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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与考生必须严格遵守监考员的命令。 

(2) 考试进行中，不得交谈，或做任何有作弊嫌疑的举动。 

(3) 未得监考员的通知以前，不得翻阅试题。 

(4) 甲组选择题二十题全部作答，乙组问答题有两种，各任答二题，

甲、乙答案一起呈上。 

(5) 答案请填写在分发的纸上。 

(6) 如欲更改答案，必须用胶擦将已填妥的答案擦干净，然后填上新

答案。 

马来西亚佛学考试委员会主办 

第四十四届马来西亚佛学考试 
(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 

请仔细阅读下列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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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佛学考试中级 

甲、选择题 (20 题) 

1. 善生经在五乘共法中，是属于＿＿，也是根本佛法；也兼有生天的＿＿。若在增上的心行

中，即成为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所以本经是以倡导＿＿为宗旨。在佛陀的意趣中，

有着借此导向＿＿的趋势。  

a) 人乘法，天乘法，人生正行，佛果菩提 

b) 五乘法，人天乘，圆满人生，佛果菩提 

c) 人乘法，天道，生天，无上佛果 

d) 人天乘，天乘法，幸福人生，无上佛果 

  

2. 《佛说善生经》的意思是 

a) 佛陀宣说善生法义 c) 佛陀为善生宣说善生法义 

b) 佛陀为善生子说法 d) 佛陀宣说善恶因果的经 

 

3. 以下是缘起文，除了— 

a) 父命终后，平旦沐浴，着新蒭摩衣，手执生拘舍叶，往至水边。 

b) 善生居士子，闻父教已，白父言日，「唯，当如尊勅。」 

c) 如是我闻，一时佛游王舍城，在饶蟆林。 

d) 彼时世尊，过夜平旦，着衣持钵，入王舍城而行乞食。 

  

4. 我人若_____，即会不经营作事，功业不成，消耗本有财物；除了 

a) 非时行求财物 c) 种种戏求财物 

b) 行恚、行欲 d) 饮酒放逸求财物 

 

5. 饮酒放逸有以下过患，除了 

a) 增多斗争，隐藏发露 c) 自乏无财物，负债如涌泉 

b) 亲近贼，喜闻歌 d) 现财物失，多有疾病 

 

6. 以下哪一项是非亲? 

a) 知事 b) 愍念 c) 求利 d) 饶益 

 

7. 以下哪一项是正确的? 

a) 上方—亲友观亲友臣 c) 下方—弟子观师 

b) 南方—夫观妻子 d) 东方—子观父母 

  

8. 弟子当以如是事恭敬供养于师，除了 

a) 速起，所作业善 c) 增益财物，爱念师长 

b) 善恭顺，善承事 d) 能奉敬师，供奉示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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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四摄善法的内容是____，除了 

a) 与他人共事时，利害得失须平均 

b) 爱言，是至情的说话 

c) 财物的布施，以解决他人生活的困苦 

d) 凡事必须利己 

 

10. 隆根法师的《善生经讲记》是依据哪一个版本? 

a) 东晋罽宾三藏僧伽提婆译本 c) 西晋支法度本 

b) 后汉安世高本 d)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本 

 

11. 以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懈怠心用精进来医治 c) 嗔恚心用忍辱来医治 

b) 悭贪心用持戒来医治 d) 散乱心用禅定来医治 

 

12. 以下哪一个是正确的? 

a) 悲是悲怜自己受苦的心 c) 喜是不忍他人离苦得乐的心 

b) 慈是愿人人得乐的意思 d) 舍是弃舍我的财物 

  

13. 俱舍论说:「集起为___，思量为___，了别为___。 」 

a) 心，识，意 b) 意，心，识 c) 心，意，识 d) 识，意，心 

 

14. 现生受报是___，次生受报是___，二生或多生后受报是____。  

a) 顺现受业，顺次受业，顺后受业 c) 顺次受业，顺后受业，顺现受业 

b) 顺次受业，顺现受业，顺后受业 d) 顺现受业，顺后受业，顺次受业 

 

15. 诸法因缘生，缘散则灭是____；无常故苦，苦故不得自在，是____。  

a) 空义，无常义 c) 无我义，无常义 

b) 无常义，空义 d) 无常义，无我义 

 

16. 我们所居住的地方称为娑婆世界，因为___ 

a) 此土有佛法流传。 

b) 此土有劫浊、见浊发生。 

c) 此土众生，安于十恶，忍受三毒，不肯出离。 

d) 此土是五趣杂居地。 

 

17. 佛告阿难:「我入灭后，汝等比丘，应依___安住。 」 

a) 四念处 b) 四正勤 c) 四如意足 d) 四圣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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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八正道首为___，即是____。  

a) 正思惟，思四谛理，断恶的欲念，生正当的欲念。 

b) 正见，见三法印，宇宙人生的真相。 

c) 智慧，体证宇宙人生的真相。 

d) 正见，见四谛理，宇宙人生的真相。 

 

19. 修六度时，着相修是____，不可称度：以三轮体空作观修是＿＿，能了生死。  

a) 世间，理修 b) 事修，理修 c) 理修，事修 d) 凡夫，大菩萨 

 

20. 众生无边誓愿度缘____，烦恼无尽誓愿断缘___，法门无量誓愿学缘____， 

佛道无上誓愿成缘 ___ 。  

a) 布施，爱语，利行，同事 c) 苦谛，集谛，灭谛，道谛 

b) 慈心，悲心，喜心，舍心 d) 六道众生，三毒，学法，学佛 

 

 乙、问答题  

 《佛说善生经》 6 题 (任选 2 题) 

1. 佛陀宣说佛法的目的是什么？ 佛陀为何宣说各式各样、各种程度的佛法？ 

2. 佛陀说《善生经》时只有善生一位当机众，何以结集圣典时，圣者阿难却说「如是我闻」

的诵出本经呢？ 

3. 请列下佛陀所教导的求财之道和理财之道。 

4. 我人若想获得「现法可敬可重，身坏命终，必至善处，上生天中」的果报，应怎么做？ 

5. 颂文：「断欲、无恚、怖、无痴行法行，彼名称普闻，如月渐盛满」。为何此处的断欲等

事是「少欲知足、控制嗔恚等事」，而不是「断尽的无欲、无恚等事」？ 

6. 圣法中的东方是代表什么关系？应有什么责任？  

  

 《佛学入门手册》 6 题（任选 2 题） 

1. 什么是十二缘起的流转门 ? 还灭门? 

2. 「菩萨」是什么意思？ 

3. 怎样才称为「佛教的青年」? 

4. 《杂阿含经》：「依所播下的种子，你便由此收到同样的果子；作善的人收到善的，作恶

的人收到恶的；播出来的是什么种子，你便会尝到什么果子」。 这经文的意思是什么？ 我

们可以如何修学？ 

5. 为什么佛灭后，需要经典结集 ? 结集的方式如何? 

6. 佛教的中心教理是什么？「印」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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