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仙塵燃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服務報告 

2015/06/27 ~ 2017/11/30 



感謝您兩年半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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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於2015/6/29向衛生福利部申請「八仙塵爆燒傷

者生心理重建服務」接受政府與社會的監督，短短六天即達成五年

重建服務所需的經費新臺幣貳億陸仟萬元，陽光也立即終止專戶募

款，並於2016年起每半年於陽光官網公告服務暨財務報告，期盼能

不負社會所托，全力幫助燒傷者及 
家屬，走出創傷、恢復信心，重建 
生活。 
 
與您分享陽光兩年半來的服務成果 
以及他們努力的歷程，陽光也將持 
續陪伴他們愈來愈好！ 

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支持 



• 2015年八仙塵燃發生後四個月內，陽光設立三個新的重

建中心與一個住宿家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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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諮詢及生心理重建服務，目前已有116位傷友重回校園，

其中9位已於2017年畢業，120位返回職場工作，110位
持續接受密集復健 服務。 

• 本會「八仙塵燃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服務基金」勸募專戶

共募得269,024,547元，截至2017/11/30已支出

210,418,808元，剩餘經費預計2020年執行完畢。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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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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5/10/15 民生重建中心開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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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493,123 164,682,679 210,418,808 
(截至11/30) 

累積
占比 35.2% 60.8% 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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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6/29-2017/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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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18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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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管理 

62,905,539 

責信客服成本 徵信、客服業務執行等費用 5,329,804 

合計   210,418,808 

專案餘額：60,905,555元 (包含利息收入 2,299,816元) 
募款剩餘財務使用期間: 2017年12月01日~2020年6月28日 
剩餘款依每年服務規劃編列年度預算，並於每年向衛福部提出支出報告。 
實際發生之服務經費若超過勸募所得部分，將由一般捐款挹注。 
 

生心理重 

建服務費 

68% 

復健據點 

建置費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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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6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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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和民生等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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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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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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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了解復健計畫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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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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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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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人，2,069服務人次。 
• 團體諮商(含家屬支持團體)：319場，
共服務2,1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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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場次，1,446人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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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內基課程2班，共開設18堂課，共 
     有50人，3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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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人講座 
• 幫助傷友了解自己的興趣、能力，與
職涯可發展之方向。 

• 已規劃5場講座、9場職場參訪見習，
共120人次參與；並有26人進行職業
適性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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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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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規劃3堂企劃及簡報課，共有62位參與，
34位提出圓夢計畫，有25位通過審查，
預計106年底前完成圓夢計畫。 

• 共舉行6次定期聚集，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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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妝、美甲、行政協助等方
式回饋社會。 

 

 

 

 



活動分享 
關心‧用心‧創新 



體適能活動 
八仙運動「家」年華 揮汗展復健成效 

• 讓傷友活動筋骨及檢視復健成效，並鼓勵傷友維持運動習
慣、為復健加分。 

• 透過運動比賽聯繫傷友感情，並培養傷友團隊合作、共享
榮耀的運動家精神。 



戲劇工作坊 
學習表達自我 正向看待自己的改變       

• 讓傷友藉由戲劇表演表達自己的情緒感受，學習愛自己以
及相信自己值得被愛。 

• 安排八堂戲劇課程，一場成果展演，傷友回饋在過程中更
認識自己，並能更勇敢地面對未來。 

 



感恩節團聚 
細數復健來時路、感恩有彼此陪伴 

• 邀請已完成復健傷友「回家」同樂，聯繫及凝聚感情。 
• 透過復健紀實影片回顧，讓傷友感受進步、建立邁向未來
的勇氣。 

• 傷友寫下感恩小語，謝謝一路有彼此陪伴。 

 



第四屆0517臉部平權日，為讓八仙傷友能更安心的重回社會，陽光辦理臉
部平權特展，期能為傷友營造平權、尊重、友善的社會環境。 

• 5/12-16於臺北華山文創園區辦理臉部平權#WE ARE THE SAME!特展，
邀請Selina擔任代言人，八仙傷友出席支持。 

• 6/22- 6/25、 8/11- 8/15特展移師新竹及高雄辦理，八仙傷友皆以參與
活動表達對臉部平權的支持及期盼。 

2017臉部平權 
#WE ARE THE SAME!特展 

 



    個案歷程 
愛‧希望‧故事 



可渝 
勇闖馬拉松  跑出新人生 

「受傷的時候，覺得自己已經廢掉了。」可渝
說。因為八仙意外讓她全身63%面積、二到三
度燒燙傷，傷口遍布四肢，讓她寸步難行、連
最愛的跑步都要暫停；受傷前可以一次跑15公
里，受傷後有次想跑步卻只跑幾十公尺就痛到
受不了。 
 
但她從沒放棄，努力復健，傷後兩年參加陽光
基金會「圓夢計畫」，前往澳洲黃金海岸挑戰
半馬。比賽一開始很順利，但跑到11公里時出
現雙腿痠痛、呼吸急促，讓她只想停下腳步。
好在沿路民眾的加油聲讓她繼續邁出步伐、堅
持到底。最後可渝的完賽成績還比大會平均成
績快了5分鐘！未來，她夢想去世界各地參加馬
拉松比賽，繼續挑戰自我！ 



佑仁 
克服燒傷孿縮手  用心包出美味餃    

27歲的佑仁全身80%面積燒傷，住院2 個 
月，不只臉上留疤、雙眼還差點失明；而 
雙手傷及肌腱，手指彎曲都有困難。原本 
從事航運業的他，傷後無法從事勞力密集 
工作，擔心未來生活，感到前途茫茫。 

經由陽光圓夢計畫的支持，佑仁實現創業
夢─經營炸餃餐車！佑仁更精心改良口味，
將義式炸餃尺寸縮小符合台灣人習慣，也
不斷試吃研發各種口味，還堅持每日親自
到菜市場採購餡料。 

佑仁現在每天下午開賣、凌晨2點才收工； 
手指攣縮雖讓他包餃子困難重重，但經不 
斷苦練及嘗試也摸索出一套手勢，他自豪 
地說：「只要能讓顧客吃到美味、新鮮的 
餃子，一切付出就值得了！」 



佳齊 
志工服務回饋社會 是最開心的事 
25歲的佳齊全身72%面積燒傷，左腳因傷及
神經，一度失去知覺，經不斷復健和電療，
知覺雖已逐漸恢復，但走路仍感吃力。左手
也因無法握拳，不能行動自如。但喜愛彩妝
的她，仍參加陽光為八仙傷友規劃的彩妝生
活營，並加入陽光彩妝志工隊服務參與公益
活動，因為她還持續復健中，盼先用化妝筆
回饋社會。 

佳齊回想首次出任務非常緊張，第一個步驟
竟不知從何下手，她試著和對方聊天培養默
契，才慢慢找回手感。完成處女作後，佳齊
滿足地說：「能讓人感到幸福快樂，是件很
開心的事。」過去是幼教老師的她，非常喜
歡和小朋友互動，未來希望繼續從事教職。 



相妤 
感同身受 行動赴歐宣揚臉部平權 

全身85%面積燒傷的相妤，曾是大學新聞系
學會幹部及啦啦隊隊長，從小立志當主播，
因為燒傷波及臉部，讓她放棄了這個夢想，
但她說：「我的腦袋沒燒壞，復學後，成績
比大一、大二時還好，人生還有很多路可選
擇。」 

深刻體會外表受傷者在社會及職場上會失去
很多機會，相妤為讓更多人認識臉部平權，
申請陽光基金會「圓夢計畫」補助，2017年
8月親訪臉部平權發源地英國倫敦Changing 
Faces 總部，對他們推動臉部平權表達感謝，
並在瑞典、丹麥、瑞士、荷蘭宣揚臉部平權
理念，25天行程中獲得近百人認同，期許這
些人成為種子，將臉部平權的理念散播出去，
讓燒傷及顏損朋友有更友善的生活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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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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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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