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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尋說明
一、由於梵文的演進，以及使用者的語言關係，同一字的寫法也略有不同，發音上也有一
點點差異。例如： ii 寫成 ee ； v 寫成 w ； r 寫成 ri ； c 寫成 ch… 等，將列
表於後，並附說明：
瑪迦 其它

例字

用法 用法

ii

ee

ii

說明

giita'---geeta'

在 孟 加 拉 語 系 和 英 語 系 貫 用 ee

i

Jiiva---jiva

部 份 是 誤 寫 ,部 份 是 簡 寫

v

w

Iishvara---iishwara

v

b

Vinoda---binoda

孟 加 拉 語 系 貫 用 b代 替

r

ri

krs'n'a--krishna

英 語 系 ri和 r的 發 音 相 似 ,而 常 用 ri

r

ru

Trpti---trupti

由 於 不 同 地 區 發 音 不 同 ,有 的 把 r發 成

c

ch

Candra---chandra

英 語 系 ch和 c的 發 音 相 似 ,而 常 用 ch

ae

ai

Caetanya---caitanya

不 同 的 梵 文 系 統 ,ae和 ai 發 音 相 似

ao

au

Kaomudii---kaumudii

不 同 的 梵 文 系 統 ,ao和 au 發 音 相 似

ai

a

Sainjaya---sanjaya

英 語 系 用 法 ,ai和 a發 音 相 似

aun

an

Laungota---langota

英語系用法

jun

in

Liunga---linga

英語系用法

孟 加 拉 語 系 ,v在 子 音 後 由 於 發 音 相 似 常
寫成w
v

jina

gya Jina---gya

發音相似

jina

jna jina'na---jna'na

不同的梵文系統

s'

sh

laks'mii---lakshmii

發音相似及英語系用法

y

j

ya'tismara---ja'tismara

y 在字首發音如j , 因此誤用

o

a

Lobha---labha

發音相似而誤寫

m'

n

sam'giita'---sangiita'

m'和 n發 音 相 似 ,英 語 系 用 法

a

缺

Jaya---jay

最 後 一 字 a的 發 音 較 弱

缺

a

pra'n'a'h---pra'n'a'ha

最 後 一 個 a是 半 音 ,依 巴 巴 系 統 不 寫 a

u'

oo

bhu'pata---bhoopata

不同的梵文系統

ph

f

Phala---fala

ph與 f發 音 相 似

ru

, 被忽略了

由上得知，有些字因某些因素而與阿南達瑪迦的梵文系統不同，所以當您遇到查不到字的
時候，可以試著改用其它的拼字法找看看。例如： ga'rg ee 可找 ga'rgii 、 jivandeva 可找
jiivandeva 、 maheshwara 可找 maheshvara 、 sarbasva 可找 sarvasva 、 drisht'i 可找 drs'

t'i 、 chetana' 可 找 cetana' 、 draupadee 可找 draopad ii 、 ka' nchana 可找 ka'incana 、
ra' mkuma' r 可找 ra' ma kuma' ra 、 trupta' 可找 trpta' 、 vaibhava 可找 vaebhava 、
yagnapati 可找 yajinapati 、 …… 等。
二、其它不同梵文體系的代替字如下表：
代替字

被代替字

代替字

被代替字

uṋa
iṋa和n’

ṅ
ñ

ah
am’或aṅ

aḥ
aṃ和aṁ

n’

ṇ

a’

ā

sha

śa

ai

s’a

ṣa

ae
i’或ii

ks’a

kṣa

r

ṛ

t’a

ṭa

r’或rr

ṝ

t’ha

ṭha

ḷ

d’a

ḍa

lr
l’或lrr

d’ha

ḍha

u’

ū

ao

au

ῑ

ḹ

(註:左欄是子音，右欄是母音)
三、補充說明：梵文有許多字是複合字，例如： u's'a'devii ，當您找不到此字時，可以先
找 u's'a' ，再找 devii ，兩個字的合併意義即是 u's'a'devii 的意義。又如：
cittavrttinirodhah ，此字是由 citta ＋ vrtti ＋ nirodhah 所組成的，只要拆開個別的單
字，再加組合即不難瞭解其意義。
四、 查尋方法：選擇畫面右側工具列中【尋找】框框，輸入您要查詢的梵文字，並按下enter
鍵；若您不確定所要查詢字母的完整拼音，也可以只輸入該字的前幾個字
母（至少四個字母）並連續按enter鍵，即可搜尋數個與該字相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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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ca’rya Jaemini：東Miima’m’sa哲學的著名宣揚

a：a 的音是原始創造的種子，是創造的音根；
加於字首表示否定
a’：完全的；七度音階的第二個音階rs’abha（牛）

人
a’ca’rya’n：老師輩
a’ca’rya或a’ca’rya’：靈性老師，軌範師，音譯為

的音根，可直接控制rs’abha，並間接控制

阿闍黎。字意上是指以個人的言行來教人。

ga’ndha’ra（ga’），madhyama（ma’），

（男性為a’ca’rya，女性為a’ca’rya’），又譯為

paincama（pa’）
，dhaevata（dha’）和nis’a’da

教範師

（ni）；為動詞的一接頭詞，其義為接近；

a’cakṣ : 宣言、講述、言說

從……、至……、從...以來；達到、全部

a’cakṣva : 言說

a’arashii：此字源自a’darshii，其義為鏡子

a’camana：以啜飲聖水的型式來禮拜

a’bega：情感

a’camka’：引起camaka（詳見camaka）的無休

a’bha’：光明、光輝、光彩
a’bha’s’a：暗示；用簡語或不清楚的語言或格言
來表達
a’bha’s’e iungite：用暗示法或不是很清楚的語言
來指示事情
a’bha’sa：經由反射，折射而產生彎曲或變形；

止事件稱為a’camka’
a’cara：儀軌、規則、作法
a’caran : 實行、執行
a’caran’a：
（孟加拉語）行為，行為準則，由
a’-car+anat’組成，也由a’-car+lyut’組成
a’caran’iiya shu’dras：在Paora’n’ik社會裡把

注意到、光澤、光輝、光彩、卓越、相似、

shu’dras（首陀羅）又分為三等，最高一等即

反映、明、照；影像、幻影

是a’caran’iiya shu’dras

a’bha’sam : 光、顯現、作用
a’bharan’a : 首飾、裝飾、莊嚴之具

a’caratah : 行事
a’carati : 從事、做

a’bhiira：有許多乳牛的人

a’ccha’dana：覆蓋、隱藏

a’bhoga：心理的容器或基質，或糧食（由

a’ccha’din：覆蓋、隱藏

a’-bhunj+ghain所組成。a’為朝向，bhunj意

a’cche：此字源自a’ste，其義為“是”

為享受，ghain使它成為動名詞）

a’che：
（擁）有；是（孟加拉語）

a’bhyantara：內在的
a’ca’ra：行為、合儀、儀軌、適當的行為、規則，

a’d’d’a：此字是由ad’d’a轉變而來，其義為“居住
的地方”和“集會”

生活的食、住、行為的外在和內在心理表徵，

a’d’d’i：姓氏之一，其義同a’d’hya

是生活的整體反映行為，由a’-car+ghain組

a’d’hya：大方的蒐集，不吝惜的捐贈、富有的

成；（孟加拉語）特質

a’d’mor’a’ bha’unga’：
（孟加拉語）打哈欠，伸懶

a’ca’ramana’ca’ra : 適當與不適當的行為、該做

腰

與不該做

a’da：取、受

a’ca’ran’a’t dharmah：法性是吾人所有行為的集

a’da’：薑

合
A’ca’rya Ba’dara’yan’ Vyas’a：北Miima’m’sa哲學
的著名宣揚人之一
A’ca’rya Gaorapa’da：北Miima’m’sa哲學的著名宣
揚人之一
A’ca’rya Govindapa’da：北Miima’m’sa哲學的著名
宣揚人之一

a’da’na：取、執、得，接受的行動
a’da’ya：取（走）、以
a’dars’a：視覺力
a’darsha manuscript：真稿的複製（抄寫）品
a’darsha purus’a：模仿者
a’darsha：理想、典範；理念；觀看、看；在吠
陀裡此字又義為鏡子

a’darshi（a’darshii）
：鏡子
a’dau : 在開始時、首先

a’ditya：最初、初昇的太陽、太陽；aditi和
ka’shyapa的兒子

a’dayaḥ：等等、云云

a’ditya’n : 太陽諸神

a’desha：同意，允許；建議

a’ditya’na’: a’ditya 諸神中，太陽諸神中

a’dha’ra：根基或庇護所，基礎、支柱、容器、亦

a’dityesha：太陽神

指肛門的位置、能持、持、基質

a’dividva’n：第一（位）學者，第一智者

a’dha’ragata moha：對某物的執著迷戀

a’dṛta : 專注、謹慎、深思熟慮；被尊敬的

a’dha’ragatavandhan：空間的束縛

a’dya：初始、今日、初，始，根本；食物

a’dha’raka：持、支柱

A’dya’ shakti：在Paora’n’ik sha’kta法門裡，造化

a’dha’rita：以…為基礎

勢能的原始狀態稱為A’dya’ Shakti；宇宙創造

a’dha’ya : 交付、給予、放置、奉獻、安置

的原始因

a’dhatsva : 專注

a’dya’：原始，基本

a’dhibhaotika：物質層面的，世俗層面的（痛苦）

a’dya’pur：地名，此名源自女神a’dhya’shakti

a’dhidaevika：心理層面的，心智層面的（痛苦）

a’dyantashu’nyam：無始無終

a’dhikara：希瓦的別名

a’ga：
（Hindi文）火（此字為陰性字）

a’dhina’tha：至尊、第一王者

a’ga’miika’l：明天（孟加拉語）

a’dhya’：創造世界的第一力量。（十個Durgas中

a’gacchati yasma’t：
（所有個體意識的）來源處

的一個）

a’gacchati：進來，來的，是gacchati的反義字

a’dhya’tmika：靈性的，靈性層面的（痛苦）

a’gacchet : 應該到來

a’dhya’tmikata’：靈性

a’gama：接近、到達、出現；教理、論述，回答

a’di：第一、起始點；等等、種種、最初

密宗各種問題的答案（希瓦回答其妻pa’rvatii

a’di’ni：等等

所提靈性問題的答案，pa’rvatii所問的問題稱

a’di’s’vara：第一主宰者、至尊

為nigama）
；密宗實際應用的層面；此字是由

a’dideva：第一的神，亦指希瓦

底下三個字的開頭字所組成：
（1）a’gatam（來

a’dika：最初

自）的a’（2）gatainca（前往）的ga（3）matainca

a’dika’ran’a：第一因

（由.. 所認可）的ma，此處gatainca是指進

a’di-kartre : 開天祖師，最元始的創造者

入pa’rvatii耳中的內容，而matainca是指經由

a’diliunga：是shivaliunga的特別型式之一的名

Shiva所認可的

稱，a’di在字義上是指“第一”

a’gamaḥ：經典、教理

a’dima：最原始、最根本

a’game : 來臨時、接近時，原型字是a’gama

a’dimu’rti：第一個創造物，第一個化身

a’gata（a’gatam）
：已來、曾來、來自、傳來、

a’dina’tha：第一的神，第一之主

到來

a’dipita’：第一（位）父親，亦指希瓦

a’gata’ḥ : 達到

a’dipurus’a：第一意識

a’gatam Shivavatrebhyo：從希瓦口中說出來的

a’dishiva：第一希瓦
a’diṣu：等等、其他的
a’disura：a’di第一＋sura神＝第一之神

東西
a’ghana：古印度、孟加拉某曆制的一月，詳見
agraha’yan’a

a’dita：
（男）從最原始，從第一個

a’ghra’n’a：聞（味道）

a’dita’：（女）第一

a’gina： 此字來自aggina，其義為火

a’diti：地球

a’gneyii : 火的

a’gneyii mudra’：臍輪身印

a’ka’s’avat (a’ka’s’avad) : 如虛空

a’guna：火，此字是來自agni

a’ka’s’ayoḥ：在空中、在太空中、乙太元素、虛

a’ha：言、說
a’ha’ra：從外在世界蒐集東西；美食、飲食、食
物；同化，消化，變化；把東西帶進來；吃；

空
a’ka’sha：太空、虛空、至上本體，遍滿宇宙的
乙太物質（五大元素之一）
，空，天空

吃那些被仔細揀擇過的食物；此字由a－hr＋

a’ka’shadiipa：天空之光

ghain而來

a’ka’shii : (天)空的

a’ha’rya：食物

a’ka’shii mudra’：喉輪身印

a’hara：取、成就

a’ka’shiipreta：野心鬼

a’have : 戰爭中，原型字是a’hava

a’ka’unks’a’ya’：由於強烈的渴望

a’hiira：此字是源自a’bhiira，其義為有許多乳牛

a’kanda leaf：花牛角瓜葉子

的人

a’kaṅkṣa : 慾望、願望

a’hiirat’ola’：a’hiira所居住的地方

a’karṇana : 聽、聞

a’hla’da：愉快、歡樂

a’karṇaya : 聽、聞

a’hla’dita’：快樂心情的女人

a’karṇya : 聽、聞

a’ho : 還是，或者是

a’karṣaṇa：引出、召請、吸引

a’huḥ (āhur) : 說、據說、被呼為
a’hut（a’hutam）：被供獻的，奉獻給
a’hva’n：召喚，呼叫
a’injana：膏藥
a’ja：今日，此字由adya→ajja→a’ja；山羊的
a’ja’：此字是由a’jja’而來，其義是原始，基本
a’ja’pur：地名，此字源自a’jja’pur

a’kh：此字源自ikhu，其義為甘蔗
a’kha：甘蔗
a’khu：老鼠
a’khya：說名
a’khya’hi : 解說、說
a’khya’ta : 宣說、所說
a’ki’rṇa : 充滿、甚多、散布的、覆蓋的

a’ja’r’a：不保留根，一點點也不留

a’kṛṣya：吸、拖、拉、引，原型字是kṛṣ

a’ja’r’e galpa：無聊，無意義的故事

a’krtiini : 形相、容貌

a’jha’：巴巴說此字a’jha’是錯誤的書寫法，其正

a’kṣa：眼睛

確的應是a’jja’，其義為原始，基本
a’ji’va : 生計、命、活命

a’kṣepi’：越過、引起、暗示、克服、捨棄、卓越、
超越

a’jina’ cakra：眉心輪

a’kṣi：眼睛

a’jina’ na’d’ii：傳出神經，運動神經

a’kun’cana：收縮

a’jine：先生（尊敬用語）

a’kuti：渴望、意圖、希望、意向、意志、目的；

a’jja’：此字是由a’dya’演變而來，其意思是原始，
基本

Praja’pati Ruci的妻子；也是Swayambhuv
Manu和shatarupi的女兒

a’jja’pur：地名，此字源自a’dya’pur

a’kuya’：孟加拉人用此字來代表甘蔗（a’kha）

a’jn’a（a’jina’） cakra：眉心輪

a’lam’bana：所緣，所依

a’jn’a：教令、指揮

a’lamba：支持、把持、能緣

a’jya : 乳酪牛油

a’lamba’：物質的容器

a’ka’ṅks’ii : 渴望、欲求

a’lambana’：支持、所緣

a’ka’ra：形相、形狀、外觀
a’ka’ram：形像
a’ka’s’a（a’ka’sa）：虛空、空、空中

a’lambanaiḥ：支持、依靠、所緣、境界
a’lambanaṁ：支持、基礎、所緣境界

a’lambaniih：支持，憑藉
a’lasya：不活潑的，沒有活力，昏睡，瞌睡，怠
惰、懶惰
a’laya：住居、處所、地方；含藏，業果，音譯
阿賴耶識（第八識）
，屬種子識
a’lif：閃語（希伯萊語，阿拉伯語）字母的第一
個字，類似英文字母a
a’ljihva’：懸雍垂，小舌
a’lo ca’l：把米洗過，然後用太陽晒乾稱之
a’loka：
（男）光輝、光榮、華麗、光；看、觀、
注視

是化身，jii 是先生
A’nanda Nagara：字義上為“喜悅的地方”或“喜悅
之城”，它位於印度，西孟加拉省內。近Pundag
鎮（此鎮是鄰近Bakaro市）A’nanda Nagara
是阿南達瑪迦的總部，它同時也是典型的典
範社區（Master Unit）
a’nanda（a’nandam）
：喜悅。音譯為阿南達，此
字是由a’-nand（nadi）+ac而成
a’nanda’shru：喜悅的眼淚（是a’nanda+ashru的
組合字）
a’nandagiri：喜悅之山，無限的喜悅

a’loka’：
（女）光輝、光榮、華麗的女人

a’nandamayii：（女）非常喜悅

a’lokaḥ：光、光輝、明照

a’nandamudra’：喜悅身印，kun’d’alinii的覺醒在

a’lokya：專注看

瑜伽裡之為甘露身印（amrtamudra’）或喜悅

a’lor：光明，光輝

身印

a’lu：馬鈴薯

a’nandaru’pa：永恆的喜悅

a’luka：甘薯

a’nandasvaru’pa：永恆的本自喜悅

a’m’d’e lena’：伸懶腰

a’nandi：
（女）永遠快樂，喜悅的女人

a’ma a’da’：食用根的一種，有綠芒果的味道

a’nandiliunga：是Shivaliunga的特別型式之一的

a’ma：芒果

名稱，a’nandi在字義上是指”快樂愉悅”

a’ma’der：我們的（孟加拉語）

a’nandini：給予喜悅的女人

a’ma’r：我的（孟加拉語）

a’nandita’：非常喜悅的女人，散發喜悅的女人

a’marula（sha’k）：酢醬草

a’nantaryam：不間斷的、連續的

a’maya：疾病

a’naṅtya’t：由於無限、由於無盡的

a’mbhasii : 水的

a’nbsattva：乾的芒果汁

a’mbhasii mudra’：生殖輪身印

a’nda’j：猜測

a’mi hai’：我是

a’ndha’rer：黑暗的

a’mi：我（我是）（孟加拉語）

a’niṣpatti：達至、成就、圓滿

a’mlakii：木酸模

a’njuni：蜥蝪的一種

a’modini：喜悅的女人

a’nka kas’a’：計算，總計

a’mr’a’：羽葉酸棗

a’nka：此字是孟加拉語，它衍生自aunka，其義

a’mra’：我們（的）
（孟加拉語）

為數目，算數；是aunkana的口語型式

a’na：吸氣、入息

a’nkana：同aunkana，其義為圖畫

a’na’pa’na：吸氣與呼氣、入出息，此字是由a’na

a’nna’ka’lii：噢ka’lii，太多了，不要再多了

（吸氣）＋apa’na（呼氣）所組成

a’nt：此字是由a’ntta’ （個體意識）的縮寫型式

a’naka : 鼓，定音鼓

a’nt’i（a’nt’hi）：骨，白骨，詳見asthi

a’nana : 口、嘴、臉、面

a’nte gha’：很深的違反內在的我

a’nanda ma’rga：喜悅之路，音譯為阿南達瑪迦

a’ntke ot’ha’：個體意識受到暫時性的擾亂

A’nanda mu’rtijii：阿南達慕提先生。即阿南達瑪

a’ntta’：此字是由atta’n（個體意識）演變而來的

迦的上師巴巴的名字。a’nanda是喜悅，mu’rti

（孟加拉語）

a’ntti：此字是古老的孟加拉語，是源自a’tmika，
其義為內在的，心理的

a’-ra’dh（動詞字根）+anat’+a’（陰性）組成
a’ra’ma (ārāmo) : 喜樂、貪愛

a’nuraktih：愛、虔誠、渴望

a’rabhate : 開始

a’nus’ravika：隨聞、已聽見

a’rabhyate : 開始

a’oya’j：聲音
a’pa : 水、液元素
a’pa’da：報酬

a’rambha : 行、修、事、行動、勤勞、努力；發
起、開始、著手
a’ran’yaka：語源學上是指“關於或屬於叢林的”

a’pada : 逆境、苦難、不幸

或是“叢林所生的”，在俗語上是指吠陀裡有關

a’padanna：續命的食物

客體世界的哲學部份。吠陀以內容來分可分

a’panna：進入、陷入、生、墮、違犯；不幸的、

為karmaka’n’d’a（儀式的部份）和

苦惱的、悲慘的；得到

jina’naka’n’d’a（哲學知識的部份），而

a’pas：水神

jina’naka’n’d’a又分為a’ran’yaka和upanis’ada

a’pataka’mii：一個經由順天意（真理）而使其願

兩部份；森林書（a’ran’yaka）是論述吠陀的

望都能達成的人
a’pattau：已完成、已認可、採取

有關祭祀和部份哲學，屬梵書（bra’hman’a）
的附屬部分

a’peks’ikam：相對的

a’rashii：此字源自a’arashii，其義為鏡子

a’petasya：去除

a’rati：一種奉獻禮拜的儀式

a’pna’r：你的（尊敬用語）
（孟加拉語）

a’rjava : 正直、誠實、真實

a’pni：你呢，你（尊敬用語）（孟加拉語）

a’rogya（a’rogyam）
：無病、健康

a’pnoti：到達、獲得、成就、獲致

a’rohigan’a：登高山的群眾，

a’pnoty : 開始、得到

a’rohin’+gan’a=a’rohigan’a

a’pnuvanti : 達到

a’rohin’（a’rohii）：登高山者

a’pnuya’m : 可以獲得

a’rs’a dharma：一般行者或賢人的觀點所建立的

a’pnuya’t：獲得、達到

法性，其特點是有分別性，所以不是真正的

a’pta va’kya：上帝的話語，一切都是來自至上，

法性；聖賢者的理念，宗教

由於衪才能聽，能感覺，能瞭解，值得信賴

A’rs’a Tantra：印度Tantra的一種

的話語；直接由內在自性所獲得的知識

a’rta : 苦惱、煩惱、受苦、所逼、所苦、所惱、

a’pta：
（男）值得信賴的人；值得信賴的真理；
直接由至上意識之處所獲得的（東西）

受苦
a’rtham：目的、短暫的解脫、心理的滿足

a’ptaka’ma：順天意的人；順真理的人

a’ru’d’hani : 乘、漂流、立、處於

a’pti：
（女）履行、實踐、成就、完成；獲得，此

a’ru’d’hasya : 想達成的、所乘的、已達成的

種獲得的，是直接來自至上意識，而非經由

a’ru’dhaḥ：向上、上升、升起

其它途徑

a’ru’pa：超越形相、沒有形相（a’沒有+ru’pa形

a’ptum : 達到
a’pu’ra’t：充滿、洪流
a’pu’rya : 圓滿地、覆蓋著

相）
a’ruruks’u (āruruksor) : 想進入、想開始、想登
上

a’pu’ryama’n’a : 滿出來、圓滿、增加、灌入

a’rya dharma：聖法，聖者法

a’r：不再

a’rya：聖，聖者

a’ra’dhana : 安撫、令滿足、崇拜

a’rya’varta school：印度兩種音樂學派之一，又

a’ra’dhana’：為了悟至上意識而在所有方面都熱
誠的去努力去獲得上主。此字是由字首

稱為Hindusta’ni sam’giita（即Hindusta’n的歌
曲）

A’rya’vartta：阿利安文化所主宰的北印度

a’sannaḥ：接近

A’rya-Ks’atriyas：阿利安人自稱的阿利安剎地利

a’sava：酒

階級

a’sevitaḥ：勤奮修煉

A’ryan：雅利安（人），或譯為阿利安人

a’sha’ kara’：希望，期望

A’ryan’ya Vraja：伊朗的古名

a’sha’（a’s’a’）
：希望、期望、渴望、願望、期待

A’rya-Vaeshyas：阿利安人自稱的阿利安吠舍階

a’sha’-pa’sha : 欲望的枷鎖

級
A’rya-Vipras：阿利安人自稱的阿利安婆羅門階
級，此處Vipra相當於Bra’hman’a或Brahman
（婆羅門人）
a’s’as : 期待、希望
a’s’aya : 休息處、淨心、住處；心、自心、心性、
思想、意向、志樂
a’s’ayaḥ：休息處、住所
a’s’ayaiḥ：休息處、住處
a’s’carya : 奇哉、希奇、希有、驚異、驚奇
a’s’in：吃、飲
a’s’iṣaḥ：願望、欲求
a’s’rama：隱居處、仙人窟、住處、隱居的修行
道院、處所；隱棲期、隱居期

a’shaya：容器，住所、休息處、意欲
a’shaya’t : 從其源頭
a’shcarya : 奇異的、不可思議的、稀有、驚奇
a’shcarya vat (vad、vac) : 驚奇、不可思議
a’shcarya’n’i : 奇異的、奇特的、稀有的
a’shcaryamayam : 奇特的
a’shika’：親愛的
a’shisha：被祝福的女人
a’shram：瑜伽中心，修行的道場，道觀
a’shramii：己婚者、隱居者
a’shraya：所依止，所依託、依附、依靠
a’shrayet (āśrayed) : 落到、止於
a’shrita : 依止、倚靠、所依、托庇於
a’shrita’：隱藏的，避難所的
a’shritya : 依止於、托庇於、請托、從屬於

a’s’rami : 隱居者

a’shu : 快速、疾

a’s’rava：漏，意指各種業流入我時稱之

a’shutos’a：容易滿足，容易喜悅者

a’s’raya：依附、所依止、所依、能依、支持、避

a’shva’saya’m : 安慰、慰藉、撫慰

難所、基礎
a’s’rayatvam：依靠、依止、基石

a’shvina ：印度陰曆六月
a’shvinii：印度某種曆制的月份名，當滿月在

a’s’rita : 依、所依、依止

ashvinii星座時，即得此a’shvinii月份，相當於

a’s’ritya : 從屬於、為了、請託、依靠、依止

仲秋的月份

a’s’u：快速、疾

a’si’d : 過去式的是

a’sa’: 來；在眼前、親自、立即地；欲望

a’si’na（a’siina）
：使坐、使處於、使住在

a’sa’dya : 得、達到

a’siita : 保持不動、住、處於、就座

a’sakta-cetasa’m : 專心於...的人

a’spada : 住居、座、場所、依止

a’sakta-mana’ḥ : 全心專注、全心依附

a’sraya：依靠、避難所、所依止

a’sakti：受有限事物所吸引，執著

a’ste：在、住、生活、休息、停留、坐；一直；

a’sam : 存在
a’sana：座位、位置，姿勢，體位、坐姿、坐著。
瑜伽體位法，又譯為調身

孟加拉語的“是”
a’stha’ya : 遵守、依循、忠於
a’sthita : 住、止住、安住、停留、處於

a’sanam：體位法、姿式

a’stika muni：某位行者的名字

a’sanashuddhi：把心靈從身體的執著意識中收攝

a’stika：信仰神的人

回來至集中的一點
a’sane : 在座位上
a’saṅga : 執著

A’stikanagar（Atthinagar）
：古時ra’r’h的首都
a’stikya : 虔誠

a’sura : 阿修羅、惡靈、惡魔

a’tma’nam’ : 至上靈魂、至上意識

a’surii : 阿修羅的、邪惡的

a’tma’nanda：戰勝自己的人

a’suriis’u : 邪惡之中、阿修羅之中

a’tma’ra’masya : 愛自性者、愛真我者、愛自己

a’sva’da：味覺力

者

a’sva’dana：嚐（味道）

a’tmabha’va：真我（看者）的念、思想

a’t’a’：有兩個主要的意思（１）附著，黏著（２）

a’tmajina’na（a'tmajina'nam）
：自性的知識；沒

作戰

有客體的存在；了悟真我，本性智，本體智

a’t’hi：骨，白骨

a’tmajña : 知曉真我者

a’t’ka’ par’a’：使別人的行動中止或失去動能

a’tmaka：為體、為性、本性；具有...本質，具有...

a’t’ka’：止動，限制

特質

a’t’ka’l：猜測；止動，限制，此字源自a’t’ka’no

a’tmaka’ni：由...組成。a’tmika’：由...組成

a’t’ka’no：以有限的眼界帶領某（事）物；止動，

a’tmakaṁ：自性、具有……的性質

限制，此字源自a’t’ka’
a’ta’：
（１）中世紀土耳其語的父親，養育者，保
護者（２）蕃荔枝

a’tmakam’：組成
a’tma-ma’yaya’: 自性的幻化
a’tman：個體真性

a’tanka：恐懼症，不安

a’tmana’: 應用自性、由心意、由自性、由自己

a’tapa ca’l：把米洗過，然後用太陽晒乾稱之

a’tmanepadii：梵文的文法型式之一的被動語態

a’tapa rice：精製白米（日曬米）

a’tmani：進入個體意識，在個體意識裡、在真我

a’tapa sna’na：日光浴

裡、在自性中

a’tapa：帶來“熱”的稱為a’tapa；太陽光，太陽

a’tmaram：努力獲得靈性知識的人

a’tapa’gni：此字是由a’tapa（太陽）和agni（光）

a’tma-sam’bha’vita : 自我陶醉

兩字組成，其意為太陽和火之熱
a’tar：此字源自iitr，其義為有香味的東西
a’tas：此字的正確寫法是a’tiish，其義是“關於燃
燒，關於爆炸”
a’tasba’ji：煙火，較正確的寫法為a’tiisaba’ji
a’tata’yii：敵人
a’tata’yin (ātatāyinaḥ) : 攻擊者、暗殺者
a’taunkita haoya’：個體意識受到較長天期的擾
亂
a’tha’：附著，黏著，黏著物
a’tiisaba’ji：煙火
a’tiish：關於“燃燒”，“爆炸”
a’tis’t’ha : 處於
a’tma : 自性、真性、本性、真我、自我、靈魂、
心靈
a’tma samarpaṇa：自我臣服
a’tma’（a’tman）
：真性、純意識、靈魂，個體意
識，個體自性，或譯為真我；a’tman是a’tma’
的呼格
a’tma’na : 自己

a’tmasam’stutiḥ : 自己的本位
a’tmava’n : 安住在真性中、安住在自性中
a’tmavanta : 擁有自性、安住自性
a’tma-yoga’t : 自性瑜珈力、自性合一力
a’tmayu：被祝福為長壽的人
a’tmeti : 如是真我，此字由a’tma +iti 組成
a’tmika jagata：心理的世界
a’tmika：心理的、內在的
a’tmika’: 自性、本性、俱有…特質
a’tta’：伊伯利亞語的蕃荔枝
a’ttha : 說明過，原型字是 ah
a’ttis：伊伯利亞語和西班牙語的蕃荔枝
a’tya’ntikii sha’nti：非常的寧靜，永恆的寧靜
a’tyantika : 不變的、絕對的、究竟、最極
a’unga’r：“火”的意思，也代表煤炭
a’unga’ra：同aunga’ra，其義為煤炭，木炭
a’unga’rd’iha：有火的地方（又指內有煤炭的地
方）
a’unga’rd’ihi：有火的地方（又指內有煤炭的地方）
a’unga’rsuli：有火的地方（又指內有煤炭的地方）

a’unul：手指

a’yurveda’ca’ryas：阿由醫學的老師

a’va’hana：以法術召喚鬼神的型式來禮拜

a’yushma’n：長壽（a’yu：壽命）

a’varan’a：覆蓋，遮住

a-a’dha’rita：以a為基礎

a’varaṇa：面紗、遮蔽、覆蓋、隱藏

abaddha’ : 沒有束縛

a’varaṇam：覆蓋、障礙、遮障

Abadhii language：印度古老語言的一種

a’varta kiirtana：繞圈轉變方向的kiirtana，一般

abasa’n：結束

是指六面的kiirtana

abashya：當然地

a’varta：迴轉，旋，繞、旋轉

abda：年、歲

a’vartanena：藉著循環圈

abha’gya : 不幸的、悲慘的

a’vartina : 旋轉、輪迴、歸、返回

abha’s’ata : 開始說

a’vayoḥ : 我們的

abha’sah：反彈，投射

a’ves’aḥ：進入、佔據

abha’va：心靈真空（a無＋bha’va思想）
，無知覺；

a’veshita : 專注
a’veshya : 初發地，熱心地、專注地
a’viir：有顏色的粉
a’virbha’va：降臨，現身；靈性上之好的前兆
a’vis’t’a : 進入﹔充滿、被迷住、執持、所縛
a’vis’t’ah : 被…所染、被迷住、所苦、沉浸在…
中
a’vishya : 進入
a’vriyate : 遮蓋、所覆
a’vṛṇute：覆蓋、隔絕
a’vrta : 所覆、所蔽、所遮蓋
a’vṛti：覆、障、礙
a’vrtti : 轉、退轉、歸來、回來

要求，需要；無，不存在
abha’va’t：缺少的、不足的、不存在的
abha’vaḥ (abha’vo)：非有、無、消失、缺乏、不
存在、無實有，非永續的、會改變的、死亡
abha’vaka : 不這麼想、沒有此想法
abha’vayata : 缺少、缺乏
abha’ve：不存在、不見、非有
abhakta’ya : 非虔誠者
abhava：無
abhavat : 變得
abhavat：已經被創造；已過去的時間
abhaya mudra’：免於恐懼的身印或手印

a’vrtya : 遮蓋了、覆蓋著

abhaya：
（男）免於恐懼、無懼

a’ya：詞根的接尾詞、另義為到來、接近

abhaya’：
（女）免於恐懼

a’ya’sa : 辛苦、勤勞

abheda：無差異性

a’ya’sa’t : 從努力中、由於辛勞

abhi：加在動詞和名詞前面，表示：在某個方面、

a’ya’ta (a’ya’tu) : 使到達、獲得

方向；面對；接近；在……之前；在……之上；

a’ya’ti ( a’ya’ta ) : 來、到來、前來、將來、到臨；

關於；非常，宏大；完美的，完全的；了悟，

使到達；獲得的

包含

a’yatta：依止於

abhibha’van’a ： 細胞暗示

a’yu（a’yuḥ）
：生命，壽命

abhibha’vana’t：從集中思維中

a’yudha : 武器、兵器

abhibhava：消失、伏滅、克服

a’yudha’na’m : 在武器中

abhibhava’t : 泛濫

a’yuḥ：壽命的長度

abhibhavati (abhibhavaty) : 變成

a’yurvaedika：醫學的，醫學典籍的

abhibhu’ya : 受制

a’yurveda：醫學，醫學典籍，或譯為阿由醫學、

abhicandra：良好的時辰，好兆頭的時光

阿輸醫學、阿育吠陀；吠陀六支脈中的一支。

abhidha’（abhidhi’yate）：被命名為、被稱呼為

此字是由a’yu〝生命〞+veda〝知識〞所組成

abhidha’syati : 言說、告訴、解說
abhidharma：走向法性的道路，靈性的啟蒙，
（阿

毗達磨），對法，勝法

abhipravrtta : 從事、專心於、生、起、現轉

abhidhiiyate : 稱為、名為

abhira’ja：大王

abhidhya’na： abhi-dhya’+anat’：將自身從無常

abhira’ma：快樂的人，可愛的人（ra’ma：漂亮）

的世界收攝回來，並使已收攝的心靈傾向導

abhiraks’an’a : 保護、監視

向Niraks’ara（Ta’raka Brahma）
；是靈性層面

abhiraks’antu : 保護、支援

靈修的代稱，心智層面的靈修稱為

abhiraks’ita : 受保護的；被統治的

dha’ran’a’，物質層面的靈修稱為shrama
abhihita’: 描述了
abhiips’a’tmaka：希望的心靈傾向作用
abhiis’t’a：了悟的至上目標，從了悟的觀點將至
上意識當成目標；此字由abhi+is’t’a所組成，
它的另一個意思是，物質和心智層面的渴望
或目標，它的目標不是單一的，而是多個的；
真理目標
abhija’na’ti : 知道
abhija’ta：天生，（男）出身高貴、名門
abhija’ta’：（女）出身高貴、名門
abhija’tasya：與生具來、天生就具有，天生好世
家、高貴
abhija’yate : 產生、現出、展示、出生
abhijana va’n : 周圍都是貴族血統
abhijaya：勝利的人
abhijiit（a）：勝利（jiit：戰勝、勝利）；Vis’n’u
的別名
abhijit：勝利，同abhijiit
abhijita’：勝利的女人
abhikrama : 前往、靠近；征服、爭取
abhila’ṣa：貪著、慾求
abhima’na : 自負、偏見、高傲、我慢、憍慢、
誇大自我感、自大
abhimanyu：Krs’n’a的姪子的名字
abhimata：所渴望的；結論
abhimukha : 面向、趣向

abhirata : 喜樂、愛著
abhiru’pa：
（男）非常英俊的人
abhiru’pa’：（女）非常漂亮的女人
abhis’eka：一般世俗知識的啟蒙，靈性上的啟蒙
是用diiks’a’； 一種上師給予快速靈性進步的
恩賜名稱；又譯為灌頂
abhisam’dha’ya (abhisandha’ya) : 與...關連
abhitah : 近、前後、不久的將來
abhiva’dana：（男）致頂禮
abhivandaka：
（女）很崇敬頂禮（abhi：對。vand：
鞠躬，頂禮）
abhivijvalanti : 熾然的火焰、燃燒著
abhivyakti：顯現、明了
abhivyaktiḥ：顯現、表現、化現
abhiyukta’na’: 精勤修煉、修習、專心
abhoktṛ: 不是果報承受者、不是享受者
abhra：雲、浮雲；持續閃光的東西，礦物質雲
母，abh+rak=abhra
abhya’s’a：想達成、近
abhya’sa kara’：鍛鍊，練習
abhya’sa：反覆練習、練習、修煉，鍛鍊、修習、
修行、實行
abhya’sa’t : 比修煉、比練習
abhya’saḥ：反覆練習、鍛練、修持
abhya’sa-yogena : 經由瑜珈的修煉
abhya’sena : 經由反覆地練習、經由不斷地練習
abhyadhika : 更好的、更優秀的
abhyahanyanta：同時吹海螺、擊鼓

abhinanda : 歡喜、高興、希望

abhyantara : 內在、內部、中間、裡面

abhinandati : 高興、歡欣、讚揚

abhyanuna’dayan : 回音

abhinives’a：對生命的執著、愛戀

abhyarcya : 尊敬、禮拜

abhinives’aḥ：貪生、執著

abhyasta：修習、勤修

abhinivesha：五種無明（avidya’）的最嚴重型態，

abhyasu’yaka : 生氣、不高興、嫉妒

此種型態的無明是即使知道什麼是什麼，知
道所有的一切，卻由於某種心靈傾向（習性）
而陷入不是之處。此種弱點的本質稱之

abhyasu’yanta : 出於嫉妒、出於怨恨
abhyasu’yati : 嫉妒
abhyasyati : 修、表現出、顯示出、所事

abhyudaya：提昇

形容Krs’n’a

abhyuttha’na : 興起、盛行、謀叛

ad：此字為動詞字根，其義為“吃”

abhyuttha’na：當一個東西，其頭部升至比其原

ad’d’a：此字是古老的孟加拉語，其義為“有很多

有位置，高出許多時，稱之

（個體）聚在單一的地方”, “集會”

abja：蓮花

ada’hya : 不燃燒

abje：在蓮花裡

ada’na : 不施與、節制

abraviit : 說了

adagdha : 不燒

abuddhaya : 非覺者、智力不足者

adaks’in’am : 沒有給主事者供養或酬勞

aca’pala : 冷靜、沉著、穩重

adambhitva : 正直、真實

aca’ra：醃漬物，泡菜

adars’i : 沒看見、沒看到

acala (acala’)：不動的、穩定的，穩固的（cala：

adars’in：未看到、不知、不見

動身）
，形容Vis’n’u，也形容山
acala mudra’：假幣，不流動的錢

adbhuta : 奇特的、不可思議的、稀有的、絕妙
的

acala paysa’：假鈔，不流動的錢

adesha : 非地、不當的場所

acala t’a’ka’：假鈔，不流動的錢

adha：其時、其處、因此之故；向下

acalam：強壯，直立如山

adha’rmika：違反法性的

acalena : 穩穩地、沒有動搖地

adhaḥ ：下、地上

acalendra：最宏偉的山，喜馬拉雅山

adhaḥs’ira’s’：頭在下

accha：a+cha=accha, 其意思是未曾被書寫過，

adhama (adhama’n) : 最低劣的、最低等的、下

未曾被潦草寫過，俗語之義是“好的”
accha’ a’dmii：好人（單數）
accha’：我知道，我了解，是的（Hindi文）
acchata’ : 本清、澄清、清明、純淨
acche log：好的人們
acchedya : 不可肢解、不可切割
acchi：此字源自asti，其義為“是”
acchii kita’b：好的書
acetana：與cetana之義相反，失去意識覺知，無
意識，粗鈍的特質
acetanata’：無意識感覺
acetasah : 沒有心意、不合心意、無意識的
achi：此字源自acchi，其義為“是”
acinta’：無須憂慮
acintya bheda’bhedava’da：不可思議的相對性到
無相對性論，又譯為不可思議差別無差別論
acintya（acintya’）：不可思議的；非心；超越知
識與思想

品；違反法性
adharma：非法性，違反法性
adharmasya : 違反法性的
adhasta’t：於下、從下、足下、下界
adheesha：君王、神
adheeta：學者，飽學之士
adhi：在…之上；超過；向上；非常高；在….旁
adhibhu’ta : 至靈之內，生靈之中、萬有之中
adhidaiva : 眾神之中、諸神之中
adhideva：最高的神
adhigacchati : 到達、獲得、性交、完成、學習
adhigamaḥ：證得、達到
adhiisha：至高的主宰，主人
adhika : 更強、更大、更高、最勝、卓越的；過
剩的、多餘的
adhika’ra : 支配、權利
adhikarii：夠資格者，夠勝任者
adhikatara : 更大的、更多的
adhikye：過量的

acintyaru’pam：不在小我個體的脈動（感受）裡

adhima’traḥ：強烈的

aciren’a : 立即地、片刻地、非久

adhima’tratva’t ：強烈的、熱烈的

acyuta：堅定不移、不退、不滅、可信賴的、不

adhinava：永遠是新的

掉落的，不離開其本質法性的，不被毀滅的，

adhip：國王，王

adhipa : 統治者、君主、國王
adhipatya : 主權、君權、王位、皇權、最威神
adhis’t’ha’na : 地點、場所、位置
adhis’t’ha’na：地點、位置、住所、依止、安住
adhis’t’ha’tṛtvaṁ：至高無上的
adhis’t’ha’ya : 處於
adhiva’sa：適當的住宅，由adhi+va’s+ghain組
成；獻祭前的苦行生活等準備期
adhiva’sita : 薰習、被薰染、忍、貪羨。原型字
是va’saya
adhiyajña : 在奉獻之中、在祭祀裡、最高的祭品
adhogamana：下降
adhogati：下行、沈淪
adhruva（adhruvam）
：非永恆的、短暫的，變化
的，無常的
adhuna’ : 今、現在、當下
adhvabheda’t：不同的狀況下
adhya’na’ dhya’na：非禪定的禪定
adhya’sa’t：附加、加上
adhya’tma nidra’：內在自性的睡眠
adhya’tma：內在真我，內性，本性，自性、至
上之靈
adhya’tmika：靈性上的
adhya’y：章
adhyaks’a：adhi+aks’a其意為目證，看
adhyaks’en’a : 受監臨、受監督、受目證
adhyayanair : 誦讀
adhyes’yate : 研習

論
advaitava’diis（advaetava’diis）：非二元論者，
一元論者
Advaya Siddhi Tantra：佛教密宗的一派，字義是
唯一成就密宗
advaya：唯一的，無雙的、無二（a：不是，dvaya：
二）
advayabha’va：當kun’d’alinii向上穿越眉心輪時
稱為advayabha’va（一體無二的覺受）或
ra’dha’bha’va
adves’t’a’: 不憎恨、不嗔、無惡意
adya(adya’)：初始，今日，現在、立刻，此字後
來演變成ajja，再演變成a’ja
adyantashu’nyam：無始無終
ae：“知識”的音根；那，那個；是vas’at’（精細
福祉）的超級音根；ae亦是人類音聲表達過
程中六個階段的音根；上師的音根；演講，
說話的音根
aehika：世俗，iha+t’hak=aehika
Aem’ Sarasvatyae namah：向Sarasvatii致敬，
aem’是演說的音根，而Sarasvatii是代表知
識、學問的女神，所以也把aem’當作Sarasvatii
的音根
Aem’ shiva’ya namah：向希瓦致敬，aem’是希瓦
的音根
aem’：在耆那教密宗，佛教密宗，後希瓦密宗裡，
將原吠陀裡的希瓦音根m，改變成aem’；Guru

aditi：無限的

的音根；演說的音根；發聲法的音根；屬於

adr’s’t’a：不可見

Paora’n’ik女神的Sarasvatii（知識女神）其音

adroha : 友誼、友善

根亦為aem’；印度金剛度母和西藏綠度母的

adṛs’t’a：不可見、未見、未知、沒有見過的；命

音根

運
adrs’t’a-pu’rvam : 前所未見的
adṛs’t’i：不可見、未見、未知
advaeta’（advaita’）：無可比的，不是第二的。
唯一的（無以倫比的）女人
advaetadvaeta’dvaetava’da：非二元到二元再回
到非二元論，一元到二元再回到一元論
advaetava’da：非二元論，一元論
advaita：非二元的、獨一的，不二論，不二一元

Aeravata（aera’vata）
：巨大的象，長毛象
aesa’ din nehi rahega’：今日的一切將不會維續
永久，無常（Hindi文）
aeshvarya（ais’varya）
（ aeshvaryam）
：最勝；
富貴；自在；支配權；法力，神通
aet’a’（ot’a’）
：那，那個
aga：從語源學來看是指“不動的東西”，口語上是
指山、樹，與naga同義
aga’dha : 深遠的、難度的

aga’dhira’ja：群山之王

快的東西或吃得很快的東西，aj+ni=agni

aga’ra : 家、宅、舍、房

agnidi’pana：點燃胃火、促進消化

agada：頌、偈頌

agnihotra：火供

aganta’ : 來、前來

agnihotrii： 把聖火維持在口中的一種儀式

Agastya：人名，他是阿利安人的領導者，他是第

agnima：領導者，兄長

一位到南印推廣阿利安人思想與理想的領導

agnis’u : 在火中

者

agnisa’ra mudra’：壓胃身印

agata : 未離去、定有來、沒結束

agnisharma’：像火一樣的紅

agati：無所往，無所去

agnitattva：光元素，火元素

agendra：群山之王（aga：山，indra：王）

agnya’shaya：火的庇護所，又譯為臥火處

aggaha’yan’a：古印度、孟加拉月曆的一月，詳

agra jam：果醬的名稱之一

見agraha’yan’a
aggha’na：古印度、孟加拉月曆的一月，詳見
agraha’yan’a
aggina：此字來自agni，其義為火
agha：機智狡滑，罪、邪惡、過失
agha’sura：人名，她是受僱於Kam’sa的女情報人
員

agra：頂端、前端、最上，印度省名
agra’hya：不可捉、不可得、不可取
agrabodhi：第一位上師（agra：第一，bodhi老
師）
agraha’yan’a：孟加拉和東印度一年裡的第一個
月份稱為agraha’yan’a（註：印度的曆制有很
多種，各地採行不一），此字依序轉變如下

agha’yu : 壞心眼的、充滿罪業的

agraha’yan’a→aggaha’yan’a→aggha’na→

aghana’sha’：（女）消滅罪業的人（agha：罪，

a’ghana

nasha：消滅）
，Ganga的別名
aghana’shinii：消滅罪惡的女神
aghat’ana：未發生的事，非實際存在的事

agre : 在開始時
agrya’buddhi：pointed intellect，無上覺知，第
一智慧

aghora：恐怖；修行法門的一種

ah：愉悅思想的音根

aghorana’tha：溫和的希瓦，希瓦的別名

ahạ (ahar、ahaḥ) : 晝、日、白天

（na’tha：王，上主；aghor：非可怕的，非

ahaituka : 無理由的、無因由的

猛烈的）

ahalya’： gaotama muni的妻子

aghoriis：恐怖的人，不論甚麼都吃，甚麼環境都
可住
Aghorpantha’：修行派別之一，有人在孟加拉裡
暗中修持，但此派別扭曲了希瓦密宗的
Va’ma’ca’ra法門
aghra’n’a：不好的氣味；沒有氣味
agna’yii：agni的陰性字
agnao：火，原型字是agni
agnau : 火
agnayi：
（女）火，火神
agni man’da’la：火壇，臍輪
agni：光元素，火，火神（火元素）
，五大基本元
素之一；又義為"東南"；語源學上是指成長很

aham（ahaṃ）
：行為者的我，或自我感的我，或
譯為我執、我
aham’ka’ra (ahaṅkāra)：我執，我計較，我慢，
驕傲，自尊、自大，自負、自我意識
aham’ka’ra’t : 憑藉著自我感，憑藉著我執
aham’ka’ren’a (ahaṅkāreṇa) : 我執、我慢
aham’krta (ahaṅkṛta) : 我執、自我感
aham’tattva：我執；行為的我
aham’tattva’t：從我執中超越我執
ahaṃka’ra ( ahaṅka’ra ) : 我執、我慢
ahaṃka’ra：我執、我做、我
ahaṃma’na : 我慢
ahaṃma’nin : 我慢
ahan：白天（從日出到日落）
（與ahoh意思相近）

ahar：食物

的成就

ahatva’: 不殺死

ajasram : 永久地、不絕地

ahi : 蛇、毒蛇、龍

ajeya：無法被征服的人（jeya：容易被打敗）

ahiṁsa’（ahiṃsa’，ahim’sa’）：不傷害、非暴力

ajhati：品德，特質良好的女人

ahita：無益的

ajiiva：非命，非個體意識

ahita’ḥ : 敵人、無益的、傷害的

ajina : 皮、鹿皮

aho : 表示喜悅、悲痛。如 : 嗚呼、哀哉、大哉、

Ajina’na bodhinii Tantra：密宗其中一派的名稱

善哉、唉！

ajina’na haye yaoya’：變成無意識（孟加拉俗語）

ahoh：從日出到日落

ajina’na：無知

ahora’tra：一天24小時，從早到隔日早上

ajinkya：無法被征服的人

ahora’tram：日夜，２４小時

ajita：無法被征服的人

aika’ntikasya : 絕對的、完全的、一向、必然的

ajita’bha：光輝不會被減弱的人

aikya（aikyaṃ）：一致、同一、一體

ajitesha：勝利之神

aincala：固定的地方，此字由anc+alac組成

ajja：今日，此字由adya演變而來，後來此字又

aincati：知道

演變成a’ja

ainjali：一種奉獻的儀式

ajn’a’n：無知

ainjana：瑕疵，黑點，此字由anj+lyut’組成，其

ajn’a’tam：不為所知、不被知道

義又為作為眼藥水的硫酸銻，
（女）為ainjana’

ajña’na （ajña’na’）: 無知、愚昧

aira’vata : 神話中的大象名，音譯愛拉瓦特

ajña’na-jam : 來自於無知、源於無知

aishvara : 至上的主權、主希瓦的、神聖的

ajña’nata : 無知

aishvarya : 富貴、國王、自在

ajña’nena : 被無知、被無智、被無明

Aiyars：Dravidian Brahmins 後來分成兩支脈，

ajñas : 無知者

其中一支是Aiyars，是屬Shiva的信仰者，

aka：此為一個字尾字

Shaeva派的人，另一支為Ayengars，是屬

aka’rya : 不可為、不應作、違法的

Vis’n’u的信仰者，Vaes’n’ava派的人

akalanka：沒有罪過的人

aja：
（男）由a+ja=aja，其義為未曾誕生的，永

akalka’：月光

恆的，不滅的；至上；此字若由aj+字尾ac亦

akalma’s’a : 無污穢

成為aja，其義為不斷的在動，由於山羊不斷

akalmasha：過著無瑕疵的人生，沒有罪過的

的在尋找食物，所以俗語上此字又表示山

akalpita’：無法想像的、不可見的

羊。大宇宙心靈亦是不斷的在想像，所以此

akalya’n’a：靈性上的不好

字亦代表大宇宙的心靈

akaraṇaṁ：不可做、不得作

aja’：
（女）造化勢能

akarma-krt : 什麼都不做

aja’nanta : 不知道

akarman’a : 比不活動的

aja’nata’: 不知道
aja’t（a）shatru：
（男）沒有敵人的人（shatru：
敵人）
ajah (ajo) : 不生、不經出生、開始即已存在的
ajapa’ ga’yattrii：同ajapa’ japa之意，即不持咒
的持咒，念念是is’t’a

akarman’i : 不履行職責
akarta’：不是行為者
akarta’ra : 不是行為者、不從事行動
akartavyah：不被允許
akartṛ : 非作者、非動作者、非能作、不是行為
者

ajapa’ japa：不持咒的持咒

akartrii：不是行為者

ajapa’ siddhi：達到不持咒而持咒（念念是is’t’a）

akartta’：非行為者，同akarta’

akbar：一個回教的國王

aks’ara’t : 會變易的、會毀壞的

akha ma’la’：同aks’a ma’la’（在RK吠陀裡ka加s’a

aks’aya kiirti（akshaya keerti）：永恆的聲望

會發音成ksha（即ks’a）
，但在yajur吠陀裡會
發音成kha）
akhan’d’a ：不間斷的，不可分割的

（kiirti：聲望、名氣）
aks’aya（akshaya）
：不盡的、不滅的、無限、永
恆的、不壞的，不失敗的

akhan’d’a kiirtana：連續的kiirtana

aks’ayamati（akshayamati）
：永恆不死的女人

akhila：全體的、所有的、總的、遍、具足、悉、

aks’ayamukti（akshayamukti）：永恆的解脫

一切、全部、全然；一個開放或沒有界限的

aks’ayata’（akshayata’）
：永恆不朽的

實體

aks’ayii（akshayii）：不死的，不毀壞的

akhshita：不死的，不毀滅的

aks’ayini（akshayini）：不死的，不毀壞的

akiirti :不好的名譽、惡名、臭名

aks’i : 眼睛

akiṃcana ( akiñcana) : 一無所有、空空的、貧

aks’ii（akshee）：眼睛

窮、無煩惱

：永恆不朽的；絕對正確的
aks’ina（akshina）

akledya : 不濕的

aks’obhya：五佛之一的不動佛，又名阿閦佛，東

aklis’t’a’ vrtti：與klis’t’a’ vrtti反義

方阿閦佛

aklis’t’a’ḥ：無痛苦、無折磨

akṣaya : 不滅的、不盡的

akopa：不生氣的人

akṣobhya : 不動、無動、無怒、阿閦佛、不激動、

akramaṁ：到達、趣入、沒有連續性、沒有排序

不動搖

akrodha：不動怒，不生氣、不嗔怒、不忿怒

akula：希瓦的別名

akṛs’n’am：不是黑色的

akun’cana：屈曲、收縮、踡

akrta : 不作、未作、無作

akurvannapi : 即使不從事活動

akrta-buddhitva’t : 由於無智、由於無知

akurvata : 做

akrtena : 不因…之故，不執行、不實行

akushalam : 不吉祥的、不幸的、不善的、有害

akṛtika’ : 自然地、非人工的、真實相、本然的、

的

本相

akusidasya：無欲、不動心、無得無求

akṛtrima : 不改變、自然的、本然的

ala’bha : 失、無所得、損失、缺乏

akrtsna-vidah : 不完整的知識、缺乏知識

alabdhabhu’mikatva：未達境地，沒有基礎

：梵文字母的排序。由
aks’a ma’la’（aks’ama’la’）

alaka’nanda’：神話故事中，洗完Vis’n’u腳的水，

梵文字母的第一個字“a”和最後一個字”ks’a”
組成
aks’a（aksha）
：靈魂，充滿知識的；描繪輪廓；

流至天堂的稱為alaka’nanda’
Alaks’mii：不幸之神，不吉祥之神
alakṣa：無相

區分；經度，經線；擁有眼睛；代表五十個

alakṣya : 無相的、不可感知的

字母，由第一個字母a 和最後一個字ks’a組成

alam : 十分地、完全地

aks’a

alam’：無益的、不須要

aks’a’m’sha：緯度，緯線
aks’ara（akshara）
：不滅的，不朽的、無盡；至

alam’ka’ra：裝飾品，由alam+kr+ghaina而來，
代表非自然的財富

上靈魂的一個名字；至上本體不受造化勢能

alam’karan’a：非自然的財富

影嚮的部份；五十個梵文字母（由第一個字

alam’mu’rkhopadeshena：給一個愚者忠告是無

母a 和最後一個字ks’a組成）
；名字，文，字，
句
aks’ara’n’a’m : 在字母中、在文字中

益的
alamativista’ren’a：擴張是無益的，多說是無益

的

Amaleshvaram：在onm’ka’rna’th

alaokikashakti：超能力之一的靈性力量

（onm’ka’rana’tha）法門裡，稱希瓦為

alarka：人名，字義為發瘋，發怒的狗；王者之

Amaleshvaram

王瑜伽創始人as’t’a’vakra第一次將此套瑜伽

amanda：活潑的、明朗的、熱心的、不怠惰

系統傳給alarka

amara：不死的、永生不死、不滅、天

alasa : 遲鈍、懈怠、不精進

amaracandra：永恆的月亮

alasya（a’lasya）
：懈怠；懶惰者

amarana’tha：不死的上主（na’tha：上主）形容

aliṅga：無特質、未顯像、未顯現

主希瓦

aliṅga’ni：沒有標記的、不可界定的

amaresha：永恆的上帝；Indra的一個名字

aliph：阿拉伯字母的第一個字

amari：尿尿的中段，具有養生的力量

alolupa：不貪婪的，沒有慾望的

amaroli’ mudra’：不老力身印、不死力身印

aloluptvam’ : 不貪婪

amars’a : 急躁、不能忍、不愉快、忿怒、嫉心

alpa：一點點、甚少、極少、淺薄、小

amayoḥ : 他們的

alpa’ha’ra（alpa’ha’ro）
：飲食減少、節制飲食

amba’：母親

alpa-buddhayah : 智力不足

ambara：衣、衣服、空、天空、虛空、範圍

alpacetas：見識少的

ambariisha（ambareesh）
：一個古代君王的名

alpam：小的、少的、極少的、微不足道

字；天空之主，天空之神；太陽；Vis’n’u的一

alpa-medhasa’m : 智力較低的人

個名字

am’：思想，念頭的音根；當心態不好時，如毒
藥般的音根也是am’

ambasa：母親
ambhasa’: 被水

am’ka：數目

ambhasi : 在水上

am’kusha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為“控制”

ambhodha : 大海

的手印

ambhodhau : 大海

am’kusha：控制

ambhodhi : 海

am’sha : 部分

ambita me：噢！母親

am’sha’vata’ra：在Iishvarakot’i裡的其中一個等

ambodhi：海洋，洋

級的化現；部分的現身

ambu：水

am’shena : 部分

ambudhii：海

am’shuma’n : 光輝燦爛的

ambuja’：蓮花；在蓮花上的女神saraswati

ama’kala’：月循環的第十六個部份；第十六的（部

ambuvega : 水流

份）；黑暗面，看不到的部份
ama’ninam ma’nadeyam：尊敬那些不受尊敬者

amedhyam : 不淨的、排泄物
ameya（amiya）
：不可知的；無界限的； 無法

ama’ninam：不受尊重的人

被度量或界定的；擁有超尋常的心靈力量；

ama’nitva : 謙卑、謙虛

Vis’n’u的一個名字

ama’pya : 難測、不可量
ama’va’sya’：新月之夜

ami：此字源自amiya，此字在孟加拉語裡，其義
為美味，甘露；朋友

ama’vasya’：新月

amii : 這些、這般、彼

amala：無垢的、純淨的、清靜的

amiita’：
（女）無限的（miita：有限的）
，較正確

amala’：沒有罪業，純淨女人；女神laks’mii

的寫法應為amita’

amala’n : 純淨無垢的

amisha：
（男）誠信的人

amalendu：光明閃亮的月亮；滿月

amisha’：
（女）誠信的人

amishi：
（女）誠信的人

amrtasya : 不朽的、不死的、永生的

amita：沒有界限的，無法度量的、不可數，
（女）

amrtatva’ya : 為了解脫、為了不死、不朽

為amita’
amita’bha：無量光（a’bha：光，光輝，amita：
無限）
；佛教有的譯為阿彌陀佛，無量壽佛，
無量光佛
amita’tma：偉大的靈魂，神性；無量壽佛；Vis’n’u
的一個名字
amitavyaya：無限的破壞，滅盡
amitavyayita’：無限的破壞，滅盡
amitesha：無限的神；Krs’n’a的一個屬性
amiti：無限的
amiya：此字源自ammia此字在孟加拉語裡，其
義為美味，甘露
amla : 酸的、醋
ammavasu：財富
ammi：此字源自ammia，此字在Marwari及許多
語言裡，其義為美味，甘露

amṛtena : 以甘露
amrusha’：完全絕對的真實（mrusha’：虛偽不
實）
amrutesha：甘露之神
aṃsa：肩
amteshvara：永恆的神
amu’d’ha : 不迷惑、非愚癡、非笨者、有智慧者
amula ：無價的
amurta：無形的，無實體的。
amutra : 彼處、後世、來世
amvara：衣服
amvika：耆那教的神祇名
an（a）：不；表示否定
an：此字代表創造的最初，最原始的音根； 動，
來去
an’d’a：蛋；表示以看不到的形式在前進著，當

ammia：此字源自amrta，其義為美味，甘露

它來到空曠地時會變得很活躍；前進之路，

amogha：不會做錯事的人；不會失敗的人

顯現之路；此字是由an+字尾an’d’ac而成

amoghasiddhi：五佛之一的不空成就佛
amola：
（男）貴重的，無比的
amola’：（女）貴重的，無比的
AMPS：阿南達瑪迦推廣（宣揚）部．是A’nanda
Ma’rga Praca’raka Sam’gha的縮寫
amrita：
（男）不死的，甘露（瓊漿玉液）
，同amrta
amrita’：
（女）不死的，甘露（瓊漿玉液）
，同amrta’
amrrata：甘露（瓊漿玉液）
：吸引；松果體的分泌；甘露、
amrta（amṛta）
瓊漿玉液、醍醐。另意為：永生，不死，不
滅、不朽；甜美的展現；深愛；字義為1.藉由
攝取（食物）而能克服死亡者 2.能將低價值
轉變成高價值者 3.超特質所隱藏的地方 4.
神仙食品，此字由a+mr+kta組成
amrta’ste bhavanti：成為不死的
amrta’ste：不死的
amrtamudra’：甘露身印，kun’d’alinii的覺醒在瑜
伽裡稱之為甘露身印或喜悅身印
（a’nandamudra’）
amrtaphala（amrutaphar’a）：木瓜；芒果

an’d’ac：此字當作字尾時，暗示其本質是隱藏的
an’d’aj：從蛋（卵）所孵化出來的東西；卵生的，
同an’d’aja
an’d’aja：卵生
an’iiya’ṃsam : 比...還小
an’ima’：八種法力之一的“能小”,無所不入,也能進
入心靈的微細處。其餘七種為：mahima’，
laghima’，pra’pti，iishtva，vashitva，
praka’mya，antarya’mitva，詳見各條
an’or (anoḥ) : 比原子、比微小的，原型字是an’u
an’u：個體；分子；最小的個體
an’uaks’ara：個體意識（的別名）
；an’u：個體
an’uma’ya’：造化勢能存在於每一個個體內的力
量（an’u意指個體）
an’upurus’a：個體意識
ana : 此、這個
ana：呼吸
ana’ca’ra : 不當的行為、不該做
ana’caran’iiya shu’dras：在Paora’n’ik社會裡把
shu’dras（首陀羅）又分為三等，其中間一等
即是ana’caran’iiya shu’dras

ana’di : 無始的，無開始卻永久存在

盡的、永恆的；蛇王或龍王名，音譯阿南塔

ana’ditva’t : 由於無始

anantamu’la：無葉檉柳

ana’ditvam：無始的

anantara : 無中間、無間、接下去、其時、其後、

ana’gata：未來的、當來、來世
ana’gataṁ（ana’gatam）
：未來、當來、來世、
尚未到來
ana’ha’ra：不吃已仔細揀擇過的東西
ana’hata cakra：心輪
ana’maya : 不致命的、健康的、有益的、平安
ana’rambha’n (anārambhāt) : 不從事、無企圖、
沒有開始
ana’rya : 非善類的人，卑劣的人
Ana’ryas：阿利安人由西北省份入侵印度後稱呼

不遠、即、後、次第
ananya : 專心於；不異、不離、無別、即、一
ananya-bha’k : 完全的虔誠
ananyamamata：不異的愛，非常多的愛
ananyapa’y：無雙的，無可比擬的，沒有相對應
的
ananyaya : 專心於、無別的
anapeks’a : 不眷戀的、不貪著，無顧慮的
anapeks’ya : 沒有考慮後果
anargala：自由的、未被妨礙的

被擊敗的土著人為Ana’ryas，其意為非阿利安

anartha : 無利益、不幸、無意義、無所用、惡

人，此字並非指某一特定種族，而是當時所

事

有印度原住民的通稱

anashana：不吃東西

ana’s’ayam：不受業識影響
ana’s’rama :非隱居期
ana’shinah : 永不會被毀滅
ana’shrita : 無所依、不著、獨立的
Ana’thapindik：給孤獨長者，字義是無可比擬的
布施者，原名為Sudatta（須達多）
ana’tma : 無我的、無我真性
ana’tmasu：非自性的、非靈性的、非我的
ana’vrtti : 不退轉、不回來
ana’ya’sa：無困難
anabhigha’taḥ：無阻礙、無障礙、不干擾
anabhis’vaṅga : 不執著、不依戀
anabhisam’dha’ya (anabhisandhāya) : 不在
乎、不祈求
anabhisneha : 無欲望、不受影響
anabhya’sa：不練習，不鍛鍊

anashnata : 不進食、禁食、斷食
anaṣṭaṁ：未遭破壞的、未消失的
anasu’ya : 不嫉妒
anasu’yanta : 沒有抱怨、不嫉妒、不仇恨
anasu’yave : 不嫉妒的人、不仇恨的人
anava’pta : 沒有得到、未得、缺少
anavaccheda’t：無法界定的、無法區分的
anavacchinna : 不受區別的、不受定義、沒有條
件限制、在無條件狀況下
anavacchinna’ḥ：不受限制的
anavadha’na : 粗心、忽視、不在乎、不在意
anavadha’nasya : 不在乎的
anavadha’raṇam：不能理解、不能確認
anavalokayan : 不看、不見
anavastha’ya’m：不存在的狀態。
（an不＋avastha’
存在的狀態。）

anagha : 無罪、離垢

anavasthitatva’ni：不穩定、墮落、退步、退轉

anagrasare：未開展的

anc：此字是一個動詞字根，其意思是”動，行動”

anaham’-va’dii : 不自豪、不高傲

aṇḍa : 卵、蛋

anahaṃkṛti : 謙遜的、不自負

anda：橢圓形，正確寫法為an’d’a

anahaṅka’ra : 沒有我執

aṇḍaja：卵生

anala（anale）
：火、火元素、火神、滿足，一般

andha：瞎子

是指胃氣及臍輪

andhasya：盲者

analasa：勤奮的、不懈怠

anejat：不動的，固定的

analena : 被火

aneka : 各種的、許多的、諸、種種、眾多

ananta（anantam）: 無邊、無際、無限的、無

anekadha’: 許多的、大部分的、屢屢

anis’a：持續地、連續地、恆

anekas’as : 無數、無量地；屢次；以各種方法、

anis’t’a (aniṣṭam) : 非所愛、不喜歡的

多

anitya：非永恆的、無常的、短暫的

anekeṣa’m：無數的

anitya’ḥ : 非永久的、無常的

anena vidha’nena：如此做、遵從此規則

anj：此為字根，其義為增長，增加，延伸

anena：依循、依法、由這

añjali : 雙手合十，合掌

aṅga：肢、身體、肢體、分支、部分、唯一的、

anka：同a’nka

特別的
Anga：英國統制印度時的其中一個大的省份（王
國）

aṅkuru : 芽、草、苗
aṅkus’a：鉤、刺、針刺
anna：食物（尤指米與稻穀類的食物）
（ad+na=anna）
；飲食

anga’mi-phala：依佛教教理，小乘所達四果中的
三果，其意為不還果，即不再來欲界受生，
而只到色界、無色界受生，音譯為阿那含果
aṅga’ni：分支、部分、肢、四肢
aṅgada : 臂飾
Angadesha：印度北方的一個地域名（在比哈省
內），其意思是指延伸的地域（aunga延伸，
desha地域）
aṅgamejayatva：身體的顫動、顫抖
aṅgana’ : 女人、女子
angika’：語文的一種
aṅgula：姆指的寬度
aṅguṣtha（aṅguṣthau）：腳趾
ani’hita : 不努力、不勤勞；不希求
aniccha : 無慾求、無渴求
anicchan (anicchann) : 沒有欲望
aniika : 軍隊、隊伍、兵
：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控制你，
aniisha（aniisham）
一個不受任何人控制的人；沒有上主的人
aniishvara : 沒有主宰
aniketa : 無所住、無所染、無所倚
anila（anila’）
：風、生氣、生命氣；不固定的；
空氣
aṇima’di：如「能小」等的各種超能力
anindananda rasa samadhi：至上喜悅三摩地
anirdeshyam : 不可名狀的、不特別寫的

anna’t (annād) : 從食物、從穀物
annamaya kos’a：肉體的層次
annamaya：由食物所構成的肉體
anrn’ii：借錢給別人的人，債權人
anṛta（anrta） : 不真的、不實的、虛偽的、虛
假
anta：邊緣、終了、盡、後際、結局、終、後除、
最終
anta-gata : 到達終點、最後的、盡了
antaḥ：邊際、界限
antahkaran’a（antaḥkaraṇa）
：內向精神力，內
向心理，內部器官、心臟、心靈，內在能力
（antah意為內在的）
antahkarna’ah：內向精神力
antahstha varn’a：內在的梵文（音）
，指ya，ra，
la，va等，這些字在發音上比較輕；又譯為半
母音
antahstha：在（字的）中間或內在，內在的
antah-stha’ni : 內在
anta-ka’le : 在死亡的時刻、在末日的時刻、在
生命結束的時刻、臨命終時
antam：最終點
antama : 最後的；最近的、親近的
antar nihita：內在
antar：內在的、內部的，在…之間

anirmama: 無所有、無自我

antara：中；中閒；中道

anirodha：不滅、非滅

antara’ṇi：空間、間隔、中斷

anirva’cya : 難以解釋的、難以形容的

antara’tma’：內我，內在的自性

anirvin’n’a : 不厭離、不偏離

antara’ya：障礙

anirvṛta : 不滿足的、不幸的、不快樂的

antara’ya’ḥ：障礙

antaradṛs’ye：被看見、被覺知

anudisha：四隅（即東北，東南，西北，西南）

antaram : 中間、差異、區別

anudvega-karam : 不激動的、不驚的

antaraṅga：內部的、內部器官、心臟

anudvigna : 不驚、不亂、不激動

antaraṅgaṁ：內在的部分

anugama’t：伴隨領悟

antardha’nam：消失不見

anugamana：隨後到達（anu（之後）+gamana

antardrs’t’i：內在透視力，又譯為內觀力

（到達）

antare : …之間

anugraha：給與恩惠的能力

antareṇa : 在……中間、在……之間、在……之內、

anugraha’ya : 恩惠、悲憫、恩慈、饒益

在……之後；除了，因為

anuguṇa’na’m：隨順、相應、性質相似、因緣

antargata：內部、入、含容

anuka’raḥ：模仿、相似

antariks’a：天空，空中

anukampa’: 悲憫、憐憫

antarmukhii：內在

anukaran’a：跟著做，模仿

antarya : 內部的

anuku’la vedaniiyam’：字義上是同質性（意氣相

antarya’mitva：八種法力之一的“神入”，此神入，

投）的心靈感受，又代表喜悅的波動

不僅能入，而且能了知生理、心理狀況，詳

anuku’la：同性質的，意氣相投的

見an’ima’

anulepanam : 塗上

antastha：此字與antahstha同義，其義為內在的
anta-vanta : 可毀滅的

anuloma：依照種姓制度，一個男人與其身份較
低的人結婚的處境

antavat : 有止境的、有限的、有邊、最後的

anuma’na：推測、臆測、猜測、推論、比量

antavat : 有止境的、有限的、無常的、可滅的

anumanta’: 允諾者

ante : 之後、以後

anumodita’h：被允許、讚許

antike : 很近的

anupa’dhitva：無特殊特質論

antyaja shu’dras：在Paora’n’ik社會裡，把shu’dras

anupa’tena：依照

（首陀羅）又分為三等，其最低一等即是

anupa’ti’：隨行、後續

antyaja shu’dras

anupaka’rin’e : 不求報恩、不求回報

anu：隨，之後，以後，隨從，跟隨者，在其後

anupama’ ：無可比較的，非常好的，非常棒的

anubandha : 隨之而來的束縛

anupashya : 觀、見、看、預見

anubandhiini : 與...有關，永續、持續、繫縛

anupashya’mi : 我預見

anubhava：知覺、覺受、領受，之後的覺受

anupashyati : 觀察到

anubhu’ta：曾經驗過的、所覺知過的、感知、所

anupra’n’ita kara’ ：鼓舞

受、曾受、覺受
anubhu’tavis’aya’ ：回憶過往的東西或事件
anubhu’ti：直接的靈性體驗概念；概念；感覺，
了悟；領納
anubhu’yeta : 被經驗過
anucchu’nya’： 未顯示的，未顯現的
anucikiirs’a：渴望模仿
anucintayan : 不斷地思維、不斷地想著
anudarshana : 觀、隨見、了知
anudhya’na：於靜坐中不斷的導向靈性目標
（is’t’a）
；又譯為追定

anuprapanna’: 順應、遵守
anurodha : 順從、允諾、滿足
anurodhi’ : 順從、依循
anuru’pa : 相應的、順應於、相稱、隨其色類
anus’a’sanam：指導、闡述、教授
anus’ajjate : 應從事、應準備、趨向、執著
anus’ayi’：隨之而來的
anus’ocana : 悲嘆
anus’ocati : 悲嘆、悲傷
anus’t’up：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詳見ga’yatrii
anusam’tata’ni (anusantatāni) : 繼續延伸、持續

擴展

若不如此

anusaṃdha’na：謹慎留意、研究探索

anyatra : 不然、到別處

anusaṃdheyo：專注、留意、關懷

anyatvaṁ：不同的、差異的

anusaran’a：隨後（跟著）前往（anu（之後）

anyatve：不同的、差異的

+saran’a前往）、跟在後頭

anyaviṣaya’：另外的目的、關於其他的

anusha’sana：指導守則，為了福祉的紀律

anye : 其他的、其他人

anusha’sanam：紀律，同anusha’sana；有益於

anyebhya : 從別人那裏

一個人福祉之矯正及處罰的程度
anushocanti : 悲傷

ao：namah音根的超級音根，也是對希瓦致敬的
音根

anushocitum : 悲傷、悲嘆、後悔

aoghar’：依循aghora法門的修行者

anushushruma : 依循傳述，依循聽說

aopadhya’yik sva’dhya’ya：參研經典，一般在靈

anusmara (anusmaran) : 隨念、追憶

修者的集會中，朗讀並解釋阿南達瑪迦的經

anusmaret : 總是憶起、總是想著

典即稱之

anusṛta : 到達；赴、追
anuṣṭha’na’t：實修、修煉、鍛鍊、隨順建立
anuta’pa：後悔的
anutapta：抱歉，對不起
anutis’t’hanti : 實行
anuttama : 最高的、最優的、無上
anuttamah：最高的、至上的、最優的
anuvartante : 會跟隨
anuvartate : 依…行事

aopasthya：控制外生殖器官的神經
aos’udha：藥物
ap：水，液元素
apa：此為一個字首的字，表示“相反”；為一動詞
的接頭詞，其義為遠離的
apa’da’na ka’raka：文法上的“奪格”
apa’da’na：apa+a’da’na=apa’da’na字義是相對
於接受的行動，與接受的行動相反

anuvartayati : 隨順、遵守

apa’ma’rga：土牛膝、某種藥用植物的名稱

anuvidhiiyate : 隨法、依執、從事於

apa’n’ipa’da：沒有手，沒有腿（腳）

anuyati：留存，持續，保持

apa’na va’yu：控制肚臍和肛門間的生命能，又

anvashocah : 正在悲傷
anvaya：連接、相關、相似、種類

譯為下行氣
apa’na：五種內在生命能之一的下行氣，下部氣

anvayaḥ：連接、普及、隨行

（作用位置在肚臍以下，有助於大小便的排

anviccha’: 尋求、搜尋

出），字義是有助於不增加流質性（流質），

anvita：成就、具足、擁有、相應、隨逐

另義是呼氣、排氣、出氣、肛門，由a+pa’+lyut’

anya：別的、其他的、異、餘、不同的、別的

組成，詳見pra’n’a

anya’n : 其他的、其他人
anya’ni : 其餘的、相異的、不同的

apa’ne : 在下行氣中、在吸氣中
apa’vrtam : 打開、敞開

anya’y：誤解

apa’yinah : 消失、遠離

anya’yena : 非法的

apacaya：浪費（apa-ci+al=apacaya）

anyaḥ：別人、餘、其他的

apada’nta：字義為“非最後的結尾”；非字尾的字

anyasaṁska’ra：其它的業識、其他的意念

apadevata’：沒有良好特質者；鬼

anyat : 任何其他

apahrta : 被拿走的、被偷的、盜取、竊取

anyata’：否則、不同的方法、從他處、不同、差
異、區別

apahrta-cetasa’m : 心意被迷惑
apaishuna : 不誹謗、不中傷

anyatha’: 其它

apakarma：不當的行為

anyatha’：異、別的方法、非變異、差異、不同、

apakrti：無教養，不當的行為

apala’yanam : 不逃避

apasavya：右邊

apama’na：輕蔑、無理、辱

apashyat : 不見、看不到、未深思

apama’nayoḥ : 無禮、輕蔑、恥辱

apatattva：水元素

apanudya’t : 驅逐、排除

apathya（apathyam）
：無益、不適當的、非宜、

apara：被目證者（被目證的行為者）
；後，他世，
將來，後方、晚輩、低等、低下的、其他

有害健康
apava’da：Hindi語的意思為“不同於尋常”，非基

apara’： 世俗的知識；至上本體巳經顯現的一面

本觀念，例外，但在孟加拉語裡，此字意為“責

稱之
apara’jita : 不被征服的
apara’jita’：蝶豆
apara’mrs’t’a：無懈可擊者
apara’mṛṣṭaḥ：不受影響、不動情
apara’n : 其他
apara’n’i : 其餘、其它
apara’nta：死、終結、後際、未來世、未來際
apara’shakti：個體從事身、心、靈行動的能量總
稱
apara’vidya’： 世俗的知識

備”；咒罵，粗暴的話
apavarga：解脫
apavargah，：行為的果報
apayasha：不好的聲名
apeks’a’：等候，apa-iiks’a’=apeks’a’
apeks’ita’： 潛在的
apekṣitva’t：期待的、需要的
aphala : 沒有結果、無果實、無益的
aphala’ka’ṅksibhir : 不渴求結果的、不奢望果報
的
api：亦、復、可、又、恐怕、也許、雖然、即使、

aparah：其他

就算、然而、縱使、甚至；為動詞的一接頭

aparajina’nam：世俗知識

詞，其義為在上面

Aparashiva：當造化勢能三種力處於顯現狀態

apkrs’t’a：劣等的

時，其相反的方向就會出現一個客體的東

apohana : 清除、去除

西，此以客體形式顯現的對立物即為

appan：自我

Aparashiva

apra’pta : 未至、未得、未獲得、未達到、未證

aparaspara : 不相依、不相對、沒有原因

得

aparaspara-sam’bhu’ta : 非所生、非由他所生

apra’pya : 不可得、未達到、半途而廢

apare : 在其上、就其他而言、後、有些
aparesha：被目證之主，亦指至上
aparigraha：不役於物
aparigraha’ḥ：不役於物

aprada’ya：沒有給贈品、禮物，沒有供奉
apraka’sha : 黑暗
aprama’ṇakaṁ：不同意的、不認同的、不認知
的、未感知的

apariha’rye : 不可避免的

aprameya : 不可限量、無邊無量

aparimeya’m : 不盡的、無量的

aprameyam : 不可估量的、不可測量的

aparin’a’mi：不會改變的

aprameyasya : 無量的、不可估量的

aparin’a’mii：永不改變，永不變形

aprapatti：非順從的，由個人自主；不支持也不

apariṇa’mitva’t：由於沒有改變
Aparn’a’： Pa’rvatii的綽號，暱稱；Uma’的別名
aparoks’a anubhu’ti：直接的了悟，直接的體會

反對prapatti（臣服）
aprapattiva’diis：遵行aprapatti（不支持也不反
對臣服）論者

aparokṣa : 現前的、可見的

apratiika’ra : 不抵抗、不反抗、不治的

aparya’pta：不被限制的、不完整的、不可估量

apratima : 無比的

的、不可能的
apas’yata : 未看見、沒看到

apratis’t’ha : 無住、不住、無根據、沒有地位、
沒有基礎
apratisaṁkrama’ya’ḥ：不改變、不變易

apratyaks’a：間接的，非現前的

內在的精神，他代表了”創造”是由純意識

apravrtti : 無生息、不積極、無行動

（Shiva）和造化勢能（Shakti）所共同完成

aprayatna : 不夠努力、努力不足、非勤勇

ardha：半，一半

aprayatna’t : 從不活動中、從不動中、從不努力

ardhashiva’sana：半意識式

中

argala：障礙

aprayojakaṁ：沒有用的、不使用的、不會成為

arha (arhāḥ) : 應、應可、應受、值得

行動的
apriya : 不喜歡的、非所愛
apsu : 水中

arhasi : 你應當、你應可、請你
Arhat：音譯為阿羅漢，其義為正覺的人，又義為
應供；又寫成arhant

apu’rva：無前

arhati : 能夠

apunah-a’vrttim : 不再轉世、解脫

ari : 敵人、冤家

apunar：只此一次、不再、無復

aripu：非敵人，朋友

apuṇya：惡行、非善行、罪、不善、邪惡

aris’t’a：酒

apyayau : 消失、終結

ariṣṭebhyaḥ：不好的前兆、預兆

ar’ahara：樹豆

ari-su’dana : 滅敵者，殺敵者

ara：車輪的輻；花瓣

arjaner janya：獲得

ara’ga-dves’atah : 沒有愛憎

arjava：正直

arahat-phala：依佛教教理，小乘所達四果中的

arjayitva : 獲得

四果，其意為不生果，不再來三界（欲界、

Arjuna：發光的；潘度五子中排行老三，譯為有

色界、無色界）受生，音譯為阿羅漢果（又

修，音譯為阿周那或阿尊那，代表臍輪火元

寫成arhat-phala）

素的能量、力量，與上下的平衡力

aran’i：燃料用的木材

arjunayoḥ : 和阿尊那

Aran’yaka：字義是“林”，此處是指兩種吠陀哲學

arka : 太陽、日光、光線

中其中一種的名稱，另一種為upanis’ada

a-rn’ii： 此字的正確寫法應為anrn’ii,因為a後面

aran’yas：可提供大量燃料用木材的叢林稱之

接的字若為母音，則a要改為an，若是子音，

araṇya : 荒野、山林

則仍用a，而r是母音（依梵文）
，所以a要改成

arati : 不喜歡、不愛

an

aravinda：車輪；花；俗語的蓮花

arṇa：無諍、無煩惱

arca’：有私心祈求的禮拜

arṇava：海、大海

arcana’：禮拜，物質上的禮拜；有私心的祈求禮

aroga：健康、無病

拜

aropya：健康、無病、能乘戴、固定……之上

arcitum : 禮拜、恭敬、崇拜

arpan’a（arpan’am）：交付、奉獻、歸還、給予

ardha kurmaka’sana：半龜式

arpita : 使交付於、皈依

Ardha Na’riishvara Shiva：形容希瓦是半男半

artha：有三個意義，其一是短暫的自在解脫，滿

女。這種想像或觀念是“希瓦是一個人，他的

足物質→心理層面的需求，其二是金錢、財

右邊像Shiva（意識，代表男性）
，左邊像Shakti

富，其三是意義、義；另義為心理的渴望；

（造化勢能，代表陰性）或Gaor’ii（希瓦之妻，

目的、標的物、意識、慾求、為了…的目的

代表女性）
；他一邊是素白色，另一邊是鮮明

artha’n : 心靈的渴望

多彩的顏色；他的一邊是覆著老虎皮，另一

artha’nartha : 有意義與無意義、好與壞

邊是披著亞麻布；他的一邊掛著蛇，另一邊

artha’rjana : 獲得財富

是Gaor’ii糾結的頭髮”；以上這些是代表希瓦

artha’ya : 為了…的理由

artha-arthi : 追求財利者

他是位聖者，他稱這套修行為ra’ja’dhira’ja

arthaḥ：目的、要義

yoga（王者之王瑜伽）

arthahiin：無意義，沒有錢

as’t’adha’: 八、八種、八分

arthama’tra：金錢、唯物、唯義、本身

as’t’amii：印度月曆的第八天；八地；精緻藝術

arthanaetika：經濟的

日

arthatva’t：標的、意義

as’t’apa’sha：八大束縛

arthavattva：目的

as’ubha : 不美麗的、不善的、不好的

arthavatva：目的

as’uci：非純淨的、不淨

arthe : 目的、動機、有關、…之故、為益、為故、

as’uddhi：不純淨

欲、為了獲得某種益處
arthebhya : 標的、目標
arthena : 足夠的心理渴求、足夠的金錢
arthiiyam : 為了
arti (artir、a’rti) : 痛苦、不幸、苦惱
aru’pita：無形狀特質、無屬性
arum：蒟蒻
arun’a ：
（男）日出，破曉時分，太陽，紅色。
女為aruna’；神話故事中，駕馭太陽神七匹馬
的馬夫
aryama’: 人類的祖先，音譯阿瑞亞瑪
as’akta : 不能、無能
as’akya：不能的、不可能的、不被征服

as’uddhiḥ：不純淨的
as’ukla：不是白色的
asa’dhu：非善類，非有德者
asa’ra : 不適當、無價值、不實、不堅
asad（asat）
：不是真理，不是真實。sat的相反
字
asafoetida：阿魏
asaha : 不耐的、不能做、急性子
asahiṣṇuta : 不能忍受
asakta：不執著、不依附
asam’moha : 沒有迷惑、遠離無明
asam’mu’d’ha : 不迷惑、不受蒙蔽
asam’shaya : 無疑、確實

as’ama : 不寂靜、不安靜；又指慾望

asam’skrti：無文化，無教養

as’eṣa : 全部的、總的、完全的、無殘餘、無餘、

asam’yata : 不控制的

悉盡、滅盡

asama’deravikṣepa’nna : 非三摩地也非分心、非

as’ma : 石頭

定境也非分心

as’man : 石頭、石器、岩

asama’dha’na : 非冥想、非沉思、非專注

as’t’a aeshvarya：八種法力，八種神通，八種自

asama’dhi : 非三摩地、非定境

在
as’t’a shiila：佛陀的八正道，字義上是“八條行為
準則”

asamartha : 不能、無能
asaṁki’rṇayoh：不同、不混雜、不可混在一起
asamprajina’ta：此字與nirvikalpa sama’dhi（無
餘依三摩地）同義

as’t’a：數目“８”
：瑜伽八部功
as’t’a’nga yoga（as’t’a’m’ga yoga）

asampramos’a：把已知覺（接收）過的東西，再
顯現（創造）

法，由Patanjali所歸納創立的
as’t’a’unga cikitsa’ vijina’na：指阿由醫療系統

asaṁpramoṣaḥ：不遺忘

（a’yurvedik system）
，直接字義是八支（八

asaṁprayoge：沒有接觸的、分離的、不相應

部）醫療科學，因為阿由醫學（a’yurveda）

asaṃsa’ra ( asaṃsa’rasya ) : 超越輪迴、超越世

把人體分成八個部份，所以才又以此名命之

間

As’t’a’vakra：約西元前一百年的瑜伽行者，音譯

asaṃsakta mana : 不執著之心

為阿士塔伐卡，或阿士塔瓦卡拉，著有

asaṃsakta : 不愛著、不執著、不貪著、無關係、

as’t’a’vakra sam’hita’（阿士塔瓦卡拉本集）

不相妨礙、不執愛

asaṁsargaḥ：沒有接觸、沒有交往
asaṃṣpṛs’ya : 未碰觸到、不碰觸到

ashoka：無憂樹；松樹；印度孔雀王朝第三代君
王之名，音譯為阿育王

Asan’ga：人名「無著」，是瑜伽師地論的作者

ashoka’sa’va：由ashoka所釀製成的酒

asana：維持現在；活下來，殘存

ashokaks’iira：無憂藥方

asaṅga : 不執著、無執著、無掛礙、無貪

ashokaris’t’a：由ashoka所釀製成的酒

asaṅgaḥ：不在一起的、獨立的

ashos’ya : 不乾

asaṅkhyeya：數不盡的

ashraddadha’na : 不信仰真理者

asapatna : 無敵的、無競爭者、無比的

ashraus’am : 聽了

asat : 非實在的、不善、不實

ashru：流淚，眼淚

asatah : 不存在的

ashrupu’rṇa : 充滿淚水

asat-krta : 怠慢的、侮辱、沒有敬意

ashta’vakra：王者之王瑜伽經作者，音譯為阿士

asatsaunga：惡友，與satsaunga為反義字
asatta’ : 非實在、實無
asatyam : 不真實的

塔伐克拉，字義為八曲、八個彎曲處
ashubha (aśubhān) : 不好的、壞的、不幸的，
悲哀的

asau : 被、彼、那；如此這般之事或人；彼自身、

ashubha’t : 不淨、不幸、惡業

被自身

ashucau : 不潔淨

ash：字根，代表吃
asha’ntasya : 不平靜的
asha’shvata : 短暫的、無常、非常住
asha’stra : 不在經典裡、非經典

ashuci：不純的，不純淨的、骯髒的
ashushru’s’ave : 不尊敬者、不順服者
ashutos’a：易於被取悅者
ashva’na’m : 在馬群中

ashakta : 不能

ashvagandha’：睡茄

ashama : 不安靜、無息、焦躁

Ashvajit：佛陀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巴利文為

ashana：吃，食；食物；由ash+字尾lyut’組成
ashaoca：哀悼，服喪，追思
ashastra : 無武器、不武裝

Assaji，詳見該條
ashvamedha yajina：馬祭；國王的奉獻儀式，國
王的祭祀儀式

ashavarii melody：東方音樂的旋律，音階的一種

ashvattha : 菩提樹、吉祥樹、榕樹、聖樹無花果

ashaya：業力

ashvattha’ma : 人名，音譯阿希瓦塔瑪，又譯為

ashes’a：無盡的
ashes’a’n’i : 全部的、所有的、無餘的
ashes’agun’am：gun’as（束縛力，屬性）是無法
計數的，ashes’a：無盡的

馬勇
ashvina：星座名，當滿月在此星座時，即得到
a’shvinii月份
ashvinau : 雙馬童

ashes’atah : 全部、完全

ashvinii mudra’：提肛身印

ashes’en’a : 完全地、全部地、詳細地

ashvinii：控制肛門的神經；星座；燦如明星的一

ashinah : 進食者

群

ashma : 石頭

asi：是；你

ashna’mi : 接受

asiddhau : 失敗

ashna’si : 你吃
ashnan : 吃、食
ashnanti : 享受
ashnata : 進食、飲食
ashnute：字根，代表吃；達到
ashocya’n : 不值得悲傷

asiddhyoḥ : 和失敗
asina’: 用刀、用劍
Asita：佛陀剛出生時，為佛陀看相的仙人名，音
譯阿斯陀；黑色
asma’bhiḥ : 由我們
asma’ka(asma’kam)：我們的`

asma’kam：我們的

述）國的原住民；形容蒙古利亞人

asma’n : 我們、我等

asvargya : 不會到天界的

asma’t (asmān) : 這些

asya : 這個的、他的

asmad : 我

at ( ad ) : 此字加在字尾表示，從……之中

asmadiiya : 我們的

at’：此字為動詞字根, 其義為“動, 無阻礙的動之

asmi : 我是
asmin：於中、於其，其中、在…之中
asmita’：我見、我執、自我、自我感、自我主義、

流”
at’ana：此字是由動詞字根at’+字尾lyut’而成，其
義為“動”

自我中心、我慢；五種無明（avidya’）的一

at’ati：一邊行走（旅行）
，一邊學習

種型態，此種型態的無明，是視運動器官，

at’ha：意義

為自行動作，而忽略真正的知者和指揮者的

at’t’a：持續性的，由at’+字尾t’ac而成

心靈；沒有分辨力的心理疾病

at’t’aha’si：：持續性的 ha, ha笑

asmita’ru’pa：自我

at’t’aha’sya：突然大笑

asrs’t’a’nna : 不分配食物

at’t’hi：骨，白骨，詳見asthi

Assaji：
（巴利文）佛陀第一次給法輪常轉手印的
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
assamese：語言的一種

ata u’rdhvam : 此後、今後、以後
ata’（a’ta’）：中世紀土耳其語的父親，養育者，
保護者

aṣṭa（aṣṭau）
：數目八

atad : 非如此、原非

asta：滅、死、沈沒、消失

atadru’pa：非實相

aṣṭa’ṅga yoga：瑜伽八部功法

ataḥ : 因此，從這裡，從此；從現在起

aṣṭa’vakra：王者之王瑜伽經作者，音譯為阿士塔

atah param : 此後

伐克拉，字義為八曲、八個彎曲處
aṣṭadha’：八、八分、八重地

atahpar：之後，此後
Atala：七層地獄名稱之一，為下界的第三層，字

aṣṭaguṇita：八種特質、八種特性

義為無底，又譯為無底界。其餘六層分別為

astamaya : 消失、日沒

tala，tala’tala，pa’ta’la，atipa’ta’la，mahiitala

astaunga yoga：同as’t’a’nga yoga

和rasa’tala

asteya：不偷竊

atandrita : 不倦、不懈怠

asthi：骨，白骨，asthi→at’t’hi→a’nt’i（a’nt’hi）

atapaska’ya : 不修苦行

asthira : 不堅固、非永久的、一時的、變化無常

atas : 由此、此後、故、是故

asthita : 不住、無住、不存在

atash (ataḥ) : 因此、所以、此外

asthivisarjana：殘骨的施洗禮

atasii：一種花的名字

asti : 有、存在

atatkṣaṇa’t : 從那一刻起、從那一瞬間起

asti：意義之一是”存在”，意義之二是”是（等同

atattva’rtha : 無實質意義

英文的is）”；有
astra：兵器，陣

atha va’: 或、或者
atha：但是、如果；那時、當時、於是、復次、

astu : 應如此、應該、是；成為

還有、和、而且、然而、因此、同時、從現

asu’ṃ (asūn) : 生命

在起，爾時之後，那麼，然後；將會是

asukh：健康

Atharva veda：四吠陀名稱之一，又譯為禳災吠

asukham’ : 不快樂的、痛苦的

陀，音譯為阿他婆吠陀。一部份在印度，一

asura：阿修羅，好鬥的靈；又譯為非天、無酒；

部份在印度以外的地區形成。此名稱即以編

在古時，中亞（或西亞）一個名為Assyria（亞

者之名Atharva命之，其餘三種為Rg，Yajur，

Sa’ma

atta’：a’tma’（個體意識）
，這個字在西方的

athau : 此外，換句話、其他

Demi-Ma’gadhii語裡變成atta’，在佛教的巴利

athava’ : 或、若是、如果、寧可、或者、然而

文亦用atta’（或atta）來代表a’tma’

ati：超、甚、太、過度、極，充裕，很多；不需
增長的部分；超出、最極、在……之上
ati’ta：過去、過去的、過去世
atibiija：另一音根的音根，字義是極（超級）音
根

Atta’hi atta’nam’ natha：有兩個意思，其一是“自
己是自我的主人”，其二是“個體自性是個體的
主人”。第二個解釋比較正確
atta’n：a’tma’（個體意識）
，這個字在東方的
Demi-Ma’gadhii語裡變成atta’n

atibodha : 更高的智慧、超智慧

atthi：存在

atiisha：可怕的主宰，無敵的主宰，亦指大宗師

atula（atulaṃ）：無比的、無等的

（ Maha’kaola）俗語之義為受大家所歡迎的

atya’gina’m : 未捨棄者

人，也就是有智慧的賢者

atyanta：繼續不斷、永久地、完全、絕對、畢竟、

atiita：超越；過，過去，去

都、終究，恆、持續、不斷絕

atiitah : 超越

atyartha : 最、甚、深、極

atiitya : 超越

atyatis’t’ha dasha’ingulam：（住）在十指之上，

atiiva : 非常、極大

意指眉心輪十指之上的頂輪

atikrama：越過、超越

atyeti : 超越

atima’nasa kos’a：超心理的層次，或譯為超意識

auda’si’nya : 不在乎、不關心、冷淡、不執著、

的第一層

不虞

atima’nita’: 自負、傲慢

auda’sya : 不在乎的、不關心的

Atipa’ta’la：最墮落的地獄層，七層地獄名稱之一

auddhatya : 傲慢、高舉、掉舉、輕躁、輕侮

的往下第六層，又譯名極淵界
atipa’taka：字義為“嚴重的過失”，犯了永久性傷
害，且無法彌補的過失
atipa’takii：對某人造成身體或心靈上永久性傷害
的人
atiprasaṅgaḥ：無窮盡、太多
atiricyate : 超越、過多、凌駕
atirikta : 過剩、捨、多餘的、卑、卑微；不同的、
分離的
atiriktam：剩餘、盈餘
atis’anta :超寂靜
atisu’ks’ma：心靈所無法接受得到的實體
atisukhava’da：極樂論
atisundara：絕美；很吸引人，非常英俊
atitaranti : 超越、得救贖
ati-us’n’a : 過熱的、過辣的
ativartate : 超過、超越、超越的行事法

Aum Mani Padme Hum：所有宇宙的表相音根就
是AUM（包括所有的事情，所有工作的合音。）
Mani Padme意指kun’d’alinii， Hum是戰鬥的
音根，代表kun’d’alinii本身的聲音及其往上提
昇之意。全意就是俗稱的六字大明咒，唵嘛
呢唄咪吽
AUM：己顯現的宇宙總稱。A：創造，U：運行，
保持，Ma：毀滅，回收
aunga：由anj+字尾ac組成，其義為已成長的地
方又指身體上已成長的部位，如手，腳，眼，
耳都稱之為aunga；決定；已被固定的東西,
四肢；此字由anc+ka所組成；指“一部分”
aunga’ra：煤炭，木炭
Aungadesha：在印度比哈省內的一個地點名稱
aungana：此字由anj+lyut’組成，其義為房子的
增加處，亦即指中庭，又以前女人的活動常

atra tis’t’ha：住在這裡

被侷限於中庭，所以此字亦代表女人，不過

atra：於中、於此、此處、此中、這裡，在這個

最後的a字要改成a’，成為aungana’

地方

aunganya’sa：以身體姿式（身印）的型式來禮拜

aungira：人名，是Atharva的追隨者
aungirasa： 人名，是Atharva的追隨者，與aungira
是同一個人
aunka kara’：總計

為avadhu’tika’，音譯為阿瓦督提卡
avadhu’tika’：見avadhu’ta；另義為中脈
avadhya：難侵犯、不可殺、不受傷害的、殺不
死的

aunka kasa’：總計

avagaccha : 應該知道

aunka：由anc+ka組成，語源學上是指已被固定

avagama : 了解、認知、確定

的，俗語的意思是膝上（膝至大腿上緣）
； 行
動；數目
aunkana：此字由anc+lyut’組成，其義為圖畫；
用線條來固定某物
aunkasha’stra：數學
aunta’pa：懊悔
aupamyena : 進行比較、譬喻，類推
aura：光
Aurangzeb：印度Mughal（蒙兀兒）帝王的名字
aus’adha : 草藥、本草
aus’adhi : 草、藥草

avaha’sa : 玩笑
avaja’nanti : 輕視
avajina’：冷漠
avajina’ta：忽視的，輕視的
avajña’tam : 輕視地、瞧不起地
avaks’aya：減價，貶值
avaks’ayen’a：藉由減少。avaks’aye：在減少中
avalambate ( avalamb ) : 下垂、沉沒；固執於、
依賴於；抓、支撐、支持、攀、繫、抱
avama’na : 恥辱、不敬、不光榮
avama’nana’：不敬，失禮

ausha’sita’ram : 教導者、主宰者、支配者

avama’nata’ : 不光榮

ava：此為一個字首字，附在字首是用來使字降

avanii：地球

級；較低的，相反的；在下邊
ava’cya : 不直接表達

avani-pa’la : 主權者、國王
avara : 低下的、卑微的

ava’pnoti : 得到、達到

avas’iṣyate : 餘、剩下、僅存 ( 此為被動式，原

ava’pnuya’t : 獲得、成就、圓滿、到達

型字是avas’iṣ )

ava’pnuya’t：達到、獲得

avas’t’abhya : 應停止、進入

ava’psyasi : 你將會達到、獲得

avasa’dayet : 沉、墮落、失敗、非難

ava’psyatha : 將會達到

avasara : 機會、場合、適當

ava’pta（ava’ptam）
：到達的、獲得的、得

avasha：不隨欲、不自在、無自由意志、無助的、

ava’ptavya : 可得到
ava’ptum : 得到
ava’pya : 可得到
ava’pyate : 取得、獲得

自動的
avashis’yate : 剩下的、所餘、殘餘、留存
avastha’： 位、住、狀態、情況、分位、住所、
場合

avabha’sa：影子

avastha’nam：居住、安住

avabha’sah：反映

avastha’tum : 停留

avabodha : 醒悟、覺知

avasthita : 住、停、息、宿、棲止、安住、排列、

avacetana：下意識，潛意識

在、位、位於、處於

avadha’na：專注、定心

avasthita’n : 在位置上，在排列上，處於

avadha’ra：決定、限制、了知

avastu：非物質，不受造化勢能三種力量束縛的

avadha’rya：可確定的、執持

東西；非實質之物

avadhi：到……為止、定量、定法

avastutva : 非實質的

avadhu’ta：字意為“一個在精神上（心智上）和

avata’ra：具人形，化身，具體化；降臨，化現；

心靈上已純淨的人。”音譯為阿瓦督塔，女的

衍生物；此字是由ava－tr＋ghain而來

avata’rava’da：降身論，化身論，降臨論

avirati：放肆、不節制、滿足感官享受

avatis’t’hate : 變得穩定、維持、保持、維續在

aviruddha : 不相違、不反對、不違

aveks’e’ham’：讓我觀看、凝視，原型字是aveks’in

avis’eṣa：無差別的、不分別的、不可區別的

和aham’
aveks’ya : 考慮到、關照到、注意到
aveti：暫歇，部份標點，不是永久停止
avibhaktam : 不可分割的
avidhava’：已婚未守寡的婦女
avidhi-pu’rvakam : 違反規定、錯誤的
avidva’ṃsa : 無知、愚昧
avidya’ shakti：宇宙離心運作的力量。無明的力
量，由精細到粗鈍
avidya’ tantra：黑道密宗，或譯為無明密宗
avidya’：無明，無知，把短暫視為永恒，不純淨

avis’eṣah：無差別的、無區分的、同樣的
avis’ra’nta（avis’ra’ntaṃ）
：不休息、不間斷
aviṣayi’ ：無法感知的、非所緣的
avishva’sa：缺乏自信
avohas：波谷，波底
avyabhica’ren’a : 必然的、務必的
avyabhica’rin’ya’: 不間斷地、持恆地
avyabhica’rinii : 絕對的、不違悖的、持恆的
avyakta : 不可知、不明了、難辨認、未顯現的；
未顯現的造化勢能
avyakta’t : 從未顯現中

視為純淨，世俗的痛苦視為自性的喜悅。物

avyakte：在未顯現的階段裡

質視為至上，稱之；世俗的知識；佛教十二

avyapades’ya：無稱呼、無定義、潛伏的

因緣的第一緣「無明」，其餘十一緣依序如

avyavasa’yina’: 沒有決心、猶豫

下：行（sam’ska’ra或karma）
，識（vijn’a’na）
，

avyaya : 不滅的、不變的、不變異的、無盡、永

名色（na’maru’pa），六處（s’ad’a’yatana）
，

遠

觸（spars’a）
，受（vedana’）
，愛（tr’s’n’a’），

avyayasya : 不朽的

取（upa’da’na）
，有（bhava）
，生（ja’ti）
，老

aya（ayaṃ）
：行走、運行、進路

死（jara’maran’a）

aya’：此、其、以此、是、這般

avidya’ma’ya：離心的力量。大宇宙運作的離心
過程中所顯現的。又譯為無明幻力；不良的
行為，增加束縛的作用力，如六大敵人與八
大束縛
avihvala : 堅定的、不躊躇、不自大、有勇氣
avihvalamana’h : 心志堅定
avijñeyam : 不可知的
avika’ra : 不變形、無變化、不壞
avika’rya：不變的
avikalpena : 無區別的、無分別的
avikriya : 不變化的、不變的、相等的、容貌不
變
aviks’epa : 非散亂、非分心
avina’bha’vii：彼此依存，不可分離
avina’s’in : 不會毀壞的、不滅的
avina’shin (avināśi) : 不壞的、不滅的、不朽的

ayajñasya : 不從事奉獻的人
ayam (ayaṃ) : 此、這、他
ayameva : 僅此是
ayana：庇護所；休息處；道路
ayanes’u : 在其道上，在其位置上
ayashas : 不名譽、不光彩、臭名
ayatha’vat : 不正、錯誤
ayati : 非苦行者、不被控制
Ayengars：Dravidian Brahmins 後來分成兩支
脈，其中一支是Ayengars，是屬Vis’n’u的信仰
者，Vaes’n’ava派的人，另一支為Aiyars，是
屬Shiva的信仰者，Shaeva派的人
Ayodhya’：地名，是Ra’ma誕生的地方；字義為”
不可戰（國）”
ayoga : 不連結、不聯結
ayukta：不連接、不結合、不相應、沒有從事；

avina’shinam’ : 不滅的、不朽的

不如法、不合理

avinashyantam : 不會毀滅的

ayuktasya : 沒有聯結的

avipashcita : 凡愚、無智
aviplava’：不間斷的、不受干擾的

B

Ba’ma’ Shakti：在Paora’n’ik時期，那些源自佛教

ba：心靈傾向avajina’（泠漠）的音根
Ba’Ba’ Na’m Kevalam：愛遍滿一切處，至上普現

密宗金剛乘的控制的神祇，稱為Ba’ma’ shakti
ba’munaha’ti：印度常山

一切處，真理遍滿一切處，巴巴普現一切處。

ba’nka’：不偏進

是瑪迦的共通咒語，六字大明咒

ba’nsha：竹

Ba’Ba’：字義上是「最親愛的」
，或靈性之父。一
般弟子對上師的暱稱；父親
ba’bhya’bhyantara：裡外、內外

ba’ra’hii：亥母
Ba’rendra：婆羅門人（姓氏）之一，但此種姓氏
的婆羅門人，並不為大家所公認

ba’bla’：阿拉伯尼栲

ba’ro：孟加拉語的數目「12」

ba’bu：父親，先生，對偉人的尊稱（Hindi文）

ba’roiya’rii：十二個朋友，此字與ba’roya’rii同義

ba’bujii：父親大人

ba’roya’rii：十二個朋友

ba’da’mii：棕色

ba’rsinga’：鹿的一種

ba’dha’：障礙

ba’stusa’p：一種會住在人類家裡的眼鏡蛇

ba’dhane：使困惑、痛苦

ba’su：有財富的人

ba’dsha’bhog：印度米的一種

ba’ta’sa’：蘇打糖

ba’gda’ cim’r’i：水族的一種

ba’za’r：市場

ba’gda’：龍蝦（孟加拉語）

babhu’va : 變得

ba’gdiis：武士階級的一種，它是屬於社會較低層

baddha kumbhaka：把氣吸滿後的住氣止息

的武士階級

baddha padma’sana：鎖蓮式

ba’geshree：繁盛，美麗

baddha：束縛、控制、繫、縛

ba’ha’ : 手臂

badh：逼惱、逼迫

ba’ha’dar：幸運的人（烏獨文）

badhir：聾

ba’ha’dara：幸運的人（印度旁遮普語）

badhna’ti : 束縛、苦惱

ba’ha’dur ：幸運的人（孟加拉語）

badhni：打倒、殺死

ba’hitam：由……攜帶

badhva’：實行

ba’hu : 手臂

badhyate：控制、限制、抑止、綁住、鎖住、受

ba’hya：外面的、外部的、外在的、別國的

束限

ba’hyatas：外在的

baetaran’ii：地獄

ba’ire：外在

Baghelkhan’d’a：印度地名

ba’la：年輕的、幼稚的；小孩、嬰兒、童子；愚

bagi ga’r’ii：馬車

癡、稚氣、孩子氣

bagi：馬車

ba’la’ḥ : 凡夫、愚者、幼稚

bahava : 眾多的

ba’la’rka：上昇的太陽

baher’a’：印度欖仁

Ba’lasubrahman’yam： Ka’rttikeya的別名之一

bahi : 外在

ba’lavat（ba’lavad）: 像孩子氣、稚氣、像幼稚

bahih：外在的

無知、愚癡、像小孩

bahihkaran’a：外在器官，外因

ba’lis’a : 愚者、遲鈍、孩子氣

bahir：向外、外在、外面

Ba’m’la’：古印度文字的一種

bahiraṅgaṁ：外在的部分

Ba’ma’ Ka’lii：在佛教密宗裡，ka’lika’被崇拜為

bahu：許多

Ba’ma’ Ka’lii

bahu’n (bahūni) : 很多、許多

bahudha’: 反覆地、經常，各種地、許多方法
bahula’ṃ : 各種、多種
bahula’ya’sam’ : 受諸苦惱地、併命地
bahu-mata : 評價高的、敬佩
bahuna’ (bahūnaṃ) : 許多、何必多說
bahuna’tra : 於此何必多説
baiyer doka’n：書店（孟加拉語）
bakadhara：幸運的人
bakayan：烏獨文（Urdu）稱楝樹為bakayan．
（烏
獨文是印度回教所用語之一）
bala：靈性力量；力量，能量、氣力
bala’：
（去）說（孟加拉語）
bala’ni：力量（複數）
bala’t：強迫、被迫地，突然地
bala’tka’r：沒有事先思考而突然做某件善事或惡
事稱之
bala’tka’ra：暴力、強力、強烈地、猛烈地
balabhadra：有巨大力量的人；Krs’n’a的哥哥
balaja’：地球，美麗的女人
balam：能量
Balara’ma：Krs’n’a的哥哥之一的名字；此字也代
表著已開展的人類
balava’n：非常有力的
balavant：有巨大力量的人
balavta’ṃ : 強者的、有力者的
balee：非常有力的
balendra：光之神，Indra的別名
baleṣu：在力量上
Ballal Sen：Bengal的一個國王名字
balo：說，講（孟加拉語）
balva’n：充滿靈性的力量
Bam’ga-Daba’k：地名，在南孟加拉
ban：擁有大量不易燃的樹木的區域稱之
banabibi：神祇的名稱
bandel：好的地區
bandha：鎖、打結、繫緊、縛、束縛；鎖印，穩
固的壓縮神經，並保持一段時間
bandha’t : 從束縛中
bandhaḥ：鎖住、固定、結合
bandhana : 綑綁、束縛
bandhanam：無法忍受分離的相繫，緊緊相繫在

一起
bandhatraya yoga：三鎖印瑜伽
bandhu：修行人；聖者；親族、眷屬、朋友；一
個令你無法忍受分離的人
bandhus’u : 和 bandhu、和朋友
Baoddha Yoga’ca’ra：佛教在當時被稱呼的名稱
之一
baoddhika amitavyaye：沒有靈性目的的智性追
求
Bappa：
（巴利文）佛陀第一次給法輪常轉手印的
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
Bapra：佛陀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巴利文為
Bappa，詳見Bappa
bar’a ela’ca：香子
bar’a’ ba’ja’r：大市場；環繞Bur’oshiva廟的市場
bar’a’ ha’kim：在Birbhum和Purnea地區的行政人
員稱為 bar’a’ ha’kim
bar’hva’dena’：（Hindi文）縱容，溺愛
Bar’o：偉大的
bar’ua：在Ma’gadhii Pra’krta把bat’uka改成bar’ua
bar’ua’：在Ardha-Ma’gadhii裡把bat’uka改成
bar’ua’
bar’uya’：在古老的孟加拉語裡，此字即同bat’uka
（最偉大的）
bara：施予；眾人中的最好者
bara’bhaya mudra’： 由靈性上師所給的大無畏
印，或譯為大手印，字義為施無畏印。左手
在左大腿上，而右手舉起在右胸前，手掌略
為朝外。bara mudra’其意為施予印，abhaya
mudra’其意為無畏印
bara’bhaya：此字是由bara（施予）＋abhaya（無
畏）所組成，其義為施無畏，正確寫法為
vara’bhaya
bara’bhayakrtahastam：bara’bhaya（施無畏）
＋krt（作為，從事）＋hastam（手臂）
，合組
之義是給予施無畏印。正確寫法為
vara’bhayakrtahastm
bara’ha：野豬
barada’ mudra’：當人們使用vaos’at’和vas’at’咒
語的典禮中，會使用barada’ mudra’

bardhanam’：加速度，增加

Bha’gavat Sha’stra：薄伽梵經典，即Shriimad

barishmati：像火一樣光明的女人

Bha’gavat經典，非Shriimad Bha’gavad Giita’

baro：一群人中的最好者

（薄伽梵歌）

barun’a：水神，同varun’a
basil：九層塔

bha’giirathii：神話故事裡，洗完Vis’n’u腳的水流
至地球上的稱為bha’giirathii

basti：膀胱、大腸淨化法

bha’gya：繁盛的，繁榮的，命運，功德

bat（banyan）
：榕樹，印度榕

bha’gyahata：不幸的

Bat’uka Bhaerava：希瓦的別名，其意為「大的

bha’i：兄弟

希瓦」
，在佛教時期把希瓦視為一個菩薩，並
取名為Bat’uka Bhaerava或Bur’o Shiva
Bat’uka Buddha：字義為「非常偉大的Buddha」，
其實是指Buddha和Shiva的思想觀念，在
Paora’n’ik教，改稱為Bat’uka Bhaerava
bat’uka：最偉大的；此字後來演變為Bar’ua→
Bar’uya’→Bar’o及Bur’a，Bor’a’

bha’la’：很好的；在古Ra’r’hii孟加拉語，此字之
意是「注視，看」
bha’la’ii：此字是Hindi語，它是bha’la’（好的）的
抽象名詞
bha’lapadma：頭額
bha’lo：很好（平安無事）
（孟加拉語）
，此字是
源自梵文bhadra

bata : 啊！唉！嗚乎、長嘆、哀哉

bha’mah（a）
：光明；太陽

baura： 希瓦的別名，字義是「大」

bha’nata’ra’：佛教神祇名，或譯為巴納度母

beeja：種子；原始，同biija

bha’nu：太陽，光線，希瓦的別名

beejakarta’：世界種子的創造者

bha’numatee：美麗的女人

beemala：純淨，無污，同vimala

bha’nushree：美麗的女人

begunii：紫色（孟加拉語）

bha’raṁ：重擔、苦幹、重量

bel：硬皮橘

Bha’rata Khan’d’a：印度之地

Bengalees：孟加拉人

Bha’rata Vars’a：印度國土，字義上是能幫助居

ber’e cala’：成長

住的人民全面發展的廣大土地

ber’ela’：圓葉金午時

bha’rata vars’er itikatha’：印度史

besh：好的

Bha’rata：「印度」這個字的梵文字。此字是由

bet’a’：此字會因使用者的意念而改變其意義，有

Bhar+al（供給食物）再加ta（全面的發展）

時代表我的孩子，有時此字之音會將毒素注

所組成；印度的古名，音譯為婆羅多；婆羅

入聽者的心裡

多族的後裔；此字的另義為「王」

betel：荖藤

bha’ratee：演說，口才的女神；Saraswati的別名

beto（sha’k）
：灰藜

bha’ratiiya：印度

bha：以自己的靈氣照亮所有天所有世界者；擁

bha’s：發光體

有巨大屬性特質的音根；心靈傾向mu’rccha’

bha’s’a’：演講、談話；語言

（心智恍惚）的音根

bha’s’ase : 說著

bha’: 光輝、燦爛

bha’sa : 光澤、光輝、光明、光芒

bha’dra：印度某曆制的月份，大約八月－九月

bha’santee：閃亮，光彩的女人

bha’ga dha’ra’：幸運的人

bha’sate : 顯現、顯示、看起來

bha’ga：分擔、分配；幸運；區域、場所、地點

bha’sayate : 光照

bha’gam’：不同的形式，代表複數形式

bha’skara：太陽；Shiva 的別名

bha’gavanti：幸運的女人

bha’svara：光所散射出來的地方；光源；光明，

產生，感覺，修行、修定、勤修、信仰；觀

閃亮
bha’svata’: 發光的

想、冥想；吾人客體心靈的內向波流

bha’svatee：發光的人

bha’vana’bha’vana’ : 冥想與無冥想、有無冥想

bha’t：巳煮的米（飯）

bha’vana’ma’tra : 僅是一種想像

bha’ti : 光明、光輝、光澤；知覺、知識

bha’vana’taḥ：正念、正行

bha’va (bhāvo、bhāvaḥ)：大宇宙心靈的顯現，

bha’vanam：想像、創造、產生……結果、思維、

思想波流所顯示出的宇宙。也就是Sagun’a

冥想

Brahma；心念，理念；個體情感波流和靈性

bha’vapravanata’：情感，情緒

永恆波流的平行相應；對至上最深摯的愛；

bha’varen’u：宇宙微塵，諸微塵

思想；屬性，特性的「性」
；現存、永續、狀

bha’vastha：傾心，迷戀，概念，觀念界

態、萬物、生起、認同

bha’vasya : 存在的

bha’va mudra’：mudra’的一種，字義是理念身印

bha’vayanta : 相互照顧

bha’va nidra’：理念觀想的睡眠

bha’vayanti : 想成、認為

bha’va sa’dhana’：自我暗示的靈性鍛鍊；與心智

bha’vayantu : 將會照顧

世界的障礙戰鬥；為心智層面的成長而戰鬥

bha’vayata : 照顧、養育、撫育

bha’va’: 誕生、產生、存在、展現

bha’ves’u : 本性、在萬物裡、在事物裡

bha’va’bha’va : 有與無、存在與不存在、生成與

bha’vinee：美麗、高貴有美德的女人

毀滅、存在與消失

bha’vita : 被愛護、養育，被滿足，思惟、想起，

bha’va’dha’ra：思想波流體，心靈體
bha’va’n：光明，閃亮；存在；太陽的別名
bha’va’ru’d’ha’rtha：大部份的梵文字都有兩種型
態的意義，其一是字根的意義也就是
bha’va’ru’d’ha’rtha，另一是一般說法的意
義，也就是yoga’ru’d’ha’rtha
bha’va’ru’rha’rtha：字本身的字義，或字根義
bha’va’sana：理念式
bha’va’tiita adhinava：超越思想（波流）
，永遠
是最新的
bha’va’tiita：卓越的，超然的；超越一切波流
（bha’va）之上，也就是Nirgun’a Brahma；
超越思想
bha’va’tmaka svara：靈性的聲音
bha’vagatavandhan：教條的束縛
bha’vajad’ata’：愚鈍的思想，僵化的思想，又譯
為教條
bha’vaka : 假想、想像成、使存在、有法
bha’vakendrasthitah：位（置）於至上理念波流
的核心
bha’van：創造者；Krs’n’a的別名
bha’vana’： 觀念、概念，深思、思考，想像，

修習
bha’vuka：已達到建立個人與至上精細的相應之
境者稱之（印度語）
bha’vya : 會發生的、可被實現的、可修習、可
觀
Bhaddiiya：
（巴利文）佛陀第一次給法輪常轉手
印的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
Bhadra Ka’lii：一位密宗女神的名字，人們在其頸
項裝飾著五十個人頭的花圈，其意是「代表
梵文的五十音」
，其造型有時是將第一個字母
握在她手中，而其餘的四十九個字母則懸掛
在她的脖子上
bhadra：好的，優美的，有益的，好兆頭的； 內
在與外在都是好的；賢善
bhadra’：溫和，優美的女人；soma的女兒；字
義是"好的""優美的；某星座之名，由此星座
而推出bha’dra的月份
bhadra’ksha：有漂亮眼睛的男人
bhadra’kshee：有漂亮眼睛的女人
bhadra’yu：有快樂人生的男人
bhadrada’：
（女）帶來好運的人
bhadraka：（男）帶來好運的人

bhadraka’lii：在Atharvaveda裡的一位女神

Bhagavatii Sarveshvarii：吉祥佛母，吉祥天母；

bhadramukha：（男）有漂亮的臉

在佛教密宗裡稱Maha’kaola的Maha’shakti的

bhadramukhee：（女）有漂亮的臉

名稱有幾個，Bhagavatii Sarveshvarii是其中

bhadrasheela：（男）有良好的德性、行為

一個，其餘如Vajrava’ra’hii，

bhadrasheela’：（女）有良好的德性、行為

Vajradha’tviishvarii，Prajina’ Pa’ramita’，

bhadravatee：溫和優雅的女人

D’ombii，Can’d’a’lii

Bhadreya：佛陀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巴利文為
Bhaddiiya，詳見該條

bhagavatoseva’：對至上的服務
bhaginii：姐妹

bhadrika：好運的男人

bhagvad giita’：薄伽梵歌

bhadrika’：幸運的女人

bhaiks’a : 乞丐、乞討、乞食、賑濟品、乞丐生

Bhaerava：至上意識在第二階段的名字，希瓦和

活

Pa’rvatii的兒子，字義為從事密宗鍛鍊的人
Bhaerava-ya’mala Tantra：印度密宗其中一派的

捨品生活
bhaiks’ya : 透過乞討、乞討的

名稱
Bhaeravii cakra：此為ka’pa’lika sa’dhana’的一種
修持法，又代表

bhaiks’avrtti ( bḥaikṣavrttau ) : 行乞生活、靠施

的標幟。此外Bhaeravii是

介於Shiva’nii和Bhava’nii之間，又代表著把
Bhava’nii提升至Shiva’nii

bhairava：希瓦的恐怖形相，同Bhaerava
bhairavee：ka’lee女神的名字，同Bhaeravii
bhaj：這一個動詞字根的意思是把一個人從物質
的執著中收攝回來，並集中導向某一特定點

Bhaeravii shakti：行動中的能量（力量）

bhaja’mi : 回報、分派、給予

Bhaeravii：造化勢能在第二階段的名字，希瓦和

bhajana：靈性的歌曲，通常是指弟子讚美上師

Ka’lii的女兒，字義為從事密宗鍛鍊的女人
bhaga：萬能，全能，有各種法力，絕對的力量，
慈悲，光明；靈性的光輝；幸福、美麗；具
有六大特質（見bhagava’na）的組合；此字
由bha+ga組成；另義為女性陰部
bhagava’na（bhagava’n）
：至上，上主，宇宙意

或歌頌上主所做的歌曲
bhajante : 奉獻、虔敬、敬拜
bhajasva : 奉獻愛、虔誠
bhajata : 禮拜、禮敬
bhajati (bhajate) : 崇拜、虔誠、禮敬、服務、
分配、分享、獲得、親近、能事、恭敬、崇習、
修習

識，具屬性的至上本體，是光明，慈悲及全

bhakika’ya：虔誠的化身

能者。音譯為薄伽梵或博伽梵，或譯為世尊、

bḥaks’a（bḥakṣayen）：吃、飲

至尊。由bhaga（擁有各種能力，法力）+字

bhakta : 虔誠者、孝順、虔敬、皈依、信仰、供

尾matup而形成。具有下列六大特質：神通法

食

力，勇敢（prata’pa）
，聲名（yasha）
，吸引

bhaktes’u : 向虔誠者

力，智慧，不執著

bhakti ma’rga：虔誠之路，把至上意識拉向我的

bhagavad dharma：至上法性
bhagavat：世尊，有德，德成就，神聖；此字由
bhaga+字尾matup組成。用在第一人稱單數
時，變成bhagava’na；薄伽梵

道路，讓自己臣服於至上意識的道路
bhakti yoga：虔誠瑜伽
bhakti：虔誠、奉愛。由「bhaj」+字尾「ktin」
組成。
「bhaj」意為心無二念的朝向至上。另

bhagavata dharma：至上法性

意為虔誠的呼喚著。把衪帶入生活的每一件

bhagavate : 世尊、神聖的、有德者

事物上，就是Bhakti。換言之就是收攝心靈的

Bhagavatii Prajina’ Sarveshvarii：是Naera’tma

一切表現，而導向衪；崇拜、信仰

Devii（無我母）在俱生歡喜地的化身名稱

bhaktih bhaktasya jiivanam：虔誠是虔誠者的生

命（力）
bhaktih：虔誠
bhaktiva’da：代表完全臣服（prapatti）的虔誠鍛
鍊法

洋
bhava’mbodhipotam：漂浮在業海的船；跨越宇
宙之洋的船
bhava’mi : 我變得

bhaktya’: 虔誠地、虔敬地、經由虔誠

bhava’n : 您本人、您、你

bhaminee：美麗的女人

Bhava’nii：造化勢能在第三階段的名字；希瓦之

bhaoma man’da’la：地壇，海底輪
Bhaomika： bhumi+字尾snik=bhaomika，其意

妻，Pa’rvatii
bhava-abhava：有無

為住在一切處者；至上意識的別名；姓氏的

bhavabhuti：宇宙；希瓦的別名

一種

Bhavada’ra’： Bhava的妻子

bhara : 重量、數量、體積、大數目；承擔、維

bhavana：住所、家、住處、王宮、天宮

持；食物的供給者；滋養

bhavana’tha：世界之主；希瓦的一個名字

Bharadva’ja：人名；人類早期部族首領的名字

bhavane：在住所裏

Bharadva’jagotra：Bharadva’ja的山丘，

bhavanta (bhavantam) : 你們、你

Bharadva’ja的族群
bharga：光輝，光明，燦爛
bharta’: 支持者、維繫者、指導者、主；照顧貧
困的人

bhavanti : 生長、出現、造成，成為（一種祝福
的型態）
bhavanty : 變成
bhavasa’gara：大宇宙的循環

bhartr : 支持者、維持著、主人、首長

bhavat (bhavato) : 你的；汝、汝等

bhartta’：先生，丈夫；此字是由bhr+字尾tlrm’

bhavata : 變成

組成，字根bhr的意思是「支持、支撐」
，所
以bhartta’表示支持（支撐）某人的人
bhasma：灰

bhavati：成為、變成、出現、這就是；現在
bhavedapi : 即使是
bhavedasau : 變成

bhasmasa’t : 化成灰

bhavesha：世界之主；希瓦的一個名字

bhastrika’ pra’ṇa’ya’ma：風箱式呼吸法

bhaveshii：宇宙的控制者

bhastrika’sana：風箱式

bhavet（bhaved）：將是、有、出現、達成、到

bhasvati：閃耀著靈性之光

達、達到、成為，原型字為bhu’

Bhat’t’a：學者，知識份子

bhaveyuh：應該

Bhat’t’a’ca’rya：人名，特別以bhat’t’a（知識份子）

bhavis’ya : 未來的、當來、應當存在、當得成

來表達其特質
bhava pa’ra’va’ra：創造之洋，諸有之洋
Bhava：至上意識在第三階段的名字，已顯現的
宇宙，世界；變成，要成為；希瓦之名；業
力的波流（業力之海）
；造成再轉世的反作用
力勢能；有，諸有、是、存在著，誕生，本
源；波動法則的整個領域；至上認知法則（至
上意識）
；在時、空、人物範圍內的一切個體；

bhavis’ya’mah : 將會存在
bhavis’ya’n’i : 未來的、將來的
bhavis’yasi : 將會
bhavis’yat ( bhaviṣyad ) : 即將到來、未來的、
當有
bhavis’yata’m : 未來的
bhavis’yati : 成為、成就、獲致；將會、將有
bhavis’yati：將成為、將來會
bhavita’: 將會開始存在、會成為

十二因緣中的第十緣「有」
，是緣第九緣「取」

bhavitum : 要變成、成為

之後，產生一個業力所變現的世界

bhavo’yaṃ : 這個世界

bhava’mbhodha : 存在之洋、世界之洋、創造之

bhavya：好的相貌；光亮華麗；Dhruva的兒子

bhavya’：Uma’和Pa’rvatee的別名

bhikkunii：比丘尼，成年的出家女子

bhavyam：即將發生的；未來

bhiks’u（bhikṣu）
：雲遊僧侶或出家人；靈性追求

bhaya（bhay）：恐懼，懼

者，虔誠的修行者；乞食者、行乞者

bhaya’bhaye : 恐懼和無懼

bhiks’unii：女出家人

bhaya’naka’ni : 恐怖的、令人害怕的

bhinna : 差別、各別、相異、不同；破壞、離散

bhaya’t (bhayād) : 出於恐懼
bhaya’vah：恐懼的摧毀者；恐懼的，可悲的
bhaya’vaha : 帶來恐懼與危險
bhayam：恐懼的情感
bhayana’shana：恐懼的摧毀者
bhayena : 出於恐懼
bheda：破壞、穿透、貫穿、散、離、捨；殊異、
類別、差別、差異、不同
bheda’bheda：不一不異論
bheda’bhedava’da：有差異性（bheda）到無差
異性（abheda）之論
bheda’t：由於不同的
bhedah：區分、分離、種別、捨、異
bhedan：穿透
bhedatah : 不同
bhede：區別、不同、差異
bheri：鼓
bheri’：壺、鼓、螺鼓
bherya : 大鼓、鉦鼓
bhes’aja : 治療、治癒、藥
bhi：恐懼
bhidura：可敲碎的、易碎的、破壞
bhii : 恐怖、驚、畏
Bhiima（bheema）
：Pa’n’d’ava家族排行老二的名

bhittik：基礎的
bhittva’：貫穿、破壞
bhitva’：貫穿
bho：叫某人（與bhoh同義），喂，唯唯
bhoga：受用、享受、享樂、性的享樂
bhoga’：遭受痛苦、享受、經驗
bhoga’ḥ：享受、經歷
bhogah（bhogaḥ）：享樂，承受、經驗
bhogaiḥ (bhogair) : 享受、享樂、承受
bhogavati：給予快樂和高興的女人
bhogavatii：神話故事裡，洗完Vis’n’u腳的水流至
地下的稱為bhogavatii
bhoges’u : 在享用的事物裡
bhogii : 享受者
bhojana（bhojanam）
：飲食、進食、膳食、享用、
珍饌、食餚
bhojana’sana：食物的姿勢，交叉坐姿
bhojanes’u : 用餐時、飲食時
Bhojpuri：古代印度語文的一種
bhojya : 可食的、飲食、享用美食
bhoks’yase : 享受
bhokta’：享受者、承受者、行為果報的承受者
bhokta’ra : 承受者、享受者
bhokta’si : 承受者、享受者

字，字義為恐怖的、可怕的；又譯為怖軍，

bhoktr : 享受者，統治者、主人

代表心輪的氣元素。

bhoktri’（bhoktr）：享受者、食用者、使用者

bhiima-karma : 形容行為令人畏怖者

bhoktritvam：你可享受（你可承受）

bhiis’an’a（bhiis’an’am）：恐怖的

bhoktrtve : 在享受中

bhiis’an’am bhiis’an’a’na’m：恐怖中的最恐怖

bhoktum : 享樂

者，即指至上意識
bhiis’ma : 恐怖的、大威猛；人名，音譯毗師摩
bhiita’ḥ : 出於害怕、出於恐懼
bhiita’ni : 出於恐懼
bhiita-bhiitah : 非常驚懼、誠惶誠恐地
bhiitam : 恐懼的
bhikku：比丘，成年的出家男子

Bhola’na’tha：容易寬恕他人過失的神；容易遺忘
的主，形容希瓦常處於禪悅之中而忘卻了外
在的世界；一個完全不為自己著想的人
bhonda’：姓氏的一種
bhra’jishnu：閃耀，光明
bhra’ma：徘徊的、不安定的
bhra’mari’ pra’ṇa’ya’ma：嗡音呼吸法

Bhra’mariita’ra’：佛教女神祇名；同Krs’n’a

「成為、發生、變成」；被創造物，創造的

Ta’ra’；durga’的別名；難近母；在中國被崇

bhu’jaunga’sana：蛇式，眼鏡蛇式

拜的度母（ta’ra’）名；是四種度母神之一，

bhu’ma（bhu’mau）
：地面、大地

其膚色如黑蜂一般，其餘三種度母神為

bhu’ma’：大宇宙的心靈，大宇宙的我覺，大宇宙

Niilasarasvatii，Vajrata’ra’，Ugrata’ra’

的

bhra’mayan : 使迷失、使旋轉、使陷入漩渦

Bhu’ma’caetanya：宇宙意識

bhra’nta：迷惑、錯亂

bhu’mau : 在世界上、在地球上

bhra’nti：迷惑、惑亂；錯誤的觀念、繆思

bhu’mi kus’ma’n’da：娥房藤

bhra’ntidars’ana：錯誤的見解和觀念

bhu’mi：地球

bhra’ntya：迷惑

bhu’mir : 地、固元素

bhra’trdvitiiya：兄弟節．是在印度陰曆七月的新

bhu’misu：次第、階梯

月日後第二天慶祝
bhra’trn : 兄弟輩；朋友們
bhram’sha’t (bhraṃśād) : 從迷亂
bhrama：困惑、旋轉；陷入漩渦，迷失、迷惑、
迷妄
bhramara：蜜蜂

Bhu’niya’：（孟加拉語）同Bhaomika之義
bhu’pata（bhoopata）
：地球之王（bhoo：地球，
pata：丈夫）
bhu’pati : 大地之主、國王
bhu’pendra（bhoopendra）
：王者之王，地球之
主

bhramati : 旋轉、迴轉、環繞、遊蕩、迷惑、迷、

bhu’ris’as : 各式各樣的、種種的

妄、徘徊、漂、閒逛

bhu’ta siddhi：成就了與低層次靈（地靈，鬼魂）

bhras’t’a : 墜、離、失、遠離
bhrgu : 聖人名，音譯布瑞古
bhrgupati：parasura’ma的別名
bhṛṅga：黑色大雄蜂
bhṛṅgi’：黑色大雌蜂
Bhrngii：人名，是希瓦的弟子，曾破壞Daks’a國
王獻祭禮
bhṛs’a : 強的、有力的、極度的
bhṛs’am : 極度地、高度地、非常地、甚、最、

相溝通的能力
bhu’ta yajina：對物質（五大元素）世界的服務
bhu’ta：「被創造出來的東西」，意指五大元素
（固、液、光、氣、乙太）
，基本元素、五大
元素的創造物、眾生、物質、塵、萬物；此
字由bhu’＋字尾kta而成；過去；事實
bhu’ta’di（bhoota’di）：至上的靈魂
bhu’ta’na’ṃ : 被創造的一切、萬物、眾生的、生
物的

堅、不斷地

bhu’ta’ni : 被創造的一切、眾生；鬼魂、精靈

bhrt : 支持、維繫、擁有；餵食者

bhu’ta-bha’vanah : 萬有的創造，萬物的源頭

bhrta：受別人餵食者

bhu’ta-gan’a’n : 精靈、鬼怪

bhṛtya : 僕人、佣人、奴婢

bhu’ta-gra’mam（bhu’tagra’ma） : 五大的聚合

bhṛtyaiḥ : 受到僕人、由於僕人
bhru：眉毛
bhru’（bhruva）
：眉毛
bhruva（bhruvor）
：眉毛
bhu（bhuh）
：東西，個體；同bhuvana’，宇宙之
物；建構每一事物者
bhu’（bhu’m）
：地球；物質界（上界與下界皆同
此名）
；與bhu同義；為動詞字根時，其意為

體、肉身；所有生靈的聚集處；各種族群；或
指精靈聚處
bhu’tah：本體
bhu’takrut（bhootakrut）：所有創造物的創造者
bhu’tam：過去的（事物）
；基本元素、要素、五
大元素所形成的世界
bhu’tama’tra : 微小的元素
bhu’tana’tha：所有創造物之主
bhu’tapa’la（bhootapa’la）
：每一個人的保護者

bhu’ta-sargau : 被創造的眾生、被創造之物

bhuvana’t (bhuvanāl) : 生物界、世界、地界

bhu’tashuddhi：把心靈從五大元素所構成的宇宙

bhuvanesha：世界之主

中收攝回來，物質世界的收攝

bhuvarloka：粗鈍心界

bhu’tatattva：基本元素的理論

bhuvi : 在此世上

bhu’tatva’t：生命裡的、萬物裡的

bi’ja mantra：具種子的梵咒。具種子是指具有音

bhu’tejya’(bhūta-ijāḥ) : 崇拜鬼魂和精靈

根，此音根可能指的是五大元素的音根，也

bhu’tes’u : 眾生裡的、生物的、對眾生

可能是個人的音根，或某些專屬的音根

bhu’ti : 力量、幸福、繁榮、幸運、福運、財富、
富庶；變成，此字由bhu’＋ktin而成
bhu’tva：由五大元素所構成的肉身、從事
bhu’tva’: 一開始就存在了、曾經當作、這樣地
bhu’tva’bhu’tva’: 反復出生
bhu’ya’ya : 晉升、進階、進一步
bhu’yah : 再次的存在
bhu’yas (bhūya) : 再一次、更、倍、益加、更多、
更大、更重要、進一步

bi’ja：種子
bi’jam：種子、根源
bibha’ga：部門
bibharti : 維繫者
bichuti：咬人貓
Bihar：印度比哈省
biija mantra：音根
biija（bijam）
：種子

bhuh：大宇宙心靈七重天的第一層物質界

biirhorh（birhor’）： 叢林人，森林人

bhuinca’pa’：圓唇山奈

bika’l：下午（３－６點）

bhujagi’：蛇、女蛇

bil：細小的洞；bil當作動詞字根時，其義為鑽孔、

bhujah : 享用、進食

挖洞

bhujena : 手臂的

bila（bilam）
：洞穴

bhuji：給予享樂

biles’aya：潛藏洞中

bhukta（bhuktaṃ）
：所吃的食物、受用

bilva：硬皮橘；bil＋van（或vun）＝bilva，語源

bhukteṣu : 所享用的事物、所享受的食物
bhukti pradha’na：區域負責人，簡稱B.P.或譯為
區域秘書，區域總幹事
bhukti：區域
bhuktva’: 享受、進食、食已
Bhulua：孟加拉的某地區名，在此區Vajraba’ra’hii
（金剛亥母）的信仰很普遍
bhuñja’nam : 享受
bhuñjate : 享用、享受
bhuñjiiya : 享受、享食
bhuṅks’va : 享受
bhuṅkte : 享用、飲食、吃、食
bhurloka：物質界
bhuti：福祉
bhutum peinca’：貓頭鷹的一種，體型大，顏色
黑
bhuvah：大宇宙心靈七重天的第二層，粗鈍心界
bhuvana：全世界的、全宇宙的
bhuvana’：藉由五大元素而顯現出來之物

學上的意思是挖洞者，俗語是指木蘋果
bilvaka’s’t’ha：即木蘋果木
bina’pa’n’i：沒有手，此字的正確字應為binepa’n’i
bindu dhya’na：專注冥想於某一特定點上的禪定
稱為bindu dhya’na或vindu dhya’na
bindu：點、一點，一滴；甘露
bineeta’：同vineeta’
bir：叢林，森林
bira’t’：巨大的，廣大的，同vira’t’a
birbal：人名，是akbar國王的行政首長
bis’a’kta：有毒的
bishes’atva：特殊
boddhavyam’ : 應該了解
bodha vivikti：覺知之明
bodha：覺知、菩提；經由「知識」所能了解，
體驗的
bodhah：感覺
bodhayantah : 啟發智慧、教導智慧

bodhendriya：覺知器官

brahma granthi：梵結，在眉心輪四週

Bodhgaya：地名，在比哈省境內是佛教的聖地之

Brahma sa’dhana’：至上本體的靈修，直覺科學

一，此處是佛陀開悟的地方，音譯為菩提迦
耶
bodhi（bodhih）：直覺；知識，智慧，本體智；
音譯為菩提
Bodhisattva Niilana’tha：神祇名，菩薩名，niila
之意為「藍色」，na’tha之義為「王」
bodhisattva：音譯為「菩提薩埵，菩薩」
；介於

的鍛鍊
Brahma ta’n’d’ava：跳ta’n’d’ava時膝蓋交叉的高
度到達臍輪時稱之
Brahma：至上本體、道。由「brhat」（偉大）
、
「brhatva’d」
（偉大的Brahma）
、
「Brahan’atva’t」（使其他也偉大的Brahma）
所組合。其意為：祂的本質是偉大的，也能

即將了悟和未了悟之間，另義為「已開悟者，

使所有的萬物如祂偉大，就是Brahma。祂包

乘願再來」；又譯為覺有情

含著純意識和造化勢能。（附：佛教譯為梵

bodhita : 覺醒、覺知

天。）Brahma的另一字義是無限大

bodhodaya ( bodhodaye ) : 智慧昇起、菩提日

Brahma’：Brahma+a代表創造的至上本體

昇、此字由bodha + udaya 組成

Brahma’n’ii shakti：依神話故事can’d’ika的特殊

bojha’no：（孟加拉語）了解事物

力量顯示在kadalii（一種特殊的香蕉）就稱為

Bola’n：慶祝Shiva的一種節目名稱，虔誠弟子手

Brahma’n’ii shakti，其字義是「創造本體的力

持骷髏頭，一邊跳舞，一邊呼喊Shiva的名字
bonadel：好的地區

量」
Brahma’nanda：印度密宗的絕對喜悅，本體悅、

Bor’a’： 偉大的，詳見bat’uka

永恆喜悅的至上本體，相當於佛教密宗的

bor’o：在medieval孟加拉語裡，把bat’uka改成

sahaja’nanda（俱生歡喜地）

bor’o

brahma’ṇḍamaṇḍala : 圓卵形的至上本體、圓卵

bora’caka：碎米莎草

形的宇宙

bra’hma muhu’rtta：日出前幾個小時

Brahma’smi：我就是Brahma（至上本體）

bra’hman’a：梵書，淨行書，該書是對吠陀本集

brahma-bhu’ta : 成為至上本體

的解釋；知「梵」者、了悟「至上」者，音

brahmaca’rii（brahmacha’rii）：阿南達瑪迦的男

譯為婆羅門；同bra’hmana，但bra’hman’a的

性阿闍黎，女的為brahmaca’rinii。其意為在

併法較正確

Brahma裡行動的人；不離開Brahma的人。上

bra’hman’aya : 知「梵」者的、知到「至上」者
的

身穿橘紅色，下身穿白色。等學過Ka’pa’lika
靜坐後，就成為avadhu’ta和avadhu’tika’

bra’hman’e : 在知「梵」者裡、在悟道者裡

brahmaca’rin：行走在道上的人

bra’hmana（brahman）
：印度種姓制度中，最高

brahmaca’rin’ii：見brahmaca’rii

的種姓。音譯為婆羅門，通常是擔任祭司之

brahmaca’rya：朝向至上

職。經由密宗的心理─靈性啟蒙者，稱之。

brahmacarya：心不離道、禁慾

了悟至上的人；字義為清靜；又譯為梵天；

brahmacaryam：在至上本體裡行動（行走）
，同

祭祀的規矩
bra’hmii：至上的、靈性的；百克爬草；造化勢
能、bra’hma之女；印度文字系統的一種
Brahma Cakra：萬物循環史，或譯為宇宙循環

時又享用至上本體的物質，心理和超心理的
糧食
brahmadaetya：偽君子鬼
brahmaeva：即是那brahma，唯一的至上本體

圈，或譯成本體循環。它包括了宇宙離心的

Brahmaeva’ham：我就是Brahma（至上本體）

正轉（外迴行）和宇宙向心的回轉（內迴行）

Brahmahood：如至上本體一樣，至上本體的波

流，一切都是至上本體的感覺，本體性

人

brahmaiva’ste : 如至上本體生活著

Branmapisha’ca：鬼；各種鬼

Brahmakot’i：達到靈修最高境界者（且具有各種

braviimi : 我說

神通力者）稱之，詳見jiivakot’i
brahman：同bra’hmana，其意為清靜了悟至上

braviis’ii : 你說
bravimyaham：我將解說

的人，又意為梵天，祭司，音譯為婆羅門；

brhaspati granthi：星結，甲狀腺

此字是brahma的呼格

brhaspati upagranthi：次星結，副甲狀腺

brahman’a’: 至上本體
brahman’d’a：己創造出來的宇宙，字義是宇宙蛋
（卵）

brhaspati：歲星輪；神的老師；神祇名，代表智
慧與雄辯之神，音譯布里哈斯帕提
brhaspativa’r：星期四

brahman’i : 至上本體裡、向至上本體

brhat：偉大、廣大的，至上、無限大

Brahmanical：婆羅門的

brhati：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詳見ga’yatrii

brahma-nirva’n’a : 回歸至上、至上涅槃

brhatii：茄子的一種

brahmapisha’ca：偽君子鬼；天底下的各種鬼

brhatnandikeshavara pura’n’a： pura’n’a共有十

brahmaputra：地名，字義是brahma之子

八本，而brhatnandikeshavara是其中一本的

brahmarandhra：第七個cakra，頭頂的皇冠，又

名稱

譯為梵天；松果體
brahmasadbha’va：字義上是「對至上本體的觀

briihi：稻米的古字，之後轉為riihi->rihi->risi
brindavana：同vrindavana

想」，也代表無私的奉獻供養（pu’ja’），對至

brinjal：白茄子

上的了悟

Brm’han’：有兩個意思，其一是使別人偉大，其

brahmastha’na：至上之境，至上之地，天境，
仙境

二是使別人聽到或看到或了解到某物是非常
的偉大

brahma-su’tra：梵經，此經是吠檀多派的根本經

bru’hi : 答覆、說、講話、告訴、說話

Brahma-svaru’pa：宇宙本體的至高境界

bru’te : 說、講話、陳述、發言、答覆

Brahmatva：至上本體的身份，狀態，至上之境

bruhat：在所有一切之中最大的

Brahmava’da：以至上本體Brahma為本體精髓的

bruvannapi : 即使説話時

哲學系統

bubhukṣa’ : 渴望食物、飢饉、想要享受

Brahmava’din：至上本體論者

bubhukṣu : 飢餓、渴望世間的享樂、渴望世俗的

brahma-va’dina’m : 至上本體的宣揚者

享樂

Brahmava’dins： Brahma（至上本體）的追隨者，

bubhukṣuriha : 渴望世間的享樂者

信仰者
brahmavid：行走在brahma的道上；至上本體的
知曉者
brahmavidya’：靈性直覺科學；本體學
brahmavit：認識至上本體的人

bubhutsa’ : 求取知識的慾望、想瞭解的慾望
budbuda : 水泡
budd’hva’ : 覺知
Buddha：佛陀，字義為覺者，釋迦牟尼（Shakya
muni）

brahmayasti：印度常山

buddha-shakti：佛陀力

brahmee：住在至上本體裡的人

buddhatva：正覺，無上果，是菩薩的果位

brahmeti : 即至上本體，此字由brahma + iti 組

buddhau : 以智慧、以覺智

成

buddhayah : 智力

brahmin：同brahman，婆羅門（人）
，有知識的

buddheḥ : 高於 buddhi (覺智)、智力的

buddhi（buddhih）
：知識，智力；覺、覺智、覺
知
buddhibuddheḥ：被覺察者的覺知

ca’la：搖動、震動
ca’la’：孟加拉文的字根，其義是把米的殼篩除以
取得米

buddhima’n : 聰明的

ca’laka：運轉宇宙的上帝

buddhitattva：我覺；覺

ca’maras：孔雀羽毛扇，儀式用的拂塵；犛牛

buddhi-yoga’t : 用智慧瑜伽

ca’mun’d’a’：神話故事中潛在於植物ma’n（蔓樹）

buddhi-yukta : 從事智慧、聯結智慧
buddhva’: 覺知、知道
buddhya’: 用智力
budha : 聰明的、賢者、聖者、智者、覺者、悟、
慧
budhaiḥ : 由於覺者、藉由覺者、由於智者、藉
由智者
budhva’r：星期三
buk：胸部
Bur’a：偉大的，詳見bat’uka
Bur’o Ba’ja’r：在Bur’oshivatala’區的市場
Bur’o Shiva：在佛教時期，把希瓦視為一個菩薩，
並取名為Bur’o Shiva或But’uka Bhaerava；其
意為「最偉大的Shiva」。但在孟加拉語裡，
bur’o意為「古老的」
bur’o：古老的（孟加拉語）
Bur’oshivatala’：地名，字義是希瓦區

的力量稱之
ca’mun’d’ii：管轄蔓樹的神祇名
ca’mundi：殺害魔鬼的人；Durga的別名
ca’n’akya：印度一位偉大行者的名字，他曾帶領
上師學院來抵抗外國的入侵、剝削，是個很
聰明的人
ca’n’calya：易變的、不定的
ca’na’ksha：聰明，機靈
ca’nda：
（男）月亮，月光
ca’nda’ ma’ma’：月亮的舅舅
ca’nda’：
（女）月亮，月光
ca’ndra：同candra
ca’ṅga：通曉
ca’pa : 弓
ca’pala：浮躁、躁動
ca’pi : 此外、而且、甚至是，此字是由ca（和）
＋api（而且、亦）組成

bura：希瓦的別名，字義是「大」

ca’r：數目「４」

buro bajar：區域名，指希瓦廟附近所集的市集

ca’ra：活動，舉動，行，作，轉；法門，道路

區域名

ca’rin : 行動、遊化、行者

buro：希瓦的別名，字義是「大」

ca’rin’au : 行進、進行、修習

buroshiv tola：buroshiv區，tola是指某一小區域

ca’ru：美麗，美妙，親愛

buroshiv：佛教徒的希瓦

ca’ruba’la’：美麗的女孩

byatha’：痛苦

ca’rucandra：美麗的月亮

C

ca’rucandra’ vatam’sam’：以美麗的月亮作為其

ca：和、還有、而且；良知（viveka）的音根

裝飾的人，希瓦的別名

ca’ ṭa : 騙子、無賴

ca’rudatta：天生美麗

ca’：茶

ca’rudha’ra’：美麗的女人；Indra之妻

ca’d：月亮

ca’ruha’sa：
（男）有甜美微笑的人

ca’dar：披肩，圍巾

ca’ruha’sinee：（女）有甜美微笑的人

ca’dra-masa : 月球、月亮

ca’rukeshee：有美麗頭髮的人（kesh：頭髮）

ca’ka’i：此字源自cakkavai，是一座山的名稱

ca’rumatee：天生麗質，美麗的女人

ca’ks’us’a：可見得到的物

ca’runetra’：有漂亮眼睛的女人（netra：眼睛）

ca’ks’us’ii：此為ca’ks’us’a的陰性字

ca’rusheela’：有良好特質的女人；藝術的化身

ca’l：去殼但未煮熟的米

ca’ruva’kii：說話很甜美的女人（va’k：言語）

即指「車輪的轂」

Ca’rva’ka：唯物論者

cakravartii：一座山的名稱；姓氏的一種

ca’rvanga：
（男）有美好的身材

cakravarti-raja：轉輪王

ca’rvanga’：（女）有美好的身材

cakre：脈輪、神經叢

ca’t’ana：一個人的住所

cakree：宇宙之主；Vis’n’u和Krs’n’a的別名

ca’ta’：雨傘

cakrin’am : 持飛輪

ca’turvarn’a：四種階級，四種顏色

cakṣ : 告訴、講述、言說、宣說

ca’tur-varn’yam’ : 四種種姓、四個階層

caks’u（r）（caks’uh）：眼睛

ca’ul：去殼但未煮熟的米

caks’un’a’：眼睛，視覺

Caetanya Carita’mrta：書名，是Krs’n’adas

caks’us : 眼睛、觀看

Kaviraja所寫的一本有關Caetanya

cakshumatii：有漂亮眼睛的女人

Mahaprabhu的一生和其教誨

cakṣuḥ：眼睛

caetanya（caitanya）
：至上意識，意識，生活，

cal：動，前進的音根

知識，靈性，生命能，強壯；心；真性、真

cala : 擾動、躁動、無定、變動；至上本體；風

知

calacchakti：此字由calat+shakti而來，其意為行

caetra：孟加拉月曆的最後一個月，但有的曆制
認為caetra是每年的第一個月
cah’t：覆蓋的實體
caika’gryam : 和專注集中
caila : 布、衣服
caincala（chan chal）
：一位偉大歌者的名字；字
義是非常有能力的人
caiva：且如、就像、必定和，由ca（和）＋iva
（如此、如是、恰似、猶如）
caka’i：此字同ca’ka’i，是一座山的名稱

動的能力
calaccitra：此字由calat+citra而來，其意為動畫，
電影
calama’na：此字由cal+sha’nac而來，代表在動
（前進）的狀態
calama’nata’：變動性
calana：行
calati：移動、搖動、離開、持續動（前進）的（東
西）
，行動，行走的動詞字根；屬於沒有特別
目的的前進、行動

cakita : 戰慄、驚愕、驚嚇

Calcatta：印度大城，加爾各答

cakita’ḥ : 驚嚇者

cale：可能的

cakkavai：此字源自cakkavatii，是一座山的名稱

cali：行走

cakkavatii：此字源自cakravartii，是一座山的名

calita : 離開、偏離、震動、起、移轉

稱

calo：走吧，行動吧

cakora：機警，聰明，鳥

camak：光澤，光輝（鳥獨文）

cakra cakra'ntara：從一個cakra到另一個cakra，

camaka：突然無休止的升起（出現）；身體、心

是瑪迦靜坐第5課cakra shuddhi的別名

靈、神經細胞、神經纖維裡的波動

cakra：輪，循環圈，脈輪，眾多、環繞、循環

caman：遊樂園，喜樂

cakra’sana：輪式

Cambal：印度中部的河流名，古名為Carman’vatii

cakradhara：使用飛輪（cakra）的人；Vis’n’u的

campaka：花

別名
cakragokhro：輪蛇，香蛇的一種
cakra'ntara：從 cakra
cakrasa’ra：字義上是指「輪子的要素本質」，亦

camu’m : 軍隊、兵眾
Can’d’a shakti：造化勢能原始狀態中，其最猛烈
的就稱為Can’d’a Shakti或Can’dii
Can’d’a’la：印度階級制度中屬於低階級的一種

Can’d’a’lii：佛教密宗裡Maha’kaola的Maha’shakti

candramukhee：（女）像月亮臉的人

有幾個不同的名號，其中一個模糊用語即為

candrarekha’：有月亮的條理，味道

Can’d’a’lii

candrashiila’：有月亮特質的人；柔和，優雅

Can’d’aros’an’a：不動明王；佛教密宗裡，稱至
上意識或萬有之主薄伽梵的名號之一

candravadana：（男）如月亮的臉
candravadana’：（女）如月亮的臉

can’d’ii pu’ja：對can’d’ika’ shakti的禮拜

candravadanee：如月亮的臉

can’d’ika shakti：即can’d’a shakti（力量）

candre：在月亮上

can’dii（cand’ee）
：憤怒，生氣的；Durga的別名；

candree：月光

造化勢能最猛烈的狀態
cañcala : 躁動、搖動、動亂

candresha：月亮之王
candreshvara’nanda

cañcalava’t : 由於躁動不安

（candra+iishvara+ananda）
：控制月亮之

cand’a’lika’：女神Durga’的別名

主，行走在喜悅之路上

cand’ika’：憤怒，生氣的；Durga的別名

candrika’：月光，溫柔、甜美

canda：月亮，同ca’nda，candra

candrima’：
（女）月亮

candana：檀香木，女的為candana’，意為有香

caobe：同caturvedii

味的女人
candra man’da’la：月壇，眉心輪
candra：華麗，光輝；給予喜樂的東西；月、月
亮；也代表左脈

caoraungiina’tha：人名，是Na’tha法門的一位偉
大行者；字義是「四個方向」
capal（a）
：（男）聰明有活力
capala’：（女）聰明有活力

candra’gad：希瓦的別名

cappal：涼鞋，拖鞋（孟加拉和Hind文）

candra’lee：月光；月亮的朋友

car：邊走邊吃

candra’n’ani：（女）圓臉；如月亮的臉

car’aka：此字源自cakra

candra’n’ii：月亮之妻，rohin’ii

car’akad’a’unga’：地名

candra’nana：（男）圓臉；如月亮的臉

car’iye par’a’：擴展

candra’vatii：被月所照明的人；光輝如金

cara：行動、前進

candrabha：月亮的光輝

cara’cara：萬物、會動與不會動的

candragaora：像月亮一樣美麗，漂白

cara’caram：cara+acara，cara’cara受格型式用

candragupta：受月亮保護的人；以前的一位君
王名

cara’caram。cara意為物質世界裏會動的東
西。acara意為物世界裏不會動的東西。
（註：

candraha’sa：像月亮般的微笑

梵文字裏，字尾a，再加另一個字的字首也是

candrajyoti：月亮的光輝

a時，合併為a’ 。）

candrakala’：月亮之美

caraeveti caraeveti：前進、前進

candrakiirti：像柔和月光一樣的名氣

caraeveti：前進

candrakiran’a：月光

carama：最大的（maximum）

candrama：（男）月亮，（女）為candrama’

caran : 實行、做

candrama’dhava：像蜜一樣的甜

caran’a kriya’：腳的功能

candraman’i：像月一樣美的寶石

caran’a sparsha pran’a’ma：彎腰觸足禮

candramohana（candramohan）
：像月亮一樣的

caran’a：腳所從事的行動；足，腳；邊走邊吃

吸引人
candramukha：（男）像月亮臉的人

caranti : 前行、鍛鍊
carata’ṃ : 不定、移動

carati：行走、延伸、實行、移動、從事、生產、
前進、食、消費，一邊行走，一邊吃東西

舉止、行動、行為、進行活動、生活態度、
遵行

carato : 到處遊走

ces’t’ama’na : 行動、行為

cardamon：豆蔻

ces’t’asya : 行動、行為、生活態度

carita : 修、行、修習、實行、行走

ces’t’ate : 履行、試圖

carita’rtha : 達成目標、成功完成、使滿足

ces’t’ati (ceṣṭate) : 行動、履行、移動

carita’rtha kara’：滿足

ces’t’ita (ceṣtituṃ) : 動、行、作、所為、從事

caritra：外在的行為、特質、特點

cet (ced) : 如果、而、偶爾

carma：皮，皮膚
Carman’vatii：在古印度中部有兩條河流，其中一
條即為Carman’vatii，字義是「由動物皮所堆
積成河谷河流」。今日的名字為Cambal
carya’carya：正確的行為規範。（carya意為該做
的行或譯為正確的行為。acarya意為不該做的
行為，兩字合併後，兩個a字改為a’）
，又譯為
生活指引
carya’caryavinishcaya：佛教經典名稱
carya’pada：佛教經典名稱「行句」
，直接字義是
行腳
cat’ana：一個人的住所
catur：數目字「四」
catura’：聰明的女人，
（男）為catura
catura’jjasaccam：佛教的四聖諦
caturasra’m：正方形
caturaungava’da：四重論
caturddashii：每月的第十四天
caturthaḥ：第四
caturvedii（caobe）
：能記住（精通）六支脈吠陀
的其中四支者稱之
caturvidha : 四種的、四重的、四種組合
catuṣṭaya：四種，由四組成
catva’ra : 四個
caya：集、聚、增；身體
cayanika’：字彙集
cchidreṣu：孔洞、孔隙、裂縫、缺失
ced：它
cela：引誘（吸引）人的香味或顏色
celi（celii）：引誘（吸引）人的香味或顏色
celika’：引誘（吸引）人的香味或顏色
ces’t’a’（ces’t’a）
：喚起潛能的努力、努力的態度、

ceta：至上了知一切的反映板
ceta’ḥ : 心中
cetana（cetana’）
：
（男）至上意識，意識、思維、
心思、精神、心意、知覺，悅性的人生；已
覺醒，有分辨力；聰明有活力。由cit+lyut’
組成。
（女）為cetana’
cetanashiila’：活的石頭
cetanata’：意識
cetara : 和不同的、和相反的、與其它的，此字
由ca +itara 組成
cetas：心，意，念，思想
cetasa’: 由心意
cetasah : 心中的、他們的心
cetasii mudra’：mudra’的一種
cha：被……所環繞，包圍；此字由chii+字尾d’a
或cho+字尾d’a而成，其意為曾書寫過，曾潦
草寫過；心靈傾向vika’ata’h（神經崩潰）的
音根
cha’i-na’ ka’lii：ka’lii，我不需要了
cha’nci pa’n：蒟醬葉的調理
cha’pa’ti：全麥麵餅
cha’rvee：親愛的，美麗的，和藹可親的
cha’tu：由烤過的埃及豆或小麥或玉米所製成的
麵粉；麵粉
cha’ya’ purus’a：光影，陰影或譯為影士
cha’ya’：陰影
cha’ya’ja’ta：
（適合）陰影處誕生，生長
chabi a’nka’：圖畫
chaetii harvest：春季收成的月份
chaitya：禮拜的地方
Chakma’s：孟加拉六種群落之一，位於
Upabaunga
chalayata’m : 在騙術中

chan：禪。由梵文dhyana演變而來

chittva’: 斷除、切斷

chanda：欲，志欲，隨意；韻律，節拍；在希瓦

cho：此為一個動詞字根，其義是畫線，描繪

之前，吠陀有六支脈，其中一支為chanda，
另五支為kalpa，vya’karan’a，nirukta，joytis’a
和a’yurveda

chowringee：以前Na’tha法門的一位偉大瑜伽行
者Ba’ba’ Caoraungiina’tha的修道院
chu’rii：手鐲

Chandannagar：地名，城名

chudel： Hindi文的女鬼

chandapradha’na nrtya：以韻律為主的舞蹈

cibuk：下巴

chandapradha’na：以chanda（韻律）為主導

cibuka（cibukaṃ）
：頤、腮、下巴

chandasa’m : 在韻律中、在詩歌中

cida’bha’sa：個體意識

chandobhir : 讚頌、歌頌

cida’ka’sha：絕對的至上本體（a’ka’sha：天空）

chandra：同candra

cida’nanda（cida’nandam）
：有認知的能力；全

chandra’vatii：同candra’vatii

然的喜悅，至上的喜悅

chandrika’：同candrika’

cida’tma’：至上意識；目證本體

Chat’ Ma’yii：太陽母

cidaekarasah：已了知的人格，具有無始至無終

Chat’ Pita：太陽父
chat’ pu’ja’：chat’是陰曆每月的第六天，chat’

的波流
cidambara：心像天空一樣寬廣

pu’ja’是婦女向天為孩子祈求的日子；對太陽

cidghana：充滿知識，知識的化身；至上本體

的禮拜

cidru’pa：知識的化身

chavina’tha：創造者

cihnana：特徵

chay：數目‘６’（孟加拉語）

ciinii：糖

chaya’nka：月亮

cikiccha：治療，正確字應為cikitsa’

chedana：切割、截斷、劈開

cikiirs’avah : 意欲、想要

chele：男孩（孟加拉語）

cikiirs’u : 想做，想完成、想引導

chetta’: 消除者

cikitsa’：治療，藥物

chettum : 消除、斷除

cim’r’i ma’ch：龍蝦

chhinasanshaya：免於疑惑

cin（ciin）
：中國（秦）的代稱，有時任何與中國

chii：畫線，描繪，此是一個動詞字根

有關的字，會以cin（ciin）為字首

china rose：朱槿

cinma’tra : 思維，純意識、真我、覺性意識

china’ca’ra：希瓦所教的高深靈修法門，在喜瑪

cinma’tra：純淨，絕對的知識；純意識

拉雅山以南，傳承修持的稱為viira’ca’ra，在
喜瑪拉雅山以北如西藏，中國，西伯利亞傳

cinmaya：
（男）充滿知識；純聰明，純意識；至
上本體，全體真性。
（女）為cinmayii

承的稱為china’ca’ra（ca’ra： 行、作、活動；

cinta’：焦慮，擔心；思考

法門）

cinta’m : 焦躁不安

chinaca’ra：道家。
（中國古時修煉的法門）
，較正
確的寫法可能是china’ca’ra
chindanti : 可以切成碎塊

cinta’man’i：一個以他的思想即可促成顯現的
人，一個他的思想可以擷取行動形象的人；
Krs’n’a的別名

chiniya’ ba’da’m：花生（比哈省的用語）

cintaya’ : 由於焦慮、由於操心

chinmayii：同cinmayii

cintayanta : 思維、心念

chinna：截斷、斷除、絕、滅、被切開、砍倒

cintayet ( cin’tayati ) : 想、思考、觀想、應被想

Chinnamasta’：大白傘蓋佛母

到、應考慮到的

cintya：被目證，觀照之物；所思維之物；心；
經由傳入神經（感覺神經）從外在獲得的知

cittam（cittaṁ）：心靈
cittama’srn’ya：形容心靈純淨、光潔，沒有虛偽
的狀態

識或思維
cintyoshi (cintyaḥ asi) : 觀想你，思慮你

cittaprasa’danam：心靈的清澈、明淨

cira（ciraṃ）
：長久的、久遠的

cittarainjana：取悅心靈；給予別人快樂的至上意

cira’t : 很久以後
ciranjiva：長壽（ciran：長，jiv：生命）
。（女）

識；愉悅的心靈
cittashuddhi：把心靈質淨化，並導向至上；心靈

為ciranjeevee， ciranjeevinee

的收攝

cit（cid）：了知的本體，純意識，認知力；心靈

cittasvaru’pa：至上本體

citeḥ：知曉者、看者、認知的意識

cittasya：心靈的、心靈質的

citi：知識，了解，了知的本體

cittavikṣepaḥ：分心

citis’aktiḥ：純意識的力量

cittavṛtti : 心靈的變形、心緒傾向

citisatta’：認知的能力，了知的本體

cittavrttinirodhah：心靈傾向的懸止（停止作

citishakti：至上吸引力；意識力；了知一切的反

用）
，是一種有屬性的三摩地，但此種三摩地

映板；創造的本體因；至上認知力
Citpa’van Brahmins（Citpa’van Brahmans）
：

並沒有與至上意識合而為一
codana’ : 動力、激勵、法則

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

cokh：眼睛

南印度的Maharastra

cola’：雞豆

citra（citram）
：種種不同、明顯的、多種顏色

cowrie：黑星寶螺

citra’：圖形，相片，美麗的圖畫；二十八宿之一

cu’d’a’man’i：寶石

的角宿；中脈的中間層
citra’nii：中脈的中間管道，不是外層也不是內
層，字義「為多種顏色」

cu’lin：聖仙的名字
cu’rn’itaiḥ : 粉碎的、破碎的
cu’rṇa：粉末

citra’nkana：畫圖；描繪某種思想

cubeb：蓽澄茄

Citra’ungada’：Arjuna的妻子名

cuha’：老鼠

citralekha’：繪畫藝術家

cuhiya’：老鼠

citram：雜色、妙色、顯著的、種種

cuṃbanti’：抵住、碰觸

citraratha : 彩車；人名，音譯祈陀拉塔

cut’ariya’：老鼠

citrasena：充滿色彩的生命，宇宙之主

cyavanti : 墜落

citrinee：稟賦聰穎

cyuta：
（果熟後的）自然掉落，俗語上是指甜芒

citsha’nti：心靈的平靜

果，椰子果

citshakti：心靈力量；聰明能力
citta vrtti：即指千種的心靈傾向

D

citta：心靈質，心，心靈，已客體化的我，此字

d’a：心靈傾向lajja’（害羞）的音根

由動詞字根cit加字尾kta而成
citta’n’u：心靈質粒子。（citta心靈質＋an’u細微
的粒子）
citta’ni：心靈質、心靈面
citta’t：從心靈質，超過心靈質
citta’tma’: 心性

D’a’ka’rnava Tantra：佛教密宗的一派，音譯為達
納瓦密宗
d’a’ku：強盜幫的一員
d’amaru：鼓的一種，鈴鼓，夜晚跳勇士舞時，
可持於左手
d’and’adhara：死神閻王（Yama）別名

d’and’apa’n’i：死神閻王（Yama）別名

da’r：（波斯語）在字尾時，表示擁有

d’ha：心靈傾向pishunata’（殘酷，殺害，虐待）

da’r’imba：石榴

的音根

da’ra : 妻子、婦女

d’her：很多，非常

da’ri’：鬍鬚

d’iha：代表「地方」或「村落」

da’ru：木頭的製品

d’ihi（d’ihii）：代表「地方」或指「村落」

da’s：同da’sa

D’ombii：佛教密宗裡Maha’kaola的Maha’shakti

da’sa：加於一般有德者（sa’dhu）的名字之後表

有幾個不同的名號，其中一個模糊用語即為

示使者，僕使，而加於一般出家人的名字之

D’ombii

後是用ananda；惡魔；奴僕

da：給予；暴躁，易怒的心靈傾向的音根
da’d’imba：石榴
da’da’：字義上是兄弟，或兄長。在阿南達瑪迦，
男的阿闍黎（a’ca’rya），亦稱為da’da’

da’sya bha’va： da’sya之意為僕人，所以加上
bha’va（心念，理念）表示自認自己是僕人
da’sya：僕人
da’sya’mi : 我要布施、我要施捨

da’dkha’ni：印度米的一種

da’syante : 給予、供奉

da’ḥ : 給予

da’tabya cikitsa’laya：醫療單位

da’kinii：空行母，又譯為明妃，荼吉尼

da’tarakta roga：麻瘋病

Da’ks’a’yan’ii：Daks’a國王的女兒名

da’tavyam : 應給予、值得給予

da’ks’in’a（daks’in’a）：南邊，南

da’ya :禮物、遺產、應得之份

da’ks’in’a’tya school：印度兩種音樂學派之一，

Da’yabha’ga：繼承系統的一種，繼承權力是由父

又稱為Karn’a’taka sam’giita
Da’ks’inatya Vaedik：婆羅門人（姓氏）之一，但
此種姓氏的婆羅門人，並不為大家所公認
da’ks’ya : 機靈
da’ma：
（地方的梵文）火
da’minee：閃電
da’modar（a）
：Krs’n’a的一個名字
da’modara：da’ma+udara=da’modara，此字是
一條河流名，其義為「有火在其腹部」
，原因
是此河的河床有很多可燃燒的煤炭，為此取
名為da’modara
da’na：布施，供養，施食，給予，音譯為檀那
da’nab：惡魔，同da’nava
da’nair (dānaiḥ) : 靠佈施
da’nam’ kuru：惡靈
da’nava：惡魔
da’ne : 布施中
da’nena : 藉由佈施
da’nes’u : 在布施中
da’nta：控制自我一切習性者；調伏，善調；能
擊敗自我內在的敵人者
da’pana：此字源自dappana，其義為鏡子

親決定，父親可以剝奪任一繼承者的繼承權
力
dada’mi : 我賜予，我給予
dada’si : 你所施捨的
dada’ti : 賑濟品、禮物；給與
dada’ti：賑濟品、禮物
dadajii：兄長先生
dadha’mi : 孕種、給予
dadhi：酸乳酪（yogurt）
，乳酪
dadhi’ci : 捐軀者
dadhi’ci：捐軀者
dadhmau : 吹
dadisuta：月亮
daenik：物質上的，肉體上的
daetya：惡鬼，惡靈
dagdha : 被燃燒的、所燒、燃燒、焦，惱人的
dagdhabiija：字義上是已燃燒過的種子，意指燒
盡業力，並且無法再造業
daghna：高度
dahati：燃燒、燒盡、毀壞、燒焦
dai：酸凝乳
daitya’na’m : 在惡魔 daitya中

daiva：天、天道、天命、神的、受天命、命運
daivii : 神力、神的、超然的、神聖的
Daks’a : 能力、活力
daks’a（daksha）
：至上本體的兒子；能力，機警、
活力、敏捷的，伶俐的；Gaor’ii的父親名字；
精通靈修法門的理論與實際方法；一個國王
的名字

（人民）之主
dalapati：軍隊或團體的指揮官，軍隊或團體的
擁有者；群眾之主，與gan’apati同義
Dalma script：Dalma文字，是文字的一種
Dalui：孟加拉語的一個姓氏，此字是由dalapati
而來，其意為群眾（人民）之主
dam’s’ (daṃs’a) : 咬、螫

daks’a’（daksha’）：能力，聰明

dam’s’ita : 被咬

daks’esha（dakshesha）
：希瓦的一個名字

dam’s’t’ra’: 牙齒

daks’in’a：同da’ks’in’a，其義為南邊，南，右邊

Dama（damah）：自制、自我控制

Daks’in’a’ Ka’lii：神祇名，她的造型是右腳會向前

damana：壓制所有邪惡思想的人；自我控制；

跨
Daks’in’a’ Shakti：在Paora’n’ik時期，那些源自後
希瓦密宗的控制的神祇稱為Daks’in’a’ Shakti
daks’in’a’：心靈的奉獻；對上師的奉獻，供養；
奉獻；女神lakshmii的化身
Daks’in’a’ca’ra：密宗法門的一派名稱，daks’in’a
的法門
daks’in’a’ca’rii：daks’in’a’ca’ra的行者，字義是右
邊的密宗行者；向造化勢能祈求者
Daks’in’a’cara sa’dhana’：即Daks’in’a’法門靈修，

有控制內在敵人能力者（有控制外在敵人能
力者稱為sha’nta）（sham+anat’=damana，
sham與dam幾乎同義）
damanam kuru：能控制自我一切習性者，意指
神（devata’）
， 一個人最基本習性的控制
damanam：控制內在的敵人（dama：控制）
；殺
死內在的敵人；調伏，善調
damayantee：Nala國王之妻；無比的美麗
damayata’m : 在控制法中的、在調伏法中的、
在懲罰中的

此法門的靈修者懼怕直接向至上造化勢能宣

dambha：虛偽、欺瞞、自大，虛榮

戰，相反地，他們藉由懇求的方式，來取悅

dambhena : 出於虛偽

宙創造法則
daks’in’a’cara Tantra：企圖以和解法來控制
ma’ya’（幻象，宇宙的作用力）的密宗派別或
學院
daks’in’a-ayana : 從南邊經過

dan’d’a：棍棒、柱子，樹，莖，杖；刑罰
dan’d’avat pran’a’ma：直柱致敬禮，亦指五體投
地的大禮拜
danta：牙齒
dantin : 象

daks’in’aray：神祇名

dappana：此字源自darpan’a，其義為鏡子

Daks’in’eshvara：希瓦的五張臉中最右邊的一

dara：破裂、粉碎，洞穴

張，也是南向的一張，代表著給予警告，也

daridra：一個貧窮的人

表示給予愛和同情，有一點點嚴格。詳見

darpa：虛榮心、傲慢

va’ma deva

Darpaha’rii：虛榮心的偷竊者，上主的別名

dakṣana右邊的、南方的

darpan’a：鏡子

dakshin’a’：同daks’in’a’，奉獻

dars’a：鏡子

dal：隊，群

dars’ana : 看、觀、見、望、目睹、照見、視；

dala : 片段、部分、葉子、花瓣

出現、出席；知識、教義、哲學、真見

da-la-a-i：此字是由dalapati演變而來，其意為群

dars’anam：看見、洞見

眾（人民）之主
dalai：此字是由dalapati演變而來，其意為群眾

dars’in：看、目證、觀、看成
dars’inah：看者、目證者

darshan（a） sha’stra：哲學經典

dedi’pyama’na：強光、灼熱的

darshan（a）
：看、視覺、凝視、出現、顯現、

deeksha’：啟蒙，同diiks’a’

景象、境、光景。巴巴親自給演講；靈性上

deepa’lee：同diipa’lii

的開示，親見靈性上師的聚會。以靈性追求

deha：體、架構、結構

者的眼光來看待一切事務；哲學

deha’gni：身體火處，指臍輪的部位

darshana’：
（女）看起來很漂亮。
（男）為darshan
（a）
darshanam：目證行為者，影像
darshaya : 展現出
darshe：鏡子

deha’tmava’da：唯物主義
deha-antara : 轉換軀體、不同的軀體
deha-bhrt : 擁有身體、有形的生物、人類，字
義是藉著餵食身體而生活的人
dehaparin’a’mava’da： Ca’rvak的哲學教義，其

darshibhiḥ : 由觀察者

字義是一切的結果都是物質論，與唯物主義

darshinah : 觀看者

相近

darshitam’：顯示、已示現的、已顯示的、已顯
現的

dehavadbhir : 具有軀體的
dehe：在結構裏、在軀體中

das’a’ : 命運、境遇、狀況、邊、緣

dehena : 藉由此身

das’t’a：中毒、所噬、咬

dehes’u : 在軀體中

dasha（daṣa）：
（數目）十

dehi：身體，結構；給我…，祝福我…

dasha’ingulam：十指

dehii : 有軀體的、軀體的擁有者

dashaika : 數目”十一”
Dashamaha’vidya’：十大明妃，在此是指在耆那
教，佛教密宗，Shivottara Tantra （後希瓦
密宗）都能接受的神祇名，他們是Ka’lii，
Ta’ra’，S’or’ashii，Bhuvaneshvarii，
Bhaeravii，Chinnamasta，Dhu’ma’vatii，
Bagalamukhi，Ma’taungii和Kamala’（dasha
的字義為「10」）
dashamii：勝利日
dashana-antares’u : 在牙齒間、在齒縫間
dasyava : 盜賊
datta：賜與、施、授、所供給、與、奉上
datta’n : 給予、施

dehin：身、有身、眾生、人、生物
dehinah : 軀體中的
dehino’smin : 在這肉體的軀殼裡
deho’haṃ : 我是這個身體，此字由deha + aham
組成
deoghar：地名，在比哈省境內
deola ka’ta’：
（孟加拉語）和神交談
deoya’：給予
des’a：場所、地點、國土、空間、場合、處所
des’aiḥ：地點、方所、境域、處所
desha：地方、場所、國土、國家，州，地區，
地域，空間
deshagata moha：地域情結

dattam : 給予

deshapati：擁有國家，土地的人

dauhitra : 女兒的兒子

deshe : 地點的

daurbalya : 軟弱、無能、無力

deva yoni：天人，光體，只具有光，氣，乙太元

daurmanasya：憂愁、苦惱、絕望
daya’；慈悲、仁慈、同情

素者
deva：神，神性的波流。散發一切波流的至上核

daya’l（a）
：仁慈心

心；能使萬物都產生波動；顯現；感覺器官，

daya’m’ kuru：具有同情心慈悲心者之屬類，亦

運動器官

指人類

deva’gni：純潔，神聖的火；希瓦的別名

daya’maya：充滿仁慈

deva’n : 神祇、神

daya’vantii：仁慈之人

deva’na’m : 神的

deva’sena’：Ka’rttikeya的妻子
deva’sena’pati：deva’sena’的先生，即Ka’rttikeya
（ka’rttika）
devadatta：五種外在生命能之一的飢渴氣，作用

書名
Deviisu’kta： 神祇名
deviisukta：詩歌，章節
deviita me：噢! 偉大的女神

在胃內食物和水的增壓或減壓，可控制饑

devika’（deveeka’）
：神性

渴﹔字義是神授

devo：神，神性

deva-deva : 眾神之神

Dewan：一種行政長官的名稱

devadeviis：男神與女神

deya：施、給、供養

devaduru：松樹

deya’lgii：壁燈

devajna’（devagya’）：擁有神的知識

dha：七個音符之一，此字源自dhaevata，詳見

devakee：Krs’n’a的母親

sa’；追隨者，跟隨者；心靈傾向trs’n’a（渴望

devakuma’ra：神的兒子

獲得）的音根

devakuma’ree：神的女兒

dha’k：同dhak，其意為大鼓

devakusuma：丁香

dha’ma : 住所

devala : 仙人名，音譯德瓦拉

dha’mkara：光明，光輝的創造者

devana’garii alphabet：天城字母，梵文字殊寫型

dha’nya：稻米，水稻

式之一，目前Hindi語，即用devana’garii來書

dha’ra：支持、維持、持、執

寫

dha’ra’：波流

devana’tha：眾神之主，至上的別名

dha’ra’：雨、洪流、流注、波流

devanagarii ：天城

dha’ra’sa’ra : 傾盆大雨

devapriya：神所愛的人

dha’ra’ya’m：在此波流裏

devara’ja：眾神之王

dha’raka：受持，護持，持者

devashrii：命運；幸運

dha’ran’a’（dha’ran’a）：心靈的集中、專注，瑜

devasya：神的，波動的，deva的

伽八部功法之一；持，支撐，受持，執持；

devata’ tattva：神，神性的理論及內在意義

心靈層面的靈修

devata’（devata）：小神，神、神祇。由至上核

dha’ran’aka’rii：結構，架構

心所散發出來的波動顯現；能控制自我一切

dha’ran’am：持，受持，與dharma同義

習性者

dha’raṇa：持、穿戴

devata’na’m’ devata’：神中之神
devava’n’ii（devava’n’ee）
：來自神的聲音，訊息

dha’raṇa’：支持、集中、念、記憶、專注、凝神、
住念

devaya’nah：神聖，神性的道路（路徑）

dha’raṇa’su：為了專注集中

deva-yajah : 崇拜諸神

dha’ranii：陀羅尼，總持

deve：即deva（神）的處格（變格共有八個格，

dha’raya : 執、持、受、守；類似水流

此為其中一個）
devendra：眾神之王
devendrana’tha：眾神之王的上主

dha’raya’mi : 維繫著
dha’rayan : 在意、集中、考慮、護持、維持、保
持

deves’u : 在神之中

dha’rayate : 維持、支持

devesha：眾神的上主

dha’rayed：支持

devii（devi’，devi）：女神

dha’rayen：支持、按住

deviibha’gavat：十八本Pura’n’a中的其中一本的

dha’rmika：法性的；遵守法性者，
（女）為

dha’rmikii

dhanya：幸福的，被祝福的，值得讚賞的

dha’rtara’s’t’ra’: dhrtara’s’t’ra持國王的兒子

dhanyaba’d：謝謝你（Hindi文）

dha’rtara’s’t’ra’ṇa’：dhrtara’s’t’ra 持國王的兒子

dhanyasya : 被祝福者、幸福者、幸運者

dha’rtara’s’t’rasya : 為持國王兒子的

dhaotii：清喉法

dha’ryate : 支持、維繫
dha’ta’：支撐者、維繫者，掌握這宇宙者
dha’ta’ra : 支撐者、支持者、維繫者
dha’tree：撫育的母親；地球
dha’tu：金屬的製品；界，層；差別；要素，成
份
dha’tuh：物質，元素
dha’vasi : 奔跑、奔向、找尋
dha’vati : 追求、尋覓
dhab：白色光在心中的波動音；閃耀白色的音根
dhabdhabe sa’da’： 閃耀的白色
dhae：腳趾點地的聲音
dhaevata：驢（的聲音）
dhairya : 堅固、牢固、堅忍不拔、勇健、耐心、
恒心
dhairyaba’la’：天賦勇敢，堅定的女孩
dhak：用棒子敲打的大鼓
dhaka parot’as：一種油炸而無發酵的麵包
dhaka：孟加拉國的首都
dhala’：白色（Hindi語和孟加拉語）
dhamma：在Pra’krta裏dharma改成dhamma
dhana (dhana’ni) : 財富、珍寶
dhana’d’hya：財富的蒐集捐贈
dhana’ni: 財富
dhanada：給予財富人
dhanainjaya（dhanañjaya）：五種外在生命能之
一的睏眠氣，遍於全身，控制睡眠和睏倦；
字義是勝眠者、得富
dhanapati：財富之神
dhanavidya’：知識的寶庫
dhanesha：財富之神
dhanu（dhanur）：弓
dhanura’sana：弓式
dhanur-dhara : 持弓者、弓箭手
dhanurveda：醫學
dhanya (dhyano) : 幸福的、財富、珍寶、幸運
的、受祝福者

dhara : 穿戴、穿著；保持，支持、執
dhara’：地球
dharama：支撐，與dharma是同義字
dharan’a’：支持，支撐
dharan’ii（dharan’iim）：大地，固元素
dharitrii：地球
dharma cakra：法輪，轉法輪，法會，團體靜坐，
簡稱DC；佛教稱心輪為dharma cakra
dharma maha’cakra：大法會，詳見DMC條
dharma maha’sammelan（a）
：大的靈性聚會，
簡稱DMS，詳見DMC條
dharma megha：法雲（雨）
dharma megha’nanda：法雲悅
Dharma raks’ati raks’itah：捍衛法性者，將受到
法性的保護
dharma samiks’a’：字義上為有關「嚴守法性、
正義的研討會」
，這個活動是巴巴於1981年舉
行的，用來檢視個人過去和現在的各種行為
dharma sha’stra：法性（靈性）經典
dharma（dharmah）
：法性、美德、規則、正法、
法門、正義、本質、功能，天生固有的特質
屬性，心靈導向靈性的渴望；滿足心靈-靈性
的渴望；職責、義務、工作，又譯為宗教、
靈性，人類的宗教；字義是支撐或被支撐，
此字源自動詞字根dhr+字尾man；音譯達
磨、達摩
dharma’caran’a：法性的道路，caran’a是指腳，
所以dharma’caran’a表示遵循法性
dharma’n：同dharma之義
dharma’na’m：本質、特質、法性
dharma’tma’: 正直的人
dharmabuddhi：法性的知識、智慧
dharmacakra pravarttana mudra’：佛陀的特殊手
印，其意為法輪常轉，pravarttana之意為轉，
前進
dharmadeva：法性之神

dharmagup：法性的保護者

dhenu’na’m : 在母牛中

Dharmah sah na satyamasti：沒有satya（真理）

dhi’ : 智慧、光輝

就沒有dharma（法性）
dharmak’setra：靈性追求的範圍。人的身體亦可

dhi’ma’na : 有智慧的人、有知識的人
dhi’ra : 聰明的、聰明者、深思的、精通於、智

稱之dharmak’setra，因為有它，才能從事靈

者；堅固、堅定、勇健、有勇氣、勇猛、平靜

修；又譯為法性之野，是內在的心理世界

dhi’rasya : 堅定者的、智慧者的、聰明者的、有

dharmamegha’nanda：永恒的念著至上，而在心

智慧的

裡獲得特殊的喜悅，稱之；又譯為法雲悅，

dhii：知識，聰明，智慧、注視、想著

禪悅

dhiimahi：地球之主，知識王國；此處指的是至

dharmameghaḥ：法雲

上意識；專注冥想

dharmamitra （dharmamitram）
：法性之友

dhiimat : 有智慧的、智慧者

dharmana’bha：法性的光輝

dhiimata’: 有智慧者，聰明的人

dharmapa’la：法性的保護者
dharma-pada su’tra：法句經
dharma-pada：法句，一句法，法印，佛陀的經
典
dharmara’ja：法性之王；閻王（Yama）的別名
dharmara’jya：道德家的社會秩序
dharmasya : 法性的
Dharma-T’ha’kura：希瓦在地方被尊奉的名稱之
一，t’ha’kura意指被尊重的偉人
dharmatala：地名
dharmayuddha：法性的戰爭，正義的戰爭
dharmee：選擇、接受法性的人
dharmesha：法性的主人；法性的導師
dharmi：法性的、有德的、具特色的、有法性的
人
dharmic：法性的
dharmika：法性的，靈性的，宗教的，此字與
dha’rmika意思相近
dharmy : 法性、法性的職責
dharmya’t (dharmyād) : 由於法性、如法
dharmyam : 法性的、靈性的、神聖的

dhiira : 聰明的、深思的，有分辨能力的人﹔有
勇氣的﹔堅固的、不變的，堅持理想的人
dhiire dhiire：慢慢地（Hindi文）
dhikkṛta : 被責備的、被侮辱的、被嘲笑的
dhimani：有聰明才智的人
dhimat：有智慧者
dhin：腳趾尖的位置；腳姆趾底部的肉球點地的
聲音
dhira’ja：勇敢之王
dhirendra：有勇敢、勇氣的上主
dhiya’：熟練、慧智
dhol：同dol，鼓的一種
dhotii：包裹腰部和腿部的布；印度男性的一種服
裝
dhṛdi : 執、持、受、守護、執持、受持
dhriti：堅定；地球
dhritima’na：有堅定心靈的人
dhrs’t’adyumna : 木柱王的兒子之名，又譯為猛
光
dhrta（dhṛta）：支撐，支撐者
Dhrtara’s’t’ra：「摩訶婆羅多」史詩中的持國王，

dharta：結構，架構

瞎眼國王；字義是物質架構的支撐者，人的

dhatte : 採取、選用、選擇、接受

支撐體，又指心靈，也代表人的心靈是盲目

dhauta：潔淨
dhauti：潔淨、清潔、上腹腔潔淨法
dhava：先生，丈夫；閃爍的白，光輝的白
dhavala：白色的、白色
dhavala’：純潔、公正的情操

的﹔此字是由 dhrta (支持、維護) +
ra’s’t’ra (國土、王國) 所組成
dhrteḥ (dhṛteś) : 堅持的、堅定性
dhrti（dhrtiḥ）
：勇猛
dhrti：忍耐，耐心、堅固、堅毅、穩定；支撐，
持續；此字是由dhr+ktin組成，與dharma是

同義字

dhya’nena : 經由冥想

dhrti-grhitaya’: 帶著堅信

dhya’niibuddha：
（五佛之一）寶生佛（禪定佛）

dhrtya (dhṛtyā) : 堅決地、堅持、經由堅持

dhya’nis’t’ha：完全在禪定中

dhrudha：堅定，獨斷的

dhya’ti : 深思、冥想

dhruta’tma：安住於自性中的人

dhya’yanta : 冥想

dhruva ta’ra’：北極星、恆星

dhya’yata : 觀看、注視、想著

dhruva：恆常、堅固、不動、長久的、固定的、

dhya’yati : 深思、冥想

堅決的，北極星，不變易的

dhya’yet：應觀想，冥想

dhruva’smrti：恒久的記憶，堅固念

dhyaneshvara：禪定的導師

dhruvasatta’：不變易的本體，指至上本體

dhyeya Purus’a：以至上意識為冥想的標的

dhruve：恆星、北極星、固定不動的星

dhyeya：冥想的標的或客體；所思維

dhu’ma : 煙、霧、蒸氣

di’na (di’na’): 貧困的、可憐的、下劣、下賤、不

dhu’ma’vatii：佛教神祇十大明妃之一，代表貧窮

幸的、不快樂、悲慘的；怯懦、懈怠

沒有名氣

di’nata’ : 謙卑、怯弱、貧乏

dhu’mena : 被煙

di’paka：點火、照耀、燈、光照

dhu’rjati（dhoorjati）
：第一的上帝，希瓦的別名

di’ptih：光、光輝

dhu’sar：灰色

di’rgha：長的、永續的、久遠

dhu’ta：行腳僧、苦行僧，音譯頭陀

didi：字義上是姐妹，或姐姐。在阿南達瑪迦，

dhu’ti：同dhotii，印度男性服裝的一種

女的阿闍黎（a’ca’rya’）亦稱為didi，同diidii

dhuda’：堵納，一種樹脂或類似的礦物分泌物

didima’：祖母

dhuna：粉狀的香

didṛkṣa’ ( didṛkṣati ) : 想看、欲見

dhundula：絲瓜

Digamvara Jain cult：耆那教裡的天衣派（不穿

dhuri’ṇa : 首領
Dhurjat’ii：希瓦的別名，因為希瓦擁有長髮至
肩，所以因此有此名

衣服的派別）
Digamvara： 耆那教後來又分成幾個派別，其中
有兩個主要派別，其一即是Digamvara天衣

dhurya：承擔責任的人

派， 即不穿衣服的派別，amvara是指衣服，

dhustara：曼陀羅花

dig是指引，方向，亦即依循大自然的指引方

dhvaja : 旗子、幡、幢

向

dhvani ：聲音、回聲，靈性的聲音

digvijaya：全面性的征服

dhya’na：禪定、入定、靜慮、冥想，音譯為禪那。

diidii：姊妹，同didi

意指心靈導向於至上意識。瑜伽八部功法之
一。緣自於動詞字根’dhae’，其意為收攝心靈
的情緒傾向並導向至上

diiks’a：是diiks’a’的原型字，其義是往內在的前
進，一般譯為「啟蒙」
diiks’a’：diiks’a是源自「dii和ksa」，
「dii是

dhya’na’sanas：對禪定有益的瑜伽體位法

diipajina’na（知識之光）的第一個字母，而

dhya’na’t：禪那、冥想、比冥想

ks’a是ks’ayam（耗盡因果業力）的第一個字

dhya’nadha’ran’a’：集中襌定

母」 。一般是譯為啟蒙，其義是往內在的前

dhya’najam：由禪那所生

進；產生了悟梵咒內在意義的能力，並加速

dhya’nakriya’ ：持續的禪定修持

因果業力之酬償過程也稱為diiks’a’；原型字為

dhya’nam：禪那、禪定、冥想

diiks’a（diiks’a’是陰性字，一般是用diiks’a’）

dhya’namantra：禪定梵咒

diiks’a’da’na：啟蒙

diiksha’：向上師起誓，同diiks’a’

位

diina’na’tha：貧窮者的上主

disha’(diśaś) : 方向

diinadaya’l（a）
：謙虛又仁慈

dishti：好命；幸運

diipa : 燈火、燈焰

div：最高的波動體，能使萬物都產生波動

diipa’：明亮，華麗的女人

diva’：白天

diipa’lii：光束

diva’nis’am：晝夜地

diipa’valii：光明節．是在Ka’rttikii（印度陰曆七

divi : 天上的、神的、天堂裡、在天空中

月的）新月日來慶祝
diipajinanam：知識之光
diipak（a）
：光明，明亮
diipanii：火炬
diipankar（a）
（dipankar）
：點亮燈的人
diipena : 以燈

divya：
（男）神聖的、超然的；天上的，神性的；
美麗的、妙。
（女）的為divya’
divya’ca’ra：
「神性道路」，大無畏的修持之路。
高深靈修的鍛煉
divya’ca’rii：大無畏者；已克服恐懼，超越恐懼
者

diipendra：光之主

divya’n : 神的、天上的

diipika’：光；指引道路的人

divya’ngana’：花容玉貌的美女

diipita : 被點燃的、被照明的

divyabha’va：神性的波流；大無畏的波流，與

diipta : 光輝、火燃、暉耀

divya’ca’ra的意思相近

diipta’：有光澤、光輝的女人

divyacaks’u：神性的視能，視野

diipti：光輝，明亮的女人

divyam（divyaṁ）
：擁有神性的力量，神性的、

diiptimantam : 熾熱發光

神聖的

diirgha prana’ma：大拜式

divyamu’rti：美麗的化身，神聖的化身

diirgha：長的

divyau : 神聖的、超然的

diirghanidra’：長眠

diye：加在某字後面（不連接）
，表示「沿著或藉

diirghashva’sa：深長呼吸
diirghasu’trata’：延遲，耽擱，拖延

助某種方法」
DMC：是Dharma Ma’ha’ Cakra的縮寫。字義上

diirgha-su’trii : 拖延

是「轉大法輪」
，或譯為大法會，是由巴巴親

diiyate : 給予

自主持的大法會

dik：方位
dikam：如...等，無數
Dilliishvara：在Moghal時代印度稱呼（回教）國
王為Dilliishvara
dim’le：福祿瓜
din：天（日）
dina：一日、日
dina’ni : 日子、日子的延續
dinakar（a）
：太陽
dinama’na：依照印度的天文學，從日出到日落
稱為dinama’na（從日落到日出，稱為
ra’trima’na）

DMS：是Dharma Ma’ha’ Sammelan的縮寫。字
義上為「大的靈性聚會」
，由巴巴的代表所主
持的靈性法會
doka’nda’r：商店的擁有者
dol utsab：色彩節
dol ya’tra’ festival：Krs’n’a教派的一個節日
dol：能產生大聲音的鼓
dola liila’： Krs’n’a與其虔誠弟子的春季之舞，是
一種節慶，其內在意義是奉獻心靈的顏色
Dom’a：印度階級制度中屬於低階級的一種
dos’a : 缺失、缺陷、錯誤、罪業、瞋恚
dos’aiḥ (dọsair) : 因為這樣的缺失、瑕疵

dine dine：日日、每天

dos’a-vat (doṣa-vad) : 有害的

disha：四個方向東、西、南、北，四正、正；方

dos’en’a : 有缺陷

dos'a（dosha）
：缺點、缺陷、過失、束縛，罪業，

Drs’advatii：河流名，位於印度中部，源起於

損害；身體的三要素（s'les'man黏液，pitta

Vindhya山，然後向北流與Carman’vatii相會於

膽汁，va'yu或va’ta風）
，也是致病三因

Praya’ga的南邊，最後注入恒河，此河新的名

doyel：一種鳥的名稱

字為Gha’gara’或Gha’gar（drs’ad之意為鵝卵

dr’s’ya：所觀

石）

dra’k : 快速地、迅速地

dṛs’eḥ：目證者、知曉者、真我

draks’yasi : 你將會看到

dṛs’ima’traḥ：見性（dṛs’i：看、直觀+ma’traḥ：

draopadii（draupadee）：pa’n’d’ava的妻子，又
譯為黑公主

量計、尺度）
drs’t’ah : 觀察了、看見了

drapta：永恆高興快活

drs’t’ava’n asi : 你已看到的、你所見到的

dras’t’a’（drasht’a’、draṣṭṛ）
：看者、觀察者、見

drs’t’i（drisht’i）：看，視野

者、目証的我、目證者；能觀；真我
dras’tum : 看見、被看見
draṣṭṛa：目證者、真我、法身我、純意識（puruṣa）
draṣṭuḥ：看、目證者
draupadii : 般度五子之妻，木柱王的女兒，又譯
為黑公主

drs’t’im : 觀點、看法
drs’t’o’ntas : 觀察的結論；此字由drs’tah (觀察)
+ antah (結論) 所組成
drs’t’va’: 見已、看過了
dṛs’ya：可以看到、所見、諸見、被目證者
dṛs’yabha’vam : 能看見的世界、已顯現的世界

dravanti : 奔流、急速

dṛs’yam：可見的、可知的

Dravidian：印度古代象形文的一種；德拉威人，

dṛs’yasya：所知所見，指的是造化勢能，宇宙萬

奧斯垂克人和黑人的混血

象

Dravids：德拉威人

dṛs’yate : 可以(被)看到的、被看到的、表現出

Dravir’ Brahmins：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

dṛs’yatva’t：可見的、可明瞭的

人之一，是來自南印度的
dravya : 財物
dravyagun’a：能對心靈產生影響的某些植物或其
它自然的物質

dṛs’yayoḥ：所見、造化勢能（prakṛti）
，大自然
的一切
dṛṣṭa：能見、已見、所見、被看見的
dṛṣṭi：看、明了、覺知、觀、洞見

dravyam：有限的形體東西，財富，物質

dṛṣṭva’ : 知、見、觀、見已

dravya-maya’t : 財物的

drupada : 木柱﹔人名是指木柱王

drd’ha（drḍhe、drḍham）: 堅強、堅固、堅牢、

drupada-putren’a : 木柱王的兒子

不動、不退讓
dṛd’ha’sano：堅固姿式、體位
dṛd’habhu’miḥ：堅固的基地
dṛd’hata’：堅固

du’r：很遠，相當遠（但是此種遠仍是可以度量
的），與du’ra同義
du’ra：遙遠、深遠、相隔的、深、久久、遠距離，
與du’r同義

drd’ha-vrata : 堅守、決心、堅持目的

du’radrs’t’i：遠距離透視力，又譯為遠觀力

drd’hena : 堅強的

du’rastha : 遙遠

dṛk：目證者、看者

du’ren’a : 遠離、拋得遠遠的

droha (drohe) : 傷害、不實、不忠、妨礙

du’s’ita : 已被毀壞、侮辱

droṇa : 音譯德羅那，是般度五子和持國王兒子

dube：同dvivedii

的老師
dṛs’a : ……的外觀、……的樣子；如
drs’ad：鵝卵石

dudhiya’：植物的一種，是有葉片植物中，最短
的葉片種之一
dugdhaks’iira juice ：大飛揚草汁

duhita’：女兒

Durga’saptashatii：是Ma’rkan’de’ya Pura’n’a的摘

duḥkha：苦惱、痛苦，憂傷、悲傷、不快樂

要，由七百句經句組成

duhkha’ni：痛苦

durgati : 惡道、惡趣、悲慘、不幸

duhkha’tma：世俗的痛苦

durgesha：durga’的上主；希瓦，堡壘之主

duḥkhabha’gasau : 承受痛苦

durgraha : 難捕捉的、難說服的、難解的、困難

duḥkhaiḥ：不愉快的、苦難的

的

duḥkhajiha’sya’ : 想捨離痛苦、想捨離悲傷

durgum：在部份比哈省稱貓頭鷹為durgum

duhkham（duḥkham）
：艱難地、困難地；痛苦，

durjana：惡人，兇惡之人，壞人

苦惱

durjaya：無法被征服的人

duḥkha-taram’ : 更痛苦

durlabha tara : 極度難得、非常難遇

duhkhava’da：痛苦論

durlabha（durlabho、durlabhaṃ）
：難得、難遇、

duḥkhena : 被困難、被困境

罕見、不可得，稀有的

duḥkhes’u : 在苦難中、在受苦中

durmati : 無知的、愚痴的、心智低的

dui：數目‘２’

durmedha’: 愚笨的、愚蠢的

duḳha’na’: 經歷的痛苦、實際的痛苦

durmitra : 敵人、有敵意、有惡意

dukuri：代表兩個「20」，亦即數目是「40」

durmukha pretayonii：有些人因為缺乏教育或其

dula’l：可愛的小孩

他原因，經常給人心理衝擊，死後仍想給人

dula’r：可愛的小孩

難堪的鬼魂稱之，又譯為惡臉鬼，惡口鬼．

dupur：中午（１１－３點）

durnigraha : 難以抑制、難以降伏

dura’ca’rii：罪人；行為不好的人，惡人

durniriiks’yam’ : 難以看清楚的

dura’riha’：不良意圖的消滅者

Duryodhana： Dhrtara’s’t’ra（持國王）的長子，

dura’sada : 難敵的、難以接近的、難以達成的
duraga’bhaktitaraunginii：十八本Pura’n’a中的其
中一本的書名
duratyaya : 難測、難靠近、離很遠
durba’：植物的一種，是有葉片植物中，最短的
葉片種之一
durba’juice：狗牙根汁

字義是難敵、無敵、不可降伏
duryoga：災難
dus’kara : 難為的、困難的、難完成的、難行
dus’krta : 邪惡的、惡徒
dus’krta’m：即pa’takii，犯pa’pa和pratyava’ya兩
種罪的人；危害社會的份子
dus’krta’s：為了自己的私利或自己團體的私利而

durbala : 非常虛弱的、虛弱者

去傷害到無辜者的人，是個罪人（單數時最

durbuddheḥ : 愚蠢的、有惡意的，原型字是

後的a不加 ‘，而成為dus’krta）

durbuddhi

dus’krtaka’riis：邪惡的人

durdaeva（durdaiva）：不幸，惡運

dus’krtina : 惡徒

durga’ shakti：字義上是durga’的力量；神話故事

dus’pra’pa : 難獲得、難達到

中潛在植物鬱金內的力量亦稱為durga’
shakti
durga’：造化勢能的別名；Pa’rvatee的別名，勇
敢的女神；又譯為難近母；在神話故事中，
她有十隻手臂；管轄鬱金的神祇名
durga’n’i : 困難、障礙
durga’s’t’amii：禮拜durga’的日子，as’t’amii：印
度月曆的第八天

dus’pu’ram : 難以滿足
dus’pu’ren’a : 難以被滿足的
du's’t’a : 邪惡、惡性、污染、瞋恚、瞋恨
dus’ta’su : 這樣受到污染
dushkrutiha’：不良行為的摧毀者
dva：代表數目「2」的概念；二、二種、雙
Dva’para yuga：代表道德和靈性衰退的四個時代
的第三期，或譯為「銅」的時代。
（相對於其

它金、銀、鐵的時代。）
；另意為第二個時期。

利 (Kṣatriya) 和吠舍 (Vaiśya) 等三種姓；牙

詳見satya yuga

齒；卵蛋孵化

dva’para：二時
dva’ra：門、門戶、入口、通道
dva’ra’n’i : 門戶、入口
dva’rah：入口，門戶
dva’raiḥ : 從門中

dvijottama : 意指最優秀傑出的婆羅門
dvinetra：具有兩隻眼睛
dvis’a：憎惡，敵意，敵人
dvis’atah : 可恨的、敵人
dvis’o jahi：殺死我的敵人

dva’ram : 門、入口

dvis’o：憎惡，敵意，敵人

dva’re : 在入口裡、在門口裡

dvisamakona’sana：雙直角式

dva’res’u : 在門戶中、在孔竅中

dviti’ya（dvitiyaka）：二、第二、第二的

dvaeta’dvaetava’da：先是二元然後轉變成非二元

dvitiiya’：第二

的二元非二元論（二元一元論）

dvivedii（dube）
：能記住（精通）六支脈吠陀的

dvaetava’da：二元論

其中二支者稱之

dvaetava’dii：二元論者

dvi-vidha’（dvividha）: 兩種、兩樣

dvaidha : 二元性、二趣

Dwaraka：Krs’n’a的首都名，原首都為mathura，

dvaita：二元性

為避免其表兄Jara’sandha（Magadha國王）

dvaitava’da：二元論，同dvaetava’da

的屢次攻擊，才遷都至Dwaraka

dvam’dva(dvandva) : 二元性、相對關聯詞、夫
與妻、一對、爭奪、相對的一對
dvam’dva’ni (dvandva’ni) : 相對的一對、一對
dvandva’h：二元性

dya’inca：以及，而且
dyau : 從天上、從天空
dyav a’-prthivyor : 從天至地，從天上至地面
dyotama’na’：喚醒蟄伏於海底輪的個體自性的音

dvandvair : 相對性的

聲波動結構（語言組成）的第四種，稱為

dvau : 兩種

dyotama’na’，它是作用於臍輪與喉輪之間，

dvaya：二、雙、重、二倍

試著以聲音表達心理思想（概念）的那股力

dves’a（dveṣa）
：五種無明（avidya’）型態之一

量，詳見para’

的憎恨、嗔恚、討厭、嫌惡，此種型態是由

dyu’ta : 賭博

於受某人或某實體知識的支持而毫無理由的

dyuti（dyutim）：光明、光彩，光輝，閃亮，華

排斥某物的心緒反應稱之

麗

dves’aḥ：憎恨
dves’au : 憎恨、厭惡、和憎恨
dves’t’i : 厭惡、憎恨
dves’t’i : 討厭、嫉妒
dves’t’ṛ : 敵人、憎惡的人、厭惡、憎恨
dves’ya : 嫉妒的
dvi-：二的、二
dvi：數目「2」；在古梵文裡亦指兩根手指頭

E
e：是vaos’at’波動的超級音根；vaos’at’：象徵有
節奏地表達世俗的知識，世俗知識的萌芽，
世俗的福利以及世俗福利的想法
ebhiḥ : 從這、從彼
ebhyah : 彼
ebhyas : 此、如是、在這裡、從這些、現在，原

dvi’pin : 虎、豹

型字是idam

dvibhuja：有兩隻手

edha’ṃsi : 燃料、木材

dviipa：洲，河中的沙洲，島，同一中心的大陸

egiye cala’：向前進

dvija : 再生的、重生的﹔隨師入門而得重生（亦

eguli：這些

即啟蒙的再生）的婆羅門 (Brāhmaṇa) 、剎帝

egulo：這些

ehaya：恐懼

兒子

ei：這是，這個

ekata’na：瞑想靜坐；融入瞑想裏

ejati（ejat）：行動，前進，動的

ekata’nata’：持續不斷的

ek kuri：代表一個「20」，亦即數目是「20」

ekatra：合為一、共同地

ek：數目「一」

ekatva : 單一、個體

eka（eka’）
：獨自一個；在古梵文裡此字亦指一

ekatva’t：倚於一、依於一致性

根手指頭；數目「一」； 單一的、唯一的
eka’das’a：數目「11」
eka’dashii：陰曆每月的第十一天，及第二十六天
eka’gra（aika’grya的原型字）：全神貫注的、專

ekatvena : 在”一”之中
ekaya’: 經由一個
ekena : 單獨、唯一、獨自
ekendriya：靈修的第三階段，在此階段裡，靈修
者對其某個特別的心理情緒傾向，有著完全

心的、專一、專注、一境、一緣、一心

的控制（字義為一個器官）
；感官回收共有四

eka’grata’：一個專一點、一個最好的點、專注於

個階段，ekendriya是第三個階段，在此階段

某一對象、心靈集中
eka’gratayoḥ：一個專一點、一個最好的點

裡，心靈傾向已受控制，但非永久，其餘三

eka’gren’a : 專心地

個階段見yatama’na

eka’ki : 獨自

ekho gur’：蔗糖蜜

eka’kin（eka’kii）：第一人稱單數

ekho：
（孟加拉語）甘蔗

eka’kinii： 第一人稱陰性單數

eki’bhu’ta：成為一

eka’ks’ara : 神聖的單音「唵」

ekka’：關於eka（單一）
；單匹馬的馬車

eka’ksha：獨眼；希瓦；烏鴉

ekka’-t’omt’om：二頭四輪馬車

eka’nkika’（eka’unkika’）
：以一個固定思想所組

eko’ham’bahusya’m：我是一，但是我化成萬殊

成的戲劇；一個人所主演的戲劇

ekohi rudrah：rudra是唯一的（實體）

eka’nta : 一向、經常、絕對﹔僻靜處

eksho（ekshata）
：數目「１００」

eka’tma：獨自，自己，獨自獨立

emblic myrobalan：餘甘子

eka’tmata’：同一自性、同一本體

ena (ena’) : 因此、當下、如是、在當時；這、

eka’unkika’ drama：單一行動劇

此

ekah：指數目「一」

endi：粗的絲織品

Ekaja’ta’ Devii：西藏的女神祇名，其義為獨髻

er：加在名詞的後面，表示該字的所有格，但如

母，頂髻母

果字尾是「a」則加yer．如果字尾是其它母音，

ekalinga：希瓦的一個名字，其意為唯一的象徵

則只要加r，即成為該字的所有格

Ekallaviira Can’d’aros’an’a Tantra：佛教密宗的一

eravata（era’vata）：巨大的象，長毛象

派，中譯為唯勇不動明王密宗
ekam（ekaṁ）
：所有一切之流，導向於唯一的目

es’a：這個、此、願望、急速
es’a’: 這個

標時稱之（與至上接觸時，心靈會帶至專一

es’a’m（es’a’ṁ）: 他們的、這些的

的一點上）；一；一致、一樣、同一

es’ah：上帝

ekama：單一；數字「一」
ekameva’dvitiiyam：獨一無二

es’an’a’：渴望，願望，此種渴望包括外在的形相
及顯現。內心的渴望稱為iccha’

ekaru’patva’t：同一形相、同樣的、同一的

es’yasi : 你必將獲得、你會來到

ekastham（eka-stham’）: 同在一處、同在一體、

et’a’：這個，它．

一個地方
ekata’：一體，單一，一致，調合；至上本體的

eta : 此、斯、這、如是、因此、是故，原型字
是etad

eta’n：此

Ga’n’apatya tantra： Tantra若以實用性來分，共

eta’ni : 這一切、這些

可分為五個主要的支脈，其中一支即為

eta’vat (etāvad) : 因此

Ga’n’apaty tantra（以Gan’apati人民群眾為主

etaiḥ : 所有這些

的tantra，此派別鼓舞人將各種不同的社群團

etan (etad) : 此、這些
etasya : 這個…的
etasya : 這個的
etat（etad、etac、itat）：此、這、是故
etaya：藉此、同此
etayor : 兩者之中
ete : 他們、所有這些
etes’a’: 他們的

結起來），其餘四支詳見Shaeva tantra條
ga’n’apatya’ca’ra：Gan’apati的法門
ga’n’d’iiva : 阿尊那的弓
ga’na（ga’ne）：歌曲
ga’na’m：前進、前行、原型字為gamana
ga’nda’la：雞矢藤
Ga’ndha’r：阿富汗的古名

ete'tra : 在此，由eta + atra 組成

ga’ndha’ra：山羊（的聲音）

eti : 達到、來到

Ga’ndha’rbhumi：阿富汗的古名

eto：所以

Ga’ndha’rii（Ga’ndha’ri）
：阿富汗Gandha’ra省的

eva hi : 真實地、肯定地

公主，後來嫁給Dhrtara’s’t’ra（持國王）
， 是

eva（iva）
：如此、肯定、即、僅僅、唯、唯一、

個誠正廉潔的女人

完全地、全部、實際地、確實地、真實地、

ga’nt’char’a’：繩子，鏈子，繩鎖

以此；甚至

ga’rgii （ga’rgee）：聖者Yagyavalkya的妻子

eva’pi : 也

ga’rha raun：深色

eva’si : 完全地、真實地、確實是

ga’tra：四肢、身體

evam：這樣地、如此地

ga’tra’n’i : 身體、四肢

evedam：全知者，無所不知，知道，了解

ga’yak：歌者

eyo：與avidhava’s同義，指已婚非寡的婦女

ga’yatrii（ga’yatree）：吠陀中最有名的讚美詩，
音譯嘎雅翠；吠陀的七個韻律之一。其餘六

F

個為us’n’ik，tris’t’up，anus’tup，brhati，jagati

Farsi：波斯語；某一社群、宗教的名稱

和paunkti
gaccha (gacchan) : 移動、行走、前進、行動

G

gacchad（gacchati）：行動，前進，離開；遭逢

ga：所有個體心靈，小宇宙所回歸的本體；心靈

gacchanti : 前往、去

傾向ces’t’a（喚醒潛能的努力）的音根
ga’：七個音符之一，此字是取自ga’ndha’ra的
ga’，詳見sa’
ga’b：一種大型的kendu樹
ga’i：母牛，乳牛
Ga’jan：一個以歡呼，叫喊Shiva名字的節日，此
字源自ga’rjana（屬Pra’krta文），中譯為嘎健
節
ga’m : 前往

gacchata：正行
gada’：印度古時的一種武器名
gadgada : 口吃的、結巴的、隱喻顫抖著
gadinam : 持著棍棒
gagana（gaganam）：天空；天堂；虛空；乙太
元素
gaganaviharee：居住的天堂裡的人
gagansadrsham：如虛空，如天空
gahana : 叢林、深處、難以理解的

ga’mbha’rii：高石梓

gaja：大象

ga’mina’: 趣向、到、步、前往

gaja-indra’n’a’m : 在象王中
gajal：一種詩集名稱（烏獨文）

gajendra：象王

質之一；氣味；又譯為香、香氣、香味、芳

gala’：喉嚨

香

galashun’d’ika’：懸雍垂，小舌

gandha’：有甜美微笑的女人

galda’ cim’r’i：水族的一種

gandha’ks’a：一種藉助，嚐味，氣味，顏色來傳

galda’：龍蝦

遞疾病的負性微生命，又譯為香官

galita : 消失、離去；滴下、落下，原型字是gal

Gandha’ra：古時阿富汗的一省

galita（gal）
：滴下、掉落、落

gandhabrhatii：香茄

gam：代表速度的動詞字根

gandhacelika’：引誘人的香味或譯為香誘；另意

gama：行進、獲得
gamah : 前往，遭受、任憑
gamana：到達（某處）
gamana’（gamanam）：行遊，旅行，飛翔
gamanam：前進、行進、趣入、上升
gambhiira（gambheera）：嚴肅的，莊嚴的，深
的；有品格的，高貴的。
（女）的為gambhiira’

為麝香
gandhaghra’n’a：香覺；幫助人接受氣味，即鼻
子
gandhagokula：能散發出令人愉悅氣味的生物，
又譯為香牛
gandhaja：臭蟲
gandhalalupa：香蠅

gamchii：毛巾（Hindi文）

gandhalee：有甜美微笑的女人

gamya : 可接近的、可理解的

gandhapraka’shaka：一種具有特殊香味的木頭，

gamyate : 可以達到
gan’a : 群、眾、聚、群眾
gan’a’bharan’am：神話故事裡，有許多裝飾打扮
的男神，女神等稱之；以花朵來裝飾的人，
希瓦的別名
gan’adeva：人民之神，群眾之神，眾人之神，希
瓦的別名
gan’akara：美德的寶藏；希瓦的別名
gan’ana’tha：一群人之首（gan’a：一群人）；希
瓦的別名
gan’apati：希瓦的兒子之一，代表智慧之神和障
礙的清除者；又譯為群主
gan’apativa’da：群眾領袖論，其主張是崇拜群眾
的領袖
gan’asa’gara：美德之洋，像海洋一樣多的人，
喻非常多人
gan’d’oya’na：古時的一塊大陸地名稱
gan’esha：與gan’apati同義
gan’eshva’da：群眾領袖論，其主張是崇拜群眾
的領袖
gan’eshwara：群眾的領導者

又譯為香薪
gandharukmin’ii：正性微生命的一種，可引導人
導向靈性的層面，又譯為香后
gandharva：代表微生命的一類，一種星際的生
命體。喚起人們對精緻藝術、音樂、舞蹈的
喜愛的微生命或譯為樂神，音譯為乾闥婆；
女的為gandharvii
gandharva’na’m : 在樂神中、在乾達婆中
gandharvavidya’：音樂學
gandhasarpa：香蛇
gandhayaks’inii：氣味夜叉
Ganes’a：神話中的象頭神
ganga’：同gaunga’
gange：即恒河
gaṇika’：娼婦、妓女、淫女
ganja：大麻
ganna’：
（鳥獨文和Farsi文）甘蔗
ganta’ : 前往、前去
ganta’si : 將要去
gantavya：去處、可得到、可接近、可成就、當
往

gand：洋槐的膠液，刺槐的膠液

gantavyam’ : 可理解的、可得到的、得知

gandha（gandhān）
：嗅，固體元素所含有的特

Gaod’a Brahmans：被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中，

來自北方的有五種，其中之一是Gaod’a
Brahmans （來自Rajasthan），其餘四種為

名字
gaotama（gautama）
：Krpa的名字之一，；佛陀

Sa’rasvata Brahmans，Ka’nyaku’vja

的名字，音譯為喬達摩或瞿曇，字義為最好

Brahmans，Maethil Brahmans，Na’gar

的牡牛

Brahmans
gaod’a：古地名，區域大概與十九世紀的孟加拉
相仿、粗糙的地區

gar’a：現代Magahii語言的佛教寺廟
garam masala’：辛辣香料
garam：熱的

gaod’adesh：孟加拉的古名

garbha : 子宮、胎兒、嬰兒、胎藏、金胎、孕育

Gaod’iiya school of Tantra：同Gaor’iiya school of

garbhe：內在的

Tantra，詳該條

garga：人名，他是一位大賢者，是Krs’n’a的伯父

gaod’iiya：

garh：已荒廢的古佛寺

gaod’iiya：gaod’a的，孟加拉的詠唱調。此字源

gariiya’n : 尊貴的、榮耀的

自 gaod’a，gaod’a之義為粗糙的地區，也就
是十九世紀孟加拉的寫照
Gaor’a Brahmins：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
人之一，是來自北印度的
Gaor’a Sa’rasvata Brahmins：婆羅門人之一，但
不被Praya’ga所認可
Gaor’iiya school of Tantra： Tantra若以地區來分
主要有兩個派別，一個是Gaor’iiya school，另
一個為Kashmiirii school
Gaor’iiya school：源自原始希瓦密宗所轉變成的
後希瓦密宗，分成兩支脈，其中一支脈即
Gaor’iiya school，另一支脈為Ka’shmiirii
school
gaora’（gaura’）
：希瓦之妻Pa’rvatee的一個名字；
（女）的為gaura’ngee
gaora’nga（gaura’nga）：
（男）公平，聖潔，光
明正大的情操
gaorava（gaurava）：尊嚴，高貴，自我加大，
增大
gaorii（gaurii）
：Pa’rvatee的別名，是希瓦的妻子，
字義上是白皮膚者

gariiyas (garīyaḥ) : 較好、重要的、尊貴的
gariiyase : 比...更好，比...更親愛，比...更重要
garima’：偉大，莊嚴，高貴，優美；威力，法力，
是八種神通力之一
garjana：歡呼，叫喊
garud’a’sana：鳥式
garuda bird：老鷹的一種
gata：行、坐、住、到；免除、無、離、前去、
喪失、消失、回復
gata’ : 前、往、行、得到、獲得、到達
gata’gata : 死與生
gata’rti ( gata’rtina’ ) : 免於痛苦、遠離痛苦
gatainca：前往
gatakles’a : 遠離痛苦、免除痛苦、痛苦消除、
遠離煩惱、遠離惑
gatamoha : 遠離癡迷、沒有二元性
gata-rasam : 已失去味道、已走味
gata-saṅgasya : 沒有染著、不執著
gata-vyatha : 免於痛苦的、無憂的
gati（gatih、gatiṃ）
：速度；步調；行動，行徑、
運作；前進、行進、往，趣，所趣；目標；
所証，悟處，了悟的能力；音譯為「揭諦」

Gaorii-pat’t’a：Gaorii的陰器

gatih pra’n’ina’m：你是所有生命體真正的運動

Gaorii-piit’ha：Gaorii的陰器

gatva’: 達到、到達

Gaoriiya Vaesnavism：依循Vaesnavism的派別之

gatya’ : 行動的

一
gaorishankara（gaurishankara）
：布馬拉雅山的
山頭；gauri和shiva的合稱
Gaotama Buddha：即佛陀，Gaotama是佛陀的

Gaunga’ Govinda Bandyopa’dhya’ya：人名
gaunga’（ganga’）：印度最神聖的河，恆河；是
希瓦的三個妻子之一；字義上是能行走得很
遠的實體。ga意為遠離土地，gau意為朝向很

遠的土地，ga’是陰性字，代表能行走的實體，

ghna：除去、破壞、殺害

所以此字之意又代表左脈（ida’ na’d’ii）
；此字

ghnanti : 敲擊、打擊、撞擊

是由gam+d’a+una’p而來

ghnatah : 被殺

gaunga’dhara（ganga’dhara）
：字義為gaunga’
的支撐者，希瓦之名；又代表松果體
gaunga’sa’gar：恒河（gaunga’）的出口處
gaungottarii：恒河（gaunga’）的起始點

ghor：深的
ghor’a’nim：苦楝
ghora（ghoraṃ）
：令人敬畏的、可怕的、劇烈的、
畏、恐怖

Gaurii piit’ha：同Gaorii-piit’ha

ghore : 恐怖的、敬畏的、畏怯的、可怕的

gaurii：同gaorii

ghos’a：宣告，聲明；喧鬧、噪音

gautama：同gaotama，是佛陀的名字

ghoṣa（ghosam）
：聲音

gavi : 在牛中

ghose：一個姓氏名

gavya（gavyaṃ）
：牛奶的、渴望

ghra’：聞；感覺

gaya’：朝聖者的中心，進香客的中心；印度的世

ghra’n’a（ghra’ṇa）
：氣味；芳香、香氣；鼻；嗅、

襲

嗅覺

gayanti：Gaya國王之妻

ghrn’a’：憎恨，厭惡，反感

geeta’：
（女）歌曲；上主之歌（bhagavadgiita’），

ghu’rn’a’：轉圈子，旋轉

同giita’
gehe : 在家庭中
gent’e durba’：狗牙根
gha：無疑、特別、尤其；心靈傾向mamata’（愛
與執著）的音根
gha’d’a：脖子
gha’gar：河流名，古名為drs’advatii
gha’gara’：同gha’gar
gha’nena：聞，嗅（巴利文）
gha’r’a：頸，脖子
gha’t：攻擊，敲擊，背後攻擊
gha’t’：指「某位置」

ghumer：睡覺
ghyadan：做Guru Puja時，奉獻顏色
Varn’aghyadan
gidha：在北印度稱禿鷹為gidhr
gidhaor’a：此字源自gidhdhaud’a，一座小山的名
字
gidhdhaud’a：此字源自gidhdhku’d’a，一座小山
的名字
gidhdhku’d’a：此字源自grdhraku’t’a，一座小山
的名字
giita（geeta）
：歌，頌。（有無樂器伴奏均可）
，
女的為giita’

gha’taka：殺害、破壞

giitam : 述說、歌詠、吟詠

gha’tayati : 引起傷害

giitasudha（geetasudha）：甜美的音樂或詩歌

ghainalao pum’si：梵文文法法則之一，詳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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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dha：甘露）
giiti（geeti）
：歌曲

ghana：深、厚、大、堅

giitika’ （geetika’）
：短的歌曲

ghanashya’m（a）：黑雲；希瓦的別名

gima’：天胡荽

ghaṇṭa：鈴、鐘

gira’ : 言語

ghara’n’a’：音樂的派別

gira’m : 在音聲言語中

ghat：河階平台

gireesha：眾山之王，同giriisha

ghat’a：瓶、水壺

girgit’i：蜥蝪的一種

ghat’ana：實際發生的事

giri：山

ghat’ika’：時間單位，指24分鐘

giridhara：支撐山的人；Krs’n’a的別名

girigahvara : 山中，深山；深山洞穴

之為gopa，字義為飼養乳牛者，但在哲學上，

giriisha：群山之王；希瓦的別名

是給予「喜悅」者，稱之

girija’：（ja：出生於）山之女；Pa’rvatee的別名
Girija’shrutao：Girija’的耳朵所聽聞的，此處Girija’
是Pa’rvatii的別名
girima’ti：紅赭土糊

gopa’la：照顧牛群的神；控制舌頭；虔誠者；
Krs’n’a的別名； 上主的一個名字；個體意識
（go：運動器官和感覺器官；pa’la：照顧者、
支撐者、維續者）；光明的力量

girira’ja：群山之王

gopa’lapa’la：虔誠者的保護者

girva’na：神的語言；梵文

gopa’lapa’laka：虔誠者的保護者

gita’njali：充滿著詩歌；泰戈爾以此名為書，獲

gopani’ya：保密的

得諾貝爾文學獎
gla’ni：生病的狀況，衰弱的狀態；後悔，變形，
離開原狀；退化，墮落

gopati：地球的保護者
gopayate：給予「喜悅」者
goph：髭鬚

gla’nir (glāniḥ) : 衰微、衰弱

gopii（gopi）
：主Krs’n’a的虔誠女弟子；虔誠弟子

gna’namu’rti：充滿知識

gopiibha’va：當kun’d’alinii提昇至眉心輪時，稱

go：運動器官與感覺器官；牛奶、家畜、公牛、
畜牧
goa：地名（在南印度）

為gopiibha’va（取悅至上之愛的覺受）
gopika’ven’u：由笛子所發出的優美樂符以款待虔
誠者的心靈

gocara : 視界、眼界、領域、塵、緣、境、所，

gopta’（goptṛ）：保護者、護持者

感覺對象

gopya’：保守、保護

godha’：鼠蜥蝪

goraks’nana’tha：na’tha法門裡的一位上師的名

godhika：鼠蜥蝪

稱

godhu’ma：小麥

gorakṣa：牧牛尊者、保護牛群者

goh：土著孟加拉語的鼠蜥蝪

gorma’：Pa’rvatee的別名

goha’r’gil：土著孟加拉語的鼠蜥蝪

gos’t’hii：隊，群

go-harin：牛鹿,，羚羊類

gosa’p：鼠蜥蝪（食草性大蜥蝪）

gohinina’tha：na’tha法門裡的一位上師的名稱

got’a’：全部

Gokula Piit’ha’：甜點的一種

goteeta：超越感官認知範圍的人（atita：超越）

Gokula：一個村莊的名稱

gotra：地球；山丘；群，黨，宗親，家族；陰性

gokula：牛群

字為gotra’

gola’pii：粉紅色

gotraja : 親戚的、同一族的、血緣

Golawa’ri：古時在Rarh區的一種地方語言名稱

gotrajai : 受到親戚的

gomaya：牛糞

gotrama’ta’：族群的母親

gomedha yajina：牛祭

gotrama’trka’：族群的母親

go-mukha : 牛角、號角

gotrapita’：族群的父親

gomukha’sana：牛頭式

gova’gha’：土狼（鄉下的孟加拉語）

Gondwanaland：地名，此地是地球上最古老的

govinda（gobinda）：牛群的看守者；克里師那

土地，也是人類最原始的家，是人類文明的

（Krs’n’a）的別名，音譯歌文達；個體意識

誕生地

（go： 感覺器官和運動器官；vinda：協助

gong：樂器的一種；是一種可以發出大聲音的鼓

個體適當習性顯現的本體）

gopa：達到至高虔誠（ra’ga’tmika’ bhakti）者稱

goyalanda：地名，位於孟加拉內

gra’ha’n : 攝受、執著、接受

深處。在心靈中，有「我」存在的那個部分

gra’hen’a : 得執持、得接受

稱之為guha’；保持，維持秘密地；希瓦和

gra’hya：可覺知的、可察覺得、可理解的、可得

Vis’n’u的別名；洞穴，內在的我

到的；可被接受的；可補抓的；所執

guhan：深的，神祕的，無法被了解的

gra’hyeṣu：可覺知、可理解的

guhya : 隱密的、秘密、深奧

gra’ma : 村落、聚落、群眾、部落、族

guhya vidya’：秘密科學

gra’sa（graset）：吞食

guhya’na’m : 在秘密中

graha（grahaḥ）：執著、受執、接受

guhya’t : 比秘密，比機密

grahan’a：接受，獲得

guhyatamam’ : 最奧秘的

grahaṇa：捕獲、理解、領悟力

guhya-taram : 更秘密、更機密

grahasha’nti：星宿，星曜
grahavyagra : 渴望獲得、渴望抓取
grahesha：眾星球之主；太陽（graha：房子；isha：
上主）
grahi’tṛ：領受者、覺知者
granthi：結
granthimukta’sana：鬆結式
granthirasa：荷爾蒙
grasama’nah : 完全吞沒
grasis’n’u : 吞噬、吸收
grdhra：禿鷹

guja’rati：guja’rat的語言，是源自Ma’lavii Pra’krta
Gujrati：印度Gujrat省的人，印度Gujrat省的
gujurat：印度其中一省的名稱
gulainca：寬筋藤
gulma：痞、脾腫大、腹部硬塊、腹腫脹
gulpha（gulphaṃ）
：腳踝
gun’a（gun’a’n、guṇa）
：束縛力，特質，屬性（分
，繩子；舊譯為「德」
悅性、變性、惰性）
gun’a’dhiina：受束縛的，意指每一個被創造的個
體
gun’a’dhiisha：一切束縛力，屬性的上主；造化

grdhraku’t’a：一座小山的名字

勢能的上主；超越束縛的範圍，沒有任何束

grha：房子、家

縛

gṛha’na : 接受、得、執

gun’a’na’m：屬性、特質

grhii a’ca’rya/a’：在家軌範師

gun’a’tiita：超越束縛力，超越屬性

grhii：在家人，家管，持家

gun’a’tma’nah：屬性的本質

grhiita pravrtti：後天的本能

gun’afana’：由美德所交織成的美好人生

grhiitva’: 攝受、持、帶者、接受

gun’ahiina：不受具屬性束縛的東西；超越一切

grhn’a’：憎恨

屬性，沒有任何束縛

grhn’a’ti : 接受、受持、取得、獲得

gun’aiḥ : 屬性、特質、束縛

grhn’an : 接受、保持、取得、執

gun’akara：天生有良好的美德

grhyate : 可以被抓住的、可以被控制

gun’aks’obha： Gun’amaya：Parashiva的別名，

Gridhakuta Hill：靈鷲山，靈鷲峰，又名耆闍崛
山
griiva : 頸、項、脖子
grn’anti : 祈禱
gud’a’kesha：阿尊那 (arjuna) 的別名，其義是
能控制睡眠的人
gud’a’keshena：由阿尊那
guda：腸管、肛門、痔瘡
guha’：字意上為「山洞」
，引伸為人類心靈的最

處於未顯現平衡三角形的至上認知力即稱為
Gun’amaya
gun’aks’obha：力的摩擦震動，或譯為屬性震動；
宇宙創造過程中，造化勢能漸增，被創造物
的內部摩擦也漸增，稱為gun’aks’obha
gun’a-mayii : 由gun’a組成、由造化勢能三種屬
性力組成
gun’anidhi：美德的寶庫（nidhi：寶藏）
gun’asrisht’a：由guna’s所創造的

gun’atah (guṇatas) : 受屬性力的

gurucaran’a：上師的足下（caran’a：足）

gun’atrikon’a：力的三角形

gurudiipa（gurudeepa）：上師之光

gun’avant：
（男）天生有良好的美德。（女）為

guruḥ：上師，音譯古魯

gun’avantee

gurukul：阿南達瑪迦的教育及學校系統。包括幼

gun’avatee：有良好美德的婦女

稚園、小學、初中、高中、大學、研發，農

gun’ayantra：萬物即將開始循環前的三角形標幟

業系統等，都由gurukul主管

即稱之為gun’ayantra

Gurur Brahma’： Guru就是創造者Brahma’

Gun’ayukta Purus’a：具屬性至上意識

Gurur Vis’n’u： Guru就是運行者Vis’n’u

gun’ebhya : 屬性

gurur：guru的

gun’esu : 在屬性力中

gurusaka’sha：親近上師，觀想上師，在上師的

gun’igan’a：擁有良好特質的人們，

庇護下由gur+un+sa+kash+ghain組成。與瑜

gun’in+gan’a=gun’igan’a，成為複合字時，

伽有關的有兩層意義：一為在上師輪做上師

第一個字的最後一字母若為n時（或n’）
，就要

禪定（guru dhya’na）另一為睡後對上師的一

將n（或n’）去掉

種特殊記憶（gurusmaran’a）或以上師為庇

gun’ii（gun’ee）：有良好品德的人
gun’in：擁有gun’a（特質）的人，有良好品德的
人，與gun’ii同義
gun’ita（guṇaya）：倍數
guṇaparva’ṇi：屬性的改變、屬性的不同狀態
guniyal：有良好美德的婦女
gup：給予愉悅
gupta：守護、密護、藏、看不到的，無法被見
到的
gur’：粗蔗糖；糖蜜
gurave：對guru
Guro：是Guru的文法字型變化
guru bhra'ta'：被上師啟蒙，上師的弟子，同
門師兄弟
guru krpa’ hi kevalam：上師的恩典是一切
Guru Mantra：阿南達瑪迦靜坐第二課的梵咒。

護所（gurusharan’a）
gurusharan’a：以上師為庇護（sharan’a：庇護所）
gurusmaran’a：對上師的記憶
gurutama：在所有上師中最高的
gurutva：重要的
guva’ka：檳榔（非古典的梵文）

H
ha：代表日脈；永恆空間和天空的音根；太陽、
星星和乙太元素的音根；曼陀羅花的音根；
是精細心界（svarloka）和直覺科學，靈性智
慧（para’vidya’）的音根；強調前置詞，確實
地、當然、的確
ha’: 捨棄、喪失、滅
ha’bbha’v：不用言語來表達心念、心意
ha’bebha’be bojha’no：不經由言說來了解事物

其意為心懷至上的理念

ha’bebha’be：沒有言說

Guru pu’ja’：同Guru pu’janam

ha’ja’r：數目「１000」

Guru pu’janam：對上師的敬拜與臣服，並努力

Ha’kinii：神祇名

去認識Guru
Guru（Guru’、gurun）
：Gu意指黑暗，Ru意指驅

ha’lka’ raun：淡的顏色
Ha’ma kulaba’la’：我是kulaba’la’（沉睡的個體力）

除者，所以Guru意指將靈性渴望者心靈上的

ha’na：去除、斷念、捨棄、滅除

黑暗驅除之人。通常譯為上師或尊者，音譯

ha’nam：放棄、捨棄、缺乏、休止、滅除、移除

為古魯；此字由字根gur再加字尾 un而來，

ha’ni : 斷念、損失、消失、欠缺、放棄、減損

gur之意為訓練別人如何以莊嚴高貴的方式

ha’r’ a’ungra’：骨灰

來談吐，行事

ha’ritii（ha’riiti）：鬼子母神；大乘佛教女神名

ha’sa：發光，照耀

hara：
（男）希瓦之別名，希瓦的音根；毀滅者、

ha’sya：大聲的笑

破壞者，回收萬物者，取走、奪走；在別的

ha’t’u：膝蓋

（外力）影響下仍維持不變者稱之；ha為乙

ha’ṭaka：黃金

太的，空間的層次，ra代表一切的能量，所以

ha’te ha’t miliye：手攜手（孟加拉語）

hara就代表控制宇宙間的一切空間和能量的

ha’ter a’unul：手指（孟加拉語）

實體，也代表宇宙間遊戲的控制者；把束縛

ha’tishun’r’a’：狗尾草

之結切開者亦稱為hara

ha’tumicchati : 放棄

haradeva：希瓦的別名

ha’unar：鹹水鯊（孟加拉語）

haradevee：Pa’rvatee的別名

habe：必須

haran’a：（去）偷竊

Haemavatii Uma’：形容Uma’像雪一樣光亮

harana：在孟加拉語和Hindi語裡，此字之義同梵

haemavatii：像雪一樣光亮

文的haran’a，其義為偷竊

hala’sana：鋤式

haranti : 搬走、拿開

halde：黃色

Haraoti：西印度語言的一種

ham’so：個體生命，生命；是個體生命的音根

Harappa：印度德拉威人的古文明之一

handramauli：皇冠像新月的人；希瓦的別名

harar：偷竊

hanis’ye : 將會殺

harasiddha：永恆的希瓦

hansa：至上本體

harati : 拿走、帶走

hanta : 請看! 看訝！好的、是的，表示驚訝、

Harati bandhanam’ ityarthe Hara：把束縛之結切

喜悅，噢！呀！唉！
hanta’ram’ : 殺人者、殺手
hanti：傷害、殺害、殺死，其原型字是han
hantum : 殺死、殺害
hanuma’na：是Anjana’和風神maruta的兒子，又

開（除）者稱為Hara
Harati pa’pan ityarthe Hari：偷走別人罪業者稱
為Hari
hare : 即hara 的字詞變化，意思是大能者，代
表上主希瓦也代表上主克里師那

名maruti，代表非常勇敢、聰明； Ra’ma的

Hari Om：至上本體之名

虔誠僕人（弟子），巨猴

Hari：是至上意識的一個名字，字意為「偷了他

hanyama’ne : 被殺時

人因果業力者」
；Vis’n’u（Viṣṇu）的別名，上

hanyate : 被殺

主克里師那的主要聖名之一；偷走欲望渴求

hanyuḥ : 會殺死
hao：ha+ao=hao，它是希瓦在跳勇士舞姿式的
音根（註：當希瓦扮演靈性導師的角色時，
其音根為aem’）
Haom’ Shiva’ya namah：向希瓦致敬，haom’是
希瓦的音根
haom’：在Paora’n’ik時期，希瓦的音根由aem’變
成了haom’
har’aotii：語言的一種，是源是Ma’lavii Pra’krta
har’ka’：洪水，溪水曝漲，暴退
Hara Hara vyom vyom：此為讚頌上主希瓦的梵
唱之一，此處Hara是指希瓦，vyom是指乙太，
天空

的人。由hr+nini而來；獅子
hari’tas’a’ka：綠色蔬菜
hariba’la：hari的女兒
Haribol：在Vaishnavaite的kiirtan結束時，會呼喊
Haribol，其義代表Ra’dha’和Krs’n’a的結合
harideva：星群；三星
haridra’：鬱金，新鮮綠色的鬱金
harihara：由hari+hara組成的複合人名，亦指希
瓦
harikatha’：上主的故事
harikrs’n’a：hari和Krs’n’a的結合詞
harilala：hari的兒子

harimaya’：與hari（至上，偷竊者）合一，至上
的化身
harimita：受控制的

是hat’ha梵文字的第五格語尾變化，hat’ha’t
的另一義為未經大腦的思慮突然地表達出來
hat’hatah：由於一時的衝動而突然的從事一個行

hariṇa：鹿、羚羊

為動作，會突然的釋出能量，即稱為

harindra：主hari

hat’hatah，此字是由hat’ha+tas而成

haripariman’d’ala：由kiirtan所創造出的甜美靈性
場；環繞上主的圓圈
haripriya’：親愛的hari

hata：敲打、擊，被殺了，其原型字是han；驚
訝！驚喜！噢！呀！今、然則、看呀！
haṭha:音譯哈達、左右脈、強制力；由於ha（太

harismita：主hari的微笑（smita：微笑）

陽、肉體）和ṭha（月、心靈）所產生的力；

harita：青綠的、草、野菜

力，強制力

haritaki：能使皮膚潔淨發亮的東西。在孟加拉語

hatva : 殺害、殺死了

此字是一種水果名，吃這種水果有助於疾病

havana：一種奉獻儀式的名稱；獻供、燒、祈求、

的去除

祈禱

haritakii：訶子

havir：供品、祭品、奉獻之物

hars’a（harsha、harṣa）
：
（男）喜歡，喜悅，高

haya (hayair) : 馬、軍馬

興。（女）為hars’a’
hars’ada（harshada）
：
（男）喜悅的給予者。
（女）
為hars’ada’

haye：經由
he：噢! 哦!
helaya’ : 容易

hars’am : 快樂、欣喜

heleinca’：沼菊

hars’ana（harshana）
：
（男）高興愉悅，
（女）為

hem nalinii：雪蓮花，白蓮花

hars’ini
hars’avardhana（harshavardhana）
：不斷增加喜
悅的人（vardhan：增加）
Hars’avardhana：是Stha’niishvar的國王名

hema’：金色的
hema’dri：（adri：山），金山
hema’nga：（男）有閃亮光輝身體。
（女）為
hema’ngee

hars’inii（harshinee）：充滿喜悅神情的婦女

hemacandra：金色的月亮

hars’ita’：快樂

Hemanta：依孟加拉的紀年，一年有六個季，

hars’umatii（harshumatee）：充滿喜悅的人

Hemanta大約是在秋末初冬之際

harṣa : 快樂

hemantee：閃耀如金的女人

hasanta：hasanta意指半音，例如da，假如a是

hemavatee：像金一樣光輝明亮的女人，Pa’rvatee

半音，則要去a掉只寫d

的別名

hasta：手、持、手肘

hemendra：金之神

hasta’t : 從手中

Heruka：佛教密宗裡，稱至上意識或萬有之主薄

hastam：手臂

伽梵的名號之一

hasti：大象

hetavah : 原因

hastini : 在大象中

hetoḥ : 由於…的緣故，由於…的原因或理由

hat’ha yoga：音譯為哈達瑜伽，意圖經由對肉體

hetu：因明學的「因」
，是指推理的根據、理由、

的控制來控制心靈（ha，喉輪的音根，t’ha，
眉心輪的音根）
hat’ha’t（haṭha’t（ha ṭha’d））
：強力、強制、強
迫、勉強的，同hat’hatah，詳見此字. hat’ha’t

原因、方法、手段、動機
hetuḥ：原因、理由、目的
hetumabhir : 以因果、有理由、有根據的
hetuna’: 由於這個原因
hetutva’t：因性、由……所引起的

Hevaja：喜金剛；佛教密宗裡，稱至上意識或萬
有之主薄伽梵的名號之一
Hevajra Tantra：佛教密宗的一派，中譯為喜金剛
本續
heya : 斷、滅、所滅，可離開的、可拋棄的，拒

hiran’ya：珍貴的金屬，黃金；財富；Vis’n’u的別
名，金黃色的
hiran’yagarbha：宇宙在創造之前，以及解脫之
後，不受束縛的狀態；大宇宙精細心靈的見
証體，又譯為金藏

絕、不接受

Hiran’yakashipu：惡魔名

heya’h：滅絕、消除、放棄、離開

hiran’yamaya：金黃色的

heyaḥ：可避免的

hiresha：寶石之王

heyaṁ：可避免的

hita（hite）：有利、有益處、有益的、福祉

heyopa’deya : 取捨、拒與得

hita’hita：有利與無利、有益處與無益處

heyopa’deyata’ : 取與捨、拒絕與接受

hita’rtham：福利，福祉

hṛṣyati : 欣喜

hita’rthee：對別人好；為別人謀求福社的人

heyopa’deyata’ : 拒絕與接受

hitaes’an’a’：此字由hita+es’an’a’而來，其義為渴

hi（hy）
：由於、為了、因……之故、即、唯、故、
肯定、正好；確實地、實在、真的、實際上
hi’na : 缺乏、不足
Hid’imba’：Bhiima的妻子名

望福祉，但在程度上比hiteccha’強烈
hita-ka’myaya’: 為了你的福祉、為了…某人的利
益
hitavrata’：hita為福祉之意，vrata表示使命、決

hiina：不足，缺乏

心，全字之意是為了福祉的堅定決心，此字

Hiinaya’na buddhism：南傳佛教，小乘佛教

為女性名，男性為hitavrata

hiinaya’nii：修小乘佛教的人士
hiira’（heera’）：鑽石
hiira’pur：有鑽石的地方（又指內有煤炭的地方）
hiiraka（heeraka）：鑽石
hikka’：打嗝

hiteccha’：此字由hita+iccha’而來，其義為渴望
福祉
hitva’: 捨棄、喪失
hla’da：愉快
hla’dinii shakti：宇宙向心力正性顯現的層面，一

hilsa：印度鯡魚

個人會渴望做一些導向靈性了悟的實際修

him’sa’：傷害

持；出自快樂的力量

hima：雪；雪堆

Holi Hestival：印度北方的一個節日，大約在冬日

hima’cala：不動的永恆的雪；喜馬拉雅山

將盡，春日將近的時日，青年人燃燒代表冬

hima’laya : 雪山、喜瑪拉雅山

季昏鈍的成堆垃圾，以表示不再因怕冬季而

hima’laya’n：喜瑪拉雅山的

怠惰

hima’layas：喜瑪拉雅山

homa：一種奉獻儀式的名稱，火供的一種

hima’mshu：像雪一樣的冷光的月亮

homa’：巨大的貓頭鷹

himendra：雪山之神

hoogli：地區名（在西孟加拉省）

hiṃgu：興渠

hor’：人

hiṃsa（hiṁsa、hiṃsa’）：傷害、傷害的

hṛd：心臟、心

himsa’gar mango：芒果的一種種類

hrdaya（hṛdaya，hridaya）
：心（單數）
，心臟，

hinasti : 傷害、破壞、殺害
hiran’maya kos’a：金色的心靈層次，或譯為精緻
的因果心靈，及超意識心靈的最後一層
hiran’maya：金色的， 黃金的

心中的
hrdaya’ni : 心
hrdaya’nivah：心（複數）
hrdayana’tha（hridayana’tha）
：心之主，親愛的

hṛdaye：心、心臟

i’rya：可促進的、興奮的

hrdayesha（hridayesha）：心之主，丈夫

I’s’vara praṇidha’na：安住於至上

hṛdayodara’t : 心底深處

I’s’vara：主控者、至上、上帝、神、真宰、自在、

hṛdi：心的、心中的、在心中

真主，原字義為「主控」

hrdya : 美味可口

I’s’varaḥ：主控者、上帝、至上

hri’mat：慚愧

ibha : 象、家眷、僕人

hridaya：同hrdaya

ica’ ma’ch：水族的一種

hrii : 羞愧、謙虛

ica’ poka’：在停滯的髒水中所生長的昆蟲、小蟲

hriim’ kriim’ klu：咒語的一種

ica’：在古孟加拉語裡，其義為不經由照料而成

hrishkesha：感官之主

長，發展；在停滯的髒水中所生長的昆蟲、

hriyate : 被吸引、心念的

小蟲

hrs’iikesha : 克里師那的別名，字義是毛髮豎
直，感官與心靈的主人，音譯慧師凱夏
hrs’ita : 感到高興
hrs’t’aroma : 因欣喜而毛髮直豎、因欣喜而毛髮
倒豎

iccha’：渴望，欲望、希望，此字是由is’+字尾sha+
陰性字尾a’p而成，此字的渴望僅限於內在的
世界，內心的渴望，外在的渴望為es’an’a’
iccha’biija（iccha’viija）
：欲望種子

hrs’ya’mi : 我高興

iccha’mi : 我希望、我所愛、我欲求

hrs’yati : 欣喜、高興

iccha’niccha’ : 好與惡、欲求與嫌惡

hrt (hṛta) : 被奪走、盜取

icchantah : 欲望

hṛt：於……終止、使……結束

icchantu：欲使自己達到超心理層次者，稱之

hrt-stham’ (hṛd-sthaṃ) : 心中

icchantum：渴望靈性

hubahu：相同，同一（波斯語）

icchasi : 你所渴望的、你所想要的

hud’a’l：土狼（鄉下的孟加拉語）

icchati : 渴求、欲求、欲望

hud’a’r：土狼（鄉下的孟加拉語）

icha’：渴望；欲望；正確寫法為iccha’，詳見iccha’

hum’（hummm）：kun’d’alinii上昇的聲音；戰鬥

icha’matii：一條河流的名稱

的音根；音譯為哞
hum’kara：吼叫

id’a’：左脈，字義上是淡黑色或淡藍色和女神之
意，又稱為月脈。左脈又名lalana’，gaunga’

hun’da’r：土狼（鄉下的孟加拉語）

ida：地球

huta（hutam）: 被奉獻的、被供奉的祭品、獻

ida’ ：左脈，正確的寫法為id’a’，詳見id’a’

供
huta’sha : 火、火神
hya’：是的
hypa’ptaka’ma’：一個人的所有渴望在他親近至
上本體時，完全獲得解渴（滿足）

iḍa’ na’ḍi’：左脈
ida’niim : 此時、現今
idam : 至此、由此、此、彼、如是、是、於此、
所有、這些
idam’（idaṃ）
：這個、此
iha tis’t’ha：住在這個世界

I

iha：很近的距離；就在這裡；在這世界裡，在這

i：渴望獲得；七度音階的第三個音階ga’ndha’ra

領域裡；在人間、在此世、今生、此身

（ga’）
（山羊）的音根，可直接控制

iha’：它

ga’ndha’ra，並間接控制madhyama（ma’），

iha’mutra : 今世與來世

paincama（pa’）
，dhaevata（dha’）和nis’a’da

iha’ntike：非常近的距離，近到無法測量其距離

（ni）

ihalaokik：這個世界的

i’hita : 盡力、努力、勤勞；希望、願望、目的

ihaloka：這個世界

形大而眼睛（或瞳孔）小的動物的眼睛（或

ihate : 企盼、想要獲得、有志於

瞳孔）

ii：加於字尾代表陰性；當作動詞字根時，表示
快速移動，瞬間到達，突然離開；七度音階
的第四音階madhyama（ma’）
（馬）的音根，

Iishipattana Migada’va：佛陀第一次正式弘法地
的早期名稱，此為巴利文
iishita’：有審辨何者為優的權威能力；善分別好

可直接控制madhyama，並間接控制

壞的能力，善理；此為陰性的字，若加tvac

paincama（pa’）
，dhaevata（dha’）和nis’a’da

即成iishitva，是iishita’的中性字

（ni）

iishitva：八種法力之一的「善理」
，有良好的控

iid’：讚頌

制力，詳見an’ima’；其陰性字為iishita’，iishita

iid’a：讚頌者，被讚頌者

＋tvac＝iishitva

iid’ya : 可被讚許的、值得表揚的、值得被尊敬；
可祈求的、可懇求的
iidrk (īdṛṅ)：諸如此類的、這樣的
iidrsha : 如是、如此、像這樣
iigal：老鷹
iihante : 渴望

Iishvara Pran’idha’na：以至上為庇護所。或譯為
安住於至上。也是阿南達瑪迦靜坐的第一課
Iishvara：大宇宙的控制者，主宰者。字義為「所
有控制者的控制者」
；不受基本習性如
klesha，karma，vipa'ka和a'shaya等影響者稱

iijya：值得尊敬的

之；惰性力量主宰下的客體造化勢能的相對

iiks’an’a : 眼、視、視察、光景、詳細地檢查

應部份；亦代表具屬性至上本體；是大宇宙

iiks’ate : 看到

粗鈍心靈的見証者，又譯為自在主、上帝；iish

iip：此為一個字尾，當一個陽性字的字尾是a時，

＋varac＝iishvara

者加上iip則成為陰性字（註：實際上是去掉

iishvara’t : 從上主、從至上

陽性字的字尾a再加ii。例如

Iishvarakot’i：在有生命的世界中，已開展的生命

ca’ks’us’a-ca’ks’us’ii，shravan’a-shravan’ii，

體稱為Iishvarakot’i，或譯為神人，詳見

ashvina-ashvinii）

jiivakot’i

iipsa’：此字是來自動詞字根a’p，字根之義是（去）
得到，iipsa’之義是渴望去得到
iipsu：得到的渴望
iirs’a’：嫉妒

Iishvaratva：統治權，支配
iita：遭遇不可測的自然災害而犧牲者
iiti：不可預測的天災，戰爭，傳染病，蝗災，洪
水；可怕的大災難

iish：此為動詞字根，其義是控制

iitr：在Farsi語裡為有芳香味的東西

iisha：王、自在、主人、統治者、主宰、控制

ijya：老師，教師；把奉獻物用在人們福祉上的

Iisha’na：希瓦五張臉中右邊的一張，代表祂會以

弘法人員；產大量牛奶的乳牛；此字由

甜美的言語來讓人們瞭解（指引）並給予懲

yaj+kyap而來。在阿修羅裡，此字亦代表其

罰，他主控著每一個個體生命，並給予細心

老師Shukra’ca’rya

的照顧，在行為上比較溫柔；東北隅，自在

ijya’：奉獻；意像，概念

主隅；太陽；希瓦的別名；詳見va’ma deva

ijyate : 舉行祭祀、供養

Iisha’neshvara：位於Kur’mun村裡的一個寺廟名
iishidanta（iis’idanta）
：暴牙，長牙（如大象的
牙即是）
iishii：權位，主權，相當的權威
iishiika’（iis’iika’）：畫畫的筆（刷）
iishika’（iis’ika’）
：大象眼睛的瞳孔；泛指那些體

ijyaya’: 藉由獻祭、藉由供養、藉由犧牲
ika’i：單位；單一
ikh：此字源自ikhu，其義為甘蔗
ikhu：此字源自iks’u，其義為甘蔗
iks’（iiks’）：仔細觀察，研究
iks’a：被掌握觸摸的東西；心懷渴望的咀嚼

iks’an’a：心懷渴望的支使或咀嚼

indranii。在近代的梵文裡，有的人用indira’

iks’u：iks+un=iks’u，其義為仔細研究，熱切的

來代表laks’mii，但此種用法是不恰當的

看；世俗意義為甘蔗
iks’urasa：甘蔗汁

indivara（indiivara）：藍色的蓮花
indra：雨神，又稱為雷神；領袖；能量，電力，

iks’va’kave : 向依克師瓦庫王

磁力，光，所有的能量；最好的男人；大的；

ikshin：眼睛

最大者；最好者；一切神的王，天主、帝釋

il：跑到水裡

天；一種很高大的樹；於行動的領域中佔有

ila’：累積（獲得）財富或知識；在Pura’n’a神話

最優勢的地位；身體的能量

裡，Mercury（使神，水星）肉身轉成女性時，

indra’：indra的妻子

其名為ila’； 讚美；地球；Pa’rvatii的別名

indra’n’ii（indra’n’ee）
：indra的妻子

ila’bila’：語源學上是指到處尋找孔洞或尋求獲得

indrabha’：indra的光輝、閃光（a’bha’：光）

財富的人，俗語上是指財富之神Kuvera的妻

indraha’sa：在耆那教時代，某村落的名字

子

indraja’la : 魔術、帝網、因陀羅網、幻化

iliisha：語源學上是指水中之王，俗語上是某種魚
的名字
ilra’：（古梵文）左脈
ima (ime) : 此中、此
ima’ḥ : 所有這些
Ima’n：阿拉伯語和波斯語的人類福祉之路的
dharm
imam : 此中，所有這些
imau : 這些、此中
in：此為一個字尾的字，此字尾可將名詞改變成
形容詞，或將動詞改變成形容詞或副詞。例

indrajit：indra的征服者
indraka’s’t’ha：即sha’l木
indrashakti：身體的能量，光的元素，它是位在
臍輪的部位
indrataru：一種高大樹（sha’l）的名稱
indriya：器官（五個運動器官和五個感覺器官之
一），或譯為根
indriya’n’a’: 感官的、感官中的
indriya’n’i : 感官
indriya’ṇa’m（indriya’ṇa’ṁ）
：感官的；感官與運
動器官

如gun’+in=gun’in；karma+in=karmin’

indriya’ni：器官（感官）（複數）

（karmii）
。字尾為in若改為陰性字時要改成

indriya-gra’ma : 整體的感官、全部的感官

inii

indriyair (indriyaiḥ) : 用感官

ina : 有能力的、強壯的、富有的；心靈傾向
kapat’ata’（偽善）的音根

indriyanigraha：駕御五個感覺器官和五個運動器
官；自制

ind：此為動詞字根，其義為豐收或建立在富裕上

indriyatattva：器官論

inda：ind（idi）+ac=inda，其義為財富

indriyebhyah : 高於感官

indhana：此字由indh+lyut’或idhi+luyt’而成，原

indriyesu：感官裡、根裡

義是指供作燃料用的木材，在現代而言煤炭
與電力也可視成indhana

indu：月亮；弦月；樟腦；數字的"一"；字義上
是指內在有甘露的人或非常美的人；月循環

indhana：燃料、木、薪、柴

中的第十六個部分（內含甘露）
，第十六個部

indi（indii）：字義是用很多美麗的東西來裝飾，

份（ama’kala’）意指看不到的月亮的部份

俗語上是指美麗的花

indubila’：語源學上是指在月亮上鑿洞以吸取甘

indiibara：藍色的蓮花

露的女人，俗語上是指財富之神的母親

indira’：有的人用此字代表陰性的indra，但此種

Kuvera。indu+bil+ac=indubila，再加

用法是錯誤的，indra陰性字應為aendrila’或

t’a’=indubila’

induka’nta：如月一樣的美麗（ka’nta：丈夫；親
愛的）
indukala’：像月亮一樣的特質
indukamala：白色的蓮花

is’pita’：渴望至上
is’t’a mantra：目標梵咒。阿南達瑪迦靜坐第一課
所用的梵咒
is’t’a nis’t’ha’：目標虔誠，其境界是徹底瞭解至

indumatee：滿月

上意識對你而言並不是一個外在個體，而是

indumatii：月亮，月娘

你的「大我」

indura：ind+uras=indura，語源學上之義為「本

is’t’a（iṣṭam）
：渴望的、所愛的、目標，個人生

質的活動是累積很多的個體」俗語上是指老

命理念的目標。字義上是「一旦達到他，就

鼠

會使心中長久懷抱的願望獲得實現」或「最

indushekhara：希瓦的別名，字義是頭結裡
（shekhara）藏著甘露（indu）的人

親近、最喜愛的目標或實體」；is’＋kta＝
is’t’a；獻禮

inesha：王者之王（ina：非常有能力）

is’t’a-ka’ma-dhuk : 給予所渴求的

iṅgate : 搖動、搖晃

is’t’an : 所渴求的

ini：這，這是

is’t’va’: 獻祭、禮拜

inii：in+ip=inii，當字尾為in，若改為陰性字時要

is’u：箭

改成inii。例如eka’kin改為eka’kinii
ir：此為一個動詞字根，代表「流動之物」，
「不
會保持靜止者」
ir’a’：同id’a’（左脈），讀音亦同，只是併字法不
同
ir’a’na’d’ii：同ida’na’d’ii，左脈（註：有些地區的
人用r’代替d）
ira（ira’）
：水；空氣；錢；知識，飽學之士；說
話
ira’：地球；美麗；水；空氣；錢；知識；飽學之
士；說話；財神kuvera的妻子名，她是Iks’va’ku
的女兒
ira’va’na：財富，與irava’na同義
ira’vat：海
ira’vatii：財富，陽性字為ira’va’na
irava’na：財富
iravat：海
iravatii：財富，陽性字為irava’na
irma’：太陽
is’：此為動詞字根，其義是渴望獲得
Is’a：在古阿拉伯語，此字又代表耶穌基督
is’ayadveṣta’ : 厭惡感官的覺受
Is’ipattana Migada’ba：佛陀第一次給五位弟子法
輪印的地方，佛教譯為鹿野苑，是佛陀初轉
法輪的地方

is’ubhiḥ : 用箭
is’va：is’+van（vun）=is’va，其義為被需要的，
經由它，便可獲得所需。另義為目標或靈性
上師。對大眾或社會顯示特殊社區的真理之
路者亦稱之
is’va’sa : 弓箭手
isabgula：車前草
isha：統制者，主人，老師，擁有非常大的力量，
同iisha
ishawara：非常有能力的；至上的神；希瓦的別
名，同iishavara
ishit：渴望
ishita’：非常大的成就；非常大
ishta：渴望；個人所喜歡的；意像；適當；有益
的；行者所崇拜，頂禮的
ISMUB：瑪迦視研進用部，是inspection，
seminars， movements，utilization and
boards的縮寫
iṣṭa：喜好的、崇拜的、目標的、所願的、渴望
的
ita : 我
ita’：古土耳其語的父親，養育者，保護者，其字
是源自pita’
itar lok：下賤，卑鄙的人
itara pa’shu：低等的動物
itara pra’n’ii：低等的人類

itara：餘、別、彼、另一、不同的；另義為保存

ja：在字尾，通常表示出生於...；由動詞字根jan+

獲得一點點的希望的人；俗語上是指大眾，

字尾d’a而成, 其義為被生出來的東西；心靈

群眾；劣等的人或動物

傾向aham’ka’ra（我執，傲慢，自大）的音根

itara’mi：中庸，平凡的人，下賤的人

ja’d’a’：
（Hindi語）冬季

itara-jana : 一般人、凡人

ja’ḍya : 冷的感覺、愚鈍、愚笨、無感覺

itaratra：不然、否則

ja’gara : 清醒的、覺悟

itareṣa’m：其他人的、別人的

ja’garaṇa : 清醒的、使覺醒的

itaretara：彼此、相互

ja’garti ( ja’garati ) : 喚醒、覺醒、醒著的、看守、

itas (itaḥ) : 由此、從此、因此、所以、此外

清醒的

itastata: 到處、往東又往西

ja’gatik bastu：物質的東西

iti：如是，如此，此是，因此、然、是故、以此，

ja’grata：心靈四個階段中的意識心靈醒著的階

前說、如上所述、那麼；此字由i＋ktin而來，
世俗用語將此字視為「終止」

段；又譯為意識層次；醒著的人
ja’grati : 使醒著、喚醒

iti’rita：被稱為是、被喚作用是

ja’griti：同ja’grti

itiha’sa：梵文的四種文學之一，是具有教育價值

ja’grti（ja’griti）
：字義上為「覺醒的地方」
，或譯

的史事，有益的，仁慈的史事；字義是我已
說過的發光的字辭會持續下去
itikatha’：梵文的四種文學之一，是記載真實的史

為瑜伽中心，瑜伽屋，靈修中心
ja’ḥ：出生
ja’ha’n：整個宇宙（vishvabrahma’n’d’a）

事，故事；字義是iti（如是）+katha’（故事）

ja’hnavii : 恆河

所以又代表歷史之意

ja’la（ja’leni, ja’lena）
：網、帳、羅網、水的、濕

itivrtta（itibrtta）
：歷史

的；幻術

ity : 因此、所以、此

ja’landhara bandha：扣胸鎖印

itya’di：……等等

ja’landhara：扣胸鎖印

itya’huh：也就是說

ja’m：菫寶蓮

ityukta（ityuktaḥ）：敘述、報名

ja’mbunada：黃金，因為在jambu地區發現黃金，

iung：此為動詞字根，其義為經由身印或手印而
不經由語言來了解事物
iungita：經由手印、身印或姿勢來了解事物（此
字由iung+kta而成）

所以用ja’mbunada代表黃金
ja’mir：非常酸味的
ja’na’len：
（孟加拉語）用禮貌的型式來發怖，說
出

iva：猶如、恰似、如、似、像、就像、有如

ja’na’na’：了解

iya’r：朋友（烏獨文）

ja’na’ta’m：要正確的了解

iya’rii：友誼（烏獨文）

ja’na’ti : 知曉

：此、這個
iyam（iyaṃ）

ja’nakee：janaka的女兒Siita

iyat parima’n’：這個量，這個金額

ja’nan : 知道、知曉

iyat：這麼多

ja’nanti : 知曉

iyatta’：iyat+ta’=iyatta’，其義為：數、量，本質

ja’nat : 已知

iyatva：iyat+tva=iyatva，其義為：數、量、本

ja’nata : 知道

質

ja’nati : 知道
ja’nda’r：生命的擁有者

J

ja’ne : 知道

Ja’ngia’：內褲，腰布

jad’ata’：固體性；愚鈍的，僵化的

ja’nu：膝，膝蓋

jad’ava’da：物質論

ja’nua’r：
（波斯語）擁有生命的個體，動物，植

jaḍa : 失去知覺的、不動的、冷的、僵硬的、愚

物（ja’n：生命，var：擁有）

鈍的、無生氣的

ja’nushira’sana：頭碰膝式

jada：
（Hindi語）怠惰，不活動

ja’nusparsha mudra’：由靈性上師所給的一種手

Jada’：無生命；固體物質

印。其姿勢為兩手掌向上放在大腿上。或譯

jaḍadhi’ ( jaḍadhi’r ) : 愚笨的、白癡的

為觸膝身印（ja’nu：膝）

jadhuna：控制意識之王

ja’r’：在Hindi文裡，稱jad’ata’（愚鈍，惰性）為
ja’r’

jaeva dharma：生靈的法性
jaevii：生命體

ja’r’a：根；Hindi文的冬天

jagada’dija：世界上首位誕生的人

ja’ruja：胎生

jagadamba’：世界的母親（ambasa：母親）Durga’

ja’t’syahidhruvarnrtyu’：有生就有死

的別名

ja’ta shatru：天敵

Jagadballabha：人名

ja’ta（ja’ta’、jātā）：誕生、所生，天生，升起、

jagadbandhu：同jagat bandhu，其意為宇宙之

現起
ja’tah：創造物

友，世界之友，亦即至上意識
Jagaddha’trii：在佛教密宗金剛乘裡有位神祇名

ja’takarma：
（嬰兒）命名禮

為S’or’ashii，後來經由Nadia的國王Krs’n’a

ja’tam：此字由jan+kta而成，其意為所生之物

Candra改名為Jagaddha’trii

ja’tasya : 已出生的
ja’ti：出生、身分、地位、階級、種類；十二因
緣中的第十一緣「生」
ja’ti-dharma (jāti-dharmāḥ) : 種姓的法規
ja’tu :在任何時候、一度、曾經、某日、某時；
全然、永遠、確實
ja’tyantara：不同的生命形態、改變生命、另一
種類
ja’ya’：妻子，尤其是指依種姓制度裡，較高身份
者的妻子
ja’yante：發生、產生、升起、開啟
：成功地達到、征服、勝利、戰
ja’yate（ja’yati）
勝、完成；發生、產生、製造；出生、生子
ja’yati (ja’yate) : 產生、出生、發、起、造、變
成、能夠
jabata’：怠惰，不活動
jad’a sa’dhana’：與物質世界的障礙戰鬥；為物
質層面的進展而戰鬥
jad’a’dha’ra：物質體，物質基質，肉體
jad’a’ni：粗鈍的元素（複數）
jad’asphot’a：固體爆炸

jagaddvaita : 相對的世界、二元性的世界、現象
界的世界
jagadeva：世界之主，宇宙之主
jagadguru：宇宙的上師
jagadiipa（jagadeepa）：世界之光，宇宙之光
jagadiisha（jagadeesha）
：
（jagat（世界）＋iisha
（主）
）世界之主，宇宙之主
Jagadiishvara：宇宙的控制者，至上
jagajeeta：世界的征服者（jeet：征服者）
。宇宙
的征服者
jagamohana：吸引世界的人；Krs’n’a和希瓦的別
名
jagan : 世界、宇宙
jaganmithya’：宇宙世界是虛假不實的
Jaganna’tha：印度的神祇名，此神沒有手沒有腳
jaganna’tha：宇宙之主
jagat bandhu：宇宙的朋友，唯一真實的朋友，
至上意識
jagat：世界；宇宙、物質世界
jagata：世界；宇宙；動的實體，字義上是「動」。
來自字根「gam」其意為「移動」
，再加kvip

而成

昇華界；字義為能生，生者

jagatah : 宇宙的、世界的

janaka’daya : 佳那卡國王和其他人

jagatee：地球（ja：生於何處；出自何處，gatee：

janamitra：人民，群眾的朋友（mitra：朋友，jana：

移動）

人民，群眾）

jagatguro：噢！宇宙萬物的Guru

janamitram：人民之友

jagati：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詳見ga’yatrii

janana：創造者；父親，創造宇宙者，生育下一

Jagatna’ra’yan’a： 同Jagadballabha

代

jagat-pate : 宇宙之主

jananee：母親

jagatyasmins ( jagatyasmiṃs ) : 在宇宙中、在

jana-sam’sadi : 眾人聚會

世界裡

janayet : 該發生、該引起

jaghanya : 最低的、最卑微的

jane vane : 社會生活與隱居生活；在世生活與

jaha’ti：捨離、斷除、捨棄、丟棄、流出、捨

叢林生活

jahi : 征服、斷除

janesha：人民的主人、國王

jai：勝利，同jaya

janeshwara：居住在所有的人心中之神

Jajraya’na：佛教在當時被稱呼的名稱之一

jaṅgama : 移動、有生氣的、一切動物、生物

jala sama’dhi：消融於水的介質中。水解三摩地

janma：出身、誕生、受生、出生地、生命、往

jala（jalam）
：液元素，水，五大基本元素之一；
網路

生
janma’ndha：生來盲目的人

jala：水

janma’ni : 轉世、誕生、一世

jaladhi：大海、洋、持水

janman : 誕生、出生、生命、家族、受生

jalaj（a）：
（男）蓮花。（女）為jalaja’

janmana’m : 反覆地生與死

jalaja’kashi：像蓮花般的眼睛

janmani janmani : 生生世世、一生又一生、一

jalatattva：水元素，液元素

世又一世

jalpa：議論，談論，談話；數論派邏輯推理的第

janmani janmani : 生生世世、一世又一世

二步，其用意是以邏輯的方法來摧毀別人的
哲學或教義
Jamalpur：印度地名，加滿坡
Jambhudviipa：Kashmiira的古名，也是印度的古
名；又譯為贍部洲、閻浮提洲
jambu dviipa：蒲桃之地，即今印度北部的jammu
（賈木）
jambu：蒲桃
jami：土地
jana：人，人民，眾生，有情；世間；七重天裡
的昇華界
jana’ : 世人、人、人民、人們
jana’rdana : 克里師那的別名，音譯佳那丹，字
義是令人焦慮者
janaka（janakaṃ）
：Siita’的養育之父；每一個人

janmasu : 誕生
jantavah : 眾生
Janya Iishvara：上帝的別名，janya的字義為所
生，人民，種族；數論派Kapila對創造者， 造
物主所給予的名字（janya的另一字義是「為」
）
janya：在字後或字前加janya（不連在一起）其
意為「為了（誰）」
；字義 1、所生 2、凡人，
民族，種族
japa：持咒、覆誦梵咒、持誦
japa’nanda：持咒解脫；持咒喜悅
japakriya’：持咒修持
japastuti：複誦梵咒的諂媚
japesha：控制持咒者，持咒之主
japya：值得讚誦
jara’：老、衰老、年老的、老邁

的父親；是Videha的國王；他以擁有偉大的

jara’-maran’a：十二因緣中的第十二緣「老死」

知識，認真工作和聖潔出名；大宇宙心靈的

Jara’sandha：人名，Magadha的國王，是Krs’n’a

的表兄

jayaty : 光輝、光榮、光彩

jara’tka’ru muni：一位行者的名字

jayava’hinee：女的勝利使者

jara’yuja：胎生

jayeeta’：非常成功的女人

jaradgava：老的禿鷹

jayema : 我們會征服

jaswant：獲得勝利、光輝、榮耀的人

jayeyuḥ : 他會征服

jaswantee：非常有名氣的女人

jayii：勝利者

jat’a’：髮髻

jayin：勝利的人

jat’ila utkat’a’sana：困難椅式

Je sai se rai：孟加拉語的諺語，其意為有耐心有

jatha’ darshe：像一面鏡子

忍受力的人才能存活

jatha’：此字的正寫法為yatha’，其義為「像」

jeeviteshwara：主宰生命的人

jaṭhara：胃、腹、懷、子宮、身體的內部

jelekaevartas：漁夫

jatil：錯雜的，複雜的

jemna’：打哈欠

jatru：鎖骨、腦後

jeta’：勝利者；征服者

jaungama：動力的，動的

jeta’si : 你將征服，你將戰勝

javitvaṁ：快速奔馳
jaya：控制、克服、征服、降伏、勝利，同jai
jaya’t：藉由控制
jaya-ajayau : 成與敗
jayadeepa：勝利之光（jaya：勝利）
jayadeva：（男）勝利之神。（女）jayadevee

Jetavana Viha’ra：祇樹給孤獨園，簡稱祇園精
舍，原名為Jetavanana’thapindi karama
jha：lolupata’（貪婪）、lobha（貪婪）和lolata’
（貪婪和貪心）的音根
jha’npa’n： 表達對Shiva愛的一種節日名稱，詳
見Namah Shiva’ya Sha’nta’ya一書的第三講

jayaditya：勝利的太陽（aditya：太陽）

jhar’a：暴風雨

jayadratha : 人名，字義是勝車

Jharakhan’d’a：印度某一省的名字

jayaḥ：控制、克服、戰勝

jharn’a’：泉源、創造的源頭

jayaja’：勝利的人

jharn’a’dha’ra’r：泉源

jayaka’nta：喜悅的成功（ka’nt：喜悅，丈夫）

jhas’a’n’a’m : 在魚類中

jayam’ dehi：給我勝利

jhaṭiti : 立即地、立刻地

jayanta：Indra的兒子；勝利

jhimge：稜角絲瓜

jayanti（jayantii）
：Indra的女兒；Durga’的別名；

jhin-jhin：神經的刺痛感

慈悲心；印度田菁

jhiungesha’l：印度米的一種

jayapa’la：捍衛成功者

ji’rṇa：衰老、消化

jayapal：勝利的虔誠守護者

ji’ryati（ji’ryate）：呈現出、表現出、作為

jayara’ja：勝利之王

ji’va：生命、壽命

jayara’ma：勝利，控制所有的習性

ji’va’tma：個體自性

jayasheela：勝利的特質

ji’vanameveha : 只活在當下、只活在此身今世，

jayashekhara：勝利的頂峰（shekhara：頂峰），

此字由ji’vanam + eva +iha 組成

花環戴在頭上
jayashree：lakshmii的名字之一（shree：財富，
繁盛）

ji’vanamuktasya : 活著就已解脫
ji’vane : 在生命裡、活著
ji’vanmukta : 活著就已解脫、解脫者、解脫的靈

jayasukha：勝利、成功與高興（sukha：高興）

魂、已解脫的個體

jayaswaminee：勝利的女神

ji’vanmukti：自在解脫的個體

ji’vati : 生命、活著的

jila’ ha’kim：有些地區其行政人員稱為jila’ ha’kim

ji’vika : 活

jila’pii：油炸甜食

ji’vikaya : 無論怎麼生活

jilebi：捲曲之物

ji’vita : 生活、生命、生計、生活方式、生存、

jimu’ta：雲、雷雲、雷

長命、壽

jina purus’a：
「知者」我（knower I），知者的意

jibhaya’：舌頭（巴利文）
jidvisha：戰勝毒藥的人；希瓦（visha：毒藥）
jighran : 嗅

識
jina：勝，勝者，最勝，最勝者，大覺，佛，音
譯為耆那

jighraṇa : 嗅

jina’：知道

jigiis’ata’m : 在追求獲勝者中

jina’na ha’ra’no：變成有感覺（孟加拉俗語）

jignyassu：渴望知識的人

jina’na nirva’n’a：字義是知識（智慧）上的解脫，

jiha’sa’ : 想放棄的渴望或意志

佛陀的觀念裡nirva’n’a（涅槃，解脫）是可經

jiha’sa’sti : 想放棄渴求或意志

由知識（智慧）來達到

jihba’（jihva’）
：舌頭

jina’na yoga：知識瑜伽

jihva：舌頭（陽）

jina’na（jina’nam）
：靈性知識，知識，智慧，自

jihva’：舌頭（陰）

性或意識；由動詞字根jina’+anat’

jii：先生。一般是在名字的字尾

jina’na’sana：知識式

jiirn’a’ni : 破舊的、無用的

jina’na’tma：即Ahamtattva，我執，行為者的我

jiitva’: 經由戰勝
jiiva（jeeva）
：生命，個體生命，生靈
jiiva’tma’：個體意識，自性本體，個體靈魂
jiivabha’va：「個體」感覺的狀態，個體性
jiiva-bhu’ta’m : 由個體生命組成
jiivadeha： 個體的住所（肉身）
jiivakot’i：在有生命的世界中，未開展的生命體
稱為jiivakot’i或譯為眾生；進一步開展的稱為
iishvarakot’i（神人）
，達到最高境界，具有各
種神通力的稱為brahmakot’i
jiivamitram：眾生之友
jiivana（jiivan）：生命，有生命的
jiivanadeva（jiivandeva）：生命之神
jiivanam’ : 生命
jiivanamukta（jiivanmukta）：解脫的靈魂
jiivati : 生活

jina’nadeepa：知識之光
jina’nadhana：知識的財富（dhana：財富）
jina’naka’n’d’a：從內容來看，吠陀分為兩個部
份，一個是jina’naka’n’d’a哲學知識的部份（章
節）
，另一部份是karmaka’n’d’a（祭祀）儀式
（行動）的部份
jina’namaya：希瓦的別名；充滿了知識
jina’namu’rti：知識的化身
Jina’nasam’kalinii Tanra：印度密宗其中一派的名
稱
jina’nashakti na’da：直線力，是宇宙創造時所最
先呈現的波流
jina’nasvaru’pa：知識的本體相，智慧本體相
jina’nava’da：知識論者
jina’nendriyas：感覺器官，又譯為知根

jiivatva：個體性

jina’neshvara：在眾多聰明才智中最好的一個

jiivesha：個體生命的主人，元神

jina’nii（jina’ni） ：依「知識」修行的行者，有

jiivitena : 這樣的生活
jijiivis’a’: 渴望活著
jijiivis’a’mah : 我們想活

知識的人
jina’niicenmoks’ama’pnuya’t：獲得真我的知識
（本體智）即是獲得了究竟解脫

jijña’sa’ (jijña’suḥ) : 想了解的慾望、欲知

jina’nin（jina’nii）：知識行者，有知識的人

jijña’sur (jijñāsuḥ) : 欲知、探究、打聽、求知者

jina’nisamu’ha：一群有知識的人，

jina’nin+samu’ha=jina’nisamu’ha

jña’na-caks’us’a’: 經由慧眼

jina’pti：知識，聰明

jña’na-caks’us’ah : 具有慧眼

jina’ta’：全知的本體

jña’na-plavena : 智慧之舟

jina’trtva：認知者
jina’tva’ devam’：當一個人知道，
「當一個個體接
觸到至上本體時，會獲得解脫」的這個知識
時，稱之．
jina’tva’：知道之後

jña’nasvaru’pa : 知識本身
jña’nasya : 智慧的、知識的
jña’na-va’n : 有學問的
jña’navata’m : 在有學問者中、在智者中
jña’nena : 有知識、有智慧，由於智慧
jña’nibhya : 比有知識的、比有學問的

jinanada’：給予至上的知識者

jña’nii : 知者、智者

jinaraana：耆那教（密宗）把基本認知（了知）

jña’nin : 智者、知者、有知識者

力（法則）稱為jinaraana或jinaratna
jinaratna：耆那教（密宗）把基本認知（了知）
力（法則）稱為jinaratna或jinaraana

jña’nina : 知悉者的、對智者
jña’syasi : 你可以知道、你可以了解
jña’ta : 能知

jinendra：生命的主人

jña’tatattva : 知曉真理者

jineya：至上本體，上帝，值得被認知者

jña’tavyam : 可知道的

jira’sha’l：印度米的一種
jishn’u：勝利的；Arjuna的別名
jita : 勝、降伏、控制
jitaka’ma：克服情慾，物慾的人
jitamanyu：戰勝生氣的人
jitavrata：遵守誓願的人（vrata：誓願）
jitendra：征服者的上主
jitva’: 戰勝、征服
jivara’ja：生命的主人
jivita：壽和命的合稱即壽命
jn’a’na：知識、所知、智慧

jña’tena : 知道了
jña’tum : 了解、知道
jña’tva’: 知道了
jña’tveha : 知曉
jñānaphala : 知識的果實
jñānavān : 知者、智者
jñana-yogena : 知識的連結
jñeya : 可知的、可學的、應知、所知、所識
jñeyam : 知道這個
jos’ayet : 使合乎、使符合
joytis’a：吠陀在希瓦之前有六支脈，其中一支為
joytis’a，字義為天文學，詳見chanda

jn’a’nam：知識

jrmbhan’a：打哈欠

jn’a’nasya：知識的

jugupsa’ ：虛偽，偽善；背後中傷；嫌惡、厭離、

jn’a’ta：知道、被知道

不喜歡

jn’a’taḥ：知道、被知道

juhos’i : 你所供奉的

jn’a’tavya：可了解的、解、所知

juhvati : 供奉

jn’atva：智能、智慧

jujube：棗樹

jn’eya：可知、可學、應知

jus’t’am : 決心做、實行；歡喜、愛好

jn’eyam：可知道的

jushya：值得頂禮，崇拜者

jña : 有智慧的、有知識的、善解、得悟

jva’la : 火燄、火炬、光

jña’na : 知識、智慧、了知、知惡

jva’la’nii ka’t’h：南孟加拉把indhana（燃料用的

jna’na：同jina’na

木材）稱為jva’la’nii ka’t’h

jña’na’d : 經由知識

jvaladbhiḥ : 燃燒的

jña’na’na’m : 在所有知識中

jvalana（jvalano）：火、燃燒的、熾盛、照耀、

jña’na’t : 比知識

光、照明

jvalanam：火、燃燒、照耀、光耀、光輝

ka’da’：龍蝦（孟加拉語）

jvalantam：火，光，熾盛之光，照耀

ka’dambaree：月亮

jvara：發燒

ka’der：誰（複數，受格）
，誰的（複數）

jya’yas : 更好的、更有力的、更出色的

ka’dh：肩膀

jya’yasii : 更好

ka’inca’ halud：新鮮綠色的鬱金

jyaes’t’ha：印度某種曆制中的一個月份，大約相

ka’incana（ka’nchana）：黃金

當於五～六月

ka’kacaincu mudra’：鳥喙身印

jyctis’a：天文學

ka’kalee：柔和甜美的音調

jyes’t’ha：最年長的

ka’ke：誰（單數，受格）

jyes’t’ha’：星座名之一，二十八宿之一，由此而

ka’kiima’：大媽，姑媽

推出印度某種曆制的jyaes’t’ha月份

Ka’kinii：神祇名

jyoti：光明，明亮，火焰

ka’la kesenda’：望江南

jyotika’：花的一種

ka’la（ka’le）
：時間、時點；曲度之流；大宇宙

jyotindra：光之主；生命之主

演化過程中，變性力量居主導地位的時段；

jyotira’ditya：光明如太陽

黑色；行動動力的心靈度量

jyotirliunga：是Shivaliunga 特別型式之一的名

ka’la’gni：希瓦五張臉中左邊的一張，代表總結

稱，那些在Shankaracharya時期，接受

的警告，並暗示要給予懲罰，也可能給予酷

Shankara的Shiva教義者，稱Shivaliunga為

刑；行為上是恐怖的。詳見va’ma deva

jyotirliunga字義上jyotir是指光明

ka’la’ka’nd：牛奶製甜點的一種

jyotirmaya：眾星的組合；多星；最光明的

ka’la’nala : 時間之火、毀滅世界之火

jyotisa’m : 發光體中

ka’lacakra：時輪，永恆時間因素

jyotish：靈性之光

ka’lacakraya’na：佛教北傳的密續（tantraya’na）

jyotishmati：光明，明亮，華麗

又分為兩派，其中一派即ka’lacakraya’na 時

jyotiṣi：在光亮上

輪乘（另一派為vajraya’na：金剛乘）

jyotiṣmati：光慧、光輝、慧光

ka’lagata moha：對某一段特殊時間盲目的執著

jyotsana’：月光

ka’lagatavandhan：時間的束縛
ka’lamantama :臨終

K

ka’le : 在時間裡、時間的

ka：疑問代名詞「誰」，何人？；或代表小神；

ka’lena : 時間的、到時候

長在頭上的頭髮；快樂，高興；第一個梵文

Ka’li yuga：有人把人類社會分成四期，第四期即

子音；水；至上本體的客體顯現的音根（已

Ka’li yuga，又稱為鐵的時期，此期是人類最

顯現的世界的音根）
；希望（a’sha’）的心靈傾

惰落， 最物質導向的時期， 詳見 satya yuga

向音根；致因的至上本體；在語源學上的意

ka’ligokhro：卡利蛇，香蛇的一種

思是「產生聲音者」
；客體的宇宙世界；在宇

ka’lii（ka’lee）
：造化勢能的形像；女神ka’lee，

宙顯現的過程中，當本體的因轉變成現象的

Durga’的名字之一；黑色；Shiva的一位妻子，

果時，所創在的音聲為ka

音譯卡利，又名ka’lika’

ka’ : 誰、何人；甚麼

ka’lika：時、世、時分；龍王名迦利

ka’che：加在字的後面（不連接原字）
，意為「接

ka’lika’ shakti：ka’lika’的力量；造化勢能；依神

近」（孟加拉語）
ka’da’ cim’r’i：水族的一種

話故事，潛伏於白星海芋屬植物（kacu）的
神性力量亦稱為ka’lika’ shakti

ka’lika’：指女神ka’lii；黑；肝臟；管轄芭蕉樹的
神祇名

ka’min：渴望、情惘、情人、熱情
ka’mopabhoga : 享樂

ka’lika’la：一段時間，時分

ka’mya’na’m : 帶著欲望

ka’lindii river：一條河流的名稱，其義為里河

ka’n：耳朵（孟加拉語和Hindi語）

Ka’lka’jii：印度德里的一個地方名，她是因女神

ka’n’d’a：章節的章；意外；莖

Ka’lika’而得名
ka’lura’y：神祇名
ka’ṃ : 什麼
ka’ma：追求世俗事物，情愛，肉慾、欲愛、物
質的渴望
ka’ma’n : 欲望、想滿足欲望
ka’ma’t : 從欲望
ka’ma’tma’na : 追求欲望的我
ka’maca’ra : 任意而行、隨所欲而行
ka’madeva：愛神，丘比特
ka’ma-dhuk : 如意牛
ka’mah：消除慾望者
ka’ma-haituka : 由於欲望所引起的、由於性關係
所產生的
ka’mais : 被欲望
ka’ma-ka’ma’: 貪求欲望、貪求享樂

ka’nan：林、森林
ka’ñcana : 黃金、金錢
ka’ndar：深坑（孟加拉語）
ka’ṅks’anta : 欲求、渴望
ka’ṅks’ati : 渴望、欲求
ka’ṅks’e : 希望、欲求，原型字是ka’ṅks’a
ka’ṅks’ibhiḥ : 渴望、渴求、追求
ka’ṅks’in’ah : 渴望、欲求
ka’ṅks’ita : 欲求、希望
ka’ṅkṣa’：欲求、愛、願望
ka’nsa’：青鍋
ka’nt’a’liibhoga：印度米的一種
ka’nt’a’lsattva：乾的jackfruit汁
ka’nt’a’nat’e：刺莧
ka’nta：（男）可愛地；親愛的；美麗的；丈夫；
美麗；月亮；寶石；漂亮的身材

ka’ma-ka’mii : 想滿足欲望的人

ka’nta’：
（女）親愛的；妻子；地球

ka’ma-ka’ratah : 隨心所欲

ka’nta’ra : 大樹林、森林、荒野、荒地、險路

ka’mamatha : 追求慾望、渴求慾望

ka’nti：光輝，華麗

Ka’mamaya jagat：大宇宙的心靈，大宇宙慾望

ka’ntida’：給予光輝，華麗的人

層次的心靈
ka’mamaya kos’a：慾望的層次，或意識心靈的
層次

ka’ntis：可愛、亮麗
Ka’nyaku’vja Brahmans：被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
中，來自北方的有五種，其中之一為

ka’mapi : 難以形容、難以名狀

Ka’nyaku’vja Brahmans （來自Uttar

ka’ma-piitha：物欲所在，欲望點

Pradesh），詳見Gaod’a Brahmans

ka’mara’unga’：一種蔬果名
ka’ma-ru’pen’a : 以欲望的形式
ka’mat’：淡水鯊（孟加拉語）
ka’maviija（ka’mabiija）
：欲望種子，物質欲望的
種子
ka’mebhya : 欲望
ka’mee：控制慾望者
ka’mena : 充足的慾望、充足的物質慾望
ka’mepsuna’: 帶著欲求之心
ka’meshvaree：Pa’rvatee的別名
ka’meshwara：完全控制情感的人；希瓦的別名

ka’pa’lika sa’dhana’：一種靈修的方法。這個方法
可以使人勇於面對和克服人類心理固有的束
縛與敵人；服務客體世界的靈修
ka’pa’lika’：以骷髏頭來修持的人；服務客體世界
的人
ka’pa’likas-Kam’：佛教法門以此名稱呼那些立下
高貴誓言為所有生物界與無生物界服務的靈
修者
ka’pi : 若干、一些、絲毫、任何，此字由ka + api
組成
ka’r：誰的（單數）

ka’ra’：誰（複數，受格）

ka’rye : 活動

ka’ra’m：宇宙的創造者

ka’s’t’ha：圓木頭、木材

ka’raka：所作、能行、能為、作為、產

ka’sa：咳、喘、咳嗽

ka’raka’h：把不當的哲學注入人們心中的人

ka’sas’va’sa：喘息

ka’rakaiḥ : 能行，所作，引起、影響

ka’shi：由ka’sh+al+striiya’m+iniip組成，其意為

ka’rakana’tha：星星之王，月亮

非常光明的實體

ka’ran’a Brahma：致因的至上本體

Ka’shii：音譯迦尸，是印度教的聖城之一

ka’ran’a：致因的、原因，靈性上的

Ka’shmiirii：Ka’shmiira（地名）的人，的事物

ka’ran’a’ni : 原因、要素

ka’shya : 卡西王

ka’ran’a’t : 為了…緣故，為了…因素

Ka’shyapa：人名，他是位賢者；人類早期部族首

ka’ran’amanasi：致因心靈
Ka’ran’atrayahetabe：三個世界的致因因素，希
瓦的別名

領的名字
ka’sta’：圓形曲度，圓弧
ka’su：光輝；華麗

ka’ran’es’u：致因的，靈性上的

ka’t’hkayla’：木炭

ka’raṇa（ka’raṇam）：緣由、因緣

Ka’tya’yanii：人名，是Ya’jinavalkya的妻子；與

ka’raṇa’：因由、義

ka’tya’yinii同義，是Pa’rvatii的別名

ka’rayan : 引起…之因

ka’tya’yinee：Pa’rvatee的別名

ka’ren’a : 為了…的原因

Ka’verii：孟加拉語的Kaoverii，是Kaoverii的誤稱

ka’rika’ : 活動；苛責；品類、本頌
ka’rita：由……引起的、所做的
ka’ritva’t：為了它的緣故、因為它
ka’rpan’ya : 吝嗇、小氣；下品、貪欲；乏貧的，
心靈空虛的
ka’rttika：印度陰曆八月；希瓦和Gaunga’的兒子
之名字；此字是由krttika+s’na而成；印度有
的曆制視ka’rttika為一年的最後一個月
ka’rttikeya：戰神，火星；希瓦和Gaunga’的兒子，
他的另一個名字是ka’rttika
ka’rttikii shakti：字義上是Ka’rttikii的力量；神話
故事中潛在於植物印度田菁的力量稱之為
Ka’rttikii shakti
ka’rttikii：
（印度）陰曆八月的；夏後；神祇名，
管轄印度田青的神祇名
ka’ruṇya : 同情、悲心、慈悲、慈愍
ka’rya Brahma：已顯現成萬物的至上本體
ka’rya（ka’ryah）
：業果，已顯現的；應作、職責、
結果的，所為、作；工作
ka’rya’ka’rye : 應做與不應做
ka’rya-ka’ran’a tattva：因果律
ka’ryam : 應該做
ka’ryate : 被迫從事

ka’vya：梵文四種文學之一，是以一種優美的型
式來呈現，以詩韻的型式來表達
ka’ya：由不同來源所聚集而成者。身體、軀體，
人的肉身亦由各種不同物質所組成，所以亦
即為ka’ya。其複數型態為ka’ya’
ka’ya’：此字是ka’ya的複型態，由ci+字尾ghain
所組成
ka’yakles’a：身體上的苦惱
ka’yakṛtya : 肉體的行動、身體的行為
Ka’yasthas：商人，生意人；婆羅門人中的一種
型類
ka’yena : 用軀體、用身體
ka’yii：藻類，苔類
ka′yasya：身體的
kabandha：誘發人走向自殺之途的鬼
kabhu：絕不
kabir：一位虔誠詩人的名字
kac：有光澤的
kaccha：被水所覆蓋的土地，被水所環繞
kacchii：guja’rat的其中一種語言，是源是Ma’lavii
Pra’krta
kaccit (kaccin) : 無論、是否

kacu：白星海芋屬植物

kalamkat’hi：印度米的一種

kad’ii：硬的音，高調音

Kalandaka：迦蘭陀長者，是王舍城中的富豪

kada’：在某時、在某日、何時、幾時、當

kalao shaya’no bhavati：此人正在睡覺

kada’cana : 某時、曾經、在任何時候

kalatra：妻子、老婆；字義上是分擔（負責）先

kada’cit : 在任何時間

生及小孩的工作

kadal（kadali，kadalii）
：香蕉的一種；芭蕉

kalatrai : 由於妻子、受到妻子

kadalii （kadali）
：香蕉的一種，芭蕉（註：有人

kalayata’m : 在計時器中、在定時序中

譯為車前草）

kalevara : 身體

kadam：卡南樹

kalika’ta’（kalika’ta’y）
：加爾各答

kadamba：卡南樹

kalila : 大量堆積、佈滿、混亂、無量

kaevalya mukti：達到「唯一」之境的解脫，亦

kalilasya madhye：在結構裡

即moks’a，究竟解脫

Kalinga：英國統制印度時的其中一個大的省份
（王國）

kaevalya：無餘依三摩地，已達到kevalam（唯一）
之境者稱之；了悟至上的六個階段中的最高

Kalka：印度地名，接近山城Simla，此名是源自
女神Ka’lika’

一個階段；字義上是「唯一」（名詞）
kah : ...的人

Kalki：人名，代表消滅邪惡者

kaha’ni：此字源自kaha’nia’，字義為短的故事集

kallo：喜悅，大波流

kaha’nia’：此字源自katha’nika’，字義為短的故

kalloee：享受喜悅的女人

事集

kallola : 波浪、巨浪

kai fish：走路魚

kallolinee：總是快樂的人

kaia : 有那些、有什麼

kalma’：印度米的一種

kair (kaiḥ) : 和誰、與誰

kalmas’a : 罪過、污點

kairavee：月光

Kalna：印度Ra’r’h地區的一個城鎮名，曾經因為

kaivalya：獨一、絕對、解脫；完全的隔絕；遠

受耆那教影響而以耆那教神祇Amvika的名為

離物質的執著；與至上合一的靈體，同

名（Amvik-Kalna）
，當今之名為Enbo-Kalna

kaevalya

kalpa：吠陀六支脈中，其中一支為kalpa，其餘

kaivalyam（kaivalyaṁ）
：純淨、獨一、自我完美、

五支詳見chanda；決心；觀念；儀式；世代，

永恆解脫、絕對（之境）

世紀；想像、念

kakii：伯母；叔母

kalpa’dau : 劫初，世界創始階段

kala’ prava’ha：曲度波流

kalpa’nta : 劫末、劫盡、世界末日

kala’：技能、技巧、藝術，圓形曲線；小部分、

kalpa-ks’aya : 劫末、劫盡、世界毀滅時

十六分之一
Kala’bao：人名，在Gan’esha身旁的人；香蕉樹
的一種

kalpalatika’（kalpalata’）：如意草、如願樹
kalpana：
（男）想像、想法、觀念（女）kalpana’
kalpate : 被認為有資格、適任、稱職、變得；想

kala’bida：文化節目；藝術家

kalpita (kalpitau) : 妄計、妄執、妄想、妄覺、

kala’vata’ra： 部份的現身，十六分之一的現身；

被想像的、分別；被安排的、被假設的、被組裝

在Iishvarakot’i裡的其中一個等級的化現
kala’vatee：藝術的化身

的
kalya’n’a sundaram：希瓦五張臉中最中間的一

kalahana：人名，音譯為卡拉罕納

張，代表慈悲，優美的照顧，是五張臉中的

kalamii：空心菜

主控者。詳見va’ma deva
kalya’n’a：靈性之美，靈性之善，靈性的好；受

祝福的，幸運的；幸福，安寧

kana’i：Krs’n’a的一個名字

kalya’n’aka’ri：施恩的，仁慈的

kanaiyo：Krs’n’a的一個名字

kalya’n’a-krt : 行善的、仁慈的

kanaka（kanake）：黃金，財富

kalya’n’amadhur：慈悲的甜美

kanakaprabha’：似黃金般的光輝

Kalya’n’amukha：最高的慈悲，福祉

kanakasundari：如黃金般的美麗

kalya’n’ee：幸運的女人；好兆頭的女人

kanda：根、球根

kalya’n’ika’：在物質、心智和靈性三個層面的進

kandara：洞穴、澤谷、深坑

步和福祉
kalya’na’rtha：福利
kam：行動，行為；誰
Kam’sa：字義是一個對別人的存在是具有危險性

kandarpa : 愛神、欲望之神
Kandehara：即Gandha’ra，古時阿富汗的一省之
名
kanika’：原子；細微的粒子

的實體；Krs’n’a的舅舅名字，當時他是不道德

kanja：至上本體；蓮花

的人

Kannad’a Brahmans：被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

Kam’sana’ra’yan’a Ra’y：印度古代一位國王名

中，來自南方的有五種，其中之一為Kannad’a

kamala：
（男）蓮花；柔和，甜美。
（女）為kamala’

Brahmans （來自Karnataka）
，其餘四種為

（lakshmee的別名）
；此字可由兩種型式衍生

Citpa’van Brahmans，Utkal Brahmans，Tamil

出來，其一是ac＋la’＋d’a＝kamala，語言學

Brahmans，Traelaunga Brahmans

上的意思是「擁有美麗者」
。其二是kam＋alac

kanwala：蓮花

＝kamala，其義為美麗的化身

kanya’：女孩；女兒

kamala’ks’a：擁有像蓮花般的眼睛
kamala’pati：kamala’的先生；Vis’n’u的別名
kamala’sana-stham : 蓮花座上
kamalaja : 蓮花生、又指造物主

Kaola maha’ta’ntrikas：在kun’d’alinii瑜伽裡的傳
統偉大密宗行者們
kaola：可以使自己的kun’d’alinii提昇起來的人稱
之，又譯為宗師

kamalana’tha：蓮花的上主

kaomudii：月光

kamalanayana：似蓮花般的眼睛

Kaon’d’ilya：佛陀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巴利文

kamala-pattra’ks’a : 眼如蓮花，指克里師那
kamalesha：蓮花的上主
kamalinee：蓮花園；充滿蓮花的地方
kambalam：水
kamla’：橘色

為Kaon’din’n’a，詳見該條
Kaon’din’n’a：（巴利文）佛陀第一次給法輪常轉
手印的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
Kaonteya：字義是Kunti（Kuntii）的兒子，Arjuna
的別名

kampa：震動、顫抖

kaopiina：瑜伽內褲

kan’a’da：西元前約50年的一位偉大哲人，他曾

Kaorava：印度摩訶大戰役中（與Pa’n’d’ava作戰）

說過，沒有因就沒有果；勝論派（vais’es’ika）

代表邪惡一邊的名字，又譯為俱盧族，音譯

的創始人

為高樂瓦

Kan’t’aka：刺、荊棘
kan’t’ha shilpii：很會唱歌的人

kaoravas：在印度摩訶婆羅多大戰役中代表邪惡
一邊的俱盧族兄弟

kan’t’ha（kan’t’ha’）：頸部，咽喉，喉嚨

kaos’ikii bindu：表示宇宙創造的最初點

Kan’t’ha：喉嚨

kaos’ikii（kaoshikii）：可以開展心靈的舞蹈，或

Kan’t’hana’la：如蓮莖之頸

譯為心靈之舞。是巴巴於1978年９月６日所

kan’the a’hva’n：清澈的呼喚

創造的；造化勢能在未創造宇宙之前保持力

三角形平衡時，又名kaos’ikii
Kaosha’mbii：印度地名，有Sarasvatii河流經，當
地有許多遺跡，廢墟
Kaoshikii：同kaos’ikii
kaostubhaman’i：鑽石；Krs’n’a的別名；最好的
寶石在其應有的榮耀位置的中心
Kaoverii asmyaham：我是Kaoverii
Kaoverii（Kaover’ii）：Ka’lii的別名；河流名，人
名

karala：苦瓜的一種
karam : ...的原因；所作，實行；形象
karamca’： 一種蔬果名
Karan’a（karaṇi’）
：動作、行為、儀式、實行、
工作、工具、令、事、作、成就、產生、熟
練的；感官與運動器官
Karan’a’bha’va’t Ka’rya’bha’vah：沒有因就沒有
果
karanam：至上本體

kapa’l：前額

karanee：行動；奇蹟

kapa’la：頭顱

Karanya’sa：以手的姿式（手式）的型式來禮拜

kapa’li’：鉢

karau (karāv) : 從事、實行

kapa’lii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是「持頭蓋

karava’ṇ : 應作

骨（骷髏頭）
」的身印
kapa’lii（kapa’lee）：擁有骷髏頭的人
Kapa’linii：神祇名
kapa’ṭa：門
kapardi：希瓦的別名
kapardinee：Pa’rvatee的別名
kapat’ata’：偽善
kapha：夜柔醫學中所稱的黏液
kapi：太陽；猴子
Kapila：上主的一個名字；正色、紅褐色；人名，

karis’yasi : 實行、履行、達成、將可以做、將要
做
karis’yati : 作用、功能、能做
karis’ye : 執行、實行
karkat’a pra’na’ya’ma：痛點生命能控制法
karma a’mi：客體化的我
Karma nirva’n’a：字義上是行動的解脫. 在
Maha’viira（大雄）的觀念裡， 必須遠離一切
行動， 才能獲得nirva’n’a（涅槃，解脫）
karma yoga：行動瑜伽
karma yogiis：行動瑜伽士

音譯卡比爾，他是世上第一位被認可的哲學

karma：行為，行動、業行、行業

家，他遠較Shiva之後才誕生，但略早於

karma’dhyaks’a：所有行動的總控制者；行動的

Krs’n’a。他提二十四條（或稱二十五條）創造

目証者

與進化的法則，世稱他為sa’m’khya（數論）

karma’n：業，行事，行動

派

karma’n’am’ : 行業、行為果報，活動

Kapila’s Sa’m’khya：Kapila的數論派

karma’ṇi : 去行動

Kapilavastu：音譯迦毗羅衛，是釋迦族的首都

karma’sana：行動式

kapit’tha（kapittha）：木蘋果

karma-bandha : 業報的束縛、行動的束縛

kapota：鴿子

karmabhi : 從行動的束縛中、從活動的束縛中

kapota’ks’a：像鴿子的眼睛

karmabhir : 活動的結果

kar’a’ishunt’i：一種蔬果名

karma-ja : 因業而發生、因行為所生的

kara : 光線、光明；義務；稅；能作、所作、應

Karmaka’n’d’a：從內容來看，吠陀分為兩個部

做、增長；手

份，一部份是karmaka’n’d’a（祭祀）儀式（行

kara’：
（去）做

動）的部份另一部份是jina’naka’n’d’a哲學知

kara’bhya’m：以手、用手

識

kara’la’ni : 張著可怕的牙齒

karmakṛt : 從事工作

kara’ndeep：行動之光

karman : 行為、行業、結果

karman’as : 活動、行業

kartrtvam：行為能力

karman’i : 職責、行事內容

kartrtve : 創造的、在創造

karmaṇa : 經由行動、藉由行動

kartta’：行為者，同karta’

karmaphala：因果業報，果報，行為的果報

karttabya：責任

karma-saṅgis’u : 與執著行動者在一起

karttavya : 可切斷的、可破壞的、可消滅的

karmasu : 在行動中

karttr a’mi：主體的我

karmava’da：行動論
karma-yogena : 行動的連結
karmendra：如Indra一樣偉大完成他的使命
karmendriyas：運動器官，又譯為作根
karmibhya : 比行動的
karmibrnda：行動的群眾，
karmin’+brnda=karmibrnda
karmii：行動者，行為者
karmiira’：工作者
karmin’（karmii）：行為者，行動者，
karma+in=karmin’
karmin’ii：女行動者，女行為者
karmisthta：愛自己的工作而且行動很有效率
karn’a：耳朵；舵，指針；人名，音譯卡爾納
Karn’a’t Brahmins：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
人之一，是來自南印度的
karn’adha’ra：領導者
Karna：古時在Angadesha區，一位著名的國王名
字
karomi : 我做

karttum : 做、去做、從事
kartu : 作、所作、去做、去從事、行為
karun’a（karuṇa）
：（男）慈悲，大悲，恩慈
karun’a’（karuṇa’）
：
（女）同情心，柔順，慈悲、
悲憫、憐憫
karun’a’nidhi：憐憫心與慈悲心之珍寶（nidhi：
珍寶）
karun’ah : 仁慈地
karvaya : 哲人、聰明的人
kas : 誰
kas’a’ya：暴躁，易怒，彆扭；用粗暴的話去傷害
別人
kas’cana : 任何(一個、人)
kas’cidevameva : 絕少有人、稀有的人
kas’cinna : 任何人、某人
Kash：Kashmir（克什米爾）的古名
kashale :在善裡頭，在妙之中，在吉祥裡
kashcana : 任何
kashcit (kaścid) : 有人、任何人、一個人、任何
一個

karos’i : 你做

Kashi：印度某地的古名，今名為Benares

karoti (karotu) : 第三人稱的做、作、為、使、

kashii sugar：精煉紅糖

令、從事、實行、教作、能作

kashmala : 不純淨，污穢

karpu’ra：樟腦

Kashmeru：Kashmir（克什米爾）的古名

kars’ati : 努力耕作、辛勤煩惱

Kashmiira：Kashmir（克什米爾）的古名

kars’ayantah : 折磨

Kashmiirii school：源自原始希瓦密宗，所轉變成

karta’：至上本體，創立者；行為者、製造者，由
kri+trn而來
karta’ra : 行為者、創造者
karta’si : 行為者
kartavya（kartavyaṃ）
：所為、所作、作事、應
作、義務、作業、事務

的後希瓦密宗，分成兩支，其中一支脈為
Kashmiirii school，另一支脈為Gaor’iiya
school
kasma’t (kasmāc) : 從何處、何以故
kastvam’：你是誰
kasya : 關係代名詞的“誰的“、對誰

kartavyata’ : 義務、必要的、責任感

kasya’py（kasya’pi）: 稀有、甚至有誰

karthita：言論、言說、故事

kasyacit：任何一個的、其他人的、任何人的

kartrtva : 作者的身分、主動力、作者性

kat’aka : 金飾品、手鐲、手飾

kat’u : 辛辣、苦的

kavi：目證者；能見到真理的人、有理解力的人；

kat’uka：辛辣

無所不知的人、全知者、智者；詩人；在吠

katara (kataran，katarat) : 那個、誰、云何

陀梵文裡，此字之義為有學識的人，學者

katha’（katha）
：一本奧義書的名字；故事；談、
說、論說、談論；如何、怎麼做、從何處

kaviina’m : 在全知者中、在智者中
kavijr：一位虔誠詩人的名字

katha’nika’：短的故事集，短的故事組合

kavita’：詩

katham (kathaṃ、katham’) : 云何、如何、為何、

kayastha：在印度裡，是屬較高的種姓，是知識

如何、何故、為什麼、怎樣

份子（Vipra） 。種姓的一個分族

kathaṁta’：何故、從何處

kayetbel：木蘋果

kathana：說話

kayla’：煤炭

kathaya : 談論、講述、陳述、述說、描述

kayt’a’：任何（一些）（疑問句）

kathayantash : 談論、宣說

ke：誰（單數，主格）

kathayata : 講述、談論

ke’pi : 任何

kathayis’ya’mi : 我將會說
kathayis’yanti : 將會談論
kathita：會話、故事、言論；被眾人所讚賞之人
kathya : 可講述的
kati : 多少、若干、幾、有多少
kauma’ra : 童年，幼年
kaumodakee：Krs’n’a的權杖
kaumudii：同kaomudii
kaunka’lama’la：以人的頭骨所做成的花環（頸
項）
kaunka’lama’linii sama’dhi：修行者在三摩地中將
自身和至上造化勢能（kaunka’lama’linii的象
徵）合而一，並體驗到難以言喻的喜悅時，
即此三摩地之義
kaunka’lama’linii：帶著以人的頭骨所做成的花環
的人；密宗的一派
Kaunkalama’linii Tantra：密宗的一派，此派很難
被界定為印度密宗或佛教密宗
kaunteyah : kuntii (昆蒂) 的兒子
kaupi’na : 陰部、腰布
kaupi’navat : 僅纏腰布的、僅穿腰布的
kaus’ala : 幸福、幸運、繁榮；熟練、聰明；妙
解、善解、善明、明了
kaushala：善解、明了、善巧、聰明，技術，技
巧，高興，繁盛
kaustubha（kaostubha）：寶石
kautuka : 好奇心、興趣、渴望、熱心
kavaya : 智者、有學問的人

kecid（kecit）
：一些、有些
keda’r（a）
：喜馬拉雅山的峰頂；希瓦的別名
keerti：好的名聲，同kiirti
kelekonr’a’：綠籬山柑
kelis’ikṣaya’ : 從事色情娛樂
kena：依何、依誰、何故、因何、為何、云何、
誰能
kena’pi：無所依、不受一切，由kena+api組成
kendra（kendram）：核心
kendre：在核心裡
kendu：一種樹的名稱
kes’u : 以什麼、以那些
kesarin：獅子
kesh（a）：頭髮；Na’ra’yan’a（至上意識）的別
名，此字由ka+iisha而來
keshar：印度米的一種
keshava：克里師那（Krs’n’a）的別名；有捲曲的
頭髮，音譯凱夏瓦；殺害魔鬼「keshi」的人；
有光輝的人；能控制呼吸的人
keshavasya : 凱夏瓦的、克里師那的
keshinee：長髮的女人
keshi-nis’u’dana : 殺死凱希者，指克里師那
keta’r’ii：同keta’rii，其義為甘蔗
keta’rii：（Magahii, Angika’和Na’gpuri文）甘蔗
Ketu：天文學上，日蝕、月蝕的半影
kevala：未混合的，純，單一，唯一、只是，絕
對、不雜的、合一；整體；所有的一切

kevala’ bhakti：無屬性的虔誠，純一的虔誠

kheda : 疲勞、厭倦、疲倦、苦惱、辛勞

kevala’ siddhi：當心靈的意識，潛意識，無意識

khelana : 遊戲、競技

都不起作用（已懸止）
，僅存在著唯一的至上

khelanti : 遊戲

本體時，此種成就稱之

khelato : 遊戲

kevalam：僅有，唯一；唯一的實體

khendi：獅子鼻

kha pus’pa：天空的花朵

khesa’ri：灰扁豆，紅扁豆

kha（khe）：虛空、空，天空、空元素；天堂的

kheyal ：某種音聲學，音律學，音律法（烏獨文）

粗鈍面；ka＋ha＝kha；心靈傾向的焦慮

khidyati (khidyate) : 沮喪的、受苦的、疲倦、厭

（cinta’）的音根

惡、感覺痛苦、感到疲倦

kha’dhyavitaran’a：施食給大眾

khinna : (過被分詞) 沮喪、消沉、受苦的

kha’dya：食物、糧食、饍

khoka’：
（孟加拉語）大人呼叫小孩時會以此

kha’ja’：牛奶製甜點的一種

khoka’來代表小孩，直接叫（小孩為）khoka’，

kha’oya’：吃

khoka’之意也可以是寶貝

khad’aja：在Yajuveda裡將s’ad’aja（孔雀）寫成
khad’aja

khud：自我
khudha’：超我

khad’ga：劍，刀、犀牛

khusha’la：（男）高興，健康；（女）為khusha’li

khaḍga : 刀、劍、犀牛

khushamana：有快樂的心靈

khadira：一種植物名，或譯為檐木，音譯竭地羅

khushawanta：天生快樂

（木）

khushee：（女）高興愉悅

khaga：鳥、空中、飛行

khushiilala：（男）高興，愉悅

Khakuntala：希瓦的別名，字義是捲曲的頭髮朝

khya’：被取名、被稱呼

天空
khalu：確實的、真正的、雖然、而且
khamu’rtti：天空的顯現，空中的影像，由kha＋
mu’rtti所組成

khya’teḥ：所言、所知、見、顯現、覺知、能見
khya’ti：了知、知曉、覺察、能見；好的名聲，
光輝
khya’tiḥ：認為、知見、觀念、視作

khan’d’a：土地

ki：…的

khan’d’a’vata’ra：在Iishvarakot’i裡的其中一個等

kichu：任何，一些（不可數名詞）

級的化現；部份的現身
khaṇḍa：章、節、部分、片段、不全
khar’i：北孟加拉把indhana（燃料用的木材）稱
為khar’i

kiirt：大聲讚頌某人
kiirtana（kiirtan）
：靈性舞蹈。讚頌神的歌曲。
字義上是krt加a’nat意指僅對至上意識讚美、
讚頌，krt意指讚美、讚頌。巴巴說kiirtan的真

khara：腐味，臭味

正意思是「我愛你」
（至上）
；以好的字詞大

Kharos’t’hi（Kharos’thi）：古印度文字的一種，

聲唱誦

此種字是由Saendhavii文字轉變而來，又譯為

kiirtaniya：值得稱讚的人

傳盧文

kiirtayantah : 讚頌、吟誦

Khash：Kashmir（克什米爾）的古名

kiirti：光榮、名譽、讚美、壯觀、繁榮

khat’-khat’-khat’：行動，走動的音根

kiirtim : 聲望、名譽

khe : 在空中裡、在天空裡

kiirttaniiyah：當某人的特質是被大聲唱誦及高度

khecara：飛行於空中
khecari’： 行於空中、逆舌身印

讚揚時，即稱為kiirttaniiyah
kilbis’a : 過失、罪過

kilbisaiḥ : 罪惡、重罪

也代表阿尊那

kim (kiṃ) : 有什麼用、什麼、有何、誰

kiriit’inam : 戴著皇冠

kim anyat : 沒有其它 (原因)

kirta’ra：創造者

Kim Bhagavata atthi：上帝存在否

kishalay：由ki（…的）和shalay（棒子）組成；

Kim Bhagavata natthi：上帝是否不存在

嫩葉

kiṃ nu : 更何況

kitakrudha：戰勝生氣的人

Kim（kiṁ）：云何、何、誰、有何、有什麼、什

kiul valley：Magadha文化的四個支脈之一

麼
Kim’purus’avars’a：西藏的古名，其意為男人國，
男子乎國

kiyat parima’n’：某個量，某金額量
kiyat：有多少
klaibya : 無男子氣概的，怯懦、膽小

kimapi : 無論何事、任何

kledayanti : 弄濕、濕潤

kiṃcid : 一些、少許、少量

kles’aḥ：苦惱、惑、障礙

kiṃcid（kiṃcit、kiñcid）
：少許、若干、一些；任

kles’avat：苦惱、折磨、煩惱、惑

何東西

klesha（kles’a）
：惑、痛苦、煩惱、困擾、障礙，

kimtu ( kintu ) : 但是、雖然、可是、何況、不

身心不調，心裡的感受和神經的反應是不相

論……

稱的，五種無明（avidya’）的型態；字義為

kimuktena : 還要說什麼、還需說什麼

苦惱憂傷

kiṃvadanti’ : 諺語、箴言

klis’t’a：染污

kiñcana (kiṅcana、kiṃcana): 任何東西；少許、

klis’t’a’ vrtti：與klesha同義，由五種無明：

一些

avidya’，asmita’，ra’ga，dves’a和abhinive sha

kiñcid ( kiñcit ) : 若干、少許，同kiṃcid

所引起的

kiñcidbha’vako’para : 把一切都想成不存在、想

klis’t’a’：痛苦、折磨

成沒有任一切、想成不存在

klrm：Krs’n’a的別名，；此字是ka（水元素）＋

kiñcin : 任何、若干、少許、些許

la（固元素）所組成，所以ka+la就代表客體

kiñcinna’sti’ti : 沒有任何東西存在

世界，而客體世界都在Krs’n’a裡頭，因此

kinkini’：鈴

Krs’n’a就是klrm；在Paora’n’ik Sha’kta法門

kinnara：小神，海洋的上主；美神；音譯為 "緊

裡，此字亦代表ka’lii和能量的音根

那羅"，七種天人之一，是渴求美麗的天神
kinnaravidya’：美學，此處vidya’表示學問，知識、
科學

Klrm’ Ka’lika’yae namah：禮敬Ka’lika’，Klrm是
Ka’lii的音根
klṛpta’ : （過被分詞）生產、創造

kinnarh：美麗，同kinnara

ko：如何地、什麼、幾分的

kinnari vrtti：美感

ko’nya ( ko’nyo ) : 其他人、其他什麼、此字由

kinnaris：對優美舞者的稱，乎美的化身

ka + anya 組成

kira’ta：希瓦的一個名字

ko’pi : 一些，此字由ka + api 組成

kira’ti：Pa’rvatee的一個名字

ko’sau :無論誰、無論哪一個，此字由ka + asau

kiran’a：光線

組成

kiran’mayee：充滿光線，光輝

koh：山

kireeta：Ajuna的別名，帶王冠的人

kohiitr：香甜味，字義是香甜的山，此字由

kireeti：王冠；Ajuna的別名
kiriit’ii : 戴著王冠、戴著皇冠，代表克里師那、

koh+i+iitr所組成；芒果的一種
koh-i-nu’r：光的山

kohinu’r：鑽石
kohitur：此字是誤寫字，真正確寫法為kohiitr
koilo：煤炭
kokanada：蓮花

粗鈍世界的能量（Hindi文）
kriya’ yoga：實踐瑜伽，行事瑜伽，或譯作事部
瑜伽
kriya’： 實行，從事、作，能作，所作，行，行

kola：算數，數目；野豬、棗子

為、行動，果，業；儀式；有具體形式的行

komala：柔軟的、溫柔的，輕柔的

動，如果只有行動，但尚無具體形式則稱為

komala’：柔和的女人

karma；kriya’意指行動的完成型式

koṇa (kona) : 隅、角、四、棒、棍棒

kriya’bhir : 從事行動的鍛鍊

kona…ne：沒有任何．．．
（否定句）

kriya’sa’ks’iibhu’tam：目證一切事物行為的結果

kos’a：字義上為「鞘」，喻為心靈的層次；又譯
為俱舍

者，意指至上意識
kriya’shakti：曲度力，曲度力所做的行動結果

kot’i：：等級

kriya’-vishes’a : 盛大的儀式、殊勝的行事

koṭi：千萬

kriya’yogaḥ：瑜伽的鍛鍊

kovida：有學識的人，聰明的人

kriyama’n’a’ni : 被做、從事

koyekt’a’：一些（肯定句）
kr：是一個動詞字根，即使一個人尚未達到進步
時，也要去幫助他進步
kra’nti（kra’ntih）：進化，演化，演進
krama：進、行、步行、次第、順序、漸進、漸
次；力量；強壯
kramaḥ：順序、漸次
kramayoḥ：順序、排序
krameṇa：漸次地
krandana：使人大哭，大聲哭泣
kratu : 獻祭儀式
krdha’tu：與行為有關
kriid’a’：
（知道緣由的）戲劇，不知緣由的戲稱之
為liila’
kriim’：中國黑色Bhra’marii 度母（在印度中世紀
時稱為Ka’lii）的音根
krimi：微生物的一種
krimisamkosa：一種微生物，又譯為蟲俱舍，此

kriyamaṇa : 已完成之事、已做之事
kriyante : 從事、舉行
kriyate : 從事、舉行
krkara：五種外在生命能之一，控制體內氣壓有
助於打呵欠，伸懶腰
kṛmi：蟲、昆蟲、微蟲
krod’a：自數，數目
kroḍa : 洞穴、內部；豬
krodha eva maha’n shatruh：生氣是最大的敵人
krodha：憤怒，生氣；此字是由krudh+al而成
krodha’t : 從憤怒
krodhaha’：克服生氣的人
kroshana：哭泣
krpa’（krpa）
：大宇宙的恩典，慈悲、慈憫
kṛpa’kara（krpa’karaḥ）：非常仁慈的人
krpan’a’ḥ (kṛpaṇam) : 吝嗇鬼、可憐的人
krpaya（kṛpayā）: 哀悼、出於同情、憐憫、慈
悲；為...哭泣
krs’：耕田；我存在的感覺（祂存在，所以我存

種蟲是一種會造成植物和樹木大量毀滅的傳

在），生活；當作動詞字根時，其意為吸引；

染病或菌

成為（to be）
；存在

kripa’：慈悲；憐憫；恩典，正確寫法應為krpa’

krs’ak：農人

krishna：同krs’n’a

kṛs’ata’：瘦的、薄的、瘦弱的

Krishnanagar：地名，克里斯那城

kṛs’atva（krs’ata’）：瘦、薄

kriti：組合，組成；作曲；性質，行動使用魔法

krs’i : 農務、農耕

的人
kriya’ shakti：做事的能量，又指身臍輪的部位；

Krs’n’a Candra：Nadia國王的名字，Candra之意
為月亮

Krs’n’a Dvaepa’yano：是廣博仙人（Vyasa）的名
字，Vyasa只是姓氏
Krs’n’a liila’：Krs’n’a的遊戲，至上的遊戲
Krs’n’a ta’ra’：同Bhra’marii Ta’ra，詳見此字
Krs’n’a：人名。約三千五百年前印度的一位靈性
導師。音譯為克里斯那，字義為「黑、黑色
的、黑暗的」
。哲學之義為（1）吸引萬物（2）
「我」存在的感覺（由於祂的存在，所以感
覺到我的存在）（3）已顯現的宇宙。生物學
上之義為：控制一切習性與情緒者，是頂輪
的核心，也代表著頂輪。它的音根是klrm
（ka+la+anusva'ra） 。Krs’n’a的另一意思
為，祂是萬物的核心， 一個具有吸引力的人
（動詞字根krs’意為吸引）
（Krs’+n’a=Krs’n’a，由於祂的大能，我們依
祂而存在）；又義至上意識
krs’n’a’t : 從克里師那
krs’n’asharan’a：以Krs’n’a為庇護所
krs’n’astu：Krs’n’a成為（變成）
krs’n’e : 在黑暗裡
krs’nendus：黑色的月
kṛṣya：可耕作的
krt（kṛt）
：斷割，分解；造、修、作、所作
krt’-shakti：目證者，目證的力量
kṛta : 所作、已作、已完成、所成
krta purus’a：「做者」我（doer I）
，行動的意識

krtsna : 全部的、完全的、全體的、悉、遍
krtsna-karma-krt : 從事各種活動
krtsnasya : 所有一切的、全部的
krtsna-vit (kṛtsna-vin) : 全知者、正遍知
Krttika’（kr’ttika’）：二十八星宿之一的昴
Krttiva’sa Tha’kur：一位詩人名，他以孟加拉文
著作Ra’ma’yan’a
Krttiva’sa：即Krttiva’sa Tha’kur
kṛtva’： 正在做、保持、行事、做了之後、實行、
動作，其原型字為kṛ
kṛtya : 工作、事業、義務、所作
kṛtya’ni : 種種義務、種種責任
kru’ran : 恐怖的人、猙獰的人、殘暴的人
kru’rata’：粗暴，殘暴，殘酷
kruti：自我激勵的行動
ks’a：世俗知識和物質科學的音根；超越粗鈍面
的天堂領域
ks’a’maye : 忍耐、寬恕、寬容
ks’a’nti : 忍辱、寬恕
ks’a’tra age：武士時代
ks’ama’：地球；寬恕、堪忍、耐心
ks’amii : 寬恕、容忍
Ks’an’ika Vijina’na：佛教哲學的一支脈
ks’ana : 剎那、片刻
ks’apita : 被破壞、被消滅、被清除
ks’ara：變易、流逝、窮盡，至上本體受造化勢
能影嚮而產生變形的部份

krta（kṛta）
：造、作、已作、所作、所成、行為

ks’atriya’ḥ : 武士種姓、武士族、武士成員

kṛta’krta : 作與未作的

ks’atriyasya : 武士的、剎帝利的

krta’njali : 合掌、雙手合十

ks’atriyocita：武士型

krta’nte : 完成

ks’attriya：印度種姓制度中第二高的種姓。其主

kṛta’rtha : 使達成目的、使滿意、所願已獲得

要職務是武士。音譯為剎帝利

kṛta’rtha’na’ṁ：已實現他們的目的，責任

ks’aya : 毀滅

kṛta’rthaṁ：達到短暫的目的、達到暫時的解脫

ks’aya’ya : 為了毀滅

kṛtaca’ṭavaḥ : 諂媚者、諂媚的行為

ks’aya-krt : 毀滅者

krtakarma：過去的行為

ks’ayam：耗盡

kṛtakṛtya : 使達成目的；滿意的；所作事

ks’aye：消除、毀壞

krtena : 因…之故，從事

ks’ema’（ks’ema）
：繁盛；安穩、安全、美好、

krti（kṛti）
：行為；履行、實行

安樂、幸福、舒適；能導向靈性福祉者稱之

kṛtrima : 人為的、假的、虛假的、虛偽的、虛構

ks’ematara : 更舒適的狀態、善樂、非常幸福

的、造作

ks’etra : 層面；場所、領地、國土、土地、耕地、
場；音譯剎土

ks’etragna：至上的靈魂

kṣi：消除、滅盡

ks’etra-jñam : 場的知曉者

kṣi’ṇa：盡滅、衰弱

ks’etrajñayor : 「場」的知曉者、
「場」的知悉者

kṣi’ṇa’ : 盡、窮盡、滅盡、斷

ks’etres’u : 在「場」裡

kṣi’ra：牛乳、乳

ks’etri : 「場」的主人
ks’iin’a : 滅盡
ks’iine : 耗盡的、滅盡的
ks’iira：固體的乳製品；牛奶甜稀飯，米布丁，
又名乳粥，是用牛奶將米煮成粥
ks’ipa’mi (kṣipāmy) : 我把...倒入，我把...丟入

kṣi’yate：消滅、破壞、消除
kṣipra（ksipraṃ）
：快速、迅速、急、疾
kṣipta：射、擲、灑、分散、飄散；落葉
kṣobha : 攪動、搖動、激情、擾動、震動、干擾
kṣobhaya : 攪動、干擾

ks’ipra : 敏捷的、快速的

kṣubdha : 震動、攪拌、擾動

ks’ipta：心靈極度混亂，憂慮，不安的狀態

kṣubhyati : 擾亂

ks’iteesh：世界之王

kṣubhyet : 被擾亂

ks’iti：固體元素，五大基本元素之一；地球

kṣudha’：飢餓

ks’itipa’la：保護世界的人，國王

kṣudra : 小的、極小的、卑微的

ks’ititattva：固體元素

kṣut：饑餓

ks’udra : 極小的、低的、卑微的、下品的

ktin：給予一個行動的顯像

ks’uradha’ra’vat：急流，湍流

ku ：地球

ks’uri valley：Magadha文化的四個支脈之一

ku’pam：井

ks’uri：河流名（孟加拉語）

ku’pe：凹洞

ks’urika’： 河流名，同孟加拉語ks’uri

ku’rma na’d’ii：龜脈，竇狀小管神經，位於喉輪

ks’ut：飢餓
kṣa’lana（kṣa’lanaṃ）
：清洗
ksa’na：一剎那，形容極短的時間；又指一念間
kṣama（kṣamaḥ）
：適合於
kṣama’：堪忍、有耐性、寬恕

四週
ku’rma：五種外在生命能之一，位於身體不同的
腺體上，控制身體的收縮；龜（脈）、烏龜
ku’rmabha’va：龜將其四肢收回身體內，稱之
ku’rmabha’va

kṣamata’ : 對……有能力

ku’t’a : 峰、頂﹔欺騙、積聚

kṣameta : 能夠、有能力

ku’t’astha（ku’t’a-stha）: 站在最高處、常駐於

kṣaṇa：剎那、瞬間、片刻、須臾、極短的時間、
在那個時刻
kṣara（kṣarate）：流逝、流出
kṣati : 損傷、破壞、減少、減損
kṣaya（ksayo）：減少、破壞、衰微、肺病、滅
盡、消除、衰退、減弱
kṣaya’t：破壞、滅盡、消除
kṣayaḥ：毀滅、破壞
kṣaye：在毀滅上
kṣetra：土地、耕地；場、場所
kṣetram：領地、耕地
kṣetrikavat：像個農夫
ksha’ntee：寬恕；包容；耐心

頂、至高、永住定、常住不壞；又譯為不可愛
的、永不變異、不動的、不變的
kubalaya：蓮花
kubera：財富之神
kubuddhaya : 無智慧的人、愚智的人
kuco：龍蝦（孟加拉語）
kud：全體人類（Austric語）
kuhu：控制排尿器官的神經
kuinjavana：群葉（群植物）所環繞的小地方
kukkuṭa：公雞
kukkuta’sana：公雞式
kuksima’：傷寒草
kula guru：提升kun’d’alinii靈修的老師

kula：支柱。脊椎底端，受容器；另義為門第觀
念，族，群、家庭、家族、宗族、種性、高
貴門第；界限；ku：創造，la：支持者

kuṅcika’：鑰匙
kunda：潔淨；茉莉花之王；非常潔白的花。
（女）
為kunda’

Kula’ca’ra：希瓦密宗的法門之一

kuṇḍali：拙火、音譯軍荼利

kula’ngana’：出身好的，高貴的家庭

kuṇḍalini’：拙火、捲曲的靈蛇

kula’ttha kala’i：長硬皮豆

kundana：純金

kulaba’la’：沉睡於脊椎底端的個體力

kundina：希瓦的別名

kulabhu’s’an’a：帶來榮耀的人

kuntala：捲曲的頭髮

kula-dharma : 家法，家族慣例

Kuntii（Kunti , kuntee）：般度（Pa’n’d’u）的妻

kula-ghna’na’m : 使家族滅亡的人
kula-ks’aya : 滅門，殺害家族
kulakun’d’alinii：在脊椎底端捲曲的靈蛇
kulapati：家族之長，家族的擁有者
Kular’n’ava Tantra：印度密宗其中一派的名稱
kula-striyah : 家族中的婦女
kulasya : 家族的
kulattha：豆、大豆、秦豆，豌豆的一種
kule : 在…家庭中
kuli’na：貴、高貴的種族
Kuliinas：那些從事提升kula kun’d’alinii的靈性修
行者
kulina：出身貴族，名門，如種姓制度的婆羅
門．．．等；另義如kuliina，詳見kuliina
kuma’ra：戰神
kuma’ree：處女的，潔白的
Kuma’rii ：童女，處女
Kuma’rii pu’ja’：對童女，處女的禮拜，奉獻
kuma’ril（a）
：飽學之士
kumbha：壺、瓶、罐、甕
kumbhaka：止息、住氣、瓶、罐
kumuda：像給予喜悅的花的一樣；白色蓮花；
蓮花
kumudine：水百合花
kun’cana：彎曲、收縮、縮短
kun’d’a：泉水
kun’d’alika’：捲曲之物
kun’d’alinii：捲曲的蛇，潛在的靈能，或譯為拙
火，有的音譯為軍荼利；有一種油炸甜點
jilipii，它的名字也叫kun’d’alinii，因為它是捲
曲的
kun’t’ha’：（心靈）縮小，收縮，變小

子普瑞塔 (pṛthā) 之名，音譯為昆蒂
kupita : 生氣、大怒
kupya : 令人興奮的；動
kupyati : 生氣的、嗔恨的、興奮的；對……生氣、
對……嗔怒
kur：在古Austric語裡，此字之義為「人」
Kur’mun：是位於印度Burdwan區的一個村落
名，此村落受Shiva密宗的影響非常大
kurhi：數目20（孟加拉語）
kuri：人的全身
kurii：二十個人，此字與kurrii、kur’ii同義，泛指
數目「20」
kurmaka’sana：龜式
Kurmii Mahatos：在西Ra’r’h區，是孟加拉六種群
落之一
kurnish：一種屈服於權威的敬禮
kurrii（kur’ii）：二十個人；泛指數目「20」
kurta：襯衫
kuru ks’etra : 是指物質世界工作場
kuru punyan ahora’tram：要日夜行善
kuru：地名、上勝，勝生，音譯為俱廬，拘摟；
kuru族的族名；
（對第二人稱）以命令的語氣
來指使做事，字義為去做；工作；作為、形
成、實行、使、令。此字是由kr-dha’tu而來；
此字又來自ku，其義為不善、非正、邪惡，
所以隱喻為非法性
kuru’n : 指kuru (俱廬) 的成員
kuruks’etra：戰場。行動的世界，外在的世界，
世界，宇宙，不停的工作，或譯為俱廬之野，
kuru的意思為工作，做事
kuru-nandana : 俱盧族的寵兒

kurus’va : 做

kut’ure owl：貓頭鷹的一種，體型小，像catechu

kurute : 從事、必須做；使…成為
kurva’n’ah : 從事

（阿仙藥）的顏色
kutas (kutaḥ) : 從何、依何、於何、從誰、從哪

kurvan : 從事工作、做

裡、那裡有、在何處；何故；何況、怎麼可能

kurvannapi : 即使從事工作、即使從事行動、即

kutas’cid : 從他、所從

使從事活動

kutch：被水覆蓋的地

kurvanti：從事、實行

kuto (kutaḥ) : 何故能夠、從何處、如何能

kurvantu vishvam’ ta’ntrikam：讓全宇宙都成為

kutra：去何處、於何方、云何、處處、那裡

tantra行者

kutra’pi : 在何處、任何地方

kurvata : 做、從事

kutracid (kutracit) : 在何處、於……處、任何地

kurya’m : 我履行、我從事

方、（與否定句連用）無論何處……皆無

kurya’t (kuryād) : 應該做、實行、執行、從事、

Kuvera：財富之神的母親；此字是由kuv+erak而

作
kus’ala : 妙善、善巧、適當的、合適的、健康的、
通達、熟練
kus’t’ha：皮膚病，痳瘋病
kus’um：一種樹的名稱
Kusagrapura：上茅宮城，是Magadha（摩揭陀

來，字義上是擁有巨大財富的人
kuvera’s：神話故事中天堂的寶藏
kva : 在何處、往何處、在那裡、哪裡有
kva’ṇa：聲音、聲響
kva’pi : 此字由kva + api組成，其義為在某地
方、某時、無論何時

國）的早期國都，此城因四週有多座高山屏

kvacinna : 任何地方

障，所以又名山城

kvacit : 隨處、隨時、一切處、時常

kusha : 草、吉祥草
kusha’ri：姓氏名，其義是甘蔗
kusha’sana：以kusha（吉祥草）為坐墊
kushaera’：此字源自kushakera’，其義為甘蔗
kushakera’：此字源自kusheruka’，其義為甘蔗
kusher：
（孟加拉語）甘蔗，此字源自kushia’r
kusheruka’：甘蔗（近代梵語）

L
la：固體元素的音根；心靈傾向kru’rata’（殘酷）
的音根
la’：擁有者
la’bha（la’bhaḥ、labhyate） : 利益、所得、獲
得、好處、利養

kushia’r：此字源自kushaera’，其義為甘蔗

la’bha’la’bha ( la’bha’la’bhe ) : 得失，由

Kushiinagar：音譯為拘尸那羅，是佛陀涅槃的地

la’bha+ala’bhau組成

方，古名為Kushiinara
kushiya’r：
（ Maethilli語，也用在孟加拉語）甘
蔗，此字源自kusheruka’或kushakera’
kushiya’ra’：甘蔗園區
kushul：
（孟加拉語）甘蔗，此字源自kusher

la’ga’m：韁繩（孟加拉語）
la’ghava（la’ghavam）：輕盈、輕蔑、貶低價值
La’kinii：神祇名
la’kr’i：中部及西部孟加拉把indhana（燃料用的
木材）稱為la’kr’i

kushur：
（孟加拉語）甘蔗，此字源自kusher

la’la’srava：流涎

kuṣṭha：痲瘋病

la’lasa : 渴望、喜歡、熱衷

kustubha：海；海洋

la’vaṇya：優美、吸引力、可愛、迷人、優雅

kusuma：花，盛開的花

la’vanyamayi：天生美麗又吸引人

kusuma’kara : 春天

laban’：鹽

kut’ila：彎曲、乖戾、奸詐

labdha : 已得、所得、既得、已達

kut’ila’ script：古時文字的一種

labdhva’: 已得、已達
labha：獲得、取得、財利，所得的
labhasva : 獲得
labhate ( labhati ) : 取得、獲得、看到、發現、

lalita’：（女）愛開玩笑的；優美的；可愛的。男
的為lalit（a）
lalita’nga：
（男）英俊的人，有美好的身材（女）
為lalita’negee

達到

lalita’sana：優美的姿式

labhya：可理解、可達到、可證得

lalitacandra：美麗月亮

labhyah : 可以被獲得

lalitamohana：又美麗又吸引人；Krs’n’a的別名

lad’d’u：甜球，甜點的一種
laddu：甜球，甜點的一種，正確寫法為lad’d’u
lagati：附著於、黏著、與……接觸、執著於
laghima’：光明；明亮。八種法力之一的"能輕"，
其意義之一是保持年輕心態，不會老成嚴
肅，詳見an’ima’
laghu：快速、輕的、輕安
Laghu-a’shii : 只吃很少
laghuta’：敏捷
lajja：羞恥，害羞（男）
lajja’：害羞（女）
lakh：印度錢幣的十萬
laks’an’a：特色（特徵）
laks’an’am：指標，表徵
laks’man’a：繁榮；幸運；Ra’ma的兄弟
laks’mii（lakshmee（laxmi））
：財神；美麗之神；
幸運之神；神話故事中，潛在於水稻中的力
量亦稱為laks’mii
laks’ya：目標
laks’ye：在目標裡
lakṣaṇa：特徵、屬性、顯相、體相、象徵、標記
符號、區別、記號
lakshmee：同laks’mii
lakṣya：可被觀察的、可見的、所見的、所觀、
相性之根、標的
lalana’：懸雍垂，垂舌；左脈
Lalbai：一位女人的名字
lalita ma’rmika： Parvatii所給的靈性舞蹈；其義

lambana：希瓦的別名
lambika’：懸雍垂，小舌
langota’：同laungota’
langra’ mango：芒果的一種種類
Laokika Sam’skrta：在希瓦之前的梵文稱為吠陀
式的梵文，在希瓦後的梵文稱為Laokika梵
文．Laokika本身的字義是指「地區性的」
，「世
俗的」在某些情況也代表 「過去的」 「先
前的」名字，家庭，或情況
laokika：過去的、先前的、地區性的、世俗的、
粗鈍的；人們的
las’una：大蒜
lasika’：唾液
lata’gulme：在爬蟲類，昆蟲和灌木裡
lata’man’i：寶石
latika’：細小的草
laukika : 世間事、世俗事、世人、大眾；同laokika
（正確寫法是laokika）
laungota’（langota’）：男性瑜伽內褲
launka’：辣椒
lavan’a : 鹹的、辛、鹽
lavana’（la’vanya）：美麗；漂亮
lavaunga：丁香
laya yoga：瑜珈派別的一支，其義為達到心靈不
動搖或心靈消融的三摩地境界
laya：消融、融合、深定，溶入，分解、化境；
躺下；心靈不動搖的狀態
leela’：美麗又吸引人的女人，同liila’

是內在精神的聲音；在唱誦kiirtan時並伴著舞

lekha’：書寫，文字，直線

蹈

lelihyase : 你在舔

lalita mudra’：mudra’的一種，字義是優美，愉悅
的身印
lalita：優美的，愉悅的

lepa : 塗油、軟膏、污點、不潔之物，執著
lepana：塗沫
li’la’：遊戲、自在

li’na：潛伏、藏匿、消失、溶解

lokamitram：世界之友

li’nata’：緊抓住、躲在……之中、隱匿

lokapraka’sha：世界之光

li’yate：固定、留在、附著、隱匿、在……之中消

loka-sam’graha (loka-saṅgraha) : 世人

失、耽著

lokashiks’a’：人民的教育

lichu：荔枝

loka-traye : 三界之中、三界之內

lid’：讚頌

lokavat ( lokavad ) : 如日常生活地、一般的生活

liiba’bha’va：當靈修者的心靈沿著宇宙離心和向

lokavya’mohaka’raka：在人們的心中製造疾病

心運動而體驗各種不同的經驗，且與宇宙萬
象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時，此種心靈狀態即是
liila’bha’va
liila’：至上的遊戲，娛樂；無法知道緣由的戲
liila’nanda（liila’nandam）：
（至上）享受至上所
創造的一切（戲）的喜悅
liit’i：一種印度佳餚或甜點
likh（likha’）
：書寫
limpanti : 染著、影響
liṅga：標記、象徵、體相、又代表至上
liṅgais : 特徵、象徵、相貌

loke : 在這世界上
lokeshvara Buddha：天（世界） 的主控者佛
lokeshvara：loka（層、世界、天）的主控者
lokottara：超世俗層面
lolata’（lolata’h）：貪婪
lolupa : 貪著、貪愛、想要得到
lolupata’：貪婪
los’t’a : 土塊、石、磚
los’t’ra (loṣṭa) : 泥土、石塊、磚
lot’a’：小的金屬器皿
lr：是hummm（hum’吽）的音根，及其內在意義
的音根，hummm是奮鬥和kun’d’alinii 的音根

liṅgama’tra：量度標記、可界定的
lipyate : 沾染、受汙染、受染著、被塗上、附著

lrr：是phat’的音根，phat’是將理論付諸實現的音

於

根，在孟加拉的俗話裡，lrr亦為去除昏睡的音

liunga：符號，標幟；又代表萬事萬物的起源本

根

體；點，最高點，所有表現、顯現、行動的
終點
lobha：貪婪

lubdha : 貪愛、貪婪、貪著
luci：油炸麵餅
Lumbini：佛陀的誕生地，音譯藍毗尼，是位於
原Uttara Pradesh省（北部之邦）的一個小村

lobhah pa’pasya hetubhu’tah：貪婪是所有罪惡

落，後來此村落被劃入尼泊爾境內

的根由
lobhante : 獲得、達到
lobhena : 貪圖，被貪婪所驅使

lungi：印度式男性穿的一種圍裙
lupta : 被傷害的、被強奪的、被壓制的

locana：眼睛、照亮
locana’（lochana’）：有漂亮眼睛的女人

M

lodha’：總花灰木

m（a）：在吠陀裡，希瓦的音根為m（a）
；毀滅

loka：層、區、界、世界、世人；一般的生活、
日常生活
loka’dhipa：世界的上主。同義字還有
loka’dheesha、lokana’tha、lokesha、lokapali
loka’n : 天界的、世界的
loka’peks’a’tya’ga：漠不關心
loka’t (lokān) :從世人

的音根；回歸本原的音根；當發音是m勝於
ma時，m的這個音為對待某人或某物有放縱
傾向的音根，也是發生在時間流逝過程中毀
滅（變形）的音根
m’：通常在修持任何咒語時，會在音根最後加
m’，例如em’，aem’（e和ae都是音根
ma：希瓦轉變成萬物的音根；任何與希瓦有關的

loka’yata：世俗層面；順世論

音根；是心靈傾向pran’a’sha（滅絕）和

lokadṛs’t’ya : 世人的眼光

prashraya（縱容）的音根；舌頭（舌頭的較

正確寫法為ma’）

別名

ma’ gaccha：不要前進

ma’linya : 不潔、不淨、陰暗

ma’：七個音符之一，是源自madhyama，詳見

ma’lopa’：甜點的一種型式

sa’；另義為對女性的尊稱；母親；表示否定，

ma’lya : 花環

不，不是，不要、勿、莫作、永不；大宇宙

ma’lyada’na：以獻花給神祇的型式來禮拜

的造化勢能；舌頭

ma’m : 我

ma’ch：魚

ma’m’sa sa’dhana’：對語言的控制；將所有的行

ma’dhabee：像蜂蜜一樣甜

為，不論是好的，壞的，正義的，邪惡的，

ma’dhava：克里師那（Krs’n’a）的別名；Madhu

甚至是長期的苦行都完全臣服在至上的足下

的兒子或後裔；
（ma：laks’mii；dhava：丈夫）
；

ma’m’sa：舌頭的動作，也就是聲音的表達，言

造化勢能的丈夫即至上意識
ma’dhavii（ma’dhavee）
：laks’mii的別名
ma’dhuree：如花蜜般的甜美；可愛的女人。一
個甜美的女人
ma’dhurya：甜美的
ma’dhyame：經由
ma’dhyamik：佛教「中觀派的」
ma’dhyamika：中觀
Ma’gadhii Pra’krta（Ma’gadhi Pra’krta）：梵文之
後產生了七種Pra’krta語文，Ma’gahii即是其中
一種，它是Magahii，Bengali，Oriya，Angika，
Assamese，Na’gpurii，Maethilii，Chatrishgar’ii
和Bhojpurii等語文的先驅，詳見Maha’ra’s’t’rii
Pra’krta。Ma’gadhii Pra’krta後來又稱為Pa’li
（巴利文）
ma’gh（a）：印度月曆中的一個月份，大約是11
月
ma’ha’tmya：威嚴、廣大、宏大、勝大、大身、
大德、大業、大威力、大威德、大自在
Ma’hisyas：孟加拉的六種群落之一，是位在
Midnapore 和24 Parganas區
ma’khan：奶油
ma’la’：花環，華鬘；排序，排列
Ma’lavii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Pra’krta
語文，Ma’lavii 即是其中一種，它是Gujra’tii，
Saora’s’t’rii，Kacchii，Ma’lavii，Meva’rii ，
Har’aotii和Ma’rava’rii等語文的先驅，詳見
Maha’ra’s’t’rii Pra’krta
ma’lika’：花環；項鍊
ma’linii：花草栽培者，園丁之妻；女神durga’的

語；另一字義為肉；將一切好的，不好的，
罪惡的，懺悔成就都臣服於「我」之人
ma’m’sabhaks’an’a：控制言語
ma’maka : 屬於我的、我的、來自於我
ma’maka’h：我的同黨
ma’mii：舅媽
ma’mika : 我的
ma’n：一種蔬果名， 對人體肌肉的組成有益；
蔓樹
ma’na kacu：鐵芋
ma’na：水準，標準；測量，度量；形狀、外觀；
相似、類似；自私，虛榮自大、傲慢、自負、
我慢；尊敬、尊榮、榮耀、光榮
ma’nadas：消滅驕傲的人；榮耀的給予者
ma’nadeyam：尊重
ma’nas’ik：心靈的
ma’nasa：心的，心智的，心靈的、心所生、想
像的
ma’nasa’tiite：超越心靈（ma’nasa心靈＋atiite
超越）
ma’nasadha’tu：心靈質
ma’nasee：學習的女神
ma’nasii : 心靈的
ma’nasii mudra’：眉心輪身印
ma’nasika japa：用心靈來持咒
ma’nasika：用心念持誦梵咒而不出聲
ma’nava dharma：人類的法性
ma’nava：
（mana+u+sna）人類（具有同情心，
慈悲心），由心靈而非物質所主導的生命體；
人類的、屬於人類

ma’nava’ḥ : 人類
ma’navaka：較小的人種

ma’rmika：精通，熟悉各種事物；能碰觸心靈深
處的事務

ma’navatee：高靈性的女人

ma’rtanda：太陽

ma’navendra：男人中的王（ma’nava：男人；

ma’ruta（ma’ruto、mārutaḥ）：生命氣、氣、空

indra：王）；眾神之神

氣、風

ma’navo：人類的

ma’ruti：Hanuman的別名；Bhiima的別名

ma’nika：紅寶石

ma’sa：月

ma’nika’：寶石；水缸

ma’sa’dhena：半個月

ma’nisha：有智慧，聰明，知識的人

ma’sa’na’m : 在月份中

ma’no : 詳見其原型字 ma’na

ma’shuca：不要懷疑，不要擔心

ma’no’pi : 縱使外觀相似

ma’si：阿姨

ma’nus’（a）
：心靈已開展的生命體，具有心靈者，

ma’si-ma’：母親的姊妹

人類；以心靈為主導的生命體

ma’skala’i：印度黑豆

ma’nus’am : 人類的

ma’sma : 不要做、莫做

ma’nus’e : 在人類裡、在人裡

ma’t’ii：地球

ma’nus’iim : 以人的形象

ma’ta’：母親

ma’nya：受所有人所尊敬的人

ma’ta’maha：宇宙之母

ma’pa：測量，度量

ma’ta’pita’：雙親

ma’ra：絕滅

ma’taṅga：大象、象

ma’ran’a：令死、致死、奪命法，是黑道（無明）

ma’tha’：頭

密宗的六法之一

ma’tha’dhara’：頭痛

ma’rava’r’ii：語言的一種，是源是Ma’lavii Pra’krta

ma’tr’ka’：本，教本，行母，即佛典中的論藏

ma’raya：殺死

ma’tra：長、寬、深和時間的度量、量；要素、

ma’rdava : 溫順、溫和、溫柔
Ma’rga Guru：指阿南達瑪迦的上師Shrii Shrii
A’nandamu’rtijii

僅有、僅是、唯有、少許、唯一
ma’tra’bheda：不同程度，等級
ma’tra’-sparsha’ḥ (mātrā-sparśās) : 感覺

ma’rga：道路，音譯為瑪迦

ma’tra’t：僅從、獨自

ma’rga-shiiras’a : 印度的月份名稱，大約是國曆

ma’trasya：僅有的、量度的、些許的

的十一月至十二月，又代表第一個月份
ma’rgashirs’a：印度某曆制的月份，有約是11~12
月，此月份是由星座mrgashira’推演而來
ma’rgashirya：印度某曆制的月份，有約是11~12
月，此月份是由星座mrgashira’推演而來
ma’rgen’a：通道
ma’rgii：行者，意指行走在修行道上的人。音譯
為瑪琪
ma’ricii（ma’riicii）：大乘佛教的神祇名；音譯摩
利支
ma’riigut’ika’：發疹的疾病，水痘
Ma’rkan’d’eya Pura’n’a：十八本Pura’n’a中其中一
本的名稱

ma’trata’ : 與ma’tra同義，要素、度量、量；頃、
立即、一旦；全數、合計、全體
ma’treṇa : 唯有
ma’trka’ ：母親
ma’trka’ varn’a：致因之母；直接字義是字之母
ma’tsarya：嫉妒
ma’tula’n : 舅父輩
ma’ya’ ：造化勢能創造的原理，及創造出的萬
象。包括在宇宙離心過程和向心過程中所創
造出的一切皆稱之。又譯為幻化、幻想、幻
象
Ma’ya’devii：佛陀母親的名字，音譯為摩耶夫人

Ma’ya’dviipa：梵文裡的「美國」
， 原字義是指馬
雅人的島，因為認為美國是屬馬雅的文明

Madhya Pradesh：地名，在Ba’khelkhan’d’a北邊
受Sarasvatii河灌溉

ma’ya’va’da：幻象論，虛幻論，幻象的教義

madhya：中間的、中庸的、中和的、中等

ma’ya’va’din：幻相論者

madhya’ni : 在中間

ma’yama’tra : 僅有幻覺

madhya’rtha：中等程度的解脫束縛，程度上比

ma’yaya’: 由幻相

a’rtha（短暫解脫）更廣，但並非永恒的成功

ma’yura’ja：太陽王（ma’yu：太陽）

解脫束縛（parama’tha）;科學的灌溉設施，

mabi：崇敬的女人；聰慧，能知

可以使人獲得某種程度的（物質）滿足，所

mada : 縱情、放逸、自恃、驕傲、虛榮

以亦稱為madhya’rtha

mada’lasa’：一位女神的名字；由於熱情而變得
懶惰的女人；Gandharvas國王Citrasen的妻
子，是一個很有靈性的人

madhyaga：在……之中的、在……之間的、在……
的中間移動與……共同的
madhyakapa’la：心亂鬼

madana’：愛神

madhyama ma’rga：中道

madanmohana：Krs’n’a的別名；有吸引力的人

madhyama：馬（的聲音）
；第二人稱

mad-artha (mad-arthe) : 為了我

madhyama’ shakti：個體音聲呈現的第三個階段

madhaye：海，海裡

的力量，當音聲呈現的第二階段pashyanti

madhu：甘露；蜂蜜；甜美如蜜；在古代吠陀梵

shakti到達臍輪，並得到生命能的幫助，它就

文裡，此字又意為酒
madhuba’la’：甜美的女人

變成madhyama’ shakti
madhyama’：中間的，普通的；喚醒蟄伏於海底

madhucandra：甜美的月；蜂蜜般的月

輪的個體自性的音聲波動結構（語言組成）

madhulika’：像蜂密一樣的甜美

的第三種稱為madhyama’，詳見para’

madhumatee：有甜美氣質的女人

madhyama’ca’rii：中道法門的修行者

madhumeha：尿中含糖份

Madhyama’cara sa’dhana’：Madhyama’法門的靈

madhumiita’：穩健，甜美的女人

修，把至上本體置於其前，而來與造化法則

madhupur：在Vaes’n’ava 密宗裡，頂輪稱為

對抗

madhupur
madhura bha’va：甜美的理念波流。虔誠情操中
最高的類型

madhyamaka-ka’rika’：中論（書名）
madhyastha：不偏心的、處中者、中庸，仲裁者，
調解者

madhura：甜美的

madhye：在．．．之間、中間

madhura’：甜美的女人，原型字為madhura，其

madhyes’u：在其中

意為甜美的
madhura’ks’ee：有甜美眼睛的女人

madupati：Krs’n’a的別名
madya sa’dhana’：融合於至上，啜飲松果體分泌

madhureeta’：甜美

的甘露的修行法稱之；感受所有眾生的苦樂

madhurima’：美麗；甜美

如同自己的苦樂亦稱之

madhushree：可愛美麗的女人

madya：酒

madhusu’dana : 克里師那的別名，意指殺死

maena’ka：喜瑪拉雅山之子, 由menaka’+字尾

madhu (瑪杜) 惡魔的人，音譯瑪杜蘇丹
madhuvidya’：字義上是「蜂蜜知識」
。對至上甜
美觀想，至上遍在一切處，所有的事都是衪
在做；瑪迦靜坐第二課的名稱之一

s’n’a（代表兒子）而成；潛存於水中的山
Maethil Brahmins（Maethil Brahmans）
：Praya’ga
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北印度
的Bihar

maethilii：語言的一種

也能提昇別人kun’d’alinii的上師，又譯為大宗

maethuna sa’dhana’：將自身至陰的kun’d’alinii

師，大黑天摩訶迦羅

提昇到至陽頂輪的陰陽結合，稱之（又名雙

maha’kapa’la：殺害鬼，毀害鬼

修法）

Maha’kashyapa：音譯為摩訶迦葉，又譯為大迦

maethuna（maithuna）：性，性愛，淫，性交

葉，是佛陀的大弟子之一，其原名為Pippala

maetreyii：朋友；Ya’jinavalkya的妻子

（畢波羅）

mag：獨立行動的人，不依循吠陀告誡的人
magadha：遵循佛教教義和反對吠陀的地區；此

Maha’laks’mii：字義是大laks’mii， 過去曾有人
（在Paora’n’ik Sha’kta法門裡）供奉

地是位於史前Gondwanaland的東北角；音譯

Satyabha’ma’為Maha’laks’mii；管轄米的神祇

為摩揭陀國

名

magaha：即magadha，因為在Pra’krta語裡dha
要改成ha
Magahii：magaha的語言
magdha’s gods：magadha（在比哈省的某地區
名）地方的神祇
magosa indica：印度楝
magosa：印度楝

maha’ma’ya：維持大宇宙創造動力的外在之流
maha’man’d’aleshvara：sannya’sii系統裡的頭陀
maha’manipadma： kun’d’alinii 所在之處（脊柱
底端）
。又稱maha’munipadma，
munipadma， manipadma
maha’manipadma’： kun’d’alinii所在位置的精神
點，同maha’manipadma

maha’ jana：虔誠者

maha’mbhodhau : 大海洋

maha’：大、大的、偉大的，音譯為摩訶

Maha’moggallan Arhan：佛陀第一次給啟蒙的兩

maha’-ba’hu（mahā-bāho）: 大臂力、臂力強大

位弟子之一的名字，他是Maha’moggalii的兒

maha’bandha：大鎖印

子

maha’bha’rata：印度大戰役。是指印度Krs’n’a時

maha’mohapa’dha’ya：大學者

代的那一場正義與邪惡的大戰。本意為大印

maha’mu’rti：大現身；大化身

度

maha’mudra’：大身印

maha’bhoga：大喜悅

maha’muni：偉大的聖哲，佛陀的名號之一

maha’bhu’ta：指五大元素

maha’munipadma’： kun’d’alinii所在位置的精神

maha’biija：另一音根的音根，字義是大音根

點，同maha’manipadma

maha’buddhi：大覺者

maha’n : 偉大的

maha’cakra：大會，大輪

Maha’na’m：
（巴利文）佛陀第一次給法輪常轉手

maha’deva：偉大之神，上主希瓦名稱之一，大
能力的神

印的五位弟子之一的名字
maha’nimba：大楝

maha’devee：大女神；Pa’rvatee的別名

maha’nirva’n’a：大涅槃，即究竟解脫

maha’hrada : 大水池、大湖

maha’nubha’va (mahānubhāvan) : 高貴的、偉

Maha’ka’lam’：在Ujjayinya’法門裡，稱希瓦為
Maha’ka’lam’
maha’ka’lii：字義上是大卡力，ka’lii代表造化勢
能，所以此字是代表至上造化勢能

大的(人)
maha’pa’pa：大的過失
maha’pa’taka：極嚴重的過失，對社會大眾犯了
無法彌補的大傷害

maha’ka’sha：大虛空，太空

maha’pa’takii：與sudura’ca’ra同義

maha’kaola：kaola是指能提昇自己kun’d’alinii的

maha’parinirva’n’a：大涅槃，即究竟解脫

人，而maha’kaola則是指不僅能提昇自己，

maha’prabhu：大自在；人名caetanya

maha’prabhu（1485~1533AD）是Vaes’n’ava

的人

派修法的修行人，其修法的特色是引導眾人

maha’shaya：大的庇護所，偉大的庇護所

唱誦kiirtan，贊美Krs’n’a

maha’sukha cakra：佛教稱頂輪的其中一個名

maha’praya’n’a divasa：大圓寂日
maha’praya’n’a：
「偉大的逝去」，或譯為仙逝，
或圓寂

稱，其意為大樂輪
maha’tapa’：偉大的苦行者
maha’teja’：大光輝

maha’purus’a：大意識，偉大的靈魂

maha’tmana ( maha’tmana’ ): 大我、至上、大

Maha’ra’s’t’rii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

靈魂

Pra’krta語文，這七種為Maha’ra’s’t’rii

maha’vedha：大維多印（擊印）
，又譯為中印

Pra’krta，Ma’lavii Pra’krta，Saedhavii

maha’veera：非常勇敢的人，偉大的英雄；大雄

（Saobirii）Pra’krta，Pa’shca’ttya Pra’krta，

maha’vidya’：字義為廣大明

Paesha’eii Pra’krta，Shaorasenii Pra’krta和

Maha’viira Jain：大雄（耆那教的創立者）的耆那

Ma’gadhii Pra’krta。Maha’ra’s’t’rii即是其中一

教

種，它是Konkan’ii，Ma’ra’t’hi，Vaedarbhii

maha’vis’n’u：大vis’n’u

（Va’ra’rii）等語文的先驅

maha’vis’n’uva’da：大vis’n’u論，此論裡認為至上

Maha’ra’sht’ra（Maharastra）：印度的一省（孟
買即是在此省內的省會）

大vis’n’u只是坐於某處的被動實體
maha’vis’uva’ks’a：赤道的古名

maha’-ratha : 偉大戰士；大戰車

maha’vyoma：大虛空，太空

maha’-rs’ayah : 偉大的聖人

maha’ya’nii buddhists：修大乘佛教的人士

Maha’rs’i Bharadva’ja：古時一位偉大聖者的名字

maha’ya’nii：修大乘佛教的人士

Maha’rs’i Ka’shyapa：古時一位偉大聖者的名字

maha’yana：大乘佛法。盛行於古時北印度

Maha’rs’i Krs’n’advaepa’yana Vya’sa：人名，三

maha’yoginii granthi：大聯結，腦下腺

部吠陀於西元前約1500~1600年，由此人編

mahada’di : 此字是由mahat + a’di 組成，其義

輯及分類， 最古老的編為梨俱吠陀，中間段

是最元始的我覺 ( mahat ) 或最初始的我覺

的編為夜柔吠陀，其餘的編為阿他婆吠陀

mahah：大宇宙心靈的超心界

maha’rs’i（maha’rshi）
：
（maha’+rs’i）
；偉大的賢
者

mahanta：sa’dhu系統裡的頭陀
maharddhi：大覺者；大聰明者

maha’-rs’iin’a’m : 偉大聖人的

maharloka：大宇宙心靈的超心界

maha’s’aya : 高貴的、有高尚情操的、有雅量的；

Mahars’i Brhaspati：人名，一般稱他為Ca’rva’ka

大靈魂、大意識、智者；海洋
maha’sadvipra：偉大的完美智士，又指Ta’raka
Brahma
maha’sam’ghik：佛教的大眾部，又稱為大乘佛
教
maha’sambhu’ti：當解脫的至上本體（Ta’raka
Brahma）藉助於五大元素，而以身軀示現於
人世時，稱之為maha’sambu’ti；又譯為大現
身

唯物論者
mahars’i vishva’mitra：大賢世友
mahars’i：大賢者
mahat jana：虔誠者
mahat：我覺，大覺、偉大者、極大的
mahata : 從很大的
mahati (mahatīm) : 巨大的、偉大的；進入我
覺；在我覺裡
mahatii vinas’t’i：完全的滅絕

Maha’shakti：大造化力，大造化勢能

mahatii：完全的

maha’shana : 大胃王、貪吃的、吞食；赦免一切

mahattattva：我覺，我存在

maheebharta’：地球的保衛者

maitreyee（maetreyii）
：朋友；Yajnavalkya的妻

maheedhara：支撐地球的人

子

mahendra：Indra的別名

maitri：慈愛、友善、慈心

Mahenjodar’o：印度古代象形文的一種

maitri’：友好、慈憫、慈心

mahenjodaro：印度德拉威人的古文明之一

majhab：宗教

mahes’va’sa’: 偉大的弓箭手；此字是由 maha

majhjhima ma’gga：中道（巴利文）

(偉大的) + is’va’sa’組成 (弓箭手)

majhjhima’ ma’gga：中道（巴利文）
，同majhjhima

mahesha：希瓦的別名，最高的主宰者
maheshanee：（maha’+ishani）
，Pa’rvatee的別
名
Maheshvara：毀滅者，毀滅的大神，希瓦的別名，
控制者的控制者，主宰中的主宰

ma’gga
majjana（majjanam）：保持（維持）在水中
makara：鯨魚、鯊魚
makaradhvaja：夜柔醫學的一種藥，又譯為鯨幢
mala：瑕垢、不淨、不純淨之物

maheshvarii（maheshwaree）
：Durga’的別名

malena : 被污垢、被不潔、被塵土

mahii（mahi’）：地；大地；王國、國家；地球

malinaya : 污損、變暗

mahii-krte : 為了王國

mallika’：各種的花朵

mahii-ks’ita’: 大地的統治者、國王

Mallika’rjunam’：希瓦在Shriishaela法門裡稱為

mahii-pate : 國王啊
mahiitala：七層地獄名之一，字義為大地之獄
mahila’：婦女
mahima’：八種法力之一的「能大」
，無所不包，

Mallika’rjunam’
mam’syante : 他們會認為
mama：我、我的，我所擁有的、我所
mamata’：愛與執著，字義為「我的」
，自我的感

無所不容，詳見an’ima’
mahima’nam : 大威德
mahimnabodha：自卑感
mahocchva：大的節日，正確寫法為mahotsava
mahodadhi : 大海、大洋
mahodyoga : 大精進、大勇猛
mahoraga：偉大的蛇
mahotsava：大的節日
mahuya’：印度紫荊木
mahya : 可被崇敬的
mahyam : 我的
mainjarii：發芽，長芽
mainju（manju）：可愛的
mainjula：英俊的
mainjula’：可愛的，美麗的
mainjuleeka’：有可愛才能的女人

覺
mamatva : 私利、私欲、對……的執著、
mameti : 這是我、如是我，此字由mama + iti 組
成
man’d’ala：圓圈光環；輪，圓形；音譯為曼荼羅；
曼陀；又譯為檀城，圓壇；章
man’i：寶石；laks’mee的別名
man’ibhadra：堅固如寶石
man’ika’：由珠寶所做成
man’ika’nt：藍色的寶石
man’indra：心靈的主人
man’ipadma：佛教稱海底輪為man’ipadma cakra
音譯為摩尼輪，其意為寶石蓮花
man’ipura cakra：臍輪
man’ipus’paka : 俱神（sahadeva）的海螺名，
字義是有珠玉的花、鑲鑽之花、具寶石之花

mainjushree：文殊師利

mana’k : 一點點、少量、幾分、僅有、立即

maithuna：性的結合、性交

manah（manaḥ）
：心意、心靈

maitrah : 友好、友善

manah-prasa’da : 內心穩定沉著

maitree：友善；慈心
maitreya：友善；慈心；佛教的未來佛，彌勒佛

manajeet（a）
：戰勝心靈的人

manam：心（複數）

manja’：一簇盛開的花

manamohana：吸引心靈的人；Krs’n’a的別名

manju：同mainju

manana：思維；瞑想；觀想至上

man-mana’ (mat-manā) : 念念是我、專注於我

manaprasa’d（a）：有沉著的心靈；心靈平靜人

mano：心（複數）
，心靈、自我感、意念

manas：心，心意，心靈、心念，意，音譯末那

manobhiḥ : 心意

識（第七識）
，屬我感分別識
Manasa’ kalpita’ mu’rttih：偶像是人心裡的想像
manasa’: 由心意；女蛇神

manobhirama：有喜悅心靈的男人
mano-gati (mano-gatān) : 意趣、願望、欲求
manohara：戰勝心靈的人

manasaḥ：心、意識、心靈的、高於心意

manoja：出生於心靈

manasi：在心靈裡

manojaya’：戰勝自己心靈的人

manaste : 你的心靈，由manas 心靈+ te你的組

manojna：認識自己心靈的人；有吸引力的人

成

manomaya kos’a：深思的層次或潛意識的層次，

manasukha：心靈的快樂

或譯為作意識心靈層

manasya：心靈

manorama’：取悅心靈的女人；美麗的女人

manatos’a：心靈的滿足（tos’a：完全的滿足）

manoranjana：取悅心靈的人；心靈擴展

manavas : 眾manu、眾瑪努、眾人類始祖

manoratha : 願望、欲求、希欲、幻想

manave : 向人類、向人類的始祖

manorita’：美麗

manavinee：高貴心靈的人；一位聰明或有美德

manovikrtih：心靈改變的狀態。
（manah心靈＋

的人

vikrtih改變）

mand’uka’sana：蛙式

manovṛtti：各種心緒、思緒、雜念

manda：輕微、微弱、鈍根、愚笨者

mantavya : 被認為是、被看作是、被接受為

manda’kinii（manda’kinee）
：Ganga’的別名；神

mantha’na：攪拌、震動

話故事裡，洗完Vis’n’u腳的水，流至祖先的世
界即稱為manda’kinii；池名
manda’n : 懶惰的人、愚笨的人

mantra caetanya：梵咒的覺醒，對梵咒意識理念
的了解
mantra：梵咒，可引導心靈獲得靈性上解脫的音

manda’ra：花；天堂

聲，或幾個音聲的組合，mantra是由man和tra

maṇḍala：圓、輪、圓滿

（trae+d’a）組合。man為心靈，tra為解脫

mandamanda：徐徐的、漸次的、緩緩的

mantra’gha’ta：梵咒力量的衝擊或敲擊

maṇeḥ：寶石、無瑕的水晶

mantramu’lam：如同mantra，就是mantra

manendra：心靈的王

mantraya’na： 北傳大乘佛教，過了一段時間後，

mangala：同maungala

又分為兩派，其中一派即mantraya’na 譯為真

mangalamparam：最幸運，有好兆頭的人

言乘（另一派是tantraya’na：密乘，密續）

mani’ṣin：智者、智慧者

mantresha’：mantra（梵咒）的主控者

maniis’i：知識份子

Manu smrti：Manu的社會法典，manu的音譯為

maniis’in’a’m : 聰慧者的心靈
maniis’in’ah : 聰慧者
maniis’inah : 有智慧者
maniisha’：有智慧，聰明的人
manipadma’： kun’d’alinii所在位置的精神點
maṇipu’ra：臍輪，原字義是充滿珠寶
manishina：聰明的人

摩奴，所以又名摩奴法典
manu：
「思維（man）」這個字的字根；賢者；人
類、人類的創始之父、人類的始祖；音譯摩
奴、瑪努
manus’ya (manuṣyāḥ) : 人們、所有的人、人類，
由心靈而非物質所主導的生命體
manus’ya’n’a’m : 在…人中、這種人

manus’yes’u : 在人中

mat’ha’dhiisha：在monastery系統裡的頭陀

manya（manye）
：被認為是、自以為是、我認為

mata（matā、mataḥ）
：被認為、所覺覺、覺知、

是；甲狀腺的兩條主要支撐的動脈

理趣、分別、言說、意見，經由深思後，所

manyante : 思維、想、分別、空想、妄想

得的結論，解悟，判理所說，所說義；觀念，

manyase : 這樣想、這樣思維

意見，想法，見解、訓示

manyate : 了知、感知、以為、認為、思維
manye : 想、認可、接受
manyeta : 心想、認為
maodgalii：人名
maodgalya’yan：maodgalii的兒子

matainca：結果，結論；母親；由…所認可
matam：觀念，獲得最後結論的觀念
mat-bha’va’ya : 我的本性、真如大我之性
mat-bha’vam (mad-bhāvam) : 冥想著我、以我
為念、合一；我的自性

maorala：一種魚的名字

mate : 看法、認為

maran’a：死亡、垂死、命終、滅

mat-gatena : 朝向我、想著我

maran’a’t : 和死相比

Mathura：地名，Krs’n’a的王國之城；頂輪的別

maran’am：死亡
maran’e : 在死亡上、死亡
Marathas：印度種族之一的名稱

名
mati：經由感官所得的知識；思想、觀念、意見，
見解、信念；聰慧、決心

Marathi：印度的一種語言

mat-maya’: 融入於我、貫注於我

mardana（mardanam）：按摩、塗抹

mat-para : 獻身於我、專注於我、與我相連

mareechi：光線；太陽

mat-sam’stha’: 與我結合

ma'rgiiya shiks'a'：認識瑪迦

matsama : 如我、像我

mariici : 神祇名，字義是光、焰

matsara：嫉妒的、羨慕的

marma：內在的；精髓

matsya sa’dhana’：經由左右鼻孔，做生命能呼

martya-loka : 會死的世界、有盡頭的世界

吸控制的修持法時稱之；左右脈的修持法亦

martyes’u: 會死的之中、人之中

稱之

marut：風；風神；氣元素

matsya：魚

marutapati：風神；Indra的別名

matsya’sana：魚式

marutas : 風神

matsyamudra’：魚式身印

maruti：風神

matsyendra：魚王、魚帝

Marwari：西印度語言的一種

matsyendra’sana：扭轉式、魚王式

marya’da：複製品

matsyendrana’tha：扭轉式發明人的名字

masa’la’：調味料

matta：醉、酒醉

masha’la：火，火把，fire-masha’la：火把

mattah : 我、來自於我

mashaka：蚊子；微小的生命體

matto : 從我 (原型字是mad)

masiima’：媽媽的姊妹

matva’: 想、覺、判，知到了、以為

mastaka：頭、尖、頂上

matveti : 以此觀之

masu’r da’l：洋扁豆

matha：小屋、農舍

masu’r：洋扁豆

mauli：頭、頂、王冠、頭冠

mat : 向我、我、從我開始，當結尾詞時代表具

maulika：
（男）原始的；根本的。
（女）的為maulika’

有

mauna : 緘默、閉口、沉默

mat’ar（sha’k）：豌豆

maund：重量單位，大約40公斤重

mat’ha：中心，住所

maungala（mangala）：
（男）幸運，平安喜樂；

忠誠的人。（女）為mangala’

meha：尿道炎

maungala’can’d'ii：神祇名

mehana：男根、男性生殖器

maungalamaya（mangalamaya）：慈悲

meki：仿冒，假的

maungalva’r：星期二

menaka’：一個apsara’的名字，也代表美麗的化

maunii : 沉默、默然、緘默

身；喜馬拉雅山的別名

maya：所成、合成、所形成、造成、造作

meoya’fruit：水果乾

maya’ : 由我 (原型字是mad)

meru：彌樓山又名妙高山、須彌山

mayana：Pa’rvatee的別名

meva’rii：語言的一種，是源是Ma’lavii Pra’krta

mayanka：月亮

Mewari：西印度語言的一種

Mayi saram’ layam’ ya’ti：萬物都將融入於我

mi’lati : 閉眼、闔眼

mayi（mayy）: 對我、我、在我中、於我、在我

micharii：冰糖

裡面 (原型字是mad)

microvita’：微生命，或譯為微生元

mayic：幻相的
Maynamati： 古時孟加拉的首府，是當今孟加拉
的Comilla區

mihir：太陽
Miima’m’sa school：哲學派別之一，又譯為彌曼
差派，這派別的宣揚者，自己認為自己承擔

mayu’ra：孔雀

著偵測及去除不當的哲學論述，在字義上

mayu’ra’ks’a：像孔雀般的眼睛（陽性字）

miima’m’sa是思惟，觀察，論究，此派的主要

mayu’ra’ks’ii：像孔雀般的眼睛（陰性字）

教義之一是幻象論， 有幾位著名的宣揚者，

mayu’ra’sana：孔雀式

如A’ca’rya Ba’dara’yan’ Vyas’a，A’ca’rya

me : 我、我所、我的、對我

Gaorapa’da，A’ca’rya Govindapa’da，

mecho-kumiir：鱷魚的一種，吃魚的鱷魚

Shriimat Sham’kara’ca’rya（以上是北

me'cyuta : 此字是由me (我的) + acyuta (堅定

Miima’m’sa哲學）而A’ca’rya Jaemini是東

不移) 組成，其義是我堅定不移的…，或我所
信賴的…
med’hra：男性陰莖
meda：肥胖的，多油脂、脂肪
medha’: 智力、理解力、聰明
medha’：聰明；經由聰明的勝利
medha’ji：經由聰明的勝利
medha’rthee：聰明才智
medha’van：
（男）有聰明智慧的人；（女）為
medhavini
medha’vi：有聰明智慧的女人
medha’vii : 明智者、有智慧的
medhas：記性好的人
medinepati：地球的上主
medinii（medinee）
：地球
megha：雲，浮雲，雨
meghabhuti：閃電
meghana’tha：人名，音譯為美格哈那塔
meghavarn’a：雲的顏色，灰黑色；黑色

Miima’m’sa哲學的著名宣揚人
miin（a）
：魚
miina’ks’ii：像魚眼睛一樣美麗
miinina’tha：na’tha法門的創立人之一
miira’（meera’）：古時偉大的女詩人；受限制的
miira’bai：古時偉大的女詩人，是一位了悟靈性
的人
mis’ra（mis’rayet）：混合的、結合的
mis’t’i nebu：甜柑
mis’t’i：甜的（孟加拉語）
mishiba’ba’：小姐，女士
mishram : 混雜的、摻雜的
mita：節制
mita’ha’ra（mita’ha’raḥ）
：節制飲食、節約飲食
Mita’ks’ara’：繼承系統的一種，所有繼承者有同
等的繼承權，不會依父親的意願而更動.
mita’li：愛所有人的人
mita’s’ana（mita’s’anaḥ）
：節制飲食

Mithila’：地名，在當今比哈省境內，以前是一個
王國
mithya’ svabha’va’：幻相也是不真實的；不實在
的本質
mithya’: 虛假地、不正直地、不正確地、不存在、
不真實、冒充、幻相、虛妄
mithya’ca’ra : 邪行、不當的行為、虛假的行為

為mohana’
mohandeva：因靈性而吸引人的神
mohau : 和迷惑，和moha
mohayasi : 使迷惑
mohena : 被迷惑、被…所迷惑
mohini : 令人迷惑、令人困惑、令人癡迷、妄、
美麗、吸引人的人

mithya’jn’a’nam：幻知、錯覺

mohita : 被迷惑、癡、困惑

Mithya’va’dii sada’ dhukhii：說謊者是卑鄙無恥之

Mok’aka’ran’asanagrya’m’ bhaktireva

物（的人）
miti : 尺度、價值、重量；建立、建設、正確的
知識
mitra : 朋友
mitra：朋友，同道；當作男（陽）性詞時，其意
為太陽
mitra’varuna：日夜之神（mitra：白天之神；
varuna：夜晚之神）
mitram：是mitra（朋友）的中性字，其意是指同
事、朋友、有相同職業的人，同道
mitravrinda’：有許多朋友的女人
mitre : 對朋友
mitreyu：友善的心靈
mitula：（男）審慎的；穩健的；適度的；（女）
的為mitula’
mlecchas：反對人性，反對法性，反對文明的人
moca’：龍蝦（孟加拉語）
mocana：解脫、釋放
modis’ye : 使自己高興
Moggallana：音譯目犍連，是佛陀的大弟子之一
mogha : 無用的、無效的、無益的
moha：吸引，盲目執著，癡迷、迷惑、迷妄、
錯覺、愚癡
moha’：使困惑；失去意識；出神
moha’ngee：有吸引人的身材
moha’t : 由於迷惑、由於迷妄
mohaka：有吸引力的人
mohamudgara：基於幻相論的哲學派別之一的名
稱
mohana vijina’na：字義是美麗的、吸引人的特
殊知識，又代表超美學
mohana：
（男）美麗；吸引人；Krs’n’a的別名。
（女）

gariiyasii：所有導向究竟解脫的因素中，虔誠
是最好的
moks’a（mokṣa）
：究竟解脫，個體意識消融於至
上本體裡；靈性的渴望
moks’a’kara：助人獲得永生（解脫）的人
moks’a’ya : 為了得到究竟解脫
moks’ayis’ya’mi : 我會解救、我會令解脫
moks’yase : 你將解脫，你將免於、你將擺脫
monisha：心靈的主人
motee：珍珠
mṛd (mṛdi) : 黏土
mrdanga：鼓的一種
mṛdu：溫和的、輕微的
mṛdula：柔軟的、溫柔的
mrga：野生動物；鹿
mrga’n’a’m : 在群獸中、在野獸中
mrgacarma：野生動物的皮，皮膚；鹿的皮（皮
膚）
mrgashira’：星座名，由此星座而推演出
ma’rgashirs’a月份或ma’rgashirya月份
mrgaya’：打獵
mrgendra : 獸王獅子
mriyate : 死亡
mriyati：崩潰、分解死去
mrn’a’laman’ika’：蓮花
mṛṇa’la：蓮根、蓮藕
mṛṣa’ : 虛妄、不實；徒勞、無益；妄語
mrt：土製的彫像
mṛta（mrto）
：死
mrtam : 死
mrtasya : 已死的
mṛtavat：如死一般

Mrtyu（mṛtyu）
：死、冥王（死神，閻羅王）
；會
死的

少知覺、悶昏，同mu’rcha’
mu’rcchita（mu’rcchito）
：沈昏、悶絕

mrtyuinjaya：死亡的征服者；希瓦的別名

mu’rcha’（mu’rccha’）
：缺乏常識

mrtyur (mṛtyuḥ) : 死亡

mu’rdha：頂上、頭上

mrtyurmrtyu mrtyurmrtyuh：有兩個意思，其一

mu’rdhan：頭頂

是：一旦達到祂（至上）
，就不會再轉世，其

mu’rdhnaḥ（mu’rdhna’）：在頭上、在上面

二是：祂是死亡的終結者，一旦達到祂，死

mu’rdhni : 在頭上、在頭頂上

亡就終結，也就是會獲得永生，不再死亡．
（死

mu’rha：近乎愚蠢的

亡的死亡）
（還有一個意思是，生命體會以不

mu’rta : 凝結的、固體化的、有形的、具備肉體；

同的型態來輪迴轉世）

昏厥的、無意識的、原型字為mu’rch

mruda：希瓦的別名

mu’rtayah : 化現的形相

mrudula：（男）優美；細緻。（女）為mrudula’

mu’rti：任何有限形式的東西；偶像；化身、外

（mridula’）

觀、形相

mrutyunjaya：戰勝死亡的人；希瓦的別名

mu’rtina’: 形體、形象

mu’d’ha：心靈不定，不知所措，茫然，癡，迷，

mu’rtipu’ja’：偶像崇拜

愚

mu’s’a：老鼠，陰性字為mu’s’a’

mu’ḍha：癡、迷、疑、遲鈍

mu’tra’tisa’ra：尿中不含糖份

mu’ḍhadhi’ : 愚鈍的、傻的

mu’trapuri’ṣa：尿與糞、大小便

mu’ḍhasya : 愚笨者的、無知者的

mu’trastambha：止尿，收縮小便

mu’ḍhata’ : 愚鈍、喪失知覺

mucyante : 解脫、捨、離、免於

mu’ḍhata’m : 不知所措
mu’ḍhavat : 像一位愚笨的人、如愚者地
mu’gphalii：花生（Hindi語）
mu’ka : 啞的、啞者、寂靜的、沉默的
mu’l：根
mu’la bandha：根鎖、根部鎖印
mu’la prajina’ shakti：基本認知（了知）力（法
則）
mu’la：根，根本，基底、根部
mu’la’dha’ra cakra：海底輪
mu’la’ni : 根

mucyate sarvapa’shaeh：獲得解脫
mudga：菜豆、豆、小豆、綠豆、大豆
mudha：腦子不知所措，不知該做什麼，或不該
做什麼；愚人、無知者
mudha’：癡迷
mudita’：歡喜、欣悅、欣喜，愉悅的女人
mudra’ ：印，手印、身印、契印、契合。一種
具有內在意義與理念的姿勢；另一字義為炒
過的榖子
mudra’ sa’dhana’：與真理相調合，避免邪惡的修
持稱之；結交益友，以獲得解脫

mu’laccheda : 連根吹倒、連根拔除

mudra’ sha’stra：身印、手印典籍

mu’laḥ：根、根源

mudra’dos’a：固定動作症

mu’lam：根

mudra’pradha’na nrtya：以身印，手印為主的舞

mu’lashodhana：清腸法
mu’lasya : 根的、……的根
mu’le：根、根源

蹈
mudra’pradha’na：以mudra’（身印、手印）為主
導

mu’liibhu’ta’：基本的

mudran’am：印，印刷；避開

mu’r’ha：執著

mugdha’：有吸引力的女人

mu’rccha’：昏昧，缺乏常識；心智恍惚、無意識、

Mughal：一種回教徒的代稱

muhu’rta：一日的三十分之一，約48分鐘

Munda clan：族群名，屬Austric族

muhur muhuḥ : 不斷地重覆、重覆地

muneendra：在聖者中最好的一位

muhurmuhu : 立即、須臾、當下、永恆

muneḥ : 賢者、聖者

muhyanti : 迷惑

muner : 修行者、賢者的、聖者的，原型字是

muhyati (muhyate) : 迷惑、困惑、迷失的、茫
然的、不知所措的、被迷惑的、感到迷惑

muni
muni（muneḥ）：一個獻身於知識工作的聖者，

mukesha：希瓦的別名；解脫者的上主

一個永遠觀想著至上的人，一個心靈與至上

mukha : 臉、面目、嘴巴、口、鼻

合一的人；聖者；音譯為牟尼，字義為知識

mukha man’d’al：臉
mukha’gnikriya’： 把聖火維持在口中的一種儀式
mukha’ni : 面孔、面目
mukhe : 經由口
mukhendu：像月亮一般的臉
mukhii：朝向
mukhya : 首長、領導者
mukta : 解脫、解脫者、擺脫
Mukta purus’a：解脫的意識
mukta’：解脫的靈魂；珍珠
muktabuddhaya : 不受限的覺智、解脫的覺智
muktacetasaḥ : 解脫的心、解脫的靈魂、解脫的
意識
muktasya : 解脫者的、解脫的
muktata’ : 究竟的解脫
mukti：有餘的解脫，個體的心靈融於大宇宙的
心靈裡，由muc+字尾ktin而成，字義上是「去
除」之因，也就是去除束縛的基本因由
muktika’rika’ : 從事解脫的鍛鍊
muktva’（muktva）: 除、除去、捨棄、離開
mukunda：各種不同的寶石；給予解脫者
mukura：此字是口語式的梵文，其義為鏡子
mulak：經由…，藉由…
mumuks’ubhiḥ : 渴望得到解脫

份子；祭師
muniina’m : 在聖人中
munipadma’：kun’d’alinii所在位置的精神點
mur’i rice：把米煮半熟再弄乾稱為mur’i rice
muralii：Krs’n’a的名字之一
muraliidhvani：Krs’n’a的甜美笛聲（dhvani：聲
音，muralii是Krs’n’a的名字之一）
Muru’gam：Ka’rttikeya的另一個名字
mus’t’iyoga：醫療法的種類之一
Musa：在古阿拉伯語，此字又代表摩西（Moses）
musabbar：蘆薈汁
muskil：困難的（烏獨文）
mutha’：莎草
myna’h：鸚鵡
myrobalan：訶子

N
n’a：心靈傾向iirs’a’（嫉妒）的音根
n’arii：婦女、女士、女性
n’u：此為字根， 其義為「交付」「分娩」
na kiñcinna ca kiñcana : 不是這個也不是
那個
na dhiyo：我們的聰明才智，知識

mumukṣa’ : 渴望解脫

na dvitiiya’ya tasthu’rya：沒有第二個實體像祂

mumukṣu : 想獲得自由、想獲得解脫、渴望最

na kada’cana：決無

終解脫

na kashcit : 沒有人

mumukṣur : 渴望最終解脫者
mumukṣurna : 渴望解脫者
mun’cati：自……分離
mun’d’a (muṇḍa) : 禿頭的、剃頭的
munaya : 聖人
muñcati : 棄、捨、放、解脫、分離

Na muktih sha’stra vya’khya’ne：翻譯經典並不
能讓你獲得解脫
Na muktih vidhi-pu’jane：儀式上的禮拜是無法
獲致解脫的
na：無、不、非、未、沒有，不是，否定；心靈
傾向moha（盲目執著，迷戀）的音根

na’：不

咒」，或「持名咒」或「聖名咒」
。阿南達瑪

na’bhi：肚臍

迦啟蒙課的梵咒就是一種na’ma mantra

na’bhi-shva’sa：肚臍呼吸

na’mama’tra : 只有名字、有名無實的

na’d’ii（na’d’i、na’ḍi、na’ḍi’）：神經、血管，管

na’mapu’rvakam：na’ma（名字）＋pu’rvakam

道。心理能量的管道，精細的能量管道；脈、

（行為之前）
，合組之義是在從事行為（行動）

經脈

之前稱念此名

na’da：沒有曲度之流，微弱的聲音、秘音、音聲。

na’ma-ru’pa：十二因緣中的第四緣「名色」

在萬物循環史中，由悅性力量所主導的階段；

na’na’ : 各式各樣地、各種地、種種

又譯為直線之流

na’na’vidha：各種的、多樣的、種種

Na’datanu：音樂之神，希瓦的別名；聖音的化
身

na’nanda：一個不是完全喜悅的女人，有一部份
快樂，有一部份不是很快樂

na’datte : 沒有給予

na’nanda’：先生（丈夫）的姊妹

na’ḍi’bhyam：從經脈

na’nrtam：不是虛偽者

na’ḍya’ṁ：神經

na’nya : 非異、不是其他的、不是別的、此字由

na’ga keshara：鐵力木

na+anya 組成

na’ga：大蛇；大蟒蛇；又譯為龍；長毛象；山泉；

na’nyasya : 不是別的、不是其他的

關於小山；外在五種生命能之一，此能量位

na’pnoti : 沒有達到、沒有獲得成就、沒有獲

於關節處，控制身體的發展、跳、擲、四肢

致……成就

伸展，其餘四種外在生命能為ku’rma，

na’ra：有三個意思：其一為水，其二為至上的造

krkara，devadatta，dhanainjaya，詳見各條
na’ga’na’m : 在蛇中
na’ga’rjuna：人名「龍樹」
Na’gar Brahmins（Na’gar Brahmans）
：Praya’ga
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北印度
的Gujarat

化勢能（是Na’ra’yan’a的字源）
，其三為虔誠；
另義為男人、勇士、人類
na’ra’yan’a seva’：特別是指以食物來濟貧的一種
服務
Na’ra’yan’a：造化勢能Na’ra的上主，Na’ra’的庇
護所。也就是指至上意識。Na’ra意指造化勢

na’gavallarii：一種藤類植物

能，ayana意指庇護所；男人的庇護所；Vis’n’u

na’gendra：蛇王

的別名，上帝的一個名字；住在五大元素裡

na’geshvara：鐵力木

的人

na’ginii：蛇

na’rada sam’hita’： na’rada所集所作的社會法典

na’haṃ : 不是我

na’rada：給與虔誠者，奉獻虔誠者。由Na’ra+da

na’hamiti : 我不是這個

（da來自da’，其意為給與）
；虔誠；馳名的人

na’k：鼻子

格；一位聖者、仙人的名字，音譯那拉達

na’kesha：眾神之主

na’rba’s：緊張，張力

na’la：管子、莖

na’ri’bhaga：女性陰部

Na’landa’：音譯為那爛陀，是佛教最古老的大

na’rii（na’ree）：女人；妻子

學，字義是賜蓮之地，又譯為施無厭，da之

na’riin’a’m : 在女性中、在陰性詞中

義為「給」

na’riishvara：半男半女，半陰半陽，也代表造化

na’m（na’ma）：名字

勢能和純意識的共同體

na’ma : 名字、名義、稱名、命名、名為、稱作

na’rikela：椰子

na’ma mantra：「名字」梵咒，或譯為「稱名梵

na’rya’ṃ : 在女人裡

na’s’a (na’s’o): 消失、毀滅、盡、損失、減損

na’yaka : 領導者、首長、導師、大將

na’s’a：消失、消除、損壞

nabadviip：在西孟加拉省的一個小鎮，

na’s’ana：消除

Maha’prabhu Caetanya即誕生於此

na’s’e’pi : 即使消失、即使毀滅，此字是由na’s’a

nabha : 空、空中、虛空

+ api組成

nabhaka’nt：天空的光輝

na’s’olla’sa : 損益、損失與增加

nabhaswatee：在天空創造聲音者；閃電

na’s’t’hika：保存精液，同naes’t’hika同義

（nabha：天空；swata：聲音）

na’sa’：鼻子

nabho：空

na’sa’gra（na’sa’gram）：鼻尖

nadii：河流，脈，神經

na’sa’pa’na：：洗鼻法

nadiina’m : 江河的

na’sa’shula：鼻痛
na’sha（na’s’a、nāśo）
：使物（品）回復其原始
（因）
。其意之一為死亡、滅亡、損失、消失、
毀滅、息；損失；形狀、形式的改變
na’sha’t : 從喪失

nadiita me：噢！偉大的河流
Naera’man’i：無我母，佛教密宗（時輪密宗）的
神祇名，相當於印度密宗的至高造化勢能
Naera’tma Devii（Naira’tma Devii）
：在佛教密宗
（時輪密乘）裡稱造化勢能為Naera’tma

na’shaya：滅絕

Devii，其字義為無我性的女神，又譯為無我

na’shaya’mi : 清除、摧毀、驅除

母

na’shita : 被破壞、被毀滅

naera’tma shakti：無我（性）之力

na’sika’：鼻子、鼻孔

naerainjana-mohaniya-phalgu：Magadha文化的

na’sika’gra：鼻尖
na’sti：意義之一是「不存在、無、非有」、不能
有；意義之二是「不是、不（等同英文的is not）」
na’sti’ti : 不存在，不存在這個、這個不存在，此
字由na + asti’ti 組成

四個支脈之一
naerta：西南
naes’t’hika brahmacarya：禁戒性行為
naes’t’hika：未婚者的保存精髓液，即除了正常
的宣洩外，不能讓精髓液浪費掉

na’stika：無神論者；無執著

naetika：道德的

na’sty : 無、沒有、不存在

naga：山、樹

na’sya : 不是這個，此字由na + asya 組成；鼻

naga’dhira’ja：群山之王

繩

nagara kiirtana： kiirtana的形式之一，是沿著市

Na’tha cult：修行法門的一種，na’tha之意為王

街唱誦並跳kiirtan

或主，此法門是佛教密宗和 Paora’n’ik希瓦法

nagara：城市

門的綜合結果

nagarii：城市，首都（陰性字）；古代語文的一

na’tha：此字加於某字後面，表示「王」或「主」。
Paora’n’ik教的教師名字之後，通常會加na’tha

種
nagendra：山之主；喜馬拉雅山（naga：山）

na’tibodha : 不會有更高的智慧、不會有更高的

nagesha：蛇王；永恒的蛇

知識

nah：我們的

na’tra : 不在此中、此字由na + atra組成

nahi：確實不、一定不、不、沒有

na’tra saṃs’aya：無疑的

naina’m : 永不這樣、永不；此字中 na (不) +

na’tra：無需於此中，此字是由na（無）＋atra
（此中）所組成
na’vam: 船

ena’m (這) 組成
naira’s’ya : ……的斷念、……的絕望，絕望、失望、
斷念

nairantarya：不間斷的

合掌先碰觸眉心，再到胸前

nais’karmya : 不活動、放棄活動、擺脫報應

namaskrtva’: 頂禮膜拜

nais’krtika (naikṛtika) : 卑劣的

namaskuru : 從事禮敬

nais’t’hikiim : 最終的、確立的、無上的、終極的

namaste：對上師的頂禮，對至上意識的頂禮，

naiṣkarmya：不活動

此字由namah＋te而成，其義是我對你致敬，

naitat : 這不 (由na + etat 組成)

此字僅用於對至上意識

naiti : 此字由 na (不) + eti (達到) 所組成，字
義是不會達到
naiva : 非、無
naiva’sti : 不存在；有無
nakala：仿冒，假的
naks’atra’n’a’m : 在群星中
naks’attra man’da’la：星壇，喉輪
naks’attra（nakshattra）：星星，星宿
nakshatree：星球之王
naktram：夜晚（吠陀文）
Nakula：字義為無邊際的水流，是般度（pāṇḍu）
五子中排行老四的名字，又譯為無邊、無種，
代表液體元素
naleena’kshee：（女）蓮花般的眼睛；（男）為
nalinaksha
nalin（a）：蓮花
nalinee（nalinii）：（女）蓮花

namastubhya：禮敬、讚誦
namastubhyam：對至上意識的一種致敬語，此
語並不適用於對其他的個體
namasyanta (namasyanti) : 頂禮
nameran : 禮敬
namita’：
（女）謙虛的人；
（男）為namrata’
namo : 禮敬；音譯為南無
namo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是致敬臣服
身印，對偉人或偉大實體的致敬身印
namoshtu (namaḥ astu) : 頂禮
nananda：孟加拉語的先生的姊妹，同梵文
na’nanda’
nand：作為動詞字根時，其意為享受心靈深處的
喜悅
nanda：有各種的成就；加於名字後面，其意為
喜悅；極為喜悅的女人
nandana：此字是由nand+字尾anat’=nandana

naliniipus’pa：蓮花

其意是把喜悅給予別人，也從別人處得到喜

nam：為一動詞字根，其意為自我的臣服

悅；後裔、子孫

Nama’mi Krs’n’a Sundaram：禮敬優美的克里斯
那
nama’mi：禮敬，尤其是指對偉大人物的禮敬
nama’myaham：致頂禮
namah mudra’：對偉人或偉大實體的致敬身印
Namah Shiva’ya Sha’nta’ya：禮贊祥和的希瓦
namah：禮敬，臣服於至上，寒喧，問候，問訊；

nandi：（男）取悅別人的人，非常的喜悅；（女）
為nandita’
nandii：人名，是希瓦的弟子，曾破壞Daks’a國
王獻祭禮
naoka’d’ubi：船難，Rabindrana’tha所寫的一本
書的書名
naoka’sana：船式（弓式）

字義為：接受別人（實體）
，成為你的至高主

napas’yan：沒有觀見

權者；此字源自動詞字根」nam」
，其意為自

nara：人、人類、字義上為男人

我的臣服；獲得生命中的偉大（至上）的音

nara’n’a’m : 在人中、人的精髓

根；音譯為南無

narahari：半人半獅，字義是人與動物的結合

Namahshu’dras：孟加拉六種群落之一，位於東
Samatat’和南Daba’k區
namas : 禮敬；音譯為南無
namaska’r（a）：一種問訊禮。其意為我以一顆
虔誠的心向您內在神性致敬。其手勢為雙手

naraiḥ : 由…的人
naraka：地獄
Naraka’caturdashii：依神話故事，這是Satya
bha’ma’（Krs’n’a之妻）戰勝naraka’sura的日
子，後來此日就成為紀念日

naraka’sura：一個惡魔名， naraka為地獄之意，
asura是形容好鬥的靈

navaniila’ks’a：擁有像清晨藍天的眼睛
navapatrika’：神話故事中，九種潛存於 can’d’ika

naraka’ya : 如地獄般，下地獄

shakti植物的總稱（此九種為香蕉、白星海芋

narakasya : 地獄的

屬植物、鬱金、印度田菁、松樹、硬皮橘、

narake : 地獄中

石榴、ma’n、水稻）

naraliila’：nara泛指人類，naraliila是指為人類所
示現的遊戲
nare : 在男人裡
naren：男人中的王
narendra：人類中的王；男人中的王
narendrana’tha：王者之王

nay：不；數目「９」
naya：領導者
nayana（nayane）
：
（男）眼睛；
（女）為nayana’ ；
引導、處理、施行
nayet : 導向正法、回歸正理、回歸實相
neela：藍色，同niila

naresha：男人中的王

neelam：翡翠

narmada：取悅，帶來快樂

neem：印度楝

narottama：男人中的最好者

neeraja’：蓮花；珍珠。
（neer：水；ja：出身於…）

nas’t’a（naṣṭam）: 破壞的、毀滅、消除、消失、

neerava：沒有聲音，安靜

遠離、過去
nas’t’a’n : 毀滅、毀壞、斷絕、滅亡
nas’t’e : 被毀壞了
nasa (nāsa) : 鼻子、鼻孔
nash：滅亡
nasha’：陶醉，沈醉
nashvara：依照自然的法則來滅亡
nashyati : 被摧毀
nashyatsu : 被毀滅

neeti：行為準則；道德科學；道德哲學，同niiti
neme : 此字由 na (不) + ime (原型字ima，這
個、此) 組成
neta’：領導者，（男）為neta
neti：鼻腔潔淨法；沒有、尚未
netra : 眼睛、領導者
netramatee：有美麗眼睛的人
ni：一般是用在動詞和名詞的字首，有許多種含

nastril：鼻孔

義。如：低下，往下，在…之下，一群、強烈，

nasya：鼻子的、鼻中的

命令，持續，永恆，限制，包含，接近，親

nat’a：舞者

近，侮辱；停止；依靠，訴諸，懷疑，主張，

nat’ara’ja：舞王，希瓦的一個名字

肯定；加於動詞後，代表否定句；為七個音

nata：（跳）舞

符之一，取自nis’a’da的ni，詳見s’a

Naṭara’ja：舞王
natthi：不存在
naudhatya : 沒有傲慢的
nava：新的；數字 “九”
nava’ni : 新衣服、新的
nava’nna：收成節
navadurga’：神祇名，代表所有九種can’d’ika
shakti潛存於植物的神性力量的總稱（此九種
為香蕉、白星海芋屬植物、鬱金、印度田菁、

ni’rasa : 無趣、無味
ni’rasa：無味的、無趣的
nibaddha : 受繫縛、受約束、受限制
nibadhnanti : 束縛、束限
nibadhyate : 受影響、受繫縛
nibandha：束縛、綑綁、桎梏
nibandhani’ ：羈絆、桎梏、綑綁
nibha：相似於、類似於、猶如，如
nibhrta（nibhrtaṃ）
：悄悄地、沈默地、沈默
nibodha : 請留意、請覺知

無憂樹（松樹）、硬皮橘（孟加拉蘋果）
、石

niccha’ : 不喜歡、不欲求；嫌惡

榴、蔓樹（ma’n）、水稻）

nidha’na : 貯藏所、寶藏、安息地

navamii：音樂日

nidhana’ni : 滅亡後、毀滅後、終了

nidhanam’ : 毀滅

因畏懼困難，而不敢承當任何工作．
（字意為

nidhane：最後的庇護所，最後的存在

低下）

nidhi：寶藏；海洋；天生有好特質的男子

niice：在．．．之下

nidhisha：寶藏之王

niicu：低的

nididhya’sana：以心靈不斷之流冥想著至上；將

Niil Saraswatii：知識女神名，原名為Niilta’ra’

心靈專注在某一目標上；原字義是深入冥想

Niila T’ha’kura：佛教密宗的神祇名

nidra’：睡覺、熟睡

niila：藍色

nidra’ti : 睡眠、睡著的

Niilasarasvatii：是Vajrata’ra’的別名。 niila之意

nidrita : 入寢、睡眠

為藍色，所以此神的雕像，有的就用藍色；

nidrita’：沈睡的

是四種度母（ta’ra’）之一，其膚色是水藍色

nigacchati : 到達、達到

或綠色，所以又譯為綠度母，詳見

nigama：教義、問題，提出密宗靈性層面的各種

Bhra’mariita’ra’

問題；密宗理論的層面（希瓦所回答的答案

niilgai：羚羊的一種，類似鹿和乳牛

稱為a’gama）

Niilta’ra’：女神名，藍色的ta’ra’

nigraha：禁止、降伏、強制、壓制、抑制、自制，
調伏；獨立的，分離的；施予處罰的能力
nigrhiitani : 被控制、被抑制、被降伏
nigrhn’a’mi : 阻止、控制
nihanti：破壞、殺害、消除
nihata’ḥ : 被殺死
nihatya : 經由殺死
nihita : 捨離、離、隱藏的
niḥs’abda：沒有聲音
niḥs’aṅka’ : 不恐懼、不猶豫、不怯懦的、無疑
慮
niḥs’eṣa：全部、無餘、所有的、不留下
niḥs’va’sa：呼吸、嘆息
niḥsaṃkalpa (niḥsaṅkalpa) :沒有欲求、沒有欲
望、沒有妄念、沒有妄想
niḥsaṅga : 不執著的
niḥshreyasa : 最高的、最上、最優秀的、無上幸
福的

niira：水
niirab：寧靜
niirabe：寧靜地
niiram：水
niisham：被控制的，有限的，夜晚
niita’（neeta’）：良好的行為
niiti sha’stra：社會性的法典
niiti：導向靈性福祉的法則、行為準則、道德倫
理、謀略
nija：自己的、內在的、本性
nijarna：孤單地
nije：個人自己
nijhum：寧靜的，無聲的
nikha’da：象nis’a’da另一種發音模式所形成的字
nikhila：一個開放或沒有界限的實體
nikhilabhayaharam：宇宙無邊恐懼的去除者，希
瓦的別名

nihshva’s：呼吸

nikṣipya：放置

niḥsneha : 無欲望的

nila：風；固定的

niḥspṛha : 無慾望的

nima’i Maha’prabhu：Maha’prabhu Caetanya的

niḥsprhah : 無欲望的、不關心的
niḥsrta：流出
niḥsvabha’va : 無自性、非自性、無自體；窮困

別名
nima’i：Maha’prabhu Caetanya（Caetanya
Maha’prabhu）的早期名字

niḥsvabha’vasya : 無自性的；窮困的

nimai：同nima’i

niḥsvana（nisvana）：聲音、噪音、喧鬧

nimba：楝樹

niica：低的、卑賤；三種等級人類中的最低等，

nimeṣa : 闔眼、閉眼；眨眼

nimis’an (nimiṣa) : 閉眼、關閉、瞬間、眨眼

nira’maya：健康、幸福、無病的；無污的

nimisha：能看見內在的人

nira’maya’ : 無污的、健康的、無病的

nimit：個別的，你的

nira’mayee：純淨的，健康的，無病

nimitahar ： nimit是個別的（個體的）
。ahar是

nira’mish：素食者

食物。其意為給古魯的食物
nimitta（nimittaṁ）
：附帶、偶發、起因、動機、
動因、目的、目標

nira’s’a : 絕望、放棄希望、失、無欲望、無渴求
nira’s’is : 沒有欲求
nira’s’raya：無住、無所依、獨立、不受支持的

nimitta-ma’tram : 只是工具、只是因素

nira’sa：無味道、無趣

nimkis：鹹味的點心

nira’shiir : 沒有期望、放棄期望、絕望

nimna：向下、降下、低地、深、凹、凹陷的、

nira’shraya : 無庇護的、無所依、獨立的

幽遠

nira’taṅka : 免於恐懼、沒有猜慮、沒有不安、

nimnaga’na’m：向下行

沒有不舒服

nimnaṁ：隨順、趣向

nira’tanka：沒有疾病

ninda’ : 毀謗、指責、侮辱

nira’taṅkasya : 沒有恐懼的

ninda’ya’ : 在指責裡

nira’taṅkata’ : 沒有恐懼

nindantah : 誹謗時、詆毀時

nira’varaṇa : 離障、明瞭的、無遮蔽的

nindati : 嘲笑、辱罵、凌辱、鄙視、侮辱、責備、

nira’ya’sa : 無煩惱、無勞累、安樂的、輕鬆的、

譴責

不須操心

nindita : 被毀、被譏、無價值

niraham’ka’ra（nirahaṅka’ra、nirahanka’ra）: 不

nindya : 可責備的、可鄙視的

自大的、不高傲的、謙虛的、無我、無自我感、

nindyama’na : 被責備的、被貶損

無我執

nipun’a’：
（女）聰明，敏銳，很有技巧的人；
（男）
為nipun’（a）

nirainjanam：無瑕疵
nirainjanosi：無污點

nir：nir字在母音和軟子音之前代替「ni」字，其

Niraks’ara Brahma：控制Ks’ara（變形的本體）

意為「免於」
，
「沒有」
，
「在…之外」
，
「較少」…

和Aks’ara（不受影嚮的本體）者，即Ta’raka

等

Brahma。無屬性至上本體並不控制任何東西

nira’bha’sam：無可言喻

niran’jana：無污的、純淨的

nira’dha’ra’ : 沒有支撐、無支持、無容器

niranjana：單純；希瓦的別名

nirbandhaṃ : 固執的、頑固的

nirañjana：無污的、純淨的

nira’ha’rasya : 禁食、斷食

nirantara：永恆的，持續的、無間斷的、無空隙、
無間

nira’ka’ṅkṣa ( nira’ka’ṅkṣi’ ) : 不抱希望的、沒有
任何期待或願望

nirapekṣa : 獨立的、不相待的、不顧戀、捨離、

nira’ka’ra：沒有形相

不在乎

nira’ka’ram：無形無相

nirasta : 不存在、被逐出的、被趕走的、摧、破

nira’kula : 沉穩的、定靜的、穩固的、清澈的、

散

有秩序、不混亂、無疵

nirata : 樂、精勤

nira’lamba：獨立自主、獨立無依、無支撐的、

niratis’ayaṁ：無比的、最上的、至高的

不依賴、超越容器，無需容器，無需基礎
nira’lambamiisham：無需基礎，至上意識無需任
何基礎

nirbha’sa’：光輝
nirbha’saṁ：光輝
nirbhara : 無實體的；熱心的、熱烈的
nirbhaya：勇敢，無畏

nirbhaye：勇敢地

nirmama : 無我所、無屬於我的、不執著的、無

nirbi’jaḥ：無種子的

自我、無擁有感

nirbi’jasya：沒有種子的、無種子的

nirmoha：不執著的，不迷戀的

nirbiija japa：無理念的持咒，直接字義是無種子

nirmu’layati：根除、根絕

的持咒

nirmukta : 解脫、得解脫

nirbodha : 無智的

nirmukta’ḥ : 擺脫、掙脫、解脫

nirbuddhi : 無智慧、無覺智

nirnimitta : 沒有動機

nirdes’a：梵文名詞八格的主格

nirodha（nirodhah）
：懸止，停止、強制、監禁、

nirdesha : 所說、表明、指示

滅盡、寂靜、制止；心靈懸止不動的狀態；

nirdhu’ta : 捨去、驅逐、否認

此字由ni－rudh＋ghain而成

nirdhya’ta ( nirdhya’tuṃ) : 對……冥想、對……

nirodha’t：中止、懸止

沉思

nirodhaḥ：懸止、停止

nirdhya’yati : 對……冥想、對……沉思

nirodhaika’grya : 懸止與專一

nirdos’a : 無暇疵

nirodhapariṇa’maḥ

nirduḥkha : 沒有痛苦、沒有悲傷

nirodhe：中止、懸止

nirdvaṃdva ( nirdvandva ) : 無相對的、無二元

niru’pa’：無形相

性、非二元性；無悲、無喜；無諍、不生異議

niru’pama’：無雙的，無可比擬的

nirdvandvasya : 非相對的

niruddha : 滅已、斷盡、離

nirgata：生、逾、出

nirudhya : 被制止、被控制、使局限

nirgra’hyaḥ：被理解、被認出

nirukta：吠陀在希瓦之前有六支脈，其中一支脈

Nirgranthava’da of Digamvara Jainism：耆那教
天衣派的不穿打結衣服的主張
nirgranthi：字義是沒有打結，引申為不穿有打結
的衣服

為nirukta辭典編纂法，字義為所說、言辭、
話訓，詳見 chanda
nirupa’dhi : 絕對的、無屬性的
nirupakramaṁ：緩慢的效應

Nirgun’a Brahma：無屬性的至上本體

nirutha’tma’：從所有束縛中，獲得自由

nirgun’a（nirguṇa）
：無屬性，無特質

nirva’n’a：最終的解脫；與至上合一；消融；音

nirgun’a’sthiti：無屬性的狀態

譯為涅槃；意指在世即已解脫

nirgun’ashca：nirgun’a的

nirva’sana : 沒有欲望、沒有欲求；放逐、驅逐

nirgun’atva’t : 由於沒有三種屬性力

nirvaira : 無敵意的、和平的

niri’ksa’：注視、觀察

nirveda : 厭離、絕望、對……感到厭惡

niriiks’a’(nirīkṣe) : 觀察、注視、可以看

nirvibha’ga : 不可分離、不可分割

nirindriya : 不具感官、無感官

nirvica’ra：無需考慮、不動念的、無內省的、無

nirma’n’a cakra：佛教所稱的化身輪，相當於臍
輪
nirma’ṇa：度量、創造、變化、產生；無我慢、
沒有(自我)意念
nirmala：
（男）乾淨、純淨、清淨、無垢，晶瑩
剔透（nir：沒有；mala：不純淨） 。
（女）
為nirmala’
nirmalam : 被淨化了
nirmalatva’t : 純淨無垢的

返照的、無分別心的、無思
nirvica’ra’：無伺、無思
nirvika’ra : 不變的、無異、平靜的
nirvikalpa sama’dhi：無餘依三摩地
nirvikalpa：無任何意念與覺受、無分別想、無差
別、絕對；不變化的、不改變、無餘依
nirvikalpasvabha’vasya : 無差別念的自性、沒有
分別念的自性

nirvikāra : 無異的、不變化的、一樣的、

nishcaya : 確認、確信、決心、決定義、當然

nirvimars’a ( nirvimarṣa ) : 無思量的、無顧慮的

nishcayai：當然地

nirvis’eṣasya : 無分別性的、無屬性的

nishcayena : 以堅定的決心

nirviṣaya : 離塵染、離覺受

nishcinta：無憂無慮

nirvishes’a：無分別性，無屬性

nishcita : 決定、決斷、有信心地

nirvitarka’：非深思、非尋伺、無尋伺、無推測、
無推理、無可分析、無識別
nirvṛta : 寂靜、寂滅、滅度
nirvṛti : 寂滅、寂靜、解脫、涅槃、喜悅
nirvṛtta : 被完成的、被生產的、所生的；起、離、
轉、出現、所感
nirvṛtti ( nirvṛtta ) : 生、生起、滅轉、涅槃；屢
行、完成、成就
nirvya’dhi：無病的、健康的
nirvya’ja : 誠實的、坦率的、正直的
nirvyanga：不變形的
niryoga-ks’ema : 無財富之憂、不關心財富
nis：此為動詞的一接頭詞，其義為向外
nis’a’：夜、夜晚
nis’a’da：象（的聲音）；此字由ni－sad＋ghain
nis’cala：不動的、安定的
nis’caya：確認、確信、決心、確知、了悟
nis’cinta : 不思維、不考慮、不注意、超越思維
nis’cintya : 不能知
nis’cita : 已決定的、決斷、確認、了知、了悟
nis’cita（nis’citam）
：不考慮、不注意、不思維、
決斷的、確定的、無疑、確如、確知
nis’citya : 確認的、了知的、了悟的
nis’ita：銳利的
Nis’-kala Cittisatta’：未顯現的至上意識
nis’kalatva：未顯現的狀態
nis’t’ha’（nis’t’ha）：完全的臣服，完全的虔誠；
字義為成就、頂點、最終、究竟位、究竟、
成就，根據、專心於、基礎
nisa’da：與nis’a’da相同
niṣeddha : 禁止、抑止、抑制

nishcitya : 確定
nishika’nta：夜晚之主；月亮
nishkalanka：無缺點的，潔白的
nishkant’aka：無敵的
niṣka’ma : 無欲望的、無興趣的、無所欲求
niṣkriya : 無作為、不從事行為、不從事行動
niṣpanda：不動的
niṣpatti（niṣpattim）：完成、成就、結果、究竟
niṣprapañca : 無戲論、天真的、純潔的；超越現
象界
nispṛha : 沒有渴求、沒有欲望
niṣta’naka：咆哮、喧鬧
nistrai-gun’ya : 超越三種屬性
niteesha：法令之王
nitya（nityam）：恆常的、不變的，永遠的、永
恆的（不論從過去到現在，再到未來都不會
改變）
；不在個體宇宙和大宇宙範圍內的波流
稱之。女的為nitya’
nitya’nanda（nitya’nandam）
：靈性上（永不變質）
的快樂．自我享受，自我的滿足，至上意識
仍維持充滿在自身內的喜悅；於nityabha’va
（永恆不變的至上波流）裡的喜悅
nitya’nityaviv : 了知永恆與非永恆
nityabha’va：永恒不變的至上波流
nityabodham：無所不知
nityameka’ki’ : 永恆唯一、永恆獨在、永恆獨存
nityanivrtta’：持續性的衰退，消逝，腐壞（耗損
掉）
nitya-sattva-stha : 永存悅性之境
nityashah : 持恆地、不間斷地、規律地
nityasundara：永恆的美麗
nityasya : 永恆地

niṣeddhum : 禁止、抑止、抑制

nityatva : 永恆性、常

nisha’：夜晚

nityatva’t：永恆的、不變的

nishcala (niścalā) : 不動的、安定的

niva’sa : 住所、居所、庇護所

nishcalati : 不動搖的、不動的

niva’ta-stha : 沒有風的地方、安全處

nivartante (nivartanti) : 返回

niyoga：一種印度古時的系統，為了傳宗接代，

nivartate : 撤回、停止

一個男人被允許和不是他的妻子的女人發生

nivartita (nivartitum) : 被追回的、被撤銷的、被

性關係

停止的
nivasis’yasi : 你將住於、你將生活在
nivedita’：知曉者，了解者；女老師；犧牲；將
自身奉獻給至上

niyojayasi : 從事
niyojita : 從事於
niyoks’yati : 使從事
no (naḥ) : 對我們、我們

niveshaya : 進入於、定居於，住於

no : 也不，此字由na+u組成

niviita：當人們不做對神或祖先祭祀或儀式時，

Noakhali：孟加拉的某地區名，在此區

而將獸皮圍繞在脖子上時，此情況稱之為
niviita

Vajraba’ra’hii （金剛亥母）的信仰很普遍
nocturnel：夜晚（拉丁文）

nivika’ra : 不變的、無差別

nodvigna : 不厭離，此字由 na + udvigna 組成

nivika’rasya : 不變異的、不改變的

nola’：
（孟加拉語）一隻貓或狗貪婪的迷惑，此

nivra’nshu：月光
nivrtta’ni : 已消失、已息滅
nivṛttau : 不從事活動
nivṛtti (nivrtti、nivṛttir ) : 休止、無活動、終盡、
止息、不生、不轉、終滅；無欲
nivrtti ma’rga：無欲之路，導向心智寧靜平衡的
修持，是屬vidya’ tantra（正道密宗）
nivrtti sa’dhana’：導向心智寧靜平衡的修持
nivrttih（nivṛttiḥ）：消失、無欲、滅、消除、滅

字是源自lola或lolata’
nona’：原產地在南美的一種蕃荔枝，其正確名字
應為anona murika’t’a’．孟加拉語的nona’是來
自anona
nonmi’lati : 不是開眼的、不是張眼的，此字是由
na + unmi’lati 組成
nr yajina：為了人類福祉所從事的服務
Nr：意為purus’a，意識
nr-loke : 在人世間裡

盡、息止、止息、解脫、無慾、克服，完全

nṛna’m : 男人的

的滿足，世俗之路

nrs’u : 人的、男人的

nivrttimu’laka：靈性的行為

Nrsim’ha Ta’pan’iiya Shruti：尼理心訶經

nivrttimukhii：朝向欲望的減少（ni缺乏＋vrtti欲

Nrsim’ham：同Purus’ottama，為至上的核心意

望＋mukhii朝向）
niyama：內在行為控制、精進、遵行、奉守；禁
戒、規矩、規範、抑制

識
nrtya：手舞足蹈；舞蹈
nrupendra （nripendra）：王者之王

niyamaḥ：精進

nr：男人、男性、眾人、人類

niyamita：規律的

nu : 當然、因此

niyamya : 可被控制的、可被限制的、規範

nu’nesha’k：馬齒莧

niyanta’：調節者，控制者

nu’pura : 足踝飾品

niyantraka’h：控制者

nu’r：光

niyantran’a：控制

nubhava dara’：去感覺

niyata : 決定、必定、規定、控制

nya’sa：呼吸控制法；置，入；描寫；託管；放

niyata-a’tmabhiḥ : 自我控制的人
niyatam : 經常地、正確地、一直
niyatasya : 規定的
niyati：幸運者；自我限制者
niye：和（物）

下、放棄
nya’sa’t：直現、投射、心象
nya’ya philosophy：哲學派別之一的名稱，譯為
正理派
nya’ya：公平，正義，裁判，論理，正論，正理

nya’ya-su’tra：正理經，此經是正理派的根本經

意識（Purus’ottama）與個體的聯繫，又譯為

nya’yikas：論理派人士（nya’ya：論理派，正論，

個體連繫

正理派，聖道）
nya’yya : 習慣的、通常的、正確的、適當的

ota：個體的關連
otah：個別的

nya’yyam : 如理
nyasta：踏、蹈

P
P.C.：是personal contact的簡寫。意指個人與巴

O

巴的見面，一般上男性是個別接見，女性則

o：是sva’ha’的超級音根

成群接見

oggara：在孟加拉語的中期，ugra（熱的）轉變
成oggara
oguli：那些

pa：心靈傾向ghrn’a’（憎恨，反感）的音根
pa’：七個音符之一，此字是取自paincama 的
pa’，詳見sa’；腿；喝、飲、吸食

ogulo：那些

pa’c：數目「５」

oi：這，那

pa’ca（paca）
：煮、煮熟

oja：光明；光輝

pa’da（pādam）足、小腿、腿、腳、位置、章、

ojas：身強力壯；有精力；生命能
ojasa’: 經由精力、經由能量
ojasvee：擁有自己靈魂的力量；擁有勇氣，生命
能
ojavini：盡心竭力的型態；非常光明、光輝的女
人
ola’ican’d’ii：神祇名
oleander：夾竹桃
om : 神聖的唵音
omananda：om的喜悅
oṃka’ra : om 這個音
omka’reshvara：om這個聲音的上主；希瓦
ompraka’sha：」om」之光
onm：一切創造的最初音聲，是已顯現的宇宙的
音根；創造的音根
onm’ sha’nti：至上本體是祥和寧靜的
onm’ka’ra：字義為「onm這個聲音」；結合了創
造、維持和毀滅過程的音根
onm’ka’rana’tha：字義是onm聲之主，亦指至上
本體

品
pa’da’ṅguṣtha（pa’da’ṅguṣṭhau）
：腳拇趾
pa’datala：腳掌、腳底
pa’gar’ii：（Dada）頭上的圍巾
pa’incajanya：五點靜坐（五時冥想）
Pa’inc-Parganiya：古時在Rarh區的一種地方語言
名稱
pa’khan’d’ii：（Hindi文）偽善者
pa’khii：鳥
pa’la：照顧者
pa’laka：保護者
pa’lan kara’：依循
pa’lana kriya’：保護，防衛的工作（行為）
pa’lki ga’r’ii：馬車
pa’lki：馬車
pa’n’d’a’：自我的知識，至上的知識
pa’n’d’ava : pa’n’d’u 的 (五個) 兒子或pa’n’d’u
的族人；音譯潘達瓦或般達瓦
pa’n’d’ava’na’m : 在潘達瓦兄弟中
Pa’n’d’avas：音譯為潘德瓦兄弟，在印度摩訶大

onm’ka’rna’th：同onm’ka’rana’tha

戰役中代表正義一邊的五位兄弟，也代表人

Ora’no clan：族群名，屬Dravidian族

的五大元素；Pa’n’du+s’n’a=Pa’n’d’ava，意為

Orissa：印度其中一省的省名

關於Pa’n’d’u

oriya：語言的一種，大都在印度Orissa省使用
ota yoga：在宇宙向心的回轉過程中，宇宙核心

pa’n’d’eya（pa’nr’e）：能記住（精通）六支脈吠
陀的其中一支者稱之

pa’n’d’eyah：是姓氏pan’d’eya和pa’ndeji的字源

pa’rada：水銀

pa’n’d’u paks’iiya：內在開展及提昇的五個層次

pa’ralaokik：次一個世界的

pa’n’d’u：潘度，般度王；字義為追求真我知識者

pa’ramita’： 彼岸，到達彼岸，通達至上之境，

pa’n’d’u-putra’n’a’m : 般度的兒子們
pa’n’deya：一個找尋朝向至上知識，並導向獲得
至上知識者稱之

音譯波羅蜜多
pa’rampa’ra：使靈魂從會死的世界獲得解脫者
pa’ratrika：超世俗

pa’n’i：手

pa’rija’ta：印度神話故事裡，一棵神聖的樹

pa’na：喝、吸、飲、酒

pa’rs’va : 側面、鄰近、脇、腋、邊

pa’ñcajanya : 五族、五大元素；五個人；又代表

pa’rs’vaka : 肋骨

頂輪、上主
pa’ndeji：印度北方的一個姓氏，其字源為
pa’n’d’eyah
pa’ṇḍitya : 博學、聰慧
pa’ne：向前
pa’ṇi：手、手掌
pa’niiyam’：水
pa’nja’：數目「５」
（波斯語）
pa’nr’e： 同pa’n’d’eya
pa’oya’：得到
pa’pa：罪、罪惡，因果業力；不該做而做所犯的
過失。pa’pa分為pa’taka和pratyava’ya兩種，
詳見各條；一般俗語的說法，pa’pa包括pa’pa
和pratyava’ya
pa’pa’: 罪人
pa’pa’t (pāpād) : 從罪惡而來的
pa’pa’tma：字義上是罪靈，但巴巴說這種說法是
不正確的，因為本性是不受善惡的影響，更
不可能有犯罪的本性
pa’paha’ree：取走罪業的人
pa’pa-krt-tamah : 罪大惡極之人
pa’paks’ayam：耗盡罪業，燃燒罪業
pa’pana’shana：罪過的消滅者
pa’pasha：消滅罪過的人
pa’pa-yonayah : 出生在低賤的家庭中
pa’pebhyah : 罪人中、罪業中
pa’pena : 被罪惡
pa’pes’u : 對罪人

pa’rs’vaka’ : 胸脇
pa’rshati：女神Durga’的別名；Draopadii的別名
pa’rṣṇi（pa’rṣṇiṃ）：踵、尾端、跟
pa’rtha：prtha’ (普瑞塔)或 prthu的兒子，prtha’
即 kunti (昆蒂)，是般度五子的母親；Arjuna
的別名，Kunti的兒子，此字是由prtha’+字尾
sna而來
Pa’rthasa’rathi Krs’n’a：以行為瑜伽為導向之成年
的Krs’n’a
Pa’rthasa’rathi：Krs’n’a的別名，字義是為Pa’rtha
（此處是指Arjuna）駕馭戰車的人；主Krs’n’a
扮演Mathura國王並示現恐怖，嚴肅，冷酷及
靈性角色時稱之
pa’rthasya : 普瑞塔兒子的
pa’rthava：偉大
pa’rthivii : 大地的、固體的
pa’rthivii mudra’：海底輪身印
pa’rus’ya : 粗暴
Pa’rvati’：希瓦的太太，字義是山的女兒，音譯帕
瓦蒂
Pa’rvatii（Pa’rvatee）
：山的女兒；希瓦之妻；她
有許多別名如Satee，Uma’，Devee，Girija’，
Gauree...等
pa’s’a：陷阱、繩索、羅網
pa’s’an’d’a：偽善者
pa’shas：
（心靈的八大）束縛
Pa’shca’ttya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

pa’pii：罪人，犯罪者

Pra’krta語文，Pa’shca’ttya即是其中一種，它

pa’pmana : 罪業之因、痛苦之因

是Pashtu，Ka’shmiirii，Uzbekii和Ta’za’kii等語

pa’popahata caetanya：受罪業攻擊影響的意識

文的先驅，詳見Maha’ra’s’t’rii Pra’krta

pa’pu：罪過、錯（巴利文）

Pa’shca’ttya Vaedik：婆羅門人（姓氏）之一，但

此種姓氏的婆羅門人，並不為大家所公認
pa’shca’ttya：後面的、西方的，衍生自
paschat+tyaun

padaish (padaiḥ): 以韻律詩
padam（padam’）：位置、地位、住所
padavii：一般的特質

pa’shca’tya：同 pa’shca’ttya

paddhati：方法，技巧

pa’she：接近

pade pade : 在所有狀況下

pa’t’alii putra：pa’t’alii的兒子

padma：蓮花

pa’t’alii：人名

padma’：
（女）蓮花。
（男）為padma

pa’ta’la：地下，深坑；七層地獄名之一的往下第

padma’ra’nee：蓮花之后

五層，又譯為淵界
pa’taka：罪過、罪業，墜落；不應該做而做所犯

padma’sana：蓮花式（雙盤坐）
padmadanta：一位詩人名

的錯，共分三類，1、pa’taka：屬一般性的過

padmagokhro：蓮蛇，香蛇的一種

錯是可以補償的。2、atipa’taka：犯了永久性

padmaja：
（男）出生於蓮花；Brahma的別名。
（女）

的傷害，是難以補償的過錯。3、

為padmaja’

maha’pa’taka：犯了對社會大眾難以補償的大

padmaka’nta’：像蓮花一樣的美麗

傷害；另一種說法：pa’taka’包括pa’pa和

padmaks’a：像蓮花般的眼睛

pratyava’ya兩種

padmama’la’：蓮花的花環

pa’takii：罪人，犯Pa’taka罪行的人

padma-patram : 蓮花葉、蓮葉

pa’thar：石頭

padmaprabha’：蓮花般的光輝

pa’tharakuei：落地生根

padmapriya：
（男）親愛的蓮花，愛蓮花的人；
（女）

pa’thure kayla’： 煤炭

為padmapriya’

pa’ti sa’pt’a’：甜點的一種

padmaru’pa’： 像蓮花一樣美麗的人

pa’tra：人物

padmashobha’：像蓮花般的光輝、亮麗

pa’tre : 接受者的、容器的

padmasundaree：像蓮花一樣美麗的女人

pa’vaka (pāvakaḥ) : 火、純淨，光輝，火神

padminee：蓮花；美麗的女人

pa’vana：
（男）純潔；神聖；無罪的，淨化罪過。

Paesha’cii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Pra’krta

（女）為pa’vanee

語文，Paesha’cii即是其中一種，它是D’ogrii，

pa’vana’ni : 有淨化力

Pa’ha’rii和Punjabi等語文的先驅，詳見

pa’yer a’unul：腳趾（孟加拉語）

Maha’ra’s’t’rii Pra’krta

pa’yer pa’ta’：腳

pahara’rdha：半個三小時，亦即一小時半

pa’yu：肛門

painca vaktram：五張臉，希瓦的別名

paca’mi : 消化、烹調

painca：指數目「五」

pacanti : 調理食物

painca’gnii：出家人

pada kiirtan：用各種詩詞來歌頌至上，然後再跳
kiirtan
pada：足跡、步、道、位置、住所、果位、位；

painca’nana：希瓦的別名，字義是五面神，具有
五張臉
paincabhaotika：由五大元素所構成的宇宙

原因、出處；詩的出處、詩的來源；句、名

paincabodhisattva：五位菩薩

句

paincabuddha：五佛（不動佛、不空成就佛、阿

pada’rtha：對象、問題、事物、句、範圍；能被
感官所接受到的東西、物質；句義
padahasta’sana：手碰腳式

彌陀佛、毗盧遮那佛、寶生佛）
paincadasha：數目「15」
paincadra’vir’ii：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

Brahmins中，屬於來自南印度的五種，稱之
為 paincadra’vir’ii
paincagaor’ii：Praya’ga 所認可的十種Brahmins

（vijn’a’nskandha）
pan’ca（pañca）
：（數目）五、五種
pan’cadas’a：
（數目）十五

中，屬於來自北印度的五種稱之為

pan’catayyaḥ：五種類別

paincagaor’ii

pan’d’a’：我就是衪，衪就是我的觀念就是pan’d’a’

paincama：杜鵑鳥（的聲音）
paincamaka’ra：字義是指五個ma的聲音，
madya，ma’m’sa’，matsya，mudra’和
maethuna
paincavat’i：五種聖樹，可對抗負性的微生命，

pan’d’ita（paṇḍitāḥ）：已達到pan’d’a’人就稱為
pan’d’ita；聰慧者、有學問的人、知識份子；
智慧者
pana：宇宙事務的辦理（處理）者
pañca : 數目“五”、五個

這五種是楝樹，硬皮橘，木棉，印度榕，菩

panca’nana：五雙眼睛；希瓦的別名

提樹

pañcama : 第五、第五的

painja’bii：panjab省的人

panchanan：人名，字義是具有五張臉的人

painjika’：日曆，曆書，年鑑

panj：
（波斯語）表示數目「5」

paisa’：金錢

panja’：此字的原義是代表數目「5」，由於手有

paks’a：翅膀、十五天

五根手指頭，所以此字又代表手的意思

paks’a’d：十五天

panjab：五條河流所流經的地方

paks’abadha pra’na’ya’ma：關節生命能控制法

paṅka：泥沼

paks’ayoḥ : 族群、團體

pankaja’：出生於汙泥；蓮花

paks’iiya：群，黨

panna’：翡翠

paks’in’a’m : 在鳥禽中、在飛禽中

pannagesha：
（pannaga+isha）蛇王；希瓦的別

paks’ivat：鳥

名

pala：重量單位、斤、兩

pantha’：路徑，方法

pala’kiirtan：基於某一特定人生層面的kiirtan；

pantha’ḥ：小路、路徑

以曙光之歌為基礎的kiirtan

Paora’n’ik religion：在佛教和耆那教衰微的時期

pala’sh：樹的一種

（約西元七世紀），由shankara’ca’rya所提出

pala’sha：膠蟲樹

的宗教，教義綜合了佛教、耆那教等的觀念，

pala’yana : 逃走、逃亡

又稱為shiva’ca’ra（希瓦法門），但實際上與

pala’yante : 逃走、逃跑

shaeva dharma（希瓦法性、宗教）無關。此

palamau：在印度比哈省的一個區域名

法門又稱為Na’tha法門，Na’tha法性（或宗

palita：白髮

教）。與Pura’n’a有關，充滿著神祇的觀念、

pallava : 枝葉、芽

教條和儀式

pallii：部落
palta’：刺桐
pampos’a：在Kashmir，蓮花稱為pampos’a

paora’n’ika gods：在Shankara’ca’rya來之前的時
代稱之
Paora’n’ika：往世書，共有十八本Pura’n’a書（具

pan’ava : 小鼓、鑼、銅鼓

教育性的神話故事，代表距今1300多年前（約

pan’ca skandha：五蘊，詳如下，色蘊

西元七世紀）Shankara’ca’rya的時代）

（ru’paskandha）
、受蘊（vedana’skandha）、

paos’a：印度曆制中的某一月，接近十月

想蘊（sam’jn’a’skandha）
、行蘊

par’n’a：鬱金葉

（sam’ska’raskandha）、識蘊

par’n’ashavarii：披鬱金葉的 shavara族人，特指

Gaor’ii（希瓦之妻 Pa’rvatii）

para’vidya’：靈性的知識，至上的知識

para（paro）: 長輩、之前、未來的、下一世；

para’yan’a（para’yaṇaḥ）: 最高目的、歸依、究

以…為目標；他、異、他人、其他的、彼岸；

竟道、入、行、依怙、趣向、以至上為庇護者

最高、超越

parabrahma : 至上本體

pa'ra：究竟，至高；彼岸，穿越

Paracaetanya：至上意識

para’：前往；至上；靈性知識；見證已顯現的至

paradas’a’ : 至高之境

上本體（apara’）稱為para’，而當見證的para’
又成為被見證的一邊時，此時見證的這邊就

paradharma：其它的法性；別人的法性；不適於
人的法性

成為para’para，即見證者的見證者。一切見

para-dharma’t : 比別人的法性

證者的見證者，就是Parama；喚醒蟄伏於海

parahita’rtham：至高的福祉，靈性的福祉

底輪的個體自性的音聲波動結構（語言組成）

paraiḥ：和其他的

共有六種，第一種為para’，其餘五種為

paraka’ya-pravesha：有進入別人身體內的神通

pashyanti，madhyama’，dyotama’na’，

法力，又譯為人身通或奪舍法

vaekharii，shrutigocara’；此為動詞的一接頭

paraloka：次一個世界

詞，其義為遠離

paraṁ：至高的、至上的、最高的

para’bhakti：絕對的虔誠
para’bhyudaya：人經由靈修，而發展成偉大的人
物，最後與至上本體合一，此過程在經典上
稱為para’bhyudaya（內在的覺醒提昇）
para’gati：至上的願望或目的；趣向至上；
「有限
性個體旅程的終了」
（達彼岸）
para’krama：勇猛、剛勇

parama（parama’）: 最高的、至上的、極、甚、
最上；專心從事、盡力；一切見證者的見證者
parama’gati：導向至上．
（由citta到Aham再到
Mahat再融入至上）
；至上目標
parama’n’u：原子，此字源自an’u（分子）
，是沒
有攜帶分子特質的一個分子的較小部分
parama’nanda：至高的喜悅，佛教密宗在達到

para’mars’a : 執、取、抓；反省、考慮

dharma cakra（法輪，相當於心輪）時所得

para’mrs’et：取、觸、思考、執受

到的喜悅或三摩地之境

para’ni : 比…高

parama’ṇu：極小粒子、極微塵、原子

para’para guru：靈性與世俗的上師，聖凡上師

parama’rtha：給予解脫的人，至上；永久性的物

para’para：上下；勝劣；利鈍；見証者的見証者，
詳參para’條

質→心理的滿足；永恒的自在解脫；真實、
真諦、勝義

para’rthaṁ：由於另外的緣故、其他目的、利他

parama’rthata : 勝義、真性、真實、真諦

para’rthatva’t：為他、利他、與其他分開

parama’tma’（parama’tma）: 至上大我、大我；

Para’sara Sam’hita’：同Para’shara Sam’hita’
para’sha’nti：絕對的祥和寧靜
para’shakti：宇宙向心的力量，靈性的力量；語
言表達的最初狀態；聲音形成的最初階段
para’shara sam’hita’：一位聖者para’shara的所集
所作的社會法典
para’shara：一位聖者的名字
para’t’ha’：一種扁平的麵製品（孟加拉，Hindi
文）
para’tpara：至上本體

同Parama’tman，詳見此字
Parama’tman：至上意識，包括1、Purus’ottama
2、個體連繫（Ota yoga） 3、與宇宙離心運
作和向心運作的集體連繫（prota yoga）
；又
譯為至上真我
paramaes’va’sah : 此字是由parama (偉大) +
is’u (箭) + a’sa (弓) 組成，意指偉大的弓箭手
paramahamsa：至上的靈魂
paramajeeta：卓越的成功
paramamahattva：極大
paramapashta：非常純淨而且透明

Paramashiva：與Purus’ottama同義

paricchannata’：清潔，潔淨

Paramashivah：至上意識，與Purus’ottama同義

pariciiyate：被認知或了解

paramasukha：至上的喜悅

paricintayan : 深思、冥想

parameshvara：最高的神、至高之主；希瓦的別

paricita：調伏、長養

名
parameshvaree：最高的女神
paramesti guru：最高的上師
paramita：到達彼岸，音譯波羅蜜多，正確的寫
法為pa'ramita'
parampara’: 依序傳承、展轉

paridahyate : 發燒
paridevana (paridevanā) : 悲傷、涕泣
paridṛs’t’ah：調整、調節
parigha：門閂
parigraha : 獲得、攝受、執著、擁有、獲得、貪
求

paranjyoti：至上之光

parigrahes’u’ : 在擁有中、在執著中

parantapa : 敵人的懲罰者，敵人的毀滅者、將

pariiks’an’a：測試，pari-iiks’an’a=pariiks’an’a

敵人化為灰燼者

parijña’na : 全知、遍知、通達

parapiir’an’am：為非作歹是不道德的

parijña’ta : 遍了知、覺了、知者、能知

paras : 在遠方、遙遠地、將來、後來

pariki’rtita（parikiirtita）
：稱為、說、已說、被呼

Parashiva：處於未顯現平衡三角力的至上認知力

喚的、所言的、號稱、被告知的

parasmaepadii：主動語態

pariklis’t’am : 有雜染的、勉強的、不情願的

parasmaepadii：梵文的文法型式之一

parikra’nti（h）：圓周進化；外圍演進

paraspara : 相互、彼此

parikrama’：環繞著聖地

parasta’t : 在遠方、在上面、更高地、超越

parima’rgitavyam : 可被探求的

parasura’ma：持斧的Ra’ma，他象徵著與邪惡戰

parimita：受控制的，在控制下

鬥的勇士
parasya : 對其他的

parimita’：穩健的女人；字義是受控制的，在控
制下

paratah : 更高

parimita’ha’ra：節制飲食

paratara : 更大、更多

parin’a’ma：變形

paratra：另一個世界

parin’a’me : 在結尾的時候

paraya’: 高級的、最高的

parin’a’mena：從結果中，與parin’a’ma同義

paresha：至上的靈魂；目証之主；最高的Para

parin’a’mi：可改變的，會改變的

（目証者）

pariṇa’ma：改變、變形、轉變、進化、演化

Paresha’m’ param：一切見證者的見證者

pariṇa’ma’ḥ：變形、轉化、轉變

pareshna’th：地區名，在比哈省內，其古名為

pariṇa’maḥ：轉變、變形

sametashikhar
pari：在週圍；足夠地、充分地、完全、專心；

parinirva’n’a：究竟解脫（究竟涅槃），音譯為般
涅槃

普；跟隨；一個梵文的字首，其意為「好」
，

paripanthinau : 障礙、敵人

「好的方法」
；為動詞的一接頭字，其義為環

pariprashna：提出靈性主題方面的問題，此種問

繞

題和一般問題的提出有所不同，此種問題的

pari’n’a’mana：回向，迴向

回答，伴隨著要實行的工作，最後並獲得結

paribeshana kar’：表演

果。此字由「pari」加動詞字根「prashna」

paricaks’ate : 取名、表述

所組成

paricarya’: 獻身、承事、服侍、供養
paricaya：修習、熟知、熟練

pariprashnena：請問、尋問、提出靈性上的問題，
而非一般性的問題。此字的特別含意是提出

問題，想得到問題的答案，在得到答案後，
會在實際面遵循答案的指示去做（與
pariprashna 同義，只是語詞變化）

者，此字由字首pari+動詞at’而成
paryat’ana：在行動（走）中一邊看，一邊學習，
由pari+at’ana組成

paris’uddhau：完全純淨

paryavasa’nam：完結、終了、後際

parisama’pyate : 以…為結局、以…為終

paryaveks’an’a：觀察，

Parishrama vina’ ka’ryasiddhirbhavati
durlabha’：沒有parishrama（身、心、靈的
修持）
，在任何層面的活動（行動）都不可能
成功
parishrama：泛指在物質面、心智面和靈性面的
靈修的代稱；字義為有良好目標方向的努力

pari-ava-iiks’an’a=paryaveks’an’a
paryupa’sate : 完滿禮敬、完全禮拜、供養、親
近、奉事
paryus’itam : 隔夜的、不新鮮的
pas’cima（pas’cime）
：後面的、最後、西方
pas’ya : 觀見、有正確的見解、領悟

parishus’yati : 變得乾燥、枯竭

pas’yan：觀見

parita’pa：痛苦

pas’yas (pas’yasi) : 觀見、視

paritas : 四面八方、周圍、外在

pas’yat (pas’yati) : 觀看、注視、見、正見、看

paritra’n’a：永恆的解除痛苦，救難、保護、救渡

pas’yata : 看

paritya’ga（paritya’gah）: 放棄、拋棄、捨棄

pasa：跡、道、路、足跡、位置

paritya’gii : 捨棄者

pascha’t：後

paritya’jya : 可拋棄的、可被放棄的、放下

pascha’tta’pa：後悔

parivarttante：改變

pascimotta’na’sana：背部伸展式

pari-vṛtta : 轉、輪轉、輪迴、易

pashca’ta：後

parivrtta parsvakonasana : 瑜伽用水來清潔鼻

pashca’ter a’mi：我背後的「我」

腔的方法

pashcima：西邊的，後面的

parivrudha：所有一切的上主

pashu：動物

parjanya：雨；雲和雨之神；Indra的別名

pashubbha’va：動物性，動物之路

parjanya’t : 從雨水

pashubharata：萬物之主；希瓦的別名

Parn’a Shavarii Devii：葉衣觀音，是佛教密宗的

pashupa'khii：鳥類和動物

女神名，也是印度密宗Durga’女神的其中一個

pashupata astra：動物之主的武器

名字

pashupati：動物之主（pashu：動物）
；希瓦的別

parn’a：檳榔葉，鬱金香
parn’a’ni : 樹葉、葉子
parṇa : 葉子

名
pashva’ca’ra：動物性的道路，密宗鍛鍊的初階。
靈修者與本能戰鬥的階段

paroks’a anubhu’ti：間接的體會，瞭解

pashya : 看、觀

paropaka’rah：行善是美德

pashyan : 看到、覺悟到

Parvata Kanya’：直接字義是山的女兒，由於Gaorii

pashyanti shakti：幫助一個人在心中見到其所思

（希瓦的妻子）住在喜瑪拉雅山，所以Parvata

（之物）的能量，是pashyanti shakti，它也

Kanya’又指Gaorii的代稱

是音聲呈現的第二個階段，它的控制點是生

parvata（parbata）：山
parvata’sana：山式（同鋤式）

殖輪
pashyanti（pashyantii）
：喚醒蟄伏於海底輪的個

parya’pta : 被完成的、圓滿的；有限的

體自性的音聲波動結構（語言組成）的第二

paryanta : 盡頭、邊界、邊際；到、包括

種稱為pashyanti，詳見para’；那個使心中呈

paryat’aka：到世界各地旅行以尋找知識的旅

現他們想溝通之影像稱為pashyanti，此字是
由drsh+shatr而來，其義是「那個正在看的東
西」、看見
pashyata (paśyato) : 內觀、內省、正知、開悟

pavana（pavanam、pavanaṃ）
：氣元素、氣能、
空氣、風、風神、淨化者、淨化器
pavananandana：氣（元素）的主控制者，亦指
Bhiima

pashyati : 看、視

pavanee：風

pashyet : 觀察到、看到

pavata’m : 在淨化者中

pat：此為一動詞字根，其義為心靈受粗鈍吸引而
有墯落的傾向

pavate：移動，動的
pavitra : 淨化、淨具

pat’a : 布

pavitra’：聖潔的女人

pat’ol（pat’al）：王瓜

pavitram：神聖，聖潔，無罪的

pat’t’a：薄片，板，葉

pavitrata’：純淨

patad：掉落

pavitrii（pavitree）：聖潔的女人

patam’ga (pataṅga) : 飛蛾、蝴蝶

payasya：用牛奶作成的

patanjali（patainjali）
：西元一百年前，瑜伽哲學

paysa’：金錢，同paisa’

的建立者之一。瑜伽八部功法的建立者，著
有瑜伽經（Yoga Su’tra）
。音譯為 "帕坦佳利
"；王者瑜伽（Ra’ja Yoga）的陳述者
patanti : 墜落
patati：同pat
patatu : 降落、落下
patha：道路；對至上的見解和通往至上的路徑
pathe：道路
pathi：旅行、道路、在路上，在途中
pathya（pathyam）
：正規的、適當的、所宜、安
穩、有利的、有益的

pedar：其字是源自pitr，其義為父親，養育者，
保護者
peshala：細緻；優雅
pet’：胃
peṭaka：盒子
pha：心靈傾向bhaya（恐懼）的音根
pha’d：陷阱
pha’lguna：印度陰曆的12月（陽曆2-3月）
pha’lgunii pu’rn’ima’：
phala : 結果、果報、水果、果實
phala’ḥ：果實、結果、果報

pati：先生、丈夫、主人、上主，擁有者

phalabha’gin : 分享利潤、分享報酬

patita：摧毀、墬落

phalahetavah : 貪求果報

Patkumi：古時在Rarh的一種地方語言名稱

phala-hetu : 以結果為動機或目的

patna：印度地名，音譯為帕得那

phalaka：天空；天堂

patnii：妻子，通常是指身份比kuliina系統低的妻

phalam：結果

子

phalavat：結滿果實

paṭola：黃瓜

phale : 在結果中

patra：葉、葉片、樹葉

phales’u : 結果裡

pattra : 花瓣

phalguna：印度陰曆12月，正確寫法為pha’lguna

patu：聰明；靈巧；有才能

phalram：結果，同phalam，正確寫法應為phalram

paun’d’ra : 般度五子中排行第二 Bhiima 的海
螺名

而非phalam
phan’eendra：蛇王；希瓦的別名

paunkti：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詳見ga’yatrii

phan’i：蛇

paurus’a : 男子氣概的、大丈夫的、力量

phan’ina’tha蛇王；希瓦的別名（na’tha：王）

paurvadehika : 來自前世的

phan’ishvara蛇王；希瓦的別名

pautra’n : 孫子輩

phaṇa：頭、蛇帽狀的頭

phaṇa’vat：頭部膨脹的蛇

導向世俗慾望的修持

phat’ phat’：快一點

pisha’ca（pis’a’ca）：鬼，魔；食屍鬼

phat’：實現，立即，馬上，立即的影響，理論的

pishi-ma’：父親的姊妹

實踐

pishunata’：殘酷，虐待

phat’kare：衝動

pisi：姑媽

phat’ly：快速地

Pisiima’：爸爸的姊妹

phena : 泡沫

pit’h：背，後

phinge：一種鳥的名稱

pita：背後，後面

phire shao：回頭，轉變方向

pita’：父親；養育者，保護者

phit’ haowa’：昏暈，不省人事（孟加拉俗語）

pita’-maha : 祖父、祖宗、祖先、父系祖父

phu’llendu（phoollendu）
：滿月

pita’maha’n : 祖父輩

phu’tka’ra：吹氣、尖叫

pitara (pitaro) : 祖先

pi’ḍa’ : 痛苦、苦惱
pi’ḍyama’na : 陷入煩惱、陷入苦惱
pi’ṭha：座、坐床、席座、處所
pi’yu’ṣa：乳汁、甘露、初乳、精乳
piba（piben）
：喝、飲
pibed：喝、飲、吸食
pidha’ya：蓋住
piid’aya’: 折磨、逼迫、侵害
piirabhakti：回教聖地名的稱呼，也代表虔誠
piit’ha：控制點，位置，地方
piiyu’s’a’：（女）純淨；甘露
pin’d’a：供品、祭品、牲禮，奉獻物，食物；團、
丸、塊；乞食；身體
pin’d’ae：農夫用餐之處（古旁遮普語）
pin’d’ii：農夫用餐之處（古旁遮普語）
pin’d’iia：農夫用餐之處（Paesha’cii Pra’krta語）
pin’d’iika：農夫用餐之處
pina’ka：鼓、鼓聲
pina’kin（pinakee）
：希瓦的別名。
（pinakk：希
瓦的弓）
pindi：村莊（旁遮普語）
piṅgala’ na’ḍi’：右脈
pingala’：同piungala’
pingesha：非常閃耀光輝的人
piṇya’ka：油粕（阿魏樹脂）
pipa’sa’：口渴，渴
pipa’sati：渴望（巴利文）
pisha’ca sa’dhana’：字義是食屍鬼的修持，是屬

pitr yajina：對祖先的服務，恒念祖先
pitr：祖先
pitrloka：祖先的世界、祖先的天
pitrn : 父輩、祖先
pitrn’a’m : 祖先中、先人中
pitta：阿由醫學中所稱的膽汁
pitta’shmarii’：膽結石
pitu：1.祖先（同pitr）2.汁、飲料、食物
piungala（pingala）
：希瓦的別名；有名氣的賢者
piungala’（pingala’）
：laks’mee的別名；右脈，
又稱日脈；字義是泥黃色或淡黃色。右脈又
名rasana’，yamuna’
piya’l（piya’sha’l）：一種樹的名稱
piyusha：
（男）甘露，充滿甘露；忠誠，虔誠；
（女）
為piyusha’
pla’va：溢出、滿出
pla’vana：沐浴、沈浸
plassey：一個地方的名字
plava：漂浮
pli’ha；脾臟
plus’in：白蟻
plushina：白蟻
pluta：加長音
pomegranate：石榴
poṣaka : 養育、培養
pota : 船、大船、大舟
potam：船、舟
pra：在動詞之首時，表示：往前；在…之前；在

形容詞之首時，表示「非常，最好的」
；在名

pra’n’a（pra’ṇa）
：能量，生命能、呼氣；五種內

詞之首時，表示：開始，長度，力量，原始，

在生命能之一的上行氣、上部氣，又譯為命

完成，分開，非常，希望，完全的

根氣，其作用位置在肚臍到喉嚨的部位，其

pra’balye：處於優勢地位

功能是有助於呼吸的功能和生命能的循環。

pra’ciina’viita：在舉行祭祖的儀式時，右肩會披

是內外共十種生命能的主控所。其餘四種內

著獸皮，該獸皮即稱為pra’ciina’viita
pra’dha’nyatah : 最主要的、最勝的、最微妙的
pra’durbha’va：靈性上不好的前兆
pra’durbha’vaḥ：顯現、出現
pra’durbha’vau：出現、再出現

在生命能為apa’na，sama’na，uda’na和
vya’na，詳見各條
pra’n’a’h：生命能（複數）
；內在與外在各五種生
命能的總稱
pra’n’a’ya’ma（pra’ṇa’ya’ma）
：生命能控制法，

pra’g：向、朝向

或譯為呼吸控制法，調息，是瑜伽八部功法

pra’grasare：已開展的

之一

pra’ha : 告訴、說

pra’n’akarma’n’i : 生命的官能、維生機能

pra’hur (prāhus) : 說、稱為

pra’n’akendra：生命能核心，生命能控制點

pra’ja’patya：已婚者的保存精髓液，即一個月的

pra’n’arasa：淋巴；生命液

房事不超過四次
pra’jina：與prajina’是不同字，但意思是相近的，
同為真理的知識、智慧，但pra’jina特別是指
小宇宙粗鈍心靈的見證體

pra’n’ashakti：生命力
pra’n’e：在心裡，在我的心裡
pra’n’endriya：生命能器官，又譯為命氣根，是
由pra’n’a+indriya組成

pra’jña : 與prajña有關的，有智慧的、有智慧者，

pra’n’esu : 在呼氣中、在生命能中

音譯般若

pra’n’ii：個體意識，人類

pra’k : 在…之前、最初地、在…以前

pra’n’ina’m : 有生命的、眾生的

pra’kṛta :普通的、自然的、原始的、鄙賤、俗、

pra’ṇa’ya’maḥ：生命能控制、呼吸控制

下劣、與基本物質有關的

pra’nabhrut：生命的支持（支撐）者

pra’krta jana：大眾，群眾

pra’nada：生命的給予者

pra’krta ma’gadhii：梵文的一種型式，或古時候

pra’nana’tha：生命之主；愛人；丈夫；Yama的

的一種語言型式，是七種pra’krta sam’skrta
的一種
pra’krta manus’ya：與希瓦同時代或比希瓦更早
時代的人類
pra’krta：俗語，梵語的口語型式（口語的型式有

別名
pra’ṇasya：生命能的、呼吸的
pra’ṇaya’ma：生命能控制法、呼吸控制法、調息
pra’njala：
（男）誠信的；直心的；誠摯的。
（女）
為pra’njala'

很多種）
；古早的時候，很久以前；意指希瓦

pra’ñjalayah : 合掌

年代或比希瓦早的年代

pra’nshu：高尚的人，有才氣的人

pra’krtabha’va：造化勢能的波流，在此波流裡，
東西（物品）會隨著時間而消逝（耗損掉）

pra’ntabhu’miḥ：領域、界、邊界（pra’nta：邊
際，bhu’mi：界地、國土）

pra’kṛtasya : 普通的

pra’pnoti : 得到、到達、變成、獲得

pra’kṛtasyeva : 如普通的，此字由pra’kṛtasya +

pra’pnuvanti : 獲得

iva 組成

pra’pnuya’t : 達到

pra’krtika：自然的

pra’psyasi : 獲得

pra’leya：雪、霜、露

pra’psye : 我將得到
pra’pta : 贏得、達致、獲得、到達、來到、成就、

具足、產生的結果；此種所獲得的（東西、事物）
是世俗的，或是經由某種途徑而得到的，而非是
不經媒介直接由至上意識之處所獲得的（直接由

prabha’t sam’giita：曙光之歌。由巴巴所譜的5018
首
Prabha’ta Rainjana：上師巴巴世俗的名字，

至上意識之處所獲的，稱為a’pta）

Prabha’ta意為日出，黎明．Rainjana：上顏

pra’pta va’kya：世俗權威者的話語；經由書本所

色．整個意思為給黎明上色的人

獲得的知識；經由某種途徑所獲得的言說
pra’pta’pra’pta : 已得到和未得到，已至和未至，
已證得和未證得

prabha’ta：
（男）曙光；（女）為prabha’tee
prabha’va：威德、自在力、力量、功能、功用、
超人的能力；強壯；充滿精力

pra’ptavarti’ : 滿足於所有自動到臨之事，隨遇而

prabha’vali：光輝；華麗

安

prabha’vena：藉由．．．的影響

pra’pti（pra’ptih）：達到，獲得；八種法力之一

prabhat pheri：prabhat是清晨，pheri是四處走

的「神智」
；此種獲得，是經由某些途徑，而

動，整個合起來是指清晨時分到各處行走（唱

非直接來自至上意識；能使人獲得他所真正

kiirtan）

需要的東西，詳見an’ima’
pra’ptiḥ (prāptir) : 獲得

prabhava（prabhava’）: 起源、原始、誕生，以...
開始的；Vishnu的別名

pra’pya : 所應得、可被達到、得、取

prabhava’n : 由….所生、由...產生

pra’pyate : 達到

prabhavaiḥ : 來自於

pra’rabdha : 開始、展開、計劃

prabhavanti : 創造、顯示、出生

pra’rabhate : 展開、發起、所生

prabhavis’n’u : 生產、創造、統治者、主人

pra’rambhika yoga：基本瑜伽

prabho (prabhu) : 上主、主人、主啊！

pra’rtha ( pra’rthayate ) : 請求、渴求

prabhoḥ：主宰者、主人、神

pra’rthana’： 祈禱者；沒有藉助外在工具的禮拜

prabhu：上主、自主、自在、主宰、尊、丈夫、

pra’rthayante : 祈求、想要

主人、統治者；所有的存在個體中，最好的

pra’tah：在早晨

一個；最高的象徵，最高的代表。pra代表已

pra’tas’：清晨

建構的型式，bhu代表建構每一事物者

pra’tibha：直觀、直覺、光

prabhuliila’：上主的遊戲

pra’tibha’t：直觀、直覺、光

prabhumiisham：你是萬物的主控者

pra’ya ( pra’yo ) : 在過被分詞表示：幾乎、大部

prabhuti：財富；成功

分

prabodha：穩健的建議；覺、覺醒，一個覺醒的

pra’yashcitta：悔改、懺悔、苦行、贖罪

人；覺者

praban’ata’：傾向，性向，興趣

prabodhana：知識；了悟自我

prabha’：光輝、光茫、燦爛；美麗，光線；顏色；

prabodhinee：知識；覺醒

（男）為prabha
prabha’ka’nta：光輝，美麗的月亮（ka’nta：喜
悅的；所愛的，親愛的，丈夫）

prabuddha：喚醒、覺醒；絕頂聰明
praca’ra：行、行相、行進、前往；弘揚法性
praca’raka：宣傳，傳播，弘法，傳揚靈性的人

prabha’kara：光輝；太陽

praca’ritam：宣揚，提議

prabha’na’tha：光之主；太陽

pracakṣ：宣說、講述、取名

prabha’s’eta : 說

pracan’d’a svabha’va：強壯的本質

prabha’svara shu’nyata’：佛教密宗所稱的空明，

pracan’d’a：非常大的力量

大光明真空，相當於印度密宗的有餘依三摩

pracchardana：吐氣、呼氣

地

pracodaya’t：趨向正道，導向喜悅

prada’: 給與、施予

Prahlad：人名

prada’tavyam’：應給予

prahrs’yati : 非常高興地、興高采烈地

pradadhmatuḥ : 吹起來

prahrs’yet : 欣喜、高興、歡喜，原型字是

pradha’na：主要的、第一因；負責人，首領，或
譯為秘書；在Sa’m’khya（數論派）裡，稱造
化勢能為pradha’na
pradha’nata’：佔優勢地位，佔主導地位
pradhvasta：滅
pradi’pana（pradi’panam）
：燃燒、可燃
pradi’pta：燃燒、炎熾
pradigdha (pradigdhān) : 被塗抹上，沾上
pradiipa（pradeepa）：閃耀；照耀；發光
pradipta : 燃燒的、熾然的、熊熊的
pradis’t’a : 被指示的、被命令的、被決定的
pradisha：六合（即東、西、南、北、上、下）；
方向、方位
pradupta’：燦爛光輝的女人
pradus’yanti : 受到污染，被弄髒
pradvis’antah : 褻瀆、憎恨
pradyota：極度的光亮
pradyuma：非常光明亮麗；有知識的人；Krs’n’a
的兒子
pragalbha’：勇敢，自信，聰明
pragati：進步；往前進
pragatishiila：進步的
pragatishiila’h：進步的自然法則
pragnyakara：非常聰明的人
pragnyata’：智慧
pragnyee：機智，伶俐，聰明的女人
pragṛhya：抓、取、受、持
praha’syasi : 可以擺脫
prahara kiirtana：四個時段性的 kiirtan
prahara：捶打、打；巡；時間，更（時間的代表）
；
三小時的輪更
praharan’a : 敲、打、攻擊、除斷、擊退、武器、
兵器
prahars’a’：非常喜悅快樂的人

prahrs’t’a
praja’: 生殖、誕生、後裔、子孫、人、民、子、
眾生
praja’na’ti : 了知
praja’pati : 萬物之主、造物主，世間主；宇宙在
創造之後的受束縛狀態；蝴蝶
praja’yate：可以獲致成功、達到
prajagara：保持覺醒，機警的
prajahati : 放棄、捨棄
prajahi : 中止、抑制、消除
prajanash : 在生育中
prajeet：勝利的
prajesha：國王；至上本體（praja：人民；isha：
上主）
prajina’：洞察力；真理的知識，直覺；智慧；音
譯為般若
Prajina’pa’ramita’：智慧女神名（又譯為般若菩
薩，般若佛母），原名為Niil Saraswatii（Niila
Sarasvatii）
，膚色是藍色或譯為綠度母，而轉
成Prajina’pa’ramita’時其膚色是金黃色，之後
又轉為Sarasvatii，其膚色是全白的；佛教密
宗裡Maha’kaola的Maha’shakti有幾個不同的
名號，其中一個即為Prajina’pa’ramita’
prajinayaruci：知識的禮讚（ruc：頌讚之詩歌）
prajinesha：智慧之主
prajn’a’：般若、智慧
prajn’a’bhya’m：源自般若、源自知識
prajna’：同prajina’，正確寫法應為prajn’a’
prajña’-va’da’n : 有智慧的話
prajña′：般若、智慧
prajñasya : 般若智慧的
prajva’la’ : 火燄
prajva’lana : 點火
praka’mya：八種法力之一的「隨所欲」
，是以提

prahasan (prahasann) : 微笑、嘲笑、嘲弄

昇宇宙福祉為目標的正確思考模式，為整個

prahita：被催促的、被刺激的

宇宙帶來光明；詳見an’ima’

prahla’da：非常大的喜樂；極樂
prahla’dash : 一位虔誠者的名字，音譯普拉達

praka’s’a：明亮的、光亮的、光明的、光輝，也
代表悅性；明瞭、明白地

praka’s’ata’ : 光耀、光照、公開、名聲
praka’s’ate : 顯現

心智平衡
prama’ sam’vrddhi：在物質層面已得到prama’

praka’s’aya’my : 顯示出

（平衡）
，且與心智和靈性層面取得調合，又

praka’sha : 顯示、展示、光、光亮、明亮

譯為世俗平衡或物質平衡

praka’shaka : 明亮的、清澈的

prama’ siddhi：在心智導向靈性層面已得到

praka’shati：閃耀

prama’（平衡）
，且與物質和心智層面取得調

praka’shayati : 顯示、光亮的、顯露的、明白地、

合，又譯為靈性平衡或成就平衡

照亮
prakartavyah：做，從事
prakhya'ta：著名的
prakiirtya’: 由於榮耀、由於光輝
prakopa：錯亂
prakrit’a：真正的，真實的
prakriya’：一個練習，鍛鍊
prakrs’t’a：最好的
prakrteḥ : 造化勢能的、自然力的
prakrti（prakṛti）：造化勢能，運作法則；拙火；
自然法則：佛教譯為性質，性，本性
prakṛti’na’ṁ：造化勢能的
prakrti-jair : 來自於造化勢能的，來自於自然的
prakṛtilaya’na’m：融入造化勢能、融入自然
prakrtiliina：七種天人之一，譯為造化力神或享
樂神，是一種促使人汲汲於追求粗鈍喜樂的
天人。
（liina：沉重、下劣、退縮、懶惰、懈
怠）
prakṛtya’: 本質上的、由造化勢能、由運作法則，
由大自然
prakṣa’laṇa (praksha’lana) : 沐浴、洗淨、淨化
prakupyati：激動、擾動、瞋心、興奮
prala’pa : 饒舌、雜談、閒談、胡說、妄說、喋
喋不休
pralapan (pralapana) : 說話、饒舌、說閒話
pralaya：完全的消融、完全毀滅、融合、消滅、
毀滅、破壞、斷氣、暈倒
pralaya’nta’m : 直到死
pralaye : 毀滅時
prali’yate：被消融、被吸收

prama’：平衡、均衡，或譯為動衝，原衡、元衡，
是一種質與量的平衡；物質，心智與靈性的
平衡；正確的知識、觀念；基礎；度量
prama’da : 放縱、疏忽、怠慢、放逸；酒醉；一
開始就錯了，中間也錯了，最後也是錯了
prama’dagrasta：受到從頭錯到尾的影響
prama’de : 在放逸中
prama’n’a : 標準、度量、尺度、模範、典範
prama’n’am：證明
prama’n’as：認定正當，認可，明證；量、度量、
標準
prama’ṇa：正確的知識、正確認知的方法、概念
prama’ṇa’ni：認定、證實
prama’ta’ : 知者、知曉正確知識者
prama’thi : 擾亂、使不安
prama’thiini : 受打擾、受擾亂
prama’trikon’a：平衡的三角，原衡的三角
pramatha：學音樂的學生
pramathana：希瓦的別名；字義為破壞，摧毀
pramathana’tha：希瓦的名稱之一，其意為學音
樂的學生之主
pramati：非常聰明
prameha：淋病
pramesha：正確知識的導師
prameya : 可被論證的、可論證的知識
pramita va’k：平衡的言辭
pramita：節制的，均衡的
pramita’ha’ra（pramita’ha’roh）：節制的均衡的
飲食

praliiyante : 被隱匿、被毀滅、消失

pramoda：
（男）快樂喜悅；（女）為pramoda’

pralina : 消失在、死去、離開

pramodana：
（男）喜悅的；（女）為pramodini

prama’ rddhi：在心智層面已得到prama’（平

pramucyate : 脫離了、解脫了

衡）
，且與物質和靈性層面取得調合，又譯為

pramukha：首長

pramukhatah : 在…前面，在…面前

prapañca : 戲論、虛妄、妄想；現象界

pramukhe : 在前面

prapanna : 庇護、皈依；已到，到來

pran’a’ma：對尊長的禮敬，敬拜，或臣服之意

prapas’ : 看前方、預知、凝視、觀察、識別

pran’a’sha：滅絕

prapas’yati : 看、眺望、觀看、視別、凝視、預

pran’a’she：由於融入最原始而消失

知

pran’amya : 致頂禮

prapashya : 看

pran’as’t’a (praṇaṣtas) : 遠離、消失

prapashya’mi : 我看見

pran’ashya’mi : 消失、失去

prapashyadbhiḥ (prapaśyadbhir) : 由能看到的

pran’ashyanti : 被毀滅了，被消滅了，被摧毀了
pran’ashyati : 墜入、消失、毀滅
pran’ava（praṇava）
：唵音、Om這個聲音，onm

人
prapatti：由pra-pat+ktin組成．其意為所有宇宙
的顯現，都是至上的意願，如果只有個體的

的聲音。上帝的聲音。帶領我們走向至上本

意願，而沒有至上的意願，事情是無法成功

體核心的實體，控制一切音根的字；致因之

的，只有個體的意願與至上的意願一致時，

母的聲音；Krs’n’a的笛聲；此字由pra-n’u+al

事情才會成功．這就是此字的中心思想；完

組成，其字義為」完美的交付，分娩」
；又義

全順從，託付，完全臣服

為「給予大助力，以達到至上之境」和「一

prapattiva’da：完全臣服論

心一意的虔誠」

prapita’maha : 曾祖父、祖先，創造世界的人

pran’ayena : 由於愛、由於友情
pran’idha’na：清楚的瞭解；接受某物為庇護所；
庇護所

prapu’rya：使滿意、被充滿、滿溢到邊緣、灌滿
氣
pras’a’mya : 止息、所寂、滅、息滅

pran’idha’nam：追求

pras’a’nta：寂靜、祥和、平靜

pran’idha’ya : 順從、志願、躺下

pras’ama : 使平靜、消除、消火、滅除、寂靜、

pran’ipa’ta：完全臣服於至上意識；由
pra’+ni+pat+ghain組成
pran’ipa’tena：跪拜、拜師、皈依上師，完全的
臣服於至上意識，把所有導向於粗鈍物體的
心理情緒傾向收攝回來，並引導它們朝向至
上本體
prana’sha：恐懼毀滅，滅絕

寂滅
pras’va’sayoḥ：吐氣、呼氣
prasa’da：仁慈、平靜、清靜、淨信、信受、清
明，給予恩惠、奉獻；禮物；受靈性力量加
持過的食物（巴巴加持過或食過的食物）
prasa’da’t : 藉由恩典
prasa’daḥ：清徹的、明亮的

prana’ti：禮貌，謙虛的女人；弓

prasa’dam：奉獻物，供奉物

pranaṣta：失、喪、變壞、遠離

prasa’daye : 為了求恩惠

pranava’njali：致頂禮

prasa’de : 得到清明之境後

praṇavaḥ：聖音Om

prasa’rita：伸、開、流出

praneta：（男）領導者；（女）為praneta’

prasa’s’ate : 顯現、出現

praṇidha’na’ni：以……為庇護所，安住、臣服

prasabha : 強迫地、暴亂地、強力地、冒昧地

praṇidha’na’t：臣服、順從、安住、以…為庇護

prasakta’ḥ : 依戀

所
pranoti：謙虛，禮貌，服從
prapadyante : 導向、臣服、皈依、入住
prapadye : 皈依
prapainca：五大元素的世界

prasakta’na’ṃ : 樂著於、倚藉、依附
prasaṁkhya’ne：總之、總計、最高的成果
prasaṅga’t：滿意、執著、和合、相關、應是
prasaṅgena : 由於執著、由於愛子、對…沉溺
prasanna：喜悅的、歡喜、清淨

prasannata’：明淨、愉快
prasannena : 高興地、歡喜地

pratiku’la vedaniiyam：非同質性的感受，不快樂
的感覺

prasava：生產、分娩、回歸

pratiku’la： 非同質性的，非意氣相投的

prasavis’yadhvam : 越來越繁榮，兒孫滿堂

pratiloma：依照種性階級，一個男人與其身份較

prasha’nta：
（男）非常祥和寧靜，永恆的寧靜；
（女）為prasha’nti

高的人結婚的處境
pratima’：複製的

prasha’ntabuddhi：有沈穩鎮定的智慧

pratipadyate : 達到、趣入

prasha’tasya : 寂滅的、寂靜的

pratipakṣa：反面、反對、對治、斷除、反向（思

prashamsa’（prashansa’）
：讚美；光輝；好名聲
prashaste (praśasti) : 讚頌、稱讚
prashiks’an’a：訓練
prashraya：耽迷，放縱，溺愛
prasiddhyet : 成就、完成、實現
prasiida : 喜悅、慈閔
prasrta : 從…生、所流、周徧、擴展
prasupta：昏睡、潛伏不動的
prasupta’：睡
prata’pa：光輝；勇敢；莊嚴，威嚴；有精力；
薄伽梵的六大特質之一，其意為勇敢及經由
努力修行而獲得的成就
prata’pana：有能力的，莊嚴的
prata’pava’n : 壯麗、偉大、優雅
pratapanti : 灼熱的、加熱的
pratapta’：完成懺悔，贖罪，苦行的人
pratham：第一
prathama（prathame）
：最早的、最初的、始、
首；第三人稱
prathama’：最初，首先
prathamesha：最優越的老師
prathita：有名的、知名的、以…聞名
prathushti：非常滿意
prati : 向、往；相對的、相反的、反向的；回到
pratibanti’：阻止、障礙、清除
pratibha’：天才，天份，光輝
pratibha’sa : 顯現、外觀、光影、影像、妄想
pratibhu’：最高的象徵、最高的代表
pratiika：標幟，靈性標幟
pratiipam：相反的
pratija’ne : 保證、承諾、許諾
pratija’niihi : 主張、宣言、同意
pratikrti：阿南達瑪迦上師的相片

考）
pratipattiḥ：領會、理解、觀察、了解
pratiprasavaḥ：恢復原狀、恢復其原始
pratis’t’ha’：社會上的身份、地位；在物質層次
的成功；安住處
pratis’t’ha’pya : 使處於
pratis’t’hita (pratisthitā) : 安住於、固定於、依
止、牢固
pratisaincara：prati意指反向的。Pratisaincara是
反向的saincara，一般是指宇宙向心運作的回
轉
pratisaincare：在pratisaincara裡
pratiṣedha’rtham：防止、阻止、制止
pratiṣṭha’：止住、停止、住所、靜止、依止
pratiṣṭha’ya’ṁ：安立、確立、堅固基石
pratiṣṭham：基礎、位置
prativiplavah：反向革命
pratiyogi’：不間斷的、相關的、相對的
pratiyotsya’mi : 還擊
pratos’a：心滿意足；高興
pratula：一個審慎平衡的人
pratya’ha’ra：回收、內斂、感官回收、感官收攝、
攝心、制感；瑜伽八部功法之一的收攝，由
prati-a’-hr+ghain再加a’ha’ra組成
pratya’ha’raḥ：回收、感官回收、制感
Pratyaga’tma’：相對於個體意識，且為個體意識
的目證者──至上意識； 至上目證著祂自身
所投射的個體時稱之； 反射（映）出所有個
體意識的元始意識，稱之．即Parama’tma’；
與個體意識相關連的至上意識
pratyak satta’：相對於客體的目證體
pratyak：在後方、在裡面；相對於客體的目證體

pratyaks’a（pratyakṣa）
：一目瞭然的、覲見、現

praviira : 英雄、英勇戰士

前、即刻、親見、親證、直接；現量，經由

praviliiyate : 消融

感官（五官）的直接感覺、明確的知識

pravin’a’：
（女）聰明；專精於…；
（男）為pravin’a

pratyaniikes’u (prati-anῑkeṣu) : 雙方軍陣、對方
軍陣
pratyava’ya：減少、縮小；犯錯，犯罪，程度上

pravira （prabira）：英雄，勇敢，第一流的
pravis’anti（pravishanti）: 進入
praviṣṭa：進入、至、往、住

比pa’taka嚴重。
（應該做卻沒有做，所犯的罪）

pravrddha : 巨大的、偉大的；增長、生長

（參考pa’pa）

pravṛtta ( pravṛttau、pravrtte ) : 轉、流轉、現

pratyaya mu’lak：有分辨是非的行動，不受業力
影響的行動；原始行動，原作行動
pratyaya：朝向、信念、確定、概念、觀念、信

起、正要、從事、發生、從事、活動
pravrtti sa’dhana’：導向世俗慾望的修持
pravrtti（pravṛtti）
：慾望增加，過多的慾望；超

賴、所緣，攀緣，依賴、升起、緣起、覺察、

感知、現起、流轉、緣起、命運、使命、開

覺知、信仰、堅定的信仰；了悟自我的人

始、顯現、轉作、增長、本覺、本能、內在

pratyaya’na’m：感覺、觀念、信念

的、前進、進步、生起、從事、活動，靈性

pratyayaḥ：信念、信仰、確定

之路

pratyayamu’laka：同pratyayamu’lak

pravṛttiḥ：前進、冥想、專注

pratyayasya：觀念、概念、信息

pravrttimu’laka：世俗的行為；外向的

pratyayau：行動的方法、緣起

pravṛttirnivṛttir : 流轉與滅轉、生與滅；行動與

pratyusha：上昇的太陽

不行動；欲望增加與欲望減少

prauḍha : 重大、強的、猛烈的、有自信的、大

pravyathitam : 不安

膽的

pravyathitam : 發抖、受驚、忐忑不安

prava’ha：波流
prava’la : 嫩芽

Praya’ga ：印度地名，位於Utter Pradesh省內，
在古代有 Yamuna、Gaunga’和 Sarasvatii三

pravadanti (pravadanty) : 說、論

條河流交會，現在Sarasvatii已乾涸，所以只

pravadata’m : 在論辯中

剩兩條河流交會。此處亦是廣博仙人的誕生

pravadati：講述、宣說、聲明

地

pravaks’ya’mi : 我要來解說、我要闡釋

praya’n’a : 死亡、脫離；起程、開始

pravaks’ye : 解說

praya’sa：勤奮、不倦怠

pravakta’：學說的創建人、立論者

praya’ta (prayāti) : 行、墮、墜、死、離開

pravanata’：情緒、情感

praya’ti：行至、前盡、消失、離去

pravara’：首領；次族群，小族群，原型字為pravara

prayacchati : 供奉

pravartante : 從事於、進行、展開、開始

prayata : 虔誠奉獻的人

pravartate : 行事、運轉、生、從事、參與轉化

prayatna：精勤、努力、用功、盡心力、精進努

pravartita：被施行的、被強迫的、生、起、出、
轉、所成、隨行

力
prayatna’d : 從努力中、從用功中、從行動中

pravarttana：轉，前進、生、起

prayatna’t : 精勤、努力

pravarttate : 努力、盡力

prayatnatas：奮鬥地、細心地、熱心地

praves’t’um : 進入

prayojakaṁ：有效、有用、有益、效用

pravi’ṇa：熟練的、精通的

prayojanam：需要

pravibha’ga：差別、區別

prayujyate : 用於、相應於

pravibhakta : 差別、分別、分散

prayukta : 相應、相投、勤修

prccha’: 問，對...質問

priiyama’n’a’ya : 所喜愛的、親愛的

prccha’mi : 我現在問

prithvii：寬的；地球（地球的別名為urvi，我們

preetitos’a：愛的喜悅與滿足

的地球為bhoomi）

preeya’ti：最親愛的

prithvira’ja：世界之王

preks’a’：聰明；智慧

priya（priya’）: 愛、可愛、欣悅、愛人、親愛的，

prema：
（男）愛；
（女）為prema’； 神性的愛，
虔誠的愛
premadhara：prema（愛）+ dhara’（地球、大
地），全意為愛的地球，愛的大地

所愛的
priya’rha：親愛的而且受尊敬的
priya’ya’: 對愛人的、對親愛的
priyabhakta：愛虔誠者的人

premala：充滿愛

priyadarshana’（priyadarshinee）
：美麗的女人

premasamgata’：靈性上的意義是指與至上目標

priyadarshii（priyadarshee）
：Ashoka國王的名

結合，字義上指與好人（有愛的人）相結合

字；很美麗；Krs’n’a的別名

premasvaru’pah：神性愛的化身

priyam：親愛的

premendra：愛之王

priyanka’：有漂亮標幟的女人

prepsa’ : 所渴望獲得的、所欲求的

priyata’：親愛的

prepsu : 渴望、欲求

priyavadana：英俊的人；有可愛的臉

prepsuna’: 渴望、欲求

procyama’nam : 聽我描述

preran’a’：鼓舞

procyate : 據說

preran’a’da’yak：鼓舞的

prokta（prokta’）：所說、說過、說、宣示

pres’ita ma’nas：再造的心靈，或譯為暫寄的心

prokta’ni : 說

靈
pres’itah：引導
preta siddhi：成就了與鬼魂相溝通的能力
preta：鬼
preta’n : 幽靈、惡鬼、鬼怪
preta’tma：精靈鬼怪
pretatattva：鬼的信仰，鬼的理論
pretayonii：餓鬼道，鬼道，鬼魂
pretya : 死後、下一個世界
preya：物質上的獲得，或導向墮落之路，心靈的
向外傾向
preya’：親愛的
pṛha’ : 渴望、渴求
pri’tirvirati : 喜愛與捨棄
pri’tyabha’vena : 不喜歡、缺少興趣
pri’yate : 高興、喜歡、愛
priita-manas (prīta-manāḥ) : 欣喜、滿意
priiti（preeti）
：所愛、愛；快樂；滿意、喜愛、
喜悅、欣悅
priiti-pu’rvakam : 充滿深情地、充滿愛地
priityanna：愉悅的食物

proktava’n : 開示、講授、說
prota：集體，集體的關連；縫入、縫合、被織入、
連貫的、串在一起、被滲入、擴及
protah：集體的
prota-yoga：核心意識與宇宙集合體的連繫稱
之，又譯為全體（或集體）連繫
PROUT：是Progressive Utilization Theory的縮
寫，其意為進步運用論
PROUTIST：進用論人士
prs’t’ha：後面、後
prs’t’hatas : 從後面、在後
Prtha’：人名；某一王國的名字，其公主的名字
是Kunti
prthak (pṛthag) : 分別地、各自地、不同、區別
pṛthak : 分別地、各自地、離、異、不同、分離、
分別、分開
pṛthakkr : 分開、切開、分離
prthak-prthak : 個別、分別地
prthaktvena : 在二元性中、由於不同、不同地
pṛthivi：地、大地、國土、領域
prthivii（prthibii）：大地、國土、世界、地球

prthivii-pati (pṛthivī-pate) : 大地之主、國王、親
王
prthivya’m : 大地的、土地的、土中的
prthu：人名
pṛthvi’：地、大地、國土
pruthvisha：地球之主
PU：是PROUTIST UNIVERSAL的縮寫，其意為寰
宇進用論人士的組織（部門）
pu’ja’： 敬重、尊重；奉獻、供養，臣服，迴向，
禮拜的儀式

pu’rvaḥ：先前的
pu’rvaka : 先前的、前世、第一的
pu’rvakaḥ：先行的、事先的、為先、先前的、過
去世的
pu’rvakam：從事任何行為之前（pu’rva：…之前，
kam行動）
pu’rvatara : 早先的、很久以前的
pu’rvavat：如前述
pu’rve : 遠古的、先前的、以前
pu’rvebhyaḥ：先前的、前述的

pu’ja’-arhau : 值得敬重的 (人)

pu’rveṣa’m：最古老的、最先的

pu’jana ：尊敬、崇敬、供養，與pu’ja’同義

pu’rya：可被充滿、可令人滿意的

pu’jya：可被尊敬、受崇拜、應供

pu’ta (pūtā) : 被洗淨、被淨化、罪業被消除，原

pu’jya：值得被崇拜的人（poojya）

型字是pu’

pu’raka：吸氣，納氣；使充滿，從鼻子慢慢吸氣

：神聖的形相
pu’tamu’rti（pootamu’rti）

pu’raya：令充滿

pu’tana’：人名，受僱於Kam’sa的情報人員

pu’rayte：被充滿、被填滿

pu’ti : 腐敗的、臭的

pu’rba：同pu’rva

puccha（pucche）：尾巴、末端

pu’renendus：滿月

pudgala：物質，音譯補特伽羅；又指人，眾生，

pu’rita : 充滿

又譯為數取趣

pu’rita（pu’ritam）
：滿足、令充滿、積

pujan’iiam：應被敬拜（崇拜）的人

pu’rn’a Brahma：完全圓滿的至上本體；擁有至

pujanam：努力去獲得具屬性的上師

上本體的力量
pu’rn’a kumbhaka：把氣吸滿後的住氣止息
pu’rn’a’：完全；充滿；無瑕疵的，完美的，無法
度量的；
（男）為pu’rn’a
pu’rn’acandra（poornachandra）：滿月。
pu’rn’ajita（poornajita）：完全的勝利
：充滿
pu’rn’ashrii（pu’rn’ashree，poornashree）
美麗的女人（）
pu’rn’endusadrsha’nana’：擁有像滿月的臉
pu’rn’ima’：滿月
pu’rti（poorti）：履行；完成。
Pu’rva Miima’m’sa：東 Miima’m’sa，詳見
Miima’m’sa school條
Pu’rva Miima’m’sa’ Darshana：Maharshi Jaimini
運用心理神通力的哲學
pu’rva（pu’rba，pu’rvaṃ）
：東邊；先前的、前
一個、原有、夙；首先、最初、第一、事前
pu’rva’n’i : 以前、先前

pulau：油炸米
pum’gava : 最優先者、最優秀者，最勝者、最上
puma’ṃs : 男子、男性、人類
puṃsah : 一個人的
pun’ya bhadram：增進美德（pun’ya：美德
bhadram：增進）
pun’ya：美德、善良、吉祥、芳香，帶領人朝向
宇宙的目標； 正義的；神聖的，有功績的
pun’ya’：一個有美德的女人
pun’ya’tma： 字義上是美德靈，但巴巴說這種說
法是不正確的，因為本性是不受善惡的影
響，他不受犯罪或美德來影響原來的他
pun’yakiirti：神聖的名譽
pun’ya-krt : 虔誠的行為、行善者、有德性者
pun’yam：美德，善行
pun’yava’na：一個有美德的男人
pun’yavatee：一個有美德的女人
pun’ye : 善行的果報
pun’yopahata caetanya：受美德影響的意識

puna’（punaḥ、punar）：又、再、復、重、還

覺醒的梵咒（mantra caetanya）

punah punah : 一而再地、反覆地

purasta’t : 從前面、在前

punam：滿月之夜

pure : 城、市、原型字是purii；往昔、曾

punar：再一次、復

pure ja’cche：正在燃燒，正在起火

punarnava’：黃細心

puri：印度的一種油炸麵的製品

pundarika：白色的蓮花

purodha’：資深的靈性老師，或譯為前導師，在

pundarika’： 看起來像蓮花的人

瑪迦已學過特殊靜坐（vishes’a yoga &

puneet（a）
：
（男）聖潔；
（女）為puneeta’

vishes’a meditation）的人，音譯為普羅達

puneevtavatee：充滿神聖的人

purodhasa’m : 在祭師中、在領導師中

pungiphalam：檳榔（非古典的梵文）

purohita：輔臣，大臣，國師

puni：落葵，又名皇宮菜

purujit：贏得所有人的愛的人

Punja’bi：為punjab’的語言

Purus’a（puruṣa）：純意識，至上意識、真我、

Punjab’：印度西北方的一個地方名，音譯為旁遮
普

大我，完全的形相；字義上是一個只有目証
而不參與行動的實體；丈夫，人、男人；Purus’a

punna’ga：白色的蓮花

是名詞八囀的第一囀體聲即主格，Puru’am是

puṇya：美德、善行

第二囀業聲，即賓格（表示行為的對象）
，

puṇyapapa’pa’bhya’ṃ : 以美德和罪惡

Purus’ena是第三囀具聲，即具格（表示行為

puṇyavat：幸福的、有德、有福德、快樂的

的工具）
，Purus’a’ya是第四囀所為聲，即為格

pur：代表「地方」或「村落」

（表示行為所指的人或物）
，Purus’a’t是第五

pura’: 曾經、在以前、往昔、過去

囀所從聲，即從格（表示行為從來的處所）
，

pura’katha’：歷史

Purus’asya是第六囀所屬聲，即屬格（表示一

pura’n’a（pura’ṇa）
：梵文四種文學之一，是一種

切所屬）
，Purus’e是第七囀所依聲，即位格（表

具有教育性的虛構故事， 古印度神話的經

示行為發生的處所或時間）
，Hepurus’a是第八

典。字義為古，故，從前。音譯人名為富樓

囀聲，即呼格，表示呼喚

那
pura’n’ah (purāno、purāṇas) : 早期的、古老的、
從前的
pura’n’ika’：羊齒類植物；只有簡單細胞所組成的
植物代稱

Purus’abha’va：大宇宙的認知力或意識力；意識
流，意識境，意識性；至上意識
Purus’adeha：至上意識所創造的全體，包括大宇
宙的粗鈍，精細和致因心靈
purus’am’ : 人、對一個人

pura’ni : 古老

purus’a-rs’abha : 最傑出的人、最優秀的人

pura’tana : 過去的、以前的、古老的

purus’au : 生命、個體

pura’vrtta：歷史

Purus’ottama（Purus’ottamah）
：至尊之人、至

purandara：Indra的一個名字；希瓦的別名

上核心、最高的意識，宇宙意識的核心。

puranic age：中世紀（大約在西元500至1300

（Purus’a+uttamah最高的）；男人中最好的

年），當印度教興盛的時候，是Pura’n’as主導
的時期

一位
puruṣa’rtha : 生存的目的、人生的目的、意識的

puras：前面的、先前的

目的、靈魂的目的

purashcaran’a kriya’ ：從事kun’d’alinii提升的修

puruṣa’rtha：真我的目的、純意識的目的

持
purashcaran’a： kun’d’alinii由海底輪往頂輪的移
動，包括了梵咒的敲擊（mantra’gha’ta）和

puruṣasya：真我的、純意識的
puruṣavis’eṣaḥ：特殊的意識或人
puruṣayoḥ：真我、純意識

purva：先前的

覺」，再將我覺導向至上意識，稱之ra’dha’

purvo：最初

bha’va；最高級的虔誠，對至上強烈的愛。
（形

pus’kala : 高聲的、大量的、豐富的

容Ra’dha’對其先生Krs’n’a的愛）
；當

pus’na’mi : 滋潤、滋養

kun’d’alinii向上穿越眉心輪時稱為

pus’pa（pus’pa’）: 花，原型字為pus’pa

ra’dha’bha’va（對至上最虔誠之愛的覺受）

pus’paja：花汁
pus’paka ratha：神話中的飛車
pus’para’ga：寶石；花粉
pus’para’ja：花王
pus’pasena：眾花之王
pus’pashree：花的美麗
pus’pavandana：如花一樣可愛的臉
pus’pavat：像一朵花
pus’pendra：花王
pus’pendu：白色的蓮花
pus’pesha：花王
pus’pita : 已開花的、盛開的、華麗的
pus’t’hi ma’rga：滋養之路，滋養之道
pus’t’hi：滋養
pus’ta：完美的
pushkala’：一個卓越，富裕的女人
pushkara：藍色的蓮花；天空；希瓦的別名
puṣkala : 大量的、豐富的、許多的、圓滿、其
足
puṣṭa（puṣṭaṃ）：增長、長養、所增
puṭa：袋、箱、洞穴
putra : 兒子、小孩
putra’n : 兒子輩
putrada’ra’dau : 小孩、妻子和其他
putraiḥ : 由於兒子、受到兒子
putraka : 孩子、兒子、小兒
putrasya : 對兒子

ra’dha’：繁榮，繁盛；Krs’n’a的妻子；從事
a’ra’dhana’者；代表虔誠者弟子的心；其心理
狀況是不能片刻不感到與至上同在而活著；
個體的存在感；此字的另義也代表至上造化
勢能
Ra’dheshya’ma：Krs’n’a的別名之一
ra’dhika’：與ra’dha’同義
ra’dhika’shakti：同hla’dinii shakti
ra’ga：熱情、慾望、執著、慾求、愛欲、執著情
愛、貪戀；五種無明（avidya’）的型態之一，
代表由於受到外在書籍或不好的朋友所引起
的無明．會由於此種無明而毫無理由的畏懼
某物，或往前進；音樂的調子，旋律，音階；
將某物上顏色，此字由動詞字根＋字尾ghain
而來；在孟加拉語，此字代表生氣
ra’ga’nuga’ bhakti：仍帶有一點點私心的虔誠（請
參考shuddha’ bhakti）
ra’ga’tmika’ bhakti：最高的虔誠，其型式為：我
愛你，並不是為了使我愉悅，而是為了取悅
您
ra’gadveṣa : 愛與恨
ra’gaḥ：貪戀
ra’gava’n : 慾愛、執著
ra’gi’（ra’gii）: 慾愛、貪求、執著、執著者、貪
戀者
ra’ginii（ra’ginee）
：音樂的曲調（不同音階的調）
；
靈性音樂，旋律
ra’hu：天文學上，日蝕、月蝕的本影

R
r：七度音階的第七個音階nis’a’da（ni）
ra：能量及火的音根，包括行事的能力，電力，

Ra’hula： 音譯羅侯羅，是佛陀的兒子名，其義
為月蝕，障礙

磁力...等；也代表火；光元素（的音根）
，生

ra’ja yoga：勝王瑜伽

命力的音根；被擊敗的感覺

ra’ja：王、王國

ra’：在吠陀或近代的梵文裡，此字之義為「顯
現」，
「音聲」
，「收到」或「獲得」
ra’dha’ bha’va：將個體波流集中導向存在的」我

ra’ja’ sa’hib：尊敬的國王（sa’hib是一尊敬語）
ra’ja’：國王；王者
ra’jadhira’ja yoga：王者之王瑜伽

ra’jadula’ree：公主
ra’ja-guhya : 至高的秘密

或丟擲東西
ra’ks’asii vidya’：羅剎學、羅剎法，是一種經由

ra’jakuma’rii：王子

客體心靈將心靈質的力量，運用於外在事物

ra’jan : 國王啊

的科學。

Ra’jara’jeshvarii：在佛教密宗金剛乘裡，有位神
祇名為 s’or’ashii，而在 Paora’n’ik Shakta法
門裡，改稱她為 Ra’jara’jeshvarii
ra’jars’aya : 神聖的國王、如聖者般的國王
ra’jasa : 變性、憂德、激情
ra’jasa’ḥ : 變性的
ra’jasii：變性的、在變性下
ra’jasik（a）：動的，變性的
ra’jasika bhakta：變性的虔誠，那些為私利祈請，
但祈請只為自己，不會傷到別人者，即屬變
性的虔誠
ra’jasikii bhakti：變性的虔誠
Ra’jasu’ya：國王的祭祀儀式，國王的奉獻儀式
ra’jate : 光輝的、燦爛的；支配、統治；存在、
生活
Ra’javam’shiis：孟加拉六種群落之一，位於
Varendrabhu’mi
ra’ja-vidya’: 至高的知識
ra’jeeva：藍色的蓮花
ra’jkuma’ra：王子
ra’jniiti：政治，策略
ra’jput：印度階級的一種，代表戰士
ra’jya：王國
ra’jyasya : 為了得到王國

ra’ma pya’rii：愛上主Ra’ma的人
ra’ma：主ra’ma；至上意識；字義是具有吸引的
能力，由ra’m+ghoin組成；瑜伽行者的心理
靈性糧食和靈性心理糧食，也是心理靈性和
靈性心理的喜悅來源。另義為：宇宙間最燦
爛的物體，它也能使萬物得到燦爛；上帝（印
度人對上帝稱呼的名號之一）
。人名、音譯羅
摩，是上主克理師那的別名。ra’ma另有三個
意思：
（1）能給予無限喜悅者（2）此字來自」
ra’ti」和」mahiidhara」兩字的前兩個字母，
代表最光明閃耀的東西（3）此字來自
「ra’van’a」和」maran’am」的前兩個字母，
意指能使ra’van’a死亡者
ra’ma’yan’a：印度史詩。上主Ra’ma戰魔王
Ra’van’a的勝利史詩。音譯為羅摩衍那。又譯
為羅摩行傳
ra’macandra：人名，Ayodhya’的國王名，字義為
光明的月；主Ra’ma的名字之一是
ra’ma’+candra（月亮）形成
Ra’macaritama’nasa ：由詩人Tullasii Da’s以
Abadhii語言所著的一本他自己所構思的
Ra’ma特質的書
ra’madaya’la：仁慈的ra’ma

ra’jyena : 王國

Ra’magotra：Ra’ma的山丘，Ra’ma的族群

ra’kesha：夜晚之主；滿月

ra’makrs’n’a：ra’ma與Krs’n’a兩個名字的結合

ra’khii（ra’khee）
：保護者

ra’makuma’ra（ra’mkuma’r）：Ra’ma的兒子

Ra’kinii：神祇名

ra’mendra：與ramesha同義

ra’ks’asa’m : 在ra’ks’asa中，在惡魔中

ra’mesha：rama’的上主──Vis’n’u

ra’ks’asa或ra’ks’asii：神秘學上是指魔鬼。印度亞

ra’meshvara：ra’ma之主（希瓦）

利安人用此詞是論及對印度原住民，尤其是

ra’mphal：現代梵文的nona’（ 蕃荔枝的一種）

德拉威族人的貶損；此字亦形容身材矮小像

ra’mprasa’d：一位偉大神秘學家的名字

猴子的人

ra’mpya’rii：即ra’mapya’rii，人名

ra’ks’asii : 邪惡的、羅剎的、惡魔的、惡鬼的

ra’nee：皇后

ra’ks’asii ma’ya’：黑道密宗的法力之一，應用自

ra’r’h（rarh）
：地區名，其疆域大部份都在孟加

己心靈質的力量，可以使人見到你要他看的

拉（Bengal）從Bhagirathi河的西岸到

物體，或是利用自己心靈質的力量，來移動

Pa’rasna’tha小丘；是在史前Gondwanaland

裡的東區
Ra’r’hii Brahmins：來自孟加拉等地的一種婆羅門
人，但此種婆羅門人，並不受 Praya’ga認可
ra’r’hii：ra’r’h區的，ra’r’h區的人
ra’s’t’ra：結構，架構

rajasi (rajasy) : 變性的
rajata：銀、白銀、銀色
rajatagirinibha：猶如銀（色的）山，形容希瓦的
身體顯現猶如銀（色）山一般偉大
Rajgir：王舍城，其古名為Raja grha，字義為王

ra’s’t’riya：國家的，省的，某地區的

的住所，它是當時Magadha（摩揭陀國）的

ra’saliila’：字義上是波流遊戲；代表宇宙的創造

首都

至毀滅的過程一切都是一種波流遊戲；至上

rajju : 繩、繩索

與虔誠者的遊戲

rajogun’a：變性力量

ra’shi：十二星座，十二宮

Rajshahii：地名，在當今北孟加拉

ra’t：指晚上八點至凌晨四點（Hindi文）

raks’：保護

ra’tra：夜

Raks’a Ka’lii：神祇名，代表著能保護人免受疾病

ra’tri：夜晚（從日落到日出）；是u’s’a’（黎明）
的姊妹。同是上天的女兒
ra’trima’na：依照印度的天文學，稱日落到日出
為 ra’trima’na（日出到日落為 dinama’na）

的女神
raks’a（rakṣayet）
：守護神、保護；戰神；保存；
音譯為羅剎
Raks’a’ Ka’lii：佛教密宗的神祇名

ra’triṃdiva：晝夜、日月

raks’a’m’si : 惡魔

Ra’van’a：魔王。在ra’ma’yan’a裡，是上主Ra’ma

raks’an’a：保護

的敵人。在神話裡，Ra’van’a是具有十張臉的

raks’ati：保護，保衛

特質，會使人的心靈經由十個方向導向粗

raks’itah：保護，保衛

鈍，此字是由Rau+An'組成，意指會使人墮

raks’ya : 保護、照顧

落；Ra’van’a的十個頭，也代表滿足十方世界
主要諸神的欲望
ra-biija’tmak：ra音根的象徵
racana’ kara’：創造
raevataka：一座山的名字，它是一座雪白發光的
山
Raghuna’tha：一位君王的名字
rahasi : 隱秘的
rahasya : 秘密的、神秘學說、奧秘
rahita : 被遺棄的、被丟棄的、欠缺的、沒有、
去除

rakṣaṇi’ya：可被保護、可節約的
raktadantika’ ：神話故事中，潛在於石榴
（da’r’imba） 的力量（或神祇名）稱之為
raktadantika’
rakti：受事物所吸引
raktim：紅色的
ram’：ka’lii的音根；能量的音根；顏色
rama : 歡喜的、愉快的
Rama’： Pa’rvatii的名字之一，字義是愛所有的
人，照顧所有的一切；美麗的女人；女神
lakshmee，幸運之神

rainj：意含除掉心靈的顏色

raman’a：親愛的，愉悅的

rainjaka：染料, 顏料，由ran’j+n’aka而成

raman’a’：美麗的女人；愉快的女人

rainjana：上顏色

raman’ee：美麗的女人

rajah：變性

raman’ika：
（男）英俊，美麗，可愛；（女）為

rajaka：從事染色的人，由ran’j+s’aka而成

raman’ika’

rajanii（rajanee）
：夜晚

ramanti : 令人愉悅

rajaniika’nta：夜晚之主；月亮

ramati ( ramate ) : 使靜止、使休息；喜好、享

rajas：變性，又譯為憂德；月經、經水

樂、喜歡、快樂、滿足、喜歡安住的

rambha’：香蕉

rasa-varjam : 除去味道、放下嗜欲

rameshvaree：Pa’rvatee的別名

rashmi：晨曦

ramita：
（男）無所不在；遍一切處；
（女）為ranjana’

rashmika’nta：光線之主：指月亮或太陽

ramona’：保護者

rashmiketu：太陽

ramprasad：人名，是孟加拉著名的神秘詩人

rashminn：光線，光束

ramya’：可愛，愉悅的女人

rasika：有品味的男人；喜愛藝術之美的人；在

ran’a : 戰鬪、打仗

波流之洋中製造波動者，至上意識的別名；

ran’a’t : 從戰場

此字由rasa+字尾snik而成

ran’ajeeta：戰場上的勝利者

rasogolla’：印度的一種甜點

ran’e : 在戰場上

rasya’ḥ : 多汁

ran’j：染色的字根

Rat’antii ka’lii：佛教密宗的神祇名

Ranchi：地名，音譯為阮祺

rata：滿足、歡喜、高興、樂於、愛、執著

raṇḍa’：寡婦

ratha：古代用的兩輪戰車、馬車；勇士、戰士

randhra：孔、洞、裂開、穴、又譯為脊索

rathindra：武士之王

rañjana : 令人滿意的、令人愉快的、染色、貪

rati : 快樂、享樂、染著、執著依戀

著

ratna：
（男）珍貴的寶石、珍寶；
（女）為ratna’

ranjana：
（男）愉悅；高興；可愛。
（女）為ranjana’

ratna’kara：寶礦、寶藏；海洋

raoda’：在比哈省raodra（猛烈的，暴力的）演

ratnakalpojivala’m’gam’：一個身體像寶石般燦爛

變成raoda’

的人，希瓦的別名

raodra：猛烈的，暴力的

ratnakaraṇda：珍寶盒

raodrabha’va：猛烈

ratnaman’i：寶石

raorava：最深的地獄

ravi（rabi）
：太陽、太陽神

Rarhi civilization：即Ra’rh（Rarh）的文化，Rarhi

raviisha：太陽之王

的正確寫法為Ra’r’hii
rasa：嚐，液體元素所含有的特質之一；滋味、

ravikeerti：名聲像太陽的人
ravikiran’a：太陽的光線

味道、美味、液體；波流；乳糜；有時是指

ravina’tha：蓮花

荷爾蒙；慾望、愛情、嗜好、執著

ravindra：太陽王

rasa’mrtasindhu：喜悅之洋
Rasa’tala：地獄；地下界；地表；七層地獄的名
稱之一的最下一層（第七層）

Ravindrana’tha Tagore：印度偉大詩人泰戈爾的
全名
ravira’ja：太陽王

rasa’talah：地獄

raviva’r：星期日

rasa-a’tmaka : 我的露水、我的滋養液、我的汁

ṛcchati : 到來、起始、蒙受、侮辱、陷入

液
rasada：知道快樂，愉悅的人

rddham : 繁榮的
rddhi（riddhi）：繁榮；富裕，成功

rasagna：知道快樂，愉悅的人；喜愛

re：七個音符之一，字音是源自rs’abha，詳見sa’

rasah：液體

recaka：吐氣，淨空、呼吸

rasajna’：各種不同藝術的知識；有韻味的女人

rekha’：直線；有性格；條理

rasamalai：印度甜點的一種

ren’u：塵埃粉末，微粒

rasana : 舌頭、味覺

revatii（revatee）
：繁榮；富裕

rasana’：右脈
rasapriya：喜歡快樂，愛與美麗的人

RG veda（RK veda）：黎俱吠陀，是古印度的四

大吠陀之一，是以詩歌的形式寫出，約於西

roman：毛髮

元前一萬三千年到西元前三千年前在印度以

roy chawdhury：印度的地主階級

外的地區形成，是四吠陀中最古老的一部，

rr：onm的音根

詳見Atharva veda

rs’abha : 最傑出的、超群；牛王、公牛（的聲音）

Rg vedian：黎俱吠陀的人士

rs’i（ṛṣi）
：賢者，聖者，聖賢、目証者

riddhi：同rddhi

rs’ibhir : 由聖賢

rihi：稻米的古字，詳見briihi

rs’iin’a’m : 在聖人中

riihi：稻米的古字，詳見briihi
riim’：在後希瓦時代，把 ram’的音根改成 riim’，
所有 riim’也代表 ka’lii和能量的音根
ripu : 敵人、仇人
ripus：心靈的六大敵人，字義為敵人
ris’ab：道德，倫理
ris’ikulyaa：有美德的女人
ris’t’i：傷害
rishi（ris’i）
：賢者；目視者；目證者；與rs’i同義，
正確寫法應為rs’i
risi：稻米，詳見briihi
ṛju : 筆直的、正確的、正直的、端正
Rk veda：黎俱吠陀，同Rg veda
rk（rg）
：字義為（去）瞭解，認識；吠陀裡的句
子，偈語；詩節；四吠陀之一的梨俱吠陀
rkvedian：黎俱吠陀的（語文，人）
rn’a’tmika’：負性
rn’ii：借貸者，債務人

Rs’ipattana deer grove：佛陀第一次給五位弟子
法輪印的地方，佛教譯為鹿野苑
Rs’ipattana Mrgada’va：佛陀第一次正式弘法地
的梵文名
rs’ir (ṛṣiḥ) : 聖賢
rs’is’ Brahma：眾神之神，聖者的Brahma
rta : 真理、正確的
rta’：誠信，此字的原型字為rta
rtam：此字之意與satyam相同，其意思為真實
ṛtaṁbhara：體現真理、體證真理
rtambhard tatra prajini’：全知的能力
rte : 除…之外
rtu’na’m : 在季節中
ru’dra granthi：雷電（鳴）般的腺體，又名火神
結，在臍輪的位置四週
ru’h：在Farsi語裡為可食的物質
ru’ks’a : 乾的
ru’pa tanma’tra：形相振波微素
ru’pa：形式，形，形相、形體，美麗，光元素所

rocana’：光彩美麗

含有的特質之一，形容身材美好的人，形容

rocanee：美麗

美女時改為ru’pa’

rocayiṣ : 渴望、熱望、渴求

ru’pa’lee：美麗的女孩

rocisha：
（男）光亮；光輝；光彩。
（女）為rocisha'

ru’pa’n’i : 形象

rocishnu：光燦，明亮

ru’pa’vatee：充滿著美麗

roda：在孟加拉語和Angika’，raodra（猛烈的，

ru’pakosha’：美麗的寶藏

暴力的）演變成roda

ru’palekha’：漂亮的內涵，條理

rodana：輕微的飲泣

ru’pam：（男）美麗；形相

rodha’na：停止、抑止、拘禁

ru’parashmi：美麗的光線或光彩

roga：疾病

ru’pasa’gar：美麗形相的海洋

rohin’ii：月亮之妻；二十八星宿之一的畢宿

ru’pasa’ri：人名

rohita：印度古時，一位偉大學者的名字

ru’pe’ntaḥ : 內在的形相、內在的影相，此字由

roma-hars’a : 毛髮豎立，毛骨悚然

ru’pa＋antaḥ組成

roma-hars’an’am : 毛髮豎立，毛骨悚然

ru’pesha：美麗之王

romainca：毛骨悚然

ru’peshvaree：美麗的女神

ru’piṇa : 化現者、化身的、有形的

rukm（a）：黃金

ru’pita’：形狀特質

rukminii（rukminee）
：Krs’n’a的妻子；又譯為豔

ru’pya : 銀、白銀

光公主

ruc：愛，願，稱頌

rukṣa（rukṣam）：不足

ruca’：光；光輝；光彩；明亮；紅色的蓮花

rukshesha：星星之王；月亮

ruci：美麗，吸引人，光輝

rupam’ dehi：給我漂亮美麗

rucika’：同ruci

rupin：美的化身；美的呈現

rucila’：同ruci

rus’t’i：狂怒

rucira：（男）英俊；燦爛。
（女）為rucira'

rushi：苦行者；賢者；光線

rudana：使人輕微飲泣

rushika’nta：眾苦行者之主

ruddha：財富的擁有者

rut’i：麵包（或chapati）

ruddhva’: 停止、阻止、抑止

ruta：音聲、言語、語言

rudhira : 沾血的、紅色的、血

ruta’：誠信的女人；誠信；音聲，言說；同rta’

Rudra ta’n’d’ava：跳ta’n’d’ava時膝蓋交叉的高度

rutaja’：真理的女兒

到達喉輪時稱之
Rudra：上主，神。字義上是「使別人（快樂和
痛苦）哭泣」
，另義為一個大聲咆哮者，一個

rutajeet：真理的征服者
ruti：全麥麵餅
rjvi’：筆直的、正直（陰性字）、
（陽性字為ṛju）

吼叫者；兇暴、猛烈、恐怖。又意為暴風雨
神。另意又代表毀滅，死亡之神；希瓦的別

S

名；音譯為盧德羅、如鐸

s’a：惰性力，惰性法則的音根；世俗物質慾望，

rudra’：rudra的妻子；Pa’rvatee的名字

渴求（ka’ma）的音根（悅性的音根為sa，變性

rudra’ks’a：五十音經由大宇宙的造化勢能的影

的音根為sha）
；

嚮，在大宇宙裡飛舞，放射（由Rudra ＋aks’a

s’a’ka：青菜

= Rudra’ks’a）
；猛烈的眼睛；字母的傳播力

S’a’kta：與造化勢能有關的，造化勢能的崇拜者

是猛烈的；俗語上是指某種特別的野花

s’a’li：稻米

rudra’n : 如鐸諸神、毀滅諸神
rudra’n’a’m : 在rudra中
rudra’n’ee：rudra的妻子；Pa’rvatee和Durga’的
別名
rudra’tirudra：非常猛烈
rudrata’：猛烈
rudraviin’a’：充滿活力與甜美的音聲
Rudraya’mala Tantra：於Shiva之後才成立的印度
密宗(Tantra中的一派
rudro’pirudrah：非常猛烈
ruhsikesha（hrishikesha）
：感覺與器官之主。
Krs’n’a的別名
rujula：
（男）單純；誠信；柔和。
（女）為rujula’
rujusmita’：沈著，內斂的微笑
rujuta’：單純；誠信；虔誠

s’a’lina’：態度謹慎、拘謹、害羞的
s’a’mbhavi’：屬於神希瓦（S’iva）的
s’a’mra’jya diiksa’：一種密宗的啟蒙
s’a’mya : 和平、以和平為目標、和解、所寂、令
滅、寂靜、寂滅
s’a’myati : 同s’a’mya、安穩、平靜、停止、滅絕、
寂靜、祥和、寂滅
s’a’nta：寂靜、祥和、鎮靜、寧靜、寂滅、停息、
止息
s’a’ntadhi’ : 寂靜之光、寂靜之慧
s’a’nti’：寂靜、祥和、鎮靜、寧靜、寂滅、停息、
止息
s’a’stra：經、論
s’a’stra’rtha 經義
s’abda：聲音、音聲、字

s’abda’di：聲音等

s’as’t’hii：人名，在Pura’n’as的某些故事中，曾說

s’abdajn’a’na：音聲、語言的知識

她是Gan’esha之妻，但在另外的故事中，亦

s’ad’a aeshvarya：六種法力，六種神通，六種自

說她是 Ka’rttika之妻

在
s’ad’a’yatana：六根；眼、耳、鼻、舌、身、意，
又譯為六處，十二因緣中的第五緣

s’as’t’hii：兒童日
s’as’tha’ni : 六個
s’asta：被推崇、被讚許

s’ad’aja：孔雀的聲音

s’astra：刀子、刀劍、兵器

s’ad’aripu：六大敵人

s’at’：數目「６」

s’aithilya：鬆弛、散漫、不專心

s’at’karma：六種修法，在哈達裡是指六種淨化

s’aithilya’t：鬆散、放鬆、弛緩、解開

法

S’aiva：與希瓦有關的，希瓦的信徒

s’at’-ma’sa’ḥ : 六個月

s’akra : 因陀羅神(Indra)；帝釋；有力的、強壯

s’ataka：一百集、百論

的

s’auca（s’aucaṃ）
：清潔、淨化、潔淨

s’akta : 能勝任的、能、能作、堪能

s’auca’t：藉由淨化

s’akti：力量、能力、造化勢能、運作法則

s’aya : 睡著的、休息的、居住的

s’aktyoḥ：造化勢能和純意識的力量、能力

s’ayana（s’ayanaṃ）：睡、休息、臥具

s’allaki’ : 香木

s’ayanena : 睡著的

s’alya : 矢、箭、刺、劍

s’ayita : 寢、睡、眠；躺下、躺著

s’ama : 感官的控制、寂靜、禁戒

s’eṣa：餘、餘地、所餘、僅留下

s’amatha：音譯奢摩他，字義是止息、寂靜，也

s’ete : 睡覺、休息，原型字是Śi’

是定的一種

s’i’ghra：快速的、迅速的、早、急、速、疾

s’amitum : 即s’amita，其意為祥和、平靜、寂滅

s’i’laṁ：高尚氣質、遵守規矩、美德

s’anais（s’anaiḥ）
：漸漸地、緩緩地、徐徐地、

s’i’tala：寒的、涼的、冷的、冷靜的

慢慢地

s’i’tali’：冷

s’aṅku：大釘、爪、鈎

s’i’tamana’ : 冷靜的心靈

s’antama’nasaḥ : 心靈祥和寂靜

s’ikha’：火焰

s’ar’aja：此字的梵文正確寫法為s’ad’aja，但是由

s’ikṣa’：教、學、修學、熟練、教授

於 s’ad’aja的讀音為 s’ar’aja所以誤寫成

S’ilabhadra：人名「戒賢」大師

s’ar’aja，其義為孔雀（的聲音）

s’ira：頭

s’ar’anana：Ka’rttikeya的別名之一

s’ira’：水道、經脈

s’ar’aungii：字義為六支脈，又形容精通吠陀六支

s’ira’s’（s’iras）：頭、頂、髮

脈的人（六支脈為chanda，kalpa ，
vya’karan’a， nirukta， joytis’a， a’yurveda）
s’araṇa’rthin : 尋找避難所、尋求庇護
s’arasaṃdha’na：搭箭

s’iṣya：靈修上的渴望者、學生、弟子、可被教導
的、可被教授的
S’iva：上主希瓦、純意識、三位一體中代表破壞
的神

s’ari’ra：骨架、身體、色身

s’ivasya : 至善的、至福的、最高意識的

s’ari’re’ntaḥ : 身體的內在，此字由s’ari’ra＋

s’leṣita（s’lis）
：擁抱、結合、合成一體

antaḥ組成

s’loka：經句、偈語、同shloka

s’ari’reṇa : 以身體

s’mas’a’na：火葬地、焚屍處、埋葬場

s’arkara : 砂糖、碎石

s’obha（s’obhate）：妙、淨、光輝、俊美

s’obhana：美麗的、出色的、卓越的

s’u’nyacittasya : 心靈如虛空、心如虛空

s’obhana’s’obhana’ : 美與醜、善與惡

s’u’nyacitto : 心靈如虛空、心如真空

s’obhate : 光輝、美麗、華麗、莊嚴、端正、妙、

s’u’nyam：空的、空無的

淨

s’u’nyapadvi’：空徑、中脈

s’ocana : 悲嘆、哀愁

s’ubha：淨、美麗、端正、好的、善、福

s’ocasi : 悲嘆、哀愁

s’ubha’subha : 愉快與不愉快的、好的與壞的、

s’ocati : 悲傷

善與惡、福與禍

s’od’asha dhvanikala’：直學科學（本體學）和音

s’ubhakara：修善、吉兆

樂學的十六個聲音

s’uci：純淨的

s’odhana：淨化、潔淨

s’uddhabodhasya : 純淨智者的

s’or’ashii：十大明妃（Maha’vidya’s）之一。在原

s’uddharu’piṇa’ :純淨相、純淨本質

始上她是佛教密宗金剛乘的神祇

s’uddhasya : 純淨的

s’oṣaṇa（s’oṣaṇi’）乾透、枯竭、破壞

s’uddhi：潔淨、純淨

s’ra’nti：疾勞

s’udha : 清淨

s’ra’vaṇa：聽力、聽覺

s’ukra：精華液

s’raddha : 正信

s’ukti (s’uktau) : 珍珠殼、貝殼、牡蠣殼

s’raddha’：為真理目標前進、信念

s’uṣka : 乾枯的、乾燥的、竭、萎

s’rama：勤勞、賣力、練習、倦怠、疲勞、辛苦

s’va’nta : 自己的盡頭、自己的死亡、自己的領

s’raman’a：出家人的代稱，其意為止息、淨志、

土、自己的心

貧道

s’va’sa：息、喘氣、吸氣、氣喘、喘息

s’ravaṇa（s’ravaṇaṃ）：聽

s’va’sapras’va’sa’ḥ：呼吸不順暢、喘氣

s’reṣṭha（s’reṣṭhaṃ）
：最優美、美麗、最優、最

s′uddha：潔淨、純淨

上、最勝、殊勝、卓越
s’ri’：最尊、威德、顯貴、美麗、光輝、對上師
或聖者的尊稱
s’ri’ma’n : 受祝福的
s’rimant：富有的

sa (saḥ) : 那個、他、那、彼、其、這樣的
sa：在字首為」with」
：具有，有、和；代表悅性
力量（法則）的音根；究竟解脫（moks’a）
的音根；以、用
sa’：七個音符之一，此字是源自s’ad’aja。其餘

s’ṛṇoti：聽

六個為 re、ga’、ma’、pa’、dha’、ni，七個

s’ṛṇu : 聽

音符皆是源自七種不同動物的聲音；陰性的

s’ṛṇvan : 聽

她，有時代表拙火；那個、是、這；獲得、

s’rotra：耳朵、聽覺

所以

s’rotram：聽力

sa’ba’r：一個東西被不正當的掏空稱為sa’ba’r

s’rotriya : 精通吠陀經者

sa’da : 疲勞、極度疲憊

s’ruta：所聽到的

sa’dha’ran’a ma’nus’a：一般大眾

s’ruti：耳朵所聽到的、耳聞經

sa’dha’ran’a pra’na’ya’ma：音譯為撒達拉納生命

s’rutva’pi : 即使聽到

能控制法，其意為簡單的生命能控制法

s’u’nya：空、空的

sa’dha’ran’a yoga：中級的瑜伽，
（中介的瑜伽）

s’u’nya’：空、空的

（intermediate yoga）
，比Sahaja Yoga低一級

s’u’nya’ka’ra’ : 虛空相

sa’dha’ran’a：平常的，一般的

s’u’nya’na’ṁ：空虛的、空的、不存在的

sa’dha’raṇatva’t：共通的

sa’dhaka：靈修者、修煉者

sa’ks’a’t : 親眼、親自地、直接地

sa’dhana：靈修、努力；實現、達成、能成立、

sa’ks’ii：見證者、目證者

方法
sa’dhana’ ma’rga：靈修之路，靜坐之路
sa’dhana’：字義上為持續不斷的努力。是從梵文

sa’kṣa’t（sa’kṣa’d）：親現、親證、親自、示現、
見
sa’kṣa’tkaraṇa’t：親證、領悟、直觀、直覺

字根sa’dh，意指圓滿完成，sa’dhana意指圓

sa’kṣi’ : 目證者

滿完成了悟。一般中譯為靈修或靜坐

sa’ksipuruṣa : 目證的意識

sa’dhana’samara：靈修的戰爭，直覺修行之戰

sa’l：大樹的一種，音譯為「娑羅」樹

sa’dharmya : 同性質的、如、似、同法

sa’lambanaṁ：支撐、支持、有所緣

sa’dhika’s：女靈修者，男靈修者稱為sa’dhaka

sa’lokya：了悟的六個階段中的第一階段，此階

sa’dhu：有德者，品德良好的人，有靈性上渴望

段是人們感覺到他們與至上意識同時來到這

的人；愛所有生命體，就像愛自己一樣的人，

個世上，並為此而感到狂喜。字義上是指在

從事靈修的人，或譯為聖者。他的行為對別

相同的世界裡。其餘五個階段是sa’miipya、

人在身、心、靈三方面都有益。依從法性的

sa’yujya、sa’ru’pya、sa’rs’thi、kaevalya

人；時時刻刻都心懷至上的人

sa’m’khya：字義上是與數目、數字有關，在此是

sa’dhu’na : 有德者

意指那些對數目、數字有相當熟悉的人，他

sa’dhura’ma：高貴，高尚

們知道數字是有意義的，所以也譯為數論

sa’dhus’u : 對sa’dhu，對有德者、和有德者

派。由於Kapila提出創造與進化的二十四條法

sa’dhuta’：誠信、有道德的人

則，所以人們稱Kapila為sa’m’khya（數論）派

sa’dhya：可被征服、可獲得、可掌控、得成、所

sa’m’skrtik anus’t’ha’n：文化節目

立、可達成、須完成的、可推論、可證明；

sa’ma : 四吠陀之一的薩摩吠陀

愛慕的對象

sa’ma veda：四吠陀之一，音譯為沙摩吠陀，字

sa’dhya’ḥ : 神祇名，音譯薩迪亞諸神

義為歌曲（音樂集）是由各種吠陀吟唱和音

sa’gara：大海、海、海洋

樂部份編輯而成，詳見Atharva veda

sa’gara’t : 從海洋
sa’gnika：把聖火維持在口中的一種儀式
sa’haṃka’ra : 自負的、高慢、有自我感
sa’hasa：勇健、暴力
sa’hib：先生；尊稱（烏獨文）
sa’hityaka：作家
sa’ka’ra : 有形狀的、有體型的、有相、有美麗
外形的
Sa’kadviip：地名，即今日的Tashkent（音譯為塔
什甘）
Sa’kaldviip：同Sa’kadviip
sa’kara：糖
sa’khya：sakha’「朋友」的形容詞。
（兩個朋友，
字義上是指兩個人有兩個不同的身軀，但有

sa’ma’jika：社會的
sa’ma’nya deha：共同體，共同身；是心靈超越
金黃色層次的層次
sa’ma’nya：共同的，普遍的，一般的；一些（但
此種用法並不恰當）
sa’ma’nya’ bhakti：彼此吸引的虔誠，字義上是
共同的虔誠，一般的虔誠
sa’ma’sikasya : 在複合詞中
sa’maga：了解sa’ma吠陀的人
sa’magrika：整體觀，因緣和合觀
sa’manera：沙彌，未成年的出家男子，又譯為
勤策男
sa’maneri：沙彌尼，未成年的出家女子，又譯為
勤策女

一個相同的心靈。因為他們之間有非常深的

sa’marthya（能力、才能）: 強力、強度、能力、

愛。）

功能；適當；辯解

sa’mba：希瓦的別名（amba’：pa’rvatii）
（sa：
和）
sa’miipya：了悟的六個階段中的第二階段，在此

sa’ratha+ii（表示子孫）而來
sa’raungana’th：佛陀第一次正式弘法的地名，今
名為Sarnath，是靠近 Benares

階段裡人們感覺到與至上意識非常接近，接

sa’rika：一隻鳥

近到可以像朋友似的談話，字義上是指接

Sa’riputra： 同Sa’riputta，字義是sa’ri的兒子，

近、親近，詳見sa’lokya
sa’ṃkhya (sāṅkhya) : 思論者、數論
sa’ṃkhya’na’m (sāṅkhyānām) : 數論師的、數論
家的、深思者的
sa’ṃkhyaiḥ : 用數論、用思論、用知識
sa’ṃkhye (sāṅkhye) : 透過數學、透過分析
sa’mna’m : 在薩摩吠陀的讚美詩中

（Sa’riputra是梵文，Sa’riputta是Pra’krta文）
加putra是代表兒子之意
Sa’riputta：佛陀第一次給啟蒙的兩位弟子之一的
名字，音譯為舍利弗，他是Ru’pasa’ri的兒子，
此字的字義是sa’ri的兒子（Pra’krta文）
sa’rs’thi：了悟的六個階段中的第五階段，在此階

sa’mra’jya：全世界的主權

段裡，靈修者以各種方法來了悟至上意識，

sa’mṛta : 甘露

並且感覺與至上幾乎合為一體，認為我就是

sa’mudrik vidya’：手相學、相手術、字義是來自

祂，但是仍存在著我和至上的二元性，也就

海外的知識
sa’mya (sāmye) : 同、等、相似、平等、平衡、
公平、相同
sa’mye：變成平等的、相同的

是祂存在，我也存在，我與至上極為接近，
接近到即將融合一體，在此階段裡會聽到不
會間斷的om聲
sa’ru’pya：了悟的六個階段中的第四階段，在此

sa’myena : 一般、平等一如

階段裡不僅暗示著與至上意識非常接近，而

sa’ndhivigra’hika：服務中心組織者

且你可以在任何方向都見到祂，也就是說視

sa’ntvana’：平息，滿足，和解，調停

任何一切都是祂的顯現；字義上是指同一體

sa’nura’ga：擁有愛、富有感情的、充滿愛情的

sa’ru’pyam：相似、一致

sa’ra：本質，要素、核心，精髓；肥料；精力、

sa’rvabhaoma satta’：有住在一切處的本質

能量；破壞、移動、進行；堅固
sa’ra’da’：博學的女神

sa’rvabhaomika：住在一切處者，至上意識的別
名

sa’ra’tsa’ra：要素中的精髓

sa’rvabhauma’ḥ：關於全世界的、關於全宇宙的

sa’rabhu’ta（sa’rabhu’taṃ）：最好的、最主要的

sa’rvajaniin：一般的、共同的、所有人的

sa’rada’：南亞洲現存最古老的文字，又名

sa’s’t’a’unga pran’a’ma：五體投地的大禮，是一

Ka’shmiirii script
sa’rana’th：鹿野苑的別名（佛陀第一次給五位弟
子法輪印的地方），是佛陀初轉法輪的地方
sa’rangana’th：鹿野苑的別名（佛陀第一次給五
位弟子法輪印的地方）
sa’ras：天鵝
Sa’rasvata Brahmins（Sa’rasvata Brahmans）：
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
北印度的Punjab和Kashmir
sa’ratha：古時戰車名
sa’rathi：把戰車視同像自己的孩子一般的人，駕
馭戰車的人。Krs’n’a的別名，此字由

種完全臣服的表徵
sa’sthyakara：對健康有益
sa’t：數目「７」（Hindi語）
sa’the：和（人）
sa’ttvika krodha：悅性的生氣
sa’ttvika：擁有「sattva(悅性)」特質的人。這些
特質包括：寧靜，和平，真實，誠信，美德，
堅強，有活力；悅性的
sa’ttvikam : 屬於悅性的
sa’ttvikii bhakta：悅性的虔誠者，例如不祈求任
何物質層面的東西，但仍祈求能獲得解脫，
即屬悅性的虔誠

sa’ttvikii bhakti：悅性的虔誠

sada’marshee：永恒的忍耐，包容

sa’ttvikii：悅性的、在悅性下

sada’nanda：永恆的喜悅（sada’：永遠；永恆）

sa’tyaki : 人名，yuyudha’na 的父系satyaka，

Sada’shiva：即Shiva音譯為希瓦。字義上

yuyudha’na 的字義是好戰所以sa’tyaki又譯為

Sada’shiva是指永恆的希瓦。 擁有三種力

善戰

量，擬人化為本體之妻的有saraswati，

sa’vdha’n haye：小心地
sa’vdha’n：小心
Sa’vitr Rk： Sa’vitr的Rk吠陀
sa’vitrii （sa’vitree）：光線
sa’ya：傍晚
sa’yara：海
sa’yujya：了悟的六個階段中的第三階段，在此

lakshmii和uma’，而vis’n’u和rudra則為希瓦的
不同化身；不斷從事福祉的希瓦
sada’vrata：公益慈善活動
sadaiva：與天同在、與神同在
sad-asat (sat-asat) : 有無、善惡、真偽、好壞、
存在與不存在
sadbhuti：神聖的；超人

階段裡暗示著與至上意識非常接近，接近到

sadgati：行走在正道上；解脫獲得自由

幾乎可以碰觸到身體，字義上是指親密的接

Sadgopas：六種孟加拉的群落之一，位於北邊和

觸，詳見sa’lokya
saba’ndhava’n : 和朋友們

中間的Ra’r’h；字義上是好的虔誠者、完美的
虔誠者

sabe：唯一

sadguru：完美上師。
（sat完美＋guru上師）

sabi’jah：有種子的

sadhiva：身體，體力逐漸耗盡，產生皺摺，最後

sabiija japa：有理念的持咒，直接字義是有種子
的持咒

毀壞
sadrsha parin’a’ma：相似（曲線）的變化，演變

sabjii：蔬菜

sadrsha（sadrs’a）：猶如，相似的、隨、按照

sabuj：綠色

sadrsha-parin’a’mena：相似的曲度

Sacdonia：地名，即今日的Tashkent（音譯為塔

sadrshii : 猶如、類似

什甘）
sacetana：
（男）理性的

sadvastu：不能被感官所接受到的物體特性，真
實之物（東西）

sacetana’：
（女）感性的

sadvidha’nam’ karotu：導向喜悅

sa-cetas (sa-cetāḥ) : 神智清醒的、具有意識、

sadvipra sama’ja：由完美道德智士（sadvipra）

同心的
sachit：同sacit
sacidananda：至上靈魂的喜悅【sat（永恆不變）
；神聖的喜
+cit（純意識）+ananda（喜悅）
】
悅
sacii（sacee）
：Indra的妻子；神性力量或神性力
量的來源，善辯
sacinta : 深思、具思維、有思維
sacit：喜悅
ṣaḍ：
（數目）六
sad：同sat
sada’：總是，經常，永恆、永遠、恆常
sada’cha’ree：行為總是實在的人
sada’gati：不斷的移動，前進

所主導建立的社會。是基於道德、平等、民
胞物與情懷所建立的積極動力的社會
sadvipra（sadvipra’h）：完美的道德智士，靈性
的革命家
sadyas：立即地、即時地
Saendhavii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
Pra’krta語文，Saendhavii即是其中一種，它
是Sindhii和Mu’lata’nii語文的先驅
saendhavii：印度古代象形文的一種，後來轉成
bra’hmii（布拉米文）和kharos’t’hi（傳盧文）
sagun’a bhakti：有屬性的虔誠
Sagun’a Brahma：具屬性至上本體，或譯為具屬
性宇宙本體

sagun’a：有屬性，有特質

sahasra’ra：字義上為一千，一般是指頂輪

sagun’a’sthiti：具屬性的狀態

sahasra’rci：千道光線（芒）

sagun’a’t：從具屬性的Brahma裡

sahasraba’hu：一千隻手臂；希瓦的別名

saguṇa：具屬性

sahasrapa’da：一千隻腿（腳），無數隻腿（腳）

sah（saḥ）
：它，它們、他

sahasrapa’t：千腳

saha：與、一起、同時、俱、和；承受者，忍受

sahasrasha : 數千個

者
saha’：充滿幸福；佛教認為我們現處的這個三千
大世界即是saha’（娑婆界）
，其意為忍
saha’sra’ra cakra：頂輪
saha’yaka：有用的，有益的
sahabhuvaḥ：具有、具起、共起
sahadeva：nakula的攣生兄弟，是Pa’n’d’u五子中
排行第五的兒子，又譯為俱神、偕天，代表
固體元素；字義為人類的住所
sahaja pra’na’ya’ma：音譯為撒哈加生命能控制
法。其意為簡易或進階生命能控制法
sahaja utkat’a’sana：簡易椅式
sahaja yoga：簡易瑜伽；進階瑜伽
sahaja：簡單，簡易。另意為「有一點困難」
；天
生俱有的，天生的、自然的、共生、雙生、
俱生、絕對的，此字由saha＋jan＋d’a而成
sahaja’nanda：本然的喜悅、自然的喜悅
（sahaja：自然的）
；俱生歡喜地，絕對的喜
悅，佛教密宗在達到maha’sukha cakra（大樂
輪，相當於頂輪）時，所得到的喜悅或三摩
地之境
sahaja’ta pravrtti：天生的本能
sahaja’ta：天生的
sahaja’vastha’：字義是絕對的狀態、天生的狀

sahasrasya : 數千個的
sahasres’u : 在數千之中
sahastrajit：一千的勝利者
sahis’n’u：承擔，忍受一切事物的人
sahis’n’uta’：承受，忍受
sahis’n’utvam：助你承受
sahiṣṇuta’ : 忍受、忍耐、承受
sahita : 連結、與
saincara： saincara=sam適當的＋car運行＋
ghain字尾。意指適當的運行。一般是指宇宙
離心運作的正轉，或譯為外迴行
saincare：在saincara裡
saincaya（saincayah）
：累積
（sam-ci+al=saincaya）
saindhava：鹽、岩鹽、與海有關的
sainjaya（sanjaya）
：常勝；Dhritara’s’t’ra的戰車
駕駛者。sainjaya以其神性之光，轉述大戰的
狀況給瞎眼的國王；字義為良知，良心，由
sam-ji+al組成
sainya : 士兵、軍隊
sainyasya : 士兵的
sajane：辣木
sajjanee：（女）有美德的人；（男）為sajjana
sajjante : 準備、辦妥、從事於
sajjate : 變得依附、等待

態、本我之境，整個組合字的意思在佛教裡

saka’l saka’l：早一點（孟加拉文）

稱為寧靜或如如不動的狀態，其意思與印度

saka’l：早上（四～十一點）（孟加拉文）

教觀想至上意識是相同的

sakal：全部； 完全

sahajoli’ mudra’：俱生力身印

Sa-kala Citisatta’：已顯現的至上意識

sahas : 忽然地，突然地；有力、得勝

Sakala：全部、一切、所有、具足、具、盡

sahasra：一千；在吠陀梵文裡，此字之義為無盡

sakala’kha’ra：支撐所有的一切

的、無數的

sakalatva：
（創造）已顯現的狀態

sahasra’ks’a：一千隻眼；Indra的別名

sakale：一個微弱或低的聲音，nada

sahasra’kshu：千眼

sakha (sakhā) : 朋友、同伴、嗜好

sahasra’ra granthi：千結，松果腺

sakha’：
（男）朋友。
（女）sakhi。實際的字義是：

雖然有兩個不同的身軀，但是其心靈是合一

sam’hita’：思想指導原則；著作集；吠陀本集

的，才稱之。所以只有至上意識是我們的

sam’jña’rtha : 理解其意，供參考

sakha’

sam’jñair : 被稱為、被認為是

sakhiin : 朋友們
sakhya bha’va：以極親密的朋友之情將萬物拉向
祂就稱為sakhya bha’va（sakhya之意是朋友
似的，原型字為sakha’）
sakhyuḥ : 對朋友
sakrda’gami-phala：依佛教教理，小乘所達四果
中的二果，其意為一來果，即還須來欲界受
生一度，音譯為斯陀含果
sakṣa’ra’：鹹味
sakta：執著、倚靠、愛、著、貪愛、繫著、熱衷
sakula’：屬於貴族家庭
salikha：地名，在加爾各答
salila（salile）
：水、雨
salonavaira：英俊的英雄
salonee：美麗
sam：適當的形式、方式、技巧；適當的節奏、
韻律；一齊、連同、一起

sam’jñake : 被名為、被稱為、被想成為
sam’jñita : 名為、稱為、想、有關
sam’kalpa（saṅkalpa）：決心、心念，思維，正
思維，正念，意願；欲求、慾望
sam’kalpa’tmaka：心靈導向至上（或自性），又
譯為心靈內攝
sam’kara (saṅkara) : 混合、雜、異種姓通婚
sam’karasya : 混亂的
sam’keta：信號
sam’khya’ne (saṅkhyāne) : 數的
sam’kiirtana：感受到整體、全體的kiirtana
sam’koca-vika’shii：收縮及擴張
sam’kra’nta：與….有關
sam’liina：與（至上）…合一
sam’moha : 愚癡、妄想、癡迷、幻覺
sam’moha’t : 從迷癡、從妄覺
sam’mu’d’ha : 癡迷、迷惑
sam’nibha’ni (sannibhāni) : 類似、正如、相像

sam’：ka’lika’ shakti的音根

sam’nivis’t’a (sanniviṣṭa) : 附著、固定在、住在

sam’bandha : 親屬關係、同伴

sam’niyamya (sanniyamya) : 精確地控制、善於

sam’bandhin : 親戚關係

控制

sam’bhu’ta : 所生、所起

sam’nya’sasya (sannyāsasya) : 捨棄的

sam’bodhi：音譯三菩提，字義正覺、正智

sam’nya’sena (sannyāsena) : 經由捨棄

sam’chinna (sañchinna) : 去除、裁斷、切掉

sam’nya’sii (sannyāsῑ) : 捨棄者、棄絕者，同

sam’deha (sandeha) : 疑慮、疑惑
sam’dhau：在三摩地裡
sam’drshyante (sandṛśyante) : 被看見
sam’gha（saṅgha）
：聚集；眾多、靈修的大眾，
團體，組織。音譯為「僧伽」
sam’gha’ta (saṅghāta) : 集合、集成、全身百骸
sam’ghaiḥ (saṅghaiḥ) : 成群
sam’giita sha’stra：音樂典籍

sannya’sii
sam’nyasta (sannyasta) : 放棄者、捨棄者
sam’nyasya (sannyasya) : 捨棄於、托付於
sam’padam : 具足的、圓滿的、特質
sam’pratis’t’ha’: 永續、持續；根基
sam’sa’ra：冷酷、無情，永無止境運行的次元世
界；本質上是動的世界與jagat之義相近。
Jagat之義偏向」動的本質」，此字之義偏向」

sam’giita：歌曲、樂器、舞蹈的總組合；音樂

逐漸離開」
；此字由sam-sr+ghain而來；又譯

sam’gra’ma (saṅgrāma) : 作戰、戰爭；集合

為輪迴、世間

sam’graha (saṅgraha) : 獲得、總攝、全體、蒐
集，彙編
sam’harate : 收回、收集、終結、毀滅
sam’hartta’：至上意識最後階段的名字，其義為
毀滅與回收

sam’sa’res’u : 輪迴之中、世間之中
sam’shaya : 懷疑的、猶豫、疑慮
sam’shita-vrata : 堅守誓言、盡忠職守
sam’shrita : 依止
sam’shuddha (saṃśuddhi) : 清靜、淨化、洗淨
sam’siddha : 在…的成就者、善於…的人、完美

成就者
sam’siddhi : 完美的實現、完美的成就
sam’ska’ra（sam’ska’rah）
：潛伏的業力或勢能；

sam’yoga’t : 之間的結合
sam’yojanii shakti和vibha’janii shakti：決定靈魂
要獲得男身或女身的兩種力量

字義上是指「再生」
，或是從一個原來的樣

sam’yukta’：與．．．連結在一起

子，改變為另外的一個樣子；知識的啟蒙；

sama：平、正、齊、同，永遠保持一樣的人；於

佛教十二因緣中的第二緣「行」

動詞及動詞衍生字之前時表示：與…一起，在

sam’ska’ramu’laka：反作用的行動

名詞之前時表示：像、同樣、同等的、一致、

sam’skrta（sam’skrita）：梵文，字義是雅語

沒變、一樣、類似；平靜、泰然，有時侯；

sam’skrti：文化，教養

正直

sam’smrtya : 憶起、回想起、記起

sama’：相等；一樣；一年、年

sam’sparsha: 接觸、交涉

sama’cara：相同的修行、同修、同行、同事；實

sam’sparsha-ja’: 因接觸所生
sam’stabhya : 堅固、穩固
sam’stha : 住於、位於
sam’stha’pana：建立、樹立、設立、確立，適當
的照料物品的歸位並安排其能維持在適當，
正確的位置上，稱之
sam’sthitih：與．．．存在
sam’tus’ta (santuṣta) : 知足、滿足
sam’va’dam : 會話、對話、會議；一致、相應
sam’varddhana’：歡迎，迎接，此字來自
sam’varddhan （增加，延伸）
sam’varo：控制（巴利文）
sam’vega：勢能，潛在勢能
sam’vigna : 厭離、怖畏、悲痛
sam’vrta：梵語有三種發音的型態，此為一種，
其義是加長的，另外兩種為vivrtta和tiryak
sam’vrtta : 心緒安定
Sam’vrtti bodhicitta：即Ka’rya Brahma已顯現成
萬物的至上本體
sam’vrtti：世俗，世俗諦
sam’ya’sii (sannyāsῑ) : 忠於真理的人、出家人、
捨棄者

行、正行
sama’da’ya：以均等、以相同
sama’dha’na : 冥想、沉思、專注
sama’dha’tum : 專注、冥想、合一
sama’dha’ya : 專注、三昧心、得定心
sama’dhau : 專一、定心、三摩地
sama’dhayaḥ：得定心、定、三摩地、三昧、沉
思、定境
sama’dhaye : 為了專注、為了三摩地
sama’dhi：1.專心，凝神2.與目標合為一體（消
融的狀態）。
（sama’dhi=sama一致、同一＋
adhi目標） 。音譯為三摩地，或譯為定境。
能將自身安住在「我就是至上本體」之境時
稱之；又譯為等至、等持、三昧
sama’dhiḥ：三摩地、定境、三昧
sama’dhima’n : 三摩地
sama’dhina’：三摩地，合一
sama’dhi-sthasya : 處於三摩地中的
sama’gata’ḥ : 集會、集結
sama’hartu : 收貢、回收、毀滅
sama’hita（sama’hitaḥ）：等引，定、得定、定

sam’ya’ti : 離去

心、平等住、合一，與三摩地同義、音譯三

sam’yama：通當的，合宜的行為控制

摩呬多

sam’yamata’m : 在執法者中

sama’ja cakra：社會的循環圈

sam’yamii : 自我控制的

sama’ja sha’stra：社會經典

sam’yamya : 在控制下、控制

sama’ja（sama’j）：社會，集合體

sam’yata : 被抑止、被控制

sama’jamitram：社會之友

sam’yati : 同意、接受

sama’na：一體，一致，同樣；五種內在生命能

sam’yoga（sam’yogo）：結合，與...連結、與...
接觸、會合、繫；連接詞

之一，其位置是在肚臍的區域，其功能是控
制上下行氣（上部氣和下部氣）
，又譯為平行

氣屬火能，詳見pra’n’a

samarasa：一致，一體

sama’nam：一致，無變化

samarjit：戰爭的勝利者

sama’nata’ : 與……同等、類似、無二

samarpana：
（男）獻身於…。
（女）為samarpana'

sama’nii：一體，一致

samarpaṇa：交付、臣服

sama’pati：結束

samarpaye：奉獻，臣服

sama’patteḥ：正受、正定、達成、完成、合一

samartha：適當的、有意義的、適任的、能、功

sama’patti：定境、定的一種與sama’hita之意接
近，都屬三摩地的一種，音譯三摩鉢底，
sama’pattibhya’m：冥想在…之上、正定在…之上

能，有能力；非常有能力；隨時準備好去實
行上師的教誨和誡命
samarthitam：決意

（sama’patti音譯為三摩鉢底，其意為定、等

samast’t’i：集體

至、入觀）

samasta : 一切、總、聚、集、全

sama’pattiḥ：三摩鉢底、正定、禪定、等至、等
持

samasta : 總、俱、合、集、所有
samata’：相似，相同，平等、公平的，同一性

sama’pnos’i : 你遍佈

samata’bha’va：視人如己；心靈上的平衡

sama’ptiḥ：完成、終止

samata’bha’vo（ch）：心靈上的平衡

sama’rambha : 企劃、有進取心、試圖

samatiita’ni : 已過去的

sama’ru’ḍha：入、住、行、安住

samatiitya : 越過、超越

sama’s’raya：避難所

samatva：相等的、平靜、平等

sama’satah : 概要地、簡要地

samava’yena：藉由．．．結合

sama’sena : 簡明扼要地

samavarta：適當（正確）地運行宇宙者

sama’vis’t’a : 具備、被…迷住、專注於

samavasthitam : 同樣地處於

sama’vrta : 覆蓋的、被包圍的
sama’yukta : 調合、連結
samabha’va：同性質
sama-buddhayah : 平靜、泰然
sama-cittatva : 平靜心
samadars’i’：平等觀、等觀
samadars’ina（sama-darshina）: 平等觀、等觀、
平等思考、公平看待、看到一切等無差別
samadhigacchati : 達到
samagra (samagram、samagrān): 全部的、完
整的、聚集

samaveta’: 匯集、集結、接近、來到
samaya：狀況、情況、時間
samaya’：在相當的時侯；時機一到
samaye：時間、場合、機會
saṁbandha：相關
saṃbha’ra：收集、帶來、聚
sambha’vana’ya’m：潛能
sambha’vitasya : 受尊敬的
saṃbhava：性交、合生、生、所產生，能依自己
意願而誕生的人；隨生量，某一事物若存在

samagri’：全部、合、具

於另一事物的某一部分，則由另一事物可認

samanta : 完全地、周遍

知此一事物

samanta’t : 到處、普遍
samantabhadra：崇敬的菩薩，位階與神同等
samantatah (samantatas) : 周遍、普遍、各方
面
samanvita：具足、具行、完全、十分、相應、
交會、聚

sambhava’mi yuge yuge：我一年代又一年代的
創造我自已，沒有終止
sambhava’mi：我出生、我降臨、我顯現；即
samyak rupen’a的誕生，其意為完全（適當）
的顯現，化現（或譯為正現（身）
）
sambhava’n : 產生於

samapada（samapati）
：富裕，優越，成功

sambhavanti : 出現

samara’：戰爭

sambhoga cakra：佛教所稱的報輪或受用輪，相

當於喉輪

samiiran（sameerana）：平坦無私吹動的風

sambhu：誕生；所生，所創造

samir（a）：
（男）和風；風。（女）為samira’

sambhu’ti：至上意識的顯示，顯現，或化身，創

samita’：小麥粉

造，所生，現起；此字是由sam－bhu’＋ktin

samiti : 戰鬥；結合、集會

而成，其義為適當的發展與起源

samitijaya：在議會和戰場上的勝利

Sambit shakti：那些忘了我的，我亦即忘了他們
的這個力量稱之

samjina’ na’d’ii：傳入神經，感覺神經
saṁjn’a’：意識、覺知、遍知

sambit：喚醒

saṃkalpa ( saṅkalpa ) : 思維、念、意圖、正念、

saṁbodhaḥ：知識、理解、了知

念欲、決心

saṃcaya：積極、聚集、集、和合

saṃkalpavikalpa (saṅkalpavikalpa) : 正念與妄

saṃcintya (sañcintya) : 可視為、看做、如想、

想

意、心、故思、完全地視為

saṁkhya’bhiḥ：數字、數目

saṃdaṃs’a ( sandaṃs’a ) : 鉗子、夾具；壓擠

saṁki’rṇa’：雜亂、混雜

saṃdeha ( sandeha ) : 疑、懷疑、不確定、疑

saṃkoca（saṅkoca）
：限制、限定；縮短、收縮、
壓縮、減少、收攝、退怯、內縮

問
saṃdha’na：結合、聚合、成為一體
saṃdha’ya：妥協的、折衷的、密意

saṃkṣaya（saṃkṣiyate）
：衰亡、損失、滅、盡、
斷、消失

saṃdhi ：結合、相續、聯合

saṃkṣobha : 激動、擾亂、擾動、分心

saṃdi’pana：點火、史激動、使興奮

saṃkṣobha’d : 由於擾動、由於分心

sameehana：帶著期望與希望

saṃkula (saṅkula) : 苦惱、群聚

sametashikhar：地區名，在比哈省內

saṃma’na：尊敬

sametha : 如、同、一致、一起

saṃmata：似、類、想、同意、認可、意見、見

saṃga (saṅga) : 碰觸、接觸、聚合

解

saṃgata : 會合、交往、交流、親密的、一致

sammelan：聚會

saṃgati (saṅgati) : 集合、相會、接觸、染著

sammita’：被均勻的強化者

saṃgha’ta (saṅgha’ta) : 合成、集成；壓縮、緊

sammitiiya：在佛陀之後三百年，佛教分為北傳

密結合、

大乘和南傳小乘兩支派，在此之後不久又分

saṃgo’sti : 有碰觸到、有接觸到，由saṃga+asti

出 sammitiiya支派，但此派並沒有延續很久

所組成

saṃmoha : 癡迷、愚癡、忘想、昏迷、失神

saṃgraha：保住、持、受、攝

sammohana：催眠，或譯為令昏，是黑道（無明）

saṃha’ra：收集、收縮、破壞、終結、回收

密宗的六法之一

saṁhananatva’ni：堅固的、堅硬的、堅實的

sammohanavidya’：催眠術，或譯為令昏明

saṁhatya：合一、結合

saṃnya’sa：出家、放棄世俗生活、忠於真理

saṃhita：經句、詩詞的結集

saṃnya’sin：出家者、放棄世俗生活的人、忠於

sami’pa : 近的、近、近鄰、附近的

真理者

samici：正確；適當；真誠；與…在一起

sampa’：閃電

samiddha : 點火、燃燒

sampa’dak：秘書

samidha：供作祭獻用的薪木，木材

sampa’ta (sampāte) : 飛行，出現

samiiks’a’：仔細的觀察、覺察、深察，

sampa’tena：藉著應用

sam-iiks’a’=samiiks’a’

saṃpad : 獲得、達成、圓滿；財富、幸運

sampad：財富

業識、印象

saṃpada : 幸福、幸運、美滿

saṁska’ra’t：業力的、業識的

sampadera：財富

saṁska’raḥ：業識、業力、意念

sampadyate : 成就、實現、達到、獲得

saṁska’ras’eṣaḥ：潛伏的業識、餘留的潛在印象

sampanna (sampanne) : 具足、圓滿、成就

saṁska’rayoḥ：潛在意識、業識、業力

samparke：大約

saṁska’rebhyaḥ：從業識中

sampashyan : 見到、考慮到

saṁska’ryoḥ：業識、業力、印象

saṁpat：繁盛、豐富、美好
sampatsu : 幸運、繁盛、成功
saṃpi’da：壓迫
sampluta-udake : 在大水庫裡、在洪水裡
saṃpra’pta : 至、到、獲得、證得
samprada’na mudra’：人們在召喚諸神時，會唱
頌sva’ha’梵咒並使用samprada’na手
saṁprajn’a’taḥ：正知、善慧
samprakiirtitah : 記載、提及、取名、宣說
saṃpravartate：產生
sampravrtta’ni : 已發生、已出現
saṁprayogaḥ：結合、相應、交流
sampreeti：取得，獲得
sampreks’ya : 看著、觀

saṃsmaraṇa : 回憶、記憶
samsmriti：適當的，均衡的記憶，念
saṃsṛti (saṃsṛte ) : 輪迴、轉輪、生死流轉
saṃstava : 讚揚、稱讚、讚美
saṃstha：位於、住
saṃstha’pya：可配置於、可讓心留下印象
saṃsthita : 住、安住
saṃta’pa ( santa’pa) : 苦惱、悲傷、悔恨
saṃtoṣa：適足、知足、滿足
saṃtuṣṭa ( santuṣṭa ) : (過被分詞) 知足、歡喜、
高興
samu’ha : 累積、聚集、集、總計
samucchinna：減、消除、根除

saṃpri’ti：對……好意、對至上的愛

samuda’hrta（samuda’hrtaḥ）
：所說

saṃpu’jya : 可被尊敬的、供養

samudbhava（samudbhavaḥ）
：產生、出現、生
起、由…所生、起源於

sampu’rn’a：完全的。
（女）為sampu’rna'
sampu’rn’a’nanda：完全的喜悅（sampu’rn’a：
完全的）
saṃpu’rṇa：圓滿、充滿
samra’t’a：王者之王
saṃrakṣa：守護、保存
samrddham : 繁榮的、昌盛
samrddha-vega’ḥ : 疾速衝入
samrddhi（samriddhi）：繁榮，繁盛，富裕
saṃs’aya : 懷疑、疑慮、猶豫
saṁs’aya（saṃs’aya）：懷疑、猶豫
saṃs’ayaḥ：懷疑、疑慮、猶豫
saṃsa’ra（saṃsa’ri’）：輪迴，生死，世間
saṃsa’re : 在世間裡、在輪迴中
saṃsakta : (過去式的)專注於、沉進於；愛慕者、
執愛、執著
saṃsaktasya : 執愛的
saṁska’ra（saṃska’ra）
：潛伏的因果業力、業力、

samudbhu’ta：現存、引發、產生
samuddharta’ (samuddhartṛ) : 來自大海的解救
者
samudra（samudra’）
：水，水中；海、大洋、海
洋
samudyama (samudyame) : 盡力、努力、試圖；
舉起、拿起
samudyata (samudyate) : 被抬起、被舉起、升
起
samupa’shrita : 托庇於、依靠
samupasthita （samupasthitam）: 臨、近臨、
在場、到來
samutpanna：所造的、所升起的
samutthena : 因...所起，因...所造成
samutthita : 已發生
samvara：遮，意指對「漏」的控制，防止業流
入我裡頭
samvedana’：知識，感覺，受苦，知覺

saṁvedana’t：從所知的、從所覺、內在的覺知

sandhi：環結、連接處

saṁvedanam：知道、認可、採取

sandhya’ bha’s’a’：模糊的用語

saṁvega’na’m：刺激、興奮、潛在勢能、厭離

sandhya’：微光；昏暗；黎明

saṃveṣṭa : 包住、覆蓋、圍住

sandhya’ya：晚上（六～八點）

saṃveṣṭhita : 包住、覆蓋、圍住

sandiipa（sandeepa）
：一個點亮的燈；驅除黑暗

samvida’：同意，承諾
samvidha’：準備；計劃
saṁvit：知識、理解、悟

的甜美之光
saṅga：結交、結合在一起、執著於、貪著、染
著、貪著、依戀、欲、執染

saṃvṛtta : 變成；長大、圓滿

saṅgava’n : 染著、執染

samyak (samyag) : 全部、完全地；正確地、適

saṅgena : 因為執著

當地、正
samyak a’jiiva：正命（正確的營生方法）
samyak darshana：正見
samyak karma’nta：正業（正確的行事準則）
samyak sam’bodhi：正等正覺，三藐三菩提

sanghamitra’：Ashoka國王的女兒
sangiita（sangeeta）：一個善於唱歌又了解音樂
的人；同sam’giita
sangiita’（sangeeta’）：善於唱歌的女人；同
sam’giita’

samyak sam’kalpa：正思維

saṅgina’m : 依附的、執著的、專注於

samyak sama’dhi：正定（正確的三摩地）

sangraha：儲存一些必須物資，以救助救世界災

samyak smrti：正念（正確的記憶，記憶要成為
永恒的念）

難後的復原者
saṅgṛhi’tatva’t：連結在一起

samyak va’k：正語

sangya’：喚醒；知識

samyak vya’ya’ma：正精進

sañja’yate : 執著、產生、依附、依...而生

samyak：正、正確的、正道、適當地、正等，無

sañjana : 連結，(雙手) 折疊的

顛倒，進步
saṁyama’t：經由叁雅瑪、藉由叁雅瑪
saṁyamaḥ：綁在一起、一起控制、專注、努力、
自制，音譯「叁雅瑪」
，在本經裡指的是集中、
禪那與三摩地三者合一的修煉
samyata：自制，壓抑
saṃyoga : 聯結
saṃyoga’yoga : 聯結與不聯結
saṁyogaḥ：結合為一

sañjanayan : 增加
sañjaya : 此字又寫成 sam’jaya，其義為全勝；
正了知、良知；音譯叁佳雅
sanjaya：同sainjaya
sañjayati : 受束縛、執著於
sankalpa：意願；意圖；目標；決心，同sam’kalpa
saṅkaraḥ：混淆、混亂
sankat’aharana’：消滅所有困難和障礙的女神
（harna：消滅；sankata：障礙）
saṅkha (saṅkhau) : 海螺、法螺

samyogita’：結合，聯合

saṅkhye : 戰場上、戰鬥中

samyukta’：連結，連接

ṣaṇma’sa：半年、六個月

san：獲得、擁有；這樣、其、這

sanmitra：一個非常好的朋友

sana’t：永恆

sanmukham：Ka’rttikeya 的別名之一

sana’tana (sanātanāḥ) : 永久的、永遠的、永恆

sannidhau（saṃnidhau）：面前、鄰近、近處

的、持續不斷永續的、堅定、不變的、不動
sana’tana dharma：永恆的法性
sañcaya’n : 累積
sandha’ta：結合者

sannidhi：接近
sannihite : 接近
sanniva’sa：居住在真理的虔誠者的心中
sannya’sa：放棄，棄權，克已，絕念；與真理結

合
sannya’sii（sam’nya’sii）
：字義上為：完全臣服於

sapta：指數目「七」、七個
sapta’ha（saptaha）：七日、七天七

至上的意願的人，或把自已安住於永恆不變

saptadha’：七重、七個階段、七個層次

的真理上的人。一般譯為出家人，或斷念、

saptaloka：七重天

克己、或清修。此字是由sat+nya’s+字尾nini

saptalokasya：七重天的

而成。男性為sannya’sii女性為sannya’sinii

saptam：第七

sannya’siihood：出家人的身份

saptamii：公共日（供非兒童人士）

sannya’sin：為真理獻身的人，也是出家人的稱

sara : 流動的

呼

saraka：行走的道路；寬的道路

sannya’sinii：見sannya’sii

sarala’：單純；正直；誠信，誠虔、筆直

sannyasna’t (sannyasnād) : 靠捨棄

saralata’：直直向前、單純

sanskrit：同sam’skrta

saran’a：庇護所；前往（某處）

sanstha’na：具有形體、器官的靈魂

saran’am vraja’ma’：我以至上意識為庇護所

sanstuti：讚賞；頌讚

saran’i：窄的路

sansya’sakruta：從一切俗世執著中解脫的人

saras：大湖水；白色光輝

santa (santo) : 捨、奉獻者；santa：有真實，真

sarasa’m : 在湖泊中

理要素的人
santaris’yasi : 你將會渡過
santos’a（saṃtos’a）
：適足、知足、滿足、滿意
「san（saṃ）
：適當，tos’a：滿意」
santos’ii：女神名，在某些故事中，曾提及她是
Gan’esha之妻
santoṣa’t（saṃtosa’t）：從知足中、從適足中
santyaja : 完全地放下、完全地放棄
Saobiirii Pra’krta：同Saendhavii Pra’krta
saora man’d’ala：日壇，心輪
Saora tantra：Tantra若以實用性來分，共分為五
個主要的支脈，其中一支即為Saora tantra（以
Saora太陽為主的tantra，此派別以醫療和天
文星象的進步為主）詳見Shaeva tantra條
saora：崇拜太陽（神）的人，此字是由su’rya（太
陽）加字尾 s’n’a而成
saora’ca’ra：太陽的法門、崇拜太陽
saora’s’t’ra：一百個地區、國家、王國，亦指某
一地區
saora’s’trii：guja’rat的其中一種語言，是源是
Ma’lavii Pra’krta
saota’ntrik：佛教的一派
sapa’da：有四分之一
sapatna’n : 敵對關係、敵人

sarasi：池；塘
sarasija：生長在池塘裡的；蓮花
sarasvati：河流名，又代表中脈，字義是流動者
sarasvatii（saraswatee）：優雅；學習的女神；
知識的女神；另義為中脈；佛教的女神Ta’ra’
在Paora’n’ik Sha’kta’ca’ra裡稱為sarasvatii；
saras的字義為白湖水和白色光輝，所以具有
白色光輝者或擁有大湖者，就稱為
sarasvatii；此字亦是河流名，它是由
carman’vatii河和drs’advatii河所匯聚形成；印
度佛教的辯才天女名
sarayu：空氣；風
Sarayu’pa’r’ii Brahmins： 婆羅門人之一，但不
被Praya’ga所認可
sarda’r：首領、首腦（波斯語）。sar：頭
sarga : 造化、創造、天生的氣質，祂所創造的
宇宙
sarga’n’a’m : 在所有創造中
sargam：全音階
sarge : 出生時、創造時
sarita’：一條河流
Sarnath：佛陀第一次正式弘法地區的當今名稱，
中譯為鹿野苑
saroja：蓮花，出生於湖的

sarojinee：蓮花叢

sarvabodhantara’tma’：在已顯現與未顯現裡

sarpa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是「蛇」的

sarvada’：恆常、永久地、總是

身印
sarpa（sarpo）：蛇、龍
sarpa’n’a’m : 在蛇中
sarpagandha’：蛇根羅芙

sarvadarshana：能見到一切事物的人。
（女）為
sarvadarshee
sarvadhii dha’raka：所有知識（份子）的庇護所，
保護者

sarpata’：蛇的狀態

sarvadruk：注視萬物的人

sarṣapa：芥末

sarvaga：能到任何地方的人；至上本體

sarva dharma’n：各種不同的心靈傾向，本能

sarvagata：遍行一切處的、遍在的、無所不在

sarva vya’pii：遍一切處

sarvagna：了知一切的人

sarva（sarvam）
：
「sa」是悅性法則的音根，
「ra」

sarvajinata’：在心靈層次的成功

代表能量與變性法則，」va」代表屬性，特
質也代表惰性法則。所有的東西都來自於悅

sarvajinatva’：全知通，一切智，是神通法力的
一種

性法則；所有的東西都受到能量控制；所有

sarvajn’a：全知

的東西都有它的屬性特質，sarva就代表所有

sarvajn’a’tṛtvaṁ：全知

的東西，全部的、所有的一切、整體的

sarvaka’mada：滿足所有期望的人

sarva’di：所有一切的最根本致因，在所有一切之
前

sarvalokadhruk：支撐所有世界者
sarvam（sarvaṁ）
：所有的一切、全部的、萬物

sarva’ingiin’a：全面性的

sarvam’saha’：地球

sarva’n : 所有的

sarvamaungala’：帶給大家幸運的人；Pa’rvatii

sarva’n’i：（從）所有的

的別名

sarva’nusruta：遍一切處

sarvana’sha：絕望，無助感，滅絕的念頭

sarva’rambha : 盡全力的

sarvananadin：取悅大家的人

sarva’rambheṣu : 在所有行動中、在所從事之中
sarva’rtham：一切事物、全體的、全部瞭解
sarva’rthata’：所有的標的、各個點

sarvanimna：最少的，最基本的
sarva-pa’paiḥ : 所有的罪業
sarvartha’n : 一切事物、所有事物

sarva’sunilaya：所有靈魂的住所

sarvaru’pa：擁有所有的形相

sarva’unga’sana：肩立式（全身式）

sarvasaha：能忍受一切事物的人

sarva’vasu：財富

sarvasaha’：地球；承擔一切，包容一切的女人

sarvabha’va : 一切法、一切對象、全心、全靈；

sarvasha : 所有的

完全滿足、一切物、一切事

sarvashaktima’na：全能的，全能者

sarvabha’vena : 在各個方面、徹底

sarvashuddhi：純淨所有的一切

sarvabha’veṣu : 在一切事物中、在一切法中、在

sarvasva：每一件東西

所有狀況中

sarvasya：所有的

sarvabhu’ta：所有被創造的實體、萬物、存在一

sarvata：全面性的（巴利文）

切處
sarvabhu’ta’dhiva’sah：萬物的住所
sarvabhu’ta’ntara’tma’：遍一切處，入一切物
sarva-bhu’ta-hite : 為眾生謀福利
sarvabhu’teṣu : 在萬物裡

sarvatas (sarvataḥ) : 在各方面、在一切處、全
面
sarvatha’： 無論如何、皆、全面地、全然、全
部、用各種方法、持續的
sarvatomukhii：多面臉，形容至上

sarvatra : 在一切面、在一切場合、經常地、在

禮貌的款待

一切處、每一個地方、遍

satpara’yan’am：永恆真實的生命

sarvatra-gah (sarvatra-gam) : 前往各處、無所

satpatha’ca’ra：正道上的依循者

不在
sarvatrana : 無論任何情形也不、決不、恆、皆、
遍

satsanga（satsaṅga）
：結交益友、與真理相合，
同satsaunga
satsaunga：與有德者為友，與靈修者為友，與

sarvava’sa：
（男）居住在每一個地方。（女）
sarvava’see

真理為友。靈修上的益友，又譯為「善知識」
；
共有四種類型 1、肉眼親自見到至上的現身

sarvavijjayee：贏得所有一切的人

2、於深沉的靜坐中，內心了悟至上 3、研

sarvayoni：所有一切的創始者

讀經文，了解經文，依循經文以提昇靈性 4、

sarve : 全體、全部；原型字是sarva

了悟真理，依循真理所提供的服務（saunga：

sarvebhyah : 所有的
sarves’a’m：總是、所有的
sarves’u : 各處、在所有一切裡
sarvesha：所有一切之神
sarveshvara：
（男）所有一切之主；萬物之神。
（女）
為sarveshvaree
sarvottama：在眾多中最好的
sasanma’ne：榮譽的，受敬的
sashara : 與箭在一起的、搭上箭的 (弓)
saspṛha : 欲望、渴望、欣羨
sasvana：帶著聲音
ṣaṭ karma’ṇi：六種行為、六種淨化法
sat，satya，satym’： 永存、善、真、永恆不變，
絕對真實，真理，不虧於心；好的

結伴和合，sat：真理，真實，完美）
satta’：本質，個體，實有，存在；力量
sattama : 最好的、最高的
sattva gun’a：悅性的力量或屬性
sattva：悅性、善良、純淨、存在、生命、有情
（有生命者）
、眾生、人、我覺，精力，勇健；
又譯為喜德
sattva’t : 從悅性的
sattvava’na：美德，善行
sattvavata’m : 善良者中、美德者中、勇健者中
sattve : 悅性的
sattvika’: 悅性的
saturn：神祇名；土星
satva：靈魂；生命體；財富

satah : 現存的、持續的、永續的

satvamatee：一個靈性的女人；天生富裕

satata：恆、常、不斷的、無間、總是

satya dras’t’a’ rs’i：了悟絕對真實的人

satee：從動詞字根sat來；表示純潔，簡樸的行

satya sana’tana：永恆的真理

為和無缺點特質的女性

satya yuga：有人把人類社會分成四期，第一期

sateendra：真實之主；希瓦的別名

即 satya yuga，又稱為金色的時期，是人類

sati：獲得、獲致、所得、達成、存在；生活，

文明的開端，當其時，人類接受法性和完全

居住；作為

的臣服。其餘三個時期為第二期Treta’ yuga，

satii：同satee，誠正廉潔的女人

又稱為銀的時期；第三期為Dva’para yuga，

satii-ma’（sati-ma’）
：神祇名，音譯莎蒂母

又稱為銅的時期；第四期為Ka’li yuga，又稱

satka’ra：奉獻、虔誠、禮敬、供養、恭敬、尊重、

為鐵的時期

名聞
ṣaṭkarma：六種行為、六種方法、六種淨化法
satkarta’：創造真理者

satyabha’ma’：Krs’n’a的正妻；字義為真理之
光
satya：
（男）真理、真實、真諦、不說謊、不悖

satkiirti（satkeerti）
：著名的

誠信。
（女）為satya’；七重天裡的真界；真

satkruta：從事好行為的人

理的外在顯現，為了人類的福祉而正確的應

satkruti：美麗的創造；從事良好行為的人；親切，

用思想和語言，稱之

saumyatvam : 愉悅、溫和、溫文有禮

satya’rka：像太陽光亮的真理

saumyika’：有關於月亮的

satya’yu：真實不虛的生命

saundara’：美麗

satyada’：給予真理者

saunga：結伴和合

satyadeepa：真理之光

saunge：在字之後加saunge（不與前字連在一

satyadeva’：真理之神

起）．意為「和，與」

satyadhriti：確實不變的真理；真理的喜悅

saunghars’a：衝擊，摩擦

satyajita：真理的勝利者

saunghars’a’d：從衝撞摩擦中

satyaka’ma：對真理的渴望；信仰真理

saungiita：音樂

satyam : 真正地、真實地、誠信

saurabha：
（男）芬芳，（女）為saurabhee

satyameva jayate na’nrtam’：虛偽將不會獲勝，

saurava：神性的，神聖的

唯有真理才能獲勝

sauri：
（女）屬於太陽的

satyameva：唯有真理

sauvi’ra：酸粥

satyamu’rti：真理的化身；Shiva的別名

savica’ra’：有伺、有觀、深思

satyana’ra’yan’a：神祇名，字義是至上真神

sa-vika’ram : 相互衍生的作用、相互變化

satyapiira：回教徒所稱的聖地名

savikalpa sama’dhi：有餘依三摩地

satyaprema：真理的愛

savikalpa：有專一的意念（觀想）
（有餘依）

satyapremee：真理的愛人

savishes’a：有分別性，具屬性

satyapriya：
（男）愛真理的人。
（女）為satyapriya’

savita’（sabita’）
：太陽；至上本體，字義為「創

satyaru’pa’：真理在一個女人的身中
satyasandha：與真理結合的人
satyasya：satya的

造者」
，「父親」
savitarka’：深思、尋思、尋伺、推測、分析、識
別

satyatapa’：為真理修刻苦行的人

savitra：太陽；希瓦的別名

satyava’ha： 人名，是Atharva 的追隨者

savituh：父親、祖先

satyavastu：非物質的東西

saviturdevasya：父親的，父的

satyavatee：真理、真實

savya ：左邊的、左邊

satyavrata：遵守真理誓言的人

savya-sa’cin : 兩手皆靈巧的、阿尊那的別名

satyena pantha’ vitato devaya’nah：經由真理

say：承受、忍受

（satya）之助，通往神性之路將會更寬廣

se：他（她）

satyena：朝向真理之路

seddha rice：煮過的米

satyendra：真理之主

seema’：有限的

satyi：真實

seer：印度重量單位，約為933.12公克

sau：喜悅的、快樂的

seeta’：主Rama之妻；是sii的形容詞，其意為有

saubha’gya：好運，幸福
saubhadra：溫和、優雅；subbhadra’(妙賢) 的
兒子
sauda’minee：特殊的閃電
sauks’mya’t : 由於精微
saumitra：好朋友
saumya：嚴肅，寧靜、愉快的、好心情的

良好的栽培，同siita’
sei：那個
sena’：軍隊
sena’niina’m : 在將領中
sena’pati：軍隊之主腦、軍隊的將軍、指揮官、
指揮司令
senayor : 軍隊的

sendriya : 具感官，此字由sa + indriya 組成

sha’kta’ca’ra：造化勢能法門，崇拜造化勢能

septave：七個音階的集合

sha’kya：佛陀；音譯為釋迦

Seshvara Sa’m’khya ：patainjali瑜伽派別的名稱

sha’l：一種樹名

之一

sha’lin：謙虛；禮貌；高貴；含蓄的

setu：神聖的音符」om」

sha’linee：家庭主婦

setubandha：橋樑

sha’maka：鎮定；寧靜

setuh：橋樑

sha’mala（sha’malio；sha’malo）
：Krs’n’a的別名

seva’：服務

sha’nta：由sham+ta組成，意為能控制外在的敵

sevana（sevanam）
：實行、沈溺、性交

人的人；一個可以控制外在世界的人（有控

sevate : 服侍、服務

制內在敵人能力者稱為damana）；一個可以

sevaya：經由服務

控制所有每一個個體者

sevaya’: 經由服務、經由從事

sha’nta’：祥和，寧靜，和平

sevita（sevito）：奉事、從事、練習

sha’nta’tma’：即shiva’tma’，其意為融入至上本

sevitva : 崇敬、尊敬
sevya（sevyate）
：修、應習
sevyam： 服務
sha：變性力量，變形法則的音根；心理渴望的
音根
sha’da’（raun）：白色（孟加拉語，raun：色）
sha’hii lichu：特殊的荔枝
sha’hii：特殊的
sha’kadviipii Brahmins：婆羅門人的一類，他們
研究天文，接受太陽為他們的星球之神
sha’kha’: 枝葉、樹枝；手、腳
sha’kha’mrga：樹上的動物；猴子
Sha’kinii：神祇名
sha’kta tantra：Tantra若以實用性來分，共分為
五個主要的支脈，其中一支即為sha’kta
tantra（以shakti為主的tantra，此派別以獲得
力量和正確判斷力為主），其餘四支詳見
Shaeva tantra條
Sha’kta：追隨造化勢能（shakti）的修持法，
Sha’kta’ca’ra（或譯為力量修持法）的修持
者，通常是指對力量的應用有正確判斷力的
人；在喜悅之路裡，靈修有三個特殊的階段，
第一階段為sha’kta，第二階段為
vaes’n’aviiya，第三階段為shaeva，此時

體之境
sha’nta’ya：祥和、寧靜
sha’ntabhadra：為和平者施福
sha’ntata’：和平，安祥
sha’nti（sha’ntih，sha’ntim）：鎮定，祥和，寧
靜，無聲，沒有衝突，沒有戰爭，安祥，滿
足，安心
sha’ntida’：和平，安祥的給予者
（男）和平之神。
（女）為sha’ntidevi
sha’ntideva：
sha’ntikarma：靖安法，或譯為息災法是黑道密
宗的六法之一
sha’r’ii：印度婦女身上穿的一種衣服「紗麗」
sha’rada’：知識的女神；琵琶琴（viina）
sha’radotsava：秋節，秋日節慶，是在印度陰曆
六月新月日之後的第六天到第十天上旬日來
慶祝
sha’rdul：一隻老虎
sha’riirika：物質上的
sha’sana：規矩，紀律，誡
sha’shvata（śāśvatāḥ、śāśvate）
：永久的、永恒
的、不變的，持續，不滅的地球。
（女）為
sha'shvatee
sha’shvatam : 永恆地
sha’shvatasya : 永恆的、不變易的

sha’kta意指決心喚醒其自身認知力（個體意

sha’shvati：地球

識）且與惰性法則之負性影響力戰鬥的人，

sha’shvatii : 永恆地、不變地、永久地、常住

其餘二階段，詳見各條

sha’sta’：統制者，主宰者

sha’sti：矯正的處罰

shaevii（shaevee）：Pa’rvatee的別名

sha’stra：經典、建議、教訓、論述。教導人類戒

shaiva：同shaeva

律、修養的內容（能使人們正確清楚了解什

shaivites：希瓦派，希瓦的追隨者，同shaeva

麼該做，什麼不該做的書就叫做經典）
，以引

shak：此為動詞字根，其義為「有能力去從事」，

導人達到全面的解脫；此字由sha’s+trae+d’a
而成；又譯為「論」
sha’ta’：安祥；和平；喜悅
sha’vaka：小孩
shabda sha’stra：音論，音聲經典
shabda（s’abdha）
：聲音、音聲，以太元素所含

「堅定」，
「堅強」
shakan（shakun）：好兆頭
shakarakanda：此字源自sharkkarakanda，其字
義為甘薯
shakkarakanda：此字源自sharkara’kanda，其字
義為甘薯

有的特質；婆羅門教的「聖教量」
，意指借助

shaknomi : 我能

權威者的意見而獲得正確的認識

shaknos’i : 你能

shabda’diin : 音聲

shaknoti : 能夠

shabda’tiga：超越語言與文字的人

shakra’ditya：像太陽一樣的光輝；Indra的別名

shabda-brahma : 梵音、音中梵、聖典

shakti cult：造化勢能的法門

shabdaru’pa：字形、字義、音義

shakti：力量；能力； 造化勢能。文字之意為有

shabdasaha：語言，文字是上帝的形相

能力去創造一些東西

shadhi : 給予指示

shaktih：造化勢能，力量

shaela：
（男）山，
（女）為shaela’

shaktirasi：力量

shaelana’tha：群山之山；喜馬拉雅山

shakunta bird：禿鷹

shaelara’ja：群山之王；喜馬拉雅山

shakunta：好兆頭

shaelesha：群山之王；喜馬拉雅山

shakuntala’：被shakunta（禿鷹）所飼養的女孩

Shaeva dharma：希瓦所教的哲學，理論。希瓦

shakunti：鳥

學派；希瓦的法性，是一個獲得至上的法性
shaeva ta’ntriks：追隨希瓦的修行者
Shaeva tantra：由希瓦傳授的密宗；Tantra若從
實用面來分的話，主要分為五個支脈，其中
一個是Shaeva tantra，此派別以知識能力為
主，並消除種性區別，其餘四個支脈為Sha’kta
tantra，Vaes’n’ava tantra，Saora tantra和
Ga’n’apatya tantra，詳見各條
Shaeva Viva’ha：希瓦的婚姻制度
shaeva：希瓦的信徒或追隨者；在喜悅之路裡，
靈修有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sha’kta，第二
階段為vaes’n’aviiya，第三階段為shaeva，
shaeva意指對至上完全臣服的修行者
Shaeva’ca’ra：Shiva法門
shaevaism：信仰希瓦的宗教
shaevii shakti：希瓦的力量，毀滅的力量，回歸
本原的力量

shakya : 可能的、可實行的、可征服的、可得、
得以
shakyase : 能夠、可以
shala’ka’： 小棒，筆
shalabha’sana：蝗蟲式
shalakaya’：小棒子
shalay：棒子
shalmali：木棉
shalya：箭
sham：變性法則的音根
sham’：Bhaeravii shakti的音根
sham’kara (shaṅkara) : 繁榮、福利，神祇名，
代表rudra、shiva，音譯香卡拉
sham’kara’ca’rya：同shaunkara’ca’rya
Sham’kars’an’a Balara’ma：Balara’ma是Krs’n’a
的哥哥，Sham’kars’an’a是形容Balara’ma是個
農業科學家，同時也是打敗邪惡勢力者
sham’sasi : 你在讚賞、你在稱讚

shama：寂靜、滅、定、平靜、寧靜、鎮定；寬
恕；不受情感干擾

shara：箭
sharad：秋季

shama’：火焰；蠟蠋；燈

sharan’a : 庇護、保護、皈依、庇護所

shamana：控制別人；所有生命體數目的調整

sharan’a’gati：臣服的法門；字義是朝向（至上）

者；死亡（由於死亡控制人類，並維持世界

庇護所；住於庇護所內，無所來去，是表示

的平衡，所以shamana又稱為死亡及冥王）；

已完成最終的成就

由sham+anat’組成

sharan’am：保護所有的一切

shamanam：控制外在的敵人；死神

sharan’ya：保護者；希瓦的別名

shamata’：
（女）平靜，鎮定，寬恕，耐心；
（男）

sharat：秋季

為shaman

sharatsena’：女子名

shambar：有十二枝鹿角的鹿

shariifa’：鳥獨文的蕃荔枝

shambhu liunga：自我創造的控制點或控制相，

shariira（sarira）
：持續收縮，變小，衰弱；身體、

或譯為自生主宰相
shambhu’：自我創造的控制者。
（sham控制＋

軀體、肉體；物質上的；音譯為舍利，又義
為遺骨

bhu’自我創造）
； 鎚子的鐵頭；Indra的閃電；

shariira’n’i : 軀體

絕對的知識；快樂的人；希瓦的別名，是快

shariire : 在身體上、軀體(中)

樂的住所；好兆頭；照料虔誠者的福祉；第
一；首先；創造的起點
shambhu’liunga’t：從最基本的正性點起
shaminn：鎮定；寧靜；和平；自我控制
shamit（a）：
（男）鎮定；和平；退讓。
（女）為
shamita’（心靈的控制者）
shammarda：喜悅的
shamme：一棵樹
shamsukha：心靈的和平與寧靜；退隱的愉悅
shanais’ (śanaiḥ) : 徐徐、漸漸地
shaniva’r：星期六
shankalu：豆薯
shankara：同shaunkara
shankha (s’aṅkha) : 海螺殼、法螺、螺、Viṣṇu
的法器
shankha praksha’lana : 瑜伽的消化道清潔法
shansa’：希望；祈求
shaoca（shaocam）
：清潔，潔淨（包括心靈和
肉體的潔淨）
Shaorasenii Pra’krta：梵文之後產生了七種
Pra’krta語文，Shaorasenii即是其中一種，它
是Hindi， Abadhii，Bundelii，Ba’ghelii和Vraja
等語文的先驅，詳見Maha’ra’s’t’rii Pra’krta
shaori：Krs’n’a的別名

shariirin’ah : 具有肉身的、具有軀體的
sharkara’：糖
sharkara’kanda：甘薯
sharma (śarman) : 保護、庇護、幸福、欣喜、
快樂喜悅、思考，祝福；害羞
sharmada：
（男）給予祥和，喜悅的人。
（女）為
shamada'
sharmanya bhu’mi：「德國」的梵文名，其字義
是知識份子的國度
sharmila’：謙虛的，樸素的
sharva：Vishn’u和希瓦的別名；能消滅毀滅一切
的人
sharvari：夜晚
sharvila：希瓦的別名
shasha：兔子，野兔
shasha’nk（shasha’ṅka、shasha’unka）
：月亮
shasha’unga’sana：兔式
shasha’unka：月亮的名字之一；原字義是shasha
（兔子）+ aunka（膝上）
，即兔子坐在月亮
的膝上；人名，他是希瓦的忠實追隨者，極
力反對佛教
shashabindu：有兔子形相的，如月亮
shashaka：家兔，比野兔小的兔子
shashi man’d’ala：月壇，眉心輪
shashi：月亮；乳白色，月白色

shashidhara：支持，掌握月亮者；希瓦的別名

吉兆；幸運；喜悅的給予者；繁榮的給予者。

shashikala’：月亮之美

希瓦是無限喜悅的來源，所以shaunkara也是

shashimauli：有月亮在其頭上者；希瓦的別名

希瓦的別名。
（女）為shaunkaree

shashin (śaśῑ、śaśi) :（男）月亮；
（女）為
sha’shwatee

shaunkara’ca’rya（shankara’ca’rya）：出身於印
度的偉大智者，被崇拜為世尊（約西元600至

shashiprabha’：月亮

700年間的人）
，是Paora’nik宗教的主要提出

shashisha：月亮之主；希瓦的別名

人

shashi-su’ryayoḥ : 月亮和太陽
shashvac-cha’ntiṃ (śaśvat-śāntiṃ) : 永恆的安
祥平靜
shastra : 兵器、武器、刀劍
shastra’n’i : 武器

shaunkat’a：受苦
shaunkat’acan’d’ii：神祇名，其義是有能力解除
人們痛苦（困難）的神
shaunkhacur：一種最大型的眼鏡蛇

shastra-bhrta’m : 在武裝者中

shaunkhinii：便道（排泄廢物之通道）

shastra-pa’n’ayah: 手持武器的人

shaurya : 英勇

shastra-pa’n’i: : 手持劍的人、手持武器的人

shava：死屍

shastra-sampa’te : 發射兵器、發射弓箭

shava’sana：攤屍式，大休息式

shastren’a : 武器的

shavara：非亞利安人（非Aryan）的族群；山裡

shat’ha : 奸詐
shata（shatam）：一百
shata’nana：有一百個臉的人；至上本體的別名；
有許多的臉

的人
shavashiva’ru’d’ha’：死屍般的意識
shayya’: 躺下、臥、臥處
shekhara：像出家或聖者把頭髮捲在頭上的人。

shata’nanda：無限的快樂

希瓦臉上近第三眼的半鉤月裝飾，象徵著，

shata’nanyda：極樂，非常喜悅；至上本體和

創造與毀滅的力量同時存在

Krs’n’a的別名
shata’varta：有許多個化身
shataiḥ : 上百個
shatamu’lii：天門冬
shatamu’rti：有許多種形相
shatapadma：百瓣蓮花
shataputra’h：一百個兒子
shatasha : 數百個
shatrau : 對敵人
shatru (śatrūn、shatruh) : 敵人、對手、冤家、
競爭者
shat-ru’pa：有一百個臉，有一百個形體
shatrun’a’m：敵人
shatrunjaya：戰勝敵人的人（shatru：敵人）
shatrunjita：戰勝敵人的人
shatrutva (śatrutve) : 敵意
shauca : 潔淨

Shiahs：回教分為兩派，一派為Shiah，另一派為
Sunni
shiikha’：最高的
shiila：文化歧視；行為準則
shiilabhadra：有良好品德及特質的人
shiilacandra：如月亮一般的好本質
shiilasya : 習性的、習慣的、習慣地
shiilavanti：有良好品德及特質的女人
shiirs’a：頭腦
shiita : 寒冷的、冬天
shiita’bha：冷光，冷的光輝（shiita：冷，abha：
光輝）
shiitala：涼，寒；陰性字為shiitala’，佛教女神祇
名，代表天花女神
shiitalii kumbhaka：冷住氣法
shiitos’n’a sna’na：浸浴法

shaunka’：懷疑

shikha’：
（神聖的）頭髮

shaunkara（shankara）：音譯為商羯羅；
（男）

shikha’bandhana：以綁著儀式上的髮結型式來禮

拜

Shiva的另意為毀滅，破壞；幸運；吉兆；快

shikharin’a’m : 在山峯中、在山脈中

樂；巴巴說此字有三個意思，其一為安寧、

shikhinam：光元素

福祉，其二為至上意識，其三為死屍。祂的

shiks’a’ bhaginii：被啟蒙的姐妹

別名有很多。如digamabara（以元素為衣）；

shiks’a’ bhra’ta’：被啟蒙的兄弟（bhra’ta’意為兄

dhurjati（頭髮蓬亂；身上到處灰塵）
；bhairava

弟）
shiks’a’：希望有能力做一些事；誡律，教育，啟
蒙；在Marathi文裡，此字之義為處罰

（恐怖的毀滅者）
；bhu’teshvara（一切鬼魂，
小妖精之王）
；trilochana（三隻眼）；
niilakant’ha（藍色的喉嚨）
；pancha’nana（有

shiks’a’paddhati：教育系統

五個臉）
；aghora（可怕的）
；babhru（神性）；

shiks’aka：男老師

candrashekhara（月鉤形）
；ganga’dhara（恒

shiks’ika’： 女老師

河的運行者）
；girisha（山之王）
；hara（搶奪

shiks’ita：受過訓練的

者）isha’na（主宰者）
；jata’dhara（頭髮蓬亂）
；

shila’：石頭的製品

jalamu’rti（水的形相）；ka’la（時間）
；

shilavantee：持著道德法則與格言的人

kapa’lama’lin（帶著骷髏頭為花圈的人）
；

shilpa：手的功能

mrityunjaya（打敗死亡者）
；pashupati（動物

shilpa’（shilpika’）：專精於藝術的女人；彫刻

之主）
；stha’nu（堅定）；ugra（猛烈，兇暴

shilpana kriya’：手的功能

的）；vishvana’tha：所有一切之主；shambu

shilpana：手所從事的工作

（創造，好兆頭）；shankara；sarva，

shilpii：工巧（女）
，男的為shilpa；藝術家

sada’shiva…

shimu’la：木棉
shira : 頭
shirasa’: 用頭
shirasi：在最高點
shirn’ii：供給神的食物，祭品
shiroman’i：放在頭頂上的鑽石
shis’ta : 所剩、剩餘
shis’yah : 門徒、弟子
shis’yen’a : 弟子、門徒
shishtakrut：從事榮耀行為的人
shishu：小孩
shishuka：小孩；嬰兒
shishupa’la：黑暗的力量
shishupa’lapa’laka：黑暗力量的保護者，亦指
Krs’n’a
shishusadana：兒童之家
shiuli：夜素馨
shiva caturddashi：在某一月份的第十四日以
shiva為名的慶祝日子
Shiva giiti：希瓦之歌
Shiva：至上意識。文字之意為萬物所賴之物。音
譯為希瓦或濕婆。意指密宗的創始者希瓦。

shiva’：希瓦的妻子；神話故事中，潛在於硬皮橘
（bilva）的力量（或神祇）亦稱之
shiva’ca’ra：希瓦法門，純意識法門，崇拜至上
意識
shiva’nanda：希瓦的喜悅
shiva’ngee：Pa’rvatee的名字
shiva’nii（shiva’nee）：造化勢能的一個名字；
Pa’rvatee的名字之一
shiva’sana：意識式
shiva’shisha：希瓦的祝福
shiva’tma’：融入至上本體之境
shiva’ya：對shiva
shiva’yana：希瓦的依止處
shivabha’va：至上意識感覺的狀態，至上意識之
境
shivada’sa：希瓦的僕人
shivadatta：希瓦的禮物
shivagan’a：希瓦的人，希瓦的追隨者
shivagotra’：希瓦族
Shiva-Liunga：原始是指陰莖的象徵，後來在哲
學上的意義是指萬物所賴以維生的本體；又

代表所有顯現的終點，所有存在的最高點
shivamastu：祝福妳，
（shiva：福祉，mastu：實
現、就這樣吧）

shos’ayati : 弄乾
shparshika’ mudra’：mudra’的一種
shra：即shrii的陽性字，由sha（變動力）+ra（能

shivara’tri day：印度人慶祝希瓦的節日之一

量）組成，其意為具有能力以獲得聲名；被

shivas’ya：至上意識的

生命力所補強的變性力

shivasama’dhi：融入於至上本體者所達到的三摩
地稱之

shra’ddha ceremony：葬禮
shra’ddha：紀念的儀式或典禮；往真理目標前

shivashree：希瓦的光輪

進；葬禮（對死人的追思）
；又譯為淨信，正

shivatattva：shiva的本質，精髓

信；「shrat」意為真理目標

shivatva：宇宙性

shra’ddha’nna：獻祭用的食物

shiva-va’kya：希瓦的言說

shra’van’a：可以聽得到的東西（音聲）

shivir：營；活動營

shra’van’ii pu’rn’ima’：啟蒙節，是巴巴首次給予

shivokti：希瓦所說

啟蒙的紀念日，shra’van’ii意指印度陰曆的五

shivottara tantra：受佛教和耆那教影響而產生變

月的（shra va’na是五月）
（大約在國曆的八

形的希瓦密宗；又稱為後希瓦密宗
shkrava’r（shukraba’r）
：星期五
shla’gha’：讚美，讚賞
shloka（sloka）：梵文上的一種對句以表達某種
思想、意念。一般譯為經句或偈語

月或九月間）
shra’van’ii：印度某曆制的陰曆五月，大約是國曆
的八月或九月間；此為shra’van’a的陰性字
shraddadha’na’: 非常忠貞信仰、滿懷信心
shraddha’：心靈與心緒為那最高的思想觀念或終

shmasha’n owl：貓頭鷹的一種，體型小而黑

極點前進時稱之；忠實、淨信、信仰；信賴，

shmasha’na Ka’lii：神祇名，是在社會面臨困難

信心；虔誠；dha’為代表朝向至高真理目標前

時，人們所創造出來的神

進（shrat+dha’=shraddha’）

shmasha’ne ka’lii：佛教密宗的神祇名

shraddha’injali：紀念儀式，敬獻

Shobha’ Singh：一位君王的名字

shraddha’va’n (śraddhāvāl) : 有堅定的信仰、有

shobha’：光；光輝；光彩；美麗
shobhainjana：辣木
shobhana：
（男）閃耀，光輝，英俊，美麗。
（女）
為shobhanee
shobhana’：閃耀；燦爛之星
shocati : 哀傷、悲傷
shocitum : 悲傷
shodhana：純淨，精練；瑪迦靜坐法的脈輪淨化

堅定的信念、對真理有堅定信念、深信
shraddhaya’: 懷著對真理的信念
shrama：在物質層面的靈修稱之；字義為歇息、
疲累、勤勞
shrat：被視為最高的思想觀念或終極點；被視為
正確的，認可的；同sat，真理，絕對真實
shravan’a：可以聽得到的東西（音聲）
，與
shra’van’a同義；字義上為「聽」上帝，
「說」

shoka：悲傷、憂愁、憂慮

上帝的故事，
「唱誦」上帝的名字。又譯為諦

shoka’shru：悲嘆的眼淚，憂淚

聽

shokarahita’ shakti：神話故事中，潛在於ashoka

shravan’ii：此為shravan’a的陰性字

（松樹）的力量稱之，字義是去除悲傷憂慮

shravana：包含三顆星的月宿；苦行者

的力量

shree（shrii）
：繁盛，興隆，幸運、富裕；美麗；

shon-punpun：Magadha文化的四個支脈之一

女財神，音譯為師利或雪莉

shora’：孟加拉口語的亞硝酸鈉

shreela’：幸運，財富，出名

shos’an’a：剝削

shreeman’i：美麗的寶石、珍寶

shreematee（shreematii）
：一個令人尊敬的女
人；富裕的女人。富裕又幸運的女人

很好的
Shriiman Maha’sukha：軍荼利明王； 佛教密宗

shreemukha：有美麗的臉的人

裡稱至上意識或萬有之主薄伽梵的名稱有幾

shreeparna：蓮花

個，Shriiman Maha’sukha是其中一個，其餘

shreepati：
「laxmi」之主。
（財神之主）

如Vajrasatva，Vajradhara，Vajreshvara，

shreera’ja：財富之王

Heruka，Hevajra，Can’d’aros’an’a

shreerainjani：可愛的女人

shriimat : 光輝、美麗

shreesha：財富之主

Shriimat Sham’kara’ca’rya ：北Miima’m’sa哲學

shresht’ha：在所有一切中最好的、最優秀的、
最傑出的、最勝、偉大的人
shreya：非常繁盛，富裕；最好的，想要的；靈
性上的獲得，或至福喜悅之路；導向真理；
陰性字為shreya’

的著名宣揚人之一
shriimatii：
（尊敬的）女士
Shriina’tha：shrii的上主，即Na’ra’yan’a和
Ja’nakiina’tha
shriiphala：有良好品質的水果

shreya’n : 好得多

Shriipuriya language：孟加拉語的一種地方方言

shreyas : 較好的、較喜歡的、最勝、最好的；

shriishaela：地名

好兆頭，最大的祝福

shriishaelendra：一位君王的名字

Shrii Hars’a Lipi：古印度的孟加拉字母

shrimata’ṃ : 顯貴的、富裕的

shrii shrii Can’d’ii：由七百句經句組成的

shrita’ḥ : 倚賴、托庇於、依歸

Ma’rkan’d’eya Pura’n’a的摘要的口語名稱

shrn’u : 聆聽、聽

shrii（s’ri’）：威德、優美、最勝、幸運、榮耀、

shrn’uya’t : 聆聽

尊敬的。吸引力。由sha（變性力的音根）＋
ra（行動能力的音根）＋ii（表示陰性）組成，
意為擁有變性的行動能力者，音譯為「師利」
和「雪莉」；另意，代表財神Laks'mii，陽性
字為shra；美麗；對一個人活力的祝福

shrn’van : 聽
shrn’vata (śṛṇvato) : 聆聽
shrnoti : 聽到、聽說
shros’yasi : 你聽
shrotavyasya : 將會聽到的
shrotra : 耳朵、聽覺、聆聽

shriida：財富的給予者

shrotra-a’diini : 正如聆聽

shriida’m：美麗的花圈、花環

shrunkhala’para’yan’a：良好的訓練，教化良好

shriidevii：財富的女神
shriihars’a：南亞洲古文字的一種，是僅次於
sa’rada’的古文字

的紀律
shrutakeerti：著名的，出名的
shrutam : 聽了

shriikan’t’ha：有美麗的聲音

shrutao：所聽聞

shriikara：提昇神聖屬性，特質的人（shrii：意

shrutasya : 已聽到的

指一些如下的特質：名望；演說；讚賞；聰
明；寬恕….等）
shriilata’：美麗的，出名的
shriima’na：擁有「shree」的人，例如擁有財富；
一個令人尊敬的人
Shriimad Bha’gavat：一部經的名稱，同於
Bha’gavat sha’stra
Shriimad：shrii的形容詞，代表神聖的，偉大的，

shrutau : 已經聽過
shrutava’n : 聽聞、聽盡、廣聞
shruti sha’stra：耳聞經；吠陀經的別名；此種經
是屬於宗教性的法典
shruti：聽聞、字義為「耳朵」
，一般是指古代文
字未發明前，經由耳朵聽聞所集成的經，也
是吠陀經的別名
shrutigocara’：喚醒蟄伏於海底輪的個體自性的
音聲波動結構（語言組成）的第六種稱為

shrutigocara’，詳見para’

shubhendus：同ama’kala’之意

shrutimat (śrutimal) : 有耳的

shubhentu：美麗的月亮

shruti-para’yan’a’h : 依循耳聞的內容、以耳聞的

shubhra kalevara：有白色膚色的人

內容為依皈
shrutva’: 聽了以後、聽到了、聽過了
shu’dra（shu’dra’、śūdrās）
：印度種姓制度中，
最低的一級，勞工階級、通常他們是以付出
勞力為生的工人，音譯為首陀羅
shu’dra’n’a’m : 印度四種種姓的首陀羅，勞工階
級
shu’drasya : 首陀羅的、勞工的
shu’drocita：勞動型
shu’kariivis’t’ha’：豬糞
shu’la：叉戟
shu’lapa’ni：持叉戟的手，希瓦的別名
shu’nya kumbhaka：把氣吐盡後的住氣止
shu’nya：零；沒有任何一切；虛空；又代表中脈
Shu’nya’tma Devii：字義是自性空母，衪是
Kaunka’la-ma’linii密宗的神祇等同於至上造
化勢能
shu’nyava’da：空論、空觀、空義
Shu’nyava’din：shu’nyava’da（空論）的追隨者，
信仰者
shu’ra：非常冒險
shu’ra’: 英雄、勇健、將軍
shu’rottama：在眾勇敢中最好的一位
shuba’nana：有英俊的臉（shubha’+a’nana）
shubha：幸福的、好的
shubha’：光輝，光彩，美麗；有靈性與智慧的人
shubha’n : 有德者、端正者、吉祥、純淨
shubha’nanda：純潔的喜悅；好兆頭的喜悅
shubha’nga：身材，風姿，英俊的男人
shubha’ngee：身材，風姿，美麗的女人
shubhada：給予別人慈愛，慈善的人
shubhada’：給予快樂的人
shubhakarta’：從事善行，福祉的人
shubhavajra：福祉的閃電，雷霹
shubhavajradhara：為了福祉（利益眾生）而使
用金剛杵者。字義是支持維護福祉的金剛
杵；為了萬物福祉的雷電之主（雷神）
，希瓦
的別名

shubhra’：外觀，皮膚，潔白純淨之人；水晶
shubhrajyots’napulakitaya’minii：有月光的夜晚
shuca : 哀傷、痛苦、憂傷
shucau : 潔淨
shuceendra：
（男）純潔，純淨之主。（女）為
shuceedra'
shuci：純淨的、潔淨的、純潔，乾淨，光明；神
聖；虔誠，篤信的
shuciina’ṃ : 純淨的人的、虔誠者的
shucismita：
（男）純潔，神聖的微笑
shucismita’：
（女）純潔的微笑；美麗；光明
shucita：純淨，純潔（男）
shucita’：純淨，潔白（女）
shuddha’ bhakti：虔誠的一種，它的型式是；我
不想從你身上得到任何東西．我愛你，我愛
你是因為藉著愛你，我可以得到愉悅．（註：
與ra’ga’nuga’ bhakti同，但都不是最高的虔
誠）
shuddha’：純淨
shuddha’ca’rii：行為標杆者，淨行者
shuddham（shuddha）
：純的，不變質的，純淨；
不變形的
shuddhaveshava’na：衣著樸素者
shuddhavrtata：有純潔誓願的男人
shuddhaye : 為了淨化
shuddhi：淨化；心靈收攝
shuddhima’n：非常純淨的男人
shuddhodana：佛陀父親的名字，其字義為「吃
自己辛苦賺來的純淨食物」
，又譯名為淨飯王
shudhuma’tra：唯一
shudrocita seva’：從事物質及勞力上的服務
shukla : 白色、白淨、月明的十四天
shukla’：白色；白色的光線；優雅。潔白，潔淨
的膚色
shukle：在白色的
shukle’abje：在一朵白色的蓮花內或上面
shukra na’d’ii：精髓脈

shukra：精髓液。人體組成的七大要素中最後一
項
Shukra’ca’rya：人名，曾為Asuras（阿修羅）的
上師
shukrabaha’ na’r’ii：精髓液脈管
shukradha’tu：精液

siddha：完美、精通的。微生命的一種，幫助人
們從事靈修的微生命，音譯「悉達或悉檀」
；
或譯為成就神、成就者
siddha’：一個apsara女神之名；完美的女人
siddha’na’ṃ : 成就者的、達到完美境地者的、在
成就者中

shulpha’：小花胡索

siddha’nta：已證實的真理

shuni : 在狗中

Siddha’nta’ca’ra：希瓦密宗的法門之一

shunth：經由太陽曬乾的鬱金

siddha’rtha：白色的芥菜；希瓦的別名；佛陀幼

shushira’：河流；各種的香水

時的名字「悉達多」
（太子）
；獲得所有成就

shushru’s’a’：看護、照顧，字義為「聽」的渴望，

（siddhis）的人；耆那教創始人Varddhama’n

是由動詞字根shru+ san+ ta’而來

Maha’viira的父親的名字

shushuni（sha’k）：田字草

siddha’sana：完美坐式

shva-pa’ke : 吃狗肉的人中，賤民的一種

siddhayaḥ：完美、完成、成就、超能力

shvasan (śvasana) : 呼吸、喘息、嘆息

siddhaye : 達到、成就、為了獲得成就、為了達

shvashura’n : 岳父
shveta’：水晶，白色
shveta’mvar（a）
：字義是白色衣服；耆那教後來

到完美
siddhi：指靈性上的成就、成功、完美、神通力；
證實，履行。音譯為悉地，或悉諦

又分為幾個派別，其中最主要的兩個派別之

siddhida：成就（siddhis）的給予者

一，即是 shveta’mvar，白衣派（另一派為

siddhida’：給予成功的女人

Digamvara，天衣派）

siddhiḥ：成就、獲致、達到，音譯「悉地」

shvetair : 由白色的

siddhy-asiddhyoḥ : 成就與失敗

shvetasa’ra：含有適當維生素的食物

sii：裁培

shweta’：同shveta’

siidanti : 沮喪、無力

shya’la : 妻子的兄弟、妻舅

siimita：有限的

shya’ma（shya’ma’）
：夜晚；黑色；綠色；一個

siinaks：金幣

人他的行為可以使人在冬天感到溫暖，在夏
天感到清涼，一個身上會散發出胡麻花鮮亮
顏色的人
Shya’magotra：Shya’ma的山丘，Shya’ma的族群
shya’mala：
（男）深藍，煙灰色，淺綠色。（女）
為shya’mala’

siita ashoka：一種以siita為名的ashoka（無憂
樹、松樹）樹
siita’：是Ra’ma的妻子；字義是用犁所耕種的土
地；河流名
siitka’rii kumbhaka：嘶聲住氣法
Sikhism：錫克教，其教祖是Na’nak

shya’malee：黑色皮膚的女人

sikta mardana：濕按摩法

shyama’（sha’ma）
：夜晚；陰影；灰色，淺綠色

sila’kantha：魚類的原始祖先

si：波斯語的數目「3」

sim’ha ra’ja：獅子王

si’ma’ : 界、疆界、境界

sim’ha：領袖；獅子

si’tka’ri’：產生嘶聲

sim’ha-va’hinii：騎在獅子上；希瓦的妻子Gaorii

siddha diiks’ita：由微生命siddha所傳授的啟蒙，
又譯為神啟
siddha mantra：完美的梵咒。通常是指由完美上
師所給予的梵咒

的別名
simantini：巳婚的婦女
siṃha : 獅子
simul cotton：印度絲棉

sindhii：語言的一種

sneha：友誼；愛

sindhu：海；海洋

sneha’：摯愛的女人

sinduramut’hi：印度米的一種

snehann：愛；摯愛

sinha：全能者；英雄

snehaprabha’：愛的光輝

Siraj’s：一位君王的名字，此人道德修養並不好

snehapriya’：親愛的

sita：白色

snehini：朋友

sita’：糖

snigdha（snigdhaṃ）
：溫和、澤潤、光滑的、油

sita’mshu：月亮

膩

sita’phal：現代梵文的蕃荔枝

snigdha’：愛，友情，感情

Sita’-Ra’m：此為對Ra’m信仰的問候語

snuhi’：金剛纂（植物的一種）

sitar：印度希塔（西他）琴，類似吉他，但只有

so’haṃ : 如是我、如此之我、他是我、那是我

三條弦（si在波斯語之意為數目「3」）

so’hamasmi (sa ahaṃ asmi): 那本自的我

sixteen kala’s：月循環的第十六個部

so’hamasmi’ti : 我是(我)、那是我

skanda：神性的力量，人名，大將軍斯堪達

so’hamayaṃ : 是我、如是我

skandadhara：擁有神性力量的人

sod’hum : 忍受、容忍、寬恕

skandha：字義為聚集，一般譯為蘊或陰

soda’la：阿勃勒

s'les'man：阿由醫學中三要素之一的黏液，又譯

（數目）十六
ṣoḍas’a：

為"痰"
sma’rtta ：已證明其社會價值者，音譯為司瑪塔
smaran : 想著

soha’gee（subha’gee）
：幸運的女人
soham：神祕的音聲，音咒。（so+aham：那就
是「我」）

smaran’a：記憶，回憶

sohana：（男）長得很好看。（女）為sohana’

smarata : 念

sohinee：漂亮；可愛

smarati : 想起

soja’：直的

smaratya : 有念的、有思考的

soma：
（男）月亮；月光、月露、汁、露、胱、

smarettam：憶，記憶，念住

酒；宗教的飲料（甘露）
，傾注甘露者。
（女）

smaya：驚奇、自大

為soma’

smita：默默的微笑

soma’：關於soma或星星

smita’：微笑的女人

somadatta : 月授；人名

smriti：同smrti

somadha’ra：甘露，荷爾蒙（尤其指松果體所分

smṛta：憶、念、記憶、被認為、被說為、所思
考
smṛtayaḥ：記憶、心念
smrti（smriti） sha’stra：社會法典
smrti（smṛti，smriti）
：記憶，念、憶念；社會法
典

泌的荷爾蒙）
somana’tha：月亮之王；希瓦的別名；希瓦在
Saora’s’t’ra法門裡，稱為 Somana’tha
somapa（soma-pa’）
：飲soma（甘露）者、月露、
腦下垂體的內分泌
somarasa：酒；松果體所分泌的荷爾蒙，甘露

smṛtiḥ：記憶

somaroga：尿中含糖份

smruti：回憶；記憶，同smrti，正確寫法應為smrti

somva’r：星期一

sna’na mantra：沐浴梵咒，沐浴歌

son’vars’a’：金色之地

sna’yupet’aka：一籃神經，位於頭部的耳朵之上

sona’：黃金

的這塊區域

sona’lii （sona’lee）
：金色，金的……

sonala：金色的

srs’t’i：放射、投、擲、創造

sopa’n：階梯

Srs’t’icakra：同Brahma cakra，其意為創造的循

sopakramaṁ：立即影響、快的效應

環或本體的循環或萬物循環

sotena：聽（巴利文）

srs’t’iliila’：創造的遊戲

soumya：溫柔；優雅

srs’t’va’: 創造

spanda : 震動、顫抖、運動

srti : 道路、途徑

spandana（spanda）：搖動、震動

stabdha：慢心、傲慢心、不動的、頑固

spandana（spandanam）：感覺，感受，波動

stamba : 束、叢、樹叢、草叢

spars’a：默音

stambha：止動、停止、固定、支柱，柱子；驚

sparsha：觸，氣元素所含有的特質之一；十二因
緣中的第六緣「觸」
sparsha’n : 觸感
sparshana：
（去）觸、觸覺

駭
stambhana kriya’：止動行，止動法
stambhana：止動法，定身法是密宗的六法之一；
又譯為降伏，禁伏

sparshes’u : 觸覺中

stambhe：中止、懸止

sphic（sphicau）：臀部

starabheda：不同等級

sphot’a：爆裂

stauti : 讚美、讚賞

sphu’rti : 震動、悸動；顯現、出現

stave : 讚賞、詠讚、詠、讚

sphuliunga：火焰，火光

stavya：值得讚賞

sphuraṇa（sphuran’a）：開始，原始；顯現、閃

stena : 小偷、強盜

耀、發光；遍

stha :住、安住、存在、處、處於、停留

sphurata : 閃耀光輝

stha’n’u (sthāṇuh、sthāṇur) : 不動的、平靜的

sphurati：踢開、跳回、震抖、閃耀、現、出現、

stha’na : 停留、住所、地方、條件、狀況、根基

顯現出、普照、見、起、顯示
sphuṭa：明白的、清楚的、布、充遍、明了、遍
照、展開、遍滿
sprha : 貪著、祈求、欲望

stha’ne : 在…狀態下
stha’ni：居高地位、處於
stha’nu：堅定；固定、穩固、靜坐；希瓦的別名
stha’pana：使一個物品從其掉落的狀態中回復到

spṛha’（spṛha）：渴求，渴望、貪著

其原始的位置，或把一個實體放在正確的位

sprshan : 觸

置上，稱之為stha’pana

sr：動詞字根，意為「去」
、「開始行動，移動」
sram’sate : 滑落、落下
sras’ta’：宇宙的創造者，創造者
Sravasti：舍衛城
sravat（sravati）：流動、流出、河
srja’mi : 產生、生、示現、展示、派遣
srjati : 被創造的、生
srota：流
srotapanna-phala：依佛教教理，小乘所達四果

stha’paya : 出發至某位置
stha’payati：建立
stha’payitva’: 停在
stha’syati : 一直是
stha’vara : 不動的、恆常的
stha’vara’n’a’m : 不可移動的事物中、在諸山中
stha’vira：上座部，與sthavira同義
sthairya : 堅固、恆常、堅穩、堅定、固定、不
動
sthairyam：固定不動、不動搖

中的初果，其意為預流果，即初入聖道，音

sthairye：堅固、安穩

譯為須陀洹果

sthaulya：強健的、肥胖的

srotasa’m : 在河流中
srs’t’a：創造的、創造

sthavira：大德、尊者、上座

sthavirva’dii：佛教的上座部，又稱小乘佛教

su’ks’ma（su’kṣma）：
（若沒有其它媒介（方法）

sthira : 堅固的、不動搖的、住、安住、固定的，

的協助）感官所沒有辦法接收或感覺得到的

明確的、確實的、強壯的、平靜的、安祥，平

實體；超世俗的，精細的、微細的、精微的

衡的
sthira’：堅實；地球

su’ks’matva’t : 由於精微
su’kṣma’ḥ：精細的、精微的

sthiramati：有堅定心靈的女人

su’kṣmaḥ：精細的、微細的、小的

sthirata’：安住、不動、堅固、穩定、恆常

su’kṣmasu’kṣmakaḥ：愈來愈精細的

sthiri’kurya’d：穩定地從事

su’kta（s）：妙說；名言，辭句

sthita : 住、在、住於、堅定、站立、站著、有、

su’raya : 智者、勇者

安住
sthitah：位置
sthitau：穩定；存在、位於
sthiti（sthitir、sthitiḥ）：處境、狀態、境界、居
留、平穩的境地、靜止、堅住，也代表惰性；
又譯為住，生活
sthitva : 處於、位於
sthitya’ : 駐足不動的
sthu’la：世俗的，厚的、粗的、笨重的、粗相、
物質的
sthu’lii：粗鈍的
stimita：靜止的，安靜的，仁慈的
stotram：讚美的詩歌
stri’：妻子、女人
stri’puṃsa：夫妻、男女
striis’u : 女性的

su’rya：太陽；又代表右脈
su’ryabha’：像太陽一樣的明亮（bha：明亮）
su’ryaka’nta：直接字義是美麗的太陽，一般是指
（美麗）的日出
su’ryamohana：美麗的太陽
su’ryamukhi：像太陽一樣光亮的臉
su’ryapurii：孟加拉語的一種地方方言，此方言
同於Raunapurii
su’rye：在太陽上
su’tra（su’tram）：經典，線，音譯為修多羅
su’tre : 在線上
su’yate : 在良好的控制下
su-alpa : 少許、一點點
su-anus’t’hita’t : 完美地做
suba’hu：有堅強的手臂；dhritara’s’t’ra的一百個
兒子中的其中一個

striya（striyo）: 女人、婦女

suba’la’：美麗的少女

striya’m’ii：同時具有變性力量和能量於一身，又

subala：非常有能力；希瓦的別名

是一個陰性的實體，簡稱為shrii

subha’gee：生來幸運，被祝福的人

strotasvinee：溪流

subha’s’a：說話委婉；雄辯的演說家

stu’pa：佛塔

subha’s’inee：說話甜美

stuta：被讚賞的人

subha’sita sam’graha：嘉言錄，好的演講集

stuti（stutih）
：讚美、讚賞，對神的讚美詩或禱

subha’sita：嘉言，好的演講

告詩，咒語，諂媚
stutibhiḥ : 讚頌、讚美
stutya：值得讚賞
stuvanti : 讚頌、歌讚

subhadra’: 幸運、吉利、榮耀、善賢、妙賢，非
常幸運富裕的女人
subhaga：
（男）幸運的，受祝福的，富裕的。
（女）
為subhaga’

stya’na：冷漠、無興趣、昏沉

subhandha：好朋友；與人關係良好

su：一般與名詞在一起，表示；好，美好，很好，

Subhash Chandra Bose：人名，他是印度獨立的

美麗，非常多，完美，英俊，美麗等；確實
地、正確地、充分地
su’caka：指示、指出、表明、針、釘子

大英雄
subhinna : 完全的分開、完全的破壞
subhru：有美麗細緻的頭髮

subhuti：享受繁榮富裕

sugandha：芳香味

subodha：好的智者

sugandha’：甜美的微笑；芳香

subodhinee：聰明才智

sugandha’m：香甜味

subrahmanya：非常專精於神聖的知識；戰神

sugata：稟賦很好；佛陀的別名

subuddhi ( subuddhir ) : 善智、善覺、好領悟力

sugati：在好或快樂的情況下

subuddhi roy：人名，是Caetanya Maha’prabhu

sughos’a’：善音、妙音；巨大聲響，nakula 的海

的弟子

螺名；
（女）快樂吉運的聲音，
（男）為sughos’a

subuddhima’na：絕頂聰明，覺智者

sugreeva：有美好的脖子；希瓦的別名

sucandra’：美麗的月亮

suha’s（a）
：
（男）可愛的微笑。
（女）為suha’sinee

sucarita’：有良好行為的人；忠貞的妻子

或suha’sini

suceta’：有美好心靈的女人

suha’ta’：美麗

sucira：
（男）永恆不滅。（女）為sucira’

suhrda（suhrd、suhṛt、suhṛn）：對我們不會有

sucita：
（男）有高貴的心靈；（女）為sucita’

任何異議或意見的朋友，意指至上意識；只

Suda’ma’：人名，是Krs’n’a的最虔誠弟子之一

有法性（dharma）和至上意識可以是我們的

sudarshana：
（男）很好看，很美麗。（女）為

suhrda，朋友、盟友；愛好、熱衷、親善

sudarshana’或sudarshinee

suja’ta’：出身高貴、富裕；人名，是佛陀的表妹，

sudeva：
（男）好的神，（女）為sudevee

是個牧羊女，在佛陀嚴峻苦修至瀕臨死亡

sudha’：甘露；酒；荷爾蒙

時，他拿米布丁（又名乳粥，是用牛奶將米

sudha’kara：月亮；甘露之礦

煮成粥）來給佛陀吃，而救了佛陀一命

sudha’maya：甘露的化身，像甘露一般

sujan：好男人

sudha’mshu（sudha’nshu）：月亮

sujana’：有好品德的女人

sudha’pati：甘露之主

sujeeta：勝利

sudha’rasa：甘露，促成喜悅的荷爾蒙

sujiighat（suja’-i-gha’t’）：地名，是以Suja’為名

sudharsana cakra：善視輪（Vis’n’u的宇宙圓
盤），微生命siddha的代稱

的地名
sukalpa：美好的決心

sudheera：堅定；勇敢；有耐心

sukalpa’：有很好想像力的人，有很好思想的人

sudheesha：極端聰明之主

sukalya’n’ii：以福祉，仁慈對人

sudhendu：甘露之月

sukanya’：美麗，溫和，高雅的女孩

sudhi’（sudhi’ḥ）：聰慧、有智慧的

sukara：易、容易做到的；有美麗的手

sudhii（sudhee）
：擁有最好的知識

sukesha：
（男）有好的頭髮，
（女）為sukesha’ 和

sudhyumna：非常光明燦爛（dhyumna：明亮）

sukeshinee

sudiipa：很好看，很美麗。
（女）為sudiipa’

sukeshinee：有（可愛）美好的頭髮的女人

sudiipta：閃耀，光輝，美麗。（女）為sudiipti

suketu：美麗的旗子或旗幟

sudu’ra：非常遠的距離

sukha（sukham）
：快樂、舒適的、簡易、世俗

sudur：非常遠，遠到難以度量
sudura’ca’ra：罪人所犯的罪行，被其他即使也是
罪人的人所憎恨、從事最惡行的人
sudura’ca’rii：惡人中的惡人，極惡之人

層面的快樂、喜悅
sukha’d：輕易地、容易地
sukha’ni：快樂、隨之而來的快樂，通常是指世
俗層面的快樂

su-durdarsham : 非常難以看到的

sukha’rtham’：快樂

suedaja：濕生

sukha’tma：自性的喜悅

sukhada：快樂的給予者

sunanda：
（男）高興愉悅；（女）為sunanda’

sukhada’：帶來喜悅與福祉的人

sunandita：
（男）非常愉悅的人。
（女）為sunandita’

sukhadeva：快樂之神

sunayana’：有美麗的眼睛

sukham’ : 容易地

sundara：（男）美麗；吸引人，英俊。（女）為

sukhamastu：祝你幸運、成功、繁盛

sundaree

sukhasya : 快樂的、喜悅的

sunetra’：美麗的眼睛

sukhes’u : 在快樂時

suniila（suneela）
：深黑；深藍

sukhii：快樂的、快樂的給予者
sukhinah : 快樂
sukhopa’ya：容易的方法
sukiirti：有好的聲望，名氣
sukriti：有神聖行為的人；神聖、純淨的男人
sukṛta : 善行、德行、慈悲、正義；做得好的；
自己所做的
sukrta-dus’krte : 善與惡、善行與惡行
sukrtae：美好的行為；在古吠陀梵文裡，此字又
意為自我
sukrtaeh：經由自身的所做
sukrtasya : 善良行為的
sukṛtena : 足夠的善行、足夠的美德
sukrti：有兩個意思，其一是有良好的（su）行為
（krta）
，其二是經由自己的（sva）行為（krta’）
而獲得人身者
suks’ma：微小；細微的，精細的；
（女）為suks’ma’
sukuma’ra：非常柔和
su-labha : 易得、輕而易舉

sunirmala：極淨、清淨
sunita：
（男）有良好的行為，（女）為sunita’及
sunitee（suneetii）
suparn’a：有良好的雙翼；鳥；光線
suparna’：許多的蓮花或一池的蓮花
supiita’bha’m：金黃色
suprabha’：閃耀，光輝
suprabha’ta：（男）美麗的黎明，
（女）為
suprabha’ta’
suprasa’da：非常慷慨：豐盛
suprateeka：美麗的臉
suprateeka’：非常勻稱，相稱的女人
suprateem：非常卓越
supratisthita：正常的謀生之道
supriita：
（男）親愛的（人）
，滿足的，美好神聖
的愛（女）為supriiti（supreeti）
supriiti：美好神聖的愛
supriya：
（男）非常深愛的。（女）為supriya’

sulaks’ana’：有幸運的標幟；有好的特質

supsuseti sama’sa：從睡眠中覺醒

sulocana：
（男）有美麗的眼睛，
（女）為sulocana’

supta：睡覺、睡夢

sumadhura（sumadhuram）：非常甘甜的

suptavat : 如睡眠中、如熟睡中、如睡夢中

sumana：有好心靈的人，純潔的心靈；另義是一

supus’pa：美麗的花

種花的名字

sura：太陽；英雄，國王；聰明飽學之士

sumanas：善心的，好心的

sura’：酒，酒店，酒鄉，引喻為天堂、天、神

sumangala：
（男）好兆頭；帶來幸運。
（女）為

sura’n’a’: 如神般的

sumangala’
sumati：有好的心靈或氣質
sumedha’：有好的天賦才能；精細的聰明
Sumeru：須彌山
sumesha：花王
sumita’：慎重；凝練
sumitra：
（男）好朋友，（女）為sumitra’
sumukhee：（女）漂亮的臉。（男）為sumukha

sura’nanda：取悅至上
sura’pa’na：喝醉酒
sura’riha’：消滅上帝的敵人
surabhi：甜美的微美；芳香的
sura-gan’a : 眾神
sura-indra : 因陀羅神、因陀羅王
sura-saptaka：字義為七度音階，但實際上，最
後一個是重複第一個，所以又名八度音階

surasattama：眾神中最好的

susthata’：健康

surasena：眾神的領袖

suṣumṇa：非常仁慈的

surata：性慾的享樂、喜勝

suṣumṇa’ na’ḍi’：中脈

surath：神話故事中，一位國王的名字

suṣupta ( suṣuptau ) : 熟睡的、睡著

surati：非常大的喜悅

suṣupti ( suṣuptir ) : 熟睡

surekha：（男）美麗，可愛。（女）surekha’

susira：穴、孔、洞

surendra：眾神的領袖；Indra的別名

suta : 兒子

suresha：眾神之王

suta’ : 女兒

suri jam： 果醬的名稱之一

sutapa：
（男）從事嚴格簡樸的懺悔苦行者。
（女）

surllpriya’：為神所親愛的

為sutapa’

surottama’：眾女神中的優越者

sutara：容易過去的

suru’pa’：美麗的女人

suti’kṣṇa：非常銳利的

suruci：好的本質；非常美麗

suvacanii：甜美的說話者；神祇名

sus’ama’：非常燦爛美麗

suvapa：有美好的身材

sus’obhate : 閃耀著、光燦美麗

suvarn’a’：
（女）金色的膚色。（男）為suvarn’a

sus’ra’nta : 非常疲勞的、非常厭倦的

suvarn’avars’a’：金色之地

sus’umna’：中脈，又名天空之脈、空脈，靈修能

suveera：最好的勇士，英雄，同suviira

量的管道；中脈的別名有avadhu’tika’，

suviira：偉大的戰士；很好的勇士

sarasvatii，viya’tii

suvimal（a）
：非常純淨無污

sus’upta：心靈熟睡的狀態，無意識

suviru’d’ha : 堅強的

sus’upti’：遲鈍；意識心靈和潛意識心靈都處於

suvrata（subrata）：嚴格遵守宗教的誓言

休眠的狀態；昏睡

suvrata’：有美德的妻子

susantulita’h：適當的調整

suyama：良好的自我控制

suseema’：歡欣；穩健

suyasha’：非常有名氣的

susha’nta：祥和寧靜

suyodhana：非常優秀的戰士

susha’nti：祥和、平靜

sva：自己的、本自的、個體所擁有的；我們的

susharan’a：一個好的庇護所

sva’bha’saṁ：自我發光

susheela’：同sushiila’

sva’cchandya : 獨立、自願地、自發性地、獨立

sushiila（susheela）
：
（男）好氣質，有修養，守

自由自在

道德者，潔白的蓮花。
（女）為sushiila’

sva’d：嚐

（susheela’）

sva’dhis’t’ha’na cakra：生殖輪

sushiila’：見sushiila

sva’dhiṣṭha’na：生殖輪，字義是自我的安住處

sushobhana：（男）非常英俊美麗。（女）為

sva’dhya’ya：研讀並了解靈性的經典、研讀聖

sushobhana’
sushree：非常的美麗

典、經典研讀，論述。是內在行為控制
（Niyama）之一

sushruta：有好的聲譽、名望

sva’dhya’ya’t：研讀聖典

susmita’：有微笑的臉龐

sva’ha’：堅忍不拔，福祉的想法，高貴的行為，

susnigdha（susnigdhaṃ）
：非常柔軟的、溫柔的、
柔軟的
sustha’na（sustha’ne）
：美好的地方

安定；一個行動完成的音根；將祭品奉獻於
火中，音譯為娑婆訶；此字可拆成sva＋a’ha
或su＋a’ha’，在古代與suvadha’是同義字

sva’mi（sva’mi’）
：自主者、主人、擁有者，指純
意識
sva’ṅga：自己的身體、四肢
sva’nii：丈夫

奉獻祭品時使用；此字是由sva+dha’c而來；
願上帝的安祥與你同在；風俗、習慣
svadharma：個體的法性；自性、自我的法性，
亦指至上法性

sva’ntavat : 有心的

svah：七重天的精細心界

sva’nubha’va：享受、熱愛

svaja’ta：自類、自身；同一身體，不同部份間的

sva’ra’jya : 自治、獨立的王國
sva’ra’ma : 愛自我
sva’ra’masya : 愛真我者的

差異
svaja’tiya bheda：在生物學上，同一屬，不同種
之間的差異

sva’rtha：自己的所好、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興趣

svaja’tiya：同種

sva’sther：為了健康

sva-jana: 親屬、親友、族人

sva’sthya : 舒適、安樂、平靜；健康、無病

svakam’ : 自己的

sva’sthya’sanas：對健康有益的瑜伽體位法

svakrta：自己所做的

sva’sthyaṃ : 住在自己裡頭

svalpa（svalpaṃ）
：短的、少的、微不足道

sva’sthyaprada：健康

svamahimni : 在崇高的本我裡、在崇高的自我裡

sva’tantrya : 獨立、自在、自由意志

svana：聲音

sva’tantrya’t : 經由自由意志

svapada ( svapade ) : 自我的住處、自我之境、

Sva’tma：自己、自身、自體

真我之境

Sva’tma’ra’ma：哈達燈炬的作者名，字義是愛真

svapan : 做夢、睡覺

我自性的人，音譯斯瓦特瑪拉摩
sva’tmana ( sva’tmano ) : 真我本身、本來真
samasta : 聚、集、全、總
svabha’va : 固有的(天生的)、本質或本性、自
性、自然本性、特質，特性
svabha’va’d : 了解自性、了悟自性
svabha’va’na’ṃ : 自性、本性
svabha’va-jena : 來自本命、來自本性

svapana : 睡覺
svapata : 睡覺
svapna：潛意識心靈醒著的階段；作夢；睡覺、
睡眠
svara sha’stra：樂論，樂經，音樂的經典；呼吸
控制的科學
svara：聲音、樂音、母音、音，有時也代表呼吸
svarasa：固有的、本然之性、任運自然

svabha’vasya : 自性、本質

svaravarn’a：母音（的顏色）

svabha’vata ( svabha’vata’ ) : 自性、體、性、

svaraveda：嘶聲

實體

svaravijina’na：呼吸的科學

svabha’vena : 本質上的、本性上的

svarga（svargo）：天堂

sva-caks’usa’: 自己的眼睛

svar-gati : 前往天堂

svaccha : 美麗、清澈、明亮、清楚、清淨

svarloka：精細心界

svaccha：su+accha=svaccha, 其義是透明的；

svarna’：金色的美麗，金色的

乾淨的，好的

svarṇa’t : 從黃金

svacchanda : 自由意志、自主意志、自己的意

svarodaya：樂理；呼吸控制的科學

志、自在、任意地

svaru’pa parin’a’ma：自相轉換，變形，變化

svadesha：我們的國土

svaru’pa：自己的特性、自己的狀態、自己的形

svadha’：一個獨立自主的人；靈性活動，行動的
音根，對祖先，給祖先的供品，常於向祖先

狀、自我的形像、形式（sva自我＋ru’pa形
式）、自我本質、自顯相；自身

svaru’pataḥ：在自己的形相裡

swargata：居住在天堂

svaru’pe：自顯像、真如、真我

swaru’pa：美麗；自我本身

svastha : 舒適的、滿足的、住於自我之境

swaru’pa’：美麗的女人

svastha：無病、健康；自我安住的、住於自性

swasti：歡迎、致敬；祝福式；感謝的祝禱

svastha’na：自己的住處

swastida：照料福祉的人，為虔誠者施福的人

svasthasya : 住於自性的

swastika：同svastika

svasti : 幸福、安康、吉祥

swastikrut：對所有一切女子（行善）的人，又

svastika：勝利的標誌，字義上為「好的存在」
svastika’（swastika’）
：一個幸運的東西，標幟，
此字原型為svastika，

譯等至
sya’diti : 是這個(由sya’d + iti組成)
sya’m : 將會

svasvaru’pa : 自己真實的本相、本質

sya’ma : 我們變得

svasya : 自己的

sya’t (syād、syāj，syān) : 保持、可能、或許、

svasya’: 由他自己的

也許、大概，變得、成為；會有、是則、名為、

svatas：獨自地、自願地、本性地

謂、是則、存在、應、得

svatva：sva+tva=svatva，其義為個體所擁有的
東西，我們所擁有的東西（註：若要將形容
詞改為名詞，可在其後加tva或ta’，例如
iyat+tva=iyatva，iyat+ta’=iyatta’，
sva+tva=svatva）
svava’sha （swava’sha）
：自我的主人
svaya’: 各自的
svayam（svayam’）
：自己、自身、親自、自發地、
獨自地、自願地、自然
svayambhu：自我的存在；自我的誕生，創造；
不是原始就存在的；創造的終點；svayam：
自我
svayambhu’liunga：負性的最終點。或指人體最
粗鈍的地方。自我創造的點，自顯現；或譯
為自存相
sve sve : 各自的
sveda（svedaḥ）：流汗
svedaja：濕生，原字義是由汗所生
svena : 自己的

syandana (syandane) : 戰車
syuḥ : 是

T
t’a： 心靈傾向vitarka（誇張其詞，脾氣不好，
好辯論，饒舌）的音根
t’a’ka’：（孟加拉語）錢
t’a’nga’：（Shaorasenii Pra’krta） 有加蓬蓋的馬
車
t’ak：紅色光在心中的波動音
t’akt’ake la’l：深紅色（孟加拉語）
t’ekka’ deoya’：被打敗者
t’ekka’：紙牌的「一」
t’ha：代表月脈；月亮的特殊音根；衛星的音根；
心靈傾向anuta’pa（後悔）的音根；是夜晚，
粗鈍心界（bhu’varbka）和慾望心靈層次
（ka’mamaya kos’a）的音根
T’ha’kre（T’ha’kare）
：一種姓氏名（原指穿木拖
鞋走路產生聲音的人）

swa’ha’：對神明的一種義務或奉獻

t’hakkura：穿木製拖鞋會發t’ak-t’ak’－t’ak的聲

swa’mii：傳統上對男出家人的稱呼

音，凡是製造此種聲響的人就稱為t’hakkura

swa’sya：美麗的臉

t’hot’：嘴唇

swaksha：有美麗的眼睛

t’ikt’iki：小蜥蝪，壁虎

swamidatta：上師所給予的

t’omt’om：兩匹馬的馬車

swapna：做夢

t’opii：帽子

swara’j：自由；解脫，獨立

t’ot’ka’：一種醫療種類的孟加拉語名稱，在梵文
裡稱為mus’t’iyoga

ta（te）
：腳後跟的位置；靜止，長睡、沉睡、粗
鈍、束縛的音根；供給者；他們
ta’： 他們、它們、那些；腳後跟點地的聲音，
有時此字寫成ta

ta’ntrikii diiks’a
ta’pa：熱、痛苦
ta’pasa：有關懺悔苦行（男）；太陽；熱；懺悔
苦行

ta’d’a：敲打、打擊

ta’pasii（ta’pasee）
：有關懺悔苦行（女）

ta’dana：警告

ta’r：他的，她的

ta’dṛs’a : 如此、如是、似此、相似

ta’ra：最好的聲音

ta’i：所以

ta’ra’：他們（尊敬用語）
；星星，行星，星球；

ta’la：韻律，節拍；音律；印度的音樂，此字是

古時中國人稱Pa’rvatii（希瓦之妻）為Ta’ra’。

由ta’n’d’ava的ta’加lalita marmika的la所組

藏密譯為度母；佛教金剛乘的神祇名，在印

成，其義是韻律與美姿的結合；棕櫚樹的一

度被視為Ugrata’ra’，在中國被稱作Bhra’marii

種

Ta’ra’ （如大黃蜂般的黑色，在西藏則是藍色

ta’ṃ ta’ṃ : 那個和那個

的）；眼珠、瞳孔

ta’masa (tāmasaś) : 惰性的

ta’ra’canda：銀色的星星

ta’masii：惰性的、在惰性下

ta’ra’devii：由 ta’ra’所衍生出來的名字之一

ta’masika bhakta：惰性的虔誠者，例如祈求上主

ta’ra’n’ii：與ta’ra’同義，是陰性字

能消滅其敵人，即屬於惰性的虔誠者

ta’ra’pada：由ta’ra’所衍生出來的名字之一

ta’masika：惰性力量的，惰性的

ta’ra’prasa’d：由 ta’ra所衍生出來的名字之一

ta’masikii bhakti：惰性的虔誠

Ta’raka Brahma：具有解脫能力的至上本體，解

ta’n : 他們
ta’n’d’ava：梵文中的ta的意思是「跳」。tan’d’u’

脫的至上本體
ta’raka：解脫、令解脫、救度、穿越，能幫別人

意思是跳的習性。ta’n’d’ava意指善用跳的習

跨越者。是無屬性至上本體和具屬性至上本

性。此種舞是希瓦所創，有助於鼓舞勇氣，

體間的橋樑； 星星；瞳孔；保護；流星

激發身、心、靈的力量。代表正義與邪惡力

ta’rakaṁ：救渡者、令解脫者、星、閃耀、卓越

量及生命與死亡戰鬥的一種舞蹈。此字由
tan’d’u+字尾sna而形成；白天跳時，右手拿
著小刀或三叉戟，左手拿著骷顱頭或活的毒
蛇，夜晚時，左手可改持火把或小鈴鼓

的、清楚的
ta’rakeshvara：ta’raka+iishvara，解脫（ ta’raka）
的主宰者（ iishvara）
ta’rakna’tha：解脫之主

ta’na：延長、擴張、震音

ta’rana：向上提升者

ta’ni : 那些

ta’rayati : 救護、救渡

ta’nma’trik sama’dhi：振波微素的三摩地
ta’nma’trika：振波微素的，介質波的
ta’ntrik abhis’eka：密宗上師所給予的靈性上快速
進步的恩賜
ta’ntrika：從事tantra修持的人，或譯為密宗行者；
密宗的
ta’ntrikii diiks’a：密宗式啟蒙，啟蒙時有詳盡的
淨攝法（shuddhis），和目標梵咒（is’t’a
mantra），目標脈輪（is’t’a cakra）
ta’ntrikii diiks’a’：密宗式的啟蒙，原型字為

ta’rika’：美麗的女人；小星星
ta’rinee：浮舟；解救別人的女人
ta’roriva sahis’n’un’a’：要像樹一樣有（對熱、對
苦難的）承受力
ta’sa’m：那些、他們全體的
ta’ta : 對尊長或弟子的稱呼語；親愛的、敬愛的
父親、父親、親愛的朋友、親愛的孩子
ta’ttvika：阿南達瑪迦基本哲學的老師，或譯為
宣道師。字義上為「了解哲學真髓的人」
，理
論家

ta’unga’va’la’：馬車夫（孟加拉，Hindi文）

tam’：惰性的音根

ta’va’n : 如、被

tama : 黑暗；接在字尾時代表最高的、最想要的

ta’vaj：那麼

tamaḥ：惰性

ta’vat : 如此長、如此寬、如此遠、如是；眾多

tamarind：羅望子

的、所有

tamas：黑暗、昏暗；惰性，又譯為暗徳、愚癡

tabe：那麼

tamasa : 黑暗、黑色的

tad（tat）：那個的、它的、彼、如那樣、為此、

tamasa’: 被黑暗

因此
tada’：那麼、否則、要不然、於是、然後、其時、
爾時、彼時

tamekam’ japa’mah：向那唯一的本體持咒讚頌
Tamil Brahmans：被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中，來
自南方的有五種，其中之一為Tamil Brahmans

tadan’janata’：擷取所知所見的形相

（來自Tamil Nadu） 即是其中一種，詳見Ｋ

tadarthah：為了那個目的

annad’a Brahmans

tad-ekam：太一，彼一

tamogun’a：惰性力量

tadeva：那個本身

tan：此為一動詞字根，其意為擴展

tadsthiti：安住於至上，至上法性（Bha’gavad

tan’d’：跳躍

Dharma）的特質之一
tadvat (tadvad) : 同樣地、如此、如……亦然、
這樣
taejasa：小宇宙精細心靈的見證體，又譯為焱熾
taeladha’ra’vat：像油的不斷之流

tan’d’u’：跳的習性
tan’d’ula（tan’d’ulam）：米；字義是指具有跳躍
的習性者
tandra’：心不在焉的聽，不專心的聽；睏倦，欲
眠、怠惰

taila：麻油、香油、油

tandrita（tandritaḥ）：疲勞、懶惰

tair (taiḥ) : 由他們

tangaka：有加蓬蓋的馬車

tais tair (taiḥ taih) : 種種、各種

tanma’tra：振波微素，字義是細微的、微量的（tat

tajjaḥ：從彼生的

那個＋ma’tra細微的東西）
，主要有五種類

tajjapaḥ：那個持誦（tajjapaḥ = tat那個+japaḥ

型，又譯為五唯

持咒、覆誦）
tajjaya’t：掌控那個、熟練那個（tajjaya’t = tad：

tanma’tren’a：藉由振波微素
tannavee：年輕，瘦小，精緻，美麗

從那個+jaya’t：控制、主控、勝利、掌控、

tannirodhaḥ：控制、約束

熟練）

tantra：由希瓦所集合成的身、心、靈實際修持

tajjña : 知彼、識者、使熟知、使熟練

系統。tantra這個字的來源為tan+trae+d’a。

tak：散發出白色的光輝，耀眼的潔淨

動詞字根tan意思是擴展。Tra（trae+d’a）意

takra：奶油

思為「使解脫者」 。所以tantra就藉著強化

taks’aka：毒蛇的一種

和擴展個體之存在，使吾人從一切束縛中獲

Tala：手足裡；同音律ta’la；地下界；七層地獄

得解脫之過程。tantra這個字亦可以另一種方

名之一的往下第二界，又譯名為下界

式來詮釋。每個個體的存在均有其自身之聲

tala：腳底、中、平

波表達。例如，ta是遲鈍的，無活動力的音根，

Tala’tala：地下界，地獄名，七層地獄名之一的

而從此惰性狀態帶來解脫的過程就稱為

往下第四界，又譯名為下無底界
tam : 那個、他
tam’ tam’ : 相應的、相關的、同樣的

tantra。一般譯為密宗，實際之意是「道」
（路）
；又音譯為怛特羅
tantraṁ：依靠、憑藉、依賴、因

tantraya’na ：北傳大乘佛教，過了一段時間後，

taptam : 熱烈的

又分為兩派，其中一派即tantraya’na，譯為密

tapyante : 經由苦行

乘、密續（另一派為mantraya’na：真言乘）

tara：此字是由trae+ghain或trr+ghain而來，其

tantu : 絲、線、細線
tanu：容貌、形態、身體，男孩或女孩的身體結

義為解脫、超越、穿越；又譯為通路
taraka：帶領虔誠弟子，貫徹靈修

構，未成年；身體持續成長的階段，
（一般而

tarala man’d’ala：水壇，生殖輪

言，身體會成長至39歲）
；身體；瘦弱、微薄，

tarala’：搖動，震動；不穩定

細小

tarana：小船；符；天堂

tanu’karaṇa’rthaḥ：變小、變細、變薄

taranee：太陽，光線；浮舟，小船

tanumocana：全身鬆弛，身體的釋放，解脫

taraṅga : 波浪

tap：此為動詞字根，其義為「加熱」
，
「歷經艱困」

taranga：波浪

tapa：苦行；服務；為了福祉所從事的苦修、服

taranginee：河流

務，由tap+ac而成
tapa’mi : 提供熱

taranti : 跨越、克服
tarastha：通路所在

tapah：大宇宙心靈的七重天裡的光明界

tarasvinee：敏捷的女人；勇敢，堅強

tapaḥ：刻苦行、苦行、服務，原字義為「熱」

taraunga：波動，震動

tapahsu : 在苦行中

taris’yasi : 你會克服、你會渡過

tapana：太陽；熱的季節，加熱或被加熱，由動

taritree：小船

詞字根tap加字尾anat’而成，也由tap+lyut’而

tarjana：脅迫、責罵

成

tarka（tarkeṇa）
：邏輯、思量、尋思，臆測，調

tapantam : 炎熱、發熱

查

tapas : 熱、火、苦行、苦惱、痛苦

tarka’rii：蔬菜（Hindi文）

tapasa’: 經由苦行

tarpana’：愉悅的女人

tapasaḥ：修苦行者

tarun’a：（男）年輕人。（女）為tarun’ee

tapasi : 苦行中

tarun’ika’：年輕的女人

tapasvibhya : 比苦行者

taruṇa’ya：變年輕的

tapasvii：修苦行者
tapasvin（tapasvii）
：修苦行的男人
tapasvinee：
（女）從事懺悔苦行的人。
（男）為
tapasvee

tasma’d（tasma’t）：因此、是故、所以
tasma’n : 因此
tasma’t：因此、所以、是故
tasmae：那（個）

tapasvini’：苦行的鍛鍊者

tasmai : 對那個、那個、那

tapasvinii：女苦行者

tasmin：在……裡面、在其中、在……之上

tapasviniva’sa：苦行者的庇護所，

tasya tasya : 對他

tapasvin+niva’sa=tapasviniva’sa

tasya：那個、它的、它，他的、他們的

tapasvis’u : 苦行者中的

tasya’ṃ : 在那

tapasya’：苦行；經由刻苦行以達目標

tasya’pi：即使那樣

tapasyasi : 你所從事的苦行

tat (tan、tad) : 結果；因此；因而；同tad，什

tapeshvara：宇宙的控制者

麼；彼、其、那；真理

tapo：苦行

tat tat (tat tad) : 只有那

tapobhiir : 從事苦行

tata (tatam) : 擴張、延伸、遍佈；原型字是tan

tapta：熱的、熾熱，由tap+kta而成

tata patha：有如此多的路徑

tata：如此名

tattvasabha’：靈性會議，哲學研討

tataḥ：如此、此後、從此、因此、那麼、此後、

tattvata : 真實地、正確地、真實性中

於是、從那、當時、那時、爾時

tattvatah : 真正地、從真理

tatam : 遍布

tattvatas : 真實地

tat-anantaram (tad-anantaram) : 此後

tattvavit：知道本質、要素的人，認識真理；知

tatas tato : 從那裡

道至上本體者

tatha：如此、那樣、同樣

tattvena : 真正地

tatha’：如此、如是、如、如同、就像、還有、

tau : 他們、那些

因此、這樣、而且、以及

tava：你的

Tatha’-a’gata：如來

tavaiva : 僅是你的，此字由tava +eva組成

tatha’gatagarbha：如來藏

taya’ hi’na : 缺乏那個

tatha’pi : 同樣地、雖然、仍然、儘管、然而、雖

taya’: 被這些東西、這種

如此

tayoḥ：它們的

tatha’stu：讓它如此吧

tayoh：此兩者的

tathaitasya : 因此、所以

tayor (tayoḥ) : 他們的

tathaiva : 確實還有

te：他們、那些、這些；你的、向你

tatkṣaṇa（tatkṣaṇa’t）
：瞬時間、一時、同時、

te’ham’: 我是你的

頃刻、立即地

te’jasviita’：非常有能量的

tatkṣaṇa’t : 那一刻、那一瞬間

teeks’na’：非常機智的女人

tatpada：那個位置

teertha：聖地；上主；字義上是「能幫助你越過…」

tatra（tatrā）
：那裡、在其處、在其中、其、其

teja’：光輝、燦爛、美麗的女人

中、此中、彼中、於彼、就有、立即

tejala：充滿著光

tatraika : 其中唯一、那唯一、此字由tatra + eka

tejamaya：光明；光體；發光的

所組成

tejapa’la：光輝的保護者

tat-samaks’am : 在彼眼前、公開地

tejas：銳利；火（光）元素、熱、光、火焰、榮

tatstha：如住、變得穩固、穩定
tattavam：本質，要素，精髓。人與萬物都是至
上的顯示
tattva：理論、真實、真諦、真義；基本元素（五

耀、活力、光輝、燦爛、美麗、光亮
tejasa’sana：能量式
tejasee：光輝、燦爛、美麗、有才氣的女人
tejashree：光燦的美麗

大元素）或物質；本質、要素、精髓、標的；

tejasii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為光明身印

又譯為「諦」

tejasvina’m : 在光輝燦爛之中

tattva’nto ：沒有五大元素、超越五大元素
tattvadars’in：看見真理、見真實、知法、明理

tejaswinee：光燦，有莊嚴，有能力的女人；女
英雄

tattvajña : 知曉真理者

tejavrusha：照射光線者

tattva-jña’na : 真理的知識、知識的真諦

tejeshvara：光明之主

tattvam：真理、真實狀態、諦、如實、法則

tejobhiḥ : 用光輝

tattvamasi：你就是那（至上）
，但此間還要經由

tejo-ra’shiṃ : 燦爛的光芒

靈修才能達到
tattvameva : 那即是你、那確實是你
tattvanis’caya : 了悟真理
tattvanis’cayama’trena : 僅由於了悟真理

tel：油（孟加拉語，Hindi文）
tela’kuca’：印度紅瓜
tena : 如此、因此、如是、是故、在彼處
tenedaṃ : 因此之故、由於他

tentul：羅望子

tiṣṭhan : 住、不動

tentur：此字源自tenturi，其義為羅望子

tiṣṭhat（tiṣṭhate）：現在、存在、安在、安住

tenturi：此字源自tinturi，其義為羅望子

tiṣṭhata : 生活、安住

teoya’rii：同trivedii

tiṣṭhati：站在、置於、住於、停止在

Terapantha’ Jainism：耆那教的一個派別名稱

tiṣthet：位置、體式

tes’a’m : 他們的、對於那些

titiks’asva : 只要忍受

tes’u : 對其、在其中

titiksha’：恆久忍耐；自制，寬容

tha：心靈傾向vis’a’da（憂鬱症，憂鬱）的音根

tivra：熱切的、強烈的

Tha’kur：一種姓氏的名稱，此字源自於t’hakkura

tivrddha：非常年老的

tha’nkuni leaves：雷公根葉子

tola：印度重量單位，約為11.664公克

thakur mosay：稱呼穿木拖鞋的人（孟加拉語）

toma’r：什麼（孟加拉語）

theke：從（孟加拉語）

tomra’：你們（孟加拉語）

therava’dii：佛教的上座部，又稱小乘佛教

tos’a：愉悅的女人；滿足；心靈安逸的狀態

tiiks’n’a（ti’kṣṇa）: 有刺激性的、鋒銳

toshaka：使人歡欣的男人

tiira：海岸線，陸地與水接觸的地方

toshala：滿足者

tiirastha：共同點，接觸點；意念和決心的共同

toshita’：知足，滿足的女人

點

toya : 水、海

tiirastham：河流水和河岸的接觸點

toyam：水

tiirtha（tiirtham）：朝聖之地；字義是這個世界

toyato :從水

與那個世界的連接點；由tiira+stha’+d’a組
成；意念和分別心的起始處，意念和分別心
與靈性喜悅的接觸點

tr’s’n’a’：十二因緣中的第八緣「愛」，意指對外
在所觸事物的渴求、渴望、渴愛
tra（tra’, tra’yate, tra’ta）
：保護、救助、救度

tiirthaunkars：耆那教的原始提倡人、先知

Tra’hi ma’m pa’hi ma’m：救我、保護我

tiivra：巨大的，過量的，極，極重

tra’n’a ka’rya：救難工作，救助工作

tila：胡麻、芝麻

tra’n’a：救難，解除痛苦，此種救助在本質上是

tilaka：用檀木糊，朱砂等在眉間所做的記號
tilakadha’ran’a：以朱紅色的糊或檀香木糊塗抹在
額頭上的型式來禮拜
tilottama’：美麗的女人

屬於暫時性的
tra’n’ataya：救助；解脫束縛
tra’t’aka yoga：一種透視的能力，可以引導至超
自然的視的能力，可譯為透視瑜伽

timi：鯨（孟加拉語）

tra’ṭaka：保護眼睛的凝視法

timira：黑暗

tra’yate : 保護、救度、救贖、解脫

tin：數目「３」

Traelaunga Brahmins（Traelaunga Brahmans）：

tini：他（她）
（尊敬用語）
（孟加拉語）

Praya’ga所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

tinkuri：代表三個「20」，亦即數目「60」

南印度的Andhra

tinturi：羅望子

traem’：此字是佛教密宗Ta’ra’的音根

tiryak：梵語有三種發音的型態，此為一種，另外

trai-gun’ya : 三種屬性

兩種為vivrtta和sam’vrta

trai-lokya : 三界的，三個世界的

tis’t’hantam’ : 居住

trai-vidya’: 認識三部吠陀

tis’t’hasi : 一直是

trambakal：有三隻眼

tis’t’hati : 一直是、現在、存在、住在

trapa：謙虛不自滿

tiṣtha : 住、安住

trasyati : 對……恐懼或發抖、驚怖
traya：三的、三種的、由三構成的、三層次
trayam：這三個、三個

性）經典，哲學經典和社會經典
Trishala’：耆那教創始人Varddhama’n Maha’viira
的母親的名字

trayi : 三部吠陀的

trishna’（trushna’）
：渴望；強烈的欲求

treta’ yuga：
（世界的）第二期，又稱為銀的時期。

trishu’la：三叉戟是跳ta’n’d’ava時，右手所拿的

詳見satya yuga

武器

treta’：三體組織，三聖火，三時三災

tritaya：三個一組、三體組織

tri：數目「三」

trivarga : 由三構成的、三種、三類；或指人生

tri’ṇi : (數目)三

三大目標

tribhir : 三種

trivarn’a：三種階級，三種顏色

tribhu’je：在三角形裡

trivedii（teoya’rii）：能記住（精通）六支脈吠陀

tribhuvana：代表已顯現的，心理的和致因的三
個世界
tridan’d’a：
「三支柱」
，三個基本相對因素（時間、
空間和人物）
，或譯為三種限制

的其中三支者稱之
trividhah : 三類
trividham：三種、三層
trn’a’：草

tridha’: 三種

trn’a’dapi suniicena：要像草一樣有承受力

tridos’aja syphilis：三敗梅毒

trpta (tṛpti) : 滿足

trigun’a（triguṇa）
：三種束縛力，三種屬性

tṛpta : 滿足、滿足的、知足

triin : 三個

trpta’（tripta’，trupta’）：滿意的，滿足的

trika’la：過去，現在和未來等三個時間

tṛptasya : 滿足的

trika’ladarshii：了知過去、現在及未來者

trpti（tripti，trupti）：滿意，滿足

trika’ladarshii-sarvajina：全知；了知過去，現在，

trs’n’a’（ tṛṣṇa’）
：渴望獲得。慾望、貪愛、淫慾、

未來的一切

渴求，渴望愛

trikon’a：三角形

trusha’：渴望；口渴

trilocana’（trilocanam）
：三隻眼的人；希瓦的別

trushita’（trishita’）：渴望的女人

名

tryakshal：有三隻眼

triloka（tarlok）：三個世界

tryambaka（triambak）
：三隻眼；希瓦的別名

trilokana’tha：三個世界之王（主），希瓦的別名

trṣa’：口渴、渴望

trilokesha：三個世界之主

trti’ya：第三

trimun’d’a’ mudra’：三首身印

tu(tv)：但、復、然而、但是、相反的、和；文

trin’a’ciketa：在家人

法上的虛字

trinetra（trinetram）：三隻眼，希瓦的別名

tu’la：棉花纖維、棉絮

tripa’t’hi：能清楚明瞭解說六支脈吠陀的其中三

tu’s’n’ii : 默然、沉默

支者稱之

tu’ṣṇi’bhu’ta : 莫不作聲的、沉默的

triphala’：三合子

tu’ṣṇi’bhu’tasya : 變成不作聲的、變成沉默的、

triratna：三寶，在佛教裡事指「佛、法、僧」三

變成寂靜的、變成默然地

寶

tu’ṣṇi’ṃ : 默默地、默然

tris’t’upa：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詳見ga’yatrii

tubhyam：對你

tris’u : 三個

tuhina：雪；冷

tris’u-lokes’u : 在三個世界裡

tula’：秤，秤皿，斗秤，天秤宮，重量；相類似

trisha’stra：三部經典，瑪迦的三典是指，法性（靈

tula’da’nda’sana：平衡式

tvameka : 唯一的你

tulana’ : 比較、相較、相等、稱量、類似

tvarama’n’a : 疾疾、快速、急迫

Tulasii Da’s：一位詩人名，他曾以Abadhii語言著

tvat : 仁者、你

作 Ra’macaritama’nasa
tulasii：人名，是Gan’esha之妻
tulika’：刷子
tulsi’：九層塔，同tulsii
tulsii：一種神聖及藥用的植物，九層塔
tulya：相似的、同等的、等、平等、等量
tulyayoḥ：相同的

tvat anyena : 除了你以外
tvat-prasa’da’t : 你的恩典
tvat-samah : 與你平等
tvattah : 從你
tvatto’nya : 你之外的其他
tvaya’ : 被你、由你
tvayi (tvayy) : 對你、在你裡面
twesha：光明；燦爛

tumi hao：你是

twisha’（twishi）：光輝，美麗的女人

tumi：你（tumi是對熟悉者的用詞，a’pani是尊

tya : 那、那樣為人所知的

敬的稱呼詞）

tya’ga : 捨、放棄、布施

tumula : 喧鬧、吵雜、喧嘩

tya’ga’da’na : 捨與取

tunda（tundaṃ）：
（突出）腹部

tya’ga’t : 比捨棄

tungee：夜晚

tya’gaḥ：放棄

tungesha：希瓦的別名；月亮

tya’gasya : 捨棄的

turhta：滿足；滿意

tya’ge : 有關捨棄

turi’ya：空靈；字義是第四

tya’gi’（tya’gii）：斷絕慾念者、捨棄者

turiiya （tureeya）
：空靈；意識心靈，潛意識心

tya’jya : 可被拋棄的、可被遺棄的

靈，無意識心靈都處於不活躍的狀態，心靈

tya’jyam : 放棄、被放棄

此時住於認知的本體內；字義是第四

tyajan : 離去

tus’a’ra：雪；冷；霜；露
tus’t’a : 滿足、欣喜
tus’t’is (tuṣṭiḥ) : 滿足
tus’ta：兜率宮，彌勒內院
tus’yanti : 得到滿足
tus’yati : 以…為滿足，以…為喜悅的
tushta：滿足；安份
tushti：滿足；滿意
tuṣṭa : 欣喜、滿足、歡喜
tuṣṭi : 滿足、滿意、喜歡
tuṣyati : 平息；以……令滿足的、以……令喜悅
的、以……為樂的、
tva（tvaṃ）
：你的
tva’: 對你
tva’ya’：為了你、為了愛你
tvak：皮膚

tyajati : 離開、捨棄、斷念
tyajet : 捨棄
tyakta : 拋棄的、分離的、捨、棄捨(原型字是tyaj)
tyakta-jiivita : 準備好放棄生命、已有犧牲的準
備
tyaktu : 拋棄的、分離的、捨棄的
tyaktum : 放棄
tyaktva’ : 捨棄、去除、放棄
tyayi : 在你裡面

U
u：
「保持，維續」的音根；七度音階的第五個音
階paincama（pa’）
（杜鵑）的音根，可直接
控制paincama，並間接控制dhaevata（dha’）
和nis’a’da（ni）
u’：七度音階的第六個音階dhaevata（dha’）
（驢）

tvam：你

的音根，可直接控制dhaevata，並間接控制

tvam’hi：你

nis’a’da（ni）

tvamasi：你是

u’jam（oojam）：熱忱

u’rdha（u’rddha）
：上，同u’rdhva

ucu：高

u’rdhva gacchati：朝向至上前進的動詞

ucyate : 據說、聽聞、稱為、名為、被稱為、被

u’rdhva gam：朝向至上前進的動詞
u’rdhva：上，向上、在上，仰，於後，如前
u’rdhvam : 向上的、上昇的

認為
ud：在……之上、在……之外，此為動詞的一接頭
詞，其義為向上

u’rjita : 強健的

ud’d’ayana mudra’：吊胃身印

u’rjita（oorjita）
：非常力的，超然的，高貴的，

ud’umbara：印度黑莓

靈性的

uda’haran’a：例子

u’ru : 大腿

uda’hrtam : 例說、宣說、喻

u’ruṇi：大腿

uda’hrtya : 被說出

u’s’a’（u’sha’）
：日出；黎明

uda’hrta：云、說、宣說

u’s’a’kiran’a（u’sha’kiran’a）
：曙光

uda’na：五種內在生命能之一的上升氣、喉氣，

u’s’a’prabha’（u’sha’prabha’）：曙光

字義是在上的氣能，其位置在喉嚨，其功能

u’s’ma’（u’shma’）：溫暖；生氣

是控制喉嚨，聲帶的生命氣（能）
，有助於發

u’s’n’a’（u’shn’a’）：性急的，暴躁的，易怒的；

聲和思想的表達，詳見pra’n’a

熱的，溫的
u’sha’：同u’s’a’

uda’ra：最上、高大、廣大、最勝、殊妙；尊貴、
高貴

ubha：雙方、兩、具

uda’ra’ṇa’m：持續活動

ubhau : 兩者

uda’racittasya : 有高貴心靈的

ubhaya：兩者的、具、共

uda’siina : 中立者、不關心的、冷漠

ubhayapadii：兩種用語，兩種語法

uda’tta：情緒上的，感性的，情感的

ubhayor (ubhayoḥ) : 雙方(的)

udadhi：海；水的儲存庫

ubhe : 兩者

udaka（udakaṃ）
：淨水、水、沐浴、淨身

uca’t’ana：奪舍法，黑道密宗的六法之一，字義

udakam：水

是除去；正確寫法為ucca’t’ana
ucca’t’aya：黑道密宗六法之一的奪舍法，連根拔
除

udakameha’：尿中不含糖
udapa’ne : 在水井中
udara：肚子、胸、腹部、腸、胃

uccaiḥ : 大聲地

udaya：日昇；往上昇

uccaiḥshravasam : 神話中的馬名，音譯烏柴刷

udayana ： agasya的名字；vatsa的一個國王；

瓦
ucchava’sa：湧起波浪
ucche：苦瓜
ucchinna：根除、斷、絕
ucchis’t’am : 殘餘的、剩餘的
ucchoshan’a : 使乾燥的、乾竭、枯萎
ucchrita : 高的、舉起的
ucchṛṅkhala : 無拘束的
ucchu’nya’：已顯現的
ucchva’sa：息、呼吸、出息、吐氣
ucita：喜好、熟悉、習慣，應該，適當的，合適
的，曾習，（女）為ucita’

ratna’vali戲劇裡的英雄
udayau：升起、出現
udaye：開始
udbhava：所生、來源，原始；誕生、產生
udbhijja：化生，原字義是由發芽所生
udbhu’ta : 產生、發生、增長、高漲
udbiija：芽生，種生，指種子出生，如花草樹木
udbillva：木蘋果
udbir’a’la：水獺，水獅
udbodha（udbodhayec）
：喚醒
uḍḍayana mudra’：吊胃身印
uddeshatas : 概要地

uddeshya：目標

uhas：波峰

uddha’ra : 拔出、除去；升起、抬起、舉起

uja’s：光

uddharet : 救助、解救

ujala’：光明，閃耀，燦爛；美麗

uddhava：Krs’n’a的一個最偉大的朋友

ujesha：給予光的人

uḍḍi’ya’na：飛昇、飛昇鎖印、臍鎖

ujila’：純淨；光明

uḍḍina：等同於uḍḍi’ya’na、uḍḍaya’na，其義為

ujja’yi’：烏佳依呼吸法，字義是勝利、最勝和向

飛昇

上舉

uddishya : 為了…所以，為…故

Ujjayinya’：地名

uddyogee：勤奮

ujjwala：光明，燦爛

udeerna：最好

ujjwalakiirti：有光明燦爛的聲名

udeti : 來自、出現、升起

ukh：（Bhojpuri文） 甘蔗

udetu : 上升

UKK：此字是Utilization of katha’ kiirtan的縮寫，

udgame：發芽的力量

其義是katha’（靈性故事）kiirtan的應用

udhyoti：太陽

ukta : 所說的、所言的、已說、宣說

udita：（男）演、示現、宣說、出、生、出現、

ukta’ḥ : 據說

已成長，已覺醒；閃耀，上昇、升起；高的。

uktam：所述的、所言的

（女）為udita’

ukti：演說

uditau：出現、升起

uktva’: 說著

udvamanti：吐出、送出

ulbena : 被子宮、被羊膜

udvegaiḥ : 苦惱、不安、厭離

ulha’sa（ulla’s）
：高興；喜悅

udvigna : 厭離

ulka’：一顆正在掉落的星星；燃燒的現象

udvijate : 被打擾

ulla’sa : 增加、成長；顯現；歡喜、幸福

udvijati ( udvijate ) : 恐懼、害怕、退縮、厭離

ulla’sinii （ulha’sinee）：永恆喜悅的人

udvijet : 厭惡、退縮、干擾、煩

ulluka：最開展的猴（猿）類的名稱（紅臉猿）

udya’na：花園；公園、園林

ulmukha：好奇；渴望

udyamya : 著手、拿起

ulu：表示吉祥的聲音

udyanti : 升起
udyata : 舉起的
udyata’ḥ : 試圖、欲
udyoga : 勇猛、精進、努力、熱情
ugaora：最高點；最前端
ugra’（ugra）
：
（女）可怕的、兇惡的、恐怖，殘
酷，生氣。
（男）ugra；希瓦的別名之一，其
義為光輝的頂點，極致，一切光輝的代表；
在古孟加拉語，此字代表」熱的」
ugraiḥ : 嚴格地
Ugrata’ra’：在印度被崇拜的神祇名，其字意為威
怒、兇暴，此神祇在中國稱為
Bhra’mariita’ra’，在西藏稱為Vajrata’ra’；此為
四種度母神之一，是可怖的嗜血神，詳見
Bhra’mariita’ra’

ulupee：arjuna的妻子
uma’：希瓦之妻
uma’ka’nta：uma’的丈夫；希瓦
uma’pati：uma’的丈夫；希瓦
uma’see：慷慨；熱忱
uma’shankara：即uma’和shankara的結合名字
umada’：最好的，珍貴的
umaunga（umanga）：熱忱；快樂
umeda：希望，期望
umesha：uma’之主；希瓦
ummesha：光；閃光；心理閃過的念頭；一眨眼
una：心靈傾向dambha（自大，虛榮）的音根
unmeṣa：眨眼：開目、睜眼、開眼
unmesha：吹；打開；擴展

unmi’lati : 張眼的

upa’yakaus’ala：善巧方便，方便法

unmiilitam：睜開（打開）

upa’yatas (upāyataḥ) : 方便法、善巧、機靈、

unmilan（a）
（unmeelan）
：睜開眼睛；長大；擴
展

權宜、適當
upabhukti：比bhukti區域更小的區域編制

unmis’an : 開眼、展開

upacakra：次脈輪

unnamayya：舉起、升起

upadeks’yanti : 教導、啟迪

unnati：進步，上昇，繁盛

upades’a : 指導、教授、宣說、所演、傳授、教

upa：接近；向、朝向

導

upa’da’na：十二因緣中的第九緣「取」
，意指對

upades’ana：梵文名詞的賓格，表示行為的對象

外在所觸事物的渴求和渴求的獲得

upades’t’a’ : 指導師、教授師

upa’deya : 可接受的、可選擇的、包含……的

upadevata’：半神，鬼，精靈

upa’dhi：替代、代替；特質，條件、假定，有限

upadha’raya : 應知、應理解

性、限制；內涵差異，幻覺上的差異；特殊
力；特殊角色
upa’dhigata：具有特殊特質（upa’dhi）
upa’dhiva’da：特殊特質論
upa’dhya’ya：新譯為親教師，舊譯為和尚；姓氏
名之一
upa’m’shu japa：用低沈而幾乎不為人所聽到聲
音來持咒
upa’m’shu：輕聲覆誦梵咒；持咒的方法之一，既

upadharma：次要的法性，次要的特質
upadhi：加諸，放置；聚，蘊含，內涵
upadras’t’a’(upadraṣṭṛ) : 目證者、旁觀者、見證
者
upadyate : 符合
upagacchati : 接近、獲得
upagna’：有詳細，直接知識的人
upahanya’m : 會毀滅
upahata : 損害、傷害、侵害、受苦
upahrta : 所給予的

不是大聲唸出，也不是心中默唸，而是輕聲

upais’yasi : 你將到達

唸出，只有自己聽得到

upaiti : 達到

upa’s’nuta : 享受
Upa’saka：音譯為優婆塞，字義為近事男，在家
受五戒的男子
upa’sana：承事、近事、隨侍、崇拜、尊敬、禮
拜、歸依
upa’sana’：禮拜；敬慕；服務；尊敬；服侍；祈
禱者
upa’sate：享受、禮敬、崇拜（過去式）
upa’shrita : 依、依靠、住於、處於
upa’shritya : 托庇於、依止於
upa’si：斷食者
Upa’sika’：音譯為優婆夷，字義為近事女，在家
受五戒的女子
upa’trebhyah : 對不值得的
upa’vishat : 再坐下
upa’ya：方便、手段、方法
upa’yah：方法、手段

upaja’yante : 投胎、出生
upaja’yate : 變成、轉成、產生
upajuhvati : 供奉
upala：寶石，（女）為upala’
upalabdhe：在達到的時侯（upa：在那一點上，
labdha：達到。）
upalabdhi：理解、認知、覺察
upalabhyate：可查覺、可理解、能得到的、可覺
察到的
upalipyate : 沾染、染塵、污染
upama’（upama）: 比喻、相似、猶如、譬喻、
類似
upama’na：譬喻量、類比，指根據已知物與未知
物的相似性來認識未知物
upanagarii：小城市，小鎮
upanaya：到達、獲得、令入、得至
upanimantraṇe：受邀請、受招待、作客者
upanis’ad：同upanishadas

upanis’adic：upanis’ad的，奧義書的

字是由字首upa+動詞字根vas+字尾ghain而

upanisad：同upanis’ad，upanishadas

成

upanishadas（upanis’ad）
：吠陀的一部份，或譯
為奧義書。其字義為：帶領人類朝向至上意
識者。upa-ni-sad+字尾kvip=upanis’ad；吠
陀以內容來分可分為jina’naka’n’d’a（哲學知

upavidya’：綜合之道，是pravrtti（導向世俗）和
nivrtti（心靈平和）之道的混合
upaviita：聖線；此字是yajinopaviita的簡稱，詳
見該字

識的部分）和karmaka’n’d’a（儀式的部分），

upavis’t’a ud’d’ayana mudra’：跪坐吊胃身印

而jina’naka’n’d’a又分為a’ran’yaka和

upavishya : 坐、就座

upanis’ada

upaya’nti : 來到、到達、接近

upapadyate : 引領、帶入、解脫、可找到的

upayoga：運用，利用

upapannam : 出現、到來、所生、受生

upayoga’h：應用，利用（複數）

upapannam : 出現、到來、所生、受生

upayukta：適當的

upapattis’u : 生在…環境裡、遭遇

upe’kṣa’ṇam：忽視、棄捨、不動心

upara’ga：著色、染色

upeks’a’：輕視，泠漠，不關心，不理會，

uparaktaṁ：被著色、被影響

upa-iiks’a’=upeks’a’

uparama : 休息、停止、放棄、死亡、滅、寂

upekṣya : 應看的、應注意的；可忽視的、可不

uparamate : 停止、息滅、斷、離

顧的；中止

uparamet : 寂滅、斷、離
uparamyata’m : 休息
uparata : 寂滅、息、停止
upare：在．．．之上

upeta : 具足、成就、圓滿、從事於
upetya : 達到、圓滿具足的
uraga (uragān) : 蛇
urdhva：向上、上部

upari：其上方

urdhvapadma’sana：倒蓮式

upas’a’ma : 寂滅、寂靜、止息

urdwaga：向上移動

upas’a’mya : 寂滅、寂靜

urja’：力量；Pa’rvatee的別名

upas’a’myati : 休息、止息、寂滅

urjashree：能力，力量

upas’a’nta : 近寂、極寂靜、除愈、得除滅

urjasvatee：非常有能力的女人

upas’a’ntasya : 寂靜的

urjasvita：非常有能力的女人

upas’ama : 停止、熄滅、靜寂、寂靜、寂滅、休

urjita：最偉大的勇士，英雄

息

urmi：波動，感情的波流，速度，渴望

upasama : 同upas’ama

urmika’：波動，波浪；遺憾

upasamgamya : 接近、靠近、共同來到

urmila：
（男）感情上的，多感的。
（女）為urmila’

upasaraka：近乎大馬路寬的道路
upasaran’ii：小路，巷
upasarga’h：障礙、煩亂
upasevate : 享受、享樂、受用；崇敬
upastha : (女性的)陰部、外生殖器
upastha’nam：接近、到來、供養、承事、近臨
upasthe : 座位上
upava’sa：斷食，
（住得）接近至上；upa：接近，
va’sa：生命體，有生命的，有活力的；居住，
所以此字之義之一是比較住得接近至上。此

（janaka國王的女兒）
urmya：夜晚
urna：羊毛
uru：大腿；有價值的
urubillva（urubilva）：木蘋果；地名，位於印度
比哈省 Gaya 區，音譯為優樓頻螺，即今日
的Arwal
Urubilva：古地名，今名為Bodhgaya’，是佛陀開
悟的地方

urucaks’a’：有大眼睛

utsanga：擁抱；接觸；接近；聯結

urvee：地球；寬的區域

utsanna : 離開、捨棄、逃出、毀滅

us’itva’: 居住之後

utsarga：獻身，獻出去，禮物

us’ma varn’as：us’ma的字義是暖，溫熱，但此

utsiideyur : 會被毀滅

處us’ma varn’as是指梵文（音）sha，s’a，sa；

utsrj：捨棄、放逐

又譯為擦音

utsrja’mi : 排放、降雨

us’mapa’ḥ : 祖先們

utsrjya : 放棄、拋下

us’n’a : 熱的、夏天

utsuka：渴望；喜愛；執著

us’n’ika：吠陀的七種韻律之一，此種韻律是七種

utta’na：朝上

中最難的一種，吠陀詩句（Vedic Rks）即以

utta’rana：救援者

此種韻律寫成。詳見ga’yatrii

uttama：
（男）最好的、最上、最優，最高的，

us’na’ ca’ur：在比哈省稱seddha rice（煮過的米）
為us’na’ ca’ur
us’niis’a kamala：佛教稱頂輪的其中一個名稱，
其意為頂上蓮花

至上的，又譯為上乘。
（女）為uttama’；第一
人稱
uttama’ sahaja’vastha’：此字與nirvikalpa
sama’dhi（無餘依三摩地）同義

uṣṇa：熱、溫、暖

uttama’vastha’：最高的境界

ust’ra’sana：駱駝式

uttama-aṅgaiḥ : 頭顱、頭

uta : 終、還、或、亦、且；構成；地獄

uttamo brahmasadbha’vah：此字與nirvikalpa

utcetana’：驅策，渴求，急切的渴望
Utkal Brahmins（Utkal Brahmans）：Praya’ga所
認可的十種婆羅門人之一，是來自南印度的
Orissa
utkars’a：覺醒；提昇；繁盛
utkat’a kurmaka’sana：困難龜式
utkat’a pascimotta’na’sana：困難背部伸展式

sama’dhi（無餘依三摩地）同義
Uttara Miima’m’sa：北 Miima’m’sa，詳見
Miima’m’sa school條
Uttara Pradesh（a）：印度北邊的一個省，字義
是北部之邦
uttara：上面、較上的、較好的、最高的形相；
運送者； 在…之後；北邊；（女）為uttara’

utkat’a vajra’sana：困難閃電式。
（困難光明式。）

uttara-ayana : 從北邊經過

utkepan：外在的表現，具體化

uttarakuru：佛教所稱四大部洲中的北方洲，四

utkra’mantam : 離開

字義是北方之地，音譯為北方俱盧洲

utkra’mati : 離棄、放棄

uttareṣa’ṁ：其後的

utkra’ntiḥ：上升、漂浮於空中

uttha : 由…產生，以…開始

utkrs’ta：最好的，完美的

uttha’na：出現、起、昇起，被覺醒

utkrushta（utkrisht）
：最好的

uttha’pana：升起

utks’epa mudra’：起床伸展身印（抱膝壓腹式）

utthita : 起、立、昇起

utpadya：本生

uttis’t’han：起來、已經站起來（準備動身）的人

utpala：
（男）無肌肉；藍色的蓮花；香水百合。

uttis’t’hata：起來，起立，出現

（女）utpala’

uttiṣṭha（uttiṣṭhate）：向上、升起、立起

utpanna：已生、生、出現

uttiṣṭhati ( uttiṣṭhate ) : 升起、出現、顯現

utpanna’：產生、出現、生起

uttunga：高

utsa’dana : 中止、破壞、以香油塗身

utvrtti：激情

utsa’dyante : 被消滅、化為泡影

uva’ca : 所言、說、言說

utsa’ha : 勇猛、堅忍不拔、精進

V

va’hin：流動、運轉、運送

va：說話，表達；你們的；法性的音根；一般的

va’hini：安全衛隊，軍隊，武裝衛隊

水的音根；液體元素的音根；水神、雨神的

va’hita’：流動

音根；如，與iva同義

va’jin：馬、活潑的、迅速的

va’：或、如、若、猶如
va’api : 或甚至

va’k siddhi：神通法力之一的「語成就」
，其能力
是能使所說過的皆實現

va’ca : 說、話語、辭藻

va’k：語言、言語，文字，聲音，演說、說

va’ca’ya：語語，說話（巴利文）

va’kbhava：演講， 演說

va’cakaḥ：字義的意涵、象徵

va’kpatha’tiita：超越言語

va’canika japa：發出聲音的持咒

va’kpati：雄辯家，很好的演說家

va’canika：發出聲音持咒

Va’kstambha：停止別人說話的聲音

va’caspati：演說之主，言語之主（va’cas+pati）

va’kya（va’kyam）
：言語，話語、言說、所言、

va’cya : 可說的、可言的、可表達的、所說
va’d：數論派邏輯推理的第一步，是建立強化自
己的邏輯（第二步為jalpa，第三步為
vitan’d’a’）
va’da：言，說，論、見地、正理的言論；基本觀
念，思想
va’da’n : 說、談論
Va’dara’yan’a Vya’sa：人名，是Uttara Miima’m’sa’
哲學的原始提倡人
va’di’va : 如所說
va’dina : 論說者、主張者
va’dya：音樂；樂器
va’g : 言語、言說、口述
va’gaminii（va’gminee）
：
（女）精於演說之人。
（男）
為va’gminn
va’gbhava biija：
「學習」和「上師」的音根
va’gdevii：知識的統轄神，原字義是說話之神
va’k+devii=va’gdevii
va’gesha：演說之主
va’geshwaree：演說的女神
va’gmee：演說之主
va’gmin : 雄辯、巧說
va’gura’：網、陷阱、圈套
va’ha（va’hayet）
：流、行、牽引
va’haka (va’hika’) : 搬運的人、荷、擔、運送、
招致、發生
va’hana：座騎
va’hi’：流動的、流轉的

所詮、說、發言
va’kyena : 話語
Va’lmiiki：人名，是第一位將Ra’ma’yan’a寫成書
的人；字義是一個身體被白蟻丘所環繞的人
va’luka’：砂
va’ma deva：希瓦五張臉中，最左的一張。祂代
表嚴厲的處罰者；五張臉的其餘四張臉為左
邊的Ka’la’gni，右邊的Iisha’na，最右邊的
Daks’in’eshvara和中間的Kalya’n’a sundaram
va’ma：左邊
Va’ma’ Ka’lii：神祇名，是在社會面臨困難時，人
們所創造出來的神，她的造型是，站立時，
左腳會向前跨
va’ma’：美麗的女人；位於左邊者；妻子
Va’ma’ca’ra sa’dhana’：Va’ma’法門的靈修，此法
門的靈修者，傾向於無目的的，無情的和宇
宙的造化法則對抗
va’ma’ca’ra tantra：是藉著戰鬥來克服宇宙幻化
（ma’ya）的密宗派別，但沒有很清楚的目標
va’ma’ca’ra：va’ma法門
va’ma’ca’rii tantrics：va’ma’ （恐怖或勇敢）法
門的密宗行者，左邊的密宗行者
va’ma’kshee：擁有美麗的眼睛
va’madeva：美麗，好看之神
va’mana：侏儒，矮人
va’n : 在字尾代表擁有
va’n’aliunga：同va’naliunga
Va’n’aviddha Haoya’：由於Va’na國王喜歡在

Jha’npa’n 所慶祝的系統，所以此系統就以
Va’n’aviddha Haoya’為名

師那族人的後裔
va’rshim’ha deer：鹿的一種

va’n’ii（va’n’ee）：訊息； 神聖的訊息或聲音

va’rta’ḥ：嗅覺力

va’n’ijya : 商人，交易、貿易

va’rtta : 普通的、中庸的；正當的、健全的

Va’na：在當今孟加拉北部一個過去名叫

va’rtta’ : 生計、職業、生活

Varendrabhu’mi地區的國王（酋長）是

va’rttika：註解，註釋，大疏

Shiva 的虔誠弟子

va’runee：酒

Va’nagarh：以va’na國王名所衍伸出來的地名

va’ruṇi：水月、隅、水天隅、水天

va’naliunga：Shivaliunga的一種特殊型態的名

va’sa（vāsaḥ）：有生命的，生命體，有活力的；

稱，是孟加拉北邊一位君王名為 Va’na所發明
的

停留、住所、居處
va’sa’ṃsi : 衣服、衣物

va’ñcha’ : 期待、期望

va’saka：白珊瑚

va’ñchati : 欲求、誑惑、搖晃、搖擺

va’sana’：習氣

Va’neshvara：以va’na國王名所衍伸出來的地名

va’sana’：習氣、渴求

va’ngamati：在演說方面有才能的人

va’sana’bhiḥ：留在心中的印象、願望

va’ngamayee：文學的，文藝的

va’sana’na’m：心中的想法、意向、習氣、業識、

va’pi : 甚或是、或縱使是、或即使是、或其他，

潛在意念

此字由va +api組成

va’sana’tya’ga’t : 從放棄“欲”

va’r：停止，中止

va’santee：青春；年輕；有春天之意

va’ra’hii：耆那教和佛教的神祇名，中譯為亥母

va’sava : 神祇名，代表諸神之首的indra(因陀

va’ra’n’as：不再受生，不再轉世出生，是
va’ra’n’asii的陽性字
Va’ra’n’asii：在靈性上的意思是指當人達到那一
點（位置）之後，就不會再轉世出生， 那一
點的位置是介於眉心輪和頂輪之間，也就是
腦下垂體和松果體之間， 這個字的陽性字是
va’ra’n’as，是由va’r+a’nas組成va’r之意為停
止，中止；a’nas的意思為誕生，出生。在印
度Uttar Pradesh有一個城市就是以
Va’ra’n’asii為名。祂是介於Baruna’和Ashi河之
間
va’ran’ii：看得到長牙的母象
Va’rendra Brahmins：婆羅門人的一種，但此種
婆羅門人並不受Praya’ga所認可
va’ri : 水、河、海
va’ridher : 來自於海
va’rija’：生於水中；蓮花
va’risambhava：丁香，字義是來自海洋另一岸的
東西
va’rs’n’eya : vrs’n’i (維施尼) 族的後裔，即克里

羅)，音譯瓦薩瓦
：財富之王（va’sava：
va’savara’ja（ba’savara’ja）
財富，Indra的別名）
va’stava : 實在的、真實的、真正的
va’sudeva：克里師那（krs’n’a）的名字之一、音
譯瓦蘇德瓦，是krs’n’a的生物上及物質上的顯
現；若寫成vasudeva則是Krs’n’a的父親
va’sudevasya : 蘇德瓦的
va’suki : 蛇王名、龍王
va’sukiina’ga：神話故事中八個蛇王之一
va’ta：風、生命氣、風神
va’ta’vii：老鷹的一種
va’tsalya bha’va：愛嬰兒的心念
va’un：心靈傾向的外向活動
va’yavii : 氣能的、生命能的
va’yavii mudra’：mudra’的一種，其義是心輪身
印
va’yu（vāyor、vāyoḥ）
：人體內的生命能，氣能；
或指五大基本元素之一的氣元素，風，空氣。
又義為「西北」
va’yuputra：
「氣」的兒子，亦指Bhiima

va’yuroga：狂躁症

vaera’gya：不執著；此字源自vi-ranj+ghaim+an’

vacana’mrtam：甘露法語

Vaes’n’ava tantra：Tantra若以實用性來分，共分

vacanam : 說話、言語、表達

為五個主要的支脈，其中一支即為，

vad : 像

Vaes’n’ava tantra（以Vis’n’u為主的tantra，此

vada : 說話、言語

派別以甜美，神性喜悅的法門來引導人朝向

vadan : 說

至上，但比較少社會意識）
，其餘四支詳見

vadana（vadanaṃ）：容顏、臉、前面、面目、

Shaeva tantra條

嘴、說話、面門
vadanaih : 用嘴
vadanti : 說
vadasi : 你所說、你說的
vadati : 說

vaes’n’ava：Vis’n’u的信仰者，Vis’n’u’的，同
vaes’n’aviiya；視天下為一家者
vaes’n’ava’ca’ra：Vis’n’u的法門
vaes’n’avii ma’ya’：vis’n’u的作用力，亦即保持

vadha：金剛杵、殺害、損害

力，運行力，看護所有已創造的宇宙的作用

vadis’yanti : 會說

力

vaebhava（vaibhava）
：
（男）富裕，繁盛。
（女）
為vaebhavii
vaecitryam：不同的，多樣化
Vaedarbhi：人名，是Atharva的追隨者，於印度
的Vidharbha

vaes’n’avii shakti：vis’n’u的力量，遍一切處的維
續力
vaes’n’aviiya prapattiva’da：Vishnu法門的完全臣
服論
vaes’n’aviiya：直接定義是Vis’n’u修行者；在喜悅

vaedic：吠陀的

之路裡，靈修有三個特殊的階段，第一階段

vaedik：吠陀的

為sha’kta，第二階段為vaes’n’aviiya，第三階

vaedika’ca’ra：吠陀派別，吠陀法門

段為shaeva，此時vaes’n’aviiya意指一種盡力

vaedikii diiks’a’：吠陀式的啟蒙，知識方面的啟

將自身投入大宇宙喜悅波流且飄向至上目標

蒙；啟蒙時只給祈禱咒，而沒有淨攝

者，關於戰鬥或非戰鬥，他們不做分別，因

（shuddhis）法

為知道自己將永遠沉浸在宇宙喜悅的波流

vaedya（vaidya）
：擁有各種型式的知識
vaedyaka sha’stra：醫學，此種醫學是以密宗為
基礎，而a’yurveda sha’stra的醫學是以吠陀為
基礎
vaedyana’tha（vaidyana’tha）
：學者，醫師，靈
性知識的導師，希瓦的別名
vaedyas：某種階級名稱；醫生（特別指a’yurveda
的醫生）；婆羅門人中的一種型類
vaejayantii（vaijayantee）
：旗幟
vaekharii shakti：呈現音聲的第五個段的力量，
它是使思想概念轉成語言的一種力量，能量
vaekharii：喚醒蟄伏於海底輪的個體自性的音聲

中。其餘二階段詳見各條
vaes’n’avism：信仰Vis’n’u的宗教
vaesha’kha：印度某種曆制中的二月，它是依星
座visha’kha’而來；有的曆制認為vaesha’kha
是每年的一月，也有認為是相當於國曆的四—
五月
vaesha’khii：五月的
vaesha’lii（vaishali）
：地名，音譯為吠舍離
Vaeshes’ika Darshana：這是由大賢Kan’a’da所宣
揚的哲學派別，他的主要學說是：沒有因就
沒有果。Vaeshes’ika的字義為殊勝，特異
vaeshva’nara（vaishva’nara）
：大宇宙致因心靈

波動結構（語言組成）的第五種，稱為

的見證體，又譯為「普有」
；
（男）無所不在；

vaekharii，詳見para’

遍一切處。（女）為vaishva’naree

vaekun’t’ha：
（心靈無罪的）擴展，天堂，Vis’n’u
的天堂，上主本身

vaeshya seva’：利用金錢財富來從事服務
vaeshya：商人，資本家，從事經濟活動的人。

是印度四大種姓之一。音譯為吠舍
vaeshyocita：商人型

vaishya’: 吠舍、印度四種種姓中的商人、農夫、
庶民

vaevaha’rika：實際的

vaitṛṣṇya : 遠離欲望的、對……漠不關心的

vaevarn’a：變色

vaitṛṣṇya’nna : 由於沒有欲望

vaeyaktika：個別觀，非整體觀

vaitṛṣṇyam：遠離欲望、漠不關心

vageesha：演說家；演說家之主

vajra shu’nyata’：佛教密宗所稱的完全真空、空

vagna：奉獻之物；禮拜的行動
vah：你們的
vaha：你們

靈，相當於印度密宗的無餘依三摩地
vajra：雷電、閃電、鑽石、金剛、金剛石、金剛
杵，由希瓦所發明和使用的金剛杵

vaha’mi : 給予

vajra’n’ii：尿道

vahni (vahnir、vahniḥ) : 火、焰、燃

vajra’nga：像鑽石化的體

vahnina’ : 用火淨化

vajra’sana：閃電式（光明式）

vai：強調、此字是用於強調先行詞、確認地；

vajraba’ra’hii：金剛亥母

vaidika 吠陀的

Vajradha’tviishvarii：金剛持世菩薩；佛教密宗裡

vaidya：同vaedya
vaikun’t’ha：天堂；Vis’n’u的天堂；上主本身；
同vaekun’t’ha
vainateya : 指百鳥王garud’a

稱Maha’kaola的Maha’shakti的名號之一
vajradhara：雷電的統制者；執金剛杵；金剛手；
金剛手菩薩；佛教稱「至上意識」的眾多名
號之一

vaiṇava：橫笛

vajrakandara：男性尿道

vaira：不友善、敵意

vajraman’i：鑽石

vaira’gya : 不執著

Vajrasatva：金剛薩埵；佛教密宗裡，稱至上意

vaira’gya’bhya’m：不執著、厭離
vaira’gya’t：藉著不執著

識或萬有之主薄伽梵的名號之一
Vajrata’ra：金剛度母，金剛母，是四種度母神之

vaira’gyam：不執著

一，為金剛乘佛教所供奉，詳見

vaira’gyen’a : 經由不執著

Bhra’mariita’ra’

vairasya : 厭惡、不執著、無味
vairin : 敵人、仇人、懷有敵意的
vairin’am : 敵人、仇人
vairocana（vaerocana）
：大日佛，普照佛，毗盧
遮那佛（五佛之一的中央佛）
vais’a’radye：明智、無畏
vais’es’ika-su’tra：勝論經，此經是勝論派的根本
經
vaiṣayika : 關於感覺對象的、關於特殊範圍的
vaishnavism：Vishnu的法門，虔誠的法門，同
vaes’n’avism
Vaishnavite Tantra：即Vaes’n’ava Tantra，詳該
條
Vaishnavites（Vaeshnavites）：Vis’n’u的信徒，
Vaes’n’ava派的人，vaes’n’ava的…
vaishva’nara : 無所不在的、普遍的

Vajra-va’ra’hii Kalpamaha’ Tantra：佛教密宗的一
派，中譯為金剛亥母密宗
Vajrava’ra’hii：同Vajraba’ra’hii金剛亥母；佛教密
宗裡稱Maha’kaola的Maha’shakti的名號之一
（即稱至高造化勢能之名）
；佛教密宗的金剛
乘把耆那教的神祇va’rahii改為此名
vajraya’na：佛教北傳的密續（tantraya’na）又分
為兩派，其中一派即 vajraya’na譯為金剛乘
（另一派為ka’lacakraya’na：時輪乘）
vajrayoginii：金剛瑜伽母
Vajrayos’ita：金剛母（yos’ita’之意為「妻，婦人，
處女」
）
Vajreshvara：金剛主；佛教密宗裡，稱至上意識
或萬有之主薄伽梵的名號之一
vajroli’ mudra’：金剛力身印

vajrolii mudra’：瓦喬里身印
vaka’sura：人名，他是受僱於Kam’sa的男情報人
員
Vakreshvra：地名，在Birbhum區的西邊即今日

拜。（女）為vandana’
vandaneeya’：被禮敬的人
vandanii（vandanee）：禮拜
vandita’：被別人尊敬，讚賞或禮拜的人

印度的西孟加拉，王者之王瑜伽創始人

vandya : 令人敬佩的、可被讚揚的、禮敬

As’t’a’vakra曾在此教導王者王瑜伽，並初次啟

vandyama’na : 受讚揚敬愛的

蒙王子Alarka

Vanga：英國統制印度時的其中一個大的省份（王

vaks’ya’mi (vakṣyāmy) : 我要闡述、開示、解說

國）

vakṣas：胸部

vaṇija : 商人

vaktavya：說、當說、對人說

vanita’：一個女人或妻子

vakti : 辯才、說話

vanshee：橫笛

vaktra : 嘴、臉、動物的口鼻部、頭面

vansheedhara：橫笛的吹奏者；Krs’n’a的別名

vaktra’n’i : 嘴裡

vanta : 禮敬、崇拜

vaktram：臉

vantah : 受制於

vaktum : 說

vanya：樹林

vala’k（bala’k）：女主人；女主宰者

vaos’at’：發展世俗的知識

vali’：皮皺、皺紋

vapur：美麗、優美

vallabha（vallabhaṃ）：所珍愛、所愛念、親愛

vapus（vapuḥ）：身體、容貌、優美的外貌

的、情人；（男）親愛的。
（女）為vallabhee

vara : 最優秀的、最卓越的

valmiika：白螞蟻所造成的蟻丘

vara’bhaya：施無畏，詳見bara’bhaya

vam：你們

vara’bhayakrthastam：給予施無畏印，詳見

vaṃs’a：笛、簫

bara’bhayakrthastam

van (vana、vanoti、vanute) : 具有、擁有、獲

vara’nga：最好的男孩；有美麗的身材

得

vara’ngana’：可愛的女人

van’caka：迷惑、欺騙

vara’ngi：有美麗身材的女人

van’cana（van’canam）：欺騙、誑

vara’roha：擁有最高的身份地位

van’t’anah：分配

varac：此為一字尾，其義為固有的事（物），例

vana (vane ) : 森林，叢林；隱居

如iish+varac=iishvara，

vana：叢林

nash+varac=nashvara

vanadevata’：森林的女神

varada’：賜予恩惠的女人。（男）為varada

vanadevee：樹林的女神

varadara’ja：天賦恩賜的人：Vis’n’u的別名

vanadurga’：叢林的女神

varaguna：有最好的德性，特質

vanajyoti：樹林之光

varaṇam：覆蓋、遮蔽、障礙

vanama’la’：花環；野花的花環

varashiila（varasheela）：有最好的行為與特質

vanama’lee：叢林的裡的花所做的花環；Krs’n’a

varatanu：美麗端莊的女人

的別名

varavarninee：一個卓越或皮膚潔白的女人

vanapriya’：親愛的（所愛的）樹林；愛樹林的人

varcha’：能量，能力

vanara’ja：叢林之王；獅子

Vardhama’n Maha’viira：人名，大雄

vanashree：叢林之美或叢林的富裕
vandana：
（男）禮敬；愛慕；讚賞；禮讚， 崇

Vardhama’n；耆那教創始人的全名
Vardhama’n（a）：增進，增長

vardhama’na：繁盛，興隆者、增長、增加

varte : 從事、履行

vardhana：財富的給予者

varteta : 一直是

vardhaya（vardhayet）：使加長、使加大

varteya : 如此，從事

vareeyans：最卓越
varen’yam：應被敬拜（崇拜）的人
Varendrabhu’mi：地名，即當今的北孟加拉
varesha：最好的神
varga：群，部，類；梵文每五個音組成一類，即
一個varga；生命的基本目標
vargiiya varn’ama’la’：梵文按５個音，組成一類
即一個varga，而按varga所排列的梵文（音）
字序即稱為vargiiya

varn’ama’la’

varti：燈芯、燈、燈柱
vartin ( vartinaḥ ) : 存在於……，處在
vartma : 道路、小徑
vartmani : 在路途上
varttama’nes’u vartteta：活在現在，活在當下；
不可忽視生命真實的實際面
vartulam：圓形
varun’a : 水神名，音譯瓦魯那；海王星；雨神；
水
vas’a（vas’i’）
：遵守、意志、願望、依

varisha：雨

vas’aga : 服從、順從、降伏、順服

varja：遠離、免除、免於… 之憂、除外

vas’at’：精細層面的福祉

varjana（varjanam）：避開、捨棄；排泄廢物

vas’avartin（vas’avartini’）
：順從於、服從於，隨

varjita : 遠離、欠缺、完全沒有
varjita：欠缺、離
varjite：沒有
varjya（varjyam）
：遠離、避開
varn’a ma’la’（varn’ama’la’）：梵文五十音的波
動， 字母，顏色；一連串的字，字母
varn’a：光色、外觀、顏色，類別，或引伸為階

屬、自在
vas’i’ka’raḥ：制伏、控制
vas’ika’ra：制伏、掌控
vas’in：自在，自在者，自在天
vas’ita’：自在，得自在
vas’itva：克己得自在，自在力
vas’ya：敬愛、順從、得自在

級。各種心理，習性，都有其獨特的顏色。

vas’yata’：順從、控制

有時，varn’a也代表母音之意。也代表各種音

vasa’：肥胖的，多油脂的

的波動；字，文字

vasant（a）：春季

varn’a’d’hya：顏色的聚集
varn’a’ghyada’na：把顏色奉獻出來，
（da’na之意
為給予）
Varn’a’shrama Dharma：中世紀的印度教
varn’a-sam’kara (varṇa-saṅkara) : 不同種姓的
通婚，混亂種姓
varprada’：授予恩賜的女人；授予祝福的女人
vars’a：地球的某一部份；國家，土地，地區，
廣大延伸的土地；雨水
vars’a’（varsha’）：大雨，雨；年；國家
vars’ita’：淋過雨的
vartama’na : 現存的、現在的、現前、現轉

vasantasena’：女子名
vasantotsava：春節，春日節慶．是在印度陰曆
十一月的滿月日慶祝
vasavah : 瓦蘇諸神
vasha : 願望、意志、支配、控制
vasha’t : 意願的、意志的、控制的
vashatka’ra：被奉獻，犧牲者
vashe : 支配、控制、意志、願望
vashii : 能控制自我的人
vashiika’ra siddhi：達到vashiika’ra（所有心靈傾
向都受個體意識的控制）的成就
vashiika’ra：靈修第四個階段（或感官回收的第

vartama’na’ni : 現在的

四個階段）
，在此階段裡，靈修者對其所有的

vartanta (vartante) : 處置、從事、轉、生活

心理情緒傾向都能有很好的完全控制

vartate : 在、是、有、轉、從事、修行，總在，
原型字是vrt

vashiikaran’a：召伏法，黑道密宗的六法之一

vashis’t’a（vashis’t’ha）
：一位印度偉大的王者之

vayaḥ : 年齡

王瑜伽行者，音譯為瓦希士陀，曾於西元前

vayam：我們

三千年到中國學習china’ca’ra，回印度後，使

vayas：青年

密宗靈修系統產生很大的改進。著有

ved：知識

yogavashis’tha一書，闡述密宗靈修的精細哲

Veda Vya’sa：廣博仙人

學

veda：字義上為「知識」之意，或學科之意；知

Vashis’t’ha：詳見vashis’t’a

道。音譯為吠陀、韋陀、韋達。吠陀也代表

vashitva：八種法力之一的「調伏」
；控制：詳見

一種以知識、理論為導向的一種修持派別，

an’ima’

此字是由動詞字根vid衍生出來

vashya : 控制了的

veda’na’ṃ : 在吠陀經中

vashyaiḥ (vaśyair) : 遵從、順從、控制

veda’nta：哲學派別之一，是吠陀的哲學精髓，

vasti mudra’：瓦士提身印

主張一元論，音譯為吠檀多，也是Vishuddha

vasti：同basti，大腸潔淨法

Advaetava’da的別名之一

vastsala：摯愛的；仁慈的

veda’ungas：veda的支脈

vastu：東西、事物、事件、物質、依止處、諸法，

vedair (vedaih) : 研習吠陀經、經由吠陀經

受悅性、變性、惰性三種力量束縛的東西；

vedakara：veda的創造者

有時也代表實事和真理

vedana’（vedana）
：觸感、感受、學識，十二因

vastus’u’nyaḥ：缺乏真實性的事件

緣中的第七緣「受」
，指苦、樂，不苦、不樂

vastusatyam：永恒不變的物質或東西

的感受；疼痛；在孟加拉語是表示痛苦，在

vastutas : 實際地

梵文是表示感覺

vastuto : 實際上

vedani’yaḥ：可領受的、可知曉的、可經驗的

vasu：善良的、好的、美好；財富、寶石；神祇

vedaniiyam’：心輪的心靈感受

名，代表財富神，音譯瓦蘇；住在一切處者；

veda-va’da-rata’: 吠陀經的愛好者

人所能居住或休息的地方，星球

vedavati：研讀過veda的人

vasu’n : 瓦蘇諸神

vedavit：了解veda的人

vasu’na’m : 在眾vasu中、在眾財神中

vede : 在吠陀經中

vasudeva：Krs’n’a的父親。Devakii的丈夫；宇宙

vedeha：沒有肉身

的神；住在一切處

vedes’u : 在吠陀裡

vasudha’：地球

vedha：穿透、擊、貫穿

vasumat：財富

vedha’：創造宇宙者

vasumatii：地球

vedhas：印的一種，字義為穿透，所以又譯為擊

vasundhara’：地球

印，又有譯為中印。此種印法與鎖印相同，

vasuprada：純淨光輝的給予者

它對神經和生命能（氣）都有影嚮

vasureta’：像黃金一樣的閃者

vedic：吠陀的，同vaedic

vat : 名詞後加vat表示：如、似、猶如、同；形

veditavya : 可視為，當認為、應知

容詞接尾表示：具有、擁有

veditum : 了解

vatii：光輝
vatsara：一年
vatsee：以摯愛照料虔誠者
vaun：心靈傾向導向於向外的行動

vedojvala’：真我的知識，自我的知識
vedya : 值得知道的、應知的、為人所知的、被
認知者
veen’a’：同viin’a’
veera：英雄，勇士；非常有力；同viira

veerba’la’：勇敢的年輕女孩

vibha’vina’m : 善分別、覺察、覺知

veetabhaya：無懼的

vibhakta’ni : 區隔、區別、區分

veetara’ga：苦行者

vibhaktaḥ：分散、分隔、分開

vega : 衝擊、激流、衝突、猛烈、疾速、激烈

vibhaktes’u : 在分別之中

vegava’n：非常快速的

vibhava：財富力量；偉大；莊嚴

vela’：時間，季節，波流

vibheda：打碎、劈開、乖離

ven’u：竹笛

vibhi’ṣika’ : 令人害怕、脅迫

Ven’uvana Viha’ra：竹林精舍

vibhra’nta : 迷惑

venu：竹子；葦蘆；橫笛

vibhramah : 迷妄、惑亂

vepa：顫抖
vepama’nah : 顫抖著
vepathu : 顫抖
veṣa：服裝、外觀、形相
veṣṭita：包圍住、環繞住
vetta : 知悉者、認知者

vibhras’t’a : 消滅、毀裂、墮落、偏離
vibhu（vibhu’）：非常有能力的；遍一切處、無
所不在之主；至上、自在主、至尊主、如來
vibhu’taya : 遍一切處的
vibhu’te : 化現的、無所不在的、超能力的
vibhu’ti：廣大、豐盛、富裕、無所不在、能力；

vettha : 了解、知道

莊嚴、自在、功德、成就、繁榮、幸運；灰

vetti：證得、由經驗所得的知識、因熟練而明白；

塵；自在力，超能力、神通法力；某事務的

知道
vi：加於動詞和名詞的字首時，表示；分開，相
反的行動，分開的部門，區別，順序，排列，
安排，相反，加強，熟慮
vi’ci : 波浪
vi’krta : 變化的、有慾望的、醜相
vi’kṣa’ : 觀看、凝視、看、視、認為
vi’kṣya : 看、正看
vi’rya：精力、元氣、活力、勇氣、精進、力量
vi’ta：遠離、免於；所喜好的、所好、所期望的、
欲望
vi’tara’ga : 離欲、離欲者、斷愛、無漏、離染
vi’tas’oka : 沒有悲傷
vi’tas’oka’ : 不悲傷地
vibha’：夜晚
vibha’ga : 分離、分別、分辨、分析、差別
vibha’gashah : 劃分、個別地
vibha’gayoḥ : 區別、分發、辨
vibha’kara：太陽或月亮
vibha’n’d’aka：人名，音譯維班道卡
vibha’van：清楚的覺知覺受，討論，偵察，觀念
vibha’varee：夜晚；妓女；愛講話的女人
vibha’vasau : 火中的，原型字是vibha’vasu
vibha’vasu：太陽；火；月亮；各種不同的項鍊

最終狀態，灰燼
vibhu’tibhi : 一切處
vibhu’tina’m : 無所不在的化現
vibhuti garima’：大神通力，無邊法力，唯有至
上意識所擁有的大自在法力
Vibhutibhu’s’an’a：大自在主，大神通主，大莊嚴
主，是Shiva的別名
Vibhutina’tha：大自在主，大神通主，大莊嚴主，
是Shiva的別名
vibudhottama：聖者、大智者、大覺者
vica’layet : 使之動搖、使不安、破壞之
vica’ra：合理的；慎思，觀察、深思、檢討
vica’rita : 思量、分析
vicaks’an’a’ḥ : 眼明之人、智者
vicakṣaṇa：智者、聰明、善解、顯著的
vicchedaḥ：中斷、停止
vicchinna：被中斷、中斷的
viceṣtati ( viceṣtate ) : 行動
vicetasa : 愚蠢、混蒙無知
vichkshana：有特殊知識的人
vicitra：各種的、有光彩的、多、雜、多樣的
vid：知道、了解；世俗的知識
vida : 了知、所知
vida’hinah : 燙的、熱的、焦的

vida’rana：毀滅者

vidva’ṃs (vidvān) : 有學問的人

vidadha’mi (vidadhāmy) : 給予

vidva’n（a）：學者，大知識的人，大智者

viḍambita : 毀辱、令羞愧、誑、欺騙、惑

vidya’ shakti：宇宙向心運作的力量，明的力量。

viddhi : 知道、知曉
videh：沒有形相

由粗鈍到精細的力量
vidya’：經由努力，所獲得到深層的知識；明；

videha（videha’）：沒有軀體、無形體
videhaliina：七種天人之一，譯為入無身天，馳
神，此種天人會使人的心靈東尋西覓，最後

學問，知識；科學；自性的智慧
vidya’caran’a：飽學的男人
vidya’dhara：擁有知識的人；七種天人之一，又
譯為持明，智德神，是渴望品德或聲名的天

遠離至上，忘了生命至高的目標
videhii a’tma’：沒有形體的靈魂

神

videhii：沒有（依附於）身體的

vidya’gauree：知識的女神

videhiima’nase：在沒有依附於身體的心靈裡。
（vi

vidya’ma’ya’：向心的力量。大宇宙運作的向心過
程中所顯現的；理智與不執著的作用力

沒有＋dehii身體＋ma’nase心靈裡。）
vidha’ (vidha、vidhān) : 種、類、樣式、區分

vidya’na’m : 在所有學識中

vidha’na：規範、戒律、法、事法、儀軌、道理

vidya’pati：人名；字義是有知識的人

vidha’ni : 各式各樣的

vidya’rthin（vidya’rthii）：學生

vidha’raṇa’bhya’ṁ：控制、制止

vidya’t :應知道

vidha’ta’：法令，規則的賦與者，製訂者

vidyapati：明王，明主

Vidharbha：印度地名，Vaedarbhi即住於此

vidyate : 存在、維持、保持、有、是

vidhatru：
（男）製造者；創造者。
（女）為vidha’tri

vidyaya’ tu pramucyate：知識（智慧）致（引領）
解脫

vidhava’：失去丈夫的女人，寡婦
vidheya : 善順、可規定的

vidyosha：知識之主

vidheya’h：應該

vidyut：閃電

vidheyam：應該如此

vidyutlata’：閃電

vidhi（vidhiṃ）：教誨、規定、訓戒、儀軌、戒

viga’la：會解脫者；會解放者

律、方式、順序、方法、法令，教令，判決，

vigalita : 消失、流失、結束、溶解、落下

規則

vigata : 遠離、斷除、棄、無

vidhi-drs’t’a : 戒律的規定、戒規

vigatajvara：離苦、除腦熱、脫離悲傷、去除一

vidhiiyate : 發生、依法、依軌

切、發燒；痛苦，悲傷者

vidhi-pu’jana：有外在儀式，型式的禮拜，奉獻

vigatavasana’：沒有穿衣服

vidhivat：依照規定、正當地、依法

vighava’：土狼

vidhu：月亮

vighneshvara：障礙之主；至上知識之主

vidhushi：
（女）受良好教育的女人；學者。
（男）

vigneya：有特殊知識者

為vidhwa’na
vidhwatthama：所有飽學之士的最好者

vigraha : 身、像、形象、色身、法身、佛身
vigun’a : 無實質的、有缺陷的、無效的、無特質

vidita : 了知

的

viditva’: 知、明白

viha’ra：精舍、僧院、寺院、住處、房舍；休息

vidmah : 我們知道

時

vidu : 智慧、智者、聰明的、了解
vidurjina’nam：自性的知識，本體智
viduṣaḥ：聰明的人、飽學之士

viha’rasya : 愉快的、休閒的、休養所、遊
viha’ya：棄捨、放棄、滅
vihasya : 被嘲笑的、被愚弄的

vihi’na : 捨、失、滅除、拒絕、沒有、不存在

vijn’a’na：特殊的知識、更深入的知識、妙知；

vihita : 所造、已作、註定、安排、賦予

唯識學的識；十二因緣中的第三緣「識」

viija：同biija，正確寫法應為biija

vijn’eya：應知、了知、所知、覺知

viiks’ante : 注視著、凝視著

vijña : 了悟的、聰明的、智者、學者、有學識的

viin’a’（veen’a’）
：一種樂器，琴，小提琴，琵琶，

vijña’na : 智慧、妙知、妙慧、決斷智、心識

Na’rada’的樂器

vijña’nama’treṇa : 僅經由智慧、僅藉由智慧

viira bha’va：勇者之風（勇者的風範）

vijña’tum : 理解、識別、認知

viira：勇敢，勇氣，英雄、戰士

vijña’ya : 了解了、明辨了、已知、了知

viira’ca’ra：密宗高深靈修的鍛煉。大無畏之路

vijñāta : 所知的、所理解的、覺了

viira’ca’rii：viira’ca’ra密宗的修持者。此種密宗的

vijṛmbhita : 打開的、打呵欠的、顯露、結果顯

行者，在尋找如何面對和克服所有心智上的

現

脆弱時，會採取特殊的「英雄」理念。大無

vijvara : 無熱病的

畏的修持者。把自身置於勇氣的理念波流裡

vika’ra : 變易、變形、變化

的修行者；與恐懼對抗者稱之

vika’ra’n (vikārāṃś) : 變化

viira’sana：勇氣式

vika’ra’n : 變形、變化

viirabha’va：勇氣的理念；勇者的風範，勇者之

vika’ri : 變化

路
viirendra：勇敢男士之主；如Indra一樣勇敢

vika’sha：
（男）打開；擴展；開展；吹；光輝。
（女）為vika’shnii

Viireshvara：勇者之主，至上的別名

vikala : 虛弱的、殘缺的、有缺陷的、不具足、

viirya：精液；精子；精進；男子氣概、勇猛、威

不完美的、無效力的、無用途的

力、勇氣，勇敢

vikala’n : 無作用的、無用的

viiryava’n : 勇猛、威猛

vikalata’h：心靈沮喪；精神崩潰

viita : 遠離、消失；慾望、所好

vikalpa：遲疑、躊躇、空想、思維、想像、分別、

viita-ra’ga : 已離欲
vija’na’ti : 知道、認知、知曉
vija’nat：智者

想念；妄想
vikalpa’tmaka：心靈遠離至上（或自性）而趨向
世俗，粗鈍，又譯為心靈外馳

vija’nata’: 明白、精明

vikalpaḥ：想像、幻想

vija’niiya’m : 能了解

vikalpaiḥ：抉擇、思維、分別、妄想

vija’ntiitah : 有知識
vija’tiya bheda：兩代之間的差異
vija’tiya：異類，不同種
vijaya：
（男）勝利。
（女）為vijaya’；程度上比jaya
更強，表示永恆的勝利
vijayant：勝利；Indra的別名
vijayotsava：勝利日

vikalpana : 妄想、想像
vikalpita : 妄想、分別、分別所執
vikalya：動作，思維，分別心
vikampitum : 猶豫
vikaranabha’vaḥ：無感官與運動器官
vikarman’a : 不宜的活動、不宜的行為
vikarn’a : 無耳；人名，音譯維卡爾納

vijigisha：
（男）勝利的渴望。（女）為vijigisha’

vikra’nta：
（男）剛勇、勇健、非常有力，英雄，

vijina’na：科學；特殊知識；近真知的智慧、妙

無法被征服的。（女）vikra’nta’和vikra’nti

慧
vijina’namaya kos’a：特殊知識的心靈層次，或
譯為真知的心靈層或近真知的心靈層
vijita : 所征服、所控制

vikra’nti（h）
：反向的進化（或反向的演進）
Vikram Man’ipur：佛教稱Vikrampur為Vikram
Man’ipur
vikrama：力量、勇猛、威德、勇氣；勇士；能

克服一切
vikramam：勇者

vimarda：粉碎、摩擦、衝突、破壞、思量、問
難

vikramee：勝利：偉大的冒險家

vimarsha：深思熟慮；思慮；討論；辯論；檢視

vikrampur：印度地名

vimatsara : 不嫉妒的、無猜忌的

vikrta：變形的

vimocana：使虔誠者解脫其罪業的人，令（眾生）

vikṛti : 變、異、無常、心亂
viks’epa shakti：誤導眾生，使其認為世界萬象是
真實的，沒有任何東西是超越你所見的，這
股力量稱為viks’epa shakti
viks’epa：誤導、分心、擾亂、錯亂
viks’ipta：心靈無法集中，以致於心靈疲憊的狀
態，渙散、散漫、惑亂
viks’uran’a：散發，發射
vikṣepa：分心、紛亂、精神錯亂、散亂
vikshara：免於滅絕；不會滅絕
vikṣipta : ( 過去被分詞的 ) 分心、散亂、散
慢，其原型字為vikṣepa
vikurva’ : 神通、變化、自在力
vikurvat : 自在
vikurvata’ : 從事行動
vikurvita : 神通力、自在力、威神力、變化
vilagna : 固著於、卡在
vilaks’an’a：相反的特色（特徵）
；特殊的特色（特
徵）
vilambita：拉長的
vilasanti : 運動、遊戲
vilaya：消失、毀滅、消融、分解
vili’na：滅、銷
vili’yate：分解、融解、固定、消失、消融、吸收
viliisha：在不流動的水中所補獲的iliisha魚，稱為
viliisha，牠們已失去味覺
viloka : 眺望、看
vilokya : 可看見的、可眺望的、觀、見
vilun’t’hana：翻滾
vimala：
（男）純淨、明淨、無垢、無污。（女）
為vimala’。音譯為維摩詰
vimalam：無污的
vimalama’calam：巍峨如山又無瑕疪的人格

解脫
vimohita : 所迷惑
vimoks’ana’t : 擺脫、捨棄、解脫、不受制
vimoks’yase : 你將獲得究竟解脫
vimṛs’a : 深慮、推論
vimṛs’ya（vimrshya）: 思量、考慮、推論、可被
考慮的、可研究的
viṃs’ati：兩個十、二十
vimu’d’ha : 迷惑、困惑、愚癡、愚蠢、無知者
vimu’ḍhasya : 愚笨者的、無知者的、愚癡者的
vimuhyati : 迷惑、迷失、茫然不知所措、困惑、
失神
vimukha：生氣，不在意
vimukhata’：永遠不在意，永遠不高興，字義是
永遠把臉轉向
vimuktaiḥ (vimuktais) : 解脫、擺脫
vimukti：解脫（程度上比mukti更高）
，永恆的解
脫，究竟解脫
vimuñca : 捨、離、拒絕、棄、解脫
vimuñcati : 放棄、捨棄
vina’：離、遠離、除去、未有、無有、不能、沒、
沒有
vina’s’ana：消除、破壞
vina’sha（vināśam）
：消滅，毀滅，但並非滅絕，
而是一種變形或蛻變，但這種變形，無法使
物體變成其原始的狀態，是由vi-nash+ghain
而成
vina’sha’ya：
（滅後）不會再生，為了消滅
vina’yaka：此字與gan’esha意思相近，其意為群
眾（人民）之主，一個理想的領導者，一個
非常有力的領導者；另義為障礙的驅除者
vina’yakava’da：偉大理想的群眾領袖論，其主張
是對偉大理想的群眾領袖崇拜
vinadya : 聲響、振盪

vimalasya : 純淨的

vinamr：謙卑；溫和

vimalodaya：從事福利或純淨工作者

vinaṅks’yasi : 你將毀滅

vinantika’：謙恭有禮，好行為

vinodinii：有趣味可愛特質的人

vinas’a : 毀滅

vinya’sa：運動，（四肢）的延伸，又指連續動作

vinas’t’i：滅絕

vipa’ka：成熟的、果報、結果

vinas’vara : 消失的、毀滅的、分解的

vipa’ka’：反作用，反作用勢能，果報，又譯為異

vinashyati : 消失、敗壞

熟，（男）為vipa’ka

vinashyatsu : 在可毀滅的、會消失的

vipa’kaḥ：果實、果報

vinata’：謙卑；溫和

vipala’nand：非常的喜悅

vinati：鞠躬

vipari’takaraṇi’：逆作身印

vinaty：鞠躬，同vinati

vipariita laks’an’a：相反的特色（特徵）

vinaya：
（男）謙虛；好行為；有教養；遵守規矩。

vipariita（vipari’ta）：顛倒的、反向的，相反的

（女）為vinaya’

vipariita’n : 朝反向

vinda：協助個體適當習性顯現的本體

vipariita’ni : 相反

vinda’mi : 我獲得、我發現

vipariitakaranii mudra’：逆作身印，此式的姿式

vindati (vindate) : 尋獲、獲得、享受

與肩立式一樣，只是（眼睛）集中點改在肚

vindu dhya’na：集中在某一點的禪定（vindu意

臍或鼻尖

為小點滴）

vipariitam：相反的

vini’：調伏、教導

viparivartate : 運轉、運行、運作

vinidra：不眠的、不睡覺

viparya : 顛倒

vinigraha : 制止、限制、摧伏

viparyaya：相反的、顛倒的；語言的錯誤運用

viniita’（vineeta’）（bineeta’）：
（女）謙虛的人，

viparyayaḥ：相反的、顛倒的、不實的

男為viniita

vipas’yana’：慧觀，觀，慧

vinirdhuta ( vinirdhu’ta ) : 使分散的、搖動的、

vipashcitah : 精明、精通

被驅逐的、去除

vipatsu : 不幸、逆境、失敗

vinirgata : 從……中出、出、過、經

vipina：叢林

vinirmukta : 獲得解脫的、解脫、解放的、遠離、

viplava：革命；漂浮；讓自己不斷突破改革的人

免於的、捨、放

viplavah：革命

vinirvṛtta (vinirvṛta) : 已結束的、已完成的、產

vipra：聰明，才智之人。知識份子

生的；不退轉

vipra’di：首智

vinis’caya : 確認、查明、明白、善達、決定

viprakṛṣṭa：遙遠的、遠距的

vinis’cita : 確定地、堅決地、斷疑者

viprapatti：反對prapatti（臣服）

vinis’citya : 確知

vipratipanna : 迷、乖違、顛倒、矛盾

vinishcitaiḥ : 明確的

viprocita：知識型

vinita’：
（女）謙卑；溫和；有教養。
（男）為vinit

vipula：大的，偉大，高貴，重要，廣闊的

（同viniita）

vipula’：地球

vinivartante : 抑制、限制、滅、息、免除

vipuṣa：非常美麗的

vinivrtta : 遠離、捨離

vir’i：一種菸製品

viniyamya : 可被限制的、可被約束或調伏的
viniyata : 受限制的、被規定的
viniyogaḥ：應用、分配
vinoda（binoda）：
（男）娛樂的人；提供娛樂的
人（女）vinoda’

vira’gata’ : 不貪愛、不執著
vira’ja （bira’ja）
：閃耀，輝煌；燦爛的
vira’ma：停止、休止、中止、結束；斷絕；休戰；
休息；讓所有人休息的地方

vira’ma’nanda：離歡喜地，佛教密在達到

vis’a’da：憂鬱；訟，爭論，誹謗

sambhoga cakra （報輪，相當於喉輪）時所

vis’a’dii : 沮喪的

得到的喜悅或三摩地之境（vira’ma：停止，

vis’a’n’a：角，長的號角

斷絕）

vis’a’n’anina’daka：吹長的號角者，希瓦的暱稱

vira’t’ satta’：至高（巨大）的力量
vira’t’a：大宇宙致因心靈的見證體，人名，音譯
為「維拉塔」
；字義為巨大的，巨人，廣大的，
此種大是無法度量的
vira’t’purus’a：至上意識
viracana’：安排；處置

vis’a’ya’nanda：客體的喜悅，佛教密宗在達到
nirma’n’a cakra（化身輪，相當於臍輪）時所
得到的喜悅或三摩地之境
vis’ada：細軟，快活，清淨，擴展
vis’ama（vishama、viṣame）：危險、不平、不
規則，難於了解；非常堅強

viraha : 分離、欠缺、無、離

vis’ana : 滲入、進入

viraha：別離的痛苦感覺

vis’anti : 進入

virahiigopala：照顧那些受「別離苦」的人，又

vis’aya（vis’aya’）
：心靈的客體，心靈的糧食；

指Krs’n’a
virahin’（virahii）：受「別離苦」的人，
viraha+in=virahin’

塵境；感官的覺受、感官慾樂
vis’aya’n : 感官對象，塵、境的世界
vis’ayam：事物，客體

virahitam : 捨離、喪失、除、不帶著

vis’aye：在物質裡，在個體裡

viraja：
（男）光輝，華麗，顯赫；無塵無慾。
（女）

vis’eṣa ( vis’eṣo ) : 不同、差異、特殊

為viraja’
virakta : 捨離、離欲、離染、不執著

vis’eṣa：特別的、殊勝、差異、特殊的、不一樣
的、可分別的、可區別的

virakta：免於世俗的執行

vis’eṣaḥ：特殊、卓越、殊勝、差異

virala：珍奇，稀物、疏、稀少、希奇、缺乏的、

vis’eṣo’sti : 無差異性的存在，此字由 vis’esa

很少數的、不易獲得

+asti 組成

viranci：至上本體（Brahma）的別名

vis’iidan : 絕望、沮喪、悲傷

virata( viratau )：不執著、停止、所離

vis’iidantam : 對正在悲傷的人、對正沮喪的人、

vireca：淨化
virendra （birendra）：勇氣之王
virendravijay：一位賢君的名字
vireshvijay：virendravijay的兒子
virocana：太陽；月亮；火；明亮；光輝；普照
virodha’t：矛盾、敵對
viru’pa：有特殊形相者；醜惡，形鄙陋；廣；不
高興不愉快
viru’pa’ks’a：有兩個意思，其一是慈愛的眼神，
廣目；其二是惡眼，醜眼，生氣的眼光
viru’pa’kṣa：廣目、醜眼、惡眼
vis’a kanya’：女情報人員或女間諜的別名，字義
上是攜帶毒藥的女孩，毒藥是在萬一被捕
時，自殺用的
vis’a：排斥，惡心，惡言；毒藥

感到悲傷
vis’n’u granthi：維世奴結（腺體）
，位於心輪附
近
Vis’n’u ta’n’d’ava：跳ta’n’d’ava時膝蓋交叉的高度
到達心輪時稱之
Vis’n’u（vishn’u）
：無所不在，遍佈一切處，字根
為vish，其義為擴展；另意為運作者。音譯為
毗濕奴或維世奴、維世努又譯為維世主。又
義為，任何東西都有想要進入其它東西裡的
特質稱之；擁有慈悲，友善的特質；太陽諸
神(āditya)之首，克里師那的別名
Vis’n’uma’ya’：幻力（ma’ya’）存在於已顯現和未
顯現的世界中，無所不在的幻力．與無止境
創造中的原子、分子，維持著不可分的造化
勢能；vis’n’u的作用力

Vis’nurmamata：Vis’n’u的愛，對至上的愛，把一
切都視成至上的愛
vis’odhita：清靜、已淨

visha’kha’：星座名稱之一，由此所導引出的孟加
拉和東印度月曆中的vaesha’kha月份
visha’la：廣大的、巨大的、寬闊，強大的、大，

vis’oka’：没有悲傷的、無憂的、喜樂的

但此種大，即使很大，仍是可以測量，度量，

vis’oṣana：乾燥

此種大並非達到無法度量（無法度量的大稱

vis’ra’nta : 休息、息已、寂息、依止、安住

為vira’t’a）

vis’ra’ntasya : 休息的、依止的、住於、維持在、

visha’m : 印度四種種姓中的吠舍，商人

息已、得休息

visha’rada：熟練的、精通的；大膽的、無所畏者，

vis’ra’nti : 安息、休息、止息、安住、休養、修

一個學者；一個精通密宗靈修法門與梵咒之

養、中止、停止

實際與理論方面的人

vis’ramya : 休息

vishabiija：宇宙的種子

vis’t’abhya : 支撐、固定

vishala：廣大

vis’t’hita : 居住

vishanpati：宇宙之主

vis’uddha cakra：喉輪，字義是已淨化的輪

vishanti : 掉下、墜落、進入

vis’uddha：純淨

vishate : 進入、行至、坐在，原型字是vish

vis’uddhi：淨化、清靜

vishes’a laks’an’a：特殊的特色（特徵）

vis’uvarekha’：赤道

vishes’a yoga：特殊的瑜伽

vis’ya’nandam：世俗上的快樂

vishes’a：特異、特殊，異，差別，各式、各種

viṣa（viṣaṃ）
：毒物

（女）為
vishikh：
（男）箭；針；紡錘；大頭針、

viṣa’da :氣餒、失意；憂苦、憂惱、絕望、悲傷
visa’dava’yu：憂鬱症
viṣa’dita’ : 沮喪、氣餒、不快樂
viṣa’ṇi：毒素
visahari：女神祇名
visarga : 創造、產物；流出、排出、捨
visarjana：把神祇浸於水中的一種禮拜型式
visarjayet：放下、放棄
viṣaya：事物、境、塵、活動範圍、領域、場所、
世俗的樂事、感官的享樂、欲境，所行、行
處、國土、境界、感覺的對象、所及的範圍、
感官覺受
viṣaya’ṇa’ṁ：與……有關、所行境界
viṣayadveṣṭa’ : 感官的嫌惡、根塵的嫌惡
viṣayalolupa : 貪圖感官的覺受、對感官享樂的
貪求、對根塵的欲求
viṣayaṁ：事物、感官所覺知的塵、處、境
viṣayatvaṁ：對象、客體
viṣayavati’：感官的覺知
viṣayeṣu : 在感官的覺受裡
vish：無所不入

vishikha’
vishis’t’a : 卓越的、殊勝的、傑出的、最好的、
最尊
vishis’t’a’dvaetava’da：有特質的非二元論，又譯
為限定不二論
vishis’yate : 最殊勝的、最優越的、最特別的、
較優、較好
vishnu：同vis’n’u
vishodhana：找到自我靈魂的人
vishoka：沒有悲傷
vishra’ma：停止；斷絕，休息；鎮定
vishrii：是shrii的反義字，代表不美麗，醜，不好
看
vishuddha : 清淨、完全淨化的
vishuddha advaetava’da：哲學派別之一，其正
確名字應該為北Miima’m’sa’哲學。原始提倡
人是Va’dara’yan’a Vya’sa，但是其內容有百分
之九十以上與Shaunkara’ca’rya所提倡的
Ma’ya’va’da（幻相論）一樣。字義是純（絕
對的）非二元論
vishuddha cakra：喉輪
vishuddha sam’vedana’tmaka：焦慮的心靈傾向

作用

vishwajeet：世界的征服者

vishuddhaya’: 已淨化了

vishwakarma：宇宙的建築師、宇宙的設計者

vishuddhaye : 為了淨化

vishwakarta’：宇宙的創造者

vishva：地球；宇宙、遍一切處；至上所創造的

vishwasruk：宇宙的創造者

客體世界；小宇宙致因心靈的見証體，又譯

vishwotpatti：宇宙的創造者

為普世；此字是由vish衍生而來

vismaraṇa : 遺忘、忘掉、忘失

vishva’dya：宇宙的來源

vismaya : 驚愕、害怕

vishva’mitra（vishwa’mitra）
：世界的朋友；萬物

vismita : 驚懼

的朋友
vishva’tiita（vishva’tiitam）
：在一切客體宇宙之
上（意指至上），超越宇宙
vishvagata：在宇宙範圍內的東西
vishvam：世界的；全部的；宇宙的
Vishvama’ya’： 受無所不在的Vis’n’uma’ya所束

vismṛta : 遺忘的、已忘記、忘失、不覺
vismrta（vismrtya）
：忘記
vismrti：遺忘、健忘、忘卻
Viṣṇu：無所不在、遍佈一切處，上主的名號之一，
字義是遍一切處，音譯為維世奴，同vis’n’u
visrja’mi : 創造

縛影響。除了an’uma’ya以外的所有ma’ya，

visrjan : 捨、放棄、排泄

包括Maha’ma’ya， Vis’n’uma’ya’，

visrjya : 結果；放一邊、捨

Yogama’ya’， Avidya’ma’ya’和Vidya’ma’ya’
vishvambara（vishwambhar）：至上靈魂；萬物
的支撐者
vishvamohana：吸引宇宙的人
vishvampa：保護世界者；Vis’n’u的別名
vishvamu’rti（viśva-mūrte）：宇宙的化身，形相

vista’ra：擴張、擴大、寬廣；詳盡的敘述，至上
法性的特質之一的擴展
vistara : 廣大的、眾多的
vistarashah : 詳細地、廣大地
vistarasya : 廣大的
vistaren’a : 廣大的、詳盡的
vistrta sna’na：盆浴

vishvana’tha：宇宙之主；地球之主

visu’cika’：霍亂

vishvaru’pa：無所不在

vitan’d’a’：字義是惡意的論評，妄批，是數論派

Vishvasa’ra Tantra：Tantra其中一派的名稱

邏輯推理的第三步，用以奪取挫敗哲學的知

vishvasaha：能忍受，承擔一切的人

識影響的部份

vishvasya sras’ta’ramanekaru’pam：宇宙的創造
者將自身顯示成許多種形狀，顏色和波動
vishvasya：宇宙的
vishvata : 宇宙的、各種的、無所不在的
vishvatomukham：Taraka Brahma的一個名字，
字義為具有許多（遍一切處）臉，能同時看
到每個層面
vishvesha：世界之主

viṭapa : 樹枝、枝葉、莖
vitarka：推論、推理、分析、尋思、想像、識別，
好爭論，好辯；誇張
vitarkaḥ：懷疑、深思、不當的念、疑心
vitasti：長度單位、有說是九英吋長、有說是一
尺長、有說是一手寬
vitata : 擴散、伸展的
vitṛpta : 滿足的

vishveshvara：宇宙之主；至上本體

vitṛptasya : 滿足的

vishwa’sa：信仰；信賴

vitṛṣṇa : 離欲、離愛

vishwaba’hu：幫助支撐宇宙

vitṛṣṇasya：離欲

vishwadeepti：宇宙之光

vitta : 財富、財寶

vishwadeha：像宇宙一樣的身體

vittesha (vitta-ῑśa) : 財神維帖夏

vishwadhruk：支撐，維持宇宙者

viva’ha：此字是由vi-vaha+ghain而成，與結婚，

婚姻之意相近，其意為在婚禮後男方和女方

vraja bha’va：當kun’d’alinii 提昇至臍輪時，在

都不能再過著不負責任的生活，他們必須共

Vaes’n’ava密宗裡稱為vraja bha’va（甜美喜悅

同承擔家計，字義是以特殊的責任型式來過

的覺受）

新生活，是一種遵循某一特定系統的生活
vivara（vivaraṃ）
：孔、洞、縫隙、裂縫

Vraja Krs’n’a：以虔誠瑜伽為導向之孩提時的
Krs’n’a

vivardhana : 增長、增進、增加

vraja parikrama’：環繞著Krs’n’a，此處vraja 是

vivardhini’：增加、增長、增進

「心」之意，又代表Krs’n’a；喜悅的聖地

vivarjana : 放棄、捨離、離棄、取消

vraja：甜美的，柔和的；快樂喜悅的前進，靈性

vivarjayet：捨棄、放下

喜悅的前進；心；地名，Krs’n’a早期的住處；

vivarjita : 離、斷、捨斷、遠離、棄除、棄捨、

牛舍、牧者的住處；前進、到達、得到、走

毫無

向、前行、去

vivarn’a’：沒有顏色

vraja’ma’：我以靈性的喜悅前進

vivartate : 普現、遍在、主導

vrajabhu’mi：喜悅之地vraja Krs’n’a的地方

vivasva’n : 太陽神的名字，音譯維瓦斯旺

Vrajagopa’l：Krs’n’a生命中的第一部份，扮演甜

vivasvata : 太陽神、光輝
vivasvate : 向太陽
vivaswat：太陽
viveka：分別；判斷；真實的知識；善分辨力、
明辨
viveka’nanda：明辨的喜悅
vivekacu’d’a’ma’ni：基於幻相論的哲學派別之一
的名稱
vivekajam（vivekajaṁ）
：明辨力、識別、區別
vivekakhya’teḥ：善分別智、明辨智
vivekinaḥ：良知、有明辨力的、有分別的、有識
別力的
vivekinii：明辨，區別，明智，賢明

美、柔和的一面
vrajamohana：Krs’n’a的一個名字
vrajan : 行走
vrajati：行、走、前進、移動、到達；一邊行動，
一邊享受或享用，在享受靈性的喜悅中前進
vrajeta : 行走、走路
vrata’（vrata）
：誓願、戒、禁、儀式、行為，信
守宗教的準則；堅定
vratam：誓言、誓願
vrddha : 年長的、有經驗的、成熟的、增加的
vṛddhi : 生長、成長、增加、益、進
vrinda’vana（vrndavana）
： Krs’n’a所誕生小鎮
名

vivekita’ : 分別、區別、識別、明辨力

vrishali：未婚的

vivekitva : 分別、區別、識別、明辨

vrishaparva：希瓦的名字

vividha：各種、各式各樣、諸、無量

vrjina : 邪惡、罪惡、歪曲的、狡猾的

vivikta : 孤立、遠離、空寂

vrkodara : Bhiima 的別名；此字是由vrka (狼) +

vivikta-sevii : 隱居

udara (胃、腹) 組成，其義是形容大胃的人，

vivrddha : 長大、變大、成長

食量大的人

vivrddhe : 長大的、變大的、過度的

vrks’a’n’a’ṃ : 在樹木中

vivrtta：梵語有三種發音的型態，此為一種，另

vṛks’aka : 小樹

外兩種為sam’vrta和tiryak

vṛkṣa’sana (vrksasana) : 樹式

viya’pta : 遍滿、普及

vrs’n’iina’ṃ : 在維施尼族(vṛṣni)的後裔中

viya’tii：（孟加拉語）中脈

vṛt : 轉動、旋轉、迴轉

viyati：一隻鳥

vṛtha’ : 隨心所欲地、任意地；徒勞地、無益地、

viyoga : 離、斷、捨

懶惰地、無用；無目的地

vo：你們的

vṛttayaḥ：心緒傾向、變化、心緒起伏

vṛtteḥ：修正、變更

vya’paka sna’na：盆浴

vṛtti（vrtti）
：心緒傾向、心緒、心思、習性、波

vya’paka：遍一切的，廣泛的

浪、漩渦、心靈的變化、心靈的變形，也代

vya’pee：遍一切處；被普及的、遍滿的

表各脈輪的花瓣和音根

vya’pta（vya’pte）：擴大，滲透、遍滿

vrtti（vrttih）
：字義上是指生活，生計，職業。

vya’pti：遍一切宇宙；住一切處

在瑜伽裡，是指心靈所享的標的物，或譯為

vya’pya : 可滲透的、可穿透的、遍存，在某物

心靈情緒傾向，心靈傾向，習性

之中或之內

vṛttiḥ：心緒傾向、習性、心念、心靈的變化、心
靈的變形
vrusha’kruti：
「法性」的確實形相者

vya’rtha：沒有用的
vya’sa：廣博仙人，人名音譯為維亞薩，字義為
廣大、廣博

vrushapriya：喜愛成為正義、公平者

vya’tam’：充滿，充塞，遍一切處

vrushkarma’：行為像「法性」的人

vya’tireka：靈修的第二個階段，此階段裡，靈修

vrddha：年邁、年長、老

者為達最終的成功有堅定的決心；感官回收

vya’dha’ya：獵人的行為

有四個階段，vya’tireka是第二個階段，在此

vya’dhi：疾病、有病者

階段裡，心靈傾向有時受到控制，有時則否。

vya’disha：給予特殊秩序者；調整宇宙

其餘階段見yatama’na

vya’ghra : 老虎

vya’tta : 張開的口

vya’ghra’mvara Hara：披（穿）著老虎皮的上主，

vya’ya’m：練習，鍛鍊

亦指希瓦

vyada’rayat : 破裂、震裂、打開

vya’ghra’sana：以虎皮為靜坐用的坐墊

vya'ghra：老虎

vya’ghra-krtim’ vasa’nam’：來自非阿利安國家的

vyagra : 不專注、未專注於一點、不注意的、分

老虎；希瓦的別名

心、不合、分別；忙、焦慮

vya’ha’ra (vyāharan) : 發言、吟誦、談論、說

vyainjana：子音

vya’karan’a：吠陀在希瓦之前有六支脈，

vyainjanvarn’a：子音（的顏色）

vya’karan’a是其中一支脈，字義為文法，記

vyakta：明白的、顯著、顯示、顯現

答，說，授記，詳見 chanda

vyaktaya : 已顯現的

vya’khya’：註解，解說，論

vyakti : 示現、出現、差異、區別

vya’khya’na：註解，解說，論

vyaktih：表現，各種顯示，顯現

vya’khya’ta’：已釋

vyanthanti : 苦惱、不安、困惑

vya’khya’ta’ḥ：說明、釋論、描述
vya’mishren’eva : 混雜的、含義不清的、模稜兩
可的
vya’moha：心理的疾病，精神錯亂、愚癡
vya’na：五種內在生命能之一，是遍於全身的氣

vyapa’shraya : 僻難所、住所、庇護所
vyapa’shritya : 托庇於
vyapeta-bhiiḥ : 遠離恐懼、擺脫恐懼
vyas’t’i：同一個單位裡，個體
vyatha’: 苦惱、恐懼、不安
vyathayanti : 使苦惱、使不安

（能）
，其功能是有助於生命液和血液的循

vyathis’t’ha’ḥ : 不安

環，經驗（體驗）的覺知與非覺知

vyatiita’ni : 已經過了、已離開的

vya’na：內在五種生命能中的遍行氣
vya’pa’ra：參與、實行、工作、活動、勤務、努
力、事務
vya’paka shaoca：半浴

vyatikrama：此字是由vi-ati-kram+al組成，在孟
加拉語的字義裡為悖於尋常
vyatitaris’yati : 超越
vyaunga：青蛙

vyavaha’ra : 世俗諦；日常生活、一般習俗、慣

妻子，一位是Maetreyii，另一位是 Ka’tya’yanii

例、舉止、行動、言說、言語

ya’m iman : 所有這些

vyavaha’riṇa : 活動、行動 實行

ya’ṃ ya’ṃ : 無論哪一個、無論甚麼

vyavahita：隱藏的、被遮障的

ya’ma：三個小時稱為一個ya’ma

vyavahita’na’m：間隔、分開、所障、被障

ya’n : …的人

vyavasa’ya : 堅定地、意圖、決心、勤
vyavasita : 決心、目的、企圖；愛著

ya’nah：道路，路徑
ya’nti : 經過、達到、接近

vyavastha’na：安排，排列這宇宙者

ya’oya’：走，去（行動）

vyavasthita (vyavasthitiḥ、vyavasthitau) : 住、

ya’pan kara’：帶領，引導

安住、位於、處於、成立、建立、定、決定、

ya’syasi : 將會

堅住、確實地

ya’ta : 已經過、已歷經

vyoma：
（男）天空，空、虛空。
（女）為vyoma’

ya’te：因為……所以

vyoma’nga：天空的一部份

ya’ti : 往、前往、達到

Vyomakesha：希瓦的別名，字義是頭髮朝天空

ya’tismara：記得前世的人

vyoman（vyoma）
：空、虛空、乙太

ya’tra’: 生計、養；前往；儀軌

vyomattattva：乙太元素，空元素

ya’va’n : …的一切、就像

vyomesha：太陽；月亮
vyomika’：居住在天空者
vyomini：居住在天空者
vyu’d’ha : 寬廣的、分開的、擺陣；莊嚴的

ya’vad：只要……，一直到……、終、盡、直到
ya’vadvai : 只要……，一直到……
ya’vajji’vam : 盡壽、盡形壽、終其一生、終身、
盡其形壽

vyu’ha：列序、布置、分配、排序、系統結構

ya’van：前往…….的

vyudasya : 捨棄的、放下的

ya’vat (yāvad) : 乃至、直到、隨、只要、無論甚

vyuttha’na：生起、覺醒
vyuttha’ne：生起、出現、覺醒、所欲求

麼；如此多的，如此長的
yacca bhavyam：所有即將發生的事
yad (yat，yac) : 因為；…的，是甚麼
yad：彼、諸、所有；身為、做……之時

Y
ya（yo、yaḥ）
：心靈傾向avishva’sa（缺乏自信）
和飄浮不定的音根；關係代名詞表示「誰」
、
任何人、任何事；與某些字結合時，表示無
論什麼之意；為了加強主詞的附加使用
ya’ : 前往、行進；那個、那；…的
ya’bhir (yābhiḥ) : 藉以…，為作…，由…的
ya’cana：一種請求，要求
ya’dasa’m : 水族中
ya’dava : yadu(雅度)的後裔、克里師那的別名
Ya’dava：字義是印度階級的一種；又指Krs’n’a
的朝代
ya’drk : 原本的
ya’jii : 崇拜的、舉行儀式、祭祀的完成、崇拜者、
奉獻
Ya’jinavalkya：古代一位著名的男人，他有兩個

yada’: 在…時、做…時、爾時、是時、何時、當
yada’yada’：適當的時機、無論何時何地
Yadavabhavyamasti：會如何的，就會如何，一
切已註定的，就會依其既定發生
yadbhu’tam：所有已發生的事
yadi：假如、即使、如果、若
yadrccha’: 偶然、忽然、自動到來
yadrcchaya’: 意外地、不求自來地、自然地
Yadu：意指Krs’n’a的朝代
yadvat (yadvad) : 就如、像那樣地
yaga：靈性層面的行動，其義包含持續不斷的努
力，此字是由yaj+ghain組成
yaḥ : 關係代名詞(who)誰、任何人
yah a’gacchati sah gacchati：有來就有去
yah ca asmi (yaś cāsmi) : 如我
yah（yaḥ）
：那些（人、事、物）
；關係代名詞的

「誰」
yaj：此字為動詞字根，其義為「做偉大的工作」，

具、魔術機械
yantraka：控制者

「願意犧牲」
，「教導真理」
，「為了別人的福

yaogika：瑜伽的

祉而工作」

yas : 誰

yajanta (yajante、yajanti) : 祭祀、禮拜、奉獻

yas’t’avyam : 應崇拜的、應供奉的

yajina d’umura：心葉榕

yasha：薄伽梵的六大特質之一，其字意為聲名、

yajina（yajna）：儀式的奉獻犧牲；服務；祭禮

名譽、美譽、榮譽，名聞，光輝

yajinad’umbara：印度黑莓

yashasah：聲名

yajinakrut （yagnakrut）：奉獻的實行者

yashaskara：榮耀；光輝

yajinapati（yagnapati）
：奉獻之主

yashawanta：（男）獲得好的名望，榮耀。（女）

yajinopaviita：在舉行對神的儀式時， 左肩會披
著獸皮，該獸皮即稱為yajinopaviita

為yashawanti
yasho dehi：給我聲名，名氣

yajña : 祭祀、供養、崇拜、服務、奉獻

yasho：聲名，名氣

yajña’na’m : 在獻祭中、在奉獻中

yashoda’：Krs’n’a的母親

yajña’t : 從奉獻的、從祭祀的

yashodhana：有名氣

yajña-artha’t : 為了 yajña 的目的

yashodhara：成功的獲得名望（男），女的為

yajñaiḥ : 與祭祀
yajñaya : 為了奉獻、為了祭祀
yajñe : 獻祭中、祭祀中
yajñena : 經由奉獻、經由祭祀

yashodhara’
yashodhara’：佛陀未出家前的妻子，音譯為耶輸
陀羅，字義是成功的獲得名望

yajur : 四吠陀之一的夜柔吠陀

yasma’t（yasma’d）：因為……所以、故

Yajurveda：四吠陀之一，音譯為「夜柔吠陀」
，

yasmin：對誰，向誰；在那，…的地方

約於西元前四千年形成，一部份在印度，一

yastu：如此、即可、那麼；誰、能有誰

部份在印度以外的地區完成。

yasya : 關係代名詞(whose)，誰(我、他)的、(某

yajurvedian：通曉夜柔吠陀的人士

某) 的

yajwa’：奉獻的實行者

yasya’ṃ : 在其中

yaks’a：星光體，微生命的一種。音譯為夜叉、

yasya’nta : 內在是、內在有

藥叉，空行者，顯現；愛財的天人或譯為財
神、鬼神
yaks’in’ii：夜叉
yaks’ye : 我要獻祭、我會奉獻
yam : …的人、向…的
yama（yam）
：控制、外在行為控制、持戒、禁
戒、禁制、自律、死神閻摩
yama’ḥ：持戒
yamara’ja：閻羅王，死神
yamini：夜晚
yamuna’（jamuna’）
：一條河流名，源自kalinda
（太陽）山，人格化為太陽的女兒；一條與
Yama姊妹有關的河流；死神；另義為右脈
yantra：符號、經由控制以獲得解脫；機械、工

yat va’: 是否
yat yat (yad yad) : 無論
yat（yaj）
：渴望；關係代名詞的「什麼」
、
「無論
什麼、任何事」
、
「那些」
、
「那個」
、它；就像、
當
yata ( yato ) : 由於；有多少個，有．．．個
yata : 被抑制的、被控制的
yata mata：有這麼多的觀念、想法
yata’tma’na : 從事自我修煉的人
yata’tman : 自制的
yata’tmava’n : 自制
yataḥ : 對於；由於
yatama’na：靈修（sa’dhana’）的第一個階段，
此階段裡，靈修者有著虔誠的努力；感官回
收有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yatama’na，其

義是為了要超越習性的負面影響所做的有意

yatreda : 在那、在其處、此中、於彼中、從此

識之努力，其餘三個階段為vya’tireka，

yatredaṃ : 在此中、在其中、此字由yatra + idaṃ

ekendriya，vashiika’ra，詳見各條

組成

yatama’nas : 用心努力、用心控制

yatrodita’：此中所生

yatanta : 努力不懈

yauvana : 青年、青春

yatanti : 努力(想獲得)

yava：大麥

yatash (yataḥ) : 從什麼、從何

yaya : 用…

yatata : 努力
yatati : 努力
yatayah : 覺悟的智慧、自我控制者
yatha：如同、如此
yatha’ tatha’ : 無論如何、總之，將會
yatha’：如同、似…地、猶、就像、同樣地；無論
yatha’-bha’ga : 依不同的地方、區域

yaya’: …的
ydṛcchaya’ : 以其所願
ye : 那些、那個、其
yena kenacit : 對任何一切，對任何人、事
yena：藉著祂（指Guru）
、基於他，由誰；是故、
因為、為此
yes’a’m : …的、他們的、為誰

yatha’rtha : 真實的、正確的、如實、如理、真

yo : 即ya，表示任何人、任何事、誰

正的

yo yo (yaḥ yaḥ) 無論誰

yatha’rthata’ : 實際上、真實的、名副其實

yo’yam’ : 這個，此字由ya + ayam’而來

yatha’sukha : 舒適地、快樂地、隨意、隨所安

yoddhavya : 可打仗的、可戰鬥、要作戰

yatha’sukham : 快樂地、如快樂

yoddhu-ka’ma’n : 想打仗、欲求打仗

yatha’tatha : 如實，任何狀況

yodhamukhaiḥ : 戰士首領、將軍、總指揮官

yathecchasi : 如所欲、隨你所願、隨心所欲、此
字是由yatha + icchasi組成
yati：抑制、中止；此字亦可寫成i-a’-ti, 其義為
yama、niyama的控制者，遵循yama、niyama
者
yatiinam : 苦行者、捨世者

yodha-viira’n : 英勇的戰士
yoga ityukta’：所認為（所知）的瑜伽
yoga ma’rga：瑜伽之路
yoga nidra’：瑜伽睡眠
yoga sha’stra:瑜伽經，瑜伽論
yoga（yagau）
：結合、合一；音譯為瑜伽、瑜珈。

yatin（jatin）
：苦行者；禁慾者

這個字是源自動詞字yuj和字尾ghain，在梵文

yatindra：苦行者，禁慾者之主

裡有兩個類似的動詞字根，一個是Yuj，另一

：少許、所有
yatkiṃcid（yatkiṃcit）

個是yunj。yuj意指相加，yunj意指合而為一。

yatna : 精勤、努力

在密宗裡，認為yoga之意為：個體小我和至

yatna’d : 經由努力

上本體的結合為一

yatnaḥ：努力、盡力
yatnatas（yatnataḥ）：堅固、能
yatnavat : 勤奮的、熱心的
yato yato : 無論如何、無論何時
yatpada : 那個狀態
yatra yatra : 無論何處，只要
yatra：是處、於中、此中、只要有，關係代名詞
的「那裏」

yoga’bhya’m：結合，二元
yoga’ca’ra：瑜伽行派
yoga’ca’rya：瑜伽行者，瑜伽阿闍黎
Yoga’ca’ryabhu’mi：瑜伽師地論
yoga’nusha’sa’nam：瑜伽紀律，瑜伽訓練（由
yoga+anusha’sa’na（紀律，訓誡）組成）
yoga’ru’d’ha’rtha：大部份的梵文字都有兩種型態
的意義，其一是字根的意義也就是

yatra’stam-ita-s’a’yin : 當日落時四處為宿的

bha’va’ru’d’ha’rtha，另一是一般說法的意

yatratatra : 任何地方

義，也就是yoga’ru’d’ha’rtha

yoga’sana：同yogamudra’

yonayah : …的根源

yoga’t : 與瑜珈連結、專心於瑜珈

yoni : 子宮、陰戶、生門；家世、出生、種子；

yoga’ya : 為了瑜伽、此瑜伽

人

yoga-balena : 藉由瑜伽力

yoniini : 誕生的來源

yogair : 經由瑜伽

yonis’u : 被孕育出的萬物裡、物種中

yoga-ks’ema : 安穩、安樂、幸福、繁榮

yos’ita’：處女，妻，婦人，同yos’an’a’

Yogama’ya’：幻相、幻術；引導所有生命體朝向

yoshita’：一個女人；一個女孩

至上意識的造化勢能稱之

yotsyama’na’n : 將要作戰的人

yogamudra’：瑜伽身印

yotsye : 作戰

yoganidra’：有能力使所有創造物睡著的女神

yudda’ya : 作戰

yogapa’ra：精於瑜伽的人
yogaru’rha’rtha：非字的本身字義，而是習慣上，
人們認為（或使用）此字的意義（如
painca’nana，字義上是五張臉，但習慣上此
字是代表Shiva之意）
yogash：瑜伽
yoga-stha : 專注於瑜伽
yogavashis’t’ha：書名，約於西元前三千年，一

yuddha : 戰鬥的、戰爭
yuddha’t (yuddhāc) : 比作戰
yuddha’ya : 為了戰爭之故
yuddhe : 在戰鬥中、在戰場上
yudhi：戰場、在作戰中
yudhis’t’hira : pa’n’d’u 的長子名，字義為堅陣，
又譯為堅戰，奮鬥不退的人
Yudhis’t’hira vidya’：堅戰的學派法門，是堅戰所
發明的修行法，其法是將心靈專注集中於一

位印度偉大的王者之王瑜伽行者到中國學習

個特定空間的方法；戰場上的堅固者， 維持

china’ca’ra，之後著有此書，闡述密宗靈修的

戰爭的平衡者；最年長者的Pa’n’d’ava兄弟名

精細哲學

字。或譯為堅戰，堅陣，堅固，代表著物質

yogavid（yogavit）
：精通瑜伽者

的終結，及另一世界開啟之喉輪處；yudhi（在

yoga-vittama’ḥ : 真正了解瑜伽

戰場裡）+sthira（固定的，平衡的）

yoge : 瑜伽的、方法、行持

=yudhis’t’hira

yogena : 合一的
yogendra（jogendra）：眾瑜伽行者中的王
yogesha：瑜伽之主；瑜伽的導師
yogeshwara：瑜伽之主

yudhya : 作戰
yudhyasva : 作戰
yuga：時代，紀元，年代；此字由動詞字根yuj
而來，代表變遷的時代

yogi：同yogin

yugam：一對、雙

yogi’（yogii）
：瑜伽士、瑜珈行者

yugandhara：地球；承擔責任的女人

yogin：修行瑜伽的人、瑜伽行者，瑜伽士

yugapat : 同時、俱時、一齊

yogina (yoginaḥ、yoginām) : 瑜伽行者、瑜珈士

yugasandhi：時代與時代間的連接點，時代間的

的、瑜伽行者的、在瑜伽行者中
yoginaḥ：瑜伽行者的
yoginii：瑜伽母
yogya：宜、適當、相應

交替；不同紀元的環接處
yugasya：在一個時代裡
yuge yuge : 世世代代、一世又一世
yuge：時代，紀元

yogyata’：合適

yujyasva : 有關係、結合

yogyatva’ni：合適的、適當的

yujyate : 從事、連結、結合、相關

yojana：距離單位，其單位是十二哩

yukta（yuktaḥ）
：相應、如理、如法、有規律的、

yojana’：結合；連合

具足、修行、從事、相連、連結、吻合；與．．．

yoktavya : 可適用、可實行的，可供給、可準備

結合；做為女性名字時要寫成yukta’

yukta-cetasah : 全神貫注、心靈相繫
yuktaiḥ : 從事
yuktama’nasa : 與心靈結合為一
yuktatama : 最專心的、最結合的、最相應的、
最偉大的瑜伽行者
yukte : 套著的
yuktva’: 從事、專心於
yuktya (yukta) : 正理
yun’j：一起用軛套住、同事
yuñjan : 修煉
yuñjiita : 連結、修定、從事、進行
yuñjya’t : 從事、進行
yus’ama’n’a：幫助
yusma’kam：你們的，你的
yuthika’（juthika’）：各種茉莉花
yuti：結合者；連結者
yuvan：年輕的
yuvara’ja：王子
yuyudha’na : 人名，音譯優優坦那
yuyutsa’: 戰鬥欲
yuyutsavah : 有如想戰爭
yuyutsum : 全都想作戰

z
zen：禪（日語），源於梵文的dhya’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