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馬列毛政黨觀之比較

 

 59

 第四章 馬列毛政黨觀之比較 

 

    第三章介紹了馬克思、列寧與毛澤東三人的階級觀，本章則介紹三人

對政黨的看法為何？ 

    首先說明政黨的定義與特徵。政黨是一種人群的組合，它的英文字

party 是從「部分」（part）一字轉化而來，此表示政黨乃代表政治社會中部

分人的結合，這部分人有其特殊的目的、意識形態、利益或政治理想，遂

結成一個集體。同時，它具有若干特徵：（1）它是社會集團；（2）其主要

功能是爭取並運用政治權力，以維持或增進參與者的共同利益或政治理

想；（3）政黨基本上具有層級組織，但這一層級組織在黨內權力的分配方

面有無真正作用則隨政黨而不同（呂亞力，2003：229、231）。 

    上述有關政黨之定義、特徵即為本章使用之涵義。不過，要特別注意

的是，本研究所指的政黨是指共產黨，而不是一般所認知的西方式的民主

政黨。 

    眾所皆知，馬克思主義、列寧主義與毛澤東思想三者關注的焦點不

同，而在本研究所比較馬、列、毛三人對階級、政黨和國家之概念的異同

中，馬克思最不足的就是政黨理論，而列寧的政黨概念則是最突出的，至

於毛澤東的政黨理論雖承繼了列寧，但又有些許差異。本章之目的即是探

討馬克思、列寧，以及毛澤東對於共產黨的認知為何？三人所認知的共產

黨，在性質上是否一致，其任務、組織…等是否一貫？即列寧的政黨觀是

否由馬克思演繹而來，還是由他所獨創？而毛澤東的政黨觀又是多少來自

列寧？多少為他所獨創？如果研究結果發現三者之政黨觀有一脈相承的

部份，則更加證明了本研究所提出之假設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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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馬克思之政黨觀 

 

馬克思的政黨思想主要集中在《共產黨宣言》中，《宣言》中闡述了

無產階級政黨的階級性、先進性，黨的世界觀、黨的目的和任務以及鬥爭

策略…等，奠定了無產階級政黨理論的基礎44。該文說明了共產黨的性質、

綱領以及策略原則。首先說明共產黨的黨綱、策略原則及行動路線，《宣

言》中說道（管中琪、黃俊龍譯，2004：102、109、122）： 

共產黨人下一個目標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毫無二致，皆是要

讓無產階級成為真正的階級，推翻有產階級統治，幫助無產階級

奪得政權… 

    無產階級將利用自己政治上的統治地位，逐步奪取有產階級

的所有資本，把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的手裡，亦即集中在已組織

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裡，盡速增加總體的生產力… 

以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作為全體人民自由發展前提的聯合群

體，將取代存在的階級和階級的有產階級舊社會。 

共產黨人一刻也不鬆懈，盡量讓工人清楚意識到有產階級和

無產階級之間充滿敵意的對立，以便德國工人即時能利用在有產

階級統治下必然帶來的社會和政治條件，作為反對有產階級的武

器；以便在德國的反動階級垮台之後，立刻展開對抗有產階級的

鬥爭… 

    總而言之，不論何處，共產黨人皆支持每一個反對現存社會

制度和政治制度的革命運動… 

以上說明了共產黨的黨綱是共產黨應當向無產階級闡述無產階級革

命的性質、條件和目的以及歷史的發展規律，即共產主義社會的必然來

                                                 
44 參閱網站：《馬克思恩格斯政黨理論研究》－理論－人民網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764/56786/56788/4000776.html（搜尋日期：2008/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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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另一方面，它也指出了共產黨的行動路線以及策略原則，即是無產階

級應通過暴力革命奪取政權，把一切生產工具集中在自己手中，並盡快增

加生產力。然而，僅靠無產階級政黨並不見得能夠保證革命的成功，如同

其階級概念一樣，無產階級必須爭取農民的力量，共產黨也必須爭取一切

可以聯合的力量，所以，馬恩二人才又提到「共產黨人在各個角落竭力爭

取全世界民主政黨之間的團結和協調」，並呼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聯

合起來吧」（管中琪、黃俊龍譯，2004：122）。 

    至於共產黨的性質，《宣言》提及（管中琪、黃俊龍譯，2004：101

～102）： 

共產黨人並非是個與其他工人政黨相對立的特殊政黨。他們

的利益與整個無產階級的利益並沒有不同。他們不提出任何特殊

的原則，去形塑無產階級運動。共產黨人與其他無產階級政黨不

同之處僅止於：一，在各國無產份子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無

產階級的整體利益需獨立於民族之外，並使其發揮真正的效用；

二，在無產階級和有產階級的鬥爭所經歷的不同發展階段中，共

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利益。因此，在具體實踐上，共產黨

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且前進不懈的一員；在理論方面，由

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普遍結果，所以領先其

他無產階級的群眾。 

    這即表示共產黨是基於無產階級的利益而成立的，共產黨即為無產階

級的代言人，而又比一般無產階級更為先進。此外，共產黨還可以容納其

他階級的個別人物入黨，但必須摒除其他階級的利益。然而，既然可以允

許其他的階級入黨，那即有可能危害到黨的階級性，為了保持黨的階級

性，馬、恩二人對要求入黨的非無產階級份子提出了條件（1995：（3）684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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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對無產階級有益處外，這些人必須帶來真正的教育者…如

果其他階級出身的這種人參加無產階級運動，那麼首先就要要求

它們不要把有產階級、小有產階級等等的偏見的任何殘餘帶進

來，而要無條件地掌握無產階級世界觀。 

    上述文字還可以導引出馬克思對於「政黨意識」的看法。既然非無產

階級者必須帶來真正的教育者、有產階級的偏見可以不被帶進黨內，即表

明馬、恩二人認為階級思想是可以改造的45，工人階級政黨必須改造來自

其他階級的份子，而不能讓他們按照原來所屬階級的思想改造黨，黨在改

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能不斷地改造黨員的主觀世界，從思想上保證其先

進性（李延明等，2002：270～272），而具有先進性的黨當然也就具備灌

輸真正的無產階級意識給予一般大眾的能力，如《宣言》所說「共產黨人

一刻也不鬆懈，盡量讓工人清楚意識到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充滿敵意

的對立」（管中琪、黃俊龍譯，2004：122）。換言之，如馬、恩二人對階

級意識的補充46，他們也一樣補充了政黨意識的概念，共產黨員必須讓無

產階級意識到其艱苦的環境，以便對有展階級展開鬥爭。    

    然而，此處又導引出另外一個問題：到底是先有無產階級實體本身，

然後再從無產階級實體產生出無產階級意識？還是無產階級實體本身與

無產階級意識無關？在第三章中提到了「由客觀環境產生的自在階級，因

體會到其本身利益受到壓迫，因而團結起來，並轉變為自為階級」。這似

乎暗示著，馬克思認為是先有無產階級實體的存在，才會有無產階級的意

識（李英明，2003：66）。 

    而在保持政黨階級性的同時，也保持了政黨的獨立性。恩格斯強調「工

人的政黨不應當成為某一有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當成為一個獨立的政

                                                 
45 此處還有一個反證：如果個人的階級思想不能改造，那麼出身有產階級的馬克思、恩格斯如

何能起草《共產黨宣言》？如何意識到無產階級必須起來革命的歷史使命？ 
46 第三章提及，受到壓迫的階級必須意識到其處境，並大徹大悟，才能團結起來，並由「自在

階級」轉為「自為階級」。 



 
第四章  馬列毛政黨觀之比較

 

 63

黨，它有它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1995：（3）124）。同時，他還認

為，共產黨在無產階級革命中可以暫時同其他政黨合作，但「必須以黨的

無產階級性質不致因此發生問題為前提」，如果放棄了工人政黨的獨立

性，即是「喪失其工人政黨的階級性」（1995：（4）686、687）。換言之，

同上述所說「共產黨人必須爭取一切可以聯合的力量」，共產黨為了達成

無產階級革命，要與其他勢力結盟，但它還必須要維持自己的獨立性。 

    至於有關共產黨的組織原則，則寫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甄小

英編，1992：24）： 

所有黨員一律平等，有義務在一切場合下互相幫助；黨的各

級組織的領導，從基層到中央委員會，都是自下而上選舉產生，

並可以隨時撤換；代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力機關，決定全黨的一

切重大事情；中央委員會是全黨的最高權力執行機關，從支部到

中央委員會都要向代表大會負責報告工作。 

    另外，恩格斯在 1889 年寄給友人的信中提到「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

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夠逃離批評，禁止爭論呢？難道我們要求別

人給自己以言論自由，僅僅是為了在我們隊伍中又消滅言論自由嗎？」

（1995：（4）687～688）。從上述所提到的選舉以及言論自由來看，說明

了他們認為黨內必須要有某種程度的民主，黨內在遵守共同原則的前提下

絕對自由地交換意見是必要的（李延明等，2002：282）。  

   此外，從〈法蘭西內戰〉一文中指出，巴黎公社的失敗，就是因為缺

乏集中與權威47。以及馬克思、恩格斯反對普魯東48（Pierre-Joseph Proudhon）、

英國工聯主義49（tradeunionism）、巴枯寧50（Mikhail Aleksandrovich Bakunin）

                                                 
47 參閱《馬恩選集》，1995：（3）1~122 。 
48 普魯東反對任何政治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其主張用和平的方法，通過建立交換銀行和

合作社，把資本給予人民，把權力給予人民。參閱甄小英編，1991：27。 
49 英國工聯主義反對工人階級進行政治鬥爭，而把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勞動條件看成工

人運動唯一的要求。參閱甄小英編，1991：27。 
50 巴枯寧認為，任何政治運動都只是有產階級的運動，都是反動的，要求無產階級放棄一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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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來看，可知他們也認為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實施集中領導，如果沒有集

中的領導，沒有權威，黨就會瓦解，而無法成為堅強的組織，不可能有統

一的行動，不可能獲得革命的成果（李延明等，2002：283），同時他們還

極力要求黨內的團結統一，視團結統一為黨的生命，如果黨內能維持團

結，則能夠達成其共產主義的理想。 

    有組織就必須要有紀律，馬、恩二人都提到過「我們現在必須絕對保

持黨的紀律，否則將一事無成」、「沒有任何黨的紀律…我們採用這種新的

組織會得到什麼呢？會得到一個早期基督徒那樣的畏縮膽怯的而又阿諛

奉承的組織」（李延明等，2002：286~287）。  

至於政黨的形式就不是馬克思所關心的，他所關心的是無產階級不斷

發展出來的階級意識以及要求自我解放的鬥爭，政黨只是無產階級的政治

表現和工具。無產階級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政治角色，政黨僅是幫助它完

成任務的工具。換言之，馬克思相信無產階級有能力達成自我解放，無產

階級是共產革命的主體。無產階級之解放事業乃是靠自己完成，不需也不

能靠他人代勞（李英明，1990：96）。 

    此外，又如《宣言》中所說「共產黨…領先其他無產階級的群眾…共

產黨即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而又比一般無產階級更為先進」（管中琪、

黃俊龍譯，2004：101～102），這即表示，共產黨為無產階級之先鋒隊

（Vanguard），共產黨既為無產階級之先鋒隊，則暗示了無產階級「需要」

一個先鋒隊，而從「無產階級需要先鋒隊」的概念轉到「需要一個先鋒隊

的黨」的概念是很容易的，同時，在形成「先鋒隊黨」概念，並付諸實現

時，就會形成「只能有一個無產階級黨」的認知。這種情形即在俄國革命

中表露無遺（李英明，1990：98）。 

綜合以上所討論的，可知道馬克思心中的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即

                                                                                                                                            
治和一切有組織的政治鬥爭。他鼓吹以「廢除繼承權」作為社會革命的起點，建立個人絕對自由、

各階級完全平等的無政府社會。參閱甄小英編，19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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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下受到壓迫的工人）中的自在階級轉變為自為階級，並組織起

來的一群人，由於它是由自為階級所組成的，本身就是無產階級，故具有

無產階級的性質。同時，它有黨綱、組織、行動策略、紀律…等，為了達

到共產主義的理想，共產黨可以在未喪失其獨立性的條件下，與其他勢力

結盟。又由於它具有真正的階級意識，所以它可以將階級意識灌輸給尚未

覺醒的自在階級。另一方面，由於階級意識是可以被改造的，所以允許非

無產階級份子入黨。不過，基本上還是以無產階級為政黨之主角。 

 

 

第二節 列寧之政黨觀 

 

    列寧對政黨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怎麼辦？〉與〈進一步，退兩步〉二

文中，據劉世林所言，〈怎麼辦？〉的出版，說明了列寧建立統一政黨鬥

爭的原則與路線的確定，他強調組織的集中；無產階級專政；社會民主工

黨是領導群眾的先鋒隊，這個先鋒隊必須要完全獻身於革命工作的職業革

命家。可以這麼說：該文的出版宣告了列寧主義的誕生51（1999：104~105）。 

    〈怎麼辦？〉與〈進一步，退兩步〉中除了批評「經濟派」52和「修

正主義」53外，尚有以下觀點： 

首先，他明確指出，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的組成是根據馬克思主

義而來，社會民主黨（或共產黨）的組成是為了達到馬克思主義的理想，

將歷史的發展進化到共產主義社會，如「無產階級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

                                                 
51 甄小英則認為，〈怎麼辦？〉和〈進一步，退兩步〉標誌著列寧主義黨的建設理論初步形成。

參閱甄小英編，1991：58。 
52 該派認為必須讓工人單獨進行反對廠主之經濟鬥爭，而經濟鬥爭之領導權，應屬於自由資產

階級，故拒絕建立革命家的政黨領導解放工人階級的鬥爭。並主張工人運動的正確路線應以純經

濟性的活動主體，其目的在改善自己的物質條件，而不必經由政治性活動來滲透其間。列寧批評

其為「國際機會主義俄國的變種」。參閱劉世林，1999：100。 
53 此處主要是批評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其認為資本主義在沒有階級戰爭和暴力革命的

條件下，也會逐漸不知不覺地向社會主義前進。參閱慎之等譯，199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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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為不可戰勝的力量，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統一

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來鞏固的，這個組織把千百萬勞動者團結成工人階級

的大軍」（1972：（1）510）。 

同時，我們還可以從 1918 年列寧在黨第七次代表大會提出〈關於修

改黨綱和更改黨的名稱的報告〉中得到佐證。嗣後，會議亦依據此報告通

過了更改黨的名稱的決議，將社會民主黨更名為俄國共產黨。他指出

（1972，（3）475~476）： 

    社會民主黨這個名稱是不科學的…我們開始社會主義改造的

時候，應當給自己清楚地提出這些改造歸根到底所要達到的目

的，即建立共產主義社會的目的，它不僅僅限於剝奪工廠、土地

和生產資料，不僅僅限於嚴格的計算和監督產品的生產和分配，

並且要更進一步實行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 

    而為了社會主義的鬥爭，無產階級必須有高度的階級覺悟與政治覺

悟，馬克思主義政黨正是培養無產階級具有這樣的覺悟，黨是工人運動與

社會主義的結合，黨把社會主義灌輸到工人運動中去，而黨則為無產階級

的政治領袖，如「我們應當積極從政治上教育工人階級，發展工人階級的

意識」（1972：（1）272）以及：「我們是階級的黨，因此，幾乎整個階級

（…）都應當在我們黨的領導下行動，都應當盡量緊密地靠近我們黨」

（1972：（1）457） 

    其次，列寧強調政黨的組織性、紀律性、戰鬥性和職業革命家的重要

性。在組織方面，列寧認為「只有集中的戰鬥組織，堅定實行社會民主主

義政策而能滿足一切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組織，才能使運動不致舉行輕

率的進攻，才能準備好有把握取得勝利的進攻」（1972：（1）346~347），

以及「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並不是什麼簡單的算數式的總和，而是一個

整體）…使作為階級的先進部隊的黨成為有組織的，使黨只容納至少能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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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最低限度組織性的份子」（1972：（1）455）。 

而為了能夠建立一個組織健全的政黨，「最迫切的首要的實際任務是

要建立一個能使政治鬥爭具有力量，具有穩固性和繼承性的革命家組

織」，而所謂的職業革命家就是掌握鬥爭藝術的人，「並且主要是以革命活

動為職業的人」，同時，他還認為「任何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一種穩定的

和能夠保持繼承性的領導者組織，便不能持久；自發地捲入鬥爭，構成運

動的基礎和參加道運動中來的群眾愈廣泛，這種組織也就愈加迫切需要，

也就應當愈加鞏固；參加這種組織的主要應當是以革命活動為職業的人；

在專制制度的國家內，我們愈縮小這種組織的成員的數量，縮小到只吸收

那些以革命活動為職業並且在與政治警察做鬥爭藝術方面受過專門訓練

的人參加，這種組織也就會愈難『捕捉』；而工人階級和社會階級中，能

夠參加這個運動並且在運動中間積極工作人數也就愈多」（1972（1）

316~317、323、334~335）。 

此外，由列寧同馬爾托夫（MapTob）關於黨章第一條54的爭論來看，

可知，列寧認為組織不應過大，即他強調的是菁英主義，如（1972：（1）

463~464）： 

    從馬爾托夫同志的觀點看來，黨的界限是極不明確的，因為

「每個罷工者」都可以「宣布自己是黨員」。試問，界限不清楚有

什麼好處呢？不過是使「稱號」廣泛散布而已。它的害處卻能夠

造成一種把黨和階級混淆的渙散組織的思想。  

由此可知，列寧極為看重組織集中與命令的貫徹，他掃除每一撮社會

                                                 
54 列寧所擬的條文如：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並親自參加黨的一個組織的人，可以作為

黨員。而馬爾托夫的條文如下：凡承認黨綱，在物質方面幫助黨，並在黨的機關監督和領導下為

實現黨的任務而積極工作的人，都可以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兩者的條文僅有參加組織與

否的差別，但對於建立什麼樣的黨則有相當大的歧異。列寧認為，馬爾托夫的條文有三項缺點：

混淆了階級與政黨；混淆了空談家與實際活動者；自相矛盾。 
參閱網站：列寧在維護黨的先進性問題同馬爾托夫的一場鬥爭－

http://prison.com.cn/Theoretics/2005-2-6/C7E565B7-D4D9-4B4E-B62E-4AEF4F8BC820.Html 
（搜尋日期 2008/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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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人所自由組織的小團體，因為他們可在任何時間出毛病，他要求權

力應由中央而下，不容個別要求平等權的派別鬥爭（劉世林，1999：115）。 

    在紀律方面，雖然上述二文對政黨的紀律未做說明，但仍可從〈共產

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得到佐證。他提出政黨的紀律要如何

維持？要如何檢驗？要如何加強？他指出：（1972（4）181~182）： 

第一，要靠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它對革命的忠誠、它的

堅韌性、自我犧牲精神和英雄氣概。 

第二，是靠它善於同廣大的勞動群眾，首先是同無產階級勞動

群眾連繫、接近，甚至可以說在某種程度上同他們打成一片。 

第三，是靠這個先鋒隊所實行的政治領導正確，靠它的政治戰

略和策略正確，而最廣大的群眾根據切身經驗也確信其正確。沒

有這些條件，革命政黨的紀律，真正能夠成為可以推翻有產階級

並且改造整個社會的先進階級的政黨的紀律，是不可能實行的。

沒有這些條件，建立紀律的企圖，就必將變成空談、變成廢話、

變成裝模作樣。 

在上述的第二點中，雖然提到了無產階級先鋒隊要盡可能地與一般群

眾連繫。但基本上，列寧的政黨理論是「菁英主義論述」，所謂與群眾「打

成一片」，只是拉攏群眾的手段，它是列寧主義現實的一面，而反映在政

策上就是策略。顯然地，這是有時間性的跟階段性的，這也表達了黨與群

眾的策略關係（劉世林，1999：133~134）。 

在黨和群眾的互動關係上，必須同「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念以及列

寧對紀律的強調一起探討。前述提及，黨不但要把社會主義灌輸到工人運

動中去，黨更是無產階級的政治領袖。無產階級先鋒隊政黨只有在鬥爭中

比群眾先走一步，為群眾指明道路時，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為了防止

群眾的動搖，即使冒著被孤立的危險，黨也必須對理論有足夠的理解、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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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的堅定，以便堅持正確的方向。另一方面，黨也必須要有彈性並且能夠

向群眾學習，才能從群眾的每一種表現中指出群眾尚未意識到的革命可能

性。其中必須特別說明的是，黨的責任並非是單純的把革命策略強加給群

眾，而是必須不斷地向群眾的鬥爭和群眾鬥爭的方法學習。而在黨向群眾

學習的過程中，必須保持主動，並為下一次的革命行動作準備。黨要把群

眾從其正確的階級本能產生出來的自發的發現，跟革命鬥爭的整體統一起

來（張翼星譯，1991：51～52），如〈怎麼辦？〉中所言（1972：（1）293、

294、296）： 

    階級政治意識只能從外面灌輸給工人，即只能從經濟鬥爭範

圍外面，從工人同廠主的關係範圍外面灌輸給工人…社會民主黨

人為了向工人灌輸政治意識，就應當到居民的一切階級中去… 

    理想的社會民主黨人不應當是工聯會的書記而應當是人民的

代言人，他們要善於對所有一切專橫與壓迫的現象有所反應…向

大家解釋無產階級解放鬥爭的世界歷史意識… 

    我們應當既以理論家的身分，又以宣傳員的身分，又以鼓動

員的身分，又以組織者的身分到居民的一切階級中去。 

在這種群眾互動的關係中，如果沒有嚴格的紀律是不可能的，因為黨

如果不能立即調整它對不斷變化的形勢的認識，它就會落後群眾，也無法

領導群眾，更會失去與群眾的連繫並陷於分裂。因此，黨必須嚴格且精確

的運轉，以便能即時把這種調整付諸實現（張翼星譯，1991：51）。 

以上即為列寧的政黨概念，此外，還有所謂的「民主集中制」原

則（Democratic Centralism）。如列寧在〈對立憲民主黨化的社會民主黨

人的鬥爭和黨的紀律〉一文中指出（劉世林，1999：134）： 

我們已經不止一次地從原則上給工人政黨的紀律意義和概念

下了定義。行動一致、討論自由和批評自由－這就是我們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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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這樣的紀律才是先進階級的民主政黨所應有的紀律…所以，

沒有討論自由和批評自由，無產階級就不能承認行動的一致，所

以，覺悟的工人始終不應當忘記，嚴重違反原則就一定會破壞一

切組織關係。 

    根據上述文字，我們可以將民主集中制簡化如下：在黨內意見尚未統

一時，允許黨內有任何的意見，但在達成共識之後，則要行動一致，即使

原本持反對意見者，亦不得有異議55。 

    不過，要注意的是，以職業革命家為主體的黨必須要有相較於黨

外知識與道德的優位性，然後才具有權力的優位性；而要有道德知識，

進而有權力的優位性，黨內就必須依循民主集中制來運作。換言之，

列寧的民主集中制只能在黨內運作，它是黨的政治運作和遊戲規則（李

英明，2003：66）。 

然而，無論這個黨的組織多嚴密，終究免不了「替代主義」的問題。

這個問題的解決，從列寧批判工會中得到了解決。他認為工會的形成對無

產階級而言，是往前了一大步，但充其量只能發展出工會意識，關心無產

階級工資、工時和工作條件的改進，這些要求雖具政治意涵，卻缺乏革命

性的政治意涵，因此，無產階級必須超越工會意識，而其運動則更需要革

命性的政黨，工會雖然重要，但絕不像黨那麼重要（李英明，1990：100）。 

更甚者，工會的產生還會對無產階級革命造成不良的影響。因為工

資、工時和工作的條件的改進，在無產階級中出現了「工人貴族」。這意

味著特殊工人階級團體的日常利益和整個工人階級真實利益之間的分

歧，不僅是始終存在的，更透過工會擴大、固定化了。無產階級也因此不

                                                 
55 基本上，民主集中制原則涵蓋內容比本段文字範圍更廣，據學者統計，它有以下五項原則： 
所有黨的領導機關，由上而下皆由選舉產生；黨機關定期向其組織和上級機關報告；嚴守黨紀，

少數服從多數；下級機關無條件地服從上級機關的決議；所有檔組織和領導機關的工作，採取集

體制原則；而每一個共產黨員在履行本身責任和黨交付的工作時，採取個人負責制原則。參閱張

五岳編，2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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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再以團結一致的敵對態度面對有產階級，無產階級本身遂在無意間拋棄

了整個階級的利益。所以，具有充分階級意識、獨立於無產階級以外的黨

組織便是革命不可或缺的（張翼星譯，1991：44～45），而且，黨還必須

是工人階級的領導力量，如「工會應當在社會民主黨組織的『監督和領導』

下進行工作」（1972：（1）461）。 

同時，列寧還認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是由了解歷史發展規律、已

自覺了的知識份子所組成的，其目的在於灌輸無產階級正確的革命意識，

帶領無產階級進行革命。而既然它可以灌輸正確的革命意識與無產階級，

其當然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所以「工人與知識份子之間的任何區別也就

應當完全消除，更不必說他們各種不同的職業之間的區別了」（1972：（1）

323）。 

以上觀點皆可以在〈怎麼辦？〉一文中找到（1972：（1）247、257）： 

我們已經說過，工人本來也不可能有社會主義的意識。這種

意識只能從外面灌輸進去。各國的歷史都證明：工人階級單靠自

己本身的力量，只能形成工聯主義的意識，即必須結成工會、必

須同廠主鬥爭，必須向政府爭取頒佈工人必要的某些法律等等的

信念。而社會主義學說則是由有產階級的有教養的人即知識份子

創造的哲學、歷史和經濟的理論中成長起來的… 

工人運動的自發的發展，就恰恰是使它受到有產階級思想體

系的支配…因為自發的工人運動也就是工聯主義的運動，也就是

純粹工會的運動，而工聯主義正是意味著工人受有產階級思想奴

隸。因此，我們社會民主黨的任務，就是要反對自發性，就是要

使工人運動脫離這種投到有產階級羽翼下的工聯主義的自發趨

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羽翼下來。 

這些文字表明，列寧認為社會主義的意識是要靠已經自覺的知識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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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灌輸。身為列寧政敵的考茨基（Karl Kautsky）也有相同的觀點，如（1972

（1）255）： 

    科學的代表人物並不是無產階級，而是有產階級的知識份

子。現代的社會主義學說也就是從這一階層的個別人物的頭腦中

產生出來的，他們把這個學說傳給才智出眾的無產者。後者又在

條件許可的地方把它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去。可見，社會主

義是一種從外面灌輸到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中去的東西，並不是

一種從這個鬥爭中自發產生出來的東西。 

為此，克列庫斯基（Koalkawsil）下了一個註腳（劉世林，1999：131

～132）： 

黨所代表的意識，不是因為無產階級的同意，它應該怎麼辦。

而是因為黨知道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律，和了解無產階級的

歷史任務。在這個規律中，工人要求的經驗主義意識，就好像是

一種障礙，是一種不成熟的情形，故必須克服，因而絕不能作為

靈感的泉源。這個黨除了在實踐中，需要無產階級的支援外，完

全獨立於實際的無產階級。在此一意義下，黨的領導學說，在政

治上的正確意義，就是黨能夠和必須取代無產階級。 

    綜上所述，對列寧而言，他並不否認階級意識的產生要依附在無

產階級實體本身，但兩者並沒有必然連結的關係（李英明，2003：66）。

因為無產階級意識可以獨立於無產階級以外，並存在於無產階級革命

先鋒隊（即職業革命家，或共產黨）手中，並可由他們灌輸到「真正

的」無產階級腦中。  

    以上列寧對黨員的要求、對黨的紀律的強調以及民主集中制，即為其

建黨原則，也就是一般所謂「列寧式政黨」的精神，這影響了世界各國的

共產黨。同樣的，中國共產黨亦無法避開此一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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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第三國際成立以後，列寧撰寫了〈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該文

指出，加入共產國際的各國共產黨除了要宣傳、鼓動「真正」的共產主義、

執行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決議…外，更要（1972：（4）311~313）： 

    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建立起來

的…共產黨必須按照高度集中的方式集中起來，在黨內實行像軍

事紀律那樣的鐵的紀律，黨中央必須有廣泛的權力，得到全體黨

員的普遍信任，成為一個權威的機構，只有這樣的黨才能履行自

己的義務… 

    一切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都應當該更改自己的名稱。凡

是願意加入共產國際的黨都應該稱為：某某國家的共產黨（第三

共產國際支部）。 

    由本節的探討可得知，列寧心目中的共產黨，其成立之目的乃是為了

達到馬克思的理想，即加速共產主義社會的到來。為了加強此一政黨的戰

鬥力，列寧十分強調組織、紀律、以及民主集中制原則。而在政黨的組成

方面，列寧不同於馬克思，他提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概念，即共產黨

是透過職業革命家而組成的。其中，職業革命家與真正無產階級之間的矛

盾問題，透過無產階級意識而解除了。因為具有無產階級意識的無產階級

先鋒隊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化身，所以也就不存在替代主義的問題。同時，

黨還必須把無產階級意識灌輸到群眾當中，因為無產階級可能因自身環境

的改善而忘記了自己的使命。此外，在黨與群眾的互動關係上，前者必須

保持主動及獨立性，且前者是高於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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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毛澤東之政黨觀 

 

    前述提及，列寧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已經說明，加入共產國際

的各國共產黨，都必須宣傳、鼓動共產主義、聽從共產國際指示，並按照

民主集中制原則建黨，而在共產國際扶植成立的中國共產黨，當然亦不可

能違背這些原則。 

   而這些共黨的組織原則、對紀律的強調，特別是民主集中制的建黨原

則並未因黨內國際派的失勢而終止，如毛澤東在〈古田會議決議〉56所說：

「在組織上，厲行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量發表

意見…少數人在自己的意見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數人所通過的決議」

（1991：（1）89~90）。此外，毛對民主集中制的論述還散見在其他文章，

如「什麼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係，並如何實行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

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另一方面，又不致於走到極端民

主化，走到破壞紀律的放任自由主義」、「又堅持嚴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

對不正當地限制民主，也反對不正當地限制集中」（1991：（2）529、（3）

985）。以上都表明了毛澤東是服從遵守原則的。如果列寧的民主集中制原

則是為了加速共產主義社會的到來，那麼，服膺民主集中制的中國共產

黨，也是為了在中國實現馬克思主義之理想。 

    同馬克思和列寧一樣，對黨組織的強調，即是在要求黨內的團結。

有關毛澤東要求黨內團結的論述，還散見在其他文章中，如〈關於增

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修改〉，他提到「黨的團結的利益高於一切，

因此應當把維護和鞏固黨的團結作為指導自己言論和行動的標準」

（1990：（4）435）。可知，他極為注重黨內團結，又如他在其他文章

                                                 
56 該文在《毛選》中，改以〈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發表。此文被認為是毛澤東建黨思想

形成的標誌。參閱范平、姚桓編，199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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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抗戰、團結、進步，這是共產黨在去年七七紀念時提出的三

大方針。這是三位一體的方針，三者不可缺一…缺乏團結和進步綱領

的抗戰，終久會有一天要改為投降，或者規於失敗」、「我們要把我們

黨的一切力量在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和紀律的原則之下，堅強地團結起

來」（1991：（2）729、（3）1097）。  

    有關毛澤東的政黨概念，必須與其階級概念一同探討。第三章提及，

毛澤東所謂的無產階級，指的是在「半資本主義」下，未佔有生產工具的

「農民」，由此，也很理所當然地發展出「農村路線」。此外，由他區分「階

級出身」和「階級地位」57一事來看，可知，他十分強調政治思想的重要

性。因為毛的農村路線很容易招致黨內外的撻伐，所以他提出政治教育的

觀念，由黨灌輸人民群眾正確的無產階級觀念，而這個觀念貫穿整個毛澤

東思想，從他早期到晚期的著作皆可看到，如「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

都有了階級覺悟…都知道是為了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邊界各縣的黨，

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若不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領導，其傾向是會要

錯誤的」（1991：（1）64、77），以及〈古田會議決議〉所說（1991：（1）

87）： 

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著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四軍黨

內種種不正確思想的來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

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構成的；但是黨的領導機

關對於這些不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做

正確路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不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而有不正確的思想，就必須對之進行政治教育，該文便反覆強調此

點，如「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

                                                 
57 「階級出身」與個人出身、階級條件有關，是可繼承的；「階級地位」則是個人鬥爭經驗的產

物，是不能完全繼承的，並存有變動的可能性。參閱 Starr,1979：105；曹志為、王晴波譯，2006：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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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內的生活都政治化、科學化…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

義…加緊教育，批評不正確思想」（1991：（1）87、92、93、94）。 

    而毛澤東在延安整風運動，更是把思想教育的功用發揮的淋漓盡致，

如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便提及要黨員好好學習馬列主義，並以之用來

整頓黨風、作風和文風58，以便團結全黨，使全黨之思想一致、行動一致，

提升全黨的戰鬥力。隨後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他又提出了黨

員不僅要在組織上入黨，更要在思想上入黨59。     

而這些思想教育，除了要黨員學習馬列思想外，還有一些其他的要

求，如（1991：（1）277）： 

    這些幹部和領袖懂得馬克思列寧主義，有政治遠見、有工作

能力，富於犧牲精神，能獨力解決問題，在困難中不動搖，忠心

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這些人不要自私自利，不

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不要懶惰和消極性，不要自大自高

的宗派主義，他門是大公無私的民族的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

黨員、黨的幹部、黨的領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 

    以上所舉的自我犧牲、不要自私自利…等，是毛對黨員的普遍要求，

但更重要的是要能夠「為黨工作」，關於此點，他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

戰爭中的地位〉也有說明（1991：（2）527）： 

    共產黨的幹部政策，應是以能否堅決地執行黨的路線，服從

黨的紀律，和群眾有密切的關係，有獨立的工作能力，積極肯幹，

不謀私利為標準，這就是『任人唯賢』的路線。 

   「 要能堅決地執行黨的路線」，表示毛澤東對黨員的要求是「要紅不

要專」，即他是以「紅」而不是「專」作為提拔幹部的標準，他強調的是

普遍性的知識和個人的品格，而非專業性的知識。但要注意的是，我們不

                                                 
58 參閱《毛選》，1991：（3）811~829。 
59 參閱《毛選》，1991：（3）84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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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簡單地「以紅代專」來說明毛澤東的用人策略（Starr,1979：140~141；

曹志為、王晴波譯，2006：111~112）。 

    在〈工作方法六十條〉中他投入相當大的精力來解決紅與專、政治和

技術之間的矛盾問題，他指出（1992：（7）52~53、54）： 

    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兩個對立物的統一。一定要

批判不問政治的傾向。一方面要反對空頭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

對迷失方向的實際家。 

    政治和經濟的統一，政治和技術的統一，這是毫無疑義的…

這就是又紅又專…不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於事務，那會成為

迷失方向的經濟家和技術家，很危險。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

成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的保證，它們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思想

和政治又是統帥，是靈魂。只要我們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一

放鬆，經濟工作和技術工作就一定會走到邪路上去… 

    政治家要懂些業務。懂得太多有困難，懂得太少也不行，一

定要懂得一些…要把政治和技術結合起來。 

    上述文字表明，最理想的是「又紅又專」。然而他也知道，紅與專、

政治和技術之間矛盾的統一是相當困難的，我們可以在之後的歷史事件中

得到例證60，說明毛對紅與專之間矛盾的解決，是逐漸側重一般化而非專

業化，他主張要培養「多面手61」，既具有一般性知識，又具有專業化知識

的人才（Starr,1979：144；曹志為、王晴波譯，2006：115）。在這種情形

下，便很容易出現「以紅領專」，甚至是「以紅代專」的情形。 

                                                 
60 例如大躍進中盛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說法，然身為農民之子的毛澤東竟看不出

這是黨內「浮誇風」在作祟。又如土法煉鋼期間，雖然國家計畫委員會副主任賈拓夫認為不可能

達到鋼鐵產量翻一番的主張，但毛澤東仍一意孤行，最後生產出一堆無用的廢鋼。這些皆顯示出，

毛澤東以「外行領導內行」的作法，不僅失敗，更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 
61 關向光在〈1958 年中國大陸人民公社之產生及其理念根源〉一文指出，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德

意志意識形態〉、〈共產主義原理〉二文中所提到的「萬能人」概念，其實與毛澤東的「多面手」

概念十分相近。如馬克思對人的看法是：既要是漁夫、農夫，又要是批判者，這就相當於毛澤東

所希望的「又紅又專」。參閱 2002：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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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可知，因為中共黨員成分組成來源的問題，導致毛強調政治思想

以及他對共產黨員的各種的要求，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在毛心中，無

產階級的階級意識之形成，與是否有無產階級實體的存在，並沒有關係，

只要中國有無產階級意識的存在，就代表了有無產階級的存在（李英明，

2003：66）。 

    同時，我們還可知道：毛澤東認為，黨的建設要從組織以及思想兩方

面同時進行，換言之，他不僅要求黨員要在組織上入黨，還要在思想上入

黨，要自覺地從世界觀的高度加強黨性鍛鍊和思想意識的修養，強調各級

黨組織建立強有力的思想政治工作（甄小英編，1991：98～99）。 

    上述所提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中國共產黨在民族

戰爭中的地位〉中也提到了黨要和群眾保持密切的關係，說明了毛澤東對

群眾路線的看法，不過有關毛群眾路線的看法，最系統的論述是在〈關於

領導方法的若干問題〉（1991：（3）899）： 

    在我黨的一切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領導，必須是從群眾

中來，到群眾中去。這就是說，將群眾的意見（分散的無系統的

意見）集中起來（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見），又到群眾

中去做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見，使群眾堅持下去，見之於行

動，並在群眾行動中參考這些意見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

中起來，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更

正確、更生動、更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識論。 

而在〈論聯合政府〉中也有類似的敘述（1991：（3）1095）： 

    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

到一地，就和那裏的群眾打成一片，不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

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度，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

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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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切工作中，命令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度…

群眾是否已經了解並且願意行動起來，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

道…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落後於群眾的覺悟程度，違反

了領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 

    毛澤東所以強調黨與群眾的密切關係，其原因可以在其他文章中得到

解釋，「先做學生，然後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幹部請教，然後再下命令」

（1991：（4）1441），換言之，如果黨內的幹部充分了解群眾的利益，另

一方面他們又熟悉生產過程，那幹部就更能發揮自己的作用，而為了做到

這一點，就必須要黨與群眾一同參與勞動（Starr,1979：150~151；曹志為、

王晴波譯，2006：120）。 

    另外，毛的群眾路線是與民主集中制相結合的，如，在〈擴大的中央

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1996：（10）17、18、21~22）： 

先民主，後集中，從群眾中來，到群眾中去，領導與群眾相

結合…不論黨內黨外，都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說，都要認

真實行民主集中制… 

沒有民主，不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見分歧，沒有

統一的認識，集中制就建立不起來…沒有民主，意見不是從群眾

中來，就不可能制訂出好的路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

民主，不了解下情，情況不明，不充分蒐集各方面的意見，不使

上下通氣，指由上級領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不真實的材料決定

問題…也就不可能達到統一認識，統一行動，不可能實現真正的

集中…如果離開充分民主，這種集中，這種統一，是真的還是假

的？是實的還是空的，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當然只能是假的、

空的、錯誤的。 

    換言之，毛的群眾路線並非意味著混雜於群眾之間，聽任群眾的自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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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隨意滋長蔓延（Schram,1981:45~46；田松年等譯，2005：38~39），它與

民主集中制是互為補充的。對毛來說，群眾路線也是一種民主集中制，但

它是一種超出黨的範圍的民主集中制，它還將黨外的群眾也包含在內了

（Starr,1979：148~149；曹志為、王晴波譯，2006：118）。換言之，對毛

而言，民主集中制與群眾路線是具有共謀共生關係的，民主集中制不只是

黨內的運作機制，更是黨和群眾互動的遊戲規則。民主集中制可作為保證

黨和群眾有所隔離，卻又可以取得認知的一致性。即民主集中制不是體現

黨相對於群眾的優位性機制，而是黨要落實群眾路線的機制，黨的領導正

當性要靠群眾來保證；而群眾的認識和意志則要反過來靠黨的整理歸納及

具體化，進而被群眾接受且落實（李英明，2003：67）。這也說明了毛的

群眾路線，是黨制定策略的方法，也是穩固政權合法性的方法。 

    從以上的探討可以得知：毛澤東心中的共產黨，同列寧認知的共產黨

一樣，都是為了達到馬克思主義的理想而成立的。他與列寧一樣都強調民

主集中制，但兩人的民主集中制在涵蓋範圍上則不盡相同，而他在黨員組

成上以及黨與群眾的互動關係也與列寧存有差異。在黨員組成上，中國共

產黨明顯地是以農民為主，為了解決理想與現實的落差，毛除了重新解釋

中國的歷史分期，並強調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的重要性。關於前者，他認

為現在中國正處於半資本主義社會，而農民是未占有生產工具而被剝削的

一方。關於後者，他認為如果一個非無產階級出身的人能在思想上、組織

上入黨，那他就能擺脫階級出身的問題，而在階級地位上投到無產階級的

陣營上去。同時，因為對思想教育的強調，導致他對黨員的要求逐漸傾向

「紅」，而偏離「專」。至於在民主集中制涵蓋範圍則與他的群眾路線有關，

他將民主集中制的運用範圍由黨內擴大到黨外，黨要落實群眾的意見，群

眾的意見要靠黨來整理，但群眾的支持則是黨的領導正當性來源，黨和群

眾不再是上下從屬的關係，而是平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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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一） 馬克思主義與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觀之相同點 

從本章各節的分析可知，馬克思、列寧以及毛澤東都認為，要達成共

產主義的理想，都要有一個政黨，即共產黨的協助。而他們也都要求這個

共產黨要團結、有組織、紀律。 

此外，毛澤東與馬克思對人的要求亦有某種程度的相似性。如前述，

毛澤東所要求的是一種具有一般性知識，又具有專業化知識的「多面手」，

而馬克思則是希望人人都可以既是獵人、又是漁夫或批判者的「萬能人」。

至於列寧，由於未曾論述到，故無法得知其對人的看法為何。所以，在對

人的看法上，毛越過了列寧，比起列寧相對於馬克思，似乎更加相近。 

（二） 馬克思主義與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政黨觀之相異點 

    雖然馬、列、毛三人都強調政黨的重要性，但三人的政黨思想中，最

大的差異在於共黨成員的組成來源、民主集中制的範圍，以及黨和群眾的

互動關係上。 

    在共產黨成員來源問題上，馬克思認為應由無產階級中，已覺悟了的

自為階級所組成；列寧所主張的共產黨則是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毛澤

東的共產黨則是由半資本主義下未佔有生產工具的農民所組成。 

    在民主集中制上，馬克思雖未提出此一概念，但他要求黨內要能在一

定原則下自由討論、發表意見，同時並要求黨內的團結統一，類似於列寧

的民主集中制；至於提出此一概念的列寧，將之當成是黨內政治運作的遊

戲規則；毛澤東則將之擴大到黨外，視之黨內外互動的運作機制。 

    在黨與群眾的互動關係上，馬克思也未曾論述，故無法分析；而列寧

認為黨在和群眾互動時，要保持自身的獨立性跟主動性，所以黨是高於群

眾的；至於「從群眾中來，又到群眾中去」的毛澤東，認為黨要整理並落

實群眾意見，而黨的領導正當性又要靠群眾來維繫，所以兩者的地位是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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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平等的。 

    筆者根據以上討論，繪製馬列毛黨與群眾關係比較圖如下： 

 

 

自在階級 

（工人） 

自為階級 

共產黨 

無產階級 

（工人） 

共產黨 

無產階級 

（農民） 

共產黨 

∥

【圖 4-1】：馬列毛黨與群眾關係比較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繪 

說明： 

1.馬克思與列寧所認知的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工人；毛澤東

所認知的無產階級則是半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農民。 

2.   ：代表馬克思所認知的共產黨是由無產階級中自在階級轉變為

自為階級而組織起來的一群人。 

3.△ ：代表列寧與毛澤東所認知的共產黨是由自外於無產階級，但

具有無產階級意識的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三角形內的直線代表共

產黨內是有組織的。 
4. ∥：代表列寧與毛澤東所認知的共產黨本身，因為具有無產階級

意識，故可代表無產階級。 

5. 
 

：代表互動方式，即民主集中制。對列寧而言，它是黨內互動

的規則；對毛澤東而言，它是黨內外互動的機制。 

馬克思 

資本主義社會 

列寧 

資本主義社會 

毛澤東 

半資本主義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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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列寧與毛澤東對馬克思政黨思想的修正 

    上述所提的三項差異，可以說是列寧與毛澤東對馬克思政黨思想的修

正。第三章的小結中提到，兩人修正的依據與理由都是因為產生於西歐的

馬克思主義無法不加修正地移植過來用以指導俄國和中國的革命。而他們

的修正其實並未脫離馬克思主義，這些修正的源頭可以在馬克思主義中找

到。 

    如在成員組成問題上，這個問題與階級意識有關。對馬克思而言，因

為共產黨是由已自覺的自為階級所組成，本身就是無產階級，當然具有無

產階級意識；對列寧而言，雖然職業革命家組成的共產黨並不見得都出身

無產階級，但因為共產黨具有無產階級意識，所以可以解決階級不符的矛

盾；對毛澤東而言，組成共產黨的農民就是在半資本主義下的無產階級，

所以並未有此問題。 

    另一方面，馬克思也曾提過，具有無產階級意識的自為階級所組成的

共產黨，必須灌輸階級意識給自在階級，同時他也提出了非無產階級分子

的入黨條件，這都暗示了馬克思所認為階級意識是可以被灌輸、改造的。

所以，列寧提出由共產黨灌輸無產階級意識給無產階級的想法，以及毛澤

東認為透過思想改造可以改變階級出身的看法，也都並非是他們二人憑空

的想像。 

    因此，階級意識此一概念，解決了列寧與毛澤東對於共產黨組成成員

資格不符的矛盾。 

    此外，雖然真正提出民主集中制此一概念者是列寧，但馬克思強調黨

內要能自由討論、團結統一，基本上已隱含此一概念。而對毛澤東來說，

他將民主集中制擴大到黨外的做法，不也是服膺民主集中制的結果？ 

    所以，三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問題上，筆者認為三人是有延續性關係

的：馬克思主義中隱含此概念、列寧正式提出、毛澤東往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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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第一章緒論所言，列寧主義是馬克思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橋樑，群

眾路線即是一大例證，因為群眾路線，是馬克思完全沒有提到的概念。不

過此一概念，列寧並非完全沒有，他的群眾路線是爭取力量的一種手段。

而毛澤東不但將之視為是黨合法性來源的保證，也是黨所要去服務的對

象。所以在群眾路線上，列寧將之視為手段，對毛澤東而言，則不僅是手

段，也是目的。因此，群眾路線的概念，毛澤東比起列寧，又再進一步往

前發展。 

    因此，綜合本章所討論的，馬克思、列寧與毛澤東在政黨思想上，雖

然並不完全相同，但卻具有一定程度的連續性，所以就政黨而言，我們仍

可假定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