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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性別、職業

或是特殊身分，是否光彩、有無體面，往往是

予人的第一印象；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的性

別、職業、身分似乎被銳化的群體模糊了，

「那群人」的生活，距離一般人的日常很近，

卻也十分遙遠，他們是——「無家者」。

　　對於「無家者」(the homeless)這個稍感

陌生的稱謂，一般人比較熟悉的名稱是「街

友」、「遊民」、「寒士」甚至「流浪仔」等

等，這也是公部門及法律條文上的慣稱，然而

多少有汙名或不準確之處。長期以來投入社會

底層與政治、宗教研究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系黃克先副教授認為「無家者」一詞，除了對應英文the homeless，也含有「無家可

居」的客觀狀態，是相對中性的詞彙，無論如何稱呼，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走在人行

道上的芸芸眾生。

《人行道》前往的地方

　　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與C. Wright Mills獎的《人行道》(Sidewalk)，是美國芝

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都市民族誌的學者

Mitchell Duneier的重要著作，書中觀察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街販、拾荒者、行乞者與

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本由黃克先的碩士班指導教授所推薦，描述黑人社交謀生的作

品，對他影響甚鉅，開啟了他對無家者的想像。

　　起初提到「無家者」，黃克先有一些較為刻板的印象，服兵役時，進入社會局擔

任替代役與無家者接觸，他認為這個看起來散亂的群體背後，可能有豐富的社會世

界，如果重新以學術角度揭露，透過民族誌的方式了解他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觀照是否有另一種可能，甚或也有實踐以及倫理上的意義。以往多半使用訪談或是

問卷方式進行研究，受訪對象也是透過相關單位介紹甚至「篩選」過的，由於「蒐集

資料」的強烈目的性指向，受訪者很可能會表現出特定的模式以符合社會期待。因

此，黃克先透過NGO志工，親自參與無家者的生活，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慢慢產

生信心，他認為無家者的都市民族誌值得讓更多人知道，這也是成就研究專書《危殆

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的初衷。

　　對於經常露宿街頭的經濟弱勢群體，黃克先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和無家者生活在一

起，一開始田野時，是帶著學者的習慣，嘗試從政策與制度設計的方面切入，對眼前

這些人的思考、生活方式感到很有興趣，然而無家者的外觀以及生活經驗，與自己都

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曉得田野與理論在研究上的必要，但那樣的「感同身受」會不會

只是自我的一廂情願？對此，黃克先無疑是感到害怕並且擔憂的。

流浪者的社會體制

　　經由財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協助，黃克先進行流浪生活體驗，帶著背包、睡

袋、餐具和簡易的盥洗用品，以及身上僅有的一張100元悠遊卡，在街頭度過三天兩

夜。後來，黃克先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無家者一同打零工、領慈善紅包、千里迢迢一

起搭車前往宜蘭宮廟求發財金、睡公園，甚至住進中繼住宅，以各種方式融入無家者

的生活。

　　一開始，黃克先以「觀察」無家者生活樣貌、「思考」政策問題的立場，抱著近

乎「玩玩」、「情況不對反正就抽腿回家嘛」的沾醬油體驗心情前往。夜間露宿臺北

車站附近公園的大理石長椅上，對「我以天地為棟宇」的浪漫想像，很快地被不知危

險會從何而來的恐懼所取代，更因無意間佔用了別人固定睡覺的位置，意識到即使是

無家者、是多重弱勢情況重疊的最終結果，在這個群體裡，也是有「地盤」、有「階

級」、有「身分」的分野。

　　平常在困難時互相支持，有錢時招待對方，工作收入、用錢態度彰顯了無家者在

群體中的「社會地位」，也是人來人往中逐漸自成一格的體制，不論是𨑨迌人、做事

人或艱苦人，由於勞動環境欠佳、生活中的不穩定性高，又缺乏社會的支持網絡，因

此經常面臨生計困窘且幾近絕望的狀態，即使有工作機會如：舉牌、出陣頭、發海報

等等，但交通、餐費自付，加以臨時工沒有保險，倘若受傷生病得自行就醫，隱藏成

本高，老闆又常會藉故苛扣薪資，精神、體力和尊嚴上的折損也是很大的消耗。

　　他們是被邊緣化的群體，黃克先認為應該更完整的去呈現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為了某一個目的去標籤一個群體，或是為了知識從學術去切割。

在街頭流動的家人們

　　有些年長的老人，可能是獨居、喪偶、離婚、生病、殘疾或是子女忙碌，他們不

一定是經濟弱勢，但共通點是日常生活是孤單的，整天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有些人

會去茶室，一壺茶200元、一首歌10元的和幾個老人閒話，在消磨時間的感喟中找到

「家人」陪伴的情感；有的會前往公園找人泡茶、下棋、聊天或簽賭六合彩，有時也會

被誤認為是無家者，但無家者互助也互競的經濟氛圍，與打發時間的老人截然不同。

　　地位和反映身心狀態有很直接的關係，年齡、健康狀況、性別、身分、收入等條

件，對無家者的生活環境是有影響的，這些在社會上缺乏資源、歷經家庭破裂等各種

劣勢情況的人們，一樣也會互相關懷、彼此幫助，也想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他們會

自然發展出互助網絡，營造出一個像家的空間。在田野過程中，黃克先常常聽到有人

說「我很快就要走了」(指離開聚居的公園)，說話者表達了「目前的狀況雖然艱難，

但只是一時的，並不是窮途末路」的態度，隱含了對將來的希望，本身的自我形象也

會跟著調整。　

　　在無家者群體中，女性是較為隱蔽的存在，很多女性因為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對

於身分的危險會有比較高的意識，她們多半更傾向去找一個依附者，寧可去討好一個

有屋頂的對象，因此街頭比較不容易見到女性，按統計資料，無家者的男女性別比例

是9：1，許多人可能是精神狀況較差，或警覺性較低。

　　黃克先嘗試依據消費習慣與行為模式，將無家者們約略分為「𨑨迌人」、「做事

人」與「艱苦人」三種類型，這是田野場域中的被研究者用來彼此稱呼或自我指涉的

詞彙，「做事人」各佔約五分之一，「艱苦人」則佔了五分之三。

　　「𨑨」、「迌」這兩個《說文解字》並未輯錄的字，收錄在《玉篇．辵部》，分

別指「近」與「狡猾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註記前後字音讀同「至」、「兔」；在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拼音讀為tshit-thô，又唸作thit-thô，有遊玩、玩

弄、好玩，甚至黑道闖蕩之意；「𨑨迌人」則指不務正業、遊戲人間的人，或者黑道

中人，多少也表示了很早就脫離家庭及學校生活、善於察言觀色、看似無所事事的

「𨑨迌人」，積極與人接觸、容易利用社會資源藉機取巧、懂得變換行為模式以討好

權威、刻意營造正面形象占人便宜、藉此取得有利於己的資源，或是出現一些較不理

性、有礙社會秩序偏差行為的一面。

　　相較於喜愛聚眾喝酒的𨑨迌人，做事人很少與公園的人喝酒，他們認為喝咖啡、

保力達Ｂ才能恢復精神，並常以「雖窮但『有格』（ū-keh）」來標榜自己是憑勞力

賺錢，而不是靠施捨過活。所謂的「做事人」(tsoh-sit-lâng)，是指勤懇工作、努力

打拚的底層工人，皮膚黝黑是他們的共同點，因為多半從事高危險性的行業，收入相

對較高，在群體中的人際地位也較高。做事人的特質是擁有勤勞、守法、尊重權威的

價值觀，生活大多有固定的秩序，過著日出上工、下午收工的規律作息，即使眼前的

生活並不好過，但他們仍在等一個「賺到錢，能夠離開這裡」的機會，期許自己有朝

一日成為行業「頭家」(老闆)；然而長期露宿街頭對身心都會造成影響，他們以有限

的體力與身心耗損的速度賽跑，因此做事人盡可能地找到更多工作機會奮勉賺錢，一

圓自己的頭家夢。

　　相較於𨑨迌人以及做事人，「艱苦人」(kan-khóo-lâng) 或因流浪環境困苦、遭

遇各種變故、身體機能老化等緣故，他們的身心狀態在無家者中是較差的一類，無法

靠自己的能力賺取生活所需；艱苦人知道「交陪」的重要，也曉得這是提高生活中開

源節流效率的方式之一，彼此形成互惠團隊，共同分享資源、資訊，若要離開公園蒐

集慈善物資，是「一起熱鬧」的行動，通常也會團進團出，以求互相有個照應，這對

於身心能力較弱勢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芸芸眾生：人行道上的行人們
　　　　　　　　　　　　——黃克先的田野，生活
採訪、撰文／連采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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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性別、職業

或是特殊身分，是否光彩、有無體面，往往是

予人的第一印象；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的性

別、職業、身分似乎被銳化的群體模糊了，

「那群人」的生活，距離一般人的日常很近，

卻也十分遙遠，他們是——「無家者」。

　　對於「無家者」(the homeless)這個稍感

陌生的稱謂，一般人比較熟悉的名稱是「街

友」、「遊民」、「寒士」甚至「流浪仔」等

等，這也是公部門及法律條文上的慣稱，然而

多少有汙名或不準確之處。長期以來投入社會

底層與政治、宗教研究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系黃克先副教授認為「無家者」一詞，除了對應英文the homeless，也含有「無家可

居」的客觀狀態，是相對中性的詞彙，無論如何稱呼，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走在人行

道上的芸芸眾生。

《人行道》前往的地方

　　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與C. Wright Mills獎的《人行道》(Sidewalk)，是美國芝

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都市民族誌的學者

Mitchell Duneier的重要著作，書中觀察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街販、拾荒者、行乞者與

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本由黃克先的碩士班指導教授所推薦，描述黑人社交謀生的作

品，對他影響甚鉅，開啟了他對無家者的想像。

　　起初提到「無家者」，黃克先有一些較為刻板的印象，服兵役時，進入社會局擔

任替代役與無家者接觸，他認為這個看起來散亂的群體背後，可能有豐富的社會世

界，如果重新以學術角度揭露，透過民族誌的方式了解他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觀照是否有另一種可能，甚或也有實踐以及倫理上的意義。以往多半使用訪談或是

問卷方式進行研究，受訪對象也是透過相關單位介紹甚至「篩選」過的，由於「蒐集

資料」的強烈目的性指向，受訪者很可能會表現出特定的模式以符合社會期待。因

此，黃克先透過NGO志工，親自參與無家者的生活，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慢慢產

生信心，他認為無家者的都市民族誌值得讓更多人知道，這也是成就研究專書《危殆

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的初衷。

　　對於經常露宿街頭的經濟弱勢群體，黃克先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和無家者生活在一

起，一開始田野時，是帶著學者的習慣，嘗試從政策與制度設計的方面切入，對眼前

這些人的思考、生活方式感到很有興趣，然而無家者的外觀以及生活經驗，與自己都

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曉得田野與理論在研究上的必要，但那樣的「感同身受」會不會

只是自我的一廂情願？對此，黃克先無疑是感到害怕並且擔憂的。

流浪者的社會體制

　　經由財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協助，黃克先進行流浪生活體驗，帶著背包、睡

袋、餐具和簡易的盥洗用品，以及身上僅有的一張100元悠遊卡，在街頭度過三天兩

夜。後來，黃克先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無家者一同打零工、領慈善紅包、千里迢迢一

起搭車前往宜蘭宮廟求發財金、睡公園，甚至住進中繼住宅，以各種方式融入無家者

的生活。

　　一開始，黃克先以「觀察」無家者生活樣貌、「思考」政策問題的立場，抱著近

乎「玩玩」、「情況不對反正就抽腿回家嘛」的沾醬油體驗心情前往。夜間露宿臺北

車站附近公園的大理石長椅上，對「我以天地為棟宇」的浪漫想像，很快地被不知危

險會從何而來的恐懼所取代，更因無意間佔用了別人固定睡覺的位置，意識到即使是

無家者、是多重弱勢情況重疊的最終結果，在這個群體裡，也是有「地盤」、有「階

級」、有「身分」的分野。

　　平常在困難時互相支持，有錢時招待對方，工作收入、用錢態度彰顯了無家者在

群體中的「社會地位」，也是人來人往中逐漸自成一格的體制，不論是𨑨迌人、做事

人或艱苦人，由於勞動環境欠佳、生活中的不穩定性高，又缺乏社會的支持網絡，因

此經常面臨生計困窘且幾近絕望的狀態，即使有工作機會如：舉牌、出陣頭、發海報

等等，但交通、餐費自付，加以臨時工沒有保險，倘若受傷生病得自行就醫，隱藏成

本高，老闆又常會藉故苛扣薪資，精神、體力和尊嚴上的折損也是很大的消耗。

　　他們是被邊緣化的群體，黃克先認為應該更完整的去呈現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為了某一個目的去標籤一個群體，或是為了知識從學術去切割。

在街頭流動的家人們

　　有些年長的老人，可能是獨居、喪偶、離婚、生病、殘疾或是子女忙碌，他們不

一定是經濟弱勢，但共通點是日常生活是孤單的，整天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有些人

會去茶室，一壺茶200元、一首歌10元的和幾個老人閒話，在消磨時間的感喟中找到

「家人」陪伴的情感；有的會前往公園找人泡茶、下棋、聊天或簽賭六合彩，有時也會

被誤認為是無家者，但無家者互助也互競的經濟氛圍，與打發時間的老人截然不同。

　　地位和反映身心狀態有很直接的關係，年齡、健康狀況、性別、身分、收入等條

件，對無家者的生活環境是有影響的，這些在社會上缺乏資源、歷經家庭破裂等各種

劣勢情況的人們，一樣也會互相關懷、彼此幫助，也想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他們會

自然發展出互助網絡，營造出一個像家的空間。在田野過程中，黃克先常常聽到有人

說「我很快就要走了」(指離開聚居的公園)，說話者表達了「目前的狀況雖然艱難，

但只是一時的，並不是窮途末路」的態度，隱含了對將來的希望，本身的自我形象也

會跟著調整。　

　　在無家者群體中，女性是較為隱蔽的存在，很多女性因為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對

於身分的危險會有比較高的意識，她們多半更傾向去找一個依附者，寧可去討好一個

有屋頂的對象，因此街頭比較不容易見到女性，按統計資料，無家者的男女性別比例

是9：1，許多人可能是精神狀況較差，或警覺性較低。

　　黃克先嘗試依據消費習慣與行為模式，將無家者們約略分為「𨑨迌人」、「做事

人」與「艱苦人」三種類型，這是田野場域中的被研究者用來彼此稱呼或自我指涉的

詞彙，「做事人」各佔約五分之一，「艱苦人」則佔了五分之三。

　　「𨑨」、「迌」這兩個《說文解字》並未輯錄的字，收錄在《玉篇．辵部》，分

別指「近」與「狡猾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註記前後字音讀同「至」、「兔」；在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拼音讀為tshit-thô，又唸作thit-thô，有遊玩、玩

弄、好玩，甚至黑道闖蕩之意；「𨑨迌人」則指不務正業、遊戲人間的人，或者黑道

中人，多少也表示了很早就脫離家庭及學校生活、善於察言觀色、看似無所事事的

「𨑨迌人」，積極與人接觸、容易利用社會資源藉機取巧、懂得變換行為模式以討好

權威、刻意營造正面形象占人便宜、藉此取得有利於己的資源，或是出現一些較不理

性、有礙社會秩序偏差行為的一面。

　　相較於喜愛聚眾喝酒的𨑨迌人，做事人很少與公園的人喝酒，他們認為喝咖啡、

保力達Ｂ才能恢復精神，並常以「雖窮但『有格』（ū-keh）」來標榜自己是憑勞力

賺錢，而不是靠施捨過活。所謂的「做事人」(tsoh-sit-lâng)，是指勤懇工作、努力

打拚的底層工人，皮膚黝黑是他們的共同點，因為多半從事高危險性的行業，收入相

對較高，在群體中的人際地位也較高。做事人的特質是擁有勤勞、守法、尊重權威的

價值觀，生活大多有固定的秩序，過著日出上工、下午收工的規律作息，即使眼前的

生活並不好過，但他們仍在等一個「賺到錢，能夠離開這裡」的機會，期許自己有朝

一日成為行業「頭家」(老闆)；然而長期露宿街頭對身心都會造成影響，他們以有限

的體力與身心耗損的速度賽跑，因此做事人盡可能地找到更多工作機會奮勉賺錢，一

圓自己的頭家夢。

　　相較於𨑨迌人以及做事人，「艱苦人」(kan-khóo-lâng) 或因流浪環境困苦、遭

遇各種變故、身體機能老化等緣故，他們的身心狀態在無家者中是較差的一類，無法

靠自己的能力賺取生活所需；艱苦人知道「交陪」的重要，也曉得這是提高生活中開

源節流效率的方式之一，彼此形成互惠團隊，共同分享資源、資訊，若要離開公園蒐

集慈善物資，是「一起熱鬧」的行動，通常也會團進團出，以求互相有個照應，這對

於身心能力較弱勢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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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性別、職業

或是特殊身分，是否光彩、有無體面，往往是

予人的第一印象；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的性

別、職業、身分似乎被銳化的群體模糊了，

「那群人」的生活，距離一般人的日常很近，

卻也十分遙遠，他們是——「無家者」。

　　對於「無家者」(the homeless)這個稍感

陌生的稱謂，一般人比較熟悉的名稱是「街

友」、「遊民」、「寒士」甚至「流浪仔」等

等，這也是公部門及法律條文上的慣稱，然而

多少有汙名或不準確之處。長期以來投入社會

底層與政治、宗教研究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系黃克先副教授認為「無家者」一詞，除了對應英文the homeless，也含有「無家可

居」的客觀狀態，是相對中性的詞彙，無論如何稱呼，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走在人行

道上的芸芸眾生。

《人行道》前往的地方

　　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與C. Wright Mills獎的《人行道》(Sidewalk)，是美國芝

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都市民族誌的學者

Mitchell Duneier的重要著作，書中觀察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街販、拾荒者、行乞者與

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本由黃克先的碩士班指導教授所推薦，描述黑人社交謀生的作

品，對他影響甚鉅，開啟了他對無家者的想像。

　　起初提到「無家者」，黃克先有一些較為刻板的印象，服兵役時，進入社會局擔

任替代役與無家者接觸，他認為這個看起來散亂的群體背後，可能有豐富的社會世

界，如果重新以學術角度揭露，透過民族誌的方式了解他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觀照是否有另一種可能，甚或也有實踐以及倫理上的意義。以往多半使用訪談或是

問卷方式進行研究，受訪對象也是透過相關單位介紹甚至「篩選」過的，由於「蒐集

資料」的強烈目的性指向，受訪者很可能會表現出特定的模式以符合社會期待。因

此，黃克先透過NGO志工，親自參與無家者的生活，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慢慢產

生信心，他認為無家者的都市民族誌值得讓更多人知道，這也是成就研究專書《危殆

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的初衷。

　　對於經常露宿街頭的經濟弱勢群體，黃克先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和無家者生活在一

起，一開始田野時，是帶著學者的習慣，嘗試從政策與制度設計的方面切入，對眼前

這些人的思考、生活方式感到很有興趣，然而無家者的外觀以及生活經驗，與自己都

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曉得田野與理論在研究上的必要，但那樣的「感同身受」會不會

只是自我的一廂情願？對此，黃克先無疑是感到害怕並且擔憂的。

流浪者的社會體制

　　經由財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協助，黃克先進行流浪生活體驗，帶著背包、睡

袋、餐具和簡易的盥洗用品，以及身上僅有的一張100元悠遊卡，在街頭度過三天兩

夜。後來，黃克先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無家者一同打零工、領慈善紅包、千里迢迢一

起搭車前往宜蘭宮廟求發財金、睡公園，甚至住進中繼住宅，以各種方式融入無家者

的生活。

　　一開始，黃克先以「觀察」無家者生活樣貌、「思考」政策問題的立場，抱著近

乎「玩玩」、「情況不對反正就抽腿回家嘛」的沾醬油體驗心情前往。夜間露宿臺北

車站附近公園的大理石長椅上，對「我以天地為棟宇」的浪漫想像，很快地被不知危

險會從何而來的恐懼所取代，更因無意間佔用了別人固定睡覺的位置，意識到即使是

無家者、是多重弱勢情況重疊的最終結果，在這個群體裡，也是有「地盤」、有「階

級」、有「身分」的分野。

　　平常在困難時互相支持，有錢時招待對方，工作收入、用錢態度彰顯了無家者在

群體中的「社會地位」，也是人來人往中逐漸自成一格的體制，不論是𨑨迌人、做事

人或艱苦人，由於勞動環境欠佳、生活中的不穩定性高，又缺乏社會的支持網絡，因

此經常面臨生計困窘且幾近絕望的狀態，即使有工作機會如：舉牌、出陣頭、發海報

等等，但交通、餐費自付，加以臨時工沒有保險，倘若受傷生病得自行就醫，隱藏成

本高，老闆又常會藉故苛扣薪資，精神、體力和尊嚴上的折損也是很大的消耗。

　　他們是被邊緣化的群體，黃克先認為應該更完整的去呈現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不是為了某一個目的去標籤一個群體，或是為了知識從學術去切割。

在街頭流動的家人們

　　有些年長的老人，可能是獨居、喪偶、離婚、生病、殘疾或是子女忙碌，他們不

一定是經濟弱勢，但共通點是日常生活是孤單的，整天沒有一個可以說話的人。有些人

會去茶室，一壺茶200元、一首歌10元的和幾個老人閒話，在消磨時間的感喟中找到

「家人」陪伴的情感；有的會前往公園找人泡茶、下棋、聊天或簽賭六合彩，有時也會

被誤認為是無家者，但無家者互助也互競的經濟氛圍，與打發時間的老人截然不同。

　　地位和反映身心狀態有很直接的關係，年齡、健康狀況、性別、身分、收入等條

件，對無家者的生活環境是有影響的，這些在社會上缺乏資源、歷經家庭破裂等各種

劣勢情況的人們，一樣也會互相關懷、彼此幫助，也想過著平靜安穩的生活，他們會

自然發展出互助網絡，營造出一個像家的空間。在田野過程中，黃克先常常聽到有人

說「我很快就要走了」(指離開聚居的公園)，說話者表達了「目前的狀況雖然艱難，

但只是一時的，並不是窮途末路」的態度，隱含了對將來的希望，本身的自我形象也

會跟著調整。　

　　在無家者群體中，女性是較為隱蔽的存在，很多女性因為性別社會化的過程，對

於身分的危險會有比較高的意識，她們多半更傾向去找一個依附者，寧可去討好一個

有屋頂的對象，因此街頭比較不容易見到女性，按統計資料，無家者的男女性別比例

是9：1，許多人可能是精神狀況較差，或警覺性較低。

　　黃克先嘗試依據消費習慣與行為模式，將無家者們約略分為「𨑨迌人」、「做事

人」與「艱苦人」三種類型，這是田野場域中的被研究者用來彼此稱呼或自我指涉的

詞彙，「做事人」各佔約五分之一，「艱苦人」則佔了五分之三。

　　「𨑨」、「迌」這兩個《說文解字》並未輯錄的字，收錄在《玉篇．辵部》，分

別指「近」與「狡猾貌」，教育部異體字字典註記前後字音讀同「至」、「兔」；在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中，拼音讀為tshit-thô，又唸作thit-thô，有遊玩、玩

弄、好玩，甚至黑道闖蕩之意；「𨑨迌人」則指不務正業、遊戲人間的人，或者黑道

中人，多少也表示了很早就脫離家庭及學校生活、善於察言觀色、看似無所事事的

「𨑨迌人」，積極與人接觸、容易利用社會資源藉機取巧、懂得變換行為模式以討好

權威、刻意營造正面形象占人便宜、藉此取得有利於己的資源，或是出現一些較不理

性、有礙社會秩序偏差行為的一面。

　　相較於喜愛聚眾喝酒的𨑨迌人，做事人很少與公園的人喝酒，他們認為喝咖啡、

保力達Ｂ才能恢復精神，並常以「雖窮但『有格』（ū-keh）」來標榜自己是憑勞力

賺錢，而不是靠施捨過活。所謂的「做事人」(tsoh-sit-lâng)，是指勤懇工作、努力

打拚的底層工人，皮膚黝黑是他們的共同點，因為多半從事高危險性的行業，收入相

對較高，在群體中的人際地位也較高。做事人的特質是擁有勤勞、守法、尊重權威的

價值觀，生活大多有固定的秩序，過著日出上工、下午收工的規律作息，即使眼前的

生活並不好過，但他們仍在等一個「賺到錢，能夠離開這裡」的機會，期許自己有朝

一日成為行業「頭家」(老闆)；然而長期露宿街頭對身心都會造成影響，他們以有限

的體力與身心耗損的速度賽跑，因此做事人盡可能地找到更多工作機會奮勉賺錢，一

圓自己的頭家夢。

　　相較於𨑨迌人以及做事人，「艱苦人」(kan-khóo-lâng) 或因流浪環境困苦、遭

遇各種變故、身體機能老化等緣故，他們的身心狀態在無家者中是較差的一類，無法

靠自己的能力賺取生活所需；艱苦人知道「交陪」的重要，也曉得這是提高生活中開

源節流效率的方式之一，彼此形成互惠團隊，共同分享資源、資訊，若要離開公園蒐

集慈善物資，是「一起熱鬧」的行動，通常也會團進團出，以求互相有個照應，這對

於身心能力較弱勢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人物專訪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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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個人的性別、職業

或是特殊身分，是否光彩、有無體面，往往是

予人的第一印象；但也有一些人，他們的性

別、職業、身分似乎被銳化的群體模糊了，

「那群人」的生活，距離一般人的日常很近，

卻也十分遙遠，他們是——「無家者」。

　　對於「無家者」(the homeless)這個稍感

陌生的稱謂，一般人比較熟悉的名稱是「街

友」、「遊民」、「寒士」甚至「流浪仔」等

等，這也是公部門及法律條文上的慣稱，然而

多少有汙名或不準確之處。長期以來投入社會

底層與政治、宗教研究的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

系黃克先副教授認為「無家者」一詞，除了對應英文the homeless，也含有「無家可

居」的客觀狀態，是相對中性的詞彙，無論如何稱呼，他們和你我一樣都是走在人行

道上的芸芸眾生。

《人行道》前往的地方

　　獲得洛杉磯時報圖書獎與C. Wright Mills獎的《人行道》(Sidewalk)，是美國芝

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都市民族誌的學者

Mitchell Duneier的重要著作，書中觀察紐約第六大道上的街販、拾荒者、行乞者與

無家者的日常生活。這本由黃克先的碩士班指導教授所推薦，描述黑人社交謀生的作

品，對他影響甚鉅，開啟了他對無家者的想像。

　　起初提到「無家者」，黃克先有一些較為刻板的印象，服兵役時，進入社會局擔

任替代役與無家者接觸，他認為這個看起來散亂的群體背後，可能有豐富的社會世

界，如果重新以學術角度揭露，透過民族誌的方式了解他們的生活，人與人之間的相

互觀照是否有另一種可能，甚或也有實踐以及倫理上的意義。以往多半使用訪談或是

問卷方式進行研究，受訪對象也是透過相關單位介紹甚至「篩選」過的，由於「蒐集

資料」的強烈目的性指向，受訪者很可能會表現出特定的模式以符合社會期待。因

此，黃克先透過NGO志工，親自參與無家者的生活，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慢慢產

生信心，他認為無家者的都市民族誌值得讓更多人知道，這也是成就研究專書《危殆

生活：無家者的社會世界與幫助網絡》的初衷。

　　對於經常露宿街頭的經濟弱勢群體，黃克先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和無家者生活在一

起，一開始田野時，是帶著學者的習慣，嘗試從政策與制度設計的方面切入，對眼前

這些人的思考、生活方式感到很有興趣，然而無家者的外觀以及生活經驗，與自己都

有很大的差距，雖然曉得田野與理論在研究上的必要，但那樣的「感同身受」會不會

只是自我的一廂情願？對此，黃克先無疑是感到害怕並且擔憂的。

流浪者的社會體制

　　經由財團法人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協助，黃克先進行流浪生活體驗，帶著背包、睡

袋、餐具和簡易的盥洗用品，以及身上僅有的一張100元悠遊卡，在街頭度過三天兩

夜。後來，黃克先花了一年的時間，和無家者一同打零工、領慈善紅包、千里迢迢一

起搭車前往宜蘭宮廟求發財金、睡公園，甚至住進中繼住宅，以各種方式融入無家者

的生活。

　　一開始，黃克先以「觀察」無家者生活樣貌、「思考」政策問題的立場，抱著近

乎「玩玩」、「情況不對反正就抽腿回家嘛」的沾醬油體驗心情前往。夜間露宿臺北

車站附近公園的大理石長椅上，對「我以天地為棟宇」的浪漫想像，很快地被不知危

險會從何而來的恐懼所取代，更因無意間佔用了別人固定睡覺的位置，意識到即使是

無家者、是多重弱勢情況重疊的最終結果，在這個群體裡，也是有「地盤」、有「階

級」、有「身分」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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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身心能力較弱勢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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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認知，往往只能透過媒體片段性的報導，因此很多時候會投射恐懼或想像而將群

體特殊化，包含他自己在接觸無家者研究初期時，也感受到上對下的身分態度很明

顯，無意間為他們貼上負面標籤。

　　經過一年多的田野生活，黃克先對於無家者有了更全面的了解：現有體制的缺

乏、社會支持網絡的不足，寫作專書的過程中，他明確感受到自己的情緒，每一張面

孔的故事、每一個經歷的特殊事件，都讓他想把田野中印象深刻的事情傳遞出來，那

是個人生命史的演變，也是在灰色地帶討生活的無家者研究的延續。例如書寫不願回

家、大部分時間都情願留在公園裡的萬華茶室蘭姐的故事，黃克先寫到凌晨，完成她

的故事後彷彿鬆了一口氣，覺得自己對得起在田野中和他相處的人。他也希望透過民

族誌工作者的努力，讓這群在江湖中走跳的邊緣人可以不再跌跌撞撞，在那樣的環境

中找到信心與力量，進而從危殆生活轉換成為穩定的狀態，讓他們的存在不再動盪。

　　

　　席地聚集吃喝是公園無家者最常見的社交活動，偶爾會伴隨簽賭、抽菸、喝酒等

情況，也不乏因此急診送醫的案例，一般人並不了解他們喝酒的意義，因此覺得那是

社會上的失序地帶，並往往帶著物質濫用的負面觀感。公園附近的教會牧師，也常會

告誡飲酒容易帶來是非，然而「吃飯喝酒」在無家者群體中是互動與身分的表徵，並

不是單純的飲食：誰去買酒？誰去買下酒菜？買了什麼酒？買了哪些菜？有人的經濟

狀況較好，買了較昂貴的菜，會得到眾人的讚許；倘若買回的酒菜不如預期，那人就

會被挖苦。每個人都有參與的機會，相互的評價就在酒菜裡建立起來，吃喝代表的是

身分地位，是人際互動的方式，並不是逃避現實。

　　黃克先提到一位小學即逃家的年輕無家者金毛，靠出陣頭、做金屬回收維生，他

和太太原是小學同學，近半年來兩人都有工作，就在附近租房子，只是仍常在公園逗

留。太太前些時候犯了罪被判勞動服務，因為懶惰未前往服勞役而入監服刑，他一週

只能探視一次。他簡述太太寫給他的信，內容叮囑他不要太難過，日常沒有人說話就

去公園找人聊聊、喝酒，喝完了把心裡話講出來就不會悶著，只是酒別喝太多。雖然

有屋可住，但關在屋裡沒有親人不免鬱悶，反而是來到公園，藉由酒精催化，才能放

開心胸，和其他的無家者抒發心境，情感上更像一家人，互相陪伴，也彼此救贖。

走跳信仰的動盪江湖

　　無家者的群體組成複雜，通常因類似遭遇而聚集，容易產生集體認同感，雖以

「群體」稱之，但包含的範圍是流動的，性別、年齡、收入、身心狀態等等，一般人

看起來「就都是那群人」，但他們的生活很容易因為一些事而引起翻天覆地的變化。

2021年5月，COVID-19臺灣本土疫情升為三級警戒，對其他人來說，疫情帶來的是出

入需要戴口罩的不便，以及工作型態的改變，但是對於倚靠打零工、做粗工生活賺取

溫飽的無家者們來說，是頓失收入且不知盡頭的絕望，為了降低群聚風險，平日裡發

放便當、提供工作機會的單位也暫停一切活動，無疑是雪上加霜。

　　黃克先察覺「宗教」是一個很重要的支持因素，無論是民間信仰的廟宇、佛寺或

者教會，多半會集合信眾的力量提供無家者應時所需的幫助。在撰寫專書的過程中，

黃克先慢慢爬梳田野的歷程，發現邊緣群體的底層生活其實自成體制，但一般人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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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活動內容請參考：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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