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第四章 死亡、意義與助念 

第一節  誰在通過死亡 

一  意義與儀式 

Berger（1991：30）對死亡曾有如下的描述： 

嚴重的邊緣情境即是死亡。在目睹他人之死（當然，特別是有意義的他

人）以及預期自己的死亡時。個人不得不深深地懷疑關於他在社會中”正常

生活”的特定的認識和規範的有效方法。死亡向社會提出了一個可怕的問

題，不僅因為他明顯地威脅人類關係的連續性，而且因為他威脅著關於社

會賴以生存之秩序的基本設想。 

在面對親人死亡的時刻，升起有關正常生活與社會的玄想，似乎是一種自

我抽離的表現，死亡的現場盡是哀傷、無助、悔恨甚至憤怒的情感，人們臉上掛

著淚，心裡想著甚麼的確是難以得知，如果過世的人是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持，也

許有人想到的是未來經濟的問題，也許有人想的不多，《局外人》127中的主人翁，

接到母親過世的通知時，他想「今天，媽媽死了，也許是昨天，我不知道」。社

工師蘇絢慧（2001）記錄她在安寧病房所見到的，有在外奔波一心找尋偏方的家

屬，卻失去了與臨終者團聚的最後機會；有失去母親的兒子，問父親「她會不會

醒過來說是跟我們開玩笑的，是假的？」有害怕兒女不能適應、而一次次假死、

做死亡演練的母親… 

我無意以描述日常生活的真實來反對 Berger 對於死亡的社會本質的論述，

這是不同層次的問題，特別是他強調了宗教的重要。我想申明的是，當人們面對

死亡時，不論死亡的陰影如何籠罩，引起他甚麼樣的想法和衝擊，他仍然必須找

到一個看待死亡的方式。人類學家傾向將社會面臨個人的死亡時所採取的集體行

動視為一種「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藉由象徵「分離」(rites of separation)、

                                                
127 法卡謬著，或譯《異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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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渡」(rites of transition)與「結合」(rites of incorporation)的程序，協助人們從

非常時期過渡到正常時期。 

這些儀式賦予了意義，提供人們看待死亡的方法，當生者與死者分離，透

過適當的轉化歸回所屬的世界，生者回復正常的生活，而死去的人則成為祖靈、

鬼神或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相關的儀式是如此被觀察並詮釋，但人們是否如此理

解或接受則不一定，從台灣傳統的喪葬處理來看，人們被儀式專家引導著行禮如

儀，許多人談起他們參加的喪禮，多半以隆重、花圈很多、有很多大人物來作為

喪禮的註解，也有人帶著觀摩的心情參加，看看這家禮儀社好不好、孝女、樂隊、

陣頭專不專業。然而這些並不妨礙喪禮整體作為「通過儀式」的功能，這是一場

由全體聯合演出的戲劇，社會經由這個盛大的公演來消化個人的死亡，再回歸正

常的軌道。 

然而通過儀式僅只是社會層次的功能嗎？個人的通過儀式，難道僅能在夜

闌人靜之時，悄悄地於其心中上演？從對傳統喪葬儀式的批評，便可以看出個人

從中所能領略的意義正在消失，包括「迷信、鋪張、繁文縟節甚至傷風敗俗」，

我們不能否認傳統的喪葬儀式因為種種理由，的確有所改變或扭曲，但是變成一

種無可奈何之事，有識之士皆起而撻伐，但遭遇時只好蒙著頭接受，較於孔子說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128」，我們不得不質問其

中意義的失落。 

早期儒家的遵循者是以「孝」作為發想，來進行這個最後的儀式。出於愛

戀與不捨，如生時一般，我們在靈前祀奉三餐，這並不能掩飾孝養的對象不在的

事實，因此哭泣、節制飲食、禁止娛樂、不刮鬍剃髮等，都是因哀傷而發的舉動。

對於魂魄、地獄的信仰，則使得喪禮將超度與功德的法事涵蓋進來。Bowker 

(1996:202)這樣形容中國葬禮所包含的死亡觀： 

By attaching Buddhism to Chinese tradition, the descendant of a dead person 

was faced by a wider range of possible outcome: it might be that the hun(魂) 

was still waiting around in traditional style and needed the appropriate attention; 

but it might be that the proper rites in the forty-nine-day interval would help to 

                                                
128 《禮記．檀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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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 a better rebirth; it might be that it was, at worst, ku-hun(孤魂) in the 

traditional sense; but it might be that there had been a rebirth in hell. The only 

way of being sure of doing the best for one’s ancestors was to fulfill all the 

obligation. 

對於各種繁複的儀式、祭奠，Bowker 認為，中國葬禮所表現的是一種周全

的心意，家屬考慮到死者死後去處的所有可能，並希望為死者做到所有的救濟，

不論是祭祀、做功德、供奉牌位或超度，這樣的思考完成了耗時、複雜而講究的

中國喪禮。 

然而，如同社會學家對現代社會中去神聖化的觀察，傳統的喪葬儀式在缺

乏相關靈魂想像的氛圍中，也同樣顯得蒼白。而喪葬儀式的主導權不再如往昔是

由家族或地方上的耆老來主持，使得情感的聯繫並不強烈；對於死亡儀式的種種

避諱與禁忌，因為缺乏儀式知識的支持，在現代社會顯得突兀迷信；多數的家屬

在整個過程中不僅沒有時間表達思念或哀傷，反而是忙著實行種種規範與禮俗；

再加上對於場面的重視，輓聯、法師人數、花圈、花車、陣頭、樂隊等等。個人

在儀式中的主體性逐漸被抹滅，而儀式所欲傳遞的意義也逐漸消失129。 

相對於傳統處理方式，臨終者一斷氣，家屬便忙著搬舖、拜飯、聯絡誦經

團等等，當誦經團開始誦經時，家屬必須忙著各種後續的事宜。助念的要求並不

相同，希望家屬都放下手邊的事，在亡者身旁念佛，不要拜飯、不要燒紙錢、也

不要哭。這樣顯然有違傳統的儀式，在實施時需要充分的溝通和說明。不管是佛

教徒或不是，在死亡的這一刻，選擇非傳統的處理方式，仍舊暗藏著危險，一方

面是禁忌與習俗的約束，一方面則是其他家屬、甚至是長輩親友的反對。因此助

念團和助念者背負了一項甚至較念佛更艱鉅的工作，就是盡快對遭喪親之痛的家

屬，簡明扼要地說明助念的原因與目的，因為，時間急迫！ 

                                                
129 在這裡可能引發的爭議是，不能被領略意義的儀式就無效嗎？是對誰而言呢？基於我們必須

從經驗的層次來考慮，讓我們先將儀式對於死者是否具有意義放到括弧中，如此儀式的選擇權便

在生者的手中，意義也必須回歸到生者的身上來討論。但是對於死者的意義呢？在助念的實踐

上，臨終者往往會預立遺囑，以確保自己所能獲得的宗教處理，也就是對於臨終者來說，選擇哪

種儀式的確是有意義的，這個意義在他死亡後仍將要發生。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便是，從變遷

的觀點來看儀式的遞嬗，是否就使儀式失去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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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大膽地推測採行助念的人較採取傳統處理方式

者，更理解他們所從事的儀式及其內涵，更不用說在助念進行中，還會有對死者

的開示，而這個開示並不只有死者聽到。因此，意義被重新獲得了，人們在儀式

中得到一個積極的角色：在往生西方的路上，助亡者一「聲」之力！ 

若將助念置於通過儀式這個理論來看，我們當然可以視覆蓋往生被、灑金

剛明沙為一種分離儀式，而唸誦佛號則是一種過渡儀式，灑淨則象徵各自歸回各

自的世界130…但是這無助於理解助念的興起與流行，正如傳統的喪葬儀式更能表

現出通過的性質一樣，因為其所彰顯的乃是一種與日常生活的斷裂，透過非常時

期的標示，來幫助人們面對死亡、接受死亡。我認為助念之所以迅速在民間傳開，

除了助念經驗的良好與圓滿外，在於積極性意義的重新獲得，在儀式中的人們不

僅是行禮如儀，而是透過參與以及理解儀式的目的，而獲得個人的意義。 

另外，我們不能忽視的是助念盛行背後的社會條件，現代都市的生活方式

和家庭型態使得人們不再與親人緊密地連結在一起，平日各自生活在他鄉異地，

而現代生活的忙碌與瑣碎則使人們易於對繁複的儀式感到倦怠，而助念為家屬所

爭取的時間、助念所強調的理解性與參與性、助念的簡潔與節約等特點，正切入

了這個需求。 

二  意義的回歸 

助念所賦予的意義，使我們在面對他人的死亡時，不需要採取一種袖手旁

觀的態度。我們所要指明的是，在大部分的情況中，我們對他人的死亡確是無能

為力的，對於醫療行為既不瞭解，也無法參與，面對臨終者，我們或許既不知道

要說甚麼、也不知道要做甚麼。我們並非無視於死亡，但是僅從外在的表現看來，

人們對於死亡卻是冷漠的，這嚴重違反了人們的善良本意和感情，然而，助念給

予人們參與的機會與立場，陪伴著死者，發自內心地唸誦佛號，希望能傳達到死

                                                
130 助念究竟能否被視為通過儀式，我認為是有爭議的，既名之為「通過」，必是一種非常的狀態，

因為人們既不在這邊，也不在那邊，因此這個儀式相對於平時（人們各有定位）則是特殊的。那

麼，助念是特殊的嗎？在前一章我們曾討論過助念儀式的「日常性」，從這一點來看，助念作為

一種通過儀式的成分是相當薄弱的。然而由於「通過」的意義其實是一種社會與經驗的意義，所

以無法限定的是，當儀式中使用的金剛明沙、往生被或是灑淨儀式，更加複雜、細緻化後，助念

作為通過儀式的意義便有可能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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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耳中，祈願他真能隨著這一聲佛號往生西方。 

我們必須肯定儀式所能給予人們的心理功能，不管是撫慰、平靜或發洩，

這樣的肯定並不等於否定其中的宗教意義。下面我們將看幾個助念的故事，來理

解人們從助念中獲得的意義和心理的轉變。以下是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女孩為她的

小老鼠助念的故事，由她的母親將之譯為中文： 

2000 年 6 月 17 日下午，我的小老鼠布朗尼安詳往生了，我相信她已

快樂抵達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那天中午十二點左右，布朗尼靠在籠邊，

用病奄奄的眼睛看著我，彷彿已從死神那兒走了一遭回來。我注意到牠的

耳朵和尾巴已失去原有的光澤，變成深黃與淺棕相間的顏色。牠看著我，

彷彿是要說些什麼，我開始緊張害怕起來，立刻把籠子上層取下，看清楚

些。 

我不希望另外一隻小老鼠「毛球」打攪到布朗尼，所以把它拿出籠子，

放入鞋盒中。布朗尼坐在籠子右邊，我把念佛機放在籠外右上方角落，再

將一小幅阿彌陀佛畫像放在布朗尼的前面。我餵了布朗尼一點天然抗生

素，希望它會舒服些。過了一會兒，我放棄藥物治療，因為布朗尼往生的

時刻已經到了，於是我就跟著念佛機替布朗尼助念。 

不久，爸爸從公司回家，我告訴他布朗尼要往生了，眼淚禁不住奪眶

而出。我提醒自己千萬不能哭，因為布朗尼聽到哭聲會難過，這樣我連續

念了兩小時的佛號，發現布朗尼顯得焦躁不安，好像在找什麼。我忽然想

起毛球，猜想布朗尼大概想和毛球告別。於是我把毛球從鞋盒中拿出來，

放在布朗尼身邊，毛球嗅了嗅布朗尼幾秒鐘，彷彿互道珍重再見，然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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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將毛球放回鞋盒，繼續念佛。 

在佛號聲中，布朗尼緩緩向阿彌陀佛畫像移動，然後在阿彌陀佛正前

方躺了下來。我非常感動，這表示牠已經準備要隨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了。

下午二點左右，我休息了一會兒，吃了一點午餐，可是我心裡憂念著布朗

尼，一點胃口也沒有。午餐過後，我拿出媽媽的引磬，敲著它繼續念佛，

引磬嘹亮清脆的聲音可以幫助我念佛不打瞌睡。一小時後，布朗尼非常微

弱地爬進小花盆，那是牠的睡房，布朗尼面對籠子右方，在花盆裡躺了下

來。不過花盆另一邊正好擋住牠的視線，讓牠無法看到阿彌陀佛畫像。我

以為布朗尼將會以這個姿勢往生，因為牠已經非常虛弱，不大能移動身體

了，此時我更大聲的念佛，相信布朗尼往生的時刻快到來了。 

大約過了半小時，不可思議的奇蹟出現了。原本靜靜躺在花盆的布朗

尼忽然跳出花盆，身體轉了一個方向。這個舉動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確

信布朗尼絕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跳出花盆，而是另有一股異常強大的力量讓

牠一躍而出，轉了一個方向。就因為這個奇蹟式的跳躍，布朗尼得以轉身，

再緩緩爬到佛像前，靜靜躺在阿彌陀佛及念佛機的前面。現在我明白了，

那股跳躍的力量是阿彌陀佛伸出的援手，幫助布朗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又過了一段時間，布朗尼的心跳漸漸緩慢下來，下午四點一刻，布朗

尼的身體顫抖了一下，接著心臟停止跳動，布朗尼在佛像前走了。就在牠

往生的同時，毛球從鞋盒探出頭來往布朗尼的方向望去，我想毛球知道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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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尼往生了，所以探出頭來看布朗尼 後一面。當布朗尼接近往生的時候，

牠的眼睛微微張開，眼睛上有一層透明薄膜，我繼續大聲的念佛，牠漸漸

閉上眼晴，看起來很滿足、很舒服的樣子。牠在將走之際，看起來非常緊

張，但是過了一會兒，就平靜下來。 

我把念佛機的聲音開得更大聲，又念了兩小時的佛號，這時感到身體

有些痠痛，因為我已盤腿坐在硬木地板上的小墊子，念了六小時的佛號。

於是我起身，拿了一塊大紙板蓋住籠子，將佛像及念佛機放在大紙板上。 

吃了一點點晚餐之後，我繼續念佛半小時，當媽媽結束在淨宗學會十

二小時的念佛共修回到家，我告訴她布朗尼往生的經過，再也忍不住內心

的悲傷，大聲的哭了起來。媽媽打開大紙板，看著布朗尼的軀體，告訴我

布朗尼看起來彷彿熟睡一般。爸媽都說布朗尼的尾巴及耳朵呈現粉紅色，

像活著的時候一樣。我們決定第二天早上將布朗尼埋在對面一所小學校

裡，因為布朗尼的個性就像學校裡的小朋友一樣活潑好動。 

第二天我將布朗尼放入一個小盒子裡，牠的身體非常柔軟，就像活著

的時候一樣，面容栩栩如生，好像熟睡的樣子。但是牠的尾巴卻呈現黃、

金相間的顏色。 

媽媽告訴我布朗尼往生當晚，她夢到布朗尼又活潑又高興的跑來跑

去，只不過身體比平時大一些。我相信這個夢是布朗尼回來告訴我們她現

在很快樂，很平安的到達了西方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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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三人走到對面的小學，爸爸在一棵大樹下挖了一個洞，我把布朗

尼輕輕放入洞裡，用土將牠埋好。我在土堆上插了兩面小旗子，一面是美

國國旗，在另一面小旗子的正面我寫上「阿彌陀佛」，又在反面寫著「送給

布朗尼」。我們對布朗尼娓娓訴說了 後的告別，葬禮中，媽媽將她和我念

佛的功德迴向給布朗尼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去年九月，媽媽為布朗尼和毛球舉行了簡單的三皈依儀式，讓牠們皈

依佛門。媽媽說當舉行三皈儀式時，布朗尼在籠子裡注視著媽媽，彷彿很

認真地在聆聽。布朗尼選擇了一個 好的時間往生，因為那是我暑假開始

的第一天，我比較容易承受離別的痛苦。還有一件事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每次媽媽給布朗尼吃南瓜子時，總是念著「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布朗尼聽到後一定會從牠的睡房（花盆）裡跑出來吃瓜子。 

爸爸看到布朗尼走得如此安詳平靜，就告訴媽媽，他也希望在臨命終

時，像布朗尼一樣有人念佛助他往生。這是三吋長的布朗尼度了爸爸，讓

爸爸也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布朗尼往生給我 大的啟示就是：念佛的力量不可思議，佛號能夠讓

遺體由難看轉變為祥和好看。我終於瞭解到布朗尼來到這個世界陪我走一

遭的目的：牠是用短短十一個月的生命，鼓勵我這一生要繼續念佛，讓我

有一天也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南無阿彌陀佛！（e 世紀往生傳：50-53） 

在童年記憶中，孩子和寵物的感情往往佔了非常重要的一章，面對寵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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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可能是許多人關於死亡經驗的第一課。故事的敘述者，從後文中我們知道

她的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徒，曾幫她的寵物們進行過皈依，父親則不是，她在沒有

人陪同的情形下，選擇用助念的方式，與她的老鼠朋友一起「通過」死亡。這段

經驗，讓她面對、接受並進而建立一種對待死亡的態度。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居住在美國德州的越南華僑黃玉雪，她在 1991 年成為

佛教徒，能背誦整部無量壽經，1993 年罹患癌症，1995 年起，她遵循淨土教義，

放下一切，準備自己的往生。她事先向眾人告別，在遺囑中清楚地交代臨終處理

的種種事項，並請主治醫生簽名作證，因為在美國，遺體不能在家中停留超過

24 小時，必須儘速搬離。而她的三個女兒為了照顧母親，暫時從工作上退下來，

陪母親讀經、念佛與共修。 

她（黃玉雪）去弟弟住處，探望年老的母親，告訴老人家：「這是 後

一次來看您了」。她放下熟透的《無量壽經》，日夜持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足不出戶。她不准 疼愛的孫子來看婆婆，又謝絕一切親友探望，身邊只

留三個女兒，輪班照顧。 

她們不接電話，甚至拒絕蓮友來為她念佛。 後幾個月除了達拉斯淨

宗學會來助念的六個法師外，幾乎誰也進不了她家的門。她決心要去極樂

世界，她必需斬斷一切牽纏。太重感情的人，想來助念都不行。 

她不斷把一些心愛的貴重東西佈施出去。一個房間，除了佛像、佛桌、

床之外，什麼都不留。她說：「我把床鋪四周空出來，擺一圈椅子，大家來

助念才好坐」。（e 世紀往生傳：59-61） 

對於淨土信仰者來說，人們念茲在茲地預備的是往生，而不是死亡，預備

往生意指放下此世所執著的一切、克服病痛與死亡的痛苦，提起正念專心念佛，

在訪問過程中，我曾經不止一次聽到受訪者談到「你知道一個生病的人！要念一

句阿彌陀佛有多麼的困難！」然而克服病痛是一回事，但是克服對世間的愛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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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卻是另一回事，因此臨終者往往必須預先交代家中的事，囑咐好身後的事，讓

自己毫無牽掛，才能一心念佛。對於家屬與臨終者來說，「放下」是一個最難也

最重要的課題，因為當臨終者願意放下對世間的愛戀時，也是生者應當放下對於

臨終者的愛戀、祝他一路順風的時候。 

陳進池患的是淋巴癌，在他痛苦的時候，曾對家人說「願意安樂死，早見

阿彌陀佛」。但當他的日子來臨時，他卻流著眼淚，非常戀戀不捨，助念的法師

和他的家人一一地勸慰他、鼓勵他，他的妻子對他說： 

「我們以後也要跟您一起去極樂世界，您先去，再回來度我們、度眾

生。這個娑婆世界太痛苦，病痛太折磨您，這是我們不忍心的。西方極樂

世界有七寶池八功德水，金沙布地。您的名字叫『進池』，您要記得進入西

方清淨的七寶蓮花池喔！」 

大家鼓勵他，陪他念佛。過了一會兒，他的心就放下了。放下，只是

一個念頭，千萬劫來想不開、放不下的，如今放下，也只是一個念頭而已…

陳太太勸他回家念佛，他答應了，還會一一向醫護人員致謝。他希望拔掉

點滴，末學才發現他的手腳竟然比昔日靈活。此時，他不但血完全止住，

所有的痛苦也似乎煙消雲散，完全不需用一點止痛劑，也不需打點滴，沒

有皺一下眉，沒有一點掙扎…送他上救護車時，他流下眼淚，但沒有皺眉。

末學告訴他：「我們現在要回家念佛，回極樂世界的故鄉。」他點頭，我們

在救護車上一路念佛。 

員林蓮社的鑑因法師，也由熱心的蓮友巧合地聯絡，在百忙中慈悲地

趕來開示…陳居士也張開了久閉的雙眼，眼睛一亮笑了起來。笑得與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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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同心一笑，人世間的一切苦痛，都在這一笑中化解…連陳居士的母親，

原來是按捺不住悲哭的，看他的喜劇演出，也不得不破涕為笑，感歎地說：

「真的是佛祖帶他去了！」（e 世紀往生傳：24-26） 

勸慰臨終者放下時，我們也正在與他道別，因為我們請他不要掛心的乃是

這個世間、乃至留在這個世間的我們，而我們也必須接受他的離開。1996 年 2

月黃玉雪在眾人的助念聲中過世，助念持續了三十小時。對她的女兒來說，哀傷

是必然的，但是卻沒有遺憾，因為她們接受這樣的信念： 

家中毫無悲悽氣氛，反而喜悅莫名，母女連心，三個女兒早就確知她們的

媽媽，跟隨阿彌陀佛進入極樂世界了。（e 世紀往生傳：61） 

儀式意義的回歸，使得人們可以在儀式中學習並且面對死亡，繼而通過死

亡。不管是死者或生者，在助念時，都必須積極地扮演各自的角色，一邊是學習

放下執著、對新生（往生）懷有信心的臨終者，一邊是堅持八個小時、以聲音與

心靈念佛不斷的助念者，在這個過程，沒有人是冷眼以待、袖手旁觀的。而助念

所欲帶領通過死亡的，不僅是即將經由死亡再次獲得重生的臨終者，也包括了活

下來面對明天的人們。 

 

 

第二節  理想的死亡 

一  說再見的方式 

討論助念時，我們不能忽略以下這個共同的脈絡，也就是生而為人無可避

免的死亡，人們除了必須面對死亡帶來的意義與打擊，還必須面對死亡在社會的

處境，也就是除了宗教儀式外，人們還必須面對醫院、太平間、殯儀館、火葬場

等非日常生活經驗的場合。 

當代對於「死亡」的社會理解已經有了一個共同的認識，認為現代的醫療

文化、社會與生活方式將「死亡」在生活中逼退了，使得現代人喪失了面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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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甚至遺忘了死亡的存在。各種醫療論述都在試圖將死亡拆解為症狀的惡

化以及治療的失敗，彷彿只要好好地遵守醫生對於飲食與運動的忠告，在患病時

如實地遵照醫囑，我們就永不會失去生命一樣。而當我們談及某個人的死亡，總

是以疾病或症狀來說明「某人死於心臟病發作」、「某人死於顱內出血」等等，死

亡成為一種「意外」的事件，來自於醫療與急救的失敗。而醫療系統的健全與周

延則逐漸將臨終者、乃至重症病人自家庭生活隔離至醫院病房，進而導致個人死

亡情境的孤立，急救與強制延長生命的醫療行為則使得死亡不再如過往的平和溫

馴，在臨終時尚須歷經插管、電擊、侵入式的急救，甚至在靠維生系統支持數週、

數月後斷氣，而沒有機會與家人話別。 

而社會的環境則製造了一種氛圍，壽命的延長使得死亡對於個人相當遙

遠，死亡的發生被視為單一的事件，隔離在遠離人群的醫院、葬儀社或殯儀館等

機構中，我們不僅沒有太多機會面對他人的死亡，我們也難以親身面對死亡。文

學、戲劇、新聞中所上演的死亡，透過編排、剪輯、戲劇化種種考量，痛苦而漫

長的心理與生理過程往往被濃縮與省略，臥病在床的人總以蒼白而美麗的臉孔微

笑，跳過褥瘡、失禁、夜晚的哀嚎、手臂上滿佈的針孔、乾枯細薄如紙的皮膚、

病危時開膛破肚的急救，與漫長的後事，舉哀、發喪、法事、入殮…便直接接到

家屬的回憶時刻。而這樣的認識充其量只可稱為是一種「虛擬」的死亡印象。 

一旦人們真實地遭遇死亡的場景時，現代社會將死亡拆解為各種醫療問題

或處理程序的慣習，並不能幫助人們接受與理解死亡，人們在面對死亡時只能保

持沈默。因為現代社會的個人化發展將神聖性自社會中去除了，人們從宗教所富

含的具有道德、價值意義的語言與儀式中解脫出來，卻無法找到另一個有效的表

達方式，對於他人的死亡，我們無話可說，感到惶恐、無措甚至厭惡，而對於自

身的死亡，我們僅能迴避，並設想他永不會來臨。這個特徵清楚地表現在整個社

會對於臨終者的態度上，我們為他們感到難過，卻無從安慰他們，另一方面，看

到死亡的迫近，逼使我們面對自己的必死性，這是多麼的難堪與沈重，因此我們

只能選擇逃避，逃避與臨終者的接觸131。 

                                                
131 社會學中關於醫療系統與死亡的討論，可見包曼《生與死的雙重變奏》第四章；卡拉漢《生

命中的懸夢─尋求平和死亡》；以及 Nobert Elias（1985）在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書末所附

的短篇論文 Ageing and Dying: Some Sociological Problems。從臨終景象出發作一全面的關照，可

見 Elias The Loneliness of the D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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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主要的論述路線則來自醫界內部以及對醫界的檢討，論者以為現代

醫院的龐大規模與制式化管理，造就了「冷冰冰」的死亡，為了回歸人性需求與

尊嚴，醫療系統必須照顧的不只是身體或器官，而是「整體的人」本身。除了從

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出發，探討醫學與醫療本質的討論外，對於醫療系統的實際改

善包括醫療人員的教育、對醫療方式與目的的反省等，而更具專業性的討論則是

「安寧療護132」，以緩和末期病人的苦痛、維持其生活品質為目標。 

上述種種皆在試圖回答：現代社會中，死亡為何變得如此不堪與孤寂？不

管死亡是被隔離至社會角落的特殊事件、或是被醫學名詞所拆解的生理狀態、還

是一種對生之渴求而展現於社會建制的動力，這些答案提供了我們對於社會的理

解，但是我們所關注的死亡的問題，並沒有被解答。在智識與理性的理解外，人

們尚需要一種意義，而非落空與虛無，來幫助他們承擔親人死亡的痛苦，與面對

終將臨於自身的死亡。 

社會學家 Berger 肯定宗教做為整合邊緣情境的正當化系統，儘管他認為宗

教言說的普遍實在的目的，在賦予人類活動的最終的可靠性與永久性，也就是宗

教是一種社會對於自身存在與穩定所投射的建構。但他認為，宗教作為一種包羅

萬象的神聖秩序，能夠對抗人類因自身的存在所製造的無序。一旦喪失了這個可

靠的秩序，危及的不僅是個人，也是社會整體。 

每當人們忘記或懷疑時、做著瘋狂之夢時、甚至與死亡相遇時，世界的不

確定性躍然而出。每一個人類社會， 終都是被綑綁在一起面對死亡的人

群，宗教的力量在於提供必走向死亡的人們，其手中旗幟的可靠性。（Berger 

1991：3-62） 

                                                
132 「安寧療護」多用來指一套組織化的醫護方案，除注重團隊整體性的照護外，並為臨終病患

及其家屬提供緩解性及支持性的照顧（陳妤嘉 2002：96）。然而「安寧療護」一詞並非純然是一

個醫界用語，陳榮基曾從 hospice（安寧病房）的傳統說明其醫療與宗教的雙重性質，因此大部

份由天主教或基督教醫院創辦的機構皆以 hospice 命名。而 hospice care 則稱為安寧照顧或善終照

顧。非宗教團體的醫界人士則傾向於以 palliative care（緩和照顧或緩解照顧），及 palliative care unit

（PCU）（緩和照顧病棟或病房）與 palliative medicine（緩和醫學）。另外如臨終照顧、臨終關懷

或善終照顧的名稱，皆是相同的意義（陳榮基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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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討論，我們發現現代社會中，宗教言說系統的退卻導致了意義的

失落，醫療系統及醫學論述則更進一步地將死亡切割、封鎖於角落中，形成現代

人在面對死亡時的困境。當社會必須為理解死亡與接受死亡尋找出口時，問題也

必須在社會、醫療與宗教三個系統間找尋答案。 

七 0 年代起，歐美國家重新省思癌症末期治療的效用與意義，開啟了「安

寧療護」與「臨終關懷」的發展，這一波回應起於對醫療系統中死亡困境的反省，

認為對於應該重視並提升臨終病患的生命品質，相較於以治癒病症為目標的處

置，更重要的是給予病患與家屬緩解及支持性的照顧，亦即疼痛控制、症狀緩解

的提供，以及對於心理、社會與靈性層面的關注133。 

對於靈性的關注，使得臨終關懷在發展歷史及實踐上與宗教密切相關，其

中所強調的人性尊嚴與回歸人的思考，往往以宗教作為最後的依歸。九 0 年代，

台灣的公私立醫院開始積極跟進「安寧病房」的設立，如基督教馬偕醫院的安寧

病房、天主教耕莘醫院的聖若瑟病房，台大醫院、忠孝醫院的緩和醫療病房以及

花蓮佛教慈濟醫院心蓮病房，除了反應出台灣社會對於死亡困境的注意，由宗教

團體所設立的醫院首開風氣，也反應出臨終關懷所牽涉的宗教性本質。 

八 0 年代盛行的助念活動，可視為佛教對於死亡困境的回應。助念所蘊含

的理想死亡圖像是正念而終，臨終者認同阿彌陀佛的志業，深信其願力、專心稱

念佛名，因而得臨終見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在此前提下，病人應預立遺囑，

交代各項事務，家屬則應勸慰病人，使其安心平靜。臨終時，保持清楚的意識，

盡量避免昏迷、侵入式急救等無意識的狀態，方能不失正念。 

由佛教所推動的臨終關懷，便以助念為推廣重心，從佛教的角度，輔導臨

終者面對、接受死亡，若是獲得臨終者的同意，則為其進行皈依或授戒。另一方

面，則為家屬做相關的心理輔導與安寧療護等訓練，教導家屬引導病人念佛、助

念等相關事務。諾那華藏精舍目前便有計畫地於醫院、學校中推廣臨終關懷。而

蓮花臨終關懷基金會在系列的公益廣告中，亦曾推出「放棄急救篇」，強調「生

命的最後，你可以選擇不要儀器的陪伴」。 

                                                
133 筆者發現，從國內探討安寧療護的文獻來看，似乎有以「靈性」一詞取代「宗教」或宗教性

需求的趨勢。 



 

 99

對於死亡困境的反省與改變，不管是臨終關懷、安寧療護或是預立遺囑，

都反應出人們從抵抗死亡到接受死亡的轉變，亦即是人們與死亡的和解，這意味

著人們必須接受死亡終將來臨的事實，並且放棄用生命抵抗至最後一秒的權力。

這個權力最明顯地表現於醫療系統之中，人們以此對死亡做最嚴正的抗議與宣

戰，並且已然成為文明的標示，人們僅死於不治之症和意外，而對於不治之症，

科學家們仍在努力！放棄抵抗死亡，或者說放棄醫療行為，便與放棄文明與理性

連在一起了，社會不容許人們等待死亡，因為這是自深層質疑起社會的意義與努

力，人們不容許他們的親人等待死亡，出於感情、出於生存的天性、也出於對死

亡的抗拒與恐懼。 

那麼，人們放棄了這場戰鬥而追求的是甚麼？透過與死亡的和解，一方面，

人們要爭取的其實是時間，是與世界告別的機會，另一方面，人們需要在這段時

間中重新肯定自己的意義。當死亡來臨時，將最後一分力氣留給自己和家人，而

不是在臨終的一刻，被眾多儀器環繞或是意識不清地走過，也不希望在侵入式的

搶救中痛苦地離開。人們所追求的是另一種與世界告別的方式與場景：讓我們都

靜下來，說一聲珍重再見。 

二  臨終喜劇 

相較於西方社會中制度性宗教的明顯區隔，以往學者在從事台灣的宗教研

究時，最常遭遇的問題便是對於信仰的界定，尤其以民間信仰、佛教與道教的區

隔最常引起爭議，然而郭文般（2001）分析中研院社會所第三期第五次台灣社會

變遷基本調查，發現台灣宗教徒的信仰內容有越來越清楚的趨勢。他指出台灣社

會近五十年來宗教的改變： 

並非是宗教對於個體愈來愈不重要，對「無宗教信仰」這一類人固然是愈

來愈不重要，但是對整體社會的平均狀況來說，宗教旨趣和信仰內容不僅

被強化，甚至於新的旨趣和信仰內容也都有一定的支持者了。這種現象對

本研究中所區分的『強度佛教徒』、慈濟的成員、『本土新興』的宗教徒以

及基督宗教徒來說，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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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個社會對於死亡的態度來看，安寧療護、預立遺囑、非傳統式的臨終

處理與喪儀，都顯示了人們信念的改變與對信念的落實。目前台灣的喪葬儀式有

兩個新趨勢，一是佛教的喪葬儀式，如我們前面所討論的；另一個則是仿自西方

喪禮的場景，但強調個人化、以「追思懷念」為主題的喪禮，主要的形式包括播

放各種影音紀錄、以音樂會、茶會等方式來舉行。不約而同地，兩者都強調更「簡

單」與更「隆重」，儀式的氣氛也不再是繁複、冗長、充滿哀戚的，而希望代之

以懷念與祝福。法鼓山的聖嚴法師認為「以佛教的立場，死亡不是喜事，也不是

喪事，而是一項冥陽兩利的莊嚴佛事」，其中便顯露出一種態度的轉化，從助念

到佛事，台灣佛教徒接受放棄急救、並且突破民間的死亡禁忌、進而採取非傳統

的儀式，正顯示出台灣佛教徒的信仰內容的確有深化的趨勢。 

而目前各種「生前契約」的宣傳，也將死亡這個話題拉回到社會，不管在

電視廣告或是平面文宣的訴求上，所欲描繪的都是一個自主、清淨且平和的後事

處理，不再吵吵鬧鬧、勞師動眾、造成家屬的負擔與壓力。人們覺察唯有透過具

有法律效力的文獻，才能確保自己的意願被確實執行，因此藉由生前擬好的契約

或是遺囑，讓人們能依自己的意願來安排後事。預立遺囑與生前契約的盛行顯示

死亡禁忌逐漸被打破，人們發現他們必須盡早理解死亡、預備死亡，而不是等到

死亡逼近的那一刻才開始思考、安排。 

人們跳脫了舊有的社會傳統所提供的喪葬儀式，試圖尋找一個更符合自己

理想的告別方式，這種選擇的心理與態度的改變，與社會學家對於宗教的世俗化

（secularization）論述若合符節。從「世俗化」的觀點來看，世俗化的過程將會

造成宗教信仰的多元性與宗教的理性化，前者導致宗教場域中「市場情境」的出

現，後者則會提升信徒對於宗教理解與信仰的強度。（林本炫 1998） 

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從舊有的禁忌與神聖事物中解脫出來，有了不同的選

擇，也有了選擇的權利。對於喪葬儀式的選擇是一種，而對於「放棄急救」則是

另外一種。由於醫療系統早已向大眾證明了他們的地位，如社會進步的指標必定

包含各種死亡率與醫療資源，使得敢於拒絕正統醫療的人，不只不被社會接受，

還常常被視為固執、甚至是愚蠢、動機可議，在某段時間中，「放棄急救」成為

一個禁止談論的祕密，提議的醫生會被視為沒有醫德，而提議的家屬則被視為缺

乏孝心。即便在安寧療護已經是個普遍的認知時，仍舊有許多人認為「去那裡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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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等死」。 

至今，簽署放棄最後急救的文件仍舊是一個難題，然而人們基於宗教理由、

生命的尊嚴、與對於死亡的理解，已開始積極地尋求最後一程的自主與平和。從

人們對於安寧病房的期待也可以看出，在這個時期，對於病患生命品質的關照和

對於病患與家屬間的情感聯繫是同樣重要的，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僅希

望死得平順，還希望獲得家人的理解與支持。可被統合於「臨終關懷」內的安寧

療護與助念，都顯示出人們對於理想死亡情境的追求。 

人們對於臨終處理、後事乃至公祭與告別式的選擇，都顯示出在人生落幕

的一刻，人們希望擁有自主權，希望有說再見的機會，能夠選擇說再見的方式。

這是一種對理想死亡情境的追求，我想指出的是，這並不僅僅是心理上的需求，

如透過面對死亡而珍惜生命與當下，又或者透過死亡來理解生命的尊嚴，這種對

於自主的死亡的追求，其實隱含著人們企圖透過與死亡的和解，獲得一個理想的

死亡情境：一齣臨終喜劇。 

當死亡的時刻來臨時，我們不再以任何手段強迫心臟跳動、強迫血液運行、

強迫不堪使用的身體繼續工作。臨終者的「自知時至」在蘇絢慧的紀錄中，是出

於病人對自己身體的理解，若我們使用宗教的詞彙則是順乎天命，然而這個訊息

都只在人們不再一味地抵抗、願意沈默聆聽時，才會聽見。相對於病房中儀器圍

繞的死亡，安寧療護或臨終關懷都在追求一種近似於我們對「享盡天年」的想像，

場景不是醫院、而是家，圍繞著的不是儀器與點滴，而是一生摯愛的家人，事情

早已安排妥當，而剩下的時間，只用來與我們所愛的人話別，這樣的情境所透露

的是一種全面的、對自己、對周遭的人、對死亡的和解，這種「大和解」的內涵

毋寧是一場「臨終喜劇」。 

在各種往生故事中，我們常發現的便是一種悲喜劇的特質，人們所遭遇、

容受、堅強面對的一切，終將在最後得到肯定，給生者與死者面對的勇氣。而宗

教在這裡所欲揭示於人的，並不僅僅是對彼岸的希望，而是對生命的理解，理解

死亡本就在生命之中，唯有透過死亡才能獲得新生，一旦能如此領略與相信，人

們才能放下對死亡的恐懼與專注，轉到真正具有價值的事物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