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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ikeyi  吉迦伊 

Kailasa   凯拉沙, 玛湿婆住所在喜 拉雅山 

Kala   时间 

Kala Pabandha   时间的限制 

Kalala    精子 

Kalatita   不当 

Kalpa   祭事学 

Kalpadrumavadanamala   树 喻《如意 譬 鬘 》 

Kalpana   别分  

Kalpana   染著 

kalpanikam   觉幻  

Kalpas   劫  时间时指 位。劫波 – 在梵天之一日等于人间 四万三千二百万年 

Kalyana   妙善 

Kama   爱、欲望 

Kamalasila   莲花戒，  8世纪人 

Kamaloka   爱器世间, 指感觉的领域 

Kamasava   欲漏 

Kama-Sutra   乐乐《享 》 

Kamili   财富 

Kamya-Karmas   业祭祀作  

Kamya-Karmas   迦耶祭祀, 为求升天的祭祀 

Kanada迦那陀撰《胜论乐》 (Vaisesika Sutras)    

Kanda   下丹田 

Kara   扫荡者 

Karakavyapara   因果作用 

Karana Buddhi  觉原因的  

Karana-Avastha    因相 Karana-Brahman   因梵  Karana   因 

Karika   韵文体 

Karika   颂 

Karma Saya   业力之温床 

Karma Yoga   业瑜珈 

Karma-Kanda   属行的部份, 业品 

Karmamarga   业作 之道 

Karmamarga   祭祀之道，行动之道 

Karmanasarira   业身 

Karma-Sarira   在无 数的过 业 质 积去世生命中 的物 累 于灵魂中 

Karmatva  运动性 动，行 性 

Karma-Vargana   业（特殊的） 力 



Karmavijnana   动 识活 的意 , 业识  

Karmendriyas   动行 的感官,  动行 根, 作根 

Karmins   祭祀者,  职职 实圣典 之 践者 

Karna   尔尔迦 ，俱卢族统帅 

Karnaparvan   尔尔 诃 罗《迦 篇》摩 婆 多   18篇之 8 

Karta-Karana   动力因 

Kartavya   义务 

Kartavya   义务, 职职 

Karuna   悲、同情 

Karya    果   Karana   因 

Karya sama   果相似，指根据使 ‘声’产生 或 出现 结的努力之 果的多样 驳驳性来反  

   方 

Karya-Avastha    果相  Karya Brahman   果梵 

Kasaya   情感 

Kasyapa-Parivarta   《迦叶品》 

Katha   故事、事迹 

Katha Up   义义《迦塔奥 》 

Kathaka Up   义义《羯陀奥 》 

Kathavatthu   论《 事》  传佛教南 史料 

Kathavatthu   论《 事》  辩辩 义佛教最早的 法一  

Katyayanasmrti   论《迦旃延那法 》 

Kauravas   罗高 瓦斯, 俱俱族 

Kausalya    憍萨里雅 

Kausitaki Brahmana Up  义义《考史多启奥 》 

Kausitaki Up   乔 义义《 尸多基奥 》 

Kausitaki-Aranyaka   《憍尸多基森林书》 

Kavi   见者, 见道者 

Kavya   诗 

Kaya   身体 

Kayagatasati   观身无常 , 续续持 注观 质想人体的本  

Kayendriya   觉触 感官 

Kayika Karma   业身  

Keerthi   名声, 名誉 

Kena Up   谁 义义《由 奥 》 

Kevala   完全智, 驳 变 满 认识一切事物及其 化的最完 的  

Kevalanvayi   定全知 

Kevalanvayi   指由普遍的一致而证实并无一致的非存在,  完全肯定 

Kevalavyatireki    完全否定 

Kevalavyatireki   指非存在的普遍一致, 完全否定 

Kevali   全知者 

Khandana-Khandakhadya    诘《 蜜》, Sriharsa   （ 尔室利哈 沙）著（12 世纪） 



Khandha Yamaka    蕴 论《 双 》Khandha � Skandha  （梵文） 

Khandhas   蕴或 Skandha 有积聚，和合之意 

Khantisamvara    忍耐的控制   略称 Khan    

Kilesas   烦恼 

Kipilavastu   毗罗毗迦   诞佛 生之城市 

Kiratarjuniya   《野人和阿周那》 

Kirtanam   颂 荣歌 主的 耀 

Klesavarana   烦恼障 

Klista   烦恼招致  

Krama Mukti   渐解脱, 不是彻底的解脱, 人死后个我至梵界享乐 

Kramabhava  渐渐存在 

Kratu   意向 

Krishithi Krishna   耕者就是基士拿 

Krishithiithi Krishna    受人 爱慕者 就是基士拿 

Kriya   作事 

Kriya-Sakti   造作力量 

Krodha   嗔 

Krodha   嗔怒 

Krpa   宠恩  

Krsi   努力 

Krsnacarita    黑天传 

Krsnagiti   黑天集 

Krta Yuga   黄金期 

Krta-Verga   黄金期 

Ksanika   只存在于一刹那中, 灭刹那生 的 

Ksanikatvavyapta   刹那的共存 

Ksanika-Vada   论刹那 , 论无常  

Kshatriya   刹帝利, 四种姓之一 ，统冶者属于这种姓。 

Ksurika Up   剑 义义《慧 奥 》 

Kumarajiva   鸠摩罗什   公元 344 – 413年。东晋时高僧，天竺人。后入长安，率弟 

           子八百余人，译《大品般若 华》、《小品般若》、《法 》、《金刚》 

           等乐。   

Kumara-Kassapa   童女迦叶 

Kumarapalacarita   鸠摩罗波罗传  

Kumarasambhava   鸠《 罗出世》 

Kumbhaka   持气, 不吐不吸, 观以 心修定, 导 术代 引三  

Kumbhakarna   鸠般羯叻拿或昆巴伽尔尔 ，罗波那之弟。 

Kunalavadana   鸠 罗 喻《 那 譬 》 

Kunti   贡蒂，般度之妻，生法子、怖军、阿周那 

Kurmapurana   龟 义《 往世 》 

Kurukshetra   俱俱雪特罗 



Kusha   俱舍 ，罗摩与悉多所生的两个儿子 ，另一个叫罗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