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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塵燃五年了！再次向您致上最高的謝忱，感謝您在事發後第一時間對陽光服

務的信任，以行動支持陽光全力投入八仙塵燃燒傷朋友的身心復健服務工作。

八仙塵燃是台灣史上一個重大公安事件，但就在事件屆滿五周年前夕，發生KTV

大火死傷事件，民宅火災意外不斷，令陽光痛心不已，八仙塵燃近500個家庭經歷

的傷痛不該被遺忘。我們要鄭重呼籲主管機關及執法單位，落實公共安全法規的

執行與監督，並教育民眾居家安全的防範；陽光也將持續善盡一己之力，於民間

宣導「預防燒傷預防悲傷」的重要性。

八仙塵燃重大燒傷事件，對長期深耕燒傷重建服務的陽光帶來艱鉅挑戰，感動台

灣社會滿滿的愛心與關懷，讓陽光可以在同一時間因應產生的大量服務需求，於

四個月內完成全國復健網絡建置，無縫承接傷友出院後的長期重建任務，從初期

的密集生心理重建，到準備重返社會與職場的發展性服務，陽光一路相伴。

重建希望迎向未來



不論是八仙塵燃大型公安燒傷意外或是因微小疏失引起的火災，陽光基金會深知燒

傷重建歷程代價甚鉅，2018年與臺北市消防局防災科學教育館攜手打造「陽光即刻

救援數位互動展」，要提升大眾的防災意識，使燒傷傷害不再，降低憾事發生；

同時帶領民眾回顧八仙塵燃事件，同理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歷程的艱辛。此外也持續

透過影片、策展及路跑等形式，讓不同族群的人都能認識臉部平權，支持八仙傷友

重返日常，也為每個獨一無二的你我，營造友善平權的社會。

在五年專案即將畫下句點的此刻，本人謹代表陽光，向信任陽光的中央機關與地方

政府、慷慨支持陽光的企業和民眾、全力以赴一起打拼的工作同仁、以及每一位承

受著重創卻仍努力從谷底奮起的傷友們，致上最深致的感謝與敬意！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董事長

重建希望迎向未來



• 2015年八仙塵燃發生後四個月內，陽光設立四個新的重

建據點與一個住宿家園，並擴充既有服務據點。陸續為

400位輕、中、重等不同受傷程度之傷者積極展開關懷、

諮詢及身心重建服務；本會持續追蹤服務對象中，目前

有54位傷友就學中，310位穩定就業，此外尚有5位傷友

持續接受生心理重建服務中。

• 本會於2015/6/29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勸募「八仙塵爆燒傷

者生心理重建服務基金」，短短六天勸募專戶共募得

269,024,547元，達成五年重建服務所需的經費，陽光也

立即終止專戶募款，截至2020/05/31已支出271,860,740

元。

前言



• 計畫為期5年，目標提供300位傷友心理社會服務、220位密
集復健服務；實際開案服務328位傷友，293位接受密集復
健訓練服務。

• 服務前3年為「重建階段」，幫助傷友生心理重建和社會適
應，同時提供傷者家庭所需各種支持性服務。第4、5年為
「發展階段」，待生心理重建穩定後提供生涯發展、職業協
助及職場適應等發展性服務。

重建階段

發展階段

八仙塵爆燒傷者
生心理重建服務計畫



八仙塵燃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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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全國服務網 擴充服務量能

既有服務單位

擴建服務單位

新增服務單位



設立在地重建服務據點

• 2015/08/24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及新北陽光家園正式營運
新北陽光家園已於2017/05/31 完成服務任務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已於2020/01/31完成服務任務

• 2015/10/15 民生重建中心開幕
民生重建中心已於2018/06/15完成服務任務

• 2015/10/16 桃竹中心(附設復健中心)開幕

• 2015/11/29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開幕



經費使用狀況

公開‧透明‧誠信



八仙塵燃專案募款收入

八仙塵爆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服務基金

• 勸募字號：衛部救字第1040119640號函

• 募款期間 : 2015年6月28日~9月28日
八仙專戶甫成立一周內(7/3)即達勸募目標，本會即停止收受捐款。

• 預定籌募金額：250,000,000元整

• 實際籌募金額：269,024,547元整

• 計畫執行期間：2015年~2020年(五年)

實際發生之服務經費超過勸募所得部分，將由一般捐款挹注。



勸募經費使用計畫

年度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合計

預估
金額

95,521,643 64,478,357 5000萬 4500萬 1000萬 600萬 2.71億

預估
占比

35.3% 23.8% 18.4% 16.6% 3.7% 2.2% 100%

累積
實際
金額

95,493,123 164,682,679 222,958,975 252,327,385 270,237,954 271,860,740 271,860,740

累積
占比

35.2% 60.8% 82.3% 93.1% 99.7% 100.3%

生心理重建
生理重建服務 / 心理暨社會重建服務

家庭及生活服務 / 支持性服務

發展階段
工作能力強化

就學就業個別化生涯發展



2015/6/29-2020/05/31
各項支出比例

計畫 項目 金額

生心理重建服務費

經濟補助服務

生理復健服務

輔具製作及耗材

心理重建服務

社會適應服務

居住服務

197,948,943

復健據點建置費

復健據點建置租金及裝修設備

復健器材添購

耗材及庶務等

68,581,993

責信客服成本 徵信、客服業務執行等費用 5,329,804

支出合計 271,860,740

勸募收入 捐款 269,024,547+利息2,612,873 271,637,420

專案餘額：-223,320元 (超過勸募所得部分，由一般捐款挹注。)

生心理重建服

務費 73%

復健據點建置

費 25%

責信客服成本

2%



服務成果

服務‧關懷‧防治



心理師

治療師

教保員

家庭支持服務 生理復健訓練

發展性服務 社會心理服務

傷友

以個案為中心的生活重建

社工 生活

服務員



生理復健訓練

機構復健服務
•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民生重建中

心、桃竹服務中心及中部地區燒

燙傷重建中心，加上既有之臺北、

高雄重建中心，為塵燃傷者提供

機構復健服務。

• 已服務 293人密集復健訓練，累

積服務量達36,960人次，案量已

超過預期目標值。



生理復健訓練

壓力衣服務( 各重建暨區域中心治療師皆參與壓力衣量身、諮詢)

• 臺北、新北、民生及中區等四所重建中心的治療師團隊親
為傷者提供壓力衣量身製作與諮詢服務；並視復健過程中
身體及疤痕變化，修改壓力衣。

• 服務325人/ 服務量達7,865人次。

居家復健

• 團隊到個案家中提供復健指導和評估。

• 服務45人/服務量達212人次。



居住服務

• 對於自我照顧困難、交通不便或居家環

境障礙度高的傷友，於新北陽光家園提

供居住服務，協助傷友學習自我照顧和

生活重建。

• 新北陽光家園已於106/5/31完成八仙傷

友住宿服務，共提供46人居住服務。



家庭支持服務

 家屬支持服務

• 辦理衛教講座和復健座談會，協助
家屬學習照護、了解復健計畫並溝
通復健目標與期待。共31場，共有
790人次參與。

 燒傷照顧能力培訓

• 協助傷者和家屬認識並學習傷口照
護，共辦理16場，合計138人次參
與，並有個別指導3人次。



經濟補助

• 1,895人次醫療復健交通補助

• 111人次租屋補助

• 256人生活補助

• 1人急難救助

• 1,622人次輔具補助 (透明面膜25人次、壓力衣

1,153人次、矽膠片675人次、人工皮69人次)

• 60人次/醫療補助

幫助傷者可無後顧之憂接受生心理重建服

務。



社會心理服務

 家屬座談會

• 受傷初期在會內和醫院辦理家屬座談
會，提供燒傷資訊和衛教建議，並詳細
說明陽光服務，協助傷友家屬規劃出院
後的安排。

• 共辦理22場，共485人次參與。

 社工關懷服務
• 陽光社工團隊，持續為傷者提供專業

關懷，為傷友及家屬進行生心理重建
服務；同時定期關懷傷者後續復健情
形與需求。

• 關懷總人數403人；社工開案密集服務
達328人，累積服務22,172人次。



 心理重建服務

• 對於心理創傷、情緒調適和自殺防治
等需求，提供個別或團體的諮商服務。

• 心理諮商：219人，2,459服務人次。

• 團體諮商(含家屬支持團體)：333場，
共服務2,223人次。

社會心理服務

 支持性方案服務

• 透過多元的活動形式，提供傷友及家
屬社會參與，以及生活與情緒支持。

• 共58場次，1,902人次參與。



發展服務

 個人潛能開發-出走旅行

• 藉由物質受限的行程設計，培養成員
的生活能力與溝通表達能力，並引導
成員去正視、面對挑戰，激發潛能，
促進解決問題的能力。

• 透過旅行中實際行動的過程，讓成員
學習與自我對話，更了解自己的興
趣、價值觀、人格特質，以達到認識
自已與自我管理之目的。

• 共有2梯次，13人參與。



發展服務

 探索啟航 –單車破風

• 透過體能與意志力之自我挑戰過程，學
習面對挫折與處理壓力，促進傷友自我
認識與自我肯定，進而提升價值感與生
命動力。

• 22人完成三天兩夜235公里單車騎行

北台灣。

 個人潛能開發-卡內基課程

• 讓傷友學習自我表達、人際互動，並學
習正向、彈性因應壓力的技巧，同時獲
得學習生涯願景的實踐力。

• 2017年開設卡內基課程2班，共18堂
課，50人/366人次參與。2018年有11人
個別參與公開課程方式進行。



發展服務
 達人分享

• 邀請各領域達人分享其個人生涯探
索、規劃與實踐的經驗，豐富服務對
象對生涯發展的想像與視野，並激發
其成就動機。

• 達人分享2場次，共有18人次參與。

 職涯發展

• 為幫助傷友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
與職涯可發展之方向，共辦理6場職
人講座、7場職場參訪/見習，共109
人參與。

• 並有28人進行職業適性診斷，以及17
人透過職涯個別諮詢，由職涯/心理專
業諮商師協助傷友認識自己與釐清職
涯方向，並擬定具體行動計畫。



發展服務
 圓夢計畫

• 鼓勵傷友在傷後仍可跨出腳步，嘗試挑戰自
我並規劃、實現心中夢想。

• 2017-2019年共規劃9堂企劃及簡報課，86
位提出圓夢計畫，有63位通過審查，其中
106年與107年分別有21位、15位完成其圓
夢計畫，並為傷友辦理圓夢發表會，激勵圓
夢傷友勇於追夢；108年則有14位傷友正在
逐夢的路上。

• 三屆共舉行11次定期聚集， 163人次參與
討論圓夢計畫執行過程的甘苦、彼此支持與
激勵、提供建議、形成團隊。

• 鼓勵傷友進行公共服務每位執行至少8-12
小時，透過參與淨灘、臉部平權展、活動攝
影、行政協助等方式回饋社會。



社教宣導與知識分享

校園及社區宣導

• 為了能讓傷友更順利回到學
校，陽光團隊直接進入社區推
廣燒傷以及臉部平權的理念，
努力使環境變得更友善。

• 校園宣導24場，共1,910人次參
與。

專業推廣

• 擔任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課程的
講師，分享燒傷服務經驗和實
務建議。

• 對象包含社工人員、學校老師
與職員、治療師及相關醫療人
員等。

• 共57場，共4,056人次參與。



社教宣導與知識分享

防災科學教育館

• 台灣近年如八仙塵燃等大型燒傷公安
事件頻傳，有鑑於生心理重建歷程艱
辛，陽光深刻體認『預防勝於治療』
的重要故與北市消防局攜手打造「陽
光即刻救援數位互動展」。

• 展覽邀請三位八仙傷友分享勇敢的生
命故事，並由Selina任家萱為防災教
育獻聲，讓故事更加感動人心，以嶄
新多媒體互動體驗傳遞正確防災知
識、記取重大公安意外的慘痛教訓，
讓悲劇不再重演。



517臉部平權日宣導

• 2016年起陽光臉部平權日，以八仙傷友

重回社會可能所面臨的社會處境，邀請社

會大眾重視臉部平權，營造尊重友善平等

的社會環境。活動並邀請八仙傷友分享生

命故事、演出及參與影片拍攝推廣。

• 2016-2018年共舉辦6場臉部平權#WE 

ARE THE SAME!特展，2018-2019年舉

辦「臉部平權運動 臺北國道馬拉松」，

邀請八仙傷友參與，超過5萬名民眾響應

支持，一同以實際行動實踐臉部平權。

社教宣導推廣



活動分享

關心‧用心‧創新



復健表揚活動
為傷友努力喝采、鼓勵傷友持續復健

• 表揚進步顯著傷友，為其他傷友樹立榜樣，並激發傷友復
健動機、鼓勵傷友復健不輟。

• 服務同仁設計趣味活動讓傷友同樂，增進彼此扶持情感。



社會適應活動

鼓勵傷友接納自我、重返社會

• 透過形象重建、年節聚會、戶外聯誼參訪等活動訓練傷友

日常生活能力，增進傷友自我接納信心，提升與人群接觸

意願。



體適能活動
訓練活動能力，找回身體的主控權

• 透過有氧、瑜珈、球類等運動，改善傷友關節活動角度及

心肺功能，持續增進身體功能，為傷友建立信心。

• 並藉此團體活動凝聚傷友感情、彼此砥礪持續復健。



支持性團體
照顧心理議題、打造強壯心靈後盾

• 透過正念減壓、藝術治療、團體談話治療等活動提供傷友
及家屬心理支持，提升自我接納及情緒管理能力。

• 透過團體相聚，照顧傷友及家屬心理健康，建立傷友重返
社會能力。



個案故事分享

愛‧希望‧故事



繼續前進 愈來愈好

聲宏在五年前的八仙塵燃事件中，原本可以安然無
恙，但為了救人再次衝回火場，造成全身62%面積
2-3度燒傷，並傷及小腦。在醫院住了近半年，出院
時聲宏被告知日後可能無法擺脫坐輪椅跟無法控制
的顫動。

聲宏的媽媽沒有放棄，除了帶著聲宏繼續往醫院尋
求幫助，在陽光社工的建議下，也開始到陽光桃竹
中心復健。復健的過程很艱辛，聲宏也會因痛苦而
忍不住想要逃避，但想到媽媽的叮嚀與辛苦，還有
在桃竹中心裡有很多跟聲宏一樣在事件中受傷的孩
子，大家彼此激勵。聲宏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會
好」，所以他更努力復健，在受傷後第425天的八仙
傷友大會上，聲宏在治療師的協助下，攙扶著助行
器努力撐起自己的身體，從輪椅上站了起來。聲宏
也對自己能再走路更有信心，繼續努力復健，要為
自己往前走。



聲宏也很積極參與陽光安排的各項活動，包含社工為在事件中因氣切造成
聲帶損傷的傷友安排的音樂課，希望藉由音樂課的發聲練習，可以幫他們
聲帶復健。聲宏在音樂課中得到了很大的抒發，也發掘了自己對音樂的興
趣。後來他在復健之餘，會藉由寫詞抒發情緒，更報名參加陽光基金會
「燒傷青年圓夢計畫」，如願在2020年2月在數位音樂平台上發表自己的
創作作品。

現在的聲宏雖然仍需要輪椅代步，但是
他已經能夠步行前進，他更努力克服及
控制自己的顫抖，可以清楚地表達自己
的意見，唱出自己的心聲，生活已能夠
完全自理。但為了讓自己可以走得更久
更遠，聲宏仍持續在陽光裡按表操課復
健，更持續創作，希望未來成為專業作
詞人。

繼續前進 愈來愈好

https://www.kkbox.com/tw/tc/album/7G8n4gpma2qJ90F42BuB009H-index.html?fbclid=IwAR2mOdvZbl9h6dGdBJj4Ky_6H3oy2gatTFC6RLGGzdUxyTEfBFE0Ik8bTo8
https://youtu.be/bM97IzegQYE


繼續前進 愈來愈好

聲宏說，這五年來要感謝的人很多，
不論是陪伴她復健的治療師，或是鼓
勵他持續創作音樂的社工們，都是讓
他愈來愈好的重要幕後推手，但是最
重要的是要感謝媽媽的一路相伴。聲
宏提及媽媽滿是心疼與不捨，第一首
創作的歌《愛的飛翔》即是獻給媽
媽，因為媽媽的愛讓他有勇氣再站起
來，他也會堅持永不放棄，告訴自己
「會好的，繼續加油！」



服務相關影片

分享網址 : https://goo.gl/8A6zUv

一切會愈來愈好 我們一起努力

相約三年後 - 八仙紀錄片第一年歷程分享

分享網址 : https://goo.gl/juZSl5

愛與陪伴 –八仙紀錄片第二年歷程分享

分享網址 : https://goo.gl/3s7hXz

https://goo.gl/8A6zUv
https://www.facebook.com/Sunshine.Taiwan/videos/10153926746872625/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TLB9dy5hd8TkpTbktJc0E3Xzg/view
https://goo.gl/juZSl5
https://goo.gl/3s7hXz


八仙塵燃紀錄片「夢迴樂園」

預告片欣賞 : https://goo.gl/LLey44

「夢迴樂園」以影像紀錄八仙塵燃

傷者三年來的身心復健經歷，以及

傷者們展現的意志力，並透過導演

第三者的觀點，用詩意的鏡頭鬆動

沈重的議題，與四位紀錄對象如朋

友般的對話，用代表年輕傷友黑色

幽默的語法來喃喃敘述八仙塵燃後

的改變與反思。

歡迎您加入包場支持行列。

https://goo.gl/LLey44


感謝有您

陪伴‧支持‧鼓勵



感謝捐助單位

企業捐款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全聯佩樺圓夢社會福利基金會

財團法人聯發科技教育基金會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美商如新華茂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中華民國國立台灣科技大學EDBA/EMBA校友會

中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相信音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商太古商用汽車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台北市龍門扶輪社

英屬維京群島商瘋頭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采盟股份有限公司

億可國際飲食股份有限公司



通路贊助

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來來超商股份有限公司

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全聯福利中心

Yahoo公益

物資贊助

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友華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耀億工業股有限公司

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恬褋仕股份有限公司

明基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喬福集團

感謝捐助單位



感謝服務協力單位

政府單位

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社會局

桃園市政府社會局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

服務支持

5% design action      Cama咖啡

卡內基訓練 好萊塢的秘密

成旅晶贊 宜蘭礁溪老爺酒店

雲門舞集 綺色佳紋繡藝術學院

影音創客 璞園籃球隊

小凱老師 GABEE創辨人林東源先生

眼球先生 貝殼放大林大涵執行長

吳依霖老師 寶渥創始合夥人林大班先生



感謝名人朋友支持鼓勵

Selina 任家萱、張鈞甯、林志玲、林又立、JJ林俊傑、林依晨、陳意涵、

蔡岳勳、于小惠、拐拐、伊林娛樂 - 溫昇豪、林利霏、李懿、梅賢治



感謝您的支持與鼓勵！

您的建議與回饋將是我們前進的動力。

陽光基金會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91號3樓
服務電話 : (02)25078006#503、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