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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仔细阅读下列各细则 

（１）与考生必须严格遵守监考员的命令。 

（２）测验进行中，不得交谈，或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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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题全部作答，每题只有一个答案。 

（５）答案请填写在所分发的纸上。 

（６）如欲更改答案，必须用胶擦将已填的答案擦干净，然后填上新答案。 

   
   
１。悉达多太子是 _____ 的儿子。 
（A）摩诃波＊波提（B）耶输隐罗（C）摩耶夫人（D）苏耶妲  
 
２。佛於波罗奈国的 _____ 初转法轮。 
（A）鹿野苑（B）蓝毗尼园（C）娑罗双树（D）灵鹫山  
 
３。频婆沙罗王建筑 _____ ，供佛说法。 
（A）鹿子母讲堂（B）祗园精舍（C）竹林精舍（D）七叶岩  
 
４。悉达多太子是四阶级中的 _____ 。 
（A）娑罗门（B）吠舍（C）刹帝利（D）首陀罗  
 
５。太子放弃苦行，接受 _____ 乳糜供养。 
（A）苦行者（B）牧羊女（C）沙门（D）农民  
 
６。佛陀初转法轮，度的是他的 _____ 。 



（A）随从（B）堂兄弟转到彼岸（C）姨母（D）婆罗门  
 
７。三迦叶兄弟是 _____ 的领袖。 
（A）耆非教（B）拜火教（C）居士集团（D）苦行林  
 
８。舍利弗与目键连在 _____ 跟佛陀出家。 
（A）鹿野苑（B）王舍城（C）拘尸那拉城（D）菩提迦耶  
 
９。摩诃迦叶是 _____ 第一。 
（A）论议（B）神通（C）头陀（D）天眼  
 
１０。祗树给孤独园又叫 _____ 。 
（A）祗树精舍（B）竹林精舍（C）祗树园（D）鹿野苑  
 
１１。佛涅盘后，佛弟子应依 _____ 为师。 
（A）定（B）慧（C）僧（D）戒  
 
１２。佛陀家族的姓乔达摩也有译为 _____ 。 
（A）瞿昙（B）释迦（C）迦叶（D）刹帝利  
 
１３。古印度四阶级之僧侣是 _____ 。 
（A）首陀罗（B）吠舍（C）刹帝利（D）婆罗门  
 
１４。菩萨欲降生人间，先观五项合宜之机，那一项是例外？ 
（A）父母（B）时间（C）地点（D）气候  
 
１５。兜率天是 _____ 的空居天。 
（A）色界（B）欲界（C）无色界（D）十八界  
 
１６。佛一生慈悲救世的 _____ 永远为人们仰慕与崇拜。 
（A）故事（B）精神（C）经典（D）论著  
 
１７。_____ 乘是佛乘的始阶。 
（A）人天（B）声闻（C）缘觉（D）菩萨  
 
１８。经云：「犯恶口者，当受 _____ 果报」 
（A）畜生（B）地狱（C）饿鬼（D）阿修罗  
 
１９。佛陀所觉悟的真理，最重要的是 _____ 。 
（A）四圣谛（B）十善业（C）缘起法（D）五蕴法  
 
２０。布施与 _____ 是修人天福报。 



（A）持戒（B）忍辱（C）智慧（D）精进  
 
２１。阐提是 _____ 的众生。 
（A）生在边地（B）生在佛世（C）善根贝足（D）断善根  
 
２２。第一次结集是由 _____ 尊者所招集。 
（A）大遣叶（B）舍利弗（C）阿难陀（D）优波离  
 
２３。第一次结集称 _____ 结集。 
（A）五百（B）七百（C）九百（D）窟外  
 
２４。佛最后度的弟子是 _____ 。 
（A）须跋陀罗（B）纯陀（C）耶舍（D）跋提  
 
２５。八关斋戒中属於斋法的是 _____ 。 
（A）不非时食（B）不饮酒（C）不妄语（D）不睡高大床褥  
 
２６。财、色、名、食、睡是地狱五条 _____ 。 
（A）路（B）径（C）根（D）枝  
 
２７。人生造业的原动力，乃出於各人的 ______ 。 
（A）业力（B）习气（C）心识（D）愚痴  
 
２８。以下那一项不属六根本烦恼？ 
（A）贪（B）悔（C）疑（D）慢  
 
２９。萨迦耶见又名 _____ 。 
（A）边见（B）邪见（C）身见（D）见取见  
 
３０。六根本烦恼中，贪是属 _____ 。 
（A）尘沙惑（B）无名惑（C）思惑（D）见惑  
 
３１。生苦是 _____ 苦之一。 
（A）三（B）五（C）八（D）十  
 
３２。身是五蕴与 ______ 和合而成。 
（A）四食（B）四大（C）四识（D）四界  
 
３３。五阴炽盛苦，是身心 _____ 如火之炽盛。 
（A）烦恼（B）钦求（C）忧喜（D）无明  
 
３４。声闻乘初果须陀洹，华译「预流」是预备入 _____ 。 



（A）智流（B）圣流（C）胜流（D）河流  
 
３５。正见理解佛法以佛法为自己的 _____ 。 
（A）行为（B）理想（C）见地（D）目标  
 
３６。_____ 是有合理的经济生活。 
（A）正业（B）正命（C）正欲（D）正志  
 
３７。八正道中以 _____ 为策励戒定慧三学的完成。 
（A）正念（B）正思惟（C）正志（D）正精进  
 
３８。行是意念中迁流不息，起诸 _____ 为义。 
（A）造作（B）烦恼（C）构想（D）感受  
 
３９。由於 _____ 妄动，众生轮转世间，是生死的根本。 
（A）无明（B）欲念（C）心识（D）惑业  
 
４０。无明和 _____ 是四谛中所说集谛的内容。 
（A）行（B）识（C）取（D）受  
 
４１。爱是对外界接触的感受，有苦、_____ 、舍三受。 
（A）乐（B）慢（C）忧（D）愁  
 
４２。有谓由爱著驰取不已，现世又多造恶业，而构成潜在 _____ 感后有之报。 
（A）中有（B）业力（C）爱染（D）意识  
 
４３。万有都是从因缘所生之起，这定律叫 _____ 。 
（A）因果（B）报应（C）缘起（D）缘觉  
 
４４。菩萨简译 _____ 。 
（A）觉众生（B）觉有情（C）觉大道（D）觉真理  
 
４５。忍辱能度 _____ 。 
（A）毁犯（B）愚痴（C）嗔恚（D）悭贪  
 
４６。忍受风吹、雨打、饥饿、寒冷炎热等是 _____ 。 
（A）生忍（B）法忍（C）无生法忍（D）忍怨害忍  
 
４７。布施、持戒、忍辱是修 _____ 。 
（A）财（B）定（C）福（D）慧  
 
４８。对所作所为的善法皆念念在心，便叫 _____ 。 



（A）真修（B）理修（C）事修（D）作意修  
 
４９。舍无量心所要表现的是 _____ 。 
（A）欢喜（B）平等（C）感恩（D）慈悲  
 
５０。用慈爱和悦的颜色和话语去劝勉他人，是 _____ 语。 
（A）胜益（B）庆悦（C）慰喻（D）柔软  
 
５１。大菩萨化身千百亿都是示现和众生 _____ 的模样。 
（A）同修（B）同行（C）同利（D）同事  
 
５２。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业力 _____ 律的定理。 
（A）因果（B）果报（C）善恶（D）远转  
 
５３。由因至果，必须有 _____ 的力量助成。 
（A）业（B）种子（C）缘（D）习气  
 
５４。四谛生法的法是指 _____ 法，是总括色心二法。 
（A）善（B）恶（C）一切（D）无记  
 
５５。_____ 乘是一切善法的根基。 
（A）人天（B）声闻（C）缘觉（D）菩萨  
 
５６。六和敬 _____ 和是重视经济的平分配。 
（A）身（B）语（C）戒（D）利  
 
５７。佛弟子将佛法编为经典叫 _____ 经典。 
（A）编辑（B）结集（C）编集（D）编写  
 
５８。灭、道二谛属于 _____ 的因果。 
（A）有漏（B）无漏（C）有遮（D）无遮  
 
５９。在家受五戒的女居士称为 _____ 。 
（A）优婆塞（B）优婆夷（C）比丘尼（D）善女人  
 
６０。佛陀涅盘纪念塔建在那里？ 
（A）王舍城（B）昆舍离（C）拘尸那拉（D）鹿野苑  
 
６１。「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是谁说的？ 
（A）阿难陀（B）金明法师（C）苏东坡（D）太虚大师  
 
６２。「菩提」的意思是 _____ 。 



（A）涅盘（B）快乐（C）完美（D）觉悟  
 
６３。实行菩萨乘法的佛教徒修习 _____ 法门。 
（A）四摄法（B）五戒（C）六度（D）八正道  
 
６４。不说花言巧语是 _____ 。 
（A）不绮语（B）不妄语（C）不欺（D）不偷盗  
 
６５。不非时食是指 _____ 不食。 
（A）整天（B）白天（C）晚上（D）过午  
 
６６。声闻乘中最高果位是 _____ 。 
（A）斯陀含（B）阿罗汉（C）菩萨（D）佛  
 
６７。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______ 障门开」。 
（A）八千（B）八万（C）百万（D）一亿  
 
６８。色、受、想、行、识合称为 _____。 
（A）五烦恼（B）五欲（C）五钝使（D）五蕴 
 
６９。贪、嗔、痴是 _____ 。 
（A）三爱（B）三欲（C）三害（D）三毒  
 
７０。自己的财物不肯施人叫做 ______ 。 
（A）悭（B）恚（C）痴（D）贪  
 
７１。能受持五戒的，可保 ______ 。 
（A）长生不老（B）财物不失（C）人生不失（D）脱离苦海  
 
７２。佛历是由佛陀 _____ 时计算起。 
（A）诞生（B）出家（C）成道（D）涅盘  
 
７３。五明中论理学是 ______ 。 
（A）声明（B）工巧明（C）因明（D）内明  
 
７４。佛陀涅盘后，弟子依 _____ 安住。 
（A）四念处（B）五戒（C）六度（D）十善业  
 
７５。第一次结集中由 _____ 诵出律藏。 
（A）大迦叶（B）阿难陀（C）优波离（D）舍利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