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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這是一個基督徒身份的助人工作者，在公部門進行關於協助盲人的實踐

與反省的經驗整理。 在我的實踐之中，常常關注的主題是「差異」與

「區隔」，我探索了明眼的社會如何精巧的與盲者區隔開來，這種區隔

和傅柯討論過的精神病人與罪犯其實相當類似，主流社群運用醫療體系

和法律體系，隔絕特定群體與自己的接觸，只是明盲之間更為精緻隱



晦。 神學家莫特曼曾經在一篇短文＜認識他者和異者間的契合＞ 中探討

了兩種我們經常使用認識世界的方式，這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同時也影

響我們將會處在什麼樣的社會關係之中： 1.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同類僅為同類所知」─以同質性、類比的認識論，所導致的社會關係

是封閉性社會關係。 2.「他者只有透過他者來認識」─以差異性、辯證

的認識論，所導致的社會關係是開放式社會關係； 盲者與這個明眼社會

的關係，正是各自使用「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的同質性原則，相互對

待的結果；明眼人忽視視障者的存在，而視障者則緊靠著彼此，重複訴

說著他們認識的明眼世界的兇惡。 回頭看我自己與盲者之間，從發現

「盲者不存在於我的記憶中」的訝異開始，意識到自己慣常使用的認識

方式，還是無形的將視障者區隔在我的世界之外，藉著這樣的工作，我

才有機會經歷認識盲者的驚奇之旅，人們彼此相互區隔，將對方視為他

者時，面對彼此的差異，總是焦慮地想要藉著消除差異，來消滅自己的

不安，強者總是想要把將自己的價值、自己的想像，硬套在對方身上，

想把強迫對方改變成跟自己一樣，弱者則想要改變自己和強者一樣，這

種不安全的焦慮感，轉化為因為對方的不同而抗拒認識、相互區隔的歇

斯底里症狀與防衛機轉，明眼與盲者相互如此，AIDS、SARS、同志與異

性戀社會到現在的藍綠之爭，也是如此。 在公部門掌握權力的我，也曾

經想要急著讓視障者與我們一樣，然而許多視障者卻是用行動告訴我

們，他們不必也不需要總是與我們一樣，他們有自己的興趣、有自己想

要完成的夢想，我們急著透過職業訓練想要推他們進入這個資本主義邏

輯的競爭性就業職場，有些人卻寧可錢賺少一點，但可以過自己想要的

自由生活，雖然明眼社會忽視視障者的存在，視障者的主體性卻一點也

沒有因為這樣而消失，反而因為忽視，更加清楚自己的位置，回到公部

門的公共行政，我們學習到自己能作的就是盡力創造一個可能讓視障者

發展自己的環境，讓各種可能性發生。 通過這份研究，也是我的成長之

旅，在當中我與啟明的團隊共同小心翼翼地品嚐基層工作者也能掌握的

權力的滋味，也意識到公部門的權力是怎麼運作的，學習運用權力，希

望這個權力能服務於人民，不再是與人民利益遠離的政策行動，學習使

用團體動力，來思考判斷當下發生的事情，以及對未來的影響；也第一

次有力量學習反抗體制，用自己沒有權力的位置進行戰鬥。 我的信仰從

認識一個受苦的上帝開始經歷轉變，從一個容易道德定罪的基督徒轉向

接納受苦者的基督徒實踐，不斷的思考，我的信仰之於我的實踐，到底

之間該是種什麼樣的關連；盲者作為他者呈顯在我面前的面容，作為一

個異於自己的存在，首先是因為這種結構性的忽視讓我關注到這群人需

要，進入了政府當中試著想要創造些不同的可能性，在驚奇中認識了對

方，在我的實踐角色之中，能夠創造一點讓我們彼此相互接近的可能，

也探索了現在台灣對於盲者的公共政策的狀態與缺乏，更透過這樣的經

驗學習法制、公共行政、權力的交互關係，更在這當中重新思考信仰的

實踐如何落實在世俗社會之中，作為一個基督徒，處在上帝國既是「已

經開始」，又是「尚未來臨」的時刻，實踐的動力來自於對「萬物更

新」的期盼(anticipation)，這種來自於信仰的期盼，不是被動的等待，而

是透過自己的行動積極的參與上帝應許即將來臨的「新天新地」，用一

種預先活在尚未實現的盼望之中的態度，實踐自己的信仰。 這份研究終



究還是一個明眼人的觀點，用明眼的角度學習看見與批判明眼社會對於

他者的區隔，如何作用與滲透在每個地方，並且將這幾年在公部門理解

的實際處境與思考呈現，越是和盲者相處，我越是相信，創造適當的機

會，有一天盲者不需要我們這些明眼人的絮絮叨叨，也能使用他者的身

份挑戰明眼的理所當然；回想這三年的工作，許多人訝異於我們這群小

毛頭的工作成長，其實，要學習幫忙並不困難，那是一種回到助人工作

本真的態度上：用心傾聽他者的故事，從陪伴開始，用勒維納斯提醒我

們的態度，面對他者的面容呈顯，提醒自己：「他者不是我們宰制的對

象，他者是我們只能傾聽、回應自己對他者的責任的對象」，召喚起我

們回應的責任。 各章摘述： 第一章從作者的基督徒身份養成與成長背景

意識起自身的生命與信仰的關係，如何從傳統保守的信仰轉向解放批判

的基督教信仰。 第二章主要在描述現代盲人如何被精巧的社會機制隔離

起來的社會處境。 第三章則在討論作者位於公部門實踐專業/信仰採取的

方法論 第四章則是作者在公部門的實踐過程與討論 第五章是本論文的結

論與作者的再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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