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宣公上人事蹟百問答案卷 

2010. 6. 12 

1. 【】上人於1918年農曆幾月幾日生於中國吉林省雙城縣拉林鎮？ 3月15日 3月16日 

3月17日 4月8日 

 

2. 【】上人誕生前夕，母親夢見什麼，驚醒過來，發現屋內飄著一股從未有過的馨香，不

久上人誕生？ 文殊菩薩親賜真經 阿彌陀佛大放光明 釋迦牟尼佛靈山講法，光明遍

照 觀音古佛持瓶灌頂 

 

3. 【】上人家鄉位在中國東北的什麼山脈尾端，這座山長年積雪？ 玉龍雪山 五台山 

長白山 崑崙山 

 

4. 【】上人11歲的時候，因為什麼事情而頓然覺得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毅然立下出家的

志向？ 搭船在黑海洋幾幾乎乎被淹沒 當時日本侵占東北，有無數人被殺害和無飯吃 

夢見自己走在一條滿佈窟窿的路，一不小心就會掉下去 在荒地上看見捆草裏邊捆著

一個小孩的屍體 

 

5. 【】上人12歲時，幡然省悟，決定每天早晚向父母叩頭悔過，以報親恩，乃至一切眾生

叩頭，自此孝名遠播，人稱什麼？ 王孝子 小孝子 白孝子 尤孝子 

 

6. 【】上人15歲，皈依三寶，禮三緣寺哪位大德為師？ 常仁大師 常智大師 常義大

師 虛雲老和尚 

 
7. 【】上人15歲，始入私塾求學，以僅僅幾年的時間通曉四書五經和醫卜星相，無不貫通？

一年半 二年半 三年半 四年半 

 

8. 【】上人讀書要訣是「三到」和「三上」，「三上」就是路上、廁上、枕上，「三到」

是什麼？ 眼到、耳到、口到 鼻到、口到、心到 眼到、口到、手到 眼到、口到、

心到 

 

9. 【】上人15歲那年的冬天，在偶然的機會下，第一次遇著佛經，是什麼佛經呢？上人初

次念完一遍就感動不已，發心天天跪在佛前念誦，膝蓋都跪破了，也不知道痛，越念越高

興，但想不到竟遭譭辱打罵而停止。 金剛經 法華經 地藏經 六祖壇經 

 

10. 【】上人16歲，專一其心，用功辦道，看什麼經看到眼睛流血？ 華嚴經 法華經 

楞嚴經 六祖壇經 

 

11. 【】上人16歲時，以六個鐘頭背熟〈楞嚴咒〉，以三十分鐘會背熟什麼咒？ 藥師咒 

往生咒 大悲咒 吉祥咒 



 

12. 【】上人十七、八歲時，因為說：「一般人都怕魔，我是魔怕！」而招感病魔的考驗。

大病之後，上人從此自稱什麼？ 活死人 墓中僧 乞士 小蚊蟲 

 

13. 【】上人18歲時，在自己的家裏成立義務學校，不收錢，盡義務教人讀書，因此上人的

三大弘願除了有弘法、譯經，還有什麼？ 慈濟 教育 行腳 閉關 

 

14. 【】上人19歲時，母親逝世後，即依三緣寺哪位大德來剃度出家？ 常仁大師 常智

大師 常義大師 虛雲老和尚 

 

15. 【】上人出家後，就在母墳旁為母親廬墓守孝幾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16. 【】上人出家之後，法名安慈，依止於常智大師，傳承於禪宗什麼法派？ 金頂毗盧派 

曹洞宗 臨濟宗 法眼宗 

 

17. 【】上人廬墓守孝期間，於佛前發下多少大願？ 10大願 12大願 18大願 48大

願 

 

18. 【】上人廬墓守孝期間，有一天，打坐的時候見到什麼人，這個人告訴告訴上人，將來

他會到西方去弘揚佛法，教化的眾生多如恆河沙？ 初祖達摩祖師 四祖道信禪師 五

祖弘忍大師 六祖惠能大師 

 

19. 【】上人在東北收的第一個皈依徒弟是誰？ 孝子鄭德 乞丐紀大福 關忠喜姪兒關

占海 斬手救母的高德福 

 

20. 【】上人在沙彌時期，任哈爾濱三緣寺什麼執事，這是方丈和尚在韋陀菩薩前抽籤，三

次都是上人中籤？ 廚房典座 書記 方丈 首座 

 

21. 【】上人在沙彌時期，在廟上修種種苦行，總是以哪兩個字為座右銘，這兩個字也是上

人一生為座右銘？ 精進 慈悲 忍耐 智慧 

 

22. 【】上人常告誡弟子，人生第一件大事就是什麼？ 了生脫死 皈依三寶 行菩薩道 

出家修行 

 

23. 【】上人在東北時，皈依上人的條件，就是弟子要為上人的衲袍補一塊補丁，還有一個

什麼條件？ 要天天給父母叩頭 要天天給天地叩頭 要天天給大善人叩頭 要天天

給大賢人叩頭 

 

24. 【】上人在1990年代以後，觀察因緣，規定凡是皈依上人的人要拜佛多少拜，才算

是真正的皈依弟子？ 一萬拜 三萬拜 五萬拜 十萬拜  

 



25. 【】上人做早課總是早早起身，上殿等候，每次都是先到多少時間，沒有一次遲

到？ 一分鐘 三分鐘 五分鐘 十分鐘  

 

26. 【】上人在沙彌時期，廟上的方丈和尚是常仁大師。因為有三位和尚在這寺廟駐錫修行，

所以這寺廟定名為什麼？ 三元寺 三緣寺 三圓寺 三林寺 

 

27. 【】上人在沙彌時期，在廟上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斬材燒水 文書 香燈 洗廁

所 

 

28. 【】上人一出家就立志什麼？ 於四大名山參訪，吸取經驗 將來要把佛教推行到整

個世界 各處行腳參方，看看各個叢林的規矩，以及參訪善知識，求了生死的法門 慈

濟貧困，興建佛教醫院 

 

29. 【】上人在東北時，有一個小皈依弟子，他住在吉林省五常縣，五歲就知道孝順雙親，

早晚都給父母叩頭請安。這個小皈依弟子是誰呢？ 鄭德 潘施德 尤智慧 王紳 

 

30. 【】民國33年（西元1944年）的秋天，當時東北地區鄉下傳染病流行，很多人感染瘟疫，

死人無數。上人帶著弟子在鄉村的四周，虔誠誦持什麼咒，默默地化解當地的瘟疫劫？

楞嚴咒 藥師咒 大悲咒 六字大明咒 

 

31. 【】上人的第二個出家徒弟果舜，他是上人出家徒弟中的頭陀行第一，他自建茅棚，有

十龍皈依上人而降甘霖，上人為了紀念這件事，就把果舜的茅棚命名為什麼？ 龍雨茅棚 

龍霖茅棚 龍雲茅棚 十龍茅棚 

 

32. 【】民國36年（西元1947年），上人往哪裡受比丘具足戒？這是四大名山之一。 五台

山文殊菩薩道場的顯通禪寺 普陀山觀音菩薩道場的法雨禪寺 九華山地藏菩薩道場

的祇園禪寺 峨嵋山普賢菩薩道場的報國禪寺 

 

33. 【】民國36年（西元1947年），上人受完比丘具足戒，在什麼地方學教？這寺院是念佛

的道場。 廬山東林念佛堂 九華山甘露寺佛學院 蘇州靈巖山佛學院 五台山竹林

佛學院 

 

34. 【】民國36年（西元1947年）秋天，上人到南京附近的什麼地方參加十個禪七過冬，明

觀和尚及方丈了乘和尚？歸途之路，度狼群皈依 空青山 寶華山 東華山 大華山 

 

35. 【】民國37年（西元1948年）正月，上人歷經滄桑，終於抵達什麼地方，如願朝拜六祖

惠能大師真身，以及參禮當代宗門泰斗虛雲老和尚？ 湖北四祖道場正覺禪寺 廣東雲

門山大覺禪寺 廣州六榕禪寺 廣東曹溪南華禪寺 

 

36. 【】民國38年（西元1949年）8月18日那一天，上人觀看當時局勢非常動亂，於是從廣

州搭船前往何處繼續弘化？ 澳門 香港 九龍 深圳 



 

37. 【】 上人名字除了是「安慈」、「度輪」、「宣化」，還有「小螞蟻」、「小蚊蟲」、

「乞士」、「長白山僧」、「墓中僧」之外，以下還有什麼不是上人的名字？ 活死人 

白孝子 墓林僧 如愚子 

 

38. 【】1952年，上人於香港的第一座道場是什麼？當時這地區有嚴重的缺水問題，上人每

天在裂縫前持誦〈大悲咒〉，不久，水就從乾燥的石縫中湧出。 慈興禪寺 佛教講堂 
西樂園寺 觀音禪寺 

 

39. 【】1953年，上人在香港時期，重建慈興禪寺古剎時，有一條紅頭青身的毒蛇，經常出

沒於道場，於是上人親塑一隻什麼靈獸，以棲守在寺廟左邊的大石上？ 大金獅 大金

象 大金翅鳥 大金龍 

 

40. 【】1956年，上人在香港時期，受虛老傳法脈，法號宣化，為禪宗什麼派的第九代嗣法

人，也是摩訶迦葉初祖傳承第45代法人？ 雲門派 溈仰派 法眼派 臨濟派 

 

41. 【】1956年，上人在香港時期，於成立香港跑馬地成立一個講堂，這講堂名為什麼？

慈興禪寺 佛教講堂 西樂園寺 觀音禪寺 

 

42. 【】1956年，上人在香港時期，創辦什麼雜誌？ 心法雜誌 慈興月刊 金剛菩提

海雜誌 智慧之源 

 

43. 【】1957年，上人在香港時期，曾至中南半島什麼國家考察南傳佛教，志欲溝通大小

乘，以團結佛教力量？ 越南 泰國 緬甸 寮國 

 

44. 【】1959年，上人在香港時期，農曆7月，延請十方大德師僧，為虛老頂禮什麼寶懺以

延生普佛？不久接獲雲居山來信告知，虛老身體已康復，甚為欣慰！ 消災延壽藥師寶懺 

慈悲三昧水懺 梁皇寶懺 萬佛寶懺 

 

45. 【】1959年，上人在香港時期，找人設計繪畫虛老畫傳，這本書描述了虛老一生超人道

德，行願刻苦勤勞獨到之精神。請問這是什麼書名？ 虛雲老和尚十難四十八奇 虛雲

老和尚畫傳集 虛雲老和尚年譜 虛雲老和尚事略 

 

46. 【】1959年，上人在香港時期，農曆10月12日（農曆9月11日），虛老圓寂於什麼地方？

雲門山大覺禪寺 雲門山大鑑禪寺 曹溪南華禪寺 雲居山真如禪寺 

 

47. 【】1959年農曆9月12日，虛老圓寂的第二天，上人通知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來舉行什

麼追思法會120天？ 「大華嚴經」法會 「大涅槃經」法會 「大法華經」法會 「大

般若經」法會 

 

48. 【】1961年，上人從香港遠赴什麼地方弘法一年？ 美國 加拿大 澳洲 歐洲 



 

49. 【】哪一年，上人觀察西方機緣成熟，應美國佛教人士邀請，隻身赴美，由香港經日

本、檀香山，飛抵美國三藩市，開始西方弘化度生之大業？ 1961年 1962年 1963
年 1968年 

 

50. 【】在上人未應邀來美時，弟子便已在三藩市成立了香港佛教講堂的美國分部，也是法

界佛教總會的前身，請問這分部的全名是什麼？ 世界佛教總會 舊金山佛教總會 
中美佛教總會 正法佛教總會 

 

51. 【】1963年，上人將佛教講堂遷離中國城，開始隱居至1968年，自稱什麼？ 小蚊蟲 
墓中僧 活死人 小螞蟻 

 

52. 【】1962年，正逢美蘇兩國有古巴飛彈危機，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這一年9月，上人
突然間對大眾宣佈什麼，為求戰爭消滅，以祈世界和平？ 絕食半年 絕食三個月 絕

食一年 絕食五星期 

 

53. 【】1968年6月，上人為一群從美國什麼地方來的華盛頓大學有三十幾位大學生及教授，
開辦九十六天暑期講修班，開講《楞嚴經》？這是美國人認識佛教的一個開始。 西雅圖 
芝加哥 華盛頓 紐約 

 

54. 【】1968年6月，上人開辦九十六天暑期講修班，是講什麼經？ 華嚴經 法華經 
六祖壇經 楞嚴經 

 

55. 【】1968年9月，美國三藩市暑期講修班結業之後，有多少位美國人跟隨上人出家？
3位 5位 10位 12位 

 

56. 【】1969年，跟隨上人出家的幾位美國人，在什麼地方受具足戒？這是西方人正式
有比丘（尼）的開始，以續佛心燈。 上海龍華寺 廣東紹關南華寺 浙江普陀山法

雨寺 臺灣基隆海會寺 

 

57. 【】1970年，上人在美國創辦一本什麼佛教月刊？這本佛教月刊創辦至今已經有40年
的歷史。 金剛菩提海雜誌 智慧之源雜誌 正法雜誌 心法雜誌 

 

58. 【】1971至1979年，上人在美國開講哪一部經典長達9年才圓滿？ 大般若經 大方

廣佛華嚴經 大涅槃經 阿含經 

 

59. 【】1976年，上人於美國三藩市成立育良小學；這所小學是以什麼為基礎？ 德 孝 
仁 禮 

 

60. 【】1973年，上人在美國三藩市成立一所翻譯經典的學院，這學院的全名是什麼？許
多首版英譯佛教經典都是在三藩市這裡完成的。 金山譯經學院 萬佛譯經學院 正法



譯經學院 國際譯經學院 

 

61. 【】1973年，上人美籍出家弟子恒具、恒由兩行者，為祈世界和平，由三藩市三步一拜
至什麼地方，創美國佛教史第一次三步一拜的先例？ 西雅圖金峰聖寺 洛杉磯金輪聖

寺 溫哥華金佛聖寺 西雅圖雪山聖寺 

 

62. 【】修行辦道要有個安身之處，這個機會因緣成熟，所以在1974年，上人於美國何處
購置一個國際性的大道場萬佛聖城？ 加州舊金山 北加州瑜伽市 加州奧克蘭 加

州柏克萊 

 
63. 【】萬佛聖城是美國北加州第一座佛教大叢林，佔地四百八十八英畝，此地又有一座什

麼山？這座山是一個靈山聖地，整座山形就像一個人躺著，剛從睡眠始寤，不僅自覺，還

周顧十方眾生。 等覺山 菩提山 妙覺山 法界山 

 

64. 【】萬佛聖城需要有萬佛來莊嚴此城。所以萬佛聖城萬佛殿有一萬尊手塑的佛像，這佛

像是誰親塑的？ 宣公上人 上人在美國的皈依弟子 上人在香港的皈依弟子 上人

在美國的出家弟子 

 

65. 【】上人定三大宗旨的家風之後，又為其出家、在家四眾弟子，定下了六大條款，這也

是上人自己一生所遵守的行為準則。這六大條款是什麼？ 不爭、不貪、不求、不自私、

不自利、不打妄語 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菩提心、平等心、慈悲心、

金剛心、恭敬心、無濁亂心 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

利和同均 
 

66. 【】上人美籍的出家弟子恒實、恒朝兩位行者，為祈世界永久和平，於1977年5月7日開
始由南加州洛杉磯金輪聖寺，沿途三步一拜，朝禮至什麼地方？ 西雅圖金峰聖寺 西

雅圖雪山聖寺 溫哥華金佛聖寺 北加州萬佛聖城 
 

67. 【】1975年，上人於美國成立金輪聖寺；請問這是位於南加州的什麼地方？ 洛杉磯 

長堤 聖地牙哥 橙縣 

 

68. 【】1976年，上人於美國萬佛聖城成立培德中學男女兩校；這所中學以什麼作為基礎，

並以萬佛聖城六大條款作為校訓？ 仁 禮 忠孝 義 

 

69. 【】上人於1976年在美國萬佛聖城創辦法界佛教大學，以什麼作為宗旨，並以慈悲普度

為目標？ 四維八德 仁義道德 仁義禮智 忠孝仁義 

 

70. 【】1977年11月，天主教亞洲樞機主教率宗教訪問團訪萬佛聖城，他和上人同為出生於

中國東北的雙城縣。請問這位樞機主教是誰？ 田耕莘樞機主教 于斌樞機主教 龔品

梅樞機主教 胡振中樞機主教 

 



71. 【】1978年7月30日～9月27日，上人帶領第一次亞洲區訪問團，應東南亞各地佛教界邀
請弘法；在哪一個國家訪問42天，有六千多人皈依三寶，打破該國佛教弘法紀錄？ 馬來

西亞 星加坡 泰國 香港 
 

72. 【】在萬佛聖城舉行盛大的法會，慶祝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聖像開光典禮，以及法界佛

教大學開幕。這是在哪一年的11月4日？ 1974年 1976年 1978年 1979年 
 

73. 【】1980年至1986年，上人於萬佛聖城成立一個什麼中心，由美國政府授權接濟安頓越

南及其他中南半島難民，並予以職業輔導及英語訓練的中心？ 難民慈濟中心 難民救

濟中心 難民接濟中心 難民福利中心  

 

74. 【】在萬佛聖城舉行盛大法會，慶祝三拱山門、萬佛寶殿、五觀齋堂同時揭幕、開光、

落成典禮。以上這是在哪一年的10月31日？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75. 【】1982年，上人在萬佛聖城創辦一所專為培養欲從事佛教事業之僧侶及居士而設的學
校。這所學校的全名是什麼？ 僧伽居士教育學院 萬佛城正法佛學院 續佛慧命研究

班 僧伽居士訓練班 

 

76. 【】從1983年開始，萬佛聖城每年春季浴佛節前，啟建為期長達三週稀有殊勝的法會，

以消除宿世業障、滅罪增福，更可迴向世界和平。請問這為期三週的法會是什麼？ 萬佛

寶懺 梁皇寶懺 水陸空大法會 慈悲三昧水懺 

 

77. 【】1984年，上人於加拿大什麼地方成立文殊師利菩薩道場金佛聖寺？這地方是加拿大
第三大城市及最大港口城市，2010年冬季奧運會於此地舉行。 多倫多 蒙特利爾 溫

哥華 卡加利 
 
78. 【】臺灣法界佛教印經會成立於1983年，這印經會現在位於臺灣什麼地方？各種宣公上

人講經說法的書籍、錄音帶由此流通全島，乃至世界各地。 臺北市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79. 【】1987年7月18日至24日，萬佛聖城邀請中國近百名僧人舉行什麼大型法會，這是中

國佛教史上，人數最多，路途最遠的一次法務活動？ 萬佛寶懺 梁皇寶懺 水陸空大

法會 華嚴法會 

 
80. 【】1988年12月，上人率領法界佛教總會、法界佛教大學，第三次亞洲區訪問團，並在
臺灣創辦一所佛學院，這佛學院的全名是什麼？ 萬佛城佛學院 正界佛學院 如法佛

學院 正法佛學院 

 

81. 【】1989年1月，上人應邀出席美國總統華府就職大典，乃為國祈禱之東方唯一代表；
請問當時美國總統是誰？ 老布希總統 卡特總統 柯林頓總統 雷根總統 

 



82. 【】1989年上人率領法界佛教總會、法界佛教大學第四次國際弘法團，應邀赴亞洲什麼

地方主持「護國息災觀音大悲法會」，時三藩市大地震，應驗上人曾言「我在三藩市一天，

就不准三藩市地震」之言。 香港 星加坡 馬來西亞 臺灣 

 

83. 【】1990年5月，上人派五位美籍比丘應邀赴中國什麼地方傳戒？美國總統布希發賀電

至萬佛聖城，向上人及其弟子們賀喜。 杭州靈隱寺 上海玉佛寺 上海龍華寺 寧

波阿育王寺 
 

84. 【】1990年上人應臺灣信眾之邀，赴臺舉行全民念佛祈福消災大法會，有萬餘人參加，

時虛空現萬丈光芒，大放瑞相。請問地點在哪裡？ 臺北中正紀念堂 桃園體育館 臺

中中興堂 高雄勞工中心 

 

85. 【】上人應英國、法國、波蘭、比利時等地善信之邀，在歐洲大聲疾呼世人必須重視教

育問題，唯有從教育上著手，才是救人救世的靈藥。請問這趟上人首次率團遠赴歐洲弘法

是在哪一年？ 1988年10月 1989年10月 1990年10月 1991年10月 

 

86. 【】1990年10月7日，於萬佛聖城舉行為期二週的「老人進修活動」，成立一所老人大學；

之後，常不定期舉行此項活動。請問這老人大學，上人命名為？ 長春大學 松齡大學 

松柏大學 長青大學 

 

87. 【】1990年11月16日，上人派弟子至北京迎請藏經到萬佛聖城，這是西方的第一部清代

官版藏經，這部藏經是什麼？ 龍藏（乾隆大藏經） 大正藏（大正新修大藏經） 中

華大藏經 磧砂藏 

 

88. 【】上人多次在東岸馬里蘭州尋找適當地點，直至1990年下半年成立一座法總的分支道
場，上人定名為？ 蓮華精舍 華嚴精舍 大華嚴精舍 法華精舍 

 

89. 【】1991年英國 Amaravati 佛教中心的上座比丘 Ajahn Amaro 法師代表他們的僧團，

將衣缽供養給上人所領導的僧團。此儀式代表佛教什麼的交流？ 世界佛教的交流 南

北傳佛教的交流 中英美佛教的交流 西方佛教的交流 

 

90. 【】萬佛聖城啟建水陸空大法會，由臺灣海峽兩岸法師聯合主持，這是哪一年的8月？

1990年 1991年 1992年 1993年 

 

91. 【】1992年10月23日，布希總統競選委員會副主席拜會上人，上人建議總統怎麼做，就

一定能連任當選？ 非法移民全赦免 成立健保法案 美國軍隊退出中東戰場 總統

不領薪  

 

92. 【】上人自認孝道未盡圓滿，因此特別於1992年11月15日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之心
懷，訂每年深秋11月第一個星期日，舉辦什麼深具意義的活動，以弘揚孝道？ 安老節 
敬老節 孝親節 賢孝節 



 

93. 【】1993年1月3日～1月18日，應什麼地方信眾的邀請，赴當地主持楞嚴、大悲暨傳授

三皈五戒大法會？ 香港 星加坡 馬來西亞 臺灣 

 

94. 【】1993年，上人於於加州什麼地方成立法界聖城？ 舊金山柏林根 矽谷聖荷西

首都沙加緬度 聖地牙哥 

 

95. 【】1994年，上人並訂立每年5月最後之星期日，在各分支道場於於春暖花開、大地欣

欣向榮之時，舉辦什麼盛會？ 懷少節 懷恩節 慈幼節 懷幼節 

 
96. 【】1994年，上人於加州何處成立法界宗教學術研究院？本研究院目的在與其他宗教和

諧地共同學習，不排斥、不反對其他宗教，邀請各宗教人士講演，並深入了解其理想與修

持。 聖荷西 奧克蘭 柏克萊 沙加緬度 

 

97. 【】1995年，上人於加州何處成立金聖寺？是上人圓寂前最後購置的道場。這個道場俯

瞰全球高科技重鎮矽谷之都，是座清幽靜謐的道場。 聖荷西 奧克蘭 柏克萊 沙

加緬度 

 

98. 【】萬佛聖城是美國北加州第一座佛教大叢林，佔地四百八十八英畝，此地又有一座什

麼山？①等覺山 ②菩提山 ③妙覺山 ④法界山 
 

99. 【】上人於哪一年6月7日（農曆5月10日）於美國洛杉磯圓寂，世界明燈遽殞？ 1998

年 1997年 1996年 1995年 

 

100. 【】上人圓寂，世界明燈遽殞，法界佛教總會四眾弟子，謹依師遺訓，各道場舉行念誦

什麼經和念佛法會四十九永日？ 大般涅槃經法會 大方廣佛華嚴經法會 大般若經

法會 妙法蓮華經法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