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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你們是為了慎終追遠、報答親恩，或是為了超

度眷屬、紀念故友，或是為了植福延壽，消災免

難等等的因緣，來做一番莊嚴而隆重的佛事；你

們花費了很多的物力、財力和人力，來成就此一

善舉，但是，真正做佛事的意義，你們完全瞭解

嗎？請你們細心地把這篇文章讀完，那麼，這堂

佛事，就更有意義，更有功德了。因為這裡面將

向你們介紹佛事的定義、佛事的用處、死亡的問

題、亡靈的性質，以及誦經、禮懺、放焰口等的

意義。



二、什麼叫作佛事？

廣義地說：凡是做的是信佛之事、求佛之事、

成佛之事，都叫做佛事。佛說人人都有成佛的可

能，只要你能信仰佛所說的成佛方法，依法實

行，必將可以成佛。所以佛事的範圍有狹有廣，

所謂「佛法無邊」，就是廣義成佛的方法之多，

多得不勝枚舉，例如：拜佛、念佛、行善止惡，

說佛所說的話，行佛所行的事。要做到「持一切

淨戒，無一淨戒不持；修一切善法，無一善法不

修；度一切眾生，無一眾生不度。」換句話說，

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也就是積極地自

救，尚要積極地救人。

因為佛教主張成佛要從建立一個完美的人格

開始，所以先要勸人不殺生、不偷盜、不犯他人

妻女、不欺誑、不酗酒，這與儒家的五常：仁、

義、禮、信、智，非常相近。進一步要使人成為

超出於凡夫之上的聖人，佛教所說的聖人，是指

解脫了人間種種苦惱的人，例如：生與死、老與

二、什麼叫做佛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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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等，這些苦惱解脫以後的境界，便是佛教的

目的。

如何達到解脫生死苦惱的目的，那就要信仰佛

所說的方法，照著去實踐。看經、誦經、聽經，

便是看的、誦的、聽的解脫生死乃至成佛的方

法。所以，真正的佛事，是要大家自己來做。

但是，對於不懂佛法、不會修行的人們，遇到

他的父母親友死亡時，在沒有辦法之中，只有請

出家人代做佛事，的確也有用處。本文中所講的

「佛事」，大部分便是側重於這種狹義性方面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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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出家人做佛事有什麼用處？

出家人是修持佛法的人，也是弘揚佛法的人；

是職業的修行者，也是職業的弘法者。因他們做的

佛事有功於人也有德於己，你供給他們的生活所

需，使得他們安心地做佛事，你也就間接地有了功

德。所以佛說出家的僧尼，是眾人的功德福田。

本來出家人的職責，並非專為超度亡靈，甚至

可說，出家人要超度的主要對象，是活人而非死

人，雖然佛法的修行者，的確重視臨命終時的補

救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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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臨命終時怎麼辦？

人，當在出生的時候，就已決定了死亡的命

運，所以，生的情景未必可喜，死的情景也未必可

哀。以佛法來說，若不出離生死，都是可憐憫者！

因此，信佛學佛的人，平日所做的佛事，在臨

命終時最能得力。平日修行有素，命終之後，必

可出離生死的凡界，往生佛國的淨土。

人死之後的去向，有三種力量來決定他的上

升或下降：1.隨重，隨著各自所造的善惡諸業中

最重大者，先去受報。2.隨習，隨著各自平日最

難革除的某種習氣，先到同類相引的環境中去投

生。3.隨念，隨著各自臨命終時的念頭所歸，而

去受生六道，或生佛國淨土。

由於如此的原因，佛教主張人們應當諸惡莫

作、眾善奉行，應當革除不良的習氣，應當著重

平日的心念，乃至念念不忘佛法僧三寶，念念要

將自己所做的一切功德，作為往生佛國淨土的資

本和道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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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佛的工夫，主要是靠平時的修行－－皈依

三寶，受持五戒，供養布施，禮懺誦經，救濟貧

病，造福社會。假如平時沒有進入佛法，臨命終

時，尚有一個補救之道，那就是根據「隨念往

生」的道理，勸他一心念佛，勸他萬念放下，切

切不要怕死，切切不要貪戀家屬親友和產業財

物，切切不要心慌意亂，應該一心念佛，念「南

無阿彌陀佛」，若已無力出聲念，則在心中默

念，他的親屬如果真的愛他，那就不可在他彌留

之際放聲大哭，因為那只有使他增加痛苦和下墮

的可能。並且要勸大家陪伴念佛，使得臨終之人

的心念，融洽於一片虔敬懇切的念佛聲中。若能

如此，死後當可往生佛國淨土，若其壽數未盡，

也能以此念佛功德，使他早日康復，福壽增長。

人將命終，或坐或臥，側臥仰臥，均以他自

己感到舒適為宜。若已昏迷而尚未斷氣時，切勿

因他有便溺沾身就給他洗澡或擦拭，以免增加他

的痛苦瞋惱而影響到死後的去路。命終之後，鼻

息雖斷，只要尚存一絲暖氣，他的神識仍未脫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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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體，一般需經過十二小時後，才可為他浴身更

衣。若用火化，最好是在經過二十四小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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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亡靈是什麼？

人死之後，若不超凡入聖，一般說來，便成

了亡靈。現在說到超度亡靈，先要說明亡靈的性

質。人死之後的生命主體，稱為亡靈。民間一般

的觀念，認為人死之後即是鬼，而且永遠做鬼；

在我們佛教，絕不接受如此的觀念，否則，就

談不上超度兩字了。佛教看凡界的眾生，共分

為天、人、阿修羅、鬼、傍生（牛馬蚊蟻等動

物）、地獄等六大類，在此六類之中生來死去，

又死去生來，稱為六道輪迴，所以，人死之後，

僅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成為鬼。佛教使人超出並度

脫了這六道輪迴的生死之外即稱為超度。

但是，凡夫在死後，除了罪大惡極的人，立即

下地獄，善功極多的人，立即生天界而外，一般的

人，並不能夠立即轉生。未轉生的亡靈，卻不就是

鬼，那在佛教稱為「中有身」或名「中陰身」，即

是在死後至轉生過程間的一種身體，這個中陰身，

往往就被一般人誤稱為鬼魂，其實它是一種附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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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少氣體而存在的靈質，並不是鬼魂。

中陰身的時間，通常是四十九日，在這階段

之中，等待轉生機緣的成熟。所以，人死之後的

七個七期之中，親友們為他做佛事，有很大的效

用。若以亡者在生時最心愛的財物，供施佛教，

救濟貧病，並且稱說這是為了某某亡者超生而

做的功德，亡者即可因此而投生更好的去處。所

以佛教主張超度亡靈，最好是在七七期中。如果

過了七期之後再做佛事，當然還是有用，但那只

能增加他的福分，卻不能改變他已生的類別了。

假如一個人在生作惡很多，注定來生要做牛或做

豬，當他死後的七七期中，若有親友為他大做佛

事，並使他在中陰身的階段聽到了出家人誦經，

因此而知道了一些佛法的道理，當下悔過，立意

向善，他就可能免去做牛做豬而重生為人了；如

果當他已經生於牛群豬欄之後，再為他做佛事，

那只能改善這條牛或這頭豬的生活環境，使之食

料富足，不事勞作，乃至免除一刀之苦，被人放

生；如已生在人間，便能使他身體健康，親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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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事業順利；如已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也能使

他蓮位的品級升高，早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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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誰該做佛事？

一般人以為，做佛事是出家僧尼的事，其實，

這僅說對了一半，因為，出家人固然要做佛事，

如果你想得到佛法的受用，必須也要自己來做佛

事。與其等到死後由親友們為你做佛事，何不趁

活著的時候，親自做些佛事呢？

佛法的超度對象，主要是活人，如果平時不修

行，臨死抱佛腳，功效雖也可觀，但已不及平時

有準備的落實可靠了；如果自己不做佛事，死後

由親友請了僧尼來代做，功效自然又差兩層了。

所以《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中說：若由活人超

度死人，死人只能得到其中七分之一的功德，其

餘的六分功德，仍由做佛事的活人所得。

因此，我要勸你，既來佛寺請出家人做佛事，

必定對佛教存有敬意，如果尚未皈依佛教，歡迎

你早日皈依，皈依之後，再慢慢地理解佛法，如

法修行，豈不更好？

來請僧尼做佛事，是為超度你的親友，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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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一下你對已故親友的懷念之心，所以這一佛

事的主動者，就是你。佛法講求誠心，有誠心即

有效應，誦經拜懺的出家人，固然要至誠懇切地

做，你來請求他們誦經拜懺的心，也要非常地虔

敬，要深深地相信他們所做的佛事，必能使亡者

得到很大的利益。

佛法講求感應，感應的動力，就是至誠心，誠

意的深淺，可以決定感應的大小，如人撞鐘，重

重地撞，便大大的響，輕輕地撞，便低低的響。

因此，同樣做一場佛事，所得的效果，則因

誠心的差異而有大小不同。佛教主張大家親自做

佛事的原因也在於此，所謂「各人吃飯各人飽，

各人生死各人了」。由他人代做佛事，在受用

上差得太多，所以萬一自己未及信佛、學佛便亡

故了，則以有血統關係的親人代做最好，所謂母

子連心，在生時容易相互感應，死亡後的親情之

間，也最能引發至誠懇切之心。所以，地藏菩薩

在過去很遠的時劫中，曾經數度為孝女，每次均

以至誠心為亡母做佛事，拜佛、供佛、念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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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感得佛或羅漢等的指引，而使亡母超度。

如果沒有骨肉至親，或者不是骨肉至親，那

麼，與亡者生前有關係的人，要比無關係的人，

更容易引發虔誠心，更容易產生感應的效果。

因此我要奉勸你，既來佛寺禮請僧尼做佛事，

做佛事的中心者就是你和你的家人親友，而不是

僧尼。僧尼做佛事是他們的日常功課，你做佛事

是為了超度你親友的亡靈。照理，你和你的家人

親友，都該參加誦經拜懺，如果不會的話，至少

要在這天齋戒沐浴，摒除葷腥淫欲，專念「南無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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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誦經做什麼？

佛經是佛所說的信佛、學佛，而至成佛的方

法。方法無邊，所以佛經的數量和名目也很多。

在我們這裡，最適用和最通行的，則有《華嚴

經》、《法華經》、《地藏菩薩本願功德經》、

《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金剛經》、

《阿彌陀經》、《心經》等。

誦經的起源，出於印度釋迦佛的時代。當時的

佛經，既沒有印刷本，也不用抄寫本，都是靠著

以口傳口地口口相傳，所以，要聽佛的弟子們代

佛說法，往往是聽他們將所曾聽過而已熟記的佛

經背誦出來，自己要想熟記某一部佛經，也得下

工夫把它背誦出來，到後來，誦經便成了學習佛

法和宣傳佛法的基本工作。

但是，佛教徒為何要把某一部經，誦到爛熟之

後，還要在佛像之前一遍又一遍地誦呢？這有兩

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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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把佛經當作一面鑑察我們心行標

準的鏡子

凡夫難保自己不犯錯，有時犯了錯，尚不能

知錯改錯，但當面對佛像，口誦佛經之時，就同

聽到佛在親口說法來教誡我們一樣，使我們一次

又一次地策勵修行。已經犯的過錯，趕快改正；

尚未犯的過錯，決心不犯；已經修的善功，努力

增加；尚未修的善功，立志去修。這像一位愛美

的女士，閨房中有了鏡子，出門時也要隨身攜帶

鏡子，早晨照過鏡子，偶一動作之後又要再照鏡

子，今天照了鏡子，明天、後天、大後天，乃至

明年、後年，還是要照鏡子，那無非是為要保持

或增加她面容的整潔美麗而已。

（二）是將誦經當作代佛說法的神聖使命

佛法的主要對象是人，除人之外，六道眾生

之中，尚有天、神、鬼，以及少數的傍生或畜生

（動物），也能信受佛法。所以，雖在無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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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或在無人聽懂所誦的經義之處，只要有人誦

經，就有異類的天、神、鬼、畜，來聽我們誦

經。天、神、鬼三類的眾生，以及部分的傍生，

均有或大或小的神通，我們誦經之時，只要專

誠，即能感應他們來聽經。若你為你亡故的親友

做佛事誦經，你的誠意初動，你那親友的亡靈，

就已得到了消息，必定會如期前往聽經；亡靈的

靈性特別高，縱然在生之時從未聽過一句佛法，

死後聽經，也能依其善根通解信受。



1� ︱ 為什麼要做佛事

八、拜懺做什麼？

拜懺，又稱為禮懺，就是禮拜諸佛菩薩，懺悔

自己的一切罪業。

凡夫的言語行動，如果加以深切仔細考察，可

以說經常都在犯罪造業。凡夫的生死輪迴，即是

由於各自所造的「業力」所牽引，如在過去世中

不曾造下罪業，現在便不會再做凡夫，如果今生

斷除了一切罪業，當下就是聖人的境界。

凡夫是很苦惱的，對於過去生中所帶來的罪

業，無可奈何；對於今生已造的罪業，也無可奈

何；從今以後要想不再繼續造罪，仍是毫無可

能。因此，我們偉大的佛陀，即以大慈悲心，為

凡夫眾生，說了一個懺悔罪業的法門。

前面所說的誦經，是讓我們對著佛法的鏡子來

照，現在所說的懺悔，是教我們把自己的心放進

佛法的水中去洗。拜懺的功用，即在於洗刷我們

這顆染污著罪垢的心。

所以，對佛懺悔，並不是求佛赦罪，而是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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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證明，向佛坦白自己所作的罪業，下定決心，

不再故意作惡。對他不起稱為懺，對己認錯稱為

悔。佛菩薩是如此的偉大慈悲與清淨圓滿，佛菩

薩希望我們也成為偉大慈悲與清淨圓滿的聖人，

而我們卻仍在自作自受的罪業中打滾，所以要懺

悔。我們拜懺的作用，即是洗刷自己的罪業之

心，好像是從沙裡淘金，漸漸地將沙淘去，就得

著了黃金；我們向佛拜懺，漸漸地將罪垢懺除，

就得著了清淨的解脫之心。

在中國的各種懺法儀規，是由許多祖師根據

佛經編成的，最盛行的，則有梁皇寶懺、三昧水

懺、大悲懺、藥師懺、淨土懺、地藏懺、千佛懺

等。修這些懺法的人，歷代以來，均有很多靈驗

傳載，的確可謂「功不唐捐」。

拜懺，最好當然是你自己親自來做，如你自己

尚未學會，或者覺得拜的尚不夠多，禮請僧尼來

做，或代你亡故的親友來做，自然也有功德的，

其中的道理，則與誦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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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放焰口做什麼？

焰口，是指鬼道之中的餓鬼。鬼道眾生分為三

等：1.在生之時，做了很多善事，若投為鬼，便

成福德大力的多財鬼，一般人所信的城隍及土地

等神祇，即屬於此類的鬼神。2.在生時做的善事

不多，若投為鬼，便成薄福少力的少財鬼，一般

所信的鬼，多半就是此類。3.在生時慳貪吝嗇，

一毛不拔，專佔他人的便宜，若投為鬼，便成無

福無力的餓鬼，一般人所說的孤魂野鬼之中，即

有餓鬼。這一類鬼的食量極大，喉管卻極細，有

了食物也難以果腹，何況由於業報的關係，他們

很難見到食物，縱然得到了可口的食物，進口之

時，卻又變成了臭穢的膿血，所以他們常受餓火

中燒，烈焰從口而出，故名「焰口」。

佛陀慈悲，說了好多種神咒，例如淨業障真

言，變食真言，開咽喉真言等。凡是依法誦持這

些真言神咒之時，被召請前來的餓鬼們，就可仗

佛的神通願力而飽餐一頓，飽餐之後，再為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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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揚佛法，勸他們皈依佛法僧三寶，為他們傳授

三昧耶密戒，永脫鬼道的苦惱，這就是放焰口的

作用和目的。

因此，放焰口對於鬼道來說，等於是無限制

的放賑，所以又叫作「施食」。如果你的亡者親

友，並未墮落於餓鬼道中，放焰口就相同於代他

們做了放賑濟苦的功德，所以也是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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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鬼之間的佛事

一般人誤將做佛事，看成專為死鬼而設的儀

式。因此，我要再度的告訴你：佛法的主要對象

是為活人而非死鬼，為亡靈超度，乃是一種補救

的辦法，不是佛教的中心工作。

所以，做佛事宜在生前，死了人固然要做佛

事，結婚、生產、禳災、祛病、祝壽、謀職、開

張、交易、建造、安居、行商等等，也都應該做

佛事。修功積德，行善致福，做佛事豈僅為了度

亡而已？佛法能致現生之福，能致後生之福，能

致人天富貴的世間福果，尤其能致福智圓滿的究

竟佛果。

民間習俗，以為誦經拜懺，可給鬼魂在陰間當

作錢用，又焚燒紙庫錫箔及冥票，給鬼魂在陰間

增加財富。其實，佛法門中，沒有這種觀念。誦

經拜懺是為亡者超度增福，亡者死了也不一定入

於鬼道，鬼道的眾生也用不著人間給他們錢用，

用錢僅是人間貿易的媒介物。焚化紙錢，也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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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約自漢唐之世流行下來的民間風俗而已。

既然人死之後，若不解脫生死，也只有六分之

一的可能生於鬼道，所以請你不要確定你的親友

死後就成了鬼，你應以虔誠心祈禱佛法的加護，

加護你的亡親故友，超生西方極樂世界，至少也

該盼望他們生於人間或生於天上才是。

在中國大陸，尚有一種風俗，即是男人死了，

要請和尚做一場「過渡橋」或「破地獄」的佛

事，女人死了，則做一場「破血湖」的佛事。

這在佛法中也無根據，佛教既不以為人死之後必

墮地獄，何以一定要把新死的亡靈引到地獄中的

「奈河」及「血湖」中去走一趟呢？

所以，我要奉勸本文的讀者，應當自己來做佛

事，並當明白為何要做佛事？當做什麼佛事？

（附記：本文係應臺北善導寺、十普寺、華嚴蓮社、松山寺等各大

道場之命而寫。一九六七年三月初版以六十四開本，印贈前往寺院做

佛事的齋主，以導正信。嗣後香港、星馬各地有人大量印贈，台灣亦

有不少善心之士，陸續印贈，本文現收錄於《學佛知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