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仙塵爆事件服務報告 
10/01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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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桃園、臺中、嘉義、臺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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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31 服務重點 
 

• 臺北民生重建中心、桃竹服務中心開幕 
繼新北陽光重建中心開幕之後，臺北民生重建中心 及 桃竹服務中心 已於
10/15 、10/16陸續開幕，至此陽光雙北市暨桃園定點復健網絡宣告建置完
成，專業團隊成員也全數就位，攜手為北部地區的八仙燒傷患者展開全方位
的生心理重建服務。 
 

• 北部地區定點復健全面展開 
至本月底塵爆傷者出院人數已達443人，多數需要密集復健的傷者目前已陸
續來到陽光接受穩定的身心關懷服務，新北重建、民生重建、及桃竹服務中
心(附設有復健中心)以及既有的臺北重建中心等服務量均在本月急速攀升。 
 

• 臺中市燒燙傷重建中心 籌備ING 
陽光承接臺中市政府委辦的「臺中市燒燙傷重建中心」建置工程已進入最後
完工倒數，預計11月初試營運，11月29日正式開幕。 

 
 
 

 
 
 



10/15 民生重建中心開幕 
臺北市政府周麗芳副市長、社會局許立民局長及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和泰興業股份有限公司、NU 
SKIN如新集團、三商美邦人壽、中鼎工程集團等
企業代表及醫療社福團體代表也蒞臨並給予八仙
塵爆傷者最大的祝福支持。 
 

 



民生服務團隊 

民生重建中心專業團隊: 
主任1人、復健督導1人、治療師8人、社工督導1人、社工3人、 
諮商心理師1人、教保員1人、生活服務員2人壓力衣車縫２人 



占地340坪，採無障礙空間設計，兼顧生理心理重建需求，備有完善之
復健功能設備設施及個別/團體心理諮商、支持團體等服務空間，提供安
心與舒適的重建環境。 

民生重建中心 



10/16 桃竹服務中心開幕 
新竹馬偕李佩芳督導、明基材料葉宗和處長、新竹百合扶輪社 
黃瓊儀社長、馬海霞董事長、社會局古梓龍局長、育田基金會黃慧
絹執行長、林口長庚頭頸癌治療團體張雅嵐個管師及桃竹中心吳慧
絹主任一同進行祝福儀式 



專業團隊: 
主任1人 治療師3人 社工5人諮商心理師1人 社教專員1人復健助理1人。 
提供生理復健、心理支持、經濟補助等服務，並至社區、校園進行社教宣
導，推廣燒傷預防及口腔癌防治，為燒傷顏損者營造友善社會環境 

 

 

 

桃竹服務中心/服務團隊 
成立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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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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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佔地 110坪 ，採無障礙空間設計，備有專業復健功能 

設備設施及個別/團體心理諮商、支持團體等服務空間，兼顧生理
心理服務需求，協助傷友生活重建並凝聚傷友情感交流。 

桃竹服務中心 



7月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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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臺中市政府所委辦之臺中市燒燙傷重建中心， 
聘任社工、治療師、心理師等 
專業團隊；主要將提供臺中市 
八仙塵爆傷者及有重建需求的 
燒傷患者生心理重建服務。 
 
服務對象：以臺中市為主， 
其次為: 苗栗 雲林 彰化 南投 
等中部地區燒燙傷傷者 
 

臺中市燒燙傷重建中心 
籌備工程進行中 



 

陽光全國 北(雙北/桃竹) 南(高雄/臺南 /

雲嘉)中(臺中) 東(臺東/花蓮) 等社工團

隊，持續為傷者提供專業關懷服務，為

傷友及家屬進行生心理重建服務；同時

也親至各地受傷程度較輕的傷者家中探

訪關懷並提供簡易傷口護理與復健教學

服務。 
 

• 7~10月 服務總人數  283人 
• 本月共提供 893人次服務  
• 本月居家復健服務 21人/30人次 

 

 

 

 

 

社工關懷服務 



 機構復健服務 
繼新北陽光重建中心後，陸續開幕的民生重建
中心 以及 桃竹服務中心 加上既有之臺北重建
中心，全面為塵爆傷者積極展開機構復健服務。 
 

• 共提供 266人 / 1829人次 機構復健服務 
 

 壓力衣服務 
陽光臺北、新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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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需求，
調整修改壓力衣。 
 

• 共提供 230人/339人次壓力衣服務  
 
 
 

機構復健服務 



服務分享/萬聖節Cosplay 
新北重建中心在萬聖節這天舉辦了極富想像力的角色扮演  
創意復健活動，復健治療師與陽光孩子們大家盡情發揮想像力…  
服務團隊化身為美國隊長、恐怖巫婆及海盜船長為傷友們服務，讓復健
變得很有趣，在歡笑聲中忘卻復健的痛與淚。 



服務分享/陽光棒球男孩 
桃竹服務中心在10/16開幕這天，塵爆傷者孟修穿著他 的 
27號球衣，現身在所有與會貴賓與媒體記者面前，勇敢分享他的復健心
情，他說，過程相當辛苦且疼痛，但為了回到球場，辛苦也要忍，最後他
模擬投球姿勢舉臂空揮，更因此哭紅了眼…而現場所的工作人員,大家也瞬
間紅了雙眼, 塵爆後3個多月，孟修從來沒碰過棒球，他現在每天都到桃竹
中心積極的努力復健，希望能盡快歸隊、回到投手丘上與打者對決。 



服務分享/熱血教保員 
民生重建中心在10/15開幕這天，多年前就復健畢業的陽光 
傷友秋香站在臺上, 以陽光教保員的身分跟現場所有與會貴賓與 
媒體記者分享她重回陽光的心情，她在國中時期燒傷後歷經了艱辛的復
健過程，如今的她期許用自己的經驗來幫助八仙塵爆的學弟妹們，她鼓
勵傷友：「現在走辛苦的每一步都不會白費，努力復健一定能看到結果，
請不要氣餒，陽光都會陪著傷友們一起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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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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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區及南區服務中心 社教人員親赴：昌隆國小、

真理大學、銘傳大學、世新大學、聖約翰科技

大學、醒吾科技大學、淡江大學、黎明技術學

院等大專院校以及台南社會局進行關懐尊重及

平權宣導。 

• 共計辦理 9場/641人次 校園宣導講座 

 

 

 

 

 

 

就學宣導&臉部平權推廣 



 家屬支持服務 
陽光持續辦理家屬團體服務，讓家屬獲得
燒傷知識及心理支持；本月北區服務中心
特為家屬辦理精油按摩課程以舒緩家屬長
期照護的壓力與緊繃的心情。 
共提供 1 場/38人次 家屬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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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月共為 77戶完成空調安裝 
• 累計 258戶完成申請/210戶安裝完成 
 
 
 
 
 

 
 

家屬支持 & 生活照護 



官網/FB--即時服務&資訊分享 
 

10月民眾持續關心八仙塵爆事件，網站瀏覽量達
36,423人次，FB粉絲頁共觸及963,765人次，1-10
月累積粉絲量共34,473人 
• 回應廣大支持者及民眾關切，10月上傳9月服務

報告，公告陽光服務進展。 
 

• 公告民生重建中心開幕記者會、桃竹服務中心
掛牌為燒傷顏損者及八仙傷友提供即時服務。 
 

• FB分享公益廣告【一切會愈來愈好】、分享陽
光傷友任職新北重建中心教保員秋香分享過來
人經驗及八仙傷友故事等激勵復健傷友；分享
八仙傷友活動：民生重建吃湯圓、高雄重建爬
合歡山、新北重建慶萬聖節等陽光重建團隊用
心規劃之精采復健活動。 

家屬/支持者-線上服務 



全國媒體報導(迄今累積311則曝光)：  
10月份八仙相關媒體新聞曝光共46則 
（平面報紙4則、電子新聞1則、網路新聞41則） 

 
• 10/3 自由時報 八仙塵爆 萬芳醫院最後傷者黃品慈出院 

• 10/7自由時報 水療痛苦到快死了 「奇蹟男孩」淚謝醫護人員 

• 10/8 自由時報〈中部〉中部燒燙傷重建中心 服務中彰投傷患 

• 10/15聯合報 復健之路迢迢 塵爆患者：每天從零開始 

• 10/15 新浪新聞 NU SKIN善的力量基金會 捐千萬善款助八仙塵爆 

• 10/15 Nownews八仙氣爆長期抗戰 NU SKIN捐1千萬蓋重建中心 

• 10/16工商時報 和泰興業贈大關系列空調 

• 10/16 蘋果日報 塵爆男大生出院「想見林書豪」 

• 10/16 EToday臺北民生重建中心啟用！提供全塵爆傷患免費重建 

• 蘋果日報 北市塵爆專案重建中心開幕 可供80傷患齊復健 

 

 
公眾服務 (溝通/客服/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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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媒體報導(迄今累積311則曝光)：  
10月份八仙相關媒體新聞曝光共46則 
（平面報紙4則、電子新聞1則、網路新聞41則） 

 

• 10/17 中國時報_陽光桃竹站 提供燒燙傷免費復健 

• 10/17 聯合報_八仙傷友 3年內到陽光桃竹服務中心復健免費 

• 10/17 聯合報_塵爆後首度揮臂 投手哭紅眼 

• 10/16 中央日報_陽光桃竹服務中心10/16正式掛牌 

• 10/17公民新聞 八仙塵爆百日 傷友勇敢分享經歷 

• 10/22 ETtoday東森新聞雲 塵爆患者憂鬱 燒燙傷友現身喊加油：要做最疼自己
的人！ 

• 10/22聯合報 八仙案傷患 一成出現焦慮、憂鬱傾向 

• 10/22蘋果日報 心理也會感冒 專家：接受自己「需要幫忙」 

• 10/17蘋果日報 啦啦隊正妹 才出院又動刀 

• 10/22 聯合報 疤痕易痊心難醫 燒燙傷患者心理健康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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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幣貳億伍仟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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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有您 

http://www.sunshine.org.tw/project/1040627/op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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