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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1.1 節 研究旨趣的設定

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一直都是西方哲學史上重要的議題。它

牽涉到的是主體所有活動的合理性，影響層面包括知識論與倫理學。在知識論

上，人格的同一性是認知的首要前提，感官的接收、經驗的累積、記憶的保存，

這知識形成的必要條件就是人格的同一。在倫理學上，行為後果的承擔、公平

正義的行使、幸福生活的追求，人格的同一性仍是最必要的條件。在人格同一

性的問題上，英國經驗主義代表人物洛克（John Locke）與休姆（David Hume），

各有其見解。洛克主張人格同一性的判準在於時間歷程中相同的「意識」；休

姆主張自我的信念僅是虛構的（fiction），自我同一性的信念是人們「想像力」

的產物。這樣的思想，影響了英國哲學家帕費特（Derek Parfit），延續著他們

受爭議的觀點，得出更挑戰世俗的結論。

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Reasons and Persons）中，徹底地挑戰人格同一

性的普遍觀點。人格的同一性一直被視為是一個重要且深層的事實（deep

fact），即人們很少懷疑前一刻的我與現在的我或者現在的我與未來的我會是不

同的人格，因為這將會是難以想像的。然而，他在書中不斷論證出的卻是在人

格存活中同一性一點也不重要。他主張人格的判準來自於心理連續性與聯繫性

（mental continuity and connectedness）─即關係 R─這才是人格同一性成為一

般信念中深層事實的原因，因此，帕氏進一步主張人格存活中重要的不是同一

性，人格的同一性關鍵在於心理連續性與聯繫性。這樣的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帕費特在書中強調這不是西方國家才有的論點，他主張佛陀

本來也會同意化約主義的觀點1。他明白地說他援入佛教思想的理由是為了反

對如內格爾（Thomas Nagel）這樣的異議：「對我們而言，即使化約主義的觀

1 Parfit, Derek (1984),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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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正確的，在心理上是不可能去相信這樣的觀點。」2帕費特進一步說：

內格爾曾經主張化約主義觀點從心理上而言是不可能的。佛陀主張，

儘管這很困難去相信，卻是可能的。我發現佛陀的主張是真的。經過

重新審視我的論證後發現，儘管在反思或智力層面上認為化約主義觀

點是難以置信，卻是可能的。我剩下的懷疑或擔憂似乎在我看來是非

理性的。既然我能夠相信這觀點，我假定其他人也可以，我們相信有

關自己的真相。3

從帕費特進一步的解說中與《理由與人格》正文篇章中，我們皆未能得知佛教

化約主義觀點的特徵、主張這觀點的佛教學派與支撐這觀點的充分關鍵理據。

帕費特將提出的證據放在《理由與人格》附錄 J：〈佛教的觀點〉，舉出現存佛

教文獻《彌蘭王問經》、《阿毘達磨俱舍論‧破執我品》（Abhidharmakośa）與

南傳《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4中的文句段落，試圖為其論點提出證明。

直到 1995 年，帕費特在專書論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中，進一步將化約主義劃分為三類，我們可以透過其中，粗淺地了

解他對佛教哲學的理解。關於以上所述，分兩方面討論如下：

1.1.1 佛教的觀點？

在《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帕費特共舉了 7 段引自英譯佛典的文句與

1 個佛教觀念5。主要來自於柯林斯（Steven Collins）的《無我：上座部佛教

的意象與思想》（ Selfless Persons：imagery and thought in Theravāda 

Buddhism）與舍爾巴茨基(Th. Stcherbatsky)的兩著作：〈佛教的我論〉（"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6與《佛教的中心概念》（The Central Conception

2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74.
3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80.
4 《清淨道論》是彙集南方上座部教理詳盡的一部論書。
5 筆者整理成表格，詳見附錄。
6 Stcherbatsky, Theodore (1919). "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 ", Bulletin de l’Academie 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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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uddhism）7。柯林斯在《無我》中，從文化與歷史的脈絡，特別是從婆

羅門教的背景上着眼，探討佛教無我觀。並從上座部（Theravāda）的基礎

上，從哲學與心理學層面上去解釋人格的同一性與連續性。舍爾巴茨基的〈佛

教的我論〉是《阿毘達磨俱舍論‧破我執品》第一個英文譯本，1919 年在

《俄羅斯科學院簡報》發表。都爾林格（James Duerlinger）指出此譯文是根

據稱友（Yośomitra）的《阿毘達磨俱舍論疏》（Abhidharmakośavyākhyā）與

藏文版本《俱舍論》翻譯而成8。舍氏另一著作《佛教的中心概念》，主要是

對《俱舍論》的研究，同時廣泛討論佛教各部派的學說要點與部派時期的基

本哲學問題。

在僅 1 頁篇幅的附錄 J：〈佛教的觀點〉中，帕費特所引用的佛典文句

來自於上段所述三本英文著作。在探討這樣的引用是否合理、是否有效之

前，以下筆者先將帕氏引用之佛典文句漢譯列舉，《俱舍論》連英譯一同列

舉：

一、《彌蘭王問經》：大王！同梵行者稱〔我〕為那先，又父母或名

那先、或名義羅勢那、或名須羅勢那、或名西哈勢那。然而，

大王！所謂那先者是唯名稱、稱呼、假名、通稱而已。於其處

不得人我。9

二、《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實際唯名色，無有情與人。如空作

木偶，苦集如草木。10

Sciences de Russie, pp.823-854, pp.937-958. 本篇譯作在 1976 年重新印刷成小書，由 Delhi :

Bharatiya Vidya Prakasan 發行，至 1988 年已發行第 3 版。
7 Stcherbatsky, Theodore (1923). 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Royal Asiatic Society,London.

此書中譯本由宋立道翻譯， 1998 年於北縣圓明出版社發行，書名為《小乘佛學：佛教的中心

概念與法的意義》。
8 Duerlinger, James (1989).Vasubandhu's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hood'（Atmavādapratisedha）
9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3 冊，《彌蘭王問經一》，頁 39。Reasons and Persons, p.502，英文譯文

引自 Collins, Selfless Persons, pp.182-3。
10《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9 冊，《清淨道論三》，頁 282。Reasons and Persons, p.503，英文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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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俱舍論‧破執我品》：

1. 汝墮惡見趣，於空行聚中。妄執有有情，智者達非有。如

即攬眾分，假想立為車。世俗立有情，應知攬諸蘊。11

A sentient being does exist, you think, o Mara? You are misled

by a false conception. This bundle of elements is void of Self,

in it there is no sentient being, just as a set of wooden parts,

receives the name of carriage, so do we give to elements, The

name of fancied being.

2. 有業果命者。若說無命者，彼撥此為無。不說諸蘊中，有

假名命者。12

O Brethren, actions do exist, and also their consequences, but

the person that acts does not. There is no one to cast away this

set of elements and no one to assume a new set of them. There

exists no Individual, it is only a conventional name given to a

set of elements.

3. 如燎原火，雖剎那滅，而由相續說有流轉。……今，我於

昔為世導師，名為妙眼。……顯昔與今是一相續。如言此

火曾燒彼事。13

Vasubandhu:…When Buddha says, ‘I myself was this teacher

Sunetra’, he means that his past and his present belong to one

引自 Collins, Selfless Persons,p.133.
11《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頁 154 中。Reasons and Persons, p.502，英文譯文引

自 Stcherbatsky,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 ", p.839.
12《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頁 156 上。Reasons and Persons, p.502，英文譯文引

自 Stcherbatsky,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 ", p.845.
13《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頁 156 下。Reasons and Persons, p.502，英文譯文引

自 Stcherbatsky,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 ", p.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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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same lineage of momentary existences; he does not

mean that the former elements did not disappear. Just as when

we say ‘this same fire which has been seen consuming that

thing has reached this object’, the fire is not the same, but

overlooking this difference we indirectly call fire the

continuity of its moments.

4. 我體既無，孰為能憶？能憶是何義，由念能取境。此取境

豈異念。雖不異念，但由作者。作者即是前說念因，謂彼

類心差別。然世間所言，制怛羅能憶。此於蘊相續，立制

怛羅名。14

Vātsīputrīyas: If there is no Soul, who is it that remembers?

Vasubandhu: What is the meaning of the word‘to remember’?

Vātsīputrīyas: It means to grasp an object by memory.

Vasubandhu:Is this ‘grasping by memory’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memory?

Vātsīputrīyas: It is an agent who acts through memory.

Vasubandhu: The agency by which memory is produced we

have just explained. The cause productive of a recollection

is a suitable state of mind, nothing more.

Vātsīputrīyas: But when we use the expression ‘Caitra 

remembers’, what does it mean?

Vasubandhu: In the current of phenomena which is designated

by the name Caitra, a recollection appears.

14《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頁 157 上。Reasons and Persons, p.503，英文譯文引

自 Stcherbatsky, "The Soul Theory of the Buddhists", p.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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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說實我喻不極成，說蘊便非自在作者。15

Vātsīputrīyas: What is an actual, and what a nominal

existence?

Vasubandhu: If something exists by itself (as a separate

element) it has an actual existence. But if something

represents a combination (of such elements) it is a nominal

existence.

我們可從這些引文中，發現從帕費特對佛教化約主義的定義主要來自於五蘊

來談「無我」，唯有「假名」而非實有。就如「車」之名，實由零件、技術

之構成，當零件毀壞，也無「車」。16除這 7 段佛典引文外，帕費特從柯林

斯《無我》的第 8.4 節—〈河流比喻〉（river imagery）中，引導出一個佛教

觀點—santāna，帕費特《理由與人格》中之引言如下：

「santāna」（如河流般），是佛教關於個體的語詞，這語詞分別了

佛教觀點與其他理論的不同。

The Buddhist term for an individual, a term which is intended to

sugge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Buddhist view and other theories, is

santana, i.e. a‘stream’. 17

帕費特跟隨著柯林斯在《無我》第 8.4 節中，涉及到佛教概念與河流比喻的

諸多探討，進一步提出「santāna」這個佛教概念並比喻為「stream」18。在

《佛光大辭典》中的條目中解釋道，「santāna」是「神話中之藥樹名。意譯

15《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頁 157 下。Reasons and Persons, p.503，英文譯文引

自 Stcherbatsky, The Central Conception of Buddhism, p.26.
16 在佛教經典《成實論‧滅盡定品》中，則稱人之五蘊的因緣和合為「因和合假名」。
17 Reasons and Persons, p.503，詳見 Collins, Selfless Persons Part Ⅳ-Continuity sec8.4, pp. 247-

261.
18 柯林斯《無我》第 8.4 節中，未提到「santāna」一詞，是帕費特進一步說明這「stream」之河

流比喻，是佛教「相續」之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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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續斷、和合。該木之樹皮可作癒瘡之用，或使斷傷接合，故稱。」19我們

可從德籍的三界智尊者（Nyanatiloka）的《佛教辭典》（Buddhist dictionary :

manual of Buddhist terms and doctrines）中，進一步理解「santāna」一意。

他註解「santāna」等同於「samtati」，即「相續」之意，「samtati」條目解

釋如下：

「持續性」，可以是「心」的持續性、「五蘊」的持續性、「有分識」

的持續性、「色」的持續性或「緣起」的不間斷持續性等等。

'continuity', may refer to the 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 (citta-s.), of the

groups of existence (khandha-s.), of sub-consciousness (bhavāvga-s.), of

corporeality (rupa-s.), to the uninterrupted continuity of the

paticcasamuppāda(q.v.), etc.20

在《佛教辭典》的附錄中，三界智尊者進一步說「相續」的觀念，常見於阿

毘達磨經典之中21。這從上述帕氏引用的《俱舍論‧破執我品》文句中，就

可見端倪。在帕費特的《理由與人格》中，這 7 段英譯佛句與「相續」的觀

念是做為佛教思想會同意化約主義的證據。但是，帕氏未能仔細分析其中的

來龍去脈，實為可惜。既然帕費特藉以上證據來談論佛教思想中也有化約主

義，我們就必須先瞭解帕費特對化約主義的定義。

1.1.2 消除式化約主義？

帕費特在 1995 年出版的專書論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進一步劃

分化約主義為三類：認同式的化約主義（Identifying Reductionism）、構成式

的化約主義（Constitutive Reductionism）、消除式的化約主義（Eliminative

19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佛光大辭典》，高雄市:佛光出版: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

會發行，頁 3888。
20 Nyanaponika, Ven.（1980）Buddhist Dictionary: Manual of Buddhist Terms and Doctrines, Sri Lanka: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 Fourth Revised Edition, p.305.
21 Nyanaponika, Ven.（1980）Ibid, p.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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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ctionism），定義分別如下22：

Ⅰ. 認同式的化約主義：人僅是身體的持續存在。

Ⅱ. 構成式的化約主義：人是一個有著身體、會思想與有其經驗的實體。

Ⅲ. 消除式的化約主義：不是真的有所謂的「人」，與其說有「人」存

在，不如說只有大腦、身體、思想與經驗的存

在。

不同於《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未對佛教化約主義加以解釋，在〈毫無份量

的同一性〉中，帕費特說明了將佛教的無我論稱為是「化約主義」的理由。

他受到休姆的影響23，在《理由與人格》他舉「國家」為例24，是為了說明

「化約主義」，在〈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他同樣舉了這個例子25，為了說

明佛教無我思想是「消除式的化約主義」。「國家」例子：國家是人民與領土

所組成，沒有了人民與領土，也不會有所謂的「國家」。我們甚至可以說只

有生活在領土上的一群人而已，不是真有國家這個實體的概念。對於這消除

式的化約主義而言，人也能等同類比。人是由大腦、身軀、思想與經驗所組

成，一旦缺少其中一項，也不會有所謂的「人」。我們甚至可以說存在的只

有大腦、身軀、思想與經驗，不是真有人這個實體的概念。同樣的，〈毫無

份量的同一性〉中，帕費特又再引附錄 J 中舉過的經文26，來證明他的說法。

帕費特將佛教的無我思想視為是五蘊的構成，只有五蘊存在而否定自我

的存在。在佛教經文中，也曾出現相似於帕費特在上文舉出的「國家」例子，

22 Parfit, Derek (1995).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in Henry Harris,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16-17.
23 I cannot compare the soul more properly to any thing than to a republic or commonwealth…(Hume, 

David (1739-40).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ng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reasoning into moral subjects, vol. 1, London, p.453.)
24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211-212.
25 Parfit, Derek (1995). Ibid., p.17.
26 詳見本文第 1.1.1 節，引自《清淨道論》（附錄 J 中之註 34）與《俱舍論‧破執我品》（附錄 J

中之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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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僅在帕費特曾引述的引言之後27。《那先比丘經》有云：

佛經說：合聚是諸材木，用作車因得車。人亦如是，合聚頭、面、

目、耳、鼻、口、頸、項、肩、臂、骨、肉、手、足、肺、肝、心、

脾、腎、腸、胃、顏、色、聲、響、喘、息、苦、樂、善、惡合為

一人。28

但是，佛典中這樣與「國家」例子相似的文句，並不是主張沒有我的存在，

只有「頭、面、目…」的存在。而是主張由「頭、面、目…」構成的我是依

賴於因、緣之和合，所以自我不是恆常地存在著。這裡欲闡發的是除人是五

蘊之構成外，還有五蘊之和合賴於因緣的思想。帕費特於附錄 J 所列舉的引

文皆無提及佛教之緣起說29，因此在〈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將佛教無我

觀理解為「自我」不存在，視為「消除式化約主義」。

西方學者在探討佛教無我思想時，容易定於某一個立場，將佛教無我思

想標籤化為「化約主義」、「消除主義」、「虛無主義」。這都僅是從一個面向，

來觀佛教無我思想。視為「化約主義」者，是將自我的存在僅在於五蘊存在

的事實之中；視為「消除主義」者，是進一步僅承認五蘊的存在，否定有自

我的存在；視為「虛無主義」者，則是由於五蘊之無常，則連五蘊的存在也

否定掉了。「化約主義」與「消除主義」皆從一個面向去肯定五蘊的存在，「虛

無主義」則從另一個面向去否定五蘊的存在。當佛陀論五蘊之無常故無我

時，並非止於五蘊的存在或不存在，因為五蘊既存在也不存在。這是佛陀觀

察世間體悟到的真理，一切萬事萬物都非永恆存在，故無穩固之實體。由此

可知，要理解佛教無我思想，需先理解基礎之核心理論—「緣起」。

因此，本論文以〈從帕費特論初期佛教30無我觀〉為題，從帕費特對佛

27 即前文所述之引自《彌蘭王問經》之引言（附錄 J 中之註 27）。詳見本章第 3 頁。
28 《大正藏》第 32 冊，《那先比丘經》，頁 696 中。
29 在帕費特《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有一《俱舍論‧破執我品》之引文（附錄 J 中之註 33），本

應該會提及佛教緣起思想，卻未有提及。理由與說明將會在第 3.5.1 節探討。
30 本論文採用三枝充悳 1978 年在其著作《初期佛教之思想》的說法：作為標題的「初期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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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無我觀的見解切入，以對佛教無我思想做釐清的工作。在文本材料上，以

四部《阿含經》的《雜阿含經》31為主，探討佛教無我觀的基礎教義。其中

將會加入《阿毘達磨俱舍論》對人的問題的討論，一方面是因帕費特對此經

典引用上的著重，另一方面由於此經典是部派佛學32集大成之作。

第 1.2 節 相關研究的成果

1.2.1 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之著作

帕費特涉及人格同一性的歷年著作列舉如下：

1. "Personal Identit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0(1): 3-27, 1971.1.

2. On "The Importance of Self-Identit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68 (20) :683-690, 1971.10.

3. "Lewis, Perry, and What Matters", in Amélie Oksenberg Rorty, The

Identities of Pers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1-107, 1976.

4. "Personal Identity and Rationality", Synthese 53:227-241, 1982.

5.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4.

6. "The Indeterminacy of Identity: A Reply to Brueckner",

Philosophical Studies 70(1):23-33, 1993.

7.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in Henry Harris, Identity, Oxford:

與至今我國（日本）所謂「原始佛教」完全相同。我所以不採用「原始佛教」之名稱，是為了

避免「原始」所蘊涵的一種價值判斷。近年，國外稱 primitive Buddhism 的頗為少見，大部分

稱 Early Buddhism。（轉引自王開府教授於 2003 年《冉雲華先生八秩華誕壽慶論文集》發表之

〈原始佛教、根本佛教、初期與最初期佛教〉一文，頁 33。）關於「原始佛教」、「初期佛教」

等相關用語的爭議，在此篇論文不詳贅述，不變的是佛典文獻的參考重點置於四部《阿含》之

《雜阿含經》。
31 主要以《四阿含》中的《雜阿含經》做為研究材料，原因在於其被公認為是最早結集的經典

之一，且其中大多為佛陀的基本教義與實踐方法，有著無我觀與緣起論等重要內容。以研究

佛陀的根本思想而言，《雜阿含經》有著不可或缺的地位。
32 部派佛教承繼著初期佛教的教義，且在人的問題有更仔細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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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45, 1995.

筆者僅就幾項代表性之著作擇要說明。第一篇著作〈人格同一性〉（1971）

一文是專書《理由與人格》（1984）第三部分的前身。〈人格同一性〉一開始

即開宗明義說明他的人格同一性理論包含兩主軸：「人格同一性的本質與其

重要性」33。這涉及到一般對人格同一性的兩個信念：

第一個信念：關於人格同一性這問題是有確切的答案。

第二個信念：若關於人格同一性這問題沒有確切的答案，我們便無

法回答關於存活、記憶和責任等重要問題。

帕費特認為，第一個信念使人以為道德原則中的自利原則是再合理也不過；

第二個信念則預設了人格同一性有其重要性的需要。帕氏的人格同一性理論

便是以推翻這兩個一般信念為基礎。在〈人格同一性〉中，帕費特著眼於

1967 年威金斯（David Wiggins）改編自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的手術

例子34。《理由與人格》中的分裂例子（My Division）即是從威金斯的手術

例子而來。對威金斯手術例子的重視，來自於這個例子動搖了一般對人格同

一性的第一個信念，進而瓦解第二個信念。

帕費特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 1984 年出版的《理由與人格》。本書分為四

個部分：前兩個部分帕費特以人們行為的合理性—自利論（Self-Interest

Theory）與人們行為的道德性—結果論（Consequentialism）為分析對象，試

33 Parfit, Derek (1971), "Personal Identity",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0(1), p.3.
34 手術例子源於舒梅克，威金斯進一步編改。

關於舒梅克的手術例子，帕費特在〈人格同一性〉第 4 頁中，敘述如下：…my brain is transplanted

into someone else’s（brainless）body, and that the resulting person has my character and apparent

memories of my life. 原始版本參見 Shoemaker, Sydney（1963）, Self-Knowledge and Self-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 22.

關於威金斯的手術例子版本，帕費特在〈人格同一性〉第 5 頁中，敘述如下：My brain is divided,

and each half is housed in a new body. Both resulting people have my character and apparent

memories of my life. 原始版本參見 Wiggins, David（1967）, Identity and Spatio-Temporal

Continuity, Oxford, p.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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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論證自利論與結果論是自敗的（Self-defeating）。第三部分接著討論跨時

間的人格同一性問題。這部分接續著〈人格同一性〉此篇論文的探討。帕費

特之所以重視人格同一性的問題，原因在於它影響到我們關於合理性與道德

性的信念，也影響到關於平等原則與分配原則的信念。因此，當他論證出人

格存活中不蘊涵等同，否定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時，進而將關心自己未來的

合理性放大到也能關心到他人的未來。故第四部分談論的是跨可能世界的同

一性。在此帕費特提出「非同一性問題」的事實，進一步論證出每個人的同

一性，都是處於不確定之中。帕費特主張所謂的道德責任應該要包括未來世

代的利益問題，而未來世代的利益應與當代的利益同等看重。因此，此部分

探討的是當現今世代的種種決策與行為將會影響到未來世代的同一性時，我

們應當如何做抉擇的道德原則。

1.2.2 初期佛教哲學相關研究

與佛教「無我觀」相關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兩本英文專書，一是 1.1.1

節提到的帕費特於《理由與人格》中曾引述的柯林斯 (1982) 的《無我》。另

一是哈維（Peter Harvey）的《無我的心靈：初期佛教中的人格、意識與涅槃》

（ 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na in Early

Buddhism）。本書源於哈維 1981 年博士論文—"The Concept of the Person in Pāli 

Buddhist Literature"的再修正。這本書分兩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探討初期佛

教中「無我」之教法。不同於柯林斯在《無我》中主要討論「無我」的邏輯論

述，哈維是討論佛教的「自我」概念作為本書的開端。第二個部分則是探討六

識（viññāna）與心（citta）在人之中扮演之主要作用，與檢視六識與心的本質

為何。哈維主張初期佛教中的自我是一種缺乏形上本體的自我（a metaphysical

Self），是一種經驗性質的自我（a empirical self）。但是，這形上本體的自我沒

有明確地被否定，而是在一種精神發展（探索）過程中，檢驗此自我的所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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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物而將其釋放（let go），從此理解到無我的意義。在哈維的初期佛教無我思

想，指的是無形上本體的自我（無永恆存在的本體我）。值得注意的是，哈維

將佛教思想中追求涅槃的境界視為一個朝向似形上本體自我的目標（the

Self-like goal）。原因來自於涅槃似形上之自我是永恆的，有著不依賴他物的性

質。不同的是，在涅槃境界中，是理解到五蘊非永恆之本體我，而終止所有主

觀情感。而且涅槃的不依賴性，指的是亦不依賴一個永恆的本體自我。

國內主要的專題研究文獻有：1. 楊郁文（1988），〈以四部阿含經為主

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作者依據《四部阿含經》，參考南傳《尼柯耶》，

以分析「我」與「無我」之本質意義為起點，在思想與文獻間的考察作了很完

整的分析研究。2. 林煌洲（2000），〈古奧義書與初期佛學關於人的自我概念

之比較與評論〉。作者主要論證古奧義書中的自我概念與初期佛教中的自我概

念在根本上是截然不同的。

在日本學界方面，討論佛教「無我」的文獻則不勝枚舉。宇野精一、中村

元、玉城康四郎等在 1967 年於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的《講座東洋思想（5）：

佛教思想. I, インド的展開》與《講座東洋思想（6）：佛教思想. II, 中國的展

開》，在 1985 年譯成中文版本於幼獅文化發行。其中在《佛教思想. I, インド

的展開》中，探討初期佛教的無我論、緣起說與倫理學：1. 早島鏡正（1985），

〈無我思想的系譜—初期佛教的無我思想〉。作者從兩面來探討初期佛教的無

我思想，一是從巴利文獻古層的韻文部分，二是從《彌蘭王問經》為討論對象。

2. 平川彰（1985），〈初期佛教的倫理—特以倫理主體的問題為中心〉。文中開

宗明義說到初期佛教的倫理是以「無我」為立場的關係，並且否定「無我論」

是否定「人格」的虛無主義。他說應該由流動的立場來理解「無我」，他主張

所謂的「無我」是指固定常住阿特曼不存在。3. 水野弘元（1985），〈緣起思

想的發展—初期佛教的緣起思想〉。作者從《尼柯耶》相應部對「緣起」一詞

的解說為始，討論緣起論基礎之四法印與十二支緣起。他主張緣起不只是時間

的前後關係，同時也包括有空間的關係。並且不只是時間空間的具體關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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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著理由與歸結之論理的關係。

1.2.3 人格同一理論與佛教哲學之對比性文獻

在帕費特四篇論文與專書《理由與人格》（1984）相繼問世後，西方學界

關於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的比較性研究便甦醒熱絡起來。近年有一專門探討

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的著作，是希德瑞斯（Mark Siderits）於 2003 年出版，

書名即是《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我》（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 empty persons）。希德瑞斯將這本著作自稱為融合的哲學（fusion

philosophy），勝於稱為比較哲學（comparative philosophy）。本書分兩個部份：

前五章是回顧那些反對帕費特化約主義的論述，作者試圖用佛教化約主義去替

帕費特做辯護。後四章則提出一個對抗化約主義的新觀點，希德瑞斯稱為反實

在主義（anti-realism），即中觀的空論。以下則分章簡要敘述：第一章：作者

主張化約主義是非化約主義與消除主義之間的中道（middle path），取代帕費

特的二分法（化約主義、非化約主義）。第二章：主要談論化約主義拒斥非化

約主義以下的主張：一個人是脫離大腦、身體與經驗，獨立存在的實體。大部

分人對自我的存在深信不疑，化約主義者則拒斥這樣的觀點。第三章：對化約

主義的批評聲浪來自於消除主義與非化約主義的支持者，主要是針對「非人稱

的描述」（impersonal description）的質疑。此章的目的在於確定化約主義是否

有能力回應批評者對於非人稱的描述的批判。作者運用佛教化約主義的世俗諦

與勝義諦之分來解釋「非人稱的描述」。這也為佛教化約主義提供資源去回覆

基於極端主張35的異議。第四章：作者認為佛教化約主義的形式是奠基於徹底

的分體整體學（mereology）上的化約主義。第五章：主要探討化約主義者以

下的宣稱：他們的觀點對道德上的重要影響有兩點：（1）終止存在的痛苦—最

35 極端主張：假如化約主義為真，我們便沒有理由關注自己的未來。（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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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一死的恐懼（2）有義務促進他人的健康、幸福。第六章：如同形上學上的

實在論，化約主義致力於事物存在的內在本質。作者援入了一個來自於反駁佛

教化約主義的觀點—佛教反實在論（即中觀的空論），用來反對西方的化約主

義。第七章：探討中觀「空」的概念在知識論上可能引發的結果：沒有內在的

認識方法。作者認為與其說是懷疑論不如說是知識論中的脈絡論

（contextualism）—反對有所謂本質上可靠之屬性。而這樣的立場將導致一個

結論：實在性是超越認識可及的範圍。第八章：探討中觀空論在語意學上的結

果，特別是關於真理理論。第九章：探討中觀空論在倫理學上的結果，即理想

人生—bodhisattva。借用此結論，也間接打破對化約主義所做的批評：極端主

張。

關於期刊論文部分，以下從各學者對帕費特論點所提出的正、反意見為分

界來論述：

（一）正面補充—不反對帕費特基調，但有進一步的說明

1. 帕費特論點僅是沿襲世親看法：

都爾林格（James Duerlinger）於 1989 年發表了《阿毘達磨俱舍論‧

破執我品》的譯作："Refutation of Theory of Selfhood: A Resolution of

Questions About Persons"36。"Vasubandhu's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hood（Ātmavādapratisedha）"37則是此篇譯作的序論。在序論中，除了

簡明的介紹《俱舍論》不同語言版本的譯作與他所採用的一手資料及援用

的二手資料外，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他與帕費特一樣把世親與休姆皆視為

化約主義的典範，而作者認為帕費特只是借用世親與休姆的觀點，未有自

36 Duerlinger, James (1989), Vasubandhu, Acharya,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hood: A

Resolution of Questions about Persons",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7(2): 137-187.
37 Duerlinger, James (1989), " Vasubandhu's 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Selfhood(Ātmavādapratisedha) ",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17(2): 12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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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獨到見解。都爾林格於 1993 又發表 "Reductionist and Nonreductionist

Theories of Persons in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y".作者從帕費特《理性與人

格》中引用舍爾巴茨基《佛教的我論》38切入，並以自己對《俱舍論‧破

執我品》的譯作為主要文獻參考。在本文中，作者進一步探討世親關於人

之理論的兩個論證：The Selfless Persons Argument（SPA）與 The Continuum

Persons Argument（CPA）。於 2003 年，Duerlinger 出版專書 Indian Buddhist

Theories of Persons—Vasubandhu’s“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a Self。

2.大乘佛教中的中觀學派才是佛教哲學中化約主義典範：

（1）提勒曼（Tom J.F. Tillemans）的"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Be Selfless?

Hinayānist Versions, Mahāyānist Versions and Derek Parfit"。此篇論文是

提勒曼於 1995 年卡加利大學開設的「The Numata Yehan Lecture in

Buddhism」課程之論文。提勒曼認為帕費特的人格理論最主要的原則

是自我如同一個實體存在著，但也化約成部分。如帕費特自己所言：「照

我所捍衛的化約主義者的觀點，個人存在著。而且一個個人與其大腦和

軀體以及經驗相分離，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一個個人在任何時期的存

在就寓於其大腦、軀體、思想、行動以及其它的心理物理事件的發生之

中。」39提勒曼主張雖然帕費特企圖維護的是全有與全無之間的相容，

但是在這種整體寓於部分或整體包含著部分的存在的論述，迴避了爭議

也沒有證實些什麼。而在印度哲學中詳盡的對整體與部分問題的探討，

帕費特也未提供談論始末。他認為帕費特並未提出正當的理由讓我們理

解佛陀對化約主義的贊同。在《理性與人格》中充滿著阿毘達磨式的解

讀，然而在「無我」的問題上，提勒曼主張大乘佛教（Mahāyāna）的

38 詳見註 6。
39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75. 非化約主義則是指個人是與其大腦和軀體以及經驗相分離的

獨立存在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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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學派才是最具代表性的。

（2）巴蘇（Ananyo Basu）的"Reducing Concern with Self: Parfit and the Ancient

Buddhist Schools"，收錄於 Culture and self :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巴蘇認為在帕費特「人格同一性是不重要」

的觀點之下降低了對自我的關心，與佛教大部分學派中的無差別的憐憫

的確是分享著同樣的倫理動力。文中，他認為巴斯托（David Bastow）

是首先審視帕費特觀點與佛教的相容性問題的學者。但是，他認為在巴

斯托所著的"Self-construction in Buddhism"中，關於引用佛教思想來使帕

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趨於完整的企圖，是失敗的。巴蘇認為巴斯托與帕

費特的通病在於援佛教思想入其觀點時，總不從佛教經典內部去做深入

瞭解的工作。作者將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Mādhyamaka）視為一種關

於「自我」的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提供佛教中可行的化約

主義形式。

3. 將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視為反對佛教化約主義的主要力量：

希德瑞斯（Mark Siderits）於 "Buddhist Reductionism"中指出化約主義

的特點是將「僅存在於」解釋為「完整敘述」，即Ks 的存在僅在於某事物的

存在之中，是指給予關於同一性所有事實的完整敘述而不提及 Ks。他主要

的著作為 2003 年出版的專書《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我》，已在此節

一開始簡要介紹。不同於提勒曼與巴蘇兩位學者的觀點：將中觀學派視為佛

教化約主義典範，希德瑞斯反而主張龍樹中觀學派的「空觀」是反對佛教化

約主義的一種論點。

（二）反面駁斥—消除主義

1. 化約主義本身是自相矛盾，消除主義才能給予合理一致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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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東（Jim Stone）於 "Parfit and the Buddha: Why There Are No People"

此文中，重新檢視帕費特人格化約式主張中最有力的兩個論證─「結合光

譜」論證（Combined Spectrum）與「我的分裂」論證（My Division）。史

東指出帕費特在結合光譜中，錯誤的假設人是心理持續性的堆積體。他主

張帕費特忽略了堆積（heaps）與結構（structures）的不同。在沙堆中取

走一粒沙與取走建築物的一塊磚頭是完全不能等同視之。堆積的特徵之一

是在於實體的構造上沒有因果關係。史東認為這樣的錯誤是可以避免，於

是進一步修改光譜論證。而他認為結合光譜的論證提供了「實在論」一有

力的論證，並非支持著化約主義。關於帕費特之「我的分裂」論證，史東

認為他預設了同一性不是深遠的事實，犯了循環論證之誤。史東認為化約

主義本身便是自相矛盾，沒有帕費特所謂的全有與全無之間的中間地帶，

消除主義才能給予合理一致的說明。另外，史東反駁地說道心理聯繫的構

成要素是相似性與因果性。倘若我們聲稱人格同一性中重要的是心理聯繫

而非同一性，那我們也可以聲稱人格同一性中重要的是相似性與因果性，

而非心理聯繫。然而，筆者認為這也凸顯了有「無限後退」的問題存在。

2. 化約主義與無我不能相提並論，且結合休姆自我概念與五蘊說：

吉爾斯（James Giles）於 1993 發表 "The no-self theory: Hume, Buddh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作者一開始便破題主張「化約主義」與「無我」觀

此兩種觀點不能相提並論。為解釋這兩種理論的不同，吉爾斯（Giles）

轉向心靈哲學中的相類似的區分：化約的唯物主義（reductive materialism）

與消除的唯物主義（eliminative materialism）。前者是企圖將心理觀念化約

成物理的大腦狀態。後者是真正地要消除心靈觀念。吉爾斯之所以將這樣

的區分引入人格同一性的討論中，是由於他主張無我論與其是說化約式的

還不如說他是消除式的。他說：「化約主義復興了自我，其同一性是用心

理聯繫或不同物理理論來表達；無我論則是不再提升自我，這是因為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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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根本不是關於自我的理論」40。吉爾斯將休姆（David Hume）視為西方

哲學界中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無我論者，他試圖從休姆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對人格同一性的論述，將休姆的對自我的想

像與佛教的五蘊之我相結合。

第 1.3 節 研究大綱的形構

本文題目為〈從帕費特論初期佛教的無我觀〉，共分五章。以下分章節敘

述之：

第一章 緒論：說明本文研究之動機與目的，探討前人對此相關主題研究之

見解與成果。

第二章 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探討歷來關於人格同一性的問題，與人格

同一性的判準。並且，進一步了解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跨時間

的人格同一理論與跨可能世界的人格同一理論。在跨可能世界的人

格同一理論中，涉及到的世代正義的問題，將在第四章討論。

第 2.1 節 引言：脈絡性探討笛卡兒、洛克、休謨的自我觀念，從而瞭

解其中對帕費特所形成的影響，藉而引導出本章所要討論的主

題—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

第 2.2 節 傳統化約主義的人格同一性判準：現在的我與過去的我究竟

從何標準判定是同一個人？在這樣的問句中，隱含著人在生活

世界中，自我的同一性對自身的重要似是不容質疑。在進入本

章主題前，此節先討論傳統化約主義中最常見的物理判準與心

理判準。接著，也討論布特勒（Joseph Bulter）對洛克記憶判

40 Giles, James（1993）, "The no-self theory: Hume, Buddhism, and personal identity"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3(2), p.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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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的詰難，帕費特提出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的「準記

憶」（quasi-memory）概念所進行的辯護。

第 2.3 節 跨時間的人格同一性理論：帕費特推翻以下普遍對人格同一

的兩個信念，著手建立其人格同一理論。第一個信念：人格同

一性問題有確切的答案。第二個信念：若人格同一性問題沒有

確切的答案，便無法回答存活、記憶和責任等重要問題。本節

將分別論述帕費特人格同一性理論的兩大主軸：人格的本質與

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並且，討論支撐其化約式論點的事例：

光譜例子與分裂例子。對帕費特而言，人格存活中重要的不是

同一性，而是關係 R。

第 2.4 節 跨可能世界的人格同一性理論：現今世代的種種決策與行為

會影響到未來世代的同一性。某些抉擇與行為是可預見地會對

未來世代造成傷害或災禍，某些則可能無法覺察或微不足道地

會對他人造成影響。在這一部分帕費特要深入探討的是當在這

可預見的負面影響下，我們不做這些抉擇的道德理由。或者在

這無法覺察的可能影響下，我們應該如何更好地抉擇的道德理

由。而考量在不同政策上的選擇，所影響到的不會總是相同對

象或相同數目的人。帕費特在第四部分欲解決的重要問題是

「非同一性問題」。這問題的產生，是因為在不同的結果中會

有不同的一些人存在。而這要從「依賴時間的主張」開始理解。

此節也談論到，帕費特在尋找涉及未來世代更好的道德原則

時，所面臨到的種種問題。

第 2.5 節 結語

第三章 初期佛教「無我」觀：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中引用《阿毘達磨

俱舍論˙破我執品》等佛教經典中的文句，意在顯示佛教傳統中的

無我觀以支持他的人格同一性理論。在他所引用的經典段落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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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完整概括了佛教無我觀？此章將先探討佛教中關於「我」的問題，

並且從五蘊說與緣起說來探討初期佛教「無我」觀的義理內容。在

文本材料上，主要以《雜阿含經》與《阿毘達磨俱舍論》為根據，

主輔相成。在第 3.5 節會進一步檢視西方學者對初期佛教「無我」

觀之不同見解與詮釋。

第 3.1 節 引言：簡述帕費特援入佛教觀點的理由。

第 3.2 節 關於「我」：簡述從吠陀時代到奧義書時代「我」的意義，進

而探討初期佛教時代佛陀說「我」的意思解釋。此節亦討論常

見與斷見，以釐清一般對佛教無我觀的誤解。在這些基礎下，

我們才可討論佛教無我觀。最後，則討論佛教論證無我的基本

形式：五蘊之「無常→苦→無我」與五蘊之「非我．不異我．

不相在」。

第 3.3 節 五蘊與我的關係：佛教思想中，五蘊是構成人生命的基本要

素。在佛教關於無我的論證形式，由上節可知，皆是以五蘊

的無常、非我為起始點。因此，此節探討的重要在於五蘊與

我的關係。此節亦探討五蘊與心物理聯繫性之間，是否有相

似之處，以利於探討帕費特將佛教視為化約主義的合理性。

第 3.4 節 緣起與我的關係：五蘊之所以無常，是由於緣起之故。佛教

思想中，一切萬事萬物得以成立，無非是仰賴著種種條件的聚

集，即因緣的和合。人生命的構成亦不例外。因此，要理解佛

教無我觀，必也要理解緣起與我的關係。此節亦探討緣起與因

果關係有何不同，與緣起與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第四部分

中提到的「依賴時間的主張」的關係。

第 3.5 節 西方學者的見解：此節綜合探討其他西方學者對佛教無我觀

的見解，以瞭解他們將佛教思想視為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主要

的理由。主張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為都爾林格、提勒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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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蘇、希德瑞斯。都爾林格把世親視為化約主義的典範。提

勒曼、巴蘇認為中觀學派才是佛教哲學中化約主義典範。希

德瑞斯則認為中觀學派是對抗佛教化約主義的一股力量。主張

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主義為史東、吉爾斯。

第 3.6 節 結語

第四章 關於倫理學：此章從倫理學面向出發來分析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與

佛教無我思想之間的異同處。

第 4.1 節 引言：對主體的關注，是西方哲學界一向討論的重點：思想

主體、倫理主體、行為主體……。當帕費特利用其人格同一性

理論中對自我的否定，間接反駁人們對自我的關注，進而主張

人們行為合理性應以利他主義為主時，掀起西方學界的一陣波

瀾。因西方學界認為其對自我的否定，無端是抽離了許多學說

理論的基底，使得許多理論架構搖搖欲墜毫無意義可言。這也

是西方學界對佛教無我觀感到困惑之處。

第 4.2 節 帕費特倫理學進路與諸問題：此節主要探討帕費特在《理由

與人格》中從呈現的倫理學進路。與一般制式想法不同，帕費

特建構化約式人格同一論證，是為了更廣闊的倫理主張。從他

對古典利己主義的批判開始，到建構其人格同一論證，是在為

似效益式倫理學尋求合理的立基點。到了第四部分，更將倫理

視野擴及到未來世代。

第 4.3 節 佛教倫理學諸問題：在西方文化中，對自我的否定似乎是肯

定了倫理學的無用武之地。但是，在佛教思想中，對自我的否

定是肯定所有萬事萬物的相互依賴性。根據佛教「緣起論」思

想，一切世間萬物皆是相互依存，沒有什麼是獨立存在的。無

我思想與倫理學是毫無抵觸。

第 4.4 節 希德瑞斯的觀點：希德瑞斯在《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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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我》大作中，深刻討論了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與佛教無我

思想之間。此節要探討的是希德瑞斯對帕費特與佛教之間關於

倫理學上的論述。

第 4.5 節 結語

第五章 結論：作一整體性的歸納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