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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创新Social� Innovation

台湾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抬起头，阳光洒到你的脸上 ■ 崔美霖

� �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俊美
的相貌是比任何介绍信都管用
的推荐书。 ”尤其在现如今这个
看脸的时代，不少人都去追逐着
所谓的锥子脸、欧式大双眼皮等
一系列流水线上的作业，为的是
看起来更加美丽动人。 但是，对
于有颜面损伤及烧伤患者来说，
能够恢复原本的外貌就已经是
一个梦想。

当血管瘤爬上稚嫩的脸庞，当
烧伤愈合之后的疤痕开始增生，当
先天的基因遗传病神经纤维瘤无
法摆脱……于是，他们的外表不再
“平凡”，或许，遇到人时低下头是
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最终，埋
头于黑暗，生活于角落。

台湾阳光社会福利基金会
（以下简称“阳光基金会”）正如
它的名字“阳光”二字一样，希望
把光明洒到每一个角落，让颜损
及烧伤患者脱离黑暗，尽力为他
们在这个时代寻找他们的光明。

阳光的开始：一本书的效应

或许一些现实总要在被赤
裸裸的揭露之后我们才能正视
它，正如对颜面损伤及烧伤患者
的关注一样。

1980 年，一位烧伤患者所撰
写的《怕见阳光的人》一书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书中详
细地描写了颜面损伤者自身的
痛苦和挣扎以及在社会中所遭
受的偏见和歧视，他把这个血淋
淋的事实摆到了人们的眼前，使
人们意识到颜面损伤及烧伤患
者需要迫切地得到帮助。 时值联
合国国际残障年，时任台北基督
教励友中心总干事陈俊良同 10
个社会服务团体共同发起阳光
慈善行动并最终在台湾成立财
团法人阳光文教基金会， 并于
1989 年改制为财团法人阳光社
会福利基金会。

阳光的光芒：全方位协助

在为颜面损伤及烧伤患者

提供的服务上，阳光基金会力求
尽善尽美，在经济辅助、心理复
健、形象重建、心理辅导、就学就
业辅导、居住服务、社教宣导等
方面均有团队提供专业服务，减
少对患者的不必要伤害。 除此之
外，阳光基金会还有几个特色项
目。

1.阳光重建中心
“生命开始被烧伤的疤痕拉

扯，疤痕也在漫长的复健日子中
被拉扯。 ”

烧伤之后，许多患者虽然伤
口已经愈合，但是因为复健不及
时致使烧伤后的疤痕挛缩，丧失
自理能力，使他们今后的日子需
要时时依赖别人。 所以，烧伤之
后的复健是很重要的，阳光重建
中心是全台湾唯一专责烧伤的
复健中心，治疗师会提供复健咨
询与治疗，协助伤友重新获得生
活自理能力。

在复健中心，烧伤患者要重
新学会自己自理，就像孩子一样
但又和孩子不同， 他们更加无
助，心理和生理上的巨大落差给
伤友带来了无形的心理压力。 他
们每天头上或身上必须穿着的
压力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
抑制疤痕增生，可是同时服帖的
压力衣， 会令他们产生紧绷、闷
热的感觉， 加上伤口未完全愈
合， 复健的运动也会产生撕裂
感，这些他们都要默默忍受。

同时他们必须习惯自己不
再灵活的双臂和双手，他们必须
适应扣一颗纽扣就需要五分钟
的情况，他们必须艰难地咧起嘴
角才能露出一个“不那么像微
笑”的微笑，他们必须忍受疼痛
的锻炼才能慢慢地抬起胳膊搂
住家人的肩膀。 我们光是想想就
那么的难捱了，而他们却要全部
亲身经历一遍。

2．阳光汽车美容·加油中心
“仅仅一份稳定的工作 ，就

可以点燃一份希望。 ”
如今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居

高不下的热门话题，那么是否有
人想过这些不太适合户外风吹

日晒又肩负着庞大的医疗费用
的烧伤患者在没有社会保障的
情况下要到哪里去寻找一份适
合他们的工作呢？ 阳光基金会率
先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于 1990 年
开始正式向台北市政府争取设
立洗车中心。 1992 年，阳光洗车
中心成立全国第一家为身心障
碍朋友提供工作机会、促进就业
而设立的社会事业， 时至今日，
已有五家阳光洗车中心为身心
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阳光加油站与阳光汽车美容
中心其实就是阳光社会福利基金
会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庇护性就业
的地方， 阳光加油站与阳光汽车
美容中心以培养他们就业竞争力
为目标，提供就业训练，使他们
逐渐能够进入正常行业。

3.脸部平权
“每张脸都与众不同 ，却一

样独一无二。 ”
容貌并不是我们自己可以

选择的，况且一个人的容貌并不
能代表一切。 我曾见过长相俊美
却满嘴粗话的人，我也见过长相
朴实却满腹经纶的人。 如果我仅
仅从外貌来判断一个人，我是不
是显得也太过肤浅了？ 或许，在
面对颜面损伤者时，我们自身有
一丝丝的无所适从，但是不要忘
记尊重是我们人与人友好相处
的前提条件，恶意的侮辱和轻蔑

性的语言不应是从一个拥有良
好道德修养的人的口中说出来
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拥有被尊重
的权利，无关外貌。

阳光基金会希望在台湾努
力推动一个脸部平权的社会，即
不以一个人是否好看来判断一
个人。 这其实不仅限于台湾，对
于大陆，对于全世界我们都应该
积极地去推广。

4.国际参与
“在世界各处 ，散播阳光温

暖。 ”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中

低收入国家占全球烧伤发生率
95%，每年全球超过 30 万人因为
烧伤而过世，更有数十万人因为
烧伤而面临颜面损伤更甚至于
身心障碍，而这些案例中又多集
中在弱势贫穷家庭的妇女和儿
童身上。

在台湾地区烧伤患者的救治
以及康复训练已经规范合理化的
背景下， 阳光基金会看到了中低
收入国家在资源、 专业人员以及
经验上的需求， 于是便积极主动
地加入到国际烧伤领域中去。

目前基金会已与印度，中美
洲开展合作计划， 并于 2006 年
起至今，参与 16 场国际研讨会，
发表 14 篇学术文章。

阳光的扩大：帮助、加入阳光

阳光基金会欢迎大家的加
入，也同样希望社会上更多地关
注颜损及烧伤患者。 加入的方式
有很多种，以下两个小小的举动
也是帮助阳光的扩散。

1．一块挺阳光
“一块钱也能汇聚成爱的海

洋。 ”
一块钱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款项，但是当
每一个小小的我们汇聚在一起
时，就会产生巨大的效益。 阳光
基金会举办“一块挺阳光”活动，
汇聚人们小小的爱心，再把这份
爱心传达给烧伤患者。

2.发票捐赠
“一张发票，一个希望。 ”
阳光基金会欢迎大家把纸

质发票寄给他们，也同样欢迎电

子发票的赠与。 你会问，发票有
什么用啊？ 是这样的，基金会会
把大家寄来的发票统一收集整
理，并查对奖项，如若中奖，中奖
金额将全数作为颜面损伤及烧
伤者的生理复健基金。

结语>>>
据有关新闻报道，我国 2015

年仅儿童烧烫伤人数就高达 14
万人，其中不乏贫困山区人口和
务工人员子女，面对高额的医疗
费用和一系列繁琐的康复训练，
又没有合理的救助机构的帮助
下 ，孩子往往就会被耽误 ，错过
最佳的治疗时机，留下终生的遗
憾。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民族的
未来，尚且不能得到足够完善的
救助，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家境并
不富裕的成年人，他们所能够得
到的帮助又少之又少。 我听说有
许多交不起钱的人在经过最初
的愈合之后就选择了离开医院，
选择自己在家进行所谓的吃药
抹药以及复健工作，其实这样做
既不安全也不正规，而且很有可
能引发更大的健康隐患。

目前我们特别缺少像阳光
基金这样专注于颜损及烧伤患
者的专业机构 。 据了解在 2016
年 4 月 29 日 ，全国 “暖心工程 ”
推进大会暨公益项目启动大会
在济南市成功召开，通过这次大
会，启动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
烧烫伤关爱公益基金，呼吁社会
关注烧烫伤人群，目前基金会正
在推行一系列的活动，帮助烧伤
患者更好地融入社会。

阳光基金会为我们在帮助
颜损及烧伤患者上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范例，它通过专业合理的
资助和救治帮助以及公益募捐
活动，不仅为颜损及烧伤患者提
供了良好的帮助而且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让人们更多的了
解，关怀，接纳这一类人群。

颜损以及烧伤永远不是一
个过时的话题，其人群也不是远
离社会的原始人类，他们也有感
情， 需要我们的关怀和帮助，让
我们从身边做起，和颜损及烧伤
者正常相处，共同生活。

（据公益慈善学园）阳光基金会开展多种活动，推动颜面受损者被社会公平对待。

在中美洲，儿童烧伤占总烧伤人数的的 70%，阳光基金会为当地相关机构开展衣物缝制技术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