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仙塵爆燒傷者生心理重建半年服務報告 

2015/06/27 ~ 12/31 



• 2015年6月27日晚間發生在新北市八仙樂園塵爆事件，造
成499人燒傷。 

• 陽光基金會責無旁貸，為大量傷友所需要的服務進行動員
準備，籌畫「八仙塵爆燒傷傷友生心理重建服務計畫」，
募集2.6億重建基金，用以支持5年的復健之路。 

• 半年來陽光努力擴充服務量能並廣納合作，設置3個新的
重建中心與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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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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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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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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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新的重建中心和居住服務據點，同時擴充既有的服務
據點，廣增專業人才、建立服務網絡。 

設置4個新據點 

•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 

• 新北陽光家園 

• 臺北民生重建中心 

•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 

擴充既有據點 

• 桃竹服務中心(附設重建
中心) 

• 台南工作站搬遷擴充 

擴充服務量能 



建置全國服務網 



服務概況 



心理師 

治療師 

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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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復健訓練 

機構復健服務 
• 新開辦的新北陽光重建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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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為塵爆傷者積極展
開機構復健服務。 

• 已服務293人密集復健訓練，累積服務
量達8,6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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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臺北重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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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人/ 服務量達1501人次。 
 

居家復健 
• 團隊到個案家中提供復健指導和評估。 
• 服務36人/服務量達1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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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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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定期親至各地傷者
家中探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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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人，累積服務40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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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人，238服務人次。 
• 團體諮商(含家屬支持團體)：41場，

共服務356人次。 

 

社會心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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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目前有28位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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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瞭解復健計畫並溝通復健
目標與期待。共13場，共計有460人次
參與。 

洗護訓練課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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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支持服務 

生活關懷照護 
• 協助申裝大金空調，

讓傷者有舒適的生活
照護空間。  

• 共有254戶申請 
• 12月累計完成239戶安

裝，預計於105年3月
全數完成安裝。 

• 社工到家訪視協助達
213人次服務。 
 
 
 



社教宣導與專業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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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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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56人次參與。 



公眾服務與溝通 
家屬/支持者-線上服務 
• 官網和臉書：即時服務&

資訊分享。 
• 民眾持續關心八仙塵爆事

件，第三季官網瀏覽量達
34,000~36,000人次。 

• FB粉絲頁共觸及
1,787,225人次；1-12月累
積粉絲量共36,642人。 

• 回應廣大支持者及民眾關
切，每月公告服務進展。 
 
 

公眾溝通 
• 接受媒體採訪達163場 
• 全國媒體報導累積357則

曝光 



經費使用狀況 



2015年募款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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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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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五年) 



2015年各類支出比例 

勸募經費成本 
5% 

生心理重建服務費 
42% 

截至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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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43,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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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96,269 

勸募經費成本 募款、徵信業務執行等費用 3,348,039 

合計   68,787,718 

復健據點建置費 
53% 

 



未來五年經費需求 

年
度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合計 

金
額 1.01億 1億 6352萬 2281萬 1145萬 2.98億 

生心理重建 發展階段 

※  依據本會之『八仙塵爆燒傷者生心理重建服務基金』(衛部救字第
1040119640號)，原擬提供220位傷友密集復健服務、300位傷友心理
社會服務。但由於104年7~12月期間，於陽光進行密集復健人數已達
293人，預估將有270位需持續接受復健服務，超過原目標人數的
22.7%。因此預計五年總支出將超過原募款收入，專案經費不足之處，
本會將由一般捐款挹注。 



服務分享 



8/24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 
             新北陽光家園 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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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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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9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開幕 

臺中市長林佳龍、社會局長呂建德、衛生局長徐永年
勞工局長黃荷婷、陽光基金會董事長馬海霞、及三位
八仙塵爆傷友與多位捐款人共同揭牌，宣布”中部地
區燒燙傷重建中心”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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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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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工作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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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儘
快歸隊、回到投手丘上與打者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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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笑聲中，不知不覺忘卻復健的痛與淚。 



Selina為學弟妹加油打氣 
11/4下午Selina與夫婿阿中連袂訪視
新北陽光重建中心探望學弟妹，S並
分享自己的復健歷程，對於重建中心
安排的意外驚喜，傷友們感到非常開
心。 
 
傷友中許多年輕女孩，不斷詢問
Selina關於飲食、減肥以及疤痕紅、
癢等眾多問題，S不厭其煩地一一熱
忱回應，並分享：「復健的挫敗感，
會感覺看不到明天，甚至有很多毀滅
性的念頭，這時就是把心裡的垃圾向
身邊家人倒、向心理師盡情說」，也
鼓勵傷友們可以去找自己有興趣的事
情去做，給自己一些希望和目標。 



鋼鐵學姊的分享 

 
雅菁說： 「一個人很辛苦，多人扶持的力量是大的，當一個人軟弱的
時候，請互相扶持拉拔。」 「 我花了四年才接受自己的外在，復健真
的很痛! 只有我們自己能撐過，不要放棄希望，一定就會有彩虹。」活
動最後，雅菁也用著她獨特的鐵手演奏「you raise me up」祝福大家。 

《酷啦！我有一雙鋼鐵腳》作者莊雅菁  11/12 
  至民生與新北重建中心分享自己13歲時全身70%燒傷 
  雙腿及左手截肢後重新站起的心路歷程。 



20歲的思佳，八仙塵爆事件造成全身3度75%燒
傷，燒傷四肢與臉龐歷經2個月昏迷，9月底出院
後返家，但手指疤痕嚴重攣縮倒翹如雞爪讓她無
法自理生活，父母每天光為她的傷口換藥就需6
小時，從小就很獨立的思佳，從不讓父母親擔心，
傷後舉凡吃飯、行走、洗澡、穿衣都須靠家人協
助，對家人承受的照顧負荷與辛苦，令她感到十
分不捨。 
  
為減輕家人負擔、及儘快恢復生活自理功能，思
佳入住新北陽光家園，由生活服務員提供洗護服
務、教保員協助加強生活自理能力訓練，同時每
日至民生重建中心積極復健，一步步朝著能夠獨
立、自主的目標前進。 
 
  
 
 

民生重建中心 思佳 



陽光棒球男孩 
麒晉：我所努力的一切都為回報家人的愛 

麒晉曾是國高中棒球隊隊長，卻在八仙塵爆意外受傷，燒 
傷面積達60%。傷前剛帶領球隊拿下隊史上第一座鋁棒組全國冠軍的他，一
度以為自己再也回不去從前了，是家人無微不至的愛與照顧，讓他重新想起
球場上堅持不懈的精神。 
拍陽光燒傷服務影片時，麒晉分享「就像受傷要復健、打球要有好成績，什
麼事要做到好，中間的過程是很重要的，辛苦只是過程，要努力去克服。」
也感謝家人這段時間的陪伴與照顧，他會用復健的努力回報家人的愛。10月
底，麒晉隨高雄重建中心團隊爬合歡山，一路上忍受疤痕不適感及夜晚零星
傷口照護，攀登北峰時顯得疲憊且喘，但休息過後，麒晉仍堅持不依靠他人
協助攀頂，並於峰頂模擬投球姿勢舉臂空揮，期待未來能再度登上投手丘與
隊友並肩作戰。 
 



民生重建中心 
溫昇豪等伊林藝人齊現身 為傷友打氣 

希望能讓傷友暫時淡忘平日復健辛苦，陽光特
地籌備一個充滿驚喜、激勵與歡樂的聖誕佳節，
在藝人張鈞甯的號召下，伊林藝人溫昇豪、林
利霏、梅賢治、李懿於12/24現身台北民生重
建中心，現場逾百位傷友驚喜HIGH翻天。 
雖然傷友的腳多不方便，手也抬得不高，但大
家仍努力或站、或蹲簇擁著藝人們合照，藝人
們也滿足大家的願望，紛紛舉起手機自拍，希
望讓每個人都留下美好的平安夜回憶；傷友也
請藝人們在自己身上的壓力衣簽名，藝人們在
與陽光同仁確認簽名無礙後，輕輕在傷友壓力
衣上簽名並留下鼓勵話語。對傷友與藝人們來
說，這是個意義非凡的聖誕節，對精心籌備已
久的陽光同仁而言，傷友開心的笑容，就是最
美好的聖誕禮物！ 



桃竹服務中心 
相約跑馬拉松 林又立鼓勵傷友努力復健  
12/24桃竹中心舉辦聖誕聯歡暨第一屆桃竹盃XBOX 
「舞力全開」 PK大賽，傷友們無不摩拳擦掌，期能在這場PK大賽中展現
平常復健成果，陽光更請來凱渥名模林又立擔任救援小天使，與傷友們
一起大玩XBOX。PK之後，傷友拋下剛開始的靦腆害羞，紛紛圍繞著林
又立一起開心玩自拍，林又立也來者不拒，親切的與每位傷友合照。傷
友們與林又立聊起復健辛苦的過程，讓她有感分享自己挑戰有「死亡路
跑」之稱的撒哈拉沙漠越野跑經歷，鼓勵傷友辛苦只是過程，傷友也與
林又立約定會努力復健，未來有機會一定要一起跑馬拉松！ 
 



中區服務中心12/24舉辦聖誕活動，由三位八仙塵爆傷友 
自組小虎隊帶來勁歌熱舞揭開活動序幕，展現熱情活力，神秘嘉賓林志玲
的現身，更引起全場傷友的歡呼及尖叫。 
志玲姊姊除親切與每位傷友打招呼，也一一獻上愛的鼓勵抱抱，讓平時活
潑吵鬧的年輕孩子們都手足無措瞬間紅了臉；交換聖誕禮物時，志玲姊姊
更細心為每一位傷友準備了聖誕禮物，禮物包裝上，寫滿了志玲姊姊的祝
福與收到禮物的傷友名字，讓傷友們都感動不已。 

中部地區燒燙傷重建中心 
志玲姊姊愛的抱抱 溫暖傷友心 



高雄重建中心 
傷友真情告白 蔡岳勳夫婦笑淚交織 

12/25高雄重建中心的聖誕聯歡兼復健
表揚活動充滿溫馨的淚水與笑聲，蔡岳
勳導演與夫人于小惠也應陽光邀請盛裝
出席，頒獎給努力復健的傷友，也見證
傷友們復健成果。 
 
過程中，傷友紛紛分享自己的期望：有
傷友希望能重回球場打一場精采的球
賽，向一路陪伴自己度過許多難關的女
友求婚；也有傷友父親感性謝謝陽光像
照顧家人般照顧他們。蔡導夫婦專注聽
著傷友訴說復健告白，感動得又哭又
笑，也與傷友們共勉彼此都能堅持下去
不要放棄。 



感謝社會各界的愛心支持 

服務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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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年1月提供7~12月半年服務報告。 
 105年起於陽光官網上傳每季服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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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