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仙塵爆事件服務報告 
09/01 ~ 30 



前言 

八仙樂園粉塵爆造成499人受傷，燒傷面積超過40%的傷者達60%。傷

者在全國12縣市40多家醫院接受治療，傷害之大及影響深遠前所未有；

身為專責燒傷及顏損者服務的社福組織，陽光基金會責無旁貸，位於

台北、桃園、台中、嘉義、台南、高雄、花蓮的各服務據點全體動員，

積極展開初期的應變服務以及中、長期的服務規劃佈署。 



9/01~30 服務重點 
 

• 全區社工關懷服務  & 機構復健展開 
隨著八仙傷患的陸續出院，陽光提供即時諮詢關懷，幫助做好出院準備、進
行生心理重建服務需求評估、提供後續社區重建服務的銜接；陽光全國各服
務據點，包含雙北市陸續啟用的新北重建中心 以及 既有之桃竹工作站，均已
陸續為塵爆傷者積極展開機構復健服務行動。 
 

• 就學宣導暨臉部平權推廣 
此次受傷的對象多數為年輕人及學生，為了幫助這些重回校園的同學們能順
利復學，陽光社教團隊親赴多所大專院校辦理講座，幫助老師及同學們了解
燒傷後的生心理歷程及宣導臉部平權觀念，期許不久的將來同學們回到校園
後均能受到同校師生的支持與同理。 
 

• 建置台北民生重建中心、桃竹服務中心 
為滿足多數傷患較為集中的雙北市與桃竹地區迫切的生理重建需求，繼新北
陽光家園及新北重建中心 8/24啟用後，台北民生重建中心 及 桃竹服務中心  
的施工工程也在本月進入完工倒數；預計10上旬啟用。 
 
 
 



 

陽光全國 北(雙北/桃竹)中(台中)南(高

雄/台南 /雲嘉)  東(台東/花蓮) 等社工

團隊，為陸續出院與即將出院傷者提

供專業關懷服務；透過 諮詢/訪視/電

訪/參訪等，為傷友及家屬進行開案評

估，安排及進行生心理重建服務。 
 

• 本月共提供服務 777人次  
• 7~9月 累計開案 213人 

 

 

 

 

社工關懷服務 

陽光全區服務塵爆傷者比例 



 機構復健服務 
陽光全國各服務據點，包含雙北市陸續啟用的
新北重建中心 以及 既有之桃竹工作站，均已
陸續為塵爆傷者展開定點機構復健服務。 
 

• 共提供 147人 / 1017人次 機構復健服務 
 

 壓力衣服務 
由陽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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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變化需求，調整修改壓力衣。 
 

• 共提供 190人/267人次壓力衣服務  
 
 
 

機構復健服務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8/24開始提供復健 
傷友多為年輕人，全數均下肢受傷，多數
也上肢受傷，有愈晚進來復健者、愈嚴重
的趨勢。 
 

• 本月開案及持續復健70人 

• 復健諮詢81人 

• 機構復健服務  43人/655人次   

• 傷友支持團體 3場/ 28人次 

• 住院傷友家屬參訪  5場/ 34人次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復健服務 



台北陽光重建中心8月上旬開始提供塵爆

傷者復健服務，傷者均下肢及上肢受傷，

因傷者多為學生，家屬陪同復健蔚為常態，

關心之情溢於言表；又因傷者彼此關係多

為同儕，常互相加油打氣故復健更有動力 。 
 

• 本月機構復健  65人/241人次   

• 壓力衣服務  160 人 

• 壓力衣服務  222 人次  

台北重建中心復健服務 



 家屬支持座談會 
隨著塵爆傷者陸續出院並至陽光進行復健，
如何面對出院後種種生活重建的調適與挑
戰，以及日常傷口護理與長期的心理調適；
陽光持續辦理家屬團體座談會，讓家屬獲
得燒傷知識及心理支持。 
共服務家屬計 4 場/52人次 
 

 生活關懷照護 
協助八仙塵爆傷者申請大金空調，讓傷者
得以有舒適的生活照護空間。  
• 9月共為 82名案家完成空調安裝 
• 累計 248戶完成申請/160戶安裝完成 
 
 
 
 
 

 
 

家屬支持 & 生活照護 



官網/FB--即時服務&資訊分享 
 

• 9月民眾持續關心八仙塵爆事件，網站瀏覽量達
50,397人次，FB粉絲頁共觸及1,465,551人次， 

      1-9月累積粉絲量共34,012人。 
• 9月上傳8月服務報告，公告陽光服務進展。 
• 整合「出院後也要好好照顧自己」文章、八仙專頁

服務資訊，讓傷友快速找到需要之衛教資訊。 
• 網頁公告「八仙傷者醫療交通補助申請辦法」。  
• 為讓甫進入陽光服務系統之八仙傷友快速掌握補助

資訊，FB公告「八仙傷者醫療交通補助申請辦法」、
「申請陽光壓力衣的八仙傷者及其他燒傷朋友壓力
衣補助事宜」，共觸及30,075人次，共有68則分享。 

家屬/支持者-線上服務 



• 對象: 傷者同校師生、國中小及大專院校等       

各級校園老師及同學、醫療單位 

• 宣導內容：陽光社教團隊至校園宣導臉部平

權與燒傷復健心理歷程，幫助師生了解燒傷

生心理歷程，偕同臉部平權代言人現身說法

分享燒傷復健歷程。 

• 北區、桃竹及南區服務中心 社教人員親赴：   

台北市立大學,康寧國小,中崙國中, 萬能科技

大學,元智大學,桃園長庚復健科..等國中小及

大專院校及醫療單位進行關懷尊重宣導。 

• 共計辦理 13場/1,134人次 校園宣導講座 

 

 

 

 

 

 

就學宣導&臉部平權推廣 



台北民生重建中心施工情形 
8月起~9月底，逐步完成台北民生陽光重建中心： 
地點評估、無障礙空間規劃施工、復健設備進駐定位、
及生心理復健空間規劃設計；預計10月 
上旬完工。 
 
民生重建中心地點位於民生社區 
活動中心7樓，地理環境安全且 
生活機能便利，民生重建中心 
室內空間約三百四十坪，採用 
無障礙空間設計，配置治療師、 
社工師、心理諮商師、生活服 
務員等專業團隊，預計以三年 
時間協助八仙塵爆傷者恢復 
生理功能及生活自理能力。 



7月起~9月底，逐步完成地點評估、無障礙空間規劃施
工 、生心理復健空間規劃設計 以及 搬遷時程規劃。 
 
陽光去年成立桃竹工作站， 
至今服務310位燒傷顏損者 
一年來服務量成長1.5倍， 
達3,836人次；此次塵爆事件 
桃竹地區共80人燒傷；為 
提供傷友們出院後復健需求， 
轉型為服務中心，增聘社工、 
治療師、心理師等專業人力 
並搬遷新址至桃園復興路； 
未來將提供復健設施、諮商 
晤談室、定點復健、支持性 
團體等生心理重建服務。 
 

桃竹服務中心施工情形 



回應全國媒體邀訪(迄今累積265則曝光)：  

9月份八仙相關媒體新聞曝光共33則（平面報紙4則、網路新聞29則） 

• 9/26 自由時報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 助塵爆傷友重生 

• 9/26自由時報 塵爆傷者咬牙復建 每天6、7小時終能走蹲 

• 9/26自立晚報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供八仙塵爆傷友服務 

• 9/27聯合報 八仙塵爆傷患這一蹲 侯友宜也佩服 

• 9/27自由時報 〈台北都會〉再出發 重建中心教傷友化妝 

• 9/27自由時報 〈台北都會〉塵爆傷患拚復健 每天苦練7小時 

• 9/27 聯合報 八仙塵爆重建路漫漫 病友耐心復健 

• 9/29 聯合報 塵爆傷者復健後能蹲 侯友宜感動 

• 9/9 中國時報 毅力堅強 林家玉走出新人生 

 

 
公眾服務 (溝通/客服/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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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支持 

後續報告 
 104年7月起陸續於陽光官網上傳每月服務報告。 
 104年7月起每半年公開八仙專案財務應用情形。 

 

 
 

 

八仙塵爆後來自社會各界的關心及主動捐助，基於捐款大

多指名專案用途，本會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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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貳億伍仟萬元，

陽光也立即終止專戶募款，期盼能不負社會所託，全力幫

助燒傷者及家屬，走出創傷、恢復信心，重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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