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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覺得全世界都離我遠去的時

候，感恩器官捐贈者！感恩捐贈者的家

屬！感恩花蓮慈濟醫院！給了我走下

去的希望！」想起等待器官時的煎熬過

程，沒想到竟可以重新擁抱健康的生

命，接受過腎臟移植的受贈者張明賢先

生激動得在眾人面前流下淚水，只因為

這位毫不相識的器官捐贈，毫不吝惜地

給了他重生的希望……

每年這一天  讓幸福圍繞

器官捐贈讓一個走到盡頭的生命還

能有選擇延續的機會，也讓許多像張明

賢一樣原本陷落在生命谷底沒有希望的

病人重新擁抱希望，為了感恩器官捐贈

者與家屬在面臨生命的巨變時，仍能無

私付出，每年十月，花蓮慈濟醫院器官

勸募中心都會舉辦一場規模不大卻溫馨

感人的音樂會。十月二十七日上午，一

年一度的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會溫馨

開場，今年的主題是「再回來的幸福」，

表演全部都是由慈濟志業體同仁自己承

擔，除了門診護理同仁帶來溫柔多情的

歌曲演唱、慈濟大學醫學系學生侯堂碩

表演薩克斯風演奏、慈大附小及幼稚園

小朋友帶來純真的帶動唱，花蓮慈院急

再回來的

花蓮慈院器官

捐贈感恩音樂會

目前器官移植的技術，器官捐贈者能夠選擇捐出心臟、肺臟、肝臟、腎臟、

胰臟、眼角膜、皮膚、骨骼，可同時幫助十多位病人。根據器官捐贈移植登

錄中心統計，從今年初至十月二十七日，臺灣已有四百六十八位病人接受器

官移植，但還有八千零五十二位病患在等待移植。

Lily in the Valley 

鈴蘭花是山谷中的百合， 

冬天過了，冰雪化了， 

新枝綠芽自然成長， 

串串鈴鐺綻放潔白芬芳， 

一年又一年， 

彷彿對人們訴說著 

再回來的幸福 .......

幸福
2012

文、攝影／黃思齊

小朋友們純真可愛的表演，讓人

看到生命的純真與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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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室護理長陸家宜也帶著她參與的花蓮

洄瀾國樂團現場表演，希望能讓大家感

受到慈濟醫院對器捐者及家屬的真誠感

恩，讓所有的捐贈者家屬和受贈者都能

感受到在平凡生活的珍貴和溫暖。

為他延續生命　也為他完成心意

「昨天是我第一次夢見弟弟，他希

望我能代替他，去鼓勵每一位捐贈者家

屬，祝福每一位受贈者。」朱家萱開朗

活潑的大弟朱政賢是東華大學應用數

學系大學美術社團的社長，是壘球系

隊與校隊成員，過完暑假就要升上大

四，姊姊朱家萱說，政賢個性活潑外

向，是美術社社長，也是壘球系隊、

校隊精神支柱，只要友朋有同學到花

蓮，政賢都是一位熱情又貼心的導遊。

平日也打工的政賢，功課更出色，每

天都過得精神奕奕，家人不曾看到他

沮喪、失落的模樣。家萱回憶弟弟政

賢曾說：「不管做什麼事情，都不想

認輸、要做到最好！」不料一直都是

家人驕傲的政賢，為了幫小弟慶祝當

上大學新鮮人，從臺北騎機車出發，

載著弟弟到花蓮遊玩，但是在蘇花公

路上的一場車禍意外，讓政賢面臨腦

死的狀態，當家人們面對器官捐贈的

選擇時，才知道政賢不但定期捐血，

並早已簽署了器官捐贈卡，想到平常

熱心助人的他一定會希望能幫助需要

的人，所以，決定讓他的器官能在需

要的人身上得到延續。

從花蓮慈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楊穎

勤醫師手中接過琉璃感恩牌，朱家萱

表示，其實自己不光是器捐者家屬，

也是受贈者家屬，因為在同一場車禍

之後，小弟因為左腿粉碎性骨折，獲

捐腿骨。她相信政賢的願望，是希望

讓受贈的弟弟以哥哥為榮，更要把他

人給的愛好好地「腳踏實地」，好好

地活下去。而實際體會到受贈者家屬

的煎熬與感恩之後，朱家萱說，也許

貼心的大弟就是希望所有心中充滿不

捨的器捐者家屬都能用因理解而化解

心中悲痛，因為器捐者永遠沒有離我

們遠去。

「我的女兒很善良，希望接受到她

器官的人，也能跟她一樣善良。」想起

女兒賴盈佳，才三十出頭還留下一個孩

子，賴媽媽的心中除了不捨，還有對善

良而堅強的女兒無限的驕傲，賴媽媽

說，女兒從小就很善良，而在十七歲就

簽下了「大體捐贈」同意書，並且跟所

有的家人說自己希望能幫助人的心願，

當女兒因為疾病狀況無法進行大體捐

贈時，家人們最後仍完成女兒的助人心

願，捐出眼角膜及四肢骨骼，願女兒器

官受贈者都能珍重生命，做好事！

最好的報答  照顧好自己　

「雖然我不知道他（捐贈者）是誰，

但是我每天醒來上班之後的第一件事，

還有睡前最後一件事，就是為他（捐贈

者）祈禱，祈禱他身體健康家庭美滿，

而且一定要比我還要美滿。」緊緊擁抱

著花蓮慈院外科部主任李明哲醫師的張

明賢，五、六年前原本是個有很好發展

機會的警官，卻因為急性腎衰竭而中斷

了所有的計畫；回想起當時洗腎讓體重

從七十幾公斤掉到四十幾公斤，教友探

望他時直言「你可能快走了……」張明

賢仍悲從衷來，一度難忍男兒淚，也因

為當時的朋友一一離他而去，他更發誓

要以堅強的意志力活下來，也報答一直

守在病褟旁照顧他的太太。直到二○一

○年終於在花蓮慈院接受了腎臟移植手

術，才讓他獲得重生。張明賢表示，一

透過每一位器捐者的故事分享，想起離去的親人

雖仍忍不住淚流，器捐者家屬更緊緊擁抱珍惜現

在的幸福。

為了傳達對器捐者及家屬真誠的感恩，感恩音

樂會的表演節目全部由慈濟志業體的同仁負責，

雖不華麗卻情意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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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佳從小就很善良，十七歲時簽署

大體捐贈卡，但是，不曉得她的生命

這麼短，他在今年的年中，工作到一

半彎腰起來突然覺得肚子痛，後來到

臺中的醫院進行手術，她的心願就是

要來花蓮浴佛，還有參訪花蓮慈院和

靜思精舍。

當我們浴佛結束隔天要回家的時候，

不曉得什麼原因，她又肚子痛了，她告

訴我，「媽媽，我的身體是別人的，你

要幫我照顧好。」我當時回答她，這是

醫生的事，我沒有辦法作主，你兩個小

孩還很小，你還很年輕，……後來，她

因為身體的關係無法大體捐贈，她告訴

我，她還有器官捐贈。最後，終於幫他

完成了心願，為她這一生留下了大愛。

她的生命就這樣短短地，但我真的

很感恩有一個這麼善良的女兒，希望

接受她的器官的人，也能尊重生命、

走進會場就有回到家的感覺，而這個機

會自己等了兩年多，終於能親口向捐贈

者家屬說聲「感恩」，感性地他也要求

給為他主刀治療的李明哲醫師一個「愛

的抱抱」，最後張明賢流著眼淚笑著代

表所有受贈者向捐贈者家屬承諾，一定

一定會好好珍惜自己的身體，讓捐贈者

的愛心能夠不斷延續。

人人都能用愛創造奇蹟

李明哲主任表示，自己在花蓮慈院

服務二十幾年，每天都很忙，除了醫

療工作之外，還有很多醫學會、研討

會或者其他活動要參加，但他每年最

期待的就是器官捐贈感恩追思音樂

會。因為在這裡每個捐贈者家屬、受

贈者還有團隊同仁，他都很熟悉，所

以每次來參加也都有回家的感覺。他

一直很感恩，感恩捐贈者及家屬的大

愛布施，感恩受贈者的信任，感恩團

隊同仁的支持陪伴，希望這樣愛的循

環能一直延續下去。

「器官移植是現代醫學的奇蹟之

一！」慈濟醫療志業體執行長林俊龍

表示，要讓一個人器官在另一個人身

上，得到延續並且發揮功用，這是很

高難度的技術，而要完成器官捐贈與

移植，除了要感恩醫護團隊要很用心

之外，更重要的是捐贈者與家屬的無

私付出。

花蓮慈院高瑞和院長表示，因為器

官捐贈者與家屬的大愛，讓受贈者獲

得重生的希望，這樣的愛心是我們永

遠的榜樣，也讓生命真實的延續下

來，所以，不要悲情，應該要邁開步

伐往前，互相祝福、感恩。

捐贈者與家屬的無私大愛也感染了

前來採訪的記者，除了之前已經簽署

器官捐贈同意書的東方報記者魯如宇

之外，自由時報記者花孟璟、更生日

報記者徐庭揚現場也簽署器官捐贈同

意書，為自己作出大愛的選擇。

以目前器官移植技術來說，在適當

的情況下器官捐贈者能夠選擇捐出心

臟、肺臟、肝臟、腎臟、胰臟、眼角

膜、皮膚、骨骼，可以幫助十多個等

待移植的病人，花蓮慈院器官移植中

心主任楊穎勤醫師表示，看到捐贈者

家屬與受贈者齊聚一堂，心中的感動

很難用言語形容，只有單純的兩個念

頭，一個是感恩，一個是祝福，祝福

大家都能平安健康。

留下女兒的善良
口述／劉質    捐贈者家屬

心地善良的盈佳看淡生死，捐出器官，她留下

的大愛和可愛的孩子，是母親的驕傲和依靠。

做好事，這是我唯一的心願。

永遠的精神支柱

口述／朱家萱　捐贈者家屬

政賢從小到大就是一個很活潑、很

外向的孩子，每天每天，他都過得神

采奕奕，從沒有看過他哪一天失落、

沮喪過。他在花蓮東華大學讀了三年

的書，今年準備升大四，他對花蓮非

常的熟，常常當導遊。這次，也是跟

朋友約好，剛好弟弟也準備升大一了，

就想趁這個機會帶弟弟到花蓮玩。

今年夏天，兩個人就一起騎車從臺

北下來花蓮，卻不幸發生了車禍意外，

因為採訪而深受感動，自由時報記者花孟璟

（左）與更生日報記者徐庭揚（右）現場響應

簽署器捐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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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位警察，而且是一位很優秀的

警察。二○○七年原本要「升官」，到

臺北接受訓練，準備要當警官了。但是

受訓期間，突然覺得身體很不舒服，水

腫到不能走路。警官學校的教授緊急把

我送到醫院治療，抽血檢查之後，醫師

宣布我是急性腎衰竭，需要長期洗腎。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洗腎」，經過

開刀治療之後，我才知道原來洗腎是怎

麼回事，真的很痛苦。

當時在臺北的醫學中心住院住了三

個月，一直想回家，經過醫師的協調之

後，我終於轉院回到花蓮的門諾醫院，

繼續洗腎治療。

就在那時候得到訊息，在花蓮慈濟醫

院可以登錄等待器官移植，我就開始來

「排隊」。期間陸陸續續洗腎，洗腎的

過程，體重也從七十幾公斤一直降到只

剩四十幾公斤，皮膚也從白白的洗到變

成黑的。

因為我是基督徒，我的教友來看我時

就直接跟我說「你可能會走」，我聽到

的時候覺得很絕望，再加上聽說我當時

的警官同學、國小同學們一個一個的放

棄我，已有準備送我離開的心理準備。

因為覺得大家都放棄我了，我更加意

志堅定，我要活過來。那時候太太和家

人細心地照顧我，我自己對生命的意志

力也很堅強，終於，有幸在前幾年的某

一天接到慈濟醫院的電話通知，我有機

會可以得到一顆腎臟。我真的很感恩。

那時，我進醫院開刀房的時間，有

一個非常奇妙的巧合，就是我們常說的

「六六大順」，讓我覺得我有很強的幸

運數字，手術真的很成功，直到現在。

我真的很感恩。我不知道我的捐贈者

是誰，但是，我每天都感恩他。每天早

上起床和晚上睡覺前我都會祈禱，祈禱

捐贈者和捐贈者家屬能夠幸福美滿，至

少一定要比我還要更幸福、更美滿。

我現在有正當的工作，看到了很多

捐贈者的故事，也聽到捐贈者家屬的分

享，我在這裡承諾，我會做到你們的期

望，我會好好保護我的身體，我也感謝

李明哲醫師、感謝慈濟醫院讓我重生。

愛與感恩的每一天
口述／受贈者　張明賢

兩個人都緊急送來花蓮慈濟醫院。

雖然發生這個意外很難過，可是我

很感謝他——我的弟弟。因為他沒有

第一時間就離開，他撐了五天，讓我

們所有的家人、以及他所有的朋友都

來看過他之後，也等到小弟轉入普通

病房安頓好之後，我們就接到醫院的

消息，說他情況不是很穩定。

只能說他真的很照顧家人，可能擔

心我們在普通病房、加護病房之間來

回奔波，所以他沒有等到那天加護病

房的探病時間，就離開了。

他住院這段時間，看到他的朋友從國

小到大學，大家不辭遙遠，從各地來到

花蓮，每次探病時間都好幾批人來探視

他，他真的是一個很厲害的弟弟。

在這次機緣當中，爸爸媽媽看到這

麼多的朋友過來關心他，真的以這個

兒子驕傲。最後，他雖然離開了，但

是，他留下了大愛。發生事情後這段

日子，我從來沒有夢見過他，可是不

知道為什麼，我參加器捐感恩音樂會

的前一晚夢見他了。夢見他的時候，

我問他，「政賢，你怎麼站在那邊？

很久沒見到你了，你趕快過來。」這

個時候，他突然露出一個看似非常難

過又不捨得表情，當下，我知道他

要跟我表達的不是他捨不得，我想他

是知道姊姊隔天要參加器官捐贈分享

會，他是想要告訴我一件事情；因為

我們每一位家屬一定都會心很不捨，

所以，他想藉由我來跟各位捐贈家屬

說，要讓離開的他們心安的話，家屬

一定要先放下，當我們一直不捨，會

讓他們更不捨不安。

我今天不只是捐贈者的家屬，也算

是受贈者的家屬，我的小弟，也是

因為這次的車禍，接受了別人捐贈

的骨頭。我想，這也是他哥哥要教

他的——今天哥哥是捐贈者，你也接

受了別人的大愛，相信你會以哥哥為

榮，你也要將別人捐贈給你的大愛，

好好的運用，好好的腳踏實地。政賢

走了這段時間，弟弟還安慰我們說，

雖然哥哥走了，如果想他的時候，抬

頭看看天上，他一定會在天上對我們

微笑。

也真的很感恩醫療團隊，因為有你

們在這裡的守候，政賢才有機會在第

一時間將他有用的大愛留下來，真的

很感謝你們。也希望所有的受贈者，

都能好好地活下去。

憶起優秀的弟弟留下的大愛，家萱充滿驕傲和

感恩。

恢復健康的張明賢，感恩太太的細心照顧，他

每天祈禱、細心照顧身體，用實際行動感恩捐

贈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