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3

第三章 初期佛教「無我」觀

第 3.1 節 引言

在《理由與人格》中，帕費特援入佛教觀點，以作為化約主義的觀點不

僅是西方文化傳統的一部份，也是東方思想所接受。他說：

當我們問人格是什麼以及它們如何連續存在的時候，我主張根本的

問題在於從兩個觀點間做選擇。在第一個觀點裡，我們是與我們大

腦、軀體與經驗相分離的獨立存在的實體，要嘛全有或全無的存在

實體。另一個觀點是化約主義觀點，而且我主張這觀點為真。正如

本書附錄 J 所表明，佛陀本來也會同意。1

帕費特在附錄 J 中引用《阿毘達磨俱舍論》、《彌蘭王問經》、《清淨道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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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在 1995 年發表的論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他進一步將佛教關

於人的觀點歸類為消除式的化約主義。不過，這樣的論點，帕費特沒有確切

提供完整的論證結構。因此，我們只能從他引用過的佛典文句為起點，進一

步地去檢視佛教無我觀的基礎教義，並以《雜阿含經》與《阿毘達磨俱舍論》

為文本上的根據，主輔相成。以可見佛教無我觀的原始面貌的《雜阿含經》

為主，以帕費特引用次數最多且在關於人的問題上有深刻討論的《阿毘達磨

俱舍論》為輔，以求有周全的分析且俱到的處理。在此章，也會針對帕費特

的論點，對照佛教思想比較討論。本章先後討論佛教五蘊說、緣起論，除主

要討論的文本材料外，也會加入帕費特所引用到的相關文句一起討論，必要

時也會加入其他經典中的相關文句。

1 原文為：I claim that, when we ask what persons are, and how they continue to exist, the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a choice between two views. On one view, we are separately existing entities, distinct

from our brain and bodies and our experiences, and entities whose existence must be all-or-nothing.

The other view is the Reductionist View. And I claim that, of these the second view is true. As

Appendix J shows, Buddha would have agreed. (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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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2 節 關於「我」

3.2.1 「我」之意思解釋

自印度最古之聖典《梨俱吠陀》（梵 Rg-veda），即開始使用「我」（梵

atman）一字2。楊郁文教授的古印度探究「我」之經歷3，筆者繪製如下：

自《梨俱吠陀》開始，被視為人類生命活動主體之氣息（梵 prana）的 atman，

至《梵書》時代，逐漸演變意味著個體的生命現象。氣息即呼吸，是人生命

的根源，而個體的生命現象是以 atman 為基礎而有所呈現，且是由 atman 來

統御。而在《梵書》的續編《森林書》（Aranyaka）中，已可見過渡期的思

維：一方面將 atman 解釋為氣息與生命現象，一方面又將 atman 視為與個體

「我」不同，是存在於一切事物中萬物創造的原理。到了《奧義書》時代，

atman 逐漸被實體化，atman 既是個人之精神實體，同時也是宇宙之中心原

理—梵，即「梵我一如」（brahma-atma-aikyam）。此為印度正統的婆羅門

2 在《梨俱吠陀》中，Atman 指稱下列意義：1.風（Atman vatah）2.氣（Prana）3.自己（Svayam，

作為反身代名詞）4.身體（Carira）5.本質（Sara）6.主宰者（Dharayitr 或 Sutratman）7.恆常

及智慧之原理（Cetanatmann）。（引自蕭灯堂（2005），《《雜阿含經》無我論研究》，台中：

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93。原文詳見Sharma, Baldev Raj. The Concept of Ātman in 

the Principal Upanisads: i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amhitās, the Brāhmanas, the Āranyakas, and

India Philosophical Systems. New Delhi: Dinesh Publishers,1972, p.11.）
3 楊郁文（1994），〈以四部阿含經為主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修訂版），《中華佛學學報》

第 2 期，頁 15。

3.1 古印度探究「我」之經歷

哲學的觀察：

我（atman）為個

人的「實體」；梵

（brahman）為宇

宙的「本元」

Upanisad（奧義書）

神學的解說：

梵（Brahman）為

世界之根源、創

造之原理

Brahmana（梵書）

神話的敘述：

生主（Prajapati）

生殖萬物

Veda（吠陀／明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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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之根本思想。

在初期佛教經典中，佛陀既談論「無我」，亦談論「我」。因此，必須

先理解初期佛教經典中「我」的用法與意義，再來進一步瞭解佛陀否定「我」

的意義解釋。在巴利聖典中，同樣漢譯為「我」的有4：

1. 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aham（我）

2. 常識的分別我見 ayam aham asmi（這是我）

3. 哲學的ˇ宗教的分別的我見 attanˇAttan（我體ˇ神我）

4. 俱生的我見 Asmi（我有）／aham asmi（我是）／

ahamkara（我見）

5. 俱生的我慢 Asmimana（我慢）／Asmi ti mana（『我』云云之思）

佛陀並未否定所有的我，他否定的是因執著而起的我見與我慢。楊郁文教授

進一步將我見、我慢製表如下：

佛陀否定的是宗教的與哲學的分別我見之我、起於與生俱來的我見、我慢。

佛陀否定上述劣義的我，不過，並不反對作為第一人稱代名詞的我（aham）。

4 楊郁文（1994），同引書，頁 5。

我

我見

我慢

分別的

俱生的

宗教的—Attan（常、一、主宰之神我）

哲學的—attan （常、一、主宰之人我）

常識的—ayam aham asmi （此我有）

aham asmi （我有）

ahamkara （我作）

Ahan ti （靜態的「我」云云）

Asmi ti （動態的「有我」云云）

Asmi ti anusaya（我使／「我」云云之隨眠）

Asmi ti chanda（我欲／「我」云云之欲）

Asmi ti mana（我慢／「我」云云之慢）

3.2 不同深度之我見、我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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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反對三種人稱反身代名詞 attan（人人自己）等5。不過，要注意的是這

種中性義的我6，是緣起而無常的：

佛教無絕對常、一、主宰、非緣起之「我〔attanˇAttan（哲學的

ˇ宗教的分別的我）〕」;此余〔ayam aham asmi（常識的、分別的

我）〕…佛教有相對的安定的、統合的、隨順緣起才自在之「余

（aham）、人人自己（attan）」…。7

如佛陀所說的：「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

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恒。非安

隱．變易之我。」8由此可知，佛陀既否定劣義性的我，亦否定人們將中性

義的我視為恆常之我。

3.2.2 常見與斷見

古印度傳統宗教與哲學思想是以「有我論」為主流。不過，從《梨俱吠

陀》到《奧義書》中，被視為異數的「無我論」就已存在其中與之抗衡。到

了佛陀時代，這即是佛陀所謂外道之「常見」（梵 nityadrsti 或 cacvatadrsti）

與「斷見」（梵 uccheda-drsti）。佛陀說：

命即是身，彼梵行者所無有。若復見言。命異身異，梵行者所無有。

於此二邊，心所不隨，正向中道。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9

這裡的「命」（梵 jiva），是指靈魂。「常見」的「有我論」即「命異身異」，

5 楊郁文（1994），同引書，頁 6。
6 中性義的我，如「住於自洲（Attadīpa），住於自依（Attasaraṇa）。」中的「自」 (《雜阿含經

2 卷 36 經，頁 8 上)；「我（aham）不與世間諍。」的「我」(《雜阿含經》2 卷 37 經，頁 8

中)；「云何比丘為知己耶？謂比丘自知我有爾所信、戒、聞、施、慧、辯、阿含及所得。」的

「己」（《中阿含經》1 卷，《善法經》，頁 421 中）。
7 楊郁文（1999），《阿含要略》，台北：法鼓文化(修訂版)，頁 420。
8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1 卷 273 經，頁 72 下。
9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2 卷 297 經，頁 84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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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靈魂是獨立於身體存在的精神實體。靈魂不滅說就是「常見」的一種。「斷

見」的「無我論」即「命即是身」是指靈魂與身體不可分，身體毀壞，靈魂

就無處可宿。「斷見」又可稱斷滅論，虛無主義也是「斷見」的一種：「若

無我、無我所者，當為無我、無我所。」10。佛陀所說的「無我」，不是「斷

見」的「無我論」，是離常又離斷的離於二邊之「無我」。在《雜阿含經》

中明確說到：

有三種師，何等為三？有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而

無能知命終後事，是名第一師出於世間。復次，仙尼！有一師：見

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見是我。如所知說。復次，仙尼！有

一師：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亦復不見命終之後真實是我。仙尼！

其第一師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名曰斷見。彼第二師見

今世後世真實是我。如所知說者，則是常見。彼第三師不見現在世

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不見我。是則如來、應、等正覺說，現法愛

斷、離欲、滅盡、涅槃。11

第一種師，是見現在世之我為真實之我，而無法能知命終後之事。第二種師，

同樣是見現在世之我為真實之我，不同的是命終之後亦見是我。第一種師是

「斷見」，第二種師是「常見」，第三種師即指佛陀談論的「無我」正解。

「不見現在世真實是我，命終之後亦不見我」不是對自我的全然否定，而是

否定有所謂常住不變的自我，否定有實體性的自我。因此，下一小節將討論

《阿含經》中佛陀論證「無我」的常見形式。

10 完整為：諸比丘！因有色，由取於色，由現貪於色，而起如是之見：若無我、無我所者，當

為無我、無我所。（《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5 冊，《相應部經典‧見相應》，頁 305。）這裡所

說的無我、無我所，不是了知無常、苦之後的無我、無我所，而是執著後所生起之斷見的無我、

無我所。楊郁文將這段原文譯為：諸比丘！有色故，取色、執取色已生起如是見：不可能有我、

亦不可能有我所，我當不有，我所當不有。（楊郁文（1999），《阿含要略》，台北：法鼓文化(修

訂版)，頁 416。）
11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5 卷 105 經，頁 32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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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論證「無我」的形式

在《雜阿含經》中，關於「無我」的論述，標準的論證形式可歸類於兩

種。第一種論證順序為五蘊之「無常→苦→非我」，如下所示：

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

如是觀者，名真實正觀。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即苦，苦

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如是觀者，名真實觀。12

當人執五蘊為有時，見其無常，人便會生苦。因此，佛陀要告誡的是，之所

以會生苦，是人的執著作祟，應要理解五蘊非我。因五蘊屬變易法，是緣起

故，所以既不是我，亦不是我之所有。這就是佛陀論證無我的第一種形式。

無常的意思是對永恆、常在的否定，無我的意思是對有穩固實體的否定。第

二種論證形式為五蘊之「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下所示：

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

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如是觀

察，受、想、行、識亦復如是。13

五蘊無論是在任何時空或任何狀態都不是我，都不是我所有，五蘊既不在我

之中，我亦不在五蘊中。關於第二種論證形式，可從以下佛陀詳細說到對五

蘊與我的關係，進一步理解：

不見色是我，不見色異我，不見我中色、色中我。不見受、想、行、

識是我，不見識異我，不見我中識、識中我。是名得無身見。14

《佛光大辭典》解釋：「阿含經典中，否定下列四種有關「我」之觀念見解：

(一)人類個體之全體為「我」，即五蘊為我。(二)各個體內之中心生命為「我」，

即我有五蘊。(三)宇宙原理為「我」，即我中有五蘊。(四)存在的每一要素

12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 卷 9 經，頁 2 上。
13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 卷 33 經，頁 7 下。
14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1 卷 570 經，頁 1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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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各有其固有之性質（自性），即五蘊中有我。」15此四種關於我的見解，

被後來的一切有部稱為「有身見」。第一種為「我見」，其餘三種為「我所見」。

身是五蘊之聚集，執著於我與我所為實有，是一種妄見。若能明瞭此理，便

稱「無身見」。觀察這兩種論證形式，我們可以理解到佛教無我論是建立在

五蘊說與其無常之因的緣起論之上。因此，在下一節要探討的是五蘊、緣起

與我的關係，進而理解佛教無我論的真正意義。

第 3.3 節 五蘊與我的關係

此節將談論佛教思想中，構成人格的五種物質與精神要素—「五蘊」。這

也是帕費特等學者對佛教無我思想，最主要的認知。另外，也會探討「假名」

的概念，與「五蘊」和心物理聯繫性的關係。

3.3.1 五蘊與五取蘊

我們可從五蘊說，得知佛教知識論的形貌，即人與經驗世界的認識過程

與知識的形成。在初期佛教中，著重在倫理學上實踐意義的無明、苦的解脫，

尚未在知識論上有更深入地分析工作。在部派佛教中，佛教知識論已具理論

架構。從初期佛教重視的人生價值意義，部派佛教在主體與經驗對象到經驗

世界皆有進一步的考察。四部《阿含》中，關於五蘊的談論當屬《雜阿含經》

最為繁多。不過，在其經文中，大都是在形容五蘊的無常、變易的性質，少

數提其作用。關於各蘊詳細的定義，在部派阿毘達磨經典中，有了分析性的

解釋。以下分別交叉參酌探討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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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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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 五蘊

蘊（梵 skandha）舊譯為「陰」，是積聚的意思。五蘊是人生命的構

成要素，分別為色、 受、想、 行、識等五蘊。哈維（Peter Harvey）稱

五蘊為「personality-factors」16，意指五蘊是人格之組成要素。在《雜阿

含經》中，提到五蘊組織上的定義17：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何等為五？謂色受陰，受、想、行、

識受陰。云何色受陰？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

云何受受陰？謂六受身。何等為六？謂眼觸生受，耳、鼻、舌、

身、意觸生受。……云何想受陰？謂六想身。何等為六？謂眼觸

生想，乃至意觸生想。……云何行受陰？謂六思身。何等為六？

謂眼觸生思，乃至意觸生思。……云何識受陰？謂六識身。何等

為六？謂眼識身，乃至意識身。18

此處雖說受陰（取蘊），不過五取蘊與五蘊在作用上無可分別，故仍引用

談論五蘊。其中不同之處，在下一小節將會說明。關於上引文與個別五蘊

之定義，以下將分別說明。並且依序對照維特（Tilmann Vetter）與哈維

對五蘊的英譯解釋19。

色（梵 rupa，body、material form）20，簡單地說是指物質形成之物，

亦可泛指一切現象。而這物質是由地、水、火、風四種元素所構成。《佛

16 Harvey, Peter（2004）,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na in Early

Buddh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p.4.
17 楊郁文將五蘊之定義分為四個面向：法相的、組織的、緣起的、法性的。詳見《阿含要略》，

頁 270-272。
18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3 卷 61 經，頁 15 下-16 上。
19 即參考維特（2000）的 The‘Khanadha Passages’in the Vinayapitake and the four main Vikāyas,

p.20 與哈維（2004）的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na in Early

Buddhism, p.4。關於五蘊的英譯部分，較有爭議的是想、行、識三蘊，英譯依序參考維特與

哈維著作對其的解釋。以想蘊為例：想（梵 samjba，ideation、cognition），ideation 是維特

的英譯，cognition 是哈維的英譯。
20 哈維解釋到色蘊英譯為（material）form 即是指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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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辭典》：「rupa 係自 rup（造形）之動詞語根變化而來，故含有「有

形狀」之意。又謂 rupa 是由 ru（壞）之動詞語根轉變而來，有變壞、變

化之意。」21物質之物佔有一定的空間，亦會消失毀壞，而人的肉體亦由

之組成。

受（梵vedana，feeling），簡單地說是感受，即是指六根22（sense organs）

與六境23（sense objects）的接觸所產生的感受作用，共有六種受，即「六

受身」。在《阿毘達磨俱舍論》進一步說到「受蘊」是「領納隨觸」24，

即是指隨著六觸的作用所產生的感受。「觸」（梵sparca）指的是境（對

象）、根（感官及其機能）、識（認識）三者和合時所產生之精神作用；

亦即指主觀與客觀接觸之感覺而言。25哈維將「觸」譯為「stimulation」，

意指感官的聯繫後所在內心產生的直接認識26。

想（梵 samjba，ideation、cognition），是指經由六觸，生於受之後

所產生的認識作用，共有六種想，即「六想身」。《俱舍論》對於「想蘊」

的定義：「想蘊謂能取像為體，即能執取青、黃、長、短、男、女、怨、

親、苦、樂等相」27，即關於概念形成之工作。故維特將之譯成觀念構成

（ideation）。中村元則將想蘊譯為「表象作用」28。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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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1。
22 六根：眼根（視覺器官與視覺能力）、耳根（聽覺器官及其能力）、鼻根（嗅覺器官及其能

力）、舌根（味覺器官及其能力）、身根（觸覺器官及其能力）、意根（思惟器官及其能力）。
23 六境：指六根所取之六種對境，亦為六識所感覺認識之六種境界。即色、聲、香、味、觸、

法。
24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1 卷，頁 4 上。
25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6802。
26 stimulation: the mind’s bare awareness of sensory contact.（Harvey, Peter（2004）, The Selfless Mind:

Personality, Consciousness and Nirvāna in Early Buddhism, London ; New York :

RoutledgeCurzon, p. 5.）
27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1 卷，頁 4 上。
28 中村元（2007），《中村元選集〔決定版〕第 15 卷：原始仏教の思想Ⅰ》（第 6 刷），東京：春

秋社，頁 488。（之後的行蘊、識蘊出處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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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梵 samskara，impulse、constructing activities），簡單地說指意志。

《俱舍論》：「行名造作。思是業性造作義強。」29隨著六觸的作用所產

生的思慮、意志，共有六種思（行），即「六思身」。所謂六思身，即與

六識相應之「思」30，如眼觸所生之思、耳觸所生之思，乃至鼻、舌、身、

意等諸觸所生之思。31印順導師進一步解釋到「行蘊」為「對境而引生內

心，經心思的審慮、決斷，出以動身，發語的行為」32。中村元則將「行

蘊」譯為「形成作用」。

識（梵 vijbana，sensation、discernment），簡單地說指意識。《俱舍

論》：「各各了別彼彼境界，總取境相，故名識蘊。」33《雜阿含》：「眼、

色緣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34 這是指感官對感官對

象，產生了了別作用（見聞嗅味觸知）的六識。中村元則將「識蘊」譯為

「識別作用」。

總的來說，「識」，是人認識作用所仰賴的關鍵，從而能夠憑藉感官

與客觀對象接觸，產生感受、形成概念、而能決斷、行動。從「我眼見色，

我耳聞聲，我鼻嗅香，我舌嚐味，我身覺觸，我意識法」35的認識活動中，

從反覆的感覺作用中形成概念，思慮後有所動作與意志作用。人的認識活

動便是由識的作用開始。離開了色、受、想、行，也無識的存在。哈維將

佛教知覺過程總結如下36：

29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1 卷，頁 4 上。
30 「思」（梵語 cetana）：「即對境審慮而引起心、心所造作之精神作用。近於現代語所謂之

「思想」、「意志」等」（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3807。）
31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2567。
32 印順（2000），《妙雲集 8：佛法概論》，新竹：正聞出版社，新版，頁 59。
33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1 卷，頁 4 上。
34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3 卷 306 經，頁 87 下。
35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3 卷 306 經，頁 87 下。
36 Harvey, Peter（2004）,Ibid.,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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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2 五取蘊

在經驗世界中，認識的過程、認知的活動中，不僅是客觀上對對象的

認識，在主觀上時常會受到個人過去的經驗、內在心理的情緒、外在環境

因素等等的影響，而會產生認識上的誤解、不足、遮蔽，使得無法客觀正

確地認知經驗世界。「五取蘊」便是要強調主體在認知的過程中，有染污

與執著的傾向。

「取」（梵 upadana），漢語常譯為「受」。哈維將「取」英譯為「grasping」，

意指對事物或觀點的緊抓不放37。「取蘊」即由取（煩惱）而生或能生取

之有漏之五蘊。《雜阿含經》中，佛陀明確談論到五蘊與五取蘊的的分別：

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陰及受陰。云何為陰？若所有諸色，若

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

若遠、若近，彼一切總說色陰，隨諸所有受、想、行、識亦復如

是。彼一切總說受、想、行、識陰，是名為陰。云何為受陰？若

色是有漏、是取。若彼色過去、未來、現在，生貪欲、瞋恚、愚

癡及餘種種上煩惱心法。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是名受陰。38

「有漏」（梵 sasrava），是指人在煩惱所產生之過失、苦果中迷失流連，

無法掙脫。當人能夠達到斷滅煩惱之境界時，則稱為「無漏」。五蘊與五

取蘊的差別在於當人有所執著，便產生種種貪欲、愚痴等煩惱心法，亦會

執著五蘊為有：

世尊告諸比丘：有五受陰。云何為五？色受陰，受、想、行、識

37 grasping: clinging to things and views. (Harvey, Peter（2004）, Ibid., p. 5.)
38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 卷 55 經，頁 1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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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陰。若諸沙門、婆羅門見有我者，一切皆於此五受陰見我。39

世尊要闡述的是見有我者皆是執著於五蘊而見有我。但是，此五取蘊真為

有嗎？「觀此五受陰，是生滅法。所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40，若真

為有，又怎會滅。因此，佛陀進一步說道，愚癡之人無明之處在於：

云何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於五受陰見我繫著，使心結縛而生

貪欲。比丘！愚癡無聞凡夫無慧無明，見色是我、異我、相在。

如是受、想、行、識，是我、異我、相在。41

愚癡之人既見五蘊為我、亦見我有五蘊，既見我中有五蘊、亦見五蘊中有

我。覺知之人則能觀五蘊之無常：

云何聖弟子有慧有明？不說我繫著，使結縛心而生貪欲。聖弟子

不見色是我、異我、相在。如是受、想、行、識，不見是我、異

我、相在。如是。……若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

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正觀

皆悉無常。如是受、想、行、識。42

3.3.2 五蘊與假名

在佛教思想裡，關於主體的學說如知識論中的認知主體、倫理學中的行

為主體等，與核心教義「無我」毫無抵觸。因為，佛教無我思想是對主體之

恆常存在的否定。不過，在西方學界，大抵上將佛教在人的問題上的論述，

歸屬於「化約主義」或者「消除主義」43。歸於「化約主義」者，是將佛教

無我思想理解為人的存在化約為五蘊的存在；歸於「消除主義」者，是將佛

39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 卷 45 經，頁 11 中。
40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3 卷 59 經，頁 15 中。
41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3 卷 62 經，頁 16 上。
42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3 卷 62 經，頁 16 中。
43 詳見第 3.5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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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無我思想理解為只有五蘊的存在，沒有人的存在。帕費特將佛教視為「消

除式的化約主義」，亦是以為佛教無我思想是主張只有五蘊存在，沒有人的

存在。然而，在這「化約主義」或者「消除主義」兩種歸類之中，五蘊的存

在是無庸置疑的。但，由上一小節可知，佛教否定有恆常存在的主體，就是

由於五蘊之無常。當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時，

是肯定了五蘊的存在，便無法正確地理解佛教無我思想。因為，佛陀要人明

瞭的道理是，即使人格存活中，亦要明白五蘊是無常。甚至，有人會將佛教

無我思想，歸於虛無主義行列，因為，連五蘊的存在也否定了。不過，先前

也提到了，這是屬於佛教反對的外道之一—「斷見」44。

西方學者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時，是賦予

佛教特有概念「假名」（梵 prajbapti）一個過於重要的位置。既然人的存在

是五蘊的存在，甚至只有五蘊的存在，因此，「人」字的使用僅為「假名」，

僅為一個名稱。在部派佛教中，則將人之假名概念稱為補特伽羅（梵

pudgala），而補特伽羅在佛教主體存在問題上有重要的地位45。帕費特在《理

由與人格》附錄 J 中，引用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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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這段談話，的確是主張「那先」僅為「假名」，僅為一個名稱。不過，若繼

續彌蘭陀王與那先比丘的對談，可以得知那先比丘用車喻與身喻之說，來說

明人的存在是由五蘊所構成，並且由於是因緣和合之故，所以無我。在附錄

J 中另一段引自《俱舍論‧破執我品》也是同樣的道理47。佛教思想裡，「假

44 詳見第 3.2.2 節。
45 詳見第 4.3.1 節。
46 原文、引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9。
47 一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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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引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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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使用是在破除一般信念中有永恆之我。在第一章曾談論過帕費特「國

家」例子，在佛教經典中常有類似的比喻48。在《中阿含經》：

猶如因材木，因泥土，因水草，覆裹於空，便生屋名。諸賢！當知

此身亦復如是。因筋骨，因皮膚，因肉血，纏裹於空，便生身名。49

身體是由筋骨、皮膚、肉血所組成，猶如房屋是由材木、泥土、水草所造成。

但佛陀未單從五蘊去談論無我。若只從五蘊得出無我的結論，那佛陀會同意

下面的論述：不是真的有所謂的「自我」，與其說有「自我」存在，不如說

只有五蘊的存在。但是在佛陀那，五蘊是緣起故，屬不實在。

西方學者，用「假名」來說明人的存在是五蘊的存在，甚至只有五蘊的

存在，是斷章取義的結果。若帕費特能繼續觀察《彌蘭王問經》後續的討論，

便能夠理解緣起說在佛教無我思想中是不可或缺的。也因為如此，其他學者

才會將佛教無我論視同於「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這是未能進一步探

討緣起思想，而將五蘊視為存在的結果。佛教無我思想，要闡述的是「自我」

的不常在，而非「自我」的不存在，要闡述的是「五蘊」的不常在，而非「五

蘊」的不存在。因此，要談論佛教「我」的概念，除談論「五蘊」外，亦必

須談論「緣起」才算充足。

3.3.3 五蘊與心物理聯繫性

關於五蘊，學者們根據經典中論述將之分為兩大類：物質要素與精神要

素，即將受、想、行、識歸於精神要素之中。佛教概念中，「名色」（梵

nama-rupa），是指一切精神與物質之總稱。換句話說，「名色」為五蘊之總

稱。受、想、行、識為精神要素，藉「名」而得以詮顯。在初期佛教中，五

蘊僅有「名色」之分。在部派佛教中，把一切法進一步分為五種50，除屬物

48 詳見第 1.1.2 節。
49 《大正藏》第 1 冊，《中阿含經》7 卷，《象跡喻經》，頁 466 下。
50 (一)色法，指物質界。(二)心法，指構成心主體之識。(三)心所法，指心之作用。(四)心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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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之「色法」外 ，受、想、行為心之作用屬「心所法」，識則為「心法」

（心王）。日本學者木村泰賢：「第一之色，攝一切物質的要素，依於他之

四蘊，而舉為重要之心理的要素。」51他又說：

所謂原始佛教內心作用代表的分類，仍為前之五蘊說之後四蘊。即

以心之要素…若自心、心所之分類觀之，則最後之識，謂為心王。

其他三者，是為心所。52

不過，心、心所之分類仍是到了部派佛教時期，才作的分類。在四部《阿含

經》中，未有心、心所之細分。

在《巴英字典》中，解釋「名色」為人之「個體性」（individuality），

並且明言名與色是「不可分割的」（inseparable）53。而在「個體性」涉及

的種種解釋有：不可分割性、差異性、同種內之劃分、時間內的同一性、不

可表述性、以及不可例化性54。由此可知，從佛教五蘊說中，可以看出西方

思想中在人格同一性中具有重要性的物理聯繫性與心理聯繫性。「色蘊」涉

及的是人格中的物理聯繫性，其他四蘊涉及的是人格中的心理聯繫性。在佛

教思想中，五蘊在組成人格的地位上同等重要，即心物理聯繫性是相互依存

55。並且，佛陀反覆明言道：五蘊不是永恆的存在。雖然，在部派佛教中將

行法，非色法、心法而與心不相應之有為法，例如「生住異滅」，便是說明存在之現象。(五)

無為法，其生滅變化並非因緣所作，亦不起作用。（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

引書，頁 1087。）
51 木村泰賢著，歐陽翰存譯（1993），《原始佛教思想論》，台北：商務印書館，頁 98-99。日本

學者水野弘元亦說道：五蘊原來是將個人的肉體與精神分為色、受、想、行、識五要素，但是

有時不只是個人的要素，包括周圍的環境等，也稱為五蘊。此時，一切現象的物質（色）與精

神（受、想、行、識） 即是五蘊。（水野弘元著，釋惠敏譯（2000），《佛教教理研究：水野

弘元著作選集二》，台北：法鼓文化，頁 42。）
52 木村泰賢著，歐陽翰存譯（1993），同引書，頁 120。
53 Davids, T. W. Rhys & Stede, William（2001）, Pali-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Munshiram

Manoharlal Pub., p.350.
54 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主編（2002），《劍橋哲學辭典》，台北：貓頭鷹出版，頁 578。
55 從構成人格的角度來看，五蘊是平等地重要的。色、受、想、行、識是相互聯繫的。因此，

不是指對五蘊存在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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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為色法、心法、心所法，但這是為了理解之便而分，並非真的將人格組

成要素五蘊分割開來。

帕費特在其跨時間的人格同一理論中，提升了心理聯繫性的重要56。他

肯定了心理聯繫性，否定存活中人格同一性的重要。也因此，他破壞了「個

體性」概念涉及到：時間內的同一性、差異性、不可表述性的重要。他既否

定了歷時同一性的重要，也否定了人格的差異性所帶來的獨特性57，也明言

與人格之相關可以非人稱地描述。帕費特將佛教思想中相互依賴的心物理聯

繫性分割開來，僅承認心理聯繫性的重要。他在否定存活中人格同一性的重

要時，正確地來說是否定了物理聯繫性的重要58。倘若，佛教無我思想，是

化約主義或者消除主義，應該是肯定心物理聯繫性任一聯繫性的重要。因

此，可以得知，對帕費特而言，否認人格同一性的重要，重要的是心理持續

性的這個主張，在佛教思想中，是自相矛盾：既否認「名色」，又肯定「名

色」（名色不可分）。

第 3.4 節 緣起與我的關係

在上一節中，反覆論說佛陀談無我思想指的是在時間上對永恆存在的否定

（諸行無常），且既然不是永恆存在，當然在空間上也沒有獨立穩固之實體的

存在（諸法無我）。要理解佛陀這樣主張的理由，就必須探討佛教的緣起理論。

西方學者在探討佛教無我觀時，大部分僅對五蘊說著墨。不然，就是提及了緣

起說，卻當作狹義的因果關係來理解。因此，在此節，除了討論緣起說外，更

會針對此論點來作分析。另外，也會針對帕費特「依賴時間的主張」是否與緣

56 關於帕費特的心理持續性（強心理聯繫性的重疊鏈的維持），筆者將於第 3.5.1 節與佛教概念

「相續」一起討論。
57 非化約主義者主張，消除人的獨特性，會引起倫理學上的隱憂。詳見第 4.2.1.2 節。
58 帕費特雖說我們不是脫離大腦與軀體獨立存在的實體，但他說時間的同一性僅涉及心理持續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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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說有關聯。

3.4.1 緣起與無常

「緣起」（梵 pratitya-samutpada）指一切諸法之所以得以成立，仰賴

著種種條件的聚集，即因緣的和合。「因」（梵 hetu，causes），指引發結果

的內在原因，「緣」（梵 pratyaya，conditions），指引發結果的外在條件59。

在佛教緣起說中，人是在十二支因緣之中生死流轉：無明、行、識、名色、

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60，沒有永恆的自我：

如是緣癡有行，緣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

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有有生，緣生

有老、死、憂、悲、苦惱。大患所集，是為此大苦陰緣。61

此十二支中，前者為後者生起之因，前者若滅，後者亦滅。因此《雜阿含經》

有云：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謂緣無明有行，乃至生、老、病、

死、憂、悲、惱、苦集。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謂無明滅

則行滅，乃至生、老、病、死、憂、悲、惱、苦滅。62

在有、無、生、滅之中，十二因緣彼此相互依賴。這是佛陀觀察經驗世界後，

所得到的不變真理。佛教緣起說要闡明的是，世間一切事物皆由因、緣所成

立，沒有憑藉自己就可成立的事物，也沒有永恆存在的事物。當 A 生 B 生

59 在廣義的「因」中，是包含著「緣」。這將在第 3.4.2 節中說明。
60 在論文中，將不一一詳細說明各支因緣之意思解釋。由於主要探討緣起、無常與無我的關係

之故。十二支緣起簡要意思各為：無明（梵 avidya）即無知；行（梵 samskara）即業，造作、

行為之意；識（梵 vijbana）指心、身之認識作用；名色（梵 nama-rupa）指五蘊之有機複合

體；六處（梵 sad-ayatana）即六根；觸（梵 sparca）感受所依；受（梵 vedana）感受；愛（梵

trsna）執著之本源；取（梵 upadana）即執著；有（梵 bhava）即所謂的存在；生（梵 jati）

指老死之源、老死（梵 jara-marana）指人必經之痛苦事實。
61 《大正藏》第 1 冊，《長阿含經》10 卷，《大緣方便經》，頁 60 中。
62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0 卷 262 經，頁 6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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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 B 有），A 滅 B 滅（A 無 B 無）時，我們就不能說 B 具有獨立性質，

也不能說 B 是永恆存在。所以我們既不能說絕對有 B，也不能說絕對無 B。

這即是佛陀反對「常見」與「斷見」的理由。

由此，我們再來觀佛教五蘊說。在佛教思想裡，一切諸法皆是由因、緣

所成立，人生命的構成亦是如此。五蘊的形成是：

四大因、四大緣，是名色陰。所以者何？諸所有色陰，彼一切悉皆

四大，緣四大造故。觸因、觸緣，生受、想、行，是故名受、想、

行陰。所以者何？若所有受、想、行，彼一切觸緣故。名色因、名

色緣，是故名為識陰。所以者何？若所有識，彼一切名色緣故。63

色、受、想、行、識是由因、緣所成立，當因、緣滅時，五蘊亦不復在。因

此，五蘊之無常來自於緣起之故：

色無常。若因、若緣生諸色者，彼亦無常。無常因、無常緣所生諸

色。云何有常？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者則是苦，苦者

則非我，非我者則非我所。64

然而，又為何說無常則苦？《雜阿含經》：

若善男子知色是無常已變易，離欲、滅、寂靜、沒。從本以來，一

切色無常、苦、變易法知已。若色因緣生憂悲惱苦斷，彼斷已無所

著，不著故安隱樂住。安隱樂住已，名為涅槃。受、想、行、識亦

復如是。65

那是因為未能明此理，而當賴因、緣生之事物滅後，人會生憂、悲、惱、苦

之心理情緒。因此，當西方學者將佛教無我思想僅理解為「化約主義」、「消

除主義」、「虛無主義」是不恰當的。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引

用自《俱舍論．破執我品》：

63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 卷 85 經，頁 14 下。
64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 卷 11 經，頁 2 上。
65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2 卷 36 經，頁 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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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說實我喻不極成。說蘊便非自在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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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同樣的，帕費特若能進一步探討此段上下脈絡就可得知，此段經文說明了

五蘊之無常—緣起思想。此經文上下脈絡為：

能自在為名為作者…若說實我喻不極成。說蘊便非自在作者…於

中無一自在起者。一切有為屬因緣故。

視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消除主義」、「虛無主義」的同時，是把

構成人格的五種要素視為有（化約主義、消除主義）、視為無（虛無主義）。

但是，五蘊並非獨自得以存在、也非永恆存在，他憑藉因、緣而生，必會

因此而滅，要說五蘊為有也不是，要說五蘊為無也不對。若說五蘊為有或

五蘊為無，便是未能明白世間萬物緣起之理，未能明瞭萬事萬物相互依賴

的緣故。

3.4.2 緣起與比喻

在第 3.3.2 節中，已提到《彌蘭王問經》中那先比丘曾用車喻類比人的

存在。而在佛教經典中，常有類似的比喻來說明「因緣和合」。不過，就如

帕費特一樣，西方學者一般僅理解到「那先」、「車」等等僅為「假名」，僅

為一個名稱。為進一步瞭解，來看帕費特「國家」例子。在《理由與人格》

中，帕費特以「國家」類比於關於人格同一性的化約主義主張。他說國家並

非是脫離人民與領土單獨存在的實體，化約主義論者會同意以下的論點，且

66 原文、引文、譯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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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將帕費特推論過程整理如下67：

一個國家的存在僅涉及到那些在其領土上以某種方式生活的人民

的存在。

一個國家僅是這些人民和領土。

國家的概念是與其人民與領土相分離的實體概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不是真有國家這個實體，只有生活在領土上的一群人而已。

在〈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帕費特進一步將佛教無我思想歸類於「消除式

的化約主義」，並且說明這就是佛教的無我思想：

不是真有人這個實體，只有大腦、身體、思想與經驗而已。

隨後提出佛教內部的證據來說明。

帕費特引用了在《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也曾引用的兩段經文，第一段是

引自《清淨道論‧說見清淨品》68：

實際唯名色，無有情與人。如空作木偶，苦集如草木。

The mental and the material are really here, but here there is no human

being to be found. For it is void and merely fashioned like a doll, just

suffering piled up like grass and sticks.

本論文所列帕費特所引用的七段經文之漢譯，是按照帕費特所引述之英譯為

67 前提一：A nation’s existence just involves the existence of its citizens, living together in certain

ways, on its territory。前提二：A nation just is these citizens and this territory。前提三：A nation is

an entity that is distinct from its citizens and its territory。結論：There are really no such things as

nations. There are only groups of people, living together in certain ways。前提一在《理由與人格》

出現，前提二、三在《理由與人格》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皆有出現，結論在〈毫無份量的

同一性〉之中。（請詳見《理由與人格》頁 211-212 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頁 17）
68 原文、引文、譯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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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起點。按照英譯，此段經文主要是說明只有物質與精神要素存在，沒有

人存在，將人的存在化約為名色的存在，甚至是消除式的只有名色存在。雖

漢譯經文看來應是如此理解沒錯，但是只有脈絡性的考察，才足以在不同文

化的思想上作斷言。因此，我們必須考察這段引言上下文來進一步說明。此

段《清淨道論》的所屬小節是在討論關於名色之譬喻，說明佛陀在經典中僅

說明名色，非說有情，非說補特伽羅的原因：

如斯依數百之經典而唯說名色，非〔說〕有情，非〔說〕補特伽羅。

故譬喻集合車軸、輪、車箱、轅等之部分以成物形時稱為車，一一

部分善於觀察時，於第一義即無車，又譬喻木材等之家以木材圍於

虛空成一建物時，稱為家，依第一義則無家，又譬喻指、拇指之成

為一形時，稱為拳，胴、絃等〔成形為一物〕時，稱為琵琶，象、

馬等成形一群時，稱為軍隊，城壁、家屋、城門等〔形成一物〕時，

〔稱為〕城市、幹、枝、葉等形成一物時，稱為樹，於第一義即無

樹。如斯有取蘊時，稱為有情、補特伽羅，若一一之法善觀察者，

於第一義，即無有情之基礎執著：「有我」、「我」，於第一義唯名色

而已。如斯觀之〔瑜伽〕者之見，言為如實見。其次捨此如實見，

所執有「有情」者，即承認〔自己之〕滅亡，又〔承認〕不滅，承

認不滅者墮於常〔見〕，承認滅亡者墮於斷〔見〕。何以故？如酪由

牛乳而出，其他之物不得由此而出故，執著「有情是常」者言為滯

著，執著「〔有情〕是斷絕」者，言為過失。69

從此段上文，再次得知，帕費特引用「實際唯名色，無有情與人。如空作木

偶，苦集如草木。」來舉證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式化約主義」是不夠周全

的。佛陀不曾說人的存在是絕對無。在佛教經文中時常出現希德瑞斯所謂的

「整體—部分」的比喻，是用以說明佛教獨有的緣起思想。帕費特未能進一

69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9 冊，《清淨道論三》，頁 28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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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從經典中脈絡性的考察，將佛教無我思想歸類於佛教自身就反對的「斷見」

之中，是不合理的。第二段經文引自《俱舍論‧破執我品》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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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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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英譯，第二段經文主要是說明行為與結果都存在，但行為主體不存在。

存在的僅是五蘊組成的假名而已。回到漢譯經文，此段引言之上文有一段關

鍵：「世尊若答命者72都無，彼墮邪見故佛不說，彼未能了緣起理故。非受

正法器，不為說假有，理必應爾。世尊說故…謂執有我則墮常邊，若執無我

便墮斷邊。」與第一段經文之所屬小節一樣，此段上文同樣出現了常見與斷

見之分。此段經文沿其脈絡，不只談論主體存在的僅是五蘊組成的假名而

已，還有佛教緣起說。

佛陀的無我說不是否定行為主體不存在，而是行為主體不常在。當佛陀

欲回答「有我、無我？」這樣的問題時，從未直接了當地說：的確有我、的

確沒有我。而是用比喻試圖讓問者理解世間緣起之真相，理解生滅道理之後

再來談實體我之有無。若未明緣起之理，無論回答哪一個答案，皆只是立足

在緣起論的一邊。說有我，僅是回答有隨因緣生起之我，說無我，僅是回答

有隨因緣滅盡之我。因此，可以明瞭，佛陀在經典中所提到的車喻說、身喻

說，若能細讀文中脈絡，必會出現關鍵之「因緣」或「緣起」二字：

70 原文、引文、譯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2。
71 此偈完整為：觀為見所傷，及壞諸善業。故佛說正法，如牝虎銜子。執真我為有，則為見牙

傷。撥俗我為無，便壞善業果…由實命者無。佛不言一異。恐撥無假我。亦不說都無。謂蘊相

續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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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觀發問者。無力

解真空。如是觀筏蹉。意樂差別故。彼問有無我。佛不答有無。
72 此為命與身。此段是論命與身為一或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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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謂有眾生，此則惡魔見。唯有空陰聚，無是眾生者。如和合眾材，

世名之為車。諸陰因緣合，假名為眾生。73

此偈顯現出在各比喻中所謂的假名「車」、「人」，皆是因緣而生滅。就像

是車子是由許多原因、條件的聚集所組成，如市場的需求、材料的製作、零

件的組合、工程師的技術等每一面向的順利無礙，有了假名為車的形體，以

及代步之功用，車並非是獨自而生，也非永恆常在，因為：

此形不自造（依賴於緣故），亦非他所作（也依賴於因故）。因緣會

而生，緣散即磨滅。如世諸種子，因大地而生。因地水火風，陰界

入亦然。因緣和合生，緣離則磨滅。捨一切愛苦，離一切闇冥…74

只要緣滅，即不復在。不復在，並非一開始就不存在。不復在是本來存在，

緣滅後不存在。在重新理解帕費特所引述用來證明佛教無我思想是「消除式

化約主義」的兩段經文，並非僅如帕費特的主張：「不是真有人這個實體，

只有大腦、身體、思想與經驗而已」時，我們必須拒絕「消除式化約主義」

等75這樣的標籤。既然無法表述出佛教核心思想—緣起論，也就無法確切理

解到兩種文化中無我思想的不同處：無常之五蘊。

3.4.3 緣起與因果關係

本論文所探討的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化約主義」等立場的學者，未能

正確理解佛教無我思想的理由，或許是由於佛教「緣起」或「因緣」這屬於

佛教特有的概念，西方語言沒有完全對應的詞彙。一般西方學者不是未提及

緣起思想，就是未進一步解釋其討論佛教思想時，所提到的因果關係。都爾

林格（Duerlinger）在〈印度佛教哲學中關乎人的化約主義與非化約主義理

73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45 卷 1202 經，頁 327 中。
74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45 卷 1203 經，頁 327 下。
75 「化約主義」、「消除主義」同樣也應該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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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討論世親無我論時提到了因果持續（a causal continuum）的概念76，

但仍未能進一步深入解釋到佛教緣起思想。當然，也有學者未將緣起說等同

於因果關係。巴蘇（Basu）在其〈降低對自我的關心：帕費特與早期佛教學

派〉中，提到緣起說（梵 pratityasamutpada）是佛教學派中世間萬物存在的

起源形式。他將緣起說理解為「依賴的共同起源」（dependent coorigination），

即事件依賴著其他事件，全體依賴著部分77。因此，此節的重點在於指出緣

起說與因果關係的不同之處。

在佛教思想中，「因」指引發結果的內在原因，「緣」指引發結果的外

在條件。廣義的「因」是包含內在的原因與外在條件。一般的因果關係是「因

→果」，在佛教緣起論中，則是「廣義的因（狹義的因．緣）→果」。緣起

論要人注意的是結果的產生除了直接的原因外，間接的條件因素亦是不可忽

略的助力。日本學者水野弘元指出：

因果法則是就時間的前後關係而言，「緣起」乃不只是時間的前後

關係，同時也包括有空間的關係。再說，不只是時間空間裡的具體

關係，同時也包含著理由與歸結之論理的關係。此所云論理關係是

說：在平常所說的因果關係 a-b 的時候，一定是 a 在先，b 在後，

而 b-a 之關係，是絕對不能成立的。但論理關係，是 a-b，b-a 都能

夠自由成立之關係。例如說 2+3=5 的時候，3+2=5，或 5=2+3，或

5=3+2 都能夠自由成立…其項目的順序，前後調換亦無妨，這樣的

情形叫做論理關係。78

76 都爾林格對世親無我思想的探討，詳見第 3.5.3.1 節。
77 詳見第 3.5.3.3 節。
78 水野弘元著，李世傑譯（1985），〈緣起思想的發展—初期佛教的緣起思想〉，玉城康四郎主編，

《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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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般因果關係中，談論模式是「前因後果」，是一種時間上前後接

續的關係。在緣起論上，除了時間上前後相續外，還有原因與條件空間上彼

此相依的關係。即：

從上圖可知，狹義的因果關係顯現的是時間上前後之接續，佛教緣起思想除

時間上前後接續外，還包含了空間上因緣的相依。舉例來說，種子結了果實，

種子是因，果實是果，這是狹義的因果關係。在緣起論，即廣義的因果關係

上，種子結果還需要陽光、水等條件。陽光、水即是緣。在廣義之上，因與

緣是沒有分別。我們進一步來看在南傳《相應部經典》中「燃薪」之例79：

諸比丘！譬如大火聚，將燃燒十載薪、或二十載薪、三十載薪、四

十載薪，其時，有人適時投以乾草，投以乾牛糞，投以乾薪。諸比

丘！依如是，則彼大火聚將長時久燃。諸比丘！同此，於所取法，

住味觀者，增長於愛，緣愛而有取……如是，此乃全苦蘊之集。…

79 此「燃薪」之例同樣也出現在《雜阿含經》中：譬如載樵十束、二十束、三十束、四十束、

五十束、百束、千束、百千束。積聚燒然，作大火聚。若復有人增其乾草樵薪。諸比丘！於意

云何？此火相續長夜熾然不。比丘白佛言：如是。世尊：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味著、顧念、

心縛著。增。其愛緣取。取緣有。乃至純大苦聚集。諸比丘！若彼火聚熾然，不增樵草。諸比

丘！於意云何？彼火當滅不。答言：如是。世尊：如是。諸比丘！於所取法觀察無常、生滅、

離欲、滅盡、捨離。心不顧念、縛著。愛則滅，愛滅則取滅。如是廣說，乃至純大苦聚滅。（《大

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2 卷 286 經，頁 8 中。）由於《相應部經典》相較下關於因、緣

之文句較為清晰，故在此擇而引用之。

空
間
上
的
相
依

3.4 狹義因果關係與緣起論之不同

因果關係

時間上的接續

結果原因

緣起論

時間上的接續

結果
原因

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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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比丘！譬如大火聚，將燃燒十載薪、或二十、三十、或四十載之

薪。其時，有人適時不投以乾草，不投以乾牛糞，不投以乾薪。諸

比丘！依如是，則彼大火火聚前薪燒盡，因未加他者，而應熄滅。

諸比丘！同此，於所取之法，住患觀者，則愛滅。由愛滅，則有取

滅……如是，此乃全苦蘊之滅。80

柴是因，火是果，適時投以乾草、乾牛糞、乾薪為緣。當因、緣得以聚合時，

便產生了果。在此例中，若不適時投以乾草等等，火便會熄滅。緣起的道理

就是如此，因、緣散去不再聚合時，又有哪來的實體存在呢。因此，當觀大

火聚而執著於火之存在時，便會有苦。當火滅理解火之有無皆為緣起生滅而

無常時，便能超脫於苦。同樣的道理，佛陀要人別執著於自我的存在。由此

再次證明，佛教無我思想不能脫離緣起理論。而緣起理論，不只是狹義的因

果關係，而是立基於相依的因與緣間，一種在時間上接續的關係。

3.4.4 緣起與依賴時間的主張

帕費特在跨可能歷史的人格同一理論中，提出了造成「非同一性問題」

之事實的「依賴時間的主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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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來永遠不會存在」。按照這個主張，我們可清楚理

解帕費特想要表達的觀點是：若沒有造成結果之原因，結果就不會產生。從

「依賴時間的主張」這名稱來看，是強調在本來應該成立的那一時間點上，

因與緣充足與否，若不充分就不足以產生本來應該產生的結果。嚴格來說，

帕費特「依賴時間的主張」也要包含著因與緣的相互依賴，這個主張才會成

立。換言之，帕費特的主張如下：

80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4 冊，《相應部經典‧因緣相應》，頁 102-103。隨後之「油燈」例子，

也同此理：諸比丘！譬如油燈，乃依油與炷而得燃。彼時，有人適時注油，注意其炷，諸比丘！

因如是、油燈則得長久燃燒。……譬如油燈，乃依油與炷而得燃。其時，有人不適時注油，不

注意其炷，諸比丘！因如是，彼油燈之餘燃料燒盡，因未另加他者而消滅。（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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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孩子，倘若在形成受精卵的那一刻未形成受精卵的話，孩子

本來不會存在。

不過，是否只要受精卵得以形成，孩子就一定存在？受精卵的形成是孩子出

生的直接原因，但是孩子得以生存於世間上還必須依賴間接條件的助力。像

是健康的母體得以吸收養分、定期的孕時檢查、良善的醫療品質等等，廣義

上來說，這都是孩子得以出生原因。如同，前一節的「燃薪」之例，火的存

在，直接原因雖是木柴，但是若沒有適時投以乾草、乾牛糞、乾薪，火仍然

會燃燒嗎？因此，筆者主張帕費特所提出的「依賴時間的主張」，同樣牽涉

到緣起思想。

第 3.5 節 西方學者的見解

此節綜合探討西方學者對佛教無我觀的見解。包括帕費特在內的西方學

者們，把佛教無我思想歸類於「化約主義」或「消除主義」，此節是討論他們

所持理由之合理性。除帕費特外，主張佛教無我觀為化約主義的學者為都爾

林格、提勒曼、巴蘇、希德瑞斯。主張佛教無我觀為消除主義的學者為史東、

吉爾斯。

3.5.1 消除式化約主義諸問題

帕費特在 1984 出版的《理由與人格》中，將佛教無我論歸類於化約主

義。而在 1995 出刊的論文〈毫無份量的同一性〉中，似乎有意將消除主義

與化約主義合併，將佛教無我論歸於「消除式化約主義」。不過，在〈毫無

份量的同一性〉中，帕費特未提出不同於《理由與人格》的理據，可見帕

費特僅是更謹慎地將之歸類，而未有不同以往的見解。在第 3.3 節與第 3.4

節已交互討論過帕費特《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所引用之經文81。此小節則

81 還有兩段經文尚未討論到，一段將於此節提出，另一則在第 4.3.1 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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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帕費特透過柯林斯《無我》所提出的佛教之「相續」概念。在柯林斯

這本討論上座部佛教思想與比喻的專書《無我》中，第 8.4 節探討了關於

上座部經典中的「河流比喻」（river imagery）。帕費特吸收這樣的觀點，在

《理由與人格》的附錄 J 中，將「珊陀那」（梵 santana）此佛教特有的概

念比喻為「stream」82。「珊陀那」本為藥樹名，意譯則有續斷、和合之意，

在三界智尊者（Nyanatiloka）的《佛教辭典》中，註解 santāna等同於 samtati，

即「相續」之意，並將英譯為「持續性」（continuity）83。本節將分析帕

費特「(河)流」（stream）與佛教「相續」概念，以辨明此兩概念與帕費特

做為人格同一性判準的「心理持續性」之間的關係。

3.5.1.1 河流比喻

柯林斯在《無我》第 8.4 節中，一開始提到上座部「有分識」（梵

bhavavga），並且指出在南傳上座部經典中，對於「有分識」作用的比喻

是「like a flowing river」。柯林斯還分別了佛教經典中的常見的兩類「河

流比喻」：正面使用與負面使用。比喻的正面使用如涅槃，負面使用如欲

望。有鑑於柯林斯如此的探討，以下筆者進一步分析佛教經典中關於河流

之正負面比喻。

《雜阿含經》有云：「所謂流者。云何為流。舍利弗言。流者。謂欲

流．有流．見流．無明流。」84這是佛教思想中的「四暴流」（梵 catvara

oghah）概念。《佛教大辭典》解釋到：

四暴流，又作四流、四大暴河、四瀑河。暴流（梵 ogha），為

煩惱之異名，以煩惱能使善品流失，猶如洪水使家屋樹木流失。

且暴流具有漂激、騰注、墜溺之義，謂諸煩惱等漂激、騰注、墜

82 其中來龍去脈，請詳見第 1.1.1 節，頁 5。
83 請詳見第 1.1.1 節，頁 5。
84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8 卷 490 經，頁 127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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溺有情，令其於諸界諸趣諸生，生死流轉。故四暴流乃指能使善

品流失之四類煩惱。即：(一)欲暴流（梵 kama-ogha），指眼、

耳、鼻、舌、身相應於色、聲、香、味、觸等五境而起之識想，

即所謂之五欲。(二)有暴流（梵 bhava-ogha），指色界、無色

界之貪、慢、疑等。(三)見暴流（梵 drsty-ogha），指錯誤偏邪

之思想見解，例如視世界為有邊界或無邊界、謂世間為有常或無

常、臆度如來死後存在或不存在等邪見。(四)無明暴流（梵

avidya-ogha），指與癡相應之煩惱。85

這是佛教經典中，從概念中就可見河流比喻之負面使用最好的例子。從以

上對「四暴流」的解釋，可明顯得知當執著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

或「消除主義」時，即陷入「見暴流」之中。關於比喻的正面使用，《一

切經音義》：

預流，梵言窣路多阿半那，此言預流。一切聖道說為流，能相續

流向涅槃故。初證聖果，創參勝列，故名預流。預，及也，參預

也。舊言須陀洹者，訛也。或言逆流，或言入流，亦云至流，皆

一也。86

《俱舍論》中也提到「諸無漏道總名為流；由此為因，趣涅槃故」87。從

此正反兩例可得知，當佛教經典涉及到關於河流之比喻時，總是包含著流

轉無間、相續不斷的意象。因此，帕費特從柯林斯對河流比喻的探討，提

出佛教「santāna」概念。

3.5.1.2 相續

「santāna」一詞，如前所述，可等同於「相續」（梵 saMtati）。我們

85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1831。
86 《大正藏》第 54 冊，《一切經音義》47 卷 2128 經號，頁 619 中。
87 《大正藏》第 29 冊，《俱舍論》23 卷 1558 經號，頁 12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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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來看《巴英字典》的解釋。「santāna」條目之意思解釋有88：

1. spreading, ramification, tendril

2. one of the 5 celestial trees

3. continuity, succession ; lineage

另外，「santāna」書面用之延伸條目—「santati」之意思解釋則是「continuity,

duration, subsistence」89。在此兩條目中也說明，在與「心」（梵、巴 citta）

合用時，則有「continuity of consciousness」之意；在與「法」（巴 dhamma）

合用時，則有「continuity of states」之意；在與「色」（梵、巴 rupa）合

用時，則是「of form」之意；在與「行」（巴 sankhara）合用時，則有「causal

connection of material things」之意。因此，可得知帕費特在《理由與人格》

附錄 J 中所提出的「相續」概念，是與「持續性」（continuity）息息相關。

但是，日本學者平川彰指出，佛教「相續」概念不只是「持續性」的意義。

他主張關於初期佛教人格持續的問題，不能用「連續」與「斷絕」之範疇

來理解，而是要用「緣起」來說明：

緣起是捨棄連續、斷絕之範疇，把存在者（法）了解為流動性、包

括性的動力性（dynamical）的看法，同時是從智慧的立場而來的

了解對象之方式。90

換言之，由緣起法則統攝的法之「相續」是一種無間斷地的流動性，連續

與絕斷僅是流動的其中部分。

佛教「相續」概念，《佛光大辭典》：「（相續）梵語 saMtati，巴利語

同。即法之前後連續無間斷之意。」91在《大毘婆沙論》中，分為五種：

然諸相續略有五種。一中有相續。二生有相續。三時分相續。四

88 Davids, T. W. Rhys & Stede, William（2001）, Ibid., p.676.
89 Davids, T. W. Rhys & Stede, William（2001）, Ibid., p.676.
90 平川彰著，李世傑譯（1985），〈初期佛教的倫理—特以倫理主體的問題為中心〉，玉城康四郎

主編，《佛教思想（一）：在印度的開展》，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頁 62。
91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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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相續。五剎那相續。92

《俱舍論》中一再提到人是以五蘊之相續而得以存在。並且在輪迴中，生

者與滅者亦是補特伽羅之相續無間斷。如帕費特於附錄 J 引用之經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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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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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etra’, he means that his past and his present belong to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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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此段引言，也是要說明自我的存在是五蘊之相續。在《成唯識論》中，也

提到三假之一的「相續假」是指人是五蘊之相續所成，應視為無有實體之

假有。因此，我們將西方學界所謂的心物理持續性與佛教思想中五蘊之相

續相互類比時，必須理解到佛教特有的緣起法則使得「相續」意義，不只

是持續性的意思。而在西方學界僅在人格的存在歸於心理持續性或者物理

92 《大正藏》第 27 冊，《大毘婆沙論》60 卷 1545 經號，頁 310 上。接下來的個別解釋為：中有

相續者，謂死有蘊滅中有蘊生。此中有蘊續死有蘊，是故名為中有相續。生有相續者，謂中有

蘊滅或死有蘊滅生有蘊生。此生有蘊續中有蘊，或續死有蘊，是故名為生有相續。時分相續者，

謂羯刺藍乃至盛年時分蘊滅。頞部曇乃至老年時分蘊生，此頞部曇乃至老年時分蘊續羯刺藍乃

至盛年時分蘊，是故名為時分相續。法性相續者，謂善法無間不善法或無記法生。此不善法或

無記法續前善法不善法，或無記法無間，廣說亦爾，是故名為法性相續。剎那相續者，謂前前

剎那無間後後剎那生，此後後剎那續前前剎那，是故名為剎那相續。
93 此經文完整為：如燎原火雖剎那滅而由相續說有流轉。如是蘊聚假說有情，愛取為緣流轉生

死，若唯有蘊。何故世尊作如是說？今我於昔為世導師名為妙眼，此說何咎？蘊各異故。若爾

是何物，謂補特伽羅。昔我即今體應常住，故說今我昔為師言，顯昔與今是一相續，如言此火

曾燒彼事。
94 原文、引文、譯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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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在佛教思想中組成人格的五蘊，即名色，是不可分割的。帕費特

在《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提出「相續」這概念，作為佛教本會同意化約

主義的證據之一，似乎有意將以下之佛教觀點視為化約主義：

帕費特觀點：人格的存在僅在於心理持續性這特定事實。

佛教觀點：人格的存在是五蘊的相續。

不過，就如筆者一再強調，佛教思想「名色」的不可分割性，既是不可分

割，佛教觀點就不能稱為「化約主義」。因為，按照帕費特對化約主義的

定義是主張歷時的人格同一性的事實僅在於某些更特定的事實之中。因

此，當人格同一的組成有心理持續性與物理持續性時，帕費特主張僅有心

理持續性重要時，我們稱為帕費特為化約主義者。但是，佛陀從未說過人

格的組成—「名色」之中，僅有名（心理聯繫性）重要或僅有色（物理聯

繫性）重要。倘若佛陀說自我中僅有「名」（受、想、行、識）重要或僅

有「色」重要，那我們可以稱佛陀為化約主義者。因此，我們可藉由下圖

進一步理解：

在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中，A 之所以重要是在於 B 這個特定事實之中。

在佛教思想裡，B 與 A 是相互重疊，關於 A 的事實即在 B 之中，並沒有

化約了什麼。而佛教的無我思想是指：沒有永恆的 A，因為 B 的無常。

佛陀並未消除自我的存在，沒有說自我絕對不存在，是因為緣起所以沒有

A：歷時人格同一性（自我）

B：心理持續性

A

B

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 佛教思想中人格的組成

A：歷時人格同一性（自我）

B：五蘊（名色）之相續

A B

3.5 帕費特與佛教思想之人格組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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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恆的自我。因此，無論帕費特稱佛教為「化約主義」或「消除式化約主

義」，皆非佛教無我思想之本意。

3.5.2 消除主義

吉爾斯（James Giles）在 1993 年發表的〈無我論：休姆、佛教與人格

同一性〉中引用心靈哲學中化約的唯物主義（reductive materialism）與消除

的唯物主義（eliminative materialism）的區別來類比「化約式的人格同一理

論」與「無我論」。他將休姆（David Hume）視為西方哲學界中第一個也是

最重要的無我論者。這篇論文的目的便是企圖從休姆的《人性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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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將休

姆的人格同一理論與佛教無我論同樣視為「消除式的人格同一理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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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因為無我論根本不是關於自我的理論」95。這

樣的說法是有待商榷。佛教的無我論若不先理解佛陀談論的「我」為何，就

不會瞭解佛陀否定我的真正意義，而陷入「斷見」之中。有鑑於此，必須先

理解吉爾斯在其論文中，對佛教無我論的理解。

吉爾斯在佛教無我論的理解，建立在「二諦說」、「假名」之上，並引《彌

蘭王問經》為佐證。他提到要理解佛教無我論要先瞭解佛陀在論述義理上會

蘊涵著一種間接的意義（indirect meaning）96，即雖稱「我」但非指有一我

的實體，而僅是語言上的使用。他指的是佛教特有思想的「假名」概念。「假

名」（梵 prajbapti），最主要是基於緣起說，是指一切事物的存在是眾緣之和

合，雖有名稱，卻非獨立存在，雖有「我」，卻非恆常存在。不過，吉爾斯

並未從「假名」進一步探討佛教核心思想緣起說。他雖提到了佛教的「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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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t and West 43(2), p.175.
96 Giles, James（1993）, Ibid. , 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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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勝義諦與世俗諦，但也僅是表示佛教的「無我論」之真理是用世俗的

方法來做說明。97引用《彌蘭王問經》也僅是討論「我」是（五蘊）因素的

集合。在吉爾斯論文最後，他說：

佛教克服妄想的自我的方法，是致力於冥想……持續的向內的凝

視。透過如此，那被信以為真的內在自我會理解到：僅僅是短暫的

因素的聚集。98

很明顯的，吉爾斯武斷地將佛教的「無我論」視為消除主義，落入了佛教所

謂的外道之一「斷見」之中。並且以為佛教「無我論」如同休姆的人格同一

理論:人僅是知覺的集合體，自我僅是想像力的虛構。如吉爾斯他說的，其

論文將涉及的是一種觀念跨文化的談論，不過這場談論，大部分是以作者主

觀的意向為主軸，未能對佛教的「無我」思想有更清楚的釐清。

另一位將佛教無我論視為消除主義的是史東（Jim Stone）。他在 1988

年發表了一篇名為〈帕費特與佛陀〉的論文。但是，全文中，主要是探討帕

費特的理論。只有結尾部分，談論到了佛教無我觀。與吉爾斯一樣，史東將

佛教無我觀等同於休姆的人格同一理論。甚至，遠溯於先蘇哲學家赫拉克力

圖斯（Heraclitus）的萬物流轉說。他說：

我們必須面臨到我們不存在的這個事實。這是在自然也不過的事

實。這很可能是赫拉克力圖斯的思想，這明顯地是休姆與佛陀的思

想。在休姆與佛陀的思想中，都找不到一個持續的自我。99

不過，關於佛教無我思想的進一步理論分析，史東幾近隻字未提，僅僅將與

休姆劃上等號。

因此，我們可得知，將佛教無我思想歸類於消除主義的學者，大都把佛

97 原文如下：It would be to conflate the levels of truth and think that questions at the ultimate level

can be answered by agreements at the conventional level. （Giles, James（1993）, Ibid. , p.188.）
98 Giles, James（1993）, Ibid. , p.197.
99 Stone, Jim（1988）, "Parfit and the Buddha: Why There Are No People",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8(3), p.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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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無我等同於休姆的人格同一理論。但是，就如同吉爾斯說過的這是一個

跨文化的觀念比較，筆者認為不可能一個思想完全等同於另一種文化中的思

想。可惜的是，在佛教思想的探索上，兩位學者皆未能深入探討無我論的理

路脈絡。

3.5.3 化約主義

主張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的西方學者有都爾林格（ James

Duerlinger）、提勒曼（Tom J.F. Tillemans）、巴蘇（Ananyo Basu）、希德瑞斯

（Mark Siderits）。都爾林格主張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破執我品》提供

西方學界一個替化約主義辯護的一個可行方向。提勒曼、巴蘇則主張龍樹的

中觀學派才是佛教化約主義的模範。在這些西方學者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希

德瑞斯，他除主張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外，還將中觀學派視為反對佛教

化約主義的主要力量。以下分別介紹。

3.5.3.1 都爾林格

都爾林格在 1989 年的《印度哲學雜誌》中翻譯了世親的《阿毘達磨

俱舍論‧破執我品》。在序論100中，都爾林格認為世親（Vasubandhu）在

〈破執我品〉的思想，堪稱為化約主義之典範。並且將世親在〈破執我品〉

中所批判的犢子部（Vatsiputriyah）思想，稱為非化約主義。他將休姆（與

帕費特）與笛卡兒之間類比為世親與犢子部，同樣是化約主義與非化約主

義的論戰。將世親的無我思想歸於化約主義主要仍然是由於佛教基本教

義—五蘊說：人是五蘊和合的相續，並非永恆不變。在此篇論文中，未能

完整看出作者將世親歸於化約主義的理據。而在 1993 年發表的〈印度佛

教哲學中關乎人的化約主義與非化約主義理論〉101中，都爾林格首先辨別

100 關於原文介紹，請詳見第 1.2.3 節 (頁 15)。
101 此論文仍是關於世親的《阿毘達磨俱舍論‧破執我品》。原文介紹請詳見第 1.2.3 節 (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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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與「self」兩詞用法上之不同。「Self」是用來表示非化約主義

的人的概念，一個永恆存在的實體；「Person」則是表示化約主義觀點上

人的概念，一個五蘊的集合體。而這裡的「Person」，即是佛教「補特伽

羅」（梵 pudgala）的概念。都爾林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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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

（SPA：）關乎一個人的「假名」102並不適用於自我「Self」的

概念，因為自我不能被直接的知覺或者被清楚的推斷真實的存在

於現象中……（CPA：）關乎一個人的「假名」是適用於在因果

持續之中的五蘊的集合體，因為基於一個人被指稱的現象是能夠

靠著直接的知覺或者清楚的推斷出（是在因果持續之中的五蘊的

集合體）。103

都爾林格主張世親無我論的這兩個組成部分是走向中道的一種表現。SPA

避免了常住論（eternalism）的觀點，CPA 則避免了虛無主義（nihilism）

的觀點。都爾林格透過世親〈破執我品〉清楚的將世親無我論分為五蘊之

集合（a collection of aggregates）與因果持續（a causal continuum）兩個組

102 佛教慣用語「假名」（prajbapti），都爾林格英譯為 name and concept。（Duerlinger, James（1993）,

"Reductionist and Nonreductionist Theories of Persons in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y",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1, p.88.）
103 原文為：Of the two arguments which comprise the basic argument, the first is to the effect that the

name and concept of a person are known not to be applicable to a self because a self is not known by

direct perception or sound inference to exist among the phenomena on the basis of which a person is

named and conceptualized. I shall call this his selfless persons argument….The second of the two

arguments is that the name and concept of a person are known to be applicable to a collection of

aggregates in a causal continuum because the phenomena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e person is named

and conceptualized are known by direct perception or sound inference to be a collection of

aggregates as a causal continuum. I shall call this his continuum persons argument.（Duerlinger,

James（1993）, "Reductionist and Nonreductionist Theories of Persons in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y",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1, p.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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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雖說我們不能將因果持續這組成部分輕易地與佛教之緣起說等

同，但是佛教的無我思想絕不能僅止於與休姆的人格同一理論等同視之。

值得一提的是，都爾林格指出休姆的人格同一理論僅是 SPA 的部分。這

也證明了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消除主義，而將之等同於休姆的人格同一理

論，是一種錯誤的理解。104

3.5.3.2 提勒曼

提勒曼在 1995 年卡加利大學課程的論文—〈無我思想為何？小乘佛

教、大乘佛教與帕費特〉中，指出帕費特的《理性與人格》中充滿著對阿

毘達磨不當的解讀。他指出帕費特關於化約主義的定義，有自我矛盾之處：

（A）一個人的存在就寓於大腦和軀體的存在之中，以及一系列

相互關聯的物理和心理事件的發生之中；

（B）一個人是有別於大腦和軀體以及這樣一系列事件的一個實

體（但不是單獨存在的實體）105。

提勒曼認為帕費特有關國家的比喻等，與自我-五蘊、整體-部分間的（敵

對）關係之恢復是阿毘達磨式的，但是阿毘達磨未堅持整體與部分是分離

的實體。他認為這是帕費特的不當解讀。但是在這樣的解讀之下，反而與

犢子部有相似的立場：無單獨存在的自我，但是有某種真實的補特伽羅。

提勒曼在論文中，雖未明言中觀學派是佛教化約主義的代表，不過，他主

張帕費特援入阿毘達磨之佛教思想以支持其化約主義的立場是不夠完整

的。提勒曼主張在佛教的無我思想中，中觀學派才是最具代表性的。提勒

曼指出在帕費特的無我觀點上，否定了笛卡兒式的自我，隱含了輪迴主體

104 於2003年，都爾林格出版專書 Indian Buddhist Theories of Persons—Vasubandhu’s“Refutation of

the Theory of a Self。在此專書前部分，都爾林格收錄了其曾在《印度哲學雜誌》發表之《俱

舍論．破執我品》之譯作。由於篇幅所限，將不介紹這本專書。
10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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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存在與死後世界的不可知。106但是，在佛教思想中，無我與輪迴是無

抵觸的。提勒曼訴諸於中觀學派，欲替帕費特解決此問題。他說：

他們（中觀學派）提到自我（ahamkara）的一種視為實存的構成，

如同根深蒂固的存有一般，足夠且能夠去行為與經驗。而這自我

僅是假名的存在。107

3.5.3.3 巴蘇

巴蘇在 1997 年發表的〈降低對自我的關心：帕費特與早期佛教學派〉

論文中，不同於一般學者研究佛教思想的通病108，他研究佛教無我思想是

從佛教概念上去理解。除了一一分析了五蘊之外，他說：

世間之中，事物存在的起源形式，在佛教學派中稱為緣起說（梵

pratityasamutpada ） 或 者 依 賴 的 共 同 起 源 （ dependent

coorigination）。在這觀點上，事件依賴著其他事件，全體依賴著

部分。而人這觀念所依賴的便是五蘊的組成。109

巴蘇主張大乘佛教的中觀學派（Madhyamaka）提供佛教中可行的化約主

義 形 式 。 因 為 中 觀 學 派 是 一 種 關 於 「 自 我 」 的 反 本 質 主 義

（anti-essentialism）。他解釋龍樹的思想為：

所有事物都被視為是相互依賴、展現、產生影響的力量……所

106 帕費特：如果有關於輪迴充分的證據的話，我們可能就有理由相信實際上有這樣的一個實體

存在（笛卡兒式的獨立之精神實體）（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27）。
107 Tillemans, Tom J. F. (1995), "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Be Selfless? Hīnayānist Versions,

Mahāyānist Versions and Derek Parfit" , The 1995 Numata Yehan Lecture in Buddhism in

University of Calgary, p. 11.
108 巴蘇認為西方學者（包括巴斯托與帕費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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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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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notes 10).）
109 Basu, Ananyo（1997）, Ibid.,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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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存在之真理，即是「空性」。然而，此空性並不是解釋成虛無

主義的「空虛」，而僅僅是缺少內在的存在本質……同樣的分析

也用於因果關係、知覺、意識與對象客體。我們瞭解到沒有有

著堅定不移屬性的內在存在本質。同樣，我們的意識起源於依

賴的網絡之中，也受其影響著。110

巴蘇主張在龍樹的論述中，我們放棄的不是相互依賴的五蘊，也不是我

們行動與實行的能力，而是我們同意放棄貪婪慾望的「我」、「我所」

（mine）。而這個理解，產生了帕費特所期望的倫理學涵義。

3.5.3.4 希德瑞斯

希德瑞斯在〈佛教化約主義〉（1997）中，先為佛教化約主義辯護，

反對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消除主義。而在《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

我》（2003）中的後部分，開創性的主張龍樹中觀學派（反實在論）是反

對佛教化約主義的一種論點。

希德瑞斯在 1997 年發表之〈佛教化約主義〉中，反對吉爾斯與史東

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消除主義。針對吉爾斯在〈無我論：休姆、佛教與人

格同一性〉中，引用《彌蘭王問經》作為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主義的主要

理據，希德瑞斯以此為討論起點，以駁斥這樣的觀點。如筆者於〈消除主

義〉一小節所述，吉爾斯未從緣起說分析，將佛教「假名」概念，理解為

「我」僅是語言上的使用，沒有一個我的實體。因此，將佛教無我思想等

同於休姆的人格同一理論，皆是消除主義。並且他雖提到「二諦」之別，

但亦未能有效從中尋求解決方案。因此，希德瑞斯從「假名」概念分析開

始。他將「假名」英譯為「方便指稱」（convenient designation），並且主

張佛教「假名」概念在兩個面向上削弱了自我的信念：

110 Basu, Ananyo（1997）, Ibid., p.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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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透過五蘊的分析，沒有一個擁有自我特質之實體存在的經驗

上的證據。

2. 自我的信念來自於「人」此假名的使用。人的名稱錯誤地與

語意實在論（a naive semantic realism）相連，使得一個字詞的

意義需要某個實體的存在（來衍生意義）。111

希德瑞斯主張帕費特人格同一理論中，即是利用佛教「假名」概念，為化

約主義辯護112。例如：沙堆、俱樂部、國家等例子。但是，希德瑞斯進一

步主張那先比丘的「假名」使用不只是帕費特（與吉爾斯）所理解的「人」

僅是假名之存在113。在《彌蘭王問經》中，那先比丘回答「關於現在的我

與嬰兒時期的我是不是同一個人」這個問題時，回答「非同，非異」，似

有矛盾之處114。希德瑞斯利用阿毘達磨佛教的二諦說，來解決那先比丘立

場中表面上的矛盾。起初那先比丘回答「關於現在的我與嬰兒時期的我

是不是同一個人」這個問題時，回答「蓋依止此身體，如上一切〔之狀態〕

者攝於一」—「非異」之答案。而後又回答「如是法之相續是繼續。生者

與滅者雖是別異，非前非後而繼續，如是為不同不異，至於最後之識所攝。」

希德瑞斯指出那先比丘說成人與嬰兒是同一個人（非異）是針對世俗諦而

言，當說成人與嬰兒「不同不異」是針對勝義諦而言。他主張將初期佛教

與阿毘達磨佛教視為消除主義，是只注意到勝義諦，而未正確察知勝義諦

與世俗諦的關係的結果。按照希德瑞斯的說法，化約主義與消除主義的不

同如下：

111 Siderits, Mark（1997）, "Buddhist Reductionism",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47, p. 463.
112 我們從《理由與人格》附錄 J 中，第一段引自《彌蘭王問經》之「王問那先比丘之名」，可獲

得支持希德瑞斯此觀點的證據。
113 這樣的觀點是執著於那先比丘對彌蘭王問那先之名的回答：於其處（「那先」）不得人我。
114 其實此處問「現在的我與嬰兒時期的我是不是同一個人」，是為了王問「再生者〔死滅者〕是

同耶？是異耶？」此法相續之問題，進一步所做的比喻。請詳見第 4.3.1 節。（漢譯出於《漢

譯南傳大藏經》第 63 冊，《彌蘭王問經一》，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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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在〈佛教化約主義〉中的討論，在《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

性我》中，希德瑞斯主張佛教思想的二諦說能夠解決化約主義中備受爭議

的「非人稱描述」（impersonal description）。即在第一義上雖是無我，但

仍可用約定俗成的概念來描述自我。不過，他指出這也導致了佛教化約主

義成為徹底的唯名論（nominalism）。雖然希德瑞斯主張這「非人稱描述」

問題的解決，也替佛教化約主義提供資源去回覆極端主張115這樣的異議。

但是，在以緣起說為核心的佛教倫理學中，並未有如西方學界中有這樣的

問題：倫理學的基礎在於主體的存在。在此專書關鍵的部分是在於，希德

瑞斯將中觀學派視為對抗化約主義的勢力。希德瑞斯將初期佛教與阿毘達

磨佛教稱為佛教化約主義（Buddhist Reductionism），將中觀學派稱為佛教

反實在主義（Buddhist anti-realism）。希德瑞斯在此專書中，進一步否定

佛教化約主義，並將之稱為實在論：

佛教化約主義的核心是與分體整體學（部分-整體）化約主義

（mereological reductionism）息息相關的一種實在論。116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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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116 Siderits, Mark（2003）,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 empty persons,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115.

3.6 化約主義與消除主義的不同（希德瑞斯）

世俗諦 勝義諦

化約主義 有我 無我

消除主義 無我 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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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德瑞斯反對佛教化約主義的理由在於實在論的預設是錯誤的：實在的事

物具有內在的本質。他接受中觀的反實在論，主張實體經觀察既非實在，

便無內在本質（自性）。如同上述他在〈佛教化約主義〉中也曾提到的，

在佛教「假名」的概念下，概念的意義需要某個實體的存在來支撐，而此

（虛構的）實體是從其組成的部分那借來本質而得以形成，並沒有真實的

實體。然而，希德瑞斯也討論到中觀學派的「空性我」在知識論上會造成

的問題：沒有內在的認識方法。不過，他並未將中觀學派視為懷疑主義，

而是將之稱為知識論中的脈絡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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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節 結語

在第 3.2.3 節中，談論到佛教對論證無我的兩種形式。第一種論證程序為

五蘊之「無常→苦→無我」。此章探討的重點之一在於，西方學者論佛教無我

思想時，容易未能掌握到五蘊無常之因—「緣起說」。即僅談論無我，而不涉

及無常。當他們執佛教無我思想為「化約主義」、「消除主義」時，皆是將五蘊

視為存在：

化約主義：人的存在寓於五蘊之中，離開五蘊也無人的存在。

消除主義：只有五蘊存在，不是真有人的存在。

他們忽略了佛陀論證無我之關於五蘊「非我」之論述。這是本章所探討的西方

學者談論佛教無我思想，完全未能掌握的論述。五蘊無論是在任何時空或任何

狀態都是無我，都不是我所有，五蘊既不在我之中，我亦不在五蘊中。西方學

者既視五蘊為常住，也視五蘊即我。這皆是佛陀所反對的。在第 3.5.3.4 節中，

不同於其他學者，希德瑞斯理解到佛教思想中五蘊的無常與因緣作用，不過仍

將佛教無我視為化約主義。主要是由於佛陀在教法中的非同非異，希德瑞斯用

二諦說來解決其中的矛盾之處。並且將佛教「假名」的概念擴大為佛教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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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唯名論」的立場。因此，希德瑞斯轉向中觀學派的空性我，因萬事萬物依

賴因緣的無常，而轉向中觀的緣起性空。吉爾斯與史東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消

除主義，皆是如以上筆者所述誤解地將佛教無我等同於休姆人格同一理論。當

都爾林格等學者將佛教無我思想視為化約主義時，是將自我框於「假名」的概

念之中而將五蘊抽出。佛教思想，脫離緣起說，便會產生偏離。自我的存在，

以描述性來說即是五蘊的存在。若說這樣的思想是化約主義式的，是不理解一

旦有所化約就會提升或降低組成因素的重要。在佛教思想，萬事萬物的相依性

是同等重要且不可分別。佛陀在教法中，總是廣用著比喻說著不同不異，是因

為我們所處著世界時空中，變動是唯一的真理。在實體存在時，說其存在，在

實體不存在時，說其不存在，是極其容易。佛陀教法中，是在實體存在時，提

醒人們實體不是絕對存在不毀滅，在實體不存在時，提醒人們不能因此將所有

實體視為絕對不存在。就像大自然的現象般，花開花謝，佛陀便是體悟如此的

真理。若未能從緣起說理解，便容易產生矛盾。

無我思想，在西方學界直覺義上是指實體不存在、沒有實體存在。在佛教

思想中，是指實體不常在、沒有永恆的實體存在。謂直覺義是指，西方學界在

此問題的結論上沒有包含時間上的變數，僅有空間上的「無實體」。佛教「無

永恆的實體」則是包含時間上的變數概念—因緣的生滅。當加上時間的變數這

一條件後，關於無我的問題上，便不能回答有或無。因此，緣起理論是談論佛

教無我思想不可缺少的重要關鍵。其重要四句：

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謂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

緣起論關涉到的是「生」、「滅」與「有」、「無」。因此，在我的問題上便不能

只談論「有」、「無」。「無永恆的實體」此命題，包含了無常與無我。因此，筆

者將佛教緣起思想，整理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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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帕費特雖然主張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式的化約主義」，不

過，在《理由與人格》的第四部分，談論「非同一性問題」時，提到可與佛教

緣起思想相類比的「依賴時間的主張」。依照其定義，是強調在過去的時間點

上，若沒有造成結果的原因，就不會結果的產生。在《理由與人格》第三部分，

帕費特將個人的存在化約為心理持續性存在，雖否定人格同一性的重要，仍未

否定人格的存在。在第四部分，則探討在無我（非同一性）的可能上，自我之

所以得以存在的前提因素—「依賴時間的主張」。如同第 3.4.4 節的討論，筆者

認為「依賴時間的主張」是指在成立結果的那一時間點上，原因與條件的充分

與否，這與佛教緣起說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雖然帕費特未仔細論述其主張中之

廣義因果關係，不過，已使得自我的絕對存在，削弱為一種依賴條件與原因的

相對存在。這無非是開啟西方倫理學的不同面向—把對主體的關注，擴及到非

我之處。

廣義的因果關係
時間軸

原
因
．
條
件

空間軸空間軸

實
體

原因．條件的生滅 實體的有無

3.7 佛教緣起論之時空構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