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less  從西方到東方，

相同棘手的難題

你對遊民的印象是什麼？貧困？頹

廢？酗酒？不務正業？群聚械鬥？是治安

的不定時炸彈？還是需要社會伸出援手的

弱勢？一般大眾對於遊民存在的不安多於

同情，肇因於當身處暗巷時，窩居街角的

遊民對於人身安全的隱性威脅。

法國巴黎、美國紐約、日本東京，不

論如何先進的國家裡，遊民一直是各大城

市揮之不去的社會問題。而鄰近台灣的中

國大陸，近年雖已成為世界經濟成長的指

標性區域，然而，隨著工業發展與經濟型

態的轉變，使得因經濟結構而產生的遊民

問題也日益嚴重。目前雖然受到當局壓抑

而得到暫時的控制，觀察中國問題的學者

莫不知曉，內地的遊民問題如陳疴難尋良

醫，若不能妥適處理，恐怕將是中國經濟

一個不斷累積能量的巨型地雷。

將焦點轉回台灣，台灣在遊民問題

上並沒有例外，根據內政部的官方統計顯

示，台灣遊民總人數常年維持在4千人之多

難以下降，依社福團體推估實際的遊民人

口應擴大為通報數的10倍，也就是至少有

4萬人。而令人心驚的是，街頭遊民的平均

年齡，從過往的50-60歲中高齡，下降到

40歲左右，有明顯年輕化的趨勢。

台大社工系教授鄭麗珍曾提出：「遊

民的產生，失業是主因之一，另外而現代

家庭的支持逐漸崩解。」台北地區的遊

民主要聚集在中正、中山、大同、萬華四

區，世新大學社發所遊民工作坊負責人，

同時曾任街友中途之家社工組組長的陳大

衛表示，過去北部需要大量的臨時工人，

尤其是底層勞動力，因此造成中南部勞動

力北移，產業項目集中在金屬、電鍍、皮

革、排版印刷等等。然而產業的世代交替

勢不可擋，舉例來說，對一個在印刷廠熬

了大半青春學習排版印刷的學徒，一輩子

想靠這門專長求得溫飽，然而電腦排版毫

無預警的快速普及，硬生生敲碎他們原本

■文．圖片提供／程耀霆

▲ 陳大德曾經經歷過人生中的痛苦，所以
能夠了解遊民背後的心酸

▲ 提供輔導就業、重返社會的機會，對遊民來說才是有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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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穩的人生，步入中年的學徒於是遇到了

生命的困厄。台北純粹勞力的工作機會較

其他區域相對少，這些因經濟結構轉變因

素而失業的中高年齡層的勞工，也逐步被

排擠到市場邊緣。

台灣現行遊民的管理制度

無論在哪個國家或城市，街頭遊民的

問題長久以來始終存在，遊民所呈現邋遢

的形象，露宿公共場所的偏差屬性，以及

精神不穩定等特點，帶來了社會安全與政

策上的種種問題。 

遊民在各個城市中心的車站或公共空

間據地而居，使用開放的洗手間作為梳洗

沐浴主要來源，不僅有礙市容，其不可預

測的行為也讓婦幼民眾心生恐懼。儘管員

警時而驅離之，但沒有配套措施，驅離根

本毫無效果可言。

擔任優遊之家社工組組長陳大衛指

出，目前的遊民輔導政策問題重重，不僅

收容單位不足，也缺乏必要的分級鼓勵制

度，行政體制未竟其全，反而導致遊民嘗

試就業後發覺打零工不划算，寧可再回到

街頭流浪，而一經嘗試無效用後，往後就

算運用更多社會資源，也未必能再次說服

他們再返回一般職場。

考察過去的相關文獻及現行有關遊民

的輔導辦法，大多將遊民定性為「流落街

頭、遊手好閒、不務正業、不事生產」的特

定群體，因此早期的遊民政策大多採取懲罰

主義，處理方式以監禁管理、隔離為主。

遊民是一直存在於社會底層的邊緣

人，藏身於街道，過著不同於一般大眾的

生活模式。隨著失業率增加、經濟結構快

速改變及家庭功能的瓦解，街友的人數也

不斷攀升。

隨著社會福利思潮的興起，遊民問題

也引起各界關注，因此台北市於民國80年

將遊民業務由警察局移交社會局，並於83

年修訂遊民取締辦法，正式從取締邁向輔

導，同時以社會福利觀點處理遊民問題，

並積極規劃各項服務方案，結合民間團

體，協助遊民自立自主。

不過，就實際執行面來看，儘管在

機構服務上規劃了：緊急服務、過渡服務

與穩定服務三層服務體系，實際服務上仍

以第一層緊急服務為主，如提供緊急庇護

所、食、衣、醫療等照顧，而在第二、三

層次之就業、長期住宅、諮商輔導等功能

則明顯效能不彰。且依照目前公、私立服

務機構多以維持救濟層面之臨時服務，難

以實際幫助遊民的各樣需求，更遑論協助

遊民自立自主、重返社會。

遠在萬里的香草園區

台北縣政府去（98）年9月與財團法

人鼓岩世界教育基金會合作，將萬里鄉仁

愛之家的閒置房舍整修為街友中途之家。

在萬里鄉面海的山坡上，前前後後一共有

70多位遊民，親手把荒廢後山打造成休閒

農場，種植30多種香草，取名「優遊香草

休閒農場」，今（99）年的4月3日開始營

業，成為全國第一座遊民休閒農場。

【優遊之家】這個名稱是由鼓岩基金

會副執行長，同時擔任街友中途之家主任

陳大德，取其【優質遊民的家園】為意，

由此不難嗅出，優遊之家的企圖心。陳大

德不單負責帶領優遊之家的工作夥伴負責

遊民的安置與輔導工作，他同時也是台灣

第一個食物銀行（food bank）的創辦者。

去年，台北縣街友中途之家找到陳大

德，希望結合社福團體和公部門資源，以

更積極的方式幫助遊民真正重返社會，這

具有意義的工作，讓他躍躍欲試。

「街友中途之家」定義為中短期收

容機構，去（98）年9月起，陳大德與參

與的社工們走訪車站、公園、地下道及醫

院，主動搜尋遊民，說服他們搬上山，分

組學習種香草、廚藝、編織、水電。陳大

德回憶一開始在遊說遊民的時候，大部分

都被遊民質疑，可能在外面待久了，多少

有吃到些苦頭，所以防禦心特別強。比方

在板橋火車站，有個大約70歲的遊民婆

婆，每天都把包頭梳得很整齊，她的身邊

▲ 陳大德與遊民們協力重整土地，將原本荒蕪的土地改造成香草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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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堆滿好幾包隨身家當，然後一個人呆坐

街頭一整天。可是每當有人想靠近關心，

婆婆馬上警覺作勢要搭車離開，生怕人把

她帶走，或是意圖不軌。

有些在街頭待得太久的遊民，往往

心理上會伴隨自我放棄的念頭。對於工作

對於社會這件事，已經失去了自信，對

他們來講那種流浪的日子，已經很習慣。

街友中途之家的生活輔導組長李奐龍說：

「遊民為了從社會的資源中求得生存，甚

至還有人四處蒐集資訊編撰了一本【街友

寶典】，這一本寶典巨細靡遺登記了各區

域，不論公家或民間團體發放餐食或領取

物資的時間點，遊民只要按圖索驥就可以

求得一餐溫飽。」然而重建中心的夥伴們

認為擺流水席、提供物資，對遊民並無長

遠幫助，因為社會的愛心沒有持續性，中

繼站必須全盤考量遊民重返社會必定遇到

的瓶頸，以持續支持協助遊民重拾人生。

曾經是清幽的安養院，現在是陳大德

與團隊夥伴共同協助遊民，重整人生的起

點。陳大德回憶剛來的時候，整片山坡都

是雜草，而且土質酸度過高，完全無法種

植，於是他領了第一批願意來到重建中心

尋找人生新起點的8位遊民們，也讓他們由

由民的身分轉為有地方能居住的住民，一

起協力翻了二次土，土翻完再堆肥，堆完

肥後，才能開始規劃栽種。在規劃的過程

中，工作團隊費心苦思耕種什麼植物最適

合？

最後在一位輔導老師建議下，選定經

濟價值高，特色區隔性顯著，且使用功能

性多樣化的香草植栽雀屏中選。花了1年不

到的時間，他們一步步親手將0.8公頃的荒

原成為香草花園。

將園藝治療滲入遊民的日常

生活中

園藝治療（Horticultural therapy）簡

單來說，就是利用與植物親近的過程中，

將不良的生活行為逐步改善，促進生理及

心理上的健康。在進行園藝栽培時，得到

精神及生理上的利益，從事園藝植物管理

上一些簡單而反覆的步驟，不僅可以實際

收成而且可以從中了解維持生命的韻律。

西方國家引以為治療方式已行之有年，美

國園藝治療協會亦於1973年成立，推廣園

藝治療及執行專業制度。

得知照顧花草有療癒功能，陳大德利

用山上的空地，先帶著住民們，開始種花

養草。讓住民嘗試去照顧這些植物，透過

植物成長的回饋重建住民的心理健康。

香草除了有植物的園藝治療功能之

外；透過景觀規劃，香草園的作物美化了

住民的生活環境，陳大德不在意身穿西

裝，常與住民一起蹲在泥土園裡栽植香

草，長期下來也感動了原本不願意接受輔

導的年長住民加入栽種，慢慢地加入的人

越來越多。而部分住民，也開始提供一些

規劃景觀的意見，住民們會鋸木的鋸木、

會粉刷的粉刷，一切盡量DIY手作，現在

香草園裡的景觀佈置，正是這樣一步步增

加的。

香草還能夠入茶、入菜，這又成就了

香草園另一個營運項目【香草餐廳】。對

蒔花養草沒興趣的人，街友中途之家也設

有餐飲班的教學，老師從基礎開始教授，

進而住民也開始投入創意，花草茶、各色

香草料理和香草香腸、手工藝編織、 環保

香草手工皂、香草精油蠟燭等經濟產出開

始發生了縱效。

▲ 優遊之家的住民學習照顧花園中的作
物

 利用與植物接觸的過程，將個人的不良生活習慣加以改善，改善

身、心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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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友中途之家的管理問題

【酗酒】是遊民普遍存在的現象，也

是街友中途之家相當頭痛的問題之一，去

（98）年冬天特別冷，陳大德和社工們四

處尋找街頭遊民過冬，重建中心一下湧入

70多位遊民入住，陳大德說：「新加入的

住民遇上放假外出，大概出去20個人，收

假時，我們就要下山去抬20個人回來，因

為全都喝醉了，爛醉後，一個人得要動員

3、4個人來扛，甚至有拿刀械的，還得先

把他壓住，免得有任何擦槍走火的意外發

生，往往弄得團隊們人仰馬翻。現在，酗

酒在我們這裡是絕對禁止的。」面對遊民

時而爆發的情緒問題，並非一般人可以長

期招架，同樣地陳大德也曾感到猶豫，但

是陳大德了解，來到重建中心裡的人，背

後都有一段故事；不論曾經是餐廳老闆、

水電工，飯店大廚、媒體工作者，後來遇

上生意失敗、家庭失和，他們缺的正是在

這段人生低潮期，一個幫助他們重新站起

來的中繼站，這個幫助人的意念，支持他

願意繼續陪伴遊民。

從目前所開立之職能組別包含餐飲、

汽車美容、水電工程、農耕園藝、手工藝

DIY等五大類職能，街友中途之家開了不

同的職能訓練課程，入中心幾個月的時間

過後，20多歲的陳健全，是從重建中心第

一個下山的年輕人，現在於中心負責市區

辦公室的電腦程式管理，那段因為過度沉

迷線上遊戲，導致與家庭分裂而淪落街頭

的荒誕歲月，他很慶幸還有機會在重建中

心找回自己。

送陳健全回到生活正軌的同時，陳

大德也為陳健全和接下來即將下山的住民

們，打造【幸福居】，正是第二階段遊民

臨時中繼站。類似遊民的臨時旅館，可以

讓找到職業的遊民，在這邊可以住3個月左

右，解決一開始住宿與通信的問題。

街友中途之家最近也爭取到萬里鄉公

所清潔隊，共14個名額採用住民為員工；

還有4位受過廚藝訓練的遊民下山，進駐由

中心開設優遊便當城服務，中心裡黃姓住

民曾是圓山飯店廚師，他協助訓練其他遊

民下廚，每個便當賣50元，平均每天可賣

300多個。

不過，並非每名遊民都能順利重生，

這位黃姓廚師一次酒後大鬧中心離開，幸

又覓得他人接手；另外便當城開工前一

晚，一位住民將4,000元菜錢、鑰匙拿走，

這同時也考驗重建中心的耐力。

困頓中長大的孩子  陪伴遊

民走一段路

民國54年次的陳大德，是軍校正期畢

業的職業軍人，帶著眼鏡看起來非常斯文

的他，不但曾是溜冰國手，在被選任射擊

國手時期，民國78年與79年均獲得全國第

一的好成績，而射手座的多方涉獵，讓他

擁有圍棋一段資格，閒暇時還熱愛紙雕磨

練心性，很難將這麼多廣泛的特質放在一

起，興許是陳大德從小就得到家庭很大的

資源支持，所以現在如此積極從事公益事

業，甚至輔導遊民，以行動回饋社會嗎？

答案正好恰恰相反，陳大德說：「正因為

我曾經經歷過他們現在的苦。」

陳大德的父親正是一位職業軍人，父

親得靠收入不豐厚的薪水養活一家5口，從

小他們就適應了過清苦的生活，然而國小4

年級的時候父親罹癌，儘管耗盡家財，父

親依然很快就撒手人寰。父親走了以後，

母親一個女人家靠手工和繡學號，要養3個

孩子的處境就更形困厄，還一度不得不將

兄弟3個人分別託給親戚寄養一段時間。

排行老二的陳大德從小就非常體貼母

親，5年級時，他帶著2年級的弟弟到市場

兜售春聯和風箏幫忙母親分擔家用。當第

一筆生意成交，他把賺到的5塊錢全數交給

媽媽，母親接過5塊錢，他永遠記得媽媽那

時留下的眼淚。

國中畢業，他考上台北商專，雖然

公立專科學費並不高，但是考量家中的經

濟，他毅然選擇軍校就讀，因為軍校供吃

供住、學費全免，每個月還有600塊台幣

▲ 優遊之家輔導的便當店，平均每天可賣出300多個便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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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用錢可以拿回家貼補。畢業後陳大德進

入軍中服務，直到33歲退役，他在部屬眼

中是一位非常天使的長官，善待部屬，行

有餘力也幫助需要的人。

離開軍旅生活後的一天，陳大德在店

面快打烊前去買麵包，看到店員將當天沒

賣完的麵包丟棄，覺得這種作法很浪費，

於是興起「若把麵包，送給貧窮飢餓的人

吃就好了」的想法，蒐集資料後發現美國

「食物銀行」的概念與他不謀而合，就這

樣成立台灣第一家以「食物銀行」命名的

社福機構。

他說「就是從小環境不好，加上爸爸

去世得早，小時後帶到學校的便當裡往往

只有一塊豆干當配菜，我總讓自己躲得老

遠才敢打開，很怕看到同學的同情眼光。

所以我很能夠體會這些人，當他被社會用

負面的眼光看待，心理的感受是如何？因

此我願意能用同理心去照顧這些人，告訴

他們，我們其實跟外面都一樣。」接下這

個任務後，陳大德還有一個心得，就是為

遊民辦再多的流水席、圍爐活動，都比不

上讓遊民重新回到自立生活。

陳大德的理念吸引了有相同見解的同

伴加入，在這個團隊另一個靈魂人物便是

社工組的組長陳大衛。陳大衛來自香港，

雖然在台灣待了20幾年，講話時還是有

濃濃的港仔口音。陳大衛在台灣念完大學

後，便在台灣落地生根建立家庭，他對台

灣的遊民問題研究甚深，原本大學畢業後

擔任記者工作，後來再進入校園以遊民為

題作碩士研究，並且成為世新大學社發所

遊民工作坊的負責人，因為無法同時兼顧

家庭而不得不在今年5月份暫時將街友中途

之家的工作告一段落。

從資源分配、居住問題與社

會福利制度思考

台大社工所教授鄭麗珍主張，提供完

備的住宅政策才是有效協助遊民的關鍵。

以美國為例，政府提供不同層級的房舍

給有工作意願的遊民，只要一段時間工作

表現穩定，就可向上搬遷到水準較好的房

子，讓肯改變的遊民逐步回歸主流社會。

台灣「寸土寸金」，或許沒能如法炮製，

但政府可朝此方向思考或擬定類似措施，

給遊民脫離街頭的機會。

台北縣副縣長同時也是遊民問題權威

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則認為「遊民是

現代社會的產物，也是社會的附屬品，更

能直接反應社會問題的症候。」他指出，

台灣和其他國家的遊民形成原因不同，除

了失業率，還有社會福利體系不健全的病

灶，目前的法令及福利不能適時照顧精神

病患、身心障礙者，遑論因產業外移失業

的勞工，導致他們流落街頭，成為遊民。

再者，台灣並無有效的退休制度，

除軍公教人員以外，一般人的老年退休生

活，其中包含衣食住行及醫療甚至喪葬

費，均須依賴本身儲蓄及子女提供。根據

調查，70%以上的老年人需要和成年子

女居住，才能取得照護。也就是說，我國

現行的家庭制度，也就是老人的「退休制

度」；在暗巷中被棄置的這一群，無論他

們是被迫或自願出走，都突顯了社會資源

的不公。

陳大衛也指出，政府就算不能提供分

級住宅，也應該退而求其次，設置足夠的

收容所。700萬人口的香港就有10個以上

收容中心，台北市約260萬人，目前卻只

有2個？ 

每個進步的城市都有遊民問題，遊民

已被普遍視為不可能根絕的社會現象。然

而遊民問題就像「社會溫度計」，具體而

微呈現出社會個人、人際、家庭、甚至整

個社福、就業、公衛體系上出了問題；如

何建立一套更有效、完備的處理機制，台

灣顯然還有一大段路要走。

街友重建中心 需要社會大眾

的支持

重建之路是中心每一個遊民共同的

希望，但如何將長期流浪於街頭的遊民心

性，調整為可穩定走入職場實為最重要的

基石？街友中途之家推動生活關懷、心靈

重建、職能重建、職業媒合、社區服務與

創意服務6大方向，結合包括幸福居、遊民

外展服務中心、8家簽約社福機構、觀照

園及推動遊民服務社區化多元方案，以期

建構完整且最多元之遊民服務通路。這座

由全體遊民耗時半年，將荒原建造成一座

美麗的香草休閒農場，將各類職訓課程結

合農場營運項目，結合萬里周遭的旅遊景

點，期待社會大眾能給予他們這嶄新的一

步更多支持。

▲ DIY手做的產品，也能替悠遊之家的住
民帶來經濟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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