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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無家者？

生活條件不佳的居所
Inadequate (籠屋、棺材房、劏房…)

短期不穩定住宿
Insecure (網咖、麥當勞、在別人家借住…)

庇護所/安置中心
Houseless

露宿
Roofless（包含單日庇護所）

The European Typology of Homelessness and Housing Exclusion (ETHOS)

從穩定居住狀態掉
落到街上的過程



• 台灣、香港、日本

• 台灣交由各縣市自行認定，
往往造成地方自行窄化定
義，低估無家者數量



• 聯合國

• 居住期限已滿/必須入住
的理由消失時就得離所，
是不穩定的居住狀態



• 聯合國

• 網咖、24H麥當勞、在別
人家借住

• 沒有租約或者是以小時計
算，是不穩定的居住狀態

雷日昇，《無家者生活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歐盟

• 籠屋、棺材房、劏房

• 風險承受度低，是「露宿
者預備軍」

雷日昇，《無家者生活誌》，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誰是無家者？

生活條件不佳的居所
Inadequate (籠屋、棺材房、劏房…)

短期不穩定住宿
Insecure (網咖、麥當勞、在別人家借住…)

庇護所/安置中心
Houseless

露宿
Roofless（包含單日庇護所）

歐盟

聯合國

台灣

The European Typology of Homelessness and Housing Exclusion (ETHOS)[

更全面地思考如何預防「國民」變成「遊民」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melessness#cite_note-29


為什麼會成為無家者？



發燒了吃退燒藥就
好了嗎？

free vectors from pngtree.com

有可能是感冒

紅斑性狼瘡!!

闌尾炎?!

找出病因，對症下藥

街頭出現無家可歸的人是一種症狀，
代表我們的社會生了病，而不是無
家者本身是一種病。

當社會有健全的社會安全制度及良
好社會結構時，這些人很快就會被
接住離開街頭。

但如果這樣的症狀一直沒有消失，
這代表我們的社會一定哪裡生了病。

與其責怪無家者，將驅逐作為手段
讓他們從眼前消失，如何找到病因，
對症下藥才是更積極的治療方式。

https://pngtree.com/free-vectors


個案故事

張明雄是已經七十多歲的老人家，他年輕時開始在桃園的一家鐵工廠工
作，工作勤奮一直做到年紀大了手腳慢了，老闆給他十萬請他離開。單
身的他不想麻煩已經有自己家庭經濟狀況也不充裕的弟弟，於是開始撿
回收加減補貼生活。

但是隨著回收價格越來越低，他的儲蓄也逐漸見底，有一天繳不出房租
房東請他離開。他聽別人說萬華龍山寺這附近有很多打零工的工作機會，
湊了火車票錢就北上到艋舺開始晚上露宿公園，白天舉牌的生活。

社工在一次夜訪時發現張爺爺的困境，開始著手幫他申請低收入戶。因
為他已經超過六十五歲（非工作人口）並且名下無財產也無子女，所以
只需要找到一個房東願意租房子給爺爺並且願意讓他放戶籍入籍台北，
就可以符合台北市的低收入戶資格。但是願意租給老人家的房東少之又
少，多半一看到是老人家就直接拒絕。加上還要願意讓他放戶籍，又要
張爺爺的低收入補助（依個案狀況而定，由六七千至一萬八左右）負擔
得起，而負擔得起的通常屋況也不是很好。面對選擇極少的租屋市場，
要讓張爺爺重新找到一個家不如想像中的容易......。



張爺爺成為無家者的個人因素是？

失業

年紀大了手腳變慢，老闆請他走

路，因此失去穩定經濟來源

人際關係斷裂

單身，也不願意增加唯一親人弟

弟的負擔



張爺爺成為
無家者背後
的結構因素
是？

勞動權益不彰

•工作了一輩子卻只給了十萬就請張爺爺走路

•有極高可能雇主並未幫他投保也未作勞退提撥

租屋黑市

•房東為了不繳稅要求房客不能報租金支出，弱勢房客無法申請租金補助

•難以申請需要入籍居住事實的社福補助（例如低收入戶）

•國家無法透過租金管制等措施確保房租在國民可負擔的合理範圍

弱勢居住權益保障不足

•房東不願意租給老年及身心障礙者，但社會住宅只占全國住宅總量0.15%，而

裡頭只有30%保留給弱勢居住，僧多粥少。

•無家者在特殊對象加強評分上處於絕對弱勢（低收入戶加強計分50分，遊民

僅有3分）

社福資源不足

•各縣市自行窄化遊民定義，導致低估人數投入資源不足，只能做基本的人道服

務。個案在原居住地無法獲得所需協助轉而北上至資源較多的台北市求援



社會住宅存
量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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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貧富不均

• 所得分配不均

• 富人以資本炒作（土地、房屋、股票）以錢滾錢卻享有極低稅率

• 造成生活在貧窮線下的人數變多，風險承受能力低

其他（物質成癮校治、獄政…）

• 以懲罰為手段無助於戒除毒癮

• 更生人在入獄時與社會連結中斷，獄政校治輔導功能不足以協助更生人出獄後重新適應社會，又容

易面對社會排除難以找到工作



各國低於貧窮線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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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kipedia: List of countries by percentage of population living in poverty. Retrieved 27 May, 2019

Wikipedia: List of countries by income equality. Retrieved 27 May, 2019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percentage_of_population_living_in_povert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income_equality


我可以做什麼？

社會是由像我們這樣一個個的人所組成的，這代
表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影響力的，從日常生活中自
己能實行的部分開始，我們不一定要做很偉大的
事情，才能促成改變。

「這些結構因素都好大好沈重，這是政府應
該處理的問題我沒辦法啦！」

很多的小小的改變，最後就會集結成一個大的改變
這不是很棒嗎!

free vectors from pngtree.com

https://pngtree.com/free-vectors


學著同理並尊重和自己不
一樣的人

• 你知道美國統計，LBGTQ青少年無家可歸的機
率是異性戀青少年的2.2倍嗎？

• 特殊族群面臨異樣眼光更進而被排除讓他們有
更高機會滑落至街頭

• 遇到和自己意見不一樣的人時，先不做任何評
斷聆聽對方想法並嘗試從對方的角度出發同理
對方。把對方也當作跟自己一樣的「人」去理
解，發現我和他的共同之處，才不會因為片段
的印象而誤解他人幫對方貼上標籤，甚至做出
近一步的排除行動。

• 畢竟不論性別、宗教、種族或是階級，我們都
是人，都應該享有被公平對待的機會，不是嗎？

"Illustrations for BearHugGlobal p.1" by Sveta Mullari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ND 4.0

https://www.behance.net/gallery/61574285/Illustrations-for-BearHugGlobal-p1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nd/4.0/?ref=ccsearch&atype=rich


理解議題

• 閱讀相關資料累積對議題的理解

• 參與認同組織舉辦的講座/體驗交流

• 成為志工實際接觸

• 在理解之後經過分析，就有機會進一
步運用自己的長處在這個議題做出貢
獻呢！

free vectors from pngtree.com

https://pngtree.com/free-vectors


以自己能負擔的方式貢獻
力量

• 找到一個日常生活可執行的簡單行動

• 參與志工服務

• 運用自己的長處找到適合的切入點

• 捐款或是物資贊助你認同的單位，讓
他們有柴火能夠繼續努力

• 以自己能力可負擔的方式進行，才能
夠長久進行，發揮影響力

free vectors from pngtree.com

https://pngtree.com/free-vectors


持續關注政策

• 好好觀察人民公僕提出/執行的政策。如果持續提
出會加重結構因素的政策，那他不是適合改善社會
結構的人選

• 會讓弱勢居住排除狀況變嚴重嗎？

• 會讓勞動權益變差嗎？

• 會讓社會排除的狀況變嚴重嗎？

• ……

• 結構上的改變才能夠在人掉到街頭前把他網住，預
防「國民變遊民」

free vectors 
from 
pngtree.com

https://pngtree.com/free-vectors


《無家者的街頭講堂》說明

《無家者的街頭講堂》是《街遊 Hidden Taipei 》規劃的教育方案，包含教學手冊、議題遊戲以及一系
列和街遊活動配合的教材，帶領國高中生系統化認識貧窮以及無家者議題，讓同學在課堂裡透過議題
遊戲扮演不同角色，練習透過溝通看見彼此之間的差異並試著達成共識。除此之外更近一步反思身為社
會的一份子能夠做些什麼，將關懷社會的種子種在每位學生身上！

本計畫內容中的相關素材（如教學手冊內容、簡報投影片等）無償提供給教育目的使用，使用時須保留
本頁。可根據需要改編或者調整文字幫助學生更容易理解，但必須清楚標示街遊及芒草心 logo，但不
可作為商業目的使用。商業使用請洽詢 hiddentaipei@homelesstaiwan.org。

改編之後的素材也必須以同樣方式散佈，並需遵守上列規範。

是 專注在社會溝通的專案。概念來自倫敦，透過無家者導覽員看見他們眼中的
台北。而後開發出「真人圖書館」和「艋舺走撞」街頭遊戲等活動帶領大家透過多元有趣的
體驗方式理解無家議題。 www.homelesstaiwan.org

www.hiddentaipei.org

mailto:hiddentaipei@homelesstaiwan.org
http://www.homelesstaiwan.org/
http://www.hiddentaipei.org/


此份議題教材完整版可填表單免費索取
https://pse.is/L8DZW

聯繫｜芒草心協會廖冠樺
官網｜https://www.hiddentaipei.org/course
信箱｜hiddentaipei@homelesstaiwan.org
電話｜02 2331-5992

https://pse.is/L8DZ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