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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關於倫理學

第 4.1 節 引言

在前兩章對帕費特與佛教思想的理論探討後，此章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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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帕費特〈人格同一性〉（1971）、

《理由與人格》（1984）到〈毫無份量的同一性〉（1995），在其所呈現出的人

格同一理論背後，鋪展了什麼樣的倫理學，是此章所要討論的重點之一。另一

個重點是，在佛教無我思想之下，佛教內部之倫理學理論建構並未如非化約主

義者想像中的那般困難。這是因為，佛教倫理學與無我思想分享著同樣的核心

基礎理論，即同樣是由「緣起論」所分支出的兩大體系。第 4.4 節討論希德瑞

斯在《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我》中，對於帕費特化約主義與佛教無我

思想在倫理學上的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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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思想歷程中從呈現的倫理學進路。與非化約主義

者想法迥異，帕費特否定自我同一性的必要，意在削弱人們對自我的關注，將

一般信念中對人存在這問題的全有或全無，轉換為程度上的關係（relations of

degree）。從「依賴時間的主張」可明顯看出，帕費特所要呈現的觀點是：人

的存在充滿著許多不確定性，我們其實都有可能本來不會存在。自我的獨特性

所依賴的起點僅是渺小不起眼的許多因素的構成。因此，他主張應該要降低自

我關切的情結，轉而關切他人。可以得知，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到其要開展

的倫理學之間是一脈相承，其人格同一理論是以對古典利己主義的批判為起

點，而為提升人類整體生活尋求更合理的立基點。

4.2.1 駁斥古典利己主義

帕費特拒絕利己主義的理由，是在於其對人與人之間的差異性的著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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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獨立性（separateness of persons）是利己主義的理論基礎。帕費特在《理

由與人格》中，舉出許多的兩難論證來批評利己主義。其中，著名的囚犯之

兩難理論（prisoner’s dilemma）1：

兩個罪犯（羅賓與卡洛）被分別的審訊，並提供了同樣的交換條件：

如果其中一個罪犯招認而另一個不，坦白者將被免予起訴，另一個

則會被判重刑。如果兩人均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則兩人都將接受

中等的刑期。如果兩人均保持沈默，則兩人都將因較輕的罪刑而從

輕發落，這樣便出現以下四種可能結果：

1. 羅賓招供從而得以豁免，而卡洛因保持沈默而被課以重刑。

2. 兩人均保持沈默，被判輕刑。

3. 兩人都招認，且都服中等的刑期。

4. 羅賓保持沈默而被課以重刑，而卡洛因招供而免於起訴。

對兩人而言，最好的結果都是對方選擇沈默而自己招供以得免於起訴。其次

是第二種結果，兩人均保持沈默，而判以輕刑。不過，兩人均為了讓自己免

於課以重刑（對方招供，自己沈默）並且有可能獲得最好的結果（自己招供，

對方沈默），因此兩人皆會招供。兩人為確保自我之利益所得到的結果將是

兩人皆服以中等刑期。在囚犯理論中，訴諸於自身利益的行為反而得不到最

好的結果。同樣的關於公共財的使用，倘若不去付出己力即能享用公共財，

當每個人都這麼想且如此實踐的話，反而招致最壞的結果，每個人將無法使

用公共財。再者，當環保政策中的資源回收利用，倘若貪圖自我便利或者僅

以為自己不分類不足以造成影響而不去分類，當每個人都這麼想且如此實

踐，將使得垃圾增量且無法有效利用可回收資源。有鑑於此，帕費特把目標

分為兩種：形式目標（formal aims）與實質目標（substantive aims）。自利論

的形式目標是合乎理性地行動，實質目標則是盡可能使自身生活過得更好。

1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80.本文完整「囚犯理論」引用自羅伯特‧奧迪（Robert Audi）主編

（2002）, 《劍橋哲學辭典》，台北：貓頭鷹出版，頁 99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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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費特要進一步說明的是合乎理性本身不是一個實質性的目標，合乎理性是

使我們生活過得更好的一個組成部分。他一再強調的是倘若人們從未自制地

（self-denying）將自利行為視為合乎理性，這樣的信念、動機反而會使行為

者陷入更糟的局面2。圖利自己，反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倘若當每個人都以

合乎理性為名，而只做那些有利於自己的行為，這個世界將會變得如何呢？

帕費特主張若每個人都做有利於自己的事（而增加污染、消耗更多的資

源…），對每個人而言將會變得更糟糕。人們接受自利論的理由，帕費特分

為兩點：

1. 自利論者大都假定因為我們具有來生或處於輪迴之中，道德與

自利總是相符的。因為他們擁有以上這樣錯誤的信念，所以總是

忽視那些對自利論的批判。

2. 如同我們應當拒絕某個理論的情形，相信這理論的人們並非全

然的錯誤（拒絕某個理論的理由通常是由於構成理論中的一個部

分）。自利論的某個部分似是有理的：關於對我們自身利益的關

注，我們應當是時間上中立的。這是其理論證成最主要的部分。

如此的宣稱或者是正確的，儘管我們認為不是正確的。而這宣稱

幫助我們理解人們認同自利論的理由。這最主要的部分也是我們

應當接受的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的組成部分。考慮以下的類比，

牛頓定律亦是部分地正確，而我們現在接受一個與之不同的理

論。3

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是帕費特主張用來代替關於個人理性的自利論的理

論。關於上述兩點人們接受自利論的理由，從中開展出帕費特反駁自利論的

論點。以下進一步分析。

2 詳見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3-11.
3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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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1 批判自利論的兩個力量

帕費特主張自利論將受到道德理論（moral theories）與當下目標理論

（Present-aim Theory）的兩種面向的批判。而這樣的批判，以下將會得知

道德理論與當下目標理論分別顯示出自利理論結構之弱點。當下目標論有

三個版本，依序為工具論（Instrumental Theory）、審慎論（Deliberative

Theory）、與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Critical Present-aim Theory）。工具論是

指任何一個目標都會提供行動一個好的理由。審慎論則是指一個目標要成

為行動的好的理由必須要經過謹慎思慮的過程（ a process of

deliberation）。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是說除了經過審慎思慮的過程外，也

要剔除那些內在地非理性的（intrinsically irrational）目標，經過這兩項程

序，我們才能說這個目標是我們行動的好的理由。自利論將一切有利於己

的行為都視為是合乎理性，這樣的論點帕費特主張是錯誤地將道德與自利

等同，並把形式目標（合乎理性）完全視為實質目標（過得更好）。在實

踐意義上，完全自利的行為是無法獲得更好的生活。因此，帕費特主張關

於個人理性的理論應被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所取代。兩者的差別在於，批

判的當下目標論在思慮與排除內在非理性的慾望之後，在當下會做本來不

願意做的事情（使得較慢達到目標的事情）。自利論則會不假思索地符合

自己意向選擇最快達到其目標的方式。自利論者主張：

行動的理由不可能是相對於時間的。行動理由的主要力量是隨著

時間的推移而延伸。既然我將有理由促使我未來的目標，那麼我

現在就有理由這樣做。4

不相對於時間（time-relative），即是指時間上的中立（temporally neutral）。

隨著自利論者的主張，道德論者會主張第二種宣稱：道德論者相信某些行

動的理由不是相對於行動者（agent-relative）。理由的力量可能不僅是隨著

4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94-95. 本段引言，參考王新生先生所譯之《理與人》（2005），並

且斟酌修改之，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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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推移而延伸，並且會在不同的生命中延伸開來。因此，對於自利論

的兩大批判，整理如下表：

因此，可得知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批判的是自利論中行動理由不相對於時

間的主張，道德論批判的是自利論中行動理由相對於行動者的主張。道德

論主張的是在有利於己之時，亦要無害於人，要同等考慮之。

4.2.1.2 反對極端主張

帕費特主張自利原則有被否定的需要，然而在面對極端主張的批判

時，帕費特宣稱自我關懷是一個自然的事實，是天性使然，無須再被證成

4.1 對自利論的兩大批判

道德性 合理性

自利論 相對於行動者 不相對於時間

自利論本僅涉及個人之合理

性理論。但一般信念中，混淆

道德性與合理性。

行為僅考慮自我利益。

自利的行為在時間中一貫為

之。此信念帕費特會證明為錯

誤信念。

批判性的當下目標論 相對於時間

帕費特欲以此取代涉及個人

之合理性理論

在 A 時間點

會做 B 時間點不可能做的事

道德論

不相對於行動者

不論關係到自我或他人，與如

何行為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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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此事實的存在。極端主張（Extreme Claims）是指假如化約主義為真，

我們便沒有理由關注自己的未來5，也不用為罪行受到懲罰6。關於極端主

張如此的宣稱，帕費特反駁其化約式的人格同一理論會帶來這樣的影響，

他說：

對自己未來特別的關注是由進化所選擇的。倘若動物沒有對自己

特別的關注，應該在基因傳衍給後代之前就很可能會絕種。即便

這種關注沒有被證成（沒有進一步去強調），做為一個自然事實

這種對自己的關注仍然保持著。7

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是將自我存在的事實焦點歸於心理持續性與心理

聯繫性上，僅是在自我的問題上進行程度上的削弱，並未否定掉自我的存

在。帕費特的主張並非是要對自我漠不關心，而是降低對自我的關心：

我（帕費特）拒斥這些極端主張。我相信關係 R 會賦予我們一

個特別關心我們自己的未來的理由。這個理由可能不如進一步的

事實（Further Fact）所能提供的理由有力。況且，因為心理的聯

繫性是一個程度問題，所以我們應當拒斥以下的主張：對未來的

某個部分較少的關心一定是不合乎理性的。我們應當拒斥古典自

利論。8

換句話說，未來的我與現在的我轉變為程度上的關係，此關係是來自於心

理持續性與心理聯繫性，而聯繫性經過更長的時期總是更弱，我能夠合理

地較少關心較遠的未來9。這仍會賦予我們理由來關心自身的未來。帕費

特主張非化約主義者應該要承認心理持續性是具有某種道德蘊涵（moral

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07.
6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23.
7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08.
8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451.
9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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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ations）的10。

4.2.1.3 化約主義的影響

在〈人格同一性〉一文的結論中，帕費特聲明關於「自我利益」

（self-interest）涉及到兩原則：「合理性」（ rationality）與「公正性」

（impartiality）。「合理性」關係到的是個人所追求的利益目標，「公正性」

關係到的是人人皆關心的利益目標。通常，當我們僅關心自己的未來時，

我們訴諸的是第一個原則，即自利是合乎理性，以理性之名為後盾，關注

自己的未來（向來）是合於常理11。關於第二個原則，則包含兩種宣稱，

針對個人與針對大眾的公正性。針對個人的公正性是指平等地考慮在自我

生命的每一階段中即將發生的事；針對大眾的公正性是指平等地考慮在每

個人的生命中即將發生的事。帕費特自述其人格同一理論所造成的結果有

二：

1.自利原則在透過否定自我人格的同一性的必要時，一併否定掉

了。因此，也無關於自利原則中的合理性原則與針對個人的公

正性原則。因此，僅剩下針對大眾的公正性原則，因其並未涉

及到私人之欲望。

2.人們面對死亡的恐懼似出於本能。這樣的信念又由於人格同一

性的一般信念而更加穩固。當拒斥關於人格同一性的錯誤信

念，也會削弱我們面對死亡的恐懼。12

由此可知，帕費特欲從對人格的同一性必要的否定，來否定對自我利益的

10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24.
11 帕費特主張一般之所以認為道德原則之自利原則（自我關懷）是再合理也不過，是由於我們

在人格同一性上的兩個（錯誤）信念：1. 關於人格同一性這問題是有確切的答案；2. 若無確

切答案則無法回答關於存活、記憶和責任等重要問題。（已在第 1.2.1 節論述。請詳見 Parfit,

Derek (1971), Ibid., pp.3-4.）
12 請詳見 Parfit, Derek (1971), Ibid., pp.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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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性。而從人格中重要的是關係 R，在自我關懷上賦予程度上的合理。

並且主張將本關乎個人理性的利己主義，由批判性的當下目標理論所取

代。利己主義主張對自我的關懷是時間上的中立，卻未對自我與他人之間

採取中立、平等的立場。批判性的當下目標理論，則是在時間與在人與人

之間，都是採取局部、平等的立場。雖然，他在《理由與人格》中，承認

動物有自我關懷的天性，但是他主張這樣的事實沒有被強調的需要。況

且，合乎常理的依照我們與生俱來的性質、本能行事，並非一定合乎道德。

反而，知道這樣自我關懷的本能，就應當要時時謹慎自律。希德瑞斯在《人

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我》中亦指出化約主義宣稱其在道德上的重要

影響有（1）終止存在的痛苦—最終一死的恐懼（2）有義務促進他人的健

康、幸福。其觀點將在第 4.3 節進一步說明。而在自利原則中針對大眾的

公正性，揭開了帕費特倫理學的下一階段。

4.2.2 世代正義下的倫理思想

一般而言，關於世代正義有兩種觀點。契約論觀點主張道德原則只能

涵蓋那些得以互惠（reciprocate）的人們，只有在這情況下，我們才對他人

負有道德上的責任。然而，世代之間並不存在互惠的關係，因此按照契約

論者的觀點，我們的政策與行為無需顧慮到未來世代13。成本效益觀點則

13 不過，被帕費特稱為理想契約主義（Ideal Contractualism）的著名政治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於其《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提出「正義的儲蓄原則」（Just savings principle），

以解決關於世代正義中無法互惠等等的問題：世代交替，代際之間的經濟利益只發生在單獨一

個方向上，這是一個自然的事實。這種狀況是無可選擇的，因此，是否正義這一問題是不會出

現的。何為正義？何為不正義？取決於體制如何處理自然限制的問題，同時取決於體制是如何

建立起來以利用歷史的可能性的。顯然，如果代代都想獲得利益（較早的幾代除外），各方必

須一致選擇一種儲蓄原則，以保證每一代都從上一代那裡獲益，並且為後代做出某些貢獻。代

際之間唯一的經濟交換是實際的交換，即一旦採納了正義的儲蓄原則，就可以在原初立場中做

出補償性調整。（羅爾斯著，李少軍、杜麗燕、張虹譯（2003），《正義論》，台北：桂冠圖書，

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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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用折現率（social discount rate）按照每年 n%的比例折現我們行動和政

策的遙遠影響。成本效益觀點下，對未來世代的關注遠不及於對現代可獲

得的效益的看重14。帕費特基於平等的立場（equal standing）15上拒斥這兩

種觀點，並且主張未來世代應與現今世代等同視之。他在《理由與人格》

第四部分〈未來的世代〉中，將其倫理學範圍擴大至世代間的正義。其所

提出的「非同一性問題」，使得一般倫理原則應用在未來世代中面臨到難

題，陳俊宏指出：

「非同一」問題指出了假若我們基於「指涉特定對象的傷害原

則」，我們面臨未傷害到任何人的困境；基於「獨立於特定對象的

傷害原則」，儘管可以避免上述的窘境，我們卻又面臨到我們必然

選擇一個增加了總體的快樂值，但卻是各別個人的快樂值是最少

的矛盾結論。16

由於「非同一性問題」顯現出，牽涉到未來世代的倫理議題，無法訴諸於

未來任一主體生存的權利，即無法避免傷害而去保護主體的存在。因此，

帕費特主張倫理原則不能涵蓋「對人產生影響的觀點」，而應該包含「無

差異觀點」，確保非同一性的事實不會對道德上造成影響17。故帕費特轉向

效益主義，尋求一個適用於現代與世代間更適合的倫理原則。效益主義牽

涉到的不是關乎主體，而是追求整體善、幸福、快樂的最大化。但是，同

14 除《理由與人格》附錄 F 有對社會折現率的反駁外，關於帕費特對成本效益觀點的反駁，請

詳見其在 1992 年與 Tyler Cowen 合發表反對社會折現率的一篇論文："Against the Social

Discount Rate", in Peter Laslett & James S. Fishkin edited, Justice between Age Groups and

Gener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pp.144-161.
15 在其與 Tyler Cowen 合著的"Against the Social Discount Rate"論文中，即是基於平等的立場來主

張未來世代與現代人福利應同等看待。
16 黃默主持（1996），《世代之間的正義》，台北市：行政院國科會科資中心。（微縮資料：

NSC84-2414-H031-010-I7），頁 40。所引用章節屬第三章〈非同一性問題探討〉，由陳俊宏撰

寫。本章則在 1997 年發表於《東吳政治學報》第 7 期的〈世代正義理論的困境：關於「非同

一」問題的弔詭性〉。
17 請詳見第 2.4.1.3 節。



106

樣在世代正義的議題上，效益主義式的倫理原則18，造成了令人厭惡的結

論：重視整體效益的最大化，而將個體效益降到最低19。由以上所述，得

知帕費特未能尋獲可以延伸到未來世代的倫理原則，不過，我們仍可進一

步來理解帕費特關於世代正義中所包含的思想觀點，即將倫理原則擴及到

未來世代的理由。關於世代正義此複雜的議題本節不加以深入討論。此節

目的主要是從帕費特在對世代正義的考量上，來探索其倫理學思想的特點。

4.2.2.1 時空遙遠性的不可分別性

在世代正義的問題上，帕費特拒絕一般契約論的觀點與成本效益的觀

點。雖然世代之間存在著無法互惠的不對等關係下，但不表示我們的政策

與行為無需顧慮到未來世代。他主張未來世代的福利應與現代人一視同

仁。他說：

關於未來事件在目前的道德重要性，並不是以每年 n%的比例遞

減。時間上的遙遠性本身沒有比空間上的遙遠性更重要。假設我

向森林的遠方射箭，傷到了某個人。倘若我應該要知道這森林有

人，我便由於這嚴重的疏忽而有過失之罪。然而，因為這人距離

太遙遠，我不能確認那因我受傷的人。但這絕不是辯解的理由。

這人離得太遙遠也不是什麼理由。有關對於在時間上遙遠的人們

所造成的影響，我們應當持同樣的主張。20

帕費特主張時間上的遙遠性（Remoteness in time）應與空間上的遙遠性

（Remoteness in space）等同視之。換句話說，倘若我們同意在上述引言

中的例子，我們也會同意在以下的例子中，亦犯有疏忽過失之罪：

18 帕費特所運用的效益主義式的倫理原則，如非人稱的總量原則（Impersonal Total Principle）、

非人稱的均量原則（Impersonal Average Principle）等。即使帕費特將會主張這與其說是效益主

義式的倫理原則，不如說是化約主主式的倫理原則。（理由詳見此章註 57）
19 請詳見第 2.4.2 節。
20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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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我丟下了一些碎玻璃在森林的矮樹叢中。100 年後，這些碎

玻璃不幸弄傷了一個孩子。我的行為傷害了這孩子。如果當時我

安全地埋藏好這些玻璃，這個孩子本來會毫髮無傷地穿過這片森

林。21

從比較這兩個例子所顯現的不同之處，帕費特要主張的是：我所傷害到的

人現在存在與否，不會造成我們行為所要負起的道德責任之差異。換句話

說，在削弱自我利益時，帕費特會主張行為中應要包含自我克制

（self-denying），必須考慮任何行為可能會傷害到他人的情況，而與以預

防。在世代正義之中，便是以此為基本原則，並且進一步追求整體善的最

大化。從此可見，在帕費特的倫理學中，亦包含著在人類整體歷史中「永

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意涵22。

4.2.2.2 具非人稱性的倫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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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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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一對一的關係之所以具有重要性，是由於我們透過「同

一性」之語言的使用所蘊涵的對關係的保有。這是語言上的方便

使用。但這是令人困惑。（有如）我們假定同一性的重要，因此

擁有同一性的性質。23

依照帕費特的說法，認定同一性重要僅是一種人們習慣性的傾向。語言的

21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56.
22 詳見第 5.2.2 節。
23 原文如下：The relations which matter are, in fact, one-one. It is because they are that we can imply

the holding of these relations by using the language of identity. This use of language is convenient.

But it can lead us astray. We may assume that that matters is identity and, hence, has the properties of

identity。（Parfit, Derek (1971), Ibid.,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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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使用，希德瑞斯進一步稱為「語意實在論」（semantic realism）：「假

名」的使用，使得一個字詞的意義需要（想像）某個實體的存在24。在帕

費特利用佛教「假名」概念，以支撐其化約式的人格同一理論。以其人格

同一理論作為基礎，在鋪展倫理學中的同時，帕費特主張倫理原則必須具

有「非人稱性」—無關乎被影響的人是好是壞。更何況在他提出的非同一

性問題上，無法訴諸未來主體的權利。可以得知，具非人稱性的倫理原則

是在確保一種平等性（無差異性），並且有意在世代正義上將其延續：

假如想要避免令人厭惡的結論，就不能訴諸於對人產生影響的原

則來解決非同一性問題。我們必須訴諸於關於生活中的質與量的

原則，而非關於被我們行為影響的人而言是好是壞。25

在《理由與人格》第四部分，帕費特主張訴諸整體效益來解決非同一性問

題，但尚未尋獲一個有效的形式來避免令人厭惡的結論。帕費特為尋求可

用於現代與世代間的倫理原則，列舉七種候補替代觀點（Candidate View）

26，這是從關涉到生活中的質與量出發所產生的七種觀點，如他所言這新

的倫理原則必須包含 Q 主張27。雖然這些觀點仍無法避免所謂的令人厭惡

的結論或者荒謬的結論，但可以明確的是，帕費特的倫理學中提供了一個

新的倫理學目標。在人格同一理論中削弱個人的獨立性，他在倫理學中弭

平人與人間的差異，主張倫理原則關涉的是一個朝向人類整體上更好的方

向。人類整體不只是現代人，亦包含未來的世世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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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詳見本論文第 3.5.3.4 節。
2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447.
26 詳見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401-414.
27 詳見本論文第 2.4.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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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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佛教內部，無我思想與倫理學是毫無抵觸。因此，在佛教緣起思想下，此節

將進一步探討關於主體存在的問題，並且探討從輪迴問題中呈現出人格同一

性的關鍵—「意識」。另外，也討論佛教重要的論述模式—「中道」。在這樣

的基礎上，再來探討佛教倫理學中的自利與利他並存。在第 3.5 節曾探討過，

當這些學者紛紛探討佛教思想的立場而給予「化約主義」、「消除主義」標籤

的同時，或許，稱佛教無我思想為「緣起主義」相較之下是較為恰當。

4.3.1 主體存在問題

主體存在問題，與理論的建構密不可分。因此，當帕費特否定人格的同

一性的必要時，便有學者憂心倫理學的未來而提出極端主張。不過，帕費特

主張心理持續性與心理連續性仍然提供我們關心自己未來的正當性，他並未

否定掉自我的存在。只是自我的存在不是獨立存在。帕費特曾提出這樣的質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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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If there was sufficient evidence of reincarnation, we might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re really are such entities ( a Cartesian Ego).

帕費特否定有笛卡兒主張的獨立之精神實體的存在。這也顯示出帕費特認為

僅有獨立之精神實體的存在，我們才有證據去相信輪迴。但在佛教思想中，

無我與輪迴是相容的。由此可知，當佛教無我思想指出這樣的事實：行為主

體不常在，行為主體不是永恆存在的同時，必須調和看似對立的無我思想與

28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227. 提勒曼（Tillemans）在 1995 年卡加利大學課程的論文—"What

Would it Be Like to Be Selfless? Hīnayānist Versions, Mahāyānist Versions and Derek Parfit"中，也

討論到關於帕費特對於「輪迴」之看法。詳見第 3.5.3.2 節，頁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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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梵 karman）、輪迴（梵 samsara）間的關係。而在調和主體存在問題上，

犢子部所提出的人的假名概念—補特伽羅，具有重要地位。在佛教內部經典

中，關於主體存在的問題，亦是外部思想質疑的重點。以下段落，是帕費特

引用作為佛教支持化約主義的證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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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先見心後憶念起。依如

是理說彼能憶。）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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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帕費特將上述段落引為支持其化約式人格同一理論，可從英譯中見端倪。在

英譯中指出，沒有自我的存在，如何能記憶。能夠記憶的理由在於心（意識）

的狀態。在主張心理持續性與心理聯繫性為人格中重要部分的帕費特，在此

29 原文、引文出處，詳見第一章，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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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找到支撐其理論的理據。不過，我們仍須進一步來看犢子部與世親個別

的立場。犢子部主張補特伽羅為有，世親則主張補特伽羅與五蘊非一非異：

既攬諸蘊成補特伽羅，則補特伽羅應成假有。如乳酪等攬色等成。

若因諸蘊是此依義。既因諸蘊立補特伽羅，則補特伽羅亦同此失。

不如是立。所立云何？此如世間依薪立火，如何立火可說依薪？謂

非離薪可立有火，而薪與火非異非一。若火異薪薪應不熱，若火與

薪一所燒即能燒。如是不離蘊立補特伽羅。然補特伽羅與蘊非異

一，若與蘊異體應是常，若與蘊一體應成斷。30

在無我思想下，主張補特伽羅為有的犢子部提出這樣的質疑：「我體既無孰

為能憶」，世親否定犢子部的主張，並且說「唯於諸蘊說補特伽羅」31。制

怛羅（梵 Caitra 或 Citra，巴 Citta），在此意指眼、耳等六識心王32，可見心、

意識為能憶的主要原因。不過，此識並非是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而是不離

蘊而存在。同樣，在此似乎找到佛陀會同意化約主義的主張。但是，心、識、

其他四蘊、補特伽羅之假名概念等同攝於緣起法之中，並非永恆存在。因此，

帕費特視此為存在的消除，故稱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式的化約主義」。

初期佛教以後佛教派別，為解決在主體存在問題上所留下的矛盾，在理

論意義上賦予「意識」關鍵地位。日本學者中村元指出：

在佛教初期裡，五蘊中的識是與構成人具體存在的其他四蘊：色、

受、想、行處於對等的位置，而關於個人存在的意識統一這問題，

識的機能作用尚未佔有重要的地位。33

關於識的機能作用，在輪迴問題上更顯重要。在世親與犢子部的爭辯中，犢

30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29 卷，頁 152 中。
31 《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29 卷，頁 154 中。
32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6184。
33 中村元（1993），〈インド思想一般から見た無我思想〉，《自我と無我—インド思想と仏教の

根本問題》，京都：平楽寺書店（第 11 刷），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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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同樣質疑：若補特伽羅為無，沒有輪迴主體是誰在生死流轉34。在希德

瑞斯那曾引用的《彌蘭王問經》的段落35，是討論輪迴主體著名的段落，可

進一步理解面對這樣的表面上的矛盾，佛教內部的解決方法：

王言：尊者那先！再生者〔與死滅者〕是同耶？是異耶？

長老言：非同，非異。

（王言：）請加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如何而思耶？曾幼小、年輕，仰臥於搖籃時，

其卿與現在成人之卿同一耶？

（王言：）尊者！不然。其時是幼小、年輕，仰臥〔於搖籃〕時其

我與現在成人之我是別異。

（長老言：）大王！若如是者〔成人之卿〕亦無母，亦無父，亦無

阿闍梨，亦無持戒者，亦無技藝家，亦無具慧者。大王！羯刺藍

時之母、額部曇時之母、閉尸時之母、鍵南時之母、幼少時之母、

成人時之母是各別異耶？大王！學技藝者與已學者為別異耶？為

惡業者與〔其惡業之結果，受刑而〕斷手足者是別異耶？

（王言：）尊者！不然。然，卿如是而言者欲說何耶？

長老言：大王！我曾幼小，我今成人。蓋依止此身體，如上一切

〔之狀態〕者攝於一。

（王言：）尊者！請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譬如某人點燈火，其終夜燃耶？

（王言：）尊者！然，終夜應燃。

（長老言：）大王！初更之焰與中更之焰是同一耶？又中更之焰與

34 《俱舍論》：若定無有補特伽羅為說阿誰流轉生死？不應生死自流轉故。然薄伽梵於契經中，

說諸有情無明所覆貪愛所繫馳流生死故應定有補特伽羅。此復如何流轉生死？由捨前蘊取後蘊

故，如是義宗前已徵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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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 29 冊，《阿毘達磨俱舍論》30 卷，頁 156 上。）
35 詳見第 3.5.3.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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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更之焰是同一耶？

（王言：）尊者！不然。

（長老言：）大王！初更之燈火與中更之燈火是別異耶？中更之燈

火與後更之燈火是別異耶？

（王言：）尊者！不然。依止同一〔燈火〕，燈光乃終夜而燃。

（長老言：）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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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言：）尊者！請再譬喻之。

（長老言：）大王！譬如榨出之牛乳不久成酪，由酪而成生酥，由

生酥而成熟酥。大王！如是而言：『乳與酪是同一，酪與生酥是同

一，生酥與熟酥是同一。』大王！其正實耶？

（王言：）尊者！不然。依止於一而他乃生。

（長老言：）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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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為不同亦不異，至於最後之識所攝。

（王言：）宜也，尊者那先！36

輪迴中，生者與滅者既是不同亦不異。小時候的我與現在的我看似不同，但

是在同個身體中持續著包含個人所有狀態的變動，如同火焰看似同一，但每

一剎那都不同。因此，在輪迴問題上，是從再生者與死滅者的別異談不同，

而從再生者與死滅者之意識相續談不異。不過，此識仍非是獨立存在的精神

實體，即仰賴再生者的肉體，而有受想行諸蘊。但是，正如帕費特所言，既

無永恆精神實體，再生者與死滅者又能相續，在初期佛教中並未更詳細說明

如何調和其中的分歧。因此，後期佛教紛紛提出解決之道。

36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63 冊，《彌蘭王問經一》，頁 6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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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意識與人格同一性

在上小節的討論得知，在初期佛教無我理論之教義上，識為五蘊、十二

支因緣之一，從文本材料上觀之，識尚未處主導地位。然而，當面臨到經驗

世界之實踐層面，後期佛教將識的地位提升，以建構基於無我思想的知識

論、倫理學等。日本學者中村元指出：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輪迴與無我間的矛盾），後世某派佛教徒採取

一種近似靈魂—補特伽羅（pudgala）的說法，而犢子部、正量部、

經量部等則以各種不同的名稱來稱呼它。延伸這個思想，就出現了

佛教觀念論者（唯識派）所主張的根本意識（阿賴耶識）的概念。37

因此，當初期佛教的無我思想中，人格的同一在於心物理持續性同等重要

上，但卻無法進一步解釋佛陀在輪迴思想的論述。在後期佛教對輪迴思想進

一步的釐清必要上，意識成了佛教思想中關於人格同一性的關鍵。在知識論

上的能夠記憶的主體、在業論上的行為責任承擔的主體，在初期佛教無我思

想下，是無矛盾的。因為無我是指自我的非永恆存在，並不是否定沒有在經

驗界存在的自我。在輪迴之中生死流轉的主體、在涅槃之中超脫生死的主

體，初期佛教未有進一步仔細的分析，從部派佛教開始「意識」在其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

關於輪迴與業報的問題，在《中阿含經》的討論中可以理解，初期佛教

的立場。帝比丘誤解佛陀輪迴之說，主張「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佛陀

糾正：

今此識。因緣故起。世尊無量方便說識因緣故起。有緣則生。無緣

則滅。帝比丘。汝可速捨此惡見也。38

佛陀進而反問帝比丘何為「識」，帝比丘回答「世尊。謂此識說．覺．

作．教作．起．等起。謂彼作善惡業而受報也。」，佛陀再次糾正，並為開

37 中村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2003），《從比較觀點看佛教》，嘉義：香光書鄉，頁 92-93。
38 《大正藏》第 1 冊，《中阿含》54 卷，《帝經》，頁 76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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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而談論十二因緣生滅之理。不同於初期佛教，在《彌蘭王問經》中，強

調了在輪迴之中再生者與生滅者的相續，其同一性顯現在意識之聯繫。不

過，再生者與生滅者既不同又不異。可得知為解決輪迴所提升的意識，又得

避免其陷入為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以免脫離佛陀緣起之基本教義。筆者在

第三章曾提到平川彰指出初期佛教的人格持續問題，是由緣起法則統攝之法

相續。按照其說法，便可解決初期佛教的輪迴問題。再生者與生滅者的相續，

是一種流動性的，沒有斷絕的。雖然沒有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但是在輪迴

之流動相續之中，是不需要有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看似是連續或絕斷，其

實是如河流一般的未有片刻停歇。

在《彌蘭王問經》所呈現的佛教思想中，從一方面來看，意識的確是人

格同一性的主要依據，在輪迴、業報之中，生死的相續、責任的承擔都是取

決於意識的同一。另一方面，由於緣起法則，我們不能說這個意識是獨立存

在的精神實體，且從經驗界來說再生者與死滅者是不同。在帕費特的人格同

一理論中，帕費特雖主張人格存活中最重要的是心理持續性與聯繫性，不過

亦未曾主張人格的存在是可以脫離大腦、軀體、思想、經驗等的精神實體。

雖然，他誤解了佛教無我思想為「消除式的化約主義」，不過在人格的同一

性上有著與部派佛教類似的主張。

4.3.3 中道

佛教緣起思想探究的是動態的世界中無永恆的事物存在，人亦是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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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同樣不是永恆存在的實體。因為緣起法的緣故，佛陀

在教法中，時常出現著表面上看似矛盾的語言：非有非無、不同不異、非

常非斷。這表現出的是佛陀的根本立場—「中道」（梵 madhyama-pratipad），

即非依著於兩種極端。此中道立場，亦是佛陀觀察世間所得之實相，依此

佛陀進一步說明所謂之「正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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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德！正見者何耶？迦旃延!此世間多依止於有與無之兩〔極

端〕。迦旃延!依正慧以如實觀世間之集者、則此世間為非無者。

迦旃延！依正慧以如實觀世間之滅者，則此世間為非有者。迦旃

延！此世間多為方便所囚、計、取著。聖弟子計使、取著於此心

之依處，不囚於『予是我』，無著、無住，苦生則見生，苦滅則見

滅，不惑不疑，無緣他事，是彼智生。迦旃延！如是乃正見。迦

旃延！說『一切為有』此乃一極端。說『一切為無』此乃第二極

端。迦旃延！如來離此等之兩端，而依中道說法。緣無明而有行、

緣行而有識……如是為全苦蘊之集。因無明之無餘，離貪欲乃行

滅，行滅乃識滅……如是則是全苦蘊之滅。39

「正見」，是指離「一切為有」與「一切為無」此兩極端，而依中道而行。

日本學者宮本正尊說道：「『由中』是持立場於『中』的意思，但『中』是

不會成為立場的。」40平川彰進一步解釋：

例如中間之點，看（配合）兩端而決定的，離開了兩端就沒有「中」…

「中」是以「全體」為立場所選取的。所以「中」是批判性的立

場。在「批判性」這一點，那是恆常求著「更好的東西」（better）

而在進行的。把「中」當作是「最高的東西」（the better）而選取，

是把「立場」放置於「中」的立場，這是靜止性的，同時是「識

的立場」。這是由於取「中」反而會失去「中」的立場。與此相對，

better 的立場，是一邊選取「中」而一邊不依其「中」，不斷地在

求著更好的東西而向上去的立場。所以這成為流動性，同時是成

為以「無執著」為「本性」的「實踐」的立場。這就是由「中」

39 《漢譯南傳大藏經》第 14 冊，《相應部經典‧因緣相應》，頁 19-20。
40 宮本正尊「中的解明」（《根本中と空》第二章，373 頁以下），轉引自平川彰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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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117

的立場而成為「中道」的理由所在。41

「自我」、「補特伽羅」等假名概念，雖為隨世俗、隨論述而起的方便使用，

但佛教無我思想並非源於方便取著而有的思想。換句話說，不是觀世間人

皆會老死，而說無我。無我思想不是僅指絕對意義上的無我。而是相對意

義上的無我。無我思想便是由「中道」的論述方法所展現，不執著於絕對

有我，亦不執著於絕對無我，而是依附於萬事萬物的相依性來論述這相對

意義上的無我。因此，「中道」是一種依附於緣起法的世間實像而有的更好

的詮釋法。

4.3.4 自利與利他

根據緣起法則，萬物都處於變動之中，因此，我們不能觀一隅而欲談

真理為何。佛陀立論時，我們可以發現其基本的原則是試圖從不同面向去

包含每個結構部分。故談論構成人生命之五蘊時，又說五蘊非我、五蘊非

異我、五蘊中無我、我中無五蘊；談論無我時，不是說絕對無我，也非絕

對有我，而是無永恆之實體我。同樣的，在倫理學上，佛教亦是採取相同

的原則。既然我們不是獨立存在的實體，我們必須仰賴著許多因素、許多

協助才得以生存，萬事萬物的依賴性從佛教緣起法則中得以顯明。因此，

佛教倫理學強調的是無差別的平等，即包含著寬容的特質，在佛陀教法中，

自利（梵 svartha）與利他（梵 parartha）是相互涵攝的共存—「自利亦利

他，是施獲大利」42，《雜阿含經》說：

諸比丘！難得之處已得。生於聖處，諸根具足，乃至純大苦聚集、

純大苦滅。是故，比丘！當如是學。自利、利他、自他俱利。43

41 平川彰著，李世傑譯（1985），同引書，頁 65。
42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46 卷 1224 經，頁 334 中。
43 《大正藏》第 2 冊，《雜阿含經》14 卷 349 經，頁 98 中。同樣意義另一段落為：於己及他人，

善護大恐怖。知彼瞋恚盛，還自守靜默。於二義俱備，自利亦利他。（《雜阿含經》40 卷 1110

經，頁 292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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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無差別的平等，我們可以從釋昭慧法師的「護生」44觀點進一步理解。

釋昭慧法師將佛教的利他主義稱為護生觀，並且將之理論化：

佛陀將此「善法」（護生觀）具體開列成最基本的兩項德行：一、

奉行道德義務—持守「五戒」；二、超義務地分享自身所擁有的資

源—勤行「布施」。布施與持戒這兩項德行，不但可以成就「利己」

的目的，讓自己離苦得樂，更重要的是，它也可以達成「利他」

的效果，而讓眾生離苦得樂。45

布施（梵 dana）是指秉持仁慈之心而施福利與人；持戒（梵 cila）即護持

佛陀所說之五種戒法：殺生、偷盜、邪婬、妄語、飲酒。透過自我守戒律，

這種主導性的動機，我們可稱為自律或自愛。透過自律之自我修養的過程

中，既有利於己，亦無害於人。除此之外，還要勤行布施，在他人需要幫

助之時，我們亦要視己力而提供協助。在佛陀教法中，有所謂使人生親愛

之心之「四攝法」：

有四攝事。云何為四。一者惠施。二者愛言。三者行利。四者等

利。於是世尊說此頌曰：惠施及愛言，常為他行利。眾生等同利，

名稱普遠至。46

「同利」（等利）是指視人猶己，無所軒輊。英譯作「by treating them as he

treats himself」47。對佛教而言，一切世間萬物皆是相互依存，個人雖似獨

立性的存在，但卻不是能夠單獨得以生存。因此，佛教的倫理學是以相互

尊重，以慈悲為懷，人、動物、與自然環境亦是相互依賴的關係。人僅是

萬物其中一份子，不能僅以人為中心為出發點去看待人與動物、生態環境

的關係。

44 「從今者乃至命終護生言故」《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 29 冊，37 卷，頁 553 上。
45 釋昭慧（2003），《法印文庫 15：佛教規範倫理學》，台北：法界出版社，頁 84。
46 《大正藏》第 1 冊，《中阿含經》33 卷，《善生經》，頁 641 下。
47 王開府（2000）〈善生經的倫理思想—兼論儒佛倫理思想之異同〉，第四次儒佛會通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台北：華梵大學哲學系，頁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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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節 希德瑞斯的觀點

在《人格同一性與佛教哲學：空性我》中，希德瑞斯針對帕費特化約式的

人格同一理論與佛教無我思想有一系列的探討。他將佛教思想分為兩大派別：

佛教化約主義與佛教反實在主義，佛教化約主義是指初期佛教與阿毘達磨佛

教，佛教反實在主義是指中觀學派。此節的重點在於希德瑞斯在這兩種思想文

化之間，關於倫理學上的論述。

4.4.1 道德與自利之衝突

在《理由與人格》第一、二部分中，帕費特坦言道德與自利之間存在

著衝突：

按照自利論，自我受惠的（self-benefiting）選擇是合乎理性的。

如果我們堅信自利論，我們將會對自我克制的（self-denying）道

德解決方法感到矛盾。我們將認為，要實施這樣的解決方法，我

們必須全都要非理性地行動。48

在帕費特的化約主義觀點中，關於倫理學上利己行為與道德性行為的衝突

性，他試圖降低自我存在的重要，而把焦點轉移到非關注自我利益的立場

上。希德瑞斯引用印度中觀學派論師寂天（梵 Cantideva）的《入菩提行論》

（梵 Bodhicaryavatara），來闡述在佛教化約主義中，關於利己行為與道德

行為的衝突僅是表面上而言49：

1.相續與蘊聚，偽假如軍鬘。無有具苦者，故誰擁有苦。

48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88.
49 文本上的順序本為：彼苦不傷我，若因此不護。後苦亦不害，何故防護彼。思吾嘗受彼，此

乃邪思惟。亡者為他體，生者亦復然……相續與蘊聚，偽假如軍鬘。無有具苦者，故誰擁有苦。

痛苦無主人，一切無分別。苦故悉應除，何需強分別。何故一切苦，應除無爭論。除則一切除，

否則如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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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無主人，一切無分別。苦故悉應除，何需強分別。

何故一切苦，應除無爭論。除則一切除，否則如有情。

2.彼苦不傷我，若因此不護。後苦亦不害，何故防護彼。

思吾嘗受彼，此乃邪思惟。亡者為他體，生者亦復然。50

第一段是說人是五蘊之相續而成，無有真正擁有苦的主體存在。遭受苦痛

是糟糕的應該被防止。倘若痛苦是真實的，亦是無主人的、非人稱的。第

二段則是說明我們的行為具有相同的義務在防止自己與他人受苦。在上一

節曾論述佛教倫理學中自利與利他其實是同在一個脈絡下不同的表述，即

萬物的彼此相賴自利與利他已是一體之兩面，除非我們是獨立生存的實

體，只需考慮自我利益就得以存活。希德瑞斯說：

在佛教業-輪迴思想體系中，如此的衝突（道德與自利）僅是表面

上的。因為，由於慾望與私利所引發的不道德的行為是會造成行

為者自身往後人生的苦痛，只有無視於業-輪迴思想體系中如此的

因果法則，才會將不道德的行為視為是合乎理性的。51

按照希德瑞斯這樣的說法，進一步解釋則是合乎理性的自利是一種符合道

50 英譯為：1. The continuant and the collective are unreal, like the row, the army, etc. There exists no

one whose suffering this is, hence of whom will there be the owning of this? Ownerless sufferings

are all devoid of distinction [between ‘mine’and ‘other’]. Because it is suffering, it is to be 

prevented; how can this be restricted? If it were asked why suffering is to be prevented, it is agreed

upon without exception by all [that it is]. Thus if it is to be prevented, then also all [of it is to be

prevented], if not then one’s own case is also like that of [other]persons. 2. If one says that that

suffering [of other persons] does not harm me, hence it should not be protected against, then since

the sufferingsof future bodies do not harm me, why should they be protected against? ‘Because that 

is me’; if this is one’s thought, that is a mistaken construction, for it is one who dies and another who 

is born.（Siderits, Mark（2003）,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 empty persons,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102.）漢譯原文為《入菩薩行論．禪定》，請參

照：寂天菩薩原著，大堪布貢噶旺秋仁波切講述，張惠娟漢譯（2002），《入菩薩行論》，臺

北市:中華民國正法源學佛會。
51 Siderits, Mark（2003）, Personal identity and Buddhist philosophy : empty persons, Aldershot,

England ; Burlington, Vt. : Ashgate, 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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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性的行為，而這種道德性的行為消極意義上是不能對他人造成傷害，積

極意義則是在合理的自利時也要有利於他人。希德瑞斯運用了佛教化約主

義的思想替帕費特解決了道德與自利之間的衝突52。希德瑞斯贊同帕費特

自述其化約主義式的人格同一理論所造成的結果：即終止存在的痛苦與有

義務促進他人的健康、幸福。在上述的《入菩提行論》中亦可說明佛教化

約主義同樣有這樣的影響。

4.4.2 菩提薩埵與極端主張

關於非化約主義所提出的極端主張，倘若自我是如同帕費特所言是僅是

心理持續性與聯繫性的存在，我們毫無理由去關心我們的未來，亦不用替我

們的行為負責。希德瑞斯提出佛教覺悟者「菩提薩埵」（梵 bodhisattva）略

稱「菩薩」，來解決極端主張對化約主義的批評。《佛光大辭典》中「菩薩」

條目是指：

意即求道求大覺之人、求道之大心人。菩提，覺、智、道之意；薩

埵，眾生、有情之意…亦即自利利他二行圓滿、勇猛求菩提者。53

希德瑞斯進一步指出，覺悟者「菩提薩埵」的典範，在佛教化約主義與佛教

反實在論之間有不同之處。在佛教化約主義中，覺悟者意在自我的解脫而入

涅槃，相反的：

佛教反實在主義宣稱：透過對空性的理解，一個人會克服情感與恐

懼，因而能夠克制自己不入涅槃，取而代之的是在世間駐留以便協

52 關於合理性（利己行為）與道德性（道德行為）似乎相互衝突，希德瑞斯主張類似於行為效

益主義（act-utilitarianism）與規則效益主義（rule-utilitarianism）之間所存在的差異。行為效

益主義是根據個別行為來評估效益的最大化，而決定該行為在道德上是否正當規則效益主義則

是根據是否合乎道德規則來評估個別行為之對錯，道德規則的標準則是以達到效益的最大化為

原則。（詳見林火旺（2004），《倫理學》，台北：五南圖書（二版），頁 80。）
53 釋慈怡主編，星雲大師監修（1989），同引書，頁 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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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未覺悟者克服苦難。54

佛教思想中覺悟者的典範—「菩提薩埵」，之所以能夠被運用來能夠反對極

端主張，原因在於即使在佛教化約主義或者反實在主義中，覺悟者並未由於

自我存在的事實不是更進一步的深層事實，而否定自我在倫理上的實踐意

義。佛教覺悟者的典型，是人人所應仿效的模範。即使自我的存在是被化約

為五蘊的存在，在倫理的實踐意義上覺悟之道仍是必須守持戒律求解脫之

途。並且，除守持戒律外亦要廣行布施。如筆者在第 4.3.1 節論述的，佛教

思想之所以可被希德瑞斯運用來替帕費特辯護的理由，在於其主體存在問題

與倫理實踐上沒有絕對對立的情勢。除非說主體從來不曾存在，才能否定主

體的實踐意義。佛教思想中，主體的存在與主體的倫理實踐同攝於緣起法則

之中，主體的存在不是永恆存在，從無明到老死，這是每個人都會經歷的過

程。然而，我們不能僅從老死後來否定主體有倫理實踐上的意義。從無明到

老死的過程之中，主體是受到道德規範的約束，因為，我們不是獨立自主就

可以生存的主體，我們的生活其實是獲得許許多多他人直接與間接的協助。

因此，最好的生活實踐意義是在於自利與利他的融合。另外，關於希德瑞斯

對初期佛教（與部派佛教）與中觀學派的覺悟者的分別，明顯地，是根據來

自於小乘佛教與大乘佛教之別。這樣的分別也是後期才有的分別，由大乘隨

起而稱初期佛教與部派佛教為小乘派別。不過，就如第 4.3.3 節所述，在佛

陀基本教法的初期佛教經典中，雖然著重在自我達涅槃而解脫的教義，但依

舊有自利利他為大利之論述。也是由於在基本教法中有如此的主張，後期佛

教才能順其脈絡而延續發展。

第 4.5 節 結語

此章從倫理學上檢視帕費特思想與佛教思想。雖然，帕費特於 1971 年的

54 Siderits, Mark（2003）, Ibid., 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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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同一性〉中表示自利原則僅剩下針對大眾的公正性原則，不過於 1984

年的《理由與人格》中，在極端主張的反對之下，帕費特承認每個人對自我的

關懷的確具有不可避免性。這凸顯了實踐上的難題。因為，倘若每個人都以合

乎理性為名，只做那些有利於自己的行為，對每個人而言將會變得更糟糕。在

帕費特關切的倫理學上，他所運用的方法是削弱自我存在的絕對性與獨特性，

著手規劃講求整體效益的最大量的倫理學說。帕費特延續其人格同一理論之

「非人稱」的主軸，發展類似於效益主義的化約式的倫理學。與效益主義相似

的觀點是由於：

效益主義者看待利益與負擔，不是將它們當作來自於同一個生命來考

量，而是無論它們來自何處都不會造成任何道德差異。這個信念可能

是由於以下觀點的部分地支持：「每個生命個體與生命間的差異性，

就其性質而言是不太深刻的。」由於忽視不同的人們之間的分配原

則，效益主義者的觀點是非人稱的。55

不同的是，帕費特並未拒斥分配原則56。在倫理學中，「非人稱」的模式賦予

人與人之間的一種平等。帕費特從對自利原則直接與間接的拒斥，將其倫理思

想導向著重在人類總體生活質量為核心。帕費特透過若每個人僅以自身利益為

考量來行事，反而可能會使得每個人生活陷入更糟的局面。因此，他主張應該

要更少的以自身利益為目標，即不應將自身利益視為實質的目標，應而將這看

似合理的信念，以批判性的當下目標理論取代。批判性的當下目標理論，包含

更多理性的思慮，視當下的情況很可能地延後達到自我的目標。不過，帕費特

承認由於這種屬於個人之不同情況會產生，批判性的當下目標理論在這個意義

上，反而比自利論有更多的人稱。而在自利論的另一方面，僅對自己為考量的

55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36.
56 他說：我們同意，利益總量中的任何增加是具有道德價值。但是我們堅持認為，權重也必須

根據平等原則。儘管福利的獲益重要，但是誰獲益也重要。我們主張，某種分配在道德上是更

好的（即在道德上是具有重要性）。我們應該賦予那些並非由於自身過錯而情糟糕的人們某種

優先性而去幫助他們。我們應當努力追求平等。（Parfit, Derek (1984), Ibid., p.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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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道德理論則主張不應將他人排除在外。因此，可以得知帕費特主張要使

得生活過得更好，除了更少的以自身利益為考量外，亦必須要考量他人利益。

由此為出發點，帕費特在世代正義上，所使用的化約主義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是

與效益主義有著同樣的結論：非人稱地追求生活質量的最大化57。而這也吻合

「自我利益」中牽涉的第二個原則之針對大眾的「公正性」：平等地考慮在每

個人的生命中即將發生的事。

佛教思想則是透過萬物基本法則緣起法，來提供倫理學上自利利他的合理

基礎。從自律的守戒條自然也就無害於人，並且也要布施而有利於人。更進一

步的是，佛教護生的觀點，是包含著一切生命有機體不只是人類，並且依照緣

起的相互依賴性，我們亦不能肆無忌憚地揮霍資源、破壞生態環境。在帕費特

對人類整體生活的重視，在為延續人類歷史的情況下，他應該也會同意佛教思

想關於倫理學方面的主張，即倫理法則的不止適用於人類，並且人類有義務維

護所生存的環境。根據佛教倫理學進一步的討論，顯現出佛教人格同一理論的

關鍵在於意識。這意識同攝於緣起法之中，不是獨立存在的精神實體，而是不

能離開色、受、想、行蘊。這似乎與帕費特的人格同一理論有相同的理論內涵。

不過，意識是人格同一的關鍵，是後期佛教發展才延伸出來的重要議題。佛陀

一開始的論述，是等同的將五蘊視為構成人格的主要因素。關於佛教思想中涉

及主體存在問題的理論建構，是受外道與西方學者質疑的主要原因。輪迴之思

想是在佛陀教理中的一大弱點。按照佛陀談論的內容似乎是指，在經驗世界中

的非永恆的自我死滅後，由同一的意識所相續，聯繫到下一個經驗世界之中。

而佛陀又主張這同一的意識是仰賴身體的其他機能才能共同呈現。其中需要釐

清的部分，佛陀在一開始未能說明。因此，在後期佛教犢子部提出「補特伽羅」、

上座部提出「有分識」，到大乘佛教唯識宗提出「阿賴耶識」欲解決這樣的疑

57 不過，帕費特仍主張這不是說我們必須接受效益主義觀點，而是化約主義的觀點本是應該如

此主張才為合理。反之，化約主義的觀點提供了支持效益主義的原因。（詳見 Parfit, Derek (1984),

Ibid., pp.329-347）



125

問。

由於我們深受西方思想中二元論影響的緣故。當我們對佛教思想中不同不

異、離常離斷的論述方式感到矛盾時，通常是陷入二元論（dualism）的巢臼

之中，而習慣性的二值思考。西方思想史上的理論建構是以二元論為主流，然

而，佛教思想不能以二值思考去理解，它是一種非二元論的思考，按照日本學

者宮本正尊的說法，則是一種「由中」的思考模式。如此「中道」的思維，亦

是核心思想緣起法則的主要脈絡。存在與不存在、有與無之間，佛陀既從形上

層面去討論，亦從經驗層面來觀察，因此給予的回答總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因此，倘若理解佛教思想中這獨有的緣起法則，便能知這樣看似矛盾的說法，

其實是超越基本的二元思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