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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
文／巫慧俐、陳見成、林瑩欣、許雅玲、賴春薇

我捐髓，
   我很健康

1特別報導

九月十一日，

慈濟骨髓幹細

胞中心在臺北

市舉辦「世界

骨 髓 捐 贈 者

日 」 活 動，

一百二十三位

捐贈者及家屬

與慈濟志工匯

聚成一顆大愛

心，所有捐贈

者也在出發前

合影。攝影／

陳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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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捐髓，
   我很健康

「我捐髓過，我很健康！」

全球骨髓庫於二○一五年訂定每年

九月的第三個星期六為「世界骨髓捐贈

者日（World Marrow Donor Day）」，
藉由這一天來感謝所有的捐贈者，也邀

約全球各地的骨髓資料庫在九月分以行

動表達對捐者的謝意，慈濟骨髓幹細胞

中心也積極響應，在臺北、花蓮、臺

南等地區陸續舉辦活動。九月十一日星

期日這一天，在臺北市松山區，動員

二百八十六位慈濟志工，邀齊了「愛心

123」――一百二十三位造血幹細胞捐
贈者，有些捐者還攜家帶眷一起來。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希望代表受贈者

表達對捐者救命的感謝，想不到所有的

捐者更樂於將捐髓的觀念分享給社會大

眾。九月十一日下午四點開始，近五百

人齊聚臺北市松山火車站西出口廣場，

分成三道隊伍，到松山火車站、五分埔

商圈、饒河街夜市沿街宣導，而有一組

志工則固定在慈濟東區聯絡處前廣場舉

辦闖關活動。

捐贈造血幹細胞

臺灣愛心密度高

九月十一日一大早，位於松山的慈

濟東區連絡處裡一群人忙得團團轉，志

工林福全表示，活動地點臨近松山火車

站，又是假日，人潮很多，希望讓更多

人知道造血幹細胞捐贈的重要意義。

活動一開始由大愛臺的黃添明擔任主

持人，他感恩捐髓者的付出與志工的支

兩次捐髓助人的曾玉珠 ( 左二 ) 很高興參加世界捐髓者日的宣導活動，並在松山火車站內募集到十張

的愛心支持卡。攝影／戴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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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讓血癌患者得以延續生命，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抽血建檔已經有二十三年

了，感恩這麼多人參與，但配對成功的

機會只有萬分之一，所以能夠捐髓成功

是多麼不容易的事，而臺灣更因此成為

愛心的寶島。

「我捐髓，我很健康！」一邊高呼口

號，一百二十三位捐髓者一邊從松山火

車站右側階梯慢慢走下來，匯集成一顆

大愛心。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主任祝

福「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成功，他

表示，「全世界每三分鐘就有一個人罹

患血液疾病，等於一天有四百八十人在

等待救命，正因為有捐髓者的付出，慈

悲喜捨地幫助病患，才能使病患成為健

康的人，我們要對捐髓者致上最高的敬

意。」楊國梁主任讚歎地說，現在慈濟

骨髓幹細胞中心平均每一天都有一位捐

贈者，一年約三百六十多位，以臺灣的

人口來說，愛心密度是很高的，因此希

望讓更多社會大眾了解。

今年六十歲的曾玉珠在十年前被通

知驗血配對成功時，家人都以為是詐騙

集團而不予理會。因為慈濟志工鍥而不

捨地聯絡，登門說明，讓家人消除疑慮

而成就了曾玉珠第一次捐骨髓救人的因

緣。時隔一年半後，再次被通知配對成

功時，家人欣然支持，曾玉珠此次以周

邊血方式捐贈，一輩子得以捐髓兩次，

在慈濟臺北東區會所廣場的闖關活動，讓民眾了解造血幹細胞捐贈的正確觀念，也準備了豐盛又健康

的蔬食晚餐。攝影／陳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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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兩個人的命。

曾玉珠的先生和女兒陪她一起來參

加活動，她的心願是祝福受髓者能健

康。在松山火車站內的募集愛心支持卡

活動，曾玉珠很高興募到十張愛心支持

卡，為造血幹細胞捐贈宣導盡一分力。

帶著小女兒一起來參加活動的錢亭

如，是在二○○七年高中畢業時，因為

大學選校來到松山而碰巧參加造血幹細

胞捐贈驗血活動。事隔十年，接獲配對

成功的通知時，錢亭如毫不猶豫地答應

捐贈。現在已結婚成家且當媽媽了，錢

亭如表示，自己雖然不是學醫的人，能

有機會救人，是一件令人感恩的事！

「如果還有機會配對成功，我還要捐

髓！面容靦腆的鍾紘紳這麼說。他是在

二○○五年中秋節前夕接到配對成功的

通知，採用腸骨抽髓的方式。雖然抽髓

前全身麻醉，會有一點不舒服，鍾紘紳

覺得那是值得的。之後鍾紘紳結婚，參

加二○○六年松山區舉行的捐髓聯誼活

動時，在附近的觀音廟祈願能得子，不

久即如願以償，鍾紘紳也因此與太太決

定生產時捐贈臍帶血。鍾紘紳表示，當

自己盡微薄的力量，可以造福他人時，

是義不容辭值得去做的事。

五站闖關  歡樂學醫識  

在慈濟東區會所廣場設立的闖關遊

戲關卡，包括「我想活下去」、「我

健康，我救人」、「救人 go！ go！
go！」、「流動之愛」、「愛的水蜜
桃」，及醫護諮詢保健等，讓持愛心卡

者闖關，不僅可以了解造血幹細胞捐贈

穿著「救人一命，無損己身」淡綠色背心的捐贈者，和家屬、

慈濟志工沿路宣導，因為多一個人參加，就多一分希望。攝

影／葉秀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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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確觀念，還可以領取結緣品，並邀

請民眾到東區聯絡處內體驗豐盛又健康

的蔬食晚餐。

由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工廖聰明負責

「流動之愛」站，此站是要了解周邊血

幹細胞捐贈過程，現場並搬來周邊血分

離機展示給民眾看，考考民眾簡單的選

擇題，例如：「注射白血球生長激素是

什麼時間？」答案是：抽周邊血幹細胞

前四天起。

「愛的水蜜桃」站，由幽默的志工

劉志雄為站長，他用手機的骰子程式在

桌上觸碰，即顯現數字，來決定回答哪

一個問題，大人小孩都興致很高地挑

戰，雖然有些民眾不熟悉答案，但後面

海報上就可找到答案，也學習到正確的

知識。例如，抽多少血建檔？答案是

「十西西」；或者在骨髓資料庫建檔的

年齡限制是什麼？「滿十八歲到四十五

歲」。

信義區區公所人文科的陳碧蘭科長

也來觀禮及宣導，她看到現場居然來了

一百多位捐者，對捐者感到很敬佩，因

為她發現捐者不只幫助到病人，也幫助

了病人的家屬。

捐髓兄弟檔  心靈沉澱與成長 

父母都是慈濟志工，張林楷和弟弟

張書豪都是捐髓者。張林楷在八年前配

對成功，還捐過二次，第一次是二十一

歲時從骨盆腔的腸骨抽取，第二次是

二十三歲時以淋巴球方式捐贈。這幾年

來，張林楷一直在想受髓者有沒有順利

康復？去年 (二○一五 )跟受髓者相見
歡，對方是位爸爸，受髓當年四十多

歲，本來醫生宣告僅剩二個月生命，接

受了張林楷兩次造血幹細胞，現在終於

順利康復。而且受髓者的女兒告訴他：

「哥哥，謝謝你讓我沒有在國中時就失

去爸爸，讓我爸爸可以看到我和哥哥成

長。」張林楷說：「我真的很感動，其

實對我來說，雖然是我捐給他，但我得

到了很大的心靈沉澱與成長。我們會把

生活中很多事情，例如：父母在身邊，

當成是應該的，其實身邊很多人是我們

要珍惜的。」

張林楷和張書豪兄弟都是捐髓者，張林楷秀出弟弟

剛捐完時寄給他的照片。攝影／池亮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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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楷分享，捐髓是用父母生給他的

健康身體去幫助一個家庭，避免家庭破

碎，這是他非常高興的事。他覺得今天

很榮幸能夠跟一百多位捐髓者一起參加

這個活動，告知全世界：「我們都捐髓

過，我們都很健康，真的很棒！」

張林楷的弟弟，也就是演員張書豪，

於二○一四年用周邊血的方式捐髓，捐

完之後，提著熱騰騰的幹細胞，還對著

鏡頭笑，傳了一張照片給林楷說：「哥

哥，我抽完就可以站起來。」

像捐血一樣簡單  

三十二歲的陳文煌在高中時就參加造

血幹細胞捐贈的驗血建檔，經過十四年

後接獲志工配對的通知捐髓成功。雖然

腳扭傷了，今天還是來參加宣導活動，

他說：「我當時真的沒有什麼猶豫，因

為平常有在捐血，對我來說，捐髓就像

捐血一樣，是可以新陳代謝的，最重要

是可以救人一命，幫助一個家庭，而

且捐髓後我沒有不適，身體還是很健

康。」

臺大化學博士莊宏揚，今年三十三

歲，大學四年級時參加驗血建檔，

二十九歲時接到配對通知，雖然那時正

處於完成博士論文的最後關頭，但他毅

然同意捐贈，自己想辦法加緊安排做實

驗的時間，不要跟捐贈的時間衝突。他

回憶當時的決定：「其實就是想到，如

三十二歲的捐髓者陳文煌（前中）雖然腳扭傷了，還是堅持參加宣導活動，他笑容滿面跟著民眾揮手。

攝影／林瑩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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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需要幫助的是我的親戚或家人，那我

會怎麼做？當然就是願意幫助啊！」

祝福血癌患者

留一道重生的希望  

臺北市饒河街夜市是著名的觀光景

點，也是民眾常去逛街的地點，只是九

月十一日傍晚四點以後，多了一道不一

樣的美麗風景，有穿著「救人一命，無

損己身」淡綠背心的捐髓者，和家屬、

慈濟志工等人，高舉宣導牌，上面寫著

「我捐髓過，我很健康！」、「邀請您

一起祝福血癌患者」等標語，看到路過

的民眾，勇敢走上前向他們解釋造血幹

細胞捐贈的觀念。

相較於志工們熟稔的宣傳舉止，捐髓

者剛開始有點羞澀，到最後已經可以侃

侃而談，誠摯地分享自己捐髓的經驗。

路上的行人、夜市商家聽到面對面的親

身分享，都很友善地願意簽署愛心支持

卡，這或許只是他們接觸造血幹細胞捐

贈的第一步，但只要有好的開始，就會

有美好的希望，期盼透過眾人努力的宣

導，點點滴滴正確觀念的浸潤，未來終

會有開出美麗花朵的時刻。

年近半百的王文勝，已參與造血幹細

胞捐贈建檔超過二十年，雖然有二次配

對到的經驗，第二次才配對成功，他記

得就剛好是二○○九年八八風災那天，

本來預定八月八日出發到花蓮，九日進

捐髓者賴延彰校長（左一）在饒河街夜市前邀請民眾響應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活動，更佩服慈濟人願

意放下身段走入人群。攝影／葉秀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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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捐贈，但那幾天看到颱風的新聞，和

家人討論，既然決定要捐了，就提早一

天到達，以免萬一風雨太大而無法成

行，擔誤到受髓者。

於是，王文勝趕了八月六日最後一班

火車到達花蓮，一下火車，看到的是全

線火車都停開了，他很慶幸自己做了正

確的決定，可以順利圓滿捐髓，救治受

髓者。王文勝相信證嚴法師推廣的事，

也相信救人的好事，希望更多人了解，

為了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日，即使感

冒，仍抱病和太太從基隆特地來參與。

校長軍人都熱血  救人不分職業

賴延彰是國小校長，十多年前，有一

次在內湖逛街時遇到慈濟志工在推廣造

血幹細胞捐贈活動，詳盡了解後，他就

接受抽血建檔。還記得幾年前在學校接

到志工的電話，告知他「配對成功」，

他的第一個反應還以為類似婚友社的

「配對」或詐騙電話，打算掛斷，是電

話另一頭的志工不斷地耐心提醒，才想

起自己曾留下血樣建檔的事。

賴校長同意捐贈後，也告訴母親。母

親本來也是很高興，但隔天一早起來就

要他再考慮一下，萬一老年後骨頭酸痛

或有什麼後遺症怎麼辦？其實賴校長查

詢了所有捐贈的程序及過程，了解捐髓

的安全性，但為了讓母親放心，便帶著

母親到臺北慈濟醫院進一步了解。

當醫生說明捐贈前施打生長激素可能

有的不適症狀，賴延彰校長說：「完全

不麻煩，比起生病人的痛苦跟徬徨，這

點小小的不方便算不上什麼！」今天賴

校長在饒河街夜市前邀請逛街的民眾，

響應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活動，他試著

開口後，更佩服慈濟人願意放下身段，

走入人群。

饒河街的街頭宣導隊伍中，穿著捐者

背心的孫天貴胸前背著一歲多的兒子，

非常醒目，他是軍人，一路帶著開朗的

笑容，太太和女兒也來參與。

他說：「這樣的活動，愈多人參加，

感召力愈強，我是職業軍人，也常向所

屬的單位宣導，所以身邊很多弟兄們去
職業軍人孫天貴胸前背著一歲多的兒子參加宣

導。攝影／葉秀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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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驗血建檔，並且也有四、五位配對

成功；軍人就是犧牲奉獻，這樣的救人

方式也是其中一種。」孫天貴很認同這

次的活動宣導，而且捐髓也不困難，就

跟捐血一樣簡單。

他記得當年在捐周邊血要埋針時，因

為自己的血管太深不易找到，醫生和護

理師試了兩隻手臂都找不到血管，當下

他跟自己說：「我今天就是要來救人的，

驗血的時候就承諾了，今天既然來了，

希望菩薩成全我這心願，就算二隻手臂

都沒有血管埋針，要我抽心臟上方的血

管，我也願意。」結果才講完，第二位

醫生來埋針，在手臂上一次就成功。

二○一三年，同一位受髓者需要第二

次捐贈，孫天貴義無反顧地再度同意，

因為他相信人都會有慈悲心，看到路邊

有人躺在地上需要幫忙，大家也一定會

趕過去協助，所以他希望未來有更多人

一同來參與及響應這樣的活動。

今年參加慈濟志工培訓的林娟，家就

住在饒河街夜市附近，所以對於商家都

很熟悉，宣導的隊伍沿著夜市裡的商店

街逐一拜訪，林娟平常累積了好人緣，

所以很快就完成任務，她笑著說：「很

多人都認識我，我就跟他們說明造血幹

細胞捐贈的意義，不但可以救人一命，

還無損己身，他們一聽都願意簽名支

吳威成 ( 右二 ) 為了受髓者的健康，將二十年的菸、酒、檳榔惡習戒掉，自己也更健康。一家人特地

一起來參加活動。攝影／黃曾幼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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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真的非常感恩！」連正忙碌做胡椒

餅的老闆也抽空幫她簽名支持。

志工蔡秀華接引林娟進入慈濟，現在

二人都用心為造血幹細胞捐贈而努力。過

去雖然難免會遇到挫折或冷漠對待，但蔡

秀華願意用更多的毅力喚起臺灣民眾的愛

心，讓血癌患者活下去的希望存在。

為救人性命  找回自己健康

約二十年前，吳威成經叔叔接引參加

慈濟造血幹細胞捐贈驗血建檔；七年前

接到通知配對成功，當時他的內心有一

點點懷疑：「我這樣也可以幫人喔？」

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工第一次拜訪時，

吳威成因喝酒而早已呼呼大睡；在與吳

太太訪談間，知道叔叔是慈濟慈誠，且

與吳威成感情很好。

「嘸好擱再喝了啦！那嘸，受捐的彼

個人 (指受髓者 )和你一樣是『酒瘋』
就不好了！」叔叔輕輕一句話，卻重重

地烙在吳威成心上。

威成自我省思，開始嘗試一天不喝

酒、兩天、三天……二十年的喝酒習

慣真的就戒了。當關懷小組第二

次到吳家時，吳太太親自下樓迎

接，並拜託志工幫忙讓威成將

菸、檳榔也戒掉。

為了受髓者的健康，二十多年

的菸、酒、檳榔惡習，吳威成就

這樣戒掉了！最高興的莫過於吳

媽媽和吳太太，找回健康的兒子

和丈夫；菸、酒、檳榔每個月約

兩萬元的開銷，也因戒除而節省

下來，這也是家庭另一個意外收穫。

也是一家四口前來的謝聲揚，是在學

生時期參加驗血建檔，但對慈濟並不瞭

解；太太在生第一胎時曾經捐贈臍帶血

給慈濟，生第二胎時也想再捐，但因臍

血庫儲存空間已滿不再接受捐贈，而有

些失望；沒想到過不久，聲揚就接到通

知配對成功，讓他們好高興，覺得因緣

真不可思議。

為了受髓者著想，謝聲揚養成了運動

的好習慣；在家人的陪伴下到花蓮慈濟

醫院捐髓，感覺像是出來郊遊般快樂。

他說道：「朋友罹患僵直性脊椎炎，看

到他的痛苦，所以我能感覺到血液疾病

患者治療過程的煎熬。這 (捐髓 )是除
了金錢以外能幫助別人的，讓我非常高

興。今天是第一次參加捐髓者活動，因

為孩子還小，希望未來能多參加。」

付出常懷感恩 心靈更富足 

來自土城的朱冠宗於七年前完成配

對捐髓，當時覺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

的人，還好有參加，因為付出只是一點

家住土城的朱冠宗（左二）與鄧勝夫

( 舉手者 ) 能捐髓救人都很開心。攝影

／黃曾幼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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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捐髓，我很健康特別報導

點，得到的卻是無限大的，讓他至今都

很感恩。雖然還未參加與受髓者相見

歡，卻收到對方一份很特別的禮物，朱

冠宗分享：「那是請大陸常州的一位禪

師寫的『大愛無疆』字畫，每天進辦公

室看到字畫，都會想到要對社會做更大

的付出，有很大的提醒作用。」

骨捐關懷小組志工有時會邀請朱冠宗

一起去向配對成功者說明，甚至在企業

辦說明會也請他到場見證，冠宗表示：

「每次參加都很歡喜，覺得那一天過得

非常有意義。」捐髓後的冠宗，身體未

受影響，反倒是心靈上更為富足。因為

從事飲料行業，今天還特別提供奶茶、

綠茶讓與會人員飲用，廣結善緣。

同樣住在土城的捐髓者鄧勝夫，四年

多前配對成功完成捐髓，一人捐髓，兩

人歡喜，因為哥哥鄧勝元曾經也是被通

知配對成功，但同時有三個人選，最終

無緣；勝夫認為這是救人的使命，所以

積極參加捐髓者活動；在宣導時，他向

路人仔細說明驗血建檔，分享捐髓的喜

悅。

這一天成功募集到一千張愛心支持

卡，活動圓滿結束。

世界上每三分鐘就有一個人罹患血

液疾病，造血幹細胞移植是他們活下去

的希望；茫茫人海中，您可能是他唯一

的救命希望，您可能就是我們在找的

人……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在各地區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日」，圖為九月二十四日於花蓮市東大門夜市宣

導。攝影／劉鴻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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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三日雲林斗六志工也響應世界骨髓捐贈者
日，於人文公園宣導捐髓觀念，也有家長帶著
孩子在愛心支持卡上簽名，並張貼在海報上。
攝影／黃淑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