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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金剛上師簡介

民國十九年生於江蘇泰興，六十二年皈依密宗大成就者蓮花金剛藏聖

者，蒙祖師傳授諸佛心印，並印證為明心見性，度母觀音即身成就者。

六十九年開壇弘化，為圓覺宗第七代法嗣，法雨遍灑，悲願深宏。皈

依弟子數萬人遍及海內外，七十四年起以「觀音超度法」廣度六道有

情，凡經師專壇超度之亡者，無論罪業深淺，火化幾乎均獲五色舍利

子，並有種種瑞相，顯示亡者往生極樂淨土，深受海內外顯密大德之

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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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度母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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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

『凝嚴動鼓醒群迷； 妙端振鈴救沈淪。』

上慧下華金剛上師一身兼長紅白二教的數種度亡超度大法，所超度的對

象，是所有已知宗門中範圍最為廣博的：不論亡者死亡多久，或是距

離多遠，也不論是已落在那一道的祖宗先人，又不論請求者與被超度

者是否皈依 上師三寶，只要是亡者家屬真誠請求， 上師皆慈悲應

允為建專壇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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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慧下華金剛上師超度功力不可思議，非只受到專壇超度者能燒出舍利

子，某些亡者若宿緣成熟，則有時僅只是灑上少許金剛明沙，也能燒

出不少舍利；慈威功德真實不虛令人由衷嘆服！

金剛砂 張慈恭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楊清金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朱法生火化後之白色、銀色舍利子

周金輝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周亞民居士火化後之舍利子



6

上師超度 往生極樂

火化舍利 功德無量

高貴佛師兄之父高黃木水經慧華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其中有四顆銀色）（中間有透明之舍利）

台南分舍副住持王秀佛師兄經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智敏上師與台南弟子共同檢視舍利子

張雲錦居士經上師超度後火化舍利子

（完整頭骨舍利）（透明、銀色、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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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般帶不走，

唯有業隨身，

喪儀無謂的舖張，

那些死後的榮華對亡者一無益處，

只有對亡者超度與作功德，

才能真正令亡者——

離苦得樂，

往生極樂淨土。



10

對不瞭解、不確定的事，

未經思索、求證，

就武斷的否定才是「迷信」。

誰能證明沒有輪迴？沒有淨土？

生死事大，

切勿等閒視之，

撥空逐一探討，方為智信，

莫淪為人云亦云的迷信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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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助念聯絡電話

地區 道場 地址電話

台灣

台北

總舍

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 63 號 14 樓

TEL：02-27641117

FAX：02-27653313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2-27633733

行動電話：0912-473000

高雄

分舍

高雄市博愛一路 391 號 12 樓

TEL：07-3112822

FAX：07-3115160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7-3236043 / 0963-711-290

台中

分舍

台中市五權路 1-67 號 13 樓

TEL：04-23750930

FAX：04-23752250

助念專線

（大 台 中 地

區）

TEL：04-23765223

行動電話：0933-195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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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分舍

台南市林森路一段 158 號 6 樓

TEL：06-2894000

FAX：06-2674521

助念專線

（ 24 小時出

動）

TEL：06-2689187、2892253

埔里

分舍
南投縣埔里鎮中心路 49 號

TEL：049-2995721

助念專線
TEL：049-2983179

行動電話：0939-943413

台東

分舍
台東市正氣北路 215 巷 3 號

TEL：089-355706

助念專線 行動電話：0937-609109

花蓮

分舍
花蓮市商校街 262 號 7 樓

TEL：03-8331098

助念專線
TEL：03-8321751

行動電話：0921-863-257

新竹

分舍
新竹市和平路 142 號 12 樓

TEL：03-525-3099

助念專線
TEL：03-5281321

行動電話：0925-22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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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 助念團
TEL：03-4636442

行動電話：0921-628973

屏東 助念團
TEL：08-7327273

行動電話：0919-702968

嘉義 助念團
TEL：05-2369991

行動電話：0939-008135

雲林 助念團
TEL：05-5347895

行動電話：0927-238243

宜蘭 助念團 TEL：03-9334319

南投 助念團 行動電話：0934-348204

玉里 助念團
TEL：038-980369

行動電話：0933-487070

苗栗 助念團 行動電話：0925-955722

美加

紐約

分舍
218 Broad Av. Apt#4B, Leonia, NJ

07605, U.S.A.

助念
TEL：+ （1-201）-444-4826、（1-908）

-656-5204

丹頓 閉關中心 1523 Highland Park Road, Denton, Texas

76205,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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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940）-243-3110

休士頓 分舍 TEL：0021-（214）729-6666

達拉斯

分舍

610 Old Campbell Road #104 Richardson,

Texas 75080 U.S.A

TEL：0021-（214）729-6666

助念
TEL：+ （1-972）-495-2762

行動電話：（1-214）-543-1006

洛杉磯 法寶流通處 行動電話：+（1-626）-512-0452

多倫多 分舍

Suite 602,3950 14TH

Avenue ,Markham,Ontario

Canada,L3R-0A9

TEL：+（1-905）-944-9010

東南亞

馬來西

亞沙巴

分舍（九如彌

陀村）

Lot 19, 1st Floor. Grand Industrial

Phase II. Jalan Bundusan. Penanpang

89580 Kota Kinabalu. Malaysia

TEL：+（6-08）-872-9972

FAX：+（6-08）-872-8872

香港
分舍

（助念同）

香港九龍柯士甸道西 1號 漾日居 6座 38

樓 A

TEL：+（852）-2390-2978

行動電話：+（852）-9380-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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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梵唱生命驪歌

他們是為生命唱驪歌的人。

很難想像在這個忙碌汲營的工商社會，還有這樣一群「傻瓜」，

一聽到有人過世，馬上趕去亡者身旁，連續 8小時頌咒念佛，不求任

何回報，只希望亡者能安詳離開人間，往生佛教的天堂——蓮華淨土。

他們是「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的義工。目前這個義務「助念團」，

已發展到 8個分團，每團有 20～30人，平常各有職業，從大學副教授、

商人、計程車司機到家庭主婦，各司其職；但只要有亡者家屬召請，

立卽機動組隊，成為一群以梵唱送別生命的人。

佛教徒相信，生命在輪迴中流轉不息,而剛辭世的 8小時，是決定

上昇或下墮的關鍵時刻。亡者辭世前如果能在淸靜的場所，眼觀佛像，

耳聞佛號，心存正念，就能安詳往生西方淨土。

「往生」一詞正代表佛教徒的生命觀。他們認為生命並不是離開

人間就吿終結，而是離開「這一站」到「下一站」去。辭別紅塵人間，

到相傳阿彌陀佛說法的淨土去，從蓮花中化生，花開見佛，得到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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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就叫「往生」。

在這樣的信仰理念支持下，「諾那・華藏精舍」住持慧華上師，五

年前號召弟子組成義務「助念團」，為彌留前後的人頌咒念佛，希望

這「生命最後的合唱」，能助亡者安詳辭世，「下一站到淨土」。

一位已有五年助念經驗的大學副教授表示，他從就讀理工科博士

班到目前已擔任大學教職，共助念了數百位亡者，剛開始也是「怕怕

的」，素昧平生的亡者遺體就躺在身旁，心裡難免發毛，但久了就習

慣了。

一個學理工的人，凡事講求證據與邏輯，卻跑去為亡者念佛，不

怕被笑是「迷信」？「對不瞭解、不確定的事，武斷的否定才是『迷

信」——誰能證明沒有輪迴、沒有淨土？」這位理工科博士說：「助

念之後，提醒我『死生事大』，瑣碎的名利之爭都看淡了，因此助念

看似『利人』，其實是『自利』。」

「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的馮姓連絡人也表示，中國人很忌諱談

「死」，去幫不相干的亡者助念，出入喪家、太平間，一般人都認為

是很觸霉頭的事，若無慈悲心難以從事；但助念之後所產生的一些「瑞

相」，如亡者容貌安詳、遺體柔軟，火化後常燒出五彩舍利子和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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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這些不可思議的感應現象，佛教徒相信除了是亡者生前修行功德

外，應是助念之功，這些「瑞相」給助念團義工不少鼓舞。

目前一般在醫院辭世的亡者，遺體通常立卽放入冰庫或運回家；

但佛教徒認為：去世後八小時之內，神識尙未離體，靈魂仍會疼痛，

此時立卽放入冰庫「是很殘忍的事」。通常家屬會要求先在太平間停

放 8～10小時，助念團義工就在這段期間聚集念佛，念佛前先為亡者

灑金剛明沙、蓋陀羅尼被。

助念過程中，包括交通費在內的一切支出，都由「諾那・華藏精舍」

支援，出錢出力，不求回報，這種熱誠傻勁感動了許多亡者家屬，但

也曾發生過被不同信仰的家屬，半途趕出門的糗事。

不管反應或熱或冷：助念團義工都在信仰支持下，五年來熱誠如

一。

雖說義工們辭卻一切物質上的回報，連家屬基於禮俗所包的紅包

也不收；但諾那精舍的慧華上師指出，這種「無我佈施」將為義工自

然種下「往生淨土」的福德因緣，無形的收穫雖然眼前看不到，卻是

佛弟子們更重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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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華上師鼓勵有心人多加入助念團，念佛送人間別客「一路順風

到淨土」。（轉載於中華民國八十年八月十二日聯合晩報〝當代 15

版〞）

※謝絕任何酬勞 長期徵求 發心菩薩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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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免費助念簡介

——並請家屬儘量配合的事項

各位善信大德：

我們是「世界佛教圓覺宗諾那・華藏精舍助念團」的團員，今天來

此的目的，純

粹只是為了想要幫助你們那個可能卽將命終（或剛過世）的親友，希

望他們能夠在蒙受佛陀慈悲救度的光明中，使不該命終者得以宿疾痊

癒安享餘年；而對於那些合該捨壽命終的善者，也可以承仗佛菩薩的

甚深悲願，而幫助他們解除臨命終及死亡後身心所感受的萬種痛苦；

並且也可以消釋一切亡者生前都難免會偶而犯下的一些或大或小惡業

糾纏，乃至於更有可能就以此大眾一會助念的功德力，幫助亡者現證

自己本來明空不二的湛然覺性；而卸脫三世業障，頓得當下趣歸無生

佛果。或者也可以遵照亡者本身的意願，根據釋迦世尊所述的阿彌陀

佛西方極樂世界的種種不可思議功德，種種不可思議勝妙莊嚴，以亡

者本身的切誠懇願一念求願往生彼國，而感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

大勢至菩薩及諸大聖眾的現前接引，往生到那個永遠不復再受到生老

病死；無量苦痛輪迴的極樂世界中去。除此之外，千萬別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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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亡者淨身、換衣、哭泣、搖晃、拔掉針管、塞手尾錢、送入冰庫等

等非常不妥當的處置，因為這些往昔大家一直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

然的舉動，實在就佛教的觀點來說，都是最會嚴重傷害到亡者，令他

們升起無可抑止的瞋心怒火，而導致墮落到悲慘難言的地獄、餓鬼、

畜生三惡道中去的最不好行為。

倘使亡（病）者有幸，你們能夠信受我們的助念，也希望你們儘

可能的配合我們幾點請求：

一、請儘可能委派家屬親友，輪流與我們一同助念共修。依照地

藏經上所載：「以家屬誠懇的為亡者所做的佛事功德最大」，因為亡

者最容易接受、感受的還是自己親人的關懷。而且在所做的一切功德

中，家屬本身實際可以得到六分，而亡者也只能得到其中一分的功德。

但是切莫小看這僅僅一分的功德，卻也遠遠超過一般以金錢邀請而來

的那些平素不持淸淨，又沒有什麼真正修持的作法者，在畫樣般有口

無心的唱作下，所能真正蒙受到的利益要多。

我們的助念團成立數年以來，始終秉持著默默誠懇付出的一貫態

度，所以屢受喪家及各界人士給予「端正實修」的肯定，舉凡一切助

念行儀無不堅守佛陀經教的慈訓而作，絲毫不敢妄自增減有無而致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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惱到往生菩薩的生死大事，之所以如此的戒懼謹慎，實在是『因果可

畏而善緣難逢」啊！所以誠懇的勸請各位，都能夠憐憫一切臨命終者

諸如生龜脫殼、熱油澆身般的慘苦情狀，儘量的配合我們助念團的行

事來饒益您的親人。不論存歿，相信他們都會感謝你們的；並且會將

一切功德都迴向給你們，或是在冥冥中庇佑你們的。

如果你們一時之間，實在難以決定要以何種方式來幫助你們的親

人，那麼，也勸請你們務必要聽受我們的建議：『讓亡者很尊嚴肅穆

的走完他人生最後一站』——就是「什麼都不要做，只是讓亡者安安

靜靜的躺（坐）在那裡八～十小時『你們可以靜靜的陪伴在他身旁，

或者是輕聲默念，勸請亡者丟開身心一切牽掛，放心安然睡去。也可

以錄放音機不斷的播放一些祥和淸逸的音樂或佛號梵唄。

二、除了前面所說的不要急於為亡者淨身、換衣、哭泣、搖晃、

送入冰庫、拔掉亡者身上的針筒揷管、塞手尾錢外，也請不要焚燒大

量的冥紙及拜腳尾飯等，因為所做的這些非但無益於亡者往生極樂世

界，反而會招引來很多令亡者心生恐怖的種種惡象，糾纏亡者而墮入

鬼趣之中。

三、請在我們的助念圓滿結束前（大約八個小時），不要急著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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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道士術師或其他宗教的信修者；前來為亡者做一些諸如引魂、開魂

路、祭拜魚肉酒葷等會令亡者不升反墮的不妥行為。我們是祈請西方

極樂世界中無上尊貴的阿彌陀佛慈悲現前，來為亡者「引魂」「接魂」，

所以請各位無須對亡者的去處抱有疑慮。

四、卽使是在整個的助念圓滿後，如果察覺到亡者的身軀任何部

位還有餘溫時，請不要就送入冰庫或殯殮蓋棺，因為在七日之內，已

曾有多起亡者回魂的事例。所以除非亡者死於嚴重病故；或是天氣炎

熱致使遺體腐敗出味，或者是如車禍、外傷等致身軀嚴重殘破已確定

完全不可能復甦者外，只要亡者尙有餘溫或是遺體素淨無味，請避免

在七日內就為亡者進行冰庫殮葬。

五、我們的助念團員，隨身都供奉著金剛明沙、陀羅尼經被、佛

光咒輪貼紙、成佛掛牌等準備利益一切存亡，都是殊勝無比的佛寶。

懇請各位珍惜敬重，並允許我們將之施益於亡（病）者身上，，和張

貼於府上各處，則可感蒙佛光加被，一切冥陽存亡吉祥圓滿。

總之，一切有情眾生的生死事大，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因為無上

甚深微妙的佛法，是百千萬劫甚難遭遇到的，所以亡（病）者若錯失

了此生在命終前後之時；所可能是最後一次蒙受佛法利益的機會，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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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以一念迷茫而又輪墮在三界六道的生死苦海中掙扎，若想要能再次

値遇佛法，則恐怕就不曉得會是在幾千千萬萬年之後了！

幫助亡者順利往生是我們的心願，

需要我們助念嗎？別客氣，

請馬上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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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必須撥空探討的臨終生命現象

㈠呼吸雖停止神識尙未離開形軀

病者氣絕之後，以神識尙未離去，仍然是有知覺的。須經過一段

時間，通身冷透，神識出離，壽、煖、識都離開了身體，方算死亡。

在氣絕之後，神識未去之前，心靈正是很痛苦的時刻。且有因感傷往

事而流淚的，亦有因貪戀世間情愛子孫財寶而難割難捨的，或有因心

願未了竟遽然離世而悲傷苦惱的，復有因冤屈未伸而不甘瞑目的，故

此時此刻，正是悲苦交集。若又被搬動，又聞哭聲，豈不更使將去未

去的心靈，受極大的刺激，生者能這樣忍心傷害嗎？世人不知，認為

氣絕就是死亡，往往因這種誤解而鑄成大錯，病者家屬及孝順子女，

不可不知也。

以一般錯誤舉動來說，只要病人一斷氣，馬上就悲哀啼哭，或撫

摟病人而嚎啕，或任意搬動強其正寢，或趁身體未冷先為之沐浴穿衣，

或注射強心針或注射防曲劑，或方斷氣立卽被送入太平間，或當天被

移殯儀館。或更有兩三天卽行火葬者。這些殘忍舉動，對神識未去仍

有知覺的病人，可算受盡慘毒虐待了。生者所為，實貽害臨終人不淺，

將使死者病苦墮落，愛之反足以害之，這是最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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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神識未去，其所感受的痛苦，與常人無異。常人還可以呼痛

呼救，可以抗拒。病人雖氣絕而神識未去的這段時間，硬要當作死屍

看待，致使病人冤枉受極大痛苦，而口又無法申訴。因不解臨終常識，

而導致如此悲慘，寧不痛心！病人因遭受痛苦而心生瞋恨，因瞋恨心

而使神識墮落惡趣之中，雖孕子賢孫亦無所知也。

因此呼籲世人，在病人氣絕之後，神識尙未離去之前，假定為十

小時至十二小時，在此時間之內，病室宜維持肅靜，不能有上述種種

舉動，加害病人之身，以維護神識得到寧靜與安全。病人睡的姿態，

要聽其自然，不能移動他。以後可用熱毛巾敷其彎節，使其轉軟。此

時間內，不要探摸其冷暖，不要使蚊蠅觸及，病室內不要閒談或悲泣。

要利用十至十二小時，作有效的救度，引導病者的神識走向光明前途，

往生聖境永享快樂。這是家屬唯一的責任，也是為子女者唯一的孝道

所在。

㈡神識何時離開軀體

神識出離之遲速，與病者生平之行為品德，有直接關係。簡單的

說，極善極惡之人，以及往生聖境者，去得最快，一般普通人，去得

較慢。例如：忠於國家、孝養父母、仁慈不殺、利人濟世，這種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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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正氣上昇的緣故，直接生善道，（天道人道）所以去得快。又如

奸險陰毒、窮兇極惡、忤逆不孝，殺業太重，這種種人，因為邪氣下

沈的緣故，直接生惡道，（畜生道餓鬼道地獄道）所以去得也快。一

心念佛蒙佛接引往生佛淨土者，或修禪定證無生出三界者，其中有預

知時至身無病苦安詳念佛或入定而去者，當然直登聖境去得更快。普

通非大善大惡之人，去得就慢了，但時間早遲各有不同，所以必須假

定十至十二小時也。從身死之後，尙未受後生果報之前的過度時期，

名為中陰身。有於一天二天受後生果報者，有於一七二七受後生果報

者，最久七七四十九天決定受生。

就象徵來說，最後去的地方，最後冷，但切忌試探冷暖。所謂十

至十二小時，係就一般情形而說。但又須視天氣及地方之宜與不宜，

酌量可能性，將時間或縮短一點，或延長一點，均無不可。

㈢神識離開軀體向何處去

無邊際的空間為宇，無窮盡的時節為宙。在無邊際無窮盡的宇宙

之間，一切心靈所感受接觸到的一切境界，也是無量無盡。槪括的說，

可分十種界域，四種是聖者的境域，六種是凡俗的境域。此十種境域

的心體皆同，祇以迷悟染淨之不同，而形致聖、凡、解脫、業繫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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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善惡業力之不同，而形成六凡流轉於生死之無期。所謂法界唯

心是也。此說明作聖作凡，或享解脫自在之樂，或受業障繫縛之苦，

皆自心所作，自心為主宰，卽所謂唯心所造是也。然而茲値末法，若

全靠自力證悟一途而登聖域者，億人修行悟者難得一人。今之眾生，

癡闇迷染、虛妄顚倒、業重福輕、障深慧淺。豈不永淪三界流轉生死

麼？釋迦世尊就是為了悲憫末法眾生，特別曲垂方便，昭示最簡易最

穩當的念佛法門。謂西方有佛，號阿彌陀，以宏願力故，無論上智下

愚、善良邪惡、種種人，只要能回頭向善，真信切願誠懇稱念南無阿

彌陀佛，（南無讀那摩，意為歸命頂禮）一心一意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命終之時，佛及聖眾，就來接引。於一念之頃，卽得往生佛國，蓮華

化生，壽命無量，永離生死流轉之苦，享受莊嚴勝妙之樂。因此所謂

臨終前後救度之法，應於生命垂危時，除不移動不哭泣外，家屬及親

友們，於肅靜無聲的病房中，令其心境平靜、淸靜，要為之同聲稱念

阿彌陀佛，以引導病人的神識，聞佛名號，生歡喜心，心中也隨著念

佛，病者卽會心境開朗，有安全感，一心求生佛國，往生西方極樂世

界去。

㈣病者應有的認識

一切世間一切萬象，皆因緣所生，幻化而有。所謂因緣和合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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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因緣別離虛妄名滅。緣聚則幻有，緣散則幻無。是故古今往來，

一切事物，無非水月鏡花，猶如夢幻泡影，皆是石火電光，亦似過眼

雲烟。身若浮泡，幻質非堅，老衰病死，苦空無常，這是必然的生滅

變易的軌則，遷流而刹那不住的。故人生的旅途，亦自必有其終站，

誰都無法倖免的，世界正如旅館客棧，我乃短暫過客而已。

人生數十年，不但已在名利物欲、得失窮通、悲歡離合、憎會愛

別、天災人禍、生活壓迫、煩惱憂慮、役形勞心之中打過滾，而且還

要生生世世、捨身受身、因果旋轉、長劫漂流、出沒四生。

念佛之人，全仗阿彌陀佛大悲願力攝受。所以一心稱念佛號，西

方七寶池中，卽生蓮華一朶，標記此人姓名，他日於中托生。若在此

土念佛精進不懈，則彼土蓮華放四色寶光，日益輝榮。西方極樂世界，

淸淨莊嚴殊勝微妙，樓閣階道七寶所成，眾妙珍異淸雅香潔，寶池德

水蕩除心垢，天樂常作不鼓自嗚，不寒不暑調和適宜，衣服飲食應念

卽至，珍奇化禽出和雅音，演說苦空無常無我，微風吹動寶樹羅網，

悉演無量微妙法音，六根淸徹無諸煩惱，塵勞垢習自然不起，智慧增

進深達實相，神通自在壽命無量，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一般人都是在死後，依靠家屬做佛事超薦救度，或以做佛事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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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好看。而不知在生前靠自己學佛求解脫入聖道為易，在死後靠家屬

超薦得益為難。即使家屬子女虔誠恭敬延請高僧作佛事，並禮拜懺悔

求佛加被一切功德，亡者於七分之中僅獲其一，六分功德歸於生者，

以及歸於作佛事的出家人。所以要在臨終之前，為自己作一切功德，

令自己生歡喜心、虔誠心、懺悔心、念佛心，自己知道仗三寶加被之

力，得大利益，則容易濟拔。最好在身體健康時，自己能發心修行修

福，念經禮懺。瞭解宇宙人生的真諦，發大願，立大志，修聖道，成

聖果。但臨終助念，當然也是極為重要。

㈤生死夢中、萬苦交煎、虛受如此身心大苦，而不

覺知。

當念世間諸所有法，都是生滅無常的，都是夢幻不實的。又念三

惡道苦，易入難出，人道惡濁，天福易盡，然而業界所牽，誠難迴避。

倘若再沉溺於三界，則枉受生死，輪迴無期。宜急猛回頭，將一切家

事，一切身外事，悉皆放下，置之度外，不生繫戀之心，而一心一意

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念念不放鬆，命終之時，必定感佛

親垂接引，卽隨著來迎的阿彌陀佛以及聖眾，於彈指之頃，往生彌陀

淸淨佛國。從此超凡入聖，神通自在，壽命無量，出離三界，了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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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是為大智慧人也。若壽未盡，則因念佛功德，決定消災延壽。

若自知病重，應咐囑家人，凡來看病問候的人，皆請他們為我念

佛，不要閒談雜話。念佛功德不可思議，經云：念一句阿彌陀佛，能

消多劫生死重罪，念一聲阿彌陀佛，上窮有頂天，下極風輪獄，塵刹

眾生，皆受布施之益。故念佛能超荐鬼神亡靈，能救度中陰。若病重

時看見冤魂厲鬼來侵擾，或化作順境來誘惑，只要牢記誠懇念阿彌陀

佛，冤厲邪魔聽到念佛，就能超昇脫苦，歡喜而去。因此冤結得以化

解，業障得以消除。自己遂能順利往生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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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助念之問答

問：「助念」二箇字是什麼意義？

答：「助」是幫助，「念」是正念。併攏來講，就是幫助臨終的人，

正念念念現前的意思。

問：什麼叫「正念」？

答：「正念」又叫「淨念」，這箇正念和淨念，同是念佛的心念。因

為念佛的心念，是成佛的正因，所以叫做正念。又念佛的心念，

不與六塵相對，其心淸淨的緣故，所以叫做淨念。這箇淨念，也

是往生淨土的淨因。對於這箇正念的意義，大略就是這樣。

問：臨終的人為什麼緣故要旁人助念呢？

答：凡人到了臨終的關頭，那是四大分離，諸苦交集的時候，手忙脚

亂，譬如螃蟹落在滾湯裏頭一樣的痛苦。平時念佛功夫若未純熟，

到了這箇時候，誰人不要旁人幫助呢？平時就有六分七分的念佛

功夫，到了這箇時候，也難作二分三分用了。何況平時全未有念

佛功夫的人，到了這箇時候，可以不要旁人幫助嗎？要曉得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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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終的時候，自己一絲一毫難得做主的。完全是依靠旁人幫助。

問：病人旣然死了，仍還幫助他念佛有什麼作用呢？

答：因為病人剛剛斷氣，雖然已經死了，但是他的神識還未完全離開

身體，他的後世善惡得生處所尙未決定，在這箇時候幫助他念佛，

有最大殊勝的妙用。要曉得凡人到此臨死的時候，卽是聖道、善

道、惡道的分路。我們做人生生世世以來，所造的善業和惡業，

有無量無邊的多，心裏所發現出來的善善惡惡的念頭，相續不斷。

多數的都是惡的心念，那善的心念是很少的。凡人在臨死的時候，

最後一念的心若是惡，那時惡心裏就發現地獄、餓鬼、畜生的惡

境來，命終這一念心，就隨著這些惡境去投生惡道；最後一念的

心若是善，那時善心裏就發現天上、人間的善境來，命終這一念

的心就隨著這些善境去，投生善道。最後一念的心若是念佛，願

求往生西方，那時念佛願生的心裏，就發現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

佛與諸聖眾，前來接引，命終這一念心，就隨著阿彌陀佛去，往

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聖道。要曉得凡人臨死的時候，幫助他念佛的

道理，就是為著臨死的人最後一念的心要念佛。最後一念心若會

念佛，阿彌陀佛就在死的人自己念佛的心裏，現前接引，那死的

人，就是在自己念佛的心裏隨佛往生西方。生到西方，這娑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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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生死就永斷了，那就永久快樂無量。幫助臨死的人念佛，有

這樣的最大殊勝的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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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探討超越科學領域之舍利子、舍利花

佛教是講究〝實相〞〝真相〞而徹底反對迷信的，比如佛教主張

六道輪迴學說，凡是尙未覺悟的眾生都還在生死苦海中輪迴不止的。

當然有些人要反問：「你又怎麼知道的？如何去證明呢？」

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請諸位看下面一段話：

甲：「請問有沒有風？」

乙：「當然有。」

甲：「那麼請用顏色、形狀、來指出這個風給我看好不好？」

乙：「這是不可能的事。」

甲：「你旣然不能指出這個風給我看，那麼意思就是沒有風這樣的東

西了？」

乙：「不，風雖是用手抓不住，摸不到，但風還是有的，只是我不能

把風指出來給你看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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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中有許許多多的事實雖然我們不能指出直接有力的證據來

證明，但我們並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再者，今天的科學限於本身的成

就，尙不能解答的宇宙現象更是不計其數。而森羅萬象、錯綜複雜的

宇宙人生，難道又是一般人所能輕易了解的嗎？

釋迦牟尼早就看穿了這一層道理，所以他對弟子們說：「我是真

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他希望佛弟子儘量去硏究、瞭解可能被

瞭解、被解釋的部份，剩下的就只有暫時相信佛所說的了，因為有些

道理不是用語言、文字所能解釋淸楚的。所以佛典上才有「如人飲水，

冷暖自知。」的話。能夠正確而清楚地瞭解過去世的情形，在佛法上

叫做「宿命通」，這種能力（神通）是要經過努力修行才能得到的。

對一個瞎子說這世界是多麼桃紅柳綠，他懂嗎？對一個白痴說某

某人就是他父親兄弟的兒子——也就是他的堂兄弟，他能夠瞭解嗎？

以上所談論的目的不外有二：

1.對許多知識份子而言，也許常會以看不到而否定它。事實上存在的

就是存在，即使你不相信或是否定它，它還是存在，祇是因緣不具

足或是自身能力不夠無法親眼目睹罷了！比如細菌，平常是看不到

的，非得藉助顯微鏡，否則即使終其身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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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佛教強調死後往生淨土是看得到証據的，絕非光憑想像，〝死後上

天堂〞、〝死後得永生〞等，而〝死後就知道〞也實在是太冒險了，

應該在現前就把這些問題探討淸楚。

有關舍利子的問題

莫珮嫺

我們信仰佛教的人，個個都知道舍利子是有道行的佛教徒去世以

後，從身體上燒出來的，它是一種七彩或五彩的堅固子，不但會放光，

而且來去無踪，是一種很神奇的東西，由於它的存在，使得很多人信

仰了佛教，解脫了生老病死的痛苦，可是有些非佛教徒却毀謗它，說

它是人體上的膽結石，並不稀奇。筆者為了證明舍利子並不是膽結石，

因此撰寫本文來說明它的神聖和價値。

假如說舍利子是人體上的膽結石，那麼難道釋迦佛全身都是膽結

石嗎？鸚鵡、八哥和燈花，難道也有膽結石？諾那上師的脖子也會生

出膽結石來？膽結石會大放光明和來去無踪嗎？膽結石會有五彩和七

彩的光芒嗎？那麼現在身體上患有膽結石的人死後，都能夠燒出舍利

子來嗎？世界上的宗教，不只是佛教，修道的人士，也不限於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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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舍利子這個東西，却僅僅地限於佛教徒才有，並沒有聽說過其他

的宗教徒死後，遺體上也被發現有舍利子存在的事實。

退一步說，假如釋迦佛生前全身都有膽結石，那麼他的身體早就

該硬化了，不能夠動彈了，可是他在滅度的前一天，還講了一部四十

卷的大涅槃經，最後還問他的弟子說：「你們假如有疑難的地方，趕

快提出問題，我快要滅度了。」弟子們都答道沒有疑難的地方，然後

他才圓寂。像這樣去得輕鬆自在，那裡像是個患有八十四斗膽結石在

身上的人所能辦到的呢？筆者幾年前有一天夜裡忽然間腰痛得發抖，

動也不能動，滿身冒汗，立刻往進醫院，原來腰子裡面長了一顆半粒

米大的石子，那時一方面服醫院的藥片，一方面又喝了不少自己燒的

化石草的湯，後來再去照 X光才化為烏有。

章嘉活佛圓寂後燒出七、八千顆舍利子來，但他生前曾經照 X光，

並沒有結石症，而是患胃潰瘍不治去世的；相反地，黨國元老吳稚輝

先生的膽內有幾粒結石，因此不治而逝，但並未聽人家說過，吳先生

的遺體後來燒出舍利子來。因此這種說舍利子就是膽結石的論調，自

然不攻自破。我的結論是：

舍利子就是舍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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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神異莫測的！

您可以去追究探討的問題：

1.有人說舍利子是膽結石，但我們所知道的腎結石或膽結石，幾乎都

是過多的碳酸鈣結晶；其經過火化，在 500度的高溫下，即會化為

灰燼。而舍利子剛好相反，是人體在 1000～2000度高溫下的〝結

晶〞，一種骨、肉、血的結晶應該與〝結石〞無關。

2.可以到火葬場實地觀察看一般人死後火化有無此物出現，據我們實

地了解一般人死後火化僅有骨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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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往生必備之法寶

㈠金剛明沙（金光明沙）

若欲利益亡者，根據「不空絹索毘盧遮那佛大灌頂光明真言經」

所記載，可以持「光明真言」一百零八遍加持土沙，散在亡者的遺體、

骨上或墳上，那麼這個亡者卽使生前造了五逆十惡的重罪，墮在地獄、

惡鬼、畜生等惡道，受種種痛苦，也可以依這光明真言的威力，立卽

蒙受佛光照身，除去一切罪業，脫離惡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由蓮

華中化身，不再墮落，直到成佛。這樣以光明真言加持而能利益亡者

的土沙，就是最近為一些修持淨土法門具有修持的法師和大德所樂於

提倡並使用的「金剛明沙」（或稱「金光明沙」）。

事實上，能夠加持土沙令亡者往生極樂的佛咒並不僅是光明真言，

藏密「六道金剛咒」和「大密宗根本咒」便是專度六道眾生往生極樂

的佛咒，根據圓覺宗第六代祖師華藏金剛上師（大勢至菩薩應化身，

當代密宗大成就者）開示：「『六道金剛咒」及『大密宗根本咒』專

度六道眾生，真言一歷耳根，卽能消除夙業，度亡功德尤大，若經虔

誦十萬遍為基本，則於度亡時，念誦七遍，所度六道眾生，卽時往生

極樂，又持此咒多遍，加持於沙土，撒亡者墓上，若亡者已墮三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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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消除罪障，往生極樂。」

華藏上師住世時卽以超度一萬壇，而深受海內外尊崇，所傳法嗣

智敏‧慧華上師，近年來亦以超度法聞名國內外，凡經慧華上師超度

之亡者，火化幾乎都獲得數顆五色舍利子，超度功力之深，令人歎為

希有，但一般人僅知慧華上師超度的功德，卻不知華藏上師當初亦曾

傳下加持明沙的勝法，凡經智敏‧慧華上師所依法加持之明沙，不僅

蒙智敏‧慧華上師以光明真言、六道金剛咒、大密宗根本咒、彌陀長

咒……等佛咒連續加持七日，更蒙受兩位上師以本身之證量光明加持

灌注（上師為度母觀音卽身成就者），因此功德更為殊勝，最近有一

位亡者，僅灑上師加持過之金剛明沙，火化卽得數顆舍利，可見其殊

勝無比。

智敏‧慧華上師近年十分重視度亡，因為死亡是輪迴墮落或脫離

六道的關鍵，但人道眾生生前不曾犯下絲毫惡業的幾乎不可得，因此

絕大多數死後都墮入三惡道，受種種慘毒痛苦，十分値得悲憫，經云：

「人道眾生死後再生為人的機會祇如爪上泥，墮入惡道者如大地土。」

是故慧華上師近年幾乎日日均修「觀音大超度法」，並教弟子們組成

「助念團」，廣印「陀羅尼經被」普贈（亦為度亡者所用），亟思利

益亡者，現更加持大批「金剛明沙」普贈各界，茲將使用方法在此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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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袋金剛明沙可使用五十次，希持用者善加珍惜使用之。

「金剛明沙」的使用方法如下：

病人於加護病房內：

應將金剛明沙放置病人上衣口袋及枕下，可使病人不受幽冥鬼物

之干擾。

病人臨終時：

應將金剛明沙灑在病人心間（心位於兩乳中間）。

病人斷氣後至入棺前：

應儘量在病人斷氣後十二小時內，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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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超過十二小時，在亡

者遺體移入殯儀館前，可以少許膠水抹於亡者前額髮根、喉間、心間，

再灑上金剛明沙固定之以免脫落；若亡者入斂前因洗滌、換壽衣、化

妝而使金剛明沙脫落，應立卽依法再度灑於三處。

遺體採取土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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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蓋棺時，應依法將金剛明沙灑於亡者額、喉、心三處（能以膠水

固定最佳）。

‧已蓋棺後，則灑於棺木之上（頭部、喉部、心間垂直位置，用膠水

先抹於棺木上，再灑金剛明沙）。

‧若已埋葬，則灑於墓上（先以少分遍灑墓上，再估計額、喉、心三

處位置垂直上方而灑之。）

遺體採取火葬時：

‧在火葬前應依前法灑於額、喉、心三處並固定之。

‧火葬之後，其骨灰置於缸中再灑一些於骨灰缸中。

（火葬必須過世七日後方可舉行，火葬好處很多，一者可避免亡者

依戀屍體不肯往生，二者可免亡者屍身腐敗，受蛆蟲啃噬之苦，且火

葬費用最高僅土葬五分之一，節省土葬舖張費用，為亡者印經、超度、

做佛事，使亡者真正蒙益，才是智慧之舉。）

平時隨身攜帶金剛明沙，可保吉祥平安，在路上若遇死貓狗等動

物，往其屍體灑上少許，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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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將金剛沙之使用方法略加介紹，另外必須注意的是：無論亡

者生前行為如何，在重病到過世四十九天之內，家人均應為他持誦地

藏、觀音、彌陀之名號，乃至六字大明咒、六道金剛咒（可請智敏‧

慧華上師慈祥傳授），最好能請慧華上師專壇超度，如此必可令亡者

脫離苦趣，往生極樂，這纔是人子對親人所盡最大孝道，也是生者對

亡者所盡最大情意。

㈡陀羅尼經被

陀羅尼經被，又名「往生被」，是收集許多由梵文（或藏文）書

寫的諸佛密咒而成，具有不可思議之大威德加持力，若有任何眾生於

一期命終，得將此被覆蓋其遺體之上，能令亡者消業滅罪，阻卻過去

世一切寃家或任何魔障之尋惱，令亡者身心安樂，得以順利往生極樂

蓮邦，從此永脫六道輪迴苦趣，故一向為諸家修行人視為生死得救之

至寶，想盡方法請珍藏而無肯輕捨。

據台中李炳南老居士所言：「（此被）或由藏地傳入，但知於前

淸時代，二品以上王公大臣命終之後，由朝廷敕賜，而普通官民不得

擅用，今則無禁矣。」由上所言，可以知道此被在淸代僅有皇族王公

大臣纔准使用，一般平民根本無緣接觸，其受到重視之程度可以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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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羅尼經被何以有如此大的功用呢？這就要從「陀羅尼」的意義

說起，「陀羅尼」乃是諸佛菩薩於甚深三摩地中所親證的法界真實語，

故又稱之為「真言」；它總攝了佛菩薩無量甚深妙義福慧功德，所以

意譯為「總持」，總持有「遮」和「持」兩種意義，從「遮」而言，

它能遮除眾生心中一切惡法，不令生起，因此能消滅有情一切罪障病

苦；它又能以諸佛無量無邊功德施予眾生，故能令有情得到真實安樂。

陀羅尼的真實境界，每一字每一句卽是諸佛無相法身，唯佛與佛

方能得知；然而陀羅尼之功德，卻是一切眾生皆可蒙受利益，如病人

得妙藥，雖不解方劑配法，只要服用，便可除病身安。近代密宗大成

就者諾那活佛（圓覺宗第五代祖師）並曾開示：「一切眾生，凡見、

聞、佩、觸、書寫、持誦諸佛陀羅尼者，縱有五無間罪，諸佛不懺之

業，一霑真言法味，罪業悉皆消滅，來世生諸佛國。」由此可知，書

滿諸佛真言密咒的陀羅尼經被，其威神功德當然不可思議，而能令亡

者脫離罪業苦惱，往生淨土蓮邦了！

「陀羅尼經被」的使用方法如下：

臨終時：

在臨終氣絕時，卽須覆蓋其胸腹之上，若經被之長度足夠，應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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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者之頭及脚徧覆（若經被長度不多，應另備疋覆蓋頭面手足，一者

可免亡者受者直接吹襲感受如刀割之苦，二者可免亡風眷棧之苦）並

且在八～十二小時內絕對不可碰觸、移動亡者，應為亡者稱唸佛號密

咒。

八～十二小時後：

助念圓滿，欲為亡者沐浴更衣時，暫將經被收起，待衣服換後，

再蓋上往生被。

採取土葬時：

「陀羅尼經被」從臨終到入葬都蓋在亡者胸腹上，事後若染有汚

血亦不管，入殮時隨亡者蓋入棺內，一起下葬；若蓋棺時來不及放入，

亦可將經被覆蓋（可黏貼固定）在棺木亡者胸腹垂直上方的位置，隨

棺入土。

採取火葬時（火葬須過世七日後方可舉行）：

從過世到入棺「陀羅尼經被」都蓋在亡者胸腹，火化時紙印咒輪

陀羅尼被可與亡者遺體一起焚化，待骨灰冷却，連同被灰同一撿入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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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再以一張陀羅尼經被折疊後安放於骨灰上再加蓋。

諾那‧華藏精舍智敏‧慧華金剛上師，承諸佛菩薩度生之悲願，

近年來於超度亡者特別加以重視，不僅於各地成立助念團，慧華上師

超度亡者之功德更是不可思議，凡經慧華上師專壇超度亡者火化後幾

乎均獲數顆五色舍利，表示亡者已往生極樂世界，故亡者若能恭請慧

華上師專壇超度，可說是肯定能脫離苦趣而獲得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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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書的主要作用

如果我們的親朋好友不幸意外死亡或病亡或壽終正寢，除了以上

的槪念，請您必須去探討外，請您馬上與助念團聯繫，雖目前您仍未

完全了解，唯事關亡者重大利益，就請您先相信佛陀所言：「我是真

語者、實語者、不誑語者」他希望大眾盡量去硏究、瞭解可能被瞭解、

被解釋的部份，剩下的就只希望暫時相信佛所言的了，因為有些道理

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解釋淸楚的。

若尙有疑惑，歡迎與助念團聯繫，我們願竭誠為您服務。

紅塵到老終須別，

一路順風到淨土。

是我們幫助亡者助念的最大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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