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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vatavada   论常住  

Sabara-Bhasya  《娑婆罗疏》   Sabara  撰    

Sabari   娑婆哩 

Sabda   圣言量（可信赖的言论）圣教量、声量、声音 

Sabhaparvan   《大会篇》 

Saccidanandam   乐 实妙 之精神 体   见 Sath Cit Ananda 条 

Sadasivah   萨陀、湿婆、义为“常福乐者” 

Sadbhava   说为六事，一 生、存、少、壮、老、 说为说衰等六事，一 论 实的 、法、 

                   业等六谛 

Sad-Darsana   六派哲学 

Saddars-Ana-Samuccaya    《六派哲学集成》8 纪纪 贤世 子  (Haribhadra Suri) 著 

Saddar-Sanasamuccya   见见见《一切 》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莲莲莲《妙法 》 

Sadhaka   进勇猛精 的求道者 

Sadhana   习修 、修行法 

Sadhana   修行 

Sadharana   一般、普遍 

Sadharmmya Sama   同法相似, 对对 题指在反 方命  时 对 喻（宗） ，使用 方“异 ”中 

                                  的 事例, 证 题但所提出的“因”却不能 明己方命  

Sadhya   圣者 

Sadhya   所立、 义宗  

Sadhya Sama   所立相似, 喻指所立（宗）与（ ）相互都需要证明 

Sadhyasama   未成因、所立相似 

Sadhyasama   未证明的证因 

Sadrupa    肯定 Asadrupa   否定 

Sadurmi   六疾，谓饥、渴、忧悲、烦恼、老、死，直译“六波”或“六浪” 

Sadvimsa-Brahmana   《 书二十六梵 》 

Sad-Visaya   六境 

Saguna   有德、有形、有属性 

Saguna Brahman    有德梵  即下梵  (Aparam Brahman) 

Sahabhava   俱存在 

Sahadeva   撤哈提婆偕天 ，般度五子老四 

Sahakari   媒介 

Sahanam   容忍 

Sahasradala    莲 头千叶 ，在 上。 

Sahasrara   顶轮 

Saivas   湿婆派 

Sajatiya-Bheda   质同 离、 质同 差异 

Sakara   有相 



Sakarabhakti  诚有相虔  

Sakha   宗派 

Sakhyam   谊友  

Sakkubai   萨古白，人名（女） 

Sakshatkava   视神的 像 

Saksi    觉 识知 的意 ，Saksi-Caitanya   觉 识知 的意  

Saksicaitanyam   见证知觉性 

Saktas   性力派 

Sakti   势潜 力 

Saktiman   势具潜 力者 

Saktivisista-Advaita   论性力限定不二  

Salayatana    感官的六入   Sadayatana   六处  

Salikanatha    8 纪世  详夏立格那特著有《 注》(Prakarana-Pancika) 

Salokatam   同界 

Salyaparvan   诃 罗《沙利耶篇》，摩 婆 多  18 篇之 9 

Samagrata   协调 

Samagri   结合、全体 、见体 。 

Samaikyata   一体性 

Samaja      维持平等和平静  Sama   和合   ja   所由生 

Saman    Sa   指女子，ama  指男。Saman   阴阳之谓也 

Saman   三曼，有完善之意 

Samana   脐 输位于 之气，主消化与 送食物 

Samanvaya   化解 

Samanya   普通 

Samanyalakasana   共相 

Samanyato-Drsta   共见比量，由共通特性推知；内属的可见力 

Samanyatodrstasambandha   共见比量（推论）关系 

Samapatti   等至 （即三昧） 

Samarasa   整合   

Samarthya   能力 

Samasta   全 

Samata   平等心 

Samavaya   质内属、内在性 、和合 

Samavayikarana   质料因 

Samaveda   娑摩吠陀 

Sama-Veda   沙磨吠陀 

Samavedasamhita   《娑摩吠陀本集》 

Samaveta-Samavaya   二重和合 

Samayabhedoparacanacakra-Sastra   轮论《异部宗 》 传佛教北 史料 

Samayapradipa   论《光三摩耶 》 

Sambhava   随生量 



Sambhavam    乐 译为福 ，另 “属于商波(Sanbhu)，即湿婆神者” 

Sambhu   仁慈者 

Samcita   积集业，前生所作 报，今生来生受 而未已者 

Samgha   僧（伽） 

Samgraha   聚合 

Samgraha-Naya    见理 

Samgraha-Naya   观 观通性 、适性  

Samhita   吠陀本集 

Samipatam   相近 

Samjna   观念 

Samjnakarma   表象运动 

Samjnamatram  名 

Samjnin   想，（理性的） 

Samkalpa   志，包括概念、欲望、决定 

Samkalpa   综合 

Samkhya   论数 派 

Samkhya Karika   论论 为《数 》 自在黑所撰  - 200AD 

Samkhya-Karika   数论论、僧怯传论 

Samkhya-Karika  论论《数 》 

Samkhya-Pravacana-Bhasya    论《数 解明疏》 16 纪世 Vijnana-Bhiksu  著 

Samkhya-Sara   论《数 精要》 

Samklyasara   论《数 精要》 

Sammitiya Sastra   论《三弥底部 》 350AD～421AD 译成中文 

Sammitiyas   正量部 

Sammoha   精神失常 

Sampatthi    财富 

Samprajnata   具有实体的知识   

Sampratipatti   认识再  

Samprayuktahetu   聚合的事物 

Samsara   轮回 

Samsargabhava   和合无 

Samsarin   轮回者 

Samsaya   疑，是一种关于事 种物的精确特性的相冲突的判断，即一 疑惑的心理状 

         态 

Samsaya Sama   疑相似, 指在反对对方时, 指责对方“喻”中所举之物和该物所属 

                           的 类都是感官可把握的对象, 因而产生疑惑 

Samskara    行、意志、潜在的形成力 

Samskara   养教  

Samskrta-Dharma   为有 法 

Samskrti  （文化，精练出来者） 

Samsthana   现象 



Samudaya-Satya   谛集  

Samudya   谛集   

Samvara   禁戒 

Samvara   精神的控制 

Samvedyatva   知觉性 

Samvid   知识 

Samvida   义为 对同情，又 得 方“同意”而布施 

Samvit   智、 觉知 性 

Samvrtamatram   限制 

Samvrti-Satya   谛世俗 、 谛世 、 谛俗  

Samvrtisatyata   谛俗  

Samyadvama   归福 ，一切福德皆聚而归之，亦译为“爱” 、“ 爱可 ” 

Samyag - Darsana   见正  

              - Caritra   正行 

              - Jnana   正知             

Samyag-Drishti     视正  

Samyag-Jivanam   正命 

Samyagjnana   识 识正确知 （正 ） 

Samyag-Karma   业正  

Samyag-Sadhana   进正精 、正修 

Samyaksamadhi   正定 

Samyama   见制 

Samyavastha   无差别 

Samyoga   结合 

Samyuktabhidharmasastra   杂 毗毗论《 阿 》 

Sanghata   集 

Sankalpa   头念  

Sankaracharya   商羯罗阿(者)梨， 788 – 820 纪莲印度中世 院哲学家。吠檀 

              论 论 认为 实多不二 理 家， 最真 的梵是宇宙万物的始基 

Sankhara   业宿  

Sankhya-Karika   论《数 偈》 

Sankhya-Pravacana   数论圣教 

Sankhya-pravacana-sutra   论 莲《数 圣教 》 

Sankirtan      从内心唱出 齐，集体 唱 Kirtan , 声, 发自唇 

Sankranti   黄道吉日  

Sannivesa-Visistata   秩序， 集聚 

Sannyasa   遁世生活，舍离生活 

Sannyasi   舍离者 

Sannyasin   遁世期 

Sanskruti   文化 

Santaraksita   8 纪世   护寂    观 创瑜珈中 派 始人 



Santi   息灾法 

Santideva   寂天   8 纪世 人 

Santiparvan   诃 罗《和平篇》，摩 婆 多  18 篇之 12 

Santosa   满足 

Sapaksasatva    同类存在性 

Saptabhangi   种七（ ）形式 

Saramati   坚慧，著《宝性论》 

Saranagati  舍弃 

Saraswati   萨罗河神 斯瓦蒂、辩才天、 艺 语 识文 女神、 言、知 之女神、梵天之妻 

Sariputra   舍利弗 

Sariraka Up   罗《舍利 迦奥义书》 

Sarkarunavada   实 论真 因  

Sarupatam   相同 

Sarva-Darsana-Samgraha    见 见论《 一切 》摩陀婆 (Madhva  13 纪世 )  作 

Sarvadarsanasamgraha   《一切知见要集》 

Sarvajna   全知 

Sarvaloka   宇宙 

Sarvasara Upanishad   莲 义菁 奥 书 

Sarvasiddhantasamgraha    《一切悉檀要集》 

Sarva-Siddhanta-Samgraha   见《 一切悉檀》 罗商羯 作 

Sarvasti   一切有 

Sarvastivadin   说一切有部 

Sasana-Nasane   食与不食之两界 

Sasi Vishanan   兔角 

Sasmita   有我 

Sastitantra Sastras   论《六十科 》 

Sastradipika   《论灯明》 

Sastras   典论 

Sasvata 恒常、恒存   Asasvata   非存在 

Sasvatavada   见常  

Satapatha Brahmana   书百段梵  

Sat-Cit-Ananda   存有一智识 纯 识 乐（指 意 精神）、妙  

Sath Cit Ananda   乐真智  

Sathyam Vadha    杀抹 真理 

Sathyamasti Paro Dharma   义 过 坚最大的正 莫 于 持真理 

Satisamvara   专心的控制，略称 Sati 

Satkaranavada   实 论真 因  

Satkarya-Vada   因中有果论 

Satkaryavada   因中有果说 

Satkhyati   存在知 

Satrughna    设睹卢祗那  Satrugana ，罗摩之弟 。 



Satta   存在性 

Sattva   萨潜在力、喜、 硾 、智识要素、纯质、可塑性 

Satya-Bheda   实别真 异 

Saubhratrata    爱友 ，兄弟情 

Saubhratrutvam    兄弟情 

Sauca   清净   或  Saucha 

Saucha   净化 

Saujanyam   高尚 素 质  

Saumyam   柔美性、阴柔性也 

Saundarananda   难 传《美 陀 》 

Sauptikaparvan   袭 诃 罗《夜 篇》，摩 婆 多  18 篇之 10 

Savicara   有伺 

Savitarka   寻有  

Savitri   维娑 德利 

Savyabhicara   不定 

Savyabhicarah   导 结论不定因，指提出的理由可以 致一个以上的  

Savyabhichara    不定（因），不正因 

Savyasachi   萨维雅萨奇，左手拉弓者、精练者，指阿周那 

Sayana   沙耶那  吠陀莲翻释者 

Sayujyatam   相系 

Sesavat   由果推知因。“有馀” 

Shava   尸体 

Shreya    至善 

Siddhanta   义宗  

Siddhanta   悉檀、 义宗 、 说定  

Siddhanta   执随所  

Siddhiswaroopa   现愿望的体 或究竟 

Siddhitrayam   圆满 种《 三 》 

Siksa   音韵学 

Sila   戒 

Silabhadra   戒贤  7 世纪  陈那系统之唯识论主要人物 

Silabrataparamarsa   宗教的祭祀 

Siladitya   戒日王 

Simran   持名 

Sita     悉 多 罗， 摩之配偶 

Siva   湿婆、 乐福 者 

Sivadhanus    湿婆弓 

Sivam   至善 

Sivapurana   《湿婆往事书》 

Skamana Samana   门沙  （修行者） 

Skambha   支柱 



Skanda   军神、室建陀，湿婆之子 

Skandapurana   书《室建陀往世 》 

Skandha   蕴，集合体或群体 

Slokavarttika    论释论 为为《 》 摩利罗(Kumarila) 所著 

Smarana   持念 

Smrit   法律 

Smrti   记记 传念（指 ） 承圣典 

Sodasa-Tattva   谛十六  

Soma    梭摩、玄液、酒、灌献(Soma)，酒 神称“王”后亦称“月神” 

Sparsa   触 

Sraddha    信仰 

Sraddha  敬信、丧祭 

Srama   烦恼 

Sramana   门沙 （修行者） 

Srautasutra   《天启莲》祭式纲要书 

Srauta-Sutra   闻莲《随 》 

Srautasutra    《天启莲》 

Sravaka    罗 闻舍 婆迦（声 乘） 

Sravakas   闻声  

Sravana   真正目的 

Sravanam   聆听主的故事 

Sri Rama Navami   诞多摩 辰日 

Sribhasya   罗《圣疏》 摩努者 Ramanuja (11-12  世纪 ) 著 

Srishti   创造物   

Srsti   创造 

Sruti   天启圣典   字根 Sru 闻意即听  

Sthavira   上座、上座部 

Sthiramati   安慧   6 纪世 人 

Sthiti-Sthapaka   弹性，被干扰后仍可回复原状 

Stithi   地位、身份、安定  

Stoma   调音  

Stotraratna   赞《 歌妙宝》 

Striparvan   妇 诃 罗《 女篇》，摩 婆 多  18 篇之 11 

Strotam   论 诗神之  

Subahu   罗刹 苏波呼 

Subala Up   苏 义书《 巴拉奥 》 

Subhadra   苏巴德拉，基士拿之妹，意译妙贤，阿周那之妻，生子激昂 

Subhasitaratnakosa   语 库《妙 宝 》 

Subhasitavali   语《妙 串》 

Subhuti   须菩提 

Subrahmanya    苏伯拉曼尼亚, 罗摩之弟 



Suddha-Advaila   纯净不二论 

Suddhi   纯净 

Suddhodana   净饭王，佛陀之父  

Sudra   罗首陀 ，由两足而生的隶民, 种四 姓之第 种四 这 种，奴隶属 一 姓 。 

Sugriva   须羯哩婆、猴王，罗摩助他杀死哥哥而登基，后派猴兵救悉多 

 

Suhruth    为梵歌称神 Suhruth, 报 伤 爱意即完全‘无我’的人，不求回 ，不 害人，  

                 的化身 

Sujnana   识上  

Sukha   快乐 乐、喜  

Sukhavativyuha   净 莲《方广 土 》 

Sukla   白或善，Krsna   恶黑或  

Sukta   赞歌 

Sulvasutra   坛莲祭  

Sumitra   须弥陀罗、须弥特罗、须弥多罗 

Sunya   空 

Sunyata   空性 

Sunya-Vada (Sunya-Vadin)   空宗 

Sunyavadins   空宗，中观派所言者 

Surya   太阳神 苏 亚里  

Sushupti   酣睡 

Suta   义为榨取、斟灌 

Sutradhari   导演 

Sutrakrtangasutra  《经造支莲》 

Sutra-Pitaka   莲藏 

Suttapitaka   莲藏，三藏之一 

Suttavibhanga   莲 别《 分 》 

Svabhava    自性     Svabhava-Vada    论自然 、 论自性  

Svabhava Nirdesa   别 认 别自性分 （自然的 知上的分 ） 

Svabhavabhavotpatti  （自然）的非存在 

Svabhava-Vada   论自性  

Svacitta   自心 

Svadha   自在力 

Svadhisthana   丹田 

Svadhisthana Cakra   轮生殖  

Svadhyava   研究哲学 

Svagata-Bheda   自性离、自性差异 

Svaha   诃婆 、意尚享 

Svalaksalna 自相 

Svamaya   幻力 



Svami Vivekamanda 1863-1902  斯瓦米、维韦 译卡南达，意 辨喜, 原名 Narendranath 

Datta   纳轮法拉纳特 . 达塔 

Svara  “声“ Svar “光”相近 

Svargarohanaparvan   诃 罗《升天篇》，摩 婆 多  18 篇之 18 

Svarthanumana   为己 推论 

Svarupa-Bheda   别自所有性差  

Svarupa-Parinama   质质质同  

Svarupasattva   存在性 

Svatah-Pramanya   自明认识（自我有效性的知识） 

Svatah-Pramanya-Vada   自 论量 ,  弥曼沙派的自明认识论 

Svatantra    独立 

Svatantrika   自立量派 （意为积极阐明自 张 别己的相反主 的派 ） 

Svavthanumana   为己推理，指某人在其心中自行论辩或判断所获得的推理的知识 

Svayamprakasa   自明的 

Sveccha    自由 

Svetambara   白衣派 

Svetasvatara Up   净识 义书《白 奥 》 

Svetasvatara Up   骡 义书《白 奥 》 

Swapna   梦中 

Swara   调曲 、旋律 

Swarga   史瓦伽，指半人神的住所 

Swarga   天堂 

Swartha   自利 

Swasa   生命气息 

Syadasti Cavaktavyasva   既真且不定 

Syadasti Syannasti   既真且假 

Syadavaktavya   认识不定或不可  

Syadvada   对 义相 主 ，Jina 教所倡 

Syadvada   对论相  

Syllogism   论三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