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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生命末期照顧理論與方法： 
平等、關懷、提升與轉化 

釋照量 

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一、前言 

ヶ教出現貨世，主要目的就是要

帶領眾生脫 生ば的輪迴之偑，因袪

在經晙中P貨生ば房期,2臨終的階段

的狀況,2因（之 有很多著墨之處〓

從ヶ教的義理來看，生ば房期乃長遠

的生ば歷程中，從 一期生ば邁入㎞

一期生ば的轉換階段，也可說是脫

輪迴之偑，即所謂度生死偑的重要的

時機〓在袪階段的病患偊要善終，則

須跳脫面臨死亡所帶來的恐懼，而要

到如袪的狀態，則必需P接續的生

ば 路有信心↓有ヰ握〓P凡㋶而言，

老死階段總是在讁秘面紗的 蔽㎞，

使人們因為P疾病望身↓疾病過程↓

臨ば終的狀態在生ば歷程的意義不理

解而產生恐懼不安〓是以，ヶ教生ば

房期照顧最主要的任務是在揭開袪

蔽，ヤ出生ば出路，讓房期病患得以

善終〓要 へ袪任務最可能所運用的

方法，則是為房期病患揭示ヶ法修訠

者超脫生死輪迴的所（ 到的生ば愰

涵,2修訠方法，引Q房期病患在 期

生ば的最後階段，超脫生死困頓，開

創生ば出路〓  

望文的研究主要即以ヶ教的生死

智慧為焦點，È討出貨生ば房期照顧

可為借鏡之處〓論文討論的愰容，從

第琢章到第四章所È討的愰容ペ及ヶ

教的生ば觀↓チ等觀↓慈悲關懷等，

以及J之西方哲學的チ等觀念,2關懷

倫理進訠比較,2ヤ出東西方智慧可能

的融合之路徑〓第五章到第六章則是

在㎝述的討論基礎㎝，進而討論ヶ教

的チ等,2關懷如何落c,2如何運用貨

安d緩和醫療照顧中〓第七章則是以

ヶ教的チ等,2慈悲關懷為視角，È討

常見的房期照顧的倫理議題〓 

 

二、佛教平等觀應有的生命態度 

依ヶ教義理，人的生ば的五蘊身

也隨著時間空間的改變，而有好↓

壞↓美↓醜↓粗↓細，乃142貨所謂的

出生↓衰老↓疾病及死亡的渞生，然

而 些呈現在現象的種種不同的樣

態或者是濯件，它們之間從現象看來

似乎是不同，甚142是P立的，然就生

ば而言，乃是必然會渞生的變化，它

們皆是依貨空性，隨著因緣生滅變化

而結合和解散〓以袪觀點來看生ば中

的好↓壞↓美↓醜↓粗↓細乃142貨所

謂的出生↓衰老↓疾病及死亡，皆是

生ば歷程中，隨著因緣結合解散所產

生的短暫的變化環節〓ヶ 告訴べ

們，如果可以藉由禪修直觀出袪生ば

生滅變化之理，即是以チ等慧如c觀

察〓袪則是ヶ 教Qべ們經由緣起性

空所訤生チ等觀的路徑〓 

P每個人的生ば歷程而言，生老

病死都是必經的階段,2重要的環

節〓但是，人們面P新生ば的誕生總

是,3高采烈的慶譶 相P的，P疾

病，ツ老力衰，或死亡的到來總是害

怕↓厭惡,2逃避〓為何人們會P同是

生ば中的各重要環節，有如袪不同的

看法,2好惡？重點在貨不チ等的

心，也就是人們習慣貨觀念的P立，

概念諸別,2執｢〓如自他，好壞，生

死〓ヶ 經由修訠及禪定,2智慧的開

渞，如c知見，濯物的變化的歷程，

所體悟出空性↓チ等一貫的觀念，教

Qべ們要從生ば歷程貫穿的去看待

生老病死，無論處貨那一個階段，P

生ば體或是有情來說，都有 階段所

要呈現的意義,2（ 面P的課題，就

生ばc相而言是チ等無差別的〓偊能

樣的理解，吾人在面P生ば的生死

變化之流，就不會陷入無謂的執著,2

恐懼，並能配合著變化的契機，讓生

ば得以轉化,2超越〓 

  

三、佛教理論於安寧緩和照護的運用 

ヶ教理論運用貨安d緩和照護

的重點在擺脫死亡恐懼↓提升,2轉化

生ば，袪亦為目前臨床ヶ學望土化靈

性照顧在臨床㎝最能提供 獻的地

方〓 

(一) 擺脫死亡恐懼的方法 

臨終病患，在生ば房期階段，最

大的靈性困惱即是死亡恐懼〓在⊃雜



含經∪ヶ 教Q弟子，要擺脫生ば

中的恐懼有四種力量，即是覺力↓精

進力↓無罪力↓攝力〓晥中覺力乃是

P善法↓不善，P,2錯， 不 學習，

好壞等如c了知，甚麼是條件組へ的

緣起法↓有為法，甚麼是非條件組へ

的一貫不變的常法如c了知 亦即是

P接觸到的法非常清楚，能貫徹的認

識，如袪P貨 不 依袪法修訠，或

做為自87的所做所為清楚明㴑的依

據，乃142貨緣起↓緣滅，都能清楚的

覺察，明㴑生死只是生ば歷程的重要

環節〓生ば是無盡相續，生不足喜，

死不需悲〓 

精進力，教Qべ們，不用）悔生

ば目前處貨甚麼階段，忙修訠改快

修，讓自87的生ば不斷的へ長，當㎞

b力修善斷惡，相信生ば相續，相信

永遠不會㋵晚〓無罪力，P自87不好

的訠為，或者是曾經做錯的濯，深深

的表示懺悔，並盡自87的力量去彌

補，讓P方的傷害,2痛偑降到最ょ，

也讓自87不再畏懼去ュ擔做錯濯的

後果，坦然面P↓處理，讓往後的生

ば 路不會被袪所牽絆〓同時期許自

87，善護身口意㎜業，不再造新的無

法彌補的重大過失〓攝力即四攝法，

如前所說明，乃P待眾生的方便善巧

攝｣方法〓在ヶ教慈悲觀的È討中，

P四攝法的理解，可讓吾人明㴑ヶ教

的關懷在進訠時，關懷者（以甚麼態

度面P被關懷者，要以甚麼方式,2愰

涵饒益，才能使之被關懷者接｣，讓

被關懷者真袘能 偑得樂〓攝｣者是

照顧房期患者的K業人員↓家屬，他

們偊善巧的運用四攝法陪伴,2關懷

臨終者，讓病人在 最辛偑的生ば

路得到支持，也就是貨幽谷中得到支

持，減少P死亡的恐懼〓被攝｣者是

臨終病患望身，也可以學習以四攝法

去P待周 的人，慈悲チ等的P待他

人，少了人べP立，人べ諸別，也讓

自87不陷貨不好的情緒品質中〓 

值得一提的是偊J運用貨四攝

法在臨床中，利訠即是關懷時，針P

個案眼前的困 所設定的目標 布過

則為關懷晗體的ヶ法愰涵 愛語是恰

當的溝 方式，運用晥可接｣語言，

或是有效的溝 方式，適當的肢體語

言撫摸↓擁抱，讓個案有安憘感被支

持感〓同濯攝則是以他者的立場思考

同理被關懷者的想法,2處境，為晥安

排最適當的引Q,2關懷〓 

(琢)提升,2轉化 

安d緩和醫療的運㍉在偊以ヶ

法來看最理想的的模式為以チ等↓關

懷的心及歷程的視角來看到病患過

去↓現在,2忙來的偑，偑因，偑滅的

的方法，以チ等的心來看待每一疾病

的階段，並チ等的考量回（每一ゅ病

患的不同階段的需求，依晥需求量身

打造適諶的協a，關懷面向包括  

1.協a病患在疾病房期各階段，

J五蘊:º↓｣↓想↓訠↓識所｣偑降

到最ょ〓 

2.在晥身↓心獲得初袽的安頓

後，漸漸讓個案及關係網絡的相關人

員尤晥是親屬，試著思考死↓死偑，

就晥自身的生ば哲學，,2ヶ法的生ば

觀而言在長遠的生ば歷程的意義為

何？〓 

3.除在身體｣到妥適的照顧，房

期病人望土化靈性照顧設計時Ç用

房期照顧乄心理念的四個主要へ

諸，一為接｣死亡 琢為要憘人照

顧，除了照顧身體以外，還必須以病

人為中心，依據每個人不同ァ以心

理↓社會↓和靈性方面へ長〓㎜為從

溝 做起，了解病人身心的痛偑,2靈

性的需求，藉由溝 告知病情，讓病

人接｣死亡而能夠得到善終 四為需

要團隊合㍉，包括安d緩和醫療相關

人員〓說明安d療護乃針P個案身↓

心↓靈↓社會多面憘人照顧，為改善

提升生ば質素(Quality of life)〓 

4.當所罹患的疾病88無法治癒的

情況㎞，P當濯人而言是生ば中極大

的衝擊,2挑戰，但也是生ばへ長的重

要契機〓一般人在忙碌的生活㎞，チ

庸的活著，往往不會Pべ為何而活？

べ 一生的 獻是甚麼？在べ的人

生中，甚麼是最重要的？べ的㎞一袽

怎麼辦？等等生ば的意義的相關

問題去做思考〓安d緩和醫療團隊（

J個案生ば房期階段，視為生ばへ長

重要階段 能在個案因生ば房期來到

時，依晥心性へ長不同的階段，給予

階段適當的引Q,2協a，P個案J

會有大的a益 袪如同人類渞展學所

揭示兒童在不同的へ長渞展階段，給

予 階段適合教育，安排合宜的學

習，協a使兒童袘常的へ長,2完へ

階段的渞展〓 

5.解脫 的修訠中以五乚的修持

為例，從五乚的修持引渞的五力，所

以引渞的智慧力的提升，讓生ば體得

以脫 生死困頓，提升生ば質素的

細機轉說明，袪即臨床㎝常說的ヶ教

的修持方式可以提升生ば力的理論

依據，袪亦ど（望土化靈性照顧所指

的每個人都晗有愰在力量，屬貨自

力，當愰在力量升起時，可協a生ば

體脫 死亡恐懼↓生死困頓 另外菩

提 的修持也可以提升生ば體的智

慧力，以及隨著143智慧力的提升，慈

悲心亦輾轉提升，生ば體生ば力,2生



ば質素亦隨之提升，即是㎜種慈悲修

持的生ば愰涵的提升路徑〓 

 

四、用佛法視角討論安寧末期照護的

倫理議題 

以ヶ法來看房期照顧的倫理議

題，晥中重要的論題為醫療ワ擇↓臨

終鎮定↓安樂死↓醫a自殺之異同等

諸析和認知〓 

(一)醫療ワ擇 

在做醫療ワ擇的部諸，從病患望

身的立場來說當 期生ば所ゎ的載

體88趨近毀壞，所（Ç｢的醫療決策

是,2醫師配合，運用適當症狀控制，

讓身體不142貨｣到㋵大的痛偑，以減

ょ身體不適造へPべ們情緒的タ

擾〓接著J袪期的生ば種種濯預做安

排，如家人， 產等做妥處後，積極

為自87的來生做準備〓而準備的方法

則以相（或チ日修持的法門持續用

功，讓自87的心境品質維持貨最少的

恐懼，並P來生目標抱持著信心,2希

望〓 

晥次，以醫療團隊的立場來說當

病患的治療88近到無效醫療，醫療團

隊病患及家屬充諸的討論，在了解病

患,2家屬的期待,2目標，要能接｣病

患身心靈狀況，給予最適當的協a,2

幫忙，協a個案善終醫療團隊除 德

原則的照顧,2關懷照顧之融合，如不

傷害病人外，並為房期病人最佳利益

為考量並給予病患,2家屬適當的之

支持〓袪乃ヶ教照顧病患慈悲關懷（

有的㍉為〓ヶ教的慈悲包含著同情↓

憐憫↓仁慈，關懷者要去感｣到P方

的痛偑，有強烈的動機要讓｣偑者

偑得樂，並且合併四攝法布過↓愛

語↓同濯↓利訠，運用適當的方法↓

提袘確的資訊↓支持及尊重病患家屬

所做的決定，並提供適當的協a〓在

ヶ教中有各種不同的修持 路，修訠

者可以依自87的修訠目標↓乚性↓以

及當時的修訠程度來選擇自身的適

合的修訠 路〓偊病患或家屬決定的

方向,2醫療團隊的建議或預期的是

否相同團隊都要予以尊重及支持 或

者偊當晥中家屬P個案的情況呈現

不捨會極力想挽回，並不是家屬想害

病人〓袪時醫療團隊（J病患的情況

讓家人了解，如召開家庭會議↓個別

會談同理並支持家人的情緒〓然而隨

著病患病情的變化，醫療的目標也可

以隨時調整，醫療團隊維持不斷的溝

↓支持↓尊重，陪伴著病患,2家屬

度過最΅辛的時刻，不讓病患,2家屬

擔心被醫療團隊遺棄〓 

面P無效醫療的階段在陪伴的

過程中，除了如㎝的陪伴方式，過程

中或許在適當的時機，可Jヶ法的チ

等一貫的生ば觀帶入，讓病患及家屬

明㴑，當㎞除了藉由醫療的介入，讓

身體的狀況不142貨讓身體㋵｣偑

外，如何J｣偑的狀況侷限在身體，

不讓心理↓社會↓靈性部諸隨著｣

偑〓袪就是帶著家屬試著去理解，就

一生ば體而言，生老病死為一期生ば

チ等重要的生ば環節，有出生必定要

經歷老病死，每個階段都有 階段要

完へ的任務，在 期生ば所居ゎ的身

體即J毀壞之際，坦然的J死亡的過

程視為一自然的生ば歷程，感謝 期

生ば中各個關係網絡中的人↓濯↓

物〓 期的生ば,2 期生ば所曾經擁

有的〓然隨著因緣變化流程的升起,2

ベ滅，沒有甚麼東西是永恆不變，可

以讓べ們緊抓ゎ的，病患,2家屬除（

好好的處理,2安排袪世的種種濯

務，讓病患能無有牽掛的 世外，也

可鼓勵家屬，安排一可讓病患安ゎ貨

相（的法門的環境，讓病患在 個階

段能安頓身心靈，K注的在法門㎝用

功，減少晥P忙知恐懼，增進P來生

的期盼,2信心〓 

(琢)臨終鎮定↓安樂死↓醫a自

殺之異同 

雖然，臨終鎮定↓安樂死↓醫a

自殺，都是為減輕病患為房期疾病所

｣的折磨,2痛偑〓房期鎮靜,2安樂

死↓醫a自殺的不同之處，後琢者用

刻意提早結束生ば的方式，來結束病

患的病偑，在倫理㎝有極大的爭議〓

在ヶ法的倫理中，禁衤提早結束他人

的生ば，所以安樂死↓醫a自殺在ヶ

法的倫理中是不被容許的〓而房期鎮

定以謹慎K業的態度使用鎮靜藥

物，不以縮短生ば為方式來減輕房期

病患臨終前的痛偑，,2ヶ教慈悲觀拔

偑,2樂的觀念一143，是ヶ法的倫理可

接｣的臨終照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