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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佛学考试 (初级) 

 

1. 请问依世界佛教友谊会议定，佛历每次是在什么日子增加一年？ 

a) 圣诞节 b) 农历新年 c) 屠妖节 d) 佛诞日 

 

2. 佛旗的颜色是蓝、黄、红、白、橙，以及前五种颜色的混合色。请问这六种颜色，是参

照了什么颜色？ 

a) 佛成道时所发的身光 c) 夜空的月光 

b) 雨后的彩虹光 d) 神明的光 

 

3. 卫塞节又名： 

a) 母难日 b) 佛欢喜日 c) 佛陀日 d) 圣诞节 

 

4. 佛教徒正式学佛入门，必须先受三皈依。请问以哪一项｢不是｣三皈依的范围？ 

a) 佛 b) 法 c) 僧 d) 天神 

 

5. 以下哪一项｢不是｣三皈依中｢皈依｣二字的含意? 

a) 皈：有转染成淨之意 c) 皈依：有投靠、归敬之意 

b) 依：有依靠之意 d) 皈依：智慧、平等之意 

 

6. 传说中，悉达多太子初诞生时便行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 

a) 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c)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 

b) 南无阿弥陀佛 d) 万法唯心造 

 

7. 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在古印度的四个种姓中，属于哪一个？ 

a) 婆罗门 b) 刹帝利 c) 吠舍 d) 首陀罗 

 

8. 给孤独长者，指的是__________________。 

a) 维摩诘居士 b) 须达多长者 c) 波剧匿区 d) 衹陀太子 

 

9. 能仁寂默，其实是什么？ 

a) 释迦牟尼 b) 阿弥陀佛 c) 药师璃琉 d) 毗卢遮那 

 

10. 在学识上，以佛法帮助他人称为___________。 

a) 净施 b) 财施 c) 法施 d) 无畏施 

  

11. 以下有关八关斋戒的说法，哪一项｢不正确｣？ 

a) 佛陀让在家居士学习出家法而制定的。 

b) 八戒是五戒为根本另三条戒法而成的。 

c) 八戒只有准备出家的在家人可以受持。 

d) 八关斋戒，又名八戒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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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以下有关五戒说法，哪一项｢不正确｣？ 

a) 五戒是十善的缩写，内容并没多大差别。 

b) 五戒侧重在身业和口业。 

c) 五戒中，妄语戒也保含绮语、恶口、两舌。 

d) 犯五戒的饮酒戒也是根本重罪。 

13. 佛教分为人、天、声闻、缘觉、菩萨等五乘教法，以下哪一项说法是｢正确｣的？ 

a) 人天二乘是佛教教法的根本。 

b) 必须是不会犯戒的才能受持。 

c) 缘觉与声闻乘，是世间善法。 

d) 持菩萨戒者必须进修佛乘戒法才能成佛。 

 

14. 五戒十善中，以下哪一说法｢不正确｣？ 

a) 不杀戒是以慈悲为根本精神。 

b) 不邪婬戒，强调在家弟子不能有男女性欲。 

c) 不与取戒，强调为人在财物上应守护信用。 

d) 不贪、不瞋、不痴是正确的心态。 

 

15. 八正道中的正精进是指努力 _________。 

a) 止恶 b) 行善 c) 止恶行善 d) 作事 

 

16. 以下有关受持十善法，哪一项｢不正确｣？ 

a) 是生人天享福的正因 c) 是菩萨成佛的基础 

b) 是一切善法的根本 d) 不持五戒十善，就不必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 

 

17. 六根本烦恼，是：  

a) 贪、瞋、痴、慢、疑、邪见 c) 礼、义、廉、耻、智、信 

b) 念佛、法、僧、戒、施、天 d) 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

定、智慧 

 

18. 以下哪一项｢不是｣因贪欲所引起的？ 

a) 对五欲过份的爱染 b) 悭贪吝啬 c) 损人利己 d) 乐善好施 

 

19. 瞋恚，是____________。 

a) 对于不顺、逆境不能忍受的情绪 c) 慈悲柔和的举动 

b) 是智慧闭塞，愚昧的表现 d) 绝对不会以恶口伤人的表现 

 

20. 以下哪一项｢不是｣慢的内容? 

a) 骄傲自大 b) 看不起人 c) 态度轻慢 d) 自觉不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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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六根本烦恼中，前五种被称为｢五钝使｣。为什么？ 

a) 因为它们难以降伏 c) 因为它们反应迟钝 

b) 因为它们容易被淨化 d) 因为它们并不迟 

 

22. 十善业道是人类身、口、意中包含，身____善业，口____善业，及意_____善业。 

a) 三、四、三 b) 三、三、四 c) 四、三、三 d) 三、三、三 

 

23. 不正见又称「五利使」，是指 _____________。 

a) 贪、嗔、痴、慢、疑 

b) 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 

c) 不信、不精进、邪见、边见、慢 

d) 杀、盗、淫、妄、饮酒 

  

24. 以下哪一项属于｢不善法｣？ 

a) 贪、瞋、痴 c) 不贪、不瞋、不痴 

b) 布施、忍辱、持戒 d) 闻、思、修 

 

25. 戒禁取见中，持戒本来是好事，怎么会变成邪见的一种？ 

a) 因为大部份人不喜欢持戒 c) 因为持戒对修行没帮助 

b) 因为持戒其实不是修行 d) 其中问题就在执取二字 

 

26. 不正见中的萨迦耶见，是执自身为实我的谬见，又称为_____________。 

a) 身见 b) 边见 c) 见取见 d) 戒禁取见 

 

27. 边见，指的是_____________的见解。 

a) 执取戒律 b) 执取自身 c) 执取没有因果 d) 执常或执断 

 

28. 喜欢搬弄是非，离间他人情谊，在口四恶业中  属于______________。 

a) 妄语 b) 两舌 c) 恶口 d) 绮语 

 

29. 四谛，是指 ____________。  

a) 杀、盗、婬、妄 c) 贪、嗔、痴、疑 

b) 苦、集、灭、道 d) 戒，定，慧、解脱 

 

30. 邪见是人心对事实的迷惑，因而造诸恶业，受种种的痛苦。所以，人生苦的根本源头

是： 

a) 迷惑无知 b) 对治烦恼 c) 生活压力 d) 受持戒法 

 

31. 五钝使是指 ______________。 

a) 贪、嗔、痴、慢、疑 c) 不贪、不嗔、不痴、不邪见 

b) 行欲、行恚、行怖、行痴 d) 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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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灭、道二谛，是十二因缘的 _____________。 

a) 还灭门 b) 真如门 c) 生死门 d) 流转门 

 

33. 在教史上佛陀成道后，对憍陈如等五比丘初转法轮，说的是什么法？ 

a) 十二因缘 b) 三法印 c) 四谛法 d) 八正道 

 

34. 苦谛，是_____________。 

a) 说明苦患的原因 c) 人生苦患的真理 

b) 对治烦恼的方法 d) 烦恼灭尽的实相 

 

35. 苦患的原因，在四谛中称为__________。 

a) 苦谛 b) 集谛 c) 灭谛 d) 道谛 

 

36. 以下哪一项｢不是｣道谛的内容？ 

a) 四念住 b) 四正勤 c) 八正道 d) 弟子规 

  

37. 灭谛，指的是__________。 

a) 苦患的原因 c) 乐的消灭 

b) 对治烦恼的方法 d) 烦恼灭尽的涅槃 

 

38. 声闻乘，主要依什么教法，作为修行的依据？ 

a) 四无量心 b) 四圣谛 c) 四摄善法 d) 四正勤 

 

39. 以下那一项｢不是｣声闻乘修道成就的四种果? 

a) 斯陀洹、须陀含 c) 预流、一来、不来、不还 

b) 阿那含、阿罗汉 d) 缘觉乘、菩萨乘 

 

40. 为什么皈依佛？ 

a) 因为佛陀是正觉的示范。 c) 因为会提高个人的身份。 

b) 因为会得到佛陀的保佑。 d) 因为对自己的生意有帮助。 

 

41. 皈依佛宝中，称哪一尊佛为本师？ 

a) 药师佛 b) 释迦牟尼佛 c) 阿弥陀佛 d) 辟支弗 

 

42. 皈依法宝，是什么意思? 

a) 以佛陀的教法和戒律作为行为的依据。 

b) 以名人的学说为行为的指南。 

c) 以神明的启示作为行为准则。 

d) 以任何宗教教理作为行为准则。 

 

43.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佛教？ 

a) 诸恶莫作 b) 净化自己的心意 c) 众善奉行 d) 听从自己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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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自皈依僧，僧宝指的是什么？ 

a) 一般有德行的人 c) 所有宗教的传教士 

b) 和乐清净的僧团 d) 我所喜欢的出家人 

 

45. 以下哪一项｢不是｣皈依三宝之真正原因？ 

a) 以佛陀的正觉为人生目标 c) 纯綷是为附合亲属的意愿 

b) 为了解脱人生苦患 d) 与圣贤人看齐 

 

46. 僧宝的功用是什么？ 

a) 代佛转法轮，绍隆佛法 c) 承传祭祖的宗教仪式 

b) 专门拜祭鬼神求福消灾 d) 传结各宗教 

 

47. 卫塞节的｢卫塞｣二字，是什么意思？ 

a) 月圆之日 b) 诞生之日 c) 新月之日 d) 死亡之日 

 

48. 卫塞节又称佛陀日，是纪念佛陀一生三个重大的日子。以下哪一项不是？ 

a) 母亲去世之日 b) 诞生之日 c) 成道之日 d) 涅槃之日 

 

49. 佛陀日，又有人称为花节，为什么? 

a) 太子诞生时满园百花盛和天人散花 

b) 佛陀日时很多人会买鲜花供佛 

c) 因为佛陀出生和成道都和莲花有关係 

d) 其实不知道是谁提倡的 

 

50. 佛教是__________。 

a) 自我为中心的宗教 c) 不能容纳其他宗教的宗教 

b) 不分种族、阶级都能获益的宗教 d) 人类史上最霸道的宗教 

 

51. 佛陀依人根性的不同而应机说法，因此佛法可分成五乘。请问五乘是以下哪一组？ 

a) 人、天、声闻、缘觉、菩萨 

b) 地狱、饿鬼、畜生、人、天 

c) 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畜生 

d) 委得、达罗毗涂、雅利安、大月、支那 

 

52. 发菩提心，度一切众生，愿代众生受一切苦的是__________。 

a) 缘觉乘人 b) 声闻乘人 c) 菩萨乘人 d) 人天乘人 

 

53. 以下哪一项不属于菩萨乘的内容? 

a) 入世而不恋世 c) 只求个人解脱生死 

b) 出世而不独善其身 d) 能捨己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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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关于为人的道德观念，以下哪一项与佛所说，｢有所违背｣？ 

a) 为人须知报恩 c) 佛弟子应报四重恩 

b) 必须孝敬父母 d) 不必报国家恩 

 

55. 为什么要报众生恩? 

a) 因为他们会回报我 c) 因为是佛的要求 

b) 因为要结善缘 d) 生活中一切都在受人恩惠 

 

56. 人生应当以什么为目的? 

a) 以服务 b) 以享乐 c) 以地位 d) 以事业 

 

57. 七众弟子__________。 

a) 出家五众，在家二众 c) 出家六众，在家一众 

b) 出家四众，在家三众 d) 出家一众，在家六众 

 

58. 佛教教团的生活准则是__________。 

a) 六和敬 b) 六方礼 c) 六波罗蜜 d) 六根本烦恼 

 

59. 身和同住是__________。 

a) 身心和乐共住 c) 志趣相投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60. 口和无诤是__________。 

a) 身心和乐共住 c) 志趣相投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61. 意和同悦是__________。 

a) 身心和乐共住 c) 志趣相投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62. 戒和同修是__________。 

a) 身心和乐共住 c) 志趣相投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63. 六和敬的作用是_______。 

a) 令道场时时安静 c) 令道场时时有欢笑 

b) 令道场更严厉 d) 令道场和乐清淨 

 

64. 见和同解是__________。 

a) 身心和乐共住 c) 对佛法见解统一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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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利和同均是__________。 

a) 利益平等享用 c) 对佛法见解统一 

b) 言语和悦不诤 d) 共同遵守佛戒 

 

66. 六和敬中除见和敬之外，余五是__________。 

a) 属于理和敬 b) 属于事和敬 c) 属于事理和敬 d) 属于性空和敬 

 

67. 以上哪一项属于理和敬的内容? 

a) 只要求个人见解如法 c) 只要求大众见解一致，不必与佛法一致 

b) 彼此对事理现象见解如实一致 d) 只要为大家尊重个人的见解 

 

68. 身和、口和、意和与戒和敬注重__________。 

a) 环境的舒适 b) 法治精神 c) 身体的健康 d) 利益平等 

 

69. 利和敬与见和敬注重__________平等和一致。 

a) 经济与思想 b) 权力与地位 c) 身体的健康 d) 行为与言语 

 

70. 身心如火般炽盛，故苦，指的是__________。 

a) 五阴炽盛苦 b) 怨憎恚苦 c) 爱别离苦 d) 求不得苦 

 

71. 四谛中｢苦、集｣，指的是__________。 

a) 世间苦的因果 c) 世间的苦因 

b) 解脱生死的因果 d) 出世间的苦果 

 

72. 四谛中｢灭、道｣，指的是__________。 

a) 世间苦的因果 c) 世间的苦因 

b) 解脱生死的因果 d) 出世间的因果 

 

73. 四谛是佛陀初转法轮时说的法，｢转法轮｣指的是__________。 

a) 一边说法一边转轮子 c) 佛陀以转轮子带表说法，使看的人开悟 

b) 佛陀说法 d) 一边赶路一边说法 

 

74. 佛陀初转法轮时，共有几位比丘听法? 

a) 一位 b) 三位 c) 五位 d) 七位 

 

75. 佛陀初转法轮时，最先觉悟的是__________。 

a) 憍陈如 b) 迦叶 c) 目犍连 d) 耶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