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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機會優先留給最愛的親人 !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辦法」，

器官捐贈者的配偶或三親等內血親，

若正等待器官移植，

將可優先獲得器官移植的機會，

為自己及家人做出最有價值的選擇，

讓生命得以延續，

      永不缺席！！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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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小麥熊出院的日子，也是

他重生的日子。

⻞⻞陽光暖暖的照著，微風輕吹，飄來

陣陣的花香，嗯～好舒服的天氣呵！小

麥熊大大的吸了一口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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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以前，小麥熊因為感冒遲遲不

好，引發嚴重的心肌炎住院，醫生說他的

心臟隨時會停止跳動，必須等待移植。

⻞⻞「怎麼會這麼嚴重！移植心臟 ……這

要等多久？這心臟又不是隨時都有！」爸

爸著急的說。

⻞⻞「你們有親人曾經捐贈過器官嗎？」

醫生問。

⻞⻞「捐贈器官 ……啊！」小麥熊的媽媽

忽然想到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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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小麥熊的叔叔幾年前出車禍

過世，把器官捐了出來。因為叔叔的關

係，小麥熊等待心臟的順序提前了。

⻞⻞沒多久，小麥熊就接受了換心手術，

手術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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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熊摸著自己噗通、噗通跳的心

臟，感受強而有力的跳動，他的內心充

滿了感謝。謝謝叔叔把器官捐給有需要

的人，也謝謝把心臟捐給他的好心人。

⻞⻞小麥熊想要知道是誰把心臟捐給

他，他要好好的抱抱他的家人。「可

能沒有辦法知道⺄  ……」醫生拍拍小麥

熊。

．



⻞⻞但是小麥熊真的很想要好好的表達自

己的感謝啊！

⻞⻞「表達感謝的方法很多，」醫生說：

「你也可以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把愛傳

出去。」小麥熊點點頭，他跟爸爸、媽媽

商量後，一起簽了器官捐贈同意書。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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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熊先找他的朋友，告訴他們器官

捐贈的重要。松鼠皮皮一聽到「器官捐贈」

這幾個字，就一溜煙跑掉。帥帥猴和山豬

光光也都露出奇怪的表情。

⻞⻞小麥熊想要做的，不只有這些，他還

想要做更多。他希望讓更多人加入，一起

用愛心接力，讓生命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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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汪狗一聽到要把器官捐出去，也

嚇得往後面跳了一步。

⻞⻞「我才不要呢！器官都捐出去了，

這樣我不就像消了氣的氣球一樣，全身

扁扁的？」



⻞⻞跳跳兔說：「我想要把器官捐給我

的家人，可是  …… 簽 了同意書，不就表

示要捐給其他人？」

⻞⻞「我才不要呢！」胖

胖牛一聽到器官捐贈就直

搖頭：「萬一我簽了同意

書，以後我生病或受傷，

醫生會不會隨便醫治我？

因為有好多人等著我的器

官……」

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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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朋友不支持器官捐贈，是因為他們

不了解啊！只要大家能了解，那不就好了

嗎？小麥熊突然想到一個好辦法。

⻞⻞小麥熊摸著自己的心，他感到從胸口

傳來的陣陣溫暖。器官捐贈明明是很棒的

事情啊！他就是因為器官捐贈，才能再看

見這個美麗的世界，和家人、好朋友快樂

生活。



⻞⻞⻞⻞小麥熊邀請朋友到家裡喝下午

⻞⻞⻞⻞⻞茶。一邊喝茶、一邊聊天，

⻞⻞⻞⻞⻞⻞大家都好開心。

⻞⻞「現在能夠跟你們一起聊天，真的

好開心。」小麥熊摸摸胸口：「如果不

是這顆好心，我們就不能這麼快樂的聊

天了。」

2524

⻞⻞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覺得

很不好意思。「那時我們真的好擔

心你會離開我們！」帥帥猴說。

「小麥熊，我們很高興你能恢復健康！」

喵喵貓不好意思的說：「我們對捐贈器官

不是很了解，所以感到害怕。你可以跟我

們說的更清楚嗎？」松鼠皮皮說。「嗯，

沒問題！」小麥熊開心的點點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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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我們死亡就會到天堂，身體器

官也用不到了啊！不如將器官捐給需要的

人，讓他們活下去！」山豬光光說。

⻞⻞「這樣感覺我們還活在這個美麗的世

界呢！」跳跳兔說。「這真的是很有意義

的事情！」胖胖牛說。

⻞⻞在小麥熊仔細的解說下，大家都了解

器官捐贈的意義。

⻞⻞「我外公就是因為等不到器官捐贈，

所以離開我們了。」帥帥猴說。



⻞⻞他們要舉辦一場器官捐贈的說明

會，小麥熊和他的朋友們拿著傳單，

四處邀請大家一起來聽說明會。

⻞⻞大家決定一起幫小麥熊，讓更多人

認識器官捐贈。就這樣，大家一起開會

討論，有的寫海報、有的畫圖、有的印

傳單，大家都想盡一份心力。
2928

明天森林的廣場舉辦
器官捐贈說明會，
   大手拉小手
         一起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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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麥熊跟大家分享他恢復健康的經過

和感謝，器官捐贈者的家人也上臺分享他

們的心情。

⻞⻞森林的廣場裡，大樹下掛了一張大海

報，上面寫著：今天，森林廣場裡要舉辦

器官捐贈說明會。小麥熊的爸爸、媽媽來

了，醫生和護士來了，還有一些接受器官

捐贈、恢復健康的朋友和器官捐贈者的家

人也一起來了。

器官捐贈說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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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麼樣才能夠做器官捐贈？目前

等候器官移植的人，最多是在等哪一種器

官？」羊叔叔問。

⻞⻞還好有醫生在這裡幫大家解答。

⻞⻞說明會辦得很成功，大家都好感動好

感動，但是都還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河

馬先生問：「我的肝不是很健康，我可以

捐贈器官嗎？」

器
官

捐
贈同

意
書

器官捐贈
同意書



⻞⻞說明會結束，

有很多人馬上就簽了

器官捐贈同意書。

⻞⻞「小麥熊，」醫生拍拍他：

⻞⻞⻞⻞⻞⻞「你真的做了一件很有意義 

⻞⻞⻞⻞的事情！你讓更多人的生命有機

⻞⻞⻞⻞⻞⻞⻞會可以延續！」

35

⻞⻞小麥熊不好意思的笑了。這是他應該

做的啊！他就是用了別人送給他的愛心，

讓自己獲得新生命。

⻞⻞他一定會繼續努力，讓更多人了解器

官捐贈，讓大家 「用愛心接力，讓生命延

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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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未來過世捐出器官，家人是否可優先獲得移植？

如果捐贈當下有與捐贈者五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或配偶在等候

器官，可以優先獲得移植。如果已捐贈完成，萬一日後有三親等

以內之血親或配偶需要器官移植，也可優先獲得其他大愛捐贈者

捐出之器官。

為何腦死病人可成為器官捐贈者

腦死即腦幹死，腦幹功能不可逆的完全喪失。腦幹俗稱生命中

樞，就像一棵樹的樹根壞死。人的腦幹一旦壞死失去功能，即無

法維持基本的呼吸、心跳、血壓等生命徵象，即使使用呼吸器、

葉克膜、各種藥物及加護病房設備，用最先進的醫療技術，腦死

病人的軀體仍然無法長期運用醫療技術維持生命徵象，因此在醫

學倫理上，才同意腦死病人可作為器官捐贈者。

器官捐贈前會進行哪些步驟確定真的已經腦死且可以捐贈？

進行腦死判定前，會先確定本人或家屬有器官捐贈意願，並於腦

幹功能測試前觀察 12 小時，醫院將安排 2 位具有腦死判定資格

的醫師同時進行腦死判定，確認腦幹已無功能，至少 4 小時後再

由 2 位腦死判定資格醫師重新進行第 2 次判定，以確保判定過程

的嚴謹，腦死判定確認後，將視捐贈者的器官功能及捐贈者與家

屬的意願決定哪些器官可以捐贈。

簽署了大體捐贈意願後，就不能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器官捐贈及大體捐贈之意願可同時表達簽署不相衝突，待無常來

臨時再視身體狀況由醫護人員判斷適合進行哪一種捐贈。

在台灣，民眾可以用哪些方式表達對器官捐贈的支持與認同 ?

1. 器官捐贈意願健保 IC 卡加註

2. 簽署器官捐贈同意書

3. 遺囑

4. 和朋友分享器捐卡

5. 幫忙傳播器官捐贈宣導廣告、新聞

6. 擔任器官捐贈宣導志工

如果就醫前便已表達了器官捐贈的意願，萬一在醫院就醫時，是

否會影響醫療人員的醫療照顧品質？

若生病或受傷送醫，醫療團隊會將病人列為優先拯救之生命。只

有在所有挽救生命之方式都失敗、被宣告腦死之後，才會徵詢家

屬有關器官捐贈的意願。醫療人員的照顧品質並不會受到影響。

目前國內已有一套公平的器官分配機制，將捐贈者所捐贈的器官

作妥善的分配，讓最緊急與最合適的病人可優先獲得移植，負責

國內器官捐贈移植登錄業務的機構是？

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器官捐贈有哪些種類？

活體器官捐贈：病人因疾病導致肝臟或腎臟功能衰竭，經醫師評

估病人適合進行器官移植以恢復健康，且其五等親的親屬中有身

體健康並經醫院進行心理、社會及醫學評估，認為適合捐贈且簽

署捐贈意願者，方能進行腎臟或部分肝臟活體器官捐贈手術。

屍體器官捐贈：必須在器官捐贈者經其診治醫師判定病人死亡後

為之。前述死亡以腦死判定者，應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之判

定程序為之。



我可否指定自己過世之後器官捐贈的對象 ?

一般來說，每個捐贈出來的器官皆是經由衛生福利部設立之「器

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以公平、公正的平台進行分配，不能任意

指定，但若五等親以內的血親、姻親及配偶需要器官移植，且已

在登錄中心登錄系統登錄等候器官，經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查後，

可指定捐贈，優先獲得器官。

器官捐贈者家屬能知道捐贈後的器官及組織的使用狀況嗎？ 

器官捐贈者家屬可以透過醫院的移植小組或社工師，了解受贈者

受贈後的健康情形。登錄中心及移植醫院也會代為轉交受贈者匿

名的感謝卡及書信；在台灣及許多歐美國家，為保障個人隱私及

避免不必要的困擾，不會安排捐贈者家屬及受贈者認識見面。

哪些器官、組織可以捐贈？

依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施行細則規定，移植的器官類目包括：心

臟、肝臟、腎臟、肺臟、胰臟、小腸、骨骼、眼角膜及其他經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類目。

活人可以捐贈皮膚嗎？皮膚用途為何？

目前國內只接受大愛器官捐贈者的「大體皮膚」（衛福部統一稱

呼），大愛捐贈的皮膚經一定的細菌，病毒檢驗等品管措施之後

存放於各醫院的組織庫，主要用途乃是提供燒燙傷的病人作為敷

料覆蓋使用，減少傷口感染及促進組織修復。

完成器官捐贈後 , 醫師會把傷口縫好 , 不會令捐贈者外觀受損？

器官摘取時是以外科手術的技術標準進行，手術後會以替代物填

充縫合並恢復外觀，與一般外科手術後之狀況並無不同。

若有 B 型肝炎，將來可以進行器官捐贈嗎？

可以的，許多等候移植者亦有 B 型肝炎或是 C 型肝炎，只要器

官功能良好，有 B、C 肝炎的捐贈者還是可以捐贈器官給有 B、C

肝炎的等候者。但若有無法控制的感染性疾病者，則不能捐贈器

官 ( 如愛滋病或狂牛症 )。

植物人可不可以成為器官捐贈者  ?

植物人不是腦死，而是腦部因為受傷、疾病或其他系統的疾病合

併腦病變，導致大腦功能喪失。此類病人雖然無法思考、記憶、

認知、行為或喪失語言能力，但仍會有臉部表情動作，且腦幹功

能正常，可以維持自發性的呼吸、心跳，所以於植物人狀態不能

捐贈器官，仍需俟判定腦死後，才可捐贈。

為了讓台灣更好，誠摯邀請您一起支持器官捐贈！

諮詢電話 0800-888067     

捐款戶名：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郵政劃撥帳號：19827534    或   

台灣銀行延平分行   帳號：019-001-15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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