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階級形成與階級意識 

第一節、 「階級」的分析 

1-1、階級與階級意識 

 
勞工如何產生「工人意識」？在於勞工主體對於自我階級的一種歸屬感。古

典社會學家馬克思(Karl Marx)和韋伯(Max Weber)對於階級(class)概念的建構，雖
都強調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階級關係，對資本主義社會演化的重要性，但兩人

還是存在關鍵性的歧異。 
 
馬克思認為，現代社會動態結構是一項壓迫階級與被壓迫階級之間利益衝突

的結果，衝突緊張關係的日益惡化、階級鬥爭的結果，終將造成資本主義徹底毀

滅，建立無產階級社會。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裡，未擁有生產工具的工人階

級在資本主義社會裡是受苦最多、人數最多，卻又是生產全社會最多、最必要之

生存物質的群體，工人階級才是社會財富的主要生產者，資產階級卻靠剝削工人

的血汗，累積財富，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看來，工人階級不必假手資產階級就可使

社會生活富足，但要建立這樣一個社會主義社會，工人階級必要團結，形成政治

組織、進行社會革命，推翻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 
 
韋伯原則上同意馬克思的論點，有產者與無產者之間存在著一道基本的區

隔，但他更強調每個團體內差異的重要性。對韋伯來說，利益衝突並非起源於生

產之內，而是在於社會報酬取得的方式，以及市場決定取得報酬的模式。「階級」

這個概念在韋伯的分析架構下，是指擁有相同形式財產而享有類似生活機會(life 
chances)的群體。 

 
生活機會，乃至於階級處境，會隨著擁有財產的類型不同而有所差異，沒有

財產者的階級處境也會隨著其在勞動市場上所提供的服務種類不同而有所差

別，因此，在韋伯眼中的階級結構不是簡單的二分類屬，而是高度分化的層級結

構。依此邏輯，韋伯認為，階級位置不必然提供集體行動的基礎，至於某個階級

的成員是否認知到共同利益的存在，並據此展開行動，則與文化大環境有關。 
 
量化取向的研究是西方階級研究的主流，採取馬克思階級結構概念加以闡揚

者，主要有 Poulantzas(1973,1975)、Przeworski(1980)、Wright(1977,1982)等，W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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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美國階級結構的主要發現是：(1)工人階級在美國階級結構中所佔比例最
高，是最大的階級；(2)將近一半的階級位置有「矛盾性格」，例如經理階級，以
不擁有生產工具而言，是屬於工人階級，但就擁有權威而言，又屬於資產階級，

因此經理階級本身具有矛盾性格；(3)低層白領和藍領階級一樣地普羅化
(proletarianized)（既不擁有生產工具，也不擁有權威）；(4)黑人與婦女比男性更
普羅化。因此，美國的工人階級有相當大部分是由黑人和婦女組成(許嘉猷，
1987：27)。另一方面，有一批學者：Vanneman(1977)、Gagliani(1981)、
Breiger(1981)、Snipp(1985)，對階級的界定和階級結構的探討，注重各階級之間
的市場情況（如：收入、工作環境、升遷管道等）和生活方式(life style)是否有
顯著差異，這些經驗研究的理論基礎明顯受到Weber和新韋伯學者的影響。 
 
階級作為一個客觀的存在，主觀的階級意識的內涵為何？一般而言，階級意

識概念的內涵或條件，可分為幾個層次：(1)在地位和經濟上，有獨特的差異感，
感覺和別人屬於不同的類屬；(2)認同所從屬的階級，與別的階級有距離感，認
知到地位與經濟利益上與其他階級對立；(3)與其他階級的差異和對立感，轉化
為具體成集體行動，對抗其他階級。(Hurst,1979:99-101)。依此概念，從Wright
研究美國階級結構發現，未擁有生產工具的部分中產階級，因社會地位賦予的權

威、聲望，形成矛盾性格，階級界線產生模糊，不易認同勞工階級位置，缺乏勞

工意識，顯示單純的經濟因素，無法充分解釋階級與階級意識。 
 
 

1-2、階級與行動 

 
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在階級的概念上，作了兩個類別「自在階級」

(class-in-itself)和「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的區分。自在階級是指由於資本主
義生產方式的擴張，將大量人口轉變為勞動者，這些人『已是一個與資本家對立

的階級，但尚未形成自己而已』；自為階級的形成則是透過鬥爭，這些勞動的大

眾『逐漸聯合起來，自己形成一個階級。他們所防護的利益也就變成了階級利益』

(Marx 1982:36)。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預設了工人階級有他根本的利益，
以及預設了這一根本利益的展現，必須在已有了階級意識或革命意識後，才能實

現推翻資本主義體制及建立社會主義。 
 
    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的區分，馬克思與恩格斯未在理論上清楚交待，勞動者
如何從經濟的生產者轉變成政治的行動者，及組織成政治行動的團體。後來的馬

克思主義者在接受自在階級與自為階級兩者之間必然關係的前提下，傾向兩種解

釋：一為決定論者(determinist)的解釋，認為工人階級會有革命意識，但在未有
革命意識之前，工人階級可能受虛假意識所宰制，而不能認清其自身的階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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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但歷史辯證的發展結果，自然會將客觀的利益轉變成政治的組織與行動（只

是時間早晚不定或方式的問題）。另外，意識論者(voluntarist)的解釋主張，工人
階級自己未必能自己意識到其歷史使命以及其根本的利益，工人很可能只具有工

會意識和改革主義，未必能「自然而然」的轉變成政治力量。因此，必須有一外

在於工人階級的知識份子的團體，帶領工人改變工人的意識，走向社會主義(參
考 王振寰，1990:150-151)。 
 
資本主義的生產結構決定位置，位置提供利益基礎，因而產生集體行動，這

樣的推理，似乎忽略行動主體的能動性，因為，憑什麼隨著生產社會化的增加，

就會形成一個階級反對資本，Fantasia(1995)指出「在階級鬥爭中…大眾變成團結
且組成一各自為階級」的說法，太常將 for itself的表現---「工人階級在階級動爭
中」、「形成團結」、「自成一個階級」脫離行動、動態的脈絡。 

 
 

1-3、階級與歷史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論證從 18世紀末迄 19世紀上半葉的英國工人階

級、階級意識和運動的發展過程，欲證明：有工人階級的存在、有工人階級意識

和運動的存在，這些都不是天生注定的，而是靠教會、工人本身、知識份子等共

同力量而成。E.P. Thompson在《理論的貧困》裡，指出他的階級觀的歷史觀： 
 

『我認為階級乃是一種歷史現象，聯結了一些分離而且似乎不相聯結的事

務—成為經驗事務，或為意識。它們乃是歷史現象，而非結構，亦非範疇，而是
某種發生在人際關係中的事務(引自 賈士蘅，2001: xvii)。』終身為共產黨員的

E.P. Thompson，階級歷史觀接承馬克思在《波拿巴霧月十八》所言：『人們自己
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選定的條件下創

造，而是直接碰到、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經由繁瑣的資料收集與考證，E.P. Thompson認為，工人階級的形成總結經
濟、文化和政治因素而成：教會內弟兄姊妹間的相愛情誼，使信徒能抒解工作的

辛苦與困頓，使其得著安慰，以及傳統英國下層社會自發性的暴動(mob)表達不
滿；另外，受傳統教導「生而自由，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具有集會、結社、出版、

遷移」等基本權利與激進平民主義等因素，均為影響英國工人對世界的圖像及不

滿英國政府對工人組織工會的鎮壓與聚會的限制。工人階級的形成是一種動態的

歷史過程的產物，是工人在歷史經驗中自己製造出來的，「它潛藏在真實的人與

真實的社會脈絡之中」，所以，湯普森認為，階級是一「歷史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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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者對階級的觀念圍繞在歷史的關係上，而非一個層級中的一個位

置，因此對階級最好的了解與研究，就是把階級當作偶然的(contingent)、視為一
個過程、互動的現象(Thompson1968:939)，而階級的觀念與態度，必須在行動中、
制度、歷史的脈絡裡被檢視，階級是不斷被形構、互為主觀的了解且被賦予意義。 
     
『階級是活在屬於自己那個歷史當下的人定義出來的，這也是唯一的定義』

(1963:11)。E.P. Thompson堅信，階級是在特定環境下創造和被創造出來的，是
一「事件的形成」(a happening)，並非一事物(thing)。Thompson指出，在十八世
紀，雖平民與上流紳士之間有衝突，英國工人尚未以階級出現，這衝突是為了奪

取長久以來貴族在文化領域限制平民參與的習慣，僅有在十九世紀，英國工人確

實出現意識階級的區分，隨著工廠現代化，更增強社會內部這方面的衝突，現代

化工人的增加，激發他們的階級意識，且喚起他們保護他們的經濟利益。 
 

   如同 E.P. Thompson強調階級的歷史面向，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
認為，社會階級不是一個屬性，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階級與其他階級之間一

連串變動的關係，因此不能僅限於生產面向的狹窄定義。 
 
   『它可能不是最有效，假如我們不是從歷史的角度使用社會階級（social class）
階級分析將失去其重要解釋力…因此，這裡我們分析階級(classes)，將階級視為
正在發展和改變的結構，穿戴著常常改變的意識型態的外衣，為了讓我們去看這

些利益在特定時間點上，在特殊概念詞彙中定義階級成員(Wallerstein1979:222，
引 Alvin Y. So and Muhammad Hikam,1989:455)。』。在Wallerstein的分析中，階
級意識的出現，緣於一個團體與另一團體的鬥爭，且階級一詞引含能分辨「異於

其他階級的利益」。例如，在他世界體系的分析中，「階級」僅出現在 16世紀的
核心國家（英格蘭、法國），社會團體唯一出現的是「布爾喬亞階級」，形成屬於

他們自己階級的階級意識，因為布爾喬亞認知到，老舊的貴族統治階級不再享有

絕對的政治經濟勢力，但仍透過法律、習慣維持其社會特權，因此，布爾喬亞給

予貴族階級壓力，逼其放棄某些政治經濟特權的同時，也賦予他們自成階級的可

動性。 
 

 
   《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E.P.Thompson論證階級是行動和關係的歷史
過程，在階層研究及馬克思主義者決定論兩方面，提供一個重要的批判，並且指

出階級意識是階級經驗的文化表現，此處的文化表現，包括多種表現的象徵模

式，他從不全然使用傳統人類學式定義的文化，而是認為，文化表現是社會地、

零碎地循著粗糙地階級路線(he viewed culture expression as socially fragmented along 

rough class line)，之所以稱為「粗糙的」是因為當代的階級關係，在18、19世紀

急遽突顯出來，歷史的偶然性、部門和地域間的差異與階級經驗的關係特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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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獨特的階級經驗。 

     
    照 E.P.Thompson的說法，階級除了是歷史的現象，也是工人們共同文化經
驗的投射。『階級的發生是當一些人由於共同的（繼承或共享的）經驗的結果，

感覺到或有意的結合他們之間利益的共同性，以有別於與他們利益不同（或經常

是對立）的一些人。(1965:9)。』十八世紀以來，英國工人為了本身的利益與討
論集體事務而創立了互助會與工會，這類組織的存在，使得工人間的經驗被整合

起來，藉由組織與經驗的交流，工人階級的意識逐漸出現。 
 
    1830年代，英國工人的階級意識，伴隨工人擁有共同的文化已然形成，具
體證明在於工會大量出現及工人已認知到其階級利益與別的階級不同，

E.P.Thompson指出，這與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利益衝突有關，當時具有工人意識
的知識份子到處宣揚理念，激進刊物大量發行，工人酒館集會、討論理念，在此

期間，工人們與中產階級知識份子合手爭取出版、言論自由，以及為了共同爭取

公民權而互助合作，但最後中產階級眼見工人運動的逐漸龐大而背棄與出賣工

人，造成兩方分裂，無法合作。總結來說，階級意識作為文化的展現，E.P.Thompson
的作品拓展了研究範圍，例如鑲嵌於休閒活動的發展上，家庭儀式、鄰居情誼、

社交俱樂部、互助會和工會等，勝於侷限以問卷調查作為研究工具，啟發許多階

級意識和形成的社會歷史著作(Fantasia, 1995)。 
 
 

第二節、「Agency」概念的論戰 

 

E.P Thompson從「歷史來自於基層」的基礎上展開論述，人作為一個行動者，

並非闡明一個明顯的工作階級文化和顯著的意識，而是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的各層

面（如，社會政策）如何限制工匠意識，這種將人的能動性(human agency)，置於

階級分析的中心，在 1985年，Douglas V Porpora的《The Role of Agency in History: 
The Althusser-Thompson-Anderson Debate》文章中，Louies Althusser、
E.P.Thompson、與 Perry Anderson，針對 Agency的概念有一番論戰。 

 
Agency的概念：是一種質(quality)，人類具有的一種能動性，特別表現在追

求某種目的上，有別於膝蓋痙攣(knee-jerks)和打噴嚏的反射動作
(Porpora,1985:6:222)。 

 
Perry Anderson認為，人的能動性(agency)這個概念，不過是承載目的的工

具，而目的又受到社會規則、規範的影響，但 Porpora則對這種引含命定論式的
說法表示不以為然，確實，在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個人行動易受到制約，但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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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特定的信念或渴望時，還是可能不循正當管道而出現特別的行動。 
 
總之，agency的特徵為一個目的行為，而目的行為又與價值、規範、信念不

可分，關聯到意識的心智狀況，因此，雖然目的行為關聯到其心智狀況，因果關

係卻非命定的，這也引申，歷史的過程不是整體必然的結果而是牽涉到具有創造

力的人在確定狀態下的行動回應。 
 
結構馬克思主義者路易斯˙阿圖塞(Louis Althusser,1971)徹底駁斥「agency」

概念，認為它不是一個科學的概念，而是一種意識型態的幻想，歷史過程完全依

據結構矛盾的必然變形。信奉科學理念的阿圖塞認為，馬克思主義是研究社會形

構(social formations)的精確科學，也就是社會科學，雖馬克思早期和晚期作品都
混雜著科學和意識型態的成分，但阿圖塞認為，科學和意識型態存在完全二分的

斷裂，徹底拒斥黑格爾式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堅持馬克思早期（黑格爾啟發的）

人道主義的詮釋觀點，即：儘管人類存有受制於環境，但人類仍是歷史的創造者，

人類是透過世界的物質轉化（藉由生產手段）來發揮實現他們的潛能，對阿圖塞

而言，歷史過程中的個人不過是結構的承載者，沒有任何的能動性。 
 
E.P Thompson攻擊結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認為經由階級鬥爭過程中，人

對於目標的追求，行動者影響歷史發展的方向，他強調「經驗」的重要性：『經

驗行走不需敲門，宣稱死亡、生存危機、受到侵略而戰鬥、失業、通貨膨脹、集

體屠殺。人們餓死：生還者對市場將有一番新認識；未坐牢：在監牢裡，他們重

新反思法律。』(Thompson,1978:9)。 
     
    E.P Thompson認為，人對於經驗有認知反應是基於過去經驗的感知，而產
生目的行動，影響歷史的進程，社會變形並非如阿圖塞主張是完全必然的結果。

E.P Thompson強調，階級不能被概念化為一個抽象結構的類屬，階級經驗絕大
部分是由生產關係決定，這種生產關係通常是他們生下來就注定的，或是身不由

己進入的，階級意識正是這種經驗的文化表述：體現在傳統、價值體系、想法和

制度形成當中，受制於社會文化的獨特性，階級意識可能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

地點以相同的方式產生，但絕不會以一模一樣的方式產生。 

 

「階級」在 E.P Thompson的觀點，不是一個類屬(category)或事物(a thing)，
它是事物的形成(something that happens)(Thompson 1963:9)，且可以從已經發生在不

同社會團體的集體傳記（感情、思想和行動）展現出來。階級是一種社會和文化

的形構（經常在尋找機制性的表達），它無法以抽象或抽離的方式定義，而只能

以和其他階級團體之間的關係（行動和反應，改變和衝突）來定義自己。所以，

對 E.P Thompson來說，當階級事實上最終發生時，階級便存在，沒有所謂喚醒
無產階級的理念型(ideal type)。不同於多數社會學階層的量化研究，靜態勾勒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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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不平等的輪廓，而是強調階級形成和勞工運動發展中行動者的主動性。 

 

 
社會矛盾是歷史的原動力，但這些矛盾往往以非預期的方式，經由階級鬥爭

的多面向和行動過程開展出來(Porpora,1985:220)。結構與行動者兩者互動的辯
論，其實是受到社會科學的典範影響，Porpora指出，一方面，實證主義預設以
科學解釋任何一個過程，特別是解釋物理、化學，也包括牽涉到「人」的過程，

在科學哲學實證主義的典範下，行動者是不被承認的概念；另一方面，行動者和

社會結構常以對立的概念出現，然而，行動者，不是只有目的導向的行動，還有

創造力、意志力可能帶來的改變；結構，指涉為社會人群之間一個關係的系統，

這些關係藉由規則（法律）被管理，而規則又是獨立於目標導向行動的個人而存

在，甚至束縛和決定個人行為。 
 
總結來說，根據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概念，結合結構和行動者兩個面向，階級

鬥爭根植於階級關係，是彼此競爭的行動者之間衝突的展現。Perry Anderson不
像阿圖塞基於哲學式的反駁能動性、主動性(agency)的概念，反而是以社會學的
角色認知概念，分析行動者在歷史扮演的角色。他試圖尋求，經由階級鬥爭調和

行動者和結構的可能性，並質疑即使是有意識、目的導向的行動，能動性的歷史

關聯是依據這些行動者追求的目標本質，而有程度上的改變。 
 
Perry Anderson根據社會關聯(social relevance)的程度區分三種目標(goal)類

型：第一種是個人日常生活中目標的追求，這類目標沒有太大的社會分歧，例如

婚姻選擇、技術的練習、家庭維繫等，這些目標是在社會關係內通常不斷地再製；

第二種目標是關於集體的計畫，例如宗教運動，政治鬥爭、軍事衝突、外交和解、

商業創新和文化創造等，關連到特定的視為理所當然的結構治理，以致這些目標

通常具有侷限性。最後一種目標類型是一種集體計畫，由發起人來教育或教導集

體，他們將集體的存在視為一個整體，有意識的計畫企圖達到創造或重修

(remodel)整個社會結構，此一能動性的形式常發生於歷史中的勞工運動，在歷史
中並不多見，顯見的結構必然性，並不容易被推翻(Porpora:228)。 

 
Perry Anderson認為，E.P. Thompson的錯誤在於過度強調行動者的經驗，並

且與認知反應混為一談，一種經驗可以從不同方向解釋，行動者相似的經驗也可

能導出正好相反的結論。對 Perry Anderson而言，一個有效的行動需要知識甚於
經驗，亦即如果行動者缺乏革命的社會主義歷史發展方向的知識，他們也不可能

出現有效的歷史行動，也就是說，僅有在行動者成功地追求目標，社會結構才會

改變。 
 
歸結來說，歷史上，事件的發生均為社會形成的動力，在社會結構原封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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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變形之間，並無一條明顯界線劃分，戰爭、政治鬥爭帶來立即社會結構的改變，

但如果沒有這些因素，其他可能促使結構改變的因素依然繼續發生。『階級鬥爭

不是停留在隱喻式的階級鬥爭，而是真真實實階級利益之間的衝突對立，且不管

反對者是否了解鬥爭的本質，階級鬥爭必然牽涉到人的主動性，延伸的討論在於

行動者理解他們的處境有程度上的不同。另外，階級鬥爭也可能是階級片段的鬥

爭，例如同樣未持生產工具的無產階級，薪資待遇較好的工人為了保有他的薪資

利益，藉由鬥爭排除勞動力的下層階級，相同階級卻形成兩個部門的對抗

(Porpora:233)。』例如，在報社的生產政治文化裡，編輯部與印務部皆未持有生
產工具，但兩部門因工作利益的分歧，導致兩方難以合作共同對抗資方。 
     
社會現實中，雖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基本矛盾已相當程度暴露出來，但階

級利益的衝突很多時候並非顯而易見，例如，一個社會剝削生產關係，被剝削階

級成員可接受時，放棄實踐他們原本的階級角色，階級行動在此一層次的分析

上，沒有誤解階級意識或階級組織回應的問題，反而，階級行動可能僅僅是階級

成員對一般社會結構困境相似反應的展現，也就是說，某些行動不利於其他階級

成員的利益，卻忽略該行動背後的意圖或是毫無知覺。例如，技術創新的結果，

資本家棄工人如敝屣，將其解雇，資本家的意圖被理解成，為了維持市場競爭不

得不作此手段，工人階級忽略生產關係的矛盾衝突，易使資方繼續鞏固既得利益。 

 

Porpora 認為，假如階級關係是靜態的，可能不用觀察人們如何參與，但事

實上階級關係是被改變的，即使再製（不變）也是一種變，不同的階級成員遇到

新的處境，他們必須反應，不是機械式地根據固定角色的劇本，而是成為謹慎明

辨的行動者。行動者以非命定的行為對結構作出回應，且具有重要的影響力，不

只是因存在於社會形成的生活技能，且具有社會形成的能力，所以，社會形成是

許多危機過程的累積，而非僅對於社會基礎矛盾之單一機械式反應的結果

( Porpora:239) 。 
 

 

第三節、台灣的階級經驗 

 
如照 E.P. Thompson的說法，階級是一歷史現象，那麼，不同歷史情境、政

經結構下階級形成的過程將有所差異。許嘉猷(1987)以Wright對階級的界定和運
作，針對主計處「家庭收支暨個人所得」調查資料，實證探討台灣的階級結構，

並分析與職業、性別、年齡、省籍和收入等之關係，對台灣階級結構的研究結果

有兩點值得提出。第一、工人階級是人口最多的階級，占台灣勞動力 59.4%，小
資產家所佔比例 29.3%，這與台灣特殊的中小企業蓬勃發展有關。然而，這是以
「家庭收支與個人所得」作為指標的分析結果，客觀位置的向度分析與主觀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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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落差，以及藍領階級與白領階級的差異，該文並未研究。 
 
第二，研究結果指出「各類職業所屬的階級分佈情形，其同質性雖然相當高，

但仍不可把階級視為職業的聚合體(許嘉猷，1987:56)」。不少社會學者在討論階
級時，常把階級與職業混為一體，甚至由職業推測階級，Wright排斥這種看法，
認為職業所指涉的是工作(job)的技術內容，而階級指涉的是生產的社會關係（生
產工具的佔有和控制）。例如一位計程車司機，他本人可能是受雇於車行，也可

能是自己擁有計程車，還有可能是自己開計程車之外，還擁有幾輛計程車而雇請

其他計程車司機。在這幾種情形內，他職業的技術內容基本上一樣，即開計程車，

但其生產的社會關係卻改變了，即由工人階級變為小資本家階級或資本家階級

(許嘉猷，1987:36)。 
 
黃毅志(1994)依據民國 81年台灣社會變遷社會階層組資料，從「工人認同

與勞資對抗之意識」兩指標，量化分析台灣工人意識，其研究結果發現，現職為

勞動工人，或具有勞動工人的職業階層經驗者，對階級意識的影響，僅限於最低

層次的工人階級認同，並不會從工人階級認同發展出屬於較高層次的抗爭性階級

意識，即所謂「勞資對抗之意識」，換句話說，馬派的工人階級位置並不會提高

認同於工人階級之機會(1994:114)。 
 
根據研究結果，黃毅志推測，台灣民眾界定「何者是工人階級」是依工作內

容區分，而非馬克思主義者強調是否擁有生產工具，是否雇用員工等與生產組織

有關之權力。也就是說，對工人階級認同，不代表能發展出與資方對立的抗爭位

置，這與許嘉猷提出「職業不等於階級」的提醒相互呼應。由此可見，個人客觀

結構的階級位置，不一定產生對該階級的認同，也不會產生抗爭意識或行動，但

有可能當受僱階級的工作權被剝奪時，起而團結、行動對抗資方，在抗爭過程激

發階級意識，回過頭來，對該階級位置才有更深的體認與認同。 
 
『台灣不像西方社會一樣，是一個兩極化的階級社會。兩極化的階級利益不

是主導社會生活和集體行動的力量』(徐正光 1990:35)。徐認為，台灣經過半世
紀的經濟發展和政治變遷，社會上出現了「中產階級」--一群人在既有體制上取
得某種程度的地位和聲望，隨著以這群人為基礎的群體不斷擴張，形成一股社會

力量後，開始自覺要在既有地位上，建立一套有助於維持或再製其既得利益的一

些制度化安排，以及文化和意識型態上的優勢建構，以便與其他社會群體作區分

或作為自我階級認同和強化的象徵。此外，面對強勢統治階級（資本家與政治上

的統治菁英）的勾結，中產階級面臨自我命運如何轉折的困境，此種困境引發他

們採取各種應付和解決困境的努力，成為社會科學家研究中產階級之興趣所在。 
 
過去西方文獻有關中產階級的討論，大多建立在資本家與勞工之間兩極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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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級關係之基本假設上。中產階級乃是介於此兩極化關係中，而又具有矛盾位

置的社會群體。一方面，中產階級雖沒有生產工具所有權，但為了方便和促進資

本積累和追求利潤，在生產中從事規劃、統籌和控制的工作，對於他人勞動力具

有相當的權力和權威；但另一方面，中產階級又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賺取薪資餬

口，所以又屈服於資本家的所有權之下，此種地位特徵又與工人階級相似。 
 
白領勞工近年來在市場處境與工作處境上的劇烈變動，Crompton & 

Gubbay(1977)認為：(1).資本的功能日漸被沒有擁有生產工具的代理人執行；(2.)
大量的白領勞工受雇於特屬於資本主義產的經濟部門；(3.)有一小部分的白領勞
工，在法律上雖未擁有生產工具的所有權，但確實地控制著生產工具、勞工與剩

餘價值，這些白領勞工同時執行著資本與勞動的功能，由以上三個因素，解釋白

領勞工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上所扮演的角色，常是執行資本功能的代理人，加

上工作職位處境較為自主，或本身又是管理者（組長、採訪主任或總編輯等）導

致白領勞工的階級意識不如藍領鮮明。 
 
以記者來說，靠著心智活動在各媒體間討生活，從客觀定義上，雖被國家認

定是勞工，但也許記者不認為其實際作業與勞基法認定的相容，而不必然認為記

者也是勞工，也就不易像長期服務於定點的藍領工人般激發勞工意識。就記者主

觀認定來說，他們似乎不以為自己應與同屬大眾傳播事業的其他藍領勞工，歸為

同類。 
 
 

第四節、小結 

 
本章首先以馬克思「擁有生產工具」與否的階級定義出發，韋伯基本上同意

馬克思的觀點，但認為利益衝突並非起源於生產之內，而是擁有相同形式財產而

享有類似生活機會的群體間差異，照馬克思說法，只要是受僱者，沒有生產工具，

皆屬工人階級，實證研究結果卻發現，客觀的階級位置不見得產生相對應的階級

認同，認為只有在工廠做工的「黑手」才是工人，在辦公室上班、教育程度較高、

跳槽機會大就不是工人階級，在報業裡，記者、編輯與印刷廠勞工之間，勞工法

令賦予「勞工」身份與「籌組工會」的正當性，但根據研究發現，藍、白領階級

的分裂是媒體工會力量削弱的原因之一，這兩大群體因生活機會的差異，加上工

作性質的利益分歧，使兩方難以團結共同對抗資方。 
 
獨立於人存在的階級結構，決定個人的階級位置，然後怎樣認同該階級，因

而形成階級意識，對「人的行動力、作用力」在階級歷史發展過程扮演的角色，

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核心，決定論者認為人的行動力，受社會結構宰制，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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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加以打破；抱持以動態發展過程來了解階級歷史的論者，當人們共同起而對抗

結構，實際行動的同時，階級意識也就產生了，即便最終無法打破既有結構，行

動者的階級意識卻被激發，可能因此扭轉其階級的世界觀。 
 
兩派觀點應用在台灣社會階級處境，除了夏林清與邱花妹，以行動者的角

度，試圖建構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之外，國內階級研究仍以問卷量化研究為主，主

要測量階級認同與態度、行為之間的相關性。 
 
夏林清(1989)以 1988年籌組成立的一個自主工會為個案，研究一群參與抗

爭歷程的工會領導幹部，抗爭中自我挑戰與學習的主觀經驗與建構抗爭事件的歷

程，另也凸顯既存社會體制的生產關係與權力關係的矛盾，揭露工會團體在社會

實踐中的困難。邱花妹(1996) 觀察工廠女工在家庭、勞動場域，性別的意義如
何在日常生活反覆實踐，以及處於階級與性別的複雜關係中，女工是否可能、或

者如何藉由工會組織改變自身的處境。 
 
國內媒體勞工意識的相關研究，大多以「工會」組織，作為勞工意識的再現

指標。馮建三以英、美兩國的歷史經驗對照台灣媒體工作者工作權問題(1998)，

發現聯合、中時兩報的工會，記者入會人數少，可能與勞工法令的限制有關，也

與「工作處境上之利害考量」有關(馮建三,1998,2000;林富美,2002)；另外，馮

建三比較 1988至 1997年，同樣具有市場優勢的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兩報工會刊

物，在勞工階級分裂/團結、勞資關係，以及勞資對立三個主題的再現上，因聯

合報資方採取接近終身僱傭及較多福利的管理模式，採取與資方協商、合作的立

場，這與抗爭起家的中時工會，其刊物展現穩定、連貫與資方對抗的洞悉程度相

比，聯工月刊勞方的階級意識較不明顯(2000:183)。 
 

不過，聯合報近幾年陸續推出優退優離政策，修改薪資結構，降低人事成本，福

利也不如以往豐厚，過去資方接近終身僱傭的管理模式在王家第二代、第三代接

棒後，改以企業邏輯經營報業，加上媒體大環境不景氣，聯合報勞資關係是否有

所改變，此外，同樣面臨報社縮編、裁員危機，不同報社的勞工，如何保障切身

權益？勞工利益分歧如何影響集體動員？報社之間有無差異？為何有別？在第

三章裡，闡述報業勞動市場變化的客觀條件與勞工主觀認知的互動，勞工意識的

意涵在互動中如何被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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