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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0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10月13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7127 號

案由：本院委員趙正宇、林俊憲、林宜瑾、莊瑞雄等 24 人，鑑於遊
民安置與輔導為我國社會救助工作及弱勢生活照顧不可或缺
之一環，亦為人權維護之重要手段，故應由中央主管機關主
導，以全國一致性為原則，俾遊民族群可獲得平等、妥適之
服務。惟現行法授權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自行研擬
遊民安置輔導措施，致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社會安全網之建
構有所疏漏。爰擬具「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設
置「遊民安置與輔導」專章規定，期能有效整合社福資源，
推動我國社會救助業務之完善。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依現行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衛生福利部並函頒「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以為地方政
府修正遊民輔導相關規定之參考。惟各縣市之規範仍未盡一致，且依地方自治精神自行辦
理，使遊民難以獲得平等、穩定、妥適之服務，更不利於全國社福體系及社會安全網之建
構。據內政部相關考察報告指出，日本就遊民之管理輔導訂有全國一致完備之實施綱要，
而無我國跨區域不易安置、預算經費短缺等問題。有鑑於此，考量遊民之流動性質，遊民
安置與輔導機制宜由中央主管機關主導建立，以全國一致性為原則。
二、遊民安置與輔導業務包含緊急服務、過渡服務及穩定服務等階段，涉及衛政、社政、民政
、勞政及其他相關部門資源之整合，本不限於現行社會救助法所定之生活扶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災害救助四類措施。現行法將遊民救助納入第二章「生活扶助」中，顯未給
予應有之重視，且與實務運作不盡相符。爰增訂第二章之一「遊民安置與輔導」，並修正
第一條及第二條條文，就相關事項為獨立之規範，以完善我國之社會救助體系。
三、我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現行之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或辦法，對「遊民」之界定有
所差異，不利於社會救助業務之整合及推行，且有損害遊民權益之虞。爰增訂第四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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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本法「遊民安置與輔導」之服務對象為「經常性宿於街頭、公共場所、公眾得出入
之場所或居無定所，而有社會救助需要者」。
四、依現行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地方政府列冊之對象僅限於不願接受安置之遊民
。惟遊民受收容安置後離開社會救助機構、重回街頭之情形非屬罕見，為避免行政資源之
浪費及救助服務之中斷，實應由主管機關及早列冊，以利個案資訊之追蹤掌握及福利服務
之持續提供。爰修正第十七條，於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主動查報遊民
並予以列冊，提供緊急性服務措施及收容安置；第二項針對遊民不願接受安置之情形，明
定政府應自行或結合民間資源，提供外展服務，以維護其基本生活安全；第三項規定中央
主管機關應主導建立全國通用之遊民查（通）報列冊資訊系統，以加強各地方政府相關業
務之聯繫合作，避免遊民之安置輔導受行政區劃之限制；第四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統一
制訂遊民查報及救助之服務內容及作業流程，以確保相關業務穩定推行，不因地方財政能
力或政策偏好之考量而遭受不當影響。
五、針對民眾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或急難救助之申請，現行法規設有戶籍地、家庭環境調查等
限制。惟遊民具流動性，多無固定之居所，且與其原有家庭失去聯繫，往往難以符合前述
要件，造成社會安全網之漏洞。爰增訂第十七條之一，於第一項明定地方政府應主動協助
遊民申請社會救助或其他相關福利補貼或津貼；第二項並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
訂定遊民申請之資格、程序等相關辦法，以確保社福業務之推行不對遊民族群造成歧視。
六、「過渡服務」及「穩定服務」為遊民安置輔導之重要階段，旨在協助遊民重建生活，並促
進其自立及社會參與。爰增訂第十七條之二，於第一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
依需求評估結果辦理各項安置輔導措施，提供遊民持續性支持服務；第二項並允許地方政
府委託民間辦理，以建立適當之公私合作機制；第三項授權中央主管機關主導訂定遊民安
置及輔導之內容、實施方式等相關辦法，以確保我國社會救助業務之全面推行。
七、遊民安置與輔導及其他相關社會救助工作，非僅由政府部門推行，亦仰賴民間資源之投入
。爰增訂第十七條之三，規定各主管機關應訂定適當之獎勵、補助或輔導措施，以協助民
間機構及團體參與辦理遊民服務輔導業務。
八、為推動社會福利體系之完善及社會安全網之建構，公、私各部門除分工辦理外，亦應加強
橫向及縱向之聯繫整合。爰增訂第十七條之四，規定各主管機關應會商相關機關及民間機
構、團體，建立各項服務之銜接及協調機制，並定期召開聯繫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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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救助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一條

為照顧低收入戶、中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照顧低收入戶、中

提供遊民照顧服務，協助其生

低收入戶、遊民及救助遭受
急難或災害者，並協助其自

低收入戶及救助遭受急難或
災害者，並協助其自立，特

活自立及社會參與，係我國社
會救助立法之重要目的之一。

立，特制定本法。

制定本法。

為給予其應有之重視，促進遊
民安置輔導業務之推行，爰修
正本條文，將「遊民」納入規
範。

第二條 本法所稱社會救助，
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
難救助、災害救助及遊民安
置與輔導。

第二條 本法所稱社會救助，
分生活扶助、醫療補助、急
難救助及災害救助。

遊民安置與輔導業務包含緊急
服務、過渡服務及穩定服務等
三階段，且涉及公、私各部門
之分工及整合，並不限於本法
所定之生活扶助、醫療補助、
急難救助或災害救助四項措施
。爰修正本條文，將「遊民安
置與輔導」獨立為一類，以完
善本法所定「社會救助」之內
容及範圍。

第四條之二 本法所稱遊民，
指經常性宿於街頭、公共場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遊民安置與輔

所、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或居
無定所，而有社會救助需要

導」專章之設立，為推動全
國相關社會救助業務之公平

者。

施行，避免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對遊民之認定缺乏
統一性，爰增訂本條文，就
本法所稱「遊民」為明確之
定義。
第二章之一

遊民安置

一、本章新增。

與輔導

二、現行法規將遊民安置與輔
導業務納入「生活扶助」一
類，並授權直轄市、縣（市
）政府自行訂定實施方式及
相關規範，恐使社會救助之
推行受地方財政能力、政策
偏好及其他考量之不當影響
，不利於我國社會安全網之
建構及基本人權之保障。爰
增訂「遊民安置與輔導」專
章規範，統一由中央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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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主導相關業務政策。
第十七條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

第十七條

警察機關發現無家

一、有鑑於遊民受收容安置後

定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應主動查報行政轄區

可歸之遊民，除其他法律另
有規定外，應通知社政機關

離開社會救助機構、重回街
頭之情形實屬常見，倘未及

內之遊民，並查明其身分，
予以列冊，依其需求提供或

（單位）共同處理，並查明
其身分及協助護送前往社會

早予以列冊、追蹤，恐造成
行政資源之浪費及救助服務

轉介必要之醫療、安置或其
他緊急協助，維護其基本生

救助機構或社會福利機構安
置輔導；其身分經查明者，

之中斷。爰修正第一項條文
，明定直轄市、縣（市）主

活安全。
前項情形，對於不願接

立即通知其家屬。不願接受
安置者，予以列冊並提供社

管機關應主動查報、列冊並
提供遊民適當之緊急服務或

受安置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民

會福利相關資訊。
有關遊民之安置及輔導

安置措施，以維護其基本生
活安全。

間資源，提供社會福利相關
資訊及關懷服務。

規定，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二、配合「遊民安置與輔導」
專章之設立，爰刪除第二項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為強化遊民之安置及輔
導功能，應以直轄市、縣（

，將第三項移列至第十七條
之四並為修正。

建立遊民查（通）報列冊資
訊系統，以強化遊民救助服

市）為單位，並結合警政、
衛政、社政、民政、法務及

三、對於不願接受安置之遊民
，實務上地方政府常結合民

務機制。
第一項遊民查報、列冊

勞政機關（單位），建立遊
民安置輔導體系，並定期召

間機構、團體，辦理各項街
頭外展服務，提供遊民適當

及緊急協助之內容、流程、
資料格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開遊民輔導聯繫會報。

之關懷與協助。爰修正第一
項後段條文，並移列為第二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
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項，明文規定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自行或結合

關定之。

民間資源，對不願接受安置
之遊民提供社福資訊及相關
服務。
四、遊民具流動性，倘由各地
方政府自行列冊服務，恐不
利於社福資源之持續提供及
全國性安置輔導機制之運行
。爰增訂第三項條文，明文
規定中央主管機關應主導建
立全國一致之遊民查（通）
報列冊資訊系統，以加強各
政府部門之聯繫。
五、為確保遊民服務辦理之有
效性及公平性，相關措施之
內容、流程等事項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統一規範，以利督
導。爰增訂第四項條文，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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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辦法。
第十七條之一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對於經依前條

一、本條新增。
二、為積極實現遊民族群之合

第一項規定列冊之遊民，應
主動評估其需求，協助申請

法權益，促進社會安全網之
建構，政府部門應主動提供

社會救助或其他相關福利補
貼或津貼。

適當之引導及協助。爰增訂
第一項條文，明文規定直轄

前項社會救助、福利補
貼或津貼之申請資格、應檢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
個案需求主動協助申請社會

附之文件、核定程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救助或其他相關福利補貼或
津貼，以紓解其經濟壓力。

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定之
，不受本法及其他相關法令

三、現行法規所定之生活扶助
、醫療補助及相關福利補貼

規定之限制。

或津貼制度，多對申請人設
有戶籍地、家庭環境調查等
資格限制。惟遊民流動性較
高，亦常與其家庭成員中斷
聯繫，倘政府部門未調整相
應之申請資格，恐對遊民族
群造成事實上之歧視。爰增
訂第二項條文，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針對
各項扶助及補助措施制訂遊
民適用之作業辦法，避免社
福制度有所疏漏。

第十七條之二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應依需求評估

一、本條新增。
二、過渡服務及穩定服務為遊

結果辦理下列安置及輔導措
施，提供遊民持續性支持服

民安置輔導之重要階段，亦
為我國社會救助法照顧弱勢

務，以促進其生活品質，協
助其自立及參與社會：

、協助自立精神之彰顯。爰
增訂第一項條文，明文規定

一、收容安置及照顧。
二、生活重建。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依遊民個案需求提供收容

三、心理重建。
四、就業促進。

安置及照顧、生活重建、就
業促進等持續性支持服務及

五、住宅服務。
六、其他有關遊民生活自立

輔導措施，以協助其自立、
參與社會，推動社會救助制

及社會參與之輔導措施。
前項安置及輔導措施，

度目的之實現。
三、我國社福體系之實務運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得委託民間辦理。

，常有賴民間機構、團體及
其他相關資源之投入。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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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安置及輔導措施
之內容、實施方式及其他應

訂第二項條文，允許地方政
府委託民間辦理遊民安置及

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商直轄市、縣（市

輔導業務，以加強公私合作
機制。

）主管機關定之。

四、為確保遊民服務辦理之有
效性及公平性，各項過渡服
務及穩定服務措施應由中央
主管機關統一規範，以利督
導。爰增訂第三項條文，授
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訂定相
關辦法。

第十七條之三 各主管機關應
訂定適當之獎勵、補助或輔

一、本條新增。
二、除本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

導措施，協助民間辦理遊民
關懷照顧、收容安置、支持

主導建立之遊民安置輔導機
制外，政府部門亦應積極協

輔導及其他遊民服務工作。

助、推動民間服務數量及品
質之提升。爰增訂本條文，
明文規定各主管機關應訂定
相關獎勵、補助或輔導措施
，以健全我國之社會安全體
系。

第十七條之四 為健全遊民安
置與輔導體系，各主管機關

一、本條新增。
二、為避免中央、地方相關機

應會商相關機關及民間機構
、團體，建立各項服務之銜

關及民間機構、團體各自為
政，缺乏有效之分工合作，

接及協調機制，並定期召開
遊民輔導聯繫會報。

各單位應加強聯繫整合，建
立完善之團隊工作模式。爰
增訂本條文，明文規定各主
管機關應推動建立相關服務
之銜接及協調機制，並定期
召開聯繫會報，以促進我國
遊民安置輔導體系之發展，
實現本法照顧弱勢、協助自
立之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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