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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anasika Sakthi   意志力 

Mada   骄傲 

Madhava   摩沓婆 ，神 。 

Madhva   摩度 

Madhya   现 间 处吾人 世 所居  

Madhyamaka   中道 

Madhyamakasastra   论《中 》 

Madhyamika Karika   《中论颂》  龙树 (100 AD) 著（韵文诗体）。 

Madhyamika-Sutra   观观 龙树《中 》 著 （龙树 Nagarjuna 纪 纪，公元一世 至二世  

                   人）               

Madhyamikas   观中 派 

Madhyantavibhaga   别中正与两极端之辨  边 别论（中 分 ） 

Madurai   马杜赖   印度南部城市,  印度教圣地 

Maghavan   摩迦婆  即因陀罗  意译富力神 

Mahabbodhivamsa   树《大菩提 史》 

Mahabharata   诃 罗摩 婆 多 

Mahabhasya   《大疏》 钵钵者梨 (147 AD) 所著 

Mahabrata   大戒 

Mahadeva   大天（人名） 

Mahamaudgalyayana   连目犍  

Mahaprajaparamita-Sutra   《大智度论》 

Mahaprasthanikaparvan   远《 行篇》   罗摩何婆 多  18 之 17章 

Mahasamgika   大众部   诃摩 僧祗部 

Mahasangha   大结集 

Mahasanghikas   大众部 

Mahasatipatthana Sutta   观处《大念 》 

Mahasthamaprapta   大势至 

Mahatma   高灵 

Mahattva   大性 

Mahavagga   《大品》 

Mahavairocana   密教尊 ‘大日如来’  （大 卢遮那佛 为） 教主 

Mahavamsa   《大史》   传佛教南 史料 

Mahavastu   《大事》 

Mahavibhanga   别《大分 》 

Mahavibhasa   毗《大 婆沙》 

Mahavira   大雄  ，耆那教圣哲 

Mahavrata   大典 

Mahesvara   伟大的主宰神 



Mahesvara   大自在 

Mahila Vibhag   赛组织的妇女组 

Mainaka   迈纳迦、梅纳迦 

Maiteyi   弥勒薏 

Maitrayan Samhita   总弥勒衍尼 集 

Maitrayana Up   义义《弥勒衍拿奥 》 

Maitreya   萨弥勒菩  

Maitri   慈 

Maitri Up   义义《慈氏奥 》 

Manahparyaya   他心智, 对别 动人精神活 的直接认识 

Manah-Paryaya   智慧 进 识、他心智指 入他人内心而知道他人所思考的知  

Manam   觉 认识直 （ 手段） 

Manana   训训 逻逻智力 、 思考 

Manas   识 识 识心意、意 、心 、末那  

Manasika   业 业 种意 。 有三 ：身(Kayika) 语， (Vacika) 及意 (Manasika) 

Manavaniti   人道 

Mandala Brahmana   罗 义曼荼 梵  

Mandodari   曼多达利或曼度陀哩，罗波那（Ravana）之妻 

Mandukhya Up   《 Ohm 声奥义书》  

Mandukya Up   《蛙氏奥义义》 

Mandukya-karika    颂《蛙氏 》Gaudapada  乔荼波陀作   8 世纪 

Manikavachagar   尔诗泰米 人  马尼迦瓦萨卡尔 

Manipura   脐处在  

Manisi   思士,  思想家 

Manolaya   心念和神融合 

Manomaya Atman   意所成我 

Manomaya Kosa   意所成身， 

Manomulamidam Jagat   心念即世界 

Manovijnana   识末那  

Mantradrata   先知 

Manu   《摩奴法典》 

Manusmrti   《摩奴法论》 

Manvate   思考 

Marakam   缚束  

Marga-Satya    谛道  

Markandeyapurana   《摩根德耶往世书》 

Mastaya   妒忌 

Mathura   秣菟罗国 

Matsyapurana  鱼 义《 往世 》 

Maulikya    原派   论数 有两派 (1) 原派 (2) 后派 (Uttara) 

Maurya   孔雀王朝 



Mausalaparvan   战《杵 篇》  罗摩何婆 多  18 之 16章 

Maya   虚幻、幻觉、幻像 

Medha Shakthi   才能、才智 

Metta   慈    慈 (Metta)、悲 (Karuna)、喜 (Mudita)、舍 (Upekkha, upeksa) 

Mithila   罗弥提  （城） 

Mithila   米提拉   12 纪世 末   新正理派 

Mithyadrsti   错错 见的 解 

Mithyajnana   妄知   错错 识的知  

Mitra   罗弥陀  

Moha   眷意，愚痴 

Mohaniya   业迷妄 ,  趋 业掩蔽灵魂正确 向信念及正行的  

Molleramayana   摩勒 罗摩衍那 

Mrtyu   死亡 

Mrtyu  死 神 

Mudha   盲心 

Mudita   喜 

Mukta Jiva   净清 灵魂 

Muktavali   《 真 联珠串 》 

Muladhara   根持,  阴处在会  

Mulaprakriti   基本自性 

Mulaprakrti   基本自性 

Murali   基士拿的笛子 

Murta    有形  Amurta   无形 

Mutra   有相、有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