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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共圖書館面臨遊民讀者服務的問題已成為公共圖書館營運時的燙手

山芋。本研究目的為了解現今公共圖書館之遊民讀者服務的現況、公共圖

書館與遊民之間的關係如何、以及一般讀者與遊民讀者的關係如何。為達

成本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訪談法為主。本研究採立意取樣，研究對象共

有三類，包括館員、讀者，以及遊民讀者，以萬華地區為主，訪談時間約

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研究結果發現：（1）遊民讀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帶

來的品牌聯想是安靜、溫馨與資訊需求。（2）遊民讀者與公共圖書館互

動愈多，對公共圖書館服務表現有較高的評價。（3）館員及一般讀者對

遊民讀者具刻板印象，是受社會價值及社會形象上認知影響，館員及一般

讀者皆認為若圖書館能結合社福中心成立遊民專責中心，便能提供工作資

訊給遊民，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根據本研究結果，研究者建議公共圖書

館應結合地方資源如社福機構、廟宇以提供遊民工作機會及其價值，以滿

足遊民之生理、心理及資訊需求，此外亦可多宣導服務遊民的資訊，如遊

民導覽、教育訓練，改善館員及一般讀者對遊民的刻板印象，盼以此提供

公共圖書館作為改善特殊讀者遊民服務現況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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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blic Library meets the most difficult problem that is the homeless 

service.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purpose research, this thesis adopts interview 

method. Using the purposive sampling. The study also deep-interviews five 

homeless people, three public librarians and five patrons of Wanhua district in 

Taipei City. The interview spend about 30 min. even more one hour. Findings in 

this thesis are: 1. Homeless think public libraries bring brand association is quiet, 

cozy and information needs. 2. Homeless is interacting more with public 

libraries that have a higher rating performance for public libraries. 3. Librarians 

and general readers are having stereotype with homeless that is subject to the 

social value and social impact of image recognition. Those are think about if the 

public libraries could combine the welfare center that was established homeless 

dedicated center it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job information for the homeless 

then that coul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the 

researchers recommend that public libraries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local 

resources such as social welfare organizations, temples to provide job 

opportunities and the value of the homeless. The homeless meet the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information needs. In addition to more outreach services also 

homeless information such as the homeless navigati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and the general readers and librarians could change stereotype for the homeless. 

Wish to improve providing the Public Library as a reference to the special status 

of the reader homeless services. 

 

關鍵詞：遊民、公共圖書館、特殊讀者 
Keywords: Homeless, Public Library, Special 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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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與動機 

北市無人圖書館 淪為遊民場所（民視新聞，2014）： 

臺北市斥資 2,000 萬，打造了六座智慧無人圖書館，卻淪為遊民盤據

的場所，市議員發現，東區捷運地下街的無人圖書館，常有人在裡頭大

睡，從早到晚賴著不走，還發出惡臭，讓民眾都不敢進去借書，市府遲遲

拿不出辦法改善。 

由於一般讀者個人的成見和偏見，認為遊民讀者有潛在危險或暴力，

遊民讀者被視為破壞性的讀者，一般讀者因此向館員投訴，認為館員應充

當執行者，維護衛生問題及不良外觀，禁止遊民讀者進入圖書館。不過一

般讀者不了解，實際上，除非遊民讀者違反圖書館政策，否則圖書館不能

因任何理由，例如難聞的氣味，而驅逐任何人。一般讀者往往不知，圖書

館的平等權適用每位讀者，而遊民讀者的問題屬於社會問題。 

其實圖書館員可藉由遊民讀者寫的資訊，來探析他們的需求，而加以

服務。對於很多遊民讀者，圖書館能夠讓他們使用網路和電子郵件與他們

的朋友和家人進行連接，且不需任何費用。例如，Kevin Barbieux 自 21 歲

時為長期無家可歸。他偶爾使用圖書館的電腦來寫自己的部落格“無家可

歸的人”（http://thehomelessguy.blogspot.com/），並分享他的經驗、觀點

和無家可歸的生活常識。透過無家可歸者服務的讀者需要，圖書館正在發

揮重要作用，在縮小富國和窮國之間的數位鴻溝（Yiling，2009）。 

由於社會對遊民的刻板印象，遊民仍舊被社會差別待遇；因此公共圖

書館在提供服務過程明顯有難與權力抗衡的現象，圖書館員在提供服務過

程也經常陷入個人與專業價值的兩難。研究者觀察發現，現今遊民在使用

公共圖書館時常受到不平等待遇，且回顧過去公共圖書館與遊民讀者之相

關文獻，發現大多數公共圖書館並未對遊民服務現況作探討，因此希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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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研究探討打造遊民的殿堂—雙贏的公共圖書館，讓公共圖書館也能發

揮作用，改善特殊讀者使用圖書館的情形，使其能夠融入一般讀者，分享

圖書館資源。本研究期望透過探討公共圖書館對待遊民讀者的措施，以及

公共圖書館館員和一般讀者對待遊民讀者的態度、觀感與互動，探討打造

遊民的殿堂—雙贏的公共圖書館。根據上一節提到的研究背景和動機，茲

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如下，針對目前公共圖書館遊民福利制度與服務模式提

出幾項研究目的： 

一、了解現今公共圖書館之遊民讀者服務的現況。 

二、了解公共圖書館與遊民之間的關係如何。 

三、了解一般讀者與遊民讀者的關係如何。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具體研究問題如下： 

一、公共圖書館在面對遊民讀者時採取之服務措施有哪些？ 

二、公共圖書館與遊民之間的關係為何？ 

三、公共圖書館館員對遊民讀者的態度、觀感與互動如何？遊民對公共圖

書館的態度、觀感與互動如何？ 

四、一般讀者對遊民在使用公共圖書館的態度、觀感與互動如何？ 

貳、 文獻探討 

一、 遊民定義的認定和變遷 

根據臺北市政府《臺北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2013 年頒布）認

定遊民為符合以下條件者：自治條例修正為「經常性宿於公共場所或公眾

得出入之場所者」，界定是以露宿的空間及頻率概念為主，更為清楚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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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而根據縣市政府遊民輔導辦法，將街友定義為大致如下： 

(一) 流落街頭孤苦無依且查無身分而必須收容輔導者。 

(二) 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身心障礙而遊蕩需人照顧者。 

(三) 於街頭或公共場所棲宿、行乞者。 

清代時臺灣屬於移民社會，以閩粵兩省移民最多，渡海移民中包含各

階級份子，而移民主體以貧困農民和遊手無賴之徒，因在當時臺灣屬農業

社會，耕種為主要生產手段，不過自道光以後，臺灣土地幾乎已開墾殆

盡，所以大部分的農夫無法工作，於是就有許多無業遊民，又稱「羅漢

腳」（戴炎輝，1979），陳盛詔（1991）的《問俗錄》曾解釋羅漢腳說： 

「臺灣一種無田宅、無妻子、不士、不農、不工、不賈、不負載道

路，俗指謂羅漢腳：嫖賭、摸竊、械鬥、樹旂、靡所不為，曷言乎羅漢腳

也？謂其單身遊食四方，隨處結黨；且衫褲不全，赤腳終身也。大市不下

數百人，小市村不下數十人，臺灣之難治在此。」 

至日據時期延續清領時期對遊民的認定，總督府也將視為臺灣治安上

的潛在亂源，於是制訂了預防性的《臺灣浮浪者取締規則》，依此規則，

無一定住居所又無一定職業者，而有妨害公安、擾亂風俗之虞者，將被告

誡需有固定的居住所及職業；受告誡後仍不改其形狀者，將被送往固定的

居住所強制就業（賀嗣章，1959），也就是說符合理想的公民必須擁有不

變的住所及職業，否則就是犯罪。 

國民政府遷來臺之初，社會人口增加迅速，而部分散兵在臺逃散流

浪，造成地方治安問題，因而訂定我國最早制定的遊民法令是民國 39 年

的《臺灣省取締散兵遊民辦法》（劉寧顏，1990），成因的背景是國民政

府撤退來臺無家可歸的軍人及逃兵形成散兵問題。國家為取締方式處理這

些脫離國家管控且有害社會秩序的人，因此從清領、日據到國民政府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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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之初，從羅漢腳、浮浪者到散兵遊民，遊民的名稱有所更動，但都是將

之視為不事生產、破壞秩序的人。 

民國 57 年修訂為《臺灣省取締遊民辦法》，這項法令的目的是以維

護治安的角度界定遊民，執行的機關也以警察機關為主；爾後遊民性質漸

趨轉變，在民國 62 年臺北市所訂立的《臺北市取締遊民辦法》中，遊民

指的是無身分者、強銷強索者、乞丐及流浪兒童、無工作無住所者，雖然

遊民內容有變化，但還是屬於警察可依法取締的犯罪者，將遊民視為有害

公共秩序者（林萬億，1995）；隨著時空環境的改變，源於歷史因素的遊

民問題已微乎其微，取而代之是城鄉人口遷移、失業、貧窮傷病、人格異

常、家庭不正常等問題而產生的遊民，其中不少為年輕力壯者，加上民國

79 年晚期關懷弱勢的社會運動的興起（鄭麗珍，2004），因此以輔導代替

取締。 

民國 83 年通過《臺灣省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主管機關則移轉為社

政部門（楊素端、詹玉蓉、許芝綺、黃逢明，2005）。而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率先全國成立「遊民工作小組」，調查臺北市的遊民現象，民國 83 年 9

月 27 日廢止原《遊民取締辦法》，頒布《臺北市遊民輔導辦法》。臺灣

省政府也於民國 83 年通過《臺灣省遊民收容輔導辦法》，主管機關由警

察機關轉至社政機關，將被視為妨礙治安的遊民，轉變成以收容輔導的角

度。此時遊民指的是街頭或公共場所棲息、行乞者，或疑似罹患精神疾

病、身心障礙而遊蕩無人照顧者。總之，政府不再視遊民為潛在犯罪者，

而看成社會弱勢，為一群需要協助改善生活品質的人。並於民國 86 年 4

月 30 日廢止《臺灣省各縣市遊民收容所組織規程》。而高雄市於民國 89

年 10 月 25 日修正《高雄市遊民收容輔導辦法》法規名稱為《高雄市遊民

收容輔導自治條例》及部分條文，民國 90 年 2 月 19 日廢止《高雄市取締

遊民自治條例》，遊民問題正式由威脅社會的治安問題轉為收容輔導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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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救助問題，由傳統上隔離與監禁的方式轉型到社會福利的層面（鄭麗

珍，2004）。 

各縣市政府為因應精省，內政部召開會議請各縣市政府依據社會救助

法第十七條，自行訂定遊民收容輔導條文，新北市政府於民國 90 年 9 月

訂定《臺北縣遊民收容輔導處理要點》，內政部聽由各縣市政府各自為

政，且各縣市政府的社會局、衛生局、警察局因本位主義，業務無法有效

整合，無一定程度橫向及縱向連結，目前的法令無法符合實務現況需求，

舉例來說：遊民離鄉背景，到其他縣市求生謀職，依據各縣市政府《遊民

收容輔導處理要點》並無法給涉及其他縣市的遊民幫助，僅依社會救助法

給流落外地者一張車票助其返鄉，問題是這些遊民因種種原因已不適合留

在故鄉。就社會救助法之急難救助條文規定：「戶內人口死亡無力殮葬，

戶內人口遭受意外災害致生活陷於困境者，及負家庭主要生計責任者，罹

患重病失業失蹤入營服刑或其他原因無法工作以致生活陷於困境者，加上

必須設戶籍於本縣」，準此，目前的社會救助法並不適合遊民業務的現

況，而各縣市政府《遊民收容輔導處理要點》因側重於收容，故大部分針

對陷入身體、心理狀態緊急危機者予以收容，而無力輔導，大量的遊民無

法得到社會福利及社會救助體系之支持。此外，從目前臺灣遊民的主要研

究觀點也反映出遊民為社會弱勢。 

研究者發現國內外公共圖書館遊民相關研究中，公共圖書館服務遊民

的利益關係人有遊民、館員及一般讀者，三者間息息相關，成為公共圖書

館的一種生態系統。 

三者環環相扣，可從公共圖書館服務或處理遊民的國內相關文獻中，

遊民被歸類於眾多特殊讀者類型中的一種，並認為我國圖書館事業除了為

特殊讀者規劃圖書館實體空間之外也應思考特殊讀者心理或精神層面上的

感受，需以全方位整體規劃來迎接特殊讀者時代的到來（廖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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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Yiling Wong（2009）認為圖書館有社會責任，鼓勵市民積極主動地為

遊民提供社區支援。圖書館館員應接受培訓，以幫助遊民讀者，以因應使

用圖書館中的任何障礙。總之，包容，不排除是唯一一個雙贏的解決遊民

問題的方法，且能夠克服服務於大部分讀者和特殊讀者（如遊民的延伸服

務）時遇到的兩難選擇問題。一般讀者在默認情況下，圖書館服務遊民讀

者是沒有問題的，他們應該受到尊重的對待。對所有讀者來說，圖書館應

該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和穩定的學習環境，不管他們的社會階級和生活狀

態。至關重要的是，圖書館應該實施積極的步驟，以滿足遊民讀者的需求

且也不影響其他讀者的需求。然而，有時候我們在評估遊民對圖書館的影

響問題時卻經常一概而論，例如遊民發出攻擊及氣味，並影響其他使用圖

書館的讀者。我們忘記了非遊民的人們也可以有異味和破壞性。大多數公

共圖書館承認遊民的問題，即使有了解決方案，其仍是一個挑戰。圖書館

的工作人員不得不面對遊民的讀者，因此常常會感到尷尬或不舒服的時

候。一些工作人員反對遊民讀者，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對拒絕他們的圖

書館服務。由於種種原因，圖書館在解決遊民問題時經常感到無力。 

公共圖書館服務遊民必須注意安全性，臺中圖書館政風室唐雨漁主

任，以公共圖書館安全議題為出發點，探討遊民存在於公共圖書館之問

題，並舉出遊民長期棲息於公共圖書館以及遊民寒冬酒後暴斃於公共圖書

館廳堂前之實例，從個案中提出館員處理遊民事件之處理原則，及通報死

亡事件之程序（唐雨漁、王元仲，2000）。 

由此可知，Michael（1992）傾聽遊民的聲音是相當重要的。因為遊民

讀者的需求是不能用猜測或是推論的，如果想要了解圖書館需要進行什麼

樣的改變，就必須親自探詢現有以及潛在圖書館遊民讀者的意見。唯有如

此，圖書館才有可能提供真正公平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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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ling（2009）認為讓圖書館參與社區工作，以應付遊民的各種問

題，並加強圖書館館藏以反映遊民讀者的需求。一般的誤解如遊民只是進

入圖書館使用浴室，或在館內睡了一整天。但遊民仍是有不同的資訊需

求，如住房、醫療資訊、兒童保健、教育和就業機會。或是使用電腦，以

網路和電子郵件的檢索資訊來連接家人和朋友。圖書館對於遊民來說，除

了是一個安全的避風港，也可以成為一個重要的資訊資源中心。Ayers

（2006）認為圖書館可以提供很多有價值但廉價的資源，如提供社會服務

轉介資料、保健指導、經濟適用住房的資訊、美食廚房的位置和職業培訓

項目。許多圖書館都開始為遊民讀者提供相關資源，成為他們的資訊指

南。聖克魯斯公共圖書館社區資訊資料庫有包含的資訊服務，為遊民的幾

個環節，包括食品服務，諮詢中心和緊急住房地址安置。聖荷西公共圖書

館合作與城市的部房屋開發的資源指南，有網絡連接到聖荷西市遊民服

務。西雅圖公共圖書館定期提供生活技能的重建類來幫助窮人找到自己的

門戶，回報社會。圖書館和圖書館館員應充分利用其現有的資源，盡可能

幫助遊民，以提高他們的整體社會和經濟條件。 

根據上述，現有解決遊民困境方案，可從無形到有形解決方式。有形

的如陳炫劭（2008）從遊民生活創新─使用一瓶水就能洗澡，不用等到夜

深人靜，隨手拿起的寶特瓶就可以將全身洗淨，這是應用鋼皂碰到水能除

油臭、矽膠刷能去污垢與按摩的特性分別用來洗澡與洗頭，讓遊民洗澡更

簡單快速，也更能提高意願，乾淨整潔的與城市共生；由於內部具海綿機

構可蓄水，使用時只有表面會有水保持濕潤，避免濺濕環境，造成民眾困

擾。研究者發現可以利用這街頭洗澡接頭，像公共圖書館提供老花眼鏡給

需要的讀者，我們可以將這器具提供給遊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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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從遊民生活創新─使用一瓶水就能洗澡 

此外，應用於公共圖書館服務遊民的現況，可採取文獻提到的遊民服

務遊民，公共圖書館之館員應以具備社會工作（SocialWork）專長者充任

之，並參考案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相同的事件應為相同的處理，不同

的事件則為不同的處理。所以各地公共圖書館除規模較大者可聘社會工作

師或心理師協助處理遊民問題外，應選具有社會工作或心理輔導專長館員

或志工掌理此事宜（廖又生，1998）。無形的解決方案，建立品牌聯想，

Keller（1993）研究指出，品牌聯想可使消費者對產品產生信心，影響消

費者對產品的評價，而且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Brandt（1998）的研究也

指出，企業若能將產品功能性形象的特質與非功能性形象的特質加以整

合，強化顧客與品牌聯結的動機，則此品牌在顧客心目中就會留下良好印

象，使顧客相信此品牌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品牌，進而與該品牌建立長久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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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的關係。因此，公共圖書館在服務遊民時，應建立品牌聯想，促使遊

民對公共圖書館產生好印象，形成值得信賴的非營利組織。 

總而言之，無論國內外在圖書資訊學界的遊民研究，逐漸受到重視，

也頗具意義，從公共圖書館、公共圖書館館員、一般讀者及遊民的角度，

發現其實是環環相扣的，特殊讀者的遊民這部分，應當予以重視，且從不

同角度切入，會有不同的效果，但就像文獻提到的要有包容的心，這才是

真正處理之道。 

參、 研究方法 

為達成本研究目的，提出公共圖書館遊民服務現況之研究，因此採用

訪談法，分別針對三種關係對象進行訪談，一是針對遊民對公共圖書館遊

民服務現況之研究—以萬華地區遊民為例進行訪談，另一是針對公共圖書

館館員對公共圖書館遊民服務現況之研究—以萬華地區遊民為例進行訪

談，最後一份為一般民眾對公共圖書館遊民服務現況之研究—以萬華地區

遊民為例進行訪談，這就是本研究所制定的訪談大綱。本研究首先以確立

研究問題與目的，作為後續研究設計的理論基礎，設計以半結構式的訪談

大綱收集研究資料，進而擬定訪談大綱，並加以分析，撰寫結論與建議。

採立意取樣，乃依據研究目的，選取能夠為研究問題提供豐富資訊的人、

時間、地點、事物等，為了蒐集深入而多元的資料，以詳盡地回答研究問

題（Lincoln&Guba, 1985），彈性的取樣數量，參與者在公共圖書館遊民

服務現況的類別上已與前面產生重疊，無法再產生新資料，顯示資料已達

到飽和，故停止選取研究參與者。質性研究使用立意取樣，它具備逐步浮

現、系列和循環的取樣特徵，並且選取的數量是彈性的，直到資料飽和與

重複為止。對於本研究取樣管道，研究者不認識研究參與者，研究者直接

與他們接觸；或者透過引介者與其接觸，因為研究參與者通常對熟識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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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推薦的人比較信任，也比較願意與研究者合作（Maykut &Morehouse, 

2001）。 

本研究訪談對象選取方式，以立意取樣，進行訪談對象邀約。而研究

者選擇三種身份的標準，以萬華地區曾到使用公共圖書館的遊民讀者中，

透過萬華社福中心的社工人員引介，隨機邀約符合條件的遊民對象。而館

員為現任在萬華地區公共圖書館服務的對象，研究者透過曾在萬華地區公

共圖書館打工，而藉由訪談接觸過遊民的館員，再由一位館員推薦其他符

合研究條件的適當人選。另外一般讀者，採取選擇研究生曾到公共圖書館

觀察過遊民，以作為訪談對象。訪談時間約三十分鐘至一個小時，在自然

的情境中以受訪者熟悉的語言進行訪談。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屬性共有三種，分別為大臺北公共圖書館館員、曾

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一般讀者，以及曾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遊民

讀者。研究對象的選擇說明如下： 

一、本研究對象為曾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遊民讀者，對於使用公共圖

書館的經驗以及未使用公共圖書館的遊民。 

二、本研究對象以萬華地區負責圖書館流通閱覽或參考館員為主。 

三、本研究對象為曾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讀者，針對觀察遊民其使用

經驗係指曾利用過館內提供的各項軟、硬體設施，含閱覽期刊、雜

誌、報紙、書籍、小手冊、使用電腦、飲水、洗手間、休憩等各項館

內使用經驗。 

質性研究中整理和分析資料的過程包括設定資料編碼的原則、繕寫和

整理研究資料、分析研究資料，最後則撰寫報告。研究對象共有三種，分

別為三位大臺北公共圖書館館員、五位曾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一般讀

者，以及五位曾有公共圖書館使用經驗之遊民讀者，皆以萬華地區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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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半結構訪談大綱，質性研究訪談問題的類型，採混和 Lofland 的分類

及 Patton（2002）的分類。 

進行之步驟與流程，先從問題意識的形成，蒐集文獻、進行閱讀與分

析，確認研究問題，並依據研究問題擬定訪談大綱，進行前導研究，再將

前導研究的資料分析後，修正研究問題，之後進入正式的訪談，蒐集訪談

資料並將之轉錄為逐字稿，並一邊依照訪談的情況適時修正訪談問題，研

究資料蒐集及轉錄完成後，進入資料編碼及分析階段，最後產生結論與建

議，並將論文撰寫完成，分別說明如下： 

一、研究開始，產生研究問題的意識 

二、進行文獻閱讀，確認研究問題 

進行相關文獻的蒐集與閱讀，並進一步分析文獻，經由閱讀針對本研

究欲探討的研究問題有初步的了解，進一步確認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

究對象。 

三、進行研究設計 

本研究所欲探究的為內在心靈的感受面，並不適用量化研究標準化的

測量方式，因此本研究採用質性訪談法進行，藉由質化研究過程的開放與

彈性的態度來發掘研究資料獨特之處，以質性研究方法來收集及分析資

料，了解受訪者在生活中的經驗與感受。 

四、擬定訪談大綱 

本研究以半結構式的訪談大綱對研究對象進行個別訪談，訪談題目擬

定共三個構面，包括研究目的及問題的延伸。 

五、進行前導研究 

研究者邀請三位符合條件的受訪者進行前測，依據訪談的狀況修改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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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大綱，並確認研究問題。 

六、正式進行訪談 

為有利於日後資料的分析，在經受訪者同意後，訪談中採全程錄音方

式，並以筆記輔助紀錄，並在訪談後依實際訪談狀況修正訪談問題。 

七、徵求訪談對象 

研究者徵詢有意願的接受訪談的公共圖書館利用經驗之讀者，及詢問

徵求萬華地區有意願接受訪談的公共圖書館館員，另外徵求有意願接受訪

談的萬華地區遊民。 

八、聯繫訪談事宜 

研究者在進行訪談及蒐集資料之前，初步會事先透過電子郵件或 FB

說明研究內容、錄音的必要性及研究倫理考量，若取得研究對象的同意之

後，會將訪談大綱等相關文件以電子郵件附檔給予訪談對象，使其對研究

內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並以配合受訪者為原則下相約訪談時間和地點。 

九、進行實地訪談 

研究者在正式進行訪談時會先給予研究說明文件，並請訪談對象詳細

閱讀後簽名，之後在訪談時進行全程錄音，並依據實際訪談狀況修正訪談

的問題。 

十、資料編碼與分析 

訪談後會將收集到的錄音資料採取逐字轉譯的方式轉化文本逐字稿。

錄音資料全部謄錄完成後，再將逐字稿以 EXCEL 資料分析軟體進行訪談

內容的編碼與分析。 

訪談逐字稿以 Word 檔將訪談過程錄音檔轉譯為逐字稿資料，並進行

逐字稿編碼，再利用 Excel 人工進行訪談稿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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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訪談逐字稿內容作反覆仔細閱讀，將符合研究目的之對話予以註

記，再依訪談大綱之構面進行分析。分析方式為人物敘事寫真，其主要意

思為以個別受訪者的訪談逐字稿為基礎，從中編寫出該受訪者的人物敘事

寫真，然後再依照範疇屬性，予以分門別類。 

肆、 研究發現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現今公共圖書館之遊民讀者服務的現況、公共圖

書館與遊民之間的關係如何及一般讀者與遊民讀者的關係如何。研究結果

發現：（1）遊民讀者認為公共圖書館帶來的品牌聯想是安靜、溫馨與資

訊需求。（2）遊民讀者與公共圖書館互動愈多，對公共圖書館服務表現

有較高的評價。（3）館員及一般讀者對遊民讀者具刻板印象，是受社會

價值及社會形象上認知影響，館員及一般讀者皆認為若圖書館能結合社福

中心成立遊民專責中心，便能提供工作資訊給遊民，改善他們的生活品

質。提出公共圖書館未來研擬遊民服務參考，並與其它社會福利機構共同

合作服務時之建議及方針。以下將藉由研究結果，以公共圖書館館員、公

共圖書館提出下列相關意見。 

一、 對於公共圖書館規劃遊民服務的建議 

研究者建議公共圖書館應結合地方資源如社福機構、廟宇以提供遊民

工作機會及其價值，以滿足遊民之生理、心理及資訊需求，此外亦可多宣

導服務遊民的資訊如遊民導覽、教育訓練，改善館員及一般讀者對遊民的

刻板印象，盼以此提供公共圖書館作為改善特殊讀者遊民服務現況之參

考。 

二、 對於在公共圖書館一般讀者面對遊民的建議 

(一) 為改善一般讀者對遊民的刻板印象，公共圖書館可定期舉辦讓一般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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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體驗模擬反串角色活動，產生將心比心的感受。 

(二) 同時在不定期的時間裡，公共圖書館藉由推廣服務，讓一般讀者適時

的發聲，並廣納一般讀者對遊民服務的建議。 

三、 對於公共圖書館館員服務的建議 

(一)  根據研究發現，現階段要改善公共圖書館館員對遊民的價值觀並不容

易，因此公共圖書館應經常鼓勵館員參與遊民相關研討會及社會服務

的遊民相關活動，促使館員大量接觸遊民，產生潛移默化的效果。 

(二) 而公共圖書館館館員因與社福人員接洽，從中了解，並一起討論遊民

的狀況，將遊民的情況建檔，組成公共圖書館與社福人員的遊民諮詢

部門。 

(三) 定期舉行公共圖書館與遊民之間的討論會，並請相關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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