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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華嚴經》中善知識反道教化

釋貫法

華嚴專宗研究所三年級

摘要：

反道，顧名思義，有違於佛教真理，能使眾生落入生死輪回而不停息都屬於「反

道」。能障礙吾人凡夫生死不得自在的即是煩惱，那麼煩惱就屬於反道，煩惱雖有

八萬四千種，但就其根本，還是以貪瞋癡為一切煩惱的主導，是一切生死輪回的根

本原因。吾人凡夫若要解脫生死、超出輪回之苦，必須要斷除貪瞋癡等煩惱。

佛菩薩教化眾生亦是如此，當教其斷煩惱、出生死。因此在《華嚴經·入法界

品》善財童子參訪的五十三位善知識中，卻有三位善知識反其道而行之。一是勝熱

婆羅門示現癡相，以外道苦行來度化眾生；二是無厭足王示現瞋相，以忿怒相威懾

眾生；三是婆須蜜多女示現貪相，以淫女身來度化淫欲心重的眾生。此三位善知識

以此「反道」修行法門來打破眾生的善惡對立之法，若能體悟煩惱即菩提之真理，

貪瞋癡等煩惱亦是「道」所在之處，這就要看行者如何運用智慧去善巧度化眾生，

但是行持之法，必須具備大智慧，方可堪任，否則自誤誤人，受大苦果。

關鍵字： 反道 華嚴經 勝熱婆羅門 無厭足王 婆須蜜多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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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華嚴經•入法界品》中的五十三位善知識，多半则是以正面積極地形象，告

訴善財，應如何修菩薩行、學菩薩道。然而在五十三位善知識中有三位逆行教化的

善知識，他們分別以貪、嗔、癡、的形象示現，反现其道而行，示現世人不容易接

受和理解的身份教化善財。但此角色的背後是否隱藏著些許含義？三位逆行教化的

善知識，一勝熱婆羅門為第九參，二無厭足王為第十七參，三婆須蜜多女為第二十

五參，此三位善知識分別間隔八位善知識，究竟是為何？華嚴經裡面有很多數字，

背後都有象征的意義所在，例如何為十，「十」，象征華嚴的重重無盡境界。而此

三位善知識之間分別間隔著八，「八」象征著什麼呢？查看了相關經典及祖師著作

都沒有談到這個問題，因此大胆粗淺的猜測，「八」象征著八正道的可能性，因為

此三位善知識都是以反道的方式教化，間隔八位是否象征雖然身份是反道，但行持

都是正法，三毒本是眾生輪迴之本，而八正道正是滅苦之道。此三位具有戲劇性的

善知識，為何寧願被誤解，也要示現凡夫所認為「惡人」的身份，因此本文主要將

從此三位善知識教化的事例進行分析和探討。

二、以癡示現的勝熱婆羅門

（一）略釋勝熱婆羅門的苦行法門

世尊在未成道之前，經過六年的苦行，深知此修法并不是解脫之法，於是放棄

的苦行，沐浴更衣，接受了牧羊女的供養，最終于菩提樹下成佛，因此佛教不隨意

縱情欲樂，亦不做無意義的苦行。而婆羅門為何要用苦行的方式教化善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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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初見勝熱婆羅門時，其情形著實讓善財捏了一把汗，經雲：「見彼勝熱修

諸苦行求一切智。四面火聚猶如大山，中有刀山高無極，登彼山上投身入火。」1

善財可以說是親眼目睹了善知識上刀山、下火海的整個過程，令善財差異的是，

善知識並沒有覺得這是苦行，其歡喜自在的遊走在銳利的刀山之上，且甘之如飴。

并告訴善財說：「若能上此刀山，即可令身心清淨」。善財童子對於善知識別樣教

化的方式，不能接受，甚至有所懷疑，這樣的境況會不會葬送自己的法身慧命。

勝熱婆羅門為何執意以這般景象教化呢？學者陳琪英認為：在所有的恐懼當

中，最深層的恐懼就是面臨死亡。
2
死亡對於凡夫而言是害怕而又不敢提的話題，

因為死亡對於大部分人而言是恐懼的，雖然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此事，但就是不敢

去直視和面對。所以我們將對死亡的恐懼埋藏在心靈的最深處，不去碰觸，但並不

代表不恐懼。清晰記得，曾有一位法師開示時說道：「如果明天你就會死亡，你當

下最該面對的是什麼？」當下最該面對的是正視死亡，并觀照自心。當隱藏在內心

深處的恐懼感被迫挖掘出來，親身去體會和覺照時，會忽感身心清涼，自在無礙。

當善財童子戰勝對死亡的恐懼時，滿心歡喜，登上刀山並且縱身一躍，投入火聚。

未至中間，般若空慧自然而出。當時証得菩薩善住三昧。由此可知善知識為了度眾

生，其悲憫的情懷令人讚歎，為了讓善財戰勝對死亡的恐懼并且親自面臨死亡，用

身教勝於言教的修行法門，引領善財證入法界。

（二）勝熱婆羅門修此法門的用意

在佛教中，佛的言行都是在教化眾生，對不同根機的眾生說不同的法，所謂「法

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 ，(CBETA, T10, no. 279, p. 346, b18-20)

2 陳琪英，2012，尋找善知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頁 32，台北：法鼓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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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孤起，仗緣而生」，所以，佛所說的每一句法、每一行為都有相關的涵義，眾生

根機不同，領悟也有所不同，經雲：「佛以一音為說法，隨其品類皆令解。」3菩薩

度化眾生亦是如此，勝熱婆羅門在菩薩階位中屬於第九住，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之

一，他所住的處所、所行的法門亦有著無量的涵義。

勝熱婆羅門所修行的處所是在刀山上，並且四面火聚圍繞，如此種種有何用意

呢？人要登上刀山是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力量的，如果產生恐懼的心理，是不可能做

到的，修行亦是如此，如果沒有足夠的勇氣，修行的路是走不長久的。勝熱婆羅門

就是勇氣的代表者，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講到：「刀山是法王子住中力波羅蜜。

智慧為體。成修行者達生死苦難。但見法界性解脫。須得無有怖畏。堪力用自在。」

4刀山即是對治恐懼、怖畏的方便之法，能讓我們的心更加堅定，故在十波羅蜜中，

第九法王子住是屬於力波羅蜜。

澄觀大師認為無論是火還是刀山，都有表法的意義存在。也是其獨特的修行法

門。疏雲：

四面火聚者，更加頭上有日，即五熱炙身。今但云四者，四句般若皆燒惑薪

故。中有刀山者，無分別智最居中道，無不割故，高而無上難可登故。故智

論云，般若波羅蜜猶如大火聚，四邊不可取遠離於四句。四句即四邊，取則

燒人離則成智。又火有四義：一燒煩惱薪，二破無明闇，三成熟善根，四照

現證理。投身入火者，從無分別智遍入四句，皆無滯故。又釋刀是斷德無不

割故，火是智德無不照故，投身下者障盡證理故。即刀山為能證，火聚為所

證故，此火等即是法門。5

澄觀大師於疏中，對勝熱婆羅門所修的法門以及表面現象做了詳細解釋，認為

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0〈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443, c28)

4《新華嚴經論》卷 35〈入法界品 39〉：(CBETA, T36, no. 1739, p. 964, b11-14)

5《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CBETA, T35, no. 1735, p. 932, a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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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是以五熱置身
6
來說法，實則有其深厚的含義，刀山之所以在中間，表示無分別

智最為中道，而四面火聚，則表示四邊不可取，中道最為殊勝。另外火又有四種含

義:燒煩惱、破無明、熟善根、照證理。只要深入火海便可由無分別智證入，山是

能證，火是所證，所以場景雖然看似恐怖，若以般若智慧觀照，則處處都是修行法

門。

若從表面現象來解讀，學者陳琪英有新的見解，從山的角度出發，與著作中寫

到，清淨離塵的高山和銳利如劍的刀山，雖然都是山，卻是兩種不同的意象，清淨

離塵的高山要喚醒我們的清淨心，而尖銳刺人的刀山也是通向我們的清淨心，只是

它以銳利的方式來喚醒我們正視、傾聽潛藏在內心深處的恐懼感，因為只有真正面

對、理解接納自我內在的全部面向，包括我們害怕面對的恐懼感，清淨的心性才能

毫無阻擋的裸現。7

所以善財童子在這一參訪中，給我們示範了一個凡夫的心理活動。當婆羅門叫

善財也投身於刀山火聚時，他產生了懷疑之心。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雲：

「時，善財童子作如是念：得人身難，離諸難難，得無難難，得淨法難，

得值佛難，具諸根難，聞佛法難，遇善人難，逢真善知識難，受如理正教難，

得正命難，隨法行難。此將非魔、魔所使耶？將非是魔險惡徒黨，詐現菩薩

善知識相，而欲為我作善根難、作壽命難，障我修行一切智道，牽我令入諸

6 隋吉藏《維摩經義疏》卷 3以苦行為道，謂今身受苦，後身常樂也。 (CBETA, T38, no. 1781, p.

941, b3-4)

7 陳琪英，2012，尋找善知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頁 32，台北：法鼓文化。



6

惡道中，欲障我法門、障我佛法？」8

由此可知：在佛教中，世尊反對外道的苦行，而勝熱婆羅門所修的苦行看似

與之無異，便產生了猶豫。得人身難，得人身遇佛法更難，在佛教中遇到善知識

是難上加難。在經文中有講到，善財由於出生之時，家中財寶盈滿，所以父母、

親屬及善相師，皆呼此兒名曰善財。因其過去生已曾供養諸佛，深種善根，信解

廣大，常樂親近諸善知識，身、語、意業皆無過失，所以才有文殊導引入信，發

起清淨的菩提心，參訪善知識之行。這些都是極難獲具的，故為道業未成，而失

此命根為懼。當善財疑心生起之時，十二種天眾都來勸誡善財，告訴善財他們皆

是因勝熱婆羅門的修行而獲得解脫，叫善財不要懷疑，並舉了前一參中善知識真

實是我例子，應當依教奉行。並且菩薩的智慧不可思議，為凡夫、二乘所不能了

知，故不應產生懷疑。聞言，善財當下即卸下疑心，生大歡喜心，即登上刀山自

投火聚。才往下跳，還未到火焰處，於虛空中即得菩薩善住三昧。

《大方廣佛華嚴經》雲：「爾時，善財童子即登刀山，自投火聚；未至中間，

即得菩薩善住三昧；纔觸火焰，又得菩薩寂靜樂神通三昧。」9當善財跳下的那一

刻，已經具足無畏，打破我執，而生起法喜充滿的心理，由此得到了智慧和勇氣。

可見，信心是成就佛法的根本，對三寶、善知識有了信心，在打破我執的觀念，

當下獲得成就。

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46, b25-c3)

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4〈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48, 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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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瞋相度生的無厭足王

（一）略釋無厭足王的逆化修行

善財童子每參訪下一位善知識時，都會意念思維善知識所教的善法，念善知識

令自己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知識的慈心教化，悲憫情懷皆令善財童子受益匪

淺，心生歡喜的去參訪善知識，在參訪無厭足王之前，善財童子參訪了普眼長者，

在普門城，城牆上的防備看上去非常嚴密，崇高而險峻。普眼長者對一切眾生所患

的種種疾病，皆以方便來救治，即使是深受三毒毒害，等分行的眾生，普眼長者也

是示現殊勝的法門，於是善財童子在參訪普眼長者之後證得善現行。從普眼長者之

後，當其參訪無厭足王時，所見所聞顯然和前面所參訪的善知識景象截然不同。與

普眼長者不同的是，無厭足王並非現慈悲相，方便救治頑劣眾生，而是以十萬猛將，

殘忍酷刑教化善財，令善財不寒而慄。無厭足王為什麼要以暴君的身份示現？意義

何在？為何要如此教化其城眾生，又為何對善財童子示現如此一幕呢？本文將帶著

諸多疑問一一進行分析和探討

無厭足王因「如幻方便，化無所著，故無疲厭心。」10而得名。又名滿足王，善

巧智圓違順自在。11四十華嚴雲：「何故大王名甘露火？」答言：「我王具足七支行

中道化，治罰惡人，銷其過犯，猶如烈火；安攝善人，與其快樂，譬如甘露。以是

慈悲平等教化，增其壽命，心無厭足。故我國人美王盛德，歌讚王猷，咸稱我王為

甘露火。」12
因此無厭足王又名甘露火王。其修行法門是以善巧方便、以幻化幻利生，

10 唐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CBETA, T35, no. 1735, p. 935, c17)

11 唐 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9，「第七無著行知識中，初舉法勸修內，城名滿幢者方便境備勝

出為名。王名滿足者善巧智圓違順自在故，以其王復表斯號。」(CBETA, T35, no. 1733, p. 467,

a14-16)

12唐 般若《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11：(CBETA, T10, no. 293, p. 712, b28-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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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參善知識，寄位於十行位中的第七無著行。13

善財與前參善知識處得諸善法，証得善現行，常常思維教法無比殊勝，但是當

其見到無厭足王時，無厭足王的威武形象以及殘忍的酷刑，令善財不寒而慄。無厭

足王身邊有十萬猛將，形象也很威猛，表情嚴肅，見到他們的人很害怕他們。凡是

觸犯王法的人都將得到很嚴厲的處罰，或被繩索捆綁，或斷手斷腳，或割其耳鼻，

或挑其雙目，或以湯煮，或以火焚等等酷刑。經雲：

其前復有十萬猛卒，形貌醜惡，衣服褊陋，執持器仗，攘臂瞋目，眾生見者

無不恐怖。無量眾生犯王教敕，或盜他物，或害他命，或侵他妻，或生邪見，

或起瞋恨，或懷貪嫉，作如是等種種惡業，身被五縛，將詣王所，隨其所犯

而治罰之。或斷手足，或截耳鼻，或挑其目，或斬其首，或剝其皮，或解其

體，或以湯煮，或以火焚，或驅上高山推令墮落，有如是等無量楚毒；發聲

號叫，譬如眾合大地獄中。
14

善知識示現的種種酷刑究竟有何內涵？所謂：「先以欲勾牽，后令入佛智」這

只是一種善巧方便的接引方式，善知識之所以化現凶惡的形象以及殘酷的酷刑，就

是為了要調伏這一類的頑劣眾生，以惡制惡，使罪惡眾生不再作惡，善知識雖然相

貌凶惡威猛，而內心卻是無限的慈悲，深知眾生因妄想分別，造作種種惡業，為令

眾生不再作惡業，永修善法，幻化這種以暴制暴的方法令眾生永斷殺、盜、邪婬，

亦令禁止妄言、兩舌、惡口、綺語，又使遠離貪、瞋、邪見。無厭足王以悲願之心，

13 賢度法師，2015，《轉法輪集》（一），因其得無所著、無所依故，與自利利他而行皆得清淨滿

足，是為菩薩摩訶薩第七無著行。頁 48。台北：華嚴蓮社。

1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55, b1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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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行於世，這正是大慈大悲的真實寫照。佛陀說法有八萬四千法門，因眾生根基

不同，為了令眾生破除執著，故開設方便門令其知也。

澄觀大師與疏中解釋道：「所以要令入者破其見心。令解菩薩深密法故。順

相易解逆相難知故。此中示於邪見。無厭足王示瞋。婆須蜜女示貪。顯三毒相並有

正法故。」15由此可知，此種教化方式，非大菩薩智慧，怎能了知菩薩逆行中的慈

悲。無厭足王以善知識的身份，現令人怖畏的忿怒形象，打破世人以為的善知識或

菩薩，都是以慈眉善目的形式度眾。真正的慈悲有時可能以忿怒像現身。16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 4載：「如何是大慈？師曰：“手持刀杖，守護正法。”」

17此種悲心境界非一般眾生能夠妄測揣度，真乃不可思議。所謂惡非真惡，善非真

善，縱使是表相看來的「以暴制暴」，無厭足王也是能夠應機施教，觀察其城眾生

的根基，因為他知道用這一種教化的方式，不會適得其反，對於這一類眾生而言能

夠「永斷惡業」，另其證入一切智地，這才是最重要的。真乃是幸得善知識大慈悲

救護一切眾生。

（二）無厭足王示現依正二報的涵義

無厭足王所在的城名「多羅幢」，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中解釋說：「城名

多羅幢者。此名明淨。約化主立名。以第七無著行中以出世間淨智慧。善入世間作

慈悲主。善知諸根化身同事不忘接生故。」18由此可知：「明淨」表示明亮而乾淨，

一方面表示城中的環境，一方面也表示，無厭足王是一位勤政廉明的君主，在他所

15 唐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CBETA, T35, no. 1735, p. 932, a19-23)

16 陳琪英，2012，尋找善知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頁 172，台北：法鼓文化。

17《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 4 ：(CBETA, J20, no. B098, p. 517, c26)

18《新華嚴經論》卷 36〈入法界品 39〉：(CBETA, T36, no. 1739, p. 971, c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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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下的國家沒有貪官污吏，故說此城為「明淨」。無厭足王所居住的處所是一座

高偉的宮殿，首先給人一種深沉的感覺這是一種最直觀的感受。在《大方廣佛華嚴

經》雲：中是這樣描述無厭足王的宮殿：

「見其宮殿廣大無比，皆以妙寶之所合成，七寶為牆周匝圍遶，百千眾

寶以為樓閣，種種莊嚴悉皆妙好，不思議摩尼寶網羅覆其上；十億侍女端正

殊絕，威儀進止皆悉可觀，凡所施為無非巧妙，先起後臥軟意承旨。」19

由此可以看出，無厭足王所居的地方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是一般百姓可望

而不可及的，這無形當中就給人一種壓迫感，無厭足王的形象也變成崇高、偉大，

世人畏懼，這跟無厭足王的反道修行有關。無厭足王在此中所現的是一種威嚴不可

侵犯的形象，並且對於犯錯的百姓嚴刑拷打，非常殘酷。

無厭足王是坐在那羅延金剛之座，法藏法師解釋為「堅牢力。」20表示了此王的

權威，神聖不可侵犯。经雲：「雜寶為鈴恒出妙音，放大光明周遍十方，」21也可以

看出威光赫奕的象徵。

從無厭足王示現的形象來看，則是一種忿怒相，經中如是描述：

「阿那羅王有大力勢，能伏他眾，無能與敵；以離垢繒而繫其頂，十千

大臣前後圍遶共理王事。其前復有十萬猛卒，形貌醜惡，衣服褊陋，執持器

仗，攘臂瞋目，眾生見者無不恐怖。……或斷手足，或截耳鼻，或挑其目，

或斬其首，或剝其皮，或解其體，或以湯煮，或以火焚，或驅上高山推令墮

1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55, c16-21)

20《嚴經探玄記》卷 8〈金剛幢菩薩迴向品 21〉：(CBETA, T35, no. 1733, p. 258, a13)

2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55, b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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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有如是等無量楚毒；發聲號叫，譬如眾合大地獄中。」22

從這段經文可以看出，無厭足王是一位極其殘暴的君主，對於犯罪的城中百

姓都使用了非常殘忍的酷刑，使百姓受無量苦乃至喪命。這是不是說明無厭足王

就不是一位善知識呢？寺院中主殿裏一般供奉的都是慈眉善目的佛菩薩，而無厭

足王是不是違背了佛教的慈悲精神，對眾生如此殘暴。為何無厭足王要以此方法

來治理國家呢？澄觀大師說：「了生如幻故。以幻化幻。」23無厭足王以此幻化法

門來度化眾生，那些受苦的眾生皆是由無厭足王的神力所化，起到震懾的作用，

讓那些造惡的眾生，見此殘酷極刑，能夠產生畏懼心理，然後改惡向善，最後證

得三昧，了生脫死。此逆化法門非一般人可以行持，需有大智慧，觀眾生根機，

確實此法門能成就眾生才可以。

善財童子因不了解無厭足王的逆化之行，看到他讓其下屬對違逆者行種種苦

刑，殘害眾生生命，便有點無法接受，自己受文殊菩薩教化，參訪善知識，為行

菩薩道，而無厭足王造此種種惡業，怎能成為菩薩行。經雲：「善財見已，作如

是念：「我為利益一切眾生，求菩薩行，修菩薩道。今者，此王滅諸善法，作大

罪業，逼惱眾生，乃至斷命，曾不顧懼未來惡道。云何於此而欲求法，發大悲心

救護眾生？」24佛法講「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而如今善財得到此圓滿人身，又

受到文殊菩薩指點，能參訪如此眾多善知識，是其在過去生中，供養無量諸佛，

親近無量善知識才有此因緣，且一路行來，也是艱辛萬苦，實在是不容易。經雲：

「得人身難、離諸難難、得無難難、得淨法難、值佛世難、具諸根難、聞佛法難、

2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55, b15-26)

23《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入法界品 39〉：(CBETA, T35, no. 1735, p. 936, a11)

2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55, b26-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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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善知識難、得與同止難、得聞正教難、得正命難、順趣正法難。」25因為修行是

如此不容易，遇佛菩薩、善知識不容易，依佛正教更是不容易，故善財更加珍惜，

不願意走錯道路，讓自己前功盡棄。當他看到無厭足王行此惡法，逼惱眾生，這

可是地獄之因，

如《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雲：「一念瞋心起。百萬障門開」26。「瞋」

有種種的過患，是障道因緣，故善財怕自己行此惡法，正道未成，反失命根，故產

生懷疑之心。當善財童子產生懷疑之行時，諸天空中勸諭，當相信文殊菩薩的指示，

當信普眼長者之語。善財豁然開朗，便依教奉行，發起無上正覺之心。

四、貪益此世的婆須蜜多女

（一）略釋婆須蜜多女的修行法門

據經中記載，婆須蜜多女27是一位美貌、智慧與一身的妓女，其美貌之莊嚴，天

上人間都無法與其相比，其音聲之美妙，勝過天籟之音，其智慧可以精通一切語言，

并善巧談說，其身散發出的光明，能令見到此廣的眾生，瞬間身心清涼。其身中所

散發出的廣大光明，能讓眾生得到清涼。婆須蜜多女示現婬女的身份，若從俗世間

的角度來看，此女的品德、行為低賤，違背道德規範，定會被人唾棄、輕視。從佛

教的角度出發，佛教向來主張離欲，因為婬欲是輪迴之本，戒云：「世尊無數方便

說婬欲是障道法，犯婬者是障道法。」28
故佛教規定凡出家眾一律禁慾，在家眾唯戒

25《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47〈入法界品 34〉：(CBETA, T09, no. 278, p. 700, c17-21)

26《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CBETA, T36, no. 1736, p. 21, c23)

27《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57：「婆須蜜多者。此云世友。亦云天友。隨世人天方便化故。」(CBETA,

T35, no. 1735, p. 939, b5-6)

28《四分比丘尼戒本》卷 1：(CBETA, T22, no. 1431, p. 1035, c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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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淫，所以在經中這樣警戒佛弟子：

「若佛子！自婬、教人婬，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婬。婬因、婬緣、婬法、婬

業，乃至畜生女、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婬。而菩薩應生孝順心，救度一切

眾生，淨法與人，而反更起一切人婬，不擇畜生，乃至母女姊妹六親行婬，

無慈悲心者，是菩薩波羅夷罪。」29

從乃至之前，是明不婬，也就是完全禁欲。乃至之後，是明不邪婬，也就是指

夫婦以外之男女關係。除此之外，對於出家眾還有更嚴格的規定，身體相互碰觸也

是禁止的，在比丘尼戒本中說道：若比丘尼，染污心，共染污心男子，從腋已下，

膝已上，身相觸。若捉摩、若牽、若推、若上摩、若下摩、若舉、若下、若捉、若

捺。30由此可知，佛教非常重視婬戒，若想永遠擺脫六道輪迴之苦，必須完全斷婬。

無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都不接受婬女身份，婆須蜜多女為何還要迎難而上？其身份

及修行法門的背後想要表達怎樣的思想意涵呢？

善財經前一位善知識獅子頻申比丘尼指引，來到婆須蜜多女的處所不知道此女

修行法門的人，都很擔心善財，告誡他不要被此女的表相所迷惑，而知道此女功德

智慧的人，則勸誡善財，只要見到此女，定能獲得廣大利益。善財見到婆須蜜多女

的相好莊嚴，其身放光，頓覺身心清涼，遂即禮拜問訊，請教其修行法門。善知識

告言：

善男子！我得菩薩解脫，名：離貪欲際，隨其欲樂而為現身。若天見我，我

29《梵網經》卷 2：(CBETA, T24, no. 1484, p. 1004, b26-c2)

30《四分比丘尼戒本》卷：(CBETA, T22, no. 1431, p. 1031, 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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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天女，形貌、光明殊勝無比……隨其樂欲皆令得見。若有眾生欲意所纏來

詣我所，我為說法，彼聞法已，則離貪欲，得菩薩無著境界三昧；若有眾生

暫見於我，則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若有眾生抱持於我，則離貪欲，

得菩薩攝一切眾生恒不捨離三昧；若有眾生咂我脣吻，則離貪欲，得菩薩增

長一切眾生福德藏三昧。凡有眾生親近於我，一切皆得住離貪際，入菩薩一

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31

由上可知婆須蜜多女，所修之法門是「菩薩離貪欲際解脫法門」
32
，可以隨順

眾生欲樂，方便示現不同身份，因眾生根基不同，凡有所見，亦有差別。如果有眾

生在自宅33中見到她，和她說話，牽其手，與它同坐，看見她的眼睛，抱她甚至吻

其唇，凡是親近過她的人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證悟。對此種情景，李通玄有更深

入的理解，看見她的人，得菩薩歡喜三昧，實則是說明有信心的人修禪定，禪悅其

心故；和她說話的人，得菩薩無量音聲三昧，是表明從定發慧，了音聲無體；牽她

手的人，得菩薩遍往一切佛剎三昧，是引接義；和她同坐的人，是無相智增；暫觀

於我是觀照義；頻申是法悅義；目瞬是見諦入佛智境也；抱持於我者，攝受不捨眾

生義；咂我脣吻者，受教說法義；凡有親近於我，一切皆得離貪欲際，入菩薩一切

智地者。都舉諸有親近無空過者，皆獲一切智門。此明二乘及出纏菩薩但求離苦，

未入大慈悲，入於生死海，同事接生，不達法界，自在智王。處染淨而無垢會，無

依普光明智圓滿十方，任運利生無縛無解。34

學者陳琪英與尋找善知識一書中寫到：愛欲是障礙，也是成道因緣，愛與恨、

3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5, c15-p. 366, a6)

32《新華嚴經論》卷 37〈入法界品 39〉：(CBETA, T36, no. 1739, p. 980, b11-12)

33《新華嚴經論》，「自宅中住者。以眾生生死海是菩薩自所住宅。菩薩以大悲故。住一切眾生生

死宅中。度脫眾生。成就普賢之行。具足無量功德。」(CBETA, T36, no. 1739, p. 980, b2-5)

34《新華嚴經論》卷 37〈入法界品 39〉：(CBETA, T36, no. 1739, p. 980, b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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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與道， 都是緊扣相連的，愛欲能滋潤人，也能障礙人，能使人墮落，也能讓人成

道。面對人性中的貪愛情慾，婆須蜜多女「以欲離欲」的方式，讓眾生離貪欲際。35

正如經雲：貪欲是涅槃，恚癡亦如是，如此三事中，有無量佛道。若有人分別，貪

欲瞋恚癡，是人去佛遠，譬如天與地。菩提與貪欲，是一而非二，皆入一法門，平

等無有異。36貪欲即涅槃，煩惱即菩提，萬事萬物都是佛法，若人以分別心去看待表

面現象，則離佛法甚遠，無論是菩提還是貪欲，皆是平等無二的法門，只要善用其

心，都可以趣入佛智，婆須蜜多女，為令眾生拔除貪愛毒箭，故方便示現，教導眾

生將貪欲等煩惱轉化為入道的方法。

（二）淫欲險難之家的涵義

善財童子參訪的第二十五善知識是以外道淫女相示人，她所住的處所是在險難

國的寶莊嚴城中。當善財童子來此城中找婆須蜜多女時。有識之士指引說：「善男

子！婆須蜜女，於此城內，市鄽之北，自宅中住。」37這是此位善知識與其他善知識

的不同之處，善財之前參訪的善知識皆是住於南面，唯此位善知識住於北面。

李通玄在《新華嚴經論》中講到：「以生死煩多為市鄽。北為坎位。是北方

主黑也，是眾迷愚眾生之位也。」38這也證明了婆須蜜多女的修行法門，以非道之行

來度化眾生。其他菩薩大多都是勸化眾生斷除淫欲，成就聖道，而婆須蜜多女則是

以淫女身來度化眾生，令淫欲心重者能夠因她而得解脫。由此可知此位善知識也是

以反道來行普賢行，成就無盡功德藏，故在菩薩階位中，此位屬於無盡功德藏回向。

35 陳琪英，2012，尋找善知識《華嚴經》善財童子五十三參，頁 113，台北：法鼓文化。

36《諸法無行經》卷 2：(CBETA, T15, no. 650, p. 759, c13-19)

37《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5, b19-20)

38《新華嚴經論》卷 37〈入法界品 39〉：(CBETA, T36, no. 1739, p. 980, a2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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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位善知識所居住的寶莊嚴城，就是能生一切寶藏的象徵。

寶莊嚴城位於險難國，這也意味著要得到其中的寶藏就必須度過危險之地，

二者相依相存，要麼戰勝困難，得到寶藏；要麼停滯不前，什麼也得不到。這也說

明了此修行方法的危險，非一般人能行持，故澄觀大師在《華嚴經行願品疏》說：

「國名險難者。逆行非道。下位凡小不能行故。」39同樣的道理，婆須蜜多女是以淫

欲來度化眾生，稍有不慎便萬劫不復。對於以善財為代表的修行者來說，這需要很

大的勇氣去突破這種障礙，即通過險難來得到寶藏，成就聖道。

若從正報和依報兩方面而言，婆須蜜多女的正報，《大方廣佛華嚴經》雲：

「善財見此女人，顏貌端嚴，色相圓滿，皮膚金色，目髮紺青，不長不短，

不麁不細，欲界人、天無能與比；音聲美妙超諸梵世，一切眾生差別言音，

悉皆具足，無不解了；深達字義，善巧談說，得如幻智，入方便門；眾寶瓔

珞及諸嚴具莊嚴其身，如意摩尼以為寶冠而冠其首；復有無量眷屬圍遶，皆

共善根同一行願，福德大藏具足無盡。時，婆須蜜多女從其身出廣大光明，

普照宅中一切宮殿；遇斯光者，身得清涼。」40

由此正報可以知道，婆須蜜多女本身具足內心莊嚴，所謂「相由心生」。在

《四十華嚴》中，真諦三藏把此位善知識譯為筏蘇蜜多，澄觀大師在《華嚴經行

願品疏》解釋說：「筏蘇蜜多。此云天友。或云世友。亦名寶友。隨世人天方便

化故。」41也就是說此位善知識是世人或天人的善友，能幫助世人或天人。那她所

教化眾生與之行淫就不可能像凡夫所理解染污的淫欲法，若此，此善知識則不能

39《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 X05, no. 227, p. 134, b12-13 )

40《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5, c2-11)

41《華嚴經行願品疏》卷 6：(CBETA, X05, no. 227, p. 134, b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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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善友、世友。在善財見過婆須蜜多女之後，婆須蜜多女告訴善財：自己已

經證得了離貪欲際解脫三昧，能隨人天的欲樂而為現身，並且人天與之親近時，

皆能離貪欲際，並獲得十種三昧，入菩薩一切智地現前無礙解脫。

從依報而言，依報即是婆須蜜多女所住的宅院。《大方廣佛華嚴經》雲：

「見其住宅廣博嚴麗，寶牆、寶樹及以寶塹，一一皆有十重圍遶；其寶

塹中，香水盈滿，金沙布地，諸天寶華、優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華、

芬陀利華遍覆水上；宮殿、樓閣處處分布，門闥、窓牖相望間列，咸施網鐸，

悉置幡幢，無量珍奇以為嚴飾；瑠璃為地，眾寶間錯，燒諸沈水，塗以栴檀，

懸眾寶鈴，風動成音，散諸天華遍布其地；種種嚴麗不可稱說，諸珍寶藏其

數百千，十大園林以為莊嚴。」42

從這可以看出，婆須蜜多女的住宅是以樓閣和園林於一體的建築，樹、水、

花是園林的象徵，代表著清淨、脫俗，有遠離塵囂之意，而宮殿、樓閣是華麗的

象徵，代表著喧鬧、欲望，有追逐欲望之意。這二者本身有對立的層面，但在這

把二者緊密得結合在了一起，也表示了佛法出世與入世的不二，把出世的清淨和

入世的人間緊密的融合一體。婆須蜜多女的修行法門也說如此，她把離欲和貪欲

合為一體，表示的染淨法不二，由此貪欲法門來使眾生獲得離貪欲際解脫

五、結語

《入法界品》是華嚴經中的最後一品，是修行的實踐部分。全品通過善財五十

三參來顯示修行的次第。五十三位善知識大多以正道修行方式來教化眾生，其中有

42《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68〈入法界品 39〉：(CBETA, T10, no. 279, p. 365, b21-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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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卻以反道修行來度化眾生，這是比較少見的。這也是給行者顯示一種正道、反

道的差別，破除我們慣有的「善即善、惡即惡」的思維模式。告訴行者反道亦是修

行方法，善惡只區別於存念觀心而已。在三位反道行持的善知識，善財童子對無厭

足王示瞋和勝熱婆羅門示癡產生疑惑，而對婆須蜜多女示貪卻沒有任何懷疑，意義

何在？這也反應了大多修行人的心態，在現世當中我們看到了貪帶來的利益，故而

忽視了障道因緣。而瞋、癡，現世就能看到給修行道路帶來的障礙，為世人所厭惡。

故對無厭足王與勝熱婆羅門的修行法門產生疑問。後得到梵天曉諭勸誡，才消除疑

惑，進而發起無上菩提之心。

以反道教化來度化眾生，澄觀大師說過，此修行法門非下位行者所不能行也，

而勝熱婆羅門、無厭足王與婆須蜜多女卻用此方便度化眾生，使親近者都能證得解

脫三昧，成就聖道。可見他們三位並非是一般的行者，是大菩薩的化身，智慧不可

思議，非一般人所能了知。這也說明了《華嚴經》中的境界非一般凡夫、二乘所能

探究，唯佛與大菩薩所能究竟，可見《華嚴經·入法界品》中，善財所參訪的善知

識皆是法身大士，皆是智慧不可思議的大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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