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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da   妙音 

Nadabindu Up   义义《声点奥 》 

Nadaswaram   乐祭  

Naga   龙族 

Nagarjuna   龙树   约 2～3 世纪 

Nagesa    17 纪 查世 那伽沙撰《 耶耶迦》(Chayavyakhya) 

Naiatmya   无我 

Naigamanaya   别别无差  

Naimittika-Karma   那弥提迦祭祀,  时时 仪生儿子 行的出生祭  

Nakula   无种   纳古拉 

Nalavilasa   罗罗《那 》 

Namadeva   名天   那摩提婆 

Namarupa   名色   心灵和肉体 

Namaskaar    顶礼、祝福   源自 Namasmakaara   现凡我 在的一切和拥有的一切都得 

                      自你的恩宠 。 Na-ma  不是我的 

Namasmarana   复重 圣号 

Nanasamvara   识知 的控制   略称 Nana 

Nanda   难陀   6 世纪 

Nandi   公牛 

Nandin   公牛, 动 护所有 物的守 者, 湿婆的交通工具, 常蹲在湿婆膝下 

Narada   罗那 陀 

Naradapurana   《那罗陀往世书》 

Naradasmrti   罗 论《那 陀法 》 

Narayanopanisad   罗 义义《那 衍奥 》 

Nasatya   真神 

Nashakas   破坏者 

Nastika   非正统, 无信仰者 。 

Nastikyam   空虚， 谓 论无神  

Nataraja  舞蹈之王 

Naya   道理、判断 别、 点 

Nayabhasa   错误 

Nayaka    领真正的 袖   Desha Nayakas   领国家 袖 

Neti Neti   非此非彼,   这不是 个不是那个 

Niddesa   义《 释》 

Nidhi   历法 

Nididhyasana   深沉的静虑、坐禅 

Nigamana   结论 

Nigantha    尼犍陀   Nirgranthe 



Nigodas   尼果陀   充满宇宙的细微存在物, 由无数灵魂所构成 

Nigrahasthana   负堕 , 指在辩论中误解或不理解一类辩论失败的相状，失败的原因 

Niguna Dhyana   为无 禅定 

Nihsvabhavatvam   无自性, 实指不具有内在的 体 

Nihsvarupata   无自所有性   无形式 

Nijjiva   无我 

Nimitta-Karana   动力因, 有效的因 ，客体的因 

Nirakarabhakti   诚无相虔  

Niranjana   湿婆  义字 为“无尘者”亦指“无上有体” 

Nirbhayabhima   军《无畏怖 》 

Nirguna    无德   Nirguna Brahman   无德梵 即上梵  Param Brahman 

Nirisvara-Sankhya    论无神的数  

Nirjara   灭不 ，不朽 

Nirmalyam   残花,  义 馀本 是“供奉之弃 ”。花，常用以供奉神像者也 

Nirnaya  决了 

Nirodha – Satya   灭谛 

Niruddha   灭心 

Nirukta   语源学, 文字学 

Nirupakhya   质本 （非色） 

Nirvikalpa Samaadhi    别无分 三摩地 

Nirvikalpajnana    识不确定知  

Nirvisesam   别无差  

Nirviveka   别无分  

Nisiddha-Karma   业尼悉陀造    杀如 人等 

Niskevalyam   仪法 

Nissatta   实非 体 

Nissvardha   无私、无我 

Nitisastra   正道论 

Nitya    恒常   (Nithya)    

Nitya Sama  常住相似 ， 指根据对方所说的某物（声）的永久的非常住性而把常住 

           性归于所有非常住性的事物       

Nitya-Karma   远永 的祭祀, 每 赞赞如 日 等 

Nitya-Karmas    远 业永 作 （指祝祷颂辞） 

Nityanitya   外在或非外在 

Nivrtti   否定 

Niyama    劝戒 ，Yama   禁戒 ，精修 ，缚 

Niyati   命运 

Nrsimha Uttara-Tapaniya Up   狮 义义《人 子后修行奥 》 

Nyayabindu   《正理一滴》 法称 （7 纪世 ）作 

Nyayadvarratarakasastra   门论《因明正理 》 5～6 纪世  陈那著 

Nyayamanjari   《正理花蔓》 



Nyaya-Manjari   《正理蕾苞》 

Nyayanusara   顺正理论 

Nyayaratnakara   颂《正理宝 》 

Nyaya-Sutra-Bhasya   经《正理 疏》4 世纪筏差衍那 (Vatsyayana) 著 

Nyaya-Varthika   经经释《正理 》6 纪世 UddyotaKara （乌地耶得迦罗）作 

 

Nyayatatparyamandana  经释评 为 罗 罗《正理 达那》 商羯 弥室 (Sankara Misra) 所注之 

                                            作 

Nyayavarttikatatparyatika   释论 义《正理 真 疏》 

Nyunam   缺减，   论指 式中缺少一个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