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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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五题全部作答，每题只有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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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佛学考试初级 

 

1. 悉达多太子出生于： 

a) 公元前 623 年 c) 公元前 588 年 

b) 公元前 543 年 d) 公元前 594 年 

 

2. 佛教旗帜，是依佛身圣体发出的光色而制成的。请问佛旗共有几种颜色？ 

a) 四种 b) 五种 c) 六种 d) 七种 

 

3. 悉达多太子，天生相貌庄严，阿私陀仙修士预言将来必定可以成为： 

a) 释迦国的王位继承人 c) 转轮王或佛陀 

b) 当时印度十六大国的统一者 d) 成为当时全印度的杰出青年 

 

4. 眼看着悉达多太子一天天的长大成人，净饭王特别为他建了寒、暑、温三时宫殿，宫中一

切人事物都极尽美好，一心希望太子继承王位。太子在这样充满富贵、快乐的生活： 

a) 过得称心快活。 c) 过得非常慎怒。 

b) 太子对这样的生活并不感兴趣。 d) 太子早已习惯这样的生活。 

 

5. 悉达多太子对印度社会当时四阶级的制度，觉得： 

a) 很满意 

b) 身为的剎帝力的王族，应该居最高阶位 

c) 非常不平等，希望首陀罗得到平等待遇 

d) 不是很好，但也不想做些甚么 

 

6. 太子四次出城看到了生命界的哪些悲剧？ 

a) 生老病死 c) 生住异灭 

b) 成住坏空 d) 忧悲喜舍 

 

7. 太子离开王宫后，如何向追上来的大臣表达出家修道坚定的意志？ 

a) 一定要体验出家的生活，过几年才回王宫 

b) 如果真的不能适应苦行生活才回宫 

c) 如果在六年内还不能成佛的话，才回王宫 

d) 如果不觉悟成佛，誓不回宫 

 

8. 太子在尼连禅河近处的宇奴唯拉村修了六年苦行，日食麻麦，身体消瘦，四肢无力，后来

为什么放弃苦行？ 

a) 太子已经苦得吃不消了 c) 明白过份的苦行并无助于觉悟真理 

b) 因为太想念宫中的生活 d) 因为不忍让净饭王伤心难过 

 

9. 太子决定放弃苦行后，随侍的憍陈如等五人，都觉得： 

a) 替太子的觉悟感到欣慰 c) 太子已经退失道念 

b) 应该谅解太子的决定 d) 高兴，因为以为太子将要回王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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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太子来到菩提迦耶一棵菩提树下，用草铺了座位，发了坚强的誓愿；那誓愿是说： 

a)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c) 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 

b)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d) 若不成佛，絶不回王宫 

 

11. 魔王波旬为了阻止太子觉悟真理，成就佛道，做了哪些事？ 

a) 亲自盛邀太子放弃修道一同去游玩 

b) 用神通带来了耶输陀罗和罗睺罗劝太子放弃修行 

c) 恳请净饭王亲自率领王后等眷属来劝太子放弃修行 

d) 派遣魔女、亲自率领魔兵企图诱惑和威吓太子放弃修道 

 

12. 降伏魔王后，太子集中精神，运用智慧观察大地众生的问题。太子终于在什么时候觉悟成

佛？ 

a) 公元前 543 年 5 月月圆日夜半 c) 公元前 623 年 5 月月圆日早上 

b) 公元前 588 年 5 月月圆日夜半 d) 公元前 604 年 5 月月圆日傍晚 

 

13. 佛陀觉悟的真理是什么？ 

a) 孝义礼智信 c) 三十七道品 

b) 万法是因缘和合互相依存的缘起法 d) 慈悲喜舍 

 

14. 佛陀在菩提树下成道时，说： 

a)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c) 不成正觉，誓不起此座 

b) 地狱不空，誓不成佛 d) 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15. 太子成佛后，佛号是： 

a) 弥勒佛 b) 阿弥陀佛 c) 药师佛 d) 释迦牟尼佛 

 

16. 佛陀觉悟到众生不能成佛的原因是： 

a) 无明烦恼障蔽了佛性 c) 根本没有成佛的潜能 

b) 被魔王波旬迷惑 d) 根本无法听懂佛法 

 

17. 佛陀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内容是什么法?  

a) 六波罗蜜 b) 四神足 c) 六和敬 d) 四圣谛 

 

18. 佛陀以什么态度，深入民间传播真理，使接触听过他说法的，无不深受感化？ 

a) 慈悲无畏 b) 断欲苦行 c) 贪无厌足 d) 孝顺恭敬 

 

19. 哪些人可以成为佛教的信徒？ 

a) 婆罗门 b) 剎帝力、吠舍 c) 首陀罗 d) 社会的每一阶层 

 

20. 佛陀在示现入灭之前，最后受甚么人的供养？ 

a) 医师耆婆 b) 给孤独长者 c) 金工纯陀 d) 波斯匿王 

 

21. 佛陀初成道时先度憍陈如尊者，临终时最后得度的是： 

a) 医师耆婆 b) 给孤独长者 c) 外道须跋陀罗 d) 频婆娑罗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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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佛在临终时，回答弟子提问说：「我在世时，以佛为师，我涅槃后…」 

a) 以大迦叶为师 b) 以目犍莲为师 c) 以佛藏为师 d) 以戒为师 

 

23. 佛在临终时，回答弟子提问说：「我在世时，依佛安住，我涅槃后，依…」 

a) 四圣谛住 b) 四无量心住 c) 四念处住 d) 四摄法住 

 

24. 佛在临终时，回答弟子提问说：「我在世时，恶性比丘有佛调伏，我涅槃后，恶性比丘应…」 

a) 软言相劝之 b) 交给国王管之 c) 默摈置之 d) 勒令还俗 

 

25. 佛在临终时，回答弟子提问时说，佛涅槃后，一切经典首句应安甚么字眼？ 

a) 无上甚深微妙法 c) 供养佛法僧 

b) 如是我闻 d) 听说是这样 

 

26. 佛告诉阿难尊者说：「只要能依照我的教法去实行… 

a) 就是我的法身久在人间 c) 才名为佛弟子 

b) 会有其他佛出世 d) 就会有圣弟子住世 

 

27. 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a) 但不是人人可以成佛 c) 但要有佛缘的才能成佛 

b) 一阐提也可以成佛 d) 一阐不可能成佛 

 

28. 根据一般的说法，佛陀入灭的年代是： 

a) 公元前 643 年 b) 公元前 588 c) 公元前 543 年 d) 公元 588 年 

 

29. 佛陀遗骨火化后，分给八国请去做什么？ 

a) 在王宫中供奉 b) 建塔供奉 c) 撒入大海 d) 分给各自国人供奉 

 

30. 佛将所觉悟的道理，说了出来，指示人们… 

a) 由做人而成佛的方法 c) 家庭和乐的道理 

b) 做人生天的方法 d) 修道升仙的方法 

 

31. 佛陀告诉弟子在求真理中解脱的人，应当要如何？ 

a) 要紧握真理的明灯， 要信任自己 c) 要依靠护法神相信他们会护持自己 

b) 要对佛有信心，信佛会救度 d) 大家要你依靠我，我依靠你 

 

32. 佛陀涅槃后多久以后举行第一次结集？ 

a) 一个月 b) 三个月 c) 半年 d) 一年 

 

33. 以下哪一组关于第一次经典结集的答案是「不」正确的？ 

a) 共五百阿罗汉参与 c) 阿难尊者诵戒 

b) 首席是大迦叶 d) 优波离尊者诵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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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以下哪一项「不」是佛法的内容？ 

a) 宇宙人生的真相 c) 为人应有的道德轨则 

b) 人生的意义 d) 快速致富之道 

 

35. 人人如果能研究佛法，弘扬佛法，则： 

a) 可以转娑婆成净土 c) 人类减少 

b) 可以为所欲为 d) 魔王也欢喜 

 

36. 佛陀曾经对波斯匿王说过：青年僧侣不可轻视，为什么？ 

a) 因为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 c) 只要清净守道弘法利生，都能成正觉 

b) 因为青年僧侣也有自尊心 d) 会和对方结恶缘 

  

37. 所谓「三皈依」，皈依的是： 

a) 佛法僧 b) 戒定慧 c) 闻思修 d) 贪瞋痴 

 

38. 「皈依」二字有哪些意思？ 

a) 追求、渴望 b) 救度、停靠 c) 思考、修行 d) 寻觅、等待 

 

39. 皈依三宝之后，就是正式进入佛门的佛弟子，不应该： 

a) 学习戒律，净化身心 c) 依止佛法对治烦恼 

b) 听闻佛法追求真理 d) 迷信外道邪师的教理 

 

40. 三皈依中，皈依僧是： 

a) 依止僧伽，以正信佛教 c) 没有圣僧时，只皈依佛法二宝即可 

b) 只皈依贤圣僧，不皈依凡夫僧 d) 指的是直接皈依自性僧宝 

 

41. 八关斋戒中，第六，不著香花鬘，不香油涂身，以及不歌舞妓乐故往观听。 

a) 对治修行人放逸心和对自身的染着心 

b) 因为受八戒期间没时间化妆与观看娱乐节目 

c) 如果传戒和尚允许，便可以化妆与观看娱乐节目 

d) 电视节以及上网不在此戒的范围之内 

 

42. 八关斋戒中，第七，不坐卧高广大床戒。以下哪一项说法「不正确」？ 

a) 大床是指阔大的睡床 c) 大床指高上座位和宽大柔软的床 

b) 道场中能睡多人的通铺，也是大床 d) 持这一条戒必须睡在地上 

 

43. 八关斋戒主要是： 

a) 初出家的沙弥所学的戒法 

b) 方便在家人学习出家戒法的方便法门 

c) 专门为住在道场的净人所设的修行法门 

d) 式叉摩那尼所受的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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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五戒中的「不邪淫」，在八关斋戒中则强调为「不淫」。为什么？ 

a) 受八关斋戒是为学出家戒法 c) 八关斋戒是道场内净人受的戒法 

b) 八关斋戒是佛所制的 d) 这是出家众的戒法 

 

45. 佛法在世间流通，以人类为中心，五戒为首要，是根本的。为什么？ 

a) 持五戒是为确保不失去人身 c) 人类只能持五戒 

b) 五戒最容易持 d) 持五戒就能成就圣道 

 

46. 以下哪一项「不符合」五戒十善的内容？ 

a) 扩大五戒，即成为十善业 c) 五戒则重在身语二业 

b) 十善业兼修身口意三业 d) 五乘当中只有人天修十善法 

 

47. 杀生戒，是不杀生命，而且： 

a) 只要断了有情的生命就不犯 c) 只是不准杀人类 

b) 还要慈心善待于人 d) 杀其他有生命的动物不犯 

 

48. 未经物主许可，擅自转移他人财物到别处。请问这是属于什么戒？ 

a) 杀戒 b) 不与取戒 c) 邪淫戒 d) 妄语戒 

 

49. 不守贞良礼节，在合法夫妻之外，造作任何男女淫欲之事。这是属于什么戒？ 

a) 杀戒 b) 不与取戒 c) 邪淫戒 d) 妄语戒 

 

50. 以下哪项有关「不饮酒戒」的说法「不正确」？ 

a) 犯饮酒戒不是性罪，是能忏悔的 c) 饮酒戒，对治醉时神志颠狂 

b) 饮酒戒还包含一切毒品 d) 犯这一条戒就不再是佛弟子 

 

51. 以下哪一项「不是」绮语的内容？ 

a) 语态轻浮无礼 c) 言语柔软 

b) 出言戏弄，以为取乐 d) 虚诳谄媚 

 

52. 「悭贪」的意思是： 

a) 财不肯施人，但欲归自己 c) 求取财物只利益自己 

b) 不贪求他人的财物 d) 时时省吃节用，为人刻薄吝啬 

 

53. 「愚痴」的意思是： 

a) 怨恨于心，发怒于形的表现 c) 对事理是非，无所明了的表现 

b) 言语粗恶，毁辱他人的表现 d) 是说不是，不是说是的表现 

 

54. 十善业中身业三有杀、盗、淫，口业有妄言、绮语、两舌、恶口，意业有： 

a) 戒、定、慧 c) 闻、思、修 

b) 贪、瞋、痴 d) 苦苦、行苦、坏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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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由于意业清净，身口举动言说便能端正。由此可见： 

a) 净心正念的重要 c) 只有定慧就可以成就道业了 

b) 修行只修心便可以了 d) 意恶决不影响身口二业 

 

56. 能真正成就人间净土的，是： 

a) 来自于一个人的勇猛 c) 人天乘正法的健全人格 

b) 一时的精进 d) 持守五戒中任何一条 

 

57. 声闻乘是听闻佛陀说什么法而悟道的？ 

a) 四摄法 b) 四无量心 c) 四圣谛 d) 四神足 

 

58. 声闻乘圣者，证悟的果位有四种：除了四果阿罗汉之外，以下那一项「不是」其余的三果？  

a) 须陀洹 b) 辟支弗 c) 阿那含 d) 斯陀含 

 

59. 六根本烦恼中，慢，指的是： 

a) 行动的速度非常慢 c) 行为稳重的表现 

b) 骄傲自大，看人不起 d) 故意拖延时间 

 

60. 六根本烦恼中，「疑」指的是： 

a) 不信 b) 傲慢 c) 无知 d) 正思惟 

 

61. 六根本烦恼中，「邪见」包含了四种邪见，以下哪一项「不」是邪见？ 

a) 身见、边见 b) 见取见 c) 正知正见 d) 戒禁取见 

 

62. 六根本烦恼中，不正见中「执五蕴身为我」是邪见之一。以下哪一项指的「不是」这种邪

见： 

a) 萨迦耶见 b) 身见 c) 边见 d) 我见 

 

63. 每年佛陀日都落在什么日子？ 

a) 阳历二月十九 b) 农历六月廿九 c) 农历四月八日 d) 阳历五月月圆日 

 

64. 佛陀日庆祝的是佛陀一生的哪些日子？ 

a) 降生 b) 成道 c) 涅槃 d) 降生、成道、涅槃 

 

65. 关于佛教所提倡的「四重恩」其中有关「国家恩与众生恩」的说法，哪一项「不正确」？ 

a) 国家保护人民不受外敌入侵 c) 日常所需一切无不是来自众生辛劳 

b) 国家令社会人民安居乐业 d) 父母给于我教育抚养之恩 

 

66. 四恩中，教我们认识真理，懂得人生做人道理的，是什么恩？ 

a) 国家恩 b) 众生恩 c) 父母恩 d) 佛恩 

 

67. 在佛教门中，以下哪一项是团体中，特别注重使大家能和谐共处，清净快乐的规则？ 

a) 六和敬 b) 佛法僧 c) 戒定慧 d) 六度波罗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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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大家同在一起，必须身业清净，和爱相处，没有野蛮粗暴的行为。请问这是？ 

a) 身和同住 b) 意和同悦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69. 说话语气谦和，絶不与语态度暴恶，粗口伤人。请问这是？ 

a) 身和同住 b) 意和同悦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70. 大家共住意志相同，坦诚相对，用意善良。请问这是六和敬中那一个？ 

a) 身和同住 b) 意和同悦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71. 大家共同遵守佛戒及住众规约。请问这是六和敬中哪一个？ 

a) 身和同住 b) 意和同悦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72. 财物和利益大家都得到合理的分配与享用。请问这是六和敬中哪一个？ 

a) 利和同均 b) 见和同解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73. 六和敬中，对事理的理解，基本上大家都是一至的。这是六和敬中哪一个？ 

a) 利和同均 b) 见和同解 c) 语和无诤 d) 戒和同修 

 

74. 马来西亚公元 1956 年开始，列卫塞节为槟城州公共假期，庆祝卫塞节；到 1962 年，正式

定为全国公假。请问 1956 年是佛历几年？ 

a) 2500 b) 2530 c) 2550 d) 2560 

 

75. 因为佛在蓝毗尼园出生时，天上降下香花；佛涅槃时，也有同样的情景。所以这个节日又

有什么称号？ 

a) 丰收节 b) 劳动节 c) 花节 d) 雨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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