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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如影髓行
26周年相見歡文／陳麗雪、張麗雲、吳進輝、劉蓁蓁

二○一九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1特別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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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九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廿六周年相見歡

這是一個感恩與感動的時刻！

有一種愛，在髓緣來時，如影隨行，

無處不在，隨時都在！

二○一九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廿六

周年慶暨關懷小組講師認證課程，於十

月十九、二十日在慈濟臺中分會靜思堂

舉行。一年一度捐受贈者相見歡在十九

日當天十二點三十分展開。今年共有八

對捐受贈者參加公開場相見歡，其中距

離最遠的來自大陸遼寧省大連市，受贈

者中年紀最大的是六十五歲，最年輕的

是廿五歲；有的捐贈者為了救人暫停生

子計畫，有的則是因為自己親人血癌病

逝或罹癌同理心而同意捐贈，更有的只

是單純一念助人的心。兩個不相識的人

卻有著最相近的基因，因為髓緣，在人

海茫茫中相遇，血液疾病患者得以逆轉

人生！相見歡也見證了人間最美的愛與

奇蹟。

重生新生的喜悅

「我在，因為你的愛」。現年三十

歲的受贈者鄭旭凱過去是美髮師，二○

一二年，二十二歲的他因為感冒發燒不

斷，身體出現瘀青紅斑，左眼視線模

糊，光是爬樓梯就喘不過氣來，經三軍

二○一九年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相見歡於臺中靜思堂舉行，共有八對捐受贈者參加，全臺灣合作醫療院所

負責人亦特別抽空前來共襄盛舉，見證生命的奇蹟。攝影／張集品

如影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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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醫院確診為重度再生不良性貧血。親

屬間都沒有找到符合的骨髓幹細胞配

型，只好求助慈濟骨髓資料庫，成功地

在二○一三年二月完成移植。重生後的

他，個性、血型跟體型都有了很大的改

變。而且他不只重生，之後還喜獲麟

兒，透過相見歡活動，他要用個人重生

與喜獲新生兒的喜悅，來感恩救他一命

的捐贈者。

一直以來很少生病，一檢查竟然是

急性重度再生不良性貧血，有如晴天霹

靂，父母一時無法接受，暗地裡不知為

了這個長子流多少眼淚。爸爸擔心父子

緣短，常常在觀世音菩薩面前祈求，甚

至緊張到心臟病發作而住院。未發病前

的鄭旭凱，叛逆成性，常與父母頂嘴，

住院時，父母往來家裡與醫院的辛苦，

一度讓他過意不去想放棄治療。後來，

配對成功的消息為他長黑的人生暗巷點

了一盞微弱燭光，生命出現了轉機。移

植成功後，鄭旭凱順利與女友結婚，在

今年（二○一九）五月生下一個健康寶

寶。

鄭旭凱的體重從瘦瘦的四十幾公斤

搖身變為七十三公斤，家人都猜想對方

應該有壯壯的身材。果然，捐贈者籃三

量身材高大，由媽媽和兩個孩子陪伴出

現在臺上。鄭爸爸千言萬語無法道盡

鄭旭凱的媽媽（右四）對著籃三量

（中）說：「救命恩人！這是我辦

不到的！是你救了我們一家人！」

攝影／周士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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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鄭媽媽激動地稱他為「救命恩

人」！籃三量倒是很自在，覺得自己是

個幸運兒，被通知配對到時，只想說

「是幫助人的時候到了」！

青春正好被病磨

體悟人生有裂痕才有味道

八對當中最年輕的受贈者江翰威，

由外婆、媽媽和姊姊陪同，來和捐贈者

陳盈秀及家人相見歡。十八歲時就讀師

範大學時，背後無端長出斑斑紅點，媽

媽以為他吃蝦子過敏，拖了三、四天才

好。一次，在學校打壘球，撞到牙齦出

血，牙科醫師診斷無礙，順便幫他洗牙

時卻血流不止，急診檢查，才發現是再

生不良性貧血，無法自我造血，必須兩

天輸一次血。現年二十五歲，交大科技

管理碩士班二年級的江翰威，順利移植

成功後，最高興的莫過於外婆林蘇美，

她是桃園地區的慈濟委員，也是環保志

工，孫子發病的時候，她很緊張，不知

道怎麼辦，現在她覺得能再度擁有健康

的外孫，很有福氣。

江翰威的媽媽林麗珠既興奮又感動地

說：「我們很幸運，有七位跟兒子配對

成功，其中四位都願意捐，我們尊重醫

師的決定，相信醫師會幫我們做最好的

相見歡會後茶敘，籃三量（右二）陪著鄭旭凱抱著

兒子餵奶，感受生命的奇妙，只是捐贈一袋造血幹

細胞，不只造就了重生，也有了新生命的延續。攝

影／楊凱誠

江翰威（左後一）在移植室時高中同窗好友來探

視，還有兩位同學陪他理光頭為他加油打氣。圖片

／江翰威提供

江翰威（左二）接受移植成功後，參加二○一八年

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圖片／江翰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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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選到一位最相配的配對者！」林

麗珠覺得媽媽平日樂善好施累積的福氣

回饋在孩子的身上。相見歡的時候，林

麗珠迫不及待地拿起麥克風，感恩捐贈

者陳盈秀的大愛與善舉，讓兒子能夠健

健康康繼續求學。

陳盈秀當年建檔時也是學生，被通知

配對成功時，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因為

孩子還小，她曾經猶豫，擔心捐後的身

體狀況會不會影響這個家的圓滿，加上

母親反對，後來因為先生黃清輝不願讓

另一個他（她）像妹婿一樣無緣配對，

而讓年輕的妹妹守寡，所以他鼓勵太太

陳盈秀把握因緣救人，才不會造成社會

上第二個遺憾家庭。

江翰威拿著親手寫的卡片，對著面

前的「姊姊」親口念出：「我可能是妳

失散多年的家人吧！因為我身上已經流

著您的血，在人海茫茫、萍水相逢中，

我們一定很有緣分，才會因為十西西的

血，讓彼此聯繫在一起……」一滴血的

妙因緣，將兩個素昧平生的家庭緊緊連

在一起，讓生命繼續延續。歷經一場

病，年紀輕輕的江翰威已有體悟：「人

生就像茶葉蛋，要有裂痕才能入味，還

好有您這位貴人相助，您一定是這世上

最幸運的人……」

江翰威對著陳盈秀說：「我們像失

散多年的姊弟，我有兩位姊姊，現在又

多一位姊姊來疼愛我！」陳盈秀緊握住

「弟弟」的手，深有同感地說：「真

的，媽媽生了三個都是女生，現在多出

位弟弟，相信媽媽看到他也一定會很開

心的。」

罹癌病苦同理心

捐髓複製幸福

幸福是可以複製的，而所有的捐贈

者，都是幸福的製造者。

今年中心出了一本新書――《愛，髓

時都在》，其中一位是二○一八年相見

歡的受贈者李亞妮。十年前生病，不只

幸運配對成功，主要是來自家人如原生

父母、姊姊和先生、婆婆的愛，陪她順

利走過人生關卡，並產下一對雙胞胎。

李亞妮覺得這是捐贈者帶給她的幸福，

她要複製這分幸福回饋給對方，同時嘉

惠更多還在病苦中掙扎、煎熬的病友。

身體有病，需要家人的體諒與長期陪

伴，而這一群願意捲起衣袖，留下血樣

建檔的善心人，捐贈骨髓造血幹細胞的

善心人，讓血癌患者的生命有了幸福的

江翰威對著陳盈秀說：「我們像失散多年的姊弟，

我有兩位姊姊，現在又多一位姊姊來疼愛我！」陳

盈秀覺得自己為社會救了一位高材生，興奮又歡

喜。攝影／劉本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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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也有了複製幸福，將愛傳出去的

機會。

基於太太罹患淋巴癌剛痊癒，林宏志

為了回饋，經過一個星期的考慮，終於

答應捐贈，讓陪伴的志工林耿涼放下心

中的大石頭。同時，善的漣漪，一圈一

圈不斷擴大，受贈者將這分大愛，傳遞

到醫院，為病友繼續加油、抗癌。

歷死煎熬　付出回饋

陳素菁回想當時接受高劑量化療做殲

滅療法，從早上吐到晚上，喉嚨連吞口

水都超痛，口腔黏膜也破掉，只能喝流

質食物，邊吃邊哭邊吐，拖著虛弱的身

體在隔離病房內走動當運動。移植後約

八個月，發燒、長皮疹又住院，大腿與

臀部神經痛，深刻感受到什麼是舉步維

艱。

在移植滿兩周年後，她決定跟著慈

濟骨髓關懷小組志工去關懷病友，提供

親身經驗讓他們摸索的時間縮短。剛開

始，爸爸和媽媽會擔心，希望她的身體

完全康復再去當志工，但她覺得對的事

情，做就對了。「二○一六年，爸爸癌

症病逝。悲傷的心情中，很感謝捐贈

者，讓我能在這幾年陪著爸爸走完人生

的最後一段路。」 

移植中止廿年輸血人生

「第一次聽到我先生只剩下六個月

生命，當時兩個孩子還小，一下子我

不知道往後的人生該怎麼過？只能天

天哭。」張太太哽咽說出先生張國楨

三十三歲第一次發病，罹患再生不良性

貧血，醫生宣判生命長度時，心中的

煎熬。那時親戚和兄弟姊妹紛紛要折十

年壽命給張國楨，鼓勵兩人要勇敢走下

去，而她除了祈禱，心中也默默地想著：

「只要把孩子養到大，我跟他一起走都

無所謂。」 
張國楨五十八歲那年，病魔來得又急

在移植滿兩周年後，陳素菁決定跟著慈濟骨髓關懷

小組志工去關懷病友，提供親身經驗讓他們摸索的

時間縮短。圖片／陳素菁提供

終於等到相見歡這一刻，陳素菁才得知林宏志捐贈

的原因最主要是妻子罹癌的同理心，現場感謝林太

太。攝影／簡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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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兇，發作的是「急性骨髓性白血病」，

醫生再次宣判只剩四個月的壽命。造血

功能極差的他，無法敵過化療的折磨而

停止，取代的是頻繁的輸血補血小板與

血紅素的不足，從每個月、半個月、到

最後無法維持一週，只有骨髓造血幹細

胞移植一途。

病危折磨又喪女 

打擊接二連三，當配對到了，張國楨

又顱內出血，血小板過低，不宜移植。

此時當護理師的女兒竟罹患惡性腦瘤，

一個家庭兩位重大病危者，只能先搶救

更緊急的女兒。

醫護努力把張國楨的健康維持住，

卻接到捐贈者有事需延遲捐贈，生命猶

如在鋼索上的他，很擔心唯一的希望落

空。經過半年，當捐者及受贈的他彼此

因緣具足時，主治醫師以一句：「我讓

你走得進去，就出得來！」讓他信心大

增 。
信心更陪伴張家在移植後度過排斥與

感染的三個月艱困期，雖然也屢屢發出

病危通知，但愛已如影髓行，健康的幹

細胞陪他堅強邁出每一步。張太太回憶

那段照護過程：「他一發燒全身就紅通

通，點滴更是一支接著一支沒停過，為

防感染，要出來時包得像木乃伊，吃了

就拉，皮膚還一層一層地脫落……」

當黃花萎葉落盡，滿綠新芽綻放枝

頭。張太太看著眼前的先生，不只氣色

紅潤，變得強壯，還更年輕，她猜想：

「捐贈者一定身材壯碩，我的恩人應該

又高又大，因為他健康的幹細胞，改變

了以前羸弱的先生。」

救人與生子 天平上的掙扎

現場錄影投燈尋找著壯碩身影，竹

科工程師李志恆夫婦緩步上臺，張太太

再也抑制不了情緒，上前擁抱致謝，兒

子張育豪則神情激動地說：「真的很感

恩您們，那段期間爸爸生病、妹妹也生

病，如果沒有您，我可能同時失去兩個

家人。」張妹妹歷經兩次開刀，傾其醫

療所能，仍無法挽救其性命，在二○

張國楨（右一）的兒子張育豪（右二）神情激動地

握住李志恆的手說：「真的很感恩您們，那段期間

爸爸生病、妹妹也生病，如果沒有您，我可能同時

失去兩個家人。」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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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年十一月離世，全家人仍隱隱作

痛。雖然女兒沒有爸爸的幸運，主持人

陳竹琪仍鼓勵張爸爸：「女兒在天上看

著你，也會為你祝福，你的健康就是給

她最好的禮物。」

「一切都值得了！看到張爸爸如此健

康，最重要的是有幫助到一個生命的延

續，就是很高興。」助人並沒有多想的

李志恆，早在二○○三年就挽袖建檔，

相隔十年，被告知與患者配對相符時，

很高興有機會可以救人。

但這段因緣來的時間，卻讓李志恆有

些掙扎。因為求子心切，正在做試管嬰

兒，太太已打了排卵針，就剛好卡在那

個階段。最後與老婆取得共識：「我跟

太太的治療先放棄，暫停不要，我先去

捐髓救人比較重要！」

解答了當初延遲的疑惑，張太太不捨

地看著兩位說：「不好意思，讓您們為

難了！」張國楨也指身上的背心說：「不

好意思，因為您的愛，讓我存在世上。」

李志恆請兩位別在意，他相信還有機

會，更呼籲：「其實捐造血幹細胞不會

有太大的問題，大家要相信這一點，能

夠幫助到一個人，是很快樂的，有機會

就要付出行動去幫助人家。」 

生有可戀　為了孩子努力抗癌

王啟承發病時三十九歲，三姊也是

在同樣年齡罹患淋巴癌，他在想，如果

自己也走了，無法陪伴才六個月的兒子

長大，這個家將會多悲慘？所以他錄下

影片作為遺言，讓兒子將來長大二十、

三十歲可以看到爸爸對他的祝福。還好

這一段影片不必播放，有緣人出現在生

命中，王啟承配對成功，活了下來。太

太黃雅惠很激動又感恩，當年每逢假

日，她固定從雲林帶孩子，扛著嬰兒

車，大包小包上下火車，北上給先生打

氣。

回想那一段煎熬的日子，王啟承說：

「人家說，生無可戀，可是我就是要生

有可戀，才能夠支持我繼續往前走！」

啟承發病那年，兒子才六個月，他心裡

最怕的是孩子成長過程沒有爸爸。他的

愛，兒子都看在眼裡。「我看到他的時

候，感覺他很痛苦，可是他還是對我很

開心地微笑。」兒子回想起跟媽媽去病

房看爸爸時的感覺，即使當時年紀那麼

小、懵懵懂懂，卻依稀記得爸爸眼裡的

在等待捐贈期間，李志恆暫停試管嬰兒計畫與老婆

取得共識：「我跟太太的治療先暫停，我先去捐髓

救人比較重要！」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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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情，「感覺爸爸他想跟我說，他很愛

我！」現在一家人能圓滿生活在一起，

太太說：「我們有快樂的能力了，有幸

福的感覺，不然以前真的不敢想，我不

敢想像明天會是怎樣？」

我一定要救他！

捐贈者是年紀最輕、二十八歲的黃

寶慶。看到有緣人出現，王太太拉著孩

子一前一後地跪下地道感恩，黃寶慶很

過意不去地跟著跪下，說：「請不要再

跪了！」當時被通知配對成功的時候，

黃寶慶一直對自己說：「一定要救這個

人！我就是要捐，一定要救他，要給人

家希望，不要給人家失望！」他告訴來

參加相見歡的貴賓們，幫助一個人並沒

有想像中的痛苦，只是一個小小的舉

見到爸爸的救命恩人，兒子王睿穎跟著媽媽一起

跪下致意，激動的心情長跪不起，現場觀禮者無

不感動拭淚。攝影／林萬教

王啟承罹病時，兒子才出生六個月，他怕兒子成長

過程沒有爸爸，特別錄了給孩子二十歲、三十歲的

祝福影片。圖片／王啟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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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就可以幫助病苦的全家人。

黃寶慶在金融業服務，很巧的是，王

啟承也在銀行上班。二人默契十足都在

金融界工作。談到參加造血幹細胞捐贈

無損己身，還可以拯救一個家庭，提升

一個人的生命價值時，彼此也願意加入

助人的行列，相互祝福著對方。 

惡性淋巴癌找上門

絕望中獲得重生

今年三十二歲的劉俊明，二十六歲那

一年因為腋下反覆疼痛，到醫院看診，

被通知罹患惡性淋巴瘤，兩年左右時間

歷經多次化療、兩次復發，只能尋求慈

濟骨髓資料庫，幸好一年後配對成功，

「那一包血液進來之後，然後就，從管

子慢慢下去之後，就覺得，新生命來

了！」當看見救命恩人出現時，一向靦

腆從未擁抱過人的俊明，不禁給這位從

未謀面的兄弟一個大大的擁抱。

三十三歲的田嘉琪，在捐贈前的身體

檢查中，發現自己有高血壓毛病，努力

調整飲食、服藥控制血壓，一份髓緣之

愛，讓雙方都重獲健康身體。捐贈者田

嘉琪：「人與人，都是一個緣分，既然

這是種善緣，他能不能多多幫助更多的

人，把這善緣繼續給流傳下去。既然我

有辦法給人家一個機會，那為什麼我要

把這機會給取消掉。」 
帶著陌生人的血液與心中信仰，走上

人生下半場，踏實，就是劉俊明最好的

感謝。劉俊明：「都過去了！然後現在

的就是，從今天開始。」

王啟承感恩黃寶慶「一定要救」的堅定，會後茶敘

時間兩人很有默契的合十互道感恩，「今後，你是

我兄弟 !」攝影／林萬教

捐贈者田嘉琪與受贈者劉俊明都是不擅言詞的人，

在見面這一刻感動之情溢於言表，生命中的兄弟，

彼此祝福感恩。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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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理長捐髓　挽救幸福家庭

一個血癌，差點讓結婚四十多年的

丈夫痛失枕邊人。呂秋娥，現年六十一

歲，六年多前診斷罹患急性骨髓性白血

病，全家瞬間蒙上陰影，先生陳興農甚

至作好心理準備，就算傾家蕩產也要搶

救回太太。住院期間，子女有人把工作

辭了，二十四小時全心照料，老天彷彿

感受到這一片孝心，最後成功配對到，

挽回了一家人的幸福。呂秋娥的大女兒

陳玉蟬：「我們會先把醫院的洗手間消

毒一遍，然後再讓她上，然後她上完之

後再消毒一遍，然後再讓她休息，可是

可能沒休息多久，她又要再上，然後我

還是會再消毒一遍，我們兄弟姊妹都一

樣。」

康復之後，呂秋娥下廚的頻率增加了，

連性格也不太一樣。陳興農：「是一個

三十幾歲年輕的女孩子捐給她的，我就

這樣跟她說，妳身上住了一個三十幾歲，

很年輕的，所以現在比較兇了喔。」 
捐贈者程秋蓉年輕時參加慈青社團，

在當時建了檔，爾後因為護理工作的忙碌

讓她漸漸遺忘了這件事，直到接到配對通

知才想起了當時的一念心。「其實我覺得

也還好，那時候的身體是非常好的，那也

只是一個（血液）分離的部分而已，所以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緊張，而且能配對成功

這件事，其實真的非常的難。」

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捐贈時女兒

才出生不到一年。如今談起這件事，程

秋蓉在女兒心中媽媽就是一個神力女超

人。「現在的醫療很進步，它只是透過

當時陪伴捐贈與院區關懷的志工也陪同他們一起相見歡，見證愛如影髓行之後，甜美的生命之果。攝影／李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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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透析，就可以分離出這個幹細胞，

所以我覺得這個跟以往（腸骨抽骨髓捐

贈）比，是更簡單了。」相見歡這天，

親聞受贈者一家的心路煎熬，與受贈移

植後健康的轉變，程秋蓉感覺這一切的

付出都值得了。

不敢遠嫁不敢死

臺灣的哥哥救了我

遠自遼寧省大連的第三六一二例受贈

者趙鴻雁，含著淚水，一上臺即對著臺

下喊著：「五年了，我想念我的哥哥！

哥哥，你在哪裡？五年裡，我每年都想

要見到你！」催淚的喊話，讓還不知其

配對過程來龍去脈的觀眾，跟著淚崩

了。她哭著說：「我是獨生女！不敢遠

嫁，不敢死！只有造血幹細胞移植才能

救我！」

二○一三年十一月當時還在遼寧師範

大學附屬中學任教的趙鴻雁，因為感冒

的症狀就醫，發現罹患急性淋巴性白血

病，曾經在中華骨髓資料庫找到符合的

一例，可是對方半年後反悔，全家人感

覺沒有活路了，父親願意以生命換取生

命，抽自己的幹細胞讓女兒重生，但又

擔心六十六歲的高齡，幹細胞不夠活躍

受贈者呂秋娥見到

她的捐贈者程秋

蓉，熱淚盈眶，不

斷地向秋蓉說感

恩。攝影／陳基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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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罷。母親受不了打擊，兩個月後發

現罹患卵巢癌，一家人只能以「崩潰」

二字來形容，每夜靠安眠藥助眠，還在

半夜哭醒。父親為了籌女兒醫療費，四

處向親人借錢，有一年寒冬臘月，騎著

腳踏車，哭著哭著，淚水沾濕了口罩，

結成了冰，他問蒼天：「我們為什麼活

得這麼難？」

後來，在臺灣慈濟骨髓資料庫找到跟

她配對成功的幹細胞，二○一四年七月

九日移植，鮮紅的血一滴滴注入她的身

體，一道曙光劃破無邊際的黑暗，家人

臉上出現了久違的笑容。獲知捐贈者比

自己大兩歲，趙鴻雁告訴六歲的兒子，

自己身上流著「臺灣舅舅」的血緣。

為了尋找生命中的大恩人「哥哥」，

全家於今年（二○一九）五月從大連輾

轉到廈門，準備到臺灣尋找恩人，不

過，因事先不知情需要簽證，失望而

返。趙鴻雁不灰心，寫信給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兩人在今天相見歡。看到生

命中的恩人林哲謙出現，趙鴻雁激動跪

地磕頭三拜，還立刻奔過去擁抱這位救

了全家幸福的大恩人。現場被此澎湃情

緒感動得一片淚海，無不拭淚。

林哲謙靦腆地說：「我曾經不敢想答

案，怕萬一失敗，會非常的難過！」趙

鴻雁見到林媽媽亦大步向前熱情擁抱，

大喊「您是我的媽媽！」林媽媽突然多

出了位健康、美麗的女兒，謙虛地直

趙鴻雁與林哲謙兩家人相見歡。攝影／廖偉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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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很感恩我們有福報可以幫助妳！

很感恩上人給我們這樣的機會！」趙鴻

雁還帶來全家人的感恩影片，並告訴林

哲謙：「我把你送給我的祝福卡，鎖入

保險櫃裡，超幸福的，感恩你救了我們

全家三人（包含父母）的生命！」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自一九九三年成

立以來，累計至二○一九年已有四十四

萬筆志願捐贈者資料，配對成功者有

五千四百七十一例，受惠達三十一個國

家地區。亮麗的成績說明臺灣愛心密度

極高。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主

任呼籲更多的新住民和原住民，捲起衣

袖，讓十西西的血樣加入資料庫，給苦

苦等待的罹病者多一個得救的機會。

兩個不相識的人卻有著最相近的

基因，因為髓緣，他們在人海茫茫中

相遇，血液疾病患者得以逆轉人生！

二十六年前，上人的一念心，呼籲「救

人一命，無損己身」，才能讓五千多個

家庭不至於面臨生離死別的苦而破碎，

這分愛，正如生命中的信物，永遠被鎖

入捐者與受者的內心。

捐受者終能相見歡的場面，讓所有在背後付出的志工們流下開心的眼淚。攝影／周士龍

攝影／廖偉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