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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一念蓮華—臨終一念往生，您我都能掌握

智敏慧華金剛阿闍黎耶

一、生命的真相

生命的真相是什麼？生命不過是靈魂隨業流轉而不斷生生死死的

歷程。

什麼叫業？就是我們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語、所思所想。這一切

的行為言語思想，都有它的能量，一有造作，能量便釋放而出，影響

他人、牽繫自己，稱為「業力」。

當靈魂隨著業力的牽引，進入母胎，便有了生命；胎兒長成身體，

離開母體，便是出生。當這一個身體的業報已盡，靈魂離開身體，便

是死亡。靈魂離開這個身體後，又隨著他的業力，再找一個母胎，於

是又再有生、又再有死，生生死死，永無止期。這便是生命的真相。

業力既是自己造作而成，所以業力是可以由自己決定及改變的。

而生死又是隨業力而流轉，因此生死也是可以自己決定及改變的。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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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生命中所遇、所受、所得、所失，所有的一切，也都可以由自己決

定及改變。

改變業力、改變生死、改變生命，必須從平常的言行思想做起。

生命中多一個好的行動、好的話、好的念頭，則多一個善業，生命便

會更好一分。

若多一個傷害別人的言行思想，則多一個惡業，生命便更惡劣一

分。若能每一句話、每一個舉動，乃至每一個念頭，都不要傷害別人，

都總是利益別人，如果生命中充滿的都是純善的業，則想不變好都不

可能了。

二、何謂一念蓮華

改變生命，要由現在每一念做起。而要決定生死，則必須在臨終

最後一念來把握。

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在無窮無盡的宇宙中，有無量無數的世

界，也有無量無數的佛在教化眾生。在我們這個世界的西方，有一個

世界，叫極樂世界，那裡有一尊佛，叫阿彌陀佛，在救度十方無量世

界的眾生。凡是有眾生聽到他的名號，真心相信他，至誠發願要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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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樂世界，一心持念他的名號，並做種種善行，不造惡業，則在臨終

捨報時，阿彌陀佛一定前來接引他的靈魂，往生到極樂淨土。在淨土

裡，沒有煩惱，沒有痛苦，沒有老死，沒有貧病，只有純淨永恆不變

的快樂。假使有人在生時不知道修持，但能在臨終捨報時，聽到阿彌

陀佛的名號，至心稱念，也一樣可以往生。」

為什麼平常沒有修持，只要臨終念佛就可以往生呢？因為當人臨

終的最後一念，正是生死交關的一念，也是生命交替的一念，所以這

一念的力量也最為強大。這一念，可以決定下一世可以往生、或再受

輪迴？是生人天，或墮畜生、餓鬼、地獄？這一念若是起瞋恨心，則

將受瞋恨力量牽引，而墮入地獄、或生做毒蟲。這一念若是起貪愛心，

則將受貪愛力量的牽引，而墮入鬼道、畜生。這一念若是安詳寧靜，

則能再生為人，或生天上。若是信仰上帝者，臨終一念祈求上帝，與

上帝相感應，則能生天國，做上帝的子民。

所以，若是臨終這最後一念，能注想於佛，則能與佛相感應，捨

報之後，必能往生佛剎。這一生的最後一念方才結束，下一世超脫生

死輪迴的生命，已在極樂淨土的蓮花中出現。這就是「一念蓮華」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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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何要推廣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這「一念蓮華」，聽起來是如此簡單，實際上是何等困難！因為

在臨終捨報之際，身心都受到無比的痛苦，要想定一下心來都已很難，

何況要把握得住最後一念來住念於佛？除非是極有修持的修行者，否

則單靠臨終者自己的力量，要想一念往生，實在不是容易的事。然而，

「只願眾生離諸苦，不為自己求安樂」，是學佛行者的本分，因此，

佛教乃有「助念」── 助他念佛 ──的法門興起。

助念乃是佛教傳統的臨終關懷方式。但助念的方式，又有臨終前

助念、捨報後八小時內助念、及捨報三天半之後的中陰助念等不同。

雖然各種助念，都同得佛力加持，助念後也都有明顯的瑞相，但功效

仍有差別。以捨報者而言，臨終最後一念往生，較之捨報後助念，可

說費力少而成效大。但以助念者而言，臨終的一念蓮華生命關懷，卻

有種種因緣限制，如人力不足、時間不定等。

智敏‧慧華時時緬懷歷代祖師與諸佛菩薩無二的悲懷，以及對後

代子弟無比的宏恩與殷切期盼，故自勵日夕為度眾生而不敢稍懈。因

鑑於助念團的發展，大多只能限於捨報後助念，極難做到臨終最後一

念的助念，然而欲令亡者獲得更實際、更究竟的度脫，終須以臨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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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佛往生為要。特別是一般病危者，大多精神疲乏，渙散至極，在

生既無念佛修持，又加病苦叢集，世事諸多牽掛，臨終根本不能專心

念佛。際此生死昇墮關頭，倘能助他見佛、聞佛、想佛，或僅得其一，

或見或聞，皆直通意根，自能於臨終一念往生矣。

近年來，安寧療護的工作在國內日益發展，臨終關懷的觀念也逐

漸普遍。不慧乃藉此機緣，不避愚昧，率先倡導，願與各佛教助念團體、

醫護工作者、乃至社會大眾，共同來推廣此「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協力發展此一無我度生之殊勝事業。普願一切有情，皆能掌握此「臨

終最後一念」，念佛、憶佛、見佛、聞佛，同返蓮花淨土，究竟菩提。

四、如何為臨終者做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想要為臨終者助念，以助他一念往生，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切

勿急救、搬動、換衣洗身、哭泣喧擾；二是善巧開導，啟發他的信心；

三是要令他所見到的、所聽到的、所想到的，無不是佛，常住於佛念，

直至捨報，不可中斷。

（一）防障礙

若是已達瀕死者，切勿再強行急救，應儘速送回家中，一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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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可由自己家人作主，盡好安排。亦可請求送到醫院的往生室（助念

室），或與醫院溝通好，不要急救，並且給與我們為他助念的時間。

為何不可急救？現在的醫學只注重身體表面現象，以儀器來判定

機能活動，而缺乏靈性的照顧。不知人臨終時，靈魂要脫離身體的痛

苦，有人形容如同生龜脫殼。 因為此時臨終者精神虛耗，而且又十分

敏感，稍微碰觸即如同刀割，卻又不能自主，既已苦不堪言，又真的

是無法可言。所以此時切忌搬動，也不要急著為他更衣、淨身。若是

以機器為已達「瀕死」狀態的身體急救，更無疑直如置之於地獄。如

此折磨病人，極易使他心生瞋恨，而墮入惡道。

而哭泣喧擾，一方面令臨終者心神煩動不安，對他來說，也是極

大的痛苦；另一方面則極易令他因此心生貪戀，又再入輪迴。

（二）善開導

防止令他身心不安的種種障礙之後，便要開導他放下此生的種種

執著，並為他簡要提示阿彌陀佛及極樂淨土的種種殊勝功德，令他生

起信心，願求往生。

此時對他的開導，語句要盡量簡單、切要，因臨終者已無太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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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可以做複雜的思考。若是已半昏迷、乃至已昏迷的病人，導示的人

要盡量靠近他的耳邊為他開導，讓他的耳根能感受到。

導示的工作，最好由他的親人來做，因為親人的聲音最能入耳。

若親人無法勝任，則可請求助念團體專職人員來做導示。

（三）助正念

簡要的開導，令生信心之後，就要開始為他助念了。

助念的要點，就是要令他眼所見、耳所聞、心所想，無不是佛。

所以若臨終者神識還清醒，眼睛還能作用，我們要在他一張開眼睛就

看得到的地方，擺放一張阿彌陀佛立姿的接引相，大小以讓他輕鬆就

能看清楚為原則。

其次要在他身旁念佛號，讓他聽到，如果他能唸，則跟著出聲唸

或默唸，如果不能唸，就讓他時時聽到佛號，不要間斷。

但因為我們不知道他要多久才捨報，所以要以他的家人為主，分

班為他念佛。若親人人手不足，亦可請求助念團體協助。如印光大師

之開示，以分三班為佳，可以輪流念一時、休息二時，則不致太過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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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便可持久。當然也可以依各自實際狀況，而做適度的調配，總以

能持久不斷為主。這樣持續助念，直到他往生。凡人臨終四大分離，

眾苦交煎，六根逐漸失去功能，身不能動，口不能念，眼識模糊，鼻

舌二識皆離，意識微弱，聽覺尤存，耳識、鼻識最後離身。此時正是

耳聞佛號的最後緊迫關頭，迨音聲（佛音）逐漸遙遠，至於無聞，此

時意識方始停止。故臨終最後一念往生，此一念實為耳聞佛音，心繫

佛土。不慧深心祈請諸位家屬及醫護天使們，蓮社菩薩們，務請掌握

此臨終最後一秒鐘之勝緣，助他臨終一念，聞佛憶佛，決定往生。

五、後續處理

亡者雖經醫師判定死亡，仍不應馬上移動，及做屍體的種種處理，

尤其切忌交殯儀館送入冰庫。因為亡者外相看來雖已斷氣，或心跳停

止，實際上仍可能有微細的氣息未斷，神識尚未馬上脫離色身而往生。

所以應再持續助念，最好能再念滿八小時乃至十二小時。

等斷氣滿十二小時之後，再為他做世俗處理，如送殯儀館、洗身、

更衣等。一般人都會顧慮亡者肢體僵硬，無法更衣。但實際上經過助

念的亡者，絕大多數身體都會變得柔軟，更衣絕無困難。即使真的僵

硬，也可以用毛巾浸溫水來熱敷關節，即可鬆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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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者捨報後四十九天之內，家屬應盡力為亡者做種種功德，諸

如以亡者名義印經、濟貧、供養三寶等，以增進亡者的善緣。一般往

生極樂世界，多生凡聖同居土，有九品高下不同，為他多造功德，可

助他蓮品增上，成就更殊勝。同時家屬亦不可造惡業，尤忌殺生祭拜，

最好四十九天之內，家屬都能茹素，以免替亡者增加惡緣的牽纏。

六、重病患者應如何輔導

若是重病患者，已久醫不癒，或者醫學已宣佈無法救治，也應引

導他念佛。因為釋迦牟尼佛也說：「若能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每念

一句，能消除八十億劫的生死重罪。」念佛消業障，若此生的壽命未

盡，則業障消了，病也就好了；若此生的壽命已盡，則業障消了，便

能順利往生極樂淨土，不必再受病苦的折磨。所以念佛，身命可救者

則能救身命，身命不可救者，則捨此生的身命，可救得永恆不死的性

命。

然而第一步，是要先突破他對此生生命的執著，也就是要他不能

怕死。唯有不怕死，才能對阿彌陀佛升起真切的信心；唯有真切的信

心，念佛才能得實在的效用，或者得以不死，或者往生而得不生不死。



14

所以先要引導他對阿彌陀佛生起信心與願求，看破生死，放下此

生一切人我是非恩怨得失。然後在他的住處佈置大幅阿彌陀佛法相，

令他時時能夠看到，並且要他自己懇切念佛。另外，因為他離臨終之

期不可預測，有的還很久，所以最好準備一台電子念佛機，放在他耳

邊播放，或讓他隨身攜帶，令他時時聽到佛號，時時提醒自己，不忘

念佛。家人有空時，也可以陪他念佛。

倘若已重病至不能自己念佛者，則要由人、或以電子念佛機作為

輔助，幫他念佛，讓他時時聽到，心中跟著默念。

此外，還可以申請安寧療護（住院或居家），或者向安寧療護的

專業工作者洽詢相關的輔導工作。

等到臨終相現時，則如前所述，為他作一念蓮華生命關懷，助他

於臨終最後一念往生淨土。

七、人人皆須預辦的大事

生死問題，是人生唯一的大事，也是人人皆須面對的大事，而且

隨時隨地都可能發生。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趁現在精神還清醒時，

先把它預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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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先跟家人或至親的朋友溝通，約定好病危時及死亡後的

處理方式。也可以事先立下遺囑，請他們依之處理。但這總是要依賴

別人幫我們助念，實在不太保險。

所幸，除了這種依賴別人的方式外，還另有一種方法，是可以自

主的。

就是前面所提過，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如果我們肯相信阿彌

陀佛，現在就可以發願，願我們命終之後能往生極樂剎土，並且從現

在起，在心中時時不要忘了阿彌陀佛，要持念阿彌陀佛的名號，並且

要學阿彌陀佛無私度生的精神，處處只想如何利益別人，千萬不要傷

害別人。能一直如是修持，臨終時自然不會忘失阿彌陀佛，則阿彌陀

佛一定來接引我們往生。這是我們可以自己做得了主的。

而最保險的方式，是兩者兼具，一方面從現在起開始自修，一方

面也請求別人在我們臨終之時幫我們一臂之力。

八、勸請大家一起來推動

既然要學阿彌陀佛利益眾生的精神，第一步，便可以從參與推動

「一念蓮華生命關懷」開始。我們去為別人關懷、助念，一方面也是



16

自己實際的學習，在自己臨終時要如何安住、如何往生；另一方面，

幫助一個人往生，便與淨土結下一個淨緣，幫助十人、百人、千人往

生，便與淨土結下十個、百個、千個淨緣，等自己臨終之時，這些淨

緣皆將成熟，你曾幫助過他往生的人，都會來幫助你、接引你往生。

而且，幫助一個人往生，何止是成就一位菩薩？他還會乘願再來，度

無量的眾生往生；而這無量眾生往生後，又將再各度無量眾生，這樣

的功德，怎麼計算都計算不完的。而這些功德，便是將來我們能夠往

生淨土的「本錢」。

因此，請各位有緣的善男子、善女人，凡是見到、聽到、知道這

則消息的人，請大家都一起來參與，共同來成就別人、成就自己，讓

大家的生命都得到圓滿的歸宿。

在此也特別要懇請醫護工作人員，因為你們的工作，正是與重病

患者及臨終者做第一線的接觸，而病患及家屬對你們總是特別的信賴，

所以如果各位醫護工作者，能夠支持並配合，甚或願意參與，則必比

別人推動得更加順利圓滿。醫護工作本來就以救人生命為宗旨，如今

若能於此生的生命已不可救時，卻可再更進一步救護他的性靈，則救

人的層次不是獲得更高的提昇了嗎？故此懇請各位醫護人員，都能一

本救人為先的宗旨，共同救護永恆不死的生命。



17

貳：臨終一念‧聖言錄

《佛說無量壽經》，阿彌陀佛因地立願：

設我得佛，十方眾生至心信樂，欲生我國，乃至十念，若不生者，

不取正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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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令不與大眾圍繞，現其人前，不取正覺。

《佛說無量壽經》：

佛告阿難：諸有眾生聞其名號，信心歡喜，乃至一念，至心迴向，

願生彼國，即得往生，住不退轉。

《佛說大乘無量壽莊嚴經》，阿彌陀佛因地立願：

世尊！我得菩提成正覺已，所有眾生求生我剎，念吾名號，發志

誠心，堅固不退，彼命終時，我令無數苾芻現前圍繞，來迎彼人，經

須臾間得生我剎，悉皆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上生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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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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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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寶蓮華，隨化佛後，

生寶池中。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

佛告阿難及韋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眾生作不善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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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金蓮華，猶如

日輪，住其人前。如一念頃，即得往生極樂世界。

《佛說阿彌陀經》：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

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

時，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

阿彌陀佛極樂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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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蕅益大師《佛說阿彌陀經要解》：

若是信願堅固，臨終十念、一念，亦決得生。

北魏．曇鸞大師《無量壽經優婆提舍願生偈註》：

經言十念者，明業事成辨耳，不必須知頭數也。……十念業成者，

是亦通神者言之耳，但積念相續不緣他事便罷，復何暇須知念之頭數

也？

唐．飛錫大師《念佛三昧寶王論》：

又問：「一念、十念往生淨土，何者為正？」對曰：「但一念往

生，住不退地，此為正也。如佛所說：謗佛毀經、打僧罵尊、五逆四

重，皆一念惡業成，墮無間獄，猶如射箭。今之念佛生於淨土，亦一

念善業成，即登極樂，猶如屈臂。前一念五陰滅，後一念五陰生，如

蠟印印泥，印壞文成，尚不須兩念，豈要至十念哉？又一念者，如經

云愛酪沙彌，生一念愛心，後生酪中作蟲；又大薩婆長者妻，坐對明

鏡，自愛其身，海風破船，生故屍中作蟲，嬉戲往來，不離其所。斯

皆一念，非十念也。又《大無量壽經》明一念念佛皆得往生。

唐．懷感法師《釋淨土群疑論》：

此經（指《無量壽經》）之意，欲顯命終之人若能念佛一聲、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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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已過，或念至十、其命已終，並能得生淨土。

《印光大師文鈔》中〈復善覺師書〉：

《觀經》下下品，是約（臨終）已見地獄至極之苦相說，其人恐

怖，不可言宣；一聞佛名，哀求救護，了無餘念，唯有求佛救度之念。

雖是乍聞乍念，然已全心是佛、全佛是心，心外無佛、佛外無心。故

雖十念、或止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也。

現代．李炳南居士《佛學問答》：

經云：「至心信樂，乃至十念」，至心者，心無雜念、徹底到家

之謂；信樂者，深信不疑、願樂往生之謂。此等功夫做得到，臨終一

念便可成就，何待十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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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臨終一念‧往生無疑

問：一生皆未修持佛法，或造惡多端的人，僅憑「臨終一念」，亦能

往生嗎？

答：臨終若能遇善知識教以念佛，而他本身亦能接受勸導念佛，此人

即是宿世有大善根，不能以他此生未修佛法，便認定他過去世也

未修學佛法。

又雖然一生造惡多端，臨終肯念佛，即是大懺悔。如《觀無量壽

佛經》中，釋迦牟尼佛親口說：即使造了五逆十惡的大罪人，只

要臨終念佛，具足十念，就能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而

得往生極樂世界。何況一般未造大惡之人，只要臨終最後一念能

保持念佛的正念，無有不往生之理。

對於造惡之人臨終念佛而得往生，主要有兩個因素：一是阿彌陀

佛功德力之所加持，二是念佛眾生願力之懇切猛利。佛力加持不

可思議，如《那先比丘經》中，那先比丘所言：重罪眾生臨終念

佛而得往生，如以巨石置於船上，可行千里而不沈。小惡眾生未

念佛而墮地獄，有如小石投於水中，則直沈水底。以船比喻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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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之加持，則道理已極明顯。

又眾生願力之猛利，則如蘇子瞻所說：眾生造業，本由一念而造，

所以滅罪亦以此一念而滅。如是，則往生也是以此一念而得往生。

古德曇鸞法師及智者大師亦以三種道理比較造罪與臨終念佛：一

是以心念比較，造罪是由自己虛妄顛倒心所生，念佛是從聞說阿

彌陀佛真實功德名號而生，所以說罪業虛而念佛心實；二是以所

緣境比較，造罪時是緣虛妄境界而造，念佛是緣無上菩提心而念，

所以說妄境偽而菩提心真；三是以所決定比較，造罪是以有間心

（不持續）、有後心（有悔轉），念佛是以無間心（持續不斷）、

無後心（沒有悔轉），所以善心猛利。以此三種道理，故臨終一

念佛即能滅億劫罪業，而得往生。這三種道理中，又以第三種決

定力為最主要。又如有人一生行善，應得生天，但臨終時起一念

決定邪見，即墮地獄。

罪性虛妄，但以猛利故，尚且能排一生之善業，令墮惡道；何況

臨終以猛利心念佛，乃是真實的無間善業，豈有不能排除惡業，

而得往生淨土？

近代印光大師亦說：造惡之人，臨終見地獄苦相，一聞佛名，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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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求佛救度之心，沒有其他念頭，所以「全心是佛，全佛是心」，

因此，雖只十念、或僅一念，亦得蒙佛慈力接引往生。由此可知：

往生與否，全在往生之願求深不深切。如果求佛救度往生之心，

能像本門第五代祖師諾那活佛所說：如古代青年婦女頭髮燃火時，

一心救撲頭燃之心那樣懇切，決定可以往生。

問：為臨終者「一念蓮華生命關懷」，與捨報後八小時內助念、中陰

四十九天助念，有何不同？

答：最殊勝的助念，是為臨終者助念，幫助他臨終一念往生。因為助

念最主要之目的，即是助他正念往生極樂世界。況且無論是《阿

彌陀經》、《觀無量壽佛經》、《無量壽經》中，佛皆宣說臨命

終時佛來接引；而過去祖師大德往生者，也莫不是臨終時自說見

佛來迎。可知臨終一念，是最為能與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感應道交

而蒙接引的時刻。

並非捨報後或中陰助念對亡者無幫助，而是捨報後大善大惡之人，

有立即生天或下墮地獄者。或亡者神識已遠離身體，或陷入昏迷，

則有如欲送旅費，對方已出門遠行，才前往拜訪，雖然佛力無邊，

但是畢竟效果遠不及在臨終未捨報時，引導他念佛，使自力與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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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感應，而得以一念往生來得殊勝。

而中陰四十九天的超薦或助念，則因亡者正逢眾苦交逼，神識飄

盪無依之際，極難生起念佛之心。若非修持甚好的法師、金剛上

師，不易勾召亡者神識，令他安住蓮位而開示佛法，令他超升，

因為他已失去臨終的最佳往生時機。在此懇切地建議蓮社的蓮友、

助念團體的志工們，務必將助念提早到臨終前進行，最好是重病

神志清醒時，就為他開示極樂依正莊嚴，令他生起深信、切願，

則助他臨終一念往生，可有較大之把握。

至於捨報後的助念與中陰超薦、助念，無論亡者是否已臨終往生，

都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為唯恐亡者雖經臨終助念，或因放不下

親情、財產，或留戀世間等因素，仍未能在臨終最後一念憶佛念

佛而得以往生，則捨報後及中陰期的超度、助念，與為他作一切

功德，就有絕對之必要。依《地藏經》所示：亡者仍可獲得七分

之一的功德，七分之六的功德為生者所得，但是至少可幫助亡者

不墮惡道。若亡者業障很輕，則仍然有可能在中陰期憶佛念佛，

而蒙佛接引往生的。若亡者已臨終往生，則可藉此功德蓮品增上。

但千萬不可以葷食或殺生祭拜，反致亡者墮入惡道。總而言之，

我們不應放棄任何能夠幫助臨終者或亡者往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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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幫助臨終者於臨終一念念佛往生的實際做法如何？

答：本門當代住持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是「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的提倡者和實際推廣者。智敏‧慧華金剛上師不僅以起度功德深

厚知名，並在全省成立了十六所「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完

全免費為亡者助念，至二○○一年底，助念的亡者已起過四萬人。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對幫助臨終者一念往生，曾有如下開示：「幫

助臨終者一念往生的方法，最好能懸掛西方三聖像在臨終者之前，

確定他能看到；在他身旁虔誦阿彌陀佛聖號，令他耳聞，並給予

簡短的開導，教他萬緣放下，對極樂世界生起深信和切願往生之

心，一心一意念佛。並在臨終最後一念的關鍵時刻，護持他眼所

見、耳所聞、心所想，皆為阿彌陀佛，不受到任何干擾，則一定

往生。」

雖然有時臨終者外表已呈現昏迷，但是根據很多還陽者都表示：

他們的內心或是潛在意識，其實是清醒的，甚至更敏銳。所以千

萬不要因此認為臨終者聽不到，一定要不斷的念佛和引導他，即

使臨終者心力已極微弱，也要記得《法鼓經》上曾說：「若人臨

終，不能作念，但知彼方有佛，作往生意，亦得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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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哪些人可以幫助臨終做「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答：在臨終者身邊的任何人，都可以為他做臨終關懷、念佛，幫助他

往生。但比較理想的狀態，是由臨終者的親人、家屬，為他念「阿

彌陀佛」，以一顆祝福的心幫助他臨終往生。再來就是蓮社的蓮

友、助念團的志工。事實上，醫院的醫護人員也是極適合的人選，

因為臨終者將要斷氣時，他們幾乎都在身旁。

所以現在推廣「一念蓮華生命關懷」的主要重點，便是要讓臨終

者的家屬和醫護人員了解並認同這個觀念，並知道如何在亡者臨

終時幫助他一念往生。這一點，佛教界的大德和蓮社的蓮友、助

念團的志工，扮演了很重要的推廣者和指導者的角色。同時很重

要的是，應將現在大部分在亡者捨報後才進行的助念，提前到臨

終前助念，這也是蓮友們和助念志工應該努力的方向。

問：哪些事情可能障礙臨終者往生？

答：凡是會干擾到臨終者在臨終時心力專注於佛號、佛像，以及往生

之信願的任何事情，都可能障礙臨終一念往生。最常見的是家人、

親友，在臨終者身旁流淚、哭泣，或是已確定到了臨終最後階段

的一切醫療急救措施，如心肺復甦術、電擊、插管開洞、注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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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給臨終者帶來極大的身心痛苦，使他無法安住正念念佛。

此外，由於臨終者的最後一念，往往是在斷氣後一段時間，意識

才逐漸消失，因此，在斷氣後立即拔除針管、洗身、更衣，或伏

在遺體上大哭大搖，或在身旁討論後事，塞手尾錢、拜腳尾飯、

燒冥紙等，都會障礙他往生。

尤其絕對要堅決地避免發生的是：千萬不可立即送到冰庫。要知

道，即使斷氣，他的神識（靈魂）也要八至十二小時才離開身體，

若立即送到冰庫，等於將他送入寒冰地獄，這是極殘忍的行為。

如此只會使他怨恨，如何能往生呢？

因此，最好的做法，是在重病者預期將要臨終之前，就送回家中，

在家中捨報，則一切臨終助念往生事宜，皆可由自己家人做主，

做妥善的安排；否則就必須事先與醫院及醫護人員溝通好，並避

免以上的情形發生。家人、助念人員要在他身旁，從他臨終到斷

氣後八小時，不要觸動遺體，要不間斷地為他念佛。如果不能停

留在病房，至少也要移至太平間，或醫院附設的往生室，為他念

滿八至十二小時，這樣他往生的機會就很大。

問：幫助臨終者於臨終一念往生有何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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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為父母臨終關懷，令他臨終一念往生，而不墮入惡道受苦，便是

大孝順。為子女、親友臨終關懷助念往生，便是大慈愛。為陌生

人臨終關懷助念往生，便是大陰德。天竺慈雲懺主云：「若勸得

一人生淨土，縱自不修行，亦合得生淨土。」印光大師亦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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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門當代住持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開示：「幫助一人往生淨土，

豈僅成就一人成菩薩？此菩薩必乘願再來，度無量眾生往生淨土，

眾生往生後，又皆再來度眾生，必至法界眾生同成佛道，功德豈

可思議？」況今日為他助念，令他臨終一念往生，他日自己捨報

時，他也必來迎接，助自己最後一念安住正念，得以往生。故助

人臨終一念念佛往生，不但是成就諸佛的大功德，也是自度往生

之妙訣。

問：有哪些佛門法寶，對「臨終一念往生」有幫助？

答：在大藏經中，提到對往生有幫助的法寶甚多，目前常被使用的，

有往生被和恆河金剛明沙寶盒等。它們不僅對臨終一念往生有幫

助，在亡者捨報後，乃至中陰四十九天內，皆有極大幫助。甚至

亡者過世已久，早已投生他道，也有助益。但這些法寶要發揮最

大功效，則應該在重病乃至臨終前就使用，一直到亡者入土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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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一直不離其身，就可令他得到無比的加持，幫助他往生。往

生被是書滿梵、藏文之佛號及密咒的絹質或布、紙質經被，覆蓋

亡者全身，可助他往生。

另外，恆河金剛明沙寶盒，任何人都可於平時佩帶，即有吉祥如

意、消災、滅罪、除障之加持力，並非只限於亡者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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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虔誠地念佛、佩帶法寶，消除災厄實例

巨大的災難，由共同惡業造成

巨大的災難，由共同惡業造成，台灣是個美麗的寶島，在過去三、

四十年，經濟的發展，令世人刮目相看。但是，這幾年來，社會風氣

的敗壞，以及心靈的墮落，在報紙社會版層出不窮的暴力，與血腥的

情殺、財殺，背逆人倫的父子相殺、母子相殺的事件中，暴露無遺。

依照佛家的說法，巨大的災難，通常是由於眾人共同的惡業所造

成。如果造惡的人太多，眾人就會一同遭遇到重大的災難。本次九二

一集集大地震的發生，照佛家因果的角度來看，並非事出無因。所幸，

在大地震發生之後，全民共同投入賑災，整個社會充滿了善良的氣息，

這是一個轉變共同惡業的契機。大家如果繼續努力行善。而減少造惡，

則即使原本會發生的災難，也會消弭於無形。

一、日本關東大地震—虔誠念佛

在一九二三年，日本的關東大地震中。引起了大火災，在著名淺

草區的一座公園裡，連公園的池水也被大火蒸乾了，但是園裡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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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造的觀音堂，容納了三萬多個難民。儘管四面都是熊熊烈火不斷逼

近，但是由於觀音堂裡面的難民，都流淚哭喊著「觀世音菩薩」的聖

號，大火一直不能逼近，使三萬多人都保全了性命。

二、韓國漢城三豐百貨倒塌

另一個實例，是在一九九五年韓國漢城三豐百貨倒塌事件中，一

位售貨小姐朴承賢，在經歷十六天的活埋後，奇蹟似地獲救生還，她

被活埋的天數，遠超過醫學認定人類超過七日不喝水，便無法存活的

時限。根據朴承賢口述，由於虔誠的信仰，十幾天下來，在半昏迷狀

態下，每天都見到菩薩拿蘋果給她吃，才能撐到獲救。

三、九二一大地震東星大樓：

孫啟光、孫啟峰二兄弟—念佛行善

本次震災中，台北東星大樓，孫啟光、孫啟峰二兄弟，也是被活

埋了將近七天，由於孫母平日即努力行善，並長期在寺廟中擔任義工。

地震發生前，孫母無意中煮了一壺水，放在冰箱中，兩兄弟即靠這壺

水維持生命。在受困期間，孫母不斷在倒塌的大樓外，向菩薩祈禱，

到最後一天，弟弟夢見有人告知逃生出口，兩兄弟因此得以脫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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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平日行善，祈求菩薩而獲救的例子。另外，在員林「富貴名門」

大樓倒塌遭到活埋的廖素英女士，在黑暗與餘震不斷中，不停地默念

觀世音菩薩，經過五十小時的活埋後，終於被土耳其救難人員自地底

救出。

四、九二一地震埔里榮民醫院—恆河金剛明沙寶盒

本次九二一震災，埔里榮民醫院許多半身不遂、行動不便的老榮

民，有配戴此寶盒，大地震發生時，磚塊碎片紛紛落下，但是都落在

病床和身體四周，三百五十四位老榮民皆毫髮無傷。有一位榮民，一

手緊握寶盒，一手拄著拐杖，一步一步慢慢走出來，磚塊、鋼條都從

身邊穿過，全未沾身，倒似磚塊在躲人一般，種種奇蹟，實在不可思

議。

五、最後一眼—往生被

在一次的臨終關懷，是一位八十多歲癌症重度昏迷者。醫生已告

訴家屬，約在下午斷氣。本門師兄到的時候，病人的心跳、血壓都很

微弱。當灑上金剛沙，病人的心跳馬上加強，慢慢漸趨平穩，家屬的

配合度很高，主動要求蓋往生被，經過一個多小時的導示與佛號助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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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忽然張開雙眼。看著他的眼神，本門師兄意識到這可能是他的最

後一眼，用盡全力的最後一眼，趕緊拿起阿彌陀佛的法相給他看，並

不斷的引導，請他一心一意憶佛、念佛，約十分鐘後病人合上雙眼，

安詳往生。

六、恆河金剛明沙寶瓶

這是一位彌留期間年約七、八十歲的老先生，正在痛苦的呻吟著，

當本門師兄到達後，讓家屬親自為他戴上金剛沙寶瓶，蓋上咒輪的當

下，這位老先生的聲音，明顯的不再痛苦，還會張開眼睛看著佛相。

本門師兄引導他念佛號，並告訴他一句接一句，佛號不可停止。老先

生居然能開口回答說：「好」。又一次的親眼實證，咒輪法寶的妙用。

七、全程照護—臨終一念往生

一場車禍造成她的身體多處受到創傷，呈現休克重度昏迷狀態。

送到醫院住進加護病房，醫師也向家屬宣佈幾乎沒有機會存活。透過

護理人員的引介和本門師兄的說明，少女的家屬開始很虔誠地為這位

臨終的少女祈福並念誦佛號，並在床邊教導她要憶佛、念佛，心中要

有正念。直到臨終前，至親的人和護士小姐替她換上在世間的最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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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新衣，家屬仍虔誠地念誦著佛號，並在她的耳邊細細叮嚀，憶佛、

念佛，莊嚴的佛號聲就像是一首誦讚的樂章，陪伴她平靜地走上另外

一條美麗的旅程。在捨報後，家屬請我們助念團去助念，圓滿八小時。

事後，家屬在感謝的卡片中，寫出他們內心充滿了感激，充分感受到

溫馨的關懷和尊重。

八、蓮花盛開的微笑—臨終一念往生

在成大醫院安寧病房一位罹患膽道癌纏綿病榻的母親，用盡最後

一口氣向她身旁的女兒祈求讓她走吧！女兒知道時候到了，照著本門

師兄的交代，要求護士不要拔管子以免影響念佛；播放念佛機，並在

母親身邊叮嚀：「一切放心，放心的走，去充滿光明的極樂世界。」

五分鐘後，在眾人念佛中母親走了，大家繼續念佛。兩小時後，有親

人來慰問要求看死者，她微張的嘴已然合攏，女兒信心更堅，念到心

生法喜，助念圓滿時再掀開往生被看母親，這次母親竟回報如蓮花盛

開的微笑，女兒高興得邀護理人員、助念義工和過逝的母親合照留念。

一樁悲劇竟以喜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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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虔誠地念佛持咒功德

照佛家經典上的記載，虔誠念觀世音菩薩的名號，可以獲得觀世

音菩薩的救助，免除種種的災難；念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消八十億

劫生死重罪。所以，如果人人都念「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並且努力行善。則眾人共同的惡業，就可以減輕，即使個人遭遇到災

難，也可以得到佛菩薩的救助，而得以脫險。

佛家有句話：「福報享盡，就要墮落」。不可否認的，過去台灣

一直是一個有福之島，所過的富足生活，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這表示生在台灣的人，過去世所累積的福報，是很深厚的。所以，這

次九二一震災，讓很多人都覺得意外。但是，反觀近十年來，人們的

所作所為，有許多地方都在折損本身的福報。但是在本次震災中，我

們卻可以發現，雖然廟宇有損壞，但是佛門弟子幾乎都毫無損傷。而

努力行善的慈濟人，甚至還有餘力去幫助許多災民。

長久以來，在國內以推廣免費臨終關懷助念而知名的圓覺宗諾那．

華藏精舍，也有很多弟子分佈在中部，雖然房屋有損壞，但是全省所

有的弟子，全部都毫髮無傷。這足以說明，在共同的重大災難中，修

行人和不斷努力行善的人多半可以免除災難，保全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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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大家念佛持咒，為台灣及自己祈福

因此，雖然有關災難的流言，仍然層出不窮，但是，要使災難不

再發生的不二法門，就是全體台灣的人民，努力行善積福，避免造惡，

並且，更進一步，大家都能常念「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聖號，

就能消除共同的惡業，為台灣祈福，使台灣再度成為一塊福地。

在此，特別呼籲，所有台灣的佛教徒，以及對佛法有信心者，每

日應以念誦「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為定課，來祈願台灣與全

世界，不再有任何災難發生，自己與家人，也皆能獲得平安。任何其

他宗教的信徒，亦應向他的上帝、教主、神明祈禱，為台灣祈福。心

靈的力量是不可思議的，佛菩薩的力量也是不可思議的，只要我們虔

誠念誦「阿彌陀佛」與「觀世音菩薩」，一心向善，相信再大的災難

或惡業，也可因此獲得轉變，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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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佛號、密咒及法寶的功德利益

一、阿彌陀佛（梵音：阿彌打、布達耶）

佛教極樂世界的教主，發願接引宇宙中所有痛苦的眾生，往生只

有永恆的快樂，沒有痛苦、煩惱的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的意思是

宇宙中無限的光明、無盡的壽命，因此，只要念「阿彌陀佛」的聖號，

就可以蒙佛光加被，消除災厄與惡業，並且延長壽命。根據佛教圓覺

宗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的開示：任何人，無論是壽終正寢，或是遭

遇到不可預期的災難、橫禍而導致死亡，只要在臨終最後一念，虔誠

念誦「阿彌陀佛」的聖號，就可以蒙阿彌陀佛的接引，往生極樂世界。

如果命不該絕，也會因此而脫離災厄，獲得救助。因此，請常念「阿

彌陀佛」，不僅可以讓自己遠離災厄，如果為臨終的親人念「阿彌陀

佛」，也可以幫助他往生永遠快樂的極樂世界。

二、觀世音菩薩

是佛教中，以慈悲救濟眾生為本願之菩薩。祂隨時都在觀察眾生

的痛苦，任何人，只要向觀世音菩薩請求救助，並虔誠念誦「觀世音

菩薩」的聖號，就可以獲得觀世音菩薩消除一切災厄、危難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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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脫離險境。依照佛教的《普門品》中所說，念誦「觀世音菩薩」，

火不能燒，水不能漂，刀杖、仇敵不能加害，一切災難不臨其身。請

常念「觀世音菩薩」，祈願不再有災難發生。

三、六字大明咒

唵 嘛 呢 唄 咩 吽

Om ma net beh meh hone

ㄨㄥˋ ㄇㄚ ˙ㄋㄧ ㄅㄟ ˙ㄇㄟ ㄏㄨㄥˋ

即觀世音菩薩心咒，是觀世音菩薩悲心、願力與修持的結晶。心

誠持誦六字大明咒，可以與觀世音菩薩相感應，消除疾病、障礙、災

難，以及種種惡業，事事如意。經典上說：若人念誦六字大明咒，此

人日日圓滿一切善行，並且連誦念之善男信女腹中八萬四千微生物，

皆當得菩薩位！從自身起祖宗七代將來必可成就。有病者持之，則病

可根本除癒！無病者持之，則病不生，更生智慧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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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救度佛母咒

唵 達咧 都達咧 都咧 梭哈

Om dare dudare dure soha

ㄨㄥˋ ㄉㄚˊ ˙ㄖㄨㄟ ㄉㄨˋ ㄉㄚ ˙ㄖㄨㄟ ㄉㄨ ˙ㄖㄨㄟ ㄙㄨㄛ ˙ㄏㄚ

聖救度佛母，又稱綠度母，即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亦即一般

大眾所熟知的白衣觀音大士，凡有祈願或任何苦難，虔誠祈求綠度母，

莫不聞聲救苦，滿願救難。常誦此咒，能增長壽命、福德、智慧，並

能滿足財富權位，圓滿情感與人際關係，並能免除一切水災、火災、

地震、風災、刀兵、盜賊、戰爭等災難，及消除一切魔障、瘟疾、毒

難、病苦，萬事如意，命終往生極樂世界。

五、恆河金剛明沙寶盒

圓覺宗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加持之恆河金剛明沙寶盒，內裝來

自佛陀初轉法輪地的恆河沙。可平時、重病、臨終時佩戴於身，能避

一切災難，帶來吉祥，命終往生極樂；也可將寶盒內金剛明沙倒出灑

於亡者額、喉、心三處，再佩戴於亡者身上切莫離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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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陀羅尼經被

又稱往生被，書滿梵藏文的諸佛密咒，具不可思議大加持力。若

有眾生臨命終時覆蓋此被，隨同火葬或土葬，能令亡者消業滅罪，阻

卻一切冤家魔障，令亡者正念安住，往生淨土，永脫六道輪迴。

七、密咒咒輪貼紙

圓覺宗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加持之咒輪貼紙，可貼於任何處所，

皆無罣礙，凡眾生眼見、身觸、供養、佩帶，皆能消業滅罪，平安吉

祥。

這些法寶，財團法人圓覺宗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都

完全免費贈送，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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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贈送西方三聖像、恆河金剛明沙寶盒、陀羅尼經被等法寶，歡

迎索取。

洽詢電話：（○二）二七五三二六二一‧二七六四一一一七

傳真：（○二）二七六五三三一三

諾那‧華藏精舍各地分舍與助念團

或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3號 14樓

網址：http://www.nona.org.tw

一念蓮華專屬網站：http://www.elotus.org.tw

電子信箱：E-mail: hwatsang@ms39.hinet.net

郵撥帳號：一八九六八一八九（一念蓮華臨終關懷贊助專戶）

戶名：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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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亡者臨命終前後八小時內極重要事項

（請家屬務必配合事項）

一、請勸導垂危親人聽佛號、看佛像、憶念彌陀、切願往生，最後一

念最極重要。

二、請輪流在垂危親人身旁虔誦佛號，眼看、耳聽、心想彌陀，此為

最大之孝心。

三、請盡量不要移動亡者，或能在助念室、太平間停留八小時，以便

助念。

四、請預先至精舍請領往生被、恆河金剛明沙寶盒，待垂危或斷氣時

覆蓋其上、佩帶胸前，若亡者已斷氣，請立即打助念專線電話聯

絡助念，並請家人輪流伴同助念。

五、請勿立即拔除針管或洗身更衣或入冰庫，更勿伏在遺體上大哭大

搖，塞手尾錢、拜腳尾飯、或在身旁商量後事、燒紙錢等。務請

八小時內勿觸動遺體並保持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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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助念團團員一律配帶團員證，完全免費助念。

附註：亡者中陰四十九天，未卜投生何道，由朝至暮，念念期盼陽間

親人摯友，廣作功德，以為救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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