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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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五届马来西亚佛学考试 
(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请仔细阅读下列各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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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佛学考试 (中级) 

甲、选择题 (20 题) 

1. 以下是佛陀对修身善己的教导，除了： 

a) 善辩四种业四种秽 c) 善了别四非亲四善亲 

b) 不可非道求财 d) 行持四方善法 

  

2. 佛陀，简称佛，意为觉者，具有___ 

a) 自觉、觉他、觉满义 c) 善根、善法、灭恶生善义 

b) 自利、利他、利行义 d) 圣人、觉者、菩萨义 

 

3. 「离四方恶，不善业垢」的意思是： 

a) 杀害众生生命是一种业秽 

b) 人类世间有四种罪恶的行为 

c) 在任何地方，都远离不善的身心行为 

d) 身语的罪恶行为，是因为心理的烦恼 

  

4. 以下是获得福报的原因，除了： 

a) 约束欲望，不让它横行 c) 安宁身心，不做怖行 

b) 抑制恚心的活动 d) 对事得过且过，不苛求 

 

5. 以下是非道求财，除了： 

a) 种种戏求财 c) 亲近恶知识求财 

b) 言语非亲求财 d) 非时行求财 

 

6. 求得财物已，如何做分配？ 

a) 分六分应用 b) 投资做生意 c) 买产业 d) 勿令普漫 

 

7. 缘起的意思是 

a) 种子要靠水份、空气才能成长 c) 万物都是从因缘所生起 

b) 人人为我 d) 说明有情生死的流转 

  

8. 业报有以下几种，除了： 

a) 顺现受业 b) 顺次受业 c) 顺后受业 d) 不定受业 

 

9. 「有意向的身口意行为」称为： 

a) 业果 b) 业 c) 因果 d) 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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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菩萨的意思是___，修____。 

a) 众生，六度 c) 觉有情，六度 

b) 觉有情，四摄 d) 觉悟的众生。六度四摄 

 

11. 三轮体空的意思是： 

a) 能施者，受施者，所施物 

b) 观照能所俱遣，本性皆无所得 

c) 事六度、理六度 

d) 人、我、法相 

 

12. 以下哪一个是错误的？ 

a) 慈无量心—愿自己得乐 

b) 舍无量心—舍掉分别执着的观念 

c) 喜无量心—欢喜他人离苦得乐 

d) 悲无量心—拔无量众生之苦 

  

13. 识依根而生，故___缘___而生___。 

a) 六尘、六根、六识 c) 六根、六识、六尘 

b) 六根、六尘、六识 d) 六识、六尘、六根 

 

14. 有关四次结集，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第一次结集，大迦叶主持 

b) 第二次结集，于毗舍离城举行 

c) 第三次结集，目犍连帝须为上首 

d) 第四次结集，淘汱魔僧 

 

15. 十二因缘中，哪一支是惑？ 

a) 识 b) 受 c) 爱 d) 有 

 

16. 十二因缘是____所修的法门。 

a) 缘觉乘人 b) 菩萨乘人 c) 小乘行人 d) 声闻乘人 

 

17. 钱是五共之物，除了___。 

a) 水浸 b) 自然灾害 c) 贼偷 d) 火烧 

 

18. 以下哪一个是错误的？  

a) 空解脱 --- 观一切法自性本空而悟入 

b) 无愿解脱 --- 又名无作解脱 

c) 三解脱门 --- 空解脱门 

d) 无相解脱 --- 了知四大皆空而悟入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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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无常、无我印定世间是___，涅槃寂静印定出世间的___。  

a) 寂灭法，生灭法 c) 缘生法，性空 

b) 生灭法，性空 d) 生灭法，寂灭法 

 

20. 以下哪一个是不正确的？ 

a) 五阴的阴是障蔽义 c) 识，了别义 

b) 五蕴，是财色名食睡 d) 想，取像构想义 

 

 乙、问答题  

 《佛说善生经》 6 题 (任选 2 题) 

1. 佛法为救护一切众生苦厄而建立，然而为什么又说佛法的救护，是以人类为根本？ 

 

2. 太虚大师说：「学佛须从做人起」，何以见得？ 

 

3. 为什么「行痴」是根本的造罪心理？ 

 

4. 请问「饮酒放欲者」，会有什么过患？ 

 

5. 佛陀教导我们择友的依凭有哪些？请简略的说明。 

 

6. 人生在世，办演着各种角色与责任，请列下相关的角色；并列明其中一个角色的相互关系。  

 

  《佛学入门手册》 6 题（任选 2 题） 

1. 请说明菩萨初发心时，缘四圣谛发四弘誓愿。 

 

2. 「六根、六尘、六识各有其界限，合三六成十八界」，请加以说明。 

 

3. 请解释「五浊恶世」。 

 

4. 「学佛的目的是为了转迷成悟」，请加以说明。 

 

5. 佛陀为二乘人宣说诸法无我的目的是什么? 

 

6. 请解释「十二因缘的流转门和还灭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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