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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佛光山三寶寺佛學會考中文組題庫 
 

一、選擇題： 

(b) 1. 我們的人間佛教要把自已提升，肯定自我，我有如來智慧德相，承認

【       】。 

a.我錯了   b.我是佛   c.我是佛教徒   d.我是佛光人 

(c) 2. 漁山梵唄,相傳為三國【       】在漁山這個地方聽到海潮的音聲 

可以與天人的歌唱比美,而記錄下來成為佛教現在的梵唄。 

a.韓愈   b.白居易   c.曹子建   d.謝靈運 

(c) 3. 下列哪一項不是佛陀提出學道要遵從的: 

a.依法不依人   b.依義不依語   c.依不了義不依了義   d.依智不依識 

(a) 4. 下列哪一項是華嚴經所謂「生佛平等」的宣言: 

a.「奇哉！奇哉！大地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b. 我在眾中 

c. 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 

d. 以上皆非 

(c) 5. 大乘八宗裏,下列哪一宗不是以「行持」為要？ 

a.淨土宗   b.禪宗   c.華嚴宗   d.密宗 

(a) 6. 愛因斯坦曾慨然興歎謂:「如果將來有一個能代替科學的學科,這唯一 

的學科就是【       】。」 

a.佛教   b.基督教   c.儒教   d.天主教 

(b) 7. 世間上 可怕的不是貧窮、饑渴、恐怖,是【       】。 

a.無名   b.愚痴   c.顛倒   d.懈怠 

 

(b) 8. 佛經裡常說「諸供養中,【       】供養第一。」 

a.佛   b.法   c.僧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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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9. 證悟後的佛陀找到五比丘後,向他們「三轉法輪」,講說佛教的總綱 

 【       】。 

a.四攝法   b.成住壞空   c.苦集滅道   d.三法印 

(a) 10. 美洲大陸本來沒有佛教,在【       】旅行傳教之後而有了佛法、經 

像的流通,並且也有了出家人。 

a.慧深法師   b.隱元禪師   c.希遷禪師   d.玄琬法師 

(b) 11. 何謂「八風不動」？ 

a.生忍   b.法忍   c.無生法忍   d.以上皆是 

(c) 12. 何時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 

a.秦漢   b.民國   c.隋唐   d.五代 

(b) 13. 佛教現在 重要的,不是在念佛、求佛、拜佛而已,應該是在【       】。 

a.修道   b.行佛   c.信佛   d.經懺 

(a) 14. 佛教倡導菩薩道自度度人的六度萬行,第一善事就是【       】。 

a.布施   b.持戒   c.忍辱   d.禪定 

(d) 15. 有「詩仙」之稱的大詩人是李白,有「詩聖」之稱的大詩人是杜甫,那有 

「詩佛」之稱的大詩人是? 

a.柳宗元   b.賈島   c.謝靈運   d.王維 

(d) 16. 下列哪位皇帝沒有捨棄王位出家為僧？ 

a.梁武帝   b.唐宣宗   c.清順治皇帝   d.唐太宗 

(b) 17. 【       】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提倡「政教合一」的思想, 

即政治需要佛法的指導,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 

a.寶誌禪師   b.道安大師   c.百丈禪師   d.悟達國師 

(c) 18.【       】,是安心立命的修行,是一切六度的動力。 

a.持戒   b.精進   c.禪定   d.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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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0. 在《佛說孛經抄》佛陀以「友有四品」說明交友之道,下列哪個不是 

其中之一？ 

a.如花   b.如秤   c.如海   d.如山 

(d) 21. 佛陀為僧團訂立了初期共住的規範,以【       】作為和合共住的原則。 

a.四大皆空   b.七不退法   c.六波羅蜜   d.六和敬 

(b) 22. 隋煬帝,在未登基前,禮天台宗智顗大師受菩薩戒,法號「總持菩薩」； 

雖然歷史評價不一,對佛教相當尊重護持。他敬僧迎僧,建立道場,弘揚文教, 

後頒贈他【       】尊號。 

a.鑑真大師   b.智者大師   c.玄奘大師   d.智顗大師 

(c) 23．「皈依」的主要意義,就是要【       】。 

a.奉獻   b.信佛   c.找回自己的真如佛性   d.修行 

(d) 24. 人間佛教的信仰是真正符合「【       】」的宗教,能讓我們每一個人 

獲得生活的安住,讓我們從凡夫的煩惱裡解脫出來,讓我們看清世間萬事萬物 

都是「緣起」而有,自性本「空」。 

a.信實   b.信德   c.信能   d.以上皆是 

(a) 25. 【       】主張佛經直譯, 也訂立「五種不翻」的原則；後代的譯經家, 

 以此原則為法式,把佛經分為「舊譯」與「新譯」。 

a.玄奘大師   b.神秀大師   c.惠能大師   d.以上皆是 

(d) 26. 下列哪一是佛教的基本教義？ 

a.三法印   b.四聖諦    c.十二因緣   d.以上皆是 

(c) 27. 人間佛教對於輪迴的看法，不說「六道輪迴」，而稱為【       】。 

a.三界輪迴   b. 六道流轉    c. 十法界流轉   d. 三界流轉 

(b) 28. 佛陀成道後，他告訴世間大眾，唯有過著離於苦樂、有無二邊的【     】 

生活，才能解決有關「人生、人心、人事」等諸多的人間問題。 

a. 人間   b. 中道    c. 中庸   d. 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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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9. 人間佛教是佛陀【       】的教法。 

a. 根本   b. 至高無上    c. 一脈相承   d. 人天 

(d) 30. 佛陀化世的精神與特質有人間性【       】普濟性和時代性等。 

a. 喜樂性   b. 生活性   c. 利他性   d. 以上皆是 

 

二、填充題： 

1. 【五戒十善】是人間家庭和樂的基石,更是人身自由的保障。 

2. 一切善根功德都必須由【持戒】才能生起。 

3. 人間佛教四項基本充分要素是「【佛說的】、【人要的】、【淨化的】、【善美

的】」。 

4. 佛陀對阿闍世王說:「世界上有兩種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快樂和幸福。一是【修善

不造罪】的人,一是【造罪知道懺悔】的人。」 

5. 人間佛教是「【入世重於出世】,生活重於生死,利他重於自利,【普濟重於獨

修】。」  

6. 人間佛教,重在落實「【行佛】」，不要光是求佛、拜佛,行【菩薩道】才是真正

佛陀人間佛教的精神。 

7. 布施在佛法裡面,有一個 偉大的意義,即:「【施者】、【受者】,等無差別。」 

8. 星雲大師説: 「【光榮歸於佛陀】,成就歸於大眾,利益歸於社會,【功德歸於信

徒】」。 

9. 中國寺院有所謂:「馬祖創【叢林】,百丈立【清規】」,中國佛教就有了典章制

度。 

10. 布施 重要的是能做到「【三輪體空】」,合乎無相布施。 

11. 佛光山有所謂「三寶山」, 佛陀紀念館代表「【佛寶】」, 藏經樓代表「【法

寶】」,和佛光山生僧團代表「【僧寶】」。 

12. 所謂人間佛教戒律的精神,主要就是「不侵犯」而給予「【尊重】」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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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很多方法對治我們的悲苦。例如,貪欲之苦,可以用【不淨觀】來對治；瞋恨之

苦,可以用【慈悲觀】來對治；愚痴之苦,可以用【因緣觀】來對治等等 

14. 【南朝梁武帝】有「皇帝菩薩」之稱,【隋文帝】人稱「佛教皇帝」。 

15. 「慈悲喜捨遍法界,惜福結緣利人天,禪淨戒行平等忍,慚愧感恩大願心」。實際

上,這佛光四句偈裡, 重要的就是「【平等】」和「【忍】」,才是真正佛法的精神,

佛法高深的意義。 

16. 信仰是複雜性的、多元的，但是我們人間佛教在意義上，能統一這許多複雜

性，因為我們的【佛性能源】，一切都可以成就。 

17. 共修集會的意義是：「在行儀上【相互尊重】，在思想裡【共同圓通】，在經

濟上【相互均衡】，在社會裡【和諧共有】，在語言上【讚美無諍】，在心意上

【享受禪悅法喜】」。 

18. 人間佛教的思想原則是【三好】、【四給】。 

19. 星雲大師認為「【消業】」比「【祈福】」更重要。 

20. 人間佛教秉持佛陀的精神，倡導信仰的意義是【奉獻】、是【不求回報】。 

 

三、是非題（True/False）： 

(True)  1. 佛教承認民間神祇,但不以神祇作為信仰,或皈依的對象。 

(False) 2. 佛門誦念的《瑜伽焰口》中的召請文,是武澤天所寫。文中他對六道 

眾生的慈悲,對生命的平等關愛,充分顯現佛心體察眾生疾苦的人間菩薩

性格。 

(False) 3. 所謂「以聞思修,入三摩地」,為了鼓勵大家讀書,在二○○二年元旦, 

正式成立「人間佛教聯合總會」。 

(True)  4. 禪門在中國歷史上所以一枝獨秀,就是回歸佛陀本懷 - 信仰、修行 

單純化。 

(False) 5. 《阿含經》說:「戒為無上菩提本,長養一切諸善根。」 

(True)  6. 大乘八宗裏,天台宗重在在慧解。 



6	|	P a g e 	
	

(False) 7. 星雲大師曾把布施譬喻為三個年級:一年級是布施金錢,二年級是布 

施勞力,三年級是布施心意。 

 

(False) 8. 禪宗五祖弘忍大師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一切法無非真理, 

一切法都是人間佛教。 

(True)  9. 據《四分律》記載,經行可以獲得五種好處:堪遠行、能靜思惟、少 

病、消食、於定中得久住等。 

(True)  10. 愚痴比犯錯更加可怕,犯錯就像走路摔倒了可以再站起來,愚痴如同 

暗夜行走,沒有光明。 

(True)  11. 生命永恆、生命不死，這就是真如佛性，就是人間佛教。 

(True)  12. 弘揚人間佛教要有菩提心，沒有菩提心是為「焦芽敗種」，故 

《華嚴經》云：「忘失菩提心，修諸善法，是名魔業。」 

(False) 13. 人間佛教不重落實「行佛」；「行佛」不是「菩薩道」的實踐。 

(True)  14. 「四弘誓願」的內容──要斷集、除苦；要修道、圓滿，從而達到 

人生的解脫之境。 

(True)  15. 真正的宗教，等於學生在學校讀書一樣，會有一級一級的分別，光 

是菩薩就有五十一位階，光是羅漢就有四果的分別。 

(True)  16. 佛陀提出苦的實相，是要我們正是這個問題，從而進德修業，去除 

苦因，得到究竟安樂。 

(False) 17. 「隔靴抓癢、愁眉苦臉」都不是來自佛門的用語。 

(False) 18. 經懺密教鼎盛，道德信仰就不會墮落。 

(True)  19. 「業」是行為造做的意思，引申有善業、造業、業報、清淨三業。 

(True)  20. 推動當代人間佛教發展的五個面向包括：一、文化出版；二、教育 

辦學；三、弘法活動；四、慈善事業；五、國際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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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答題： 

1.佛教與人間佛教有何不同？ 

 

2.佛教衰微的原因有那些？請舉出事例？ 

 

 

3.佛陀的人間生活，能不能例舉出事件？ 

 

 

4.人間佛教對社會有那些貢獻？ 

 

 

5.現代的人間佛教如何向社會展開？可以用那些方法？ 

 

 

6.人間佛教的好處有那些？ 

 

 

7.為什麼要回歸佛陀的本懷呢？ 

 

 

8.佛光山與人間佛教有什麼關係？ 

 

 

9.佛光山為人間佛教做出些什麼？ 

 

 

10.佛教未來應該做那些弘法的工作？ 

 

 

11.佛陀在那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