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醫心傳2021.1248

髓緣

2021年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

髓緣

穗穗年年
豐生髓起

文／劉蓁蓁、游繡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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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九月第三個星期六是世界骨髓

捐贈者日，二○一五年起，全世界都會

在這天舉辦「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活

動，並且將活動影片上傳，讓全世界都

能看見，以增加骨髓捐贈的能見度與加

強對民眾的宣導。今年因為疫情，活動

延後舉辦。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以「豐生髓起，

穗穗年年」為名，感恩許多生命因為髓

緣而重啟人生，因為愛讓平安與健康有

了歲歲年年，因此與標榜有機友善耕種

的花蓮縣富里鄉農會合作，在有機稻田

收割前，透過數學三角函數的原理在大

地切割出象徵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的地

球愛心圖案，藉此空拍畫面的上傳，讓

全球看到來自臺灣的愛與對世界骨髓捐

贈者致敬的感恩。

車行進入花東縱谷，臺九線兩旁稻

田染上深綠金黃層疊的大地色澤，清風

裡飄散著濃濃青草稻穗香。慈濟骨髓幹

細胞中心與富里鄉農會選定舉辦世界骨

髓捐贈者活動的稻田，位置在中央山脈

秀姑巒山最高點與海岸山脈新港山最高

點的中間，亦是花東縱谷區最狹窄的路

段，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距離最近的地

方；與疫情期間，人與人之間雖有距離，

但是因為愛，心與心卻貼近在一起的意

境不謀而合。

「豐生髓起，穗穗年年，Thank you 
Donor! Thank you everyone!!」十一月

世界骨髓捐贈者日的地球圖案與 WMDD 在臺灣富里的英文

字樣稻田圈出現在富里鄉大地畫布上。攝影／顏東亮

在花東縱谷，山與山之間，

以大地為畫布，結實纍纍的稻穗為素材，

手工切割出感恩世界捐贈者的圖案，

讓全球看見臺灣對造血幹細胞捐贈者致敬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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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活動當天，來自全臺各地的骨髓捐

贈關懷小組志工、捐贈者、花蓮扶輪社

與富里鄉農會、家政班媽媽、富里國中

師生、欣欣幼稚園小朋友將近兩百五十

人，齊聚在富里鄉黃德源有機田，大聲

地向世界骨髓捐贈者說感恩。

豐生髓起，想法來自「風生水起」的

諧音。許多血液疾病患者的生命，因為

髓緣而重生，享有平安健康的生活；而

捐贈者與陪伴志工們也因為愛的付出，

豐富了自己的人生。一個生命的歷程，

就像有機稻米的成長一樣，需要無染的

土壤，好的陽光、空氣、水與好的農夫，

這期間還得要風調雨順，順風順水，才

能從青青秧苗長成結實纍纍的稻穗，生

產出優質稻米，歲歲年年豐收。

紅藍相間的地球圖案，是世界骨髓

捐贈者日活動 WMDD（World Marrow 
Donor Day） 的 標 誌， 每 年 九 月 第
三個週六，全球加入世界骨髓捐贈

者 協 會 WMDA(World Marrow Donor 
Association )的國家地區，都會在這一
天同步舉辦歡慶活動，向全球的骨髓捐

贈者致謝致敬。

二○二一年因為全球疫情的關係，世

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改成線上直播廿四

小時方式呈現，從各地將影片上傳，滾

輪式的播出各種宣導造血幹細胞捐贈與

表達感恩的創意。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九月以大愛電視臺微電影〈等一個人〉

來自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慈濟志工、富里鄉農會、花蓮扶輪社與當地家政班媽媽一起完成圖案的人

形排列。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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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版影片先參與了WMDD世界廿四小
時直播活動。富里有機稻田圈空拍活

動，則是配合二期稻作結穗收成時，順

延到十一月一日舉行。

大地畫布　數學精算方位距離

選擇花蓮縣富里鄉有機田，一方面是

為了讓全球看見臺灣向世界捐贈者說感

恩，另一方面是因為富里鄉農會的有機

友善耕作與慈濟愛地球護大地的理念相

同。這塊面積零點五九公頃的有機田，

由放樣師李曉奫率領當年為齊柏林《看

見臺灣》影片製作大腳ㄚ圖案的原班人

馬以兩天的時間，在稻田裡放樣──插

旗定位、拉線、圈出圖案範圍。更早之

前，李曉奫則是透過數學三角函數原理

為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在有機稻田中精

準計算出方位距離，在活動前一天，十

月三十一日，率領團隊在有機田裡實地

丈量。

十月三十一日當天一早，熾熱的陽光

下，放樣團隊先是在臺九線路邊，蹲在

地上，聽著李曉奫說明圖案與位置，待

團隊都了解後，即全數下田，開始丈量

測距離，扯開喉嚨大喊數字重複確認，

每確認一個位點即插上一根旗桿，綁上

尼龍繩，拉出象徵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

日的地球圖案線條。隨著他們工作的時

間過去，汗水浸濕了衣裳，逐漸晒黑的

臉龐仍是同樣嚴肅認真的表情，因為失

之毫釐，差之千里，一點點的誤差都不

能有。隨著天色漸黑，尚未完成所有的

圖案切割，放樣團隊決定收工，讓所有

人喘口氣恢復體力，休息一晚，隔天清

晨五點隨即展開 WMDD、TAIWAN與
FULI英文字的丈量與切割，讓向世界
骨髓捐贈者致敬的感恩活動可以準時展

開。

因緣巧合　助緣連連

由於每年世界骨髓捐贈者日，全球

各地都會以非常顯著的方式來表達愛與

感恩，也藉此推廣骨髓捐贈與造血幹細

胞捐贈既無損健康又能救人，是一件非

常有意義的事。當桃園區志工吳鴻鑫提

志工們手上貼上象徵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的地

球圖案，齊心協力共同為推動造血幹細胞捐贈

盡一份心力與祝福。攝影／沈錦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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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稻田圈的構想時，第一個思考的地點

即是慈濟的大愛農場，但因腹地不夠寬

廣加上作物多樣化並不適宜，因此更改

計畫看看有無可能在富里鄉有機稻田舉

辦。這個構想正在討論時，位於富里羅

山的慈濟志工林淑萍正好北上到花蓮市

區，在得知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有此想

法，林淑萍立刻打給富里鄉農會總幹事

張素華，提出想要合作稻田圈向世界捐

贈者致敬的計畫。電話那頭的張素華總

幹事在得知此活動的意義後，立即同意

允諾大力支持，並且立即責成供銷部主

任林輝煌與旅遊部主任曾宇民協助稻田

契作協商與繪圖放樣的準備。

藍色斗笠

除了在稻田中，手工切割出WMDD
地球標誌的圖案，為了呈現紅藍區塊，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與富里鄉農會討論

後，決議以人形排列，藉由頭戴斗笠的

方式標示出色塊，且配合客家莊在地特

色以花布巾來突顯紅色區塊，當時預計

參加人數為四百人，富里鄉農會負責

一百二十頂紅色花布巾斗笠，骨髓中心

連日豪雨過後，感恩這

塊稻田沒有嚴重倒伏，

仍然可以順利完成稻田

圈圖案的切割。攝影／

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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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兩百一十五頂藍色斗笠。

正當骨髓中心與花蓮區關懷小組志工

開會討論如何取得或製作兩百頂以上的

藍色斗笠時，經常在花蓮環保站的志工

黃白紅師姊說：「環保站有很多啊！而

且都是藍色的。」為何環保站有這麼多

現成的藍色斗笠？原來是靜思精舍剛汰

換下來的斗笠，數量正好兩百。這個巧

合讓大家歡喜不已，頓時解決了斗笠經

費與製作的問題。

圓規豪雨

正當稻米進入成熟期，稻穗結實纍

纍，富里鄉呈現一片黃金稻浪美不勝收

時，傳出稻田被臺灣黑熊入侵的消息，

富里鄉農會立即決定棄採收割這片農

田，並且提供農民契作損失，目的是要

讓臺灣黑熊可以大飽米食，此消息一出

立刻獲得民眾一片好評，直呼富里鄉農

會是愛心農會。但十月中，圓規颱風雖

然沒有直接登陸臺灣，外圍環流卻帶來

連續三日豪大雨，累積雨量超過四百毫

米，富里鄉農會契作的產銷班約有四∼

五十公頃的稻子有倒伏的情形，災損嚴

重。原本擔心稻田圈的活動是否能如期

舉辦，但預留的這塊稻田卻奇蹟般的受

災情形不大，總幹事張素華表示，天公

作美，可以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一

定要支持。「感恩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為拯救血液疾病患者付出這麼多。預留

的這塊稻田，受災不大，相信努力做，

世界會看見你。」

放樣前團隊就蹲在路旁，仔仔細細的每張圖討

論說明，放樣細節叮嚀。攝影／劉蓁蓁

每個圖樣在稻田裡依面積放大，距離尺寸都得

精準無誤，更不能誤割以免毀了圖案畫面。攝

影／劉蓁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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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邀天下善士　共植福田

雖然活動時間在週一，花蓮扶輪社仍

派員前來參加，支持感恩世界捐贈者日

與推動造血幹細胞捐贈活動。直前社長

鍾政昌先生表示，會支持這活動是一個

因緣際會，因為社友的孩子罹患血癌發

願要召募十萬青年建檔，遺憾的是這個

願望還沒有實現，這位年輕人即離世。

因此社員們承接下這個願望，二○一九

年開始申請國際扶輪社全球獎助金計

畫，希望透過經費的支持，幫助骨髓幹

細胞中心推動造血幹細胞建檔與捐贈。

但申請這個經費並不容易，花蓮扶輪社

在二○一九年開始申請國際扶輪全球獎

助金計畫，卻因疫情延宕至二○二一年

七月才獲核准。申請這個經費還必須邀

請臺灣及海外友社配合，包括臺北北門

扶輪社、宜蘭扶輪社、日本鳥羽扶輪

社、日本橫濱西扶輪社，以及泰國及韓

國扶輪地區的配合，再經國際扶輪基金

會在幾萬件國際申請案中審核，並不容

易，但在今年如願實現，希望可以協助

慈濟號召熱血青年建檔，造福更多血液

疾病患者。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楊國梁主任感恩

一切好因緣，可以在秋高氣爽的晴天下

完成這個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

世界骨髓捐贈者日主要目的是為了感恩

所有造血幹細胞捐贈者，也讓世界看到

慈濟骨髓資料庫有這麼多社會大眾的支

持。隨著華人腳步的足跡，慈濟每年捐

贈三百多例的造血幹細胞到三十一個國

家地區，希望有更多的新住民與原住民

來參與建檔，讓全世界的血液疾病患者

都有機會獲得拯救。

放樣師李曉奫連續兩日帶領名為「米八六」的團隊在稻田放樣，插旗拉線出地球圖形。攝影／黃琳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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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每三分鐘就有一個人得到血

癌，在臺灣，每一個月平均有三百個病

人在等待移植。血癌病人只要能即時找

到基因配型吻合的捐贈者，就可以透過

造血幹細胞，骨髓或臍帶血移植獲得治

癒的機會。但是只有百分之三十的患者

可以在親屬中找到合適的捐贈者，因此

有多達百分之七十的病人，需要依靠全

球非親屬志願者的捐贈，才得以治療他

們的疾病。

感恩世界捐贈者稻田圈活動，意外

成為富里鄉稻田收割時的熱門景點，許

多觀光客與畢業旅行團都會在此駐足停

留，富里鄉農會特別將文宣放大，置放

在田中央，讓參訪的民眾了解此地球圖

騰是為感恩世界骨髓捐贈者的意義，亦

將血液疾病患者只要獲得造血幹細胞捐

贈進行移植即有機會得救的訊息分享出

去。農會旅遊部主任曾宇民也特別安排

參訪遊客一起戴上花布巾斗笠走進田裡

與稻田圈一起合影。「這是一個感恩救

人英雄的印記，讓全球看見臺灣向世界

捐贈者致敬的感恩。」富里鄉農會不僅

支持活動，也在活動結束後繼續協助造

血幹細胞捐贈的宣導。

在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花東縱

谷，金黃稻浪伴隨青山綠水，大地畫布

上的青黃綠鮮豔色彩美不勝收，加上群

眾戴上紅藍斗笠，排列出地球圖騰的感

恩標記，天地人之間的感動，大愛電視

臺出動三位攝影師，練志龍、蘇國志、

空拍張略家及企畫黃琳惠，透過陸上及

空拍完整記錄，也感恩人文真善美志工

放樣師李曉奫利用透過數學三角函數原理，在

稻田上畫出 WMDD 圖形，精算圖形角度與距離。

攝影／黃琳惠

兩百頂來自精舍出坡用汰換下來的斗笠，成了

2021 年骨髓幹細胞中心 WMDD 活動最重要的

道具。攝影／孫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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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榮豐與顏東亮分別從臺中與高雄前來

支援，花蓮則是葉朝慶共同記錄下天地

大美與人間有愛的故事，這些動人的時

刻都將製作成短片，讓全球看見臺灣對

世界骨髓捐贈者致敬的感恩！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籌備二○二一年

WMDD世界骨髓捐贈者日活動，花蓮
縣富里鄉農會大力支持。但因今年富里

鄉遭圓規颱風豪雨影響，二期稻作收成

在即卻大面積淹水倒伏，由於花蓮縣玉

里、富里為東部稻米主要產區，兩鄉鎮

種植面積合計逾六千五百公頃，農田泡

水造成稻穗不稔實等情況，農民災損嚴

欣欣幼稚園小朋友們也戴上斗笠，小心翼翼走進田裡，老師跟修女告訴他們，我們要來田裡向世界上

發揮愛心救人的人說感恩。攝影／陳榮豐

五十位富里鄉農會家政班媽媽，戴上花斗笠，

積極熱情參與世界骨髓捐贈者活動。圖／富里

鄉農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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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因此，此稻田圈

收割的同品種稻米，

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

以四百公克小包裝模

式展開愛心認購活動，

分別設計三款：稻田

圈，愛在臺灣與健康

米包裝，優先開放讓

骨髓捐贈關懷小組志

工團購，之後也會對

外開放給民眾團購，

所收金額扣除成本後，

結餘全數捐給慈濟骨

髓幹細胞中心。

富里鄉農會總幹事張素華表示非常支持感恩世界捐贈者的活動，原本擔心稻田受豪雨影響無法舉辦，

沒想到很幸運的可以如期舉行，也印證了「用心會被世界看見」。攝影／劉明繐

花蓮扶輪社員特別南下富里鄉參加稻田圈愛的宣示，感恩世界骨髓捐

贈者拯救血液疾病患者。攝影／劉明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