對立面的思維方式即是否定性的思維方式。

『否定的力量』是支配概念發展的原則；而矛盾則是理性的重要性質(黑格

爾)。……與此相對，語言分析的經驗主義卻是在不允許這種矛盾存在的框架之

內活動的---對普通行為領域自我強加的限制有助於產生一種內在的肯定態度。儘

管哲學家們嚴守中立觀點，預先就受到制約的分析仍然會屈服於肯定性思維的力

量。」96 
在語言分析的領域裡，僅觸及已存在的事物，並且力求以科學的方法去了解

現存之物。因此，語言分析、邏輯實證論的研究中，已經將會反對現存之物的諸

多觀念予以排除，完全不承認這些形上概念的存在。馬庫塞對此提出分析： 
「既定的現實(the given reality)在多大的程度上得到了科學的理解與改造，社會

就在多大的程度上變成工業社會與技術社會，實證主義也就在多大程度上在此社

會中發現證明其概念的媒介---理論與實踐、真理與事實的一致。這樣，哲學思想

變成了肯定性的思想(affirmative thought)、哲學批判只是在社會結構的範圍內進

行，並把非實證的概念(non-positive notions)攻擊為單純的玄思(speculation)、幻想

或奇怪的談論。」97 

                                                 
95 語言分析哲學所具有的基本特點： 

一、注重邏輯分析。語言分析哲學家認為當代哲學的任務不再像傳統哲學那樣去獲得知識，而在

於對具體科學的概念、命題和方法進行邏輯分析，所以，應當拒斥無意義的形上學思辨，充份發

揮邏輯分析的實際效用。語言分析哲學家們大部分都是著名的現代邏輯學家，他們把邏輯分析看

作適用於所有領域的普遍思維方式。 

二、崇尚科學方法。語言分析哲學家受近代以來自然科學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誘惑，認為實證的自

然科學研究方法超越了社會特殊利益集團的主觀目的、價值追求、政治控制的純客觀性方法，應

當用定量分析、客觀分析、持中立（neutral）原則的科學方法取代形上學思辨。 
三、把語言分析作為哲學的主要任務。語言分析哲學家們把邏輯分析和科學方法都應用到對語言

的考察與治療上，他們認為，語言與世界有同質關係，對語言的考察與治療可以提供正確認識世

界的橋樑。  
96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171 
97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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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思想的角度而言，哲學思想遭到窄化。由於語言分析將哲學限定在

只有「現存」的事物之中，哲學被現實的社會結構所制約，以理想批判現實或以

真理反省事實的情況是不被允許的，倘若哲學只是對現狀採取肯定，而不能否定

現狀，如此一來，眼前的一切似乎都成了既正當且合理的。 
馬庫塞指出「語言分析的著作充滿了這種對普通人的『親密感』，其談話在

語言哲學中起主導作用。言談的親切感有重大意義，因為它一開始就把博學之士

們的『形上學』辭彙拒於門外；它反對理智的清高，並嘲笑知識份子。」98 
「因為清除容許思想和言語的不精確性、模糊性、甚至矛盾性存在的專有地盤，

正是保護正常話語領域免受不良思想嚴重影響的最有效方式。…通過否認先驗語

言(transcendent language)與日常語言的相關性，通過宣佈採取全面的不干預態

度，這一新形式的『雙重真理』(“double truth”)說支持了一種虛假的意識。其實，

先驗語言真正的價值正在於它與日常語言的相關性以及對日常語言的干預。」99 
語言分析學家聲稱，要「治療」思想和語言所染上那些令人混淆的形上學觀

念病症，亦即在科學仍未大行其道前所產生較不成熟與較不具科學性的種種觀

念。這些觀念成為一種「幽靈」，這些幽靈儘管既無所指，又不加以解釋，卻仍

出沒於心靈之中。所以，他們強調語言分析的「治療」功能，認為被淨化了的日

常語言，可以糾正思想和言語中的反常行為，排除那些曖昧的、幻想的怪癖。 
然而，患者是何人？顯然是某種類型的知識份子，他們的心靈和語言，與日

常語言的框架格格不入。馬庫塞說：「哲學家不是醫生，他的職責不是去醫治單

一的個人，而是去了解他們所生活的世界---從『它對人類做過什麼』和『能做什

麼』的角度去了解世界。因為，從哲學史看，哲學與維根斯坦(Wittgenstein)的理

解是正好相反的。」100因此，語言分析的治療功能實際上就是要將一切從科學而

言不精確的知識、模糊性與矛盾性的知識都予以清除，進而保護日常語言的領

域，使其免受污染與影響。但是，在現代工業社會中，這樣的治療作用被統治者

運用，用來加強其統治意識型態的正當性，任何企圖顛覆現存社會的各種思想和

語言都是「需要被治療的」，因為它們都不精確，也都不是立基於一個已被確立

的社會。 
 日常語言為了減少哲學爭論的紛歧，強調語言的意義在於它的用途，且在於

它作為社會的工具。但若果真如此，則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使真理的呈現更加模

糊，因為對立的、否定的思想及語言完全被排除；它勢必流於肯定現狀的工具，

也成為統治者操控社會的合法工具。 
馬庫塞認為這樣的日常語言，將使社會逐漸成為封閉的意義系統，它將不同

性質的社會統一起來，都表達了現實的正當性；因為這類語言所指涉的，盡是一

些無爭議的日常生活細節。馬庫塞說：「當意義的社會系統在政治話語的領域中

肯定自我時，就以一種更為隱蔽的、無意識的、情感的方式，在日常話語的領域

內進行操作。對意義進行真正的哲學分析時，必須考慮到意義的全部向度，因為

                                                 
98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174 
99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184 
100 Herbert Marcuse, One-Dimensional Man, 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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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表達摻有這些向度。因此，哲學中的語言分析具有一種語言之外的義務。」
101 

當日常語言遭到清洗與麻醉之後，多向度的語言便被轉化成單向度的語言，

在此過程中，那些不同的、對立的意義彼此之間無法相互滲透，而是相互隔離；

於是，人們遂無法在語言之中開展真正的意義，使得肯定性思維取得了勝利。 
馬庫塞對以維根斯坦為代表的日常語言哲學的批判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批判日常語言哲學排除辯證思維的消極經驗主義。馬庫塞認為，維根

斯坦等人反對否定性的形上學思維，主張取消抽象的哲學分析，使哲學思維順從

日常生活中的實際話語，這是一種消極的經驗主義。在馬庫塞看來，堅持對事物

進行否定性的辯證思維，是推動觀念向前發展的原則。這一原則不僅被理性主義

信守，而且傳統的經驗主義也貫徹這一原則。「與此相對，語言分析的經驗主義

卻是在不允許這種矛盾存在的框架之內活動的。」馬庫塞認為，日常語言哲學排

除辯證思維的經驗主義立場來源於實證主義。實證主義認為認識只有依據能以物

理學精確性表示的經驗事實才有效，實證主義消極地順從現存的社會現實、不問

現實的真偽，並反對批判現實的否定性思維。馬庫塞認為這是使哲學屈從於現

實，使哲學的意義淪喪。「當思想不再超越一種既是純公理的(數學和邏輯)、又

是與既定話語和行為領域共存的概念框架時，思想便與現實處於同一水平上。」
102因為當哲學不是高於現實、對現實進行批判時，哲學就與現實融為一體，失去

自身存在的獨立性與價值。日常語言或日常思維不同於哲學語言或哲學思維，二

者有著本質的差別，前者是實踐的手段，而後者則是實踐的指導。所以，哲學的

功能不能通過日常語言和思維來完成。「如果日常話語領域本身變成哲學分析的

對象，哲學語言就成了『後設語言』。」馬庫塞多次地提到哲學後設語言

（meta-language）。在他看來，分析日常語言意義的用語必須是區別並高於日常

用語的語言，這種語言有能力打破日常語言被極權控制所造成的封閉性。揭示日

常語言所掩蓋和排斥的東西。事實上，所謂的後設語言就是馬庫塞所一貫倡導的

社會批判理論的語言。  
    其次，批判日常語言對於虛假具體性的分析。維根斯坦主張應當分析那些在

生活中直接存在的語言，只關心它們的用途，而不追究它的抽象概括，這是一種

具體的真實的語言分析。馬庫塞認為維根斯坦自稱的分析具體性是虛假的。「這

種為分析提供的語言是一種淨化的語言；被淨化的不僅是『非正統』的語言，而

且也包括那些其表達的內容不同於社會所提供給個人的內容的表達方式。」這是

指日常語言哲學所分析的語言不僅排除了哲學語言，而且也排除了不是社會加諸

於個體的語言，即語言哲學所分析的是社會控制之下的語言，是一種不具思考能

力的、貧乏的、殘缺不全的語言。在馬庫塞看來，真正的具體性是標誌事物多種

規定性的統一體，超越事物的表象，對事物本質進行證辯分析，然後才可獲致深

刻的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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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批判日常語言分析的神秘化。日常語言分析反對形上學，認為形上學

的語言都是「虛構」與「幻想」，它們如「幽靈」一般使哲學理論神秘化。馬庫

塞認為，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導致哲學分析神秘化的並非形上學，而是排除形上

學的日常語言分析哲學。只有對日常語言進行證辯的哲學分析，只有對直接生活

現象進行超越性的形上學研究，才能在紛紜複雜的現象與縱橫交錯的關係中準確

地把握事物的本質。「哲學概念都同日常話語領域相對立，因為它們仍然包括在

口頭語言、公開行為、感覺得到的狀況和意向或流行傾向中所未實現的內容。哲

學領域因此仍然含有『幽靈』、『虛構』與『幻想』，而這些東西可能比它們的對

立面更加合理，因為它們是識別現行合理性的限度及欺騙性的概念。……忽視或

消除這種特殊的哲學向度，已經導致當代實證主義走進一個空談具體性的全面貧

乏的世界，同時也導致當代實證主義所創造的虛假問題比它毀掉的更多。」103此

處所指的當代實證主義即包括日常語言哲學在內的新實證主義，主要指日常語言

哲學。因為日常語言哲學排除哲學的辯證分析，滯留於繁雜淺顯的日常生活語

言，所以它無法清楚準確地進行抽象概括，只能進行繁瑣而平庸的推論，產生「最

晦澀的形上學也沒有表現出那樣一些矯揉造作與莫名其妙的苦惱」，馬庫塞認

為，現代工業社會利用各種宣傳媒介把各種壓抑人性、危害人類的罪行掩蓋起

來，混淆視聽、顛倒黑白，不合理的現實被神秘化了，日常語言分析不對現實生

活中的神秘化加以揭露，本身就是在維護、肯定神秘化，與神秘化的不合理現實

同流合污。「現今，神秘化的成分在生產性的廣告、宣傳和管理中被控制和利用

起來。魔法、巫術和崇拜在家庭、商店與辦公室的日常慣例中得到了實踐，合理

的成就掩藏著整體的不合理。」104，簡而言之，「語言分析能夠取得的不是其他

經驗的精確性，而是既定事態向人們要求的精確性，不是別的明晰性，而是在既

定事態中人們被許可得到的明晰性---即是說，它仍舊停留在神秘化的、欺騙性的

話語界限之內。」105 
不僅如此，導致日常語言哲學神秘化的最重要因素在於它的唯我論，以技術

理性表現的極權專制的否定因素，倘若哲學也放棄對社會不合理的批判作用，那

麼社會發展、個體自由就會徹底喪失。哲學的使命就是把人們從壓抑的現實中喚

醒，認識社會不合理性的存在及其根源，啟發人們與社會的陰暗面進行鬥爭。日

常語言哲學雖然主張對語言的意義進行分析，但這種分析應當是在多向度的思維

中展開，而不應當只是追問個別語言現象的特殊性，片面地將它作為一種既成事

實而予以肯定，然後加以分析，實際上這是無條件屈從於社會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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