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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后摩耶夫人生下太子时是_____。 

   A. 公元前六三二年           B. 公元前六二二年 

   C. 公元前六三三年           D. 公元前六二三年 
 
(2)  母后摩耶夫人生病去世后，太子是由他的姨母扶养长大的。他的姨母是___ 

   A. 摩诃波提波         C. 摩诃波波提   

   B. 摩诃波摩耶         D. 摩诃波耶摩 
 

(3)  聪明的太子到了十二岁时，连印度最高深的宗教_____也精通了。 

     A. 轮回学术  C. 神通学术 

     B. 四吠陀学术            D. 相命学术 
 

(4)  当太子看见当时印度_________的不平等待遇，很不满意。 

     A. 四阶级  C. 粗暴 

     B. 喝骂  D. 鞭打 
 

(5) 在____时，净饭王带太子去参观盛典。  

   A. 丰收节  C. 儿童节 

   B. 耕种节  D. 狂欢节 
 

(6)  罗目侯罗的意思是_____里的人。     

    A. 围墙  C. 王宫 

    B. 花园   D. 镣铐 
 



(7)  太子离开王宫，越过________，在河畔自剃头发，披起袈裟，叫车匿带着冠服 

      白马回宫。 

     A. 恒河             C. 圣河 

     B. 尼连禅河  D. 阿那玛河 
 

(8)  已舍弃国家，又和大臣告别的太子，   渡过______的急流，经过灵鹫山，进入 

      摩竭陀国的首都王舍城。 

    A. 恒河             C. 圣河 

    B. 尼连禅河  D. 阿那玛河 
 

(9)   _____得知太子出家，来到他的国家，便特地到班达哇岩去访问太子。 

    A. 末罗王            C. 阿世王 

    B. 频婆娑罗王         D. 波斯匿王 
 
 

(10) 太子在___附近的宇鲁唯拉村住下来，用各种方法修苦行，最后开始减食， 

   直到完全不吃，身体消瘦，四肢无力。 

    A. 恒河             C. 圣河 

    B. 尼连禅河  D. 阿那玛河 
 
 (11) 在禅定中，太子运用最高的智慧，追寻生命的本源。他得到〈宿命明〉、 

   〈天眼明〉和〈漏尽明〉。请问什么是〈漏尽明〉？ 

    A.  知道过去世的情形。 

    B.  知道一切众生未来的生死 

    C.  了解痛苦的根源和解脱的方法 

    D.  知道众生在世间生死轮回的原因。 
 
(12) 以下哪一个是说佛陀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表征他的智慧高深殊胜， 

      有自利的功能。 

      A. 能仁         B.寂默     C.自觉         D.觉他 



(13) 有五位从前随佛陀修行的青年，在闻佛说四圣谛法得道后，成为五比丘。 

       这是佛教最初三宝的成立，教史上称这次说法为_____。 

  A. 初转法轮         C. 三皈依 

        B. 五戒              D. 三善戒 
 
(14) 佛陀成道后，离开菩提迦耶，到______的鹿野苑去教化乔陈如等五位从前随 

       他修行的青年。 

       A. 摩竭陀国     C. 乔萨罗国 

       B. 迦毗罗卫国               D. 波罗奈国 
 
(15)   舍利弗_____，目建连神通第一，都是佛陀转法轮的重要助手。 

A. 证悟第一  C.  智慧第一 

B. 禅定第一  D.  宏法第一 
 
(16) 摩竭陀国大富长者的儿子___，也来皈依佛陀，成为头陀第一的尊者。 

    A. 摩诃迦叶               C.那提迦叶 

    B. 伽耶迦叶       D.优楼迦叶 
 
(17)  须达多长者皈依佛陀，在乔萨罗国舍卫城建_______，供养佛陀。 

     A.  竹林精舍    C. 鹿野苑 

     B.  祗园精舍       D. 白马寺 
 
(18) 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和王后_____，也皈依佛陀，成为忠诚护法的  

 佛教徒。 

 A. 摩耶夫人  C. 苏耶女亘 

      B. 摩耶陀罗              D. 末利夫人 
 

(19)  ______是理发匠，出家得道后，被尊为戒律学权威。  

     A. 须尼达             C. 优婆离              B. 安巴里  D. 苏耶女亘 
 



(20) 出身歌舞伶人的_________也能修证到阿罗汉果。  

    A. 须尼达              C. 优婆离 

    B. 安巴里  D. 苏耶女亘 
 

(21) 佛陀自从成道后，就席不暇暖地四处弘扬正法。直到八十岁那年，  

     从摩竭陀国到______，身体染了疾病，自知将在三个月内涅。  

     A. 毗舍离      C. 波罗奈国 

     B. 拘尸那拉城   D. 王舍城 
 

(22) 佛陀接受金匠_____的最后供养，病势加重，于是走到拘尸那拉城  

     外的娑罗双树林，选择在娑罗双树间，作为入灭的地方。  

    A. 车匿  C. 须尼达 

    B. 淳陀  D. 郁多罗 
 
(23) 没有了一切烦恼，而身心达到清净和平的境界叫做_______。 

    A. 圆  C. 寂 

    B. 不灭       D. 不生不灭 
 

(24) 佛陀的舍利，由________国王请去，建塔纪念。  

    A. 五国  C. 七国 

    B. 六国  D. 八国 
 

(25)   佛是先知先觉，开创佛教的<教主>；佛所觉悟而说出来的真理－法，  

        是佛教的________。 

    A. 教条  C. 教义 

    B. 教史  D. 教规 
  
 

(26) 身为佛教徒，我们要以什么所启示的道理，为我们做人的轨则？  

A.  佛  B.法               C. 僧    D. 三宝 



(27) < 信佛 >，应该叫做< ______ >。 

    A. 学佛     C. 礼佛 

    B. 拜佛  D. 敬佛 

(28) 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吏时，有一天到秦望山去，和______讨论佛法。 

 A. 法显法师   C. 玄奘法师 

        B. 鸟巢禅师  D. 慧能法师 
 
(29) 为了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建立完善的人格，所以我们要把____实行起来。 

     A. 四谛   C. 五戒 

     B. 六度       D. 八正道 

(30) 不搬弄是非，破坏别人的友好，是___ 

    A. 不妄语     C. 不两舌 

    B. 不恶口     D. 不绮语 
 
(31) 十善的后三种，就是要阐明我们心意中良善行为的各别动机，叫_____ 

     A. 身三善业  C. 心三善业 

     B. 良三善业              D. 意三善业 
 
(32) 一般人的心里，总是欲望无穷，希望一切尽归于我，这是______。 

    A. 邪见  C. 邪淫 

    B. 贪欲  D. 恚 
 
(33) 明白了_____的道理，才能真正的「无我为人」，互相合作。   

    A. 缘起  C. 业障 

    B. 因果  D. 五戒 
 
(34) 俗语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这种道理，叫做________。 

    A. 缘起   B. 因果  C. 业障          D. 五戒 
      



(35) 我们一切的行为、动作后，都会留下潜存于心中的一种力量，佛教把它称为 

         A. 业障  C. 业力 

B. 因果  D. 苦谛 
 

 

(36)  四谛指的是苦、集、灭、______四种真实的道理。 

    A. 因            B. 缘  

    C. 戒     D. 道 
 
 

(37) 我们如能照着________去修学，就能获离苦得乐的好处。 

    A. 四谛  C. 缘起 

    B. 八正道  D. 五戒 
 
 

(38) 以下哪一个不属于八正道？ 

    A. 正见  C. 正语 

    B. 正觉  D. 正定 
 
 

(39) 以下哪一个是说明努力纠正坏习惯， 努力实践好行为；不懒惰，不作恶？ 

    A. 正思惟  C. 正精进 

    B. 正念  D. 正命 
 

 

(40)  以下哪一个不是<四摄>的法门 ？ 

     A. 布施    C. 同事 

     B. 利行     D. 戒律 
 
 

(41) 父母、___、国家、佛陀，都对我们有很大的恩惠，我们应该要报答。 

    A. 学校  C. 众生 

    B. 家庭  D. 朋友 



(42) “对你所信奉的宗教师，恭敬  尽礼，听从教导，就是敬奉_______了。 

      ” 佛陀说。 

     A. 上方的神灵       C. 南方的神灵 

     B. 东方的神灵       D. 西方的神灵 
 
 

(43) 我们修习佛法，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做，既勇于改过，也勇于行善，不懒惰， 

      不懈怠，严肃而认真地去努力，直至成功。这是所谓的______ 

    A. 禅定  C. 智慧 

    B. 精进  D. 忍辱 
 
 

(44)  我们的心理上有六种病，要用六度来对治它：布施能度什么？ 

    A. 毁犯  C. 悭贪 

    B. 恚  D. 散乱 
 
(45) 有一种人，听了佛法，依照佛法去修行。去求得个人的解脱，离开了生死 

    的痛苦。这种类型的人是实行_____ 

     A.  人天乘法的佛教徒                 B.  菩萨乘法的佛教徒 

     C.  因果乘法的佛教徒                 D.  声闻乘法的佛教徒 
 
(46)  摩哂陀是阿育王的太子，他率领的传教团，把佛法传到_______。 

     A. 阿富汗  C. 锡兰岛 

     B. 依朗  D. 中国 
 
(47)  从东汉翻译《四十二章经》开始，一千年间，经过了一百九十多位高 

       僧，继续不断地努力，一共翻译了_______卷的佛经。 

         A.  四千二百多 

         B.  五千二百多 

         C.  四千三百多 

         D.  五千三百多 


	    B. 淳陀  D. 郁多罗
	    B. 恚  D. 散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