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编号：02                       31.08.2017 

 

 
 

启蒙级 
( 1 小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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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题全部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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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全国佛学考试 

2 
 

 Code: 02 启蒙组 

2017 年佛学考试启蒙级 

 

1. ＿＿＿＿＿＿ 是指听了佛法之后，相信因果的道理，于是在思想行为上，改恶行

善，争取现世或来世优裕美满的生活。  

a) 人天乘 b) 佛乘 c) 菩萨乘 d) 声闻乘 

  

2. 佛陀被称为两足尊，是因为 ＿＿＿＿＿＿＿。  

a) 智慧圆满 b) 福报圆满 c) 福慧圆满 d) 慈悲圆满 

 

3. 佛陀涅槃后二百年，＿＿＿＿＿＿ 拥护与提倡佛教，并派高僧到国内外各地弘法，

将佛教发展为世界的大宗教。 

a) 阿育王 b) 净饭王 c) 阿阇世王 d) 频婆娑罗王 

 

4. 太子「悉达多」的名字，具有什么意思？  

a) 吉祥及一切圆满 c) 吉祥如意及断除烦恼 

b) 吉祥及一切功德成就 d) 吉祥如意及正等正觉 

 

5. 人生种种痛苦是由烦恼招感而来的，也即是苦的因，这称为＿＿＿＿＿。  

a) 苦谛 b) 集谛 c) 灭谛 d) 道谛 

 

6. 要做为一个佛教徒，先决的条件是 ＿＿＿＿＿＿＿。  

a) 持守五戒 b) 发菩提心 c) 皈依三宝 d) 断除烦恼 

 

7. 太子廿九岁出家时，当时有谁跟从他？  

a) 阿难 b) 罗候罗 c) 阿若憍陈如 d) 车匿 

 

8. 太子在菩提树下证得无上菩提，并得到了三明。 以下哪个不是？  

a) 天眼明 b) 宿命明 c) 天耳明 d) 漏尽明 

 

9. 释迦译义为 ＿＿＿＿＿＿；牟尼的译义是 ＿＿＿＿＿＿＿。  

a) 能仁、寂默 b) 觉者、能仁 c) 寂默、能仁 d) 觉者、寂默 

 

10. 佛陀成道后，先到哪里，并度了谁？  

a) 鹿野苑、五比丘 c) 鹿野苑、三迦叶兄弟 

b) 迦耶山、五比丘 d) 迦耶山、三迦叶兄弟 

  

11. 佛陀初转法轮时，说了什么法？  

a) 八正道 b) 十二因缘 c) 四圣谛 d) 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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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第一位归依佛陀的国王是 ＿＿＿＿＿＿＿＿＿。  

a) 摩羯陀国的频婆娑罗王 c) 迦毗罗卫国的净饭王 

b) 乔萨罗国的波斯匿王 d) 乔萨罗国的频婆娑罗王 

 

13. 太子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  

a) 公元前 623 年 5 月 c) 公元 588 年 5 月 

b) 公元 623 年 5 月 d) 公元前 588 年 5 月 

 

14. 太子出游四门，遇见了哪些人。  

I 老人 II 死人 III 小孩 IV 沙门 V 病人 

 

a) I ， II ， III ， IV c) I ，II  ，IV ，V 

b) I ， II ， III ， V d) II ，III ，IV ，V 

 

15. ＿＿＿＿ 是佛陀十大弟子中，头陀第一的尊者，并且在佛涅槃后，继承佛陀衣钵，

领导僧团的人。 

a) 舍利弗 b) 摩诃迦叶 c) 那提迦叶 d) 目犍连 

 

16. 须达多长者归依佛陀后，建筑了＿＿＿＿＿＿＿ 供养佛陀。  

a) 竹林精舍 b) 祇园精舍 c) 鹿野苑 d) 菩提迦耶 

 

17. 涅槃的意义有： 

I 具足圆满一切功德 III 烦恼和业障永远不生 

II 断尽种种烦恼 IV 智慧与功德永远不灭 

 

a) I ， III ， IV c) II，III，IV 

b) I ， II ， IV d) 以上皆是 

 

18. 要做一个良善的人，是要实行＿＿＿＿＿。  

a) 十善 b) 五戒 c) 出家 d) 归依 

  

19.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以诚，互相信用，要从＿＿＿＿＿ 做起。  

a) 不偷盗 b) 不妄语 c) 不饮酒 d) 不邪淫 

  

20. 意三善业，有以下几种，除了＿＿＿＿＿＿。  

a) 不贪欲 b) 不瞋恚 c) 不憍慢 d) 不邪见 

  

21. ________ ，是指万物助长于一物，一物又可以关连到万物，宇宙万有形成互相关

连的关系网。 

a) 缘起 b) 业报 c) 因果 d) 四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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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造作一切的善恶行为后，都会留下潜存于心中的一种力量，称为＿＿＿＿＿＿。  

a) 业力 b) 业报 c) 记忆 d) 感受 

  

23. ＿＿＿＿＿＿，是指灭除痛苦而得到安乐的意思。  

a) 苦谛 b) 集谛 c) 灭谛 d) 道谛 

  

24. 佛陀入灭的地方是＿＿＿＿＿＿。  

a) 拘尸那拉城外的娑罗双树间 c) 菩提迦耶的菩提树下 

b) 王舍城的七叶窟 d) 波罗奈国的鹿野苑 

 

25. 佛陀最后一位度化的弟子是谁？  

a) 提婆达多 b) 须跋陀罗 c) 须达多长者 d) 金匠淳陀 

 

26. 以下哪项才是佛旗正确的颜色？  

a) 蓝色、黄色、红色、白色、橙色、五种色光的混合色 

b) 蓝色、褐色、红色、白色、青色、五种色光的混合色 

c) 蓝色、黄色、褐色、青色、白色、红色 

d) 蓝色、黄色、红色、白色、青色、褐色 

  

27. ＿＿＿＿＿＿是指对人生的真理，要有正确的认识。  

a) 正思惟 b) 正见 c) 正念 d) 正命 

  

28. 佛陀教人修行的方法，主要是 ＿＿＿＿＿＿。  

a) 八正道 b) 六度 c) 四摄 d) 四圣谛 

 

29. 拿财物去供养父母、师长、出家僧，建佛寺、印经书，这是种福在 ＿＿＿＿＿。 

若拿财物去救济贫病、孤独等，或兴办一切慈善事业，这是将福种在 ＿＿＿＿＿。  

a) 敬田、悲田 b) 悲田、敬田 c) 福田、恩田 d) 敬田、恩田 

 

30. 以下哪一个不属于四恩的内容？  

a) 国家恩 b) 众生恩 c) 父母恩 d) 朋友恩 

 

31. 佛陀对善生子开示了六种人事关系，以下哪个不是？  

a) 宗教师与信徒 c) 老师与学生 

b) 父母与子女 d) 兄弟与姐妹 

  

32. 「转法轮」的意思是指佛陀＿＿＿＿＿＿＿。  

a) 说法 b) 游行 c) 托钵 d)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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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们的心理上有六种病，须要六度来对治。 以下哪个不正确？  

a) 持戒度毁犯 c) 布施度悭贪 

b) 禅定度愚痴 d) 忍辱度瞋恚 

 

34. 修习菩萨乘法，主要是修习 _________ 。  

a) 四摄法 b) 四无量心 c) 六度 d) 八正道 

  

35. 修习佛法，要以大无畏的精神去做，既勇于改过，也勇于行善，这是指 ＿＿。  

a) 智慧 b) 持戒 c) 精进 d) 忍辱 

  

36. 人类是合群生活的，若要培养个人的合群修养，应该实践 ＿＿＿＿＿＿。  

a) 六度 b) 四摄 c) 六方 d) 四无量心 

 

37. 摩哂陀将佛教经由锡兰，传到缅甸、泰国、寮国、柬埔寨，以及南洋群岛，这些

地方所流行的佛教是＿＿＿＿＿＿，属巴利文系的佛教。 

a) 大乘佛教 b) 小乘佛教 c) 金刚乘佛教 d) 大小乘佛教 

  

38. 东汉时期，佛教最初是由 ＿＿＿ 传入中国，并且翻译了＿＿＿＿＿。  

a) 摄摩腾，八大人觉经 c) 安世高，八大人觉经 

b) 摄摩腾，四十二章经 d) 安世高，四十二章经 

 

39. 中国历史上，曾经到西域求法的僧人有以下几位，除了＿＿＿＿＿＿＿。  

a) 朱士行 b) 玄奘大师 c) 法显大师 d) 弘一大师 

  

40. 佛陀日是为了纪念佛陀的三件大事，称之为「三期同一庆」。 以下哪件不是？  

a) 佛陀的诞生日 c) 佛陀的涅槃日 

b) 佛陀的成道日 d) 佛陀的出家日 

 

41. 我们将自己同化在大众中，与大众一起做事，与大众同甘共苦，这是属于＿＿。  

a) 利行 b) 爱语 c) 同事 d) 布施 

  

42. 将佛陀的道理与教诫，时时忆念，牢牢记在心理，是指 ＿＿＿＿＿。  

a) 正念 b) 正定 c) 正思惟 d) 正见 

  

43. 「卫塞」的意思是指 ＿＿＿＿＿ 

a) 月圆 b) 满月 c) 涅槃 d) 神圣 

  

44. 佛旗的六种颜色，主要是代表 ＿＿＿＿＿＿。  

a) 慈悲 b) 和合 c) 光明 d) 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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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学习佛陀所说的道理，并且去实行，将来就有美好光明的前途，所以我们要报答 

___________ 。  

a) 国家恩 b) 佛陀恩 c) 父母恩 d) 众生恩 

 

46. 全世界所共认的佛教标志有以下几种，除了 ＿＿＿＿＿＿＿。  

a) 法轮 b) 莲花 c) 卍字 d) 元宝 

 

47. 一般人总是欲望无穷，希望一切尽归于我，这是属于＿＿＿＿的心理状态。  

a) 瞋恚 b) 贪欲 c) 憍慢 d) 邪见 

 

48. 佛陀是在哪一年进入涅槃的？  

a) 公元前 543 年 c) 公元前 588 年 

b) 公元 543 年 d) 公元 588 年 

  

49. 最早皈依佛陀的优婆塞、优婆夷是谁？  

a) 俱梨迦长者夫妇 c) 须达长者夫妇 

b) 波斯匿王及王后 d) 牧羊女苏耶姮 

  

50. 佛的意思是觉者，具有三义。 以下哪个不正确？  

a) 自觉 b) 妙觉 c) 觉他 d) 觉行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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