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死於絕望自盡 

-個莫特曼式的反省 

鄧紹光 

一、討論自殺的問題，若從倫理學的角度入手，則必然涉及生 

命主權和抉擇時所需考慮的因素等問題，然而，本文的旨趣不在爭 

辯生命主權屬誰或人是否在某些情況、境遇底下被容許自殺，而是 

對因絕望而自盡的舉動提出一個神學性的解析。全篇論文將借助當 

代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的神學來進行檢討，雖然難 

免作出價值判斷，但 終是想指出因絕望而自盡此一舉動並非純粹 

個人性的事件，其所蕴含的公共性向度，群體性向度更當被注意。 

事實上，在大多數情況底下，非計算式的自殺都是出於絕望，因 

此，希望在本文的探討及反省的基礎上，能有助於教牧同工進一步 

思考如何幫助關顧懷有自殺傾向的人，脫離絕望而免於死亡。 

二、「死於絕望自盡」中的絕望並非純粹個人性，而同時是具 

有社群脈絡的。這並非表示個人的絕望乃出於整個社群的絕望，當 

然，這也可以是其中的一個意思。我們所關注的乃是「絕望」背後 

的 世 界 觀 ， 或 更 準 確 地 說 ， 個 體 自 身 感 到 絕 望 是 跟 其 對 實 況 

1本文曾發表於1996年10月11日伯特利神學院舉辦的周年專題「如何輔導自殺 

傾向者」。有關莫特曼 a Moltmann)討論希望、絕望及實況(real i ty)的可轉化性’ 

言青參 J. Moltmann, Theology of Hope: On the Ground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a Christian 
Eschatology, tans. J. W. Leithch (London: SCM, 1967); Siu-Kwong Tang, God's History in 
the Theology of Jungen Moltmann (Bern: Peter Lang, 1996), Chapter 7: Historial 
Transformation nf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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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l i ty)的看法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種對實況的看法又並非個 

人所獨有，乃是整體社群共同持有的，這是絕望的社群性第一個意 

義。第二個意義乃是指由持守上述對實況看法的社群所塑造的社群 

實況(social reality)，即具體的生活處境，亦表示個體感到絕望是跟 

其所處的，由某種對實況的看法所造成之具體處境是分不開的。 

導致絕望的世界觀是封閉的，而非敞開的。這種世界觀認為宇 

宙萬物，其運動生化都是按著某些既定的規律而進行，這些規律並 

非外在的，而是由其自身之運動生化而表現出來的。換句話說，事 

物之運動是由其內在之本性決定的，無須任何外在的第三者參與。 

在科學上這種觀點到了啟蒙時代已經成熟了，事物內在的自我推動 

法則取代了中世紀的第一因上帝。事實上，這種看法吸取了古希臘 

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對實況的看法。亞氏認為萬事萬物都是由潛態實 

現化至顯態，今日所謂的發揮潛能不過是昔日哲學的普及和通俗版 

本。然而’導致絕望的世界觀卻並非以亞氏的有機整體哲學為背 

景’反之，乃是強調個別事物自身的發展，採取的是原子式的個體 

觀；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只是外在而非內在的。這是今日自由資 

本主義社會所採取的人性觀。 

這種世界觀對實況的看法，基本上否定了事物以外的可能性， 

只認為一切可能性都已潛在於事物自身。事物的潛能就是其發展的 

可能性，因此，事物發展的責任就不在事物之外而在其自身了。這 

種觀點配合原子式的個體觀就會表現為一切都在乎自己，自己將來 

的成就全在乎今日的努力、全在乎今日爭取機會發揮自我。一切都 

得靠自己°如此一來，每一個體都得靠自己的能力挺立發展，他者 

並不能在本質上幫助其完成自我，完成自我乃一己之事。然而，若 

承認事物或個體；得以發展不全在個體之內的潛能，而認為外在之 

可能性是更基本的條件，令一個體之潛能實現，則此一個體之自我 

完成就不純粹是一己之事，而是跟他者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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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絕望自盡 個莫特曼式的反省75 

絕望跟希望相反。希望是對可能性的肯定；絕望則是對它的否 

定，不再承認會有任何可能性的存在，一切已到了盡頭，再沒有任 

何出路，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突破性的改變。絕望基本上是否定一切 

的可能性，包括內在的和外在的，內在的就是指事物的潛能已經竭 

盡，再無任何發展的可能性；外在的是不認為可能性是可從外而來 

的，且亦從來沒有體驗過這種從外而來的可能性實現。換句話說， 

絕望是在現實上體會到終結的臨近與及可能性的消失，沒有機會， 

沒有恩典，沒有繼續生存之可能；生命遂到了盡頭。 

當然，在這種絕望的境況下，人仍然可以活下去，但若人生的 

一切都只在於個人潛能的迸發、能力的展現及成就的建立’這一切 

一旦都到了盡頭，而將一無所有，則生命的意義又是甚麼呢？除了 

結自我以外，他還可以有另類的選擇嗎？若現實處處皆表現為各人 

均須自負盈躬、自我承擔，當所有人皆「為己而活」、「為己而 

戰」，則孤絕即成為其所身處的社群實況，這種孤絕只會強化他的 

絕望意識，迫使他走上自我了結的道路。整個過程實在是一個由內 

到外切實體驗一切均歸於無有的歷程。在這種情況下，人固然亦可 

以活下去，但一切皆無意義，生活只不過是行屍走肉’身雖不死而 

心已死；自盡不過是進一步實現此無意義的生命’達致身心俱死的 

境地而已。 

三、死於絕望自盡同時具有抗議性與妥協性的雙重性格，這兩 

種性格看似矛盾，卻因這一自殺乃出於絕望而得以被綜合在一起° 

如果生命的意義在於活出生命的可能性’在於否定破壞這生命 

可能性的一切虛無力量；那麼，絕望自盡就表示在他生命活動的過 

程中體驗不到它的可能性，表示其生活處境並不提供這種可能性° 

換句話說’ 一方面固然是個體已經達致力不能勝，內在的能力已經 

無法承受生命沈重的壓力，憑自己的能力已經無法扭轉劣勢；另一 

方面則顯示同時缺乏由個體以外所提供新的可能性，這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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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來自家庭、朋輩、信仰群體等的分擔、支持和鼓勵。人固然需 

要承擔自己行動的後果，但若有別人出於愛的緣故而給予援手，則 

令他不至於感絕望，亦表示事情實況是可以轉變的。可是，當整個 

社群皆奉行原子式的個體觀，人與人處於一疏離的狀態底下時，則 

絕望自殺就是對此一社群實況的抗議，抗議在此一社群實況中每一 

個體互為外在，各自為政，不能彼此成為對方新的可能性之提供 

者；抗議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每一個體都是自閉自足自己發展，不 

假外求，也不供外求。 

這樣，絕望自盡就成了一種終極的抗議。因為若然肯定現存的 

實況的話，肯定此乃生命的本相，則無須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只 

須任其自生自滅即可。可是，正因自殺乃一種主動的行為，是人主 

動地結束自己生命的存在，則表示出對現實的一種不滿、抗議，表 

示生命不應該如此這般。自殺就是要終結繼續活在彼此疏離、互相 

封閉的處境之中。絕望自殺揭示出人並非可以單獨承擔生命中的一 

切責任，人不是原子式的個體，人需要彼此承擔’然而，現實往往 

並非如此。自殺，就變成一種終結此種現實施於己身的表現，因而 

可理解為自殺的抗議性。 

可是’另一方面’死於絕望自盡又是一種妥協性的舉動。因為 

自殺本身是斷絕一切可能性的作為，是不可挽回的，而正正在這一 

點上’自殺跟絕望是一致的，自殺在行動上具體落實絕望的意義， 

是絕望的極致表現。自殺既然是斷絕一切的可能性，也就是否認現 

實境況有被改變的可能性；承認現實之不可轉變性。這樣，因絕望 

而自殺即為一妥協性的行動。這種妥協性、屈服性把原先所提出的 

抗議性、否定性的指控力量削弱’或至少成為了一種反調。由自殺 

所顯出的抗議性、否定性及其所反顯、要求的理想性，亦因著這自 

殺的行動而變成只是一種虛幻而無法落實與實現的理想。於此，遂 

形成一幕更深的悲劇 °即以自殺行動勾銷了其對現實的抗議和否 

定’演出一幕悲劇；於此’只能說死於絕望自盡不過是一個消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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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絕望自盡 個莫特曼式的反省77 

舉動’乃死於不得其時的死。現實依然冷酷無情，自殺行動本身並 

不能改變實際的境況。 

因絕望而自盡是對那種視實況為一內在潛能、內在可能性實現 

化的過程之幻滅的抗議，卻因自殺本身為勾銷一切可能性的舉動， 

而不能從肯定有一外在可能性的角度來批判這種觀點和實況，結果 

淪為一場無可奈何的悲劇。 

四、莫特曼說過一句話：「愛使生命值得活下去——它是生命 

的源頭——它如死之堅強。」2這句話含義深刻，它表示生命的本 

質乃在彼此相愛、共融、團契。「愛」是接納、給予機會、新的可 

能。「愛」以為他（for o the r )的方式表現，就如基督在十字架上乃 

是為他人而死的行動，一個分擔一切受造物苦難的行動，為的是要 

叫他人有新的可能，活出新的生命。聖靈是生命的源頭，是生命能 

力的所在，因此，聖靈把聖子從死裡復活，所賜予新的生命表現， 

聖靈給予生命新的可能，而這就是愛。愛是受苦的愛，也是創造的 

愛，目的是叫生命可以活下去，叫生命因有新的可能性而可以活下 

去。 

如果耶穌基督的死是分擔這個世界的死亡，分擔這個世界的絕 

望，那麼，祂對這個分裂的世界的抗議，對這個以自我為中心，每 

個人都只是為己而活的世界之抗議，就不是來自十字架’而是來自 

復活對十字架的得勝’來自復活對死亡、分裂、割絕、以我為主的 

實況的否定；復活帶來的和好是對疏離、原子式的個體觀的抗議。 

因此，上帝對現實的批判必從耶穌基督復活的角度來理解，從死裡 

復活表示新的可能是會出現的’並且，這種可能不是就事物自身發 

展的潛能而言，而是外在所給予的，一切事物都是非自閉’而是敞 

開的。 

2 J. Moltmann, Spirit of Life: A Universal Affirmation, trans M. Kohl (London: 
SCM, 1992),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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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從死裡復活的事件中’聖父藉聖靈的能力使聖子復活過 

來，就顯出祂的復活並非來自其自身，而是靠著祂以外的能力。整 

個復活事件正正批判了現在世界那種原子式的個體觀、那種認為事 

物是各自獨立自足的、那種認為可能性只來自事物本身的觀點，以 

及繼之而來的排除跟自己以外的他者建立生命的關係、排除他者對 

自己可以具有的恩典關係。在這一意義上，基督從死裡復活是肯定 

對死於絕望自盡的斥責。 

基督從死裡復活也批判因絕望而自殺的舉動。這是因為死於絕 

望自盡是認同現實處境，未能確實肯定一從他者而來的外在可能 

性，以致認為當自身所具備的一切可能性耗盡之時就是生命的盡 

頭，再無希望。但對莫特曼來說，絕望已經是罪，因為絕望所著眼 

的只是自己所處的現實境況，以及這境況內的可能性，簡單地說， 

絕望只著眼於人，而沒有著眼於人以外的上帝。並且，更嚴重的 

是，其抗議性被自殺的行動一筆勾銷，再不能積極的面對現實進行 

抗爭、挑戰形勢。基督並非認同絕望而死在十字架上，從復活的角 

度來看，十字架這看似認同世界的舉動，是上帝給予世界新希望、 

新可能的前提；可是，因絕望而自殺則不能帶來希望、帶來新的可 

能，剛好相反，它是絕望的徹底實現，基督的復活完全否定了自 

閉、自絕以至於自盡。 

基督事件叫人繼續活下去，因為祂從死裡復活揭示出一個重要 

的信息：世界是有新可能的，分裂的現實是有可能和好的，一切都 

是可以繼續奮鬥下去的，問題只是，這不單是一個宣講的信息，更 

重要的是信仰群體是否活出這種生命，這不單指信仰群體要活出充 

滿希望的生命，更重要的是讓其他人因信仰群體而體驗到上帝恩典 

的意義’體驗從外而來賜予新的可能性的真實性，以致在絕望邊緣 

的人能真實體會到生命仍有價值活下去，因為仍有人接納、愛顧和 

給予第二次機會。生命之所以值得活下去，是因為人間有愛，有愛 

就有希望，就有新的可能。但願我眾教牧同工在這冷酷無情的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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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傳達信息時多強調愛與希望，使信徒面對現實人生種種絕望處境 

時，心中產生新的可能性之動力，化悲哀絕望為積極的人生觀。同 

時，亦在牧養輔導中鼓勵那些陷溺於悲痛心靈中的人能抬頭仰望那 

賜人盼望復活的基督。從而有動力繼續生活下去，排除一切消極的 

想法和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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