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P. Buddhadatta's
"Concise Pali-English Dictionary"
Digital Edition

Author: A.P. Buddhadatta
Translator: Dama Bhikkhu 大馬比丘
Digital version: Digital Archives Secti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of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法鼓佛教學院圖書資訊館數位典藏組

TEI Source: http://buddhistinformatics.ddbc.edu.tw/~mb/tools/paliChinDict/indexPaliChin.html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ShareAlike 3.0 Unported License
本著作係採用 創用 CC Attribution-ShareAlike 授權條款 授權.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法鼓佛教學院 http://www.ddbc.edu.tw
Taipei 2010.08.30

A Ā I Ī U Ū E O K Kh G Gh Ṅ C Ch J Jh Ñ Ṭ Ṭh Ḍ Ḍh Ṇ T Th D Dh N P Ph B Bh M Y R L V S H

A
a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一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去聲的 a 。

a-

, 字首 ā 在雙子音之前的短化。例子：ā + kosati = akkosati; 名詞、形容詞和 分詞的否定字首。
例子： na + kusala = akusala; 一些過去式和條件語氣的詞素的增加字首。例子： akāsi.

akaṭa, akata

【形】 1. 不做，不造作。2. 不是人造的。

akataññu

【形】 忘恩負義。

akampiya

【形】 固定的，堅固的。

akaraṇa

【中】 非行動。

akaraṇīya

【潛】 1. 不應該做的，不適合的。2.【中】 不合適的行動。

akaronta

【現分】 不做，不操作。

akāca

【形】 無瑕的，純潔。

akamaka

【形】 不願意。

akāla

【陽】 不適當的時間。【形】 過時的。

akāsi

(karoti 的【過】)，做了，造作了，或運行了。

akiriya

【中】 非行動。~vāda,【陽】業無果報的理論。

akiñcana

【形】 有所無。

akilāsu

【形】 不疲倦的，活躍的。

akuṭila

【形】正直的，誠實的，不彎曲的。

akutobhaya

【形】 諸方皆安全。

akuppa

【形】 堅定的，不爲所動。

akusala

【中】 1. 孽，罪。2. 壞行爲。【形】 不善的。

akovida

【形】 不聰明的。

akka

【陽】 1. 太陽。2. 牛角瓜（一種大灌木 (Calotropis Gigantea)， 具有白色和淡紫色的花，在夏
威夷用作項圈和泰國用作花圈）。

akkanta

akkamati的【過分】 1. 踏過，踩過。2. 抑制過。

akkandati

(ā + kand + a), 悲歎， 哭。~di, ~dana,【過，中】悲歎。

akkamati

(ā + kam + a), 1. 行走或踏在。2. 征服。~mi, ~mana, 【過，中】 1. 走或踏在。2. 征服。

akkuṭṭha

(akkosati 的【過分】)。

akkocchi

(akkosati 的【過】)。

akkosa

【陽】 侮辱，臭駡，責備。~ka,【陽】侮辱的人。

akkosati

(ā + kus + a), 臭駡，辱駡，責駡。akkosi,【過】。akkositvā,【獨】。

akkha

【中】 感覺器官。【陽】 1. 輪軸。2. 骰子。3. 紅果欖仁樹 （東印度的一種重要的喬木
(Terminalia belerica)，用其種仁可以榨油，從它的果實可提取染料和丹寧，從它的樹皮可提取樹

膠）。4. 等於廿格令的重量 (1.4 克)。(akkha 【合】 例如： visālakkha, sahassakkha 來自詞素
akkhi = 眼)。

akkhaka

【中】 鎖骨。

akkhaṇa

【陽】 不適當的時間。akkhaṇā,【陰】 閃電。~vedhī,【陽】射箭快如閃電，或所射出之箭只輕
擦目標的箭手。

akkhata

【形】 毫髮無傷地，不受傷，完美的。

akkhadassa

【陽】 法官，裁判員。

akkhadhutta

【形】好賭。【陽】 賭徒。

akkhaya

【形】 不變的，永恒的，不變質的。【中】 永恒的平靜。

akkhara

【中】字母，音節。~phalaka,【陽】寫字的板。~samaya,【陽】 寫作和閱讀的科學。

akkhāta

(akkhāti 的【過分】)。

akkhāti

(ā + khā + a), 宣佈，告訴，聲明。akkhāsi,【過】。

akkhātu, akkhāyī

【陽】陳述的人，教士。

akkhi

【中】 眼睛。~kūpa,【陽】眼窩。~tārā,【陰】瞳孔。~dala,【中】眼瞼，眼皮。

akkhitta

【形】沒被攪擾，丟掉。

akkhobha

【形】不易受攪擾的。

akkhobhinī, akkhohinī

【陰】 1. 一個有四十二個零的數位。2. 一個擁有 109,350 個步兵、 65,610 個騎兵、21,870 個
象兵和 21,870 個戰車的軍隊。

akhetta

【中】不適當的地方，非(福)田。

aga

【陽】 1. 山。2. 樹。

agati

【陰】 1. 迷途。2. 偏見。

agada

【中】 藥。

agaru

【形】 1. 不重的。2. 不麻煩的。【陽】 沈香（印度産的瑞香料沈香樹 (Aquilaria agallocha) 的芳
香性的、樹脂質的木材，用作東方燒香的香料）。

agalu

【陽】沈香。

agādha

【形】 1. 非常深的。2. 無支持者的。

agāra

【中】 屋。【形】 住宅。

agārika, agāriya

【形、中】俗人。【陽】一家之主。

agga

【形】 最高的，頂端。【陽】頂，端。~tā,【陰】 ~tta,【中】 前顯赫，給予社會中有突出表現者
的獎勵。~phala,【中】 1. 第一次的種植收成。2. 阿羅漢聖果的上果位。~magga,【陽】最高的
解脫道。~mahesī,【陰】 皇后。

aggañña

【形】被認爲是最高的或最重要的。

aggala

【中】閂，門閂。

aggi

【陽】 火。~kkhandha,【陽】火蘊，火海。~paricaraṇa,【中】奉火，拜 火。~sālā,【陰】火
房，桑那浴室。~sikhā,【陰】火焰。~hutta,【中】火供。

aggha

【陽】價，值。【中】寬待客人的義務。~kāraka,【陽】評價者，估價者。

agghaka, agghanaka

【形】（【合】） 有…價值的。

agghati

(aggh + a), 值得。agghi,【過】。

agghāpana

【中】定價，估計。

agghāpanaka

【陽】估價者。

agghāpaniya

【中】 要被估計的。

agghika, agghiya

【中】飾有紙帶花彩的木柱。

agghiya

【中】寬待客人的義務。

agha

【中】 1. 天空。2. 傷心事，痛苦。3. 罪惡，不幸。

aṅka

【陽】 1.（人坐著時）大腿的朝上部分。2.特徵，記號。3.數位。

aṅkita

aṅketi的【過分】。

aṅkura

【陽】幼苗， 嫩芽。

aṅkusa

【陽】採果子或馴象用的帶鈎棍子，鈎桿。

aṅketi

(aki + e), 劃線標出，打烙印，寫上號數。aṅkesi,【過】。aṅketvā,【獨】。

aṅga

【中】 1. 成分。2. 肢。3. 質量。~paccaṅga,【中】大小肢。~rāga,【陽】 塗身的化妝
品。~vijjā,【陰】手相或命相。

aṅgajāta

【中】外生殖器，陰部。

aṅgaṇa

【中】 1. 空地，院子。2. 心意的污染。

aṅgada

【中】臂鐲。

aṅganā

【陰】 女人，婦女。

aṅgāra

【陽】 【中】火炭，炭渣。在灰燼中繼續燃燒的一塊煤炭。

aṅgika

~kaṭātha, ~kapalla,【陽】裝煤渣或灰燼的平鍋。~kāsu,【陰】 一個充滿煤渣或灰燼的
坑。~maṃsa,【中】火炭上烤的肉。~aṅgika,【形】（【合】）擁有很多成分的。例如：
duvaṅgika = 兩部分。由二個部份所組成。

aṅgīrasa

【陽】輝煌者，佛陀。

aṅguṭṭha

【陽】拇指，拇趾。

aṅgula

【中】 一寸，一指寬。【形】 （【合】） 很多指寬的數量。

aṅguli

【陰】 手指，腳趾。~pabba,【中】 指節。~muddā,【陰】圖章戒指，戒指。

aṅgulīyaka, aṅguleyyaka
【中】 戒指。

acala

【形】 不動的，不能動搖的。

acira

【形】 最近的，新的。aciraṃ,【副】 近來，不久前。~ppabhā,【陰】 閃電。

acetana

【形】 無感覺的，無機的。

acela

【形】無衣服的，裸體的。~ka,【陽】裸體的修行者。

accagā

(ati + gam 的【過特】), 超越了，克服了。

accanā

【陰】 1. 祭品。2. 尊敬，禮敬。

accanta

【形】永久的，絕對的。accantaṃ,【副】永久，極端，非常。

accaya

【陽】 1.缺點。2.失效。3.過世。(accayena = 在…的失效後)。

accādhāya

【獨】 在稍微變換坐姿將一（只腳）置在另一隻腳上。

accāyika

【形】 緊急的。

accāsanna

【形】很近，非常接近。

acci

【陰】火焰。~mantu,【形】 有火焰的，燦爛的。【陽】火。

accita

(Acceti 的【過分】) 敬禮過，尊敬過。

accuggata

【形】很高，非常高的。

accuṇha

【形】 很熱，非常熱的。【陽】 大熱。

accuta

【形】 永恒的，不死的。【中】 永恒的平靜。

accussanna

【形】 很豐富，非常豐富。

acceti,

1. (ati + i + a), 打發時間，克服。2. (acc + e), 敬禮，尊敬。accesi. 【過】。

accogāḷha

【形】陷入深底。

accodaka

【中】 太多水。

accha

【形】清澈的，清淨的。【陽】熊。

acchati

(ās + a; ā 縮短，而 sa 換成 ccha), 1. 坐。2. 保持。

acchi

【過】。

acchambhī

【形】 大膽的，無畏的，不怕的。

accharā

【陰】 1. 女神。2. 打榧子（把拇指貼緊中指面，再使勁閃開，使中指 打在掌上發聲）， 一會
兒。~saṇghāta,【陽】打榧子。~sadda,【陽】 鼓掌聲。

acchariya

【中】奇異的事物，驚奇。【形】意想不到的，絕妙的。

acchādana

【中】 衣服。acchādanā,【陰】 隱匿。

acchādeti

(ā + chad +e), 穿（衣），蓋上。acchādesi,【過】。acchādita,【過分】。

acchijja

以下的【獨】。

acchindati

(ā + chid + ṃ-a), 1. 搶奪，掠奪。2. 打破。acchindi,【過】。acchinna,【過分】。

acchecchi

(chindati 的【過】), 掙脫，割掉，毀滅。

acchejja

【形】不能壞的，不能毀的。

acchera,

參考 acchariya。

aja

【陽】 山羊。~pāla,【陽】 牧羊人。~laṇdikā,【陰】羊糞。

ajagara

【陽】 蟒蛇。

ajañña

【形】 不純的，不潔淨的。

ajā, ajī

【陰】 雌山羊。

ajānana

【中】 無知。

ajānanta, ajānamāna

【現分】 不知道，沒有學識。

ajānitvā, ajāniya

【獨】 不知道，沒有注意到。

ajina

【陽】獵豹（有黑色斑點，腿長善跑）。【中】 獵豹皮。~kkhipa,【陽】 獵豹皮披
風。~ppaveṇī,【陰】獵豹皮床單。~yoni, 一種的羚羊。~sāṭi, 皮衣。

ajinapattā

【陰】蝙蝠。

ajini

(jināti 的【過】), 征服過。

ajimha

【形】 不彎曲的，直的。

ajira

【中】院子。

ajīraka

【中】 消化不良。

ajeyya

【形】 不能征服的。

ajja

【無】今天。~tagge,【副】從今以後。~tana,【形】新潮，指今天。

ajjava

【陽】 【中】正直，誠實。

ajjita

【形】曾經獲得，曾經聚積並儲藏，曾經聚積。

ajjuna

【陽】 1. 阿見（産于熱帶亞洲的欖仁樹屬 (Terminalia Arjuna)， 其特點是具澀的樹皮，用於製
革）。2. 一位王子的名字。

ajjhagā

(Adhigacchati 的【過特】)（他）來到，達到，獲得，經驗。

ajjhatta

【形】 私人的，跟自己有關係的。ajjhattaṃ,【副】內在地。ajjhattika,【形】 私人的，內在的。

ajjhappatta

【形】偶然遇到，突然接近。

ajjhabhāsati

(adhi + a + bhās + a), 向…講話，演說。ajjhabhāsi,【過】。

ajjhayana

【中】求學，學。

ajjhācarati

(adhi+ a + car + a), 犯戒，犯法。ajjhācari,【過】。

ajjācāra

【陽】 1. 罪犯，過失。2. 行房。

ajjhāciṇṇa

(ajjhācarati 的【過分】) 1. 多練習過。2. 習慣性地作過。

ajjhāpana

【中】 教，指示。

ajjhāpanna

(ajjhāpajjati 的【過分】), 犯罪過。

ajjhāya

【陽】 章。

ajjhāyaka

【陽】指導者，教師。

ajjhāruhati

(adhi + ā + ruh + a), 起來，爬上。ajjhāruhi,【過】。ajjhārūḷhi,【過分】。

ajjhāvara

【陽】人選。

ajjhāvasati

(adhi + ā + vas + a), 居住，定居。ajjhāvasi,【過】。ajjhāvasitvā,【獨】。

ajjhāvuttha

(以上的【過分】), 居住過，住進過。

ajjhāsaya

【陽】 意圖，安排。~tā,【陰】（【合】） 有意圖的事實。Ajjhiṭṭha, (ajjhesati 的【過分】)。

ajjhupagacchati

(adhi + upa + gam + a), 1. 來到，到達。2. 同意。

ajjhupagata

以上的【過分】。

ajjhupagamana

【中】 1. 抵達。2. 協定，同意。

ajjhupekkhati

(adhi + upa + ikkh + a), 不關心，忽略。ajjhupekkhi,【過】。

ajjhupekkhana

【中】 ~nā,【陰】不在乎，粗心大意。

ajjhupeti

(adhi + upa + i + a), 靠近，接近。ajjhupesi,【過】。ajjhupeta,【過分】。

ajjhesati

(adhi + isu + a), 請求，邀請。ajjhesayi,【過】。

ajjhesanā

【陰】 請求，邀請。

ajjhesita

(ajjhesati 的【過分】)。

ajjhokāsa

【陽】 露天，戶外。

ajjhokirati

(adhi + ava + kir + a), 散佈，撒。

ajjhogāhati

(adhi + ava + gāh + a),使…插進，進入，陷入。ajjhogāhi,【過】。

ajjhogāḷha

(以上的【過分】)。

ajjhottharati

(adhi + ava + thar + a), 淹沒，制服。ajjhotthari,【過】。

ajjhotthaṭa

以上的【過分】。

ajjhosāna

【中】聯結。

ajjhohaṭa

(ajjhoharati 的【過分】)。

ajjhoharaṇa

【中】吞，食。~ṇīya,【形】 可以吞或吃的。

ajjhoharati

(adhi + ava + har + a), 吞。ajjhohari,【過】。

ajjhohāra

【陽】吞。

ajjhohita

【過分】 塞滿過（嘴）。

añjati

(añju + a), 塗油于（尤指宗教儀式），滴洗眼液。añji,【過】。

añjana

【中】洗眼液。~nāḷi,【陰】洗眼液的管，化妝箱。~vaṇṇa,【形】洗眼液的顔色 （即是黑色）。

añjali

【陰】合十。~kamma,【中】合十的動作。~karaṇīya,【形】值得合十的。~puṭa,【陽】合掌爲
了保留東西在內。

añjasa

【中】小道，道路。

añjita

(añjati 或 añjeti 的【過分】)。

añjeti

(añju + e), 塗油于（尤指宗教儀式），滴洗眼液。aṅjesi,【過】。

añña

【形】 其他的，另外的，別的。

aññatama

【形】其中之一，未知的。

aññatara

【形】某一個，無名的。

aññatitthiya

【陽】外教徒。

aññattha, aññatra

【副】別的地方，其他的地方。

aññathatta

【中】變動，變心。

aññathā

【副】另外，別樣。

aññadatthu

【無】 1. 一定。2. 至少。3. 另一方面。

aññadā

【副】另一天，下次。

aññamañña, aññoñña

【形】 相互的。aññamaññaṃ,【副】互相地。

aññavihita

【形】分心，被別的佔據了。

añña

【陰】完美的知識，阿羅漢聖位。

aññāṇa

【中】 無知，愚昧。

aññāta

【形】 1. (ā + ñāta:) 知道的，懂的。2. (na +ñāta:) 不知道的， 不認識 的。

aññātaka

【形】 1. 非親屬的。2. 不知道的。3. 不可認出的。~vesa,【陽】 僞裝，假裝。

aññātāvī, aññātu

【陽】知道的人，有見識的人。aññātukāma,【形】想知道的。

aññāya

【獨】已懂了。

aṭaṭa

【陽】 1. 一個小地獄的名。2. 一個大數位。

aṭana

【中】 漫遊。

aṭani

【陰】床的構架。

aṅavi

【陰】森林。~mukha,【中】森林的外邊緣。~saṅkhobha,【陽】野蠻部落中的騷動。

aṭṭa

【中】 1. 訟案。2. 瞭望塔，崗樓。3. 腳手架。【形】 (來自 aṭṭita:) 傷心 的，苦惱的。~kāra,
【陽】 訴訟當事人。~ssara,【陽】痛哭。

aṭṭāka

【陽】高站臺或腳手架。

aṭṭāna

【中】沐浴者用來搓澡的一種被切成四方形的柱。

aṭṭita

【過分】已苦惱，已傷心，已悲痛。

aṭṭīyati

(aṭṭ + i + ya), 苦惱，煩惱。aṭṭīyi,【過】。

aṭṭīyana

【中】 ~nā,【陰】 嫌惡，令人厭惡，非常討厭。

aṭṭha

【形】 八。~ma, ~maka,【形】 第八。~mī,【陰】農曆初八。

aṭṭhaka

【中】八人一夥。

aṭṭhakathā

【陰】說明，解說，注釋。

aṭṭhaṅgika

【形】 有八個成份，八支部。

aṭṭhapada

【中】棋盤。

aṭṭhaṃsa

【形】八邊形的。

aṭṭhāna

【中】 1. 不對的地方或不正確的地方。2. 不可能。

aṭṭhārasa

【形】 十八。

aṭṭhi

【中】 1. 骨。2. 硬種子。~kaṅkala,【陽】骷髏。~kalyāṇa,【中】美牙。~maya,【形】骨造
的。~miñjā,【陰】骨髓。~saṅkhalikā,【陰】 ~saṅghāṭa,【陽】骷髏。

aṭṭhita

【形】 不堅定的。

aṭṭhīkatvā

【獨】很留心，很注意，興趣。

aḍḍha

【形】豐富的，富有的。【陽】 一半。~tā,【陰】 財富。

aḍḍhatiya, aḍdhateyya
【形】兩個半。

aḍḍhadaṇdaka

半支杖，一支短杖。

aḍḍhamāsa

【陽】半個月。

aḍḍhayoga

【陽】屋頂如老鷹翼形的一種屋子。

aḍḍharatta

【中】半夜，午夜。

aḍḍhuḍḍha

【陽】三個半。

aṅu

【陽】微粒，原子。【形】微小的，微細的，原子的。~matta,【形】很小型的，細小，小小的。

aṇda, aṅḍaka

【中】 1. 蛋。2. 睾丸。

aṅḍaja

【形】 卵生的。【陽】 1. 鳥。2. 蛇。

aṅḍūpaka

【中】 1 (一) 圈， (一) 卷。2. 墊。

aṇṇa

【陽】 水。

aṇṇava

【陽】大海，海洋。

aṇha

【陽】日，天，只有在複合詞，例如： pubbaṇha。

ataccha

【形】不對的，錯誤的. 【中】謊言。

atandita, atandī

【形】 不懶惰的，活躍的。

atappiya

【形】 不可滿足的，不會知足的。

ati

〔字首，意爲：〕 直到、過度、超過、出頭，等。

atikaḍḍhati

(ati + kaḍḍh + a), 拉得太出力了，煩惱。atikaḍḍhi,【過】。

atikara

【形】做得過分的，演得過火的。

atikkanta

(atikkamati 的【過分】)。

atikkama

【陽】越過，罪過，違犯行爲。

atikkamati

(ati + kam + a), 超過，越過，克服，超越。atikkami,【過】。

atikhippaṃ

【副】 太早，太快。

atikhiṇa

【形】 鈍的。

atikhīṇa

【形】 1. 耗盡，耗損，耗費。2. （弓箭的）射擊。

atiga

【形】 (= atigata, atigacchati 的【過分】), 已渡過。越過（障礙）。

atigacchati

(ati + gam + a), 克服，超越，戰勝（障礙）。atigacchi,【過】。

atigāḷha

【形】密集的，非常緊的。

atighora

【形】 可怕的，非常兇猛的。

aticarati

(ati + car + a), 犯法，通姦。aticari,【過】。

aticariyā

【陰】 1, 犯法。2. 通姦。

aticārī

【陽】 1. 罪犯。2. 姦夫。aticārini,【陰】姦婦。

aticca

【獨】已渡過了，已克服了。

atichatta

【中】非凡的陽傘。

atitta

【形】 不滿意的。

atittha

【中】 不適合的地方，做法或方式。

atithi

【陽】 客人，陌生人。

atidāruṇa

【形】 可怕的，非常殘酷的。

atidivā

【無】太遲，晚了。

atidisati

(ati + dis + a), 指出，解析。atidisi,【過】。

atidūra

【中】大距離。【形】 太遠的，非常遠的。

atideva

【陽】特級的天神。

atidhamati

(ati + dham + a), 打鼓打得太多次或太大聲。atidhami,【過】。

atidhāvati

(ati + dhāv + a), 跑快快，跑過界限。atidhāvi,【過】。

atidhonacārī

【形】沈溺於食，或穿等。

atināmeti

(ati + nam + e), 消磨時間。atināmesi,【過】。

atipaṇdita

【形】 太聰明的。

atipapañca

【陽】延誤得太久。

atipassati

(ati + dis + a), 仔細地看。atipassi,【過】。

atipāta

【陽】殺死，殺害，謀殺。

atipātī

【陽】 殺害者，兇手，破壞者。

atipāteti

(ati + pat + e), 破壞，殺。atipātesi,【過】。

atippago

【無】 太早。

atibahala

【形】 非常厚的。

atibāḷhaṃ

【副】 太多。

atibāheti

(ati + vah + e), （車等）開出，（船）駛出，劃出。atibāhesi,【過】。

atibhaginī

【陰】很親愛的姐妹。

atibhāra

【陽】很重的擔子。atibhāriya,【形】 太重的，非常嚴重的。

atibhoti

(ati + bhū + a), 優於，勝過，戰勝。atibhavi,【過】。

atimaññati

(ati + man + ya), 輕視。atimaññi,【過】。

atimaññanā

【陰】 傲慢，狂妄自大，輕視。

atimanāpa

【形】很親愛的，非常可愛的。

atimatta

【形】 太多。

atimahanta

【形】巨大，過大。

atimāna

【陽】驕傲，自大。atimānī,【陽】驕傲的人。

atimukhara

【形】 非常喜歡說話的，太多嘴的。

atimuttaka

【陽】阿提目多伽華（一個出家人的名），善思花，風車藤 (Hiptage benghalensis)。

atiyācanā

【陰】 請求太多，過份的乞求。

atiyāti

(ati + yā + a), 優於，勝過，戰勝。atiyāyi,【過】。

atiriccati

(ati + ric + ya), 剩餘，餘留。atiricci,【過】。

atiritta

(以上的【過分】), 已餘留。

atiriva

【無】 過度地，非常。

atireka

【形】過度的，過頭的。atirekaṃ, ~taraṃ,【副】過分地，非常。~tā,【陰】 過度。

atirocati

(ati + ruc + a), 比…亮， 比…壯麗。atiroci,【過】。

atiluddha

【形】 非常守財奴，很吝嗇，（銀根）緊的。

ativatta

【形】 超越，克服。

ativattati

(ati + vat + a), 越過，超越。

ativattana

【中】克服。

ativatteti

(ati + vat + e), 克服。ativattesi,【過】。

ativassati

(ati + vass + a), 淌下，傾注。ativassi,【過】。ativuṭṭha,【過分】。

ativākya

【中】 謾駡，責備。

ativāhaka

【形】有負擔的人，向導。

ativijjhati

(ati + vidh + ya), 看穿，看透。ativijjhi,【過】。

ativiya

【無】許多。

ativelaṃ

【副】被拖延的時間。

atisaya

【陽】 豐富，富足。atisayena,【副】 非常地。

atisarati

(ati + sar + a), 越過（界限等），違背（規則），犯（法）。atisari,【過】。

atisāyaṃ

【副】晚上。

atisāra

【陽】 1. 超越。2. 痢疾，赤痢。

atisuṇa

【陽】瘋狗。

atiharati

(ati + har + a), 1. 遺留，繼續。2. 拿來，取來，帶來。atihari,【過】。

atīta

【形】過去的，離去的，已去的。【陽】 過去。

atīva

【無】 非常，多。

ato

【無】 因此，今後。

atta

【陽】 靈魂，自己。~kāma,【無】 喜愛自己。~kilamatha,【陽】自我虐待。~gutta,【形】自
衛。~gutti,【陰】 自理。~ghañña,【中】自我毀滅。~dattha,【陽】 自己的福利。~danta,【形】
自我克制。~diṭṭhi,【陰】靈魂的推測。~bhāva,【陽】個人，個性，個 體。~vāda,【陽】 靈魂的
理論。~vadha,【陽】 自殺。~hita,【中】 個人的福利。

attaja

【形】從自己的行動。【陽】 兒子。

attadīpa

【形】靠自己。

attaniya

【形】 屬於自己的。

attantapa

【形】自我禁欲。

attapaccakkha

【形】自我見證，親身體驗。

attapaṭilābha

【陽】獲得一個個體。

attamana

【形】 高興。~tā,【陰】喜悅，愉快。

attasambhava

【形】自己發生的。

attahetu

【無】爲了自己。

attāṇa

【形】 沒有保護。

attha

【陽】 福利，增益，財富，需要，缺乏，使用，意義，破壞。~kkhāyī,【形】指出什麽是有益
的。~kara,【形】 有益的。~kāma,【形】向別人 表示良好祝願的人的行動。~kusala,【形】善於
尋找利益，善於解說。~cara,【形】做好事，做善事。~cariyā,【陰】做好事。~dassī,【形】好
意地，好心。~bhañjaka,【形】損福利。~vādī,【陽】講好話的人。

attha

(atthi 的 【現、貳、複】)。

atthakathā

【陰】論，意義的注解。

atthagama

【陽】放下，滅絕。

atthaññu

【形】懂得意義或什麽是屬於善的的人。

atthata

(attharati 的【過分】), 已鋪開，已打開。

atthara

【陽】毯子，地毯。

attharaṇa

【中】套，罩，床單。

attharaka

【陽】鋪開的人。

attharati

(ā + thar + a), 鋪，擺開。atthari,【過】。attharāpeti,【使】。

atthavasa

【陽】 理由，用途。

atthāya

(attha 的【與】), …爲…起見。Kimatthāya = 爲何目的？什麽爲？

atthāra

【陽】鋪開。~ka,【陽】 鋪開的人。

atthi

(as + a + ti), 有，在，存在。

atthika, atthiya

atthī,【形】 切望，想，尋找。

atthitā

【陰】 atthibhāva,【陽】 存在，存在的事實。

atthu

(atthi 的【祈】), 但願如此！

atra

【副】此，這裡。

atraja

【形】自己誕生的。【陽】 兒子。atrajā,【陰】 女兒。

atriccha

【形】 非常貪婪的。atricchā, atricchatā,【陰】 過度的貪欲。

atha, atho

【無】 然後，當時，其次，於是，也，同樣。

adaka

【形】 吃的人。

adati

(ad + a), 吃。adi,【過】。

adana

【中】食。

adadi

(dadāti 的【過】), Adā, (dadāti 的【過特】), 他給了。

adassana

【中】 缺席，消失。

adiṭṭha

【形】未看的。

adinna

【形】 未給的。

adinnādāna

【中】 竊盜。

adissamāna

【形】 見不到的。

adu

【中】 （屬於 amu 的），某某東西。

adūbhaka

【形】不奸詐的，靠得住的。

adda

【形】潤濕的，生的（水果），未熟的（水果）。

addaka

【中】生薑。

addakkhi

(dakkhati 的【過】)。

addasa, addasā

(dakkhati 的【過特】), 他看了。

addā

【陰】 參宿（二十七星宿之一）。(編按：中國有「二十八星宿」之記載：「東方蒼龍：角宿，
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北方玄武：鬥宿，牛宿，女宿，虛宿，危宿，室宿，壁
宿。西方白虎：奎宿，婁宿，胃宿，昴宿，畢宿，觜宿，參宿。南方朱雀：井宿，鬼宿，柳宿，
星宿，張宿，翼宿，軫宿。」中國古代天文學家為了比較日、月、五星的運動而選擇鄰近天赤
道附近的星象，劃分成28個不同大小的部分，每一部分就叫作一「宿」，作為觀測時的標誌。
我國古代就是依據每宿星象的出沒和中天（位於頭頂時）的時刻來判斷季節，甚至在編製的曆法
中劃分24節氣，和推算日、月、五星位置的標準。法國天文學家德爾普指出，28宿的星區劃分
已明確地預示了今日劃分星空區域的精密方法。依據《呂氏春秋》所記載28宿建構形成的初期
目的，是為了觀測月亮的周期運動。由於古代僅憑肉眼直接觀測選取28宿，為了測定天體的明
確位置，所以都必需在各宿中選取一顆較明亮的星作為測量的標準，這顆被選定的星稱之為「距
星」 。由西向東相鄰兩宿的距星「赤經差」，稱為此宿（位處西側者）的「赤道距度」（簡稱
為距度）。在赤道座標繫中，天體的位置是用「去極度」和「入宿度」來表示。天體和赤道的角
距離叫做「赤緯」，所謂的去極度是指天體與北極的角度，相當於現代的「90度減去緯度」。
而入宿度是指該天體與它西側相鄰的距星的赤經差，所以我國古代的赤道座標繫統的赤經起算
點不是一個而是28個。28宿的距星雖然選定了，但由於「歲差」的原因，各宿的距度會緩慢地
變化，古人不明白此道理，只好被動地改變新的距度標準值。關於28宿的起源時代，有人認為
是在周代初，而據考證，1978年湖北省隨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約西元前433年）曾侯乙墓
中，有一個將28宿和4象繪在一畫面上，中央並寫了一個篆文粗體「鬥」字的漆蓋圖。足見西元
前5世紀，當時28宿已經是相當普及的一種天文知識。錄自：url="http://www.nmns.edu.tw/New/
PubLib/NewsLetter/89/149/09.htm")

addi

【陽】 山。

addita

【過分】 已苦惱，已十分憂慮。

addha

【陽】 一半。~māsa,【陽】 半個月。

addhagata

【形】活過一世人生。

addhagū

【陽】 旅行者。

addhaniya

【形】可旅行的，永久的，永恒的，持久的。

addhā

【無】一定，必定，真正地，實際上，確實，實在，當然，固然，甚至，真的。

addhā

【陽】 1. 路徑。2. 時間。

addhāna

【中】很長的路途、時間或旅程。

addhika

【陽】 旅行者，旅客。

addhuva

【形】 不穩定的，暫時的，非永久的。

advejjha

【形】 無疑的，確定的。

adhama

【形】惡劣的，低劣的，卑賤的。

adhamma

【陽】 1. 不檢點的行爲。2. 邪法。

adhara

【陽】 唇。【形】 較低的。

adhi

【介】一直到，在上，之上，在上面。

adhika

【形】勝過的，優勢的。~tara,【形】 更勝的。

adhikata

【形】 受委任的，促成的。

adhikaraṇa

【中】 起訴，訴訟，控告。adhikaraṇaṃ,【副】 結果，因爲，爲了。~samatha,【陽】爭論或訴
訟的解決。adhikaraṇika,【陽】法官。

adhikaraṇī

【陰】鐵砧。

adhikāra

【陽】 1. 管理。2. 辦公室。3. 熱望。

adhikoṭṭana

【中】 斷頭臺或屠夫用的案板。

adhigacchati

(adhi + gam + a), 1.達到，獲得。2.領悟。adhigacchi,【過】。

adhigaṇhāti

(adhi + gah + ṇhā), 超越，持有，擊敗。adhigaṇhi,【過】。

adhigata

(adhigacchati 的【過分】) 。

adhigama

【陽】 達到，知識。

adhigameti

(adhi + gam + e), 參考 adhigacchati。

adhiggahita

(adhigaṇhāti 的【過分】)。

adhicitta

【中】 1. 較高的心思。2. 入定的心。

adhicca

(adhīyati 的【獨】), 學會了或背誦了。~samuppanna,【形】 不需要因素就能生起，自然的。

adhiṭṭhāti, adhiṭṭhahati

(adhi + ṭhā + a), 站穩，決定，專心。adhiṭṭhāsi, adhiṭṭhahi,【過】。

adhiṭṭhātabba

【潛】 適合決定的。

adhiṭṭhāna

【中】 決定，決議，決心。

adhiṭṭhāya

(adhiṭṭhāti 的【獨】)。

adhiṭṭhāyaka

【形】 指揮，照顧。【陽】監督人。

adhiṭṭhita

(adhiṭṭhāti 的【過分】), 決定，承擔。

adhipa, adhipati

【陽】 君主，主人，統治者。

adhipaññā

【陰】 較高的智慧。

adhipatana

【中】 1. 攻擊。2. 降臨。3. 跳躍。

adhipanna

【形】痛苦於…，進入。

adhipāta

【陽】 破壞。

adhipātaka

【陽】蠹，蛾，蚱蜢，蝗蟲。adhipātikā,【陰】跳蚤。

adhipāteti

(adhi + pat + e), 破壞，毀。

adhippāya

【陽】 意圖。

adhippeta

【過分】 已意謂，已有意，已需要。

adhibhavati

(adhi + bhū + a), 擊敗。~bhavi,【過】。adhibhūta,【過分】。

adhimatta

【形】 非常的，太多。adhimattā,【陰】 過度，太豐富。

adhimāna

【陽】 過度的自我估計。

adhimānika

【形】實際上未證得神聖的智慧，卻認爲自己已證得。

adhimuccati

(adhi + muc + ya), 1. 附上或傾向。2. 被陰靈入身。adhimucci,【過】。

adhimuccana

【中】 1. 決定。2. 鬼入身。

adhimucchita

(adhimucchati 的【過分】), 已入迷。

adhimutta

(adhimuccati 的【過分】), 已意圖，已傾向。

adhimutti

【陰】決心，性情。~ka,【形】 傾向，執著。

adhimokkha

【陽】堅固的決心，決心。

adhirohanī
【陰】梯。

adhivacana

【中】術語，標明。

adhivattati

(adhi + vat + a), 擊敗。adhivatti,【過】。

adhivattha

【形】 居住於，住在。

adhivasati

(adhi + vas + a), 居住於，住在。adhivasi,【過】。

adhivāsaka

【形】 持久的；病人。

adhivāsanā

【陰】忍耐，耐心。

adhivāseti

(adhi + vas + e), 1. 忍耐。2. 等候。adhivāesi,【過】。

adhivuttha

(adhivasati 的【過分】)。

adhisīla

【中】較高的道德。

adhiseti

(adhi + si + e), 躺著在。adhisesi,【過】。adhisayita,【過分】。

adhīna

【形】依靠的，依賴的，屬於。

adhīyati

(adhi + ī + ya), 學習，用功學習。adhīyi,【過】。adhīta,【過分】。

adhunā

【副】 現在，最近，嶄新。

adho

【無】在…之下，在…下面。~kata,【形】 降低，轉下。~gama,【形】下去。~bhāga,【陽】較
低的部份。~mukha,【形】 彎腰，臉向下，顛倒轉。

anaṅgaṇa

【形】 不熱情的，無可責難的。

anajjhiṭṭha

【形】 未受請求的，不被邀請。

anaṇa

【形】 免於債務。

anatta

【形】 無我的。【陽】無我。

anattamana

【形】 得罪。

anattha

【陽】 1. 傷害。2. 不幸。

anadhivara

【陽】世尊。

ananucchavika

【形】 不合適的，不適合的。

ananta

【形】 永無止境的，無限的，無限。

anantara

【形】 下一個，鄰接的，隨後的。anantaraṃ,【副】 在後邊。

anapekkha

【形】 沒有期待。

anappaka

【形】 很多，多數，重要的。

anabhāva

(anu + abhāva),【陽】完全停止。

anabhirata

【形】 不樂於。

anabhirati

【陰】不滿，不平，憂鬱。

anamatagga

【形】開始是未知的。

anaya

【陽】不幸。

anariya

【形】 卑賤的，粗俗的。

anala

【陽】火。

analaṅkata

【形】 1. 不滿。2. 不裝飾。

anavaṭṭhita

【形】 未處理的，不穩固的。

anavaya

【形】 不缺乏的，完全的。

anavarata

【形】 持續的。~taṃ,【形】 不變地，不斷地。

anavasesa

【形】 沒有任何剩餘物，完成。anavasesaṃ,【副】 完全，完全地。

anasana

【中】 絕食。

anassāsika

【形】 沒有（被）安 慰的。

anākula

【形】 不混亂，不糾纏。

anāgata

【形】 還沒來。【陽】 未來。

anāgamana

【中】 不來。

anāgāmī

【陽】不歸來者，即已證得第三聖果位的聖人。

anācāra

【陽】不正當的行爲，不道德。

anātha

【形】 悲慘的，無助的。

anādara

【陽】 不敬。【形】 不尊敬。~riya,【中】 漠視。

anādā, anādāya

【獨】 (na + ādāti), 不拿。

anādiyitvā

【獨】 不注意， 不著手進行。

anāpucchā

【獨】 沒有問， 未許可。

anāmaya

【形】 無疾病的。

anāimasita, anāmaṭṭha
【形】 不接觸的。

anāyatana

【中】 不合適的地方。

anāyāsa

【形】 無麻煩的。anāyāsena,【副】 容易地。

anāyūhana

【中】 不應力。

anāyūhanta

【潛】 不發揮。

anārambha

【形】 無騷動的。

anālaya

【形】 無執著的。【陽】 厭惡。

anāvāṭa

【形】 開著的，不關上的。

anāvattī

【陽】 不歸者。

anāvaraṇa

【形】 開著的，無障礙的。

anāvila

【形】 安靜的，乾淨的。

anāvuttha

【形】 不居住的。

anāsakatta

【中】 絕食。

anāsava

【形】 不致醉的，不熱情的。

anāḷhika

【形】 貧窮的，一無所有的人。

anikkasāva

【形】 未擺脫心中污穢的。

anigha

【形】 無煩惱的。

anicca

【形】 無常的，不穩定的。

anicchanta, anicchamāna
【現分】 不願意。

anicchā

【陰】 不愛好，冷靜。

aniñjana

【中】 不動性。

aniñjita

【形】 堅決的，沒受到干擾的, 鎮定的。

aniṭṭha

【形】 不愉快的，不合意的。

aniṭṭhita

【形】 未完成的。

anindita

【形】 無可責難的，無可辱駡的。

anindiya

【形】 值得不輕視的。

anibbisanta

【現分】 不發現。

animisa

【形】 不眨眼的。

aniyata

【形】 不確定的，未決定的。

anila

【陽】風。~patha,【陽】天空。~loddhuta,【形】 被風搖動。

anivattana

【中】 非中止, 未中斷, 無填塞。

anisammakārī

【形】 不考慮地行動的，匆匆的。

anissara

【形】 沒有影響力的。

anīka

【中】 軍隊。~gga,【中】 軍隊的排列。~ṭṭha,【陽】 王室保鏢。

anīgha

參考 Anigha。

anītika

【形】 無受傷的，無傷害的。

anītiha

【形】 不基於風聞的，親自知道的。

anukaṅkhī

【形】 渴望。

anukantati

(anu + kant + a), 割入，修剪。anukanti,【過】。

anukampaka, anukampī

【形】 慈悲的，有同情心的人。

anukampati

(anu + kamp + a), 同情。anukampi,【過】。

anukampana

【中】Anukampā,【陰】同情，慈悲。

anukampita

(anukampati 的【過分】), 已同情。

anukaroti

(anu + kar + o), 模仿，重復。anukari,【過】。anukata,【過分】。

anukāra

【陽】 模仿。

anukārī

【三】 模仿者，仿效者。

anukiṇṇa

(anukirati 的【過分】), 已撒滿，已點綴。

anukubbati

相同於 anukaroti。~banta,【現分】 模仿。

anukūla

【形】稱許的，愉快的。~bhāva,【陽】彬彬有禮，殷勤，柔順。~vāta,【陽】愉快的風。

anukkama

【陽】 次序，順序，秩序，連續。~mena,【副】 逐漸地， 及時地，在適當時。

anukhuddaka

【形】 較小的，次要的，比較不重要。

anuga

【形】 下列的，其次的。

anugacchati

(anu + gam + a), 跟隨，追逐，追求。anugacchi,【過】。 ~gantabba,【潛】。

anugata

(以上的【過分】), 已陪伴，已進入。

anugati

【陰】 跟隨，附著。

anugama

【陽】 anugamana,【中】 跟隨。

anugāmika, anugāmī

【形】追隨的，追隨者，信徒。

anugāhati

(anu + gāh + a), 投入，跳入，進入。anugāhi,【過】。

anugijjhati

(anu + gidh + a), 企圖佔有，渴望。anugijjhi,【過】。

anugiddha

(以上的【過分】), 已妄羨，已貪婪。

anuggaṇhāti

(anu + gah + ṇhā), 幫助，同情。anuggaṇhi,【過】。

anuggaṇhana

【中】 Anuggaha,【陽】 好意，幫忙，協助。

anuggahita

(anuggaṇhāti 的【過分】), 已憐憫，已幫助。

anuggāhaka

【三】 幫忙者，贊助人。

anuggiranta

【現分】 不做聲，不談話。

anugghāṭeti

(anu + u + ghaṭ + e), 打開，解開。~esi,【過】。

anucaṅkamati

(anu + kam + a), 跟著經行。anucaṅkami,【過】。

anucara

【陽】 隨從，待人。

anucarati

(anu + car + a), 跟隨，練習。~cari,【過】。

anucaraṇa

【中】 練習，執行。

anucarita

(以上的【過分】), 已陪伴，已彌漫，已熟練。

anuciṇṇa

(anucarati 的【過分】), 已熟練，已達到，已熟知。

anucināti

(anu + ci + nā), 收集，練習。anucini,【過】。

anucita

(na + ucita),【形】 不適當的，不適合的。

anucinteti

(anu + cit + e), 考慮。anucintesi,【過】。

anuccārita

【形】 不出聲的，不舉起的。

anucciṭṭha

【形】 未觸及的，非殘餘的（食物）。

anucchavika

【形】 適當的，正當的，適合的。

anuja

【陽】 兄弟。

anujā

【陰】 姊妹。

anujāta

【形】 所生的，相似的（父親）。

anujānāti

(anu + ñā + nā), 允許，許可。anujāni,【過】。

anujīvati

(anu + jīv + a), 維持生活。anujīvi,【過】。

anujīvī

【三】 依賴的人。

anuju

【形】 不直的，彎曲的。

anuññā

【陰】 批准，同意，支援，制裁，認可，許可。

anuññāta

(anujānāti 的【過分】), 已允許，已許可，已准許，已制裁。

anuṭṭhahanta

~hāna, anuṭṭhātu,【形】 不自我振奮者，不活動的 (人)。

anuṭṭhāna

【中】 不活動。【形】 不起來的。

anuṭṭhita

【形】 1. 不起來的。2. 辦妥，做了。

anuḍahati

(anu + dah + a), 燒完，消費。anuḍahi,【過】。

anuḍahana
【中】 燒。

anutappati

(anu + tap + ya), 悔改，懺悔，悔悟，後悔。anutappi,【過】。

anutāpa

【陽】 懊悔，苦悶。

anutiṭṭhati

(anu + ṭhā + a), 1. 站在附近。2. 同意。

anutīra

【中】 河岸或海岸的附近。anutīraṃ,【副】沿著河岸或海岸。

anuttara

【形】 1.無比的，無超越的，無上的。anuttariya,【中】優越，優點。

anuttāna

【形】 不淺的，深的。2. 暗的，朦朧的，模糊的，晦澀的。

anutthunana

【中】 低語，哀號，悲歎。

anutthunanta

(anutthunāti 的【現分】)。

anutthunāti

(anu + thu + nā), 呻吟，哀悼，悲悼。

anutrāsī

【三】 不害怕的人，無畏者。

anudadāti

(anu + dā + a), 允許，承認。

anudahati,

參考 Anuḍahati。

anudisā

【陰】 東南西北之間的方向；例：東南、西北、東北、西南。（注：直譯是隨著的方向，順時針
方向爲據，例如：東的(puratthimāya) anudisā 是東南，西的(pacchimāya) anudisā 是西北，南
的(dakkhināya) anudisā 是西南，北的(uttarāya) anudisā 是東北。）

anuddayā

【陰】 參考 Anukampā。

anuddiṭṭha

【形】 不指出的，不說出的。

anuddhaṭa

【形】 不拔出的，不破壞的。

anuddhata

【形】 不驕傲的，不自負的。

anudhamma

【陽】 奉公守法，合法。

anudhāvati

(anu + dhāv + a), 追趕。anudhāvi,【過】。

anunaya

【陽】 友誼。

anunāsika

【形】 鼻音。

anuneti

(anu + nī + e), 安撫，安慰。anunesi,【過】。

anunetu

【陽】 調解人。

anupa

【陽】 沼澤。

anupakkuṭṭha

【形】 無可責難的，不可指責的。

anupakkajja

【獨】 侵犯了，侵佔了。

anupaghāta

【陽】 無傷害，人性，無暴力。

anupacita

【形】 不累積的。

anupacchinna

【形】 繼續的，不停地進行的。

anupaññatti

【陰】 補足的規則。

anupaṭipāṭi

【陰】 連續。~pāṭiyā,【副】 連續地，井然有序地。

anupaṭṭhita

【形】 不呈現的，不到達的。

anupatati

(anu + pat + a), 落在，降臨。anupati,【過】。

anupatita

(以上的【過分】), 已受到影響，已被壓迫。

anupatti

【陰】 達到。

anupadaṃ

【副】 1. 逐字地。2. 隨後地。

anupaddava

【形】 無危險的。

anupadhāretvā

【獨】 忽視，沒考慮。

anupabbajati

(anu + pa + vaj + a), 跟人出家。

anupameya

【形】 無比的。

anuparigacchati

(anu + pari + gam + a), 迂回地走。~gacchi,【過】。

anuparidhāvati

(anu + pari + dhāv + a),上下地跑，迂回地跑。anuparidhāvi,【過】。

anupariyāti

(anu + pari + yā + a), 迂回地走。anupariyāyi,【過】。

anuparivattati

(anu + pari + vat + a), 旋轉不息地移動，連續地旋轉。anuparivatti,【過】。

anuparivattana

【中】 隨著滾動，進化的。

anupalitta

【形】 無污點的，未塗汙的。

anupavajja

【形】 無可責難的。

anupavatteti

(anu + pa + vat + e), 繼續地旋轉，連續掌握權力，繼任。anupavattesi,【過】。

anupav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anupavisati

(anu + pa + vis + a), 進去，進入。anupavisi,【過】。

anupasampanna

【形】 未受具足戒者，非比丘。

anupassaka

【形】 觀察者，考慮者。

anupassati

(anu + dis + a), 觀察，考慮。anupassi,【過】。

anupassanā

【陰】 1. 考慮。2. 瞭解，覺察，領會，真正認識。

anupassī

參考 Anupassaka。

anupahhacca

(na + upa + han + ya), 沒受傷的，沒困擾的。

anupahata

【形】 無損壞的，無破壞的。

anupāta

【陽】 語言攻擊。

anupātī

【三】 攻擊者，跟隨者。

anupādā, anupādāya
【獨】 無可執著。

anupādāna

【形】1. 不執著的。2. 沒燃料，無動力。

anupādisesa

【形】 沒有任何地基。

anupāpuṇāti

(anu + pa + ap + unā), 到達，達到。anupāpuṇi,【過】。

anupāpeti

【 使 】 (anu + pa + ap + e), 引導 ，帶領 。anupāpesi,【過】。

anupāya

【陽】 錯誤的方法。

anupāyāsa

【形】 無悲傷的，寧靜的。

anupālaka

【形】 保衛，保護。【陽】 保護者。

anupālana

【中】 維護，保護。

anupāleti

(anu + pāl + e), 維持，保衛。anupālesi,【過】。

anupucchati

(anu + pucch + a), 詢問，問明，查究。anupucchi,【過】。

anupuṭṭha

(以上的【過分】), 已被詢問。

anupubba

【形】 連續的，逐漸的，逐步的，漸進的。~baṃ, ~bena,【副】 逐漸地，不久以後。~batā,
【陰】 分等級，順序，階級，連續。

anupekkhati

(anu + upa + ikkh + a), 小心地考慮。anupekkhi,【過】。

anupekkhanā
【陰】 考慮。

anupeseti

(anu + pes + e), 發出，放出，長出。anupesi,【過】。

anuposiya

【形】 被滋養的，被養育的。

anuppatta

(anupāpuṇāti 的【過分】)。

anuppatti

【陰】 抵達，達到。(na + uppatti:) 停止輪迴。

anuppadātu

【陽】 佈施者，授予的人。

anuppadāna

【中】 給，移交。

anuppadinna

(以下的【過分】)。

anuppadāti

(anu + pa + dā + a), anuppadeti (anu + pa + dā + e),分發，移交。

anuppanna

【形】 不出生，不生起。

anuppabandha

【陽】 anuppabandhanā,【陰】 繼續的期間。

anuppharaṇa
【中】 擴散。

anubaddha

(以下的【過分】), 已連接，已跟隨。

anubandhati

(anu + badh + ṃ-a), 追求，跟隨，連接。anubandhi,【過】。

anubandhana

【中】 1. 連接。2. 追。3. 跟隨。

anubala

【中】 1. 幫助，刺激。2. 後衛。

anubujjhati

(anu + budh + ya), 構思，明白。anubujjhi,【過】。

anubujjhana

【中】 理解，醒悟。

anubuddha

(anubujjhati 的【過分】), 已構思，已知道，已明白。

anubodha

【陽】 知識，理解。

anubyañjana

【中】 中級的屬性。

anubrūhita

(以下的【過分】) 已改良，已加強。

anubrūheti

(anu + brūh + e), 改良，練習。~esi,【過】。

anubhavati

(anu + bhū+ a), 1. 遭受。2. 參與。3. 吃。4. 經歷。anubhavi,【過】。

anubhavana

【中】 經歷，遭受，吃。

anubhavanta

(anubhavati 的【現分】)。

anubhutta, anubhūta

(anubhavati 的【過分】), 已欣賞，已經歷。

anubhūyamāna

【現分】 正在被經驗。

anubhoti,

參考 Anubhavati, anubhonta,【現分】。

anumajjati

(anu + majj + a), 擊，敲。anumajji,【過】。

anumajjana

【中】 擊，敲。

anumaññati

(anu + man + ya) 同意，贊同。~maññi,【過】。

anumata

(以上的【過分】), 已贊同，已許可。

anumati

【陰】 同意，許可。

anumāna

【陽】 推論。

anumīyati

(anu + mā + ī + ya), 推論出，總結。~mīyi,【過】。

anumodaka

【三】 感激的人，感謝者。

anumodati

(anu + mud + a), 歡喜，感激。~modi,【過】。

anumodanā

【陰】 1. 感恩，感激。2. 回向功德。

anumodita

(Anumodati 的【過分】)。

anumodeti

(Anumodati 的【使】), 令歡喜，使感激。

anuyanta

【現分】 跟隨，依靠。

anuyāta

(anuyāti 的【過分】), 已被跟隨。

anuyāti

(anu + yā + a), 跟隨。anuyāyi,【過】。

anuyāyī

【三】 隨從。

anuyuñjati

(anu + yuj + ṃ-a), 參加，詢問，自首。anuyuñji,【過】。

anuyutta

(以上的【過分】), 1. 已參加。2. 已隨從。3. 已封臣。

anuyoga

【陽】 練習，奉獻，質詢，審訊。

anuyogī

【三】 修習者，參加者。

anurakkhaka

【形】 保護，保護者。

anurakkhana

【中】 保存，保護。

anurakkhati

(anu + rakkh + a), 保衛，保護。anurakkhi,【過】。

anurakkhā

【陰】 保衛，保護。

anurakkhī

參考 Anurakkhaka。

anurakkhiya

【形】 被防護的。

anurañjati

(anu + rañj + a), 依戀，歡喜。anurañji,【過】。

anurañjita

以下的【過分】。

anurañjeti

(anu + rañj + e), 變亮，美化。~esi,【過】。

anuratta

(anurañjati 的【過分】), 已依戀，已喜歡。

anurava

【陽】 共鳴的，回聲。

anurādhā

【陰】 房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anurūpa

【形】 適當的，一致的。

anurodati

(anu + rud + a), 哭。anurodi,【過】。

anurodha

【陽】 服從。

anulitta

以下的【過分】。

anulimpati

(anu + lip + ṃ-a); anulimpeti (anu + lip + ṃ-e), 塗抹，塗。anulimpi, ~esi,【過】。

anulimpana

【陽】 塗抹，塗。

anuloma

【形】 規則的，不敵對的；【陽】 適合。anulomika,【形】 適當的，順序的。

anulometi

(【動用】自 anuloma), 符合。~esi,【過】。

anuvattaka, anuvatti

【三】偏袒者，附和者，支持者，追隨者，模仿者。

anuvattati

(anu + vat + a), 同意，追隨，模仿。

anuvattana

【中】 服從，順從。

anuvatteti

(anu + vat + e), 旋轉，繼任。~esi,【過】。

anuvadati

(anu + vad + a), 責怪。anuvadi,【過】。

anuvassaṃ

【副】 一年一次，每年，每個雨季。anuvassika,【形】一年一次的，每年的。

anuvāta

【陽】 向前吹的風，愉快的風。~taṃ,【副】 順風。

anuvāda

【陽】 1. 責備，責難。2. 翻譯。

anuvāsana

【中】香水。

anuvāsita

(以下的【過分】), 已灑香水。

anuvāseti

(anu + vas + e), 塗香水，注入香味。anuvāsesi,【過】。

anuvicarati

(anu + vi + car + a), 遊蕩，漫遊。~cari,【過】。

anuvicarita

(以上的【過分】), 已沈思，已反映。

anuvicarana

【中】 漫遊，四處流浪。

anuvicināti

(anu + vi + ci + nā), 沈思，調查。anuvicini,【過】。

anuvicca

(以上的【獨】), 知道，發現。~kāra,【陽】 調查，考慮周到的行動。

anuviijaka

【陽】 主考者，調查人。

anuvijjati

(anu + vid + ya), 調查，徹底地知道。~ji,【過】。

anuvijjhati

(anu + vidh + ya), 貫通，徹底地明白。anuvijjhi,【過】。

anuvitakketi

(anu + vi + takk + e), 反映，沈思。~esi,【過】。

anuvidita

【過分】 已辨認出。

anuviddha

(anuvijjhati 的【過分】)。

anuvidhīyati

(anu + vi + dhā + ī + ya), 依照行動。anuvidhīyi,【過】。

anuviloketi

(anu + vi + lok + e), 瀏覽，審視。anuvilokesi,【過】。

anuvuttha

【過分】 已居，已住。

anuvyañjana

【中】 中級的屬性。

anusakkati

(anu + sakk + a), 向後移動，向一邊移動。anusakki,【過】。

anusaṃvaccharaṃ
【副】 一年一次。

anusañcarati

(anu + saṃ + car + a), 向前走，迂回地走。anusañcari,【過】。

anusañcarita

(以上的【過分】), 已經常出入。

anusañcaraṇa

【中】 步行，走來走去。

anusaṭa

(anusarati 的【過分】), 已灑，已散佈。

anusandati

(anu + sand + a), 向前流，連接。anusandi,【過】。

anusandhi

【陰】 連接，結論。

anusaya

【陽】 傾向，睡眠狀態的性格傾向，隨眠。

anusayati

(anu + si + a), 躺著睡眠狀態。anusayi,【過】。

anusayita

以上的【過分】。

anusarati

(anu + sar + a), 隨後，跟隨。anusari,【過】。anusaṭa,【過分】。

anusavati

(anu + su + a), 不斷地流動，不斷地滲出。anusavi,【過】。

anusahagata, aṇusahagata
【形】 剩餘, 殘滓。

anusāyika

【形】 固有的，慢性的。

anusāra

【陽】 跟隨。anusārena,【副】 符合。

anusārī

【形】 努力，根據…行事。

anusāvaka

【陽】發表者，宣佈者。

anusāvana

【中】 Anusāvanā,【陰】 宣佈，公佈，宣告。

anusāvita

以下的【過分】。

anusāveti

(anu + su + e), 通告，宣佈。anusāvesi,【過】。

anusāsaka

【陽】 顧問。

anusāsati

(anu + sās + a), 勸告，訓誡，警告。~sāsi,【過】。

anusāsana

【中】 ~sanī,【陰】 ~sanā,【陰】 忠告，指令。

anusikkhati

(anu + sikkh + a), 學習，跟隨榜樣。

anusikkhana

【中】 練習，跟隨。

anusiṭṭha

(Anusāsati 的【過分】)。

anusiṭṭhi

【陰】 警告，忠告。

anusūyaka

【形】 不嫉妒的。

anuseti

參考 Anusayati。

anusocati

(anu + suc + a), 悲悼。anusoci,【過】。

anusocana

【中】 anusocanā,【陰】 悲悼，悲傷。

anusota

【陽】 向下水流 。anusotaṃ 【 副 】 沿著湧流 。~gāmī,【形】 順著水流的人。

anussati

【陰】 記憶，回憶，深切注意。

anussaraṇa

【中】 回想，記憶。

anussarati

(anu + sar + a), 記得。anussari,【過】。anussarita,【過分】。

anussaritu

【陽】 記得的人。

anussava

【陽】 風聞，傳統，慣例。

anussuka

【形】 不熱心的。

anussuta

【過分】 已聽說。

anuhīramāna

【現分】 被攔截。

anūna, anūnaka

【形】 不缺乏的，完全的。~tā,【陰】 完全。

anūpama

【形】 沒有比較的。

anūhata

【形】 未根絕的，未除根的。

aneka

【形】 多數，各種不同的。~ppakāra,【形】 ~vidha,【形】 種種的，各式各樣的，多種形式
的，有許多部分的，多方面的。

aneja

【形】 無貪欲。

anedha

【形】 無燃料。

anesanā

【陰】錯誤的謀生方式。

aneḷa, aneḷaka

【形】 完美的，純粹的。

aneḷagala

【形】 沒滴唾液的。

anoka

【形】 1. 無房子的。2. 無執著的。

anokāsa

【形】 沒有機會、空間或時間。

anojā

【陰】 有橙色花的植物。

anotatta

【陽】 喜馬拉雅山的一個湖的名字（一些印度河流的水源）。

anottappa

【中】 鹵莽。anottāpī,【形】 不害怕罪惡的，鹵莽的。

anodaka

【形】 無水的。

anodissaka

【形】 1. 無限制的。2. 一般的。3. 沒有個別暗示的。

anonamanta

【形】 不彎下的。

anoma

【形】 較高的，上級的。~dassī,【陽】 有至高的智慧的人。

anosakkanā

【陰】 奮發。

anovassaka

【形】 避雨處。

anta

【陽】 末端，盡頭，目標，頂端。【中】 腸。~kara,【形】 結 束。~kiriyā,【陰】 終止，減
輕。~gamana,【中】 去到末端，根 除。~guṇa,【中】 腸繫膜。~vaṭṭi,【陰】 腸的卷。

antaka

【陽】 死亡。

antamaso

【無】 至少。

antara

【中】 不同。【形】 內部的，在中間的。antare, 在中間。~kappa,【陽】中劫。~ghara,【中】
內村，內房。~sāṭaka,【中】 內衣。

antaraṭṭhakahaka

【中】 冬天最寒冷的八天，（印度）下雪時。

antarantarā

【副】 偶爾，有時候。

antaradhāna, antaradhāyana
【中】 不見，消失。

antaradhāyati

(antara + dhe + a), 消失。antaradhāyi,【過】。

antaradhāpeti

(以上的【使】), 令消失。

antaravāsaka
【陽】 內衣。

antarahita

(antaradhāyati 的【過分】)。

antaraṃsa

【陽】 兩肩之間的空間。

antarā

【副】 之間，其間。~magge, 在途中，在道 路上。

antarāpaṇa

【陽】 市場。

antarāya

【陽】 障礙，危險。

antarāyika

【形】 形成障礙物的。

antarāla

【中】 間隔。

antarika

【形】 中間物，下一個。antarikā,【陰】 間隔，空隙。

antavantu

【形】 有結束的。

antika

【形】（【合】） 在末端，接近。【中】 鄰居關係。

antima

【形】 最後，結局。

antaḷikkha

【中】 天空。

antepura

【中】 1. 內城鎮。2. 閨房。antepurika,【形】屬於閨房的。

antevāsika, antevāsī

【陽】 跟主人住在一起的人，隨從，學生。

anto

【無】 內，裡面，內部。~kucchi,【陽】 【陰】 子宮。~gata, ~gadha,【形】 包括，容
納。~gabbha,【陽】 內房間。~gāma, 內村。~ghara,【中】 內房子。~jana,【陽】 家庭成
員。~jāta,【形】生在房裡，奴隸。~vassa,【陽、中】雨季。~vuttha,【形】存在內的。

andu, anduka

【陽】 桎梏，鏈。~ghara,【中】 監禁，監獄。

andha

【形】1. 盲的。2. 愚蠢的。~karaṇa,【形】使人眩目的，使人混淆的。~bāla,【形】愚蠢的，非
常愚蠢的。~bhūta,【形】心理上盲目，無知識的。

andhaka

【陽】盲蠅。【形】 安達人，安達國的。

andhakāra

【陽】 黑暗，困惑，迷亂，爲難，慌張。

andhantama

【陽】 【中】 很暗。

anna

【中】 食物，米飯。~da,【形】 施食者。~pāna,【中】 食物和飲料。

anvagā

【三、單、過】 他跟隨。

anvagū

【三、複、過】 他們跟隨。

anvaddhamāsaṃ

【副】 一個月兩次，半個月一次。

anvattha

【形】 依照感覺。

anvadeva

(anu + eva),【無】 跟隨在後。

anvaya

【陽】 過程，一致，符合，傳統。

anvahaṃ

【副】 每日的。

anvāgata

【形】 1. 賦予。2. 跟隨。

anvāya

【獨】 經歷，證得。

anvāyika

【形】 跟隨。

anvāvisati

(anu + ā + vis + a),佔有。anvāvisi,【過】。anvāviṭṭha,【過分】。

anvāhata

【形】 打，擊。

anvāhiṇdati

(anu + ā + hid + ṃ-a), 遊蕩。anvāhiṇdi,【過】。

anveti

(anu + i + a), 跟隨，接近。

anvesaka

【形】 搜索者。

anvesati

(anu + es + a) 尋求，搜尋。~esi,【過】。

anvesanā

【陰】尋求，搜尋，調查。

anvesī

努力，尋求。【陽】搜索者。

apakaḍḍhati

(apa + kaḍḍh + a),拉走，退走，拿掉，取消。apakaḍḍhi,【過】。

apakaḍḍhana

【中】 拉走，退走，拿掉，取消。

apakata

(以下的【過分】), 已扔掉，已脫掉，已廢除。【中】傷害，危害，故障，惡作劇，損害。

apakaroti

(apa + kar + o), 傷害，侵犯，使厭惡。apakari,【過】。

apakassa

(以下的【獨】), 移動，除掉。

apakassati

(apa + kass + a), 移開，除去。apakassi,【過】。

apakassanā

【陰】移動。

apakāra

【陽】 傷害，使厭惡。

apakkama

【陽】 移掉，離開。

apakkamati

(apa + kam + a), 離開，走開。apakkami,【 過 】 。apakkanta,【過分】。

apakkamma

以上的 【獨】。

apagacchati

(apa + gam + a), 走開，避開，撇開。apagacchi,【過】。

apagata

(以上的【過分】), 已移掉，已離去，已走開。

apagabbha

【形】 (apa + gabbha:) 不注定再生的； (a + pagabbha:) 不傲慢的。

apagama

【陽】 移開，消失。

apagamma

【獨】 移開了。

apacaya

【陽】 下跌，縮小，撤回，毀滅。~gāmī, 再生的毀滅。

apacāyati

(apa + cāy + e), 敬意，尊敬。~cāyi,【過】。

apacāyana

【中】 ~nā,【陰】崇拜，尊敬。

apacāyaka, apacāyī
【形】 敬禮。

apacāyita

(apaciiyati 的【過分】)。

apacināti

(apa + ci + nā), 廢除，減少。~cini,【過】。

apaciti

【陰】尊敬，贖罪。

apacinana

【中】破壞，贖罪。

apacca

【中】 兒女，子孫，後代。

apaccakkha

【形】未見過的，未體驗的，未測試的。

apajita

【中】 擊敗。【過分】 已擊敗。

apaṇṇaka

【形】 真實的，無錯誤的，無缺點的。

apatthaṭa

【形】 未鋪開的。

apatthaddha

【形】 不傲慢的。

apatthiya

【形】 不應該被期望的。

apatha

【陽】 迷途，邪道。

apada

【形】 無足的。~tā,【陰】 無腳。

apadāna

【中】 偉人傳，傳說。

apadisa

【陽】 證物，證言。

apadisati

(apa + dis + a) 作證，引述。~disi,【過】。

apadisana

【中】 指出。

apadesa

【陽】 理由，陳述。

apadhāraṇa

【中】 蓋子。

apanāmana

【中】 移開，趕走。

apanāmeti

(apa + nam + e), 驅逐，除去。~esi,【過】。

apanidahati

(apa + ni + dah + a), 藏，隱藏。~dahi,【過】。

apanihita

(以上的【過分】)。

apanīta

(apaneti 的【過分】)。

apanudati

(apa + nud + a), 驅趕，驅散。~nudi,【過】。

apanudana

【中】 移掉，驅除。

apanuditu

【陽】 驅除者。

apaneti

(apa + ni + a), 取走，除去。~esi,【過】。

apamāra

【陽】 癲癇症。

apara

【形】 1. 另外的，其他的。2. 西方的。~bhāge （在引文中）, 然後，後來地。

aparajju

【副】 隔天。

aparajjhati

(apa + radh + ya), 侵犯，犯罪。~jjhi,【過】。

aparaṇṇa

【中】 穀類食品之外的豆種子 (例：豌豆)。

aparaddha

(以上的【過分】), 1. 已有罪。2. 已失敗。

aparanta

1. 尾端。2. 未來。3. 西方印度的一個國家的名字。

aparappaccaya

【形】 不仰賴他人。

aparājita

【形】 未征服的。

aparādha

【陽】 罪過，罪行。

aparādhika, aparādhī
【形】 犯罪的，罪犯。

aparāpariya

【形】 經常跟隨的，繼承的，連續的。

apariggahita

【形】 空閒的，未持有的。

aparicchinna

【形】 無限的，不分開的。

aparimāṇa

【形】 無限的，不可測量的，無量的。

aparimita

【形】 無限的，無量的。

apalāyī

【形】 不逃的，大膽的。

apalāleti

(apa + lāl + e), 愛撫，愛。~esi,【過】。

apalibuddha

【形】 無阻礙的，自由的。

apalikhati

(apa + likh + a), 刮掉，舔掉。~likhi,【過】。

apalikhana

【中】 舔掉，刮掉

apalokana

【中】 許可，同意。

apalokita

以下的【過分】。

apaloketi

(apa + lok + e), 尊敬，仰望，請求，通知。~esi,【過】。

apavagga

【陽】 最後引渡，結束。

apavadati

(apa + vad + a), 責備，責怪。~vadi,【過】。

apavāda

【陽】 責備，責怪，挑剔。

apaviddha

(apavijjhati 的【過分】), 已丟棄，已拒絕。

apasakkati

(apa + sakk + a),避開，移動。~sakki,【過】。~sakkita,【過分】。

apasakkana

【中】 移開。

apasavya

【中】 右邊。

apasādana

【中】 蔑視。

apasādita

(以下的【過分】)。

apasādeti

(apa + sad + e), 輕視，衰退，貶損。~esi,【過】。

apasmāra

參考 apamāra。

apassaya

【陽】 1. 支援。2. 墊子。3. 枕頭。~yika,【形】 躺在。

apassita

(以下的【過分】), 已倚靠，已仰賴。

apasseti, apassayati

(apa + si + e 或 aya), 倚靠，仰賴。~sayi,【過】。

apassena

-phalaka,【中】 墊板。

apahattu

【陽】 除去的人。

apaharati

(apa + har + a), 除去，取走，搶奪。~hari,【過】。apahaṭa,【過分】。

apaharaṇa

【中】 移開，偷。

apahāra

【陽】 取走，搶奪。

apāṅga

【陽】 眼角。

apākaṭa

【形】 未知的。

apācī

【陰】 南方。

apācīna

【形】 向西的。

apāda, apādaka

【形】 無足的，爬行的，匍匐的。

apāṇa

【中】 呼出。

apādāna

【中】 分離，離格。

apāpuraṇa, avāpuraṇa
【中】 鑰匙。

apāpurati, avāpurati

(apa + ā + pur + a), 打開。

apāya

【陽】 地獄，苦途，過失，損失。~gāmī,【形】 惡趣，苦趣。~mukha,【中】 毀滅的因
素。~sahāya,【陽】 揮霍的朋友。

apāra

【形】無限的，沒有對岸,【中】 近岸。~neyya,不達彼岸，難到達的。

apāruta

【形】 開的。

apālamba

【陽】（馬車的）靠背。

api

【無】 與，即使，然後。~ca, 但是，此外。~ca kho, 可是，但 是。~nu, 疑問式語氣。~nāma,
如果 (我們) 可能。~ssu, 甚至於。

apidhāna

【中】 蓋子。

apilāpana

【中】 非漂浮的。

apiha, apihālu

【形】 不貪婪的。

apekkha, apekkhaka

apekkhī,【形】 等候，找尋，人選，期待者。

apekkhati

(apa + ikkh + a), 渴望，期待。~khi,【過】。

apekkhana

【中】Apekkhā,【陰】希望，欲望，期望。

apekkhita

(apekkhati 的【過分】)。

apeta

(apeti 的【過分】), 已走開，已免除，已沒有。~tta,【中】缺席。

apeti

(apa + i + a), 走開，消失。apesi,【過】。

apetteyyatā

【陰】 不尊敬父親。

apeyya

【形】 不可飲的，不應該喝的。

appa, appaka

【形】 小的，少的，無關重要的。【中】 一點點。~kasirena,【副】 無困難。~kicca,【形】 少
責任。

appakiṇṇa

【形】 不擁擠的，安靜的。

appagabbha

【形】 不驕傲的，不鹵莽的。

appaggha

【形】 無值的。

appaccaya

【陽】 不高興，悶悶不樂的樣子。【形】 沒有因素。

appaṭigha

【形】 不妨害的，沒有忿怒。

appaṭinissagga
【陽】 不放棄。

appaṭipuggala

【陽】 無敵的人。

appaṭibaddha

【形】 不連接的。

appaṭibhāṇa

【形】使迷惑的，使不知所措的，使昏亂的。

appaṭima

【形】 無比的。

appaṭivattiya

【形】 不倒退的。

appaṭivāna

【形】不畏縮的。~vānī,【陽】熱心的人。

appaṭividdha

【形】 未達到的，未瞭解的。

appaṭisandhika

【形】1. 不會再生的。2. 無法修好的。

appaṇā

【陰】 入定。

appaṇihita

【形】 無欲望的。

appatikiṭṭha

【形】 不輕視的。

appatiṭṭha

【形】 沒有立足點的，無助的。

appatissa, apptissava

【形】 不易教化的，造反的。

appatihata, appaṭihata

【形】 未重擊的，不阻隔的。

appatīta

【形】 得罪，冒犯，惹怒。

appaduṭṭha

【形】 不生氣的，不腐爛的。

appadhaṃsiya

【形】 不該違犯的。

appamaññā

【陰】 無量心，即：慈、悲、喜、舍。

appamatta

【形】 (a + pamatta) 警醒的，小心的，注意的。(appa + matta) 輕微的，微小的，無關重要
的。~ka,【中】 瑣事，少量，小 事。

appamāṇa

【形】 無量的，無限的。

appamāda

【陽】 警戒，認真。

appameyya

【形】 不可測量的。

appavatti

【陰】 非持續，非存在。

appasāda

【陽】 不快樂，不喜歡。

appasattha

【形】 (appa + sattha = 旅行隊:) 有很少同伴或共事者的。(a + pasattha:), 不被稱讚的。

appasanna

【形】 1. 得罪。2. 不信的。

appasamārambha
【形】 小麻煩的。

appassaka

【形】 持有一點點，貧窮的。

appassāda

【形】 小快樂的。

appahīna

【形】 未移動的，未破壞的。

appāṇaka

【形】 1. 無息氣的。2. 不包含昆蟲的。

appātaṅka

【形】 無病的。

appiccha

【形】容易滿足，少欲。~tā,【陰】知足。

appita

(appeti 的【過分】), 已應用。

appiya

【形】 不愉快的，不合意的 。

appekadā

【副】 (api + ekadā), 有時。

appeti

(ap + e), 應用，固定。appesi,【過】。

appeva, appeva

nāma,【無】如果…就好，如果…就行。

appesakka

【形】 小影響力。

appossukka

【形】 不活動的。

apphuṭa

【形】 不彌漫的。

apphoṭita

(以下的【過分】), 已鼓掌。【中】 鼓掌。

apphoṭeti

(ā + phuṭ + e), 撚拇指，彈指，鼓掌。

aphala

【形】 不結果的，徒然的，無用的。

aphassita

【形】 不接觸的。

aphāsu

【形】 不安的，不自在，困難的，麻煩的。~ka,【中】疾病。

abaddha, abandhana

【形】 無束縛的，自由的。

ababa

【中】 一個地獄的名字（阿婆婆地獄），一個有76個零的數位。

abala

【形】 弱的，微弱的。~lā,【陰】 女人。

abādha

【形】 無礙的。

abbaṇa

【形】 無傷的。

abbata

【形】 無道德的，不持戒的。

abbuda

【中】1. 瘤。2. 在懷孕後第二個星期的胎兒。3. 分離的因素。4. 一個地獄的名字（頞部陀地
獄）。

abbūhati

(ā + vi + ūh + a), 排掉，拉出。abbūhi,【過】。

abbūḷha

(以上的【過分】)。

abbokiṇṇa

【形】 不間斷的，持續的，不擁擠的。

abbocchinna

【形】 不間斷的。

abbohārika

【形】 可忽略的。

abbha

【中】 天空，雲。~kūṭa,【中】 暴風雲的頂點。~paṭala,【中】 大量的雲。

abbhaka

【中】 石墨，粉狀石墨。

abbhakkhāti

(abhi + ā + khā + a), 中傷，反對。~khāsi,【過】。

abbhakkhāna

【中】 誹謗，中傷 。

abbhañjati

(abhi + añj + a), 塗抹，潤滑。~ñji,【過】。

abbhañjana

【中】 1. 塗抹，塗油。2. 軟膏。

abbhatīta

【形】 經過的，過去的。

abbhanumodanā

【陰】 很感謝，隨喜功德。

abbhantara

【中】 裡邊，內部。【形】 內部的，內在的。~rika,【形】親密朋友，心腹朋友，知己。

abbhāgata

【三】 客人，陌生人,【過分】 已到達。

abbhāgamana

【中】 抵達，挺身而出。

abbhācikkhati

(abhi + ā + cikkh + a), 責備，中傷，誹謗。~khi,【過】。

abbhācikkhana

【中】 控告，中傷。

abbhāhata

(abbhāhanati 的【過分】), 已攻擊，已使痛苦，已折磨。

abbhukkiraṇa

【中】 抽出，灑。

abbhukkirati

(abhi + u + kir + a), 灑。~kiri,【過】。

abbhuggacchati

(abhi + u + gam + a), 升入，出去。~gacchi,【過】。

abbhuggata

(以上的【過分】)。

abbhuggamana
【中】 升起。

abbhuggirati

(abhi + u + gir + a), 以脅迫的方式升起手或揮動一些事物。~giri,【過】。

abbhuggiraṇa
【中】 揮。

abbhuṭṭhāna

【中】 站起來，起床，進步。

abbhuta

【形】 令人驚奇的，了不起的。【中】 奇迹，一個奇異的事物，打賭。

abbhudeti

(abhi + udi + e), 升，形成。~esi,【過】。

abbhunnata

【形】 升高，高。

abbhumme
【歎】 唉！

abbhuyyāti

(abhi + u + yā + a), 進軍。~yāta,【過分】。

abbhokāsa

【陽】 無庇護的地方，戶外，露天。~kāsika,【陽】 住在戶外的人。

abbhokiṇṇa

【形】 擁擠的。

abbhokiraṇa

【中】 1. 灑。2. 舞者的運動。

abbhokirati

(abhi + ava + kir + a), 灑。~kiri,【過】。

abhabba

【形】 不能的，不精通的。~tā, 無能，不可能性。

abhaya

【形】 安全的，無畏的。【中】 安全。

abhayā

【陰】 訶子。1.一種東印度喬木 (Terminalia chebula)，常綠喬木，葉子卵形或橢圓形。果實
象橄欖，可以入藥，有輕瀉、止咳等作用。産于中國雲南、廣東，以及印度、緬甸、馬來 亞等
地）。2.這種植物的果實，也叫藏青果。

abhāva

【陽】 消失，不在，缺席，非變成。

abhāvita

【形】 未培養的，未熟練的。

abhikaṅkhati

(abhi + kakh + ṃ-a), 渴望，願望。~khi,【過】。~khita,【過分】。

abhikaṅkhana, abhikaṅkhita
【中】希望，渴望，希望。

abhikaṅkhī

【形】 願望的，欲望的。

abhikiṇṇa

(以下的【過分】) 已撒滿。

abhikiraṇa

【中】 散佈。

abhikirati

(abhi + kir + a), 散佈，灑。

abhikūjati

(abhi + kuj + a), 鳥鳴，（鳥）唱。~kūji,【過】。

abhikūjana

【中】 鳥的歌唱。

abhikūjita

【過分】 （鳥的歌）已響亮。

abhikkanta

(abhikkamati 的【過分】), 1. 已前進，已越過。2. 已最愉快。【中】 前進。

abhikkama

【陽】 前進。

abhikkamati

(abhi + kam + a), 進行。~kami,【過】。

abhikkhaṇa

【形】不變的。~ṇaṃ,【副】不變地，時常。

abhikkhaṇati

(abhi + kha + a), 掘出。~khaṇi,【過】。

abhikkhaṇana

【中】 掘，挖。

abhigajjati

(abhi + gad + ya), 吼，打雷。~gajji,【過】。

abhigajjana

【中】 吼聲，雷鳴。

abhigijjhati

(abhi + gidh + ya), 渴望。~jhi,【過】。

abhigijjhana

【中】 渴望，貪欲。

abhigīta

(abhigāyati 的【過分】), 已唱。

abhighāta

【陽】 1. 碰撞，衝擊，接觸。2. 殺害。

abhighātana

【中】 殺害，破壞，毀壞。

abhighātī

【陽】 敵人，破壞者。

abhijappati

(abhi + jap + a), 祈禱，喃喃而語。~jappi,【過】。

abhijappana, abhijappita

【中】 1. 喃喃而語。2. 許願。3. 講話。

abhijāta

【形】 出生良家子弟，生得高貴。

abhijāti

【陰】 1. 再生，降落。2. 種類。

abhijānana

【中】 承認，回憶，記憶，回想。

abhijānāti

(abhi + ñā + nā), 盡知，完全經驗，有注意到。~jāni,【過】。

abhijāyati

(abhi + jan + ya), 出生得好，出現得好。

abhijigiṃsati

(abhi + har + sa), 願克服。~giṃsi,【過】。

abhijjanaka, abhijjamāna

【形】未打破的，未分開的。

abhijjhā

【陰】貪婪，妄羨。~lu,【形】貪婪的，妄羨的。

abhijjhāyati

(abhi + jhe + a), 願望，妄想。~jhāyi,【過】。~jhita,【過分】。

abhiñña

【形】 博學的，有知識。

abhiññā

【陰】 特別的知識，非凡的力量，神通。

abhiññā, abhiññāya
【獨】 熟悉。

abhiññāṇa

【中】 特徵。

abhiññāta

(abhijānāti 的【過分】), 已衆所周知，已公認。

abhiññeyya

【形】 應該熟悉的。

abhiṇha

【形】 連續的，習慣的，慣常的。~haṃ,【副】 時常，重復地，再三地。

abhiṇhaso

【副】 總是，重復地，再三地。

abhitatta

(abhitapati 的【過分】), 已被燒焦，已熱。

abhitapati

(abhi + tap + a), 照耀，發光。~tapi,【過】。

abhitāpa

【陽】 很熱。

abhitāḷita

以下的【過分】。

abhitāḷeti

(abhi + tāḷ + e), 打，槌打，擊鼓等。~esi,【過】。

abhituṇṇa

(以下的【過分】), 已受打擊, 已制服, 已壓倒。

abhitudati

(abhi + tud + a), 刺穿，刺，刺激。~tudi,【過】。

abhito

【無】 周圍。

abhitoseti

(abhi + tus + e), 徹底地滿足。~esi,【過】。

abhitthanati

(abhi + than + a), 打雷。~thani,【過】。~thanita,【過分】。

abhittharati

(abhi + thar + a), 催促，使匆忙。~thari,【過】。

abhitthavati

(abhi + thu + a), 稱讚。~thavi,【過】。

abhitthavana
【中】 稱讚。

abhitthuta

(abhitthavati 的【過分】)。

abhittunāti

(abhi + thu + nā), 稱讚。~thuni,【過】。

abhidosa

【陽】 昨 晚 。~dosika,【 形 】 昨 晚 的 。（ 參 考 ābhidosa）。

abhidhamati

(abhi + dham + a), 吹。~dhami,【過】。

abhidhamma

【陽】《阿毗達摩》 論藏。~mika,【形】 論藏師。

abhidhā
【陰】

abhidhāna

【中】 命名，名稱。

abhidhāvati

(abhi + dhāv + a), 跑向，催促。~dhāvi,【過】。

abhidheyya

【形】 名爲。【中】 意義。

abhinata

(abhinamati 的【過分】), 已彎曲，已鞠躬，已頂禮。

abhinadati

(abhi + nad + a), 嗚響。~nadi,【過】。

abhinadita

(以上的【過分】),【中】 噪音。

abhinandati

(abhi + nand + a) 歡慶。~nandi,【過】。

abhinandana

【中】 歡喜，高興。

abhinandita

(abhinandati 的【過分】),【中】愉快的物件。

abhinandī

【形】 歡喜的人，享受的人。

abhinamati

(abhi + nam + a), 彎曲 ，彎腰 ，鞠躬，頂禮。~nami,【過】。

abhinayana

【中】 1. 使恢復知覺。2. 質詢。

abhinava

【形】 新的，新鮮的。

abhinādita

【過分】 已嗚響。

abhinikūjita

【形】 嗚響著 (鳥的歌)。

abhinikkamati

(abhi + ni + kam + a), 前去，隱世，隱居。~khami,【過】。~khanta,【過分】。~khamma,
【獨】。

abhinikkhamana

【中】放棄（頭銜），抛棄（野心），出家。

abhinikkhipati

(abhi + ni + khip + a),躺下。~khipi,【過】。~khitta,【過分】。

abhinikkhipana
【中】 放下。

abhinipajjati

(abhi + ni + pad + ya), 臥在。~pajji,【過】。~panna,【過分】。

abhinipatati

(abhi + ni + pat + a), 跌倒，沖闖。~pati,【過】。

abhinipāta

【陽】 ~tana,【中】跌落，沖闖，攻擊。~pātī,【形】落下。

abhinippīḷeti

(abhi + ni + pīḷ + e), 壓迫，壓服。

abhinipphajjati

(abhi + ni + pad + ya), 實現，完成。~jji,【過】。~nipphanna,【過分】。

abhinipphatti

【陰】 産品，成就。

abhinipphādita

(以下的【過分】), 已生産，已完成。

abhinipphādeti

(abhi + ni + pad + e), 生産，呈現。~esi,【過】。

abhinibbatta

(abhinibbattati 的【過分】), 已繁殖，已再生。

abhinibbatti

【陰】 abhinibbattana,【中】 出生，生成，轉成。

abhinibbatteti

(abhi + ni + vat + e), 生産，呈現。~esi,【過】。

abhinibbidā

【陰】 厭世。

abhinibbuta

【形】 完全地平靜的，寂靜。

abhinimmita

以下的【過分】。

abhinimmiṇāti

(abhi + ni + mā + ṇā), 創造，生産，製造。~miṇi,【過】。

abhiniropana

【中】 固定在，應用，運用，施用。

abhiniropeti

(abhi + ni + rup + e), 注入，灌輸，諄諄勸導。~esi,【過】。~pita,【過分】。

abhiniv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已附著，已執著。

abhinivisati

(abhi + ni + vis + a), 執著，黏附著。~nivisi,【過】。

abhinivesa

【陽】 傾向，趨向。

abhinisīdati

(abhi + ni + sad + a), 坐近。~nisīdi,【過】。~nisinna,【過分】。

abhinissaṭa

(abhinissarati 的【過分】), 已逃脫，已移走。

abhinīta

(abhineti 的【過分】), 已帶來。

abhinīhaṭa

(以下的【過分】), 已取出。

abhinīharati

(abhi + ni + har + a), 取出，指向，熱望。~hari,【過】。

abhinīhāra

【陽】 取出，熱望，決議。

abhipatthita

以下的【過分】。

abhipattheti

(abhi + path + e), 渴望，希望。~esi,【過】。

abhipāleti

(abhi + pāl + e),保護，保持，保存。~esi,【過】。~pālita,【過分】。

abhipīḷeti

(abhi + pīḷ + e), 壓迫，擠榨。~esi,【過】。~pīḷita,【過分】。

abhipūrati

(abhi + pūr + a), 充滿。~pūri,【過】。~pūrita,【過分】。

abhippakiṇṇa

(abhippakirati 的【過分】), 已撒滿。

abhippamodati

(abhi + pa + mud + a), 歡喜，滿意。~modi,【過】。~dita,【過分】。

abhippasanna

(abhippasīdati 的【過分】),已有信心，已獻身，已投入於。

abhippasāda

【陽】 信心，熱愛，投入。

abhippasāreti

(abhi + pa + sar + e), 伸展。~esi,【過】。

abhippasīdati

(abhi + pa + sad + a), 有信心，投入於。~sīdi,【過】。

abhibhavati

(abhi + bhū + a), 克服，征服。~bhavi,【過】。

abhibhavana

【中】 克服，打敗。

abhibhavanīya

【形】 應該克服的。

abhibhū

【陽】 征服者，大君主。

abhibhūta

(abhibhavati 的【過分】), 已擊敗，已打敗。

abhimaṅgala

【形】 幸運的，吉兆的。

abhimata

(abhimaññati 的【過分】), 已想要，已願望。

abhimaddati

(abhi + madd + a), 壓破，服從。~maddi,【過】。~maddita,【過分】。

abhimaddana

【中】 打破，征服。

abhimanthati

(abhi + manth + a), ~mantheti (abhi + manth + e), 壓破，攪 拌，搖動，煽動，激動。~manthi,
~esi,【過】。~manthita, ~mathita,【過分】。

abhimāna

【陽】 自尊。

abhimukha

【形】 面對的，當面的，面對面的,【陽】 前面。~khaṃ,【副】 向。

abhiyācati

(abhi + yāc + a), 請求，乞求，懇求。~yāci,【過】。

abhiyācana

【中】 ~nā,【陰】 請求，要求，懇求。

abhiyācita

(abhiyācati 的【過分】), 已被請求。

abhiyāti

(abhi + yā + a), 反對，違反。~yāyi,【過】。~yāta,【過分】。

abhiyuñhati

(abhi + yuj + ṃ-a), 修行，控訴，詢問。~yuñji,【過】。~yutta,【過分】。

abhiyuñjana

【中】 審判，修行，遵守。

abhiyoga

【陽】 遵守。

abhiyogī

【陽】 觀察者，修行者。

abhirakkhati

(abhi + rakkh + a), 保護。~rakkhi,【過】。

abhirakkhana

【中】 abhirakkhā,【陰】 保護。

abhirata

(abhiramati 的【過分】), 已喜歡，已沈迷。

abhirati

【陰】 高興，滿意。

abhiraddha

【過分】 已滿意，已勸解。

abhiraddhi

【陰】 滿足。

abhiramati

(abhi + ram + a), 享受，尋歡。~rami,【過】。

abhiramana

【中】 享樂，運動。

abhiramāpeti

(abhi + ram + āpe), 使享受，使尋歡。~esi,【過】。

abhirāma

【形】 愉快的，合意的。

abhiruci

【陰】 希望，渴望。

abhirucita

【過分】 已願望，已喜歡，已愉快。

abhirucira

【形】 多令人喜愛的，非常美麗的。

abhiruyha

(abhiruhati 的【獨】), 登上了。

abhirūpa

【形】 可愛的，英俊的。

abhiruhati, abhirūhati

(abhi + ruh + a), 登上，上去。~ruhi,【過】。

abhirūhana

【中】 上升，攀登。

abhirūḷha

(abhiruhati 的【過分】), 已登上，已升起。

abhiroceti

(abhi + ruc + e), 喜歡，尋高興。

abhilakkhita

(以下的【過分】), 已作記號。

abhilakkheti

(abhi + lakkh + e), 標記，設計。~esi,【過】。

abhilāpa

【陽】 演講，講話。

abhilāsā

【陰】 希望，欲望。

abhivaṭṭa, abhivaṭṭha

(abhivassati 的【過分】) 已下雨。

abhivaḍḍhati

(abhi + vaḍḍh + a), 生長，增加，長得大過。~vaḍḍhi,【過】。~ḍhita,【過分】。

abhivaḍḍhana

【中】 ~vaḍḍhi,【陰】 生長，增加。

abhivaṇṇita

以下的【過分】。

abhivaṇṇeti

(abhi + vaṇṇ + e), 稱讚，詳細，解析。~esi,【過】。

abhivadati

(abhi + vad + a), 宣佈。

abhivandati

(abhi + vand + a), 彎腰，行禮，敬禮。~vandi,【過】。~vandita,【過分】。

abhivandiya

以上的【獨】, 彎了腰，鞠了躬。

abhivassati

(abhi + vass + a), 下雨。~vassi,【過】。

abhivādana

【中】 abhivādanā,【陰】 致敬，行禮。

abhivādeti

(abhi + vad + e), 彎腰，行禮。~esi,【過】。~vādita,【過分】。

abhivādetabba

【祈】 值得禮拜，值得致敬。

abhivāyati

(abhi + vā + a), 吹過。~vāyi,【過】。

abhivijināti

(abhi + vi + ji + nā), 征服。~jini,【過】。~vijita,【過分】。~vijiya,【獨】。

abhivitaraṇa

【中】 捐贈物。

abhivisiṭṭha

【形】 最優良的。

abhivuṭṭha

參考 abhivaṭṭha。

abhivuddhi

參考 abhivaḍḍhi。

abhisaṅkhata

(abhisaṅkharoti 的【過分】), 已準備，已安排，已回復。

abhisaṅkharana

【中】 恢復，安排。

abhisaṅkharoti

(abhi + saṃ + kar + o), 回復，安排，準備。~khari,【過】。

abhisaṅkhāra

【陽】 積聚，準備。

abhisaṅga

【陽】 粘著，忠於，堅持。

abhisajjati

(abhi + sad + ya), 生氣，附上，縛上。~sajji,【過】。

abhisajjana

【中】 粘著，忿怒。

abhisañcetayita

【中】 想出，有意的。

abhisañceteti

(abhi + saṃ + cit + e), 想出。~esi,【過】。

abhisaṭa

(abhisarati 的【過分】), 已拜訪，已接近。

abhisatta

(abhisapati 的【過分】), 已被咒，已可憎。

abhisaddahati

(abhi + saṃ + dah + a), 相信。~dahi,【過】。

abhisanda

【陽】 流出，結果。

abhisandana

【中】 流動的，成果，結果。

abhisandati

(abhi + sand + a), 流出，滲出。~sandi,【過】。

abhisandahati

(abhi + saṃ + dah + a), 連接，集合。~dahi,【過】。

abhisapati

(abhi + sap + a), 詛咒，宣誓。

abhisapana

【中】 宣誓，詛咒。

abhisamaya

【陽】 領會，洞察，敏銳。

abhisamācārika

【形】 好行爲的。

abhisamecca

(abhisameti 的【獨】), 徹底地瞭解。

abhisameta, abhisamita

(abhisameti 的【過分】), 已完全地領會。

abhisametāvī

【形】 有完成洞察力的人。

abhisameti

(abhi + saṃ + i + a), 達到，領會。~esi,【過】。

abhisamparāya

【陽】 未來世，彼界，下一世。

abhisambujjhati

(abhi + saṃ + budh + ya), 證到最高智慧。~jjhi,【過】。

abhisambuddha
以上的【過分】。

abhisambodhi

【陰】 最高覺悟。

abhisambhunāti

(abhi + sambh + uṇā), 能幹，達到。~bhuni,【過】。

abhisammati

(abhi + sam + ya), 停止，使平靜。~sammi,【過】。

abhisāpa

【陽】 詛咒。

abhisārikā

【陰】 妓女。

abhisiñcati

(abhi + sic + ṃ-a), 灑，用作祭祀，獻給，使神聖。~siñci,【過】。

abhisitta

以上的【過分】。

abhiseka

【陽】 abhisiñcana, abhisecana,【中】 供獻，齋戒沐浴，洗 禮，灑淨。

abhiseceti

(abhisiñcati 的【使】)。

abhihaṭa

(abhiharati 的【過分】)。

abhihaṭṭhuṃ

(= abhihantiṃ) 【不】 要去帶近來。

abhihata

以下的【過分】。

abhihanati

(abhi + han + a), 襲擊，碰撞。~hani,【過】。

abhiharati

(abhi + har + a), 帶來，提供。~hari,【過】。

abhihāra

【陽】 取近，提供。

abhihita

(abhidhāti 的【過分】), 已講。【中】 字，詞，話。

abhīta, abhīru

abhīruka,【形】 大膽的，勇敢的。

abhūta

【形】 不真的，錯誤的。【中】 謊言。~akkhāna,【中】 一 則謊言。~vādī,【陽】 說謊者。

abhejja

【形】 不可分散的，不可分開的。

abhojja

【形】 不適宜吃的。

amacca

【陽】 1. 智囊團，樞密院官員。2. 同事。

amajja

【中】 不陶醉的。~pa,【形】 不喝酒的人，戒酒。

amata

【中】 神的食物，特別美味的食物，不死境。~ndada,【形】 帶來不死境。~pada,【中】達到不
死。~magga,【陽】導致不死之道。

amatā

【陰】 余甘子（東印度的一種喬木 (Phyllantus emblica) 與其它的訶子 一起用於鞣革）

amatta

【形】 不陶醉的。【中】 小的土製容器。

amattaññu

【形】 無節制的，過度的。amattaññutā,【陰】 無節制。

amatteyya

【形】 不尊敬母親。~tā ,【陰】 對母親的不敬。

amanussa

【陽】 1. 非人，妖怪，鬼，2. 神。

amama

【形】 不自私的，無渴望的。

amara

【形】 不朽的，不死的。【陽】 神。

amarā

【陰】 鰻魚。~vikkhepa,【陽】 鰻之蠕動。

amala

【形】 純粹的，無瑕疵的，無過失的。

amātāpitika

【形】 無父母的， 孤兒。

amānusa, amānusika
【形】 非人。

amāmaka

參考 Amama。

amāvasī

【陰】 新月日（農曆初一或十六日）。

amita

【形】 無窮的，無量的。amitābha,【形】 無窮的光彩。

amitta

【陽】 敵人。

amilāta

【形】 非凋敗了的，不枯萎的，不乾癟的。

amilātā

【陰】 藥草，蘆薈（一種主要産於的非洲〔蘆薈屬植物〕(Aloe vulgaris)， 有肉質多漿的蓮座
叢，通常葉的邊緣帶刺並有黃、桔黃或紅色管形花的長 莖）。

amissa

【形】 未混雜他物的。

amu

【代】 某某。

amucchita

【形】 不昏頭昏腦的，不入迷的，不貪婪的。

amutta

【形】 未釋放的，無自由的。

amutra

【副】 某個地方。

amogha

【形】 非空的，非無用的。

amoha

【陽】 智慧。

amba

【陽】 芒果樹（一種原産印度的常綠喬木 (Mangifer indica)，葉革質，互生，花小，黃色或
淡紅色,成頂生的圓錐花序，産芒果和劣質淡灰色木材）。【中】 芒果。~aṅkura,【陽】 芒果
芽。~pakka,【中】 熟芒果。~pāna, 芒果糖漿。~piṇdī,【陰】 一串芒果。~vana,【中】 ~saṇda,
【陽】 芒果園。~laṭṭhikā,【陰】 芒果幼苗園。

ambara

【中】 1. 布料。2. 天空。

ambā

【陰】 母親。

ambila

【形】 變酸。【陽】 酸味，酸。

ambu

【中】水。~cārī,【陽】魚。~ja,【形】水生動物。【中】睡蓮。【陽】 魚。~da, ~dhara,【陽】
雲。

ambujinī

【陰】 蓮花池塘。

ambho

【無】 哈羅！嗨！（叫人注意的呼詞）。

ammaṇa

【中】 量穀粒的標準，大約有五蒲式耳（一蒲式耳容量等於八加侖）。

ammā

【陰】 母親。（呼格的 amma 時常用來向稱呼女孩或女兒）。

amha

(個人的 【代】) 我，我們。

amhi

(as 的【壹，單】是), 我是。

amha, amhā

(以上的【複】), 我們是。

aya

【陽】 收入。【陽】 【中】 鐵。~kapāla,【陽】 鐵製的蓋子或平鍋。

ayaṃ

(ima 的【主，單】)【陽】 【陰】 這個人。

ayathā

【無】 錯誤的。（出現在 【合】例如 ayathābhāva = 非現實）。

ayana

【中】 路徑。

ayasa

【陽】 【中】 壞名望，恥辱。Ayira, ayiraka, 參考 ayya, ayyaka。

ayutta

【形】 不適當的。【中】 不公平。

ayo

鐵(【合】中 aya 變成 ayo) ~kūṭa,【陽】 鐵槌。~khīla,【中】 鐵柱，鐵樁。~guḷa,【陽】 鐵
球。~ghana,【中】 鐵棒。~maya,【形】 鐵製的。~saṅku,【陽】 長鐵釘。

ayogga

【形】 不適當的， 不適合的。

ayojjha

【形】 克服不了的。

ayoniso

【副】 不合適地，欠思考地。

ayya

【陽】 紳士，統治者，主人。【形】 貴族。~putta,【陽】 主人的兒子。

ayyaka

【陽】 祖父。

ayyakā, ayyikā
【陰】 祖母。

ayyā

【陰】 女主人，淑女。

ara

【中】 輪輻。

arakkhiya

【形】 不被防護著的。

araja

【形】 無灰塵的，無雜質的。

arañjara

【陽】 大廣口瓶，陶罐，藥罐。

arañña

【中】 森林。~ka,【形】 屬於森林的，生活在森林的。~gata,【形】 到森林去。~vāsa,【陽】
在森林的居所。~vihāra,【陽】 叢林寺院。~āyatana,【中】 常到森林的地方。

araññānī

【陰】 大的森林。

araṇa

【形】 和平的，不熱情的。

araṇi

【陰】 取火的鑽木。~mathana,【中】 摩擦鑽木取火。~sahita,【中】上面的鑽木。

arati

【陰】 無執著，厭惡。

aravinda

【中】 睡蓮。

araha

【形】 值得的，應得的。~ddhaja,【陽】 出家人的黃色袈裟。

arahati

(arah + a), 值得，該得到。

arahatta

【中】阿羅漢的境界，最後的解脫。~phala,【中】阿羅漢聖果位。~magga,【陽】阿羅漢的道
向。

arahanta

【陽】 阿羅漢。

ari

【陽】敵人。~ndama,【三】敵人的馴服者，征服者。

ariñcamāna

【形】 不放棄的，認真地追求的。

ariṭṭha

【形】殘酷的，不吉利的。【陽】 1. 烏鴉。2. 印楝樹。3. 無患子樹。【中】 醫學的精神。

aritta

【中】 舵。【形】 不空的，非無用的。

ariya

【形】高貴的，神聖的，區別的。【陽】聖人，達到較高智慧的人。~kanta,【形】符合聖者
的。~dhana,【中】聖人的崇高寶物。~dhamma,【陽】聖法，聖修行。~puggala,【陽】聖者，
聖人，聖 輩。~magga,【陽】 聖道。~sacca,【中】確定的事實，聖諦，聖真理。~sāvaka,
【陽】聖弟子。~yūpavāda,【陽】侮辱聖人。

arisa

【中】 痔，痔瘡。

aru

【中】 Arukā,【陰】 舊傷口，痛處。~kāya,【陽】 許多痛處。~pakka,【形】腐爛的痛處。

aruṇa

【陽】 1. 破曉。2. 紅色。【形】 略帶紅色的。~vaṇṇa,【形】略帶紅色的顔色。~ṇuggamana,
【中】 日出之前的微紅色。

arūpa

【形】 無形的，無實體的，沒有本質的，無色的。~kāyika,【形】 無 色衆，屬於無形的衆
生。~bhava,【陽】 無色生，無形的存在。~loka,【陽】無色界，無形的世界。arūpāvacara,
【形】屬於無色界的。

arūpī

【陽】 無色界的衆生。

are

【無】 嘻！哈羅！喂！嘿！嗨！

aroga

【形】 健康的，無病痛的。~bhāva,【陽】 健康，無疾病。

ala

【陽，中】 螃蟹等的螯。

alakka

【陽】 患有狂犬病的狗。

alakkhika

【形】 不吉利的，不幸的。

alakkhī

【陰】 不幸，壞運氣。

alagadda

【陽】 蛇。

alagga

【形】 沒卡住的，無執著的。

alaggana

【中】 無執著。

alaṅkata

(alaṅkaroti 的【過分】),已裝飾。【形】整理的，束起的，包好的。

alaṅkaraṇa

【中】 1. 裝飾。2. 整理，包好。

alaṅkaroti

(alaṃ + kar + o), 裝飾。

alaṅkāra

【陽】 1. 裝飾，2. 飾物。

alajjī

【形】 不知羞恥的，不害怕罪的。

alattaka

【中】 紫膠。~kata,【形】 上了漆的，以紫膠粉飾的。

alasa

【形】 不作事的，懶惰的。~tā,【陰】 怠惰，懶惰。

alasaka

【中】 消化不良。

alaṃ

【無】 夠了！做完了！ 停止！ 【形】 能幹，適當的。~kammaniya,【形】 適合的。~pateyyā,
【陰】 成熟的女人。~vacanīyā,【陰】 1. 聽懂他人說 話的女人，2. 不可勸誡的。

alāta

【中】 火把。

alāpu, alābu

【中】 長白葫蘆。

alābha

【陽】 損失，失利。

ali

【陽】 1. 蜜蜂，2. 蠍子。

alika

【中】 謊話，謊言。

alīna

【形】 不偷懶的，活躍的。

alobha

【陽】 無私欲，無貪。

alola, alolupa

【形】 不妄羨的，不受欲望所分心。

alla

【形】 潮濕的，濕氣，綠色的，未成熟的，新鮮的。~dāru,【中】 綠林，未枯乾的樹。

allāpa

【陽】 交談。

allīna

(以下的【過分】), 已附著，已黏緊。

allīyati

(a + lī + ya), 黏附於 ， 黏住。

allīyana

【中】 粘附，執著的。

avakaḍḍhati

(ava + kaḍḍh + a), 倒退。~kaḍḍhi,【過】。

avakaḍḍhana

【中】 退走，倒退。

avakaḍḍhita

【過分】 已使下跌，已摧毀，已拖開。

avakassati

(ava + ka + a), 參考 Avakaḍḍhati。

avakārakaṃ
【副】 散佈。

avakāsa

【陽】 機會，空間，機會。

avakirati

(ava + kir + a), 倒下，丟出，散佈。avakiri,【過】。

avakiriya

(以上的【獨】), 散佈了，丟棄了。

avakujja

【形】 臉向下的，彎腰的。

avakkanta

(avakkamati 的【過分】), 已困擾，已被淹沒。

avakkanti

【陰】 進入。

avakkamati

(ava + kam + a), 進入，淹沒。~kami,【過】。

avakkamma

(以上的【獨】), 進入了，移開了。

avakkāra

【陽】1. 丟棄，2. 拒絕。~pāti,【陰】污水盆。

avakkhitta

以下的【過分】。

avakkhipati

(ava + khip + a), 丟下，降低，投下。~khipi,【過】。

avakkhipana

【中】 放下，丟下。

avagacchati

(ava + gam + a), 達到，獲得，理解。~cchi,【過】。

avagaṇdakāra

【陽】 以食物填塞著頰。

avagata

(avagacchati 的【過分】)。

avagāhati

(ava + gāh + a), 投入，跳入，進入。avagāhi,【過】。avagāḷha,【過分】。

avagāha

【陽】 avagāhana,【中】 投入，跳入，進入。

avaca

【形】 低。（只有在 uccāvaca 的組合中）。

avaca, avoca

(vaca 的【過，壹，單】), 他說。

avacanīya

【形】 不要被訓誡的。

avacara

【形】 搬進的，時常發生的，頻繁的。

avacaraka

【三】 間諜，壞性格。

avacaraṇa

【中】 行爲，職業，交易。

avajāta

【形】 認爲違法的，賤生的。

avajānana

【中】 輕視，蔑視。

avajānāti

(ava + ñā + nā), 輕視。avajāni,【過】。

avajita

以下的【過分】。

avajināti

(ava + ji + nā), 擊敗， 再征服。avajini,【過】。

avajīyati

(ava + ji + ya), 被減少，被取消。

avajja

【形】 無法責備的，無瑕的。

avajjha

【形】 不被殺害的，不被處罰的。

avaññā

【陰】 輕視，失禮，無禮。

avaññāta

(avajānāti 的【過分】)。

avaṭṭhāna

【中】 avaṭṭhiti,【陰】 位置，姿勢。

avaḍḍhi

【陰】 衰退，損失。

avaṇṇa

【陽】 責備，壞名聲。

avatarana

【中】 avatāra,【陽】 降，進入，跳入。

avatarati

(ava + tar + a), 降，進入，跳入。avatari,【過】。

avataṃsa

【陽】 裝飾盔上的花環。

avatiṇṇa

(avatarati 的【過分】), 已跌入，已受影響。

avatthaṭa

(avattharati 的【過分】)。

avattharaṇa

【中】 1. 排列。2. 遮沒的，3. 擊敗。

avattharati

(ava + thar + a), 遮沒，擊敗。~thari,【過】。

avadāta

【形】 白色的，清潔的。

avadhāraṇa

【中】 強調，選擇。

avadhārita

以下的【過分】。

avadhāreti

(ava + dhar + e), 選擇，肯定。~esi,【過】。

avadhi

【陽】 邊界，界限。

avanati

【陰】 彎下，彎曲。

avani

【陰】 土地。

avabujjhati

(ava + budh + ya), 明白。~bujjhi,【過】。

avabodha

【陽】 avabujjhana,【中】 知識，理解。

avabodheti

(ava + budh + e), 感知，感到，認識到。

avabhāsa

【陽】 光，出現。

avabhāsati

(ava + bhās + a), 照耀，發光。~bhāsi,【過】。~sita,【過分】 已輝煌，已照亮。

avamaṅgala

【中】 壞運，凶兆。【形】 不吉利的。

avamaññati

(ava + man + ya), 藐視，輕視。avamaññi,【過】。

avamaññanā

【陰】 avamāna,【陽】 avamānana,【中】 輕視，忽視，不敬。

avamāneti

(ava + man + e), 輕視，不敬。avamānesi,【過】。avamata, avamānita,【過分】。

avayava

【陽】肢，一部份，要素。

avaruddha

以下的【過分】。

avarundhati

(ava + rudh + ṃ-a), 抑制，圍攻，監禁。avarundhi,【過】。

avarodhaka

【陽】 妨害者。

avarodhana

【中】 障礙。

avalakkhaṇa

【形】 醜陋的，不幸的徵兆。

avalambati

(ava + lab + ṃ-a), 懸挂。avalambi,【過】。avalambita,【過分】。

avalambana

【中】 1. 懸挂。2. 幫助。

avalikhati

(ava + likh + a), 刮掉，切片。avalikhi,【過】。

avalitta

以下的【過分】。

avalimpati

(ava + lip + ṃ-a), 塗上，塗以灰泥。avalimpi,【過】。

avalekhana

【中】 擦去，刮掉。~kaṭṭha,【中】作爲刮東西的竹片子。

avalepana

【中】 塗，塗抹灰泥。

avalehana

【中】 舔。

avasara

【陽】 偶然性，機會。

avasarati

(ava + sar + a), 下去，到達。avasari,【過】。avasaṭa,【過分】。

avasāna

【中】 結束，終點，停止。

avasiñcati

(ava + sic + ṃ-a), 灌注，灑。avasiñci,【過】。

avasiṭṭha

(avasissati 的【過分】), 已剩餘，已剩下。

avasitta

(avasiñcati 的【過分】)。

avasissati

(ava + sis + ya), 被留下，剩餘。avasissi,【過】。

avasussati

(ava + sus + ya), 乾涸，枯竭，凋謝。avasussi,【過】。

avasussana

【中】 乾涸，枯竭，凋謝。

avasesa

【中】 殘餘。【形】 剩餘的。

avasesaka

【中】 所剩餘的。

avassaṃ

【副】 不可避免。

avassaya

【陽】 支援，幫忙。

avassayati

參考 avasseti。

avassika

【形】 剛出家的，出家後還未有戒臘。

avassita

(avasseti 的【過分】)。

avassuta

【形】 充滿欲望的，好色的。

avasseti

(ava + si + e), 倚靠，仰賴。avassayi,【過】。

avahaṭa

(avaharati 的【過分】)。

avaharaṇa

【中】 avahāra,【陽】 竊盜，移掉。

avaharati

(ava + har + a), 偷，取走。avahari,【過】。

avahasati

(ava + has + a), 嘲弄，嘲笑。avahasi,【過】。

avahīyati

參考 Ohīyati。

avāpuraṇa

【中】 鑰匙。

avāpurati

(ava + ā + pur + a), 打開。avāpuri,【過】。

avikampī

【陽】 平靜的人，不動搖的人。

avikkhepa

【陽】 平靜，心理平衡。

aviggaha

【陽】 無身體的，即是：愛神。

avijjamāna

【形】 不存在的。

avijjā

【陰】無明，無知。~jogha,【陽】無明流，無知的風潮。

aviññāṇaka

【形】 無識的，無感覺的。

aviññāta

【形】 不知道的。

avidita

【形】 未知的。

avidūra

【形】 接近的， 不遠的,【中】 附近。

aviddasu

【陽】 愚人。

avinibbhoga

【形】 不明了的，不可分開的。

avinīta

【形】 未經訓練的，沒有受過教育的。

avippavāsa

【陽】 出現，注意，非分離。

avibhūta

【形】 不清楚的，不明顯的。

aviruddha

【形】 不相反的，友好的。

avirūḷha

【形】 不生長的，不擴延的。avirūḷhi,【陰】 1. 非生長，2. 再生的止息。

avirodha

【陽】 缺少敵對。

avilambitaṃ

【副】 很快地，不延遲地。

avivayha

【形】 1. 難忍。2. 不適合結婚的。

avisaṃvāda

【陽】事實。avisaṃvādaka, avisaṃvādī,【形】講實話的人。

avihita

【形】 未做的，未準備的。

avihiṃsā

【陰】 人性，不殘酷。

aviheṭhaka

【形】 不傷害的，不騷擾的。

aviheṭhana

【中】 非傷害。

avīci

【形】 無間的，無波的,【陰】 大地獄之一。

avīta

【形】 未解脫的。

avītikkama

【陽】 非違反，非犯罪。

avuṭṭhika

【形】 無雨的。

avekkhati

(ava + ikkh + a),看著，考慮。avekkhi,【過】。avekkhita,【過分】。

avekkhana

【中】 看著，考慮。

avecca

【獨】 知道了。~pasāda,【陽】 完美的信心。

avebhaṅgiya

【形】 不可分佈的。

avera

【形】 友善的。【中】 仁慈。

averī

【形】 無敵意的。

avelā

【陰】 不合適的時間。

avyatta

【形】 1. 不顯示的。2. 未學習的。

avyaya

【中】 無格式變化詞，無損失。avyayena,【副】 沒有任何的開支。avyayībhāva,【陽】 複合詞
中之一個詞素是無格式變化詞。

avyākata

【形】 不指定的。

avyāpajjha

【形】 無壓迫的，無苦楚的。

avyāpāda

【陽】 沒有惡意。

avyāvaṭa

【形】 不佔領的， 不煩惱的。

avhaya

【陽】 名字，點名。【形】 (在【合】中) 名叫。

avhayati

(a + vhe + a)。

avhāti

(a + vhā + a), 呼叫，稱呼，演說召喚。avhayi,【過】。

avhāta

(avhāti 的【過分】), 已呼叫，已命名。

avhāna

【中】 名字，點名。

avheti

參考 avhāti。

asakiṃ

【副】 超過一次。

asakka, asakkuṇeyya

asakkonta,【形】 不能的，不可能的。

asaṅkiṇṇa

【形】 未混雜他物的，不擁擠的。

asaṅkiliṭṭha

【形】 不沾染的。

asaṅkhata

【形】 無條件的，無準備的。~dhātu,【陰】無條件的境界。

asaṅkheyya

【形】 無法計數的。【中】 最高書寫數位有 141個零。

asaṅga

非附著。

asacca

【中】 謊言。【形】 錯誤的，不真實的。

asajjamāna

【現分】 不碰觸著的， 不執著的。

asañña, asaññī

【形】 無意識的。~bhava,【陽】 無意識的空間。

asaññata

(= na + saṃyata), 不抑制，不節制的。

asaṭha

【形】 誠實的， 不欺詐的。

asaṇṭhita

【形】 不結實的，不善建立的，未處理的。

asati

(as + a), 吃。asesi,【過】。asita,【過分】。

asati

(asanta 的【處】)，缺乏。

asatiyā

【副】 無心地。

asatta

【形】 非附件的。

asadisa

【形】 無比的，無敵的。

asaddhamma

【陽】 l. 不規矩，罪，2. 行房。

asana

【中】 1. 吃。2. 食物。3. 箭。【陽】 欖仁樹 （一種喬木 Terminalia Alata）。

asani

【陰】 霹靂，雷電。~pāta,【陽】 雷電的落下。

asanta

【形】 非存在的，壞的，邪惡的，缺德的。

asantasanta, asantāsī

【形】 不發抖的，大膽的。

asantuṭṭha

【形】 不快樂的，不滿意的。

asantuṭṭhi

【陰】 不快樂，不滿足。

asapatta

沒有敵意，和平的。

asappāya

【形】 無益的，不愉快的。

asappurisa

【陽】 壞人。

asabala

【形】 無污點的。

asabbha

【形】 無禮的，惡劣的。【中】 粗俗的語言。

asabbhī

【陽】 壞者， 粗俗的。

asama

【形】 不相等的，無敵的。~sama,【形】 相等於無敵的。

asamāna

【形】 不相等的。

asamāhita

【形】 不組成的。

asamekkhakārī

【陽】 匆匆的人。

asampakampiya

【形】 不被搖動的。

asampatta

【形】 未到達的，未接近的。

asammūḷha

【形】（思想）不混亂的。

asammosa, asammoha
【陽】 無混亂。

asayaṃvasī

【形】 不是自己所能控制的。

asayha

【形】 無法忍受的。

asaraṇa

【形】 無助的。

asahana

【中】 非忍耐。

asahamāna

【現分】 不持久的。

asahāya

【形】 孤單的，沒有朋友的。

asaṃvāsa

【形】 不適合交往的。

asaṃvuta

【形】 不關閉的，無限制的。

asaṃsaṭṭha

【形】 未混雜他物的。

asaṃhārima

【形】 固定的。

asaṃhīra

【形】 不可動搖的，堅定不移的，不可征服的。

asāta

【形】 不愉快的。【中】 痛苦，苦楚。

asādisa

參考 Asadisa。

asādu

【形】差勁的味道，不合意的。【中】錯誤的行動。

asādhāraṇa

【形】 不尋常的。

asāra

【形】 無價值的，無樹液的，徒然的。

asāraddha

【形】 不刺激的，冷靜的。

asāhasa

【形】 不暴力的，溫順的。

asi

【陽】 刀劍。~ggāhaka,【陽】 （國王的）捧劍者。~camma,【中】 刀劍和盾。~dhārā,【陰】
刀劍的邊緣。~patta,【中】刀劍的刀鋒。

asita

【中】 1. 食物。2. 鐮刀。(asati 或 asnāti 的【過分】) 已吃。

asita

(na + sita),【形】 黑色。

asithila

【形】 僵硬，不寬鬆的。

asilesā

【陰】 柳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asīti

【陰】 八十。~ma,【形】 第八十的。

asu, asuka

【形】 某某。

asuci

【陽】污垢，排泄物，糞，屎，精液。【形】不純的，不潔淨的。

asuddha

【形】 不潔淨的。

asubha

【形】 不愉快的，醜陋的。【中】 屍體。

asura

【陽】 阿修羅。~kāya,【陽】 阿修羅王國， 阿修羅集會。asurinda,【陽】 阿修羅的國王。

asūra

【形】 懦弱的，偷懶的（人）。

asekha, asekkha

【形】無學（畢業者）。【陽】阿羅漢。

asecanaka

【形】 本來豐滿又可口的。

asevanā

【陰】 非結交的。

asesa

【形】 整個的，所有的。asesaṃ,【副】 完全，完全地。

asoka

【形】 無悲傷。【陽】無憂花（熱帶亞洲産的一種美麗的豆科喬木(Saraca indica)，因它的深桔
紅色的花而栽培，並用作點綴寺廟）。

asobhana

【形】 醜陋的，不合適的。

asnāti

(as + nā), 吃。

asmā

【陽】 石頭。

asmi

(as 的【壹，單】), 我是。asmāna,【陽】 自傲，自我中心癖。

assa

【陽】 1. 馬，2. 角落。~khaluṅka,【陽】 劣馬。~gopaka,【陽】 馬夫。~tara,【陽】
騾。~tthara,【陽】 馬的套。~damma,【陽】 要被訓練的馬。~damaka,【陽】 訓馬
師。~potaka,【陽】 小馬。~bandha,【陽】 馬夫。~bhaṇdaka,【中】 馬飾。~maṇdala,【中】
賽馬場。~medha,【陽】 馬祭。~ratha,【陽】 馬車。~vāṇija,【陽】 馬商。~senā,【陰】 騎
兵。~ājānīya,【陽】 好馬。

assa

【三，單，潛】可能是。(ima 的【與，領，單】)給這個，這個的。

assaka

【形】 赤貧的。

assakaṇṇa

【陽】 1. 粗壯婆羅雙（東印度的一種材用樹種 (Shorea robusia)，其葉可做爲紫膠蟲的食
物）。2. 阿沙干那，一座山的名字。

assattha

【陽】 菩提樹（印度的一種著名的榕屬植物 (Ficus Religiosa)，因植株高大，壽命長和在經濟用
途上爲蟲膠的來源而著稱，它與孟加拉榕的區別在於無支根）。

assattha

(assādeti 的【過分】), 已安慰。

assaddha

【形】 無信的，不信宗教的。assaddhiya,【中】 不信仰。

assama

【陽】 廬屋，偏僻的寺院。

assamaṇa

【陽】 非沙門，假和尚，丟失出家身份的人。

assayuja

【陽】 阿濕縛庾闍月（月份名，大約在九月至十月之間），婁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assava

【形】 忠誠的，注意的。【陽】 流動，膿。

assavaṇatā

【陰】 不注意。

assavanīya

【形】 難聽的。

assasati

(ā + sas + a), 呼吸，吸入。

assā

【陰】母馬。(ima 的【與，領，單】) 給她，她的。

assāda

【陽】 Assādanā,【陰】 味道，享樂，滿足。

assādeti

(ā + sad + e), 嘗味，享受。assādesi,【過】。

assāsa

【陽】 1. 吸入。2. 安慰。

assāsaka

【形】 帶來安慰的。

assāseti

(ā + sas + e), 安慰。assāsesi,【過】。

assu

【中】 淚。~dhārā,【陰】 掉淚。~mukha,【形】 滿臉淚水。~mocana,【中】 流淚。

assu

【無】 語調強的詞。【潛，三，複】 可能是。

assuta

【形】 未聽過的。~vantu,【形】 無知識的，沒有學問的人。

aha

【中】 日子。在【合】中，後隨有另一個詞素時，它詞形是 aho, 例如 ahoratta。

ahata

【形】 新的，不破壞的。

ahaha

【歎】 唉！悲哀的驚呼。【中】 一個極大的數位。【陽】 阿訶訶地獄，一個地獄的名字。

ahaṃ

(amha 的【主，單】), 我。~kāra,【陽】 自我中心癖，自大。

ahāriya

【形】 固定的。

ahi

【陽】蛇。~guṇṭhika,【陽】捕蛇者。~cchattaka,【陽】蕈。~tuṇdika,【陽】 捕蛇者。~pheṇa,
【中】鴉片。

ahita

【中】 傷害，無情。【形】 有害的。

ahirika

【形】 不知羞恥的。【中】 不知羞恥。

ahivātakaroga

【陽】 黑死病，淋巴腺鼠疫。

ahiṃsā

【陰】 非傷害。

ahīnindriya

【形】 沒有任何感官殘缺的人。

ahugāliya

【中】 大聲的笑。

ahetuka

【形】 無根據的，無顯著原因的，無因的。

aho

【無】 哎呀！驚奇或驚愕的驚呼。

ahoratta

【中】 晝夜，白天和夜晚。

ahosi

(hoti 的【過】), 他是。~kamma,【中】 沒有任何潛在力量的一種思想行爲。

aṃsa

【陽】 【中】 1. 一部份，一邊。2. 肩。~kūṭa,【中】 肩部。~bandhana,【中】 肩帶。

aṃsu

【陽】 光線，纖維。~ka,【中】 布料。~mālī,【陽】 太陽。

Ā
ā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陰平的 a。

ā

【無】 一直到，等於。【介】 從，向。

ākaṅkhati

(a + kakh + ṃ-a), 希望，需要。~khi,【過】。

ākaṅkhana

【中】ākaṅkhā,【陰】渴望的，希望，欲望。

ākaṅkhamāna

【現分】 願，需要。

ākaḍḍhati

(a + kaḍḍh + a),拉，拖拉。ākaḍḍhi,【過】。ākaḍḍhita,【過分】。

ākaḍḍhana

【中】 拉出，拖拉。

ākappa

【陽】行爲，舉止。~sampanna,【形】好行爲。

ākampita

【過分】 已搖動，已發抖。

ākara

【陽】 礦，製造的地方。

ākassati

(ā + kass + a), 拖拉，拉。ākassi,【過】。

ākāra

【陽】 樣子，情況，境界，外表。

ākāsa

【陽】天空，空間。~gaṅgā,【陰】天河。~cārī,【形】空中飛行。~ṭṭha,【形】位於天空的，住
在天空的。~tala,【中】一楝建築物的平坦屋頂。~dhātu,【陰】空界，虛空元素。即是：ether。

ākiñcañña

【中】 無所有，缺少任何的所有物。

ākiṇṇa

以下的【過分】。

ākirati

(ā + kir + a), 散播，散佈。ākiri,【過】。

ākula, ākulībhūta

【形】 糾纏的，困惑的。

ākoṭana

【中】 敲，擊，敦促，催促，驅策，趕（馬等）。

ākoṭita

(以下的【過分】), 已壓縮，已篩屑。

ākoṭeti

(ā + kuṭ + e), 敲擊，打倒，壓縮。~esi,【過】。

ākhu

【陽】 鼠，老鼠。

ākhyā

【陰】 命名。ākhyikā,【陰】 故事。

ākhyāta

【中】 謂語，動詞。

āgacchati

(ā + gam + a), 走過來，接近。āgacchi, āgami,【過】。

āgacchanta

(以上的【現分】) 到來，接近。

āgata

(āgacchati 的【過分】),【中】 來。

āgantu

【陽】 來的人。

āgantuka

【三】 客人，新來的人，陌生人。

āgama

【陽】 1. 來，走進。2. 宗教，聖經。3. 插入的子音。

āgamana

【中】 接近的，抵達。

āgamayamāna

【形】 等候的，期待的。

āgameti

(ā + gam + e), 等候，期待。āgamesi,【過】。

āgamma

(āgacchati 的【獨】), 來了，由於，因…之緣故。

āgāmī

【形】 來的，來的人。~kāla,【陽】 未來。

āgālha

【形】 強壯的，粗糙的。

āgārika

【形】 屬於房子的。

āgilāyati

(ā + gilā + ya), 疲倦，痛。āgilāyi,【過】。

āgu

【中】 罪行，罪過。~cārī,【陽】 罪犯，壞人。

āghāta

【陽】 1. 激怒，憎恨。2. 碰撞。

āghātana

【中】 屠宰場，處決的地方。

ācamana

【中】 沖洗。~kumbhī,【陰】 作爲沖洗的大水罐。

ācameti

(ā + cam + e), 沖洗，洗。ācamesi,【過】。

ācaya

【陽】 積聚。

ācarati

(ā + car + a), 行動，練習，運行。

ācariya

【陽】 老師。~kula,【中】 老師的家庭，老師的住所。~dhana,【中】 學費。~muṭṭhi,【陰】 老
師的特別知識。~vāda,【陽】 傳統的教學。

ācariyānī

【陰】 女老師，老師的妻子。

ācāma

【陽】 飯沸騰時的浮渣。

ācāra

【陽】 行爲，練習。~kusala,【形】 精通於禮貌的。

ācikkhaka, ācikkhitu

【陽】 報告的人，通知者。

ācikkhati

(ā + cikkh + a), 告知，陳述，通知。ācikkhi,【過】。ācikkhita,【過分】。

ācinanta

【現分】 累積。

āciṇṇa

(ācināti 的【過分】), 已練習。~kappa,【陽】 習慣的練習。

ācita

以下的【過分】。

ācināti

(ā + ci + nā), 堆積，累積。ācini,【過】。

ācīyati

(以上的【被】), 被堆積，被累積。ācīyi,【過】。

ācera

【陽】 老師。

ājañña

【形】 好族類。

ājānana

【中】 知識。

ājānāti

(ā +ñā + nā), 知道，理解。ājāni,【過】。

ājānīya

參考 ājañña。

ājīva

【陽】 生計，生活，生存。

ājīvaka, ājīvika

【陽】 一種非佛教出家人，邪命外道。

ānatta

(āṇāpeti 的【過分】), 已被命令。

ānatti

【陰】指令，命令。~ka,【形】與指令有關係的。

ānā

【陰】 命令。~sampanna,【形】 權威的，有影響的。

ānāpaka

【陽】 指揮者，發出命令的人。

ānāpana

【中】 發號施令。

ānāpeti

(a +ñā + āpe), 指揮。āṇāpesi,【過】。āṇatta,【過分】。ānāpiya,【獨】。

āni

【陰】 釘子，制輪楔。

ātaṅka

【陽】 疾病，弊病。

ātata

【中】單面鼓。~vitata,【中】雙邊都包皮革的鼓。

ātatta

(ātapati 的【過分】), 已加熱，已燒焦。

ātapa

【陽】 陽光。

ātapati

(ā + tap + a) 照耀。ātapi,【過】。

ātapatta

【中】 遮陽傘，傘。

ātappa

【陽】 熱心，努力。

ātāpa

【陽】 赤熱，熱，熱心。

ātāpana

【中】 禁欲，苦修，折磨。

ātāpī

【形】 熱心的，奮發的。

ātāpeti

(ā + tap + e), 使燒焦，折磨。ātāpesi,【過】。

ātuma

【陽】 參考 atta。

ātura

【形】 受到影響的，不舒服，生病的。

ādara

【陽】 尊敬，關心，感情。

ādā, ādāya

(ādāti 的【獨】), 拿了。

ādātabba

【潛】 應該拿。

ādāti

(ā + dā + a), 拿，抓住。ādiyi,【過】。

ādāna

【中】 拿起來，抓著。

ādāyī

【陽】 拿的人。

ādāsa

【陽】 鏡子。~tala,【中】 鏡面，鏡子的表面。

ādi

【陽】 出發點，開始。【形】第一，首先。【中】等等。~kammika,【陽】初學者。~kalyāṇa,
【形】美麗的最初。~ma,【形】最初的。

ādika

【形】 等等。

ādicca

【陽】 太陽。~patha,【陽】 天空。~bandhu,【陽】 太陽的親屬，太陽的種族。

ādito

【副】 起先，從開始。

āditta

(ādippati 的【過分】), 已熾燒，已燃。

ādinna

(ādāti 的【過分】), 已拿，已抓住。

ādiya, ādiyitvā

(以下的【獨】) 拿了。

ādiyati

(ā + dā + i + ya), 拿起來，抓住。（這是被動的詞基，卻有主動的意義）。ādiyi,【過】。

ādisati

(ā + dis + a), 指出，講述，公佈。ādisi,【過】。

ādissa

(以上的【獨】), 指出了。【形】 該責備的，應該指出的。

ādīnava

【陽】 缺點。

ādīpita

(ādīpeti 的【過分】), 已燃燒，已著火。

ādu

【無】 或，但是。

ādeyya

【形】 可拿起來的，可接受的。

ādeva

【陽】ādevanā,【陰】 悲歎，哭，深表悲痛。

ādesa

【陽】 1. 指出。2. 文法的替換。

ādesanā, ādisanā

【陰】 預言，猜測，指出。

ādhāna

【中】 1. 放置。2. 容器。3. 用樹籬圍。~gāhī,【陽】 倔強的人。

ādhāra

【陽】 容器，固定器，基礎，支援，臺子。~ka,【中】 凳子，臺子。

ādhāvati

(a + dhāv + a) 跑向。

ādhāvana

【中】 突進，猛衝。

ādhipacca, ādhipateyya
【中】 貴族權力，權力。

ādhunāti

(ā + dhu + nā), 抖落，擺脫，除去。ādhuni,【過】。ādhūta,【過分】。

ādheyya

【形】 屬於，應該生的。

āna, āṇa

【中】 呼吸，吸入。

ānaka

【陽】 半球形銅鼓。

ānaṇya

【中】 沒有債務。

ānana

【中】 面，嘴。

ānantarika

【形】 下一個。

ānanda

【陽】 歡樂，快樂。

ānandī

【形】 歡喜的。

ānayati

參考 āneti。

ānāpāna, āṇāpāṇa

【中】 吸入和呼氣，呼吸。

ānisaṃsa

【陽】 利潤，功績，好的結果。

ānisada

【中】 臀部。

ānīta

(āneti 的【過分】), 已帶來。

ānīyamāna

【現被分】 被接來，被帶來。

ānupubbī

【陰】 次序，連續。~kathā,【陰】 畢業的訓誡。

ānubhāva

【陽】 力量，輝煌，最高權威。

āneñja

【形】 靜態的，沈著的。

āneti

(ā + ni + a) 帶來，接來。ānetabba,【潛】。

āpa

【陽，中】 水，液體 (【合】 中變成 āpo) 。

āpagā

【陰】 河。

āpajjati

(ā + pad + ya), 進入，遭受，偶遇。

āpaṇa

【陽】 市集，市場。

āpaṇika

【陽】 零售商，店主。

āpatati

(ā + pat + a), 落下，沖闖。āpati,【過】。āpatita,【過分】。

āpatana

【中】 跌倒。

āpatti

【陰】 進入，宗教的罪過，修行上的違犯。

āpadā

【陰】 不幸，苦惱。

āpanna

(āpajjati 的【過分】), 著手過，跌入過。~sattā,【陰】 孕婦。

āpāṇa

【中】 呼吸，呼出。~koṭika,【形】 命終的。

āpādaka

【陽】 照顧孩子的人，監護人。

āpādikā

【陰】 護士，養母。

āpādi

(āpajjati 的【過】)。

āpādeti

(a + pad + e), 看護，生産。āpādesi,【過】。

āpādetu

【陽】 撫養（孩子）的人。

āpātha

【陽】（感覺器官的）範圍。~gata,【形】 進入範圍的。

āpāna

【中】飲料，宴會。~bhūmi,【陰】~maṇdala,【中】宴會廳。

āpānīyakaṃsa

【陽】高腳玻璃杯，酒杯，盛飲料的碗，盛飲料的容器。

āpāyika

【形】 出生在惡道的，屬於惡道的。

āpucchati

(ā + pucch + a), 問，詢問，請允許。āpucchi,【過】。āpucchita,【過分】。

āpucchā, āpucchiya

(以上的【獨】), 請了允許，請了假。

āpucchitabba

【潛】 應該詢問。

āpūrati

(a + pūr + a), 充滿，增加。āpūri,【過】。

āpūraṇa

【中】 充填，充滿。

āpodhātu

【陰】 水元素。

āphusati

(a + phus + a), 感觸，達到。

ābaddha

(ābandhati 的【過分】)。

ābandhaka

【形】 綁，連接，安裝。

ābandhati

(ā + bandh + a), 綁，糾纏。ābandhi,【過】。

ābādha

【陽】 疾病，痛苦。

ābādhika

【形】 病人，染病。

ābādhita

(ābādheti 的【過分】), 已痛苦，已壓迫。

ābādheti

(ā + badh + e), 壓迫，騷擾。~esi,【過】。

ābhata

【過分】 已帶來，已傳達。

ābharaṇa

【中】 修飾，裝飾。

ābhassara

【形】 發光的。

ābhā

【陰】ābhāsa,【陽】 光，光彩，光輝。

ābhāti

(ā + bhā + a), 發亮，發光。ābhāsi,【過】。

ābhidosika

【形】 昨晚的。

ābhidhammika

【形】精通論藏的，進修論藏的。

ābhisekika

【形】 供獻的，獻祭儀式的。

ābujati

(ā + bhuj + a), 彎曲，盤繞，縮短。ābhuji,【過】。

ābhujana

【中】 蹲下，彎曲，弄髒。

ābhoga

【陽】 構思能力，想法。

āma

【無】（表示答應的詞：）是、唯〈書〉。

āma, āmaka

【形】 生的，新鮮的，未煮過的，未成熟的。~gandha,【陽】 討厭的氣味，肉。~kasusāna,
【中】 停屍林，爲了讓野獸吃而丟棄屍體的場所。

āmaṭṭha

(āmasati 的【過分】), 已接觸，已觸摸。

āmattika

【中】 陶器，瓦器。

āmaddana

【中】 壓（軋）碎。

āmantana

【中】 呼叫，邀請，稱呼。

āmantita

以下的【過分】。

āmanteti

(ā + mant + e), 呼叫，稱呼，邀請。~esi,【過】。

āmaya

【陽】 疾病。

āmalaka

【中】 āmalakī,【陰】 余甘子（見 Amatā）。

āmasati

(ā + ma + a), 觸，輕拍，擦。āmasi,【過】。āmasita 和 āmaṭṭha,【過分】。

āmasana

【中】 觸摸，摩擦。

āmā

【陰】 女奴隸。

āmāsaya

【陽】 胃。

āmisa

【中】 食物，肉，餌，利益，【形】 材料。~dāna,【中】 佈施必 需品（即： 食物，居所，
等）。

āmuñcati

(ā + muc + ṃ-a), 穿上（服裝），穿著。āmuñci,【過】。

āmutta

(以上的【過分】), 已穿，已裝飾。

āmeṇdita

【中】 驚呼。

āmo

參考 āma。

āmoda

【陽】 1. 快樂。2. 強烈的芬芳。

āmodati

(ā + mud + a) 歡喜。āmodi,【過】。āmodita,【過分】。

āmodanā

【陰】 欣喜，高興。

āmodamāna

【現分】 高興的，歡喜的。

āmodeti

【使】(ā + mud + e), 喜悅。āmodesi,【過】。

āya

【陽】 收入，利潤。~kammika,【陽】 領取收入的人。~kosalla,【中】 聰明于增加收
入。~mukha,【中】 流入，帶來收入的。

āyata

【形】 長的，延長。

āyatana

【中】 界，範圍，區域，感覺器官，位置。

āyatanika

【形】 界的，區域的。

āyati

【陰】 未來。~ka,【形】 未來的。

āyatikā

【陰】 管，水管。

āyatta

【形】 持有，依靠的。【中】 所有物。

āyasa

【形】 鐵製的。

āyasmantu

【形】 莊嚴的，值得尊敬的。

āyācaka

【形】 請求者，申請者。

āyācati

(ā + yāc + a) 請求，懇求。āyāci,【過】。āyācita,【過分】。

āyācanā

【陰】āyācana,【中】 請求，申請。

āyācamāna

【形】 懇求的。

āyācikā

【陰】 請求的女人。

āyāta

以下的【過分】。

āyāti

(a + yā + a), 來，接近。

āyāma

【陽】 長度。【形】 (在【合】中) 有…的長度。

āyāsa

【陽】 麻煩，悲傷。

āyu

【中】 年齡，壽命。~ka,【形】 有…的年齡。~kappa,【陽】 生命期。~kkhaya,【陽】 壽
終。~saṅkhaya,【陽】 善終。~saṅkhāra,【陽】 生命的法則，壽命的長度。

āyutta

(āyuñjati 的【過分】), 已把…套上軛，已連接，已投入於。

āyuttaka

【陽】 代理人，受託人。

āyudha

【中】 武器。

āyūhaka

【形】 活躍的，努力的人，收集的人。

āyūhana

【中】 1. 努力。2. 積聚。

āyūhati

(ā + yūh + a), 1. 努力。2. 累積。3. 游泳。āyūbi,【過】。āyūbita,【過分】。

āyoga

【陽】 1. 熱愛。2. 努力。3. 繃帶。

āra

【陽】針。~gga,【中】針或錐子的尖端。~patha,【陽】針路徑。

ārakatta

【中】 被遠離的境界。

ārakā

【無】 遠離，在遠處的。

ārakūṭa

【陽】 黃銅。

ārakkhaka

【陽】 守衛，保護者，巡夜者，看守人。

ārakkhā

【陰】 1. 保護。2. 照料，看守。

araññaka, araññika

【形】 森林的，住在森林的。

āraññakatta

【中】 住在森林的情況。

ārañjita

【過分】 已犁，已砍傷，已擦。【中】 疤痕。

ārata

(āramati 的【過分】), 已遠離，已自製。

ārati

【陰】 節制，停止。

āraddha

(ārabhati 的【過分】), 已開始，已變堅實。~citta,【形】 嬴得好意。~viriya,【形】 奮發的。

āraddhā

(ārabhati 的【獨】), 開始了。

ārabbha

【無】 首先，談到，大約。

ārabhati

(a + rabh + a), 1. 開始。2. 殺，折磨。ārabhi,【過】。

ārabhana

【中】 出發，開始。

ārambha

【陽】 1. 開始。2. 嘗試。

ārammaṇa

【中】 感官的物件。

ārā

【無】 在遠處，遠離，遙遠的。~cārī,【三】 遠離而住。

ārā

【陰】 錐子。

ārādhaka

【陽】邀請的人，勸解的人。

ārādhanā

【陰】 邀請，成就，嬴得贊同。

ārādheti

(ā + rādh + e), 邀請，取悅，贏得好意，達到。ārādhesi,【過】。ārādhita,【過分】。

ārāma

【陽】 1. 快樂，高興。2. 公園。3. 寺院。~pāla,【陽】 公園的看 守員。~ropa,【陽】 種植
者。~vatthu,【中】 花園的地點。~mika,【陽】 寺院的侍從,【形】 寺院的。

ārāmatā

【陰】 執著，附著。

ārāva

【陽】 哭聲，噪音。

āruppa

【中，陽】 無色衆生，無實體的衆生，無色界。

āruyha

以下的【獨】。

āruhati

(ā + ruh + a) 登上，爬上，攀登。āruhi,【過】。

āruhana

【中】 登上，攀登。

āruhanta

(以上的【現分】) 登上，攀登。

ārūḷha

(āruhati 的【過分】), 已乘（馬），已乘（船）。

ārogya

【中】 健康。~mada,【陽】 健康的自傲。~sālā,【陰】 醫院， 療養院。

ārocanā

【陰】 公告。

ārocāpana

【中】 由一個代理人公告或報告。

ārocāpeti

(āroceti 的【使】)。

ārocita

(以下的【過分】), 已吩咐，已通知。

āroceti

(ā + ruc + e), 吩咐，告知，公佈。ārocesi,【過】。

ārodanā

【陰】 哭，悲歎。

āropana

【中】 放在，上升起，把…交托給。

āropita

以下的【過分】。

āropeti

(ā + rup + e), 穿上，檢舉，準備好。āropesi,【過】。āropetabba,【潛】。

āroha

【陽】 爬上，生長，高度，騎士。

ārohaka

【陽】 騎士。

ārohati

參考 āruhati。

ārohana

【中】 攀登，登上。

ālaggita

以下的【過分】。

ālaggeti

(ā + lag + e), 懸挂在，拴緊。ālaggesi,【過】。

ālapati

(a + lap + a), 交談，致詞。ālapi,【過】。

ālapana

【中】致詞，會話。ālapanā,【呼，陰】懇求。

ālamba

【陽】 1. 支援。2. 幫助。3. 任何可倚賴的。

ālambati

(ā + lab + ṃ-a), 靠著，抓住。ālambi,【過】。ālambita,【過分】。

ālambana

【中】 1. 感官的物件。2. 懸挂下。3. 支援。

ālambara

【陽】 一種鼓。

ālaya

【陽】 1. 住所，棲息所，臥室。2. 需要，執著。3. 僞裝。

ālasiya, ālasya

【中】 怠惰，懶惰。

ālāna, āḷāna

【中】 樹樁，（繫象的）柱。

ālāpa

【陽】 1. 談話，交談。2. 詞，話。

āli

【陰】 堤防，築堤。

ālikhati

(ā + likh + a) 描繪，畫像。ālikhi,【過】。ālikhita,【過分】。

āliṅgati

(a + liṅg + a), 擁抱。āliṅgi,【過】。

āliṅgana

【中】 擁抱。

āliṅgiya

【獨】 擁抱了。

ālitta

(ālimpati 或 ālimpeti 的【過分】), 已塗，已沾染，已放火。

ālinda

【陽】 在房子門前的陽臺。

ālimpana

【中】 1. 塗。2. 燒。

ālimpita

以下的【過分】。

ālimpeti

(ā + lip + e), 1. 塗上，塗抹。2. 縱火。ālimpesi,【過】。

ālu

【中】 可食用的樹根或球莖，山藥，洋芋。

āluḷita

以下的【過分】。

āluḷeti

(ā + luḷ + e), 攪動，使混淆。āluḷesi,【過】。

ālepa

【陽】 藥膏，石膏。

ālepana

【中】 塗抹，塗以灰泥，敷以膏藥。

āloka

【陽】 光。

ālokana

【中】 1. 窗戶。2. 看著。

ālokasandhi

【陽】 窗戶，讓光照入的洞口。

ālokita

(以下的【過分】),【中】 看著，向前看。

āloketi

(a + lok + e), 看著，向前看。ālokesi,【過】。

ālopa

【陽】 一口（食物），一點點。ālopika (在【合】中),【形】 一口的 （食物）。

āloḷa

【陽】 激動，混亂，喧囂。

āloḷeti

(ā + luḷ + e), 搞亂，混雜，混合。āloḷesi,【過】。

āvajjati

(ā + vajj + a), 1. 思索。2.（船） 翻倒。āvajji,【過】。

āvajjita

(以下的【過分】), 1. 已考慮。2. 已翻轉。

āvajjeti

(ā + vajj + e), 1. 沈思。2. 觀察。3. 翻轉。āvajjesi,【過】。

āvaṭa

(āvarati 的【過分】), 已複蓋，已戴（面紗），已禁止。

āvaṭṭa

【陽】 1. 圓周。2. 漩渦。3. 扭轉的。

āvaṭṭati

(ā + vaṭṭ + a), 轉向前的又轉向後的，旋轉。āvaṭṭi,【過】。

āvaṭṭana

【中】 1. 旋轉的。2. 誘惑。3. 著魔 被魔鬼控制了的狀態。āvaṭṭī,【形】 誘騙。

āvaṭṭeti

(ā + vaṭṭ + e),1. 旋轉。2. 誘騙，轉換。

āvatta

【形】 (āvattati 的【過分】), 已後退。【中】 旋緊，旋轉，彎曲。

āvattaka, āvattī

【形】 回來，返回的人。

āvattati

(ā + vat + a), 回去，回過頭。āvatti,【過】。āvattita,【過分】。

āvattana

【中】 轉，回返。

āvattiya

【形】 可轉的，可歸還的。

āvatteti

參考 āvaṭṭeti。

āvatthika

【形】 適合的，最初的，原始的。

āvaraṇa

【中】 關閉，障礙，棒（用作柵欄），屏（掩蔽物）。

āvaraṇīya

【形】阻礙的，障礙的。

āvarati

(ā + var + a), 關在外面，遮住，阻隔。āvari,��過】。

āvarita

以上的【過分】。

āvariya

【獨】 阻隔了。

āvalī

【陰】 排，線。

āvasati

(ā + vas + a) 居住，住，居。āvasi,【過】。

āvasatha

【陽】 住所，住處，休息的房子。

āvaha, āvahanaka

【形】 (在【合】中), 帶來的，含有…的，有助於…的， 有益於…的。

āvahati

(ā + vah + a) 帶來，引起，導致，有利於。āvahi,【過】。

āvahana

【中】 帶來，運輸。

āvāṭa

【陽】 深坑。

āvāpa

【陽】 陶工的火爐，烤箱。

āvāsa

【陽】 家，住宅。āvāsika,【形】 居民。

āvāha

【陽】āvāhana,【中】 婚娶，婚禮。

āvi

【無】 公開地，在眼前。

āvijjhati

(ā + vidh + ya), 1. 環繞，繞著地走，繞著地旋轉。2. 刺穿過。āvijjhi,【過】。

āvijjhana

【中】繞著地走，繞著地旋轉。

āviñjati

(ā + vij + ṃ-a), 1. 如在擠奶一般地拉。2. 攪拌，攪動。āviñji,【過】。

āviñjanaka

【形】 1. 〈空〉繞行星返地軌道的。2. 極其不拘禮節的，散漫的。3. 爲拉用的。~rajju,【陰】 1.
升起門閂的繩子。2. 攪乳牛奶用 的旋轉粗繩。~naṭṭhāna,【中】門外懸挂的粗繩（作爲提升門內
的門閂）。

āviṭṭha

(āvisati 的【過分】)。

āviddha

(āvijjhati 的【過分】)。

āvila

【形】 1. 煽起的，攪動的。2. 骯髒的。

āvilatta

【中】 被攪動的情況，骯髒的情況。

āvisati

(ā + vis + a), 1. 進入，接近。2. 著魔。āvisi,【過】。

āvuṇāti

(ā + vu + nā), 1. 串起。2. 固定在，裝置在。āvuṇi,【過】。

āvuta

(āvarati 和以上的【過分】), 1. 已串起。2. 已複蓋。3. 已阻礙。

āvuttha

(āvasati 的【過分】), 已有人居住。

āvudha

【中】 武器。

āvuso

【無，呼】 朋友，兄弟（出家人之間禮貌上的稱呼）。

āveṭhana

【中】 旋繞的，圓，團在一起的東西。

āveṭheti

(ā + veṭh + e), 擰，扭曲，卷，包起來。āveṭhesi,【過】。āveṭhita,【過分】。

āveṇika

【形】 特別的，例外的。

āvelā

【陰】 頭戴的花環。

āvellita

【過分】 已彎，已彎曲，已弄卷。

āvesana

【中】 1. 入口。2. 工場。

āsaṅkati

(ā + sak + ṃ-a), 嫌疑，不信任。āsaṅki,【過】。

āsaṅkā

【陰】 疑惑，懷疑，恐懼。

āsaṅkita

(āsaṅkati 的【過分】), 已惴惴不安，已可疑，已疑神疑鬼。

āsaṅkī

【形】 參考 āsaṅkita。

āsajja

(āsādeti 的【獨】), 接近了，侮辱，碰撞。

āsajjati

(ā + sad + ya), 撞，很生氣，執著。āsajji,【過】。

āsajjana

【中】 1. 碰撞。2. 侮辱。3. 執著。

āsati

(ās + a), 坐。āsi,【過】。

āsatta

(āsajjati 的【過分】), 1. 已附上，已執著。2. 已被咒。

āsana

【中】座位，坐下。~sālā,【陰】有座位的廳堂。

āsandi

【陰】 長椅，甲板上的椅子。

āsanna

【形】 接近的。【中】鄰近，鄰域。

āsappati

(ā + sap + ā) 努力，奮鬥，掙扎。āsappi,【過】。

āsabha

【形】 像公牛一樣的 即：強壯的質量和顯赫的質量。~ṭṭhāna,【中】 卓著的地位。~bhī,
(usabha 的【陰】), 壯麗的，大膽的。

āsaya

【陽】1. 住所，常到的地方。2. 堆積物。3. 傾向。

āsava

【陽】 1. 流動的。2. 幽靈。3. 痛處的流出，4. （貪瞋癡的）漏。~kkhaya,【陽】 漏盡（剷除了
貪瞋癡的漏）。

āsavati

(ā + su + a) 流動。āsavi,【過】。

āsavana

【中】 流下。

āsasāna

【形】 願，欲望。

āsā

【陰】 希望，欲望，渴望。~bhaṅga,【陽】 失望。

āsāṭikā

【陰】 蠅卵。

āsādeti

(ā + sad + e), 犯罪，攻擊，侮辱。āsādesi,【過】。

āsāḷha

【陽】 阿沙荼月（月份名，大約在六月至七月之間）。āsāḷhi,【形】 箕宿 (pubbāsāḷha) 與鬥宿
(uttarāsāḷha) 的連接。

āsāsamāna

【現分】 逗留，久留。Āsi (as 的【過，三，單】), 他是。

āsiñcati

(ā + sic + ṃ-a), 灑，灌注。āsiñci,【過】。

āsiṭṭha

(āsiñsati 的【過分】), 1. 已希望，已渴望。2. 已受祝福。

āsitta

【過分】āsiñcati。

āsittaka

【中】 佐料。āsittakupadhāna,【中】佐料的容器。

āsiṃ

(as 的【過，壹，單】), 我是。

āsiṃsaka

【形】 願望的，積極的，候選人。

āsiṃsati

(ā + siṃs + a), 希望，欲望。āsiṃsi,【過】。

āsiṃsanā

【陰】 希望，欲望。

āsī

【陰】 祝福，（毒蛇的）毒牙。

āsītika

【形】 八十歲。

āsīna

(āsati 的【過分】), 已坐，已就坐。

āsīvisa

【陽】 蛇，毒在毒牙中的。

āsu

【無】 很快地。

āsuṃ

(as 的【過，三，複】), 他們是。

āsumbhati

(ā + subh + ṃ-a), 丟下一些液體。

āsevati

(ā + sev + a), 結交，練習，與… 時常交往。āsevi,【過】。āsevita,【過分】。

āsevanā

【陰】 練習，追求，結交。

āha

【過完，三，單】 他已經說。

āhacca

【形】 1. 可移去的。2. (āhanati 的【獨】) 敲擊，接觸。~pādaka,【形】腳可移去的。

āhaṭa

(āharati 的【過分】), 已帶來。

āhata

(āhanati 的【過分】) 已打，已影響，已折磨。

āhanati

(ā + han + a), 打，襲擊，觸。āhani,【過】。

āhanana

【中】 撞。

āharaṇa

【中】 帶來。

āharati

(ā + har + a), 帶來，接來，生産。āhari,【過】。āharamāna,【現分】。āharitvā,【獨】。

āhāra

【陽】食物，營養物。~ṭṭhitika,【形】依靠食物生活。

āhāreti

(ā + har + e), 吃，用餐。āhāresi,【過】。

āhiṇdati

(ā + hiḍ+ ṃ-a), 雲遊，漫遊。āhiṇdi,【過】。āhiṇditvā,【獨】。

āhita

【過分】 1. 已放進。2. 已燃燒。

āhu

【複】 āha。

āhuti

【陰】 供奉，提供。

āhuṇa

【中】 崇拜，供奉。āhuṇeyya,【形】 可崇拜的，可供奉的。

āhundarika

【形】 擁擠的，阻礙的。

ālāhana

【中】火葬場所。~kicca,【中】 火葬。~ṭṭhāna,【中】火葬處。

I
i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三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去聲的 i。

ikkhana

【中】看見，注視著。

ikkhaṇika

【陽】 算命佬。ikkhaṇikā,【陰】 算命婆。

ikkhati

(ikkh + a), 看著。ikkhi,【過】。

iṅgita

【中】姿態，姿勢。

iṅgha

【無】 發生，進行，喂；聽我說（喚起注意）。

iccha

【形】 (在【合】中) 願，渴望，想。

icchaka

【形】想要的人。

icchati

(is + a), 願，想要，渴望。icchi,【過】。icchanta,【現分】。

icchana

【中】 icchā,【陰】 欲望，希望，渴望。~āvacara,【形】 爲所欲爲。

icchita

(icchati 的【過分】)。

ijjhati

(idh + ya), 繁榮，成功，興隆。ijjhi,【過】。ijjhamāna,【現分】。

ijjhana

【中】 ijjhanā,【陰】 成功，繁榮。

ijjhita

(ijjhati 的【過分】), 已成功，已興隆。

iñjati

(iñj + a) 移動，激起。【過】 iñji。

iñjana

【中】 ~nā,【陰】 運動，動作。

iñjita

(iñjati的【過分】), 已移動，已搖動。【中】運動，搖擺遊移不定。

iṭṭha

【形】 令人喜愛的，愉快的。【中】 快樂，樂事。

iṭṭhakā, iṭṭhikā

【陰】瓦片，瓷磚，磚塊。(Cayaniṭṭhakā= 磚塊，Chadaniṭṭhakā= 瓷磚)。

iṇa

【中】 債務。~ṭṭha,【形】欠債的人，債務人。~paṇṇa,【中】本票， 期票。~mokkha,【陽】 擺
脫債務。~sāmika,【陽】 債權人。~sohana,【中】清償債務。

iṇāyika

【陽】 債務人。Itara,【形】 另一個。

itarītara

【形】 無論什麽，任何的。

iti

【無】 如此。（作爲指出剛提到的事物，或是將要提到的，或表示句子已 終止，〔＝。句號〕
時常詞前的 i 被丟棄只餘下 ti）。~kira,【無】如是我聞，我曾經聽到如此。

itivuttaka

【中】 《如是語經》。

itihāsa

【陽】 歷史，傳統。

ito

【無】 從此，從今，因此。~paṭṭhāya,【無】 自此以後，今後。

ittara

【形】 短命的，摘要，非常小的，很少的。~kāla,【陽】 短期。

itthatta

【中】 1. (itthaṃ + tta) 目前的情況，這一生。2. (itthi + tta) 女人 氣質，婦女特質。

itthaṃ

【副】 如此，這樣。~nāma,【形】叫做如此，所謂的。~bhūta,【形】如此，這一類型。

itthāgāra

【陽】 1. 閨房。2. 閨房淑女。

itthi, itthī

itthikā,【陰】女人，女性。~dhutta,【陽】沈溺女色的人。~liṅga,【中】 女性的器官，女性的質
量，女性。~nimitta,【中】 女性的器官。

idaṃ

(ima 的【中，主，賓，單】), 這個事物。

idappaccayatā

【陰】此緣性，基礎在此 即：有原因地連接。

idāni

【副】 現在。

iddha

(ijjhati 的【過分】), 已繁榮，已豐裕，已成功。

iddhi

【陰】 繁榮，效力，神通。~pāda,【陽】 （四）神足，神通力的根 基。~bala,【中】 神通
力。~mantu,【形】 有神通的。~visaya,【陽】 神通的範圍。

idha

【副】 這裡，此世，這個世界。

idhuma

【中】 木柴。

inda

【陽】 統治者，國王，吠陀的神‘因陀’，天王。~gajjita,【中】 雷 電。~gopaka,【陽】 一種在
下雨之後從地下爬出來的紅昆蟲（胭脂蟲 小 鮮紅昆蟲）。~ggi,【陽】 閃電。~jāla,【中】 魔
術。~jālika,【陽】 魔 術家，變戲法者。~dhanu,【中】 彩虹。

indakhīla

【陽】 門前梯級，門檻，在城門前的壯柱。

indanīla

【陽】 藍寶石。

indavāruṇi

【陰】 黃瓜。

indasāla

【陽】因陀沙羅樹，印度松漆木（産于印 度的一種龍腦香科喬木 (Vetaria indica)，花美麗， 白
色，呈圓錐狀花序，其木材、樹脂和油有重要 經濟價值）。

indīvara

【中】青蓮。

indriya

【中】操縱主要的，根，官能。~gutti,【陰】留心著官能。~damana,【中】 ~saṃvara,【陽】抑
制官能。

indhana

【中】 燃料，木柴。

ibha

【陽】 象。~pipphalī,【陰】大型的長胡椒。

irina

【中】大森林，沙漠，不毛之地，荒地。

iriyati

(iriy + a), 移動，激起，舉止。【過】 iriyi。

iriyā, iriyanā

【陰】 身體的運動，姿勢。~patha,【陽】舉止，四姿勢。即： 行、住、坐、臥。

illī

【陰】 短劍。

iva

【無】 象，如同。

isi

【陽】 聖人，預言者。~pabbajjā,【陰】 離家去當隱士。~patana,【中】 鹿野苑，一個地方的名
字。

issa

【陽】 熊。

issati

(is + a), 羡慕 。

issattha

【中】 箭術。【陽】射手，箭手。

issara

【陽】 1. 統治者，主人。2. 造物主。~jana,【陽】 富人，有影響力的人。~nimmāṇa,【中】 創
造。~nimmānavādī,【三】信仰造物主的人。

issariya

【中】最高權力，統治，財富。~mada,【陽】權威的自負。

issariyatā

【陰】權威。

issā

【陰】 妒忌，惡意，羡慕。~manaka,【形】 嫉妒的。

issāsa

【陽】 弓，射手，箭手。

issukī

【形】 嫉妒的。

iha

【無】 這裡。~loka,【中】 這個世界，此生。

Ī
ī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四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陰平的 i。

īgha

【陽】 苦惱，危險。

īti

【陰】 災難。

īdisa

【形】 如此的，像如此的一樣。

īrati

(īr + a), 移動，搖動，激起。īri,【過】。īrita,【過分】。

īreti

(īr + e), 做聲，說話。īresi,【過】。īrita,【過分】。

īsa

【陽】 統治者。~dhara,【陽】 持軸山，一座山的名字。

īsaka

【形】 一點點，很少的。īsakaṃ,【副】 稍微，些微地。

īsā

【陰】 犁柱，轅（車前駕牲畜的兩根直木）。~danta,【形】 有牙如犁 柱一般長（即：象）。

īhati

(īh + a), 嘗試，努力。īhi,【過】。

īhā

【陰】 īhana,【中】 努力。

U
u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五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去聲的 u。

ukkaṃsa

【陽】 優秀，優越。~ka,【形】歌頌，稱讚。

ukkaṃsanā

【陰】 頌楊，讚揚。

ukkaṃseti

(u + ka + e), 歌頌，稱讚。ukkaṃsesi,【過】。

ukkaṭṭha

【形】 1. 高度，顯著的。2. 優良的，3. 特殊化。~tā,【陰】 顯赫，優越。

ukkaṭṭhita

【過分】 已煮沸，已沸騰，已火熱。

ukkaṇṭhati

(u + kaṭh + ṃ-a), 不滿。ukkaṇṭhi,【過】。

ukkaṇṭhanā

【陰】 不滿，騷動。

ukkaṇṭhita

(ukkaṇṭhati 的【過分】), 已不滿，已煩躁。

ukkaṇṇa

【形】 豎起耳朵的。

ukkantati

(u + kat + ṃ-a), 切掉，扯掉。ukkanti,【過】。ukkantita,【過分】。

ukkā

【陰】 1. 火把。2. 流星。3. 鐵匠的熔爐。

ukkāra

【陽】（家畜的）糞，排泄物。~bhūmi,【陰】糞堆，不潔淨的地方。

ukkāsati

(u + ka + a), 咳嗽，清喉。ukkāsi,【過】。

ukkāsita

(以上的【過分】), 已咳嗽。【中】 咳嗽，清喉。

ukkujja

【形】 建立，朝上的，翻過來的。

ukkujjeti

(u + kujj + e), 卷起，彎上。ukkujji,【過】。ukkujjita,【過分】。

ukkujjana

【中】卷起。

ukkuṭika

【形】 蹲下。ukkuṭikaṃ,【副】 蹲的姿勢。

ukkuṭṭhi

【陰】 大叫，歡呼，喝彩。

ukkusa

【陽】 鶚，魚鷹。

ukkūla

【形】陡峭的，險峻的，傾斜的，有坡度的。

ukkoṭeti

【中】 藉由帶賄賂等背叛正義。

ukkoṭeti

(u + kuṭ + e), 再展開已擺平的訴訟。ukkoṭesi,【過】。ukkoṭita,【過分】。

ukkhali

【陰】 壺。~kā,【陰】 小壺。

ukkhitta

(ukkhipati 的【過分】) 1. 已升高，已猛地舉起。2. 已中止。~ka,【形】 被中止的人。

ukkhipati

(u + khip + a), 1. 升起，舉起，猛地舉起。2. 中止。

ukkhipana, ukkhepana

【中】 ukkhepa,【陽】 1. 舉起，升起。2. 中止。

ukkhepaka

【陽】 猛地舉起的人，中止的人。

uklāpa

【陽】 污垢，垃圾。【形】 骯髒的，不潔淨的。

ugga

【形】 1. 極大的。2. 兇猛的。3. 有勢力的人。4. 上升。

uggacchati

(u + gam + a) 升，上升。uggacchi,【過】。

uggajjati

(u + gajj + a) 大叫。uggajji,【過】。

uggaṇhana

【中】 學習，研究。

uggaṇhāti

(u + gah +ṇhā), 學習，著手進行。uggaṇhi,【過】。uggahita,【過分】。

uggaṇhāpeti

(以上的【使】), 教。uggaṇhāpesi,【過】。

uggaṇhiya, uggaṇhitvā

【獨】 學習了，著手進行了。

uggata

(uggacchati 的【過分】), 已升起，已高，已高高。

uggama

【陽】uggamana,【中】1. 上升，上升。2. 增加。

uggayha

【獨】 學習了，著手進行了。

uggaha

【陽】 uggahaṇa,【中】 1. 學習，研究。2. 著手進行。

uggahita

(uggaṇhāti 的【過分】), 1. 已學習。2. 已升起。3. 已取錯。

uggahetu

【陽】學徒，著手進行者。

uggahetvā

【獨】 學習了，著手進行了。

uggāra

【陽】 打嗝，噴射，從胃吐出的風。

uggāhaka

【形】 學徒。

uggirati

(u + gir + a), 1. 舉起。2.揮舞。3.做聲。4.打嗝。uggiri,【過】。

uggiraṇa

【中】 1. 說話。2. 揮。

uggilati

(u + gil + a), 吐出，嘔吐。uggili,【過】。

ugghaṭita

【形】 鋒利的，敏銳的，努力。

uggharati

(u + ghar + a), 滲出。ugghari,【過】。

ugghaṃseti

(u + ghaṃs + e), 擦。ugghaṃsesi,【過】。

ugghāṭeti

【中】 1.解開，打開。2. 可移動的。3.升起水的一部機器。

ugghāṭita

以下的【過分】。

ugghāṭeti

(u + ghāt + e), 打開，解開，除去，廢止。ugghāṭesi,【過】。

ugghāta

【陽】搖晃，迅猛的動作。

ugghātita

以下的【過分】。

ugghāteti

(u + ghāt + e), 突然的猛烈動作。ugghātesi,【過】。

ugghosa

【陽】 ugghosanā,【陰】 一聲呼喊，宣言。

ugghosita

以下的【過分】。

ugghoseti

(u + ghus + e), 大叫，宣佈。ugghosesi,【過】。ugghosita,【過分】。

ucca

【形】 1. 高。2. 貴族。

uccaya

【陽】 積聚。

uccākulīna

【形】 高貴的出生。

uccāra

【陽】 獸糞，排泄物，屎。

uccāraṇa

【中】 uccāraṇā,【陰】 1. 舉起。2. 說話，發音。

uccārita

以下的【過分】。

uccāreti

(u + car + e), 1. 做聲，宣告。2. 舉起。uccāresi,【過】。

uccāliṅga

【陽】 胃蟲，毛蟲。

uccāvaca

【形】 高低的，各種不同的。

uccāsadda

【陽】 大雜訊。【形】 製造大雜訊。

uccāsayana

【中】 高床。

uccināti

(u + ci + nā), 選擇，挑選。uccini,【過】。uccinitvā,【獨】。

ucchaṅga

【陽】 膝蓋，臀部。

ucchādana

【中】 身體的摩擦。

ucchādeti

(u + chad + e), 擦身體（沐浴時或用香水）。ucchādesi,【過】。

ucciṭṭha

【形】 剩餘的（飲食），不純的，用過的。

ucchijjati

(u + chid + ya, 以下的【被】), 被停止，被消滅。ucchijji,【過】。

ucchindati

(u + chid + ṃ-a), 打破，破壞。ucchindi,【過】。

ucchinna

以上的【過分】。

ucchu

【陽】 甘蔗（亞洲東南部熱帶的高大的禾草 〔甘蔗屬〕(Saccharum officinarum)，其莖粗、硬，
是糖的主要的商業的來源）。~yanta,【中】 煉糖廠。~rasa,【陽】 糖蜜，甘蔗汁。

uccheda

【陽】切斷，毀滅，殲滅。~diṭṭhi,【陰】 斷見。~vādī,【陽】 信仰斷見者。

uju, ujuka

【形】 直的，垂直的。~gata,~bhūta,【形】 直的，正直的生活。~tā,【陰】 正直，率直。

ujuṃ

【副】 直線地，直接地，老實地，坦率地。

ujjagghati

(u + jaggh + a) 大聲地笑。ujjagghi,【過】。

ujjagghikā

【陰】 大聲的笑。

ujjaṅgala

【形】 不育的，沙的，含沙的，沙質。

ujjala

【形】 明亮的，熾燃的。

ujjalati

(u + jal + a), 發亮，燃燒起來。ujjali,【過】。ujjalita,【過分】。

ujjavati

(u + ju + a), 向逆流去。ujjavi,【過】。

ujjavanikā

【陰】向逆流航去的船。

ujjahati

(u + ha + a), 放棄。ujjahi,【過】。

ujjota

【陽】 點燃，光彩。

ujjotita

以下的【過分】。

ujjoteti

(u + jut + e), 照亮。ujjotesi,【過】。

ujjhati

(ujjh + a) 離開，放棄。ujjhi,【過】。ujjhiya, ujjhitvā,【獨】。

ujjhāna

【中】 生氣，訴苦, 抱怨。~saññī,【形】有責備意向的。

ujjhāpana

【中】 令人生氣的。

ujjhāpeti

(u + jhe + āpe), 激怒，使人訴苦。ujjhāpesi,【過】。

ujjhāyati

(u + jhe + a)。發牢騷。ujjhāyi,【過】。

ujjhita

(ujjhati 的【過分】), 已放棄，已抛棄，已丟出。

uñchati

(uch + ṃ-a), 尋求捐獻，拾落穗。uñchi,【過】。uñchita,【過分】。

uñchā

【陰】爲生計聚集任何東西。~cariyā,【陰】爲拾落穗到處遷徙。

uññātabba

【潛】 卑鄙的，可鄙的。

uṭṭhahati, uṭṭhāti

(u +ṭhā + a), 站起來，出現，活躍。uṭṭhāsi, uṭṭhahi,【過】。uṭṭhita,【過分】。

uṭṭhahitvā, uṭṭhāya

(以上的【獨】), 起來了，出現了。

uṭṭhātu

【陽】 起來的人，喚醒自己的人。

uṭṭhāna

【中】 起來，上升，起源，能源，工業，産品。~ka,【形】生産的，出產的。~vantu,【形】奮發
的。

uṭṭhāpeti

(uṭṭhāti 的【使】), 令上升，升起，趕走一個人。uṭṭhāpesi,【過】。

uṭṭhāyaka

【形】 (uṭṭhāyikā,【陰】) 活躍的，勤勉的。

uṭṭhita

(uṭṭhāti 的【過分】), 已起來，已興起，已生産。

uḍḍayhati

以下的【被】。

uḍḍahati

(u + dah + a), 燒掉。uḍḍahi,【過】。

uḍḍita

以下的【過分】。

uḍḍeti

(u + ḍī + e), 飛，中止。uḍḍesi,【過】。

uṇṇa

【中】 uṇṇā,【陰】 羊毛，纖維。（關於佛陀）在眉毛之間的一根毫 毛。~nābhi,【陽】 蜘蛛。

uṇha

【形】 熱的 【中】 熱。

uṇhatta

【中】 熱。

uṇhīsa

【中】 纏頭巾。

utu

【陰，中】 季節，氣候，（生理）月經。~kāla,【陽】月經期。~parissaya,【陽】 季節的危
險。~sappāya,【陽】愉快的季節或氣候。

utunī

【陰】 月經來潮的女人。

utta

(= vutta), (vadati 的【過分】), 已講，已做聲。【中】說話。

uttaṇdula

【形】煮得差的（飯），有未煮熟穀粒的飯。

uttatta

(uttapati 的【過分】), 1. 已加熱，已溶化。2. 已光亮。

uttama

【形】 最高的，最好的，貴族，優良的。~ṅga,【中】 最重要的部份即：頭。~ṅgaruha,【中】
頭髮。~attha,【陽】 最高的利益。~porisa,【陽】 最偉大的人。

uttara

【形】 比較高的，比較遠的，北方的，上面的。【中】 答案，答復。~attharaṇa,【中】 上面的
掩護。~cchada,【陽】 遮陽篷，天篷。~sve,【副】後天，明天的明天。

uttaraṇa

【中】 橫越，克服，證得，（考試）通過。

uttarati

(u + tar + a), 從水出來，（渡過…）轉變，克服。uttari,【過】。

uttarā

【陰】 北方的方向。

uttarāsaṅga

【陽】 上衣，郁多羅僧。

uttari, uttariṃ

【副】 越過，在遠處，比較遠的，而且，此外，附加的。~karaṇīya,【中】附加的責
任。~bhaṅga,【陽】多一小塊，小小塊。~manussadhamma,【陽】上人法，超出人類經驗的基
準。~sāṭaka,【陽】上衣。

uttaritara

【形】 更質優的。

uttarīya

【中】 鬥蓬。

uttasati

(u + tas + a), 驚慌，驚嚇。uttasi,【過】。

uttasana

【中】 驚慌，恐怖。

uttasta, uttrasta

(uttasati 的【過分】), 已驚嚇，已嚇壞。

uttāna, uttānaka

【形】 仰臥的，顯然的，淺的。~seyyaka,【形】 嬰兒的。~nīkamma, ~nīkaraṇa,【中】曝露，
顯示。

uttānīkaroti

(uttāna + i + kar + o), 澄清，闡明。uttānīkari,【過】。

uttāpeti

(u + tap + e), 加熱，折磨。uttāpesi,【過】。

uttārita

以下的【過分】。

uttāreti

(u + tar + e), 橫越，解救，協助。uttāresi,【過】。

uttāsa

【陽】 恐怖，恐懼。

uttāsana

【中】 刺。

uttāsita

以下的【過分】。

uttāseti

(u + tas + e), 刺穿。(uttasati 的【使】) 驚嚇，使恐怖。uttāsesi,【過】。

uttiṭṭhati

(u +ṭhā + a) 升，站起來，努力。

uttiṇa

【三】 無草的。

uttiṇṇa

(uttarati 的【過分】), 已越過，已到彼岸去，已出來，已經過。

utrāsa

【陽】 恐怖。utrāsī,【形】可怕的，膽小的。

uda

【無】 或。

udaka

【中】 水。~kāka,【陽】 鸕鷀， 水老鴉。~dhārā,【陰】 水的 奔流。~phusita, ~bindu,【中】
一滴水。~maṇika,【陽】 存水的大廣口瓶。~sāṭikā,【陰】 沐浴的覆蓋物。

udakāyatikā

【陰】 水管。

udakumbha

【陽】 水壺。

udakogha

【陽】 洪水。

udagga

【形】 興高采烈的，非常高興的，歡喜的。

udañcana

【中】（用來舀水的）瓢，桶子。

udadhi

【陽】 大海。

udapādi

(udapajjati 的【過】), 發生，出現，起來，起源。

udapāna

【陽】 井。

udaya

【陽】 上升，生長，增加，收入，利息。~atthagama,【陽】 漲落。~bbaya,【陽】 漲落，增
減，生死。

udayanta

(udayati 的【現分】), 上升，成長的。

udayati

參考 udeti。

udayana

【中】 上升。

udara

【中】 腹，胃，內部。~aggi,【陽】消化的器官。~paṭala,【中】 腹部的黏液薄
膜。~avadehakaṃ,【副】 把胃填充到極限。

udariya

【中】 胃中未消化的食物。

udahāraka

【陽】 水的搬運器。(udahārikā,【陰】) 。

udahāriya

【中】 搬運水的動作。

udāna

【中】 有感而發表，一種情緒地發表。

udāneti

(u + ā + nī + e), 以強烈的情緒發表。

udāra

【形】 貴族，優良的，很棒的，高。

udāsīna

【形】 漠不關心的，消極的。

udāhaṭa

(udāharati 的【過分】)。

udāharaṇa

【中】 例子，實例。

udāharati

(u + + har + a), 做聲，背誦。udāhari,【過】。

udāhāra

【陽】 說話，演講。Udāhu,【無】 或。

udikkhati

(u + ikkh + a),看著，審視。udikkhi,【過】。udikkhita,【過分】。

udikkhitu

【陽】 看著的人。

udikkhiya

(udikkhati 的【獨】), 看到了，看著了。

udicca

【形】 貴族，來自北方的。

udita

(udeti 的【過分】), 已升起，已高，已提高。

udīraṇa

【中】 說話，敍述。

udīrita

以下的【過分】。

udīreti

(u + ir + e), 做聲，發言。udīresi,【過】。

udukkhala

【陽，中】 灰泥。

udumbara

【陽】叢生榕（東印度的一種無花果(Ficus Glomerata)，常作爲一種遮蔭樹而栽培，葉漸尖，果
紅色，成小叢，樹皮有收斂性）。

udeti

(u + i + a), 升，出來，增加。udesi,【過】。

udda

【陽】 水獺。

uddasseti

(u + dis + e), 出示，揭示。uddassesi,【過】。

uddāna

【中】 1. 列表，目錄，目次。2. 串，束，群。

uddāpa

【陽】 城堡，監獄。

uddāma

【形】 範圍之外，不安靜的。

uddālaka

【陽】 臘腸樹，鼓捶樹（一種東印度群島産的喬木 (Cassia fistula)，莢果，果肉藥用——亦稱致
瀉決明 (purging cassia)）。

uddālana

【中】 扯出。

uddāleti

(u + dāl + e), 扯掉。uddālesi,【過】。

udd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uddisati

(u + dis + a), 指出，任命，分配，背誦。uddisi,【過】。

uddisāpeti

(以上的【使】), 令背誦，使分配。

uddissa

(=uddisiva), (uddisati 的【獨】), 關於，由於，爲。~kata,【形】 分配，意謂。

uddīpanā

【陰】 1. 解釋。2. 削尖。

uddeka, udreka

【陽】 1. 打嗝。2. 噴出。

uddesa

【陽】 1. 指示。2. 提出，3. 朗誦。~ka,【形】指出的人，背誦者。~sika,【形】 指出，提到，紀
念物。(與 vassa【合】), 有…的年齡。

uddehakaṃ

【副】 起泡地，沸騰地。

uddha

【形】 上面的，向上的。~agga,【形】 頂端向上的，顯著的，有益的。~aggika,【形】 促進精
神上的福利的。

uddhacca

【中】 分心，慌張，傲慢。

uddhaṭa

(uddharati 的【過分】)。

uddhata

【過分】 已搖動，已傲慢。

uddhana

【中】 燃燒處，烤箱。

uddhapāda

【形】 腳後跟向上的。

uddhamma

【陽】 邪法，錯誤的教義。

uddharaṇa

【中】 升高，拉出，連根拔起。

uddharati

(u + har + a), 升起，升高，拉出，除去，連根拔起。uddhari,【過】。

uddhaṃ

【副】 高聳，在上面，向前地，因此。~gama,【形】 向上去。~bhāgiya,【形】 上部份
的。~virecana,【中】 嘔吐，引起嘔吐的動作。~sota,【形】在生活的風潮裡往上升。

uddhaṃseti

(u + dhaṃs + e), 破壞，帶來毀滅。~esi,【過】。

uddhāra

【陽】 撤退，拉出。

uddhumāta, uddhumātaka
【形】腫脹的，浮腫的。

uddhumāyati

(u + dhum + ya),腫起來，噴出。~māyi,【過】。uddhumāyita,【過分】。

udraya, uddaya

【形】出產的，引起。(只有在 【合】 中)。

udrīyati, uddīyati

(u + dar + ī + ya), 爆裂，掉入塊中。udrīyi, uddīyi,【過】。

udrīyana

【中】 爆裂，跌倒。

undura, undūra
【陽】 鼠。

unnata

(unnamati 的【過分】), 已升起，已高，已高高。

unnati

【陰】 上升，提高，增加。

unnadati

(u + nad + a), 呼喊，吼，嗚響。unnadi,【過】。unnadita,【過分】。

unnama

【陽】提高。

unnamati

(u + nam + a), 升起，興隆，彎上。unnami,【過】。

unnala, unnaḷa

【形】無禮的，自大的，驕傲的。

unnāda

【陽】 呼喊，大噪音。unnādī,【形】 吵雜的，吵鬧的。(unnādinī,【陰】)。

unnādeti

(unnadati 的【使】), 使嗚響。

upaka

(=upaga),【形】接近的，屢次的。

upakaccha, upakacchaka
【中】 腋窩。

upakaṭṭha

【形】 靠近，接近的。

upakaḍḍhati

(upa + kaḍḍh + a), 拖近，拉近。upakaḍḍhi,【過】。upakaḍḍhita,【過分】。

upakaṇṇaka

【中】 能夠聽到他人耳語的地方。upakaṇṇake,【形】 秘密地。

upakappati

(upa + kapp + a), 走進，造益，適當。

upakappana

【中】 upakappanā,【陰】走進，利益。

upakaraṇa

【中】 工具，配備，器具，必需品，幫忙，支援，準備。

upakaroti

(upa + kar + o), 幫助，支援，服侍。upakari,【過】。

upakāra

【陽】 幫忙，支援，好意。upakāraka,【形】 幫助，有效的，助手。

upakārikā

【陰】 1. 女施主。2. （建築）扶壁。

upakārī

【陽】 幫忙者，恩人。

upakūjati

(upa + kūj + a), 唱，吱喳而嗚。upakūji,【過】。

upakūjita

(以上的【過分】), 已響亮著鳥鳴，已充滿著鳥鳴。

upakūlita

【過分】 已起皺紋，已唱，已烤。

upakkama

【陽】 方法，手段，方式，攻擊。

upakkamati

(upa + kam + a), 努力，從事，開始，攻擊。upakkami,【過】。

upakkamana

【中】 攻擊，逼近。

upakkītaka

【陽】 買來的奴隸。

upakkiliṭṭha

【形】 弄髒，不純的，沾染。

upakkilesa

【陽】 雜質，污穢，任何破壞或阻隔的事。

upakkuṭṭha

(upakkosati 的【過分】)。

upakkosa

【陽】 責備，責難。

upakkosati

(upa + kus + a), 責備，責怪，責駡。upakkosi,【過】。

upakkhaṭa

【形】 準備，管理，帶近。

upakkhalana
【中】 絆倒。

upaga

【形】 (在【合】中) 去到，到達，進入，在，産生。

upagacchati

(upa + gam + a), 走進，遭受，從事。upagacchi,【過】。

upagata

以上的【過分】。

upagamana

【中】 接近，經歷，承諾。

upagamma

(upagacchati 的【獨】), 走進了。

upagūhati

(upa + gūh + a), 擁抱。upagūhi,【過】。upagūhita,【過分】。

upagūhana

【中】 擁抱。

upagghāta

【陽】 顛簸，突然的猛烈動作。

upaghāta

【陽】 upaghātana,【中】敲擊，傷害，受傷，謀殺。

upaghātaka, upaghātī

【形】有害的，切短，破壞，傷害或破壞的人。

upacaya

【陽】 積聚。

upacarati

(upa + car + a), 處理，準備好。upacari,【過】。

upacarita

(以上的【過分】), 已熟練，已服侍。

upacāra

【陽】 附近，準備或初步的行動。

upacikā

【陰】 白蟻。

upaciṇṇa

(upacināti 的【過分】), 已熟練，已經常出入，已累積。

upacita

以下的【過分】。

upacināti

(upa + ci + nā), 收集，累積，建立。【過】 upacini。

upaccagā

(upa + ati + gam + a,【三，單，過完】) 他逃脫，他經過，他克服。

upacchindati

(upa + chid + ṃ-a), 中斷，折斷，破壞。upacchindi,【過】。

upacchinna

以上的【過分】。

upaccheda

【陽】 中止，破壞，中斷。~ka,【形】 破壞，停止。

upajīvati

(upa + jīv + a), 倚賴，寄生。upajīvi,【過】。

upajīvī

【形】 倚賴，寄生，侍從，食客。

upajjha, upajjhāya

【陽】 和尚，宗教導師，戒師。

upaññāta

(upajānāti 的【過分】), 已發現，已學，已知。

upaṭṭhapeti

(upa + ṭhā + e), 提供，獲得，頒佈，使出席，使等候。upaṭṭhapesi,【過】。

upaṭṭhahati, upaṭṭhāti

(upa + ṭhā + a), 等候，侍候，照顧，看護，服侍，明白。upaṭṭhahi, upaṭṭhāsi,【過】。

upaṭṭhahitvā, upaṭṭhitvā

upaṭṭhiya, (以上的【獨】), 侍候了。

upaṭṭhāka

【陽】 僕人，護士，從者。

upaṭṭhāna

【中】 等候，照顧，服務，理解。~sālā,【陰】出席的廳堂，集會廳。

upaṭṭhita

(upaṭṭhāti 的【過分】), 已準備好，已到達，已出席，已服侍。

upaḍayhati

(upa + dah + ya), 被燃燒。upaḍayhi,【過】。

upaḍḍha

【形】 一半。【中】 一半。

upatappati

(upa + tap + a), 焦急，苦惱。upatappi,【過】。

upatāpa

【陽】 upatāpana,【中】惱怒，麻煩，懊悔。

upatāpaka

【形】 引起痛苦的，引起懊悔的。

upatāpeti

(upa + tap + e), 使痛苦，使苦惱，騷擾。upatāpesi,【過】。upatāpita,【過分】。

upatiṭṭhati

(upa + ṭhā + a), 站在，目送。upaṭṭhāsi,【過】。

upatthaddha

【形】 僵硬，支援。

upatthambha

【陽】 ~na,【中】 支援，鼓勵，支持者。~ka,【形】 支援，維持。

upatthambheti

(upa + thamb + e), 使堅定，支援，支援，維持。~esi,【過】。~bhita,【過分】。

upatthara

【陽】 地毯，毯子，遮蓋物。

upadasseti

(upa + dis + e), 使顯然，顯示。upadassesi,【過】。upadassita,【過分】。

upadahati

(upa + dah + a), 供給，給，引起。upadahi,【過】。

upad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已指出，已頒佈，已指定。

upadisati

(upa + dis + a), 指出，勸告，顯示。upadisi,【過】。

upadisana

【中】 指出，忠告。

upadissati

(以上的【被】), 出現。

upadesa

【陽】 忠告，指示，指令。

upaddava

【陽】 不幸，危難，危險。

upaddaveti

(upa + dav + e), 騷擾，困擾。upaddavesi,【過】。

upadduta

以上的【過分】。

upadhāna

【中】 枕頭,【形】 引起，令人難忘的。

upadhāraṇa

【中】容器，奶桶。upadhāraṇā,【陰】 計算，考慮。

upadhārita

以下的【過分】。

upadhāreti

(upa + dhar + e), 推測，留心，考慮，總結。upadhāresi,【過】。

upadhāvati

(upa + dhāv + a), 跑到，追逐。upadhāvi,【過】。

upadhāvana

【中】 追趕。

upadhi

【陽】 再生的基質，執著。~ka,【形】 表現對再生的執著。

upanata

(upanamati 的【過分】)。

upanaddha

以下的【過分】。

upanandhati

(upa + nah + ya) 懷敵意，抱怨。upanandhi,【過】。

upanamati

(upa + nam + a), 下決心…的，靠近，出席。upanami,【過】。

upanamana

【中】決心要，專心於，帶近來 。

upanayana

【中】 1. 帶近來。2. 小前提的典禮。

upanayhati

(upa + nah + ya), 懷敵意，包裝。upanayhi,【過】。

upanayhanā

【陰】 1. 惡意，敵意。2.包上。

upanāmita

以下的【過分】。

upanāmeti

(upa + nam + e), 帶近來，提供。~esi,【過】。

upanāyika

【形】 接近的，運送的。

upanāha

【陽】 惡意，敵意。upanāhī,【形】 懷惡意的人，挑剔。

upanikkhitta

(以下的【過分】), 已置在旁邊，已放下。

upanikkhipati

(upa + ni + khip + a), 近存，貯存。upanikkhipi,【過】。

upanikkhipana

【中】 upanikkhepa,【陽】 放下，近存。

upanighaṃsati

(upa + ni + ghaṃs + a), 接近，壓破。upanighaṃsi,【過】。

upanijjhāna

【中】 考慮，反映。

upanijjhāyati

(upa + ni + jha + ya), 沈思，反省。upanijjhāyi,【過】。

upanidhā

【陰】 upanidhi,【陽】 比較，保證。

upanidhāya

【無】 與…比較。

upanipajjati

(upa + ni + pad + ya), 接近地躺下。upanipajji,【過】。upanipanna,【過分】。

upanibandha

【陽】 關係親密，【形】依靠的，接觸的。

upanibaddha

以下的【過分】。

upanibandhati

(upa + ni + badh + ṃ-a), 繫在附近，懇求。upanibandhi,【過】。

upanibandhana

【中】 1. 關係親密。2. 硬要。

upanisā

【陰】 因素，方法，相似物。

upanisīdati

(upa + ni + sad + a), 坐近。upanisīdi,【過】。upanisinna,【過分】。

upanisevati

(upa + ni + si + a), 精密地結交。

upanissaya

【陽】 基礎，支援，有能力（證得聖位）。

upanissāya

【獨】 仰賴，依靠。【副】 靠近，附近。

upanissita

(以下的【過分】) 已依賴，已依靠。

upanissayati

(upa + ni + si + a), 精密地結交，仰賴。upanissayi,【過】。

upanīta

(upaneti 的【過分】), 已提出（訴訟），已引出，已提供。

upanīya

(upaneti 的【獨】), 帶近來了，責難。

upanīyati

(以下的【被】), 被引出，被運〔搬，帶〕走。

upaneti

(upa + nī + e), 提出，有助，呈現，給。upanesi,【過】。

upantika

【形】 近。【中】 鄰近。

upapajjati

(upa + pad + ya), 投胎在，升起。upapajji,【過】。

upapatti

【陰】 生，再生，走進。

upapanna

(upapajjati 的【過分】), 已持有，已形成，已再生。

upaparikkhana

【中】 upaparikkhā,【陰】 調查，考試。

upaparikkhati

(upa + pari + ikkh + a), 調查。upaparikkhi,【過】。

upapāramī

【陰】 較小的完美。

upapīḷaka

【形】 壓迫的，妨礙的。

upapīḷā

【陰】 壓抑，阻塞。

upapīḷeti

參考 pīḷeti。

upabbūḷha

【形】 擁擠的，盡全力。

upabrūhana

【中】 增加，擴大。

upabrūheti

(upa + brūh + e), 增加，擴張。upabrūhesi,【過】。upabrūhita,【過分】。

upabhuñjaka

【形】吃者，享受者，經歷者。

upabhoga

【陽】 享樂，利潤，使用。【形】 可享受的。

upabhogī

【形】 參考 upabhuñjaka。

upama

【形】 (在【合】中) 同樣的，相似的，有…的質量。

upamā

【陰】 upamāna,【中】 直喻，寓言，比較。

upamita

以下的【過分】。

upameti

(upa + mā + e), 比較。upamesi,【過】。

upameyya

【形】 要比較的，把…比作。

upaya

【陽】 執著。

upayācati

(upa + yāc + a), 請求，乞求，懇求。upayāci,【過】。

upayāti

(upa + yā + a), 走進。

upayuñjati

(upa + yuj + ṃ-a) 接連，練習。upayuñji,【過】。upayutta,【過分】。

upayoga

【陽】 連接，雇用，應用。

uparajja

【中】 副王之位。

uparata

(uparamati 的【過分】), 已終止，已戒除，已停止。

uparati

【陰】 uparamana,【中】 停止，抑制。

uparamati

(upa + ram + a), 終止，停止，抑制。uparami,【過】。

uparāja

【陽】 副王。

upari

【無】 上面，在，在…之上，上部的。~ṭṭha,【形】 最高的，位於上面的。~pāsāda,【陽】 宮殿
的上層樓。~bhāga,【陽】 上部分。~mukha,【形】 面向上。

uparima

【形】 最上的。

uparujjhati

(upa + rudh + ya), 被停止。uparujjhi,【過】。uparuddha,【過分】。

uparundhati

(upa + rudh + ṃ-a), 控制，停止，阻礙。uparundhi,【過】。uparuddha,【過分】。

upala

【陽】 石。

upalakkhaṇā
【陰】 辨別。

upalakkhita

以下的【過分】。

upalakketi

(upa + lakkh + e), 區別。upalakkesi,【過】。

upaladdha

(upalabhati 的【過分】), 已獲得，已找到。

upaladdhi

【陰】 獲得，見解。

upalabbhati

(以下的【被】), 要找的，存在。

upalabhati

(upa + labh + a), 獲得，拿，找。upalabhi,【過】。

upalāpana

【中】 說服，欺騙。

upalāpeti

(upa + lap + e), 說服，哄。upalāpesi,【過】。upalāpita,【過分】。

upalāleti

(upa + lal + e), 撫愛，愛。upalālesi,【過】。upalālita,【過分】。

upalitta

以下的【過分】。

upalimpati

(upa + li + ṃ-a), 塗汙，弄髒，感染。upalimpi,【過】。

upalepa

【陽】 upalimpana,【中】 塗料，弄髒，塗。

upavajja

【形】 該受責備的。

upavattana

【形】 有在近旁的。

upavadati

(upa + vad + a), 責怪，侮辱。upavadi,【過】。

upavana

【中】 在附近的森林。

upavasati

(upa + vas + a),住在，觀察。upavasi,【過】。upavuttha,【過分】。

upavāda

【陽】 責怪，侮辱。~ka,【形】挑剔，責備。

upavādī

【形】 責怪者，挑剔者。

upavāyati

(upa + vā + a), 吹向。upavāyi,【過】。

upavāsa

【陽】 絕食，齋戒，戒除享樂。

upavāsana

【中】 芳香。

upavāseti

(upa + vas + e), 灑香水。upavāsesi,【過】。

upavisati

(upa + vis + a),來接近，坐下。upavisi,【過】。upaviṭṭha,【過分】。

upavīṇa

【陽】 琵琶的脖子。

upavīta

以下的【過分】。

upavīyati

(upa + vā + ī + ya), 被針織。upavīyi,【過】。

upavutta

(upavadati 的【過分】), 被譴責過。

upavuttha

(upavasati 的【過分】), 已居住，已保持絕食。

upasaṃharaṇa

【中】 upasaṃhāra,【陽】 1. 聚集，折疊的。2.比較。

upasaṃharati

(upa + saṃ + har + a), 收集，集中，比較。upasaṃhari,【過】。upasaṃhaṭa,【過分】。

upasaṅkamati

(upa + saṃ + kam + a), 靠近。~kami,【過】。upasaṅkanta,【過分】。

upasaṅkamana
【中】 靠近。

upasaṅkamma, upasaṅkamitvā
【獨】 靠近了。

upasagga

【陽】 1. 危險。2. 字首。

upasanta

(upasammati 的【過分】), 已鎮定，已沈著，已安靜。

upasama

【陽】 upasamana,【中】 鎮靜，緩和。

upasameti

(upa + sam + e), 緩和，平靜。upasamesi,【過】。upasamita,【過分】。

upasampajja

(以下的【獨】)。

upasampajjati

(upa + saṃ + pad + ya), 達到，開始，受具足戒。upasampajji,【過】。

upasamapadā

【陰】 獲得，具足戒。

upasampanna

【過分】 已持有，已達到，已受戒。

upasampādeti

(upasampajjati 的【使】), 生産，受比丘戒。upasampādesi,【過】。upasampādita,【過分】。

upasammati

(upa + sam + ya), 鎮定，停息，安靜。

upasiṅghati

(upa + siṅgh + a), 嗅。upasiṅghi,【過】。

upasiṅghana
【中】 嗅。

upasussati

(upa + sus + ya), 變乾。upasussi,【過】。

upasussana

【中】 變乾。

upasecana

【中】（爲美味而）撒（某物）於（食物）。

upasevati

(upa + sev + a), 練習，經常出入，交往。upasevi,【過】。

upasevanā

【陰】 練習，發生次數，交往。

upasevita

【過分】 upasevati。

upasevī

【形】 交往者，使用，練習。

upasobhati

(upa + subh + a), 顯得很美麗。upasobhi,【過】。

upasobhita

(以上的【過分】), 已修飾，已美化，已裝飾。

upasobheti

(upasobhati 的【使】), 美化。~esi,【過】。

upasoseti

(upa + sus + e),乾燥，凋謝。upasosesi,【過】。upasosita,【過分】。

upassaṭṭha

【過分】 壓迫，折磨。

upassaya

【陽】 住所，家。

upassuti

【陰】 偷聽他人的私人交談。~ka,【陽】 偷聽者。

upahacca

(upahanati 的【獨】), 接觸，傷害，破壞。

upahaññati

(upahanati 的【被】), 被破壞，被傷害。upahaññi,【過】。

upahata

【過分】 upahanati。

upahattu

【陽】 帶來者，傳達者。

upahanati

(upa + han + a), 傷害，破壞。~hani,【過】。

upahāra

【陽】 禮物，帶來。

upāgata

(upāgacchati 的【過分】), 已到達，已達到。

upādāna

【中】 取，抓的，執著，燃料。~kkhandha,【陽】 取蘊。~kkhaya,【陽】 執著的消失。

upādāniya

【形】 與執著關聯的。

upādāya

(upādāti 的【獨】), 抓住，比較，關於。

upādi

【陽】 生命的燃料。~sesa,【形】 有剩餘一些生命的燃料，仍然倚賴著存命。

upādinna

以下的【過分】。

upādiyati

(upa + ā + dā + i + ya), 抓住。upādiyi,【過】。

upādhi

【陽】 名稱。

upāya

【陽】 方法，資源。~kusala,【形】對資源的聰明。~kosalla,【中】 聰明於手段。

upāyana

【中】 貢物，禮物。

upāyāsa

【陽】 苦難，傷心事。

upārambha

【陽】 譴責，指責。

upāvisi

(upavisati 的【過】), （他）坐。

upāsaka

【陽】 優婆塞，在家信徒，來接近的人。~tta,【中】 信徒的狀態。

upāsati

(upa + ās + a), 照顧，服侍。

upāsita

【過分】。

upāsana

【中】 服務，伺候，箭術，（技術的）訓練。

upāsikā

【陰】 優婆夷，女在家信徒。

upāhana

【中】 涼鞋，鞋。

upekkhaka

【形】 漠不關心的，不感興趣的。

upekkhati

(upa + ikkh + a), 漠不關心。upekkhi,【過】。

upekkhanā, upekkhā

upekhā,【陰】 中立，鎮定，不關心。

upekkhiya, upekkhitvā
【獨】 中立，漠不關心。

upeta

(以下的【過分】), 已賦予。

upeti

(upa + i + a), 靠近，獲得。upesi,【過】。

upetvā, upecca

(以上的【獨】), 靠近了。

uposatha

【陽】 布薩，齋戒日，遵守八戒，佛教比丘每半個月誦波羅提木叉。~kamma,【中】 布薩業，
遵守布薩。【中】 布薩堂。

uposathika

【形】 遵守八戒者。

uppakka

【形】 腫脹的，燒焦的。

uppajjati

(u + pad + ya), 出生，出現。uppajji,【過】。

uppajjana

【中】 出現，出生。~ka,【形】 出生的，形成的。

uppajjamāna

【現分】 參考 uppajjanaka。

uppajjitabba

【潛】 適合出生，適合出現。

uppaṭipāṭi

【陰】 次序的短缺，不規則。uppaṭiyā,【副】 反次序地。

uppaṇdanā

【陰】 嘲笑，愚弄。

uppaṇdukajāta
【形】 蒼白的。

uppaṇdeti

(u + paṇd + e), 嘲弄，愚弄。~esi,【過】。uppaṇdita,【過分】。

uppatati

(u + pat + a), 飛，跳起。uppati,【過】。

uppatana

【中】 飛，升起，跳躍。

uppatamāna

【現分】 飛，跳躍。

uppatita

(uppatati 的【過分】)。

uppatitvā

【獨】 飛了，跳躍了。

uppatti

【陰】 再生，出現，起源。

uppatha

【陽】 邪道，迷途。

uppanna

(uppajjati 的【過分】), 已再生，已興起。

uppabbajati

(u + pa + vaj + a), 還俗。~baji,【過】。uppabbajitvā,【獨】。

uppabbajita

(以上的【過分】), 已還俗。

uppabbājeti

(以上的【使】), 驅逐出僧團。~esi,【過】。uppabbājita,【過分】。uppabbājetvā,【獨】。

uppala

【中】 睡蓮。

uppalinī

【陰】 充滿睡蓮的池塘或湖。

uppāṭana

【中】 拉出，扯裂，剝皮，連根拔起。~ka,【形】 做連根拔起 或剝皮的工作。

uppāṭita

以下的【過分】。

uppāṭeti

(u + paṭ + e), 撕成碎片，根除，剝皮。uppāṭetvā,【獨】。

uppāta

【陽】 飛起，流星，不尋常的事件。

uppāda

【陽】 上升，開始存在，成立，出生。~ka,【形】 生産的，産生的，生産者。

uppādana

【中】 製造，升起，産生。

uppādeti

(u + pad + e), 生産，製造，引起。uppādesi,【過】。uppādita,【過分】。uppādetvā,【獨】。

uppādetu

【陽】 生産者，生殖者。

uppādetuṃ

【不】要去生産，要去産生。

uppīḷana

【中】 壓迫，壓抑。

uppīḷita

以下的【過分】。

uppīḷeti

(u + pil + e), 壓下，壓破，壓迫。~esi,【過】。uppīḷetvā,【獨】。

uppoṭhana

【中】 打掃，打。

uppoṭheti

(u + poṭh + e), 打，拂去灰塵。~esi,【過】。uppoṭhita,【過分】。

uplavana

【中】 漂浮的，升上表面。

uplavati

(u + plav + a), 飄浮，升到表面。uplavi,【過】。

ubbaṭṭana

【中】 （沐浴時）擦身體，用洗滌劑清洗。

ubbaṭṭita

以下的【過分】。

ubbaṭṭeti

(u + vaṭṭ + e), 擦，塗洗髮精。ubbaṭṭesi,【過】。

ubbatteti

(u + vat + e), 扯掉，令升，使膨脹，轉離正道。ubbattesi,【過】。ubbattita,【過分】。

ubbandhati

(u + bandh + a), 挂斷，勒死。ubbandhi,【過】。

ubbandhana

【中】 勒死，自縊。

ubbahati

(u + vah + a), 拉出，取走，升高。ubbahi,【過】。

ubbahana

【中】 升高，舉止，拉出。

ubbāḷha

【過分】 已困擾，已苦惱，已騷擾。

ubbigga

以下的【過分】。

ubbijjati

(u + vij + a), 攪動，驚嚇。ubbijji,【過】。

ubbijjanā

【陰】 激動，不安。

ubbillāvitatta

【中】 極歡喜。

ubbega

【陽】 刺激，驚駭。

ubbejeti

(ubbijjati 的【使】), 開始激動，使恐怖。ubbejesi,【過】。ubbejita,【過分】。

ubbedha

【陽】 高度。

ubbhaṭṭhaka
【形】 直立。

ubbhata

【過分】 已撤回，已拉出。

ubbhava

【陽】 開始，生産。

ubbhāra

【陽】 撤退，切除。

ubbhijja

(以下的【獨】), 向上跳或爆發。

ubbhijjati

(u + bhid + ya), 跳起，發芽。~jji,【過】。ubbhinna,【過分】。

ubbhida

【中】 食鹽。【陽】 泉。【形】噴出，發芽。

ubbhujati

(u + bhuj + a), 舉起，提起下衣（圍裙）。【過】 ubbhuji。

ubha, ubhaya
【代】 兩者。

ubhato

【無】 兩個方法或邊，兩倍。

ubho

【形】兩者。（這是巴利語舊剩餘的雙重詞形）。

ummagga

【陽】 隧道，歧途，邪道。

ummatta

【形】 瘋狂的。~ka,【形】 瘋人。

ummā

【陰】 亞麻子，亞麻。

ummāda

【陽】 瘋狂。~na,【形】 令人發狂的。

ummāra

【陽】 門檻。

ummi

【陰】 波，波浪。

ummisati

(u + mis + a), 打開眼睛。ummisi,【過】。

ummihati

(u + mih + a), 小便。ummihi,【過】。

ummīlana

【中】 打開眼睛。

ummīleti

(u + mil + e), 打開眼睛。ummīlesi,【過】。

ummuka

【中】 火把。

ummukka

【過分】 已跌倒。

ummukha

【形】 1. 臉向上。2. 不注意的。

ummujjati

(u + mujj + a), 浮現，升出水。ummujji,【過】。

ummujjana

【中】浮現。ummujjanimujjā,【陰】浮現和潛水。ummujjamāna,【現分】 浮現。

ummūla

【形】 Ummūlita,【過分】 已連根拔起。ummūlana,【中】 連根拔起。

ummūleti

(u + mūla + e), 連根拔起，破壞。ummūlesi,【過】。

uyyāna

【中】 公園，小樂園。~kīḷā,【陰】 在公園裡娛樂。~pāla,【陽】 守園人，園丁。~bhūmis,
【陰】 樂所，樂地。

uyyāma

【陽】 努力。

uyyuñjati

(u + yuj + ṃ-a), 努力，忙碌。uyyuñji,【過】。

uyyuñjana

【中】活動。~janta,【現分】活躍的，忙碌的。

uyyutta

(uyyuñjati 的【過分】), 1. 已精力充沛。2. 已使列隊行進。

uyyoga

【陽】 參考 uyyāma。

uyyojana

【中】 鼓動，煽動，派遣。

uyyojita

以下的【過分】。

uyyojeti

(u + yuj + e), 煽動，解散，送別。uyyojesi,【過】。

uyyodhika

【中】 軍事演習。

ura

【陽，中】乳房，胸。~cakka,【中】折磨人的鐵輪 （置於胸部的工具）。~cchada,【陽】胸
甲。~ttāḷiṃ,【副】 捶打自己的胸部。

uraga

【陽】 蛇，爬行的動物。

urabbha

【陽】 公羊。

uru

【形】 大的，寬的，顯赫的。

ullaṅghana

【中】 ullaṅghanā,【陰】 跳過，違反。

ullaṅgheti

(u + lagh + e), 跳過，違背。ullaṅghesi,【過】。ullaṅghita,【過分】。

ullaṅghiya, ullaṅghetvā
(以上的【獨】)。

ullapati

(u + lap + a), 頌楊，讚美。ullapi,【過】。

ullapanā

【陰】 誘騙，讚美。

ullikhati

(u + likh + a), 梳發，搔。ullikhi,【過】。ullikhita,【過分】。

ullikhana

【中】 梳毛，搔。

ullitta

(ullimpeti 的【過分】), 已塗以（灰泥）。

ullumpati

(u + lup + ṃ-a), 升起，幫助。ullumpi,【過】。

ullumpana

【中】 升起，挽救。

ullokaka

【形】 看著，觀衆。

ullokana

【中】 1. 看著。2. 窗戶。

ulloketi

(u + lok + e), 查尋，尋找。ullokesi,【過】。

ullola

【陽】 1. 騷動。2. 大波。

ulloteti

(u + lul + e), 攪動，使騷動。ullolesi,【過】。ullolita,【過分】。

usabha

【陽】 公牛王，高貴的人，勒沙婆，140個腕尺 (hattha, 肘) 的長度。

usīra

【中】 芳香須芒草 (Andropogon zizamoides) 的芬香根。

usu

【陽，陰】 箭。~kāra,【陽】製箭者，造箭者。

usūyaka

【形】 羡慕的人，嫉妒的。

usūyati

(usūy + a), 嫉妒，羡慕。usūyi,【過】。

usūyanā, usūyā

【陰】 羡慕，嫉妒。

usmā

【陽】 熱。

ussaṅkī

【形】 不信用的，充滿恐懼。

ussada, ussanna

【形】 豐富的，過度的，充滿的。

ussannatā

【陰】 豐富，充滿。

ussava

【陽】 款宴，節日的，典禮。

ussahati

(u + sah + a), 試，努力，竭力。ussahi,【過】。

ussahana

【中】 努力，盡力。

ussāpana

【中】 舉起，升起。

ussāpita

以下的【過分】。

ussāpeti

(u + si + āpe), 舉起，吊起，升起。~esi,【過】。ussāpetvā,【獨】。

ussāraṇā

【陰】 騷動，群衆的沖闖。

ussārita

以下的【過分】。

ussāreti

(u + sar + e), 把…擱置一邊。~esi,【過】。

ussāva

【陽】 露。~bindu,【中】 露珠。

ussāha

【陽】 努力，竭力。~vantu, 精力充沛，活躍。

ussāhita

以下的【過分】。

ussāheti

(ussahati 的【使】), 鼓勵，刺激。ussāhesi,【過】。ussāhetvā,【獨】。

ussiñcati

(u + sic + ṃ-a), 洗，將（艇中）水戽出，抽水。ussiñci,【過】。

ussiñcana

【中】 將（艇中）水戽出，抽水。

ussita

【過分】 已吊起，已升起。

ussīsaka

【中】 放置頭部（在床）的一邊，枕頭。

ussuka

【形】 熱心的，精力充沛的。

ussukka

【中】 熱心，精力。

ussukkati

(u + suk + a), 努力，試。ussukki,【過】。

ussukkāpeti

(以上的【使】), 誘騙，喚醒。~esi,【過】。

ussussati

(u + sus + ya), 乾涸，蒸發。ussussi,【過】。

ussūra

【中】 日出。（ussūre, 太陽在天上的時候）。~seyyā,【陰】 在日出之後睡覺。

ussoḷhi

， 【陰】 努力。

uḷāra

【形】高的，貴族，顯赫的。~tā,【陰】~tta,【中】巨大，顯赫。

uḷu

【陽】 星，星座。~rāja,【陽】 月亮。

uḷuṅka

【陽】 杓子。

uḷumpa

【陽】 筏，漂流物。

uḷuka

【陽】 貓頭鷹。~pakkhika,【形】 貓頭鷹的羽毛製成的衣服。

Ū
ū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六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陰平的 u。

ūki

【陰】 蝨子。

ūna

【形】 較少的，減的，欠缺的，不足的。~ka,【形】 相同於ūna。Ūnatta,【中】ūnatā,【陰】 缺
乏。

ūmis

【陰】 波。

ūraṭṭhi

【中】 股骨（大腿骨）。

ūru

【陽】 大腿。~pabba,【中】 膝的關節。

ūsa

【陽】 鹽的物質。

ūsara

【形】 鹽的。

ūhacca

(ūhanati 的【獨】), 拉出了，移走了。

ūhadati

(u + had + a), 放出，除去汙物。ūhadi,【過】。

ūhasati

(u + had + a), 嘲弄，笑，愚弄。

ūhana

【中】 考慮，積聚。

ūhanati

(u + han + a), 拉出，除去。ūhani,【過】。

ūhā

【陰】 沈思，考慮。

E
e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七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陰平的 e。

eka

【形】相同的，某一個，未知的。【不，單】一，。【複】 一些。~cara,【形】 ~cāri,【形】獨
居者。~desa,【陽】 一部分。~paṭṭa,【形】單 一襯裡。~bhattika,【形】日食一餐。~vāraṃ ,
【副】一次。

ekaka

【形】 單一，獨居者。

ekakkhī

【形】 單眼。

ekagga

【形】 沈著的，鎮靜的。~tā,【陰】 心中的寧靜，心一境。

ekacca, ekacciya

【形】 一些，某一個。

ekajjhaṃ

【副】 一起，在相同的地方。

ekato

【無】 一起在同一邊。

ekatta

【中】 1. 統一。2. 寂寞。3. 協定。

ekadā

【副】 一次，同時。

ekanta

【形】 確信，無窮盡，極度的。ekantaṃ,【副】 ~tena,【副】 當然，確定地。

ekantarika

【形】 交替的，有一個隔在中間。

ekapaṭalika

【形】 有一層皮爲襯裡的。

ekapadika

-magga,【陽】 人行道，小路。

ekamantaṃ

【副】 在一邊，在旁邊。

ekameka, ekeka

【形】 一個接一個，每個。

ekavidha

【形】 一類型，相似的。

ekaso

【副】 逐一地，一個接一個地。

ekaṃsa, ekaṃsika

【形】 1. 明確的，確信。2. 附屬在肩膀的。

ekākī

【三】 孤單的人。【陰】 ekākinī。

ekāyana

【陽】 唯一的方法。

ekāsanika

【形】 一天隻吃一次的人。

ekāha

【中】 一天。ekāhika,【形】 存在一天。

ekikā

【陰】 孤獨的女人。

ekībhāva

【陽】 個體，孤獨，寂寞。

ekībhūta

【形】 統一，連接，聚集在一起。

ekūna

【形】 減一，缺一。~cattāḷīsati,【陰】 三十九。~tiṃsati,【陰】 二十九。~paññāsā,【陰】 四
十九。~vīsati,【陰】 十九。~saṭṭhi，【陰】 五十九。~sattati,【陰】 六十九。~navuti,【陰】 八
十九。~sata,【中】 九十九。~nāsīti,【陰】 七十九。

ekodibhāva

【陽】 心一境，集中。

ejā

【陰】 渴望，運動。

eṭṭhi

【陰】 搜尋，尋求。

eṇimiga, eṇeyya

【陽】 一種羚羊。

eṇeyyaka

【中】 羚羊刑（兩肘和兩膝以挂鐵環，用鐵棒貫通之，再用四根 鐵棒架之，於地上不能動，焚
火於身體之四周。如被火圍繞之羚羊而得名）。

eta

【派，代】那，這。eso,【陽，單】。esā,【陰，單】。

etarahi

【副】 現在，目前。

etādisa

【形】像這樣的，諸如此類的，這一個類型。

eti

(i + a), 來。

ettaka

【形】 這麽多。

ettāvatā

【副】迄今爲止，達到那樣的程度，由這樣多。

etto

【無】 從這，這裡，從這裡。

ettha

【副】 這裡。

edisa, edisaka

【形】 如此的，像這樣的。

edha

【陽】 燃料，木柴。

edhati

(edh + a), 得到，在…方面成功。edhi,【過】。

ena

一些情形之下的eta 採取這一種詞形。

enta

(eti 的【現分】), 正在來著。

erakavattika

【中】 驅行刑。此刑從罪人之頸至下踵唯剝其皮即以索縛而牽之。彼以踏自己之皮而死。

eraka

【陽】 香蒲（香蒲屬 (Typha) 的一種植物，尤指一種高的沼生植物 〔Typha latifolia 寬葉香
蒲〕，葉長而扁平，用於編蒲包和椅墊）。~dussa,【中】 以席草或纖維製成的衣服。

eraṇda

【陽】 蓖麻（熱帶非洲和亞洲的一種草本植物 (Ricinus Communis) 葉大、掌狀、青銅綠色；花
小，無花瓣；朔果有刺，含有豆狀的斑點種子，産生蓖麻油。）。

erāvaṇa

【陽】 因陀神的象的名字。

erāvata

【陽】 柑。

erita

以下的【過分】。

ereti

(ir + e), 搖動，使運動。eresi,【過】。

elā

【陰】 1. 唾液，2. 小豆蔻的種子或植物。

eva

調強語氣。

evarūpa

【形】 如此的，如此的形式。

evaṃ

【副】 如此，這樣，（在答復方面）是的。~vidha,【形】 像這樣的。

esa

(語調好的 eso 詞形), 那個人。

esati

(es + a), 尋求，搜尋。esi,【過】。esitvā,【獨】。

esanā

【陰】 尋求，渴望。

esanta, esamāna
【現分】 追求。

esikā

【陰】 esikātthambha,【陽】 在城門前的壯柱。

esita

(esati 的【過分】)。

esitabba

【潛】 應該探索。

esī

【陽】 搜索者,【陰】 esinī。

ehipassika

【形】 來參觀吧！來看吧！

ehi

-bhikkhu, （最古老的受具足戒準則）來！比丘。

eḷaka

【陽】 山羊。

eḷagala

【形】 滲出唾液的。

eḷagalā

【陰】 決明（一年生草本植物 (Cassia Tora)，全株有短毛，莖基部 木質化，羽狀複葉，小葉倒
卵形，花黃色，種子灰綠色，成熟後入中藥。也叫草決明、羊角、野花生）。

eḷā

【陰】 唾液。

eḷāluka

【中】 黃瓜（一年生匍匐藤本植物 (Cucumis sativus)，果實多汁，表 面光滑或有疣突，圓柱形
或球形）。

O
o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八個母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陰平的 o。

oka

【中】 1. 水。2. 住所，住宅區。

okappaniya

【形】 可信賴的。

okāra

【陽】 低，降級，降格，退化。

okāsa

【陽】空間，露天，空地，機會，許可。~kamma,【陽】許可。

okiṇṇa

(okirati 的【過分】), 已撒（某物）於面上。

okiraṇa

【中】 驅散，逐出，驅逐。

okirati

(ava + kir + a), 驅散，倒下。okiri,【過】。okiranta,【現分】。

okkanta

(okkamati 的【過分】)。

okkanti

【陰】 進入，形成，出現。

okkantika

【形】 又發生的，再發生的。

okkamati

(ava + kam + a), 進入，掉入，發生。okkami,【過】。okkamitvā,【獨】。

okkamana

【中】 掉入，進入。

okkamanta, okkamamāna
【現分】 進入，掉入。

okkamma

【獨】 避開了一邊。

okkhitta

以下的【過分】。

okkhipati

(ava + khip + a), 扔下，使下降，落下。okkhipi,【過】。

ogacchati

(ava + gam + a), 下來，下沈。ogacchi,【過】。ogata,【過分】。

ogadha

【形】 包括的，沈浸的。

ogayha, ogāhiya

(ogāhati 的【獨】), 投入了，吸收了。

ogāha

【陽】 ogāhana,【中】 潛入，跳入。

ogāhati

(ava + gāh + a), 跳入，進入，吸入。ogāhi,【過】。

ogāhamāna

【現分】 潛入，跳入。

ogāḷha

(ogāhati 的【過分】)。

ogilati

(ava + gil + a), 吞下。ogili,【過】。

oguṇṭheti

(ava + guṇṭh + e), 覆蓋，掩飾。oguṇṭhesi,【過】。oguṇṭhita,【過分】。

ogha

【陽】 洪水，把人掃離解脫的。~tiṇṇa,【形】 已經克服洪水的人。

ocaraka

【形】 調查員，通知者，低賤的行爲。

ociṇṇa, ocita

(ocināti 的【過分】)。

ocinana

【中】 聚集，採集。

ocinanta

(以下的【現分】)。

ocināti

(ava + ci + nā), 聚集，收集，採集。ocini,【過】。ocinitvā,【獨】。

oja

【陽，中】 ojā,【陰】 有營養的本質，汁。~vantu,【形】 多液汁的， 滋養多的，可口的。

oṭṭha

【陽】 1. 駱駝。2. 唇。

oḍḍeti

(uḍ + e), 置下陷阱，懸挂。oḍḍesi,【過】。oḍḍita,【過分】。

otaraṇa

【中】 降落，下來。

otarati

(ava + tar + a), 降落，下去。otari,【過】。otaranta,【現分】。otaritvā,【獨】。

otāpeti

(ava + tap + e), 向太陽揭露。otāpesi,【過】。otāpita,【過分】。

otāra

【陽】 降落，通路，機會，過失。~gavesī,【形】 尋求機會。~rāpekka,【形】 守侯著機會。

otāraṇa

【中】 降下。

otāreti

(ava + tar + e), 降低，降下。otāresi,【過】。otārita,【過分】。

otiṇṇa

(otarati 的【過分】), 已下降，已被困擾，已受影響。

ottappa

【中】 怕造惡，怕犯罪，慚愧，忌孽。

ottappati

(ava + tap + ya), 罪行感，害怕邪惡，慚愧，忌孽。ottappi,【過】。

ottappī, ottāpī

【形】 害怕犯錯的，小心謹慎的。

otthaṭa

(ottharati 的【過分】)。

ottharaṇa

【中】 擴展，掩沒。

ottharati

(ava + thar + a), 擴展，掩沒。otthari,【過】。ottharamāna,【現分】。ottharitvā,【獨】。

odakantika

【中】 水的附近,【形】 以水爲最後的洗身。

odana

【中，陽】 飯。

odanika

【陽】 廚子。

odahati

(ava + dah + a), 放下，插入，專心的。odabi,【過】。odahitvā,【獨】。

odahana

【中】 放下，插入，聽。

odāta

【形】 白色的，清潔的。【陽】 白色。~kasiṇa,【中】白色的禪修 器具。~vasana,【形】穿白
衣。

odissa

【獨】 定了義，區（識）了別。

odissaka

【形】 明確的，特別的。

odhi

【陽】限制，邊界。~so,【副】有限制地，零碎地。

odhunāti

(ava + dhu + na), 抖落，擺脫。odhini,【過】。

odhūta

以上的【過分】。

onaddha

以下的【過分】。

onandhati

(ava + nadh + ṃ-a) 綁，掩蓋，包裝。onandhi,【過】。

onata

以下的【過分】。

onamati

(ava + nam + a), 彎下身，彎下。onami,【過】。onamanta,【現分】。onamitvā,【獨】。

onamana

【中】 彎下身，彎下。

onayhati

(ava + nah + ya), 包封，遮沒，繫住。onayhi,【過】。

onahana

【中】 遮蓋物，裹屍布。

onīta

【過分】 已取走，已移掉。

onojana

【中】 分配，授予式。

onojeti

(ava + nuj + e), 獻出，分配。onojesi,【過】。onojita,【過分】。

opakkamika

【形】 被想出的辦法所引起的。

opanayika

【形】 領頭的，帶近來。

opapātika, opapātī

【形】 沒有明顯因素而出現的，化生的。

opamma

【中】 直喻，比較。

opatajja

【中】 副王之位。

opavayha

【形】 可騎的。

opāta

【陽】 陷阱。

opāteti

(ava + pat + e), 使下跌，妨礙。opātesi,【過】。opātita,【過分】。

opāna

【中】 井，免費供應水的地方。

opāyika

【形】 適當的。

opiya

【獨】 放進了。

opilāpita

以下的【過分】。

opilāpeti, opilāveti

(ava + plav + e), 浸，使漂浮。opilāpesi, opilāvesi,【過】。

opuṇati

(ava + pu + ṇā), 吹開糠皮，篩撒。opuṇi,【過】。opuṇitvā,【獨】。

obhagga

【過分】 已打破，已拖垮。

obhasa

【陽】 光，光彩。

obhāsati

(ava + bhās + a), 照耀，發光。obhāsi,【過】。

obhāsana

【中】 光亮的。

obhāsita

以下的【過分】。

obhāseti

(obhāsati 的【使】), 使發光，照明。obhāsesi,【過】。obhāsetvā,【獨】。

obhāsenta, obhāsayamāna

(【現分】以上的), 發光，照明。

oma, omaka

【形】 較低的，劣等的。

omaṭṭha

(omasati 的【過分】), 已接觸，已弄髒。

omaddati

(ava + madd + a) 壓破，擦，壓迫。omaddi,【過】。

omasati

(ava + ma + a), 觸摸，觸及。omasi,【過】。

omasanā

【陰】 omasavāda,【陽】 侮辱，責備。

omukka

(以下的【過分】), 已擺脫，已脫（衣服）。

omuñcati

(ava + muc + ṃ-a) 拿掉，解開，脫衣。omuñci,【過】。

omuñcitvā

(以上的【獨】), 脫掉了一些衣服。

omutteti

(ava + mutt + e), 小便。omuttesi,【過】。

ora

【中】 此岸，這個世界。【形】 次等的。~pāra,【中】 上下，此岸 彼岸。~mattaka,【形】 些
許的，無關緊要的。~mbhāgiya,【形】 低下世界的。

oraṃ, orena

【副】 在下，在內部，在這邊。

oraka

【形】 次等的，低的。

orabbhika

【陽】 羊商，屠羊者。

orasa

【形】 合法的，自我引起的。

orima

【形】 最低的，在這邊的。~tīra,【中】 此岸。

oruddha

以下的【過分】。

orundhati

(ava + rudhi + ṃ-a), 阻隔，關押。orundhi,【過】。

oruyha

以下的【獨】。

oruhati

(ava + ruh + a), 降落，下來。oruhi,【過】。oruhanta,【現分】。

oruhana

【中】 降落。

orūḷha

(oruhati 的【過分】), 已降落，已爬下。

orodha

【陽】 1. 閨房。2. 閨房淑女。

oropana

【中】 拿下，放低，放下。

oropita

以下的【過分】。

oropeti

(ava + rup + e), 拿下，放低，擱置。oropesi,【過】。oropenta, oropayamāna,【現分】。

oropetvā

，oropiya, (以上的【獨】), 放低了，擱置了。

orohana

參考 oruhana。

orohati

參考 oruhati。

olaggeti

(ava + lag + e),垂下，使粘住。olaggesi,【過】。olaggita,【過分】。

olamba, olambaka

【形】垂下的。【中】 支援，重荷。

olambati

(ava + lab + ṃ-a), 垂下，被擱在，吊。olambi,【過】。olambita,【過分】。

olambana

【中】 吊。

olambamāna

【現分】 吊著。

olambiya, olambitvā
【獨】吊了，吊下。

olikhati

(ava + likh + a), 刮掉，梳發。olikhi,【過】。

olikhiya, olikhitvā

【獨】 梳了發，刮掉了。

oligalla

【陽】 污水坑。

olīna

(以下的【過分】), 已偷懶，已不活躍。

olīyati

(ava + lī + ya), 不活躍，偷懶，黏住，落在後面。olīyi,【過】。

olīyanā

【陰】 偷懶，醉心。

olīyamāna

【現分】 落在後面。

olugga

(olujjati 的【過分】), 已跌碎，已腐爛。

olubbha

【獨】 倚靠，堅持。

olokana

【中】 看著。~ka,【中】 窗戶。

olokiya, oloketvā
(以下的【獨】)。

oloketi

(ava + lok + e), 看著，檢查。olokesi,【過】。olokita,【過分】。

oloketuṃ

【不】 要去看。

olokenta, olokayamāna
【現分】 看著。

ovajjamāna

【現分】 被勸告，被訓誡，被警告。

ovaṭṭikā

【陰】 腰帶，（有腰帶的）小袋。

ovadati

(ava + vad + a), 忠告，勸告。ovadi,【過】。ovadita,【過分】。

ovadana

【中】 勸告。

ovadanta, ovadamāna
【現分】 勸誡，勸告。

ovaditabba

【潛】 應該勸告。

ovaditvā, ovadiya

【獨】 勸誡了，勸告了。

ovaraka

【陽】 內室。

ovariya, ovariyāna

(ovarati 的【獨】), 抑制，防止。

ovassati

(ava + vas + a), 下雨。ovassi,【過】。ovaṭṭha,【過分】。

ovassāpeti

(以上的【使】), 用雨淋濕。ovassāpesi,【過】。

ovāda

【陽】 忠告，勸告，指令。~ka, ~dāyaka,【形】 勸告人，勸誡者。~kkhama,【形】 易勸的。

osakkati

(ava + sakk + a), 倒退，落在後面，撤退。osakki,【過】。

osakkanā

【陰】 倒退，落在後面。

osakkita

(osakkati 的【過分】)。

osakkitvā, osakkiya

【獨】 撤退了，移過一邊。

osaṭa

(osarati 的【過分】)。

osadha

【中】 藥。

osadhī

【陰】 藥草，藥王星（晨星）。

osaraṇa

【中】 進入，會議。

osarati

(ava + sar + a), 進入，再進入，集合。osari,【過】。

osāna

【中】 結束，結論，停止。

osāraṇā

【陰】 1. 使復原，2. 擁擠。

osāreti

(ava + sar + e), 恢復，解釋。osāresi,【過】。osārita,【過分】。osāretvā,【獨】。

osiñcati

(ava + sic + ṃ-a), 倒下，灑。osiñci,【過】。osiñcanta,【現分】。

osiñciya, osiñcitvā

【獨】 倒下了，灑了。

ositta

(osiñcati 的【過分】)。

osīdati

(ava + sid + a), 下沈。osīdi,【過】。osīdamāna,【現分】。

osīdana

【中】 沈沒。

osīdāpana

【中】 使下沈，浸漬。

osīdāpeti

(osīdati 的【使】), 浸，使下沈。osīdāpesi,【過】。osīdāpita,【過分】。osīdāpetvā,【獨】。

ossajati

(ava + saj + a), 放出，放棄，釋放。ossaji,【過】。

ossajana

【中】 釋放，解雇。

ossajja, ossajjitvā

【獨】 放棄了，釋放了。

ossaṭṭha

(ossajati 的【過分】)。

oharati

(ava + har + a), 拿掉，拆卸。ohari,【過】。ohaṭa,【過分】。

ohāya

(ojahāti 的【獨】), 遺棄，放棄。

ohāraṇa

【中】 1. 移掉。2. 剃（頭髮）。

ohita

(oharati 的【過分】), 已藏，已置下。

ohīna

(ohīyati 的【過分】), 已遺留。

ohīyaka

【形】 逗留者，被遺留的人。

ohīyati

(ava + hi + ya), 留下來，逗留。ohīyi,【過】。ohīyitvā,【獨】。

ohīyana

【中】 留下來。

ohīyamāna

【現分】 落在後面。

oḷārika

【形】 毛重的，粗糙的，充足的。

K
k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一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g。

ka

(從【疑代】 kiṃ), 誰，什麽，哪個。

kakaca

【陽】 鋸子。

kakaṇṭaka

【陽】 變色龍。

kaku

【陽】 結，頂點，突出的角落，峰丘。

kakudha

【陽】 （公牛的）駝峰，雞冠，阿見（參考 Ajjuna）。~bhaṇda 【中】 皇室的國旗，王位的五
個標誌（如王冠，寶劍，華蓋，拖鞋和犛牛尾拂 ）。

kakka

【中】 漿糊，多油物質的沈澱物。

kakkaṭa, kakkaṭaka

【陽】 螃蟹。~yanta,【中】 爲紮牢著牆而一端有鈎的梯。

kakkasa

【形】 粗糙的。

kakkārī

【陰】 黃瓜。

kakkhaḷa

【形】 粗糙的，硬的。~tā,【陰】 粗糙的事物，堅硬。

kaṅka

【陽】 蒼鷺。

kaṅkaṇa

【中】 手鐲。

kaṅkhatt

(kakh + ṃ-a), 懷疑，拿不准。kaṅkhi,【過】。

kaṅkhanā, kaṅkhā

kaṅkhāyanā,【陰】 疑惑，不確定。

kaṅkhamāna, kaṅkhī

【形】（意見等）動搖的，有疑心的人，猶豫不決的人。

kaṅkhanīya, kaṅkhitabba
【潛】 應該懷疑。

kaṅkhita

(kaṅkhati 的【過分】)。

kaṅkhiya, kaṅkhitvā
【獨】 懷疑了。

kaṅgu

【陰】 稷（種子）。

kacavara

【陽】 掃除，垃圾。

kacci

【形】 疑問代詞（常有 nu, nu kho 虛詞相隨）。

kaccha

【陽、中】 1. 沼澤地。2. 腋窩。~antara,【中】腋窩之下，王宮內部。~puṭa,【陽】 叫賣小販。
【形】 挑擔子的人。

kacchaka

【陽】 無花果樹。

kacchapa

【陽】 龜。

kacchā

【陰】 纏腰布，遮羞布，修飾象的帶。~bandhana,【中】 纏著腰 帶，圍著遮羞布。

kacchu

【陰】 癢，結疤，倒鈎毛黧豆（其果實能使人發癢，見 Kapikacchu）。

kajjala

【中】 煤煙，煙灰。

kañcana

【中】 黃金。~vaṇṇa,【形】 金色。

kañcuka

【陽】 夾克，外套，甲胄，蛻的蛇皮。

kañjika, kañjiya
【中】 飯稀粥。

kaññā

【陰】 女孩，年輕未婚女子。

kaṭa

【陽】 墊，頰。~sāra,【陽】 莖梗製的墊。

kaṭa

(= kata),【過分】 karoti。

kaṭaka

【中】 1. 手鐲，2. 岩洞。

kaṭacchu

【陽】 匙。~matta,【形】 一匙量的。

kaṭasi

【陰】 墓地。

kaṭāha

【陽】 容器，大鍋，堅果殼。

kaṭi

【陰】 臀部，腰部。

kaṭuka

【形】 強烈的，劇烈的，痛苦的，苦痛的,【中】 苦痛。~tta,【中】 苦痛，激烈。~bhaṇda,
【中】調味品。~pphala,【形】 苦果，有痛苦的 效果。【中】 芬芳植物的種子。~vipāka,【形】
苦報，有痛苦的結果。

kaṭuviyakata
【形】 污染。

kaṭṭha

【中】 木材。~tthara,【中】 木床，以小枝製成的墊。~maya,【形】 木製的。

kaṭṭhaka

【陽】 竹子。

kaṭṭhissa

【中】 以珠寶刺繡的絲被單。

kaṭhala

【中】 陶器的破片。

kaṭhina

【形】 粗糙的，硬的，僵硬的。【中】 迦絺那衣。~tthāra,【陽】 奉獻迦絺那袈裟。~nuddhāra,
【陽】 取消迦絺那利益。

kaḍḍhati

(kaḍḍh + a), 拖拉，拉。kaḍḍhi,【過】。kaḍḍhita,【過分】。

kaḍḍhana

【中】 拉，拖拉，吸。

kaṇa

【陽】穀殼和米粒之間的細粉末，碎米。

kaṇaya

【陽】 一種矛，矮矛。

kaṇavīra

【陽】（植）夾竹桃（見 Karavīra）。

kaṇājaka

【中】 碎米粥。

kaṇikāra

【陽】 翅子樹 (Pterospermum Acerifolium) 印度的一種 材用喬木，木材淡紅色，花金色，硬重
適中，大都用作地板。

kaṇiṭṭha, kaṇiya

【形】 最年輕的，出生的年紀較小者,【陽】 ~ka,【陽】 弟弟。

kaṇiṭṭhā, kaṇiṭṭhikā
kaṇiṭṭhī,【陰】 妹妹。

kaṇeru

【陽】 象。【陰】 雌象。參考 kareṇu。

kaṇṭaka

【中】 刺，骨頭，任何有尖端的工具。~apassaya,【陽】 皮下有長 釘或刺的皮床。~ādhāna,
【中】多刺的樹籬。

kaṇṭha

【陽】 脖子，咽喉。~ja,【形】 在咽喉中産生的，喉嚨的。~nāḷa,【陽】 咽喉。

kaṇda

【陽】 1. 部分，章。2. 箭，軸。

kaṇdarā

【陰】 腱。

kaṇdu, kaṇduti
【陰】 發癢。

kaṇdūyana, kaṇdūvana
【中】 瘙癢，抓痕。

kaṇdūvati

(kaṇdu 的【派】), 發癢，被激怒，癢傷。kaṇdūvi,【過】。

kaṇṇa

【中】 耳朵，角，角落，衣服的邊緣。~kaṭuka,【形】 難聽的，刺耳。~gūtha, ~mala,【中】
耳垢。~cchidda,【中】 耳孔。~ccbinna,【形】 被割掉耳朵的人。~jappaka,【形】 耳語
的人。~jappana,【中】 耳語。~jalūkā,【陰】 小蜈蚣。~bila,【中】 耳孔。~bhūsā,【陰】
耳環，耳朵的裝飾品。~mūla,【中】 耳根。~valli,【陰】 耳垂。~vijjhana,【中】 耳朵的穿
孔。~veṭhana,【中】 耳朵的某種裝飾品。~sakkhalikā,【陰】 外耳。~sukha,【形】 悅耳
的。~sūla,【中】 耳痛，耳疼。

kaṇṇadhāra

【陽】（容器的）杯耳。

kaṇṇikā

【陰】 果皮，束，捆，劄，屋頂，耳朵的裝飾品。~maṇdala,【中】 屋頂的椽子交叉
處。~baddha,【形】 綁成束的。

kaṇha

【形】 黑，暗，邪惡。【陽】 黑色，毗瑟挐（Vishṇu印度教主神之一，守護之神）。~pakkha,
【陽】 黑半月，虧月（農曆十六日至廿九日或三 十日）。~vattanī,【陽】 火。~vipāka,【形】
邪惡的結果，黑色的報應。~sappa,【陽】 黑毒蛇。

kata

(karoti 的【過分】), 已做，已製造，已做完，已實現。~kamma,【形】 熟練的，業，已做
了自己的工作。~kalyāṇa,【形】做善事的人。~kicca,【形】 已運行義務。~añjalī,【形】 合
十。~paṭisanthāra,【形】 善待遇。~paricaya,【形】 熟練的，熟悉的。~pātarāsa,【形】 吃
了早餐。~puñña,【形】 種福，造福。~puññatā,【陰】 種福的事實。~pubba,【形】 往昔
已做的。~bhattakicca,【形】 用了餐的人。~bhāva,【陽】 做了的事實。~vedī,【形】 感謝
的。~veditā,【陰】 感恩。~sakkāra, ~saṅgaha,【形】受款待的人。~saṅketa,【中】 約會，
預先告示。~sikkha,【形】熟練的人。~anuggaha,【形】被協助的。~adhikāra, ~abhinīhāra,
~abhinivesa,【形】已決議或熱望的人。~aparādha,【形】 有罪的，違反者。~abhiseka,【形】
施以塗油禮，供神用的。

kataññu

【形】感恩的，親切的。kataññuta,【陰】感恩。

katatta

【中】 做，已做的事實。

katama

【形】 哪一，什麽，哪個。

katamatte

【處】 一旦做完一些事物。

katara

【形】 哪一個（二中之一）。

kati

【疑綴】 幾，多少。~vassa,【形】 幾年，幾歲？ ~vidha,【形】 幾種？

katikā

【陰】會話，交談，協定。~vatta,【中】 契約，協定。

katipaya

【形】 一些。

katipāha

【中】 幾天。katipāhaṃ,【副】 幾天。

katūpakāra

【形】 幫助的。【陽】 幫忙。

katupāsana

【形】 精於箭術，靈巧的。

katokāsa

【形】 被允許，准許的。

kattabba

【潛】 應該做。【中】 責任，義務。~yuttaka,【形】 應該做的。~tā,【陰】 應該做。

kattara

【形】 非常小的。~daṇda,【陽】 ~yaṭṭhi,【陰】 拐杖，棒，桿。~suppa,【陽】 小簸箕。

kattari, kattarikā

【陰】 剪刀，大剪刀。

kattikamāsa

【陽】 迦底迦月（月份名，於十月至十一月之間）。

kattikā

【陰】 昂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kattu

【陽】 製造者，行爲者，作家，句子的主題。~kāma,【形】 樂意做的。~kāmatā, ~kamyatā,
【陰】 想做。

kattuṃ

【不】 要去做。

kattha

【副】 哪里？

katthaci

【無】 某處。

katthati

(kath + a),以有…而自豪，自誇。katthi,【過】。katthita,【過分】。

katthanā

【陰】 自誇。

katthī

【形】 自誇的人，自誇的。

katvā

(karotī 的【獨】), 做完，做了。

kathaṃ

【副】 如何？ ~kathā,【陰】疑惑，不確定。~kathī,【形】 疑心的人。~kara,【形】 如何做，
做什麽的？ ~bhūta,【形】 什麽種類的？ 什麽樣的？ ~vidha, ~pakāra,【形】 什麽類型？ ~sīla,
【形】 什麽戒的？

kathana

【中】 會談，交談。

kathā

【陰】 演講，故事，談話。~pābhata,【中】 會談的主題。~magga,【陽】 敍述，說
明。~vatthu,【中】 討論的主題，《論事》論藏第五部。~sallāpa,【陽】 友善的會談。

kathāpeti

(katheti 的【使】), 令說，送出資訊。kathāpesi,【過】。

kathita

以下的【過分】。

katheti

(kath + e), 說，講，敍述。kathesi,【過】。kathenta,【現分】。

kathetvā

【獨】 說了，講了。

kadanna

【中】 發黴的飯，壞的食物。

kadamba

【陽】 迦蘭波樹，東印度團花（東印度群島的茜草科的一種遮陽喬木 (Anthocephalus
cadamba)，木材硬、黃色，花簇生、球形、橙色芳香）。

kadariya

【形】 小氣的，吝嗇的,【中】 貪財，小氣。~tā,【陰】 吝嗇，小氣。

kadali

【陰】 車前草樹，旗幟。~phala,【中】 香蕉。~miga,【陽】 鹿皮很尊貴的一種鹿。

kadā

【副】 什麽時侯？

kadāci

【無】 有時。~karahaci,【無】 很少，有時。

kaddama

【陽】 泥，泥潭。~bahula,【形】 滿地爛泥。~modaka,【中】 泥水。

kanaka

【中】 黃金。~cchavī, ~ttaca,【形】 金膚色。~ppabhā,【陰】 金色。~vimāna,【中】 金宮。

kanīnikā

【陰】 瞳孔。

kanta

【形】 愉快的，可愛的，合意的。【陽】 心愛的人，丈夫。

kantati

(kant + a), 紡，切（割、削），修剪。kanti,【過】。kantanta,【現分】。

kantana

【中】 紡紗，切開。

kantā

【陰】 女人，妻子。

kantāra

【陽】 荒野，沙漠。~nittharaṇa,【中】 通過沙漠。

kantita

(kantati 的【過分】)。

kanda

【陽】 塊莖，薯蕷。

kandati

(kand + a), 哭，悲歎，哀悼。kandi,【過】。kandita,【過分】。

kandanta

(以上的【現分】)。

kandana, kandita
【中】 哭，悲歎。

kandara

【陽】 kandarā,【陰】 在山壁中的洞穴。

kanduka

【陽】（遊戲中用的）球。

kapaṇa

【形】 1. 貧窮的，悲慘的。2. 不重要的。【陽】 乞丐。

kapalla, kapallaka

【中】平底鍋，陶瓷碎片。~pūva,【陽】 【中】 薄烤餅。

kapāla, kapālaka

【陽】 1. （似龜的）殼。2. 平鍋。3. 乞丐的碗。sīsa~, 頭蓋骨。

kapi

【陽】 猴子。~kacchu,【陽】 倒鈎毛黧豆（熱帶的一種木質藤本植物 (Mucuna pruritum)，莢彎
曲，被脆而倒鈎的毛，能引起皮膚的特別癢感）。

kapiñjala

【陽】 鷓鴣。

kapittha

【陽】 野蘋果。

kapila

【形】 黃褐色，茶色的。【陽】 1. 黃褐色，茶色。2. 一位聖人的名字。

kapilavatthu

【中】 悉達多 (Siddhartha) 王子出生的城市。

kapisīsa

【陽】 門楣。

kapota

【陽】 鴿子。

kapola

【陽】 頰。

kappa

【陽】 1. 劫，世界周期，地質年。2. 想。~ṭṭhāyī, ~ṭṭhītika,【形】 住劫，持續一個世界
周期。~rukkha,【陽】 劫樹，實現所有希望的天樹。~vināsa,【陽】 毀劫，世界的破
壞。~vināsaka,【形】 耗劫，世界的消耗。

kappa

【形】 適當的， (在【合】中) 相似。

kappaka

【陽】 1. 理髮師。2. 侍從。

kappaṭa

【陽】 舊碎布，破布。

kappati

(kapp + a), 是適宜，看起來或覺得是…的樣子，適當的。

kappana

【中】 kappanā,【陰】 1. 安裝。2. 束以馬具，裝上馬鞍。3. 次序化。4. 思考，(爲 jīvita 加上前
言) 生計，謀生。

kappabindu

【中】 點淨，塗在袈裟上的黑點。

kappara

【陽】 手肘。

kappāsa

【中】 棉花。~paṭala,【中】 棉花層。~maya, ~sika,【形】 棉製的。~pāsī,【陽】 棉花樹。

kappika

【形】 (在【合】中) 屬於世界周期的。

kappita

(kappeti 的【過分】)。

kappiya

【形】 充用的，守法的，適當的。~kāraka,【陽】 出家人的隨從， 提供適當事物的
人。~bhaṇda,【中】 允許出家人用的事物。

kappūra

【陽、中】 樟樹。

kappeti

(kapp + e), 準備，上馬具，整理，考慮，製造，過著（生活）。kappesi,【過】。kappenta,【現
分】。

kappetvā

【獨】 上了馬具，整理了，準備了。

kabara

【形】 有斑點的，雜色的，斑駁的，多樣化的。

kabala

【陽、中】 小塊，一口。~liṅkāra,【陽】 許多的。~liṅkārāhāra,【陽】 實質性的食物。

kabba

【中】 詩，詩的寫作。

kama

【陽】正常（工作）狀態，方式，進程，方法。

kamati

(kam + a), 去，參與。kami,【過】。kanta,【過分】。

kamaṇdalu

【陽、中】（帶柄和傾口的）大水罐。

kamanīya

【形】 令人想要的，可愛的，美麗的。

kamala

【中】 睡蓮。~dala,【中】 睡蓮的花瓣。

kamalāsana

【陽】 梵天，造物主。

kamalinī

【陰】 蓮池。

kamuka

【陽】 檳榔樹。

kampaka

【形】 搖動者。

kampati

(kamp + a), 戰慄，波動。kampi,【過】。kampamāna, kampanta,【現分】。

kampana

【中】 kampā,【陰】 發抖，運動。

kampita

(kampeti 和 kampati 的【過分】), 已搖動，已激動。

kampiya

【形】 活動的，可搖動的。

kampeti

(kampati 的【使】), 搖動，令戰慄。kampesi,【過】。kampenta,【現分】。

kampetvā, kampiya
【獨】 搖動了。

kambala

【中】 毛織品，毛毯。~balī,【形】 穿絨衣的人。~līya,【中】 絨衣。

kambu

【陽、中】 黃金，海螺殼。~gīva,【形】 脖子有三條行或皺紋的人。

kamboja

【陽】 劍浮，劍浮沙，一個國家的名字。

kamma

【中】 業，行爲，工作，造作。~kara, ~kara,【陽】 工人，勞工。~karaṇa,【中】 造業，勞
動，服務，工作。~kāraṇā,【陰】 體罰。~kāraka,【中】 （語法）賓格。~kkhaya,【陽】 消
業。~ja,【形】 業生的。~jāta,【中】 各種業，各種不同的行動或工作。~dāyāda,【形】 受
作業分（受業的嗣），業的繼承者。~nānatta,【中】 多種業。~nibbatta,【形】 通過業而生
的。~paṭisarana,【形】 業的堅固。~patha,【陽】 業道，行動的方法。~ppaccaya,【形】 業緣
的。~phala,【中】 業的果，因果的報應。~bandhu,【形】 業的眷屬，業爲親戚。~bala,【中】
業力，因果報應的力量。~yoni,【形】 業的生，業爲母胎。~vāda,【陽】 業論，因果報應的觀
點。~vādī,【形】 信業，信仰因果報應。~vipāka,【陽】 業的異熟，業的報應。~vega,【陽】
業的推動力，因果報應的動力。~samuṭṭhāna,【形】 由業而生起的。~sambhava,【形】 業生
的。~sarikkhaka,【形】 與業有相似的因果關係。~saka,【形】 自作業，業的主人。~āyūhana,
【中】 業的堆積。~upacaya,【陽】業的積聚。

kammaja

-vāta,【陽】 業生風，出生時的劇痛。分娩的痛苦。

kammañña, kammaniya

【形】 適合工作的，預備好的狀態，易於使用的。~ñatā,【陰】 ~bhāva,【陽】 預備，能工作，
適宜。

kammaṭṭhāna

【中】 業處，禪修的方式（科目），工業的一個部門。~ṭhānika,【陽】 業處者，修禪者。

kammadhāraya

【陽】與形容詞有關的或用作形容詞的複合詞。

kammanta

【中】 工作。職業。~ṭṭhāna,【中】 辦事處，工場，工作的地方。~ntika,【形】 勞動者。工匠。

kammappatta

【形】 即席者。

kammavācā

【陰】 議會的正式宣言。

kammassāmī

【陽】 生意的擁有者。

kammādhiṭṭhāyaka

【陽】主管，負責人，指揮者，管理者。

kammānurūpa

【形】 依照業的。

kammāra

【陽】 鐵匠。~sālā,【陰】 鍛工場。

kammārambha

【陽】 一項事業的開始。

kammāraha

【形】 有參加權的。

kammārāma

【形】 對工作有興趣的。~tā,【陰】 樂於世間的活動。

kammāsa

【形】 1. 有斑點的，混雜的。2. 不一致的。

kammika, kammī

(在【合】中) 【陽】 做，執行者，照顧者。

kamyatā

(在【合】中) 【陰】 希望，渴望。

kaya

【陽】 購買。~vikkaya,【陽】 貿易，買賣。~vikkayī,【陽】 商人，經紀人。

kara

【陽】 1. 手。2. 光線。3. 稅。4. 象鼻。(在【合】中) 【形】做的，執行的。~gga, 手端。~ja,
【陽】 指甲。~tala,【中】 手掌。~puṭa,【陽】 揣手兒，雙手交錯。~bhūsā,【陰】 手飾品，手
鐲。

karaka

【中】 1. 杯子，飲料容器。2. 【陽】 石榴樹。

karakā

【陰】冰雹。~vassa,【中】雹暴，下得很大的冰雹，雹（暴風雨）。

karajakāya

【陽】（污染而生的）身體。

karañja

【陽】 水黃皮（産于亞洲的一種豆科喬木 (Pongamia glabra)，具羽狀複葉，有光澤；花序總
狀，花乳白色，芳香，用作遮蔭樹和一種照明油的來源）。

karaṇa

【中】 1. 做，製作。2. 産品。~attha,【陽】就某種意 義來說。~vibhatti,【陰】 工具格（語
法）。

karaṇīya

【形】 應該被做的。【中】 責任，義務。~tā,【陰】 有必須被做的事實。

karaṇda, karaṇdaka

【陽】 首飾盒，小盒子，小容器。

karabha

【陽】 1. 駱駝。2. 手腕。

karamadda

【陽】 假虎刺屬樹 (Carissa carandas)。

karamarānīta
【形】 戰俘。

karavīka

【陽】 印度的杜鵑鳥。~bhāṇī,【形】 清脆，以一種清楚又旋律美 妙的聲音說話。

karavīra

【陽】 夾竹桃樹（特指觀賞的常綠灌木 (Nerium oleander)，産東印 度群島，廣泛栽培，並在溫
暖地區馴化葉狹長全緣， 花簇生，白色至紅色，芳香）。

karitvā

(karoti 的【獨】), 做了。

karī

【陽】 象。

karīyati

(karoti 的【被】), 被做。【過】 karīyi。

karīyamāna, kayiramāna

(kariyati 的【現分】) 正在做完。

karīsa

【中】 糞。排泄物。一個正方形的土地衡量（大約有一英畝）。~magga,【陽】 肛門。

karuṇaṃ

【副】可憐地，憐憫地。

karuṇā

【陰】 同情，憐憫。~yanā,【陰】 慈悲。

karuṇāyati

(karuṇā 的【派】), （覺得）可憐。karuṇāyi,【過】。

kareṇu, kareṇukā

【陰】 母象，雌象。

kareri

【陽】 麝香薔薇樹（地中海地區的一種薔薇 (Rosa moschata)，枝彎曲 或多少攀援，花帶麝香氣
味）。

karoti

(kar + o), 做，行動，製造，建立。kari,【過】。katvā,【獨】。

karonta

【現分】 正在做。

kala

【陽】 甜低音。~kala,【陽】 亂雜音。

kalatta

【中】 妻子。

kalandaka

【陽】 松鼠。~nivāpa,【陽】 喂松鼠的地方。

kalabha

【陽】 象崽，象仔。

kalala

【中】 泥，泥沼。~makkhita,【形】 泥塗的，泥弄髒的。~rūpa,【中】 胎兒形成的第一個階
段。

kalasa

【中】 小水壺。

kalaha

【陽】 吵架，爭論。~kāraka,【形】吵架者。~kārana,【中】 爭論的因素。~sadda,【陽】吵
鬧，口角，爭論。

kalaṅka

【陽】 班點，標誌，缺點。

kalā

【陰】 全部的一小部分，藝術。

kalāpa

【陽】 1. 捆，束。2. 箭袋。3. 一組基本粒子。

kalāpī

【陽】 1. 孔雀。2. 有箭袋或捆人。

kali

【陽】 1. 擊敗。2. 壞運氣。3. 罪。4. 憂傷。~ggaha,【陽】 投輸，敗北，惡果。~yuga,【陽】
劫滅，滅期即：永世周期中四期（成、住、壞、滅） 的最後一期。

kaliṅgara

【陽、中】 木頭，朽木，穀殼。

kalīra

【中】 棕櫚樹莖上的軟部份。

kalusa

【中】 1. 犯。2. 不道德。【形】 1. 不純的。2. 骯髒的。

kalebara

【中】 身體。

kalyāṇa

【形】 1. 迷人的。2. 道德上好的。【中】 仁慈，功績，德行，福利。~kāma,【形】 很好的需
要。~kārī,【形】 做好事的人，有品德的。~dassana,【形】 英俊的，可愛的。~dhamma,【形】
有品德的。【陽】 良法，妙法，好行爲，好教義。~paṭibhāṇa,【形】 急智。~mitta,【陽】 良
友，好朋友，誠實的朋友。~ajjhāsaya,【形】 有善行的意圖。

kalyāṇatā

【陰】 仁慈，美人。

kalyāṇī

【陰】 1. 美女。2. 在錫蘭的一條河名和一個城鎮的名字。

kalla

【形】 1. 聰明的，能幹的。2. 健康的，健全的。3. 預備好的。4. 適當的。~tā,【陰】能力，準備
就緒。~sarīra,【形】有健全的身體。

kallahāra

【中】 白荷花。

kallola

【陽】 巨浪。

kavaca

【陽】 盔甲，甲胄。

kavandha, kabandha
【陽】 無頭的身體。

kavāṭa

【陽、中】 窗戶，門的百葉窗。

kavi

【陽】 詩人。~tā,【陰】 ~tta,【中】 詩人的狀態。

kaviṭṭha

(= kapiṭṭha),【陽】 木蘋果樹（東南亞薈香科的一種小喬木 (Feronia elephantum)，生産一種堅
硬、沈重而經久的、帶黃色的木材，常栽培，用其有硬皮的酸果實作爲食物，並和葉一起作爲民
間藥）。

kasaṭa

【陽】 拒絕，渣滓，辛辣的味道。【形】 污穢的，無價值的。

kasati

(kas + a), 耕種。kasi,【過】。kasita, kaṭṭha,【過分】。

kasana

【中】 耕作。

kasanta, kasamāna
【現分】 正在耕種。

kasambu

【陽】 汙物，垃圾。~jāta,【形】 不純的，壞性格。

kasā

【陰】 鞭。~hata,【形】 被鞭打。

kasāya

【中】 煮出的汁，蒸餾。

kasāva

【陽、中】 1. 澀（味）。2. 橘色的布。【形】 橘色。

kasi

【陰】 耕耘，耕作。~kamma,【中】 農業，務農，飼養。~bhaṇda,【中】農具。

kasiṇa

【形】 全部，整個的。【中】 （修禪的取相）器材。~parikamma,【中】 修器材禪的初步工
作。~maṇdala,【中】 器材圓碟。

kasitaṭṭhāna

【中】 耕了的地。

kasitvā

【獨】 耕種了。

kasira

【形】 悲慘的，困難的。【中】 悲慘，麻煩，困難。~rena,【副】 困 難地，吃力地。

kasmīra

【陽】 迦濕彌羅北印度的一個國家名字。

kassaka

【陽】 農民，耕者。

kassati

(kass + a), 拖拉。kassi,【過】 參考 kaḍḍhati。

kahaṃ

【副】 哪里？

kahāpaṇa

【中】 迦利沙缽拿硬幣〔大約值 12 便士的英國舊幣〕。~ka,【中】 錢刑 以切小肉塊的方式來拷
問。

kāka

【陽】 烏鴉。~pāda, 烏鴉的腳，十字標誌。~peyya,【形】滿至河岸 （烏鴉能輕易地飲到河
水）。~vaṇṇa,【形】 烏鴉的顔色即：黑色，錫蘭的一位國王名字。

kākacchati

(kas + cha, ka 重疊，而 s 被改成 c，首個 ka 的母音被長化 ), 打鼾。kākacchi,
【過】。kākacchamāna,【現分】。

kākaṇikā

【陰】 非常低值的硬幣，便士。

kākasūra

【形】 似烏鴉一般的聰明，不知羞恥的人。

kākassara

【形】 聲如鴉音。

kākī

【陰】 雌烏鴉。

kākola

【陽】 渡鴉（一種大的亮黑色的鳥 (Corvus corax)，廣泛分佈於北半球 北部，但現在於美國東部
大部分已滅絕，它分化爲許多地理繫，是雜食性，略爲肉食，它的行爲顯著聰明和有害，與其關
係密切的普通烏鴉不同在於身體較大，喉部有窄和變尖的羽毛）。

kāca

【陽】 玻璃，水晶。眼睛的白內障。~tumba,【陽】 玻璃瓶。~maṇi,【陽】 水晶。~maya,
【形】 玻璃製的。

kāja

【陽】 扁擔。~hāraka,【陽】 挑擔者。

kāṭa

【陽】 男性的器官。

kāṇa

【形】 瞎（一隻眼睛）。【陽】 單眼的人。

kātabba

【現分】 應該被做。【中】 責任。

kātara

【形】 吝嗇的，卑鄙的，悲慘的。

kātave, kātuṃ

【不】 要去做.。

kātukāma

【形】想做。kātukāmatā, kātukamyatā,【陰】想要去做或運行。

kādamba

【陽】 一種灰翅膀的鵝。

kānana

【中】 森林，小樹林。

kāpilavatthava

【形】 屬於迦毗羅衛城 (Kapilavatthu) 的。

kāpurisa

【陽】 可憐的人，可鄙的人。

kāpotaka

【形】 淡白色的。kāpotikā,【陰】 一種（微紅色的）酒。

kāma

【陽】 快樂，貪欲，樂趣，官能享樂的物件。~giddha, 貪欲，貪婪於官能享受。~guṇa,【陽】
情欲，官能上的享受。~gedha,【陽】 執情， 執著於官能享受。~cchanda,【陽】 激情，官
能享受的刺激。~taṇhā,【陰】 戀情，對官能享受之渴望。~da, ~dada,【形】 情施，給予的
都是很想要的東西。~dhātu 【陰】 情欲世界。~paṅka,【陽】 貪欲的泥沼。~pariḷāha,【陽】
灼熱的情感。~bhava,【陽】 欲界。~bhogī,【形】 享受感覺的快樂。~mucchā,【陰】 官能
上的麻木。~rati,【陰】好色，情癡，多情的享樂。~rāga,【陽】激情。~loka,【陽】 情欲世
界。~vitakka,【陽】 情思，情欲的思緒。~saṅkappa,【陽】 情欲的抱負。~saññojana,【中】 情
欲的妨害。~sukha,【中】 情欲的快樂。~sevanā,【陰】 （沈溺于）行房。

kāmatā

【陰】 渴望，志願。

kāmī

【形】 是情欲的物件的人。(在【合】中) 想…。

kāmuka

【形】 好色的，淫蕩的。

kāmeti

(kam + e), 渴望，需要。kāmesi,【過】。kāmita,【過分】。

kāmetabba

【潛】 令人想要的。

kāya

【陽】 堆，聚集，身體。~kamma,【中】 身業，身體的行動。~kammaññatā,【陰】 身適業
性。~gata,【形】 與身體有關。~gantha,【陽】 身體的束 縛。~gutta,【形】 保衛自己的身體，
平穩的身體行動。~ḍāha,【陽】 發燒，（醫）炎症。~daratha,【陽】 身體的苦惱。~duccarita,
【中】 惡身行，壞行爲。~dvāra,【中】（三門中之）身門。~dhātu,【陰】 （十 八界中
之）身界。~ppakopa,【陽】 不當舉止。~ppacālakaṃ,【副】 搖擺身體地。~paṭibaddha,
【形】 以身體連接的。~payoga,【陽】 借助於身體，靠身體。~parihārika,【形】 看護著身
體。~ppasāda,【陽】 觸覺感。~passaddhi,【陰】 身輕安，感覺的安詳。~pāgabbhiya,【中】
無禮。~bandhana,【中】 腰帶。~bala,【中】 體力。~mudutā,【陰】 身 柔軟性。~lahutā,
【陰】 身輕快性。~vaṅka,【陽】 不老實的行動。~vikāra,【陽】 姿態。~viññatti,【陰】 以身

暗示，使用示意動作。~viññāna,【中】 身識，經由觸覺的意識。~viññeyya,【形】 以觸覺去識
知。~viveka,【陽】 身離，身體的隔離。~veyyāvacca,【中】 僕人的責任。~saṃsagga,【陽】
身體的接觸。~sakkhī,【形】（經過身體）他體悟最終的真理。~saṅkhāra,【陽】 身行，身體的
根本。~samācāra,【陽】 正身行，正確的行爲。~samphassa,【陽】 身觸，觸覺感。~sucarita,
【中】善身行，好行爲。~soceyya,【中】身淨，身體的純淨。

kāyika

【形】 關聯到身體的，由身體引起的。~dukkha,【中】 身苦，身體的痛苦。

kāyujjukatā

【陰】 身正直，身體的筆直。

kāyūpaga

【形】 執著身體的，去轉生。

kāyūra

【中】 穿在上臂的手鐲。

kāra

【陽】 行爲，服務，尊崇的行爲。【形】(在【合】中，如 rathakāra)： 製造者。

kāraka

【陽】 行爲者。【中】（在語法中的）句法。

kāraṇa

【中】 理由，因素。kāraṇā,【來】 經由，通過，由。kiṃ kāraṇā = 爲什麽？

kāraṇā

【陰】 拷問，體罰。kāraṇika,【陽】 處罰者。

kārā

【陰】 kārāghara,【中】 監獄，監牢。

kārāpaka

【陽】 計劃者，謀士，發令的人。kārāpikā,【陰】。

kārāpana

【中】 令做，命令。

kārāpeti

(karoti 的【使】)。kārāpesi,【過】。kārāpita,【過分】。

kārābhedaka

【形】 逃獄者。

kārikā

【陰】 注釋。

kāriya

【形、中】 責任，行動，應該被做的。

kārī

【陽】 行爲者。(通常在【合】中，如 sātāccakārī)。

kāruñña

【中】 同情。

kāruṇika

【形】 憐憫。

kāreti

(karoti 的【使】), 使做，使建立，使構造。kāresi,【過】。kāretvā,【獨】。kārenta,【現
分】。kārita,【過分】。

kāla

【陽】 時間。kālass’eva, 早的。kālena, 在適當的時間，在正確的片刻。kālena kālaṃ, 偶
爾。kālaṃ karoti, 死。~kata,【過分】 已死。~kiriyā,【陰】 死亡。~kaṇṇī,【陽】 不幸的人，可
憐的人。~pavedana,【中】 時間的公 告。~vādī,【形】 在適當的時間說。

kālaññu

【形】 識時的人，知曉適當時間的人。

kālantara

【中】 間隔，時期。

kālika

【形】 當時的。

kāliṅga

【陽】 迦陵伽（在東印度一個國家的名字）。

kālīya

【中】一種（有光澤的）沈香木。

kālusiya

【中】 污垢，陰暗。

kāveyya

【中】 詩。

kāsa

【陽】 1. 蘆葦。2. 結核病，癆病。

kāsāya, kasāva

【中】 黃袈裟。【形】 染以橘色的。

kāsi

【陽】 迦屍（國名，首都是巴那拉斯市 (Benares)）。kāsika,【形】 屬於迦屍的，迦屍製造的。

kāsu

【陰】 坑。

kāḷa

【形】 黑，暗。【陽】 黑色。~kūṭa,【陽】 喜馬拉雅山的一座山的名字。~kesa,【形】 黑
頭發的（即：年輕的）。~tipu,【中】 石墨。~pakkha,【陽】 黑半月份（十六至廿九或卅
日）。~loṇa,【中】 黑鹽。~sīha,【陽】 一種獅子。~sutta,【中】 墨線（木匠的墨斗中拉出的墨
線）。~haṃsa, 黑天鵝。

kāḷaka

【形】 黑色。【中】 黑點，污點，谷粒中的黑米。

kāḷāyasa

【中】 （黑）鐵。

kāḷāvaka

【陽】 一種象。

kāḷīya

參考 kālīya。

kikī

【陽】 藍松鴉。【陰】 雌藍松鴉。

kiṅkara

【陽】 僕人，隨從。

kiṅkiṇī

【陰】 發叮噹聲的鈴。

kiṅkiṇikajāla

【中】 發叮噹聲鈴的網。

kicca

【中】責任，工作，服務，應該被做。~kārī,【形】做自己的責任。

kiccākicca

【中】 應該被做的和不應該被做的。

kiccha

【形】 困難的，痛苦的。【中】 苦惱，困難。

kicchati

(kit + cha), 麻煩，疲倦。kicchi,【過】。

kiñcana

【中】 某事，瑣事，世間的執著，麻煩。

kiṇcāpi

【無】 無論什麽，不管多少，但是。

kiñci

【無】 某物。

kiṇcikkha

【中】 小事。

kiñjakkha

【中】 細絲，花粉。

kiṭṭha

【中】 種玉黍蜀。~ṭhāda,【形】 吃玉黍蜀。~sambādha-samaya,【陽】 收穫期，當玉黍蜀成
長時。

kiṇanta

以下的【現分】。

kiṇāti

(ki + ṇā), 買。kiṇi,【過】。kiṇitvā, kītvā,【獨】。ketuṃ, kiṇituṃ,【不】。

kiṇṇa

(kirati 的【過分】), 已散佈。【中】 酵母，發酵粉。

kitava

【陽】 欺騙。

kittaka

【疑代】 多少？到什麽程度？

kittana

【中】 稱讚，詳細說明。

kittāvatā

【副】 多遠？從哪方面來看？

kitti

【陰】 名望，名聲。~ghosa, ~sadda,【陽】 名譽。~mantu,【形】 出名的。

kittima

【形】 人造的。

kitteti

(kitt + e), 稱讚，頌楊，講，宣佈。kittesi,【過】。kittita,【過分】。kittenta,【現分】。

kinnara

【陽】 人頭鳥，緊那拉（居在森林的一個民族的名字）。kinnarī,【陰】 緊那梨（緊那拉族的女
人）。

kipillikā

【陰】 螞蟻。

kibbisa

【中】 罪過，罪行。~kārī,【陽】 罪犯。

kimi

【陽】 蟲，害蟲。~kula,【中】 一堆蟲，一種蟲。

kimakkhāyī

【形】 講什麽道？

kimatthaṃ

【副】 爲什麽意圖？ ~tthiya,【形】 有什麽打算，意味著什麽。

kimpakka, kimphala

【中】 海芒果（一種形似芒果的毒 水果 (Cerbera odollam)，其毒用來撲魚或毒死老鼠）。

kimpurisa

參考 kinnara。

kira

【無】 真的，真實地。（提及一項道聽途說）。

kiraṇa

【陽、中】 光線，光輝，燦爛。

kirati

(kir + a), 散佈。kiri,【過】。kiṇṇa,【過分】。

kirāta

【陽】 在叢林中居住一種人。

kiriya

【中】 kriyā, kiriyā,【陰】 行動，行爲，表現。~vāda,【陽】 信念行動是有結果的。~vādī,
【陽】 傳播 kiriyavāda 主義者。

kirīṭa

【中】 王冠。

kilañja

【陽】 草席，用燈芯草做的席子。

kilanta

(以下的【過分】) 已疲累，已疲倦，已疲憊。

kilamati

(kilam + a), 疲倦，疲勞。kilami,【過】。kilamitvā,【獨】。

kilamatha

【陽】 疲勞，疲倦。

kilamanta

(kilamati 的【現分】), 正在疲倦。

kilamita

(kilameti 的【過分】)。

kilamīyati

(kilameti 的【被】), 已經被做到疲倦。kilamīyi,【過】。

kilamiyamāna

(以上的【現分】), 正被做到疲倦。

kilameti

(kilamati 的【使】), 使疲倦。kilamesi,【過】。kilamenta,【現分】。kilametvā,【獨】。

kilāsa

【陽】癬，一種皮膚病。

kiliṭṭha

(kilissati 的【過分】)。

kilinna

(kilijjati 的【過分】), 已濕，已弄髒，已潮濕。

kilissati

(kilis + ya), 弄髒，沾染，污染。kilissi,【過】。kilissanta,【現分】。

kilissana

【中】 骯髒，沾染。

kilesa

【陽】 激情，貪欲，墮落，不純，煩惱。~kāma,【陽】 貪欲，強烈的性欲。~kkhaya,【陽】
貪欲的毀滅，煩惱的毀滅。~ppahāṇa,【中】 斷欲，放棄對世間的激情，斷除煩惱。~vatthu,
【中】 煩惱事，世間煩惱的事物。

kileseti

(kilis + e), 使弄髒，使煩惱。kilesesi,【過】。kilesita,【過分】。

kilomaka

【中】 肋膜。

kisa

【形】 貧乏的，憔悴的，衰弱的。

kiṃ

【關代、疑代】 什麽？ (【陽】 ko = 誰？ 【陰】 kā = 誰（女性）？ 【中】 kaṃ = 什麽（東
西）？)。~kāraṇā,【副】 什麽理由？ ~vādī,【形】 執什麽主義？

kiṃsuka

【陽】 紫鉚樹（東印度産的一種喬木 (Butea Frondosa)）。

kīṭa, kīṭaka

【陽】 昆蟲，蠹。

kīta

(kiṇāti 的【過分】), 已買。

kīdisa

【形】 什麽類型？似什麽的？

kīra

【陽】 鸚鵡。

kīla

【陽】（木頭或金屬的）柱，樁。

kīva

【無】 多少？多久？ ~taka,【形】 多少？

kīḷati

(kīḷ + a), 玩，遊戲，消遣。kiḷi,【過】。kīḷanta, kīḷāna,【現分】。kīḷitvā,【獨】。

kīḷanaka

【中】 玩具。【形】 玩的。

kīḷanā, keḷī

【陰】 運動，歡樂。

kīḷā

【陰】 玩，運動。~goḷaka,【中】 球。~pasuta,【形】好玩。~bhaṇdaka,【中】 玩
具。~maṇdala,【中】 遊戲場，運動場。

kīḷāpanaka

【形】 遊戲教練。

kīḷāpeti

(kīḷati 的【使】), 令玩。kīḷāpesi,【過】。kīḷāpenta,【現分】。kīḷāpetvā,【獨】。

kīḷita

(kīḷati 的【過分】), 已玩。【中】 遊戲，玩。

kukutthaka

【陽】 雉（一種鳥，形狀象雞，雄的尾巴長，羽毛很美麗，多爲赤銅色或深綠色，有光澤，雌的
尾巴稍短，灰褐色；善走，不能久飛；尾 巴羽毛可做裝飾品；通稱野雞，有的地區叫山雞）。

kukku

【陽】 腕尺（長度的度量）。

kukkucca

【中】 懊悔，躊躇，憂慮。~ka,【形】小心謹慎的，細心的。

kukkuccāyati

(kukkucca 的【派】) 懊悔。

kukkuṭa

【陽】 公雞。

kukkuṭī

【陰】 母雞。

kukkura

【陽】 狗。~vatika,【形】 模仿狗，狗行者（外道苦行）。

kukkuḷa

【陽】 熱的灰燼，熱灰地獄（一個地獄的名字）。

kuṅkuma

【中】1. 藏紅花（番紅花），乾藏紅花粉（用於食品上色和調味的） 金黃色，桔黃色。2. 鬱金香
《清淨道論》〔葉均〕（多年生草本植物，葉 闊披針形，有白粉，花通常鮮紅色，花心黑紫色，
花瓣倒卵形，結蒴果； 供觀賞，根和花可做鎮靜劑）。

kucchi

【陽、陰】 腹或子宮，內部。~ṭṭha,【形】 安置在子宮。~dāha,【陽】 胃發炎。

kucchita

【過分】 已卑鄙，已惡劣。

kuja

【陽】 1. 樹。2. 火星。

kujjhati

(kudh + ya), 生氣。kujjhi,【過】。kuddha,【過分】。kujjhanta, kujjhamāna,【現分】。

kujjhana

【中】 kujjhanā,【陰】 激怒，憤怒。

kujjhitvā, kujjhiya
【獨】 生氣了。

kuñcanāda

【陽】（象所發出的）尖銳的叫聲。

kuñcikā

【陰】 鑰匙。~vivara,【中】 鎖眼，鑰匙孔。

kuñcita

(kuñcati 的【過分】), 已彎曲，已弄卷。

kuñja

【中】 峽谷，（兩邊有樹的）小穀。

kuṇjara

【陽】 象。

kuṭa

【陽、中】 水壺。

kuṭaja

【陽】 一種藥草—特利切里樹皮（(tellicherry bark) 東印度群島的幾種夾竹桃科喬木〔如：抗痢
木 Wrightia zeylandica 和止瀉木 Holarrhena antidysenterica〕的苦樹皮，特用於民間醫學作爲治
痢劑）。

kuṭi, kuṭikā

【陰】 小屋。

kuṭila

【形】 彎曲，彎曲的。~tā,【陰】 不正當，不誠實。

kuṭumba

【中】 家庭。

kuṭumbika, kuṭimbika

【陽】 一家之主，戶主，家長。

kuṭṭha

【中】 1. 麻瘋病。2. 閉鞘薑屬植物（一種芬香的植物 (Costus speciosus) 一年生草本植物，本
植物原産於克什米爾，所産的芳香油用於製造香料、香囊和用於保存毛皮）。

kuṭṭhī

【陽】 麻瘋病患者。

kuṭhārī

【陰】 斧頭。

kuḍumala

【陽】 蓓蕾。

kuḍuva

穀嘟哇（穀粒或液體的衡量，4 穀嘟哇 = 1 粑鉈。參考 Pattha）。

kuḍḍa

【中】 牆壁。

kuṇapa

【陽】 屍體，一件討厭的事物。~gandha,【陽】 腐屍的味道。

kuṇāla

【陽】 印度的杜鵑鳥。

kuṇī

【陽】 跛子。

kuṇṭha

【形】 鈍的。

kuṇṭheti

(kuṇṭh + e), 使鈍化，使彎曲，使跛足。kuṇṭhesi,【過】。kuṇṭhita,【過分】。

kuṇdaka

【中】 粉，穀粒殼內的粉。~pūva,【陽、中】 粉糕，以這種粉所製成的糕。

kuṇdala

【中】 耳環，捲曲物。~kesa,【形】 捲髮。~āvatta,【形】 捲曲的（如發條）。

kuṇdalī

【形】 有耳環的，有捲曲物的。

kuṇdikā, kuṇdī

【陰】（帶柄和傾口的）大水罐，水壺。

kutūhala

【中】 刺激，好奇。

kuto

【副】 從哪里（來）？從何處（來）？

kutta

【中】 行爲，（女子）玩弄男人，賣弄風騷，撒嬌，獻媚。

kuttaka

【中】 （夠 12 個女人跳舞的）大地毯。

kuttha, kutra
【副】 哪里？

kuthita

【過分】 已沸騰，已很熱。

kudassu

【無】 幾時？

kudācana, kudācanaṃ
【無】 有時，隨時。

kuddāla

【陽】 鏟子，鋤頭。

kuddha

(kujjhati 的【過分】), 已生氣，已激怒。

kudrūsaka

【陽】 稗子（一年生草本植物，葉子象稻，果實象黍米）。

kunta

【陽】 1. 節杖。2. 一種鳥。

kuntanī

【陰】 麻鷸。

kuntala

【陽】 頭髮。

kuntha

【陽】 一種螞蟻。

kunda

【中、形】 茉莉屬植物。

kunnadī

【陰】 小河。

kupatha

【陽】 錯誤的路徑。

kupita

(kuppati 的【過分】), 已生氣，已冒犯。

kupurisa

【陽】 壞人。

kuppa

【形】 不穩定，活動的，變動的。

kuppati

(kup + ya),生氣，激動，改變。kuppi,【過】。kuppamāna,【現分】。

kuppana

【中】 激動，忿怒，擾亂。

kubbati

= karoti。

kubbanaka

【中】 小森林，矮灌木叢。

kubbanta, kubbamāna

(kubbati 的【現分】), 正在做，正在執行。

kubbara

【陽】 馬車的桿。

kumati

【陰】 邪見。【形】 邪見者。

kumāra, kumāraka

【陽】 男孩，年青人。~kīḷā,【陰】 男孩的娛樂。

kumārikā, kumārī

【陰】 女孩，處女。

kumina

【中】 捕魚籠。

kumuda

【中】 白睡蓮。~ṇāla,【中】 白睡蓮莖。~vaṇṇa,【形】 白睡蓮的 顔色的。

kumbha

【陽】 水壺。~kāra,【陽】 陶工。~kārasālā,【陰】 陶器場。~dāsī,【陰】 挑水的女奴。

kumbhaka

【中】 （船的）桅桿。

kumbhaṇda

【陽】 南瓜，鳩槃荼、甕形鬼、變形夜叉、瓢簞。

kumbhī

【陰】 壺。

kumbhīla

【陽】 鱷魚。

kumma

【陽】 龜。

kummagga

【陽】 錯誤的路徑。

kummāsa

【陽】 凝乳食品。

kura

【中】 飯。

kuraṇdaka

【陽】 莧屬植物（幾種生長強壯的雜草植物中的任 何一種；例：幾種莧屬 (Amaranthus) 植物
中的任何一種〔如：反枝莧 A. retroflexus 和綠穗莧 A. hybridus〕，有時作調味植物，其種子可
食，已在 局部地區栽培，能産生一種重要的引起過敏症花粉熱的花粉）。

kurara

【陽】 鶚 鳥，背部褐色，頭、頸和腹部白色；性兇猛；在樹上或岩 石上築巢，常在水面上飛
翔，吃魚類；通稱魚鷹。

kuruṅga

【陽】 一種羚羊。

kurumāna

(karoti 的【現分】), 正在做。

kururaṭṭha

【中】 俱盧 (Kuru) 國（在北印度）。

kurūra

【形】 殘酷的，兇猛的。

kula

【中】 家庭，氏族，印度的世襲階級。~geha,【中】 祖屋，父母的房子。~tanti,【陰】 家系，
世代傳統。~dūsaka,【陽】 使家門出醜的人。~dhītu,【陰】 尊貴家庭的女兒。~putta,【陽】 良
家子弟。~vaṃsa,【中】 血統， 世系，子孫。

kulaṅgāra

【陽】 敗家子。

kulattha

【陽】 雙花扁豆（一種纏繞草本植物 (Dolichos biflorus)，産於東半球熱帶，在印度栽培作飼
料，其種子常用作食品）。

kulala

【陽】 鷹。

kulāla

【陽】 陶工，製陶坯的工人。~cakka,【中】 陶車，轆轤。

kulāvaka

【中】 巢，窩。

kulisa

【中】 雷電，釘頭錘，狼牙棒。

kulīna

【形】 有公認的氏族。

kulīra

【陽】 螃蟹。~pāda,【形】（床）腿的形狀有如螃蟹。

kulūpaga

【形】 時常來訪一個家庭的人。

kulla

【陽】 筏。

kuvalaya

【中】 睡蓮。

kuvera

【陽】 俱吠羅、鳩鞞羅，統治北方的神的名字，夜叉王。

kusa

【陽】 很多，亞香茅（亞洲熱帶的一種草 (Cymbopogon nardus) 〔香茅 屬〕，長有藍綠色、檸
檬香味的葉子和香精油）。~agga,【中】 香茅（鋒利如刀鋒）的葉緣。~cīra,【中】 以香茅草製
成的衣服。~pāta,【陽】 香茅簽的鑄造。

kusala

【中】 善，好行動，功績，德行。【形】 聰明的。~kamma,【中】 善業，正確的行
爲。~cetanā,【陰】 善意，好的念頭，正確的意志。~dhamma,【陽】 善法。~vipāka,【陽】 善
異熟，善報，好行動的結果。

kusalatā

【陰】 聰明，靈巧，成就。

kusinārā

【陰】 拘屍那羅（馬拉 (Malla) 的主要城市）。

kusīta

【形】 懶惰的。~tā,【陰】 ~tta,【中】 怠惰。

kusuma

【中】（任何一種的）花。

kusumita

【形】 在花中，（花）盛開的。

kusubbha

【陽】 小坑。

kusumbha

【陽】 紅花（舊大陸的一種草本 (Carthamus tinctorius) 象一種薊，爲其油廣泛栽培，有大的鮮
紅色或桔黃色頭狀花〔用於製造染料，現今主要在東方用於染絲和棉，成淺紅色〕）。

kusūla

【陽】 穀倉。

kuha, kuhaka

【形】 騙人的。【陽】 欺騙。

kuhanā

【陰】 欺騙，僞善，詭計。

kuhara

【中】 洞。

kuhiṃ

【副】 哪里？

kuheti

(kuh + e), 欺騙。kuhesi,【過】。

kūjati

(kūj + a), 吱喳而嗚。kūji,【過】。kūjita,【過分】。

kūjana

【中】 鳥的吱喳嗚。

kūjanta, kūjamāna

【現分】 正在吱喳而嗚。

kūjita

【中】 鳥的歌唱。【過分】 已以鳥的歌唱嗚響。

kūṭa

【形】 奸詐的，欺詐的，未馴服的。~goṇa,【陽】 未馴服的公牛。~aṭṭa,【中】 不老實的訴
訟。~aṭṭakāraka,【陽】 不老實的起訴者。~jaṭila,【陽】 虛僞的苦行者。~vāṇija,【陽】 奸商。

kūṭa

【陽、中】頂端，突起，山頂，脊，高峰，鐵錘。【中】謊言，欺騙。

kūṭāgāra

【中】小尖塔般聳立的建築物，或如此的暫時建築物，靈柩台。

kūpa

【陽】 井，洞。

kūpaka

【陽】 桅桿，柱，旗桿。

kūla

【中】 河岸，堤防，築堤。

kekara

【陽】 斜視的人。

kekā

【陰】 孔雀的啼鳴。

keṇipāta

【陽】 舵。

ketakī

【陰】 露兜樹（露兜樹屬 (Pandanus tectorius) 的植物〔産於東南亞〕）。

ketu

【陽】 旗子，旗幟。~kamyatā,【陰】 自負，極度的虛榮心。~mantu,【形】 以旗子裝飾。

ketuṃ

【不】 要去買。

kedāra

【陽、中】 耕地，田地。~pāḷi,【陰】 水壩，稻田中的窄築堤。

keyūra

【中】 戴在上臂的手鐲。

keyya

【形】 可買的， 要買的事物。

kerāṭika

【形】 騙人的，僞善的。【陽】 不誠實的人。

kerāṭiya

【中】 欺騙，詭計。

kelāsa

【陽】 喜馬拉雅山的一座山的名字。

kevaṭṭa

【陽】 漁夫。

kevala

【形】 孤單的，未混雜他物的，全部的，整個的。~kappa,【形】 幾乎全部。~paripuṇṇa,【形】
完成在它的全部。kevalaṃ,【副】 僅僅，只 不過。

kesa

【陽】 頭髮。~kambala,【中】 發被單，以頭髮製成的毛毯。~kambalī,【形】 有發被單
的。~kalāpa,【陽】 一束頭髮。~kalyāṇa,【中】 美髮，美麗的頭髮。~dhātu,【陰】 發舍利。

kesara

【中】 花的多毛結構，（動物的）鬃毛。~sīha,【陽】 鬣獅。

kesarī

【陽】 獅子。

kesava

【形】 1. 華麗的頭髮。2,【陽】 毗瑟挐（印度教主神之一，守護之神 Vishnu）。

kesoropana

【中】 剃頭發。

kesohāraka

【陽】 頭髮的去除者 即：理髮師。

ko

【陽】 (kiṃ 的【單】) 誰（男的）？

koka

【陽】 狼。

kokanada

【中】 紅睡蓮。

kokila

【陽】 杜鵑鳥。

koci

【無】 有人，某人，任何人。

koccha

【中】 1. 刷子。2. 籐椅。

kojava

【陽】 地毯。

koñca

【陽】 蒼鷺。~nāda,【陽】 參考 Kuñcanāda。

koṭacikā

【陰】 女性的器官。

koṭi

【陰】 高聳，高峰會，點，結束，一千萬。~ppakoti,【陰】 1,000,000,000,000,
000,000,000。~ppatta,【形】 有再ached 結束，完全抓住。

koṭilla

【中】 彎曲。

koṭisimbalī, kūṭa
~,【陽】 棉樹頂。

koṭṭha

【陽】 腹部，（尤指監獄或寺院的）單人房間，儲藏室，庫房。~āgāra,【中】 殼倉，國庫，倉
庫。~āgārika,【陽】 倉庫管理員。~āsaya,【形】 在腹部中存在的。

koṭṭhaka

【陽】 1. 要塞，堡壘。2. 出入口。3. 隱藏的地點。4. 壁櫥，儲藏室。

koṭṭhāsa

【陽】 部份，定額，一分。

koṇa

【陽】 角落，末端，弓。

kotūhala

【中】 刺激，好奇心。

kotthu, kotthuka

【陽】 豺，胡狼，野干。

kodaṇda

【中】 弓。

kodha

【陽】 激怒。

kodhana

【形】 易怒的，不受控制的（心） 。

konta

參考 kunta。

kopa

【陽】 激怒，脾氣暴躁。~neyya,【形】 易於激起忿怒的。

kopī

【形】 脾氣暴躁的。

kopīna

【中】 生殖器官。

kopeti

(kuppati 的【使】), 使生氣，擾亂，動搖，犯法。kopesi,【過】。kopita,【過分】。kopetvā,
【獨】。

komala

【形】 軟的，生情的。

komāra

【形】 少年。~bhacca,【中】 嬰兒的治療，王子收養。~brahmacariyā,【陰】 從幼年開始的梵
行。

komudī

【陰】 月光，迦底迦 (Kattika) 月份的月圓日。

koraka

【陽】 芽。

korabya, koravya

【形】俱盧 (Kuru) 的後裔，屬於俱盧 (Kuru) 國家的。

kola

【陽、中】 棗子。

kolaka

【中】 胡椒。

kolaṭṭhi

【中】 棗子的種子。

kolamba

【陽】 大的廣口瓶。

kolāpa

【陽】 死樹，洞樹。

koliya

【陽】 拘利族 和釋迦族 (Sākya) 同族的一個氏族的名字。

koleyyaka

【形】 好族類（說及狗）。

kovida

【形】 聰明的，很熟練的，精通的。

kosa

【陽】 儲藏室，庫房，國庫，鞘，繭。

kosaka

【陽、中】 杯子，飲料容器，小箱，小鞘。

kosajja

【中】 懶惰，怠惰。

kosalla

【中】 精通。

kosātakī

【陰】 絲瓜（〔絲瓜屬〕(Luffa acutangula) 攀緣草本熱帶植物，果實呈圓柱狀，內部爲纖維
狀，類似海綿）。

kosaphala

【中】 肉豆寇（見 Jātiphala）。

kosambī

【陰】 嶠賞彌（跋蹉 (Vaṃsa) 的首都名字）。

kosala

【陽】 嶠薩羅國（國名，在佛陀的時候是一個顯著的國家）。

kosārakkha

【陽】 國庫的監護人。

kosika

【陽】 貓頭鷹。

kosināraka

【形】 屬於拘屍那羅 (Kusinārā) 的。

kosī

【陰】 鞘。

koseyya

【中】 絲，絲布料。【形】 綢的。

kosohita

【形】 把…插入鞘內。

kohañña

【中】 僞善，欺騙。

kriyā

參考 kiriyā。

kva

【無】 哪里? ~ci,【無】 某處。

Kh
k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k。

kha

【中】 虛空，天空。

khaga

【陽】 鳥。

khagga

【陽】 刀劍。~kosa,【陽】 刀劍鞘。~gāhaka,【陽】 捧劍者。~tala,【中】 刀鋒。~dhara,
【形】 捧劍的。~visāṇa,【陽】 犀牛，有個像刀劍一樣的角者。

khacati

(khac + a), 嵌入，裝飾。khaci,【過】。khacita,【過分】。

khajja

【形】 被吃，被咀嚼。【中】 固體食物，甜肉乾。~ka,【中】 甜肉乾。~kantara,【中】 各種不
同的糖果。

khajjati

(khaj + ya), khādati 的【被】 1. 被吃，2. 發癢，3. 被耗盡。

khajju

【陰】 癢。

khajjūrī

【陰】 海棗樹（一種海棗樹〔棕櫚科〕(Phoenix dactylifera)，産于亞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在加利
福尼亞也有種植，有羽毛狀的葉子，結簇生的棗子椰樹）。

khajjopanaka

【陽】 螢火蟲。

khañja

【形】 跛足的。

khañjati

(khaj + ṃ-a), 蹣跚，跛行。khañji,【過】。

khañjana

【中】 蹣跚行走。【陽】 鶺鴒，亟竈巢鳥主要 在西半球的一種鶺鴒科鳥，具有瘦長的身體和不
斷擺動的尾巴。

khaṇa

【陽】 片刻，分鐘，機會。khaṇena,【副】 在片刻中。khaṇātīta,【形】 錯過機會。

khaṇati

(khan + a), 挖，連根拔起。khaṇi,【過】。khata,【過分】。khananta,【現分】。khanitvā,
【獨】。

khaṇana

【中】 挖。

khaṇika

【形】 瞬間的，暫時的，可改變的。

khaṇittī

【陰】 撬棍，鐵橇，鎬。

khaṇda

【陽】 一點點，碎塊，糖果。【形】 斷掉的。~danta,【形】 斷牙。~phulla,【中】 （建築物）
損壞的一部分。

khaṇdana

【中】 破損。

khaṇdākhaṇdaṃ, khaṇdākhaṇdikaṃ
【副】 （打）碎。

khaṇdikā

【陰】 塊，碎片。

khaṇdicca

【中】（牙齒）斷掉的情況。

khaṇdita

以下的【過分】。

khaṇdeti

(khaṇd + e), 打碎，違背，違犯。khandesi,【過】。khandetvā,【獨】。

khata

(khaṇati 的【過分】), 已挖出，已連根拔起，已受傷，已沒德行。

khatta

【中】 政治學，屬於刹帝利 (Khattiya) 的。

khattiya

【陽】 刹帝利，武士族。【形】 屬於刹帝利的。~kaññā,【陰】 刹帝利的年輕未婚女子。~kula,
【中】 武士家族。~mahāsāla,【陽】 刹 帝利的百萬富翁。~māyā,【陰】 刹帝利的秘
訣。~sukhumāla,【形】 如 王子一般的柔弱。

khattiyā, khattiyānī

【陰】 刹帝利氏族的女人。

khattu

【陽】 戰車的禦者，國王的隨從顧問。

khadira

【陽】 兒茶樹（東印度一種有刺喬木 (Acacia catechu)，兩回羽狀複葉，花黃色，莢扁平，是阿
仙 藥的來源）。~aṅgāra,【陽】 兒茶木材的灰燼。

khanti

【陰】 耐性，希望，忍耐。~bala,【中】 耐力。~mantu,【形】 忍 耐的，耐心的。

khantika

【形】 (在【合】中) 如此這般的信念。aññakhantika, = 另外的信念。

khantu

【陽】 忍耐者，溫和的。

khandha

【陽】 1. 體積。2. 樹幹，（人或動物的）軀幹。3. 質量，集合堆。4. 區，段，章。5. 蘊，形成
任何生命的身心狀態的知覺集合體。~pañcaka,【中】 五蘊即：色、受、想、行、識。

khandhaka

【陽】 區分，章。

khandhāvāra
【陽】 營。

khama

【形】 寬恕的，忍耐的，容忍的。

khamati

(kham + a), 忍耐，容忍，寬恕。khami,【過】。khanta,【過分】。khamanta, khamamāna,【現
分】。

khamana

【中】 khamā,【陰】寬容，忍受，容忍，耐性，忍耐。

khamāpana

【中】 要求原諒。

khamāpeti

(kham + āpe), 原諒，道歉。khamāpesi,【過】。khamāpenta,【現分】。khamāpita,【過
分】。khamāpetvā,【獨】。

khamitabba

【潛】 應該原諒。

khamitvā

【獨】 原諒了，忍耐了。

khambhakata

【形】 兩手叉腰的。

khaya

【陽】 浪費，破壞，衰退，終結。~anupassanā,【陰】 衰退的事實 知識。

khara

【形】 粗糙的，硬的，強烈的，痛苦的。~tta,【中】 ~tā,【陰】 粗 糙。

khala

【中】 （玉蜀黍的）打穀場。~agga,【中】 打穀的開始。~maṇdala,【中】 打穀場。

khalati

(khal + a), 絆倒。khali,【過】。khalita,【過分】。khalitvā,【獨】。

khalita

【中】 過失，絆倒。

khalīna

【陽】 馬銜，馬嚼子。

khalu

【無】 的確，當然。

khaluṅka

【陽】 難馴的劣馬。

khallāṭa

【形】 禿的。~sīsa,【形】禿頭的。~ṭiya,【中】 光禿。

khalopī

【陰】 鍋。

khaḷa

【形】 粗略的，粗糙的。【陽】 流氓，無賴，卑鄙的人。

khāṇu

【陽、中】 殘株，柱。~ka,【陽】 殘株，樹樁，小柱。

khāta

(khaṇati 的【過分】), 已挖。

khādaka

【形】 吃者，以…爲主食。

khādati

(khād + a), 吃，咀嚼，咬，咬牙切齒。khādi,【過】。khādanta, khādamāna,【現分】。

khādana

【中】 吃。

khādanīya

【形】 可吃的。【中】 硬的食物，甜食，糖果，蜜餞。

khādāpana

【中】 給食，喂，飼養，令吃。

khādāpeti

(【使】 khādati), 令吃，令咬。khādāpesi,【過】。khādāpita,【過分】。khādāpenta,【現
分】。khādāpetvā,【獨】。

khādita

(khādati 的【過分】), 已吃，已咬，已吃完。~tta,【中】 被吃的事實。

khāditabba

【潛】 應該吃。

khādituṃ

【不】 要去吃。

khāyati

(khā + ya), 似乎是，看來好象。khāyi,【過】。

khāyita

【形】 吃光，【中】 吃了些東西。

khāra

【陽】 堿的物質，碳酸鉀，苛性鉀。khāraka,【形】 1. 鹼性。2. 【陽】 鮮芽。khārika,【形】
鹼性。

khāri

【陰】 佉梨（古印度計重量單位大約 16 格令〔＝ 1.0368 克 或 16/7000 磅〕，秤盤）。~kāja,
~vidha,【陽、中】 秤盤和秤錘。

khāḷeti

(khaḷ + e), 洗，沖洗。khāḷesi,【過】。khāḷita,【過分】。khāḷetvā,【獨】。

khiḍḍā

【陰】 玩，娛樂。~dasaka,【中】 戲十年（十一至二十歲）。~rati,【陰】 享樂。

khitta

(khipati 的【過分】), 已丟，已推翻，已抛棄，已顛覆。~citta,【形】 發瘋的人。

khipa

【陽】 丟在上的任何東西，捕魚具，鬥蓬。

khipati

(khip + a), 投，丟出，打噴嚏。khipi,【過】。khipanta, khipamāna,【現分】。khipitvā,【獨】。

khipana

【中】 丟，抛棄。

khipita

(khipati 的【過分】), 已丟出。【中】 噴嚏。~sadda,【陽】 噴嚏聲。

khipituṃ

【不】 要丟，要打噴嚏。

khippa

【形】 快的。~taraṃ,【副】 很快地，非常快地。khippaṃ,【副】 很快地。

khila

【中】 硬結，堅硬。

khīṇa

(khīyati 的【過分】), 已耗盡，已浪費。~tta,【中】 ~tā,【陰】 浪費的事實，用盡的事
實。~maccha,【形】 沒有魚的。~bīja,【形】 沒有存在種子的人。~āsava,【形】 漏盡的。

khīyati

(khī + ya), 被耗盡，浪費掉，變成沮喪。khīyi,【過】。khīyamāna,【現分】。khīyitvā,【獨】。

khīyana

【中】 1. 疲憊。2. 責備。

khīra

【中】 奶，乳。~aṇṇava,【陽】 奶白色的海洋。~paka,【形】 吸奶。~odana,【中】 乳飯。

khīrikā

【陰】 闊葉山檨子（東印度漆樹科的中等大小喬木 (Buchanania latifolia)，種子在未成熟時用作
咖喱的成分）。

khīla

【陽】 樁，柱。

khujja

【形】 駝背的（人）。

khudā

【陰】 餓。

khudda, khuddaka

【形】 小的，次等的，無關重要的。【中】 一種小蜜蜂 所製造的蜂蜜。~kanikāya,【陽】 《小
部》（佛教經典）。~kapāṭha,【陽】 〈小誦經〉（《小部》中的第一部經）。

khuddā

【陰】 一種小的蜜蜂。

khuddānukhuddaka

【形】 細小的（職責或戒條）。

khuppipāsā

【陰】 饑餓和口渴。

khubhati

(khubh + a), 被騷動，被擾亂。【過】 khubhi,【過分】 khubhita。

khura

【中】 1. 剃刀。2. 蹄。~agga,【中】 剃發廳。~kosa,【陽】 剃刀鞘。~cakka,【中】 刀
輪。~dhārā,【陰】 剃刀鋒。~bhaṇda,【中】 理髮具。~muṇda, 剃光頭。

khurappa

【陽】 箭。

kheṭa, kheṭaka
【中】 盾。

khetta

【中】 田，小塊土地，適當的地方，生産地，建立地。~kamma,【中】田間勞動。~gopaka,
【陽】 守田人。~sāmika,【陽】 田主。~ājīva,【陽】 耕者，農民。~tūpama,【形】 被比喻象塊
田。

kheda

【陽】 遺憾，苦惱，痛苦。

khepa

【陽】 投，投擲，（精神）錯失。

khepana

【中】 過（時間），浪費，殲滅。

khepita

以下的【過分】。

khepeti

(khip + e), 花費（時間或財富），使浪費。【過】 ~esi,【現分】 khepenta,【獨】 khepetvā。

khema

【形】 安全，平穩，太平。~ṭṭhāna,【中】 安全地，庇護所。~ppatta,【形】 達到了鎮
定。~bhūmi,【陰】 和平的地方。

khemī

【陽】 安全者。

kheḷa

【陽】 唾液。~mallaka,【陽】 痰盂。

kheḷāsika

【形】 吃痰者，一個辱駡的術語。

kho

【無】 的確，真的，當然，（【語】與前一詞結合的虛詞，例如：evaṃ kho 的 kho）。

khobha

【陽】 震動，激動。

khoma

【中】 亞麻布料。【形】 亞麻的。~dussa,【中】 亞麻布，釋迦領土中的一個村莊的名字。

G
g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三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帶音的 g，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考英語
或馬來語的發音。

gagana

【中】 天空。~gāmī,【形】 飛過天空。

gaggarā

【陰】 伽伽羅池，一個湖的名字。

gaggarāyati

(gaggarī 的【派】), 怒吼，吼。

gaggarī

【陰】 鐵匠的風箱。

gaṅgā

【陰】 河，恒河（在印度北境）。~tīra,【中】 河岸。~dvāra,【中】 河口。~dhāra 【陽】 流
域，江河流域。~pāra,【中】 彼岸，對岸。~sota,【陽】 河水流，奔流。

gaṅgeyya

【形】 屬於河或恒河的。

gaccha

【陽】 植物，矮樹。

gacchati

(gam + a), 去，行，走。【過】 gacchi,【現分】 gacchanta，gacchamāna,【過分】 gata。

gaja

【陽】 象。~kumbha,【陽】 象額。~potaka,【陽】 小象。

gajjati

(gajj + a), 吼，打雷。【過】 gajji,【現分】 gajjanta, gajjamāna,【獨】 gajjitvā。

gajjanā

【陰】 吼聲。

gajjita

(gajjati 的【過分】),【中】 吼，打雷。

gajjitu

【陽】 吼者，打雷者。

gaṇa

【陽】 組，隊，群，（俱樂部、社團、校友會等的）支部，分會。~pūraka,【形】 聚齊法定人數
的人。~pūraṇa,【中】 法定人數。~bandhana,【中】 合作。~saṅgaṇikā,【陰】 想參入在群衆
中。~ācariya,【陽】 多數弟子 的老師，有許多追隨者的人。~ārāmatā,【陰】 想參入在群衆中。

gaṇaka

【陽】 會計員，熟悉算術的人。

gaṇanapathātīta

【形】 超越計算的，不可計算的。

gaṇanā

【陰】 數，計算，算術。

gaṇikā

【陰】 妓女，（專與高級官員往來的）妓女，情婦。

gaṇita

(gaṇeti 的【過分】), 已計算。【中】 算術。

gaṇī

【陽】 有追隨者的人。

gaṇeti

(gaṇ + e), 計算，數。【過】 gaṇesi,【現分】 gaṇenta,【獨】 gaṇetvā,【潛】 gaṇetabba。

gaṇṭhi, gaṇṭhikā

【陰】 結，束縛，木塊。~ṭṭhāna,【中】 困難的通道， 昏暗的通道。~pada,【中】 難懂的字，
字彙。

gaṇda

【陽】 癤子，腫瘤，瘤。

gaṇdaka

【陽】 犀牛。

gaṇdikī

【陰】 木鍾、木魚（敲打的響器，用木頭做成，中間鏤空），銅鑼。

gaṇdī

【陰】銅鑼，屠頭台（行刑場砍人頭用的木頭）。【形】有瘤的。

gaṇduppāda

【陽】 蚯蚓。

gaṇdūsa

【陽】 一口。

gaṇhanta

(gaṇhāti 的【現分】), 拿，抓，持，取。

gaṇhāti

(gah + ṇhā), 拿，持，抓，取。【過】 gaṇhi,【過分】 gahita,【獨】 gahetvā, gaṇhitvā。

gaṇhāpeti

(以上的 【使】), 使拿，令抓。【過】 ~esi,【過分】 ~pita, gāhāpita,【獨】 ~petvā。

gaṇhituṃ

【不】 要拿。

gaṇhiya

(gaṇhāti 的【獨】), 拿了，持了。

gata

(gacchati 的【過分】), 已去，已經過，已達到，已到了某種情況。~ṭṭhāna,【中】 去過的地
方。~tta,【中】 去過的事實。~ddha, ~ddhī,【形】 已完成旅程的人。~bhāva,【陽】 參考
gatatta。~yobbana,【形】 已經度過了青年時期的人。

gati

【陰】 去，事業，課程，投胎轉生，命運，行爲。~mantu,【形】 完美的行爲。

gatta

【中】 身體。

gathita

【過分】 已綁，已束縛，已貪婪。

gada

【陽】 疾病，聲音，演講。

gadati

(gad + a), 說，談。【過】 gadi,【過分】 gadita。

gadā

【陰】 一種武器，鐵棒。

gaddula

【陽】 栓狗頸之皮帶，皮革繩。

gadduhana

【中】 擠（牛）奶。~mattaṃ,【副】 短時間（如拉一次母牛的奶頭的時間）。

gadrabha

【陽】 驢，驢子。

gadhita

參考 gathita。

gantabba

【潛】 可去的。

gantu

【陽】 去的人。

gantuṃ

【不】 要去。

gantvā

(gacchati 的【獨】) 去了。

gantha

【陽】 束縛，腳鐐，作文，本文。~kāra,【陽】 作家，編輯。~dhura,【中】 學習聖經的負
擔。~ppamocana,【中】 釋放，脫身。

ganthana

【中】 編織，扭轉，作文。

ganthtta

以下的【過分】。

gantheti

(ganth + e), 繫綁，拴緊，編織。【過】 ~esi,【潛】 ganthenta,【獨】 ganthetvā。

gandha

【陽】 香，氣味，味道。~karaṇdaka,【陽】 香水箱。~kuṭi,【陰】 香室，佛陀的小屋。~cuṇṇa,
【中】 香粉。~jāta,【中】 一種香。~tela,【中】 香油。~pañcaṅgulika,【中】 香五指
印。~sāra,【陽】 檀香樹。~āpaṇa,【陽】 香料。

gandhabba

【陽】 1. 乾闥婆，音樂家，屬於小神的天上音樂家。2. 將投胎的陰靈。

gandhamādana

【陽】 喜馬拉雅山的一座山的名字。

gandhāra

【陽】健陀羅，（現在叫做）甘達哈 (Kandahar) 的國家。

gandhārī

【陰】 屬於健陀羅（的魔術吉祥物）。

gandhika, gandhī
【形】 芬芳的。

gandhodaka

【中】 香水。

gabbita

【形】 驕傲的，傲慢的。

gabbha

【陽】 內部，子宮，內室。~gata,【形】 去了子宮（投胎），懷孕。~pariharaṇa,【中】 護
胎。~pātana,【中】 流産的準備，毀胎。~mala,【中】隨分娩的髒物。~vuṭṭhāna,【中】 分
娩。~seyyaka,【形】 在子 宮中出生者，胎生的。~seyyā,【陰】 在子宮懷孕。~avakkanti,
【陰】 懷孕。

gabbhara

【中】 洞。

gabbhāsaya

【陽】 子宮。

gabbhinī

【陰】 孕婦。

gambhīra

【形】 深的。【中】 深度。

gamana

【中】 去，散步，旅程，追逐。【形】 導致，有益於。~antarāya,【陽】障礙。~āgamana,
【中】 來去。~kāraṇa,【中】 去的理由。

gamanīya

【形】 應該去的，可以去的。

gamika

【形】 走開，起程。【陽】 旅行者。~vatta,【中】 旅程的準備。

gameti

(gam + e), 令去，派去，理解。【過】 gamesi。

gambhīra

【形】 深的，極深的，難感知的。~tā,【陰】 深度。~avabhāsa,【形】 有深度或深奧的外貌。

gamma

【形】 粗俗的，應該被瞭解或達到的。

gayha

【形】 可以拿的，抓住，抓緊。【中】 把握中的。

gayhati

(gah + ya), 被拿，被抓住。【過】 gayhi,【現分】 gayhamāna。

garahati

(garah + a), 責備，譴責，責駡。【過】 garahi,【過分】 garahita,【現分】 garahanta,
garahamāna。

garahana

【中】 Garahā,【陰】 責備，譴責。

garahitvā, garahiya
【獨】 責備了。

garahī

【陽】 指責者。

garu

【形】 重的，嚴重的，莊嚴的，值得尊敬的，可敬的。【陽】 導師， 教師。~kātabba,【形】
尊敬的傑出人物，應該尊敬的。~kāra,【陽】 尊敬，光榮。~gabbhā,【陰】 孕婦。~ṭṭhānīya,
【形】 做老師的人， 品格高尚的人。

garuka

【形】 重的，嚴重的，嚴肅的。

garukaroti

(garu + karoti), 尊敬，崇敬。【過】 ~kari,【過分】 ~kata,【現分】 garukaronta。

garutta

【中】 Garutā,【陰】 有重量性，光榮。

garuḷa

【陽】 金翅鳥，神話的鳥，鷹身女妖。

gala

【陽】 脖子，咽喉。~ggāha,【陽】 抓著脖子，扼殺。~nāḷi,【陰】 喉頭。~ppamāṇa,【形】 直
到脖子。~vāṭaka,【陽】 咽喉的底部。

galati

(gal + a), 滴下，流動，滴流。【過】 gali,【現分】 galanta, galamāna,【過分】 galita,【獨】
galitvā。

gava

實詞 go 在【合】中採取的詞形；例如： puṅgava。

gavaja, gavaya

【陽】（産於印度的）大額牛。

gavesaka

【形】 尋求者，找尋的人。

gavesati

(gaves + a), 尋求，尋找，努力。【過】 gavesi,【過分】 gavesita,【現分】 gavesanta,
gavesamāna,【獨】 gavesitvā, gavesiya。

gavesana

【中】 ~nā,【陰】 搜尋，尋求。

gavesī

【陽】 尋求者。

gaha

【陽】 1. 捕捉者，佔有者。2. 行星。

gaha

【中】 家，房子。~kāraka,【陽】 立家者，建屋者。~kūṭa,【中】 屋頂。~ṭṭha,【陽】 俗人，居
士。~patānī,【陰】 一家之女主人。~pati,【陽】 一家之主。~patimahāsāla,【陽】 非常富有的
戶主。

gahaṇa

【中】 拿，抓，獲得，把握。

gahaṇika

【形】 消化良好。

gahaṇī

【陰】 妊娠，懷孕，醞釀，消化。

gahana

【中】 繁茂處，叢林，不能穿過的地方。【形】 厚的，密封的。~ṭṭhāna,【中】 在叢林中不能穿
透的地方，密封處。

gahita

(gaṇhāti 的【過分】), 已拿，已抓住。【中】 抓緊。~bhāva,【陽】 被拿的事實，拿著的事實。

gaḷagaḷāyati

(gaḷagaḷa 的【派】), 嘩嘩響，大雨聲，吼,【過】 ~ḷāyi。

gaḷocī

【陰】 心葉青牛膽（見 Pūtilatā）。

gāthā

【陰】 詩句，節，詩的一行。~pada,【陽】 詩節的一行。~abhigīta,【形】 藉由背誦詩而獲得
的。

gādha

【形】 深的。【陽】 深度，安全的立足點，立足處。

gādhati

(gādh + a), 不後退，不讓步，有個穩固的立足處。【過】 gādhi。

gāna

【中】 歌唱，歌。

gāma

【陽】 村莊。~ka,【陽】 小村莊。~ghāta,【陽】 劫村，掠奪。~ghātaka,【陽】 劫村者，強
盜。~jana,【陽】 村民。~jeṭṭha,【陽】 村長。~ṭṭhāna,【中】 （廢）村地。~dāraka,【陽】 少
村民。~dārikā,【陰】 少村女。~dvāra,【中】 村門（村莊的入口）。~dhamma,【陽】 惡劣的
行爲，行房。~bhojaka,【陽】 村長。~vāsī,【陽】 村民。~sīmā,【陰】 地方自治區的邊界。

gāmaṇī

【陽】 村長。

gāmika

【陽】 村民。

gāmī

(在【合】中) 【形】 去的人，導致。

gāyaka

【陽】 歌手。

gāyati

(ge + a), 唱，背誦。【過】 gāyi,【現分】 gāyanta, gāyamāna,【過分】 gāyita, gīta,【獨】
gāyitvā。

gāyana

【中】 歌唱。

gāyikā

【陰】 女歌手。

gārayha

【形】 卑鄙的，卑賤的。

gārava

【陽】 尊敬。~tā,【陰】 尊敬。

gāvī

【陰】 母牛。

gāvuta

【中】 伽浮他（1由旬 yojana ＝ 80 勒沙婆 usabha），一里格（league長度單位），只稍微少
了一點點就有二英哩(mile)長度。~tika,【形】 至一伽浮他(league)的長度。

gāvo

【陽、主、複】 牛。

gāha

【陽】 1. 捕獲，緊握。2. 固執。3. 主意，意見。

gāhaka

【形】 持者，拿者，持有者。

gāhati

(gāh + a), 浸，穿透，投入。

gāhana

【中】 淹沒，跳水。

gāhāpaka

【形】 使人拿者，令人拿著的人。

gāhāpeti

(gaṇhāti 的【使】), 使拿，令抓住。【過】 ~esi,【過分】 gāhāpita,【現分】 gāhāpenta,【獨】
gāhāpetvā。

gāhī

【形】 參考 Gāhaka。

gāheti

(gaṇhāti 的【使】), 參考 gāhāpeti,【過分】 gāhita,【獨】 gāhetvā, gāhiya。

gāḷha

【形】 強壯的，緊，嚴重的。~aṃ,【副】 緊緊地，強烈地。

gijjha

【陽】 兀鷲。~kūṭa,【陽】 鷲峰（又名靈鷲山，在王舍城 (Rājagaha) 附近）。

gijjhati

(gidh + ya), 渴望，很需要。【過】 gijjhi,【現分】 gijjhamāna。

giñjakā

【陰】 磚塊。~āvasatha,【陽】 磚屋。

giddha

(gijjhati 的【過分】), 已貪婪。

giddhi

【陰】 貪欲，執著。

giddhī

【形】 貪婪的，想要的。

gini

【陽】 火。

gimha

【陽】 熱，熱季，熱天。

gimhana

【陽】 夏天。

gimhika

【形】 屬於夏天的。

girā

【陰】 話，說話。

giri

【陽】 山。~kaṇṇikā,【陰】 蝶豆（一種美國東南部和中部産的常見的 纏繞藤木植物 (Clitoria
Ternatea)，花淡藍色，直徑 2 英寸，具非常大的旗瓣）。~gabbhara,【中】 ~guhā,【陰】 山裂
縫，峽谷，山洞。~bbaja,【中】 耆梨跋提（摩揭陀 (Magadha) 的古都的名字）。~rājā,【陽】
山王（須彌山）。~sikhara,【中】 峰頂，山頂。

gilati

(gil + a), 吞下，吞食。【過】 gili,【過分】 gilita,【現分】 gilanta,【獨】 gilitvā。

gilana

【中】 吞。

gilāna, gilānaka

【形】 病的，不舒服的，病人。~paccaya,【陽】 病藥。~bhatta,【中】 病人的食物。~sālā,
【陰】 醫院。~ālaya,【陽】 裝病。~upuṭṭhāka,【陽】 護士。~upaṭṭhāna,【中】 護理，看護。

gihī

【陽】 俗人，在家人。~bandhana,【中】 俗人的束縛。~bhoga,【陽】 俗人的享
樂。~vyañjana,【中】 俗人的特徵。~saṃsagga,【陽】 結交在家人。

gīta

【中】 歌，歌唱。(gāyati 的【過分】) 已唱。~rava, ~sadda,【陽】 歌聲。

gītikā

【陰】 歌。

gīvā

【陰】 脖子。

gīveyyaka

【中】 脖子的裝飾。

guggulu

【陽】 藥用樹脂，芳香樹膠（一種膠狀樹脂，從沒藥屬 (Commiphora) 的各種樹木得來，與沒藥
樹脂相似，用途相同）。

guñjā

【陰】 藥用蔓草，相思子（一種東印度群島産的纏繞草木植物 (Abrus Precatorius) 具羽狀複葉；
花小，紫色，在葉腋叢生；根用作甘草的代用品）。

guṇa

【陽】 德行，質量，繩索，線，弓弦，（與數位複合，它的意義＝倍， 例： diguṇa = 兩
倍）。~kathā,【陰】 稱讚。~kittana,【中】 陳述德行。~gaṇa,【陽】 好質量的積聚。~vantu,
【形】 有品德的。~ṇupeta,【形】 擁有好質量的。~hīna 【形】 全無德行的。

guṇī

【形】 擁有好質量的。

guṇṭhikā

【陰】 線球。

guṇṭhita

以下的【過分】。

guṇṭheti

(guṇṭh + e), 包裝，覆蓋，藏,【過】 ~esi。

gutta

(gopeti 的【過分】), 已保衛，已保護，已注意。~dvāra,【形】 護門（善防護的感
官）。~dvāratā,【陰】 防護著感官。~indriya,【形】 有保衛感覺。

gutti

【陰】 保護，守衛，注意。~ka,【陽】 監護人。

guda

【中】 肛門。

gunda

【陰】 香附子（一種廣泛分佈的多年生莎草 (Cyperus rotundus)，細弱的根狀莖生有可食的小堅
果狀的塊莖）。

gumba

【陽】 矮樹叢，繁茂處，軍隊，一大群。~antara,【中】 矮樹叢的內部。

guyha

【形】 可以隱藏的。【中】 秘密，要隱藏的。~bhaṇdaka,【中】 性器官。

guru

【陽】 老師。【形】 重的，莊嚴的。~dakkhiṇa,【陰】 學費。

guha

【陰】 洞，巨穴。

guḷa

【中】 糖，糖蜜，球，球體。~kīḷā,【陰】 玩球，玩彈球。

guḷā

【陰】 痘痕，麻子，丘疹，面泡，疙瘩，窠如掉球形的鳥。

guḷika

【陰】 藥丸。

gūtha

【中】 排泄物，糞，大便。~kaṭāha,【陽】 便盆，便器。~kūpa,【陽】 糞坑。~gata,【中】 糞
堆。~pāṇaka,【陽】 蜣螂，屎殼郎。~bhakkha,【形】 吃糞的，食屎的。~bhāṇī,【陽】 髒話。

gūhati

(gūh + a), 藏，隱藏,【過】 gūhi,【現分】 gūhamana,【獨】 gūhitvā。

gūhana

【中】 隱匿。

gūhita, gūḷha

(gūhati 的【過分】), 已藏，已隱藏，已秘密。

geṇduka

【陽】 球。

gedha

【陽】 貪欲。

gedhita

【過分】 已貪婪。【中】 貪欲。

geyya

【形】 要被唱的。【中】 詩，文學的某種風格。

geruka

【中】 作爲塗顔色的紅粉筆。

gelañña

【中】 疾病。

geha

【陽、中】 房子，住宅。~aṅgana,【中】 屋前院子。~jana,【陽】 家庭的成員。~ṭṭhāna,【中】
房子的地點。~dvāra,【中】 家門。~nissita,【形】 與居家生活有關聯的。~ppavesana,【中】
入新居（的儀式）。~sita, 參考 ~nissita。

go

【陽】 公牛，牛。~kaṇṭaka,【中】 牛蹄，水蓑衣（(Asteracantha longifolia) 一種溫生草本
或木本屬〔爵床科 (Acanthaceae)〕，葉似柳葉）。~kula,【中】 母牛棚。~gaṇa,【陽】 牛
群。~ghātaka,【陽】 屠夫。

gokaṇṇa

【陽】 麋鹿。

gocara

【陽】 牧場，飼料，食物，感官物件，適當的地方。~gāma,【陽】 出家人托食的村莊。

gocchaka

【陽】 束，串。

goṭṭha

【中】 牛棚。

goṇa

【陽】 公牛。

goṇaka

【陽】 長羊毛的地毯。

gotama

【形】 瞿曇的，屬於瞿曇氏族的。

gotamī

【陰】 瞿曇女，瞿曇氏族的女人。

gotta

【中】 氏族，祖先。

gotrabhū

【形】 破壞世系的人。

godhā

【陰】 鬣蜥蜴，大蜥蜴。

godhuma

【陽】 小麥。

gonasa

【陽】 毒蛇。

gopaka

【陽】 監護人，巡夜者，看守人。

gopakhuma

【形】 有小母牛一般的睫毛。

gopana

【中】 ~nā,【陰】 保護，照料，注意。

gopānasī

【陰】 重詹，支撐屋頂結構的彎梁。~vaṅka,【形】 像 gopānasī 一樣的彎曲。

gopāla, gopālaka
【陽】 牧牛者。

gopita

(gopeti 的【過分】)。

gopī

【陰】 牧牛的女人，牧牛者的妻子。

gopura

【中】 出入口。

gopeti

(gup + e), 保衛，保護，守護。【過】 gopesi,【現分】 gopenta,【獨】 gopetvā, gopiya,【潛】
gopetabba。

gopetu

【陽】 保護者。

gopphaka

【中】 腳踝。

gomaya

【中】 牛糞。

gomika, gomī

【形】 牛的主人。

gomutta

【中】 牛尿。

goyūtha

【陽】 牛群。

gorakkhā

【陰】 守牛。

golomī

【陰】 鳶尾根（幾種歐洲的鳶尾屬 (Iris) 植物〔尤指 Iris pallida〕的芳香根莖之一，磨成粉用作
香料和藥，以及香囊和牙粉的成分）。

govinda

【陽】 克利須那神 (Krishṇa) 的一個渾名。

gosīsa

【陽】 黃色的檀香，黃檀香。

goḷa, goḷaka

【陽、中】 球。

Gh
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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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aṭa

【陽】 水壺。

ghaṭaka

【陽、中】 1. 小的廣口瓶。2. （樹的）節。

ghaṭati

(ghaṭ + a), 試，努力，發揮自己。【過】 ghaṭi。【過分】 ghaṭita。【現分】 ghaṭamāna。

ghaṭana

【中】 ghaṭanā,【陰】 安裝，組合。

ghaṭā

【陰】 串，一大群。

ghaṭikā

【陰】 小碗，結，一個小時，球，打木栓遊戲（用木棒輕敲一個兩頭尖的木栓，當木栓蹦起來的
時候再用木棒把它打向遠方，其他防守的人 盡力想把木栓接住）。~yanta,【中】時鐘，任何測
量時間的設備。

ghaṭī

【陰】 水壺。~kāra,【陽】 陶工。~yanta,【中】提水的設備。

ghaṭīyati

(ghaṭati 的【被】), 被聯合，被連接。【過】 ~ṭīyi。

ghaṭeti

(ghaṭ + e), 連接，聯合，努力。【過】 ~esi。【現分】 ghaṭenta。【過分】 ghaṭita。【獨】
ghaṭetvā。

ghaṭṭana

【中】 打擊，敲擊，侮辱。

ghaṭṭita

以下的【過分】。

ghaṭṭeti

(ghaṭṭ + e), 襲擊，撞，犯罪。【過】 ~esi。【現分】 ghaṭṭenta。【獨】 ghaṭṭetvā。

ghaṇṭā

【陰】 小鈴，小鍾。

ghata

【中】 酥油，純淨的奶油。~sitta,【形】灑以酥油的。

ghana

【形】 厚的，固體的，密集的，緊湊的。【中】 棍棒，槌，藉由打 擊的一種樂器（例：鐃鈸、
小手鼓、鈴、鍾等）。【陽】 雲。~tama,【形】 非常厚的。【陽】 漆黑。~puppha,【中】 一件
繡花的毛織床單。

ghanasāra

【陽】 樟腦。

ghanopala

【中】 冰雹風暴。

ghamma

【陽】 熱，熱季。~jala,【中】 汗，排汗。~mābhibhūta, ~mābhitatta,【形】 熱倒。

ghara

【中】 住宅。~goḷikā,【陰】 壁虎。~dvāra,【中】 家門，宅門，街門。~bandhana,【中】成
家。~mānusa,【陽】家庭成員，家人。~sappa,【陽】鼠蛇（印度一常見的鼠蛇屬 (Ptyas) 的蛇
類，常進入建築物內追捕獵物）。~ājira,【中】院子。~āvāsa,【陽】 居家。

gharaṇī

【陰】 家庭婦女，一家的女主人。

ghasa

(在【合】中),【形】 吃的人。

ghasati

(ghas + a), 吃，耗費掉。【過】 ghasi。【現分】 ghasanta, ghasamāna。【獨】 ghasitvā。

ghaṃseti

(ghaṃs + e), 擦，撞。【過】 ~esi。【過分】 ~sita。

ghāta

【陽】 ghātana,【中】 殺害，屠殺，破壞，搶奪，盜竊。

ghātaka, ghātī

【陽】 殺人者，搶奪者，破壞者。

ghātāpeti

(ghāteti 的【使】), 令殺，使掠奪。

ghātita

以下的【過分】。

ghāteti

(han + e), 殺，宰殺，破壞。【過】 ~esi。【現分】 ghātenta。【獨】 ghātetvā, ghātiya。
【潛】 ghātetabba。

ghāṇa

【中】 鼻子。~viññāṇa,【中】 鼻識（味道的知 覺）。~indriya,【中】 鼻根（味道的感官）。

ghāyati

(ghā + ya), 嗅。【過】 ghāyi。【現分】 ghāyanta, ghāyamāna。【獨】 ghāyitvā。

ghāyita

(以上的【過分】), 已嗅。

ghāsa

【陽】 食物，馬料，澤甜牧草，草原看麥娘（舊大 陸北部的一種粗壯、直立、多年生禾草
(Alopecurus pratensis)，與梯牧草很相似，廣泛栽培供放牧和割製乾草）。~cchādana,【中】 衣
食。~hāraka,【形】 取馬料來的人。

ghuṭṭha

(ghoseti 的【過分】), 已宣佈，已通告。

ghoṭaka

【陽】 野馬（未馴服的馬）。

ghora

【形】 可怕的，駭人的。~tara,【形】 最可怕的。

ghosa

【陽】 聲音，呼喊，發表。~ka,【陽】 呼喊的人，宣佈的人。

ghosanā

【陰】 大喊大叫。

ghosāpeti

(以下的【使】), 使宣佈。

ghoseti

(ghus + e), 呼喊，通告，宣佈。【過】 ~esi。【過分】 ghosita, ghuṭṭha。【現分】 ghosenta。
【獨】 ghosetvā。

Ṅ
ṅ

巴利文字母表的第五個輔音字母，雖然這個字母被稱爲輔音，在巴利文裡，它卻只被當作韻尾來
使用而已。發音好像漢語中韻尾的 ng。

C
c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六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z。

ca

（連接詞或轉折連詞的虛詞） 和，此外，既然。

cakita

【形】 擾亂，害怕。

cakora

【陽】 鷓鴣，松雞。

cakka

【中】 輪子，圓周，圓盤，周期，指令。~aṅkita,【形】 有一個輪 子的標誌。~pāṇī,【陽】 毗
瑟挐神（(Vishṇu) 其手中有個圓盤）。~yuga,【中】 一雙輪子。~ratana,【中】 （轉輪王的）輪
寶。~vattī,【陽】 轉 輪王。~samārūḷha,【形】（在緊急中）登上了交通工具。

cakkavāka

【陽】 紅鵝。

cakkavāla

【陽、中】 宇宙（世界的圓周），太陽系。~gabbha,【陽】 世界圓周的內部。~pabbata,【陽】
環繞著地球的迴圈岩石。

cakkhu

【中】 眼睛。~ka,【形】 有眼睛的。~da, ~dada,【形】 給（慧） 眼的人。~dhātu,【陰】 眼界
（視覺的要素，即：視覺感官）。~patha,【陽】 視野（視覺的範圍）。~bhūta,【形】 持有正確
理解的人。~mantu,【形】 賦予眼睛的。~lola,【形】 貪看許多事物的。~viññāṇa,【中】 眼識，
視覺。~viññeyya,【形】 是藉著視力感感知的。~samphassa,【陽】 眼接觸（視覺與形象的接
觸）。~āyatana,【中】 眼處（視覺感官）。~indriya,【中】 眼根（視覺官能）。

cakkhussa

【形】 善於眼的。

caṅkama

【陽】 caṅkamana,【中】 經行（行禪，即：來回地行走在特定的 距離上）。

caṅkamati

(kam + ṃ-a, kam 重疊，前 k 被改變成 c), 經行，行禪。【過】 caṅkami。【現分】
caṅkamanta。【獨】 caṅkamitvā。

caṅgavāra

【陽】 牛奶篩檢程式。

caṅgoṭaka

【陽】 首飾盒，匣子。

caccara

【中】 庭院，院子，十字路口，交叉路。

cajati

(caj + a), 釋放，遺棄，放棄。【過】 caji。【過分】 catta。【現分】 cajanta, cajamāna。
【獨】 cajitvā。

cajana

【中】 留置，放棄。

cañcala

【形】 不穩定，移動。

caṭaka

【陽】 麻雀。

caṇaka

【陽】 鷹嘴豆（1. 亞洲的一種草本植物 (Cicer arietinum)，現廣布於 西半球，短莢具 1 粒或 2
粒種子，在風味上略象豌豆。2. 鷹嘴豆的種子，尤在歐洲南部和印度是重要的商品食物——亦稱
栗子豆 (chestnut bean)，雞 豆 (chickpea)，矮豆 (dwarf pea)，格巴恩韶豆 (garbanzo)，格拉瓦
恩斯豆 (garavance)，在印度亦稱克豆 (gram)，或孟加拉克豆 (Bengal gram)）。

caṇda

【形】 兇猛的，暴力的，充滿熱情的。~sota,【陽】 暴流。~hatthī,【陽】 猛象。

caṇdāla

【陽】 旃陀羅（印度被剝奪種姓者），賤民。~kula,【中】 旃陀 羅家族，最低的印度世襲階
級。

caṇdālī

【陰】 旃陀羅女。

caṇdikka

【中】 兇猛，野蠻，殘暴，暴行。

catu

【形】 四。~kkaṇṇa,【形】 四方形（或長方形的），有四個角落的。~kkhattuṃ,【副】
四次。~gguṇa,【形】 四倍的，四重的，【樂】每小 節四拍的。~cattāḷīsati,【陰】 四十
四。~jjātigandha,【陽】 四種香味 〔即：橘黃色的香料、茉莉香料、老鸛草香精油 (?)（來自命
名 Turukkha 的 土耳其植物的香料）、一種希臘花香料〕。~ttiṃsati,【陰】 三十四。~ddasa,
【形】 十四。~ddisā,【陰】 四方（東南西北）。【形】 ~dvāra,【形】 有四個門的。~navuti,
【陰】 九十四。~paccaya,【陽】 四件必需品，即：食物，衣服，藥和寄宿處。~paṇṇāsā,
~paññāsā,【陰】 五十四。~parisā,【陰】 四重集會，即：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

夷。~bhūmika,【形】 有四層的，有四階段的。~madhura,【中】 四甜，即：酥油，蜂蜜，糖 和
麻油。~raṅgika,【形】 四區的，四組的。~raṅginī,【陰】 四軍，即： 象，戰車，騎兵和步兵的
軍隊。~raṅgula,【形】 四寸的。~rassa,【形】 四邊形的。~raṃsa,【形】 有四邊緣的。~rāsīti,
【陰】 八十四。~vīsati,【陰】 二十四。~saṭṭhi,【陰】 六十四。~sattati,【陰】 七十四。

catukka

【中】 四個一組，交叉道路。

catuttha

【形】 第四的。

cattutthī

【陰】一個半月的第四天，（巴利語法）第四格，即：與事格。

catudhā

【副】 以四方式。

catuppada

【陽】 四腳動物。

catubbidha

【形】 四重的。

catura

【形】 聰明的，熟練的，精明的。

catta

(cajati 的【過分】), 已放棄，已犧牲。

cana, canaṃ

以表達全部之一部分的虛詞，例： Kudācana, 有時。

canda

【陽】 月亮。~ggāha,【陽】 月蝕。~maṇdala,【中】 圓月。

candana

【陽】 檀香（産生檀香木的喬木 (Santalum album)）。【中】 檀香木。~sāra,【陽】 檀香木的
本質。

candanikā

【陰】 污水坑。

candikā

【陰】 月光。

candimā

【陽】 月亮。

capala

【形】 變幻無常的，擺動，不穩定。~tā,【陰】 變幻無常。

capu

-capu-kārakaṃ,【副】喳哺喳哺（象聲詞，當吃時，發出如此聲音）。

camara, camarī

【陽】（在喜瑪拉雅區域中的）公犁牛。

camū

【陰】 軍隊。~pati。~nātha,【陽】 軍隊的將軍。

campaka

【陽】 瞻波迦、旃簸迦，黃蘭（東印度〔樟科〕的一種喬木 (Michelia Champaca)，花黃色，産
生可用作香料的油）。

campā

【陰】 瞻波城（印度的一個城鎮的名字，現在的 Bhagalpore）。

campeyyaka

【形】 屬於瞻波城的。

camma

【中】 獸皮，皮革。~kāra,【陽】 製革工人。~khaṇda,【陽】 皮墊子。~pasibbaka,【陽】 皮
袋。

caya

【陽】 成堆，堆積，質量。

cara

1. 走路的人，經常出入的人，2. 間諜。

caraka

參考 Cara。

caraṇa

【中】 步行，腳，行爲。

carati

(car + a), 走路，漫遊，舉止，練習，運行。【過】 cari。【過分】 carita。【現分】 caranta,
caramāna。【獨】 caritvā。

carāpeti

(以上的【使】), 使移動，使練習，流通。【過】 ~esi。

carita

【中】 1. 個性，行爲。2. 生活。

caritu

【陽】 表演者，觀察者。

carima, carimaka

【形】 最後的，後來的。

cariyā

【陰】 操行，行爲。

cala

【形】 移動的，顫抖的，不穩定的。~citta,【中】 變幻無常的心。

calati

(cal + a), 移動，激起，戰慄，被激動。【過】 cali。【過分】 calita。【現分】 calanta,
calamāna。【獨】 calitvā。

calana

【中】 運動，發抖，激動。

cavati

(cu + a), 背離，改變，從一生轉到另一生。【過】 cavi。【過分】 cuta。【現分】 cavanta,
cavamāna。【獨】 cavitvā。

cavana

【中】 1. 改變。2. 背離。3. 死亡。

cātaka, cāga

【陽】 禮物，放棄，慷慨，舍。

cāgānussati

【陰】 舍隨念（慷慨的回想）。

cāgī

【陽】 放棄的人，捐贈者，舍者。

cāṭi

【陰】 廣口瓶，壺。

cāṭukamyatā
【陰】 諂媚。

cātaka

【陽】 犀鳥。

cātuddasī

【陰】 一個半月的第 14 日。

cātuddisa

【形】 屬於四方的。

cātuddīpaka

【形】 包含四大洲的，廣泛於整個地球的。

cātummahāpatha

【陽】 四條道路的交叉處，十字路口。

cātummahābhūtika

【形】 四大，四大元素（地、水、火、風）。

cātummahārājika

【形】 屬於四大王天的。

cāturiya

【中】 技術，精明。

cāpa

【陽】 弓。

cāpalla

【中】 變幻無常。

cāmara

【中】 蠅撣，蠅拂，拂塵（柄端紮犁牛尾的用具）。

cāmīkara

【中】 黃金。

cāra

【陽】 運動，行動，推移，去。

cāraka

【形】 使移動的人，使行動的人。【陽】 監獄。

cāraṇa

【中】 使移動，使行動，管理。

cārikā

【陰】 旅程，遊蕩。

cāritta

【中】 習慣，行爲，練習，號召。

cārī

【形】 (在【合】中) 演戲，實習，生活，舉止。

cāru

【形】 迷人的，美麗的，愉快的。~dassana,【形】視爲可愛的。

cāreti

(carati 的【使】), 出發，放牧，感官享受。【過】 cāresi。【過分】 cārita。【現分】 cārenta。
【獨】 cāretvā。

cāla

【陽】 震驚，突然激動。

cāleti

(calati 的【使】), 搖動，激動。【過】 ~esi。【過分】 cālita。【現分】 cālenta, cālayamāna。
【獨】 cāletvā。

cāvanā

【陰】 使改變。

cāveti

(cavati 的【使】), 使倒下，驅趕，使分心。【過】 ~esi。【過分】 cāvita。【現分】 cāventa。
【獨】 cāvetvā。

ci

不定疑問虛詞，例： koci = 任何人，無論誰。

cikkhalla

【中】 泥沼，泥，沼澤。

ciṅgulaka

【中】 一個用棕櫚葉等製的飛輪。

ciṅgulāyati

(ciṅgula 的【派】), 旋轉。

cicciṭāyati

【擬】發出噓聲，嘶嘶響，發出吱吱聲。

ciñcā

【陰】 羅望子（豆科常綠喬木 (Tamarindus indica)；羅望子果，酸莢〔做清涼飲料等用〕馬來
文：pokok asam jawa）。

ciṇṇa

(cināti 的【過分】), 已熟練，已經常做。

cita

(cināti 的【過分】), 已堆積，已排列，已覆以一層不同的東西。

citaka

【陽】 火葬用柴木。

citi

【陰】 堆，石堆紀念碑，石塚，堆石界標。

citta

【中】 心，想法。【陽】 制多月（月份名，大約在三月至四月之間）。~kkhepa,【陽】發
狂，思想擾亂。~passaddhi,【陰】心輕安，心平靜。~mudutā,【陰】 心柔軟性，心的可塑
性。~vikkhepa,【陽】 瘋狂。~santāpa,【陽】 悲傷。~samatha,【陽】 心鎮定。~anupassanā,
【陰】 心評論。~ābhoga,【陽】 考慮。~ujjukatā,【陰】 心正直性。~uttrāsa,【陽】 恐怖，恐
懼。~uppāda,【陽】 心生起。

citta

【形】 雜色的，多樣化的，多種形式的，美麗的。【中】 畫，照片。~kata,【形】 裝飾的，心
造的。~kathika, ~kathī,【形】 有才氣的演說 者，雄辯家。~kamma,【中】 繪畫，畫的藝術，
裝飾品。~kāra,【陽】 畫家，裝飾者。~tara,【形】 更不同的，更多元化的。~āgāra,【中】 畫
廊。

cittaka

【中】 紋身，紋在額上的一個宗派標誌。

cittatā

【陰】 上色，彩色，(在【合】中) 如此的心。

cittā

【陰】 角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cittīkāra

【陽】 尊敬，考慮。

citra

參考 Citta 2。

cināti

(ci + nā), 堆積，收集，累積。【過】 cini,【過分】 cita。【現分】 cinanta, cinamana。【獨】
cinitvā。

cintaka, cintanaka

【形】 考慮周到的，深思的。【陽】 思想者。

cintā

【陰】

cintana

【中】 思想，思考，考慮。~maṇi,【陽】 如意珠寶。~maya,【形】 由想法所組成的，心造的。

cintita

(cinteti 的【過分】), 已想出，已發明，已設計。

cintī

【形】 (在【合】中) 思考。

cintetabba

【潛】 可以思考的。

cinteti

(cint + e), 思考，反省，考慮。【過】 cintesi。【現分】 cintenta, cintayamāna。【獨】
cintetvā, cintiya。

cinteyya

【形】 應該考慮的。

cimilikā

【陰】 套，例：枕頭等的套。

cira

【形】 持久的。~kālaṃ,【副】 長久。~ṭṭhitika,【形】 持久的，永久的。~taraṃ,【副】 更長
久。~nivāsī,【形】 長久居民。~pabbajita, ~dikkhita,【形】 出家長久的。~ppavāsī,【形】 離家
長久的人。~rattaṃ,【副】 長久。~rattāya,【副】 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以長久地。

ciraṃ

【副】 （以）長久地。

cirassaṃ

【副】 很長久地，最後。

cirāya

【副】 以長久地。

cirāyati

(cira 的【派】), 逗留，延遲。【過】 cirāyi。【過分】 cirāyita。【現分】 cirāyanta。【獨】
cirāyitva。

cirena

【副】 在長久之後。

cīnapiṭṭha

【中】 鉛丹（四氧化三鉛 Pb3O4）。

cīnaraṭṭha

【中】 （大陸）中國。

cīra, cīraka

【中】 纖維，長條，樹皮衣。

cīrī

【陰】 蟋蟀。

cīvara

【中】 袈裟，（出家人的）衣。~kaṇṇa,【中】 袈裟的垂部。~kamma,【中】 縫袈裟，做袈
裟。~kāra,【陽】 袈裟的設計者，製造袈裟者。~dāna,【中】 捐贈袈裟。~dussa,【中】 袈裟布
料。~rajju,【陰】 晾衣繩。~vaṃsa,【陽】 晾衣竹竿。

cuṇṇa

【中】 粉，石膏（主要的成分是哪一生石灰和沙子；主要地被用於建 築物，但是也適用於皮膚
當做一種肥皂—在沐浴方面搽粉於），肥皂粉。~vicuṇṇa,【形】 壓碎，粉碎。

cuṇṇaka

【中】香粉。~jāta。【形】變成粉的。~cālanī,【陰】篩子。

cuṇṇita

以下的【過分】。

cuṇṇeti

(cuṇṇ + e), 磨，使成粉末，壓破。【過】 ~esi。【現分】 cuṇṇenta。【獨】 cuṇṇetvā。【過
分】 cuṇṇīyati。

cuta

(cavati 的【過分】)。

cuti

【陰】 改變，過世，消失。

cudita

(codeti 的【過分】)。

cuditaka

【陽】 被告。【形】 被責備的。

cuddasa

【形】 十四。

cundakāra

【陽】 車床工。

cubuka

【中】 下巴。

cumbaṭa, cumbaṭaka
【中】 墊，卷。

cumbati

(cumb + a), 吻。【過】 cumbi。【過分】 cumbita。【現分】 cumbanta, cumbamāna。【獨】
cumbitvā。

culla

【形】 小的，未成年人。~antevāsika,【陽】 頁。~pitu,【陽】 叔父。~upaṭṭhāka,【陽】 私人隨
從，侍童。

cūcuka

【中】 乳頭，奶頭。

cūla

參考 culla。

cūḷā

【陰】 冠，頂髻，髦（古時幼兒剃光頭只留下垂在前額一小髻的頭髮）， 雞冠。~mani,【陽】
王冠，帶狀頭飾，珠寶冠。

cūḷikā

【陰】 髮髻。

ce

（條件虛詞） 如果。

ceṭa, ceṭaka

【陽】 小男仆。

ceṭikā, ceṭī

【陰】 小女僕。

ceta

【陽、中】 (mano 組), 心意，意圖，意向。

cetanā

【陰】 意圖。

cetayati

(cit + aya), 感知，想。【過】 cetayi。【過分】 cetayita。【獨】 cetetvā, cetayitvā。

cetasa

【形】 (在【合】中) 有目的。Pāpacetasa = 邪惡心意。

cetasika

【形】 心理的，智力的，心所。【中】 心所的特性。

cetāpeti

(ci + āpe), 交換，物物交換。

cetiya

【中】 紀念碑，寶塔。~aṅgaṇa,【中】 寶塔周圍的空間。~gabbha,【陽】 寶塔的圓
頂。~pabbata,【陽】 寶塔山（錫蘭〔斯里蘭卡〕的一 座山的名字，現在的 Mihintale）。

ceteti

參考 Cetayati。Ceto, 〔是 ceta 在 【合】 中的詞形〕。~khila,【中】 處於不被使用或不工 作
狀態，浪費心意。~paṇidhi,【陰】 決議，熱望。~pariyañāṇa,【中】 他心智（瞭解他人的想
法）。~pasāda,【陽】 意悅，心喜悅。~vimutti,【陰】 心解脫。~samatha,【陽】 心平靜。

cela

【中】 布料，衣服。~vitāna,【中】 遮陽篷。~ukkhepa,【陽】 揮動衣服（一個喝采的徵兆）。

coca

【陽】 香蕉。~pāna,【中】 香蕉飲料。

codaka

【陽】 原告，指責的人，控訴者。

codanā

【陰】 譴責，控告，訴苦。

codita

以下的【過分】。

codeti

(cud + e), 刺激，責備，鼓動。【過】 codesi。【現分】 codenta, codayamāna。【獨】
codetvā, codiya。

codetu

【陽】 參考 Codaka。

copana

【中】 攪拌，攪動。

cora

【陽】 小偷，強盜。~ghātaka,【陽】 強盜的劊子手。~upaddava,【陽】 來自強盜的攻擊。

corikā

【陰】 竊盜。

corī

【陰】 女小偷。

coḷa

【陽】 布料。~raṭṭha,【中】 矬拉國（Coḷa 的國家在印度南部）。

coḷaka

【中】 布料，碎布。

coḷiya

【形】 屬於矬拉國的。

Ch
c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七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ch。

cha

【形】 六。~kkhattuṃ,【副】 六次。~cattāḷīsati,【陰】 四十六。~dvārika,【形】 屬於六門
的（感官六門，即：眼、耳、鼻、舌、身、意）。~navuti,【陰】 九十六。~paññāsā,【陰】
五十六。~bbaggiya,【形】 屬於六 個一群或六個一夥的。~bbaṇṇa,【形】 由六個顔色所組
成。~bbassika,【形】 存在整個六年期間，六歲。~bbidha,【形】 六倍的。~bbīsati,【陰】 二十
六。~saṭṭhi，【陰】 六十六。~sattati,【陰】 七十六。

chakana, chakanaka
【中】 獸糞。

chakalaka, chagalaka
【陽】 雄山羊。

chakka

【中】 六品（六的一組）。

chaṭṭha

【形】 第六的。

chaṭṭhī

【陰】 （巴利語法）第六格，即：領屬格。

chaḍḍaka

【形】 擲者，移轉者。

chaḍḍana

【中】 丟棄，排斥。

chaḍḍīya

【形】 可以丟棄的。

chaḍḍāpeti

(chaḍḍeti 的【使】),【過】 ~esi。【過分】 chaḍḍāpita。【獨】 chaḍḍāpetvā。

chaḍḍita

(chaḍḍeti 的【過分】)。

chaḍḍiya

【形】 被拒絕的，被丟棄的。

chaḍḍīyati

(chaḍḍeti 的【被】)。

chaḍḍeti

(chaḍḍ + e), 丟棄，放棄，拒絕，離開。【過】 ~esi。【現分】 chaḍḍenta。【獨】
chaḍḍetvā。【潛】 chaḍḍetabba。

chaṇa

【陽】 節日。

chatta

【中】 傘，遮陽傘，王室天篷。~kāra,【陽】 製傘者。~gāhaka,【陽】 攜帶主人的傘者。~nāḷi,
【陰】 ~daṇda,【陽】 傘柄。~pāṇī,【陽】 攜 帶傘者。~maṅgala,【中】 加冕典禮，爲寶塔頂安
置小尖塔的典禮。~ussapana,【中】 升起王室天篷，即：佔領王座。

chattiṃsā, chattiṃsati
【陰】 三十六。

chada

(在【合】中) 【陽】 任何東西的蓋，面紗。

chadana

【中】 蓋屋頂的材料，屋頂，蓋。

chaddanta

【形】有六個牙的。【陽】六牙湖（湖名），六牙象（象名）。

chaddikā

【陰】 嘔吐。

chaddhā, chadha
【副】 以六方式。

chanda

【陽】 衝動，意志，願。~raga,【陽】 刺激的欲望，貪欲。

chanda

(mano-group),【陽、中】 韻律學，詩體論。

chandaka

【中】 投票，自願托缽（給僧團）。

chandatā

【陰】 (在【合】中) 推動，渴望。

chandāgati

【陰】 在衝動下而犯的錯誤行爲。

channa

(chādeti 的【過分】)。

channa

【形】 適當的。

chappada

【陽】 蜜蜂。

chamā

【陰】 地，土地。

chambhitatta

【中】 麻醉，麻木狀態（昏迷），驚愕，驚惶失措。

chambhī

【形】 驚嚇，驚呆。

chava

【陽】 屍體。【形】 低的，悲慘的。~kuṭikā,【陰】 藏骸所，停屍房。~ṭṭhika,【中】 脫離骨骼
的骨頭。~ḍāhaka,【陽】 職務上燒屍的人。~alāta,【中】 來自火葬的汙火。

chavi

【陰】 外皮，皮膚。~kalyāṇa,【中】 膚色的美。~vaṇṇa,【陽】 皮 膚的顔色，膚色。

chaḷaṅga

【形】 由六個部份所組成。

chaḷabhiñña

【形】 有六神通的。~ñā,【陰】 六神通。

chaḷaṃsa

【形】 有六邊的，有六角的。

chāta

【形】 饑餓的。~jjhatta,【形】 饑餓的。~tā,【陰】 饑餓的情況。

chātaka

【中】 餓，饑荒。

chādana

【中】 ~nā,【陰】 蓋，遮，衣服，隱匿。

chādanīya, chādetabba
【潛】 可以隱蔽的。

chādeti

(chad + e), 蓋，遮，隱藏，用茅草苫蓋（屋頂），給快樂，品嘗。【過】 ~esi。【過分】
chādita。【現分】 chādenta, chādayamāna。【獨】 chādetvā, chādiya。

chāpa, chāpaka

【陽】 崽（幼小的動物）。

chāyā

【陰】 蔭，影子。~māna,【中】 影子的測定。~rūpa,【中】 相 片，肖像。

chārikā

【陰】 灰燼。

chāha

【中】 六天。

chiggala

【中】 洞。

chijjati

(chindati 的【被】), 被切割，被打破，被切斷。【過】 chijji。【現分】 chijjanta, chijjamāna。
【獨】 chijjitvā, chijjiya。

chida

【形】 (在【合】中) 打破，切斷，破壞，Bandhanacchida = 打破或 切斷聯結的人。

chidda

【中】 洞，裂縫，過失，缺點。【形】 有裂縫的，穿孔的，有過失 的。~ka,【形】 有洞的，
有毛孔的。~gavesī,【形】 找尋他人的過失 或弱點的。~avacchiddaka,【形】 充滿著裂口和洞
的。

chiddita

【形】 穿孔的，開洞的。

chindati

(chid + ṃ-a), 切（割、削），切斷，破壞。【過】 chindi。【過分】 chinna。【現
分】chindanta, chindamāna。【獨】 chinditvā, chindiya。

chindiya

【形】 易破的東西。

chinna

(chindati 的【過分】), chinnāsa,【形】 沒有希望的。~nāsa,【形】 鼻子被切掉的。~bhatta,
【形】 極饑餓的，挨餓的。~vattha,【形】 衣服被強行拿掉的。~hattha,【形】 手被切斷
的。~iriyāpatha,【形】 不能走路的，跛子。

chuddha

【過分】 已丟棄，已拒絕，已卑鄙。

chupati

(chup + a), 觸及，觸摸。【過】 chupi。【獨】 chupitvā。

chupana

【中】 觸，碰。

chūrikā

【陰】 匕首。

cheka

【形】 聰明的，有技術的。~tā,【陰】 聰明，技術。

chejja

【形】 可以被切斷的，易打破的。【中】 斷肢刑（切斷四肢的處罰）。

chettabba

【潛】 應該被切斷。

chettu

【陽】 切斷的人。

chetvā, chetvāna

【獨】 已切開，已切斷。

cheda

【陽】 切斷。~ka,【陽】 切斷者，破壞者。

chedana

【中】 切斷。

chepāpana

【中】 使切斷，使打破。

chedāpeti

(chindati 的【使】), 令切斷，令打破。【過】 ~esi。【過分】 chedāpita。【獨】 chedāpetva。

J
j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八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帶音的 j，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考英語或
馬來語的發音。

jagati

【陰】 地球，世界。~ppadesa,【陽】 在地球上的一個地點。~ruha,【陽】 樹。

jaggati

(jagg + a), 看守，滋養，清醒地躺著。【過】 jaggi。【獨】 jaggitvā。

jaggana

【中】 ~nā,【陰】 管理，照管，培養，注意。

jagghati

(jaggh + a), 笑，嘲弄。【過】 ~ghi。

jagghanā

【陰】 Jagghita,【中】 笑。

jaghana

【中】 腰部，臀部。

jaṅgama

【形】 活動的。

jaṅ�gala

【中】 叢林，沙漠。

jaṅghamagga

【陽】 小路，步行道。

jaṅghapesanika

【中】 步行運送資訊。【陽】 攜帶資訊的人。

aṅghā

【陰】 小腿，腿肚子。~bala,【中】 腿力。~vihāra,【陽】 步行 （像雲遊者）。

jaṅgheyya

【中】（袈裟的）護膝部分。

jacca

【形】 (在【合】中), 有如此的出生。~ndha,【形】 天生盲的。

jaccā

= jātiyā。

jajjara

【形】 由於年齡的微弱，老，枯萎，雕謝，衰弱。

jajjarita

【過分】 已削弱。

jañña

【形】 純粹的，貴族的，迷人的，好出生。

jaṭa

【中】（刀等的）柄。

jaṭā

【陰】 纏結，打褶，纏結的頭髮。~dhara,【陽】 纏結頭髮的苦行者。

jaṭita

【過分】 已糾纏，已打褶。

jaṭiya, jaṭila

【陽】 纏結頭髮的苦行。

jaṭhara

【陽、中】 腹，胃。~aggi,【陽】 妊娠。

jaṇṇu

【中】 ~kā,【陰】膝。~matta,【形】深及膝的，沒膝程度的。

jatu

【中】 紫膠，封閉臘。~maṭṭhaka,【中】 被附上的紫膠的物件。

jatukā

【陰】 蝙蝠。

jatto

【中】 肩。

jana

【陽】 人，男人。~kāya,【陽】 人群。~tā,【陰】 人在集會。~pada,【陽】 省，國家，
鄉下地方。~padakalyāṇī,【陰】 一國之中最美麗的女 孩。~padacārikā,【陰】 在一國旅
行。~sammadda,【陽】 人山人海。

janaka

【陽】 生産者，父親。【形】 生産的。

janana

【中】 生産，原因。

jananī

【陰】 母親。

janādhipa, janinda

【陽】（人類的）國王。

janikā

【陰】 母親，根由。

janita

以下的【過分】。

janeti

(jan + e), 産生，生産，生。【現分】 janenta。【獨】 janetvā。

janetu

【陽】 生産者，生殖者。

janettī

【陰】 母親。

jantāghara

【中】 蒸汽浴房，桑拿浴屋。

jantu

【陽】 人，創造物，生物。

japa

【陽】 喃喃自語。

japati

(jap + a), 發出，喃喃而語，背誦。【過】 japi。【過分】 japita。【獨】 japitvā。

japana, jappana

【中】 喃喃自語，耳語。

japā

【陰】 月季，朱槿。

jappā, jappanā

【陰】 貪欲，爲增益而言。

jambālī

【陰】 骯髒的池。

jambīra

【陽】 橘子樹，【中】 橘子。

jambu, jambū

【陰】 蒲桃（一種熱帶喬木 (Eugenia Jambolana)，有大而厚 的葉子，花粉紅色，肉質果
實可食用，表面有絨毛，有玫瑰香味），（音 譯）閻浮樹。~dīpa,【陽】 閻浮提洲，即：印
度。~pakka,【中】 蒲桃果。~saṇda,【陽】 蒲桃樹林。

jambuka

【陽】 豺，胡狼，野干。

jambonada

【中】 來自閻浮河的一種金。

jambhati

(jabh + ṃ-a), 打哈欠，喚醒自己。【過】 jambhi。

jambhanā

【陰】 打哈欠，喚醒，鼓勵。

jamma

【形】 粗俗的，可鄙的。

jaya

【陽】 勝利，戰勝。~ggaha, ~gāha,【陽】 戰勝，幸運的投，幸運的簽。~pāna,【中】 勝利的
飲料。~sumana,【中】 朱槿（見 Bandhujīvaka）。

jayati

(ji + a), 征服，超越，擊敗。【過】 jayi。【過分】 jita。【現分】 jayanta。【獨】 jayitvā。

jayampati

【陽】 夫妻，丈夫和妻子。

jara

【陽】 發燒。【形】 老的，爛了的，衰老的。~ggava,【陽】 老公牛。~sakka,【陽】 老釋帝
（三十三天王）。

jaratā

【陰】 衰退，老年。

jarā

【陰】 衰退，老年。~jajjara, ~jiṇṇa,【形】 由於年齡而衰弱的，由於年齡而衰老的。~dukkha,
【中】 老苦（老年的痛苦）。~dhamma,【形】 老法（遭受衰老的，遭受衰退的）。~bhaya,
【中】 怕老（老年或衰退 的恐懼）。

jala

【中】 水。~gocara, ~cara,【形】 住在水的，水生動物。【陽】 魚。~ja,【形】 從水中生的，
從水中躍出的。【中】 睡蓮。【陽】 魚。~da, ~dhara,【陽】 雨雲。~niggama,【陽】 水的出
口，排水溝。~ādhāra,【陽】 蓄水，水庫。~ālaya, ~āsaya,【陽】 湖，人造的池塘。

jalati

(jal + a), 發亮，燃燒。【過】 jali。【過分】 jalita。【現分】 jalanta, jalamāna。【獨】 jalitvā。

jaladhi, jalanidhi

【陽】 大海，海洋。

jalana

【中】 光亮，燃燒。

jalābu

【陽】 胎盤。~jā,【形】 在胎盤中出生的，胎生的。

jalūkā

【陰】 水蛭。

jalla

【中】 泥垢。

jallikā

【陰】（在身體上的）污垢，樹上衰退的樹皮。

java

【陽】 速度，力量。

javati

(ju + a), 跑，趕緊，催促。【過】 javi。【過分】 javita。【現分】 javamāna。【獨】 javitvā。

javana

【中】 衝動，敏捷，機敏，奔跑。【形】 迅速的。~pañña,【形】 有機敏的智慧。

javanikā

【陰】 熒屏，帳。

jaha

【形】 (在【合】中) 殘留，放棄。

jahati, jahāti

(hā + a, hā 重疊，而前 hā 被改變成 ja), 離開，放棄。【過】 jahi。【過分】 jahita。【現分】
jahanta。【獨】 jahitvā。【潛】 jahitabba。

jaḷa

【形】 慢，愚蠢的。【陽】 愚人，蠢者。

jāgara

【形】 醒覺的，警醒的，注意的。

jāgaraṇa

【中】 保持清醒。

jāgarati

(jāgar + a), 清醒，注意。【過】 jāgari,【現分】 jāgaranta。

jāgariya

【中】 熬夜，清醒。~yānuyoga,【陽】 警戒，注意的練習。

jāṇu

【陽】 膝。~maṇdala,【中】 膝蓋骨，髕，護膝。~matta,【形】 深及膝的。

jāta

(jāyati 的【過分】), 已出生，已興起，已變成，已發生。【中】 搜集品，多樣性。~divasa,
【陽】 生日。~rūpa,【中】 黃金。~veda,【陽】 火。~ssara,【陽、中】 天然湖。

jātaka

【中】 《本生故事》。【形】 天生的，興起的。~bhāṇaka,【陽】 重復說《本生故事》的人。

jātatta

【中】 天生的事實。

jāti

【陰】 出生，再生，種族，民族，系譜，一種，一種類。~kosa,【陽】 肉豆蔻衣〔乾皮〕（一
種香料）。~kkhaya,【陽】 剷除再生的機會。~kkhetta,【中】 出生地，再生的界。~tthaddha,
【形】 以 （生）世家爲驕傲的。~nirodha,【陽】 生滅（再生的終止）。~phala,【中】 肉
豆寇（一種常綠的熱帶小喬木 (Myristica fragrans)，原産摩鹿加群島，但 由於它的球形黃
色核果産生肉豆蔻和豆蔻香料，已廣泛栽培）。~mantu,【形】 出生的良好（好世家），有
真正的質量。~vāda,【陽】 討論有關 親子關係的事。~sampanna,【形】出生在良好或高
貴的家庭。~sumanā,【 陰 】 大花素馨 （一種大 花的東印度群島茉莉屬植物 (Jasminum
grandiflorum)，常栽培作香料和裝飾）。~ssara,【形】 記憶前生的。~hiṅgulaka,【中】 天然的
朱紅。

jātika

【形】 是…的後裔，源于，屬於…社會等級，氏族，民族。

jātu

【無】 的確地，無疑地。

jānana

【中】 知識，識別。

jānanaka

【形】 會意的，心照不宣的，聰穎的，精明的。

jānanīya

【形】 應該知道的。

jānapada, jānapadika

【形】屬於國家的。【陽】鄉巴佬。【複】鄉下人。

jānāti

(ñā + nā), 知道，發現，意識到。【過】 jāni。【現分】 jānanta, jānamāna。【過分】 ñāta。
【獨】 jānitvā, ñatvā。【不】 jānituṃ, ñātuṃ。

jānāpeti

(以上的【使】), 使知道，告知，自己泄露。【過】 ~esi。【過分】 jānāpita, ñāpita。【現分】
ñāpenta。【獨】 jānāpetvā, ñāpetvā。

jāni

【陰】 損失，剝奪，妻子。~pati,【陽】 夫妻，妻子和丈夫。

jāmātu

【陽】 女婿。

jāyati

(jan + ya), 出生，出現。【過】 jāyi。【過分】 jāta。【現分】 jāyanta, jāyamāna。【獨】
jāyitvā。

jāyattana

【中】 妻子的身份。

jāyana

【中】 出生，出現。

jāyā

【陰】 妻子。~pati,【陽】 夫妻，妻子和丈夫。

jāra

【陽】 情夫。~ttana,【中】 情夫的身份。

jārī

【陰】 姦婦或情婦。

jāla

【中】 網，糾纏。~pūva,【陽】 薄烤餅。

jālaka

【陽】 芽，小網。

jālakkhika

【中】 網孔。

jālā

【陰】 火焰。~kula,【形】 被火焰環繞著的。

jālika

【陽】 使用漁網的漁夫。

jālikā

【陰】 網甲，鎖子甲（以鏈製成的甲胄）。

jālinī

【陰】 貪欲，欲望，渴望。

jāleti

(jal + e), 點燃，使燃燒。【過】 ~esi。【過分】 jālita。【現分】 jālenta, jālayamāna。【獨】
jāletvā。

jigiṃsaka

【形】 想。

jigiṃsati

(har + sa, har 變成 giṃ，再重疊，而前 giṃ 變成 ji), 期望。【過】 ~ṃsi。【過分】 ~sita。【現
分】 jigiṃsamāna。

jigiṃsanā, jigiṃsā

【陰】 妄羨的，渴望。

jigucchaka

【形】 不同意的人，不喜歡的人。

jigucchati

(gup + cha, gu 重疊，而前 gu 變成 ji), 避開，厭惡，被厭煩。【過】 ~chi。【過分】 ~chita。
【現分】 ~chanta, ~chamāna。【獨】 ~chitvā, ~chiya。

jigucchana

【中】 ~nā,【陰】 ~chā,【陰】 厭惡，嫌惡，憎惡。

jighacchati

(ghas + cha, gh 重疊，而前 gh 改成 ji。詞根的 s 變成 c), 很饑餓， 想吃。【過】 ~chi。【過
分】 ~chita。

jighacchā

【陰】 餓。

jiñjuka

【陽】 野甘草。

jiṇṇa

(jīrati 的【過分】), 已衰退，已老，已消化。~ka,【陽】 老人。~tā,【陰】 衰老。

jita

(jināti 的【過分】), 已征服，已抑制。【中】 勝利。~tta,【中】 征服。

jitatta

(jita + atta), 抑制心意的人。

jina

【陽】 征服者，勝利者，佛陀。~cakka,【中】 勝輪（佛陀的教義）。~putta,【陽】 勝子（佛陀
的弟子）。~sāsana,【中】 勝教（佛教）。

jināti

(ji + nā), 征服，使服從。【過】 jini。【過分】 jita。【現分】 jinanta。【獨】 jinitvā, jitvā。

jimha

【形】 彎曲的，傾斜的，不誠實的。~tā,【陰】 彎曲，不誠實。

jiyā

【陰】 弓弦。

jivhā

【陰】 舌。~agga,【中】 舌端。~āyatana,【中】 舌處（味覺感官）。~dhātu,【陰】 舌界
（味覺的要素，即：味覺感官）。~viññāṇa,【中】 舌識，味覺。~indriya,【中】 舌根（味覺官
能）。

jīna

【形】 減少了的，浪費的，被剝奪的。

jīmūta

【陽】 雨雲。

jīyati

(ji + ya), 被減少，失去，衰老，衰退。【過】 jīyi。【現分】 jīyamāna。【過分】 jīna。

jīraka

【中】 枯茗籽，蒔蘿籽（枯茗—傘形花科的一種矮生植 物 (Cuminum cyminum)，羽狀複葉，花
黃色，果實橢圓形。原産埃及和敍利亞，爲了其芳香的種子〔用作香料〕而長期被栽培）。

jīrati

(jir + a), 衰老，衰退。【過】 jīri。【過分】 jiṇṇa。【現分】 jīramāna。

jīraṇa

【中】 衰退，老大（年老），消化。

jīrāpeti, jīreti

(jīrati 的【使】), 使衰退，令消化。【過】 ~esi。【過分】 jīrāpita。【現分】 jīrāpenta。

jīva

【陽】 生命。~danta,【陽】 生牙（活動物的牙）。

jīvaka

【陽】 生存的人，耆婆（人的名字）。

jīvati

(jīv + a), 居住，維持生活。【過】

jīvi

【現分】 jīvanta, jīvamāna。【獨】 jīvitvā。

jīvana

【中】 生活，活命，生計。

jīvikā

【陰】 生計。Jīvikaṃ kappeti 謀生。

jīvita

【中】 生命，一生。~kkhaya,【陽】 殞命，死亡。~dāna,【中】 救命。~pariyosāna,【中】 畢
命，臨終。~mada,【陽】 生活的自尊。~vutti,【陰】 生計。~saṅkhaya,【陽】 生活的解決辦
法。~āsā,【陰】 想活命。~indriya,【中】 命根，活力。~saṃsaya,【陽】 生命的危險。

jīvī

【陽】 活著者。(在【合】中) 過…的生活。

juṇha

【形】 明亮的。~pakkha,【陽】 明亮的半個月（初一至十五日）。

juṇhā

【陰】 月光，月光照耀的夜晚。

juti

【陰】 光輝，燦爛，光亮。~ka,【形】 有光亮的。~ndhara,【形】 輝 煌的，燦爛的。~mantu,
【形】 燦爛的。

juhati

(hu + a, hu 重疊，而前 h 變成 j), 注入火中，獻出。【過】juhi。

juhana

【中】 供奉，奉獻物。

jūta

【中】 賭博。~kāra,【陽】 賭鬼，賭徒。

je

【代】 叫喚女奴隸或階級低賤的女人的稱呼（＝婢女）。

jeguccha

【形】 卑鄙的，討厭的。

jegucchī

【陽】 厭惡的人，避免的人。

jeṭṭha

【形】 年長的，至高的，最初的。~tara,【形】 較老的，較高的。~bhaginī,【陰】 姐，
姊。~bhātu, ~bhātika,【陽】 哥，兄。~māsa,【陽】 逝毖吒月（月份名，大約五月至六月之
間）。~ṭhāpacāyana,【中】 尊敬長輩（對年長者尊敬）。~ṭhāpacāyī,【陽】 頂禮長輩。

jeṭṭhā

【陰】 心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jeti

(ji + e) 征服，使服從。【過】 jesi。【現分】 jenta。【獨】 jetvā。

jeyya, jetabba

【潛】 可以被征服的。

jotaka

【形】 照亮的，解釋的人。

jotati

(jut + a), 照耀，變亮。【過】 joti。【現分】 jotanta。Jotana,【中】 ~nā,【陰】 光亮，解釋。

joti

【陰】 光，光輝。【中】 星。【陽】火。~pāsāṇa,【陽】 水晶發熱。~sattha,【中】 天文學。

joteti

(jotati 的【使】), 照亮，解釋，說明。【過】 jotesi。【過分】 jotita。【現分】 jotenta,
jotayamāna。【獨】 jotetvā。【不】 jotetuṃ。

Jh
jh

發音是送氣帶音的 j，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考英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jhatvā

(= jhāpetvā),【獨】 燃燒。

jhasa

【陽】 魚。

jhāna

【中】禪，禪定，禪那，心意的集中，（於宗教課題上）冥想。~aṅga,【中】 禪支（尋、伺、
喜、樂、心一境）。~rata,【形】 喜歡禪定的。~vimokkha,【陽】 禪解脫（經過禪定得釋放）。

jhānika

【形】 1. 入定者（已經達到禪定的人）。2. 屬於禪定的。

jhāpaka

【陽】 縱火的，煽動的。

jhāpana

【中】縱火。

jhāpīyati

(jhāpeti 的【被】), 被燃燒。

jhāpita

以下的【過分】。

jhāpeti

(jhāyati 的【使】), 燃燒，縱火燒。【過】 jhāpesi。【現分】 jhāpenta。【獨】 jhāpetvā,
jhāpiya。

jhāma, jhāmaka
【形】 燃燒的。

jhāyaka

【陽】 修禪者，打坐者。

jhāyati

(jhe + a), 修禪，冥想。【過】 jhāyi。【現分】 jhāyanta。【獨】 jhāyitvā。

jhāyati

(jha + ya), 燃燒，著火。

jhāyana

【中】 1. 燃燒。2. 禪修。

jhāyī

【陽】 修禪者，打坐者。

Ñ
ñ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帶音的 ny，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考西班
牙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ñatta

【中】 學習，所知道的。

ñatti

【陰】 公告，宣佈，宣言，聲明，建議。

ñatvā

(【獨】 從 jānāti), 知道了，懂了，學會了。

ñāṇa

【中】 智，智慧，洞察力。~karaṇa,【形】 造智的（使人領悟的）。~cakkhu,【中】 智
眼（智慧的眼睛）。~jāla,【中】 智網（知識的網）。~dassana,【中】 智見（完美的知
識）。~vippayutta,【形】 智不相應 的（不與知識關聯的）。~sampayutta,【形】 智相應的（與
知識關聯的）。

ñāṇī

【形】 具智的（擁有知識的），明智的人。

ñāta

(jānāti 的【過分】) 已被知道，已衆所周知，已認識到。

ñātaka

【陽】 親戚，親屬，同一民族（或種族、家族）。

ñāti

【陽】 親戚，同一民族（或種族、家族）。~kathā,【陰】 親戚論。~dhamma,【陽】 親戚的
責任。~parivaṭṭa,【中】 親戚的圈子。~peta,【陽】 已故的親戚。~vyasana,【中】 親戚的不
幸。~saṅgaha,【陽】 善待親戚。~saṅgha,【陽】 宗親會。~sālohita,【陽】 血親。

ñāpana

【中】 公告，通知。ñāpeti (ñā + āpe), 令知，通告。【過】 ñāpesi。【過分】 ñāpita,【現
分】ñāpenta,【獨】ñāpetvā。

ñāya

【陽】 方法，系統，正確的方式。~paṭipanna,【形】 正確行道（走在正確的路徑的）。

ñeyya

【形】 應該明白的。~dhamma,【陽】 應該明白或瞭解的法（事物）。

Ṭ
ṭ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一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卷舌的 t，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試試卷起
舌來發漢語的 d。

ṭanka

【陽】 割石頭的工具。

ṭīkā

【陰】 注（注釋）。~cariya,【陽】 注闍梨（注釋師）。

Ṭh
ṭ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二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卷舌送氣的 t，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試試
卷起舌來送氣發漢語的 t。

ṭhatvā

(tiṭṭhati 的【獨】), 站了。

ṭhapana

【中】 ~nā,【陰】 建立，安置，留住。

ṭhapāpeti

(ṭhapeti 的【使】), 使被放置。【過】 ~esi。【獨】 ṭhapāpetvā。

ṭhapita

以下的【過分】。

ṭhapeti

(ṭhā + āpe), 放置，建立，定下（一個日期），設立，留存。【過】 ṭhapesi。【現分】
ṭhapenta。

ṭhapetvā

(以上的【獨】), 放置了，留存了，剩下了。

ṭhāna

【中】 地方，位置，環境，理由，辦公室，因素，站立在，停留。~so,【副】 就理由和因素。

ṭhānīya

【中】 大都市。【形】 適合被放置的。

ṭhāyaka

【形】 站著的人。

ṭhāpaka

【形】 放置的人，保存的人。

ṭhāyī

【形】 直立的。(在【合】中) 在…情況中，持久的。

ṭhita

(tiṭṭhati 的【過分】), 已站，已固定，已不改變，已停留（的人）。~ka,【形】 站著的
人。~ṭṭhāna,【中】 立著的地方。~tta,【中】 直立的事實，停滯的事實。

ṭhitatta

(ṭhita + atta),【形】 自我控制的，克己的，自製的。

ṭhiti

【陰】 穩定性，持續時間，延續。~bhāgiya,【形】 持久的，以持久 有關係的。

ṭhitika

【形】 (在【合】中) 持久的，不朽的，靠…生活的，由…決定的。

ṭhitikā

【陰】 一張輪流分配名單裡剛好分配到而停止（名字）的地方。

Ḍ
ḍ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三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卷舌的 d，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試試卷起
舌來發英語的 d。

ḍasati

(ḍaṃ + sa), 咬。【過】 ḍasi。【過分】 ḍaṭṭha。【現分】 ḍasanta, ḍasamāna。【獨】
ḍasitvā。

ḍasana

【中】 咬，咀嚼，咬住。

ḍayhati

(ḍahati 的【被】), 被燃燒。【過】 ḍayhi。【現分】 ḍayhamāna。

ḍahati

(dah + a), 燃燒，縱火燒。【過】 ḍahi。【過分】 daḍḍha。【現分】 ḍahanta, ḍahamāna。
【獨】 ḍahitvā。

ḍaṃsa

【陽】 虻。

ḍāka

【陽、中】 食用藥草。

ḍāha

【陽】 赤熱，熱，燃燒，燃的。

ḍīyana

【中】 飛。

ḍeti

(ḍī + a), 飛。【過】 ḍesi。【現分】 ḍenta。

Ḍh
ḍ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四個輔音字母，這個輔音字母，在巴利文裡，它未曾出現在詞
頭，只出現在詞尾而已。發音是卷舌送氣的 d，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試試卷起舌來送氣發英語的
d。

Ṇ
ṇ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五個輔音字母，雖然這個字母被稱爲輔音，在巴利文裡，它卻只
被當作韻尾來使用而已。發音是卷舌韻尾的 n。

T
t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六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d。

ta

(指示的【代】), 那，(so = 他， sā = 她， taṃ = 那一件事物，是這一些 的詞形)。

takka

【陽】 想，推論，邏輯。【中】 酪乳。

takkana

【中】 思考，推理。

takkara

【形】 在其中的行爲者。【陽】 小偷。

takkasilā

【陰】 呾叉始羅（健陀羅國 (Gandhāra) 的一座城市的名字。在那裡有一所衆所周知的大學）。

takkika, takkī

【陽】 詭辯學者，論理學者。

takketi

(takk + e), 思考，說服，爭論，信賴。【過】 ~esi。【過分】 takkita。【獨】 takketvā。

takkola

【中】 芳香樹膠（見 Guggulu），一種香水（由 Kakkola 植物的漿果製成的香水）。

tagara

【中】 冠狀狗牙花（(Ervatamia coronaria)〔莢竹桃科〕的一種栽培灌木，花冠卷起或波狀—亦
稱亞當蘋果 (Adam’s apple)）。

taggaruka

【形】 在其上彎曲的。

taggha

（肯定語的虛詞）真實地，當然，如果它是如此。

taca

【陽】 皮，皮膚，樹皮，獸皮。~gandha,【陽】 樹皮的氣味。~pañcaka,【中】 皮組的
五個（與皮組成的一組的五個，即：發、毛、爪、齒、皮 ＝ kesā, lomā, nakhā, dantā,
taco）。~pariyosāna,【形】 以皮爲限的。

taccha

【形】 真實的，真正的。【中】 事實。

tacchaka

【陽】 木匠，切木材的工具（鏨，鑿，切碎機，切片機，削片機等）。

tacchati

(tacch + a), 削，切（成小片），削（成薄片），削尖，刨削，鑿，鏟，刻。【過】 tacchi。【過
分】 tacchita。【獨】 tacchitvā。

tacchana

【中】 切下，削去（掉）。

tacchanī

【陰】 錛子。

taccheti

(tacch + e), 削。【過】 ~esi。【過分】 tacchita。【現分】 tacchenta,【獨】 tacchetvā。

tajja

【形】 從那出現的。

tajjanā

【陰】 威脅。

tajjaniya

【形】 被責難的，被指責的。

tajjanī

【陰】 食指。

tajjeti

(tajj + e), 驚嚇，恐嚇。【過】 ~esi。【過分】 tajjita。【現分】 tajjenta。【獨】 tajjetvā。

taṭa

【中】 河邊，河岸。【陽】 斷崖。

taṭa

-taṭāyati (taṭa 的【擬】), 發出嗒嗒 (ṭat ṭat) 的聲音 【過】 ~āyi,【現分】 taṭataṭāyamāna。

taṭṭaka

【中】 盤子，粥碗。

taṭṭikā

【陰】 小墊，皮坐墊。

taṇdula

【中】 米。~muṭṭhi，【陽】 一把米。

taṇhā

【陰】 愛，渴望，口渴，貪欲，執著。~kkhaya,【陽】 愛盡（渴望 的破壞）。~jāla,【中】
愛網（渴望的陷阱）。~dutiya,【形】 以渴望 爲友的。~paccaya,【形】 愛緣的（由渴望
引起的）。~vicarita, 愛伺（渴 望的思潮）。~saṅkhaya,【陽】 愛等盡（渴望的完成破
壞）。~saṃyojana,【中】 愛桎梏（渴望的腳鐐）。~salla,【中】 愛鏢（渴望的飛鑣）。

taṇhīyati

(taṇhā 的【派】)，有渴望。【過】 ~hīyi。

tata

(tanoti 的【過分】), 已延長，已展開。

tatiya

【形】 第三。~yā,【陰】 （巴利語法）第三格，即：工具格。~yaṃ,【副】 第三次。

tato

【無】 從那裡，從那，從此，從那時起，因此。~paṭṭhāya,【無】 從那時，自從，自…以
來。~nidānaṃ,【副】 由於。~paraṃ,【無】 在…之外。

tatta

【中】 本性，真實。~to,【無】 正確地。

tatta

(tapati 的【過分】), 已加熱，已白熱化，已發熱。

tattaka

【形】 那麽多，如此的大小。

tattha, tatra

【副】 那裡，在那個地方中。

tatha

【形】 真實的，真正的。【中】 事實。~tā,【陰】 真實，如此的相 像。~tta,【中】 如此的情
況，事實。~vacana,【形】 說實在的。

tathā

【副】 如此，那樣，以這種方式。~kārī,【形】 如此行動的。~gata,【形】 真人，如來
（佛）。~bhāva,【陽】 如此性，如此情況。~rūpa,【形】 如此的，像那樣的。~eva,【副】 同
樣地。

tathāgata

-bala,【中】 如來力（佛力）。

tadagge

【副】 自此以後，今後。

tadaṅga

【形】 當時的 (?)。【中】 那部分。

tadatthaṃ

【無】 (taṃ + atthaṃ), 對那（實用）場合來說。

tadanurūpa

【形】 符合那樣的。

tadaha, tadahu

【中】 同一天。~huposathe,【處】 在布薩日（在齋戒日）。

tadā

【無】 那時，然後。

tadupiya

【形】 與那一致的，與那相符合的，適合的。

tadupeta

【形】 賦予那的，有那的。

tanaya, tanuja

【陽】 兒子，後代。

tanayā, tanujā
【陰】 女兒。

tanu

【形】 瘦的，苗條的。~ka,【形】 瘦的。~kata,【形】 減肥的（做 給它瘦的），減少
的。~karaṇa,【中】 減肥，減少。~tara,【形】 較 瘦的。~tā, ~tta,【中】 ~bhāva,【陽】 瘦，減
少。

tanu

【陰、中】 身體。~ruha,【中】 在身體上的毛髮。

tanoti

(tan + o), 擴充，伸展。【過】 tani。【過分】 tata。

tanta

【中】 線，細繩，織布機。~vāya,【陽】 織布者。~ākulakajāta,【形】 纏得像線球一般的。

tanti

【陰】 琴弦，繩，世系，傳統，神聖的本文。~dhara,【形】 維持傳 統者。~ssara,【陽】 弦音
樂，琵琶的樂聲。

tantu

【陽】 線，繩索，細繩。

tandita

【形】 疲倦的，懶惰的，不活躍的。

tandī

【陰】 疲倦，怠惰。

tapa

【陽、中】 (mano-group), 苦修，宗教性的苦行，道德。(在【合】中它的尾母音 a 被改成 o 而得
詞形 tapo)

tapokamma

【中】苦行。~dhana,【形】 以自製爲財富的，苦行者。~vana,【中】 道場（適合宗教性修行的
地方）。

tapati

(tap + a), 照耀，照亮。【過】 tapi。【現分】 tapanta, tapamāna。

tapana

【中】 光亮，明亮。

tapanīya

【形】 使懊悔的。【中】 黃金。

tapassī

【形】 獻身於宗教性的苦行。【陽】 隱士，苦行僧。~sinī，【陰】 苦行尼。

tappaṇa

【中】 使飽足，點心，飲料。

tappati

(tapati 的【被】), 燃燒，照耀，懊惱。【過】 tappi。【現分】 tappamāna。

tappara

【形】 獻身於，徹底地贈予。

tappita

(tappeti 的【過分】)。

tappiya

【形】 可滿足的。【獨】 飽足了。

tappeti

(tapp + e), 飽足，使滿足。【過】 ~esi。【現分】 tappenta。【獨】 tappetvā, tappiya。

tappetu

【陽】 飽足的人。

tabbahula

【形】 有豐富地，有時常的。

tabbipakkha

【形】 與那敵對的。

tabbiparīta

【形】 與那不同的。

tabbisaya

【形】 有那爲物件的。

tabbhāva

【陽】 那個境界，真正的本性。

tama

【陽、中】 (mano-group) 黑暗，無知。(在【合】中它變成 tamo)。~khandha,【陽】 大黑
暗。~naddha,【形】 被黑暗包圍的。~nuda,【形】 驅散 黑暗者。~parāyaṇa,【形】 有黑暗狀態
的命運的。

tamāla

【陽】 印度月桂樹 (Cinnamomum tamala)。

tamba

【形】 銅色，褐色。【中】 銅。~kesa,【形】 有黃褐色頭髮的。~cūla,【陽】 公雞。~nakha,
【形】 有褐色指甲的。~netta,【形】 有 褐色眼睛的。~bhājana,【中】 銅器皿。

tambūla

【中】 蔞葉（卵圓形葉子用來包裹檳椰子作爲刺激性咀嚼物來咀嚼）。~pasibbaka,【陽】 裝蔞
葉的皮包。~peḷā,【陰】 裝蔞葉的盒子。

taya

【中】 三個一組。

tayo

(ti 的【主、複】), 三（人）。

tara

【形】 (在【合】中) 橫越，渡過。

taraṅga

【陽】 波。Taraccha,【陽】 鬣狗。

taraṇa

【中】 橫越，渡過。

taraṇī

【陰】 船，舟。

tarati

(tar + a), 越過，渡過，匆忙。【過】 tari。【過分】 tarita。【現分】taranta, taramāna,【獨】
taritvā。

taramāna

-rūpa,【形】 匆忙。

taritu

【陽】 渡過的人，越過的人。

taru

【陽】 樹。~saṇda,【陽】 小樹林。

taruṇa

【形】 年輕的，嬌嫩的。【陽】 年輕人。~ṇī,【陰】 年輕女子， 年輕未婚女子。

tala

【中】 平面，平地面，基礎，平坦的屋頂，舞臺，武器的刀鋒，手掌 或腳掌。~ghātaka,【中】
掌摑。~sattika,【中】 舉手以示威脅的模樣。

taluṇa

參考 Taruṇa。

tasa

【形】 可移動的，發抖的。

tasati

(tas + a), 戰慄，被驚嚇，口渴，渴望。【過】 tasi。【過分】 tasita。【現分】 tasanta。【獨】
tasitvā。

tasinā

【陰】 渴望，口渴。

taḷāka

【陽、中】 湖。

tahaṃ, tahiṃ

【副】 那裡，在其上，在那個地方中。

tāṇa

【中】 保護，避難所，庇護所。~tā,【陰】 保護。

tāta

【陽】 1. 父親。2. 兒子。（使用這個詞來稱呼大小輩以表達親切感）。

tādisa, tādisaka

tādī,【形】 如此的，如此的品質。

tāpana

【中】 燒焦，自我折磨，使痛苦。

tāpasa

【陽】 苦行者。~sī,【陰】 女苦行者。

tāpeti

(tapati 的【使】), 使燒焦，折磨，使激動。【過】 tāpesi。【過分】 tāpita。【現分】 tāpenta,
tāpayamāna。【獨】 tāpetvā。

tāmbūlī

【陰】 蔞葉藤（一種纏繞的胡椒 (Piper Betle) 産 於印度、馬來亞地區的一種四季常青的攀緣或
蔓生灌木，通常用其卵圓形葉子來包裹檳椰子）。

tāyati

(tā + ya), 保護，保存，滋養。【過】 tāyi。【過分】 tāyita。【獨】 tāyitvā。【不】 tāyituṃ。

tāyana

【中】 保護。

tārakā, tārā

【陰】 星。~gaṇa,【陽】 一大群星。~pati,【陽】 月亮。~patha,【陽】 天空。

tāreti

(tarati 的【使】), 使渡過，幫助度過，協助。【過】 tāresi。【過分】 tārita。【現分】 tārenta,
tārayamāna。【獨】 tāretvā。

tāretu

【陽】 幫助越過的人，救星。

tāla

【陽】 多羅樹，扇葉樹頭櫚（扇椰子一種高大的雌雄異株的棕櫚樹〔樹頭棕屬 Borassus
flabellifer〕，産於非洲的熱帶地區和亞洲，有大型扇形葉片）。~ṭṭhika,【中】 扇椰子的核果
的核。~kanda,【陽】 扇椰子的芽（曬乾或煮熟爲食物）。~kkhandha,【陽】 扇葉樹頭櫚的樹
幹。~pakka,【中】 扇椰子的核果。~paṇṇa,【中】 扇椰子的樹葉（用爲寫作）。~patta,【中】
整片扇椰子的樹葉（用爲蓋屋的材料等）。~vaṇṭa,【中】 扇子（直譯：扇椰子的葉柄，這是
〔語法〕誤用 tālavaṭṭa =以扇椰子葉製成的 圓形物）。

tālāvatthukata

【形】 提出無根據的，連根拔起的。

tālu

【陽】 上顎，硬齶。~ja,【形】 上顎音（即：舌面前音，由舌面前部 和硬齶前部構成阻礙而
發出的輔音。發音時，舌面前部擡起，靠近或抵觸硬齶前部，使氣流在此受阻。如普通話的
〔tә〕(j)、〔tә ‘〕(q)、〔ә〕(x)。或舌面中音，由舌面中部和硬齶中部構成阻礙而發出的輔
音。發音時，舌 面中部擡起，靠近或抵觸硬齶中部，使氣流在此受阻。如山東煙臺話，“雞” 讀
〔ci〕、“期”讀〔c‘i〕、“稀”讀〔ςi〕，聲母均爲舌面中音）。

tāva

【無】 這麽多，這麽長，直到，至於。~kālika,【形】 暫時的，臨時 的。~taka,【形】 僅僅這麽
多，僅僅這麽長。

tāvatā

【副】 這麽長，爲了那個緣故，以那樣多。

tāvatiṃsa

【陽】 忉利天，三十三天（天堂的名字）。~bhavana,【中】 三十三天神的王國。

tāvade, tāvadeva

【無】 那時，在那個時候，立即地。

tāḷa

【陽】 鑰匙，鐃鈸，（大體上）音樂。~cchidda, ~cchiggla,【中】 鎖 眼。~avacara,【中】 音
樂。【陽】 音樂家。

tāḷana

【中】 打，敲。

tāḷeti

(tal + e), 襲擊，打，鞭打。【過】 tāḷesi。【過分】 tāḷita。【現分】 tāḷenta。【獨】 tāḷetvā。

tāsa

【陽】 恐怖，恐懼，發抖。

tāsana

【中】 驚嚇，刺穿。

tāseti

(tasati 的【使】), 使戰慄，驚嚇，使陷於苦境。【過】 tāsesi。【過分】 tāsita。【現分】
tāsenta, tāsayamāna。【獨】 tāsetvā。

ti

【形】 三（所有詞性的複數詞尾變化構型）。~kaṭuka,【中】 三種調味 品。~kkhattuṃ,【副】
三次。~gāvuta,【形】 三伽浮他 (gāvuta) 的長度。~cīvara, 三袈裟（即：外袈裟 saṅghāṭi、上袈
裟 uttarāsaṅga、下袈裟 antaravāsaka）。~piṭaka,【中】 三藏（佛教經典）。~peṭaka, ~peṭakī,
【形】 三藏師。~yāma,【陰】 夜晚。~yojana,【中】 三由旬（距離）。【形】 三由旬的長
度。~liṅgika,【形】 屬於 3 種性別的（尤指語法詞性： 陽、陰、中性）。~loka,【陽】 三界（欲
界、色界、無色界）。~vagga,【形】 三品。~vaṅgika,【形】 有三個成份。~vassika,【形】 三
歲。~vidha,【形】 三倍的。

tika

【中】 三個一組。【形】 三數的。

tikicchaka

【陽】 醫師。

tikicchati

(kit + cha, ki 重疊，而前 k 被改成 t), 治療，醫治。【過】 ~chi。【過分】 ~chita。【現分】
~chanta。【獨】 tikicchitvā。

tikicchā

【陰】 醫術，醫學。

tikkha

【形】 銳利的，敏銳的，下決定得快的。~pañña,【形】 銳慧（有銳利的智力）。

tikhiṇa

【形】 銳利的，尖的，苦痛的，苦味的。

tiṭṭhati

(ṭhā + a, ṭhā 被改爲 tiṭṭha), 站著，停留，遵守，持續，保持。（比較級 tiṭṭhatu 的意義是：別管
它，讓它是如此。） 【過】 aṭṭhāsi。【過分】 ṭhita。【現分】 tiṭṭhanta, tiṭṭhamāna。【獨】
ṭhatvā。

tiṇa

【中】 草。~gahaṇa,【中】 草叢。~jāti,【陰】 多種草。~bhakkha,【形】 以草爲食的。~bhisi,
【陰】 草席。~santhāra,【陽】 草墊子（座 墊）。~sūla,【中】 茉莉（印度的一種藤本
(Jasminum sambac)， 栽培，利用它的豐富、芳香的白色花）。~aṇdūpaka,【中】 草
卷。~agāra,【中】 草屋（草頂小屋）。~ukkā,【陰】 草火把。~hāraka,【陽】 攜帶草的人（爲
售賣）。

tiṇṇa

(tarati 的【過分】), 已越過，已經歷，已達到最後終點（的人）。

tiṇha

【形】 鋒利的。

titikkhati

(tij + kha, ti 重疊，而 j 被改成 k), 忍耐，負擔。【過】 ~khi。【現分】 ~khanta, ~khamāna。
【獨】 ~khitvā。

titikkhā

【陰】 忍耐，寬恕。

titta, tittaka

【形】 苦的，【中】 苦味道。

titta

(tappati 的【過分】), 已滿足。

titti

【陰】 滿足，邊緣。

tittira

【陽】 鷓鴣。

tittha

【中】 淺灘，登陸處，港口，信念。~kara,【陽】 一派教主（一個 宗教的創辦人）。~āyatana,
【中】 宗教教派的領域或信徒，（任何宗教 的）基本原理教義。

titthiya

【陽】 異教師，外教徒。~sāvaka,【陽】 異教信徒，異教弟子。~ārāma,【陽】 異教廟宇。

tithi

【陰】 陰曆的日子。

tidasa

【陽】三十（在【合】中的詞形： tiṃsa, 尤指：三十天神，全數是三十三天神）。~pura,【中】
三十天神的城市。~sinda,【陽】 三十天神 王（即：帝釋天王）。

tidaṇda

【中】（放置東西的）三腳架。

tidiva

【陽】 天堂，天神的居所。

tidhā

【副】 三方式。

tinta

【形】 濕的，潮濕的。

tintinī

【陰】 羅望子樹（見 Ciñcā）。

tinduka

【陽】 黑烏木（柿樹屬的一種喬木 (Diospyros melanoxylon)）。

tipaññāsā

【陰】 五十三。

tipu

【中】 領導。

tipusa

【中】 南瓜（各種通常有堅硬外果皮的南瓜屬 (Cucurbita) 植物結的果實之任一種，作爲蔬菜，
做餡餅和畜飼而廣泛栽培）。

tippa, tibba

【形】 鋒利的，刺骨的，敏銳的。

timi

【陽】 提麋魚（一種巨魚的名字）。~ṅgala,【陽】 一種魚（世間最大的魚）。

timira, timisa

【中】 黑暗。【形】 暗的。

timirāyitatta

【中】 陰暗，漆黑。

timīsikā

【陰】 非常黑暗的夜晚。

timbaru, timbarūsaka
參考 Tinduka。

tiracchāna

【陽】 動物，畜牲。~kathā,【陰】 無用的談論，談論動物，天真的談話。~gata,【陽】 動
物。~yoni,【陰】 畜生道（五道：天、 人、畜生、餓鬼、地獄）。

tiriyaṃ

【副】 橫過，橫著。~taraṇa,【中】 乘船渡過（對岸）。

tirīṭa

【中】 珠仔樹（東印度的一種喬木〔總狀山礬〕 (Symplocos racemosa)）。

tirīṭaka

【中】 樹皮衣。

tiro

【無】 橫過，超過，外面。~karaṇī,【陰】 窗簾, 門簾，面紗。~kuḍḍa,【中】 在牆壁之
外。~dhāna,【中】 蓋子，屏。~bhāva,【陽】 隱藏， 不見，消失。

tirokkāra

【陽】 侮辱，淩辱。

tila

【中】 芝麻種子。~kakka 【中】 芝麻漿。~piṭṭha, ~piññāka,【中】 碾芝麻。~muṭṭhi,【陽】 一
把芝麻。~vāha,【陽】 一滿車芝麻。~saṅgulikā,【陰】 芝麻糕。

tiṃsati, tiṃsā
【陰】 三十。

tīra

【中】 岸，河岸。~dassī,【陽】 見到岸。

tīraṇa

【中】 決定，審判。

tīreti

(tīr + e), 決定，判斷，完成，運行。【過】 tīresi。【過分】 tīrita。【現分】 tīrenta,
tīrayamāna。【獨】 tīretvā。

tīha

【中】 三天的時期。

tu

【無】 然而，但是，仍然，現在，然後。

tuṅga

【形】 高的，顯著的。~nāsika,【形】 有一個突出的鼻子。

tuccha

【形】 空的，徒然的，遺棄的。

tujjati

(tudati 的【被】), 被刺穿，被打。

tuṭṭha

(tussati 的【過分】), 已高興，已滿足。~citta, ~mānasa,【形】 有著喜悅的心意。

tuṭṭhi

【陰】 愉快，歡喜。

tuṇda, tuṇdaka

【中】 鳥嘴，喙，豬嘴。

tuṇṇakamma

【中】 針工，縫製。

tuṇṇavāya

【陽】 裁縫師。

tuṇhī

【無】 沈默的，默默地。~bhāva,【陽】 靜。~bhūta,【形】 沈默的。

tutta

【中】 導象的矛。

tudati

(tud + a), 刺，啄，刺穿，教唆。【過】 tudi。【過分】 tudita, tunna。【現分】 tudanta,
tudamāna。【獨】 tuditvā。

tudana

【中】 紮，戳〔刺、貫〕穿。

tumula

【形】 巨的，大的，盛大的。

tumba

【陽、中】 容水器（勺或水瓶），鬥（量穀粒的器具）。~kaṭāha,【陽】 用葫蘆製成的容器。

tumbī

【陰】 瓠（一年生草本植物，莖蔓生，花白色，果實細長， 圓筒形，表皮淡綠色，果肉白色，
可做蔬菜 (Lagenaria Vulgaris)）。

tumha

(第二人稱【代】), 你。~hādisa,【形】 你的類型的。

turaga, turaṅga

turaṅgama,【陽】 馬。

turita

【形】 快的，迅速的。~taṃ,【副】 很快地，匆忙地。~turitaṃ,【副】 非常快地，很匆忙地。

turiya, tūriya
【中】 樂器。

turukkha

【形】 屬於土耳其的。【陽】 一種香。

tulana

【中】 Tulanā,【陰】 秤重，等級，熟慮。

tulasī

【陰】 羅勒（羅勒屬植物 (Ocimum basilicum) 一種東 半球的唇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栽培其
葉，可四季生長）。

tulā

【陰】 秤，天平，椽。~kūṭa,【中】 錯誤的秤重（欺詐的稱量）。~daṇda,【陽】 秤桿（桿秤上
標有刻度單位的木桿部分，起支援物重和秤砣的作 用，並在計量後標示出重量）。

tuliya

(tūliya?),【陽】 狐蝠，果蝠。

tuleti

(tul + e), 秤重，調查，比較。【過】 tulesi。【過分】 tulita。【現分】 tulenta。【獨】 tuletvā。

tulya

【形】 相等的，可測量的。~tā,【陰】 平等。

tuvaṃ, tvan

(tumha 的【主、單】) 你。

tuvaṭaṃ

【副】 很快地。

tussati

(tus + ya), 高興，滿意。【過】 tussi。【過分】 tuṭṭha。【現分】 tussanta, tussamāna。【獨】
tussitvā。

tussanā

【陰】 ~na,【中】 滿足，歡喜。

tuhina

【中】 露。

tūṇa, tūṇīra

【陽】 震動。

tūla

【中】 棉花。~picu,【陽】 原棉，棉絨，脫脂棉，藥棉。

tūlikā

【陰】 畫家的刷子，棉床墊。

te

-asīti,【陰】 八十三。

tekiccha

【形】 可醫治的，可被寬恕的人。

te

-cattāḷīsati,【陰】 四十三。

te

-cīvarika,【形】 三袈裟者（只使用三件袈裟）。

teja

【陽、中】 (mano-group), 熱，光輝，光榮，力量。(在【合】變成 tejo) ~dhātu,【陰】 熱的元
素。~kasiṇa,【中】（修禪取相的）火器材。

tejana

【中】 1. 箭。2. 削尖的。

tejavantu

【形】 宏偉的，光榮的，發熱的。

tejeti

(tij + e), 加熱，削尖。【過】 ~esi。【過分】 tejita。【現分】 tejenta。【獨】 tejetvā。

tettiṃsā, tettiṃsati
【陰】 三十三。

tena

【無】 由於，因爲。~hi,【無】 假如這樣的話。

tenavuti

【陰】 九十三。

tepaññasati

【陰】 五十三。

temana

【中】 潮濕，潤濕。

temīyati

(temeti 的【被】), 變濕，被淋浴。【現分】 temiyamāna。

temeti

(tim + e), 弄濕，使濕潤。【過】 ~esi。【過分】 temita。【現分】 tementa, temayamāna,
【獨】 temetvā。

terasa, teḷasa
【形】 十三。

terovassika

【形】 三或四歲。

tela

【中】 油。~ghaṭa,【陽】 油瓶。~cāṭi,【陰】 一壺油。~dhūpita,【形】 加油味的。~padīpa,
【陽】 油燈。~makkhana,【中】 塗油。

telika

【陽】 油商家。

tesaṭṭhi

【陰】 六十三。

tesattati

【陰】 七十三。

tomara

【陽、中】 矛，（禦象的）槍矛。

toya

【中】 水。

toraṇa

【中】 拱門，（印度公共集會等用的）臨時棚舍，牌樓。

tosa

【陽】 快樂，滿足。

tosanā

【陰】 tosāpana,【中】 令人滿足的動作，令人高興的動作。

tosāpeti

(tussati 的【使】), 使快樂，使喜歡。【過】 ~esi。【過分】 tosāpita。

toseti

（參考以上） 【過】 tosesi。【過分】 tosita,【現分】 tosenta, tosayamāna,【獨】 tosetvā。

tvaṃ

參考 tuvaṃ。

Th
t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七個輔音字母。發音是送氣清音的 t, 漢語沒有這個輔音, 請參考
英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試試送氣發漢語的 t。

thakana

【中】 蓋著，蓋子。

thaketi

(thak + e), 關，關上，覆蓋。【過】 ~esi。【過分】 thakita。【現分】 thakenta。【獨】
thaketvā。

thañña

【中】 母奶。

thaṇdila

【中】 多石的硬地，土墩。~sāyikā, ~seyyā,【陰】躺在地上。

thaddha

【形】 硬的，僵硬，硬結的。~maccharī,【陽】 大守財奴。

thana

【中】 女人的胸部，（牛、羊等的）乳房。~gga,【中】 乳頭。~pa,【陽】 【中】 哺乳，嬰
兒。

thanayati

(than + aya), 吼，打雷。【過】 thanayi。【現分】 thanayanta。

thanita

【中】 雷電。

thaneti

(than + e), 吼，打雷。【過】 ~esi。【過分】 thanita。【現分】 thanenta。【獨】 thanetvā。

thapati

【陽】 木匠。

thabaka

【陽】 串。

thambha

【陽】 棟梁，柱子，草叢，頑固。~ka,【陽】 草叢。

tharu

【陽】 武器的柄或把。

thala

【中】 陸地；旱地。~gocara,【形】 倚賴土地生活。~jā,【形】 從土地長出。~ṭṭha,【形】 被置
在地上的。~patha,【陽】 陸路。

thava

【陽】 稱讚，贊詞。

thavati

(thu + a), 稱讚，頌楊。【過】 thavi。【過分】 thuta, thavita。【現分】 thavamāna。【獨】
thavitvā。

thavikā

【陰】 錢包，背包。

thāma

【陽】 力量，能力，活力。~vantu,【形】 強壯的，有力的。

thāla

【陽、中】 thāli,【陰】 碟子，盤子。

thālaka

【中】 thālikā,【陰】 小碗，大口杯。

thālipāka

【陽】 一鍋飯。

thāvara

【形】 固定的，持久的。~riya,【中】 不動性，堅固，固體性。

thira

【形】 牢固的，固體的，耐久的。~tara,【形】 更牢固的，更固體的，更耐久的。~tā,【陰】 堅
固，不動性。

thī

【陰】 女人。~raja,【陽、中】 月經來潮。

thīna

【中】 顯得不靈巧的性質或狀態，心不易彎曲的狀態。

thuti

【陰】 稱讚。~pāṭhaka,【陽】 致頌詞者，吟遊詩人。

thunāti

(thu + nā), 呻吟。【過】 thuni。【現分】 thunanta, thunamāna。【獨】 tyunttvā。

thulla

【形】 龐大的，肥的，嚴重的，總的。~ccaya,【陽】 嚴重的罪過。~kumārī,【陰】 胖女孩，
（長大）未婚的女人。~phusitaka,【形】 有 大下降的（雨）。~sarīra,【形】 肥胖的。

thusa

【陽】 糠，穀殼。~ggi,【陽】 穀殼火。~pacchi,【陰】 收穀殼的籃子。~sodaka,【中】 一種
醋。

thūṇa

【陽】 ~ṇā,【陰】 獻祭的柱。

thūpa

【陽】 佛塔，寶塔，石堆紀念碑，豎立在埋葬聖者骨灰處的紀念碑。~pāraha,【形】 應該爲怹
建寶塔來尊敬者。

thūpikā

【陰】 高峰，尖塔。

thūpikata

【形】 爲了要有尖的頂端而堆積的。

thūla

【形】 總的，粗糙的，胖的，龐大的。~tā,【陰】 粗糙。~sāṭaka,【陽】 粗布。

theta

【形】 可靠的，可信賴的。

thena, thenaka

【陽】 小偷，賊。

thenana

【中】 竊盜。

theneti

(then + e), 偷。【過】 thenesi。【過分】 thenita。【現分】 thenenta。【獨】 thenentvā。

theyya

【中】 竊盜。~citta,【中】 盜心，賊意。【形】 有心要偷的。~saṃvāsaka,【形】 秘密地居住
（在比丘之中的）人。

thera

【陽】 上座，長老，長者，有十個戒臘以上的比丘。【形】 老，年長者。~gāthā,【陰】 《長老
偈》。~vāda,【陽】 長老的教義，南傳佛教，上座部，長老說佛教。

therī

【陰】 上座尼，長老尼，老女人。

theva

【陽】 滴，點滴。

thoka, thoka

【形】小的，一點點的，一些的。~thokaṃ,【副】漸漸地。

thomana

【中】 thomanā,【陰】 參考 thuti。

thometi

(thom + e), 稱讚，頌楊。【過】 ~esi。【過分】 thomita。【現分】 thomenta, thomayamāna。
【獨】 thometvā。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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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八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帶音的 d, 漢語沒有這個輔音, 請參考英語
或馬來語的發音。

daka

【中】 水。~rakkhasa,【陽】 水鬼，水怪。

dakkha

【形】 聰明的，能幹的，熟練的，靈巧的。~tā,【陰】 技術，能力，聰明。

dakkhaka

【形】 領會的人。

dakkhati

(dis + a, dis 被改成 dakkh), 看。【過】 addakkhi,【不】 dakkhituṃ, dakkhitāye。

dakkhiṇa

【形】 南方的，右邊的。~akkhaka,【中】 右鎖骨。~disā,【陰】 南方。~desa,【陽】 南部國
家。~ṇāpatha,【陽】 “南路”（即今名 “德干” Decan）。~ṇāyana,【中】 黃道向南移時（黃道
向赤道的南方 移進時期，即：太陽看來像是向南方移進的時期）。~ṇāraha,【形】 值得奉獻
的。~ṇāvatta,【形】 向右繞的。

dakkhiṇā

【陰】 南，禮物，（對聖人的）佈施品。~visuddhi,【陰】 淨施 （禮物的純淨）。~ṇodaka,
【中】 獻水。

dakkhiṇeyya

【形】 值得供養的。~puggala,【陽】 值得供養的人。

dakkhī

【陽】 見者，察覺的人。

daṭṭha

(ḍasati 的【過分】) 已咬。~ṭṭhāna,【中】 被咬過的地方。~bhāva,【陽】 被咬的事實。

daḍḍha

(dahati 的【過分】), 已燒〔傷, 焦〕，已燒毀。~ṭṭhāna,【中】 被 火燒毀的地方。~geha,【形】
房子被燒毀的的人。

daṇda

【陽】 1. 莖，棍，棍棒，拐杖，（大體上）木材。2. 罰款，處罰。~ka,【中】 棍，小枝，
竿，柄。~kamadhu,【中】 懸挂在樹枝上的蜂巢。~kamma,【中】 處罰，懲罰，賠償。~koti,
【陰】 棍端。~dīpikā,【陰】 火把。~nīya,【形】 有處罰傾向的。~ppatta,【形】 被告發的
人。~parāyaṇa,【形】 靠著手杖的，藉著支柱支撐的。~pāṇī,【形】 一手持著杖的。~bhaya,
【中】 怕被處罰。~hattha,【形】 手中有杖的人。

datta

【過分】 已給。

datti

【陰】 保存食物的小容器。

dattika, dattiya

【形】 (在【合】中) 被給的。

dattu

【陽】 愚蠢的人。

datvā, daditvā

(dadāti 的【獨】) 給了。

dada

【形】 (在【合】中) 給的，授予的。

dadāti

(dā + a, dā 重疊，而前 ā 被短化), 給，提供，允許，移交。【過】 dadi, adadi。【過分】
dinna。【現分】 dadanta, dadamāna。【不】 dātuṃ, dadituṃ。

daddu

【陰】 輪癬（一種皮膚的出疹）。

daddula

【中】 軟骨。

dadhi

【中】 凝乳。~ghaṭa,【陽】 一鍋凝乳。~maṇda,【中】 乳清（指 在奶酪製造過程中，以乳汁中
分離出來的牛奶中的水質部分）。

danta

【中】 牙齒，牙，尖牙。~kaṭṭha,【中】 牙刷，清潔牙齒的工具。~kāra,【陽】 象牙工
匠。~panti,【陰】 牙排。~poṇa,【陽】 清潔牙齒的工具。~valaya,【中】 象牙製的手
鐲。~vidaṃsaka,【形】 顯露牙齒的。~āvaraṇa,【中】 唇。

danta

(dameti 的【過分】), 已馴服，已受約束，已抑制。~tā,【陰】 ~bhāva,【陽】 馴熟，溫順，控
制，被抑制的狀態。

dantasaṭha

【陽】 酸橙樹，【中】 酸橙。

dandha

【形】 慢的，無聊的，愚蠢的。~tā,【陰】 愚蠢，偷懶。

dappa

【陽】 傲慢態度，蠻橫。

dappaṇa

【中】 鏡子。

dappita

【形】 傲慢的，驕傲的。

dabba

【形】 明智的，能幹的。【中】 木材，財富，物質。~jātika,【形】聰明的。~sambhāra,【陽】
木製品的收集物，建材的收集物。

dabbatiṇa

【中】 印度畫眉草（印度的一種禾草 (Eragrostis cynosuroides), 用於印度教禮儀中--亦稱達勃哈
(darbha)）。

dabbimukha

【陽】 一種鳥（？琵鷺）。

dabbī

【陰】 匙，杓子。

dabbha

【陽】 達勃哈，印度畫眉草（見 Dabbatiṇa）。

dama, damatha

【陽】 Damana,【中】 馴服，征服，抑制，控制。

damaka

【形】 馴獸師，控制者，訓練者。

dameti

(dam + e), 馴服，訓練，征服，使轉變。【過】 ~esi。【過分】 damita, danta。【現分】
damenta。【獨】 dametvā。【潛】 dametabba, damanīya。

dametu

參考 damaka。

dampati

【陽】 夫妻，妻子和丈夫。

damma

【形】 要被馴養的，要被訓練的。

dayā

【陰】 同情，憐憫，仁慈。~lu,【形】 富於同情心的。

dayita

【過分】 已同情。~bba,【潛】 可以同情，可以幫助。

dayitā

【陰】 女人。

dara, daratha

【陽】 悲傷，焦慮，苦惱。

darī

【陰】 劈開，裂縫，巨穴。

dala

【中】 草葉，葉，花瓣。

dava

【陽】 遊戲，運動。~kamyatā,【陰】 喜愛開玩笑。~tthāya, davāya,【與、單】 開玩笑地。

davaḍāha

【陽】 森林火災。

dasa

【形】 十。~ka,【中】 十年，十個一組。~kkhattuṃ,【副】 十次。~dhā,【副】 十方式。~bala,
【形】 十力，佛陀。~vidha,【形】 十倍 的。~sata,【中】 千。~satanayana 【形】 有一千隻眼
睛的（即：釋帝 Sakka）。~sahassa,【中】 十千。

dasa

【形】 (在【合】中) 見者，領會的人。duddasa = 難領會的，不易看到的。

dasana

【中】 齒。~cchada,【陽】 唇。

dasā

【陰】 1. 衣服的邊緣或須邊。2. 條件。

dasikasutta

【中】 （衣服）須邊的須線。

dassaka

【形】 顯示的人。

dassati

(dadāti 的【未】), 他將會給。

dassana

【中】 看見，直覺，洞察力。

dassanīya

~neyya,【形】被認爲美麗的，美麗的，英俊的。

dassāvī, dassī

【陽】 見者（只有在 【合】 中，例： bhayadassāvī）。

dassu

【陽】 強盜。

dasseti

(dis + e, dis 被改成 das), 出示，展現。【過】 ~esi。【過分】 dassita,【現分】 dassenta,
【獨】 dassetvā, dassiya。

dassetu

【陽】 指出的人，出示的人。

daha

【陽】 湖。

dahati

(dah + a), 1. 燃燒。2. 接受。【過】 dahi。

dahana

【中】 燒。【陽】 火。

dahara

【形】 年紀輕的。【陽】 男孩。~rā,【陰】 女孩。

daḷidda

【形】 窮的，貧窮的，貧窮的人。

daḷha

【形】 結實的，強壯的，穩固的。~parakkama,【形】 很努力的，精力充沛的。~haṃ,【副】 堅
定地，強烈地。

daḷhīkamma, daḷhīkaraṇa
【中】 加強，做給牢固。

dāthā

【陰】 尖牙，犬齒。~dhatu,【陰】（佛陀的）牙舍利。~vudha,【形】 以牙爲武器的。~balī,
【形】 力量落在牙的。

dātabba

【潛】 可以給。

dātu

【陽】 佈施者，慷慨的人。

dātuṃ

【不】 要給。

dātta

【中】 鐮刀，長柄鐮刀。

dāna

【中】 佈施，慈善，捐獻，施捨。~kathā,【陰】 佈施論（談論佈施）。~gga,【中】 救濟院，
佈施所。~pati,【陽】 精通於慷慨。~phala,【中】 慷慨給與的果報。~maya,【形】 由佈施所
組成的（福報）。~vaṭṭa,【中】 經常佈施。~vatthu,【中】 佈施的物品。~veyyāvaṭika,【形】
佈施的 分發者。~sālā,【陰】 佈施堂。~sīla,【形】 有佈施品質的。~soṇda,【形】 喜歡佈施
的。~nāraha,【形】 值得佈施的。

dānava

【陽】 巨人（一種類的阿修羅）。

dāni

參考 Idāni。

dāpana

【中】 鼓勵佈施。

dāpeti

(deti 的【使】), 促使佈施。【過】 dāpesi。【過分】 dāpita。【現分】 dāpenta。【獨】
dāpetvā。

dāpetu

【陽】 促使佈施的人。

dāma

【陽】 花圈，粗繩，鏈，花環。

dāya

【陽】 1. 森林，小樹林。2. 贈品。~pāla,【陽】 守林人。

dāyaka, dāyī

【陽】 施主，佈施者，贍養者。

dāyajja

【中】 繼承。【形】 繼承人。

dāyati

(dā + ya), 割草，收穫。【過】 dāyi。【過分】 dāyita。

dāyana

【中】 割草。

dāyāda

【陽】繼承。【形】(在【合】中) 繼承的。~ka,【形】繼承人。

dāyikā

【陰】 女施主。

dāra

【陽】 妻子。~bharaṇa,【中】 扶養妻子。

dāraka

【陽】 男孩，年青人。

dārikā

【陰】 女孩。

dāreti

(dāl + e), 分離，爆裂。【過】 dāresi。【過分】 dārita。【現分】 dārenta。【獨】 dāretvā。

dāru

【中】 木頭，木材，木柴。~khaṇda,【中】 一塊木頭。~kkhandha,【陽】 木材堆。~bhaṇdha,
【中】 家具，木製品。~maya,【形】 木材 做的。~saṅghāṭa,【陽】 木筏。

dāruṇa

【形】 嚴格的，粗糙的，殘酷的。

dālana

【中】 分離。

dāleti

參考 dāreti。【過】 dālesi。【過分】 dālita。【現分】 dālenta, dālayamāna。【獨】 dāletvā。

dāvaggi

【陽】 森林火。

dāsa

【陽】 奴隸。~ka,【陽】 奴隸。~gaṇa,【陽】 一群奴隸。~tta, ~vya,【中】 奴隸的身份，奴隸
的情況。

dāsitta

【中】 女奴隸的身份。

dāsī

【陰】 女奴隸。

dāha

【陽】 燃燒，怒火，熱。

dāḷima, dāḍima

【中】 石榴，石榴樹（一種原産于亞洲的落葉灌木或矮樹 (Punica granatum)，因其可食用的果
實而被廣泛種植）。

dāḷiddiya

【中】 貧窮。

dikkhati

(dis + a), 1. 看。2. 出家。

dikkhita

(以上的【過分】), 已傳授，已獻身。

digambara

【陽】 裸行者。

diguṇa

【形】 兩倍的，雙倍的。

digghikā

【陰】 溝渠。

dija

【陽】 1. 婆羅門（印度四大階級最高的一分子），兩次生的。2. 鳥。~gaṇa,【陽】 一群婆羅
門，一群鳥。

diṭṭha

(passati 的【過分】), 已看。【中】 視覺。~dhamma,【陽】 這個世界。【形】 見法（領悟真
理的人）。~dhammika,【形】 屬於這個世界的。~maṅgalika,【形】 信仰看到的吉兆事物的
人。~sansandana,【中】比較在被看到或已知的事物上的視野。~anugati,【陰】 效法所看到
的。

diṭṭhi

【陰】 見（對於事物的看法；意見），教條，理論，信念。~ka,【形】 (在【合】中) 信任…的，
有…理論的。~kantāra,【陽】 見荒（雜亂無序的教條）。~gata,【中】 成見，邪見。~gahana,
【中】 見叢（錯綜複雜的推測）。~jāla,【中】 見網（詭辯的網）。~vipatti,【陰】 破見，壞見
（理論上的失敗）。~vipallāsa,【陽】 見顛倒（歪曲的見解）。~visuddhi。【陰】 見清淨（清
楚的見解），正見。~sampanna,【形】 見具足（賦 予正見的）。~saṃyojana,【中】 見結（見
解的桎梏）。

diṭṭhī

【形】 參考 Diṭṭhika。

ditta

(dippati 的【過分】), 已燃燒。

ditti

【陰】 光，光亮。

diddha

【形】 有塗上的，下毒的。

dina

【中】 日子。~kara,【陽】 太陽。~ccaya,【陽】 一天的竭盡，傍晚。~pati,【陽】 太陽。

dindibha

【陽】 鳳頭麥雞，田鳧（麥雞東方田鳧屬禽類，屬鴴鳥類，尤指田鳧類，有狹窄的頸冠、飛行動
作緩慢且不規則）。

dinna

(deti 的【過分】), 已給，已允許。~ādāyī,【形】 取所給予的。

dinnaka

【陽】 1. 養子。【中】 2. 給予的事物。

dipada

【陽】 兩足動物，人。~inda, ~uttama,【陽】 兩足尊（兩足動物之中最貴族；即：世尊）。

dippati

(dip + ya), 照耀。【過】 dippi。

dippana

【中】 光亮。

dibba

【形】 天神的，天國的。~cakkhu,【中】 天眼。~cakkhuka,【形】 有超人的眼睛的。~vihāra,
【陽】 天居（心的至高情況）。~sampatti,【陰】 天上的福佑。

dibbati

(div + ya), 炫耀，消遣。【過】 dibbi。

diyaḍḍha

【陽】 一又二分之一。

diva

【陽】 天堂。

divasa

【陽】 日子。~kara,【陽】 太陽。~bhāga,【陽】 白天。

divā

【無】 日子，在白天。~kara,【陽】 太陽。~ṭhāna,【中】 在白天度過日子的地方。~vihāra,
【陽】 在熱天的休息。~seyyā,【陰】 在正午的臥倒，午睡。

diviya, divya

【形】 參考 Dibba。

disa

【陽】 敵人。

disampati

【陽】 皇。

disā

【陰】 方向，（東南西北）方。~kāka,【陽】 引向鴉（爲了要知道陸 地的方向，在船上養的烏
鴉）。~kusala,【形】 知道方向的人。~pāmokkha,【形】 世界著名的。~bhāga,【陽】 一個方
向。~mūḷha,【形】 迷失 方向的人。~vāsī, ~vāsika,【形】 住在國外的，住在不同方向的。

dissati

(dis + ya), 似乎，出現。【現分】 dissanta, dissamāna, (= 看得見的)。

dīgha

【形】 長的。~aṅgulī,【形】 長指的（有長手指的）。~jātika,【陽】 蛇類的衆生。~tā,【陰】
~tta,【中】 長度。~dassi,【形】 有遠見的。~nikāya,【陽】《長部》（佛教經典）。~bhāṇaka,
【陽】 重復說或解 釋《長部》的人。~rattaṃ,【副】 長久地。~lomaka,【形】 有長毛
的。~sottiya,【中】 長眠，偷懶。

dīghavaṇṭa

【陽】 木蝴蝶 (Oroxylum indicum)。

dīdhiti

【陰】 光，光輝。

dīna

【形】悲慘的，低級的，低劣的。~tā,【陰】 ~tta,【中】可憐。

dīpa

【陽】 1. 燈。2. 島。3. 幫忙，支援。~ka,【中】 小島。【形】 顯示的，說明的。~ṅkara,【形】
點燈者，燃燈佛（一位佛陀的名字）。~acci,【陰】 燈苗。~rukkha,【陽】 燈柱。~sikhā,【陰】
燈苗。~āloka,【陽】 燈光。

dīpanā

【陰】 例證，解釋。

dīpanī

【陰】 注釋。

dīpi, dīpika
【陽】 豹。

dīpikā

【陰】 1. 火把，2. 注釋。

dīpita

(dīpeti 的【過分】), 已舉例說明，已解釋，已顯示。

dīpinī

【陰】 母豹。

dīpeti

(dip + e), 點燃，清楚地表達，解釋。【過】 ~esi。【過分】 dīpita,【現分】 dīpenta,
dīpayamāna。【獨】 dīpetvā。【潛】 dīpetabba。

du

（對立的字首，意味：）壞，反常，困難。

duka

【中】 兩個一組，雙。【形】 二數的。

dukūla

【中】 一種非常好的布料。

dukkata, dukkaṭa

【形】 有缺點地做完。【中】 錯誤的行動。

dukkara

【形】 難做的。~tā,【陰】 ~tta,【中】 ~bhāva,【陽】 困難。

dukkha

【中】 苦，苦楚，痛苦，悲慘，極大的痛苦，不便之處。~kkhaya,【陽】 苦盡（痛苦
的消失）。~ kkhandha,【陽】 苦蘊。~nidāna,【中】 痛苦的來源。【形】 引起痛苦
的。~nirodha。【陽】 苦滅。~nirodhagāminī,【陰】 導致苦滅之道。~antagū,【形】 已征服
苦的人。~paṭikkūla,【形】 嫌惡苦的。~pareta,【形】 被悲慘而痛苦的。~ppatta,【形】 在
痛苦中的。~ppahāṇa,【中】 斷苦（痛苦的斷除）。~vipāka,【形】 苦報 的（有痛苦的果報
的），創造痛苦的。~sacca,【中】 苦諦（痛苦的真理）。~samudaya,【陽】 苦集（痛苦的
起源）。~samphassa,【形】 苦觸的 （有痛苦的觸覺的）。~seyyā,【陰】 苦睡（不舒服的睡
眠）。~anubhavana,【中】 受苦（在受處罰中 ）。~apagama,【陽】 除苦（痛苦的斷除）。

dukkhaṃ

【副】 不容易地。

dukkhāpana
【中】 傷害。

dukkhāpeti

(dukkha 的【派】), 使痛苦，引起痛苦，傷害。【過】 ~esi。【過分】 ~pi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dukkhī, dukkhita

【形】 使痛苦的，使悲傷的，不快樂的，沮喪的，生病的。

dukkhīyati

(dukkha 的【派】), 痛，被苦惱。【過】 dukkhīyi。【過分】dukkhita。

dukkhudraya

【形】 引起痛苦的，造成疾病的。

dukkhūpasama

【陽】 減輕痛苦。

dukkhotiṇṇa

【形】 變成悲慘的。

dugga

【中】 難進入的地方，城堡。

duggata

【形】 貧窮的，悲慘的。

duggati

【陰】 惡趣（悲慘的世界，即：四惡道）。

duggandha

【形】 難聞的氣味的。【陽】 臭味。

duggama

【形】 難去的。

duggahita

【形】 持錯的，拿錯的。【中】 邪見。

duccaja

【形】 難離開的，難放棄的。

duccarita

【中】 差勁的行爲，錯誤的行動。

dujivha

【陽】 蛇。

dujjaha

【形】 難放棄的，難除去的。

dujjāna

【形】 難懂的。

dujjīvita

【中】 邪命（錯誤的生計）。

duṭṭha

【形】 破壞的，腐敗的，不道德的，壞的。~citta,【中】 邪惡的心意，惡意。

duṭṭhu

【副】 嚴重地，惡劣地。

duṭṭhulla

【中】 猥辭（淫蕩的談話）。【形】 劣等的，下流的。

dutappaya

【形】 不容易滿足的。

dutiya

【形】 第二的。~ka,【形】 同伴，共事者。~yaṃ,【副】第二次。

dutiyā

【陰】 1. 妻子。2. （巴利語法）第二格，即： 賓格。

dutiyikā

【陰】 妻子。

duttara

【形】 難渡的，難越過的。

duddama

【形】難處理的，難馴的。

duddasa

【形】 難見的，難理解的。~tara,【形】 更難見的。

duddasā

【陰】 不幸，倒運（不幸的時期）。~panna,【形】 倒楣。

duddasika

【形】 難看的（指相貌醜陋）。

duddina

【中】 陰雲密布的日子，不幸運的日子。

duddha

【中】 乳，牛奶。

dundubhi

【陰】 鼓。

dunnāmaka

【中】 痔，痔瘡，痔核，痔疾。

dunnikkhitta

【形】 錯置的（錯誤地放置的），放置得很差勁的。

dunniggaha

【形】 難征服的，難控制的。

dunnimitta

【中】 凶兆。

dunnīta

【形】 錯誤地應用的。

dupaṭṭa

【形】 有兩層的，夾層的。

duppañña

【形】 愚蠢的。【陽】 愚人。

duppaṭinissaggiya

【形】 難放棄的，難戒除的。

duppaṭivijjha

【形】 難明白的。

duppamuñca

【形】 難解脫的。

dupparihāriya

【形】 難使用的，難處理的。

duphassa

【陽】 蕁麻（蕁麻科類植物 (Urtica) 蕁麻屬齒形葉，花雌雄異體， 無花瓣，接觸其植物刺毛會引
起皮膚過敏），不愉快的觸覺。

dubbaca

【形】 倔強的，不服從的。

dubbaṇṇa

【形】 屬於不光彩的顔色的，異色的，變色的，醜陋的。

dubbala

【形】微弱的，弱的。~tta,【中】~tā,【陰】~bhāva,【陽】弱。

dubbā

【陰】 黍，稷（黍屬的一種禾本科作物 (Paniecum Dactylon)）。

dubbijāna

【形】 難懂的。

dubbinīta

【形】 倔強的，不良地訓練的。

dubbuṭṭhika

【形】 無雨的。【中】 饑荒，旱災。

dubbhaka

【形】 叛逆的，陰險的人。

dubbhati

(dubh + a), 叛逆，背叛，造反。【過】 dubbhi,【獨】 dubbhitvā。

dubbhana

【中】 叛逆。

dubbhara

【形】 難培養的，難滋養的。

dubbhāsita

【中】 醜話，壞話，粗話，刺兒話，髒話。

dubbhikkha

【中】 饑荒，糧荒。

dubbhī

【形】 造反，謀害。

duma

【陽】 樹。~gga,【中】 樹稍（樹的頂端）。~ntara,【中】 多種樹，樹的間隔。~inda, ~uttama,
【陽】 樹王（即：菩提樹）。

dumuppala

【陽】 翅子樹（見 Kaṇikāra）。

dummaṅku

【形】 難使沈默的人，倔強的人。

dummatī

【陽】 心地邪惡的人，惡毒的人，愚人。

dummana

【形】 不快樂的，悲傷的。

dummukha

【形】 愁容的。

dummedha

【形】 愚蠢的。

duyhati

(duhati 的【被】), 被擠(奶)。【過】 duyhi。

durakkha

【形】 難保護的。

duraccaya, duratikkama
【形】 難通過的。

duranubodha, durājāna
【形】 難懂的，難知的。

durāsada

【形】 難接近的。

durutta

【形】 說得差的。【中】 差勁的演講。

durita

【中】 孽，壞行爲，不良的舉動。

dulladdha

【形】 不容易獲得的。

dulladdhi

【陰】 邪見。

dullabha

【形】 難獲得的。

duvaṅgika

【形】 由兩部分所組成。

duvidha

【形】 兩倍的。

duve

(dvi 的【主、複】), 二，二個人或事物。

dussa

【中】 布料，衣服。~karaṇdaka,【陽】 衣箱。~koṭṭhāgāra,【中】 布料的倉庫，儲衣
室。~yuga,【中】 一套衣服。~vaṭṭi,【陰】 一卷布料，布料的邊緣。

dussati

(dus + ya), 做錯事，違反，墮落，生氣。【過】 dussi。【過分】 duṭṭha。【獨】 dussitvā。

dussana

【中】 犯罪，墮落，忿怒。

dussaha

【形】 難涉及的。

dussīla

【形】 壞性格的，無道德的。

duha

【形】 (在【合】中) 擠奶的，出產的，允許的。

duhati

(duh + a), 擠(奶)。【過】 duhi。【過分】 duddha。【獨】 duhitvā。【現分】 duhamāna。

duhana

【中】 擠奶。

duhitu

【陰】 女兒。

dūta

【陽】 報信者，使者，外交使節。

dūtī

【陰】 dūteyya,【中】 差事，委託，送信兒（傳遞消息）。

dūbhaka

【形】 叛逆的人。

dūra

【中】 遠方。【形】 遠的，遙遠的。~ṅgama,【形】 到遠方去。~to,【無】 從遠方來。~tta,
【中】 遠的事實。

dūsaka

【形】 弄髒的人，醜化的人，敗德的，破壞的。

dūsana

【中】 腐敗，弄髒，汙損，污辱，污染。

dūsita

以下的【過分】。

dūseti

(dus + e), 1. 破壞，污染。2. 誹謗。3. 虐待。【過】 ~esi。【現分】 dūsenta, dūsayamāna,
【獨】 dūsetvā。

dūhana

【中】 污染，搶奪，群襲。

deḍḍubha

【陽】 水蛇。

deṇdima

【陽】 半球形銅鼓，定音鼓（一種大的半球形紅銅或黃銅鼓，面爲羊皮紙，能通過調整拉力調
音）。

deti

(dā + e), 給。【過】 adāsi。【現分】 denta。【過分】dinna。【獨】 datvā。參考 Dadāti。

deva

【陽】 1. 神，2. 天空，3. 雨雲，4. 國王。~kaññā,【陰】 天女。~kāya,【陽】 一群
神。~kumāra,【陽】 神的王子。~kusuma,【中】 丁香。~gaṇa,【陽】 一組神。~cārikā,【陰】
天堂的旅程。~ccharā,【陰】 女神。~atara,【形】 次等神。~ṭṭhāna,【中】 神廟。~ttabhāva,
【陽】 神的情況， 神身。~dattika, ~dattiya,【形】 神授的。~dundubhi,【陰】 雷。~dūta,
【陽】 天訊（神的報信者）。~deva,【陽】 神中神（神的神）。~dhamma,【陽】 天法（神
的德行），怕犯罪。~dhītu,【陰】 少女神。~nagara,【中】 天城（神的城市）。~nikāya,
【陽】 神的團體。~parisā,【陰】 神的集會。~putta,【陽】 神的兒子。~pura,【中】 天的城
市。~bhavana,【中】 神的住所。~yāna,【中】 去天堂的路徑，飛艇。~rāja,【陽】 天王，神
王。~rukkha,【陽】 天樹。~rūpa,【中】 神像。~loka,【陽】 天堂。~vimāna,【形】 天上的大
廈。

devatā

【陰】 神。

devatta

【中】 神性。

devadāru

【陽】 雪松（一種高大的西洋杉，〔雪松屬〕(Cedrus deodara)， 原産於喜馬拉雅山脈，樹枝下
垂，葉子黑綠色，在印度是一種重要的木材松樹；亦稱喜馬拉雅杉）。

devara

【陽】 姊夫，丈夫的兄弟。

devasika

【形】 日常發生的。~kaṃ,【副】 日常地。

devātideva

【陽】 神的神。

devānubhāva

【陽】 deviddhi,【陰】 神力。

devisi

【陽】 神仙（神的先知者）。

devī

【陰】 女神，皇后。

devūpapatti

【陰】 再生爲神。

desa

【陽】 區域，國家。

desaka, desetu

【陽】 弘法者，傳道者，詳細說明的人。

desanā

【陰】 講道，訓誡，弘法。~vilāsa 【陽】 美妙的教育。

desika

【形】 屬於國家或省的。

desita

以下的【過分】。

deseti

(dis + e), 指出，傳道，弘法，詳細說明。【過】 desesi。【現分】 desenta。【無】 desetvā。

dessa, dessiya

【形】 不愉快的，嫌惡的，可憎的。

deha

【陽、中】 身體。~nikkhepana,【中】 放下身體，死亡。~nissita,【形】 與身體連接的，屬於身
體的。

dehī

【陽】 有身體的，生物。

doṇa

【陽、中】 陀那（容量，大約 1 加侖，或 ⅛ 蒲式耳〔容量等於八加侖〕）。

doṇi, doṇikā

【陰】 船，獨木舟，木缽。

domanassa

【中】 憂，不愉快，憂鬱，傷心事。

dolā

【陰】 秋千，轎子。

dolāyati

(dolā 的【派】), 搖擺，來回移動。【過】 dolāyi。

dovārika

【陽】 守門人。

dosa

【陽】 忿怒，腐敗，缺點，過失，~kkhāna,【中】 責備。~ggi,【陽】 怒火。~sāpagata,【形】
無過失的，無缺點的。~sāropaṇa,【中】 責備，挑剔。

dosinā

【陰】 明亮，月光照耀的，月明的。

dohaka

【陽】 産乳的人。

dohaḷa

【陽】 想懷孕的女人，強壯的欲望。~ḷinī,【陰】 有點渴望的女人。

dohī

【形】 1. 産乳的人。2. 忘恩負義的人。

dvaṅgula

【形】 二寸的。【中】 二寸。

dvattikkhattuṃ
【副】 兩三次。

dvattipatta

【中】 兩三碗。

dvattiṃsati

【陰】 三十二。

dvanda

【中】 一對，夫婦，二數。【陽】 連接詞的複合詞〔巴利語法〕。

dvaya

【中】 一對，夫婦，二數。

dvācattāḷīsati

【陰】 四十二。

dvādasa

【形】 十二。

dvānavuti

【陰】 九十二。

dvāra

【中】 門，入口。~kavāṭa,【中】 門的百葉窗，門和窗戶。~koṭṭhaka,【中】 門口，入口，
關口，大門的空間。~gāma,【陽】 在城門外面的 村莊。~pāla, ~ṭṭha,【陽】 守門人，看門
人。~bāhā,【陰】 門框。~sālā,【陰】 門附近的大廳。

dvārika

【形】 屬於門的。【名】： 看門人,【陽】。

dvāvīsati

【陰】 二十二。

dvāsaṭṭhi

，【陰】 六十二。

dvāsattati

【陰】 七十二。

dvāsīti

【陰】 八十二。

dvi

【形】 （數位）二。~ka,【中】 二數，一對，夫婦。~kkhattuṃ,【副】 兩次。~guṇa,【形】 兩
倍的，加倍的。~cattālīsati,【陰】 四十二。~jivha,【形】 蛇（有兩個舌頭的）。~navuti,【陰】

九十二。~paññāsati,【陰】 五十二。~māsika,【形】 兩個月大，已生存了兩個月。~saṭṭhi，
【陰】 六十二。~sata,【中】。二百。~sattati,【陰】 七十二。~sahassa,【中】 二千。

dvija

【陽】 婆羅門，鳥，牙齒，（兩次生的）。

dvidhā

【副】 以二方式，在兩個部份中。~patha,【陽】道路的交叉。

dvipa

【陽】 象。

dvīha

【中】 兩天。~tīhaṃ,【副】 兩三天。

dve

(dvi 的【主、複】) 二。~bhāva,【陽】 二重性。~vācika,【形】 只有兩個字（重復）。

dvejjha

【中】 疑惑，矛盾。【形】 可疑的。

dvedhā

【副】 以二方式，在二。~patha,【陽】 交叉道路。

dveḷhaka

【中】 疑惑。~jāta,【形】 在懷疑著的。

Dh
d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十九個輔音字母。發音是送氣帶音的 d，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
考英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dhaṅka

【陽】 烏鴉。

dhaja

【陽】 旗，象徵，符號。~gga, 最標準。~ālu,【形】 以旗子裝飾 的。~āhaṭa,【形】 在戰爭中捕
獲的，作爲戰利品。

dhajinī

【陰】 軍隊。

dhañña

【中】 穀粒，玉黍蜀。~rāsi,【陽】 穀粒堆。~agāra, 穀倉。

dhañña, dhaññavantu

【形】 幸福的，幸運的。

dhata

(dhāreti 的【過分】), 已緊記，已熟記。

dhana

【中】 財富，財産。~kkhaya,【陽】 財盡。~kkīta,【形】 用錢買 的。~tthaddha,【形】 以財
爲傲的。~tthika,【形】 需 要財富的。~lola,【形】貪婪財富的。~vantu,【形】 富 有的。~hetu,
【副】 爲了財富。~āsā,【陰】 渴望財富。

dhanāyati

(dhana 的【派】), 視某物爲財富。

dhanika

【陽】 債權人。

dhaniṭṭhā

【陰】 虛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dhanita

【中】 聲音。【形】 發出聲音的，〔語〕 有濁音的，濁音的。

dhanī

【形】 富有的。【名】 富有的人。

dhanu

【中】 弓。~ka,【中】 小弓。~kāra,【陽】 弓匠。~ketakī,【陽】 露兜樹（參考
Ketakī）。~ggaha,【陽】 射手。~sippa,【中】 箭術。

dhanta

(dhamati 的【過分】)。

dhama, dhamaka

【形、陽】 吹的人，（喇叭等）演奏者。

dhamakaraka

【陽】 篩檢程式，濾水器。（時常看到 dhammakaraka 的詞形）。

dhamati

(dham + a), 吹，使發聲，激起。【過】 dhami。【現分】 dhamanta,【無】 dhamitvā。【動
名】 dhamana。

dhamani

【陰】 血管。~santhatagatta,【形】 全身血管暴露的（缺乏肌肉）。

dhameti

(dham + e), 吹，使發聲。【過】 ~esi。【過分】 dhamita。【現分】 dhamenta。【使】
dhamāpeti。

dhamma

【陽】 法，教義，自然，事實，規格，道德，好行爲。~kkhāna,【中】 弘法（教義的講
道）。~kathā,【陰】 法論（宗教性的談話，倫理的討論）。~kathika,【陽】 法論者（傳道規格
的人）。~kamma,【中】 法業（合 法的行爲），如法羯磨（符合戒律規則的程式）。~kāma,
【形】 熱愛事 實的人。~kāya,【形】 法身（正常的身體）。~kkhandha,【陽】 法蘊 （規格的
部分）。~gaṇdikā,【陰】 法塊（正義的木塊，即：執行死刑 的斷頭木塊）。~garu,【形】 法
尊（尊敬規格的）。~gutta,【形】 法 護（被規格保護的）。~ghosaka,【陽】 法音者（宣佈教
義的人）。~cakka,【中】 法輪（規格的輪子）。~cakkappavattana,【中】 轉法輪（訓誡 宇
宙的正義）。~cakkhu,【中】 法眼（智慧的眼睛）。~cariyā,【陰】 法行（遵守正義）。~cārī,
【陽】 法行者（遵守正義的人）。【形】 有品德的。~cetiya,【中】 法塔。~jīvī,【形】 正直地
生活的。~ññu,【形】 懂得教義的人。~ṭṭha,【形】 正義的，正直的。~ṭṭhiti,【陰】 規格的真正
性質。~takka,【陽】 法思擇（正確的推論）。~dāna,【中】 法 施（規格的禮物）。~dāyāda,
【形】 法嗣（以法爲遺産，教義的繼承人）。~dīpa,【形】 法燈，法島（以法爲可靠的立足
點）。~desanā,【陰】 說法，開示佛理。~dessī,【陽】 法憎者（憎恨法者）。~dhaja,【形】
法 旗（以法爲旗幟的）。~dhara,【形】 法持，持法者（牢記法的人）。~niyāma,【陽】 法
序（規格的次序）。~paṇṇākāra,【陽】 法贈（法爲贈品）。~pada,【中】 法句。~ppamāṇa,
【形】 法測（藉著教義爲測量）。~bhaṇdāgārika,【陽】法司庫（正義的財務員）。~bheri,
【陰】 法鼓（正義之鼓）。~rakkhita,【形】 法護（被正義保護的）。~rata,【形】 法愛（愛
好法）。~rati,【陰】 法樂（以法爲樂）。~rasa,【陽】 法味（法的味道）。~rāja,【陽】
法 王（正義之王）。~laddha,【形】 法獲（正直取得的）。~vara,【陽】 優法（優良的教
義）。~vādī,【形】 法語者（依法說的）。~vicaya,【陽】 擇法（對法做檢討）。~vidū,【形】
知法者（懂法的人）。~vinicchaya,【陽】 法決（正當的決定）。~vihārī,【形】 法住（依法而住
的）。~saṃvibhāga,【陽】 法的分配。~saṅgīti,【陰】 法誦（法的背誦）。~saṅgāhaka,【陽】
法的編輯者。~samādāna,【中】 法的獲得。~saraṇa,【中】 歸依法。~savaṇa,【中】 聽聞
法。~sākacchā,【陰】 討論法。~sālā,【陰】 法堂。~senāpati,【陽】 法將（法的大元帥或總
司令）。~soṇda,【形】 愛好法。~ssāmī,【陽】 法主（法的統治者）。~adhipati,【形】 敬法
爲指南。~anudhamma,【陽】 法隨法（合法，守法）。~anuvattī, ~anusārī,【形】 隨法行（守
法的行動的）。~abhisamaya,【陽】 法現觀（理解真理）。~amata,【中】 法的甘露。~ādāsa,
【陽】 法鏡。~ādhāra,【形】 法的支持者。~āsana,【中】 法座（弘法的座）。

dhammatā

【陰】 常法（一般的規則），法性（自然）。

dhammani

【陽】 捕食鼠類的遊蛇類（如：鼠蛇，錦蛇等）。

dammika

【形】 如法的，正直的。

dhammilla

【陽】 髻，辮子，髮辮。

dhammīkathā

【陰】 宗教性的談話。

dhara

【形】(在【合】中)懷有的，持有的，記住的，穿著的，戴著的。

dharaṇa

【中】 重量：大約 2/5 盎司。

dharaṇī

【陰】 地球。~ruha,【陽】 樹。

dharati

(dhar + a), 持續，繼續，活著。【過】 dhari。【現分】 dharanta, dharamāna。

dharā

【陰】 地球。

dhava

【陽】 丈夫，兒茶樹（參考 Khadira）。

dhavala

【形】 白色的，清潔的。【名】： 白色。

dhāta

【過分】 已餵養，已滿足。

dhātī

【陰】 護士，養母。

dhātu

【陰】 元素，天然的情況，舍利（神聖的遺物），詞根，身體的體液，官能。~kathā,【陰】 元
素的解說，（《論藏》的第三本書）〈界論〉。~kusala,【中】對元素熟練。~ghara,【中】 舍利
室。~nānatta,【中】 自然或元素的各式個樣。~vibhāga,【陽】 元素的區分，分配舍利。

dhātuka

【形】 (在【合】中) 有…性質的。

dhāra, dhāraka

dhārī,【形】 (在【合】中) 懷有的，持有的，穿著的，戴著的。

dhārā

【陰】 1. 奔流，水流，陣雨。2. 武器的利刃。

dhāreti

(dhar + e), 忍受，支撐，穿著，戴著。【過】 ~esi。【過分】 dhārita。【現分】 dhārenta
【無】 dhāretvā。

dhāretu

【陽】 持有人，所有者，穿著者，戴著者。

dhāvati

(dhāv + a), 跑，跑掉（逃走）。【過】 dhāvi。【過分】 dhāvita。【現分】 dhāvanta。【無】
dhāviya, dhāvitvā。

dhāvana

【中】 奔跑。

dhāvī

【形】 跑的人。

dhi

【無】 （表示嫌惡，震驚等）咄！呸！（反對演說者時的喊叫）真可恥！ 沒羞！（表示悲痛、
懊惱、不幸）唉！咳！呀！

dhikkata

【形】 輕視的，厭惡的，辱駡的。

dhiti

【陰】 精力，勇氣。~mantu,【形】 精力充沛的，堅決的。

dhī

【陰】 智慧。~mantu,【形】 明智的。

dhītalikā

【陰】 娃娃。

dhītu

【陰】 女兒。~pati,【陽】 女婿。

dhīyati

(dhā + i + ya), 被生。【過】 dhīyi。【現分】 dhīyamāna。

dhīra

【形】 明智的，明智者。

dhīvara

【陽】 漁夫。

dhuta, dhūta

(dhunāti 的【過分】), 已抖落，已擺脫，已撤走。~aṅga,【中】 頭陀支，苦行支。~dhara,
【形、中】 修持頭陀支者，苦行者。~vādī,【陽】 人教授頭陀支的人。

dhutta, dhuttaka

【陽】 過著墮落生活的人，惡棍，騙子。

dhuttī, dhuttikā
上方的 【陰】。

dhunana

【中】 抖落，擺脫，廢除。

dhunāti

(dhu + nā), 投，擲，抖落，擺脫，除去。【過】 dhuni。【現分】 dhunanta。【潛】
dhunitabba,【無】 dhunitvā。

dhura

【中】 1. 辦公室，職責，費用。2. 軛。3. 車轅。4. 前部。【形】 最初的，接近的。~gāma,
【陽】 附近的村莊。~ndhara,【形】 有辦公 室的，接受職責的。~nikkhepa,【陽】 放棄希望，
放棄職責。~bhatta,【中】 經常施食。~vahana,【中】 有軛，有辦公室。~vihāra,【陽】 附 近的
寺院。

dhuva

【形】 穩定的，長備的，經常的，不變的。~vaṃ,【副】 經常地，不變地。

dhūpa

【陽】 熏香。

dhūpana

1. 煙熏，香熏。2. 調味料，（咖哩的）調料。

dhūpāyati

(dhūpa 的【派】) 出煙，燻製。【過】 dhūpāyi。【現分】 dhūpāyanta。【過分】 ~yita。

dhūpeti

(dhūp + e), 以油滋味，以油調味，燻製，使發香。【過】 ~esi。【過分】 ~pita。【無】
dhūpetvā。

dhūma

【陽】 煙，臭氣。~ketu,【陽】 慧星，火。~jāla,【中】 煙網（大 量的煙）。~netta,【中】 煙
囪，煙斗，煙袋，煙嘴。~sikha,【陽】 火。~māyitatta,【中】 黑暗化，烏雲密布，成爲似煙
的。

dhūmāyati

(dhūma 的【派】), 吸煙，發煙燃燒，烏雲密布。【過】 ~māyi。

dhūli

【陰】 灰塵。

dhūsara

【形】 灰褐色的，微黃色的。

dhenu

【陰】母牛，任何雌性動物。~pa,【陽】牛犢（未斷奶的小牛）。

dhota

(dhovati 的【過分】)。

dhona

【形】 明智的。

dhorayha

【形】 能負擔的，能馱軛的，【陽】 馱畜。

dhovati

(dhov + a), 洗，沖洗，純淨。【過】 dhovi。【過分】 dhota。【現分】 dhovanta。【潛】
dhovitabba。【無】 dhovitvā, dhoviya。

dhovana

【中】 洗滌。

N
n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n。

na

【無】 (否定虛詞), 沒有，不。

nakula

【陽】 貓鼬。

nakka

【陽】 海龜。

nakkhatta

【中】 星座，星宿，星，慶祝。~kīḷā,【陰】 ~kīlana,【中】 在某些星座的出現而慶祝的節
日。~pāṭhaka,【陽】 占星家。~yoga。【陽】 行星的連接，占星術。~rāja,【陽】 星王（月
亮）。

nakha

【陽、中】 指甲，爪。~pañjara,【陽】 爪。

nakhī

【形】 有爪的。

naga

【陽】 山。

nagara

【中】 城鎮，城堡，要塞。~guttika,【陽】 市長。~vara,【中】 皇家城市。~vāsī,【陽】 市
民。~sodhaka,【陽】 清道夫。~sobhinī,【陰】 城市的美女，城鎮的妓女。

nagga

【形】 赤裸的，裸的。~cariyā, 。【陰】 裸露。~samaṇa,【陽】 裸行者。

naggiya

【中】 裸露。

naṅgala

【中】 犁。~phāla,【陽】（犁）鏵，鏵頭。~līsā,【陰】犁轅。

naṅguṭṭha

【中】 尾。

nacirassaṃ

【副】 不久。

nacca

【中】 舞蹈，表演。~ṭṭhāna,【中】 劇場，舞場。

naccaka

【陽】 舞者，演員。

naccati

(naṭ + ya), 跳舞，演出。【過】 nacci。【現分】 naccanta。【無】 naccitvā。【動名】
naccana。

naṭa, naṭaka

naṭṭaka, nattaka,【陽】 舞者，演員。

naṭṭa, natta

nattana,【中】 舞蹈，表演。

naṭṭha

(nassati 的【過分】), 已遺失，已毀滅。

nata

(namati 的【過分】)。已彎曲，已彎下，已傾向。

nati

【陰】 彎曲，傾向，彎腰。

nattamāla

【陽】 水黃皮（産于亞洲的一種豆科喬木 (Pongamia glabra)，具羽狀複葉，有光澤；花序總
狀， 花乳白色，芳香，用作遮蔭樹和一種照明油的來源）。

nattu

【陽】 孫子。

natthi

(na + atthi), 沒有，不，不呈現。~kadiṭṭhi,【陰】 斷見。~kavādī,【陽】 持斷見的人。~tā,【陰】
bhāva,【陽】 缺席。

natthu

【陰】 鼻子。~kamma,【中】 鼻子的治療（採用倒油等）。

nadati

(nad + a), 吼，製造噪音。【過】 nadi。【現分】 nadanta。【過分】 nadita。【無】 naditvā。

nadana

【中】 吼聲。

nadī

【陰】 河。~kūla,【中】 河岸。~dugga,【中】 因爲有河而不能達 到的地方。~mukha,【中】
河口。

naddha

(nandhati 的【過分】), 已打結，已包裝，已以…擰。

naddhi

【陰】 皮帶。

nanandā

【陰】 丈夫的姊妹。

nanu

【無】（肯定虛詞）不是嗎？確定地，當然。

nanda, nandaka

【形】 慶祝的，歡慶的。

nandati

(nand + a), 很高興，歡喜，嗜好。【過】 nandi。【過分】 nandita。【現分】 nandamāna。
【潛】 nanditabba。【無】 nanditvā。

nandana

【中】 慶祝，難陀園（在天國，因陀羅城的一個花園名）。

nandanā

【陰】 慶祝。

nandi

【陰】 快樂，歡喜，高興，渴望。~kkhaya,【陽】 喜盡（渴望的耗盡）。~rāga,【陽】 喜貪
（熱情的高興）。~saṃyojana,【中】 喜結（渴望的桎梏）。

nandhati

(nadh + ṃ-a), 裹，擰，繫。【過】 nandhi。【無】 nandhitvā。參考 Vinandhati。

nandhi

【陰】 參考 Naddhi。

napuṃsaka

【陽】 1. 太監。2. 中性。

nabha

【陽、中】 天空。（在【合】中取 nabho 的詞形。例： nabhogata = 存在天空中。

namakkāra

【陽】 尊崇，尊敬，頂禮。

namati

(nam + a), 鞠躬，頂禮。【過】 nami。【過分】 nata。【現分】namanta。【無】namitvā。
【潛】namitabba。【動名】namana,【中】。

namassati

(namas + a), 敬禮，尊敬。【過】 namassi。【過分】 ~sita。【現分】 santa。【無】 ~sitvā,
~namassiya。【不】~situṃ。

namassana

【中】 ~nā,【陰】 尊敬，崇拜。

namuci

【陽】 破壞者，死亡。

namo

【無】 我敬禮。

nammadā

【陰】 印度的一條河名。

naya

【陽】 方法，計劃，方式，推論，正確的結論。

nayati

(ni + a), 帶領，指導，引導。【過】 nayi。參考 Neti。

nayana

【中】 眼睛。【動名】 攜帶。~āvudha,【陽】 眼睛即武器（即： 閻摩王 Yama）。

nayhati

(nah + ya), 繫，綁，裹，擰。【過】 nayhi。【過分】 naddha。【動 名】 nayhana。【無】
nayhitvā。

nara

【陽】 人，人類。~deva,【陽】 國王。~vīra,【陽】 英雄，佛陀。~sīha,【陽】 人中獅，佛
陀。~rāsabha,【陽】 人中君（人的統治者）。~ruttama,【陽】 人之最。~rādhama,【陽】 壞
人，惡劣的人。

naraka

煉獄，地獄。~ggi,【陽】 地獄火。

nalāṭa

【陽】 額。

nalinī

【陰】 蓮花池。

nava

【形】 1. 新的。2. 九。~kamma,【中】 新的工作。~kammika,【形】 建築的專家。~ṅga,
【形】有九部分的。~navuti,【陰】九十九。

navaka

【陽】 初學者，新人，年輕人。【中】 九個一組。~tara,【形】 較年輕的（年紀較小者）。

navanīta

【中】 鮮奶油。

navama

【形】 第九。~mī,【陰】 農曆初九〔白月初九〕 （或農曆廿四日〔黑月初九〕）。

navuti

【陰】 九十。

nassati

(nas + a), 毀滅，消失。【過】 nassi。【過分】 naṭṭha。【現分】 nassanta。【無】 nassitvā。

nassana

【中】 不見，損失，破壞。

nahāta, nhāta

(nahāyati 的【過分】), 已經沐浴（的人）。

nahāna, nhāna

【中】 沐浴，洗澡。~niya,【中】 沐浴粉（洗澡用的肥皂粉），任何對沐浴有用的東西。

nahāpaka

【陽】 沐浴待人（服務沐浴的員工）。

nahāpana

【中】 （服務他人）沐浴，（給人）洗澡。

nahāpita

【陽】 理髮師。

nahāpeti

(nah + āpe), （給人）沐浴。【過】 ~esi。【過分】 nahāpita。【現分】 nahāpenta。【無】
nahāpetvā。

nahāyati

(nhā + ya), 洗澡。【過】 nahāyi。【現分】 nahāyanta。【無】 nahāyitvā。【不】nahāyituṃ。
【動名】 nahāyana,【中】。

nahāru, nhāru

【陽】 肌肉，筋肉，腱。

nahuta

【中】 一萬，萬數。

naḷa

【陽】 蘆葦，管。~kāra,【陽】 編籃工人，蘆葦業員工。~kalāpa,【陽】 一捆蘆葦。~mīṇa,
【陽】 蝦。~agāra,【中】 茅屋（以蘆葦製成的小屋）。

nāka

【陽】 天堂。

nāga

【陽】 龍，眼鏡蛇，象，鐵力木（指藤黃科東印度産的喬木 (Mesua ferrea)， 羽狀複葉，葉子
長橢圓形，花大，紅色，生長在熱帶地區。木材堅韌，裡面黑褐色或紫褐色，可用來雕刻；用其
花芽可以獲得紅色的染料），高貴 的人。~danta, ~taka,【中】 象牙釘，在牆壁上的釘。~bala,
【形】 有 象的力量的。~balā,【陰】 貓尾射 (Uraria Lagopodioides)。~bhavana,【中】 龍的區
域。~māṇavaka,【陽】 龍族的年輕人。~mānavikā,【陰】 龍族的年輕未婚女子。~rāja,【陽】
龍王。~rukkha,【陽】 龍樹，鐵力木樹。~latā,【陰】龍藤（蔞葉藤）。~loka,【陽】 龍的世
界。~vana,【中】鐵力木樹林，有象的森林。

nāgara

【中】市民。

nāgarika

【形】有市民特徵的，彬彬有禮的，有禮貌的。

nāṭaka

【中】 戲劇。

nāṭakiṭṭhī, nāṭikā
【陰】 舞女。

nātha

【陽】 保護，保護者。

nāda

【陽】 吼，聲音。

nānatā

【陰】 參考以下的。

nānatta

【中】 各式個樣，多樣性，多種。~kāya,【形】 有多樣性的身體狀態的。

nānā

【無】 不同的，不同地。~karaṇa,【中】 各式個樣，差異。~gotta,【形】 種種血統的。~jacca,
【形】 種種國家的。~jana,【陽】 種種人。~titthiya,【形】 種種宗教的。~pakāra,【形】 各種
不同的，多種形式 的。~ratta,【形】 種種顔色的。~vāda,【形、中】 有不同的見解，種 種見
解。~vidha,【形】 各種不同的，種種的。~saṃvāsaka,【形】 住在不同的團體的。

nābhi

【陰】 臍，肚臍，輪轂（車輪的中心部）。

nāma

【中】 名字，名（有名無實的非物質元素，例：心識，知覺等，由於 它等只挂個名，所以
就稱它等爲名）。【形】 (在【合】中) 名叫…。~karaṇa,【中】 命名。~gahaṇa,【中】 得
名。~dheya, ~dheyya,【中】 名字。【形】 名…的。~pada,【中】 名詞。

nāmaka

【形】 (在【合】中) 名叫…的，憑名字。

nāmeti

(namati 的【使】), 鞠躬，頂禮，合十。【過】 ~esi。【過分】 nāmita。【無】 nāmetvā。

nāyaka

【陽】 領袖，主人。~yikā,【陰】 女領袖，女主人。

nāraṅga

【陽】 柑橘樹（亞洲東南部的小型有刺常綠樹 〔柑橘屬〕(Citrus reticulata)，結甜的可食用果
實）。

nārāca

【陽】 鐵棒。

nārī

【陰】 女人。

nālaṃ

(na + alaṃ),【無】 不足夠，不適合的。

nāvā

【陰】 船，舟。~tittha,【中】 船埠，港口，渡口。~sañcāra,【陽】 通航。

nāvika

【陽】 水手。~vikī,【陰】 女水手。

nāvutika

【形】 九十歲。

nāsa

【陽】 毀滅，破壞，死亡。

nāsana

【中】 殺害，破壞，逐出。

nāsā

【陰】 鼻子。~rajju,【陰】 鼻繩，牛繩（串在牛鼻的繩）。

nāsikā

【陰】 鼻子。

nāseti

(nas + e), 殺，毀滅，破壞，驅逐。【過】 nāsesi。【過分】 nāsita。【現分】 nāsenta。【無】
nāsetvā。【潛】 nāsetabba。

nāḷa

【陽】 莖，梗，管。Nāḷi,【陰】 呐礪（一種管形的容量，16 nāḷi = 1 doṇa；1 nāḷi = 1
pattha）， 管。~matta,【形】 大約一管的容量。

nāḷikā

【陰】 管，瓶子。~yanta,【中】 時鐘（沙鍾，沙計時），測量時 間的儀器。

nāḷikera

【陽】 椰子樹（有羽狀葉子的椰子樹〔椰子屬〕(Cocos nucifera)， 在熱帶地區廣泛種植，用於
食品、飲料、油、蓋屋頂、纖維製品、器皿和 裝飾品）。【中】 椰子（椰子樹的褐色硬外殼的
大種子，包括圍繞有部 分液體充填的中央果穴的白果肉）。

nāḷipaṭṭa

【陽】 帽，笠。

nikaṭa, nikaṭṭha

【中】 鄰居關係。【形】 接近的。

nikati

【陰】 欺騙。

nikanta, nikantita
以下的【過分】。

nikantati

(ni + kant + a), 砍倒，切斷。【過】 nikanti。【無】 nikantitvā。

nikara

【陽】 多數。

nikasa

【陽】 磨石。

nikāmanā

【陰】 要求。

nikāmalābhī

【形】 已輕易獲得某物的人。

nikāmeti

(ni + kam + e), 渴望，要求。【過】 ~esi。【過分】 ~mita。【現分】 nikāmenta。

nikāya

【陽】 團體，教派，收集。

nikāsa

【陽】 鄰近。

nikiṭṭha

【形】 低的，劣的。

nikuñja

【陽、中】 峽谷，灌木叢。

nikūjati

(ni + kūj + a), 吱喳而嗚，鳥鳴。【過】 nikūji。【過分】 ~jita。【現分】 nikūjamāna。

niketa, niketana

【中】 住所，家。

nikkaṅkha

【形】 自信的，無疑的。

nikkaḍḍhati

(ni + kaḍḍh + a), 丟出，拖出，驅逐。【過】 ~ḍḍhi。【過分】 ~ḍhita。【潛】 ~ḍhitabba。
【無】 ~ḍhitvā, ~ḍhiya。

nikkaḍḍhana

【中】 拖出，逐出。

nikkaṇṭaka

【形】 無刺的，無敵的。

nikkaddama

【形】 無泥的。

nikkama

【陽】 努力。

nikkaruṇa

【形】 無慈悲心的，無良心的。

nikkasāva

【形】 無雜質的。

nikkāma

【形】 無渴望的，無貪欲的。

nikkāraṇa

【形】 無根據的，無顯著原因的。~ṇā,【副】 沒有理由，沒有原因，沒有目的。

nikkilesa

【形】 不墮落的，沒有沾汙的。

nikkujja

【形】 心煩意亂的，放棄的。

nikkujjeti

(ni + kuj + e), 顛倒，倒置。【過】 ~esi。【過分】 ~jita。【無】 ~jetvā, nikkujjiya。

nikkuha

【形】 不騙人的。

nikkodha

【形】 不忿怒的。

nikkha

【陽】 大金幣，大約等於 25 dharaṇa 的重量。

nikkhanta

(nikkhamati 的【過分】), 已出去，已離去，已出發。

nikkhama

【陽】 ~mana,【中】 出去，離開。

nikkhamati

(ni + kam + a), 出去，往前去，出家。【過】 ~mi。【現分】 ~manta。【無】 ~mitvā,
nikkhamma。【潛】 ~mitabbha。【不】~mituṃ。

nikkhāmeti

(nikkhamati 的【使】), 令出去，出示，使顯示。【過】 ~esi。【過分】 ~mita。【現分】
~menta。【無】 ~metvā。

nikkhitta

以下的【過分】。

nikkhipati

(ni + khip + a), 放下，擱置，放棄。【過】 ~khipi。【現分】 ~panta。【無】 ~pitvā。【潛】
~pitabba。

nikkhepa

【陽】 ~pana,【中】 放下，擺脫，丟棄，概括的處理。

nikhaṇati

(ni + khan + a), 掘進去，埋葬。【過】 nikhaṇi。【過分】 nikhāta。【現分】 nikhaṇanta。
【無】 nikhaṇitvā。

nikhādana

【中】 鑿子。

nikhila

【形】 所有的，整個的，全部的。

nigacchati

(ni + gam + a), 遭受，達到。【過】 ~chi。

nigaṇṭha

【陽】 尼乾陀（耆那教的一個成員）。

nigama

【陽】 市鎮。

nigamana

【中】 結論，說明。

nigaḷa

【陽】 鎖象腳的鏈。

nigūhati

(ni + gūh + a), 掩蓋，隱藏，藏。【過】 nigūhi。【過分】 ~hita, nigūha,【無】 nigūhitvā。

nigūhana

【中】 隱匿。

niggacchati

(ni + gam + a), 出去，從…傳出。【過】 ~chi。【過分】 niggata。【無】 niggantvā。

niggaṇhaṇa

【中】 責備，處罰。

niggaṇhāti

(ni + gah + ṇhā) 斥責，指責，制止。【過】 ~ṇhi。【過分】 niggahita。【現分】 ~ṇhanta。
【無】 niggayha, ~ṇhitvā。

niggama

【陽】 ~mana,【中】 出去，離開，結果。

niggayha

-vādī,【陽】 責難地說的人。

niggaha

【陽】 責難，過失，責備。

niggahīta

【中】 鼻音的輔音 ṃ。

niggahetabba

【潛】 可以被責備，可以被檢查。

niggāhaka

【陽】 斥責的人，制止的人。

nigguṇdī

【陰】 梣葉槭牡荊 (Vitex Negundo)（藥草）。

niggumba

【形】 無矮樹叢的，清楚的。

nigghātana

【中】 殺害，破壞。

nigghosa

【陽】 大喊大叫。

nigrodha

【陽】 孟加拉榕（一種熱帶的印度無花果樹〔榕屬 Ficus benghalensis〕 因其枝上生有氣根，垂
入土中並長成另外的樹幹，所以覆蓋面積很大。因 裝飾性和樹蔭而被種植）。~pakka,【中】 孟
加拉榕的成熟果實。~parimaṇdala,【形】 有如孟加拉榕的圓周一般相稱的四肢。

nighaṃsa

【陽】 ~sana,【中】 摩擦，擦傷。

nighaṃsati

(ni + ghaṃs + a), 擦，摩擦，抹掉。【過】 ~si。【過分】 ~sita。【無】 ~sitvā。

nighaṇḍu

同義詞字典。

nighāta

【陽】 擊倒，殺死，破壞。

nicaya

【陽】 積聚，堆起。

nicita

(nicināti 的【過分】), 已堆積。

nicca

【形】 不變的，連續的，長備的。~kālaṃ,【副】 時常地，不變地。~dāna,【中】 永久的佈
施。~bhatta,【中】 連續不斷的糧食。~sīla,【中】 不間斷的守戒。

niccatā

【陰】 連續性，永久性。

niccamma

【形】 無皮膚的，鞭打脫的。

niccala

【形】 不動的。

niccaṃ

【副】 不變地，總是地，長備地。

niccola

【形】 無覆蓋的，赤裸的。

nicchaya

【陽】 決議，果斷，辨別。

niccharaṇa

【中】 散發，傳出。

niccharati

(ni + car + a), 從…出去，從…往前，散發。【過】 ~chari。【過分】 ~charita。【無】 ~ritvā。

nicchāta

【形】 不饑餓的，滿足的。

nicchāreti

(niccharati 的【使】), 1. 發出，送出。2. 說 話。【過】 ~esi。【過分】 ~rita。【無】 ~retvā。

nicchita

以下的【過分】。

nicchināti

(ni + chi + nā), 區別，考慮，調查。【過】 ~chini。

nija

【形】 自己的。~desa,【陽】 自己的國家。

nijjaṭa

【形】 鬆開的，解纏結的。

nijjara

【形】 不衰老的，不衰退的。【陽】 神。

nijjareti

(ni + jar + e), 毀壞，消滅。【過】 ~esi。

nijjiṇṇa

【過分】 已用盡。

nijjivha

【形】 沒有舌頭的。【陽】 野公雞。

nijjīva

【形】 無生命的。

nijjhāna

【中】 洞察力。

nijjhāyati

(ni + jhā + ya), 修禪，反映。【過】 ~yi。【過分】 ~yita。

niṭṭhā

【陰】 結束，結論，完美。

niṭṭhāti

(ni + ṭhā + a), 被結束，被完成。【過】 niṭṭhāsi。【過分】 niṭṭhita。

niṭṭhāna

【中】 完成，結束。

niṭṭhāpeti

(niṭṭhāti 的【使】), 實現，完成，實行。【過】 ~esi。【過分】 ~pi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niṭṭhita

【過分】已終結，已完成。

niṭṭhubhati

(ni + ṭhubh + a), 吐出（唾沫），咳出，吐痰。【過】 ~bhi。【過分】 ~bhita。【獨】 ~bhitvā。

niṭṭhubhana

【中】 唾吐，唾沫。

niṭṭhura

【形】 粗糙的，硬的，殘酷的。~riya,【中】 粗糙的事物，粗糙程度。

niḍḍa

【中】 巢，棲身。

niḍḍeti

(ni + ḍi + e), 除草，剷除。【過】 ~esi。

niṇṇaya

【陽】 決定，辨別。

nitamba

【陽】 1. 臀部。2. 山脊。

nittaṇha

【形】 無欲望的。

nittiṇṇa

【過分】 已離開，已越過。

nittudana

【中】 刺，刺破。

nitteja

【形】 無力的，不安的，窘迫的。

nittharaṇa

【中】 被人理解，穿越，克服，完成。

nittharati

(ni + thar + a), 越過，克服。【過】 nitthari。【過分】 ~rita。【獨】 ~ritvā。

nitthāreti

(以上的【使】), 終結，完成。【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nitthunana

【中】 哀悼，呻吟，歎息。

nitthunāti

(ni + thu + nā), 呻吟，哀悼。【過】 ~thuni。【現分】 nitthunanta。【獨】 ~nitvā。

nidassana

【中】 例子，證據，比較。

nidasseti

(ni + dis + e), 指出，解釋，定義。【過】 ~esi。【過分】 ~ssita。【獨】 ~setvā, nidassiya。
【潛】 ~sitabba。

nidahati

(ni + dah + a), 存放，埋（藏寶物）。【過】 nidahi。【過分】 nidahita, nihita。【獨】 ~hitvā。

nidāgha

【陽】 乾旱，熱，夏天。

nidāna

【中】 來源，因素，起因。~kathā,【陰】（一本書的）說明。

nidānaṃ

【副】 (在【合】中) 經由，的結果，因爲…的緣故，由於。

niddaya

【形】 無慈悲心的，殘酷的。

niddara

【形】 無苦悶的，無痛苦的，無恐懼的。

niddā

【陰】 睡覺。~yana,【中】 睡覺。~lu, ~sīlī,【形】 喜歡睡眠的， 昏昏欲睡的習慣。~rāmatā,
【陰】 睡眠的喜愛。

niddāyati

(niddā 的【派】), 睡。【過】 ~yi。【現分】 niddāyanta。【獨】 ~yitvā。

nidd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niddisati

(ni + dis + a) 指出，解釋，定義。【過】 niddisi。【獨】 niddisitvā。【潛】 ~sitabba。

niddukkha

【形】 無痛苦的，無悲慘的。

niddesa

【陽】 描述，（分析的）解釋。

niddosa

【形】 完美的，無汙的。

niddhana

【形】 貧窮的，沒有財産的。

niddhanta

以下的【過分】。

niddhamati

(ni + dham + a), 吹走，排出。【過】 ~mi。【獨】 ~mitvā。

niddhamana

【中】 排水溝，運河，排出物。~dvāra,【中】 儲水池的水門。

niddhāraṇa

【中】 詳述。

niddhāreti

(ni + dhar + e), 敍述 【過】~esi。【過分】~rita。【獨】~retvā。

niddhunana

【中】 擺脫。

niddhunāti

(ni + dhu + nā), 擺脫。【過】 ~dhuni。【過分】 niddhūta,【獨】 ~nitvā。

niddhota

【過分】 1. 洗過，純淨過。2. 已削尖。

nidhāna

【中】 存放物，寶藏。

nidhāya

(nidahati 的【獨】) 存放了，保留了。

nidhāpeti

(nidahati 的【使】), 使存放。【過】 ~esi。【過分】 nidhāpita。

nidhi

【陽】 寶藏。~kumbhi,【陰】 寶壺。

nidhīyati

以下的【被】。

nidheti

(ni + dah + e), 存放，藏，保留。【過】 nidhesi, 參考 nidahati。

nindati

(nind + a), 責備，蔑視，侮辱。【過】 nindi。【過分】 nindita。【現分】 nindanta。【獨】
ninditvā。【潛】 ninditabba。

nindana

【中】 ~nā,【陰】 侮辱，輕視。

nindiya

【形】 該受責備的，有過失的。

ninna

【形】 低的，彎腰的（彎下身的）。【中】 低地。

ninnatā

【陰】 低，傾向，

ninnāda

【陽】 悅耳的音調，曲調，聲音。~dī,【形】 很響亮的，有旋律 美妙的嗓音的。

ninnāmeti

(ni + nam + e), 彎下身，熄滅。【過】 ~esi。【獨】 ~metvā。【過分】 ~mita。

ninnetu

【陽】 引向下的人，決定的人。

nipaka

【形】 聰明的，審慎的，明智的。

nipacca

(nipatati 的【獨】), 已跪拜的，已鞠躬的，已服從的。~kāra,【陽】 謙遜，服從，尊敬。

nipajja

(nipajjati 的【獨】), 已睡，已躺下。

nipajjati

(ni + pad + ya), 躺下，睡。【過】 nipajji。【過分】 nipanna。【現分】 nipajjanta。【獨】
nipajja, nipajjiya, ~jitvā。【使】 ~jāpeti。

nipajjana

【中】 躺下。

nipatati

(ni + pat + a), 跌倒，倒塌下來。【過】 nipati。【過分】 nipatita。【獨】 ~titvā。

nipanna

參考 nipajjati。

nipāta

【陽】 落下，降下，無變化的虛詞。

nipātana

【中】 遭遇，臥倒（使倒下）。

nipātī

【形】 遭遇的人，上床。

nipāteti

(ni + pat + e), 讓倒下，倒入。【過】 ~esi。【過分】 nipātita。【現分】 ~tenta。【獨】
~tetvā。

nipāna

【中】 動物常去飲水的地方，養牛等的水槽。

nipuṇa

【形】 聰明的，有技術的，多才多藝的。

nippakka

【形】 煮沸的，沏或泡（茶、藥等）的。

nippadesa

【形】 包括一切的，不留下任何部分。

nippapañca

【形】 無污穢的，無散播的。

nippabha

【形】 沒有光彩壯麗的，無光彩的。

nippariyāya

【形】 沒有區別的，無差別的。

nippalāpa

【形】 無穀殼的，無廢話的。

nippāpa

【形】 無罪的。

nippitika

【形】 無父的。

nippīḷana

【中】 壓榨，壓製出的物品。

nippīḷeti

(ni + pīl + e), 擠，壓。【過】 ~esi。【過分】 ~ḷita。【獨】 ~ḷetvā。

nippurisa

【形】 完全由女人組成的。

nippoṭhana

【中】 打，抖落。

nipphajjati

(ni + pad + ya), 被生産，往前跳，産生，發生。【過】 ~jji。【過分】 nipphanna。【現分】
~jamāna。【獨】 ~jitvā。

nipphajjana

【中】 Nipphatti,【陰】 結果，效果，成就。

nipphala

【形】 無結果的，無用的，徒然的。

nipphādaka

【形】 産生的，生産者。

nipphādana

【中】 製造，成就。

nipphādeti

(ni + pad + e), 生産，出示，完成。【過】 ~esi。【過分】 ~dita。【現分】 ~denta。【獨】
~detvā。

nipphādetu, nipphādaka
【陽】 生産者。

nipphoṭana
【中】 打。

nipphoṭeti

(ni + phuṭ + e), 打倒，窒息，壓碎。【過】 ~esi。【過分】 ~ṭita。【現分】 ~ṭenta。【獨】
~ṭetvā。

nibaddha

【形】 經常的，連續的，不變的。【過分】 被強求。~aṃ,【副】 總是。

nibandha

【陽】 Nibandhana,【中】 綁，繫結，硬要。

nibandhati

(ni + bandh + a), 綁，催促，強求。【過】 nibandhi。【過分】 nibaddha。【獨】 ~dhitvā。

nibbaṭṭa

【形】 無（種子）的。

nibbaṭṭeti

(ni + vaṭ + e), 除去。【過】 ~esi。【過分】 ~ṭita。【獨】 ~ṭetvā。

nibbatta

(nibbattati 的【過分】), 已再生，已興起。

nibbattaka, nibbattanaka
【形】 生産的，提出的。

nibbattati

(ni + vat + a), 出生，産生，出現。【過】 nibbatti。【過分】 nibbatta。【現分】 ~tanta。
【獨】 ~titvā。

nibbattana

【中】 Nibbatti,【陰】 出生，再生，産品，出現。

nibbattāpana

【中】 再現，繁殖。

nibbatteti

(ni + vat + e), 生産，提出。【過】 ~esi。【過分】 ~tita。【現分】 ~tenta。【潛】 ~tetabba。
【獨】 ~tetvā。

nibbana, nibbanatha
【形】 無渴望的。

nibbasana

【中】 棄布（被丟棄的布料）。

nibbāti

(ni + vā + a), 寒冷，變成不熱情。被熄滅。【過】 nibbāyi。【過分】 nibbuta。【現分】
nibbāyanta。【獨】 nibbāyitvā。

nibbāna

【中】 冷卻，熄滅，釋放，涅槃。~gamana,【形】 導致涅槃的。~dhātu,【陰】 涅槃的領
域。~patti,【陰】 證得涅槃。~sacchikiriyā,【陰】 領悟涅槃。~sampatti,【陰】 涅槃的福
佑。~abhirata,【形】 樂於涅槃的，喜歡涅槃的。

nabbāpana

【中】 冷卻，熄，消失。

nibbāpeti

(ni + vā + e), 熄滅，冷卻，熄滅。【過】 ~esi。【過分】 ~pita。【現分】 ~penta。【獨】
~bāpetvā。

nibbāyati

(ni + vā + ya),不再存在，變成很涼爽。【過】nibbāyi。見nibbāti。

nibbāyituṃ, nibbātuṃ
【不】 不再存在。

nibbāhana

【中】 移掉，清除。【形】 導出的。

nibbikāra

【形】 不變更的，堅定的。

nibbicikiccha

【形】 無疑的，確信的，信任的。

nibbijja

以下的【獨】。

nibbijjati

(ni + vij + ya), 被使氣餒，被令人厭惡。【過】 ~jji。【過分】 nibbinna。【獨】 nibbijjitvā。

nibbijjhati

(ni + vidh + ya), 刺穿，突破。【過】 ~jhi。【過分】 nibbiddha。

nibbidā

【陰】 厭惡，疲倦。

nibbindati

(ni + vid + ṃ-a), 厭倦，討厭。【過】 ~ndi。【過分】 nibbinna。【獨】 ~detvā。

nibbisa

【中】 工資。【形】 無毒的。

nibbisati

(ni + vis + a), 追求。【過】 nibbisi。【現分】 ~santa。

nibbisesa

【形】 相似的，沒差別的。

nibbuti

【陰】和平，快樂，（痛苦、煩惱、情緒激動等）減輕，涅槃。

nibbuyhati

(ni + vah + ya), 飄浮，浮上。

nibbeṭhana

【中】 放鬆，解釋。

nibbeṭheti

(ni + veṭh + e), 解開，拆開（搓合的繩，線等），闡明。【過】 ~esi。【過分】 ṭhita。【獨】
~ṭhetvā。

nibbedha

【陽】 滲透，刺穿。

nibbematika

【形】 一致的，無異議的。

nibbhaya

【形】 大膽的，勇敢的。

nibbhoga

【形】 無用的，廢棄的，

nibha

【形】 相等的，相似的。

nibhā

【陰】 光彩，光。

nibhāti

(ni + bhā + a), 照耀。【過】 nibhāsi。

nimantaka

【形】 邀請的人。

nimantana

【中】 邀請。

nimanteti

(ni + mant + e), 邀請。【過】 ~esi。【過分】 ~tita。【獨】 ~tetvā, nimantiya。【現分】
~tenta。

nimitta

【中】 迹象，預兆，前兆，因素。~ggāhī,【形】 性感的，被向外的告示引導離開。~pāṭhaka,
【陽】 預知的人。

nimināti

(ni + mā + nā), 交換，物物交換。【過】 nimini。【過分】 niminita。

nimisa, nimesa
【陽】 眨眼。

nimisati

(ni + mis + a), 眨眼。【過】 nimisi。【現分】 nimisanta。

nimīleti

(ni + mīl + e), 眨眼，關上，關。【過】 ~esi。【過分】 nimīlita。【獨】 ~letvā。

nimīlana

【中】 眨眼。

nimugga

以下的【過分】。

nimujjati

(ni + mujj + a), 下沈，潛入，跳入。【過】 nimujji。【獨】 ~jjitvā,【不】 ~jituṃ。

nimujjā

【陰】 ~jjana,【中】 潛水，沈沒，鑽入水中。

nimesa

【陽】 眨眼。

nimba

【陽】 印度楝（東印度群島的一種大喬木 (Melia azadirachta)，其樹幹滲出一種粘膠，樹皮味
苦，有滋補作用，果實和種子産一種藥用芳香油）。

nimmakkhika

【形】 無蒼蠅的，無幼蟲的。

nimmajjana

【中】 擠壓。

nimmathana
【中】 壓碎。

nimmathati

(ni + math + a), 鎮壓，破壞，擠。【過】 ~thi。【過分】 ~thita。【獨】 ~thitvā。

nimmanthati

(ni + manth + a), 參見 Nimmathati。

nimmaddana

【中】 鎮壓，征服。

nimmala

【形】 乾淨的，純粹的，無雜質的。

nimmaṃsa

【形】 無肉的。

nimmātāpitika

【形】 成孤兒的。

nimmātika

【形】 無母的。

nimmātu

【陽】 創作者，製造者，建立者。

nimmāṇa

【中】 創造，生産。

nimmāna

【形】 無自傲的。

nimmita

以下的【過分】。

nimmiṇāti

(ni + mi + nā), 産生，形成，建立，生産。【過】 ~miṇi。【現分】 ~ṇanta。【獨】 ~ṇitvā,
nimmāya。

nimmoka

【陽】 蛇蛻的皮。

niya, niyaka

【形】 自己的。參考 nija。

niyata

【形】 確信的，確定的，不變的。

niyati

【陰】 命運。

niyama

【陽】 限制，確定，明確。

niyamana

【中】 固定，解決，定義。

niyameti

(ni + yam + e), 固定，命令，控制，定義。【過】 ~esi。【過分】 niyamita。【獨】 ~metvā。

niyāma

【陽】 Niyāmatā,【陰】 確定，固定的方法，有秩序的次序。

niyāmaka

【陽】 1. 船長。2. 指揮官。3. 調整者。

niyuñjati

(ni + yuj + a), 參加。【過】 ~ñji。

niyutta

(以上的【過分】), 已任命，已參加，已委任。

niyoga

【陽】 指令，命令。

niyojana

【中】 敦促，命令，委託。

niyojita

(以下的【過分】), 代表。

niyojeti

(ni + yuj + e), 催促，刺激，委託。【過】 ~esi。【現分】 ~jenta。【獨】 ~jetvā。

niyyati, nīyati

(nayati 的【被】), 被引導，被指導，被攜帶。

niyyātana

【中】 給掌管，奉獻，歸還（一些事物）。

niyyāti

(ni + yā + a), 外出，離開。【過】 niyyāsi。【過分】 niyyāta。

niyyātu

【陽】 領袖，引導者，外出的人。

niyyāteti, niyyādeti

(ni + yat + e), 給掌管，交出，分配，獻出。【過】 ~esi。【過分】 ~tita, ~dita。【獨】 ~tetvā,
~detva。

niyyāna

【中】 外出，出發，釋放，救出。

niyyānika

【形】 導致超度的，有利可圖的。

niyyāsa

【陽】 樹膠，樹的滲出物。

niyyūha

【陽】 小塔，高峰。

niraṅkaroti, nirākaroti

(ni + ā + kar + o), 拒絕，忽視。【過】 ~kari。【過分】 ~kata。【獨】 ~katvā。

niraggala

【形】 無阻礙的，自由的。

nirata

【形】 喜歡的，執著的。

nirattha, niratthaka

【形】 無用的，不精通的，徒然的。~kaṃ,【副】 徒然。

nirantara

【形】 連續的，無間斷的。~raṃ,【副】 總是，不斷地。

niraparādha

【形】 無罪行的，清白的。

nirapekha, nirapekkha

【形】 無關緊要的，不注意的，不顧的。

nirabbuda

【形】 無麻煩的，無腫瘤的。【中】 一個巨大的數位。【陽】 尼 剌部陀地獄（地獄的名字）。

niraya

【陽】 煉獄，地獄。~gāmī,【形】 導致地獄的。~dukkha,【中】 地獄的痛苦。~pāla,【陽】 地
獄卒。~bhaya,【中】 地獄的恐懼。~saṃvattanika,【形】 有助於地獄的。

niravasesa

【形】 包含的，無剩餘物的。

nirassāda

【形】 沒有味道的，無味的，遲鈍的。

nirākula

【形】 不困惑的，無擾亂的。

nirātaṅka

【形】 無病痛的，健康的。

nirāmaya

【形】 參考以上的。

nirāmisa

【形】 無肉的，無欲望的，無實質性的。

nirārambha

【形】 不殺害動物的。

nirālamba

【形】 不支援的，無根據的。

nirālaya

【形】 無欲望的，不管，無房子的。

nirāsa

【形】 無欲望的。

nirāsaṅka

【形】 無懷疑的，無疑的。

nirāsaṃsa

【形】 無願的，無期待的。

nirāhāra

【形】 無食物的，禁食的。

nirindhana

【形】 無燃料的。

nirujjhati

(ni + rudh + ya), 停止，解散，消失。【過】 ~jjhi。【過分】 niruddha。【獨】 ~jhitvā。

nirujjhana

【中】 停止，熔化。

niruttara

【形】 不可回答的，沒有答復的，沒有長者的人，最貴族的。

nirutti

【陰】 語言，語言學。~paṭisambhidā,【陰】 分析方言的知識，分析語言學的知識。

nirudaka

【形】 無水的。

niruddha

(nirujjhati 的【過分】), 已不再存在。

nirupaddava

【形】 無害處的，安心的，沒有不幸之事的。

nirupadhi

【形】 無激情的，無執著的。

nirupama

【形】 無比的。

niroga

【形】 健康的。

niroja

【形】 沒有味道的，無樹液的。

nirodha

【陽】 滅，停止，最終的真理。~dhamma,【形】 滅法（會滅的事物）。~samāpatti,【陰】 滅
盡定。

nirodheti

(ni + rudh + e), 破壞，溶解，殲滅。【過】 ~esi。【過分】 nirodhita。【獨】 ~dhetvā。

nilaya

【陽】 家，獸穴，住所，住宅。

nilīyati

(ni + lī + ya), 藏，潛藏，躲藏。【過】 nilīyi。【過分】 nilīna。【獨】 nilīyitvā。

nillajja

【形】 不知羞恥的。

nillehaka

【形】 舔，舔者。

nillopa

【陽】 掠奪。

nillolupa

【形】 無貪的。

nivatta

(以下的【過分】), 已停止，已停留。

nivattati

(ni + vat + a), 折回，轉離，停留，留下。【過】 nivatti。【現分】 ~tanta。【獨】 ~titvā,
nivattiya。【不】 ~tituṃ。

nivattana

【中】 Nivatti,【陰】 中斷，回返，折回，留下。

nivatteti

(ni + vat + e), 停止，使回去，禁止，使留下。【過】 ~esi。【過分】 ~tita。【現分】 ~tenta。
【獨】 ~tetvā。

nivattha

(nivāseti 的【過分】), 已使蒙受，已穿著。

nivasati

(ni + vas + a), 居住，逗留。【過】 nivasi。【過分】 nivuttha。【現分】 nivasanta。【獨】
nivasitvā。

nivaha

【陽】 堆，大群。

nivātaka

【中】 身避處，藏的機會。

nivātavuttī

【形】 謙遜的，孝順的。

nivāpa

【陽】 馬料，餌，爲飼養被丟的食物。

nivāraṇa

【中】 預防，擋住，拒絕。

nivāriya

【形】 應該被避免的，應該被阻止的。

nivāreti

(ni + var + e), 避免，阻止，禁止，阻隔。【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nivāretu

【陽】 避免者，禁止者，阻隔者。

nivāsa

【陽】 住所，休息處，居住面積。~bhūmi,【陰】 住宅。

nivāsana

【中】 內衣，貼身衣，衣服，洋裝。

nivāsika, nivāsī

【陽】 居住者，停留者。

nivāseti

(ni + vas + e), 穿著（自己），穿衣，穿著。【過】 ~esi。【過分】 nivāsita, nivattha。【現分】
~senta。【獨】 ~setvā。【不】 ~setuṃ。

niv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已定居，已建立在，已專心於…。

nivisati

(ni + vis + a), 安定下來，進入，建立自己。【過】 nivisi。

nivuta

【過分】 已包封，已給…縫邊，已包圍。

nivuttha

(nivasati 的【過分】)。

nivedaka

【形】 宣佈的人，告知者。

nivedana

【中】 公告，情報，報告。

nivedeti

(ni + vid + e), 令知道，溝通，報告，公告。【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nivediya。

nivesa

【陽】 Nivesana,【中】 殖民地，住所，房子。

niveseti

(ni + vis + e), 建立在，安頓，安排。【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nisajja

(nisīdati 的【獨】), 已坐下。

nisajjā

【陰】 坐下。

nisada

【陽】 磨石（磨辣椒）。~pota,【陽】 磨石杖（印度人磨辣椒用的 磨石，下一塊是大平石台，
上一塊是石杖，形如擀麵杖）。

nisabha

【陽】 領導公牛，人類之中最好的人。

nisamma

(nisāmeti 的【獨】), 已考慮。【副】 體貼地。~kārī,【形】 體貼地行動。

nisā

【陰】 夜晚。~kara, ~nātha,【陽】 月亮。

nisāṇa

【陽】 磨石（磨刀）。

nisādī

【形】 躺下。

nisāmaka

【形】 深切注意的，注意聽的。

nisāmeti

(ni + sām + e), 聽，觀察，專心。【過】 ~esi。【過分】 ~mita。【現分】 ~menta。【獨】
~metvā。

nisita

【形】 銳利的，磨了的，削尖的。

nisinna

(nisīdati 的【過分】)。

nisinnaka

【形】 坐下。

nisītha

【陽】 午夜。

nisīdati

(ni + sad + a), 坐下。【過】 nisīdi。【現分】 nisīdanta。【潛】 nisīditabba。【獨】 ~ditvā,
nisīdiya。

nisīdana

【中】 1. 坐下。2. 座，位子，坐墊。

nisīdāpana

【中】 令人坐下。

nisīdāpeti

(nisīdati 的【使】), 使坐下。【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nisedha

【陽】 Nisedhana,【中】 預防，禁令，抑制。~dhaka,【形】 禁 止，避免者，阻隔者。

nisedheti

(ni + sidh + e), 避免，禁止，避開。【過】 ~esi。【過分】 ~dhita。【現分】 ~dhenta。【潛】
~dhetabba。【獨】 ~dhetvā。~dhiya。

nisevati

(ni + sev + a), 交往，追求，沈迷於。【過】 nisevi。【過分】 nisevita。【獨】 ~vitvā。

nisevana

【中】 1. 結交。2. 使用。3. 練習。

nissagga

【陽】 放棄。~ggiya,【形】應該被拒絕的，應該被放棄的。

nissaṅga

【形】 不執著的，不自私的。

nissajati

(ni + saj + a), 放棄，解放。【過】 nissaji。【過分】 nissaṭṭha。【獨】 nissajja, ~jitvā。

nissaṭa

(nissarati 的【過分】), 已從…出來，已拒絕，已解放。

nissaṭṭha

(nissajati 的【過分】), 已解散，已放棄，已移交。

nissatta

【形】 沒有精神的（非佛教稱：無靈魂的），無衆生的。

nissadda

【形】 沈默的，無聲的。

nissanda

【陽】 1. 産生，結果。2. 解除，一滴一滴地流下。

nissaya

【陽】 1. 支援。2. 保護。3. 任何事都要靠的。

nissayati

(ni + si + ya), 倚靠，信賴，交往。【過】 nissayi。

nissaraṇa

【中】 1. 外出，離開。2. 逃脫。

nissarati

(ni + sar + a),離開，逃。【過】~sari。【過分】 nissaṭa,【獨】 ~ritvā。

nissāya

【不】 經由，藉著支援，在附近。

nissāra

【形】 無價值的，無樹液的，無實體的。

nissārajja

【形】 不缺乏自信的，對自己的力量很有自信的。

nissāraṇa

【中】 逐出。

nissita

(nissayati 的【過分】), 已依靠著，有賴於，以…爲生。

nissitaka

【形、名】 信徒，追隨者，擁護者，支援的人。

nissirīka

【形】 不幸的，悲慘的。

nisseṇī

【陰】 梯子，（階梯的）一段。

nissesa

【形】 整個的，全部。~saṃ,【副】 完全地。

nissoka

【形】 無悲傷的。

nihata

以下的【過分】。~māna,【形】 無自傲的，有禮貌的。

nihanati

(ni + han + a), 殺，擊敗，使丟臉，破壞。【過】 nihani。【獨】 nihantvā。

nihita

(nidahati 的【過分】), 已保持，已放進，已整理。

nihīna

【形】 低的，惡劣的，低級的。~kamma,【中】 罪業（有罪的行動）。【形】 有罪的，賤行
爲。~pañña,【形】 劣慧（次等的智慧）。~sevī,【形】 有壞的結交，惡劣的追求。

nihīyati

(ni + ha + i + ya), 被毀滅，被破壞。【過】 nihīyi。【過分】 nihīna。【現分】 nihīyamāna。

nīgha

【陽】 悲慘，混亂。

nīca

【形】 低的，卑下的，次等的。~kula,【中】 賤種姓（低的印度世襲階級）。~kulīnatā,【陰】
有出生卑賤的情況。~āsana,【中】 低座。

nīta

(neti 的【過分】), 已攜帶，已推論出，已指明，已牽著走。~attha,【陽】 推論出的意義。

nīti

【陰】 法律，指導。~sattha,【中】 政治學（政治手腕的科學），（載 有法律條文或案例等的）
法律書籍。

nīpa

【陽】 東印度團花（參考 Kadamba）。

nīyati

(neti 的【被】), 被引導，被攜帶。

nīyāti

(ni + yā + a), 參考 niyyāti。

nīyādeti

參考 niyyādeti。

nīyānika

參考 niyyānika。

nīra

【中】 水。

nīla

【形】 藍的。【陽】 藍色。~kasiṇa,【中】（修禪取相的）藍色器材。~gīva,【陽】 孔
雀。~maṇi,【陽】 藍寶石，青玉。~vaṇṇa,【形】 有藍色的。~vallī,【陰】 一種藥藤。~sappa,
【陽】 瘦蛇 (Dryophis)。

nīlinī, nīlī

【陰】 木藍（印度産的木藍 (Indigofera tinctoria)）。

nīluppala

【中】 青蓮。

nīvaraṇa

【中】 障礙，妨礙，蓋（對禪修妨礙的五蓋，即：貪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
疑）。~ṇiya,【形】 形成妨害的。

nīvāra

【陽】 野米，稻穀。

nīhaṭa

(niharati 的【過分】)。

nīharaṇa

【中】 取出，帶走。

nīharati

(ni + har + a), 取出，驅趕，伸展。【過】 nīhari。【現分】 nīharanta。【獨】 nīharitvā。

nīhāra

【陽】 1. 噴出。2. 實行。3. 方法，樣子。

nihita

(nidahati 的【過分】)。1. 存放。2. 安排。

nīla

【中】 巢。~ja,【陽】 鳥。

nu

肯定語的不定虛詞，時常與疑問代詞配合。

nuda, nudaka

【形】 驅逐。驅散。

nudati

(nud + a), 驅趕，驅逐，拒絕。【過】 nudi。【獨】 nuditvā。

nuṇṇa

(以上的【過分】), 趕走了，拿開了。

nūtana

【形】 新的，新鮮的。

nūna

【無】 的確，當然，確定地。

nūpura

【中】 腳鐲。

neka

【形】 一些的，許多的。

nekākāra

【形】 各種不同的，種種的。

nekatika

【陽】 欺騙。【形】 欺詐的。

nekāyika

【形】 精通五部經典的，屬於一個教派的。

nekkha

【中】 大金幣。

nekkhamma

【中】 放棄世俗生活，放棄，遠離。~vitakka, ~saṅkappa,【陽】 自我犧牲的思索。~sukha,
【中】 過著離世生活的快樂。~abhirata,【形】 喜歡放棄的。

negama

【形】 屬於市鎮的。【陽】 鎮議會。

neti

(ni + a), 帶領，指導，拿走。【過】 nesi。【過分】 nīta。【現分】 nenta。【潛】 netabba。
【獨】 netvā。

netu

【陽】 領袖。Netta,【中】 眼睛。~tārā,【陰】 瞳孔。

netti

【陰】 1. 渴望。2. 水道。

nettika

【陽】 造灌溉水道的人。

nettiṃsa

【陽】 刀劍。

nepakka

【中】 審慎。

nepuñña

【中】 技術。

nemi

【陰】 輪緣，輪圈。

nemittika

【陽】 算命佬，預言者。

nemindhara

【陽】 尼民陀羅山、持輻山（一座山的名字）。

neyya

【形】 被引導的，被運的，被推論出的，被瞭解的。

nerayika

【形】 在地獄出生的，命中注定在地獄受苦。

neru

【陽】 尼嚕山（最高的山名字，即：須彌山）。參考 Meru。

nevāsika

【陽】 同住者，同室者（特指在醫院、監獄），居民。

nesajjika

【形】 維持坐姿的。

nesāda

【陽】 獵人。

no

否定虛詞，反意語的虛詞。

nonīta

【中】 鮮奶油。

nyāsa

【陽】 抵押貸款，典當。

P
p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一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清音的 b。

pakaṭṭha

【形】 最貴族的。

pakata

【形】 做，製造。~atta,【形】 好行爲的，健全情況的。

pakati

【陰】 最初的形式，天然的形式，自然。~gamana,【中】 平常的散步。~citta,【中】 常態意
識。【形】 健全的心。~sīla,【中】 天然的德行。

pakatika

【形】 (在【合】中) 有…性質的，天生的。

pakappanā

【陰】 評理，計劃，安排。

pakappeti

(pa + kapp + e), 考慮，設計，安排。【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pakampati

(pa + kamp + a), 戰慄，震動。【過】 ~mpi。【過分】 ~mpita。【動名】 ~mpana。

pakaraṇa

【中】 場合，文學的作品，文學的說明。

pakāra

【陽】 模式，方法，樣子，方法。

pakāsa

【陽】光亮，報喜，解釋。~ka,【陽】 出版者，宣佈者，解釋者。

pakāsati

(pa + kās + a), 能看得見，被知道，照耀。【過】 pakāsi。【過分】 pakāsita。

pakāsana

【中】 光亮，宣告，公開。

pakāseti

(pa + kās + e), 使知道，舉例說明，出版。【過】 ~esi。【過分】 ~sita。【現分】 ~senta。
【獨】 ~setvā。

pakiṇṇaka

【形】 到處散佈的，各種的。

pakitteti

(pa + kitt + e), 高度評價，稱讚，。【過】 ~esi。【過分】 pakittita。【現分】 ~yenta。【獨】
~tetvā。

pakirati

(pa + kir + a), 散佈，讓倒下，丟下。【過】

pakiri

【過分】 pakiṇṇa。

pakuppati

(pa + kup + ya), 生氣。【過】 ~ppi。

pakubbati

(pa + kar + o, karo 被改成 kubba), 做，製造，運行。【現分】 ~bbamāna。

pakopa

【陽】 激怒，憤怒，激動。

pakopana

【形】 使狂暴的，煽動的。

pakka

(pacati 的【過分】), 已成熟，已煮沸，已烹調，已衰退。【中】 成熟的水果。

pakkaṭṭhita

【過分】 很熱，潛伏，煮沸。

pakkama

【陽】 ~mana,【中】 離開，走開。

pakkamati

(pa + kam + a), 向前走，走開。【過】 pakkami。【過分】 pakkanta。【現分】 pakkamanta。
【獨】 pakkamitvā。

pakkāmi

(以上的【過完】), 他往前去了。

pakkosati

(pa + kus + a), 呼叫，召喚。【過】 ~kosi。【過分】 ~sita。【獨】 ~sitvā。

pakkosana

【中】 Pakkosanā,【陰】 呼叫。

pakkha

【陽】 旁邊，黨，派系，身邊，側面，翅膀，半個月份。【形】 信徒，和…共事的。

pakkha

【陽】 跛子，跛足的人。

pakkhandati

(pa + khandh + a), 向前跳，跳上。【過】 ~ndi。【過分】 pakkhanta。【獨】 ~nditvā。

pakkhandana

【中】 躍出，跳，追。

pakkhandikā

【陰】 痢疾，腹瀉。

pakkhandī

【陽】 跳上者，吹噓。

pakkhabilāla

【陽】 狐蝠，果蝠。

pakkhalati

(pa + khal + a), 絆倒，蹣跚。【過】 ~khali。【過分】 ~lita。【獨】 ~litvā。

pakkhalana, pakkhalita
【中】 絆倒。

pakkhāleti

(pa + khal + e), 洗，純淨，沖洗。【過】 ~esi。【過分】 ~lita。【獨】 ~letvā。

pakkhika

【形】 屬於派系的，偏袒的，半個月份的。~bhatta,【中】 半個月才給一次的食物。

pakkhitta

(以下的【過分】) 已放進，已丟進。

pakkhipati

(pa + khip + a), 放進，封住裝入，丟入。【過】 ~khipi。【現分】 ~panta。【獨】 ~pitvā。

pakkhipana

【中】 放進，丟入。

pakkhiya

【形】 參考 pakkhika。

pakkhī

【陽】 鳥，有翼的。

pakkhepa

【陽】 參考 Pakkhipana。

pakhuma

【中】 睫毛。

pagabbha

【形】 大膽的，勇敢的，不計後果的。

pagāḷha

以下的【過分】。

pagāhati

(pa + gāh + a), 跳入水，下沈，投入。【過】 pagāhi。【現分】 pagāhanta。【獨】
pagāhitvā。

pagiddha

(pagijjhati 的【過分】), 已貪婪著，已執著於。

paguṇa

【形】 熟練的，熟知的，熟悉的，牢記的。~tā,【陰】勝任。

pagumba

【陽】 矮樹叢，繁茂處。

pageva

【無】 太早的，雖說不上的。

paggaṇhāti

(pa + gah + ṇhā), 舉起，拿起，支援，贊同，伸展。【過】 ~ṇhi。【現分】 paggaṇhanta。
【獨】 paggahetvā, paggayha。【潛】 paggahetabba。

paggaha, paggāha

【陽】 Paggahana,【中】 努力，精力，提起，舉起，支援，贊助。

paggahita

(paggaṇhāti 的【過分】), 已舉起，已伸展。

paggharaṇa

【中】 一滴一滴地流，滲出，滴。~ṇaka,【形】 流動的，滲出的，一滴一滴地流的。

paggharati

(pa + ghar + a), 流動，滲出，滴下，滴流。【過】 ~ghari。【過分】 ~rita。【現分】 ~ranta。
【獨】 ~ritvā。

paghaṇa

【陽】 臺階（房子前後門門前的臺階）。

paṅka

【陽】 泥，泥沼，雜質，污穢。

paṅkaja, paṅkeruha

【中】 睡蓮，從泥中升起的。

paṅgu, paṅgula

【形、名】 跛足的，跛子。

pacati

(pac + a), 烹調。【過】 paci。【過分】 pacita, pakka。【現分】 pacanta。【潛】 pacitabba。
【獨】 pacitvā。

pacana

【中】 烹飪。

pacarati

(pa + car + a), 練習，觀察，走路。【過】 pacari。

pacalāyati

(pa + cal + āya), 困倦，打瞌睡，打盹兒。【過】 ~lāyi。

pacalāyikā

【陰】 打盹兒，打瞌睡。

pacāpeti

(pacati 的【使】) 使烹調。【過】 ~esi。【獨】 pacāpetvā。

pacāraka

【陽】 處理者，令人知道者，出版者。

pacāreti

(pa + car + e), 處理，廣播，出版。【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pacālaka

【形】 搖擺的，震動的。~kaṃ,【副】 搖動地。

pacināti

(pa + ci + nā), 摘，拔去（雞、鴨等毛），採集，收集，堆積。【過】 pacini。【現分】
pacinanta。

pacura

【形】 豐富的，各種不同的，許多的。

paccakkosati

(pati + ā + kus + a), 罵回。【過】 ~kosi。

paccakkha

【形】 顯然的，明白的，感覺得到的。~kamma,【中】 實現，領會。

paccakkhāti

(pati + ā + khā + a), 駁回，拒絕，否認，放棄。【過】 ~khāsi。【過分】 ~khāta。【獨】
~khāya。

paccakkhāna

【中】 拒絕，退回，放棄。

paccaggha

【形】 昂貴的。

paccaṅga

【中】 分支，小支（區別于大支）。

paccati

(pacati 的【被】), 被烹調，遭受。【過】 pacci。【獨】 paccitvā。【現分】 paccamāna。

paccatta

【形】 分開的，單獨的。~ttaṃ,【副】 個別地，單獨地。

paccattharaṇa

【中】 蓋子，覆蓋的東西，床單。

paccatthika

【陽】 敵人，對手。【形】 反對，敵對的。

paccana

【中】 沸騰，遭受，苦楚。

paccanika

【形】相反的，顛倒的，否定的，不利的。【陽】敵人，對手。

paccanubhavati, paccanubhoti

(pati + anu + bhū + a), 遭受，經歷。【過】 ~bhavi。【獨】 ~bhavitvā。

paccanubhūta

(以上的【過分】), 已遭遇，已經歷。

paccanta

【陽】 國界，鄉下地方。~desa,【陽】 國家的近郊。~vāsī,【陽】 村民，鄉下人。~visaya,
【陽】 參考 ~desa。

paccantima

【形】 邊疆的，在遠方的

paccaya

【陽】 因素，動機，必需品，方法，支援。~tā,【陰】 因果關係。~yākāra,【陽】 因素的模式，
原因的起源。~yuppanna,【形】 有因素興起的。

paccayika

【形】 可信賴的。

paccavekkhati

(pati + ava + ikkh + a), 考慮，回顧，沈思。【過】 ~kkhi。【過分】 ~kkhita。【獨】 ~khitvā,
~vekkhiya。

paccavekkhana

【中】 ~nā,【陰】 考慮，檢討，反省。

paccassosi

(paṭissuṇāti 的【過】), 同意了，答應了。

paccākata

【過分】 已拒絕，已擊敗。

paccākoṭita

【過分】 已使平滑，已燙。

paccāgacchati

(pati + ā + gam + a), 回返，回來，撤回。【過】 ~chi。【過 分】 paccāgata。【獨】
~āgantvā。

paccāgamana

【中】 返回，回來。

paccājāyati

(pati + ā + jan + ya), （轉世）再生。【過】 ~jāyi。~jāta。【獨】 ~jāyitvā。

paccāmitta

【陽】 敵人，對手。

paccāsiṃsati

(pati + ā + siṃs + a), 期待，需要，等候。【過】 ~siṃsi。【過分】 ~siṃsita。

paccāharati

(pati + ā + har + a), 拿回來。【過】 ~hari。【過分】 ~cāhaṭa。【獨】 ~haritvā。

paccāhāra

【陽】 原諒，道歉。

paccuggacchati

(pati + u + gam + a), 去會見。【獨】 ~ggantvā。

paccuggamana
【中】 去會見。

paccuṭṭhāti

(pati + u + ṭhā + a), （表示敬禮地）起立。【過】 ~ṭhāsi。【過分】 ~ṭhita。【獨】 ~ṭṭhāya。

paccuṭṭhāna

【中】 尊敬，起立。~ka,【形】 出現的，産生的。

paccupakāra
【陽】 幫回。

paccupaṭṭhāti

(pati + upa + ṭhā + a), 出席。【過】 ~ṭhāsi。【過分】 ~ṭhita。【獨】 ~ṭhitvā。

paccupaṭṭhāna

【中】 明白，出現，突然産生，三加。

paccupaṭṭhāpeti

(pati + upa + ṭhā + āpe), 提交…討論，提供，安排。

paccuppanna

【形】 已存在的，當面的。

paccūsa

【陽】 早晨。~kāla,【陽】 破曉。

pacceka

【形】 分開的，各自的，各種不同的，單一的。~buddha,【陽】 辟支佛（領悟解脫真理，而不
傳給世間他人）。~kaṃ,【副】 個別地，個人地。

pacceti

(pati + i + a), 興盛，領悟，退到。【過】 paccesi。

paccorohati

(pati + ava + ruh + a), 下來，降。【過】 ~rohi。【過分】 ~corūḷha。【獨】
~rohitvā。~oruyha。

paccosakkati

(pati + ava + sakk + a), 撤退，撤回。【過】 ~sakki。【過分】 ~kita。【獨】 ~kitvā。

paccosakkanā

【陰】 撤退，退縮。

pacchato

【無】 來自後面，後面。

pacchanna

(pacchādeti 的【過分】), 已覆蓋，已隱藏，已以…包起來。

pacchā

【無】 然後。~jāta,【形】 後生的，後起的。~nipātī，【陽】 比其他更稍後退休者。~nutāpa,
【陽】 懊悔，後悔。~bāhaṃ,【副】 手被綁在背後地。~bhattaṃ,【副】 下午。~bhāga,【陽】
後邊的部份。【處】 然後。~samaṇa,【陽】 後沙門（走在長老背後，較小輩的出家人）。

pacchāda

【陽】 蓋子，二輪戰車的毯子。

pacchānutappati

(pacchā + anu + tap + a), 感到懊悔。【過】 ~tappi。

pacchāyā

【陰】 陰暗的部份，蔭涼處。

pacchi

【陰】 手提籃（菜籃）。

pacchijjati

(pa + chid + ya), 被打斷，被中斷。【過】 ~jji。【過分】 pac-chinna。【獨】 ~jitvā。

pacchijjana

【中】 打岔，中止。

pacchindati

(pa + chid + ṃ-a), 中斷，瓦解，結束。【過】 ~ndi。【過分】 ~chinna。【獨】 ~nditvā。

pacchima

【形】 最近的，最後面的，最低的，西方的。~maka,【形】 最後的，最低劣的。

pacchedana

【中】 切斷，打破。

pajagghati

(pa + jaggh + a), 高聲地笑。【過】 ~ghi。【動名】 ~ghana。

pajappati

(pa + japp + a), 天真地說，懇求。【過】 ~ppi。

pajahati

(pa + ha + a, ha 重疊，而前 h 被改成 j), 放棄，退隱，放棄，遺棄。【過】 pajahi。【過分】
~hita。【獨】 ~hitvā, pahāya。【現分】 pajahanta。

pajā

【陰】後裔，子孫，世代，人類。~pati,【陽】波闍波提，造物主。

pajānanā

【陰】 知識，理解，辨別。

pajānāti

(pa + ñā + nā), 詳悉。

pajāyati

(pa + jan + ya), 出生，生産。【過】 pajāyi。

pajāyana

【中】 出生，存在。

pajja

【中】 1. 詩，韻文。2. 對腳有益的。【陽】 道路，路徑。~banda,【陽】詩。

pajjalati

(pa + jal + a), 燃燒起來，燃燒。【過】 ~jali。【過分】 ~lita。【現分】 ~lanta。【獨】 ~litvā。

pajjalana

【中】 燃發。

pajjunna

【陽】 雨雲，雨神。

pajjota

【陽】 燈，光，光彩。

pajjhāyati

(pa + jhā + ya), 悲痛不堪，懊悔不堪，深思。【過】 ~āyi。【現分】 ~yanta。

pañca

【形】 五的。~kalyāṇa,【中】 五個美人標誌（即：頭髮，肉，牙齒， 皮膚和年
齡）。~kāmaguṇa,【陽】 五欲。~kkhandha,【陽】 五蘊（即： 色、受、想、行、
識）。~gorasa,【陽】 五牛味（母牛的五種産品，即： 牛奶，凝乳，酥油，鮮奶油和酸
奶）。~ṅga, ~ṅgika,【形】 五支，無個 部份所組成。~ṅgulika, 五指印（手指浸過香水後，
才打的五個指印）。~cakkhu, ~netta,【形】 五眼（有五種視覺）。~cattāḷīsati,【陰】 四
十 五。~cūḷaka,【形】 五髻（有五個發結）。~tiṃsati,【陰】 三十五。~dasa,【形】 十
五。~navuti,【陰】 九十五。~nīvaraṇa, 五蓋（五種禪修障礙，即：貪欲、瞋恚、惛沈睡眠、
掉舉惡作、疑）。~paññāsati,【陰】 五十五。~patiṭṭhita,【中】 五體投地（即：以額，腰
部，手肘，膝和腳來頂禮）。~bandhana,【中】 五縛。~bala,【中】 五力（信、精進、念、
定、慧）。~mahāpariccāga,【陽】 五大施捨（即：最尊貴的財富，兒子，老婆，王國和四
肢）。~mahāvilokana,【中】 五大觀（菩薩轉世前所作的五種調查，即：時間，大陸，地方，
氏族和母親）。~vaggiya,【形】 五位一夥的（當喬達摩出家修苦行時，陪伴怹一起修行的五位
比丘）。~vaṇṇa,【形】五色的（即：藍，黃，紅，白，褐）。~vīsati,【陰】 二十五。~saṭṭhi，
【陰】 六十五。~sata,【中】 五百。~sattati,【陰】 七十五。~sahassa,【中】 五千。~sīla,
【中】 五戒。~hattha,【形】 五腕尺的。

pañcaka

【中】 五個一組，五品。

pañcakkhattuṃ
【副】 五次。

pañcadhā

【副】 以五方式。

pañcavidha

【形】 五倍。

pañcaso

【無】 五個五個地，以五方式。

pañcānantariya

【中】 五無間業（五種重大的罪孽，犯了死後墮無間地獄，即：弑母，弑父，弑聖者〔阿羅
漢〕，使佛身上充血，破和合僧）。

pañcābhiññā

【陰】 五神通（即：神變智，天耳界智，他心智，宿住隨念智，生死智）。

pañcāvudha

【中】 五武器（即：刀劍，矛，戰斧，弓，釘頭槌）。

pañcāsīti

【陰】 八十五。

pañcāha

【中】 五天。

pañjara

【陽】 籠。

pañjalika, pañjalī
【形】 合十。

pañña

【形】 明智的，具有智慧的。(在【合】中)。

paññatā

【陰】 (在【合】中) 有智慧的事實。

paññatta

(paññāpeti 的【過分】)。

paññatti

【陰】 指示，名字，觀念，主意，規則。

paññavantu

【形】 明智的，聰明的。

paññā

【陰】 智慧，智慧，知識，洞察力。~kkhandha,【陽】 慧蘊（智力 準則，修道證悟的最高知
識）。~cakkhu,【中】 慧眼。~dhana,【中】 慧財。~bala,【中】 慧力。~vimutti,【陰】 慧解
脫。~vuddhi,【陰】 慧增上。~sampadā,【陰】 慧具足。

paññāṇa

【中】 標誌，告示，表徵。

paññāta

(paññāyati 的【過分】)。

paññāpaka

【形】 建議者，分配者，任命者。

paññāpana

【中】 公告，安排（位子等）。

paññāpeti

(pa + ñā + āpe), 管理規則，設下規則，使知道，宣佈，準備（座 位等）。【過】 ~esi。【過
分】 ~pita, paññat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paññāpetu

【陽】 調整者，宣佈者。

paññāyati

(pa + ñā + ya), 出現，明顯化。【過】 ~āyi。【過分】 ~paññāta。【現分】 ~yamāna。【獨】
~yitvā。

pañha

【三】 問題，質詢。~vissajjana, ~vyākaraṇa,【中】 回答。

paṭa

【陽、中】 布料，衣服。

paṭaggi

【陽】 還火（歸還的火）。

paṭaṅga

【陽】 蚱蜢，蝗蟲。

paṭala

【中】 蓋子，膜，信封，襯裡，薄膜。

paṭalikā

【陰】 繡花的毛織被單。

paṭaha

【陽】 半球形銅鼓，戰鼓。

paṭākā

【陰】 旗子。

paṭi, pati

【字首】 逆，相反，回，反對。

paṭikaṅkhati

(paṭi + kakh + ṃ-a), 願，渴望。【過】 ~khi。【過分】 ~khita。

paṭikaṇṭaka

【形】不利的，相對的，懷敵意的，有敵意的。【陽】敵人。

paṭikamma

【中】 矯正，贖罪。

paṭikata

(paṭikaroti 的【過分】), 已糾正。

paṭikara

【形】 抵銷的，矯正的，贖罪的。

paṭikaroti

(paṭi + kar + o), 糾正，贖罪，違反。【過】 ~kari。【現分】 ~karonta。

paṭikassati

(paṭi + ka + a), 倒退，丟回。【過】 ~kassi。【過分】 ~kassita。

patikāra

【陽】 抵抗，補救，償還。

paṭikujjati

(paṭi + kuj + a), 俯身，遮沒，倒轉。

paṭikujjana

【中】 遮蓋物。

paṭikujjeti

(paṭi + kuj + e), 遮沒，倒轉。【過】 ~esi。【過分】 ~kujjita。【獨】 ~jetvā, ~jitvā, ~kujjiya。

paṭikujjhati

(paṭi + kudh + ya), 倒生氣。

paṭikuṭṭha

【過分】 已輕蔑，已誹謗，該受責備的。

paṭikkanta

(paṭikkamati 的【過分】)。

paṭikkama

【陽】 去到旁邊，回去。

paṭikkamati

(paṭi + kam + a), 向後行走，回去，到旁邊去。【過】 ~kami。【現分】 ~manta。【獨】
~mitvā。

paṭikkamana

【中】 回去，引退。~sālā,【陰】 休息室。

paṭikkamma

【獨】 到旁邊去了。

paṭikkūla

【形】 討厭的，不愉快的，該反對的。~tā,【陰】 不願，討厭。~saññā,【陰】 厭想（有不純淨
的意識）。

paṭikkosanā

【陰】 抗議。

paṭikkosati

(paṭi + kus + a), 責備，拒絕，輕蔑，辱駡。【過】 ~kosi。【過分】 paṭikkuṭṭha。【獨】
~kositvā。

paṭikkhipati

(paṭi + khip + a), 否決，拒絕，反對。【過】 ~khipi。【過分】 ~khitta。【獨】 ~pitvā,
~khippa。

paṭikkhepa

【陽】 拒絕，否認，異議，否定。

paṭigacca

【無】 預先。

paṭigijjhati

(paṭi + gidh + ya), 渴望，需要，貪婪化。【過】 ~jhi。【過分】 ~giddha。參考 Gijjhati。

paṭigūhati

(paṭi + gūh + a), 隱藏，隱瞞。【過】 ~gūhi。【過分】 ~gūhita。【獨】 ~gūhitvā。

paṭiggaha

【陽】 痰盂。

paṭiggaṇhana

【中】 接受，接待，拿。~ka,【形】 收受的，接收者，能保 持的。

paṭiggaṇhāti

(paṭi + gah + ṇhā), 拿，接收，接受。【過】 ~gaṇhi。【過分】 ~gahita。【現分】 ~gaṇhanta。
【獨】 ~gahetvā, ~gaṇhiya, paṭiggayha。

paṭiggahaṇa

參考 Paṭiggaṇhana。

paṭiggahetu

【陽】 Paṭiggāhaka,【陽】 接受者，接收者，拿者。

paṭigha

【陽】 激怒，厭惡，碰撞。

paṭighāta

【陽】 碰撞，敲擊，厭惡。

paṭighosa

【陽】 回聲。

paṭicarati

(paṭi + car + a), 轉向，避開話題，使討論的內容模糊。【過】 ~cari。

paṭicodeti

(paṭi + cud + e), 倒責備回，責備。【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paṭicca

【不、獨】 因爲，由於，關於。~samuppanna,【形】 因緣關係的。~samuppāda,【陽】 因
緣。

paṭicchati

(paṭi + isu + a), 接受，接收。【過】 ~cchi。【過分】 ~chita。【獨】 ~chitvā, ~chiya。

paṭicchanna

(paṭicchādeti 的【過分】)。

paṭicchādaka, paṭicchādī

【形】 隱藏的，作掩護的，模糊的。~dana,【中】 隱蔽，遮蓋物。

paṭicchādaniya

【中】 肉湯，肉汁。

paṭicchādeti

(paṭi + chad + e), 遮沒，隱藏。【過】 ~esi。【過分】 ~dita, ~channa。【現分】 ~denta。
【獨】 ~detvā, ~chādiya。

paṭijaggaka

【陽】 養育者，教育者，看護者。

paṭijaggati

(paṭi + jag + a), 看守，照顧，護理，滋養，修理。【過】 ~ggi。【過分】 ~gita。【獨】 ~gitvā,
~ggiya。

paṭijaggana

【中】 養育，收養，管理，照料，修理。~naka,【形】 看護的，照料的。

paṭijaggiya

【形】 可以被看護的，可以被修理的。

paṭijānāti

(paṭi + ñā + ā), 承認，答應，同意。【過】 ~jāni。【過分】 paṭiññāta。【現分】 ~jānanta。
【獨】 ~jānitvā。

paṭiñña

【形】 (在【合】中，例： samaṇapaṭiñña), 假裝的。

paṭiññā

【陰】 諾言，誓約，同意，許可。

patiññāta

參考 patijānāti。

paṭidadāti

(paṭi + dā + a), 歸還，回復。【過】 ~dadi。【過分】 ~dinna。【獨】 ~datvā。

paṭidaṇda

【陽】 報應，報償。

paṭidasseti

(paṭi + dis + e), 現身，再出現。【過】 ~esi。【過分】 ~dassita。【獨】 ~setvā。

paṭidāna

【中】 獎賞，歸還。

paṭidissati

(paṭi + dis + ya), 被看到，出現。【過】 ~dissi。

paṭideseti

(paṭi + dis + e), 承認。【過】 ~esi。【過分】 ~desita。【獨】 ~setvā。

paṭidhāvati

(paṭi + dhāv + a), 跑回去，跑近。【過】 ~dhāvi。【獨】 ~vitvā。

paṭinandati

(paṭi + nand + a), 很高興，高興地接受。【過】 ~nandi。【過分】 ~dita。【獨】 ~ditvā。

paṭinandanā
【陰】 高興。

paṭināsikā

【陰】 假鼻。

paṭinivatta

(以下的【過分】), 已回返，已回來。

paṭinivattati

(paṭi + ni + vat + a), 再折回。【過】 ~tti。【獨】 ~titvā。

paṭinissagga

【陽】 放棄，拒絕，丟棄。

paṭinissajjati

(paṭi + ni + saj + ya), 放棄，棄絕，抛棄。【過】 ~jji。【過分】 ~nissaṭṭha。【獨】 ~jitvā,
~jjiya。

paṭineti

(paṭi + ni + a), 引回去。【過】~esi。【過分】~nīta。【獨】 ~netvā。

paṭipakkha

【形】 反對的，相反的。【陽】 敵人，對手。~khika, 有敵意的，屬於對立黨派的。

paṭipajjati

(paṭi + pad + ya), 上路，起程，前進，跟隨一個方法。【過】 ~jji。【過分】 ~panna。【現分】
~pajjamāna。【獨】 ~jitvā。

paṭipajjana

【中】 程式，練習，遵守。

paṭipaṇṇa

【中】 復信。

paṭipatti

【陰】 操行，練習，行爲，修行。

paṭipatha

【陽】 相反方向，前方。

paṭipadā

【陰】 行道（行爲的線路），進行的方式。

paṭipanna

(patipajjati 的【過分】)。Paṭipaharati (paṭi + pa + har + a), 回擊。【過】 ~hari。【過分】
~pahaṭa。【獨】 ~ritvā。

paṭipahiṇāti

(paṭi + pa + hi + ṇā), 送回。【過】 ~hiṇi。【過分】 ~pahita。【獨】 ~hiṇitvā。

paṭipāṭi

【陰】 次序，一連串的人或事。~pāṭiyā,【副】 井然有序地，連續 地，一個接一個地。

paṭipādaka

【陽】 1. 安排者，提供者。2. 床的支架。

paṭipādeti

(paṭi + pad + e), 帶進，安排，提供。【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paṭipīḷana

【中】 壓抑。

paṭipīḷeti

(paṭi + pīḷ + e), 壓迫。【過】 ~esi。【過分】 ~ḷita。【獨】 ~ḷetvā。

paṭipuggala

【陽】 對手，夥伴，匹配。

paṭipucchati

(paṭi + pucch + a), 反問，發問。【過】~cchi。【過分】 ~cchita。

paṭipucchā

【陰】 反問的問題。

paṭipūjanā

【陰】 尊敬，敬意。

paṭipūjeti

(paṭi + pūj + e), 尊敬，崇敬。【過】 ~esi。【過分】 ~jita。【獨】 ~jetvā。

paṭipeseti

(paṭi + pes + e), 送回，送出去。

paṭippassaddha

(paṭippassambhati 的【過分】)。

paṭippassaddhi

【陰】 平靜，鎮靜，靜寂，完全的安逸。

paṭippassambhati

(paṭi + pa + sambh + a), 被放鬆，被平靜，被鎮靜。【過】 ~mbhi。

paṭippassambhanā

【陰】 參考 paṭippassaddhi。

paṭibaddha

(paṭibandhati 的【過分】), 已被…所綁，已依靠，已被…所吸引。~citta,【形】 迷住的，被愛所
綁的。

paṭibala

【形】 能幹的，適當的，勝任的。

paṭibāhaka

【形】 逐退的，防止的，預防者。

paṭibāhati

(paṭi + vah + a), 擋住，規避，讓開，拒絕。【過】 ~bāhi。【過分】 ~bāhita。【現分】
~bāhanta。【獨】 ~bāhitvā, ~bāhiya。

paṭibimba

【中】 副本，圖像，反映。~bumbita,【形】 反映的。

patibujjhati

(pati + budh + ya), 理解，醒來。【過】 ~jjhi。【獨】 ~jhitvā。

paṭibuddha

(以上的【過分】), 已醒來。

paṭibhaya

【中】 害怕，恐怖，驚駭。

paṭibhāga

【形】 等於，相似的。【陽】 相似物，相似處。

paṭibhāti

(paṭi + bhā + a), 想到，被證實。【過】 ~bhāsi。

paṭibhāṇa

【中】 機智，敏捷，準備就緒演講，智力。~vantu,【形】 有機智的。

paṭibhāsati

(paṭi + bhās + a), 回…致辭，答復。【過】 ~bhāsi。

paṭimagga

【陽】 逆途，來路。

paṭimaṇdita

(paṭinaṇdeti 的【過分】), 已用…裝飾，已由…組成。

paṭimalla

【陽】 對手，摔交對手。

paṭimā

【陰】 圖像，圖形。

paṭimāneti

(paṭi + mān + e), 尊敬，等待。【過】 ~esi。【過分】 ~mānita。【獨】 ~netvā。

paṭimukka

(以下的【過分】), 已使披上，已扣緊在，已被用帶（或繩子等）繫住在。

paṭimuñcati

(paṭi + muc + ṃ-a), 穿上（衣服），扣緊，綁。【過】 ~muñci。【獨】 ~citvā。

paṭiyādeti

(paṭi + yat + e), 準備，安排，交出，供應。【過】 ~esi。【過分】 ~dita, ~yatta。【獨】
~detvā。

paṭiyodha

【陽】 懷敵意的戰士，反攻。

paṭirāja

【陽】 懷敵意的國王。

paṭirūpa, patirūpa

【形】 適合的，適當的。

paṭirūpaka, patirūpaka

【形】 相似的，假扮成的，看起來象的。

paṭirūpatā

【陰】 外觀，相似物，適切性。

paṭiladdha

以下的【過分】。

paṭilabhati

(paṭi + labh + a), 獲得，接受，取得。【過】 ~labhi。【現分】 ~bhanta。【獨】 ~bhitvā,
~laddhā。

paṭilābha

【陽】 達到，取得，獲得。

paṭilīyati

(paṭi + lī + ya), 倒退，遠離。【過】 ~līyi。【過分】 paṭilīna。【獨】 ~līyitvā。

paṭilīyana

【中】 防範，倒退。

paṭiloma

【形】 顛倒的，相對的，相反的。~pakkha,【陽】 反對黨，反對派。

paṭivacana

【中】 答案，答復。

paṭivattana

【中】 倒退，折回。

paṭivattiya

【形】 被折轉的，被擊退的。

paṭivattu

【陽】 反對者，反駁者。

paṭivatteti

(paṭi + vat + e), 擊退，折回。【過】 ~esi。【過分】 ~vattita。【獨】 ~tetvā, ~vattiya。

paṭivadati

(paṭi + vad + a), 回答，答復，反對。【過】 ~vadi。【過分】 ~vutta。【獨】 ~vatvā,
~vaditvā。

paṭivasati

(paṭi + vas + a), 居住。【過】 ~vasi。【過分】 ~vuttha。【獨】 ~sitvā。

paṭivātaṃ

【副】 逆風地。

paṭivāda

【陽】 反駁，反責。

paṭiviṃsa

【陽】 部份，部分。

paṭivijānāti

(paṭi + vi + ñā + nā), 認可，知道。【過】 ~jāni。

paṭivijjhati

(paṭi + vidh + ya), 看穿，瞭解。【過】 ~jhi。【獨】 ~vijjha, ~vijjhitvā。

paṭividita

(paṭivijānāti 的【過分】), 已知道，已確定。

paṭividdha

(paṭivijjhati 的【過分】), 已看穿，已瞭解。

paṭivinodana

【中】 移掉，開除，逐出。

paṭivinodeti

(paṭi + vi + nud + e), 驅散，除去，擺脫。【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paṭivibhajati

(paṭi + vi + bhaj + a), 分開，定義。【過】 ~bhaji。【過分】 ~vibhatta。【獨】 ~bhajitvā。

paṭivirata

以下的【過分】。

paṭiviramati

(paṭi + vi + ram + a), 戒除。【過】 ~rami。【現分】 ~manta。【獨】 ~mitvā。

paṭivirujjhati

(paṭi + vi + rudh + ya), 懷敵意，反駁。【過】 ~jhi。【獨】 ~jhitvā。

paṭiviruddha

(以上的【過分】), 已反對，已相抵觸。

paṭivirūhati

(paṭi + vi + ruh + a), 再生長。【過】 ~rūhi。【過分】 ~virūḷha。【獨】 ~rūhitvā。

pativirodha

【陽】 反對派，敵意。

paṭivissaka

【陽】 鄰居。【形】 附近的，住近的。

paṭivedeti

(paṭi + vid + e), 使知道，告知，宣佈。【過】 ~esi。【過分】 ~vedita。【獨】 ~detvā。

paṭivedha

【陽】 滲透，達到，理解。

paṭisaṅkhata

(patisaṅkharoti 的 【過分】), 已修理，已準備。

paṭisaṃyutta

(patisaṃyujjati 的【過分】), 已連接，已屬於。

paṭisaṃvedī

【陽】 感覺到的人，經驗者，遭受者，享受者。

paṭisaṃvedeti

(paṭi + saṃ + vid + e), 遭受，感覺，經歷。【過】 ~esi。【過分】 ~vidita, ~vedita。【獨】
~detvā。

paṭisaṃharaṇa
【中】

paṭisaṃhāra

【陽】 折疊，移動。

paṭisaṃharati

(paṭi + saṃ + har + a), 撤回，移掉，折疊。【過】 ~hari。【過分】 ~harita, ~haṭa。【獨】
~haritvā。

paṭisaṅkharaṇa

【中】 恢復，修改。

paṭisaṅkharoti

(paṭi + saṃ + kar + o), 修理，回復，修改。【過】 ~khari。【過分】 ~khata。【獨】
~kharitvā。

paṭisaṅkhā, paṭisaṅkhāya
【獨】 考慮了，區別了。

paṭisaṅkhāna

【中】 辨別，考慮，留心。

paṭisaṅkhāra

【陽】 參考 paṭisaṅkharaṇa。

paṭisañcikkhati

(paṭi + saṃ + cikkh + a), 區別，考慮。【過】 ~khi。【過分】 ~khita。

paṭisanthāra

【陽】 歡迎，寬待。

paṭisandahati

(paṭi + saṃ + dah + a), 重聚。【過】 ~dahi。【過分】 ~sandhita 或 ~sandahita。

paṭisandhātu

【陽】 重聚者，調解者，和事佬。

paṭisandhāna
【中】 團圓。

paṭisandhi

【陰】 再投胎，懷孕，團圓。

paṭisambhidā

【陰】 無礙解，分析的洞察力，識別的知識。

paṭisammodati

(paṭi + sam + mud + a), 友善地交談，友善地歡迎。【過】~modi。【過分】 ~modita。【獨】
~ditvā。

paṭisaraṇa

【中】 庇護所，幫忙，保護。

paṭisallāna

【中】 退休，隱居。~sāruppa,【形】 適當隱居的。

paṭisallīyati

(paṭi + saṃ + lī + ya), 退隱，隱居。【過】 ~līyi。【過分】 ~līna。【獨】 ~līyitvā。

paṭisāmeti

(paṭi + sam + e), 井然有序地設定，防範。【過】 ~esi。【過分】 ~mita。【獨】 ~metvā。

paṭisāsana

【陰】 答復，提出抗衡的情報。

paṭisedha

【陽】 Paṭisedhana,【中】 禁令，防止，拒絕。~ka,【形】 禁止，預防，防止，拒絕。

paṭisedheti

(paṭi + sidh + e), 防止，避免，拒絕，禁止。【過】 ~esi。【過分】 ~dhita。【獨】
~dhetvā。~dhiya。

paṭisevati

(paṭi + sev + a), 跟隨，追求，練習，沈迷於，使用藥等。【過】 ~sevi。【過分】 ~vita。【現
分】 ~sevanta。【獨】 ~sevitvā。~seviya。

paṭisevana

【中】 練習，使用，跟隨。

paṭisotaṃ

【副】 逆流地。

paṭissava

【陽】 諾言，贊成。

paṭissuṇāti

(paṭi + su + ṇā), 同意，允諾。【過】 ~suṇi。【過分】 ~suta。【獨】 suṇitvā。

paṭihaññati

(paṭi + han + ya), 被撞，被折磨。【過】 ~haññi。【獨】 ~haññitvā。

paṭihata

(以上的【過分】), 已重擊，已受打擊。

paṭihanana

【中】 打擊，反擊，衝撞。

paṭihanati

(pati + han + a), 反擊，防止，碰撞。【過】 ~hani。【過分】 paṭihata。【獨】 ~hantvā。

paṭu

【形】 聰明的，有技術的，聰明的人。~tā,【陰】 ~tta,【中】 聰明，技術。

paṭola

【陽】 蛇瓜（一種栝樓屬植物 (Trichosanthes anguina)，果實長形，扭轉，綠色和白色，可食，
在完全成熟時呈鮮橙黃色）。

paṭṭa, paṭṭaka

【中】 薄片，平板，金屬板，條板。

paṭṭa

【中】 絲布料，繃帶，長布條。【形】 綢的。

paṭṭana

【中】 港口，靠近港口的城鎮。

paṭṭikā

【陰】 長布條，繃帶，腰帶。

paṭṭhapeti

(pa + ṭhā + āpe), 建立，開始。【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paṭṭhāna

【中】 出發，放出，出發點。

paṭṭhāya

【無】 首先，自此以後，今後，從…時候起。Tato~, 自那以後，自那時以來。

paṭhati

(paṭh + a), 讀，背誦。【過】 paṭhi。【過分】 paṭhita。【獨】 paṭhitvā。

paṭhana

【中】 讀。

paṭhama

【形】 第一，最初的，先前的。~maṃ,【副】 起先，第一次。~taraṃ,【副】 首先，儘快地。

paṭhavī

【陰】 地。~kampana,【中】 地震。~kasiṇa,【中】 （修禪取相 的）地器材。~calana,【中】
~cāla,【陽】 地震。~dhātu,【陰】 地界，地元素。~sama,【形】 似地的。~vojā,【陰】 地的元
氣，地的精髓。

paṇamati

(pa + nam + a), 鞠躬，崇拜，禮拜。【過】 paṇami。【過分】 paṇamita, paṇata。【獨】
~mitvā。

paṇāma

【陽】 頂禮，行禮，崇拜，鞠躬。

paṇāmeti

(pa + nam + e), 解散，逐放，關上，伸手。【過】 ~esi。【過分】 ~mita。【現分】 ~menta。
【獨】 ~metvā。

paṇidahati

(pa + ni + dah + a), 追求，渴望，放出，指示。【過】 ~dahi。【過分】 paṇihita, ~dahita。
【獨】 ~dahitvā。

paṇidhāna

【中】 Paṭidhi,【陽】 熱望，決心。

paṇidhāya

(paṭidahati 的【獨】) 熱望了，有了意圖。

paṇipāta

【陽】 崇拜，拜倒，俯身致敬。

paṇiya

【中】 貿易的物件。【陽】 商人。

paṇihita

(paṭidahati 的【過分】), 已指示，已下決心…的，已意圖。

paṇīta

【形】 優良的，可口的。~tara,【形】 更尊貴的，多可口的。

paṇeti

(pa + ni + e), 判定（罰款或處罰）。【過】 ~esi。【獨】 paṇetvā。

paṇdaka

【陽】 太監，(音譯：半擇迦﹐沒有男性生殖器)。

paṇdara

【形】 白色。

paṇdicca

【中】 智慧，博學。

pandita

【形】 明智的。【陽】 明智的人。。~ka,【陽】 炫學者。

paṇdu

【形】 淡黃色的，微黃色的。~kambala,【中】 橙色的毛毯，帝釋的王座名字。~palāsa,【陽】
凋謝的葉子，準備出家的人。~roga,【陽】 黃疸。~rogī,【陽】 患黃疸的人。

paṇṇa, paṇṇaka

【中】 葉子，供書寫的葉子，信。~kuṭi,【陰】 茅舍。~cchatta,【中】 以樹葉製成的遮陽
傘。~santhara,【陽】 樹葉墊子。~sālā,【陰】 茅廬。

paṇṇatti

參考 Paññatti。

paṇṇarasa

【形】 十五。

paṇṇākāra

【陽】 禮物。

paṇṇāsā

【陰】 五十。

paṇṇika

【陽】 蔬菜水果商，菜販。

paṇya

參考 Paṇiya。

paṇhi

【陽】 腳後跟。

patati

(pat + a), 跌倒，降落，（鳥）飛落（在樹上）。【過】 pati。【過分】patita。【現分】
patanta。【獨】 patitvā。

patana

【中】 落下。

patanu

【形】 非常瘦的。

patākā

【陰】 旗子，旗幟。

patāpa

【陽】 光彩壯麗，最高權威。~vantu,【形】宏偉的，壯麗的。

patāpeti

(pa + tap + e), 燒焦，加熱。【過】 ~esi。【過分】 patāpita。

pati

【陽】 統治者，丈夫，主人。~kula,【中】 丈夫的家庭。

patiṭṭhahati, patiṭṭhāti

(pati + ṭhā + a), 被建立，站住（站穩），找支援。【過】 1. ~ṭhahi, 2. ~ṭhāsi。【過分】
patiṭṭhita。【現分】 ~hanta。【獨】 ~ṭhahitvā, patiṭṭhāya。【不】 ~ṭhituṃ, ~ṭhātuṃ。

patiṭṭhā

【陰】 幫忙，支援，休息處。

patiṭṭhātabba, patiṭṭhitabba
【潛】 可以建立的。

patiṭṭhāna

【中】 安裝，建立，支援。

patiṭṭhāpita

(以下的【過分】) 已制定的。

patiṭṭhāpeti

(patiṭṭhāti 的【使】), 建立，設立，安裝。【過】 ~esi。【現分】 ~penta,【獨】 ~petvā, ~piya。

patiṭṭhāpetu

【陽】 創辦人，建立者。

patita

(patati 的【過分】)。

patitiṭṭhati

(pati + thā + a), 再站起來。

patibbatā

【陰】 深愛的妻子。

patirūpa

參考 Paṭirūpa。

patissata

【形】 深思的，留心的。

patīci

【陰】 西部。

patīta

【形】 欣喜的。

patoda

【陽】 （趕牲口用的）刺棒，駕駛（馬車）棒。~ka,【中】 踢馬剌， 用手指輕推。~laṭṭhi,
【陰】 駕駛者的棒。

patta

(pāpuṇāti 的【過分】), 已到達，已達到，已獲得。

patta

【陽】 缽。【中】 葉子，羽毛，翅膀。~kkhandha, （Pannakkhandha, 這樣的連接詞形比較
適當, 參考 Panna） 【形】 氣餒的，沮喪的，肩 下垂的。~gata,【形】 在缽裡的。~gandha,
【陽】 樹葉的氣味。~gāhaka,【陽】 攜帶其他人的缽的人。~thavikā,【陰】 缽的套子。~pānī,
【形】 在手上的缽。~piṇdika,【形】 一缽食（十三頭陀支之一，第五頭陀支）。

pattabba

(pāpunāti 的【潛】), 應該被得到，應該被達到，應該被到達。

pattādhāraka

【陽】 缽架（缽的架子）。

pattānumodanā

【陰】 回向功德。

patti

【陽】 1. 步兵。2. 步兵團。【陰】 3. 抵達。4. 達到。5. 功德，利潤。6. 分享。~ka,【形】 有份
的，合夥人。~dāna,【中】 回向功德，轉讓一份。

pattika

(= Padika),【形】 走路的。【陽】 1. 行人。2. 軍人走路。

pattuṇṇa

【中】 絲布。

pattuṃ

【不】 到達，達到，獲得。

pattha

【陽】 粑鉈（穀粒或液體的衡量，4 粑鉈 = 1 西阿 (seer)〔印度液量單 位，約一公升〕。參考
Pasata）。

patthaṭa

(pattharati 的【過分】), 已傳開，大家知道的。

patthaddha

【形】 非常僵硬的。

patthanā

【陰】 瞄準，熱望，欲望。

patthayati

(pa + atth + aya) 想要，需要，熱望。【過】 ~thayi。【現分】 ~yanta。【過分】 patthita。
【獨】 ~yitvā。

patthayāna

【形】 渴望的。

patthara

【陽】 厚平板，平坦的石頭。

pattharati

(pa + thar + a), 傳開，擴充。【過】 ~thari。【過分】 patthaṭa。【現分】 ~ranta。【獨】
~ritvā。

patthiva

【陽】 國王。

pattheti

(pa + atth + e), 熱望，渴望。【過】 ~esi。【過分】 ~thita。【現分】 ~thenta。【獨】
~thetvā。

patvā

(pāpuṇāti 的【獨】), 到達了，達到了，獲得了。

patha

【陽】 路徑，方法，道路。(在【合】中) 量，例： gaṇanapatha = 數量。

pathavī

參考 Paṭhavī。

pathāvī, pathika

【陽】 行人，旅行者。

pada

【中】 腳，腳步，一句話，位置，地方，理由，因素，一行詩節，最後的休息。~ṭṭhāna,
【中】 最接近的因素。~cetiya,【中】 神聖的腳印。~jāta,【中】 種種的腳印。~pūraṇa,【中】
虛詞。~bhājana,【中】 詞句的劃分，每個字分開來論述。~ bhāṇaka,【形】 背誦聖經的
人。~vaṇṇanā ,【陰】 字的解釋。~valañja,【中】 足迹，腳印。~vibhāga,【陽】 字的區別，剖
析。~vītihāra,【陽】 步驟的交換。~sadda,【陽】 腳步聲。

padakkhiṇā

【陰】 繞圈子，繞佛，行繞禮（以右肩向著尊敬的人或物件繞著走）。

padatta

(padāti 的【過分】), 已放棄，已分配。

padara

【中】 木板。

padahati

(pa + dah + a), 努力，著手進行，面對。【過】 padahi。【過分】 ~hita。【獨】 ~hitvā。

padahana

【中】 參考 Padhāna。

padātave

【不】 給。

padātu

【陽】 施主，送禮者，分配者。

padāna

【中】 給，授予。

padāḷana

【中】 裂開，劈開，撕裂處。

padāḷeti

(pa + dār + e), 劈開，切開，爆裂開。【過】 ~esi。【過分】 ~ḷita。【現分】 ~ḷenta。【獨】
~ḷetvā。

padāḷetu

【陽】 切開者，砸開者。

padika

【形】 由詩節所組成的。【陽】 行人。

paditta

以下的【過分】。

padippati

(pa + dip + ya), 燃燒，（激情、怒火）爆發。【過】 ~ppi。【現分】 ~pamāna。

padissati

(pa + dis + ya), 被看到，出現。【過】 ~dissi。【過分】 padiṭṭha。【現分】 ~samāna。

padīpa

【陽】 燈，光。~kāla,【陽】 點燈的時間。~peyya,【中】 點燈的材料。

padīpeti

(pa + dip + e), 點燈，解釋，使激烈。【過】 ~esi。【過分】 ~pita。【現分】 ~penta。【獨】
~petva。

padīyati

(pa + da + i + ya), 被分發，被贈送。【過】padīyi。【過分】 padinna。

paduṭṭha

(padussati 的【過分】), 已壞，已腐敗。

padubbhati

(pa + dubh + ya), 謀反。【過】 ~bhi。【過分】 ~bhita。【獨】 ~bhitvā。

paduma

【中】 紅蓮花，紅蓮地獄（地獄的名字），一個巨大的數位名 （10,000,00017, 119 個 0 數
位）。~kaṇṇika,【陰】 睡蓮的果皮。~kalapa,【陽】 一束睡蓮。~gabbha,【陽】 睡蓮之內
部。~patta,【中】 蓮花瓣。~raga,【陽】 紅寶石。~sara,【陽、中】 蓮池。~minī,【陰】 紅睡
蓮（植物）。~mimīpatta,【中】 蓮葉。

padumī

【形】 有睡蓮的，有斑點的（象）。

padussati

(pa + dus + ya), 犯錯，違犯，變壞。【過】 ~ssi。【過分】 paduṭṭha,【獨】 ~ssitva。

padussana

【中】 冒犯，謀反。

padūseti

(pa + dus + e), 弄髒，污染，破壞，墮落。【過】 ~esi。【過分】 padūsita。【獨】 ~setva。

padesa

【陽】 區域，地方，管區，位置，地點。~ñāṇa,【中】 有限制的知識。~rajja,【中】在一個區域
上的侯國。~rāja,【陽】副王。

padosa

【陽】 1. 傍晚。2. 激怒。3. 缺點，污點。

padma

參考 Paduma。

padhaṃsa

【陽】 ~sana,【中】 毀滅，違反，冒犯，搶奪。

padhaṃsita

【過分】 破壞。

padhaṃsiya

【形】 易受侵犯，易受襲擊，易受掠奪。

padhaṃseti

(pa + dhaṃs + e), 破壞，襲擊，掠奪，冒犯。【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a。
【現分】 ~senta。

padhāna

【形】 領袖，最初的。

padhāna

(= padahana),【中】 努力，盡力。~ghara,【中】 爲修禪而備的。

padhāna

【形】 主要的; 最重要的.

padhāna

(= padahana),【中】 努力; 精勤; 奮鬥. ~ghara,【中】禪修用的房舍. ~nika, 【形】 精勤禪修.

padhāvati

(pa + dhāv + a), 跑出去. padhāvi, 【過】

padhāvana

【中】 跑出去.

padhūpeti

(pa + dhup + e), 用煙燻; 冒煙. 參考 dhūpeti. padhūpita,【過分】

padhota

(padhovati 的【過分】) 被充分洗淨的或被變得銳利的.

pana

【無】(Adversative and interogative particle), 而且; 然而; 但是; 相反地; 那麼; 再者. pāna 【中】
喝; 飲料; 糖水.

panasa

【陽】 jack tree一種樹名. 【中】 jack fruit 這種樹的果實.

panassati

(pa + nas + ya), 被遺失; 消失; 毀滅. ~ssi, 【過】. panaṭṭha, 【過分】.

panāḷikā

【陰】 管子; 通道; 水道.

panudati

(pa + nud + a), 消除; 移除; 推開. ~nudi, 【過】. ~dita, 【過分】. ~ditvā, ~diya【獨】. ~damāna,
【現分】

panu(ū)dana

【中】 移除; 消除; 丟棄.

panta

【形】遙遠; 遠離; 僻靜. ~senāsana, 【中】 僻靜住處.

panti

【陰】 列; 行.

pantha

【陽】 道; 路. ~ka, ~thika, 【陽】 行路之人; 旅客. ~ghāta, 【陽】~dūhana, 【中】 攔截; 搶劫.
~ghātaka, 【陽】 攔路匪徒.

panna

【形】 掉落; 下去. ~bhāra, 【形】 已卸下負荷者. ~loma,【形】 毛已下垂者[非豎立], i.e. 沉靜的.

pannaga

【陽】 蛇.

papa

【中】水. papā 【陰】在路邊供應旅客飲水的棚子. pāpa【中】罪過; 邪惡; 錯誤的行為.【形】 壞
的; 罪惡的; 邪惡的.

papañca

【陽】 障礙; 妨礙; 延誤; 妄想; 心靈進展的阻礙.

papañceti

(pa + pac + e) explains ; 延誤. ~esi, 【過】. ~ñcita, 【過分】. ~cetvā, 【獨】.

papaṭikā

【陰】樹的外皮 .

papatati

(pa + pat + a) 掉下, 掉出, 掉進. papati, 【過】. ~tita, 【過分】. ~titvā, 【獨】

papatana

【中】 掉下.

papada

【陽】腳尖.

papā

【陰】在路邊供應旅客飲水的棚子.

papāta

【陽】 斷崖; 陡峭的岩石. ~taṭa, 【陽】 陡坡.

papitāmaha

【陽】 曾祖父.

paputta

【陽】 孫子.

pappaṭaka
【陽】 菇.

pappoṭheti

(pa + poth + e) 輕拍; 打. ~esi,【過】. ~ṭhita, 【過分】. ~ṭhetvā, 【獨】

pappoti

(pa + ap + o) 到達; 獲得; 達成. ~pappuyya, 【獨】

papphāsa
【陽】 肺.

pabandha

【陽】 相續; 一部論或一首詩.

pabala

【形】 有力的.

pabājeti

(pa + vaj + e) 放逐; 使出家.~esi, 【過】. ~jita, 【過分】. ~jetvā, 【獨】

pabujjhati

(pa + budh + ya) 覺悟; 了解. ~jjhi, 【過】. ~jjhitvā, 【獨】.

pabuddha

(pabujjhati 的【過分】) 已覺悟的.

pabodhana

【中】 覺悟; 喚醒.

pabodheti

(pa + budh + e) 使覺悟; 喚醒. ~esi, 【過】.~dhita, 【過分】~dhetvā, 【獨】.~dhentā, 【現分】.

pabba

【中】 莖的節; 關節; 段; 區分. paṇṇa 【中】 葉; 書寫用的葉片; 信件.

pabbajati

(pa + vaj + a) 出家; 成為僧侶 ; 捨棄在家生活. ~baji,【過】. ~jita, 【過分】. ~jitvā, 【獨】~janta,
【現分】

pabbajana,

【中】 pabbajjā, 【陰】 出家; 成為僧侶. pabbājana 【中】 放逐; 流放.

pabbajita

【陽】 a monk.

pabbata

【陽】 山; 岩石. ~kūṭa, 【中】 山頂. ~gahana, 【中】 山區. ~ṭṭha, 【形】 站立或坐落於山上.
~pāda, 【陽】 山麓. ~sikhara, 【中】 山頂. ~teyya, 【形】 習於在山上行走.

pabbājana

【中】 放逐; 流放. ~janiya, 【形】 應被驅逐或放逐.

pabbhāra

【陽】 山的斜坡. 【形】 傾斜; 傾向; 導致.

pabhagga

(pabhañjati 的【過分】) 打碎; 毀壞; 打敗.

pabhaṅkara

【陽】 攜光者, i.e. 太陽.

pabhaṅgu, ~ṅgura

【形】 脆的; 脆弱的; 易壞的.

pabhava

【陽】 起源, 來源; 【形】 (在【合】中) 以 ... 為起源. pabhāva 【陽】 勢力; 力氣; 威嚴.

pabhavati

(pa + bhū + a) 流下; 發生. ~vi, 【過】. ~vita,【過分】. ~vitvā,【獨】

pabhassara

【形】 極明亮; 輝煌.

pabhā

【陰】 光; 輝耀.

pabhāta

【陽】 破曉; 黎明. 【形】 變清晰或明亮. pābhata 【形】 禮物.

pabhāva

【陽】 勢力; 力氣; 威嚴.

pabhāvita

(pabhāveti的【過分】) 1. 已增加; 2. 瀰漫著 (氣味, 等).

pabhāveti

(pa + bhū + e) 增加; 增大; 瀰漫. ~esi, 【過】.~vetvā, 【獨】.

pabhāsa

【陽】 光; 光輝.

pabhāsati

(pa + bhās + a) 發光. ~āsi, 【過】.~sitvā, 【獨】.~santa, 【現分】.

pabhāseti

(pabhāsati 的【使】) 照亮; 使充滿光. ~esi, 【過】. ~sita, 【過分】. ~senta, 【現分】. ~setvā,
【獨】.

pabhijjati

(pa + bhid + ya) 被打破; 裂開. ~jji,【過】. ~jamāna, 【現分】. ~jitvā, 【獨】.

pabhijjana

【中】 分開; 分裂.

pabhinna

(pabhijjati 的【過分】) 1. 破裂的; 2. 多樣的; 3. 噴出的.

pabhuti

【無】始自; 自從; subsequently. (Tato pabhuti= 今後). ~ka, 【形】 始於; 來自.

pabhū

【陽】 領主; 統治者.

pabheda

【陽】 多樣化; 分裂. ~na, 【中】 分開; 分解. 【形】 毀滅性的.

pamajjati

(pa + mad + ya) 醉了; 不清楚, 懈怠或放逸; 疏忽.~jji 【過】, pamatta, 【過分】~jitvā, pamajji,
~jiya【獨】~jituṃ 【不】

pamajjanā

【陰】~na, 【中】 延遲; 放逸.

pamatta

(pamajjati 的【過分】) 懈怠; 放逸者. ~bandhu, 【陽】 放逸者之友; i.e. 惡魔.

pamathati

(pa + math + a) 粉碎; 壓制.~thi, 【過】~thita, 【過分】~thitvā, 【獨】

pamadā

【陰】 女人. pamāda 【陽】 放逸; 懈怠; 疏忽.

pamadāvana

【中】 王宮附近的庭園.

pamaddati

(pa + amd + a) 壓碎; 戰勝; 征服. ~maddi, 【過】 pamaddī 【陽】 粉碎或戰勝者. ~dita, 【過
分】~ditvā, 【獨】

pamaddana

【中】 粉碎; 征服.

pamaddī

【陽】粉碎或戰勝者.

pamāṇa

【中】 衡量; 大小; 數量. ~ka, 【形】 以... 衡量; 大小為.... ~ṇika, 【形】 依照標準的度量衡.

pamāda

【陽】 放逸; 懈怠; 疏忽. ~pāṭha, 【中】 書中的訛誤.

pamiṇāti

(pa + mi + nā) 測量; 估計; 定義.~miṇi, 【過】pamita, 【過分】pamiṇitvā or pamitvā,【獨】

pamukha

【形】 首要的; 主要的; 卓越的. 【中】 前面; 房屋的前面.

pamuccati

(pa + muc + ya) 被放捨或釋放. ~cci, 【過】pamutta, 【過分】~citvā, 【獨】

pamucchati

(pa + mucch + a) 暈厥; 昏倒. ~chi, 【過】~chita, 【過分】~chitvā, 【獨】

pamuñcati

(pa + muc + ṃ-a)放開;放出; 解救. ~ñci, 【過】 ~ñcita, pamutta【過分】~ñciya, ~citvā, 【獨】
~canta, 【現分】

pamuṭṭha

pamussati 的【過分】

pamutta

參考 pamuñcati. ~tti, 【陰】 自由; 解脫.

pamudita

(pamodati 的【過分】) 歡喜.

pamuyhati

(pa + muh + ya)迷惑; 着迷. ~yhi, 【過】~hitvā, pamuyha【獨】

pamussati

(pa + mus + ya)忘失. ~ssi, 【過】pamuṭṭha, 【過分】~ssitvā, 【獨】

pamūḷha

(pamuyhati 的【過分】) 迷惑的.

pameyya

【形】 可度量; 有限; 可臆測.

pamokkha

【陽】 解放; 解脫; 鬆解; 開釋. pāmokkha 【形】主要; 首要; 顯著的. 【陽】領袖.

pamocana

【中】 令自由; 鬆綁;解脫.

pamoceti

(pa +muc + e) 令自由; 解放. ~esi, 【過】~cita, 【過分】~cetvā, 【獨】

pamoda

【陽】 歡喜; 喜悅.

pamodati

(pa + mud + a) 高興; 享受;感到歡喜. pamodi, 【過】~dita, 【過分】~damāna, 【現分】 ~ditvā,
【獨】

pamodanā

參考 pamoda

pamohana

【中】 錯覺; 無明.

pamoheti

(pa + muh + e) 欺妄; 使迷惑; 迷住. ~esi, 【過】~hita, 【過分】~hetvā, 【獨】

pampaka

【陽】 猿，但很可能是一種鳥。.

pamha

【中】 眼睫毛.

paya

【陽】, 【中】 (mano-group), 奶;水. pāya 【形】 (在【合】中) 富有.

payata

【形】已清淨; 仰制的. payāta (payāti 的【過分】)

payatana

【中】 費力; 努力.

payāti

(pa + yā + a) 前進; 出發; 邁進. pāyāti (pa + ā + yā + a) 出發; 開始; 發出. payāsi, 【過】 pāyāsi
( pāyāti 的【過】) 已出發; 已開始; 已發出. payāta,【過分】

payirupāsati

(pari + upa + ās + a) 侍奉; 禮敬. ~pāsi, 【過】~sita, 【過分】~sitvā, 【獨】

payirupāsanā
【陰】侍奉

payuñjati

(pa + yuj + ṃ-a) 利用; 使用; 運用. ~ñji, 【過】payutta, 【過分】~ñjamāna, 【現分】~jitvā,
【獨】

payuttaka

【形】 被付與任務的人; 間諜.

payoga

【陽】 從事; 行動; 修行; 事務. ~karaṇa, 【中】 努力; 追求. ~vipatti, 【陰】方法錯誤; 錯誤使用.
~sampatti, 【陰】方法成功.

payojaka, -jetu

【陽】 指示或管理的人; 經理.

payojana

【中】 使用; 利用; 從事; 委任.

payojeti

(pa + yuj + e)參與; 從事; 使用; 預備; 運用; 開始使用. ~esi, 【過】 ~jita,【過分】~jenta, 【現分】
~jetvā, ~jiya【獨】

payodhara

【陽】帶雨的雲; 女人的乳房.

payyaka

【陽】父系的曾祖父.

para

【形】 其他; 另一個; 外鄉; 異族; 外人. pāra 【中】, 彼岸; 另一邊. ~kata,【形】別人所做. ~kāra,
【陽】他人所行. ~jana, 【陽】 陌生人; 外人. ~attha,【陽】他利. ~dattūpajīvī,【形】以他人所施
而活. ~neyya, 【形】被他人所帶領. ~paccaya, ~pattiya, 【形】依賴他人. ~puṭṭha, 【形】被他
人所養. ~pessa, 【形】侍奉他人. ~bhāga, 【陽】後方; 外部. ~loka, 【陽】 出世. ~vambhana,
【中】 鄙視他人. ~vāda, 【陽】異說. ~vādī, 【陽】 異派. ~visaya,【陽】他土; 他國. ~senā,
【陰】敵軍. ~hatthagata, 【形】 陷於敵人的. ~hita, 【陽】 他利. ~hetu,【副】由於另一個.

parakkama

【陽】~mana 【中】 用功; 努力.

parakkamati

(parā + kamm + a) 用功; 奮勇. ~kami, 【過】parakkanta, 【過分】~kamanta, 【現分】~mitvā,
parakkamma,【獨】

parattha

【無】他處; 這之後.

paradāra

【陽】他人的妻子. ~kamma, 【中】邪淫. ~dārika, 【陽】 an 邪淫者.

parama

【形】 優良; 特優; 優等. ~tā, 【陰】 (在【合】中) 特級. Nāḷikodanaparamatāya = on a seer of
boiled rice at the most. ~attha, 【陽】最高的目的; 勝義. parāmaṭṭha (parāmasati 的【過分】)
~āyu,【中】年歲的終極.

paramāṇu

【陽】 微塵 (aṇu)的三十六分之一.

paramparā

【陰】傳承; 系列.

parammukha

【形】轉開. ~ khā 【副】某人不在場時.

parasuve

【副】第二天;明天.

paraṃ

【副】之後; 超出; 復次; 在…另一邊. pāraṃ 【副】超出; 度過. ~maraṇā, 死後.

parājaya

【陽】敗北; 輸.

parājīyati

(parājeti 的【被】)被打敗. ~jīyi,【過】

parājeti

(parā + ji + e) 擊敗; 佔領; 降伏; 勝. ~esi, 【過】~jita, 【過分】~jenta,【現分】~jetvā, 【獨】

parādhīna

【形】 依賴他人; 屬於他人.

parābhava

【陽】毀滅;失禮; 退化.

parābhavati

(parā + bhū + a) 變差; 逐漸毀滅. ~bhavi, 【過】~bhūta, 【過分】 ~bhavanta, 【現分】

parāmaṭṭha

parāmasati 的【過分】

parāmasati

(pari + ā + mas + a) 觸摸; 握住; 黏住; 撫摸. ~masi, 【過】~masita, ~maṭṭha【過分】~santa,【現
分】~masitvā, 【獨】

parāmāsa

【陽】~masana, 【中】1.觸摸; 2. 持握; 3.由觸而染的病.

parāyaṇa

【中】 支撐; 休息; 終點 (在【合】中); 朝向; 歸於;目的在於; 依靠於. Saggaparāyaṇa = 注定往生
於天.

parāyatta

【形】屬於他人.

pari

(意謂完整的前加字) 圍環; 一起; 完全.

parikaḍḍhana,

【中】 拖延; 令人厭倦之事.

parikaḍḍhati,

(pari + kaḍḍh + a) 拉向自己; 拖曳. ~ḍhi, 【過】 ~ḍhita,【過分】~ḍhitvā, 【獨】

parikathā,

【陰】闡述, 序論, 迂迴說法.

parikantati,

(pari + kant + a) 克服, 抄近路. ~nti, 【過】~ntita,【過分】 ~ntitvā, 【獨】

parikappa,

【陽】 意圖; 假定; 想像.

parikappeti,

(pari + kap + e) 打算; 推測; 猜想. ~esi, 【過】~pita, 【過分】~petvā, 【獨】

parikamma,

【中】 安排; 準備; 預備動作; 塗灰泥. ~kata, 【形】 塗的厚厚的. ~kāraka, 【陽】 做準備的人.

parikassati,

(pari + kas + a) 拖; 掃; 搬回. ~ssi, 【過】~sita, 【過分】

parikiṇṇa,

parikirati 的【過分】

parikitteti,

(pari + katt + e) 解釋; 讚美; 公開. ~esi, 【過】~kittita, 【過分】

parikirati,

(pari + kir + a) 到處散佈; 圍繞. ~kiri, 【過】~kiṇṇa, 【過分】parikiriya, ~kiritvā,【獨】

parikilanta,

parikilamati 的【過分】

parikilamati,

(pari+ kilam + a) 精疲力竭; 被耗盡或疲乏. ~lami, 【過】 ~mitvā, 【獨】

parikiliṭṭha,

parikilissati 的【過分】

parikilinna,

parikilissati 的【過分】玷污的; 弄髒的; 污穢的; 潮溼的.

parikilissati,

(pari + kilis + ya) 玷污的或弄髒的; 陷入困境. ~issi, 【過】 ~sitvā, 【獨】

parikilissana,
【中】 不潔.

parikuppati,

(pari +kup + ya) 興奮或非常激動的. ~ppi, 【過】~kupita, 【過分】

parikopeti,

(pari + kup + e) 非常激動; 發怒. ~esi, 【過】~kopita, 【過分】~petvā, 【獨】

parikkamana,
【中】四處走動

parikkhaka,

【陽】 調查者; 審查員; 檢查員. ~khaṇa, 【中】調查; 檢查.

parikkhata,

( parikhaṇati 的【過分】) 1. 發掘到; 2. 受傷; 3. 準備; 裝備.

parikkhati,

(pari + ikkh + a) 檢查; 調查. ~kkhi, 【過】 ~khita, 【過分】~khitvā, 【獨】

parikkhaya,

【陽】 枯竭; 浪費; 腐朽; 損失.

parikkhā,

參考 parikkhaṇa

parikkhāra,

【中】 必需品; 配件; 裝備; 用具.

parikkhitta,

( parikkhipati 的【過分】)

parikkhipati,

(pari + khip + a) 圍繞. ~khipi,【過】~panta, 【現分】 ~khipitvā, 【獨】~pitabba, 【潛】~pāpeti,
【使】

parikkhīṇa,

( parikhīyati 的【過分】) 浪費的; 耗盡的.

parikkhepa,

【陽】 圍住; 圓周.

pariklesa,

【陽】 艱難; 不潔.

parikhaṇati, paḷikhaṇati.

(pari + khan + a) 四處挖掘. ~khaṇī, 【過】 ~khata, 【過分】 ~ṇitvā, 【獨】

parikhā,

【陰】壕溝; 護城河.

parigaṇhana,

【中】 調查; 理解.

parigaṇhāti,

(pari + gah + ṇā) 探測; 檢查; 搜尋; 佔有; 理解. ~gaṇhi, 【過】~ggahita, 【過分】~gaṇhanta,
【現分】~gaṇhitvā, ~gahetvā, ~ggayha, 【獨】

parigilati,

(pari + gil + a) 耗盡. ~gili,【過】~gilita, 【過分】~gilitvā, 【獨】

parigūhati,

(pari + gūh + a) 隱藏; 隱瞞. ~gūhi, 【過】 ~gūhita, ~gūḷha,【過分】 ~gūhitvā, ~gūhiya【獨】

parigūhanā,

【陰】隱藏; 隱瞞.

pariggaha,

【陽】 佔有; 擁有; 取得; 緊緊抓住; 親密而安全的關係; 妻子.

pariggahita,

( parigaṇhāti 的【過分】) 擁有; 佔有

paricaya,

【陽】 實行; 熟悉; 了解.

paricaraṇa,

【中】 照料; 照顧; 受雇.

paricarati,

(pari + car + a) 四處移動 ; 伺候 ; 照顧; 滿足感官; 觀察或練習. ~cari, 【過】~caritvā, 【獨】

paricāraka,

【形】 服務; 伺候.【陽】 僕人; 隨從.

paricāraṇa,

【陰】 保護; 照顧; 享受.

paricārikā,

【陰】 婢女; 妻子

paricāreti,

( paricarati 的【使】) 服務; 伺候; 使自己歡樂. ~esi, 【過】~rita, 【過分】~retvā, 【獨】

pariciṇṇa, paricita,

( paricināti 的【過分】) 實踐; 致力於; 知悉; 累積; 慣常的.

paricumbati,

(pari + cub + ṃ-a) 佈滿親吻. ~mbi, 【過】~bita, 【過分】~bitvā, 【獨】

paricca,

【獨】已經了解.

pariccajati,

(pari + caj + a) 放棄; 拋棄; 留下; 把...贈與. ~caji, 【過】 ~ccatta, 【過分】 ~cajanta, 【現
分】~cajitvā, 【獨】 ~cajituṃ, 【不】

pariccajana,

【中】 pariccāga, 【陽】放棄; 遺棄; 授與; 宣告放棄.

pariccatta,

( pariccajati 的【過】) 放棄

pariccāga,

【陽】捐贈 施捨.

paricchanna,

( paricchādeti 的【過分】) 覆蓋.

paricchādanā,
【陰】 遍覆.

paricchindati,

(pari + chid + ṃ-a) 標示出來; 限制; 給…下定義. ~ndi, 【過】~chinna, 【過分】~chindiya,
~cchijja, 【獨】

paricchindana,

【中】 定義; 標示出來; 限制因素; 解析.

pariccheda,

【陽】 測量; 界限; 邊界; 分章 (書本).

parijana,

【陽】 隨從; 追隨者; 陪從.

parijānana,

【中】 ~nā, 【陰】 知識; 學識.

parijānāti,

(pari + ñā + nā)確切地知道; 理解; 精確地了解. ~jāni, 【過】pariññāta, 【過分】~jānanta, 【現
分】 ~jānitvā, pariññāya, 【獨】

parijiṇṇa,

( parijīyati 的【過分】)破舊的; 腐敗的.

pariññā,

【陰】 確切的知識; 充分的理解

pariññāta

參考 parijānāti.

pariññāya

parijānāti 的【獨】

pariññeyya

【中】 能被正確地了知的(漢譯：所遍知)

pariḍayhati

(pari + dah + ya) 被燒傷、燒焦，或是枯萎 ~yhi, 【過】 ~daḍḍha, 【過分】~ḍayhitvā, 【獨】

pariḍayhana
【中】 燃燒.

pariṇata

pariṇamati 的【過分】

pariṇamati

(pari + nam + a) 轉變成 ~ṇami, 【過】

pariṇaya

【陽】 婚姻

pariṇāma

【陽】 成熟；變化；發展；消化.

pariṇāmana

【中】 轉移到某人f.??

pariṇāmeti

(pari + nam + e) 變成為；充當；挪用. ~esi, 【過】~ṇāmita, 【過分】 ~metvā, 【獨】.

pariṇāha

【陽】 周圍；範圍；四周.

paritappati

(pari + tap + ya) 憂愁；煩憂；悲傷. ~tappi, 【過】

paritassati

(pari + tas + ya) 被刺激，或是煩憂；表現出想要. ~ssi, 【過】 ~sita, 【過分】

paritassanā

【陰】 煩憂；激動；追求.

paritāpa

【陽】~tāpana, 【中】 迫害；苦惱；苦行.

paritāpeti

(pari + tap + e) 燒焦；干擾；折磨. ~esi,【過】 ~pita, 【過分】~petvā, 【獨】

parituleti

(pari + tul + e) 使…加重；考量；估量. ~esi, 【過】 ~tulita, 【過分】~tuletvā, 【獨】

parito

【副】 四周；每一邊；全面.

paritoseti

(pari + tus + e) 喜悅；使…快樂. ~esi, 【過】 ~sita, 【過分】~setvā, 【獨】

paritta, ~taka

【形】 小的；微不足道；少的；微小的.

paritta

【中】 1. 少的；2. 防護；防護的咒文. ~sutta, 【中】.

parittāṇa

【中】 防護；庇護；安全.

parittāyaka

【形】 防護的；守護的.

paridahati

(pari + dah + a) 穿上；衣服；穿著. ~dahi, 【過】 ~dahita,【過分】 ~dahitvā, 【獨】

paridahana

【中】 穿；穿著.

paridīpaka

【形】 說明的；闡明的.

paridīpana

【中】 ~nā 【陰】說明；闡明.

paridīpeti

(pari + dīp + e) 表明；說明；闡明. ~esi, 【過】~pita, 【過分】 ~penta, 【現分】~petvā, 【獨】

paridūseti

(pari + dūs + e) 損害. ~esi, 【過】~sita, 【過分】~setvā, 【獨】

parideva

【陽】 ~vanā, 【陰】 悲泣；哀傷.

paridevati

(pari + dev + a) 悲泣；哀傷. ~devi, 【過】 ~vita, 【過分】 ~vitvā, 【獨】~devanta, ~devamāna,
【現分】

paridevita

【中】哀傷.

paridhaṃsaka

【形】 毀損的；損壞的；說毀損話的人.

paridhāvati

(pari + dhā + a) 來回跑. ~dhāvi, 【過】 ~vita, 【過分】~vitvā, 【獨】

paridhota

paridhovati 的【過分】

paridhovati

(pari + dho + a) 清洗；清潔. ~dhovi, 【過】

parināyaka

【陽】引導者；領導者；顧問. ~ratana, 【中】軍隊的主帥. ~nāyikā, 【陰】女性的領導者；智慧.

pariniṭṭhāna

【中】 結束；完成.

pariniṭṭhāpeti

(pari + ni + ṭhā + āpe) 結束；完成. ~esi, 【過】~pita, 【過分】~petvā, 【獨】

parinibbāna

【中】 般涅槃；最終涅槃. ~bāpana, 【中】.

parinibbāti

(pari + ni + vā + a) 涅槃(不再出生輪迴). ~nibbāyi, 【過】~nibbuta, 【過分】 ~bāyitvā, 【獨】

parinibbāyī

【形】 般涅槃者.

paripakka

( paripaccati 的【過分】)已熟；遍熟.

paripat(ṭ)ati

(pari + pat + a) 落下；隕落. ~pati, 【過】 ~patita, 【過分】

paripantha

【陽】 危險；障礙. ~thika, 【形】 阻礙；對立. pāripanthika 【形】 威脅；危險；強匪.

paripāka

【陽】 已熟；成熟；消化.

paripācana

【中】 已熟；成熟；發展.

paripāceti

(pari + pac + e) 成熟；發展. ~esi, 【過】 ~cita,【過分】

paripāteti

(pari + pat + e) 攻擊；陷落；殺害；毀壞. ~esi, 【過】~tita, 【過分】~tetvā, 【獨】

paripāleti

(pari + pāl + e) 保護；防護；求護. ~esi, 【過】~lita, 【過分】~letvā, 【獨】

paripīḷeti

(pari + piḷ + e) 迫害. 【過】~ḷita, 【過分】

paripucchaka
【形】 質問者.

paripucchati

(pari + pucch + a) 質問；查問. ~cchi,【過】 ~chita, 【過分】~puṭṭha, 【過分】~chitvā, 【獨】

paripucchā

【陰】 問題；質問.

paripuṇṇa

( paripūrati 的【過分】) 成為圓滿. ~tā, 【陰】 充滿；遍滿.

paripūra

【形】充滿；遍滿. ~ka, 【形】充滿者. ~kāritā, 【陰】 ~kārī, 【陽】 ~raṇa, 【中】充滿；遍滿.

paripūrati

(pari+ pūr + a) 成為圓滿或完美. ~pūri, 【過】 成為完全. pāripūri 【陰】 圓滿；完成. ~puṇṇa,
【過分】 ~pūritvā, 【獨】

paripūreti

( paripūrati 的【使】) 使圓滿；使完全，使完成. ~esi, 【過】~pūrita, 【過分】~renta, 【現
分】~retvā, ~pūriya, 【獨】~retabba, 【潛】

paripphuṭa

(paripūreti 的【過分】) 充滿；遍及.

pariplava

【形】 不安定地；搖擺地；偏離地.

pariplavati

(pari + pla + a) 搖動；偏離；(毫無目的地)遊蕩. ~plavi, 【過】 ~vita, 【過分】

pariphandati

(pari + phand + a) 震動；悸動. ~ndi, 【過】~dita, 【過分】

paribāhira

【形】 外面的，局外的；局外人.

paribbajati

(pari + vaj + a) 遊行. ~baji, 【過】

paribbaya

【陽】費用 ; 開支; 薪資.

paribbājaka

【陽】 托缽遊行僧. ~jikā, 【陰】 女遊行僧.

paribbūḷha

( paribrūhati 的【過分】) 被圍繞; 被包圍.

paribbhamati

(pari + bham + a) 散步或倘佯.~bhami, 【過】~bhanta, 【過分】~bhamanta, 【現
分】~bhamitvā, 【獨】

paribbhamana
【中】 漫步.

paribbhameti

( paribbhamati 的【使】) 使散步. ~esi, 【過】~bhamita, 【過分】~bhametvā, 【獨】

paribrūhati

(pari + brūhati of bçh) 增大; 增加.

paribhaṭṭha

( paribhassati 的【過分】) 掉下; 落下. ( paribhāsati 的【過分】 ) 斥責; 非難; 責罵.

paribhaṇda

【陽】 塗抹; 鋪設; 圍繞. ~kata, 【形】 塗抹.

paribhava

【陽】 輕蔑; 謗罵. ~vana, 【中】 責難; 謗罵.

paribhavati

(pari + bhū + a) 蔑視; 輕視; 謗罵; 辱罵. ~bhavi, 【過】~bhūta,【過分】~bhavanta, ~vamāna,
【現分】~bhavitvā, 【獨】

paribhāvita

( paribhāveti 的【過分】) 遍修; 遍滿; 修習; 充滿; 培育.

paribhāsa

【陽】 ~sana, 【中】 惡口; 漫罵; 非難. 謗罵; 斥責; 責難. ~saka, 【形】 惡口者; 誹謗的.

paribhāsati

(pari + bhās + a) 責罵; 漫罵; 誹謗. ~bhāsi, 【過】~sita, 【過分】~bhāsamāna, 【現分】~sitvā,
【獨】

paribhinna

( paribhindati 的【過分】)破裂; 分裂; 相抵觸.

paribhuñjati

(pari + bhuj + ṃ-a) 吃; 用; 享用. ~ñji, 【過】~bhutta, 【過分】~janta, ~jamāna,【現分】~jitvā,
~bhutvā, ~ñjiya, 【獨】 jitabba, 【潛】

paribhutta

paribhuñjati 的【過分】

paribhūta

paribhavati 的【過分】

paribhoga

【陽】 使用; 享受; 飼養; 受用物. ~cetiya, 【中】 佛陀使用過而成為聖物的東西.

paribhojanīya

【形】 應被受用. ~udaka, 【中】 用來洗淨之水.

parimajjaka

【陽】 摩擦者.

parimajjati

(pari + maj + a) 撫摩; 摩擦; 擦亮; 掃除. ~majji, 【過】 ~majjita 或 ~maṭṭha, 【過分】~majjitvā,
【獨】

parimajjana

【中】摩擦; 掃除; 按摩.

parimaṇdala

【形】 圓形; 環狀; 測井. ~laṃ, 【副】 all round.

parimaddati

(pari + mad + a) 磨碎; 搗碎; 按摩. ~maddi, 【過】 ~dita, 【過分】 ~ditvā, 【獨】

parimaddana

【中】磨碎; 搗碎; 滅除; 按摩.

parimāṇa

【中】 量; 限度; 限制. 【形】 (在【合】中) 測量; 歸併; 延伸.

parimita

( parimiṇāti 的【過分】) 測量著; 限制住; 被局限.

parimukhaṃ
【副】 面前.

parimuccati

(pari + muc + ya) 解放; 逃脫. ~mucci, 【過】 ~mutta, 【過分】~muccitvā, 【獨】

parimuccana

【中】 釋放; 逃脫.

parimutta

parimuccati 的【過分】

parimutti

【陰】 釋放; 解脫.

parimoceti

(pari + muc + e) 自由; 解放. ~esi, 【過】 ~mocita, 【過分】~cetvā, 【獨】

pariyatti

【陰】 聖典. ~dhara, 【形】 誦持聖典者. ~dhamma, 【陽】 ~sāsana, 【中】 聖典教說.

pariyanta

【陽】 終點; 限制; 頂點; 邊界. ~kata, 【形】 ~yantika, 【形】 (在【合】中) 終究;所限.

pariyāti

(pari + yā + a) 四處走動.

pariyādāti

(pari + ā + dā + a) 用盡; 遍取. ~yādinna,【過分】pariyādāya, 【獨】

pariyādiyati

( pariyādāti 的【被】) 服從; 竭盡; 受控. ~diyi, 【過】~dinna, 【過分】~diyitvā, 【獨】

pariyāpanna

【過分】 包含在; 繫屬; 變成.

pariyāputa

( pariyāpuṇāti 的【過分】) 達成.

pariyāpuṇana

【中】 學習; 研究.

pariyāpuṇāti

(pari + ā + pu + ṇā) 遍學; 學成. ~puṇi, 【過】~yāputa, 【過分】~puṇitvā, 【獨】

pariyāya

【陽】 順序; 教說; 理趣; 法門; 表徵語言; 同意字; 方法. ~kathā, 【陰】 迂迴說.

pariyāhata

pariyāhanati 的【過分】

pariyāhanati

(pari + ā + han + a) 打擊; 打倒. ~hani, 【過】~hanana, 【動名】,【中】

pariyuṭṭhāti

(pari + u + ṭhā + a) 生起; 佈滿. ~ṭhāsi, 【過】~ṭṭhita, 【過分】

pariyuṭṭhāna

【中】 爆發; 偏愛.

pariyeṭṭhi

【陰】 尋求.

pariyesati

(pari + es + a) 尋找; 尋求; 探索. ~yesi, 【過】 ~sita, 【過分】~santa, ~samāna, 【現分】~sitvā,
【獨】

pariyesanā

【陰】尋找; 探詢.

pariyoga

【陽】儲放咖哩之容器.

pariyogaḷha

pariyogāhati 的【過分】

pariyogāhati

(pari + av + gāh + a) 探索; 探測; 深入; 詳究. ~gāhi, 【過】 ~gāhitvā, 【獨】

pariyogāhana

【中】 涉入; 深入.

pariyodapanā
【陰】 淨化.

pariyodapeti

(pari + ava + dā + āpe) 洗淨; 清淨. ~esi, 【過】~dapita, 【過分】

pariyodāta

【形】 極淨; 清白.

pariyonaddha

(pariyonandhati 的【過分】) 束縛; 包封; 覆蓋.

pariyonandhati

(pari + av + nah + ṃ - a) 束縛; 包封; 覆蓋.. ~ndhi, 【過】

pariyonahana

【中】 覆蓋; 包藏. ~nāha, 【陽】覆蓋; 包藏.

pariyosāna

【中】 終點; 結論; 完成.

pariyosāpeti

(pari + ava + sā + āpe) 使之完結; 結束; 總結. ~esi, 【過】~sāpita, 【過分】~petvā, 【獨】

pariyosita

( pariyosāpeti 的【過分】) 已結束; 已總結; 已完成.

parirakkhati

(pari + rakkh + a) 參考 rakkhati.

parirakkhana

【中】 守護; 保護.

parivaccha

【中】 準備; 整裝.

parivajjana
【中】 迴避

parivajjeti

(pari + vaj + e) 規避; 避開; 保持距離. ~esi, 【過】~vajjita, 【過分】 ~jenta, 【現分】~jetvā,
【獨】

parivaṭṭa

【中】 圓周。

parivatta

(Parivattati 的【過分】), 已旋轉，已滾動。

parivattaka

【形】 滾動的，旋轉的，扭轉的，滾動的人，翻譯者。

parivattati

(pari + vat + a), 旋轉，滾動，見異思遷。【過】 ~vatti。【獨】 ~ttitvā。【現分】 ~vattamāna。

parivattana

【中】 旋轉，滾動，翻譯。

parivatteti

(以上的【使】), 旋轉，滾動，背誦，交換，翻譯。【過】 ~esi。【過分】 ~tita。【獨】 ~tetvā,
~vattiya。【現分】 ~tenta。

parivasati

(pari + vas + a), 在緩刑。【過】 ~vasi。【過分】 parivuttha。

parivāra

【陽】 隨行人員，隨員，壯麗，從者。~ka,【形】 陪伴。

parivāraṇa

【中】 包圍。

parivāreti

(pari + var + e), 包圍，跟隨。【過】 ~esi。【過分】 ~vārita。【獨】 ~retvā。

parivāsita

(parivāseti 的【過分】), 已發香味，已發出氣味。

parivitakka

【陽】 反映，考慮。

parivitakketi

(pari + vi + tak + e), 反映，考慮。【過】 ~esi。【過分】 ~kkita。【獨】 ~ketvā。

parivisati

(pari + vis + a), 以食物招待，在他人用餐時侍立一旁。【過】 ~visi。【獨】 ~visitvā。

parivīmaṃsati

(pari + vi + ma + ṃ-a), 考慮，徹底地考慮。【過】 ~ṃsi。

parivuta

(parivāreti 的【過分】)。

pariveṇa

【中】 被隔開的僧居所。（目前它意謂爲：宗教教所）。

parivesaka

【形】 侍候飲食的人。~sanā,【陰】 飼養，侍候飲食。

parisakkati

(pari + sakk + a), 努力，試。【過】 ~sakki。【過分】 ~sakkita。【動名】 ~sakkana,【中】。

parisagata

【形】 加入一個團體的。

parisaṅkati

(pari + sak + ṃ-a), 懷疑，有憂慮。【過】 ~saṅki。【過分】 ~kita。【獨】 ~kitvā。

parisaṅkā

【陰】 懷疑。

parisadūsaka

【陽】 害群之馬。

parisappati

(pari + sap + a), 到處爬行。【過】 ~sappi。【過分】 ~pita。

parisappanā

【陰】 到處爬行，發抖，懷疑，猶豫。

parisamantato

【副】 到處，周圍。

parisahati

(pari + sah + a), 克服，征服。【過】 ~sahi。

parisā

【陰】 社團，集會，協會。~vacara,【形】手足情誼（在團體中活動的人）。〔它的尾母音在
【合】被弄短，例：parisapariyanta, pari-samajjha〕。

parisiñcati

(pari + sic + ṃ-a), 到處灑。【過】 ~siñci。【過分】 ~sitta。【獨】 ~ñcitvā。

parisujjhati

(pari + sudh + ya), 變成乾淨，被潔淨。【過】 ~jjhi。【現分】 ~jhanta。【獨】 ~jhitvā。

parisuddha

(以上的【過分】), 已清理，已純粹，已完美。

parisuddhi

【陰】 純淨，清淨。

parisussati

(pari + sus + ya), 乾涸，浪費掉。【過】 ~sussi。【過分】 ~sukkha。【獨】 ~sitvā。

parisussana

【中】 完全乾涸，凋萎。

parisedita

(parisedeti 的【過分】), 已蒸熱，已孵。

parisedeti

(pari + sid + e), 孵，蒸熱。

parisodhana

【中】 洗淨，使淨化。

parisodheti

(pari + sudh + e), 使清潔，使清淨。【過】 ~esi。【過分】 ~sodhita。【獨】 ~dhetvā,
~sodhiya。

parisoseti

(pari + sus + e), 弄乾，蒸發。【過】 ~esi。【過分】 ~sosita。

parissajati

(pari + saj + a), 擁抱。【過】 ~saji。【過分】 ~jita。【現分】 ~sajanta。【獨】 ~sajitvā。

parissajana

【中】 擁抱。

parissanta

【過分】 已疲累，已疲勞。

parissama

【陽】 努力，辛勞，疲勞，疲憊。

parissaya

【陽】 危險，風險，麻煩。

parissāvana

【中】 濾水器，篩檢程式，濾…器。

parissāveti

(pari + sav + e), 濾，過濾。【過】 ~esi。【過分】 ~sāvita。【獨】 ~vetvā。

pariharaṇa

【中】 Pariharaṇā,【陰】 保持，保護，注意。

pariharati

(pari + har + a), 持續，保護，隨身攜帶，避免。【過】 ~hari。【過分】 ~harita, ~haṭa,【獨】
~haritvā。【潛】 ~ritabba。

parihasati

(pari + has + a), 笑，嘲笑，嘲弄。【過】 ~hasi。【獨】 ~sitvā。

parihāni

【陰】 損失，減少，浪費掉，毀滅。~niya,【形】 引起損失或毀 滅。

parihāpeti

(pari + ha + āpe), 使縮小，帶來毀滅，疏忽，省略。【過】 ~esi。【過分】 ~hāpita。【獨】
~petvā。

parihāyati

(pari + hā + ya), 縮小，浪費掉，從…消失。【過】 ~hāyi。【過分】 parihīna。【現分】
~pāyamāna。【獨】 ~hāyitvā。

parihāra

【陽】 照料，注意，保護，避免，尊嚴，防範。~ka,【形】 保護的，保衛的。~patha,【陽】 環
行道，圓形的道路。~rika,【形】 維持，持續。

parihāsa

【陽】 笑，嘲弄。

parihīna

(parihāyati 的【過分】), 已從…消失，已困窮，已瘦弱。

parūpakkama

【陽】 敵人的進攻。

parūpaghāta

【陽】 傷害他人。

parūpavāda

【陽】 被他人指責，他人的責備。

parūḷha

(parūhati 的【過分】), 已變長。~kesa,【形】 有長頭髮的。

pareta

【形】 折磨的，被征服的，繼續的。

paro

【無】 在遠處，更進一步地，更遠地，此外，在上面，向上，以上，不止。~vara, ~variya,
【形】 高低的。~sata,【形】 不止一百的。~sahassa,【形】 不止一千的。

parokkha

【形】 爲眼睛所不能及的，視野以外的。~khe,【處】在缺席中，在背後。

parodati

(pa + rud + a), 大聲呼喊，悲歎。【過】 parodi。【獨】 ~ditvā。

pala

【中】 斤（一種重量，大約 4 盎司）。

palagaṇda

【陽】 泥瓦匠。

palaṇdu, palaṇduka

【陽】 洋蔥（廣泛栽培的，原産亞洲的植物 (Allium cepa)，具有細長的空心管狀的葉和可食的由
容易分層的、以緊密同心圓組成的圓形鱗莖，味道強烈，廣泛用作蔬菜）。

palapati

(pa + lap + a), 胡說。【過】 palapi。【過分】 ~pita。【獨】 ~pitvā。

palapana, palapita
【中】 廢話。

palāta

(palāyati 的【過分】)。

palāpa

【陽】（玉黍蜀的）穀殼，廢話，胡扯，無實質的。

palāpī

【陽】 胡說八道的人。

palāpeti

(palāyati 的【使】), 使飛行。【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palāyati

(pal + aya), 逃走，逃脫。【過】 palāyi。【過分】 palāta。【現分】 ~yanta。【獨】 ~yitvā。

palāyana

【中】 逃走。~naka,【形】 逃避。

palāyī

【陽】 逃者。

palāla

【中】 稻草。~puñja,【陽】 稻草堆。

palāsa

【陽】 葉，樹葉，惡意，怨恨。~sāda,【形】 吃樹葉的。【陽】 犀牛。

palāsī

【形】 懷恨的，懷惡意的。

palita

【形】 成熟的。【中】 白頭發。

palipa

【陽】 沼澤。

palipatha

【陽】 危險的道路，困難的路徑。

palipanna

【過分】 已跌進，已沈入。

palugga

以下的【過分】。

palujjati

(pa + luj + ya), 跌倒，崩潰，被溶解。【過】 ~jji。【現分】 ~jamāna， 【獨】 ~jitvā。

palujjana

【中】 崩潰。

paluddha

(palubbhati 的【過分】), 已很執著，已誘惑。

paleti

參考 palāyati。

palobhana

【中】 引誘。

palobheti

(pa + lubh + e), 引誘，勾引。【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

pallaṅka

【陽】 沙發，長椅，盤腿坐。

pallatthikā

【陰】 有坐位的轎子。

pallala

【中】 小湖。

pallava

【陽】 新鮮的葉子，苗芽，缽羅婆國。

pavakkhati

(pavadati 的【未】), 他將會看得出。

pavaḍḍha, pavaddha

【形】 長大的，強壯的。

pavaḍḍhati

(pa + vaḍḍh + a), 生長，增加。【過】 ~ḍḍhi。【過分】 ~ḍhita。【獨】 ~ḍhitvā。

pavaḍḍhana

【中】 長大，增加。

pavatta

【形】 繼續的，跌倒的。【中】 （生死）輪迴。

pavattati

(pa + vat + a), 繼續行進，著手進行，存在，成爲。【過】 pavatti。【過分】 ~ttita。【獨】
~titvā。

pavattana

【中】 存在，執行，前進。

pavattāpana

【中】 使持續著，維持，保存。

pavatti

【陰】 發生，事件，新聞。

pavatteti

(pa + vat + e), 使運轉（開動），繼續，揮，運轉。【過】 ~esi。【過分】 ~ttita。【現分】
~tenta。【獨】 ~tetvā。【不】 ~tetuṃ。

pavattetu

【陽】 繼續的人。

pavana

【陽】 風。【中】 大森林。

pavara

【形】 貴族，優良的。

pavasati

(pa + vas + a), 在國外居住，遠離家。【過】 pavasi。【過分】 pavuttha。【獨】 ~sitvā。

pavassati

(pa + vass + a), 下雨。【過】 ~ssi。【過分】 pavuṭṭha。

pavassana

【中】 下雨。

pavāta

【中】 多風的地方。

pavāti

(pa + vā + a), 散播氣味，吹。

pavāyati

(pa + vā + ya), 吹，散播。【過】 pavāyi。【過分】 ~yita。【獨】 ~yitvā。

pavāraṇā

【陰】 邀請，自咨（雨季安居最後一天的儀式）。

pavārita

(以下的【過分】), 已邀請，已進行過自咨的出家人。

pavāreti

(pa + var + e), 邀請，使滿意，給掌管，行自咨。【過】 ~esi。【獨】 ~retvā。

pavāsa

【陽】 在國外逗留。

pavāsī

【陽】 在國外居住者，離家的人。

pavāha

【陽】 連續的流動，水流。~ka,【形】 沖走的。

pavāheti

(pa + vah + e), 使流動，使被沖走，除去。【過】 ~esi。【過分】~hita。【獨】 ~hetvā。

pavāḷa

【陽、中】 珊瑚，芽。

pavāḷha

(pavāheti 的【過分】), 已逐放，已拒絕。

pavijjhati

(pa + vidh + ya), 往前丟，射擊。【過】 ~jhi。【過分】 paviddha。【獨】 ~jhitvā。

paviṭṭha

(pavisati 的【過分】), 已進入。

pavivitta

【形】 分開的，分離的。

paviveka

【陽】 孤獨，隔離，隱退。

pavisati

(pa + vis + a), 進，入。【過】 pavisi。【現分】 ~santa。【獨】 ~sitvā。【不】 ~situṃ。

pavīṇa

【形】 聰明的，有技術的。

pavuccati

(pa + vac + ya), 被叫做，被說，被宣稱。【過分】 pavutta。

pavuttha

(pavasati 的【過分】)。

paveṇī

【陰】 傳統，連續，世系，族類，髮辮子。

pavedana

【中】 公告。

pavediyamāna

【被、現分】 被宣佈。

pavedeti

(pa + vid + e), 宣佈，告知。【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現分】 ~denta。

pavedhati

(pa + vedh + a), 戰慄，被激動。【過】 ~dhi。【過分】 ~dhita。【獨】 ~dhitvā。【現分】
~dhamāna。

pavesa

【陽】 Pavesana,【中】 進入，入口。~saka,【形】使進入的人。

paveseti

(pa + vis + e), 使進入，介紹，預示。【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現分】
~senta。【不】 ~setuṃ。

pavesetu

【陽】 引導員，允許進入的人。

pasaṃsaka

【陽】 稱讚者，奉承者。

pasaṃsati

(pa + saṃs + a), 稱讚，委託。【過】 pasaṃsi。【過分】 ~sita, pasattha。【現分】 ~santa。
【潛】 ~sitabba, ~siya。【獨】 sitvā。【不】 ~situṃ。

pasaṃsana

【中】 Pasaṃsā,【陰】 稱讚，讚賞。

pasaṅga

【陽】 傾向，執著，事件，場合。

pasaṭa

(pasarati 的【過分】), 已張開，（用撒布之物）已遮蔽（表面）。

pasata

【陽】 一把（米），把挲噠（穀粒或液體的衡量，4 把挲噠 = 1 西阿 (seer) 〔印度液量單位，約
一公升〕。參考 Pattha）。

pasattha, pasaṭṭha

(pasaṃsati 的【過分】), 已讚美，已委託。

pasada

【陽】 花鹿。

pasanna

(pasīdati 的【過分】) 1. 已清除，已明亮。2. 已取悅。3. 已信仰。~citta, ~mānasa,【形】 喜悅
的心，投入的心。

pasayha

【獨】 強制地，強行。

pasava

【陽】 流出，提出，子孫。

pasavati

(pa + su + a), 提出，生，流動，累積。【過】 pasavi。【過分】 ~vita。【現分】 ~vanta。
【獨】 ~vitvā。

pasahati

(pa + sah + a), 使用武力，使服從，壓迫。【過】 pasahi。【獨】 ~hitvā, pasayha。

pasahana

【中】 克服，征服。

pasākha

【中】 從主幹分支的身體（即：大腿等）。

pasākhā

【陰】 小分枝，小樹枝。

pasāda

【陽】 晴朗，明亮，歡喜，信心，感官。~ka,【形】 明亮化的，令人清楚的，令人喜愛的，令人
快樂的。

pasādaniya

【形】 激發信心的。

pasādeti

(pa + sad + e), 使喜悅，使潔淨，使忠實，轉換。【過】 ~esi。【過分】 ~dita。【現分】
~denta。【獨】 ~detvā。【潛】 ~detabba。

pasādhana

【中】 裝飾。

pasādheti

(pa + sādh + e), 裝飾，布署。【過】 ~esi。【過分】 ~dhita。【獨】 ~dhetvā, ~dhiya。

pasāraṇa

【中】 伸展，傳佈。

pasārita

(以下的【過分】), 已伸展。

pasāreti

(pa + sar + e), 伸展，傳佈，伸出，出售。【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pasāsati

(pa + sās + a), 教，規定，統治。【過】 pasāsi。【過分】 ~sita。

pasibbaka

【陽】 錢包，麻布袋，袋。

pasīdati

(pa + sad + a), 明亮化，被取悅，被潔淨，被使清楚，被獻身。【過】 pasīdi。【過分】
pasanna。【獨】 ~ditvā。【潛】 ~ditabba。

pasīdana

【中】 Pasīdanā,【陰】 熱愛，晴朗，滿足。

pasu

【陽】 畜牲，四腳動物。~pati,【陽】 濕婆（印度三大神中司破壞之 神），大自在天。

pasuta

【形】 經營的，執著的，做的。

pasūta

(pasavati 的【過分】), 已生産，已爲…接生，已出生。

pasūti

【陰】 帶來，出生。~kā,【陰】 生過孩子的女人。~ghara,【中】 産房。

passa

【陽、中】 旁邊，側面。

passati

(dis + a, dis 被改成 pas), 看，見，找，明白。【過】 passi。【過分】 diṭṭha。【現分】 ~santa,
passamāna。【獨】 passitvā, disvā。

passaddha

(passambhati 的【過分】)。

passaddhi

【陰】 平靜，寧靜。

passambhati

(pa + sambh + a), 冷靜，安靜。【過】 ~mbhi。【獨】 ~bhitvā。

passambhanā

【陰】 鎮靜，平靜。

passambheti

(pa + sambh + e), 使平靜，使鎮靜。【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現分】
~bhenta。

passasati

(pa + sas + a), 呼出（呼吸）。【過】 passasi。【過分】 ~sita。【獨】 ~sitvā。【現分】
~santa。

passāva

【陽】 小便，尿。

passāsa

【陽】 呼氣。~sī,【陽】 呼氣的人。

passituṃ

【不】 要看。

passitabba

【潛】 適合被看到。

passiya

(passati 的【獨】), 看到了。

pahaṭa

(paharati 的【過分】)。

pahaṭṭha

(pahaṃsati 的【過分】), 已高興，已非常快活。

paharaṇa

【中】 打，襲擊武器。~ka,【形】 碰撞的，打擊的。

paharati

(pa + har + a), 打，打擊，襲擊。【過】 pahari。【現分】 ~ranta。【獨】 ~ritvā,【不】
~rituṃ。

pahāna

【中】 切除，放棄，避免。

pahāya

(pajahati 的【獨】), 遺棄了，放棄了。

pahāyī

【陽】 放棄的人。

pahāra

【陽】 毆打，打擊。~dāna,【中】 給打擊，攻擊。Ekappahārena = 突然。

pahāsa

【陽】 非常歡樂，歡笑。

pahāseti

(pa + has + e), 令人笑，使喜悅。【過】 ~esi。【過分】 pahāsita。

pahiṇana

【中】 發送，派遣。

pahiṇagamana

【中】 去當使者。

pahiṇāti

(pa + hi + ṇā), 送。【過】 pahiṇi。【現分】 ~ṇanta。【獨】 pahiṇitvā。

pahita

以上的【過分】。

pahīna

(pajahati 的【過分】), 已排除，已抛棄，已消滅。

pahīyati

(pa + ha + ī + ya), 消失，過世，被遺棄。【過】 pahīyi。【過分】 pahīna。【現分】
~yamāna。【獨】 ~yitvā。

pahū

【形】 能幹的，能夠的，能…的。

pahūta

【形】 豐富的，很多的，寬廣的。~jivha,【形】 有寬舌的。~bhakkha,【形】 可吃很多的，吃很
多的。

paheṇaka

【中】 適宜送給他人的禮物。

pahoti

(pa + hū + a), 能夠，勝任，充份。

pahonaka

【形】 充份的，充足的。

paḷiguṇṭheti

(pari + guṇṭh + e), 糾纏，包封。【過】 ~esi。【過分】 ~ṭhita。

paḷigha

【陽】 橫木，障礙。

paḷibujjhati

(pari + budh + ya), 被延遲，被破壞，被阻隔。【過】 ~jjhi。【過分】 paḷibuddha。【獨】
~jhitvā。

paḷibujjhana

【中】 變成骯髒。

paḷibodha

【陽】 障礙，妨礙，故障。

paḷiveṭhana

【中】 包裝材料，包圍。

paḷiveṭheti

(pari + veth + e), 包起來，纏住，包圍。【過】 ~esi。【過分】 ~ṭhita。

paṃsu

【陽】 土壤，灰塵。~kūla,【中】 灰塵堆。~kūlacīvara,【中】 糞掃衣（從垃圾堆得來的碎布所
製成的袈裟）。~kūlika,【形】 糞掃衣支苦行僧。

pāka

【陽】 烹飪，被烹調的（飯、菜），成熟。~vaṭṭa,【中】 食物的連 續補給。

pākaṭa

【形】 衆所周知的，出名的。

pākatika

【形】 自然的，最初的。

pākāra

【陽】 圍牆，壘。~parikkhitta,【形】 被一面牆壁圍著的。

pāgabbhiya

【中】 大膽，輕率，鹵莽。

pāguññatā

【陰】 經歷，聰明。

pācaka

【形】 烹飪的，成熟的，消化的，廚師。

pācana

【中】 刺棒。參考 Pājana。

pācariya

【陽】 老師的老師，師公。

pācāpeti

(pac + āpe), 使烹調。【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pācikā

【陰】 女廚師。

pācīna

【形】 東方的。~disā,【陰】 東部，東方。~mukha,【形】 面對東部的。

pāceti

參考 Pācāpeti。

pājana

【中】 1. 駕駛。2. 刺棒。

pājeti

(pa + aj + e), 駕駛，帶領。【過】 pājesi。【過分】 pājita。【現分】 pājenta。【獨】
pājetvā。【使】 pājāpeti。

pāṭala

【形】 淡紅色的，粉紅的。

pāṭaliputta

【中】 華氏城（摩揭陀國的一座城市的名字，現在的巴特那〔Patna﹐印度東北部城市，比哈爾邦
首府〕）。

pāṭalī

【陽】 喇叭花 (Bignonia suaveolens)。

pāṭava

【陽、中】 技術。

pāṭikaṅkha

【形】被需要的，被預期的。~khī,【陽】需要者，期待者。

pāṭikā

【陰】 半月形石臺階。

pāṭikūlya

【中】 討厭。

pāṭipada

【陽】 陰曆初一（或十六日）。

pāṭibhoga

【陽】 贊助者，保證人，保釋，安全。

pāṭiyekka

【形】 分開的，單一的。~kaṃ,【副】 分開地，個別地。

paṭihāra, pāṭihīra

pāṭihera, pāṭihāriya,【中】 奇 迹，非常的事件。~riyapakkha,【陽】 額外的假日。

pāṭekka

參考 pāṭiyekka。

pāṭha

【陽】 通道，朗誦文。~ka,【形】 背誦者，閱讀者。

pāṭhīna

【陽】 叉尾鮎（東南亞産的一種大形淡水鮎魚 (Silurus Boalis)）。

pāṇa

【陽】 生命，呼吸，生物。~ghāta,【陽】 殺害，殺害生命。~ghātī,【陽】 殺生者。~da,【形】
保護生命者。~bhūta,【陽】 活的生物。~vadha,【陽】 生命的破壞。~sama,【形】 寶貴如生命
的。~hara,【形】 奪命的。

pāṇaka

【陽】 昆蟲。

pāṇana

【中】 呼吸。

pāṇi

【陽】 手，手掌。~tala,【中】 手掌。~ggaha,【陽】 婚姻。

pāṇikā

【陰】 像手的東西，抹子，耙子。

pāṇī

【陽】 生物。

pāta

【陽】 落下，投。

pātana

【中】 使倒下，丟下，殺害。

pātabba

(pivati 的【潛】), 可以喝。

pātarāsa

【陽】 早餐。

pātāla

【陽】 深淵，傾向，地球的另一邊。

pāti

【陰】 碗，盤子。

pāti

(pa + a), 看，保護。

pātika

【中】 碟子。

pātita

(pāteti 的【過分】)。

pātimokkha

【陽】 波提木叉（《戒律》中的一集）。

pātī

【形】 (在【合】中) 丟者，射擊者。

pātu

【無】 在前面，看得見的，顯然的。~kamma, ~karana,【中】 顯示， 令人看得見。~bhāva,
【陽】 外表，到來顯示。~bhūta,【過分】 已出現。

pātukamyatā

【陰】 需要喝。

pātukaroti

(pātu + kar + o), 顯示。【過】 ~kari。【過分】 ~kata。【獨】 ~karitvā, ~katvā。

pātukāma

【形】 想飲料的。

pātubhavati

(pātu + bhū + a), 變成顯然，出現。【過】 ~bhavi。【過分】 ~bhūta。【獨】 ~bhavitvā。

pāturahosi

(pātubbavati 的【過】)。

pātuṃ

【不】 要喝。

pāteti

(pat + e), 跌落，丟開，殺害。【過】 pātesi。【過分】 pātita。【獨】 pātetvā。

pāto

【無】 在早晨。~va,【無】 破曉。

pātheyya

【中】 旅程的預備。

pāda

【陽、中】 腳，腿，基礎，四分之一，第四個詩節。~ka,【形】 有 腳的，有基礎的。【中】 基
礎。~kajjhāna,【中】 以禪定形成基礎。~kaṭhalikā,【陰】 洗腳時站上的木塊。~ṅguṭṭha,【中】
拇趾。~ṅguli,【陰】 腳趾。~ṭṭhika,【中】 腿的骨頭。~tala,【中】 腳掌。~paricārikā,【陰】 妻
子。~pīṭha,【中】 腳凳。~puñchana,【中】 擦拭腳的地毯。~mūle, 在腳。~mūlika,【陽】 僕
人，坐在一腳的人。~lola,【形】 想到處流浪。~sambāhana,【中】 腳的按摩。

pādapa

【陽】 樹。

pādāsi

(padāti 的【過】), 他給了。

pādukā

【陰】 拖鞋，鞋。

pādudara

【陽】 蛇。

pādodaka

【陽】 洗腳水。

pāna

【中】 喝，飲料，糖漿。~ka,【中】 飲料。~maṇdala, ~agāra,【中】 喝亭，酒館。

pānīya

【中】 水，飲料（如茶、酒、牛奶、汽水、低度汽水等）。~ghaṭa,【陽】 水壺。~cāṭi,【陰】
飲料容器。~thālikā,【陰】 杯子。~bhājana,【中】 飲料容器。~mālaka,【中】~sālā,【陰】放置
飲用水的廳堂。

pāpa

【中】 惡，孽，邪惡，錯誤的行動。【形】 壞的，有罪的，缺德的。~kamma,【中】 惡業，罪
行，邪惡的行動。~kammanta, ~kammī,【形】 作惡者，壞人。~kara, ~kārī,【形】 有罪的，壞
的。~karaṇa,【中】 做 惡，幹壞事。~dhamma,【形】 惡法。~mitta,【陽】 壞朋友。【形】 有
損友的。~mittatā,【陰】 結交歹徒。~saṅkappa,【陽】 邪思維（邪惡想法）。~supina,【中】
惡夢。

pāpaka

【形】 壞的，有罪的，(在【合】中)：導致。

pāpaṅka

【陽】 零售商。

pāpikā

(pāpaka 的【陰】)。

pāpita

(pāpeti 的【過分】)。

pāpimantu

【形】 罪人，魔王。

pāpiya

【形】 有罪的。

pāpuṇana

【中】 達到，到達。

pāpuṇāti

(pa + ap + uṇā), 到達，達到，達成。【過】 pāpuṇi。【現分】 ~ṇanta。【獨】 ~ṇitvā, patvā。
【不】 ~ṇituṃ, pattuṃ。

pāpuraṇa

【中】 蓋子，寬大外衣，毛毯，絨被。

pāpurati

(pa + ā + pur + a), 覆蓋，包裝。（通常寫作） Pārupati。

pāpeti

(pa + ap + e), 使到…去，使到達，使達到。【過】 pāpesi。【過分】 pāpi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pābhata

【中】 禮物。

pāmaṅga

【中】 腰帶，束腰帶。

pāmeti

(pa + mi + e), 比較。

pāmokkha

【形】 主要的，第一的，傑出的。【陽】 領袖。

pāmojja, pāmujja

【中】 高興，歡喜，快樂。

pāya

【形】 (在【合】中) 充滿的。

pāyena

【副】 幾乎完全地，一般地， 主要地，大部分，通常。

pāyaka

【形】 令人吮吸者，使喝者。

pāyāti

(pa + ā + yā + a), 出發，開始，往前去。【過】 pāyāsi。pāyī,【形】 喝的人。

pāyeti

(pa + e), 令人吮吸，令人喝。【過】 pāyesi。【過分】 pāyita。【現分】 pāyenta, pāyamāna。
【獨】 pāyetvā。

pāra

【中】 彼岸，另一邊。~gata,【形】 達到終點的人，達到彼岸者。~gavesī,【形】 找尋終點，尋
覓彼岸。~gāmī,【陽】 到彼岸去。~gū, ~ṅgata, ~ppatta,【形】 已超越，經過，越過。~lokika,
【形】 與另一個世界連接，未來的再生。

pārada

【陽】 水銀，汞。

pāradārika

【陽】 姦夫，通姦者。

pāramitā, pāramī

【陰】 完成，完美。

pārampariya
【中】 傳統。

pāraṃ

【副】 超過，橫過，越過。

pārājika

【形】 波羅夷（犯四大重罪的比丘）。

pārāpata, pārāvata
【陽】 鴿子。

pārāyana

【中】 最終的目標，主要的物件。

pāricariyā

【陰】 服務，等候。

pāricchattaka

【陽】 刺桐（亞洲熱帶地區和澳大利亞北部的一種有刺小喬木 (Erythrina indica)）。

pāripanthika

【形】 脅迫的，危險的，攔路強盜。

pāripūri

【陰】 實踐，完成。

pārima

【形】 那邊的，更遠的。

pāribhogika

【形】 適合使用的，用的。

pārivaṭṭaka

【形】 交換，物物交換。

pārisajja

【形】 屬於集會的，會議的成員。

pārisuddhi

【陰】 純淨。~sīla,【中】 生計的純淨。

pāruta

以下的【過分】。

pārupati

(pa + ā + rup + a), 裹在，戴面紗，穿上袈裟。【過】 pārupi。【獨】 ~pitvā。【現
分】~panta。pārupana,【中】寬大外衣，袈裟。

pārevata

【陽】 鴿子。

pāroha

【陽】 樹的叉子，從樹枝懸垂的根（像孟加拉榕樹的）。

pāla, pālaka

pāletu,【陽】 守衛，監護人，保護者。

pālana

【中】 Pālanā,【陰】 保護，保存，政府。

pāli, pāḷi

【陰】 線，範圍，佛教經典，巴利語。

pālicca

【中】 頭髮的白色。

pālita

以下的【過分】。

pāleti

(pāl + e), 保護，保衛，保持。【過】 ~esi。【現分】 pālenta。【現分】 pāletabba。【獨】
pāletvā。【不】 pāletuṃ。

pāvaka

【陽】 火。

pāvacana

【中】 聖經。

pāvaḷa

【陽】 臀部。

pāvassi

(pavassati 的【過】)。

pāvāra

【陽】 鬥蓬，覆蓋物。~rika,【形】 鬥蓬商人。

pāvusa

【陽】 雨季，一種魚。

pāvussaka

【形】 屬於雨季的。

pāsa

【陽】 Pāsaka,【中】 彈弓，陷阱，鈕扣洞。

pāsaka

【陽】 骰子，投。

pāsaṇda

【中】 異端。~ka, ~ḍika,【陽】 異教徒，宗派。

pāsāṇa

【陽】 石頭，岩石。~guḷa。【陽】 石球。~cetiya,【中】 石塔 （以石頭製成的聖地）。~pitthi,
【陰】 岩石的表面。~phalaka,【陽】 石板。~lekhā,【陰】 石碑文。

pāsada

【陽】大廈，宮殿，城堡。~tala,【中】（大廈的）上層，樓上。

pāsādika

【形】 令人喜愛的，可愛的，親切的。

pāhuṇa

【陽】 客人。【中】 招待客人的餐，禮物。~ṇeyya,【形】 值得 款待的。

pāheti

(pa + hi + e), 使送。【過】 pāhesi。

pi

【無】 （當 api 與前一詞結合的詞形）也，以及，雖然如此，但是，然而， 或許，也許。

pika

【陽】 杜鵑鳥。

piṅgala

【形】 褐色，黃褐色的。~netta,【形】 有紅眼睛的。~makkhikā,【陰】 牛虻。

picu

【中】 棉花。~paṭala,【中】 一薄層的棉花。

piccha

【中】 1.尾羽毛，2.任何類型的）樹膠。~chila,【形】光滑的。

piñja

【中】 尾羽毛，鳥的尾部。

piñjara

【形】 微紅色的。

piññāka

【中】 含油種子（如花生仁、棉籽等）的麵粉，椰子油渣餅（亦稱椰乾餅）。

piṭaka

【中】 籃子，容器，佛教三藏經典之一藏。~ttaya。【中】 三藏（即： 律藏、經藏、論
藏）。~dhara,【形】 熟悉任何一藏者（例：律師、法師、 論師）。

piṭṭha

【中】 背面，後面，表面，（穀粒等的）麵粉。~khādaniya,【中】 以麵粉製成的糕點或糖
果。~dhītalikā,【陰】 面人兒（以麵粉製成的娃娃）。~piṇdī,【陰】 麵團。

piṭṭhi

【陰】 背面，上邊，頂端。~kaṇṭaka。【中】 脊椎骨。~gata,【形】 騎在獸背，騎在人
背。~passa,【中】 後面。【處】 在後面，在後邊。~pāsāṇa,【陽】 平坦的岩石。~maṃsika,
【形】 誹謗，背後指責。~vaṃsa,【陽】 後陽臺。

piṭhara

【陽】 大廣口瓶。

piṇda, piṇdaka

【陽】 塊（尤指小塊），食團。~cārika,【形】 托缽者。~dāyaka,【陽】 施食者。~pāta,【陽】
托缽。~pātika,【形】 常乞食苦行僧，只吃托缽的食物苦行僧。~ḍācāra,【陽】 行托缽。

piṇdāya

(piṇda 的【與、單】), 施食。

piṇdikamaṃsa
【中】 臀部。

piṇdiyālopabhojana

【中】 托缽所得的食物。

piṇdī

【陰】 群，串。

piṇdita

以下的【過分】。

piṇdeti

(piṇd + e), 弄成團，混合，收縮。【過】 ~esi。【獨】 piṇdetvā。

piṇdolya

【中】 行去托缽。

pitāmaha

【陽】 祖父。

pitika

【形】 (在【合】中) 有父親的，屬於父親的，來自父親的。

pitipakkha

【陽】 父系。

pitu

【陽】 父親。~kicca,【中】 父親的責任。~ghāta,【陽】 弑父。~santaka,【形】 父親的所有
物，屬於父親的。

pitucchā

【陰】 姑母（父親的姊妹）。~putta,【陽】 姑媽的兒子。

pitta

【中】 膽汁。~adhika,【形】 膽汁質的。

pithīyati

(api + dhā + i + ya, pidahati 的【被】), 被關閉，關上，使暗。【過】 ~thīyi。

pidahati

(api + dhā + a), 關上，關，覆蓋。【過】 pidahi。【過分】 pidahita, pihita。【獨】 pidahitvā,
pidhāya。

pidahana

【中】 關閉。

pidhāna

【中】 蓋子，罩子。

pināsa

【陽】（醫學）卡他，粘膜炎。

pipāsā

【陰】 口渴。

pipāsita

(pivāsati 的【過分】) 已口渴。

pipillikā, pipīlikā
【陰】 螞蟻。

pipphala, pipphalaka
【中】 剪刀。

pipphalī

【陰】 長椒（亞洲東部的一種胡椒 (Piper longum) 的果實，組成長的穗狀花序，磨碎後産生一種
不如普通胡椒那樣辛辣但略甜更香的調味料）。

piya

【形】 親愛的，親切的，心愛的。【陽】 丈夫。【中】 親愛的事物。~kamyatā,【陰】 渴求親
愛的事物，渴求變成親愛。~tara,【形】 更親 愛的。~tama,【形】 最親愛的。~dassana,【形】
漂亮的。~rūpa,【中】 動人心目的外貌。~vacana,【中】 愛語，婉言。【形】 婉轉的。~bhāṇī,
~vādī,【形】 措詞婉轉。~vippayoga,【陽】 愛別離（與心愛的分離）。

piyaṅgu

【陽】 粟（一種粗糙，抗旱，但不耐霜凍的一年生禾草 (Setaria italica)，具有粗而重的長穗狀
花序，它可能來自舊大陸的狗尾草 (Setaria viridis)，栽培後，已分化出一些變種，在舊大陸作穀
物、乾草和飼料，在美國，主要作青飼料和青貯飼料）。

piyatā

【陰】 心愛。

piyā

【陰】 妻子。

piyāpāya

【形】 愛別離的（與心愛的分離的）。

piyāyati

(piya 的【派】), 喜歡，持爲親愛的，投入的。【過】 piyāyi。【過分】 ~yita。【現分】 ~yanta,
~yamāna,【獨】 ~yitvā。

piyāyanā

【陰】 愛，喜愛。

pilakkha

【陽】 糙葉榕（一種有粗糙葉片的無花果樹 (Ficus infectoria)，果不可食）。

pilandhati

(api + nah + a), 裝飾，穿上。【過】 ~ndhi。【過分】 ~dhita。【獨】 ~dhiya, ~dhitvā。

pilandhana

【中】 裝飾，穿著，修飾。

pilavati, plavati

(plav + a), 飄浮，很快地移動，游泳。【過】 plavi。【過分】 plavita。【獨】 plavitvā。

pilotikā

【陰】 碎布，舊衣。

pillaka

【陽】 崽子。

pivati, pibati

(pā + a, pā被改成 piba), 喝。【過】 pivi。【過分】 pita。【現分】 pivanta, ~māna。【獨】
pivitvā。【不】 pātuṃ, pivituṃ。

pivana

【中】 喝。

pisati

(pis + a), Piṃsati (pis + ṃ-a), 磨擦，壓破。【過】 piṃsi。【過分】 piṃsita。【獨】 piṃsetvā。

pisana, piṃsana

【中】 研磨，磨成粉。

pisāca, pisācaka

【陽】 頑皮的醜小鬼，小妖。

pisita

【中】 肉。

pisuṇa

【中】 中傷，懷惡意的言談。~ṇāvācā,【陰】 挑撥的話。

pihaka

【中】 脾臟。

pihayati

(pih + ya), 需要，渴望，努力。【過】 pihayi。【過分】 pihāyita。

pihāyanā

【陰】 欲望，親愛，鍾愛。

pihālu

【形】 妄羨的。

pihita

(pidahati 的【過分】)。

piḷakā

【陰】 癤子，水泡。

piṃsati

參考 pisati。

pīṭha

【中】 椅子，座位。~ka, 中】~ṭhikā,【陰】 小椅子，長椅子。

pīṭhasappī

【陽】 跛子。

pīṇana

【中】 喜悅，滿足。

pīṇeti

(pīṇ + e), 使喜悅，取悅，使滿意，鼓舞。【過】 pīṇesi。【過分】 pīṇita。【獨】 pīṇetvā。【現
分】 pīṇenta。

pīta

(pivati 的【過分】)。

pīta, pītaka

【形】 黃色的，金色的。【陽】 黃色。

pītana

【中】 黃色素，黃色顔料。

pīti

【陰】 禪悅，歡喜，高興，情緒。~pāmojja,【中】 歡喜和高興。~bhakkha,【形】 以
禪悅爲食的。~mana,【形】 心的喜悅，使高興的。~rasa,【陽】 禪悅的味道，禪悅的情
緒。sambojjhaṅga,【陽】 喜覺支。~sahagata,【形】 有喜陪伴的。

pīna

【形】 肥的，胖的，膨脹的。

pīḷaka

【形】 壓迫，壓迫者。

pīḷana

【中】 Pīḷa,【陰】 壓抑，受傷，損害。

pīḷeti

(pīḷ + e), 壓迫，壓破，折磨，使屈服。【過】 pīḷesi。【過分】 pīḷita。【獨】 pīḷetvā。

pukkusa

【陽】 除去者，拒絕。

puggala

【陽】 個體，人。~paññatti,【陰】 《人施設論》論藏第四部。~lika,【形】 個人的，個體的。

puṅkha

【中】 箭羽（箭的羽毛部份）。

puṅgava

【陽】 公牛，高貴的人。

pucimanda

【陽】 印度楝（參考 Nimba）。

puccaṇda

(pūti + aṇda),【中】 腐臭的蛋。

puccha

【中】 尾巴。

pucchaka

【陽】 發問者。

pucchati

(pucch + a), 問，詢問。【過】 pucchi。【過分】 puṇdha, pucchita。【現分】 ~chanta。【獨】
~chitvā。【潛】 ~chitabba。【不】 ~chituṃ。

pucchana

【中】 詢問的行爲。

pucchā

【陰】 問題。

pujja

【形】 光榮的，表示尊敬的。

puñchati

(puñch + a), 拭去，清理。【過】 puñchi。【過分】 puñchita。【獨】 ~chitvā。【現分】
~chanta, ~chamāna。

puñchana

【中】 1. 擦掉，2. 擦拭的布料，手巾。

puñchanī

【陰】 擦拭的布料，手巾。

puñja

【陽】 堆，大堆。~kata,【形】 成堆的，堆積的。

puñña

【中】 福，功德，功績，正義。~kamma,【中】 福業（有功德的行動）。~kāma,【形】
想福的，想功德的。~kiriyā,【陰】 好行動，福業。~kkhandha,【陽】 福蘊（大量的功
績）。~kkhaya,【陽】 福盡（功績的疲憊）。~tthika,【形】 想功績的。~pekkha,【形】 希望有
功德 的。~phala,【中】 福報，福果。~bhāga,【陽】 福份。~bhāgī,【形】 有福份的。~vantu,
【形】 有福的，有品德的。~ānubhāva,【陽】 福的力量。~abhisanda,【陽】 積福。

puṭa, puṭaka

【陽、中】（通常是以樹葉做的）容器，口袋，籃子。~baddha,【形】打包成包裹的。~bhatta,
【中】 一包飯。~bhedana,【中】 包 裹的口子。~aṃsa,【形】 肩上挂個背包的。

puṭṭha

(poseti 的【過分】), 喂，滋養，培養。(pucchati 的【過分】), 已被問，已被審問。

puṇdarīka

【中】 白睡蓮。

puṇṇa

(pūrati 的【過分】), 已滿，已完成。~ghaṭa,【陽】 已滿的大水罐。~canda,【陽】 滿月，望月，
月圓。~patta,【中】 禮物。~māsī, ~mī,【陰】 月圓日（農曆十五）。

puṇṇatā

【陰】 puṇṇatta,【中】 滿。

putta

【陽】 兒子，孩子。~ka,【陽】 小兒子。~dāra, 孩子和妻子。

puttima, puttiya

【形】 有孩子的。

puthu

【無】 分開的，個別的，甚遠地和廣闊地，個別地。~jjana,【陽】 凡夫，俗人，沒有受過教育
的人。~bhūta,【形】 廣泛蔓延的。~loma,【陽】 魚。

puthuka

【中】 1. 砸倒了玉米苗。2. 【陽】 崽子。

puthula

【形】 寬廣的，大的。

puthuvī

【陰】 地，土。

puthuso

【副】 不同地，不一致地。

puna

【無】 再一次。~divasa,【陽】 下一天，隔天。~ppunaṃ,【無】 一次又一次。~bbhava,【陽】
再生。~vacana,【中】 ~rutti,【陰】 重復。~āgamana,【中】 再來，又來。

punabbasu

【陽】 井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punāti

(pu + nā), 清理，篩出。【過】 puni。【獨】 punitvā。

puneti

(puna + eti), 再來，又來。

punnāga

【陽】 胡桐（産於東印度群島和太平洋群島的藤 黃科胡桐屬 (Calophyllum) 的喬木）。

puppha

【中】 花，〔生理〕月經來潮。~gaccha,【陽】 開花植物，矮樹叢。~gandha,【陽】 花
香。~cumbaṭaka,【中】 花冠（環），（戴在頭上的）花串。~chaḍḍaka,【陽】 清理凋謝的花的

人，清道夫，廁所清潔工人。~dāma,【陽】 花環。~dhara,【形】 持花的。~paṭa,【陽、中】 繡
花布。~muṭṭhi,【陽】 一把花。~rāsi,【陽】 花堆。~vatī,【陰】 月經期的女人。

pupphati

(pupph + a), 開花，盛開花。【過】 pupphi。【獨】 ~phitvā。

pupphita

(以上的【過分】), 已開花，已盛開花。

pubba

【陽】 膿，物質。

pubba

【形】 先前的，比較早的，東方人。(在【合】中) 以前曾經是，例： gatapubba = 曾經去
過。~anta,【陽】 過去，以前的末端。~kamma,【中】 過去業。~kicca,【中】 事前準備工
作。~ṅgama,【形】 走在前頭的，在前的。~carita,【中】 前世傳記。~deva,【陽】 古神，
即：阿修羅。~nimitta,【中】 前兆。~purisa,【陽】 祖先，古人。~peta,【陽】 已故的陰
靈。~bhāga,【陽】 前部份。【形】 早先的。~yoga,【陽】 前連接。~videha,【陽】 弗婆提
洲、東勝身洲（東方大陸的名字）。

pubbaṇṇa

【中】 前食，首食（七穀的名字，七穀即：sāli 熟米、 vīhi 稻穀、 yava 大麥、 godhūma 小麥、
kaṅgu 黍、 varaka 豆、 kudrūsa 稗子）。

pubbaṇha

【陽】 午前。

pubbā

【陰】 東部。

pubbācariya

【陽】 第一位老師。

pubbāpara

【形】 什麽開始和什麽隨後，前後的。

pubbuṇdhāyī

【形】（比他人）先起床的。

pubbe

【處】從前，過去。~kata,【形】 從前完成的。~nivāsa,【陽】 前世。~nivāsañāṇā,【中】
~sānussati,【陰】 記得前世，前世智，前世隨念。

puma

【陽】 雄，男，人。

pura

【中】 城鎮，城市。

purakkhata

【過分】 已置在前面，已尊敬，已尊重。

purakkharoti

(purā + kar + o), 置在前面，尊敬。【過】 ~khari。【過分】 ~khata。【獨】 ~khatvā。

purato

【無】 在前，之前。

puratthā

【無】 東部。~bhimukha,【形】 向東方看的。

puratthima

【形】 東方的。

purā

【無】 從前，在過去。

purāṇa

【形】 遠古的，舊的，穿舊的，用過的，先前的。~dutiyikā,【陰】 前妻。~sālohita,【形】 前血
親。

purātana

【形】 參考 purāṇa。

purindada

【陽】 富蘭陀羅（天神王的渾名）。

purima

【形】 先前的，比較早的。~jāti,【陰】 ~attabhāva,【陽】 前世，前生。~taraṃ, 非常早，比較
早的，更早的。

purisa

【陽】 雄，男人。~kāra,【陽】 男子氣概。~thāma,【陽】 像男人的力量。~damma,【陽】 被
訓練的人，被改變的人。~dammasārathī,【陽】 要被抑制的男人的教練。~parakkama,【陽】
像男人的努力。~medha,【陽】 人祭（精明地提拔及鼓勵官員）。~liṅga, ~vyañjana,【中】
男性的器官。~ājaṇda,【陽】 顯著的男人。~sādaka,【陽】 食人者。~sādhama,【陽】 壞男
人。~sindriya,【中】 男根，男子氣。~suttama,【陽】 最崇高的男人。

pure

【副】 在…之前，從前，比較早的。~cārika,【形】 走在前頭的，領先的。~java,【形】 跑在前
面的。~taraṃ,【副】 在任何人之前，最早的。~bhatta,【中】 午前。

purekkhāra

【陽】 放在前面，尊敬，熱愛。

purejāta

【形】 提前出生的。

purohita

【陽】 國王的宗教顧問。

pulava, pulavaka
【陽】 蟲。

pulina

【中】 沙，沙灘。

pūga

【陽】 公會，社團。【中】 堆，檳榔果。~rukkha,【陽】 檳榔樹（一種棕櫚屬 (Areca) 和散尾
葵屬 (Chrysalidocarpus) 的東半球熱帶棕櫚植物）。

pūjana, pūjā

【陰】 尊敬，尊崇，供奉。

pūjaneyya

~nīya, pūjāraha,【形】 有尊崇資格的，莊嚴的。

pūjiya

【形】 值得被尊敬的。【中】 尊敬的物件。~māna,【形】 被尊敬的。

pūjita

以下的【過分】。

pūjeti

(pūj + e), 尊敬，尊重，供奉。【過】 ~esi。【現分】 pūjenta, pūjayamāna。【獨】 pūjetvā。
【不】 pūjetuṃ。

pūti, pūtika

【形】 腐爛的，腐敗的，發惡臭的。~kāya,【陽】 藏滿污穢的身體。~gandha,【陽】 臭
味。~maccha,【陽】 臭魚。~mukha,【形】 有爛口的。~mutta,【中】牛的小便。~latā,【陰】
心葉青牛膽（見 Gaḷocī）。

pūpa

【陽、中】 蛋糕。

pūpiya

【陽】 蛋糕商。

pūya

【陽】 膿。

pūra

【形】 滿的，充滿的。

pūraka

【形】 裝滿者，實踐，完成。

pūrāpeti

(以下的【使】), 使填充。【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pūreti

(pūr + e), 填充，實踐，完成。【過】 pūresi。【過分】 pūrita。【現分】 pūrenta。【獨】
pūretvā。【不】 pūretuṃ。

pūva

【陽、中】 蛋糕，麵包。

pūvika

【陽】 蛋糕經銷商。

pekkhaka

【形】 正在看著的人。

pekkhaṇa

【中】 看，視力。

pekkhati

(pa + ikkh + a), 看，看著。【過】 pekkhi。【過分】 ~khita。【獨】 ~khitvā。【現分】
pekkhamāna。

pekhuṇa

【中】 孔雀的尾部羽毛。

pecca

【無】 死後。

peta

【形】 死的，已故的。【陽】 鬼。~kicca,【中】 喪事。~yoni,【陰】鬼的狀態。~loka,【陽】鬼
的世界。~vatthu,【中】鬼故事。

pettaṇika

【形】 靠父親的財産生活的人。

pettika

【形】 父親的。

pettivisaya

【陽】 陰靈的世界。

petteyya

【形】 尊敬父親的。~tā,【陰】 孝順，孝心。

pema

【中】 愛，感人的。~nīya,【形】 摯愛的，親切的。

peyya

【形】 可以喝的。【中】 飲料。

peyyavajja

【中】 善意的話。

peyyāla

【中】 同上（省略填詞）。

pelaka

【陽】 野兔。

pesaka

【陽】 寄件人，三加者。

pesakāra

【陽】 織布者。

pesana

【中】 送出，資訊，服務。~karaka。【陽】 僕人。~kārikā,【陰】 女僕人，婢女。

pesala

【形】 很好地舉止。

pesi, pesikā

【陰】 薄的切片，第三階段的胎兒。

pesita

(peseta 的【過分】)。

pesīyati

(peseta 的【被】), 被送。【現分】 pesiyamāna。

pesuṇa

【中】 誹謗。~kāraka,【形】 誹謗者。

pesuṇika

【陽】 誹謗。

pesuñña

【中】 中傷，譭謗，誹謗。

peseti

(pes + e), 送出，送去，雇用，召喚，派人去拿。【過】 ~esi。【過分】 pesita。【現分】
pesenta。【獨】 pesetvā。【潛】 pesetabba。

pessa, pessiya,

pessika,【陽】 僕人，報信者。

peḷā

【陰】 盒子，箱子，櫃子，容器（箱、盆、罐、壺、桶、罎子）。

pokkhara

【中】 睡蓮，睡蓮植物，象鼻端，琴身。~tā,【陰】 美。~patta,【中】 蓮葉。~madhu,【中】
睡蓮的蜜汁。~vassa,【中】 一場花雨，雪暴風雨。

pokkharaṇi

【陰】 池塘，人造池。

poṅkha

參考 Puṅkha。

poṭṭhapāda

【陽】 布吒波陀月（月份名，大約在八月至九月之間）。

poṭhana

【中】 打，毆打。

poṭheti, potheti,

(poth + e), 打，襲擊，撚（手指）使劈啪作響。【過】 ~esi。【過分】 poṭhita。【獨】 ~etvā。
【被】 poṭhiyati。

poṭhiyamāna

【現分】 正在挨打。

poṇa

【形】 向下傾斜的，傾向于，聚合的，領導的。

pota

【陽】 1. 崽子，2. 芽，分枝，3. 大船的小船。~ka,【陽】 崽子。【陰】 potikā。~vāha,【陽】
水手。

potthaka

【陽、中】 書，繪畫的帆布。

potthanikā

【陰】 匕首。

potthalikā

【陰】 人體模型，布娃娃。

pothujjanika

【形】 凡夫的。

ponobhavika

【形】 導致再生。

porāna, porānaka,

【形】 古的，舊的，先前的。

porisa

【中】 男子氣概，人（舉高手）的高度。

porisāda

【形】 食人者。

pori

【陰】 彬彬有禮的，有禮貌的。

porohicca

【中】 國師的辦公室。

purohita

【陽】 國師（司祭官）。

posa

【陽】 人。

posaka

【形】 飼養的，有營養的，撫養的人。

posikā

【陰】 護士，後母。

posatha

參考 uposatha。~thika,【陽】 守持齋戒者。

posana

【中】 撫養，滋養，飼養。

posāvanika

【中】 撫養費，津貼，生計。

posita

(以下的【過分】), 已撫養，已滋養。

poseti

(pus + e), 滋養，撫養，照顧，喂。【過】 posesi。【現分】 posenta。【潛】 posetabba。
【獨】 posetvā。【不】 posetuṃ。

plava

【陽】 浮子，筏。~na,【中】 跳躍，浮子。

plavaṅgama

【陽】 猴子。

Ph
p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二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送氣清音的 p。

phaggu

【陽】 禁食的時期。

phagguṇa

【陽】 孟春月（月份名，大約在二月至三月之間）。~guṇī, 二十七星宿之二（張宿
(pubbaphagguṇī)，翼宿 (uttaraphagguṇī)）。

phaṇa

【陽】 （眼鏡蛇等）頸部因脅骨運動而膨脹的。~ka,【中】 （用來弄平頭髮等，外形象眼鏡蛇膨
著的頸部的）工具。

phaṇī

【陽】 眼鏡蛇。

phandati

(phad + ṃ-a), 戰慄，悸動，激起。【過】 phandi。【過分】 ~dita。【現分】 ~damāna,【獨】
~detvā。

phandana

【中】 Phandanā,【陰】 悸動，運動，激動。

phandita

【中】 激動。

pharaṇa

【中】 彌漫，充滿，震顫。~ka,【形】 遍佈的，裝滿的。

pharati

(phar + a), 彌漫，遍佈，充滿。【過】 phari。【過分】 pharita。【獨】 pharitvā。【現分】
pharanta。

pharasu, parasu,
【陽】 斧頭。

pharusa

【形】 粗糙的，苛刻的，無情的。~vacana,【中】 ~sāvācā,【陰】 言語粗魯。

phala

【中】 水果，堅果，結果，武器的刀鋒。~citta,【中】 果心，道果。~ṭṭha,【形】 停住在道的
享樂。~tthika,【形】 找尋果報。~dāyī,【形】成功的，有利的，結果的，産生果報的。~ruha,
【形】 從種子生長的。~vantu,【形】 産生果實的，有果實的。~lāphala,【中】 各種不同的果
實。~lāsava,【陽】 果計。

phalaka

【陽、中】 甲板，厚木板，盾。

phalati

(phal + a), 結（果），爆裂開，分裂。【過】 phali。【過分】 phalita。【獨】 phalitvā。【現
分】 phalanta。

phalī

【陽】 有果實（的樹），産生果實。

phalu

【中】 （蘆葦等的）節。~bīja,【中】（竹等）産出植物的節。

phassa

【陽】 觸覺，接觸。

phasseti

(phas + e), 觸，達到。【過】 ~esi。【過分】 ~sita。【獨】 ~sitvā。

phāṇita

【中】 甜蜜，糖蜜。~puṭa,【陽】 葉製的甜蜜容器。

phātikamma

【中】 恢復，增加。

phārusaka

【中】 刺籬木（一種小的、常爲灌木狀的、雌雄異株的喬木 (Flacourtia indica) 原産馬達加斯
加和亞洲南部，在熱帶地區作爲綠籬植物栽培，果深紅色，微酸，味似李子——亦稱雷蒙子
(ramontchi)）。

phāla

【陽】1.（犁）鏵，鏵頭。2.伐木楔。3. 一條半鹹魚，鹹魚片。

phālaka

【陽】 分離者，打破者。

phālana

【中】 分離。

phāleti

(phāl + e), 打破，分離，切成碎片。【過】 ~esi。【過分】 phālita。【現分】 ~lenta。【獨】
~letvā。【不】 ~etuṃ。

phāsu

【陽】 安逸，安慰。【形】 舒服的，容易的。~ka,【形】 愉快的，方便的。

phāsukā, phāsulikā
【陰】 肋骨，側面。

phiya

【中】 槳，櫓。

phīta

【形】 豐裕的，繁榮的，富有的。

phuṭa

(pharati 的【過分】), 已遍及，已彌漫，已傳佈。

phuṭṭha

(phusati 的【過分】)。

phulla, phullita

【過分】 已完全打開，已完全擴大，已盛開花。

phusati

(phus + a), 觸，到達，達到。【過】 phusi。【現分】 phusanta, ~māna。【過分】 phusita,
phuṭṭha。【獨】 phusitvā。

phusana

【中】 phusanā,【陰】 觸。

phusita, phusitaka

【中】 下降，觸覺。

phusīyati

(phusati 的【被】), 被觸。

phussa

【陽】 報沙月（月份名，大約在十二月至一月之間），鬼宿（二十七星宿之一）。【形】 華
麗彩色的，吉兆的。~ratha,【陽】 國家馬車 （它自己到處奔跑，爲了要找一位王座的繼承
人）。~rāga,【陽】 黃晶。

pheggu

【中】 圍繞木髓的木材，無價值的事物。

pheṇa

【中】 泡沫，浮渣，泡。~piṇda,【陽】 一團泡沫。~ṇuddehaka,【形】 嘔吐泡沫。

pheṇila

【陽】 無患子（(Sapindus mukurosi) 植物名，無患子科，落葉喬木，高二三丈。葉互生，偶數
羽狀複葉，小葉長卵形。夏月開淡黃色小花，圓錐花序；雄花八雄蕊，雌花子房三室。花後結
實，形圓，果皮堅硬；內有種子一，色黑而堅，可作念珠；果皮含鉀，其煎汁可供洗濯之用。名
見本草，又有木患子〔亦作木槵子〕菩提子等名。李時珍曰：『釋家取爲數珠〔即念珠〕，故謂
之菩提子。』）。

phoṭa

【陽】 ~ṭaka,【中】 癤子，水泡。

phoṭṭhabba

【中】 觸覺，接觸。

phosita

【過分】 已灑。

B
b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三個輔音字母。發音是帶音的 b，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參考
英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baka

【陽】 鶴，蒼鷺。

bajjhati

(bandhati 的【被】), 被限制，被逮捕，被捕捉（在陷阱等中）。

battiṃsati

【陰】 三十二。

badara

【中】 棗子。~missa,【形】 混合棗子的。

badarī

【陰】 棗樹（多年生小喬木 (Ziziphus jujuba)）。

badalatā

【陰】 槃陀羅多（一種甘美的藤）。

baddha

(bandhati 的【過分】), 已限制，已誘捕，已抓住，已使牢固，已裝配。~jalika,【形】 合十
的。~rāva,【陽】 陷入陷阱的啼叫，被捕捉的嗚咽。~vera,【中】 （心胸等）狹小的敵意。
【形】 有如此的敵意。

badhira

【形】 聾的，聾子。

bandha

【陽】 Bandhana,【中】 束縛，腳鐐，執著，關押。

bandhati

(bandh + a), 綁，結合，聯合，繫，關押，捕獲，組成。【過】 bandhi。【過分】 baddha。
【現分】 bandhanta。【獨】 ~dhitvā, ~dhiya。【不】 ~dhituṃ。【潛】 ~dhitabba, ~dhanīya。

bandhana

【中】 捆綁，束縛，用…綁…。~nāgāra,【中】 監獄。~nāgārika,【陽】 囚犯，獄卒。

bandhava

【陽】 同族者，親戚，關係。

bandhāpeti

(bandhati 的【使】), 使被限制，使被束縛。【過】 ~esi。【過分】 ~pita。

bandhu

參考 Bandhava。~jīvaka,【陽】 朱槿（亞洲開美麗花的一種扶桑 (Hibiscus rosasinensis)）。~mantu,【形】有親戚的，很多族親。

babbaja

【中】 須芒草 (參考 Usīra) 的芬香根。

babbu, babbuka
【陽】 貓。

barihisa

【中】 亞香茅（參考 Kusa）。

bala

【中】 力量，能力，精力，武力，軍隊。~kaya,【陽】 軍隊。~koṭṭhaka,【中】 要塞，堡
壘。~kkara,【陽】 暴力，用力。~da,【形】 出力的，授予權力。~dāna,【中】 出力。~ppatta,
【形】 取得政權的，執政的，當權的，變強壯的。~vantu,【形】 有力的。~vahana,【中】 軍人
和兵車。

balaṭṭha, balattha

【陽】 軍人，軍隊的成員。

balākā

【陰】 褐鶴。

bali

【陽】 供品，收入，稅。~kamma, 供奉。~paṭiggāhaka,【形】 受供，收入。~puṭṭha,【陽】 烏
鴉。~haraṇa,【中】 稅收。

balivadda

【陽】 牛。

balī

【形】 有力的，強壯的。

bavhābādha

【形】 滿身疾病的。

bahala

【形】 厚的，密集的。~tta,【中】 厚度。

bahi

【無】 外部的，外部，外面。~gata,【形】 出去的。~nagara,【中】 外部的城市，城
外。~nikkhamana,【中】 外出。

bahiddhā

【無】 外面，外部的。

bahu

【形】 很多，多數，充分，豐富的。【複】 許多人。~ka,【形】 多數。~karaṇīya, ~kicca,
【形】 有很多事要做，忙碌的。~kāra,【形】 很耐用的，非常有用的。~kkhattuṃ,【副】
很多次。~jana,【陽】 衆多的人。~jāgara,【形】 非常覺醒的。~dhana,【形】 有許多財富
的。~ppada,【形】 多腳的，給很多的。~bbīhi,【語】 關係複合詞。~bhaṇda,【形】 有豐富貨
物的。~bhāṇī,【形】 饒舌的，多講話的。~bhāva,【陽】 豐 富。~mata,【形】 很受尊敬的，被
多數人接受的。~māna,【陽】 ~mānana,【中】 尊敬。~mānita,【形】 非常尊敬的。~vacana,
【中】 複數。~vidha,【形】 多方面的，各種形式的。~ssuta,【形】 非常有學問的。

bahutta

【中】 多種，多數。

bahudhā

【副】 以許多方式。

bahula

【形】 豐富的，時常發生的。~tā,【陰】 ~tta,【中】 豐富。~laṃ,【副】 大概，時常。~līkata,
【形】 時常練習的。~līkaraṇa, ~līkamma,【中】 ~līkāra,【陽】 繼續練習，熱心訓練。

bahulīkaroti

(bahula + ī + kar + o), 認真地著手進行，增加。【過】 ~kari。【過分】 ~kata。

bahuso

【副】 大概，時常，重復地。

bahūpakara

【形】 非常有幫助的。

bāṇa

【陽】 箭。~dhi,【陽】 箭袋。

bādhaka

【形】避免的，不斷襲擊的，阻隔的。~tta,【中】妨害的事實。

bādhati

(bādh + a), 阻礙，阻隔，使痛苦，誘捕。【過】 bādhi。【過分】 bādhita。【獨】 bādhitva。

bādhana

【中】 妨害，痛苦，陷阱，捕捉。

bādha

【陰】 妨害，預防。

bādhita

以下的【過分】。

bādheti

(bādh + e), 壓迫，使痛苦，騷擾，誘捕，避免。【過】 ~esi。【現分】 bādhenta。【獨】
bādhetvā。

bārasa

【形】 十二。

bārāṇasī

【陰】 貝拿勒斯（印度東北部城市瓦臘納西 (Varanasi)）。~ṇaseyyaka,【形】 貝拿勒斯製造
的，來自貝拿勒斯的。

bāla

【形】 年輕的，無知識的，愚蠢的。【陽】 孩子，愚人。~ka,【陽】 孩子。~ta,【陰】 愚蠢。

bālā, bālikā

【陰】 女孩。

bālisika

【陽】 漁夫。

bālya

【中】 童年，愚蠢。

bāvīsati

【陰】 二十二。

bāhā

【陰】 手臂，柱，柄。~bala,【中】 臂力，即：手工勞動。

bāhita

(bāheti 的【過分】)。

bāhira

【形】 外部，外部的，外國的。【中】 外面。~ka,【形】 外道的， 局外人。~kapabbajjā,
【陰】外道出家人（佛教以外的出家人）。

bāhiratta

【中】 外在性。

bāhu

【陽】 手臂。

bāhujañña

【形】 屬於民衆的，衆人的。

bāhulika

【形】 生活得豐富充裕的。

bāhulla, bāhulya

【中】 豐富，豪華的生活。

bāhusacca

【中】 多學，非常有學問。

bāheti

(vah + e), 防範，防止，除去。【過】 bāhesi。【過分】 bāhita。【獨】 bāhetvā。

bāḷha

【形】 強壯的，很多的，過多的。~haṃ,【副】 強烈地，過度地，非常地。

bidala

【中】 分裂的豌豆，劈開的竹子，木板條，條板。

bindu

【中】 點滴，點，瑣事。~matta,【形】 一滴的分量。~mattaṃ,【副】 只有一滴。

bimba

【中】 圖像，圖形，（太陽或月亮的）圓平面。

bimbā

【陰】 頻婆（悉達多王子 (Siddhartha) 的妻子的名字）。

bimbikā, bimbī

【陰】 苦瓜（指葫蘆科的二種小的東印度觀賞藤本植物膠苦瓜 (Momordica balsamina) 和苦瓜
(Momordica charantia) 的任何一種，具紅色或橙色、長圓形、瘤突的果實，廣泛地馴化在西印
度，有時用作泥敷劑和塗敷藥），職業者首領紅色的橢圓形的水果。

bila

【中】 獸穴，洞，部分。

bilaṅga

【陽】 醋。~thālikā，【陰】 酸粥鍋刑。

bilaso

【副】 在部分中，成堆。

billa

【陽】 孟加拉蘋果（印度的一種有刺的喬木 (Aegle marmelos)）。

biḷāra

【陽】 貓。~bhastā,【陰】 風箱。

biḷālī

【陰】 母貓，一種塊莖植物。

bīja

【中】 種子，細菌，産生元素。~kosa,【陽】 花的胚囊，果皮，陰囊。~gāma,【陽】 種子王
國。~jāta,【中】 種子的種類。~bīja,【中】 以種子繁殖的植物。

bībhacca

【形】 可怕的，恐怖的。

bīraṇa

【中】 須芒草（參考 Usīra，生産芬香的根）。~tthambha,【陽】 須芒草叢。

bujjhati

(budh + ya), 知道，懂，感知，醒覺。【過】 bujjhi。【過分】 buddha。【現分】 ~jhanta。
【獨】 ~jhitvā。

bujjhana

【中】 覺悟，醒來。~ka,【形】 聰明的，謹慎的。

bujjhitu

【陽】 醒來者，覺悟者。

buḍḍha

【形】 年老的，老的。~tara,【形】 更老的。

buddha

【陽】 覺悟者，佛陀。~kāraka-dhamma,【陽】 成佛之法。~kāla,【陽】 佛住世時。~kolāhala,
【陽】 佛陀到來的公告。~kkhetta,【中】 佛田（佛力的範圍）。~guṇa,【陽】 佛陀的德
行。~ṅkura,【陽】 未來佛。~cakkhu,【中】 佛眼。~ñāṇa,【中】 佛智。~antara,【中】 佛與
佛之間的間隔時期。~putta,【陽】 佛陀的弟子。~bala,【中】 佛力。~bhāva,【陽】 成爲佛陀
的狀態。~bhūmi,【陰】 成爲佛陀的狀態之地。~māmaka,【形】 執著佛陀，獻身佛陀。~rasmi,

~raṃsi,【陰】 佛光。~līḷhā,【陰】 佛陀的優雅。~vacana,【中】 佛陀的言教。~visaya,
【陽】 佛陀的範圍。~veneyya,【形】 被佛陀改變信仰的。~sāsana,【中】 佛教。~ānubhāva,
【陽】 佛陀的宏偉力量。~anussati,【陰】 佛隨念。~ārammaṇa, ~ālambana,【形】 以佛爲緣
的。~upaṭṭhāka,【形】 服侍佛陀的。~uppāda,【陽】 佛陀出世。

buddhatta

【中】 佛陀的境界。

buddhi

【陰】智慧，智力。~mantu, ~sampanna,【形】明智的，聰明的。

budha

【陽】 明智的人，水星 。~vāra,【陽】 星期三。

bubbula, bubbulaka
【中】 泡沫。

bubhukkhati

(bhuj + kha, bhu 重疊，首 bh 改爲 b, 而 j 改成 k), 想吃。【過】 ~khi。【過分】 khita。

beluva

【陽】 孟加拉蘋果樹（參考 Billa）。~pakka,【中】 成熟的孟加拉蘋果。~laṭṭhi，【陰】 小的孟
加拉蘋果樹。~salāṭuka,【中】 未成熟的孟加拉蘋果。

bojjhaṅga

【中】 覺支。

bodha

【陽】 bodhana,【中】 覺悟，知識。~nīya, ~neyya,【形】 有能力覺悟的。

bodhi

【陰】 菩提，覺悟，至高知識，菩提樹。~aṅgaṇa,【中】 種有菩提 樹的庭院。~pakkhika,
~pakkhiya,【形】 菩提分（屬於覺悟的部分）。~pādapa, ~rukkha,【陽】 菩提樹（參考
Assattha）。~pūjā,【陰】 ~maha,【陽】 對菩提樹的供奉。~maṇda,【陽】 佛陀覺悟時坐在菩
提樹下的地方。~mūla,【中】 菩提樹根。

bodheti

(budh + e), 醒來，覺悟。【過】 ~esi。【過分】 bodhita。【現分】 ~dhenta。【獨】 ~etvā。

bodhetu

【陽】 醒來者，覺悟者。

bondi

【陽】 身體。

byaggha

【陽】 老虎。

byañjana

【中】 音節，輔音，告示，標誌，咖哩飯菜。

byāpāda

【陽】 惡意。

byāma, vyāma

【陽】 英尋（測量水深的單位，= 6 英尺）。~ppabhā,【陰】 佛陀的光環。

byūha

【陽】 軍隊的排列，群衆，聚集。

brahanta

【形】 巨大的，高高的，巨人般的，極廣大的。(在【合】中的詞 形 brahā, 相似於 mahanta 的
mahā)。

brahma

【陽】 梵天王，造物主。~kāyika,【形】 梵衆（屬於梵天王的伴 侶）。~ghosa,【形】 梵
音。~cariyā,【陰】 梵行，完成純潔。~cārī, 過梵行的生活。~jacca,【形】 屬於婆羅門（印度
的世襲）階級。~ñña,【中】 ~ññatā,【陰】 婆羅門團體，純粹的生活。~daṇda,【陽】 梵罰
（以冷落爲處罰）。【形】 ~deyya,【中】 淨施，忠誠的施與。~ppatta,【形】 到達最高的境
界。~bandhu,【陽】 梵天王的親戚，即：婆羅門。~bhūta,【形】 最優良的。~loka,【陽】 梵
的世界。~vimāna,【中】 梵 宮。~vihāra,【陽】 梵居，即：慈 mettā, 悲 karuṇā, 喜 muditā, 舍
upekkhā 的總稱。

brāhmana

【陽】 婆羅門（印度的世襲階級的）男人。~kañña,【陰】 未婚的婆羅門少女。~vācanaka,
【中】 婆羅門誦吠陀經。~vāṭaka,【陽】 婆羅門集合的地方。

brūti

(brū + a), 說，談話。【過】 abravi。【現分】 bruvanta。【獨】 bruvitvā。

brūhana

【中】 發展，增加。

brūheti

(bruh + e), 增加，發展。【過】 ~esi。【過分】 brūhita。【現分】 ~henta。【獨】 ~hetvā。

brūhetu

【陽】 增加的人。

Bh
bh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四個輔音字母。發音是送氣帶音的 b，漢語沒有這個輔音，請
參考英語或馬來語的發音。

bhakkha

【形】 適合被吃的，可以吃的。【中】 食物，掠食。(在【合】 中), 以…爲食。

bhakkhaka

【陽】 吃的人。

bhakkhati

(bhakkh + a), 吃，食。【過】 ~kkhi。【過分】 ~khita。【不】 ~khituṃ。

bhakkhana
【中】 吃。

bhakkheti

(bhakkh + e), 參考 Bhakkhati。

bhaga

【中】 運氣，財富，女性的器官。~ndalā 【陰】 〔醫〕瘻，瘻管。~vantu 【形】 幸運的。
【陽】 佛陀。

bhaginī

【陰】 姊妹。

bhagga

(bhañjati 的【過分】), 已打破。

bhaṅga

【陽】 瓦解，分解，解散。【中】 麻布料。~kkhaṇa,【陽】 分解的片刻。~gānupassanā,
【陰】 對破壞的洞察。

bhacca

【陽】 僕人，侍從。【形】 被滋養的，被培養的。

bhajati

(bhaj + a), 結交，陪伴。【過】 bhaji。【過分】 bhajita。【現分】 bhajamāna。【獨】
bhajitvā。【潛】 ~jitabba。

bhajana

【中】 協會，聯合，結交。

bhajjati

(bhaj + a), 烤。【過】 bhajji。【過分】 bhajjita。【現分】 ~jamāna。【獨】 ~jitvā。【被】
bhajjīyati。

bhañjaka

【形】 打破者，破壞者。

bhañjati

(bhañj + a), 打破，破壞。【過】 bhāñji。【過分】 bhagga, bhañjita。【現分】 ~janta,
~jamāna。【獨】 ~jitvā。

bhañjana

【中】 破壞，毀滅。~ka,【形】 打破的，破壞的。

bhaṭa

【陽】 軍人，警察，雇工。~senā, 步兵。

bhaṭṭha

(bhajjati 的【過分】), 已烤，已跌倒，已降低。

bhaṇati

(bhaṇ + a), 說，告訴，傳道。【過】 bhaṇi。【過分】 bhaṇita。【現分】 ~ṇanta。【潛】
~ṇitabba。【獨】 bhaṇitvā。【不】 bhaṇituṃ。

bhaṇita

【中】 話。

bhaṇe

【無】 對下屬的稱呼。

bhaṇda, bhaṇdaka

【中】 貨物，製品，工具，文章。~ḍāgāra,【中】 倉庫，國庫。~ḍāgārika,【陽】 守庫者，司
庫。

bhaṇdati

(bhaṇd + a), bhaṇdeti (bhaṇd + e), 吵架。【過】 bhandi, ~esi。【獨】 ~ḍetvā。

bhaṇdana

【中】 吵架，爭論。

bhaṇdikā

【陰】 捆，包裹。

bhaṇdu

【陽】 剃光頭的人。~kamma,【中】 剃頭發。

bhata

(bharati 的【過分】), 已培養，已維護，已養育。【陽】 僕人。

bhataka

【陽】 被雇用的僕人。

bhati

【陰】 薪水，費用。

bhatta

【中】 飯，食物，餐。~kicca,【中】 用餐。~kāraka,【陽】 廚子。~kilamatha, ~sammada,
【陽】 餐後的睡意。~gāma,【陽】 給貢物或服務的村莊。~agga,【中】 餐廳。~puṭa,【中】 食
物的包裹。~vissagga,【陽】 服侍他人用餐。~vetana,【中】 食物和費用。~velā,【陰】 用餐時
間。

bhatti

【陰】 熱愛，信念，執著。~ka, ~mantu,【形】 投入的，信任的。

bhattu

【陽】 丈夫，支援者，培養者。

bhadanta, bhaddanta

【形】 德高望重的，可尊敬的。【陽】 德高望重的。

bhadda

【形】 威嚴的，吉兆的，幸運的，善的。~ka,【中】 幸運的事，好事物。【形】 好質量
的，幸運的。~kaccanā,【陰】 跋陀迦旃延（羅睺羅 (Rāhula) 的母親耶輸陀羅 (Yasodharā)
的另外一個名字）。~kumbha,【陽】 滿的大水罐（被認爲是吉兆的）。~ghaṭa,【陽】 抽
籤桶。~dāru,【陽】 喜馬拉雅杉（見 Devadāru）。~padā,【陰】 二十七星宿之二（室宿
(Pubbabhaddapadā)，壁宿 (Uttarabhaddapadā)）。~pīṭha,【中】 藤 椅。~mukha,【形】 有英
俊的臉的，補充的致辭（即：致辭時開端的稱呼）。~yuga,【中】 最好的一雙。

bhadra

相同於 Bhadda。

bhadda, bhaddikā

【陰】 賢女，行爲端正的女人。

bhanta

(bhamati 的【過分】), 已搖擺，已改變方向。~tta,【中】 混亂，騷動。

bhante

(bhadanta 的【呼】), 尊者！大德！

bhabba

【形】 能幹的，有能力的，適宜的。~tā,【陰】能力，適當。

bhama

【陽】 旋轉的事物，漩渦，轉向。~kāra。【陽】 車床工。

bhamati

(bham + a), 使旋轉，漫遊。【過】 bhami。【過分】 bhanta。【現分】 bhamanta。【獨】
~mitva。

bhamara

【陽】 黃蜂。

bhamarikā

【陰】 嗡嗡叫的頂端。

bhamu, bhamuka
【陰】 眉毛。

bhaya

【中】 害怕，驚駭。~ṅkara,【形】 可怕的，恐怖的。~dassavī, ~dassī,【形】 覺悟到危險的。

bhayānaka, bhayāvaha
【形】 可怕的，恐怖的。

bhara

【形】 (在【合】中) 支援。Mātāpettībhara = 奉養父母的人。

bharaṇa

【中】 維護，承受。

bharaṇī

【陰】 胃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bharati

(bhar + a), 忍受，支援，維持。【過】 bhari。【過分】 bhata。【獨】 bharitvā。

bharita

【過分】 已裝滿，已充滿，已維護。

bhariyā

【陰】 妻子。

bhallātaka

【陽】 肉托果（東印度的一種喬木(Semecarpus anacardium)）。

bhava

【陽】 生存的狀態。~gga,【陽】 最高的生存，宇宙的最高點。~ṅga,【中】 潛意識。~cakka,
【中】 轉世的輪子。~taṇhā, ~netti,【陰】 再生的欲求。~ntaga, ~ntagū,【形】 達到存在的邊
緣，來到世界的尾端。~ntara,【中】 另一個生存。~saṃyojana,【中】 再生的桎梏。~vābhava,
【陽】 這個或那個生存。~vesanā,【陰】 渴望再生。~vogha,【陽】 再生的洪水。

bhavati

(bhu + a), 變成，是，存在。【過】 bhavi, abhavi。【過分】 bhūta。【現分】 bhavanta,
bhavamāna。【潛】 bhavitabba。【獨】 bhavitvā, bhūtvā。【不】 bhavituṃ。

bhavana

【中】 仍然存在，居住的地方。

bhavanta

【形】 繁榮的，閣下（敬辭，稱對方）。

bhastā

【陰】 風箱，皮袋。

bhasma

【中】 灰燼。~cchanna,【形】 被灰燼複蓋的。

bhassa

【中】 廢話。~ārāmatā,【陰】 執著於廢話。

bhassati

(bhas + ya), 跌倒，落下，下降。【過】 bhassi。【過分】 bhaṭṭha。【現分】 ~santa,
~samāna。【獨】 ~sitvā。

bhassara

【形】 明亮的，光亮的，輝煌的。

bhā

【陰】 光，光彩壯麗。

bhākuṭika

【形】 眉頭一皺的，皺眉頭的。

bhāga

【陽】 部分，部份，派系。~vantu, bhāgī,【形】 分享的，帶有一點的。

bhāgadheyya

~dheya,【中】 財富，命運。

bhāgaso

【副】 部份地。

bhāgineyya

【陽】 外甥（姊妹的兒子）。~yyā 【陰】 外甥女（姊妹的女 兒）。

bhāgiya

【形】 (在【合】中) 與…連接，有益於。

bhāgī

【陽】 分配者，股東。

bhāgīrathī

【陰】 恒河。

bhāgya

【中】 好運氣，財富。

bhājaka, bhājetu

【陽】 劃分者，分配者。

bhājana

【動名】 分開，分配。

bhājana

【中】 碗，盤，容器。~vikati,【陰】 各種不同類型的盤子或容器。

bhājeti

(bhāj + e), 分開，分配。【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獨】 ~jetvā。【潛】
~jetabba。【被】 bhājīyati。

bhāṇaka

【陽】 1. 誦經者。2. 大的廣口瓶。

bhāṇavāra

【陽】 一段經，含有 8,000 文字。

bhāṇī

【形】 講話的，背誦的。

bhāti

(bhā + a), 照耀。【過】 bhāsi。

bhātika, bhātu
【陽】 兄弟。

bhānu

【陽】 1.光。2.太陽。~mantu,【形】發光的。【陽】 太陽。

bhāyati

(bhi + a), 害怕，畏懼。【過】 bhāyi。【現分】 bhāyanta。【潛】 bhāyitabba。【獨】
bhāyitvā。

bhāyāpeti

(bhāyati 的【使】), 驚嚇。【過】 ~esi。【過分】 ~pita。【獨】~petvā。Bhāra,【陽】 重量，
負荷，負擔，工作，事件。~nikkhepana,【中】 那下 負擔，放下負荷。~mocana,【中】 擺脫負
擔。~vāhī,【陽】 承受負擔， 帶有公職者。~hāra,【陽】 負擔的承受者，負荷的運送者。

bhārika

【形】 裝滿東西的，重的，充滿的。

bhāriya

【形】 重的，嚴重的。

bhāva

【陽】 情況，自然，【哲】仍然存在。

bhāvanā

【陰】 增加，經由思考的發展，禪修。~nānuyoga,【陽】 應用禪修。~maya,【形】 由禪修完成
的。~vidhāna,【中】 禪修的程式。

bhāvanīya

【形】 被培養的，被尊敬的。

bhāvita

(bhāveti 的【過分】), 已發展。~tatta,【形】 訓練良好的，鎮定的，沈著的。

bhāvī

【形】 將成爲的，不可避免的。

bhāveti

(bhū + e), 增加，培養，發展。【過】 ~esi。【過分】 bhāvita。【現分】 ~venta, ~vayamāna。
【潛】 ~vetabba。【獨】 ~vetvā。【不】 ~vetuṃ。

bhāsati

(bhās + a), 說，講，照耀。【過】 bhāsi。【過分】 bhāsita。【現分】 ~santa。【獨】 ~sitvā。
【潛】 ~sitabba。

bhāsana

【中】 演講，敍述，談話。

bhāsantara

【中】 不同的語言。

bhāsā

【陰】 語言，方言。

bhāsita

【中】 敍述。

bhāsitu, bhāsī

【陽】 說話者，講話者。

bhāsura

【形】 明亮的，光亮的。

bhikkhaka

【陽】 乞丐，托缽僧，化緣和尚。

bhikkhati

(bhikkh + a), 乞求，托缽，要求。【過】 ~kkhi。【現分】 ~khanta, ~khamāna。【獨】
~khitvā。

bhikkhana

【中】 求，討。

bhikkhā

【陰】 捐獻，食物。~cariyā,【陰】 ~cāra,【陽】 行乞，托缽。~āhāra,【陽】 乞到的食物。

bhikkhu

【陽】 比丘。~ṇī,【陰】 比丘尼。~bhāva,【陽】 僧侶。~saṅgha,【陽】 比丘僧團。

bhiṅka

【陽】 小象。

bhiṅkāra

【陽】 水壺。

bhijjati

(bhid + ya), 被打破，被破壞。【過】 ~jji。【過分】 bhinna。【現分】 ~jamāna。【獨】
~jitvā。

bhijjana

【中】 自己破。~dhamma,【形】 易碎的，掉入毀滅。

bhitti

【陰】 牆壁。~pāda,【陽】 牆壁的腳或基礎。

bhindati

(bhid + ṃ-a), 打破，劈開，切斷。【過】 bhindi。【過分】 bhindita, bhinna。【現分】
~danta。【獨】 ~ditvā。【不】 ~dituṃ。

bhindana

【中】 瓦解。

bhinna

(以上的【過分】)。~tta,【中】 ~bhāva,【陽】 被打破的情況，各式個樣。~nāva,【形】 遇海難
的。~paṭa,【中】 破衣。~mariyāda,【形】 超過極限的。~sīla 【形】 破戒者。

bhiyyo, bhiyyoso

【無】 非常地，更多，在較高的程度中，重復地。~yoso mattāya, 非常地，超過能力的。

bhisa

【中】 蓮藕。~puppha,【中】 蓮花。~muḷāla,【中】 睡蓮的球莖和鬚根。

bhisakka

【陽】 醫師。

bhisi

【陰】 墊子，墊。

bhiṃsana

~naka,【形】 恐怖的，可怕的，令人敬畏的。

bhīta

(bhāyati 的【過分】), 已驚恐。

bhīti

【陰】 害怕。

bhīma, bhīsana

【形】 可怕的，恐怖的。

bhīru, bhīrika

【形】 膽小的，恐怕的，懦弱的。~ruttāna,【中】 恐怕的庇護。

bhukkaraṇa

【中】 Bhuṅkāra, bhukkāra,【陽】（狗）吠。

bhuṅkaroti

(bhuṃ + kar + o), 吠。【過】 ~kari。【過分】 ~kata。【現分】 ~karonta。【獨】 ~katvā,
~karitvā。

bhuja

【陽】 手。【形】 彎曲的。~patta,【陽】 垂枝樺（枝無毛、枝條 顯著下垂的一種樺木屬植物
(Betula pendula)）。

bhujaga, bhujaṅga

bhujaṅgarna,【陽】 蛇。

bhujissa

【陽】 自由民。

bhuñjaka, bhuñjitu

【陽】 吃的人，享受者。

bhuñjati

(bhuj + ṃ-a), 吃，享受。【過】 bhuñji。【過分】 bhutta。【現分】 ~janta, ~jamāna。【潛】
~jitabba。【獨】 ~jitvā, bhuñjiya, bhutvā。【不】 ~jituṃ, bhottuṃ。

bhuñjana

【中】 食。~kāla,【陽】 用餐時間。

bhutta

(bhuñjati 的【過分】), 已吃，已享受。

bhuttāvī

【形】 已吃了的人。

bhumma

【形】 陸地，地球的，陸棲的。(在【合】中 ) 有階段或故事的。~ṭṭha,【形】 在地球上
的。~ttharaṇa,【中】 地鋪，地毯。~ntara,【中】 不同的階段或世界。

bhusa

【中】 穀殼，（玉黍蜀的）外殼。【形】 很多，豐富的。~saṃ,【副】 非常地，常常，頻繁
地。

bhussati

(bhus + ya), 吠。【過】 bhussi。【現分】 ~santa, ~samāna。【獨】 ~sitvā。

bhū

【陰】 地球。

bhūta

(bhavati 的【過分】), 已變成，已出生，已生産。【中】 元素，鬼， 衆生，事實，是，已經發
生的事物。~kāya,【陽】 身體，元素所生産的 東西。~gāma,【陽】 植物，草木。~gāha,【陽】
著魔。~vādī,【形】 誠實的。~vejja,【陽】 驅魔的人，召魂者。

bhūtatta

【中】 已成爲的事實。

bhūtika

【形】 元素所組成的。

bhūma, bhūmaka

【形】 (在【合】中) 有樓層的。

bhūmi

【陰】 土地，地面，地球，區域，階段，平面（陸地或世界）。~kampā,【陰】 地震。~gata,
【形】 在地面上的，儲存在地下的。~tala,【中】 地面。~ppadesa, ~bhāga,【陽】 土地。

bhūri

【陰】 智慧。【形】 廣泛的，豐富的。~pañña, ~medha,【形】 廣泛的智慧。

bhūsana

【中】 Bhūsā,【陰】 裝飾物，裝飾品。

bhūsāpeti

(以下的【使】), 使裝飾，使化妝。【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bhūseti

(bhūs + e), 化妝，裝飾，美化。【過】 ~esi。【過分】 bhūsita。【現分】 bhūsenta。【獨】
~setvā。

bheka

【陽】 青蛙。

bhejja

【形】 易碎的，會破的。【中】 打破，切斷。

bheṇdivāla

【陽】 一種發射物。

bheṇdu, bheṇduka

【陽】 球，球形的頂端，圓屋頂。

bhettu

【陽】 打破者。

bheda

【陽】 分裂，分離，意見不合。~ka,【形】 分化者，分離者。~kara,【形】 帶來區分，帶來分
離。

bhedana

【中】 分裂，分化，分離。~ka,【形】 值得打破的。~dhamma,【形】 容易腐爛的。

bhedita

, 以下的【過分】。

bhedeti

(bhid + e), 使分裂，使分開，使分離。【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bheraṇda

【陽】 野干，豺。~ka,【中】 豺的嗥叫。

bherava

【形】 可怕的。

bheri

【陰】 鼓。~cāraṇa,【中】 打鼓聲明。~tala,【中】 鼓面。~vādaka,【陽】鼓手。~vādana,
【中】打鼓。~sadda,【陽】鼓聲。

bhesajja

【中】 藥。~kapāla,【中】 藥缽。

bho

【無】（親密的稱呼） 親愛的！朋友！

bhoga

【陽】 所有物，財富，享樂，蛇的盤繞。~kkhandha,【陽】 財蘊（大量的財富）。~gāma,
【陽】 納貢的村莊。~mada,【陽】 財富的自傲。~vantu,【形】 富有的。

bhogī

【陽】 蛇，富人。【形】 (在【合】中) 享受的，分享的。

bhogga

【形】 可以享受的，可以擁有的。

bhojaka

【陽】 飼養者，收稅者。Gāmabhojaka = 村長。

bhojana

【中】 食物，餐。

bhojaniya

【形】 可以吃的。【中】 軟的食物。

bhojāpeti

(bhuj + āpe), 喂食，服侍（他人用餐）。【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bhojī

【形】 以…爲食的。

bhojeti

(bhuj + e), 喂。【過】 ~esi。【過分】 bhojita。【獨】~jetvā。【現分】 ~jenta, ~jayamāna。
【不】 ~jetuṃ。

bhojja

【中】 食品。【形】 可以吃的。

bhoti

【呼、單】 親愛的女士！

bhottabba

參考 Bhojja。

bhottuṃ

【不】 吃。

bhovādī

【陽】 婆羅門。

M
m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五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m。

makaci

【陽】 印度虎尾藍（亞洲的一種弓弦麻 (Sansevieria roxburghiana) 由於它的柔軟而絹絲狀的纖
維而在印度廣泛栽培）。~vāka,【中】 印度虎尾藍的纖維。~vattha,【中】 帆布。

makara

【陽】 海怪，旗魚。~dantaka,【中】旗魚的牙齒形狀的設計。

makaranda

【陽】 花蜜。

makasa

【陽】蚊子。~vāraṇa,【中】 蚊帳。

makuṭa

【陽、中】冠，王冠，寶冠。

makula

【中】 芽，蓓蕾，球塊。

makkaṭa

【陽】 猴子。~taka,【陽】 蜘蛛。~sutta,【中】蜘蛛的絲。

makkaṭī

【陰】 母猴子。

makkha

【陽】 貶值他人。

makkhaṇa

【中】 塗，塗油。

makkhikā

【陰】 蒼蠅。

makkhita

(makkheti 的【過分】)。

makkhī

【陽】 貶值他人者。

makkheti

(makkh + e), 塗上，塗抹，擦掉。【過】 ~esi。【過分】 ~khita。【獨】 ~khetvā。

maga

【陽】 四腳動物。~sira, 觜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magadha

【陽】 摩揭陀國（包括現在的比哈爾省 (Bihar) 和奧裡薩邦 (Orissa)）。

magga

【陽】 路徑，道路，方法。~kilanta,【形】 因步行而疲倦的。~kusala,【形】 識途者。~kkhāyī,
【形】 指對路者。~ṅga,【中】 （八正）道支（即：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
進、正念、正定）。~āṇa,【中】 道智。~ñu, ~vidū,【形】 識道者。~ṭṭha,【形】 在道上者，

證道者。~dūsī,【陽】 攔路強盜。~desaka,【形】 指路者。~patipanna,【形】 旅行者，上道
者。~bhāvanā,【陰】 修道。~mūḷha,【形】 迷路者。~sacca,【中】 道諦（四聖諦之一）。

maggati

(mag + a), 尋求，追蹤，探尋。【過】 ~maggi。【過分】 ~gita。【獨】 ~gitvā。

maggana

【中】 Magganā,【陰】 搜尋，探尋。

maggika

【陽】 旅客。

maggita

(maggati 的【過分】)。

maggeti

(mag + e), 參考 Maggati。

maghavantu

【陽】 釋帝的一個渾名。

maghā

【陰】 星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maṅku

【形】 混亂的，氣餒的，無精打采的。~bhāva,【陽】 道德弱點，氣餒。~bhūta,【形】 沈默
的，氣餒的。

maṅgala

【形】 吉兆的，王室的，幸運的，厭祝的。【中】 歡宴，好預兆，典禮，繁榮。~kicca,【中】
歡宴。~kolāhala,【陽】 有關吉兆的事物 或行爲的爭論。~divasa,【陽】 節日，婚姻日。~assa,
~sindhava,【陽】 皇家馬。~pokkharaṇī,【陰】 王室的浴池。~silāpaṭṭa,【中】國王的坐
板。~supina,【中】好夢。~hatthī,【陽】皇家象。

maṅgura

【陽】 一種淡水魚。【形】 金黃色的。

macca

【陽】 男人。

maccu

【陽】 死亡，魔王。~tara,【形】 克服死亡者。~dheyya,【中】 死亡的領域。~parāyaṇa,
~pareta,【形】 超越死亡的。~pāsa,【陽】 死亡的陷阱。~mukha,【中】 魔王的嘴。~rāja,
【陽】 死王（魔王）。~vasa,【陽】 死亡的力量。~hāyī,【形】戰勝死亡的。

maccha

【陽】 魚。~ṇda,【中】 魚蛋。~ṇdī,【陰】 外表似魚蛋的糖（魚珠糖）。~maṃsa,【中】魚和
肉。~bandha,【陽】漁夫。

macchara, macchariya

【中】貪婪，吝嗇，小氣。~charī,【陽】守財奴。

maccharāyati

(macchariya 的【派】), 自私，貪婪，小氣。

macchī

【陰】 雌魚。

macchera

參考 Macchariya。

majja

【中】 酒。~na,【中】 沈醉狀態，疏忽。~pa,【形】 酒鬼（喝酒者）。~pāna,【中】 喝酒，
酒。~pāyī, 參考 majjapa。~vikkayī,【陽】酒商。

majjati

(mad + ya), 醉。(maj + a), 擦亮，擦，清理。【過】 majji。【過分】 1. matta。2. maṭṭha,
majjita。【現分】 majjanta。【獨】 majjitvā。

majjanā

【陰】 磨光，擦拭，撫摩。

majjāra

【陽】 貓。~jārī,【陰】 雌貓。

majjha

【陽】 中央，腰部。【形】 中央的。~ṭṭha, ~tta,【形】 中立者，無私的，中性的。~ṇha,【陽】
正午。~ttatā,【陰】 公平，平靜。~desa,【陽】中央國家。~ntika, ~ntikasamaya,【陽】正午。

majjhima

【形】 中部的，中間的，適中的，中央的。~desa,【陽】 中央國家包括恒河區域。~purisa,
【陽】 中等高度的男人，〔文法〕第二人稱。~yāma,【陽】 中夜時分（古印度一夜分爲三個時
分，即：前夜、中夜、 後夜）。~vaya,【陽】 中年。

mañca

【陽】 床。~ka,【陽】 小床。~parāyaṇa,【形】 被限制在床上的。~pīṭha,【中】 床和椅，家
具。~vāna,【中】 床帳。

mañjarī

【陰】 串，群。

mañjiṭṭha, mañjeṭṭha
【形】 深紅色的。

mañjiṭṭhā

【陰】 紫檀（印度和東印度群島的一種喬木 (Pterocarpus indicus)，種子被當作珠寶商的重量使
用）。

mañju

【形】 迷人的，可愛的。~bhāṇaka, ~ssara,【形】 悅耳的聲音，說得親切的。

mañjūsaka

【陽】 天樹。

mañjūsā

【陰】 首飾盒，盒子。

mañjeṭṭhī

【陰】 孟加拉茜草（亞洲西南部的多年生〔茜草屬〕 (Rubia tinctorum) 植物開有小黃花，生有卷
狀葉和紅根）。

maññati

(man + ya), 想像，評價，認爲。【過】 maññī 。【過分】 maññita。【現分】 maññamāna。
【獨】 maññitvā。

maññanā

【陰】 Maññita,【中】 想像，幻影。

maññe

【無】 我想，我想像。

maṭṭa, maṭṭha

【形】 平滑的，擦亮的。~sāṭaka,【中】 優良的布料。

maṇi

【陽】 珠寶。~kāra,【陽】 寶石琢磨工人。~kuṇdala,【中】 寶石耳環。~kkhandha,【陽】 巨大
的珠寶。~pallaṅka,【陽】 珠寶座。~bandha,【陽】 手腕。~maya,【形】 寶石製的。~ratana,
【中】貴重的珠寶。~vaṇṇa,【形】水晶的顔色。~sappa,【陽】玉蛇。

maṇika

【陽】 1. 大的廣口瓶，2. 以玻璃製成的手鐲等。

maṇda

【陽】（牛奶等的）最好部份。【形】 非常清楚的。

maṇdana

【中】 裝飾，裝飾品。~jatika,【形】 想裝飾。

maṇdapa

【陽】 暫時的棚，暫時的大帳蓬。

maṇdala

【中】 圓周，盤，圓月臺，雜技場，圓平面。~māla,【陽】 圓形的大帳蓬。~lika,【形】 屬於一
個圓周的，屬於小國家的。~lissara,【陽】 省長。~ḍalī,【形】 有盤的，圓形的。

maṇdita

(maṇdeti 的【過分】)。

maṇduka

【陽】 青蛙。

maṇdeti

(maṇd + e), 裝飾。【過】 ~esi。【過分】 ~ḍita。【獨】 ~ḍetva。

mata

(maññati 的【過分】), 已知道，已明白。【中】 觀點。

mata

(marati 的【過分】), 已死。~kicca,【中】 辦喪儀式。

mataka

【陽】 死者。~bhatta,【中】 拜死人的食物。~vattha,【中】 拜死人的布料。

mati

【陰】 智慧，主意。~mantu,【形】 明智的。~vippahīna,【形】 愚蠢的。

matta

(majjati 的 【過分】), 已醉，已充滿的歡喜，已爲…驕傲，已自負。~hatthī,【陽】 被置在凹槽隔
離區的象。

matta

(Mattaka), (在【合】中) 有…的大小，…那樣多的。~ññu,【形】 知道限量的，適度的。~ññutā,
【陰】 適度。

matta

【陰】 尺寸，量，適度，大小。~sukha,【中】 有限制的快樂。

mattikā

【陰】 泥土，土壤。~piṇda,【陽】 一塊泥土。~bhājana,【中】 陶器（容器）。

mattigha

【陽】 弑母。

matteyya

【形】 尊敬母親的。~tā,【陰】 對母親的孝順。

matthaka

【陽】 頭，頂端，頂點。【處】 在…之上，在…的距離。

matthaluṅga

【中】 腦。

matthu

【中】 從凝乳分開出來的清水。

mathati

(math + a), 搖動，攪拌，擾亂。【過】 mathi。【過分】 mathita。【獨】 mathitvā。

mathana

【中】 攪乳，騷動。

mada

【陽】 自豪，陶醉，自負，性愛的過度。~nīya,【形】 使陶醉的，使執著的。

madana

【陽】 愛神。【中】 陶醉。

madira

【陰】 穀類製成的酒。

maddati

(madd + a), 壓破，踐踏，征服，【過】 maddi。【過分】 ~dita。【現分】 ~danta。【獨】
~ditvā, maddiya。

maddana

【中】 壓（軋）碎，踩踏，打穀。

maddava

【中】 柔和，溫和，軟的事物。【形】 溫和的，文雅的，軟的。

maddita

(maddati 的【過分】), 已壓破，已征服。

madhu

【中】 （蜂）蜜，以寬葉紫荊木花製造的酒。~kā,【陽】 寬葉紫荊木（東印度群島紫荊
屬喬木 (Madhuca latifolia)，花多蜜，供食用和製作可 致醉的飲料）。~kara,【陽】 蜜
蜂。~gaṇda, ~paṭala,【陽】 蜂巢。~pa,【陽】 蜜蜂，蜂蜜的吸管。~piṇdikā,【陰】 混合蜂蜜的
麵團。~bbata,【陽】 蜜蜂。~makkhita,【形】 塗以蜂蜜的。~meha,【陽】 糖尿病。~laṭṭhikā,
【陰】 甘草，甘草根，由甘草根熬成的精。~lāja,【陽】 混合 蜂蜜的油炸玉黍蜀。~līha,【陽】
蜜蜂。~ssava,【形】 有蜂蜜的滴下物。

madhuka

【陰】 甘草（甘草屬植物 (Glycyrrhiza) 的幾種其他植物的任何一種）。

madhura

【形】 甜的。【中】 甜蜜事物。~tta,【中】 ~tā,【陰】 甜蜜，可愛。~ssara,【形】 有悅耳的聲
音的。【陽】悅耳的聲音。

madhvāsava

【陽】 以寬葉紫荊木花製造的酒。

mana

【陽、中】 心，意識。(在【合】中的詞形 mano)。~kkāra, manasikāra,【陽】 構思能力，考
慮。

manatā

【陰】 (在【合】中) 心理。Attamanatā = 歡喜的心理。

manana

【中】 思考。

manasikaroti

(manasi + kar + o), 緊記，考慮。【過】 ~kari。【過分】 ~kata。【現分】 ~ronta。【獨】
~katvā。~karitvā。【潛】 ~kātabba。

manaṃ

【無】 幾乎，某物。

manāpa, manāpika

【形】 令人喜愛的，迷人的。

manuja

【陽】 人類。~jādhipa, ~jinda,【陽】 人中之王，國王。

manuñña

【形】 令人愉快的，愉快的。

manussa

【陽】 人類。~tta,【中】 人世間。~bhāva,【陽】 人類的狀態。~bhūta,【形】 已成爲人
者。~loka,【陽】 人類的世界。

manesikā

【陰】 讀心術。

mano

(mana 的【合】的詞形) ~kamma,【中】 意業。~java,【形】 如心意一般地迅速。~duccarita,
【中】 惡意。~dvāra,【中】 意門。~dhātu,【陰】 （十八界的）意界。~padosa,【陽】 惡
意。~pasāda,【陽】 信仰的心意。~pubbaṅgama,【形】 心意所領導的。~maya,【形】 心造
的。~ratha,【陽】 心願。~rama,【形】 令人愉快的。~viññāṇa,【中】 意識。~viññeyya,【形】
由心意去瞭解的。~vitakka,【陽】 心思。~hara,【形】 迷人的。

manosilā

【陰】 雄黃，二硫化二砷。

manta

【中】 吉祥物，符咒，訣語。~jjhāyaka,【形】 學習神聖咒語的人。

mantana

【中】 ~nā,【陰】 請教，討論。

mantī

【陽】 議員，部長。~tinī,【陰】 女議員。

mantu

【陽】 想像的人。

manteti

(mant + e), 商量，採取商議，討論。【過】 ~esi。【過分】 ~tita。【現分】 ~tenta,
mantayamāna,【獨】 ~tetvā。【不】 ~tetuṃ。

mantha

【陽】 攪乳棍，炒過的玉黍蜀麵粉。

manthara

【陽】 龜。

manda

【形】 慢的，遲鈍的，懶惰的，愚蠢的，稍微屈從的。【中】 稍微。~tā,【陰】 ~tta,【中】 減
少的狀態，緩慢，愚蠢。~daṃ, mandamandaṃ,【副】 慢慢地，漸漸地。

mandākinī

【陰】 曼陀吉尼（一個大湖和一條河的名字）。

mandāmukhī
【陰】 煤鬥。

mandāra

【陽】 曼陀羅山（山名）。

mandiya

【中】 愚蠢，懈怠。

mandira

【中】 大廈，宮殿。

mamaṅkāra

【陽】 Mamatta,【中】 Mamāyanā,【陰】 自私的執著。

mamāyati

(mama 的【派】), 被執著，珍愛。【過】 mamāyi。【過分】 ~yita。【現分】 ~yanta。【獨】
mamāyitvā。

mamma, mammaṭṭhāna

【中】 身體的要點，神經中心。~cchedaka,【形】 傷至要點，非常粗糙的，非常致命的。

mammana

【形】有口吃的人。

mayaṃ

(amha 的【主、複】), 我們。

mayūkha

【陽】 光線。

mayūra

【陽】 孔雀。

maraṇa

【中】 死亡。~kāla,【陽】 死時。~cetanā,【陰】 意圖殺。~dhamma,【形】 死法。~anta,
~pariyosāna,【形】 死爲尾端的，最後是死的。~bhaya,【中】 怕死。~mañcaka,【陽】 死
床。~mukha,【中】死魔的嘴。~sati,【陰】念死（的禪修）。~samaya,【陽】臨終。

marati

(mar + a), 死。【過】 mari。【過分】 mata。【現分】 maranta, maramāna。【潛】
maritabba。【獨】 maritvā。【不】 marituṃ。

marica

【中】 胡椒粉，紅辣椒。

mariyādā

【陰】 邊界，界限。

marīci

【陰】 光線，海市蜃樓。~kā,【陰】 海市蜃樓。~dhamma,【形】 等於海市蜃樓（幻法），無實
質的。

maru

【陰】 沙，荒沙地。【陽】 神。

marumba

【中】 小圓石，小鵝卵石。

mala

【中】 雜質，污染，鏽，污垢，（家畜的）糞。~tara,【形】 更骯髒的，比較不純的。

malina, malinaka

【形】 骯髒的，沾染的，不純的。【中】 雜質。

malla

【陽】 摔交選手，末羅 (Malla) 氏族的男人。~yuddha,【中】 摔交競賽。

mallaka

【陽】 容器（即：杯、缽、碗、痰盂等）。

mallikā

【陰】 茉莉（印度的一種藤本 (Jasminum sambac)， 栽培，利用它的豐富、芳香的白色花）。

masāragalla

【中】 一種寶石（貓眼石〔常磨成圓形，從內部發出蛋白色光 的寶石“金綠寶石或玉髓”〕）。

masi

【陽】 煙灰，炭灰。

massu

【中】 鬍鬚。~ka,【形】 有鬍鬚的。~kamma, ~karaṇa,【中】 修剪鬍鬚。

maha

【陽】 宗教性的節日。

mahaggata

【形】 變大的，高的。

mahaggha

【形】 非常昂貴的。~tā,【陰】 高價。

mahagghasa

【形】 多吃的，暴食的。

mahannava

【陽】 大海洋。

mahati

(mah + a), 尊敬，崇敬。【過】 mahi。【過分】 mahita。【獨】 mahitvā。

mahatta

【中】 大。

mahaddhana

【形】 有大財富的。

mahanīya

【形】 品格高尚的人。

mahanta

【形】 很棒的，大的，廣大的。(mahantī, mahatī 【陰】), ~tara,【形】比較棒的，更大的，更廣
大的。~tā,【陰】~bhāva,【陽】 大。

mahaṇṇava

【陽】 大海洋。

mahapphala

【形】 有大果報的。

mahabbala

【形】 有大力量的，有強烈的力量的。【中】 大力量，大軍隊。

mahabbhaya

【中】 大恐懼。

mahallaka

【形】 舊的，古舊的。【陽】 老人。~tara,【形】 比較老的，更老的。~llikā,【陰】 老女人。

mahā

(複合詞中 mahanta 改成 mahā, 尾母音 ā 時常被弄短)。~upāsaka,【陽】 大優婆塞（佛陀的
大信徒）。~upāsikā,【陰】 大優婆夷（大女信徒）。~karuṇā,【陰】 大悲。~kāya,【形】
有肥胖的身體，有大身體的。~gaṇa,【陽】 大團體。~gaṇī,【陽】 有許多追隨者。~jana,
【陽】 公衆。~taṇha,【形】 大貪（非常貪婪的）。~tala,【中】 在宮殿的頂端上的大平坦的屋
頂。~dhana,【中】 大財富。~naraka, ~niraya,【陽】 大地獄。~nasa,【中】 廚房。~nubbāva,
【形】 大權威的。~pañña,【形】 大智慧的（非常明智的）。~patha,【陽】 大道路。~pitu,
【陽】 伯父。~purisa,【陽】 大人。~bhūta,【中】 四大元素（地、水、火、風）。~bhoga,
【形】 有大財富的。~mati,【陽】 大智慧者。~matta, ~macca,【陽】 大臣，首席部長。~muni,
【陽】 大牟尼。~megha,【陽】 大雨。~yañña, ~yāga,【陽】 大犧牲。~yasa,【形】 大名
望。~raha,【形】 最寶貴的。~rāja,【陽】 大王。~latāpasādhana,【中】 （佩帶在淑女身上
的全套首飾被稱爲）大蔓草。~satta,【陽】 大 衆生，大有情。~samudda,【陽】 大海。~sara,
【中】 大湖。~sāra, ~sāla,【形】 有大財富的。~sāvaka,【陽】 大弟子。

mahikā

【陰】 霜。

mabiccha

【形】 貪婪的。~tā,【陰】 貪欲。

mahita

(mahati 的【過分】)。

mahiddhika

【形】 大神通力。

mahinda

【陽】 摩哼陀（人名），大因陀（神的領袖，大神王）。

mahilā

【陰】 女人。

mahisa

【陽】 水牛。~maṇdala,【中】 摩醯沙慢陀羅國（國名，現在印度 的邁索爾市 (Mysore)）。

mahissara

【陽】 大君主，自在神 (Issara)。

mahī

【陰】 地（摩希，即：大者），摩醯河（河名）。~tala,【中】 地面。~dhara,【陽】山。~pati,
~pāla,【陽】國王。~ruha,【陽】樹。

mahesakkha

【形】 有影響的，有大力量的。

mahesi

(mahā + isi),【陽】 大仙（大修行者）。

mahesī

【陰】 皇后。

mahogha

【陽】 大洪水。

mahodadhi

【陽】 大海。

mahodara

【形】 有大肚子的。

mahoraga

【陽】 龍王。

maṃsa

【中】 肉。~pesi。【陰】 肉片。~puñja,【陽】 肉堆。

mā

（禁止詞：不要） 別，莫。

mā

【陽】 月亮。

māgadha, māgadhaka

【形】 屬於摩揭陀國的。~dhī,【陰】 摩揭陀國的語言。

māgavika

【陽】 獵人（捕鹿者）。

māgasira

【陽】 摩揭斯喇月（月名，大約十一月至十二月之間）。

māgha

【陽】 摩伽月（月名，大約一月至二月之間）。

māghāta

【陽】 禁殺令（不可殺生的旨令）。

māṇava, māṇavaka

【陽】 年輕人。~vikā, ~vī,【陰】 年輕未婚女子。

mātaṅga

【陽】 象，賤民。

mātalī

【陽】 摩多梨（因陀神的戰車禦者的名字）。

mātāpitu

【陽】 父母，母親和父親。

mātāpettika

【形】 來自父親和母親的。~pettibhara,【形】 贍養父母的。

mātāmaha

【陽】 外公。~mahī,【陰】 外婆。

mātika

【形】 和母親連接的。~kā,【陰】 水道，河 道，目次，波提木叉 (Pātimokkha) 的編碼。

mātipakkha

【陽】 母系。

mātu

【陰】 母親。~kucchi,【陽】 母胎。~gāma,【陽】 女人。~ghāta,【陽】 弑母。~ghātaka,
【陽】 弑母。~upaṭṭhāna,【中】 照料母親。~posaka,【形】 贍養母親的。

mātucchā

【陰】 姨母（母親的姊妹）。

mātula

【陽】 舅父。~lānī,【陰】 舅母。

mātuluṅga

【陽】 香櫞樹（一種多刺的常綠灌木或小樹 (Citrus medica)，原産於印度，果實在外表和結梗上
類似於檸檬，但比檸檬更大和沒有頂乳頭）。

mādisa

【形】 象我的。

māna, māṇa

【中】 測量，度量。~kūṭa,【陽】 錯誤的尺寸。

māna

【陽】 自豪，自負。~tthaddha,【形】 自傲頑固的（死愛面子）。~da,【形】 激發尊敬的。

mānana

【中】 敬禮，尊敬。

mānasa

【中】 心意，意圖。【形】 (在【合】中) 有意圖的。

mānita

(māneti 的【過分】)。

mānī

【陽】 驕傲的人。

mānusa

【形】 人。【陽】 男人。~ka,【形】 人。~sī,【陰】女人。

māneti

(man + e), 尊敬，崇敬，看重，器重。【過】 mānesi。【現分】 mānenta。【獨】 mānetvā。

māpaka

【陽】 造物主，建設者。

māpita

(māpeti 的【過分】), 已産生。

māpeti

(mā + āpe), 建立，構造，産生，神變（以神通力變出）。【過】 ~esi。【獨】 māpetvā。

māmaka

【形】 專心於…的，親愛的。

māyā

【陰】 欺騙，魔術，戲法。~kāra,【陽】 變戲法者。~vī,【形】 騙人的，僞善的，魔術家。

māra

【陽】 魔王，撒旦，死亡的化身。~kāyika,【形】 屬於魔天的。~dheyya,【中】 魔
界。~bandhana,【中】 死亡的腳鐐。~senā,【陰】 魔軍。

māraka

【形】 帶來死亡的，殺人者。

māraṇa

【中】 殺。

mārāpana

【中】 令人被殺。

mārāpeti

(mareti 的【使】), 使被殺。【過】 ~esi。【過分】 mārāpita。【獨】 ~petvā。【現分】
~penta。

mārita

(māreti 的【過分】)。

mārisa

【形】 (只在【處】) 爵士，先生，閣下。

māruta

【陽】 風。

māreti

(mar + e), 殺。【過】 māresi。【現分】 mārenta。【獨】 māretvā。【不】 māretuṃ。

māretu

【陽】 兇手。

māla, mālaka

【陽】 圓圍牆的場地，圓院子。

mālatī

【陰】 大花素馨（見 Jātisumanā）。

mālā

【陰】 花環，花圈，花，一串。~kamma,【中】 花環手工，壁畫。~kāra,【陽】 製造花環者，
花匠。~gaccha,【陽】 開花植物。~guṇa,【陽】 一串花。~guḷa,【中】 花叢。~cumbaṭaka,
【陽】 花冠〔戴在頭上的 花串〕。~dāma,【陽】 花串。~dhara,【形】 戴著花環的。~dhārī,
~bhārī,【形】 戴著花圈的。~puṭa,【陽】 花的容器。~vaccha,【中】 花圃，多花的床。

mālika, mālī

【形】 有花環的，有花的。~linī,【陰】 女人戴著花環。

māluta

【陽】 風。

māluvā

【陰】 攀緣植物生長在樹上而慢慢地破壞那棵樹。

mālūra

【陽】 孟加拉蘋果樹（見 Billa）。

mālya

【中】 花環。

māsa

【陽】 一個月，綠豆（一種直立灌木狀一年生豆類 (Phaseolus aureus)，可能原産印度，現廣
泛栽培於溫暖地區，作綠肥或飼料，種子可食，通常綠色或黃色，是中國烹調中豆芽的主要原
料）。~sika,【形】 每個月都發生的，一個月一次的。

māsaka

【陽】 小硬幣（大約相等於一盤米飯的價值）。

miga

【陽】 畜牲，四腳動物，鹿。~chāpaka, ~potaka,【陽】 鹿崽。~taṇhikā,【陰】 海市蜃
樓。~dāya,【陽】 鹿 園。~mada,【陽】 麝香鹿。~mātukā,【陰】鼷鹿（原産於中非、印度 和
東南亞的熱帶雨林區的幾種〔水鼷鹿屬或 鼷鹿屬〕動物中任何一種，該 動物小而似鹿且無角—
亦稱鼠鹿）。~luddaka,【陽】 捕鹿獵人。Migava,【中】 狩獵。

miginda

【陽】 畜王，獅子。

migī

【陰】 雌鹿。

micchatta

【中】 謊言。

micchā

【無】 不真實，謊言，錯誤的，錯誤地，邪。~kammanta,【陽】 邪業。~gahaṇa,【中】 錯
誤的觀念。~cāra,【陽】 錯誤的行爲。~cārī,【形】 錯誤地舉止者。~diṭṭhi,【陰】 邪見，異
端。~paṇihita,【形】 誤導的。~vācā,【陰】 邪語。~vāyāma,【陽】 邪精進。~saṅkappa,
【陽】 邪思維。

miñja

【中】 miñjā,【陰】 核心，髓，精華。

miṇana

【中】 測量。

miṇāti

(mi + ṇā), 量，秤重，稱。【過】 miṇi。【過分】 mita。【現分】 miṇanta。【獨】 miṇitvā。
【不】 miṇituṃ。【被】 miṇīyati。

mita

(以上的【過分】)。~bhāṇī,【陽】 話說得適當者。

mitta

【陽、中】 朋友。~ddu, ~dubbhi, ~dūbhī,【陽】 出賣朋友的人，叛逆的人。~patirūpaka,【形】
損友。~bheda,【陽】 絕交，斷絕友情，瓦解聯盟。~santhava,【陽】 結交朋友。

mithu

【無】 輪流，交替地，秘密地。~bheda,【陽】 聯盟的瓦解。

mithuna

【中】 一對男女。

middha

【中】 惛沈，睡意。~dhī,【形】 處於睡眠狀態的，昏昏欲睡的。

miyyati, mīyati

(mar + ya, mar 被改成 miy 和 mī), 死。【現分】 mīyamāna。

milakkha

【陽】 野蠻人。~desa,【陽】 野蠻國（野蠻人居住的）。

milāta

(以下的【過分】), 已凋謝。~tā,【陰】 已褪色。

milāyati

(milā + ya), 褪色，凋謝。【過】 ~lāyi。【現分】 milāyamāna。【獨】 ~yitvā。

missa, missaka

【形】 混合，組合的。

missita

以下的【過分】。

misseti

(miss + e), 混合。【過】 ~esi。【現分】 ~senta。【獨】 ~setvā。

mihita

【中】 微笑。

mīna

【陽】 魚。

mīyati

參考 Miyyati。

mīḷha

【中】 排泄物，（家畜的）糞。

mukula

【中】 芽，蓓蕾。

mukha

【中】 嘴，臉，入口，口子，前面。【形】 最初的。~tuṇda,【中】 鳥嘴，喙。~dvāra,【中】
嘴。~dhovana,【中】 洗臉，漱口。~puñchana,【中】 面巾。~pūra,【中】 一口。【形】 填嘴
的。~vaṭṭi,【陰】 （杯、 碗等）邊，輪緣，邊緣。~vaṇṇa,【陽】 容貌。~vikāra,【陽】 臉孔扭

曲，扮鬼臉。~saṅkocana,【中】 撇嘴（嘴角向下，表示不高興的情緒）。~saññata,【形】控制
嘴巴的。

mukhara

【形】 饒舌的，多嘴的。~tā,【陰】 愛說話。

mukhādhāna
【中】 馬勒。

mukhullokaka

【形】 注視著他人的臉。

mukhodaka

【中】 洗臉水。

mukhya

【形】 首要的，最初的，最重要的。

mugga

【陽】 青豆。

muggara

【陽】 棍棒，木槌。

muṅgusa

【陽】 獴（一種獴屬 (Herpestes nyula) 的東半球食肉哺乳動物，有一柔軟而靈活的軀體和長尾
巴，善於捕食毒蛇）。

mucalinda

【陽】 銳棱玉蕊 (Barringtonia acutangula)。

muccati

(muc + ya), 解脫，被解救，被釋放。【過】 mucci。【過分】 mutta。muccita。【現分】
muccamāna。【獨】 ~citvā。

mucchati

(mucch + a), 失去知覺，衝昏頭腦，昏倒。【過】 mucchi。【過分】 ~chita。【現分】
~chanta。【獨】 ~chitvā, mucchiya。

mucchana

【中】 Mucchanā, mucchā,【陰】 昏暈，無意識，糊塗。

mucchita

見 Mucchati。

muñcaka

【形】 釋放的人，放出。

muñcati

(muc + ṃ-a), 解放，放鬆，釋放，送別，放出，放棄。【過】 muñci。【過分】 mutta,
muñcita。【現分】 ~canta, ~camāna。【獨】 ~citvā, ~ciya。

muñcana

【中】 釋放，放棄。~ka,【形】 放出。

muñja

【中】 纖毛甘蔗（亞洲的一種粗壯甘蔗屬植物 (Saccharum munja)，其強韌的桿通常用製繩索，
麻線和籃子，古印度也用來造拖鞋等）。

muṭṭha

(mussati 的【過分】), 已忘記。~sacca,【中】 健忘。~ssatī,【形】 健忘的。

muṭṭhi

【陽】 第一，柄。~ka, ~malla,【陽】 摔交 選手，拳擊家。~yuddha,【中】 拳擊。

muṇda

【形】 剃光頭的，無植物的，光禿的。~ka,【陽】 剃光頭髮的人，剃光頭的。~cchadda,【陽】
平頂的建築物。~tta, muṇdiya,【中】 剃光頭的事實。

muṇdeti

(muṇd + e), 剃（頭髮）。【過】 ~esi。【過分】 ~ḍita。【獨】 ~ḍetvā。

muta

【中】 經過鼻，舌和觸覺所感覺的知覺。

mutiṅga, mudiṅga
【陽】 小鼓。

mutimantu

【形】 有感覺的。

mutta

(muñcati 的【過分】)。~ācāra,【形】 放蕩的習慣。

mutta

【中】 尿，小便。~karaṇa,【中】 男女的性器官。~vatthi。【陰】 膀胱。

muttā

【陰】 珍珠。~vali,【陰】 ~hāra,【陽】 一串珍珠。~jāla,【中】 珍珠網。

mutti

【陰】 釋放，自由。

mudā

【陰】 歡樂。

mudita

【形】 高興的，滿足的。~mana,【形】 有喜悅的心。

muditā

【陰】 喜，于他人福利的道賀。

mudu, muduka

【形】 軟的，溫和的，嫩的。~citta, ~hadaya,【形】 心腸軟的。~jātika,【形】 天生溫和
的。~tā,【陰】 ~tta,【中】 柔和，可塑性。~bhūta,【形】 柔軟的，有延展性的。

muddaṅkaṇa
【中】 印刷。

muddā

【陰】 印章，印記，蓋印，手勢，印刷。~paka,【陽】 印刷者。~pana,【中】 印刷。~yanta,
【中】 印刷機。

muddāpeti

(muddā 的【派】), 印刷。【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muddikā

【陰】 印章戒指，圖章戒指。

muddikā

【陰】 葡萄樹（一種葡萄屬的木本植物 (Vitis vinifera)，有簇生可食用果實，被廣泛栽培，有許
多種類和變種），葡萄果（葡萄樹所結的肉色 的、表皮光滑的漿果，呈紫色、紅色或綠色，可鮮
食或製成果乾，並廣泛用於製酒）。~āsava,【陽】 酒。

muddha

【形】 愚蠢的，令人困惑的。~dhātuka,【形】 天生愚蠢的。~tā,【陰】 愚蠢。

muddhā

【陽】 頭，頂端，頂點。~dhaja,【形】 舌音的。【陽】 頭髮。~adhipāta,【陽】 頭的破
裂。~avasitta,【形】正確灌頂的（國王）。

mudhā

【無】 免費，白送，徒然。

munāti

(mun + a), 知道，明白。【過】 muni。【過分】 muta。

muni

【陽】 牟尼（出家人）。~nda,【陽】 牟尼因陀（偉大的聖人）。

muyhati

(muh + ya), 忘記，變成遲鈍，衝昏頭腦。【過】 muyhi。【過分】 mūḷha。【現分】
~hamāna。【獨】 ~hitvā。

muyhana

【中】 健忘，糊塗。

muraja

【陽】 小手鼓。

murumurāyati

(muru-muru 的【擬】), 哢嚓哢嚓地響著咬。

musala

【陽】 乳缽。~salī,【形】 乳缽在手中的。

musā

【無】 謊言，妄語。~vāda,【陽】 說謊。

mussati

(mu + ya), 忘記，被遺忘。【過】 mussi。【過分】 muṭṭha。【獨】 mussitvā。

muhutta

【陽、中】 片刻，分鐘。~ttena,【副】 立刻。~ttika,【形】 只存在一會兒的。【陽】 占星家。

muḷāla

【中】 蓮藕。~puppha,【中】 蓮花。

mūga

【形】 啞的，啞巴。

mūla

【中】 根，錢，現金，腳，底部，起源，因素，基礎，開始。~kanda,【陽】 球莖根。~dhana,
【中】 被存放的錢。~bīja,【中】 發芽的根。

mūlaka

【陽】 微紅。【形】 (在【合】中) 受…制約，源於。

mūlaṃ, mūlā

【中】 尾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mūlika

【形】 基本的，初步的。

mūlya

【中】 付款，薪水。

mūsā

【陰】 坩鍋。

mūsika

【陽】 Mūsikā,【陰】 鼠，老鼠。~cchinna,【形】 被老鼠咬破的。~vacca,【中】 老鼠糞。

mūḷha

(muyhati 的【過分】), 已走入歧途，已搞亂，已犯錯，已幹傻事。

me

(amha 的【與、領、單】), 給我，我的。

mekhalā

【陰】 女人的腰帶。

megha

【陽】 下雨，雲。~nāda,【陽】 雷電。~vaṇṇa,【形】 雲的彩色，即：黑色。

mecaka

【形】 黑色的，深藍色。

mejjha

【形】 純粹的。

meṇda, meṇdaka

【陽】 公羊，綿羊。

mettacitta

【形】 有慈善的心，慈心。

mettā

【陰】 慈，友好，善意。~kammaṭṭhāna,【中】 ~bhāvanā,【陰】 慈修。~yanā,【陰】 友好的
感覺，慈性。~vihārī,【形】 住在慈意中，慈居。

mettāyati

(mettā 的【派】), 覺得友善，發慈悲。【過】 ~tāyi。【獨】 ~yitvā。【現分】 ~yanta。

metti

參考 Mettā。

metteyya

-nātha,【陽】 未來佛，即：彌勒菩薩。

methuna

【中】 行房，接合。~dhamma,【陽】 行房，接合。

meda

【陽】 脂肪。~kathālikā,【陰】 油炸脂肪的燉鍋。~vaṇṇa,【形】 脂肪的顔色。

medinī

【陰】 地（墨地尼，即：友善的）。

medha

【陽】 宗教性的犧牲。

medhaga

【陽】 吵架。

medhā

【陰】 智慧。~vī,【陽】明智的人。~vinī,【陰】明智的女人。

meraya

【中】 發酵的酒。

meru

【陽】 須彌山（世界的最高山名）。

melana

【中】 聚集，會議。

mesa

【陽】 公羊。

meha

【陽】 泌尿的痛苦。

mehana

【中】 男女的性器官。

mokkha

【陽】 釋放，自由，解脫，最後的釋放。~ka,【形】 釋放者。~magga。【陽】 導致解脫之道。

mokkhati

(mokkh + a), 釋放，解救。

mogha

【形】 空的，徒然的，無用的。~purisa,【陽】 愚蠢者，沒用的人。

moca

【陽】 芭蕉（(Musa paradisiaca sapientum) 亞洲熱帶的土産，但在整個 熱帶都有栽培或引種，
具軟的草質的莖，單葉非常大，花由一些一顔色的總苞包著，並聚集成一個大的下垂的串，其中
的每一朵花都産生一單個的常常是無籽的果實，而且通常僅通過在植物基部形成的根出條進行營
養繁殖）。

mocana

【中】 釋放。

mocāpana

【中】 導致個人的自由，救出。

mocāpeti

(以下的【使】) 使被釋放。

moceti

(muc + e), 釋放，解脫。【過】 ~esi。【過分】 mocita。【現分】 mocenta。【獨】 mocetvā,
mociya。【不】 mocetuṃ。

modaka

【陽】 球狀的甜肉。

modati

(mud + a), 歡喜，使快樂。【過】 modi。【過分】 modita。【現分】 modamāna。【獨】
moditvā。

modana

【中】 ~nā,【陰】 高興，享樂。

mona

【中】 智慧，沈著，冷靜，沈默。

moneyya

【中】 道德完美。

momuha

【形】 遲鈍的，愚蠢的，糊塗的。

mora

【陽】 孔雀。~piñja,【中】 孔雀的尾部。

mosa

【陽】 mosana,【中】 竊盜。

mosavajja

【中】 不真實。

moha

【陽】 愚蠢，迷惑。~kkhaya,【陽】 無知的破壞。~carita,【形】 愚蠢的習慣。~tama,【陽】
無知的黑暗。~nīya, ~neyya,【形】 導致糊塗的。

mohana

【中】 造成遲鈍，誘惑，引誘。~ka,【形】 使人混亂的，導致迷 路的。

moheti

(muh + e), 欺騙，愚弄，迷惑。【過】 ~esi。【過分】 mohita。【獨】 mohetvā。

moḷi

【陽、陰】 頂髻，頭頂。

Y
y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六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y。

ya

【關代】 哪一，什麽，無論什麽。

yakana

【中】 肝臟。

yakkha

【陽】 夜叉。~gaṇa,【陽】 夜叉群衆。~gāha,【陽】 夜叉佔有 （著魔）。~tta,【中】 夜叉的
情況。~bhūta,【形】 出生爲夜叉的。~samāgama,【陽】 夜叉的集會。~adhipa,【陽】 夜叉
王。

yakkhinī, yakkhī
【陰】 母夜叉。

yagghe

【形】 用來稱呼大輩的忠告詞。

yajati

(yaj + a), 舍，犧牲，佈施，送禮。【過】 yaji。【過分】 yiṭṭha, yajita。【獨】 yajitvā。【現
分】 yajamāna。

yajana

【中】 犧牲的行爲，捐獻的分配。

yañña

【陽】 參考 Yāga。~sāmī,【陽】 犧牲者，施主。~āvāṭa,【陽】 犧牲的深坑。~upanīta,【形】
爲犧牲帶來的。

yaṭṭhi

【陽、陰】 棍，棒，手杖，桿，拐杖，七腕尺的長度。~koṭi,【陰】 棒端。~madhukā,【陰】 甘
草屬植物。

yata

(yameti 的【過分】), 已制止，已控制，已抑制。

yatati

(yat + a), 盡力，努力。【過】 yati。

yatana

【中】 努力。

yati

【陽】 出家人。

yato

【無】 從哪裡，從何處，以後，因爲，由於。

yattaka

【形】 無論多少的，不管有幾多的。

yattha, yatra

【副】 無論那裡，哪裡。

yathatta

【中】 真實，本性，真面目。

yathariva

(yathā + iva),【無】 正如，正當，正象。

yathā

【副】 同樣地，可能，關於，涉及，與…相比，依照，在任何方式， 正如。~kammaṃ,【副】
依照個人的行動。~kāmaṃ,【副】 依照個人 的心願，隨意。~kāmakārī,【陽】 爲所欲爲
的人。~kārī,【形】 正如 他所做的。~kāla,【陽】 適當的時間。~kālaṃ,【副】 在適當的時
間。~kkamaṃ,【副】 整齊，狀況良好，適宜，接著，接連地。~ṭhita,【形】 象現在這樣的；
正如站著的。~tatha,【形】 真實的，真正的。~tathaṃ,【副】 依照事實。~dhammaṃ,【副】
依照法。~dhota,【形】 好像被 洗的。~nusiṭṭaṃ,【副】 符合忠告。~nubhāvaṃ,【副】 依照個
人的能 力。~pasādaṃ,【副】 依照個人的滿足。~pūrita,【形】 所能充滿的。~phāsuka,【形】
舒服的。~balaṃ,【副】 依照個人的力量。~bhataṃ,【副】 象現在這樣的被攜帶。~bhirantaṃ,
【形】 喜歡多久就多久的。~bhucca, ~bhūta,【形】 真正的，顯然的，依照事實的。~bhūtaṃ,
【副】真實地，實在，實際上，事實上，實質上。~rahaṃ,【副】 當適宜時，當適當時。~ruciṃ,
【副】 依照愛好。~vato,【副】 實質上。~vidhiṃ,【副】 的確，適當地。~vihita,【形】正如
安排的。~vuḍḍhaṃ,【副】 依照輩份。~vutta,【形】 上述的。~vuttaṃ,【副】 按照之前所規
定。~saka,【形】 依照個人的所有權的。~sakaṃ,【副】 每個人自己的。~sattiṃ,【副】 依照個
人的力量。~saddhaṃ,【副】 依照個人的熱愛。~sukhaṃ,【副】 安樂地。

yathicchitaṃ

【副】 隨個人的喜歡。

yadā

【副】 每當，當。

yadi

【無】 如果，然而。~idaṃ,【無】 這是哪一，是，即。

yanta

【中】 機器。~nāḷi,【陰】 機械的管。~mutta,【形】 經過機器抛出或射擊的。~yutta,【形】 以
機器連接的。

yantika

【陽】 機械工。

yama

【陽】 閻摩（死亡王國的統治者）。~dūta,【陽】 閻摩的使者（死亡的報信者）。~purisa,
【陽】 閻摩的人（地獄的兵卒）。~rāja,【陽】 閻摩王。~loka,【陽】 亡靈的世界。

yamaka

【形】 兩倍的，雙胞胎的，一對的，相似的。【中】 （一）對， （一）雙。~sāla,【陽】 一對
的婆羅雙樹。

yava

【陽】 大麥。~sūka,【陽】 （麥）芒。

yavasa

【陽】 草，乾草，草料。

yasa

【陽、中】 (mano-group), 名望，光榮，成功，（要人的一批）隨行人員。~dāyaka,【形】 財富
的施主，名望的施主。~mahatta,【中】 大名望，大財富，高地位。~lābha,【陽】 獲得名望，獲
得財富。

yasodhara

【形】 出名的。

yasoladdha

【形】 通過名望而獲得的。

yahaṃ, yahiṃ

【副】 哪里，無論那裡，無論什麽情況下。

yaṃ

(ya 的【中、單】), 哪個，無論什麽事物。【副】 因爲。

yā

(ya 的【陰、單】), 她，無論什麽女人。

yāga

【陽】 犧牲，給捐獻的，佈施。

yāgu

【陰】 稀粥。

yācaka

【陽】 乞丐，討的人。【陰】 yācikā。

yācati

(yāc + a), 乞，討，懇求。【過】 yāci。【過分】 yācita。【現分】 yācanta, ~māna。【獨】
yācitvā。【不】 yācituṃ。

yācana

【中】 請求，懇求。~ka,【形】 請求。

yācayoga

【形】 容易取得的懇求，預備照做其他人的請求。

yācita

(yācati 的【過分】), 已要求，已請求。

yācitaka

【中】 借來的事物。

yājaka

【陽】 令人犧牲的人。

yāta

(yāti 的【過分】), 已離去，已進行。

yāti

(yā + a), 繼續，著手進行。【獨】 yātvā。

yātrā

【陰】 旅行，航行，生活的資助。

yāthāva

【形】 正確的，明確的。~to,【副】 完全地。

yādisa, yādisaka

【形】 無論哪一個，無論什麽，相似的。

yāna

【中】 馬車，交通工具，行走。~ka,【中】 小馬車。~gata,【形】 登上馬車的。~bhūmi,【陰】
馬車可通行的地方。

yānī

【陽】 趕車人。~kata,【形】 成習慣的，精通的。

yāpana

【中】 生計，滋養，身體的持續。~nīya,【形】 足夠維持個人的生活。

yāpeti

(yā + āpe), 滋養，持續，維持個人的生活。【過】 yāpesi。【過分】 yāpita。【現分】
yāpenta。【獨】 yāpetvā。

yāma

【陽】 夜晚的一個時分（一個夜晚有三個時分），一個夜晚的三分之一（大約有兩個時
辰）。~kālika,【形】 時分藥，非時藥（佛教出家人被允許在午後和夜晚食用的藥物）。

yāyī

【陽】 去的人。(在【合】中), 例：sīghayāyī。

yāva

【無】 一直到，等於，遠到，直到，至於，遠得很。~kālika,【形】 臨時的。~jīva,【形】 一
生的，終身的，畢生的。~jīvaṃ,【副】 個人一生壽命的長久。~jīvika,【形】 活足一生的壽
命。~taka,【形】 差不多，和…一樣多，遠到。~tatiyaṃ,【副】 直到第三次。~datthaṃ,【副】
就個人的喜歡，至於需要。

yāvatā

【無】 遠到，直到，至於，與…比較。~āyukaṃ,【副】 一生（壽命持續之長久）。~vatihaṃ,
【副】 和…一樣多的日子。

yiṭṭha

(yajati 的【過分】), 已授予，已犧牲。

yuga

【中】 軛，（一）對，（一）雙，時代，世代。~nta,【陽】 時代的終點，世代的結
束。~ggāha,【陽】 專橫，敵對，競爭。~ggāhī,【陽】 對手，能勝任的。~cchidda,【中】 軛的
洞。~naddha, ~nandha,【形】 一致的，和諧的，連接軛的。~matta,【形】 軛的距離。

yugala, yugalaka

【中】（一）對，（一）雙。

yujjhati

(yudh + ya), 對抗，發動戰爭。【過】 yujjhi。【過分】 yujjhita。【現分】 ~jhanta, ~jhamāna。
【獨】 yujjhitvā, yujjhiya。【不】 ~jhituṃ。

yujjhana

【中】 對抗。

yuñjati

(yuj + ṃ-a), 會合，參加，試圖。【過】 yuñji。【過分】 yutta。【現分】 ~janta, ~jamāna。
【獨】 ~jitvā。【潛】 ~jitabba。

yuñjana

【中】 從事，三加。

yutta

(以上的【過分】), 已把…套上軛，已束以馬具，已與…連接，已給，已參加，已適當。~ka,
【形】 適當的，適宜的。~kāri,【形】 適當地舉止，端正地行動。

yutti

【陰】 正義，適當。~to,【副】 符合正義。

yuddha

【中】打架，戰爭，打戰。~bhūmi,【陰 ~maṇdala,【中】戰場。

yuva

【陽】 年輕人。(yuvā 的【主、單】)。

yuvatī

【陰】 年輕女人。

yūtha

【陽】（禽、畜等的）群，牧群。~jeṭṭha, ~pa,【陽】獸群的領袖。

yūpa

【陽】 犧牲的柱。

yūsa

【陽】 （水果）汁，湯。

yena

【副】 因爲，哪里。

yebhuyya

【形】 很多的，大部分的，豐富的。~yena,【副】 幾乎所有，大概。

yeva

【無】 （強調詞）甚至（…也），正好，也。

yo

(【主、單】 ya), 誰，哪個人，任何人。

yoga

【陽】 瑜伽，連接，束縛，盡力，聯合，執著，努力，混合。~kkhema,【陽】 從執著中釋
放。~yutta,【形】 被執著束縛的。~gāvacara,【陽】 修瑜伽的人，修行者。~gātiga,【形】 已經
征服再生的束縛者。

yogī

參考 Yogāvacara。

yogga

【形】 適當的，適宜的。【中】 交通工具，發明。

yojaka

【陽】 連接的人，套上軛者，著作者。

yojana

【中】 軛，應用，由旬（長度，大約七英里）。

yojana

【陰】 〔語法〕造句，意見，提議，注釋。

yojanika

【形】 有一由旬的範圍的。

yojāpeti

(yojeti 的【使】)。

yojita

(以下的【過分】) 已結合，已套上軛，已準備，已混合。

yojeti

(yuj + e), 套上軛，束以馬具，結合，聯合，混合，應用，準備，催促。【過】 yojesi。【現分】
~jenta。【獨】 yojetvā, yojiya。

yotta

【中】 線，細繩。

yodha

【陽】 軍人。~ājīva,【陽】 戰士。

yodheti

(yudh + e), 對抗，發動戰爭。【過】 ~esi。【過分】 ~dhita。【獨】 ~dhetvā。

yoni

【陰】 起源，生存的王國，女性的器官，知識，種類。~so。【副】 聰明地，適當地，判斷正確
地。~somanasikāra,【陽】從起源作意。(原譯作：適當的考慮。proper consideration)。

yobbana, yobbañña

【中】 年輕人。~mada,【陽】 年輕的自豪。

R
r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七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r。

rakkhaka

【陽】 保衛者，觀察者，看守者，守衛。

rakkhati

(rakkh + a), 保護，保衛，觀察，保持。【過】 rakkhi。【過分】 ~khita。【現分】 ~khanta。
【獨】 ~khitvā。【潛】 ~khitabba。

rakkhana

【中】 保護，遵守。~ka,【形】 觀察的，保衛的。

rakkhasa

【陽】 羅刹，鬼，魔鬼。

rakkhā

【陰】 保護，安全，庇護所。

rakkhita

(rakkhati 的【過分】), 已保護，已觀察。

rakkhiya

【形】 被保護的。

raṅga

【陽】 1. 染料，油漆。2. 舞臺，劇場，劇本。~kara,【陽】 染工， 演員。~jāta,【中】 各種不
同的染料。~ratta,【形】 用…染的。~ājīva,【陽】 畫家，染工。

racayati

(rac + aya), 安排，組成，準備。【過】 ~yi。【過分】 racita。【獨】 racitvā。

racanā

【陰】 安排，論文。

racchā

【陰】 街道。

raja

【陽、中】 (mano-group), 灰塵，污垢，花粉，弄髒，雜質。~kkha,【形】 (在【合】中) 弄髒
的。~kkhandha,【陽】 一大堆灰塵。

rajaka

【陽】 洗衣人。

rajata

【中】 銀。~paṭṭa, 銀碟子，銀片。

rajati

(raj + a), 染。【過】 raji。【獨】 rajitvā。【潛】 rajitabba。

rajana

【中】 塗顔色，染料，染顔色。~kamma。【中】 染。

rajanī

【陰】 夜晚。

rajanīya

【形】 誘騙的，激情的。

rajojalla

【中】 多泥的污垢。

rajoharaṇa

【中】 去除污垢，撣子。

rajja

【中】 王國，君主身份。~siri,【陰】主權。~sīmā,【陰】 國界。

rajjati

(raj + ya), 尋樂趣，執著於。【過】 rajji。【過分】 ratta。【現分】 rajjanta。【獨】 rajjitvā。

rajjana

【中】 弄髒，污穢。

rajju

【陰】 粗繩，繩索。~gāhaka,【陽】 土地測量員。

rañjati

(ranj + a), 尋快樂。【過】 rañji。【過分】 rajita, ratta。【現分】 ~janta, ~jamāna。【獨】
~jitvā。

rañjeti

(rañj + e), 給樂趣，彩色，染色。【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獨】
~jetvā。

raṭṭha

【中】 國家。~piṇda,【陽】 從民衆獲得的食物。~vāsī, ~vāsika,【陽】 國民（國家的居民）。

raṭṭhika

【形】 屬於國家的，官員。

raṇa

【中】 戰爭，打戰，罪，過失。~jaha,【形】避免激情的擾亂。

rata

(ramati 的【過分】), 已高興，已獻身。

ratana

【中】 1. 珠寶，寶貴的事物。2. 腕尺。~ttaya,【中】 三寶（即： 佛、法、僧）。~vara,【中】
最好的珠寶。

ratanika

【形】 (在【合】中) 有很多腕尺的長度或寬度。

rati

【陰】 執著，愛，愛好。~kīḷā,【陰】 性交。

ratta

【形】 紅色的。【中】 血。【過分】 已染色，已彩色，已性衝動。~kkha,【形】 有紅眼睛
的。~candana,【中】 紫檀（見 Mañjiṭṭhā）。~phalā,【陰】 紅果藤（有紅色橢圓形的果實的藤
本植物）。~paduma,【中】 紅睡蓮。~maṇi,【陽】 紅寶石。~atisāra,【陽】 赤痢。

rattaññu

【形】 長期存在的。

rattandhakāra

【陽】 夜裡的黑暗。

rattapā

【陰】 水蛭。

ratti

【陰】 夜晚。~kkhaya,【陽】 夜盡（夜晚近尾梢，近破曉了）。~khitta,【形】 夜晚射
擊。~bhāga,【陽】 夜晚時分。~bhojana,【中】 晚餐。

rattūparata

【形】 戒除在晚上吃食物的。

ratha

【陽】 馬車，二輪戰車。~kāra,【陽】 造車者，木匠。~ṅga,【中】 馬車的一部份。~gutti,
【陰】 車甲（馬車的防衛物）。~cakka,【中】 車輪。~pañjara,【陽】 車身。~yuga,【中】
車軛。~reṇu,【陽】 塵埃。~ācariya,【陽】 戰車的禦者，趕車人。~aṇīka,【中】 一隊戰
車。~āroha,【陽】 二輪戰車的戰士。

rathika

【陽】 在二輪戰車上打仗的人。

rathikā

【陰】 街道。

rada

【陽】 長牙。例： dvirada = 兩隻長牙（象）。

randha

【中】 開口處，裂縫，弱點，過失。~gavesī,【陽】 挑剔者，尋弱點的人。

randhaka

【陽】 廚子。

randhana

【中】 烹飪，煮。

randheti

(randh + e), 煮沸，烹調。【過】~esi。【過分】~dhita。【獨】 ~dhetvā。

ramanī

【陰】 女人。

ramanīya

【形】 令人愉快的，迷人的，嬌媚的。

ramati

(ram + a), 使高興，過得快樂。【過】 rami。【過分】 rata。【現分】 ramanta, ~māna。【獨】
ramitvā。【不】 ramituṃ。

ramana

【中】 享樂。

rambhā

【陰】 芭蕉（見 Moca）。

ramma

【形】 迷人的，可享受的。

rammaka

【陽】 然瑪尬月（月份名，見 Citta）。

rava

【陽】 噪音，吼，哭聲。~na,【中】 吼聲，嚎叫。

ravati

(ru + a), 發出噪音，哭。【過】 ravi。【現分】 ravanta, ravamāna。【獨】 ravitvā。【過分】
ravita, ruta。

ravi

【陽】 太陽。~haṃsa,【陽】 “太陽鵝”（鳥名）。

rasa

【陽】 味道，汁，滋味，水銀。~gga,【中】 最好的味道。~ñjana,【中】 洗眼劑[??]。~taṇhā,
【陰】 渴望味道。~vatī,【陰】 廚房。~haraṇī,【陰】 味蕾。

rasaka

【陽】 廚子。

rasanā

【陰】 女人的腰帶。見 mekhalā。

rasmi

【陰】 繩索，繮繩，光線。

rassa

【形】 短的，像侏儒的，矮小的。~tta,【中】 短。

rahada

【陽】 湖。

rahassa

【中】 秘密。

rahābhāva

【陽】 不是秘密的情形。

rahita

【形】 剝奪的，沒有的。

raho

【無】 秘密地，在保密中，偏僻的地方。~gata,【形】 到偏僻的地方去的。

raṃsi

【陰】 光，光線。~mantu,【陽】 太陽。【形】 發光的。

rāga

【陽】 顔色，色，染料，肉欲，執著。~kkhaya,【陽】 貪欲的毀滅。~ggi,【陽】 欲火。~carita,
【形】 好色的行爲。~ratta,【形】 起好色心的。

rāgī

【形】 好色的。

rāja

【陽】 國王。~kakudhabhaṇda,【中】 皇室的徽章，王位的標誌（如王冠等）。~kathā,
【陰】 王論。~kammika,【陽】 政府官員。~kumāra,【陽】 王子。~kumārī, ~kaññā,【陰】
公主。~kula,【中】 王室，王宮。~geha, ~bhavana, ~mandira,【中】 王宮。~āṅgaṇa,【中】
宮殿的庭院。~daṇda,【陽】 國王諭旨的處罰。~dāya,【陽】 王室禮物。~dūta,【陽】 國
王的報信者或外交使節。~devī,【陰】 王妃（國王的配偶）。~dhamma,【陽】 王法（國
王的職責）。~dhāni,【陰】 王城。~dhītu, ~puttī,【陰】 公主。~nivesana,【中】 國王的
住所。~antepura,【中】 王室閨房，宮殿場所。~parisā,【陰】 國王的隨行人員，王室集
會。~putta,【陽】 王子。~purisa,【陽】 屬於國王的人。~porisa,【中】 公職。~bali,【陽】 國
王抽的稅。~bhaṭa,【陽】 軍人。~bhaya,【中】 來自國王的恐懼。~bhogga,【形】 適合被國
王用的。~mahāmatta,【陽】 總理，大臣，宰相。~mahesī,【陰】 皇后。~muddā,【陰】 王
印。~ratha,【陽】 皇家馬車。~vara,【陽】 高貴的國王。~vallabha,【形】 熟悉國王的，國王喜
歡的事物。~sampatti,【陰】 國王的光彩壯麗。

rājañña

【陽】 戰士階級的人（印度的世襲階級）。

rajati

(rāj + a), 照耀。【過】 rāji。【過分】 rājita。【現分】 rajamāna。

rājatta

【中】 君主身份。

rājahaṃsa

【陽】 王室天鵝（其喙和腳皆紅色）。

rājāṇā

【陰】 國王的諭令。

rājānubhāva

【陽】 國王的壯麗或最高權威。

rājāmacca

【陽】 王室部長。

rājāyatana

【陽】 闊葉山檨子（見 Khīrikā）。

rāji

【陰】 （一）排，線，行列，意見不合。

rājita

【過分】 已燦爛，已照耀。

rājiddhi

【陰】 王室力量。

rājinī

【陰】 皇后。

rājisi

【陽】 王室預言者。

rājupaṭṭhāna

【中】 對國王的伺候。

rājuyyāna

【中】 王室花園。

rājorodha

【陽】 國王的閨房，王妃。

rāmaṇeyyaka

【形】 愉快的，可愛的。

rāva

【陽】 哭聲，嚎叫，噪音。

rāsi

【陽】 堆，量。~vaḍḍhaka,【陽】 收入的管理員。

rāhaseyyaka

【形】 隱蔽的，秘密的。

rāhu

【陽】 羅睺（阿修羅王的名字），月蝕，日蝕。~mukha,【中】 羅睺口刑（一種處罰）。

riñcati

(ric + ṃ-a), 疏忽，放棄，倒空。【過】 riñci。【過分】 ritta。【獨】 riñcitvā。【現分】
riñcamāna。

ritta

(以上的【過分】), 已缺乏，已空，已擺脫。~muṭṭhi,【陽】 空拳。~hattha,【形】 空手的。

rukkha

【陽】 樹。~gahaṇa,【中】 樹叢。~devatā,【陰】 樹神。~mūla,【中】 樹腳（樹底
下）。~mūlika,【形】 樹下住（居住在樹下的人）。~susira,【中】 空心樹。

ruci

【陰】愛好，選擇，傾向。~ka,【形】(在【合】中) 有傾向…的。

rucira

【形】 愉快的，美麗的。

ruccati

(ruc + ya), 尋開心，喜歡。【過】 rucci。【過分】 ruccita。【獨】 ruccitvā。

ruccana

【中】 愛好，選擇。~ka,【形】 令人喜愛的，滿意的。

rujati

(ruj + a), 覺得疼，痛。【過】 ruji。【獨】 rujitvā。

rujana

【中】 Rujā,【陰】 疼，痛。~ka,【形】 痛的。

rujjhati

(rudh + ya), 被阻隔，被避免。【過】 rujjhi。【過分】 ruddha。

ruṭṭha

(russati 的【過分】), 已惱怒，已激怒。

ruṇṇa

(rudati 的【過分】), 已哭泣，已悲歎。

ruta

【中】 （鳥、獸等）叫，啼，嗥，鳴。

rudati

(rud + a), 哭，哀悼。【過】 rudi。【過分】 rudita, ruta。【現分】 rudanta, ~māna。【獨】
ruditvā。

rudammukha

【形】 含淚的臉的。

ruddha

見 Rujjhati。

rudhira

【中】 血。

rundhati

(rudh + ṃ-a), 防止，阻隔，圍困，監禁。【過】 ~dhi。【過分】 rundhita, ruddha。【獨】
~dhitvā。

rundhana

【中】 預防，關押。

ruppati

(rup + ya), 被惱怒，被改變。【過】 ruppi。【現分】 ruppamāna。

ruppana

【中】 持續的變化。

ruru

【陽】 一種牡鹿。

ruha

【形】 (在【合】中) 成長的，起來的，上升的。

ruhira

【中】 血。

rūpa

【中】 色（相），外形，體形，圖像，視野（眼睛的物件，即：所看 到的東西），物質元素
的合成物（即：地水火風所組成的物質體）。~ka,【中】 小體形，直喻。~taṇhā,【陰】 色
愛（色相的渴望）。~dassana,【中】 見色（視界的察覺）。~bhava,【陽】 色有（梵天世
界）。~rāga,【陽】 色貪（渴望出生在色相的世界）。~vantu,【形】 英俊的。~sampatti,
【陰】 美好的東西。~siri,【陰】 個人的光彩壯麗。~ārammaṇa,【中】 色緣（看得見的事
物）。~avacara,【形】 色界的。

rūpinī

【陰】 美女。

rūpiya

【中】 銀，銀幣。~maya,【形】 銀製的。

rūpī

【形】 有物質的。

rūpūpajīvinī
【陰】 妓女。

rūḷha

以下的【過分】。

rūhati

(ruh + a), 生長，登上，（創傷的）痊愈。【過】 rūhi。

rūhana

【中】 成長，起立，上升。

recana

【中】 發射。

reṇu

【陽、陰】 灰塵，花粉。

revatī

【陰】 奎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roga

【陽】 病，疾病。~niḍḍa, ~nīḷa,【形】 疾病的所 在地。~hārī,【陽】 醫師。~ātura,【形】 病
人。

rogī

【陽】 病人。

rocati

(ruc + a), 照耀。【過】 roci。

rocana

【中】 愛好，選擇，光亮。

roceti

(ruc + e), 同意，喜歡。【過】 ~esi。【過分】 rocita。【獨】 rocetvā。

rodati

(rud + a), 哭，哀悼。【過】 rodi。【過分】 rodita。【現分】 rodanta, ~māna。【獨】 roditvā,
【不】 rodituṃ。

rodana

【中】 哭，哭泣的行爲。

rodha

【陽】 Rodhana,【中】 妨礙，預防。

ropa, ropaka

【陽】 種植者，耕者。

ropita

以下的【過分】。

ropeti

(rup + e), 種植，培養。【過】 ~esi。【現分】 ropenta, rāpayamāna。【獨】 ropetvā, ropiya。

roma

【中】 毫毛（體毛）。~ca,【陽】 毛骨悚然，雞皮疙瘩。

romaka

【形】 羅馬人。

romanthati

(?), 咀嚼反芻的食物，用力咀嚼。【過】 ~nthi。【獨】 ~nthayitvā。

romanthana

【中】 反芻，用力咀嚼。

roruva

【陽】 嚕羅婆地獄（地獄名），叫喚。

rosa

【陽】 激怒。~ka,【形】 使人生氣的。

rosanā

【陰】 激怒。

roseti

(rus + e), 使很生氣，激怒。【過】 rosesi。【過分】 rosita。【獨】 rosetvā。

rohati

參考 Ruhati。

rohana, ruhana

【中】 升起，成長。

rohiṇī

【陰】 赤牛，畢宿（星宿）

rohita

【形】 紅色。【陽】 一種鹿“紅鹿”，一種魚“紅魚”（紅鯉魚 (Cyprinus rohita)）。~maccha,
【陽】 鮭魚。

L
l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八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l。

lakāra

【陽】 帆。

lakuṇṭaka

【形】 矮子。

lakkha

【中】 標誌，目標，賭注，記帳的標誌，十萬。

lakkhaṇa

【中】 相，告示，標誌，特徵，預兆，質量。~pāṭhaka,【陽】 占相者（解讀徵兆的專
家）。~sampatti,【陰】 相的優點。~sampanna,【形】 有吉兆的。

lakkhika

【形】 幸運的。

lakkhita

(lakkheti 的【過分】)。

lakkhī

【陰】 好運氣，繁榮，財神。

lakkheti

(lakkh + e), 作標記，區別，表現…的特色。【過】 ~esi。【過分】 ~khita。【獨】 ~khetvā。

laguḷa

【陽】 棍棒。

lagga

【形】 卡住的，執著的。

laggati

(lag + a), 黏住，執著，黏附在，懸挂。【過】 laggi,【過分】 laggita。

laggana

【中】 粘附，執著，懸挂。

laggeti

(lag + e), 堅持，不挂斷，粘住。【過】 ~esi。【過分】 laggita。【獨】 laggetvā。

laṅgī

【陰】 門閂，棒（常用作柵欄，扣栓物）。

laṅgula

【中】 尾。

laṅghaka

【陽】 跳躍者，表演雜技者。

laṅghati

(lagh + ṃ-a), 跳過，單腳跳。【過】 laṅghi。【獨】 ~ghitvā。

laṅghana

【中】 跳躍，單腳跳。

laṅghāpeti

(laṅghati 的【使】)。

laṅghī

【陽】 跳躍者，門檻。

laṅgheti

(lagh + e), 跳過，放出，違背。【過】 ~esi。【過分】 laṅghita。【獨】 ~ghetvā。

lajjati

(lajj + a), 感到慚愧，蒙羞。【過】 lajji。【過分】 lajjita。【現分】 lajjanta, ~māna。【獨】
lajjitvā。

lajjana

【中】 很丟臉，羞恥。

lajjā

【陰】 恥辱，害羞。

lajjāpana

【中】 慚愧心。

lajjāpeti

(lajjati 的【使】), 使慚愧。【過】 ~esi。【過分】 ~pita。

lajjitabbaka

【形】 應該感到慚愧的。

lajjī

【形】 有慚愧心的，謙遜的，有責任心的。

lacchati

= labhissati,【未】 labhati。

lañca

【陽】 賄賂。~khādaka,【形】 收受賄賂。~dāna,【中】行賄。

lañcha

【陽】 lañchana,【中】 標誌，印記，特徵。

lañchaka

【陽】 作標記的人，壓印者。

lañchati

(lanch + a), lañcheti (lanch + e), 作標記，壓印，蓋章。【過】 lañchi, ~chesi。【獨】 ~chitvā,
~chetvā。

lañchita

(以上的【過分】), 已作記號，已蓋章。

laṭukikā

【陰】 印度鵪鶉。

laṭṭhi, laṭṭhikā

【陰】 杖，小樹。

laṇda

【陽】 laṇdikā,【陰】 （家畜的）糞。

latā

【陰】 藤蔓，攀緣植物。~kamma,【中】 藤編。

laddha

(labhati 的【過分】), 已獲得，已接收。~ka,【形】 迷人的，愉快的。~bba,【潛】 應該被接
收。~bhāva,【陽】 接收的事實，達到的事實。~assāda,【形】 精力恢復的，病癒的。

laddhā, laddhāna

(labhati 的【獨】), 有得到，有收到，有達到。

laddhi

【陰】 理論的意見，~ka,【形】 有某種見解的。

laddhuṃ

(= labhituṃ),【不】 要獲得，要接受。

lapati

(lap + a), 談話，講話，小孩般說話。【過】 lapi。【過分】 lapita。【獨】 lapitvā。

lapana

【中】 嘴，演講。~ja,【陽】 牙齒。

lapanā

【陰】 小孩般說話，諂媚。

labuja

【陽】 麵包果（一種高的喬木 (Atrocarpus altilis)， 它很可能原産於馬來西亞，而現在以栽培和
逸出植物廣 布於熱帶地區，結麵包果，樹皮含堅韌的纖維，當地用作織布和生産可用 的木材以
及一種黏性物質，用於堵縫和作一種膠水或粘鳥膠）。

labbhati

(labh + ya), 被獲得，被接收。【過分】 laddha,【現分】 labbhamāna。

labbhā

【無】 可能的，可允許的，可能被獲得。

labhati

(labh + a), 收穫，獲得，達到。【過】 labhi。【過分】 laddha,【現分】 labhanta。【獨】
labhitvā, laddhā,【不】 labhituṃ, laddhuṃ。

lamba

【形】 懸挂的，下垂的。~ka,【中】正在懸挂的東西，鐘擺。

lambati

(lab + ṃ-a), 懸挂，吊。【過】 lambi。【現分】 ~banta, ~bamāna。【獨】 ~bitvā。

lambeti

(以上的【使】), 使懸挂，使吊。【過】 ~esi。【過分】 lambita。【獨】 ~betvā。

laya

【陽】 短暫的時間的衡量。

lalanā

【陰】 女人。

lalita

【中】 優雅，吉祥物。

lava

【陽】 一滴。

lavaṅga

【中】 丁香（熱帶地方的常綠喬木 (Eugenia caryophyllata)，葉子長橢圓形，花淡紅色，果實長
球形。花供藥用，有健胃驅風作用。種子可以榨丁香油，用作芳香劑）。

lavaṇa

【中】 鹽。

lavana

【中】 割穀，收穫。

lasati

(las + a), 照耀，玩。【過】 lasi。

lasikā

【陰】 關節骨液。

lasī

【陰】 腦髓。

lasuṇa

【中】 蒜（一種鱗莖草木 (Allium sativum)）。

lahu

【形】 輕的，快的。【中】 短，母音。~ka,【形】 輕的，微不足道 的，有浮力的。~kaṃ,
【副】 很快地。~tā,【陰】 輕， 浮力。~parivatta,【形】 很快地變化。

lahuṃ, lahuso

【副】 很快地。

lākhā

【陰】 紫膠，封閉臘。~rasa,【陽】 色澱（一大類 有機顔料中的任何一種）。

lāja

【陽】 1. 炒過的玉黍蜀。2. 印度黃檀（一種東印度群島 喬木 (Dalbergia sissoo)，其葉用作飼
料）。~pañcamaka,【形】 以炒過的玉黍蜀爲第五個的。

lāpa

【陽】 一種鵪鶉。

lāpu, lābu

【陰】 葫蘆（任何一種蔓生攀援植物，如黃瓜，西瓜或南瓜，果實結在硬皮裡）。~kaṭāha,
【陽】 葫蘆（葫蘆瓠把這種果實掏空晾乾以後的外殼，經常用作喝水的容器）。

lābha

【陽】 得到，獲得。~kamyatā,【陰】 對增益的渴求。~gga,【陽】 最高的增益。~macchariya,
【中】 利得慳（增益的自私）。~sakkāra,【陽】 增益和光榮。

lābhā

【無】 那是有利潤的，那是一個增益。

lābhī

【陽】 得到很多的人。

lāmaka

【形】 劣的，低的，有罪的。

lāyaka

【陽】 收割者，割草的人。

lāyati

(la + ya), 收穫，割草。【過】 lāyi。【過分】 lāyita。【獨】 lāyitvā。

lālana

【中】 調戲，哄騙。

lālapati

(lap + a), 不停地講話，哀悼。【過】 lālapi。【過分】 pita。

lāleti

(lal + e), 哄騙，鎮壓，使真實。【過】 lālesi。【過分】 lālita。【獨】 lāletvā。

lāsa

【陽】 Lāsana,【中】 跳舞，運動。

likuca

【陽】 麵包果（見 Labuja）。

likkhā

【陰】 蟣子（蝨子的卵），蟣（是長度的一個單位）。

likhati

(likh + a), 寫，銘刻，雕刻，亂寫。【過】 likhi。【過分】 likhita。【現分】 likhanta。【獨】
likhitvā。【不】 likhituṃ。

likhana

【中】 寫作，刻紋。

likhāpeti

(likhati 的【使】), 令人寫。【過】 ~esi。【獨】 ~petvā。

likhitaka

【陽】 已經被規定的人，喪失公權者。

liṅga

【中】 告示，標誌，特徵，特色，生殖器官，〔語法〕詞性。~vipallāsa,【陽】 ~parivattana,
【中】 性或性別的變化。

liṅgika

【形】 屬於性或生殖器官的。

litta

(limpati 的【過分】)。

lipi

【陰】 寫作，信函。~kāra,【陽】 作家，書記，文書。

limpati

(lip + ṃ-a), 塗汙，沾染，塗油。【過】 limpi。【過分】 litta。【獨】 limpitvā。

limpana

【中】 污點。

limpeti

(lip + e), 塗油，塗汙，塗以灰泥。【過】 ~esi。【過分】 limpita。【現分】 limpenta。【獨】
~petvā。【使】 limpāpeti。

lihati

(lih + a), 舔。【過】 lihi。【獨】 lihitvā。【現分】 lihamāna。

līna

(līyati 的【過分】), 已收縮，已害羞，已保留。~tā,【陰】 ~tta,【中】 偷懶，羞怯。

līyati

(li + ya), 收縮，使畏縮，執著。【過】 līyi。【過分】 līna,【現分】 līyamāna。【獨】 līyitvā。

līyana

【中】 收縮，縮水，凋萎。

līlā

【陰】 優雅，吉祥物。

lujjati

(luj + ya), 瓦解，崩潰。【過】 lujji。【過分】 lugga。【獨】 lujjitvā。

lujjana

【中】 碎片，解散。

luñcati

(luñc + a), 拉出，連根拔起。【過】 luñci。【過分】 luñcita。【獨】 ~citvā。

luta

(luniti 的【過分】), 已割草。

lutta

(lopeti 的【過分】), 已切斷，已省略，已掠奪。

ludda

【形】 兇猛的，殘酷的。【陽】 獵人，管獵犬者。~ka,【陽】 獵人。

luddha

(lubbhati 的【過分】), 已貪婪，已貪圖。

luniti

(lu + nā), 切斷，割草，收穫。【過】 luni。

lubbhati

(lubh + ya), 貪婪，妄想。【過】 lubbhi。【過分】 luddha。

lubbhana

【中】 貪欲。

lumpati

(lup + ṃ-a), 搶奪，吃。【過】 lumpi。【過分】 lumpita。【獨】 ~pitvā。

lumpana

【中】 搶劫，吃。

luḷita

【過分】 已激起，已擾亂。

lūkha

【形】 粗糙的，粗鄙的，悲慘的。~cīvara,【形】 穿粗糙的袈裟的。~tā,【陰】 粗
糙。~ppasanna,【形】 對卑鄙的人的奉獻。~ājīvī,【無】 過著悲慘的生活。

lūṇa, lūna

(lunāti 的【過分】), 已收穫，已割草。

lekhaka

【陽】 書記，文書，作家。~khikā,【陰】 女文書。

lekhana

【中】 lekhā,【陰】 寫作，信函，碑銘。

lekhanī

【陰】 鋼筆。~mukha,【中】 鵝管筆的尖端，鋼筆尖。

lekhā

【陰】 詩句，寫作的藝術。

leḍḍu

【陽】 土塊。~pita,【陽】 擲石所落之所（長度，即：由一個中等男子，站在一處所擲出的石子
所落之處的距離）。

leṇa

【中】 安全，洞穴，石室。

lepa

【陽】 塗層，抹灰泥。

lepana

【中】 塗沫，塗層。

lepeti

(lip + e), 塗以灰泥，塗上，將（黏性或油污物質）塗在…。【過】 ~esi。【過分】 lepita, litta。
【現分】 lepenta。【獨】 lepetvā。

leyya

【形】 適合被舔或啜飲的。【中】 黏液的食物。

lesa

【陽】 瑣事，藉口，詭計。

loka

【陽】 世界，世界的居民。~gga,【陽】 世界的領袖。~nāyaka, ~nātha,【陽】 世界的統
治者。~nta,【陽】 世界的結束。~ntagū,【陽】 已經達到世界（以及所有世俗事物）的尾
端的人。~ntara,【中】 不同的世界， 在世界之間的空間。~ntarika,【形】 位於世界之間
的。~nirodha,【陽】 世界的破壞。~pāla,【陽】 世界的護衛者。~vajja,【中】 世界的罪（共同
的罪）。~vivaraṇa,【中】 宇宙的揭開。~vohāra,【陽】 普通的說話方法。~ādhipacca,【中】
世界的支配。~anukampā,【陰】 對人類世界的同情。~āyatika,【形】 持有自然學主義的人，虛
無主義者。

lokika, lokiya

【形】 世間的，平凡的。

lokuttara

【形】 超凡的，超出人類經驗的。

locaka

【無】 拉出者，連根拔起的人。

lokesa

【陽】 梵天王，造物主。

locana

【中】 眼睛。

loṇa

【中】 鹽。【形】 鹹味濃的。~kāra,【陽】 採鹽者。~dhūpana,【中】 加鹽作調味料。~phala,
【中】 ~sakkharā,【陰】 鹽的結晶。

loṇika

【形】 鹼性。

loṇī

【陰】 鹽田，鹽水湖。

lopa

【陽】 母音省略，切斷。

lobha

【陽】 貪欲，妄羨。~nīya,【形】 被妄想的，令人想要的。~mūlaka,【形】 有貪欲爲其根的。

loma

【中】 （體）毛。~kūpa,【陽】 毛孔。~haṭṭha,【形】 毛髮豎立的。~haṃsa,【陽】
~haṃsana,【中】 毛骨悚然。

lomasa

【形】 多毛的，被毛複蓋的。~pāṇaka,【陽】 毛蟲。

lola

【形】 貪婪的，反復無常的。~tā,【陰】 渴望，貪欲。

lolupa

【形】 妄羨的，貪婪的。

loluppa

【中】 貪欲。

loleti

(lul + e), 激起，搖動，攪動。

loha

【中】 金屬，銅。~kaṭāha,【陽】 銅容器。~kāra,【陽】 銅匠，銅 器製造人。~kumbhī,
【陰】 銅鍋。~guḷa, ~piṇda,【陽】 金屬塊。~jāla,【中】 銅網。~thālaka,【陽】 銅碟子，
銅碗。~pāsāda,【陽】 銅殿 （在阿奴羅富羅 (Anuradhapura) 皇宮佛殿的名字，佈滿銅
瓦）。~bhaṇda,【中】 銅器。~maya,【形】 銅製的。~māsaka,【陽】 銅幣。~salakā,【陰】
銅線，銅針。

lohita

【中】 血。【形】 紅色的。~ka,【形】 紅色的。~kkha,【形】 有紅眼睛的。~candana,【中】
紫檀（見 Mañjiṭṭhā）。~pakkhandikā,【陰】 赤痢。~bhakkha,【形】 吸血的。~tuppādaka,
【陽】 使（佛陀）淤血。

lohitaṅka

【陽】 紅寶石。

V
v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二十九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w。

va, iva

或 eva 被弄短的詞形。

vaka

【陽】 狼。

vakula

【陽】 小葉槍彈木（菲律賓和太平洋西南地區 的一種巨大的喬木 (Mimusops parvifolia)，其果實
可 食，木材非常緻密，紋理細膩，顔色紅色或粉紅色）。

vakka

【中】 腎。

vakkala

【中】 樹皮衣，樹皮。~lī,【形】 穿樹皮衣的。

vakkhati

(vadati 的【未】), 他將會說。

vagga

【陽】 群，一夥人，（書的）一章。【形】 分裂的，爭吵的。~bandhana,【中】 一個團體的形
成，（一）夥，協會。

vaggiya

【形】 (在【合】中) 屬於一個團體的。

vaggu

【形】 可愛的，愉快的。~vada,【形】 有悅耳語言的。

vagguli

【陰】 蝙蝠。

vaṅka

【形】 彎曲的，不誠實的。【中】 鈎，魚鈎。~ghasta,【形】 吞了鈎的。~tā,【陰】 彎曲。

vaṅga

【陽】 孟加拉國。

vaca

【陽、中】 (mano-group), 語，話。

vacana

【中】 說話，語，字，敍述，術語，表達。~kara,【形】 服從的。~kkhama,【形】 樂意做他人
的吩咐的。~ttha,【陽】 字的意謂。~nīya,【形】 適合被講的，適合被勸告的。~patha,【陽】 敍
述的方法。

vacā

【陰】 菖蒲（多年生草本植物 (Acorus calamus)，生在水邊，地下有淡紅色根莖，葉子形狀像
劍，肉穗花序。根莖可做香料，中醫用做健胃劑，外用可以治牙痛、齒齦出血等），鳶尾根（見
Golomī）。

vacī

【陰】 講話，字。~kamma,【中】 口業（口述的行動）。~gutta,【形】 控制講話
的。~duccarita,【中】 話講的不恰當。~parama,【形】 只擅 長於講話而不擅長於行動的
人。~bheda,【陽】 說話。~viññatti,【陰】 語表（見《清淨道論》448）。~saṅkhāra,【陽】 語
行（見《清淨道論》 531）。~samācāra,【陽】 言談的好行爲。~sucarita,【中】 言談的好行
動。

vacca

【中】 排泄物，糞便，（家畜的）糞。~kuti,【陰】 廁所，茅房。~kūpa,【陽】 茅坑（廁所裡的
糞坑）。~magga,【陽】 肛門。~sodhaka,【陽】 清理廁所工人。

vaccha

【陽】 小牛，崽子。~ka,【陽】 小牛犢。~giddhinī,【陰】 渴望有犢子的母牛。~tara,【陽】 大
牛犢。

vacchara

【中】 年。

vacchala

【形】 親愛的，摯愛的。

vaja

【陽】 牛棚，牛欄。

vajati

(vaj + a), 去，著手進行。【過】 vaji。【現分】 vajamāna。

vajira

【中】 鑽石，雷電。~pāṇi, ~hattha,【陽】 手持鑽石權杖的，即： 帝釋 (Sakka)。

vajja

【中】 過失，樂器。【形】 應該被避免的，應該被告訴的。~nīya,【形】 適合被避免的，適合
被避開的。

vajjana

【中】 避免，躲開。

vajjita

(vajjeti 的【過分】)。

vajjiya

【獨】 避免了，避開了。

vajjī

【陽】 跋耆 (Vajji) 氏族的男人。

vajjeti

(vaj + e), 避免，戒除，棄絕。【過】 ~esi。【潛】 vajjetabba。【獨】 vajjetvā。【不】
vajjetuṃ。

vajjha

【形】 適合被殺的，適合被處罰的。~ppatta,【形】 被宣告有罪的。~bheri,【陰】 死刑鼓。

vañcaka

【陽】 欺騙，欺詐。~cana,【中】 ~canā,【陰】 欺騙，詭計。~canika,【形】 欺騙的。

vañceti

(vañc + e), 欺騙，行騙。【過】 ~esi。【過分】 ~cita。【現分】 ~centa。【獨】 ~cetvā。

vañjha

【形】 不育的。~jhā,【陰】 不育的女人。

vaṭa

(~rukkha),【陽】 印度榕樹（見 Nigrodha）。

vaṭaṃsaka

【陽】 花冠。

vaṭuma

【中】 道路，路徑。

vaṭṭa

【形】 圓形的，圓的。【中】 圓周，輪迴，佈施的開支，佈施的供應 品。

vaṭṭakā

【陰】 鵪鶉。

vaṭṭati

(vaṭṭ + a), 理應，被糾正，被適合，被適當，回轉。

vaṭṭana

【中】 回轉。

vaṭṭi, vaṭṭikā

【陰】 燈芯，卷形物，水等的湧出，邊緣，邊。

vaṭṭula

【形】 圓形的。

vaṭṭeti

(vaṭṭ + e), 轉，挪，製燈芯，卷起來，製成圓形。【過】 ~esi。【過分】 vaṭṭita。【獨】
vaṭṭetvā。

vaṭṭha

【過分】 已被雨淋濕。

vaṭhara

【形】 龐大的，肥的。

vaḍḍha, vaḍḍhaka

【形】 增大的，增加的。~na,【中】 生長，增加，擴 大。~naka,【形】 增加的，任職的，服役
的。

vaḍḍhakī

【陽】 木匠。

vaḍḍhati

(vaḍḍh + a), 生長，興隆。【過】 vaḍḍhi。【過分】 ~ḍhita。【現分】 ~ḍhanta, ~ḍhamāna。
【獨】 ~ḍhitvā。

vaḍḍhi

【陰】 增加，生長，利潤，福利，利息。

vaḍḍheti

(vaḍḍh + e), 增加，培養，養育，教育，準備好（食物），任職，開動。【過】 ~esi。【過分】
~ḍhita。【現分】 ~ḍhenta。【獨】 ~ḍhetvā。

vaṇa

【中】 傷口，痛處。~colaka,【中】 紗布。~paṭikamma,【中】 創傷的治癒。~bandhana,
【中】 傷口的繃帶。

vaṇijjā

【陰】 貿易，交易。

vaṇita

【過分】 已受傷。

vaṇippatha

【陽】 正在進行貿易的國家。

vaṇibbaka

【陽】 貧民。

vaṇṭa, vaṇṭaka

【中】 莖。~ṭika,【形】 有莖的。

vaṇṇa

【陽】 顔色，外表，膚色，種類，印度的世襲階級，音色，質量。~ka,【中】 染料。~kasiṇa,
【中】 （修禪用的）顔色器具。~da, ~dada,【形】 給顔色的，給美麗的。~dhātu,【陰】 外表

的情況，顔色。~pokkharatā,【陰】 膚色的美麗。~vantu,【形】 富有色彩的。~vādī,【陽】 談
論個 人的德行。~sampanna,【形】 賦有美麗的，賦有顔色的。

vaṇṇadāsī

【陰】 妓女。

vaṇṇā

【陰】 解釋，注釋，稱讚。

vaṇṇīya

【形】 適合被注釋或稱讚的。

vaṇṇita

(vaṇṇeti 的【過分】)。

vaṇṇī

【形】 (在【合】中) 有…的外表。

vaṇṇu

【陰】 沙。~patha,【陽】 荒沙地。

vaṇṇeti

(vaṇṇ + e), 描述，解說，評論，稱讚，頌楊。【過】 ~esi。【過分】 vaṇṇita。【現分】
~ṇenta。【潛】 ~ṇetabba。【獨】 ~ṇetvā。

vata

【無】 的確地，確定地，真正地，唉。

vata

【中】 聖行，禁戒。~pada,【中】 道德。~vantu,【形】 守戒的人。~samādāna,【中】 持戒。

vati, vatikā

【陰】 圍牆，柵欄。

vatika

【形】 (在【合】中) 有…的習慣，像…的行爲。

vatta

【中】 責任，服務，職責。~paṭivatta,【中】 各種的責任。~sampanna,【形】 忠實的。

vattaka, vattetu

【陽】 運用，保持。

vattati

(vat + a), 存在，發生，産生，繼續。【過】 vatti。【獨】 vattitvā。【現分】 vattanta,
~tamāna。【不】 vattituṃ。【潛】 vattitabba。

vattana

【中】 Vattanā,【陰】 操行。

vattanī

【陰】 道路，路徑。

vattabba

(= vaditabba),【潛】 適合被告訴。

vattamāna

【形】 已存在的。【陽】 現在的時期。~nā,【陰】 〔語法〕 現在時態。~naka,【形】 已存在
的，繼續的。

vattikā

【陰】 皮帶，燈芯。

vattitabba

【潛】 應該繼續，應該實行，應該觀察。

vattī

【形】 (在【合】中) 持續者，實行者，使繼續者。

vattu

【陽】 說者，講者，說話的人。

vattuṃ

(vadati 的【不】)。

vatteti

(vattati 的【使】), 使繼續，使進行。【過】 vattesi。【過分】 vattita。【潛】~tenta。【獨】
vattetvā,【潛】 ~tetabba。【不】 ~tetuṃ。

vattha

【中】 布料，衣服。~guyha,【中】 被衣藏著的，即：陰部。~ntara,【中】 布料的種
類。~yuga,【中】 一對衣服。

vatthi

【陰】 膀胱，灌腸，（包封男性的器官）鞘。~kamma,【中】 灌腸。

vatthu

【中】 位置，土地，田地，小塊土地，物體，事物，物質，故事。~ka,【形】 (在【合】
中) 有其地在，被發現在。~kata,【形】 以…爲基礎的，徹底地熟練的。~gāthā,【陰】 介
紹的偈。~devatā,【陰】 神出沒的地方。~vijjā,【陰】 （建築）地點的科學（即：風水
學）。~visadakiriyā,【陰】 原則的清潔。

vatva

(vadati 的【獨】), 告訴了，說了。

vadaññu

【形】 不拘泥的，慷慨的，聽取懇求道德。~utā,【陰】 寬大，磊落。

vadati

(vad + a), 說，講。【過】 vadi。【過分】 vutta。【現分】 vadanta, vadamāna。【潛】
vattabba。【獨】 vatva, vaditvā。

vadana

【中】 臉，演講，說話語。

vadāpana

【中】 使人說。

vadapeti

(vadati 的【使】), 使人說。【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vadeti

(vad + e), 說。

vaddalika

【陰】 雨雲朵的堆積。

vaddha

參考 Vuddha。

vaddhana

參考 vaḍḍhana。

vaddhāpacāyana

【中】 向年長者尊敬。

vadha

【陽】 處罰，殺害，死刑。~ka,【陽】劊子手，施行處罰的人。

vadhita

(vadheti 的【過分】)。

vadhukā

【陰】 少妻，媳婦。

vadhū

【陰】 女人。

vadheti

(vadh + e), 殺，欺負，傷害。【過】 ~esi。【現分】 vadhenta。【獨】 vadhitvā。

vana

【中】 樹木，森林。~kammika,【陽】 林業工人。~gahana,【中】 叢林繁茂處。~gumba,
【陽】 樹叢。~cara, ~caraka, ~cārī,【形】 林務官，森林人。~devatā,【陰】 森林神。~ppati,

~spati,【陽】 大無花 果樹〔直譯：林王〕（見 Pāṭalī）。~pattha,【中】 在森林中的偏僻地
方。~vāsī,【形】 林居的。~saṇda,【陽】 叢林繁茂處。

vanatha

【陽】 渴望，欲望。

vanika

【形】 (在【合】中) 屬於森林的。

vanta

(vamati 的【過分】), 已嘔吐，已棄絕。~kasāva,【形】 放下所有過失的人。~mala,【形】 無瑕
疵的。

vandaka

【形】 頂禮的人，尊敬的人。

vandati

(vand + a), 行禮，表示敬意，尊敬，崇拜。【過】 vandi。【過分】 vandita。【現分】
vandanta, ~māna。【潛】 ~ditabba。【獨】 vanditvā, vandiya。

vandana

【中】 ~nā,【陰】 敬禮，敬意。

vandāpana

【中】 令人尊崇。

vandāpeti

(vandati 的【使】)。【過】 ~esi。【過分】 ~dāpita。【獨】 ~petvā。

vapati

(vap + a), 播種，剃。【過】 vapi。【過分】 vapita, vutta。【現分】 vapanta。【獨】
vapitvā。

vapana

【中】 播種。

vapu

【中】 身體。

vappa

【陽】 播種，瓦巴月（月名，大約十月至十一月之間）。~kāla,【陽】 播種時節。~maṅgala,
【中】 耕種節日。

vamati

(vam + a), 吐出，噴出，放出。【過】 vami。【過分】 vanta, vamita。【獨】 vamitvā。

vamathu

【陽】 vamana,【中】 嘔吐，排出的食物。

vambhana

【中】 vambhanā,【陰】 藐視，輕視。

vambhī

【陽】 以輕視對待的人。

vambheti

(vambh + e), 輕視，不尊敬。【過】 ~esi。【過分】 ~bhita。【現分】 ~bhenta。【獨】
~bhetvā。

vamma

【中】 甲胄。~mī,【陽】 穿用的甲胄。

vammika

【陽】 蟻塚。

vammita

以下的【過分】。

vammeti

(vam + e), 穿上甲胄。【過】 ~esi。【獨】 vammetvā。

vaya

【陽、中】 (mano-group) 衰老，損失，衰退，開支。~karaṇa,【中】 開支。~kalyāṇa,【中】 年
輕的魅力。~ṭṭha,【形】 成熟的。~ppatta,【形】 成年的，適合結婚的。

vayassa

【陽】 朋友。

vayovuddha

【形】 年老的。

vayohara

【形】 奪取生命的。

vayha

【中】 交通工具，垃圾。

vara

【形】 優良的，貴族的。【陽】 恩惠，好意。~ṅganā,【陰】 高貴的淑女。~da,【形】 佈施
優良供品的人。~dāna,【中】 恩惠或特權的 允許。~pañña,【形】 有優良知識的。~lakkhaṇa,
【中】 優良的相（在身體上）。

varaka

【陽】 一種穀粒。

varaṇa

【陽】 魚木（白花菜科 (Crataeva religiosa)）。

varattā

【陰】 皮帶，繩。

varāka

【形】 可憐的，悲慘的人。

varārohā

【陰】 貴族的女人。

varāha

【陽】 豬，公豬。~hī,【陰】 母豬。

valañja

【中】 (在【合】中) 車轍，痕迹，使用，被隱秘的。~na,【中】 憑藉，使用，當作，用減輕身
體。~naka,【形】 適合被用或花費的。

valañjiyamāna

【形】 使用過的。

valañjeti

(valaj + e), 追蹤，沿路走，使用，花費，求助。【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
【獨】 ~jetvā。【潛】 ~jetabba。

valaya

【中】 腳鐲，手鐲，環。~ākāra,【形】 圓形的。

valāhaka

【陽】 雨雲。

vali

【陰】 折層，皺紋。~ka,【形】 有折層的。

valita

【過分】 已起皺。

valittaca

【形】 皮膚皺巴巴的。

valira

【形】 斜眼的。

valīmukha

【陽】 猴子，多皺紋的臉。

vallakī

【陰】 印度琵琶。

vallabha

【形】 喜歡的事物。~tta,【中】 中意的情況。

vallarī

【陰】 串，群。

valli

【陰】 蔓草。~hāraka,【陽】 收集蔓草者。

vallibha

【陽】 南瓜（見 Tipusa）。

vallūra

【中】 肉乾。

vavatthapeti

(vi + ava + ṭhā + āpe), 安頓，定義，固定，指定。【過】 ~esi。【過分】 ~thāpita。【獨】
~petvā。

vavatthāpana

【中】 定義，決心。

vavattheti

(vi + ave + ṭhā + e), 分析，定義。【過】 ~esi。【過分】 vavatthita。【獨】 ~thetvā。

vasa

【陽】 控制，影響力，權威。~ga, ~ṅgata,【形】 在他人的權威之下。~vattaka, ~vattī,【形】 使
用權威的，支配。~vattana,【中】 控制，權威。~ānuga, ~ānuvattī,【形】 服從的。

vasati

(vas + a), 居住，遵守，停留。【過】 vasi。【過分】 vuttha, vusita。【現分】 vasanta,
vasamāna。【獨】 vasitvā。【潛】 vasitabba。

vasana

【中】 住處，生活，衣服。~ka,【形】 居住在…處的。~ṭṭhāna,【中】 住宅。

vasanta

(~kāla),【陽】 春天。

vasala

【陽】 被驅逐的人，出生低賤的人。

vasā

【陰】 脂肪，油脂。

vasāpeti

(vasati 的【使】), 使活，使居住，扣留。【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vasitā

【陰】 掌握，聰明。

vasituṃ

【不】 居住。

vasippatta

【形】 已經掌握得好的人。

vasī

【形】 操縱的，有權力的。~kata,【形】 受制於…的，在個人權力之 下的。~bhāva,【陽】掌
握。~bhūta,【形】 已成爲主人的。

vasu

【中】 財富。~dhā, ~ndharā, ~matī，【陰】 大地。

vassa

【陽】 1. 年。2. 雨。~kāla,【陽】 雨季。~gga,【中】 最多戒臘。

vassati

(vas + a), 下雨，（鳥、獸等）叫。【過】 vassi。【過分】 vassita, (在 下雨的情況) vuṭṭha。
【現分】 vassanta。【獨】 vassitvā。

vassana

【中】 下雨，（鳥、獸等）叫，啼，嗥，鳴。

vassāna

【陽】 雨季。

vassāpanaka

【形】 使下雨的。

vassāpeti

(vassati 的【使】), 使下雨。【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vassika

【形】 屬於雨季的。(在【合】中) …歲。~sāṭikā,【陰】 比丘在雨季用的雨衣。

vassikā

【陰】 茉莉（見 Mallikā）。

vassita

(vassati 的【過分】), 已弄濕。【中】 （鳥、獸等的）叫，啼，嗥，鳴。

vahati

(vah + a), 負擔，攜帶，做自己的工作，流動。【過】 vahi。【過分】 vahita。【現分】
vahanta。【獨】 vahitvā。【潛】 vahitabba。

vahana

【中】 運載，負擔，流動。~ka,【形】 負擔的，引起的。

vahitu

【陽】 持有人。

vaḷabāmukha

【中】 海底火。

vaḷavā

【陰】 母馬。

vaṃsa

【陽】 1. 種族，世系，家庭。2. 印度箣竹（主要分佈於東西兩半球 的熱帶和亞熱帶的一種大木
本植物 (Bambusa arundinacea)，有中空的莖，直徑達五或六英寸，並且堅硬而結實，用來做家
具、炊具和建築結構架；小竹竿也可用〔如做手杖和長笛〕，幼苗可當食物）。3. 竹笛。~kāḷīra,
【陽】 竹筍。~ja,【形】 出生在某氏族或種族中。~vaṇṇa,【陽】 天青石，青金石，天青石
色。~āgata,【形】 從父親傳到兒子的。~ānupālaka,【形】 保存世系的。

vaṃsati

【形】 屬於氏族或種族的。

vā

(選擇關係連詞), 或，只能二選一的。

vāka

【中】 樹皮條（用來做衣服）。~cīra,【中】 樹皮衣。~maya,【形】 樹皮條製的。

vākarā, vāgurā

【陰】 捕捉鹿的網。

vākkaraṇa

【中】 交談。

vākya

【中】 句子，敍述。

vāgurika

【陽】 用網捕捉動物的獵人。

vācaka

【陽】 教者，背誦者。

vācana

【中】 朗誦，閱讀。

vācanaka

【中】 朗誦的典禮或地方。

vācanāmagga

【陽】 朗誦或傳統的方法。

vācasika

【形】 與講話有關連的。

vācā

【陰】話，演講，敍述。~nurakkhī,【形】 小心自己的言談的。

vācāla

【形】 饒舌的，喜歡說話的。

vācuggata

【形】 記住的。

vāceti

(vac + e), 讀，教，背誦。【過】 ~esi。【過分】 vācita。【現分】 ~centa。【潛】
vācetabba。【獨】 vācetvā。

vācetu

【陽】 讀者，教者。

vāja

【陽】 箭羽，一種生力飲料（肉珊瑚的乳液；見 Pāṭalī）。~peyya,【中】 蘇摩祭（祭祀肉珊瑚
的乳液生力飲料）。

vājī

【陽】 馬。

vāṭa, vāṭaka

【陽】 圍欄。

vāṇija, vāṇijaka

【陽】 商人，賈人。

vāṇijja

【中】 交易。

vāṇī

【陰】 話，演講。

vāta

【陽】 風，空氣。~ghātaka。【陽】 鼓捶樹（見 Uddālaka）。~java,【形】 像風一樣的迅
速。~pāna,【中】 窗戶。~maṇdalikā,【陰】 旋 風。~roga, ~ābādha,【陽】 風生病（例：腹部
不舒服）。~vuṭṭhi,【陰】 風和雨。~vega,【陽】 風力。

vātātapa

【陽】 風和熱。

vātābhihata

【形】 被風吹動的。

vātāyana

【中】 窗戶。

vātāhaṭa

【形】 被風帶來的。

vāti

(vā + a), 吹，發出氣味。

vātika

【形】 與體內風有關的。

vātiṅgaṇa

【陽】 茄子（一種直立、稍帶木質、被毛的多年生草本 (Solanum melongena)，可能原産於東南
亞，但已被廣泛栽種，通常爲一年生，有許多園藝變種，果可食，作蔬菜，紫色、白色、有時黃
色或帶條紋）。

vāterita

【形】 被風吹動的。

vāda

【陽】 理論，敍述，教條論爭。~kāma,【形】 渴望爭論的。~kkhitta,【形】 推翻爭論
的。~patha,【陽】 爭論的話題。

vādaka

【陽】 學說的，宗派主義者，異教的。

vādana

【中】 演奏樂器。

vādita

【中】 音樂。【過分】 已演奏。

vādī

【陽】 爭論者，傳道某些教義者，談及。~vara,【陽】 持概念中的最 高貴者。

vādeti

(vad + e), 演奏（樂器）。

vāna

【中】 渴望，床的網（印度床）。

vānara

【陽】 猴子。~rī,【陰】 母猴。~rinda,【陽】 猴王。

vāpi

【陰】 水箱，水庫。

vāpita

【過分】 已播種。

vāma

【形】 左，愉快的。~passa,【中】 左邊。

vāmana, vāmanaka

【陽】 矮子。【形】 像侏儒的。

vāya

【陽、中】 (mano-group), 風，空氣。參考 Vāyo。

vāyati

(vā + ya), 1. 吹，發出氣味。2. 編織。【過】 vāyi。【現分】 vāyanta, vāyamāna。【獨】
vāyitvā。

vāyana

【中】 吹風，散佈氣味。

vāyamati

(vi + ā + yam + a), 奮鬥，努力。【過】 vāyami。【現分】 vāyamanta。【獨】 ~mitvā。

vāyasa

【陽】 烏鴉。

vāyasāri

【陽】 貓頭鷹。

vāyāma

【陽】 努力，精進。

vāyita

(vāyati 的【過分】), 已編織，已打辮，已吹。

vāyima

【形】 編織的。

vāyeti

(vā + e), 使編織。

vāyu

【中】 風，風元素（移動）。

vāyo

(取自 vāya 詞形，在【合】中) ~kasiṇa,【中】 （修禪取相的）風器材。~dhātu,【陰】 風界（風
元素）。

vāra

【陽】 （一）回，場合，機會。

vāraka

【陽】 廣口瓶。

vāraṇa

【陽】 象，（喙像象鼻的）禿鷲。【中】 防止，障礙，抵抗。

vāri

【中】 水。~gocara,【形】 活在水中的。~ja,【形】 生在水中的。【陽】 魚。【中】 睡
蓮。~da, ~dhara, ~vāha,【陽】 雨雲。~magga,【陽】 排水溝，水管。

vārita

(vāreti【過分】)。

vāritta

【中】 避免，不應該被做的行爲。

vāriyamāna

【形】 被阻礙的，阻隔的，避免的。

vāruṇī

【陰】 含有酒精成份的酒。

vāreti

(var + e), 避免，阻隔，阻礙。【過】 vāresi。【現分】 vārenta, vā-rayamāna。【潛】
vāretabba。【獨】 vāretvā。

vāla

【陽】 尾毛。【形】 兇猛的，懷惡意的。~kambala,【中】 以馬毛製的被單。~gga,【中】 頭
端。~ṇdupaka,【陽、中】 以馬尾製的刷子。~vījanī,【陰】 拂塵（驅除蚊蠅的用具，柄端紮犛牛
尾）。~miga,【陽】 捕鹿野獸（即：虎、豹等）。~vedhī,【陽】 能射中一根頭髮的弓箭手。

vāladhi

【陽】 尾。

vālikā, vālukā

【陰】 沙。~kantāra,【陽】 沙漠。~puñja,【陽】 沙堆。~pulina,【中】 沙灘。

vāsa

【陽】 1. 生活，逗留，生活環境。2. 衣。3. 香水。~cuṇṇa,【中】 香粉。~ṭṭhāna,【中】 住宅。

vāsana

【中】 灑香水，製造居所。

vāsanā

【陰】 印象，回憶。

vāsara

【陽】 （一）天。

vāsava

【陽】 天神王。

vāsi

【陰】 扁斧，斧頭，鋒利的小刀。~jaṭa,【中】 斧柄。~phala,【中】 斧口，刀鋒。

vāsika, vāsī

【陽】 (在【合】中) 住在…，居在…。【陰】 vāsinī。

vāsitaka

【中】 香粉。

vāsudeva

【陽】 毗瑟挐（印度教主神之一，守護之神）。

vāseti

(vas + e), 建立，使居住，灑香水。【過】 vāsesi。【過分】 vāsita。【獨】 vāsetvā。

vāha

【形】 1. 運送的，領先的。【陽】 2. 領袖，3. 手推車，4. 一滿車（的裝貨量，即： 380 陀那
〔見 Doṇa〕）。5. 負荷的畜牲。6. 急流。~ka,【陽】 負擔者，拿走的人，通向，湧流。

vāhana

【中】 交通工具。

vāhasā

【無】 由於，憑藉，因爲。

vāhinī

【陰】 1. 軍隊。2. 河。

vāhī

【形】 運送的，傳達的，導向的。

vāheti

(vah + e), 傳達，導向。

vikaca

【形】 吹的，開花的。

vikaṭa

【形】 改變的。【中】 汙物，污垢。

vikati

【陰】 種類，類型，某種形狀。~ka,【形】 (在【合】中) 有許多種 類或形狀的。

vikatthati

(vi + kath + a), 自誇，炫耀。【過】 ~thi。【過分】 ~thita。【獨】 ~thitvā。

vikatthana

【中】 自誇。

vikatthaka

~tthī,【陽】 吹牛者。

vikantati

(vi + kant + a), 切開。【過】 ~nti。【過分】 ~ntita。【獨】 ~ntitvā。

vikantana

【中】 切斷，切刀。

vikappa

【陽】 想，考慮，優柔寡斷，替代選擇。~na,【中】 模糊，指派，分配。

vikappeti

(vi + kapp + e), 設計，計劃，分配，安排，改變，塑造。【過】 ~esi。【過分】 ~ppita。【現
分】 ~penta。【獨】 ~petvā。

vikampati

(vi + kamp + a), 戰慄，不安。【過】 ~mpi。【過分】 ~pita。【獨】 ~pitvā。【現分】
~pamāna。

vikampana

【中】 發抖。

vikaroti

(vi + kar + o), 取消，改變。【過】 vikari。【過分】 vikata。

vikala

【形】 有缺陷的，需要的，缺少的。~ka,【形】 缺少。

vikasati

(vi + ka + a), 打開，擴張，吹脹。【過】 vikasi。【過分】 ~sita。【獨】 ~sitvā。

vikāra

【陽】 改變，變更，復原，擾亂，畸形，質量。

vikāla

【陽】 錯誤的時間，午後和夜晚。~bhojana,【中】 在午後和晚上吃食物。

vikāsa

【陽】 擴充，打開。

vikāseti

(vi + ka + e), 照明，使伸展，使展開。【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vikiṇṇa

(vikirati 的【過分】), 已遍佈，已到處撒滿。~kesa,【形】 有頭髮蓬亂的。

vikiraṇa

【中】 散佈，驅散。

vikirati

(vi + kir + a), 分散，散佈，灑。【過】 vikiri。【現分】 ~ranta, vikiramāna。【獨】 ~ritvā。

vikirīyati

(vikirati 的【被】), 被打碎。

vikuṇita

【過分】 已扭曲，已變形。

vikubbati

(vi + kar + o, karo 被改成 kubba), 轉換，神變。【過】 vikubbi。【過分】 ~bita。

vikubbana

【中】 奇迹的轉換。

vikūjati

(vi + kūj + a), 吱喳而嗚，鳥鳴，（鴿等）咕咕地叫，唱。【過】 vikūji。【過分】 ~jita。

vikūjana

【中】 鴿子的咕咕叫聲。

vikūla

【形】 傾斜的。

vikopana

【中】 令人生氣，傷害。

vikopeti

(vi + kup + e), 擾亂，傷害，破壞。【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現分】
~penta。

vikkanta

【中】 英勇。

vikkandati

(vi + kand + a), 大聲地哭，發出大噪音。

vikkama

【陽】 力量，英勇，邁步。

vikkamati

(vi + kam + a), 發揮自己，向前地行走。【過】 vikkami。

vikkamana

【中】 努力，前進。

vikkaya

【陽】 售賣。

vikkayika, vikketu

【陽】 賣方，售貨員。

vikkāyika

【形】 被賣的。~bhaṇda,【中】 交易。

vikkiṇāti

(vi + ki + ṇā), 賣。【過】 vikkiṇi。【過分】 ~kiṇita, ~kīta。【現分】 ~ṇanta。【獨】 ~ṇitvā。
【不】 ~ṇituṃ。

vikkhambha
【陽】 直徑。

vikkhambhana

【中】 逮捕，除去，丟棄，鎮壓。

vikkhambheti

(vi + khambh + e), 鎮壓，丟棄，消滅。【過】 ~esi。【過分】 ~bhita。【現分】 ~bhenta。
【獨】 ~bhetvā。

vikkhāleti

(vi + khāl + e), 洗掉，漱口。【過】 ~esi。【過分】 ~lita。【獨】 ~letvā。

vikkhitta

(vikkhipati 的【過分】), 已擾亂，已困惑。~citta,【形】 心很混亂的，心很煩躁的。

vikkhittaka

【形】 到處散佈的。【中】 到處散佈的屍體。

vikkhipati

(vi + khip + a), 擾亂，搞亂。【過】 ~khipi。【現分】 ~panta。【獨】 ~pitvā。

vikkhipana

【中】 Vikkhepa,【陽】 擾亂，混亂，錯亂。

vikkhepaka

【形】 擾亂者。

vikkhobhana

【中】 大騷動。

vikkhobheti

(vi + khubh + e), 徹底地搖動或擾亂。【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

vigacchati

(vi + gam + a), 離開，消失，走開。【過】 ~cchi。【現分】 ~chanta, ~chamāna。

vigata

(以上的【過分】), 已走開，已停止，已剝奪，已沒有。~khila,【形】 無硬結的。~raja,【形】 無
污穢的。~āsa,【形】 無欲望的。~āsava,【形】 無漏的，聖人。

vigama

【陽】 Vigamana,【中】 離開，消失，走開。

vigayha

(vigāhati 的【獨】), 進入了，跳進了。

vigarahati

(vi + garah + a), 狠狠地責駡，辱駡。【過】 ~rahi。【獨】 ~rahitvā。

vigalita

(vigalati 的【過分】), 已轉移，已降落。

vigāhati

(vi + gāh + a), 進入，跳進。【過】 vigāhi。【過分】 vigāḷha。【現分】 vigāhamāna。【獨】
vigāhitvā, ~hetvā。【不】 ~hituṃ。

vigāhana

【中】 跳進，進入，潛水。

viggayha

(viggaṇhāti 的【獨】), 爭論了，分析了。

viggaha

【陽】 爭論，吵架，身體，將詞分解爲詞素。

viggāhikakathā

【陰】 好爭論的演講。

vighaṭṭana
【中】 撞。

vighāṭana

【中】 打開，解開。

vighāṭeti

(vi + ghaṭ + e), 解開，瓦解，打開。【過】 ~esi。【過分】 ~ṭita。【現分】 ~ṭenta。【獨】
~ṭetvā。

vighāta

【陽】 破壞，苦惱，惱怒，煩惱。

vighāteti

(vi + han + e), 殺，破壞。【過】 ~esi。【過分】 ~tita。【獨】 ~tetvā。

vighāsa

【陽】 殘餘的食物，殘餘物。~sāda,【陽】 吃殘食的人。

vicakkhaṇa

【形】 有技術的，明智的。【陽】 明智的人。

vicaya

【陽】 調查。

vicaraṇa

【中】 步行，走動。

vicarati

(vi + car + a), 走動，遊蕩。【過】 vicari。【過分】 vicarita。【現分】 vicaranta, ~ramāna。
【獨】 vicaritvā。【不】 ~rituṃ。

vicāra

【陽】 Vicāraṇa,【中】 Vicāraṇā,【陰】 調查，管理，計劃。

vicāraka

【陽】 調查者，處理者，管理人員。

vicāraṇa

【中】 Vicāraṇā,【陰】 1. 調查。2. 管理。

vicāreti

(vi + car + e), 重新考慮，處理，計劃，管理。【過】 ~esi。【過分】 ~rita。【現分】 ~renta。
【獨】 ~retvā。

vicikicchati

(vi + kit + cha, ki 重疊，前 ki 被改成 ci), 懷疑，猶豫，心煩意 亂。【過】 ~cchi。【過分】
~chita。

vicikicchā

【陰】 懷疑，不確定。

viciṇṇa

(vicināti 的【過分】)。

vicita

(vicināti 的【過分】)。

vicitta

【形】 雜色的，花式字體的，裝飾的。

vicinana

【中】 差別，選擇。

vicināti

(vi + ci + nā), 考慮，區別，選擇，收集。【過】 vicini。【過分】 vicita。【現分】 vicinanta。
【獨】 ~nitvā。

vicintiya

(以下的【獨】) 關心了。

vicinteti

(vi + cit + e), 重新考慮，考慮。【過】 ~esi。【過分】 ~tita。【現分】 ~tenta。【獨】 ~tetvā。

vicuṇṇa

【形】 粉碎的，弄成粉的，打碎的。

vicuṇṇeti

(vi + cuṇṇ + e), 壓破，使碎裂成粉，打碎。【過】 ~esi。【過分】 ~ṇita。【獨】 ~ṇetvā。

vicchika

【陽】 蠍子。

vicchiddaka

【形】 充滿洞的，到處穿孔的。

vicchindati

(vi + chid + ṃ-a), 切斷，打斷，避免。【過】 ~ndi。【現分】 ~danta, ~damāna。【獨】
~nditvā。

vicchinna

(以上的【過分】), 已切斷，已打斷。

viccheda

【陽】 中斷，切斷。

vijaṭana

【中】 鬆開。

vijaṭeti

(vi + jaṭ + e), 拆開，徹底查出，鬆開。【過】 ~esi。【過分】 ~ṭita。【獨】 ~ṭetvā。

vijana

【形】爲人所棄的，人迹罕至的。~vāta,【形】有寂寞的氣氛的。

vijambhati

(vi + jambh + a), 喚醒自己，顯示活躍，打哈欠。【過】 ~mbhi。【獨】 ~bhitvā。

vijambhanā

【陰】 喚醒，活躍。

vijambhikā

【陰】 打哈欠，睡意。

vijaya

【陽】 勝利，凱旋。

vijayati

(vi + ji + a), 征服，擊敗。【過】 vijayi。

vijahati

(vi + hā + a, hā 重疊，前 hā 被改成 ja), 放棄，離開。【過】 vijahi。【現分】 ~hanta。【獨】
~hitvā, vihāya。【潛】 ~hitabba。

vijahana

【中】 放棄，（把某事）擱置一邊。

vijahita

(以上的【過分】), 已抛棄，已停止。

vijāta

(vijāyati 的【過分】)。

vijātā

【陰】 生過孩子的女人。

vijātika

【形】 不同的國家的，局外人，外國人。

vijānana

【中】 知識，識別

vijānāti

(vi + ñā + na, ñā 被改成 jā), 知道，明白，感覺，認可。【過】 vijāni。【過分】 viññāta。【現
分】 ~nanta。【潛】 ~nitabba。【獨】 ~nitvā, vijāniya。【不】 ~nituṃ。

vijāyati

(vi + jan + ya), 産生，生産（生孩子）。【過】 vijāyi。【獨】 vijāyitvā。

vijāyana

【中】 使産生，生産（生孩子）。

vijāyantī, vijāyamānā

【陰】 正在生孩子的女人。

vijāyinī

【陰】 能受孕的，能繁殖的。

vijita

(vijināti 的【過分】), 已戰勝，已抑制。【中】 王國。~saṅgāma,【形】 勝利的，戰勝的人。

vijināti

參考 Jināti。

vijitāvī

【陽】 勝利。

vijjati

(vid + ya), 存在，被發現。【現分】 vijjanta, vijjamāna。

vijjantarikā

【陰】 閃電之間隔。

vijjā

【陰】 明（較高的知識），科學。~caraṇa,【中】 明行（特別的智慧 和德行）。~ṭṭhāna,【中】
研究的主題，藝術和科學。~dhara,【形】 懂 得咒文的人，巫士。~vimutti,【陰】 明解脫（慧解
脫）。

vijju, vijjuta

vijjullatā,【陰】 閃電。

vijjotati

(vi + jut + a), 照耀。【過】 vijjoti。【過分】 ~jotita。【現分】 ~tamana。

vijjhati

(vidh + ya), 射擊，刺穿，穿透。【過】 vijjhi。【過分】 viddha。【現分】 ~jhanta, ~jhamāna。
【獨】 ~jhitvā, vijjhiya。

vijjhana

【中】 射擊，刺破。

vijjhāyati

(vi + jhe + a), 被熄滅。【過】 ~āyi。

vijjhāpeti

(vi + jhe + āpe), 滅火。【過分】 ~pita。

viññatta

= viññāpita, 告知，教。

viññatti

【陰】 暗示，通知。

viññāṇa

【中】 精神，識（意識）。~ka,【形】 有精神的。~kkhandha,【陽】 識蘊（精神的組
合）。~ṭṭhiti,【陰】 有意識的生物的階段或時期。~dhātu,【陰】 識界（識元素）。

viññāta

(vijānāti 的【過分】), 已瞭解，已感覺，已知道。

viññātabba

(vijānāti 的【潛】), 應該被瞭解。

viññātu

【陽】 察覺者，知道的人。

viññāpaka

【陽】 很會指導。

viññāpana

【中】 通知，介紹。

viññāpaya

【形】 易受指令影響的。

viññāpeti

(vi +ñā + āpe), 告知，教，暗示。【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現分】
~penta。

viññāpetu

【陽】 教師，暗示的人。

viññāya

(vijānāti 的【獨】), 知道了，學習了。

viññāyati

(vijānāti 的【被】), 被知道。【過】 ~ñāyi。

viññu

【形】 明智的，【陽】 智者。~ñutā,【陰】 判斷力，青春期。~uppasattha,【形】 智者所讚美
的。

viññeyya

【形】 被感覺的。

viṭaṅka

【陽、中】 鴿房，鴿舍，鳥類飼養場。

viṭapa

【陽】 樹枝，樹杈，從樹枝垂下的根。

viṭapī

【陽】 樹。

vitakka

【陽】 沈思，思考。~na,【中】 沈思。

vitakketi

(vi + tak + e), 細想，考慮。【過】 ~esi。【過分】 ~kita。【現分】 ~kenta。【獨】 ~ketvā。

vitacchikā

【陰】 疥瘡。

vitaccheti

(vi + tacch + e), 削…的皮，使平坦。【過】~esi。【過分】~chita。

vitaṇdavāda

【陽】 詭辯。~vādī,【陽】 詭辯學者。

vitata

(vitanoti 的【過分】) 已伸展，已擴充，已散播。

vitatha

【形】 錯誤的，不正確的。【中】 不真實。

vitanoti

(vi + tan + o), 伸展，展開。【過】 vitani。

vitaraṇa

【中】 分配，克服，通過。

vitarati

(vi + tar + a), 被通過，分配，除掉。【過】 vitari。【過分】 vitarita, vitiṇṇa。

vitāna

【中】 天篷。

vitiṇṇa

見 Vitarati。

vitudati

(vi + tud + a), 用肘輕推，刺。【過】 vitudi。【獨】 ~ditvā。

vitudana

【中】 刺。

vitunna

(vitudati 的【過分】)。

vitta

【中】 財富，財産。

vitti

【陰】 喜悅，快樂。

vittha

【中】 酒碗。

vitthata

(vittharati 的【過分】), 已延長，已張大，已展開。

vitthambhana

【中】 強化，牢固，支援。

vitthambheti

(vi + thambh + e), 擴張，張開，使膨脹。【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

vitthāra

【陽】 解釋，詳情，寬度。~kathā,【陰】 注釋。~to,【副】 詳細地。~rika,【形】 普遍的。

vitthāreti

(vi + thar + e), 展開，解釋，擴張。【過】 ~esi。【過分】 ~rita。【現分】 ~renta。【獨】
~retvā。【被】 vitthārīyati。

vitthinna

參考 Vitthata。

vidatthi

【陰】 （一）拃〔長度量詞：表示張開的大拇指和小指兩端的距離〕。

vidahati

(vi + dha + a), 安排，處理，指揮。【過】 vidahi。【過分】 vihita, vidahita。【獨】 ~hitvā。

vidāraṇa

【中】 撕碎，裂開。

vidāreti

(vi + dar + e), 劈開，撕碎。【過】 ~esi。【過分】 ~rita。【現分】 ~renta。【獨】 ~retvā。

vidālana

【中】 裂開，爆裂。

vidālita

(以下的【過分】), 已扯破，已劈開。

vidāleti

參考 Vidāreti。

vidita

(詞根 vid 的【過分】), 已知道，已發現。~tatta,【中】 已知的事實。

vidisā

【陰】 中間的方向（即：東南西北四大方向，順時針方向，兩個方向 的中間方向；例：東南兩
大方向的中間方向是東南〔巴利文寫法的直譯： 東的中間方向；即指—東南〕，南西兩大方向的
中間方向是西南〔巴利文寫法的直譯：南的中間方向；即指—西南〕。《清淨道論》葉均譯爲：
隅；東隅—東南，南隅—西南）。

vidugga

【中】 困難的通道，難接近的城堡。

vidū

【形】 明智的，對…熟練的。【陽】 智者。

vidūra

【形】 遙遠的，遠的。

vidūsita

(vidūseti 的【過分】), 已腐爛，已墮落。

vidūseti

參考 dūseti。

videsa

【陽】 外國。~sati, ~sī,【形】 外國的，外國人。

viddasu

【陽】 智者。

viddesa

【陽】 敵意。

viddha

(vijjhati 的【過分】), 已刺穿，已射擊，已打。

viddhaṃsaka

【形】 破壞者，帶來破壞的。~sana,【中】破壞，毀滅。

viddhaṃseti

(vi + dhaṃs + e), 毀，破壞。【過】 ~esi。【過分】 ~sita, viddhasta。【獨】 ~setvā。【現分】
~senta。

vidha

【形】 (在【合】中) 屬於…類型的，由…組成的，…種。Nānāvidha = 多種。

vidhamaka

【形】 破壞者，破壞的。

vidhamati

(vi + dham + a), 破壞，毀滅，散佈。【過】 vidhami。【過分】 ~mita。【獨】 ~mitvā。

vidhamana

【中】 破壞，毀。

vidhameti

(vi + dham + e), = vidhamati。

vidhavā

【陰】 寡婦。

vidhā

【陰】 自負，自傲。

vidhātu

【陽】 造物主。

vidhāna

【中】 安排，命令，表現，程式。

vidhāyaka

【形】 安排者，處理者，執行者。

vidhāvati

(vi + dhāv + a), 亂跑，漫遊。【過】 vidhāvi。【獨】 ~vitvā。

vidhāvana

【中】 亂跑。

vidhi

【陽】 方法，路線，運氣，命運，形式。~nā,【副】 在適當的方法中。

vidhunāti

(vi + dhu + nā), 抖落，擺脫，除去。【過】 vidhuni。【過分】 vidhūta, vidhunita。【獨】
~nitvā。

vidhūta

以上的【過分】。

vidhūpana

【中】 扇子，鋪開，調味料，忿恨。

vidhūpeti

(vi + dhup + e), 加味於，扇，使發香，散佈。【過】 ~pesi。【過分】 ~pi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vidhūma

【形】 無煙的，沒熱情的。

vidheyya

【形】 服從的。

vinaṭṭha

(vinassati 的【過分】), 已破壞，已毀滅，已失去。

vinata

(vinamati 的【過分】), 已彎曲。

vinatā

【陰】 金翅鳥 (Garuḷa) 族的母親。

vinaddha

以下的【過分】。

vinandhati

(vi + nandh + a), 環繞，纏繞，糾纏。【過】~ndhi。【獨】 ~dhitvā。

vinandhana

【中】 纏繞，包裹。

vinaya

【陽】 戒律，出家律條，切除。~na,【中】 切除，馴服，指令。~dhara,【形】 律師（戒律專
家）。~piṭaka,【中】 《律藏》。~vādī,【陽】 律說者。

vinaḷīkata

【過分】 已破壞，已致使無價值。

vinassati

(vi + nas + ya), 被遺失，毀滅，被破壞。【過】 vinassi。【過分】 vinaṭṭha。【現分】 ~santa,
~samāna。【獨】 ~sitvā。

vinassana

【中】 嚴重老化變質。

vinā

【無】 沒有。~bhāva,【陽】 分離。

vināti

(vi + nā), 編織。【過】 vini。【過分】 vīta。

vināma
【陽】

vināmana

【中】 彎曲身體或手足。

vināmeti

(vi + nam + e), 彎曲。【過】~esi。【過分】~mita。【獨】~metvā。

vināyaka

【陽】 偉大的領袖，佛陀。

vināsa

【陽】 破壞，毀滅，損失。~ka,【形】 破壞的，引起毀滅的。~na,【中】 destroying。

vināseti

(vi + nas + e), 使毀滅，破壞。【過】 ~esi。【過分】 vināsita。【現分】 ~senta。【獨】
~setvā。

viniggata

(viniggacchati 的【過分】), 已出來。

vinicchaya

【陽】 決定，判決，審判，辨別。~kathā,【陰】 分析的討論。~ṭṭhāna,【中】 法庭。~sālā,
【陰】 審判的廳堂。

vinicchita

(viniccheti 的【過分】), 已確定，已判斷，已辨別。

vinicchinana

【中】 審判，決定。

vinicchināti

(vi + ni + chi + nā), 調查，審問，決定。【過】 ~chini。【過分】 ~chita。【獨】 ~chinitvā。

viniccheti

(vi + ni + chi + e), 調查，判斷。【過】 ~esi。【過分】 ~chita。【獨】 ~chetvā。【現分】
~chenta。

vinidhāya

(vinidahati 的【獨】), 放錯了，錯誤地斷言了。

vinipāta

【陽】 受苦的地方，落難。~tika,【形】往地獄受苦的途徑。

vinipāteti

(vi + ni + pat + e) 帶來毀滅，浪費。

vinibaddha

(vinibandhati 的【過分】), 已綁在…，已與…連接。

vinibandha

【陽】 束縛，執著。

vinibbhujati

(vi + ni + bhuj + a), 分開，區別。【過】 ~bhuji。【獨】 ~jitvā。

vinibbhoga

【陽】 分離，辨別。

vinimaya

【陽】 相互性，交換。

vinimoceti

(vi + ni + muc + e), 釋放自己，免除。【過】 ~esi。【過分】 ~cita。【獨】 ~cetvā。

vinimmutta

(vinimuccati 的【過分】), 已釋放，已解脫。

vinivaṭṭeti

(vi + ni + vat + e), 打翻，反側，滑倒。【過】 ~esi。【過分】 ~ṭita。【獨】 ~ṭetva。

vinivijjha

以下的【獨】。

vinivijjhati

(vi + ni + vidh + ya), 刺穿。【過】 ~jhi。【過分】 ~viddha。【獨】 ~jhitvā。

vinivijjhana

【中】 刺穿。

vinividdha

以上的【過分】。

viniveṭheti

(vi + ni + veṭh + e), 鬆開，打開，擺脫。【過】 ~esi。【過分】 ~ṭhita。【獨】 ~ṭhetvā。

viniveṭhana

【中】 鬆開。

vinīta

(vineti 的【過分】), 已訓練，已受過教育。

vinīvaraṇa

【形】 無（心理）障礙的。

vineti

(vi + ni + e), 帶領，訓練，教，除去。【過】 vinesi。【現分】 vinenta。【潛】 vinetabba。
【獨】 vinetvā。

vinetu

【陽】 訓練者，教師，去除者。

vineyajana

【陽】 要被佛陀訓練的人。

vineyya

(vineti 的【獨】), 移掉了。【形】 適合被訓練的。

vinoda

【陽】 喜悅，快樂。

vinodana

【中】 移掉，驅散。

vinodeti

(vi + nud + e), 驅散，除去，逐出。【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vinodetu

【陽】 驅散者。

vindaka

【陽】 享受的人，遭受者。

vindati

(vid + ṃ-a), 享受，遭受，知道，得到。【過】 vindi。【過分】 vindita。【現分】 ~danta,
~damāna。【獨】 vinditvā。【潛】 ~ditabba。

vindiya

【形】 應該被遭遇的。

vindiyamāna

【現分】 正在忍受，正在遭受。

vipakkha

【形】 懷敵意的。~khika, ~sevaka,【形】 支援敵人的。

vipaccati

(vi + pac + ya), 使成熟，有結果實。【過】 vipacci。【過分】 vipakka。【現分】
vipaccamāna。

vipajjati

(vi + pad + ya), 失敗，出毛病，毀滅。【過】 vipajji。【過分】 vipanna。

vipajjana

【中】 失敗，嚴厲的要命。

vipatti

【陰】 失敗，不幸，苦惱，出毛病。

vipatha

【陽】 邪道，錯誤的路徑。

vipanna

(vipajjati 的【過分】)。~diṭṭhī,【形】 邪見者。~sīla,【形】 在道德中出毛病的。

vipariṇata

(vipariṇamati 的【過分】), 已背叛，已淫蕩。

vipariṇāma

【陽】 改變。

vipariṇāmeti

(vi + pari + nam + e), 變革，改變。【過】 ~esi。【過分】 ~ṇāmita。

vipariyāya, vipariyesa

【陽】 乖張，錯誤的情形，顛倒。

viparivattati

(vi + pari + vat + a), 旋轉，推翻。【過】 ~vatti。【過分】 ~vattita。

viparivattana

【中】變化，相反。

viparīta

【形】 顛倒的，改變的，錯誤的。~tā,【陰】 對比的不同，對照 之區別。

vipallattha

【形】 瘋狂的，不正當的，心煩意亂的。

vipallāsa

【陽】 擾亂，腐敗，顛倒。

vipassaka

【形】 有內省的天分的。

vipassati

(vi + dis + a), 以慧觀，有直覺。【過】 vipassi。【獨】 ~sitvā。

vipassanā

【陰】 洞察力，內觀。~āṇa,【中】 內觀智（達到洞察的能力）。~dhura,【中】 反省的義務。

vipassī

【陽】 有內觀的天分的。

vipāka

【陽】 果報，結果，業報。

vipiṭṭhikatvā

【獨】 背棄了，抛棄了，（把某事）擱置了一邊。

vipina

【中】 森林。

vipula

【形】 廣泛的，很棒的，大的。~tā,【陰】 ~tta,【中】 充裕，過度，廣闊。

vippa

【陽】 婆羅門。~kula。【中】 婆羅門階級。

vippakata

【形】 未完成的。

vippakāra

【陽】 變化，變更。

vippakiṇṇa

以下的【過分】。

vippakirati

(vi + pa + kir + a), 到處撒滿，把…搞混，破壞。【過】 ~kiri。【獨】 ~kiritvā。

vippajahati

(vi + pa + ha + a), 放棄。【過】 ~jahi。

vippaṭipajjati

(vi + paṭi + pad + ya), 犯錯，失敗，幹壞事。【過】 ~pajji。

vippaṭipatti

【陰】 犯錯，犯戒。

vippaṭipanna

(vippaṭipajjati 的【過分】), 已犯錯，已出毛病。

vippaṭisāra

【陽】 懊悔，後悔。~sārī,【形】 懊悔的，後悔的。

vippamuttu

【過分】 已釋放，已解脫，已解救。

vippayutta

【過分】 已分開。

vippayoga

【陽】 分離。

vippalapati

(vi + pa + lap + a), 悲歎，哀悼。【過】 ~lapi。

vippalāpa

【陽】 混亂的談話，悲歎。

vippalujjati

(vi + pa + luj + a), 破碎，被破壞。

vippavasati

(vi + pa + vas + a), 缺席，離家。【過】 ~vasi。

vippavāsa

【陽】 缺席，住在國外。

vippavuttha

(vippavasati 的【過分】), 已缺席，已離家。

vippasanna

(以下的【過分】), 已非常清楚，已純粹，已明亮。

vippasīdati

(vi + pa + sad + a), 變成清楚，變得明亮，歡喜。【過】 ~sīdi。

vippahīna

【形】 抛棄的，移走的。

vipphandati

(vi + phand + a), 努力，翻騰。【過】 ~ndi。【過分】 ~dita。【獨】 ~ditvā。

vipphandana

【中】 扭動，翻滾，掙扎。

vipphāra

【陽】 散佈，擴散。~rika,【形】 散開的。~rita,【過分】 已擴大，已散開。

vipphuraṇa

【中】 擴散。

vipphurati

(vi + phur + a), 振動，戰慄，散播。【過】 ~uri。【過分】 ~rita。【現分】 ~ranta。

vipphuliṅga

【中】 火花。

viphala

【形】 不結果的，無利益的。

vibandha

【陽】 腳鐐，桎梏。

vibādhaka

【形】 避免的，傷害的。

vibādhati

(vi + badh + a), 阻礙，壓迫，阻隔。

vibādhana

【中】 障礙，預防。

vibbhanta

(vibbhamati 的【過分】), ~ka,【形】背教者，被團體抛棄的人。

vibbhamati

(vi + bham + a), 走錯路，背棄團體。【過】~mi。【獨】 ~mitvā。

vibhaṅga

【陽】 分配，區分，分類。

vibhajati

(vi + bhaj + a), 分開，解剖，分類。【過】 vibhaji。【過分】 vibhatta, vibhajita。【現分】
~janta。【獨】 ~jitvā。

vibhajja

(以上的【獨】), 分開了，分析了。~vāda,【陽】 邏輯教條（理由的宗教）。~vādī,【陽】 接受上
座部 (Theravāda長老說) 教義的人，南傳佛教徒。

vibhatta

(vibhajati 的【過分】)。

vibhatti

【陰】 區分，分類，屈折語（名詞和動詞的形式變化），語法的格。~ka,【形】 有區分的。

vibhava

【陽】 財富，繁榮。

vibhāga

【陽】 Vibhājana,【中】 分配，區分，分類。

vibhāta

以下的【過分】。

vibhāti

(vi + bhā + a), 變成明亮，照亮。

vibhāvana

【中】 Vibhāvanā,【陰】 解釋，闡明。

vibhāvī

【形】 聰明的。【陽】 智者。

vibhāveti

(vi + bhū + a), 闡明，解釋。【過】 ~esi。【過分】 ~vita。【現分】 ~venta。【獨】 ~vetvā。

vibhinna

【過分】 已分開，已變化。

vibhītaka

【陽】 Vibhītakī,【陰】 紅果欖仁樹（見 Akkha）。

vibhūta

【過分】 已清除，已清楚。

vibhūti

【陰】 光彩壯麗，光榮。

vibhūsana

【中】 Vibhūsā,【陰】 裝飾。

vibhūsita

(以下的【過分】) 已裝飾。

vibhūseti

(vi + bhus + e), 裝飾，修飾，美化。【過】 ~esi。【獨】 ~setvā。

vimati

【陰】 疑惑，困惑。~cchedaka,【形】 除去困惑的。

vimana

【形】 得罪的，心煩意亂的。

vimala

【形】 乾淨的，無髒汙的，無沾染的。

vimāna

【中】 龍宮，天宮。~peta,【陽】 半受罪半享樂的陰精。~vatthu,【中】 《天宮事經》。

vimānana

【中】 不敬。

vimāneti

(vi + man + e), 不敬，藐視。【過】 ~esi。【過分】 ~nita。【獨】 ~netvā。

vimukha

【形】 厭惡的，怠慢的。

vimuccati

(vi + muc + ya), 被釋放。【過】 ~cci。【過分】 vimutta。【獨】 ~citvā。

vimuccana

【中】 釋放。

vimuñcati

(vi + muc + ṃ-a), 釋放，解脫。【過】 ~ñci。【過分】 ~ñcita。【現分】 ~canta。【獨】
~citvā。

vimutta

(vimuccati 的【過分】), 已釋放，已解放，已解脫。

vimutti

【陰】 釋放，救出，解脫。~rasa,【陽】 解脫之味。~sukha,【中】 解脫之樂。

vimokkha

【陽】 救出，釋放，解脫。

vimocaka

【陽】 釋放者。

vimocana

【中】 從…釋放，放出，解放。

vimoceti

(vi + muc + e), 釋放，使自由。【過】 ~esi。【過分】 ~cita。【現分】 ~centa。【獨】
~cetvā。

vimoheti

(vi + muh + e), 迷惑，使昏亂，誘騙。【過】 ~esi。【過分】 ~hita。【獨】 ~hetvā。

vimhaya

【陽】 驚異，驚奇。

vimhāpaka

【形】 使吃驚的人。~pana。【中】 令人驚訝的。

vimhāpeti

(vi + mhi + āpe), 使驚訝，使驚奇。【過】 ~esi。【過分】 vimhāpita。【獨】 ~petvā。

vimhita

【過分】 已使驚訝。

viya

(比較虛詞), 象，如同，當做。

viyatta

【形】 已學的，完成的。

viyūhati

(vi + ūh + a), 除去，散佈。【過】 viyūhi。【過分】 viyūḷha, viyūhita。【獨】 ~hitvā。

viyūhana

【中】 散佈，除掉。

viyūḷha, vyūḷha

(viyūhati 的【過分】) 已集合。

viyoga

【陽】 分離。

viracita

以下的【過分】。

viracayati

(vi + rac + ya), 組成，集合。【過】 viraci, viracayi。

viraja

【形】 無瑕疵的，無污穢的。

virajjati

(vi + rad + ya), 脫離，顯示缺乏興趣。【過】 ~jji。【過分】 viratta。【獨】 ~jjitvā。【現分】
~jamāna。

virajjana

【中】 丟棄，自心中摒除享樂。

virajjhati

(vi + rādh + ya), 失敗，錯過，失去。【過】 ~jjhi。【過分】 viraddha。【獨】 ~jhitvā。

virata

(viramati 的【過分】), 已避免。

virati

【陰】 節制。

viratta

(virajjati 的【過分】), 已不衝動，已不執著。

viraddha

(virajjhati 的【過分】), 已失敗，已錯過。

viramana

【中】 節制，放棄。

viramati

(vi + ram + a), 自製，節制，停止。【過】 virami。【現分】 viramanta。【獨】 viramitvā。

virala

【形】 稀疏的，稀罕的，瘦的。

virava, virāva

【陽】（鳥、獸等的）啼叫聲，吼，呼喊。

viravati

(vi + rav + a), 大聲地啼，呼喊，出聲叫。【過】 viravi。【現分】 ~vanta。【獨】 ~vitvā。

viravana

【中】 參考 Virava。

viraha

【陽】 分離，空虛。

virahita

【形】 空的，擺脫的，免除的，沒有的。

virāga

【陽】 冷靜，無欲望。~tā,【陰】 無貪欲。~gī,【形】 沒熱情的，釋放的。

virājati

(vi + rāj + a), 照耀，照亮。【過】 virāji。【過分】 ~jita。【現分】 ~jamāna。

virājeti

(vi + rāj + e), 丟棄，除去，破壞。【過】 ~esi。【獨】 ~jetvā。

virādhanā

【陰】 失敗。

virādheti

(vi + radh + e), 錯過，省略，失敗。【過】 ~esi。【過分】 ~dhita。【獨】 ~dhetvā。

viriccati

(vireceti 的【被】), 被淨化。

viriccamāna

(以上的【現分】), 正在淨化。

viritta

(以上的【過分】), 已淨化。

viriya

【中】 精進，能源，努力，力量。~bala,【中】 精進力。~vantu,【形】 精力充沛的。~samatā,
【陰】 能源的緩和。~ārambha,【陽】 發奮。~yindriya,【中】 精進根。

virujjhati

(vi + rudh + ya), 反對，懷敵意。【過】 ~jjhi。【過分】 viruddha。【現分】 ~jjhanta。【獨】
~jhitvā。

viruddha

(以上的【過分】), 已反對，已對立，已懷敵意。~tā,【陰】 敵意，反對派。

virūpa

【形】 不成形的，醜陋的。~tā,【陰】 醜陋。

virūpakkha

【陽】 毗盧巴卡（龍王名）。

virūḷha

(virūhati 的【過分】), 已生長，已增加。

virūḷhi

【陰】 生長。

virūhati

(vi + ruh + a), 生長，使發芽，增加。【過】 virūhi。【現分】 ~hanta。【獨】 ~hitvā。

virūhana

【中】 ~nā,【陰】 成長，生長。

vireka

【陽】 virecana,【中】 通便，瀉劑。

vireceti

(vi + rec + e), （使）通便。【過】 ~esi。【過分】 virecita。【獨】 ~cetvā。

virocati

(vi + ruc + a), 照耀，使燦爛。【過】 viroci。【現分】 ~camāna。【獨】 ~citvā。

virocana

【中】 光亮。

viroceti

(virocati 的【使】), 照明。【過】 ~esi。【過分】 ~cita。【獨】 ~cetvā。

virodha

【陽】 virodhana,【中】 反對派，矛盾，障礙。

virodheti

(vi + rudh + e), 使懷敵意，使障礙。【過】 ~esi。【過分】 ~dhita。【獨】 ~dhetvā。

vilagga

【過分】 已附著，已執著。【陽】 腰部。

vilaṅghati

(vi + lagh + ṃ-a), 跳起，翻筋斗。

vilaṅgheti

(vi + lagh + ṃ-e), 跳過，違犯。【過分】 ~ghita。

vilapati

(vi + lap + a), 哀悼，悲歎，講廢話。【過】 vilapi。【現分】 ~panta, ~pamāna。【獨】
~pitvā。

vilambati

(vi + lamb + a), 閒蕩，等候，在附近逗留。【過】 vilambi。【過分】 ~bita。【獨】 ~bitvā。

vilambana

【中】 閒蕩，羞愧的因素。

vilambeti

(vi + lamb + e), 嘲弄，嘲笑。【過分】 ~bita。

vilaya

【陽】 分解。

vilasati

(vi + las + a), 往前照亮，戲耍，遊戲。【過】 vilasi。

vilasita

(以上的【過分】), 已照亮，已鮮明，已壯麗。

vilāpa

【陽】 悲歎，無價值的話。

vilāsa

【陽】 魅力，優雅，美人，外表，獻媚。~sitā，【陰】 獻媚。

vilāsinī

【陰】 女人。

vilāsī

【形】 有吸引力的，優雅的。

vilikhati

(vi + likh + a), 擦，刮掉。【過分】 vilikhita。

vilitta

(vilimpeti 的【過分】), 已塗以油。

vilimpati

(vi + lip + ṃ-a), 塗上，塗抹。

vilimpeti

(vi + limp + e), 塗上，塗抹。【過】 ~esi。【現分】 ~penta。【獨】 ~petvā。

vilīna

(以下的【過分】), 已溶解。

vilīyati

(vi + lī + ya), 融化，被溶解，毀滅。【過】 vilīyi。【現分】 ~yamāna。

vilīyana

【中】 熔化，分解。

vilīva

【中】 一片竹，一片簧片。~kāra,【陽】 編製籃技工。

vilugga

(vilujjati 的【過分】), 已打破，已弄碎。

vilutta

(vilumpati 的【過分】), 已掠奪，已搶奪。

vilūna

【過分】 已切掉，已撕掉。

vilekha

【陽】 困惑，亂寫。

vilepana

【中】 藥膏，化妝品，廁所香水。

vilepita

以下的【過分】。

vilepeti

(vi + lip + e), 塗以油。【過】 ~esi。【獨】 ~petvā。

vilokana

【中】 檢查，調查。

viloketi

(vi + lok + e), 看，檢查。【過】 ~esi。【過分】 ~kita。【現分】 ~kenta。~kayamāna。【獨】
~ketvā。

vilocana

【中】 眼睛。

vilopa

【陽】 Vilopana,【中】 掠奪，搶劫。~ka,【陽】 掠奪者，破壞者。

viloma

【形】 反對的，不同意的。~tā,【陰】 意見不同，相差。

vilometi

(viloma 的【派】), 不同意，爭論。【過】 ~esi。【獨】 ~metvā。

viloḷana

【中】 攪拌。

viloḷeti

(vi + luḷ + e), 攪拌，搖動。

vivajjana

【中】 放棄，戒除。

vivajjeti

(vi + vajj + e), 避免，放棄，抛棄。【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獨】
~jetvā, vivajjiya。

vivaṭa

(vivarati 的【過分】), 已打開，已暴露，已揭開。

vivaṭṭa

【中】 輪迴。~kappa,【陽】 成劫。

vivaṭṭati

(vi + vaṭṭ + a), 往後退，（使）旋轉，重做。【過】 vivaṭṭi。【過分】 ~ṭita。【獨】 ~ṭṭitvā。

vivaṭṭana

【中】 往後退，轉變方向。

vivaṭṭeti

(vi + vaṭṭ + e), 折回，轉移，破壞。【過】 ~esi。【過分】 ~ṭita。【獨】 ~ṭetvā。

vivaṇṇa

【形】 有已褪色的，微弱的。

vivaṇṇeti

(vi + vaṇṇ + e), 譭謗，誹謗。【過】 ~esi。【過分】 ~ṇita。【獨】 ~ṇetvā。

vivadati

(vi + vad + a), 爭論，吵架。【過】 vivadi。【現分】 ~danta, ~damāna。【獨】 ~ditvā。

vivadana

【中】 爭論。

vivara

【中】 口子，裂縫，裂紋。

vivaraṇa

【中】 開，揭開…的幕，揭露。

vivarati

(vi + var + a), 打開，揭開，解釋，分析。【過】 vivari。【過分】 vivaṭa。【現分】 ~ranta,
~ramāna。【獨】 ~ritvā。【不】 ~rituṃ。

vivāda

【陽】 爭論，爭辯，吵架，辯論。~dī, ~ka,【陽】 爭論者。

vivāha

【陽】 婚姻。~maṅgala,【中】 婚姻典禮。

vivicca

【無】 和…疏遠，把自己和…隔離。

vivitta

【形】 分離的，孤單的，獨居者。~tā,【陰】 隔離。

vividha

【形】 種種的，多方面的。

viveka

【陽】 分離，隔離。

vivecana

【中】 區別，批評。

viveceti

(vi + vic + e), 分開，區別，批評。【過】 ~esi。【過分】 ~cita。【獨】 ~cetvā。

visa

【中】 毒藥，毒液。~kaṇṭaka,【中】 1. 毒刺。2. 一種糖的名。~pīta,【形】 浸毒藥的（即：毒
箭）。~rukkha,【陽】 有毒的樹。~vejja,【陽】 治療毒藥的醫師。~salla,【中】 毒鑣。

visañña

~ññī,【形】 無意識的。

visaṭa, visata

(visarati 的【過分】) 已散佈，已散播。

visati

(vis + a), 參考 Pavisati。

visatta

【形】 強烈地執著的，糾纏的。

visattikā

【陰】 執著，渴望。

visada

【形】 乾淨的，純粹的，顯然的。~kiriyā,【陰】 解釋。~tā,【陰】 ~bhāva,【陽】 明朗，純
淨。

visappana

【中】 奮鬥。

visabhāga

【形】 不同的，相反的，不尋常的。

visama

【形】 不平順的，不相等的，不調和的。

visaya

【陽】 地方，區域，領域，物體，範圍，肉體上的快樂，立足點。

visayha

【形】 可忍受的，可能的。

visalla

【形】 無傷心的，拔掉飛鑣的。

visahati

(vi + sah + a), 能，敢，冒險。【過】 visahi。【現分】 ~hamāna。

visaṃyutta

【過分】 已卸軛，已與…分離。

visaṃyoga

【陽】 切斷，與…分離。

visaṃvāda

【陽】 欺騙，謊言。~ka,【形】 不能信賴的。~na,【中】 說謊。

visaṃvādeti

(vi + san + vad + e), 欺騙，說謊，食言，失信。【過】 ~esi。【過分】 ~vādita。【現分】
~denta。【獨】 ~detvā。

visaṃsaṭṭha

【形】 分開的，分離的。

visaṅkita

【形】 可疑的。

visaṅkhāra

【陽】 所有物質事物的剝除。

visaṅkhita

(visaṅkharoti 的【過分】), 已破壞。

visākhā

【陰】 氐宿（二十七星宿之一），毗舍佉（佛陀的在家女信徒）。

visāṇa

【中】 （牛、羊等的）角。~maya,【形】 獸角製的。

visāda

【陽】 灰心，沮喪，失望情緒。

visārada

【形】 鎮靜的，自信的，熟練的。

visāla

【形】 大的，寬廣的，廣大的，龐大的。~kkhi,【陰】 （女 人）有大眼睛。~tā,【陰】 ~tta,
【中】 巨大，無限。

visikhā

【陰】 街道。

visiṭṭha

【形】 卓著的，顯赫的，非常的。~tara,【形】 更顯著的。

visibbeti

(vi + siv + e), 拆掉針縫的線，取暖。【過】 ~esi。【獨】 ~betvā。

visīdati

(vi + sad + a), 下沈，沮喪。【過】 visīdi。

visīdana

【中】 沈沒，灰心。

visīvana

【中】 取暖。

visīveti

(vi + siv + e), 取暖。【過】 ~esi。【現分】 ~venta。【獨】 ~vetvā。

visujjhati

(vi + sudh + ya), 淨化，純化。【過】 ~jjhi。【現分】 ~jhamāna。【獨】 ~jhitvā。

visuddha

(以上的【過分】), 已乾淨，已純粹，已明亮，已無瑕疵，已使神聖。~tā,【陰】 ~tta,【中】 純
淨，清潔。

visuddhi

【陰】 純淨，神聖，光彩壯麗，優點。~deva,【陽】 聖人，淨天。~magga,【陽】 聖道，淨
道。

visuṃ

【副】 分開地，個別地，分別地。~karaṇa,【中】 分離。~katvā,【獨】 分開了。

visūka

【中】 蠕動，表演。~dassana,【中】 參觀表演。

visūcikā

【陰】 霍亂。

visesa

【陽】 1. 卓越，差異。2. 造詣。~ka,【陽】 特徵。~gāmī,【形】 造詣非凡的。~bhāgiya,【形】
導致非凡的，導致進步的。~sādhigama,【陽】 特殊的造詣。

visesatā

【陰】卓越。

visesato

【副】 特殊地，全部。

visesana

【中】 非凡，性質，形容詞。

visesiya, visesitabba

【形】 有資格的，有定義的。

visesī

【形】 有特點的，合格的人。

viseseti

(vi + sis + e), 取得資格，定義，辨別。【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visoka

【形】 無憂的。

visodhana

【中】 清潔，純淨。

visodheti

(vi + sudh + e), 打掃，淨化。【過】 ~esi。【過分】 ~dhita。【現分】 ~dhenta。【獨】
~dhetvā, ~dhiya。

visoseti

(vi + sus + e), 使乾涸，使枯萎。【過】 ~esi。【過分】 ~sita。【現分】 ~senta。【獨】
~setvā。

vissagandha

【陽】 像生肉的味道。

vissagga

【陽】 捐贈物，配給物。

vissajjaka

【形】 分發的，分佈的。【陽】 回問者，分配者。

vissajjana

【中】 授予，派遣，流出，答案，開支。~ka,【形】 答復的， 授予的，花費的。

vissajjanīya, vissajjitabba

vissajjiya,【形】 要分配的，要回答的。

vissajjeti

(vi + sajj + e), 回答，分配，派遣，花費，拿掉，發出，解放。【過】 ~esi。【過分】 ~jita。
【獨】 ~jetvā。【現分】 ~jenta。

vissaṭṭha

(以上的【過分】), 已派遣，已回答。

vissaṭṭhi

，【陰】 噴射，流出。

vissattha

(vissasati 的【過分】), 已相信，已親密，已友善。

vissanda

【陽】 Vissandana,【中】 溢出，滲出。

vissandati

(vi + sand + a), 流出，溢出。【過】 ~ndi。【過分】 ~dita。【現分】 ~damāna。【獨】
~ditvā。

vissamati

(vi + sam + a), 休息，靜臥，（使）精力恢復。【過】 ~sami。【現分】 ~samanta。【獨】
~mitvā。

vissanta

(以上的【過分】), 已休息，已精神振作。

vissara

【形】 苦惱的哭聲。

vissarati

(vi + sar + a), 忘記。【過】vissari。【過分】~sarita。【獨】~ritvā。

vissasati

(vi + sas + a), 信任，友善。【過】 ~sasi。【過分】 vissattha。【現分】 ~santa。【獨】
~sitvā。

vissāsa

【陽】 信心，信賴，親密。~ka, ~sika, ~sāsī,【形】 親密的，機密的，可信賴的。

vissāsanīya

【形】 可信賴的，機密的。

vissuta

【形】 出名的，有名的。

vihaga, vihaṅgama
【陽】 鳥。

vihaññati

(vi + han + ya), 焦急，悲傷，遭受艱難。【過】 ~ññi。【現分】 ~ñamāna。

vihata

(vihanati 的【過分】), 1. 已殺，已破壞。2. 已刷（毛），已使起絨毛。

vihanati

(vi + han + a), 殺，結束，除去。【過】 vihani。【獨】 vihantvā, vihanitvā。

viharati

(vi + har + a), 生活，遵守，居住，逗留。【過】 vihari。【現分】 viharanta, ~ramāna。【獨】
viharitvā。

vihāya

(vijahati 的【獨】), 離開了，放棄了。

vihāra

【陽】 住所，住宅，生活的模態，度時。

vihārika, vihārī

【形】(在【合】中)停留的，逗留的，在某種情況中的。

vihiṃsati

(vi + hiṃs + a), 傷害，刺傷，騷擾。【過】 ~hiṃsi。【現分】 ~santa。【獨】 ~sitvā。

vihiṃsanāvihiṃsā

【陰】 殘酷，受傷，傷害。~sāvitakka,【陽】 有害的想法。

vihita

(vidahati 的【過分】), 已安排，已供給，已開始（某種職業）。

vihīna

(vihāyati 的【過分】), 已留下，已失去，已減少。

viheṭhaka

【形】 厭煩的，壓抑的，令人感到懊惱的。~jātika,【形】 有騷擾的習慣。

viheṭhana

【中】 壓抑。~ka,【形】 傷害的。

viheṭhiyamāna

【現分】 正在壓迫，正在騷擾。

viheṭheti

(vi + heṭh + e), 惱怒，帶入困境。【過】 ~esi。【過分】 ~ṭhita。【現分】 ṭhenta。【獨】
~ṭhetvā。

vihesaka

【形】 惱怒的，令人困擾的。

vihesā

【陰】 惱怒，煩惱，受傷。

vihesiyamāna

參考 Viheṭhiyamāna。

viheseti

(vi + his + e), 參考 Viheṭheti。

vīci

【陰】 波，波浪，間隔。

vījati

(vīj + a), 扇。【過】 vīji。【過分】 vījita。【獨】 vījetvā。【現分】 vījayamāna。

vījana

【中】 通（扇）風。

vījanī

【陰】 扇子。

vījiyamāna

【現分】 正在扇動。

vījeti

(vij + e), 扇。【過】 ~esi。【現分】 vījenta。【獨】 vījetvā。

vīṇā

【陰】 琵琶。~daṇdaka,【陽】 琴頸。~doṇi,【陰】 〔琵琶的〕面板。~vāyana,【中】 琵琶的
演奏。

vīta

(= vigata),【過分】 已無，已沒有，(= vāyita), 已紡織。~ccika,【形】 無火焰的，熾熱
的。~gedha, ~taṇha,【形】 無貪欲的，無渴望的。~mala,【形】 無瑕疵的。~moha,【形】 無癡
的（沒有無知的）。~rāga,【形】 不熱情的。【陽】 聖徒。

vītikkama

【陽】 違反，超越。

vītikkamati

(vi + ati + kam + a), 違背，超越。【過】 ~kami。【過分】 vītikkanta。【現分】 ~kamanta。
【獨】 ~kamitvā。

vītināmeti

(vi + ati + nam + e), 度時，等候。【過】 ~esi。【過分】 ~nāmtia。【獨】 ~metvā。

vītivatta

(vītivattati 的【過分】), 已經過，已消磨，已克服。

vītivatteti

(vi + ati + vat + e), 克服，度時。【過】 ~esi。【過分】 ~vattita。【獨】 ~tetvā。

vītiharaṇa

【中】 vītihāra,【陽】 換步，（一）大步，夾在中間搬運。

vītiharati

(vi + ati + har + a), 走路，邁大步走。【過】 ~hari。【獨】 ~ritvā。

vīthi

【陰】 街道，軌道。~citta,【中】 心識的路線。

vīmaṃsaka

【形】 調查者，測試者。

vīmaṃsana

【中】 vīmaṃsā,【陰】 實驗，調查，觀。

vīmaṃsati

(mān + sa, mā 重疊，而前 mā 改爲 vī；次 mā 被短化), 調查，測試，考慮。【過】 vīmaṃsi。
【過分】 ~sita。【現分】 ~santa。【獨】 ~sitvā, vīmaṃsiya。

vīmaṃsī

【陽】 調查員。

vīra

【形】 勇敢的，英勇的。【陽】 英雄。

vīyati

(vā + i + ya), 被紡織。

vīsati

【陰】 二十。~ma,【形】 第二十的。(在【合】中，有時 vīsati 取 vīsaṃ 的詞形；例：
vīsaṃvassasatikā)。

vīhi

【陽】 稻穀。

vuccati

(vac + ya), 被稱爲，被叫做。【現分】 vuccamāna。

vuṭṭha

(vassati 的【過分】), 已淋濕。

vuṭṭhahati, vuṭṭhāti

(u + ṭhā + a), 升，出現，顯露，被生産。【過】 vuṭṭhahi, vuṭṭhāsi。【過分】 vuṭṭhita。【現分】
~hanta。【獨】 vuṭṭhahitvā, vuṭṭhāya。

vuṭṭhāna

【中】 升起。

vuṭṭhāpeti

(以上的【使】), 喚醒，厭惡，受戒（爲出家人）。【過】 ~esi。【過分】 ~pita 【獨】 ~petvā。

vuṭṭhi

【陰】 雨。~ka,【形】 有雨的。

vuḍḍha

【形】 老的，莊嚴的。~tara,【形】 年長者，資深者。

vuḍḍhi

【陰】 增加，生長，繁榮。

vutta

(vadati 的【過分】), 已說，(vapati 的【過分】) 已播種，已剃頭。【中】 被播種的事物，被說的
事物。~ppakāra,【形】 有以上所提到的品質。~ppakārena,【副】 在以上所解釋的方法。~vādī,
【陽】 人云亦云者。~sira,【形】 剃光頭的。

vutti

【陰】 行爲，習慣，練習，用法，生計。~ka, vuttī,【形】 有…習慣 的，有…練習的。~tā,
【陰】 條件。

vuttha

(vasati 的【過分】), 已居住，已度時。~vassa,【形】 度過雨季安居 的。

vuddha

參考 Vuḍḍha。

vuddhi

參考 Vuḍḍhi。~ppatta,【形】成年的，適合成婚的，成年人的。

vuyhati

(vah + ya), 被運走，被飄浮。【過】 vuyhi。【過分】 vūḷha。【現分】 ~hamāna。

vuyhana

【中】 漂浮。

vusita

(vasati 的【過分】), 已居住，已實現，已達到完美。~tta,【中】 ~bhāva,【陽】 被居住的事實。

vussati

(vasati 的【被】)。

vupakaṭṭha

【形】 隱蔽的。

vūpasanta

(vūpasammati 的【過分】), 已鎮靜，已平靜下來。

vūpasama

【陽】 Vūpasamana,【中】 減輕，平靜，停止。

vūpasameti

(vi + upa + sam + e), 安撫，使鎮靜，減輕。【過】 ~esi。【過分】 ~samita。【現分】
~samenta。【獨】 ~metvā。

vūpasammati

(vi + upa + sam + ya), 被緩和，被安心，被熄滅。

vūḷha

(vuyhati 的【過分】)。Ve,（肯定的虛詞）的確，真實地，當然。

vekalla

【中】 Vekallatā,【陰】 殘缺，缺乏。

vega

【陽】 力量，速度，速率，推動力。

vejayanta

【陽】 勝利殿（帝釋的宮殿）。

vejja

【陽】 醫師，醫生。~kamma,【中】 醫治。

veṭhaka

【形】 包封的，包裝的。

veṭhana

【中】 包裝材料，纏頭巾，飾頭巾。

veṭhiyamāna

【現分】包裝著，纏繞著。

veṭheti

(veh + e), 包裝，纏繞，包封。【過】 veṭhesi。【過分】 veṭhita。【現分】 ~ṭhenta。【獨】
~ṭhetvā。

veṇa

【陽】 編製籃子的技工。

veṇika

【陽】 演奏琵琶者。

veṇī

【陰】 辮子。~kata,【形】 把…打成辮的， 綁成束的。~karaṇa,【中】 做成束。

veṇu

【陽】 竹子。~gumba,【陽】 竹叢。~bali,【陽】 竹子稅。~vana,【中】 竹林。

vetana

【中】 薪水，租金，付款，費用。

vetanika

【陽】 專爲金錢而工作者，雇員。

vetaraṇī

【陰】 灰河（河名）。

vetasa

【陽】 藤（一種白藤屬攀援棕櫚 (Calamus rotang)，以其很長的莖而著名）。

vetālika

【陽】 宮廷歌姬。

veti

(vi + i + a), 變小，消失。

vetta

【中】 藤條，小枝。~gga,【中】 藤芽。~latā,【陰】 藤蔓。

veda

【陽】 宗教性的情操，知識，吠陀經（印度最古的宗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gū,【陽】
已達到最高知識的人。~jāta,【形】 裝滿歡 喜的。~ntagū, ~pāragū,【陽】 擅長吠陀經知識的
人。

vedaka

【陽】 感受的人，遭受者。

vedanaṭṭa

【形】 遭受痛苦的。

vedanā

【陰】 受，痛苦，感覺。~kkhandha,【陽】 受蘊。

vedayita

【中】 受，感覺，經驗。

vedi

([vidati = 知道] 的【過】)。

vedikā, vedī

【陰】 月臺，欄杆。

vedita

(vedeti 的【過分】)。

vediyati

(vid + i + ya), 被感覺，被體驗。【現分】 ~yamāna。

vedeti

(vid + e), 感受，感覺，感知。【過】 vedesi。【現分】 vedenta。【獨】 vedetvā。

vedeha

【形】 屬於韋提訶國 (Videha) 的。

vedehīputta

【陽】 韋提訶國公主的兒子。

vedha

【陽】 vedhana,【中】 刺穿，射擊，刺。

vedhati

(vidh + a), 戰慄，震動。【過】 vedhi。【過分】 vedhita。

vedhī

【陽】 射擊者，打擊者。

venayika

【陽】 1. 虛無主義者。2. 律師（戒律的專家）。

veneyya

【形】 易於指導的，易於管教的。

vepulla

【中】 Vepullatā,【陰】 完全發展，豐富。

vebhaṅgiya

【形】 適合被分發的。

vema

【陽】 織布梭，織布機。

vemajjha

【中】 中央，中心。

vematika

【形】 可疑的。

vematta

【中】 Vemattatā,【陰】 差異，區別。

vemātika

【形】 同父異母的。

vemānika

【形】 有仙女宮殿的。~peta, 參考 Vimānapeta。

veyyattiya

【中】 明朗，成就。

veyyākaraṇa

【中】 解釋。【陽】 懂文法者，東得講解文法的人。

veyyābādhika

【形】 引起受傷的，使壓抑的。

veyyāyika

【中】 費用。

veyyāvacca

【中】 責任，服務，傭金。~kara,【陽】 ~yāvatika,【陽】 隨從，僕人，等候的人。

vera

【中】 敵意，憎恨。

verajjaka

【形】 屬於各種不同國家的。

veramaṇī

【陰】 禁止。

verambhavāta

【陽】 風在高海拔吹。

verika, verī

【形】 有敵意的，深藏仇恨的。【陽】 敵人。

verocana

【陽】 太陽。

velā

【陰】 時間，海岸，界限，邊界。~tikkama,【陽】 超越界限。

vellita

【形】 彎曲的，捲曲的。~gga,【形】 有捲曲的頂端。

vevacana

【中】 渾名，同義字。

vevaṇṇiya

【中】 毀容，缺陷，畸形，變色，污染。

vesa

【陽】 外表，洋裝。

vesamma

【中】 不平等，不調和。

vesākha

【陽】 吠舍佉月（月份名，大約四月至五月之間）。

vesārajja

【中】 自信。

vesiyā, vesī

【陰】 妓女。

vesma

【中】 住宅。

vessa

【陽】 毗舍（印度四大階級的第三等級成員）。

vehāsa

【陽】 天空。~kuṭi,【陰】 二樓通風的房間。~gamana,【中】 在 空中經行。~ṭṭha,【形】 在空
中的。

veḷu

參考 Veṇu。~riya,【中】 天青石，青金石，天青石色。

vo

(tumha 的附屬字), 對你們，你們的，由你們。

vokāra

【陽】 1. 存在的成份（即：五蘊）。2. 困擾。

vokiṇṇa

【過分】 已覆蓋，已充滿，已混淆。

vokkanta

參考 Ukkanta。

vokkanti

參考 Okkanti。

vokkamati

(vi + u + kam + a), 避開，偏離。【過】 vokkami。【過分】 vokkanta。【獨】 vokkamma,
~mitvā。

vocchijjati

(vi + u + chid + ya), 被切斷，停止。【過】 ~jji。【過分】 ~chinna。【獨】 ~jjitvā。

votthapana

【中】 定義。

vodaka

【形】 無水的。

vodapana

【中】 ~nā,【陰】 清潔，洗淨。

vodapeti

(vi + u + dā + āpe), 使清潔，使純淨。【過】 ~esi。

vodāna

【中】 純淨，神聖化。

vomissaka

【形】 各種的，混合的。

voropana

【中】 剝奪。

voropeti

(vi + ava + rup + e), 剝奪，取走。【過】 ~esi。【過分】 voropita。【現分】 ~penta。【獨】
~petvā。

voloketi

(vi + ava + lok + e), 調查，仔細檢查。

vosita

【形】 完成的，完美的。

vossagga

【陽】 vossajana,【中】 捐贈物，作罷，放棄。

vossajati

(vi + ava + saj + a), 放棄，移交，撤回。【過】 ~saji。【過分】 vossaṭṭha。【獨】 ~jitvā,
vossajja。

voharati

(vi + ava + har + a), 使用，表達，呼叫，交易，管理。【過】 vohari。【過分】 voharita。【現
分】 ~ranta。【獨】 ~haritvā。

vohariyamāna

【現分】 正在叫做。

vohāra

【陽】 呼叫，表達，使用，貿易，法律學，現在的名稱。

vohārika

【陽】 商人，法官。~kāmacca,【陽】 首席法官。

vyaggha

【陽】 老虎。

vyañjana

【中】 咖哩飯菜，特徵，輔音，字。

vyañjayati

(vi + añj + a), 指出，表現…的特色，指示。【過】 ~jayi。【過分】 ~jita。

vyatta

【形】 學習的，完成的，顯然的，明白的。~tara,【形】 更有學問 的，更有技術的。~tā,【陰】
聰明，學問。

vyathati

(vyath + a), 壓迫，使服從。【過】 vyathi。【過分】 ~thita。

vyantīkaroti

(vi + anta + ī + kar + o), 廢止，除去，免除。【過】 ~kari。【過分】 ~kata。【獨】 ~karitvā,
~katvā。

vyantībhavati

(vi + anta + ī + bhū + a), 停止，終了，結束。【過】 ~bhavi。【過分】 ~bhūta。

vyantībhāva

【陽】 殲滅，破壞。

vyapagacchati

(vi + apa + gam + a), 離開。【過】~gami。【過分】 vyapagata。

vyamha

【中】 天宮。

vyaya

參考 Vaya。

vyasana

【中】 不幸，毀滅，破壞。

vyākata

(vyākaroti 的【過分】)。

vyākaraṇa

【中】 文法，解釋，答案，宣佈。

vyākariyamāna

【現分】 正在解釋，正在宣佈。

vyākaroti

(vi + ā + kar + o), 解釋，宣佈，回答。【過】 ~kari。【過分】 ~kata。【獨】 ~karitvā。

vyākhyāti

(vi + ā + khyā + a), 宣佈，解釋。【過】 ~khyāsi。【過分】 ~āta。

vyākula

【形】 不知所措的，困惑的，混亂的。

vyādha

【陽】 獵人。

vyādhi

【陽】 疾病。~ta,【形】 受疾病影響的。

vyāpaka

【形】 裝滿，撒布，遍佈。

vyāpajjati

(vi + ā + pad + ya), 失敗，感到困擾，惱怒。【過】 ~pajji。

vyāpajjanā

【陰】 失敗，惡意，激怒。

vyāpanna

(vyāpajjati 的【過分】), 已出毛病，已有惡意，已惱怒。

vyāpāda

【陽】 惡意，惡毒。

vyāpādeti

(vi + ā + pad + e), 破壞，惱怒。

vyāpāra

【陽】 職業，工作，生意。

vyāpārita

(vyāpāreti 的【過分】), 已鼓動，已催促。

vyāpita

以下的【過分】。

vyāpeti

(vi + ap + e), 遍及，使充滿，散播。【過】 ~esi。【現分】 ~penta。【獨】 ~petvā。

vyābādheti

(vi + + bādh + e), 傷害，阻隔。【過】 ~esi。【過分】 ~dhita。【獨】 ~etvā。

vyābhaṅgī

【陰】 扁擔。

vyāma

【陽】 尋（古代長度單位，八尺叫一尋）。

vyāvaṭa

【形】 忙碌的，活躍的，參加的，抱定決心要實行的。

vyāsatta

【形】 使依戀的。

vyāsecana

【中】 灑水。

vyāharati

(vi + ā + har + a), 做聲，談話，說話。【過】 ~hari。【過分】 vyāhaṭa,【獨】 ~ritvā。

vyūha

【陽】 排列，軍隊的配列。

S
s

巴利文字母表的羅馬化拼音第三十個輔音字母。發音好像漢語中的 s。

sa

1. (= sva 梵文) 【形】 自己的。(Sehi kammehi = 由自己的業)。2. saha 在【合】中被弄短的詞
形，例： sadevaka。

sa

(= so, ta 的【主、單】), 尤其是【陽】經常用這詞形，例： Sa ve kāsāvam arahati。

sa

-upādāna,【形】 表現執著的。

sa

-upādisesa,【形】 有殘餘生機的。

saka

【形】 自己的。【陽】 親戚。【中】 自己的財産。~mana,【形】 歡 喜的。

sakaṅkha

【形】 可疑的。

sakaṭa

【陽、中】 手推車，四輪馬車。~bhāra, ~vāha,【陽】 一滿車（的裝貨量）。~vyūba,【陽】 車
形陣（的軍陣）。

sakaṇṭaka

【形】 多刺的。

sakadāgāmī

【陽】 斯陀含（一來，二果聖人）。

sakabala

【形】(saka + bala:) 自己的力量，(sa + kabala:) 口中有食物的。

sakamma

【中】 自己的責任。~ka,【形】 及物的（動詞）。

sakaraṇīya

【形】仍然有點事要做的人。

sakala

【形】 全部的，整個的。

sakalikā

【陰】 碎片。

sakāsa

【陽】 鄰近，出現。

sakicca

【中】 自己的事情。

sakiñcana

【形】 有世間的執著的。

sakiṃ

【副】 一次。

sakīya

【形】 自己的。

sakuṇa

【陽】 鳥。~gghī,【陽】 鷹。~ṇī,【陰】 母鳥。

sakunta

【陽】 鳥。

sakka

【形】 能幹的，可能的。

sakka

【陽】 1. 釋迦家族的人，2. 天王。

sakkacca

【獨】 準備好可，禮敬了，尊敬了。~kārī,【陽】 小心行動者。~caṃ,【副】 小心地，徹底地。

sakkata

(sakkaroti 的【過分】), 已尊敬，已按時照顧。

sakkatta

【中】 天王的地位。

sakkatvā

(sakkaroti 的【獨】)。

sakkarīyati

(sakkaroti 的【被】), 被尊敬。【現分】 ~riyamāna。

sakkaroti

(saṃ + kar + o), 尊敬，尊敬地對待，受到周到地招待。【過】 sakkari。【過分】 sakkata。【現
分】 ~karonta。【潛】 ~ritabba, sakkātabba。【獨】 sakkatvā, ~karitvā。【不】 ~karituṃ,
sakkātuṃ。

sakkā

【無】 那是可能的。

sakkāya

【陽】 已存在的身體。~diṭṭhi,【陰】 有身見。

sakkāra

【陽】 尊敬，款待。

sakkuṇāti

(sak + uṇā), 能。【過】 ~kuṇi。【現分】 ~ṇanta。【獨】 ~ṇitvā。

sakkuṇeyyatta

【中】 可能性，能力。

sakkoti

(sak + o), 能。【過】 asakkhi。【現分】 sakkonta。

sakkharā

【陰】 水晶，碎石，粗糖。

sakkhali, sakkhalikā

【陰】 耳孔，薄片，魚鱗。

sakkhi

【無】 面對面，眼前。~ka, ~khī,【形】 目擊者，證人。~diṭṭha,【形】 相見。~puṭṭha, 被請做證
人。

sakya

【形】 屬於釋迦族的。~muni,【陽】 釋迦牟尼。

sakha, sakhi

【陽】 朋友。sakhitā,【陰】 友誼。

sakhila

【形】 言語慈祥的。

sakhya

【中】 友誼。

sagabbha

【形】 懷孕的。

sagāha

【形】 充滿兇猛的野獸。

sagāmeyya

【形】 來自相同的村莊的。

sagārava

【形】 表示尊敬的。~vaṃ,【副】 表示尊敬地。~tā,【陰】 尊敬。

sagotta

【形】 同一個血統的，同族者。

sagga

【陽】 快樂的地方，天堂。~kāya,【陽】 天上的集會。~magga,【陽】 登天之路。~loka,【陽】
天上世界。~saṃvattanika,【形】 導致登天的。

sagguṇa

【陽】 好質量。

saṅkaṭīra

【中】 垃圾堆。

saṅkaḍḍhati

(saṃ + kaddh + a), 收集，拖拉。【過】 ~ḍḍhi。【獨】 ~ḍhitvā。

saṅkati

(sak + ṃ-a), 懷疑，猶豫，不能確定。【過】 saṅki。【過分】 saṅkita。【現分】 ~kamāna。
【獨】 saṅkitvā。

saṅkanta

(saṅkamati 的【過分】)。

saṅkantati

(saṃ + kant + a),四處剪。【過】~nti。【過分】~tita。【獨】~titvā。

saṅkantika

【形】 從一處移到另一處的。~roga,【陽】 傳染病。

saṅkappa

【陽】 意圖，目的。

saṅkappeti

(saṃ + kapp + e), 想，想像。【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ṅkamati

(saṃ + kam + a), 經過，移動，移居。【過】 ~kami。【過分】 saṅkanta。【獨】 ~mitvā,
saṅkamma。

saṅkamana

【中】 通道，橋，越過，從一處到另一處的移動。

saṅkampati

(saṃ + kamp + a), 戰慄，搖動。【過】 ~kampi。【過分】 ~pita。【獨】 ~pitvā。

saṅkara

【形】 充滿喜悅的。【陽】 混合。

saṅkalana

【中】 附加，徵收。

saṅka, saṅkāyanā

【陰】 疑惑，不確定。

saṅkāyati

(saṅkā 的【派】), 懷疑，不能確定。【過】 ~kāyi。【過分】 ~yita。

saṅkāra

【陽】 垃圾。~kūṭa,【陽】 垃圾堆。~coḷa,【中】 廢布（從垃圾堆拾到的碎布）。~ṭṭhāna,
【中】 垃圾桶，垃圾堆。

saṅkāsa

【形】 相似的。

saṅkāsanā

【陰】 解釋。

saṅkiṇṇa

(saṅkirati 的【過分】), 已充滿，已混合，已不純。

saṅkita

(saṅkati 的【過分】)。

saṅkittana

【中】 公佈，宣言。

saṅkiliṭṭha

以下的【過分】。

saṅkilissati

(saṃ + kilis + ya), 被弄髒，被摻雜。【過】 ~lissi。【獨】 ~ssitvā。

saṅkilissana

【中】 Saṅkilesa,【陽】 雜質，污穢。

saṅkilesika

【形】 有害的，腐敗的。

saṅkī

【形】 可疑的。

saṅkīyati

(saṅkati 的【被】), 被懷疑。

saṅku

【陽】 柱，長釘，標槍。~patha,【陽】 用柱支撐著行走才能通過的路徑。

saṅkucati

(saṃ + kuc + a), 使縮短，收縮，緊握。【過】 ~kici。【過分】 ~kucita。【獨】 ~kucitvā。

saṅkucana

【中】 收縮。

saṅkuṭita

【形】 縮小的，蜷縮的。

saṅkupita

(saṅkuppati 的【過分】), 已激怒。

saṅkula

【形】 充滿的，擁擠的。

saṅketa

【陽、中】 標誌，指定的地方，集合點。~kamma,【中】約會。

saṅkoca

【陽】 收縮，面部的歪扭，扭曲。

saṅkoceti

(san + kuc + e), 縮短，扭曲。【過】 ~esi。【過分】 ~cita。

saṅkopa

【陽】 擾亂，激動。

saṅkha

【陽】 犬齒貝，貝殼，海螺殼。~kuṭṭhī,【陽】 身有白癍的人。~thāla,【陽】 海螺殼製的容
器。~dhama,【陽】 吹海螺殼的人。~muṇdika,【中】 貝禿刑（拷問刑法）。

saṅkhata

(saṅkharoti 的【過分】), 已以…爲條件，已修理，已由…因素産生。

saṅkhaya

【陽】 消費，損失，破壞。

saṅkharaṇa

【中】 恢復，準備。

saṅkharoti

(saṃ + kar + o), 回復，準備，集合。【過】 ~khari。【過分】 ~khata。【現分】 ~kharonta。
【獨】 ~ritvā。

saṅkhalikā

【陰】 腳鐐。

saṅkhā, saṅkhyā

【陰】 列舉，計算，數位，定義。

saṅkhāta

【過分】 已決定，已估計。(在【合】中) 所謂的，命名。

saṅkhādati

(saṃ + khād + a), 咀嚼。【過】 ~khādi。【過分】 ~dita。【獨】 ~ditvā。

saṅkhāna

【中】 計算，估計。

saṅkhaya

(saṅkhāti 的【獨】), 考慮了，區別了。

saṅkhāra

【陽】 行，必要的條件，有條件的事物，心智的協同因素。~kkhandha,【陽】 行蘊，心智的協
同因素集合體。~dukkha,【中】 行 苦，物質生活的邪惡。~loka,【陽】 行世界，整個的創造。

saṅkhitta

以下的【過分】。

saṅkhipati

(saṃ + khip + a), 縮短，精簡，弄短，折疊。【過】 ~khipi。【現分】~panta, ~pamāna。
【潛】~pitabba。【獨】~pitvā。【不】~pituṃ。

saṅkhubhati

(saṃ + khubh + a), 被煽動，攪和。【過】 ~bhi。【過分】 ~bhita。【獨】 ~bhitvā。

saṅkhubhana

【中】 攪動，煽動。

saṅkhepa

【形】 刪節，摘要，精簡的估計，收集。

saṅkheyya

【形】 可計算的。

saṅkhobha

【陽】 騷動，動亂。

saṅkhobheti

(saṃ + khubh + e), 擾亂，激起，推翻。【過】 ~esi。【過分】 ~bhita。【現分】 ~bhenta。
【獨】 ~bhetva。

saṅga

【陽】 附著，執著。

saṅgacchati

(saṃ + gam + a), 偶遇，集合。【過】 ~cchi。【過分】 saṅgata。【獨】 saṅgantva。

saṅgaṇikā

【陰】 社會。~rama, ~rata,【形】 喜歡的，很喜歡交際的。~rāmata,【陰】 很喜歡有陪伴。

saṅgaṇhāti

(saṃ + gah + ṇhā), 善待，編譯，收集。【過】 ~gaṇhi。【現分】 ~gaṇhanta。【獨】
~gahetva, ~gaṇhitvā, saṅgayha。

saṅgaha

【陽】 1. 處理。2. 編輯，收集。

saṅgati

【陰】 結交。

saṅgahita

(saṅgaṇhāti 的【過分】)。

saṅgāma

【陽】 對抗，戰爭。~māvacara,【形】 經常出入戰場的。

saṅgāmeti

(saṅgāma 的【派】), 對抗，衝突，打戰。【過】 ~esi。【過分】 ~mita。【獨】 ~metvā。

saṅgāyati

(saṃ + gā + ya),吟唱，背誦。【過】 ~gāyi。【過分】 saṅgīta。【獨】 ~gāyitvā。

saṅgāha

【陽】 收集。~ka,【形】 收集者，編譯的，善待的，結合在一起的。【陽】 戰車的禦者。

saṅgīta

(saṅgāyati 的【過分】), 已誦，已做聲，已唱。

saṅgīti

【陰】 排練，（佛教經典的）結集。~kāraka,【陽】 結集的長老。

saṅgopeti

(saṃ + gup + e), 保護得好。【過分】 ~pita。

saṅgha

【陽】 群衆，與會者（集合稱），佛教僧團。~kamma,【中】 僧 羯磨，僧團會議。~gata,
【形】 加入僧團的。~tthera,【陽】 僧團長老。~bhatta,【中】 僧團的施食。~bheda,【陽】 僧
團的分裂。~bhedaka,【陽】 引起僧團分裂的人。~māmaka,【形】 信奉僧團的。

saṅghaṭeti

(saṃ + ghaṭ + e), 連接。【過】 ~esi。【過分】 ~ṭita。【獨】 ~ṭetvā。

saṅghaṭṭana

【中】 密切的接觸，互相撞擊。

saṅghaṭṭeti

(saṃ + ghaṭṭ + e), 撞擊，以嘲弄來激怒。【過】 ~esi。【過分】 ~ṭṭita。【獨】 ~ṭetvā。

saṅghāṭa

【陽】 連接，聯盟，筏。

saṅghāṭi

【陰】 僧伽梨，重衣，大衣。

saṅghāta

【陽】 互相撞擊，撚拇指，積聚。

saṅghika

【形】 僧團的。

saṅghī

【形】 有很多從者的。

saṅghuṭṭha

(saṅghoseti 的【過分】), 已回響，已聲明。

sacitta

【中】 自己的心。~ka,【形】 具有心的。

sace

【無】 如果。

sacetana

【形】 生氣勃勃的，有意識的。

sacca

【中】 事實，諦。【形】 真實的，真正的。~kiriyā,【陰】 在誓約 上的公告。~paṭivedha,
~abhisamaya,【陽】 真實的理解。~vācā,【陰】 誠實的話。~vādī,【陽】 說實話的
人。~sandha,【形】 可靠的。

saccakāra

【陽】 保證，批准，預先付款。

saccāpeti

(sacca 的【派】), 誓約所約束，懇求。【過】 ~esi。【過分】 ~pita。

sacchikaraṇa

【中】 實現，經歷。~raṇīya,【形】 適合被實現的。

sacchikata

以下的【過分】。

sacchikaroti

(sacchi + kar + o), 實現，親自經歷。【過】 ~kari。【現分】 ~karonta。【潛】 ~kātabba。
【獨】 ~katvā, ~karitvā。【不】 ~kātuṃ, ~karituṃ。

sacchikiriyā

【陰】 參考 Sacchikaraṇa。

sajati

(saj + a), 擁抱。【過】 saji。【現分】 sajamāna。【獨】 sajitvā。

sajana

【中】 參考 Parissajana。

sa

-jana,【陽】 同族者，自己的人。

sajātika

【形】 同種族的，同國家的。

sajīva

【形】 具有生命的。

sajotibhūta

【無】 著火的，發紅的。

sajjati

(saj + ya), 黏附於，執著。【過】 sajji。【過分】 saṭṭha。【現分】 sajjamāna。【獨】
sajjitvā。

sajjana

【中】 執著，裝飾，準備。

sajjana

【陽】 有品德的人。

sajjita

(sajjeti 的【過分】)。

sajju

【無】 立即地，快速地，在同一時刻。~kaṃ,【副】 很快地。

sajjulasa

【陽】 樹脂。

sajjeti

(saj + e), 準備，裝備，裝飾。【過】 ~esi。【現分】 ~jenta。【獨】 ~jetvā, sajjiya。

sajjhāya

【陽】 學習，排演。

sajjhāyati

(saṃ + jhā + ya), 預演，背誦，學習。【過】 ~āyi。【過分】 ~yita。【獨】 ~yitvā。【現分】
~yamāna。

sajjhāyanā

【陰】 朗誦，研究。

sajjhu

【中】 銀。~maya,【形】 銀製的。

sañcaya

【陽】 積聚，量。

sañcaraṇa

【中】 漫步，徘徊。

sañcarati

(saṃ + car + a), 走動，遊蕩，移動，經常出入。【過】 ~cari。【過分】 ~carita。【現分】
~caranta。【獨】 ~ritvā。

sañcaritta

【中】 帶資訊。

sañcāra

【陽】 通道，動作，漫遊。

sañcāraṇa

【中】 引起移動，引起行動。

sañcāreti

(sañcarati 的【使】), 使走來走去。【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sañcalati

(saṃ + cal + a), 使不穩定，搖動。【過】 ~cali。【過分】 ~calita。

sañcalana

【中】 激動。

sañcicca

【無】 有意圖，故意地，有差別地。

sañcita

(sañcināti 的【過分】)。

sañcinana

【中】 積聚。

sañcināti

(saṃ + ci + nā), 累積。【過】~cini。【現分】~nanta。【獨】 ~nitvā。

sañciṇṇa

(以上的【過分】), 已累積，已練習。

sañcuṇṇeti

(saṃ + cuṇṇ + e), 壓破，搽粉於。【過】 ~esi。【過分】 ~ṇita。【獨】 ~ṇetvā。

sañcetanā

【陰】 認識，意圖。~tanika,【形】 企圖的。

saṅceteti

(saṃ + cit + e), 思考，想出（辦法）。【過】 ~esi。【獨】 ~tetvā。

sañcodita

(sañcodeti 的【過分】), 已教唆，已興奮。

sañcopana

【中】 移動，換位。

sañchanna

(以下的【過分】), 已覆蓋，已充滿。

sañchādeti

(saṃ + chad + e), 覆蓋，用茅草覆蓋屋頂。【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sañchindati

(saṃ + chid + ṃ-a), 切（割、削），破壞。【過】 ~ndi。【過分】 ~chinna。【獨】 ~nditvā。

sañjagghati

(saṃ + jaggh + a), 笑，開玩笑。【過】 ~ghi。【獨】 ~ghitvā。【動名】 ~ghana。【中】

sañjanana

【中】 製造。【形】 産生的。

sañjaneti

(saṃ + jan + e), 生産，生。【過】 ~esi。【過分】 ~janita。【獨】 ~netvā。

sañjāta

(sañjāyati 的【過分】), 已出生，已興起。

sañjāti

【陰】 生，結果，起源。

saṅjānana

【中】 承認，感知。

sañjānāti

(saṃ + ñā + nā), 認出，知道，意識到。【過】 ~jāni。【獨】 ~janitvā。【現分】~jānanta。

sañjānita

(以上的【過分】), 已辨認出。

sañjāyati

(saṃ + jan + ya), 出生，生産。【過】 ~jayi。【過分】 sañjāta。【現分】 ~yamāna。【獨】
~yitvā。

sañjīvana

【形】 復活的。

sañjhā

【陰】 傍晚。~ghaṇa,【陽】 傍晚的雲。~tapa,【陽】 傍晚的太陽。

saññatta

(= saññāpita),【過分】 已勸誘，已說服，已使信服。

saññatti

【陰】 情報，和解。

sañña

【陰】 想，感覺，知覺，標誌，名字，承認，手勢。~kkhandha,【陽】想蘊。~paka,【陽】使明
白者。~pana,【中】令人信服，公佈。

saññāṇa

【中】 標誌，告示。

saññāpeti

(saṃ + ñā + āpe) 公佈，使信服。【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ññita

【形】 所謂的，命名爲。

saññī

【形】 有意識的，有感知的，知道的。

saṭṭhi

，【陰】 六十。~hāyana,【形】 六十歲。

saṭṭhuṃ

(sajati 的【不】), 要放棄，要解散。

saṭha

【形】 狡詐的，欺詐的。【陽】 欺騙。~tā,【陰】詭計，手腕。

saṇati

(saṃ + e), 發出噪音。

saṇṭhapana

【中】 調整，建立。

saṇṭhapeti

(saṃ + thā + āpe), 安頓，調整，建立。【過】 ~esi。【獨】 ~petvā。

saṇṭhahana

【中】 再創造，形成。

saṇṭhāti

(saṃ + ṭhā + a), 保持，靜立不動，被安置。【過】 ~ṭhāsi。【獨】 ~ṭhahitvā,【現分】
~ṭhahanta。

saṇṭhāna

【中】 形狀，形式，位置。

saṇṭhita

(saṇṭhāti 的【過分】), 已安頓，已建立。

saṇṭhiti

【陰】 安定，堅固，沈澱物。

saṇda

【陽】 小樹林，叢，多數。

saṇdāsa

【陽】 鉗子，鑷子。

saṇha

【形】 光滑的，軟的，細緻優雅的，精致的。~karaṇī,【陰】 磨石，使平滑的工具。

saṇheti

(saṇh + e), 磨（碎），使成粉末，使光滑，擦掉灰塵。【過】 ~esi。【過分】 saṇhita。【獨】
~hetvā。

sata

【形】 深切注意的，有意識的。

sata

【中】 百。~ka,【中】 百位一夥，百個一組。~kkaku,【形】 有百 個突出部分的（雲
朵）。~kkhattuṃ,【副】 百次。~dhā,【副】 百方。~pāka,【中】 爲百次治療的藥

（油）。~puññalakkhaṇa,【形】 有百福 相的。~porisa,【形】 有百人的高度。~sahassa,
【中】 十萬〔直譯： 百千，但漢語不這樣寫，漢語的寫法是：十萬〕。

satata

【形】 不變的，持續不斷的。~taṃ,【副】不變地，不斷地，總是。

satapatta

【中】 睡蓮。【陽】 啄木鳥。

satapadī

【陽】 蜈蚣。

satabhisaja

【陽】 危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satamūlī

【陰】 蘆筍（一種東半球多年生植物 (Asparagus racemosus) 蘆筍有葉狀莖，鱗狀葉，開小
花）。

sataraṃsī

【陽】 太陽。

sati

【陰】 念，記憶，深切注意。~ndriya,【中】 念根。~paṭṭhāna,【中】 念處。~mantu,【形】 深
思的，小心的。~sampajañña,【中】 念與正知。~sambojjhaṅga,【陽】 念覺支。~sammosa,
~sammoha,【陽】 失念（記憶的損失），健忘。

satī

【陰】 貞潔的女人。

satekiccha

【形】 可醫治的，可原諒的。

satta

【陽】 生物，衆生，有情。

satta

(sajjati 的【過分】), 已附著，已執著。

satta

【形】 七。~ka,【中】 七個一夥。~kkhattuṃ,【副】 七次。~guṇa,【形】 七倍的。~tanti,
【形】 有七線的。~tālamatta,【形】 有七棵棕櫚樹的高度。~tiṃsā,【陰】 三十七。~paṇṇī,
【陽】 鴨腳樹（一種東亞和菲律賓的森林喬木 (Alstonia Scholaris)，其樹皮過去用作抗間發 性
病）。~bhūmaka,【形】 有七層樓的。~ratana,【中】 七寶（即：金、銀、珍珠、紅寶石、天
青石、珊瑚和鑽石）。~ratta,【中】 一個星期（七夜）。~rasa, ~dasa,【形】 十七。~vassika,
【形】 七歲。~vīsati,【陰】 二十七。~saṭṭhi,【陰】 六十七。~sattati,【陰】 七十七。

sattati

【陰】 七十。

sattama

【形】 第七的。~mī,【陰】 第七天，處所格〔巴利語法〕，潛在語氣〔巴利語法〕。

sattāha

【中】 七天（一個星期）。

satti

【陰】 1. 能力，權力，力量。2. 矛，匕首。~sūla,【中】長矛。

sattu

【陽】 敵人，炒過的麵粉。~bhastā,【陰】 充滿炒過的麵粉的皮袋。

sattha

【中】 1. 科學，藝術，知識。2. 刀，槍矛。【陽】 3. （在沙漠或危 險地區結伴而行的）
旅行隊，商隊。~ka,【中】 小刀。~kamma,【中】 外科手術。~kavāta,【陽】 刺骨的痛
苦。~gamanīya,【形】 旅行隊要經過的（路徑）。~vāha,【陽】 旅行隊的領袖。

satthi

【陰】 大腿。

satthu

【陽】 老師，主人，佛陀。

sadattha

【陽】 自己的福利。

sadana

【中】 房子。

sadara

【形】 麻煩的。

sadasa

【形】 有邊緣的。

sadassa

【陽】 良馬。

sadā

【副】 曾經，總是。~tana,【形】 永恒的。

sadāra

【陽】 自己的妻子。

sadisa

【形】 等於，相似的。~tta,【中】 平等，類似。

sadevaka

【形】 包括天神的。

sadda

【陽】 聲，噪音，話。~ttha,【陽】 話的意義。~vidū, 懂得各種不 同聲音的意義的人。~vedhī,
【陽】 聽聲音射擊的人。~sattha,【中】 語法，語文學。

saddala

【陽】 佈滿新草的地方。

saddahati

(saṃ + dhā + a), 相信，有信心。【過】 ~dahi。【過分】 ~dahita。【現分】 ~hanta。【獨】
~hitvā。【潛】 ~hitabba。

saddahana

【中】 ~nā,【陰】 有堅定的宗教信仰，信任。

saddahāna

【陽】 相信的人。

saddāyati

(sadda 的【派】), 發出噪音，呼喊。【過】 ~dāyi。【獨】 ~dāyitvā。【現分】 ~yamāna。

saddūla

【陽】 豹。

saddha

【形】 有信仰的，忠實的，投入的。

saddhamma

【陽】 正法，真實的教義。

saddhā

【陰】 信心，熱愛。~tabba,【潛】 應該相信。~deyya,【形】 信施（信心的禮物）。~dhana,
【中】 信財（信心的財富）。~yika,【形】可信賴的。~lū,【形】 很投入的。

saddhivihārika, saddhivihārī
【陽】 同居，護理比丘。

saddhiṃ

【無】 一起。~cara,【形】 朋友，從者。

sadhana

【形】 富有的。

sanati

(saṃ + a), 發出大聲音。

sanantana

【形】 初期的，舊的，永恒的。

sanābhika

【形】 有輪轂的。

santa

(sammati 的【過分】) 1. 已冷靜，已和平，2. 已疲累，已疲乏。【形】 已存在的。【陽】
有品德的人。~kāya,【形】 身體鎮定的。~tara,【形】 更鎮定的。~mānasa,【形】 心沈著
的。~bhāva,【陽】 平靜。

santaka

【形】 自己的，【中】 財産。(sa + antaka) 有限的。

santajjeti

(saṃ + tajj + e), 驚嚇，威嚇。【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 ~jayamāna。
【獨】 ~jetvā。

santataṃ

【副】 參考 Satataṃ。

santati

【陰】 連續性，期間，世系。

santatta

以下的【過分】。

santappati

(saṃ + tap + ya), 被加熱，使悲傷，悲傷。【過】 ~ppi。【現分】 ~pamāna。

santappita

以下的【過分】。

santappeti

(saṃ + tapp + e), 使滿意，取悅。【過】 ~esi。【現分】 ~penta。【獨】 ~petvā, santappiya。

santara

-bāhira,【形】 有內外的。~raṃ。【副】 內外。

santarati

(saṃ + tar + a), 匆忙，很快地去。【過】 ~tari。【現分】 ~ramāna。

santasati

(saṃ + tas + a), 害怕，受驚嚇，被擾亂。【過】 ~tasi。【過分】 ~tasita。【現分】 ~tasanta。
【獨】 ~sitvā。

santasana

【中】 恐怖，驚駭。

santāna

【中】 1. 連續性，繼承。2. 子孫。3. 蜘蛛網。

santāneti

(saṃ + tan + e), 連續。

santāpa

【陽】 熱，痛苦，傷心事。

santāpeti

(saṃ + tap + e), 加熱，燃燒，折磨。【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ntāsa

【陽】 恐懼，發抖，震驚。~sī,【形】 發抖的，害怕的。

santi

【陰】 和平， 平靜，寧靜。~kamma,【中】 平定，安撫的行爲。~pada,【中】 安靜的境界。

santika

【形】 接近的。【中】 接近，出現。santikā, 從。~kāvacara,【形】 存在附近的，親密的。

santiṭṭhati

(saṃ + ṭhā + a), 站住，保持，固定，停留。

santīraṇa

【中】 調查。

santuṭṭha

(santussati 的【過分】), 已取悅，已快樂。~tā,【陰】 知足的狀態。

santuṭṭhi

【陰】 滿足，知足，歡喜。

santusita

參考 Santuṭṭha。

santusska

【形】 滿足的，高興的。~sana,【中】 滿足，歡喜。

santussati

(saṃ + tus + ya), 被使滿足，被取悅，被使快樂。【過】 ~ssi。【現分】 ~samāna。

santosa

【陽】 快樂，喜悅。

santhata

(santharati 的【過分】), 已覆蓋，已鋪。【中】 毯子，墊。

santhambheti

(saṃ + thambh + e), 使僵硬，使硬，失去知覺。【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

santhambhanā

【陰】 堅硬，硬。

santhara

【陽】 墊，蓋子，床單。~ṇa,【中】 擴張，覆蓋。

santharati

(saṃ + thar + a), 鋪，散播，覆蓋。【過】 ~thari。【獨】 ~tharitvā。【使】 santharāpeti。

santhava

【陽】 親密，相識，行房。

santhāgāra

【陽、中】 會議廳，斷事堂。

santhāra

【陽】 遮蓋物，地板。

santhuta

(santhaveti 的【過分】), 已相識，已熟悉。

sanda

【形】 厚的，密集的。【陽】 流程。~cchāya,【形】 有大蔭涼的。

sandati

(sand + a), 流動。【過】 sandi。【過分】 sandita。【獨】 ~ditvā。【現分】 ~damāna。

sandana

【中】 流下。【陽】 二輪戰車。

sandassaka

【陽】 指示的人，教的人。~sana,【中】 指令，指示，指出。~ssiyamāna,【形】 被教導的，被
指出的。

sandasseti

(saṃ + dis + e), 指出，解釋。【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sandahati

(saṃ + dhā + a), 連接，聯合，安裝。【過】 ~dahi。【過分】 ~hita。【獨】 ~hitvā。

sandahana

【中】 裝置，裝配。

sandāna

，【中】 鏈，繫繩。

sandāleti

(saṃ + dāl + e), 打破，打碎。【過】 ~esi。【過分】 ~lita。【獨】 ~letvā。

sandiṭṭha

(sandissati 的【過分】), 已一起看到。【陽】 朋友。

sandiṭṭhika

【形】 看得見的，屬於這一生的。

sandita

(sandati 的【過分】), 1. 已流動。2. 已用鐵鏈鎖住。

sandiddha

【過分】 已塗毒藥。

sandissati

(saṃ + dis + ya), 被看到，出現，同意。【現分】 ~samāna。

sandīpana

【中】 ~nā,【陰】 點燃，澄清。

sandīpeti

(saṃ + dip + e), 點燃，解釋。【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ndesa

【陽】 資訊，一封信，書面的文件。~hara,【陽】 報信者。~sāgāra,【中】 郵局。

sandeha

【陽】 疑惑，自己的身體。

sandoha

【陽】 堆，大量。

sandhana

【中】 自己的財産。

sandhamati

(saṃ + dham + a), 吹，扇。【過】 ~dhami。【獨】 ~mitvā。

sandhātu

【陽】 安慰者。

sandhāna

【中】 聯合，安撫。

sandhāya

(sandahati 的【獨】), 團結了。【無】 關於。

sandhāraka

【形】 忍受的，抑制的。~raṇa,【中】 制止，忍受。

sandhāreti

(saṃ + dhar + e), 忍受，制止，攔截，抑制，支援。【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現分】 ~renta。

sandhāvati

(saṃ + dhav + a), 跑著穿過，移居。【過】 ~āvi。【過分】 ~vita。【獨】 ~vitvā。【現分】
~vanta, ~vamāna。

sandhi

【陰】 聯盟，聯接，關節，連接，協定，音調上的結合。~cchedaka,【形】能割破的人，破壞
者。~mukha,【中】 （小偷入屋做）破口。

sandhīyati

(sandhāti 的【被】), 被連接，被結合，被合在一起。【過】 ~dhīyi。

sandhūpāyati

(saṃ + dhūp + āya), 出煙。【過】 ~pāyi。【獨】 ~yitvā。

sandhūpeti

(saṃ + dhūp + e), 燻製。【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ndhovati

參考 Dhovati。

sannaddha

以下的【過分】。

sannayhati

(saṃ + nah + ya), 拴緊，武裝自己，部署。【過】 ~yhi。【獨】 ~hitvā, ~nayha。

sannāha

【陽】 盔甲，繫在一起。

sannikaṭṭha

【中】 鄰居關係，鄰近。

sannikāsa

【形】 相似的，像…的。

sannicaya

【陽】 積聚，貯藏。

sannicita

【過分】 已累積，已囤積。

sanniṭṭhāna

【中】 結論，探查。

sannidhāna

【中】 接近，鄰近，儲存。

sannidhi

【陽】 儲存，貯藏。~kāraka,【陽】 存貨的人。~kata,【形】 囤積的。

sannipatati

(saṃ + ni + pat + a), 集合，聚集。【過】 ~pati。【過分】 ~patita。【獨】 ~titvā。【現分】
~patanta。

sannipatana

【中】 集會，集合。

sannipāta

【陽】 與會者（集合稱），集會，體液的集合。~pātika,【形】 體液集合的結果。~pātana,
【中】 召集。

sannipāteti

(saṃ + ni + pat + e), 召集，召集…開會。【過】 ~esi。【過分】 ~pātita。【獨】 ~tetvā。

sannibha

【形】 相似的。

sanniyyātana

【中】 爲保護等而移交。

sannirumbhana

【中】 抑制，制止，抑壓。

sannirumbheti

(saṃ + ni + rumbh + e), 抑制，阻塞，妨礙。【過】 ~esi。【過分】 ~bhita。【獨】 ~bhetvā。

sannivasati

(saṃ + ni + vas + a) 同居。【過】 ~vasi。

sannivāreti

(saṃ + ni + var + e), 制止，避免。【過】 ~esi。【獨】 ~retvā。

sannivāsa

【陽】 協會，同居。

sannivesa

【陽】 露營，殖民。

sannisinna

以下的【過分】。

sannisīdati

(saṃ + ni + sad + a), 安頓，平息，安靜下來。【過】 ~sīdi。【獨】 ~ditvā。

sannissita

【形】 與…連接的，基於的。

sannihita

【過分】 已放下，已放置，已安排得好。

sanneti

(saṃ + ni + e), 混合，揉（面等）成團。【過】 ~esi。【過分】 sannita。【獨】 sannetvā。

sapajāpatika

【形】 與妻子在一起的。

sapati

(sap + a), 罵，詛咒。【過】 sapi。【過分】 sapita。【獨】 sapitvā。

sapatta

【陽】 對手，仇敵。【形】 懷敵意的。

sapattabhāra

【形】 以翅膀爲負擔的。

sapattī

【陰】 和妻子在一起。

sapatha

【陽】 誓約。

sapadāna

【形】 連續的。~naṃ,【副】 不斷地。~cārikā,【陰】 次第乞食〔十三頭陀支之一〕。

sapadi

【無】 立即地。

sapariggaha

【形】 連同所有物或妻子的。

sapāka, sopāka

【陽】 被驅逐的人，吃狗的人。

sappa

【陽】 蛇。~potaka,【陽】 小蛇。

sappaccaya

【形】 有因素的，有條件的。

sappañña

【形】 明智的。

sappaṭigha

【形】 可連絡的。

sappaṭibhaya

【形】 危險的，有害的。

sappati

(sapp + a), 爬行，爬。【過】 sappi。

sappana

【中】 爬行。

sappāṇaka

【形】 有活生生的生物的。

sappāya

【形】 有益的，健康的，適當的。~tā,【陰】 有益。

sappi

【中】 酥油，澄清奶油。

sappinī

【陰】 母蛇。

sappītika

【形】 有歡喜陪伴的。

sappurisa

【陽】 正直的人。

sapharī

【陰】 大頭鲃（印度産的一種大型鯉形的可供食用及釣捕的淡水魚） (Barbus mosal)。

saphala

【形】 有結果的，有果實的。

sabala

【形】 強壯的，有斑點的，雜色的。

sabba

【形】 所有的，每一的，全部的，整個的。~kanittha,【形】 其中 最年輕的。~kammika,【形】
不管部長。~ñññu, ~vidū,【形】 都懂的 （萬事通）。【陽】 無所不知者（佛陀）。~ñññutā,
【陰】 無所不知。~ṭṭhaka,【形】 每部分都有八個的。~tthaka,【形】 關係到每件事物的，打
雜的 人。~paṭhama,【形】 （位置或時間）最先的。~paṭhamaṃ,【副】 在全部之前，非常早
地。~sata,【形】 每部分都有一百個的。~sovaṇṇa,【形】 全是金製的。~ssa,【中】 全部財
産。~ssaharaṇa,【中】 沒收全部財産。

sabbato

【無】 到處，在各方面，全部。

sabbattha, sabbatra
【副】 各處，到處。

sabbathā

【副】 在每一方面。

sabbadā

【副】 總是，每天。

sabbadhi

【副】 各處，到處。

sabbaso

【副】 全部，在每方面。

sabbhi

(梵文 = sadbhih, 與智者。但是在巴利文中，有時被當做 【形】) 品德高尚的。

sabrahmaka

【形】 包括梵天世界。

sabrahmacārī

【陽】 出家同伴（同修）。

sabhaggata

【形】 想起集會的。

sabhā

【陰】 集會，會議廳。

sabhāga

【形】 通常的，同一個區的。~ṭṭhāna,【中】 方便的地方。~vuttī,【形】 相互禮貌來往的。

sabhāva

【陽】 自然，情況，性情，真實。~dhamma,【陽】 自然的原則。

sabhojana

【形】 (sa + bhojana), 有食物的，(sa + ubho + jana), 有一對人的（即：夫婦）。〔第二個，在
戒律中尋到〕。

sama

【形】 平坦的，相等的，齊平的，相似的。【陽】 平靜，寧靜。~ka,【形】 相等的，相似的，
相同的。~maṃ,【副】 平均地，相等地。~mena,【副】 公平地，無私地。

samagga

【形】 團結的，同道的，一致的。~karaṇa,【中】 調解人，和事佬。~tta,【中】 協定，團結的
情況。~rata, ~ārāma,【形】 對和平的歡喜。

samaṅgitā

【陰】 具有的事實。

samaṅgī, samaṅgībhūta
【形】 具有的，持有的。

samacariyā

【陰】 精神的平靜，寂靜主義。

samacitta

【形】 沈著的。~tā,【陰】 平等心。

samajātika

【形】同階級的（相同的印度世襲階級）。

samajja

【中】 厭祝的聚集，劇場的展覽。~ṭṭhāna,【中】 競技場。~abhicaraṇa,【中】 參觀展覽會，參
觀節日。

samaññā

【陰】 指示。~ñāta,【形】 指定。

samaṇa

【陽】 沙門，隱遁者。~kuttika,【陽】 假沙門。~ṇī,【陰】 沙門尼。~ṇuddesa,【陽】 沙
彌。~dhamma,【陽】 沙門法（出家人的責任）。~sāruppa,【形】 適宜沙門的。

samatā

【陰】 平等，平均，正常狀態。

samatikkanta

(samatikkamati 的【過分】)。

samatikkama

【陽】 samatikkamana,【中】 超越，克服。

samatikkamati

(saṃ + ati + kam + a), 越過，渡過，超越，除去。【過】 ~kami。【獨】 ~kamitvā。

samatittika

【形】 盈滿的。

samativattati

(saṃ + ati + vat + a), 克服，超越。【過】 ~vatti。【過分】 ~vatta, ~vattita。

samatta

【形】 完成的，整個的。

samatta

【中】 參考 Samatā。

samattha

【形】 能幹的，有技術的。~tā,【陰】 能力，精通。

samatha

【陽】 定，平靜，心的寂靜，法律問題的解決。~bhāvanā,【陰】 修定。

samadhigacchati

(saṃ + adhi + gam + a), 達到，清楚地瞭解。【過】 ~cchi。【過分】 ~gata。【獨】 ~gantvā。

samanantara

【形】 立即的，最近的。~tarā,【副】 在…之後就。

samanugāhati

(saṃ + anu + gah + a), 要求理由。【過】 ~gāhi。【獨】 ~gāhitvā。

samanuñña

【形】 滿意的。~ññā,【陰】 贊成。~ñāta,【形】 核准的，允許的。

samanupassati

(saṃ + anu + dis + a), 看，察覺。【過】 ~passi。【現分】 ~samāna。【獨】 ~sitvā。

samanubhāsati

(saṃ + anu + bhās + a), 交談。【過】 ~bhāsi。

samanubhāsanā

【陰】 會話，排練。

samanuyuñjati

(saṃ + anu + yuj + ṃ-a), 盤詰，反復詢問。【過】 ~ñji。【獨】 ~jitvā。

samanussarati

(saṃ + anu + sar + a), 回憶，想起。【過】 ~sari。【現分】 ~ranta。【獨】 ~saritvā。

samanta

【形】 全部的，整個的。~cakkhu,【形】 普眼者（佛陀，無所不 見的）。~pāsādika,【形】 普
端嚴（令所有的人喜愛的）。~bhaddaka,【形】 完全吉兆的。

samantā, samantato
【副】 周圍，各處。

samannāgata

【形】 具有的，持有的。

samannāharati

(saṃ + anu + ā + har + a), 收集。【過】 ~hari。【過分】 ~haṭa。【獨】 ~haritvā。

samapekkhati

(saṃ + āpe + ikkh + a), 考慮得好。【過】 ~pekkhi。

samappeti

(saṃ + ap + e), 移交，委託，應用。【過】 ~esi。【過分】 ~ppita。【獨】 ~etvā, ~ppiya。

samaya

【陽】 時間，集會，季節，場合，宗教。~ntara,【中】 不同的宗教。

samara

【中】 戰爭。

samala

【形】 不純的，污染的。

samalaṅkata

以下的【過分】。

samalaṅkaroti

(saṃ + alaṃ + kar + o), 裝飾。【過】 ~kari。【獨】 ~karitvā。

samavāya

【陽】 組合，集合。

samavekkhati

(saṃ + ava + ikkh + a), 考慮，調查。【過】 ~kkhi。

samavepākinī

【陰】 促進良好的消化。

samassāsa

【陽】 （痛苦等的）減輕，心曠神怡。

samassāseti

(saṃ + ā + sas + e), 減輕，使精神振作。【過】 ~esi。【獨】 ~setvā。

samā

【陰】 年。

samākaḍḍhati

(saṃ + ā + kaḍḍh + a), 招徠，吸引，引誘。【過】 ~ḍḍhi。【獨】 ~ḍhitvā。

samākaḍḍhana

【中】 拉，拖拉，招徠。

samākiṇṇa, samākula

【形】 塞滿的，覆蓋的，擁擠的，撒滿的。

samāgacchati

(saṃ + ā + gam + a), 會合，集合。【過】 ~cchi。【獨】 ~gantvā, ~gamma。

samāgata

(以上的【過分】), 已集合。

samāgama

【陽】 碰到，集會。

samācarati

(saṃ + ā + car + a), 舉止，行動，練習。【過】 ~cari。【現分】 ~caranta。【獨】 ~caritvā。

samācaraṇa

【中】 samācāra,【陽】 操行，行爲。

samādapaka, samādapetu

【陽】 煽動者。~pana,【中】 煽動。

samādapeti

(saṃ + ā + dā + āpe), 教唆。【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mādahati

(saṃ + ā + dhā + a), 集合，集中，點燃（火）。【過】 ~dahi。【現分】 ~hanta。【獨】
~hitvā。

samādāti

(saṃ + ā + dā + a), 拿，接受。

samādāna

【中】 拿，遵守，接受。

samādāya

【獨】 接受了。

samādiyati

(samādāti 的【被】), 承擔。【過】 ~diyi。【過分】 samādinna。【獨】 ~diyitvā。【現分】
~diyanta。

samādisati

(saṃ + ā + dis + a), 指出，命令。【過】 ~disi。【過分】 samādiṭṭha。【獨】 ~disitvā。

samādhāna

【中】 使成整體，集中。

samādhi

【陽】 定，心一境。~ja,【形】 定生的。【中】 定力。~bhāvanā,【陰】 修定。~saṃvattanika,
【形】 助長定的。~sambojjhaṅga,【陽】 定覺支。

samādhiyati

(saṃ + ā + dhā + i + ya), 被平靜下來，入定。【過】 ~dhiyi。

samāna

【形】 相等的，相同的，相似的。~gatika,【形】 同一的。~tta,【中】 ~tā,【陰】 ~bhāva,
【陽】 相同，平等。~ttatā,【陰】 公平， 和氣。~vassika,【形】 同輩的，年齡相同
的。~saṃvāsaka,【形】 屬 於同一個宗教團體的。

samānīta

以下的【過分】。

samāneti

(saṃ + ā + nī + a), 集合，比較，計算。【過】 ~esi。【獨】 ~netvā。

samāpajjati

(saṃ + ā + pad + ya), 著手，從事。【過】 ~pajji。【現分】 ~janta。~jamāna。【獨】 ~jitvā,
~pajja。

samāpajjana

【中】 進入，通過。

samapatti

【陰】 達到，入定。

samāpanna

(samāpajjati 的【過分】)。

samāpeti

(saṃ + ap + e), 總結，終結，完成。【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māyāti

(saṃ + ā + yā + a), 集合，團結。【過分】 samāyāta。

samāyuta

【形】 聯合的，團結的。

samāyoga

【陽】 組合，聯合。

samāraka

【形】 包括魔天的。

samāraddha

(samārabbhati 的【過分】), 已開始。

samārabhati

(saṃ + ā + rabh + a), 開始，從事，殺。【過】 ~rabhi。【獨】 ~bhitvā。

samārambha

【陽】 事業，活動，受傷，殘殺。

samāruhati

(saṃ + ā + ruh + a), 爬上，登上。【過】 ~ruhi。【過分】 ~rūḷha。【獨】 ~hitvā, samāruyha。

samāruhana

【中】 爬，登。

samārūḷha

(samāruhati 的【過分】)。

samāropana

【中】 舉起，穿。

samāropeti

(saṃ + ā + rup + e), 使登上，穿上，信賴。【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māvahati

(saṃ + ā + vah + a) 使發生，致使。【過】 ~vahi。【現分】 ~vahanta。

samāsa

【陽】 混合物，刪節。

samāseti

(saṃ + ās + e), 結交，聯合，節略。【過】 ~s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samāhata

(以下的【過分】), 已打，已襲擊，已發出聲音。

samāhanati

(saṃ + ā + han + a), 襲擊，奏樂器。

samāhita

【過分】 已安頓，已安定，已集中精神。

samijjhati

(saṃ + idh + ya), 成功，興隆，奏效。【過】 ~jjhi。【過分】 samiddha。【獨】 ~jjhitvā。

samijjhana

【中】 成功。

samita

(sameti 的【過分】), 已鎮定，已平息。~tta,【中】 鎮定的境界。~tāvī,【陽】 自己已冷靜阿人。

samitaṃ

【副】 總是，不斷地。

samiti

【陰】 集會，社會。

samiddha

(samijjhati 的【過分】), 已成功，已富有。

samiddhi

【陰】 成功，繁榮。

samīpa

【形】 近。~ga,【形】 接近的。~cārī,【形】 近的。~ṭṭha,【形】 站近的。~ṭṭhāna,【中】 附近
的地方。

samīraṇa

【陽】 風。

samīrati

(saṃ + īr + a), 吹，移動。【過分】 samīrita。

samīreti

(saṃ + īr + e), 發出，說話。【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samukkaṃseti

(saṃ + u + ka + e), 頌楊，稱讚。【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samugga

【陽】 首飾盒。

samuggacchati

(saṃ + u + gam + a), 出現，得存在。【過】 ~chi。【獨】 ~ggantvā。

samuggata

以上的【過分】。

samuggaṇhāti

(saṃ + u + gah + ṇhā), 瞭解得好。【過】 ~gaṇhi。【過分】 ~gahita。【獨】 ~hetvā。

samuggama

【陽】 升，起源。

samuggirati

(saṃ + u + gir + a), 發出，丟出，散發。【過】 ~giri。

samuggiraṇa
【中】 說話。

samugghāta

【陽】 推擠，撞，連根拔起，移掉。~taka,【形】 廢止，除去。

samugghāteti

(saṃ + u + ghāt + e), 廢止，連根拔起，除去。【過】 ~esi。【過分】 ~tita。【獨】 ~tetvā。

samucita

【過分】 已累積。

samuccaya

【陽】 收集，積聚。

samucchindati

(saṃ + u + chid + ṃ-a), 消滅，廢止，破壞。【過】 ~ndi。【獨】 ~ndiya。~nditvā。

samucchinna

以上的【過分】。

samucchindana

【中】 samuccheda,【陽】 消滅，破壞。

samujjala

【形】 輝煌的，光亮的。

samujjhita

【形】 丟棄的，抛棄的。

samuṭṭhahati, samuṭṭhāti

(saṃ + u + ṭhā + a), 起來，發起。【過】 ~ṭhahi。【過分】 ~ṭhita。【獨】 ~hitvā。

samuṭṭhāna

【中】 發源，因素。~nika,【形】 起源的。

samuṭṭhāpaka

【形】 引起的，産生的。

sarnuṭṭhāpeti

(saṃ + u + ṭhā + āpe), 升起，生産，開始。【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muṭṭhita

(samuṭṭhāti 的【過分】)。

samuttarati

(saṃ + u + tar + a), 忽略，省略。【過】 ~tari。【過分】 samuttiṇṇa。【獨】 ~taritvā。【動
名】 ~taraṇa。

samuttejaka

【形】 教唆的，煽動的。~jana,【中】 煽動。

samuttejeti

(saṃ + u + tij + e), 尖銳，教唆。【過】 ~esi。【過分】 ~jita。【獨】 ~jetvā。

samudaya

【陽】 集，上升，起源，生産品。~sacca,【中】 集諦（起源的事實）。

samudāgata

【過分】 已興起，已結果。~gama,【陽】 上升，産品。

samudācarati

(saṃ + u + ā + car + a), 對…舉止，想起，經常出入。【過】 ~cari。【過分】 ~carita。【獨】
~caritvā。

samudācarana

【中】 Samudācāra,【陽】 行爲，習慣，練習，熟悉。

samudāciṇṇa

(samudācarati 的【過分】), 已練習，已放任。

samudāya

【陽】 多數，大量。

samudāharati

(saṃ + u + ā + har + a), 說，發出。【過】 ~hari。【過分】 ~haṭa。【獨】 ~haritvā。

samudāharaṇa

【中】 samudāhāra,【陽】 交談，說話。

samudita

(samudeti 的【過分】)。

samudīraṇa

【中】 說話，運動。

samudīreti

(saṃ + u + īr + e), 發出，移動。【過】 ~esi。【過分】 ~dīrita。【獨】 ~retvā。

samudeti

(saṃ + u + i + a), 出現。【過】 ~esi。

samudda

【陽】 海洋。~ṭṭhaka,【形】 在大海中的。

samuddhaṭa

(samuddharati 的【過分】)。

samuddharaṇa

【中】 拉出，拯救。

samuddharati

(saṃ + u + har + a), 舉起，取出，搶救。【過】 ~dhari。【獨】 ~dharitvā。

samupagacchati

(saṃ + upa + gam + a), 接近。【過】 ~cchi。【過分】 ~pagata。【獨】 ~gantvā。

samupagamana
【中】 接近。

samupagamma
【獨】 接近了。

samupabbūḷha

【形】 全力進行的，擁擠的。

samupasobhita

【形】 裝飾的，賦予的。

samupāgata

【形】 向…接近的。

samupeta

【過分】 已賦予。

samuppajjati

(saṃ + u + pad + ya), 出現，被生産。【過】~jji。【獨】~jitvā。

samuppanna

以上的【過分】。

samubbahati

(saṃ + u + vah + a), 負擔，攜帶。【過】 ~bahi。【現分】 ~bahanta。【獨】 ~bahitvā。【動
名】 ~bahana。

samubbhavati

(saṃ + u + bhū + a), 出現，被生産。【過】 ~bhavi。【過分】 ~bhūta。【獨】 ~bhavitvā。

samullapati

(saṃ + u + lap + a), 友善地交談。【過】 ~lapi。【過分】 ~lapita。【獨】 ~pitvā。

samullapana

【中】 samullāpa,【陽】 交談。

samussaya

【陽】 身體，積聚。

samussāpeti

(saṃ + us + āpe), 升起，吊起。【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amussāheti

(saṃ + u + sah + e), 教唆。【過】 ~esi。【過分】 ~hita。【獨】 ~hetvā。

samussita

【過分】 已擡高，已升高，已升起，已傲慢。

samūlaka

【形】 包括根的。

samūha

【陽】 多數，大量，集合。

samūhata

以下的【過分】。

samūhanati

(saṃ + u + han + a), 連根拔起，廢止，除去。

samekkhati

(saṃ + ikkh + a), 找尋，考慮。【過】 ~kkhi。【過分】 ~khita。【獨】 ~khitvā, ~khiya。

samekkhana
【中】 看著。

sameta

(以下的【過分】), 已具有，已連接，已結合。

sameti

(saṃ + i + a), 集合，遇見，同意，比較，使相等，平息。【過】 samesi。【獨】 sametvā。

samerita

【過分】 已移動，已開始運動。

samokiṇṇa

以下的【過分】。

samokirati

(saṃ + ava + kir + a), 灑，散播。【過】 ~kiri。【獨】 ~kiritvā。

samokiraṇa

【中】 灑水，散播。

samotata

【過分】 已到處撒滿，已散佈。

samotarati

(saṃ + ava + tar + a), 下去（水裡）。【過】 ~tari。【過分】 ~tiṇṇa。【獨】 ~taritvā。

samodahati

(saṃ + ava + dah + a), 集合，存入。【過】 ~dahi。【過分】 ~dahita。【獨】 ~dahitvā。

samodahana

【中】 保存，放進。

samodhāna

【中】 配置，聯合，被容納。

samodhāneti

(samodhāna 的【派】), 連接，合併起來。【過】 ~esi。【獨】 ~netvā。

samosaraṇa

【中】 集合，會議。

samosarati

(saṃ + ava + sar + a), 聚集，集合。【過】 ~sari。【過分】 ~saṭa。【獨】 ~saritvā。

samoha

【形】 昏頭昏腦的，入迷的。

samohita

(samodahati 的【過分】), 已包括，已覆蓋，已合併起來。

sampakampati

(saṃ + pa + kamp + a), 戰慄，被搖動。【過】 ~mpi。【過分】 ~pita。

sampajañña

【中】 辨別，理解。

sampajāna

【形】 深思的。

sampajjati

(saṃ + pad + ya), 成功，興隆，發生，變成。【過】 ~pajji。【過分】 ~panna。【現分】
~jjamāna。【獨】 ~jitvā。

sampajjana

【中】 成功，繁榮，成爲。

sampajjalita

(sampajjalati 的【過分】), 已燃燒著，已著火。

sampaṭicchati

(saṃ + pati + is + a), 接受。【過】 ~cchi。【過分】 ~chita。【獨】 ~chitvā。

sampaṭicchana

【中】 承諾，協定。

sampati

【無】 剛剛。

sampatita

(sampatati 的【過分】), 已跌落，已發生。

sampatta

(sampāpuṇāti 的【過分】), 已到達。

sampatti, sampadā

【陰】 財富，快樂，成功，達到。

sampadāna

【中】 轉給，移交，與格〔巴利語法〕。

sampadālana

【中】 撕裂，裂開。

sampadāḷeti

(saṃ + pa + dal + e), 撕，劈開，猛然打開。【過】 ~esi。【過分】 ~lita。【獨】 ~letvā。

sampadussati

(saṃ + pa + dus + ya), 被腐爛。【過】 ~dussi。【過分】 ~paduṭṭha。【獨】 ~sitvā。

sampadussana
【中】 腐敗。

sampadosa

【陽】 壞，邪惡，不道德。

sampanna

(sampajjati 的【過分】), 已成功，已完全，已富於，已具有。

sampayāta

【過分】 已向前去，已著手進行。

sampayutta

【形】 聯合的，聯在一起的。

sampayoga

【陽】 聯盟，協會，聯繫。

sampayojeti

(san + pa + yuj + e), 參加，聯合，提出訴訟。【過】 ~esi。【過分】 ~jita。【獨】 ~jetvā。

samparāya

【陽】 未來的情況，彼世。~yika,【形】 彼世的。

samparikaḍḍhati

(saṃ + pari + kaḍḍh + a), 到處拖。

samparivajjeti

(saṃ + pari + vaj + e), 避免，避開。【過】 ~esi。【過分】 ~jita。【獨】 ~jetvā。

samparivattati

(san + pari + vat + a), 轉，滾動。【過】 ~vatti。【獨】 ~vattitvā。【使】 samparivatteti。

samparivāreti

(saṃ + pari + var + e), 包圍，侍候，照料。【過】 ~esi。【過分】 ~vārita。【獨】 ~retvā。

sampavatteti

(saṃ + pa + vat + e), 決心就走。【過】 ~esi。【過分】 ~ttita。

sampavāyati

(san + pa + vā + a), 吹，發出。

sampavedhati

(saṃ + pa + vidh + a), 被猛烈地搖動，被高度地影響。【過】 ~vedhi。【過分】 ~dhita。【使】
sampavedheti。

sampasāda

【陽】 快樂，平靜。~daniya,【形】 導致寧靜的，激發信心的。

sampasādeti

(san + pa + sad + e), 使喜悅，使純淨。【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sampasāreti

(saṃ + pa + sar + e), 展開，伸展。【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sampasīdati

(saṃ + pa + sad + a), 被取悅，變晴，放鬆。【過】 ~sīdi。【獨】 ~ditvā。

sampasīdana

【中】 歡喜，快樂，晴朗。

sampassati

(saṃ + dis + a), 見，把…視爲，考慮。【過】 ~ssi。【現分】 ~santa, ~samāna。【獨】
~sitvā。

sampahaṭṭha

(sampahaṃsati 的【過分】), 已喜悅，已歡喜，已打敗，已精煉，已形成。

sampahaṃsaka

【形】 喜悅的。~sana,【中】 高興，愉快。

sampahaṃsati

(saṃ + pa + has + a), 很高興。【過】 ~ṃsi。【使】 sampahaṃseti。【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sampahaṃsana
【中】 喜悅。

sampahāra

【陽】 爭吵，戰爭，打擊。

sampāta

【陽】 結合起來，同時存在，碰撞。

sampādaka

【形】 準備者，供應者。~dana,【中】 供應，準備好。

sampādiyati

(sampādeti 的【被】), 被供應。

sampādeti

(saṃ + pad + e), 試著完成，供應，準備。【過】 ~esi。【過分】 ~dita。【獨】 ~detvā。

sampāpaka

【形】 導致的，帶來的。~pana,【中】 領導，到達。

sampāpuṇāti

(saṃ + pa + ap + uṇā), 到達，達到，偶遇。【過】 ~puṇi。【過分】 sampatta。【現分】
~ṇanta。【獨】 ~puṇitvā。

sampiṇdana

【中】 組合，連接，附加。

sampiṇdeti

(saṃ + piṇd + e), 聯合，弄成球型，節略。【過】 ~esi。【過分】 ~ḍita。【獨】 ~ḍetvā。

sampiyāyati

(sampiya 的【派】), 善待，執著，投入，喜歡。【過】 ~yāyi。【過分】 ~yita。【現分】
~yanta, ~yamāna。【獨】 ~yitvā。

sampiyāyanā
【陰】 喜愛。

sampīṇeti

(saṃ + pi + ṇā + e), 使滿意，使喜悅，取悅。【過】 ~esi。【過分】 ~ṇita。【獨】 ~ṇetvā。

sampīḷeti

(saṃ + pīḷ + e), 壓迫，煩惱，壓破。【過】 ~esi。【過分】 ~ḷita。【獨】 ~ḷetvā。

sampucchati

(saṃ + pucch + a), 要求，請求許可。【過】 ~cchi。【過分】 ~puṭṭha。

sampuṇṇa

(sampūrati 的【過分】), 已滿，已完全，已填。

sampupphita

【過分】 已完全開花。

sampūjeti

(saṃ + pūj + e), 致敬，尊敬。【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獨】 ~jetvā。

sampūreti

(saṃ + pūr + e), 填充，完成。【過】 ~esi。【過分】 ~rita。【獨】 ~retvā。

sampha

【中】 輕薄，廢話。~ppalāpa,【陽】 綺語。

samphassa

【陽】 觸，接觸。

samphuṭṭha

(samphusati 的【過分】)。

samphulla

【形】 盛開的。

samphusati

(saṃ + phus + a), 接觸，觸及。【過】 ~phusi。【獨】 ~sitvā。

samphusanā

【陰】 觸，接觸。

samphusita

【過分】 已接觸，已觸及。

sambaddha

(sambandhati 的【過分】)。

sambandha

【陽】 連接。

sambandhati

(saṃ + bandh + a), 綁，聯合。【過】 ~ndhi。【獨】 ~ndhitvā。

sambandhana

【中】 綁在一起，連接。

sambala

【中】 供給。

sambahula

【形】 許多的。

sambādha

【陽】 緊迫，擁擠，不便。~dhana,【中】 障礙。

sambādheti

(saṃ + bādh + e), 擁擠，阻隔。【過】 ~esi。【獨】 ~dhetvā。

sambāhati

(saṃ + bāh + a), 按摩，擦，洗頭。【過】 ~bāhi。【獨】 ~hitvā

sambāhana

【中】 摩擦，按摩。

sambuka

【陽】 牡蠣，蠔，貝殼。

sambujjhati

(saṃ + budh + ya), 明白，通曉。【過】 ~jjhi。【過分】 ~buddha。【獨】 ~jhitvā。

sambuddha

【陽】 全知者（佛陀），〔三藐〕三菩陀。

sambojjhaṅga

【陽】 覺支。

sambodhana

【中】 1. 喚醒。2. 呼格〔巴利語法〕。

sambodhi

【陰】 覺悟，三菩提（最高的智慧）。

sambodheti

(saṃ + budh + e), 教，使理解。【過】 ~esi。

sambhagga

以下的【過分】。

sambhañjati

(saṃ + bhañj + a), 打破，分裂。【過】 ~ñji。【獨】 ~ñjitvā。

sambhata

【過分】 已集合，已儲存。

sambhatta

【陽】 朋友，忠實的人。

sambhama

【陽】 刺激，混亂。

sambhamati

(saṃ + bham + a), 考慮，旋轉。【過】~bhami。【獨】~mitvā。

sambhava

【陽】 起源，出生，製造，男性的精液。

sambhavati

(saṃ + bhū + a), 出現，被生産，呈現，存在，與…在一起。【過】 ~bhavi。【過分】 ~bhūta。

sambhavana
【中】 形成。

sambhavesī

【陽】 正在尋求出生者。

sambhāra

【陽】 材料，必要的成分，積聚，堆。

sambhāvanā

【陰】 敬意，敬重，尊敬。~vanīya,【形】值得尊敬的。

sambhāveti

(saṃ + bhū + e), 尊敬，致敬，和…混合。【過】 ~esi。【過分】 ~vita。【獨】 ~vetvā。

sambhindati

(saṃ + bhid + ṃ-a), 1. 混合。2. 打破。【過分】 sambhinna。

sambhīta

【過分】 已驚嚇。

sambhuñjati

(saṃ + bhuj + ṃ-a), 一起吃。【過】 ~ñji。【獨】 ~jitvā。

sambhūta

(sambhavati 的【過分】), 已從…興起。

sambheda

【陽】 混淆，混亂。

sambhoga

【陽】 在一起吃，在一起住。

sambhoti

參考 Sambhavati。

samma

(只在【呼】中，密友之間的稱呼) 親愛的。

samma

【中】 鐃鈸。

sammakkhana
【中】 塗。

sammakkheti

(saṃ + makkh + e), 塗，【過】 ~esi。【過分】 ~khita。【獨】 ~khetvā。

sammaggata

【形】 走上正軌者。

sammajjati

(saṃ + majj + a), 掃除，擦亮。【過】 ~jji。【過分】 ~jjita, sammaṭṭha。【現分】 ~janta。
【獨】 ~jitvā。【潛】 ~jitabba。

sammajjanī

【陰】 掃帚。

sammaṭṭha

(sammajjati 的【過分】), 已清掃。

sammata

【過分】 已商定，已批准，已尊敬，已指定。

sammatāla

【陽】 鐃鈸。

sammati

(sam + a), 安撫，平息，停止，休息，居住，厭倦。

sammatta

(saṃ + matta),【過分】 已陶醉，已很高興。(sammā 的抽象) 正確性，正義。

sammada

【陽】 餐後的睡意。

sammadakkhāta

【形】 很好地傳道。

sammadañña, sammadaññāya
【獨】 正確地瞭解。

sammad’eva

【無】 適當地，徹底地。

sammadda

【陽】 擁擠。

sammaddati

(saṃ + madd + a), 踐踏，壓碎。【過】 ~maddi。【過分】 ~dita。【獨】 ~ditvā。

sammaddana

【中】 踐踏，壓爛。

sammaddasa

【形】 有正見的，正確地看見。

sammanteti

(saṃ + mant + e) 共商。【過】 ~esi。【過分】 ~tita。【獨】 ~tetvā。

sammannati

(saṃ + man + a), 批准，同意，贊成，選擇。【過】 ~nni。【過分】 ~nita, sammata。【獨】
~nitvā。

sammappaññā
【陰】 正慧。

sammappadhānā

【中】 正精進。

sammasati

(saṃ + ma + a), 抓住，接觸，徹底地知道，修禪。【過】 ~masi。【過分】 ~masita。【獨】
~sitvā。

sammā

【無】 正，適當地，正確地，徹底地。~ājīva,【陽】 正命。~kammanta,【陽】 正業。~diṭṭhi,
【陰】 正見。~diṭṭhika,【形】 有正見的。~paṭipatti,【陰】 正行，正行道。~paṭipanna,
【陽】 正行者。~vattanā,【陰】 正 操行。~vācā,【陰】 正語。~vāyāma,【陽】 正精
進。~vimutti,【陰】 正解脫。~saṅkappa,【陽】 正思維。~sati,【陰】 正念。~samādhi,【陽】
正定。~sambuddha,【陽】 三藐三菩陀，正等覺。~sambodhi,【陰】 正 覺悟。

sammāna

【陽】 sammānanā,【陰】 敬禮，尊敬。

sammīñjati

(saṃ + iñj + a), 向後地彎曲，加倍。【過】 ~ñji。【過分】 ~jita。【現分】 ~janta。【獨】
~jitvā。

sammissa

【形】 混合的。~tā,【陰】 混合的情況。

sammisseti

(saṃ + mis + e), 混合，搞亂。【過】 ~esi。【過分】 ~sita。【獨】 ~setvā。

sammukha

【形】 當面的。【處】在面前。~khā,【無】在前面，當面。

sammucchati

(sam + mu + ya), 衝昏頭腦。【過】 ~chi。【過分】 ~chita。【獨】 ~chitvā。

sammuñjanī

【陰】 掃帚。

sammuṭṭha

(sammussati 的【過分】)。

sammuti

【陰】 一般的意見，同意，選擇，許可。

sammudita

【形】 高興的。

sammuyhati

(saṃ + muh + ya), 忘記，迷惑，弄糊塗。【過】 ~yhi。【過分】 ~mūḷha。【獨】
~yhitvā。~muyha。

sammuyhana

【中】 遺忘，困惑。

sammussati

(saṃ + mu + ya), 忘記。【過】 ~ssi。【過分】 sammuṭṭha。【獨】 ~sitvā。

sammūḷha

(sammuyhati 的【過分】), 已忘記，已弄糊塗。

sammodaka

【形】 話說得友善的人。

sammodati

(saṃ + mud + a), 歡喜，高興，互相問候。【過】 ~modi。【獨】 ~ditvā。

sammodanā

【陰】 歡喜，道賀，混合。~danīya,【形】 歡喜的，愉快的。

sammosa, sammoha
【陽】 混亂，迷惑。

sayañjāta

【形】 自生的，化生的。

sayati

(si + a), 睡覺，躺下。【過】 sayi。【現分】 sayanta, sayamāna。【獨】 sayitvā。

sayana

【中】 床，睡眠。~nighara,【中】 睡房。

sayambhū

【陽】 造物主。

sayaṃ

【無】 自己，獨自。~kata,【形】 自做的。~vara,【陽】 自己的選擇。

sayāna

【形】 睡著的，躺下的。

sayāpita

(以下的【過分】) 已躺下。

sayāpeti

(sayati 的【使】), 使入眠，使躺下。

sayha

【形】 可忍受的，能忍耐的。

sara

【陽】 1. 箭。2. 聲音。3. 母音。4. 湖。5. 纖毛甘蔗（見 muñja）。~tuṇda,【中】 箭頭。~tira,
【中】 湖灘。~bhaṅga,【陽】 斷箭。~bhañña,【中】 吟詠，特別方式的朗誦。~bhānaka,
【陽】 背誦經典的人。

saraka

【陽】 飲具（杯，碗等）。

saraja

【形】 染塵的，不純的。

saraṇa

【中】 歸依，保護，幫忙，避難所，庇護所。~ṇāgamana,【中】 歸依。

saraṇīya

【形】 應該記得的。

sarati

(sar + a), 記得，向前移動。【過】 sari。【獨】 saritvā。【現分】 saranta。

sarada

【陽】 秋天，年。~samaya,【陽】 雨季過後的季節。

sarabū

【陽】 壁虎。

sarabha

【陽】 獐子。

sarasa

【形】 有鑒賞力的，雅致的。

sarasī

【陰】 湖。~ruha,【中】 睡蓮。

sarāga

【形】 好色的。

sarājika

【形】 包括國王的。

saritabba

【潛】 可以記得。

saritā

【陰】 河。

saritu

【陽】 記得的人。

sarīra

【中】 身體。~kicca,【中】 身體的舒適，身體的功能，葬禮。~ṭṭha,【形】 存放在身體
中的。~dhātu,【陰】 佛舍利。~nissanda,【陽】 身體的排泄物。~ppabhā,【陰】 身體
的光彩。~maṃsa,【中】 體肉。~vaṇṇa,【陽】 體貌。~valañja,【陽】 身體的排泄物，
糞。~valañjaṭṭhāna,【中】 廁所。~saṇṭhāna,【中】 體形，體相。

sarūpa

【形】 有相同的外形的，有外形的。~tā【陰】 類似處。

saroja, saroruha
【中】 睡蓮。

salakkhaṇa

【形】 連同特性的。【中】 自己的特性。

salabha

【陽】 蠹，蚱蜢，蝗蟲。

salākā

【陰】 草葉，傘骨，外科的工具，木片票，很多。~vutta,【形】 以 票換取食物生存。~kagga,
【中】 配票房。~gāha,【陽】 取票，取選 票。~gāhāpaka,【陽】 選票的分發者。~bhatta,
【中】 以票換取的食物。

salāṭu, salāṭuka
【形】 未熟的。

salābha

【陽】 自己的利益。

salila

【中】 水。~dhārā,【陰】 陣雨，淋浴。

salla

【陽】 飛鑣，長釘，樹樁，豪豬的剛毛，外科的工具。~ka,【陽】 豪 豬，箭豬。~viddha,
【形】 被飛鑣刺穿的。

sallakatta

【陽】 外科醫生。~kattiya,【中】 外科手術。

sallakkhaṇa

【中】 sallakkhaṇā,【陰】 識別力，考慮。

sallakkheti

(saṃ + lakkh + e), 觀察，考慮。【過】 ~esi。【過分】 ~khita。【獨】 ~khetvā。【現分】
~khenta。

sallapati

(san + lap + a), 交談，與…交談。【過】 ~lapi。【現分】 ~panta。【獨】 ~pitvā。

sallapana

【中】 說話。

sallahuka

【形】 輕的，節儉的。

sallāpa

【陽】 友好的談話。

sallikhati

(saṃ + likh + a), 切片。【過】 ~khi。【過分】 ~khita。【獨】 ~khitvā。

sallīna

以下的【過分】。

sallīyati

(saṃ + lī + ya), 隱退。【過】 ~līyi。【獨】 ~yitvā。

sallīyanā

【陰】 遲鈍，隔離。

sallekha

【陽】 嚴峻的懺悔，操行上一絲不苟的苦修。

savaṅka

【形】 有彎曲的。

savaṇa

【中】 聽，耳朵。【陽】 女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savaṇīya

【形】 悅耳的。

savana

【中】 流動。

savati

(su + a), 流。【過】 savi。【現分】 savanta。【獨】 savitvā。

savantī

【陰】 河。

savighāta

【形】 帶來惱怒的。

saviññāṇaka

【形】 有生氣的，有意識的。

savitakka

【形】 有尋的，有推理陪伴的。

savibhattika

【形】 包括一個分級的。

savera

【形】 與敵意連接的。

savyañjana

【形】 連同佐料的，連同好文學的。

sasa

【陽】 野兔。~lakkhaṇa, ~lañchana,【中】 月亮的兔影。~visāṇa,【中】 兔角（不可能性）。

sasakkaṃ

【副】 當然，確定地。

sasaṅka

【陽】 月亮。

sasati

(sas + a), 呼吸，活著。

sasattha

【形】 有武器的。

sasambhāra

【形】 有配料的，有成份的。

sasī

【陽】 月亮。

sasīsaṃ

【副】 連同頭，直到頭。

sasura

【陽】 岳父，家翁。

sasena

【陽】 有軍隊陪伴。

sassa

【中】 玉黍蜀，農作物。~kamma,【中】 農業。~kāla, 收割時季。

sassata

【形】 永恒的。~diṭṭhi,【陰】 ~vāda,【陽】 常見（持永恒主義，與‘斷見’相反的）。~vādī,
【陽】信仰常見者（持永恒主義者）。

sassati

【陰】 永恒。~ka,【形】 信仰常見者。

sassamana

-brāhmana,【形】 包括沙門和婆羅門的。

sassāmika

【形】 有丈夫的，有主人的。

sassirīka

【形】 光榮的，燦爛的。

sassu

【陰】 婆母（家娘），岳母。

saha

(連詞), 與，一起，附有，伴隨。~gata,【形】 和…有關的，具有的。~ja, ~jāta,【形】 同時出
生的，一起出生的。~jīvī,【形】 與…一起住 的。~nandī,【形】 共慶的。~dhammika,【形】 同
修。~bhū,【形】 一起出現的。~yoga,【陽】 連接，合作，saha 的應用。~vāsa,【陽】 一起
住。~seyyā,【陰】 同房。~sokī,【形】 分憂（一起傷心）。

saha

【形】 持久的，不朽的。

sahakāra

【陽】 一種香芒果。

sahati

(sah + a), 忍受，忍耐，能幹，克服。【過】 sahi。【現分】 sahanta, sahamāna。【獨】
sahitvā。

sahattha

【陽】 自己的手，親手。

sahana

【中】 忍耐。

sahavya

【中】 sahavyatā,【陰】 交誼，友誼。

sahasā

【副】 突然，強制地。

sahassa

【中】 千。~kkha,【陽】 千眼帝釋。~kkhattuṃ,【副】 千次。~gghanaka,【形】 值千
的。~tthavikā,【陰】 ~bhaṇdikā,【陰】 有一 千金幣的袋子。~dhā,【副】 一千個方法。~netta,
參考 ~kkha。~raṃsī,【陽】 太陽。~āra,【形】 有千輻的。

sahassika

【形】 由一千個部分所組成的。~sīlokadhātu,【陰】 一千世界。

sahāya, sahāyaka

【陽】 朋友，盟友。~tā,【陰】 友誼。

sahita

【形】 帶有的，兼有的，聯合的，放在一起的，一致 的。【中】 文學，經文，取火的鑽木。

sahitabba

(sahati 的【潛】), 應該忍耐。

sahitu

【陽】 忍耐的人。

sahetuka

【形】 有因素的。

sahoḍha

【形】 連同賊贓的。

saḷāyatana

【中】 六處（即：眼，耳，鼻，舌，身和意）。

saṃyata

【形】 抑制，自製（克制自己）。~atta,【形】 抑制心意的。~cārī,【形】 自製而住的。

saṃyama

【陽】 saṃyamana,【中】 抑制，克己，節制。~mī,【陽】 隱遁 者，抑制五官的人。

saṃyameti

(saṃ + yam + e), 抑制，練習克己。【過】 ~esi。【過分】 ~mita。【現分】 ~menta。【獨】
~metvā。

saṃyujjati

(saṃ + yij + ya), 被聯合，被連接。【過】 ~yujji。

saṃyuta, saṃyutta

(以上的【過分】), 已連接，已聯合，已綁在一起。

saṃyūhati

(saṃ + ūh + a), 形成一塊，形成一團，形成一堆。【過】 ~hi。【過分】 saṃyūḷha。

saṃyoga

【陽】 束縛，聯盟，協會，腳鐐，母音複合。

saṃyojana

【中】 連接，束縛，桎梏。~niya,【形】 對桎梏有用的。

saṃyojeti

(saṃ + yuj + e), 參加，結合，綁。【過】 ~esi。【過分】 ~jita。【現分】 ~jenta,【獨】
~jetvā。

saṃrakkhati

(saṃ + rakkh + a), 保衛，防止。【過】 ~kkhi。【過分】 ~khita。【獨】 ~khitvā。

saṃrakkhanā

【陰】 保衛，保護。

saṃvacchara
【中】 年。

saṃvaṭṭakappa

【陽】 世界的毀滅。

saṃvaṭṭati

(saṃ + vat + a), 被溶解。【過】 ~ṭṭi。

saṃvaṭṭana

【中】 旋轉，解散。

saṃvaḍḍha

(以下的【過分】), 已長大，已培養。

saṃvaḍḍhati

(saṃ + vaḍḍh + a), 生長，增加。【過】 ~ḍḍhi。【現分】 ~ḍhamāna。【獨】 ~ḍhitvā。

saṃvaḍḍhita

(以上的【過分】), 已增加，已長大。

saṃvaḍḍheti

(以上的【使】), 養育，滋養，培養。【過】 ~esi。【過分】 ~ḍhita。【獨】 ~ḍhetvā。

saṃvaṇṇā

【陰】 說明，解釋，讚美。

saṃvaṇṇeti

(saṃ + vaṇṇ + e), 說明，批評，稱讚。【過】 ~esi。【過分】 ~ṇita。【潛】 ~ṇetabba。【獨】
~ṇetvā。

saṃvattati

(saṃ + vat + a), 存在，導致。【過】 ~vatti。【過分】 ~vattita。

saṃvattanika

【形】 有益的，涉及的。

saṃvatteti

(saṃvattati 的【使】), 使繼續。【過】 ~esi。【過分】 ~vattita。【獨】 ~tetvā。

saṃvaddha

參考 Saṃvaḍḍha。~na,【中】 生長，培養，成長。

saṃvara

【陽】 抑制。~ṇa,【中】 限制，障礙，關閉。

saṃvarati

(saṃ + var + a), 抑制，關上，覆蓋。【過】 ~vari。【過分】 saṃvuta。【獨】 ~varitvā。

saṃvarī

【陰】 夜晚。

saṃvasati

(saṃ + vas + a), 交往，共處，同居。【過】 ~vasi。【過分】 ~vasita。【獨】 ~vasitvā。

saṃvāsa

【陽】 1. 同房。2. 親密。3. 性交。~ka,【形】 同居的，共處一室的。

saṃvigga

(以下的【過分】), 已激動，已被恐懼所影響。

saṃvijjati

(saṃ + vid + ya), 被發現，存在，被激動，被移動。【過】 ~jji。【現分】 ~jamāna。

saṃvidahati

(saṃ + vi + dhā + a), 安排，下令，準備。【過】 ~dahi。【過分】 ~vihita。【獨】 ~dahitvā。
【現分】 ~dahamāna。【潛】 ~hitabba。

saṃvidahana

【中】 安排，下令。

saṃvidhāna

【中】 見 Saṃvidahana。

saṃvidhāya

(saṃvidahati 的【獨】), 安排了。~ka,【形】 安排的人，處理的人。

saṃvidhātuṃ

(saṃvidahati 的【不】), 要安排，要下令。

saṃvibhajati

(saṃ + vi + bhaj + a), 分開，分享。【過】 ~bhaji。【過分】 ~jita。~vibhatta。【獨】 ~vibhajja,
~jitvā。

saṃvibhajana

【中】 saṃvibhāga,【陽】 分，分享。

saṃvibhatta

【過分】 已分好，已安排。

saṃvibhāgī

【陽】 慷慨，大方，豪爽。

saṃvihita

(saṃvidahati 的【過分】)。

saṃvuta

(saṃvarati 的【過分】)。~tindriya,【形】 已控制了五官的。

saṃvega

【陽】 焦慮，激動，宗教性的情緒。

saṃvejana

【中】 情緒的因素，激動的因素。

saṃvejaniya

【形】 易於引起情緒的，易於引起焦慮的。

saṃvejeti

(saṃ + vij + e), 使情緒，使激動。【過】 ~esi。【過分】 ~jita。【獨】 ~jetvā。

saṃsagga

【陽】 連絡，結交。

saṃsaṭṭha

【過分】 已和…混合，已參加，已結交。

saṃsatta

【過分】 已附著，已執著。

saṃsandati

(saṃ + sand + a), 適合，同意，一起跑。【過】 ~sandi。【過分】 ~dita。【獨】 ~ditvā。

saṃsandeti

(以上的【使】), 使適宜，比較。【過】 ~esi。【獨】 ~detvā。

saṃsappati

(saṃ + sap + a), 向前爬，爬行，慢慢地移動。【過】 ~ppi。【獨】 ~pitvā。

saṃsappana

【中】 扭動，掙扎。

saṃsaya

【陽】 疑惑。

saṃsarati

(saṃ + sar + a), 不斷地到處移動，輪迴。【過】 ~sari。【過分】 ~sarita。【獨】 ~ritvā。

saṃsaraṇa

【中】 到處移動，徘徊。

saṃsādeti

(saṃ + sad + e), 置在一邊，延期。

saṃsāra

【陽】 繼續旅行，輪迴。~cakka,【中】 輪迴的輪子。~dukkha,【中】 輪迴的苦。~sāgara,
【陽】 輪迴的大海。

saṃsijjhati

(saṃ + siddh + ya), 被實現，成功,【過】 ~jjhi。【過分】 ~siddha。

saṃsita

(saṃsati 的【過分】), 已期望，已盼望。

saṃsiddhi

【陰】 成功。

saṃsibbita

(saṃsibbati 的【過分】), 已縫紉，已交織。

saṃsīdati

(saṃ + sad + a), 下沈，灰心，變弱。【過】 saṃsīdi。【現分】 ~damāna。【獨】 ~sīditvā。

saṃsīdana

【中】 沈沒。

saṃsīna

【過分】 已下跌。

saṃsuddha

【過分】 已純粹。~gahaṇika,【形】 純淨的血統。

saṃsuddhi

【陰】 純淨。

saṃsūcaka

【形】 指出的。

saṃsedaja

【形】 濕生的。

saṃseva

【陽】 saṃsevanā,【陰】 結交。

saṃsevati

(saṃ + sev + a), 結交，參加。【過】 ~sevi。【過分】 ~vita。【現分】 ~vamāna。【獨】
~vitvā。

saṃsevī

【形】 結交的人。

saṃhaṭa

(saṃharati 的【過分】)。

saṃhata

【形】 結實的，緊密的。

saṃharaṇa

【中】 聚集，折疊。

saṃharati

(saṃ + har + a), 收集，接合，折疊起來。【過】 ~hari。【過分】 saṃhaṭa, ~harita。【現分】
~ranta。【獨】 ~ritvā。

saṃhāra

【陽】 刪節，編輯。~ka,【形】 接合的。

saṃhārima

【形】 活動的。

saṃhita

【形】 裝備的，持有的。~tā,【陰】 連接，語調的和諧。

sā

【陽】 狗。

sā

【陰】 (ta 的【主】) 她。

sāka

【陽、中】 蔬菜，葉用蔬菜。~paṇṇa,【中】 蔬菜葉。

sākacchā

【陰】 交談，討論。

sākatika

【陽】 運貨馬車夫。

sākalya

【中】 整體。

sākiya

【形】 屬於釋迦族的。~yānī,【陰】 釋迦族女。

sākuṇika, sākuntika
【陽】 捕鳥者。

sākhā

【陰】 分枝。~nagara,【中】 市郊。~palāsa，【中】 樹枝和樹葉。~bhaṅga,【陽】 斷
枝。~miga,【陽】 猴子。

sākhī

【陽】 樹。

sāgataṃ

【無】 冰雹，歡迎。

sāgara

【陽】 海洋，大海。

sāgāra

【形】 住家的，有家的。

sācariyaka

【形】 連同老師的。

sāṭaka

【陽】 sāṭikā,【陰】 衣料，寬大外衣。

sāṭheyya

【中】 手藝，背叛。

sāṇa

【中】 麻，麻布。

sāṇi

【陰】 屏，簾。~pasibbaka,【陽】 麻布袋。~pākāra,【陽】 屏壁 （麻布製的）。

sāta

【中】 快樂，安樂。【形】 愉快的，愜意的。

sātakumbha

【中】 黃金。

sātacca

【中】 繼續，毅力。~kārī,【陽】 不斷地行動。~kiriyā,【陰】 毅力。

sātatika

【形】 不斷地行動的。

sāti

【陰】 亢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sātireka

【形】 擁有多出的東西的。

sāttha, sātthaka

【形】 有用的，有利的，有意思的。

sāthalika

【形】 昏睡的，不嚴格的習慣。

sādara

【形】 親愛的，表現關心的。~raṃ,【副】 摯愛地。

sādiyati

(sad + i + ya), 接受，享受，同意，允許。【過】 ~diyi。【過分】 sādita。【現分】 ~yanta,
~yamāna。【獨】 ~yitvā。

sadiyana

【中】 sadiyanā,【陰】 接受，據爲己有。

sādisa

【形】 同樣的，相似的。

sādu

【形】 甜蜜的，愉快的。~tara,【形】 更甜的，更愉快的。~rasa,【形】 有合意的味道的。

sādhaka

【形】 效應的，完成的。【中】 證明。

sādhana

【中】 1. 求證。2. 解決。3. 影響。4. 清債。

sādhāraṇa

【形】 通常的，一般的。

sādhika

【形】 有多餘的。

sādhita

(sādheti 的【過分】)。

sādhiya

【形】 可完成的。

sādhu

【形】 善的，好的，有品德的，有利潤的。【副】 善，好，徹底地。~kaṃ,【副】 善，好，徹
底地。~kamyatā,【陰】 想要精通。~kāra,【陽】 喝彩，鼓掌，贊成，叫好。~kīḷana,【中】 神
聖的節日。~rūpa,【形】 好性情的。~sammata,【形】 非常尊敬的，有品德所接受的。

sādhu

【無】 是的，好。

sādhita

(以下的【過分】), 已完成。

sādheti

(sādh + e), 實現，招致，準備，運行，清債。【過】 ~esi。【獨】 ~sādhetvā。【現分】
~dhenta。

sānu

【陰、中】 高原。

sānucara

【形】 連同從者的。

sānuvajja

【形】 可責備的。

sāpa

【陽】 詛咒。

sāpateyya

【中】 財産，財富。

sāpattika

【形】 犯了戒條者。

sāpadesa

【形】 有理由的。

sāpekkha, sāpekha

【形】 有希望之人，期待的，渴望的。

sāma

【形】 黑色的，黑暗的。【陽】 1. 和平。2. 吠陀經（印度最古的宗 教文獻和文學作品的總稱）
中之一部分的名字。

sāmaṃ

【無】 自己，獨自。

sāmaggi

【陰】 sāmaggiya,【中】 和睦，團結。

sāmacca

【形】 連同部長或朋友的。

sāmañña

【中】 符合，一般性，出家人的身份。~tā,【陰】 適合，對出家 人的尊敬。~phala,【中】 沙門
果，出家生活的果報。

sāmaṇaka

【形】 有沙門的價值，沙門所需要的。

sāmaṇera

【陽】 沙彌。~ṇerī,【陰】 沙彌尼。

sāmatthiya

【中】 能力。

sāmanta

【中】 附近，接近。【形】 邊界的，附近的。

sāmayika

【形】 1. 宗教性的。2. 暫時的。

sāmā

【陰】 粟（見 Piyaṅgu），黑膚色的女人。

sāmājika

【陽】 （集會的）成員。

sāmika

【陽】 丈夫，主人。

sāminī

【陰】 主婦，女主人。

sāmivacana

【中】 屬格，領屬格〔巴利語法〕。

sāmisa

【形】 肉的，肉體的，塗滿食物的。

sāmī

【陽】 擁有者，統治者，主人，丈夫。

sāmīci

【陰】 適當的進程，友好的待遇。~kamma,【中】 適當的行爲， 尊崇。~paṭipanna,【形】 進入
適當的進程。

sāmuddika

【形】 航海事業的，海的。

sāyaka

【形】 品嘗的人。

sāyaṇha

【陽】 傍晚。~samaya, ~kāla,【陽】 黃昏。

sāyati

(sā + ya), 品嘗。【過】 sāyi。【過分】 sāyita。【現分】 sāyanta。【獨】 sāyitvā。

sāyana

【中】 嘗味。~nīya,【形】 適合被品嘗的。

sāra

【陽】 本質，樹的木髓，最精選的部份。【形】 必要的，優良的，強 壯的。~gandha,【陽】
心木的氣味。~gavesī,【形】 尋求本質者。~maya,【形】 硬木製的。~sūci,【陰】 硬木製的
針。~vantu,【形】 有價值的， 有核心的，有木髓的。

sārakkha

【形】 保衛的。

sārajjati

(saṃ + raj + ya), 熱愛，依戀。【過】 ~jji。【過分】 sāratta。【獨】 ~jitvā。

sārajjanā

【陰】 附著，執著。

sāratta

(sārajjati 的【過分】), 已激動，已迷住。

sārathi, sārathī

【陽】 戰車的禦者，馬車夫，駕駛者。

sārada, sāradika
【形】 秋的。

sāraddha

【形】 熱情的，溫暖的。

sārameya

【陽】 狗。

sārambha

【陽】 激烈，忿怒，涉及生物的危險。

sārasa

【陽】 西伯利亞鷺 (Ardea sibirica)。

sārānīya

【形】 應該被提醒的。

sāribā

【陰】 印度菝葜（東印度群島産的一種喬木 (Hemidesmus indicus)〔蘿摩科〕）。

sarī

【形】 (在【合】中) 徘徊的，接著的。

sārīrika

【形】 連接身體的。

sāruppa

【形】 適合的，適當的。

sāreti

(sar + e), 提醒，帶領，使進行。【過】 sāresi。【過分】 sārita。【潛】 sāretabba。【獨】
sāretvā。

sāla

【陽】 姊妹的丈夫，粗壯婆羅雙（見 Assakaṇṇa）。~rukkha,【陽】 粗 壯婆羅雙樹。~vana,
【中】 粗壯婆羅雙樹林。~laṭṭhi,【陰】 小粗壯婆 羅雙樹。

sālaya

【形】 有附著的。

sālā

【陰】 門廳，棚。

sālākiya

【中】 眼科學。

sāli

【陽】 良米。~kkhetta,【中】 稻田。~gabbha,【陽】初期的熟米。~bhatta,【中】 良米飯。

sālikā

【陰】 八哥（一種東南亞星椋鳥，長有黑藍色或棕黑色的項圈和黃色 的嘴，某些品種，尤其是
山八哥〔鷯哥科〕，以模仿人類語言而聞名）。

sālittaka

-sippa,【中】 投石術。

sāluka

【中】 蓮藕。

sāvaka

【陽】 聽者，弟子。~tta,【中】 弟子的身份。~saṅgha,【陽】 弟子的集合。~vikā,【陰】 女弟
子。

sāvajja

【形】 可責備的，有過失的。【中】 可指責的。~tā,【陰】 罪行， 過失。

sāvaṭṭa

【形】 有漩渦的。

sāvaṇa

【中】 公告，宣言。【陽】 薩瓦那月（月份名，大約七月至八月之 間）。

sāvatthī

【陰】 舍衛城（喬薩羅國 (Kosala) 的首都）。

sāvasesa

【形】 不完全的，有剩餘物的。

sāveti

(su + e), 使聽取，通告，宣佈。【過】 ~esi。【過分】 sāvita。【現分】 sāventa,
sāvayamāna。【潛】 ~vetabba。【獨】 sāvetvā。

sāvetu

【陽】 宣佈的人。

sāsaṅka

【形】 可疑的。

sāsati

(sās + a), 教，指導，規定。【過】 sāsi。【過分】 sāsita。

sāsana

【中】 教學，指示，資訊，教義，文字。~kara, ~kārī, ~kāraka,【形】 遵從自己的指示或教學
的。~antaradhāna,【中】 佛教的消失。~hara,【陽】 報信者。~avacara,【形】 遵守教規的。

sāsanika

【形】 與佛教有關的。

sāsapa

【陽】 芥菜籽，芥子。

sāsava

【形】 與墮落有關的。

sāhatthika

【形】 親手做的。

sāhasa

【中】 暴力，任意的行動。~sika,【形】 暴力的，野蠻的。

sāhu

【無】 好的，好。

sāḷava

【陽】 色拉，涼拌生菜，沙律。

sikatā

【陰】 沙。

sikkā

【陰】 網袋，絡囊。

sikkhati

(sikkh + a), 學習，訓練自己，練習。【過】 sikkhi。【過分】 sikkhita。【現分】 ~khanta,
~khamāna。【獨】 ~khitvā。【潛】 ~khitabba。

sikkhana

【中】 學習，訓練。

sikkhamānā

【陰】 式叉摩那，正學女。

sikkhā

【陰】 學，學科，紀律。~kāma,【形】 想學的（戒）。~paka, ~panaka,【陽】 老師，教
練。~pada,【中】 教訓，戒。~pana,【中】 教義，教育。~samādāna,【中】 自己就要持戒。

sikkhita

(sikkhati 的【過分】)。

sikkhaṇda

【陽】 孔雀的冠。~ṇdī,【陽】 孔雀。

sikhara

【中】 頂端，頂點，山頂。~rī,【陽】 山。

sikhā

【陰】 鳥冠，鳥的冠毛，頂髻，火焰。

sikhī

【陽】 火，孔雀。

sigāla

【陽】 豺，野干。~ka,【中】 豺嗥。

siggu

【陽】 辣木（一種東印度群島喬木 (Moringa oleifera)，具辣味的根，熱帶普遍栽培，因其伸長的
蒴果幼時可醃食，其種子産生辣木油）。

siṅga

【中】 獸角。

siṅgāra

【陽】 情欲上的情緒。

siṅgivera

【中】 薑，生薑（一種産于東南亞熱帶地區的植物〔薑屬〕(Zingiber officinale)，開有黃綠色花
並有刺激性香味的根莖）。

siṅgī

【形】 有獸角的。【中】 黃金。~nada, ~vaṇṇa,【中】 黃金。

siṅghati

(siṅgh + a), 嗅，聞。【過】 ~ghi。【獨】 ~ghitvā。

siṅghāṭaka

【陽、中】 十字形的東西，十字路口。

siṅghāṇikā

【陰】 鼻涕。

sijjhati

(sidh + ya), 發生，成功，有用。【過】 sijjhi。【過分】 siddha。

sijjhana

【中】 發生，成功。

siñcaka

【形】 澆水者，灑水者。~cana,【中】 灑水。

siñcati

(sic + ṃ-a), 倒，灑。【過】 siñci。【過分】 sitta, siñcita。【現分】 ~camāna。【獨】
siñcitvā。【使】 siñcāpeti。

sita

【形】 1. 白的。2. 仰賴的，附著的。【中】 微笑。

sitta

(siñcati 的【過分】)。

sittha

【中】 臘，飯粒。~avakārakaṃ,【副】 掉了滿地飯粒。

sitthaka

【中】 蜂臘。

sithila

【形】 寬鬆的，鬆的，屈從的。~tta,【中】 ~bhāva, 鬆。

siddha

(sijjhati 的【過分】), 已結束，已完成，已發生。~ttha,【形】做完, 工作的人。【陽】 芥末。

siddha

【形】 半神的靈物，魔術家。

siddhatthaka

【中】 芥末種子。

siddhi

【陰】 成就，成功。

sināna

【中】 沐浴。

siniddha

【形】 光滑的，平滑的，易曲折的，軟的，鍾情的。

sineha, sneha

【陽】 愛，油，脂肪。~hana,【中】 塗油。~bindu,【中】 一滴油。

sineheti

(sineha 的【派】), 愛，塗油。

sindī

【陰】 海棗樹（見 Khajjūrī）。

sindūra

【陽】 雄黃，二硫化二砷。

sindhava

【形】 信度人的。【陽】 岩鹽，信度馬。

sindhu

【陽】 大海，河。~raṭṭha,【中】 信度國。~saṅgama,【陽】 合流河的河口。

sipāṭikā

【陰】 果皮，小容器。

sippa

【中】 技術，手藝。~ṭṭhāna, ~āyatana,【中】 知識的分科，工藝。~sālā,【陰】 學校（技
術）。

sippika, sippi

【陽】 藝術家，工匠。

sippikā

【陰】 牡蠣。

sibbati

(siv + ya), 縫，縫紉。【過】 sibbi。【過分】 sibbita。【獨】 sibbitvā。

sibbana

【中】 裁縫。

sibbanī

【陰】 女裁縫師，渴望。~magga,【陽】 縫合處。

sibbāpeti

(sibbati 的【使】)。

sibbeti

(siv + e), 縫紉。【過】 ~esi。【過分】 sibbita。【獨】 ~betvā。【現分】 ~benta。

simbalī

【陽】 絲棉樹（一種魁偉的喬木 (Ceiba pentandra)，廣泛栽培於熱帶地區，樹幹粗大，板根呈
脊狀，莢大，內充滿著由絹絲狀的毛包著種子，從絹絲毛可得到與栽培的木棉相似的纖維木棉花
—亦稱孟買吉貝 (Bombay ceiba)，神樹 (God tree)，吉貝 (Ceiba)）。

sira

【陽、中】 (mano-group) 頭。

sirā

【陰】 腱，血管。

siri, sirī

【陰】 運氣，光榮，財富，光彩壯麗，幸運女神。~gabbha,【陽】 高貴的臥室，皇家床
室。~mantu,【形】 光榮的。~vilāsa,【陽】 富麗 堂皇。~sayana,【中】 王室的床。~ndhara,
【形】 光榮的。

sirivāsa

【陽】 松節油。

sirīsa

【陽】 闊莢合歡（舊大陸熱帶的豆科喬木 (Albizzia lebbeck)，葉大，具 4-8 羽片、10-18 片長
圓形或倒卵形、無柄的小葉，花黃綠色，頭狀花序，球形，腋生，種子莢長，有光澤，在風中
有卡塔卡塔響聲，在溫帶地區廣泛栽培，作爲一種遮陽樹和觀賞樹，能得到一種有價值的雜色
而粗紋理的木材略似桃心木——亦稱栲栲木 (koko)，孜里斯木 (siris)，婦舌木 (woman’s tongue
tree)）。

siro

(sira 的【合】詞形), ~jāla,【形】 面紗。~maṇi,【陽】 王冠，寶石冠。~ruha,【陽、中】 頭
髮。~veṭhana,【中】 纏頭巾。

silā

【陰】 石頭。~guḷa,【陽】 石球。~tthambha,【陽】 石柱。~paṭṭa,【中】 石平板。~pākāra,
【陽】 石壁。~maya,【形】 石頭做的。

silāghati

(silāgh + a), 頌楊，自誇。【過】 ~ghi。

silāghā

【陰】 稱讚。

siliṭṭha

【形】 平滑的。~tā,【陰】 平滑。

siluccaya

【陽】 岩石。

silutta

【陽】 吃鼠的蛇。

silesa

【陽】 1. 謎，難題，雙關語。2. 帶粘性的物質。

silesuma

【陽】 痰。

siloka

【陽】 1. 名望。2. 詩。

siva

【形】 庇護的，安全的。【陽】 濕婆（印度三大神 中司破壞之神），大自在天。【中】 安全的
地方，涅槃。

sivikā

【陰】 轎子，垃圾。

sisira

【陽】 冬天，寒季。【形】 涼爽。

sissa

【陽】 學生。

sīgha

【形】 快的，迅速的，敏捷的。~gāmī,【形】 迅速地走動或移動的。~taraṃ,【副】 很快地，更
快地。~sīghaṃ,【副】 非常快地，匆忙地。~sota,【形】 有水流的。~ghaṃ,【副】 很快地，敏
捷地。

sīta

【形】 涼爽，寒冷的。【中】冷，寒冷。~bhīruka,【形】能冷的。

sītala

【形】 涼爽，寒冷的。【中】 冷。

sītā

【陰】 犁溝。

sītibhāva

【陽】 冷，平靜。

sītibhūta

【過分】 已平靜，已安靜。

sītodaka

【中】 冷水。

sīdati

(sad + a), 下沈，平息，産生。【過】 sīdi。【過分】 sīna。【獨】 sīditvā。【現分】
sīdamāna。

sīdana

【中】 沈沒。

sīna

(sīdati 的【過分】)。

sīpada

【中】 象皮病（腿）。

sīamttha

【形】 在邊界之內的，在邊界上的。

sīmantinī

【陰】 女人。

sīmā

【陰】 邊界，界限，界壇（戒堂）。~kata,【形】 限制的。~tiga,【形】 越過界限
的。~samugghāta,【陽】 解除舊界。~sammuti,【陰】 設置 新界（設置界壇）。

sīla

【中】 自然，習慣，戒，道德規範。~kathā,【陰】 戒論。~kkhandha,【陽】 戒蘊。~gandha,
【陽】 戒香（=名望）。~bbata, ~vata,【中】 儀式。~bheda,【陽】 破戒。~maya,【形】 與
道德有關的。~vantu,【形】 有品德的，守戒的。~vipatti,【陰】 犯戒。~vipanna,【形】 犯戒
者。~sampatti,【陰】 守戒。~sampanna,【形】 守戒者。

sīlana

【中】 練習，抑制。

sīlika, sīlī

【形】 (在【合】中) 有…性質的。

sīvathikā

【陰】 丟屍處。

sīsa

【中】 頭，頂點，玉米穗，標題，提示。~kapāla, ~kaṭāha,【陽】 頭 骨，顱骨，腦殼。~cchavi,
【陰】 頭皮。~cchejja,【形】 造成斬首的。~cchadana,【中】 斬首。~ppacālana,【中】 搖
頭。~paramparā,【陰】 換頭頂負擔。~veṭhana,【中】 纏頭巾，頭巾。~ābādha,【陽】 頭的 疾
病。

sīha

【陽】 獅子。~camma,【中】 獅皮。~nāda,【陽】 獅子吼，勇敢 的演講。~nādika,【形】 做獅
子吼者。~pañjara,【陽】 獅子籠，窗戶。~potaka,【陽】 小獅。~vikkīḷita,【中】 獅子的行動，
舞獅。~seyyā,【陰】 獅子臥。~ssara,【形】 聲音如獅子的。~hanu,【形】 顎如獅子的。

sīhaḷa

【形】 斯里蘭卡的。【陽】 僧伽羅人。~dīpa,【陽】 斯里蘭卡島。~bhāsā,【陰】 僧伽羅語言。

su

（表達觀念的【介】）好，善，幸福地，完全的。

suka

【陽】 鸚鵡。

sukaṭa, sukata

【形】 做得好的。【中】 善行。

sukara

【形】 容易的，容易完成的。

sukumāra

【形】 細緻的。~tā,【陰】 精致的。

sukusala

【形】 非常有技術的。

sukka

【形】 白色的，純粹的，好的，明亮的。【中】 德行。~pakkha,【陽】 白半月份（初一至十五
日）。

sukkha

【形】乾的。

sukkhati

(sukkh + a), 乾枯。【過】 sukkhi。【現分】 ~khamāna。【獨】 sukkhitvā。

sukkhana

【中】 乾涸。

sukkhāpana

【中】 弄乾。

sukkhāpeti

(sukkhati 的【使】), 弄乾。【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ukha

【中】 快樂，安慰。~kāma,【形】 想快樂的。~tthika, ~tthī,【形】 想快樂的。~da,【形】 産
生快樂的。~nisinna,【形】 安樂坐著的。~paṭisaṃvedī,【形】 感覺快樂的。~ppatta,【形】
快樂的。~bhāgiya,【形】 享樂的。~yānaka,【中】 隨和的車。~vipāka,【形】 快樂的果
報。~viharaṇa,【中】 舒服的生活。~saṃvāsa,【陽】 愉快的聯合。~samphassa,【形】 愉快的
接觸。~sammata,【形】 認爲快樂的。

sukhaṃ

【副】 容易地，安樂地。

sukhāyati

(sukha 的【派】), 很舒服，很快樂。

sukhāvaha

【形】 帶來快樂的。

sukhita

(sukheti 的【過分】), 已快樂，已幸福，已高興。

sukhī

以上的【陽】。

sukhuma

【形】 精細的，微小的，優良的，精致的。~tara,【形】 更好的， 更精細的。~tta,【中】 ~tā,
【陰】 精細度，精致。

sukhumāla

【形】 嫩的，精致的，精製的。~tā,【陰】 精致的結構。

sukheti

(su + khan + e), 使快樂。【過】 ~esi。【過分】 sukhita。

sukhedhita

【形】 精致地教養。

sukhesī

【陽】 尋快樂。

sugata

【形】 好好地歸去的，快樂的。【陽】 善逝（佛陀）。~tālaya,【陽】 佛陀的住宅，模仿佛陀。

sugati

【陰】 善趣，快樂的境界。

sugatī, sukatī

【形】 正直的。

sugandha

【陽】 芬芳，愉快的氣味。【形】 芬香的。~ndhī, ~dhika,【形】 芬香的。

sugahana

【中】 善掌握，控制得好。

sugutta, sugopita

【過分】 已保衛得好，已保護得好。

suggahita

【形】 1. 緊握的。2. 學得好的，注意的。

suṅka

【陽】 通行費，稅。~ghāta,【陽】 逃稅。~ṭṭhāna,【中】 抽稅處； 海關。

suṅkika

【陽】 收稅者。

sucarita

【中】 正確的行爲。

suci

【形】 純粹的，乾淨的。【中】 仁慈，善良，純淨的事物。~kamma,【形】 淨業的。~gandha,
【形】 芳香的。~jātika,【形】 愛好清潔的。~vasana,【形】 衣著乾淨的。

sucitta, sucittita

【形】 多雜色的，畫得好的，漆油得好的。

succhanna

【形】 覆蓋得好的，屋頂蓋得好的。

sujana

【陽】 有品德的人。

sujā

【陰】 1. 獻祭的杓子。2. 須闍（帝釋妻子的名）。

sujāta

【過分】 已生得好，好出生。

sujjhati

(sudh + ya), 變得乾淨，變得純淨。【過】 sujjhi。【現分】 ~jhamāna。【過分】 suddha。
【獨】 ~jhitvā。

suñña

【形】 空的，空虛的。~gāma,【陽】 廢村。~tā,【陰】 空虛。~agāra,【中】 空屋，偏僻處。

suṭṭhu

【無】 好，善。~tā,【陰】 卓越。

suṇa

【陽】 狗。

suṇāti

(su + ṇā), 聽。【過】 suṇi。【過分】 suta。【現分】 suṇanta, suṇamāna。【潛】 sotabba,
suṇitabba。【獨】 sutvā, suṇitvā。【不】 sotuṃ, suṇituṃ。

suṇisā, suṇhā
【陰】 媳婦。

suta

【陽】 兒子。

suta

(suṇāti 的【過分】), 已聽到，【中】 神聖的知識，學問，所聽到的。~dhara, 記憶所學或所聞
的。~vantu,【形】 學習的。

sutatta

【過分】 已很熱。

sutanu

【形】 有健美的身體的，有苗條的腰部的。

sutappaya

【形】 易滿意的。

suti

【陰】 聽，傳統，傳聞，吠陀經。~hīna,【形】 聾的。

sutta

(supati 的【過分】), 已睡，已冬眠，已睡熟。

sutta

【中】 線，經，格言。~kantana,【中】 紡織。~kāra,【陽】 合乎 語法的格言的著作者。~guḷa,
【中】 線球。~piṭaka,【中】 《經藏》。~maya,【形】 線做的。

suttanta

【陽、中】 經。~tika,【形】學了部分或全部《經藏》的人。

sutti

【陰】 珍珠貝（鶯蛤一種〔鶯蛤屬 Pinctada〕和有關熱 帶水域屬的雙殼海生軟體動物，尤指—
珠母貝屬 (Pinctada margaritifera)，爲珍珠的主要商業來源）。

sudanta

【形】 馴養得好的，調禦者。

sudassa

【形】 善見天，容易看到的。~na,【形】 有好外表的。

sudaṃ

冗言的虛詞。

sudiṭṭha

【形】 徹底地看到的。

sudinna

【形】 充分地給的，善施。

suduttara

【形】 非常難逃脫的。

sudukkara

【形】 非常難做的。

sududdasa

【形】 非常難見的。

sudubbala

【形】 非常弱的。

sudullabha

【形】 非常難獲得的。

sudesita

【形】 弘法得好的，教得好的。

sudda

【陽】 （印度種姓等級中最低等級）首陀羅族人。

suddha

【形】 乾淨的，純粹的，不摻雜的，簡單的。~ta,【陰】 ~tta,【中】 純淨。~ājīva,【形】 過純
淨的生活的，【陽】 純淨的生計。~āvāsa,【陽】 淨居（梵天）。~āvāsika,【形】住在淨居天
的。

suddhi

【陰】 純淨，清淨。~magga,【陽】 清淨道。

sudhanta

【過分】 已吹好，已潔淨得好。

sudhammatā

【陰】 好脾氣。

sudhā

【陰】 神的食物，石灰，水泥。~kamma,【中】粉刷，用石灰水粉 刷或塗抹。~kara,【陽】 月
亮。

sudhī

【陽】 明智的人。

sudhota

【過分】 已洗好，已徹底地乾淨。

sunakha

【陽】 狗。~khī,【陰】 母狗。

sunahāta

【過分】 已沐浴得好。

sunisita

【過分】 已磨得很利，已削得很尖。

sundara

【形】 好的，美好的，美麗的。~tara,【形】 更好的，更美麗的。

supakka

【形】 完全成熟的。

supaṭipanna

【形】 進入正道的。

supaṇṇa

【陽】 金翅鳥。

supati

(sup + a), 睡覺。【過】 supi。【過分】 sutta。【現分】 supanta。【獨】 supitvā。

suparikammakata

【形】 準備好的，擦得很亮的。

suparihīna

【形】 被徹底剝奪的，很瘦弱的。

supina, supinaka

supinanta,【中】 夢。~pāṭhaka,【陽】 占夢佬，解夢師。

supupphita

【形】 蓋滿花兒的，盛開花的。

supoṭhita, supothita

【過分】 已完全打敗。

suppa

【陽、中】 簸箕，簸籮。

suppaṭividdha

【過分】 已完全明白。

suppatiṭṭhita

【過分】 已堅固地建立。

suppatīta

【形】 很滿足的。

suppadhaṃsiya

【形】 容易襲擊的，容易制服的。

suppabhāta

【中】（問候語）黎明好，早安。

suppavedita

【形】 弘法得好的，善說法的。

suppasanna

【形】 非常清楚的，非常高興的，充滿信心的。

suphassita

【形】 非常適合的。

subahu

【形】 非常多的，很多的。

subbaca

【形】 服從的，溫順的，順從的。

subbata

【形】 好行爲的。

subbuṭṭhi

【陰】 多雨。

subha

【形】 幸運的，吉兆的，愉快的。【中】 福利，美。~kiṇṇa,【陽】 遍淨天神。~nimitta,【中】
吉兆，美麗的物體。

subhaga

【形】 幸運的。

subhara

【形】 容易支援的，容易滿意的。

subhikkha

【形】 有許多食物的。

sumati

【陽】 明智的人。

sumana

【形】 高興的。~puppha,【中】 茉莉花。~makula,【中】 茉莉花蕾。~mālā,【陰】 茉莉花環。

sumanā

【陰】 茉莉（見 Mallikā），高興的女人。

sumanohara

【形】 非常迷人的。

sumānasa

【形】 歡喜的。

sumāpita

【過分】 已造好。

sumutta

【過分】 已完全釋放。

sumedha, sumedhasa
【形】 明智的。

suyiṭṭha

【形】 善供奉的。

suyutta

【形】 安排得好的，很適合的。

sura

【陽】 神，天神。~nadī,【陰】 天河。~nātha,【陽】 天神王。~patha,【陽】 天空。~ripu,
【陽】 神的敵人（即：阿修羅 Asura 〔非神〕）。

surata

【形】 很親愛的，投入的，執著的。

suratta

【形】 染得好的，非常紅的。

surabhi

【形】 芬香的。~gandha,【陽】 芬芳。

surā

【陰】 酒。~ghaṭa,【陽】（帶柄和傾口的）大酒罐。~chaṇa,【陽】 喝酒的歡宴。~dhutta,
【陽】 酒鬼。~pāna,【中】 喝烈酒，烈酒。~pāyikā,【陰】 女酒鬼。~pita,【形】 喝醉
者。~mada,【陽】 喝酒。~meraya,【中】 甜酒和烈酒。~soṇda, ~soṇdaka,【形】 有酒癮的。
【陽】 酒鬼。

suriya

【陽】 太陽。~ggāha,【陽】 日蝕。~maṇdala,【中】 日輪。~tthaṅgama,【陽】 日落。~raṃsi,
~rasmi。【陰】 陽光。~uggamana,【中】 日出。

surusurukārakaṃ

【副】 發出簌嚕簌嚕聲地（喝）。

suruṅgā

【陰】 監獄。

surūpa, surūpi

【形】 英俊的。【陰】 ~pinī。

suladdha

【形】 好收穫的。

sulabha

【形】 容易獲得的。

suva

【陽】 鸚鵡。

suvaca

參考 Subbaca。

suvaṇṇa

【中】 黃金。【形】 好顔色，美麗的。~kāra,【陽】 金匠。~gabbha,【陽】 黃金的保險
室。~guhā,【陰】 金洞（山洞）。~tā,【陰】 膚色的美。~paṭṭa,【中】 金片。~pīṭhaka,【中】
金椅。~maya,【形】 金製的。~bhiṅkāra,【陽】 金水罐。~vaṇṇa,【形】 金色的。~haṃsa,
【陽】 金天鵝。

suvatthi

(su + atthi), 萬歲！

suvammita

【過分】 已上好馬具，已披上甲胄。

suvavatthāpita

【形】 定義好的，確定好的。

suvāṇa

【陽】 狗。~doṇi, 狗的食盆。

suvijāna

【形】 容易明白的。

suviññāpaya

【形】 容易教的，容易指導的。

suvibhatta

【過分】 已分好，已安排好。

suvilitta

【過分】 已塗好香。

suvimhita

【過分】 已很驚訝。

suvisada

【形】 非常清楚的。

suvuṭṭhika

【形】 有很多雨的。

suve

【副】 明天。

susaṅkhata

【過分】 已準備好。

susaññata

【形】 完全抑制的。

susaṇṭhāna

【形】 有好設計的，面貌俊秀的。

susamāraddha

【過分】 已完全採取。

susamāhita

【過分】 已根深蒂固，已抑制好。

susamucchinna

【過分】 已完全根除。

susāna

【中】 墓地。~gopaka,【陽】 看守墓地的人。

susikkhita

【過分】 已訓練好，已完全學習。

susira

【中】 洞。【形】 有孔的，打了洞的，有洞的。

susīla

【形】 有品德的。

susu

【陽】 年輕，男孩。【形】 年輕的。

susukā

【陰】 鱷魚。

susukka

【形】 很白的。

susuddha

【形】 非常乾淨的。

sussati

(sus + ya), 枯萎，乾燥。【過】 sussi。【過分】 sukkha。【現分】 sussamāna。【獨】
sussitvā。

sussaratā

【陰】 有悅耳的聲音的事實。

sussūsati

(su + sa, su 重疊，次 u 被長化), 聽。【過】 ~sūsi。

sussūsā

【陰】 想聽，服從。

suhajja

【中】 友好，友誼。

suhada

【陽】 朋友。

suhita

【形】 滿足的。

sūka

【陽】 （大麥等的）芒。

sūkara

【陽】 豬。~potaka,【陽】 小豬。~maṃsa,【中】 豬肉。

sūkarika

【陽】 豬的經銷商，豬肉商販。

sūcaka

【形】 指出的，指出者，告知者。

sūcana

【中】 指示。

sūci

【陰】 針，髮夾，髮卡，小門閂。~kā,【陰】 門閂，目次。~kāra,【陽】 造針的鐵
匠。~ghaṭikā,【陰】 門閂的插殼。~ghara,【中】 針盒。~mukha,【陽】 蚊子。~loma,【形】 頭
髮象針的。~vijjhana,【中】 錐子。

sūju

【形】 直立的。

sūna

【陰】 切肉台。~ghara,【中】 屠場。

sūta

【陽】 戰車的禦者。

sūtighara

【中】 臨盆室。

sūda, sūdaka
【陽】 廚子。

sūna

【形】 腫脹的。

sūnu

【陽】 兒子。

sūpa

【陽】 咖哩飯菜，菜肴。

sūpatittha

(su + upa + tittha), 有美麗的淺灘。

sūpadhārita

【過分】 已考慮好。

sūpika

【陽】 廚子。

sūpeyya

【形】 可做咖哩的。~paṇṇa,【中】 咖哩菜。

sūyati

(suṇāti 的【被】), 被聽到。【現分】 sūyamāna。

sūra

【形】 英勇的，勇敢的。【陽】 英雄。~tā,【陰】 ~bhāva,【陽】 勇氣。

sūra, sūriya

【陽】 太陽。

sūla

【中】 柱，矛。~āropaṇa,【中】 刺穿。

seka

【陽】 灑水。

sekha, sekkha

【陽】 有學，學習者，在完美課程的人。

sekhara

【中】 花冠。

sekhiya

【形】 與訓練有關的，應當學的。

secana

【中】 參考 Seka。

seṭṭha

【形】 最初的，優良的。~tara,【形】 更優良的。~sammata,【形】 被認爲最好的。

seṭṭhi, seṭṭhī

【陽】 百萬富翁。~ṭṭhāna,【中】 富翁的地位。~jāyā, ~bhariyā,【陰】 百萬富翁的妻子。

seṇi

【陰】 公會。

seṇiya

【陽】 公會主人。

seta

【形】 白色的，純粹的。【陽】 白色。~kuṭṭha,【中】 白麻瘋病。~cchatta,【中】 白傘（即皇
室的象徵）。~pacchāda,【形】 有白套的。

setaṭṭhikā

【陰】 黴。

seti

(si + a), 睡覺。【過】 sayi。【現分】 senta, semāna。

setu

【陽】 橋。

seda

【陽】 汗，排汗。~ka,【形】 出汗的，排出的。~na,【中】 蒸（饅 頭等）。~avakkhitta,【形】
滿身大汗的。

sedeti

(sid + e), 使蒸發，蒸發，煮沸。【過】 ~esi。【過分】 sedita。【獨】 sedetvā。

sena, senaka
【陽】 鷹。

senā

【陰】 軍隊。~nāyaka, ~pati, ~nī,【陽】 將軍。~pacca,【中】 將 軍的辦公室。~byūha,【陽】
軍隊的排列。

senāsana

【中】 住所，休息處。~gāhāpaka,【陽】 負責分配住所的人。~cārikā,【陰】 從一住所到另一
住所地遷移。~paññāpaka,【陽】 住所的管理者。

sephālikā

【陰】 有芬香花的植物。

semānaka

【形】 躺下的。

semha

【中】 痰。~hika,【形】 有痰的人。

seyya

【形】 比較好的，優良的。

seyyathāpī

【無】 正如。~thī’daṃ,【無】 如下。

seyyā

【陰】 床，被褥，睡眠。

seyyo

【無】 更好。

sericārī

【形】 爲所欲爲的。

seritā

【陰】 獨立，自由。

serivihārī

【形】 自己的選擇的生活。

sela

【陽】 岩石，石頭。~maya,【形】 石做的。

seleyya

【中】 安息香樹膠（有香味的樹脂，從安息香屬 (Styrax) 的各種喬 木〔尤指在蘇門答臘、爪哇
和泰國〕獲得，商品爲淡黃色至棕色，硬而易 脆裂有芳香氣味的珠狀或塊狀物，主要用於治療皮
膚發炎，用作香料刺激 性祛痰劑，用作香料的固定劑，用作香）。~ka,【陽】 安息香樹（落葉
喬木 (Styrax benzoin)，齊墩果科。産于蘇門答臘、暹羅等處。幹高二三丈。葉卵形而尖。夏月
開花，帶赤色，總狀花序。割傷樹幹，可取樹脂，乾燥 後，成黃黑色之塊，名安息香。可用爲藥
及香料，又可供安息油，安息酸 等之製造。惟今普通用之安息香，繫取他種香料加膠製成，絕無
安息香質 料也）。

sevaka

【陽】 僕人，隨從。【形】 服務的，伴隨的。

sevati

(sev + a), 服侍，和…來往，利用，練習。【過】 sevi。【過分】 sevita。【現分】 sevanta,
sevamāna。【獨】 sevitvā。【潛】 sevitabba。

sevana

【中】 Sevanā,【陰】 1. 與…結交。2. 服務。3. 使用。

sevā

【陰】 服務。

sevāla

【陽】 苔蘚，稀泥，線帶草（一種沈水的水生植物 (Vallisneria spiralis)，葉長似帶—亦稱芹屬
(celery)，大葉屬 (eelgrass)，水芹屬 (water celery)，野生芹屬 (wild celery)）。

sevita

(sevati 的【過分】), 1. 已用。2. 已練習。3. 已和…來往。

sevī

【陽】 聯合者，練習的人。

sesa

【形】 剩餘的，留下的。

seseti

(sis + e), 留下。【過】 ~esi。【過分】 sesita。【獨】 sesetvā。

so

(ta 的【主、單】),【陽】 他。

soka

【陽】 傷心事，悲傷。~ggi,【陽】 悲傷的火。~pareta,【形】 被傷心事壓倒的。~vinodana,
【中】 消除傷心事。~salla,【中】 悲傷的飛鑣。

sokī

【形】 悲傷的。

sokhya

【中】 健康，快樂。

sokhumma

【中】 優良。

sogandhika

【中】 白睡蓮（睡蓮屬 (Nymphaea) 的一種白花睡蓮〔特指香睡蓮 N. odorata〕，與睡蓮屬的黃
睡蓮相區別）。

socati

(suc + a), 哀悼，傷心。【過】 soci。【過分】 socita。【現分】socanta, socamāna。
【潛】socitabba。【獨】socitvā。【不】 socituṃ。

socanā

【陰】 悲傷。

soceyya

【中】 純淨。

soṇa

【陽】 狗。soṇī,【陰】 母狗。

soṇita

【中】 血。

soṇī

【陰】 腰部。

soṇda, saṇdaka
【形】 上癮的。

soṇdā

【陰】 象鼻，有酒癮的女人。

soṇdika

【陽】 賣酒商人。

soṇdikā, soṇdī

【陰】 天然的石水池。

soṇṇa

【中】 黃金。~maya,【形】 金製的。

sota

【中】 耳朵。【陽】 水流，奔流，洪水。~dvāra,【中】 耳門。~bila,【中】 耳孔。~vantu,
【形】 有耳朵的人。~viññāṇa,【中】 耳識。~viññeyya,【形】 耳朵可辨識的。~āyatana,【中】
耳處（聽覺器官）。

sotabba

【潛】 適合被聽。

sotāpatti

【陰】 須陀洹道（初道，正在進入聖道者）。

sotāpanna

【形】 須陀洹果（初果，已進入聖道者）。

sotindriya

【中】 耳根。

sotu

【陽】 聽者。~kāma,【形】 樂意聽的。

situṃ

【不】 要聽。

sotthi

【陰】 安寧，安全，祝福。~kamma,【中】 祝福。~bhāva,【陽】 安全。~sālā,【陰】 醫院，
療養院。

sodaka

【形】 濕的，滴著的。

sodariya

【形】 同一個母親生的。

sodhaka

【形】 淨化者，糾正者，潔淨者。

sodhana

【中】 清潔，修正。

sodhāpeti

(sodheti 的【使】), 使清理，使改正。【過】 ~esi。【過分】 ~pita。【獨】 ~petvā。

sodhita

以下的【過分】。

sodheti

(sudh + e), 使乾淨，使潔淨，改正，清除債務。【過】 ~esi。【現分】 ~dhenta,
sodhayamāna。【潛】 ~dhetabba。【獨】 sodhetvā。

sopāka

【陽】 低（印度的世襲）階級的人。

sopāna

【陽、中】 樓梯，梯。~panti,【陰】 階梯的一段。~pāda,【陽】 梯腳。~phalaka,【中】 梯
級。~sīsa,【中】 梯頭（樓梯的頂端）。

soppa

【中】 睡覺。

sobbha

【中】 深坑，水池。

sobhagga

【中】 光彩壯麗，美麗。~ppatta,【形】 有美麗的，有光彩壯麗的。

sobhaṇa, sobhana

【形】 光亮的，美麗的。

sobhati

(subh + a), 照耀，使光彩，看起來很美麗。【過】 sobhi。【過分】 sobhita。【現分】
sobhanta, sobhamāna。【獨】 sobhitvā。

sobhā

【陰】 光彩壯麗，美麗。

sobhita

以下的【過分】。

sobheti

(sobhati 的【使】), 使輝煌，裝飾。【過】 sobhesi。【現分】 sobhenta。【獨】 sobhetvā。

soma

【陽】 月亮。

somanassa

【中】 歡喜，高興，快樂。

somma

【形】 溫和的，愉快的，令人喜愛的。

soracca

【中】 溫順，柔和。

sovaggika

【形】 導致天堂的。

sovacassatā

【陰】 柔和，服從。

sovaṇṇa

【中】 黃金。~ya, ~maya,【形】 金的。

sovatthika

【中】 卍，眼鏡蛇膨脹的頸部的 S 標誌。

sovīraka

【陽】 酸的稀粥，醋。

sosa

【陽】 乾燥，肺病。

sosana

【中】 弄乾。

sosānika

【形】 塚間住者（十三頭陀支之一）。

soseti

(sus + e), 弄乾，使凋謝。【過】 sosesi。【過分】 sosita。【現分】 sosenta。【獨】
sosetvā。

sossati

(suṇāti 的【未】)。

sohajja

【中】 友誼。

sneha

【陽】 愛，油。

svākāra

【形】 有好性情的。

svākkhāta
善宣說的。

svāgata

【形】 歡迎，記住的。svāgataṃ,【副】 歡迎你！

svātana

【形】 與翌日有關的。svātanaya,【與】 給翌日。

sve

【副】 明天。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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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ññati

(han + ya), 被殺，被破壞。【過】 haññi。【現分】 haññamāna。

haññana

【中】 虐待，苦惱，殺害。

haṭa

(harati 的【過分】)。

haṭṭha

(haṃsati 的【過分】), 1. 已歡喜，已快樂。2. 已毛髮豎立。~tuṭṭha,【形】 充滿歡笑的。~loma,
【形】 毛髮豎立的。

haṭha

【陽】 暴力。

hata

(hanati 的【過分】), 已殺，已傷害，已破壞。~bhāva,【陽】 被破壞的情況。~ntarāya,【形】
已經除掉障礙的人。~avakāsa,【形】 已斷除善惡的所有機會的人。

hattha

【陽】 手，柄，〈聖經〉腕尺（古時的長度單位）。~ka,【陽】 像手的東西。【形】 有手
的。~kamma,【中】 手工。~gata,【形】 取得的（到手的）。~gahaṇa,【中】 ~gāha,【陽】
抓在手中，抓著。~cchinna,【形】 斷手的。~ccheda,【陽】 ~chedana,【中】 切斷手。~tala,
【中】 手掌。~pasāraṇa,【中】 伸出手。~pāsa,【陽】 手的長度。~vaṭṭaka,【陽】 手推
車。~vikāra,【陽】 手的運動。~sāra,【陽】 最有價值的事物。~apalekhana,【形】 食後舔手
的。~ābharaṇa,【中】 手鐲。

hattha

【陽】 軫宿（二十七星宿之一）。

hatthatthara

【陽】 （披在象身上的）象氈墊。

hatthācariya

【陽】 訓象者。

hatthāroha

【陽】 騎象者。

hatthi

(hatthī 〔= 象〕的短化詞形)。~kantavīṇā,【陰】 誘騙象的琵琶。~kalabha,【陽】 小
象。~kumbha,【陽】 象的球狀額骨。~kula,【中】 象種。~kkhandha,【陽】 象背。~gopaka,
【陽】 看象人。~danta,【陽、 中】 象牙。~damaka,【陽】 馴象師。~damma,【陽】 在訓練
中的象。~pada,【中】 象腳，象足迹。~pākāra,【陽】 浮雕象畫像的牆壁。~ppabhinna,【形】
怒象。~bandha, ~meṇda,【陽】 看象人。~matta,【形】 像象一樣的大。~māraka,【陽】 獵象
人。~yāna,【中】 乘象， 騎象。~yuddha,【中】 象兵戰。~rūpaka,【中】 象的體形。~laṇda,
【陽】 象糞。~liṅgasakuṇa,【陽】 鹮（構成鹮科 (Threskiornithidae) 的幾種與 鷺有親緣關係的
涉禽，産於東西兩半球的溫暖地帶，以水生動物及兩棲動物爲食，特徵是有一個細長的向下彎的
與麻鷸的喙相似的喙）。~sālā,【陰】 象棚。~sippa,【中】 訓練象的知識。~soṇdā,【陰】 象
鼻。

hatthinī

【陰】 母象。

hatthī

【陽】 象。

hadaya

【中】 心。~ṅgama,【形】 愉快的，迷人的，愜意的。~maṃsa,【中】 心臟肉。~vatthu,【中】
心基，心所依。~santāpa,【陽】 傷心事。~ssita,~nissita,【形】 與心連接的。

hanati, hanti

(han + a), 殺，襲擊，傷害。【過】 hani。【過分】 hata。【現分】 hananta, hanamāna。
【獨】 hantvā, hanitvā。【不】 hantuṃ, hanituṃ。【潛】 hantabba, hanitabba。

hanana

【中】 殺害，打擊。

hanu, hanuka
【陰】 顎。

hantu

【陽】 殺的人，襲擊的人。

hantvā

(hanati 的【獨】)。

handa

(表示指示、容許或聽任的虛詞), 那麽，喂，好了，讓。

hambho

用來稱呼同輩的虛詞。

hammiya

【中】 大房子，樓房。

haya

【陽】 馬。~potaka,【陽】 小馬。~vāhī,【形】 被馬拉的（車等）。

hayānīka

【中】 騎兵，馬兵。

hara

【陽】 濕婆（印度三大神中司破壞之神），大自在天。

haraṇa

【中】 運載。~ka,【形】 運送的，可移動的。

harati

(har + a), 攜帶，取走，掠奪，偷。【過】 hari。【過分】 haṭa。【現分】 haranta, haramāna。
【獨】 haritvā。【不】 harituṃ。

harāyati

(hiri 的【派】), 感到慚愧，感到沮喪，感到焦急，煩惱。【過】 harāyi。【獨】 harāyitvā。

harāpeti

(harati 的【使】), 使攜帶，使取走。【過】 harāpesi。【過分】 harāpita。【獨】 harāpetvā。

hari

【陽】 毗瑟挐（印度教主神之一，守護之神）。

hariṇa

【陽】 鹿。

harita

【形】 綠色的，黃褐色的，新鮮的。【中】 蔬菜，青菜。haritta,【中】 綠色，清新。

haritabba

(harati 的【潛】) 應該攜帶，應該遷移。

haritāla

【中】 雌黃。

haritu

【陽】 拿走的人。

harittaca

【形】 黃金色的。

harissavaṇṇa

【形】 有金色的。

harītaka

【中】 harītakī,【陰】 訶子（見 Abhayā）。

hare

用來稱呼小輩的虛詞。

hala

【中】 犁。

halaṃ

【無】 夠了！〔表示異議的感歎詞〕爲什麽？

halāhala

【中】 訶羅訶羅（致命的毒藥）。

haliddā

【陰】 薑黃（一種産於印度的被廣泛種植的熱帶植物 (Curcuma domestica)，花黃色，有一個芳
香多肉的根莖）。

haliddī

【陰】 薑黃（見 Haliddā）。

have

【無】 當然，的確。

havya

【中】 供奉。

hasati

(has + a), 微笑，笑。【過】 hasi。【過分】 hasita。【現分】 hasanta, hasamāna。【潛】
hasitabba。【獨】 hasitvā。

hasana, hasita
【中】 笑。

hasituppāda

【陽】 發微笑，美觀性的根。

hassa

【中】 笑，笑話，笑柄。

haṃsa

【陽】 天鵝。~potaka,【陽】 小天鵝。

haṃsati

(haṃs + a), 1.（毛髮等）豎起。2. 高興。haṃsi,【過】。

haṃsana

【中】（毛髮等）豎立的。

haṃsī

(haṃsa 的【陰】)。

haṃseti

(haṃsati 的【使】)。

hā

【無】 唉！

hāṭaka

【中】 黃金。

hātabba

(hāyati 的【潛】), 可以避免，可以放棄。

hātuṃ

(hāyati 的【不】), 要除去，要放棄。

hānabhāgiya

【形】 有益於作罷的。

hāni

【陰】 減少，損失，下降。

hāpaka

【形】 使減少的，使損失的，減少。

hāpana

【中】 減少，縮小。

hāpeti

(hā + āpe), 省略，疏忽，減少，延遲。【過】 hāpesi。【過分】 hāpita。【現分】 hāpenta。
【獨】 hāpetvā。

hāyati

(hā + ya), 減少，縮小，變瘦，變得衰弱。【過】 hāyi。【過分】 hīna。【現分】 hāyanta,
hāyamāna。【獨】 hāyitvā。

hāyana

【中】 減少，衰退，變少，年。

hāyī

【形】 放棄的人，遺留的人。

hāra

【陽】 （一）串（珍珠等），項鏈。hāraka,【形】 運送的，遷移的。hārikā,【陰】。

hāriya

【形】 輕便的，便於攜帶的。

hāsa

【陽】 笑，歡笑。~kara,【形】 令人快樂的。

hāseti

(has + e), 使發笑，使喜悅。【過】 hāsesi。【過分】 hāsita。【現分】 hāsenta,
hāsayamāna。【獨】 hāsetvā。

hi

【無】 因爲，的確。

hikkā

【陰】 打嗝。

hiṅgu

【中】 阿魏（多種波斯和印度阿魏屬 (Ferula) 植物〔尤指 Ferula assafoetida, Ferula foetida 或
Ferula narthex〕的惡臭的膠脂，呈珠狀或黑色 塊狀，有強烈的臭味，以前醫學上作爲解痙藥應
用）。

hiṅgulaka

【中】 hiṅguli,【陰】 朱砂，朱紅色。

hita

【中】 利益，祝福，好處，福利。【形】 有用的，有益的。【陽】 朋 友。~kara,【形】 做有益
的（事）。~āvaha,【形】 有益的。

hitesī

【陽】 恩人，想他人的福利。

hintāla

【陽】 海棗，棗椰子（一種棕櫚 (Phoenix dactylifera) 的長圓形果實， 是北非和西亞人的主要食
品，同時也大量引入到其他國家）。

hima

【中】 雪，冰。~vantu,【形】 有雪的，有冰的，喜馬拉雅山。

hiyyo

【副】 昨天。

hirañña

【中】 未加工的黃金。

hiri, hirī

【陰】 羞怯，羞愧感。~kopīna,【中】 喚醒羞怯（即：性器官）。~mantu,【形】 謙遜的，害羞
的。

hirīyati

(hiri 的【派】), 臉紅，害羞，慚愧。

hirīyanā

【陰】 參考 hiri。

hirottappa

【中】 對違犯教規的羞愧和害怕。

hiṃsati

(hiṃs + a), 傷害，欺負。【過】 hiṃsi。【過分】 hiṃsita。【現分】 hiṃsanta, hiṃsamāna。
【獨】 hiṃsitvā。

hiṃsana

【中】 hiṃsanā, hiṃsā,【陰】 欺負，傷害。

hiṃsāpeti

(hiṃsati 的【使】), 使傷害。【過】 hiṃsāpesi。【過分】 hiṃsāpita。【獨】 hiṃsāpetvā。

hīna

【形】 低的，劣等的，低級的，可鄙的。~jacca,【形】 出生低賤的。~viriya,【形】 缺乏活力
的。~adhimuttika,【形】 愛好劣等的。

hīyati

(hāyati 的【被】), 被減少，被縮小，衰退，被留下，被放棄。【過】 hīyi。【現分】
hīyamāna。

hīyo

參考 hīyyo。

hīra, hīraka

【中】 碎片，斑紋。

hīlana

【中】 hīlanā,【陰】 輕蔑，輕視。

hīḷeti

(hīḷ + e), 輕蔑，蔑視，輕視。【過】 hīḷesi。【過分】 hīḷita。【獨】 hīḷetvā。【現分】
hīḷayamāna。

huta

【中】 祭品，供奉。

hutāsna

【中】 火。

hutta

【中】 犧牲。

hutvā

(hoti 的【獨】), 有了，是了。

huraṃ

【形】 在另一個世界中，在另外的生存。

huṅkāra

【陽】 “哼”的聲音。

he

（呼格的虛詞）嗨！啊！喂！親愛的。

heṭṭhato

【副】 從下面。

heṭṭhā

【副】 在下面。~bhāga,【陽】 較低的部分。~mañce,【副】 在床下。

heṭṭhima

【形】 降低的。

heṭhaka

【形】 騷擾的人，困擾的人。

heṭhanā

【陰】 騷擾。

heṭheti

(heṭh + e), 騷擾，煩惱，傷害。【過】 heṭhesi。【過分】 heṭhita。【現分】 heṭhenta,
heṭhayamāna。【獨】 heṭhetvā。

hetu

【陽】 因素，理由，情況。~ka,【形】 聯繫因素的。~ppabhava,【形】 由因素而出現
的。~vāda,【陽】 因素的理論。

hema

【中】 黃金。~jāla,【中】 金網。

hemanta

【陽】 冬天。~ntika,【形】 冬天的，冰冷的。

hemavaṇṇa

【形】 金色的。

hemavataka

【形】 住在喜馬拉雅山的。

heraññika

【陽】 金匠，兌換業者。

hesā

【陰】 hesārava,【陽】 馬嘶聲。

hoti

(hu + a), 是，有，存在。【過】 ahosi。【現分】 honta。【潛】 hotabba。【不】 hotuṃ。

homa

【中】 祭品。

horā

【陰】 小時，鐘頭，…點鍾。~pāṭhaka,【陽】 占星家。~yanta,【中】 顯示時間的儀器，時
鐘。

horālocana

【中】 手錶，時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