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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臨終助念的宗教內涵 

 

「臨終助念」是佛教淨土信仰中特有的臨終處理儀式，雖然並非傳統的佛

教實踐，確是信仰淨土的佛教徒在宗教生活當中，透過對經典的理解與實踐，逐

漸形成的理性化的宗教活動。本章將考察佛教經典、佛教史以及外在的社會脈

絡，並透過各項助念文獻、助念手冊與實際參與，完整地呈現出臨終助念的宗教

內涵。 

第一節  歷史背景 

一  念佛生淨土―助念的佛教史考察22 

在死亡之際，佛教徒認為「正念」是死往何處去最關鍵的一部份，早期的

佛教經典《大般涅槃經》中，佛陀便說個人臨終時必須保有正念，方能生在清淨

之地，不然則受生前業力的牽引，再受輪迴或下墮地獄23： 

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臨命終時。心識怖懼。設有微善。悉不

憶念。死即隨業受地獄苦…如是轉轉無解脫期…比丘持戒之人。天龍鬼神。

所共恭敬…諸善鬼神。常隨守護。臨命終時。正念分明。死即生於清淨之

                                                
22 在以往的佛教研究中，論者多將討論脈絡分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

乘佛教與密教，這些分類不僅具有歷史上的意義，也標示著不同的主要經典與思想（平川彰 
2002），而中國佛教則多被視為後期大乘佛教來理解（楊惠南 1986：174），這種分類牽涉歷史考

據與經典成立等問題，甚至往往引發真偽之議。近來對於中國佛教的批評便有相當程度是來自於

此，如印順提倡印度佛教的回歸（楊惠南 1990：179-180）。 
在此筆者並不欲從事此類的考證，而傾向將經典所揭示的均視為佛陀的訓誡，對於信仰者如

是，對於研究者亦如是。因此這一部份的佛教史考察，將以緊扣臨終助念的方式，討論助念所根

據的經典以及與實踐緊密相關的各種資料，著重儀式本身所具有的宗教理念的一貫性，而非試圖

從源頭去處理佛教史與佛教思想史。 
23 John Bowker （1996：185）曾說明佛教對於此世與彼世間是否具有持續性、或需透過某種中

介，在不同的佛教派別有不同的說法。而中國佛教便認為生命的過渡不是直接的，持續之流將繼

續蓄積，以成就下個形式，而活著的人可以幫助那些死去或正在死去的人們，利用佛像、誦經、

讚歌等精神力量，來幫死者超度。西藏佛教則將此觀念進一步地具體化與形式化，有了《中陰救

度密法》，所謂的「中陰」，指的便是死後的過渡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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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24。 

正念是否能夠被順利地提起與保持，則視個人在生前是否遵守戒律而定，

設若個人沒有持戒、守戒的習慣，在將死之時，往往會因為對死亡的恐懼，而無

法及時提起正念。正念含攝了所有的修行綱領，各種教理、戒律都在追求正念的

前提下發展。 

而《瑜伽師地論》進一步討論死亡的條件與種種狀態，其中對於臨終正念

的提起有更詳盡的說明： 

云何善心死。猶如有一將命終時。自憶先時所習善法。或復由他令彼憶念。

由此因緣。爾時信等善法現行於心… 

云何不善心死。猶如有一命將欲終。自憶先時串習惡法。或復由他令彼憶

念。彼於爾時貪瞋等俱諸不善法現行於心… 

又善心死時安樂而死。將欲終時無極苦受逼迫於身。惡心死時苦惱而死。

將命終時極重苦受逼迫於身25。 

這裡對於臨終所生的「善心」與「不善心」，指出兩個重要的影響因素，一

是臨終者自身的憶想，如前所述與個人的修行、習氣等因素有關，二是他人之所

作所為促使臨終者有所憶想，旁人可以促使臨終者升起善念，也可能勾起臨終者

各種貪嗔執著，意即旁人可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善心死」與「不

善心死」對於死亡境況的影響亦有所不同，分別是「安樂」與「苦惱」、「無極苦

受」與「極重苦受」，這是可供觀察的外在條件。 

正念並不僅是一個臨終時的追求，佛陀在鹿野苑所闡明的「四聖諦」、「八

正道」 目的即在激發、培養、維持正念，往涅槃這個目標努力。而中國佛教中，

                                                
24《大般涅槃經》，T.7,vol.1,p.195a. 
25 《瑜伽師地論》，T.1579,vol.30,p.28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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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思想的興盛26，使得正念得以稱念佛名的方式來追求，而「持名念佛」也從

觀想念佛、實相念佛逐步地發展到口誦念佛的方式。這樣的修行方法，有幾個主

要的依據，如《無量壽經》，其中記載無量壽佛的故事，法藏比丘本來是一國的

國王，在聽聞佛法後深受感動，便捨棄王位出家，他並且發下四十八個誓願，立

誓在其國土中的眾生成就之前，不願成佛，其中的誓願便包括幫助稱念其名號的

人往生其國土。《阿彌陀經》則記載阿彌陀佛27國土中各種奇妙莊嚴的景色，其

中提到，如果有人一心不亂地稱念阿彌陀佛七天，在他臨終時，阿彌陀佛便會前

去迎接。 

後魏曇鸞28將《無量壽經》、《觀無量壽經》與《阿彌陀經》貫通起來，強調

「彌陀淨土」29的可欲性與稱名念佛的修行法。他認為要超脫業力的束縛、究竟

成佛，有依靠「他力」與憑仗「自力」兩種修行道路，然而在「五濁惡世30」中，

往往有許多困難與障礙，要憑仗自己的力量並不容易，因此，他提倡修佛者藉著

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承受其願力的庇護，幫助自己堅定志向，專心修行。他認

為，當初法藏比丘發下的四十八願，便是他成佛（阿彌陀佛）後所具有的能力（陳

揚炯，2001：119-125）。因此根據經典的描述，修行者應深信阿彌陀佛的願力，

並奉行其教誨，時刻稱念佛名，必得以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31，在彌陀淨土

中，便可在阿彌陀佛及諸善事的幫助下，修行成佛。曇鸞更進一步指出，儘管是

                                                
26 「淨土」究竟指甚麼？是佛教史上一個常見的問題，甚至成為宗派間爭論的焦點，聖嚴（1983：

8-17）統整過去對淨土意涵的討論，將淨土分為「他方世界」、「現前世界」與「自心世界」三類。

而本文臨終助念中所指的淨土，不論是從助念文獻或是信仰者的角度而言，專指他方淨土，亦即

阿彌陀佛的國土：西方極樂世界， 
27 在一般淨土信仰的詮釋中，法藏比丘與阿彌陀佛被視為同一人。然而原文出自於不同的經典，

是否能一廂情願地將兩者視為同一人，平川彰曾提出更細緻的討論來質疑，由於本文的重點是扣

緊阿彌陀佛淨土而發展的助念，且在淨土信仰的討論及信眾信仰內容上並未對此有所懷疑，因此

不擬在此議題上著墨。 
28 在曇鸞之前，在中國弘揚淨土思想而影響很大的，尚有東晉的道安和廬山慧遠，但道安信仰

的是彌勒淨土，而慧遠雖專注於彌陀淨土，但其念佛方式是所謂的「觀想念佛」，與本文所關注

的稱名念佛並不完全相同。另外，後世對曇鸞的評價不一，是否將其納為淨土思想的奠基者亦多

有爭論，然而，曇鸞的許多觀念對於後世在淨土信仰的實踐上，仍可看出其影響力，因此在文中

加以討論。 
29 佛教中所謂的淨土並不單指彌陀淨土，《阿彌陀經》中佛陀即揭示了東、南、西、北、上、下

數十個佛土，其中阿閦佛、彌勒菩薩、文殊菩薩等淨土，於中國都曾有其影響力。(《阿彌陀經》，
T.366,vol.12,p347b.) 
30 濁是污濁、濁惡的意思，而「五濁」則指世間的各種亂象，「釋迦牟尼能為甚難希有之事，能

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諸眾

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阿彌陀經》，T.366,vol.12,p348a.) 
31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發菩提心修諸功德。至心發願欲生我國。臨壽終時。假令不與大眾圍遶

現其人前者。不取正覺」（《佛說無量壽經．卷 1》，T.360,vol 12,p.26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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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五逆重罪32的人，若能在臨終之際具足十念，也可以「帶業往生」西方（陳

揚炯，2001：135）。 

唐代善導將「稱名念佛」解為口誦念佛外，認為「南無阿彌陀佛」之「南

無」即是「歸命、發願與回向」之意，因此口稱「南無阿彌陀佛」者便是發願往

生，這個行動既是願也是行33（陳揚炯，2001：323），因此在《觀無量壽經》中

五逆十惡之人便可藉由口誦佛名而「具足十念」，往生西方世界。另外，《觀無量

壽經》將往生淨土者分為不同的層次，歷來多認為往生淨土者皆是聖人與善人，

善導則力倡從修行念佛之人到多行惡業之人，只要臨終時能獲得開導而發善念，

都可往生西方淨土： 

觀經定善及三輩上下文意，總是佛去世後五濁凡夫，但以遇緣有異，致令

九品差別。何者。上品三人是遇大凡夫，中品三人是遇小凡夫，下品三人

是遇惡凡夫。以惡業故臨終藉善，乘佛願力，乃得往生34。 

而從經典對臨終的記載來看，正念不僅是日常修行的目標，在外部的表現

上，臨終時不失正念，也是成功往生淨土的顯示，「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

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35」、「是人臨終。不驚不怖心不顛倒。即得往生彼佛國土

36」。當所謂的正念被理解為亦可透過口誦以至於心念來達成，臨終者自己亦應

不斷唸誦佛名，以提起正念，若是不順利，旁人也可以出聲念佛來幫助臨終者保

持正念。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是唐代善導在《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

門》一卷提到： 

行者等若病不病欲命終時…心亦專注。觀想阿彌陀佛，心口相應聲聲莫絕。

決定作往生想華臺聖眾來迎接想。 

                                                
32 五逆指殺父、殺母、殺阿羅漢、出佛身血與破壞僧團的和諧。 
33 「今此觀經中十聲稱佛即有十願十行具足。云何具足。言南無者即是歸命。亦是發願迴向之

義。言阿彌陀佛者即是其行。以斯義故必得往生。」（《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T 1753,vol.37, p250a.）  
34 《觀無量壽佛經疏．卷 1》，T 1753,vol.37, p249b. 
35 《佛說阿彌陀經．卷 1》，T366,vol.12,p.347b. 
36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卷 2》T.363,vol.12, p.3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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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人需數數問病人見何境界。若說罪相，旁人即為念佛，助同懺悔，必

令罪滅。若得罪滅。華臺聖眾應念現前37。 

善導認為，當病人臨終之時，應該要心觀想阿彌陀佛，口念阿彌陀佛名號，

持續不斷，若是病人被過去所做的罪業所纏縛，苦惱困頓，旁邊的人應當幫忙出

聲念佛，以幫助臨終者懺悔，使其順利往生極樂世界。此處雖未出現「助念」此

一用語，但目標是在幫助病人滅罪懺悔，求生極樂，與「臨終助念」已十分相近。 

而唐宋以後陸續地出現各種由佛教徒所編纂的「往生集」，主要記載前人往

生彌陀淨土的經驗，用以宣揚淨土思想，其中也出現了將臨終念佛與往生連結起

來的場景。如五代的《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中記載，曇鸞知道自己壽命將盡，

召集了三百餘名弟子齊聲念佛，在念佛聲中過世： 

集弟子三百餘人，自執香爐，面西教戒門徒，勸崇西方，以日初出時，齊

聲念佛，即便壽終。寺西五里有一尼寺。聞空中音樂西來東去。須臾又聞

東來西去38。 

稱念佛號不僅有堅定意志的功能，更代表了對阿彌陀佛志業的認同，因此

稱號的同時，便是對於自身罪業的懺悔、並發起普渡眾生的誓願，進一步能夠消

除念誦者的惡業。《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刪傳》便記載臨終時聽從善知識的指示念

佛，而得以順利往生的故事： 

汾州人不得姓，殺牛為業。臨重病，見數頭牛逼其身，告妻子曰：請僧救

我。請僧至。病人曰：師誦佛經，如弟子重罪還救得否。師曰：觀經中說

臨終十念尚得往生，佛豈妄言。忽爾異香滿室便終。眾人皆見異香瑞色祥

雲遶其宅上矣39。 

                                                
37 《觀念阿彌陀佛相海三昧功德法門》，T.1959,vol 47,p24b. 
38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卷 1．曇鸞禪師第二》，T2070,vol.51, p104b. 
39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卷 1．汾州人第三十九》，T.2070,vol.51, p10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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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文靖妻并州人，患在床。夫告曰：汝念阿彌陀佛。念佛口不絕，便見佛

國。後告夫，為設齋，要往西方去。齋畢曰：努力念佛40。 

從這裡的記載，我們無法得知這些人生前是否為佛教徒，然而前者以殺牛

為業，兩人皆憑藉著臨終念佛，得以往生淨土，收錄進往生傳內，說明了「臨終

念佛」得以滅罪往生的看法，在當時已經相當普遍了。 

北宋沙門戒珠所編集的《淨土往生傳》，記載了兩則更近似於現代助念的往

生事蹟，兩者皆是素有修行的比丘，在臨終時，請弟子助聲念佛以增正念。一是

唐時僧人神素，於佛教義理通達無礙，一心求生淨土，而後染病，召集弟子在旁

齊聲誦經念佛，安然往生： 

謂弟子曰：今吾之病，幸無諸苦，汝徒何以助我？即令弟子揭聲以讀觀經，

素乃靜聽，聽已，又復自念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二菩薩，並海會諸菩薩，如

是稱念往返數番…迄於中夜，挺身安坐，以謝于世41。 

另一則記載唐時僧人惟岸，於觀想時見觀音勢至二菩薩，便知自己：「吾之

西行乃其時也」，而後召集弟子助聲念佛： 

令諸弟子助聲念佛…乃仰目西顧，遽以亡焉42。 

這兩則記載比較不同的地方是，臨終者在預知自己的死亡後，要求門人弟

子一起念佛，並且特別使用了「助」這個字，相對地提升了旁人念佛的重要性，

幾乎可以看做是「助念」的前身。綜合善導對於臨終可助聲念佛的看法，以及往

生集中「助聲念佛」的實踐，對於臨終正念的助成，已經逐漸發展出助聲念佛的

概念與作法。然而早期往生傳記載的對象多是虔信的佛教徒，雖有出家在家、男

女老少各種人，但生平皆多積善行且精勤於修行，因此常見的場景是臨終者不為

病苦或恐懼所困擾，重申往生淨土的信心後安然而逝，其時則伴有天樂、異香或

                                                
40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卷 1．溫文靖妻第四十一》，T.2070,vol.51, p107c. 
41 《淨土往生傳．卷 2》，T2071,vol.51, p119a. 
42 《淨土往生傳．卷 2》，T2071,vol.51, p1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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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室光明，旁人助聲念佛的必要性較不為人強調。 

然而，現代助念的形成並不僅是「助聲念佛」，而需要另一個積極的力量來

帶領、開導與支持臨終者念佛，這個力量就是「助念者」，也就是佛經中的「善

知識43」。明朝沙門袾宏所編輯的《往生集》中，列有「惡人往生」一項，共錄

八名生前多造惡業，臨終卻得往生的事例。所謂的惡業包括以殺生為業、違背善

良道德或不守戒律者，其中五名是忽感悔悟，發憤持戒精進，而得以往生，因此

跟前述狀況較為接近，而另外三名分別是殺牛為業、殺雞為業、違反戒律的人，

他們在生時都不曾接觸佛教，臨終時或病或痛，無可依從，主動求教於僧人與佛

教徒，於是如法稱念佛名，順利往生極樂世界44。 

在此，傳遞念佛法門的「善知識」，於臨終階段便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佛

說觀無量壽佛經》中記載生時不修善業的人，臨終時若得到善知識的開導安慰，

誠心念佛，便可得往生：  

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

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歸命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

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得往生極樂世界45。 

因此，對淨土思想與信仰有一定的認識，素有修行的佛教徒，符合經典所

說一心念佛、誠心發願往生西方，奉行諸種善行、齋戒、供養僧尼，臨終時便能

不失正念、見到諸佛來迎46。而生平未曾修行、甚至不識佛法的的人，若是在臨

終時能得善知識為其說明佛法種種，因而發起誠心念佛，便能消除罪業，往生西

                                                
43 《佛光大辭典》解釋，善知識，梵語 kaly amitra，巴利語 kaly a-mitta。音譯作迦羅蜜、迦里

也曩蜜怛羅。指正直而有德行，能教導正道之人。又作知識、善友、親友、勝友、善親友。反之，

教導邪道之人，稱為惡知識。據大品般若經卷二十七常啼品載，能說空、無相、無作、無生、無

滅之法及一切種智，而使人歡喜信樂者，稱為善知識。 
以上是以善知識所擁有的知識內容作為解釋，但是筆者認為在經典的脈絡中，善知識具備了

「遇緣」以及「善巧方便」的特質，唯有巧妙的「遇緣」，適當的時機、適當的說法，此知識才

有機會成為「善」的，在不適宜的場合、或用人們無法理解的話都不能成為「善知識」。 
44 《往生集．卷 2．惡人往生類》，T.2072, vol.51, pp.146b-147b. 
45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T.365, vol.12, p346a. 
46 「其有至心願生彼國。雖不能行作沙門大修功德。當發無上菩提之心。一向專念無量壽佛。

多少修善。奉持齋戒。起立塔像。飯食沙門。懸繒然燈。散華燒香。以此迴向願生彼國。其人臨

終。無量壽佛。化現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與諸大眾現其人前。即隨化佛往生其國」。《佛

說無量壽經．卷 2》，T.360,vol.12, p27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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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47。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依生平所做善惡業及修行程度，將往生狀況細分為

九種48（參見附表 1）。這九種狀況雖都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然而在世時所做功

課與修行不同，因此到西方後，進一步成佛的時間與程度也不一樣。值得注意的

是，在中品中生以前，都是生平便瞭解佛教義理，並身體力行的佛教徒，這樣的

人臨終時正念分明、心無怖懼，可見到西方聖眾來迎接。而自中品下生起，則是

生平未接觸佛教義理的人，若是在臨終時遇到「善知識」善加開導，教導其大乘

經典的意義，指示西方極樂世界，提起正念，也能獲得往生的機會。 

表 1：無量壽經中九種往生狀況49 

 其人生平 臨終狀況 神識離去的時間 

上品上生 發三種心即便往生。何

等為三。一者至誠心。

二者深心。三者迴向發

願心。具三心者必生彼

國。復有三種眾生。當

得往生。何等為三。一

者 慈 心 不 殺 具 諸 戒

行。二者讀誦大乘方等

經典。三者修行六念迴

向發願生彼佛國。具此

功德。一日乃至七日。 

觀世音菩薩執金剛臺。與大勢至菩

薩至行者前。阿彌陀佛放大光明照

行者身。與諸菩薩授手迎接。觀世

音大勢至與無數菩薩。讚歎行者勸

進其心。行者見已歡喜踊躍。自見

其身乘金剛臺。隨從佛後。 

如彈指頃往生彼

國。生彼國已。 

上品中生 不必受持讀誦方等經

典。善解義趣。於第一

義心不驚動。深信因果

不謗大乘。以此功德。

迴向願求生極樂國。 

阿彌陀佛與觀世音及大勢至。無量

大眾眷屬圍繞。持紫金臺至行者前

讚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義。

是故我今來迎接汝。與千化佛一時

授手。行者自見坐紫金臺。合掌叉

如一念頃。即生彼

國七寶池中。 

                                                
47 「或有眾生作眾惡業。雖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愚人。多造惡法無有慚愧。命欲終時遇善知

識。為讚大乘十二部經首題名字。以聞如是諸經名故。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合掌叉手。

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爾時彼佛。即遣化佛化觀世音化大勢至。至

行者前。讚言善哉善男子。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我來迎汝。作是語已。行者即見化佛光明遍滿

其室。見已歡喜即便命終。乘寶蓮花。隨化佛後生寶池中。」，《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T.365, 
vol.12, p344c-346a. 
48 聖嚴（1983：41）在《淨土思想之考察》一文中，曾比較《阿彌陀經》、《無量壽經》與《觀

無量壽經》中所描述的往生要件，認為較之前二者，《觀無量壽經》之九品往生，更加申明了破

戒、作惡之人往生的機會。 
49 整理自《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卷 1》，T.365, vol.12, p344c-34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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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讚歎諸佛。 

上品下生 亦信因果不謗大乘。但

發無上道心。以此功

德。迴向願求生極樂

國。 

阿彌陀佛及觀世音并大勢至。與諸

眷屬持金蓮華。化作五百化佛來迎

此人。 

見此事時。即自見

身坐金蓮花。坐已

華合。隨世尊後即

得往生七寶池中。 

中品上生 持八戒齋。修行諸戒。

不造五逆。無眾過惡。

以此善根。迴向願求生

於西方極樂世界。 

行者臨命終時。阿彌陀佛與諸比丘

眷屬圍繞。放金色光至其人所。 

行者見已心大歡

喜。自見己身坐蓮

花臺。長跪合掌為

佛作禮。未舉頭頃

即得往生極樂世

界。 

中品中生 若 一 日 一 夜 持 八 戒

齋。若一日一夜持沙彌

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

戒。威儀無缺。以此功

德。迴向願求生極樂

國。戒香薰修。 

如此行者命欲終時。見阿彌陀佛與

諸眷屬放金色光。持七寶蓮花至行

者前。行者自聞空中有聲。 

行者自見坐蓮花

上。蓮花即合。生

於西方極樂世界。 

中品下生 孝養父母行世仁義。 此人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其廣說

阿彌陀佛國土樂事。亦說法藏比丘

四十八大願。 

聞此事已尋即命

終。譬如壯士屈伸

臂頃。即生西方極

樂世界。 

下品上生 或有眾生作眾惡業。雖

不誹謗方等經典。如此

愚人。多造惡法無有慚

愧。 

命欲終時遇善知識。為讚大乘十二

部經首題名字。以聞如是諸經名

故。除卻千劫極重惡業。智者復教

合掌叉手。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

名故。除五十億劫生死之罪。爾時

彼佛。即遣化佛化觀世音化大勢

至。至行者前。讚言善哉善男子。

汝稱佛名故諸罪消滅。我來迎汝。

作是語已。行者即見化佛光明遍滿

其室。 

見已歡喜即便命

終。乘寶蓮花。隨

化佛後生寶池中。 

下品中生 毀犯五戒八戒及具足

戒。如此愚人。偷僧祇

物盜現前僧物。不淨說

法無有慚愧。以毀犯五

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

愚人。偷僧祇物盜現前

僧物。不淨說法無有慚

命欲終時。地獄眾火一時俱至。遇

善知識以大慈悲。即為讚說阿彌陀

佛十力威德。廣讚彼佛光明神力。

亦讚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此人聞

已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地獄猛火

化為涼風。吹諸天華。華上皆有化

佛菩薩。迎接此人。 

如一念頃。即得往

生七寶池中蓮花

之內。 



 

 24

愧。以諸惡法而自莊

嚴。如此罪人。以惡業

故應墮地獄。 

下品下生 作不善業五逆十惡。具

諸不善。如此愚人以惡

業故。應墮惡道經歷多

劫受苦無窮。 

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

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

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

彼佛者。應稱歸命無量壽佛。如是

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

彌陀佛。稱佛名故。於念念中。除

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命終之時見金

蓮花猶如日輪住其人前。 

如一念頃即得往

生極樂世界。 

對於生平沒有接觸佛教、或信心不深的人來說，「善知識」扮演了「橋樑」

的角色，將佛教義理介紹給不識佛教或不具信心的臨終者，帶領他們皈依、念佛，

對阿彌陀佛生信心，而能憑藉阿彌陀佛的願力往生西方世界。而當代的助念者所

扮演的便是「善知識」的角色，在臨終場景，對臨終者與家屬介紹阿彌陀佛淨土，

傳達助念的目的與方法。他們也許都與助念者素不相識，也可能沒有任何佛教背

景，因此助念者不僅必須通達助念的目的、根據和儀式，還必須能清楚地對他人

加以說明與勸導。 

目前在助念團的課程與經驗分享中，很重要的一部份便在於怎麼對臨終者

說、說甚麼，如何簡要、清楚而明白地陳述阿彌陀佛的志業，指出死亡並不可怕，

可以憑藉佛陀願力往生西方淨土，並適時地幫助臨終者放下牽掛與執著，都是助

念者會面對的考驗。從各項助念文獻中也可以觀察到這個重點，其中除了說明助

念的根據與作法外，更大力倡導助念團的組織，目的在於裨益人們學習助念方

法，進而主動為人助念。 

《臨終三大要》曾提出三個重要的助念準則，「第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

正信。第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第三、切忌搬動哭泣，以防誤事」（印

光，1999：21-22），第一項便是指出善知識這個概念，第二項則是「助聲念佛」

的實施細則，是對臨終者的具體支持。而第三項「切勿搬動哭泣，以防誤事」則

源自佛教的死亡觀，佛教認為人死後，其神識將因生前的業力、個人的習氣或臨

終時的想法而投生到不同的地方。然而斷氣後，身體雖然死亡，但是神識尚在，

各種感覺甚至較生前細緻，且為了死亡的痛苦而苦惱困頓，一旦碰觸其身體、強

為更衣，或是在一旁悲哀哭泣，引起亡者痛苦掛心，便無法提起正念，往生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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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助念的八小時間，應避免任何碰觸或搬動。 

助聲念佛是促成臨終正念的方便法門，而善知識則是助念得以開展的契

機，有所轉變的是，在助念活動中，這兩件事不再是因緣巧合的「遇」與「不遇」，

而是由佛教徒、臨終者及其家屬採取積極的角色，主動邀請蓮友前來助念，或是

由蓮友主動擔任起善知識的角色為臨終者助念。這是一個積極的轉化，經由自願

的助念者，將往生淨土的機會進一步地提示、開放給所有人。 

因此，助念的目的便是主動地尋找或扮演善知識的角色，在臨終者最後一

段路途上，教導家屬正確的處理方式，幫助臨終者認識西方淨土，鼓勵他提起信

心、發願求生西方，而在痛苦的死亡過程中，不斷地以念佛聲來提醒他、支持他。

即便臨終者是虔誠的佛教徒，都可能會因為死亡時的痛苦混亂了原先的信仰，而

升起執著、怨恨與留戀種種心理，在一念之間喪失往生西方淨土的機會，經由旁

人不斷稱頌佛名的提醒與支持，臨終者在混亂痛苦之際，也許可以因為這些提醒

而生信心。 

從筆者的資料顯示，有關「助念」的完整理論與作法，以民國十九年印光

的《臨終三大要》為最早且最詳盡的資料50。在此文中他清楚地說明了助念的理

論根據與操作細則，積極推行以「念佛往生淨土」為中心的佛教禮儀。他批評時

人求積福德福報的觀念，認為這樣只會使人心生牽絆、無法解脫，反而再墮入輪

迴之中；而講究參禪開悟則是另一種迷思，自力不足、又無佛力可恃，亦難脫出

輪迴得生西方。因此專心「念佛」才是一切方法的根本，所有的行動與儀式都不

能脫離「念佛」而獨立，他並以此批判當時盛行的「還壽生」、「寄庫」等佛事，

認為這些佛事非但無用，徒增死者對於塵世的牽絆，其施行更是出於後人的偽

造，而非佛經本意（印光，1999：7-11）。 

他從個人孝順慈悲的心理出發，認為個人應盡力規勸父母兄弟等人念佛求

生西方，使他們能從生死輪迴的痛苦中解脫，在他們病亡之際，為他們助聲念頌

佛號，幫助亡者提起正念，若是死者因而得生淨土，便是莫大的利益與功德！因

                                                
50 筆者在國家圖書館、佛教圖書館以及各種搜尋網站上，所能找到最早以助念為主題的文獻是

印光在民國十九年所著的《臨終三大要》。同年，他曾為《飭終津梁》一書作序，序中提及本書

是由李圓淨編撰，分為四章，一是飭終章程，二、飭終言論，三、預知利害，四、飭終實效。但

目前無法找到《飭終津梁》原書，僅存印光所作的《飭終津梁序》一篇，因此本文的討論以印光

所著的《臨終三大要》與《一函遍覆》為主，下文提及《飭終津梁》的內容，皆是引用其他文獻

中有關《飭終津梁》之摘錄與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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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助念的要點在於建立臨終者往生西方的信心，帶領他專心念佛求生西方。印

光對於助念的幾個基本看法成為後來助念的指導準則，現今所印行的有關助念與

喪儀的小冊子，大約都不脫離這個範圍。 

然而，我們不應貿然地將印光視為臨終助念的發起人，從當時的佛教雜誌

與相關書籍出版的狀況來看，助念在當時已經為佛教徒所實行、甚至被有意識地

推動了一段時間。另一方面，印光對於助念的提倡則是無庸置疑的，不僅是《臨

終三大要》一書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他的在家弟子李炳南所創立的台中蓮社，亦

是台灣最早推行臨終助念的佛教道場之一。 

而當時佛教內部助念的狀況，或許可以從美國學者 Holmes Walch 的田野經

驗中瞭解，在《近代中國的佛教制度》The Practice of Chinese Buddhism 1900-1950

中，他提到： 

如果和尚在叢林中生病，沒有家人在旁，客堂將施予藥物治療，並且拜懺

幫助他康復…如果死了…請四位和尚圍繞著屍身念佛…七小時過後，為屍

身清洗、剃髮刮臉（Holmes Welch,1988：123）。 

從這裡看來，為臨終者念佛在寺院內部已經是一種常規了，並且已然有念

「七」小時的規定，然而本書並沒有提到「助念」此一詞彙，除了研究者語言上

的侷限造成，亦有可能是當時對於這個活動的「詞彙」尚在成形中，從民國十九

年印光的「臨終三大要」中便可發現，作者雖已使用「助念」一詞，但亦使用其

他詞彙來形容助念活動，如「念佛」、「助念佛號」或「換班念佛，以助淨念」等。

而有關助念的組織，《飭終津梁》一書中則提出「臨終助念會」的組織辦法與章

程51。 

《海潮音文庫》52重新編輯了民國九年至十八年間，於佛教雜誌《海潮音》

發表的文章。其中收錄兩篇討論臨終處理的文章，分別是《念佛飭終津梁》（炊

萸主人 1931：326-340）與《飭終須知》（耿君鑣 1931：340-349），主要勸導家

                                                
51 弘一著《人生之最後》一文中，曾提及「發起臨終助念會…此事最為切要。應於城鄉各地，

多多設立。飭終津梁中有詳細章程，宜檢閱之」。 
52 民國九年出版的佛教雜誌《海潮音》，於民國十八年時，將過去十年收錄在雜誌中的文章，經

過篩選，重新編類、整理為《海潮音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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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莫於臨終者身旁悲哀涕泣，更不要因循沿襲過去的傳統儀式，應請僧尼或有德

之士前來念佛，或是自為亡者念佛助生。文中對於助念活動的描述，除了使用「助

念」一詞外，較常使用「臨終念佛」、「念佛助生」、「念佛飭終」等，《念佛飭終

津梁》文中更鼓勵大眾成立「念佛飭終團」。 

民國二十一年，印光的「一函遍復」文中便只用了「助念」與「臨終助念」

兩個詞彙，至四十三年，世了在出版的《飭終須知》中，主要都使用「臨終助念」

一詞，並提倡「臨終助念團」的組織。相對應於當時可見的各種文獻與佛教雜誌

53，「助念」與「助念團」已成為教內對於助念活動的專有名詞，而隨著專有名

詞的確認與沿用，助念活動的內容與施行方法也更趨細緻。 

二  當代台灣助念活動之興起 

在探討當代台灣的助念活動前，必須先從台灣早期的佛教傳統看起。學者

咸認為自清朝時佛教傳入台灣迄今，可分為幾個階段，分別是清代、日據時期、

以及政府遷臺以後54。清朝統治時期，佛教隨著移民傳入，因而富有高度閩南色

彩，以禪淨雙修的寺院與齋教為主。日據時期的「皇民化運動」造成台灣佛教於

外在形式的高度日本化，另一方面，齋教則因得到全島性佛教組織的接納持續發

展。（王順民 1995、藍吉富 1999、姚麗香 1988）政府遷臺以後，大陸各省的佛

教僧侶和佛教組織紛紛來臺，成為齋教和日本化佛教外的一大勢力。（江燦騰 

1988；楊惠南 1988） 

東初是從大陸來台的僧人，他曾描述當時的台灣佛教：在信仰的目標上，

大多數信徒皆著眼於現世的幸福，而不求未來的善報；在信仰的形式上，受到齋

教與日本佛教的影響，出家眾與在家眾間沒有明顯的區別，佛教徒的生活亦無相

應的制度與準則，雖然到處都有寺院齋堂，但內中的釋迦牟尼旁，坐的卻是呂祖、

玉皇等各種神明，寺中人員為人誦念的是玉皇真經或是血盆經（東初 1979：

106-109）。光復後，相繼從大陸來台的僧人便是致力於改變上述的狀況，由於中

                                                
53 在台灣所創立的佛教雜誌《菩提樹》，創刊自民國四十一年，即經常出現提倡助念的文章，這

些文章主要有兩個目的，一是說明關於助念的一些基本觀念、根據、目標與益處，另一是提倡助

念及助念的組織化。 
54 台灣佛教的分期，在清朝與日據時代的部分較無爭議，但對於政府遷臺後台灣佛教的轉折，

目前尚未有定論，如藍吉富（1999：237）以解嚴做為分界點；而王順民（1995：317）則細分為

三個階段，分別是大陸佛教時期、六 0 年代人間佛教時期以及八 0 年代的多元分化時期；姚麗香

（1988：236-237）亦分為三期，分別是佛教日本化時期、佛教重建期與多元分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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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佛教傳入台灣前，於大陸已產生各種不同的路線，因此在台灣亦有傳統派和革

新派之不同。在台灣較有影響力的傳統派主要宏揚西方彌陀淨土的持名念佛法

門，亦成為台灣早期佛教徒「普遍的信仰」（江燦騰 1988）。在這樣的背景下，

台灣的佛教不僅有著不同的派別和變遷，也相應台灣的喪葬傳統，發展出自己的

對應方式。 

依照台灣喪儀處理的傳統，佛教出場的時刻有：一、初喪時需由誦經團或

出家僧尼唸誦腳尾經。二、作七。三、入殮儀式與法事，若是母喪，還需打血盆。

四、出殯前的消災度亡法事。五、出殯當日的安釘禮。六、下葬時的點主禮與祭

墓禮等55。由整個喪葬儀式的完整性來看，邀請道士或僧尼來誦經，對於大眾來

說，差別並不顯著，除非家屬很明確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佛教或特殊宗教的儀式，

因而會在前後接續的儀式上要求貫徹，不然，在多數的狀況中都是斷裂的，因為

不管家屬選擇道士或僧尼來作法事，前後接續的儀式並不會有任何不同。嚴格地

說，在傳統的喪葬儀式中，佛教的宗教師所扮演的僅僅是配合誦經的角色，而整

個儀式的串連與銜接是以傳統信仰為中心來運行的，因此宗教的特殊性與差異性

就被抹滅了，宗教師所主持的宗教儀式的神聖性則漸為交易色彩所掩蓋。 

佛教扮演這樣的角色，並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陳榮捷在《現代中國的宗教

趨勢》一書中，便曾描述民國以來的中國佛教，在一般人的想法中，不再被視為

「學問僧」或是以修行為職志的出家人，而是專事於喪葬儀式的從業人員： 

中國和尚與尼姑的主要職業是在喪葬等場合誦經作法事，通常他們是藉此

而獲得報酬。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令人不愉快的事實，那就是：僧伽乃是無

知與自私等烏合之眾的團體……（陳榮捷 1987：104） 

而印順也曾自述在二十世紀初他所經驗的中國佛教，出家人流於趕懺誦

經，而在家的佛教徒所信仰的內容，不外乎求平安與求來世，與佛經中描繪追求

真實智慧的開展與完成，有相當大的差異： 

我的故鄉，寺廟中的出家人（沒有女眾），沒有講經說法的，有的是為別人

                                                
55 關於佛教與傳統的臨終處理將在下一章繼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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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經禮懺；生活與俗人沒有太大差別。在家信佛的，只是為了求平安，求

死後的幸福。少數帶髮的女眾，是「先天」、「無為」等道門，在寺廟裡修

行，也說他是佛教。（印順 1985：5） 

一般人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認知，除了來自僧尼鎮日「誦經、趕懺」的印

象外，陳榮捷回歸至佛教人員產生的方式，認為大部分的僧伽並不是為了修行或

其他宗教的目的而出家，而是因為種種世俗壓力或緣由而被迫遁入空門： 

產生這種可悲情形的原因，在於加入僧伽的那些人的典型……他們的「剃

髮」很少是因為信仰。他們「遁入空門」，為的只是貧窮、疾病、父母的奉

獻，或者在祈求病癒或消災祈福時承諾將孩子送入寺廟、家庭破碎等，有

的甚至是因為犯罪。（陳榮捷 1987：105） 

這些對於佛教的印象與認識，都成為當代台灣佛教致力改變的重點。聖嚴

便曾為這種錯誤的「職業認知」提出澄清，他試圖將僧侶的定位從喪葬儀式專家，

修正為致力修行與教育的角色，試圖把以往「事死」的佛教，糾正為「事生」的

佛教： 

出家人是修持佛法的人，也是弘揚佛法的人；是職業的修行者，也是職業

的弘法者… 

出家人的職責，並非專為超渡亡靈，甚至可說，出家人要超渡的主要對象，

是活人而非死人，雖然佛法的修行者的確重視臨命終時的補救法門。（聖嚴 

2000：3） 

台灣近年所興起的「佛教復興運動56」，便是在淨土信仰的基礎上，將淨土

                                                
56 王順民（1995：315-342）曾分析六 0 年代台灣佛教以「人間佛教」做為基點，而開展了一波

新興的佛教運動，透過對佛教主體性的再思考，這波運動顯露了「復興」的內在本質；而此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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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加以闡釋與引伸，積極重建佛教的僧伽教育，並檢討以往慣常從事的活動的

合理性。對外的部分，強調積極入世與社會參與，並且開始有組織、有系統地推

行佛教的理念與儀式。在這波反省與改革中，除了對於以往出家法師「趕經懺」、

「作法事」的反省外，誦經團與誦經的慣習也成為首要改革的要點。並從概念層

次開始推動佛教的生死觀與佛化儀式，而作為接觸生死問題的第一線，「臨終助

念」的重要性開始被重視，而各道場以信徒為主體的「助念團」也相應組織起來

了57。各種有關助念的小冊被大量印行，如《臨終三大要》、《飭終須知》、《人生

最大的一件事》、《念佛論》等，民國七十五年，第一本以助念為名的《念佛與助

念》，由東初出版社發行。 

由於人的神識從斷氣後到四十九天內，都能因為念佛的功德而投生善道，

因此從誦念的時段來看，又可分為臨終助念，即斷氣後約八到四十八小時，停靈

時的誦經以及奠祭儀式上的誦念，然而後兩者已經過了「一念往生」的時機，主

要目的在於超薦亡者與為亡者做功德，因此嚴格地從臨終念佛往生西方的角度來

說，助念特指「臨終助念」。台灣早期佛教道場所設的助念團便專門從事臨終助

念，在參與者的部分，由於對死亡的恐懼與忌諱，使得願意從事臨終助念者相當

有限，而出家法師雖也義務為人助念，惟囿於風俗文化與民眾觀念，願意接受且

實施臨終助念者多限於教內信徒。而另一種較為人熟知的義務方式，則是由蓮友

發起於停靈時期的誦經結緣，但這通常不屬於助念團的業務，但由於同屬義務性

質、亦會唸誦佛號，因此也被視為助念的一種，而且參與者或家屬的接受度均較

高，以往一般佛教徒所指稱的助念是泛指這些部分的。 

八 O 年代起成立的助念團，則進一步將臨終關懷、誦經結緣、奠祭誦念與

佛化奠祭儀式等項目一併納入，對一般大眾開放。然而在臨終助念上的要求更加

明確，堅持斷氣後八小時的助念，完全義務免費，甚至成立二十四小時專線受理

助念申請，團員皆自備飲水，不接受任何餽贈，面對家屬時，除了扮演安撫與安

                                                                                                                                       
於社會、文化與宗教上的意涵，則是一種新的「宗教性」。楊惠南（2002）亦指出解嚴後的台灣

佛教，不管是傳統教派或是新興的佛教團體，都顯現出一種有別於以往的新作風。 
57 目前學術界對於當代台灣助念活動的討論相當缺乏。根據筆者的資料顯示，早在民國四十年

間，臺中蓮社便在創辦人李炳南的帶領下積極推動助念，並在各地成立念佛會與助念團，而善導

寺、宜蘭等地亦有臨終助念的活動。然而近年來，助念活動於非教徒間有明顯的興盛風氣，根據

筆者的研究及田野調查的結果，確與台灣幾個新興的大型佛教道場有關，他們有制度、有組織地

推廣助念團，並且廣泛地服務需要的民眾，較之以往寺院或精舍所從事的社區型助念，引起了較

大的宣傳效果及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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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的角色，詳細說明助念的根據與目的、積極勸說家屬不拜腳尾飯或燒紙錢，進

一步引導家屬一起助念。 

在傳統喪葬處理中，亡者斷氣後，需延人為亡者唸誦腳尾經，選擇佛教的

家屬可視意願與能力選擇誦經團的師兄師姐或出家的僧尼來唸誦，內容則以「阿

彌陀經」、「往生咒」為主。若是延聘誦經團的師兄師姐，不管是外在形式或內容，

都與蓮友的結緣誦經非常相似。然而唸誦腳尾經並不是義務的，不論是出家的僧

尼或是在家的師兄師姐皆可收取家屬的「紅包」，禮儀業者會告知家屬公定的價

格（陳繼成 1993：78）。在較為傳統的佛教道場中，出家的僧尼必須以各種法事

與經懺維生，因此收取「供養」被認為是合理的58。而在家的居士則須視其有無

發心，亦即其是否發願義務為人助念，若無則仍舊會收取「紅包」，因此也有些

教徒會固定地參與這類型的誦經，組成俗稱的誦經團。 

除了收費與否外，臨終助念、誦經結緣與誦經團的外在形式非常近似，對

一般民眾來說，在認知或稱呼上也有混亂的趨勢，也有民眾誤認為這些都是要收

費的。在助念團的推動下，「助念」被樹立出更明確的面貌，特指斷氣後八小時

內的「臨終助念」，而所有的相關活動都是由義工義務服務的，助念者不接受任

何形式的餽贈與招待。在某些助念團的業務中，也將七七間的誦經結緣與奠祭誦

念納入義務服務的一部份59，但仍以「臨終助念」為最主要的組織目標，其他如

臨終關懷與佛化奠祭都以「臨終助念」為中心而逐步發展。助念團的成員則多由

一般信徒組成，異於其他針對佛教內部的改革，助念團的宣導與招募重點拉回到

一般的信徒的身上，宗教師在其中扮演的是顧問或指導者的角色，而實際的助念

參與、聯絡、組織以及助念相關課程的設計，都是由信徒組織、規劃與推動。 

相較於以往混同於其他教派的誦經團，這樣的區分顯然已經收到成效60，許

多禮儀業者開始在治喪的標準流程中，加入是否需要助念的選擇，除了業者本身

服務的完整性考量外61，也反應了民眾開始主動要求業者協助尋找助念團62。在

                                                
58 筆者所訪問的比丘尼即表示助念與誦經是出家人自立更生的一種表現。 
59 現行的助念團多把重點放在臨終助念這個部分，誦經結緣與奠祭誦念雖在業務範圍內，一方

面，因缺乏領導者的強調或推行，較不為助念團所強調，有許多助念團便只從事臨終助念；另一

方面，筆者認為與寺院開放做七法事有關，目前許多寺院或精舍都提供家屬安置靈位、進行佛事

的服務，因此亦會相當地推擠了誦經結緣的空間。 
60 受訪者林金龍（承天禪寺助念團總幹事）便說，十七、八年前的助念非常困難，因為一般人

並不能接受，當家中有人死亡時，不僅不能哭泣，還不能拜飯、燒紙，這都違反了傳統的習俗。 
61 受訪者陳繼成（德元禮儀公司負責人）表示，台灣傳統在親人亡故時，家人總會趕來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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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S 之前，正德佛教精舍與諾那華藏精舍的助念團即因為不限會員，而成為業

者的最愛，民國九十一年間，諾那華藏精舍台北總舍受理的助念案例，單月便達

五百多件。 

助念的盛行反應在禮儀社業者的處理方式上，禮儀師在第一時間到達時，

相較於以往帶著水床、水被、與各類祭拜用品，如今增加了念佛機與往生被（陀

羅尼經被），即便家屬不要求助念，也會讓念佛機持續運轉。確認病人已死亡時，

禮儀師會帶領家屬跪拜，並對亡者說「請您萬緣放下，一心跟隨阿彌陀佛到西方

極樂世界，家裡的事不必罣礙」（陳繼成 1993：73），根據禮儀社業者表示，這

種說法與作法是近十五、六年來才開始盛行的，與助念的推行不無關係。而後為

亡者蓋上印有往生咒或「阿彌陀佛」名號的往生被。若是家屬特別要求助念、並

且表明為佛教徒時，禮儀師往往會特別注意祭奠的供品與器具，是否與佛教相

悖，如以紅燭代替「靈桌嫻63」、以素食取代葷食供品等。 

而禮儀業者在詞彙上的改變也值得注意，對死亡的稱呼，以「往生」代替

過去常用的「過身」、「返去」、「老去」或「死去」，而對死者的稱呼，也逐漸以

「往生者」取代「病人」、「死者」、「亡者」與「亡靈」等。而對亡者說「請您萬

緣放下，一心跟隨阿彌陀佛到西方極樂世界，家裡的事不必罣礙」，也明顯是受

到了助念的影響。 

然而進一步由禮儀業者所承辦的佛化喪儀，仍舊以傳統臨終處理方式為主，混雜

著民間禁忌與禮俗的色彩，對於積累了許多助念經驗與喪儀經驗的助念團員來

說，這樣的改變並不能滿足他們對於佛化喪儀的想像與理解，甚至懷疑，在非「正

統」佛教的處理中，往生西方的可能性是否會大為減低。筆者所訪問的兩家佛教

禮儀社，成立者皆出身於各自的助念團，在不斷地勸說家屬接受助念儀式的過程

中，也產生了以佛教貫徹後續流程的想法，而兩方在成立宗旨的論述上，也不約

而同地強調儀式的「如法」，宣稱所有的流程都遵照佛教的方式來進行。 

另一方面，助念的盛行對誦經團產生了排擠效應。誦經團與助念團的差別，

除了收費與不收費外，誦經團主要誦念阿彌陀經，整個過程約兩小時，且因為團

                                                                                                                                       
一面，有時，某些晚到的親屬會詢問是否助念，若無，也會責備為何未幫亡者助念。 
62 受訪者陳繼成（德元禮儀公司負責人）表示，現在的助念服務多限於會員，在 SARS 後，某

些不設限的助念團停止活動，家屬若是無相識的助念團，業者也只能請他還是採用「誦經團」。 
63 一對燭台，下半部飾以男女形狀，象徵亡魂的佣人，常被誤認為「金童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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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固定從事於誦經，故對經文與儀式較為熟練，誦經團員有在家的居士或出家的

法師，依身份、性別、時間長久而有不同的收費，禮儀業者都會事先告知家屬這

方面的資訊。而就臨終助念的概念而言，正為死亡病痛所苦的臨終者，對於繁複

冗長的經文，可能連聽都聽不進去，因此相較於助念專念佛號，誦經的效果較為 

 
Fig.1. 左圖是佛教式的靈桌布置，擺設西方三聖像、靈位、香爐、蠟燭、蓮花燈、鮮花及 

水果。右圖是傳統的布置方式，擺設遺像、靈位、香爐、靈桌嫺、蓮花燈、鮮花、水果。 

有限。一般家屬在接受臨終助念後，往往不再另聘誦經團誦念腳尾經。而猶豫選

擇誦經或助念的家屬，當禮儀社業者告知收費方式後，家屬通常會基於經濟的考

量而選擇助念64。  

                                                
64 在 SARS 後，許多不限資格或會員的助念服務，紛紛停止對外開放，禮儀業者表示，在這種

狀況下，若家屬與助念團沒有特別的關係，業者便會勸說家屬找誦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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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助念的宗教內涵 

一  助念的理論 

從淨土信仰的角度來說，「念佛」這一項功課，不僅是一種修行，而臨終念

佛則是一項「方便法門」，他讓善與不善、信與不信、修行與不修行的人，憑藉

著最後一刻的善念來獲得解脫。對於助念者來說，助念是生者對死者的心意，希

望在最後一刻，藉著自己的念佛聲，幫助他提起正念，往生西方世界。 

有關於助念的理論與操作方法，從國家圖書館的全國圖書聯合目錄，以及

香光尼眾佛學圖書館的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中，所能發現最早以助念為名的

文獻出版於民國七十五年，聖嚴所著的《念佛與助念》，由東初出版社發行。民

國八十年至今，不包括再版及同名書籍，以助念為書名的出版品有二十種以上，

其中超過半數集中在最近五年間。而這些資料的主要立論基礎與根據，多源於早

期的幾份文獻，如《臨終三大要》、《飭終津梁》65、《人生之最後》66、《飭終須

知》與《人生最大的一件事》，都提供現今助念重要的理論與概念，而歷代的往

生故事集，主要描述人們憑藉念佛得以往生的事例，則提供了往生淨土的活潑實

例，這些故事雖然不見於上述的正式文獻中，卻鼓勵著信仰者對於往生可行的想

像。 

在這幾份文獻中，《飭終津梁》與《人生之最後》或許因為文義較深，較少

流通67。而最常被引用，也最常被佛教團體重刊68的是《臨終三大要》、《飭終須

                                                
65 筆者在蒐集資料過程中，從世了、弘一的文章中得知《飭終津梁》一書，但始終無法收得原

書，後來僅得到印光為此書所做的序。根據此序，本書編者為李圓淨，成書時間應在民國十九年

間。 
66 本文原為民國二十一年，弘一在廈門妙釋寺念佛會的講演稿，後來「因念此稿雖僅數紙，而

皆撮錄古今嘉言及自所經驗，樂簡略者或有所取。乃為治定，付刊流布焉」（弘一 2003：10）。 
67 《飭終須知》作者在自序中說明，本書之產生在於改善《飭終津梁》與《人生之最後》文義

過深、難以理解之處，因以白話重寫（世了 2000：19）。 

但筆者認為，《人生之最後》一文並不艱深，之所以較乏流通，可能因為讀者多注意到作者

弘一的「律宗身份」，因而有所忽略，另一方面，印光畢生提倡淨土念佛法門，亦不斷為文倡導，

所以後世較重視他的看法。有趣的是，弘一認為「神經衰弱者，病時甚畏引磬及小木魚聲，因其

聲尖銳，刺激神經，反令心神不寧…最為妥當或改為大鐘大磬大木魚，其聲宏壯，聞者能起肅敬

之念」，這個看法大異於印光所說「念佛法器，惟用引磬，其他一切，概不宜用。引磬聲清，聽

之令人心地清淨。木魚聲濁，故不宜用於臨終助念」。 

現今助念團多使用引磬，大多數受訪者對於使用引磬的源由，便是採行印光所說，認為引磬

聲清亮，有利上升，目前僅有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堅持不用引磬，理由便在於引磬聲音過度尖銳，

易使亡者生煩擾之心。 
68 早期佛教團體印行書籍，多是以善書的方式流通，各處的精舍、蓮舍、道場，甚至以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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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與《人生最大的一件事》，這三份文獻也因為各相隔近三十年，其中所述頗

能反應各時期不同的助念要點，因此下文將以前述三份文獻作為討論的主軸，來

介紹助念的理論與概念： 

一、民國十九年，印光69著《臨終三大要70》。 

二、民國四十三年，世了71著《飭終須知72》。 

三、民國六十六年，余定熙73著《人生最大的一件事74》。 

印光在《臨終三大要》中對於助念的理念有詳細的說明，強調臨終助念的

意義與重要性，他認為人世無常、且終無法避免死亡一途，因而，唯一的解脫之

道便是「免生死輪迴之幻苦，證涅槃常住之真樂」（印光 1999：21）。儘管死亡

亦是因果相續間的一環，這個身軀死亡了，還要再以別的身軀繼續，若是人們不

瞭解佛法，任由自己隨著「業力」在輪迴中流轉，便陷入一個無盡的往復與無盡

的痛苦中，因此在有限的這段生命裡，我們應當把握機會念佛，發心往生西方。

更甚者，當自己的至親好友臨到死亡這個當頭，我們也應該秉著對他們的慈愛關

懷，「發孝順慈悲之心，勸彼念佛求生西方，並為助念，病者由此死已，即生淨

土，其為利益，何能名焉」（印光 1999：25）。印光在文中提出助念三要點： 

一、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勸服臨終者放下一切，莫執著生前所有、

或憂死懼亡，應該提起正念念佛，方能往生西方。因此家屬應該幫助他提起信心，

跟著大家一起念佛，而不是在臨終時到處請醫生、或是在喪葬事宜上過於鋪張，

這都不是出於「孝親」的作法。 

                                                                                                                                       
義印行的善書多不勝數，因此不論是出版時間、再版次數、或是版本的收集皆難以窮盡，因此筆

者以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聯合目錄，和香光尼眾佛學圖書館的佛教圖書館館藏聯合目錄作為搜尋

對象，以其收錄版本為主，不包括同一家出版社再版，《臨終三大要》、《飭終須知》與《人生最

大的一件事》分別有五種、十二種與十八種，印行與再版次數高出同類書籍甚多。 
69 釋印光，1882-1939AD，俗姓趙，名紹伊，出家後法名聖量，字印光，被尊為淨土宗第十三祖，

與上海鍬楚卿居士共創《佛學叢報》，著有《淨土決疑論》、《印光法師文鈔》等。 
70 由於最早遠的版本已無，目前參考的是佛陀教育基金會在 1999 年所出版的《臨終三大要、念

佛論、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合刊》。 
71 釋世了，僅存其名其書，資料不可考，然而在最早版本的《飭終須知》中，有世了自序與印

光傳人妙真的序言，從序中提及的時人以及序末所書日期來看，世了應為印光、妙真後輩。 
72 由於最早遠的版本已無，目前參考的是佛陀教育基金會在 2000 年所出版的《飭終須知、人生

最大的一件事、為甚麼要做佛事合刊》。 
73 俗名余紹坡，歸依法名為定熙。 
74 由於最早遠的版本已無，目前參考的是佛陀教育基金會在 1999 年所出版的《臨終三大要、念

佛論、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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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家換班念佛，以助淨念。在尚未斷氣時，應讓親友分為三班，在他

身旁助念佛號，每次由一班出聲念，其他兩班默唸，若有要處理的事，便在默持

佛號時辦理。分做三班，等於唸一小時可以休息兩小時，就不會太辛苦，而若是

能成就病人往生淨土，便是成就他成佛，是莫大的功德。當病人將要斷氣時，應

該三班一起念，到斷氣後，繼續分班唸八小時，才能處理後續的事宜。 

念佛的聲音必須清楚分明，不能太快或太慢、也不能太高或太低，以免病

人無法跟上，法器只能用引磬，因為木魚聲音比較濁，不宜用於臨終助念。而唸

誦的佛號，較適宜用四字「阿彌陀佛」，因為字少好念，而六字的「南無阿彌陀

佛」或許可以在一開始的時候唸幾句便可。 

三、切忌搬動哭泣，以防誤事。由於臨終之際是人要往「凡聖人鬼」的分

界點，非常的重要，因此此刻只宜以佛號開導，而不要觸碰遺體、換衣沐浴，或

是在旁哀傷哭泣，如此一來，臨終者會因為痛苦、嗔恨、情愛、不捨種種念頭而

不得解脫。 

由於當時盛傳人過世時，可依熱氣消失的方向得知他們是否得生西方，熱

氣由下往上消失者，即當身體都冷了之後，只有頭頂是熱的，表示超升，由上到

下的是墮落，而有所謂「頂聖眼生天，人心餓鬼腹，畜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

的說法，印光呼籲家屬不可因此而不斷地探視遺體、測驗溫度，一旦亡者神識尚

未出離，反而會造成他的痛苦，使他無法順利往生。他更指出亡者會投生何處，

是因生前所造種種善業與惡業的結果，然而只要能專心念佛，幫助亡者生念佛信

心，再加上家屬蓮友的助念，便可以帶業往生，不要不停的試探，反而會誤事，

若是依照民間的習俗辦理，也會使亡者心生煩擾或執著，造成「推親下苦海」的

結果（印光 1999：21-30）。 

接下來的世了在《飭終須知》中所述關於助念的施行與理論，更為細緻。

他在序言開宗明義地說： 

如法幫助念佛，此人並定得生西方…須知往生西方之要，雖在本人自己

後一念作主，但是也重助念如法。（世了 2000：7-8） 

除了說明助念的好處與重要性，世了更進一步地提倡吾人負有對大眾「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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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闡明臨命終時的利害等事」的使命，因為缺乏正確的認識，往往容易在面對

親人死亡時「悲哀啼哭叫喊，推亡人神識墮落地獄、惡鬼、畜生惡道裡，常受苦

楚」，因此除了宣傳及闡明助念的道理，他也注意到落實的層面，建議「組織臨

終助念團，學習助念方法」，才能在有需要時，前往臨終者家中幫忙（世了 2000：

7-8）。而《飭終須知》一文，即負有這個「宣傳與闡明」的任務，以往有關助念

的資料多半以文言書寫，兼有許多專門的佛教義理詞彙，一般人很難理解，因此

他以印光的《飭終津梁》與弘一的《人生之最後》為主要資料，編輯、潤飾並以

白話書寫了《飭終須知》，目的即在便於一般人閱讀與流通，廣收宣傳與闡明之

效。 

《飭終須知》全文共兩萬多字，為三篇文獻中最長的一篇，其中說明非常

詳細，從助念的理論開始，歷述為何念佛就能往生西方、助念的方法、家屬的注

意事項、開示的範例等等。世了認為能否順利往生，需視臨終時因緣是否具足，

「因」指的是真信、切願與念佛時所生的心念，「緣」指的是阿彌陀佛與其名號

的力量，因此往生的要件不只是臨終者個人有能念的心，即「自力的因」，尚須

佛及蓮友的助念之力，即「他力的緣」來促成。 

世了雖然大力提倡助念團的組織與活動，但也非常強調家屬所扮演的角

色，在文中，他針對家屬必須注意的事項一一提出說明。首先，家屬本身應當對

念佛往生有信心，在一旁照顧服事時，應經常開導病人，勿令他擔心家中事務。

若是病人願意念佛，應和他溝通念佛的方式，選擇病人最喜歡的來從事。訪客事

先請到一邊囑咐，不要對著病人悲哀哭泣，以免使病人哀愁痛苦。 

若有病人不喜念佛，世了提到，這是累世的業障前來干擾，家屬應該替他

懺悔、念佛、誦念地藏經等。在這一段時間內，家屬亦應茹素，為臨終者做功德、

造善業。在病人意識尚清楚時，便應延請助念團員前來開示，並帶領臨終者念佛，

一旦病人情況危急，也不該施以過度的急救（如強心針、補藥），因為這樣只是

徒增病人的痛苦。當病人斷氣之際，家屬要記得不要在病人面前相對看望，避免

產生情愛之心，干擾其正念。不要探觸亡人身體、不能哭、不能搬動、 

而在後續的佛事部分，世了說明若是家屬經濟能力不足，不需禮聘僧尼，

可自為之，他認為「世俗上的人，大多數把誦經、拜懺、焰口等事為奇特，念佛

作尋常」（世了 2000：61），往往失掉了真正的重點，念佛。世了也注意到其他



 

 38

的部分，如在意識清楚時，幫助病人預立遺囑，提醒家屬應注意維持病房清潔等。

他也提出念佛時以吃素為佳，若是全家吃素，停止殺生，則是為亡者作大功德。 

同為助念的重要文獻之一，《人生最大的一件事》則由佛教的死亡觀切入， 

世人誤認為病者停止呼吸即是死亡，致貽害病人受極大痛苦。事實上，病

人氣絕之後，因心靈尚未出離，不但仍在有知覺的彌留狀態，而且這是

痛苦的時刻。（余定熙 1999：72） 

余定熙強調佛教的生命觀所帶來的影響，佛教認為生命體並不只是外在的

身體，生命延續的重點在於神識，當身體的機能停止了，神識並不會隨著失去功

能的肉體衰敗消失，反而會投向下一個生命的旅程，正由於人死後「心靈（亦稱

神識）尚未離去，不但仍在有知覺的彌留狀態，其心識的感受，正如生龜之脫殼，

是非常痛苦的」（余定熙 1999：75），因此任何外界的干擾，臨終者都能像常人

一樣感受得到，甚至因為病痛死亡的痛苦，使得他的感受更為強烈。此時不管是

溫度的變化、外力的拉扯、或是哭喊的聲音，都是巨大的刺激與震動。但是一般

人可以呼痛抗拒，亡者卻有口難言，被視為死屍任意處置，遭受極大痛苦。 

余定熙從佛教的死亡觀談起，說明神識在軀體死亡後至投生前為中陰身，

在世間停留最長的時間是四十九天，為了避免神識尚在卻遭遇火燒痛苦，火葬不

宜在七天內舉行。而為了避免糾紛與爭執，病者個人的意旨應預先囑咐家人。而

家屬在生活上宜吃素戒殺，各種儀式亦應用素食，除為病者作功德外，余定熙認

為「若有食酒肉五辛者，不可走近病人前，否則病人易失正念，會墮三惡道」。

他也關注到喪葬儀式的硬體部分，認為家屬應適度地參與臨終處理，不宜完全依

賴殯儀館，以避免不當的措施與處置，如此也符合「隨侍在側，親視含殮」的傳

統。 

從以上三份文獻，可觀察到助念在實踐與理論上的變遷： 

一、從說明與提倡到強化助念的重要性。 

《臨終三大要》著重在說明助念的方法與概念，《飭終須知》與《人生最大

的一件事》中，則開始強調助念對於往生的決定性，兩文中皆提到欲順利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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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需要個人生平的修行及臨終時往生西方的決心，尚賴佛力加持以及善友的幫

忙助念，前者屬自力的因，後者是他力的緣，唯有因緣具足，才能順利往生。由

於個人的心念易在臨終時受到病痛、情愛、恐懼的擾亂，助念能幫助念佛功夫不

純熟的病者提起正念，還能進一步開導未曾聽聞佛號的病者，發心往生淨土。 

二、從抽象的功德觀轉向具體的孝道與個人經驗。 

在為人助念所獲功德的部分，印光與世了在文中均有提及，但所佔篇幅相

當小。印光認為 

助人淨念往生，亦得人助念之報…亦培自己福田，長自己善根…成就一人

往生淨土，即是成就一眾生作佛，此等功德何可思議。（印光 1999：26） 

世了在功德方面的看法不脫印光，認為我為人助念，他人亦為我助念，然

而世了進一步地將助念從個人功德轉化為「替代如來擔任度化眾生了生脫死的一

大責任」（世了 2000：33），並賦予助念經驗積極意義，認為這些經驗可以幫助

助念者面對自己臨終的狀況，有助於助念者於臨終時如法施行、往生西方。 

余定熙全文皆未提及助念者所能獲得的功德，然而與印光、世了相同，他

以孝道為出發點，歷歷說明神識未去時亡者所受的痛苦，與缺乏救度對亡者的損

害。但他不只說明助念的重要，更將觀點延伸至後續的處理，他認為當時的殯儀

館有諸多不當的措施或處置，而家屬不應託詞工業社會種種困難，而將父母之

屍，「聽任太平間及殯儀館的擺佈」。他針對當時的社會環境，從硬體上的問題來

彰顯如法助念與後續處理的重要，提倡家屬發揮「隨侍在側，親視含殮」的傳統，

以確保亡者的利益與人道，他進一步將此觀察與社會責任結合，認為大眾應積極

改善殯儀館的各項服務，因為「殯儀館乃人人必經之路，也就是社會大眾事務」

（余定熙 1999：94）。而余定熙將篇名訂為《人生最大的一件事》，相較於前面

的《臨終三大要》與《飭終須知》，可見其試圖跳脫「臨終」階段，而將死亡的

歷程視為生命整體的企圖，因此，從助念、薦亡法事乃至殯儀館入殮，我們都應

慎重其事。 

二  助念的儀式 

助念的時機從斷氣前，病人意識尚清楚時，即可帶領他念佛或皈依，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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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體埋葬或火化為止都可在旁為他助念。但最重要的時間是斷氣後的八小時內，

原因這八小時是神識出離往上升或下降的關鍵，一旦亡者能升起正念，專心念

佛，便能往生西方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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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助念用品：1.環香，2.環香臺，3.環香臺支架，4.往生被，5.佛珠，6.念佛機， 

7.念佛錄音帶，8.爽身粉，9.相關文件及公告，10.引磬，11.各項文具。 

「助念」並不特別需要宗教師來執行，家屬及親友都可為臨終者助念，若

是與助念團接洽，多會引導家屬在助念團到達之前自行進行，以免延誤時機。現

在常將念佛機放在病床旁，一方面帶領臨終者念佛，一方面帶領不習慣念佛的家

屬念佛，若是家屬有事離開，念佛機仍能繼續。在念佛機出現前，多是播放錄音

帶，許多佛寺都會製作各種佛號或經文的錄音帶流通，《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中

便提到可以在病室播放「念佛唱片」，供病者「隨聲念佛」或「靜聽默唸」。然而

念佛機只算是輔助功能，若有家屬親友的助念才是最理想的狀況。 

目前助念團大多要求由親屬直接聯絡與登記，以避免糾紛，過去常有助念

團到達後，卻因長輩或家屬不認同而引起紛爭。電話中必須詳細說明地址、病人

姓名、病因、與聯絡電話，確認場地是否可以助念、是否有往生被75、西方三聖

                                                
75 往生被與「蓮花被」或「水被」不同，上印咒語及佛名，而蓮花被多是黃底彩色線繡蓮花，

水被則較為樸素，白底印有蓮花。往生被又名「陀羅尼經被」，慧律（1999：37）曾說明「其來

源並非出自大藏經，而係明季密宗盛行，金剛上師為慈悲救世故，集諸佛密咒，以梵文（或藏文）

書於布帛，猶似壇場、藏經，倘經加持，其效力更不可思議。將此被覆蓋亡者遺體，能另此消業

滅罪，陰間眾生見之為一片光明，可免亡者遭宿世冤家、磨障損惱。此物雖極珍貴，然當時市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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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等物品。在助念團到達前，家屬盡可能地遵守不移動、不碰觸、不哭泣，專心

念佛的原則。 

助念首重念佛，相關細節則因時間、場地的不同，會有所調整，在實踐上

雖有小異，但大致上相同，現在依一般助念的流程來討論（可參考附表二）： 

一、彌留時 

彌留時，若是病人意識清楚，有念佛習慣，即可帶領他一起念佛，若是他

並非佛教徒，則先為他說明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及「西方極樂世界」的種種優點，

再請他跟著念佛，此時即可為他蓋上往生被。若是病人已經喪失意識，不論他是

否是佛教徒，都可在他身旁輕聲為他解說念佛法門與西方淨土，再請他跟著念

佛。此時為了避免親友看望時，悲哀哭泣，或作愛憐不捨之語，可在門外或牆上

張貼助念公告與助念細則。 

二、已斷氣 

當亡者斷氣後，可先為其蓋上往生被，不要試著改變他的姿勢或忙著為他

更換衣服或沐浴，以往是因為死亡後身體會越來越僵硬，所以急於換衣沐浴，但

可於助念後以熱毛巾擦拭肢體，仍舊可以順利進行。若情況許可，也盡量不要搬

動。在前面已經提過，由於死亡的時刻對於臨終者是非常痛苦的，為了幫助他保

持平靜與安寧，不因外界的打擾而升起嗔恨心，所以暫停對遺體的一切動作，專

心念佛。 

若是在醫院病逝，病房通常不能久留，便可移往醫院附設的往生室進行助

念，若無助念室，也有在太平間助念的。若在家中，則可直接進行助念，待助念

結束後，再進行其他程序。目前有些施行佛教喪儀的禮儀社，也會提供助念的場

地。 

三、開示 

不管是家人或蓮友為亡者助念，大致都有開示、念佛與回向三步驟，開示

的目的在使臨終者瞭解自己的狀況，以及現在進行的儀式目的，詳細說明儀式如

何進行、對他有甚麼好處，幫助他提起信心，所以開示的時間點是比較彈性的，

                                                                                                                                       
並無流通，李炳南老居士曾言『（此被）或由藏地傳入，但知於前清時代，二品以上王公大臣命

終之後，由朝廷敕賜，而普通官民不得擅用，今則無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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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在助念前、助念間以及助念結束時都可以進行簡短的開示。若是由助念團的

蓮友主持，往往會在結束一段開示後，請家屬也跟亡者說一遍，因為家屬是亡者

親近的人，所說的話應較被亡者接受。 

開示的內容有三個重點，首先是引發善念，即略說亡者生平善事，肯定他

此生的意義，讓他心生歡喜，如生前是佛教徒、或有念佛習慣者，就要提示他以

往用功念佛的心，若是知道亡者有未竟之事或特別掛心的人，則說明這些事都會

妥善處理，請他不要掛念。接著說明人世的無常，身心的安樂並不能長久，而是

被各種病苦所纏繞，應當放下對於塵世的執著與牽掛，面對下一個旅程。最後指

出死亡並不可怕，阿彌陀佛的佛力慈悲，可以接引亡者到一個美好的世界，亦即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只要願意一心念佛，就能順利地往生。 

原則上，開示不一定要由出家僧尼進行，只要是瞭解儀式目的的人，都可

以對臨終者說明，事實上，在儀式進行時，助念者會建議由家人來做簡短的說明，

因為對於臨終者來說，家人的話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較容易升起信心。然而在

實踐上，由於「開示」在佛教特指法師為人說法，雖在助念的場合已經大量被沿

用了，但因「開示」特有上對下的含意，因此誰有資格進行開示，往往成為助念

儀式中的問題。而這與印光所指的「善巧開導安慰，令生正信」也有一點差距，

回歸印光的看法，這樣的開導可以由任何人來進行，其實是比較符合實際需求

的。目前，諾那華藏精舍便不稱「開示」，居士對居士的說明一律稱為「導示」。 

而開示的時間在實踐上也有不同，在由誰來開示、開示的次數、要不要開

示，都有不同的看法。若是以團體為單位的助念，亦即不論助念兩小時或八小時，

以及換班的次數，約進行二到三次的開示，分別是助念前、助念間，以及助念結

束後，視帶領者觀察亡者的狀況而定，有受訪者表示，有時念佛很有感應，便不

特意停下來開示，若是始終念不順暢，則必須再與亡者溝通，進行開示時，其餘

助念者則在旁默唸佛號。有的團體認為開示很重要，常常花大部分的時間在開

示，有的團體認為念佛最重要，有沒有開示都無所謂。 

四、念佛 

開示完畢，就請亡者跟著大家一起開始唸誦佛號，速度不要太快或太慢，

聲音也不宜太大或過小，可以在佛號間使用引磬來調和大家念佛的速度。一般而

言，助念團的蓮友在開始時先唸六字「南無阿彌陀佛」，再轉為四字「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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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時間充裕，在開示後，可先禮佛，由帶領者上香、供水，並誦阿彌陀經、往

生咒與讚佛偈，再開始念佛，由於現在的助念團多是接獲斷氣確認電話後出發，

時間較急迫，所以多在開示後就直接念佛。 

在念佛的部分，雖然是以誦念佛號為主，但在團體間也有一些差異，如念

四字或六字，有時還會視狀況唸誦「南無觀世音菩薩」，法鼓山的何師姐曾表示，

在醫院中唸誦「阿彌陀佛」名號時，旁人或家屬都不自在，因為許多人覺得這個

佛號就是在說「有人亡故」，非常不吉利，因此以觀世音菩薩代替，又或者有人

生前喜好唸觀世音菩薩，為其助念時，也以唸誦此佛號為佳。另外，唸誦的腔調

也會因團體而不同，曾有受訪者表示，腔調的不同的確會在加入時造成短暫的困

擾。 

念佛時，助念蓮友若是人數充裕，則會輪流敲引磬，目前市面上有兩折式

的引磬，便利助念者攜帶76。由於助念時並不交談，欲接替前面的引磬聲時，則

先跟隨一段時間，前者明白有人要接替，便會引導他一陣子，再行停止。對於引

磬的使用仍有爭議，贊成的人多持印光的說法，亦即引磬聲音清亮，引導神識往

上，木魚聲音渾濁，引導神識往下，因此應用引磬，而不用木魚；反對的人則持

弘一的說法，認為引磬聲音過於尖銳，易使臨終者生煩擾之心，寧願捨棄不用。 

對於助念者來說，即便只是八小時，專心念佛也是非常消耗體力的事，而

在時間的安排上，也可能沒有辦法安排這麼長的時間，所以助念團一般都採取輪

班制，不僅提高參與意願、方便大眾參與，也給助念者休息的時間。印光曾將助

念者分為三班，每小時換班，現行的助念多以兩小時為一班，輪流替換，能夠繼

續助念的人可以留下來，不能配合的人，則可以先行離開，當助念者中途進來時，

他應配合當時的狀況，跟大家一起行動，若是在場的人都在念佛了，為了不妨礙

亡者的神識，他應跟著原聲調一起念佛，而不應另以自己的方式或速度，干擾原

來的進行。 

目前助念團對團員都有茹素的要求，因為「病人臨終前後，若有食酒肉五

辛者，不可走近病人前，否則病人易失正念」（余定熙 1999：86）。有些受訪者

在加入助念團時，就曾因吃素而遭到家人的反對。團員也會勸導家屬在這段時間

內吃素，為亡者造福。《飭終須知》提到為了幫助亡者，應當「全家吃素，絕對

                                                
76 筆者實地參與助念時，便看見前來助念的蓮友從口袋中拿出自己的引磬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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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殺生，為病人修福」（世了 2000：13）。《人生最大的一件事》也提到「家屬

親友皆可參加念佛，念佛度亡，功德最大、最方便、最經濟、最有實益。惟參加

念佛之人，應忌食酒肉五辛」（余定熙 1999：89）。 

五、回向 

念佛告一個段落時，便進行回向，整個儀式便告完成。所謂的回向是指將

功德歸給某些特定的對象，如許多人在誦經後會回向給眾生、給祖先等等，在這

裡特指將念佛所得到的功德歸給亡者。到此，助念便算完成。若助念者先離開，

則自行進行個人的回向，待整個團體的助念結束，由帶領者進行總回向。 

一般在回向時，有特定的回向文，常見的回向文如下： 

願以此功德，回向（亡者名字）。 

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或 

願生西方淨土中， 

九品蓮華為父母， 

花開見佛悟無生， 



 

 46

不退菩薩為伴侶。 

回向完畢，儀式圓滿結束。理想的助念從斷氣到身體全冷為止，都應該持

續不斷，也應待身體冷卻後，才開始沐浴、穿衣。 

六、場地佈置 

助念的目的是希望亡者能順利往生西方世界，而急於搬舖、拜腳尾飯或燒 

 

Fig.3. 助念時，為亡者蓋上往生被，可布置方桌一張，置於西方，上置阿彌陀佛像或西

方三聖像，還有香爐、水杯、紅色蠟燭兩根、香少許、鮮花或水果等用以供佛。 

腳尾錢，都是以人死為鬼作為儀式開展的基本假設，與往生西方的意圖大相逕

庭，因此助念團員通常會勸導家屬不要拜飯、燒錢，若是家屬執意要拜，有些助

念團並不堅持，但是有些助念團則選擇不進行助念，視各助念團的作法而不同。

助念有十年以上經驗的受訪者表示，過去的助念活動，便常因倡導不拜飯、不燒

錢、不能碰觸與移動等，遭遇家屬的反對。現今助念團會先以電話確認家屬的意

向，在說明拜飯與紙錢的意涵，相較於往生西方的目的後，大部分的家屬都能欣

然接受，接受度已較以往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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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的部分，如果情況允許，可備方桌一張置於西方，上置阿彌陀佛像或

西方三聖像，還有香爐一只、水杯三個、紅色蠟燭兩根、香少許、鮮花或水果等

用以供佛。現今助念團多備有可攜式三聖像，供臨時場地佈置的需要。需要注意

的是不要燃燒過多的香，以免妨害室內空氣流通。 

 

 

表二：助念流程表 

 原則 實踐情況 

時間 從呈現謝世之兆開始，至往生後七七四

十九天之內皆可前往助念。唯在斷氣

後，需連續持續八小時。 

在實踐上，由於無法確認往生的

時間，所以助念團多從斷氣後才

開始助念。目前的助念，也多指

這一部份。 

現行的助念團除了特殊狀況外

77，多半只助念兩小時。 

單念「阿彌陀佛」，只敲引磬，不用其他

的法器，也不誦其他經典，聲音必須和

緩清楚，彷彿循循善誘。 

由於理念的不同，因此唸誦的名

號也有不同，有念「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或「南無觀世

音菩薩」。有些團體便不使用引

磬。 

由於各地區都有許多助念團，所

以助念時，可能會遇到其他助念

團的成員，此時，後至者應遵循

前者的聲調念佛，盡量不要打斷

已在進行的助念為佳。 

開示佛法 主要在引發臨終者的善念，

說明塵世的無常之苦（令其知苦莫貪

著），提示西方世界的可欲（示皈依處）。

開示的時點有三：助念前、往生八小時

之內、迴向之前，視狀況而定，不需時

時開示。 

對於要不要開示、開示的次數，

不同的團體有不同的看法。 

助念內容 

包括開示、念佛

與回向 

 

迴向 換班時、先離席者可自行回向，

由帶領者或小組長在助念結束

後，進行總回向。 

                                                
77 某些團體對一般民眾、團體內的委員、董事，有不同的助念時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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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待往生者的處

理 

往生之後，可為往生者蓋上陀羅尼被，

不立即調整往生者的肢體或移動，沐

浴、更衣、甚或家屬哭泣等，須待助念

結束後為之。 

 

場地 備方桌一張，阿彌陀佛或西方三聖像、

香爐、供佛的小水杯三個、紅色蠟燭、

香、鮮花、水果等，最好不要燒「腳尾

錢」與拜腳尾飯，若家屬堅持，以不影

響空氣流通為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