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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方  

 

摘要： 

「沒有常住自我」的無我觀，不僅是所有不同印度佛教哲學教派（包

括原始佛教）的共同存有論看法，也有其重要的宗教解脫意涵。本文的

目的就在於探索印度佛學中這個重要看法背後的理由支撐。本文作者根

據所理解和所接觸的印度佛教文獻和當代英文佛學文獻而將印度佛學

中的無我論證區分為四種：訴諸經驗與奧坎剃刀的論證、訴諸萊布尼茲

定律的論證、訴諸歸謬的堆垛論證、以及訴諸特殊組合問題的論證。作

者不但指出這些論證的可能文獻出處，也將它們與當代分析哲學中的相

關討論做出了連結。在論文的結論中，作者簡單評估了這些論證的強度，

並指出了幾個評估時應該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印度佛學、無我、萊布尼茲定律、堆垛論證、特殊組合問題。 

                                                 

 國立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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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No-Self Arguments in Indian Buddhism 

 

Wang, Wen-fang  
 
 

 

ABSTRACT： 

  Not only the view that there is no constant self (‘no-self’ in short) is a 

common view of all different schools among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ers, 

but also has extremely important implications in religious liberating 

meaning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various arguments that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philosophers offered 

for this important no-self view. The author looks into both the ancient Indian 

Buddhist literature that he can understand and some modern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proposes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four different arguments for the 

no-self view in Indian Buddhism: the argument that appeals to observations 

and Occam’s razor, the argument that appeals to Leibniz’s Law, the argument 

that appeals to the eductio sorites, and the argument that appeals to special 

composition question. Not only does the author indicate the possible origins 

of these arguments, but also make a connection to related modern 

discussions in analytical philosopy that can be found. In the final part of the 

paper, the author briefly evaluates the strength of these arguments and 

reminds the readers several points that should be kept in mind when 

evalua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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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印度佛教哲學從部派時期開始就存在著許多意見不同的哲學教派，

但無我觀似乎是所有不同的印度佛教哲學教派（包括原始佛教）的共同

看法。印度佛教哲學中的無我觀，不只是一種要人放棄自我本位或自利

念頭的道德教條，更重要的是一種存有論（或本體論）上的看法。有別

於佛陀之前就已經流行的印度教有我觀，印度佛教哲學的無我思想認為：

一個常住的自我或常住的靈魂其實是不存在的。2嚴格的說起來，這個無

我的看法並不否認我們每個人都有「自我的意識」，也不必然否認人類

個體的存在；3這個想法本身真正否認的事物是：被一般人認為是在人的

一生中（或永無止境的輪迴中）始終持續存在（常住）、並構成一個人

之所以是那個人的事物。 

    印度佛教哲學的無我觀不僅是一個有別於印度教的哲學存有論看

法，也是佛陀認為一個人在尋求解脫（涅槃）的過程中極為重要而必須

清楚掌握的看法。佛陀在他重要的四聖諦中認為，人的一生通常處於負

面的情緒和境遇（苦；duhkha）中，而這些負面情緒與境遇的來源就在

於我們「趨利避害」的心理態度（集；trsna；意為「依附和憎惡」（attachment 

and aversion））使然。佛陀進一步認為，如果你/妳能夠對你／妳的境遇

達到哲學上正確的認識和修練（道）4，你／妳就能夠從無止境的負面情

                                                 
2
 印度教主張，每個人都有一個常住的靈魂或自我(atman)，但佛教反對這個看

法。參見 Priest (forthcoming), section 1.21。 

3
 甚至可能不否認瞬息生滅的我，或西方哲學中所謂的「我的時間切片」(time 

slices of me)。我還會在以下的數個注釋和本文中討論這個問題。 

4
 這些認識和修練共八項，又稱八正道：正見(right view)、正思維(right intention)、

正語(right speech)、正業(right action)、正命(right livelihood)、正精進(right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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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和境遇中解脫（滅）出來，並達到涅槃而免於輪迴的境界。在所謂「正

確的認識」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認識就是要認識「無我」（anatman），5另

一個重要的認識則是要知道一切事物都是無常的。當一個人認識到他／

她所追求或極力避免的事物並不永恆，而這個處於負面情緒和境遇中的

自我也並不常住時，他/她就能擺脫趨利避害的心理態度，而達到涅槃解

脫的境界。 

    儘管無我觀的看法在印度佛教思想中具有無比的重要性，儘管佛教

思想在當代社會與人心淨化的影響力也極為巨大，但我們不可以只因為

一個想法的重要性和它的重大影響力便認為這個看法一定是正確的。作

為分析哲學家，我們不禁要問的問題是：在印度的佛教經典中，我們是

否能夠找到好的理由和論證，去支持這個重要而又有重大影響力的存有

論看法？我相信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有的！」在我目前的研究中，我認

為我們在印度佛教經典裡至少可以找到四個不同的論證去支持這裡的

無我觀。其中三個直接論證無我觀的想法，而最後一個則間接支持了無

我觀。以下我分成四節分別說明這四個論證並評論它們的強度。 

二、訴諸經驗與奧坎剃刀 

    印度佛教的第一個無我論證訴諸了感官經驗與修行的內在體驗。在

各種的感官經驗和內在的體驗中，我們所觀察或體驗到的事物都是變動

不居的，我們沒有觀察或體驗到任何常住的事物，更沒有觀察或體驗到

任何常住的我。《雜阿含經》開頭就說：「如是觀（色）、受、想、行、

                                                                                                                   

正念(right mindfulness)、正定(right concentration)。 

5
 或者說，「諸法無我」（沒有東西是那個常住不變的我）。這和「諸行無常」（一

切的事物都變動不居）以及「涅槃寂靜」共稱為正見的「三法印」。見聖嚴法

師，《印度佛教史》，（1999, p.49），http://ddc.shengyen.org/pc.htm。 

http://ddc.shengyen.org/p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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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觀。」從佛教的觀點看，不但我們的身體（色）、

感覺（受）、知覺與想像（想）、心理活動（行）、各種意識經驗（識）6都

是變動不居的，其他我們能夠經驗到的世間萬物也莫不是如此。因而郭

朝順（1998）說：「就『諸法無常』的觀點，諸法變動不居，是一項明

顯的經驗事實。」此處所謂的「諸法」，泛指所有的事物。簡單地說，

這個論證的方式是：我們從來沒有觀察到或體驗過常住不變的事物，因

此，沒有常住不變的我或任何常住不變的事物存在。7
 

    這種論證沒有常住我的方式，十分類似於英國經驗論者休謨（D. 

Hume）論證沒有常住我的方式。休謨是個近代著名的英國經驗論者，

對他來說，觀察和內省是我們對這個世界的唯二可能知識來源，但常住

的自我卻是我們無論觀察多久都觀察不到、也內省不到的事物。如果我

們內省我們自己，休謨說，我們最多只會發覺一連串不斷變動的知覺在

流動著。休謨說（I, IV, VI）： 

 

有些哲學家想像，我們無時無刻不親密地意識到我們稱為「自我」

的事物；我們感覺到它的存在及它的持續存在性，……對我而言，

當我試著去體會這個我叫作「自我」的事物時，我總是碰到諸如

熱、冷、光亮、陰影、愛、恨這樣的特殊知覺。沒有這些知覺，

我無法捕捉自我，但除了這些知覺之外，我也沒觀察到任何其他

的事物。……我可以冒險地……斷言，[我]們只不過是一綑以不

可思議的速度前後相續、並恆久流動的知覺罷了。 

                                                 
6
 以上這個對於「五蘊」（Skandhas：色、受、想、行、識）的解釋來自於聖嚴

法師（1999, p.50）。 

7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這個論證只否認常住的我，並沒有否認（但也沒有承認）

存在有瞬息生滅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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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印度佛學經典中關於無我的論證僅僅是如此的話，那麼從分

析哲學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論證方式會基於兩個問題而顯得薄弱。首先，

從論證的形式上看，這樣的論證方式在非形式邏輯中屬於「訴諸無知」

（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 argument from ignorance）的論證方式。一

個典型的訴諸無知的論證是像「我們從來沒人見過外星人，所以外星人

不存在」這樣的論證。在過去，這種論證方式通常被歸類為謬誤的

（fallacious）、不可信的論證方式，但最近則有一些學者主張，並不是所

有訴諸無知的論證都是謬誤的和不可信的。8然而，就算不是所有訴諸無

知的論證都屬於謬誤論證，但「哪一些這樣的論證屬於謬誤？而哪一些

則否？」則仍然是在爭議中而沒有定論的問題。因而，純粹基於觀察或

體驗不到一個常住的自我，便據以推論沒有這樣的事物，這樣的推論方

式很容易被詬病，也很容易被質疑。 

    其次，當代的經驗論者多半認為，就算有些事物是我們觀察不到的，

我們還是應該假設它們是存在著的事物。比方來說，當代的經驗論者和

科學家都會同意，物理學中像夸克或電子這種無法被觀察到的事物仍然

是存在的事物。這些事物之所以被經驗論者和科學家們認為是存在的，

那是因為：如果不假設這些事物的存在，我們就無法解釋某些被觀察到

的現象。簡單地說，當代的經驗論者之所以認為存在著這種無法被觀察

到的事物，通常是因為這樣的假設有其重要的解釋力、說明力、和預測

力。也許常住的自我就是像電子或夸克這樣的東西，具有解釋一些現象

的能力和必要性。比方來說，康德（I. Kant）就認為常住自我存在的假

設有其必要性；特別是，這樣的假設能夠解釋經驗現象的統一性（unity），

也就是，能夠說明為什麼我能夠將某些經驗看成是「我的」經驗，而非

                                                 
8
 比方來說，Hinton (2018)就主張有些訴諸無知的論證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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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的經驗。9類似地，當彌蘭王問說：10「至尊的那先，如果事物中

沒有常住的個體（沒有靈魂），那麼，是誰在祈禱？是誰給你的隨員你

的衣袍、住處、食物和醫藥？是誰享用這些餽贈？是誰正當地活了一輩

子？是誰致力於冥想？是誰達到了涅槃的最高境界？……如果沒有常

住的個體，也就無所謂美德或惡德，無所謂善行或惡行的製造者或行為

者，無所謂善業和惡業的果報。至尊的那先，如果我們想像一個人殺了

你，那也無所謂謀殺可言，你的隨員也無所謂師父或導師。」彌蘭王在

此似乎也在暗示說，一個常住自我的假設，除了可以解釋經驗現象的統

一性之外，還具有更多的──如因果或法律上的──解釋力。 

    當代的新休謨主義者，如 Priest，11通常會這樣回答前述的第二個問

題：不但我們經驗和體驗不到常住自我這樣的事物，有關於它們存在的

假設其實對於解釋任何事情來說都沒有特殊的必要性。比方來說，Priest

便認為，要解釋一個人經驗的統一性，我們其實不需要假設有一個常住

的自我，我們只需要訴諸於這些經驗現象之間實際上存在的因果關聯就

可以了。這種訴諸於解釋上無必要性的奧坎剃刀手段在印度佛教經典中

其實也能找到；12比方來說，提婆的《百論破神品》中就充滿了這樣的

辯論：外道從解釋各種人類現象（如各種知覺的統一性等）上的必要性

而去斷說「定有神（常住的自我）」，但內道則從「定有神」的假設在解

                                                 
9
 Kant (1998), B131-132. 

10
 以下這段經文譯自 Davids （1890）的巴利文英譯本 PP.41-42，該段經文並

不見於東晉時期的中譯本《那先比丘經》中。可惜的是，在巴利文本裡，我

們沒看到那先對這個訴諸解釋必要性的論證作出直接的、如下一段落中所說

的奧坎式回應。 

11
 Priest (forthcoming), section 1.4.4。 

12
 我非常感謝何建興教授指出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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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這些現象上並無必要去一一回應外道的論證。我們無需在此詳細說明

這些一來一往的繁複辯論內容，我只想簡單指出這種論證方式的兩個問

題。首先，這樣的論證方式容易流於「論件式」（piece by piece）的辯論，

瑣碎而無止境：主張有常住自我者挖空心思去舉出「各種人類現象」，

以便強調這個假設的必要性，而反對者則一一訴諸其它解釋的可能性，

去破斥常住自我的這個假設。這種類型的辯論似乎可以無止境地進行。

其次，有些學者其實對於奧坎剃刀的正當性也有些存疑：這客觀世界裡

有些什麼樣的事物，這件事為什麼要和「我們」能不能用它們來解釋任

何事情會有關呢？我們似乎不能排除這樣的可能性：有些事物就是存在

著，儘管它們在解釋任何事情上都沒有必要性。 

三、訴諸萊布尼茲定律
13

 

    「萊布尼茲定律」一詞有數種不同的涵義和指稱；我在這裡所說的

萊布尼茲定律，指的是這樣的一個原則：「對於任何的 x 和 y 來說，如

果它們是同一個事物，那麼，它們就會有完全相同的性質」；14或者，換

一個邏輯上等值的說法：「對於任何的 x 和 y 來說，如果它們至少有一

個性質不同，那麼，它們就不會是同一個事物」。15因而，一個論證 x 和

                                                 
13

 有匿名審查人指出，本節及下一節中的論證可能只適用於即蘊我，而不適用  

於離蘊我或非即蘊亦非離蘊我。基於篇幅限制，我無法在此詳細說明和評估

這個看法，另請參見本論文的注釋 39。 

14
 用精確的語言來說：xy(x=y → F(Fx  Fy))。如果我們假定，任何一個

包含一個自由變元的開放語式都代表一個和個體有關的性質，那麼，前述的

符號化語句也可以被寫成xy(x=y → (x  y))，其中，“x”(或“y”)是任

何一個包含一個自由變數 x(或 y)的開放語式。 

15
 用精確的語言來說：xy(F(Fx  Fy) → 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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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不是同一個事物的簡單方法，就是去找出某個 x擁有但 y缺乏的特性，

或去找出某個 y 擁有但 x 缺乏的特性。 

    在我解釋印度佛教經典如何利用萊布尼茲定律去論證沒有常住的

我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下龍樹在《中論》中的兩首偈頌（XXVII, 3-4）：

「過去世有我，是事不可得，過去世中我，不作今世我。若謂我即是，

而身有異相，若當離於身，何處別有我。」我們要如何理解這兩首偈頌

呢？Garfield（1995, p.344）在解釋這兩首偈頌時說：16
 

 

僅因為我能說「我或某人過去存在」，便說「現在存在的我和過

去存在的我的確是同一個」，這是一個根本混淆的思想。同一性

要求我們分享所有的性質，而這對於跨時間的事物來說根本不可

能。但任何有關於常住我的斷言都要求我們在不同的時間上是同

一個。……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被占據的事物和佔據的事物都不

相同。……然而，為了要假定有常住的自我，那個自我一定得保

持它在不同時間點上的同一性。那一序列被佔據的身體因而無法

提供可以作為常住我的候選者。但龍樹指出，除此之外，我們也

沒有其它的候選者了。 

 

從 Garfield 說「同一性要求我們分享所有的性質」來看，Garfield 顯然認

為龍樹在此訴諸了萊布尼茲定律。從而，龍樹的論證基本上是這樣的：

                                                 
16

 注意，Garfield 的翻譯所根據的，乃是藏文本的《中論》。Garfield 將中文譯

本裡的「過去世」理解為「過去時」，這和國內有些學者將之理解為「前世」

略有不同，但這不同之處無損於此處論證的本質。我在此處跟從 Garfield 的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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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某兩個時間點上的我17（如過去某個時間點 t 上的我和現在這個時間

點 t’上的我）所佔據的身體並不盡然相同（身有異相），所以，根據萊布

尼茲定律，某兩個時間點上的我並不是同一個。而「某兩個時間點上的

我並不是同一個」邏輯上蘊涵了「沒有一個常住不變的我」。18
  

    上述龍樹的這個論證其實假定了「至少在兩個時間點上，我所佔據

的身體並不相同」這一前提，但我們要如何去建立這一個前提呢？當然，

我們可以訴諸前一節中所說的觀察或體驗，而去建立「至少在兩個時間

點上，我所佔據的身體並不相同」這個事實。但我們也可以利用這裡所

說的萊布尼茲定律去論證相同的結論：只要你能找到兩個時間點上，你

的身體在身高、體重、膚色、或部分膚色、毛髮數量、毛髮長短、細胞

組成、營養成分、甚至體內某種氣體原子數量上的任何一點不同，你就

可以根據萊布尼茲定律而去論證說，這兩個時間點上的身體並不是同一

個。19我因而認為龍樹的這個論證可以被分成兩個階段來進行。首先，

                                                 
17

 其實，龍樹可以使用類似的論證而更進一步去論證說：由於「任何」兩個時

間點上的我17（如任何一個時間點 t 上的我和任何一個其他時間點 t’上的我）

所佔據的身體都不相同，所以，根據萊布尼茲定律，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我

都不是同一個。而「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我都不是同一個」同樣在邏輯上蘊

涵了「沒有一個常住不變的我」。（詳見以下關於接續論和持續論的討論。）

但如果只是為了要論證「沒有一個常住不變的我」，龍樹其實並不需要去論

證「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我都不是同一個」，他只需要去論證「某兩個時間

點上的我並不是同一個」這個比較弱的結論就可以了。 

18
 你可能會反駁說：「自我其實和身體無關，自我是身體之外的事物，自我甚

至不佔據身體，因而這個論證錯誤地訴諸了自我在兩個時間點上所佔據的身

體並不相同這件事。」但對龍樹和印度佛學的哲學家來說，這樣的看法是完

全不可信的。 

19
 你甚至可以用同樣的論證而進一步去論證說：「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身體

都不是同一個，詳見以下有關於接續論和持續論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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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可以使用萊布尼茲定律去論證說：至少有兩個時間點上的色身不是

同一個色身，因而並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色身可言。［類似地，龍樹也

可以使用萊布尼茲定律而去論證說：至少有兩個時間點上受、想、行、

識（或任何事物）並不是同一個，因而並沒有一個恆常不變的受、想、

行、識（或任何事物）可言。］一旦建立了「至少有兩個時間點上的色

身（或受、想、行、識）並不相同，龍樹便可以再度訴諸於萊布尼茲定

律而去論證說：由於某兩個時間點上，我所佔據的色身（或所擁有的受、

想、行、識）並不相同，因而，根據萊布尼茲定律，某兩個時間點上的

我並不是同一個事物。而「某兩個時間點上的我並不是同一個事物」這

件事邏輯上蘊涵了「沒有一個常住不變的我」。20
 

    利用萊布尼茲定律去論證某兩個時間點上的我並不相同，並進而論

證沒有常住的我，這並不是印度佛學特有的論證手法。當代的分析哲學

家在討論有關於跨時同一性（cross-time identity）問題時，接續論者

（perdurantist）便常利用萊布尼茲定律去論證：「任何」兩個時間點上

的我都不是同一個事物。21這個論證通常是這樣進行的。讓 t1 和 t2 是我

（或任何我們認為持續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兩個時刻（不論它們之間的

間隔有多麼短暫），我們總是可以找到某個特性是我（或任何持續存在

的事物）在 t1 時擁有、但在 t2 時並不擁有的特性（比方說，我在 t1 時

身體表面有一個原子 a，但在 t2 時則不然；或者，我在 t1 時有個紅色的

                                                 
20

 同樣明顯的事實是，這個論證也只否認常住的我，並不必然否認有瞬息生滅

的我。當然，我也知道龍樹從究竟上否定了任何事物的自性，包括瞬息生滅

的我。因而我在這裡想說的只是，這個論證本身並不必然蘊涵沒有瞬息生滅

的我。 

21
 相對來說，持續論者(endurantism)則主張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我是同一個事

物。有關於這兩個理論間的爭論，請參見王文方(2008)，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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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但在 t2 時則不然等等）。因而，根據萊布尼茲定律，t1 時的我和

t2 時的我並不是同一個事物，而這對於我的任何兩個時間點 t1 和 t2 來說

都成立。因此，沒有任何兩個時間點上的我會是同一個，也因此無所謂

常住的我。 

  基於上述的論證，接續論者因而會說：持續存在於時間中的任何事

物，其實都是由許多個「在空間上三維，在時間上瞬間」的時間切片

（time-slices）所組成（compose）的四度時空蠕蟲（space-time worm），

其中的任何兩個時間切片嚴格說起來都是不同的。但既然你我都只是由

眾多個時間切片所構成，為什麼我們會只將某些個時間切片（比如所有

我的時間切片）看成是組成了一個單一的個體呢？為什麼我們不將你的

部份時間切片和我的部份時間切片看成是組成了一個單一的個體呢？

對於這個問題，接續論者通常會回答說，我們之所以會將某些（而非任

意一些）個時間切片看成是組成了一個單一的個體，那通常是因為那些

時間切片中任何相續的兩個之間都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時空關聯性、以

及因果關係使然。22有趣的是，當郭朝順（1998）解釋前述龍樹的兩首

偈頌時，他說到：「龍樹……提示了『相似我』的概念，主張『我』是

不斷在流變的，……，主張『我』並非一永恆不變主體，……它是無時

不刻都在改變的，但是每一刻的『我』都有其相似性彼此關連延續，因

此『無我』乃否定絕對不變的『我』，而非否認每一剎那的『自我意識』，

                                                 
22

 當那先對彌蘭王說，幼時的彌蘭王與成人的彌蘭王是「非一非異」時（Davids 

(1890, p.63)的英譯為“neither the same nor another”，東晉中譯為「亦非故身神

亦不離故身神」），那先似乎也是將一個人看成是由許多彼此不同但相續的時

空切片所構成。因此，Gowans (2003, p.82)明白地以“neither identity nor 

complete discontinuity”去解釋那先這裡所說的「非一非異」。我在此要特別感

謝國立政治大學黃郁茜同學為我指出這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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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非否定前後剎那『我』之相似連續。」根據郭朝順這個說法，龍樹似

乎認為，世俗諦的自我看法是一種接續論的看法。 

  我個人認為這樣的論證方式是比較強而有力的，而前述對於龍樹的

解讀也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結束這裡的討論之前，讓我們問一個重要的

問題。通常，接續論者會認為，除了時間切片是存在的事物之外，四度

時空蠕蟲本身也是個存在的事物；就像許多存在的三維事物可以由多個

三維部分所組成一樣，一個存在的時空蠕蟲也可以由多個四維部份）如

昨天的我、今天的我等等）所組成。但如果時空蠕蟲本身也是一個由眾

多部份所組成的存在事物，難道我們不應該說：那個常住的我其實就是

這個時空蠕蟲嗎？我的所有時間切片所組成的時空蠕蟲難道不是持續

存在於我的一生當中，並且自始至終都是同一個不變的時空蠕蟲嗎？我

將在最後一節裡說明有些印度佛教理論對這個問題會給的答案。 

四、訴諸歸謬的堆垛論證 

  前述訴諸於萊布尼茲的論證，其實提示了我們另一個在我看來一樣

好的、論證沒有常住我的方法。根據印度佛教的看法，我們每個人都是

由五蘊所組成的複合事物。讓 b0、b1、……、bn 是一序列的五蘊組合體，

其中任何連續的兩個都極為相似，但 b0 和 bn 則完全沒有一點相同的部

份。由於 b0 和 bn 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相同的部份，因此，直覺上（即使

你/妳不同意萊布尼茲定律）它們並不是同一個事物。由此，我們可以瑣

碎地結論說，b0、b1、……、bn 這一序列的五蘊組合體中至少會有兩個

是不同的事物。在繼續說明這個論證之前，讓我們先看一段 Priest 在

（forthcoming, section 1.4.2）中的一段說法： 

 

一個標準的、佛教論證無我的方式是訴諸於類比。舉一輛車（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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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中的例子是一輛戰車）為例。這輛車由數個部份所組成：機殼、

引擎、車牌等等。這些部份在某個時間被組合起來，彼此互動著，

也和空氣、道路等互動著。時間久了，有些部份壞了並且被汰換

了。到最後，原來的那些部份又完全解體了。雖然車子仍然是同

一輛車子，但卻沒有任何的部份是不能被汰換的。甚至於車輛登

記的細節也都可以被改變，比方說，車輛的所有人搬遷到別州去

了。好了，人就像是這樣的東西。  

 

Priest 在此所談論的經典是《彌蘭王問經》。23在《彌蘭王問經》中，那

先對彌蘭王說：「那先並不是一個常住的事物」，24但這樣的說法引起

了彌蘭王的質疑與挑戰。經典的最後，那先以彌蘭王的戰車為例，讓彌

蘭王終於明白戰車和那先都不是常住的事物。不幸的是，該經典中的許

多討論似乎與「那先並不是一個常住的事物」沒有直接的關聯，大部分

的討論其實只在於指出那先不是五蘊的任何一個部份，甚至不等於五蘊

的總合（combination）25，而似乎未直接說明何以「那先不是一個『常

住的』事物」。Priest 說這裡的戰車只是一個譬喻，但我認為這個譬喻

其實可以構成一個論證，只是這個論證到底要如何進行？任何對這段經

典的說明似乎都需要靠點想像力，並且可能會有曲解它的嫌疑。 

  我現在就冒著曲解它的風險，而去解釋這裡可能包含的一個論證，

                                                 
23

 中譯本稱為《那先比丘經》，東晉時被翻譯為中文，但譯者不詳。現僅存巴

利文本，梵文本已佚失。有些學者認為此經並非由一人所完成，可能是經由

多位作者於不同時期所著。對照中譯本與巴利文本後可以發現，中譯本中有

多處闕漏，而文意也與巴利文本不盡相同。我的討論以英譯本為主。 

24
 這一句重要的談話，不幸並未出現在東晉時的中譯本中。 

25
 中文本譯作「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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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個論證其實類似於 Priest（2003, p.9）本人所給過的某個論證。為了

要給出一個有關於等同的堆垛悖論，Priest（2003）曾經設計過這樣的一

個論證。讓 b0 是 Priest 的身體，並且假設 b0 是由 n 個分子所組成。讓

b0, b1,……, bn 是這樣的一序列個體，其中的每一個（除了第一個之外）

都是將前一個個體中的某個人體分子換成炒蛋分子的結果，因而最後一

個個體 bn其實就只是一坨炒蛋。直覺上，如果我們將一個人體的分子換

成某個炒蛋分子，我們並不會因此就改變那個人體的同一性。（我們每

次消化完食物後，我們體內的分子都和之前略有不同，不是嗎？但我們

並未改變同一性：那個身體仍然是之前的身體！）但這樣的直覺會迫使

我們去說以下的這一序列的語句都為真：Priest = b0
26、b0 = b1、b1 = 

b2、……、bn-1 = bn。然而，一旦我們接受這一序列的語句都為真，那

麼，透過古典邏輯的等同傳遞律，我們就會被迫去接受 Priest = bn 這個

荒謬的結果。注意，這個論證本質上是一個歸謬論證（reduction ad 

absurdum），它並非試圖去推出 Priest 等於一坨炒蛋這個荒謬的結論，

而是利用這個結論的荒謬性去否認其中至少一個使用的前提。Priest 本

人（2003）試圖去否認古典邏輯的等同傳遞律，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

面對這個荒謬的結論，我們也可以否認這些等同語句當中的任何一個，

甚至每一個。但不論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可以說：至少會有某個等同

語句 bi = bi+1 為假。因而，我們可以結論說：b0（也就是 Priest）, b1, ……, 

bn 這一序列的事物都不是常住的事物。 

  現在，讓我們看看，我們如何可以從《彌蘭王問經》中抽繹出一個

類似的無我論證來。首先，讓我們注意，雖然那先認為五蘊的簡單總合

                                                 
26

 在此我暫時假設物理論(physicalism)是對的：Priest 就是他的身體。注意，我

在下兩個段落中的討論並不依賴這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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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那先，但他仍然說「就如同我們之所以使用『戰車』一詞，是基於

其各部份共同存在的先決條件，我們之所以稱某物為『人』，也是基於

其五蘊共同存在的先決條件。」27我想，那先在這裡想要說的是：五蘊

固然是「我」存在的必要條件，但五蘊必須要以適當的方式組合起來，

才能構成我們在前一節所提到的「我」的時間切片。當然，我們五蘊的

每一個部份，包括它們的組合方式，都會隨著時間的變動而略有不同，

但直覺上微小的差異似乎不會改變我們的同一性。現在，令 s0 是我甫出

生時的五蘊組合體，sn 則是我臨終時的五蘊組合體。顯然，這兩個五蘊

組合體是完全不同的事物。現在，令 s0, s1,……, sn 是一序列構成我人生

各時間點上的五蘊組合體。由於這一序列五蘊組合體中任何相鄰的兩個

之間都只有極為微小的差異，因而，直覺上，任何兩個相鄰的兩個五蘊

組合體仍然是同一個個體。但這樣的直覺會迫使我們去說以下的這一序

列的語句都為真：我 = s0、s0 = s1、s1 = s2、……、sn-1 = sn。然而，一

旦我們接受這一序列的語句都為真，那麼，透過古典邏輯的等同傳遞律，

我們就會被迫去接受 s0 = sn 這個明顯為假的結果。注意，這個論證本質

上仍然是一個歸謬論證，它並非試圖去推出我甫出生時的五蘊組合體等

於我臨終時的五蘊組合體，而是利用這個結論的荒謬性去否認至少一個

使用的前提。面對這個荒謬的結論，我們可以像 Pries 一樣試圖去否認

古典邏輯的等同傳遞律，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也可以否認這些

等同語句當中的任何一個，甚至每一個。但不論我們如何選擇，我們都

可以說：至少會有某個等同語句 si = si+1 為假。因而，我們可以結論說：

s0, s1,……, sn 這一序列的事物也都不是常住的事物。 

                                                 
27

 英譯是“Just as it is by the condition precedent of the co-existence of its various 

parts that the word ‘chariot’ is used, just so is it that when the Skandhas are there 

we talk of a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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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從上述的討論中，我們還可以抽繹出一個更簡單的無常我

歸謬論證。同樣令s0, s1,……, sn是一序列我人生各階段的五蘊組合結果，

而其中的 s0 和 sn 明顯沒有相同之處。現在，假設我是一個常住的事物，

那麼，由於佛經認為我就是五蘊組合的結果；因而，「根據我是常住事

物的假設」，以下的這一序列的語句都將為真：我 = s0、我 = s1、我 = 

s2、……、我 = sn。然而，一旦我們接受這一序列的語句都為真，那麼，

透過古典邏輯的等同對稱律和等同傳遞律，我們仍然被迫去接受 s0 = sn

這個明顯為假的結果。這個論證本質上仍然是一個歸謬論證；面對這個

荒謬的結論，我們可以像 Priest 一樣試圖去否認古典邏輯的等同傳遞律

（或對稱律），但這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也可以去否認我們一開始

的假設：也就是「我是一個常住事物」的假設。 

五、訴諸特殊組合問題 

  最後，讓我們看一個源自於阿毗達摩（abhidharma）哲學28但中觀哲

學繼承的無我論證，同時也回答我們在第二節的最後所提出但未回答的

問題：如果時空蠕蟲本身也是一個由眾多部份所組成的存在事物，難道

我們不應該說：那個常住的我其實就是這個時空蠕蟲嗎？我的所有切片

所組成的時空蠕蟲難道不是持續存在於我的一生當中，並且自始至終都

                                                 
28

 阿毗達摩哲學大致發展於佛滅後 500 年內。「阿毗達摩」一詞由「阿毗」(abhi)

和「達摩」(dharma)兩字組成。「阿毗」的意思為上等的、殊勝的、卓越的。

「達摩」的意思是法。這裡的「法」是指究竟真實的教法，特別是指佛陀所

教導的思想。事實上，阿毗達摩並不是單一的哲學思想，部派時期裡不同教

派—如一切有部和經量部等—的哲學思想都被認為是阿毗達摩哲學的一部

分。我在這裡所說的阿毗達摩哲學特別指的是經量部的極微論想法；根據黃

俊威(1997)的研究，經量論者應該會同意這一節中所說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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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一個不變的時空蠕蟲嗎？ 

    阿毗達摩哲學是一套複雜的哲學想法，但我們在這裡所關心的只是

其中的一個存有論主張：阿毗達摩哲學裡的原子論。29根據世親《俱舍

論》（對阿毗達摩哲學總結論述的代表作之一）所述，阿毗達摩哲學家

將所有的事物（包含物理的和非物理的事物）區分為五大類和七十五小

類（五位七十五法）30，但不論是哪一類事物，其實都是由一些不再具

有部份的最小事物所構成。31我們之前說過，印度佛教哲學認為，人是

由色（身體）、受（感覺）、想（知覺與想像）、行（心理活動）、識（各

種意識經驗識）五個部份所組成的複合事物。但阿毗達摩哲學認為，這

些色、受、想、行、識仍然各自有其部份，而且其部份也各自有其部份，

直到最小沒有部份的事物為止。對於身體來說，這些最小的部份是無法

再行分割（因為不再有部份）的物質（又稱為「極微」（paramanu））。32

對感覺來說，這些最小的部份是不同時刻下所感受到的苦、樂等感覺。

對於知覺來說，這些最小的部份是不同時刻下所知覺到的顏色、氣味等

等。對於心理活動來說，這些最小的部份是不同時刻下的慾望、厭惡等

心理活動。對於各種意識經驗來說，這些最小的部份則是不同時刻下的

個別意識經驗。不過，雖然這些最小的事物是這個世界的最基本材料，

但由於緣起緣滅的緣故，它們並不是恆常不滅的事物。 

                                                 
29

 這裡「原子」一詞，並非指物理學中的粒子，而是指任何不在具有更小部份

的事物，包括心理性的事物。 

30
 聖嚴法師(1999)，第 146 頁。 

31
 見 http://www.mahabodhi.org/files/yinshun/31/yinshun31-04.html，印順法師，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章第三節。 

32
 我將極微說成是無法再分割的物質 (matter)，但黃文吟 (2014)和 Priest 

(forthcoming)認為，一切極微都是像色、香、味、觸這樣的性質或 Priest 所

說的「殊質」(tropes)，但這個差別對於以下的討論並不重要。 

http://www.mahabodhi.org/files/yinshun/31/yinshun31-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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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是，對於某些阿毗達摩哲學家──如經量部學者──來

說，只有這些最小的事物才是究竟上真實存在的事物，它們構成了所謂

的勝義諦（ultimate truth or ultimate reality），也就是這個世界的究竟實在

內容；而它們所構成（或和合）的其它可感知的中大型事物則非真實存

在（或只有剎那的實在）。33一般所謂的事物──也就是那些我們（誤）

以為具有部份的事物──嚴格說來都不是真正的存在物，它們只是我們

概念投射或概念建構的結果，或者說，它們是我們基於語言的約定而形

成的世俗諦（conventional truth or conventional reality）內的事物。由於

一般所謂的事物──也就是那些我們（誤）以為具有部份的事物──嚴

格說起來並不存在，而色、受、想、行、識、我的時空切片、甚至我們

在第二節末所提到的時空蠕蟲都是這種具有部份的事物，因而，嚴格說

起來，它們都不是真正存在的事物。但常住我也不是構成這個世界的最

小事物，因為，如同我們剛說過的，這些最小事物生生滅滅，並不是常

住不變的事物。因此，從阿毗達摩經量部的哲學思想，我們可以很容易

地建構出一個簡單的無我論證：「嚴格說起來，這個世界只有無常的最

小事物，而沒有其它的事物；因而，並沒有常住的我或複合的我這種事

物。」在前三節中，我們所討論的三個無我論證並不必然否認短暫的我

或我的時空切片這樣的事物，它們的目標似乎只在於直接否認常住我的

存在。但阿毗達摩經量部的哲學思想則更加徹底，不但常住的我被否認

了，一個不常住但複合的（具有色、受、想、行、識這些部份的）我（不

論是我的時空切片，或由我的所有時空切片所構成的時空蠕蟲）也都被

                                                 
33

 相對而言，阿毗達摩（一切）有部的哲學家則認為，被組成（積聚）的事物

仍是實在的，且一直存在（三世實有）。我要感謝某位匿名審查人在此指出

阿毗達摩哲學中這兩個哲學派別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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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否認了。我們因而有了一個更為徹底的印度佛學的無我論證。34
 

    但為什麼我們要接受這個論證的前提呢？為什麼我們要認為這個

世界只有最小的事物或「原子」，而沒有其它的事物呢？這個世界或許

有所謂沒有部份的事物，35但除此之外，當然也還有一些具有部份的複

合事物，如人類、茶杯、樹木等，不是嗎？我們有什麼好的理由去認為

這些複合的事物其實不存在呢？這個問題其實是西方分析形上學中所

謂「部分整體學」（mereology）裡的一個問題，特別是部分整體學裡被

稱為「特殊組合問題」（special composition question SCQ）所關心的問題。

特殊組合問題問的是：在什麼情況或條件下，數個事物可以組合成一個

新的（因而是存在的）、具有部份的事物？這個問題由 van Inwagen 在

1980 年代提出，問題本身雖然簡單，但目前對它的討論卻越來越複雜。

我們無須在此說明這些複雜的討論，36對於我的目的來說，我們只需注

意其中一個被稱為「虛無論」（nihilism）37的主張就可以了。 

                                                 
34

 一位匿名的審查人指出，經量部的原子論關切的是知識論問題，而非無我的

存有論問題。但即便如此，這也不表示經量部的知識論沒有預設任何的存有

論看法。本節的作法是試圖從經量部的原子論推演出一個無我的論證，並因

而指出經量部的哲學立場的確有這樣的存有論預設。 

35
 但「這個世界有原子(沒有部份的事物)這樣的事物」也可以被挑戰，有些哲

學家認為，有可能這個世界的所有事物都有部分，因而並沒有原子可言。這

樣的世界一般被稱為洋蔥世界(onion world or gunk world)，見 Sider (1993)。

但洋蔥世界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現實世界是不是一個洋蔥世界？這些都是

困難回答的問題，也是目前分析哲學中仍在討論的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

將不討論這些與本文無太密切關聯的複雜問題。 

36
 對回答特殊組合問題的各種理論有興趣的讀者可以簡單參考 Ney (2014)，第

三章。 

37
 分析哲學中特殊組合問題的虛無論至少還主張有原子這樣的存在物，這和佛

學中常稱的「虛無論」(一切都不存在)的看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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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無論有著與阿毗達摩哲學類似的形上學看法，認為這個世界裡只

有原子才是真正存在的事物。38虛無論對於特殊組合問題所給的答案是：

「無論在什麼情況或條件下」，任何數目的原子都不會組成一個新的存

在的事物。對於虛無論者來說，一般我們認為存在的物質性複合事物，

比方說一個人或一個茶杯，其實就只是一群積聚成人形或茶杯形狀的原

子罷了。虛無論者通常訴諸以下這樣的一個堆垛論證（sorites argument）

去論證他們的立場。令 c0 是一群 n 個原子明顯未組成任何新事物的可

能情況（比方說，這 n 個原子分別散布在宇宙中 n 個彼此距離遙遠的星

球上），cm則是這 n 個原子明顯組成某個新事物(比如說我的身體)的可

能情況（其中，m 是一個任意大的自然數）。現在，令 c0, c1,……, cm

是一序列有關於這 n 個原子的距離、相對位置、因果作用力等的可能情

況；其中，任何兩個相鄰的可能情況之間，這 n 個原子的距離、相對位

置、因果作用力等的差異都極為細微，以至於──直覺上──如果這 n

個原子在其中的一個可能情況 ci下組成（或不組成）一個新的物質性事

物，這 n 個原子也會在 ci的下一個可能情況下──也就是 ci+1──組成

（或不組成）一個新的物質性事物。但這個直覺和我們在一開始所作的

兩個假設是共同不一致的；換句話說，以下的(a)-(c)不可能同時為真： 

(a) 這 n 個原子在 c0的可能情況下未組成新的物質性事物。 

(b) 這 n 個原子在 cn的可能情況下組成了新的物質性事物。 

(c) 對於任何 0in 來說，如果這 n 個原子在 ci組成（或不組

成）一個新的物質性事物，這 n 個原子也會在 ci+1的可能情

況下組成（或不組成）一個新的物質性事物。 

                                                 
38

 虛無論通常討論的是物理世界，而其所謂的「原子」也是指物理上不可分割

的事物，但當然我們可以有兼論心物的虛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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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a)-(c)當中至少有一個為假；問題是哪一個？許多哲學家指出，

如果你選擇認為(c)為假，這將會迫使你去說：「在 c0, c1,……, cm 這一

序列情況中，至少有兩個相鄰且差異極微的可能情況 ci 和 ci+1 會是這樣

的：這 n 個原子在 ci的可能情況下未組成了一個新的物質性事物，但在

ci+1 的可能情況下則不然。」但這個說法似乎是武斷而不可信的。如果

你同意這的確是武斷而不可信的，那麼，你就只剩下兩個選擇：否認(a)

或否認(b)。否認(a)但接受(b)和(c)的結果是：你得承認任何幾個物質性

事物(如我的鼻子、巴黎鐵塔、和天鵝座中的某個物理粒子)在任何情況

下都組成一個新的物質性事物。這個看法一般被稱為「普遍論」

（universalism），而有些人認為普遍論在直覺上是相當怪異的。虛無論

者選擇接受(a)和(c)並否認(b)，而接受(a)和(c)的一個結果是：你得認

為這個世界上從來就只有個別的原子，沒有其他的物質性事物：「組成

新事物」這件事因此從來就沒發生過！ 

    因此，對虛無論者和部分阿毗達摩哲學家來說，組成就只是一個幻

象，是我們心靈與／或語言的建構，是概念投射的結果，是世俗諦的看

法。從世界的真實面和究竟面來說，這個世界只有原子或極微，沒有其

他事物，並沒有自我，更沒有常住的自我。雖然阿毗達摩的極微論在後

來受到了以龍樹為主要代表人物的中觀哲學家的反對，但中觀哲學的空

論思想似乎仍然繼承了阿毗達摩哲學中的這個想法：組成（以及一切緣

起的事物）只是一個幻象，是我們心靈與／或語言的建構，是概念投射

的結果，是世俗諦的看法，因而一個具有色、受、想、行、識五部份的

自我並不存在，遑論一個常住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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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結論 

    在前述四節中，我說明了四個（我相信）在佛教經典中可以多少找

到根據的無我論證；其中的前三個直接論證了「常住的我並不存在」這

個結論，最後一個論證的結論則完全否定了任何意義下的自我：無論是

常住的或不常住的自我。對於無我這個在佛教哲學中極為重要的看法來

說，我相信這些論證應該不是佛教經典中能夠找到的全部論證，也期待

佛學學者能夠在經典裡繼續發掘出更多的無我論證。特別令人驚訝的是：

幾乎每個在此處列舉的無我論證都能在當代西方分析哲學的討論中找

到相應的論證。這一點不僅顯示出不分東西的人性與哲學共同關懷，也

顯示出印度佛教哲學的先覺性：畢竟，印度佛學對於無我問題的提出與

論證，在時間上比西方早了至少有一千年以上。 

    前述四個論證中的哪一個或哪一些是比較有力的論證？我會說，除

了第一個訴諸經驗和奧坎剃刀的論證之外，其他的三個都是相當有力的

無我論證。但這個評價需要作兩方面的澄清。首先，雖然從理論面上來

說，訴諸經驗和奧坎剃刀的論證不如其他三個論證來得有力，但從宗教

的弘揚面上來說，這個訴諸經驗和奧坎剃刀的論證卻無疑是最容易讓人

理解和被說服的論證。其次，儘管其他三個論證在論證的理論的強度上

優於第一個論證，但每一個論證也都有與之相抗衡的論證。比方來說，

面對特殊組合問題時，許多哲學家就基於他們覺得較好的理由而去選擇

普遍論或其他理論。因而，為了要正確評價後三個論證的好壞，我們不

能只拿它們和訴諸經驗與體驗的論證來作比較，而必須與相對應問題中

的其他對抗性論證來作比較。39這個比較無疑是個鉅大的工作，但也是

                                                 
39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佛教哲學中還有即蘊我、離蘊我、非即非離蘊我等

各種「我」的區別，上述四個論證的強度對於各種我來說可能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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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的佛學研究工作。但由於這些比較是個大工程，我只能留到將

來有機會時再來討論。  

                                                                                                                   

這個困難的問題也無法在本文中討論，只好留待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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