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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悉达多」太子的出生地在 ________。 
       A. 迦毗罗卫国      B. 蓝毗尼园 
         C. 拘利国                  D. 舍舍城 
 
(2).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此语出自________。 
       A. 释迦牟尼佛      B. 悉达多太子 
       C. 阿私陀修士      D. 净饭王 
 
(3). 搬弄是非，离间他人即是__________。 
      A. 两舌 B. 妄语     C. 绮语 D. 恶口 
 
(4). _________ 为了请太子入宫，愿意把王位 及半个国土送给太子。 
     A. 净饭王    B. 波斯匿王   
     C. 频婆娑罗王 D. 波罗奈国 
 
(5). 佛旗上有几种颜色？ 
      A. 四        B. 五   C. 六        D. 七 
 
(6). 太子出游四城，看到生命界的互相争斗残杀，即生起__________。 
      A. 愤怒心  B. 痛苦心  
      C. 慈悲心  D. 出离心 
 
(7). 佛成道后，最先到_________去教化憍陈如等五人。 
      A. 竹林精舍 B. 祈园精舍 
      C. 舍卫城  D. 鹿野苑 
 
(8). 佛入灭时，阿难请问佛：佛涅槃后，恶性比丘如何调伏？ 

       A. 令其面壁思过  B. 默摈置之 

       C. 逐出僧团  D. 纠众排斥    



(9). 频婆娑罗王是___________国王名称。 
      A. 摩竭陀国  B. 憍萨罗国 
      C. 波罗奈国  D. 迦毗罗卫国 

 
(10). 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_________。」 

         A. 八千恶业现  B. 八千烦恼至 

         C. 八万障门开  D. 八万无明升 
 
 
(11). 由贪、嗔、痴、慢、疑、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及戒禁取见而起之_________乃 

        为烦恼之根本。 

         A. 见惑   B. 思惑 

         C. 十不善业  D. 见思二惑 
 
(12). 佛悟道时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因_________执着，而不能证得。」 

        A. 妄想     B. 邪见      C. 悭贪    D. 放逸 
 
(13). 太子离开皇宫后，在__________河畔自剃掉头发披起袈裟。 

         A. 恒河   B.尼连禅河  

         C. 迦纳河   D. 阿那玛河 
 
(14). 佛陀勤修净行，在一个夜晚，目睹_____而觉悟。 

       A. 落叶  B. 流星      C. 明星   D. 明月 
 
(15). 佛陀证得无上证觉时，是坐在_______树下的金刚座上。 

         A. 无忧    B. 娑罗     C. 菩提   D. 竹林 
 
(16). 皈依佛陀成为最早的优婆塞和优婆夷的是  _________。 

         A. 俱梨迦及夫人                     B. 优楼频螺及夫人 

         C. 波斯匿王和皇后                  D. 净饭王及摩诃波阇波提 
 
(17). 梵文是印度的___________。 

         A. 古老文字      B. 古老经典 

         C. 一种咒术      D. 宗教赞歌 
 
(18). 马来西亚佛教徒庆祝卫塞节开始于公元一九五六年，那时只有________一州获得州政府 

        批准 为公共假期。 

        A. 吡叻    B. 槟城     C. 马六甲       D. 柔佛 
 



(19). 佛历是由佛陀____________时计算起。 

         A. 涅槃     B. 成道       C. 出家    D. 出生 
 
 
(20). 八戒是由出家___________法择其重要而适合在家居士过短暂的出家清净生活 的戒。 

        A. 五戒 B. 十戒      C. 比丘戒      D. 菩萨戒 
 
 
(21). 佛陀为五比丘说的是____________。 

        A. 缘起法   B. 十善法 

        C. 十二因缘法  D. 四谛法 
 
(22).___________的译意是：「吉祥」及「一切功德成就」。 

       A. 释迦   B. 牟尼            C. 悉达多 D. 乔达摩 
 
 
(23). 随佛出家，记忆力很强，受持一切佛说的法而不忘，多闻第一是_______。 

        A. 摩诃迦叶 B. 阿难陀 C. 舍利弗 D. 目犍连 
 
 
(24). 要解脱生老病死的痛苦，只有修道断除根本烦恼的____________。 

         A. 无明    B. 无我      C. 无常        D. 无因果 
 
 
(25). 太子在________岁那年，奉父王之命与天臂城公主结婚。 

         A. 十四   B. 十五       C. 十六 D. 十七 
 
(26). 古印度的四个阶级正确排列是： 
         A. 刹帝利、婆罗门、吠舍、首陀罗 
         B.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 
         C. 首陀罗、婆罗门、刹帝利、吠舍 
         D. 婆罗门、刹帝利、首陀罗、吠舍 
 
(27). 「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出________。 
          A. 环保    B. 惜福       C. 保健   D. 仁爱 
 
(28). 谤无因果，坏诸善事，是不正见中的________。 
         A. 边见 B. 身见      C. 邪见 D. 见取见 
 
(29). 佛陀在拘尸那拉对谁作最后的说法？ 
        A. 须达多长者      B. 提婆达多      C. 须跋陀罗         D. 耶输陀罗 



(30). 佛入灭前，阿难再三请佛住世，佛说了一句什么话？ 
A.诸法因缘生，因缘灭 
B. 万法自性仍归于灭 
C.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D. 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31). 佛是在公元前_______年，五月月圆日夜半入灭。 
         A. 345   B. 354         C. 453   D. 543 
 
(32). 太子是在_________岁那年离开王宫，去追求解脱人生的真理。 
         A. 十九    B. 廿九     C. 三十九    D. 四十九 
 
(33). 太子最初带了五个青年向旷野前进，进入______苦行林修种种苦行。 
         A. 迦耶山    B. 跋伽仙     C. 尼连禅河     D. 毗舍离 
 
(34). 太子诞生_______后，母亲就去世. 
        A. 七天        B. 七个星期        C. 七个        D. 七年 
 
(35). 太子研读的五明中，以下哪一项的搭配不正 确？ 
        A. 语文学－ 内明                 B. 工艺学－ 工巧明 
        C. 医药学－ 医方明             D. 论理学－ 因明 
 
(36). ______精舍是佛陀在古印度南方说法的根据地。 
        A. 金刚    B. 大林        C. 竹林      D. 祗园 
 
 
(37). 十善业是修持___________法。 
         A. 人乘        B. 天乘         C. 缘觉乘       D. 菩萨乘 
 
(38). 佛陀说法共四十五年，最后一次教诲的地点是___________。 
        A. 祈园精舍          B. 紫竹林  
        C. 竹林精舍           D. 大林精舍 
 
(39). 舍利弗和目犍连皈依了佛教是因为______。 
         A. 好奇心的驱使  
         B. 随众一起去凑热闹 
         C. 听了佛所说的缘起真理 
         D. 崇拜佛的庄严德相 
 
 



(40). 「集谛」是「苦谛」的根本原因，此二谛为________的因果。 
         A. 解脱生死           B. 修善断恶 
         C. 不生不灭           D. 流转生死 
 
(41). 能受持五戒的人，可以___________。 
        A. 与世无争        B. 增进智慧 
        C. 广结善缘        D. 不堕恶道轮回 
 
(42). ___________可以度悭贪。 
        A. 布施   B. 持戒      C. 忍辱    D. 禅定 
 
(43). 三业以________业为最重要。 
        A. 身   B. 口         C. 意      D. 正 
 
(44). 服务的人生观可以从_____的思想上建立起来。 
        A. 业力   B. 因果        C. 报恩    D. 无我 
 
(45). 僧伽是________，代表佛陀转法轮，引进众生入佛智的比丘。 
         A. 专赶经忏             B. 身穿袈裟 
         C. 沿户托钵             D. 绍隆佛法 
 
(46). 五蕴是指______________。 
        A. 贪嗔痴慢疑      B. 色声香味触 
       C. 财色名食睡      D. 色受想行识 
 
(47). 知利己而须利人，即利人为利己叫做_______。 
        A. 义利   B. 便利     C. 自利   D. 他利 
 
(48). 八关斋戒中的第八戒是属于_________。 
         A. 斋法   B. 戒法       C. 佛法    D. 关法 
 
(49). 声闻乘的佛教徒是_____的，只求个人的解脱。 
        A. 恋世    B. 出世       C. 入世     D. 在世 
 
(50). 菩萨所修习的法门是_________。 
         A. 四谛            B. 六度  
         C. 十二因缘           D. 三十七道品 
 
 
 



(51). 佛涅槃后_______由五百大阿罗汉结集典。 
         A. 第九十天            B. 第一百天  
         C. 第一年            D. 第三年 
 
(52). 首次经典的结集，以___________为首席。 
         A. 舍利弗           B. 摩诃迦叶  
         C. 阿难陀                   D. 优婆离 
 
(53). 以下哪一项与太子当时出世无关？ 
         A. 树叶婆娑起舞飘落香花 
         B. 有九龙吐水，为太子沐浴 
         C. 能周行七步，每步现出一朵莲花 
         D. 阿私陀预言太子将成为转轮圣王 
 
(54). ________在舍卫城建了祈园精舍献给佛陀做为说法的道场。 
        A. 频婆娑罗王  B. 须达多长者 
        C. 波斯匿王  D. 净饭王 
 
(55). 道谛是指修道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修 _____。 
        A. 六度      B. 五根、五力  
        C. 七菩提分 D. 八正道  
 
(56). 佛陀是_______圆满，万德具足的大圣人。 
        A. 自觉    B. 觉行       C. 觉悟    D. 觉他 
 
(57). 佛乘的始阶是___________。 
        A. 人天乘      B. 声闻乘    C. 缘觉乘       D. 菩萨乘 
 
(58). 声闻乘所证得的无生果位即是_______。 
         A. 阿罗汉    B. 阿那含 C. 斯陀含      D. 须陀洹 
 
(59). 教团中的第一个沙弥是___________。 
        A. 阿难陀       B. 大迦叶 C. 罗侯罗      D. 憍陈如 
 
(60). 「卫塞」是什么意思？ 
         A. 满一个月      B. 月圆日 
         C. 降生日            D. 涅槃日 
 
 
 



(61). 皈依三宝是一种____________。 
        A. 对三宝的尊敬          
        B. 对三宝的感恩 
        C. 入教的初步仪式   
        D. 祈求三宝庇佑的方法 
 
(62). 释迦的译义是______________。 
        A. 寂寞   B. 能仁       C. 禅定     D. 般若 
 
(63). 一切经典首句皆安「如是我闻」是使人易于_____________。 
        A. 流传   B. 记得       C. 辨认    D. 起信 
 
(64). 三善根是指____________。 
        A. 布施、持戒、忍辱 
        B. 不偷盗、不邪淫、不杀生 
        C. 不害、不放逸、不造诸恶业 
        D. 无贪、无嗔、无痴 
 
(65). 佛涅槃后，弟子们须依照佛的教法去行，这样佛的___________才会永远存在人间。 
         A. 法身   B. 金身      C. 化身    D. 报身 
 
(66). 佛为五比丘说法的鹿野苑是在古印度的  ____________。 
        A. 舍卫城            B. 波罗奈国  
        C. 摩竭陀国           D. 迦毗罗卫国 
 
(67). 佛教七众中，各有戒律，每一众中都有共同遵守的戒法，此谓： 
         A. 身和同住      B. 语和无诤  
         C. 戒和同修      D. 意和同悦 
 
(68). 佛陀独自到迦耶山去度化原本是拜火教的__________兄弟。 
         A. 三迦叶                B. 十力迦叶  

       C. 阿罗逻迦兰                  D. 郁陀迦罗摩 
 
(69). 以下哪项说明不确实？ 
         A. 佛法的内容说明宇宙的真相 
         B. 佛法的目的教我们止恶行善 
         C. 佛法的弘扬可转娑婆为极乐 
         D. 佛法的实践可以让我们有求必应，心想事成 
 



(70). 模范的佛教徒是指_______________。 
        A. 菩萨乘     B. 声闻乘      C. 缘觉乘       D. 人天乘 
 
(71). 八关斋戒的基础是______________。 
        A. 三业清净 B. 五戒 
        C. 八正道              D. 十善戒法 
 
(72). 三期同一庆这天也称为「花节」，因为       ___________。 
         A. 这天需要很多花朵来庄严道场 
         B. 佛教徒们都买花来供佛 
         C. 传说佛出世及涅槃时，天上散下许多香花 
         D. 一些佛教团体会联合主办花车游行 
 
(73). 「乘」在修学佛法上有着__________的意义。 
           A. 解脱烦恼 B. 预备进入圣流 
           C. 开悟  D. 运载 
 
 
(74). 信佛法僧三宝功德，还要__________， 
        才能生起一切道德善法的根源。 
         A.修五戒十善  B. 信善恶因果 
         C. 受持八关斋戒 D. 受持三归五戒 
 
 
(75). 「利和同均」的利包括哪些利？ 
           A. 义利和法利           B. 法利和权利  
           C. 财利和法利           D. 权利和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