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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  研究提要 

臨終助念是佛教淨土信仰者所實行的一種臨終處理方式，希望藉由對臨終

者說明淨土的可欲、阿彌陀佛的願力，來提起臨終者發願往生淨土的信心；並陪

伴臨終者唸誦佛號，以免臨終者因死亡的痛苦而失去信仰；佛教徒相信人的身體

死亡後，尚有神識存在，因此在臨終者斷氣後，助念應至少實行八小時。 

從宗教史的角度來看，在佛教淨土信仰的脈絡下，信仰者透過對經典的理

解與實踐，在以念佛為修行方法、追求解脫生死、投生極樂的修行中，發展出為

人助聲念佛的具體行動，這個行動進一步地與「善知識」的觀念產生積極性的轉

化與結合，理性地落實到臨終時刻，促成了「臨終助念」的產生。民國初年印光

確認了助念的理論與實施方法，並大加推廣，而後隨著大陸佛教人士來台，助念

亦進入台灣佛教徒的生活當中。 

由於早期信仰氛圍較為傳統，助念實在違背民間的死亡禁忌，因此僅僅實

行於少數的佛教徒間。而助念活動在八 0 年代的興起背景，可歸納為三個因素：

一是新興佛教團體對於理念相當強調，並積極投入社會參與，較諸傳統的佛教寺

院，其經營策略有明顯的改變，因此在提倡與推動助念活動上，有相當的進展；

二是臨終與死亡處理的問題逐漸成形，人們積極地尋求解決的方法，以起於醫療

系統中的臨終關懷與安寧療護為最明顯的例子；三是傳統喪葬儀式逐漸喪失其實

施的背景與基礎，除了意義的失落外，其制式化與非透明化亦為社會所質疑，人

們開始選擇不同的處理方式。 

而助念活動造成了三個影響：一、對於佛教團體，助念不僅是對於淨土理

念的宣示，也因為其義務性與靈驗性而達到有效的宗教傳播，而助念則成為佛教

團體相當重要的服務項目。二、助念與臨終關懷相互結合，佛教團體開始積極推

動佛教的臨終關懷，除了吸取臨終關懷的概念外，亦進一步與醫療系統中輔導、

心理的相關機制相互結合。三、助念結合了佛化喪葬儀式出現，成為替代傳統喪

葬儀式的另一選擇。目前已有許多禮儀社將佛化喪儀納入服務項目之一，而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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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行佛化喪儀的禮儀社，也在佛教徒的促成下出現。 

從宗教內涵來說，透過給予生者與死者連結的時間與機會，並提供人們超

越此世的意義，臨終助念幫助人們面對死亡、接受死亡，並建立對於死亡的積極

態度。實踐方式則是淨土信仰者宗教生活的延續，是一種貫徹始終的修行。而助

念所描繪的臨終場景，毋寧是一場臨終喜劇，將死亡由悲劇轉化為生命所必經的

歷程，而將悲與喜的決定交在人們的手上，這不僅是人們內心深處所渴望的，卻

也是人們所恐懼的，在此宗教欲引導人們理解的便是一種如實的與積極的面對。 

二  研究反思 

在從事論文寫作時，一個主要的困擾來自於處理宗教知識與宗教經驗間的

某種斷裂，亦即學術性的假設是，人們獲得了某些宗教知識，並且據以行動，但

是是否存在著行動先於認識的狀況呢？這個問題必須回溯到論文寫作初期，一個

田野上的失敗經驗，原本的計畫是考察一個大型佛教團體與一個地區性寺院的的

助念團，透過對兩者的瞭解與對照，理解助念在信仰者眼中的宗教意涵與實踐方

式。 

然而在訪談過程中，大型佛教團體的受訪者清楚地表達出自己的信仰內

容，對於行動背後的理念與根據都能侃侃而談，在實踐上，他們也落實佛教對生

命的看法，認為傳統的祖先崇拜是一種民間的習俗與信仰，對於佛教徒是不必然

的，但是出於尊重與追思，他們還是可以供奉祖先。而地區性寺院的信徒則是懷

著一種萬物有靈的敬畏，他們清楚所有的節日與慶典，哪一天要拜什麼神、要用

什麼東西來拜，他們熟諳民間的禁忌與習俗，廣泛地祭拜祖先，崇拜媽祖、佛陀

等等神祇，在面對與信仰有關的問題時，他們會熱心地告訴你拜佛很好、了解「因

果」很重要，但是當我想問的更多的時候，卻得不到進一步的回答。 

身為一名宗教研究者，對於各種信仰或宗教團體應該保持中立的態度，可

以站在信仰者的立場，去做一種同情的理解，以求觸及其信仰的深度，但是研究

者不能從主觀去區分信仰的高下，給予孰低孰高的評斷，這不僅是學術研究對於

研究對象所應保有的謙卑，也是基於對不同文化的尊重。而在上述的觀察之後，

我的第一個反應卻是懷疑他們對自身信仰的認識，令我自己驚訝的是，經過兩年

的訓練，在首度的田野經驗中，我還是犯了學術自大症嗎？還是，我被某些既定

的看法給限制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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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我們可以發現許多社區型的佛寺或精舍，這類社區型的佛寺在傳

播途徑上並沒有大眾傳播媒體的介入，亦不以特殊的意識形態或系統完整的理念

作為標榜，而是依靠信徒間的口耳相傳來招納信徒，信仰活動則多屬傳統的消災

祈福法會，並沒有環保、教育等號召，反映出一種傳統的宗教傳播方式與需求。

另一方面，他提供了信仰者一個人際溝通的管道，不僅在此求得精神上的寄託，

也可以獲得人情上的安慰與支持，在各種養生送死的場合中，往往可以從道場獲

得需要的人力或諮詢。在大型的佛教組織或團體興起之前，他們便扮演著支撐民

間佛教信仰的重要角色。 

當代台灣的佛教版圖，由於四大道場(慈濟、佛光山、法鼓山以及中台禪寺)

的興盛，使得一般的佛教寺院，甚至傳統的佛教寺院彷彿成為一種「潛在」的佛

教信仰，然而我們必須瞭解的是台灣的佛教並非只是四大道場，正如在中研院新

興宗教現象研究中，將四大道場視為關注的對象，我們應該注意的是相較於傳統

的台灣佛教現象，四大道場有其「新興」特點，在四大道場之外，我們不能忽略

傳統佛教寺院以及傳統佛教信仰的影響力，事實上，這些寺院更接近大多數民眾

的宗教生活。而相較於新興的、具有明確理念的大型佛教組織，此類型的信仰特

點在於其包容民間信仰傳統的性格。 

在研究所的四年裡，我們不斷地被問到「甚麼是宗教」，或「怎麼樣算是宗

教徒」，一旦談到問卷或調查的時候，也往往花去許多時間篩檢受訪者是否如他

所說的是某一宗教的教徒，因為我們認為只有符合某種定義、邏輯一致並且付諸

行動的，才能歸屬於某一個宗教。我們認為，很多時候，人們其實不知道他們是

甚麼。 

這個問題在碰到佛教與民間信仰時顯得特別錯雜，「有沒有皈依」、「拜不拜

祖先」、「讀不讀經」、「受了哪一種戒」、「吃素嗎」…要多嚴格才能算是佛教徒，

那又是「哪一種」佛教徒？若使用佛教相關博碩士論文提要檢索系統134，從摘要

部分搜尋「佛七」（禪七）、「禪坐」（靜坐）、「共修」、「助念」等佛教徒經常接觸

的儀式，在禪坐及靜坐的部分，有許多從心理、教育甚至機械領域來討論的文章，

然而純粹討論宗教的，總數不超出二十篇。而關於「早課」是零篇、「供佛」有

一篇，討論年代是唐朝、關於「禮佛」的討論則有四篇。 

                                                
134 http://www.gaya.org.tw/library/thesis/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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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讀的是經典，而信仰者聽的是法師的說法，研究者理解的是自有體

系的教義，而信仰者在生活中體驗他們的宗教。我並不是要表達一種對立的狀

態，或絕對的分裂，而是希望指出對於宗教生活的忽略，使得我們對於宗教的理

解仍然是不足的。 

我的母親很年輕就皈依了，已經吃素十幾年，每天早上起來就先供佛、做

早課，上午與下午有空的時候，她聽電視說法，不一定是某一個法師，隨著時間

的變化，她常常在電話裡很高興地告訴我，她最近聽誰說法，覺得很好、很有智

慧，叫我有空也要聽。她當然拜祖先，從生日、忌日到各種節慶。她覺得大乘佛

教好！因為慈悲、因為度人，是正信的佛教。她祭拜祖先、拜土地公、拜媽祖，

做特別的事之前要先翻農民曆。最近星座的節目很流行，所以她也研究了不少。 

我的母親是佛教徒嗎？我們怎麼做這樣的篩檢？或許我們應該從「定義」

跳開，用一種光譜的角度來理解佛教徒與他們的實踐，亦即是台灣的佛教徒有基

要的、有中庸的、也有融合性強的，我們可以問的問題是「他們有多佛教？」而

非他們是不是佛教徒，宗教研究的精神向來強調價值的中立與開放，因此在這一

點上，我們似乎還有待努力135。 

從經典和文獻去認識宗教，我們所認識的就是經典和文獻，即便是接觸了

他們、訪問了他們、參與他們的宗教生活，也沒有使我們就成為一個宗教徒。因

為，我們是研究者。我們是研究者，因此必須謹記這一點。在過去對助念團員的

訪問中，常常有令人意外的問答出現，下面的這段對話便常常在我寫論文的時候

提醒我，如果我的論文的確做了一些貢獻，我希望是包含這個部分的。 

在正德佛教精舍訪問黃課長時，他是第九位受訪者了，因為我自認為已經

瞭解助念的經典、根據與說法，所以我把焦點放在外在的架構上，提出的問題都

是成立經過、組織聯絡、會員人數、助念方式和用品器物等，在我打算結束的時

候，他問我： 

「你為甚麼不問我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甚麼？」我沒有意識到自己有所遺漏，覺得一陣尷尬。 

                                                
135 這個想法是受到郭文般教授在政大一場演講評論的啟發。 



 

 106

「助念啊！為甚麼要助念啊！」 

三  後續研究構想 

本篇論文發自對宗教經驗與宗教實踐的關懷，而致力於由各個角度，完備

地描繪出特定宗教理念的意涵，在此，對於宗教經驗與實踐的處理作為討論宗教

理念時，一個不可或缺的構成面向，在這個目標上，筆者認為任務算是圓滿達成

了。然而限於篇幅，許多資料並未有詳盡的呈現與分析，因此仍有許多值得討論

的課題有待解決。 

在後續的研究開展上，尚有幾個目標可待完成，一是實證研究的部分，本

文限於篇幅，並未將相關助念的種種經驗資料做一個完整的討論，包括助念者的

社會背景資料、動機、心理轉折、實地助念經驗，以及相對地，接受助念的家屬

的助念經驗及看法，其後投入該佛教團體的比例如何等問題，牽涉了宗教與社

會、心理、傳播等領域。另外，作為面對死亡的態度與處理的臨終助念，與其他

宗教傳統所施行的死亡處理，是否有其異同之處，其中各自彰顯了甚麼樣的宗教

性，這不僅是比較宗教的議題，亦提供建構宗教理論時，如宗教變遷與宗教交談，

一個相當豐富的經驗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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