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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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细观察下图，然后回答１－３题 
１加满都 
２蓝毗尼国 
３拘尸那拉 
４鹿野苑 
５波罗奈斯 
６菩提迦耶 
７王舍城 
８那烂陀  
 
１。试选出佛教四大圣迹之处 

（A）１，２，３，４（B）２，３，４，５ 
（C）２，３，４，６（D）２，４，６，７  
 
２。佛陀在此开始了佛教僧伽的成立 
（A）１（B）２（C）３（D）４  



 
３。佛陀曾在此何处说过这句话：“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

座。”  
（A）２（B）３（C）４（D）６  
 
４。悉达多是 _____ 及一切功德成就的意思。 
（A）能仁（B）寂默（C）安乐（D）吉祥  
 
５。「牟尼」华译为 _____ 。 
（A）般若（B）禅定（C）能仁（D）寂默  
 
６。以下那些行动是不包括太子在追求真理的过程。 
（A）修苦行（B）访问宗教师（C）上忉利天求法（D）菩提树下降魔  
 
７。太子在菩提迦耶静坐时，成功将魔王 _____ 降伏。 
（A）提婆达多（B）波旬（C） （D）般奴  
 
８。佛陀在迦耶山所度化的 ____ 兄弟，原是拜火教的领袖。 
（A）俱梨迦（B）须达多（C）三迦叶（D）舍利弗  
 
９。_____ 侍候佛陀二十五年。 
（A）阿难（B）难陀（C）舍利弗（D）离婆多  
 
１０。佛入涅盘后，弟子应依 _____ 为师。 
（A）僧伽（B）戒（C）经典（D）四念处  
 
１１。佛教史上最早的一座寺院是 _____ 。 
（A）白马寺（B）竹林精舍（C）祗园精舍（D）那烂陀寺  
 
１２。佛教史上最早的沙弥是 _____ 。 
（A）罗候罗（B）摩诃男（C）跋提（D）阿若乔陈如  
 
１３。佛灭后，领导和合僧团的是 _____ 。 
（A）菩萨（B）阿罗汉（C）大比丘（D）佛法与戒律  
 
１４。佛弟子中 _____ 是神通第一。 
（A）目键连（B）阿难（C）舍利弗（D）优婆离  
 
１５。释尊未下生人间，在兜率天内院，名 _____ 菩萨。 
（A）护明（B）弥勒（C）慧明（D）善慧  
 
１６。印度佛教四圣地的建筑物之一；菩提迦耶的 _____ 。 



（A）涅盘塔（B）金刚大塔（C）阿育王石柱（D）转法轮塔  
 
１７。五明之一的宗教学， 称为 _____ 。 
（A）工巧明（B）因明（C）声明（D）内明  
 
１８。佛历是从佛陀涅盘后算起的，始於公元 _____ 年。 
（A）前６２３（B）前５４３（C）６２３（D）５４３  
 
１９。以下是佛旗的颜色，除了 _____ 。 
（A）白色（B）黑色（C）橙色（D）蓝色  
 
２０。以下是释尊八相示现的内容，除了 _____ 。 
（A）出世（B）出家（C）结婚（D）圆寂  
 
２１。八相示现是佛陀的史迹，以 _____ 最为重要。 
（A）出家（B）降魔（C）成道（D）转法轮  
 
２２。印度的四阶级依次序是： I。吠舍 II。婆罗门 III。刹帝利 IV。首陀罗 
（A）IV，I，III，II （B）I，II，III，IV  
（C）II，III，I，IV （D）III，II，I，IV  
 
２３。_____ 是佛教最基本的戒律。 
（A）十戒（B）五戒（C）八关斋（D）比丘戒  
 
２４。以下那一项不属於八关斋戒？ 
（A）不杀生（B）不偷盗（C）不邪淫（D）不非时食  
 
２５。人乘法是修持 _____ 。 
（A）五戒（B）十善（C）六度（D）四谛  
 
２６。财、色、名、食、睡合称为 _____ 。 
（A）五大（B）五欲（C）五蕴（D）五浊  
 
２７。六根本烦恼的贪、嗔、痴、慢、疑称为 _____ 。 
（A）贪惑（B）思惑（C）疑惑（D）嗔惑  
 
２８。不正见是不包括 _____ 。 
（A）五利使（B）五恶见（C）见惑（D）五钝使  
 
２９。执持成见，非因非果是 _____ 见。 
（A）见取（B）边（C）身（D）戒禁取  
 



３０。四谛是指 _____ 。 
（A）生老病死（B）地水火风（C）苦集灭道（D）生住异灭  
 
３１。四谛法中之苦集而谛为十二因缘之 _____ 门。 
（A）流转（B）生死（C）还灭（D）解脱  
 
３２。道谛是指示修道的方法，最主要的是修 _____ 。 
（A）十善（B）八正道（C）四谛法（D）五戒  
 
３３。「集谛」是「苦谛」的根本原因，此二谛为 _____ 的因果。 
（A）修善断恶（B）不生不灭（C）解脱生死（D）流转生死  
 
３４。声闻乘的第三果位是不 _____ 。 
（A）生（B）优（C）惑（D）还  
 
３５。阿罗汉有那三义？ 
（A）四果，应供，无生（B）杀贼，四果，无烦 
（C）杀贼，无生，应供（D）无生，无烦，应供  
 
３６。_____ 是运载的意义。 
（A）经（B）法（C）戒（D）乘  
 
３７。五蕴中有 _____ 蕴是属於精神的。 
（A）一（B）二（C）三（D）四  
 
３８。「五蕴」里的蕴是什么意思？ 
（A）积聚（B）分散（C）变碍（D）领纳  
 
３９。五蕴中的色是指 _____ 。 
（A）动作（B）言语（C）物质（D）行为  
 
４０。五阴能阴覆 _____ ，起诸烦恼。 
（A）五根（B）五力（C）真如性（D）三千世界  
 
４１。以下那一项不属於十二因缘？ 
（A）贪嗔痴（B）受想有（C）生老死（D）触受  
 
４２。_____ 乘修十二因缘法。 
（A）人（B）声闻（C）缘觉（D）菩萨  
 
４３。佛陀所觉悟的真理，最重要的是 _____ 法则。 



（A）缘起（B）四谛（C）八正道（D）因果 
 
４４。人的生命，是由自己的 _____ 而生。 
（A）因（B）果（C）业（D）缘  
 
４５。万有都从 _____ 而生起的。 
（A）无明（B）烦恼（C）因果（D）因缘  
 
４６。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和合而有的 _____ 。 
（A）著相（B）假相（C）真相（D）实相  
 
４７。菩萨乘之佛教徒是 _____ 恋世。 
（A）八世而不（B）出世而不（C）八世而（D）出世而  
 
４８。风吹，雨打，寒冷等事都能安然忍受是 _____ 忍。 
（A）法（B）生（C）无生（D）无法  
 
４９。六度法门中般若能度 _____ 。 
（A）愚痴（B）嗔恚（C）悭贪（D）懈怠  
 
５０。菩提是 _____ 的意思。 
（A）众生（B）有情（C）觉悟（D）到彼岸  
 
５１。现生造业，现生就受果报，叫做 _____ 受业。 
（A）顺现（B）顺次（C）顺生（D）顺后  
 
５２。以下不是业报因果的原则，除了 _____ 。 
（A）神的赏罚（B）命中注定（C）自作自受（D）善恶抵消  
 
５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_____ ，是诸佛教。 
（A）自觉其意（B）以戒为师（C）断诸烦恼（D）自净其意  
 
５４。我们要从 _____ 的思想上，建立起服务的人生观。 
（A）报仇（B）互助（C）救世（D）报恩  
 
５５。_____ 是皈依佛陀的在家女众。 
（A）比丘（B）比丘尼（C）优婆塞（D）优婆夷  
 
５６。一切佛教经典首句加上 _____ 等证信句子。 
（A）我闻如是（B）如是我闻（C）佛说（D）阿难闻佛说  
 
５７。「三宝歌」歌词由谁所作？ 



（A）弘一律师（B）星云大师（C）太虚大师（D）印顺导师  
 
５８。人能够生存必须尽他的知识能力，去替社会做事，给别人做 _____ 。 
（A）助缘（B）法缘（C）因缘（D）人缘  
 
５９。别人帮助我们成功了一件事，这叫做 _____ 增上缘。 
（A）违（B）逆（C）顺（D）助  
 
６０。业力不是指 _____ 。 
（A）道德的意志力（B）不道德的意志力（C）意志力的动作反应（D）不变的意志

力  
 
６１。能舍施者，可得 _____ 。 
（A）美誉（B）智慧（C）富贵（D）解脱  
 
６２。阐提是 _____ 善根的意思。 
（A）有（B）断（C）深厚（D）浅薄  
 
６３。菩萨使内心结净无庇，叫做 _____ 。 
（A）青年（B）童子（C）净心（D）安稳  
 
６４。身为一个佛教徒，必须要全心全意护持 _____ 。 
（A）佛教会（B）皈依师父（C）三宝（D）寺庙  
 
６５。深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理，才算是有 _____ 。 
（A）正思惟（B）正念（C）正见（D）正业  
 
６６。佛陀对阿难说：「信任自己，紧握真理明灯，在真理中求 _____ 。」 
（A）乐趣（B）快乐（C）供养（D）解脱  
 
６７。佛教徒努力在思惟行为上修道，争取现在或未世有更优裕的境遇是实行 _____ 
乘法。 
（A）人天（B）菩萨（C）声闻（D）缘觉  
 
６８。佛旗的颜色的次序是根据 _____ 所发的光的颜色。 
（A）明星（B）明月（C）太阳（D）圣体  
 
６９。佛教史实，南传和北传的记载互有出入，后来由 _____ 开大会作共同的规定。 
（A）世界佛教友谊会（B）佛学研究会（C）佛教总会（D）僧伽联合会  
 
７０。世界佛教友谊会於公元一九 _____ 年第一次会议中讨论关於佛陀降生的年代。 



（A）四零（B）四五（C）五零（D）五五  
 
７１。人生造业的原动力，出於各人的 _____ 。 
（A）劳动（B）布施（C）努力（D）心识  
 
７２。中国翻译的佛经，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总名 _____ 。 
（A）如来经（B）遗教经（C）大藏经（D）三藏经  
 
７３。_____ 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A）太虚大师（B）玄奘大师（C）弘一大师（D）法显大师  
 
７４。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称为 _____ 。 
（A）修心（B）修身（C）修口（D）修意  
 
７５。「波罗蜜」译为 _____ 。 
（A）终点（B）起点（C）到彼岸（D）此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