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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信仰與助念協助喪親者走出 

悲傷之探討—以淨土往生為例 

■紀潔芳 

一、善終善生 

～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學佛以了生脫死為要～ 

淨土強調善終善生 

 ※在終極關懷上： 

  臨終正念分明，安然往生 

 ※在終極真實上： 

  往生極樂在無退轉環境及與諸 

  上善人聚會中生常寂光淨土，以明心見性為依皈。 

 故在淨土宗有具體可行，有系統有步驟的方法，協助臨終者往生。 

淨土往生三資糧 

 ※深信 

  相信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 

  相信阿彌陀佛前來接引 

  相信我有能力去 

 ※切願 

  發願一定要往生阿彌陀佛極樂世界 

  發願一定要再來度化眾生 

  淨土是大乘法門，不發願度化 

  眾生是無法往生的 

 ※篤行 

  正行 念佛－心不亂 

  助行 諸惡莫作－減少往生障礙 

     眾善奉行－增進往生助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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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往生個案 

先父母往生案例 

  先父能之老居士 76 歲在家人及蓮友助念中，隨大眾念佛，正念分明

安然往生，蓮友及家人見彌陀接引及蓮衣飄浮瑞相，並蒙 李雪公老恩師

親臨開頂加持。 

  先父往生，先母達金老居士當日即發心每日念萬聲佛號回向先父蓮品

增上，這是對先父最實質的幫助，也幫助先母將悲傷轉為正念，七年如一

日，未曾間斷，家母 83 歲在家人及蓮友助念中安然往生。 

  先父往生，先母達金老居士當日即發心每日念萬聲佛號回向先父蓮品

增上，這是對先父最實質的幫助，也幫助先母將悲傷轉為正念，七年如一

日，未曾間斷，家母 83 歲在家人及蓮友助念中安然往生。 

  家母往生後，蓮友猶相繼前來助念，30 小時後才總回向，子女親自

以檀香水為之淨身，全身微溫柔軟，面如滿月，火化後得舍利上百顆。慈

母離去，令人不捨，唯種種瑞相，皆印證老人往生極樂，令人欣慰。 

黃碧桃老居士預知時至 

  受菩薩戒之黃老居士，罹患骨癌，老居士決心生西。子女皆虔誠學

佛，也發心一定要將母親推往極樂世界。 

  老居士告知家人中秋節後十日將往生，中秋節後第十日上午 10：30

老居士告知家人看見彌陀佛接引，將於 12 小時後往生，果然，晚上 10：

30 分安詳自在往生，火化後得墨綠色舍利數十粒，家人安心欣喜。 

榮民老伯伯往生之殊勝因緣 

  榮民老伯伯從沒聽過彌陀聖號，因蓮友陪鄰床癌末病人念佛。老伯伯

乍聽即心生歡喜隨之念佛，從此終日持佛名號，兩星期後預知時至往生，

此乃深厚善根及殊勝善緣所致。 

媛切居士微笑往生 

  媛切師姊，43 歲，肺癌病患，夫妻皆虔誠佛教徒。媛切師姊認為身

體已經不能作主，心可要作主，唯有往生西方，才能乘願再來庇佑子女。 

其夫婿張醫師與其商議如何安排助念，往生後告別式之舉辦及骨灰之安

奉。師姊臨終前要求受五戒，並將金飾一一分與子女親人作為紀念後，放

下俗事，安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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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姊在往生前微笑五次後閉目，大家感認此乃師姊見到佛菩薩來接引之歡

喜相，所有助念者包括師姊之公婆、父母、大伯小叔、師姊之姊姊、弟

弟、妹妹、兒子、女兒及蓮友等，大家見到師姊輕鬆愉快往生，莫不贊

歎、感佩。其夫婿甚至喜極而泣，喃喃念到「媛切！妳成功了！妳成功往

生了！」 

三、臨終者、喪親者與助念者 

所謂臨終者；或許是祖父母、父母親輩或是子女輩、或是兄弟姊妹。 

所謂喪親者；或許是子女、或許是長輩，或許是平輩。 

助念者包括前來助念之蓮友及家人參與助念者。 

臨終者死亡的原因或許是年老、或許是生病、意外、或許是自殺身亡。 

臨終者或許有學佛或許是沒有信仰；喪親者或許有學佛或許是沒有信

仰；助念者有則是佛教信仰且有自修及助念經驗。 

所謂臨終助念，最重要是把握臨終者臨終前前往助念，令其最後一念是

佛念，往生極樂。其次才是在過世後助念八至十二小時。 

  更重要是在平日能建立其往生信念，發願往生，且能平日念佛至“熟

悉”的程度。所謂“熟悉”，乃任何情緒，或喜、或悲、或緊張， 第一

個衝出的念頭皆是佛號；甚至惡夢呈現亦能知道念佛，此乃念佛熟悉所

致。 

四、佛教信仰對臨終者之幫助 

  臨終者如果深信佛法，在生前即發願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且平日力

行日課（至心念佛），日常生活戒惡行善，此皆助益身心安然，靈性啟

發。 

  臨終者或年老體衰或生重病，尤其是有信仰之癌末病人，在病痛中對

極樂世界帶著無限期盼與希望，身體雖疼痛，但以念佛為病中生活重心，

或有蓮友前來陪伴念佛，或輔以念佛機提攜心念，皆助益病中生活品質提

昇。 

  由於臨終者能坦然面對死亡，多數臨終者在生前即有條不紊安排身後

事及助念事誼。令一切井然有序，為自己安排一個殊勝安然之臨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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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臨終助念協助喪親者走出悲傷 

  有關臨終者安然往生協助喪親者走出悲傷之探討： 

喪親者見臨終者能安然面對死亡、鎮定安排後事而感動。喪親者見親人

面對死亡安之若素，且欣然嚮往極樂，會沖淡了離別失落氣氛。 

喪親者因參與助念，能為親人盡一份心力而寬心。佛教之臨終助念，為

臨終者安排一清爽潔淨安詳之助念環境是很重要的，更重要是助念者

之誠懇、用心、專注、平和，一切以幫助臨終者一心不亂、正念分

明、安然往生為要。 

  有別於一般人對親人即將過世之驚慌錯亂、手足無措、嚎淘大

哭、茫然無助有別。喪親者參與助念，通常有抓到浮木的感覺，而感

到“家人之去世能幫得上忙，真好！” 

  當喪親者見到親人自在往生，見到遺體呈現安詳、甚至見光、聞

香、聽見妙音或親人莊嚴入夢等瑞相，均會為自己能在助念中盡一份

心力而寬心。 

喪親者對確知親人死後之去處而安心。 

  喪親者對去世親人最惦念的莫過於“你到底在哪裡？”“你好

嗎？有受苦嗎？”唯因佛教的信仰及臨終者安然往生，他確知親人已

到西方極樂世界而感到安心。 

“與親人暫時分離”理念的建立。 

  以往喪親者認為親人的過世即是永遠的分離，再也見不到了。而

喪親者見到親人莊嚴往生，他知道，只要他願意亦可求生西方，故分

離是短暫的，有再相聚的一天。 

喪親者悲傷的心被助念志工的熱心真誠與付出所滋潤。 

  每一個人在面臨親人臨終俱是身心慌亂疲憊，這時助念者無私的

付出與真誠的關懷、陪伴、相助、無異如甘露水般的滋潤。 

  喪親者在感念、感動之餘亦生出要參加助念行列的心意，大恩不

言謝，唯有將這份感謝，付諸在實際參加其他臨終者之助念中服務他

人才是最切實際，即將感念心轉換成社會支持的力量。 

助人者恆自助之。 

  通常在助念歷程中，助念場所莊嚴的布置、誦經、念佛，教師對

臨終者恰切的開示，如何因應臨終者或許有突發狀況的發生，處理家

屬不恰切言行舉止的問題及念佛迴向的導引，喪親者參與助念亦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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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學習。 

＊念佛的法喜安樂，甚至會繼續成為喪親者每日的定課，助益自身的靈性

成長。 

＊唯有念佛實修的功夫，才能對悲傷情緒產生真正之調適力。 

六、助念經驗分享 

在助念中臨終者有佛教信仰且力求往生，較易助益往生。 

臨終者無宗教信仰，但在人生最後，願意接受佛教信仰，且願往生，亦

屬較佳情況。 

臨終者無宗教信仰，但喪親者有佛教信仰，亦會用心護持及參與助念。 

臨終者及喪親者皆無佛教信仰，但希望助念者前來以佛教往生方式幫

忙，亦屬因緣殊勝。 

有關助念者的素養是非常重要的。發心參與助念者，對臨終者助念必須

真心誠意，全力投入，且不求回報，不接受餽贈。 

助念者對如何提升助念效益，如何助念才真正能幫助臨終者往生，必須

用心學習及累積經驗。 

助念如救火，一個人一生只往生一次，當生不成就，落入六道要再得人

身真是難上加難，故要把握臨終前剎那的時間。又平日要與臨終者廣

結善緣，多前往探訪及陪伴念佛，令臨終者熟悉佛號，則臨終助念會

有意想不到的順暢。 

為人子女能令雙親往生極樂，是身為人子最大的孝順。 

人身難得，自己要把握今生當生成就，往生極樂。 

七、結語－長養靈性 



第六屆佛法與臨終關懷研討會 

 

70 

後記 

  回想高中追隨皈依天乙法師學佛，師父的教悔、關懷及鼓勵，時在念

中，也由衷感念恩師 李炳南教授對潔芳生命觀的啟蒙。感謝雙親之慈祥

關愛，更感念雙親臨終之安詳自在、正念分明及往生種種之瑞相，以了為

人子女之心願，並讓我充滿信心走在臨終關懷社會服務的大道上。 

  也要感念誼母、英姑、玉賢老師、學生仁杰及曾參與過上百蓮友或不

同宗教人士之臨終助念，他們是我生死學力行的老師，以身示教，助我成

長，教導我如何去服務更多的人，衷心感念。 

潔芳謹誌於慕蓮齋 

95 年觀音成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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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銀髮族臨終關懷服務之探討 

■紀潔芳、鄭璿宜 

壹、前言 

臨終關懷即指對每個人臨終事項之關心與照護，所關懷的範圍可分為

積極關懷的對象及優先關懷的對象。所謂積極關懷的對象即指學校教育與

成人教育。而優先關懷的對象主要為老人、重病者、意外死亡者及動物。

台灣地區以往對老人（即 65 歲以上者）身體照護之研究文獻較多，而對

老人生死教育之研究文獻較少，本報告即以銀髮族心理及靈性臨終關懷為

探討對象。 

孔老夫子說：「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即指在位之領導者能盡心

做好對老人（雙親）臨終關懷的事情及對祖先之祭祀追念能至誠懇切，則

上行下效，以孝治天下，社會風氣會趨於篤厚。所謂慎終包括事先對老人

家之身後事有妥善規劃、老人家臨終時隨侍在側，令老人家安然有尊嚴離

去及老人家去世後，盡心如法辦理喪事。養生送死乃人倫大事，生育子女

從胎教開始到對老人家臨終大事宜事先規劃及有所準備乃為人子女應有之

本分。 

台灣地區在八十年代即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據內政部統計至 92 年底

65 歲以上老人（以下通稱銀髮族）有 2087734 人，佔總人口之 9.24％

（內政部  民 93），並有逐年增加之趨勢，故提升對銀髮族臨終關懷之

服務乃當務之急，有關銀髮族之臨終關懷範圍包括身心靈之關懷。本研究

乃著重於銀髮族心境及靈性關懷之探討。 

貳、銀髮族生死教育之特色與推動 

研究者曾有三學期時間在社區長青大學為銀髮族朋友開授生死教育課

程（以身心靈整體健康名稱開課較契合機緣），另對銀髮族或重病者臨終

助念亦屬研究者之心願，為個人重要之社會服務工作，包括研究者雙親在

內約累積將近百多位臨終關懷個案。本節及下節將分敘銀髮族生死教育推

動之特色及案例介紹，有關銀髮族之生死心靈及生死教育推動之特色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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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年人對死亡問題較敏感，除極少數較豁達的老人外，大多數老人皆

避而不談，但在其心中卻深深憂慮著死亡的問題，此皆影響其身心健

康，針對此問題如果能透過團體上課方式，則老年人較能在自然中接

受死亡準備之知識，尤其是個案報導（最好是其熟悉之人），則往往

有較好之示範效果。 

二、在課程名稱上“身心靈整體健康”或許是可考慮之名稱，契機及不刺

激。在教學中可先介紹適合老年人之健康飲食及身體保養，最好能配

合健康飲食之品嚐活動。在用真心誠意與銀髮族朋友建立良好之互動

後、透過死亡理念之建立，期能減輕銀髮族對死亡之恐懼、不安、焦

慮、埋怨牽掛等心理，並能期望其未來世界有所認知充滿希望及信

心，而進一步做好臨終準備之工作。 

三、教學參觀亦是有效之教學活動，唯帶銀髮族出門宜有妥善之安排。 

四、「生命回顧法」在教學中，常能提昇老人對自己的信心，有部分老人

甚至在學期末願上台報告自己對後事處理的看法，而平日在與晚輩相

處中亦較能開放心胸，調整較權威及固執的見解，能接受較不同的看

法。通常生命回顧法與生命回饋法都能直指人心、震撼生命與滋潤生

命，不但可用於學校教學，同時對臨終病人與老人關懷，也能產生很

大的生命回響。雖然有關生命回顧最初是用於老人及重病人，但據後

來之實務經驗生命回顧可用於生命中任何一個時期，無論從小學、中

學或大學均有特殊功效。生命回饋乃是回饋別人在我們生命中曾經做

過的事，可將自己的感受回饋於別人的生命中。生命回顧如果運用得

當，常可幫助老人、重病人或一般人及學生走出沮喪。通常有四項功

能（趙可式，民 81）： 

重整秩序(make order) 

發現或重新詮釋“意義” 

釋放衝突或不滿(reconcile conflict & disappointment) 

放下(letting go) 

 有關之案例將於下節分享 

五、銀髮族生死學教育之開課方式較多元化，或可不拘形式之教學，所重

視的是實質效果。 

六、台灣地區目前各公益、學術、宗教等團體所舉辦之專題講演及研討

會：如安寧照顧基金會、康泰醫療教育基金會、蓮花臨終關懷基金

會、生命線、觀音線、台中佛教蓮社臨終助念講座等皆經常舉辦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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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及研討會。以上團體不但是知識傳授，還有眾多義工提供安寧照

顧、臨終關懷等服務、服務態度及成效皆令人感佩。 

七、以上所列團體大多數接受個案服務，此對重病人或老人之教育、服務

及關懷是最直接，最切合需要甚至擴大至對臨終者全家之教育。 

八、一般而言，長青大學銀髮族生死教育的教學效果較好，主要原因是來

參加學習的學員絕大多數是自動自發的，或基於興趣，求知、或為未

來作準備或基於目前實際需要，故學習動機非常強烈。而授課者亦大

多是有宏願的、義務的、服務的。如之，求學者用恭敬心叩頭求學，

教學者用恭敬心誠懇教學，兩相契合，殊勝之教學效果是可期待的。 

九、在教學中除理論知識的解說外，實作練習、個案經驗分享，亦是教學

的重點，是非常講求實用的，或許立即就能派上用場。 

十、在銀髮族生死教學中常可依學員不同的宗教信仰直接切入。畢竟生死

問題屬靈性的關懷、宗教的信仰還是較能發揮較大的力量。 

參、案例討論 

本節乃研究者在日常教學及從事臨終關懷社會服務工作中之個案，探

討如下： 

一、生命回顧與生命回饋法在銀髮族生命教育之運用 

案例楊爺爺的書 

楊老師剛獲得博士學位，並晉升為副教授，但父親卻罹患癌症，且時

日不多每日都要服用最大劑量的止痛藥，楊爺爺常覺人生有些遺憾。一日

楊老師問父親： 

「爸爸！以前阿公是怎麼把您帶大的？」 

「你問這做什麼？」 

「我要把您的故事寫成一本書」 

「唉！你只是在說孩子話！」 

兒子已經是副教授了，但卻是父親心中永遠的孩子！楊爺爺雖然一面

罵，但已一面開始講故事： 

「從前你阿公…………」 

第二天楊老師拿了十多張輸出的資料給爸爸看： 

「爸爸，這是昨天您講的故事，我根據錄音帶輸入及排版的。」 

「我昨天有講這麼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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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爺爺非常驚喜，從此“講故事”是楊爺爺的生活重心，忙著講回憶錄，

幾乎不需要吃止痛藥，每天一面改稿、一面計畫今天要講的內容，楊老師

還常回饋父親： 

「爸爸，我昨天在班上告訴學生您講的人生四樂，他們很歡喜！您說

我們平日要知足常樂，當一個人獨處時要能自得其樂，在面臨挫折時

要能苦中作樂，並要隨緣量力行善，因為為善最樂。」 

楊爺爺聽後露出安慰的表情，並且受到很大的鼓勵。楊老師眼見父親身體

愈來愈弱，快馬加鞭將祖父母的照片、父親從小到大的照片、父親的墨寶

及全家福的照片掃瞄，並將爸爸的書裝訂成冊，紅絨色的封面，燙金的

字，楊爺爺臨終前拿到這本書，眼淚都流出來了： 

「沒想到我兒子真的幫我寫了一本書，我這輩子已經很值得了」 

「爸爸！您的傳記我放了一本在楊家祠堂，也送了一本在我們學校圖

書館，還送了王伯伯他們每五個人每人一本」 

楊老先生的兒子報傳記的分配，又楊老先生的孫子說到： 

「爺爺！這本書是我們家的傳家寶，我還要傳給我的孫子，讓他們知

道太爺爺的故事」 

楊老先生的好朋友說道： 

「老楊！你真幸福！我兒子將來不知會不會幫我寫一本書？」 

楊爺爺帶著微笑，很滿足的離開人間，他覺得他的生命是有意義的。 

按語：這是屬於自傳式的生命回顧，亦兼具生命回饋的功能。生命回饋乃

是從別人回饋中肯定我們生命的意義，如個案中之四樂。此亦屬全

家一起回饋的方式，更重要的是連接了楊爺爺的過去、現在及未

來。 

案例阿媽！這故事我已聽了上百遍 

慧珠有空時會陪祖母聊天，通常聆聽的成分居多，有時老人家的興緻

絶很好，年輕時的故事講了一遍又一遍，且津津樂道，但慧珠 不厭煩，不

但傾聽而且不時加入適當的回饋： 

「阿媽！您那麼小就這麼堅強！」 

「阿媽！告訴我您怎麼幫助村人排解紛爭」 

綉「阿媽！您再講一遍您怎麼賣 花的作品，幫助家中度過經濟難

關」…慧珠說： 

「祖母 98 歲走了，雖然不捨，但陪著阿媽興高采烈的述說往事，是



佛教信仰與助念協助喪親者走出 

悲傷之探討—以淨土往生為例 

 

75

沒有遺憾的。」 

通常老人家會一遍又一遍的講述陳年往事，年輕人常不耐煩說： 

「這故事我已聽了上百遍，耳朵都聽鏽了！」 

按語：當老人家還有精神講老故事時，表示頭腦清晰、體力充沛，這是我

們的福氣，應該珍惜。通常傾聽與陪伴是最好的“快樂布施”。 

二、運用銀髮族典範的故事彼此互動與影響 

案例老嫁妝的故事 

好友陪著母親到美國探親，母親隨身帶著早已準備好的“老嫁妝”

（即入殮時穿的壽衣）赴美，結果帶去又帶回。伯母回國我們去探望伯母

時，表達了欽佩之意 

「伯母！你好豁達，壽衣都隨身帶著！」 

伯母說： 

「這條路大家都要走的，有準備比沒準備好。到了美國，如果突然往

生，美國人的衣服我才不要穿。」 

案例靈骨塔訂位子 

朋友病逝，大夥將他的骨灰送到靈山寺靈骨塔安奉。在塔中意外碰到

兩位相識的伯母 

「伯母，您們怎麼來這？」 

伯母回答道： 

「我們來訂將來骨灰罐要放的位置，我們兩人從小一塊長大，將來骨

灰罐也要放在一起。我兒子一向很節省，將來要是他來訂位置，一定

訂便宜的，不如我自己生前來選我自己喜歡的位置及骨灰罐。」 

按語：不怕死亡且對後事有準備的銀髮族，最令人佩服，可將其故事在長

青班述說，可收自然學習及觀摩的功效，以上兩個案例即是銀髮族

最好的典範。 

三、當瀕死家人願交代後事時 

案例你有心理準備嗎？ 

如果親人患絕症，再度入院感嘆到： 

「我覺得這次很不對勁，恐怕不會出院了。」 

請問你該如何回答？當然你不可能照實回答：「我也有這種感覺」 

但也不宜回答「你不要想太多，要對醫生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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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這時我們可以問「你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病人回答「我自己的身體我最知道，這次感覺毫無元氣，一定不會好

了！」 

或許你可以再問「你有心理準備嗎？」 

如果病人不再回答就表示他不願意談，你要知趣保持緘默，如果病人

開口「我告訴你，我們有兩棟房子，一棟給……」 

這時你可問病人 

「我錄音好嗎？或我叫家人一起來聽好嗎？或我拿筆記錄下來」 

待病人一一交代完，你可以回應 

「哇！你計劃得這麼週詳，那將來辦事時，一定會很順利的。但是我

們還是要對醫生有信心，你把心情放輕鬆，說不定病情可以控制得

住。萬一機緣到，你已經有週全的準備，事情一定會辦得很圓滿！」 

按語：通常當病人願意交代身後事時，家人宜把握機會用心聆聽，而不是

阻擋他說出心中的話，這是為人子女或家屬應該學的！ 

四、對亡者有實質助益之開示語 

案例智慧的安魂曲 

黃老先生篤信佛法，雖然重病，但他對未來（即死後世界）充滿希

望，一心祈求去世後到極樂世界，由於老人家的神閒氣定，心中充滿對未

來的希望，也讓他在癌症末期有較好的生活品質，終於老人家在大家的助

念中在家中大廳安詳往生。大家助念十二小時後，老先生在美國的小兒子

黃醫師才趕回家門，在門口下跪，匍匐爬到父親床前磕了三個頭，掀起了

陀羅尼被，見老人面目慈祥，宛如睡著。學佛的黃醫生眼含淚水，以平和

穩定的聲音對父親說了三段令人為之動容的話： 

「爸爸我是承恩，我從美國回來了！爸爸您不是一直祈求要跟隨阿彌

陀佛學習佛法嗎？現在您的世緣已到，您要放下萬緣跟著阿彌陀佛去

極樂世界好好修行，願您早日乘願再來娑婆世界度化我們」 

「爸爸！您一生含莘茹苦教養我們，如今大哥姊姊和小弟在學校教

書，我在美國行醫，今天我們能為大眾服務，貢獻社會這都是您的功

德」 

「爸爸！您放心跟阿彌陀佛去吧！我們會好好孝順及照顧媽媽，我們

兄弟姊妹還是會和您在世一樣相親相愛、互相扶持」。 

黃醫生三段話；勸父親放下，回饋父親，令父親安心，令人動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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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人去世後聽覺的功能是最後失去，家人與其嚎啕大哭，痛聲喊道 

「爸爸！您為什麼不多等我一會？我好遺憾！」 

不如好好引領亡者，黃老先生在聽到兒子的話後，眼角也淌出淚水，

面露微笑，真覺得不可思議。 

按語：對已過世銀髮族之開示語，宜平和有智慧，亡靈（佛家稱中陰身）

是需要循循善誘的。好的言語對亡靈有正確方向的引領，可參閱張

老師出版社英國製作拍攝的中陰救度法錄影帶。 

五、引領銀髮族朋友討論後事 

案例“火葬？土葬？” 

研究者有次在長青大學為銀髮族朋友主講「身心靈整體健康」的課程

（對長青班朋友，不宜用生死教育名稱），整學期一直等待適當時機切入

生死主題，學期快結束時，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爺爺問到： 

「紀教授，你認為人死後土葬比較好或火葬比較好？」 

研究者請大家自由發表意見： 

「我認為土葬比較好，人死已經很可憐了，還要被燒，是會痛的！」 

王爺爺搶先發言。 

「我不同意，人死後，靈魂已經離開身體，身體不會有感覺的。」 

張爺爺反駁 

「那為什麼有人在火化時，手會舉起來？」 

「那是因為筋骨還有彈性，遇熱會反應。」 

「我覺得火葬較乾淨，而且骨灰寄在佛寺塔中，每天有人上香，初

一、十五或逢年過節，寺中都會祭拜，就算後代子孫沒來寺中，師父

還是會來幫我誦經、拜拜，較溫馨，不像土葬，在荒郊野外，孤伶伶

的，好淒涼！而且一年只有清明節熱鬧一次。」 

李婆婆的話震驚了部分老人。 

「我算過了，用火葬及骨灰罐寄放塔中較省錢，用土葬較花錢還要看

風水，七年後要撿骨，又讓子孫忙一次，像我家祖墳散落十多處，每

年清明節，子孫疲於奔命，令人不忍，不如火葬，存放塔中，子孫祭

拜較方便」孫婆婆最慈悲！ 

「我覺得你們說的都太麻煩，我要海葬，火化後骨灰灑在海中，省錢

省事，還可到處遊歷，連存放的位置都不要」 

王婆婆觀念較先進，令有些老人覺得不可思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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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環保不遺餘力的馬伯伯說 

「我要樹葬，我已經認養了一棵樹，火化後，家人會用易腐的紙盒裝

上八個，埋在樹的四週，人們看到茂盛的樹、吃到好吃的果實，就是

我對社會的回饋，我已經寫好遺囑並已向兒子交代清楚。」馬伯伯果

然語驚四座。 

按語：這場討論會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銀髮族的老人已充分交

流了各自理念，互相學習，尤其對不敢討論自己後事的老人產生了

激盪的作用與示範的效果。 

六、協助銀髮族朋友安心離去—生死兩無憾 

案例讓您安心離去 

曾聽過趙教授分享的一個故事，印象非常深刻；某醫院有位老人家告

訴護士： 

「我的媳婦自從和我吵架後就沒有叫過我一聲媽媽，我死都不瞑

目。」 

護士將這訊息轉知媳婦， 

她媳婦說： 

「我每次去看我婆婆，她都不給我好臉色看，我不去。」 

護士告知 

「我看妳婆婆過世是這一、兩天的事，來不來由妳自己決定。」 

不一會，媳婦還是提著一籃水果來。婆婆躺在病床上，臉是向著病房

門口，一看到媳婦就一百八十度轉過身去，媳婦想妳會一百八十度我也會

一百八十度，隨即轉身想回去，但是護士牽著她的手，推進病房。一進了

病房，看到了婆婆的風燭殘年、氣若游絲，媳婦一陣心酸，不自覺叫了

聲： 

「媽！」 

婆婆沒有理她，這時媳婦想想自己剛嫁過來時，婆婆也是非常疼愛，

自己年輕也有不懂事的地方，為什麼要跟老人家計較呢！想想流下了眼淚

又叫了一聲： 

「媽媽！」 

婆婆還是沒理她，媳婦這時已淚流滿面，再親切的叫道： 

「媽媽！對不起！」 

這時婆媳兩人抱頭痛哭，款款深談。當晚婆婆就去世了。第二天先生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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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來向護士道謝： 

「謝謝妳打電話給我及推我一把，當我看到婆婆安然滿足的離開人間

時，我好慶幸我及時趕來看她，打開了彼此的心結，否則婆婆含恨而

走，我會一輩子活在來不及道歉的遺憾及陰影中，那真是兩敗俱傷，

我們年輕人跟老人家沒有什麼好計較的。生活踏實、心安理得才是最

重要的。」 

按語：當婆婆心中的衝突及不滿釋放後，她放下就走了，但這幸虧有護理

人員的提醒及想通了的媳婦配合。 

案例桑奶奶的故事 

桑奶奶得了末期乳癌，眼看就快要走了。桑奶奶非常沮喪，看到我直

嘆自己“歹命”，我告訴她 

「您是最好命的人」桑奶奶睜大眼睛懷疑看著我，我告訴她： 

「您的女兒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您的兒子娶了一位賢慧的媳婦，您的

媳婦又幫您生了一個男孫、一個女孫，您的孫兒、孫女健康又乖巧，

這是您對桑家祖先最有得交代的地方」 

桑奶奶想了一會笑了出來： 

「你說的也是，我這一生有兒有女，現在小孫子也乖，家中後繼有

人，我是對得起桑家，死而無憾！」 

桑奶奶露出了滿意的表情。 

按語：通常病人或失意的人，在情緒低潮時，常會否定自己的生命，所想

到的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不滿及弱點。如果能靜下心來，協助或提醒

他生命中有成就的事，這是很好的生命回顧法。當桑奶奶重新詮釋

她生命的意義時，她是滿意的。 

七、視聽媒體之運用 

案例人生四季之歌 

在生死教育教學中，研究者非常喜歡播放「人生四季之歌」之 VCD

配合教學，此 VCD 不單適合為小朋友播放，對銀髮族的老朋友也非常契

合，可收自然薰習之效。VCD 中之奶奶交代女兒即孫女，去世後要用火

化骨灰罐存放於處，並告訴小女孩想念奶奶時可去探望奶奶或拿奶奶送的

項圈觀看，並且要告訴弟弟奶奶的故事。 

在研究者的長青班中的鄭爺爺看後很感動，並告訴大家 

「回家後他也要向子女做好交代，並且要和愛孫好好談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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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語：在台灣有許多孩子和祖父母或外公、外婆的感情最好，老人家過世

孩子會非常悲慟不捨，如果祖父母或外公、外婆，生前能和孫子聊

身後事及想念老人的做法，是非常溫馨及有效的悲傷輔導。 

案例新生命誕生 

黃老師母親臥病多年，為了不拖累子女她自殺了，幸虧及早發現被救

了回來。黃老師靈機一動借了「新生命誕生」VCD 約了兄弟姊妹五人陪

媽媽觀賞，媽媽一面看一面回憶到 

「沒錯！生老大時像這樣，生老二時…….」 

看完 VCD 後大家都很感動，黃老師輕輕告訴母親 

「媽媽！您就是生養我們五個孩子才把身體拖垮的，在日據時代沒法

做好月子，又沒有保養……，今天我們怎麼照顧您，都無法報答您的

恩德於萬分之一，請讓我們好好照顧您吧！」 

母親想了想，點點頭道 

「你這樣講也是有道理！」 

遂寬心接受孩子們的照顧，這是在生命教育中出乎意外的收穫！ 

案例等了一輩子的話 

近年來市面上「家後」之流行曲鄭進一作詞、江蕙主唱，不但深受大

學生之喜愛亦是銀髮族朋友之最愛。老夫老妻談到誰先走的問題： 

當兩老無子女時，老妻說 

「老伴！等到回去的那一天你先走吧！我不忍讓你一個人為我流

淚！」 

當倆老有媳婦子女奉養時，一家熱熱鬧鬧，老妻說 

「老伴！回去的那一天來到，你要讓我先走，我不要為你流眼淚！」 

兩老伉儷情深，款款道來，多麼貼切溫馨！在研究者探訪銀髮族朋友

時，亦發生趣事兩樁 

＊有位阿公非常喜歡「家後」這首歌，要孫子找一片 CD給他。孫子說 

「阿公！我燒給你」 

老人家勃然變色，生氣嚷道 

「你這個不肖子孫，竟然要燒給我……」 

孫子好意要燒錄一片 CD 給祖父，但祖父會錯意，以為是死後家人燒

東西給他……這就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科技的對話，溝通的藝術是非常重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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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研究者到好友家造訪，好友的祖父是位非常內向的老人，不輕易講

出心中的感念。那日，電視中江蕙正在演唱「家後」，祖父聽得入

神，感嘆道： 

「鄭進一的歌詞寫得太好了！把我的心聲都講出來了！你們阿媽就是

這樣，阿媽的青春都嫁到我們家，阿媽勤儉持家，和妯娌和睦相處，

穿好穿壞不計較，怪天怪地也不會，家中能興旺都是阿媽的功勞！阿

媽是位好德行的女子。」 

阿媽聽後喜形於色，但還是怪道 

「到今天才講這句話，足足等了一輩子了！」 

按語：目前市上有許多視聽媒體，如：「永遠的一天」、「與天使有

約」、「冬天的訪客」、「有你真好」……等，都與銀髮族的故事

有關，可運用於生命教育中，可收寓教於樂之功效。 

肆、結語 

古人說：「八十杖於朝」即指皇帝對老人經驗閱歷之尊重，經常請

益，以辦好國家大事。常言道：「家有一老，猶如一寶」能重視老人豐碩

閱歷者，家中必能興旺。孔老夫子亦說「老者安之」，銀髮族一生貢獻社

會，在老年時身心能有妥善照顧，安然過日子是經濟已開發國家中之繁榮

現象，能尊重及關照老人，令老者安之，乃是在樹的源頭澆水。 

後記：研究者雙親之臨終，殊勝莊嚴，多有瑞相顯示往生蓮邦。研究者及

研究助理璿宜曾參與長輩親人、及好友之臨終關懷，臨終關懷從他

們往生過程中我們學習到很多，他們是最好的生死教育的老師。謹

以此文紀念已往生的長輩及好友並迴向其蓮品增上光壽無量。 

（本文曾發表於南華大學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生命教育研討會 

及慧炬雜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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