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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薦佛事與遺屬輔導
釋滿祥 臨床佛教宗教師
釋宗惇 臨床佛教宗教師
陳慶餘 台大醫學院家庭醫學科教授
釋惠敏 台北藝術大學共同學科教授
內容摘要：
超薦佛事有兩種意義，一是對亡者的超度，二是對生者的引薦，
也就是引薦佛法。從臨床來看，後者引薦的生死教育是較重要的部
分，讓遺屬能夠不因生離死別之生活事件造成持續性的心理障礙。
宗教師在指導佛事過程中除了消極的悲傷輔導，還有積極增進家庭
的功能。
一個人過世後四十九天當中，藉由佛事讓家屬與亡者之間建立一
種溝通的橋樑，主要分為念佛、誦經、禮懺、法會四大類，隨著遺
屬與亡者的關係，宗教師對家屬說法所引用的經文也因人而異。例
如：在生前覺得照顧不夠或是有擔心、遺憾的家屬會選擇禮拜《水
懺》、《梁皇寶懺》；親情較濃郁、割捨不下的以《金剛經》、《心經》
的選擇較多；有極樂世界概念，或能夠接受死亡、希望有更好來生
時選擇《阿彌陀經》、《普賢行願品》等淨土系列經典；患者生病很
久或因災難往生，《阿彌陀經》與《藥師寶懺》是常有的選擇。一場
如法的功德佛事，不但亡者受益，遺屬會以此有了得度的因緣，對
參與者而言也是難得的生死教育之法會。佛教很鼓勵家屬自己作
七，甚至近年很多道場在固定的共修法會中，提供遺屬作隨堂超薦
佛事，參與大眾的共修，都是很好的作法。超薦佛事中，法師最重
要的功能不在儀式，而是指導。從臨床照顧的理念來看，超薦佛事
延續了病人往生前的靈性成長、臨終過程中善念的提昇，到往生後
的遺屬輔導，是本土化臨終照顧與生死教育很有助益的一環。
關鍵字：超薦佛事．悲傷輔導．生死教育．臨床佛教宗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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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佛教非常重視生死問題，認為「生」固然值得高興，
「死」也不必害怕，能有萬
全的準備，可以坦然面對生命中最嚴肅的課題。
什麼是「萬全的準備」？佛教認為，人死之後，依憑著個人不同的業力在六道
（天道、人道、阿修羅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中輪迴轉世。如果在世時多
做善事、廣結善緣，為自己累積福德資糧，內心就會光明磊落，這就是為自己做好
了「萬全準備」，將來必能往生善道。
反之，如果生前不知道修行的重要，往生時心裡容易慌張、不知所措，隨著業
力報應轉生。這時家屬應從過世那一刻起，到下一期生命出生之前的四十九天「中
陰身」過度期，集中心力，佛號不斷，在七七期中，為其廣修眾善，造諸功德，令
亡者得聞佛法，心生懺悔，自能減輕罪業，投生更好的去處。根據經典記載1，人往
生後四十九天之內，如果陽上眷屬能為亡者誦經做佛事，仗此功德，能令亡者罪障
消除，得生善道；如果亡者生前已多植善業，則可蓮品增上。
超薦應有兩種意義，一是對亡者的超度，二是對生者的引薦，也就是引薦佛法。
從臨床來看，後者引薦的生死教育是較重要的部分，讓遺屬能不因生離死別之生活
事件造成持續性的心理障礙。因此善終評估要看兩個部分：一是病人往生時是否很
安詳，二是病人往生後家屬的反應。如果病人往生後家屬很悲傷、不能接受，儘管
病人很安詳，總是有遺憾。
佛事有兩種作用，一是如果病人往生時有未竟的心願，藉著佛事功德做圓滿的
祝福與回向，不再有掛礙；二是延續家屬在照顧過程中的盡心盡力，護送亡者到西
方極樂世界。中國人特別講究葬禮，過年可以沒有團聚，但雙親過世一定要奔喪。
進行佛事期間也提供遺族團聚的機會，延續原有的的家庭關係，藉著超渡亡者的儀
式化解家人之間的衝突。因此超薦佛事除了是生者對亡者的孝思或補償，也有促進
生者之間關係的增強或謀和、延續家庭倫理的功能，建構起生與死、有形與無形之
間的橋樑，扮演非常正面的生死教育功能，對悲傷輔導有很大的效益，在這過程中
讓家屬進一步領悟佛法悲智的深層意義。
一般談佛事比較著重在形式上的如禮行儀，從臨床照顧的角度則重視超薦佛事
在病人往生後對遺族輔導的效益。本論文目的除介紹臨床佛教宗教師接受遺屬的請
1

主張要在七七四十九天內為亡者誦經做功德迴向的佛典很多，如：
《地藏菩薩本願經》
、
《西
藏度亡經》、《無常經》、《飭終須知》、《飭終津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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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如何受理超薦佛事外，佐以個案報告的方法來探討超薦佛事對遺屬輔導的功效和
意義，以彰顯安寧緩和醫療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照顧的原則。

貳、佛事內容介紹
往生佛事通常依家屬的期望、可提供時間，及與亡者之間的因緣決定內容，其
間沒有優劣之別，常見的有四種形式：
1. 念佛：由法師帶領，或家屬至誠懇切，為亡者定課念佛。
2. 誦經：如誦持《阿彌陀經》
、
《地藏菩薩本願經》
、
《金剛經》
、
《觀無量壽經》、
《普賢行願品》等。
3. 禮懺：如禮拜《金剛寶懺》
、
《三昧水懺》
、
《藥師寶懺》
、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
等。
4. 法會：如舉行《三時繫念》、《瑜伽燄口》，或較長時間的《梁皇寶懺》等法
會。
以下逐項介紹：

一、《阿彌陀經》2
往生佛事中以誦持《阿彌陀經》者最多，經文描述西方極樂世界是一個清淨安
樂、眾苦不侵的修行世界，臨命終時如果能夠達到一心不亂，自會自助人助，有諸
佛菩薩、彌陀聖眾來護持；也說明往生淨土的條件：「不可以少福德因緣」，必須具
足信願行才能「得生彼國」
，這是一個諸佛共讚的世界，不僅勸導亡者發願往生，更
使生者安心親人將去的世界，以此為共同為亡者努力的目標。
《阿彌陀經》所開示的念佛法門是一種開發自性的法門，即使是凡夫，從專注
的念佛中也能開發自力，感應阿彌陀佛無量光、無量壽的境界，也就是佛的境界。
念佛念法念僧就是一種皈依，聚足福德善根成為阿彌陀佛的弟子，
《阿彌陀經》具體
而完整的陳述凡夫如何從起信(瞭解極樂世界的殊勝莊嚴)、到發願(求生淨土)、到行
持(修行念佛法門，提昇自己的境界與阿彌陀佛相應)的概念與方法，是幫助亡者與
家屬離苦得樂、往生善趣、趨吉避凶、建立正信，通俗而又實用的經典。

2

《阿彌陀經》：《大正藏》12 冊 366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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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藏菩薩本願經》3
因其提倡孝親思想，被稱為佛門的孝經，是慎終追遠、超度亡親的法門，教人
如法超薦祖先，所謂「百善孝為先」
，唯有「孝敬」才能開發我們自性無盡的寶藏，
將佛門「超度」的理事因果說得很明白，經中之光目女、婆羅門女，更是超度的模
範典型。
本經並且著重救度苦難最深的地獄眾生，教導眾生要尊敬三寶，深信因果，使
來世不至墮入惡趣。其深層的意義，是自我教育、淨化自己，時時提醒「起心動念
無不是業，舉手投足無不是罪」
，應隨時照顧好心念，切不可因一念偏差而意亂情迷、
造業連連。明代以後，依據本經而有的信仰大為流行，也使我國佛教界對地藏菩薩
產生深邃的敬意。處處鼓勵生者造功德回向亡者。地藏菩薩於多生多世，或以香花
及諸供具供佛、或設齋供養羅漢、或念佛、或塑畫佛像，回向多生的母親免離惡道
之苦，是最好的示範。

三、《金剛經》4
《金剛經》在中國是流傳最廣、影響力大、家喻戶曉的經典之一，重點在談面
對生死的智慧，它從斷疑生信的出發點談如何降服疲憊、害怕的心，教導修習者如
何從感應、證悟中破除我執，得到心性的成長，縱使自己不能解脫，也要自在、無
住、無相。
人會恐懼、苦惱跟「心」
（妄想心、顛倒心）有關，此心與人的習性有關。習性
難以改變，
《金剛經》藉用如金剛的智慧來破除習性，以種種空義的開示說明：解脫
是離相不著相的；對於一切法相，能夠不分別、不執著，就能隨緣自在，藉此令亡
者開悟實相，不再執著於肉體與過去因緣，生者能明白親人的存在不限於肉體表相，
更重要的是其精神典範。
從許多記載中看到，中國人誦持《金剛經》有很大的靈驗，可能來自信仰的力
量。如能熟習其中一小段經文，如經文中的名句：
「一切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露
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
、
「若見諸相非相，即見如來」
，都會
有它的力量。

3
4

《地藏菩薩本願經》：《大正藏》13 冊 412 經。
《金剛經》：《大正藏》8 冊 235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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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觀無量壽經》5
內容敘述佛陀應韋提希夫人所請，示現西方極樂淨土，教導他修習三種福業、
十六種觀想的往生法，也分別敘述九品往生階位及其功德力，勸導亡者厭離娑婆趣
向極樂。
三種福業是：
「一者，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不殺，修十善業。二者，受持
三歸，具足眾戒，不犯威儀。三者，發菩提心，深信因果，讀誦大乘，勸進行者」，
說明這三者是「淨業正因」，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心繫念、正確修習時，「是心作佛，
是心是佛」
，能滅除無量億劫生死之罪、得念佛三昧、見諸佛現前授記、親見西方極
樂世界等，鼓勵修習者（亡者及眷屬）要以至誠心、深心、迴向發願心求生淨土。

五、《藥師寶懺》6
經典中提到，諷誦《藥師寶懺》有輔助戒律、決定生西、速得成佛、維持世法、
疾厄永除的功德。
《藥師寶懺》依照藥師法門修持力行，可以得到上品圓滿的戒，不
慎毀犯時，能至心誠懇持念藥師佛號并禮敬供養者，即可還得清淨，於一切有情起
利益安樂慈悲喜捨平等之心，消災除難，福壽康甯，不墮落三惡道，臨終八大菩薩
接引往生極樂世界眾寶蓮花等功德。

六、《普賢行願品》7
《普賢行願品》是唐譯四十華嚴的最後一卷，是全部《華嚴經》的提要，旨在
宣說普賢菩薩為引導眾生出離苦海的十種廣大行願。因經中有普勸歸命西方阿彌陀
佛淨土的敘述，被列為「淨土五經」之一。經文不僅表示依普賢十大願的實踐得以
往生極樂世界，更指出普賢菩薩願生淨土、要想面見彼佛蒙佛授記，是因為現前已
經成就了廣大行願，普利了一切眾生，為累劫積德之後，才能證得佛果。並且以轉
法輪、廣度有情眾生為成佛後的終極目標，攝受末法時代廣大的眾生皆能往生淨土。

5
6

7

《觀無量壽佛經》：《大正藏》12 冊，365 經。
《藥師寶懺》：《卍續藏》129 冊 110 頁。全名：《慈悲藥師寶懺》又名：《消災延壽藥師懺
法》
。明末清初見月律師根據《藥師如來本願功德經》而作的一種懺法。清初仁庵義禪師自
揚州齎歸杭州顯寧寺，經天溪大覺寺受登刊定，以定名、勸修、方法、釋疑四項釋此懺法，
遂盛行於江南。
《華嚴經普賢行願品》：《大正藏》10 冊 297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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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普賢十大願的持守、實踐，不只臨終不會徬徨無主，無所歸趣，更能往生諸佛淨
土，終至成就佛道，利益眾生。所以持誦此經，可為臨終者及其來生，鋪陳一條光
明大道。

七、《三時繫念》8
三時繫念佛事，是用佛法的力量把亡靈、孤魂請來道場聽法、誦經、念佛、懺
悔、發願、皈依，以佛法布施供養他們，令他心開意解，化除貪、瞋、痴煩惱，離
苦得安樂，往生極樂世界。
所謂「三時」
，是指早晨、日中、日沒之時，現代則將三時一起，在日沒前後連
貫完成；而「繫念」是指身體禮拜、口中稱誦、意念觀想，三者皆緊緊相繫於阿彌
陀佛極樂淨土。至於繫念的方法，就是「一心繫念」
、
「一向專念」
、
「一心不亂」
，也
就是念佛的祕訣。
三時繫念內容分為三階段，各包含誦經、持名、講演、行道、懺悔、發願、唱
讚等七部分。第一階段，開示生亡兩者，極樂世界無有眾苦，吾人若要歸返這條無
憂苦之路，須向塵勞中了達自心的變化。眾生所以受苦無盡，是從貪欲而起，從而
忘卻自性、異念紛馳。欲離苦得樂，往生淨土，須具足信、願、行。具深信、發切
願，執持阿彌陀佛名號，一心不亂，自得往生極樂國土。
第二階段，開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開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鼓勵發露
懺悔，洗除業垢，增長善根，捨此報緣，歸返本性的清淨境界。
第三階段，開示「南無阿彌陀佛」六字名號之功德。一句阿彌陀佛名號即能除
眼耳鼻舌身意持續造作，滅除八萬億劫生死重罪。猶如清珠投於濁水，令其清澈，
佛號如寶劍，能斬盡無明煩亂，直到一心不亂。如此必能永離輪迴受苦，直證到不
退墮的境界，圓滿無上菩提。
因為三時繫念強調專持不亂，內容又循序引導，參加者多能一心虔敬，從而受
到啟發，所以是生亡都能蒙受其利的佛事。

八、《八十八佛洪名寶懺》9、《三昧水懺》10、
《梁皇寶懺》11、《金剛寶

8

《三時繫念》：全名《中峰三時繫念》。《卍續藏》第 128 冊 1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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懺》12
以上懺儀雖然經名不同，內容主要在拜佛行懺禮。懺悔，是教我們把自己的心
放進佛法的水中去洗。拜懺的功用，即在於洗刷我們這顆染污著罪垢的心。好像是
從沙裏淘金，漸漸將沙淘去就得著了黃金；我們禮佛拜懺，漸漸地懺除罪垢，就得
著了清淨的解脫之心。

九、《瑜伽燄口》13
焰口指鬼道中的餓鬼。鬼道眾生分為三等：
（一）多財鬼：生時做了很多善事，
往生後若投生鬼道，便成為福德大力的多財鬼，例如一般人所信仰的城隍及土地等
神祇。
（二）少財鬼：生時所做的善事不多，若投為鬼，便成薄福少力的少財鬼，一
般所信的鬼多為此類，
（三）餓鬼：生時慳貪吝嗇，一毛不拔，專佔他人便宜，若投
為鬼，便成無福無力的餓鬼，一般人所說的孤魂野鬼之中，即有餓鬼。這一類鬼的
食量極大，喉管卻極細，有了食物也難以果腹，何況由於業報的關係，它們很難見
到食物，縱然得到了可口的食物，進口之時，卻又變成了臭穢的膿血，所以它們常
受餓火中燒，烈焰從口而出，故名「焰口」。
佛陀慈悲，說了好多種神咒，例如淨業障真言、變食真言、開咽喉真言等。凡
是依法誦持這些真言神咒之時，被召請前來的餓鬼們，就可仗佛的慈悲與神通願力，
心無畏怯恐怖，並飽餐一頓。之後再為它們宣說佛法，勸他們歸依三寶，傳授三昧
耶密戒，永脫鬼道的苦惱，歸投華藏淨土，這是放焰口的作用和目的。
因此，放焰口對於鬼道來說，等於是無限制的放賑，所以又叫做「施食」
。一般
即使亡者親眷並未墮落餓鬼道，為他放焰口也等於代他做放賑濟苦的功德，也算是
超薦佛事的一環。

9

《八十八佛洪名寶懺》：清朝道霈法師，年幼出家修行，第一次誦八十八佛名，身心即得到
未曾有的清涼。到了年老時，每一次稱念，依舊法喜充滿，詳查才知道八十八佛的前五十
三個佛名出自《佛說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大正藏》20 冊，1161 經)，後面的三十五佛
名出自《大寶積經》(《大正藏》11 冊，310 經)，節錄二經緣起而成此懺法。
10
《三昧水懺》：《大正藏》45 冊，1910 經；《卍正藏》58 冊 603 頁。全名：《慈悲水懺法》。
11
《梁皇寶懺》
：
《大正藏》45 冊，1909 經；
《卍正藏》58 冊 434 頁。全名：
《慈悲道場懺法》。
12
《金剛寶懺》：全名《大乘金剛般若寶懺》，是依據《金剛般若波羅蜜經》所行的懺法。
13
《瑜伽燄口》
：
《大正藏》21 冊，1313 經；。
《卍續藏》104 冊 792 頁，全名《瑜伽要集施食
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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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個案報告與分析
一、個案一
病人是六十六歲子宮頸癌合併肺轉移的女性患者，育有兩女一男，住院期間主
要由菲傭照顧。病人的先生較傳統、大男人主義，平常只是在旁陪伴，肢體或語言
的支持不親密，面對病人即將臨終，常因不知如何與病人互動，期望宗教師能多給
予病人支持；大女兒在美國定居，病人生病後回台灣照顧，陪伴的方式較強勢，不
斷積極的要媽媽念佛，也會主動拿有關死亡的書籍給病人看；病人住院期間二女兒
正好在搬家，只能偶而來探望。小兒子自己經營公司，較常由媳婦來陪伴。
病人是公務員退休，待人很客氣。剛開始在家人的期待、先生的要求和自己仍
抱著求生的期望下嘗試過很多偏方，例如住院期間曾一度因先生的要求到婦產科作
冷凍治療、砒霜治療等。家屬描述那是很辛苦的過程，但由於三個孩子、先生對於
治療有各自的堅持，為了讓家人安心，避免衝突，病人完全配合。
在團隊照顧之後，病人慢慢能夠接受實際病情的變化，希望以佛教的方式處理
後事並能夠助念，唯一擔心的是家人間共識不足的問題，她知道兒女因為極度不捨，
仍積極與醫護人員溝通輸血或延續生命的治療方式，所以病人在往生前不斷向法師
提到要告訴家人如何處理後事以及助念的安排。
病人往生前五天，當家屬驚覺所有的偏方治療引起病人更大的痛楚，處在意見
衝突不知所措時，經由與宗教師及團隊召開家庭會議，最後三位兒女能同意不以延
長痛苦的方式作醫療處置，讓母親平安走過這一段路，卻因先前病人還清醒時對後
事的討論不足，再度引發衝突。法師提起前幾天病人表示：
「一切都交代好了，最掛
念的是希望家人不要為了後事或不重要的事情起衝突。」
家屬有共識後提昇了病人最後幾天的照顧品質。往生前病人有抽蓄的現象，但
她在抽蓄中仍念佛不斷，非常平靜的往生，兒女都陪在旁邊。病人往生大女兒所受
到的衝擊仍相當大（先前態度較強硬）
，兒子對母親也非常不捨，表示不能移動病人，
後來經由法師說明，加上兒子和大女兒在二十四小時助念的過程中分別看見媽媽告
訴他們：「我就知道你們會慌慌張張，其實阿彌陀佛已經在○點○分接引我了」，兒
子才願意將亡者送到往生室。
後續的後事家屬也有很多不同的想法。病人的大女兒是基督教徒，二女兒是個
虔誠的佛教徒，兒子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希望儘量依照媽媽的意思辦理。二女兒
與姨婆安排了很多佛事，大女兒在過程中感到相當疲憊，也因為財產處理的問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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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弟媳婦及爸爸（病人的先生）產生非常大的衝突，一度想要訴諸法律對簿公
堂。後來他們很明顯的在照片裡看到媽媽情況，大女兒在電梯裡會看到其他人看不
到的東西，心裡非常害怕，以「丟聖盃」的方式知道病人想要禮拜《梁皇寶懺》
，禮
懺的一星期中，兒子、媳婦及兩個女兒參與，媳婦在梁皇寶懺的經文中得到啟示，
於是能夠心平氣和的面對先生與大姊責難的態度和語言；因為媳婦漸漸平靜下來，
兒子也在這部經文當中得到啟發，對姊姊的態度也比較願意接受和妥協；在這過程
中大女兒也發覺弟弟與弟媳（病人的兒子與媳婦）盡心為母親做事，也不再做太多
的計較；二女兒也因覺得為媽媽做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比較心安，病人的先生也在
旁學習參與。原本為後事處理及遺產問題引發的不愉快，也都因為這一場佛事而心
平氣和。
在這一場佛事及告別式之後，大女兒回到病房希望為媽媽做功德，正好有家境
困難的患者需要協助，大女兒及時以母親的名義捐獻，給予經濟支持，兒子也為母
親回到醫院捐助病房設備，一場親人間對簿公堂的危機就此化解，兒女三人一同回
到病房當面向宗教師致謝，感念念佛對病人的幫忙，捐助了三百台念佛機。
隔年病人的先生罹患大腸癌，這對兒子也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但因先前照顧
母親臨終前的經驗，兒子不會像當初照顧媽媽那般急切的亂投偏方，並且盡其所能
尊重、完成爸爸的意願。病人先生經過檢查之後在穩定的治療中。病人往生已近四
年，兒子每年還是會固定打電話來病房關懷，提到母親的過世讓他學習很多，感受
到生命的珍貴，更投注在工作上，也願意在心有餘力的情況下幫助更多有困難的病
患與家屬。
一場如法的佛事不僅能讓亡者受益、生者安心，更能夠在佛事進行的過程中，
因為佛法善念的增長，緩解遺屬原本緊張的衝突關係，化解對簿公堂的災厄於無形。
遺族能在佛事過程中感受到生命的可貴，化為具體行動積極幫助他人，甚至再度面
對生命困境時（病人先生罹病）坦然以對，這都是遺族在佛事過程中得到心性成長
啟發的效益。

二、個案二
四十四歲男性腦瘤病患。主要照顧者是太太，有一個女兒國中一年級，生病四
年多以來一直由太太照顧。太太是虔誠佛教徒，過程中也引導病人學佛，因此住院
期間很能接受法師的照顧。
因為生病久了，太太一面照顧病人，還要兼顧工作與家庭，常常讓女兒寄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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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家，兩邊奔波負擔相當大。病人的母親與姊妹，也就是太太的婆婆、大姑、小
姑對太太照顧的要求很多。因為病人是腦瘤患者，意識狀態與活動能力漸漸變差，
有時行為像小孩子，太太在各方面的壓力與疲憊下偶而會對病人發脾氣；女兒本來
不願對父親告別，在宗教師的鼓勵與陪伴下以寫卡片的方式祝福父親往生極樂世
界，並一直在旁邊做陪伴，最後病人平靜的往生。
病人雖然善終，但太太有很大的悲傷反應。在先前各方面壓力、身心疲憊的狀
態下，有時病人出現類似小孩子舉動時，會生氣且內心有一些不甘願，有時責罵甚
至偷偷打病人。病人往生後她非常自責，雖然團隊與志工給予很多肯定仍無法原諒
自己，不斷哭泣流淚。
法師進一步去了解太太所安排的後事內容，除了念佛之外，太太為病人拜懺時
內心會感到很舒服，於是鼓勵太太多為病人懺悔，說明懺悔的同時也是對病人表達
自己的歉咎，再一次肯定太太照顧的用心，轉達病人曾對法師說過的感謝太太的話，
鼓勵太太：除了為病人懺悔，對於自己過去曾有的不清淨念頭也一併懺悔，再將此
功德回向給病人。
太太在法師幾次鼓勵與說明後，悲傷情緒明顯有所平穩，也能夠再回到病房跟
法師訴說近日的生活及與女兒之間互動的情況。
懺悔是至誠心意的發露。有些家屬在照顧過程中，往往因難以承受的壓力產生
照顧不周的遺憾與無力感，在病人往生後產生延遲性的悲傷反應。往生的超薦佛事
可以幫助家屬將有形的遺憾轉化為無形的祝福，為病人祈禱的過程中，也為自己的
盡力不周懺悔，是很好的祝福迴向，也是很好的悲傷輔導方式。

三、個案三
四十八歲男性肺癌病患。罹病八年來積極配合醫療，同時接觸佛法、閱讀佛書，
到生命末期時仍抱著為年幼兒女與太太繼續努力的希望，對身體的不適一直表現得
很堅強，不在父母面前表現不舒服或沮喪，父母與家人也一直朝著腫瘤控制的醫療
方向努力。
病人曾問法師：
「是不是阻絕內心對家人的一些想法才不會貪求或放不下？」在
法師的解說下，病人接受以表達取代壓抑，在筆記中寫下給孩子的話，畫下對孩子
的祝福，甚至對後事的期望。
病人在宗教師陪伴念佛中放鬆自己，與宗教師討論佛經的義理，去世前一天晚
上請宗教師為自己、父母和太太講說《心經》
，深夜還複講一次給太太聽，告訴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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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很平靜，唯一最對不起的是沒有辦法再照顧太太、將兒女教養的責任留給太太
獨力承擔。太太之前與法師談過，瞭解這時候不論病情好壞、生死變化，都要給予
病人最大的支持與祝福。聽了病人說明後，太太鼓勵病人，願給予祝福及諒解，病
人表示自己很快樂。
凌晨病人即感腹部不適，一天內休克兩次，除了表達身體的疼痛之外，心裡平
靜不慌亂，疼痛緩解時還能微笑感謝身旁的照顧者。傍晚病人進入臨終階段，表示
自己想「下車」了，所有的事都已交代，心中已無罣礙，願意往佛菩薩的方向前進。
之後跟隨著法師的引導專注念佛，在太太與年幼的子女搭機趕到並告別後平靜安詳
的往生。
病人往生後，家人、親友雖有悲傷，對於病人臨終前的安定與遺容的莊嚴皆感
不可思議，尤其在作七的佛事中聽聞經典及法師的開示，才明白是因病人心中念佛
對佛法的體證而有的表現，感到相當安慰，也印證了病人生前種種善行是得以善終
並往生善道的良好基礎，更認同病人因內在力量提升，所以能有「身苦心不苦」的
表現，對家人是莫大的安慰與啟示，家人說他是「菩薩示現」
，將此感想印成生平事
略，普告所有親朋好友。
因病人八年來的病苦示現，其兄長傾全力發展臨終醫療專業，造福許多末期病
人；也因病人的善終與安詳，讓原本哀慟的父母較為欣慰，年幼子女也會提及病人
過去種種正向的教導及各種美好的回憶。全家在四十九天內皆以祝福的心為病人念
佛誦經，對佛法起信，生活也很快恢復正常作息，更有親人夢到病人快樂的身影。
從生病、臨終到往生，這位病人示現了佛法不可思議的力量。往生佛事過程中
所有參與者的討論，為病人一生努力印證佛法勾勒出最感人的動線。病人已往生，
對病人而言，佛法為他開啟新的生命；而對所有參與、見聞的親友而言，也打開一
扇新的視窗，學習以佛法的慈悲與智慧面對生命。本案例彰顯了臨終照顧的核心精
神：病人生前在臨床宗教師引導下有充分的準備與學習成長，往生時對遺屬做了最
好的示範，看到病人善終，讓生死兩相安，往生後的佛事安排就無足輕重了。

四、個案四
六十九歲肺癌女性病患，先生已於五年前去世。病中較放不下兒女，罹病後其
兒女開始勸導念佛，住院後能接受法師的開示，原來的緊張焦慮也較緩解，夜眠改
善。
生病期間兒女依據《地藏經》中所述，為病人刻塑一尊地藏王菩薩供養，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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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念佛。病人最後能對兒女安心，也能在彌留時仍隨兒女念佛、安詳往生，兒女
感覺母親在佛法的引導下，往生過程相當平靜安詳，與父親去世時的景象迥異。因
雙親往生的歷程讓兒女感受到臨終病患需要佛菩薩的慈悲感應與引導，於是將雕塑
的地藏王菩薩像捐給病房，期望所有的末期病患也能與母親一樣得到靈性的平安。
這尊地藏菩薩雕像自二○○二年六月起供奉在緩和醫療病房哀傷輔導室內，至今三
年半，已幫助許多病患與家屬，在恐懼不安悲傷的心境中感應佛菩薩加持的力量。
超薦佛事不只是在特定的時間、地點做特定的儀式，病人往生後七七四十九天
家屬的付出都算，太重視儀式的結果容易流於徒具形式。家屬供奉佛像把福報回向
給眾生合乎普賢十大行願的「願」
，達到超薦佛事所要展現的功德。本個案透過病人
（往生者）的示現，應用佛法、佛經的內容來教育生者。亡者是一種示現，能夠走
得安詳是因為子女有對父母親的孝思、父母有德澤子女的慈心，因為彼此之間善念
的提升，因緣更加圓滿。所以悲傷輔導的「輔導」有兩個意思：
「輔」是輔助，
「導」
是導正。輔助是指做得不夠而生者幫亡者再添加一些功德，
「導」是要導正生者。本
個案不但二者都已達到，進一步提昇到第三種情況：亡者、生者與親屬都做得非常
好，並且把這份功德與福報奉獻給眾生，這是更高的境界。

肆、討論
佛事是解決生死問題，對生者安慰、節哀，對死者慰靈、祝福，能「度生」
「慰
死」
，就是了生脫死。在喪家最傷心無助的時候，法師誦一場經撫慰了家屬的悲慟，
見到法師如同救星，這是「了生」
；亡者雖死，未必安心，會希望家人節哀，希望自
己能往生淨土，也讓家人安心，法師替他超度，解決了死的問題，即是「脫死」
。撫
慰生者、利益亡者，這是「了生脫死」的事業。
一堂如法如儀的功德佛事，不但能超渡亡者，也能接引眷屬學佛，也就是說度
死的功德，可作為度生的因緣。因為每個人根性不同，有些人可能一輩子不會聽經
聞法，但是往生後不能阻止家屬找法師誦經超薦；有些人任你舌燦蓮花講盡佛教的
道理還不能起信，但是在參加一場功德佛事之後，立刻被莊嚴的壇場攝受皈依三寶。
所以功德佛事也是法師和信眾結緣的方式之一，超度亡者，安慰生者，成為一種了
生脫死的修持，促使大家在生活中更能體會佛法，而不只是死後的追思。
進一步從安寧緩和醫療團隊臨床宗教師的觀點來看，超薦佛事不僅是彰顯倫理
孝道或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更是生者與亡者之間告別的重要儀式，協助生者從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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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的情緒中恢復過來。有些遺屬在病人生前覺得盡力不夠、感到不捨，或還不能接
受親人已離去，在服喪期間感到愧疚、遺憾，都是悲傷輔導的對象。因此臨床法師
在病人臨終期的照顧中，就開始注意家屬的悲傷輔導問題，病人往生後能夠參與後
事的安排，對這些有不同層面心理、靈性障礙的親人而言，在佛事是悲傷輔導的最
好機會。尤其在告別式，中華文化影響之下，每一位親友一定會排除萬難與會致哀。
這時候對這些有障礙的親人，一方面是悲傷輔導，另一方面也是生死教育，除了學
會未來如何因應類似的狀況，也從生離死別的過程中引發對生命的體悟。從這個角
度看到佛事是一種法會，讓參與者產生信仰和學習成長的力量，因此臨床法更應該
站在輔導對象的立場，評估遺屬的悲傷反應，依據不同的情境給予處置。
現代人對往生喪儀都比較陌生，親人往生前諮詢後事問題時，希望法師能告訴
他們如何進行的程序及詳細狀況。由於這樣的討論，臨床法師可以及早偵測到家屬
的心理狀態，除了適時協談引導，也在佛事中依據家屬的情境安排適當的佛事。如
對於感到盡心不夠，或是有擔心、遺憾的家屬，
《梁皇寶懺》
、
《水懺》是不錯的選擇；
親情較濃郁、難以割捨的（有時是生者對亡者的不捨，有時是亡者對生者的不捨），
《金剛經》與《心經》是很好的說法；有西方極樂世界概念，或能夠接受死亡同時
希望未來要更美好的，淨土系列的經典如《阿彌陀經》、《普賢行願品》是很好的共
修；患者生病很久，或因為災難離開的，
《阿彌陀經》十念往生的開示對往生者慌亂
的心境提供很好的指引，《藥師寶懺》也是常會被選用的部分；《焰口》的施食佛事
通常需要很大的人力與財力，一般家庭較難單獨安排做，但也有遺屬對亡者沒有把
握，怕亡者淪入惡鬼道，或因為信仰的關係強烈的要求，希望藉著佛菩薩的威德讓
亡者甚至是惡道眾生遠離苦難，導引到諸佛的淨土。
《三時繫念》也是希望藉著更多
念佛的功德迴向往生極樂世界。
佛教很鼓勵家屬自己做七期的佛事，當家屬比較沒有把握時，由法師引導，或
在道場在固定的共修法會中為亡者作隨堂超薦佛事，都是很好的作法，不會增加家
屬的經濟負擔，且亡者可以得到更多人的祝福迴向。但佛事最重要的主角是親眷本
身，其原因有二：一是愛心的强度，親眷與亡者是最強的眷屬關係；二是因緣的深
度，若愛心強度夠、因緣深度夠，進行佛事時一定專注投入、至誠懇切。佛教講的
是心法，任何佛事無非都在緣顯我們的覺性、自性清淨心，只要能將清淨心開顯出
來就有最殊勝的功德。因此做佛事最大的功德力來自家屬，四十九天之內即使簡單
的念佛都是最殊勝的推動力量，不要忽略自己有做佛事的潛能。
超薦佛事中，法師最重要的功能不在儀式，而是指導。從病人臨終前靈性照顧
學習成長的引導、臨終過程中善念的提昇、心性的成長，到病人往生後的超薦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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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遺族輔導，之間是連貫的過程、全程的持續性照顧。從臨床照顧的理念來看超薦
佛事，法師與遺屬、亡者之間是一種三角形的支持關係，彼此都可以主動努力，超
薦不是只靠法師，生者也不是只有孝思，亡者的示現，經過法師引經據典，反可以
從走得安詳來教育蒙受法益的生者，從「個案三」及「個案四」可以得到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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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ivering the Dead with Buddhist Ceremonies
and Guiding the Family Members of the Dead
Man-Shyang Bhikkhuni
Tsung-Tueng Bhikkhuni
Ching-Yu Chen
Hui-Ming Bhikkhu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urposes of holding Buddhist services to deliver the
dead. The first one is to deliver the deceased to the Pureland and the
second one is to comfort the families of the dead with Buddhist
teachings. To the clinical Buddhist chaplains, the significance behind
introducing Buddhist teachings to the family members i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Buddhist service for the deceased itself, as Buddhist
teachings can help the families to not trap in the emotional trauma of
losing their love one. In addition to relieving the pain and anguish of the
families, the other role of the clinical Buddhist chaplains is to give the
family support and help them move on with their life.
Buddhist services allow the family members to spiritually connect
with the deceased within 49 days after their love ones passed awa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eelings of the family members for the dead, the
clinical Buddhist chaplains would use different Buddhist sutras to guide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for those who feel worried or even
sorry because they did not care for the dead good enough, Buddhist
chaplains would chant the Repentance Sutra of Emperor Liang or Water
Repentance Sutra. For those who have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the
deceased and therefore have difficulties letting go, the Diamond Sutra
and the Heart Sutra are better choices.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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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eland or those who accept death better and hope for a better future for
the deceased, Amitabha Sutra and the Discourse on Samantabhadra
Bodhisattva’s Beneficence Aspiration are usually selected. For the dead
who had been sick for a long time or died an untimely death, Amitabha
Sutra and the Medicine Buddha Repentance Sutra are often chanted.
A proper Buddhist ceremony for the deceased will not only benefit the
dead, but also provide the cause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to be liberated, for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Buddhist service
receive a rare life-death education. Buddhism encourages family
members to personally participate in the self-organized after death
ceremonies or in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deliverance ceremonies held
in many temples these recent years. In Buddhist deliverance ceremonies,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of the Buddhist chaplain is not in the rite itself,
but in guidance. From the point of clinical care, Buddhist deliverance
ceremonies extend the patient’s spiritual growth before dying, promote
the proper frame of mind during death, and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surviving family members. This is a very beneficial component in
indigenous care for the dying and in life-death education.
Key Terms：Buddhist ceremonies．bereavement． life-death education．
Buddhist cha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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