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 

 

                           

Vacika   语业 

Vada   论议 

Vada-grantha   诤论道理 

Vagvikalpa   语（ 言的）构造 

Vaidharma   异 法，特性的不同 

Vaikarika   变异自我意识 

Vaikuntha   满 远最高天（充 永 之光），外昆达 ， 义字 是无欲 

Vainasikas   义空无主 者 

Vaipulyasutras   经方等  

Vairagya   离欲、解脱、舍弃 

Vaisamya   别差  

Vaishnavi   财富女神勒斯米的别名 

Vaisnavamrta   毗湿奴的甘露 

Vaisnavas   湿奴派 

Vaisvanara   火神君 

Vaisvanara-Atman   宇宙之真我，亦可谓宇宙性灵 

Vaisya   吠舍、 、 种四大 姓之一 这 种，庶民属于 个 姓 。 

Vajracchedika-Prajnaparamita-Sutra   刚 经 简 刚能断金 般若 ， 称金 般若经或 刚经金  

Vakavkya   逻辑（辩论术） 

Vakehala   言辞的曲解，指把对方所使用的具有两种以上含义的词作不同於对方所 

          含义的解释    

Vakyapadiya   论《声明 》 

Vali   波理或波林，猴王 Sugriva 之兄 

Valmiki   蚁垤，跋弥  《罗摩衍那》作者 

Valopacarika Dhyana   习初 禅 

Vama   恶邪 、左道 

Vamadeva   涡摩提婆 

Vama-Lokayata   顺左 世（外道） 

Vamana   禾摩那 

Vamanapurana   书《侏儒往世 》 

Vamani   导福 ，一切福德皆其所领导也 

Vamsa   种家族 姓 

Vanaprastha   林栖期 

Vanaprastha   隐退于森林生活 

Vanaras   猴子 

Vandanam   顶礼 

Vandhya Putra    妇不孕 之子 

Varahapurana   书《野猪往世 》 



Vardhamana   增上  驮伐 摩那耆那教第 24 师祖   即大雄 （Mhavira） 

Varittika-Tatparyatika   释论《 解注》 

Varna    色 谓亦 四种性   Brahmin, Ksatriya, Vaisya, Sudra 

Varna-Prasada   肤色光净 

Varnya Sama   证 对对 时 对 喻要 相似，指在反 方 ，使 方‘ ’的特性与所立（宗）的 

                         样 问 证特性同 有疑 （需 明）      

Varsaganya   雨众，公元 400 年学者（数论颂） 

Vartin   转 

Varttika   释论 为为《 》 利斯婆拉（Suresura）所著 

Varttikas   评论、释论 

Varuna  宇宙大法之神，婆卢那 

Vasana   薰习、倾向、继承自所有前世者 

Vasistha   婆喜史多 为吠陀中少数诗颂之作者， 师日光王之家庭祭  

Vasubandhu   世亲  4～5 纪世 人 

Vasumitra   世友   佛教四大支派之一，约公元一世纪人 

Vatsalya    爱慈      爱骨肉之情的慈  

Vatsiputtriyas   犊子部 （人名） 

Vatsyayana   筏蹉衍那，印度逻辑学者 

Vayu   风神伐由，婆庾 

Veda-Anta   吠陀最后部份 

Vedana   受 

Vedaniya   业受 ， 乐掩盖灵魂妙 性质而生者 

Vedanta Sara   义《吠檀多要 》 

Vedanta-Paribhasa   释义《吠檀多 》 

Vedanta-Parijata-Saurabha    《吠檀多芳香》Nimbarka  著 （12 纪世 ） 

Vedanta-Vadin   吠檀多宗 

Vedartha-Samgraha    义义《吠陀 要》Ramanuja   著 

Vedartha-Samgraha   《吠陀旨要》 

Vedatma   为 纯吠陀我，吠陀 大梵之 智慧，慧成我 

Vedatma   慧成我 

Vega   速度 

Vegasamskara   惯性之能动性 

Vesali   吠舍离（人名） 

Vibhaga   分离 

Vibhajjavadins   别别分 部 

Vibhanga   别《分 》 

Vibhasa   毗婆沙  意译广解、 别广 或注解 

Vibhishana   维毗沙那，罗波那之弟 

Vibhu   渗一切（ 透一切） 

Vibhuti   神通力 

Vicara   伺   稳 动定的移  



Vicikiccha   疑 

Vicikitsa   怀疑 

Videha Mukti   获真解脱即无身解脱，通达上知 得的解脱 

Vidhi   仪仪  

Vidhiviveka    仪仪《 辨明》 Mandanamisra   8～9 纪世 作 

Vidya   真 识知 ，明 

Vigna    障碍   Vignashwara  头排除障碍的象 神 

Vigrahah   相 ，即形式 

Vigrahavyavartani   论《 争的超越》 

Vijatiya-Bheda   质异 离、异质差异 

Vijnana    识，知 Vinnana 

Vijnana   智, Vijnatma  智成我 

Vijnana Bhiksu    识比丘，16 世纪人曾对《数论颂》作注，名为《精要疏》 

                              Pravacanabhaya  但本书似是 19 世纪之后由某不知名作者撰写。 

               识比丘也写了 绍 论 义 书 论一部介 数 的基本 要 《数 精要》 

 Samkhyasara 及《瑜珈复注》Yogavarttika           

Vijnana Bhiksu   完人 

Vijnanabhiksu   识比丘 

Vijnanamaya Atman   识所成我 

Vijnanamaya Kosa    识所成身，Vijnanamaya Atma   识所成我，由 识意 构成 

Vijnanamtra Bhasya   识《 疏》 识比丘著 

Vijnana-Parinama   识转变、识转、识变 

Vijnana-Vada (Vijnana-Vadin)   唯识论 （唯识宗） 

Vijnanavadins   识唯 宗 

Vikalpa   妄想 

Vikalpa   想像 

Vikalpa Sama   分别相似，指在反对对方时，把可选择的特性归于所立（宗）和 

            喻‘ ’           

Vikatha   恶口 

Vikramaditya   正勤日王、超日王 

Vikrti   变 

Viksepa   创造、产生 

Viksepa   避遁，指借 终 论证口要去从事其它事情而 止  

Viksipta   迁心 

Vimalakirti-Nirdesa-Sutra   《维 经摩 》 

Vinadanda   琵琶柱，指脊骨 

Vinaya   律 

Vinayaka    头吉祥神，象 神 Ganesa 为为之名，意 始者、引导者 

Vinayaka   维那耶卡 

Vinayapitaka   律藏，三藏之一 

Vinitadeva   所天（人名，佛教思想家） 



Vipaksasattva   异类存在性 

Viparitakhyati   错误的认知 

Virarta Vada   论幻影  

Virat Purusa   遍照的神我 

Virataparvan   毗罗《 吒篇》  摩诃婆罗多 十八篇之一 

Virincih   维令契，大梵神别名 

Viriyasamvara   动主 的自我克制   略称 Viri 

Viruddha   不当 

Viruddha   违相  （因） 

Viruddhah   矛盾因，指与命运相矛盾的理由 

Virupa-Parinama   异质转变 

Virya   进精  

Visada   沮丧 

Visamatvam   不平等性 

Visaya   外在世界以感官作代表 

Visaya   对象 

Visesa   殊相 

Visista-Advaita   限定不二论 

Visistadvaita-Vedanta   局限不二，一元论吠檀多   

Visnudharmottarapurana   毗 书《 湿奴法上往世 》 

Visnupurana   毗 书《 湿奴往世 》 

Visnusmrti   毗湿奴法论 

Visrti   造化 

Visuddha   在喉部（七中心或七轮之一） 

Visvakarma   造一切者、万物之主 

Visvakarman Sukta   《造一切主赞歌》 

Viswajit Yajna, Viswa 万物，Jit 征服，Yajna  祭祀 

Viswam Vishumayam   上帝弥漫整个宇宙 

Viswamitra   众 毗友，七仙之一， 湿瓦弥陀罗 

Viswasa   信心 

Vitakka   寻   散漫的冥想 

Vitanda   论论 仅 对 论论 论，指 破坏 方 ，自己不立  

Vivarta   幻影 

Vivarttavada   假现别  

Vivarttavada   现别化  

Viveka-Khyati   别辨 智 

Vratas   宗教宣誓 

Vratavadanamala   喻《誓愿譬 鬘》 

Vrtti    表达、作用  Vrtti-Jnana   作用知 

Vrtti   变化 

Vyabhicaragraha   不相违法 



Vyahara-Naya    观个性   vyavahara-Naya 

Vyahrti   颇颇三圣呼即 、颇婆、娑婆，地、空、天三界也，即 Bhur、bhuvah、Svah 

Vyakarana   文法学 

Vyakta    变 

Vyaktitva   （悟性） 

Vyana   充周气，充周全身之气也 

Vyapaka (or Gamya)   能遍 

Vyapti   词 词中 与大 的共存性 

Vyapti   共存性 

Vyapti   遍 充 

Vyapti   遍充性 

Vyapya (or Gamaka)   所遍 

Vyasa   400 AD 广博仙人，曾为《 经瑜珈 》作注，音译毗耶娑 

Vyasa-Sutra   经 经广博 ，即梵  

Vyathas  （痛苦） 

Vyatireka   否定 

Vyavahara   惯例、实践 

Vyavaharamatram   现象 

Vyavahara-Naya     个 性 观 

Vyavaharika     世俗的 

Vyavaharika     现象的存在，相对 

Vyavaharika Sathya    经验实相、现象实相、世俗活动之浪涛 

Vyavaharika-Drsti   谛世俗  

Vyaya     质旧性  

Vyutthana     向外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