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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接納」倫理與教育:

J. Derrida 的觀點

張鎧燒

摘要

面對全球人口流動與普世社會發展，我們的社會應當及早發展一種接納外來

者的新倫理與文化。 J. Derrida 的「友善接納」倫理思想正足以提供這種倫理、

文化之觀念基礎。 Derrida 的哲學一貫主張接納與歡迎差異，早期他本著這一立

場致力於「解構」西方哲學傳統的思維結構;晚期則提倡「友善接納」倫理觀，

呼籲人們歡迎與接納外來者、他者、陌生人。 Derrida 提出一種「無條件友善接

納」理想對比於「有條件接納」的實際制度措施，他呼籲人們秉持「無條件友善

接納」理想不斷批判現實制度，以推動制度的「改善 J 0 Derrida 的「友善接納」

深具理想與批判精神，可以引導我們開展「友善接納」教育，為社會未來發展「友

善接納」文化莫定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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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pitality Ethics and Education:
J. Derrida's Perspective

Huang-kun Chang

Abstract

In the age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t is necessa可 for our society to develop

new ethics and culture of welcoming expatriates, immigrants, and other foreigners.

Jacques Derrida' s thought of hospitality could provide fundamentals for such kind

of ethics and culture. The first principle of Derrida's philosophy is the reception of

the different. At first, Derrida managed to deconstruct the structured genealogy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so as 切 create a space for different 也oughts. In his late career,

Derrida proposed the idea of hospitality, appealing for welcoming foreigners and all

people from other societies. He propounded an ideal of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 in

contrast to laws of conditional hospitali旬， which refer to actual 甘ea恤ent of foreigners.

He encouraged people to insist on the ideal of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 and criticize

the weakness of actual practice. The principles that De釘ida suggested could help us

develop an education of hospitality as the gateway to a hospitable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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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在全球化發展的趨勢下，世界各地人們的往來交流日益密切，移居他國的現

象日趨頻繁。然而，目前大多數國家仍無法真正友善地對待外來移居者，這是由

於人們根深抵固的「我群中心」與「排他」意識，使多數人無法真正歡迎陌生人、

外國人。社會學研究指出， r 我群中心」是相當普遍而不易根除的人類基本心態。

人們常會區分我群與他群，對於他群容易產生錯誤刻板印象、負面偏見與排斥心

理。體質外貌或文化特徵殊異的群體，在社會中更容易被標識，而受到排斥。由

於這種對他群或差異族群的排斥，多數社會無法真正歡迎外來者。

排他現象之所以難以消除，是因為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機會學習與差異群體

相處。在前現代社會，人們生活在同質的鄉里社區(群)裡'與鄉鄰共享相同文

化、相同價值觀。即使社區中偶爾出現特異者，其數量也不會大到讓人們正視差

異的問題，人們通常採取忽視或懲罰的方式對待差異者，把他們排擠到社群邊緣

或放逐於社區外，最終對差異問題視而不見。雖然人們知道在異方他鄉有與我們

截然相異的人群，但那是在遙遠的他方，與我們井水不犯河水。所以對遠方差異

者，人們總是「存而不論 J '未曾認真看待。在這種狀態下，當時的人們基本上

只是與「同者」相處，而沒有機會與「異者」相處。也因此，傳統的倫理只告訴

我們如何與「同者」相處，而極少注意到如何與「異者」相處。縱然在某些倫理

觀念會出現「普世性」原則，但那也是蘊含著對異者存而不論。傳統倫理觀並未

正視異質群體、異鄉人、外國人這一面向，所以，傳統倫理思想對於道德實踐的

困難，只注意到從「自愛」到「愛人」有一道關鍵的關卡，以為只要能破除自愛

的侷限，就能博愛他人或仁民愛物，卻未注意到在愛人之中，從愛「同者」到愛

「異者」之間也有一道難以跨越的關卡，這是過去倫理思想所忽略的課題。

現代社會發展之一大特徵就是，將諸多原本相異的社群囊括進同一個續域，

而全球人口流動的發展又進一步地把異國群體帶入各個社會，使社會更加異質

化。因此，當前社會便面臨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一一如何對待相異者、外來者。

此一新起的狀態給人們一個機會去面對與學習過去所忽略的「與相異者共同生

活」的課題。當生活周遭有許多異文化、異族群的人們，就在那見，迎面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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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已不能視而不見，存而不論，而必須認真去學習如何對待他們。

薑灣同樣面對這一新起課題，而亟待學習過去所缺乏的「與相異者共同生

活」的經驗。學習「與相異者共同生活」需要一種新的倫理觀，以引導人們克服

對外來者的排斥屬和距離屁，進而樂意歡迎外來者，與他們共同生活、互動如罔

聞友一般。

這樣的倫理觀可以求諸晚近在西方頗受關注的「他者倫理學」。此一思想主

張「為他者負責 J (responsibility for the other) 一一-在人與人的關係上自我應當

全心回應他人的要求，為他人的需要負責。所謂「他者 J '是指自我( self)或

我們 (we) 以外的人們， r 他者」是與自我、我們相異的人。這種相異包括各

方面，可能是性格、思想、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國籍等，他者倫理學強調應

該友善對待那些與我們相異的人，不論他們是多麼獨特，或在多數人眼中他們是

多麼「怪異」、「反常」。他者倫理學告訴我們要學習與「他者」相處，要友善

接納他們，肯定、尊重與欣賞他們。這種倫理觀的興起具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

彌補傳統主體取向倫理學偏重主體判斷而忽略他人需要的缺失;一是為當前世界

亟待建立的友善接納差異者的倫理，提供了一個思想基礎。

在諸多他者倫理學中， J. Derrida ( 1930-2004)的「友善接納 J ( hospitality )

倫理思想特別著眼於對待外國來訪者、異鄉人的問題。 Derrida 從哲學與現實政

治等兩方面嘗試建構友善接納外來者的倫理論述。「接納差異」是 De的也思想

的一貫精神。早期他以此原則發展其「解構 J ( deconstruction) ，致力於消解西

方哲學傳統的專斷固化結構，籲求在哲學傳統中容納殊異、另類的思想和觀點。

晚期則直接著力於從倫理、政治層面發揮此種精神，闡述「友善接納」的倫理思

想，從籲求接納另類思想跨越至接納外來陌生者。藉著 Derrida 的「友善接納」

倫理，將可敢發我們發展一種「友善接納」倫理教育，從而逐步開展臺濁的接

外來者的新倫理和文化。

Derrida 思想中的「接納差異」精神是一貫的，為充分把握 Derrida 晚期的「

善接納」倫理思想，本文將先概述 Derrida 早期解構工作，闡明其容納眾異之

趣，而後析述其「友善接納」倫理思想;進而討論臺灣社會對待外來者的現況

問題，以及如何依據 Derrida 觀點進行「友善接納」倫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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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Derrida 的解構哲學

Derrida 以「解構」而聞名於世，解構的目的是超越固定單一的哲學理解架

構，而喚起、歡迎各種歧異觀點，以增進思想的豐富性。他曾說: r解構就是對

另類事物 (the other) 、對不同於自身的另類事物的友善接納 J (Derrida, 2002a:

364) 0 r 友善接納」是 De訂ida 晚年倫理思想的核心觀點，而他也以此來標示其

解構哲學的精神。

Derrida 哲學的基本精神是尊重與彰顯各種獨特性，對那些不同於常態的另

類事物、他者，給予應有的存在空間。他早期致力於西方哲學的解構，透過研究

各種哲學概念的結構化系譜 (structured genealogy) .以明瞭傳統哲學究竟彰顯

了什麼，又遮蔽、壓抑了什麼 (Bass， 1978: x) ，從而凸顯了傳統哲學的強制性

質 (violence) ，並開獻了另類(超乎傳統框架)思想的可能性，指引學者們以

不同的思維方式來解讀哲學文本，發現文本中先前隱而不彰的觀點，最終使哲學

能脫離既有建構(de-construction) ，而發展出豐富多元思想。質言之， Derrida

的解構哲學冒在超越對任何作品、學說或哲學傳統的單一理解，而能歡迎不同的

觀點與歧異的思想。

一、對哲學的解構

Derrida 認為，西方哲學具有理則本位( 1ogocentrism) 的傳統，一切思想都

要整合為符合邏輯、理路連貫有序的理論 (logie) 。在這種原則的支配下，原來

豐富而可能蘊含歧異的思想或存在境況都被化約為連貫、一致、有序的論述。這

種化約狀況包括兩方面，一是作者努力把自己的豐富思想或體驗敘述成統一的論

述;一是讀者把哲學作晶解讀為統整的學說。然而，作者腦海中的思想或體驗原

本是多元、紛繁、流動的，為了遷就論述邏輯，不得不篩除歧異、蔓衍與旁校，

以整理成統一的性質，其結果是失去了原有思想的豐富，性。不過，即使作者有意

使其作品全然統整無瑕'也常會在無意問留下不少破綻或歧異處。只是哲學傳統

要求研讀者要以統整觀點來解讀作品，或者說是要求讀者讀出作品的統一性，所

以即使作品內部存在著不統一、歧異的成分，也常被刻意忽略了，或把歧異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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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符合內部一貫性。這樣的解讀方式同樣使思想的傳統侷限於特定的型態，壓

抑、排除了思想的豐富多樣性。 Derrida 的目標即在改變這類固定的理解方式。

但是，他並不是要否定、推翻原有的哲學，而是希望在既有的成果中開歐更多的

可能發展。

Derrida發現，大多數哲學研究或論述都無法逃脫整個哲學傳統的理性秩序、

概念系統、結構和語言。他敏銳地發現，西方哲學的思維和語言具有如空間模式、

明暗對比或隱喻等牢固結構，任何想要辦棄既有哲學系統的企圖都是徒勞無功

的，只能夠在哲學的內部，依循哲學的方法和規範來開展異於傳統哲學的思想。

他主張:

(要脫離傳統形上學對比結構)只能藉著某種策略性安排在其領域內以彼

之道還治彼身，製造一種擴及其整個體系的瓦解力量，並從各方面對它製

造裂口。 (De出曲， 1967/1978: 20)

除非支持理性秩序，否則就無法反抗理性秩序。我們只能在理性秩序領域

之內來反對它。 (De剖面， 1967/1978:36)

Derrida認為，反對傳統哲學不需要直接否定其巨大體系，也不必對所有哲

學作品棄而不顧，也沒有必要創造一套不同的概念、語言或思維方式。任何新概

念、語言或思維都無法逃脫既有的哲學績域。其實，反對哲學的切入點就在哲學

內部，哲學作品和思想系統之中就有足以使其鬆解的神隙，因此，只要在哲學內

部細心索解，就可能解構哲學。Derrida表示:

我努力使自己保持在哲學論述的邊界上，我說邊界，巧不是死亡，因為我根

本不相信當前輕率認定的所謂哲學之死。(Derrida， 1972/1981: 6 )

Derri面的解讀是採取雙重姿態:一方面嚴謹地尊重哲學領域中合乎範式的

思想與作品，一方面藉著巧妙的解讀而順理成章地、沒有絲毫扭曲地引出它們的

仟格處、窮困處和終結處。他說:

「解構」哲學既是以最忠實的、內部觀點 (interior) 的途徑來思考業已結

構化的哲學概念系譜，同時也是從哲學所無法限定與命名的某種外部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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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rior) 去判定此(哲學系譜)歷史所能遮蔽、禁止的事物。......藉著

既忠實又攻擊的方法交相出入於哲學內外之間，以展現出某種令人極為歡

悅的文本作品。 (Derri缸， 1972/1981: 6)

Derrida的工作就是用哲學外部的觀點、超乎哲學的觀點重新解讀傳統哲學

作品，從中讀出超乎哲學型態的思想成分。例如，解讀Plato 的作品，即試圖超

出 Plato 原本明顯要表達的意旨，並超越歷來哲學傳統對Plato 思想的理解，而讀

出新的、不同的思想。但解構式的解讀絕不是任意、隨興、天馬行空的詮釋，而

是以嚴謹、合乎作品或學說內部邏輯的方式去進行。他強調「尊重我們要解構的

東西 J '解構並非穿鑿牽強的曲解，而是掘發作品中既有的歧異、縫隙。作品雖

然刻意表現嚴整統一，但其中必定存在著歧異處。Derrida說:

解構並不是從外部施加於文本的一套方法或工具，解構是發生於文本內部

的事件。比如Plato 的著作裡就有解構在運作著。......每當我研讀柏拉圖

時，我都試圖找出他作品中的異質性。(Derrida & Caputo, 1997: 9)

J. Caputo 據此指出 Derrida 解構方法的特性:

Derrida 說解構閱讀總是投入於兩方面之間的間距，一方面是作者意欲言

說之內容， flp~文本中作者所「支配」的部分，另一方面是作者並未支配、

但在文本中浮現、藏在作者背後、會讓作者意外震驚的內容，這兩者間的

問距或裂縫是解構閱讀所必須「製造的東西 J 0 (Caputo, 1997: 78)

這些出乎作者意料之外的思想成分就存在於作品中，它們可能是讀者藉不同

的視域而解讀出來，也可能是其語義的歧異所造成。Derrida的解構常透過語言

歧異來「製造」思想間距。Derrida表示:

我曾說過如果要我給「解構」下個定義的話，我可能會說「一種語言以

上」。哪裡有「一種語言以上的體驗J '哪裡就存在著解構。......語言的

多樣性正是解構所專注與關切的東西。(張寧譯，2001 : 23)

藉著語詞的歧義開展出迴異於作品主旨的新思想、，以增添作品意涵的豐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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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並解除作品或傳統理解觀點的權威專斷，這是 Derrida 常用的方法。

既然不圍於所謂作品主旨、本意或正統觀點，解構式的閱讀就沒有什麼既定

的理解目標，而是抱著不執著的態度探索作品，如同在一個未知的領域中探險，

會在某個意想不到的地方發現一些未曾預期的新境。解構沒有固定的答案或結

果，而可以不斷地進行，不斷地發現新意義(張寧譯， 2001 : 14) 。

解構使文本或哲學脫離固定的構型，不斷迎來新的意義和思想，開歐無窮的

可能。 Derrida 的學術工作正是不斷地在經典作品中探尋新的意義，發現原作者

不自覺的、傳統詮釋者未留意的觀點，從而為經典帶來新的面貌，並提供人們新

的思想視域。這也表現出 Deηida 的一貫精神:不拘守典型與範式，歡迎差異與

男類思維。

二、解構與包容差異

Deηi也對哲學的解構充分顯示其歡迎差異、彰顯差異的精神。他的解構工

作致力於為思想開闢更多元的可能性，而這當然也隱含著為不同生活方式、特

殊人格型態爭取存在空間。事實上， Derrida 最熱衷於解讀那些蘊含包容差異精

神的觀念及作品。在某些詮釋或解構經典的論文中， Derrida 雖未明白表達自己

的主張，卻是藉著闡發經典中蘊含的「包容」精神，間接呈現自己的觀點。例

如， Derrida (1978: 138) 對 Plato “Timaeus" 中 kh6ra 的解構閱讀，以及對於 M.

Heidegger r 任其自在 J (to let be) 思想的闡發，~p反映Derrida對包容差異的關注。

Derrida 的‘kh6ra' 一文是藉 Plato “Timaeus" 中一個不太引人注意的語詞

‘kh6ra' 來闡述一種無限包容境界。“Timaeus" 是 Plato 關於宇宙論與本體論的對

話錄，說明宇宙創生與發展、理型與現實、精神與物質、神與人、生命與物、靈

魂與身體等方面。柏拉圖關於理型與現實的區分是人們所熟知的，但在“Timaeus"

的某個小節， Plato 提到在理型與現實之外還有一個層面，他稱之為‘kh6ra' ，其

意為「容受 J ( receptacle) ，就是萬物所存在的空間。事物必須據有一個位置，

必須有容受它的所在。一切事物出現之前，甚至天地創生之前，必須先有容受天

地與萬物的空間，沒有空間則天地萬物無所存在。空間常存而不滅，為每個生成

之物提供了居所 (Plato， trans. 2000) 。

空間觀念在 Plato 形上學中並不特別重要，它只在“Timaeus" 中短暫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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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被 Plato 所強調與特別討論。但它引起 Derrida 極大注意，他指出“Timaeus"

是百科式的總體存有論，然而，從中插入的 kh6ra 卻給這個整全的哲學論述造成

一個裂口( Derri缸， 1993/1995: 103) 0 kh6ra 是 Plato 整個哲學的特異成分，與其

整個哲學體系關係若即若離。 Derrida 特意發展尬。ra 這一「容受」觀念，彰顯一

種無限包容的境界:

Kh6ra 接受一切確定的物體，提供它們場所，但並不把它們據納成自己的

內容。她容受萬物，所以色有它們，含納它們，但並不把它們佔據為自己

的所有物，未曾把任何東西據已有。她只不過是一切銘刻於她之中的事物

的總和與過程。 (Derri曲， 1993/1995: 99)

Derrida著意闡釋kh6ra' 固然是從事於解構Plato 的哲學，但更重要的是藉

此解構與重釋來傳達自己一向主張的「包容一切他者」的理念。kh6ra歐示了一

種境界:接受所有前來者，接納所有人，歡迎所有想法，不論與我相同或不同。

Derrida指出“Timaeus"中的 Socrates正展現出這種心胸:

(在與眾人對話時)Socrates抹除了自己，抹除自己心中的一切定型。..

在抹除自己時，他自居為一個接納的聽者(receptive addressee) .或者是

一切的容受者 (receptacle of all) ......他聲明自己已經充分準備好要接受

眾人提供給他的一切。 (Derri曲， 1993/1995: 110)

kh6ra 包容萬有; Socrates接納一切思想。闡揚‘kh6ra' 與 Socrates 精神，正

是藉以傳達Derrida 自己的「包容差異」理念。

其次. Derrida也藉著闡釋Heidegger思想來傳達一種全然尊重他人獨特性的

理念。他指出Heidegger思想的精神是「任其自在」一一讓他者如其所是地存在

著。 Derrida指出. Heidegger的存有思想特徵是:

確定對存在者(如某人、他人、他我)本質的承認，確定著尊重他人之所

是 (the other as what it is) 。如果沒有這種承認， ......或者說不容許存在

者以如其所走的本質(首先是以其殊異性)在我之外自在地存在著，就不

可能有倫理學。 (Derri曲， 1967/1978: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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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裡， Derrida 認為倫理的前提必須先有如同 Heidegger 的存有思想，這種

思考存有的方式是不以己意、不根據預設的原則來認識事物，讓事物自己向我顯

示其實存與本質，這樣，我對事物的思想就是該事物的實存和本質，而不是我的

先在觀念的衍生物或演繹結果。以這種存有思想來面對「人 J '就會是對他人的

全然尊重與全心如實的了解，這是倫理的前提，也是倫理的根本精神。這種「任

其自在」固然是難以達到(或說不可能達到)的境界，卻指出了 Derrida 心目中

倫理學的方向一一讓每個人都可自在地存在著，每個人都全然尊重他人的真實特

性，也願意全心去了解他人的殊異性;相異的人們可以相互肯定、相互尊重地共

同生活著。

不論是關於 kh6ra 的闡述，或對於 Heidegger r 任其自在」的觀點的強調，

都顯示著 Derrida 的一貫精神，他的作品總是籲求著包容與尊重差異，並希望不

論個人或社會都努力追求此境界。

三、解構的社會與政治面向

Derrida 呼籲包容差異，但他也了解，不論是學術、思想或社會、文化，都

無法避免統合的結構，否則就會是一片零散混雜的狀態。結構與秩序永遠不可能

消失，有結構，就無法避免強制與篩揀，從而排擠差異者的存在空間。但關鍵是，

在維持結構之時要讓差異也能存在與發展。 Derrida 說:

對於統一與多元(multiplicity) ......我們無須就比去彼。當然解構不是堅

持多元本身，而是強調異質、差異、分離，這在與他者的關係中是絕對必

要的。 (Derrida& Caputo, 1997: 13 )

大多數人的思想與觀點可能是相同的，社會組織與文化系統可能大體上是統

整一致的，但對於那些與眾人相異的人，以及與既有社會文化相悸的狀態一一一這

些不同的人與狀態即所謂「他者」或另類一一我們應當如何對待呢? Derrida 表

刁可.

一旦你考慮、這種內在的、別樣的差異，你就注意到了他者，並且理解到爭

取自己的身分認同，並不須排除別人的身分認同，而是要容許別人的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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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 Derrida & Caputo, 1997: 13-14)

為了要尊重差異·De的也認為社會不應當偏重於統整或聚合(versammlung) ,

而應重視離散( dissociation) ，也就是不應偏重社會集體性，而應重視個人的自

由與獨特性。 Derrida表示:

一旦你把特權賦予了眾合而不是離散，你就沒有給予他者、他者的強烈殊

異性 (alterity)和獨特性(singularity)留下任何空間。......分離、離散不

僅不是社群的阻礙，反而是其條件。......離散、分離是實現我與他者關係

的前提。 (Derrida & Caputo, 1997: 14)

解構不僅具有哲學上的意義，也有倫理、社會、政治層面的意義。解構不只

志在改革傳統哲學與思想，也有改革社會的意圖。Derrida說:

解構的責任自然是盡可能地轉變場域，這就是為什麼解構不是一種簡單的

理論姿態，它是一種介入倫理與政治轉型的姿態。因此，也是去轉變一種

存在霸權的情境，自然也等於去轉移霸權，去叛逆霸權並質疑權威。從這

個角度來講，解構一直都是對非正當的教條、權威與霸權的對抗。(張寧

譯. 2001 : 15-16)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Derrida的現實關懷和批判態度。Derri也是以批判和反

抗的姿態從事其學術事業。不論思想、續域還是現實社會都具有難以攝動的秩序和

結構，不可能被全面推翻。Derrida的解構工作就是不斷地在既有秩序中找尋空

隙，從中開拓出更大的「離散」空間，以容納更多的差異一一在思想領域如此，

在現實社會與政治環境亦如此。

參、 Derrida的「友善接納」倫理思想

本於其解構哲學精神 尊重與接納差異一一Derrida在 1990 年代致力於

論述「友善接納」的倫理思想。友善接納原指主人熱情款待客人，提供客人一切

需要。 Derrida把握此精神發展出更深廣的意義:無條件地接納任何來到我面前



12 教育研究集刊第 56 輯第 1 期

的陌生人，視對方為無上重要的賓客，盡心竭力地接待，把滿是對方需要當作自

己的責任。 Derrida 從多個角度闡述「友善接納」思想，既從個人層面闡明「對

待他人的倫理」的極致境界，也從現實政治層面討論當前各國對待外來居留者的

問題。

Derrida 對「友善接納」的闡述，一方面是以哲學思辨的角度，深入探討其

極致境界;一方面是就政治社會層面，分析其實踐的可能與限制。以下將就這兩

方面進行析述。

一、 Derrida 對「友善接納」的哲學性闡述

對「友善接納」的哲學論述. Derri也一方面運用解構方法中的語言歧義分

析來凸顯「友善接納」行動中的潛在矛盾與可能性;另一方面則本於他一向秉持

的「無限包容」理念，而開展出「無條件友善接納」理想。

(一)陌生、敵盡興妥善接納

Derrida 注意到友善接納 (hospitality )和敵意( hostility)有相同的字根與字

源一- hostis .其意為「陌生人」。由陌生人而引申出不同的意義:一是我們所

歡迎的賓客;一是有敵意的陌生人。賓客是我們樂意與之交往的人，因此我們邀

請他們，歡迎他們，請他們進到我們最私密的領域一一家。陌生人則是與我們性

質殊異、有很大心理距離的人。有時這種差異大到無以復加，毫無親近的可能，

這就是所謂的敵人一一我們的敵人就是與我們心理距離最大、最不可能親近的

人，也是我們亟欲遠離、最不願與之共存的人。對待陌生人，我們常會抱持懷疑、

恐懼的態度，不願與他們接近，甚至把他們視為「敵人」。然而，對待陌生人也

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即努力化解心理距離，視他們為「賓客J .誠心坦蕩地歡

迎他們，這就是「友善接納」。

「友善接納」就是歡迎所有來到我們面前的人，親近所有與我們相遇的人，

猶如熱心的東道主誠懇款待來訪的客人。它與自我中心或獨我恰恰相反，它歡迎

陌生人走進自己的領域中，誠心化解人與人之間的隔離。

然而. r 友善接納」並不是容易的事。現實中的「友善接納J .經常蘊含

著自我中心的成分。 Derrida指出，一般的友善接納總是與權力相勾連，接待者

在接待中展示著對自己房舍的支配權;另一方面也藉篩選訪客來行使這支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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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出缸， 1997/2000, 55) 0 Caputo 本於 Derrida 之意闡釋指出， hospitality 是源

自拉丁文 hospes 一一由 hostis (陌生人)和 pets (權力)組成，所以 hospi個lity

具有權力的內涵:

東道主做為房屋所有人的權力展現。東道主是接受或接待陌生人的人，給

予陌生人(居息之所)但仍保有控制。 ..··..hospes 是有權力款待別人的人，

所以陌生人的殊異性和主人的權力都不會在 hospitality 中消失。( Caputo,

1997: 110)

上述看法雖是從字義分析引申出來，但確實洞察到許多款待行為的潛藏心

態。接待者以施與者的心態來歡迎訪客，念念不忘「這是我的」、「這是我給的J '

這種心態只是一種有限的、不純粹的「友善接納 J 0 Derrida 認為， r 友善接納」

必須本於真誠為訪客著想的心，全心回應他的需要。接待者應當把回應訪客需要

當作自己的責任( responsibility) ，否則就不是真正的「友善接納」。

(二)無悔件的友善接納

Derrida 心目中真正的友善接納是真誠地接納與服務來者，不帶有絲毫自得

或以我為尊的念頭，它是無條件的、無限的歡迎與服務。Derrida 強調無條件的

「友善接納」應該蘊含無限的敬謹與關慎，視訪客為無限者，其程度當如同面對

上帝般，必須以真誠純敬的心來對待之。析而論之，Derrida 認為無條件的「友

善接納」具有以下特性:

1.對的「友善接納」是無選擇性的

「友善接納」不選擇來訪者，不會只是接待自己邀請的賓客或預期會來訪的

客人，而是歡迎每一個到訪者，歡迎每一個來到面前的人，包括那些陌生的不速

之客、與自己全然不同的人、絕對無法想像的奇異的人。Derrida 說:

如果我只款待我歡迎的人、我準備歡迎的人，如果只款待我預先確認的來

訪者， ......這絕對不是友善接納。 (Derri曲， 2002a: 362)

友善接納不計較來訪者的身分、條件，不會去分辨來訪者的性質，就是單純

地歡迎他，直接、立即、毫不遲疑地歡迎。在歡迎者眼中，每個訪者猶如赤身裸

體，不帶有任何印記(Derri缸， 1997/1999: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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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接納是全面的，接納所有人，甚至擴及動物。 De出da 說:

讓我們向出現在面前的人或事物說是 (say yes) .不預做任何確認、預期、

辨識，不論是對外國人、移民、受邀訪客或不速之客，不論這新到者是他

國公民、是人、走動物、或神聖生命，活著的或死亡之物，男的或女的。

(De出缸， 1997/2000: 77)

包容一切他者是Derrida思想的一貫精神，如果要預先判別對方是不是我要

接受的，這就不是真正的包容，而仍然是自我中心地篩選與自己相同者或對自己

有利者，排除與自己相異者。真正的友善接納必定是無分別的。

2. 由於來訪者的「無限性J • r 友善接納」是永遺無法完備的事

接待者全心為來訪者設想，提供他需要的一切。但因為來訪者是與接待者相

隔離的他者，與接待者相殊異，所以對接待者來說，來訪者猶如一個內涵無窮的

無限者 (the infinite) .因此對來訪者的了解是無法窮盡的。再者，友善接納是

接納所有的人，接待者不知道什麼人會突然前來，所以無法預先準備。Derrida說:

一個人總是沒辦法做到、不能完全做到「友善接納J :一個人永遠不能給

得足夠。不只因為歡迎是歡迎無限者，因此如同Levina 所說:歡迎超過

了我的歡迎能力。(這使得我總是遠不到、拖欠、搶不起我應當給予訪客

的友善接納)同時也因為友善接納不只是歡迎來賓(因邀請而歡迎) .而

是被動順應到訪 拜訪者突如其來、未曾預見、不可預見、意料之外、

未被等待的到訪。友善接納是在迎接那未曾告知其將來訪的他人......因此

我總是必須為自己的準備不周請求原諒，為無法避免的本質上的未能預備

而請求原諒。 (Derri缸， 2002a: 380-381 )

在 Derrida 看來，友善接納是東道主應當盡力以赴的事，不能做得完備就是

東道主的虧欠。這正如同 Levina 所主張的「對他人的無限責任」一一自我應當

如同「人質」或「替身」般為他人盡心盡力。歡迎者是附屬的，歡迎者是訪客的

人質( hostage) ( Derri曲， 2002a: 365)。歡迎者必須永遺待命，隨時歡迎未知的

訪客，回應未知的需求。

3. r 友善接納」必須本於真誠，而非出自於習性或規範。 Derrida 認為「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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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納」應當是主動的行為，他說:

如果歡迎僅是天性和習成性格的表現，只是慷慨個性或好客習性的展現，

那麼這歡迎就沒有價值，就不是對做為他者之他人(真正)的歡迎。同樣

地，如果我只是出於義務而歡迎他人，不情願地、悼於自己的性情，因而

沒有笑容，那麼我也不是歡迎他人。 (Derrida ， 2002a: 361)

不僅出於他律規範的歡迎不是真正的歡迎，即使是本於Kant式的自律義務，

也不是歡迎。Derrida說:

友善接納絕不是盡義務或受義務支配，它是親切的(gracious) 。友善接

納向訪客閒誡以待，不是為了「符合義務J .也不是(用 Kant 式的特別

術語) r 出自義務 J ( out of duty) 0 ( Derri缸， 1997/2000: 83 )

友善接納既不是出自情，性，也不是本於道德理性，而是超乎二者的至誠心

境。 Kant 所說的道德義務雖是出於主動自律，而非規範和情性，但卻是本於「理

性 J .可能缺乏溫暖的關懷。 Derrida特別強調「友善接納」必須含有熱情與關懷，

接待者誠懇、溫暖地迎接來者，既不止於性格習性的驅動，也沒有規範責任的罣

礙，全心以赴而衷心喜悅，這是真正的歡迎與接納。

4. 在無條件的「友善接納」中，接待者獲得解放與救贖

在友善接納行動中，接待者打開了自我中心的封閉狀態，拓展了自己的心

胸，因此訪客如同接待者的解放者、救贖者。如果沒有來訪者，一個人就只能在

自我這狹小領域中存在著。因為有訪客，有他人來到門前，敲開我的門，進到我

的家，我才超越有限的自我領域，而有更豐富的存在經驗。 De出da 說:

奇怪的邏輯，但對我們是如此具段發性:一個迫不及待的主人正等待

著如同釋放者的訪客一一他的解放者，彷彿這陌生人或外國人有把鑰

匙， ......彷彿這東道主(做為主人)是他的居所和權力的囚徒，是他的自

性 (ipseity )、主體性( subjectivity)的囚徒。......因此這個主人(邀請

者、邀請的東道主)成了人質一一並且他實際上一直是人質，而訪客...

成了邀請邀請者的人，成了東道主的主人，訪客成了東道主的東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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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叮ida， 1997/2000: 123, 125)

接納就是打開封閉的自我，迎來他者之時就是解除了自我中心的控措。友善

接納不僅是善待他人，也是善待自己。

5. r 友善接納」的至高境界是「主客兩忘」

絕對的「友善接納」是人我兩忘，東道主不覺有惠於來客，訪客也不知受

惠於東道主，其間沒有利益交換，沒有施恩或虧欠，沒有施與受平衡的計較。

Derrida 說:

我們不該說「我給予你熱誠接待」或「我邀請你」。當一個人說「我邀請

你 J '這意謂著:我雖然給與了，但我們其實是處在最無款待之忱、最乏

(真正)給典的利益交換之中。當邀請時，不誼退邀請卡、說「我邀請你」

(邀請者是我) ，不但不該這麼說，也不該這麼想、迫麼相信，不該使自

己和他人感覺到邀請的意味，因此我們應當什麼都不說，應當蜍毫不言及

(歡迎) ，而(歡迎)就此發生了。 (Derri缸， 2002a: 398)

友善接納固然是對訪客的付出，把自己的財物、居所、情意提供給訪客，但

是不應該覺得自己付出了什麼。Derrida認為有心的給與就不是真的給與。他對

於給與或禮物 (gift)有如下的看法:

禮物從來不做為禮物存在，永遠都不與處激、交換、回報、獎賞等償。..

禮物甚至不應做為禮物而被答謝。......一旦禮物做為禮物截退出.i!J毅和

答謝就摧毀了它的本質。......要使禮物成為禮物，送禮和受禮的人都不應

把它當成禮物，這是一種弔詭，但它正是禮物能被給出的婦件。(Derrida

& Caputo, 1997: 18-19)

因此，東道主要竭力款待訪客，但不要覺得自己正在「友善接納」來訪者，

不要覺得自己是給予者、付出者，也不要讓訪客覺得獲得了接待和贈與。無言、

無意、無心是絕對的友善接納的特性。

無條件的友善接納有如耶穌的博愛精神，它是一種理想境界，也是極為困難

的。困難，因為這個理想違逆於人的基本性質。人基本上是自我中心、為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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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而友善接納則是以對方為中心，為他人奉獻。所以，實踐友善接納首先必

須跨越自我中心的障礙:從自利為己到樂意利他為人。再者，無條件的友善接納

歡迎所有人、歡迎他人、陌生人，甚至是站在自己對立面的異端者一一政治、宗

教、文化、價值觀極度相異或對立的人，因此，它必須跨越第二重障礙「我群中

心」的障礙:從接納與自己同群的人到接納與自己截然相異的異邦人。耶穌要人

們應當愛鄰人及愛敵人，正是要求對這兩重障礙的跨越。能愛鄰人就是從為己到

為他;能愛敵人就是能接納那些與自己距離最大的異端者。從現實來看，很少人

能真正跨越自我中心和我群中心，而接納所有人，可見實現無條件的友善接納是

困難的。 Derrida 明白這困難，但他也指出，人們雖然很難做到理想的友善接納，

但人們的友好行為都有「友善接納」的成分，並隱然以理想的「友善接納」為指

引。 Derrida 相信人們都有「友善接納」的心意，雖然因為無法擺脫自利心，而

使得「友善接納」的實踐不夠純粹，但是仍然有改善的可能。他闡述友善接納的

理想境界正是希望激發人們嚮往那更高的層次，而不斷改善以求得更好的境界。

二、「友善接納」的社會與政治實踐

Derrida 的思想蘊含深刻的現實關懷，所以他對友善接納的論述並不止於倫

理哲學探討，而更進一步指向現實的議題。 Derrida 認為， r 友善接納」並不只

是個人倫理的問題，也是政治社會倫理一一亦即正義層面一一的問題。單單訴諸

個人的「友善接納」行動，並不足以使「他者」自在地生存於社會，必須建構具

備「友善接納」精神的體制才能夠使這種倫理真正實踐。

Derrida 對「友善接納」的實踐特別買賣焦於難民、移民及其他外國人的接納

問題上。這是因為對社會內部差異成員的公正對待，已是許多思潮與社會運動的

關注重點，而對外國人的友善對待，卻仍未受到廣泛重視。 Derrida 和 Kant 一樣，

認為各國實行「普遍友善接納 J '使人人在各地都能受到友善接納的待遇，才能

達到世界和平 (Kant ， 1795/1991) 。所以，他不斷呼籲人們友善對待陌生人、異

鄉人、外國人。

(一)正義與制度

Derrida 也了解哲學層面的理念探討和現實層面的制度設計有所差距。他認

為現實的制度雖然不理想，但是制度經常受到某種正義理念激發、引導，只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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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現實的複雜和人的有限，才使得制度、措施無法充分實現正義理念。 Derrida

認為，應當本於倫理與正義的理想來批判現實上不完美的制度與法律。制度與

法律應當不斷地被修改. Derrida 也稱這種修改為「解構 J (De出da & Caputo,

1997: 16) 。這裡的「解構」其實是一種批判與改革的行動，而不只是哲學思想

的開拓。解構是改革的行動，而解構的基礎則是正義。解構的對象是不符正義的

制度和法律;正義則是解構的理想與指針，它提供我們超越現實的目標和嚮往，

讓我們對現實的缺失竄到歉然，而驅動我們去追求超乎不正義現實之外的更多可

能境界，以逐步接近正義。 Derrida 說:

正義賦予我們衝勁、推力或動力以改進法律。沒有正義的籲求，我們就無

意於解構法律。這就是為什麼我說:對正義的企求是解構可能性的條件。

( Derrida & Caputo, 1997: 16)

Derrida一再強調現實法律與正義不可分離:r 正義與法律的相異性並不使

二者相斥，反而要求二者不可分離J (Derri缸， 2003/2005a: 150) 。正義須透過

制度與法律而實現，政治、法律與制度則須依循倫理與正義的理念。 De回da強調:

倫理與政治的關係是必要的。......必須從倫理演繹出政治與法律。必須

有此演繹才能確定「較佳狀態 J ( the better) 或「較不壞狀態 J (the less

bad) 0 (De叮ida， 1997/1 999: 115)

正義是理想境界，應當以正義來督促制度，透過不斷地批判與解構來持續改

善制度。沒有人知道將來制度會變成什麼樣子，重點是我們要努力將制度推向正

義的方向，使它變得更好，更接近正義。

就「友善接納」的寶路而言，其正義境界就是前述的「無條件友善接納」

我們應當以此來批判、引導與改善對待外來者的實際制度或措施，以努力讓

它們變得更好。本於前述正義和制度的區分，De出da 將正義層次和制度層次

的「友善接納」分別稱為「無條件友善接納的律則J (the law of unconditional

hospitality)和「有條件友善接納的法規J (laws of conditional hospitality) (Derrida,

1997/2000: 77) 。前者是「友善接納」的理想境界，是倫理與正義層面的理念;

後者是真體的制度規章，其中的種種權利義務都是有條件的、被限定的。「無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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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友善接納的律則」是觀念，必須透過實際的「有條件友善接納的法規」來實現。

現實的規章制度會受到環境條件制約，所以在不同歷史與社會條件下，會形

成不同的「友善接納」法規與措施 (Derri曲， 1997/2000: 79)。不同的家庭、社區、

國家會依自己的條件而形成不同的「友善接納」措施和法規，接納的範團和深度

也有所不同，所提供的善意內容也有差異。 Derrida 並不反對這差異，他不認為

每個地區都要有同樣標準的「友善接納」。各地區有自己的條件和限度，只能提

供有條件的接納，這是情有可原的。但關鍵是這些具體的法規必須具有追求「無

條件友善接納」的精神，他強調:

如果這些有條件的友善接納不是受到「無條件友善接納律則」的導引、版

發、激勵、命令，它們就不再是友善接納的法規了。 (Derri曲， 1997/2000:

79, 81)

失去了「友善接納」理想的相關法規或措施可能就只是一些權力暴力，對來

訪者展示主人的權力:以支配者姿態對來者進行篩選、分類;以賜予者姿態提供

來訪者需求。Derrida強調， ，-無條件的友善接納才能使友善接納概念具有意義

和實路合理性J (Derri曲， 2003/2005a: 149) 。必須隨時保有無條件友善接納的

理想，我們才會覺得現在做得還不夠好，現在的法規措施還有欠缺，我們對來訪

者尚有虧欠。「友善接納的無上命令 J (Derri曲， 1997/2000: 75) 會督促我們跨

越既有條件與限制，不斷改進現實的「友善接納」法規與制度。

( .:=.. )主權國家與對外來者的友善接納

對於「友善接納」的實路， Derrida 買賣焦於關於外國人的接納問題。在國際

交流、人員流動日益頻繁的今天，如何接待外國人逐漸成為迫切課題。多數國家

一方面基於人道主義或人權觀念，而建立較寬大的接待制度;男一方面為了保護

本國人權益，避免大量外人移入而影響社會安定，因而對外國人的入境也設下種

種嚴密規範。 Derrida 相信每個社會、每個文化都有「友善接納」的成分，願意

款待陌生人、外國人，但是基於自身利益的考量，它們的「友善接納」也是有限

度的。 Derrida 說:

一個文化或語言社群、一個家庭或國家即使不背棄友善接納，至少也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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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擱置絕對友善接納原則，以便保護一個「家 J '藉著避免外來者的無

限制到訪，以保護財產和自身所有的一切。另一方面， (它們)也努力使

這種接待成為實在、確定而具體的事一一付諸實踐。因此形成了諸多「限

定 J :把給予轉化為條約，把開放轉化為法律協定;形成了相關的權利和

義務; (設立)邊界、護照、入境站等;訂立入境的法規;宣示:我們「必

須控制流量 J 0 (Deηida， 2001 /2005b: “)

對外來者的有限接納是源於當前普遍存在的主權國家型態。國家都猶如一個

自我中心的實體，總是不斷主張自己的主權，固守自己的領域、權利和財產，並

且為了確保自身的持續存在而不斷區隔他者，防範他者。國家的自我中心與自我

防衛性質比起個人要更加牢固。例如，某家庭院的水果被鄰居任意摘取了，主人

可能一笑置之，但一個國家對於鄰國漁民越界捕魚，往往會立即驅逐，展示主權，

甚至不情武力衝突。這種差異是因為個人意志比國家意志容易確定。個人可以因

情誼而決意友善對待鄰居，但是國家政府只是人民的代理人，不能任意代替人民

放棄主張國家權利，也無法確認人民有寬容的意願，所以政府必然要強力維護國

家權利，不能有絲毫讓步。由於現代主權國家的自我中心性質，使得國家間的互

動總是以本國利益為優先，對外國人採取防範的態度。

再者，各國往往把「友善接納」的待遇當作一種賜予或優惠，而提供優惠的

條件是對方國家也提供我國國民同等優惠，或其他相當利益。這樣狀況下的「友

善接納」有兩個問題:1. r 友善接納」的提供隱含著利益交換一一以我方提供優

惠，交換對方提供對等優惠; 2. 這樣的「友善接納」是以雙方的互惠協定為基礎，

這使得「友善接納」行動變成一種契約責任。依 De剖面的觀點，涉及利益交換

與被動責任就不是真正的「友善接納 J 0 Derrida 認為，當前的國家型態並不利

於「友善接納」的發展，因為各種「友善接納」措施都要透過國與國之間的條約、

協定，而國家之間議定條約的過程則是充斥著權利防衛、利益計較，因而各國對

於外國人都只能做到「有限的友善接納」。

Derrida 曾痛心批評法國竟然出現「友善接納之罪 J (crime of hospitality )

一一即對接待非法移民的國民處以刑罰( Derri缸， 2002b: 142) 。將無權居留者當

作罪犯已是不應該，現在竟然也把接待者當成罪犯，把「友善接納」當成一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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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rida 認為這是一種羞恥。這個例子正顯示國家的自我防衛機制會嚴重阻礙「友

善接納」的發展。

Derrida 深深盼望各國能跨出自我權利防衛的侷限，逐漸擴大他們的友善接

納，以人道關懷角度來接待外國人，不只是選擇性地接待對自己有利的、有互惠

關係的、受邀請的外國人，也樂意歡迎那些「不速之客」一一難民、流亡者、逾

期滯留的外國人或非依正常管道入境者。不要把他們當作潛入我們家、竊佔我們

利益的人，而應把他們當作客人。即使不能讓他們留下來，也不要把他們當罪

犯;即使限於既有法規而要求他們離境，也不要以強權暴力的姿態驅逐他們，而

應該抱著未能善盡主人之道的歉疚 歉疚，因為我們還做不到「無條件的友善

接納 J '只能提供有限的接納。

Derrida 提醒人們不要把外國人、異鄉人當作威脅，而應該把他們當作「解

放者」、「廠發者」。他指出，正是外國人和異鄉人的到訪促使我們面對自我封

閉與開放的課題，提醒我們在自己的領域外還有無限豐富的世界。 Derrida 認為，

訪客是東道主的解放者，在政治上，外國人也是國家的解放者，他們的到訪使國

家開始注意到「友善接納 J '而制定一些接待的法規與措施 (Derri缸， 1997/2000:

123)。他們的來臨讓我們有機會學習開放，學習接納相異者，引導我們克服我

群中心意識。

Derrida 當然不是期望各國立刻大開國境，毫不設限，而是盼望人們能以

「友善接納」的態度來代替防備與設限的態度，而逐漸「改善」對待外國人的措

施。 Derrida 希望各國社會逐漸發展出一種「友善接納」文化，建立歡迎的結構

( structure of welcoming) ，設置歡迎的機構(De出曲， 2002a: 361 )。換言之， r 友

善接納」包括三層面:1.在社會文化層面，形成「友善接納」的規範、價值觀;

2. 在社會結構層面，發展「友善接納」的制度、系統; 3. 在機構層面，設置「友

善接納」的實施機構和措施。這是友善接納的全面發展，深入整體社會文化，而

不只是法律與行政措施而已。當「友善接納」精神在社會中日趨濃厚，就能反映

在制度與法律，而形成更加寬容的接納外國人的措施。

Derrida 對此抱著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各國對待外國人的法律、措施雖然

仍有深刻的自我中心性質，但其中仍有接納的善意。正是這善意，使國家開獻了

大門，讓外國人可以入境。沒有一個國家會全然排外，每個文化都含有友善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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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大多數人都希望自己的社會是個友善好客、近棍遍束的興土。 Derrida

說. ，-沒有一種文化不是友善接納的文化。所有文化都爭相衰現自己比其他文化

更加友善。友善接納一一就是文化 J (De吋缸， 2。但8:361)··本聲道樣的認識，

Derrida 對「友善接納」的實現仍是充滿期待。

肆、「友善接納」文化與教育

在邁向全球化社群發展的今天，薑灣社會是否準備好要友善地歡迎、接納外

國的居留者?我們是否具備相當程度的「友善接納」文化、結構和措施，來歡迎

外國人?如果我們觀察薑灣社會如何對待目前移居噩濁的外來者，就會發現我們

的社會似乎尚未準備好做一個「友善接納」的社會。

然而，面對全球人口流動與全球化社會的發展趨勢，我們需要學習如何對待

外來者，需要發展 Derrida 所說的「友善接納」文化。文化是社會的信念、價值

與規範系統，發展「友善接納」文化即是引導社會大眾正確了解「友善接納」的

意義與理念，進而將「友善接納」內化為自己的倫理信念與價值觀，樂意身體力

行，以「友善接納」的原則對待外來者。當社會有足夠多的人認為「友善接納」

是自己的義務，或認定這是應當實現的正義，它就會變成社會的常態，成為一種

社會文化，並逐漸反映在社會規範、制度與法規而形成社會結構。

「友善接納」文化的發展必須透過長期深耕密耘的教育工程，才可能把相關

的觀念、意義轉化為多數人的信念、價值觀與行為方式，並普及為社會常態。

Derrida 的「友善接納」倫理思想可以做為我們發展道類倫理觀和價值觀的指引

觀念。

一、薑灣社會如何對待外來者?

從外國來到畫灣居留的人主要有三類:來自東南亞的藍領基層工作者;來

東南亞和大陸的婚姻移民(外籍配偶) ;來自美、日、歐等地區的工商業和

業白領工作者。就一般觀察，薑灣社會對待外來居留者的方式明顯具有選擇性

對待美、日、歐地區的白頡工作者，我們較為友善、歡迎，樂於接近或表示尊

對待來自東南亞的基層工作者和婚姻移民則較不友善，甚至輕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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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社會把美、日、歐的工商業及專業人士視為「客人 J '一方面因為美、

日、歐是我們心目中的「先進」地區，另一方面他們通常是工商業的自續階級或

教育文化專業人員，屬於「較高」層次的職業，因此我們的社會把他們當作客人，

對待他們較友善。

外籍基層工作者並不被我們的社會視為「客人 J '因為他們來自我們心目中

較「落後」的地區，而且他們從事的是較「低層」的勞動、看護或幫傭工作。

自始，引進外籍基層工作者就是基於工具性目的，把他們當作低成本勞動力，用

以降低製造業成本，或充當本國人不樂意從事之工作的替代勞力。對於他們，我

們歡迎其勞動力，而不是歡迎其本人，並且對他們採取防備的態度，唯恐他們妨

礙社會安定，破壞就業秩序。政府對於外籍基層工作者的政策，一方面是嚴格管

制-一一控制數量，限定工作範圈，要求雇主和仲介機構管束外籍基層工作者的行

為;另一方面，政府規定只須給予他們我國法定的基本工資，以達到降低生產成

本的目的。但是，對製造業雇主來說，這樣的工資仍太高，雇主抱持的是資本主

義式的價性思考:把工作者當作生產工具，盡力把工資降到最接近臨界值(工人

願意工作的最低限報酬) ，所以他們希望政府再降低規定工資或解除管制。從這

一點來看，企業雇主對外籍基層工作者的友善程度顯然還低於政府。某些雇主甚

至有歧視外籍基層工作者的狀況，對他們採取不人道的管理措施，全然違背「友

善接納」。

至於社會大眾則對外籍基層工作者抱著忽視態度，雖然不一定明顯排斥，卻

也不是尊重與歡迎。在許多社區常可以看到外籍看護或幫傭'但一般國人經常對

她們視而不見，很少與她們互動，所以她們通常只與同國籍的工作者往來。製造

業外籍工作者也是自成特殊的社交圈，與我們的社會相隔離。這種狀況反映我們

的社會並沒有「歡迎」他們，不曾把他們當作「客人」來接待他們，也沒有讓他

們廠到「賓至如歸」。我們和他們保持距離，不想和他們熟悉，讓他們始終是陌

生人一一住在這裡'卻與這裡格格不入。

婚姻移民或所謂外籍配偶也同樣並未受到友善接納。薑灣沒有開放的移民政

策，很少外國人移民或歸化我國，外籍配偶是臺灣最大的移民人口。而因為外籍

配偶也是來自我們心目中較「落後」的地區，並且她們的婚姻對象多是社會弱勢

階層，所以社會並未熱誠地歡迎與友善接納這些新來者。她們在生活中遭受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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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無形的壓力，甚至她們的子女也受到潛在負面的影響，而政府並沒有足夠措

施來協助她們融入社會。雖然有些民間團體努力幫助她們，但到目前仍未能讓大

眾對她們友善接納。

由目前這些對待外來者的情況來看，我們的社會並沒有準備好要歡迎外來

者。我們還沒有適當的機構、措施來歡迎外來者，大眾也沒有心理準備要歡迎他

們。如果，我們要迎向全球社會的時代，就需要盡快發展「友善接納」的文化與

社會。如果，我們要公道地對待這些已經來到我們社會，和我們在一起生活、工

作的人們，就需要盡快形成「友善接納」的倫理，使更多人把友善對待外來者、

新來者當作自己應為之事。

二、「友善接納」的教育

發展「友善接納」倫理與文化必須透過教育的過程，才有可能點點滴滴地影

響社會大眾，長久累積而形成普遍的「友善接納」文化。這樣的教育應當投入於

國民教育，也應施行在成人教育和社會教育，以便讓更多社會成員體認「友善接

納」的意義與價值，而樂意去歡迎外來者。「友善接納」教育應當從以下三方面

進行:

(一)倫理學理逸的層次一一「無線件在暮接納律則」的了解

傳統倫理觀只注意到社群內的人倫關係'強調跨越「自我中心」的障礙，由

自利為己走向利他為人，但並未注意異質群體、異鄉人、外國人此一面向。友善

接納外國人或異文化者對大多數人而言，其實是一件相當陌生的事，因為在過去

的社會生活中，多數人所面對的都是同文化、同族群的人，沒有機會體會與異鄉

人相處的問題，也就不會思考到相應的倫理原則。但是晚近以來，我們的社會已

經有愈來愈多的外來者到訪，與我們共同生活，這給我們很好的機會認真思考與

學習與外來者相處的倫理。

Derrida 的「友善接納」思想正是這種倫理觀的典範。學校中可以介紹「友

善接納」倫理思想，使學習者意識到在全球化時代，我們除了要跨越自利心而關

心「鄰人 J '也要跨越文化障礙去歡迎與接納相異文化、宗教、種族、意識型態

的人們;學習開放心胸，包容尊重各差異者、他者。

依據 Derrida 的理想， r 友善接納」倫理教育應當教導學習者以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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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以無選擇的態度歡迎外來者:我們應當引導學習者視每位來到我們社會的

外來者都是同樣尊貴的賓客，對他們一視同仁地歡迎，不論其國籍、民族、文化、

宗教、意識型態、經濟條件、地位等差異。

2. 混除我群中心心態，視每位來訪的異鄉人者都具有無上價值:一般倫理學

主張每個人都具有無限價值， r 友善接納」倫理則特別強調，對待那些與我們極

端相異的人(可能來自陌生文化、奇特宗教、敵對國家) ，也應當以倫理上對

「人」的態度來對待他們一一視他們為具有無上價值的人。對相異者的排斥是頗

難以克服的障礙，努力消除這種障礙是「友善接納」倫理教育的重要課題。

3. 視「友善接納」為自己的無上義務: r 友善接納」並不是基於權利互惠或

國際條約而加諸國民的責任，而是做為人的道德義務。熱誠的主人總是希望做到

「賓至如歸 J '否則就自認沒有盡到東道主的義務。國民做為國家主人應當以東

道主自居，以友善接納外來者為自己的責任。

4. 無所企求地誠心對待外來者:我們應當讓學習者明白「友善接納」是東道

主對訪客的單向義務，並不期待對方的回報，也不要求對方祖國的相對優惠。所

以，不論對方國家是否對我們友善，都應該誠心對待來訪者。

5. 以歡迎外來者做為開拓自我心胸的契機:外來者來到我們社會，這是給予

我們開展自我心胸及認識豐富世界的機會，讓我們有機會學習超越自我中心和我

群中心的障礙，實踐「友善接納」正是可貴的學習過程。

Derrida 的「友善接納」思想立意甚為高遠，他的「無條件友善接納」是對

待外來者和陌生人的理想。但是，教導「友善接納」並不是要強迫學習者立即實

臨其最高理想，甚至也難以期待會有立即顯著的效果。任何倫理道德教育都是標

舉其最高理想，但是，明智的教師不會期待或要求學生必須完全實踐，而是希望

學生能時時將這些理想存在心裡，做為自己行為的標竿，據以自我批判與改善。

Derrida 也是希望他所闡明的「友善接納」能成為個人、社會的一個目標、指引、

理想，引導人們的行為，經過點滴累積而形成社會常態文化。這是一個長遠的過

程，但是我們應抱著樂觀的希望。

再者， r友善接納」不只是個人道德層面的事，也是政治與制度層面的事。

所以「友善接納」教育不僅要教導個人道德意識的提升，也應當讓學習者養成解

構與批判精神，如同 Derrida 所力行的，以「友善接納」的正義理想不斷批判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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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制度與法律，追求體制的不斷的「改善 J .讓社會與國家以「較好」的方式接

納外來者。

( .=.. )制度規範的層次一一一「智悔吽友善接納法規」的詔言是

除了倫理學層次的「無條件友善接納」原則外，學校也應教導學生認識各國

或各地區關於「友善接納」的政治社會制度，以便讓學生對「友善接納」的實踐

狀況有所了解。依據 Derrida 觀點，友善接納措施並沒有固定標準的作法，它是

要由社會成員本於友善接納的倫理與正義理想，考量現實限制而隨時調適出的具

體措施。但是，由於我們的社會對此課題還相當陌生，因此，藉著了解世界其他

地方的作法，應該可以讓我們知道什麼是對待外來者較合宜的措施。而在國際上

諸多穎似措施中，聯合國的各種人權公約應是相對較高標準的法規。

前文指出， De出da 不贊同「友善接納」採取「權利」觀點，因為權利是基

於利益對等互惠原則，與「友善接納」的單向義務原則不同。而各種人權公約卻

是權利思維下的產物，是以各國間訂定相互保障協約為前提。但是，若不計較其

中對等互利的條件，而只注意其中規定的對外來者人格尊嚴、權利、利益等方面

的保障方式，這些公約所訂定的措施其實是屬較高標準的作法;或者說，相對於

六部分國家的制度與法律而言，這些公約比較接近「無條件友善接納」的正義理

想。所以學校教導這些規章，將有助於學習者了解較高標準「友善接納」的具體

實踐規範。

相關的國際人權公約(教育部人權教育諮詢暨資源、中心， 2010) 包括 1990

年頒布的「外來工作者及其眷屬權利保護公約 J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 、

1992 年的「民族或族群、宗教、語言少數群體成員權利宣言J (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Belonging to National or Ethic, Religious and Linguistic

Minority )、 1948 年的「普遍人權宣言 J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 1966 年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公約J (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從這些國際人權公約可以歸納出對待外來

者的進步作法，讓學習者了解其體的努力方向，並對比我國相關制度與法規的缺

失，鼓勵他們未來參與批判與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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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具體其文化知髓的層次一一引導學生對各種其文化的認擻

認識有助於親近和尊重，所以教育中應當納入關於其他國家人民與文化的介

紹，並且應本於「承認 J ( recognition) 的觀點來介紹，也就是以肯定態度闡明

各國人民的生活與文化，尊重其價值與尊嚴，以便讓我們的學習者能正確認識與

尊重其他相異人群與文化。這些介紹必須特別注意消揖對弱勢國家的偏見。目前

我們對待外國人的態度常是看重美、日、歐等「先進」國家，而輕視亞、非、拉

等地區的「落後」國家。然而，所謂先進或落後只是經濟條件的相對差異，並非

反映各國家和文化的真正價值，但這種基於經濟條件而形成的偏見，卻使我們社

會對外來者採取選擇性歡迎。媒體對外國文化資訊的傳播與社會大眾的接收，也

常常選擇性地偏向「先進」國家，而忽略其他地區。因此，學校對外國文化資訊

的介紹應當特別重視弱勢國家，並引導學習者以肯定的態度來認識它們。而尤其

重要的是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人與文化，因為我們的社會已經有許多來自東南亞的

婚姻移民和工作者，過去的忽視與缺乏了解使我們並未友善接納他們，透過教育

活動讓人們對他們有更多了解與肯定，將有助於重新給予他們應有的友善接納。

更重要的是，學校要鼓勵學生實際接觸「他者 J .與他者自然互動。教導學

生了解外籍配偶和工作者的文化，不一定是透過書本，也可以邀請這些新來者

到學校以親身經驗講述自己的文化。晚近，不少學校實行社區結合教育，借重社

區人士與資源提供學習者更鮮活的教育活動與內容。學校中若有家長是新來者，

或學區內有外籍工作者，其實也可以邀請他們來介紹原來所屬的文化，或透過他

們協助由學校辦理多元文化活動。這樣，一方面使學習者獲得鮮活的文化經驗敘

述，一方面也讓學習者有機會實際接觸外來者，可能有助於他們消除對外來者的

疑慮和莫名的距離戚。再者，讓這些外來朋友能夠表現他們原有的文化，也是我

們對他們表示尊重與歡迎的重要方式之一。

伍、結論

Derrida 的思考和論述特色是交錯出入於對比兩極之間。在哲學方面，他以

「既忠實又攻擊的方法交相出入於哲學內外之間 J .留駐於哲學理性領域而試圖

解構之;尊重哲學而奮力從中開展超乎哲學的思想。在倫理方面，則依連於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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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實之間:既期望「友善接納」的至高境界，又不諱言其難能難成;既直言現

實制度之殘缺落後，又肯定制度是實現正義的必要途徑。

Derrida 的倫理學說闡述一種異於一般人性狀況的理想境界，引導人們超越

自我中心的困境，友善無私地對待他人，以獲致人與人之間真正的和諧，乃至國

與國之間的和平及最終的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這種倫理理想的困難，

而期待人們從現實的社會體制改革與文化素養培育做起。 Derrida 讓我們了解要

建構「友善接納」倫理與文化，必須立足於現實，心存對理想的渴望，進而以批

判行動致力改善現實。

「友善接納」是人們所面臨的新課題。因應此一課題，必須透過教育來教

導適切的「友善接納」倫理觀，協助學習者超越自我中心與我群中心的障礙。

De出da 的學說兼顧理想與現實兩方面，可以做為發展「友善接納」倫理教育的

觀念基礎。而「友善接納」倫理教育的實施，也應當是兼顧理想與現實，一方面

教導學習者「友善接納」的純粹理想，並介紹國際公約中的進步作法;另一方面

則是引導學習者本於理想與較進步的作法，思考與批判現行制度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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