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 ))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元元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1/3 (日)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古秀萍師兄 

1/5 (二) 
小  寒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完全開放 羅兆添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咒)、專修法 (1小時 46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159號) 
吳毓芝師兄 

 1/10 (日) 早 9:00—午 5:00 一日精進閉關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16、126號):【 信心堅定 承 

 受加被與願力與臨終一念(17分鐘)】             (十齋日)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吳錦釵師兄 

 1/16 (六) 午 2:00—4:30 讀書會：研讀上師開示-(華藏世界第 34期<嚴守戒律>)         

※ 註:依 上師開示錄或 DVD(通行版) 

完全開放 翁炎輝師兄 

午 4:30—7:00 幹部會議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22號):【 如法流通密咒與法寶(81分鐘)】 完全開放 吳錦釵師兄 

 1/20 (三) 
  農十二月初八 
釋迦佛成道日 

早 10:20起  釋迦佛成道日， 歡迎師兄大德至精舍禮佛、點燈、供花、供果、拜佛、修法，以酬大恩。 
(六齋日、十齋日)                         

 1/22 (五)  
農十二月初十 

午 2:00—3:3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能仙壽數未盡者，免除危病，數盡而死者，  

直生極樂世界，或往生大士國土，究竟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1/24 (日)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本年度施燈功德主年終圓滿圓燈大迴向)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1/26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1/31 (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
度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 國曆 1月 12日(農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二)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每個禮拜二新竹榮家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每個禮拜六，竹東榮醫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二二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2/2 (二)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咒)、一念成佛要門述記 (1小時 35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274號) 
吳毓芝師兄 

2/6 (六) 早 10:10起 ★紀念 慧華金剛上師圓寂日護生大法會      完全開放 吳錦釵師兄 

2/7 (日)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古秀萍師兄 

 2/12 (五) 
大年初一 

彌勒菩薩聖誕日 

早 10:10起 ★師兄可修持彌勒菩薩念誦法               (十齋日)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246號) 

大年初一歡迎大德闔家來禮佛、點燈、供花、供果、拜佛、累積福慧為新的一年祈福 

 2/16 (二)  
正月初五 

慧華上師圓寂日 

早 10:10起 ★紀念 慧華金剛上師圓寂日，虔敬自修供養 師恩 
   (感懷 師恩浩瀚難報，供燈、供花暨共同祈請本宗第八付傳承金剛上師早日開壇宏化)。 

 2/20 (六)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2/21 (日) 

農正月初十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已受法 郭千詠師兄 

午 2:00—3:3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能得大威權，一切天魔神鬼、人、非人等，  

悉皆畏服聽命，且能除地水火風空五大所生諸病，凡有所求，無不如願成就。)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黃玫玲師兄 

 2/23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2/26 (五) 
元 宵 節 

早 10:10起 ★誦《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元宵為施燈功德主光明燈上燈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2/28 (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度

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 國曆 2月 10日 (農十二月二十九)(星期三)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國曆 2月 5日至 2月 11日，早 10:10起 精舍年度大掃除 (擦亮心垢，清淨莊嚴，功不唐捐!)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三三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3/2 (二)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完全開放 魯秀英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念誦法(咒)、(小)施食法 (43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127號)  

吳毓芝師兄 

3/7 (日)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十齋日) 
1：45家屬進場
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古秀萍師兄 

3/9 (二) 晚 7:00—9:00 1.恭看 上師開示 DVD (53號):【爭取以短暫的一生來修永恆的快樂(15 分鐘)】 

2.春祭大坪頂籌備會議:大會流程師兄任務分配等討論 
護法幹部 ( 上師傳法 DVD) 

吳錦釵 師兄 

 3/14 (日) 早 9:00—午 5:00 一日精進閉關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23、124號):【不造惡業、不墮 

惡道與舍利子的功德、常觀無常 (15分鐘)】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翁炎輝師兄 

 3/20 (六) 
春分•農二月初八 

釋迦佛涅槃日 

早 9:00-午 12:00 釋迦牟尼如來供讚儀軌              (六齋日、十齋日)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347DVD) 

吳錦釵師兄 

 3/21 (日)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3/22 (一)  
農二月初十 

午 2:00—3:3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能仙牲畜繁盛，衣食豐足，獲大福利，一切 

 眾生悉能聽命。且因佛力加被，夜夢卲祥，並能於夢中，預知未來凶卲。一切所求，無不  

 如願成就。)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3/23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大坪頂前行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3/28 (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度

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3/30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大坪頂前行共修       (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 國曆 3月 12日(農正月二十九)(星期五)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國曆 3月 31日(農二月十九) (星期三) 觀世音菩薩聖誕，師兄們皆可在家或至精舍修法，以酬大恩。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四四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4/2 (五) ★新竹香山大坪頂壇城會場佈置，請師兄把握機會廣種福田!  (洽執事:03-5253099) 

4/3 (六) ★新竹香山大坪頂春祭共修活動 (早 8:00起迎請牌位後開始共修/完全開放)  

 4/11 (日) 早 9:00—午 5:00 一日精進閉關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21號):【如幻而修 (18分鐘)】 

(六齋日、十齋日)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4/13 (二)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完全開放 羅兆添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咒)、自心明月觀法 (28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313號) 
 吳毓芝師兄 

 4/17 (六) 午 2:00—4:30 讀書會：最圓滿的修行聖緣-助念。 ※註:依 上師開示錄或 DVD(通行版) 完全開放 吳錦釵師兄 

 4/18 (日)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已受法 郭千詠師兄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4/20 (二) 
穀  雨 

晚 7:00—9:30 誦佛說阿彌陀經、乘蓮華往生法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4/21 (三)  
農三月初十 

午 2:00—3:3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一切風鬼、無常鬼、地獄鬼、八方神道等， 
 皆不敢侵害。並能了知世出世間一切諸法，且顯密圓通，不破戒律，得大智慧，成就
金剛身。)                                          (六齋日、十齋日)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4/24 (六)  早 10:10起 ★紀念 華藏上師圓寂護生法會         完全開放 (  上師傳法 DVD) 
 吳錦釵師兄 

 4/25 (日) 
農三月十四日 

華藏上師圓寂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度

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4/27 (二) 
農三月十六日 
準提菩薩聖誕 

早 10:30起 準提佛母修持法 (48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351號) 
吳錦釵師兄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 國曆 4月 10日(農二月二十九)(星期六)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國曆 4月 25日(農三月十四日)(星期日) 華藏上師圓寂日，師兄們皆可在家或至精舍修法，以酬大恩(六齋日、十齋日)。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五五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5/2 (日)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古秀萍師兄 

5/4 (二)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念誦法(咒)、金剛心菩薩念誦法 (40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259號) 
 吳毓芝師兄 

5/8 (六) 早 9:30—午 4:30 智工一日精進閉關  助念、一念

蓮華智工 

吳錦釵師兄 

5/9 (日) 
母親節 

早 9:00—午 5:00 一日精進閉關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09號):【107 年母親節一念 

蓮華(1.點亮心燈 2.心要經釋義-普) (25分鐘)】         (十齋日)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吳錦釵師兄 

 5/15 (六) 
農四月初四 

文殊菩薩聖誕 

早 10:10—11:40 黃紅文殊菩薩念誦法 (49分鐘)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349號) 

吳錦釵師兄 

 5/18 (二) 晚 7:00—9:30 誦普門品、觀世音菩薩修持法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5/19 (三) 
農四月初八 
釋迦佛聖誕  

早 10:10起 
 釋迦佛聖誕曁修釋迦牟尼如來供讃儀軌。(六齋日、十齋日)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348號) 

吳錦釵師兄 
浴佛節，歡迎大德至佛堂浴佛、供花、供果及供燈  完全開放 

5/21 (五)  
小滿•農四月初十 

早 10:10—11:4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凡欲避免星宿不祥，喪嫁葬  

 娶，月日不卲，並旅行平安等，一切希求，無不如願滿足。 )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5/23 (日)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5/25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5/30 (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度

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 國曆 5月 10日(農三月二十九日) (星期一)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每個禮拜二新竹榮家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每個禮拜六，竹東榮醫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 



          佛佛曆曆三三○○四四八八年年 ((公公元元 22002211 年年))歲歲次次辛辛丑丑年年   諾諾那那 ..華華藏藏精精舍舍新新竹竹分分舍舍六六月月份份共共修修表表  
  

日 期 時  間 共       修 備註 參加 帶修研討 

6/1 (二) 
早 10:20—12:00  新竹榮家祠堂念佛共修                                  完全開放 魯秀英師兄 

晚 7:00—9:00 大白傘蓋佛母念誦法(咒)、簡修法 (1小時) 已受法 ( 上師傳法 DVD18 號) 
吳毓芝師兄 

6/5 (六) 早 9:30—午 4:30  智工一日精進閉關  助念、一念

蓮華智工 

吳錦釵師兄 

6/6 (日)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
場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古秀萍師兄 

 6/13 (日) 早 9:00—午 5:00 一日精進閉關   恭看 上師開示 DVD(110號):【105 年母親節一念 

蓮華(1.修持成就廣度眾生 2.助念問答) (35分鐘)】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翁炎輝師兄 

 6/19 (六) 
農五月初十 

早 10:10—11:30 蓮師薈供.(行者於此日修大士法，能有降服龍王、及一切外  

 道，與天魔神鬼等眾悉皆聽命等功德。 ) 
已皈依 (  上師傳法 DVD) 

郭千詠師兄 

 6/20 (日) 早 9:10—11:30 ★消災祈福護法會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午 2:00—4:30  ●助念家屬中陰助念共修、一念蓮華分享  
1：45家屬進場
中陰共修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6/22 (二) 晚 7:00—9:30 誦佛說阿彌陀經、乘蓮華往生法                         已受法  吳錦釵師兄 

 6/24 (四) 
農五月十五日 
諾那祖師聖誕 

早 10:10起  ★紀念  諾那祖師聖誕紀念日，精舍備有供燈與供花來上供 師父，亦誠邀師兄至精舍修法、持咒、 
   恭讀 諾那祖師開示，以供養祖師，暨共同祈請本宗第八付傳承金剛上師早日開壇宏化。  
                                                (六齋日、十齋日)  (完全開放)   

 6/26 (六) 早 10:10起 ★紀念 諾那祖師聖誕護生大法會            完全開放 (  上師傳法 DVD) 
吳錦釵師兄 

 6/27 (日) 早 9:00起  消災祈福誦:《一切如來心秘密全身舍利寶篋印陀羅尼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                         (十齋日)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午 2:00起 誦戒、度母薈供暨研討活動:研讀《戒本》  
需受過戒方可誦戒.；參加度

母薈供亦需已受過法 
( 上師傳法 DVD) 

陳瑞娥師兄 

 6/29 (二) 晚 7:00—9:30 誦《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完全開放 曾梅玉師兄 

 

█ 國曆 6月 9日 (農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三)下午 5:00起”瑪哈嘎啦護法供修”歡迎已受此法師兄到精舍共修(六齋日、十齋日)。 

█ 每個禮拜二新竹榮家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每個禮拜六，竹東榮醫佛堂陪榮民伯伯念佛共修。 



 上 師 開 示 錄  

問：亡者最痛苦的時間，是否在剛斷氣時？ 
師：臨終之前最為痛苦；斷氣之後，識入中脈，即無色身之痛苦。但捨報後八小時內，亡者雖無色身之

苦，卻仍有可能神識尚未完全脫離身體，故亦勿碰觸或移動亡者。此時如仙亡者不適而瞋怒，必墮

下三道。 
 
問：現付醫院，常對瀕死患者加以種種急救措施，這對死者有何影響？ 
師：急救措施，原為救治突發症狀。對已達瀕死狀態的患者，急救非但無效，且會引起劇烈的痛苦。患

者在臨終之時，已有四大分離的痛苦，我們何忍再為他更增劇苦？若仙他產生瞋怒之心，則亡者將

墮入下三道。 

因此，家中若有臨終之重病患者，應請患者在意識尚清醒時，事先簽下「不施予急救」之切結書，

或及早送回家中照顧，讓他自然死亡。甚至在得知現付醫療無法救治時，也不一定要住院，可以試

試看自然療法，神識清楚者則教其念佛持咒，或許仗佛菩薩加持，尚有可救。捨報之時，若在家中

，則臨終助念，當較醫院更為方便。 
 
問：有些病人送到醫院急診室時已經斷氣，但醫院規定仍須急救，否則會有糾紛，急救三十

分鐘無效後，始能宣佈死亡。在此急救期間，我們只能為他默念佛號、蓋往生被及金剛明

沙，這樣對亡者是否也有幫助？ 
師：對於已經斷氣的病人，既已無因緣臨終助念，則於急救時為他默念佛號等，對他仍有極大的幫助。

但在急救無效後，應盡力勸導家屬，為他助念八到十二小時，並在勸得家屬同意後，盡速聯絡附近

的助念團，來協助家屬助念。 
 
問：斷氣之後，立即拔除針筒、插管等，或立即送入太平間冰庫，對死者又有何影響？ 
師：人斷氣後八小時內，神識可能尚未完全脫離肉體，千萬不可去動他。有的死者家屬，立即為他淨身



、更衣，或是醫院立即拔除針筒、插管等，使亡者遭受極大的痛苦，而生起憎恨心，極易因此墮入

惡道。尤其是送入冰庫，實在是十分殘忍，有如將亡者送入十八層寒冰地獄，有些尚有回陽之可能

，亦被活活凍死。 

故家中若有重症患者，當事先與醫院溝通，死後八至十小時內，不可動他，並請人為他助念，這樣

對亡者才最為有利。倘若一般醫院不易做到這一點，應當在病人病重時，送入佛教醫院，則不易有

差失。 
 
問：何以臨終不易保持正念？該如何保持正念？ 
師：凡人臨終之時，威光十分微弱。往昔所造惡業之冤家債主，於威光盛時，不敢接近；此時則皆到眼

前。是故造惡多者，臨終即難以攝持正念。故大眾須發大菩提心，並懺悔宿業，再於平素修持得定

，雙修福智，於臨終時萬念放下，一心不亂，方能正念往生。 
 
問：臨終助念，要仙亡者往生，是否很困難？ 
師：最重要的，是助念者，必須心念清淨，完全為利益亡者，具足慈悲心，而一心為其持唸佛號或咒語

。此外，亦須開導亡者，對世間的一切，諸如妻子、兒女、財產、事業，均不得再留戀，應一心祈

求本尊諸佛之加被，以求往生淨土。 

其實，學佛之人，真正要往生，並非很困難。《地藏菩薩本願經》講：「若有人臨命終時，家中眷屬

，乃至一人，為是病人高聲念一佛名，是命終人，除五無間罪，餘業報等，悉得消滅。」由此可知

，臨終助念，對亡者的利益極不可思議。但是為何真正往生者並不多？此乃亡者本身之業力，阻礙

自己所有善緣，非但使其臨終無人助念，亦仙亡者本身失去正念。但若能遇到具德上師或佛友，為

其助念，他就可以往生。由此可知，佛菩薩對眾生是何等慈悲，法身遍滿虛空，度生毫無條件。只

怕眾生自身業力太重，臨終放不下妻子財產，親友們亦想不到為其助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