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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導論的主旨

介紹「馬克思主義」—

一種理解現實的方式

(並且致力於改變現實)  

它由卡爾．馬克思以及

受他影響的其他革命家

所創立發展。



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的衛道士們齊
聲宣告：「馬克思已經完蛋了。」



而今，我們發覺人們對馬克思思
想的興趣與日俱增。

標題：馬克思會怎麼想？



為了增進工人階級的利益、建立
他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民主制，
卡爾．馬克思對歷史和資本主義
進行了動態分析（強調剝削和階
級鬥爭的現實)。



熱忱的人道主義激勵著馬克思

「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
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
就是人本身……必須推翻
那些使人稱為被侮辱、被
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
東西的一切關係……」
——卡爾．馬克思，1843年



燕妮．威斯特華倫(馬克思的妻子）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馬克思最親密

的同志和思想戰友。



他們三人都捲入了1848年席捲歐洲的革命風
潮。革命的失敗意味著艱難的流亡歲月。但
那也是一段研究、著述和不斷行動的歲月，
並產生了馬克思所稱的「科學社會主義」。



在最艱難的歲月裡（1840年代末和1850年代
初），卡爾和燕妮失去了他們七個孩子中的
四個，但是活下來的三個女兒（燕妮、羅拉
和愛琳娜——左下方是她們與馬克思恩格斯
的合影）後來都活躍於社會主義運動中。



馬克思與恩格斯密切合作，
共同發展和傳播他的思想。

他們兩人撰寫了人類歷史
上最具影響力的小冊子之
一：《共產黨宣言》。

右圖是魯珀特．伍德芬〔Rupert 
Woodfin〕與奧斯卡．紮拉特〔Oscar 
Zarate〕合著的優秀插圖書《馬克思主義
入門》（Introducing Marxism, UK: 
Icon Books/US:
Totem Books, 2004）中的一頁，其中介
紹 了一些基本資訊。



下面這幅由革命的理論家埃内斯特．曼德爾所製作的圖示（在
他的經典著作《馬克思主義在歷史上的地位》中）揭示了馬克
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的多重來源和多種組成部分。



馬克思的思想涉及
五方面的內容

1.哲學與方法論
2.歷史理論
3.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4.無產階級的綱領
5.對社會主義未來的藍圖



馬克思受到了
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

格奧爾格．威廉．弗
里德里希．黑格爾發
現現實的發展是遵循
辯證法的。而後者是
一個包含了漸變和突
變的動態概念，並且
涉及矛盾內在的自我
運動。

路德維希．費爾巴哈
是「唯物主義者」—
—他拒斥自己所認為
的黑格爾哲學中的
「唯心主義」。他不
是將現實視為先在觀
念的反映，而是將物
質現實視為先在的，
並從中產生觀念。



馬克思受到了
英國政治經濟學家的影響

——尤其是那些對新興的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
進行考察的富有遠見卓識的先驅，他們將勞動
視為財富的根本來源（勞動價值論）。

亞當．斯密 大衛．李嘉圖



馬克思受到了
法國政治思想的影響

法國大革命中激進
民主主義的雅各賓
派成員馬克西米里
安．羅伯斯庇爾試
圖建立一個「美德
共和國」。在那裡，
人權不僅屬於上流
階層，而且還屬於
支持他的勞苦大眾。

格拉古．巴貝夫領導
了「為平等而密謀」，
他認為人民的統治必
需權利的平等。並且，
經濟權利的不平等會
阻礙實現真正的民主。
他呼籲由全社會分配
財富——也就是共產
主義。



馬克思受到了
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影響

例如克勞德．亨利．聖西門、查理斯．傅立葉、羅伯特．歐文，
他們都幻想一種造福所有人的經濟制度。

羅伯特．歐文 新和諧公社——歐文所策劃
的空想社會主義社區



馬克思受到了
工人階級和工人運動的影響

被機器的使用所替代的織工和
他們的家人的抗議遊行隊伍

馬克思與工人階級組織
「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成員會面



但馬克思尤其受到
兩種強勁的革命現象的影響——

民主主義革命

工業革命



群眾性民主主義革命的
強勁浪潮

17世紀的英國革
命、1775—83年
的美國革命、
1789—94年的法
國革命，以及其
他群眾起義都要
求新聞出版自由、
權利平等以及最
重要的人民統治。



工業革命
機械力對人力的替代導致
了生產率、經濟剩餘產品
和社會財富的極大增長，
這也成為工業革命的本質
內容。

新生的經濟制度——資本
主義及其在全球的勝利導
致了工業革命。

我們也應看到的，它也帶
來了許多消極的後果。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I

歷史的變遷是由以下因素所塑造的

• 社會經濟的發展
• 技術和生產力的發展
• 社會經濟階級之間的對立、衝突和鬥爭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II
在許多世紀裡，人類（最初作為獵人和採集者，而後
作為早期農業勞動者）生活在這樣一種經濟形式中：
人們共同勞動，並且共同分享勞動果實——原始共產
主義。

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剩餘產品得以增加，隨之而來
的是不平等的滋長，以及一系列有權勢的少數通過統
治勞苦大眾而自肥的社會的前後交替——社會分化為
了社會經濟階級。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III

馬克思將歐洲
歷史的發展視
為一系列階段
的前後交替—
—每一個階段
都由不同的
「生產方式」
或者說「經濟
制度」所規定。

古代奴隸制文明
（奴隸主與奴隸）

封建社會
（領主與農奴）

資本主義
（資本家與工人）



馬克思的歷史理論—IV

• 觀念、價值和政治一般地受各個社
會特定的經濟制度和經濟規律制約。

• 階級社會內在的矛盾導致了各種危
機和階級鬥爭，並最終要麼使之過渡
到新的社會形態，要麼導致社會的崩
潰、相互鬥爭的階級的共同滅亡。



歷史不是由與個人無關
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力
量所創造的。社會、經
濟和政治力量都是由人
民的活動和生活所組成
的。

人民創造了歷史。

但是，人們不是隨心所
欲地創造歷史。人們所
存於其中的經濟、社會
以及政治結構規定著
他們的創造活動。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
•經濟所有制是私人所有制（為富有的少數
人——即「大公司」資本家——所有）。

•經濟為所有者所掌控。

•經濟活動的目的在於使所有者的利潤最大
化。

•經濟中蘊含了普遍的商品生產——一種買
和賣的經濟。

•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愈來愈被轉化為商
品，進行買賣。

•經濟的組織是社會化的，但是它的所有形
式卻是私人所有制——兩者的矛盾給人民
大眾帶來了無盡的麻煩。



商品是以售賣為目的
而生產的產品

商品生產

商品在市場上
進行售賣



問：那些不佔有生產資料（包括工具、機器、原材料以及等等）
的人是如何獲取必須的資金以購買食物、衣服、住所等等的商
品的？

答：通過向佔有生產資料的雇主出賣他們的勞動能力——勞

動力——來換取工資。

勞動力（這是使我們成為人的關鍵因素）成為了一種商品。

那些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維持生計的人（以及那些依靠個人收
入維持生計，和那些雖然失業或者退休、但仍然以這樣的方式
過活的人）屬於工人階級。



勞動力〔Labor-Power〕，也即勞動〔work〕
的能力，是唯一在其被使用時（勞動力轉化為
實際的勞動）創造出新價值的商品。



馬克思將勞動視為
資本主義經濟的基礎所在



他還認為，推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
關鍵因素應該是工人階級，他們通過
出賣勞動能力維持生計,是勞動的活
的源泉。



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於對勞動的剝削。
於是，資本家對勞動者的需求便導致

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壯大。



工人階級

• 是進行 創造的大
眾，
• 他們的勞動創造並
支撐著社會由以存在
的經濟活動，
• 沒有他們，資本主
義制度將無法運作，
• 資本主 義的「正
常」運作在方方面面
傷害著他們，

工人階級有能力創造
一個更加美好的新世
界。



馬克思認為：

勞動創造財富



勞動創造財富



勞動創造財富



勞動創造財富



資本家尋求聽話的勞動力——領工資的工人，
他們所創造的財富一部分成為他們的工資，

一部分則成為資本家由以致富的利潤。



剝削

假設一個工作日為10小時。每個工人可能只需在4或者5或者6  
小時內就能創造出與其工資等值的財富，但在這之後，他們
還要工作6或者5或者4小時，以為雇傭他們的資本家創造額外
的財富。

必要勞動
提供維持工人生活的工資

剩餘勞動
創造剩餘價值（利潤的源泉）



為了攫取最大利潤，
資本家想方設法地提高剝削率。

能夠通過以下手段
提高剝削率：

• 削減工資，

• 延長工作日，

• 加緊壓榨工人的
勞動量（通過「加
快勞動速率」），

或者…通過採用新技術，
使得等量的勞動能較之以
前生產更多的產品。（這
便是所謂的「提高生產
率」）



資本家對提高生產率的欲望
導向了工業革命

通過生產率的提高，勞動耗
費得以降低，這便使得降
低工資得以可能——於是，
消費者可以去蜂擁搶購更
便宜的商品了。

為了爭取市場份額，並增加
自己的優勢，相互敵對的企
業主們便尋求新技術來提高
生產率。

於是，爆發了工業革命。



資本積累

資本家用資本（貨幣）購買商
品〔commodity〕（原料、勞

動力、工具），後者成為生產
過程中的資本形式，通過生產
過程產生了具有新形式的資本，
也即通過將勞動作用於工具和

勞動創造了新的價值，這些商
品便能夠通過售賣來換取比最
初所投入的更多量的貨幣。這
就是所謂的資本積累。資本體
系中，資本家必須持續不斷地
「積累」。

商品資本
（原材料、 勞
動力和工具）

原料而產生的新的商品。由於貨幣資本
（增量）

貨幣資本

生產資本

商品資本
（生產產品）



資本主義是有史以來最具有
擴張性的經濟制度——它勢

不可擋地吞噬著全世界



經濟擴張主義已然
和帝國主義息息相關

在剝削欲的推動下
進入他國領土，
以尋求原材料、
市場和投資機會，
這在19世紀末變
得愈加明目張膽
起來。

雖然馬克思生前未能對
此進行分析考察，但
其他人——魯道夫．
希法亭、羅莎．盧森
堡、尼古拉．布哈林
以及弗．伊．列寧—
—運用馬克思的理論
開始了對於他們所認
為的資本主義重要的
新階段的密集考察。



像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一樣，帝國主義也有著
驚人的動力，並且演化為了不同形式。

殖民時期為了確保市

場、原材料和投資機

會，比較強大的資本

主義國家侵略並統治

其他國家和地區。

「門戶開放」時期

為了確保市場、原材料
和投資機會，比較強大
的資本主義國家形式上
尊重其他國家的獨立，
但卻要求其他國家保持
「門戶開放」（這有時
是通過「大棒外交」
來實現的）。



帝國主義的殖民時期

圖上方三個詞分別為「自由、友愛、聯邦」（從左至右）



「門戶開放」的帝國主義



資本家將他們剝削所得的大部分剩餘價值
用於維持和擴大自己的產業

資本主義
是歷史上
最具動力
的經濟制
度



資本家的信條
必然是攫取最大利益：

• 使用新技術，

• 增加勞動時間，

• 削減開支，

• 從工人那裡壓榨更
多的勞動，

——或者以上各條
悉數使用。

這會導致工人和資
本家之間對立。



階級對立可能
導致
階級鬥爭——

罷工，鼓動性的
小冊子，鬥爭歌
曲，以及激進遊
行——所有這些
都能在這幅描繪
1860年麻塞諸塞
州林恩市的女鞋
工遊行的畫作中
找到。



馬克思堅信階級鬥爭
是歷史發展的動力

對立和衝突
（「有時隱蔽有時公開」）不可
避免地在勞動者和掌控經濟的少

數富人之間展開。



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
是一直存在的……

有時隱蔽 有時公開



有時隱蔽

有時公開



有時，還會出現階級鬥爭的高潮。



當工人階級成員乞憐求助時，資本家可能會施以慈善，
但是如若工人爭取他們的權利，給他們的回應往往不會

那麼仁慈。

慈善 沒那麼仁慈



馬克思認為，國家是伴隨著階級社會而
產生的——其目的在於維持受不斷增長
的 階級不平等、仇恨、對立、鬥爭襲

擾的社會的「秩序」。



國家的形式多種多樣——
但是都主要為經濟上的主宰者所統治。

絕對的君主制依靠社
會的少數人——土地
貴族。 議會則由有產者所組成的社會少數派

選舉產生。



甚至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共和國
也為那些經濟強權所腐蝕和統治。



國家或者商業政策無法克服
資本主義的矛盾



兩種矛盾的趨勢

1）削減勞動成本
（工資），同時生
產更多的商品——
但由於工人階級消
費者的購買力得到
削減，這些商品無
法被購買。

2）相互敵對的資本
家互相競爭，生產
更多、更便宜的商
品（通過新技術的
運用來提高生產
率），而商品的市
場需求又無法趕上
生產的增長。



這些趨勢導致了經濟危機，
也就是所謂的蕭條

問題不在於生產
得太少，而在於
生產得太多（過
度生產），同時
又沒有足夠的購
買力（消費不
足）。



馬克思將這種現象稱為「週期性的資本主義危機」，
其他人則將之稱為「盛衰」週期。



驚奇與恐懼

資本主義是令人稱奇的。 資本主義是可怖的。



它為人們改善生活創造了
數量驚人的條件。

它組織起巨量財富的創造…… 同時承諾會有普遍的富足



它摧毀了阻礙「進步」的東西，
同時為了利潤消費著生活。

帝國主義 消費主義



資本主義的創造性產生了利益，
但是它們的分配卻是不平等的……

全球不平等 國內不平等，以美國為例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I

世界上最富有的225人，他們年收入的總和為1萬
億美元。

世界上最貧窮的25億人，他們年收入的總和為1
萬億美元。

只要對最富有的225人課以4%的稅，就能夠為全
世界每一個人提供基本的醫療、食品、乾淨的水
以及衛生的下水道。

但資本家不會這麼做。



即使是1990年代的美國，
也是這樣的情況：

家庭 財富

最上層 1% 擁有 40%

緊隨其後 19% 擁有 40%

上層 20% 擁有 80%

底層 80% 擁有 20%



我們所生活的世界的不平等—II

• 世界上20%的最富有人口的收入佔
據了全球人口總收入的82.7%。

• 緊接其後的20%的人口的收入佔據
了全球人口總收入的11.7%。

• 最底層的60%的人口的收入僅佔據
全球人口總收入的5.6%。



有著消除貧困的可能性，
但貧困依舊，而且還以各種方式惡化。

就連「世界上最富裕的國
家」裡，都還存在貧困。

有30億人（也就是全球一半人口）每天的
生活水準低於2美元。



資本主義的
「正常」運行
是建立在勞動
的剝削，以及
財富和權利的
不平等之上
的。



蕭條時期，它給許多無辜的人們帶來了
饑餓、絕望以及不必要的痛苦。



繁榮時節帶來的則是劇烈的商業化——腐蝕我們
的社會，並且淹沒了我們的文化和生活。



馬克思不僅解釋了現實，而且
還試圖去改變它。

除了歷史理論和對資本主義的分析考察，
馬克思還爭取各種方式來改變歷史、以
更加美好的社會制度來替代資本主義，
為此他制定了：

•工人階級綱領

•社會主義的未來藍圖



工人階級
綱領



馬克思的工人綱領

工人應該團結起來，組成堅強
的民主工會，以提高工資、縮
短勞動時間，並改善勞動狀況。

•工人應該隨時隨地為改善自身
處境的改良而鬥爭。
•工人應該在政治上獨立于資本
家，組成自己的勞工政黨。
•工人應該「爭得民主」（《共
產黨宣言》），建立工人階級
的統治，並且開始對社會的社
會主義改造。



社會主義的藍圖

•經濟是社會所有制。

•經濟是民主管理。

•經濟被用於滿足社會中

全體人民的需要。

•經濟得到民主的、人道

的計畫。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

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社會的經濟基礎是生產
者的自由聯合。



工人的世界聯合體

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作為一
種國際經濟體系，只能為全球
範圍內的社會主義所替代。

他相信，只有各國工人聯合起
來，才能取得勝利。

他的戰鬥口號是：「無產者在
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
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全
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來自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改良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
產主義者以及其他等等人物，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與馬克
思主義打交道（或是批判地，或是非批判地，或是富有
創造性地，等等）——他們常常會有著對於馬克思主義
的完全不同的詮釋，有時還會有著對立的政治取向。



某些版本的「馬克思主義」是
絕然對立的。

羅莎．盧森堡——熱忱而堅定
地捍衛著人類自由和社會主義
民主。

約瑟夫·斯大林——暴君式的
統治者，他的專制是血腥的官
僚專制。



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裡，馬克思主義
作為一種思想潮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在許多領
域具有深刻的影響：

• 哲學
• 歷史學
• 經濟學
• 社會學
• 人類學
• 政治學
• 文學批評
• 文化研究
• 等等

馬克思的重要性為許多非馬克思
主義者所承認：

「無論是世界各地相互對立的階
級、集團、運動以及它們的領
袖，還是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
心理學家與政治學家、批評家與
富有創造性的藝術家，只要他們
試圖分析自己所處社會的變遷，
他們的觀念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
受卡爾．馬克思的作品影響。」
——以賽亞．伯林《馬克思傳》



隨著蘇聯崩潰和
斯大林式的共產
主義為人唾棄，
許多人便認為馬
克思主義已然過
時了。

伍德芬、紮拉特合著
《馬克思主義入門》→



其他人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某些方面的內容
在我們當代仍然有效。

美國工人左側：大量失業，勞工
權利消失。外國工人右側：奴隸
般的工資，沒有勞工權利。



伴隨著最近幾年的經濟蕭條，
像阿蘭．格林斯潘這樣的「自由市場」
意識形態家的信譽變得不如馬克思了。



對於那些為自由和社會公正而進行鬥爭的人來說，
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仍然有著深厚的影響。



世界各地的抗議活動（比如下圖所示的匯集了高中
生、大學生、戰爭老兵、工運分子以及其他人抗議
活動），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以及這些抗議運動的
組織者都是受著馬克思的思想所影響的活動家。



馬克思關於理解和改變世界的思想
對於我們的將來仍然富有教益。



在世界各地匯聚著各式力量的爭取公正的
抗議運動中，仍然可以聽到
馬克思主義的聲音在迴響。



隨著21世紀走向第二個十
年，馬克思的思想仍然保
持著有效性。



在風起雲湧的抗議運動中，馬克思關於理解和改
變世界的思考仍然有助於行動分子對於「我們往

何處去」的思考。



人類仍然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羅莎．盧森堡所
提及、並為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在他關
於1930年代的偉大壁畫中所描繪的「要麼社會主

義，要麼野蠻狀態」的十字路口。



那麼接下去呢? ……

或者，就是結局了。
（從現在開始結束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