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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子取名悉达多，意思是 __________ 。 
      A. 快乐       B. 健康 
      C. 吉祥及一切功德成就     D. 圆满 
 
(2). 太子小时候的性情怎样？ 
      A. 残暴       B. 刻薄      
      C. 仁慈       D. 严肃 
 
(3). 太子在几岁时结婚？ 
       A. 15 岁      B. 16 岁     
       C. 17 岁     D. 18 岁 
 
(4). 太子和谁结婚？ 
      A. 摩耶陀罗      B.  摩訶波闍波提 
      C. 摩输陀罗      D. 耶输陀罗 
 
(5). 太子几岁离开王宫？ 
       A. 26 岁     B. 27 岁    C. 28 岁       D. 29 岁 
 
(6). 太子骑着一匹白马离开王宫。这匹白马的名字是____________ 。 
      A. 建陡       B. 车匿      C. 苏耶垣   D. 尼连 
 
(7). 太子坚决离开王宫后，国王选了亲族中的几个青年跟随太子修行？ 
      A. 5 个      B. 6 个       C. 7 个       D.8 个  
 
 



(8). 频波娑罗王得知太子出家，来到他的国家，便特地到哪里去访问太子？  
      A. 宇鲁唯拉村  B. 班达哇岩 
      C. 迦耶山   D. 鹿野苑  
 
(9). 以下哪一个是说佛陀证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表征他的智慧高涨殊胜，有自利 
      的功能? 
      A. 能仁        B. 寂默       
      C. 自觉        D. 觉他 
 
(10). 佛陀成道后，便离开菩提迦耶，到哪里去教化乔陈如等五位从前随他修行 
        的青年？ 
       A. 竹林精舍  B. 祈园精舍 
       C. 鹿野苑  D. 摩竭陀国 
 
(11). ____________ 夫妇是最早皈依的在家男女居士。 

   A. 俱梨迦长者     B. 耶舍    
   C. 善生     D. 淳陀 
 

(12). 佛陀成道后第一次对谁说法？ 
        A. 净饭王                 B. 五比丘    
        C. 罗候罗                 D. 摩诃波闍波提 
 
(13). 以下哪一个是佛陀在古印度南方说法时的根据地？ 
        A. 竹林精舍      B. 祈园精舍    
        C. 鹿野苑   D. 白马寺  
 
(14). 舍利佛______________ 目建连神通第一，都是佛陀转法轮的重要助手。 
         A. 证悟第一  B. 禅定第一 
        C. 智慧第一  D. 宏法第一 
 
(15). 以下哪一个是佛教史上的第一间寺院? 
        A. 白马寺  B. 祈园精舍 
        C. 竹林精舍  D. 佛陀舍利 



(16). 佛陀度化哪三兄弟后使他的声望提高？ 
        A. 三迦提    B. 三提迦   
        C. 三叶迦     D. 三迦叶   
 
(17). 佛陀成道几年后才返祖国？ 
        A. 5 年     B. 6 年       
        C. 7 年       D. 8 年  
 
(18). 佛陀在波婆村，接收谁的最后供养？ 
        A. 金匠淳陀  B. 铁匠波陀 
        C. 木匠淳陀  D. 金匠波陀 
 
(19).  佛陀最后度化的一个弟子是谁？ 
        A. 须跋波陀  B. 须跋波罗 
        C. 须跋陀波  D. 须跋陀罗 
 
(20). 佛陀自知将在三个月内涅槃后，于是走到_______________ 城外的娑罗双树 

        林，选择在娑罗双树间，作为入灭的地方。 

        A. 摩竭陀国           B. 乔萨罗国舍卫城 

        C. 拘尸那拉           D. 波罗奈国 

 
(21). 我们需用怎样的心去对待《三宝》？ 
       A. 真诚纯一的心        B. 真诚纯朴的心 
       C. 真诚纯正的心        D. 真诚纯洁的心 
 
(22). 佛陀第一次说法，说的是_________。 
        A. 离苦得乐       B. 不苦不乐的中道 
        C. 五戒                  D. 十善 
 
(23). 白居易在杭州当刺史时，有一天到秦望山去，和以下哪一位法师讨论佛法？ 
       A. 法显法师  B. 鸟巢禅师 
       C. 玄装法师  D. 慧能法师 
 



(24). 要养成公私分明的廉洁，必须实行  _____________ 。 
        A. 不杀生     B. 不偷盗   
        C. 不妄语  D. 不饮酒 
 
(25). 以下哪一种是比五戒更进步，而更完善的行为规律？ 
       A. 四谛   B. 八正道     
       C. 十善    D. 四摄 
 
(26). 佛陀教人修行的方法，主要是 ____ 。 
        A. 五戒    B. 十善     
        C. 四谛        D. 八正道 
 
(27). 以下哪一个是指做正当的职业，过合法的生活，不做走私、骗人的勾当？ 
        A. 正见          B. 正念      
        C. 正业          D. 正命 
 
(28). 一天清晨，世尊路过一条河边，看见一个青年在沙滩上，向东拜拜，向西 
        拜拜。这位青年说他在拜六方的神灵。请说出这位青年的名字。 
        A. 善根    B. 善福     C. 善生   D. 善慧 
 
(29). 佛陀所说的东方神灵是指 ________ 。 
        A. 老师     B. 朋友     
        C. 父母     D. 丈夫或妻子 
 
(30). 真心结交你的朋友就是敬奉 ______ 。 
        A. 东方神灵     B. 南方神灵   
        C. 北方神灵             D. 下方神灵 
 
(31). 菩萨所修的法门是什么？ 
        A. 十善      B. 十二因缘    
        C. 六度    D. 四圣谛   
 
 



(32). 我们的心理上有六种病，要用六度来对治它：禅定能度什么？ 
        A. 悭贪         B. 毁犯       

         C. 瞋恚        D. 散乱 

 
(33). 求轮迴之解脱的人是 ______________ 乘的修行人。 
        A. 声闻     B. 缘觉    
        C. 人天    D. 菩萨 
 
(34). 以下哪一种类型的佛教徒是发胜进心的？ 
        A. 声闻乘人      B. 人天乘人 
        C. 菩萨乘人      D. 阿罗汉乘人 
 
(35). 佛教徒可分成几种类型？ 
        A. 三种      B. 四种     
        C. 五种      D. 六种 
 
(36). 佛说有一位国王曾在华氏城，举行一次盛大的佛经编集大会，为期九个月， 
       动员了一千位的高僧。请问这一位国王是谁？ 
        A. 净饭王      B. 频波娑罗王   
        C. 阿育王   D. 汉明帝 
 
(37). 以下哪一位大德率团把佛教传到印度西北的罽宾国？ 
        A. 摩哂陀     B. 摄摩腾 
        C. 末阐提    D. 郁多叟 
 
(38). 阿育王所选派的宣教师中，传教最有成绩的是谁？ 
        A. 摩哂末与陀阐提       
        B. 摩哂陀与末阐提 
        C. 摩哂提与末阐陀       
        D. 摩哂陀与末提阐   
 
 
 



(39). 在中国东汉时代，有一位印度高僧， 名叫摄摩腾，到中国什么地方去宣教佛教？ 
       A. 长安    B. 西安   C. 成都      D. 洛阳 
 
(40). 佛教在中国流传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A. 讲经说法      B. 翻译佛经    
       C. 修建佛寺  D. 出国取经 
 
(41). 东晋的鸠摩罗什一共翻译了多少卷经书？ 
        A. 三百多      B. 四百多   
        C. 五百多    D. 六百多 
 
(42). 中国历史上第一出国求法的，是三国时候的朱士行，他到过以下哪一个地方， 

         得了《大品般若经》九十章，寄回翻译？ 
         A. 于阗国     B. 锡兰    
         C. 印度     D. 狼牙修国 
 
(43). 东晋时候的法显法师，从出国到回来，一共经历了多少年？ 
        A. 六年                B. 八年    
        C. 十五年                 D. 十七年 
 
(44). 以下哪一个是我们佛教纪元的开始？ 
        A. 佛陀的诞生             B. 佛陀的出家 
        C. 佛陀的成道              D. 佛陀的涅槃 
 
(45). 佛旗上的颜色代表着什么？ 
         A. 佛陀的智慧和慈悲 
         B. 佛教的庄严和伟大 
         C. 佛教的清净庄严 
         D. 佛陀是纯洁端正的 
 
(46). 佛旗共有几种颜色？ 
        A. 五种    B. 六种    C. 七种    D. 八种 
 



(47). 轮是智慧，毂是意志，轴是什么？ 
        A. 坚强     B. 吉祥      
        C. 圆满       D. 真理 
 
(48). 以下哪一个不是佛教的标志？ 
        A. 佛旗    B. 法轮     C. 卍字    D. 莲花 
 
 
(49). 佛陀胸前的德相，有个卍字，表示什 么呢？ 
        A. 纯洁端正的行为       B. 一切功德圆满 
        C. 清净庄严                  D. 吉祥 
 
(50). 法轮上有几支轴，一样的长，象征着佛陀说的八正道？ 
       A. 四支     B. 六支     C. 八支    D. 十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