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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緣創奇蹟
感恩相見歡
文／中區人文真善美志工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周年慶22

傅昭榮（右三）感謝張林楷（右四）的兩次救命恩情，左一

為弟弟張書豪，左二及三為張爸爸張媽媽，左四為主持人大

愛新聞主播陳竹琪。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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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你重新賦予我生命的重量，人

生的轉折，路途的盡頭，是你伸出了手，

抓住了我！」這是十九歲的韓青蓉，在

相見歡的前一晚，熬夜寫下對八年前救

她一命的捐髓者――余秋燕的一段話。

勸髓二十二年

臺灣四十萬愛心救垂危生命

二○一五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

二十二周年慶舉辦「捐受髓者相見歡活

動」，這也是相見歡活動首度移師到臺

中慈濟靜思堂舉行，特地邀請大愛臺新

聞主播陳竹琪師姊主持，也感恩今年度

的一百零八位捐髓者。捐贈者心中打了

多年的問號：「他好嗎？」終於在看到

受贈者健康地出現眼前時，笑著放下了

牽掛；而受贈者對救命恩人滿腹沒機會

二○一五年十月十七日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二十二周年「捐受髓者相見歡活動」，邀請今

年的一百零八位捐者前來參加。攝影／陳正忠

慈濟骨髓關懷志工一百多

位、受髓者及家屬齊聚臺中

靜思堂，期待相見歡的開

始。攝影／游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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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口的感謝，也可以面對面傾訴與致

意。而這一對對度過生死關卡，親如家

人團聚的情景，總讓全場熱淚滿盈……

相見歡除了邀請十對捐髓者與受髓者

及他們的家屬在活動中相見之外，還邀

請骨髓或周邊血幹細胞捐贈者蒞臨並接

受捐髓紀念牌頒贈，而關懷小組志工也

一同參加。過去的相見歡活動都在花蓮

舉辦，二○一四年就是二十一周年時選

擇在臺北舉辦，今年則在臺中。楊國梁

主任表示，「希望讓社會大眾多了解慈

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感受臺灣捐贈者助

人的熱情，更讓受贈者能表達他們的感

恩。」

過站未下 卻把握了髓緣

來自臺東的張菊英因治療過程痛苦，

數度想放棄，相見歡時，她激動地抱住

救命恩人林念樺，張菊英的先生說：「謝

謝妳讓我們有一個圓滿的家！」

「比中樂透還要高興！」當初林念

樺參加抽血建檔活動，是因為搭公車搭

過站，陰錯陽差一下車就被師兄姊招呼

去參加了驗血活動。沒想到幾年後被通

知配對成功，她曾因為工作忙碌、覺得

過程繁瑣，而差一點拒絕。經過慈濟志

工努力解說，才了解患者正在與病魔拔

河，自己是救他的唯一機會。

無心插柳柳成蔭，「錯過站」而連

結的因緣，燃起張菊英一家人的希望。

張菊英的女兒甚至請媽媽帶她去抽血建

檔，希望有機會回饋讓媽媽活下來的恩

德。

捐髓無礙 羽球季軍到手

「救人一命，無損己身」，可在壯

碩的蕭富昌身上得到見證。本就是羽球

高手的他，以抽腸骨方式捐髓。一個月

後他重回羽球競賽場，獲得第三名。他

告訴大家：「我是捐髓者，但我依然健

康。」陪同出席的蕭爸爸也說：「我不

擔心，今天來是讓大家知道，我們的孩

子很健康！」

「看到你的時候，我終於了解自己在

受髓過程中，為何如此順利，一點都沒

有排斥的跡象！」受髓者翁淳華是位音

樂家，她健康地站在眾人面前，說：「感

謝上帝，祂把他（捐髓者蕭富昌）放在

我心裡，讓我很平安的熬過，一路上有

家住臺東的張菊英與先生特地來感謝林念樺女

士。攝影／游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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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支持，慈濟人的陪伴，我一定會

好好的把握人生。」

我的後面已經沒人了！

HLA白血球抗原配型成功的機率不
高，韓青蓉卻很幸運，有四位配對成

功，雖然有人拒捐、有人因年紀過大無

法捐贈，但最後一位配對成功者余秋燕

點了頭，讓她可以恢復健康。

當韓青蓉見到余秋燕時，她說：「我

怕今天會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所以先熬

夜準備了一段話……」

韓青蓉生病期間，媽媽寫了五本女

兒的生病日誌，裡面滿滿的「痛」與

「苦」。媽媽說：「非常期待今天，從

她移植後五年、七年過去了，我就一直

等待，終於盼到今年能與捐者見面，內

心有無限的感動！」

余秋燕念書時加入慈濟大專青年聯誼

會，畢業後擔任醫檢師。雖然同事一直

反對她捐髓，爸爸也不贊成，但她很堅

定：「我的後面已經沒人了！我不去救，

她該怎麼辦？」看似身強體壯，但她捐

髓時卻埋了七次針才成功。原本要抽兩

百八十西西的血，抽到一半手竟腫了起

來。儘管面對種種困難，都沒有動搖她

救人的心。余秋燕的媽媽也分享，她從

小到大得到的都是「熱心公益獎」，引

來現場一陣笑聲與鼓勵的掌聲。

怕見血　為救人二度挽袖

「他願意再捐嗎？我能如此要求

嗎？」八年前，傅昭榮因急性骨髓白血

病，接受配對移植。不料八個月後復發，

醫生說只剩三個月的生命，但可以試著

找原來的捐髓者再幫忙一次。

「我不會好了，放棄吧！」傅昭榮開

始遲疑，並一一向親友告別，直到年邁

的爸爸告訴他：「再試試看吧！」面對

雙親的期盼，自己也是個爸爸，更能理

解當父母的心情，於是，傅昭榮決定放

手一搏，但是捐髓者是否願意再捐一次

呢？

從小看到血就害怕的捐髓者張林楷表

受髓者韓青蓉（中）與父母獻花感謝捐髓者余秋燕（左）。攝影／歐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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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知道對方是一個爸爸，孩子還就

讀國、高中，我要讓孩子們有爸爸，我

可以付出，也為他高興、感動。我很幸

福，我的爸爸、媽媽都很健康地陪伴我

們成長。」

「我跟傅先生應該有某一世是親人，

或他曾經救過我，我是來報恩的。」一

年內捐了兩次的張林楷說。相見歡的主

持人也是大愛電視新聞主播陳竹琪，笑

誇張媽媽張爸爸真的很會生，生了一對

兄弟，竟然都是配對到的捐髓者。

張爸爸張媽媽都是北區的慈濟志工，

張林楷的弟弟張書豪也在二○一四年配

對成功捐髓救人。

原本婉拒穿上捐髓者背心，說不要踩

哥哥場子的張書豪是一位專業的演員，

曾經演過大愛劇場《風箏的祝福》，二

○○七年以《畢業生——還好，我們都

在這裡》獲第四十二屆電視金鐘獎「迷

你劇集男主角獎」。二○一二年以《女

朋友。男朋友》奪得第十四屆臺北電影

節最佳男配角獎。

心繫八年的第三個孩子

「可以救活他嗎？會跟我一樣胖胖的

嗎？」八年來，捐髓者王宸瑄一直把受

髓者當成他的第三個孩子，期望早日看

到已經健康的他，然後給他一個大大的

擁抱，而這一天終於來到。從高雄風塵

僕僕來到臺中的她，帶著二個孩子一起

上臺。

主持人陳竹琪問對王宸瑄：「媽媽，

葛志蘭（中）與先生帶著孩子們的作品送給捐髓者林和志（左）表達感恩。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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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認為您這第三個孩子現在幾歲了？」

「十三歲！」王宸瑄描述這孩子應該

是介於自己兩個孩子中間的歲數：「好

期待見到我的第三個孩子，因為他身上

流著跟我一樣的血。」

陳竹琪引導這一家三口轉過頭去背

對著受髓者出現的位置，然後歡迎受髓

者陳俊傑出場，當王宸瑄一家在全場笑

聲掌聲之中轉回身時，才驚訝地發現：

「啊！原來我的孩子這麼大了！」期盼

中的十三歲孩子陳俊傑，其實是一位比

王宸瑄年紀還大的「哥哥」！

陳俊傑見到恩人，哽咽地說：「您是

天使下凡，感恩您讓我重生。」

陳俊傑生病前，有抽菸、嚼檳榔及喝

酒的習慣。重生後體悟生命的可貴，不

僅改掉習慣，也不再對孩子動手動腳。

孩子本來很怕爸爸，但爸爸在骨髓移植

手術後，性情變得很溫和，懂得與孩子

互動，父子慢慢建立感情，一家人終於

找回失去的幸福。

二度擦身鬼門關 努力活著再傳愛

歷經兩次周邊血幹細胞移植而重生的

葛志蘭，第一次移植手術非常順利，不料

三個月後出現了排斥現象。在慈濟志工努

力下，捐髓者願意捐第二次，可是第二次

移植術後一星期，葛志蘭再次出現腦部血

管破裂，醫院也通知病危。後來經過醫師

和慈濟人的鼓勵和陪伴，葛志蘭勇於與病

情搏鬥，慢慢調養，終獲重生。

葛志蘭的孩子因為補習無法前來，特

別由先生吳家儀獻上孩子做了兩個月的

作品，上面寫著「Thank You」，向捐

受髓者廖清雯（右二）與捐髓者鄭哲偉（左二）歡喜相見。攝影／歐明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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髓者林和志道感恩，讓他們還有媽媽可

以孝順，有一個完整的家。吳家儀說：

「要感恩的人太多了，若不是慈濟人的

幫忙、慈濟建立骨髓資料庫、志工不畏

苦的宣導，也不會有捐髓者驗血建檔，

太太可能就不在人間了。」

葛志蘭握著一束鮮花獻給捐者林和

志：「很感謝你願意捐贈第二次骨髓給

我。」先生吳家儀也補充：「因為第一

次的失敗，我們都很擔心、很挫折；第

二次他又願意捐髓，我真的很感恩。」

當初配對成功時，林和志正準備入伍

當兵，還好在長官和慈濟志工的協助下

成就好事。他向葛志蘭說：「希望妳努

力活下去，再把這一分愛傳遞給需要的

人。」

林和志的媽媽則哽咽地說：「已經

救一次了，還要再第二次，對我來講很

掙扎，我很怕兒子失去生命。但是兒子

說，沒有去救她，萬一她生命有危險怎

麼辦？」現在，媽媽為兒子當時的堅定

而覺得很光榮。

十天緊急捐贈  託髓北京救援

隔著海，素昧平生的陌生人卻配對成

功，來自廣東的趙媽媽說她簡直不敢相

信！突然發病的女兒趙希命在旦夕，醫

院幫家屬作配型，只有趙爸爸的骨髓跟

女兒的半相合，讓病情陷入膠著。趙希

病情最危急的時候，趙媽媽透過一位在

慈濟配對成功的病友介紹，認識了慈濟

志工王天維。

志工王天維安慰趙媽媽：「您再多等

一天好不好？也許就會配對到了？」令

人不可置信，沒多久果真找到了相合的

配對者。

這位需要打破常規，快馬加鞭完成捐

贈的劉志寰小姐，雖然一口答應，但劉

媽媽卻非常擔心，還好劉小姐的弟弟是

醫師，幫忙勸說：「別擔心，捐了髓，

新陳代謝反而會更好！」有了家人的支

持，劉志寰救人救到底，在志工的陪伴

下，全力配合中心工作同仁安排的緊湊

流程。

捐者全力配合，沒想到又有新的問

題來考驗，那就是趙希接受治療所在的

北京道培醫院，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沒有合作過，沒有驗證號就無法通關送

髓。幸好廣州南方醫院剛好來花蓮慈院

取髓，就義不容辭地幫忙帶髓入境，硬

是在十天期限內讓救命之泉送到北京。

「我們盼九年了！終於見面了！」這

在十天內完成骨髓移植活了下來，趙希與媽媽

見到捐者劉志寰和媽媽，兩兩感動相擁。攝影

／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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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臺灣行，趙媽媽本來只是單純地想

帶著女兒，在王師兄的陪伴下，準備到

花蓮向證嚴上人當面道感恩。沒想到與

骨髓中心連絡時，發現時程剛好會碰到

「相見歡」活動的舉辦，在中心同仁沒

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卻依然快馬加鞭的

聯繫下，趙家母女意外見到搶救生命的

大恩人。

趙媽媽激動地發願她要加入慈濟當志

工，回饋這一分不知該如何報答的愛。

趙希見到生命中的「姊姊」，也含著淚

水，忙著述說這些年來內心的感恩衷情。

雖遇險阻  助人之心堅定

廖清雯罹患白血病前，爸爸生病、阿

公過世，生命充滿無奈與絕望，是捐髓

者給了她一線曙光。而捐者鄭哲偉雖然

一看到血就會暈倒，但他還是克服了恐

懼，緊抓著妹妹的手，在護理師女朋友

的鼓勵下挽袖捐出周邊血。

另一位捐髓者柯麗玉，二○○六年從

參加驗血活動到配對捐髓成功，只有短

短六個月。她的先生雖然為了治療白血

病接受自己姊姊的骨髓捐贈，但二○○

七年卻因為復發而往生，兒子又發生車

禍，自己還被一位年輕人撞傷，導致肋

骨、鎖骨斷裂、脾臟破裂。麗玉說，接

捐髓者柯麗玉很高興能幫助受髓者邱怡琳健康

長大，右一為巫康熙醫師。攝影／邱祥山

張雅如全家人都來謝謝救她一命的曾偉祺先生。

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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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相見歡的通知，是她生命中最快樂的

事，她一定會來參加。

家住苗栗的受髓者邱怡琳，今年十四

歲，雖然受髓時年僅五歲，並不記得當

年的事情，但聽爸爸說自己是接受骨髓

移植才活下來的，所以她一直很想知道

恩人是誰？「今天看到麗玉阿姨，聽到

阿姨的遭遇，覺得她很堅強，也祝福她

身體健康，我長大也要加入志工，多幫

助別人。」

仁德醫術兼備 全力襄助髓緣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兒童血液腫

瘤科主任巫康熙醫師，是邱怡琳與張雅

如兩位受髓者的主治醫師。二位年輕人

都很感謝巫醫師的醫術和仁德，不僅全

心全力照顧病患，也積極向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尋求配對者，讓她們重獲新生

命。張雅如由父母、弟弟陪同來到現場，

當面謝謝救她一命的曾偉祺先生。

「人生在世，能盡最大的力量去做

好事是最好的。」曾先生客氣地表示。

儘管他因在軍中服務，請假外出都不方

便，但他覺得：「既然是已經決定的事，

就不要放棄！」對於能救到張雅如，他

謙虛地說：「莫忘初衷就對了！」

張雅如生病期間，不只巫醫師盡全

力為她申請補助醫療費，學校老師與慈

濟基金會也在醫藥和生活上給予協助，

她表示，最想謝謝的是：「巫醫師、媽

媽、還有慈濟師姑們……最偉大的是媽

媽！」

巫醫師說：「捐髓者都很有大愛，而

當醫師的我們，最大的安慰是病人好起

來，最大的壓力是病人再發病！」也道

出他治療血液疾病的兒童患者的心聲。

由釋德禪法師代表證嚴上人與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感謝合作協助捐者健檢等事宜的醫療院所，左起南

投洪啟芬診所洪啟芬醫師、臺中紀泌尿外科診所紀邦杰醫師、德禪法師、彰化健恩診所李國正醫師、

北投萬泰診所王秀琴護理長。攝影／邱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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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一百零八人傳輸愛

續努力創奇蹟

沒有血緣關係的陌生人，卻願意付諸

行動，給予病患一線生機，不但給予還

心心念念每天祝福著受髓者，捐受髓者

彼此充滿感恩，為人間帶來希望。

感恩靜思精舍德霈師父帶來證嚴上人

的祝福，致贈感謝狀給今年完成捐贈的

一百零八位捐髓者，他們非常期待未來

也能有機會與受髓者相見歡。德禪師父

則代表上人頒贈感謝狀給協助捐者檢查

與追蹤的合作醫療院所，並致上誠摯的

感恩，也祝福每一對捐、受髓者都平安

健康。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於一九九三年成

立，截至二○一五年九月底，已經有超

過四十萬位志願者加入骨髓資料庫的建

檔行列，已完成四千零六十例的骨髓捐

贈，讓遍及二十九個國家地區的病患重

燃生機。

十月十七日的相見歡後，全臺灣六百

多位關懷小組志工接著開始了兩天的培

訓課程。大愛電視臺也在十月十九日上

映全新的戲劇「遇見奇蹟」系列，呈現

三個動人心弦的真實故事，期盼社會大

眾看到捐、受髓者的人生故事，能體會

到受髓者在病中求生的堅強與毅力，同

時也見證捐髓真的無損己身健康。

非親屬間的 HLA白血球病原配對成
功的機率只有萬分之一，全世界有四萬

多名患者在等待適合的配型，慈濟骨髓

幹細胞中心仍在努力，為世界創造更多

挽救生命的奇蹟……

攝影／陳正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