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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將滿二十周年之際，

傳來好消息，髓緣傳到匈牙利。

華人、白人、印裔……中心供髓三千四百四十例到二十九個國家地區，

臺灣人給了全世界血疾患者三十八萬個生命希望。

走過二十年，各方耆老與國際學者笑談當年艱辛，

數百位半百志工認真聽課進修，汲取醫療尖端資訊，

中秋團圓時刻，捐、受髓者歡喜相逢。

一路走來，慈濟髓緣之愛超越地理疆域與種族限制，

在全球不斷傳遞，點亮重生的火光。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二十周年

封面故事

髓緣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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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三次轉機、飛行超過八千公里，

二○一三年十月八日上午，來自匈牙

利的喬柏‧伊利斯 (Csaba Illes)，終
於從花蓮慈濟醫院高瑞和院長手中接

過周邊血幹細胞，又即刻啟程趕回匈

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因為有一位已

經接受殲滅療法準備受髓的病患在那

裡等著，他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將這

救命之髓送到。

這是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成立滿

二十年之際，第三千三百四十例移植

案例。遠在歐洲中部的匈牙利，成為

慈濟髓緣之愛抵達的，第二十九個國

度。

專業與感性並具

三十六對相見歡

早在一年前中心的行政團隊就在

為二十周年的活動作準備，而決定舉

辦捐受髓者的相見歡，更是讓同仁興

奮又期待。周年活動的時間點正好與

國際慈濟人醫會年會相近，因而決定

將人醫年會中的晚會活動與相見歡合

併，此外，今年人醫年會也以骨髓幹

細胞捐贈為主軸發展，讓全球人醫成

員們深入了解慈濟「八大腳印」之一

的骨髓捐贈。

自從於二○一○年十月一日獲世界

骨髓捐贈者協會（The World Marrow 
Donor Association, WMDA）的國際認
證，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正式成為國際

級的骨髓資料庫，中心每年也會為骨髓

關懷小組志工舉辦專業課程，今年也同

步規畫了為期兩天半的「二十周年慶暨

關懷小組講師認證」研討會，時間於九

月十九日至廿一日上午，內容除了相見

歡活動外，安排了國際專家學者講課，

有近八百位小組志工報名上課。

而相隔多年才舉辦的相見歡活動，

邀集了三十六對捐受者，因此拆成兩

場，分別於研討會第一天的上、下午，

於慈濟大學與靜思堂舉行。中心楊國梁

主任、骨髓捐贈關懷小組總幹事陳乃

裕、與行政組張筑聿組長在今年五月就

先前往北京、廣州、上海、蘇州、杭州

的移植合作醫院親自邀請參加。課程的

部分包括有介紹專業知識的「骨髓捐贈

論壇」，捐受贈者、醫師與志工分享經

驗的「髓緣之愛」，以及由臺大醫院陳

耀昌教授、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和

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等人共同回顧

歷史足跡的一場座談。研討會以感性開

場，專業而充實，最重要的，所有辛苦

奔走的志工們看見了他們的付出挽救

一個個生命與家庭的奇蹟。

盼到當面言謝的那一刻

捐受者互感恩

「雖然您我並不相識，但緣分把我們

從天涯海角聚在一起，是您讓我的生命

得以延續⋯⋯」這一切，都要從「髓」

緣的牽繫開始說起。首場相見歡，十九

日上午在慈濟大學大愛樓演藝廳揭開

序幕。為了一圓與「救命恩人」見面的

心願，經過多年等待，當主持人慈韻師

姊「公布答案」、受髓者見到捐贈者的

那一刻，有人獻花、彼此相擁痛哭；有

人鞠躬、甚至跪地致謝，就為了想要表

達心中無限的感恩。

「捐髓給我的人，名字與我父親的

名字一樣⋯⋯」見到捐贈者吳奇峰的

那一刻，來自廣州的受贈者廖雅儀內

來自匈牙利的取髓人員喬柏．伊利斯（左）來

到花蓮慈院，從高瑞和院長（中）與楊國梁主

任手中接過周邊血幹細胞，圓滿第廿九個國家

地區的髓緣。攝影／楊國濱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主任（左六）、陳

乃裕總幹事（右五）與張筑聿組長（右四），

在二○一三年五月即拜訪廣東省人民醫院，邀

請參加相見歡。攝影／黃筱哲

美國受髓者凱爾（左二），經過十四年再度來臺與捐髓者林柿臻（左一）見面，凱爾的媽媽再感恩醫

療團隊與捐髓者，讓兒子健康長大。攝影／楊國濱

文｜陳清香、陳怡伶、何姿儀、彭薇勻、陳慧芳、梁恩馨、沈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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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圓的時刻

如見失散的家人

紅燈籠光芒溫柔映照在講經堂上千

人的眼前，帶來濃濃的中秋過節氣氛。

在九月十九日下午的「骨捐二十周年

暨人醫會十五周年慶活動」，廿對來

自南非、美國、越南、新加坡、大陸、

臺灣的受髓者，與捐髓者團圓，也與

慈濟骨髓捐贈關懷團隊、全球人醫會

成員團圓了！ 
大會一開始，全場以持續了五分鐘

的熱烈掌聲，歡迎捐、受髓者入場。

受髓者曾經跌落無望的生命谷底，因

著捐贈者的大愛與關懷小組無私的付

出，帶來重生的希望。

來自四川的羅聖開，出生四個月即

被診斷罹患嚴重地中海貧血，加上又

是罕見的 RH陰性血型，必須靠每個
月輸血才能存活。家人不僅要面對龐

大的醫藥費重擔，甚至有錢也買不到

適合的血液，沒有終點的治療如同海

嘯淹沒了全家，「那日子幾乎看不到

希望！」

「我想要手術，我想要活下去。」

四歲的羅聖開主動向爸爸開口，家人

在大陸各個骨髓與臍帶血資料庫中展

開求髓的艱辛歷程。

「我只能給孩子不健全的身體，是

捐髓者、是臺灣慈濟給孩子健康，給

他們希望！」想到大陸還有無數與兒

子相同疾病的孩子正在等待，而在身

旁的羅聖開幸運地活著，現在已經九

歲了，羅爸爸在臺上激動地向臺灣慈

濟與志願捐髓者表達深深的感恩。

大會上捐、受髓者彷彿與失散已久

的家人團圓，一個深深的擁抱，一滴

滴盈眶的熱淚，感動了現場眾人，淚

濕了手帕。

心激動到無法言語，只能化為擁抱與

淚水。因為骨髓捐贈讓廖雅儀有了「再

生父母」，更沒想到她的再生父親與

親生父親同名，這樣的巧合，令臺下

驚歎聲四起。

「剛剛進會場時，我跟我太太說，

肯定是他，就是他！」盼了十二年，

來自廣州的受贈者戴世青和太太穿過

舞臺上布滿鮮花的生命之門，緊緊擁

抱捐髓者郭家奇。生命的相遇是多麼

地奇特，讓不曾見面的人，憑著直覺

找到了生命貴人！

「我現在的生命，不光是自己的生

命，身體還留著臺灣兄弟的血液，我

一定會讓這善的循環繼續下去。」戴

世青接受骨髓移植後，身體狀況非常

好。他感恩地說，因為捐髓者的大愛，

不僅挽救了他的生命，還有一個差點

破碎的家庭，更讓他有機會繼續擔任

學校教授，啟發更多孩子的慧命。

家住臺中市、擔任美術老師的房新，

在生病後並沒有放棄創作的興趣，而

是努力地以繪畫來轉移病苦。在相見

歡活動中，房新特地繪製了大自然風

景畫送給捐贈者，畫中有兩隻象徵圓

滿的蝴蝶，是她想要感恩捐贈者王慕

樵讓她的孩子沒有失去母親、先生沒

有失去伴侶。而捐者王先生也回過頭

來感謝房女士，說著捐骨髓後自己的

工作運變好，也順利考上了老師。

有的等了三年、有的盼了十幾

年⋯⋯二十對捐受贈者陸續上臺相

見，在所有關懷小組志工、家人朋友

的見證下，將多年來的感恩，化為終

於見上一面的欣慰，彼此祝福。

捐髓者趙志強的妻子緊緊擁

抱來自四川的羅聖開，她說要

好好抱抱自己的另一個孩子。

攝影／連志強

臺灣的志工為了勸髓

四處奔走不以為苦，就

算在雨天也上街宣導。

攝影／洪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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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轉時光話當年

臺灣愛心密度高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是二○○二年

四月三十日改制後的名稱，一九九三

年十月二十日成立時原稱「慈濟基金

會骨髓捐贈資料中心」，所以總會聽

到元老級的人習慣地簡稱為「(慈濟 )
骨髓資料庫」、「骨髓庫」。最元老

者之一，當屬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

執行長了。

在九月十九日上午的人醫年會課程

中，林碧玉副總執行長將時光倒流，

在有限的三十分鐘內談骨髓資料庫的

創立伊始。「證嚴上人因為真的不忍、

不捨這些病患求救無門、家庭破碎，

生命就在我們的眼前消逝。」所以在

徵詢醫界意見之後，確認捐髓不會傷

身，開始籌建骨髓庫。

自資料庫成立短短兩年內，慈濟人

募得超過十萬筆血樣配對資料，當年

不但引發學界震撼，日本、新加坡更

特地來臺造訪。「上人不會為搶救生

命而損害生命。」林副總說，從前民

智未開，捐骨髓是何等恐懼的事，當

時在國際間，兄弟間都不願意捐給自

己的手足，甚至弟弟會拿著槍、押著

哥哥捐，所以這是一項很艱鉅的工作。

儘管社會大眾對捐髓觀念普遍陌生，

但大家知道跟著上人「做就對了」，

因此不分晝夜奔走長街陋巷、鼓勵捐

髓，累計已舉辦近兩千場驗血活動，

數以千計的捐贈者也見證捐髓救人、

無損己身。

上人常說「臺灣無以為寶，以善以

愛為寶。」臺灣有兩千三百萬人，骨

髓庫就有三十八萬筆血樣資料，相當

於每一百人就有超過一點五個人參與

骨髓捐贈驗血，愛心密度非常高。誰

說捐髓會傷及生命？林副總表示，在

慈濟人鍥而不捨的關愛與營養補給之

下，讓許多捐髓者不但比從前健康，

更讓一位婦人因為捐髓，讓她從原本

的不孕到產下一對雙胞胎。捐贈者不

單讓受髓者重獲生命，也讓自己迎接

了新的生命。

一生中最好的決定

骨髓捐贈原本被限定為器官捐贈的

一種，必須要是三等親屬之間才能夠

進行；在法律修改完成後，非親屬之

間也可以捐贈，所以必須成立資料庫。

研討會上，陳耀昌教授、王成俊醫師、

閻雲校長、蕭正光醫師、林碧玉副總、

林俊龍執行長與高瑞和院長等人，一

同回首骨髓資料庫草創時的點滴。

完成臺灣第一例骨髓移植的臺大醫

院陳耀昌教授，笑說現在能夠坐在這

裡，是因為當年做了一個「一生中最

好的決定」。一九九一年底，他在香

港參加亞太血液學會，那時香港正在

為一位臺灣去的病人舉辦捐髓活動。

臺灣的病人跑到香港去，香港人為我

們做捐髓，這對陳教授來說是很大的

刺激，他回臺之後就開始進行相關的

推動。

一九九二年，旅美留學生溫文玲罹

患白血病，在父母與手足之間找不到

相符的 HLA配型，當時她就讀的學校
與美國慈濟志工都為她奔走，募集華

人血液樣本。同年年底她回到臺灣，

由母親與妹妹向當時的行政院衛生署

要求將器官移植捐贈條例解套，陳耀

昌教授陪同她們與張博雅署長會面；

後來得到衛生署的支持，隔年四月修

法通過，所有的立法委員都非常肯定。

一九九三年八月廿九日，臺大醫院舉

辦了第一次捐髓驗血活動，陳教授感

到責任重大，但是那時能力有限，於

是便把整個重擔交給慈濟。他說：「很

高興看到現在有這樣的成就，所以這

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決定』」。陳教

授表示慈濟除了骨髓庫以外，他更尊

敬的是能夠成為臺灣最大的臍帶血

庫，因為臍帶血庫維持費用高昂，應

該要以公庫的形式營運。他現在最大

的遺憾就是沒有機會變成捐髓者，因

為已經超過年齡上限了！

在手術房的內科醫師

臺灣第一例非親屬間的骨髓移植，

是由時任三軍總醫院血液科主任的王

成俊醫師，在一九九四年五月七日為

捐髓者葉美菁與受髓者魏志祥進行手

協助慈濟骨髓資料庫成立的王成俊醫師、陳耀昌教授、閻雲校長與蕭正光醫師，和林碧玉副總、高瑞

和院長、與林俊龍執行長等人一同回首草創時的點滴。攝影／楊國濱

每年的關懷小組講師認證課程，是志工種子的

增能活動，也讓所有志工不論勸髓或陪伴都更

專業。攝影／鄭阿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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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這同時也是慈濟骨髓資料庫的首

例。他在座談中說道：「這場活動對

捐髓者有著莫大的鼓舞，感恩慈濟提

供這麼好的平臺。趁此機會特別敬佩

骨捐關懷小組 (志工群 )，如果沒有慈
濟的話，骨髓捐贈沒有辦法推動得那

麼順利，尤其有的時候還會受到捐髓

者的誤解、不了解或是家屬的責難，

大家都能夠忍耐下來、不斷地解說，

使得捐髓者能夠回心轉意，也大大地

提升了捐髓的成功率。」

骨髓資料庫的第一任執行祕書蕭

正光醫師，回想當初剛開始時並沒有

自己的實驗室，募集來的血液檢體

都要送到國外檢驗。他陪著林碧玉

副總向加州大學的保羅‧寺崎 (Paul 
Terasaki)教授實驗室進行議價，讓成
立初期的經濟壓力減輕許多。蕭醫師

很希望資料庫可以繼續不斷地發展，

自己也能夠配對上、進行捐贈。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是血液腫瘤專

科醫師，當年他來到花蓮慈院服務，

見證了推動成立骨髓庫那個風起雲湧

的時代，也參與了第一次在花蓮慈院

進行的骨髓移植。高院長表示：「以

前還沒有周邊血幹細胞的收集，我要

進開刀房、捐髓者要全身麻醉，在腸

骨上面抽取幹細胞。當時醫院的血液

腫瘤科只有我一個人，所以一個禮拜

有三次要去執行抽髓的手術，大家常

常在開刀房裡看到我，都誤以為我是

外科醫師。」當初為了要確保抽取的

骨髓幹細胞維持高密度，醫療團隊進

行腦力激盪、想了很多辦法，要讓高

品質的骨髓輸入到受髓者的身上，發

揮最大的效果。最後，高院長希望大

家一起來加入這個拯救生命的行列。

骨髓中心醫技人員合照：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的專業團隊在實驗室裡，

為每一滴救命之髓進行複雜的保存、

檢驗與配對。

消弭捐髓門檻  希望的所在  

臺北醫學大學閻雲校長也是血液

腫瘤科醫師，曾經在美國加州的希望

城國家醫院、著名的癌症中心以及骨

髓移植中心服務。回憶起當初上人決

定要做骨髓資料庫，閻校長初生之犢

不畏虎，用他的所知所能來幫忙。沒

有想到這個忙是他沒有辦法一個人做

的，全靠上人的號召以及慈濟人的努

力才能成就。光陰芢苒、早期的許多

困難都已經去除了，例如從腸骨的手

術室抽取變成周邊血幹細胞收集，檢

驗方法從血清測試改為 DNA檢驗，大
家的共識就是要把這件事做好。

慈濟醫療志業林俊龍執行長當初在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髓緣二十，捐髓者、受髓者與家

屬、志工、醫療團隊一起向美麗的生命揮手。攝影／楊國濱

美國洛杉磯慈濟義診中心時，也參與

了慈濟骨髓資料庫將血液樣本送至美

國檢驗的過程。那時無論在臺灣那一

個地方抽完血都要直奔機場，趕搭班

機到洛杉磯，再送到寺崎教授的實驗

室，路途有任何耽擱都會影響檢驗品

質。林執行長特別推崇幕後的工作團

隊，包括在一九九四年成立的捐贈關

懷小組，舉凡收集、記錄、配對，勸

捐、陪伴捐髓者等，讓慈濟骨髓庫在

臺灣的捐贈率與品質達到最好，他深

深引以為榮。

種子傳承  愛與關懷永續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都會以關懷小

組講師認證課程來慶祝周年，今年同

樣有八百位志工種子講師回來上課，

結束後將所學帶回各社區傳承，今年

的講師更是重量級的。寺崎教授向大

家分享全球器官移植的現狀與未來，

岡本真一郎 (Shinichiro Okamoto) 教
授分享日本骨髓資料庫的經驗與願景；

另有花蓮慈院小兒部醫師兼骨髓幹細

胞中心醫務主任楊尚憲講解了骨髓、

周邊血幹細胞捐贈過程，以及可能產

生的身體反應。

而今年的小小創意是中心舉辦了

「骨髓捐贈推廣微電影」活動，鼓勵

現今為數眾多的網民了解骨髓捐贈，

也希望拉近與年輕人的距離。

雖然研討會第二天下午及翌日的課

程則因為天兔颱風來襲而臨時取消，

所有來上課的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

工，心中已裝滿感動、腦中帶著新知，

扛著助人救人使命回到各自的社區。

中心二十周年的活動，除了行政團

隊三十位同仁總動員，還動員了兩百

位志工共同成就，讓三十六對捐受髓

者終於見面，關懷小組志工與人醫年

會成員與工作人員共二千五百多人齊

聚一堂，每個感動的瞬間鑲嵌進了心

裡，世界因髓緣之愛而顯得更美麗。

曾經走過的篳路藍縷給了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更大的力量，感恩全臺灣

骨髓捐贈暨關懷小組兩千位志工，感

恩所有與骨髓捐贈與移植有關的人，

全世界血液疾病患者重燃生命的機會

不再渺茫，希望就在你我身上。

捐出十毫升的血樣，就可能救了一個人、一個

家。圖為熱心民眾挽袖參加骨捐驗血。攝影／

梁妙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