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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以〈⼊法界品〉善財童⼦所參訪的第⼆⼗五位善知識，婆須蜜多做為研究對象，透
過探析得知：婆須蜜多示現為淫⼥，為利眾⽣⽽善巧示現，但從更深層⻆度⽽⾔則是暗指潛
藏在吾⼈內⼼深處之淫⼼。她示現與眾⽣相視、握⼿、說話、擁抱、接吻、共宿等⾏為，表
眾⽣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之⽣起，是在吾⼈六根、六境、六識互為緣⽣的
當下，不能如實照⾒淫欲實相⽽妄⽣妄執。菩薩以如是⼗種相逆順觀察⼗⼆有⽀，⾒空性證
三解脫⾨，破眾⽣無明妄⾒。⼼佛眾⽣三無差別，「眾⽣⼼、⾃⼼」皆同「諸佛⼼」，本性
無差別，⼼為性體，能現⼀切相，包括精神、物質，⼼外無法，法外無⼼，性相不⼆，性不
離相，相不離性。能現之⼼在佛，在眾⽣本如是，并無差別，亦無⽋缺。⼼迷作眾⽣，⼼覺
則作佛，迷與悟是成眾⽣與成佛之關鍵，如能徹底轉迷為悟，離諸妄⾒即與佛無⼆。諸法無
我，緣起性空。菩薩證得空性智，如實了知⽣死空無⾃性，涅槃亦是空無⾃性，不住兩邊⽅
為究竟空義，但以⼤悲菩提願⼼故，不住⽣死亦不住涅槃，⽽在⼗⽅任運⾃在廣利⼀切眾
⽣。研究發現對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解義，被經中名相所轉，經中所隱含之深義⾮
僅從凡夫認知⻆度來解讀。佛法是從⼼性⻆度深⼊，並不是簡單字⾯意思或者現實的顯相。
《華嚴經》⽂字皆是表法，多從⼼性⻆度來理解闡釋。 

關鍵字：  華嚴經   婆須蜜多  貪欲 ⼗⼆緣起    離貪  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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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本⽂以〈⼊法界品〉善財童⼦所參訪的第⼆⼗五位善知識，婆須蜜多做為研究對象，透

過對婆須蜜多⼥研究，瞭解她為何被稱為⼈、天師友？她示現以淫⼥身份度化眾⽣，其隱喻

著何意涵？她修何法⾨能處愛欲中卻不受其染？眾⽣與婆須密多相視、握⼿、說話、擁抱、

接吻、共宿便能離諸貪欲，這種利⽣⽅式是否隱含著更深層法義？她如何成就菩薩離貪際解

脫？婆須蜜多所展現的修學菩薩⾏、成佛之關鍵，究竟為何？

      《華嚴經》有三個漢譯本： 六⼗華嚴：東晉佛馱跋陀羅譯，六⼗卷。⼜稱《舊華嚴》、

《晉經》。收于⼤正藏第九冊。 ⼋⼗華嚴：唐代于闐（新疆）實叉難陀譯，⼋⼗卷。⼜稱

《新華嚴》、《唐經》。收于⼤正藏第⼗冊。四⼗華嚴：唐代般若譯，四⼗卷。全稱「⼤⽅

廣佛華嚴經⼊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願品」，略稱「普賢⾏願品」，收于⼤正藏第⼗冊。嚴

格說來四⼗華嚴乃六⼗卷本、⼋⼗卷本的〈⼊法界品〉⼀品⽽已，但這三部譯本均有善财童

⼦南⾏参訪之事。唯⼋⼗與四⼗兩種譯本，均説善財童⼦「經⼈間⾄福城」;⽽六⼗卷本则

没有「經⼈間」之説。與六⼗卷本相⽐，⼋⼗卷本⽂辭流暢、義理更周延，故流通既廣⼜

遠，⾄今諷誦本經之「華嚴法會」，⼆⼗⼀世紀的今天依然⾵⾏。為此本⽂以唐實叉難陀譯

《⼋⼗華嚴》為主，以唐般若譯《四⼗華嚴》，唐 法藏《華嚴經探⽞記》，唐澄觀撰《⼤

⽅廣佛華嚴經疏》，唐李通⽞撰《新華嚴經論》，及相關的經論為輔，並參考其它經典中的

相關內容，運⽤版本⽐較、義理詮釋等⽅法，進⾏⽐較與分析。同時也以婆須蜜多所修之法

⾨作為線索⽽展開探討，為此⽂中將分為三個部分加以論述：⼀、略述「婆須蜜多」在《華

嚴經·⼊法界品》中的⻆⾊與敘事意義；⼆、「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道場，示現淫⼥之意

涵；三、「婆須蜜多」成就「菩薩離貪際解脫法⾨」之因緣及修證歷程，此法⾨對現代修⾏

之意義。

     《華嚴經》是引領⽣命次第成佛的經典，為眾⽣成佛提供完整理論及依據，經中透過對

於菩薩⾏宣說，以完整的菩薩修⾏階位將其具體化。⽽此經中的〈⼊法界品〉，可說是整部

《華嚴經》的總結，亦是最精華的部分，此經的重要思想在此品中得到了完整體現與深化，

可說是佛教修⾏的關鍵性環節，亦是佛教⼊世修⾏的具體展現。此品核⼼內容為深⼊法界、

隨順法界。深⼊法界為菩薩修⾏成佛必經之路，這⼀修⾏思想，在此品中透過善財童⼦具體

修⾏歷程，得到了淋漓盡致表現。菩薩是廣觀世間相⽽深⼊世間，能不捨世間，⼜不為世間

所縛，世俗⽣活各個⽅⾯都能納⼊修⾏⽣活之中，社會上⼀切等級、⼀切職業，以及世間⼀

切世俗⽣活和技能，都是修⾏者深⼊法界的具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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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品〉以善財童⼦透過⽂殊菩薩的啓蒙，⽽發無上菩提⼼，為成就無上佛智，⽽

遊歷諸⽅參訪善知識的經過為主軸。善財童⼦遍參諸多善知識，⽽⾛上信、解、⾏、證的歷

程，每參訪⼀位善知識，他的菩提⼼性就有不同程度升華。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可謂廣泛

包含了各種年齡層次、社會階級、職業層⾯、宗教領域、信仰對象，其中或男性或⼥性，共

有五⼗三位，經中以「五⼗三」參代表著修學佛法要經過⼗住、⼗⾏、⼗迴向、⼗地及等

覺、妙覺等五⼗三個階次才能圓滿成佛道，參訪這五⼗三位不同的善知識，也就各⾃代表著

不同修⾏層次的法⾨與境界，亦是我等在修⾏中不同階段的身⼼展現。善財童⼦參訪婆須蜜

多善知識正是為决定求得佛果位，决定欲为⼀切众⽣作依怙的处所，决定欲拔除⼀切众⽣贪

爱的毒箭，决定欲破坏⼀切众⽣对于美丽⼥⾊中所有的清净思想。

⼆、「婆須蜜多」在《華嚴經·⼊法界品》中的⻆⾊與敘事意義
      婆須蜜多⼥，住險難國寶莊嚴城，城北⾃宅中。過去因⽂殊菩薩勸發無上菩提⼼修⾏，
現已得證「菩薩離貪際解脫」。婆須蜜多善知識以此法⾨現淫⼥身，度化眾⽣遠離貪欲⽽證
得光明解脫。 

  （⼀）釋「婆須蜜多」之名 

 婆须蜜多，梵名 Vasumitra。⾳譯伐蘇蜜多、婆須蜜多，和須蜜多。意譯世友、天
友。「婆須蜜多」之名在《四⼗華嚴》 與《⼋⼗華嚴》 中雖譯法不同，卻同為⼀⼈。在李1 2

通⽞《 新華嚴經論》卷37中⾔：「婆須蜜⼥者，此云世友，或云天友，為遍與天⼈作師友
故。或云以寶易財，或示現世間婬染之⾏。」 由此可知此位善知識是⼈、天師友，能幫助3

世⼈或天⼈從貪欲中得解脫。她雖以淫⼥示現世間教化眾⽣，但并⾮像凡夫所理解是參雜染
污的淫欲法，若此，此善知識則不能稱之為善友、世友。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解
義，經中所隱含之深義⾮從凡夫認知所能解讀。佛法是从⼼性⻆度深⼊，并不是简单字⾯意
思或者现实的顯相。《華嚴經》⽂字都是表法，多是從⼼性的⻆度來理解闡釋。經中婆須蜜
多為何要現淫⼥身度化眾⽣，其隱含著何深義？筆者將在下⽂中作詳細論述。

（⼆）「婆須蜜多」之正依⼆報

     婆須蜜多是「⼗迴向」位中第五位「無盡功德藏迴向」，由迴向⼒能成無量功德藏。婆
須蜜多⼥有哪些特徵?下⾯將從正依⼆報兩⽅⾯來論述， 如在《⼋⼗華嚴經》中⾔:

參⾒般若譯，《⼤⽅廣佛華嚴經》卷15：「善男⼦！南⽅有⼀聚落，名為險難，其中有城，名寶莊嚴，彼有1

⼥⼈，名伐蘇蜜多」。T10,no.293,p.730c17_c19

 參⾒實叉難陀譯，《⼤⽅廣佛華嚴經》卷67：「善男⼦！於此南⽅，有⼀國⼟，名⽈：險難；此國有城名：2

寶莊嚴；中有⼥⼈，名：婆須蜜多」。T10，no.279,p.365a17_a18

 參⾒李通⽞撰， 《新華嚴經論》卷37。T36，no.1739,p.980a17_a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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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財⾒此⼥⼈，顏貌端嚴，⾊相圓滿，⽪膚⾦⾊，⽬髮紺⻘，不⻑不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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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正報⽽⾔，婆須蜜多相好莊嚴，欲界⼈天無能與之相⽐，她⾳聲柔美亦是超諸⼈天，
對⼀切眾⽣之語，不僅能了解，還能深達其義，善巧⾔說，以如幻智，⼊⽅便⾨度諸眾⽣。
這是其修⾏所感得的正報莊嚴。不僅婆須蜜多如此，善財在參學過程中遇到的⼥性善知識個
個如此，這些都在暗示眾⽣⾃性佛世界內⼥菩薩之形相。「復有無量眷屬圍遶，皆共善根同
⼀⾏願」。若以世間法來解讀，婆須蜜多有無量眷屬，如何來養活她們？無量眷屬也與婆須
蜜多作淫⼥⾏業，怎可說是「福德⼤藏具⾜無盡」？若從世間法解讀，就很難理解這些事
情，若從⾒性的層⾯看，就明⽩這些都在說我們⾃性佛世界內的如幻境界。婆須蜜多以眾寶
莊嚴其身，從身中出廣⼤光明，普照⼀切宮殿，凡遇此光者，身即得清涼。這是表婆須蜜多
善知識以⾃性之光明智慧，為眾說法，令眾⽣身離貪欲，⽽得清涼⾃在。

         以依報⽽⾔，依報即是婆須蜜多⼥所居住的環境。如在《⼋⼗華嚴經》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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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善財⾒到婆須蜜⼥的住宅廣博嚴麗，種種⾹⽔、寶華遍覆，宮殿、樓閣也處 處分布，無
量珍奇⽽為嚴飾;種種嚴麗說不可盡，這是其修⾏感得的依報莊嚴。「蓮花」出污泥⽽不
染，隱喻婆須蜜多雖示現貪欲度眾⽣，卻不被其所污染。「⼗重圍遶、⼗⼤園林」都是表
法，代表圓滿，種類圓滿，⼀樣都不缺乏；數量圓滿，讓⼈看到⼼悅神怡。園林象徵菩薩⾃
所⽌住於清淨世界，無厭捨⽣死，對於教化眾⽣從不疲倦。如理觀察、思惟所聞佛法，以⼀
切佛法示現⾃在無碍。「宮殿樓閣』宮殿並⾮是⼀般⼈所居住的空間，顯現宮殿是尊貴的象
徵，為饒益⼀切眾⽣，現種種莊嚴宮殿、樓閣，這是諸佛菩薩度化眾⽣的願⼒所化成。諸佛
為教化眾⽣，顯現種種⽅便法⾨，以悲、智善誘眾⽣。就如象徵尊貴的宮殿，也是善巧、⽅
便法。「寶」：即與道相應、與德相應，與菩提⼼相應，才是真正的寶。若此⼥造作淫業，
怎可感得如此莊嚴果報？可知她所感得如此殊勝果報，必是她以菩提願⼼修菩薩⾏之所成
就。婆須蜜多修何菩薩⾏⽽成就如此殊勝庄嚴的正依⼆報？她以險難國為其道場有何深意？
她示現淫⼥身份度化眾⽣，其隱喻何種意涵？下⽂將繼續探討。 

參⾒實叉難陀譯，《⼤⽅廣佛華嚴經》卷68。T10,no.279。p.365c02_c114

 參⾒同上，T10,no.279。p.365b21_c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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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婆須蜜多」修⾏之特⾊

     （⼀）以險難國為道場之涵意

       婆須蜜多住處在險難國的寶莊嚴城中，她為何以「險難國」為度⽣道場？其有何涵意？ 
法藏《華嚴經探⽞記》⾔：「貪相違道，得險難名。」 由此可知，險難譬喻為眾⽣的貪欲6

煩惱，貪欲之⾏與解脫道背道⽽馳，眾⽣⼀⼊愛欲海中，將難以從中出離，故稱之為險難。
寶莊嚴城在險難國中，暗喻為想要得到解脫的寶藏，必須超越⾃⼰內在貪欲之毒。婆須蜜多
因觀眾⽣處愛欲海中，難以出離，故興起⼤悲⼼，作眾⽣不請之友，為令眾⽣出離愛欲，成
就最勝解脫，⽽以險難國為道場，⾏度⽣之便。如在《四⼗華嚴》云：

我觀無數百千世界貪欲眾⽣，⽣死曠野輪轉無窮，苦業之中⼥為上⾸。是故，菩薩若
離⼥⾊，即得親近諸善知識，復令眾⽣因此離欲，皆住最勝解脫法⾨。  7
       

        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度⽣之道場，正是體現了菩薩悲⼼切願，不忍眾⽣苦，以眾⽣苦為
⼰苦，以無緣⼤慈，同體⼤悲之無上菩提⼼，⼊眾⽣愛欲⽣死⼤海，悲智雙運度眾⽣出離愛
欲，令⾄解脫涅槃寶城。婆須蜜多善知識為何要示現淫⼥身份來度化眾⽣？她為何不示現其
他身份？下⽂將繼續探討此問題。

（⼆）婆须蜜多示現淫⼥之意涵

       須蜜多示現婬⼥身份，從世間⻆度來看，淫⼥是⼈盡可夫、誘發、滿⾜⼈的情慾，故是
卑下、污穢，其品德、⾏為低賤，違背倫理道德，定會被⼈唾棄、輕視。對出離世間修道者
⽽⾔，⼥⼈是眾惡之所住處，是修道最⼤障礙，對⼥⼈避之惟恐不及。如在《四⼗華嚴》
云： 

善男⼦！⼀切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由為⼥⼈不得速成無上佛道，亦不疾得
辟⽀佛乘、阿羅漢果、五通仙⼈；由⼥⾊故，退失神通，為荷負者，天、阿脩羅常興
戰伐；⼗頭羅剎焚燒南海楞伽⼤城；或有諸王喪失國⼟，乃⾄兄弟⾃相殺害，造惡趣
因，現世貧窮，⽢為奴僕，不順師⻑，違背君親，如是⼀切皆由⼥⼈；我觀無數百千
世界貪欲眾⽣，⽣死曠野輪轉無窮，苦業之中⼥為上⾸。8

參⾒法藏,《華嚴經探⽞記》卷19。T35，no.1733,p.470c166

參⾒ 般若,《⼤⽅廣佛華嚴經》卷15， T10,no.293,p.731c21-c247

 參⾒同上，T10,no.293,pp.731c13-c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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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於經中無數⽅便告誡出家弟⼦須遠離⼥⼈，不得與⼥⼈共語、共處或同⾏。可⾒
無論是世間還是出世間，都不接受婬⼥身份，婆須蜜多為何還要反其道⽽⾏?示現淫⼥身度
⽣背後，其隱喻著何思想意涵?凡夫戀著於⼥⾊，⽢⼼為欲念所⻝⽽無法⾃拔，於⼥⾊中纏
縛無期，障諸善法難以得⽣，因淫欲⽽喪其法身慧命。婆須蜜多菩薩以慧觀知眾⽣對男⼥欲
念難斷，⽽以菩提⼼，⾏慈悲⾏觀機逗教，隨順眾⽣貪淫之性⽽示現為淫⼥，為⽅便教化眾
⽣，令其遠離淫欲之害，得成就最勝解脫⽽示現為淫⼥。如在《維摩經義疏》云：「或現作
婬⼥，引諸好⾊者，先以欲鉤牽，後令⼊佛智。」 以欲鉤牽中的「欲」并⾮滿⾜眾⽣之淫9

欲，⽽是指隨順眾⽣根性，以善巧⽅便智令其得⼊佛智。若以世俗情⾒來解讀經⽂，則難知
難解其深意。婆須蜜多菩薩已證得離貪欲際解脫，隨眾⽣⼼欲樂⽽現種種⼥身度化其離貪
欲。如在《⼋⼗華嚴》中所述：

善財前詣其所，頂禮其⾜，合掌⽽住，⽩⾔：聖者！我已先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未知菩薩云何學菩薩⾏？云何修菩薩道？我聞聖者善能教誨，願為我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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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天⼥，形
貌、光明殊勝無⽐；如是乃⾄⼈、⾮⼈等⽽⾒我者，我即為現⼈、⾮⼈⼥，隨其樂欲
皆令得⾒。10

       如經中所述，婆須蜜多已離貪斷愛，成就菩薩解脫，為令眾⽣離貪欲得成就解脱，⽽隨
順眾⽣⼼境之喜好，隨眾⽣⼼想⽽現其身說法。菩薩無相⽽能現⼀切相，歡喜⾃在為眾⽣說
法，令其⼊佛智，成就解脫。這也正是善財童⼦來參訪娑須蜜多善知識之原因，如在《⼋⼗
華嚴》中所⾔：

善男⼦！汝今乃能推求尋覓婆須蜜⼥，汝已獲得廣⼤善利。善男⼦！汝應決定求佛果
位，決定欲為⼀切眾⽣作所依怙，決定欲拔⼀切眾⽣貪愛毒箭，決定欲破⼀切眾⽣於
⼥⾊中所有淨想。11

           婆須蜜多示現為淫⼥，是為隨順眾⽣貪淫之性⽅便將其度化，但從更深層⻆度⽽⾔：
則是暗指潛藏在吾⼈內⼼深處之淫⼼。外在⼥⾊只不過淫⼼所緣之境，以戒法阻斷，雖可遠
離，但潛藏在內⼼深處的淫⼼不斷，⼜豈能妄想解脫？雖在初期佛典中，佛有教導以「不淨
觀」法⾨對治內⼼貪欲，以息滅欲⼼，然此法⾨卻有其局限性，由於佛教導⽐丘修不淨觀，
致使許多⽐丘極端厭惡⾊身⽽集體⾃殺，可⾒此法⾨亦⾮⼀般⼈所能修成。婆須蜜多菩薩正
是借此淫⼥身之境，⽽向我等開演斷除淫⼼之殊勝法⾨。她修何法⾨能斷此淫⼼？下⽂將繼
續論述此法⾨之修法。

四、「菩薩離貪際解脫法⾨」修證及現代意義

        （⼀）「婆須蜜多」得法之因緣

參⾒吉藏,《維摩經義疏》。T38，no.1781,p.975a06_a079

參⾒實叉難陀譯，《⼤⽅廣佛華嚴經》卷68。T10,no.279.p.365b15-b1910

同上，T10,no.279.pp365b15-b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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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華嚴》中如此描述婆須蜜多得法之因緣：

善男⼦！我念過去，有佛出世，名為：⾼⾏；其王都城，名⽈：妙⾨。善男⼦！彼⾼
⾏如來哀愍眾⽣，⼊於王城蹈彼⾨閫，其城⼀切悉皆震動，忽然廣博，眾寶莊嚴，無
量光明遞相映徹，種種寶華散布其地，諸天⾳樂同時俱奏，⼀切諸天充滿虛空。善男
⼦！我於彼時，為⻑者妻，名⽈：善慧；⾒佛神⼒，⼼⽣覺悟，則與其夫往詣佛所，
以⼀寶錢⽽為供養。是時，⽂殊師利童⼦為佛侍者，為我說法，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善男⼦！我唯知此菩薩離貪際解脫。12

          由經中可知婆須蜜多過去⽣中曾為⻑者妻，值遇⾼⾏如來出世， 其因⾒佛神⼒⽽⼼⽣
覺悟。與其夫前往佛所，以⼀寶錢供養佛，時⽂殊為其說法，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雖以微薄之⼀寶錢供養佛，卻因發菩提⼼之功德⽽得成就「菩薩離貪際解脫」法⾨。婆須蜜
多以此法⾨拔⼀切眾⽣貪愛毒箭，破⼀切眾⽣於⼥⾊中所有淨想，令其安住於離貪境界，⼊
菩薩⼀切智地，得無礙解脫。婆須蜜多如何⽤此法⾨廣⾏利⽣之事？

     （⼆）「菩薩離貪際解脫法⾨」之修法

        在《⼋⼗華嚴》中詳細論述了婆須蜜多菩薩令眾⽣離貪欲的修法，是透過與欲貪眾⽣
相視、握⼿、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令其離諸貪欲成就⼗種三昧功德，如在經中所
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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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眾⽣暫與我語，則離貪
欲，得菩薩無礙⾳聲三昧；若有眾⽣暫執我⼿，則離貪欲，得菩薩遍往⼀切佛剎三
昧；若有眾⽣暫昇我座，則離貪欲，得菩薩解脫光明三昧；若有眾⽣暫觀於我，則離
貪欲，得菩薩寂靜莊嚴三昧；若有眾⽣⾒我頻申，則離貪欲，得菩薩摧伏外道三昧；
若有眾⽣⾒我⽬瞬，則離貪欲，得菩薩佛境界光明三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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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菩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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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若僅從經中⽂字上解讀，則是有眾⽣，被淫欲之念所纏縛，来到她道場，聽聞婆須蜜多
菩薩說法，乃⾄與婆須密多菩薩相視、握⼿、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便能離諸貪欲，得到
不同程度之證悟。若以世俗情⾒來解讀此經⽂，則難⾒其所表達的真實法義。經中所⾔，實
乃是⼀種隱喻說，其隱含著更深之法義。為深⼊此法⾨之法義，筆者將引⽤華嚴諸祖的著作
進⾏詳細分析討論：

        1、法藏《華嚴經探⽞記》中⾔：

同上，T10,no.279。p.366a07_a1812

 同上，T10，no.279。p.365c19-p366a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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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欲實際清淨法⾨者，有⼆義：⼀約⾃⾏，雖悲願留惑示現欲處，然⼤智照欲則體性
空，名實際淨也。如《淨名》「在欲⽽⾏禪」等。⼜《諸法無⾏經》云「貪欲則是
道，恚癡亦復然。」⼆約利⽣，謂雖留惑示現在欲，令處欲眾⽣要當離欲，得此實際
清淨法也，如掩提遮⼥等。⼆明業⽤中⼆：初身同器現、⼆「若有眾⽣」下以法益
⽣。於中有⼗種三昧，皆是以欲化處欲眾⽣，令得如此甚深三昧。阿梨宜者，此云抱
持摩觸，是攝受之相，故得彼三昧也。阿眾毘者，此云嗚⼝，得⾔教密藏之定。14

         法藏在⽂中提到此法⾨有⼆義：⼀從⾃利⽽⾔，婆須蜜多菩薩雖以悲願留惑潤⽣示現
淫⼥，但她以空性智如實照⾒貪欲的實相是緣起性空，雖處欲中，卻能不受其染。⼆從利他
⽽⾔，雖以淫⼥身示現，卻是以菩薩⼤悲⼤願之⾏⽽廣度貪欲眾⽣離欲。法藏在⽂中提到抱
持摩觸等⾏為，是婆須蜜多菩薩⽅便攝受眾⽣⽽為之。

        2、清涼澄觀⼤師在《華嚴經疏》中⾔：

離貪欲際者。凡夫染欲，⼆乘⾒欲可離，菩薩不斷貪欲⽽得解脫。智了性空，欲即道
故。如是染⽽不染。⽅為究竟離欲之際。⼆隨其下顯業⽤。於中先身同類現。後若有
眾⽣下。以法益⽣中有⼗種三昧。皆隨受欲便宜。得斯甚深三昧。15

        澄觀在⽂中提到凡夫被五欲觸受所縛，聲聞⾏者視五欲如蛇蠍，故遠離，菩薩以空性
智如實照⾒貪欲實相，其性當體即空，故雖示現在欲中，卻是染⽽不染，此為真正究竟離貪
欲際。然澄觀在此亦指出「逆⾏⾮道，下位不能⾏故。」 說明此⾏是具空性智菩薩根性者16

的⾏法，凡夫眾⽣不可隨意效仿其⾏。

3、如李通⽞在《新華嚴經論》⾔： 

若有眾⽣暫⾒我者，即離貪欲，得菩薩歡喜三昧者，明有信者⽽修禪定，禪悅其⼼
故。若有眾⽣暫與我語者，即離貪欲，得菩薩無量⾳聲三昧者，明從定發慧，了⾳聲
無體。若有眾⽣執我⼿者，即離貪欲，得菩薩遍往⼀切佛剎三昧者，是引接義。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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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永離貪欲際也。厭⽽出纏無⼤悲
⾏，智未究竟，有所依在，修⾏不應以有所得⼼、⼀分無相無願無作空解脫⾨，莫以
為⾜。應修智悲發起願求，誓度眾⽣學差別智，盡三界法無不皆知，明⽤三界事便成

 參⾒唐法藏述，《華嚴經探⽞記》卷19。T35,no.1733。p.471a13_a2414

參⾒澄觀撰，《⼤⽅廣佛華嚴經疏》卷57。T35,no.1735。p.939b24_c0115

同上。 T35，no.1735。p.939b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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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界。善照⾃他⼗⼆緣⽣成⼀切智，了無邊劫與今無⼆，不求餘處別有出世解脫涅
槃。17

        李通⽞在⽂中提到與婆須密多菩薩相視、握⼿、說話、擁抱、接吻、共宿之意涵皆是隱
喻菩薩以⾔傳身教之形式，來展現佛法修⾏之法義，並⾮是世俗男⼥情⾒之染污⾏。李通⽞
在⽂中亦指出聲聞乘⾏⼈及權學菩薩但求出世解脫，未能以⼤慈悲⼼⼊⽣死海，度化眾⽣，
⽽菩薩以⼤悲故，不惜以示現逆⾏，招致眾⽣⾮議及毀譽，亦要深⼊眾⽣令其出離⽣死欲
海。

        綜上所述，可知法藏、澄觀對婆須密多菩薩與貪欲眾⽣相視、握⼿、說話、擁抱、接
吻、共宿便能使其離欲之⾏法觀點，認為菩薩為度⽣示現淫⼥身滿⾜眾⽣貪欲，⽽后令其離
欲成就⼗種三昧功德，并指出這種⾏法唯具空性智的菩薩⽅可⾏，凡夫之⼈不可效⾏。兩位
祖師的觀點以突顯菩薩以善巧⽅便⾏，度化眾⽣之功德。兩位祖師對婆須蜜多菩薩⾏之觀點
所作之詮釋似乎僅是在經⽂的⽚⾯，并未詮釋出經⽂背后所隱藏的隱喻之義。依兩位祖師之
詮釋，此法⾨只能是菩薩之修⾏，眾⽣于此法⾨只能是望洋興嘆了！若此法⾨不能落實到⽣
活中修⾏，那對眾⽣⽽⾔⼜有何意義？此法⾨雖突顯菩薩善巧⽅便⾏利⽣之功德，但此亦可
能會讓眾⽣⽣起依賴性，⽽⼼外求法。李通⽞則認為此⾏是菩薩隱喻說，以展現佛法修⾏法
義之觀⾏，⽽⾮世俗男⼥之染污⾏。李通⽞指出唯有達到處法界染浄無垢，⼼中無所依，智
慧圓滿，⼗⽅任運利⽣無縛無解，才是真正永離貪欲際解脫。

 諸師雖從不同⾯向來詮釋此⾏法，但其共通之處則是說明婆須蜜多已證得空性智，以
空性智故，能處欲不染，⽽演說佛法甚深法義之觀⾏。以上三位華嚴諸師僅是對此法⾨修法
作了科判，雖李通⽞有提到此修法與觀⼗⼆因緣有關，但並未詳細解說之，對於現代學佛⼈
⽽⾔，這些說法顯然是不能完全解渴。為令⾏者得此法⾨修法之要領，能在⽇常⽣活中觀修
此法⾨，成就離貪欲際解脫，筆者將引述經典作詳細補充說明。

（三）  此法⾨對現代修⾏之意義

    現代學⼈修學佛法，多數是⼼外求法，執相修⾏，難以得到佛法之法益。佛法修⾏不曾離
開吾⼈身⼼，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未來，離開身⼼之外談佛法修⾏，⼜有何可修？菩薩雖
以種種善巧⽅便智度化眾⽣，但其教化亦不曾離開身⼼之外談修⾏，佛陀之教導更是如是。
⼼佛眾⽣三無差別，如在《六⼗華嚴》云： 

⼼⾮彩畫⾊，彩畫⾊⾮⼼，離⼼無畫⾊，離畫⾊無⼼。彼⼼不常住，無量難思議，顯
現⼀切⾊，各各不相知。⼼如⼯畫師，畫種種五陰，⼀切世界中，無法⽽不造。如⼼
佛亦爾，如佛眾⽣然，⼼佛及眾⽣，是三無差別。諸佛悉了知，⼀切從⼼轉 。若能
如是解，彼⼈⾒真佛。 ⼼亦⾮是身，身亦⾮是⼼，作⼀切佛事，⾃在未曾有。 若⼈
欲求知，三世⼀切佛，應當如是觀，⼼造諸如來。18

參⾒ 李通⽞撰，《新華嚴經論》卷37。T36,no.1739。p,980b13_c0517

參⾒佛馱跋陀羅譯 ，⼤⽅廣佛華嚴經卷10。T09，no.278，p465c20_p466a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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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嚴經》中的「⼼」⾮無明妄⼼，此「⼼」無住、無有實體，是性空存在假名說，卻
有無盡示現，故此處所說之⼼是不思議⼼，此⼼與法界并無本末、主客對⽴之分，⽽是與⼗
法界相融相攝互為緣起無礙，所以不應將此法界⼼、不思議⼼理解為主體義。經中的「⼼佛
眾⽣」偈，「三⼼」則是指「⾃⼼、佛⼼、眾⽣⼼」，如李通⽞在《新華嚴經論》云:「佛
⼼、眾⽣⼼、⾃⼼。總為⼀⼼、⼀性、⼀法界、⼀智慧，始成信故」 。意指「眾⽣⼼、⾃19

⼼」皆同「諸佛⼼」，本體無差別，⼼為性體，能現⼀切相，包括精神、物質，⼼外無法，
法外無⼼，性相不⼆，性不離相，相不離性。能現之⼼在佛，在眾⽣本如是，并無差別，亦
無⽋缺。惟因迷悟不同⽽有不同作⽤。佛是覺，起的作⽤是智慧、願⼒；眾⽣是迷，起的作
⽤是煩惱、業⼒，煩惱與智慧是⼀不是⼆，業⼒與願⼒亦如是，故⾔煩惱即菩提。重點在
轉，⼼迷作眾⽣，⼼覺則作佛，迷與悟是成眾⽣與成佛之關鍵，如能徹底轉迷為悟，即與佛
無⼆。眾⽣⼼迷時，被無明所覆，妄⽣顛倒⽽流轉⽣死，如在《⼋⼗華嚴》云：

三界所有，唯是⼀⼼。如來於此分別演說⼗⼆有⽀，皆依⼀⼼，如是⽽⽴。何以故？
隨事貪欲與⼼共⽣，⼼是識，事是⾏，於⾏迷惑是無明，與無明及⼼共⽣是名⾊，名
⾊增⻑是六處，六處三分合為觸，觸共⽣是受，受無厭⾜是愛，愛攝不捨是取，彼諸
有⽀⽣是有，有所起名：⽣，⽣熟為⽼，⽼壞為死。20

      「⼗⼆有⽀」即⼗⼆因緣，即無明、⾏、識、名⾊、六處、觸、受、愛、取、有、⽣、
⽼ 死。在《佛地經論》所云：「若⾒緣起即⾒法性，若⾒法性即⾒諸佛，緣起實性即勝義
法、勝義佛故。」 ⼗⼆因緣是佛陀內證境界，透過對⾃身身⼼如實觀察，⽽證悟緣起法21

則。《華嚴經》云：⼗⼆有⽀皆從⼀⼼起，從「無 明」到「⽼死」，都是依持於「⼼」⽽
存在。⼼迷⼗⼆有⽀名⼀切眾⽣，⼼覺⼗⼆有⽀即佛。眾⽣被無明所覆，隨事貪欲迷真⼼
故，妄⼼⽣妄想於⼼境，妄⾒五陰為我，認為五陰是我、我所，因不能對身⼼現況如實了
知，⽽對五陰⽣起貪愛，則在六根、六境為緣⽣六識時⽽貪愛六識。對此在《雜阿含經》
551經中則有詳細論述：

「眼流者，眼識起貪，依眼界貪欲流出，故名為流。⽿、⿐、⾆、身、意流者，謂意
識起貪，依意界貪識流出，故名為流。⋯⋯云何名為不流？⋯⋯謂眼識、眼識所識⾊
依⽣愛喜，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身、意、意識、意
識所識法依⽣貪欲，彼若盡、無欲、滅、息、沒，是名不流。」22

          經中指出對眼識、⽿識、⿐識、⾆識、身識、意識⽣貪愛，對六識⽣貪愛後，將會如
何？如：男⼥身相觸，會覺得很興奮，很愉悅，你覺得是⼥⾊讓你興奮愉悅？還是男⼥身相
接觸時所產⽣的觸覺給你帶來興奮愉悅？你貪愛上什麼？觸覺！你不是真貪愛⼥⾊，⽽是貪
愛與⼥⾊接觸時所產⽣的觸覺，可是，你卻以為貪愛的是⼥⾊。其實，所謂興奮愉悅是在
身、觸因緣中，⽣起的身識，⽽⾮⼥⾊。但這個時候我們是否能正念正智？知道我們貪愛的

參⾒李通⽞撰，《新華嚴經論》卷14，T36，no.1739,p814c28_c2919

參⾒實叉難陀譯，《⼤⽅廣佛華嚴經》卷37。T10，no.279,p.194a14-a2020

參⾒親光菩薩等造  ⽞奘譯《佛地經論》卷5，T26,no.1530,p.314a21-a2221

參⾒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20。 T02, no. 99, p. 144b9-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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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身識「觸覺」，⽽⾮⼥⾊（境）？正因吾⼈不能如實正觀⼗⼆因緣法，才誤認為貪愛的是
男⼥⾊，⽽真正貪愛的卻是六識。所以經中才說「眼識起貪，⽿、⿐、⾆、身、意、意識起
貪」。
         我們貪愛的是什麼？我們不是貪愛六境，⽽是貪愛六識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
覺、意覺愉悅經驗，但在愛上的同時，我們不會覺得我們愛上六識，會認為我們愛的是六
境，所以六根就會去追逐六境，形成眼追逐⾊，眼、⾊不分；⽿追逐聲，⽿、聲不分；⿐追
逐⾹，⿐、⾹不分⋯⋯等等。當眾⽣在⽣命的過程中，透過⾒，聞、嗅、嚐、觸、作意等，
經歷了愉悅經驗時，即愛上了這些經驗，並且認為這些經驗是⼀種存在，可以保留、可以主
宰，并想重複這種愉悅經驗，於是就努⼒不懈攀緣五欲六塵，令身⼼被貪欲所系縛。由此可
知使吾⼈輪回⽣死欲海⾮是⼥⾊——「境界愛」，⽽是「⾃我愛」身識。男⼥貪欲究其根源
是吾⼈之「⾃我愛」，男⾊、⼥⾊不過是滿⾜其⾃我愛的展現。
       婆須蜜多菩薩示現淫⼥身，亦是暗指吾⼈內⼼深處之淫⼼，示現與眾⽣相視、握⼿、說
話、擁抱、接吻、共宿等⾏為表吾⼈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之⽣起，在吾⼈
六根、六境、六識互為緣⽣不能如實照⾒淫欲實相的當下。如在《楞嚴經》卷8中所云：

諸世間⼈不求常住，未能捨諸妻妾恩愛，於邪婬中⼼不流逸澄瑩⽣明，命終之後隣於
⽇⽉，如是⼀類名四天王天；於⼰妻房婬愛微薄，於淨居時不得全味，命終之後超⽇
⽉明居⼈間頂，如是⼀類名忉利天；逢欲暫交去無思憶，於⼈間世動少靜多，命終之
後於虛空中朗然安住，⽇⽉光明上照不及，是諸⼈等⾃有光明，如是⼀類名須焰摩
天；⼀切時靜，有應觸來未能違戾，命終之後上昇精微，不接下界諸⼈天境，乃⾄劫
壞三災不及，如是⼀類名兜率陀天；我無欲⼼應汝⾏事，於橫陳時味如嚼蠟，命終之
後⽣越化地，如是⼀類名樂變化天；無世間⼼同世⾏事，於⾏事交了然超越，命終之
後遍能出超化無化境，如是⼀類名他化⾃在天。阿難！如是六天，形雖出動⼼跡尚
交，⾃此已還名為欲界。23

    由經中可知：四天王天和忉利天的情欲，和⼈間是⼀樣，以身體的接觸欲交為淫。夜摩
天：相抱为欲；互执两⼿成淫。喜相抱持，或但执⼿⽽为完成。兜率天：执⼿为欲；彼此忆
念成淫。意嬉笑语，即为完成，不待相抱。乐变化天：共笑为欲；熟视⽽笑成淫。共相瞻
视，即为完成，不待笑语。他化⾃在天：相视为欲；相视共语成淫。但闻语声或闻⾹⽓，即
为完成，不待瞻视。吾⼈執著淫欲之深淺，即是貪愛六識深淺的具體展現。究其根源即是妄
執五陰為我的⾃我愛。佛教導菩薩以⼗種逆順觀緣起，⾒空性證三解脫⾨以破除之。如在
《⼋⼗華嚴》中所云：

佛⼦！菩薩摩訶薩如是⼗種逆順觀諸緣起。所謂：有⽀相續故，⼀⼼所攝故，⾃業差
別故，不相捨離故，三道不斷故，觀過去、現在、未來故，三苦聚集故，因緣⽣滅
故，⽣滅繫縛故，無所有、盡觀故：佛⼦，菩薩摩訶薩以如是⼗種相觀諸緣起，知無
我、無⼈、無壽命、⾃性空、無作者、無受者，即得空解脫⾨現在前。觀諸有⽀皆⾃
性滅，畢竟解脫，無有少法相⽣，即時得無相解脫⾨現在前。如是⼊空、無相已，無

參⾒般剌蜜帝譯 ,《⼤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楞嚴經》卷8。T19，no.945,p.145c16_p146a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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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願求，唯除⼤悲為⾸，教化眾⽣，即時得無願解脫⾨現在前。菩薩如是修三解脫
⾨，離彼、我想，離作者、受者想，離有、無想。24

菩薩以如是⼗種相逆順觀察⼗⼆有⽀，即知我、⼈、壽命皆無⾃性，畢竟空，無作者亦
無受者，畢竟解脫，即得空解脫；更無少法可得，即得無相解脫⾨；⼊空、無相⼆⾨，無願
求，唯有⼤悲教化⼀切眾⽣，皆令畢竟解脫，即得無願解脫⾨。吾⼈能如實覺觀五陰因緣
⽣，何來有我，六根六境六識亦是緣⽣法，無⾃性，畢竟空，⼜怎可有貪愛可得。⼀念迷則
成凡夫，⼀念覺則成菩提；諸法無我，緣起性空。世間上⼀切現象，皆是相對的境界，要超
越此境界，離不開⽇常⽣活，也離不開此世間。正如六祖慧能所⾔：「佛法在世間，不離世
間覺」。假使身在世間，⼼著世間之相，吾⼈這念⼼，則隨著六根、六塵境界⽽轉，順著情
欲、情愛，產⽣種種煩惱、執著，就會流轉⽣死，稱為眾⽣境界。順著這念菩提⼼、這念覺
性，安住在空性，即是聖者境界，即能斷⽣死流、轉凡成聖，證菩提、涅槃。婆須蜜多以⾔
傳身教示現此法⾨之意義，亦是要讓吾⼈明⽩：淫⼼起于⾃我愛，于六根、六境、六識因緣
中⽽妄⽣貪愛。修⾏必從⾃⼰身⼼⼊⼿，若不能從此根本起修，⼀切世間宣稱再⾼明之法
⾨，亦不過是幻術，來阻礙修⾏⼈之進道與提升。修⾏必須時時觀照⾃⼰內⼼，⽽觀照內⼼
之作⽤，必明六根緣六塵與六識之微妙作⽤，明緣起性空之作⽤原理，⽅可真正⾃主，來導
引、明覺⾃性之光明。

五、結論

       透過以上⾏⽂分析可知，對佛法經典解讀，不能僅是隨⽂解義，被經中名相所轉，經中
所隱含之深義⾮從凡夫認知所能解讀。佛法是從⼼性⻆度深⼊，並不是簡單字⾯意思或者現
實的顯相。《華嚴經》⽂字都是表法，多是從⼼性⻆度來理解闡釋。正如經中婆須蜜多菩薩
其正依⼆報殊勝莊嚴，過去世中發無上菩提⼼，已證得菩薩離貪際解脫。但其因觀眾⽣處愛
欲海中，難以出離，故興起⼤悲⼼，常作⼈天不請之友，為令眾⽣出離愛欲，成就最勝解
脫，⽽以險難國為道場，⾏度⽣之便。婆須蜜多以險難國為度⽣之道場，正是體現了菩薩悲
⼼切願，不忍眾⽣苦，以眾⽣苦為⼰苦，以無緣⼤慈，同體⼤悲之無上菩提⼼，⼊眾⽣愛欲
⽣死⼤海，悲智雙運度眾⽣出離愛欲，令⾄解脫涅槃寶城。寶莊嚴城在險難國中，暗喻為想
要得到解脫寶藏，必須超越⾃⼰內在貪欲之毒。

       婆須蜜多示現為淫⼥，乃是隨順眾⽣貪淫之性⽅便將其度化，令⼊佛智。但從更深層⻆
度⽽⾔則是暗指潛藏在吾⼈內⼼深處之淫⼼。她示現與眾⽣相視、握⼿、說話、擁抱、接
吻、共宿等⾏為，表吾⼈執著淫欲程度之深淺不同，亦表此淫⼼之⽣起，在吾⼈六根、六
境、六識互為緣⽣不能如實照⾒淫欲實相的當下。婆須蜜多以⼗種相逆順觀察⼗⼆有⽀，即

參⾒實叉難陀譯，《⼤⽅廣佛華嚴經》卷37。T10，no.279,p.194b24_c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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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壽命皆無⾃性，畢竟空，無作者亦無受者，以⾒空性證三解脫⾨，拔⼀切眾⽣貪
愛毒箭，破⼀切眾⽣於⼥⾊中所有淨想，令其安住於離貪境界，⼊菩薩⼀切智地，得無礙解
脫。聲聞⾏者證得空性智，以此舍⽣死⽽⼊涅槃，菩薩證得空性智，如實了知⽣死空無⾃
性，涅槃亦是空無⾃性，不住兩邊⽅為究竟空義，但以⼤悲菩提願⼼故，不住⽣死亦不住涅
槃，⽽在⼗⽅任運⾃在廣利⼀切眾⽣。       

     現代學⼈修學佛法，多數是⼼外求法，執相修⾏，難以得到佛法之法益。佛法修⾏離不
開吾⼈身⼼，不論是在過去、現在、未來，離開身⼼之外談佛法修⾏，⼜有何可修？正如在
《華嚴經》云：「若⼈欲了知，三世⼀切佛，應觀法界性，⼀切唯⼼造。」菩薩雖以種種善
巧⽅便智度化眾⽣，但其教化亦不曾離開身⼼之外談修⾏，佛陀之教導更是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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