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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 29 歲  與 24 歲的自己和解

臉部平權  友善多元

與眾不同的美麗

家有兒童一定要知道的安全隱患

你不可不知的燙傷處理三大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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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能讓我們停下腳步的，不是困難本身，而是我們對於困難的過度想像。

記得，路在越走越寬之前，往往都是無路可走。

新的一年，祝福各位，都不再白白浪費人生任何一場危機，並能跨越生命的火線。

跨越生命的火線 文／編輯部

人在一生中，或多或少都有為了長大，必

需經歷的事情，有人喪親、有人落榜、有人

破財、有人失戀，或是因為意外而受傷。人

生有問題，但未必有答案。生命的難題，對

某些人而言，能隨著時間飛逝，自我對話及

調適；但對另一些人來說，卻可能是讓自己

摔得體無完膚，生命動彈不得的困境。特別

是遭受火吻而燒燙傷的傷友，所需克服的困

難，遠遠超乎我們的想像。

本期封面人物，是本局同仁余泰運副中隊

長，2014年高雄氣爆時他正在最前線，突如

其來的猛烈爆炸讓他身受重傷，雖然生命保

住了，但身體也承受嚴重的燒燙傷。對燒燙

傷者而言，身體的苦痛、不便，可以藉由治

療、復健來改善，但有別主流的外型，經常

讓他們受到許多人眼神的關注、甚至是莫名

的獵奇。

也因此，本期特別邀請陽光社會福利基金

會分享臉部平權的議題，不用擔心如何跟顏

損朋友互動；同時也透過兒童燙傷基金會，

提醒兒童燒燙傷預防及專業皮膚科醫師破除

燒燙傷常見的處理迷思。

另外，亦邀請曾經歷1991年海霸王餐廳火

災意外的陳美麗，以及2015年八仙塵燃受傷

的陳寧，分享她們在歷經變故後，如何走過

人生低谷。縱使她們有著不同的生命尺度，

歧異的人生經驗，但都從烈火中重生，烙著

驕傲的勳章，讓自己熠熠生輝。

用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所有的磨難都是

種歷練，更是種祝福，也是給自己變得更好

的機會。

　你的人生曾面臨多少困難？

面對困難的時候，你是否曾抱怨時不我與，徒呼負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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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勞矗立  致謝給力 文／秘書室 涂懿珊
圖／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績優救災義消：

魏新世、楊沼汶、蕭永隆、黃義泰、尤讚文、

鄭文瑾、洪明庭、吳瑞榮、黃韋凱、黃志中、鄧

慶發、陳炯誠、陳俊吉、楊立群、吳律、蔡佳宏

、洪瑞豐、陳善候、林志成、王致傑、林筵鈞、

謝明材、鄭英娟、黃明珠、陳昆聖、尤明華、陳

瓊林、羅凱駿、余山亮、洪振旺、甘浚佑、杜善

羣、許家榕、梁誌朋、黃士紘、江健源、吳秋憲

、紀朝富、林忠言、林宏錦、梁信一、李昭興、

許銘仁、董明財、洪文忠、凌進益、潘志明、張

政安、黃貴祥、邱良淵、邱冠霖、蕭世章、林尊

煌、黃品誠、陳其勇、邱泰盛、何艾栩、陳俊麟

、謝鴻章、盧南樺、宋品成、張政偉、劉志宏、

溫紹騰、范世印、毖詠．伊斯瑪哈單．伊斯立端

、陳志裕、梁天財、孫德顧、顏明月、武明皇。

績優宣導義消：

陳羿鳳、黃芬蘭、羅麗珠、吳淑蓉、葉美惠、

顏秀敏、王秋芬、黃麗珠、吳稚娟、張錦鳳、林

秀琴、陳麗珠、洪陳專、謝惠珍、楊靜惠、林秀

理、張秀芬、洪麗琴、陳美桃、梁碧珊、俞素蘭

、莊秀雪、趙麗鳳、劉艿蓁、張滿雀、吳玉枝、

李金好、林月娥、吳玉梅、陳蔡麗華、林燕鳳、

陳美玲、徐松枝、蘇美玲、潘姿詒、葉惠文、林

姿伶、卓淑靜。

績優義消、災害防救團體（市長獎）：

義勇消防總隊許福銅、義消第一大隊吳東峯

、義消第二大隊韋國牆、中庄義消分隊呂庭毅

、楠梓分隊辛國勝、義消第五大隊李石定、旗

美山域搜救分隊林仁興、防火宣導大隊趙晉龢

、旗山宣導分隊賴美秀、救護大隊許芳信、高

雄市海上救難協會黃必誠。

績優災害防救團體：

高雄市潛水救難協會陳筱咪、高雄市防災協

會陳志文、高雄市水上安全救生協會張簡元崇

、中華民國水中運動協會柯澎傑、高雄市紅十

字會劉芳裕、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高雄分會蔡

天富、高雄市大高雄水上救生協會黃英洲、高

雄市甲仙救難協會楊明興、高雄市高縣救難協

會潘志忠、中華民國山難救助協會高雄市支會

莊喜皓、高雄市鳳凰救援協會郭宏智。

績優消防人員： 

火災預防科謝宗哲、災害管理科洪聖儀、救

災救護指揮中心楊振峰、苓雅分隊李國豪、前

金分隊張簡維昕、前鎮分隊姚首丞、瑞隆分隊

呂學綸、成功分隊張智豪、第一大隊專檢小組

吳玉峰、第二大隊專檢小組李宙娟、十全分隊

簡威章、大昌分隊謝麟隆、左營分隊謝明峰、

鼎金分隊吳蕙如、鼓山分隊宋哲仲、第三大隊

專檢小組彭彩靖、鳳山分隊邱啟秩、五甲分隊

吳偉民、林園分隊賴慶霖、高桂分隊莊豐華、

第四大隊第一中隊陳翰昌、第四大隊特搜中隊

王伯仁、大社分隊呂承吉、仁武分隊游銘祥、

楠梓分隊黃任祺、專檢小組吳啟平、專檢小組

陳怡君、第五大隊胡雅婷、永安分隊許國明、

第六大隊石純樺、美濃分隊陳達生、那瑪夏分

隊許志全、寶來分隊余宗憲。

績優救護義消：

賴玉梅、陳廷濰、陳水桃、古　豐、謝金蓮、

劉晉昕、林麗娜、沈建銘、陳建強、黃麗芳。

致謝以下獲獎消防夥伴，無私為市民的安全奉獻心力，

戮力堅守崗位，共創宜居的港都城。

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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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入特搜隊，是因為多年前的一場災害⋯⋯

時隔多年，進入特搜隊，並成為教官，身邊

有一群夥伴可以共同討論，共同進步，並將

這些專業，結合經驗，教導給更多消防人

員，期許盡自己的力量，讓所有逆行者

都能平安返隊。

不論是震災中活著卻無法第一時間救出的小女

孩，或是火場中直到最後一刻都護著小孩的父

母，都竭盡全力搶救。

特搜中隊／王于慎
109年行政院 [模範公務人員]

無論結果如何，

我會盡全力守護！

特搜中隊／施心章
108年行政院 [模範公務人員]

當我接獲訊息，深入火場尋找受困

的救災夥伴，但卻只帶出他的大體

。我想，如果消防人員可以懂得多

一點，結果是否會因此改變。

期許盡己之力，讓所有

逆行者都能平安返家。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結局不見得甜美，救援結

果也並非每次都盡如人意。因此，更能深刻的

體認到，生命脆弱無常，卻仍值得用盡力量去

守護。

消防工作的神聖，不僅僅救人一命，更甚於是

有著家庭的責任，卻仍要犧牲奉獻搶救另一個

家庭的使命，感謝家人無私無悔的支持。                                                  

圖
／
路
竹
分
隊 
林
暐
翔

文
／
編
輯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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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聽過一句話，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那就功德無量了。而

宣導就是我喜歡做的事，透過宣導，我明白社會上許多人防災意識

仍是不足；透過宣導，我能夠給予防災安全實質建議。    

107年，茄萣一棟磚造平房發生火警，火勢及濃煙迅速竄出，所幸屋內的「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及時響起，讓屋主及早逃生，才沒有造成人命傷亡

。事後發現，這顆「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正是我協助安裝的！我想

，如果我的堅持與努力，能讓大家免於災難，那麼一切的辛苦又算什

麼！

不求回報嗎？不，對我而言，最大的回報，就是民眾

能因為我的一句話，改變一個行為，減少一次遺憾的

事情發生，那就是最好的回報。 

我真的沒有想這麼多⋯⋯

只要對消防有幫助、對社會有助益，能力所及，我都願意去做！

因為擔任過義消，更能體會到，救災人員冒著生命危險深入

火場，那種充滿艱辛且與生命在拔河的感受。其實，消防

員最需要的，是支持與體諒，而不是非理性的指責。

什麼是真正的幸福？

幫助別人就是一種幸福。

宣導過程縱使被拒絕、被冷落，

我們還是會努力堅持！

在防火宣導過程中，縱使被拒絕、被冷落，但

我仍不灰心，更不會放棄。因為我們正走在一

條正確的道路上。

苓雅分隊／薛玉珒
109年全國防火宣導 [志工菁英獎]

茄萣分隊／蘇瑞香
109年全國義消楷模 [鳳凰獎]

岡山中隊／林慶輝
109年全國義消楷模 [鳳凰獎]

只要懷著愛與希望，

把善傳出去就能看見光芒。

Kaohsiung  Fire  Bureau  Quarterly  NO.534



再快一點、再快一點，只要能把人救出來，不管肩上的裝備再重，又或

者身體再疲累，都要撐下去。隨即，火、煙已經無情吞沒了建築物。

十全分隊／王南凱
109年全國消防楷模 [鳳凰獎]

回想105年台南維冠大樓地震倒塌救援行動，巍然的

大廈就這樣橫躺，周圍只有斷垣殘壁，以及隨者塵末

飛散的恐懼及悲傷⋯⋯

鳳祥分隊 ／劉武龍
109年全國義消楷模 [鳳凰獎]

我用熱血來證明，身為義消在

社會中存在的正面意義。

在倒塌的建築物中，所有的樓梯、走道、房門都旋轉

九十度，加上內部傢俱傾倒交疊，不要說救援，連移

動都是艱難的挑戰。但，我仍選擇向前。

勇敢不是毫無畏懼，而是儘管

身體直發抖，依然堅持往前。

我的信念，就是想盡辦法，盡可能把受困民眾救出來

。但消防人員真的這麼勇敢，不擔心受傷嗎？不，而

是我知道，災害現場救援的不只是一個人，是背後一

個家庭的幸福與快樂。

歷經81石化氣爆的沉重救災現場、菜鳥的徬徨、第一線的恐慌、

身旁亦師亦友夥伴的離開，以及蘭嶼黑鷹殉職父親，每當入夜都

化成夢靨。

苓雅分隊／康汶羽
109年全國消防楷模 [鳳凰獎]

我確信，唯有面對才能將傷痛化成養份，有更大的勇氣面對未知

的災害現場。無論面對任何挑戰，我們永遠都不會只是一個人。

文／編輯部
圖／路竹分隊 林暐翔

面對任何挑戰，我們永

遠不會只是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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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

內政部消防署

防
火
管
理
場
所

表

揚

優

良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陳永川處長，推

動廠區許多防火管理工作，為本次獲獎奠定根

基，推動工作有：

落實危害分析並制定管理機制

　廠區訂有動火管制程序，依規定進行動火作業前、

中、後之相關檢查及注意事項；廠內機械設備皆有定

期保養及維護，對於高風險之製程進行危害分析且落

實源頭管理，降低異常或災害發生機率。

增設遙控砲台，即時監控，快速反應

　為快速瞭解及因應現場消防狀況，除設有法定消防

安全設備外，防火管理人亦爭取建置消防遙控砲台，

同時藉由CCTV遠端監視畫面，定位火點位置並遙控啟

動砲台滅火，增加自衛消防編組作業安全，爭取黃金

救援時效性。

　最後，為強化廠區人員消防滅火技巧，安排前往美

國德州農工消防訓練中心，親自體會救災滅火之實際

狀況，以正確的知識，做出最正確的判斷，讓災害影

響程度減至最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除由謝一禎副

協理推動法定的防火管理措施外，更推動了

數項軟、硬體工作，本次獲獎的關鍵有：

改善硬體 強化防火區劃

　在既有硬體設備的提升上，將防火區劃的雙扇防火

22

11
文、圖／小港分隊 沈肇宇

門進行整體改良加裝門上順位調整器，保持防火

門關閉順位正常，確保緊密性，以有效限制火煙蔓

延。

強化應變 消防編組即時顯示

　增加病房區電子看板，將自衛消防編組內容予以

電子化即時顯示，定時更新第一線應變人員編組現

況，方便護理人員確認平時護理作業與火災應變的

任務分配，有助於火災應變疏散作業之規劃，精進

消防編組啟動效率及明確性。

　另外，在規劃年度教育訓練上，委請專業講師來

院教導消防安全，創造院內自衛消防編組成員共同

學習及討論的契機，並辦理全院緊急災害應變及桌

上模擬演練，促進團隊運作。

文、圖／燕巢分隊 林晃立

Kaohsiung  Fire  Bureau  Quarterly  NO.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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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陳永川處長，推

動廠區許多防火管理工作，為本次獲獎奠定根

基，推動工作有：

落實危害分析並制定管理機制

　廠區訂有動火管制程序，依規定進行動火作業前、

中、後之相關檢查及注意事項；廠內機械設備皆有定

期保養及維護，對於高風險之製程進行危害分析且落

實源頭管理，降低異常或災害發生機率。

增設遙控砲台，即時監控，快速反應

　為快速瞭解及因應現場消防狀況，除設有法定消防

安全設備外，防火管理人亦爭取建置消防遙控砲台，

同時藉由CCTV遠端監視畫面，定位火點位置並遙控啟

動砲台滅火，增加自衛消防編組作業安全，爭取黃金

救援時效性。

　最後，為強化廠區人員消防滅火技巧，安排前往美

國德州農工消防訓練中心，親自體會救災滅火之實際

狀況，以正確的知識，做出最正確的判斷，讓災害影

響程度減至最低。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除由謝一禎副

協理推動法定的防火管理措施外，更推動了

數項軟、硬體工作，本次獲獎的關鍵有：

改善硬體 強化防火區劃

　在既有硬體設備的提升上，將防火區劃的雙扇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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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小港分隊 沈肇宇

門進行整體改良加裝門上順位調整器，保持防火

門關閉順位正常，確保緊密性，以有效限制火煙蔓

延。

強化應變 消防編組即時顯示

　增加病房區電子看板，將自衛消防編組內容予以

電子化即時顯示，定時更新第一線應變人員編組現

況，方便護理人員確認平時護理作業與火災應變的

任務分配，有助於火災應變疏散作業之規劃，精進

消防編組啟動效率及明確性。

　另外，在規劃年度教育訓練上，委請專業講師來

院教導消防安全，創造院內自衛消防編組成員共同

學習及討論的契機，並辦理全院緊急災害應變及桌

上模擬演練，促進團隊運作。

文、圖／燕巢分隊 林晃立

文、圖／火災預防科 莊靜雅

　高雄市109年共發生832件建築物火災，相較去(108)年

979件，下降15%。其中，以「爐火烹調」、「電氣因素」

及「遺留火種」為三大起火原因。進一步分析造成人命傷亡

的重大建築物火災（A1、A2火災），其中以「電氣因素」

19件（占41%）起火最多，「遺留火種」8件（占17%）次

之，「縱火」7件（占15%）排名第三。

慎防電氣火災

不能置之不「  」鋰鋰
109年

 建築物電氣火災

發火類型

電路配線
（96件）

35%

配線組件
（38件）

14%

電氣設施
（28件）

10%

其他（8件）3%

電器產品（105件）38%

發火源種類

以電器產品及電路配線最多

　109年建築物電氣火災中，發火源類型

以「電器產品」（占38%）及「電路配線

」（占35%）兩者比例最高；電器產品中

，前五大發火源分別為：冷氣機、鋰電池

產品、電風扇、電冰箱及電視機。

　電路配線則以「室內配線」起火的比例

最多（高達85%），更進一步交叉比對室

內配線火災起火處所，多發生在臥室及客

廳，故此二空間建議避免過度裝潢，降低

使用木製家具。此外，可燃物（如衣物、

書籍、雜物等）也建議減量存放，防止起

火擴大延燒。

鋰電池產品使用頻繁，

小心異常現象

　「鋰電池產品火災」在108年建築物火災

中發生7件，109年增加至11件；然而，「鋰

電池產品」在我們生活周遭隨處可見，如手

機、相機、筆電、空拍機、電動車等，可說

是人們高度依賴的工具之一。

要防範鋰電池產品火災，幾點提醒大家：

① 購買前，認明有「商品安全標章」的產品。

② 使用後，避免過度充電。

③ 產品擺放位置，請避開高溫處，並與

可燃物保持一定距離。

④ 發現電池有膨脹、裂開、漏液或

溫度異常升高等情形時，請務

必停止使用，送回原廠檢修或

將電池妥善回收。

　由上述統計顯示，「電氣因素」這項危險因子有如一顆不

定時炸彈，從「起火」到「釀災」都不容我們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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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
的美麗
文、圖／勵志演說家　陳美麗

98 年獲大專優秀青年獎

99 年獲全國身心障礙楷模金鷹獎

100 年榮獲國家總統教育獎

101 年獲致理最高榮譽精勤獎

102 年獲技職教育名人獎

103 年獲教育部社教公益獎個人獎

104 年獲第一屆生命奮鬥獎

105 年周大觀全球熱愛生命獎章

107 年第一屆台灣義行獎義勇獎項得主

身上的傷疤彩繪 

是浴火重生的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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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逆境

如果不是那場大火，我的「美麗人生」會
有什麼不同嗎？

20 多年前的一場大火，讓我的人生瞬間起
了變化，意外使人跌入谷底，大火不僅燒去
了容貌，也燒去了對未來的期盼與規劃。

回想在家中自己第一次照鏡子的時候，才
知道五官「糊成一團」，當下真想一走了之，
但我又想到家人還在支持著，絕不能放棄自
己。

但挑戰還沒結束，大火導致顏面損傷必須
承受他人異樣眼光，在身心備受煎熬之下，
經過四年 5、60 次艱難的手術、日以繼夜的
復健，身體留下許多後遺症及疤痕；心理適
應也花很多時間轉化，才慢慢找回對自己的
認同，求職過程中屢屢碰壁，必須比他人付
出更多努力，才能重新投入工作。

好不容易，在傷後重回生活軌道時，卻被
原有的生活圈背棄，經常面對生活種種不便
及他人的目光，還有言語霸凌。

美麗，是我的名，

也是我自己生命活得精彩無比

的形容詞。

活出美麗

為了生活只能從頭學習，重新創造屬於自
己的價值，讓社會大眾看到，其實這世界有
很多可能性。

過去的大火並未燒去我對人生的期盼，在
重生的旅途中，沒有因為身體損傷、職場挫
折、社會的冷漠而自我放棄，反倒是積極不
放棄地經營自己的人生，認真求學充實自我，
考取許多如中餐、調酒、門市丙、乙級、養
老護理員證照、企業講師等證照。

我發現，透過學習讓我更有機會在未來投
入許多公益活動，讓社會大眾了解，每個人
的價值是由他對社會的貢獻來決定，而非外
表。  

遇見使命

在家人的支持下，很多事情我得以無後顧
之憂，同時有幸擔任陽光基金會臉部平權代
言人，推廣「臉部平權」燒燙傷傷友找尋、
接納自我。和同樣歷經顏面燒燙傷的人分享
生命歷程，樂觀看待挫折，不把自己當傷友。
因為我相信，每個人的存在都有獨特的價值。

在自我實現的路上，也參與身心障礙團體
與社團的服務計畫，並擔任陽光、心路、淨
化、夢田、秀旺等基金會公益講師，受邀全
國偏鄉、離島、學校、監獄分享生命教育；
同時，也透過廣播節目讓社會大眾更了解身
心障礙者的心理困境，並以自身經驗鼓勵幫
助在生命中正遭逢變故的人，如何勇敢去逆
轉人生、突破逆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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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 / 陳寧

今天的我，是「29」歲的我嗎？

最近每天早上醒來，我都會問自己這麼一句話。

我決定活在「29」歲的力量嗎？

我在 29 歲
與 24 歲的自己和解

會這麼問是因為，八仙塵燃受傷後我雖然做了

不少事情，重返職場三年半，出書寫下心路歷

程，也因此打開機會與眼界，甚至開始做了個

人品牌。但始終覺得不大對勁，自己隱隱約約

還在尋找一種東西，一股丟失的力量，想去彌

補心底的不完整性。

一直到今年，我時常還會想，若有人願意與我

對調身體，即便是半天也會想哭吧？

人世間總有許多不同形式的磨難。原生家庭、

求學經驗、工作失意、家庭因素、感情背叛，

那身體病痛就是眾多考驗的其中一種呈現方式。

雖然不能說是最慘的，但相對起來，因為攻擊

的是本人軀殼，削弱的是體能，所以是最為直

接粗暴的。

前些日子，即便面對自己燒傷的身體，仍像一

面高光鮮明的鏡子，銳利地反射一份匱乏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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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我的理解是，疤痕喜歡氣勢凌人的說

話：「看！當我屬於妳的那一刻，無論外在看

來多勇敢亮麗，都注定無法完好如初，哈哈……

因為妳是不足的。」

當狀態好的時候，我能夠與傷害同在。但當狀

態差的時候，這些刺耳的咆哮便會擊中我的心。

後來透過幾次心靈諮商，才開始明白這股憤怒

背後的真相，其實是我與「脆弱的自我」尚未

和解而導致，並非什麼疤痕在叫囂。這些既存

且尚未被消化的情緒，屬於我本人的某一面向，

像是個被深藏於暗處的「小女孩」。

以充滿邏輯的角度去看，對外在世界而言，她

的不平衡與情緒化，既沒有建設性也是無用的，

所以被我自己用布蓋住了數年，刻意且長期的

封鎖著。但她其實也有曬太陽及出門走走的需

求啊，不然和虐童有什麼兩樣呢？

直到月初，我去上了薩提爾對話心理工作坊，

才真正面對了 24 歲受傷的自己。

老師形容每個人的內在都是一座冰山，浮出水

面的是我們外在行為的展現，而冰山底下才是

行為背後運作的心理機制、隱藏真相。

她邀請某位同學扮演 24 歲的我，纏著左一綑

右一簍的繃帶，楚楚可憐且直接的站在我眼前。

「陳寧，你看見 24 歲的自己是什麼感覺？」

「我看見她躲在疤痕背後，看起來很可憐，

我……好對不起她」

「為什麼呢？」

「我總認為她不夠強大，所以還蠻嫌棄的，一

直不想讓別人看見她的存在」

那一刻我與同學的眼神對視，淚水滾滾而出，

透過老師的引導，我和自己說了好幾次對不起，

並忽然意識到這幾年我喜歡打扮，卻不肯脫壓

力衣的原因、無法收拾好房間、還有總總不夠

照顧自己的細節，都象徵著「我忙於取悅外在

世界，而非自己本身」的心理狀態。

我的內在力量，不如其他同學是定格於小時候

父母離異，或發生了原生家庭變故，反而是陷

落於 24 歲的受傷年紀。整整遺失了 5 年的力量，

難怪這幾年自己總有種活不出來，也說不上來

的失重感。

「陳寧，現在我邀請妳說說這 5 年來，妳新

增了哪些資源好嗎？」

「勇敢、堅毅、行動力、不屈不撓的意志、愛、

正向、敏感……」

「很好，如今妳看見了自己的資源，也看見

了小女孩般的自己，現在妳都看到了，那妳願

意接納她成為自己的一部分，從今往後一起走

嗎？」

「願意！」

這個擁抱彷彿等了一世紀，那般的可貴。

我從看見、接納，到把失孤的自己抱回來，這

個與自己「和解」的過程，我曾聽說不下一百

次，但只有那天讓我感覺真正感受到，靈魂碎

片被撿回來，人要變完整了的狂喜。

大部分的我們，對待不夠有力量的自我，總會

不經意的粗神經、疏忽、甚至粗魯，可以理解

的是從小到大沒有課程或父母教過我們：該如

何真切的關懷自己？留意心中傷口及妥善照顧，

以防在體內留下痕跡。

治癒自己的能力並非天生，且在沒人教育的情

形下，這些長大過程中，因破壞而留下來的坑

洞，總是留在我們的臟器裡，成為無能為力的

「課題」。

而坑洞是不會放著放著就好了。鬆綁自己的一

刻，唯有當我們真正看見、醒覺，並願意開始

施藥、使用正確補品才會發生。

和解到合而為一，從今往後無需等待，因為它

可以期待。

 最後邀請大家思考：

 你的內在小孩停留在幾歲呢？

 今天有活在這個年紀的力量嗎？

YOUTUBE 臉書粉專 IG 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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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平權　與你我息息相關

擔心與顏損者互動？小撇步教給您！

臉部平權 

三不 三要

①不要盯著看

多看兩眼或甚至盯著看，會讓人感到不舒服，

覺得自己被莫名關注，建議大家，自然就好，

就像面對任何迎面而來的朋友一樣，這也是一

種禮貌與尊重！

②不要問敏感問題

簡單的點頭招呼、話家常就足夠，如果真的

要表達友善，請先忍住心裡的好奇，讓對方先

熟悉你再說吧！

③不要給建議

除非他自己詢問，否則不要貿然給建議，這

樣做像是在提醒他們「你長得不一樣」。

①要有平常心

部分顏損朋友最困擾的就是外觀有著不可抹

滅的記號，他們本身也很討厭被別人特殊化，

所以把他們當成普通人即可。

②要有同理心

試想，如果我們自己就是顏損者，會希望別

人怎麼對待？試著同理他們的狀況，就比較能

理解和體諒。

③要有耐心與愛心

和顏損朋友相處，試著了解他，也不吝分享

自己；就跟一般朋友往來一樣，找出共同的興

趣、話題。

在生活中遇到顏損朋友時是否會曾感到不知如何是

好？擔心自己言行在無意之中傷到了對方？別擔心，

掌握「三不三要」的原則就沒錯！

文、 圖 ／ 陽 光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會 倡 導 組

2014 年高雄發生嚴重氣爆事件，造成 32 人死亡、

321 人受傷。32 名罹難者中包含 5 名警消、2 名義

消，並造成 22 名警義消輕重傷。事件過去六年多，

傷者多已重回職場。然而，身上的疤痕印記並沒有

因時間的流逝而淡化。

在台灣，有許多因為意外，導致身上多了燒燙傷

疤痕的人，他們在受傷前，也跟你我一樣，是個普

通的學生、上班族。但是，意外說來就來，這些人

因為意外造成外觀的改變，而遭受不同於以往的眼

光；或者某些人因先天疾病，在臉上或身體有明顯

特徵。

如果我們能彼此尊重，相互友善，那麼這些先天、

後天的印記，就不會成為顏損朋友的二次傷痕。

你是否曾因臉上的一顆痘痘而擔心

隔天出門會不會被他人揶揄？或是你

也曾因為身材的高、矮、胖、瘦而受

到程度不一的取笑？根據陽光基金會

「2019 台 灣 民 眾 身 體 意 象 與 經 驗 調

查」顯示，在台灣每 7 人就有 1 人曾

因外貌（不只臉部，包含身材）遭受

不友善對待、有 12.9% 民眾曾因外貌

遭他人取笑、15% 因外貌被取不喜歡

的綽號、11.9% 曾因外貌被批評。「以

貌取人」的問題，在台灣仍屢見不鮮，

尤其顏損族群更加明顯。

友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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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帶領傷友採買生活用品，逐步回復

日常生活，也是傷友重要的復健。

傷友復健包含，24 小時穿戴壓力衣、

每天依治療師指導進行復健運動。

深 二 度 以 上

的 燒 燙 傷，

不 僅 改 變 外

觀， 也 影 響

身 體 功 能，

需 要 持 續 復

健、治療。

臉部平權 CF– 職場篇 陽光臉平權網站 陽光預防知識

陽光基金會推動「臉部平權」過程

陽 光 基 金 會 2010 年 響 應 英 國 組 織 Changing 

Faces，在台推動「臉部平權」，倡導尊重每個獨

一無二的個體，實踐臉部平權精神：「尊重差異，

看見獨特」。無論外觀如何，每個人在社會上都

應擁有平等的機會與公平的對待。

2014 年 5 月 17 日在台灣推動「臉部平權日」，

2018 年也跨足國際，投入國際臉部平權聯盟（Face 

Equality International，簡稱 FEI）之成立，與世

界各地的顏損服務組織攜手，共同於國際推動「臉

部平權」。同（2018）年也與全國 22 縣市簽署

支持臉部平權。

在高雄市，有 83 所學校、16 間店家加入響應

行列，為高雄市民的多元尊重環境，盡一份心力，

透過你我一起的力量，讓每個人都能在友善環境

中實踐自我。

「尊重」每個跟自己外表、想法、立場不一樣

的人。可以不認同、不喜歡，但絕不能以此打壓、

傷害，甚至歧視。因為某天我們都可能在某個特

定狀況下成為少數，當這時刻來臨時，我們也希

望獲得尊重、理解，而非排擠。

「臉部平權」是與你我都息息相關的課題，求

學時，我們希望老師、同學看到的是我們的個性

與潛能；就業時，我們也希望老闆看到的是我們

的能力與才華。唯有「相互尊重」才能讓我們身

處的社會，更加友善、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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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基金會統計資料顯示，燒燙傷的原因以

熱液燙傷的個案最多，且多發生於家中，尤其

廚房及客廳，更分別是家中燒燙傷發生地點的

前二名。

因此，父母更需要在日常中，隨時留意危險

源並且加以防範，才能減少燒燙傷意外的發生，

給孩子一個安全成長的環境。

日常生活中四處可見的傷燙傷危險源有：

①廚房：瓦斯爐、電磁爐、熱水瓶、電鍋、

熱鍋、熱湯、熱食、熱水、烤箱、微波

爐等。

②客廳 / 餐廳：開飲機、熱茶水、熱食、

鞭炮、小瓦斯爐、熱水壺、延長線、插

頭、電暖氣、打火機、火柴、蠟燭、蚊

香、酒精加熱爐、火鍋、易燃品。

③臥室：精油燈、吹風機、電暖氣、電熨

斗、保溫瓶等。

④浴室：熱洗澡水、吹風機、強酸強鹼等。

⑤其他：機車排氣管、飲料封口機、高壓

電線、紙錢焚燒桶、浴廁清潔劑、變電

箱、閃電、攤販油鍋、瓦斯桶、汽車水

箱、溫泉池、太陽光、烤肉爐、營火等。

生活周遭會引起燒燙傷的危險物品實在不勝枚

舉，但大人們只要能多留心，相信都會成為家中

的「防燙守護者」。

以下提供十個重點，提醒照顧者多加留意：

①廚房、客廳、浴室是家中最常發生燙傷事件的

地方，不要放任幼童任意在此玩耍。

②廚房地板應保持乾燥，端熱食時，注意別讓孩

子在身邊，以免因不小心碰撞而導致鍋盤翻覆。

③熱水瓶及熱湯要放置在幼童拿不到的地方；餐

桌上的桌巾不宜太長，以免幼童攀爬拉扯，將

桌上熱湯拉下而燙傷。

④食用火鍋或泡茶、咖啡等，應特別注意家中幼

童動向，以免意外發生。

⑤餐廳用餐時，務必教導幼童不可奔跑嬉戲，以

免誤撞送菜人員或打翻熱湯熱食，造成燙傷。

⑥幼童洗澡水一般控制在攝氏四十度左右即可，

熱水器出水溫度配合季節調整，建議維持在攝

氏五十度以下。採放水方式時，應先放冷水再

放熱水。

⑦家中有危險物品要妥善收納，尤其火柴、打火

機及強酸或強鹼液體等。

⑧使用酒精加熱火鍋時，須確認火完全熄滅後才

能添加酒精，以免惹火上身。

⑨電線及插座要遠離幼童能摸到之處或用塑膠蓋

蓋住，以免幼童電傷。

⑩若住家附近有高壓電，要小心遠離，且勿碰觸。

「家」是最安全的地方嗎？

常 見 燒 燙 ( 灼 ) 傷 危 險 源 :

防範燒燙傷　你一定要知道的十件事

文、圖 /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兒童燙傷基金會 執行長黃惠芬

家裡有兒童　
一定要知道的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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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幸發生燙傷，應先冷靜並確實做好正確的沖、脫、泡、蓋、送急救處理，以降低傷害程度。

接觸到強酸、鹼等化學藥劑時，要立即以大量自來水沖洗傷處，且至少 30 分鐘以上。遭高壓電傷時，

要先切斷電源或用絕緣體將附著電線移開，若有心跳停止的狀況發生時，應立即施予 CPR 急救並儘

快送醫治療。

基金會一直以來呼籲「燙傷是可以預防的」，兒童傷燙傷事件發生，多因幼兒無辨別危險能力又

缺乏照顧，或照顧者的疏忽及對燙傷危險源的忽視而造成。現今居家環境大多狹小，活動空間侷限，

加上普遍使用電器與瓦斯設備，使的甜蜜溫暖的家，有時也成意外的傷心地。

燒燙傷意外發生時，又因慌張和急救常識有限，無法及時做適當急救處理或使用錯誤民間偏方，

造成送醫後醫療處置的困擾，不僅延誤救治時間，更有引發感染的風險，造成患者的二度傷害。因

此，兒童燒燙傷的預防與正確急救觀念，是不容忽視的課題。

圖
片
來
源:

兒
童
燙
傷
基
金
會

圖片來源 : 兒童燙傷基金會

正確急救做到位   痛痛傷害往後退

生活多一點心   燒燙傷不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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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不可不知的

燙傷處理三大誤區

小丹一直在我們診所治療痘痘，上進的她，除了平常上課

之外，大三開始，放學沒課的時候就去餐廳打工，一方面賺

點零用錢減輕家裡的負擔，二方面磨練自己的社會經驗。一

向開朗的她，今天走進診間的腳步卻一拐一拐的，讓我大吃

一驚。

［怎麼了 ? 今天走路怪怪的 ?］沒等小丹坐下，我就先問

她。

［游醫師，前幾天我燙傷了，我以為小傷不要緊，怎麼知

道，這幾天燙傷的地方越來越痛，今天連走路都會痛。］小

丹露出痛苦的表情這樣描述。

等她拉起褲管，我才發現，她的小腿外側，有好幾個破掉

的水泡，周圍的組織又紅又腫，即使輕輕碰觸，也會引發劇

烈疼痛。

［你的傷口感染了！今天我會開一些抗生素跟消炎藥給你

吃，除了吃藥之外，傷口要好好照顧，出門一定要包紮起來

才行。］

［醫師，請問傷口一定要包嗎？我媽媽說傷口不能包，不

然不會收口，這是對的嗎？］

燙傷處理第一誤區：傷口不用包才乾的快

很多人一直有個錯誤的觀念，覺得流湯流水的傷口不能

包，包了之後傷口才會乾的快、收口的快。

其實這是倒果為因的錯誤觀念，我們的皮膚最主要的功用

是保護，健康的皮膚可以防水，讓外來的水份進不來，也讓

體內的水份出不去。當皮膚破損時，這層防水保護層就被破

壞了，因此會有組織液外滲、甚至滲血的情形；當傷口的環

境良好，沒有感染、髒污的情況下，皮膚會逐漸修復、慢慢

癒合，等到皮膚長好了，才不會再有滲出液，所以是皮膚長

好了才收口，而不是傷口風乾收口。

堅持風乾、暴露在外不包紮的傷口，等於讓已經受傷的皮

膚，直接暴露在環境中，我們每天生活的環境中有各種細

菌、病毒，還有灰塵、棉絮、衣物等汙染來源，讓傷口直接

接觸這麼多外來刺激，其實是在挑戰自己皮膚的極限，白白

增加傷口感染的風險，對傷口癒合，其實一點幫助也沒有！

文、圖／皮膚科醫師兼作家 游懿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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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嚴重的是，有些人誤以為傷口上面的血塊、

痂皮，摸起來乾乾的，就是傷口好了已經收口了，

不但不包紮傷口，也不清潔傷口，讓一層一層的

血塊、藥膏、乾掉的組織液堆疊在傷口上面，最

後不但傷口好不了，還因為累積了太多外來物，

而讓傷口演變成細菌感染，小丹的傷口就是這

樣。

［皮膚受傷了，就要包紮起來，用紗布或 OK

繃都可以，特別是出門的時候，一定要包紮起來

保護傷口，乾淨沒有感染、沒有太多外來物堆積

的傷口，才會好得快！］我一邊幫小丹清潔傷口，

一邊這樣教她。

燙傷處理第二誤區：以為人工皮是萬能的敷料

［游醫師，我宿舍有人工皮，我的傷口可不可

以貼人工皮呢？］小丹這樣問我。［人工皮現在

不能用喔！］我張大眼睛看著她，使勁地搖搖頭。

人工皮的成份分成很多種，市面上最常見的人

工皮，真正的學名叫做：Hydrocolloid Dressing，

這是一種吸水度高、可透氣的敷料，藉由吸水讓

傷口保濕，來加速傷口癒合；人工皮一般有厚度，

貼在傷口上也有保護傷口、減輕疼痛的效果。

人工皮就像是直接幫破損的皮膚補好一層人造

的皮，使用上很方便，撕下來直接貼在傷口上就

好，不須再黏紙膠帶；人工皮會吸收組織液，減

少換藥次數；吸收了滲液的人工皮也不會讓傷口

黏在敷料上，不論是換藥或是貼著的時候，都能

減輕疼痛，雖然擁有這麼多的優點，但是人工皮

有個使用禁忌：感染！

有感染的傷口，包在密封的敷料下，不論濕度、

溫度，都剛剛好是細菌孳生的溫床，因此正在感

染的傷口，如果使用人工皮，會讓感染惡化，所

以有感染疑慮的傷口，不能使用人工皮 ! 至於傷

口到底有沒有感染，這個需要專業的醫師判斷，

因此傷口到底能不能用人工皮，最好在醫師建議

下再使用後再使用，以免弄巧成拙。

［原來人工皮使用有這些注意的地方啊！我第

一天燙傷那天就貼了人工皮，結果撕下來的時候

水皰就破了，我還以為是好事！］

［第一天水皰就破了？］我再問了小丹一次，

她點點頭。［那你又犯了燙傷照護的第三個誤區：

太早弄破水皰！］

燙傷處理第三誤區：急著弄破水皰

當燙傷的深度達到真皮層時，我們稱為二度灼

傷，二度灼傷通常都會形成水皰，水皰會形成是

因為受傷的皮膚會讓血流增加、組織液增加，當

組織液累積在表皮層與真皮層中間時，就會形成

水皰。

水皰的皮，其實就是原本正常的表皮層，如果

保存得好，不但可以保護下面已經受傷的皮膚，

達到防水、防菌的作用，還可以減輕傷口暴露的

疼痛，除非不得已，其實不要輕易地把燙傷的水

皰弄破。

但是當水皰太大會干擾到正常活動，或是水皰

正好在容易摩擦的部位，為了避免不經意的摩擦

造成水皰破裂而引發感染，這時候醫師可能會視

情況，把水泡戳個小洞，同時把裡面的液體引流

出來，但是第一時間保存水皰皮，其實對燙傷的

傷口而言很重要。

過了幾天之後，當傷口慢慢復原時，為了避免

阻礙新的表皮新生，水皰皮終究是要移除掉，至

於什麼時候適合移除水皰皮、什麼時候要引流水

皰，這都要看傷口實際情形，交給醫師來決定。

小丹的燙傷，在吃完藥、以及妥善的照顧傷口

幾天之後，就恢復得很快，藉由這次的經驗，她

學會了好幾個照顧燙傷的要點，燙傷雖然小，但

是如果進了誤區，用錯誤的方法照顧，可是會出

亂子的。

骯髒的傷口 完整的水皰感染的傷口 破掉乾淨的水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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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編輯部
圖 / 鼓山分隊、林園分隊、右昌分隊、第一大隊、中華分隊

109.11.28　
李慶雲先生、李薛金　女士、李文欽先生及黃李秀

麗女士等聯合捐贈救災越野車及救災裝備器材一批

                                                / 依姓名筆劃排序 /

110.01.09　

右昌善德念佛會　捐贈消防警備車及救護車

109.12.27　

高雄市保安慈善會　捐贈消防警備車

110.01.09　

慶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捐贈救災指揮車

110.01.15　

高雄市玉山獅子會　

捐贈救災車輛反光標誌及住宅用火災警報器

致謝

感謝這群人的付出

讓我們奮進　讓市民平安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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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圖 / 占星師兼作家 澤誼

我們要怎麼應對接下來的挑戰，

會讓我們生活過得更好呢？

請看著圖片，心裡想著，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在生活上遇到挑

戰，要怎樣面對這個挑戰可以過得更好呢？

請憑藉直覺選下一張牌──

［A］

［D］

［B］

［E］

［C］

［F］

臉書粉絲專頁 : 澤誼的人參青紅燈 

官網 : 澤誼心靈療癒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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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太陽

D . 正義

B . 隱者

E . 力量

C . 愚人

F . 魔術師

保 持 正 面 的 心 態 去 迎 接 挑

戰，保持著自信，相信自己

是能夠做到最好的，你是有

著溫暖特質可以感染大家的

人，只要你記得用這樣的特

質，加上樂觀的心態，就能

夠達到目標喔。

你需要衡量這個挑戰是否是

你可以承受的，不要太累了

喔，因為你需要好好的衡量

自己的能力是否能夠分配到

這樣的挑戰，所以你必須先

捨棄一些東西，才能夠無後

顧之憂的去迎接挑戰！

也許你對自己的能力覺的還

不足，而不敢接受挑戰，不

過請不用擔心，這只是你在

學習的一個過程而已，只要

你繼續努力的好好練習，總

有一天你會接下這個挑戰，

而且做得更完美。

當挑戰來的時候，你可以用

一種柔軟的方式去面對，過

度用力其實並不會讓你比較

容易成功，反倒是用很輕鬆

但又負責的心情去面對，你

就會發現這樣的力量是比較

能夠長久的。

你必須用一種破除以往的方

式去迎接這個挑戰，用一種

創新、不設限的心態去接受，

只要你不要再用舊有的方式

去執行，你就會發現原來這

個挑戰是很輕鬆的。

請記得你身邊的所有資源，

不要浪費這些資源，當挑戰

來的時候，你不用孤軍奮戰，

你只需要把所有身邊的資源

整合起來，你就會發現其實

一切都是很輕鬆簡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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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必遊景點 - 逍遙園

文、圖／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高雄歷史的浮光掠影

去年，是打狗改制更名為高雄的第一百年。

百年來， 這座被山與海擁抱的城市裡，留下了許多人的足跡。

逍遙園迄今已經八十年，原本是日本皇族宗教家大谷光瑞的別

莊，戰後成為許多來自中國流離失所的人們遮風避雨的家。

日子久了，逐漸不堪使用，所以我們努力，還原這個空間初始

的華麗與優雅，同時也讓眷村的生活紋理，繼續留存著。

我們相信，每一個曾經存在過的痕跡，

都應該要努力保留下來，作為這片土地

上的人們，逍遙生活的證明。

撫今追昔

逍遙園

高雄，還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值得

我們去挖掘、去守護 ; 過去的一百

年，我們撫今追昔，而新的一百

年，從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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