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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教育手冊

本會創辦人：智敏.慧華金剛上師

智敏金剛上師為浙江上虞人，生於一九二八年。慧華金剛上師為

江蘇泰興人，生於一九三○年。兩位上師一九七三年皈依圓覺宗心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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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第六代傳承金剛大阿闍黎耶、亦為當世大成就者——蓮華金剛藏

聖者，蒙授諸佛心印，同為世界佛教圓覺宗第七代法嗣。一九八０年

開壇弘化，法雨遍灑，悲願宏深，共同建立諾那‧華藏精舍，同為精

舍住持。並於一九九一年創立「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

育基金會」。智敏金剛上師曾榮膺中華佛教居士會副理事長之職。二

○○四年，兩位上師先後圓寂。

一九八六年，兩位上師囑弟子成立「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至

今國內外已有助念團二十處，隨時出動為亡者免費義務助念，多年來

普受佛教界及各大醫院，給予高度肯定。一九九九年起，上師積極推

動「一念蓮華」生命關懷系列活動，不自限於門下，而願與教內、教

外一切大德居士、醫護界、傳播媒體等人士，共同來推廣，願此知見

普及社會，深入人心，成為生活常識，則大眾臨終之時，便易於把握

最後一念，念佛往生。

上師心心念念以度盡眾生、普令眾生脫離輪迴，究竟成佛為本懷。

為關懷年老及重病患者，普於各地榮民之家、安養院、及各大醫院，

設立佛堂。並向各大醫院積極爭取成立往生室，避免亡者斷氣後直接

送入冰庫，進而能順利接受臨終助念。上師利益眾生，不僅度於生前，

更延及後世，總以令眾生解脫生死輪迴，得究竟安樂為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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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花生大士（藏密祖師）開示：

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應求解脫。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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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生命關懷教育

將生前的心靈革新，擴展到臨終、捨報、及下一生之生命全程關

懷與靈性照顧。一念心清淨，到處蓮花開，以清淨的心，關心社會、

關愛他人、關懷生命、關照生死，讓生前、死後兩無憂悔，讓生者、

亡者兩無遺憾。

生命的終點—正是無限希望的起點。在病人臨終之際，讓他對生

命重新生起希望，以無畏的態度面對死亡，以愉悅的心情迎接來生，

這便是「生命關懷」的積極意義。

在病人臨終捨報之際，幫他念佛持咒，讓他在捨報的最後一念，

眼見佛像、耳聞佛號，從而心中憶想於佛，則此生才一結束，下一生

已於極樂淨土開始，繼續他更美好的生命旅程。

將此觀念推廣普及，讓所有的人都能發心幫助臨終捨報者，也讓

所有人於臨終捨報時都能因此獲得自在解脫的生命，讓此土、他方，

都成為蓮花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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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必經的過程—生、老、病、死

沒有一個是可以由自己完全掌握。

生：科學家複製生物，但不是生命，更無法創造生命。

老：老化的秘密仍無法被完全解開，長生不老只是理想罷了。

病：進步的醫療科技，使我們能夠對抗更頑強的病源，不保證完全消

滅它們；治療癌症的指標是「五年存活率」不擔保永不再發。

死：科學上認為是生命的終點。

生命到底是什麼？

生命不過是靈魂隨業流轉而不斷生生死死的歷程！

我們珍惜此生，更應該關心永永久久的生命，因為那是可以靠自

己心靈的力量掌握的。無常不可預測，如果能有準備，則任何災難、

意外降臨，或得了任何重病，只要自己能實踐「一念蓮華」的要旨，

即使這世生命旅程結束，要去那裡，自己都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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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心看生死、歡喜對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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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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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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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這一念可以決定下一世，可以往生或再受輪迴，

是生人天或墮入下三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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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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學

人類的死亡率是 100％

每天都不斷地有人死亡！沒有親眼看到，沒有親身經歷，並不代

表不存在！

死亡教育所關心的不只是與死亡有關的問題，也與個人的生命、

生活品質的提昇有密切的關係；它的影響力不只是及於死亡問題，更

藉由對死亡問題的省思，激發個人以更積極的態度與行動來面對生命

與生活。

死亡絕非只是老年人的問題，年輕人也應當正視死亡；臨終照顧

是活生生的死亡教育，透過實際地接觸與經歷，將個人體會，作為以

後規劃人生的參考。

凡是生命就必然會死亡。藉由正確的生死教育，將未知變為已知，

將消極的逃避變為積極的準備，讓每個生命都能得到善終，真正做到

「生死兩無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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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上對於死亡的定義

1.心肺死：

心臟停止搏動、肺臟喪失功能而停止呼吸。

2.腦死：

腦部功能停止，心肺功能正常。

3.腦幹死：

腦幹（生命中樞）停止，無法自行心跳、呼吸。



11

佛法上關於死亡的過程

跨過生死之門——究竟會經歷什麼？

死亡的過程可分為四個時期：

1.臨終時期：會經歷四大分離的痛苦。

地大分解時，身體會感到十分沈重，感到身如山壓；水大分解時，

口鼻都感到很乾涸，感到波浪滔天；火大分解時，身體體溫下降，

感到火燄衝天；風大分解時，氣息將斷，呼氣長，吸氣短，感到暴

風狂嘯，之後呼吸停止。

2.斷氣後八至十二小時：

臨終者的心識，會繼續停留在肉體八至十二小時，並且亡者的耳識

（聽覺）在這階段是漸漸失去功能的。所以在亡者旁的任何音聲言

語，亡者都可接受到。這段時間，如果碰觸或是搬動他的身體，他

會覺得十分痛苦。

3.昏迷時期：

亡者捨報後十小時算起三日半內，亡者神識會處於昏昧不清狀態。

4.中陰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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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迷期過後、未轉生輪迴前，七七四十九日間；即從這一生到下一生

的過渡階段。在這段時間內，亡者擁有的是一種沒有肉體的精神體。

在中陰前期，會見到伴隨著強烈佛光的佛像，有些是慈悲的法相，有

些則是忿怒的法相，另外在強烈的佛光旁，有暗淡六道輪迴的光線。

在中陰後期，會出現許多恐怖的景象，其實這些都是亡者心中投射出

的幻相。

（唯修持有素或大善大惡之人，不入中陰，或生淨土、或直墮惡道；

普通之人皆入中陰階段。）

人命捨報後八至十二小時內，神識尚未離開肉體。這時對亡者任何輕

微的碰觸，都可能讓他感到猶如刀割之苦。

死亡不是終點！依佛法上說，肉體因死亡而毀壞，但真正的生命並未

因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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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緩和醫療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 第三條第一款

安寧緩和醫療：指為減輕或免除末期病人之痛苦，施予緩解性、

支持性之醫療照護，或不施行心肺復甦術。

醫學一向注重促進健康、延長生命，試圖征服死亡，卻常忽略瀕死臨

終時期也是人生的一部份。

※安寧緩和醫療 Hospice強調全人、全家、全程及全隊的照顧模式【四

全照顧】；可說是一種以人道為基礎的全方位生命關懷。

※當疾病已無法治癒時，對病人採取全人化的照顧，以維護病人和家

屬最佳的生命品質；除了給予適當地疼痛控制和減輕身體其他的症

狀外，並同時處理病患及家屬在心裡、社會和心靈上的問題。

這個觀念是可以運用在所有疾病的治療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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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病人！尊重生命！

※「全人性照顧」或「整體性照顧」，不只是看重實質存在的外在軀

體，也必須注意到此人精神上、社會上、心靈上的特質，進而處理

問題給予照顧。不只延長生命，也保障生活品質，讓病人及家屬過

得有人性尊嚴。

生命——重要的並不是活的時間長短，而是如何去生活。

以生命內涵取代生命長度！

※生命品質的必備條件：

1.疼痛及其他症狀的控制

2.身體活動

3.社交生活的充實感

4.精神上的充實感

5.心靈上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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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好運動」

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提出「五好運動」——推動「一念蓮華」生命關

懷教育

釋迦牟尼佛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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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病人此生壽命未盡，則病癒出院；若壽命已盡，念佛能幫助他往

生淨土，對病患好。

※家人陪著念佛，家屬也蒙受其利，對家屬好。

※若是亡者皆能往生淨土，冤魂少，對國家社會好。

※醫護人員醫治病患，治癒率高，如捨報也能安詳往生，對醫護人員

好。

※減少糾紛，病患及家屬皆感激院方的照顧，醫院口碑好，對醫院好。

如是自利利他，不但自己念持佛號，又有學佛無私度生的精神，

能如此修持不但不會忘失，當面對死亡時自然無所畏懼，而能蒙佛接

引，往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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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念佛持咒

※靈魂隨著業力的牽引，進入母胎，便有了生命；當這一個身體的業

報已盡，靈魂離開身體，便是死亡。

※什麼叫業？就是我們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語、所思所想。業力既是

自己造作而成，而生死又是隨業力而流轉，因此生死也是可以由自

己決定及改變的。改變業力、改變生死、改變生命，必須從平常的

言行思想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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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消除八十

億劫生死重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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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時養成終身念佛持咒習慣，能改造一生命運。若能全民終身念佛

持咒，則社會平安永無災難。

生命中多一個好的行動、好的話、好的念頭，則多一個善業，生

命會更好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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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病患安頓心靈之道

我們都不是病人，無法真正體會病人身、心、靈的痛苦。尊重生命，

尊重病人的自主權，提供病人最需要的。

※傾聽病人的聲音。

※鼓勵病人做生命回顧。

※探討心靈痛苦的真正原因，並設法解決。

※加強以往的心靈支持系統。

※幫助病人了解生命的意義、死亡的過程。

※陪他念佛：如誦經、念佛、持咒、打坐等。

將健康交給醫師打點，把心情交給自己掌握！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飽受疾病的痛苦，或內心正充滿了煩惱、痛

苦和掙扎，請您千萬不要放棄對人生的希望，包括現在以及來生，端

看您如何看待及度過這一段生命的歷程。不論您有無任何信仰，請您

務必珍惜自己的心靈力量，配合信仰中神力或佛力的加持，讓自己和

家人能以更光明的態度面對病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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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您與家人一同念佛持咒！

無論您或您的家人病況如何，現在就可以念佛（念「阿彌陀佛」

或「觀世音菩薩」皆可），以培植福德，早離病苦（可默念或出聲念，

功德相同）。念「阿彌陀佛」一句能消除八十億劫生死重罪，更能增

長福慧。阿彌陀佛是大醫王，又稱為「無量壽佛」、「無量光佛」，

能令我們得到無量壽命及光明。

每日將念佛持咒功德迴向所有眾生，再祈願病患早日康復；並與

您的家人養成終身念佛持咒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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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危或臨終前注意事項

當病情已無法救治，生命歸屬成為重要問題！

近代醫學認為：〔誠實〕是照顧癌症或臨終病人相當重要的原則；

對癌症或臨終病人隱滿病情，往往造成照顧過程的困擾，並使病人及

家屬都很痛苦孤獨，既無法討論病情，也無法商討身後之事。隱滿病

情也使得病人沒有機會完成或表達自己的心願，心中的想法或期望也

沒有機會交代。

徒留遺憾在人間……

※告知原則：誠信。自主。保密。不傷害。

※告知前提：

1.先了解被告知者背景。

2評估自己是否為最佳之告知者？

3.是否與被告知者建立良好關係？

4.選擇適當的時機與地點。

5.告知前是否已徵詢重要親屬之同意與意見。

6.遵守告知原則，以誠懇、委婉、鎮定態度。

7.提出解決問題之建議。

8.須關心及處理被告知者之情緒反應。

9.必須長久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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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他念佛持咒！

1.請準備阿彌陀佛佛像置病患眼前，不斷提醒病患眼觀（或觀想）佛

像、心憶佛陀、口念佛號（或持咒）、耳聞佛音，請親友輪流於其

身旁，分班出聲念佛助念，以持久不間斷為主。

2.先給予短暫的開導，語句盡量簡單切要，之後提醒並陪同病患不斷

念佛持咒（病患本人可默念），藉佛力加持以消除業障、減輕痛苦。

親友亦不斷念佛持咒，將功德迴向病患，助其解除病苦（或安詳往

生）。

3.最好準備一台電子念佛機，放在病人耳邊播放或讓他隨身攜帶，時

時提醒不忘念佛。

4.可預先至本基金會請領金剛明沙及陀羅尼經被（又稱往生被）等法

寶。將金剛明沙寶瓶佩帶於病人胸前或放置於上衣口袋、枕下，可

避一切災難，平安吉祥，並使病人不受幽冥鬼物之干擾。

5.臨終最後一念最極重要，若最後一念仍留戀這個世間，將繼續在六

道（天、阿修羅、人、畜生、惡鬼、地獄）中受苦輪迴無法出離，

反之若念念「憶念」阿彌陀佛，則易往生極樂世界獲得永恆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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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若大部分器官已經壞死且經醫生診斷為無法治癒，則應以安詳念佛

往生為重，勿再急救。因急救可能造成肋骨碎裂、牙齒斷落、皮膚

焦黑、吐血等極大痛苦，亦僅是延長其痛苦而無尊嚴之短暫生命。

7.病危出院，也就是俗稱「留一口氣回家」。當病情惡化嚴重時，尊

重病人在家往生的意願，可先與醫院醫護人員商量，在適當時機出

院回家，並詢問有關安寧緩和居家療護之臨終照顧事宜。

8.若病人及家屬都能接受在醫院死亡，則留在病房內做臨終照顧。可

先與醫院商量，於病房內助念滿八小時；如不便留於病房內，請於

臨終前，先移至可移動之床上，以便捨報後，推往助念室繼續助念。

並請親人預先安排後續助念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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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症狀與處理

1.病患睡眠的時間越來越長且不易叫醒。

→當他比較清醒時多和他溝通，計畫活動讓他參與；並給予簡單的開

導後，請他一起念佛持咒。

2.地點和人物的混淆不清。

→提醒他時間（日期）和地點，並幫他認出周遭的每一個人，持續讓

他熟悉或喜愛的事物圍繞在他的身邊，有時心愛的寵物可以幫上大忙。

3.大、小便失禁。

→由於神經肌肉系統的失控導致大、小便失禁。可鋪上防污的床墊，

注意皮膚護理，使用集尿袋或置尿管。

4.手腳冰冷，且身體的靠床側膚色漸深。

→因血液循環變緩慢所導致。可以毛毯為病患保暖，勿使用電熱毯以

免過熱造成傷害，可給予定時的翻身，並偶爾給手腳溫柔的移動或按

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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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呼吸時，喉嚨產生吵雜聲音。

→這是因為呼吸分泌物黏稠而不易咳出，積在喉嚨產生吵雜的呼吸。

可翻身使其側臥或把床頭搖高，或用枕頭把頭墊高，如果病人想吞嚥，

可以給冰塊或濕冷的棉球或紗布含著，以解除病患的渴感。使用濕熱

的蒸氣也可以使分泌物更稀而易於咳出。

6.疼痛或症狀的控制更困難，越來越沒有食慾。

→配合醫師處方給予止痛藥物。學習幫助病人放鬆的方式，陪他一起

念佛持咒，轉移其注意力。不要勉強病人進食。

7.呼吸不規則，可能呼吸暫停或張口呼吸。

→床頭搖高，或用枕頭把頭墊高，以濕紗布遮蓋口部，並每 30分鐘到

2小時塗抹護唇膏保持濕潤。

8.躁動不安、拉扯床單，看到幻影或說奇怪的話。

→配合醫師處方給予藥物，另可協助其念佛持咒，保持正念。並將金

剛明沙寶瓶佩帶於病人胸前或放置於上衣口袋、枕下，可使病人不受

幽冥鬼物之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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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命終前後八小時內極重要事項

1.人命終八小時內，是決定上升或下墮之最重要關鍵時刻。「助念」

是幫助臨終者或亡者提起「正念」，一心念持佛號，往生極樂世界。

請勸導垂危親人念佛、聽佛號、看佛像、憶念佛陀、切願往生，最

後一念最極重要。

2請家屬親友替臨終者或亡者助念。家屬與其關係密切，感應迅速，

助念之效益更大，請把握關鍵時刻，輪流配合助念，一心不亂地念

佛持咒，此為最大之孝心。

3人命終後八至十二小時內，神識尚未離開肉體。這時對亡者輕微的

碰觸，可能讓他感到猶如刀割之苦。故請勿急著為其沐浴、換衣或

任何碰觸，更勿急著送進冷凍庫或置放乾冰於其身上，否則將令其

感受猶如寒冰地獄之苦。萬一亡者起了瞋恨心恐有下地獄之虞。

4.請勿立即洗身更衣、放乾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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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盡量勿觸動遺體並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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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請盡量不要立即拔除針管、維生管線，或移動遺體；如無法避免，

請在他身旁之人替他念佛持咒，動作儘量輕緩，並事先提醒他「即

將為其拔除針管或移動，請其安住正念，並隨著耳邊的佛號聲，念

佛持咒不可停止」。

6.在病房或助念室、太平間停留八小時，以便助念。

7.將預先請領之陀羅尼經被（又稱往生被）覆蓋其上。

8僅早將金剛明沙灑於亡者額、喉、心三處，以消除亡者身、口、意

的罪障，可用膠水稍固定。

9.家屬可聯絡本精舍全省助念團安排義務助念。

財團法人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大量免費

贈送恆河金剛明沙寶盒、陀羅尼經被（往生被）、六字大明

咒咒輪貼紙，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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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導範例

針對重症或病危病患的導示範例：

「○○（依合適的稱呼），請你內心不要慌，多念阿彌陀佛能消業障，

解除病苦。因阿彌陀佛是大醫王，念佛一句能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

多念佛能解除你的病痛，愈痛苦愈要念佛。阿彌陀佛有一極樂世界，

在那極樂世界的人不會生病、不會老化、不會死亡，沒有任何痛苦煩

惱，只有永恆的快樂，一切心想事成，更有神通能隨時見到自己家人(團

圓)。阿彌陀佛的光像太陽一樣，請你想像阿彌陀佛放出強烈佛光減輕

您的痛苦，並且眼看佛像（或觀想阿彌陀佛放光，安住在這片光明之

中）、心憶念佛陀、口念佛陀聖號（或持咒）、耳聞佛音，念佛持咒

不要停止，這樣阿彌陀佛一定會保佑您。」

「人生如夢如幻，請你（暫時）放下世間一切，不要牽掛，只專心一

意念佛持咒，什麼事都不要想，唯有一心不亂的念佛持咒感應最快，

能最快的消除你的痛苦。」

功德迴向範例：「願以此念佛（持咒）功德，迴向○○（依合適稱呼）

○○○（姓名）居士及其冤親債主，釋怨解結，遠離病苦，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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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彌留病患或亡者的導示範例：

「○○（親人稱呼方式），我很幸運，這一生能成為你的□□（妻子、

兒女…）謝謝你帶給我（們）的一切，雖然希望和你在一起，但是又

不忍心看你繼續受苦。只祈求您能到更好的地方，也就是阿彌陀佛的

極樂世界。到那裡您的病就都好了，而且永遠沒有生老病死與煩惱的

痛苦，祇有永恆的快樂，將來我們可以在那裡重逢相聚。祇要您相信

阿彌陀佛，在心裡跟我們一起念佛持咒，阿彌陀佛就會來接您去極樂

世界。」

「○○人生就像一場夢，夢醒了什麼都帶不走，您心裡不要牽掛任何

事，我（們）會好好照顧自己，請○○放心。您要放下一切，什麼都

不要想了，專心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光像太陽一樣，一直照在您

的頭頂，○○要歡喜地投到阿彌陀佛慈悲的光明裡，一直專心跟我(們)

念阿彌陀佛，不要停止，阿彌陀佛就一定會來接您去極樂世界。」

功德迴向範例：「願以此念佛（持咒）功德，迴向○○（親人稱呼方

式）○○○（姓名）居士及其冤親債主，釋怨解結，若能康復則早日

康復，若壽命已到，則安詳往生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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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日內家屬應注意事項

1佛陀曾開示：大部分眾生於過世後，均墮入三惡道（地獄、餓鬼、

畜生）。

2.依據「地藏菩薩本願經」，人命終後四十九日內，若其家屬能為亡

者多作佛事，廣造功德，如放生、佈施、供養師父、印佛經或任何

善行，則所有功德亡者「七分之中而乃獲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

且能令亡者離開惡道（地獄、餓鬼、畜生），超生人天。

3.依據「西藏度亡經」，常人死亡，於八至十二小時後，會進入昏睡

狀態。三天半後，識覺才開始恢復（清醒），進入「中陰身」。

4.中陰身狀態大約有四十九天的時間（每人長短不同），這時亡者將

因過去所造業力，見到種種恐怖景象難以脫離，例如有冤鬼追打、

業風吹捲、地府審判、愁苦煎逼、飄泊無依等，這時亡者唯一祈求

的是在陽世的家屬能為其多作佛事，廣造功德，藉佛力加持，救拔

其刑苦。

5.故於四十九天內，所有家屬於行住坐臥應不斷念佛持咒（可念「阿

彌陀佛」或觀世音菩薩之「六字大明咒」），不要中斷，再將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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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向亡者往生極樂世界，則亡者必蒙救度。

6.切莫殺生祭拜，一切罪過皆由亡者承擔，只會加重其痛苦。若全家

能素食四十九天，則功德更大（再將功德迴向亡者）。

7.請勿在喪儀上作無謂的鋪張和排場，對亡者毫無幫助，不如省下金

錢，以亡者名義多做濟世善行，則亡者可得功德。

8.往生被要一直蓋在亡者身上，助念圓滿八至十二小時後，才可暫將

經被收起，待洗身更衣後，再蓋上。金剛明沙應灑於亡者額、喉、

心三處。以上法寶切莫離其身，以消除其業障，蒙佛力救度，並隨

之火葬或土葬。

9.金剛明沙寶盒全家平日均可佩帶，能消除宿世業障，並保吉祥平安，

並非辦喪事期間才佩帶，切莫於日後丟棄，請務必珍惜。

10.請勿於亡者命終七日內火化或土葬，以免因其情執深重，神識難以

離開肉體，而增加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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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寶之用途與功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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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諸佛聖

號及六字大明咒，內裝恆河金剛明沙。可平時、重病、臨終時佩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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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佩帶於亡者身上切莫離身。

2.陀羅尼經被（往生被）

乃集諸密咒而成，具不可思義之大加持力。若有眾生於臨終覆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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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密咒咒輪或貼紙

圓覺宗智敏‧慧華金剛上師加持之咒輪或貼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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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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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佛號之功德利益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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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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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脫離險境。依照佛教的《普門品》中所說：念誦「觀世音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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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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字大明咒」

唵 嘛 呢 唄 咩 吽

Om ma net beh meh hone
˙ ˙ ㄏ

ㄨ

ㄥ

ㄇ

ㄚ

ㄋ

ㄧ

ㄅ

ㄟ

ㄇ

ㄟ

ㄨ

ㄥ 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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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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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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生命關懷

「一念蓮華生命關懷」乃「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創辨人智敏．

慧華金剛上師，延續了成立助念團十數年、助念二萬五千人的經驗，

而於西元 1999年所發起。其關懷精神乃基於佛法之信念：每個人臨終

最後一念的安祥與否，不僅反映此生功德圓滿，更為往生極樂淨土、

不再墮落生死輪迴的最大關鍵。因此基金會近年來本人溺己溺之心，

遣智工持續在全省醫院、榮家及安養院等地，關懷老病臨終者，泯除

病苦障礙，掌握臨終一念念佛往生。上師殷切關懷一切有情永恆生命

之福祉，尤特重視生死之際的人性尊嚴，為恐臨終往生權益未受尊重，

故協助訂此意願書。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五條】二十歲以上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

預立意願書。前項意願書，意願人得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並以書面

載明委任意旨，於其無法表達意願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

【醫療委任代理人：係指立意願人之親屬或朋友，於其無法表達意願

時，由代理人代為簽署及表達此意願書所述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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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蓮華」免費諮詢服務

我們是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教育基金會的智工（原諾那．華藏精

舍助念團）。在全省共有十六個助念團，免費提供重病者「一念蓮華」

臨終關懷及亡者助念服務，即使是深夜，我們也會二十四小時出動，

儘速趕往現場，協助家屬輪班為他念佛。我們很希望能幫助每一位臨

終者，在臨終最後一念往生極樂。

如果您需要我們的協助，請務必以電話通知我們來為他助念！幫

助您的親人往生，將是我們助念團最重要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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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立遺囑

預立選擇安寧緩和醫療及一念蓮華生命關懷意願書

本人 若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

而且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願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四條、

第五條及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做如下之選擇：

一、願意接受緩解性、支持性之醫療照護。

二、願意在臨終或無生命徵象時，不施行心肺復甦術（包括氣管內插

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心臟電擊、心臟人工調頻、

人工呼吸或其他救治行為）。

【附帶約定】

本人 願意在臨終或生命徵象惡化時，接受一念蓮華生

命關懷及助念，請通知本人家屬或醫療委任代理人（資料如委任書）

協助以下事宜，並連絡智敏．慧華上師基金會（原諾那．華藏精舍）

各地免費助念團（24小時免費助念專線《02-2763-3733》前來為我們

關懷）。請尊重我們的往生權益：

l. 臨終斷氣前至其後八小時內，請勿為我擦身，換衣、拔管、隨意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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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身體或放入冰櫃等嚴重影響往生的行為。

2.請預先安置我的身體於往生室或安適空間，為我助念佛號，令我眼

見、耳聞、心想皆是彌陀，掌握最後一念往生淨土。

立意願人：簽名： 國民身分證：

住（居）所： 電話：

在場見證人：

（一）簽名： 國民身分證：

住（居）所： 電話：

（二）簽名： 國民身分證：

住（居）所： 電話：

醫療委任代理人：（由預立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簽署時，請簽署本欄）

簽名： 國民身分證：

住（居）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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