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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cabhinna   认识 

Paccaya   础基  

Padanamaskara : Pada  顶脚， 礼于主的脚下   

Padartha   质物  

Padartha-Dharma-Samgraha 摄 义 论 钵钵《 句 法 》 者思多波陀 Prasastapada   著 

Padasevanam   服务于莲花足下 

Padmanabha   脐脐 莲肚 出 花者 

Padmapurana   《莲 书花往世 》 

Padmavyuha   莲 阵花  

Paigala Up   义书《帕伽奥 》 

Paksa   宗法 

Paksabhasa   词 误误小 的  

Pakti   热化学的 力 

Panarthanumana   为他推理，指在一论辩中为说服他人而经由清楚表达的命题所获 

                              得之推理 

Panca Karmendriya   五作根 

Panca Mahavrata   五戒 

Panca Nikaya   五部 

Panca Prana   五风 

Panca Skanda   五蕴、五阴 

Panca-Avayavi-Vakya   五支作法、五分作法 

Panca-Bhuta   种五大（ ） 

Panca-Buddhinadriya (Panca-Jnanendriya)   五知根 

Pancagnividya  轮 义五火二道 迥教  

Panca-Mahabhuta   风五大（地、水、火、 、空） 

Panca-Mahavrata   五戒 

Pancastikaya    《五原理精要》1世纪 Kundakunda  著 

Panca-Tanmatra    五唯 尘、五 。 

Panca-Tanmatra   五唯（ 香 、味、色、触、声） 

Pancavijnanakaya    五识身，即五蕴  (Pancaskandha) 

Pancavimsa-Brahmana   书《二十五梵 》 

Pancikarana   五分 

Panci-Karana Prakriya   《五分法》商羯罗作 

Panjab   五河 

Pantanjali   钵颠迦梨，著《瑜珈经》 (Yoga Sutras) （不早於 147 BC） 

Papa   恶业 

Para-Brahman    上梵亦称 ‘无德之梵’  Nirguna-Brahman 

Parajati   最高   普遍 



Param Brahma   超上梵、超上大梵天 

Paramanas   认识方法 

Paramanus   极微、原子 

Paramartha   谛真  

Paramarthasaptatih   实论《七十真 》 

Paramarthasatya   第一义谛 

Paramarthika   实 绝绝至上的真 、  

Paramarthika-drsti   见最高的 解, 胜义谛 

Paramatman   最高我、神我 

Paramatthadipini   谛《真 灯》 

Parameshwara    湿婆的另一名号 

Paramesvara   超上主、 超上自在主 

Paramevyoman  高天 

Paramitas   钵波 蜜多或波罗蜜 为，意 到彼岸。共有六种波罗蜜 为，称 六度 

Parardhya   字义为处在最高之位者 谓， 之‘真元’ 

Parartha   利他 

Pararthanumana   为他推论 ,  指在一论辩中为说服他人而经由清楚表 达的命题所获   

                             得 之 推 理 。 

Paratah-Pramanyavada   实论正理派的外在真  

Paratva    彼体  Aparatva   此体 

Paravidya   上知, 把梵 看 作仅是无属性, 无差别的上梵, 即真知或上知 

Paricchinna   有限定的确定 

Pariksa   探求 

Parinama   转转 说因果 学  ，转转 。 

Parinama-Vada   转转论（自性）  

Parinamavada   转转说 

Paripakva   圆熟 

Parisesamana  归误法 种 论《正理花蔓》提及的一 推 法 

Parivara   《附篇》 

Parjanya   尔 亚雨神帕 迦尼  

Paroksa   间接知觉、非知觉 

Paroksham   间接证实 

Partha   尔巴 塔，对阿周那的尊称 

Parvathi   波哩婆提、雪山神女、湿婆之配偶 。 

Paryayanaya   样式判断法 

Passasa   吸气 

Pasupati   家畜之主   湿婆,  动 类掌管 物及人 的再生 

Patanijali   钵颠舍梨，瑜珈学派始祖 

Pathivrata   烈女 

Patimokkhasamvara   遵行的控制，略称 Pati 

Patimukkha   规戒  



Patradhari   演员 

Patthana   发《 趣》 

Paustka   开运,  诵咒以求如愿 

Paustka   开运, 诵咒以求一切事情如愿以偿 

Pavartha   精髓 

Pavitram   神圣、圣洁 

Phala   果 

Phalajnana   结果的认识智 

Phalguna   帕尔古那，指阿周那 

Phassa   触 

Pisaca   恶鬼   毕舍遮 

Pitrya   仪祭祖之 礼 

Pitryyana   祖灵之道 

Prabhakara    钵 钵波 跋迦    Sankaracarya 师的老 ，与鸠摩 钵利 同时为商羯钵之师    

Prabhava   间 务世 事  

Prabhuvimita     ‘大梵’  (Prabhu)  所建造的大厦。Vimita，建筑物 

Prabodha-Candrodaya 觉《 月初升》8 纪世 Krsna Misra 著 

Pracandapandava   顽顽《 的般度族》 

Pracaritasunyata   关关 关相 的 系 

Pradhana   第一原因 ，胜因 

Pradhana   质 

Pradhanam   元始者 

Pragabha  未生无，在对象产生之前的非存在 

Prahlada   钵钵赫拉德 

Prahladana   钵钵赫拉德纳 

Prajapati   生主 

Prajapati   造物主 

Prajapatya Sukta    赞《生主 歌》Prajapati   生主 

Prajaptyam   创造性 

Prajaptyam   创造性、阳刚性也 

Prajna   般若、智慧 

Prajnaparamita   般若 钵波 蜜多 

Prajnaparamita-Sutra   钵 经《般若波 蜜多 》 

Prajnapradipa   论论《般若灯 》（智慧之灯） 

Prajnaptivadin   说假部 

Prajnatman   识有意 的自我 

Praka’sa   照 

Prakaranasama   问题相似, 指反驳绝方时, 认为绝方的 ‘所立’和与之相反的观点, 这 

              两方面有相似之处, 这使 ‘所立’不一定能成立   

Prakasavat   方广,   光明之意 

Prakranasamah   问题相似因, 指提出之理由与命题相似 



Prakrti   质 质自性、原初物 即物 的根本原理 

Prakrti-parinama Vada   转转论 转转论物原 （自性 ） 

Pralaya   还还静止（ ） 

Prama   识正确知  

Prama   识知 、正知 

Pramana   认识量，正确的 方法 

Pramanaphala   觉 结知 的 果 

Pramanasamuccaya   论 陈《集量 》 那著 

Pramana-Samuccaya   论《集量 》 

Pramana-Varttika-Karika   论 论《 量 》 

Pramanya   有效性 

Pramanya   获 识有效性、指所 “知 ”的有效性 

Pramata   认知者 

Prameya   所量，正确认识的对象 

Prameyatva   认识的客体性 

Pramudha   经无明的执着或本能，此类型的心 

Prana   气息，指向上气息，  位于心内，主呼吸 

Pranadhipah   生命主,  统生命气息之 治者 

Pranagnihotra Up   义书《生气火祀奥 》 

Pranamaya Atman   气息所成我、人体背后存着一个自我, 由生命的呼吸所构成 

Pranamaya Kosa   气息所成身 

Pranava   译音 般拿婆, 义译即 ‘ Om’ 

Prana-Vidya   生气明、生命气息， Prana 上气 

Pranayama   调息 

Prapana   理解力 

Prapatti   顺忍 

Praptisama   到相似, 绝指在反 一个基于 ‘因’ 与 ‘所立’ 共在一处的论据时, 反对者 

          对这 ‘共在一处’提出反驳, 使‘因’不能与 ‘所立’相 区分   

Prarabdha   业宿 , 指前生所作而今生受报者 

Prarabdha   业宿 、前世所作，今世受者 

Prasadam Prasad   洁神祝福的圣 食物 

Prasanga sama   穷无 相似, 绝绝 时指在反 方 , 绝以 方的 ‘喻’未被一 系列‘因’所证 

             明为根据         

Prasangika   为归误意 派, 护 为 应佛 一派称 “随 破派” 

Prasannapada   净 论 论《 名句 》（明句 ） 

Prasava         转受孕 世 

Prastava    导唱   Prastuti    赞扬   Prasamsa    荣誉    Pratibrta    有孕蓄,收摄之义    

Prasthanatraya , Prasthana   发出 、进进 动、走 递 缘 门、遣 、化 、方式、法 ；traya,三 

Pratibha Pratyaksa    观 觉直 知  

Pratibhanajnana   观直 智 

Pratibhasika   虚幻的存在 



Pratibhasika Satya   实想像 相, 觉实幻 相 

Pratidrstanta sama   喻反 相似, 绝绝 时指在反 方 , 仅仅一个相反的 ‘喻’ 

Pratihara   摄绝有收 方所唱之意 

Pratijna   宗   正理派的五种命题之一，即宗 、因（hetu）、喻（drstanta）、合 

       （upanaya 结）、 （nigamana）。      

Pratijnabhasa   论题的误误 

Pratijnahani    坏宗, 指自己的 ‘喻’（所举之物）中有‘反喻’中的性质, 因而使 

            宗’不能成立 

Pratijnamatram   假定 

Pratijnantaram   异宗，指当己‘宗’受到反绝时 绝，借助 其‘喻’引入一个新的特性或 

             ‘反喻’来维自己。  

Pratijnasannyasa   舍宗, 指当 己 ‘宗’遭到反绝时, 便会舍弃已 陈述的观点 

Pratijnavirodha   矛盾宗, 指 ‘宗’与 ‘因’彼此 矛盾 

Pratitya   依存 

Pratityasamutpada   缘 起说, 龙树所主张者 

Pratityasamutpada   缘起 

Pratityasamutpada缘 起 。缘、条件；起 、产生 

Pratyagatma   内中自我 

Pratyagatma   别内中自我、个 自我 

Pratyahara   觉制止感 ，.收摄摄根 

Pratyahara   敛识、收摄摄根 

Pratyaksa   现量、直接知觉 

Pratyaksato Drstasambandha   觉关直接知 系 

Pratyaksham  直接理解 

Pratyayas   条件 

Pratyekabuddhas  缘觉又名辟支佛 

Pravesa      直接转世 

Pravestum   验体  

Pravrtti   活动 、造作、作业 

Pravrttimavga   驰驰心念向外  

Pravrttivijnana   转识 

Pravrttivijnana   转识   转转 识的意 ，指心被搅扰时所作的转变 

Prayati   动冲 力 

Prayojana   动机、目的 

Priyam   爱乐 

Proksa : Om Proksa    Om! 可洒矣! 

Prthaktva   别体 ，别异性 

Prthivi   地，    地神 

Prthivimatra   地微 

Pruvavat   由因後知果   “有前” 

Pudgala    质料、物质又称 Astikaya  有身，占有空间 



Pudgalanairatmya   瞑思无我 

Puggalapannatti   设《人施 》 

Punarjanma   再次轮回 

Punaruktam   重言, 绝 绝 观 说指当 方已 其 点作了三次 明, 听众已理解, 自己仍不能回 

                      答 

Punya   功法 ， 业善  

Purana   圆满 

Purana   书往世  

Purusa   真元体、原始人、神灵体 、神我、指纯粹精神 

Purusa-Artha   标人生目的，有四大目  

Purusamedha   人祭 

Purva Mimamsa   前弥曼沙派 

Purvaprajna   夙慧 

Pushpam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