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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

第 2.1 節 引言

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在《第一哲學沈思錄》（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中指出一旦人們進行懷疑等思考活動時，會自然而然把自我（心

靈）與物質區別開來，也證明了自我的存在。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是其形上學的基礎，也開啟了後來心物二元論（mind-body dualism）

之爭。在〈第二沈思〉裡，笛卡兒明確說道：「我思維多少時間，我就存在多

少時間。我若停止思維，我便停止存在。…嚴格說來，我只是一個思維的東

西、一個心靈、一個理智 …。」1在〈第六沈思〉又更進一步說：「這個我—

即『靈魂』，藉著它我才能成為我，完全不同於肉體，並且即使肉體不存在了，

它也不會因此消失。」2對笛卡兒而言，自我是一個實體（substance），一個

思想實體、精神實體，不依賴肉體而存在。

為了反對笛卡兒的靈魂實體學說，洛克（John Locke）在第 2 版的《人

類悟性論》（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第二卷的部分

多加一個章節─〈同一性與差異性〉（’Identity and Diversity’）。不過，他仍從

笛卡兒那借用了自我意識的概念，不同的是他沒有將自我看作是精神實體。

洛克是最早提出人格同一性的哲學家，在《人類悟性論》中，洛克分別了人

的同一性與人格的同一性的差異：人的同一性是實體的同一性，人格的同一

性是意識的同一性。對於洛克而言，意識形成了自我，記憶是能夠反思是作

為同一個人格的證明。由於以記憶為同一性判準產生了諸多問題，帕費特修

正洛克的記憶判準，詳見 2.2.2 節

在笛卡兒、洛克那裡，由於思考而得以自明的自我概念，在休謨（David

1 Descartes, René (1993),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in focus, in Stanley Tweyman,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pp.52-53.
2 Descartes, René (1993), Ibid.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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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e）的《人性論》（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是備受質疑。休謨主張

一個實在的觀念（idea），必然是一個印象（impression），然而自我或人格不

是任何一個印象。無論怎麼回想，都只是知覺的集合，他說自我：

只不過是一束知覺或不同知覺的集合，它們以一種不可思議的速度互

相承續，而且是處於在一恆常不斷的流變與運行之中。

they are nothing but bundle or collection of different perceptions, which

succeed each other with an inconceivable rapidity, and are in a perpetual

flux and movement. 3

休謨認為我們對自我的觀念只是一個以記憶為主的想像結果，所謂人格的同

一性是一種虛構的同一性。他主張我們對某個觀念之所以有著同一性的想像

是源自於以下三種關係：相似性（resemblance）、接近性（contiguity）、因果

性（causation）。4

承繼著洛克以記憶做為人格同一性的判準與休謨對自我觀念的徹底懷

疑，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在這些基礎上有著比傳統化約主義更深刻的探

討。以下先介紹傳統化約主義在人格同一性問題上的觀點，再討論帕費特的

人格同一性理論。其中，帕費特對傳統化約主義中對人格同一性的判準也有

所修正，以便在其自身理論中有所融合。

第 2.2 節 傳統化約主義的人格同一性判準

時間歷程中人格的同一性，一直是哲學家既費盡心思思索也沈浸其探索

樂趣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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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含著一般常識的觀點—同一性的重要。本文所要探討的化約主義

（reductionism）則主張，時間歷程中人格同一性的事實，僅在於某些更特定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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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4 Hume, David (1739-40). Ibid. p.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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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裡。相對於帕費特化約主義式的人格同一性判準，我們稱一般的化約

主義為傳統化約主義。傳統化約主義中，最常見的心理判準與物理判準，以

下分別介紹。另外，也討論布特勒（Joseph Bulter）對洛克記憶判準所發出的

詰難：人格同一性的意識預設了人格同一性，帕費特所做的辯護。

2.2.1 物理判準

物理判準最直覺的解釋是：今天 X 與過去某時刻的 Y 是同一個人，

若且唯若（if and only if）Y 的身體持續存在，且現在是 X 的身體。這即是

帕費特所謂的認同式的化約主義（Identifying Reductionism）5。這樣的直覺

來自於一般人從小到大所擁有的身體都是同一個，所以本能的會以身體做為

是不是同一個人的判準。其實，人的外表處在自體的變化中，以日數來計，

變化似乎緩慢得察覺不到，若以年歲來計，就可看得出變化。雖然同一個身

體，一旦外貌改變了，我們能不能說還是同一個人？在1997年上映的電影【變

臉】（Face Off）中兩位男主角換臉的經驗，在當時社會引起轟動，令人覺得

不可思議也無法想像。如此同科幻小說般的電影劇情，並非不會發生在現實

生活中。相隔8年，2005年法國的整型醫生為一名婦人做了世界首例的臉部

移植手術6。若我們以身體外貌做為人格同一性的判斷標準，我們如何對以

上反例做辯駁？因此，帕費特認為，物理判準應如下較為恰當：

（1）必要的不是身體的持續存在，而是足以使大腦為一個活著的

人的大腦的持續存在。今天 X 與過去某時刻的 Y 是同一個人，若

且唯若（2）Y 的大腦持續存在，且現在是 X 的大腦，而且（3）

不存在著另一個人也有著 Y 的大腦。（4）時間中的人格同一性成

立於（2）與（3）的事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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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Press, pp.16-17. 參見第 1.1.2 節，頁 6。
6 詳見葉保強，〈變臉倫理的反思〉，《應用倫理研究通訊》第 37 期，2006 年 2 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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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腦的持續存在做為人格同一性的判準，即使外貌改變了，我們仍可說今

天的 X 與過去某時刻的 Y 是同一個人。

2.2.2 心理判準

人格同一性之心理判準最典型代表首推洛克（John Locke）。他說：「既

然意識常常伴隨著思想，而且使人成為所謂的『自我』，能使一個人與其他

能思想的人有所區別，因此，人格同一性（或理性存在物的同一性）就僅在

於意識。而且這個意識在回憶過去的行動或思想時，它追憶到多遠程度，人

格同一性也就達到多遠程度。」7這即是心理判準中最典型的記憶判準。然

而，記憶的不可靠使得這個判準遭受質疑。沙克特 (Daniel Schacter)在《記

憶七罪》（The Seven Sins of Memory）中指出記憶常見的七種問題8：

1. 健忘（Transience）：記憶隨著時間過去而減退或喪失。

2. 失神（Absent-mindedness）：注意力與記憶之間的介面出了問題。

3. 空白（Blocking）：腦子裡努力想找出某一資訊，卻終歸徒勞。

4. 錯認（Misattribution）：將記憶錯認了源頭，把幻想當作真實。

5. 暗示（Suggestibility）：在喚起過去記憶時，因受到某種引導性

的問題、評論或建議的影響，而使記憶遭到扭曲。

6. 偏頗（Bias）：根據自己目前的認知，重新編輯甚至全盤改寫以

前的經驗。

7. 糾纏（Persistence）：明明想徹底忘卻的惱人資訊或事件，卻一

再反覆想起。

由於訴諸於記憶有著以上可能遭遇到的不可靠，帕費特進一步修正了洛克的

記憶判準。帕氏階段性的修正步驟筆者整理如下：

7 Locke, John（1706）.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London : printed for Awnsham

and John Churchill; and Samuel Manship, the fifth edition, p.223.
8 詳見丹尼爾‧沙克特 (Daniel L. Schacter)，《記憶七罪》（台北：大塊文化，2002 年），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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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同一性判準應從直接的記憶聯繫修正為記憶的持續性。

步驟二：而同一性判準不止訴諸於記憶，還有別種心理聯繫，如意

向、信念、願望等。因此，判準從記憶延展到關於任何心

理特徵所具有的聯繫。

步驟三：帕氏定義了兩種關係：心理聯繫性（Psychological

Connectedness ） 與 心 理 持 續 性 （ Psychological

Continuity）。心理聯繫性是指：「特定直接的心理聯繫的

維持」（ the holding of particular direct psychological

connections）；心理持續性是指：「強心理聯繫性的重疊鏈

的維持」（ the holding of overlapping chains of strong

connectedness）9。

步驟四：同一性的心理判準應訴諸於心理持續性。

因此，帕費特將心理判準修正如下：

（1）有心理持續性，若且唯若有強聯繫的重疊鏈。今天 X 與過去

某時刻的 Y 是同一個人，若且唯若（2）X 與 Y 在心理上是持續的，

（3）這持續性具有適確的原因，且（4）不存在著另一個人也與 Y

心理上的持續（5）時間中的人格同一性成立於（2）與（4）的事

實之中。

帕費特認為人格同一性是一種遞延（transitive）關係：若 X 與 Y 是同一個

人，Y 與 Z 是同一個人，那 X 與 Z 就是同一個人。所以同一性的判準也要

有遞延性，而心理持續性是有遞延性的。

2.2.3 準記憶

洛克主張人格同一性，是由相同的經驗記憶或意識所構成的。這樣的觀

9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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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引起了布特勒（Joseph Bulter）的反駁，理由是布特勒認為人格同一性

的意識預設了人格同一性，犯了丐題（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或循

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的謬誤。這形成往後反對心理持續性做為人格

同一性判準的主要勢力。反駁的主因是由於個人的記憶已經預設了自身持續

的同一性，記憶不能再反過來構作人格同一性的判準。由上一小節得知，帕

費特雖已修正了洛克的觀點，使得心理判準不只訴諸於單一記憶而是訴諸記

憶的持續性，甚至進一步地訴諸於心理持續性，不過尚未能解決布特勒的問

難。

關於布特勒對洛克記憶判準的詰難，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在 1970

年提出了「準記憶」（quasi-memory）概念。帕費特在鋪展其人格同一性理

論時，也借用了舒梅克的「準記憶」概念。在以下的條件，我具有關於過去

經驗準確的「準記憶」：

（1）我似乎記得有著一個經驗；

（2）某人有過這樣的經驗；

（3）我明顯的記憶是以適確的方法，因果地依賴於過去的經驗。10

正常的情況下，我們無法準記憶他人的過去經驗，不過帕費特提出了一個假

設。假定，神經外科醫生開發出在一個大腦中複製另一個人的大腦的記憶痕

跡，帕費特舉了一個想像事例─「珍與保羅」11：

珍已經同意在她的大腦中複製保羅的一些記憶痕跡。她在手術後的

房間裡恢復意識之後，擁有全新的一組生動的鮮明記憶。她似乎記

得散步在廣場的大理石地上，聽到鴿子展翅飛翔的聲音與海鷗的鳴

叫聲，看見陽光在碧綠的水面波光粼粼。一個明顯的記憶十分清

10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20.
11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20. 本論文關於帕費特所舉之想像事例之中譯，皆參考由上海譯

文出版社出版之王新生先生所譯之《二十世紀西方哲學譯叢：理與人》（2005），並且斟酌修改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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晰，她好像記得觀看水面那邊的一個島嶼，島上一座白色的帕拉第

奧建築式教堂在烏雲的襯托下十分醒目。

由於珍的準記憶賦予了她有關保羅的經驗的認識，她不會把這些明顯的記憶

當作幻覺，她似乎知道那是保羅的經驗記憶。準記憶在此提供珍關於保羅過

去生活的一種相似的知覺認識，從內部提供這些生活過程的認識。雖然是保

羅的經驗記憶，卻鮮明的在上演著，而且，珍正在具有這樣的經驗。在這個

事例中，珍不會總是能夠區分出自己的經驗還是保羅的經驗。

一般而言，按照我們的記憶概念，我們只能夠記得我們自己過去的經

驗，布特勒之所以反駁洛克的記憶判準也是這個緣故，他認為記憶預設了同

一性。帕費特舉出珍與保羅的例子，意在反駁這樣的看法。在此例子中，珍

擁有著自己的準記憶與保羅的準記憶，她除了記得自己過去的經驗也記得保

羅過去的經驗。因此，一個人的記憶不再預設同一性，人格同一性的意識不

再預設了人格同一性。同樣的概念，可以使用在各種心理聯繫上，像是準意

圖（quasi-intention）、準慾望（quasi-desire）等12。

帕費特除分別修正了物理判準與心理判準，也替洛克的記憶判準辯護。

物理判準中，他將原本以身體的持續存在改以大腦的持續存在；心理判準

中，他將原本以某一心理聯繫或任何心理聯繫擴延到心理持續性（強的心理

聯繫性）。從珍與保羅例子可略看出，帕費特製造了意識分支的形式：珍從

只記得自己的經驗到記得自己與保羅的經驗。自從 1967 年威金斯的手術例

子動搖了一般對人格同一性的兩個信念後，在《理由與人格》中，帕費特的

主要反例皆是以分支的形式呈現。在下一節我們會證實這個說法。這也預告

了帕費特對人格同一性的觀點：一對一的等同關係並非如一般信念般如此的

重要。洛克也曾說：「我們必須承認，同一的意識如果能由這一個思想的實

體轉移到別一個能思想的實體，那麼兩種思想的實體亦仍然可以成功為一個

12 在《理由與人格》的 261 頁中，帕費特提到了準意圖（quasi-intention），同樣是為了防範預設

同一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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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者。因為同一的意識不論保存於同一的或差異的實體中，它只要能保

存，人格的同一性就可以保存？」13 這樣的問句，洛克隨後說：「不論什麼

主體，只要能意識到現在的和過去的各種行動，他就是同一的人格。」14帕

費特在他的理論中，落實了洛克這樣的看法。

第 2.3 節 跨時間的人格同一性理論

在心靈哲學中，所謂的化約主義是指心靈現象可化約成物理現象。在本文

討論的人格同一的判準中，化約主義則是指時間歷程中人格同一性的事實，僅

在於某些更特定的事實裡。像上一節所討論到的物理判準與心理判準便是化約

主義式的觀點。如同上一章所言，帕費特的人格同一性理論是以推翻以下兩個

一般信念為基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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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同一性的本質與

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並且，在其中會討論帕費特為支撐其論點所運用的許多

思想實驗。

2.3.1 人格同一性的本質

不同於上述的物理判準與心理判準，帕費特提出關係 R 做為人格同一

性的判準。在進一步理解關係 R 之前，我們必須先瞭解帕氏對人格同一性

本質的見解。在常識觀點下，人格同一性是近於自明的無庸置疑地確定著，

而一個人的存活蘊涵著存活過程中他都會是同一個人。對帕費特而言，人格

同一不具有確定性（indeterminate），人格存活中也不蘊涵等同。

13 Locke, John (1706), Ibid., p.225.
14 Locke, John (1706), Ibid., p.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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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 不確定性

帕費特舉了俱樂部的事例15，類比「人格是否同一」這個問題是一個

空洞（empty）問題。假設定期舉行聚會的某個俱樂部存在了幾年後，俱

樂部瓦解不再繼續。若干年後，該俱樂部的一些成員組成了具有同樣章程

的同名俱樂部。當我們問：「這些人是重新召集了那原本的俱樂部？還是

開辦了另一個完全相似的俱樂部？」，這問題顯然難以回答，空洞問題沒

有總是確定的回答。關於「這是同一個俱樂部」這一主張將會是既不真也

不假。帕費特說：「當我們問一個空洞問題時，考慮的只有一個事實或結

果。對問題的不同回答只是對該事實或結果的不同描述而已。」16所以當

我們對「人格是否同一」此問題提出質疑時，我們會有以下三種回答：

（A）是，同一個人

（B）不是，不同一個人

（C）既是同一個人，也不是同一個人。

在帕費特創造分支的各個例子中，答案將不會是（A）與（B）。以下提出

結合光譜進一步說明。

2.3.1.2 結合光譜

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的反心理判準論證稱之為「心理光譜」

（psychological spectrum）17，主張心理持續性不足以做為人格同一性的

1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3.
16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4.
17 帕費特簡化威廉斯的「心理光譜」如下：…神經外科醫生打算通過改變我的大腦來瓦解我的

心理連續性…外科醫生告訴我當我處於疼痛中時，他將做幾件事情。他將首先活化一些將引

發健忘症的神經元。我將突然喪失我直到開始疼痛為止我生命中的一切記憶…醫生接著告訴

我當我仍然處於疼痛中時，他將隨後按下另一個開關，將導致我認為我是拿破崙，而且賦予

我關於拿破崙生活的一些明顯記憶…當這位外科醫生按下這第二個開關時，在我所意識到的

東西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只有我的疼痛停止了，我才能夠思考，才能用拿破崙回答我是誰這

個問題。同樣當我的疼痛停止了，我開始有拿破崙的明顯記憶…在我遭受痛苦折磨期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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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準。帕費特則提出名為「物理光譜」（physical spectrum），同樣論證出

物理持續性不足以做為人格同一性判準。帕費特繼續提出「結合光譜」

（combined spectrum），用來說明心理特徵是依賴於我們大腦的狀態，而

不是像笛卡兒將心理特徵依賴於自我那樣獨立存在的實體。在「結合光譜」

中，心物理持續性都會逐漸受到改變。靠近光譜的近端會與我心理物理上

連接越來越強，靠近光譜的遠端會與光譜遠端的人心理物理連接越來越

強：

我們假設這個人是格麗泰‧嘉寶（Greta Garbo）18。假設當嘉寶

30 歲的時候，一組科學家記錄下了她的大腦和身體的所有細胞的狀

態。在這個光譜的最初一個事例中，在光譜的近端，科學家什麼都不

會做。在第二個事例（下圖 B 階段）中，我的大腦和身體中的一些

細胞被換置。新細胞不是確切的複製物。結果，在我和要甦醒過來的

人之間會有微小的心理聯繫性。這個人不會具有我的所有記憶，而且

他的性格會在某個方面與我不同。他會具有嘉寶生命中的某些明顯的

記憶，並具有嘉寶的某些性格。與我不同，他會喜愛表演。他的身體

也會在某個方面較少像我的身體，而較多地像嘉寶的身體。他的雙眼

會更像嘉寶的雙眼。沿著光譜進一步深入（下圖 C 階段），我的更大

比例的細胞被換置，再次是以不相同的細胞換置。做為結果的人與我

在心理上的聯繫更少，與 30 歲時的嘉寶在心理上的聯繫更多。而且

在這個人的身體中會有類似的變化。在靠近光譜遠端的事例中，我的

絕大多數的細胞會被不相同的細胞所換置。醒過來的人只有我原本大

腦和身體中的一點細胞，在他和我之間也只剩些微的心理聯繫。他會

有一些與我的過去相符的明顯記憶，以及一些習慣和願望。但是在任

將按下第三個開關，使我的性格變得跟拿破崙的性格一樣。（Parfit, Derek, Reasons and Persons,

p.239.）
18 格麗泰‧嘉寶（1905-1990），美籍瑞典人，著名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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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他方面，他在物理上與心理上都如同嘉寶一樣。19

在光譜事例中，帕費特認為我們將有三個選擇：

（1）接受化約主義式觀點：人格同一性是具有不確定性的空洞問題。

（2）對於我與非我之間，是有確切的分際：原來的我與結果的人不

是同一個人。

（3）相信做為結果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會是我。

第三個選擇首先被排除。在結合光譜中，無論在物理持續性與心理持續性

上，甦醒後的人格與原來的人格已沒有關聯。因此，做為結果的人不會是

我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即使似乎我們可以說原來的我做為結果的人不是

同一個人，在我與非我之間，仍無確切的分際。形成光譜兩端的差異是在

於光譜兩端間每個階段的些微變化，我們無法明確地說出我與非我間的決

定性關鍵變化的分野。因此，在第二個選擇也被排除的情況下，化約主義

式觀點會是最佳的選擇。在光譜兩端間，兩個人格是否等同沒有確定的答

案。帕費特主張結合光譜為人格同一性的不確定性提供了強證據。只有當

我們是離開大腦、軀體及各種物理和精神上互聯的事件而單獨存在的實

體，我們的同一性才是確定的。從結合光譜可以得知，人格同一性的事實

是寓於心理持續性與物理持續性，我們既然不是離開這些事實而單獨存在

的實體，人格同一性便不具確定性。

19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37.

2.1 結合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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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3 人格存活不蘊涵等同

在帕費特的主張中，雖然關於「人格是否同一」的問題上我們沒有確

定的答案，但是我們可以確切地說關於人格同一性的事實是涉及了心理持

續性與物理持續性。而帕費特要論證的是人格存活中重要的不是同一性。

同一性是一對一的關係，是全有或全無的（all-or-nothing）關係。帕費特

主張同一性是語言上方便的使用，重要的是使其同一性的本質屬性。而這

些本質屬性關係是一種程度上的關係，並非全有或全無。因此，帕費特認

為人格存活並不蘊涵等同，人格存活中重要的是這些有程度之別的各種關

係，這些關係不預設等同。20在《理由與人格》中，帕費特明確說出這些

有程度之別的各種關係是「關係 R」：

我們不是離開我們的大腦、軀體以及各種各樣在物理上和精神

上互聯的事件而單獨存在的實體。我們的存在僅僅涉及我們的

大腦和軀體的存在，以及我們行動的實施、我們思想的思想和

其他物理的和精神的事件的發生。我們的時間中的同一性只是

涉及（a）關係 R─有正確原因的心理聯繫性和/或心理持續性，

倘若（b）不存在著另一個人也與我們有著關係 R 的聯繫，即不

存在著分支形式。21

與其說帕費特否認人格存活蘊涵等同，不如說帕費特主張人格存活中無須

蘊涵等同，因為關係 R 已經賦予我們歷時中的人格同一的關鍵。以下從

「分裂頭腦」例子，再來進一步說明帕費特的主張。

20 詳見 Parfit, Derek (1971), Ibid., pp.10-14.
21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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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4 分裂頭腦

帕費特將源於舒梅克的分裂事例22援入其人格同一性理論的討論。分

裂事例，旨在創造分支狀態，以論證人格同一性中重要的不是等同而是關

係 R。在討論分裂頭腦之前，帕費特提出醫學界中支持化約主義的證據。

人的大腦有一下腦和分成左右兩半球的上腦，這兩半球是由神經束連接在

一起。在治療一些患有嚴重癲癇症的患者的時候，外科醫生就會切斷這些

神經，把發作的病因侷限在一個腦半球而減輕癲癇發作的程度。帕費特引

用史貝利（Roger W. Sperry）的說法，這樣的結果就是創造了「兩個獨立

的意識半球」23。以這醫學上已發生過的實例為基礎，帕費特提出他的分

裂頭腦（Divided Minds）事例—物理考試（My Physics Exam）24。帕費特

假設有兩個十分相似的左右兩半球的上腦，且假設已經裝備了能夠切斷兩

個半腦之間的聯繫的某種裝置。這個裝置是與眉毛相連接，透過揚眉能夠

分裂頭腦，透過鬆開眉毛可以重新結合頭腦。於是：

我在參加一個考試，而且只剩下 15 分可答最後一題。我想

到解決這問題的兩個方法。我不能肯定哪一個方法正確，因而決

定分裂我的頭腦 10 分鐘，用我的頭腦的每一半來嘗試兩種計算

方法中的一種之後，再結合我的頭腦，寫下最佳的解答。

當我切斷兩個半腦的聯繫時，我的意識流分裂了。但這分裂

不是我體驗到的某物。我的意識流中的每一個好像與我直到分裂

那一刻的整個意識流直接相連。每個意識流中的唯一變化是我的

半個視野的消失，以及對我的一個手的感覺和控制的消失。

考慮在右手意識流的體驗。我記得我用右手做那個較長的計

22 舒梅克的分裂事例：大腦被移植到另一個人的身體裡，因此做為結果的人擁有我的性格與我

此生的記憶。威金斯進一步改編為：我的大腦一分為二，每一半都被植入一個新的身體，兩個

做為結果的人都擁有我的性格與我此生的記憶。（詳見第 1.2.1 節之註 34。）
23 Parfit, Derek (1971), Ibid., p.6.
24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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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在做這個計算時，我可從左手的運動看出我還在處理另一

個計算。但我沒意識到正在處理的另一個計算。……同樣的評述

適用於左手意識流的經驗。

帕費特藉這事例，否定人的意識有必然統一性。暫時分裂的左右兩個半腦

是兩個獨立的意識流，這兩個意識流中都分別展示出意識的統一性。在以

上事例中，兩個意識流只存在了 10 分鐘，且隨後我好像記得作了兩個計

算，在那 10 分鐘期間我的兩隻手可被看出完成了兩個計算。這種非統一

性是短暫的且適度的。以上事例要反駁的是：心理的統一性可通過不同的

經驗歸屬於一個單一個人來解釋的觀點。不同經驗的統一性不需要通過把

所有的這些經驗歸屬於我來解釋，且我在每一個意識流中的經驗也是如

此。倘若我們可以透過將所有經驗歸屬於我來解釋，這將使得以上事例中

的兩個統一性成為一個統一性，而忽略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在具有每一組

經驗的時候我沒有意識到具有另一個經驗。帕費特提出了意識流的類比，

說明即使是分支的狀況，傳送後的人格仍可視為原來人格的存在。

另一個分裂頭腦的事例—我的分裂（My Division）25。考慮我是同卵

三胞胎的其中一個：

我的軀體受了致命傷，而我兩個兄弟的大腦也受了致命傷。我的

大腦被分割成兩半，分別成功地植入我兩個兄弟體內。作為結果

的兩個人，每一個都認為他是我，好像記得我過去的生活，具有

我的性格，且與我有心理上的持續性，也與我有非常相似的軀體。

在這想像的事例中，關係 R 呈現的是分支的（branching）形式，但是同

一性不能呈現分支的形式。帕費特認為在一般的情況中，我們無須分別出

人格同一性與關係 R 何者重要，因為這兩者剛好重合。然而，在「分裂

頭腦」事例中，這兩者並不重合，因此，必須決定何者重要。當關係 R

呈現為一種非分支的形式時，人格同一性的事實就在於關係 R 之中。倘

2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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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格同一性在於這一個關係之中，那這一個關係必定是重要的。

2.3.2 人格同一的重要性

從「分裂頭腦」的例子中，帕費特欲證成的是一般信念的錯誤，即重要

的不是人格的同一性，而是心理持續性與聯繫性。

2.3.2.1. 一般信念與帕氏觀點

在一般信念中，人格的同一性是使理性與道德充分發展其重要性的緣

故。然而，在帕費特不斷論證舉例反駁，想得出的結論是，如同他的一篇

著作：〈毫無份量的同一性〉（”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在笛卡兒那，他假定了任何思想必須有一個思想者，也假定了思想者

必定是一個自我（Pure Ego）或者一精神實體。帕費特接受李契騰柏格

（Lichtenberg）對笛卡兒的反駁。李契騰柏格主張笛卡兒不應該主張一

個思想者必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不應該主張「我思故我在」，應該主

張「這是一個思想，故至少有一個思想在被思考」26。即使把思想歸於思

想者，而斷言思想者的存在，但是不能因此從經驗內容推演出思想者是一

個獨立存在的實體。化約主義者否定的是：經驗主體是一個與大腦、軀體

及一系列物理和精神事件相分離的獨立存在的實體。在記憶中，我們是否

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如何的經驗主體？我們是否能夠堅定的主張經驗主體

的持續存在？帕費特認為若我們不能肯定的回答以上的問題，記憶似乎就

可能像接力賽的接力棒一樣，可以不斷的被傳遞給下一個人。回到支線事

例（the Branch-Line Case）27中，帕費特要我們想像在地球的 A 按下傳送

鈕之前，A 正想到了「雪花在飄，所以天氣很冷」。按下了傳送鈕之後，

在火星上的複製品突然有了意識，也具有了「雪花在飄，所以天氣很冷」

26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224-225.
27 《理由與人格》第三部份第 10 章一開頭的事例（Parfit, Derek (1984) , p.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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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想法。不過，A 的複製品不會認為他是第二個思想者。從這事例中，帕

費特同樣要我們了解的是：我們不能從我們的經驗內容分辨我們是否意識

到自己是一個獨立且持續存在的經驗主體。而只有當我們是單獨存在的實

體時，我們的同一性才能是確定的（determinate）。28

2.3.2.2 否認人格同一的重要性

在「下層論證」（Argument from Below）29中，帕費特要論證的是：

在人格存在中，具有理性與道德上重要性的不是同一性。該論證為：

（1）人格同一性僅由某些其他事實所組成。

（2）假如一個事實僅由某些其他事實所組成，那就只有這些其

他事實具有理性與道德上的重要性。

因此，

（3）人格同一性不可能具有理性與道德上的重要性。重要的僅

是一個或數個組成人格同一性的其他事實。

這論證表達的是，前提（1）不能脫離前提（2）而獨立存在，人格同一性

既然可被其他事實分析，重要的便是這些其他事實。在帕氏這，指的就是

心理連續性。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帕費特主張的化約主義觀點：

由於我們把思想歸屬於思想者，所以思想者的存在為真。

但是思想者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一個思想者的存在只涉及他

的大腦和軀體的存在，以及他的行動的實施、他的思想的思考、

其他某些物理和精神事件的發生等的存在。因此我們能以非人

稱（impersonal）術語來重新描述任何個人的生命。在解釋這個

生命的統一性的時候，我們不需要主張它是某個特定的個人的

28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6.
29 Parfit, Derek (1995),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in Henry Harris, Ident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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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我們能描述在不同的時刻所想、所感、所看和所做的事

情，以及這各種各樣的事件是如何互聯在一起的。只有在描述

許多思想、願望和記憶等等的內容的時候，個人才會被提及。

個人不需要被當作這些思想中任何一個思想的思想者。30

帕費特認為以上這些主張，可以從分裂頭腦之「物理考試」事例獲得證實。

既然個人不需要被當作做思想者，人格同一性便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重要。

而對帕費特而言，人格存活中同一性一點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關係 R。

第 2.4 節 跨可能世界的人格同一性

不同於上一節談論到的跨時間的人格同一性，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

第四部分討論到的是跨可能世界的人格同一性。此部分亦將涉及到我們對於

未來世代的義務問題。現今世代的種種決策與行為會影響到未來世代的同一

性。某些抉擇與行為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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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費特在這一部分要深入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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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我們對

未來世代的責任與義務，所依據的、所權衡的道德原則為何。

2.4.1 非同一性問題

現今世代所做的決策，往往是會影響到之後的世代，甚至更深遠地可影

響到好幾世紀的未來。如環境保護政策、生育補助政策、替代能源的開發政

策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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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Identity Problem）。「非同一性問題」的產生，是因為在不同的結果中

30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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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不同的一些人存在。不同的結果中出生的人會不同。這要從「依賴時間

的主張」開始理解。

2.4.1.1 依賴時間的主張

我們之中的每個人有可能從未存在過，帕費特提出「依賴時間的主張」

（The Time-Dependence Claim）：

如果任何一個特定的人當他事實上成胎的時候還沒有成胎的

話，以下的事實是真的：他本來永遠不會存在。31

當我母親 25 歲懷我的時候，倘若當時她沒有懷孕的話，我還會存在嗎？

倘若她 26 歲才懷孕的話，那生下的小孩還會是我嗎？在這裡，帕費特依

舊主張同一性具不確定性，而「我本來會存在嗎？」這問題是一個空洞的

問題。不同於歷時的人格同一性，「依賴時間的主張」涉及的是不同的可

能世界歷史中的人格同一性。

關於「非同一性問題」的產生，我們可進一步從以下例子說明。考慮

以下有關未成年生子的例子—「14 歲的女孩」32：

這個女孩選擇生一個孩子。然而，因她年紀還小，她提供她的孩

子將會是一個糟糕的人生起點。儘管在這孩子的一生中，這將產

生糟糕的影響，但可以預測的是他的生活是值得過的。如果這個

女孩再等待數年的話，她本會有一個不同的孩子，她本可以為他

提供一個更好的人生起點。

一般而言，反對這女孩生下孩子的理由是訴諸於這孩子原可獲得的權利，

獲得更好生活質量的權利。若再等待幾年，這權利實現的機率將會更大。

不過，依照帕費特「依賴時間的主張」，若現在本要生下的孩子沒有生下

的話，這孩子將永遠不會存在。再等待數年生下的孩子與現在生下的孩子

31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51.
32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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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為同一個人，仍是一個空洞的問題。起初我們想要保護的是這個孩子

應有的權利，然而當我們反對女孩生下這個孩子時，這個孩子連出生的機

會也沒有，連存在也不會存在。即使在數年後生下了的孩子，也不會再是

這個孩子。這即是帕費特所謂的「非同一性問題」：在不同的決定下，會

有不同的人存在，影響到的是不相同的人。

接下來，我們再來考慮關於政府決策的例子—「消耗」（Depletion）33：

作為一個共同體，我們必須選擇是消耗還是保護某些種類的資

源。如果我們選擇消耗，生活質量在下三個世紀中比倘若我們選

擇了保護的話會有略微的提高。但是生活質量在後來的許多世紀

中會比倘若我們選擇了保護的話要低得多。這會是因為在這個時

期之初，人們會不得不為我們所消耗掉的資源尋找替代品。

一般而言，為了未來世代的基本權利，我們應當選擇保護那些不可再生的

（nonrenewable）資源而不是選擇無後顧之憂地持續消耗。不過，同樣的

問題是，如果我們選擇了保護資源的話，這些在消耗的情況下存在的人根

本不會存在。對這些人而言，我們選擇消耗非但不是更糟，反而是有益於

這些人。我們可再考慮以下例子—「冒險政策」（Risky Policy）34：

作為一個共同體，我們必須在兩個能源政策之間作選擇。在

至少 3 個世紀之內兩者都完全是安全的，但是其中的一個在更遙

遠的未來會有某些潛在的危險。這個政策涉及到在這樣一些區域

填埋核廢料，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這些區域沒有發生地震的危

險。但是，有鑑於這種廢料在長期之中裡都具有放射性，在遙遠

的未來將有一些危險。如果我們選擇這個冒險政策，下個世紀中

的生活水準將會高一些。

我們也的確選擇了這個政策。結果，許多世紀之後出現了

33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62.
34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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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災難。由於地球表面發生地質變化，一場地震造成核廢料

的核輻射洩漏，數以千計的人因此喪生。這些人本將享有值得

過的生活，但是這場災難造成他們罹難。我們可以假定，這場

核輻射只影響到那些在核輻射洩漏之後出生的人們，而且令他

們身患不治之症，將會在他們大約 40 歲的時候奪去他們的生

命，這種疾病在奪去人的生命之前不會產生什麼後果。

從「消耗」例子中，對那些在消耗的情況下才會存在的人而言，選擇消

耗反而讓他們有值得過的生活。但是，在「冒險政策」中，明顯的是若

我們僅是訴諸於那些本不會存活的人得以存活並不會更糟的話，我們反

而因此引發了更糟糕的災難。因此，帕費特在此暗示了他將主張的一個

道德原則，不是訴諸於對特定個人而言是好是壞的道德原則。

2.4.1.2 抉擇與行為的正當性

面對「非同一性問題」，我們必須重新審視小至個人的抉擇大至社會

的政策的正當性。在提出解決的方案前與在談論到抉擇與行為的正當性

時，帕費特主張應當先考慮以下的問題，即抉擇與影響對象與影響數目

間的關係。帕費特提出「三種抉擇」35來說明，如下圖所示：

3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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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對象抉擇」（Same People Choices） 是指抉擇既不會影響未來人們

的數目也不會影響未來人們的同一性，這是一般常設想的情況。「不同對

象相同數目抉擇」（Different People Same Number Choices）是指抉擇會影

響未來人們的同一性但不會影響未來人們的數目，例如「14 歲的女孩」

例子。「不同對象不同數目抉擇」（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Number

Choices）是指抉擇既會影響未來人們的同一性也會影響未來人們的數

目，這樣的抉擇通常是會影響全體人口的數目。一般而言，我們常是在對

抉擇影響的對象數目與身份確定的情況下，來評估個人行為或政府決策的

影響力，亦或者忽視有不同對象相同數目與不同對象不同數目的情形產

生，以便對個人行為或政策進行評估。不過，如本節一開始所指出的，現

2.2 三種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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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代的某項國家政策與某些個人行為都將可能影響到未來世代的同一

性。因此，我們常下的抉擇或政策其實是「不同對象相同數目抉擇」或「不

同對象不同數目抉擇」。倘若如此，一般的傷害原則在面臨世代關係的處

理便會有解釋上的困難。

當考慮到「非同一性問題」，個人抉擇與政府決策的正當性，評判標

準就必須有別於以往而重新考量。在上一小節的例子中可得知，即使是訴

諸權利理論仍無法解決「非同一性問題」。帕費特提出「相同數目質量主

張」(The Same Number Quality Claim)（以下簡稱 Q 主張）36：

如果在兩種可能的結果中相同數目的人們都會生活著，則以下兩

種情況就會是更糟的：那些生活著的人生活變得每況愈下，或者

所具有的生活質量比那些本來會生活在其中的人們的生活質量

更低的話。

我們進一步回到「14 歲女孩」的例子來說明。比較一下那女孩此時生下

孩子與成年後再生下孩子這兩種情況，若此時生下孩子，生活質量將會比

成年後再生下孩子的生活質量還要低。根據 Q 主張，這種情況下，總體

生活質量將會是糟糕的。因此，我們主張她暫緩懷孕的理由，不是訴諸於

那個特定小孩應當擁有的權利，而是訴諸於母子雙方可以獲得的生活品質

之總量，他們本可獲得比現在情況更好的生活質量。同樣地，在「消耗」

例子中，倘若「消耗」例子會影響到的對象數目，也是相同數目的人們，

亦可解決「非同一性問題」所造成的窘境（為保護對象的權利所做的選擇，

反而剝奪對象主體存在的機會）。但不適用在不同數目的影響對象，因 Q

主張只能適用於相同數目的人們。因此，帕費特認為必須要有一個能夠更

廣泛的適用在不同數目的人們上的主張，他暫稱為 X 主張，而這主張將

會蘊涵 Q 主張。

36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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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非同一性問題與道德原則之間

關於非同一性的事實是否會造成道德上的差異的這問題，帕費特進一

步提出「無差異觀點」（No Difference View），考慮以下「醫療方案」（The

Medical Programs）的例子37：

有 J 和 K 兩種罕見的病症，不經過特別的檢驗無法發現。

如果一位孕婦罹患 J 病症，將導致她所懷的胎兒出現某種殘疾。

簡單的治療就可以避免。如果一位女性在孕育一個胎兒時患上了

K 病症，將導致這個孩子出現那個相同的特定殘疾。K 病症是不

可治癒的，不過總在兩個月內消失。

接著假設我們計畫了兩個醫療方案，但是只有資助一個方案

的基金，所以其中的一個要被取消。在第一個方案中，數以百萬

計的婦女孕期會得到檢測。那些被發現患上 J 病症的人會得到治

療。在第二個方案中，數以百萬計的婦女在力圖懷孕時會得到檢

測。那些被發現患有 K 病症的人將會得到至少延期兩個月懷孕

的警告，到時這個不可醫治的病症會消失。最後假設我們能夠預

測這兩個方案會在同樣多的事例中取得結果。如果有孕期檢測，

每年將有 1000 個孩子出生正常，而不是身有殘疾。如果有孕前

檢測，每年將有 1000 個孩子出生正常，而不是出生 1000 個與之

不同的孩子。

若我們取消孕期檢測（Pregnancy Testing），那些原本可得到治癒的孩子因

為我們的決定而使情況會變得更糟，我們使他們錯失了治癒的機會。若我

們取消孕前檢測（Pre-Conception Testing），那些原本透過檢測而不會存在

的有殘疾的孩子，反而得以存在，我們並沒有使他們陷入更糟的情況。然

37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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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孕前檢測中所包含的非同一性事實，是否會影響我們對醫療方案上

的決定呢？

為進一步說明，帕費特提到另一倫理學觀點「對人產生影響的觀點」

（The Person-Affecting View）（以下簡稱 V 觀點）38：

如果人們受到更糟的影響，這就將是更糟糕的。

按照 V 觀點，我們不應該取消孕期檢測，使得患上 J 病症的孩子們情況

變得更糟。邁爾（Lukas H. Meyer）指出「V 觀點暗示著只有現實存在的

人們的權利與利益，才是道德原則上所相關的…潛在的存在的人們不能算

數（不能涵蓋在道德原則之內）」39。帕費特反對 V 觀點，他曾說到 V

觀點會是契約論者（contractualism）所支持的一種論點。40帕費特提出無

差異觀點，來解決非同一性的事實在道德上可能造成的差異。在「醫療方

案」的例子上，他主張這兩種方案是同樣值得推行的。無差異觀點是指這

兩個醫療方案不會因為孕期檢測影響的是相同的人，而孕前檢測影響到的

是不同的人，而影響到哪一個方案要被取消。無論我們如何抉擇，不管是

相同的人們或是不同的人們將會存在的這個事實，不會影響一個行為在道

德上的應要負得責任。也就是說，防止未來可能存在的人們受到傷害的理

由應與防止現實中的人們受到傷害的理由同樣地重要，不應有所差別。

2.4.2 令人厭惡的結論

帕費特欲探求一個能夠更廣泛的適用在「不同數目抉擇」上的 X 主張。

而他宣稱這 X 主張將會蘊涵 Q 主張，即訴諸於生活的質量而非對人的影

響。在探求一個更好的道德原則的過程中，帕費特逐步地修正他的主張。

38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70.
39 Meyer, Lukas H.(2003), " The Rights of Future People and Claims to Compensation Owing to

Wrongless Harm-Doing By Previous Generations ", (Workshop o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Greenhouse Problem,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 p.2.
40 Parfit, Derek (1997), "Equality and Priority", Ratio (new series) 10(3), p.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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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能夠尋找到這樣的道德原則，並且可以解決在探求過程中所遭遇到

的問題。而令人厭惡的結論，便是在探求適用在「不同數目抉擇」上的 X

主張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之一41。這是在討論人口問題上，所遭遇到的

難題。

西季威克（Henry Sidgnick）早在其《倫理學方法》中討論到關於人口

的問題，他說：

如果我們按照功利主義的要求把整體的幸福而不是任何人的幸福

當作行為的終極目的，我們就會得出一個結論，即如果增加的人

口將使整體的幸福增加，我們就應當把他們所獲得的幸福量與所

有人口的損失量加以權衡。42

相反的，按照功利主義的觀點，若增加人口無法使整體的幸福增加時，我

們不應該讓額外的孩子出生。考慮以下帕費特的例子—「幸福的孩子」（the

Happy Child）43：

一對夫妻正在試圖決定是否要生另一個孩子。他們能夠假定，如

果他們又生了一個的話，他們會愛這個孩子，而且他的生活會相

當值得過。鑑於這個事例發生時的世界人口，這對夫妻能夠假定，

再生一個孩子總的來說對其他人而言不會更糟。當他們考慮對他

們自己的影響的時候，他們有多個再生一個孩子的理由，也同樣

有多個反對的理由，如對他們生涯的影響等。像許多其他人一樣，

這對夫妻不能夠在這兩組相互衝突的理由之間做出決定。他們認

為，如果他們生了這個孩子的話，這對他們而言，既不更好也不

41 其他遭遇到的問題有：荒謬的結論、純粹加法悖論。帕費特主張這新的善行原則必須解決令

人厭惡的結論與以上此兩個問題，不過，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結論處，承認他尚無法找尋

到這樣的一個善行原則。另一方面，也因篇幅有限。故筆者在此，僅討論令人厭惡的結論。
42 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nick），廖申白譯（1997），《倫理學方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頁 429。
43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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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

對於這對夫妻而言，這個孩子的出生，既不會使生活更好也不會使生活過

得更糟。不過，對於整個國家、世界而言，在巨大的人口中，每一個額外

的孩子出生，將會造成過度擁擠的生活環境與能源的過度消耗等問題，而

降低生活的品質。進一步考慮以下的圖表：

這是兩種人口增長速率在一個或兩個世紀之後所產生的結果。方塊代表著

他們這些人口生活在其中的生活質量。B 方塊的人數是 A 方塊人數的兩

倍，但 B 方塊的生活質量只有 A 中的那些人的一半再多一些。B 中的人的

生活比 A 中的任何一人生活都還要糟。帕費特主張從 A 中的水準到 B 中

的水準將會是生活質量的一種滑落，而我們要問得是這兩種設想的人口

中，哪一個是更好的結果？

帕費特提出「非人稱的總量原則」（Impersonal Total Principle）44：

如果在其他事情同等的情況下，最好的結果是其中使生活值得過

的任何一種東西的量最大的那個結果。

依照這個原則，B 會比 A 更好，因其值得過的生活質量之總量大於 A。繼

續考慮以下圖表：

44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87.

A B

方塊寬度：表示生活著的人的數目。

方塊高度：表示他們生活的質量。

2.3 人口問題方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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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非人稱的總量原則，Z 將會是最好的。因為如果數目夠龐大的話，值

得過的生活質量之總量，即幸福總量將會是最大。因此，帕費特宣稱「非

人稱的總量原則」蘊涵著「令人厭惡的結論」（the repugnant conclusion）45：

對人人享有很高生活質量的至少多達 100 億人口的任何一個可能

的人口而言，必定有某個可想像的更大的人口，如果在其他事情

同等的情況下，這個更大的人口的生存會更好一些，即使其成員

只具有勉強值得過的生活。

這原則引發了在不同數目的抉擇中的一個問題：是否生活品質的缺少可被

足夠的幸福量或其他使生活值得過的因素的獲得所代替？

在第四部分〈未來世代〉，帕費特討論了人格同一性跨不同歷史的可能

性。所衍生出的非同一性問題，凸顯了道德原則跨世代的侷限。因此，帕

費特探求一個能夠解決非同一性問題的善行理論，並且能夠避免上述的令

人厭惡的結論與荒謬的結論，也必須化解純粹加法悖論。即使，他在第四

部分的最後46，承認他未能如願找到這一新的善行原則，但是他擴展了倫

理學的多元面向，具有開拓視野的貢獻。

4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88.
46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443.

ZCA B

2.4 人口問題方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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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節 結語—非人稱性

在《理由與人格》之結論一章，帕費特便明確指出貫穿其間的中心主軸

為：「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我們行為的理由應該變得更非人稱些。」（in various

ways our reasons for acting should become more impersonal）47從跨時間的人格

同一性到跨可能世界的人格同一性，帕費特貫串著一個共同的特徵—「非人

稱性」（Impersonality）。他以「非人稱性」的方法，來談論關於人格同一性的

理論。在第三部分〈人格同一性〉中，他主張關於人格的事實可化約為「非

關人格的描述」（impersonal description），即我們可以充分描述我們的經驗、

經驗與經驗之間的聯繫，而不需宣稱它們被一經驗主體擁有。48在第四部分

〈未來世代〉中，關於我們對於未來世代的義務，其中所運用的道德原則亦

是具有非人稱性。在這部分，這些原則非人稱的意思，帕費特進一步說明：

是在於它不是對人產生影響，它不是關於對那些受到我們行動影響的人們而

言會是好的還是糟的。49在跨時間的人格同一性理論，帕費特要證成的是人

格存活中不蘊涵等同，否定人格同一性的重要性。延續著發展的跨可能世界

的人格同一性，在以「依賴時間的主張」為基礎而提出的「非同一性問題」

的這個事實，再次證成了每個人的同一性，都是處於不確定之中。

在《理由與人格》中，帕費特挑戰了一般信念中，對自我同一性的不容

懷疑性，而將道德的視野遍及於未來的世代，為其化約式的倫理思想尋求形

上學的奠基50。他透過改變人格同一性的性質，進而改變關於合理上與道德

上的信念。帕費特認為，既然關於人格的同一性沒有所謂的更進一步的深層

事實，那我們的確沒有理由特別關心自己的未來。巴蘇（Ananyo Basu）說：

47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443.
48 詳見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0 .
49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86.
50 請詳見第 4.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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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費特的觀點中，人物理性的構成沒有關鍵性地那麼重要，其觀

點中帶有功能主義意味，即在同一性中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心理功能

與社會功能，而非獨特的物理上的體現……這觀點隱含著人的獨特

性或個體性沒有任何的重要性，持續性才是重要的。51

在一般的信念中，考慮自己的未來，為自己謀求福利，至少也得避免災禍，

這是合乎常理的。在道德方面，我們爲我們的所作所為負責任，因為我們是

持續存在著的行為主體。一旦我們承認個人的獨特性或個體性不重要時，是

否就代表著我們沒有理由關心自己的未來、不必爲自己所作所為負責、不用

接受賞罰、不用遵守承諾？所以，一般人傾向於人的存在是一個不僅止於物

理持續性或心理持續性的深層事實。如此的深層事實，即使人無法知道，也

會選擇予以肯定以形成一堅定的信念。因此，丹尼爾（Norman Daniels）懷疑

我們之所以認為有深層的事實是因為它們在我們道德上、社會上的理論扮演

著重要的角色。52非化約主義者主張，只有那更進一步的深層事實才賦予人

關心自己未來的理由。斯溫柏恩（Swinburne）表明若化約主義者所言為真，

我們就沒有理由關心我們自己的將來，人格同一性若只是持續性而別無他

物，我們應該對生死漠然視之53。不過，帕費特認為就是因為我們沒有理由

特別關心自己的未來，才賦予追求人類整體效益一個合理的基礎。巴蘇亦認

為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減少了對自我的關心，是帶有積極正面的意義，與

佛教無差別的憐憫分享著同樣的倫理動力。54

51 Basu, Ananyo（1997）, "Reducing Concern with Self: Parfit and the Ancient Buddhist Schools", in

Douglas Allen, Ashok Kumar Malhotra, Culture and self :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perspectives,

East and West,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 p.99.
52 Daniels, Norman（1979）, "Moral Theory and the Plasticity of Persons", the Monist 62(3), p.269.
53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07.
54 Basu, Ananyo（1997）, Ibid., p.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