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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后怀胎满十月，为什么回娘家生产?
(a) 这是印度风俗
(b) 王后想去蓝毗尼园
(c) 王后预知生产时日
(d) 这是父王的安排
2) 太子出生第___天，便在王宫举行命名典礼。
(a) 五
(c)一
(b) 七
(d)九
3) 太子的姨母叫甚麼名字?
(a) 耶輸陀罗
(b) 摩耶
(c) 阿私陀
(d) 摩诃波阇波提
4) 以下哪一個是太子精通的?
(a) 人文、科学、四吠陀
(b) 天文、地理、建築、医药
(c) 语文、论理、武術、兵法
(d) 武术、兵法、心理學
5) 耶输陀罗和太子是什么关系?
(a) 表兄妹
(c) 邻近国家
(b) 堂兄妹
(d) 互不认识
6) 太子出家的目的是什么？
(a) 不满于当时印度四阶级的不平等待遇。
(b) 追求痛苦的解脫与人生的真理。
(c) 出家可以远离烦恼。
(d) 看到出家的快乐神情。
7) 太子帶著____车匿，骑着____建陡 ，离开王宮，
越过_____，在河畔自剃头发 ，披起架裟。
(a) 侍者，黑馬，恒河
(b) 车伕，白马，印度河
(c) 侍从，白马，恒河
(d) 侍从，白马，阿那玛河
8） 太子在_____，用各种方法修苦行
(a) 摩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
(b) 尼连禅河附近的宇鲁唯拉村
(c) 班达哇岩
(d) 苦行林
9)

太子为什么放弃修苦行？
(a) 太子体会到过分刻苦，並不能获得真理
(b) 宗教师们的学说不能满足太子
(c) 太子身体消瘦，四肢无力
(d) 太子吃过牧羊女所供养的乳糜，觉得益处
很大

10) 以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漏尽明〉
，瞭解痛苦根源和解脫方法
(b) 〈天眼明〉
，知道众生的生死，由各人业力的
決定
(c) 〈宿命明〉
，知道過去世的情形
(d) 〈宿命明〉
，知道未來世的情形
11) 以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佛陀是指释迦摩尼佛。
(b) 释迦是释迦佛的族姓，译义〈能仁〉
。
(c) 牟尼是释迦佛的稱號，译义是〈寂默〉。
(d) 佛陀的意思是覺者。
12) 以下是佛陀弘法的过程，请依顺序排列。
I. 佛陀到鹿野苑去教化乔陈如五位從前隨他修
行的青年。
II. 佛陀去摩竭陀国，频婆娑罗王成为皈依佛陀
的第一位国王。
III. 舍利弗和目建连，联合徒众二百人，跟佛出
家。
IV. 佛陀独自到迦耶，度化三迦叶兄弟。
V. 俱梨迦长者夫妇皈依佛陀，是最早的优婆塞
和优婆夷。
(a) Ⅰ、Ⅴ、Ⅳ、Ⅱ、Ⅲ
(b) Ⅰ、Ⅴ、Ⅱ、Ⅲ、Ⅳ
(c) Ⅰ、Ⅳ、Ⅴ、Ⅲ、Ⅱ
(d) １、Ⅳ、Ⅴ、Ⅱ、Ⅲ
13) 佛陀的涅盤地是在哪里？
(a) 恒河岸
(b) 毗舍离
(c) 拘屍那拉城外的娑罗双树林间
(d) 摩竭陀国
14) 请选择不正确的內容。
(a) 人生究竟离苦得乐的目标是涅盤。
(b) 涅盤的华译是「圆满」或「生灭」。
(c) 圆寂指断一切烦恼，身心达到清净和平。
(d) 不生的意思是烦恼和业障永远不生。
15) 皈依三宝后不可怎样？
(a) 崇拜別的神教，相信其他宗教的教义
(b) 拿出整个身心，去信仰崇拜三宝
(c) 遵照佛的教訓，做個顶天立地的好人
(d) 以最真誠，最純一的心情，去信仰崇拜三宝
16) 不妄语的意思是什么？
(a) 除了合法夫妻，其余的人不可非法引诱
(b) 路上遗失物，不应偷偷收藏起來
(c) 语言正确，诚实
(d) 伤害別人，让別人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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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哪一个是属于身善业？
(a) 不杀生、不偷盜
(b) 不邪淫、不妄語、不两舌
(c) 不恶口；不绮语
(d) 不贪欲、不嗔奎、不邪见

27) 什么是健全社会的基本条件？
(a) 我們应该要爱护众生，报众生恩
(b) 个人的德行，即是遵守五戒十善
(c) 在缘起之下，人人帮我，我帮人人
(d) 个人的合群修养，即是四攝法

18) 身体与口头的外表行为，是由____发动的。
(a) 癡心
(c)嗔心
(b) 贪心
(d)內心

28) 以下是四攝法的排列，哪一个是正确的?
(a) 布施、爱语、同事、利行
(b) 布施、同事、爱语、利行
(c) 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d) 爱语、布施、同事、利行

19)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這是什么道理?
(a) 互助社会
(c)因果
(b) 缘起
(d)业力
20) 我們现在的苦业是源自什么理由?
(a) 神的赏罚
(b) 过去行为的后果
(c) 不努力、懈怠
(d) 社会的错
21) 从我们东所的出发点，业力分哪几类？
(a) 身业、口业、意业
(b) 意业、善业、恶业
(c) 身业、恶业、口业
(d) 口业、业力、因果
22) 什么是「业力」?
(a) 从我們行为、动作于人于己的利害关系说
(b) 好像我们的影子，跟随着身体一般
(c) 决定我们的前途
(d) 我们一切的行为所留下潜存于心中的一种
力量
23) 佛陀教人最基本的道理，是佛法的大钢是什么?
(a) 因果业报
(b) 四圣谛
(c) 緣起
(d) 止恶行善
24) 以下哪一个是錯誤?
(a) 痛苦的原因，來自內心的烦恼
(b) 人生在世界上，充满着痛苦和快乐
(c) 灭谛是灭除痛苦得到安乐
(d) 佛陀教导八正道以消除烦恼
25) 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說什么法？
(a) 因果报应
(c) 缘起的宇宙观
(b) 四圣谛
(d) 五戒十善
26) 以下是有关道谛的內容，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正定摆在最后，所以比较不重要
(b) 正见之后是正思维
(c) 正精进是努力纠正坏习惯，努力实践好行
为
(d) 正业是指不做杀生、偷盜等的事情

29) 谁对我们有恩?
(a) 科學家
(b) 月亮

(c) 太阳、雨水
(d) 米饭

30) 菩萨乘法主要是修习什么?
(a) 三归五戒
(b) 四圣谛
(c) 缘起法
(d) 六度
31) 我们的心理上有六种病，要用六度來对治它。以
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忍辱能度嗔奎，精进能度懈怠
(b) 精进能度懈怠，持戒能度散乱
(c) 禅定能度散乱，智慧能度愚癡
(d) 布施能度悭贪，持戒能度毀犯
32) 佛陀对谁讲说礼拜六方的道理?
(a) 善生
(b) 阿难陀
(c) 阿育王
(d) 五比丘
33) 以下是佛陀教导我们六方的意義，请问哪一个是
正确的?
(a) 敬愛丈夫或妻子，就是敬奉北方神灵。
(b) 能夠听从老师的教训，就是敬奉上方神灵。
(c) 能夠孝顺父母，就是敬奉东方的神灵。
(d) 真心结交你的朋友，就是敬奉下方神灵。
34) 佛教徒为什么会分成三种类型?
(a) 这是种族阶级的分类
(b) 这是一切人类的分类
(c) 这是依不同法门修行的分类
(d) 这是佛陀的意思
35) 以下是各种类型的佛教徒，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声闻乘，生厌离心，求解脫生死。
(b) 人天乘，改恶从善，求现在或来世不乐。
(c) 菩萨乘，自求解脫，救度一切众生解脱。
(d) 菩萨乘，发菩提心，並求众生同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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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修福不修慧，白象披璎珞；修慧不修福，罗
汉应供缽」教导我們什么?
(a) 福慧双修，才是学佛正道。
(b) 同门师兄弟可用不同修行法。
(c) 布施助人，会变成国王的白象。
(d) 想成阿罗汉，须持戒读经。
37) 佛教为什么会称为世界的大宗教？
(a) 阿育王对佛教的拥护与提倡
(b) 佛陀慈悲對待一切人类
(c) 高僧努力修行
(d) 佛陀战胜每个人身心的罪恶
38) 阿育王是谁?
(a) 劝导太子舍出家的摩竭陀国国王
(b) 摩竭陀国摩哂陀王的太子
(c) 佛陀度化的摩竭陀国国王
(d) 佛陀涅盤后，中印度摩竭陀国的国王
39) 第一位将佛法介绍给中国皇帝的僧人是谁?
(a) 攝摩腾
(b) 竺法兰
(c) 末阐提
(d) 鸠摩罗什
40) 中国第一个出国到印度求法的高僧是谁？
(a) 东晋的法显法师
(b) 三国的朱士行
(c) 东晋的鸠摩罗什
(d) 唐朝的玄奘法师
41) 以下哪一个不是中国佛教伟大的译经法师?
(a) 陈代的真谛
(b) 东晋的鸠摩罗什
(c) 西晋的攝摩腾
(d) 唐朝的玄奘
42) 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成立于哪一年?
(a) 1970
(c) 1403
(b) 1957
(d) 2005
43) 第一位到我国宏法的中国高僧是谁?
(a) 须那与郁多罗两位法师
(b) 法显法师
(c) 虛云和尚
(d) 弘一大师
44) 「卫塞」是南印度的巴厘语，意思是什么?
(a) 佛陀的诞生，成道和涅盤在同一天
(b) 月圆
(c) 五月
(d) 佛陀日

Code: 02 启蒙组

45) 佛旗有什么颜色?
(a) 红、粉红
(b) 蓝、浅黄
(c) 红、白
(d) 橙、青
46) 以下哪一个不是佛教的標志?
(a) 僧人
(b) 法轮
(c) 莲花
(d) 卍字
47) 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
(a) 法轮八支轴表示八正道，是纯洁端正行为的
规则。
(b) 法轮表示佛陀的法，碾坏了一切不正当的邪
说。
(c) 佛陀成道后第一次在鹿野苑说法，称为〈转
法轮〉。
(d) 把卍字挂起，象征着吉祥。
48) 以下是佛教传播的路线，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从印度西北的宾国传到阿富汗、伊朗，以及
西域
(b) 从印度传去非洲、南美洲
(c) 从中国传入安南、 朝鲜、日本，以及琉球群
岛島
(d) 从锡兰传到缅甸、泰国、寮国、柬埔寨，以
及南洋群岛
49) 汉明帝梦见什么，象征佛法东传?
(a) 金人
(b) 神仙
(c) 佛陀
(d) 僧人
50) 学佛是什么意思?
(a) 以佛为模范，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佛
(b) 学习做人的道理
(c) 训练自己，改造自己
(d) 诚心的祈祷，念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