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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佛有三十六種功德法，然據經論中所載，不特是佛所擁有，就是上求下化之菩薩也

是具有的。不過，菩薩尚未圓滿，因此其所具備之功德法，當然是遠比不上佛的殊勝。

故本文鎖定十力與四無所畏，以《大智度論》為方向，旁攝與之同期的大乘經典，依序

說明菩薩與佛之十力、四無所畏之異，並探討二者之異名、次第、相攝與差異，最後再

說明菩薩具足的位次。 
 
 
 
 
 
【關鍵詞】：十力、四無所畏、菩薩、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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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菩薩三大阿僧祇劫修學菩薩道，只為求得無上正等正覺。而於佛的功德法中，

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聲聞可有前十八項的少分，但是於後

十八不共法中是完全沒有的；然，於《大智度論》1

而在三十六種功德法中，本文只以「十力」及「四無所畏」為探討的主題。

菩薩雖然亦擁有此功德法，但是菩薩畢竟尚未圓滿，所得的功德法多少與佛有所

不同。但是不同之處在那裡？菩薩所得的功德法名目是否與佛相同？另外，菩薩

要修至何位次方能得此功德法呢？基於這種種的疑問，筆者擬以《智論》為主，

以其餘漢傳經論為輔，利用不同的文獻比對，對於菩薩的十力及四無所畏做一簡

單梳理。 

卷 24、25 中可知，菩薩是可以

得到這三十六種功德法的。在漢傳的經論中，除了《智論》對於菩薩的功德法有

所描述外，於《自在王菩薩經》、《奮迅王問經》、《除蓋障菩薩所問經》等經典中，

亦對於菩薩的功德法多有敘述。當中除了標列出功德法的名目外，亦有標列出其

異名及異說。 

本文主要為第貳至第陸個部分，首先對於「力」及「無所畏」做一番了解；

再來第參、肆從各個經論探討佛及菩薩的十力、四無所畏之意義及異同；第伍個

部分從諸經論中了解十力、四無所畏的異名、生起次第、相攝與差異，另外亦將

十力、四無所畏，與方便道、無漏法、有為法相做一會通；最後考究菩薩得十力、

四無所畏的位次。  
 

貮、力與無所畏之義及功用 

    在談佛與菩薩的十力與四無所畏前，須先了解力及無所畏為何義，又有何功

用。筆者現依《智論》中所述，略為說明。 
    首先在卷 24 說明十力的宿命智力中問到：宿命通、明已如上所釋，那什麼為

「力」呢。論主答：佛用宿命明能知己身及眾生，在無量無邊世中的宿命因緣果

報，而能種種悉遍知無礙，是名為「力」2；而在同一卷中又說明到，「力」是能有

所辦，也就是能有所作、有所辦理之意。另於《大乘義章》中，對於「力」亦說

明到：「行心堅固，魔法不壞，名之為力。」3

                                                      
1 以下簡稱《智論》。 

即是說力是行心堅固所得，且不為魔

法所壞，故有云：無能壞、無能勝。至於其功用，則是以此十種力，能令智慧增

長；以智慧增長故，能破諸論議師，能好說法，能調伏剛強難化之眾生，能於諸

2《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40b16-18。 
3《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4c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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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自在無礙。4

    對於無所畏的解釋，在卷 25 中提到：具無所畏能無所疑惑，不顧忌他人之問

難，智慧不退縮、不隱沒，無有恐懼，能於法中如說即作。其實於《大乘義章》

中亦有說到：「化心為怯名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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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度化眾生能無有畏懼。而有此無所畏能

斷他人疑、滅除外道之毀謗、統率大眾、降伏魔軍度化天人、於眾中說法無有畏

懼，且能以此無所畏，而拔除一切世所畏法，是為無所畏之用。 

參、十力 

一、佛的十力 

    這是指佛所具足的十智，亦稱如來十力（Daśa-tathāgata-balāni）、十神力。是

如來證得實相之智，了達一切，無能壞，無能勝，故稱為力。至於十力的內容，

誠如《智論》卷 24 中所明：6

（1）知是處非處智力：佛於內外因緣了了遍知，能知從是因緣能生如是果報，從

是因緣不生如生果報：如作善業，知其定得樂報，此稱為知是「處」；如作

惡業，知其得受樂報無有是處，此稱為「非處」。而佛不同聲聞、辟支佛所

知甚少，悉能遍知。 

 

（2）知業報智力：佛知眾生三世諸業報，亦知造業處及其因緣：如說過去因得善

因，故能遠離不善；於過去世得不善因，則遠離善。又能知此業當得聲聞因、

獨覺因或佛因。能知此業於現世受苦，於來世感樂；現世受樂，來世感苦；

現世受樂，來世亦受樂；現世受苦，來世亦受苦。以上如是等相如來皆悉遍

知。 

（3）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對於自己及眾生的諸禪定、解脫、三昧，大小

深淺解脫因緣。即能知以何因緣令一切有情雜染，以何因緣一切有情得令清

淨；亦如實了知八解脫等。 

（4）知眾生上下根智力：佛善分別眾生根器，知是鈍根、中根、利根、勝根、劣

根；亦善分別此眾生，生起極重的貪、瞋、癡；亦知此根為不善因所生、為

善因所生、為不勤因所生…，又能如實了知二十二根等；如來於此諸根差別

相悉皆遍知。 

（5）知眾生種種欲智力：所謂「欲」，即勝解下中上等眾生之所愛樂，或是說「信

喜好樂」。眾生皆有其各別喜好，如摩訶迦葉好頭陀、舍利弗好智慧、阿難

好多聞…，而無量無邊的眾生中，有的貪好名利、名聞，有的好樂修定，有

                                                      
4《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41b9-14。 
5《大乘義章》卷 11，大正 44，694a17。 
6 十力之詳細說明，亦可參考《大寶積經》卷 38〈4 如來不思議性品〉，大正 11，215c10-223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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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好樂智慧；如此種種佛悉遍知，即隨其喜好而開示教化，令其捨離不淨，

而增長淨。 

（6）知性智力：所謂「性」即是界，是積集相。眾生習欲成性，而佛深知各個眾

生深心所趣；不特如此，佛亦能如實了知一切世間種種諸界，而依此世間所

起的福行、非福行、不動行，或是殖出離種等界，佛悉能遍知。 

（7）知一切處道智力：眾生因種種性故，行善道、惡道，依行此二道故，往生趣

向六道乃至涅槃。即如來能了知眾生種種所行，若出離行、不出離行；如行

無漏行則至涅槃果，如行有漏行則輪迴六道；如是等種種行，皆能知其品類，

是清淨或雜染。 
另於《智論》卷 24 中另有提到業、五別五智三昧住、第四禪、身念處、一

切聖道，亦可名為處。7

（8）知宿命智力：佛知己身及眾生，於過去一生、十生、百生，乃至無量無邊世

中，生於何處，是何名字、種類、飲食、形貌、壽量等；亦知眾生於過去種

何善根，是佛、聲聞，亦或是獨覺。且所知的過去是無量無數，無有邊際。 

 

（9）知生死智力：佛以清淨天眼，觀見無量無邊諸世界眾生，知其死此生彼之業

緣，是往生善處，抑或是惡處；亦知眾生因造三惡業，起諸邪見，死後墮於

諸惡趣中，造三善業，以諸正見，命終後往生善趣；亦知無數劫中，十方世

界佛國剎土之種種相狀。而所知的未來是無有邊際，猶如虛空般。 

（10）知漏盡智力：諸佛及一切聲聞、辟支佛所得之漏盡是無有差別。然，佛能

如實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且永斷一切相

續習氣；而聲聞雖然永斷一切諸漏，但唯能斷除少分習氣；辟支佛能斷一

切漏，亦能斷除少分習氣，但卻不具足大悲之心。而佛不但知自身漏盡，

亦能為一切眾生說斷諸漏法，令其一切不復現前。 
 
    此外，於此十力中，特別值得留意的是後三力：知宿命智力、知生死智力、

知漏盡智力，此三力又可稱為三明。而三明大阿羅漢亦有，那與佛又有何別？舉

《智論》卷 24 中的宿命智力來說明：「通」是共外道的，且唯能知其過去之事；

而阿羅漢有通亦有「明」，不特能知過去事，亦能知其業因緣。然阿羅漢宿命明，

雖能知己身及他身之宿命事，亦知其業因緣，但其為有限有量，所知最多乃至八

萬大劫，再過去便無所了知；而佛不但能知，且所知無量無邊，故從佛來說稱為

「力」。8

另於《智論》卷 88 中提到，佛以此十力分別籌量眾生，隨其根機、因緣為之

說法，令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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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40a13-24。 

佛十力是如此殊勝，那是以何為因，而有此十力呢？關於

此，筆者於《智論》並未找到相關之說明。然於《瑜伽師地論》卷 38 中載到： 

8《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40a25-b18。 
9《大智度論》卷 88〈78 四攝品〉，大正 25，683c18-684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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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切明處所攝有五明處：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聲明處，四、

醫方明處，五、工業明處，菩薩於此五種明處若正勤求，則名勤求一切明

處。……菩薩於是內明所顯正因果相，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1）處非處

智力種姓，漸得清淨，漸得增長。云何內明論顯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謂諸有情自所作業，雖復作已，經多百劫，與果功能終無失壞。亦無不作，

或復異作，而有異熟或異果熟。菩薩於是內明所顯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其（2）自業智力種姓，漸得清淨，漸得增長。10

 
 

由上可知，菩薩由於勤求五明處，而令（1）處非處智力和（2）自業智力之種子，

漸漸清淨、增長。至於餘八力，在同卷中亦云： 
 

云何教授？當知教授略有八種：謂諸菩薩或三摩地為依止故，或於長時共

彼住故，於彼慈悲欲為教授。或由其餘諸菩薩眾，或由如來為作教授。……
如是菩薩或由從他得正教授，或由施他無倒教授，能令所餘八力種姓，漸

得清淨，漸得增長。謂（3）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種姓，（4）諸根

勝劣智力種姓，（5）種種勝解智力種姓，（6）種種界智力種姓，（7）遍趣

行智力種姓，（8）宿住隨念智力種姓，（9）死生智力種姓，（10）漏盡智力

種姓。11

 
 

從上說明可知，菩薩從他得正教授，或是由施他無倒教授，而令餘八力之種子，

漸漸清淨、增長。 
 

二、菩薩的十力 

    說到十力，直接想到就是佛的十力（Bodhisattva-balāni），而且是唯佛所有的

功德。然於《智論》中說明十力時，明白的說到菩薩亦有十力；另外於《自在王

菩薩經》、《奮迅王問經》、《除蓋障菩薩所問經》、《首楞嚴三昧經》(以下簡稱楞嚴

經)、《寶雨經》卷 4 中亦皆有提到菩薩十力。12筆者今以《智論》中所述，來說明

菩薩的十力：13

（1）堅深牢固力：發無上菩提心，與佛的菩提心相應，為求薩婆若故而不退轉。 
 

（2）不捨一切眾生力：以具足大慈心故，常能不捨一切眾生。 
（3）具足大悲力：以具足大悲心故，捨一切世界美好嚴飾，不須一切恭敬利養，

                                                      
10《瑜伽師地論》卷 38〈8 力種姓品〉，大正 30，500c20-502b24。 
11《瑜伽師地論》卷 38〈8 力種姓品〉，大正 30，504b1-c8。 
12 有關菩薩十力另可參考：《自在王菩薩經》卷 2（大正 13，932c13-27），《奮迅王問經》卷 2（大

正 13，945b8-25），《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 7（大正 14，722b7-11），《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卷 2（大正 15，643a24-b3），《佛說寶雨經》卷 4（大正 16，301b14-17）。 
13《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5c27-246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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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化益眾生。 
（4）大精進力：信一切佛法，且深信能出生一切佛法，至成佛前能勤心不生懈怠。 
（5）禪定力：有禪定者，一切威儀舉止都非常安詳。 
（6）具足智慧力：菩薩依中道而遠離二邊，隨十二因緣斷除一切邪見、分別戲論。 
（7）不厭生死力：為成就一切眾生，長時於世間受無量生死，勤集諸善行，且了

知信解一切世間如夢，故於生死中無有疲厭。 
（8）無生法忍力：觀諸法皆空，了知無我無眾生等，了解諸法不生不滅；菩薩以

知諸法實相故，安住於無生法忍，如此便不退墮二乘。 
（9）得解脫力：菩薩不但能自入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亦能觀察聲聞、辟支

佛由何解脫門而得解脫。 
（10）具足無礙智力：菩薩了解無量法門，能隨眾生根性給契理契機的法門。 
 

三、菩薩與佛之異同 

    以上已依《智論》所載，大略說明佛與菩薩的十力，可知二者雖然皆名為十

力，但其中的內涵卻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現筆者先從佛的十力略為分別二者不同

之處。 
    其實佛的知處非處智力，乃至知漏盡智力，菩薩皆具有少分；不同的是佛不

但知，而且是盡遍盡知，而菩薩雖然知，但仍是有範圍、有限量的知，不如佛那

樣的圓滿具足。 
    而從菩薩的十力來說：筆者以為或許可以分為二類：一者為求無上佛果、二

者為廣度眾生。 
（1）為求無上佛果，如：堅深牢固力、大精進力、禪定力、具足智慧力等，皆是

以佛果為目標，而一步一步邁進。 
（2）為廣度眾生，如：不捨一切眾生力、具大悲力、不厭生死力、無生法忍力、

得解脫力、具足無礙智力等，皆是為了度化眾生，不特與樂拔苦，還願意為

了眾生長時於此世間受無量生死；並且廣學無量法門，就是為了適應各種不

同根性的眾生，而能契理契機為其說法。 
 
    總括而言，佛已是無上正等正覺者，所應斷皆已斷，所應學皆已學，是一切

具足圓滿的；因此佛的十力，已是單純的為了化度眾生，一切以利生為首務。至

於菩薩，不特利益眾生是他的任務，還必須追求無上佛果，所以菩薩的十力，皆

是偏向於圓滿此二者來說的。 
 



 

6 

肆、四無所畏 

一、佛的四無所畏 

    佛說法時具有四種無所懼畏之自信，而勇猛安穩，又作四無畏。此於《增壹

阿含經》、《修行本起經》、《普曜經》、《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寶女所問經》、《四

無所畏經》等經論，皆有提到。14然以下筆者依《智論》卷 25 所載，對佛的四無

所畏做一簡單介紹：15

（1）正知一切法無所畏：佛自說是一切正智人，能遍知一切法；而他人難問：若

佛是一切智人，應當知道提婆達多後來會背叛僧團，那就不應度他出定；或

者有時佛也會托空缽，若佛是一切智人，應是先知道…等。

 

16

（2）漏盡無所畏：佛自說一切煩惱皆已斷盡；而他人難問：若佛一切漏皆盡，何

以還會罵提婆達多是癡人…等。

雖然外人如此

問難，佛以正遍知一切法，故於眾中說法無有所畏。 

17

（3）說障道法無所畏：佛為他說諸有漏業，及一切煩惱、惡道報障…等能障礙修

道；

雖然如是，佛以一切漏皆盡故無有所畏。 

18而他人問難：佛所說的障道法，在吾人看來一點也不會障道…等。19

（4）說盡苦道無所畏：佛為他人說，我所說的三聚、四聖諦、出世五根、六出性、

七覺支、八聖道等一切無漏道能出世間，若依我所說行是道，則能盡諸苦；

 雖
然外人如此問難，佛亦無有所畏。 

20

 

而外人問難：依佛所說的盡苦道實不能斷苦，如我們修學苦行，方能真正斷

苦。佛於外人如此問難亦無所畏。 

    如來具有以上四無所畏故，能如師子王作師子吼，處於眾中廣說一切法無有

畏懼，度化無量無邊眾生。 
 

                                                      
14 有關佛四無所畏另可參考：《增壹阿含經》卷 19〈27 等趣四諦品〉（大正 2，645b27-c17），《增

壹阿含經》卷 42〈46 結禁品〉（大正 2，776b15-777a14），《修行本起經》卷 2〈5 出家品〉（大

正 3，472a22-b3），《普曜經》卷 6〈19 行道禪思品〉（大正 3，522b15-c24），《佛說大乘菩薩藏

正法經》卷 13〈4 如來不思議品〉（大正 11，809c16-811c6），《寶女所問經》卷 2〈7 四無所畏品〉

（大正 13，462a3-b18），《佛說四無所畏經》卷 1（大正 17，711c19-712a29）。 
15《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1b24-c20。 
16《十住毘婆沙論》卷 10、11〈22 四十不共法中難一切智人品〉，大正 26，74a1-79a7。 
17《大般涅槃經》卷 16〈8 梵行品〉，大正 12，459a24-28。 
18 關於障聖道法可參考《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 13〈4 如來不思議品〉（大正 11，810c6-26），

說到十種障聖道法。 
19 如有比丘言行婬欲非障道法：《四分律》卷 17，大正 22，682a9-11。 
20 關於盡苦道法可參考《佛說大乘菩薩藏正法經》卷 13〈4 如來不思議品〉（大正 11，811a18-b8），

說有十種盡苦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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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菩薩的四無所畏 

    不特大智的佛陀有四無所畏，就是菩薩修行到一定的程度，亦能擁有四無畏。21

關於此說法在《自在王菩薩經》、《奮迅王問經》、《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寶雨經》、

《智論》、《大乘義章》等經論中皆有論述到。誠如《智論》卷 25 中所說：22

（1）總持無所畏：菩薩得諸陀羅尼，

 
23

（2）知根無所畏：菩薩於一切法中得解脫，分別了知一切法之用，亦知一切眾生

之根性，故於大眾說法無所畏。 

 能遮惡不善法，能對一切聞持皆不忘；以

常不忘念故，於眾中說法無所畏。 

（3）答報無所畏：菩薩以常離一切畏故，心不作是念：「若有十方來問難我者，

而我不能答。」故於眾中說法無所畏。 
（4）決疑無所畏：菩薩任憑一切人來問難，一一皆能答覆，斷除疑惑，因此於眾

中說法無所畏。 
 
    從以上四點可以看出，菩薩的四無所畏，是偏向於為眾生說法的；為了能廣

度無量眾生，廣修諸陀羅尼；了知一切法用及眾生根性，以契理契機說法；對於

眾生之疑，皆能決答，無有所畏。 
 

三、菩薩與佛之異同 

    如上已依《智論》中所述，略為說明佛與菩薩之四無所畏。雖然二者皆名四

無所畏，但究竟有何不同？筆者於此先約佛的四無所畏來說： 
    佛第一無所畏是正知一切法無所畏。佛自稱「一切智人」，已證得一切種智，

而菩薩只是道種智而已；故菩薩無正知一切無所畏。若論究此二智之別，在《智

論》卷 27 中說明：佛的一切種智，能如實了知一切法的總相、別相。24在同一卷

中，亦說明菩薩之道種智是於六波羅蜜，及從初發心乃至成佛間的一切善法，能

分別思惟而修行。25

第二盡一切漏無所畏。佛自說：「我一切漏盡。」漏雖然是煩惱，但即包括了

煩惱及習氣。對佛來說一切漏習皆斷盡無餘，當然是沒有問題的，但菩薩就不敢

如此自說了。菩薩尚在修學，未證得無上圓滿的佛果，有些未斷煩惱；有些雖然

可說一切煩惱皆斷，但習氣卻是於佛果時方能斷除無餘的，而此習氣從某方面對

菩薩來說即是煩惱，

 

26

                                                      
21《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大正 25，99a27-b1。 

故菩薩無一切漏習無所畏。 

22《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6a13-22。 
23 於《大智度論》中說有 4 種陀羅尼：聞持陀羅尼、分別知陀羅尼、入音聲陀羅尼、字入門陀羅

尼。《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大正 25，96a5-16；《大智度論》卷 28〈1 序品〉，大正 25，268a4-b4。 
24《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9a19-23。 
25《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59b5-12。 
26《大智度論》卷 27〈1 序品〉，大正 25，261c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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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說一切障道法無所畏，第四說盡苦聖道無所畏。菩薩具有能持無所畏、

答報無所畏、決疑無所畏，故能於眾中說法無有畏懼，所以相對於佛的第三、第

四無所畏，應該是具有少分。 
    若約菩薩的四無所畏來說，佛是一切智人，智慧普知，無物不盡，對於菩薩

的四無所畏，當然是具足的，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誠如《智論》卷 6 亦說明

到，佛的無所畏是遍一切處的，而菩薩的無所畏僅是於自身可知的範圍內，若超

出了此一範籌，便有所障礙無法了知，這也顯示了菩薩不如佛之處。27

 
 

伍、十力與四無所畏的「異名、次第、相攝、差異與會通」 

    上文幾點所說，主要在於辨別菩薩與佛的十力、四無所畏之義，及不同之處。

然其名稱於經論間各有不同，是否能完全對應於《智論》中所說？而其先後次第

的排序是否有何義意？又十力與四無所畏皆是以智為性，那是否有所不同？若

同，又應如何相攝？若不同有何差別？以上幾點筆者依於經論所述，將略作說明。 
 

一、異名 

對於十力、四無所畏以上已大略說明。然於找尋資料之過程，筆者發現各經

論所用的名稱似乎有些不同，有些甚至是《智論》中所沒有提到的。筆者有鑑於

此，故想將《智論》與其他經論做一對照，而本文是以《智論》為主，故現先將

佛及菩薩的十力、四無所畏之名稱，整理如下表： 

表格 1：《大智度論》中佛與菩薩十力、四無所畏之名 

十力 

 佛 菩薩 
1 是處非處智力 堅深牢固力 
2 業報智力 不捨一切眾生力 
3 禪定解脫三昧淨垢分別智力 具足大悲力 
4 知眾生上下根智力 大精進力 
5 知眾生種種欲智力 禪定力 
6 性智力 具足智慧力 
7 一切至處道智力 不厭生死力 
8 宿命智力 無生法忍力 
9 生死智力 得解脫力 
10 漏盡智力 具足無礙智力 

 四無所畏 

                                                      
27《大智度論》卷 6〈1 序品〉，大正 25，105c29-106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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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知一切法無所畏 總持無所畏 
2 漏盡無所畏 知根無所畏 
3 說障道法無所畏 答報無所畏 
4 說盡苦道無所畏 決疑無所畏 

 
至於與其他經論異名的部分，以下將分別說明： 
 

（一）佛十力之異名 

    關於佛十力的異名，在和《智論》大約相同時期的大乘經中，有明確提到的

有《大方廣佛華嚴經》(以下簡稱華嚴經)、《大寶積經》、《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等，現筆者依經所述，整理如下表： 

表格 2：各經論佛十力之異名對照表 

佛十力之異名 
 《大智度論》28 《華嚴經》 29 《大寶積經》 30 《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31

1 

 

是處非處智力 是處非處智 處非處智力  處非處智力  

2 業報智力 業報垢淨智 業報智力  
教示過去未來現在

業因果報智力  

3 
禪定解脫三昧淨垢

分別智力 
一切禪定解脫三昧

正受垢淨起智(7) 
靜慮解脫三摩地三摩

鉢底雜染清淨智力(7) 
發起一切禪定解脫三摩地

三摩鉢底染淨等智力 (7) 

4 知眾生上下根智力 諸根智(3) 種種根智力(5) 了別自他根智力(5) 
5 知眾生種種欲智力 欲樂智(4) 種種解智力(4) 種種信解智力(4) 
6 性智力 性智(5) 種種界智力(3) 種種界智力(4) 
7 一切至處道智力 一切至處道智(6) 一切遍行行智力(6) 至處道智力(6) 
8 宿命智力 宿命無礙智 隨念前世宿住作證智力  宿住隨念智力  
9 生死智力 天眼無礙智 死生作證智力  生死智力  
10 漏盡智力 三世漏盡智 漏盡作證智力  漏盡智力  

⊙括弧內數字為本來經論中的次序，為方便對照，筆者依於《智論》之次序而有

所調整。 
 
    從上表看來，所引的三部經與《智論》比較起來，若從意思來說是差不多的，

只是次序上稍有不同。若從名稱來論，《華嚴經》與《智論》較為相近，唯第四、

五、六力(以《智論》之次序來看)之名稱較為簡略；而在《大寶積經》與《除蓋障

菩薩所問經》中，第五種種解智力與第六種種界智力，此二力應稍作說明，方知

                                                      
28《大智度論》卷 24，大正 25，235c22-236a14。 
2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8〈11 菩薩十住品〉，大正 9，445a7-11。 
30《大寶積經》卷 38〈4 如來不思議性品〉，大正 11，215c2-7。  
31《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 7，大正 14，722c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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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與本論之關係為何。筆者引《大寶積經》之解釋，與《智論》對照如下： 
 

 《大智度論》 《大寶積經》 

第五力 

知眾生種種欲智力：知一切

眾生二種欲，作上下根因

緣，二種欲善惡種種別異，

佛悉遍知，故名力。32

種種解智力：云何如來種種

解智力？舍利子！如來應

正等覺以無上智力，能如實

知彼有情類，彼數取趣非一

欲解種種欲解，如來於此能

竝了知。

 

33

第六力 

 
知性智力：二種欲由二種性

因緣故，遍知眾生深心所

趣，故名力。34

種種界智力：云何如來種種

界智力？舍利子！如來應

正等覺以無上智力，如實了

知一切世間種種諸界。

 
35

 
 

從二者的解釋看來，《智論》所說的第五力，是能遍知眾生的二種欲，即善、惡

喜好；《大寶積經》則是說，能了知眾生的種種欲解，而欲便含有喜好、好樂之

意。至於第六力，在《智論》說是能了知眾生的深心所趣，也可說是了解眾生的

性向；《大寶積經》則說，能了知一切世間種種諸界，而界是界別，三乘性有別，

故稱為界。由此可知《大寶積經》的「種種解智力」可對應於《智論》的「知眾

生種種欲智力」；而「種種界智力」則可對應於「知性智力」。 
 

（二）菩薩十力之異名 

    至於菩薩十力的異名，在《華嚴經》、《奮迅王問經》、《除蓋障菩薩所問

經》、《楞嚴經》等，皆有不同之名稱。現整理如下表：36

表格 3：各經論菩薩十力之異名對照表 

 

菩薩十力之異名 
 《大智度論》37 《華嚴經》 38 《奮迅王問經》 39 《除蓋障菩薩所問經》 40 《楞嚴經》 41

                                                      
32《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37a3-5。 

 

33《大寶積經》卷 38〈4 如來不思議性品〉，大正 11，217c17-20。 
34《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37a5-6。 
35《大寶積經》卷 38〈4 如來不思議性品〉，大正 11，218b5-7。 
36《自在王菩薩經》卷 2 大正，13，932c13-27。 
37《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5c27-246a12。 
3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33 離世間品〉，大正 9，649c4-16。 
⊙此十力之對應，為參考《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4c28-755a16）中所說。 
39《奮迅王問經》卷 2，大正 13，945b8-25。 
40《佛說除蓋障菩薩所問經》卷 7，大正 14，22b7-11。 
41《佛說首楞嚴三昧經》卷 2，大正 15，643a23-b3。 
⊙此十力之對應，為參考《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5a16-b4）中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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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堅深牢固力 願力(5) 不捨一切諸眾

生力(1) 

深固力(2) 
願力(5) 

堅固力 

2 不捨一切眾生力 -  
堅大悲力(5) 

3 具足大悲力 - 
一切世間希有之

事不貪樂力(2) 
 

4 大精進力 深心力(2) 

一切佛法清淨信

解法究竟力(3) 
 深信力(2) 

增上精進不離憶

念威儀行力(4) 

5 禪定力 - 一切見行皆寂靜力  - 
6 具足智慧力 直心力(1) 滿足般若波羅蜜力  智慧力(9) 

7 不厭生死力 
方便力(3) 
行力(6) 

於生死中不疲倦力 
方便力(3) 
行力(6) 

無疲力(4) 

8 無生法忍力 直心力(1) 一切輪法不生忍力  
信樂力(10) 

9 得解脫力 乘力(7) 解脫門力 乘力(7) 

10 具足無礙智力 
慧力(4) 
轉法輪力(10) 

知無障礙滿足力 
慧力(4) 
轉法輪力(10) 

智慧力(9) 

異 

   意樂力(1)  
 神通力(8)  神變力(8)  
 菩提力(9)  菩提力(9)  
    不忘力(3) 
    堅捨力(6) 
    不壞力(7) 
    堅受力(8) 

⊙括弧內數字為本來經中之次序，為方便對照，筆者依於《智論》之次序而有所

調整；另外「異」的部分，為《智論》中所沒有提到的，故別出。 
 
    從上表看來，菩薩十力就不如佛十力那麼一致了，不但與《智論》中名稱不

同，次序也較為不一，有時亦同時有二力可相對應於《智論》之十力。以《華

嚴經》來說，其十力對照於《智論》之十力，據《大乘義章》所載： 
 

又《華嚴》中更說十力，與前十種有同有異。十名是何？……此十種中初

直心力，是前十中具智慧力及無生忍力；第二深心，是前十中精進之力；

第三方便、第六行力，是前十中不疲厭力；第四慧力、第十轉法輪力，是

前十中無礙智力；第五願力，是前十中初發心力；第七乘力，是前十中解

脫之力，以知三乘解脫法故。後十種中，神通力、菩提力，前十不論；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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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種中，慈悲、定力，後十不說。42

 
 

由《大乘義章》及上表可很清楚知道，《華嚴經》所說的十力與《智論》所說的十

力，相同的部分有：第 1、2、3、4、5、6、7、10 力，不同的部分則是：《華嚴經》

多了神通力、菩提力，少了不捨一切眾生力、具大悲力及禪定力。 
    又《大乘義章》中提到《楞嚴經》十力與《智論》十力之比對，在《楞嚴經》

中由上可知，《楞嚴經》所說的十力與《智論》所說的十力，唯獨少了第五禪定力

之外，其他都是可以相對應；另外尚多了《智論》所沒有的不忘力、堅捨力、不

壞力、堅受力。其中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楞嚴經》的「堅大悲力」，可同時對應

到《智論》的「不捨一切眾生力」及「具足大悲力」；而「智慧力」，則的可同時

對應於「具足智慧力」及「具足無礙智力」；又「信樂力」，可同時對應於「無生

法忍力」及「得解脫力」。43

    而《奮迅王問經》的十力，大部分皆可對應到，較不一樣的是，從經文的解

釋中，筆者認為「不捨一切諸眾生力」可對應於《智論》中的「堅深牢固力」；而

「一切佛法清淨信解法究竟力」及「增上精進不離憶念威儀行力」，則是相對於《智

論》的大精進力。這從比對二者的解釋可明顯的看出： 

 

 

 《大智度論》 《奮迅王問經》 
第一力 發一切智心，堅深牢固力。44 發起一切智心，堅固深心大慈滿

足，不捨一切諸眾生力。(1)
 

45第二力  具足大慈故，不捨一切眾生力。46

第四力 

 
信一切佛法，具足生一切佛法及心

不厭故，大精進力。47
滿足大悲之心，一切佛法清淨信解

法究竟力。(3) 48

勤心不生懈怠，增上精進不離憶念

威儀行力。(4)

 

49

 

 

從《奮迅王問經》來看，「發起一切智心」，可對應於《智論》第一力；而以「大

慈滿足」，可對應於第二力。另外從《智論》來看，「信一切佛法」，可對應至《奮

迅王問經》的第三力；而以「心不生厭」，可對應於第四力。 
    至於《除蓋障菩薩所問經》中，唯列出菩薩十力之名，並未有其解釋，故其

與《智論》之對應，筆者便參考《華嚴經》及《楞嚴經》的方式，而配對之。 
 

                                                      
42《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54c28-755a16。 
43《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5a16-b4。 
44《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5c27-28。 
45《奮迅王問經》卷 2，大正 13，945b8-10。 
46《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45c28。 
47《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6a1-2。 
48《奮迅王問經》卷 2，大正 13，945b11-12。 
49《奮迅王問經》卷 2，大正 13，945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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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菩薩四無所畏之異名 

    佛的四無畏各經論所說大約相同，故於此就不多做說明。而菩薩的四無所畏，

諸經論所說大同小異，唯是名稱上的不同，在意思上是一樣的。比較特別的是，

在《華嚴經》中列舉了菩薩十種無所畏。以下列表與《智論》做一比對： 

表格 4：各經論菩薩四無所畏之異名對照表 

菩薩四無所畏之異名 
 《大智度論》50 《華嚴經》 51

1 

 
總持無所畏 悉能聞持問答無畏（1） 

2 知根無所畏 
見一切空離邪見無畏（3） 
悉能受持一切佛法無畏（7） 
安住大乘悉能示現諸乘無畏（9） 

3 答報無所畏 悉能聞持問答無畏（1） 
4 決疑無所畏 除滅眾生疑惑無畏（2） 

異 

 得佛威儀無畏（4） 
 三業清淨離過無畏（5） 
 諸天善神一切諸佛護念無畏（6） 
 示現受生不為生死惑亂無畏（8） 
 隨化眾生普為應現不斷菩薩願行無畏（10） 

⊙括弧內數字為本來經中之次序，為方便對照，筆者依於《智論》之次序而有所

調整；另外「異」的部分，為《智論》中所沒有提到的，故別出。 
 
    由上表來看，《華嚴經》中所列出的菩薩十種無所畏，不特名稱差異較大，且

亦有《智論》本身未提及的部分。然於其經文中並未明確列出十種無所畏的名目，

及與《智論》的對應。故筆者參考了《大乘義章》，於中很清楚列出其名，及與四

無所畏之對應；可對應的有第 1、2、3、7、9 無所畏，另增加了得佛威儀無畏、

三業清淨離過無畏、諸天善神一切諸佛護念無畏、示現受生不為生死惑亂無畏、

隨化眾生普為應現不斷菩薩願行無畏。52而《華嚴經》中更說到：若菩薩能安住此

法，則能得一切諸佛無上之無所畏。53

 
 

二、次第 

    從前文十力及四無所畏之異名，發現有些經論的次序不同於《智論》，故筆者

                                                      
50《大智度論》卷 5〈1 序品〉（大正 25，99b1-10），《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6a13-22）。 
51《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33 離世間品〉，大正 9，649c16-650b24。 
⊙此十種無所畏之對應，為參考《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5b7-21）中所說。 
52《大乘義章》卷 14，大正 44，755b7-21。 
53《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9〈33 離世間品〉，大正 9，650b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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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其證得的次序是否有先後；抑或是其次序安排有特殊之如意義。故以下將略

為說明十力、四無所畏之次第： 
 

（一）十力之次第 

    十力是以知處非處智力為先，以知漏盡智力為末，如此次第是否有何特別的

涵意？然遺憾的是，有關十力之次第，於《智論》中並未有詳細之說明；但筆者

發現，在《瑜伽師地論》54及《地持經》55

約《地持經》來看有三說，可大致歸納為，依世諦智、第一義智、緣法界智

起化次第。三說如下所釋： 

中皆有提到，佛於初證菩提時頓得十力，

而後隨化用方一一次第現前。 

（1）依世諦智起化的次第：先以處非處智力，觀察世諦因果；次以自業智力，觀

欲界差別果報而為說法，令離惡修善；次以禪解脫三昧正受智力，教諸眾生

以世俗道離欲；爾後，便以諸根利鈍智力、種種解智力，乃至漏盡智力，教

化眾生依出世間道永斷諸欲。 
（2）依第一義智起化的次第︰先以處非處智力，觀緣起第一義法令住智；次以自

業智力，觀在家分種種業；次以禪解脫三昧正受智力，觀出家分種種業；作

是觀已，便起大悲心，為令眾生脫此苦而解脫，以諸根利鈍智力等，觀察眾

生而為說法。 
（3）依緣起法界智起化的次第︰先以處非處力，觀察緣起法界；次以自業智力，

觀眾生作如業，受如是果；次以禪解脫三昧正受智力，為受苦之眾生，作三

種示現而教授；爾後，以諸根利鈍智力等，度脫一切眾生，令離眾苦。 
 
    《瑜伽師地論》及《地持經》（又稱為《地持論》），傳說是無著菩薩記錄彌勒

菩薩所述而成的。而無著菩薩是西元四、五世紀之人；而本文所依《智論》之作

著龍樹菩薩，為西元二、三世紀之人。56

 

想當然耳，龍樹是沒看過《地持經》的，

故其內容是否合乎龍樹本意，是有待商榷的。但因於《智論》本身並未說明，故

筆者以為《地持經》所說或許可為參考。 

（二）四無所畏之次第 

    四無所畏是：總持無所畏、知根無所畏、答報無所畏、決疑無所畏。此四無

所畏的排序非如此不可嗎？若前後有所掉換，是否失其本意呢？此於《智論》卷

25 中有三種說明：57

（1）於第一無畏中，向眾人顯示自身（佛）於一切法悉皆了知；而以知一切法故

得漏盡；以漏盡故得知一切障道法；而為了斷除此障道法，故說盡苦道法。 

 

                                                      
54《瑜伽師地論》卷 50〈5 建立品〉，大正 30，572b5-c28。 
55《菩薩地持經》卷 10〈5 建立品〉，大正 30，957c22-958a23。 
56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附印度佛教大事年表》p333。 
57《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5b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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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這是以譬喻來說：第一無所畏猶如顯示藥師所有的藥草，第二無所畏則示一

切病滅，第三無所畏為知服藥禁忌，第四無所畏則示有益身體而所應食者。 
（3）第一無所畏中說明具一切種智；第二無所畏說明已無一切漏習；第三無所畏

說明說法無有謬失；第四無所畏說明，一切所作已辦便得至涅槃。 
 
    若從第（1）說來看，四無所畏如此排序並非隨意，而是有其目的：因有一故

有二，有二故有三，有三故有四。所以，若無初無所畏，爾後第二、三、四無所

畏便不得成。 
 

（三）十力與四無所畏之次第 

    從上文可知，十力與四無所畏自身的先後；然是先有十力，還是先有四無所

畏呢？此於《智論》卷 25 中提到，由四無礙智莊嚴四無所畏，而四無所畏則是莊

嚴十力。而之所以能處於眾中無所畏，是因前有十力，後有四無礙智故。因此可

知，是先有十力，後方有四無所畏，乃至得有四無礙智，以無畏故能為他說法。58

    另於《大乘義章》中亦有提到本末，於中有二說。第二說與《智論》相同，

不同的第一說，是依於十力而起四無礙智為眾說法；而以依十力故，起（1）正知

一切法無所畏、（2）一切漏盡無所畏；依四無礙智能說法故，起（3）說障道法無

所畏、（4）說盡苦道無所畏。故可知，第二說是以十力起前二無所畏，以四無礙

智起後二無所畏。

 

59

 
 

三、相攝與差異 

    前面說到十力與四無所畏皆以智為其自性 60

 

，那二者間有何不同？若同如何

相攝？不同又有何差別？ 

（一）相攝 

    首先，先談有關於十力間的相攝，依《智論》卷 24 中所說，第一、知是處不

是處力能總攝餘九力，只是為了度化眾生，而分別為九力。其實，初力亦是總、

亦是別；為十力之一故是別，以能攝餘九力而餘九力不攝他力，故為總。61

    接下來在《智論》卷 25 中，說明到十力與四無所畏的相攝：即十力中有四無

所畏，而四無所畏不過是十力於四個不同之處所產生的作用。其相攝可如下表：

 

62

1、總持無所畏 

 

                                                      
58《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6b17-24。 
59《大乘義章》卷 11，大正 44，694a6-15。 
60 以智為性：《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2a29-b1)，《大毘婆沙論》卷 31(大 27，156c23-24)、

(大正 27，158b13-14) 
61《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25，236c20-22；《大智度論》卷 24〈1 序品〉，大正 25，241a5-10。 
62《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3a28-b6。 

第一處非處力、第十漏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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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力與四無所畏相攝    2、知根無所畏 
3、答報無所畏 
4、決疑無所畏 

 

（二）差異 
    十力與四無所畏皆以智為自性，二者間雖然可以相攝，但既然分成十力與四

無所畏二法來說明，定是有其不同之處。63如《智論》卷 25 中所載，64

表格 5：力與無畏之義對照表 

筆者略整理

如下表云： 

  力 無畏 

《
大
智
度
論
》 

1 廣說佛諸功德 略說佛諸功德 
2 能有所作 無所疑難 
3 智慧集 散諸無明 
4 集諸善法 滅諸不善法 
5 自有智慧 無能壞者 
6 智慧猛健 堪受問難 

7 
集諸智慧 智慧外用 
譬：(1)轉輪聖王七寶成就 

(2)又如良醫，善知藥方 
譬：(1)得是七寶已，周四天下無不降伏 

(2)合和諸藥與人 
8 自利益 利益他 
9 自除煩惱 除他煩惱 
10 無能沮壞 不難、不退 
11 自成己善 能成他善 
12 巧便智 用巧智 
13 一切智、一切種智 一切智、一切種智顯發 
14 十八不共法 十八不共法顯發於外 
15 遍通達法性 若有種種問難，不復思惟，即時能答 
16 得佛眼 佛眼見已，可度者為說法 
17 得三無礙智 得應辯無礙 
18 無礙智 樂說無礙智 
19 一切智自在 種種譬喻、種種因緣、莊嚴語言說法 
20 破魔眾 破諸外道論議師 

 
    綜合以上看來，力可說是偏向於自利、隱於內心，亦可說是初因；而無所畏

                                                      
63 力與無畏之異，亦可參考《大毘婆沙論》卷 31(大正 27，159a24-b13)，《順正理論》卷 75(大正

29，749a6-15)。 
64《大智度論》卷 25〈1 序品〉大正 25，242a29-b26。 

餘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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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偏向於利他、顯發於外，可說是果。因此可知，力與無所畏亦同亦異；以智為

自性故同，以無所畏為力之昇華故異。 
 

四、會通 

    佛法是能融會貫通的，故本文所探討的佛功德法，在《智論》卷 26 中提到，

憶念佛的功德法是屬於福德道；而在卷 59 及卷 60 中提到，功德法是可通於有漏

法及有為法相的。以下筆者略分別說明之： 
 

（一）憶念功德法即福德道 

    諸佛有二種道：一者福德道（又稱方便道），二者智慧道。諸佛皆以此二道來

度化一切眾生，觀察此眾生是何根性、適應何道，即以何道度化之。如《智論》

卷 26 中所載，眾生聽聞佛的殊勝功德法，從心中生起深深的恭敬信樂之心，因此

福德漸漸增長，這可說是信行人所為；若是聽聞了，諸法為因緣和合而有，是了

無自性的，便能捨離諸法，無有執著，這是智慧道，可說是法行人所為。65

    然，佛法絕不是如此分割為二的，因為有信無慧增長愚癡，有慧無信則增長

邪見。因此，二者是絕不相離的。誠如《智論》中的譬喻：月能滋潤萬物，日能

成熟萬物；而萬物正依此月、日二者得以成就，那是缺一不可的。月好比福德道，

能增長眾生的功德；日好比智慧道，能令眾生離諸邪見，而成熟出世解脫。 

 

 

（二）功德法通無漏法及有為法相 

    此功德法從不同的角度來說，可以是無漏法，亦可是有為法相。誠如《智論》

卷 60 中云： 
 

何等是無漏法？所謂四念處，乃至八聖道分，四聖諦，內空乃至無法有法

空，佛十力乃至十八不共法。66

 
 

由上文可知，四念處、八聖道、四聖諦，乃至佛的十力、十八不共法等，皆可稱

為無漏法，然何以稱為無漏法呢？在同一卷中又載： 
 

般若波羅蜜，廣說諸無漏法，成三乘道，入涅槃，不復還；十善道但善有

漏法，受世間無常福樂，還復墮苦，是故不如。……「無漏法」者：三十

七品、十八不共法，乃至無量諸佛法。67

 
 

                                                      
65《大智度論》卷 26〈1 序品〉，大正 25，255b16-23。 
66《大智度論》卷 60〈38 挍量法施品〉，大正 25，481c1-3。 
67《大智度論》卷 60〈38 挍量法施品〉，大正 25，483c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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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可知，三十七道品、十八不共法，乃至無量諸佛法，之所以稱為無漏法，是

因為此法能成就三乘道，而令眾生入於涅槃，不再還來此三界之中故；不同於十

善道，雖然是善的，但其果報尚於人天之中，至福德盡時，仍須輪迴受苦，故不

得言其為無漏法。 
    雖然此功德法可稱為「無漏法」，但若從畢竟空的角度來說，其仍為有為法相，

如《智論》卷 59 中載，從內空中智慧，八聖道分中智慧，佛十力、四無所畏、四

智礙智、十八不共法中智慧，乃至世間法中出世間法中智慧，一切皆名有為諸法

相。相反的，若是此法無生無滅、無住無異等，也就是說此法無有自性，那即是

無為諸法法相。68那何以三十七道品，乃至十八不共法稱為有為法相呢？在同一卷

中復云，從諸法畢竟空，一切法無自性的角度來說，種種的智慧，乃至佛的功德

法，仍是有相、有造作；智慧與功德法皆是先無今有，而不善等等諸法是從有還

無。故功德法，亦可是有為法相。69

 
 

陸、菩薩得十力、四無所畏之位次 

    有關於菩薩得十力與四無所畏的位次，在《智論》中沒有明白的說到，只是

說明菩薩亦有十力及四無所畏。但於《自在王菩薩經》及《奮迅王問經》中卻有

提及，如《自在王菩薩經》中云： 
 

爾時，自在王菩薩白佛言：「世尊！佛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菩

薩亦有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不？」佛告自在王：「有阿鞞跋致菩薩，

已久習行，得無生法忍，住第八地欲入九地，為般若波羅蜜方便所護，如

是菩薩則能具成菩薩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70

 
 

又於《奮迅王問經》云： 
 

爾時，奮迅王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如是

十八不共佛法，世尊所有。如是十力，菩薩有不？此四無畏，菩薩有不？

如是十八不共之法，菩薩有不？」佛言：「皆有。奮迅王！一切菩薩於八地

中，作業成就乃得九地：謂具辯才得不退忍，攝善方便慧波羅蜜。奮迅王！

菩薩如是具足十力、四無所畏，成就十八不共之法，乃得九地。」71

 
 

從以上二部經所述可知，菩薩於第八地中，具足辯才、得無生法忍；且為般若波

                                                      
68《大智度論》卷 59〈37 校量舍利品〉，大正 25，479b9-19。 
69《大智度論》卷 59〈37 校量舍利品〉，大正 25，480c6-10。 
70《自在王菩薩經》卷 2，大正 13，932c7-12。 
71《奮迅王問經》卷 2 大正 13，945a29-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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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蜜、方便力之所守護，故能不退墮聲聞、辟支佛地 72

                                                      
7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5〈51 譬喻品〉，大正 8，331b5-7。 

；因此具足十力、四無所

畏，乃至成就十八不共法，而入於第九地。換句話來說，即菩薩於第八地時，成

就十力及四無所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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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綜觀以上所探討的菩薩與佛十力、四無所畏之異，筆者大致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菩薩與佛的十力與四無所畏只是名字相同，但若論究其內涵卻是有著很大

的不同。依筆者的看法，佛十力是圓滿的，故致力於度化眾生；而菩薩是

「上求下化」者，所以不但要利益有情，亦須圓滿無上佛果，因此菩薩十

力是自利及利他的。 
而菩薩的四無所畏是偏向於對外說法，且限於自身所能了知的圍範；若是

佛的四無所畏，第一與第二皆偏向於自稱，第三及第四則偏向於為他人說，

而且佛無所畏的範圍是遍一切處，也可以說是菩薩無所畏的擴展與昇華。 
至於以何因得十力，在《智論》中並未明確提到，然於《瑜伽師地論》卷

38 中云：以菩薩勤求五明，而種下得處非處智力、自業智力之因；以從他

得正教授，或由施他無倒教授，而種下得餘八力之因。 
（二）另外從不同的經論間，可知十力、四無所畏之名不盡相同，且有些經論所

說並不一定能相對應於《智論》：有些是數目不同，有些則是同時有好幾個

對應於同一力。 
（三）若從次第論，於《瑜伽師地論》、《地持經》中說：十力於初證菩提時頓得，

而後隨化用一一次第現前。至於四無所畏，是由一至四，一一成就，也可

以說無初無所畏，即無後三無所畏。若論十力與四無所畏次第，依《智論》

說，是先有十力，而後有四無所畏；而另有說是依十力起四無礙智，而依

十力起第一、二無所畏，依四無所畏起第三、四無所畏。 
（四）從相攝來說，十力中的初力能攝餘九力；而四所無畏是十力於四處所產生

之用，故十力中的第一、二力攝於第一、二無所畏，餘八力皆攝第三、四

無所畏。雖然二者可相攝但還是有不同之處。 
（五）菩薩得十力、四無所畏之位次方面，於《智論》中並未提到，然在筆者所

引的《自在王菩薩經》、《奮迅王問經》二部經中，皆是說於第八地中得。 
 
    佛有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等三十六種功德法，這是大家

比較容易注意，而卻極少人留意到，菩薩亦能具有此三十六法；因此筆者希冀透

過本文之探討，能使大家對此有較深的理解。而本文基於筆者的能力有限，唯限

定於十力與四無所畏的部分，且因語文能力之障礙，未能參考外文書籍，實為一

大憾事；再來因所學有限，故本文所依大多侷限於《智論》，並未將經論所說一網

打盡。 
 

其實，於佛三十六種功德法中，尚有許多可探討之處，除了各經論所說，另

外亦可與菩薩、聲聞間做一比較，以釐清此中的差異。然，因篇幅有限、力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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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故筆者盼於日後有因緣時，能再對於此做更深入、更進一步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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