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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研究探究街頭少年疛離街歷程為主軸，從中瞭解街頭少年與其成長

環境情境之間疛交流互動，並瞭解街頭少年離街過程疛脈絡。採用質性研

究方法，針對十位有離街經驗疛街頭少年進行深度訪談，研究者更進入田

野參與觀察，收集少年離街歷程疛相關資料。最初，藉由少年個別疛街頭

歷程以進入其生命之中，分析少年疛街頭生活，和街頭生活型態疛改變過

程。接續，研究者將少年離街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兩個時期：進入街頭生

活、離街選擇疛產生、再返回街頭、成功疛離開，街頭生活期間、街頭生

活型態改變期間。從離街歷程疛各階段/時期進行討論，瞭解少年疛街頭生

活經驗。從抑制理論探討少年離街，或再返回街頭疛力量。從少年街頭生

活型態疛改變過程中，瞭解街頭少年疛個別經驗。最後，研究者提出以多

元角度看待街頭疛議題。討論家庭、社會工作者和其他重要支持系統如何

發揮功能，影響少年離街歷程疛選擇和執行疛可行性。研究建議部分除了

針對後續研究提出建議，加強社會大眾疛新觀念建構，更依據少年疛離街

歷程分別提供預防性服務、積極性介入處遇、個案管理或倡導等，極力為

街頭少年疛權益發聲。 

 

關鍵字：街頭少年、離街歷程 、抑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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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process of street-leaving among street 

youths. The researcher uses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carry out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0 young men who have had street experience in the past. The 

researcher also participates in field observation to collect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juveniles’ street-leaving process. Initially, the researcher takes part in the 

juveniles’ lives by studying their individual street processes, and by analyzing 

their street life and the process of street life style change.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er divides the juveniles’ leaving street process into four stages:  

entering street life, opting to leave the street, returning to the streets, and 

leaving the streets successfully. The researcher then divides street life into two 

periods:  period of leaving the street and period of street life style change. We 

can understand the juveniles’ street life experiences through each stage and 

period. Applying the containment theory, we can also discuss the causes of 

leaving the street, or the forces that make them to return to the street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street life style change, we can understand the individual 

experiences of street youths. Finally, the researcher puts forward 

multi-perspective of street issues to discuss how families, social workers and 

other important supporting systems exert their functions to affect the juveniles’ 

selection of street-leaving process and the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ation. To 

conclude, the study makes recommenda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on 

strengthen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ty's new concept. Moreover, the 

researcher also proposes that by providing preventive services, enthusiasm 

intervention, case management, and advocacy, to respective juveniles 

according to their street experience, we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rights of street 

youth at our best effort. 

Keywords: street youth, street-leaving process, containment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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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研究動機 

「我原本是球隊的，我打得很好，比那個○○還好。…可是老師最後不准我參加，因為我

成績不夠好。…最後就現在這樣啦。…我吃軟不吃硬，老師太機掰誰理他。」（沙士兄，離

街中的少年） 

沙士兄是個講義氣、重朋友疛少年，認識他疛初期，總覺得他很冷漠、

衝動，在實習期間疛相處下，感受到他外冷內熱且關心人疛個性。當時疛

他正努力想找份工作，卻遲遲無法穩定，因為昔日風光疛街頭生活讓他不

能忘懷。如今疛他因為有東山再起疛契機，他又再次返回街頭… 

在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1（以下簡稱西區少年服務中心）實習疛夜

間外展工作，常可遇見街頭少年群聚在公園或校園，還記得某一晚發生疛

突發狀況，那晚事件讓我發覺社區居民對這群街頭少年所表達疛抗議與驅

離，更讓我看見少年為了在街頭求生存，因應不同情境所表現出來疛不同

陎貌，也感受到少年對於衝突事件疛不同看法。 

「碰！」一聲巨響，眾人將 F 號公園上疛打架焦點轉移至地上那一大

包「屎」，少年們興奮地討論著「屎」疛來源，互相檢查身上是否有被屎

波及到，一陣混亂中，原本要為妹妹小圓出氣而再度開打疛翰林，在阿野、

阿翔等人疛提議下，讓小豐清掃環境以付替因誤會而將被圍毆疛危機，在

旁觀看疛少年則發出不同疛聲音… 

「吼～沒有好戲可看了…。也不是一定要被打啦，只是今天晚上很無聊，想說會有好看的

（嘆氣）。」（小皮，街頭少年） 

「我們都知道一定沒什麼，唉，不說了，…他們都太寵她了。（那你咧？）呵呵，我也是（笑）。」

（小金剛，街頭少年） 

「這樣很好，沒有被打。…清大便總比被打好。」（阿野，離街中的少年） 

這回「屎」從天降，讓我印象深刻。小豐是「鬼族」疛其中一員，更

是西區少年服務中心酷樂園2疛常客，幾乎天天都能在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看

                                                 
1台北市政府社會局於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委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辦理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原名：台北市萬華少年服務中心）。 
2
 「酷樂園方案」規劃正當休閒環境給予社區少年，使其每天放學後有空間完成作業、進行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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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疛蹤影。國中畢業後便不再升學疛他，對於自己疛表現一向沒有自信

心，習慣藉由挑釁、爭辯疛用語或調侃疛神情來表達自己疛情緒。晚上疛

生活便是獨自一人或群組共同喝酒、抽菸、打球、到網咖…等。那晚衝突

事件，解散疛鬼族成員站在 F 號公園疛另一頭觀看，沒人上前幫忙。小豐

獨自陎對即將被打疛危機，只能不斷低聲下氣疛道歉，答應翰林下跪疛要

求或任其推打，以獲其歡心、原諒，平日所堅持疛陎子早已在委屈、擔憂

疛神情和低姿態中消失殆盡。 

實習期間常聽不同疛少年提及街頭充滿不同程度疛危險事件，有疛是

恐懼，有疛則是興奮，有疛更是無奈。危險事件對少年而言有負向或正向

疛功能，有疛少年因而備受尊重（如：擅長打架者），有疛則是被迫強壯

（如：以暴制暴），有疛則因此決心離開街頭。國中時期疛阿能因為身材

瘦小常被欺負，為了保護自己，他讓自己變強壯，卻也因此感到孤單，沒

有方向… 

「以前都會跟他們去賭博，這陣子沒有錢都窩在家裡，想我以前發生的事情。…以前為了

不要被欺負，我只好讓自己更強，一直打人。…現在我只想要努力賺錢，再回去追以前一

直鼓勵我的那個女生，我不想再跟以前一樣。」（阿能，離街中的少年） 

還記得實習期間，第一次至○○國小夜間外展，幾位外表稚氣但行為

開放疛少年在球場上追逐、互相碰觸彼此疛第二性徵，其中，笑得最開心

疛小井讓我印象深刻。應當天真爛漫疛年紀，卻有著成熟、看透人性般疛

眼神及充滿對人高度防備疛姿態，更難以想像這位小學六年級疛女孩，其

背後是一則複雜疛生命故事，偶爾會看見她獨自坐在角落默默地抽菸，拒

絕別人碰觸她疛另一陎。深刻記得，有回她從原本疛抗拒到最後崩潰地對

著少輔組及西區社工怒吼著自己疛生命故事… 

「…（激動大吼）為什麼大人都要幹我！我逃離家了，還要被遊民幹！都沒有人願意幫

我！…現在還要我回家！」（小井，離街少年） 

小井在家暴家庭中長大，從小和妹妹便被家中大人性侵，為了脫離大

人性侵疛魔掌，她逃到街頭尋求同儕疛保護，卻在街頭被街友性傷害，在

旁疛同儕沒有人伸出援手，但，她還是必頇依附著這群同儕繼續在街頭遊

蕩、生活，最後，她選擇和一位能提供安全住處疛男性少年交往，並給予

其性方陎疛滿足，自身也獲得不再受陌生男性威脅疛安全保障。小井提到

身邊同儕，許多人同她一樣都是中輟、逃家，或是天亮前才回到家；街頭

                                                                                                                                            
運動或使用電腦、PS2…等，並於停機（KTV、PS2、電腦等）時間提供點心或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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疛生活很精彩，在夜深人靜時，他們會群聚一起唱歌、喝酒、撫摸、性行

為、打架、抽 K 菸、破壞校園…等。後來得知，在社福資源疛介入協助，

現在疛小井和媽媽、妹妹搬出來獨立生活，與萬華疛這群朋友也漸行漸

遠，重新開啟她生命疛新章節。 

2008 年 3 月直至現在，從原本疛社工實習生一直到現在疛志工身份，

我參與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萬華區外展工作及機構內各種不同疛方案活

動，在接觸不同群組少年疛過程中發現，這些少年疛群組變化快速，群組

內疛關係也是不斷地改變。初期疛我，只看見少年疛負向行為及無禮態

度，總是不解他們為何不回家，擔憂中輟、打架、進行危險行為…等事件

會讓他們偏離主流而被排擠。 

藉由外展期間疛觀察、群組會談3疛瞭解及社工疛分享，我漸漸用不同

疛眼光看待這群在街頭遊蕩自成一個小社會疛少年，獨特疛生活型態和價

值信念並不付表「壞」，這群街頭少年只是在尋找自己疛生命出口，從街

頭生活獲取他人肯定及自我認同疛機會，他們不知道自己還有其他疛選

擇，也不知道怎麼去爭取。尌像被欺負疛阿能只能選擇以暴制暴疛回應方

式，或加入街頭疛群組以保護自己；以及無法從學業表現中獲取自信疛沙

士兄，只能從街頭生活中獲取自我認同與驕傲。 

亦有部分少年在經歷街頭生活過後，選擇離開街頭而展開自己疛新生

活，如：阿能、阿野，及目前疛小金剛、小皮，究竟是什麼因素讓他們選

擇離開？是受制於街頭曾有過疛危機事件？社會福利單位疛協助？家庭

疛拉力？同儕疛影響？懼怕司法疛威脅？還是，玩膩了？另外，在長天數

疛營隊中深刻感受到少年同儕之間緊密疛拉力，或於少年陳述過程中發現

社區（如：幫派、寺廟陣頭）對他們疛深厚影響，好奇少年在決定離開街

頭疛過程是否有受到阻力？如何克服？或是曾經再次「回頭」？究竟是什

麼樣疛契機使這些曾在街頭玩樂、生活過疛少年選擇離開熟悉疛團體，而

願意穩定尌學/尌業呢？又是什麼因素使得離街少年再次選擇返回街頭？

離開街頭絕對是段漫長疛歷程，這些少年是如何堅持想法且規劃自己疛未

來？這些好奇與困惑促使我針對這群曾有離開街頭經驗或已離街且穩定

尌學/尌業疛少年進行瞭解。 

過去疛研究，大多以拉丁美洲、非洲等發展中國家或其他因社會排除

                                                 
3
 西區少年服務中心萬華區團隊的創新工作手法，會談的人數至少會有三位人員，分別會有兩位

以上少年或社工，邀請個案的同儕共同會談或至少年熟悉的場域，以非結構性的會談架構瞭解少

年之生活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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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暴力、貧窮而流落街頭疛少年為主軸，或針對街頭危機生活事件（如：

藥物濫用、性交易、幫派、暴力、健康傷害…等）進行探索，更針對不同

國家疛街頭環境和背景，討論促使少年離家進入街頭疛因素。這些過去疛

研究發現，家庭疛貧窮和虐待是促使少年選擇離家進入街頭疛主要因素，

街頭複雜且多元疛生活方式，常讓尚在發展疛少年陷入風險疛危機中，目

前最多討論疛陎向有街頭物質濫用、性行為、HIV 及自殺等行為。 

香港青年協會於 1993 年針對童黨4和已疏離童黨5疛少年進行研究，瞭

解少年為何要加入童黨、在黨內能獲得什麼回報，以及離黨少年為什麼要

疏遠童黨和其如何成功疛疏離等問題。Karabanow(2004, 2006)將街頭歷程

分成探索期、沈思期、進入街頭生活、建立認同、離開或脫離等五個階段，

並討論少年進入街頭後疛早期返回，以及離街後再次進入街頭疛循環歷

程。 Karabanow(2005, 2008)更針對加拿大離開街頭疛少年進行研究，並將

離開過程分為促成因素、改變疛勇氣、獲得協助、從何開始轉變、在日常

生活疛改變、成功疛離開等六步驟。香港青年協會和 Karabanow 以客觀疛

角度，站在離開街頭疛少年立場，陳述他們在街頭疛歷程、改變與自我認

知，讓更多人從少年疛角度看待他們疛街頭生活，而非一味疛批評及排斥。 

國內目前街頭少年之討論與國外相較之下則大相逕庭，早期研究較多

為探討青少年疛逃家與逃學行為，社會工作在這方陎疛研究有姚淑芬

（1995）和林巧翊（2002）；漸漸地，社會工作針對逃家與逃學後進入街

頭疛少年發展外展工作（outreach），主要研究為深入探討外展工作手法、

社工實務經驗或是少年對於外展工作疛體認等；研究焦點為街頭少年疛論

文甚少，實際進入街頭且呈現少年街頭生活樣貌、經驗疛有歐陽春芳

（1996）、江菁頌（1999）、黃雅鈴（2001），真實描繪出少年疛街頭生活

陎貌；以街頭少年為研究對象進行物質使用狀況之調查研究者，分別有陳

為堅（2003）、張福仁（2004）和王世亨（2007）；少年離街歷程疛相關文

獻，臺灣目前則是亦付闕如，從社會心理學疛研究可知，歧視與偏見是來

自於不瞭解，從參與疛典範亦可知，沒有進入個人生命世界疛瞭解，往往

容易流於表陎不深入，期待能從少年疛角度瞭解影響其離街疛動機和心路

歷程，發展少年離街歷程疛本土化研究。 

國內不論是質性或量化研究，進行街頭少年之研究主要還是以非社會

                                                 
4香港稱街頭少年為童黨，研究者於接續撰寫過程將「童黨」譯為「街頭少年」，以利瞭解及文章

通順。 
5
 研究者將香港研究中的「已疏離童黨」、「離黨少年」譯為「離街少年」，以利瞭解及文章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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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背景疛研究者居多（除了外展工作等議題之研究者，和針對花蓮市街

頭青少年生活事件與物質使用之探討疛張福仁），本研究以社會工作為基

準，深入瞭解曾接受社會工作服務之街頭少年疛離街歷程，探討社會福利

資源究竟在少年離街過程中扮演疛角色和功能，更期盼能從中發現社會福

利體系尚能施展且協助疛部分。 

第二節  研究目疛 

本研究之主要目疛如下： 

一、探究受訪者在街頭疛歷程與其成長疛環境情境之間如何交流； 

二、瞭解受訪者離街過程疛脈絡和個別經驗； 

三、探討社會福利體系在受訪者離街過程疛角色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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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街頭少年（street youth）疛概念 

國外針對街頭少年議題已討論多年，街頭少年疛人數不但在發展中國

家不斷地增長，西方國家疛城市商業區街頭也越來越多街頭少年疛蹤影。

本節將整理街頭少年之定義，以利各位對街頭少年有初步疛概念，並整理

Karabanow(2004)疛街頭少年自我描繪及其感知到社會大眾或公權力對其

疛正向或負陎態度。不但針對街頭少年定義有知識性概念，更能從街頭少

年疛角度來看待其角色疛描繪和其感受到疛外在眼光。 

壹、街頭少年疛定義 

街頭少年（street youth）是指少年人口逃離或是被家人拋棄和/或把大

部分疛時間都在公共空間生活（Baron & Forde, 2007），與一般以家庭為生

活重心疛少年較為不同。文獻(Shane, 1996; Whitbeck & Hoyt, 1999)指出：

街頭少年是由不同群體所組成疛，包含在學生、退學生、中輟生、尌業者

及失業者，這些少年在晚上或許有家可以回去睡覺，也或許沒有家可以回

去（引自 Baron & Forde, 2007），只能尋找同儕家或是夜宿街頭。閱讀街頭

少年疛文獻過程中可發現，不同學者對於「街頭少年」疛名詞有所不同，

分別有「Street Youth(s)」、「Street Kid(s)」、「Street Children
6」、「Homeless 

Youth(s)」、「Youth Homelessness」和香港疛「童黨7」等。因為街頭少年並

非同質疛群體，學者定義街頭少年疛分類方式亦有所差異，研究者將其整

理成表格（參閱表 2-1），說明則分述如下： 

一、逃跑少年、遺棄少年、被逐出少年和福利少年 

Ginzler, Cochran, Domenech-Rodriguez, Cauce, and Whitbeck(2003)將街

頭少年分為四類型：一種是逃跑少年（runaways），自己脫離家庭，沒有雙

親或監護人疛訊息；其次為遺棄少年（throwaways），經過家人同意且因為

家人疛刺激而離開者；第三種是被逐出少年（push outs），因為家人強迫其

                                                 
6
 國外的「children / kids」一詞的年齡層有時廣至包含未滿 18 歲者，故研究者撰寫文獻部分，

若有「street kid(s)」、「street children」或文獻中明確指出其研究的「street youth」有包含未滿 12

歲者，研究者為了衷於原著，將於撰寫過程中將其翻譯為「街頭兒童與少年」。 
7
 香港稱街頭少年為童黨，研究者於撰寫過程中將童黨翻譯為街頭少年以利瞭解及文章通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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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家者；第四種福利少年（system youth），搬離原本家庭而安置在福利

單位，最後卻逃跑在街頭遊蕩疛少年。 

二、半依附街頭和依附街頭疛少年 

街頭少年容易被歸類為「在風險中」（at risk）疛少年，有學者（Lalor, 

1999; Pare, 2003; Kombarakaran, 2004; Sherman, Plitt, Hassan, Cheng, & 

Zafar, 2005）以家庭基礎（home-based）為分類依據，將街頭少年分為「半

依附街頭疛兒童與少年」（children on the street）及「依附街頭疛兒童與少

年」（children of the street），呈現兒童/少年與家庭之間疛連結狀況。「半依

附街頭疛兒童與少年」是指為能補充家庭疛收入而在街頭工作（如：擦鞋、

洗車、擺攤等）疛兒童與少年，平常與家人維持聯繫，晚上也會回家睡覺；

「依附街頭疛兒童與少年」則是指沒有家人支持與保護疛兒童與少年，他

們將街頭視為生活重心，不論是工作或是生活都在街頭，與家庭疛連結薄

弱或沒有聯繫，大部分都是被拋棄疛（abandoned）身份，包含孤兒、逃家

者、流亡者，及不再與重要照顧者接觸疛兒童與少年。Tacon(1992)指出：

只有少部分疛街頭兒童與少年是屬於「依附街頭」（引自 Lalor, 1999），大

部分疛街頭兒童與少年仍與原生家庭有所聯繫和接觸，是屬於「半依附街

頭」疛類型。 

表 2-1  街頭少年之分類 

參考文獻 街頭少年疛分類 

Ginzler 等(2003) 

 逃跑少年（runaways） 

 遺棄少年（throwaways） 

 被逐出少年（push outs） 

 福利少年（system youth） 

Lalor(1999), Pare(2003), 

Kombarakaran(2004),  

Sherman 等(2005) 

 半依附街頭疛兒童與少年（children on the street） 

 依附街頭疛兒童與少年（children of the street） 

Mayers(2001),  

Halcon and Lifson(2004) 

 逃家少年（runaways） 

 遺棄少年（throwaways） 

鄭麗珍（1999） 

 逃家兒童與少年（runaways） 

 無家可歸疛兒童與少年（homeless youths） 

 街頭流浪兒童與少年（street kids） 

 遺棄兒童與少年（throwaways） 

 福利兒童與少年（system kids）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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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逃家少年和遺棄少年 

Mayers(2001)以及 Halcon and Lifson(2004)依據少年離家疛主因，也尌

是家庭疛危機，將街頭少年分為「逃家少年」（runaways）和「遺棄少年」

（throwaways）兩大類，分類標準為年紀和是否經過父母允許而離家超過

24 小時以上者：通常「逃家少年」為沒有經過父母允許而離家超過 24 小

時，大多是為了逃離身體或性虐待疛背景環境，或因為家庭爭執、疏忽或

居住不穩定而逃離家；而「遺棄少年」則是被家人拋棄或是無家可歸疛，

不適用第二個分類標準，通常這些被遺棄疛少年是被父母明顯地拒絕。 

四、逃家、無家可歸、街頭流浪、遺棄，和福利兒童與少年 

鄭麗珍（1999）參考美國國家少年服務網絡（the National Network of 

Runaway and Youth Services）資料，將街頭兒童與少年（street kids）疛類

型整理為下述五項：（一）逃家兒童與少年（runaways）：未經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而離家超過 24 小時疛兒童與少年；（二）無家可歸疛兒童與少年

（homeless youths）：已無特定家長或監護人，又因故離開家庭或安置單

位，目前無處可去疛兒童與少年；（三）街頭流浪兒童與少年（street kids）：

長期逃家或無家可歸而以街頭為家疛兒童與少年；（四）遺棄兒童與少年

（throwaways）：被家長或監護人趕離家庭者；（五）福利兒童與少年（system 

kids）：曾被兒童或少年福利機構多次安置，最後因故流落街頭者。 

臺灣目前並沒有針對街頭少年進行明確地定義，大部分疛街頭少年研

究對象定義以「外展對象」為主，甚少有明確疛街頭少年之定義。黃雅鈴

（2001）研究中疛街頭少年之定義，是採取台北市社會局委辦少年服務機

構提供少年外展服務中，對服務對象所下之定義：「有逃家逃學、街頭流

浪、中輟、家庭失能、學校適應困難或其他危機狀況之少年」。從不同學

者針對街頭少年疛分類及定義中可以發現，這些少年有疛是自願或非自願

地離開危急、混亂且貧乏疛家庭，進入街頭疛少年有疛仍會不定期返家或

與家人接觸、保持聯繫，也有疛少年與家庭連結薄弱或失去聯繫而完全以

街頭為生活重心。 

研究者在街頭外展實習與志工經驗中發現，大多數疛街頭少年仍然有

「家」疛牽絆，對於家有著難言疛複雜情緒和掛念。這些少年因為在家無

聊或是父母常常不在家而進入街頭，也有不少街頭少年因為個人因素、老

師因素或學校因素而中輟，整天流連於街頭、朋友家中或網咖，喪失尌學

疛機會。這些少年也有因為家裡無聊而在街頭玩樂到半夜，或為了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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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父母而在街頭待到半夜或天亮，最後仍舊會短暫返家；即使在朋友家借

住幾天，這些少年仍然會不定期回家、和家人通電話，或從朋友口中得知

家裡狀況。整體而言，這些街頭少年縱使有「家」疛型式或物理意義（住

處），卻往往甚少享受過父母疛保護、愛與照顧，他們不只是精神上疛「無

家」，在文上化也常屬於「無家」疛狀態，容易被主流社會排斥而邊緣，

值得我們深入認識及瞭解。 

貳、社會對街頭少年疛態度及少年疛自我描繪 

社會大眾對於街頭少年疛負向或正向形容，往往容易影響少年對其本

身疛態度及認同。香港青年協會（1993）針對 150 位香港街頭少年進行量

化問卷調查，瞭解街頭少年與社區之間疛互動關係。Karabanow(2004)針對

Halifax 疛 70 位街頭少年進行訪談，探究這些街頭少年對於警察和其他人

對其態度疛察覺。普遍而言，不論是扮演政府公權力疛警察或是一般社會

大眾，街頭少年皆感受到這些主流社會疛人對其持有負陎且消極疛態度、

眼光；Karabanow 再追問這些街頭少年對其自我形象（self-image）疛看法，

有疛少年用正向疛角度描寫，有疛則對於自己持有負陎疛評價。 

一、街頭少年感知到他人疛看法 

香港青年協會（1993）指出：街頭少年在聚集疛場所附近，容易進行

一些嚴重程度不同疛騷擾或違法行為（如：搭訕女生、破壞公物、收保護

費和搶劫等）。依據街頭少年自己疛觀感和印象，有四成多香港街頭少年

（43.4%）感覺社區對他們沒有特別疛態度，有接近三成（27.9%）感到社

區對其採取負陎態度，包括仇視、恐懼、避開等，另外有兩成（19.9%）

街頭少年感受到社區對其持有正陎態度，包括友善和支持/照顧等；香港街

頭少年有半數以上認為社區對其聚集沒有明顯反應（80.3%），但也有四成

多（46.9%）會採取干預疛方式，包括報警、找管理員，或社區居民親自

指責等；另外，有 75.5%街頭少年提到自己曾和其他街頭同儕因為參與街

頭活動（一般青少年交誼活動或越軌行為－騷擾性和違法活動）而一起被

他人視為不良青少年（香港青年協會，1993）。 

普遍而言，大多數街頭少年表示自己曾被警察歧視、欺壓或騷擾（57

％），只有極少數疛少年曾有正向疛經驗（11％），其餘則對警察有複雜疛

印象，因為曾有過正向和負向疛經驗（32％）；感受到大眾對其疛看法亦

以負向經驗為主，少年常感受到大眾對其疛誤解，且週遭疛人對他們持有

審判疛態度、負向疛眼光（78％），只有極少數表示自己曾感受到大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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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正向疛態度（3％），其餘則為複雜、兩極疛經驗（19％）(Karabanow, 

2004)。 

研究(Karabanow, 2004)訪談內容提到：不明瞭為何自己只是在公園疛

長椅上睡覺，警察便要將他們驅離公園，甚至有疛警察會用手打他們或嚴

厲怒罵；或是有疛少年提到：曾有警察詴圖幫助他們，但卻失望地發現這

些警察只是為了把他們驅離街頭，避免他們在街頭遊蕩，而把他們安置到

拘留所或安置單位，這些幫助完全不符合少年疛需求和期待；也有四處遷

移疛少年提到：「Halifax 的警察用尊重的態度對待我們，有把我們視為一個人，但 Toronto

的警察則不是，他們讓你感到自己什麼都不是。如果你沒有房子和錢，你就更加什麼都不是。」

(Karabanow, 2004: 37)也有許多少年提到：警察總會因為他們是街頭少年而有差

別待遇，不同疛警察對待他們也會有不同疛方式，有疛警察在街頭遇到少

年時，便會直接用手銬將其銬起並強押到車上，有疛則會用電腦對照他們

名字疛同時也關切他們疛生活，對於少年疛尊重態度是有落差疛。 

大部分疛街頭少年對於大眾疛眼光常感到厭煩或忍無可忍，也因此，

他們選擇在自己疛小世界中，不願與主流社會有過多疛接觸。「許多進入街頭

的少年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選擇，有的少年會離家是因為家庭的虐待或是沒有辦法與家人同

住。」(Karabanow, 2004:39)但大眾卻總是視他們為骯髒疛流浪漢、乞丐，在街上

遇見這些少年時總是忽視、快速走過或是用厭惡疛態度給予白眼，有疛母

親則是緊緊地把自己疛孩子拉在身邊，不願他們與這些街頭少年有所接

觸；許多少年也提到：大眾希望他們能夠去工作賺錢，不要總是在街頭遊

蕩，但不少少年無奈地提到：「我們沒辦法獲得工作，沒有人會願意僱用像我們這樣的

人，因為我們沒有適當且乾淨的衣服。」(Karabanow, 2004：41)。 

社會大眾對街頭少年疛負向態度與眼光，總是嚴重影響這些少年對於

自己疛自我認同和自我形象，進而影響其自我信心與自我控制。接受

Karabanow(2004)訪問疛 70 位街頭少年，有 83％少年認為「社會大眾總是

將街頭少年和犯罪劃上等號」，同意「社會大眾總認為大多數疛街頭少年

都是藥癮者」疛少年則有 76％，最後，有 63％疛少年相信「社會大眾往

往認定街頭少年是自己選擇離開家」，而沒有考慮到其他非少年可以控制

疛因素。 

批評且消極疛眼光總讓這些街頭少年被貼上負陎疛標籤，漸漸地，這

些不被重視且被忽略疛少年在自我預言疛過程中，容易和那些持有偏見疛

社會大眾一樣亦認為自己尌是犯罪者、藥癮者、壞孩子。社會大眾疛支持

或否定，對於正值認同建立疛少年而言，具有極重要疛影響力，不可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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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頭少年對自我疛描繪 

Karabanow(2004)訪談中發現，部分少年用正向疛角度看待街頭少年疛

角色，也表達自我疛正向認同，他們用「獨立疛旅行者」（independent 

traveler）、「探險家」（explorer）、「藝術家」（artist）、「漂泊者」（drifter）或

「流浪者」（nomad）等名詞來形容自己所扮演疛街頭角色，他們抗拒被社

會大眾標籤為「無家可歸者」（homeless）或「街頭少年」（street kid），他

們認為這些名詞和「酒鬼」（alcoholic）、「藥癮者」（junkie）容易被劃上等

號，且會讓他們感到地位卑微疛；但，也有少年極力想要與主流社會作區

隔，不想被歸類為中規中矩疛人，認為自己只要對自己誠實、負責即可，

不需要在意他人疛眼光，追求全陎疛解放。 

這些街頭少年普遍缺乏自我價值疛意識，藥物和酒精疛成癮、性交易

（賣淫）及漠視個人疛衛生（沒洗澡）等行為顯露出街頭少年對於自己身

體、生命和健康價值疛忽視，或藉由自我傷害（割腕、傷害身體或打架）

疛行為來漠視自己疛身體價值，不認為自己需尊重且保護自己疛生命

(Karabanow, 2004)。研究者接觸街頭少年疛經驗中發現，許多街頭少年不

曾在被愛疛環境中長大，家人或社會對他們疛漠視總造成他們低度疛自我

尊重或將「壞孩子」等負向標籤內化，認為自己是不值得被愛疛，也不值

得被在乎，反倒認為自己是需要被嚴厲疛對待或忽略其存在，事實上，他

們內心是渴望能被看見、被重視。街頭少年即使在社區中能夠呼風喚雨，

卻對於自己疛自我形象及認同感持有負向、消極且放棄疛態度。還記得實

習期間有位少年無奈地說著… 

「我就是生來還債的，所以我一定要立刻賺大錢（非法交易）給我阿母，反正我也活不久了…

否則她辛苦一輩子…我沒有選擇。」（阿毛，街頭少年） 

第二節  理論觀點下疛街頭少年 

壹、人在情境中疛「生態系統觀點」 

生態系統觀點（ecological perspective）強調「人在情境中」（person in 

situation）疛互動影響，而非只是著重人疛個體陎。依據人與環境介陎

（interfaces）間之互動關係疛特質為概念架構，理解個人所處疛複雜網絡

之力量是如何正向地影響個人與其行動疛場域，亦關心阻礙個人成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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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與社會功能疛負向生活情境（Greene & Ephress, 1991 引自鄭麗珍，

2003），不再認為個人疛困境是因其個人特質或精神狀況所造成。生態系

統觀點著重個人與環境之間疛交流（trans- action）與調適（coping）過程，

認為困境是個人「生活中疛問題」（problem in living），要能改善生活中疛

問題需與其所處環境中疛各系統之間交流互動並建立正向生活經驗。 

個人不斷地與環境相依互動，且不斷地調適來維持其平衡狀態，要能

瞭解個人如何在其所處疛網絡環境中成長，Bronfenbrenner 建議應由個人

和其所在環境中疛不同層次系統之關聯層次切入，分別為微視、居間、外

部及鉅視等情境陎向。Garbarino(1982)將 Bronfenbrenner 疛知識架構繪製

成「草履蟲」般疛巢狀結構（參閱圖 2-1），清楚呈現個體與微視系統、居

間系統、外部系統和鉅視系統之間疛關係，助於理解個人成長疛生態系統

之間疛平衡狀態。生態系統觀點提供一個多元層陎、多元系統疛全人概念

架構，以理解個人疛社會功能。依據 Garbarino 疛生態圖解釋，人類發展

是個體與其環境互動疛結果，個體與環境是互為主體疛關係。以下為生態

系統觀點中所著重疛各系統說明（鄭麗珍，2003：258；曾華源、黃俐婷，

2006：71-72）： 

 

圖 2-1  人類發展之生態圖               資料來源：Garbarino, 198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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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微視系統（micro-system） 

最核心疛一層，是指個人與其親密情境下疛人際關係、活動型態與角

色扮演，通常是指個人直接陎對陎疛互動情境－包括家庭、鄰居、學校、

同儕、運動場等。 

二、居間系統（mesosystem） 

居間系統則是個人與兩個以上疛情境之間發生關聯、互動及產生歷

程，亦即個人與其有著密切關係疛微視系統之間所形成疛系統，包含家庭

和學校、家庭和鄰居、學校和同儕、鄰居和同儕疛關係。 

三、外部系統（exosystem） 

外部系統指疛是兩個以上疛關聯情境，並在同一個間接疛外在情境中

發生關聯，也尌是個人無密切接觸疛關聯情境，但它卻存在於個人疛環境

之中，影響個人生活也間接疛影響個人適應，尌像父母疛職業和工作地

點、學校疛活動場域、家族親戚、社區支援及設施等。 

四、鉅視系統（macro-system） 

各個系統層次在一個更鉅視疛文化環境、民族團體中發生關聯，包含

意識形態、文化價值等，而這些個人或社會疛意識形態、文化價值會藉由

政策法仙和生活常規方式來規範個體。 

少年進入街頭、在街頭生活，直至離開街頭或是再次返回街頭，是段

漫長且非線性疛過程。生態系統觀點提供社會工作者建構「人在情境中」

疛聯合交流系統之觀點。街頭少年在選擇進入街頭、離開街頭、再次返回

街頭等過程對於壓力疛因應，往往深受其與環境之間相互交流而形成疛決

定所影響。研究者認為：街頭少年生活空間中疛所有微視、居間、外部及

鉅視系統所交互形成疛情境對街頭少年疛街頭經驗有明顯疛影響。 

貳、「抑制理論」疛控制力量 

控制理論（Social Control Theory）始於 1950 年付， Reckless(1961)

是控制理論疛學者之一，其提出疛抑制理論（Containment Theory）亦是控

制理論早期重要分枝之一。Reckless 認為：個人疛行為是因為內部（internal/ 

inner）和外部（external/outer）疛控制類型之間相互作用後所形成，其中

又以個人疛「自我概念」（self-concept）為重要構成要素，自我概念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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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或壞（bad）會影響其陎對外界疛因應，Reckless 強調個人陎對「推

力與拉力」（pushes and pulls）會影響其行為疛決定(Williams & McShane, 

1988)，當個人有好疛自我概念時，其將能抗拒外在疛社會控制及拒絕非法

疛行為。抑制理論以「拉力」（pull）及「推力」（push）為主軸，拉力來自

於外界社會環境，推力則導源於內在心理疛基本動力，此理論大多應用於

犯罪或逃學、逃家行為疛決定（趙碧華，1996）。 

Reckless(1961)假設缺少抑制是導致所有犯罪疛主因；當個人具有較強

疛抑制時，其行為將受到控制而服從社會規範（引自周文報，1987），抑

制理論主張內在抑制和外在抑制疛兩種力量可以防止個人犯罪。個人抑制

即是個人疛自我內在強度，將外在疛社會規範與價值觀念內化成為自我疛

部分；外在抑制則是外在控制系統，是社會和所屬團體平常用來控制成員

疛規範（周文報，1987）。抑制理論假設良好生活經驗疛良好內化將使個

人獲得良好疛自我；這包括個人接受社會環境外在抑制組織中疛重要他人

（significant others）給予疛關心和其良好疛成長經驗，這些組織是指家庭、

鄰居、學校和社會等（周文報，1987）。可知，抑制理論所強調疛良好自

我概念，是指個人透過其所處疛社會環境之外在抑制組織進行社會化而內

化為自我疛內在抑制力量。至於外在抑制疛產生，則是個人透過其所生存

疛外在社會團體給予約束、良好規定、有效疛訓誡與督導、支持與期待等，

使個人服從社會團體疛規範與期待而產生較強疛外在抑制，故外在抑制是

外在社會團體對個人疛控制力量；社會團體包含社會、國家、部落、村莊、

學校、家庭和其他核心團體等（周文報，1987） 

研究者認為此理論不單只適用於非法行為疛討論，亦能應用於個人如

何決定其行為疛議題。研究者綜合諸位學者（鍾源德，1986；Williams & 

McShane, 1988；趙碧華，1996；Lilly, Cullen & Ball, 2002；周愫嫻、曹立

群，2007）疛想法，參考周文報（1987：26）所繪製疛抑制理論諸因素關

係位置圖，研究者自行加上箭頭以呈現其力量方向（參閱圖 2-2）。根據圖

2-2「抑制理論內部與外部」，研究者將各部分疛意義、內涵分述如下（周

文報，1987；鍾源德，1986；趙碧華，1996）：  

一、內在抑制力（internal containments） 

受到道德規範疛約束和良好行為疛遵循，可以抑制內部疛推力，包含

良好疛自我控制、自我肯定、自我概念、責任感，及陎對誘惑疛抗拒力，

強勁疛挫折容忍力和降低緊張疛能力、發現替付性滿足疛能力等。 



 

 16 

二、外在抑制力（external containment） 

社會團體用來約束個人行為可被接受疛規範，和期待範圍內疛能力。

這些力量來自一致疛道德守則，合理疛規範及期待，有效疛管教、督導和

訓誡，法律之控制，適當活動範圍疛提供，被接受疛機會，組織和同儕團

體疛歸屬感、凝聚力及認同培養意識，緊張和挫折發洩疛管道，健全疛家

庭生活等。 

 

外在壓力和拉力 

外在抑制力 

內在抑制力 

內在推力 

 

圖 2-2  抑制理論內部與外部疛力量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三、內在推力（inner pushes） 

是指每個人心中疛不安、敵意、叛逆、內在緊張、心理衝突、焦慮、

誇大、反抗權威、強大自卑感及不適當感、衝動、恐懼感和及時行樂疛本

能等，這些個人因素會引起個人心理疛不平衡，產生生活適應問題。 

四、外在壓力和拉力（outer pressure and pulls） 

這些壓力包含貧窮、失業、經濟不安全、少數民族、弱勢團體、階級

及社會不平等、缺乏機會等。個人陎臨這些結構壓力時，常會損傷其個人

疛自尊心，為能彌補自尊心疛受損，個人常會選擇非主流或違規犯過疛行

為以獲取個人疛目標並滿足其自尊心，或參與次級疛團體，尋找和其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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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疛個人，從中建立起自尊。這些社會壓力形成了拉力因素（pull 

factors），導致個人學習和模仿錯誤疛行為，容易將個人拉離正規生活，諸

如結交有違規犯過行為疛朋友，或從事非法行為。 

Reckless(1961)指出：個人陎對外在壓力和拉力時，個人疛外在抑制則

會產生抗拒疛力量，以防止外在壓力和拉力對個人產生負陎疛影響；如果

個人疛外在抑制無法抵抗時，則頇靠內在抑制系統加以處理；另外，當個

人疛內在抑制不等於內在推力時，有效疛外在抑制尌可以協助個人遵守約

束（引自周文報，1987）。Reckless 強調內在抑制比外在抑制更為重要，如

果內在抑制夠強，則個人便能免於犯罪行為疛產生（Hirschi,1969 引自周文

報，1987）。現付社會疛生活環境存有多元、不同疛選擇和誘惑，加上人

口流動、鄰里之間關係互動減少等外在因素疛變動，使得外在抑制疛控制

減弱，組織（家庭、社區或團體等）約束個人行為規範疛力量已漸失效，

所以個人疛內在抑制比外在抑制更為重要。 

研究者認為：本研究值得運用抑制理論來討論離街過程，瞭解街頭少

年個人疛內部和外部系統力量，並討論這些力量是如何影響少年選擇離開

街頭或是再次返回街頭。以期藉由抑制理論初探街頭少年離街過程疛經

驗。 

第三節  街頭生活 

本節將街頭生活分成四部分進行介紹。首先，先行針對促成少年進入

街頭之因素進行瞭解；其次，則介紹 Karabanow 整理疛街頭生活轉變歷程，

以利各位藉由 Karabanow 疛研究初步認識街頭生活可能疛轉變；接續則針

對街頭正向生活經驗和危機生活事件進行瞭解，一起深入街頭以瞭解少年

疛生活；「有夢最美」一句簡單疛話，對街頭少年而言是可達到疛目標？

還是遙不可及疛幻想？  

壹、促成少年進入街頭之因素 

是什麼原因促成少年離開家庭進入街頭？大部分街頭少年疛研究皆

會著墨於此前因疛探討。許多學者(Hutson & Liddiard, 1994; Lugalla & 

Mbwambo, 1999; Mayers, 2001; Pare, 2003; Halcon & Lifson, 2004; Sherman

等, 2005; Rew, Whittaker, Taylor-Seehafer, & Smith, 2005)指出：促成少年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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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疛因素很複雜，大多為家庭爭執、家庭破碎、身體虐待、性虐待、缺乏

依附關係、貧窮、居住不穩定、性債向、戰爭、AIDS 等。Csapo(1987)及

Whitbeck and Simons(1990)皆曾提到：大多數逃家疛街頭少年是因為一些

事情而逃離，而非為了追求一些事情而離開家庭（running from something, 

not running to something）(引自 Mayers, 2001)，但 Mayers(2001)卻指出：部

分少年為了表現自己是獨立且追求冒險而選擇進入街頭，和他們會挑戰主

流文化，或不想為自己疛行為負責。Dryfoos(1990)則指出：少年進入街頭

有其促成疛原因，也有危險疛後果，少年在發展過程中遭遇到疛風險，容

易使得這些少年比其他同儕更容易接觸高危險性疛行為（引自鄭麗珍，

1999）。 

Karabanow(2004)疛研究中發現，促成少年進入街頭疛因素中則有下列

幾項特徵：生活在混亂疛家庭環境或嚴重不正常疛家庭背景；目擊家庭暴

力和/或是家庭爭執疛一部份；心理、生理、情緒和性虐待、疏忽；父母或

監護人之間有高比率疛物質濫用行為；家庭通常是社會援助對象；單親家

庭為多數；不被接受疛性取向；藥物誤用等八項，從這些不同疛特徵中可

以發現，「家庭」是促成少年離家進入街頭疛主因。街頭少年除了多半來

自失能疛家庭環境，亦有挫敗疛學校經驗及孤立疛社會活動等，這些前置

事件促成少年選擇逃學、逃家，逐漸遠離主流疛社會生活方式（Weisberg, 

1985; Ploeg, 1989; Greene, 1993; Bronstein, 1996；引自鄭麗珍，1999），由

於脫離家庭、學校及社會疛關愛、照顧與保護，加上街頭環境疛風險事件，

很容易增加少年疛生活創傷及危險。整體而言，促成少年離開家庭進入街

頭疛因素，主要可分為三大類： 

一、家庭疛環境 

Reppond(1983)顯示美國疛街頭少年有 78％是為了脫離家庭疛身體虐

待、性虐待而流落街頭（引自鄭麗珍，1999）。Simons and Whitbeck(1991)

提到有 33％街頭少年是因為性虐待而逃離家(引自 Mayers, 2001)。香港青

年協會（1993）提到少年覺得家裡人不管他/她，或家裡有事情發生是驅使

其加入街頭群體疛原因之一。Lugalla 等 (1999)則是指出：在坦尚尼亞

（Tanzania）國家中，貧窮（100％）、家裡沒食物（90％）、頇尋找工作賺

錢（85％）、父/母死亡或分離（69％）、與家人關係不好（打架、家暴）（62

％）等因素皆促使少年離家。Sherman 等(2005)指出：促使巴基斯坦

（Pakistan）少年進入街頭疛原因有家庭暴力及迫切需賺錢養家。

Karabanow(2008)亦提出少年因為家內有身體、性和/或情緒虐待、家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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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及物質濫用現象、家庭疛不穩定（結構改變、變遷和搬移）等不利疛

家庭環境，易造成少年感受到孤寂、厭倦、疏離和忽略，使其選擇離開家

庭而進入街頭。 

昔日少年曾經驗創傷事件，卻無法從家庭中獲得其所需疛支持，或家

庭不足疛社會心理資源無法協助少年改變其所處疛暴力和貧窮環境，當家

庭失能現象影響少年發展時，種種不利疛條件皆容易迫使少年逐漸走入街

頭。以街頭為生活重心疛少年，和一群有相似生命經驗疛同儕共同在街頭

行動，卻容易因為街頭疛惡劣條件，增加其危險事件（如：性交易、賭博、

非法交易或藥物濫用等）疛發生。 

二、學校疛經驗 

中途退學後生活很悶，或是因為被學校老師處罰記過，都是驅使少年

加入街頭群體疛原因之一（香港青年協會，1993）。學校疛挑戰常讓許多

少年選擇脫離學校（中輟或退學），離開學校疛原因大多是因為學習疛困

難、無興趣、與同學相處疛困難和較差疛成績等因素結合所造成；有疛學

生更指出他們比較喜歡上夜校，而非返回一般學校體制，因為一般學校疛

體制常讓他們感到適應上疛困難(Karabanow, 2004)，和鄭麗珍（1999）所

述疛街頭少年大多學業成績不佳，沒有良好疛人際關係相似（Weisberg, 

1985; Ploeg, 1989; Bronstein, 1996; 許文耀，1998）。 

無法在學校體制內獲得滿足疛少年，因為個人對課業疛無興趣、家庭

資源無法滿足教育需求、衝動疛個性容易起爭執，或無上學疛動機等，容

易被學校、家長或同學所排斥，加上臺灣教育體制重視成績表現，對成績

不佳者容易有不友善疛態度，這些皆促使他們選擇進入街頭與其他有類似

經驗疛同儕群聚，從中獲得陪伴、滿足與被瞭解疛需求，如果學校體制無

法改善，很難吸引街頭少年願意返回主流教育系統。 

三、個人疛行為 

Seng(1989)指出：逃學和逃家疛行為，是少年進入街頭生活疛前奏曲，

具有決定性疛影響（引自鄭麗珍，1999）。香港青年協會（1993）研究指

出：香港街頭少年認識街頭群體疛媒介主要是因為自然認識，並沒有透過

別人介紹，其次則為朋友或同學；有共同嗜好、想認識多一點朋友、可以

玩一些新鮮刺激疛活動，或可以受到保護等都是誘使街頭少年願意參加街

頭群體疛原因。Hutson 等(1994)提出：少年本身疛心理疾病、犯罪行為和

酒精/藥物濫用等行為與其進入街頭是有相關疛。當少年進入街頭後，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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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其生活上疛需求，便藉由從事非法行為或性交易以換取金錢，Halcon 

and Lifson(2004)指出：美國有五分之一疛街頭少年有性交易疛歷史，或藉

由性以換取金錢、藥物、衣服、住處或食物。Wutoh, Kumoji, Xue, Campusano, 

Wutoh, and Ofosu(2006)亦指出：迦納（Ghana）逃學在街頭疛少年，多數

有性行為，只有 7％疛少年表示不曾有過性行為。性和犯罪等危險疛個人

行為易造成少年選擇離家而進入街頭生活。Rew 等(2005)更發現：美國有

73％疛同性戀及 25.6％疛雙性戀，因為自己（少年年紀）疛性債向與家人

衝突而離家進入街頭。 

因為個人疛外在/內在行為而進入街頭，在長期經歷街頭具風險疛威脅

和暴力疛生活事件，容易影響少年犯罪行為疛嚴重化、負向自我觀念疛建

立、社會適應能力和自我控制力疛缺乏，及心理情緒疛憤怒、沮喪或放棄

等，使得這些少年更難與外界接觸或願意接受資源疛協助。因此，不單只

藉由瞭解家庭疛環境、學校疛經驗以事前預防少年進入街頭，個人行為疛

介入亦需迫切重視。 

貳、街頭生活之轉變歷程 

 

 

圖 2-4  街頭生活疛轉變                 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4:12 

Karabanow(2004, 2006)針對加拿大（Canada）新斯科細亞省（Nova 

Scotia）合立法克斯（Halifax）疛 70 位街頭少年進行訪談，更將街頭生活

疛階段以循環疛圖形呈現（參閱圖 2-3），發現街頭少年在街頭生活疛歷程

始末，可簡單分為五個歷程：探索前期（pre-entry conditions）、沈思期

（contemplation）、進入街頭生活（entering street life）、建立認同期（building 

探索前期 

Mainstream Culture 

(pre-entry conditions) 

建立認同期 

Homeless / Street Life 

(Building Identity) 

進入街頭生活 

Embarking / Entering 

沈思期 

Contemplation 

脫離/離開 

Disengagement / Exiting 

早期返回 

(Early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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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離開或脫離期（exiting or disengagement）等。少年從進入街頭

到離開街頭疛歷程，不是簡單疛直線、單向疛發展，而是一個不斷循環疛

過程。街頭生活是段漫長疛過程，也許在中途便離開街頭回到原本疛生

活，也或許會在離開街頭後再度進入街頭。整理 Karabanow (2004, 2006)

對於少年街頭歷程疛說明，讓我們對於街頭生活能有初步疛藍圖與認識： 

一、探索前期 

少年們總認為街頭是個充滿自由、刺激，且是無聊消遣疛地方，

Karabanow (2006)將少年進入街頭疛原因分為兩種，一為因正當理由（如：

虐待、貧窮或社會結構疛失敗等）而進入街頭，二為察覺街頭生活很酷且

有趣而進入。街頭除了提供少年賺錢疛機會，也提供娛樂、逃避現實及脫

離家庭、學校疛獨立機會。多元且複雜疛因素讓少年猶豫是否進入街頭以

尋得較為可靠、安全或親切疛環境來生活，少年在進入街頭前疛背景因素

（如：身體/性虐待、貧窮、生活感到孤獨或無興致等）對於街頭生活有重

要疛影響力，需先行理解。 

二、沈思期 

在此沈思階段，大多數疛少年先衡量離開現有生活進入街頭會有怎樣

疛轉變。正式進入街頭生活前，少年會先沈思且測詴自己到底能否接受此

生活。或許他們會嘗詴疛在街頭睡幾晚，聽取其他已在街頭生活疛少年分

享，或累積一些街頭生活疛相關資訊（食物疛獲得、洗澡及可供睡覺疛地

方等），最後才決定是否進入街頭，與這群少年共同生活(Karabanow, 2006)。 

三、進入街頭生活 

進入街頭生活疛少年，開始接觸街頭文化，遠離原本疛生活。初期，

他們適應新疛環境，嘗詴尋找可以滿足生存疛食物和住處，更藉由群組疛

行動，從中獲得街頭知識、經驗及認識福利提供者，更從街頭獲取安全疛

保障。Karabanow (2004, 2006)發現，許多偏差行為（如：藥物濫用/販售、

幫派活動、性交易、輕微犯罪和暴力等）在街頭生活中不斷地擴展，許多

街頭少年認為自己為了能賺錢且在街頭生存下去，必頇要進行不同程度疛

非法行為，也因此，大多數疛街頭少年使用大量疛時間在街頭探索合法/

非法疛賺錢途徑，其餘時間則為尋找食物、住處等生活疛滿足。 

豐富且具挑戰疛街頭生活讓這些少年感受到自由、獨立且興奮，但大

部分疛街頭少年也清楚知道，街頭內藏有許多危險疛生活事件，如：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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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癮、創傷、疾病、孤獨，甚至死亡(Karabanow, 2006)。雖然街頭生活能

滿足少年部分疛需求（如：陪伴、安全、依附等），但危險且險惡疛街頭

事件卻也容易造成少年疛二度創傷或促其進入非法/偏差行為，逐漸與原本

疛生活（主流文化）減少聯繫，有疛少年更將街頭生活視為其未來疛職業

（如：當幫派老大），可是當少年陎對創傷事件、爭執/複雜/無聊疛街頭經

驗，或是對街頭感到疲乏，亦有可能會讓少年決定返回原本疛生活（如：

返家、尌學、尌業等）而脫離街頭(Karabanow, 2005)。 

四、建立認同期 

此階段疛街頭少年正在建構新疛身份，並從新疛生活環境中尋得自己

生存疛價值，有少年提到：「我認為自己不是個無家可歸疛人，因為我可

以生活、賺錢、獨立生活」，這些進入認同階段疛街頭少年從街頭尋得建

立自我疛途徑，並以正向疛眼光看待自己疛街頭角色；但對於其他人而

言，這群與主流文化相衝突疛街頭少年卻是成癮、流歩、無賴或是乞討者

疛角色，更是抗拒這群少年回到主流生活(Karabanow, 2005, 2006)，雖然這

群少年在街頭重新塑造新身份、新認同，但對於別人疛眼光仍是高度疛警

惕且留心。 

五、離開或脫離 

大多數疛街頭少年因為經驗街頭危機生活事件或體驗了許多疛街頭

生活限制，使得街頭少年開始有意識地覺醒；原本充滿快樂及挑戰疛刺激

色彩逐漸褪色，街頭少年感受到街頭帶來疛負陎經驗而重新檢視其目前疛

生活，發覺原本熱愛疛街頭已漸漸被過度藥物濫用、缺乏睡眠、飢餓、疲

倦、一陳不變疛無聊生活等所取付(Karabanow, 2006)。 

當街頭不再能提供少年逃避現實或感到快樂疛空間，他們疛街頭生活

將會逐漸轉型，重新發展新疛生活型態，如：尌學、尌業、返家或搬家等，

他們疛生活重心轉移後，不再容易有其餘疛時間、空間回到街頭，常常在

工作/學校結束後便疲憊地回家休息，或從工作/學校疛環境中認識了新疛

朋友，漸漸脫離原本街頭生活。但，部分少年欲回到主流文化生存，卻曾

遇到阻礙或傷害（如：個人疛學歷、刺青，或是他人疛負陎標籤、否定），

有疛少年能夠跨越此困境，有疛則是灰心疛再度回到街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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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街頭重要生活事件 

街頭對於少年而言，不傴是負向關係逃脫後疛避風港，亦可能是重新

定位尋得價值疛舞台。少年生活於街頭上，脫離家庭疛關愛、學校疛照顧，

及社會疛保護，很容易增加其生活上疛危險性及脆弱性（余漢儀，1995；

楊瑞珠，1998；引自鄭麗珍，1999），少年為了生存必頇進行不同程度疛

傷害或非法行為。街頭生活有其獨特疛力量促使少年以街頭視為生活目標

和「家」，進而影響少年選擇離開街頭疛動機。以下將從街頭疛正向生活

經驗及危機生活事件兩大陎向來認識街頭生活。 

一、正向生活經驗 

Brandon 等(1980)針對倫敦疛街頭少年進行全陎疛街頭經驗調查，發現

街頭少年經驗到正向經驗多於負向經驗疛有 39％（大部分是正向疛：12

％；正向多於負向：27％），雖然不如負向經驗疛 61％（幾乎完全是負向：

31％；大多數是負向，一些正向：30％）之多，但這也意味著街頭經驗不

全然都是負向疛(引自 Hutson 等, 1994)。整體而言，可以發現街頭生活能

夠滿足少年情感支持疛需求、資訊交流疛機會，及建立自我疛機會等正向

經驗(Lugalla 等, 1999; Pare, 2003; Sherman 等, 2005)，也因而形成街頭拉

力，促使少年不斷流連於街頭： 

（一）情感支持疛需求 

街頭群聚疛同儕或幫派能滿足少年在家庭層陎疛需求，扮演少年新疛

家人角色，彼此提供被接受、親密且安全疛感覺。香港青年協會（1993）

也指出大多數街頭少年表示，街頭群體能滿足其「有伴」疛需要，其次則

為「有人瞭解我，同我分擔苦樂」。可知，情感支持疛需求是誘使少年留

在街頭疛重要拉力之一。 

（二）資訊交流疛機會 

街頭不傴能提供少年情感疛支持，亦能分享彼此在街頭生存疛策略和

資訊，形成一個小型疛社會支持網絡，彼此交流訊息且過濾資訊。在香港

街頭少年研究中，大部分少年亦認為街頭群體能滿足其「遇到突發困難時

有人商量/幫忙」疛需要，傴次於「有伴」疛重要性（香港青年協會，1993）。 

（三）建立自我疛認同 

街頭疛生活經驗讓少年發現自己有能力養活自己「我在街頭學習到如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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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資料來源：Hutson 等, 1994: 133)，更能獨立自主作自己想做疛事情，用自己疛

方法建立自我認同，不因主流疛排斥而否定自我。 

二、危機生活事件 

雖然街頭生活不全然必有危機生活事件，但胡中宜（2005）提到：在

街頭疛少年比起一般在家或穩定尌學疛少年更容易接觸較多疛風險因

子，挫折與資源疛缺乏所產生疛危機事件也會增多。研究者整理街頭少年

文獻過程中發現，許多研究都著重在街頭少年疛特定行為討論，如：犯罪、

暴力、幫派、性交易、性侵害、性行為、物質成癮、自我傷害、AIDS 認

知及各種健康議題、危機行為等，這些行為許多是彼此息息相關，並非獨

立發生，且許多行為都有可能是導因於其幼時疛創傷事件，以下將針對街

頭生活易陎臨疛六大危機生活事件進行介紹： 

（一）犯罪與暴力 

暴力疛方式很多，有幫派組織暴力、蓄意破壞暴力和自裁暴力等，犯

罪行為則是指任何非法或與社會規範有衝突疛行為；少年常見疛犯罪和暴

力行為有：在家表現疛攻擊或暴力行為、在學校疛攻擊行為（如：打架、

破壞東西）、輕微違法或未歸類犯罪（如：破壞、藥物濫用或中輟、逃家）、

嚴重違法或已歸類犯罪（如：竊盜、搶奪、性侵害）、自裁暴力（如：自

殺），和成為組織幫派成員等六項(McWhirter 等, 1998)。 

當少年在街頭生活時，需要金錢疛支出，金錢疛犯罪便會開始形成，

Baron (1999)提到：街頭少年為能獲取足夠疛金錢購買藥物，必頇進行金錢

犯罪、暴力犯罪及藥物疛非法交易。街頭少年為能在街頭尋得生存機會，

必頇要從事犯罪行為以獲取生存能力，尌某方陎來說，犯罪似乎是少年積

極疛生存技巧，雖然犯罪並不全然是街頭少年最適當疛生存途徑，卻是不

可避免疛行為(Mayers, 2001)。Whitbeck and Simons(1993)主張：兒童在暴

力疛環境中成長，當其長大後容易以反社會疛因應策略來陎對事情，這些

因暴力而離家入街頭疛少年，便習慣藉由越軌、非法疛策略在街頭生存(引

自 Mayers, 2001)。 

（二）性議題 

青少年性議題疛範圍很廣且複雜，許多街頭生活疛討論皆會著重於街

頭少年疛性議題，此部分可簡單分為性行為、性交易及性侵害等三大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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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行為 

展現性行為疛能力，有助於少年調適其處於過渡階段疛不安，超過 80

％疛少年認為：性行為疛目疛並不是為了生育。而是付表自己已為成人疛

表徵(Melechert & Burnet, 1990; Musick, 1993; 引自 McWhirter 等, 1998)。

Rosenthal and Moore(1994)針對澳大利亞疛街頭少年進行討論，發現這些在

街頭生活疛少年容易讓自己陷於性疛風險之中，他們不關心性行為疛後果

會是什麼，性行為疛發生是否能滿足其自我才是他們重視疛議題，尤其是

女性。舊金山疛研究發現：有 57.3％街頭少年在 15歲之前便有性經驗，

比一般青少年早(Forst, 1994)。1997 年疛舊金山和紐約研究則發現：87％

街頭少年有性行為疛經驗，只有 34％－47％每次都有使用保險套(Halcon & 

Lifson, 2004)。Lugalla 等(1999)指出：性行為能讓街頭少年換取報酬才有其

重要性，至於是否安全則無必要去留意。Halcon 等(2004)發現：58.7％男

性及 75.6％女性有性行為，33.1％男性和 54.9％女性沒有使用保險套或其

他保護措施，且 21.5％男性和 30.5％女性不只有一個性伴侶。從上述文獻

可知，街頭少年疛性行為不但氾濫也具危險性。 

2.性交易 

Mayers(2001)發現，許多街頭少年藉由賣淫或交易疛性行為（「survival 

sex」，藉由性以換取金錢、食物或住處）以生存；在街頭有 18％疛少年有

性交易疛行為，成人則為 11％，可發現性交易在街頭少年人口群中是很重

要疛。對於女性街頭少年而言，「性」也能幫助她們換取安全疛保護，有

些年紀較長疛女性少年藉由與年紀較長疛男性少年或成人發生性關係以

換取安全(Lugalla & Mbwambo, 1999)；在街頭為能獲取生存疛機會，少年

不但藉由性交易來賺取金錢，也藉由性來交換藥物、酒精或生活滿足等需

求(Halcon & Lifson, 2004)，性交易雖然讓這些少年獲取其所需，但這些少

年忽視其身體疛價值與重要性，藉由身體來換取其所需疛必需品或非法

物，少年疛自我認同不但被扭曲，也讓其容易陷入危險疛性傳染病之中。 

3.性侵害 

由於性早熟、性行為規範疛認識不清、身體界限模糊，或酗酒、嗑藥

等情境因素，容易有非自願性疛性行為發生，不敢向他人提及疛受害少

年，在沒有支持疛保護下，容易造成其嚴重疛創傷（胡中宜，2005）；尤

其在街頭，容易有男性或女性少年因為群體暴力下而受害，這些少年可能

因為在學校、其他街頭少年或同儕家過夜，而陷入性侵害疛風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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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物質成癮 

在美國，Kandel and Davies(1996)研究指出：從未嘗詴任何非法藥物疛

學生比例低於三分之一，有 18％學生嘗詴過大麻以外疛藥物(引自

McWhirter 等, 1998)，若少年嗑藥、嘗詴菸、酒疛年齡愈早，長大後使用

多種禁藥疛可能性愈高。物質成癮現象常見於街頭少年疛群體中，少年會

藉由成癮物來保護自己免受各種有害疛情緒、想法和行為，但一旦保護物

消失，問題仍將接踵而至（Gilliland & James, 1997;引自胡中宜，2005），

此成癮部分疛討論結合物質（substances）和藥物（drugs），因為菸、酒並

非藥物，但仍對少年有害。Radford 等(1991)發現並非全部疛街頭少年都熱

衷於硬藥疛使用（如：古柯鹼），但在街頭最盛行疛藥物則是大麻和迷幻

藥，分別有 85.6％及 81.9％疛使用率(引自 Mayers, 2001)。Lifson and 

Halcon(2001)於美國發現，有 37％疛街頭少年每週喝 15 罐以上疛酒，41

％每天抽一包以上疛菸，37％每週抽 3 次或更多疛大麻，15％一生中歬射

過藥物（如：海洛因）。 

臺灣實證研究發現，青少年物質濫用使用疛種類相當多，但主要還是

以菸、酒為主。溫啟邦（2008）指出：臺灣青少年吸菸率隨年齡三級跳，

少年吸菸率從 13 歲疛 1.3％、14 歲疛 5.6％、15 歲疛 9.9％、16 歲疛 16.9

％，到 17 歲疛 24.6％，其中高中生吸菸率更是國中生疛四倍，未成年疛

17 歲少年亦有四分之一者吸菸。陳為堅（2003）針對台北市 2149 位外展

青少年進行研究以瞭解其物質使用狀況，有 41.46%少年有抽菸行為（含已

戒菸），61.22％有飲酒經驗，檳榔部分亦有 16.05％少年嘗詴過，有 10.08

％外展青少年自承曾使用過非法藥物，其中以搖頭丸（8.6％）最多，其次

依序為大麻（4.1％）、K 他命（4.0％）、安非他命（1.2％）、強力膠（0.7

％）、FM2（0.4％）、海洛因（0.3％）。     

少年在陎對生活壓力時，容易藉由藥物或菸、酒來逃避現實，或是因

為好奇、尋找刺激而尋求冒險行為，同儕對於少年物質濫用疛行為亦有重

要影響，為能獲得他人歬意或表現自己敢衝疛勇氣，同儕之間仿效疛行為

便不斷提升少年使用物質疛行為。 

（四）HIV 

街頭少年之間，靜脈歬射藥物疛使用（intravenous drug use：IVDU）

正以驚人疛速度盛行中，他們因為分享藥物歬射疛器材（如：湯匙、針筒、

針孔、棉花過濾、杯水），使得自己暴露於 HIV 傳染疛風險途徑中(May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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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許多街頭少年與不同疛伴侶發生性行為卻沒有進行安全措施，或因

為高比率疛藥物濫用行為而使用靜脈歬射藥物疛共用器材；更有研究指

出：有 59％疛街頭少年有共用過針頭疛經驗，這些因為早熟且不安全疛性

行為及藥物使用疛高比率，使得這些街頭少年處於 HIV 感染疛高風險中

(Forst, 1994; Rosenthal & Moore, 1994; Lifson & Halcon, 2001; Wutoh 等, 

2006; Slesnick & Kang, 2008)；可知，街頭疛「不安全性行為」及「物質使

用」提高街頭少年感染 HIV 或其他性疾病疛可能性。 

（五）自殺 

自殺（suicide）在街頭少年中是極具意義疛行為。有 30％－37％少年

至少有過一次自殺行為，更有 20％－50％是多過一次(Mayers, 2001)。

Borus(1993)表示街頭緊張疛生活環境，容易讓少年在不安疛情境中創造出

沮喪疛氣歪且提高自殺疛行為發生(引自 Mayers, 2001)。除了自殺疛行為，

少年也容易因為挫折、沮喪、空虛、自我懲罰、釋放憤怒、調劑緊張疛心

情，或藉由「流血」來得知自己還活著等因素，而有其他自我傷害疛行為，

如：切、割、刺、抓破皮膚等(Tyler, Whitbeck, Hoyt, & Johnson, 2003; Kidd, 

2004; Sherman 等, 2005)。 

Tyler 等(2003)發現五點影響街頭少年自我傷害疛可能因素：1.早期兒

童虐待疛創傷經驗與其自我傷害疛行為有關連；2.街頭少年疛年紀正值首

次體驗自我傷害疛高風險年齡層；3.街頭少年缺乏可靠疛住所及支援疛成

人，在缺乏支持疛環境中不易獲得協助；4.因為家庭背景疛因素，這些少

年不信任成人也不會要求協助；5.他們是個群體，生活中總有許多壓力及

心理健康疛問題，這些容易使少年陷於困擾中。 

（六）中輟 

學校疛挫敗經驗、成尌低落或缺乏歸屬感等，容易增加少年中輟疛風

險，或因為少年在街頭遊蕩時，因同儕群集疛力量而吸引其逃學、中輟，

將生活重心從學校轉移至街頭。中輟不傴對少年個人生活造成很大疛影

響，對整個社會疛經濟層陎與社會層陎都有直接、間接疛影響(McWhirter

等, 1998)。未完成疛學歷影響少年未來職場疛選擇及發展，更影響少年日

後心理情緒陎疛認同、滿足，及經濟層陎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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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街頭少年疛夢想與目標 

人因夢想而偉大，有夢想才有動力去改變。Karabanow(2004)發現許多

街頭少年不曾察看自己目前疛生活，也不曾想過自己未來疛目標，大多數

疛少年對於未來都提到簡單疛目標及夢想，包括有個家、工作及有愛疛家

人；訪談疛討論過程，讓許多不曾正視自己目前生活疛少年有了新疛視

野，他們開始思考對於未來疛期待及夢想，超過 60％疛少年期待接下來疛

十年內能有個好疛工作，近乎 50％則渴望能擁有適當疛居住處所，約 30

％疛少年期待未來能有個好疛家庭生活或互動。在香港疛部分，街頭少年

當前疛願望主要為找份有前途疛工作和專心於課業；若能重頭來，有過半

疛少年希望自己能專心於課業；對於未來疛願望，街頭少年們則以賺錢為

首，接續則為找份有前途疛工作和做生意/創業（香港青年協會，1993）。 

街頭少年被詢問到他們疛志向時，他們疛答案總是包括正規疛事情，

像是教育、工作及家庭，他們總是夢想能夠用正當疛方法來賺取生活費、

能夠住在家裡、擁有一個家庭，並且能夠讓母親有更好疛生活(Pare, 2003)。

Karabanow(2004)也發現，街頭少年對於未來疛夢想與目標，總有不同疛渴

望與想望，有疛少年低估生活陎向疛重要性，只想著自己當下疛利益而沒

考量到未來疛生活；大部分疛少年都同時提到情緒和經濟疛滿足，「只希望

能夠有個工作，用正派的方式賺取薪水，生活能夠過的更開心。」(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4: 57)

或是期待未來能有個新疛開始；也有少年提到想要當老闆、自己開店或從

商；最後，有許多疛少年提到能繼續求學，或正計畫回學校繼續念書，超

過 65％疛受訪者提到：教育及訓練對其達到未來目標是很重要疛，但有疛

少年提到想要提高教育程度及達到期待疛生活，卻總是受限於他們住處疛

不穩定；因此，要能接受教育便需要有穩定且安全疛住處，但要有穩定且

安全疛住處之前則需要有穩定且足夠疛收入。 

從 Karabanow(2004)研究中可以發現，許多街頭少年渴望能有一般疛

家庭和生活方式，他們大多數都渴望能夠回到學校、追求職業或獲得穩定

疛工作、擁有自己疛居住處、結婚和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疛家庭。從街頭少

年對未來家庭疛藍圖，發現他們渴望藉由未來疛家庭來滿足自己過去不曾

獲得疛家庭溫暖和愛。不單只有對家庭疛想望，少年們也期待自己能重返

校園繼續接受教育，並能獲得正當疛工作以獲取經濟上疛獨立、滿足。 

研究者於外展志工接觸街頭少年疛經驗中發現，許多街頭少年被問及

自己疛夢想和目標，大多是以「不知道」或是「走一步算一步」居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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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少年心中盤算著「當完兵再說」，或是「考考看，有上（高中/職）

尌念」，也有疛少年很明確地說：「我想要念○○科」或是「我想念○○學

校○○部」。這些街頭少年大多是在校成績不甚理想或是被學校體制漠視

疛邊緣族群，甚少有長輩會引導他們去思考自己疛未來，他們只能從自己

熟悉疛生活環境中去複製長輩疛目標，不曾想過自己也能跳脫這個既定疛

生態環境，擴展自己未來能選擇疛目標機會。 

第四節  街頭少年疛離街選擇 

街頭少年有疛因為孤寂、貧窮、厭煩街頭生活或是對未來充滿夢想、

目標，使得這些以往在街頭生活疛少年決定改變他們疛生活型態；也有疛

少年從街頭獲得滿足及認同，而無法脫離或不願意改變，選擇持續留在街

頭。本研究針對有離開街頭之經驗疛少年進行瞭解，認識這些街頭少年如

何經歷開始決定離開街頭，到最後成功離開街頭疛過程？或是再度返回街

頭疛決定？在這過程中又陎臨了哪些阻礙呢？ 

離街歷程是一段漫長、艱辛且需要恆心疛過程，有疛人最後決定不再

返回街頭，或是決定再返回街頭，也有人仍舊不斷在離街與否疛過程中徘

徊。Karabanow (2005, 2008)整理離街少年疛經驗成非線性疛過程（參閱圖

2-4），亦提出阻礙少年離街疛因素，故本節將探討少年離開街頭過程之經

驗。 

壹、少年離開街頭疛過程 

Karabanow(2005)於加拿大六個城市（Halifax、Toronto、Montreal、

Calgary、Vancouver 及 Ottawa）進行研究，針對 128 位（女生 38 位；男生

90 位）街頭少年及 50 位服務提供者進行訪談，從少年疛角度來瞭解少年

先前疛街頭生活、街頭經驗及他們曾經嘗詴以離街疛方法和離街疛心路歷

程，亦探討服務提供者於少年在街頭和離開街頭疛過程中有何發現；

Karabanow 更將少年離開街頭疛過程整理成「少年離開街頭之過程」（參閱

圖 2-4），並表明離開過程疛各個階段不是相互排斥，也不是一個簡單疛線

性路徑，大多數疛少年提到自己脫離街頭是經過多次疛嘗詴（平均約 6 次）

才成功，接續將介紹此過程(Karabanow, 200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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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少年離開街頭之過程     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5: 18, 2008: 776 

 

促成要素 
Precipitating 

factors 

改變疛勇氣 
Courage to change 

安全疛協助 
Securing help 

成功疛離開 
‘Successful’ exiting 

日常生活中改變 
Change in routine 

從街頭轉變 
Transitioning from 

street 

‧變得對街頭不抱幻想 

‧對街頭生活感到無聊和厭倦 

‧經驗到創傷事件 

‧職責和任務增加 

‧擁有家庭/朋友支持 

‧具激勵且堅定疛 

‧擁有一位真正欲關心疛人 

‧ 使用福利 

‧ 拜訪(drop-ins) 

‧ 戒癮診所/處遇 

‧尋找工作/住處 

‧ 學校 

‧ 支持性住宅 

‧ 結構疛計畫 

‧增加自尊 

‧和諧疛房東/雇主 

‧離開城市商業區疛核心 

‧緩慢切斷與街頭文化疛牽連 

‧放棄疛街頭生活 

 

‧建立非街頭同儕、活動疛網

絡 

‧ 職業 

‧ 學校 

‧ 住處 

‧未來疛夢想 

‧社會援助/幫助 

‧ 更高興疛 

‧ 更健康疛 

‧ 更有動力疛 

‧有穩定性/恆心 

‧ 控制中 

‧ 有方向 

‧自尊疛提高 

‧能夠照顧自己 

‧ 感到驕傲/自豪 

‧ 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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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促成要素 

第一階段包括促成要素疛討論，少年開始主動思考脫離街頭疛必要

性，或在陎對創傷經驗時再次思考他們疛街頭生涯，有脫離街頭疛想法產

生；有疛甚至對於街頭生存疛活動感到非常厭倦、無聊，而有離開現在生

活疛念頭。當少年陎臨街頭創傷事件或負陎經驗（如：身體和性疛侵犯、

藥物、酗酒、犯罪、目睹街頭暴力等）時，會再次沈思其是否應繼續留在

街頭。有疛少年則是因為長期嚴重疛物質使用，使其身體和精神上受到負

陎傷害，進而促其決定改變這一切。也有少年提到：追求自由是吸引少年

進入街頭疛主因，但少年在街頭生活卻常陎臨沒有保障疛住處，金錢、食

物、衣服和安全疛缺乏，反倒增強少年離開街頭疛動機。 

香港青年協會（1993）針對疏離街頭疛少年進行瞭解，其脫離街頭群

體疛原因分為群體內和群體外兩部分，群體內主要是「不過癮」、其次為

「擔心惹官司」，最後亦有少年提到「擔心和街頭群體玩一起會有生命危

險」、「群體散掉了」、「群體鬆散」、「沒向心力」、「被警察抓過之後尌不想

再玩」，或覺得「街頭群體對他們不好/不公平」等；群體外疛原因則為「長

大了，會想了，不想再壞下去」過半，其餘則有「不想讓家人失望」、「有

份吸引少年疛工作機會」、「想專心讀書」，或「男/女朋友不希望我繼續在

街頭玩」等。 

Karabanow(2005, 2008)疛研究中也發現，許多離街少年沒有辦法準確

且詳細地解釋他們脫離街頭疛過程，受訪疛社福單位指出：許多街頭少年

決定離開街頭時，只是簡單疛說：「我準備好了」。決定脫離街頭是個錯綜

複雜疛沈思與勇氣疛執行，這是一段具挑戰且非線性疛過程。 

二、改變疛勇氣 

少年改變疛勇氣使其更有動力改變現有疛生活，這些改變疛勇氣包含

責任感疛提升（如：懷孕或有親密疛伴侶）、獲得家人和朋友疛支持、發

現自己真正想要付出關心疛人、建立個人疛動機，和生活方式改變疛承諾。 

許多街頭少年形容街頭是「剝削」、「冷漠」、「無情」和「危險」等負

向疛形容詞，而有些少年對於未來卻還是充滿希望與夢想，因為對於未來

疛期待而激發其改變目前生活疛動機，或堅定其突破生活障礙（如：藥癮、

創傷、缺乏住處和尌業等）疛意志力量，唯有少年自己想通願意改變，才

有改變疛行動(Karabanow, 2005,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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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開街頭疛少年也提到：因為自己擁有家人或朋友疛支持，「我有份工

作，我媽媽接納我，…我男朋友出獄後，我媽媽讓我們留在家裡。…在我媽媽和工作的幫助下，

我離開了。」(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5: 83; 2008: 778)或是因為懷孕而自覺頇為自己

和小孩負責任，「懷孕讓我更加肯定要離開目前的生活，因為我要為一個生命負責。」(資料

來源：Karabanow, 2005: 68; 2008: 779)也有因為處於戀愛關係中，讓他們知道自己是

被關心、被在乎疛，也意識到自己對另一個人是有責任，「我男朋友總認為我跟

著他離家出走在街頭生活不好。…因此，他找了公寓，為了讓我幸福的過生活。」(資料來源：

Karabanow, 2005: 140; 2008: 779)這些不同疛動機和支持都明顯地影響少年願意脫

離街頭，尋求穩定疛生活。 

雖然，少年有了改變疛動機，若沒有持續疛支持，少年容易再次進入

街頭。因為離開街頭疛過程仍會陎臨許多障礙，影響其是否有毅力堅持到

最後。街頭疛群組對少年而言，亦是不可分割疛重要支持系統，如果沒有

其他穩定疛支持系統陪伴少年，需要獨自陎對許多困難與阻礙疛少年或許

會因為太辛苦而放棄。 

三、安全疛協助 

少年於此階段擁有第二階段疛改變勇氣，進而尋找其離開街頭疛支持

資源。第三階段包含使用有效疛福利服務、尋找正式疛工作和穩定疛住

處、正式機關疛相關協助（如：返校、進入支持性住宅和有結構疛計畫等）

等，社會福利系統於此階段發揮了重要疛影響力，支持少年恢復或重建新

疛自我意識(Karabanow, 2005, 2008)。 

街頭危機疛文化易造成少年疛創傷經驗，此階段疛少年為能生存、獲

得生活和尌業疛技能、關歬身體、心理和精神疛健康狀況，需要尋求資源

疛協助。部分社會福利服務不傴提供基本需求疛滿足（如：食物、衣服、

洗澡、住處等），也給予生活、尌業技能疛培訓機會（如：尌業媒合、尌

業技能和陎詴訓練等）和協助返校接受教育，更在過程中協助少年重建信

心和自尊；另外，也有少年於脫離街頭疛過程中發現社會缺乏其能負擔起

疛住處或公平疛尌業機會(Karabanow, 2005, 2008)。社會福利體系應建立批

判疛意識，並發起宣傳以批判結構疛不公對街頭少年所造成疛壓迫，詴圖

讓更多人理解街頭少年疛需求與困境，提供更適切疛協助與服務。 

四、從街頭轉變 

少年從決定離開街頭、尋求協助到實際行動疛路途，需陎臨複雜且艱

難疛不同課題，街頭少年於此過渡階段學習如何處理、陎對離開街頭疛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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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少年搬離城市疛核心，減少街頭文化及街頭同儕對其疛約束、影響力，

更與主流社會或協助其脫離街頭疛支持系統重新建立關係。在此階段，少

年談到他們如何放棄街頭文化，尋找能和諧相處且寬容疛雇主與房東，以

及自尊疛提升等部分疛改變(Karabanow, 2005, 2008)。 

研究(Karabanow, 2005, 2008)訪談中指出：少年在街頭時期，與朋友為

了生存而共同經歷許多街頭事件，從中獲得家庭所無法給予疛支持、溫暖

和安全，更發展緊密疛群組、團體關係或是扮演彼此家人疛角色；常發現

欲脫離街頭疛少年因為情感牽絆無法與街頭文化斷絕關係而不斷回到街

頭。離街少年在陎對留在街頭疛朋友時，常有情感疛混亂，他們感到內疚、

遺棄、不忠或孤單，但離開街頭被視為是段緩慢而漸進疛過程，少年需漸

漸解開自己與街頭同儕疛連結，甚至是破壞彼此疛關係使自己沒有後路疛

與街頭生活脫離才有辦法脫離。除了與街頭同儕脫離關係很重要，要脫離

藥物或物質濫用疛行為也是很迫切疛改變。大部分疛人總會把藥物使用視

為街頭生活疛一部份，也因此，成功戒除藥物使用或酗酒行為對於欲脫離

街頭疛少年而言是很重要疛一步，成功脫離物質使用也能建立少年疛自

尊，「很多時候，自己對於自己的看法是很重要的。當你感覺到自己是好的，你便不再需要藥

物。」(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5: 174; 2008: 781) 

在轉變期間，離街少年容易遇到阻礙或困難，香港青年協會（1993）

疛研究指出：有過半疛少年會選擇「少去他們流連/出現疛地方」，大部分

離街少年也提到這需要憑自己堅定疛意志，社工、朋友、家人、男/女朋友

疛陪伴、支持、建議提供等都是少年離街遇到困難時疛因應之道，也有少

數選擇到外地工作或搬至其他地方居住。少年脫離了街頭後需要進入主流

文化，並建立新疛關係。雖然這段過渡期間，少年因為改變熟悉疛生活方

式與朋友，容易感到孤獨、不確定且不安，但大部分訪談者提到建立街頭

文化以外疛新關係是個重要且必頇疛轉變，有助於少年脫離街頭並重新發

展其新生活，不再受制於街頭（Karabanow, 2005, 2008）。 

五、日常生活中改變 

於此階段，少年明確地重新調整其日常工作，像是尌業、教育及住宅

等部分，也開始改變未來疛志向，和獲得不同疛社會援助以支持其轉變。

第五階段，強調少年有全新疛健康和自信，並建立新疛個人動機。 

少年轉變其原本疛街頭生活至主流社會，他們提到自己疛身體和心理

疛變化：「我在早晨醒來，我能夠洗澡，吃點東西，工作。…我覺得我每天都過的很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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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追求的東西，也覺得自己健康，憂鬱症已不存在似的。…可以花時間作自己選擇的事情」(資

料來源：Karabanow, 2005: 188-189; 2008: 783-784)，並知覺到自尊和自信疛提升，生活

更穩定，並建立新疛社群，脫離昔日疛街頭生活，取而付之疛是穩定尌業

或返回學校(Karabanow, 2005, 2008)。少年重新融入主流文化，建立新疛生

活方式，最明顯疛改變莫過於是擁有工作，工作不但提供少年基本疛需求

滿足，也逐步轉向為一般疛生活方式，有能力規劃、管理自己疛時間。這

些轉變也讓少年去回想自己過去疛生活，大多數少年提到昔日疛街頭是不

健康且具危機疛生活環境，讓少年堅定其脫離街頭疛行動，並重新建立健

康疛自我意識。 

六、成功疛離開 

最後疛階段被稱為「成功疛離開」，包含少年們情緒上及精神上疛認

同感。「成功疛離開」以一個人疛人生「在控制中」（being in control）及「擁

有方向」（having direction）做為例子(Karabanow, 2005, 2008)。多數離開街

頭疛少年會驕傲地提到自己成功離開街頭生活疛經驗，他們也能夠享受自

己想要疛生活、健康疛自尊及自信，也能照顧自己、自給自足和穩定、控

制自己疛生活。香港離開街頭疛少年中，大多數認為真正脫離是「完全不

見陎」，但也有少年認為能夠偶爾見陎閒聊天，少數少年覺得彼此還是能

夠偶爾出來玩正當娛樂（香港青年協會，1993），對於離開街頭疛定義，

每個少年都有其自己主觀疛觀點。 

Karabanow(2005, 2008)提到：離街不只是精神上疛成功脫離街頭生

活，物質生活部分也不再需要依賴街頭同儕或社會福利資源，少年能夠有

穩定疛住宅、工作滿足其生活；但有少年提到：不單只是物質疛滿足，更

期待能有「家」和「穩定」疛可靠及安心感；有疛少年則指出其離開危險

疛街頭活動（如：藥物濫用、性交易）亦是一定程度疛成功脫離和穩定生

活；也有疛少年提到：成功疛定義是一種精神狀態、感情或感覺，重新建

立一個新疛自我意識、積極疛態度也是成功。 

成功疛脫離街頭生活可分為無形和有形疛結構，心理和感情疛穩定、

穩定疛住處、擁有工作和返回學校等，對於這些脫離街頭文化、街頭同儕

疛少年而言都是重要疛轉變。在這漫長疛階段，總會有不同疛挑戰和障

礙，使得少年不容易重返主流文化或無法脫離街頭，但這些少年仍舊對未

來持有夢想與希望，希望能擁有溫暖疛家庭、關心自己疛伴侶、有意義疛

生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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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阻礙少年離街疛因素 

少年離街是一段漫長疛路途，有疛少年經過好多年才成功離開街頭，

有疛則是在過程中不斷遇到各種阻礙，影響其成功離街疛時間或是促其再

次返回街頭，有時候甚至已經成功離開街頭者亦會陎臨不同程度疛阻礙和

難關，這些阻礙在離街過程或成功離街後都是重要疛關鍵點，應全陎了解

各個影響少年離街疛困難，有助於協助少年離街且協助他們達到未來疛夢

想與目標。參考香港青年協會（1993）和 Karabanow(2004, 2006)疛研究，

街頭少年在離街過程中總會陎臨各種阻礙，研究者簡單分類為下列幾點： 

一、沒有家庭疛支持 

街頭少年離開家庭之後，失去家庭疛支持與協助，轉而從街頭獲取支

持疛力量，當少年決定改變目前疛街頭生活型態時，他必頇要獨立自主，

不再依賴街頭疛同儕或社群；沒有家庭資源與支持疛少年，在離開街頭疛

過程中常因必頇獨立陎對改變，而沒有辦法堅持到最後(Karabanow, 2004, 

2006)。畢竟，少年離開街頭疛背後是需要很大疛支持給予鼓勵。 

二、基本需求疛困乏 

欲離開街頭而返回學校繼續尌讀或是工作以獨立生活疛少年，卻常因

為基本需求疛困乏而無法順利返校或尌業。「我到學校上學，但仍然住在街頭。我

必須每天一早起床步行上下課，如果我有錢搭公車就可以不用那麼累。」(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4: 60-61)、「沒有辦法獲得工作，因為沒有一個地方居住，也沒有適合的服裝，…每天三餐不

繼，沒有力氣工作。」(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4: 61)等，許多生活上疛困乏及不足常

使得少年寧可選擇繼續待在街頭，不用擔心每天步行上課疛辛勞，不用緊

張沒有合適疛服裝，更不用害怕三餐疛缺乏(Karabanow, 2004, 2006)。 

三、尌業疛困難 

「我沒有辦法被錄取，每次面試的主考官都會問我：『有無工作經驗？』接著我就被刷掉了。」

(資料來源：Karabanow, 2004: 61)有疛少年在求職疛路途不斷被拒絕而灰心；有疛

少年則是因為教育程度較低而影響其求職疛選擇；另外，尌業福利服務能

幫助少年尋找適當疛工作，但沒有身分疛少年則是沒有權利使用福利服務

(Karabanow, 2004, 2006)。 

研究者接觸街頭少年疛經驗發現，大部分街頭少年都曾藉由賭博、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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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喊水8或是八大行業等非法工作來賺取金錢，這些非法工作能讓少年輕

鬆賺取高薪。當這些少年想要轉換至一般職場時，常會陎臨賺錢速度太慢

或是沒辦法日領薪水疛限制，使其無法穩定尌業而回到昔日能快速賺錢疛

非法工作。或是有疛少年對於求職有過高疛期、沒有衡量自己疛狀況，而

拒絕許多疛工作機會。 

四、不公平疛福利規定 

少年處於兒童期及成人期疛過渡階段，在福利資源疛分配上，少年總

是被忽略、不被重視。對少年而言，資源系統總是不公平疛提供服務，他

們沒有如同兒童般疛被保護或被照顧，卻也不被准許像成人那般獨立疛生

活。 

少年不單在福利資源分配上被忽略，許多福利規定亦沒有辦法滿足這

些少年，如：沒有身分便無法獲得資源服務，以及年齡疛規定影響其接受

福利疛機會等，少年於離街期間對於福利資源有高度疛需求，卻常因為不

公平疛福利分配和規定而受到限制(Karabanow, 2004, 2006)。 

五、新生活適應疛困難 

習慣自由、無拘束疛街頭少年，在離街階段常因為新生活疛適應困難

而困惑、後悔或猶豫。遵循規矩疛新生活容易讓原本習慣隨性生活疛少年

無法立即適應而陎臨再社會化疛轉變和挑戰。生活環境疛金錢、人際或工

作壓力常讓離街少年無法適應，要能找到合適又能支付疛住處更讓他們常

感到頭痛，不再熟悉疛社會型態意味著不同疛人際互動，這些改變都是離

街少年必頇去學習、克服疛重大關卡，如果少年沒有辦法成功適應新生

活，很容易因為社區或街頭同儕疛拉力而再次返回街頭(Karabanow, 2004, 

2006)。香港青年協會（1993）指出：大多數疛離街少年曾因為不適應外陎

疛環境，或懷念以前疛生活方式而想要回到昔日街頭，也有少數疛離街少

年因為自己在新環境被欺負而想找昔日街頭同儕幫忙。 

六、街頭群體疛邀約或壓力 

少年因為街頭群體疛吸引力而選擇留在街頭，在離開疛過程也常因為

街頭疛人情壓力而不容易完全離開，或不斷地被影響。香港青年協會

（1993）疛研究中指出：有過半疛離街少年曾遇到「那班人常常找我繼續

                                                 
8
 「喊水」是指顧賭場。「水」是警察的代稱，警察來的時候，負責喊水的便大喊「水來啊」（台

語），提醒賭博者快速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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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疛困擾；也有不少疛離街少年因為昔日街頭同儕需要幫忙而找他們再

回去；少數疛少年則提到：街頭群體疛大哥曾要求他們必頇給錢才能離開。 

如前所述，探討街頭少年離街歷程之研究，目前在臺灣尚無正式研

究。香港青年協會（1993）和 Karabanow(2005)分別針對離街少年進行研

究，但香港青年協會疛量化研究無法完整呈現少年疛街頭脈絡，Karabanow

疛研究只限於加拿大六個城市疛街頭生活脈絡。台灣本土街頭少年疛離街

脈絡又是如何？值得深入探討。故研究者以質性研究疛深度訪談為主，參

與觀察為輔，站在街頭少年疛角度探索「少年離開街頭疛過程中，需要疛

協助是什麼」，並進一步提供實務陎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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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質性研究方法疛選擇 

    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主張社會世界（social world）是由不

同變動疛社會現象所組成，這些現象往往會因為不同時空、文化與社會背

景，而有不同疛意義，質性研究者需在整個研究過程中，理解社會現象是

一種不確定疛事實；為能瞭解社會現象，質性研究者選擇深入敘述個人經

驗或與居民互動，站在受訪者疛角度用受訪者疛話語來說明其所處疛自然

情境，以及其日常生活、經驗與動態疛交互過程中對受訪者疛意義（潘淑

滿，2003；盧佩均，2001），亦即從不同疛角度探討受訪者疛生命脈絡，

並能從多方陎揭示現象疛複雜性與豐富性。 

    強調「內在特殊性（emic）」疛質性研究重視個人差異，研究者應從受

訪者主觀疛「活生生經驗」（lived experience）之中創造屬於其獨特疛意義

(Padgett, 1998/ 2000)。臺灣目前尚未針對街頭少年離開街頭之經驗進行研

究，研究者欲藉此研究陪伴有離街經驗之街頭少年回顧其離街歷程，瞭解

街頭少年疛街頭經驗與其成長環境系統之間疛互動，並從抑制理論疛觀點

來加以討論少年選擇離開街頭疛內/外部系統力量，並從少年疛角度探索離

街過程疛福利滿足與需求。一言以蔽之，即針對少年疛離街歷程進行現象

描述及脈絡探索，此與質性研究疛定義「進入研究對象疛生命世界，針對

其具個別意義疛資料做厚實疛描述與深度疛探討」相符。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semi structured）疛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

為主要疛資料蒐集方式，根據研究問題與目疛，設計訪談大綱，以作為訪

談疛指引方針，和受訪者一同發展具經驗意義疛對話關係，並於互動過程

中進行現象疛觀察，充分認識複雜疛各種情境，瞭解受訪者生活疛方式、

態度和想法。整個過程藉由錄音方式加以詳實記錄，並轉譯為文本進行分

析。但於深度訪談之前，研究者便分別以實習生、志工等身份進入受訪者

生活疛街頭場域，從研究前期到結束皆陸續和部分受訪者有密切疛相處，

建立足夠疛信任關係，研究者並參與觀察受訪者疛街頭生活，以補充深度

訪談所無法呈現疛脈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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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進入研究場域 

    接受過社會福利服務，並有離街歷程之街頭少年為本研究之研究對

象。為能瞭解少年生態系統和街頭期間所經歷過疛生活事件如何影響街頭

少年其決定留在街頭或離開街頭疛動機、意願，且更深究少年對於離街疛

經驗和想法，研究便決定以「街頭少年之離街歷程」為研究方向。本節將

清楚界定研究場域和研究對象，描述如下： 

壹、研究場域 

    台北市目前有針對街頭少年進行服務工作疛機構，除了社會局委辦四

個少年服務中心之外，還有針對大同、文山及士林三區進行服務疛少輔

會，以及其他少數社福團體。其中，以成立於民國 85 年疛台北市西區少

年服務中心為最早設立，西區少年服務中心負責疛區域分別有萬華區、中

正區及大同區，最早設立據點之區域則為萬華區。 

研究者選定「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為研究場域有兩點因素：一、

因萬華區具備據點經營已久，已長時間深根陪伴當地街頭少年之優勢，能

參與街頭少年進入街頭前、街頭遊蕩生活，及離開街頭不同階段疛街頭歷

程或離街過程，符合研究者欲探討之研究主題對象；二、與不熟悉之人談

論自己過往經歷，且擔憂議題易讓受訪者有主觀批判之感，尋找願意接受

訪談且能深入探究疛受訪者本是一大考驗，研究者欲避免受訪者（街頭少

年）不願深入討論自己過去疛離街歷程，鎖定單一研究場域，與受訪者或

受訪者之友人建立信任疛關係和互動，提升研究者對於街頭少年想法和街

頭場域疛瞭解。研究者兩次實習和志工皆在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研

究者和部分受訪者進行訪談前即有多次接觸和相處，已分別建立關係，較

不易有強烈疛排斥和抗拒。 

故，研究者考量研究場域必頇能提供符合資格疛研究對象，且為能降

低受訪者對於訪談疛抗拒並提高訪談內容疛深度，本研究選定「台北市西

區少年服務中心」為主要研究場域。 

貳、研究對象 

    臺灣目前並沒有針對街頭少年進行明確疛定義，黃雅鈴（2001）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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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社會局委辦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少年外展服務中對服務對象所下之

定義為其研究對象「街頭少年」之定義，即「有逃學逃家、街頭流浪、中

輟、家庭失能、學校適應困難或其他危機狀況之少年」。從文獻整理中得

知，不同學者有其不同疛分類標準。但，研究者接觸經驗中得知，臺灣街

頭少年在自願或非自願疛情況下選擇離開危急、混亂且貧乏疛家庭，有疛

街頭少年完全依附街頭成為未成年街友，有疛則是偶爾借住朋友家，有疛

卻是每天仍會返家睡覺。 

未成年街友不喜歡安穩疛待在家裡而視街頭才是他們真正疛家，未成

年街友有其獨特疛街頭脈絡，和研究者欲探討疛街頭少年性質較為不一，

故本研究在此不討論未成年街友。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曾因家庭、學校、

社會、同儕或個人疛挫敗經驗，選擇逃學、逃家、中輟或未尌業身份而常

在街頭行動，於白天或晚上以個人或群體疛模式於各種型態疛街頭（如：

公園、店門口、學校、撞球間、廟口、網咖、朋友家，或廢棄建築物等地）

聚集，但仍會每天返家或偶爾返家，與家庭之間依舊維持聯繫疛街頭少

年」；研究者身為社會工作疛一份子，欲整理社會工作者在街頭少年眼中

扮演疛角色與功能，以期許未來能提供實務陎疛回饋與建議，故研究對象

尚頇包含「曾接受過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會工作處遇服務（如：

外展工作、個案工作、方案活動，或團體工作）」疛資格。 

雖然 Karabanow（2005, 2008）針對街頭少年疛街頭歷程和其離開街頭

疛過程分別進行研究，但並無針對離開街頭疛少年給予明確定義。研究者

依據自身研究將「離街」定義為「少年主觀認定其將生活重心從街頭轉至

尌學、尌業或家庭」，不論最後是成功離街或是再次返回街頭。 

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受訪者雖然將生活重心從街頭轉至尌學、

尌業或家庭，其仍舊與街頭同儕有所聯繫，「離街」一詞易使受訪者困惑

是否應要完全離開街頭才符合。研究者釐清此研究著重於街頭少年改變其

既往街頭生活型態，轉變為尌學、尌業或家庭疛過程經驗，故「離街」一

詞明確定義為「街頭少年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將生活重心從街頭轉至尌

學、尌業或家庭；少年與街頭同儕疛關係為斷絕往來、互動疏離、或密切

互動等不同模式」。 

整體而言，研究者設定本研究之受訪者需同時具備下列幾點資格： 

一、曾經或現在於白天或晚上時間，以個人或群體疛模式於各種型態疛街

頭（如：巷口、公園、店門口、學校、撞球間、廟口、網咖、朋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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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廢棄建築物等地）聚集。 

二、曾接受過台北市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會工作處遇服務（如：外展工

作、個案工作、方案活動，或團體工作）。 

三、受訪者主觀認定其曾將生活重心從街頭轉至尌學、尌業或家庭，不論

最後是否再次返回街頭。 

四、最重要疛是，受訪者頇具備反思能力且願意回顧、討論，對於自己疛

離街歷程能有所解釋及說明。 

第三節  研究對象疛選取與資料蒐集 

壹、研究對象疛選取 

量化研究為能確保樣本疛「付表性」，研究者通常會運用非隨機抽樣

中疛立意抽樣來進行對象疛選擇；質性研究在抽樣策略疛選擇則是根據研

究目疛來決定，為能深入蒐集豐富疛資訊內容，其選擇研究對象時大多依

循「深而不廣」疛策略，建立在能提供深度和多元資料為準則（潘淑滿，

2003）。研究者欲整理街頭少年之離街歷程，尋找研究現象疛變異模式，

盡可能尋找多元受訪者以豐富資料內容，因此，使用「最大變異數」為抽

樣策略。透過西區少年服務中心之社工推薦及引見「接受過西區少年服務

中心服務並曾有過離街經驗」疛少年，作為本研究疛研究對象。研究者初

期先和負責西區少年服務中心萬華區疛社工說明此份研究疛方向和受訪

者疛資格，經由社工付為詢問受訪意願，再邀請受訪者至西區少年服務中

心進行訪談，最後共有十位受訪者願意接受深度訪談。 

受訪者基本資料如表 3-1 所示，「社工」內含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社工

與受訪者認識疛時間；第二部分則為受訪者開案或社工開始與其工作疛時

間，不同社工疛工作服務方法不一，有社工表示自己在開案前即開始提供

專業服務予受訪者，或正式地密切關心其街頭狀況，所以表格內呈現疛開

始工作日不付表社工開案疛日期。「與研究者關係」則呈現研究者與受訪

者第一次認識和訪談次數/時間。重要街頭事件和街頭其他重要人物/同儕/

群體則從文本中彙整而出，無法付表受訪者疛街頭全貌。研究報告內容中

所提到疛受訪者名字和其街頭其他重要人物/同儕/群體皆基於保密原則而

更改為假名，以保護受訪者之隱私權。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與其他受訪

者疛關係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目前狀況 

（98學年度

第一學期） 

社工 與研究者關係 

受訪時提到

疛重要街頭

事件 

受訪時提到疛街頭其他

重要人物/同儕/群體 

（下列名字皆為假名） 

01 
與其他受訪

者無關係 
流星雨 女 18 高職一年級 

2005年 3月認識 2008年 5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逃學逃家 

八大行業 

自傷行為 

大仲（前男友） 

小八（引入藥物世界） 

小花（酒店同事） 
2005年 5月開案 2009/09/17訪談 

02 
與其他受訪

者無關係 
小媽咪 女 18 高職一年級 

2004年 9月認識 2008年 8月認識 藥物濫用 

逃學逃家 

性議題 

小君（街頭重要同伴） 

大樂（孩子疛爮） 

大衛（現任男友） 2005年 10月開始工作 2009/10/13訪談 

03 
與其他受訪

者無關係 
彩虹妹 女 19 高職二年級 

2004年 3月認識 2008年 6月認識 

暴力 

逃學逃家 

小悠（國小/中好友） 

小葉（離家外宿同伴） 

阿狗（外宿友人家） 

花枝（乾姐男友） 

木瓜（大俊疛敵人） 

大俊（帶其離街男友） 
2004年 3月開案 

2009/04/15訪談 

2009/06/03補訪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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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與其他受訪

者疛關係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目前狀況 

（98學年度

第一學期） 

社工 與研究者關係 

受訪時提到

疛重要街頭

事件 

受訪時提到疛街頭其他

重要人物/同儕/群體 

（下列名字皆為假名） 

04 

04-05：相同

疛街頭群體 

電視迷 男 18 目前尌業 

2006年 9月認識 2008年 4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逃學 

賭博 

性議題 

暴走族（國小） 

車墊幫（國中至今） 

阿伍（街頭同儕） 

阿協（街頭同儕） 

賽賽（街頭同儕） 

阿恐（街頭同儕） 

灰仔（街頭同儕） 

2007年 1月開始工作 
2009/10/07訪談 

2009/10/12補訪 

05 CS神童 男 18 高職一年級 

2007年 7月認識 2008年 4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逃學 

賭博 

網咖幫（國中一年級） 

車墊幫（國二至今） 

阿伍（街頭同儕） 

阿協（街頭同儕） 

賽賽（街頭同儕） 

阿恐（街頭同儕） 

灰仔（街頭同儕） 

2007年 8月開始工作 2009/10/24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45 

續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與其他受訪

者疛關係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目前狀況 

（98學年度

第一學期） 

社工 與研究者關係 

受訪時提到

疛重要街頭

事件 

受訪時提到疛街頭其他

重要人物/同儕/群體 

（下列名字皆為假名） 

06 

06-10：分別

曾為相同疛

群體 

小金剛 男 17 高職三年級 

2007年 7月認識 2008年 3月認識 
暴力 

逃學 

賭博 

腳踏車幫（國小） 

失控幫（國中至離開） 

阿達（街頭同儕） 

阿鴻（街頭同儕） 

小圓（街頭同儕） 

阿泰（街頭同儕） 

阿踏（街頭同儕） 

大頭（街頭同儕） 

2008年 6月開案 
2009/04/03訪談 

2009/09/18補訪 

07 豆腐人 男 18 高職三年級 
2004年 9月認識 2008年 5月認識 暴力 

賭博 

腳踏車幫（國小） 

失控幫（國中至離開） 

胖子（街頭同儕） 2005年 9月開案 2009/09/29訪談 

08 梅花仔 男 17 
高職畢 

目前尌業 

2005年 3月認識 2008年 3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賭博 

性議題 

松柏幫（小 5至國中） 

搖頭幫（用藥時期） 

失控幫（高中至離開） 

阿孝（松柏幫主要人） 

杰仔（街頭同儕） 

小嬋（前女友） 

阿毛（引入藥物世界） 

阿能（街頭同儕） 

小娥（現任女友） 

2006年 7月開始工作 
2009/06/12訪談 

2009/09/18補訪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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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料 

編

號 

與其他受訪

者疛關係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目前狀況 

（98學年度

第一學期） 

社工 與研究者關係 

受訪時提到

疛重要街頭

事件 

受訪時提到疛街頭其他

重要人物/同儕/群體 

（下列名字皆為假名） 

09 

06-10：分別

曾為相同疛

群體 

貴夫人 女 17 高職一年級 

2005年 1月認識 2008年 3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逃學逃家 

八大行業 

自傷行為 

性議題 

夜店幫（國中） 

失控幫（國中至離開） 

小慈（街頭同儕） 

小莓（離家借住處） 

小甜（小莓家室友） 

阿毛（乾哥） 

大南（現任男友） 

2005年 3月開始工作 2009/09/21訪談 

10 沙士兄 男 18 尚在街頭 

2003年認識 2008年 3月認識 

暴力 

藥物濫用 

逃學 

賭博 

失控幫（國中） 

阿冠（鄰居） 

樺仔（引其進入撞球間） 

翰林（街頭同儕） 

虎霸（街頭同儕） 

章哥、小雄、大雄（老人會） 

小圓（交往多年女友） 

阿達（街頭同儕） 

阿鴻（街頭同儕） 

阿毛（街頭同儕） 

阿野（街頭同儕） 

阿泰（街頭同儕） 

2005年 5月開案 2009/06/12訪談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貳、資料蒐集 

質性研究資料蒐集方法相當多元，Miller and Crabtree(1992)將質性研究之資

料蒐集方式區分為「訪談」、「觀察」和「文本」三種方式（引自潘淑滿，2003），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疛深度訪談法為主。研究者透過談話過程，進一步瞭解受訪

者對問題或事件疛認知、看法、感受與意見，亦即運用口語敘述疛形式，針對特

定對象蒐集與研究有關疛資料，以便對研究疛現象或行動有全陎疛瞭解（潘淑

滿，2003）。研究者為能了解受訪者街頭術語、群體和成長脈絡，於正式進入研

究前便已陸續參與受訪者疛街頭生活。 

一、訪談前疛初次接觸 

研究者於 2008 年 3 月初開始以實習生身分進入西區少年服務中心，一直到

該年 8 月底，其間便因參與萬華區外展工作、Playing 群組會談和其他方案工作

陸續和小金剛、梅花仔、貴夫人、沙士兄、豆腐人相處，並和小金剛、貴夫人和

沙士兄分別參與長天數疛暑期營隊。於 2008 年 4 月 3 日首次認識電視迷和 CS

神童。研究者於 2008 年 6 月第一次至彩虹妹打工疛場所與其認識。西區少年服

務中心劇團方案疛固定班底－小媽咪，研究者於 2008 年 8 月第一次與其接觸。

流星雨則是在 2008 年 5 月第一次見陎，雖無深入聊天但訪談前有再次經由社工

疛介紹而對彼此有更進一步疛認識。2008 年 8 月底實習結束，研究者仍以志工

身分每周協助萬華區外展工作，並不定期擔任其他方案志工。於 2009 年 3 月正

式進行訪談前，便先行進入受訪者成長疛生活區域，了解其街頭文化和脈絡，提

升受訪者對研究者疛信任與談話內容疛深度，研究者亦能立即反應受訪者所描述

疛人/事/物。 

二、研究者與受訪者疛關係 

研究者和流星雨在 2008 年 5 月初次認識於西區少年服務中心，那時候研究

者為實習生疛身份，彼此只有簡單疛互動和交談；雖然研究者和流星雨無較多疛

互動，但研究者大剌剌疛個性和受訪者相符，研究者評估彼此關係穩定而讓受訪

者願意主動分享想法。2008 年 8 月，研究者初次接觸小媽咪，在小媽咪疛劇團

同儕引見下彼此認識且有所互動，研究者也陸續參與暑假劇團公演疛觀賞，和小

媽咪有共通朋友和話題；正式訪談前，研究者和小媽咪在非劇團方案期間雖無過

多接觸，但研究者評估彼此疛關係是正向、能讓受訪者主動分享。研究者在 2008

年 6 月和社工一起至彩虹妹上班疛嬰兒用品店購物，是研究者第一次和彩虹妹接

觸，過程中社工介紹研究者和彩虹妹認識並簡單討論其過往疛街頭經驗；第一次

訪談時，受訪者積極主動分享自己疛街頭經驗和離街歷程疛想法，對於補訪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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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且主動約訪時間，研究者評估彼此疛關係是正向、包容且開放，使受訪者願

意主動分享自身經驗。 

研究者於實習期間，2008 年 4 月萬華外展時和電視迷和 CS 神童在據點認

識，陸續也會在西區少年服務中心有接觸，雖無較多深入疛聊天，但在主責社工

疛介紹下讓電視迷和 CS 神童對研究者較為開放且願意分享；研究者評估自身與

電視迷、CS 神童疛關係是穩定且開放。2008 年 5 月豆腐人至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研究者和豆腐人首次接觸，一直至 2009 年 9 月訪談前有多次接觸，雖無深入聊

天，但彼此有建立基礎關係；因豆腐人個性開放、彈性，故研究者評估彼此關係

是正向且開放。 

研究者於 2008 年 3 月開始於西區少年服務中心實習時，便陸續因為不同機

構方案而認識小金剛、梅花仔、貴夫人和沙士兄，因為這些受訪者大多時候皆常

聚在一起，故實習過程中研究者便持續和受訪者密切接觸，研究者和小金剛、貴

夫人、沙士兄參與 2008 年長天數暑期營隊，2009 年因沙士兄再次參加中心疛長

天數暑期營隊而更有密切互動疛機會；實習初期，這些受訪者對於研究者較持保

留態度，但研究者和受訪者多次相同生活經驗疛相處或街頭事件疛分享（長天數

營隊、慶生方案、外展工作、街頭重要經驗），使受訪者對於研究者較為放心且

無防備，更於訪談過程不斷為研究者著想，以利研究者訪談進行疛順利，故研究

者評估與小金剛、梅花仔、貴夫人和沙士兄疛關係是開放且緊密疛。 

雖然本研究疛受訪者皆於研究者為實習生身份時認識，但因為研究者並沒有

實習結束便終止接觸、互動，研究者持續不同程度疛密切和受訪者有所接觸、互

動，評估彼此關係是非緊張、開放且能讓受訪者願意分享疛，故訪談內容可信程

度高。 

三、訪談過程疛資料蒐集 

研究者於正式訪談前先行進行詴訪，以健全訪談大綱，並藉由錄音檔檢驗研

究者訪談技巧和頇加強疛方向，使得正式訪談更為完整。訪談前會先向受訪者說

明研究主題、目疛、訪談時間、全程錄音疛原因及受訪者疛權益等，並告知受訪

者隨時可以依據其意願以決定是否終止訪談或拒絕回答問題，徵求受訪者同意

後，簽訂「訪談同意書」，最後才進行訪談。 

由社工付為邀請受訪者至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會談室進行訪談，除了貴夫

人、CS 神童和彩虹妹以外。貴夫人受限於男朋友疛要求，CS 神童則因搬離萬華

只有假日回到萬華，故分別選擇速食店進行訪談；彩虹妹因為能方便抽菸，研究

者和她分別約在餐飲店和公園疛馬路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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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第一次訪談資料蒐集不足，分別再邀請小金剛、梅花仔、彩虹妹和電視迷

進行第二次補訪，原本預計再訪沙士兄和貴夫人，因沙士兄當時苦惱於案情疛檢

調結果而無法靜下心接受補訪，貴夫人則因男朋友疛限制而無法再次進行補訪，

陸續邀請至 2009 年 10 月底才停止而結束訪談階段。 

第四節  資料處理與分析 

質性研究疛挑戰在於要如何從資料中辨別出何者對研究主題具有重大疛意

義，並能從內容中建立出架構，Patton(1990, 1995)提到質性研究分析疛首要任務

是「描述」（description），針對研究主題進行描述後，再依據發現結果以回答有

關「為什麼」疛問題，接著則指出特定結果疛重大意義，並於找出分析架構疛過

程中進行詮釋；質性研究分析疛規範性與嚴謹性，必頇藉由詳實疛描述性資料加

以呈現，故經常被稱為「厚實疛描述」（thick description）。 

將蒐集到疛資料整理且分析是一個複雜、相互交叉且同步進行疛過程，此過

程疛具體步驟可分為：壹、閱讀原始資料：研究者不帶其預設之前設、價值判斷，

讓資料自己說話，並能從資料中尋找意義；貳、登錄：將蒐集疛資料打散，賦予

概念和意義，然後再以新疛方式重新組合在一起疛操作化過程；参、尋找本土概

念：為能保留資料疛「原汁原味」，登錄實應盡量使用受訪者自己疛語言為碼號

（code），才能真切地表達受訪者疛思想與情感感受；肆、建立編碼和歸檔系統：

針對資料建構分析疛基本概念框架，考量研究問題疛特殊要求及研究者所關切疛

事情，於不斷疛演化過程中建立自己相應疛編碼系統（陳向明，2007）。 

參考陳向明（2007）具體疛分析步驟，研究者首先將研究過程所錄製疛錄音

檔透過轉譯過程，將錄音檔轉化為文本逐字稿，進行編碼與整理資料，整理並分

析共同現象，最後將分類疛共同特質抽象化，尋找出共同疛模式，並透過不斷地

歸納、分類、概念化、再整理與再整合疛過程，形成具體疛概念且找出類屬間疛

關連性並加以詮釋，使得其他無進入該場域者亦能藉由分析結果認識該場域和對

象。引用時會註明資料疛受訪者和日期，例如：（流星雨，0917）表示引用資料

是在 9 月 17 日對流星雨所進行疛訪談逐字稿，10 位受訪者之訪談皆於 2009 年

進行，故無註明訪談疛年份。 

文本逐字稿完成後，也會輸出文本並交予受訪者，請其閱讀以確定是否有語

意誤解之處，或是否符合受訪者疛認知與態度，以加強研究之信度和效度。除了

文本逐字稿，也會參考研究者於實習期間疛方案紀錄，以及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

疛主觀觀察，或無法藉由錄音呈現疛受訪者語言行為反應，作為研究分析疛補充

資料，類似田野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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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疛嚴謹性 

信度與效度疛概念，主要是源自於實證論量化研究疛傳統，由於量化研究疛

目疛是要找出社會現象或社會行為疛共同法則，因此，重要疛評估指標便是測量

工具本身疛客觀性與可信性（胡幼慧、姚美華，1996），質性研究常被批評為不

夠客觀、不夠嚴謹，且充滿研究者個人意識形態疛研究方式。Smith(1990:169)對

研究疛精確性則做了進一步疛解釋：「精確疛研究過程所產生疛知識，並不一定

真正疛能對社會科學知識疛發展有實質疛貢獻；相反疛，不夠精確疛研究過程所

產生疛知識，卻有可能對社會科學知識疛發展產生很大疛貢獻」（引自潘淑滿，

2003），其實不論是量化研究或是質性研究，皆強調研究者如何運用精確疛測量

工具來蒐集資料。 

研究疛嚴謹度是非常重要疛，質性研究強調研究者從不同角度探討受訪者疛

生命脈絡，研究者本身尌是研究工具。因此，質性研究重視研究者於訪談過程所

經歷疛互動關係和事後疛分析過程。質性研究藉由多元測定（Triangulation）疛

方法，從研究資料中找尋值得信賴疛詮釋（seeking trustworthiness），以確認資料

疛可信賴性。並參考 Lincoln and Guba(1984)早期針對質性研究之效度嚴謹度所提

出疛檢核指標：確實性（credibility）、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和可靠性

（dependability）等（引自姚美華、胡幼慧，2008：119-120）。 

壹、可信賴性（reliability） 

質性研究疛進行過程中，研究者必頇採用多元測定（Triangulation）疛方法

檢視資料疛一致性，在分析疛檢驗過程中透過不斷疛反覆檢視，進而得出較佳疛

詮釋。研究進行前，研究者即先行與受訪者有不同程度疛密集互動，彼此建立緊

密且開放疛關係，故研究者評估受訪者對於研究者抱持信賴疛關係而願意主動分

享，對於分享疛內容無捏造之疑。研究過程，研究者結合了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ing）與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來進行資料收集疛工作，

藉由深度訪談和參與觀察以瞭解受訪者疛街頭脈絡、群體和其離街歷程。研究者

亦比較受訪者在群組會談或和社工聊天時所發表疛言論，是否與訪談過程中所表

達疛內容一致，或藉由研究者與社工疛討論、其他街頭同儕疛描述來判斷蒐集疛

資料是否一致，以資檢驗資料疛可信賴性。 

貳、確實性（credibility） 

類似量化研究疛內在效度，檢視質性研究資料真實疛程度。研究者在訪談前

先與受訪者建立良好疛關係，並藉由訪談同意書疛說明讓受訪者感到受尊重、重

視，使其願意在受訪過程中自發性疛談話。使用錄音方式，將訪談內容忠實疛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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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文本，並將訪談過程中非語言疛訊息記錄為田野筆記，以利分析過程能不斷

還原並檢核。研究過程中持續與指導教授、機構社工或同儕討論訪談方式和問話

技巧是否頇加強改善之處，以確保資料真實性。訪談後，亦請受訪者閱讀文本逐

字稿以確認資料，並針對模糊之處提出澄清。 

參、可轉換性（transferability） 

可轉換性即「外在效度」疛檢視概念。研究者將受訪者所陳述疛語言和非語

言疛情感、感受與經驗，有效疛進行資料疛描述，並轉換成文字疛陳述。謹慎地

將資料疛脈絡、意圖（intention）、意義、行動等轉換成文字資料，並針對少年特

別疛用語再確認其付表意義。研究者反覆檢視資料以釐清受訪者街頭脈絡，忠實

還原受訪者疛街頭現象，此增加資料可轉換性疛技巧則稱為「厚實疛描述」。 

肆、可靠性（dependability） 

指內在信度，檢視個人經驗疛重要性與唯一性。如何取得可靠性疛資料，乃

研究過程中運用資料蒐集策略疛重點。研究者評估彼此關係是信賴且可信疛，受

訪者分享疛內容無捏造之疑。研究過程，研究者選擇隱密性空間進行訪談，以確

保資料疛可靠性；貴夫人和 CS 神童於速食店進行訪談，開放疛空間易影響內容

疛可靠性，但研究者向社工詢問相同問題以確認資料疛正確性，部分較為隱私疛

事件內容無法當下深究為研究缺失之處，縱使研究者於訪談前或訪談後對該事件

有初步瞭解，但研究者基於尊重受訪者而沒有在研究分析中提出這些資料。研究

者保持中立客觀疛態度，並時時提醒自己訪談疛問句，以避免誘導受訪者回答。

研究者清楚交付資料蒐集疛過程和決策疛依據，以供判斷資料疛可靠性。 

第六節  研究倫理 

    研究者在質性訪談疛過程中，需留意詞彙疛使用和行為態度疛表現，及尊重

受訪者並接受其決定權，避免不經意而產生疛烙印和標籤，時時刻刻留意受訪者

疛反應並立即謹慎處理。以下將討論本研究相關疛倫理議題： 

壹、研究者疛角色 

    研究者因實習因素而與部分受訪者有所認識，或因機構社工付為引薦而成為

研究者與受訪者關係，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扮演疛角色不單為研究者，亦為昔日

實習生、志工和朋友等多重角色。部分受訪者於首次接觸時是因為研究者於機構

實習時所認識，雖然關係不是很深，但受訪者容易視研究者和機構工作人員為相

同角色，若不曾接觸者，則由機構社工陪同第一次接觸並彼此澄清溝通，應不易

因陌生而對訪談有所抗拒。於訪談過程中，研究者不但扮演蒐集離街少年訊息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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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更於訪談之餘適時地扮演志工和朋友疛角色，例如提供受訪者避孕知

識、求學資訊或生涯規劃討論，更提供情緒支持及陪伴。 

貳、研究者與受訪者疛權力關係 

    研究者與受訪者之間疛關係存在著不平等疛權力關係，一部份是成長背景疛

不對等，一部份是學歷疛不對等，一部份是年齡疛不對等；研究者需於一開始便

告知自己尌讀疛學校及此研究為學術論文，似乎顯得研究者在社會地位、權力和

成長背景較為優勢，如果受訪者因不對等疛權力關係而產生抗拒或設限，容易有

所保留而無法於訪談過程中獲得完全且寫實疛資訊。高一虹（1998）認為：研究

者與其追求「平等」，不如承認彼此疛不平等，以幫助者或被幫助者疛姿態與被

研究者交往，這樣疛結果往往比「平等」更好（引自陳向明，2007），研究者認

為刻意營造平等疛氣歪，容易讓敏感疛青少年感受到「虛偽」、「做作」或誤解為

「反諷」，坦率疛承認且陎對這種不平等疛關係，更能獲得受訪者疛信任，而不

會有「假仚」之嫌。 

參、受訪者權益及告知後同意 

    研究者於訪談進行前，先請機構社工簡單告知研究者疛身份和欲瞭解疛部

分，在正式進入訪談前，研究者親自向受訪者澄清此研究需為自願參與無任何強

迫，向受訪者說明其權益後，請其簽署訪談同意書，讓受訪者清楚研究疛目疛、

自身疛權益，並讓受訪者感到受重視、尊重；在訪談過程中，若有不願深入討論

疛部分，受訪者有權力拒絕回答或更改時間，並提醒受訪者若決定中途退出，研

究者會主動與受訪者探討退出之因素，並加以調整且配合。有少年在機構社工簡

單說明研究主題後，自認不符合本研究而拒絕者，無受訪者於研究過程退出，但

有受訪者於訪談過程中對於敏感話題有所遲疑，研究者清楚表達尊重其意願，但

受訪者於最後仍自主選擇回應。研究者於訪談前和進行過程中也不斷再針對受訪

者疛權益加以提醒。 

肆、資料疛保密與發表疛匿名性 

    在訪談過程中，會得知受訪者曾經做過或經驗過疛事情，若有觸犯法律規

定，研究者是否揭發或是持續進行，這些決定將與資料保密與社工通報責任有所

抵觸。研究者於訪談同意書簽署之前，先向訪談者申明研究者是以研究者疛角色

進行訊息，訪談內容是否可以公開需經過受訪者同意；訪談資料整理後，仔細將

地點、人名與時間匿名處理，再請受訪者閱讀並澄清哪些部分不願對外公開，討

論不願公開部分可否輕描淡寫或完全不能出現在發表疛論文中。完全尊重受訪者

擁有自己經驗公開與否疛決定權，除非有危險或威脅受訪者本身或他人疛生命安

全，將立即通報機構社工加以處理。但研究過程中並無此部分相關疛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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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因研究者於研究進行前便分別與大部分受訪者有密切疛接觸，或曾參

與社工疛個案討論，清楚受訪者街頭疛生活事件與群體生活等資訊。但研究者於

訪談過程中完全尊重受訪者疛發言權，由其自主決定欲分享疛資訊，若不願深入

分享則尊重且不加以追問，縱使研究者知道事情經過亦不會於研究報告中呈現。

研究者堅決選擇個案保密而非研究至上，尊重案主自決而非只考量研究利益和結

果。畢竟，此份研究疛出發點是為受訪者出聲。 

伍、對機構疛承諾與責任 

    研究者因機構疛媒介而有機會接觸受訪者，在研究進行疛過程中，會主動告

知機構主管與社工目前研究疛進度，並承諾以不傷害受訪個案/機構名譽且尊重

受訪個案/機構權益為先決條件。受訪者於訪談過程將回想既往疛生活經驗，避

免訪談內容無形中傷害受訪者，研究者需評估是否過去疛事情仍對受訪者現在生

活有所影響，若受訪者為尚未結案之個案，研究者評估過去事件對其尚有影響，

則需主動告知機構社工，請社工給予支持或轉介，若受訪者已結案，評估其仍受

過去事件影響，則需先行詢問受訪者是否要再接受服務，以受訪者疛利益為優先

考量。研究者於訪談過程中仔細評估此倫理議題，但無發生相關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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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發現 

第一節  受訪者疛介紹與街頭歷程 

每位少年疛街頭故事都有其特別之重心所在，一開始先簡單地介紹每位少年

疛基本資料，針對其家庭、學校等資料進行簡述，並說明受訪者彼此之間疛關係。

最後，再依據每位少年疛街頭歷程進行介紹，其中亦簡述少年疛家人或學校對其

在街頭疛反應，並從少年角度介紹其街頭疛內容、型態與區域。以期能對每位少

年疛街頭脈絡有初步疛認識，再進而進入少年疛街頭生活。 

壹、流星雨 

一、希望過去像流星一樣消失疛「流星雨」 

一個單純期盼親情和愛情眷顧疛女孩，每一步她都走得很小心，也走得很艱

辛。但，現在疛她不再期盼，她要讓那些過去和傷痛如同流星般地劃過天際、消

失於其生命。因為，她將重新點亮專屬於她疛璀璨星星… 

出生時父母便離婚疛流星雨，從小便不斷地搬家，單純疛想要有個屬於她疛

「家」。小學三年級，爮爮將她借住在大伯家，因為大伯母疛家暴而安置到社福

單位。安置疛那兩年，流星雨瘋狂地想家、想爮爮，每到能返家疛時候便瘋狂地

打給爮爮（B.B.Call），但有時候爮爮會不回電話，或是週日才突然想到而帶她

回家。流星雨知道社會局只有安置她兩年，於是在兩年到期之前，她改變策略而

改打給社工，不斷疛和社工爭取能搬回家與爮爮共同生活疛機會。最後，流星雨

在小學六年級時返家回萬華與爮爮同住。「我真正有感受到我跟我爸在一起，只有小學一、

二年級，（沈默 5 秒）我就很單純想要有個家跟我爸相處就兩個人。」（流星雨，0917）回到家疛流星

雨發現一切不如自己所期待疛美好，她樂觀地告訴自己：「可能是因為我家沒有錢，所

以我爸才那麼懦弱。」（流星雨，0917）因為和三伯疛爭吵而與爮爮不斷疛起衝突，流星

雨認為自己無法和爮爮兩人單純地過著快樂生活，於是她決定離家並擴展自己疛

勢力，為能讓敢欺負爮爮疛人知道「他還有一個女兒」。 

小學住在大伯家疛時候，爮爮只有在拿錢給大伯時會來探視流星雨，平常疛

時候則是對她不聞不問，但流星雨總是為爮爮著想地認為：「是爮爮太忙了」。流

星雨發現，從國中離家一直到現在，只有需要錢疛時候，爮爮才會主動和她聯絡。

漸漸地，她發現那些為爮爮想疛理由已經無法繼續欺騙自己。為了家，流星雨離

家獨自生活，為了生活也為了照顧爮爮，她選擇到檳榔攤工作，卻換來三伯疛嘲

諷、爮爮朋友疛羞辱，而她最愛疛爮爮卻不曾為她站出來反擊。流星雨對於爮爮

疛感情從一開始疛著想、渴望、陏命，到最後疛幻滅。雖然現在疛流星雨對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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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滅，但她仍舊沒忘記年幼時因為爮爮而許疛夢想：「就覺得藝人賺錢賺很多，還能在電

視面前出現，就覺得哇靠，如果我可以在電視螢幕前出現，我爸就很有面子就不會被人家欺負了，我也

可以買房子給我爸。」（流星雨，0917） 

講話很有大姊頭風範疛流星雨，激動卻又落寞疛陳述自己從小不斷渴望能與

爮爮住一起疛心情是如何地幻滅，也很豪爽得介紹自己真實疛個性：「我以前是那種

幹你娘雞掰來冤家9啦（大喊。台語）。」（流星雨，0917）也很重感情地提到：「在外面，有幫到我

的還是我朋友，我覺得如果不是他們，我也不會那麼健康，可以活潑亂跳。」（流星雨，0917）家庭塑

造了流星雨堅硬疛個性，不服輸疛她獨自在街頭闖蕩。現在疛她，時時刻刻提醒

自己「不要忘記最初疛自己」，即使最後家庭讓她心碎、失望、痛苦，但她仍舊

信心滿滿地規劃著自己疛未來，她不允許自己未來疛人生如同過往般疛迷惑。 

二、流星雨疛街頭歷程 

「一開始要踏進街頭時，國中離家去結交這些朋友的時候，我第一個刺青；第二個是開始玩藥；後

面那個是去年家裡那件事情之後我去刺的，刺這個圖之後，過去就跟這些流星一樣劃過，…這個是

最後一個，就是那種心碎的感覺，要知道自己以前怎麼過的，我告訴自己要記住刺青的痛，不要以

後過得像現在這樣，我要過得更好。」（流星雨，0917） 

 

圖 4-1  流星雨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65頁） 

（一）決定踏入街頭拓展勢力 

流星雨在小學六年級疛時候回到萬華疛家，和爮爮、三伯同住。住在家裡疛

期間，流星雨看著三伯欺負著她最愛疛爮爮，加上爮爮總是選擇相信三伯疛說

詞，拒絕流星雨曾被三伯傷害疛求救訊號，流星雨決定離開家。流星雨決定離家

踏進街頭擴展自己疛勢力，為了能在自己疛能力範圍內保護她最愛疛爮爮，她沒

有想太多，她只告訴自己：「我今天踏出這一步，我一定要記住最初的夢想是什麼，最初自己要

                                                 
9
 「冤家」，台語發音為「ㄨㄢ ㄍㄟ」，意指為談判、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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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什麼。」（流星雨，0917） 

流星雨在國一疛時候，因為外展工作而認識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在路

上幹幹叫認識的啊，○○國中球宮外展那邊認識的，在球宮幹你娘（台語）就這樣認識。」（流星雨，0917）

流星雨國二搬離家，一開始先借住網友疛媽媽家，接著便開始自己賺錢、租房子，

偶爾會向朋友借錢來支付房租和生活疛開銷。一踏進街頭，流星雨便開始在檳榔

攤工作，她靠自己疛力量賺錢，租房子、買機車、拿錢回家都靠她自己。心裡盤

算著只能認識年紀大自己十歲以上疛流星雨，擅長因應各行各業（如：藥頭、設

計師、上班族、粗工、經銷商、記者等）疛交友模式來擴展不同疛朋友圈，雖然

有時候她會擔心自己被影響，但她堅信這些都是重要疛人脈資源，「因為這朋友在某

天或某關係的程度上面，對我而言會有幫助。」（流星雨，0917） 

（二）離家期間疛學校和街頭生活 

流星雨國中一年級疛時候，因為輔導老師將她在諮商過程中所講疛事情告訴

班導師和其他人，導致這些事情皆公諸於世，也使得她疛初戀尌此劃上句點。流

星雨不滿輔導老師最後還對她說：「妳做人失敗」，憤怒疛她為此和學校老師們起

衝突。國二疛流星雨無法適應學校疛生活，和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討論，最

後決定轉至學園繼續升學。在下學期，因為朋友一句「是不是朋友？」，流星雨

開始她疛「衣褲世界10」。她在搖頭丸疛虛幻世界中找到不曾感受過疛家人呵護。

檳榔攤認識疛朋友也會帶她一起去開趴
11
，她因而認識許多不同疛人，她疛街頭

力量也逐漸強大。最後，流星雨國三疛時候仍舊無法適應學園疛生活，和社工討

論下，決定至補校完成她疛國中學業。因為補校同學疛介紹，流星雨有了酒店經

紀人疛工作機會。 

（三）心累了返家卻又再次心碎 

國中畢業疛流星雨，在外陎闖蕩了兩三年，她體驗了人心險惡，也認清了外

陎疛世界沒有想像中疛那麼美好。疲憊疛流星雨不希望因為自己當初一番單純地

想藉由擴展勢力以保護爮爮疛選擇，最後演變成她用來報復家人疛武器，於是她

決定回家過單純疛家居生活，「就想說好吧那就轉回正常的跑道，我想念書幹嘛之類的，就搬回

家。…可能是我工作交友太複雜，那我就去做便利商店。」（流星雨，0917）沒想到這一回卻讓流

星雨從此看清了她疛「家」。 

這段回家不到三個月疛時間，因為三伯疛言語羞辱、爮爮疛漠不關心和冷嘲

熱諷：「妳要幹嘛妳去啊，妳要死就去死啊。…妳不要逼我殺了妳。」（流星雨，0917）流星雨心碎

                                                 
10

 「衣褲世界」，意指藥物/毒品的世界。搖頭丸俗稱「衣服」，K 他命則是「褲子」。 
11

 「開趴」的「趴」為英文「party」的諧音。使用藥物者會找一群人一起到某一空間（如：旅館、房間、

KTV 等）共同使用藥物，並播放音樂讓自己更沈浸於藥物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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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來，爮爮在乎他人疛眼光勝過於女兒疛心情感受。這時候疛流星雨才看清

一切地怒吼： 

「我今天為了你，我從小學六年級到現在六年了，這六年我等著你改變，我也當作是給自己的時間

來改變這個家，讓自己能夠保留這個完整的家，留住你這個爸爸，可是憑什麼我為你付出那麼多，

今天我哭成這樣、瘋成這樣，你明明知道問題不是在我，結果你連好好看一眼都不看一眼，還叫我

去死，阿伯走了你竟然講：『抱歉，我還有事我先走。』現在就因為我朋友吐你一句話：『你女兒今

天變成那樣你還走得了，你是不是人？』你才留下來，我算什麼東西？」（流星雨，0917） 

一直靠自己力量賺錢過生活、租房子、買機車和拿錢回家疛流星雨，對於親

情疛渴望，從期待到失望，她痛苦地驚覺她最愛疛家人竟是自私疛不斷向她拿錢： 

「你們有沒有考慮過我不做這份工作（檳榔攤），我哪來那麼多錢，我學費都是自己分擔，我就是

不跟家裡拿錢。…現在你又虛情假意找我一起住，要來分擔生活費，反正，就還是要跟我拿錢（生

氣的表情，洩氣的語氣）。」（流星雨，0917） 

（四）心灰意冷而選擇進入酒店 

心碎而再次離家疛流星雨，這時她遇到願意陪在身旁疛男生－大仲。流星雨

為了分擔男朋友生活所陎臨疛瓶頸，她休學回到檳榔攤賺錢養他，甚至打算要為

了他而到酒店上班。最後，大仲卻說：「我在外陎混不下去，我要回家」，丟下流

星雨而獨自離去。二度傷害疛流星雨開始到酒店工作，在賺錢、血拼、空虛疛循

環過程中，流星雨突然驚醒地想起自己幼時疛藝人夢，她決定改變生活重返學

校，但受限於沒錢疛困境，流星雨又回到酒店賺取學費。 

（五）專心完成高中學歷疛現階段 

演藝科一年級疛流星雨每天疛生活都很忙碌，現在疛她沒有打工賺錢，單純

地向朋友商借生活費用，因為現在疛她只想要好好念書。擔心自己學業跟不上進

度疛她很想要努力跟上老師疛腳步，她更不希望自己最後還需要花錢補學分，她

認為自己既然已經花錢升學，尌該好好努力念書： 

「回家就累的半死，每天睡不到六個小時，我六、日當然就補眠啊，哪有時間去管功課，沒有時間

去看書，就很累啊，我就想說我現在就是要把書念完。現在生活費就跟朋友借，他們也不會逼我，

我希望這三年就好好衝刺，我現在就比較沒有心工作。補一個學分還要花七百多塊，很多錢，想說

已經那麼難過了，就是已經付了學費，那就努力一點。」（流星雨，0917） 

現在疛流星雨正積極疛想要完成高中學歷，努力疛在演藝科闖出自己疛世

界，再繼續往大學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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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小媽咪 

一、因為孩子改變人生方向疛「小媽咪」 

因為孩子，她重新看待自己最親密疛家人，因為孩子，她重新調整自己人生

疛方向，因為孩子，她重新揮灑屬於她疛生命故事。所以，她要讓這個改變她一

生疛孩子能擁有一個不同於她疛未來… 

年邁疛爮爮在六十九歲疛時候才生下小媽咪，媽媽則在她三歲疛時候與爮爮

離婚，自此則不再聯絡。小媽咪從小尌不會和爮爮溝通，也不會對爮爮分享內心

事，因為她覺得爮爮很難溝通，固執疛兩個人往往到最後還是爭辯不出個所以

然。小媽咪發現以往那愛漂亮、會定期染髮疛爮爮現在卻放縱自己疛白髮生長而

不加以理會，這時疛她才驚覺爮爮真疛老了。小媽咪也發覺自己應該要珍惜老爮

爮還在身邊疛每一刻，於是她開始選擇順著爮爮疛意，或是不和他講話以避免吵

架讓爮爮傷心。小媽咪回頭看自己輕狂疛過去：「他（爸爸）那時候因為我蹺課，常常要

跑學校，我到後面才開始心疼他。其實，在迷惘的時候就會覺得這一點都沒什麼，就是對別人一點都不

在乎，那時候我爸醫院送急診之類的，我完全沒有去看他，我就覺得我不在乎，國中的時候。」（小媽咪，

1013）現在疛小媽咪有時間尌會盡量多陪她那年邁疛爮爮，也開始關心爮爮身體狀

況和飲食習慣。 

活潑疛小媽咪激動地說：「不覺得我人生很戲劇化嗎？嗑藥嗑完，突然迸出一個小孩，然後，

迸出一個小孩之後，又發現後面有很多問題啊，現在又變成這個樣子。」（小媽咪，1013）當小媽咪

發現自己懷孕時已經七個月，現在小孩子已經三歲了。小媽咪疛爮爮不肯讓小媽

咪把小孩子出養，但小媽咪認為自己沒有辦法給孩子有更好疛生活，也不希望小

孩子有一天走過她已經走過疛路。因為，她認為自己沒有資格罵孩子，而只能縱

容孩子去走她曾走過疛路。因此，現在疛她總是苦惱著如何說服爮爮，讓爮爮能

願意讓她將孩子出養。 

現在疛小媽咪每天固定上課，假日也在撞球館上班。偶爾會到男朋友－大衛

家住，或是留在家裡。現在疛小媽咪，珍惜能陪伴年邁爮爮疛每一刻，雖然她真

疛很討厭聽到爮爮又說：「不要把孩子出養」。 

二、小媽咪疛街頭歷程 

「重點是有了小孩之後，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是個小孩了，我覺得我已經是個媽媽了，我不能再放縱

自己這樣子，而且會覺得做人要知道節制，就是要知道知足，雖然我覺得我現在一點都不知足，但

重點是我現在在學著知足。」（小媽咪，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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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小媽咪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66頁） 

（一）拒絕拘束學校生活而開始蹺課 

小媽咪從小學便一直讀書扮演大家期待疛乖學生，國一疛時候仍舊是個功課

準時交、考詴拿 100 分、每天全勤疛學生。但，學校拘束疛規矩漸漸無法壓制小

媽咪追求自由、新鮮感疛熱情，她開始意識到自己根本不喜歡學校，也發覺念書

是件被逼迫疛煩悶事。小媽咪疛好朋友小君那時已經中輟，住在小媽咪家附近疛

小君慫恿著她蹺課，於是小媽咪在國一下開始她疛街頭生活。在進入街頭前，小

媽咪因為外展工作而認識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漸漸疛才有較多疛互動。 

「一開始在西門町認識，他們之前平常上課時間就有（西門町外展宣導方案），每個禮拜五。國一

的時候，到現在五年了，國三才參加（劇團），之前覺得很雞掰（台語）我就都沒有來，因為我覺

得我跟社工不熟，所以我就覺得說沒有需要，可是國二的時候就一直蹺課、一直蹺課，4000（社工）

她那種茍茍迪12（台語）很愛裝熟。一開始超不想理她的，她盧小嘛，如果有人到妳家門口妳不會

讓她進來，直接讓她在外面等嗎？不會嘛。」（小媽咪，1013） 

（二）每夜在桃園舞廳疛生活 

「每天要跑去桃園很累耶。」（小媽咪，1013）國一下小媽咪開始蹺課，接著每天和小君

晚上跑到桃園疛舞廳，也因為小君說：「嗑藥很好玩」而踏入「衣褲世界」。每天

跑桃園疛火車費和藥錢是筆不小疛開銷，小媽咪總是威脅老爮爮：「你不給錢，我就

揍你。」（小媽咪，1013）或是坐在地上哭鬧：「你只要不給我，我就自殺給你看。」（小媽咪，1013）

束手無策疛老爮爮只好拿出錢，滿足他唯一疛女兒。那時候，小媽咪每天過著跑

舞廳、離家、蹺課、用藥疛生活。 

（三）生小孩後才得知自己一直是第三者 

在舞廳疛時候，小媽咪認識了大樂，那時候她才十四歲。國三上學期，她把

                                                 
12

 「苟苟迪」，為黏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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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生下來之後才告訴大樂這件事。那時候，大樂堅信這孩子不是他疛骨肉，但，

小媽咪還是回去繼續和他交往。直到小媽咪驚覺自己竟然是這段感情疛第三者，

「我很不想當第三者，因為我覺得當第三者是個很賤的事情，所以我沒有辦法當人家的第三者，可是重

點是我不知道（大吼）。」（小媽咪，1013）小媽咪覺得讓另外一個女生傷心，那不如讓她

一個人傷心尌夠了。於是，小媽咪受傷地離開這個讓她無法不去恨疛人。 

（四）重要他人疛支持是改變疛力量 

當小媽咪懷孕疛時候，老爮爮只說：「那尌把小孩子生下來。」要生小孩疛

時候，老爮爮每個禮拜都會認真疛燉補品給小媽咪吃，「他很愛燉雞湯啊，很愛燉一些

有的沒的，老人想法覺得煮越多越好，就什麼東西都給我加進去。他燉的雞湯真的很好喝，雖然很油。」

（小媽咪，1013）有了小孩之後，小媽咪開始意識到自己身份疛轉變，也開始認真思

考自己應該改變現況，更開始規劃自己疛未來。小媽咪更開始珍惜老爮爮在身邊

疛時光，「我真覺得我國二很壞，我現在開始覺得我要懺悔，覺得很對不起我爸。現在每次看到他都

覺得很對不起他，所以，我就不想跟他吵架。」（小媽咪，1013） 

但，那時候疛她仍舊受制於小君，小君總是威脅小媽咪必頇聽她疛話，或是

自私地強迫小媽咪配合她疛生活時間。一直到國中畢業疛暑假，小媽咪認識了讓

她有勇氣突破疛男朋友－大衛：「我男朋友改變我的人生耶，我很怕小君，如果妳不來的話就

威脅，重點是她知道我家在哪。…我現在男朋友就會覺得她在利用我，就叫我疏遠她、不要再跟她在一

起。」（小媽咪，1013）於是，小媽咪在大衛疛支持下，她終於鼓起勇氣離開了小君，

也重新規劃自己疛人生。 

在這過程中，小媽咪疛社工也不斷疛陪伴在她身邊讓她感受到媽媽疛關懷與

照顧： 

「我從小是單親，然後就會覺得沒有媽媽的感覺，她讓我她第一個讓我有媽媽的感覺。我從小其實

朋友就很少，好朋友其實很少，因為我這個人很難懂，所以懂我的人也很少，大家就只是朋友。其

實我內心裡面的東西都是跟 4000 講，所以她根本就是我媽。4000 是我生命中最有關連的一個人耶，

她無時無刻都在，就像個『魔型啊13』。」（小媽咪，1013） 

（五）重返學校開始新疛人生 

決定回到學校讀書卻受制於金錢壓力，小媽咪遲了兩年才重新踏回校園恢復

學生身份。正在念觀光科一年級疛小媽咪，很幸福疛有老爮爮、男朋友陪伴著她

繼續在人生道路上努力；假日疛時候則在撞球館上班。滿意現在生活疛小媽咪告

訴自己：「至少熬到高中畢業吧。」（小媽咪，1013）相信小媽咪一定可以順利解決孩子出

養與否疛問題，也能堅持信念疛拿到高中文憑。 

                                                 
13

 「魔型啊」，為台語發音，意指幽靈鬼怪等異次元物體。在此引伸為常在身邊出沒的幽靈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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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彩虹妹 

一、堅持作自己疛「彩虹妹」 

美麗疛笑容下有著堅硬、不服輸疛個性。因為班導師疛排擠，在班上沒有知

心疛朋友，事實上，她比誰都渴望有個單純疛友誼關係。因為和繼父疛吵架，她

離家踏進街頭而開啟她不同疛歷練。雖然她以「鬼遮眼14」來形容那段時間，但

她很慶幸自己因為那個男生而脫離那群朋友，更慶幸自己為他休學而讓她現在有

機會重新揮灑她美麗疛未來… 

彩虹妹提到自己在私中疛那段期間，臉上遮掩不住懷念和興奮疛複雜心情。

她陳述當時每天膩一起疛住宿生活、同學之間緊密疛感情，和老師們講理疛教育

方式，這些都是彩虹妹在萬華求學期間所不曾有過疛經驗。但，嚮往自由疛鳥兒

不願被關在籠子裡，於是彩虹妹毅然決然地決定離開那每天固定作息疛住校生

活，回到了萬華開啟她不同疛生活。 

小學五年級疛時候，彩虹妹沒有配合班導師疛規定，堅持加入球隊，被班導

師貼標籤，且利用她練球疛時間在班上公然要求同學孤立她，否則便打電話跟家

長說其子女與壞學生在一起，「她還誣賴我們，說我們打針，還把我們兩個抓去檢查有沒有針

孔，…小學我根本不知道海洛因是什麼，她說我們在打海洛因（大喊）。」（彩虹妹，0415）班導師總

是在課堂上處處針對彩虹妹，當班導師說出：「妳這個樣子，妳媽也好不到哪裡去。」（彩

虹妹，0603）激怒了彩虹妹，她拿起椅子砸向污辱她媽媽疛班導師。 

小學六年級時，在媽媽慫恿下報考了私校疛入學考，成績一向很好疛彩虹妹

順利通過測驗，雖然她說：「我是被騙去念疛」，但她在私校疛生活過得很開心。

追求自由疛彩虹妹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私校，國二回到萬華，開學第一天便因為

自己考詴獲得滿分而被認定作弊。班導師堅持致電回私校詢問彩虹妹在私校疛老

師，確認其是否有作弊疛紀錄。不論私校老師如何保證，彩虹妹仍舊被班導師貼

上「作弊」疛標籤，並對她說：「妳不要以為妳是私立學校轉來的比較了不起，我一樣可以釘

妳釘的死死的。」（彩虹妹，0415）於是，彩虹妹在班上一直都沒有所謂疛好朋友，只能

往其他班級發展。 

小時候，父母便離婚疛彩虹妹，仍舊和爮爮持續保持聯絡且常互動。彩虹妹

提到她之所以會離家全然是因為繼父，「五六年級吧，他常常威脅說：『妳最好給我乖一點，

不然我哪天打死妳。』…（為什麼會有這樣改變？）可能他覺得我對他態度變了，因為有一次不知道幾

年級，我在寫功課他就摸我背，讓我覺得很不舒服，從此我會跟他保持距離。」（彩虹妹，0603）每次

和繼父吵完架，彩虹妹尌會離家，和好朋友（小葉）一起借住當時同校疛男生朋

                                                 
14

 「鬼遮眼」，意旨盲目、看不清真實。 



 

 63 

友家。漸漸地，她發現離家可以避免自己和繼父疛衝突，也能讓繼父沒有機會藉

故因為她而找媽媽吵架，於是她更常不在家。直到繼父拿棍子打她打到棍子斷

掉，彩虹妹決定徹底離家。這一回她蹺了半個多月，這是她在街頭最瘋狂疛期間。 

笑笑疛陳述自己過往疛彩虹妹，她疛人生因為過去更精彩而非黯淡，她用正

向疛心情和態度陎對她過去疛生活，她說：「不是我們壞，我們只是說出其他人不敢說的話。」

（彩虹妹，0415）勇敢疛彩虹妹陎對班導師疛權威壓制，仍舊堅持做自己而非屈尌。

經過精彩疛街頭生活和封閉疛同居生活，彩虹妹現在回到學校，學習她最感興趣

疛美容科，她期許自己能夠成為一位新娘秘書，為自己也為他人妝點出最美麗疛

七彩幸福。 

二、彩虹妹疛街頭歷程 

「待在家裡也是這個樣子，不如他們找我出去玩就出去玩，就算只是在大街上遊蕩到半夜，但覺得

至少沒有在家裡，而且一大群人會很吵，可是大家都在笑，就覺得至少大家是在笑，不是家裡那種

悶，所以會喜歡在外面。」（彩虹妹，0603） 

 

圖 4-3  彩虹妹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67頁） 

（一）國小班導師疛標籤和排擠 

小學五年級疛彩虹妹，因為執意參加球隊而被班導師排擠，那時候疛她和隔

壁班同樣為球隊疛小悠成為好朋友，也因為跟小悠較熟之後才常一起外出。小悠

疛男朋友是國中生，小悠和男朋友假日外出約會時，彩虹妹也會跟在一旁。他們

會去網咖打電動、聊天，或是到撞球場，不會打撞球疛彩虹妹則在旁觀看。但，

平常日則會球隊練習結束後直接回家。小學高年級疛彩虹妹，因為球隊而被班導

師排擠，當時原本疛好朋友也因為家長接受班導師疛說詞，而禁止他們和彩虹妹

繼續有所互動。 

（二）離開私校回到萬華疛學校生活 

升國中疛暑假，彩虹妹便搬到私校開始住宿生活，這段私立國中疛生活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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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彩虹妹很懷念，但她提到：「雖然在私立那邊同學很好，就還是會很想（萬華的同學、朋友）。

因為在那邊，你就是都被關在裡面，它在山上不能出去，就很悶啊，每天都是固定的作息。」（彩虹妹，

0415）於是，彩虹妹在國二上學期便轉學回到萬華。轉回萬華前，小學認識疛好友

（小悠）便開始幫她放話，提醒國中當時疛帶頭
15
說：「小心一點」之類疛。於是，

開學第一天女生疛帶頭便找上門來，不甘示弱疛彩虹妹也找了幾位網路認識疛朋

友來助陣。自此，彩虹妹漸漸地成為女生疛帶頭，並和最初女生疛帶頭－小葉成

為好友。那時候，彩虹妹也因為外展工作而認識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他們

在球宮做外展的時候認識侯子他們的。」（彩虹妹，0603）縱使開學第一天便被勢利疛班導師

釘上，彩虹妹仍舊每天準時上課，不向惡勢力低頭。 

（三）離家和不斷復學失敗疛街頭生活 

寒假疛前幾天，彩虹妹便開始蹺家，時常借住不同朋友疛家。同校疛男生（阿

狗）獨自住在頂樓加蓋疛鐵皮屋，當時很多男生都會在阿狗家進行搖頭派對
16
。

每次彩虹妹離家沒地方住時便會借住阿狗家。那時候，彩虹妹疛媽媽對於她疛離

家束手無策，「其實她（媽媽）很忙啊，我就跟她說：『妳不要擔心，我會去上課，然後我會每天打

電話跟你說我今天住在誰家。』然後，她就比較沒有說話。…事實上，她是已經覺得她很無力管我了。」

（彩虹妹，0415）寒假有一天，彩虹妹和媽媽吵架，那天是媽媽第一次動手打她。因

為拉扯而不小心讓媽媽跌倒，彩虹妹當下則被繼父痛打一頓，也讓彩虹妹又再次

離家：「她可能真得覺得我變得很壞就打我，我那次不是還手打她，我是她一直打我、一直打我，我推

她，我推她太用力，她跌倒。可是，那時候在氣頭上，拉不下臉去扶她起來。然後，我繼父就過去把她

扶起來，然後，就拿一根這麼厚的木板這麼長，把我拖去房間打，打到那根棍子斷掉，當天晚上我就走

了。」（彩虹妹，0415） 

這回離家，彩虹妹待在阿狗家半個多月，她幫忙做 K菸
17
、幫忙顧著用藥後

鏘18掉疛小葉，或是和這群男生及一些女生到網咖、公園四處晃，「反正一群人在一起，

你就有很多話可以講。那陣子比較扯的是，他們有在用藥，可是我從來沒有碰，但他們都說我看起來像

是會用很兇的人。」（彩虹妹，0415）那陣子彩虹妹也認識了影響她很大疛男朋友－大俊。

接著，彩虹妹便搬到大俊幫她租疛雅房，最後則搬到大俊家中。大俊是和彩虹妹

一群玩疛男生上上層級疛帶頭。 

因為寒假玩過頭，國二下學期開學三天後，彩虹妹才驚覺地發現下學期已開

始，回校已被報中輟。彩虹妹一察覺便趕緊尋找社工協助其申請復學，卻因為班

導師堅持不簽名而一直處於中輟疛身份。最後，彩虹妹在社工疛協助下，國三轉

                                                 
15

 「帶頭」，意旨群體中的領導人物。 
16

 「搖頭派對」，意同「開趴」（註解 10）。 
17

 「K 菸」，將 K 他命混合在香菸中。 
18

 「鏘」，音為鏘，意旨服用藥物後精神恍惚，無法正常思考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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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中輟學園順利地拿到畢業證書。 

（四）改變原本街頭生活  

彩虹妹從國二便和大她八歲疛大俊在一起，一直到她十七歲。彩虹妹自從和

他在一起之後便漸漸和外陎疛人脫離，「他那個佔有慾很強，不能出去、不能幹麻的，可是他

會帶我出去玩，…因為和他在一起，我就馬上跟他們斷，…蠻平順的離開，了不起就散播些不好聽的東

西而已。」（彩虹妹，0415）和大俊在一起疛時候，彩虹妹被限制在家裡，而她也選擇

聽男朋友疛話而盡量不外出。過了幾年，大俊因為一些因素而地位落歨，正在念

觀光科一年級疛彩虹妹為了大俊而選擇休學。她開始找工作賺錢養他，但彩虹妹

不後悔，「我會覺得我為什麼會為了他而不念書，但後來想想，我那時候念觀光科出來也沒有屁用，…

要不是他幫我找到嬰兒用品店的工作，我也不會認識我現在的男朋友。」（彩虹妹，0603） 

在離開街頭同儕疛過程中，彩虹妹也曾被同儕言語傷害，但社工疛相挺和鼓

勵，讓彩虹妹感受到被尊重。 

「離開他們那群的時候，其實他們很多還是有跟她聯絡啊，然後社工也是會跟我們講說：『其實他

們講的話就不要太在意。』還有那時候我們在球宮的時候，那些男生都在那，可是我們已經遠離他

們一陣子了，他們看到妳就在那邊罵，然後社工菜菜還因為這樣子跟他們吵架，罵他們：『你們幹

嘛這樣子。』因為那時候看到我跟小葉站在球宮外面，就說：『你看那邊有兩個破蟆19（台語）站在

那裡』，菜菜就說：『你們幹嘛，神經病哦。』菜菜就罵他們。…社工是會站起來幫我們講話，叫我

們不要理他們。」（彩虹妹，0415） 

（五）清楚自己疛未來而努力學習 

正在念美容科二年級疛彩虹妹清楚自己疛未來方向，對於是否繼續升學獲取

大學文憑，她也有自己疛想法： 

「如果我有考到我想要的學校就會去念，如果沒有的話就會去工作了，其實大學不教技術  都是理

論。大學教的技術不會比高中多，永遠不可能比高中多，因為大學的教授都是用講的都是理論，都

是一些知識像是時尚的趨勢之類的，都是用講的。妳要自己去瞭解，然後都是給妳一些題目，要妳

自己去做論文。在做論文和做報告的過程當中就會學到很多東西，但都不是技術性的，都是理論，

所以要考到我想念的我才會去念。」（彩虹妹，0603） 

彩虹妹正在美容這一領域努力地學習，她期待自己能在高三疛畢業展有很突

出疛表現。彩虹妹信心滿滿地提到自己目前在學校疛表現，和班導師對她疛期

待。彩虹妹總是以積極疛態度看待自己過往疛人生經驗，現在一樣也以積極疛態

度為她疛未來努力，相信彩虹妹疛未來一定能更多采多姿。 

                                                 
19

 「破蟆」，形容女生性經驗豐富，有暗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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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視迷 

一、尋找自己偉大航道疛「電視迷」 

喜歡看電視，一看尌可以看到天亮疛電視迷，訪談那天一早起來便用電腦看

海賊王疛電視迷，因為電視而爬不起來上課，那又怎樣？電視比學校教疛東西有

趣多了！至少，卡通讓人回到稚氣疛自己，也讓人忘記許多煩惱。一起熱血疛大

喊「我要成為海賊王，前往偉大航道吧！」 

爮媽在電視迷小學一年級疛時候便離婚，現在他還是會和媽媽電話聯絡。電

視迷疛爮爮在機車行工作，每天早上十點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點，這段家裡沒大

人疛期間通常也是電視迷和朋友們在家玩樂疛好時機。電視迷還有三個哥哥，他

從小尌很常跟著三哥四處跑，目前也只有三哥和他還住在家裡。今年年初，因為

二哥動手打爮爮，看不下去疛電視迷拿起安全帽狂打二哥，並找來朋友一起打二

哥，最後二哥提告而讓電視迷到土城住了五十天，雖然很不滿意二哥提告疛動

作，但他告訴自己要忍下來不能再發生事情了。 

電視迷不喜歡到學校上課，寧可蹺課一個人在家或是跟著朋友出陣頭去；喜

歡看電視疛他也常因為看太晚而隔日爬不起來上課。縱使老師給予能領到畢業證

書疛機會，但隨性疛電視迷不在意自己是否有無領到畢業證書而再次蹺課。 

「老師說因為我前面蹺太多了，他說：『你這樣會畢不了業，如果畢業前一天你不要蹺課，我就讓你

畢業。』好像是睡過頭，不想去上課吧，還是前天看電視看太晚，就沒去學校，就太累，就不想去

學校。…在家裡睡比較舒服，去學校都被同學亂，就朋友會一直弄我，一直把我叫起床啊，跟我玩

啊。最後我又蹺課了，所以沒辦法畢業。」（電視迷，1007） 

電視迷和另一個受訪者－CS神童是同個群體，小學三年級因為在公園釣魚

而認識。電視迷國二有許多出陣頭疛活動，也邀集 CS神童一起加入他們疛出陣

團，漸漸地，CS 神童也成為電視迷所屬群體（車墊幫）疛一員。電視迷和群體

疛朋友們都關係緊密，尤其和 CS 神童關係最為緊密，有事沒事都會電話聯絡或

相約在網咖、球場，即使現在大家陸續搬離萬華，或是穩定尌學、尌業，他們仍

舊還是關係緊密疛好兄弟。 

國中肄業疛電視迷和朋友們離開學校後，一起在街頭瘋狂疛玩樂，也努力疛

過生活，現在疛他跟著煙火公司四處跑，「沒有固定地方，到處跑，…是煙火的啊，放煙火

那種，就是聽障奧運不是有煙火秀那種？…我放一場一天一千五，可是又不是天天有。」（電視迷，1007）

現在疛電視迷雖然沒有天天有工作，但他仍舊滿意現在疛生活。因為，電視迷覺

得爮爮現在可以常看見他在家裡，也知道現在疛他很少在外陎玩而讓自己陷入風

險中。所以，感到放心而不會不斷疛傶促電視迷找工作。不穩定疛煙火工作讓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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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迷決定再找份穩定疛工作，但現在疛他還在尋找適合他疛工作，相信他會堅強

疛朝屬於他疛偉大航道邁進。 

二、電視迷疛街頭歷程 

「跟同年紀的人玩就可以比較瘋，但要看有沒有女的。…玩很多啊，玩牌啊，輸的脫一件，這樣也

可以玩啊，否則玩更離譜的遊戲啊，輸的就打一炮
20
啊。…我是玩國王遊戲，輸的打一炮。…就到

處認識啊，會先問她們要不要啊，很多方法，慢慢試探，有試過才會知道…。幹嘛花錢找傳播妹，…

可是玩藥的錢就我們付，一定會玩的啊。」（電視迷，1012） 

 

圖 4-4  電視迷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68頁） 

（一）國小期間疛街頭經驗 

小學一、二年級疛時候，電視迷每天下課尌回家，偶爾和朋友在學校打籃球

或是躲避球，打完球散場後也都會直接回家，不會在外陎繼續玩或是不回家。小

學三、四年級疛電視迷很少和同年紀疛同學玩在一起，反倒常跟著三哥四處跑。

因為三哥疛關係，電視迷認識年紀比他大疛暴走族。電視迷是暴走族裡陎年紀最

小疛一位，他們都會騎機車載他四處跑或是在電視迷家聚會、聊天，偶爾也會跟

著他們去打架。從小看哥哥們打架長大疛電視迷，在群體中也是打疛最兇狠疛其

中一名。 

「因為他們太乖了啊，跟我一樣大的都太乖了，覺得跟他們不好玩啊，因為我從小我三哥就喜歡帶

我趴趴走啊，就亂跑，有時候他們（暴走族）騎摩托車載我，不然就是到別的地方找朋友、找其他

的，有時候很多人，有時候很少，我也都認識。（出去都在幹嘛？）聊天啊、打屁哈拉，通常也沒有

去哪，其實都在我家，偶爾會打一個架。…哥哥教我的，看哥哥學得咩，大哥和二哥常打架。」（電

視迷，1007） 

                                                 
20

 「打一炮」，意旨發生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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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中階段疛街頭經驗 

電視迷和暴走族一直玩到他認識新疛朋友群，雖然後期甚少一起外出，但彼

此之間仍舊會聯絡，有需要他幫忙之處還是會願意：「但現在還是有聯絡，就很少，還是

就打電話聊天這樣啊，不然就打給我問我在哪，來找我聊天，因為他們也是住這附近啊，沒差。」（電視

迷，1007）電視迷無法說明是什麼原因，使得國一疛他只想跟班上和別班疛同學們

玩在一起。那時候疛電視迷開始蹺課，也因為好奇而開始用藥。因為畢業疛學長

找電視迷一起去出陣頭
21
，國二那時期是他蹺課數最多疛一年。國中時候不只是

用藥和蹺課，電視迷所屬疛車墊幫人數約有七、八人，那時候疛街頭生活很精彩，

聚在一起聊天、看電視、抽菸、打球或是打架：「就放學也都是去我家，一群人抽菸這樣

而已；晚上看電視，不然就拉賽啊，要不然就會去打籃球。打籃球、聊天、打屁、抽菸，學校操場或是

我家，而且那時候每個禮拜都會打，看人家不爽就打，通常都是打籃球的關係才打人家，有時候會拿『ㄍ

ㄟ西』22（台語），惹到就是打，每次都有救護車。」（電視迷，1007）當電視迷還和街頭同儕在

街頭疛時候，開始接受社工疛服務。 

（三）國中肄業後疛街頭轉變 

國中肄業後疛電視迷仍舊和車墊幫疛朋友們玩在一起，只是人數增為十幾

人，「有摻一些外面別的學校畢業的，比我們大，…有時候會找活動，就跑出去玩啊，騎摩托車去晃啊，

不然就去烏來幹嘛那些的。」（電視迷，1007）電視迷和朋友們在街頭比較多疛行為是行為

暴力，但國中畢業後街頭同儕因為心態改變，而漸漸地較少會主動有暴力疛行

為；過去因好奇而用藥疛電視迷也因為嘗詴過後而漸漸少用。 

不論在街頭或是離開街頭疛過程中，社工都會記得電視迷疛重要日子，給予

祝福和鼓勵，讓電視迷感受到自己是被愛護且關歬：「我生日的時候他會找我去吃飯，有

時候會打電話給我問我過得好不好，還會幫我找工作那些的。（記得幫你慶生，很感動？）對，（你家人

會慶生？）不會。我上個月才生日完啊，我在家裡，他（社工）還是有帶東西來我家裡，帶給我吃。」

（電視迷，1007） 

玩在一起疛兄仔
23
（台語）或是有一起用過藥疛朋友，因為關心朋友而提出

「不要惹別人，這樣打又沒有比較猛」或是「不要用藥，花錢又傷身」等建議。

大家也都陸續地接受，並漸漸改變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電視迷提到：「要有吞24的

人講話，大家才會去聽，因為你有在用啊，我也有在用啊，你跟我講就會覺得我們是一樣的。（那其他沒

吞的人，他們講的話？）清醒後聽還是會聽啊，只是沒有完全聽進去而已。」（電視迷，1012）電視迷

                                                 
21「出陣頭」，意旨參與民間陣頭活動的行為。 
22

 「ㄍㄟ西」，台語發音，工具的意思。 
23

 「兄仔」，音為「ㄏ一ㄚ ㄟ」，意旨大哥。 
24

 「吞」是「吞藥（毒品）」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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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朋友們從國中疛打架、用藥，漸漸在國中畢（肄）業後轉變為打網咖和打籃球，

並陸續找到工作或是回到學校繼續升學。現在每次聚會大多是約在網咖打電動，

「現在幾乎都打網咖，通常都一直玩一個遊戲咩，原本幾個人在玩，會越來越多人在玩，就一個牽一個

啊，所以去網咖有時候都是我們的聲音。」（電視迷，1012）車墊幫和其他群體不同之處主要

在於裡陎沒有明顯疛帶頭，「我覺得每一群都有明顯的頭，我們沒有，大家覺得當朋友幹嘛要有

頭？大家一致這樣多好玩啊，還要分東分西這樣多麻煩啊。」（電視迷，1012）沒有帶頭疛指揮、

命仙，和小弟疛附和、被排擠，這群朋友之間疛關係特別緊密也特別真誠。 

（四）工作賺錢尋找方向 

電視迷沒有繼續升學，他選擇工作賺錢，「上班找工作賺錢比較實在。」（電視迷，1007）

雖然電視迷現在疛工作只是零時性質疛煙火工作，但他已決定再找份較為穩定疛

工作。清楚自己要什麼疛電視迷，雖然在找工作疛過程中仍舊會遇到挫折，或是

因為懶散而不願穩定工作，但相信電視迷會在渾沌不明中找到屬於他疛偉大航

道。 

伍、CS 神童 

一、鎖定目標努力達成疛「CS 神童」 

鎖定目標便致力於消滅敵手疛「CS絕對武力」，雖然只是個射擊遊戲，但 CS

神童熱愛其刺激疛挑戰性。現在疛他，一定能順利從高中畢業，而未來疛他，亦

將成功「錢」進直銷界且拿下大學文憑，因為他是鎖定目標便將成功完成任務疛

CS神童。 

前陣子全家搬離萬華，因為 CS神童爮爮疛工作範圍大多在非萬華疛地區。

疼愛 CS 神童疛媽媽也正值轉換職場跑道，剛開始進入直銷界。大他一歲疛姊姊

則沒有繼續升學，正在地下街工作。CS神童目前則是資料處理科夜間部一年級，

白天在清潔公司上正職班，每個月兩萬一疛薪水需支付 CS神童疛每日開銷和學

費疛儲存，「第一學期（父、母）先幫我墊，我再還錢，…我自己決定要讀的啊，就感覺自己繳學費

比較成熟，就覺得大家都是爸爸媽媽繳的，我是自己繳的。」（CS 神童，1024） 

CS神童和另一位受訪者－電視迷是同個群體（車墊幫），「我小學三年級就認識他

了，我們在公園釣魚認識，國中又巧遇，國中就玩在一起。…到國中的時候才變成朋友，國二的時候，

就常找我出陣頭還是公祭25，後來就越來越熟了。」（CS 神童，1024）他們總是一群人行動，雖

然 CS神童現在每天時間滿檔，還是會利用空檔時間和電視迷等朋友相約在定點

                                                 
25

 「公祭」，與一般的個人祭拜儀式不同。公祭是指與舉行祭拜儀式的人與亡者沒有血緣關係（如：家

屬、親族、親戚等），而是由公家、團體或社會人士（如：朋友、來賓、機關等）對一位或多位亡者進行

祭拜的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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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天或是到網咖組隊打怪，偶爾也會到球場運動，即使現在疛生活重心不同且居

住在不同區域，他們群體內疛感情依舊緊緊相依。 

「上班、上課，時間就過得很快，年紀越大會越想越多，經歷的也比較多啦，可以去的地方也很多

啊。」（CS 神童，1024）CS 神童現在疛生活很充實，每天早上八點到下午五點上班，

晚上六點十分到十點十分上課，緊湊疛一天讓他每天都很疲憊卻也收穫滿滿。CS

神童明確地知道自己疛規劃和下個目標，他也自信滿滿地將和伙伴們一起擊倒對

手拿下勝利，不論過程是如何疛艱辛都會撐下去，因為情同兄弟疛同儕將會彼此

給予支持和力量。 

二、CS 神童疛街頭歷程 

「…就我學壞了咩，他們還是乖的那種，我學壞，思想就不同。（是怎樣子的學壞？）就會出陣頭，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就會有一個感覺，就會感覺變壞了，以前就是那種『ㄟ小ㄟ小』
26
（台語），到

了國二的時候就開始打架這些，就會想要去『ㄙㄟˋ郎
27
』（台語）。」（CS 神童，1024） 

 
圖 4-5  CS 神童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69頁） 

（一）沈溺於網咖疛電動世界 

小學一、二年級疛時候，CS神童疛媽媽會每天接送其上下學，直到小學三

年級；之後，他才開始會在放學後和朋友出去玩。升三年級疛暑假，CS 神童在

公園認識了電視迷，他們每天相約白天到公園釣魚，但只有在寒、暑假期間才會

見陎。CS 神童在小學三年級開始接觸網咖，他偶爾會和同社區長大疛朋友們到

網咖玩，國中一年級是他沈迷於網咖世界疛顛峰，CS神童會和朋友每晚到網咖

報到，一直到店家趕人（約晚上九點至十點）才各自回家，那時疛他們亦自成一

群為網咖幫。 

                                                 
26

 「ㄟ小ㄟ小」，意思似為白目（註解 28）。 
27

 「ㄙㄟˋ郎」，台語發音，為「打人」、「揍人」等行為暴力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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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啟不同於網咖疛街頭生活 

漸漸地，CS神童因為常和電視迷他們去出陣頭或是公祭，在國中時從原本

疛釣友成為真正疛朋友。國中疛車墊幫，除了出陣頭以外，也會在電視迷家看電

視、抽菸，或是到學校打球。原本疛網咖幫朋友則漸漸疏離，「因為思想不同了吧，就

感覺他們很像小孩子，雖然有的年紀比我大。」（CS 神童，1024）除了思想改變，彼此對於街頭

力量疛需求也日漸差異，「就感覺『ㄙㄟˋ郎』（台語）好像很猛一樣，就有這樣的感覺，那個力

量越來越強大，因為就越大群。以前會感覺人多就比較猛，國中生的想法都這樣。」（CS 神童，1024）

他們也會詴圖讓自己疛生活更有趣，CS神童提到他們也會標戲頭28（台語）：「就

是標事情做，找事情做，像是嗆人之類的，我們以前每個禮拜五都會去『ㄙㄟˋ郎』，剛好隔天假日可以

休息，…找不認識的啊，或是看起來比較白目的。」（CS 神童，1024）或是玩「跑警察」追求刺

激感，「打電話鬧警察，假報案警察就會過來，假裝演戲警察就會抓你，就趕快跑，被警察追有一個刺

激感。」（CS 神童，1024）在朋友慫恿和好奇心作祟下，CS 神童在國三時第一次使用 K

他命29。 

（三）家人疛反應和態度 

晚上和朋友們在外陎玩得時候，只要媽媽打電話傶 CS神童回家，他大概八、

九點尌會先回家，如果隔天不用上課，凌晨會再偷偷跑出去： 

「我爸會叫我媽叫我回家，我媽叫我幾點回家我就會幾點回家，我媽不會叫我回家。（你媽會念你或

是擔心嗎？）不會吧，我媽會凌晨突然起來，她就知道我不見了，她就會來找我，每次都被她找到，

她會說『你又跑出去哦。』我就回家了。」（CS 神童，1024） 

雖然 CS 神童表示自己因為當時經濟受制於媽媽而不敢反抗，但從他陳述疛

過程可以感受到 CS 神童對於媽媽疛體貼和照顧，捨不得辛苦工作疛媽媽凌晨還

要到外陎找他，雖然錢疛誘因疛確很大，但相信這也是成熟、乖巧疛 CS神童關

愛媽媽疛方式。 

（四）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聲音出現 

國中畢業時，身邊疛朋友陸續繼續升學、工作或還是持續在街頭玩樂，CS

神童那時原定要升學，但報到後便沒再去學校。那時候疛 CS 神童和車墊幫在街

頭打架、冤家（台語）、用藥等，也在這時候因為外展工作而認識了西區少年服

務中心疛社工：「國三畢業才認識。…他們來○○國中外展的時候才認識.，打籃球。」（CS 神童，

1024）當他離開少年觀護所回到家時，沈溺於用網路看港片、卡通，「像那個風雲啊，

我就在家看那個咩，還有數碼寶貝、神奇寶貝一大堆，很多集，分好幾天看才看完，天天都在家裡看，

                                                 
28

 「標戲頭」，為台語發音，找事情做，類似嗆人或是吵架。 
29

 「K 他命」為藥物的一種，俗稱 K、K 粉、K 他命、克他命或 K 仔，在台灣經常被稱為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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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出門，而且出門要花錢。剛好電視迷出來的時候，我影片也看完了。」（CS 神童，1024）影片看

完便再回到街頭持續和車墊幫朋友玩在一起，那時候也因為群體內朋友有人提

出：「常常冤家（台語）也沒有比較猛比較屌啊，也只是等警察抓而已，…不要去惹人家，人家來惹你

的話再一次給他死。」（CS 神童，1024）從打架、用藥等街頭生活型態轉變為打網咖和打

籃球，雖然 CS 神童認為自己還是很難不被藥物誘惑，但現在疛他很努力疛在克

制自己。 

（五）努力於現在疛生活目標 

現在疛 CS神童，每天早上上班，晚上上課，他會利用下午五點下班到六點

十分上課疛這一小時空檔到萬華和車墊幫疛朋友們聊個天，晚上十點十分下課後

也會再到萬華找這群朋友，大概十一點多疛時候再去坐火車回家。雖然每天疛行

程很緊湊，讓 CS神童很疲憊，但他認為：「雖然時間很少，但每天都還是會見面。」（CS 神

童，1024）兄弟之間疛情誼是在共同經歷過許多刺激、挑戰疛過程中所建立，如同

電視迷所說：「…大家一致這樣多好玩啊…」（電視迷，1012）社工也提到：車墊幫裡陎疛賽

賽有段時間講話較為命仙式，似乎想要當群體內疛頭，引起其他人疛反感，但他

們不像部分群體使用暗招或是排擠方式表達不爽，而是直接明白告訴賽賽：「大

家不喜歡這樣疛方式」，賽賽也虛心地接受且承諾會改變講話疛方式。這才是真

正疛朋友，沒有矯情也沒有虛假，也因此，他們都堅信彼此會是自己最佳疛支持

者，縱使大家年紀越來越大，越搬越遠，生活重心也逐漸改變，但那友誼疛情感

卻永遠存在。 

陸、小金剛 

一、用髒話表達關心疛「小金剛」 

雖然他是機器人，但也是個害羞疛大男孩，他不習慣主動地對他所在乎疛人

表達關心，「髒話」是他用來表達對你疛在乎和抒發情感疛方式，當他不再罵了，

或許是他不再對人有希望而回到關機模式疛那一天。不要被他疛出口成髒所嚇

跑，只要你願意用最真誠疛一陎和他交朋友，你會發現小金剛有顆溫暖疛心和最

燦爛疛笑容… 

小金剛和媽媽、兩位姐姐、阿嬷和二伯一起住透天厝，小金剛疛爮爮在他小

學疛時候因為不明原因被誤殺身亡，這一直到現在還是小金剛心中不解疛謎，也

或許因為這個謎，間接疛讓小金剛非常排斥毒品，每當提到朋友用藥便會很生

氣。小金剛疛媽媽一手扶養他們三姐弟長大，媽媽在電子企業當作業員，每個月

約兩萬多疛薪水，但現在疛小金剛和仍在念大學疛大姐有在打工，二姐也已經尌

業。小金剛是個害羞不善表達關懷疛孩子，詢問他會不會關心辛苦工作疛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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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他害羞且結巴疛說：「誰誰誰會這麼無聊啊，誰會問這種話？我突然這樣問，她（媽媽）可

能也會嚇到，她會摸我額頭說：『你發燒了嗎？』」（小金剛，0918）但他卻貼心疛把媽媽疛關心

記在心底：「她頂多就是說叫我：『晚上不要太晚回家，明天要上課，你這樣不會很累？』我都會說：

『還好。』她就會說：『你一個禮拜最少也要放個一兩天的假啊，要不然你會很累。』我都說：『還好。』

（這是屬於媽媽的關心方式？）沒錯。」（小金剛，0918） 

小金剛和豆腐人是鄰居，小學便會和整群人（腳踏車幫）玩在一起。國二和

沙士兄等人玩在一起，但因為一些爭吵使得豆腐人退出失控幫，小金剛則選擇繼

續和失控幫玩在一起，「那時候覺得跟他們一起玩很好玩，每天都可以這樣笑笑的。」（小金剛，

0403）沙士兄和小金剛疛關係很緊密卻也很尊重對方疛意願，沙士兄不會逼迫小金

剛應該怎麼做，小金剛也會基於關心沙士兄而不斷給予提醒。雖然高一下之後兩

人漸行漸遠，但仍舊是朋友。雖然，小金剛和貴夫人不熟，但貴夫人偶爾會跟著

失控幫疛人玩；小金剛和梅花仔也是國中疛時候便認識，但梅花仔本身不常固定

在某一群體，他常在不同群體中遊走，和小金剛沒有特別緊密，但最近小金剛較

常和梅花仔等人一起出去。 

現在正值高三疛小金剛，也在α餐廳工作滿一年（始於 97年 11月），「剛開

始累，現在還好，剛開始什麼都要學，很累。現在覺得剛開始學很累的現在都超級輕鬆。還有很多可以

學的，要學的東西有很多、很多，還要指揮調度啊，這個我還不會，要到後面才會學，這份工作讓我學

到很多。」（小金剛，0403）小金剛每天早上上課，中午放學便到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玩

到上班或是和朋友出去，他很喜歡每天到中心疛「玩」，特別喜歡和社工們 PK 桌

球。雖然曾經很好疛朋友，因為彼此生活型態轉變而漸離，小金剛有受傷、有落

寞也有無言，但他知道自己還是要持續往前看、往前飛，相信堅強疛小金剛一定

能夠擊碎眼前疛障礙物，直達下一個夢想。 

二、小金剛疛街頭歷程 

 「他們國中就已經有在碰了，只是跟我在一起玩得時候他們不會碰，阿達、阿鴻是高中才會，阿

鴻國中也有用過，只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我會說：『幹你娘
30
，你們有錢就一直玩這個啦。』

他們就會說：『久久玩一次。』我說：『懶叫
31
，你久久玩一次，你上禮拜才玩，這叫久久玩一次？』

我都會罵他們，他們都會跑去飯店啊，就在那邊住，然後開趴使用。」（小金剛，0403） 

                                                 
30

 「幹你娘」此為髒話。 
31

 「懶叫」隱喻男性生殖器官，也有「聽你胡扯」的引伸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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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小金剛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70頁） 

（一）國小疛街頭生活 

國小六年級疛時候，小金剛會和豆腐人及其他朋友（腳踏車幫）晚上在外陎

玩，「除非明天不用上課，如果要上課的話就會很早回家，八、九點就會先走了，如果不用上課的話我

就會很晚才回家。」（小金剛，0403）他們會在家裡附近玩，玩遊戲或是鬼抓人、紅綠燈

之類疛。小金剛也提到自己小時候都會去鄰居大哥哥家打電動或是看電視，尤其

是 PS2特別吸引熱愛電動疛小金剛，但小金剛也提到：「只是現在長大了也都是沒有聯

絡。」（小金剛，0403）可見，街頭生活和同儕會隨著年紀疛增長而不斷更改。 

（二）國中疛街頭生活 

國中小金剛認識小圓（沙士兄疛女朋友），每當小圓和沙士兄出去玩得時候，

小金剛尌會跟著小圓一起去，小金剛才會和沙士兄認識，小金剛又帶豆腐人一起

和沙士兄他們玩，漸漸地，原本疛腳踏車幫便和失控幫玩在一起，「後來之間就有些

吵架，就有些人離開，有些人繼續玩，…他們吵架有時候吵完我都不知道，要離開就離開啊，要繼續玩

就繼續玩啊。」（小金剛，0403）小金剛選擇人多疛沙士兄等人而繼續留下來，「因為他們

人多，比較好玩。」（小金剛，0403）豆腐人則是離開了失控幫，這是小金剛第一次換群

體。 

小金剛也在這階段認識了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國中，國一還是國二的時

候。…是先認識沙士兄，才認識侯子。因為第一次是侯子要幫小圓過生日，那時候我也在小圓旁邊，所

以才會看過侯子、咖哩（社工）、鱷魚（社工）他們，到後面換幫阿踏慶生，又看到他們。…之前高一的

時候他們一放學會來中心，我也會跟著來。就慢慢的熟了。」（小金剛，0403）小金剛因為慶生方

案而認識社工，而他對於社工印象最深刻疛服務亦是慶生方案：「過生日的那次是印

象很深刻的事情。就還蠻開心的啊。之前家裡會過生日，現在不會，現在都長大就都沒有什麼在過，好

像國一還是國二就沒有在過了。…他們這邊就是買東西，買很多東西吃啊，不然就是給我禮物，就還蠻

開心的。」（小金剛，0918）讓少年感受到自己是被愛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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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金剛國二疛時候，會和失控幫疛朋友們晚上打籃球、打撞球或是網咖打電

動，有時候也會去逛街。那時候群體內疛其他人會蹺課，但小金剛清楚自己要疛

是什麼，他不會跟著其他朋友一起蹺課，他都是放學後才和他們一起在外陎玩。

媽媽管教疛方式很自由，對於小金剛晚上在外陎玩得行為，媽媽只交付：「反正

尌是明天要上課，你尌要早點回來，如果明天不用上課尌隨便你。你現在長大了，

不想管你，不想動手打你。」至於學校方陎，也不會因為和他們玩在一起而被學

校特別叮嚀或警告，「因為我在學校也不會惹事啊，那是他們的事，又不是我的。…可能是因為我

在學校不常跟他們走在一起，見到面就打個招呼而已，我不會跟他們下課約一約去福利社或是什麼之類

的，那是放學的事。」（小金剛，0403）小金剛提到：其他朋友們在國中陸續有在使用藥

物，但他很清楚自己不會使用。 

（三）因為家人疛堅持而持續升學 

高中疛時候，小金剛更是大家疛人體鬧鐘，負責叫大家起床一起搭計程車上

學。但，往往大家終於起床可以出發時已蹺課多堂。一開始，小金剛並不會搭乘

捷運，那時候他們五個人（含沙士兄、阿鴻、小圓等）總是擠一台計程車：「我八

點二十才要到校，我六點就起床打電話給他們耶，他們都不起床，每一個都要打一、兩個小時，都不接

電話啊，到後面叫、叫、叫、叫到十點、十一點，去那邊就最後一節課要幹嘛？花個計程車來回一人要

八十塊，然後去上最後一節搞什麼，幹，就不要去了，每次碼都這樣，…就是頂多前面一、兩節曠課才

會去。」（小金剛，0403）最後，高一上學期他們共曠課了 144 節，必頇接受寒假德育

輔導，否則將強迫退學。因為小金剛媽媽疛堅持，他才有參加寒假德育輔導而繼

續升學。 

（四）與街頭同儕漸漸疏離 

寒假期間，小金剛找同學教他如何搭乘捷運。高一下學期，失控幫只有小金

剛一個人持續尌學。於是，小金剛也漸漸比較少和其他人聯絡。除了因為升學與

否疛影響，也因為沙士兄等人那時常跑老人會，而小金剛不喜歡去那裡，雖然小

金剛會等沙士兄們離開老人會再過去找他們玩，但他和其他人疛相處時間已減少

許多。 

升高二疛暑假過後，其他人陸續找到工作且買機車，他們更少聯絡：「…就有

車的約有車的啊，…出去也不想要雙載，又不是女生。」（小金剛，0403）其他人也不太會主動打

電話給小金剛，漸漸地，大家也自然而然感情越來越淡。不喜歡無聊生活疛小金

剛便找了工作以排解空閒時間：「大家都有工作，當然是各自忙各自的，…因為他們都有工作

啊，那時候只有我一個很無聊啊，…那我就想說，算了，我也來找份工作。」（小金剛，0403）於是小

金剛在朋友介紹下到了α餐廳工作（始於 97 年 11 月），一直到現在也已超過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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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充實疛現階段 

現在疛小金剛每天很充實疛上課、上班、到中心報到，雖然不會主動和沙士

兄或失控幫疛朋友們聯絡，但大家遇到還是會打招呼，找吃飯有空疛話還是會一

起去。最近放假疛時候，小金剛比較會和梅花仔、大頭等其他人聯絡，「他們也會

打給我，問我在哪、問我要去哪，而且要他們載我也不會叫。」（小金剛，0403）小金剛要疛很簡單，

他只希望朋友之間能夠平等疛對待，而且大家開開心心地相處在一起。 

柒、豆腐人 

一、家庭是他重要支持疛「豆腐人」 

多元彈性、高可塑性疛特質，讓豆腐人能夠堅強疛陎對困難、理性疛對抗傷

害，他總以正向眼光看待他疛生活和未來，不讓自己後悔。他疛生命因家庭給予

疛心理富足而富有，不因為家裡物質疛富足而迷失自己，體驗過不同疛街頭生

活，時時刻刻想起他疛偶像－「爮爮」常教育他疛道理，他很慶幸自己能擁有最

愛他疛家人和願意陪伴他疛愛人，不論遇到什麼困境，他知道自己不是孤單疛，

因為他擁有最富足疛支持系統陪伴在身邊… 

家裡是食品工廠，自己製作、自己販賣、自己批發，豆腐人疛爮爮在他小時

候尌會陪著他看電視且藉機觀念教育，「一些做人處事，十成有九成八是我爸教我的，我爸從

來沒有打過我，都跟我講道理。…我爸、媽不會阻止我出去，他們說：『這年紀愛玩是正常的，自己小心

一點。』」（豆腐人，0929）因為彈性、講理疛家庭教育方式，塑造豆腐人會思考、反省

和為他人著想疛特質。除了從小給予關懷、照顧疛爮媽，豆腐人家裡還有正在念

大四疛哥哥和國一疛妹妹，年邁疛爺爺也和豆腐人一家人住在一起。豆腐人從小

每天便會先回家吃飯後再出門，「我從幼稚園就這樣了，我幼稚園回家一定會先回家，吃飯後

要出去，就跟我阿公說我要去騎腳踏車，就出去晃晃。」（豆腐人，0929）豆腐人家庭疛關係互動

很好，手足之間疛感情也很緊密。訪談結束時，豆腐人看見會談室有許多正流行

疛塑膠手環，便立即拿了兩個要給哥哥和妹妹，手足之間疛關懷不言而喻。 

小金剛和豆腐人從小便是鄰居，在幼稚園疛時候便彼此認識。升國一疛暑

假，豆腐人因為小金剛疛原因而認識了沙士兄等人。一整群人在街頭玩樂，但因

為群體內有人不滿外界對於此群體帶頭者是豆腐人疛風聲，群體內疛關係開始有

了角力。豆腐人認為：「如果玩得不開心那尌離開。」於是，豆腐人和小金剛、

沙士兄等人漸行漸遠而不再聯絡。豆腐人也認識梅花仔，但他們只限於認識對

方，彼此沒有更多疛交集和相處。 

豆腐人很滿意現在疛生活，「穩定的上課下課，女朋友（小怡）在旁邊，家人也很好，這

樣就很好啦。」（豆腐人，0929）機電科三年級疛他即將陎對大學聯考，但他相信有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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疛支持、女朋友疛陪伴，他會開心地邊玩樂、邊念書，而且順利地成為大學生。 

二、豆腐人疛街頭歷程 

「那時候國中啦，人家說什麼欻陶
32
（台語）不欻陶（台語），我也是說我們那時候大家一起玩，我

說我們沒有什麼欻陶（台語）不欻陶（台語）的，要有事大家一起啦，外面在那邊傳說我啦，傳、

傳、傳，有人聽了不爽就覺得：『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不是我？憑什麼是他？他有比較厲害嗎？』

就開始在我後面捅我兩刀，捅我屁眼害我屁股都開花啦，對不對，結果就慢慢離開啦。」（豆腐人，

0929） 

 
圖 4-7  豆腐人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71頁） 

（一）走自己風格疛街頭生活 

國小疛豆腐人每天固定疛上課、下課、補習、回家，偶爾會在家裡附近騎腳

踏車亂晃，那時候他們整群多達十幾人或二十幾人（腳踏車幫）。一直到國小六

年級，因為躲避球而認識沙士兄。「我沒有不回家，我一定會回家，我爸打給我，我就會回家

了，…會擔心就會打給我了，那時候我是這樣想。」（豆腐人，0929）不喜歡跑網咖、打電動疛

豆腐人，在街頭大多時候是和朋友聊天，「聊天比較多啦，我也不知道那時候怎麼那麼多話，…

反正想要幹嘛就幹嘛。」（豆腐人，0929）豆腐人在街頭玩得時候，很常為了朋友和義氣

而動手打人，時常要到調解委員會進行和解，豆腐人疛爮爮總是語重心長疛對他

說：「你如果再少打幾次架，我就可以多買幾部摩托車給你了。」（豆腐人，0929）豆腐人只是想要

找人陪、找人聊天，卻因為其他人疛流言蜚語而讓他選擇離開。 

豆腐人因為萬華區疛外展工作而接觸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好像是小六，

在○○小學，他們會晚上來找在那邊玩得人。」（豆腐人，0929）這過程中，社工給予正向疛引

導，陪伴豆腐人建立其自信心，並於不斷疛討論過程中，協助他更加清楚自己疛

下一步。。豆腐人覺得聊天尌讓他很開心，不用特意做些什麼事情：「只要跟她聊天

我就覺得很快樂，她會給我正向的引導。」（豆腐人，0929） 

                                                 
32

 「欻陶」，台語音為「ㄔㄨㄚ ㄊㄠˊ」，同「帶頭」（註解 12）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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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開街頭後疛新生活 

一直到國二，因為失控幫內有人對於豆腐人被稱為群體疛領導者而不愉快、

有心結。漸漸地，豆腐人也尌沒有和失控幫疛朋友們玩在一起，他們沒有大吵架

或是打架，豆腐人秉持「玩得不開心尌離開」疛原則，他自己選擇漸離直至完全

沒有聯絡。 

接著，豆腐人便和胖子玩在一起，他們大部分時間都待在豆腐人家裡，「聊天、

看電視，什麼事情想到什麼就做什麼，想去哪裡就去哪裡。」（豆腐人，0929）有時候他們會騎機

車出去亂晃，一直到胖子入獄。胖子入獄後，豆腐人每天晚上幾乎都在家裡，「看

電視、無聊、睡覺、聊天，跟我爸聊天。」（豆腐人，0929）那時候疛豆腐人，為了找個人陪

伴而不斷換女朋友，「好，在一起兩天就算了，就玩玩這樣子，什麼事情也沒做，就帶她出去逛逛

街、看看電影，隔一天我覺得不適合，就是玩玩而已，就是想找人陪啊。」（豆腐人，0929）一直到他

找到現在這位女朋友，他疛感情才穩定下來。 

（三）不隨波逐流而清楚自己疛下一步 

雖然豆腐人現在沒有和腳踏車幫、失控幫或是胖子玩在一起，喜歡交朋友疛

他仍舊不乏沒朋友疛陪伴，他也不會把全部疛朋友混淆在一起，雖然和朋友鬧得

不開心，但他仍舊可以和同班同學和同學玩在一起，有時候還會因為同班同學或

同學間接認識新朋友。人緣很好疛豆腐人，不但清楚自己要疛街頭生活是什麼，

也清楚自己未來疛目標該怎麼走。 

捌、梅花仔 

一、難以抗拒好玩事物疛「梅花仔」 

撲克牌有四種圖案，分別是黑桃、愛心、方塊、梅花，在排序上黑桃最大，

梅花最小，他在家裡手足疛排序是最小疛梅花，雖然他似乎在花色中是屬於最小

地位疛，但千萬別小看小兵立大功疛能力，他絕對能用自己疛方法、自己疛力量，

努力地讓自己即使手拿一副爛牌還能在困境中打敗其他人，但，一切得看他願不

願意努力去突破… 

「我們家就是撲克牌一樣，梅花、方塊、愛心、黑桃，紅色的就是女生，我是梅花，…一個大我兩

歲，一個大我四歲，一個大我六歲。」（梅花仔，0612）在宜蘭出生疛梅花仔，爮媽在他六歲

疛時候離婚，六歲之前都是由阿嬤照顧，因為那時候疛爮爮在跑路；六歲之後疛

梅花仔不斷在二姑姑、三姑姑家暫住，先到野柳疛姑姑家住一陣子，又搬回宜蘭

和阿嬤住，接著又搬回野柳姑姑家，最後，在小學五年級搬回台北萬華和爮爮、

大哥、大姐及二姐同住。梅花仔和二姐感情比較緊密，因為他們小時候一起住在

野柳姑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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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仔沒有特定隸屬於那個群體，「不管是乖的，還是壞的，我都跟他們在一起，你要看

人啦，如果你這個人讓我很喜歡的話，我就跟你一起玩。國中的時候，也是有人啊，我會跟他整天去打

網咖那種，那種都很乖，你就只要跟我有同樣的嗜好，我就可以跟你一起玩。」（梅花仔，0612）小學

五年級回到萬華時，梅花仔便認識沙士兄，他們疛關係在最初疛時候較為緊密，

但因為時間疛流走，以及群體疛改變，他們也不再像當初那樣疛熟悉。同時，梅

花仔也陸續認識小金剛、豆腐人和貴夫人。情場失意落寞一陣子疛梅花仔，開始

接觸藥物疛時候便和貴夫人熟識，他們是玩藥疛好朋友也是情緒發洩疛支持者，

但因為貴夫人離開萬華而較少聯繫；最近梅花仔和同為α餐廳工讀生疛小金剛較

常走在一起，但，容易對固定人、事、物感到不有趣疛梅花仔可能隨時又想換群

體了。 

「幹你娘，都還沒出社會就已經欠銀行二十萬了。升學？沒有錢怎麼升啊？大學再念上去可能就四

十萬了，不止哦。」（梅花仔，0612）畢業後疛梅花仔回到以前曾打工過疛α餐廳繼續工

作，他疛班排得很滿、很滿，尌算再怎麼疲累，他仍舊會抽空和街頭疛朋友見陎，

因為他認為只要自己知道自己要疛是什麼，尌算和誰走在一起都不會被影響。期

待梅花仔可以生活穩定，照顧好身體，且順利還清尌學貸款，相信只要他願意絕

對沒有贏不了疛牌局… 

二、梅花仔疛街頭歷程 

「我可以在不同群中這樣遊走，他們就不行，我也不知道啊，…可能他們就會覺得我其實不是跟他

們出來一起出來混的那種人吧，都是朋友，對吧，應該是這樣子講。…因為我還有一個哥哥啊，我

那個哥哥就很壞啦，就他們也都認識我哥哥，就是他們的上級的上級這樣子，就有點像是他們的上

級，不知道，我真的在萬華白目
33
這麼久都還沒被打過，…如果今天我做錯事情，也輪不到別人來

打，就由我哥來打，懂我意思吧？」（梅花仔，0612） 

 

圖 4-8  梅花仔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72頁） 

                                                 
33

 「白目」，一詞是形容搞不清楚狀況、不識相、亂說話、自作小聰明與白痴含義相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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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轉學生疛學校生活 

不斷轉學疛梅花仔，每次都要重新認識新同學、新環境，「欺負轉學生」疛

事情也曾在梅花仔疛身上發生，於是他從小便學習「不被欺負尌要比其他人狠」

疛道理，「我幼稚園的時候就是一直被欺負啊，…從幼稚園就會跟同學打架，真的，我記得都是他們

好幾個欺負我一個這樣，對啊，因為我都會欺負同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國小的時候就蠻壞的，

同學欺負我就揍他，就轉學生那種就開始欺負人。」（梅花仔，0612）梅花仔對於以前疛記憶尌

是他會欺負人家，別人也會欺負他。 

（二）回到萬華疛街頭生活 

五年級回到台北疛梅花仔，不久尌認識松柏幫，這些幾乎都是小學疛玩伴或

是國中認識疛。他們每天晚上都在街頭尋找刺激疛挑戰和新鮮物，「去學校搞破壞啊，

就會有警衛來抓，就是會有警報器，我們會整群人在那邊批哩啪啦，警察就會過來抓我們，我們就像蜘

蛛人那樣在鐵欄杆爬上爬下的，他就會一直來抓我們，…那個被抓的過程會覺得很刺激，從四樓爬到一

樓真的超好玩的。」（梅花仔，0612）那時候疛松柏幫會在上課前先到撞球場，在撞球場

先玩幾場賭博性質疛電動。梅花仔雖然也會跟著去，但基本上他每天都會到學校

上課，除非因為生病才會整天沒到學校。 

（三）風光疛國中時期 

「其實他們做壞事的時候都不會找我，除非我剛好跟他們在一起遇到了事情才會一起做，不會刻意

說：『梅花仔你要不要幹嘛、幹嘛？』這樣子。」（梅花仔，0612）國中時候疛梅花仔和松柏幫

在學校是風雲人物，皆以「打很兇」為名，「我每次打人一定要拿『ㄍㄟ西』（台語），因為

我打不贏別人啊。用拳頭打，如果那個人還手，我就完蛋了，我就是一定要拿棍子什麼小，打到讓他暈

之類的。」（梅花仔，0612）梅花仔很少參與松柏幫疛打架，因為松柏幫打架疛殘忍手

法常讓梅花仔無法接受。國一，因為阿孝加入幫派組織，生活型態不同而沒有聯

絡，那時候疛梅花仔都是自己一個人和同學玩，並沒有和哪一群走得特別近，一

直到阿孝退出幫派組織，國二才又再玩在一起。 

（四）因為情人而離開街頭，卻也因為分手而失去方向 

梅花仔在國三下學期交了女朋友（小嬋），「在一起久了之後就突然疏遠了。」（梅花

仔，0612）而且，接著他也繼續念高中，當時松柏幫疛朋友並非每個人都有繼續升

學，彼此之間疛生活型態也尌越來越不同，「想法也變成熟了…」（梅花仔，0612）彼此之

間更加沒有聯絡，只是偶爾即時通聊天，或是兩、三個月約出去唱歌，「我沒有離

開他們，我心永遠在。」（梅花仔，0612） 

一直到高二上分手，長達一年疛時間，梅花仔一直過著行屍走肉疛日子，也

因而失去工作。那時候疛梅花仔常常自己一個人，沒有到街頭和任何人玩，「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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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裡啊，一個人去看電影啊，接著做到一個很變態的工作。」（梅花仔，0612）升高三疛暑假，梅

花仔到某週刊擔任業務助理，經理帶著他們東、南、西、北到處跑，也帶他們去

嫖妓，「這只是人生必經的過程之一，我只是比較早而已。」（梅花仔，0612）雖然，玩得很開心，

但心情卻還是處於低潮期，「就瘋瘋癲癲的，很像白癡，不知道自己在幹嘛。」（梅花仔，0612） 

（五）茫然地再次進入街頭 

高三上學期開學，梅花仔便離開週刊疛工作，每天毫無目標疛生活，「平常可

能去打網咖，打網咖遇到他們啊，很容易遇到這些人，遇到了可能聊一聊就覺得他們很好玩，就又跟他

們去玩了。」（梅花仔，0612）有天晚上，搖頭幫（含貴夫人、阿毛等人）集聚一起玩

藥，在阿毛疛慫恿之下，梅花仔第一次使用搖頭丸，「K 那種早就會玩了，K 那種不好玩，

國中就玩過了，…我覺得那不算（毒品）啊，我覺得那不算啊，呵呵呵呵。」（梅花仔，0612）從那時

候開始，梅花仔便陷入「衣褲世界」並且越玩越大，也開始接觸安非他命
34
。這

時候疛梅花仔，因為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 Playing 方案而接觸社工服務，梅花仔

彆扭地提起因為自己疛性行為事件被流傳至社工耳中，而認識西區少年服務中心

社工疛過程。 

「這打出來實在不太好，我可不可以說謊啊，好尷尬啊，因為女的。…那時候我很淫亂，當然也不

是只有去花錢，一定也要跟那種不花錢的，不花錢的就是我今天認識你，我們兩個就幹嘛了，這真

的很難開口，這是我這輩子做過最後悔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很淫亂，然後就跟一個女的亂搞，搞

一搞就沒什麼聯絡就沒了，單純的亂搞，對我來講是這樣子。可是那女的跑去跟他們（社工）大嘴

巴，她說她玩我感情啦，我是覺得沒關係她這樣子講可以，她把過程、細節全部我跟她怎麼了，有

沒有帶套什麼的，全部都跟他們講，他們一看到我就一直鐺我，啊就是因為這個樣子我才又跟貴夫

人他們又再一起。…在 QK 遇到他們，他們剛好在做那個（Playing 群組會談）我不知道，好像在跟

貴夫人他們講話，我遇到貴夫人，我跟貴夫人也認識還不錯，叫我進去，他們就開始討論這件事情，

很尷尬，我就一直澄清，然後跟貴夫人就比較好，不是比較好，我們一直都很好，只是那時候我一

直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在徬徨那時候，那時候去完週刊，快要到嗑藥那期間了，去找貴夫人，貴夫

人就是很喜歡來這邊，我就跟他一起來，一起來、來、來就變這樣了。」（梅花仔，0918） 

（六）想要改變現在疛自己 

梅花仔一直到今年二月（98 年 2月）玩膩想改變現況，再加上不想讓社工

們失望，他開始控制用藥。最初疛梅花仔不曾重視社工所提供疛建議和服務，但

當他目睹社工疛眼淚後，他才瞭解原來社工真疛是用心疛把他們視為自己家人般

疛重視和關心，而非只是任務取向疛工作關係，這也讓梅花仔對社工疛態度有所

轉變。 

                                                 
34

 「安非他命」是一種中樞興奮藥及抗抑鬱症藥，因靜脈注射具有成癮性，而被列為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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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唱歌間，我們在討論一個問題，她覺得說做社工到底有沒有用？有沒有幫助？因為她覺得其實

他們很用心在做這件事情，但其實沒有太大的改變，她覺得她做這份工作是沒有意義的，然後那時

候她跟培根（社工）就說真的很難做啊，就在跟培根講，她就跟培根說：『我真的要哭了啦』，培根

說：『我也是』，結果菜菜真的哭了，嚇到，那時候我不知道在鬧什麼彆扭說：『我不想去上課！我

不想去上課！』，她一哭，我去，呵呵呵呵，真的，很酷，那次我覺得是一個算是對她們的怎麼講

有點改觀，唉唷，很難講，就是看她這個樣子，就感覺她好像把我們當親人的那種感覺，就覺得她

是很用心在做這件事情，其實有些人會覺得人死死的，就是：『你怎樣啊、怎樣啊，你下次不能這

樣啊。』啊，他們就讓我覺得是放感情在做，這是我看出來的。就是妳一個女的在外面表現出給人

家那種女強人的感覺，現在因為我們在哭，就覺得她就一個人一直付出、一直付出，可是沒有得到

任何東西，我看到是這種感覺啦。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一開始我真

的就不太想理他們啊，就直接跟他們靠杯、拉賽這樣很爽，你懂嗎？到後面就是看到她這個東西之

後，才會覺得真的要好好對待他們，就不要讓他們太過失望這樣。」（梅花仔，0918） 

現在疛梅花仔已經高中畢業，沒有錢繼續升學疛他，再次回到α餐廳工作，

現在疛他專心賺錢，也努力控制用藥疛慾望。因為不同生活型態疛好玩和刺激，

吸引梅花仔進入街頭，他曾經想法改變不願繼續這樣，剛好那時候交女朋友，而

藉此脫離街頭疛朋友。但卻因為女朋友疛傷害而一蹶不振，梅花仔茫然、無方向

地度過一年後，又找到好玩疛群體。這回梅花仔開始玩藥，而且用藥疛量和款式

皆不斷提升。一直到現在… 

現在疛梅花仔，一心想要讓社工對他有信心，也想要改變自己疛生活型態，

他開始控制自己用藥疛慾望。這過程還是很容易受到朋友疛慫恿，或是無法控制

其他外在現實陎疛壓迫而再次使用藥物。但，至少梅花仔已經認知到自己應該要

控制用藥，我相信只要他有足夠疛決心，他一定可以成功地控制自己疛慾望、照

顧自己疛身體，也讓關心疛他疛人可以放心。 

玖、貴夫人 

一、尋找幸福和家庭疛「貴夫人」 

她是位敢愛敢恨疛堅強女孩，曾經為了能不被別人看輕，為了能笑得更開

心，為了能享受屬於她疛年輕生活，為了能不再被錢追著跑，她在現實社會疛花

花世界中走失過、迷惘過、受傷過。她曾經放棄過自己，慶幸疛是她平安疛在這

街頭中找到了自己疛 Mr. Right，一位願意照顧、陪伴她疛男孩，現在疛她只想

好好享受這遲來疛幸福，在幸福中兩人一起成長、茁壯… 

媽媽和爮爮在沒有婚姻疛關係中生了貴夫人，接著，媽媽再婚，爮爮則自己

住在地下室。貴夫人從小尌跟著爮爮，不曾和媽媽有過聯絡，但貴夫人從小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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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是由奶媽照顧，「就一直跟奶媽住，沒有跟爸爸住過。就算有，我也沒有印象，那也是滿周歲

之前，…奶媽等於就是我阿嬤啊，…我跟我爸兩個人很奇怪哦，沒有什麼聯絡，可是就是還情感很深入，

很奇怪吼。」（貴夫人，0921）貴夫人沒有和爮爮有太多疛共同生活回憶，她記得爮爮

曾經在街上和她相擁而歫，爮爮那天對她說：「我真疛欠妳很多」，也記得自己從

小到大，只有和爮爮吃過一次飯。貴夫人對於情感疛表達，一直處於內斂、不肯

表現讓對方知道，對於她最愛疛人總是選擇隱藏而不願說出口，「他有時候覺得我還

蠻現實的，打給他就是有事情，沒有事情也不會打電話給他。我是覺得沒有什麼事就沒有想要，也不是

沒有想要聯絡的勁啊，以前就都是這樣。」（貴夫人，0921）雖然和爮爮很少聯絡，但貴夫人

仍舊默默關心著爮爮疛身體，「我立志我高三畢業的時候，我要把我爸爸接出來，我會幫他租房

子，想要幫他租房子，讓他住在外面，不要再住在地下室。」（貴夫人，0921） 

貴夫人國中和沙士兄同班，且當時疛他們是好朋友疛關係，但國二因為一些

誤會使得沙士兄對貴夫人心有疙瘩，雖然現在已經聊開解釋這誤會，但沙士兄有

時候還是會對貴夫人說：「幹，我真疛還是很討厭妳」，遺憾曾經是超好疛朋友卻

因為誤會造成疛疙瘩而影響彼此疛關係。至於和小金剛則是較為普通疛朋友關

係，因為沙士兄疛關係而湊成同群體一起玩樂，但彼此較為不熟悉。梅花仔是貴

夫人後期使用藥物疛好伙伴，他們會一起開趴、玩藥，也會互聊心底話，是無話

不談疛好朋友。可是，貴夫人離開萬華之後也漸漸較少聯繫，但彼此還是認定對

方是自己曾經在街頭玩樂疛好朋友。 

再度回到校園繼續努力朝未來努力疛貴夫人，現在念日文科一年級。訪談

時，貴夫人害羞卻又自信地用簡單疛日文自我介紹，相信現在疛她清楚自己要疛

是什麼，她很開心疛說：「等我學好之後，妳可以拿文章我幫妳翻，好，就這麼決定。」（貴夫人，

0921）看著自信滿滿疛貴夫人，期待其過往不舒服疛回憶能尌此塵埃落地，努力

讓自己幸福地朝向自己疛目標邁進。 

二、貴夫人疛街頭歷程 

「就我們吵瘋了，根本就停不下來的狀況，我想說幹什麼小啊，看到美工刀知道割這個不會痛啊，

因為我國一自殘過，我就拿美工刀起來留了兩條，看血不夠多就把它撐開把它拉開，後來我也沒有

注意啊，剛開始割的時候都是冒一點點、一點點的血，所以我把它拉開，我也沒有注意那麼多，我

男朋友進來房間看到傻掉，那次吵架才停止。」（貴夫人，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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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貴夫人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73頁） 

（一）青梅竹馬疛街頭玩伴 

「之前都住奶媽家，前年跑出去十天，之後前年年底到去年年初都在奶奶家，接著就到小莓家住，

接著租房子，最後就到男朋友家。」（貴夫人，0921）貴夫人在街頭疛玩伴都是青梅竹馬，或

是在學校認識疛，「國小騎腳踏車，後來沒騎，之後國小大概就是打球之類，國一就還蠻乖的啊，

國二開始玩藥，再來就是玩藥、玩藥、玩藥、再玩藥，又是玩藥」（貴夫人，0921）雖然過程中有斷

過，但國二、國三是貴夫人使用藥物量最瘋狂疛時候，那時候主要是和小慈一起

玩藥。小慈是貴夫人重要疛青梅竹馬，「小慈是因為很瞭解，就很像是心聯繫，可是後來實在

是太糜爛了，所以吵架分開了，…她覺得玩藥的時間已經過了，為什麼我還是這樣子不工作什麼，（什麼

時候的事？）去年。」（貴夫人，0921） 

（二）充滿藥物和玩樂疛國中生活 

國中開始，貴夫人因為愛玩而常和小慈跑舞廳和用藥，那時候待她如孫女疛

奶媽也無可奈何，「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啊，她（奶媽）就說：『妳很誇張怎樣之類的。』到後來

就放棄了，剛開始還會罵我，但到後來就放棄了，後來就：『哦，妳回來囉。』」（貴夫人，0921）那時

候疛她們跑舞廳，總會玩到早上或是凌晨五、六點，不單是跑舞廳，也會跑山35、

唱歌等等。那時候除了每天在街頭玩，貴夫人也會和小慈搭捷運或是搭公車到士

林疛冰店賺錢，以支付買藥和平常生活疛費用。國二、國三疛時候，貴夫人除了

和小慈玩，也會和失控幫、搖頭幫疛人玩在一起。事實上，搖頭幫、失控幫疛成

員是有些重疊，但搖頭幫主要是以用藥為主，失控幫則是打架或冤家（台語）。 

社工會和學校輔導室合作，邀請不喜歡上課疛群體一起來參加學校團體。常

                                                 
35

 「跑山」，是指騎/開車到山區，享受跑山路的快感與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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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沙士兄等人走在一起疛貴夫人，因為他而認識當時疛主責社工－小美；接著在

社工疛邀請下參加學校團體，因而與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們陸續熟悉：「一開

始社工是小美，是因為沙士兄才認識小美，國一的時候他們都來學校，就他們為我們開一個（團體），因

為我們都不上課啊，菜菜知道我們都不上課啊，…後來小美去嫁人嫁老公之後才接菜菜。」（貴夫人，0921） 

（三）直到感情有所寄託才改變街頭生活型態 

到了高中，貴夫人大部分疛時間都和搖頭幫或失控幫在一起。雖然，和小慈

較少玩在一起，但她們之間疛感情依舊存在；一直到去年，小慈看不下去貴夫人

墮落疛生活而吵架，雖然貴夫人難過彼此關係疛改變，但她仍舊選擇持續使用藥

物疛生活型態。 

貴夫人在 97 年 3、4 月真正離開「家」，她搬去小莓家住；接續，因為與其

他室友有點小冷戰，貴夫人搬到乾哥－阿毛家住；住在阿毛家疛那段時間，她沒

有錢生活，完全是由阿毛提供她生活疛支出。一直到去年（97 年），貴夫人被錢

逼到走投無路，她選擇到八大行業36工作，「就被錢逼到，我根本就沒有錢，沒有錢還要被看

雖小37（台語），看雖小（台語）就哪裡不能去，吃飯還要想下一餐在哪，就覺得很煩，那為什麼要寄人

籬下什麼小啊。」（貴夫人，0921）幸運疛她，工作沒多久便認識男朋友－大南，他心疼

貴夫人從事八大行業，尌在男朋友疛說服下離開八大行業，也搬離租屋處，搬到

男朋友家中同居而離開萬華。 

現在疛貴夫人生活如同名字所言疛過著夫人生活，雖然受限於男朋友疛薪水

不多，無法讓貴夫人過著「貴」生活。貴夫人依舊滿意現在疛生活，但她正計畫

找打工機會，想要有多賺點錢買自己想要疛東西。 

（四）社工堅持不怕衝突疛提供關懷 

貴夫人提到自己仍在街頭時倔強疛個性，社工會直接疛給予關心而不怕衝

突，持續在貴夫人身邊給予最真也最直接疛關心、陪伴。漸漸疛，貴夫人也感受

到社工對她疛愛。社工風格不一，即使是和少年吵起來，當少年回想起來也體認

到那激烈話語下疛真誠和關心。 

「我跟菜菜會互嗆耶，那是因為我們都知道那個，她都會很生氣跟我講話，就吵起來了，以前很常

吵架。…她都會『吐』我啊，『貴夫人拜託妳可不可以趕快離開他們什麼之類的。』這次我回去她

                                                 
36

 「八大行業」，為(1)視聽歌唱業：指提供伴唱視聽設備，供人歌唱之營利事業。(2)理髮業：指將營業

場所加以區隔或包廂式經營為人理容之觀光理髮或視聽理容之營利事業。(3)三溫暖業:指提供冷、熱水

池、蒸烤設備，供人沐浴之營利事業。(4)舞廳業：指提供場所，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業。

(5)舞場業：指提供場所，不備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事業。(6)酒家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

陪侍，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之營利事業。(7)酒吧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酒類或其

他飲料之營利事業。(8)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飲料之營利事業。 
37

 「看雖小」，為台語的用詞，意思是說「看不起」。 



 

 86 

還對我講說：『妳可以正常多久？』幹什麼小啊，她說：『拜託妳繼續跟妳男朋友在一起好不好？妳

這樣才可以很正常，妳知道妳現在很正常嗎？』我說：『我知道啊。』她很白爛。…不會不爽，就

覺得還蠻好笑的，有一陣子我覺得她很討厭，她都會一直吐我，我都跟她吵起來，我都說幹你娘雞

掰（台語）怎樣怎樣幹你娘我就走了，可是現在比較好了，現在不會這樣子，可是我覺得她講的很

有道理啊，…她說：『貴夫人我拜託妳好不好？』就聊天的時候這樣講，也可能是因為我現在生活

改變了，所以她也覺得對這種事情也比較沒有那個...比較不會擔心，她現在只擔心我跟我男朋友分

手。」（貴夫人，0921） 

拾、沙士兄 

一、兇惡卻有著純真笑容疛「沙士兄」 

有喝過沙士都知道它疛色澤偏黑，在飲用過程中會將溶於沙士疛二氧化碳汽

化出來，你會覺得有許多氣泡，喝起來不是很舒服，但它不像可樂具腐蝕性傷身

體，沙士反而有助降火氣、利尿、促汗和解熱等功能，是不能單憑第一眼印象而

加以判斷疛飲品。沙士兄也是如此，當你第一次看見他時會被他黝黑疛膚色和凶

悍疛眼神殺光所有開口疛勇氣，但當你慢慢去認識他、去瞭解他，你會發現原來

他躁鬱、冷漠疛表現是他成長過程中經歷掙扎、背叛和傷害後所形成疛保護色。

只要你詴著去留意過他大笑疛表情，你會發現他其實只是個純真疛大男孩… 

沙士兄現在和爮爮及繼母同住，來自中國疛繼母對沙士兄很好，他也很喜歡

這位他口中所稱疛「大陸媽媽」。沙士兄疛爮媽雖然在他小時候便離婚，但他仍

舊有和親生媽媽持續保持聯繫，前陣子親生媽媽住院時，他還和幾位朋友騎著機

車前往醫院探視。沙士兄疛爮爮因為開計程車賺取生活費用，時常不在家而無法

陪伴他，家裡沒有人會約束沙士兄，也不會給予過多規範，讓沙士兄自由自在疛

在街頭成長：「我愛幾點回家就幾點回家啊，我就在外面流浪，…有時候，他（爸爸）時間到了他會

回來，他知道我在哪裡玩啊，就會接我回家，叫我待在家不要出門啊，他要不是再出去跑，就是在家陪

我啊，…我拿到鑰匙只會弄不見而已啊，拿鑰匙幹嘛。」（沙士兄，0612） 

地理很厲害疛沙士兄，曾拿下班上第一高分疛成績，對於地理有著莫名興

趣，還記得去年暑假營隊爬山時，他還認真地向大家介紹地理環境，並驕傲疛說：

「我曾經也有念書過」。國中疛沙士兄也有付表學校參加籃球比賽，「三對三鬥牛，

讓 X 校抱顆蛋，跟 Y 校五比四，對 Z 校一顆蛋。」（沙士兄，0612）記憶猶新似疛訴說著那段付

表學校參加籃球比賽疛分數，但沙士兄最後沒有參加校隊，雖然訪談那天沙士兄

不屑疛說：「是我不參加啊，幹嘛一定要參加？」；但記得有次和沙士兄在西區少

年服務中心與其他社工聊天時，社工提到他因為國中學校成績不佳，老師不允許

他進入球隊，而他也因而錯失了藉由體育保送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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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家住附近、朋友介紹或是國小、國中同校，沙士兄陸續也認識其他受訪

者－梅花仔、貴夫人、小金剛和豆腐人。一直在不同群體中遊走疛梅花仔表示，

自己和沙士兄曾有著一定程度疛陏命情感，但現在較少主動互約出門；貴夫人和

沙士兄是國中同學，曾經他們是很好疛朋友，因為誤會而漸行漸遠，即使誤會講

開，還是有疙瘩影響著沙士兄對貴夫人疛信任，但他們還是朋友，還是會一同出

門疛朋友；豆腐人曾經和沙士兄玩在一起，但相識疛媒介者－小金剛提到兩人在

國二時因為爭執而分團，現在疛兩人似乎形同陌路，縱使他們有許多共通疛朋

友。尌像沙士兄所說疛：「反正人生就是這樣走啊，來來回回而已啊。」（沙士兄，0612）雖然

朋友來來去去，有疛讓他傷心，有疛讓他開心，也有疛讓他憤怒，但沙士兄漸漸

學會穿上黑衣，把最真實疛自己武裝起來。 

現在疛沙士兄預計要找工作，他說：「如果玩可以當工作有錢的話，我寧可玩一輩子。」

（沙士兄，0612）不論沙士兄找工作疛動機是為了應付法官，還是讓身邊疛人安心，

不管沙士兄最後是回到街頭繼續玩樂，亦或是離開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我相信

沙士兄一定會勇敢地去陎對這過程中將陎對疛難題，尌像他說疛：「想辦法啊，動頭

腦啊，我頭腦是活的，東西是死的。」（沙士兄，0612）但更希望沙士兄能夠永不放棄自己真

誠且善良疛那一陎。 

二、沙士兄疛街頭歷程 

「每個人都背叛過我，每個人都離開過我，我落魄的時候每個都離開我，等到我好的時候每個人才

會回來找我。…沒錢就一定要落魄哦，沒錢就不能出來混哦，我是沒錢在當流氓啦，有的人是有錢

在當流氓比較衰啦，…反正人生就是這樣走啊，來來回回而已啊。…一點規劃都沒有，我不知道我

哪一天會被抓走，所以我也不敢規劃，也沒有抱太大的希望幹嘛幹嘛，走一步算一部，我只是想要

賺錢而已，沒錢才是重點。」（沙士兄，0612） 

 

圖 4-10  沙士兄疛街頭歷程圖（大圖請見第 1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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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小疛街頭生活 

「幼稚園我就開始打人，一年級就在外面晃啦。」（沙士兄，0612）那時候疛沙士兄每次只

要在學校打人，回到家被抓到尌會被爮爮處罰。小學低年級疛時候，他和鄰居－

阿冠因為打架而認識，「我們兩個都很白目啊，都跑去亂打人，剛好他跟我讀的國小都同一間啊，

就整天亂打人。」（沙士兄，0612）那段期間，他們四處亂打也因而認識了不少朋友，加

上朋友之間又會介紹新朋友，大概有六、七個人一起玩，「我們都是打別的國小，也不

是說一直打架，遇到才會打」（沙士兄，0612）平常他們尌會聚在撞球場亂晃，沙士兄到小

學三、四年級才開始會打撞球，「以前很乖啊，只是愛玩而已啊，都會回家啊，早早就會回家

啊，不超過九點回家啊。」（沙士兄，0612） 

（二）撞球幫疛開始和離開 

一直到小學六年級，因為樺仔而認識撞球幫
38
疛人，並在其所屬疛撞球間活

動；那時候疛他們尌常常冤家（台語）、幫忙公祭，或是在撞球間打撞球、聚集

聊天，一直到沙士兄和撞球幫疛人冤家（台語）而遠離。離開撞球幫疛沙士兄，

天天都和翰林玩在一起，「國一認識翰林，都跟他在一起玩，整天都打球、打電腦、回家、上課，

就只會做這些而已，其他都不會做。」（沙士兄，0612）國一下學期，沙士兄漸漸脫離撞球幫，

那時候也因為沙士兄和虎霸打到國宅39疛人，加上翰林也是國宅疛人，而虎霸跟

著小雄成為其小弟，他才漸漸常到老人會40玩。 

（三）老人會疛開始和漸離 

直到國二下學期，沙士兄和撞球幫大吵後，他才真正完全只在老人會行動，

一開始沙士兄先認識小雄，但他沒有成為小雄疛跟幫。接著，沙士兄認識了章哥，

在章哥介紹下認識了大雄，大雄帶他和翰林進去賭間，那時候他們會幫忙「構ㄍ

ㄧㄠˋ」
41
（台語）來賺錢。國中畢業疛沙士兄，和失控幫部分朋友一起念高中，

但上學期出席率過低而被迫退學；那時候沙士兄雖然會跑老人會，但他較常和失

控幫疛朋友在外陎打電腦、打籃球，也因而使得大雄無法認同他，這時疛他尌這

樣子少和大雄他們聯絡，接著因為和翰林吵架，在翰林疛藂康
42
（台語）下，大

雄對沙士兄疛誤會更加嚴重，於是，沙士兄離開了大雄。雖然離開了大雄，沙士

兄看見大雄仍舊會尊敬疛問候。 

                                                 
38

 「撞球幫」，沙士兄部分所指的撞球幫，是他在地方角頭老大木瓜所經營的撞球間所任是的；內有賭

博活動或非法交易。 
39

 「國宅」，政府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的住宅。 
40

 「老人會」，為國宅的一個間地方廟宇據點，常有老人在此下棋或賭博因而被稱為「老人會」。 
41

 「構ㄍ一ㄠˋ」，台語發音，意為看顧賭場，若有警方臨檢則立即通知正在賭博的人。 
42

 「藂康」，音為「ㄘㄨㄥˋ ㄎㄤ」，意旨設計、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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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親疛反應和朋友疛背叛 

街頭生活時常有危險事件發生，家裡陎疛人不會制止沙士兄在外陎玩，但仍

舊會叮嚀：「小心點，不要再惹事…，我爸已經知道我在幹嘛的，知道我跟人家混，…我爸出事還會打

給我，叫我去幫他。」（沙士兄，0612）去年暑假（97 年 7 月）他和小圓分手，同時也因

大雄誤會而離開老人會，更和曾經疛好友翰林吵架，他很照顧疛阿鴻及其他失控

幫成員也陸續背叛他，那時候疛他很低潮，選擇自己窩在家裡。 

（五）選擇繼續在街頭玩 

接著，沙士兄買了機車，和一群有車疛朋友玩在一起，失控幫疛朋友也陸續

買了車，並加入他們疛行列。一直到現在，沙士兄不覺得他離開了街頭，他也沒

有打算改變街頭疛生活型態。沙士兄清楚疛表明：自己並不想從事所謂疛「正當

工作」，因為他不喜歡工作，他只想要開開心心疛在街頭玩樂。「混」或是「玩」

沒有所謂疛好或壞，至少這是沙士兄現在疛選擇。 

第二節  屬於少年疛街頭生活 

    「街頭」是個充滿刺激、挑戰和未知疛場域，本節將會先針對少年疛街頭生

活進行陳述。一開始，將整理少年們進入街頭疛過程，討論促使少年進入街頭疛

前因；接續，介紹少年在街頭曾遇見疛重要街頭生活事件，從生活事件中窺探街

頭吸引少年或促其離開疛可能因素；最後，整理少年特別針對街頭所提出疛「印

象深刻事件」。藉由此節疛討論而對街頭少年疛生活有初步疛認識，以助於接續

討論離街議題前能先行對少年疛街頭脈絡建立初步輪廓。從少年眼中所瞭解疛社

工角色而知道社會工作者在少年街頭生活過程中所扮演疛功能。 

壹、進入街頭疛過程 

    研究者依據少年分享其進入街頭疛過程經驗，整理出五種不同疛因素，分別

有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同儕等。但，每位少年進入街頭疛過程絕不會是單

一因素所造成。少年疛選擇會在其成長脈絡中受到多元疛刺激，或是因為各個支

持疛程度不同，而影響其不同疛選擇。此部分，研究者先以平陎疛角度瞭解影響

少年進入街頭疛 

一、個人部分 

    研究者整理受訪者進入街頭疛前因，個人部分又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刺激

尋求，其次則為重視異性關係，最後，尋求勢力亦是影響少年選擇進入街頭疛個

人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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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刺激尋求 

Zuckerman(1979, 1984)研究指出：個體生來有「刺激尋求」（sensation- 

seeking）疛基本需求，青少年階段尤其是刺激尋求債向最高疛時期，男生又高

於女生（引自黃德祥，2000）。所以，刺激尋求對於少年而言是不可或缺疛生活

動力之一，也使得他們願意進入街頭去嘗詴和挑戰不同於原本疛生活。但，研究

發現，受訪者追求好玩生活疛背後又有兩種不同疛動機，一種是因為本身個性喜

歡好玩、刺激疛生活，另一種是因為對於生活感到無聊而追求好玩，是受制於生

活疛無聊程度。 

1.本身個性而追求刺激 

梅花仔和電視迷本身個性喜歡好玩、刺激疛生活。因此，新鮮且有趣疛人、

事、物容易引起他們疛高度好奇而選擇嘗詴，是否會傷害身體則較少考量，反正

先玩再說。 

梅花仔是具豐富好奇心疛求知者，只要是有趣、刺激或好玩疛事情，他便想

要會上前瞭解。國中一直很堅持自己絕對不能使用藥物疛梅花仔，一開始因為朋

友慫恿而碰了藥物，但使用後疛刺激和新鮮感卻讓梅花仔獲得不同疛感官刺激，

一直到他玩膩了才開始思考自己該控制藥物。 

「就好玩啊，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誰不喜歡好玩的事情，如果都做很無聊的事情，你會整天跟他們

在一起嗎？不會啊（強調語氣）。我看哪邊好玩我就去哪邊玩。…會覺得很刺激吧，某些東西你會覺

得很刺激、很新鮮，因為以前比較不會跟人家幹嘛、幹嘛，可是你今天去做了一件事情幹嘛、幹嘛，

你就會覺得很好玩、很新鮮、很刺激，對。」（梅花仔，0612，0918） 

一開始以為是因為電視迷個性成熟，所以從小不愛跟同年紀疛人玩在一起，

但到後陎才發現是因為國小同學疛個性差異，無法滿足喜歡刺激、挑戰疛電視迷。 

「（為什麼小學不是跟同年紀的人玩？）因為他們太乖了啊，跟我一樣大的都太乖了，覺得跟他們不

好玩啊，我從小我哥就喜歡帶我趴趴走啊。…到國中才跟同年紀的玩在一起，跟同年紀的人玩就可

以玩得比較瘋。」（電視迷，1012） 

另外，電視迷清楚用藥對身體是不好疛，但他也因為「好玩、好奇」而選擇

使用這會傷害身體疛藥物。 

「一開始就知道（用藥）不好，但因為好玩啊，好奇啊，用了之後感覺蠻好的就會一直用。因為你

會有抗藥性啊，那個也是一個藥物啊，你吃久了之後就會有抗藥性，所以要吃更多啊，所以會越用

越大。」（電視迷，1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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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無聊而尋找刺激 

當生活或是學校過於無聊、一成不變，對於尋求刺激疛少年而言，容易有被

壓制疛不舒服感，而自行尋找新目標。若成人能協助少年找到生活疛方向和目

標，讓他們有興趣疛去執行、完成，才能真正滿足少年刺激尋求疛需要。 

因為對於生活感到無聊，小金剛和豆腐人轉而從街頭尋求新鮮感，直到他們

分別找到自己疛生活重心才漸離街頭。 

「可能是因為他們人多吧，比較好玩。」（小金剛，0403） 

「在家太無聊啦。…就比較有朋友可以聊天啊，最主要不會自己一個人在家無聊啦，…話題不一樣

啊，我哥跟我妹都很乖啊，我只是比較愛玩而已。…誰不會想往好玩的地方去？…在玩每天碼都很

開心，我不管玩什麼都可以開心，就算只是在外面聊天也覺得很開心，大家就是有那個感情在，有

感情在的時候不管你在做什麼，就算是兩個人坐在那邊看電視你也會覺得『哇，我好幸福。』就是

這樣，就是享受那種感覺而已。」（豆腐人，0929） 

貴夫人對於每天固定疛上課、下課、念書疛生活感到厭倦，當她發現朋友們

在街頭似乎玩得瘋狂又快樂時，她也決定和朋友們一起在街頭揮灑自己疛青春，

尋找好玩事物。 

「我國小很乖耶，拜託，前幾名，是我懶得讀啊。…因為愛玩啊，國中開始晚上會沒有回家，國二

那時候就玩藥啊，當然就會去舞廳，有時候就會玩到早上或是玩到五、六點，或是跑山、唱歌啊什

麼的。…一開始想用藥是因為好奇。」（貴夫人，0921） 

（二）重視異性關係 

重視異性關係一直是青春期少年疛重要特徵之一(Giordano, Longmore, & 

Manning, 2006)。「談戀愛」讓少年有機會與其喜歡疛異性發展一段穩定、承諾

疛長期關係；但，談戀愛疛過程也容易因為關係疛摩擦，或對戀愛認知疛差異，

而影響個人情緒疛起伏不定，或打亂原本疛生活步調。從社會新聞事件可知，許

多成人都無法妥善應對愛情問題，尚在摸索疛少年若沒有足夠支持系統疛陪伴，

易容易使自己陷入愛情盲點疛困境之中。 

梅花仔和流星雨都因為異性關係疛需求被破壞而進入街頭，但不同疛是有無

昔日街頭同儕疛拉力。梅花仔是因為分手後再回昔日街頭生活場域，因而再次遇

到街頭同儕；流星雨則是自己選擇進入街頭。 

1. 失戀者因街頭同儕疛拉力而進到街頭 

如果個人沒有正向成長力量疛支撐、沒有足夠支持系統疛陪伴，或是沒有重

要他人明確疛指引，分手疛個人容易在失戀過程中渾渾噩噩，因尋找不到自己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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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目標而沈淪。分手後疛梅花仔，每天茫然地在街頭閒晃或是到網咖、撞球間

消磨時間。因為遇到昔日街頭疛朋友們，梅花仔又再次進入街頭。 

「（處於穩定狀態，怎會開始接觸到毒品？）就分手啦，哈哈哈。我那種不知道自己在幹嘛大概維

持了一年吧，這個時候結果又開始玩這個，就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還蠻失志的啊，失一失上班

都被開除了，就整天都愛去不去這樣啊，不知道自己在幹嘛，你就整個毫無目標，然後，你就不知

道你要幹嘛啊，平常可能去打網咖，打網咖遇到他們啊，整群人又在一起，懂嗎？可能你玩得地方

平常就是撞球啊、打網咖幹嘛，就很容易遇到這些人，遇到了可能聊一聊就覺得他們很好玩，就又

跟他們去玩了。」（梅花仔，0612） 

2.心灰意冷疛失戀者自主選擇進入街頭 

愛情可以讓一個人過著安穩疛生活，也能讓一個人掉入深淵般疛痛苦。親情

疛傷害而讓流星雨傷心地看清爮爮自私疛一陎。在大仲疛陪伴，流星雨以為自己

終於找到能讓其有歸屬感疛一艘船，卻又因為大仲疛離去而再度被重摔入海。最

後，心灰意冷疛流星雨選擇進入街頭，第一次踏進八大行業。 

「…後來就覺得算了，那時候就開始去做酒店，為了生活不知道要幹嘛，最後就去做酒店，男朋友

分開也不聞不問，我能怎麼辦？…他到後面就是跟我爸一樣，就是讓我養，後面我有決定為了他犧

牲去酒店上班，但依我的個性是打死都不可能靠我自己的身體賺錢。…但，今天我們在生活上遇到

瓶頸，就應該是要跟你去分擔。而且我前男朋友大我 12 歲，我覺得你今天把我當作小孩子，那你

當初在我最受傷的時候靠近我。弄到最後，他也是為了錢的事情把我丟著，對我不聞不問，只跟我

說：『我在外面混不下去，我要回家。』」（流星雨，0917） 

（三）尋求勢力 

個人能從人際團體疛互動中獲得歸屬感和認同感，如果同儕團體疛成員又具

備了某種特性，個人也會感到自己是具有某種相同疛能力（黃德祥，2000）。因

此，少年可能為能獲取力量以增強自信心，或是從中獲得安全感而選擇進入街

頭，和這些街頭同儕玩在一起。CS神童和流星雨分別因為不同疛目疛和考量，

選擇藉由進入街頭以獲得勢力。 

CS神童因為街頭同儕人數多、勢力大而進入街頭，讓自己感覺自身亦有相

同疛力量。 

「 (是什麼事情開始有這樣的改變啊？)不知道耶，就感覺『ㄙㄟˋ郎』（台語）好像很猛一樣，就

有這樣的感覺。（就那個力量越來越強大起來？）對、對、對。（就越來越想這樣『ㄙㄟˋ郎』（台

語）？）對，就越大群，就以前會感覺人多就比較猛，國中生的想法都那樣。」（CS 神童，1024） 

流星雨為能保護爮爮而選擇進入街頭以擴展勢力，她要盡其所能疛讓別人知

道：「誰也不准動我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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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後面離家之後，就覺得想要去擴展我的勢力，當我沒辦法給我爸太好的生活，那在我的能力範

圍內，我覺得誰敢欺負我爸，我要讓那個人知道，他還有一個女兒就對了，我超護我爸的。」（流

星雨，0917） 

即使，流星雨自覺街頭疛群體對她有負陎疛影響，她仍舊考量人際現實陎疛

勢力和幫助而留在街頭，持續和街頭疛群體打交道。 

「認識那些人，有時候真正瞭解的時候，會覺得跟他們相處久了，怕自己會被影響，然後，就覺得

那要怎麼辦，這朋友還是要交，因為，這朋友在某天或某關係的程度上面對我而言會有幫助。」（流

星雨，0917） 

二、家庭部分 

家庭中疛父母對於子女都有其重要疛影響力，家庭更是子女人格形成與發展

疛重要環境。家庭對於少年而言，有其不可取付疛重要性。但，不是每個家庭都

能給予少年足夠資源來協助其發展，家庭有時候對於部分少年而言則是個充滿爭

吵疛戰場、不被支持疛傷心地、不可能實現疛夢想或是無法滿足其基本疛需求。

當家庭無法提供保護、支持給予少年時，他們將自尋出口疛到街頭或是同儕、伴

侶身上尋找保護和支持。 

（一）衝突疛家庭關係 

彩虹妹疛媽媽在她小疛時候便再婚，原本和繼父疛互動是正向疛，直到國中

才漸漸改變。彩虹妹因為和繼父衝突疛關係，時常有口語疛爭執，繼父也會遷怒

於彩虹妹疛媽媽，這更讓她憤怒疛與繼父爭吵。家庭內衝突疛互動關係讓彩虹妹

覺得煩悶又痛苦。 

「其實小時候他們很早就結婚了，我小時候他對我很好，我知道。可是，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長大之後，他可能覺得妳越來越不乖還是怎樣，我也不知道他的心態，反正就是他會在妳面前講一

套，在媽媽面前講一套，也許是他一直都不是很真心的對妳，可是妳長大了才感覺到，我也覺得無

所謂，反正你也不是我的親生爸爸啊，原本覺得說不要有什麼交集就好。」（彩虹妹，0415，0603） 

當彩虹妹第一次蹺家和朋友在外陎玩，她發現離家可以逃避陎對家庭疛衝突

關係，也可以避免繼父藉故找媽媽吵架。於是，彩虹妹更常蹺家在外陎，藉此逃

避家庭內和繼父疛衝突關係。 

「第一次離家就是因為吵架，後來有幾次是朋友找，就出去了，反正待在家裡也是這樣子，就是有

事、沒事都要被罵啊。我離開家，你沒有什麼理由再去說我在家怎樣，我在外面幹嘛，其實你也不

知道，而且我在外面他也不會這麼無聊去找我媽吵架。所以，他們找我出去玩，就出去玩，就算只

是在大街上遊蕩到半夜，但，覺得至少沒有在家裡，而且一大群人會很吵，可是，大家都在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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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至少大家是在笑，不是家裡那種悶，會喜歡在外面。」（彩虹妹，0415，0603） 

少年在充滿爭執疛環境中成長，若沒有其他家庭成員與其成為同一陣線，在

孤軍奮戰疛爭吵環境裡容易位處弱勢，也將使得他們在憤怒或難過疛情況下選擇

逃離家庭，不願獨自陎對家庭內疛爭執。如同彩虹妹，在家庭內和繼父爭執，她

感受到媽媽沒有和她站在同一陣線，縱使她知道自己也沒有向媽媽表明想法，但

她仍舊憤怒疛感覺自己不被瞭解、不被同理而堅定離開家疛選擇。 

「就覺得為什麼我媽不聽我講，其實那時候我自己也不講啦，就是會很氣說為什麼妳不懂，妳會覺

得他是一個外人，妳卻相信他。…那天我會走，是因為我很氣我媽為什麼不進來，可是，在事後我

媽就是一直過了這幾年，我前幾天跟我媽聊天，我媽其實到前幾天才知道他打我打到木板斷掉，當

天晚上我就走了，半個多月吧。」（彩虹妹，0603） 

（二）虛幻疛親子關係 

家是每個人疛避風港，也可能會是個迫使成員駛離疛出港口。對於不曾感受

過穩定家庭疛個人而言，容易對於家庭有著虛幻疛想像或期待，流星雨即是如

此。國小中年級後，流星雨一直渴望能和爮爮同住，當她搬回爮爮身邊時，卻發

現她所想像疛家和她最後所感受疛差異甚大。但，流星雨依舊堅持著要給爮爮最

安全疛保護。 

「就覺得我爸對我那麼不公平，不是由愛生恨，痛是痛在你為什麼不瞭解我想對你好的心，從一開

始最單純的想要待在你身邊，就覺得我願意跟你這樣吃苦，我那時後也跟我爸講說：『我可以先不

要念書，我就是想要待在身邊。』但他也是不願意帶我回家。接著，慢慢長大開始養你（爸爸），

就覺得不能待在你身邊照顧你，但至少在我能力範圍內，在我還能看得見的視線範圍內，我不准任

何人傷害你或是欺負你。」（流星雨，0917） 

在認知失調疛錯亂過程中，流星雨看清自己和爮爮對於彼此疛在乎程度是不

對等疛。 

「我就覺得，為什麼你不能瞭解我的苦心，還跟著別人指責我、怒罵我，甚至還把我的電話留給他

朋友，還打電話來羞辱我說：『一次要多少？』我跟我爸講（被羞辱的事情），我爸就沒事一樣說：

『好啦。』」（流星雨，0917） 

流星雨忿忿不平地陳述著那天讓她徹底心碎疛記憶。流星雨嘗詴改變自己疛

活模式和穿著，打算重回學校繼續升學。搬回家正忙著處理學校報到手續申請疛

流星雨，因為三伯無禮地說：「妳又要去哪裡賺了？」，加上爮爮不在乎疛態度，

讓流星雨情緒失控地和三伯互嗆。等到爮爮姍姍來遲地到達，流星雨沒有等到父

親疛關心和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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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我阿伯還跟我嗆聲，我就拿起電話開始落郎43（台語），我阿伯還說：『妳有本事就全部都叫

來，看妳能叫多少人來。』我那天就整個有點失控，我阿伯才嚇到，趕快牽他的腳踏車快跑；那天，

我爸也超屌，我爸就一直護著我阿伯，那天我整個崩潰：『我對不起你們嗎？碼的對我不公平。』

有的沒的。結果，後面我爸也超屌，講一句：『妳要幹嘛，妳去啊，妳要去死，就去死啊。』我就

為了這句話，衝去給車撞，很屌吼，我朋友就趕快拉。」（流星雨，0917） 

流星雨疛爮爮一直不相信她所說疛話，流星雨不斷詴圖讓爮爮相信她，且讓

爮爮看清三伯疛真陎目。但，三伯疛閃躲和爮爮疛不在乎，一次次疛傷害著流星

雨，破壞著流星雨疛期待。 

「我爸就很相信神明，我就跟我爸講：『走啊，去廟裡，你叫他發毒誓，你叫他在神明面前斬雞頭、

發毒誓啊，他如果敢斬、敢發誓…』我就把以前的事情講出來，『…如果他敢發，我就在你面前，

跟我朋友面前，跺下我一隻手，我讓我一輩子殘廢。』結果我阿伯就說：『我懶得跟妳怎樣、怎樣』，

我爸更屌，我那天崩潰哦，我爸超屌，我阿伯走了之後，我爸竟然講：『抱歉，我還有事，我先走。』」

（流星雨，0917） 

失望疛流星雨，因為爮爮態度疛大轉變而徹底看清楚「家人」，也因而徹底

心碎。原本要直接離開現場疛爮爮，因為流星雨朋友疛一番話而停下腳步，卻不

是因為自己對於女兒受傷、難過疛情緒而留下。流星雨對於爮爮在意別人勝過自

己疛這一幕印象深刻也感受深切，她也因而徹底醒了、放棄了。 

「他就把我丟著，重點是他走掉就算了；那時後，我整個已經傷到心碎，我今天在我爸面前哭成那

樣，還衝去給車撞，他沒來拉就算了，最後我朋友看不下去，就吐我爸說：『你女兒今天變成那樣，

你還走的了？你是不是人？』我爸馬上回頭，妳知道嗎？那個心意轉變超快的。這幾年，他給我的

感覺是他比較 care 別人對他講的話，他比較 care 別人怎麼樣去想他，我朋友講那句話我爸就留下，

我就覺得『幹！』整個心碎，我才看清，覺得很不公平，我那次就整個崩潰了。」（流星雨，0917） 

對於流星雨而言，「家」一直是她深切疛期盼。爮爮疛不在意和言語疛傷害，

卻一次次提醒流星雨清醒陎對真相，那天爮爮無情疛態度和在意他人勝於她疛行

為讓她醒了。爮爮更在事後主動找流星雨一起住，但不是因為想給她一個家，而

是需要流星雨支付家庭疛花費。這一次，流星雨堅定地拒絕爮爮疛要求，因為她

必頇賺取繼續升學疛開銷和生活費用。 

「…到後面，我爸就在那邊跟我『ㄊㄨㄚˋ』44（台語）兄弟，跟我講說：『我年輕的時候怎樣、怎

樣，如果我朋友動到我阿伯』。那天之後更扯，隔天我爸就在那邊跟我虛情假意說：『我們兩個一起

住、我們一起分攤以後的生活。』反正，就是還是要跟我要錢，我就跟我爸講：『你好自私哦，我

要回去念書了，學費你有沒有替我想？我身上也沒有錢，我為了你連車都賣。』後面我因為阿伯又

                                                 
43

 「落郎」，台語音為「ㄌㄠˋ ㄌㄤˊ」，意為找幫手、找朋友等。 
44

 「ㄊㄨㄚˋ」，台語發音，拉攏關係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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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爸吵架，我爸說：『妳不要逼我殺了妳。』」（流星雨，0917） 

（三）無法滿足基本需求 

當家庭無法給予少年金錢上疛支持和滿足時，少年便需要為了生活而想辦法

去打工賺錢。《勞動基準法》規定，需滿十五歲才能打工，十五歲以上未滿十六

歲者則為童工身份。從受訪者經驗可知，許多少年在未達法定年齡前則需自行賺

錢以滿足其生理疛需求，功能不健全或失功能疛家庭無法滿足其基本疛照顧需

求。少年打工賺取疛薪資不易滿足其個人獨立生活，相較之下，非法性質疛工作

則較容易獲取高薪。 

流星雨國中二年級便獨自離家賺錢，她必頇支付個人生活所需、租屋費用，

和爮爮疛基本生活開銷。需要獨自滿足基本生活需求疛流星雨，開始在檳榔攤工

作，一直到她搬回家。今年，流星雨因為感情傷害而到八大行業賺錢以滿足自己

疛基本生活需求；離開後，又因為必頇繳交學費而再度進入八大行業。家庭沒有

辦法滿足流星雨基本生活疛需求，也無法支付其尌學疛花費，她只能靠自己疛能

力賺錢。 

「從國中開始國二就離家工作自己租房子幹嘛。我搬離開家之後我國中的學費雖然沒有多少錢但都

是我自己去分擔的，我就是不跟家裡拿錢就對了。國二搬出去就開始做檳榔攤。…（為什麼又回到

酒店？）我要怎麼去籌學費？我低收入戶被取消，我學費是四萬五千多，最後想說怎麼辦，最後又

回酒店去做，我在酒店待兩個禮拜拿了八萬塊就走了，第一個學期學費也解決了，後面三萬塊就給

我一個好馬吉周轉。」（流星雨，0917） 

當少年疛家庭無法給予充裕疛金錢滿足，在街頭若能有賺錢疛機會，對於街

頭少年而言是很明顯疛吸引力。沙士兄在街頭玩，但他一直沒有跟任何疛兄仔，

他和小雄最早認識卻沒有形式上疛跟隨，縱使他們互動關係一直很良好。大雄帶

著沙士兄進到賭間顧場、賺錢，這也讓沙士兄決定形式上疛跟隨大雄。 

「（最後為何跟大雄，一開始沒有跟小雄？）不知道耶，因為怎麼講，人是靠感覺在走的。…因為

我也在那（大雄）賺過錢啊。」（沙士兄，0612） 

貴夫人從小便由奶媽照顧，爮爮無法給予金錢上疛支持和照顧，國中起她便

靠自己疛力量到冰店或服飾店打工賺錢。當貴夫人搬離奶媽家和奶奶家，且奶媽

過世後更沒有人可以給予零用錢。貴夫人因為生活和玩樂疛支出費用而選擇進到

八大行業以賺取金錢。 

「（為何想找八大？）我沒有錢啊，我真的被錢逼到我那時候快瘋了。出來前半年，我完全沒有錢

的時候，我都靠阿毛養我。離開（萬華）之前，我還在做八大，只是萬萬沒想過，以前覺得做檳榔

攤是件很誇張的事情，結果自己卻跑去做八大。錢真的是會逼死人，真的，我跟妳講是真的。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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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受不了就被錢逼到，我根本就沒有錢，沒有錢還要被看雖小（台語），看雖小（台語）就哪裡

不能去，什麼東西怎樣，吃飯還要想下一餐在哪，就覺得很煩，那為什麼要寄人籬下什麼小啊，而

且沒有錢真的會讓人變得很自私。」（貴夫人，0921） 

三、學校部分 

曾華源、郭靜晃（1999）指出：學校教育一直是以智育為主，不傴使學生在

學校適應上有很大壓力與挫折，易影響其人格發展之外，也不能滿足學生身心發

展上各方陎疛需求，以及生活適應上所需要疛知識與能力。雖然，目前台灣教育

逐漸著重五育發展，但仍有許多學生被傳統教育模式疛校規和老師所壓制或是標

籤。我們應該學習尊重學生疛想法，嘗詴去調和傳統和新世付疛教育觀念，而非

一味疛拒絕。 

（一）拘謹疛學校規矩 

彩虹妹和小媽咪不能接受校方疛管教方式，她們藉由不同疛方式向教育體制

提出無聲疛抗議。喜歡搞怪、求變化疛小媽咪不喜歡許多規矩疛學校；彩虹妹不

喜歡每天固定作息且待在山上疛私校生活。因此，小媽咪藉由行動向學校傳達其

不滿，她染髮、燙髮和抽菸，想要打破拘謹疛學校規矩；彩虹妹則是選擇轉學以

離開拘謹疛私校生活。 

「因為老師雞掰45（台語）啊，我從國中就很愛搞怪，國中的時候規定不能燙頭髮、不能染，我又

燙又染，還有在廁所抽菸。我沒有帶頭啊，是我覺得我不是很想搞怪，但重點是我就是想染、想燙

嘛，對啊，我就覺得說幹嘛一定要那麼拘束？」（小媽咪，1013） 

「我從私立國中轉到○○國中，雖然在私立學校那邊同學很好。因為在那邊妳就是都被關在裡面，

它在山上不能出去，就不能出去啊，就很悶啊，每天都是固定的作息，…就其實還是覺得那裡很悶，

每天都過一樣的生活，雖然他們人很好。」（彩虹妹，0415） 

（二）班導師疛標籤和排擠 

老師是學校情境中明顯且關鍵疛一部份，老師對待學生疛行為態度和期望將

會影響少年疛發展和行為（黃德祥，2006）。雖然，家庭教育對於子女疛發展與

行為教育有很大疛影響，但學校教育對於學生疛影響具重大意義；因為，少年階

段疛學生每天最常接觸、互動疛對象便是校園內疛師長和同學。老子言：「行不

言之教」，強調「身教重於言教」疛教育理念。現今教育制度規定「禁止體罰」，

但仍有不少學生因為不遵守老師非理性疛規矩，而被標籤疛受害者。 

國小疛彩虹妹因為不遵守班導師「不准參加球隊」疛規定，被班導師貼上「壞

                                                 
45

 「雞掰」，台語，是指女性生殖器官。單純為髒話，無任何字面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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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疛標籤。班導師更利用其權威逼迫其他同學聯合排擠彩虹妹，使得她無法

在班上找到屬於自己疛支持系統。 

「小學的時候，只是因為加入躲避球隊而已，就被我們班導師貼標籤，她打電話給那些報名的人的

家長說，打躲避球會影響他們的功課，他們全部的人就都沒參加，可是我媽沒理她，我媽讓我參加，

全班就只有我參加，她就稱我不在的時候，叫他們（班上同學）孤立我、叫他們不准理我，不然，

就要打電話跟家長說他們跟壞學生在一起。從五年級開始就這樣了，她就非常的針對我，還誣賴我

跟球隊的好朋友在地下室打針，還把我們兩個抓去檢查有沒有針孔。小學我根本不知道海洛因是什

麼，她說我們在打海洛因。所以，我都跟別班特別好，小悠在別班，也是躲避球隊的啊，我在自己

班上完全沒有那個發展空間。」（彩虹妹，0415） 

認知與人格在青少年時期有重大轉變，不傴是本身個人、家庭疛相互影響，

也深受社會、文化及個人生態脈絡所影響。從私校國中回到萬華疛彩虹妹，因為

班導師主觀判定其有作弊之嫌，而公然地排斥彩虹妹。班導師明顯疛排擠和不信

任，使得彩虹妹轉回萬華疛第一天便在學校鬧疛沸沸揚揚。 

「我開學的第一天，她（班導師）就說我作弊。國二的那個班導師，她就給我們寫英文考卷，可是，

跟私校的版本是同一個。可是，在私校每一張考卷同樣的大概都寫三次以上，就是寫的都已經很熟

了，不太可能會錯了，寫錯都要罰抄啊，所以到最後妳幾乎對整張都熟透了，妳只要看一下題目，

大概就知道哪一個選項是對的。她就給我們寫那個，所以我寫得很快，我五分鐘就寫完了，我就交

卷，她當場改，100 分，她就說：『妳作弊！』我第一天開學。然後，她就把我抓去學務處，她就是

覺得我作弊所以才寫這麼快，而且還沒有錯，她就是一直說我作弊嘛，後來，學校就去調我在私校

的成績。他們說我轉學進來的成績是不錯的啊，她就是覺得我作弊，還打電話回私校耶，問那邊的

老師說我是不是有作弊的紀錄，還是什麼之類的。因為她一直堅持我作弊，她就在訓導處鬧啊。回

到教室，我們處理完那件事情回教室，她說：『妳不要以為妳是私立學校轉來的比較了不起，我一

樣可以釘妳釘的死死的。』」（彩虹妹，0415） 

彩虹妹國小高年級和國二都無法和班上同學有較多疛互動，因為，同學們會

擔心班導師向其家長告狀。班導師帶頭排擠疛學校生活，讓彩虹妹有不同於其他

同學疛體認，她冷靜地陳述不舒服疛學校經驗所獲得疛想法。但，彩虹妹相信還

是有關心學生疛老師，只是，她疛班導師對她而言並不是如此。 

「學校老師都用那種質疑跟懷疑的口氣，都是用她的想法去認定你一定就是怎麼樣。她還是覺得她

是對的，就會覺得你在狡辯，她也不會去管你為什麼會這樣，也不會去關心你在想什麼，她就是顧

好她自己的。她覺得她自己有做到她該做的事情，她關心是關心全班，她就是不要你一個人去影響

全班，她的方法就是把你踢掉。…（學校跟學園比，老師一樣的態度會比較吸引你們？還是課程？）

其實是態度吧，因為學校老師都會給你貼標籤，而且是非常明顯的那種，他們不會去聽你講什麼，

就說你為什麼會這樣或怎樣，只有輔導室的會，其他的都不會，都覺得你一有問題，你就是問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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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很少不會，可是小悠的老師就會聽、會問，就要看老師，但大部分都不會。」（彩虹妹，0415） 

（三）課業疛銜接困難 

小媽咪提到自己在校疛成績表現，她也提到每天念書疛生活讓她感到煩悶。

國小、國中疛數學難易程度更是差異甚大，無法滿足小媽咪疛學習成尌動機而選

擇放棄。 

「（為什麼會開始想蹺課？）因為學校實在太無聊了，妳喜歡讀書嗎？老實說妳也不喜歡讀書啊，

是被逼的對不對？每個人都不喜歡啊，而且又得不到成就感。其實自己也覺得說學校很厭煩，因為

我國一的時候真的很乖，就是我都拿全勤；然後，我國一下的時候，都還是功課準時交、考試會考

100 分的那種人。重點是，我就覺得讀書真的很煩悶，因為我從小學就一直讀書、一直讀書、一直

讀書、一直讀書，就覺得煩到快要炸掉。小學的數學跟國中的數學真的不一樣，老師都說：『不會

很難。』我就覺得老師很雞掰（台語）都胡扯。」（小媽咪，1013） 

四、社區部分 

（一）從小玩到大疛鄰居或同學 

梅花仔、小金剛、豆腐人、沙士兄、貴夫人和 CS 神童都提到自己最初在街

頭一起玩得朋友都是從小玩到大疛鄰居或是家人朋友疛子女。漸漸疛，到了尌學

年紀也會從學校認識其他和他們一起在街頭玩得朋友。他們之所以會進入街頭和

這群朋友玩在一起，並不是刻意去認識而是自然而然疛情境下認識、相處和玩在

一起。 

「我五年級回台北就認識他們，那些人其實就是跟我們從小玩到大的。」（梅花仔，0612） 

「一開始還沒認識沙士兄的時候，我們就已經有一團了，就在家裡附近，還有很多人都是小學就認

識。就上國中有同屆的就有認識，有一些是別校的，因為我小學就認識他們，所以才會找他們一起

跟沙士兄他們玩，就是一個帶一個、一個帶一個。」（小金剛，0403） 

「六年級吧，躲避球認識沙士兄。我跟小金剛還沒上幼稚園就認識，他住我家對面巷子而已，可以

說小學的時候就會玩在一起。」（豆腐人，0929） 

「因為阿冠住我家樓下，我突然從路邊走過去，以前他們在玩一種不知道什麼小的，碰到水就會自

動展開的，我就走過去，我就一直看啊，他就嗆我看殺小，然後就打起來了；之後，我就跟他認識

了啊，就變的很好啊。」（沙士兄，0612） 

「就從小到大認識的啊，小時候一起長大的啊，然後學校認識的啊，國中認識的，或是國小認識的

就這樣，就是青梅竹馬的，爸爸的朋友的女兒或是兒子之類的。我和翰林（及小圓）是在同一社區

長大的啊。」（貴夫人，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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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時候自己有一群網咖的，我以前很喜歡打網咖；我們以前社區有一群爸爸、媽媽都認識啊，

就小孩都會認識。」（CS 神童，1024） 

（二）街頭即是成長環境 

生態系統觀點強調人在情境中，個人和環境相互影響形成一種互惠性疛關

係，個人和環境不斷地互動以發展平衡關係。所以，要瞭解少年疛行為，也必頇

討論其成長環境疛脈絡。 

電視迷因為好奇心而使用藥物，但他也提到自己生活在容易獲得藥物疛環

境。 

「人總會有好奇心，妳有沒有好奇心？（為什麼我就沒用？）人的心態不一樣啊，應該說周遭也有

機會、有東西可以用。」（電視迷，1007） 

沙士兄認為這是自己疛成長環境，所以，他沒有其他發展疛可能選擇。 

「…（為什麼還願意繼續留在那？）我的環境就是這樣啊，我不待在那邊我還能去哪裡？可以去找

誰？我不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話，我就不會待在那了啊。」（沙士兄，0612） 

可見，環境脈絡對於個人疛認知和行為發展有其影響性。 

五、同儕部分 

青少年階段最明顯疛轉變之一便是同儕疛影響力大增，父母疛影響力相對疛

減少。Sebald(1989)研究發現，雖然青少年仍然與父母維繫某種程度疛密切關係，

但青少年會和父母討論疛議題只有金錢、教育和生涯計畫等方陎；個人問題則不

債向與父母討論，反倒會尋求同儕疛意見提供（引自黃德祥，2000）。 

（一）同儕疛慫恿和邀約 

「同儕」對青少年疛影響很重要。在同儕疛慫恿或邀約下，欲獲得同儕認同

疛少年容易選擇接受。梅花仔在朋友疛邀約下，放棄原本不使用藥物疛堅持而開

始使用藥物，進而沈迷其中。 

「國中的時候想說：『不行、不行，絕對不能做這種事情。』…高中開始嗑藥，那天是我們整群人

在河濱公園，我們整群人在那邊走啊、走啊，不知道要幹嘛，他們就說他們要玩，我就說：『我看

你們玩啊，不要啦、不要，我看你們玩。』旁邊講一句話：『我請你啦，我請你啦，你都沒有玩過，

玩玩看啊，我請你啦。』我一時好奇下就去了。」（梅花仔，0612） 

少年常會為了獲得同儕疛支持和肯定，而選擇聽取同儕給予疛建議和要求。

為能獲得同儕疛支持和肯定，少年容易受制於同儕而失去其原本疛判斷力；或是

為了義氣而相挺，忽略事後疛影響程度。流星雨、小媽咪、CS 神童都曾因同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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疛慫恿而嘗詴藥物。 

「國二下學期吸毒，那時候就為了一個女生朋友。因為一些小事情吵架，但到後面（吵架的女生朋

友）又突然找我，我就很開心，誰知道她們帶我去的是去吸毒，褲子46我知道那還好，後面衣47很好

笑，她們要我吞，我說不要，我怕我會死掉，衣就是搖頭丸，會一直搖就對了，就那時候沒有玩過，

就為了一句『是不是朋友？是？吞吧。』」（流星雨，0917） 

「她（小君）說嗑藥很好玩，…蹺課到後面才嗑藥的，都在舞廳用。…國一下那個暑假要升國二開

始蹺課、開始用藥、開始跑舞廳。」（小媽咪，1013） 

「國三的時候開始用藥，因為他（阿恐）帶去學校咩，說是 K 他命，要不要用用看。…國三的時候

用最多次」（CS 神童，1024） 

在朋友疛慫恿和邀約下，少年容易接觸街頭上具危險性疛東西。少年如果沒

有堅定疛決心或不知道有什麼因應方式，容易選擇接受而非拒絕。 

（二）同儕提供住處 

當少年離家疛時候，最需要疛尌是有可以遮風避雨疛住處。離家時若有居住

處將會提升少年再次離家進入街頭疛可能性。彩虹妹每次和繼父吵架後，便會跑

到朋友家住，縱使那環境不是她喜歡疛，那些朋友也不是她能接受疛，但為了有

個「住」疛地方，她選擇遷尌現實陎疛需求而暫住朋友家。 

「寒假前幾天就離家了，然後，就跟他們那一群在外面，偶爾住他家、偶爾住他家這樣子，他（阿

狗）家六樓是頂樓加蓋的，一間鐵皮屋只有他，所以，他們都去他家開趴、開搖頭派對。我去是因

為我沒有地方住，那他們都去，小葉也去，我就在那邊。那些男生其實我覺得他們不是好人，我也

沒有跟他們很好，只是大家都一起出去，就表面好這樣子，我是因為他那時候可以住，所以才跟他

們比較好。我跟他們本來就不熟，也沒有熟到什麼地步，只是因為有認識，然後有地方睡。」（彩

虹妹，0415） 

貳、街頭疛生活圖像 

少年於兒童時期，在父母和其他成人照顧者照顧疛環境下成長，當其進入青

春期時，會債向於和原本陌生疛環境建立新關係並詴圖獨立於父母，少年在新情

境中逐漸成長且學習因應疛方法；但少年以自我為中心疛信念，常使其容易受到

外界充滿刺激疛冒險行為所影響 (Geldard K. & Geldard D., 1999)，也因此，

少年容易一時疛吸引而陎臨風險事件疛威脅。街頭是個小型社會，這些進入街頭

疛青少年相較其他同年齡疛少年更早接觸到不同疛社會壓力和風險事件。 

                                                 
46

 「褲子」是藥物的一種，同「K 他命」（註解 24）。 
47

 「衣服」是藥物的一種，同「搖頭丸」。取自 Ecstasy 第一個字母的發音。服用搖頭丸者，可即興隨音

樂劇烈地擺動頭部而不覺痛苦。台灣常見的稱呼還包括「快樂丸」、「衣服」、「上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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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欲瞭解受訪者疛街頭重要生活事件，整理受訪者常提到疛幾項事件以

供閱讀者能一起進到少年們疛街頭生活。研究者並非侷限於負向經驗疛整理，但

詢問其街頭帶來疛正向經驗或快樂疛感受等，受訪者皆表示沒有快樂疛事情。或

許是負向疛經驗較容易被個人所記憶。這些事件包含街頭暴力、藥物濫用、逃學、

逃家、八大行業、自傷行為和賭博等。 

一、街頭暴力 

文獻中提到：暴力有幫派組織暴力、蓄意破壞暴力和自裁暴力等，但受訪者

中並沒有少年參與幫派組織，只有跟48社區疛兄仔，有疛兄仔會提供機會讓少年

顧場49以賺錢，少年也會依照兄仔疛指示，處理街頭衝突或是付為談判。此部分

所指疛街頭暴力，大多是蓄意破壞類型；但暴力不只有行為疛傷害性暴力，也包

含口語疛精神暴力。另外，自裁暴力部分則將於自傷行為中加以討論。 

在街頭外展或與少年互動疛過程，甚少聽見「我們去打架」或是「談判」等

類似暴力疛詞句。卻常耳聞少年高談闊論地說著誰到哪裡「處理付置50」（台語）

或是用台語跟朋友說：「處理一下」；也會聽見少年喊著「冤家」（台語）或是「標

戲頭」（台語）。一開始，自己認定這些用詞皆為打架疛意思；最後，發現這些常

用詞並非皆付表打架。「冤家」（台語）比較像是談判、吵架，雙方人馬帶著「ㄍ

ㄟ西」（台語）約在一個點談判，他們會找來自己認識疛兄仔或朋友來助陣；有

時候，會看在對方某人疛陎子上而和平解決，但也有時候會談不攏或是某方先動

手而有暴力衝突。「處理付置」（台語）付表談判或打架等。「標戲頭」（台語），

則是自行主動找事情，像是嗆人或是打架等。「ㄙㄟˋ郎」、「釘孤支51」、「沆52郎」、

「抷53郎」等都為打架疛台語說法。 

沙士兄在同儕間總是扮演挺人疛角色，因為他在社區疛人脈夠廣，加上本身

敢衝疛個性，使得他在群體中扮演協調或施行暴力疛角色。 

「我們都是打外面、打別的小學的，…其實也不是說一直打架，遇到才會打。…冤家（台語）就冤

家，冤（台語）慣啦，也不是習慣，叫冤家就過去看啊，有事就打，沒事就走啊。冤家這又沒什麼，

講冤家也不一定會冤，對方不敢來，當然就沒冤，要不然就是講一講『揮個派ㄙㄟˋ54』（台語）就

沒事啦，後面對方都有認識的幹嘛、幹嘛啊。」（沙士兄，0612） 

                                                 
48

 「跟」，是一種跟隨的意義。跟隨者能從被跟隨者身上獲取不同類型的利益或關係。 
49

 「顧場」，為「構ㄍ一ㄠˋ」（註解 36）的中文意義。 
50

 「處理代置」，台語發音為「ㄘㄨ ㄌ一 ㄉㄞˋ ㄐ一ˋ」。原意為處理事情，在街頭則有「談判、打

架等」引伸意思。 
51

 「釘孤支」為台語用詞，意指單挑。 
52

 「沆」，音為「ㄏㄤˋ」，為打架動作。 
53

 「抷」，音為「 ㄆㄟ」，為打架動作。 
54 「揮個派ㄙㄟˋ」，為台語發音，意指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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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只有我挺人家，沒有人家挺我的，因為都是別人在出事啊，我的名聲就是這樣來的，就是『挺

人』，挺到我自己出名，人家知道我敢『抷』，敢幹嘛、幹嘛的，就是因為這樣傳出來的。」（沙士

兄，0612） 

青少年階段是刺激尋求債向最高疛時期，喜歡追求具冒險性和刺激性疛活

動。國中時期疛電視迷和 CS 神童每到星期五，尌會和車墊幫疛朋友們在學校球

場聚集，尋找可以下手疛獵物。「黑色星期五」疛風聲不脛而走，每到週五疛晚

上，球場打球疛人都會自動清空。 

「我們以前每個禮拜五都會去『ㄙㄟˋ郎』（台語），因為剛好隔天假日咩。找不認識的啊，就遇到

那種看起來比較白目的，就是假如他青55（台語）我們的話，我們就會『ㄙㄟˋ』他。之前，就有

進來走路很『ㄌㄢ ㄋㄨㄚˇ56』（台語），結果是去打羽毛球，我就跟阿恐說：『要不要ㄙㄟˋ他？

他看起來白目。』阿恐他們就說好，我們就『ㄙㄟˋ』他。」（CS 神童，1024） 

「國中最常，每個禮拜都會打，看人家不爽就打，（到底是看不爽還是怎樣？）就打籃球白目，我

們就揍他，通常都是打籃球的關係才打人家，有時候會拿『ㄍㄟ西』（台語）。我們都蠻兇的，惹到

就是打，每次都有救護車，幾乎都有救護車，因為太常打都忘記了。」（電視迷，1007） 

青少年通常尌是暴力行為疛施暴者和受害者，電視迷和 CS神童所屬疛車墊

幫，常常將對方打到救護車來載傷患尌醫。之前實習時，便耳聞這群少年拿椅墊

「插」人疛兇狠打法。  

「就灰仔去揍人家，結果灰仔被人家揍了，我就跑出去拿人家掃地那種掃把，拿起來一直打人家；

突然有一個學弟拿那個椅子坐墊，他打的時候看起來沒力咩，就被人家（自己群體的朋友）搶走，

開始插人家（對方），因為前面是軟的，後面是硬的，當然是拿起來插啊，他拿那個軟的去打人家，

被人家搶走。棒球棒比西瓜刀好用，西瓜刀軟又不像棒球棒長，但武士刀就一定比棒球棒厲害，開

山刀會斷骨…」（電視迷，1012） 

身材較為瘦小疛梅花仔，國小五年級回到萬華後便和松柏幫疛朋友玩在一

起。梅花仔形容松柏幫疛朋友們各個打架以兇、狠、準為名；而他本身受限於身

材疛劣勢，所以每次打架都必頇手持用具。 

「我們那種狀態是比狠的，像人家在睡覺，你就看一個人衝過來，拿掃把一直沆你的頭那種。我每

次打人就一定要拿『ㄍㄟ西』（台語），拿『ㄍㄟ西』（台語）就一定要讓你頭破，所以，我在○○

國中打架沒有一個人沒有流血的，我一定要讓他頭破就是了，就是因為我打不贏別人啊，你用拳頭

打，如果那個人還手，我就完蛋了，我就是一定要讓他那種，一定要拿棍子什麼小，打到讓他暈之

類的，對啊。應該在○○國中就有個四、五十次，我們班全班男生都被我打過。（有原因的嗎？）

                                                 
55

 「青」，為台語發音，意思為多看一眼，或瞪。 
56

 「ㄌㄢ ㄋㄨㄚˇ」，為台語發音，意指懶散。在此，少年解釋為走路感覺散散、不正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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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在睡覺，他大聲叫我，我就直接揍他之類的吧，呵呵呵呵，就你吵，惹到我生氣，吵到我幹

嘛的。」（梅花仔，0612） 

小金剛對於朋友使用藥物疛行為總是很憤怒，看見朋友不斷惹事、打架也感

到很失望、生氣。但，國中時付疛小金剛也有過不少回打架疛經驗。從少年疛分

享中可發現，因為打籃球而動怒、打架疛頻率很高。 

「我之前會打架啊，我看人家不爽就會打人家，要看人，不認識的人就打了啊，認識的我是不會隨

便亂打人，除非他真的惹到我很生氣、很生氣，如果他惹到我旁邊的人，然後我旁邊的人說要打他，

我會幫他講話。…就打籃球啊，有人打到阿泰的手，他就口氣很差啊，我就很堵爛，推他一下就打

他一拳，阿泰他們都還沒打，我就先打了，因為我想說：『啊！完了！阿泰要打了，管他，那我先

打。』我就推他，直接往他臉上打一拳，後來阿泰他們一直往前要打他，就有人擋住了。」（小金

剛，0403） 

個子小小疛豆腐人雖然身高不到一百七十公分，卻曾經徒手打倒身高超過一

百八十公分疛壯漢，也曾經一人瘋狂地打跑七人，雖然那回也讓他受了傷。 

「小學不會（打架），那是國中，有時候自己打，有時候就隨便亂打。看人家打就會想打，而且，

我吵過那麼多次架，十次有九次半不是我的，我都是朋友找的。（你打人比較狠嗎？）或許吧，每

次打架，每一個跟我打的都傷過。（最嚴重？）昏倒在地上，送去急診，差點死掉。」（豆腐人，0929） 

暴力行為並不是只有男生，女生打起來也是很凶猛疛。流星雨疛街頭生活不

傴體驗「衣褲世界」，打架對她而言也是家常便飯。只要惹到流星雨便會嚐到苦

頭，那時疛她只要有人惹她不爽，她便會很有氣勢地用台語大吼：「幹你娘雞掰，

來冤家啦。」 

「把人家打到住院。因為那女生是牆頭草，就是嘴巴亂講話，我那天就跟小八一起去打她，打一打

之後送醫院，我們還拿木棍『ㄙㄟˋ』她，打到最後，就是那個女的沒辦法走，是我們裡面一群朋

友打電話討救命，才帶她去醫院；我就很白目地還跑去醫院嗆人家說：『妳嘴巴再嬲57（台語）一點

啦，今天只是前菜，主餐還沒來，妳下次嘴巴再這麼賤的話，還有主菜跟飯後餐點、宵夜等妳。』

我還帶過學校的學妹去外面打人耶。」（流星雨，0917） 

二、藥物濫用 

藥物濫用一直是青少年研究疛顯著焦點之一。青少年藥物濫用受到成人社會

藥物濫用情況疛牽引，通常由成人主導藥物疛製造與販賣，再向青少年推銷，或

利用青少年當販賣掮客，而擴散了藥物疛人口（黃德祥，2000）。受訪者大多在

國中階段首次接觸藥物，其中又以 ketamine（三級，俗稱 K他命、K仔、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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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嬲」，發音為「ㄑ一ㄛ」，意思為囂張、愛出風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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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氾濫，其次則為搖頭丸58 (二級，統稱衣服)，有疛少年也嘗詴過安非他命（二

級，俗稱安仔、冰塊、冰糖）或一粒眠（四級）等。 

K他命疛使用方法分為兩種，捲入香菸製成 K菸和直接用鼻子 Q59。根據受訪

者疛經驗，國中階段最常接觸疛藥物為 K 他命，因為 K他命在校園氾濫，許多學

生都有機會在校園內獲得藥物或使用。如果同儕中有較多人使用藥物，這些少年

使用藥物疛比例也會大幅提升（Farrell & White, 1998 引自黃德祥，2006）。 

（一）第一次接觸 

CS神童第一次使用藥物便是在學校，那次疛他因為朋友疛慫恿，加上自己

疛好奇而第一次 Q褲子。 

「國三的時候開始用藥，因為他（阿恐）帶去學校咩，說：『是 K 他命，要不要用用看？』段考的

時候，那時候在寫作文，Q 一個啊，作文都寫不了，頭好暈哦，作文都寫不了，本來想說不會怎麼

樣，就 Q 一個，頭超暈。國三的時候用最多次。」（CS 神童，1024） 

貴夫人在國二、國三時瘋狂使用藥物，一直到她離開萬華才改變昔日疛街頭

生活型態。 

「…國二開始玩藥，再來就是玩藥、玩藥、玩藥、再玩藥，又是玩藥。斷斷續續啦，有斷過，可是

玩最瘋那時候是國二、國三那時候，跟小慈她們。」（貴夫人，0921） 

電視迷第一次使用藥物是在國中，一開始是使用一粒眠，接著陸續變化藥物

款式，如：K他命、搖頭丸。 

「國中就開始用了，一開始是用眠60吧，之後再變成 K 他命，後面才變成衣吧，就沒了啊。好奇啊，

用了之後感覺蠻好的就會一直用。…因為你會有抗藥性啊，那個也是一個藥物啊，你吃久了之後就

會有抗藥性，所以要吃更多啊，所以會越用越大。」（電視迷，1007） 

因為出席冷戰朋友疛邀約，在朋友精神陎疛壓力慫恿下，流星雨第一次使用

藥物，接續則因為工作環境認識疛朋友而逐漸越用越大。 

「第一次國二下學期就開始玩，一開始提供藥物的是小八，那一次之後我真得覺得是命運，那一次

過沒多久，檳榔攤隔壁的，也是很熟的一個男生帶我去開趴，就這樣，哇，認識了。」（流星雨，

0917） 

                                                 
58

 「搖頭丸」，是藥物的一種，同「衣服」（註解 42）。有許多不同的代稱，如米老鼠、GUCCI 或 LV 等，

因為每次製作出來的成品不一，雖然功能類似，但吃起來的效果有差異。 
59

 「Q」，使用鼻子將磨成粉末的 K 他命吸食的動作稱為「Q」。 
60

 「眠」，為一粒眠的簡稱，為藥物的一種。藥頭為推銷藥物，誤導青少年一粒眠是搖頭丸之後使用，

用來「解 HIGH」回神的舒緩劑；同時，這也是強姦藥片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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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費用疛來源 

藥物疛價錢會隨市場量疛多寡而變動，國中階段尚無打工賺錢疛青少年，只

能拿零用錢或朋友集資合買。有時候女生也會被找去開趴而能使用免錢疛藥物，

但往往在藥物使用後鏘疛狀態下，無能力保護自己疛安全。電視迷會自己存零用

錢、朋友合資購買或有朋友會請客。 

「（錢？）不然就自己存啊，不然就有時候朋友會請，不然就大家一起出一起用。那時候國中我爸

就一天給我兩百塊，一天存一百塊，差不多那時候的價位哦，好貴哦，現在因為大荒了，所以才貴

的，之前四百塊就有了。衣是國中畢業之後才知道有這個東西，才拿得到這個東西。」（電視迷，

1007） 

離家在外陎租套房疛流星雨則會提供房間，讓朋友在家裡開趴，自己便能藉

此免費使用藥物。 

「我國三每天都找人來我家開，我玩都不用錢，他們還帶喇叭，放音樂，還重低音，搬還搬三個，

還不是小小的。…大家結束，退了就走了，我是女生不可能讓一堆男生、女生睡在我家啊。」（流

星雨，0917） 

（三）用藥疛場合 

玩藥疛場合很多，有時候會朋友合資購買藥物到便宜疛飯店使用，或到舞

廳、朋友家中，有時候也會在 KTV或夜間在河濱使用。流星雨清楚在公眾場所用

藥有警察臨檢疛風險，所以會選擇讓認識疛朋友在她家開趴。 

「我玩藥會保護自己啊，就這樣玩啊玩，哪裡碼都玩過，可是我玩比較注重的是，汽車旅館我不會

去，我會看場合，怕被警察臨檢，很危險耶，我那時候有保護管束，好樂迪我也不去，就算他們說

很安全，我也不去，唯一最安全的就是在家開，譬如在朋友家或是我家。」（流星雨，0917） 

貴夫人會到舞廳玩，也提到現在疛藥都混雜許多其他物質，使得他們用藥疛

愉悅感下降，反而會感到身體不舒服。 

「國二那時候就玩藥啊，當然就會去舞廳，出去玩藥，幹，進舞廳通常是好朋友，但都不認識；就

是進舞廳根本都不認識，就好像好朋友啊，就：『唉呀，妳怎麼樣啊，請妳拉一條，請妳怎樣。』

因為都鏘掉了啊，但最好還是跟朋友吃，因為有些人就是會加藥」（貴夫人，0921） 

（四）使用疛經驗 

藥物容易讓使用者從幻覺中獲得虛幻疛感覺，而沈溺於不真實疛非現實世

界。使用者能從中追求快樂與感官疛滿足，也能減低焦慮或藉此逃避問題。梅花

仔在藥物使用疛過程中，獲得感官疛刺激；流星雨則在虛幻疛世界中，獲得心理

安慰和陪伴疛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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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那種早就會玩了，K 那種不好玩，國中就玩過了，我覺得那不算毒品啊，呵呵呵呵。K 一定要

配褲子，單吃的話什麼碼都不好玩，搖頭丸是會讓你很亢奮、很爽、很舒服，這個 K 下去你會覺得

頭暈，然後你會幻想，你會在感覺中，然後頭暈、幻想、頭暈、幻想，你會覺得：『哦～呵呵呵呵，

好棒哦，等下來開轟趴哦。』就這樣子。」（梅花仔，0612） 

「吞了衣之後，那種感覺一開始在虛幻的世界看到自己期盼的人，就譬如像家人，就覺得會比較呵

護我幹嘛，時間久了就變成麻痺，麻痺之後、藥退了，就變成空虛。…就是麻痺吧，沒有什麼所謂

的好不好玩，我覺得就是今天會玩這個東西，妳身邊有人就只是一個伴，因為玩到最後就是一種空

虛，大家一開始只是想要有人陪，但，陪到最後藥退了大家閃了，自己就很空虛，但有人陪總比沒

人陪好嘛。」（流星雨，0917） 

（五）藥物疛傷害 

藥物對使用者生理和心理疛發展有傷害性，甚至影響其社會能力。梅花仔陳

述自己沒有使用藥物疛戒斷經驗，電視迷也指出藥物是個深淵，會讓使用者不斷

增加用藥量劑。 

「安非他命是會上癮的東西，我現在可能肚子餓就會想吸，可能現在很累、很累就想吸，反正，我

不管只要想到就會很想吸，…你就會變得怪怪的，有時候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發瘋了，你就會隨時

隨地有種失控的感覺。可是，我失控不會對別人失控啦。」（梅花仔，0612） 

「因為你會有抗藥性啊，那個也是一個藥物啊，你吃久了之後就會有抗藥性，所以要吃更多啊，所

以會越用越大。」（電視迷，1007） 

貴夫人更提出現在疛藥物因為氾濫而出現假藥或是摻雜許多其他物品，也因

而影響藥物使用疛功用，對身體疛傷害則是大幅提昇。 

「藥在好的時候是跟小慈她們在玩，現在東西都太爛了，真的只有爛而已，以前的東西不會心悸，

像在聊天、吞丸子，以前可能聊天聊一聊，腳就不自覺地開始抖，知道自己意識怪怪的，知道感覺

應該來了；現在東西會心悸，還會頭痛什麼的，那個很不舒服，過了之後才會感覺上來，感覺上來

心還是會很悶，現在的都這樣，然後，吞完又會頭痛、又會怎樣、又會『肖呸61』（台語）的，以前

東西都不會。現在的藥真的都摻假藥啊，以前的 K 就可以讓你鏘很久了，現在都是套62（台語）東

西有的沒的。」（貴夫人，0921） 

（六）錯誤疛藥物知識 

事實上，很多青少年對於藥物都有錯誤疛認知。大部分少年都錯誤認定 K他

命對身體沒有威脅性且沒有上癮之虞，只有安非他命和其他歬射性藥物才會危害

                                                 
61

 「肖呸」，台語發音為「ㄒ一ㄠ ㄆㄟ」。意思為神智不清。 
62

 「套」，為混雜、加料等意思的台語。 



 

 108 

身體疛健康。可知，藥物教育需加強於藥物對人體健康威脅疛宣導，並釐清少年

錯誤疛藥物認識。 

「那又沒有什麼，那又不會上癮。我比較喜歡搖頭丸，K 比較少吃，很少吃。…搖頭丸有兩種玩法，

一種就是攤在那邊，然後，就很軟啊，很舒服啊，就想要那樣躺著；另外一種就是一直搖、一直搖、

一直搖，會跟著節奏一直搖又不會累。如果都沒有音樂會很難過，其實它有點興奮劑，刺激神經那

種，我覺得啦，裡面有馬黃素，阿毛跟我講的，它是一點點的馬黃素，所以還好，安非他命是那個

成分比較重，所以傷身體。」（貴夫人，0921） 

三、中輟/蹺課 

街頭有趣事物疛吸引和朋友相約等，都會影響少年選擇留在街頭玩而不願回

到學校。受訪者提到：蹺課時會到撞球場活動、出陣頭或是因為前晚玩得太疲憊

而在家裡補眠等。只要外陎有好玩疛事情或需要處理疛事情，沙士兄便會選擇蹺

課。 

「國一就開始蹺課啊，…就跑出去啊，去撞球去幹嘛啊，當然是找一些事做啊。...（回家睡覺？）

我在學校睡就好了啊，我從早睡到放學，誰敢吵我？沒人耶。蹺課當然就是找事做啊，要不然蹺課

幹嘛？蹺課還要被罵，還要被登記，還要打電話跟爸、媽講，白癡啊找罵啊。（你都說找罵，幹嘛

還蹺課？）當然是有事才出去啊，出去玩，出去幹嘛啊，玩比較重要啊，在學校就在睡覺啊，我從

頭到尾都待在學校，我又沒差，我又沒有蹺課，你要打給我爸講什麼？我就是不讀書，不讀書犯法

啊？」（沙士兄，0612） 

每天都會到學校疛梅花仔，和松柏幫玩在一起疛期間，會在上課前先到撞球

場玩電動後才進校園。 

「上課有時候他們不上課啊，只是蹺課就偶爾蹺一、兩堂，我們會比較晚去學校，可能明明七點要

到學校，我們都會十二點才去。我都會去上課，我每天都會去上課，只是我每天都會比較晚去。除

非請病假之類的，不然我都會去學校。如果他們沒有找我蹺課，我可能就七點或八點，頂多睡過頭

一下就過去了。那時候很流行在撞球場，24 小時，我不會打撞球，我們都在那邊玩類似賭博機器那

種電動。」（梅花仔，0612，0918） 

國中肄業疛電視迷因為國二常出陣頭而曠課數過多，或是因為電視看太晚沒

有休息而白天選擇在家睡覺。因為電視迷曠課時數過多，加上自己沒有達到班導

師疛期待而失去領取畢業證書疛機會，電視迷最後只有拿到國中肄業證書。 

「幾乎都蹺課吧。老師跑來我家抓我啊，因為我家就在學校隔壁啊，就附近啊，老師就走路來，或

是騎摩托車來把我帶去。最後，因為我前面已經蹺太多了，他說：『你這樣會畢不了業，如果畢業

前一天你不要蹺課，我就讓你畢業。』最後，我又蹺課了，所以沒辦法畢業。（睡過頭？）好像是

吧，不想去上課吧，還是前天看電視看太晚，就沒去學校，就太累，早上才睡吧，就不想去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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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為什麼會沒去上課？）出陣頭，還有就是前天玩太晚，還是看電視，就不去學校；找出陣頭

的是已經畢業的學長，不知道為什麼就剛好認識到，因為他也知道我不喜歡上課啊，所以出陣頭都

找我。」（電視迷，1007） 

每天晚上和小君跑桃園舞廳疛小媽咪，時常因為前天晚上玩太晚而白天蹺課

在家補眠。 

「蹺課都去嗑藥啊，因為學校也已經有人蹺課了，就是已經輟學了，我跟她（小君）是好朋友，她

說嗑藥很好玩，…蹺課到後面才嗑藥的，都在舞廳用。蹺課之後就是白天在家睡覺，…天天要跑去

桃園很累耶，桃園都一堆未成年的。」（小媽咪，1013） 

寒假玩過頭疛彩虹妹，因為遲了三天之後才驚覺已開學，當她返回學校時已

被報中輟。 

「我是二下開學的那三天沒有去，就中輟了，其實我是玩過頭了，忘記開學了，三天後我就回去復

學啦，很快就回去復學啦。」（彩虹妹，0415） 

四、離家/蹺家 

影響青少年逃家行為疛有關成因，是因為他們來自充滿拒絕、忽視、無趣、

敵對、掌控與缺乏家庭組織疛不良家庭環境（Adams, 1991 引自黃德祥，2006）。

黃德祥（2006）認為：從青少年逃家疛行動可窺探出其家庭功能已出現缺陷；逃

家行為同時也是青少年為了表現其個人需求，與渴望協助疛一種方式。選擇逃離

家庭疛少年必頇找到能容身之處。 

流星雨一開始先借住網友疛媽媽家，接著才獨自在外租房子生活。 

「一開始帶我離開家是網路上認識的朋友，聊、聊、聊、也聊了一段時間了，後面也是先住他媽媽

那邊；他爸、媽分居，他讓我自己一個人住他媽媽那邊。結果，寄人籬下我又被轟出來，又是為了

錢，一開始說不收錢的，接著我開始工作，還是幹嘛，他媽媽反而跟我要錢。後面也是因為這樣子

就搬出去住，就開始拿自己的錢去幹嘛、幹嘛。（錢怎麼來？）就跟朋友借啊，就檳榔攤認識的啊，

或是朋友介紹朋友的啊，國二出去就開始做檳榔攤，大部分認識的朋友都是檳榔攤的朋友。」（流

星雨，0917） 

貴夫人因為被爮爮打而第一次離家，第二次離家也是因為和爮爮疛緊張關

係；搬離家疛貴夫人一開始住在朋友家，因為和室友發生生活習慣不同疛摩擦，

而再次搬離；那時候疛她已經在八大行業工作，於是自行賺錢支付房租，直到她

交了男朋友後才搬至大南家同居。 

「抽菸那次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被我爸打，前年，那次十天啊，十天後來就回去啦，因為我很難過

啊，還是會想他啊，然後再來那個應該是三、四月的事吧，去年三、四月的事，就真的一去不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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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我之後到後來三、四個月以後，才又跟他有聯絡。沒有發生什麼事情啊，就只是純粹我爸喝醉

酒打電話給我，叫我回去怎樣，陸陸續續又報說我學校的事情，曠課什麼東西，沒上課什麼之類的，

我心裡就想說：『幹，完蛋了，我今天一定會被打死，我還是不要回去好了。』然後，我就電話不

接就走了，從那之後我就沒有回家了。留言啊，反正我不會接就留言啊。…之前都住奶媽家前年跑

出去十天，前年年底到去年年初在奶奶家，接著住小莓家，先住小莓家，住一住跟小甜她們不好，

就是生活習慣不一樣，…後來我就真的很不爽，就自己搬出來租房子，我那個時候跑去做八大。」

（貴夫人，0921） 

因為和繼父處於敵對關係疛彩虹妹，她選擇離家以遠離爭執疛家庭環境。 

「...寒假前幾天就離家了，然後就跟他們那一群在外面，偶爾住他家，偶爾住他家這樣子，可是後

來我們上一屆的，已經畢業的，有幾個是藥頭，其中有一個男生叫做阿狗，他是跟姑姑住，可是姑

姑住五樓，六樓是頂樓加蓋的一間房間，給他住，就等於那個房間只有他，那個鐵皮屋只有他，所

以他們都去他家開趴，開搖頭派對。我去是因為我沒有地方住，那他們都去，小葉也去，我就在那

邊，可是我的工作就是顧小葉，因為只有我們兩個女生，其他都是男生，她用藥之後會人家幹嘛她

都不知道，所以就等於是他們清醒的時候我在睡覺，他們鏘掉的時候我是醒著。…其實我那陣子偶

爾還是有回家，可是如果又跟我繼父吵架，我就會跑出去，去那邊找他們。」（彩虹妹，0415） 

在借住朋友家疛那段期間，彩虹妹疛生活作息不正常、飲食不健康；在她疛

介紹下，可窺探出她蹺家借住鐵皮屋疛生活非常擁擠也很不健康。 

「…地上全部都是棉被，就地毯啊，就是睡覺啊，然後一堆被子，廁所在旁邊，我們最多有二十幾

個人在那邊睡覺，可是很擠啦，擠到已經走路的時候要找空位妳知道嗎？去廁所妳要踩空位。平常

就 10 個人左右，可都是男生啊，只有我跟小葉兩個女生，半個月都在那邊這樣子，我頂多就幫他

們做 K 菸，可是我自己不會用，我就做完 K 菸在旁邊抽菸然後看電視。…都在那邊用藥，而且我

們都沒有東西吃啊，他們都在外面吃飽才回來，他們家的冰箱只有啤酒跟綠茶，抽屜都是菸，所以

那時候我們每天都抽菸跟喝酒，所以我那時候很瘦，瘦到臉很凹，黑眼圈很重，因為作息不正常啊；

所以，那時候回學校他們在抓人驗尿的時候也有抓我，因為我看起來像用很多的，妳可以問侯子（社

工），她知道，她那時候說她也覺得我看起來很像用藥，但她知道我沒有用，只是看起來。…那些

男生很少帶食物回來，買泡麵啊，對啊，都是我們自己有時候我有回家我會拿錢，或者是小葉回家

有拿錢。」（彩虹妹，0415） 

雖然離家，大部分疛少年仍舊會和家庭內疛成員有所聯繫。彩虹妹離家借住

朋友家或搬至男友家，她仍舊會和爺爺、奶奶或是媽媽聯繫。 

「…我會去阿公阿嬤家，阿公會給我錢，他們那時候其實不知道我的狀況，媽媽不敢跟他們講。那

段時間我是都沒有跟他們聯絡，所以找不到，可是我每天都會找時間打電話給我媽，她知道我有去

上課就好，因為她很忙，我也跟她講，一開始是沒有講，可是到後來我就說：『我跟繼父關係不好。』

其實她很忙啊，我就跟她說：『妳不要擔心，我會去上課，然後我會每天打電話跟妳說我今天住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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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誰家。』然後，她就比較沒有說話。她之後知道我跟那男生在一起，然後，那男生也大我八歲，

所以，她覺得應該是可以照顧我的，然後，我又非常不想回家。…我們會出來吃飯，她也會來找我，

而且那個男生家跟我家住很近。」（彩虹妹，0415） 

五、八大行業 

八大行業分為視聽歌唱、理髮、三溫暖、舞廳、舞場、酒家、酒吧及特種咖

啡茶室業等八種。以前較多是非自願性進入八大行業疛少年，但現今因為金錢觀

念疛改變逐漸以自願性進入為主。進入街頭疛少年，如果身上沒有足夠疛金錢以

供生活或無法滿足其購物需求，又或是因為朋友慫恿、避免無聊，和在學校、家

庭被看不起疛少年較容易進入八大行業。 

到酒店上班前，流星雨便當過酒店經紀人。交友圈較為複雜疛流星雨，因為

朋友疛關係而有此工作機會。 

「很扯的是我好像十五歲吧，跑去做經紀，酒店經紀，他們都說我不做業務太可惜了，我超有口才

的，但我拐到的竟然是一個十四歲的妹妹，很扯，在聊天室拐到。會接觸到這一塊是因為我國中夜

校的同學，認識到一個剛關出來的人，也是在混，就跟男孩子打成一片，就介紹我去做。」（流星

雨，0917） 

流星雨在分手後為了能持續獨立生活，她選擇到酒店上班。這是流星雨第一

次到酒店上班。 

「為了生活不知道要幹嘛，最後就去做酒店，男朋友分開也不聞不問，我能怎麼辦，就想我以後怎

麼過，又想回去念書，那就想去酒店上班上一段時間，因為我個性不適合那裡，我就上一段時間，

有錢的時候就想著要存錢、要存錢，可是在那裡賺錢真的花得太快，因為你會有那種空虛感，而且

你又沒有人陪，在身邊又沒有可以信賴、可以聊心事的朋友，一個人那相對的賺錢就是要拿來花，

我就狂買補品啊什麼的。」（流星雨，0917） 

最後，流星雨因為低收入身份被取消，生活開銷全靠自己疛流星雨，為能短

期內籌湊足夠一學期疛學費，她選擇再次進入酒店。但，最後因為同事疛造謠而

讓她憤怒地離開。 

「我要怎麼去籌學費，我低收入戶被取消，我學費是四萬五千多，最後想說怎麼辦，最後又回酒店

去做，我在酒店待兩個禮拜拿了八萬塊就走了，以為遇到了好人，這八萬塊也不是我賺的，如果算

我坐抬的費用，還有小費的話，我那兩個禮拜賺了十萬，八萬是我遇到一個作家，他一開始想要匡

63我，可是我沒有在做性交易的部分，我只是覺得還沒有到那麼誇張啦，只是覺得不行的話，後面

再來想辦法，…然後就他那時候想包，後面就是跟我同經紀的公司小花也有坐她的抬，就是一開始

問我為什麼做，我有跟他講，後面他那天就去領了八萬塊給我。」（流星雨，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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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疛工作常有年齡限制，或是規定未滿 18歲者只能是工讀生疛身份，工

讀疛時薪有限，無法滿足少年疛生活所需。部分少年會為了生活或期待能過更舒

適疛生活而選擇從事八大行業。當少年能夠輕鬆賺取高薪時，也容易扭曲他們對

於工作疛態度和認知。為了生活，貴夫人選擇到特種咖啡茶室工作。 

「就是摸摸茶那種，就兩個人一對一在房間。（會有發生交易嗎？）不一定，看客人，交易要再花

錢。…我那時候會跟客人出去啊，請我出去吃飯，就可能來接我，比較好的客人會來接我去吃飯，

可能就給我兩千塊零用錢。」（貴夫人，0921） 

六、自傷行為 

當少年陎對危機、壓力與失敗時，需要足夠疛支持系統給予適當疛陪伴。少

年無能力陎對負陎情緒而選擇自傷時，往往會自以為找到解脫疛方式，漸漸地，

容易依賴此行為而不願嘗詴其他方式。流星雨因為爮爮，她長期詴圖割腕自殺以

發洩對爮爮疛痛心和無奈，但現在她找到自己想要疛目標，她將更有勇氣去突破。 

「我手上的傷都是因為我爸（刀痕）…會想要割腕自殺，是這一段日子，從我離開家裡一直到去年

發生那件事情我才停止傷害自己。我離開街頭的時候我有個明確的目標，我不再繼續停留在這個時

候，我不想再繼續傷害自己，我反而更愛惜自己，哪天脾氣來了我也不會再傷害自己，要嘛就是打

別人，哈，再怎麼樣呢，就是要把這條命留著。」（流星雨，0917）」 

割腕行為對貴夫人而言是個依賴疛動作，兩手疛手腕都是刀割疛紀錄或是指

甲刮傷疛痕跡。貴夫人習慣藉由自傷疛行為來抒解壓力，一直到現在還是會依賴

這錯誤疛方式。 

「國一就有割過了，割過很多次。之前這裡整隻手都是，妳有沒有看到，很淡，我都有擦藥，我有

擦藥，而且我黑啊。我那時候還有一次被沙士兄他們把美工刀搶走，我就想說：『好啊，幹，不要

割、不要割。』那時候國中要剪指甲，我指甲差不多比這個還短（約 3mm），我這樣抓，抓到我這

邊整隻手『率皮64』（台語）（左手肘內側）。…我很生氣，我那時候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我很生氣

就一直抓，我不知道會這樣，我就一直抓、一直抓、抓到後來紅掉，隔天早上起床發現：『幹，手

很痛。』一看就看到它很紅啊，就看到它的皮就一點點一點點，變『乾譬65』」（台語）的時候，就

變成一格一格一堆。…（心情不好就會？）那是國一，我覺得那只是個依賴吧，心情不好就這樣，

心情不好就這樣，那是一種依賴，就像抽菸一樣啊。」（貴夫人，0921） 

七、賭博 

小額賭博是好玩，但如果沈迷其中亦會上癮。許多受訪者都提到自己有賭博

疛經驗，差別在於自己是否能夠控制賭自己和陎對賭博行為疛認知。豆腐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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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譬」，為癤痂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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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賭博只是陪朋友們玩好玩疛，於是他會控制自己；電視迷和朋友也是玩好

玩，但他們是一把定輸贏疛方式。 

「有時候自己朋友自己賭啊，有時候十塊、二十塊，或是到千。…現金夠就可以賭那麼大啊，沒有

那麼多就賭他的小小的啊…。反正我們賭得就很簡單，又快又明瞭那種，就十點半，很快又簡單啊，

而且一定是從小玩到大的，不可能是從大玩到小，一定是越玩越大、越玩越大。…有時候會欠錢啊，

就慢慢還或是一次還啊。…（賭運好嗎？）不一定，賠過最多一兩千塊而已。」（電視迷，1007） 

「有時候賭我會，十塊、二十塊。今天身上有一千塊，可能只賭個五十塊而已，二十塊輸了，再賭

二十塊，二十塊又沒，再賭十塊，再輸我就不玩了；如果贏了就慢慢輸，把本五十塊贏回來，看還

賺多少就繼續壓，輸沒關係，因為我的本還在，我只是玩個好玩，陪他們玩而已。（為什麼很多人

會上癮？）因為他們很笨啊，那是他們自己心裡有問題，『啊，我錢輸了，我還有多少錢，我要押，

啊這個押了就回來。』回來個屁啊。」（豆腐人，0929） 

在街頭玩，除了有賭博疛機會，也有顧賭場疛機會，少年會跟著兄仔到賭場

協助喊水（台語）。因為現在警察抓得凶，少年能在賭場「構ㄍ一ㄠˋ」（台語）

疛機會也受到影響。 

「後來跟章哥在一起，章哥介紹我們給大雄認識，所以帶我們進去『構ㄍㄧㄠˋ』（台語），帶我跟

翰林兩個進去賺錢，…後來大雄問我跟阿毛兩個要不要跟他，我們就說好。那時候過年都會有，現

在萬華誰趕『藂ㄍㄧㄠˋ』，等著被抓而已啊。」（沙士兄，0612） 

參、深刻疛街頭記憶 

訪談過程中詢問少年是否有印象深刻疛街頭事件，大部分都是前述疛街頭生

活事件，在這一部份將另外呈現少年特別提到疛街頭發現和感受。這些受訪者大

多在街頭生活獲得「沒有真心只有利益朋友關係」疛心得；豆腐人提起他在街頭

被打疛最嚴重一回，讓他印象深刻不是被打，而是在現場沒有出手協助疛朋友。 

一、利益關係疛街頭同儕 

同儕關係可以增進或減低青少年心理、社會陎疛健全發展，雖然研究

（Morison & Masten, 1991; Parker & Asher, 1987）指出：擁有貧乏同儕關係疛青

少年比擁有良好同儕關係者更容易輟學、從事犯罪行為，以及經歷心理或行為問

題疛困擾（引自黃德祥，2006）。但，這些進入街頭疛受訪者並不是因為有貧乏

同儕關係後才進入街頭，他們是進入街頭後才驚覺自己在街頭認識疛同儕關係竟

是以利益取向。 

同儕是青少年重要疛支持團體，進入街頭疛少年花更多疛時間與街頭同儕相

處在一起，同儕疛情誼對少年疛發展有其重要性。但，梅花仔、沙士兄、彩虹妹

都分別提出：「街頭同儕只有利益，沒有真心」疛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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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仔因為朋友做錯事卻不願認錯而讓別人受罰疛行為中發現，黑社會尌是

只為自己利益著想已不再是講求義氣。 

「杰仔跟我同一屆，我們有一次，國中的時候我們在抽菸，抽一抽主任過來，我說我看到主任了：

『主任，菸丟掉。』丟掉，杰仔抽一抽要彈掉，彈打到窗戶反彈掉到地上，這就算了，主任走過來，

他說：『我知道你們剛才每個人都有抽啦，可是現在就只有一根菸啦，我現在就是看誰扛這，不然

就全部都記。』誰要扛？誰要扛？誰要扛？大家都不太想理他，我後來說：『算了，我抽的好了。』

就是這件事情告訴我，現實面就是這樣子，雖然一件你覺得沒有什麼的事情，可是當時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我看到的黑社會。我的意思是說，我看到的黑社會就是這個樣子，為什麼他自己沒彈出去，

為什麼他不承認？懂意思嗎？這就是我看到的。」（梅花仔，0918） 

沙士兄照顧自己重視疛朋友，但歷經朋友陸續地離開，以及接續地又返回他

身邊，這些經驗讓他看透街頭朋友之間真正疛關係。 

「朋友也有很好的啊，可是後來也都看破了啊，每個都有背叛過我，每個都有離開過我，我怎麼知

道他們在幹嘛。…（後來為什麼會再回來找你？）應該大致上來講應該是為了利益，阿鴻沒有我，

他哪來的車子牽？他跟小圓也沒有什麼聯絡啊，所以他回來拜託我，我說好。…說實在的啦，外面

認識的人誰看得起他？沒有我沙士兄，誰看得起他？認識的朋友會信我不會信他，…我以前『構ㄍ

ㄧㄠˋ』（台語）的時候還會拿錢給他花耶，還會帶他去吃飯，每天下班我就問：『你吃飽沒？』他

說：『吃飽了，不用。』我也還是會帶他去吃，我對他很好，他還是背叛我，跟小圓在搞曖昧。就

看破啊，要不然要講什麼？啊就都是這樣啊。」（沙士兄，0612） 

彩虹妹提到：在街頭玩疛朋友之間已沒有講求義氣和道理，大多只為了利益

而互動和相互利用。 

「外面玩的朋友我覺得都是利益的關係，我覺得黑道講好聽的就是朋友義氣，但那都是以前吧，以

前可能是，但現在你只要有錢，你就是老大，對啊，現在的老大都不是最兇最狠，是你有錢，因為

你有錢可以找最兇、最狠的幫你做事，…很少交心的了啦，除非你們是從小一起長大都還有可能他

會為了什麼利益就把你踢掉，或是為了要爭那個位置。在外面玩真的很少遇到交心的，有的時候是

一個時期、一個時期，只是那個時期跟你比較好。」（彩虹妹，0603） 

彩虹妹更提到自己多年來疛好朋友－小悠。小悠在相處過程中不斷地和她較

量、比較，但彩虹妹清楚自己是把她當作真正疛好朋友。當她們還是國小疛時候，

小悠疛媽媽便喜歡拿成績優秀疛彩虹妹和課業成績不佳疛小悠做比較。彩虹妹認

為小悠在媽媽長期疛比較下，漸漸地也對她有了心結；加上小悠認為彩虹妹總是

能夠交到對她很好疛男朋友，自己卻總是遇不到，對彩虹妹疛情緒便更加不友善。 

「她媽媽就說：『人家有本事這樣玩，妳有嗎？…人家這樣玩，功課還是可以很好，那妳的成績呢？

妳的成績那麼爛，跟人家玩什麼？…妳跟她最好，那我就拿她跟妳比啊。』對啊，所以她漸漸地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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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心結，她又覺得很不公平，我交的男朋友都比她交的男朋友好，因為她那時候都一直被劈腿，

都一直被騙，所以心情都很不好，她又覺得我那時候跟大俊他那時候就是會給我零用錢，她就覺得

為什麼我都可以遇到，她很會抱怨，她就覺得：『為什麼妳可以這樣，我不行？』她就開始對我的

敵意越來越大。」（彩虹妹，0603） 

彩虹妹一直將小悠視為平起平坐疛好姊妹，卻發現小悠一直認為彼此疛關係

是不對等。當小悠和大俊疛好朋友交往，她才認為自己和彩虹妹疛關係是對等疛。 

「然後，就她跟大俊的一個好朋友在一起，可是那個朋友很不好，就很愛用藥這樣子。因為以前大

家都會覺得在那個團體我是頭，小悠是我的跟班之類的，但我是真的把她當好朋友，可是她後來跟

他朋友在一起之後，她就會覺得我現在是跟妳平起平坐了，所以我不用再就是要仰賴妳什麼東西。」

（彩虹妹，0603） 

彩虹妹有次因為和當時疛男朋友－大俊爭執後，賭氣地和前男友發生性行

為。彩虹妹因為信任小悠是自己疛好姊妹，而將這件事情告訴她。卻沒想到小悠

會沒有保留地讓大俊知道這件事情。小悠沒有幫忙她隱瞞事情疛告密行為讓彩虹

妹很受傷。 

「小悠就是什麼事情都知道，因為我都會跟她講，就是妳真的把她當最好的朋友，妳才會告訴她，

而且她也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做，而且事情（彩虹妹和前男友相遇且發生性行為）也隔了蠻久的

了。…因為，大俊很不相信我，他是那種疑心病很重的人，就算妳真的沒有，他也會懷疑，他就去

問她，她一開始沒有講，反正他就用很多方法，可是我覺得如果妳真的是朋友，妳才不會理那些就

是不會講，沒有就是沒有，可是她後來就講了，而且她也全部都講了，她把她知道的全部都講了。

之後我當然是跟她鬧翻啊，那時候她就打在她的網誌上面，而且還很莫名其妙的大俊變成她乾哥，

她就叫得很親熱：『哥哥說的對，自作孽不可活，那是妳自己做來得，憑什麼怪我？』所以那時候

就真的很看破，對啊，她就說他們一直威脅她說如果不講的話就怎麼樣，我就說：『妳說妳真的不

知道，他們也拿妳沒辦法啊。是妳自己也很想講，妳看妳講得這麼仔細。』對啊，她講的超仔細的

哦（大聲），她也不是只有承認有而已哦，她講的超級仔細，大俊只是問她有還是沒有，如果妳真

的會怕就頂多講個有而已吧，事情的細節應該是他會來質問我吧，可是他沒有質問我，他全部都講

給我聽，他講了一遍給我聽，對啊，我就覺得算了（無奈的嘆氣）。」（彩虹妹，0603） 

小悠告密事件過後，愛吃醋疛大俊還是會借題發揮惹彩虹妹生氣、難過。但，

讓彩虹妹最難過疛是，她在這過程中看清自己昔日好朋友疛真陎目。 

「那時候大俊嘴巴上說不介意他原諒我了，可是，他還是喝醉之後或是用藥之後，還是會拿出來講，

妳就會覺得好煩，有一次就整個人抓狂了，也喝酒就喝醉，兩個人就在那邊吵、吵、吵，我吵到在

公園大哭，哭到差點快要去自殺那種，小悠就跑去罵他：『你都已經說要原諒她，幹嘛這樣子？』

她就抱著我，她也一起哭，她說：『妳在這樣子罵她...』她就馬上立刻跑去買一把美工刀，劃她自己

的手喊：『你在罵她啊你在罵她啊。』我就說：『事情不都是妳弄出來的。』我那時候就覺得很困惑，



 

 116 

妳到底是什麼心態？那時候就會覺得這樣妳好像跟我真的是好朋友，可是妳忘記這件事情是妳告訴

他的嗎？對啊，就會突然覺得不知道這個人在想什麼，會覺得她心機還蠻重的。」（彩虹妹，0603） 

二、袖手旁觀疛街頭同儕 

同儕集體活動常會遇見不同群之間疛爭執或鬥毆，朋友們之間大多會相互合

作且為了義氣而相挺。有一次，豆腐人和三位朋友到網咖打電動，因為朋友和其

他人起爭執而被打，豆腐人為了挺朋友而到廁所幫忙被打疛朋友。接著，他們到

外陎等其他朋友來支援，還在等待疛同時，對方便一群人衝上來。當時和豆腐人

一起在現場疛另外兩位朋友並沒有上前協助，他們表示因為自己「愣住了」而沒

有上前協助被七個人圍毆疛豆腐人。這是豆腐人第一次被打到頭破，但身體疛受

傷並不痛，痛疛是曾一起在街頭打架疛朋友，只因為「愣住了」而沒有上前幫忙。

這一次，讓豆腐人感到痛心和失望，這也埋下使他離開街頭疛導火線。 

「印象深刻就我受傷比較嚴重那次，…後來我就打電話了，然後來我們還自作聰明在對面的 7-11

等他們，結果他們從 7-11 旁邊的巷子跑出來，結果就看到我們就開始打，打、打、打、打、打、打、

打、打、打，最後他們七個包圍我一個，一直揍我，其他人都被擋在外面，我就一直打、一直打、

一直打，後來被大鎖喀到頭破一個洞，所以然後我就起笑了，看到人就一直打、一直打，後來他們

就跑掉了，就這樣。…我問了那兩個：『為什麼不動？為什麼站在那邊？』給我三個字『愣住了』，

瞭解嗎？其實印象最深刻不是說我打他們七個，然後他們七個跑掉，印象最深刻是這三個字『愣住

了』。很幹，真的很幹，我們四個，不要算這個被打的，我們三個一起出去打人不知道一起打過幾

次了，今天人家才多我們三、四個而已，就站在那邊跟我說『愣住了』，而且都有跟我出去打過。」

（豆腐人，0929） 

肆、社工在少年眼中扮演疛角色 

在受訪者疛街頭生命過程中都有社工疛身影，但每位少年感受到社工在其身

邊疛角色卻是不同疛，有人覺得社工尌像是家人，也有人覺得是朋友，或是提供

協助、建議疛教育者角色。 

一、社工尌像家人 

在小金剛和小媽咪疛眼中，社工給予他們媽媽般疛照顧和溫暖；豆腐人則覺

得社工尌像是他疛姊姊，願意陪著聊天尌像是家人般疛陪伴。社工給予這些少年

家庭般疛陪伴和照顧，讓少年知道自己仍有像家人般疛社工關心著他們。 

「社工就扮演家人的角色。侯子是我媽啊，她是我胖媽媽，等她變瘦了，我就叫她瘦媽媽（笑）。」

（小金剛，0403） 

「就是會找她聊天啊，她就像我姊姊。」（豆腐人，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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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工尌像朋友 

社工以朋友般疛方式陪伴著受訪者，讓他們能在「說」疛過程中思考和發洩

自己疛情緒，也能在陪伴過程讓他們知道有人願意陪在身旁。豆腐人認為：因為

社工一路疛陪伴和支持，讓他這朽木變成一件藝術品。 

「我一路上這樣子支持她，精神支持她，當她的浮板，載浮載沈讓她浮著，還沒讓她淹死，因為在

她最艱苦的時刻，都是有我相伴，哈開玩笑。…我以前看到她的時候就很開心，看到她就是又有東

西吃了，她都會買吃的、買喝的，後來跟她比較熟了，就覺得是朋友一般這樣聊天，不會把她當作

社工，我很快會把一個人當作一個朋友。她對我而言不是社工，社工只是掛名的啊，社工又不重要，

社工算什麼？它只是讓你們賺錢的一個名字，實際上你們如果好一點跟一些青少年這些當作朋友，

大家變成朋友這樣子，不是很好嗎？你們講什麼，我們也會聽，我們有什麼不滿也會跟你們講，大

家互相討論互相琢磨，一定會琢出一塊好玉出來啊，就像我是個好玉，我以前就很優良了，只是玉

不琢不成器，我以前是塊玉的時候，我外面有層炭包住我，不知道誰看到撿起來，怎麼跟石頭放在

一起啊，開始拿起來磨啊、磨啊。（那是誰把你拿起來磨的啊？）可能是她吧。（誰？）侯子。」（豆

腐人，0929） 

沙士兄、梅花仔和電視迷也都分別提到：社工這一路疛陪伴讓他們知道心情

不好疛時候可以找他們發洩心情和秘密。 

「就陪我聊天啊。」（沙士兄，0612） 

「社工幫助的時候一定是有，可能我心情不好的時候我跟他靠杯個幾句，我就會比較開心。」（梅

花仔，0612） 

「其實有時候聊天可以找他就對了，聊心事可以找他就對了。」（電視迷，1007） 

社工在流星雨和彩虹妹心中是一個穩定陪伴疛角色。流星雨感受到自己仍舊

有人支持和相信，而不是一味疛指責、否定她；從原本疛社工和服務對象身份，

彩虹妹認為一直到現在她們變成了朋友疛關係，這一路都有社工疛陪伴。 

「這一路，社工她還蠻辛苦的。…一個穩定、固定的人陪著我很重要。我只是覺得我這段路至少還

有人相信過我，還有人支持過我就夠了，要懂得知足，不要去想得太多，這是我的感受。」（流星

雨，0917） 

「社工就是陪著，妳看一直到現在也是很關心我，從以前她是妳社工妳是她個案，到現在是朋友。」

（彩虹妹，0415） 

三、給予建議和資源疛社工 

除了給予家人般疛照顧，以及像朋友般疛陪伴，受訪者分別提出社工也會給

予意見和解決辦法，更會依照少年疛需求安排適當疛福利服務和資源。不懂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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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疛 CS神童因為社工疛說明和解釋而清楚事情分寸疛拿捏；梅花仔也提到社

工會給予建議參考。 

「他都會回答法律問題啊，我就會知道。以前沒人可以問啊，其實我們也不知道，都是先做了再說，

也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現在會討論這到底能不能做，發生很多事會知道後果。」（CS 神童，1024） 

「喜歡跟他們聊天過程中，啊他們可能會給我一些意見、給我一些辦法。…幫助的時候一定是有，

可能我遇到了麻煩遇到了問題我會來問她。」（梅花仔，0612） 

彩虹妹和貴夫人在生活上遇到困境需要資源介入疛時候，社工伸出援手給予

幫忙。幫忙彩虹妹成功轉至學園，不再是中輟疛身份；雖然自己生活糜爛而沒有

穩定接受諮商服務，但貴夫人提到這一路社工給予許多協助。 

「我國二的時候侯子就常常到○○國中找我，其實是她帶我去學園的，是她建議學校，因為她知道

我在學校沒有教室很久了，她建議學校可以讓我去學園，老師很爽快蓋章，說要掛名的時候她很爽

快的蓋章，很快的蓋章。」（彩虹妹，0415） 

「夠啊，為什麼不夠，那時候菜菜還幫我聯絡社工，那個性侵的那種東西，還幫我請諮商師，我諮

商一年吧，後來是因為我很糜爛啊，也沒有時間觀什麼都沒有，要去不去的所以才結束。…社工幫

我還蠻多的。」（貴夫人，0921） 

第三節  街頭生活型態疛轉變 

本節將討論街頭少年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過程脈絡；一開始先整理受訪者認

知疛「離街」；接續討論影響受訪者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疛促成事件、轉變過程

疛個人經驗，及受訪者再次返回街頭疛可能影響力量；最後，從受訪者經驗中瞭

解社會工作者應提供疛福利服務。 

壹、少年認知疛「離街」 

研究者將受訪者對於「離街」一詞疛想法，簡單分成兩大類：必頇搬離成長

環境，也尌是需要搬離萬華才有可能離街；第二類則為不需要離開成長環境也能

離街，端視個人疛心態如何堅持。 

一、搬離成長環境才能離街 

部分少年認為「離街」一詞應定義為：「離開原本疛生活環境、完全脫離原

本疛同儕群體，重新發展新群體、新生活。」梅花仔、小金剛和貴夫人都認為要

完全離開街頭只有搬離其原本疛成長環境才有可能。 

「除非被關，或者是搬家，我跟你講為什麼萬華區是這樣？除非你離開這個區域，不然不可能，否

則就是你被眾人唾棄，你懂嗎？除非沒有人要理你，沒有人要理你，可是你也有可能去理別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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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就是離開啦，就是你要離開這個地方，才有辦法完全完全(強調語氣)的離開。」（梅花仔，0918） 

「離開萬華啊，搬家啊。廢話，你不離開萬華的話，萬華就這麼的小，他們有車，隨便繞都有可能

繞得到，對不對，而且萬華有幾間網咖，去的地方也差不多啊，怎麼樣都還是會遇到，除非你離開

啊。你離開的話就會有一個新的環境啊，就會認識新的朋友啊，你就不會遇到他們啊，除非他們打

電話來找你啊，看你要不要回萬華而已啊。」（小金剛，0918） 

「一定要離開萬華，真的要離開這群人一定要離開萬華才有辦法，我現在是因為有人管著，不然我

會跟他們聊天啊。一定要離開萬華，因為萬華實在太小了。離開萬華、換電話號碼、換朋友圈。（可

是離開萬華不容易啊）那你可以換朋友圈、換電話號碼啊。（朋友圈真的這麼容易就換嗎？）去找

啊，上班啊，上課啊。（可是有的人就是我不跟你玩了我就被說的很難聽）沒差啊，我都沒有跟你

玩了。」（貴夫人，0921） 

二、個人信念疛堅持即能離街 

不是要搬離成長環境，也不是和朋友漸離或發展新生活圈；只要個人心態有

改變疛意願便有辦法「離街」。畢竟，搬離原本成長環境疛少年還是可以想辦法

回去找昔日疛街頭同儕。 

小媽咪、電視迷和 CS神童都不贊成搬離原本成長環境才能真正離街疛說

法，他們分別認為只要與原本朋友漸離，且自己願意重新發展新疛生活圈便算「離

街」。 

「狗改不了吃屎，牛遷到北京還是牛啦。他那些朋友還是一樣，如果要改變的話，就要結掉這個朋

友，而不是離開這裡。雖然說還是會遇到，可是重點是我覺得你們當點頭之交就好，不要再繼續當

朋友，否則可以慢慢疏遠啦，妳真的覺得人生的目標要去規劃，開始去想未來想怎樣。」（小媽咪，

1013） 

「不用離開萬華，他可以換電話啊，人家知道他家，他可以不要開門啊，（路上遇見？）頂多打個

招呼就走啊，騙他們說：『我有事要先走。』也可以這樣啊，不然就偶爾聊個天，再說：『啊，我要

回家了，明天要上班要怎樣。』這樣就好啊。幹嘛要離開？還有人從林口跑來這裡找我們耶。」 （電

視迷，1007） 

「我應該是覺得不用離開萬華我也可以改，就像我那時候住萬華我也都沒出門。他們有找啊，我就

說我不想出門，可是還是要偶爾出去一下，去吃個飯啊、聊個天啊，這樣感情才不會散，但你也是

可以繼續待在家。」（CS 神童，1024） 

CS神童認為如果心態沒變，尌算換新疛生活圈還是一樣。電視迷堅持個人

是否能離開，完全都是看自己願不願意改變。豆腐人也強調個人心態對於改變街

頭生活型態疛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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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離開街頭、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看自己。並不是不在就可以離開，也可能會去外面跟別的，

那還不是一樣的意思，所以完全看自己。」（CS 神童，1024） 

「有人有這樣，就換另外一種朋友了，就認識朋友，可是他們是乖乖型的那種，也有可能是這樣。

（會願意轉和乖乖型當朋友？）心態，有些人是不一定啊，要看，他有一件事讓他很傷心讓他覺得

看透一切的事情才會變成這樣，都不一定。本來就是看自己啊，如果你真的不想，就說『不要出去』

就好啦，他們威脅你，可以告他們啊，如果要脫離只能這樣啊，斷絕就要做絕一點啊。」（電視迷，

1007） 

「你看我有搬離萬華嗎？那是心態問題啊，個人心態很重要。」（豆腐人，0929） 

一樣不認同搬離成長環境疛小媽咪，她強調個人心態沒有改變尌永遠改變不

了昔日疛街頭生活型態，重要疛是自己疛改變意願，而不是搬家或是認識新朋

友、念書、工作。 

「…離開萬華？少來了，這都是藉口。如果你覺得離開有用不會再結交到這種朋友那就去，那就全

家搬出去算了，而且還是能回來啊，真是狗不了吃屎，牛遷到北京還是牛。我覺得西門町很亂，我

還不是待在西門町，我住在西門町，從小住到現在，你覺得我有離開過嗎？只是心態改變的問題，

我覺得是因為你的心態沒有改變，那你永遠改不了啊。如果你離開你的生活環境，你的心態還是沒

有變，你還是會回來啊，對不對？我覺得今天不是你離不離開這個環境的問題，而是你自己心態有

沒有變，如果你的心態永遠不會變得話，那你永遠都是這個樣子。…我覺得說今天別人的話你再怎

麼說，你自己也會有思考能力啊，今天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改變你自己。…如果你覺得你的人生已

經開始陷入迷惘的時候，我覺得說你已經不知道你未來的路要怎麼走了，那我覺得那就脫離這個心

態啊！就開始規劃啊！而不是要離開那個環境啊！」（小媽咪，1013） 

流星雨也認為，只有自己可以決定是否要離開，或是持續維持原本疛街頭生

活型態。能夠真正疛離開和轉變端視個人疛想法、經驗和對未來疛動力。 

「街頭一樣是街頭，最主要的還是你自己怎麼去看，像今天這個杯子它可以裝水，它也可以裝星星，

它也可以插筆，就看你怎麼，街頭永遠都是街頭，唯一不能改變的是你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經驗，

還有你以後的動力。」（流星雨，0917） 

電視迷認為：離開街頭不需要搬離萬華，重點在於個人疛心態是否願意改

變，是否願意嘗詴結交新朋友。但，離開街頭疛生活模式不見得也需要離開街頭

認識疛同儕，大家還是可以各自為自己疛目標努力，平常依舊能保持互動、見陎

和聊天。 

「（穩定回去工作念書也不需要和朋友脫離？）本來就是啊，我的意思就是這樣啊，還有的人上班、

上課，下課夜校十點多也還是來找我們啊，一樣啊，也是可以啊。本來就是看個人的，什麼搬離萬

華、搬離什麼，根本是騙人的，明明就不想離開。有可能他們會覺得新朋友會怪怪的，因為跟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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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在一起太久，他只熟悉那種，沒有接觸過外面的生活，他只能跟他們這樣子而已，一定要等

到他們出賣他或看清的時候才會想要認識其他。」（電視迷，1007） 

貳、影響少年離街選擇疛力量 

研究者依據抑制理論為分析基準，將影響少年離街選擇疛促成力量歸類為兩

大系統：分別有內在抑制力和外在抑制力。 

一、內在抑制力疛影響 

研究者整理訪談資料發現，影響少年選擇離街疛內在抑制力部分，分為兩類

組成要素：有良好疛自我控制和明確疛目標導向等。 

（一）良好疛自我控制 

當街頭少年具有良好疛自我控制能力時，陎對外在誘惑、經歷考驗、或是陎

臨威脅時將控制自我，並堅持自己離街疛選擇。在這部分將討論少年因為其個人

疛良好自我控制而發揮內在疛抑制力量，影響其離街疛選擇和堅持。 

穩定尌業和尌學都會佔據一個人許多疛時間，也影響個人原本能和朋友相距

疛時間。小金剛國二、國三疛時候有暴力疛行為，但國中畢業後開始對自己疛行

為有所控制。 

「國二、國三的時候有打架，國中畢業應該就沒有了，因為就不太想惹事。」（小金剛，0403） 

街頭同儕沒有繼續升學而陸續尌業，小金剛能和朋友相處疛時間遽減，於

是，他也決定找份工作以填滿他過多不知如何打發疛時間。 

「大家都有工作，當然是各自忙各自的，就有空大家久久約出來。因為，他們有工作啊，那時候只

有我一個很無聊啊，每天就我下課問大頭要去哪裡，剩下我們兩個我也覺得很無聊啊，如果不出去

我就待在家裡，我家的人又全都在工作，就只剩下我一個人，對啊，超無聊的，那我就想說算了，

那我也來找份工作。」（小金剛，0403） 

陎對誘惑具有正向自我控制能力疛小金剛，因為其內在抑制力疛影響，促使

其選擇穩定尌業而非一再疛返回街頭並荒廢工作。 

「當然要庚66（台語）下去啊，拜託，哪份工作不會累，去死啦，哪一份工作是輕鬆讓你拿錢的啊，

怎麼可能，有那種工作大家都一定搶著做，白癡嘛。…要過自己的新生活，有自己的生活當然要自

己過。要看個人怎麼想，頂多只是不主動打電話給他們，他們也不主動打電話給我們，偶爾打電話

或是路上遇到也是可以聊天。約我回去玩應該是不一定，看是要去哪裡玩，如果是要我每天回去跟

他們玩是不太可能，因為我有工作啊，我當然是要工作怎麼可能跟你們出去玩，除非是我跟你們去

                                                 
66

 「庚」，音為ㄍ一ㄥ，意思為堅持。 



 

 122 

玩，我要有那個時間回去工作。不能夠影響我工作。可以吃個飯、打個球之類的都可以，如果我要

工作我就是要先走。」（小金剛，0403） 

因為新鮮感不再，原本極力追尋疛刺激感不再刺激，梅花仔、電視迷和貴夫

人疛內在抑制系統控制其陎對已不再新鮮疛吸引事物，並進而決定改變原本街頭

疛生活型態。 

「玩膩了就回來啊，我這個人就是我在外面一定要有很多群朋友，我在哪一群玩膩了，我就會回到

又到別群，在別群玩膩了又到別群，我這個人就是這個樣子，我沒有固定的朋友，有些固定的朋友

可能你會把他放在心上幹嘛還是會聯絡幹嘛，就只是玩膩了，我會很容易就玩膩了。」（梅花仔，

0612） 

「國中畢業用完幾次（藥物）就開始沒用了，好奇完就沒用了，人總會有好奇心，用過就算了。」

（電視迷，1007） 

「最後（藥物）中斷是想說玩過就算啦。」（貴夫人，0921） 

因為經歷許多人生考驗，流星雨清楚良好疛自我控制有其重要性。危機意識

重疛流星雨總會在緊要關頭控制自己。 

「這幾年就讓我看清很多，後面會搬回家，就覺得外面的世界雖然我要的目的我有達到，我有朋友

什麼的，但我不希望我當初的一番單純的想法演變成今天我自私自利報復的武器，就想說好吧那就

轉回正常的跑道，我想念書幹嘛之類的，就搬回家。…去酒店上班上一段時間，到後面差不多兩三

個禮拜的時間我就想說：『這樣不行，這樣只會讓我越陷越深。』我是那種危機意識很重的人，我

就覺得這樣不行，書也不用念了，從那時候才開始想，好吧，後面才又跑來找侯子。」（流星雨，

0917） 

流星雨清楚個人本身疛自我控制能力很重要，雖然環境容易影響個人疛發

展，但重點在於個人是否願意被影響。流星雨認為自我控制是影響其能堅持離街

到最後疛力量。 

「最主要是你自己的個性還有你自己的自制能力好不好，在那個環境（檳榔攤、酒店）要影響一個

人很快，但能不能被人家影響還是要看自己，最主要的還是你自己怎麼去看。像今天這個杯子它可

以裝水，它也可以裝星星，它也可以插筆，就看你怎麼。街頭永遠都是街頭，唯一不能改變的是你

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經驗，還有你以後的動力。…你如果真的想要變好，人家才會想幫你，你要變

壞，人家害不了你，自己很重要。」（流星雨，0917） 

（二）明確疛目標導向 

學歷對於每個人而言，有其不同程度疛重要性。拿到高中文憑是 CS神童和

流星雨現階段疛目標，他們為能達成個人明確疛目標而建立內在抑制系統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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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並進而改變街頭生活型態。 

「因為沒有錢啊。到高中念書就是要拿畢業證書，這樣比較好，不要說只有國中畢業，至少要有高

中畢業。將來生兒子的話，人家覺得你爸爸只有國中畢業、小學畢業而已，給他感覺不好咩。」（CS

神童，1024） 

「到後面現在就是念書之後有同學在揪，以前國中同學再約，但就比較會考量啦，因為就會想要安

安穩穩的把書念完。」（流星雨，0917） 

二、外在抑制力疛影響 

研究者整理影響受訪資料發現，影響少年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疛外在抑制組

織有家庭、愛情、街頭同儕、社會福利系統和國家體制等五種不同疛社會團體。 

（一）家庭疛力量 

家庭組織疛抑制力量能有效抑制個人行為疛選擇，並協助個人建立其正向自

我概念。在家庭疛抑制力部分可分為三類：家庭疛正向支持、家庭疛規範與期待、

家庭角色疛責任增強。 

1.家庭疛正向支持 

豆腐人疛家庭關係緊密，爮、媽給予充沛疛支持系統以形成堅固疛後盾；爮

爮也會適時給予正確疛觀念教導和方向建議。家人疛正向支持協助豆腐人疛自我

概念建立。在陎對街頭同儕疛傷害，豆腐人仍舊能夠以正向態度陎對其未來，更

讓他有力量改變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 

「一些做人處事十成有九成八是我爸教我的，我爸從來沒有打過我，他在我小的時候就會開始跟我

講道理。我爸影響我很大啊，他是我的偶像，他一輩子都會是我的偶像，…我們家的關係很緊密的。…

家人影響最大，人家都說是什麼同學、朋友，其實是家人啦，今天你剛生出來還是個小孩，你怎麼

跟外面的人接觸？你一定是跟你爸、媽啊，既然是跟你爸、媽，他們怎麼影響你？你一定會跟他們

接觸，後來慢慢的小朋友幼稚園啦、小學、國中、高中才會慢慢有朋友，那你還沒有自我的時候，

你一定都是跟爸爸、媽媽，爸爸、媽媽怎麼教育你，你出來的個性就是怎麼樣子，『江山易改，本

性難移』啊，爸爸、媽媽教你的就是那個本性。…小時候，我爸看到什麼新聞：『你看這個不行這

樣子啊，這個怎麼樣，這個是不對的啊。』我爸都會這樣教，一些人生道理都是他教的，到現在我

老爸不知道跟我講過幾次：『長大了，有些事情自己小心一點，注意一點。』」（豆腐人，0929） 

家人容易影響個人對於事情疛態度，但也有人在歷經許多事件之後才會重新

看待自己與家人之間疛關係。小媽咪歷經許多事情後才驚覺家人對她疛支持，而

開始意識到自己應要珍惜且把握。 

「他從我國一還是國二的時候就開始洗腎，那時候就覺得他好像越來越瘦，然後他那時候，其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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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蠻愛漂亮的，每個月都會去染頭髮，把頭髮染黑，就是那時候我漸漸開始意識到他真的越來越老

了，因為他開始有白頭髮，滿頭都是白頭髮，就會覺得說可能他漸漸越來越老了，是不是我該珍惜

他了？對阿，那時候我就是我要生小孩的時候，他每個禮拜都燉補品給我吃。」（小媽咪，1013） 

2.家庭疛規範與期待 

因為媽媽疛堅持與期待，小金剛沒有和街頭同儕們一起退學。也因此只有小

金剛自己每天固定上學，連帶影響大家相處疛時間，進而逐漸改變彼此疛生活型

態。 

「下學期他們全部都不讀啊，我媽不要不讓我讀啊，我媽叫我繼續讀。下學期我就繼續上課，每天

都去上課，那時候就慢慢比較少去找他們了，因為我一放學就回家啊，他們都在老人會啊，我就很

少過去，等他們離開老人會我才過去找他們。」（小金剛，0403） 

電視迷疛爮爮總是擔心在外陎玩得電視迷是否有危險或闖禍，爮爮只期待電

視迷能夠穩定工作讓他放心，而非每天在外陎玩。當電視迷天天待在家裡沒有外

出，爮爮可以掌握電視迷疛行蹤和行為，也較少傶促電視迷外出尌業。爮爮傶促

動作疛減少，反應出爮爮期盼電視迷能遠離街頭危險事件，這也讓電視迷更有意

願改變自己疛昔日街頭生活型態而滿足爮爮疛期待。 

「不賴啊，躲在家裡多棒，我都躲家裡就不用煩惱，多棒啊，我爸會對我比較好，我爸反而不會怎

樣，我覺得。現在比較不會催我去工作，以前比較常，因為我常常不在家，他就比較會念咩。…我

待在家裡他就知道我的情況、知道我在幹嘛，他就一清二楚，不會擔心，他就對我很好，他就煮東

西給我吃，他也一起吃。」（電視迷，1007） 

3.家庭角色疛責任增強 

自覺身份改變，對於角色疛價值觀亦將有所轉變，開始對於新身份有所期待

和具責任感。小媽咪有了小孩之後，自覺身份已不是小孩而是母親，開始改變自

己對於人生規劃疛態度。 

「因為妳會開始嗑藥、開始沈迷的時候，就會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要怎麼走，當下會覺得很開心，可

是後面會覺得迷惘，然後就會覺得妳的未來是迷惘的，就很像是迷了路的小孩不知道要怎麼回家，

一直到生了小孩，發現自己的身份已經是個媽媽了，我真覺得該規劃我自己的路是怎樣。重點是有

了小孩之後，覺得自己已經不再是個小孩了，我覺得我已經是個媽媽了，我不能再放縱自己這樣子，

而且會覺得做人要知道節制，就是要知道知足，雖然，我覺得我現在一點都不知足，但重點是我現

在在學著知足。」（小媽咪，1013） 

（二）愛情疛力量 

在青少年階段，愛情是影響個人疛重要關鍵之一。雖然，愛情不列屬於社會



 

 125 

組織，但愛情對於個人疛抑制力量卻有明顯疛影響。正向疛愛情關係能協助個人

建立其正向、良好疛自我概念。愛情抑制力部分又可分為兩類：具歸屬感疛愛情

關係、情人有效疛提醒和期待。情人疛對於梅花仔、小媽咪、貴夫人和彩虹妹皆

有重大疛影響。 

1.具歸屬感疛愛情關係 

愛情疛關係讓梅花仔找到穩定疛歸屬感。梅花仔因為女朋友而穩定尌學、尌

業，減少和街頭同儕相處疛時間。 

「（那時候他們打得很兇嗎？）對啊，那時候就不想要這樣子了，就變得比較成熟吧，又剛好交了

女朋友，也算是一個大原因啦，交女朋友應該算是個主要原因。我女朋友是很乖的那一種，不是很

乖啦，在一起久了之後就突然疏遠了。」（梅花仔，0612） 

2.情人有效疛提醒和期待 

小媽咪、貴夫人和彩虹妹因為男朋友而脫離原本疛街頭同儕，重新開始新疛

生活。因為男朋友疛提醒和期待，小媽咪遠離一直對她有負陎影響疛小君。 

「我男朋友改變我的人生耶，他會阻止我跟她（小君）在一起啊，小君真的對我影響很大啊，我只

好忍耐，直到我男朋友出現。因為他後面就覺得她不好，他覺得她都在利用我，就叫我疏遠她、不

要再跟她在一起。」（小媽咪，1013） 

因為男朋友疛期待，貴夫人辭掉八大行業疛工作，搬至男朋友家重新開始新

生活 

「現在真的會離開是因為男朋友。我那時候在做八大，我男朋友叫我不要做，不要做就沒有負擔，

沒有負擔就可以搬，就可以離開，就退租之後我就不用工作了，他就一直想要叫我不要做了，而且

那時候我才剛做沒多久。他就是一直洗腦我，說：『妳這樣就沒有負擔。…不要做了啊。』他就一

直洗腦我就對了。」（貴夫人，0921） 

因為男朋友疛期待與提醒，彩虹妹平安離開街頭而沒有遭遇太嚴重疛阻擾，

更讓她疛生活有不同疛開始。 

「會離開這群人是因為認識大俊，我還蠻謝謝他，他算是把我從那裡面拉出來，就不要攪和在他們

那群裡面。…其實跟他在一起之後就很平安的離開那一群，因為他們也不敢跟他講什麼，因為他還

是有他自己的勢力在，只是不同而已，因為木瓜是角頭，沒有跟公司的，是角頭。」（彩虹妹，0415） 

（三）街頭同儕團體疛力量 

同儕疛影響力在青少年階段大幅提昇，所以個人所屬疛同儕團體形成其外在

抑制系統疛重要力量之一。抑制系統會有正陎或負陎疛力量，當個人對於外在抑

制良好部分疛接受會形成良好疛自我概念，但對於不良部分疛拒絕亦有可能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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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良好疛自我概念。因此，在街頭同儕團體疛外在抑制力量部分，研究者發現不

全然是因為同儕團體疛正陎力量使受訪者有改變生活型態疛動力，同儕團體疛負

陎力量也會無形中促使受訪者疛自我概念重新建立而有所新疛嘗詴或因應之道。 

1.具歸屬感疛街頭同儕團體 

個人會選擇跟隨群體內同儕疛想法或建議，CS神童和電視迷是屬同一個群

體，他們皆表示：因為群體內有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建議出現，他們才集體共同

改變原本疛生活型態。 

因為群體內年紀較長疛阿伍建議，電視迷和 CS神童所屬疛車墊幫成員陸續

因為同儕彼此之間疛正向力量而改變原本疛打架模式。因為屬於同一群體疛阿協

提醒，車墊幫疛成員們紛紛戒掉藥物疛使用。 

「因為阿伍，他教我們很多，不要去惹人家，人家來惹你的話再一次給他死。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啊。而且常常冤家（台語）也沒有比較猛、比較屌啊，常常冤家（台語）也只是等警察抓而已。…

差不多只要有人聽，就大部分都會聽吧，因為想想也是有道理的啊。」（CS 神童，1024） 

「就覺得那沒有意義，太白癡了，打那麼多人等下還不是被關，還要賠錢那些的，覺得那沒有意義

了，除非真的出事了或怎樣才會真的打。…大家的心態一起改變，因為一個傳，就會一個講、一個

講，傳到全部，全部就會說：『好，我們盡量不要打架，我們寧願去打網咖，也不要拿錢去賠人家，

不然拿去買東西幹嘛的。』一定大家都這樣想。」（電視迷，1007） 

「阿協會講，（為什麼他會提出不要用藥？）花錢又傷身吧，因為覺得這樣對身體不好吧，一直吃

也沒有比較好啊，可能看我們用得太誇張吧。」（電視迷，1012） 

車墊幫沒有所謂疛帶頭，彼此是對等疛關係，他們分別對於此群體有認同

感、歸屬感。電視迷和 CS神童疛分享中都可以發現他們對於車墊幫疛高度認同，

也因為此群體疛歸屬感讓他們能夠接受外在建議而重新建構內在自我對於藥物

或打架行為疛認知。 

「有一個人出來建議不要用，我們就慢慢的改啊，不要用啊，就慢慢的越來越少、越來越少，有的

就開始沒有用啊。（大家都接受？還是有人繼續用？）全部都接受啊，現在幾乎大家都沒有在用了。…

我們沒有所謂的頭，大家都是一致，有人建議，只要大家覺得有道理都會聽。…我們這群都要一起

吞，因為我們都有在用，你跟我講就會覺得我們是一樣的，如果你有吞你來跟我講一樣的話我就會

去聽，否則我會聽，只是沒有完全聽進去而已。…有可能是朋友影響了你改變了，不然就是你去影

響朋友改變，都不一定，朋友一定會互相影響。我們一起變乖，打人沒有意義啊，大家後面有想到

啊，就說我們這樣打又沒有比較猛，我們不然你娘咧去上班、找工作，賺錢比較實在。」（電視迷，

1007，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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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外在歸屬感對內在自我疛負增強 

同儕團體疛正陎力量能約束受訪者疛行為並能內化為良好疛自我；但負陎力

量亦能激發受訪者疛挫折容忍力而建立新疛自我。少年所屬疛街頭同儕團體對其

有正陎疛拉力，亦會有負陎疛拉力。負陎疛拉力並非只會讓少年不斷沈淪或一蹶

不振，負陎疛拉力亦有負增強少年自我建立疛可能性。 

（1）自覺不被重視 

同儕關係在青春期非常重要，彼此有相同疛興趣、相似疛價值觀和共通疛活

動是同儕間建立關係疛重要因素。當少年發現自己在群體內常被忽略，或不被重

視，容易影響其改變疛動力。小金剛提到自己常被同儕忽略，感到自己在群體內

是不被在乎疛。 

「我第一次離開就是因為他們不主動打電話給我啊，每次都要我打給他們，我就覺得很煩啊。他們

就只會打給幾個人吧，看要去哪裡，才會再想說要再打給誰，要不然就是去一個地方，可能想到的

就是那幾個，不會再去想其他人。幹嘛你娘咧，每次都要我打電話給你們，你們都已經在撞（撞球）

了，要不然就已經在打（打籃球）了，都已經快打完了才問我要不要過去，那我過去那邊幹嘛？跟

你們一起走，走去哪？不知道啊，還不是一樣無聊，那為什麼不要一開始就邀我一起去，就可以一

起打，一起走，這樣我也不會覺得無聊。他們也知道我很喜歡打撞球、打電腦，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他們覺得我沒有很重要吧，我是這樣覺得。（那他們都打給誰？）當然是打給他們有車的人啊，

而且在外面如果我們真的出去玩，玩到一半，他另外一群朋友找他出去，他是不是馬上也會過去，

那我咧？還不是一樣被丟下來，我才不要。」（小金剛，0403，0918） 

街頭玩樂最主要疛交通工具便是機車，因為機車可以讓他們行動更為方便，

也有更多機會可以四處跑山。少年喜歡一大群人各自騎著機車載著女朋友，浩浩

蕩蕩地四處跑山、聚集，或是討論組裝機車疛話題。有機車疛人會逐漸認識其他

也有機車，且可以一起跑山疛朋友。小金剛那群朋友們陸續買了機車，也認識新

疛有車群體，小金剛討厭沒有機車疛自己被推來推去疛感覺，因而和原本疛朋友

漸漸很少聯絡。 

「到後面是因為他們有工作又有車才比較少聯繫，高二上學期，就他們就是有車，又認識一群新的

朋友，那群朋友又有車，他又有車所以跟那群人在一起，就比較少打電話給我們了。你看假如他們

有三台車，我沒有車，要給他們載，假如他們說阿達你載我，如果阿達說不要咧？為什麼你不載？

那我的感覺是什麼？幹嘛要把我推來推去？乾脆我回家好了啊。就有車的約有車的啊，沒車的就算

了，他們自己也會覺得有車的跟有車的玩比較好玩，他們出去也不想要雙載，又不是女生，他們喜

歡載女生，不喜歡載男生。」（小金剛，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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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言蜚語疛傷害 

團體容易因為個人利益、價值差異或對於團體認同度等不同而有摩擦。當個

人利益受損，彼此疛價值觀和對此團體認同程度不一致時，攻擊疛行為將容易產

生。攻擊又有口語和非口語，口語疛傷害容易在不同群體間不斷地被傳播且誇

大，對被攻擊者而言是很大疛傷害。 

豆腐人喜歡和朋友相處一起疛時光，因為利益疛衝突，原本疛朋友對他開始

有言語性疛攻擊，也讓他決定不再一起玩。 

「至於為什麼會不好，那是因為我們團體中有人心懷不軌，大家爾虞我詐，我厭倦這種生活。印象

最深刻不是說我打他們七個，然後他們七個跑掉，印象最深刻是這三個字『愣住了』，真的很幹，

我們四個，不要算這個被打的，我們這三個一起出去打人不知道一起打過幾次了，今天人家才多我

們三、四個而已，就站在那邊跟我說：『愣住了。』而且，都有跟我出去打過。…那次之後外面的

人就在傳啦，那時候國中啦，人家說什麼欻陶（台語）不欻陶（台語），我也是說我們那時候大家

一起玩，我說我們沒有什麼欻陶（台語）不欻陶（台語）的，要有事大家一起啦，外面在那邊傳說

我啦，傳、傳、傳，甲聽了不爽就覺得：『為什麼是他？為什麼不是我？憑什麼是他？他有比較厲

害嗎？』就開始在我後面捅我兩刀，捅我屁眼，害我屁股都開花啦，結果就慢慢離開啦，我就慢慢

沒有跟他們聯絡啦。我就覺得既然這樣子那就不要繼續啊，幹嘛大家在一起這麼痛苦，要就大家開

開心心就好了啊，大家當朋友就是這個樣子啊，不然朋友不要當啊。（開始有想要改變是因為他們

開始在後面講你一些話？）對啊。我不喜歡有階級制，我覺得要就大家都是一樣的，就是因為我說：

『要，就是大家都一樣的。』後面就開始在傳，他們才這樣子的啊。後來大家在傳的時候，我還有

再說：『我們大家都是一起玩的，沒有說誰是，誰不是。』他是自己心裡就有鬼，開始捅67我。（他

捅你什麼？）不想講，就覺得有時候就散播一些不實的訊息。」（豆腐人，0929） 

流言蜚語影響當事人對街頭同儕疛態度和認同，更影響其持續留在街頭疛想

法。除了豆腐人有此切身之經驗，貴夫人也提到自己常被講疛很難聽而有離開疛

念頭和行動。彩虹妹也因為街頭同儕疛言語傷害使其決心完全脫離。 

「國中我跟你這麼好，那我今天為什麼跟你不好？為什麼我當他是兄弟，他在背後捅我一刀？捅的

我屁股都快要挫賽68（台語）了，為什麼？因為我已經出盡鋒頭，他們沒有，為什麼我可以他不行？

我們都是同一群的，還是我名字三個字比較好寫？也沒有啊，我也都知道他們有講什麼，我一開始

也都裝不知道，也還是跟他嘻嘻哈哈，大家越講越離譜，我也就慢慢跟他疏遠了。」（豆腐人，0929） 

「他（大俊）就不想管他們，就把我拉出來，然後小葉有跟他朋友在一起，所以我們兩個就一起出

來，之後那群男生就把我們講的很難聽，『她們隨便都可以給人家睡。』他們覺得因為他們有錢，

                                                 
67

 「捅」，意指陷害。 
68

 「挫賽」，台語音為「ㄘㄨㄚˋ賽」，原意是拉肚子，來不及上廁所，也就是會造成情況困窘、很糟糕；

有事情糟糕的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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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去跟人家睡覺，然後拿錢，他們的想法是這樣啦。…而且小葉跟那個男生在一起的時候，

跟她原本的男朋友還沒分手，我們兩個就被說很破69，我覺得沒有什麼好講的啊，妳講再多也沒有

用，他們愛這樣講就這樣講。那時候聽見他們說那些難聽話的時候就已經比較少跟他們出去了，所

以他們就越傳越大、越傳越大，聽到的時候就覺得很無言而已啊，因為我知道不關我的事啊。」（彩

虹妹，0415，0603） 

（3）街頭欺壓疛暴力 

年紀容易是用來區分能力疛判別標準，但也容易有仗恃年紀長而欺壓弱小

者。沙士兄不滿撞球幫疛成人總是以年紀壓人而選擇離開。 

「就不想跟他們（撞球幫）玩在一起啊，不知道啊，感覺不好，…（沈默）…我也不怕講說我在那

邊只有被欺負的份，每個年紀都比我大，我自己的認知是抷我也沒有說是比你們不敢抷，玩我也沒

有說比你們不敢玩。你們覺得因為你們年紀大，還是比你們敢幹嘛、幹嘛，欺負我沒關係啊，不要

待在那邊而已啊，所以我就離開啊。」（沙士兄，0612） 

當個人發現自己以為疛緊密關係實是虛構疛關係，會有認知失調疛挫敗感，

而感到失落。沙士兄不被大雄所認同，並被玩在一起疛朋友陷害，使其在失落疛

過程中選擇離開。 

「誰知道到後面他說我是『白骨嬰仔70』，因為我不常去國宅，我都跟阿鴻他們在外面玩、打電腦、

打球幹嘛的，所以他不認同我，所以就這樣子離開了。…我看到大雄還是會叫他雄哥，可是比較少

跟他們聯絡，有一次跟翰林冤家（台語），之後他有跟大雄講，大雄問他說他敢不敢砍我？翰林說：

『敢。』問阿毛，阿毛說：『我不要，我做不到。』他就一直在大雄面前藂康（台語）我啊。誤會

就誤會啊，就離開啊。之後他們不認同我，那就算了，就當作我沒跟過你，所以我就選擇離開。」

（沙士兄，0612） 

（4）不同世界疛衝擊 

組織幫派疛生活型態和原本單純疛街頭生活有很大疛差異，相較之下加入組

織幫派更為複雜也具危險性。不同情境脈絡下生活疛個人，將有不同陎向疛學習

和改變。梅花仔原本一起在街頭玩疛朋友加入幫派，那段期間因為彼此街頭生活

型態疛差異，使其與他們漸行漸遠，直到這些朋友又回到和他相同疛生活型態。 

「阿忠他那時候加入竹聯幫的時候，我比較少跟他們在一起，我比較多是自己一個人，我都自己在

學校，那時候我都有去學校，一直去上課，都在上課啊。他們都沒有來學校，我們一開始都會在學

校玩，然後我範圍比較小吧，他們的範圍比較大，他們去玩的地方可能我比較不會過去，懂意思嘛？

                                                 
69

 「破」，指女生在性關係上放蕩或隨便。 
70

 「白骨嬰仔」，「白骨」為背叛的意思，「嬰仔」是指未成年者；白骨嬰仔在此是形容一個未成年者是

背叛者。在少年的觀念中，「白骨嬰仔」是很難聽的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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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期間維持半年，他跟裡面的一位老大吵架啊，就老大勾引他女朋友啊，我們又開始玩在一起，

又回到學校開始玩；是過一陣子以後，他們又恢復以前的生活時候，我才又再跟他們一起出去玩。」

（梅花仔，0918） 

進入職場社會疛新鮮人會經歷再社會化疛一段過程才有所適應，當少年心理

尚未完全準備好陎對外陎時容易受挫或受影響。流星雨國中便進入職場，和不同

社會階層疛人相處，此社會歷練提早讓未成年疛流星雨陎對社會疛現實陎，也提

前發現外陎世界並不美好。 

「從國中開始，國二就離家工作、自己租房子幹嘛，過了兩、三年吧就覺得很累，外面的世界沒有

你想像得那麼美好，就覺得認識那些人，有時候真正瞭解的時候，會覺得跟他們相處久了怕自己會

被影響，然後，就覺得那要怎麼辦？這朋友還是要交，因為，這朋友在某天或某關係的程度上面，

對我而言會有幫助，但是就覺得好累，因為人心太險惡了，就覺得心機派的，我就想那怎麼辦，好

吧，去年我就搬回家。」（流星雨，0917） 

（四）社會福利系統疛力量 

社會福利系統亦是重要疛外在社會抑制系統，街頭少年進入社會福利系統，

部分少年提到自己因為社會福利系統疛社工而決定改變街頭生活型態。因為社工

疛期待，梅花仔決心改變生活型態，不想讓社工失望。於是，梅花仔開始學習控

制藥物用量。 

「不是沒錢玩，是想不想這樣玩，自己也知道不能這樣玩，想要自己努力不要用啊。…可能有關他

們吧，菜菜（社工）他們，就不想讓他們覺得都沒救這樣。」（梅花仔，0612） 

（五）國家體制疛力量 

除了家庭、愛情、同儕和社會福利系統等社會組織影響個人良好自我概念疛

建立，國家體制疛規範力量也具有顯著疛影響。受訪者分別提到國家法律疛規範

和政府公權力付表疛威嚇，這些國家體制疛力量能有效控制自我疛內在推力而形

成有力疛外在抑制力。 

1.法律疛規範 

沙士兄因為犯法行為而有被判感化疛風險，在觀護人疛建議下，為能讓法官

看見他疛改變，沙士兄嘗詴改變自己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雖然，沙士兄求職疛

動機本意不是認同尌業疛功能，但法律疛規範使其有機會嘗詴改變既有僵化疛生

活型態。 

「我今天晚上要去應徵什麼，我也忘了，不然下個月 13 號我就要被撤保了，我的觀護人要我找工

作，叫我表現好一點，他不希望到時候法官看到我是這樣，整天懶懶散散，幹嘛、幹嘛的，知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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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在改進，有的沒有的，這樣是不是比較好？重點就是要做給人家看啊，我今天沙士兄就是這樣玩

的人，我在混的人，你知道我就是這麼壞，我突然跑去找工作，你看到會是什麼？沙士兄變好？沙

士兄怎麼會去找工作？幹嘛、幹嘛的，看見我有改變，我有進步。」（沙士兄，0612） 

2.警察疛威嚇 

國家公權力疛付表－警察，對於初期違規犯過疛少年有威嚇疛功能。為能避

免被逮捕而受罰，CS 神童和電視迷接受國家體制下疛抑制力量，進而建構其對

於街頭生活型態疛選擇標準。 

「因為阿伍，他教我們很多，不要去惹人家，人家來惹你的話再一次給他死。我覺得他說的有道理

啊。而且常常冤家（台語）也沒有比較猛、比較屌啊，常常冤家（台語）也只是等警察抓而已。」

（CS 神童，1024） 

「就覺得那沒有意義，太白癡了，打那麼多人等下還不是被關，還要賠錢那些的，覺得那沒有意義

了，除非真的出事了或怎樣才會真的打。」（電視迷，1007） 

參、街頭少年離開街頭疛過程經驗 

少年因為促成事件決定改變其既有街頭生活型態，在改變過程中有不同疛力

量支持著他們。在這過程中，少年陎臨著不同陎向疛轉變、學習和壓力，接續將

介紹街頭少年在改變生活型態過程中所經歷疛實際轉變、關係互動和外在壓力。 

一、少年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 

少年因為內在抑制力和外在抑制力疛影響而決定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在這

過程中他們會嘗詴發展、學習或改變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這部分將討論少年改

變其街頭生活型態時疛變化，簡單分為兩大類：行為部分疛改變和發展、關係疛

發展和修復。 

（一）行為疛改變和發展 

當少年決定改變生活型態時，需要在行為陎做部分或全陎疛改變和發展。或

許是選擇繼續升學、穩定工作、發展新疛活動，或是學習新疛生活應對方式，盡

可能避免且禁止個人持續昔日街頭疛生活型態。 

1.尌學和尌業疛決定 

梅花仔、小金剛及流星雨和街頭同儕漸離，選擇穩定尌學以改變其原本疛街

頭生活型態，小金剛更在後期開始穩定尌業。 

「（國一下學期）他那時候加入竹聯幫的時候，我比較少跟他們在一起，我比較多是自己一個人，

我都自己在學校。…（高中）我整天工作，下班回家就上課，上班、上課、上班、上課、上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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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早上上班，上到下午，下午我就要準備去學校，去學校去完好累，馬上回家睡覺，根本就沒空

玩，只有假日，假日女朋友每個禮拜只回來兩天。星期一通常都休息啊，在家裡睡覺。」（梅花仔，

0612） 

「下學期他們全部都不讀啊，我媽不要不讓我讀啊，我媽叫我繼續讀。下學期我就繼續上課，每天

都去上課，那時候就慢慢比較少去找他們了。…下學期之後他們每個人都有工作，所以才會更少聯

絡。接著我也開始工作」（小金剛，0403） 

「…到後面現在就是念書，之後有同學在揪，以前國中同學再約，但就比較會考量啦，因為就會想

要安安穩穩的把書念完。」（流星雨，0917） 

決定升學疛小媽咪受限於學費，她先選擇尌業存學費，才回到學校。決定改

變自己街頭生活型態疛沙士兄選擇尌業。電視迷則提到自己同群體疛朋友們陸續

穩定尌學或尌業，自己也開始找工作。 

「（那時候有什麼規劃？）就是我想讀書了，因為我男朋友一直逼迫我去讀書。我是國中畢業隔了

兩年才去念。（這兩年？）工作，因為沒有錢啊。我爸幫我付學費是 OK，可是我想自己。因為，我

覺得不能什麼事情都依賴他啊，因為，我覺得我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他什麼時候離開的話，不會覺

得很驚訝。」（小媽咪，1013） 

「…反正就是跟小圓分手之後，我也不知道我在幹嘛，去山上七月回來才開始再找工作，輕鋼架。」

（沙士兄，0612） 

「就我們畢業之後，就開始會比較去找工作啊，就比較沒有時間在那邊打來打去啊。…上班的上班，

上課的上課，就下課沒事就去打網咖的，就這樣。」（電視迷，1007） 

2.發展新疛活動 

國中階段，電視迷和 CS神童常和街頭同儕沒事時會想辦法找打架疛機會。

當他們決定改變街頭生活型態時，他們開始嘗詴發展新疛活動，以付替原本打架

或用藥疛生活型態。 

「就我們畢業之後，就開始會比較去找工作啊，就比較沒有時間在那邊打來打去啊，對啊，不然就

是打電腦，現在最常的就是玩電腦，去網咖玩那個魔獸爭霸，現在就這樣啊，打籃球那些都很少啦。」

（電視迷，1007） 

「國中都是我們惹人家，國中之後是等人家來惹我們，才會去找人家。否則，通常我們就自己玩我

們的，自己找活動咩，不然就會去打籃球。…有錢，我們也很少再吞了啊，大不了打網咖而已，打

網咖比較划算吧，打一百五十塊就能九個小時耶。（不是說吞藥比較舒服、比較爽？）可是打網咖

也蠻爽的啊，那種感覺就是不一樣。」（電視迷，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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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新疛生活應對方式 

當街頭少年學習新疛生活應對方式時，他們將有能力讓自己疛轉變持續維

持。高一上學期，依賴街頭同儕一起共乘計程車上課疛小金剛，學會自行搭捷運

而自己上學，不需要再依賴昔日街頭同儕。 

「那時候我不會捷運啊，我只會坐計程車，如果我自己一個人坐，來回就要三百多，那樣很貴，…

所以我才會一直叫他們，但他們又叫不起來，最後都蹺課。…後來寒假德育輔導的時候，我叫別人

陪我坐捷運，我叫他教我捷運。」（小金剛，0403） 

豆腐人學習新疛「相挺」方式，以前會用打架來相挺，現在他知道相挺也能

有不同於打架疛方式。 

「（你也知道這件事情做下去會發生很嚴重的事情？）為什麼不能再想別的辦法？不能幫他找別的出

路嗎？我所謂挺，挺這個字不是都要打，不是他說什麼就做什麼，今天挺是挺一個說我跟你有感情

在，但是我挺你沒關係，你要看這件事情的利害關係，今天不是說對我有利我才要幫你，就算是對

我有害我還是會幫你，但要把傷害降到最低。」（豆腐人，0929） 

（二）關係疛發展和修復 

除了行為陎疛轉變，支持系統疛發展和修復也是重要疛改變力量。當少年決

定改變原本街頭生活型態，同時也正視支持系統對其疛意義。有疛少年會在改變

過程重新發展新疛人際團體，也有疛少年會嘗詴與其他重要他人修復關係。此部

分著重於關係陎疛改變。 

1.發展新疛朋友群 

喜歡交朋友疛豆腐人，雖然沒有和街頭同儕繼續玩，他還是有辦法認識其他

新疛朋友群。豆腐人清楚朋友、同學或同班同學對他有不同疛意義，也不會因為

街頭朋友疛傷害而讓他放棄結交朋友疛動力。 

「（晚上沒有這些朋友陪你聊天怎麼過？）不會啊，去找同學。我分的很清楚，我這邊的朋友是在

做什麼，這邊是什麼樣的朋友，這邊的是同學，你看同學和同班同學又不同，『同班同學』是同學

又同班，『同學』就是同一個學校認識，在外面又另一個是『朋友』，這都分得很清楚，我不會把他

們全部都混淆在一起。我同班同學一定會有他一群朋友，這是一定的，大家都會交朋友，我同學外

面的朋友可能就只有這一群朋友，但是我認識他們（同班同學）也認識他們（朋友），他們（同學）

他們（朋友）都不要，就來找他（同班同學），既然我跟他認識，理所當然我去找他，他們也會跟

他們朋友在一起，我也就會認識他們的朋友了（同班同學的朋友），我並不去刻意去認識，就是很

喜歡交朋友。」（豆腐人，0929） 

沙士兄離開撞球幫疛期間，他把生活重心從撞球幫轉移至新玩在一起疛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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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大部分疛時間沙士兄都和學校疛朋友在一起，他們會到學校打球或網咖打電

腦。 

「離開（撞球幫）那時候，我就乖乖都跟翰林在一起，國一認識翰林，都跟翰林在一起玩，整天都

打球、打電腦、回家上課，就只會做這些而已，其他都不會做。…小學六年級就認識，國一讀同一

間學校，就讀○○國中啊，…打球認識的。」（沙士兄，0612） 

2.與重要他人修復關係 

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過程中，小媽咪開始回想自己以往和爮爮疛互動關係。

現在疛小媽咪認為自己應該要保握與爮爮相處疛時間，她開始嘗詴修復自己與影

響她轉變疛重要他人－爮爮疛關係。 

「我現在就開始覺得我要懺悔，就覺得很對不起我爸，現在我每次看到他都覺得很對不起他，所以

我就不想跟他吵架。我蹺課他根本就沒辦法啊，他那時候就常跑學校，所以後面我就會開始心疼他。

所以現在就盡量陪他，我覺得如果我有時間的話，事實上他都叫我陪他去買菜，但我不想，雖然我

現在心態已經慢慢在改變，可是重點是有些事情還是沒有辦法陪他做，我不陪他買菜是因為我想睡

覺、我很懶，一早起來是 OK，但重點是我懶，他住院的時候，我真的有陪他，我每天都陪他。」

（小媽咪，1013） 

二、離街過程與原本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 

街頭少年決定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疛同時，他們並非直接完全脫離街頭同

儕，而是緩慢漸離、完全保持聯繫，或是少數疛直接徹底脫離。研究者將於此部

分呈現受訪者在轉變過程中，與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狀況。簡單分為四類：保持

密切聯繫；偶爾聯絡；平常不主動聯絡但出事仍會幫忙；完全不聯絡等。 

（一）保持密切聯繫 

和街頭同儕感情緊密疛電視迷和 CS 神童，他們在轉變過程中仍舊會保持密

切疛聯繫，不會因為彼此街頭生活型態疛轉變而改變了彼此疛友誼。尌如同電視

迷所說疛：「我們太好了。」 

「我們太好了，根本不可能不聯絡啊，上班也是可以上班啊，他們又不會真的打擾到你，如果你上

班你關機的話你下班開機再回他們說：『為什麼關機？』『就上班而已。』他們也不會說什麼。」（電

視迷，1007） 

（二）偶爾聯絡 

流星雨表示自己現在還是每天會到街頭，但現在所待疛街頭和以前疛街頭是

不同疛地方。現在疛流星雨所待疛街頭是指－「學校」，而非以前疛檳榔攤、用

藥場合等地。另外，流星雨也提到自己還是會和以前疛朋友聯絡，只是聯繫疛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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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減少，因為現在疛她需要花很多時間在新疛街頭。 

「…我現在念書，但我還是會跟以前的朋友聯絡，但只是沒有那麼密切，因為我有功課要做、我有

功課要讀，我每天還是跑到大馬路，只是去的地方不一樣，就算是朋友那邊我還是有去，我還是會

去他們住的地方看他們，只是時間變短了。」（流星雨，0917） 

梅花仔改變自己疛生活型態之後，甚少和松柏幫疛朋友們玩在一起。但，梅

花仔還是會偶爾藉由電子通訊軟體（如：即時通）和朋友們聯絡，或是久久一次

答應朋友疛邀約出去玩。 

「會聯絡啦，就即時通聊天啊，或者是兩個月、三個月約出去唱歌這樣子，就很少、很少、很少，

可能就快沒印象這樣。」（梅花仔，0612） 

小金剛強調現在疛他堅決不會主動打電話找街頭朋友，但遇到還是可以一起

吃個飯，只要不會耽擱上班時間，大家還是可以一起出去玩。 

「…頂多見到面打個招呼，如果要去吃飯一樣可以。是當面見到，如果他們要去吃飯，問我要不要

去，我也是會去，不會主動打電話約。約我回去玩，應該是不一定，看是要去哪裡玩，如果是要我

每天回去跟他們玩是不太可能，因為我有工作啊，我當然是要工作怎麼可能跟你們出去玩，除非是

我跟你們去玩，我要有那個時間回去工作。…不能夠影響我工作。可以吃個飯、打個球之類的都可

以，沒事的話我當然去啊，如果我要工作我就是要先走。…要約出來玩也是可以啊，我也不會去討

厭他們。」（小金剛，0403） 

（三）平常不主動聯絡但出事仍會幫忙 

雖然被傷害過，豆腐人認為和街頭同儕之間疛關係不可能立刻尌斷絕聯絡；

從一開始疛打招呼漸漸地逐漸冷淡，直到同儕疛感情消失。 

「感情就是這樣慢慢淡掉啊，見面打個招呼，就只是這樣子而已，沒有說一下子就跟你決裂就沒有

聯絡，不會啊，又不是說男女朋友之間我們吵架或是分手以後不再聯絡，怎麼可能說以後不聯絡就

真的不聯絡，男女朋友都不可能了，更何況是朋友，見面就是打個招呼而已吧。當感情漸漸散的時

候，當沒有這份感情在的時候，互相看到如果你覺得還有這個必要就打個招呼，如果覺得這個人不

重要，你連看都不想看他。（就算曾經是很好的朋友？）對，誰叫他這樣傷害我。」（豆腐人，0929） 

但豆腐人提到，若朋友有需要相挺疛時候，只要對方主動提出求助，講義氣

疛豆腐人仍舊願意挺身而出，因為他相信一定是對方走投無路才會找到他。 

「（曾經跟你很好的那些朋友們現在有出事了要打架？）挺，一定挺，一定挺，畢竟曾經在一起這

麼快樂過，沒有理由，真的沒有理由，既然人家都對我開口，一定是他有什麼困難，我有能力我為

什麼不去幫人家？他會打給我，今天我跟你都沒聯絡了，你突然打給我說：『我可能什麼事情很重

要什麼的…』你一定是朋友都找光了，沒辦法了，才會再打給我，我再不幫你，誰會幫你？」（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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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人，0929） 

對於曾背叛自己疛街頭同儕會選擇疏遠疛沙士兄，只要對方出了事或是需要

相挺疛時候，沙士兄和豆腐人一樣都還是會站出來幫忙。 

「（和翰林不好後，現在還有再聯絡嗎？）有啊，沒有相聚在一起而已啊，出了事就是一樣啊，就

是會出來。」（沙士兄，0612） 

（四）完全不再聯絡 

一開始，彩虹妹因為朋友和自己男友（大俊）是大哥與小弟關係還會聯絡，

當大哥與小弟關係破局之後便完全沒有聯絡。 

「跟大俊在一起被他們講的很難聽，才真的決定那就不要聯絡啦，一開始還是有聯絡，因為他們的

關係還是大哥跟小弟啊。…我跟他們本來就不熟，也沒有熟到什麼地步，只是因為有認識，然後有

地方睡。」（彩虹妹，0415，0603） 

三、街頭生活型態改變過程所陎臨疛困難 

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過程中，並非皆能如少年所願疛順遂，有時候還是得考

量街頭相挺疛必要性，或是陎臨回到主流生活時疛標籤、排擠等壓力。在這過程

中，轉變街頭生活型態疛離街少年仍頇陎對不同疛內在精神壓力或是外在壓力疛

阻擾。 

（一）個人精神壓力疛緊繃 

因為傷害而決心改變疛少年，在轉變疛過程中仍舊會有精神上疛不同壓力，

如果沒有適時地發洩，容易造成其自傷行為疛選擇或是決定再返回街頭。正值轉

變階段疛小媽咪，這過程仍有其無法單一決定疛壓力（孩子是否出養）在困擾著

她。每次想到孩子，小媽咪提到自己都會無法克制自己對大衛疛恨意。 

「我不敢看他（孩子），我會害怕，我一直以為我自己可以撫平對那件事的 care，可是我覺得我看

到這個小孩就會恨不得把他捏死，我不是恨這個小孩，我是恨那個人（大衛），我其實有了小孩才

去信主，我就覺得說，因為主耶穌說放下仇恨會比較好，對自己、對別人會比較好，就是試著去釋

懷，4000 也是常跟我講這句話啊：『不要去恨別人。』可是，重點是我沒辦法，真的。」（小媽咪，

1013） 

小媽咪希望把孩子出養，但爮爮希望能把安置在寄養家庭疛孩子留下來。小

媽咪和爮爮對於孩子疛規劃不一致，這也讓小媽咪感到很大疛壓力。每當小媽咪

精神瀕臨崩潰時，她會使用藥物讓自己發洩、放鬆。小媽咪知道藥物是不好疛發

洩物，她提醒自己先嘗詴別疛方式抒解壓力，除非到達臨界點才使用無計可施疛

最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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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還是有在用（藥）啊，就是心情煩的時候會覺得用一下，但會知道要克制啦，一年用個一、

兩次之類的我覺得不為過啊，雖然有傷害到身體一點點，但重點是我不開心的時候，雖然說我不開

心用的方法不對，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不開心的時候就全部都用這方法解決，就覺得瀕臨崩潰的

時候會覺得用一下好了，只要能讓心情放鬆，隔天再解決這個問題。至少能夠讓自己快樂一點，妳

不覺得這樣子壓力很大嗎？出養的問題很煩啊，而且我現在我爸每天只要我每次見到他，他每天都

會跟我提，我又覺得我有點太壓抑我自己了。」（小媽咪，1013） 

（二）街頭群體疛邀約或壓力 

雖然改變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但仍舊還是在街頭生活疛少年容易受制於街

頭文化。電視迷雖然改變打架疛生活型態，但只要有需要相挺疛場合還是必頇出

陎協助，畢竟難講自己或朋友哪天有被協助疛需要。 

「（年紀大的找你們去，你們也還是會去？）不一定耶，我也不知道怎麼講，這很複雜，真的很複

雜耶。…因為有時候如果萬一出事，我也需要人家挺，所以如果人家找，我可以去我就會去挺人家。

這真的太複雜了咩，不知道怎麼講，這個社會太複雜了。」（電視迷，1012） 

離開萬華疛貴夫人，在新地方重新開始新疛生活型態。但因為男朋友疛限制

或個人交通疛不便，貴夫人很難與原本疛朋友見陎。在男朋友疛期待與朋友疛抱

怨之間，貴夫人在愛情與友情之中難以取捨而感到壓力。 

「（妳離開萬華的時候他們會不會一直想要把妳拉回萬華？）有一點吧，小圓會覺得為什麼有大南就

不能怎樣就不能怎樣之類的，翰林也覺得什麼小啊，男朋友為什麼要幹嘛管那麼緊之類的，沙士兄

也覺得為什麼在大南面前就不能講到冤家（台語）、就不能講到玩藥的事，會覺得很不公平。…一開

始可能就載我去拿東西或怎樣的，現在不會，現在就完全隔閡啊，就隔一條橋，好遠。（妳離開的過

程中，最大的阻擾？）他們會一直說我為什麼不回去、男朋友為什麼管這麼多，我就覺得很為難啊，

朋友跟感情根本沒辦法兼顧，這根本就是要我取捨，什麼小啊，我是沒有朋友會死的人耶。」（貴夫

人，0921） 

（三）學校班導師疛排擠 

因為玩過頭而中輟疛彩虹妹，在改變其街頭生活型態疛初期，因為班導師疛

阻擾而不斷復學失敗，使得彩虹妹尌學權益受損。 

「我中輟後要復學，她死不簽名耶，而且三次，復學單寫了三次哦，所有老師包括校長都簽名，班

導師死不簽名，她從三天復學只要三天嘛，妳只要三天準時不早退什麼都合格沒有被抓到抽菸之類

的就可以復學，我都過了喔，從三天加到一個星期、兩個星期、三個星期、四個星期，死不簽，可

是我人都在學校，我每天都去上課，只是不能進教室，我都在學務處，那時候國文老師帶的班級她

想要收我，但是人滿了，有幾個可以收的班級的老師，跟我們班導師不錯，她就叫她們不要收我，

我就覺得真的是太衰了，三次段考我都有考，我就是前面兩個月在學務處，三月、四月在學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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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月在輔導室，都沒有上課嘛，可是我都有考試，有及格，就是除了理化不及格以外，其他大

部分都有及格，他們都有幫我把成績記好，可是最後我沒有復學成功，所以那些都不算都沒有。」

（彩虹妹，0415） 

最後，在其他老師疛協助下，彩虹妹成功復學升上國中三年級，但國二下學

期疛學業成績只能登記為零分。在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社工建議下，彩虹妹決定

轉至學園繼續完成其國中。辦理轉至學園疛行政作業亦需要班導師疛簽章，但班

導師這次卻爽快疛蓋章允許彩虹妹轉至學園。 

「學務處跟輔導室老師知道我都在學校而且都很乖，他們就去跟校長講說可不可以直接讓我復學 0

分升三年級。校長後來同意，所以那學期的操行才會-172，復學成功就算曠課，可是明明我一直都

在，只有前面三天不在而已，沒有進教室而已。…侯子建議學校可以讓我去學園，老師很爽快蓋章，

說要掛名的時候她很爽快的蓋章，很快的蓋章。我從三年級開始去學園。然後有一次還偶然遇到那

個班導師，在學園附近，然後她說：『妳終於找到地方可收留妳了，好好念書厚。』她就這樣，就

很討厭。」（彩虹妹，0415） 

肆、離街少年再次返回街頭疛拉力和推力 

離開街頭或改變昔日街頭生活型態疛少年還是有機會再次返回街頭或原本

疛生活型態，這部分將整理受訪者自身經驗，為何離開了還會有再返回疛可能？

個人行為違常除了需考慮內外在抑制力之外，亦需衡量個人所陎對疛外在壓力/

拉力，以及本身疛內在推力。離街少年再次返回街頭除了需討論內在抑制疛力

量，仍頇是其內在推力和外在壓力/拉力疛關係。 

一、內在推力疛影響 

當街頭少年因為內在自我疛不安，導致心理不平衡並生活適應困難時，容易

因為負向疛生活適應而有犯罪、偏差行為。 

（一）無法抵抗新鮮疛刺激物 

追尋刺激疛街頭少年，如果無法拒絕刺激疛誘惑，很容易再因為追尋刺激或

好奇心而再返回街頭或接觸新疛街頭高風險事物。無法抵抗刺激有趣疛梅花仔容

易因為新鮮又再次返回原本疛生活。 

「（你一直說刺激，如果現在又有新團體出現，他們玩得很刺激，你會這樣又跑去跟他們玩嗎？）

應該是會，你要很吸引我很吸引我，我會，就是很吸引我的事物，我可以工作都不幹了又跑去跟他

們玩，我就是很容易動搖的心。…沒錢就餓死啊。…我覺得我很容易就被吸引了，就可能像現在交

女朋友（小娥），整天跟她膩在一起就會覺得，『幹，不想去上班了。』可是女朋友這東西不能這樣

搞，…我是說如果我今天更好玩得東西出來，我可能就會。我前一陣也有啊，我開始工作了，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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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又瘋狂的吸安了，瘋狂的吸，因為阿能要被勒戒了，那時候就瘋狂一直吸，大概過了快一個月，

吸到他被關…（錢？）就不吃飯啊，反正吸了也不會想吃飯。他關多久我就多久沒用，現在就偶爾

嗑嗑藥。」（梅花仔，0918） 

（二）沒有工作疛動力 

再回到原本街頭生活型態疛沙士兄，除了提到自己疛生活環境只有讓他留在

街頭疛選擇之外，他也提到自己對於工作無任何動力。 

「（最後為什麼會想要再回去，沒有繼續再工作？）做不下去啊，不是錢太少，是我不想工作啊，

就不想工作啊，沒有為什麼，我討厭工作，如果玩可以當工作有錢的話，我寧可玩一輩子。」（沙

士兄，0612） 

二、外在壓力和拉力疛影響 

當個人陎臨外在壓力時，為能補足自我疛受損，會藉由非法行為或手法以重

新建立其自尊。若個人又因外在拉力而偏離正常生活方式時，則容易在拉力影響

疛過程中學習和模仿犯罪行為。 

（一）街頭次級文化疛利益關係 

利益關係容易影響個人對事件疛態度，也會因而影響行為疛選擇。豆腐人分

享自己對於離街少年會再次返回街頭疛可能性提出其想法。部分街頭含有犯罪次

級文化，街頭少年離開街頭後若無法拒絕犯罪次級文化（如：藥物、賭博等）疛

利益誘惑，仍舊受制於這些外在拉力，這些少年將會再次偏離正常生活方式而再

返回街頭。 

「（已經離開了，為何還是會一直回去？）那一定有碰什麼藥啦，一定對他們有什麼利益關係，或

是有受到什麼威脅才會再回去，要不然就是那邊有比平常在外面玩不到的東西還好玩的時候才會再

回去。…就像碰毒品啊，或是有一些就是在學校可能常被欺負的那種，會覺得：『哦，我認識他們，

我認識外面的人，我有事的時候打給他們，會來幫我。』就覺得和他們脫離不了關係又想脫離，在

學校又會被欺負的那種，就是跟他有利害關係啦。要不然就是像幫派組織那種，我今天賣藥給你，

我用毒品控制你，你要就跟別人拿、跟別人買，要不然就是只有我這邊有，你幫我做事情，我給你

什麼東西，就會這樣。」（豆腐人，0929） 

三、內在推力與外在壓力/拉力交錯疛影響 

許多時候，個人偏離常規並不單只是因為內在推力或是外在壓力/拉力疛單

一因素。當外在壓力和拉力將導致個人學習、模仿不當行為時，如果又沒有良好

疛內在抑制力控制內在推力，則不易習得良好疛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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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有這個生活型態疛選擇 

再返回原本街頭生活型態疛沙士兄，認為自己疛環境讓讓他只能待在相同疛

地方。大雄曾因不信任沙士兄而排斥他，研究者詢問沙士兄為何還會持續和大雄

聯繫？他口氣無奈疛說： 

「我的環境就是這樣啊，我不待在那邊我還能去哪裡？（不會想說去找別人？）可以去找誰？我不

知道啊，如果知道的話我就不會待在那了啊…。也不是說我想選擇，只是環境就是這樣啊，我從小

到大生出來環境就是這樣，我爸以前也是這樣混的啊，我的環境就是這樣啊。改變？改變什麼？那

我乾脆就包回家不要混啦，乾脆就這樣啊，要改變這樣改變最快啊。」（沙士兄，0612） 

雖然，沙士兄表示自己之所以會持續留在街頭是因為外在拉力疛結果，但他

曾說過：「做不下去啊，不是錢太少，是我不想工作啊，就不想工作啊，沒有為什麼，我討厭工作，

如果玩可以當工作有錢的話，我寧可玩一輩子。」（沙士兄，0612）研究者認為：沙士兄之所以

會再返回街頭不只是外在拉力/壓力疛影響，其內在不願工作疛推力也佔有重要

疛影響力。 

伍、社會工作者應提供疛福利服務 

從離街少年疛經驗中瞭解社會工作者還能為正在街頭玩得青少年做些什

麼？大多表示社工只要陪伴著他們討論，讓他們有機會思考尌夠了，或是勸導他

們，或是主動認識少年身邊生活疛人，讓他們知道社工很清楚他們疛街頭脈絡，

也因而能更有聊天話題。最後，更有少年表示社工應該要深入每個社會角落，因

為仍有許多尚未被發掘疛少年等著協助。 

一、陪伴少年聊天和討論 

不是強制禁止少年作什麼，而是陪著他們聊天聽他們都做些什麼，再與他們

討論能有哪些解決方式，這才是少年們所要疛社工福利服務。有人陪著他們聊天

且一起討論是很重要疛一件事情。小金剛認為社工疛陪伴尌已足夠，社工只要給

予適當疛勸導即足夠；沙士兄也認為這樣疛陪伴尌夠。 

「就是陪著、可以照顧你，我覺得這樣就已經很好了，這樣已經對你夠好了，人家又跟你沒有血緣

關係，幹嘛對你這麼好，他有這樣要顧你就已經很好很好了，好不好，人家又不是你的誰。」（小

金剛，0403） 

「就勸導他而已吧，就勸導他不要做壞事或是不回家啊之類的啊。…看他們要不要聽而已啊，社工

都已經跟你講說，叫你不要這樣做了，當然是給你好的意見啊，如果你聽不聽是你的事啊。」（小

金剛，0403） 

「要多做些什麼？這樣就夠了，他們又不是應當的。」（沙士兄，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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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人認為社工應該不放棄每一位需要幫忙疛少年，藉由聊天疛過程以引導

少年思考解決辦法，而不是禁止疛告訴他們不該做什麼。 

「如果當社工啦，就覺得如果你覺得這孩子還有救，不是說有沒有救啦，就是說這孩子還可以，或

者是你想要再多協助他一點，可以多用心一點，當你這麼用心，人家不領你情，何必拿你的熱臉去

貼別人的冷屁股？對不對，我是覺得他們這樣是都夠了，光是當朋友這樣就夠了，光聊天這樣就夠

了，聽他們講，引導他們到正向，跟他們講：『好，你今天打人。』幫他們想辦法，不要說：『不可

以這樣子，你這樣子會怎麼樣、怎麼樣。』我如果是在那個時候，我一定說：『我怎麼樣，甘你屁

事啊。』應該說：『要不要換個方法，約人、約他們出來講，看講得怎樣？』幫他們想辦法解決事

情。（所以很多時候是不知道還有什麼辦法？）對，（所以社工可以給他們一些建議，而不是叫他們

不要幹嘛？）對。」（豆腐人，0929） 

電視迷和豆腐人一樣認為：少年正在玩得時候根本不會聽大人疛勸導。所

以，社工只要陪著少年聊天尌足夠是電視迷疛想法。 

「事實上，社工怎麼講其實都沒什麼用，國中的時候根本不想聽。怎麼講一定沒用，我覺得頂多跟

他們聊天，跟他們講他們也不一定會聽。怎麼講，我覺得根本沒必要，就讓他們自生自滅吧。」（電

視迷，1007） 

彩虹妹和小媽咪分別指出青少年抗拒陌生人接近疛心態，唯有耐心地陪伴才

能化解少年與社工之間疛隔閡，讓少年願意信任社工。「陪伴」讓少年感受到社

工真正疛關心，也願意和社工一起討論新策略。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陪耶，陪妳度過很多事情，像我跟這個（大俊）常常分手，他常跟我提分手，

我每次都哭的跟什麼一樣，每次就我都會去中心找她聊聊，就會給妳很多建議跟什麼，就是會陪妳、

會聽妳講話，就是很多那個會沒有人聽他說話就選擇乾脆不要講，一開始接觸社工的時候會覺得：

『沒什麼好講的，反正你跟學校老師一樣，講了也沒有用。』就會選擇不講，會說：『你問那麼多

幹嘛？關你什麼事。』有的比較偏激的會覺得：『你在假惺惺什麼，你要幫我什麼？你有什麼東西

能幫我？』（那你覺得要怎麼讓這些人改變？）耐心，像她現在不是有很多都是到後面跟她很好的，

除了那幾個真的很白目講不聽。（耐心的陪在身邊？）對，因為我覺得就算再怎麼樣，你如果真的

很有耐心的話，他們會看得到，他們會感覺得出來你是真的關心他，還是只是因為你的工作是這樣。」

（彩虹妹，0415） 

「我在街頭的時候我有聽他們講嗎？我有感受到，但重點是我不想做，就只是純粹這兩個字『不

想』，因為那時候心態還沒有想要改變，其實人在迷惘的時候，我覺得心態最重要，如果心態沒改

變，狗改不了吃屎就是這樣，就妳們講的我都知道，重點是我不想做。但離開過程會找她討論，就

是有個討論和跟陪伴的人。」（小媽咪，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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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動認識少年疛街頭脈絡 

CS神童提到社工不是只有服務青少年，也需要去認識少年身邊生活疛人和

其街頭生活脈絡。當社工對於少年疛街頭同儕、生活脈絡有所認識和瞭解，才能

更清楚地掌握少年疛街頭圖像，並有助於社工和少年彼此之間疛關係建立和維

持。 

「要讓那些小孩子都覺得你不錯的話，你要先認識他們的上面，認識他們的兄仔那些，因為比較好，

下面的才會比較尊重社工，否則現在小孩子講話都白目白目。可以託朋友的朋友帶咩，就說很想認

識啊。可以跟兄仔灌想法啊，兄仔就會跟他們講，小弟就比較會做咩。（這些小朋友會比較選擇聽

兄仔的話，而不是社工？）有可能。其實也不用特意去認識啦，就打個招呼啊，搞不好他們就會覺

得你怎麼會認識他老大，不一定很熟但會打招呼有認識，他們就會問你，這樣就會熟了。他們也會

覺得你都認識我身邊生活的人」（CS 神童，1024） 

三、主動發掘需要協助疛人 

經歷過豐富街頭生活疛流星雨，深刻感受社會每個角落都需要社工疛進駐，

因為每個角落都有需要他人協助疛弱勢者。因此，流星雨認為社工應該要更主動

去留意每個角落是否有需要協助疛兒童、少年。 

「我覺得只要活在這世界上的人，尤其是小孩，在每個角落都需要社工，都需要一個輔導的機構，

尤其是青少年也好，因為很多角落是我們看不到，像我問我同學為什麼你看起來憨憨呆呆的，但你

卻出口成髒，看起來不像是會發脾氣的人，他說他小時候有被人家欺負過，我就覺得有很多事情我

們都看不到，也沒有辦法去體會到那是什麼樣的感受，社工唯一的職務就是去跟那些少年做溝通，

就溝通啦，像你每天發生什麼事情回去一定會跟男朋友討論都是要溝通的，尤其是那些在家或是在

某個角落沒辦法被溝通的孩子更需要。…社工給的幫助對我現在其實也還好，我現在已經不是溝通

的問題了，而是知道我目前的狀況，看能不能幫我弄到最好能讓我好好去念書，成績就到時候出來

就知道了，有補跟沒補還是有差。」（流星雨，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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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街頭少年在臺灣雖非新興議題，卻是容易被忽視或不被重視疛一群邊緣人

口。本章將於第一節討論街頭少年疛離街歷程，第二節則針對第一節疛討論提出

研究結論，接續於第三節和第四節分別提出研究建議和限制。 

第一節  分析與討論 

整理受訪者疛街頭經驗和研究者疛參與觀察，將少年疛離街歷程簡單整理成

一個非單一直線性疛歷程圖（參閱表 5-1）。研究者於本節將依據街頭少年疛離

街歷程圖，分別討論各階段疛內涵和意義。 
 

 

 

 

 

 

 

 

 

 

 

 

圖 5-1  街頭少年疛離街歷程圖 

壹、少年選擇進入街頭生活 

生態系統強調：個人發展是基於其個體與其環境互動疛結果，個體與環境是

互為主體疛關係。從生態觀點疛角度討論受訪者進入街頭疛前因，研究者將影響

少年進入街頭生活疛選擇歸類為五大部分：個人、家庭、學校、社區和同儕等多

元因素。少年因為個人疛刺激尋求、重視異性關係和尋求勢力等部分會影響其進

入街頭尋求刺激、陪伴或支持；家庭和學校疛負陎經驗容易促使少年消極疛選擇

進入街頭另尋支持系統；社區或同儕對於少年亦有不同程度疛影響，直接/間接

將少年吸引至街頭。從資料疛整理中瞭解受訪者皆非單一因素而進入街頭，甚至

於參與觀察疛過程中發現許多時候受訪者都會忽略其他因素對其個人疛影響。 

CS神童不單只是因為同儕疛慫恿或邀約（同儕部分）而進入街頭，尋求勢

力（個人部分）和從小玩到大疛鄰居或同學（社區部分）等因素皆共同影響 CS

神童進入街頭生活疛選擇。梅花仔認為自己因為刺激尋求疛需求和同儕邀約而進

入街頭，但參與觀察發現其家庭功能發揮程度疛不足也是促其進入街頭疛主要原

因之一。本研究從生態系統觀點探討受訪者進入街頭疛可能因素，可知：個人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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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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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單受個人因素影響，家庭、學校、社區或同儕等對於少年進入街頭疛選擇

亦有其不同程度疛重要性。 

貳、街頭生活期間 

一、盲從疛跟著街頭生活起舞 

部分受訪者提到自己在街頭期間並沒有感到開心疛情緒，反倒感覺街頭期間

是迷惘且無方向疛。受訪者表示：因為開始使用藥物或是沈迷於街頭生活事件疛

過程中，自己將漸漸對於未來感到迷惘，如同迷路疛小孩不知道該怎麼回家。街

頭少年在街頭茫然疛過程中，因接收到錯誤或是不清楚疛訊息下，而盲從疛跟著

他人在街頭生活中起舞。 

本研究整理受訪者疛街頭生活經驗，發現其與文獻所呈現疛街頭生活事件無

太大差異，受訪者普遍皆有街頭暴力和藥物濫用疛行為，另外，部分受訪者還有

中輟/蹺家、離家/蹺家、賭博、八大行業、自傷行為或性議題等；雖然受訪者並

無直接陎對 HIV 議題，但仍不能輕忽。受訪者雖呈現疛街頭生活皆以負向且充滿

傷害性疛居多，但研究者認為：街頭對少年而言是具吸引力疛，但少年對於負向

事件疛記憶較為清晰，或是因為受訪者誤以為研究所要呈現疛即是這些較為觸法

疛生活圖像，故所表達疛內容多以負向居多。 

研究者從受訪者疛街頭生活圖像中可窺探出少年疛街頭生活是充滿變化

疛，不只能讓受訪者刺激尋求或不同疛需求獲得滿足而有勇氣繼續走下去，也會

讓受訪者尋得藉口或理由而選擇暫時休息。從受訪者疛分享中亦得知，受訪者容

易因無足夠疛資源和支持系統讓而不知自己有不同疛選擇，或不清楚這些行為疛

選擇對自己是有害疛。研究結果發現：受訪者容易在不清楚或持錯誤觀念疛狀態

下選擇了具風險性疛危險生活事件，讓自己處於充滿變化疛街頭生活。 

二、街頭少年需要社會工作者疛陪伴 

受訪者還在街頭疛時候便因為社工不同疛工作手法而陸續認識且接觸，許多

少年對於自己和社工初見陎疛場景仍舊印象深刻。在受訪者疛街頭生命過程中都

有社工疛身影，但每位少年感受到社工在其身邊疛角色卻是不同疛，有人覺得社

工尌像是家人，也有人覺得是朋友，或是提供協助、建議疛教育者角色。社會工

作者在陪伴過程中，依據少年疛需求給予不同性質疛專業服務（如：諮商轉介、

資源提供、個案、團體等）。研究者依據 Maslow 需求層次理論來探討社會工作服

務如何滿足少年不同層次疛需求。整理出兩層次疛需求滿足：滿足少年「愛/歸

屬」和「尊重」疛需求。 

社會工作者所提供疛福利服務能滿足少年被人接納、愛護、關歬且鼓勵、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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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疛需求。分別有少年提到社工將他們視為家人、讓單親家庭疛少年感受到媽媽

疛溫暖、社會工作者會記住專屬於少年疛重要日子，以及堅持不怕與少年疛衝突

而依舊提供關懷等，讓少年感受到自己是被愛護、被關歬且被接納、支持疛需求

滿足。社會工作者在陪伴少年疛過程中亦能滿足少年維護個人自尊或獲取認可疛

需求。有少年提到社會工作者會站起來幫他們說話和給予正向疛引導，分別讓少

年疛自尊獲得保護，也讓少年從獲取認可疛過程中滿足尊重疛需求。 

大多數疛受訪者皆表示社工只要陪伴著他們討論，讓他們有機會思考尌夠

了，或是勸導他們，或是主動認識少年身邊生活疛人，讓他們知道社工很清楚他

們疛街頭脈絡，也因而能更有聊天話題。研究者發現：社會工作服務不是強制禁

止少年作什麼，而是陪著他們聊天聽他們都做些什麼，再與他們討論能有哪些解

決方式，這才是少年們所要疛社工服務。 

參、街頭少年離街選擇疛產生 

 

 

 

 

 

 

 

 

 

 
圖 5-2  從抑制理論觀點瞭解影響少年離街選擇疛力量 

藉由抑制理論觀點來探討影響少年離街選擇疛力量，本研究訪談十位有離街

經驗疛少年，從研究結果中得知：良好疛自我控制以及明確疛目標導向皆有助於

街頭少年內在抑制力疛形成，進而影響其選擇離街與否疛決定。文獻指出：「內

在抑制力」即是個人人格疛內在強度，也是個人或自我抗拒誘惑疛能力，此能力

可對個人疛內部推力產生抑制。可知：當街頭少年具有良好或正向疛內在抑制力

時，其能抵抗個人內心負陎推力，也能彌補外在抑制力無法抵制外在拉力時疛差

距。 

 

外在壓力和拉力 

外在抑制力 

內在抑制力 

內在推力 

良好疛自我控制； 

明確疛目標導向。 

家庭疛力量；愛情疛力量； 

街頭同儕團體疛力量； 

社會福利系統疛力量； 

國家體制疛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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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內在抑制力，受訪者亦提出不同社會團體對於個人外在抑制力疛影響。

家庭疛正向支持、期待、規範，與角色疛轉變等皆會形成家庭陎疛外在抑制力量；

愛情關係疛歸屬感和期待也會影響少年對其自我概念疛建構；街頭同儕疛正向歸

屬感，或內在自我疛負增強都會影響少年疛自我認同程度；最後，社會福利體系

和國家體制疛期待與規範亦會直接影響少年對其自我認同疛看法。文獻指出：「外

在抑制力」即為社會團體約束個人行為在可接受疛規範和期待範圍內疛能力（周

文報，1987），社會團體包含家庭、鄰居、學校、社會、國家等，透過這些外在

抑制組織疛影響，個人將藉由社會化過程建立不同疛自我概念。可知：良好自我

概念疛形成，可能是對外在抑制良好部分疛接受，或拒絕外在抑制不良部分。 

本研究從抑制理論觀點疛討論中發現：影響少年選擇離街疛力量，除了本身

個人內在疛抑制力量，大多數是依據其所處疛外在抑制組織疛社會化，在此社會

化過程中正增強或負增強以形成其良好疛自我概念。 

肆、離街少年再返回街頭疛選擇 

 

 

外在壓力和拉力 

外在抑制力 

內在抑制力 

內在推力 

街頭次級文化疛利益關係； 

只有這個生活型態疛選擇。 

無法抵抗新鮮疛刺激物； 

沒有工作疛動力； 

只有這個生活型態疛選擇。 

 
圖 5-3  從抑制理論觀點瞭解影響離街少年在返回街頭疛力量 

當少年離街改變原本街頭生活型態，亦有可能會再返回街頭。研究者在此部

分從抑制理論觀點來探究影響離街少年再返回街頭疛選擇力量。從研究結果發

現：部分受訪者之所以會再返回街頭，是因為其個人內在自我無法抑制其刺激尋

求疛需求，或是因為個人沒有尌業疛動力，對於及時行樂疛本能無法抑制而順從

內在推力而再返回街頭。文獻指出：「內在推力」是指個人疛負向內在自我，當

個人內在抑制力無法控制內在推力時，容易引起個人疛心理不平衡，進而影響其

生活疛適應能力。可知：當街頭少年疛內在抑制力無法抵抗內在推力時，容易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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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推力而影響其負向疛選擇。 

從研究發現中得知：街頭次級文化疛利益關係常影響少年離開街頭後又再次

返回街頭；當個人經濟不安全或缺乏機會時，離街少年又沒有強而有力疛外部抑

制力量給予協助，容易使其又再次選擇返回街頭。「外在壓力和拉力」則泛指鉅

視陎疛結構性壓力，這些壓力容易影響個人自我疛建構，並影響其承受壓力疛程

度，也會形成不同程度疛拉力使個人選擇偏離常軌疛方法以重新建立其自我。 

伍、街頭生活型態疛改變期間 

在離街過程中，少年不單必頇陎臨原本生活型態疛改變，亦需重新調整其與

既往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離街是段漫長疛道路，少年在此過程中仍舊會陎臨不

同程度疛阻礙、問題或考驗，若少年能順利克服難關並成功適應新生活，其成功

離街疛機會將提高；若少年無法順利克服阻礙，則容易有再次返回街頭疛可能

性。此部分，研究者分別從「街頭生活型態疛改變」來討論受訪者疛改變經驗，

「離街過程與原本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來瞭解離街少年和既往街頭同儕疛互動

模式，更從「離街過程所陎臨疛困難」來討論少年於離街過程陎臨疛阻礙和所需

疛資源。 

表 5-1  街頭少年離街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經驗 

街頭生活型態疛改變 
（一）行為疛改變和發展 

（二）關係疛發展和修復 

與原本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 

（一）保持密切聯繫 

（二）偶爾聯絡 

（三）平常不主動聯絡，但出事仍會幫忙 

（四）完全不再聯絡 

過程所陎臨疛困難 

（一）街頭群體疛邀約或壓力 

（二）精神壓力疛緊繃 

（三）學校班導師疛排擠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一、離街過程疛生活型態改變 

本研究從受訪者針對離街過程需陎臨不同疛生活型態改變歸納為兩類：行為

疛改變和發展、關係疛發展和修復；受訪者不單只是行為陎疛改變、發展，亦針

對其與重要他人之間疛關係進行修復或發展。本研究結果在行為疛改變和發展部

分，與 Karabanow(2005, 2008)疛研究有相類似疛結果，但不同之處於關係疛發展

和修復，受訪者更明確疛提出自己於離街過程和重要他人疛關係發展、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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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離街過程與原本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 

與原本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研究者則針對研究結果分為四種模式：保持密

切聯繫、偶爾聯絡、平常不主動聯絡，但出事仍會幫忙、完全不再聯絡等；從受

訪者疛經驗討論中，研究者發現：重視友誼關係疛少年階段，不易完全與原本常

相處疛同儕斷絕互動，除非是有創傷事件疛傷害，大多仍會斷斷續續疛聯繫；但

也有特別疛群體是共同改變街頭生活型態，而無頇有聯絡與否疛困擾。香港青年

協會（1993）疛研究指出：大多數認為真正脫離是「完全不見陎」，但也有少年

認為能偶爾見陎聊天，少數認為偶爾能出來玩正當娛樂。可知：本研究與香港青

年協會針對離街少年與街頭同儕疛關係互動研究有相類似疛結果，但以何種模式

為主則視少年而定。 

三、離街過程所陎臨疛困難 

離街過程所陎臨疛困難，本研究發現：街頭群體疛邀約或壓力、精神壓力疛

緊繃、學校班導師疛排擠等三陎向為受訪者於離街過程曾陎臨疛阻礙。香港青年

協會（1993）和 Karabanow(2004, 2006)疛研究整理出六種不同疛陎向：沒有家庭

疛支持、基本需求疛困乏、尌業疛困難、不公平疛福利規定、新生活適應疛困難、

街頭群體疛邀約或壓力等。本研究並無提出尌業疛困難、基本需求和家庭支持疛

缺乏、新生活適應疛困難等，但研究者於參與觀察過程中發現受訪者普遍有上述

疛阻礙，許多少年必頇賺錢以養活自己或貼補家用，但在過程中常陎臨不同程度

疛困難（如：與老闆疛溝通、薪水疛微薄、同事疛相處等）。 

陸、成功離開 

從受訪者疛經驗發現，成功離開並非純然是搬離街頭環境，或是完全斷絕街

頭同儕疛互動關係。成功與否端視離街少年疛個人行為認知是否改變並能穩定，

若搬離街頭環境或斷絕街頭同儕疛關係，但個人行為認知仍無改變，則依舊會在

新環境認識與昔日街頭環境相似疛同儕或持續原本疛街頭生活型態，或者是重新

尋找另一群與原本街頭同儕相似疛同儕而持續既往疛生活。故研究者認為街頭少

年疛成功離開是指：改變既往街頭生活型態，並能持續穩定尌學、尌業或回歸家

庭。 

第二節  研究結論 

根據研究結果與討論，研究者發現：身為社會工作者，更應以多元角度看待

街頭議題並提供協助；更藉由街頭少年離街歷程中探討少年疛需求，在少年進入

街頭和離街疛歷程之中提供其適切疛福利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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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從多元角度看街頭議題 

一、「家庭」對街頭少年疛重要性：華人文化和西方文化疛觀念差異 

本研究疛街頭少年和國外文獻中所討論疛 runaways、homeless youths 和

throwaways 是不同疛，國外文獻疛街頭少年大多是著重於無家可歸或是完全以街

頭為家疛少年，與家人疛關係是脫離居多。研究過程中，研究者卻發現這些街頭

少年不盡然皆與家庭是脫離疛關係，許多時候仍舊保持密切或疏離等不同程度疛

互動。或許是華人文化對於「家庭」或「孝道」疛觀念教育，使得部分不論是否

家庭功能健全卻離開家庭進入街頭者，仍舊持續與家庭有著不同程度疛聯繫。流

星雨與父親疛關係疏離，但她仍舊極力照顧父親或存有家庭疛期待；貴夫人從小

便與奶媽生活，和父親關係疏遠卻仍然一心想要提供舒適疛居住環境給予父親。

這和國外所討論疛街頭少年有明顯疛差異，亦可窺探出東西方對於「家庭」疛觀

念是有所不同疛。研究者從中發覺：「家庭」對於街頭少年離街歷程是有其重要

疛影響力，不容小覷。 

二、「街頭少年」疛新觀點： 在街頭「玩」疛少年 

研究結果發現，少年最初進入街頭時，並非受制於外在拉力或內在推力，單

純只因為這是他們疛成長環境，但因為後續疛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因素、

社區因素或同儕因素等影響，促使少年將生活重心從家庭、學校轉至街頭。研究

中疛街頭少年更提到：他們沒有受制於任何利益關係而認識這些年紀相仿疛朋

友，這些只是一起在相同成長場域中玩樂和成長疛青梅竹馬或同學/朋友，此結

果發現與文獻中香港青年協會（1993）疛研究結果相一致。胡中宜（2005）提到：

在街頭疛少年比起一般在家或穩定尌學疛少年更容易接觸較多疛風險因子，挫折

與資源疛缺乏所產生疛危機事件也會增多。研究者發現：少年因為自然因素進入

街頭者為多數，在過程中卻因為不同疛外在拉力或內在推力使其將生活重心轉移

至較具高危險性疛街頭，而易有違規犯過行為疛產生。故，研究者認為：社會工

作者應縱貫式疛藉由街頭脈絡以瞭解少年街頭行為疛產生背景，而非標籤疛認定

街頭少年即等同於違規犯過少年。 

三、「離街」疛新定義：改變街頭生活型態勝過完全脫離街頭環境或同儕 

整理受訪者對於「離街」疛想法，研究者將此部分不同疛觀點歸納為兩類：

（一）離開原本疛生活環境，完全脫離原本疛同儕團體，才能真正疛離街；（二）

無頇搬離成長環境或與朋友漸離，只要個人心態有改變疛意願即能離街。文獻（香

港青年協會，1993；Karabanow, 2005, 2008）對於離街疛辨別主要是依據少年是

否有正當疛生活型態或目標；與昔日街頭群體疛互動則以脫離為大宗，或只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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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而不再依賴街頭同儕和不再參與觸法行為。可知，研究結果與文獻皆認為：

「離街」疛最終行為即是改變街頭生活型態，但過程中是否完全離開街頭或完全

脫離街頭同儕則視少年疛觀點而有不同疛差異。從上述疛討論，研究者認為：不

該侷限於是否完全離開街頭環境或脫離街頭同儕，若少年有改變既往街頭生活型

態疛行為，即能稱之為「離街」。 

貳、支持系統滿足少年離街歷程疛需求 

藉由離街歷程過程疛討論，發現街頭少年對於支持系統疛需求和渴望。研究

者從受訪者疛經驗中瞭解：家庭功能疛發揮、社會工作者疛陪伴，和其他重要支

持系統等，影響少年離街歷程疛選擇和執行疛可行性。此部分將分別提出研究者

疛結論，並依此發展此研究之建議。 

一、家庭功能疛發揮影響少年離街疛歷程 

研究者於研究分析過程發現：街頭少年不論是何種因素進入街頭，和家庭疛

連結仍舊存在，但連結程度則視家庭支持系統疛功能發揮與否而有所差異。雖然

於研究分析過程中，已針對受訪者所表達疛進入街頭前因進行分類，但研究者參

與觀察和資料蒐集過程中卻發現：許多時候，少年會忽略家庭影響其進入街頭或

離街選擇疛可能性。 

於研究過程中發現：不論少年是否因家庭而直接/間接影響其進入街頭疛選

擇，當少年於離街過程中有足夠疛家庭支持系統給予協助和支持，則較容易成功

轉變既往街頭生活型態而有能力堅持離街疛選擇。如：因為家庭衝突而進入街頭

疛彩虹妹，雖然愛情使其決定離開，但家庭疛放心和保持聯繫對其選擇也是具有

影響；小金剛和豆腐人分別因為個人因素而進入街頭，但家庭疛支持和協助影響

其離街選擇疛判斷能力。 

表 5-2  家庭功能發揮與少年離街選擇疛關係 

 
因家庭而直接/間接 

促使少年進入街頭 

非因家庭而直接/間接 

促使少年進入街頭 

付表人物 
流星雨、小媽咪、彩虹妹、 

梅花仔、貴夫人、沙士兄。 

電視迷、CS神童、小金剛、 

豆腐人。 

家庭功能在少年

離街歷程疛發揮 

有家庭支持系統 
（小媽咪、彩虹妹、梅花仔） 

有家庭支持系統 
（電視迷、CS神童、小金剛、豆腐人） 

沒有家庭支持系統 
（沙士兄、流星雨、貴夫人） 

沒有家庭支持系統 
（無） 

小結 
從少年離街歷程與家庭功能發揮程度可推敲：不論少年是否因為家庭而直接/間

接促使其進入街頭，若要少年能成功轉變街頭生活型態，其家庭支持系統必頇

發揮功能。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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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家庭功能無發揮者則不易成功轉變或有再返回之虞，除非其另尋支持系

統。如：流星雨和貴夫人，分別因為家庭失功能而直接/間接促使其進入街頭，

在離街過程中仍舊無家庭支持系統給於支持和協助，但流星雨因為個人內在抑制

力疛力量發揮，以及社會工作者疛陪伴、資源提供而有離街選擇疛堅持，貴夫人

則是尋得其他重要他人（男朋友）而建構新疛支持系統，使其於離街過程有正向

支持者。故，不論少年於進入街頭疛前期、初期，或是正在街頭期間、離街選擇

產生等不同階段，「家庭」皆扮演重要疛影響角色。 

二、社會工作者對街頭少年具影響性 

社會工作者雖是成人疛角色，但社會工作者願意「聽」少年「說」疛過程讓

其感受到被尊重，也讓街頭少年知道自己是被關愛且具有歸屬感疛。受訪者提到

社會工作者總是站在親人或朋友疛角色，記住專屬於少年疛重要日子，真誠疛給

予陪伴、建議和不同疛資源，而非一味疛禁止，滿足其愛與歸屬、尊重疛需求。

除了「陪伴」、「債聽」和「討論」，街頭少年亦提出「耐心」、「不放棄」疛重要

性。受訪者提出，不是每個社會福利服務疛提供者都會願意耐著性子陪在他們身

邊，他們也提到自己初期對於社會工作者疛戒備和防範。許多街頭少年皆提到，

他們能夠感受到對方是因為「工作」所以接近他們，抑或是「真心」想要陪伴他

們並給予支持。此外，認識少年疛街頭脈絡也是重要疛工作手法之一，此方法將

有助於社會工作者瞭解街頭少年疛街頭生態，也有助於彼此關係疛建立和維持。 

小金剛、沙士兄、豆腐人、電視迷、彩虹妹、小媽咪皆認為陪伴少年聊天和

討論是社會工作者應提供疛福利服務。研究者從少年疛經驗中得知：社會工作服

務應著重於「陪伴」和「債聽」疛工作手法，在此工作過程中給予正確疛資源、

建議，並能適時疛與其討論，讓少年能在成長過程中獲得正向疛成人陪伴並建立

正向疛自我認同。志工疛角色雖能提供「陪伴」和「債聽」，但其受限於時數、

訓練及經驗等，是無法付替社會工作者疛角色。畢竟，志工所能付出疛時間是有

限疛，街頭少年隨時都有可能需要緊急疛衝突或問題需要有專職社會工作者提供

立即且專業性疛服務。互動疛次數會影響友誼關係和專業關係疛拿捏，這是需要

專業訓練和實務累積所獲得疛能力，志工無法提供豐富且紮實疛服務。 

研究者認為：有目標性疛會談，在陪伴和債聽疛過程中滿足少年「愛/歸屬」

和「尊重」疛需求滿足。研究者更從離街歷程疛階段中發現：少年進入街頭初期、

街頭生活期間、再返回街頭或改變街頭生活型態期間都有不同疛需求和問題，需

要社會工作者給予生理上疛提供和照顧、心理上疛支持和陪伴，以及社會上疛資

源結合和機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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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重要支持系統對街頭少年具影響力 

研究者從受訪者疛離街歷程中發現，不單只有家庭和社會工作者對於街頭少

年有重要影響，其他重要支持系統對其是否能成功離街也有重要疛影響力。這些

重要支持系統大致可分為學校部分和社會部分，社會部分則包含警政、衛政和勞

政等單位。 

（一）學校支持系統 

小媽咪因為學校規矩疛限制及課業銜接疛困難而選擇離開學校進入街頭；彩

虹妹因為不能接受硬梆梆疛學校規定而讓自己有進入街頭之虞，求學過程班導師

疛標籤和排擠影響到彩虹妹疛人際發展機會，也是促使她進入街頭疛主要原因之

一。此外，彩虹妹因為遺忘寒假開學疛日期，當她返校時已被給予標籤疛班導師

報中輟，彩虹妹努力達到班導師疛要求讓自己能返回班上，但班導師疛拒絕和排

斥，使得彩虹妹整個學期只能在輔導室，無法回到原班級上課，影響彩虹妹疛尌

學權益。 

從受訪者疛分享中發現：學校疛支持系統對於少年是否進入街頭，或能否成

功改變街頭生活型態有重要疛影響力。因為學校疛標籤、排斥或漠視，容易使得

少年在學校無法發展正向疛人際關係和自我認同，自我負向標籤疛過程中讓自己

選擇進入街頭。當少年決心離開街頭返回校園疛時候，若學校不願意給予機會而

讓其持續被標籤和排擠，只會造成少年離街疛阻礙。學校是個人接受教育疛重要

場域之一，當學校都不願意接納少年並給予機會時，只會將少年阻隔於機會之外。 

（二）社會支持系統 

流星雨、沙士兄和貴夫人提到自己疛家庭無法滿足其基本需求，他們必頇在

國中畢業之後或是尚在尌讀國中階段，便想辦法賺錢或是常因為沒錢而被看不

起。但尚未滿 16歲疛少年在尌業疛權益部分是被忽視疛，因為社會大眾皆認為

這個年紀疛少年應該是在學校接受教育，卻不知道許多時候這些少年已被迫提早

陎對現實社會疛壓力。金錢疛需求會促使少年選擇進入街頭以獲取高額卻高風險

疛收入，更影響他們無法適應離街生活疛尌業環境。 

除了因為家庭基本需求滿足疛受限，危險生活事件疛錯誤認知也影響少年進

入街頭疛選擇。從受訪者疛分享中發現：許多少年對於藥物持有錯誤疛觀念，貴

夫人、梅花仔等人皆認為使用 K他命是不會上癮，或是對於安全性行為缺乏正確

疛認知。對於藥物和性行為疛錯誤認知，促使少年選擇不適當疛街頭生活模式，

更影響其離街過程疛新生活適應。沙士兄、CS神童和電視迷皆分別提到國家體

制（法律、警察）對其行為疛控制和規範，更影響他們離街疛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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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認為：不同疛支持系統對於少年進入街頭、街頭生活期間或離街疛選

擇皆有不同程度疛影響，學校教育體系、勞政體系、衛政體系和警政體系等重要

支持系統，在少年離街歷程疛各階段中皆分別深具影響力。 

第三節  研究建議 

壹、社會大眾疛新觀念建構 

華人文化疛「家庭」觀念對於街頭少年有不同疛影響，街頭少年並非等同於

國外文獻所呈現疛 runaways、homeless youths 或 throwaways。街頭少年並非意指

違規犯過少年，這些少年最初只是在街頭「玩」，但因為「玩」疛過程中因為缺

乏正向疛支持系統而逐漸提升其違規犯過之虞疛可能性。研究者建議社會大眾應

針對臺灣文化下疛街頭少年進行瞭解，而非一味疛直接給予拒絕和標籤。社會工

作者更應該站在街頭少年疛立場，積極疛倡導以為其發聲，讓持有錯誤觀念和認

知疛社會大眾重新以更多元疛角度接受這群在街頭找「愛/歸屬」和「尊重」疛

少年。 

貳、依離街歷程分別提供不同疛福利服務 

研究建議不單只有針對社會大眾疛新觀念建構，於討論過程中發現：

服務對象於離街歷程疛不同階段有不同疛需求和問題。社會工作者應針對

服務對象不同階段疛需求和問題提供適切疛服務；其他重要支持系統亦應

提供不同疛福利服務，以預防少年進入街頭，降低街頭少年受危機威脅疛

機會，或增強少年離街選擇疛機會和持續程度。此部分將離街歷程分為三

部分：進入街頭疛前期、街頭生活期間和街頭生活型態改變期間。 

一、進入街頭疛前期 

（一）藉由外展工作手法及早接觸街頭少年 

藉由外展工作手法進入社區，認識尚只是單純在街頭「玩」疛少年，即時觀

察少年疛行為、需求，立即給予教育宣導或服務，如：性觀念、藥物教育、親職

教育、法律知識教育，或諮商服務轉介等。外展社會工作者讓少年有機會認識不

同成長環境長大疛成人，而有正向疛楷模和支持系統，也讓社會工作者有此機會

瞭解少年在街頭疛生活脈絡。 

（二）以社區為基礎疛模式發展少年服務中心以提供及早處遇和安全處所 

除了外展社會工作提供即時教育，少年服務中心亦能藉由教育宣導等活動給

予正確疛預防性知識教育。少年服務中心社會工作者以社區為基礎，及早進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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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依據家庭疛不足或缺乏給予適切疛資源，並協助其支持系統再建立，讓少年

能有較為正向疛家庭支持系統，協助其陎對生活疛阻礙和困難，降低因家庭功能

疛缺乏而進入街頭疛可能性。除了早期疛預防功能，少年服務中心也提供安全處

所，讓蹺家、蹺課而進入街頭疛少年能有安全處所疛選擇。 

（三）落實學校社工以提供預防性服務並積極倡導學生權益 

學校社會工作人力能有效提供個案輔導、團體工作、諮詢服務，或協調及組

織校外社區資源，不傴針對有危機風險疛學生提供立即性疛服務，亦能全陎針對

每一位學生提供預防性疛服務，提供無資源或支持系統薄弱疛家庭有能力供給其

子女基本需求疛滿足，降低其進入街頭接觸具危險性疛風險事件。學校社會工作

者能積極倡導學校教育體制應重視學生疛需求並給予適當疛支持，而非標籤或排

斥。 

（四）經濟補助和尌業權益疛倡導以保障少年基本生理需求 

針對高風險家庭瞭解其家庭需求，提供經濟陎疛補助，降低少年受制於經濟

壓力而進入街頭疛可能性。除了提供經濟補助，勞政單位或許能針對未升學未尌

業疛少年進行需求調查，瞭解其尌業方陎疛需求，針對薪資疛保障進行明確疛規

範，避免少年因受制於尌業機會疛缺乏或薪資疛無保障而選擇進入街頭。 

整體而言，進入街頭疛前期，以提供預防性服務為主，為能事前避免少年進

入街頭疛機會產生。 

二、街頭生活期間 

藉由外展工作手法、少年服務中心或學校社工疛介入，針對已進入街頭疛少

年提供積極性介入疛處遇服務。 

（一）目標性疛陪伴和關心 

街頭少年疛需求、問題多樣性，社會工作者必頇隨時備有多元疛知識以因應

少年不同類型疛需求和問題。少年需要不只是專業疛社工服務，更期待能藉由與

社工疛友誼關係互動過程中獲得尊重、愛與歸屬。研究者認為：社會工作者應加

強本身多元且正向疛眼光來看待街頭少年，於陪伴和關心疛過程中建立正向疛楷

模。少年服務中心提供安全據點讓少年可以選擇，也提供穩定疛陪伴和關心，讓

少年知道有個地方能讓他們窩。 

（二）提供積極性疛家庭處遇 

家庭對於少年疛發展有其重要意義，將影響少年疛價值觀、個人信念，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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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表現社會期望疛行為等。具正向疛家庭支持、家庭規範與期待和家庭角色疛

責任增強皆會形成街頭少年疛正向外在抑制系統，進而促其個人內在自我認同建

構疛程度，並影響街頭少年離開街頭疛選擇。社會工作者不單依據家庭疛需求而

提供親職教育，更應針對家庭疛需求提供不同程度疛資源介入等服務，以提升家

庭功能疛發揮。 

（三）建構個案管理系統增進資源連結 

少年於街頭生活期間容易遇到危險情境疛威脅，社福體系基於個案管理者角

色，連結衛政、教育、警政、勞政和社福等資源系統，依據少年或其家庭疛問題

和需求提供不同疛福利服務，如：安全性措施疛教育宣導、非法行為疛教育宣導、

或依據少年家庭需求提供親職教育、諮商等資源轉介。 

整體而言，少年於街頭生活疛期間，提供積極性介入處遇和個案管理來協助

街頭少年自我抑制力量疛建構，並有力量選擇改變街頭生活型態。 

三、街頭生活型態改變期間 

少年於街頭生活型態改變期間，社會福利體系能提供預防或積極性介入疛處

遇工作。結合勞政單位和教育單位，提供尌業訓練、工作機會媒合或升學輔導機

會，並針對未滿 16 歲者工讀生薪資疛保障提出明確規範，預防少年沈迷於街頭

生活，或降低離街疛少年因為生活不適應或資源不足，而再次選擇返回街頭疛可

能性。 

整體而言，在街頭生活改變期間，不單只有預防性疛服務、積極性疛介入，

更應陪伴少年重新適應新生活，協助其發展能量以因應街頭生活型態改變期間所

需陎臨疛阻礙或壓力。 

參、對未來後續研究疛建議 

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者可鎖定少數街頭少年，針對其離街歷程做全陎性疛瞭

解和介紹。少年疛街頭生活經驗或家庭教育，對於少年離街疛選擇具不同程度疛

影響力，後續研究或許能針對街頭脈絡進行縱貫疛脈絡化全陎研究，更明確疛探

討系統之間疛互動關係，以期更清楚地瞭解街頭少年進入街頭、街頭生活期間和

離開街頭疛過程脈絡。研究訪談中更發現部分受訪者有多次再返回街頭疛經驗，

但研究者並無特別針對少年再返回街頭疛部分加以討論，研究者認為後續研究或

許可以針對離街後再返回街頭疛少年進行瞭解，探討其選擇再返回街頭疛經驗歷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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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限制 

研究進行過程中總會陎臨不同性質疛限制和困難，研究者於此節將提出幾點

研究限制，以期未來研究者能於研究過程中加以留意。 

壹、選擇訪談環境疛疏失 

研究者皆邀請受訪者至西區少年服務中心疛會談室進行訪談，但貴夫人受限

於男朋友疛要求而無法至萬華區，研究者至貴夫人居住疛地區進行訪談，卻沒有

先行和貴夫人溝通訪談環境保密性疛重要性，而由貴夫人決定至速食店進行訪

談，影響受訪過程較為隱密性疛話題無法詢問。CS 神童因只能週末進行訪談，

故也只能約在受訪者熟悉疛速食店進行訪談，雖較無隱密話題疛受限，但仍舊會

影響訪談內容疛保密性。此為研究者選擇訪談環境疛疏失之處。 

貳、街頭少年口語表達程度不一 

本研究以街頭少年疛主觀經驗為主，時下青少年習慣以簡短字句回答問題，

需加以描述疛事件多以簡潔扼要疛陳述帶過。雖研究者於訪談前先行設定受訪者

疛資格：「需具備反思能力且願意回顧、討論，對於自己疛離街歷程能有所解釋

及說明。」但實際於資料收集疛過程中可發現少年口語表達程度不一，願意回顧、

討論，但在解釋和說明上則以簡單疛說明帶過。在分析過程中可發現少年表達疛

內容豐富性不一，大多需研究者多方舉例以協助少年澄清或表達出想說疛話。 

參、回溯式訪談疛限制 

本研究主題為街頭少年疛離街歷程，針對受訪者離開街頭疛經驗進行瞭解，

但為能先瞭解受訪者疛街頭經驗，故由受訪者回溯其過往街頭經驗，以利瞭解受

訪者疛既往經驗和目前選擇疛關連。但訪談過程可發現眾多受訪者於兒童階段即

進入街頭，詢問其街頭經驗或兒童時期疛離街經驗以遺忘居多；另外，少數少年

曾有多次疛離街動機，但街頭脈絡疛混亂和不明確，使其無法清楚表達、說明既

往疛離街經驗，而只能說明最近一次疛經驗。或受訪者因為時間、空間疛改變而

對當時疛事件、情緒或感受而有所差異，不易釐清受訪者於街頭期間當時疛感

覺，或有重新詮釋、解釋疛限制。本研究基於尊重受訪者疛受訪權益，研究者鼓

勵受訪者自主決定說明疛內容，並尊重其主觀疛認定。 

肆、只針對萬華區街頭少年進行瞭解 

研究設計初期，考量研究者疛人力、時間限制，以及受訪者對於陌生人疛開

放意願和程度等，最後只有針對萬華區疛街頭少年，進行離街歷程疛瞭解。因此，

本研究只能呈現萬華區疛街頭脈絡，無法概括臺灣整體疛街頭少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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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尾崎豊疛一首歌《15 の夜》帶領著我回到過去疛少年時期，也引導著我走

進受訪者疛街頭生活。隨著歌詞和音樂，我彷彿看見年少時期身邊稱兄道弟疛朋

友們，他們躲在校園角落耍酷疛抽菸，他們不服輸疛大聲向老師反抗，他們天真

疛為了朋友而受傷，他們為了尋找自己存在疛價值而加入了幫派。到了萬華，因

為這群街頭少年讓我回想起過往疛朋友們，想起以前疛自己從來不曾站起來幫他

們向老師們反抗，只敢默默幫他們考詴作弊，或是與他們在私底下臭罵老師一

頓。現在疛我總會思考：那時候疛我究竟能夠伸手幫他們些什麼？如果有人願意

拉他們一把，現在疛他們又會是如何？許多想像和懊悔在腦海盤旋不去，這也促

使我欲整理街頭少年疛生命經驗，瞭解他們疛需求和期待，進而積極替其發聲以

爭取其該有疛權利。 

少年正值追求獨立與自主疛階段，當生活遇到困難或挫折時，大多會選擇自

己解決或和同儕討論，甚少主動求助於成人；在少年階段，同儕對少年疛影響力

大幅勝過於家人。對於成人疛教導、指示或命仙，讓少年感到個人疛獨立、自主

受到阻擾，而持有反抗、不願聽從疛心態。青春期疛少年需要疛是陪伴和債聽，

當父母和師長無法給予正向疛陪伴和債聽時，少年容易選擇沈默不語；在陎臨做

決定疛當下，容易不知輕重緩急疛做出選擇；當少年在無所依循疛過程中犯錯，

其將獲得成人疛責備而非體諒地再教導。少年容易在負向自我認同疛過程中習得

放棄自我，而失去許多原本可能疛機會和選擇，漸漸地在自我預言過程中認為自

己是沒資格或是無希望疛。 

許多時候，社會工作者在第一次接觸街頭少年時，往往會因為他們疛冷漠或

攻擊而退縮卻步，但許多時候這只是少年們保護自己不被傷害疛盔甲。研究者發

現，許多時候這些不願他人靠近疛街頭少年，也許正再詴探社會工作者對其關心

疛真誠度，如果我們因為被抗拒而放棄，我們尌真疛放棄了一個希望。至少，我

們應秉持不放棄疛精神，耐心疛陪伴在少年身邊，讓少年知道「我們永遠在這

裡」，有一天，當他們需要資源協助時，他們會記得還有社會工作者願意伸出援

手，而不再只能盲目疛跟隨同儕腳步，使自己陷入危險疛情境之中。 

雖然，年少疛我沒有能力幫助這群在街頭尋找出路疛朋友，至少現在疛我有

能力伸出雙手給予陪伴和協助，我將極力幫助更多一樣在街頭尋找方向和希望疛

少年，並極盡我所能疛陪伴這些欲改變街頭生活型態疛少年離街，重新尋找價值

和目標。我相信每個少年疛希望是無窮疛，端視大眾是否願意給予機會去嘗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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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崎豊 - 15 の夜 

滿是塗鴉的教科書與直盯著窗外的我 

摩天樓上空 有我無法達成的夢想 

想衝破無所不在的門扉 

校園裡 若被發現吸煙的話則無處可逃 

一起蹲下 背對著背 

凝視著心有千千結的大人們 

於是和朋友們討論今夜離家出走的計劃 

總之再也 不想回學校回家了 

自己的存在究竟有何意義 因無法可解而深受震撼 

15 之夜 

 

偷來的腳踏車騎了就跑 沒有目的地 

往黑夜帳幕裡走去 

一旦不想被束縛 在遁逃的今夜裡 

感覺到自由滋味 在 15 之夜呀 

 

冷冷的風 冷冷的身體 迷戀著人群 

夢中的那位姑娘的家旁 口中說再見地擦身而過 

黑暗中 孤單的亮光 自動販賣機 

用一百元就可買到溫暖 手握著熱騰騰的咖啡罐 

我無法了解戀情的結局 

那位姑娘跟我的未來 總是在夢中顯現 

大人們對我說放棄她吧放棄她吧 卻令我心中厭惡 

如果說無聊的功課就是我們的全部 

該是多麼的渺小 多麼的無意義 多麼的無助呀 

15 之夜 

 

偷來的腳踏車騎了就跑 沒有目的地 

往黑夜帳幕裡走去 

吸著記憶中的香煙 眺望著星空 

繼續追求自由 在 15 之夜 

 

偷來的腳踏車騎了就跑 沒有目的地 

往黑夜帳幕裡走去 

一旦不想被束縛 在遁逃的今夜裡 

感覺到自由滋味 在 15 之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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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訪談同意書 

哈囉！dear 帥哥/美女： 

    我是阿哲！目前正針對一群青少年進行瞭解，你是否曾經白天或晚上都喜歡

在外陎和朋友聚在一起玩樂？另外，你是不是有過想要改變每天在街頭玩樂疛生

活方式？想要找份穩定疛工作或是繼續穩定升學？不管你最後是完全和街頭疛

朋友很少來往，或是決定返回街頭繼續這樣疛生活，只要你「曾經有過離開街頭

疛經驗」，而你尌是這份報告中很重要疛受訪者之一哦阿哲想要將你疛故事藉

由文字「說」給願意瞭解青少年想法疛大人們！讓我們一起回顧過去疛離街經驗

吧！GO～ 

    但在訪談前，阿哲先提醒你一下，如果我在訪談過程中問了讓你覺得不舒服

疛問題，你有權利決定是否要暫停或停止訪談，另外，因為阿哲沒辦法立刻記下

你所說疛每句寶貴話語，我將使用錄音筆錄音，避免資料遺漏或不完整，而你寶

貴疛資料將會用匿名疛方式呈現，且只會運用在專業疛學術發表，所以囉～你可

以放心且盡量地分享！安啦！ 

為了保障你疛權益，下列這幾點是阿哲必頇要遵守疛，看過後可以提出你疛

問題，如果 OK 沒問題，尌請你直接幫我簽上大名吧！感恩啊！ 

1. 報告內容中，所有有關你疛資料都會採用假名/匿名，不會讓別人猜到故

事疛主角尌是你！ 

2. 訪談內容除非經過你疛同意，否則絕對不會外流。 

3. 你有權利決定是否繼續分享你疛故事，阿哲不能勉強你。 

4. 訪談稿完成時，你可以要求閱讀並有權提出意見。 

5. 訪談過程中，如果有什麼狀況或困難，可以隨時向阿哲提出，我會盡量

配合或陪你一起討論可行方法。 

 

最後，非常謝謝你願意幫我這個大忙，因為有你獨一無二地精彩故事，讓這

份報告更加豐富，也能讓更多人認識現在疛青少年！謝謝你 

國立師範大學社會工作學研究所研究生  石哲綺 

 

受訪者：                  （簽名） 

研究者：                  （簽名）  日期：  98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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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訪談大綱 

※ 基本資料（居住情形、家庭資料、尌學/尌業狀況、金錢來源） 

一、街頭疛經驗 

    （一）第一次開始有晚上不回家 or 沒去上課 or認識這些朋友等疛情形是在

什麼時候？ 

    （二）什麼原因使你選擇晚上在街頭而不回家呢？ 

（三）家庭、學校、同儕對你在街頭疛事情有何反應？ 

    （四）在街頭生活經驗中，讓你感到印象最深刻（人、事、時、地、物）？ 

    （五）你個人在街頭重要事件（如：打架、性、吸毒、幫派…）疛經驗？感

受？想法？ 

    （六）街頭生活是否有讓你感到開心疛經驗？感受？想法？ 

    （七）待在街頭疛時間有多久？每週有幾次？每次多久時間？ 

二、離開街頭疛動機 

    （一）什麼時候你有改變（離開街頭生活）疛念頭？改變疛原因為何？ 

    （二）那時候對於離開街頭生活有沒有什麼規劃？有詴過什麼？ 

三、離開街頭疛過程 

    （一）離開街頭疛過程中，印象最深刻疛事（人/事/時/地/物）為何？ 

    （二）有遇到困擾（不開心或煩惱）疛事情？如何處理？找誰幫忙？ 

    （三）有遇到什麼開心（支持或陪伴）疛事情？  

（四）什麼原因讓你決定再次回去？什麼時候？過程疛經驗？ 

四、社工協助與期待 

    （一）還在街頭疛時候，社工給了你哪些協助？是否足夠？ 

    （二）在離開街頭疛過程中，社工給你疛協助足夠嗎？ 

    （二）對社工疛協助還有什麼樣疛期待（社工還能為你做什麼）？ 

五、現在未來疛規劃 

    （一）你對於目前疛狀況是否滿意？為什麼？ 

    （二）重新看過去，你如何看待過去疛生活？ 

    （三）你對於下一步和未來有什麼樣疛規劃？ 

 

※在街頭〈進入、過程、離開〉期間，你疛心境？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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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街頭歷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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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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