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的原生家庭有多不堪，孩子想家思念家

人是天性，骨肉親情還是很難被機構取代。

通常，被轉入收容機構的孩子，有兩種

來源：其一是來自法院的判決，第二種是社

福機關轉入。因為失去家庭功能，而流浪街

頭被發現的孩子，或者是受到家暴的孩子，

這類孩子有些沒有犯罪前科，有的也有犯罪

前科，只是經常性居無定所，所以法院無法

執行安置或感化。

比較先進的社會福利國家如北歐的瑞

典、芬蘭等國，紛紛放棄集體生活的安置機

構制度，改為家庭寄養制度。但在臺灣社

會，收容貓狗都會拒絕殘障者入列，更何況

是要收養一位曾經犯過罪的孩子，必須有很

大的愛心包容。問題的困難還是來自整體社

會的觀念問題，北歐國家的家庭，願意收容

犯罪者和精神病人，在我們聽起來的確是不

可思議。

實，失親和隔代教養幾乎等於是青少年犯罪

的主因。這些沒有家庭溫暖和家人關懷的孩

子，最佳的去處就是網咖；最好的教育是電

玩，沒有血淚的冷酷線上遊戲，扼害了這個

世代的新新人類心靈。

一名法官說：「90% 的青少年犯是

竊盜，逐漸加大的貧富差距，是主要的原

因。」，多數失親的孩子，他的原生家庭都

和貧窮有關，即便現代社會的離婚率升高，

但是富有家庭，就算離婚，尚不至於棄孩子

不顧，但是，貧窮家庭就無能為力，甚至有

些家庭中父母都是罪犯，孩子耳濡目染，行

為就偏差了。    

犯罪是一種習慣，這也是感化教育之所

以存在的原因，但是，80年代從外國引進

的所謂機構制度，對孩子的感化，會發揮多

少成效，至今仍是爭論的重點，最主要的原

因在於：以團隊的生活方式，要扮演孩子的

原生家庭，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務，就算

飛行少年的

     青春事件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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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感化院，已經無法容納安置，雖然全臺各

縣市也有少年觀護所的設立，但是，數量比

不上青少年犯的成長，所以少觀所都是短暫

的停留，多數的青少年犯，在少觀所關押幾

個月後，很自然就被法院依法判決，送到所

謂的「青少年收容機構」安置，並接受感化。

目前根據內政部的統計，全臺的收容安置機

構至少上百家，其中大部分都是教會團體或

基金會法人所主辦。

一位少年保護官說：「造成青少罪犯增

加的原因是來自網咖和電玩的誘惑，一則是

城市遍布的監視器，讓偷竊著無法遁形。」，

所以小偷小盜幾乎都是未成年犯案，但是也

顯示近幾年來經濟惡化，家庭功能敗壞的事

緣起

完成這篇文章前，北部的國中校園正在

如火如荼展開一場反毒品的戰爭，整個社會

教養出了問題，正值青春期的孩子生活也脫

了軌。

前幾年我過著和一群被社會貼上標籤

的未成年犯罪者鬥陣的生活，他們是被大社

會遺忘的一群人。如果用法律術語來稱呼他

們，就是所謂受「保護管束」的孩子，因為

這些犯罪的孩子，未達法定的所謂成年，無

法具有絕對行為能力，所以仍需保護；其次

是管束，因為這些孩子已經犯了法律不允許

的事，所以需要某種程度的管束。這幾年

來，青少年犯罪率增加快速，為數不多的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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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生活有團體生活的規則，如同軍隊

生活一般，因此就很難顧及孩子的個別化。

而犯罪的孩子，卻又是個別化差異相當大的

群體，有些甚至是精神病人，例如過動症或

邊緣精神分裂，或是強迫症，或智力障礙，

這類孩子需要的，當然不只是集體式的管教

而已，他們需要的是更多的專業醫護人員的

照護。

通俗社會稱呼犯罪青少年「壞孩子」，

並非作者有意對這樣的孩子貼標籤，如果改

為學術界通用的非行少年，總是不怎麼貼

切，但是晚近社會媒體取諧音，稱「非行」

為「飛行」，也有一點貼切，這是有必要說

明的。

其次是「鬥陣」兩字，臺語鬥陣兩字的

意思就是相處，如同夫妻之間的相處一樣，

用臺語的鬥陣，更可以突顯相處的哲學，這

裡面有師生間在管教上的鬥智，生命和生命

間的碰撞，更具有陪伴的意義。

游泳池畔的刺青

我到職的時間正值夏季，為了打發漫

長的酷暑，園區必需安排一些課程，除了基

督教義的靈修之外還得增加一些體能活動，

游泳是免不了的。一天下午，我和另一位值

班的社工員開了 2部車，載了 10幾個孩子

向公立游泳池出發，一來到池畔，孩子已經

按捺不住雀躍的心情，還未買好門票，就把

衣服換好了，進入泳池我才發現，平常被衣

服遮蓋下的肌膚回復了本色，10幾個孩子

中，超過半數身上有大片或小片的刺青，前

胸後背都刺青的就有 3人；有些小部分的刺

青以大腿上部和手臂上方居多；也有些是在

頸部。刺青的圖案林林總總，從日式的鬼頭

到臺灣流行的龍虎或菩薩，花樣百出。剛開

始，泳池的泳客見到這群不速之客還可以忍

受，等到一下水，所有的粗話都傾巢而出，

在場的泳客似乎不想惹麻煩，一個一個上岸

穿衣離去，終於只剩下這群刺青孩子，我還

依悉記得，一位孩子來此之前所穿的上衣背

面還寫著「我是好人」，怎麼一脫下衣服，

就回復原來的本性，我納悶，無法解釋人性

的惡或善。但我看到了惡或善的表現仍被環

境深深影響著，穿著衣服的孩子，至少會收

斂自己的狂野，「我是好人」的上衣也會制

約著他的行為，向好人學習，但是沒有衣服

蔽體，一切都變了。

根據調查，全臺灣有前科的非行少年，

至少有 70%身上有刺青，有些刺青是具有

意涵的幫派認同卡，在頸部或手背部。當雙

方見面交談時就可以確認彼此的身分；有些

刺青非屬於幫派，但是確屬於個人的身分

認同；有少部分的刺青是年少輕狂的浪漫見

證。

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來看，刺青是原

始民族部落圖騰，也是辨別身分和敵我的方

法，馬來西亞婆羅洲森林中，生活數千年的

依邦族的刺青，被提升為孩子的成年體驗，

臺灣非行少年的刺青多多少少具有這樣的意

涵，好像是向世人昭告，我可以忍受痛苦，

我是大人了。

阿明告訴我，他刺青的那一天，剛剛和

父親吵完架，衝出家門去找同學，同學又找

來同學，於是一群人去找一位正在學刺青的

朋友，那位朋友說如果願意當模特兒，刺青

不要錢，所以大家都刺了。他在左手臂上方

刺了一個「恨」字，右手臂的上方刺了一個

「愛」字，我問他這代表什麼意思？他說：

「人生有愛有恨。」，我說，你指的是家

庭，他默默的點點頭。阿明因為飛車搶劫被

判感化 3年，來此之前，他在少觀所被關了

6個月，表現不錯才被送到機構，因為機構

比少觀所相對自由，其實阿明來自一個暴力

家庭，父親是水泥工，長年酗酒，喝酒後就

毆打母親，阿明記得小時候也經常被打，有

時候連出門買不到米酒也遭來一陣拳腳。那

一天，父親又出手打母親，阿明無法忍受出

手阻止，結果和父親起了衝突，阿明那一天

離家後刺了青，就不回去了，在外面四處遊

蕩，沒錢吃飯，終於出手行搶，因為沒有經

驗，第一次就被捕，上了少年法庭，出庭時

只有母親在場，父親喝醉了在睡覺，才上到

初二，就停止校園生活了。

阿志的刺青最漂亮，一條龍而且是彩色

的龍，從後背向下延伸，龍尾停在大腿的後

側。他是家傳的藥頭，全家人都是毒販，從

祖父起就是毒品前科累犯，父母親也販毒也

吸毒，只有祖母是不沾毒的。父母兩人因毒

品案入獄後，全家的生計重擔就壓在他的身

上，初一起他就開始幫祖父運毒了，江湖黑

話說是「小交通」，把毒品送交到小盤商，

或吸毒者的手上，這個行業對阿志而言駕輕

就熟，因為耳濡目染，一點就通，可是他堅

持不吸毒，因為從小看到父母沉迷毒海太痛

苦了，他不想步他們的後塵，但是生活要

顧，祖父年歲大了，要跑給警察追，真的不

行了。其實，這種毒品世家早就被警方列冊

管制的，阿志從小就入行做生意，警察早已

知道，遲早都要收網，放著他在外頭作生意

的目的，就是釣大尾的出來而已。

98年夏天，阿志終於第一次被捕，那

一年他才升上初二，判決後先到田中的少年

監獄關押了 6個月才被移送到機構，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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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這條龍的刺青花了 20萬，因為噴霧

比較貴，所謂噴霧的江湖行話就是彩色的刺

青。刺青時，師父先用黑色的打底，如果你

要彩色刺青，價錢就比較貴，通常少年人都

不是很有錢，所以很少噴霧的，但是阿志不

一樣，他說：「賣毒的收入是做工的幾 10

倍，尤其是一二級毒品如嗎啡、海洛因、古

柯鹼，來源都不容易，成色也難分，這和

黃金買賣沒什麼兩樣，拉 K或糖果就獲利

比較低了。以前做祖父的交通，一個月賺個

幾 10萬元不是問題，叫貨的人都是老顧客

居多，我也不知道自己早已是警方鎖定的人

物，被捕也認了，因為生在這個家庭，我無

從選擇。」，聽他說這話，我有點黯然，我

想對他說「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後

來又覺得有點像是老生常談，終於還是說不

出口。

刺青從原始社會的部落圖騰，轉換到現

代社會的團體認同，例如日本武士階級演變

到現在的黑社會結社，德國的新納粹，以及

美國 70年代的嬉皮旋風，都具有刺青的次

文化。但是搞刺青的人，畢竟是社會中的少

數，尤其是漢民族社會，從小在儒家文化的

教育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觀念很深，刺

青總是傷害身體的行為，在漢文化的傳統歷

史，只有犯罪的人才被刺青，如同臺灣泰雅

族所崇敬的黥面或黥紋，在漢文化中都是不

能接受的，因此在臺灣社會刺青的負面意義

比正面來得多，家庭中只要有人刺青一定被

認為是壞孩子，這樣的既定印象要改變，可

能還得有一些時間。

泳池的孩子們各個玩到興高采烈，卻

還不知道，旁觀的人已經側目，有些孩子對

刺青不以為意，但是有些孩子在進入機構後

也想改變自己，所以接受法務部的安排進行

除青計劃，但是刺青容易，除青並不簡單，

以雷射刺青來算，一個十元銅幣大小的刺青

面積除掉的花費是 2000元，像阿志的全背

刺青，如果真要去除，少說要 40萬元，所

以，一旦下決心要刺青，就要有永不回頭的

打算。

黃昏時分，回到機構，阿源穿回原來

的外衣，後面寫著「我是好人」。看著車上

嬉鬧的孩子，我陷入沉思，好人是如何定義

的，我知道孩子在乎的並不是好或壞，他們

在身上刺青，他們只是要向世人證明我和你

不一樣，從家庭到人生都不一樣。

我們習慣蹲下來

孩子的團體生活，最令人擔心是機構化

的現象，就如同精神病人在精神醫院住院住

久了，服藥造成後遺症，於是從頭到腳，吃

飯或走路，都可以看出這些孩子是在一個封

閉的地方，待了很久的樣子。

機構如同一座豢養動物的籠子，各種規

定就好像是鐵絲網，把孩子豢養在裡面，犯

錯的處罰依規辦理，就好像觸及鐵絲網的動

物一般。孩子或許會因此而變乖，但是也失

去了自我，如同被關久的動物，等到野放的

時候，他根本無法適應森林及野地的真實世

界。

近年來臺灣社會興起的寄養家庭，愛

心雖不輸西方國家，但要他們接納壞孩子或

精神疾病或智障者到家裡來，卻還是充滿障

礙，這些替代者的心理或專業都需要重整。

也因為如此，機構以大團體生活來扮演

替代家庭，也就實施到現在，無法改變。機

構的團體生活講求規律，但是，每一位孩子

都不一樣，所以兩者之間的衝突難免，輔導

人員在處置時又不能厚此薄彼，所以就容易

變成只有管理沒有教育，這也是齊頭式平等

的負面結果。

少年監獄的機構化，比感化機構來得

嚴重，這裡所說的少監，又稱少觀所，或

「少關所」，有些孩子離開少監後，轉到機

構，已經有一段時間，但是有些習慣性動作

還改不掉，最常見的就是蹲下，經過如同監

獄文化般的集體管理，「大家蹲下來」是最

簡單的管理方法，而這種方法在臺灣的成人

監獄，或少監都很常見，在少監已經習慣蹲

下來，所以來到機構也是蹲來蹲去，蔚為奇

觀，有時候看著他們蹲下來，我會說，站著

不好嗎？他們會說：「我已經習慣了。」。

剛從少觀所轉到機構的小偉說：「我們

在少監的時候，只要做錯事，或是發生集體

鬥毆的時候，牢警第一句口令就是蹲下，如

果你蹲的太慢，就會被打，所以，我們已經

習慣蹲下來了。」

從少監剛出來，轉到機構的孩子，可能

還留著少監生活的印記，所以連吃飯也是一

次吃到飽，把整個飯碗裝的滿滿的，就算飯

廳的老師在旁邊提醒，不要把飯裝到太滿，

吃完第一碗再來裝第二碗，但是，孩子寧可

一次裝到滿，就算吃不完，也很難改過來。

也是在少監待過的小政說：「少監的飯經常

吃不夠，晚上也沒有點心，如果不想餓著上

床，只好搶飯吃。」，這種習慣一旦養成，

想要改變還得有時間，這一些都是機構化的

現象，通常在機構住久了，每天和老師生活

一起，久而久之，孩子知道老師的心思，所

以也就學會了如何陽奉陰違，慢慢失去了青

春期孩子的純真。

從吃飯到蹲下來甚至於罵三字經，都

是孩子在團體生活中社會化後變成內化的過

程，這些習慣一旦形成，就很難擺脫，說話

中一定要夾雜著三字經，有時候孩子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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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在罵誰，也因此團體生活中衝突不

斷，成為管教上最困難的地方。

剛來的時候，企圖改變孩子罵三字經

的惡習，只要被我聽到三字經，第一個處罰

就是刷牙，孩子刷了幾次當做消遣，所以這

個辦法也不管用。經過一段時間，不涉及體

罰，所有可以處罰的方法都用盡了，但是出

口成髒還是改不了，我已經無計可施，後來

一想，許多壞孩子都曾經在地方的寺廟，參

加過八家將的訓練，所以就來個不同的處

罰。

那一天，又有一位孩子罵了三字經，

我把孩子集合到附近的一間王爺廟，或是千

歲廟，要求那位罵三字經的孩子，在廟的中

堂對著神明罵三字經，果然孩子一句都不敢

再出聲，這個方法果然有點效果，有好一陣

子，沒有再聽見三字經的罵聲，機構中寧靜

許多。

  迷信其實有它的作用，壞孩子或許天

不怕地不怕，但是他們也怕受到神明的處

罰。後來聽說其他機構也為了孩子罵三字經

頭痛，甚至用戴安全帽綁嘴巴的方式，但是

被孩子投訴後，老師自己也受罰了。

小罪犯大逃亡

機構的生活其實是半開放式的，隱身在

郊區的果園之中，四周的果園以網式栽培的

木瓜為主，這些果園把機構團團包圍，而果

園的更遠處可以看到太武山的高壯身影，清

晨在此處還可以看到高山被雲霧所圍繞，機

構是洋式建築，教堂和宿舍及教室連成一個

結構，房子被青青的草地包圍，圍牆內是一

排小葉欖仁，長得有 3人高，圍牆外面只留

一條通往外面連外道路的小路，低低的圍牆

也等於是虛擬的，因為牆身很低，就算是半

成人高的孩子也可以輕易就爬過去，這樣的

地方本來就不是監獄的設計，所以，真的要

以這種方法囚禁孩子是很難的，尤其是正值

青春期愛玩的孩子，離開圍牆就是自由的天

地，法院的保護管束對他們而言只是一個模

糊的概念，所以，逃園記幾乎無時不刻就在

此地上演。

孩子的宿舍是在 2樓，每間宿舍有中

庭和兩側的房間，中庭是值夜班的老師住宿

的地方，一方面也可以在夜間照料學生，2

側的房間各有上下鋪位 2床，所以一間房住

著4個孩子，通常一個老師得照料8個孩子，

但是，老師也不是機器，是人總要休息和睡

眠，而逃亡總在老師睡眠時發生。

孩子其實很聰明，他會細心觀察老師作

息時間，等到老師睡著，通常是午夜 12點

以後，也是他們行動的時刻。從 2樓的寢室

要到樓下其實有好幾個死角，孩子很清楚的

知道，從那個地方離開是攝影機拍不到的，

俐落的由樓上割破紗窗，沿著陽台、冷氣

口，順利地踩到草地上，圍牆早已近在眼前

了。一周至少會逃園一次的小潘說：「離開

園區不為什麼，只是呼吸一下自由的空氣而

已。」當然事情並非孩子的說詞那樣簡單。

孩子偷偷離開園區，總是會和犯罪牽

扯一起，別的不說，身無分文的孩子一旦離

園，首先就面臨吃飯的問題，再來就是交

通，孩子不可能在一個地方都不流動，膽子

小一點的偷單車代步；膽子大一點就偷機車；

接著就是闖空門；或從停在路邊的轎車中搜

括財物，零錢或香煙，逃離保護管束的孩子

通常不敢回家，因為他知道一回去，就是回

到警察局。通常，老師發現孩子逃園，立刻

就會通報警方，接著是法院，因為逃離保護

管束，是要立即通報的，孩子可能出門就發

生意外，這個責任誰也負擔不起。

十之八九，孩子離開園區的第一個地

方，一定是網咖，這是可以提供孩子短期居

住的地方，只要身上有錢，要躲個幾天，並

不是問題。

但是，孩子只要一出門就犯案，這樣子

恐怕連 3天都躲不到，臺灣到處密布的警網

和監視器，真的讓人無法遁形。

小潘最久一次的逃園，一共在外面待

了 7天，他和一位同伴室友，結夥出逃，一

路上把偷來的機車騎光了油，然後再偷第 2

部機車，一路上小竊案不曾間斷，最後來到

屏東坊寮火車站，小潘告訴一起出走的同伴

說：從此地上車就可以回臺東的家，車費也

有了，你自己決定吧！ 2個人想了很久，還

是沒有上車，最後 2人都被警網搜捕到案。

警方帶回小潘後不久，小潘和同伴 2人就被

移送到少觀所留置，從 7月關到 9月，整

整 2個月，9月開學了，小潘和同伴回到家

園，我們以為小潘經過這次教訓，不會再逃

家了，但是開學沒幾天，小潘再度攀牆逃離

機構，一樣的下場，10幾天後在網咖落網，

這次對小潘不會幸運了，小潘被移送到田中

感化院，沒有機會再重回機構了。

依法，他必須待到 18歲，但是，很少

人知道，小潘不斷逃家的心路歷程，有一

次，我到少觀所探視小潘，他和我說了很多

話，他說：小時候和父親住在高雄那瑪夏的

山區，父親是一位酗酒的獵戶，唯一的生財

工作，就是盜挖受保護的樹木，每一次父親

離家工作，擔心他在山上亂跑，所以就把他

關在鐵皮屋裡面，他像囚犯一樣的生活，不

能去野外，也無法到學校，所以他離家後到

處流浪。有一次偷竊被捕，進了少觀所，但

是他暗中發誓，以後不再過被囚禁的日子，

追求自由是唯一的目標，我聽了心中沉痛，

往往，一味追求自由的人，最後卻失去自

由。

終曲

進機構生活的孩子，因為罪名不同，所

以生活方式也有很大的差別，搶奪案的孩子

比較暴力，所以看不起偷竊的孩子；殺人未

遂的孩子看不起毒品前科的孩子。有位孩子

的外表並不起眼，但是每天只要有空閒就不

斷的做伏地挺身，問他為什麼，他總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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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身體練好。因為這個原因，我第一次和

他做了手腕力的比賽，在比賽中他輸了我，

我得以進一步認識他。自由活動時間，孩子

總會找我比腕力，後來，他告訴我殺人未遂

的故事：他因為未成年騎摩托車，在一次飆

車時被警察追捕，追捕過程中，不幸的撞死

了一位路人，這一位死者是一位高齡的老

人，少年法庭以過失致死的罪名起訴

了少年，就是這個原因，少年

來到了感化安置機構。我從

他的故事中猜測，少年的

夜裡吶喊應該是和這一

次的過失致死有關，聲

音中正是表達罪惡和內

疚的糾纏，但是，少年人

可能無法從這種吶喊中逃脫

出來吧。

我在想，應該如何幫助這位吶喊的少

年？

經過幾位老師和心理師的會議後，我

們決定了一個破天荒的嘗試，剛好感化機構

附近有一家私立的老人安養院，我先帶著少

年去拜訪安養院，看看在此生活的老人：有

臥床不起的、有已經變成植物人的、有氣切

插管的老人，來到此地生活的老人，可以想

像孤獨和寂寞的心情。我問少年，願意不願

意到安養院擔任志工，少年乾脆的答應。因

為一句話，少年每周風雨無阻的去安養院報

到，從基本的餵食老人做起，每周 2天都

在安養院度過。有時候，感化院中有些贈品

食物，少年也會熱心的帶到安養院給老人分

享。

少年在安養院的工作持續了 1年多的

時間，有一天，他很高興的回來向我報告

說：他今天救了一位老人，這個老人因為餵

食的時候哽住了喉頭，他發現後很快送

醫，保住了老人的生命，他一邊

說著，臉上充滿了激動良善

的光彩。

從那天起，少年在夜

裡吶喊的聲音完全不再出

現，我並未把我的暗中發

現告訴他，隔了一段時間，

少年人感化期滿離開，在為少

年舉行的歡送會上，機構希望少年

當場說出一個願望，少年人說：我想再和老

師比一次腕力，許多學員都笑著說：輸不怕

啊！在那一次的腕力賽中，我故意放水輸給

了他，然後告訴他，你知道你丟掉什麼嗎？

少年搖頭說：我不知道，我悄悄對他說：我

很久沒再聽到你的夜間歌聲了，少年人一下

子紅了臉。

人心的罪惡和內疚，無法依賴別人施

恩，只能靠自己解救，吶喊的孩子做到了這

一點。

存在之鏡
文／鄭芳和     圖／編輯部 

存在是一面鏡子

透明而無聲

照著你、映著我

活似一張灰灰的天網

疏而不失

如一棵樹的皺褶，你

風霜滿面

如一隻蛾的撲火，我

塵垢滿身

一一現形

浮誇的你

恐懼的我

無所遁形

累世的滄桑

斜倚你我的肩膀

永劫輪迴

今生的浮沉

殞落你我的韶光

春心荒蕪

至美幻化至醜

靈魂沉睡光中

鏡子啊，鏡子

何時能抹去心中之魔，再現

嬰兒的你

天使的我

天真瑩光的眼

純潔無垢的臉

自我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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