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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金」關懷行動說明 

本公益信託之成立，係以救助燒燙傷者及其家屬為目的。彩色派對

塵燃事件後，八仙樂園宣布捐贈一億元成立「公益信託八仙關懷基

金」。在民國 104 年 7 月 20 日取得衛生福利部核准公文並開戶完成

後，捐款收入(合利息)共計有 1 億 8 仟 642 萬元之善款，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累計發放約 1 億 6 仟 713 萬元，關懷行動執行進度說

明如下： 

106-107年度執行關懷行動 

序號 名稱 關懷行動內容 執行進度 

1 志工關懷服務 

志工親自到醫院或住家等地訪視關懷

傷者，或以電話追蹤及關懷傷者後續發

展，並提供相關補助及活動等訊息。 

 

 

 

截至 107年 12月 31 日為止，志

工累積關懷超過 933 人次;志工

累積訪視關懷達 1,053次;志工

累積電話訪問關懷達 3,023次

以上。 

 

2 

106及 107年度住院

醫療費用限額代付服

務 

傷者凡因塵燃事件受傷，於 106、107

年度在健保特約醫院住院治療，且需自

行負擔未納入健保給付之自費醫療費

用者，每次可申請之代付金額上限為新

台幣(下同）3萬元，若自費金額未達 3

萬元，則採實支實付，每人年度申請代

付服務以 3 次為限。 

 

截至 107年 12月 31 日為止，經

費合計 372萬元。 

106年度核發 141 位，合計 269

萬元。 

107年度核發 64位，合計共 102

萬元。 

 

 

3. 
106 年度起燒燙傷個

案特別補助案 

遭逢燒燙傷意外之個案，所產生醫療、

復健、安置相關費用，超出家庭所能負

擔者，提供個案補助金。 

 

 

截至 107年 12月 31 日為止，核

發 6位，合計 85.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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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稱 關懷行動內容 執行進度 

4 

106 年度起 

燒燙傷患者及其家屬

創傷復原與身心健康

協助計畫 

特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失落關懷與諮商

協會」執行下列計畫:  

 

(1)大眾教育宣導 

鑒於大眾對於燒燙傷的不了解，透過專

題演講、電影賞析等活動方式，引領社

會大眾瞭解燒燙傷患者在復原階段可

能出現的身心與社會等層面之困難與

需求，認識創傷壓力後的可能生物、心

理、社會與靈性等危機。理解自己和傷

者經歷的不同困境，練習對自己和他人

表現適宜的因應方法與關懷方式。 

 

(2)針對塵燃事件傷者及其家屬，由身

心科醫師與心理師組成之專業團隊，提

供心理諮詢、個別心理治療、成長團體

等不同形式，協助受創者及家屬找到身

心安頓的因應模式，改善與自己和家人

間的關係。 

截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經費

累計 68.8萬元，已舉辦活動說明

如下: 

(1) 大眾教育普及宣廣 

共舉辦六場活動及一場露天音樂

會： 

A、106 年 7 月 9 日舉辦大眾演講

活動，邀請燒燙傷截肢傷者莊雅

菁小姐分享「我如何走出創傷的

拼鬥（豆）人生」，讓大家知道

她如何從最糟糕的變成最好的！

藉此鼓舞傷者，及帶給家屬希

望。活動另由台灣失落關懷協會

榮譽理事長、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與健康心理諮商學系林綺雲

教授主講「如何走過悲傷」，並

介紹「癒花園」 

 

B、「女巫劇團」106 年 11 月 19

日舉辦「讓傷不再痛，失落關懷

活動」邀請馬偕醫院精神部方俊

凱主任及女巫劇團，透過專題演

講「如何與失落為伴」及互動劇

場，讓失落的心靈得以療癒。  

 

C、107 年 3 月 7 日「迎接逆境，

發現動力」，由 105 年度培訓完

成之災難心理健康種子教師王梅

君心理師主持。 

 

D、107 年 3 月 8 日舉辦生命教育

講座，由台灣資傷心理學會理事

長、台北護理健康大學人類發展

與健康學院李玉嬋院長主講「如

何轉念，再創轉虧為盈的圓融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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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07年 4月 16日舉辦「迎接逆

境，發現動力」電影生命教育活

動，由台北護理健康大學生死教

育與輔導研究所吳庶深副教授主

講，主要透過「逆光飛翔」、「我

和我的冠軍女兒」電影內容賞析

與討論，分享生命經驗，學習如

何彌合與圓滿生命中的情感困

境。 

 

F、107年 4月 23日舉辦的電影生

命教育活動，由台北護理健康大

學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吳庶深

副教授主講，透過「唐山大地

震」、「遇見街貓 BOB」的影片，

學習在逆境中體會愛與寬恕的力

量，創造圓滿的人生。 

 

G、露天音樂會 

107 年 5 月 13 日於新北投火車站

前廣場舉辦生命回溫音樂會，其

中有歷經重大燒燙傷生命鬥士們

的故事，與具療癒性音樂的共

融，在特別的一天，發掘並擁抱

生命根源的能量。 

 

(2) 成長團體 

共開辦傷病陪伴者身心教育團體

四梯次 24人次，由 105年度培訓

完成之災難心理健康種子教師-

王梅君心理師，以小團體方式，

帶領傷病陪伴者透過活動學習及

瞭解照顧傷病家人的辛苦與困

擾，同時緩解自我的壓力。活動

六週為一梯次，因迴響熱烈，已

舉辦四梯。 

 

(3) 燒傷個案心理治療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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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關懷諮

詢共計 32人次；心理治療共計 42

人次；身心 VIP 門診共計 10 人

次，計畫內容設定個別之關懷諮

詢提供傷病復原中的個案溫暖、

支持、回應的環境，並從中獲得

克服困難與身心成長的力量。 

 

5 

105年度起 

培育災難創傷與燒燙

傷心理健康專業人員 

105年度- 

委託台灣臨床心理學會及台大心理學系

於 105 年度推出三個階段的「災難創傷

與燒燙傷心理健康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計

畫」，已訓練出 19位災難心理健康種子

教師可在台灣各地服務。 

106年度- 

為了傳承健康種子教師經驗與專業知

識，安排種子教師與資深的災創委員一

起教學，傳授助人者的自我照顧與專業

知能，已於北部各縣市舉辦 9 場教學活

動，受訓人數達 400多人。 

(1)105 年度執行經費達 125 萬

元。共計完成三階段之系列課

程，包括兩場初階課程（北區

228人,南區 155人)兩場進階課

程（北區 119人,南區 83 人），

以及一場種子教師培訓。(北區

8人,中區 2人,南區含澎湖離島

7人,東區 2人)希望藉由進階式

專業教育，使不同的參與者習

得災難創傷之心理健康相關知

識與實務技能為臺灣培養出具

有推廣並實踐災難創傷心理防

治目標的種子教師。同時建立

種子教師資料庫，未來除了可

講授災難心理健康相關課程

外，亦可支援在地第一線災難

心理健康服務，並於各區建立

在地化的災難與創傷心理專業

服務社群，以因應未來大型災

難的可能需求。 

(2)106 年度由種子教師與資深的

災創委員於雙北市、基隆市、桃

園市、新竹縣市及苗栗縣等地

區，舉辦 9 場教學活動，傳授助

人者的自我身心照顧技巧，及跨

領域的心理急救技術知能與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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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受訓人數達 400 多人，對

象包含公衛護士、醫療人員、安

心服務員、學校老師及消防局人

員等。這 9 場教育訓練經費來自

各地方衛生局與各精神醫療網的

核心醫院，107 年除了預計在 4

月學會年會期間辦理種子教師們

的教案分享外，仍會持續邀約各

精神醫療網核心醫院，尤其希望

能邀到南部與東部核心醫院來參

與。在非政府組織方面，除了長

期合作的紅十字會高雄分會，透

過中區種子教師的表現，世界展

望會也提出為各地區社工師訓練

心理急救的邀請。 

 

104-105年度已完成關懷行動 

序號 名稱 關懷行動內容 成果說明 

1 
發放 

慰問補助金 

塵燃事件罹難者每人新台幣 200 萬

元，傷者每人新台幣 20萬元。 

截至 105年 12月底為止， 

核發 472位，計新台幣 1億 2,140萬元。 

2 
『喘息專案』-

看護補助申請 

塵燃事件傷者，於住院期間有聘請看

護需求者，每人每日最高補助新台幣 2

千元，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1萬元。 

104年度核發 219位，計新台幣 219萬元。

105 年度核發 143 位，計新台幣 139 萬 4

仟元。 

3 
低收入戶及中

低收入戶補助 

塵燃事件傷者，具低收入戶或中低收

入戶資格者，可申請每戶 8萬至 12萬

元之補助。 

104年度核發 16位，計新台幣 184 萬元。 

105年度核發 15位，計新台幣 144 萬元。 

4 
105年醫療復健

扶助金 

塵燃事件傷者，視不同傷情提供新台

幣 3萬至 15萬元不等之扶助金。 

截至 105年 12月底為止， 

核發 335位，計新台幣 3,178萬元。 

5 
105年松山車廂

爆炸慰助 

志工親自到醫院訪視傷者，並致贈每

人新台幣 1萬至 2萬元之慰問金。 

截至 105年 12月底為止， 

核發 8位，計新台幣 10萬元。 

6 

捐贈爬梯機予

縣市政府輔具

中心 

爬梯機可讓居家照顧且行動不便之傷

者，外出復健時，可乘坐爬梯機以自

動上下樓梯。 

於 105年 1月份完成台北市及新北市政府

爬梯機移交，共捐贈 12 台計新台幣 240

萬元嘉惠燒燙傷者。 

7 
免費提供『居家

護理手冊』 

基於傷者出院後居家照護之需求，彙

整『居家護理手冊』免費提供給傷者。 

截至 105 年 12 月底為止，免費提供傷者

累計 198位。 

8 致贈醫護人員 表達對醫護人員的用心與努力，致贈 截至 104 年底為止，累積拜訪 40 多家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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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養飲品 保養飲品，以感謝醫院對傷者之照顧。 院，致贈保養飲品。 

9 
贊助相關學術

研究 

贊助相關學術研究，除了建立台灣災

後重建的模式之外，也可貢獻研究成

果讓其他國家參考。 

截至 105 年 12 月底為止，曾贊助學術研

究對象為:「台灣疼痛醫學會」，研討「由

八仙塵爆凝聚我國燒燙傷止痛共識」，贊

助金額計新台幣 10萬元。 

10 

向政府建議社

會救助金免予

納入家庭總收

入計算 

避免本公益信託所發放之社會救助

金，影響傷者原有之低收入戶或中低

收入戶資格，積極建請縣市政府免予

納入家庭總收入計算。 

104 年 11 月份向受贈對象戶籍地之不同

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包含:台北市、新北市

及桃園市)，政府於 105 年 1 月份同意免

納入其他收入計算。 

相關資訊以公佈於瑞興銀行網站之內容為主之內容為主 

https://www.taipeistarbank.com.tw 

http://www.taipeistarbank.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