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十一

章

佛教傳播的歷史與建築資料

○佛陀入滅年代的各種考據
本章有關歷史資料，主要是節錄自筆者編寫的《般若金鑰》一書第十三章〈人類
宗教文明史〉
﹙增編後之單行本《大爆炸之後》
，已由大千出版社出版﹚
，並經增刪、改寫、
節錄，以讓讀者明白天竺、西域、南洋與中土等佛教建築文化演變的過程。首先，必需了
解種姓日親﹙亦稱日種，太陽族人﹚釋迦族的牟尼佛陀誕生與入滅的各種考據。
佛陀的誕生年代傳說不一，目前最廣泛的說法，是誕生於西元前 624（B.C.）年。佛
曆元年的起算是以佛陀入滅那年開始算起，所以說應該是為西元前 544（B.C.）年﹙東周
景王元年，歲次丁巳﹚
，佛陀壽約八十入滅於古印度之末羅國（ Molla ，今之尼泊爾，加
德滿都西南）那年為準。 此說是依西元 1954 年於緬甸（仰光）召開之「世界佛教徒友誼
會」第三屆大會通過之說法，將西元前 544（B.C.）年佛陀涅槃﹙入滅﹚之年，定為佛曆
元年，迄今西元 2002 年是為佛曆 2546 年，而紀念佛誕之年應標示為 2624 年。雖然，基
督教也同樣未考證出耶穌正確的出生年，但是，卻是以耶穌「出生年」為西元元年，這和
佛曆以佛「入滅年」起算的不同。
但，錫蘭，今之斯里蘭卡（Sri-lanka）
，依《眾聖點記》說佛入滅於西元前 486（B.C）
年；另一說西元前 483（B.C）年係考量比丘尼淨秀曾加了一點和（W.Geiger）根據巴利文
〈編年史〉計算一致；牛頓出版社出版的《名人傳記》釋迦牟尼傳記載，另表示佛生於西
元前 563（B.C.）年，逝於西元前 483（B.C.）年，享年八十歲。更有另說佛陀生於西元
前 565（B.C.）年，於西元前 485（B.C.）年入滅。
可是，日本佛教學者宇井伯壽博士與中村元博士都指稱，佛陀係入滅於西元前 383 年
較妥。是根據歷史資料說，僧團是於中國周安王 19 年﹙西元前 383 年﹚時，在王舍城（梵
Radjagriha）作第一次結集經典。但也有西洋學者認為佛陀在西元前 488（B.C.）年入滅。
雖然台灣人之新加坡大學教授古正美女士之考證，在她所著《貴霜佛教政治傳統
與大乘佛教》一書中，則以丘就卻（Kujula）之生平年代推算佛陀是在西元 68（A.C.）年
入滅。西元前 14（B.C.）年，佛陀「釋迦牟尼」誕生於今之尼泊爾，或古印度之憍薩羅
國（Kosala）迦毘羅城（Capila vastu）(一說為藍毘尼村或園 Lumbini)，西元前 68（B.C.）
年，佛陀「釋迦牟尼」滅於古印度之末羅國。而古正美博士又另說北傳佛教認為阿育王
（Asoka）即位於西元前 268（B.C.）年，是佛滅後（二）百年，那麼佛入滅應是西元前
368（or468）
（B.C.）年。
﹙但此阿育王應該是指修那伽 Susunaga 的兒子阿須王 Kalasoka，
佛涅槃後一百年，即阿須王時代，僧團曾在毘舍離舉行“七百結集”。﹚
而《西藏古代佛教史》卻認為佛滅於西元前 881（B.C.）年，故迄今西元 2000 年應為
佛曆 2881 年。
又，梵文（Jambu-dvipa）音譯為閻浮提或南瞻部洲，為須彌山（Mt.Sumeru）南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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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指的是印度大陸。巴利《善見律外》敘曰：
「……其時阿素迦 Asoka（阿育）王除同母
弟提沙王之外，盡殺其餘異母之一百王子。過四年，即如來涅槃後二百十八年即位，統一
全閻浮提。」近年印度方面考據阿育王是在西元前 265 年即位，則佛應是在西元前 483（B.C.）
年涅槃。
文獻顯示於西元前 599 年﹙東周定王八年，歲次壬戌﹚印度耆那教（Jainism） 創始
者大雄 （Mahavira）誕生，生年歲壽七十二。
﹙另一說生於西元前 549 B.C.年﹚有些記載
說大雄與釋迦牟尼是同時代的天竺聖人。
但另有資料卻說於佛曆 173 年，
（B.C. 372 年，周烈王四年，歲次己酉）耆那(嗜那，
親那，爾那，Jainism, Jana, Jaina, 勝者)教主摩訶毘羅(梵 Mahavira, 大雄)歿，年七
二，一說 486（B.C.）、 478（B.C.）。
中國另有傳說於西元前 563 or 565 年，悉達多王子生於迦毘羅城。若以佛壽八十推
算，佛則是於西元前 B.C.483（B.C.） or 485（B.C.）年涅槃，那麼與本書相較，佛曆元
年要延後 61 or 59 年。
還有以中土傳說佛陀從兜率天下生人間，約為周昭王（據中國歷代帝王世系年表 B.C.
西元前 966-948 在位，共僅在位十八年，西元前 947 年由周穆王繼位）二十四年（則應該
是 B.C. 西元前 942 年，卻已是周穆王六年），距今﹙西元 2000 年﹚為三千零二十七年。
所以，如中台禪寺舉行浴佛節慶，就標寫慶祝佛誕三千零二十七年。但是筆者手邊資料顯
示，西周周武王在位始於西元前（B.C.）1027 年，則該說應更正為佛誕生於周武王元年，
而不是周昭王二十四年。
比較特別的，據說是迦葉尊者轉世的蔡老師在所著《正確八捷徑的指標》序說，西元
1976 年是佛陀逝世第 2550 年，那麼算起來佛陀是在西元前 574 年圓寂的。比“南傳佛教”
在緬甸推算決定的年份還要提早了三十年。
以上諸考據眾說紛紜，但佛教總是二千多年前興盛至今的古老宗教，其影響深遠值得
重視。本書則是依「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第三屆大會通過之說法，將佛入滅於西元前 544
（B.C.）年視為現今國際上共同採用的佛曆元年，而讀者可依上述各說自行參照利用。
我國及日本都將四月八日為佛誕日，乃根據《太子瑞應本起經》〈佛所行讚〉第一卷
記載，將「吠舍佉﹙Vaisakha﹚」譯成四月的緣故，吠舍佉又稱薜舍佉。
《有部目得迦》卷
六曰：「佛告長者薜舍佉月月圓時，是我生日。」吠舍伽月是印度曆的第二個月，所以有
的經典另譯作二月八日，但月圓應是十五日，則佛陀生日應是二月十五日。但是西元 1912
年以後，國民政府將行事曆由陰曆改為陽曆，造成有些宗派仍以陰曆四月八日為佛誕節，
有的改以陽曆 4 月 8 日為浴佛節。
佛陀誕生、得道、圓寂的日子，在“漢傳佛教”和“南傳佛教”都有不同的日子在紀
念著，但對藏族信徒來說，則不必太傷腦筋去記。因為，“藏傳佛教”認為藏曆的四月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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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既是佛誕節，也是佛得道日，更是涅槃日，而藏曆又比中國的農曆晚了一天。反正這
一天最重要，連羅剎鬼也都要戒葷，再如何嘴饞的人都會吃素，藏人稱此日是“善惡十萬
日”。可見四月份太重要了，藏族信徒特別小心，在四月時一定要布施轉經、朝佛、戒殺，
說是在此月造一善或一孽，其效應皆為十萬倍。
由於曆法計算的不同，各民族對佛教節日的不同看法，主要是一顆虔誠心的凝聚而
已，可是地球村形成後，才發現各自奉行的紀念日，竟然是南轅北轍。

○與本書有關的歷史資料
● 西元前部分：

B.C.=Before [the birth of ] Christ.

西元前 4,800～4,700 年，華夏太古聖人伏羲氏始畫“先天八卦”，開創黃河流域文
明之先。
西元前 2,698[癸亥]或 2,697 年，有熊國軒轅氏黃帝即位。敗炎帝，誅蚩尤。史官“倉
頡造字”，螺祖“養蠶治絲”。
西元前 1856 年，西藏笨教靈性尊師神勒米吾﹙辛饒米沃，Xenrab Miwo﹚ 改革笨﹙本﹚
教，以塑像取代牲物獻祭，並引入最早的〈大圓滿法〉
﹙Yandagbaisembon﹚。
﹙傳說西藏古
象雄地區本教始祖辛饒米沃來自波斯。﹚
西元前 1798 年，夏桀二十二年，后稷曾孫公劉遷豳。
《詩大雅•公劉七章》云﹕「既
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流泉。」為後世“營宅”之法式。
西元前 1301 年，武丁二十四年歲次庚辰二月十五日，傳說“老子”李無果生於楚國
苦縣瀨鄉曲仁里渦水之陰。傳說其母玄妙玉女懷胎八十一年，後於李樹下破腋而出。[另
見 B.C.372 年]
西元前 1200 年，殷商盤庚二百零二年，周文王﹙1135B.C.逝﹚被紂王囚於羑里 [今
河南湯陰]，居幽而演《易》成“後天八卦”、“六十四卦”。
西元前 1000 年，印歐民族雅利安人由中亞向伊朗高地遷移，並形成伊朗民族。再逐
漸移居到恆河流域 (Ganges)，成立“婆羅教”(祭司教，Brahmanism)，成立婆羅門教之
「吠陀(祭祀與神聖教義知識，Veda)本集 (Samhita 詩歌、禱文、咒式之集成)」
、
「梵文書
(Panini 著婆羅門文文法，Brahmana)」
、
「奧義書(吠陀注釋書，Upanisads)」
，建立四種姓
(kaste，caste)制度等之初期雛形，以利實施其愚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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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961 年，周穆王四十一年，《西藏密宗編年》記說﹕釋迦誕生於該年四月七日
晨時。
西元前 877 年，周厲王二年，《西藏密宗編年》記說﹕西北印度烏仗那﹙古鄔金國，
今巴基斯坦北部 Gilgit 與 Chilas 間之山區﹚人，西藏密宗開祖蓮華生大士（Padma
sambhava ）誕生。
◎ 經查中國歷史紀元是自共和元年﹙B.C.841 年﹚
，始有正確的紀年。因此，西周世
系以後的西元前年代對照，從下面條欄開始，以有中國「歲次」記載的較為可考，此之前
者是後人的各種推算，僅供參考。
西元前 800 年，周宣王二十八年，歲次辛丑，定居農村在馬雅中部低地形成。印度進
入後吠陀時期，雅利安人開始產生四種姓制度。
西元前 628 年，東周襄王二十五年，歲次癸巳，﹙又傳說﹚古代波斯﹙Persia，今伊
朗 Iran﹚瑪代﹙Medes﹚人宗教改革者瑣羅亞斯特﹙Zoroaster﹚ 出生，壽七十七。改革
早期的“馬茲德教”﹙祆教 Mazdaism 又叫火祆教、火教、拜火教或陰陽教﹚主張善惡二
元說，為“瑣羅亞斯德教”﹙Zoroastrian﹚
，今印度帕西族人也信該教，故又稱“帕西教”
﹙ Parsis，指波斯人信的教﹚。
西元前 599 年，東周定王八年，歲次壬戌，印度耆那教﹙Jainism ﹚創始者大雄
﹙Mahavira﹚誕生，壽七十二。﹙另一說生於 549 年﹚印度早期《奧義書》約於此時開始
成文。
西元前 586 年，東周簡王四年，歲次乙亥，許多猶太人被俘送往巴比倫，稱為「巴比
倫之囚」。在此期間逐漸形成了祈望救世主的觀念，“猶太教”於是產生。
西元前 560 年，東周靈王十二年，歲次辛丑，古希臘寓言家伊索以「褻瀆神明」的罪
名被推下山崖遇害，年六十。
西元前 550 年，東周靈王二十二年，歲次辛亥，儒家聖人孔子生於魯國陬邑昌平鄉後
一年。
《仙傳拾遺》﹕「
﹙鬼谷﹚先生凝神守一，朴而不露，在人間數百歲，後不知所之。」
弟子中以蘇秦、張儀最有成就，傳說“王禪老祖”．“鬼谷子”生。
波斯居魯士大帝﹙Cyrus the Great， B.C.550─530 年﹚
，攻陷米底都城，始創帝國，
信仰“祆教”。
■說明﹕現今世界十大宗教大多配合以西元作為紀年，本書主要原是作為研究佛教的
立場，因此以“佛曆”為先列出，再記“西元”及“中國歷代紀元”以及干支歲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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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元年，西元前 544 年，東周景王元年，歲次丁巳，佛陀壽約八十入滅於古印度
之末羅國(西元 1954 年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於緬甸仰光召開第三屆大會通過之說法)。
佛曆 14 年，西元前 531 年，東周景王十四年，歲次庚午，老子逝，年七十三。如此
「老子化胡」之說就不正確了。另有一說老子生於西元前 580 年，壽八十。
佛曆 20 年，西元前 525 年，東周景王二十年，歲次丙子，45 歲的希臘數學開創人畢
達哥拉斯﹙Pythagoras﹚ 創兄弟會對科學與神秘主義加以綜合。畢氏此時已提出「地圓
說」
，並認為火是宇宙的中心、「數」是基本原素，靈魂世界是先於肉體世界的，能轉世的
靈魂是不朽的，著名的「畢氏定理」也早已聞名於世。
佛曆 38 年， 西元前 507 年，東周敬王十三年，歲次甲午，魯定公三年公輸“魯班
生。
佛曆 61 年，西元前 484 年，東周敬王 36 年，歲次丁巳，周藏室史李耳棄職西行，
至函谷關，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而去，不知所終。
佛曆 66 年，西元前 479 年，東周敬王 41 年，歲次壬戌，認為人的真正本性是仁，
刪《詩》
《書》
、定《禮樂》贊《易經》
、作《春秋》
、傳先王之道的儒家聖人孔子 ﹙Confucius﹚
去世，壽七十三。
佛曆 70 年，西元前 475 年，東周元王元年，歲次丙寅，魯國能工巧匠被後世尊為木
匠祖師的公輸般﹙魯班﹚在世曾發明木匠工具，並製造石磨、雲梯等。
佛曆 95 年，西元前 450 年，東周貞定王十九年，歲次辛卯，《舊約》之〈約伯記〉
寫下。
佛曆 112 年，西元前 433 年，東周考王八年，歲次戊申，古希臘哲學家恩培多克勒
﹙Empedocles﹚去世，年六十。他認為愛與恨兩種力量，使得火、氣、水、土四種元素結
合和分裂，而造成萬物的產生和消滅。﹙心造萬物的說法﹚
佛曆 117 年，西元前 428 年，東周考王十三年，歲次癸丑，認為無限的宇宙本來是
同質和不動的，但它受“心靈旋轉”的影響，變得有差別和有秩序，克拉佐曼納的阿那克
薩哥拉﹙ Anaxagoras of Clazomenae﹚逝，年七十二。
佛曆 118 年，西元前 427 年，東周考王十四年，歲次甲寅，古希臘哲學家柏拉圖 Plato
誕生，八十歲去世。
佛曆 146 年，西元前 399 年，東周安王三年，歲次壬午，古希臘哲學大師蘇格拉底
被雅典法庭以「教唆青年危害國家生存」的罪名判死刑，年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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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164 年，西元前 381 年，東周安王二十一年﹙另說是十一年﹚，歲次庚子，
提倡「兼愛」為善之源泉，賞善罰惡可以用以鼓勵兼愛的“墨子”卒，壽九十八。
佛曆 173 年，西元前 372 年，周烈王四年，歲次己酉，耆那(嗜那，親那，爾那，Jainism、
Jana、 Jaina, 勝者)教主摩訶毘羅(梵 Mahavira， 大雄)歿，年七二，一說 486, 478。
波爾尼 (梵 Panini) 著第一部梵文文法書。
二年前，周太史儋見秦獻公，後人疑太史儋即是老子。
佛曆 175 年，西元前 370 年，周烈王六年，歲次辛亥，古希臘阿布德拉的德謨克利
特﹙Democritus of Abdera﹚逝，壽九十。他認為任何東西都不能從虛無中產生，變化的
確在發生，運動需要虛空，所以「實在」必須由在虛空運動的原子構成。
佛曆 218 年，西元前 327 年，周顯王 42 年，歲次甲午，馬其頓的亞歷山大大帝橫掃
希臘、羅馬、埃及，並入侵本屬波斯的犍陀羅（Gandhara，今屬巴基斯坦 Pakistan）和辛
得 （Sind ）後一年，於其 30 歲時，征服今阿富汗、印度境內。是印度文明「希臘化」
期。三年後亞歷山大於巴比倫患瘧疾去世，享年三十三。
佛曆 223 年，西元前 322 年，周顯王 47 年，歲次己亥，亞歷山大的老師亞里斯多德
﹙Aristotle 去世，年六十二。他曾寫了一本《氣象學》著作。亞里斯多德說﹕宇宙中有
普遍、至高的「第一聖體」──「第五元素」其他範疇都是實體的屬性。精神是靈魂的一
部分，靈魂借助精神來認識和思想。
佛曆 228 年，西元前 317 年，周慎靚王四年，歲次甲辰，旃陀羅笈多王（Candragupta ）
吞併了旁遮普，推翻了恆河流域的難陀 （Nanda ）家族摩揭陀國，創建「孔雀王朝」
（Empire
of Maurya）。“小乘佛教”興隆期。另說是 B.C.324
佛曆 245 年，西元前 300 年，周赧王十五年，歲次辛酉，米索不達米亞﹙今敘利亞
Sysia﹚遣使駐印度。耆那教分裂為“白衣”與“空[裸]衣”二派，均主張「非暴力」主
義。
佛曆 275 年，西元前 270 年，周赧王 45 年，歲次辛卯，陰陽家之祖鄒衍以〈五行相
勝論〉創造五德終始，“陰陽五行”便正式成為學說。印度阿育王即位第四年。
佛曆 277 年，西元前 268 年，周赧王 47 年，歲次癸巳，阿育王（Asoka ），下令僧
團停止教義上無謂的爭辯，並遣使及傳教師至邊境弘揚佛教。阿育王派子瑪印達（Mahinda）
﹙摩晒陀﹖﹚及其女僧伽米塔（Sangha Mitta）至錫蘭─今斯里蘭卡（Sri Lanka）傳教。
更有相當多希臘人參加了佛教僧團。即位第二十六年，阿育王（Asoka ）所刻的“巖石垂
諭“（Rock Edicts）出現「阿拉伯」數字。﹙本條年代另有屬西元 268 年之說﹚
佛曆 285 年， 西元前 260 年，周赧王五十五年，歲次辛丑，秦將白起坑殺趙降卒四
十萬人，長平之戰結束。四年後東周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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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出征東印度的羯陵伽諸王，俘虜十五萬人，屠殺十萬人，死於戰亂者更不計其
數，戰爭引起的毀滅，他悔恨交加而皈依佛教。
佛曆 295 年， 西元前 250 年，周惠公六年，歲次辛亥，希臘系大夏﹙今阿富汗﹚巴
克特里亞 （Bactria ）王國脫離塞琉古王國獨立，共有一百一十年歷史。次年，歲次壬
子，安息帕提亞王國興起，在今德黑蘭附近建利伊城為都，
「安息王朝」
（Empire of Arsak）
共有五百年歷史。
佛曆 303 年，西元前 242 年，秦始皇五年，歲次己未，阿育王建多座塔婆(梵 Stupa)。
佛教“第三次結集”於華氏(華子，花子，今巴特那)城(梵 Pataliputra)(據分別說部說)。
佛曆 305 年，西元前 240 年，秦始皇七年，歲次辛酉，錫蘭王天愛帝須
（Devanampiyatissa ）皈依佛教，建大寺，南印度案「達羅王朝」（Empire of Andhara
Satavahana）建立。
佛曆 312 年，西元前 233 年，秦始皇 14 年，歲次戊辰，佛教普及印度，阿育王歿，
孔雀王朝逐漸衰落。西元前 180 年左右，被「巽迦王朝」
﹙Empire of Sunga，熏迦﹚所滅，
但巽迦王朝也只統治恆河流域，其他則是強權割據。
佛曆 326 年，西元前 219 年，秦始皇 28 年，歲次壬午，派遣徐福[被疑是日本天皇]
到東方海上仙島求不死仙丹，徐福及男女童數千人一去不返。
佛曆 345 年，西元前 200 年，漢高祖七年，歲次辛丑，
《業經》成立。“印度教”興
起。中期《奧義書》成立。
佛曆 356 年，西元前 189 年，漢惠帝六年，歲次壬子，今阿富汗之大夏王德米都利
奧斯（Dmetrius ）即位，入侵統治西北印度近百年，西北印度淪為巴克特里亞希臘系
（Bactrian Greeks）之王統治。二年後，歲次甲寅，弗沙密多羅篡位，印度孔雀王朝滅
亡，巽伽王朝興，但領土僅限於恒河中下游流域。
佛曆 370 年，西元前 175 年，漢文帝五年，歲次丙寅，留侯張良卒，或云從赤松子
遊不知所終。大月氏（Yueh Chi）受到匈奴（Hun）老上單于的攻擊，接著又被藍眼赭鬚
的烏孫人驅逐，便西移奪取古波斯塞種族﹙又稱斯基泰、塞卡 Shakas、薩迦 Saka、西徐
亞 Scythians﹚的領地後定居下來。
佛曆 385 年，西元前 160 年，漢文帝後元四年，歲次辛巳，奠都今夏科特的希臘王
彌蘭陀﹙ Menander、Milinda，又叫梅南多羅斯、麥南德王﹚與那加犀那﹙那先 Nagasena﹚
比丘問答，成立《那先比丘經》，南傳作《彌蘭王問經》原型。
佛曆 395 年，西元前 150 年，漢景帝七年，歲次辛卯，巴丹闍梨（Patanjali ）著
《摩訶巴夏》（Mahabhasya）。迦多衍尼子﹙Katyayaniputra﹚著《阿毘達磨發智論》。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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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進至“部派分裂時期”。
佛曆 404 年，西元前 141 年，漢景帝後三年，歲次庚子，另說為期三百六十五年的
古波斯「安息王朝」﹙Empire of the Arsacid Pathiansa，～A.D.224﹚開始。
佛曆 410 年，西元前 135 年，漢武帝建元六年，歲次丙午，伊朗系薩迦（Saka）族
大月氏人佔領大夏。﹙「建元」為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帝王年號﹚
佛曆 417 年，西元前 128 年，漢武帝元朔元年，歲次癸丑，張騫為探視建都監氏城
的月氏抵達大夏國，打算聯合攻匈奴。再二年後，張騫自西域返漢。
佛曆 420 年，西元前 125 年，漢武帝元朔四年，歲次丙辰，南下的大月氏人在今阿
富汗西南部建立了“塞卡斯坦王國”。
佛曆 430 年，西元前 115 年，漢武帝元鼎二年，歲次丙寅，張騫出使西域返回長安
烏孫使者隨同來京漢與西域開始直接交往絲綢之路從此開通。
佛曆 437 年，西元前 108 年，漢武帝元封三年，歲次癸酉，西域“樓蘭”依附匈奴
攻劫漢使，武帝派將軍越破奴率軍出擊，俘樓蘭王，再破“車師國”，從酒泉西至玉門，
沿途設“亭障”。
佛曆 444 年，西元前 101 年，漢武帝太初四年，歲次庚辰，小乘部派分裂完成。次
年“大乘佛教”運動興起，《般若經》原型成立，羯那陀﹙ Kanada﹚ 始創“勝論學派”
﹙ Vaisesika﹚。
佛曆 448 年，西元前 97 年，漢武帝太初八年，歲次甲申，班超命其副將甘英，經「安
息王朝」統治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去“大秦”﹙羅馬帝國﹚
，但怕傳說中可怕的
帕提亞人﹙安息國基於經濟利益故意恐嚇﹚，遂半途而返。
佛曆 455 年，西元前 90 年，漢武帝征和三年，歲次辛卯，漢征服了車師古國。東遷
的塞種薩迦族月氏入侵印度河地區。
佛曆 456 年，西元前 89 年，漢武帝征和四年，歲次壬辰，錫蘭（Ceylon）佛教第一
次分裂為進步的“無畏山寺派”（ Abhayagiri-vihara ）與保守的“大寺派”(另一說於
西元前 29 年)，書寫三藏及三藏註釋於貝葉，為佛教有字經典之始。
佛曆 468 年，西元前 77 年，漢昭帝元鳳四年，歲次甲辰，在羅布諾爾的樓蘭王與匈
奴結盟，以反對中國的宗主權，霍光派傅介子至樓蘭，誘殺樓蘭王，另立新王，並改國名
為“鄯善”。
依藏文本《于闐國授記》，佛教在此期間已經由迦濕彌羅﹙克什米爾﹚直接傳入
“于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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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472 年，西元前 73 年，漢昭帝元鳳七年，歲次戊申，儒兼道家齊人東方朔棄官
避世，傳說「風飄而去」，壽七十一。
前年，印度「巽他王朝」發生宮廷政變，大臣伐蘇迪跋篡位，建立「甘婆王朝」
。
佛曆 480 年，西元前 65 年，漢宣帝本始九年，歲次丙辰，羅馬大將龐培 Pompey 進
兵巴比倫( Babylon, 今伊拉克, Iraq)，滅了希臘東方大帝國。造成希臘的三大帝國與其
印度大夏─犍陀羅相繼瓦解。
佛曆 488 年，西元前 57 年，漢宣帝神爵五年，歲次甲子，印度罽賓王(Kalpa 王名，
Kapphina 王之父 ）遣使來漢，漢使關都尉文忠與其使者回罽賓(今阿富汗之卡布爾 Kabul)
或卡西米爾（ Kashmier）。
佛曆 543 年，西元前 2 年，中國漢哀帝元壽元年，歲次己未，大月氏王之使節伊存
口授《浮屠經》予博士弟子秦景廬，為中國佛教之始。
● 西元後部分 A.D.=after the birth of Jesus Christ=[Anno Domini]in the year
of our Lord]
佛曆 565 年，西元 21 年，新朝地皇二年，歲次辛巳，古波斯王孔德伐斯 （Gondophares）
統治古印度犍馱羅（Gandhara）地方，建立“古波斯大帝國”。
佛曆 594 年，西元 50 年，後漢光武帝建武 26 年，歲次庚戌，《勝論經》成立。丘就
卻 （Kujula Kadphises）於罽賓（Kubha，古印度西北地區，今之阿富汗東北與東巴基斯
坦北部）建立北印度「貴霜王朝」, 登位第一年。
傳說被逐的印度王子混填，約於此年與蛇王之女結婚，作了扶南﹙今柬埔寨﹚王。
西元 54 年，「丘就卻」登位第四年，由“婆羅門教”改信佛教。
西元 58 年，「丘就卻」登位第八年，開始採用“佛教政治”治國，建立「阿育王僧伽
藍」，召開大乘經論結集大會結集初期大乘經論，“初期大乘”崛起年代。亦即傳統佛教
史上所稱“第三次佛經結集”，也為貴霜王朝第一次佛經結集。
西元 59 年，
「丘就卻」登位第九年，與優波掬多（或曇無竭或賓頭頭廬或目犍連帝須）
去巡禮佛跡 256 天，在四城門外立藥藏。
佛曆 604 年，西元 60 年，中國後漢明帝永平三年，歲次庚申，初期大乘經典《般若
經》
、《法華經》
、《華嚴經》
、《無量壽 (大阿彌陀) 經》等初期大乘經典成立，其前都屬於
小乘派經典。
「丘就卻」登位第十年，建「阿育王僧伽藍」
，詔令天下立「如來神廟」
，並戒殺，戒
獵與捕魚，推行孝道。
西元 62 年，
「丘就卻」登位第十二年，將「班央石窟」賜給「耆那教」生活派僧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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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佛誕生地立石柱及像，並令佛出生地「藍毘尼」村人減稅，下詔每五年將由中央派
佛教官員至全國各地視察佛教政治推行情形。
西元 63 年，
「丘就卻」登位第十三年，成立“地方行法官”，推行“佛教政治”制度。
佛曆 608 年，西元 64 年，東漢明帝永平七年，歲次甲子，明帝夜夢金人，遣秦景等
人出使西域求取佛經，一說為西元 60、68、70 年。狂人皇帝尼祿（Nero Claudius） 縱
火把羅馬燒成灰燼﹔皇帝尼祿藉口開始捕殺嫌疑犯，乘機迫害基督徒，此時彼得殉道。
西元 65 年，永平八年，歲次乙丑，
「丘就卻」登位第十五年，採用“大乘律典”，
在山崎下詔大乘教團不准分裂。
漢明帝下給楚王劉英詔書中有﹕「楚王誦黃老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據此推知，江
淮之間已有佛教流傳。

佛曆 611 年，西元 67 年，永平十年，歲次丁卯，中印度月氏國僧迦攝﹙葉﹚摩
騰 （Kasyapamatanga）與竺法蘭（Dharmarakcha）攜來在中亞編篡的佛陀嘉言錄《四十
二章經》（The Sutra of 42 Sections），與秦景等人返回洛陽，為漢譯佛經之始。
佛曆 612 年，西元 68 年，後漢明帝永平 11 年，歲次戊辰，竺法蘭﹙Dharma-rakcha）
譯《佛本行經》五卷為漢譯佛經與北傳佛教之始，創中國漢譯佛經、佛教國家事業、佛教
政教合一、佛教治國與佛教政治之始。明帝於洛陽城西雍門外創建白馬寺，讓二僧安居。
為中國建佛寺之始。
佛曆 619 年，西元 75 年，永平 18 年，歲次乙亥，漢明帝薨，葬洛陽東之顯節陵，內
建一天竺佛塔，此後民間百姓塚上，亦有建佛塔者。
西元 76 年，丘就卻﹙Kujula Kadphises﹚登位第二十六年，重申行法不易詔，重申
中央官員推行佛教政治之職責與權利，戒燒森林，及因丘就卻喜葷食，而由完全戒殺改為
戒殺小於六個月之動物，及可食「三淨肉」。
佛曆 649 年，西元 105 年，後漢和帝元興元年，歲次乙巳，和帝崩，鄧太后臨朝。
洛陽宦官蔡倫用麻、樹皮、破布、魚網做出了世上第一張紙──發明“造紙術”，七世紀
初[ A.D.610 ]由高麗和尚傳入日本，八世紀末傳入印度 [另見 A.D.751]、波斯等國，十
二世紀才傳到歐洲 。次年，羅馬征服阿拉伯。
佛曆 674 年，西元 130 年，後漢順帝永建五年，歲次庚午，迦膩色迦王﹙Kaniska 即
位一年後，召集肋尊者與世友等五百聖眾，於迦濕彌羅﹙Kasmira, Kashmir ，罽賓，葉
彌羅，羯濕弭羅，今之卡布爾 Kabul，Kubha，喀什米爾 Cashmere ﹚結集經典，撰成《阿
毘達磨 abhidharma 大毘婆沙論》二百卷，為“第四次經典結集”，另有一說於西元 144
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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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42 年，貴霜 40 年，「胡為色迦」詔令全國毀佛。
佛曆 711 年，西元 167 年，後漢桓帝永康元年，歲次丁未，安息國安世高譯《大道
地經 》﹙《修行道地經》﹚二卷。去年，羅馬國王安東尼遣使由海路來華。
日本九州島上的邪馬台國女王卑彌呼立。
佛曆 731 年，西元 187 年，後貴霜紀元元年，
「迦尼色迦第三」開始統治「後貴霜王
朝」，立「雀離大寺」，迎「一切有部」僧人入「雀離大寺」，詔令召開「罽賓」大乘經論
結集。亦即傳統佛教史所稱之“第四次佛經結集”，也為「貴霜王朝」之第二次佛經結集。
﹙另見西元 130 年之說﹚
佛曆 737 年，西元 193 年，東漢（後漢）獻帝初平四年，歲次癸酉，笮融以彭
城為中心，建佛寺鑄造鍍金銅佛像，舉行“浴佛法會”，並設餚饌於路，供人就食（一說
是 195 年）
，創中國佛教建金銅佛像與舉行浴佛法會之始。
佛曆 739 年，西元 195 年，後漢獻帝興平二年，歲次乙亥，倉捂學者牟子到“交趾”
避難，著有《牟子理惑論》，此時越南佛教是由中國傳入。
佛曆 746 年，西元 202 年，建安七年，歲次壬午，貴霜統治者婆蘇提婆信奉了印度
教。
佛曆 753 年，西元 209 年，建安 14 年，歲次乙丑，印度室利笈多大王為從蜀川入東
印度的二十餘名中國僧人建了支那寺。
佛曆 760 年，西元 216 年，建安 21 年，歲次丙申，曹操自立為魏王，稱曹魏。波斯
「摩尼教 Manichaeism」教主摩尼出生於巴比倫。“摩尼教”我國舊譯“明教”、“明尊
教”、“二尊教”、“牟尼教”、“末尼教”，是以“瑣羅亞斯德教”的理論基礎上，吸
收“基督教”、“諾斯替教”﹙Gnosticism﹚、“佛教”的教義思想而形成自己的信仰。
佛曆 772 年，西元 228 年，魏明帝太和二年，漢建興六年，歲次戊申，與當時支亮、
支婁迦讖合稱「三支」的月氏籍支謙居士譯《瑞應本起經》二卷，
《阿彌陀經》二卷，
《義
足經》二卷，
《明度經》四卷等，創中國佛教阿彌陀佛與西方極樂世界信仰之始[另見 A.D.416
年]。
由帕提亞﹙Parthians﹚波斯地區總督阿爾達希爾建立的波斯「薩珊王朝」（Sasan）
興起已有四年，為溝通印度、中亞、遠東地區的文化交流起了重要作用。
西元 245 年，「堵貨邏」王以佛教政治統治「犍陀羅」等地，建立古印度之「薩珊王
朝」開始統治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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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791 年，西元 247 年，魏正始八年，漢延熙十年，吳赤烏十年，歲次丁卯，西
域僧人康僧會到建業譯佛經，孫權為之建「建初寺」，佛教從此在江南興起。
佛曆 795 年，西元 251 年，魏嘉平三年，漢延熙十四年，吳赤烏十四年，歲次辛未，
康僧會（Sanghavarman）譯《六度集經》九卷。
波斯「薩珊王朝」，夏布爾一世（Shapur I）， 入侵西北印度，印度「貴霜王朝」衰
微。
佛曆 825 年，西元 281 年，晉武帝太康二年，歲次辛丑，明州鄮縣出現阿育王塔（一
說 265），創中國建阿育王塔之始。
佛曆 829 年，西元 285 年，晉武帝太康六年，歲次乙巳，百濟派遣學者王仁率諸工
到日本，並獻《論語》等書文，中國儒學於是開始傳入日本。
佛曆 847 年，西元 303 年，西晉惠帝太安二年，歲次癸亥，竺法護譯「彌勒本願經」
與「彌勒成佛經」及其他佛經，創中國佛教彌勒佛與三世佛信仰之始。
佛曆 849 年，西元 305 年，晉惠帝永興二年，歲次乙丑，耆域入中國傳咒術及陀羅
尼密教。
佛曆 854 年，西元 310 年，晉懷帝永嘉四年，歲次庚午，佛圖澄入中國，至後越廣
傳密教與咒術。
佛曆 856 年，西元 312 年，晉懷帝永嘉六年，歲次壬申，時稱「高座法師」
，龜茲僧
帛尸梨密多羅﹙Srimitrala﹚在此期間到達建康建初寺，後主持譯出《大孔雀王神咒》
、
《孔
雀王雜神咒》，並傳播密法經典和佛教咒術。
佛曆 864 年，西元 320 年，晉元帝大興三年，歲次庚辰，東晉受匈奴逼迫，已遷都
南京三年。「月護王」所建立的「笈多王朝」﹙Gupta﹚開始了北印度改良式佛像的刻創，
後共有三百三十年歷史，也是佛教藝術的黃金時代。
佛曆 894 年，西元 350 年，晉穆帝永和六年，歲次庚申，
「薩珊王朝」沙普爾二世征
服喀布爾河谷、犍陀羅和旁遮普，以得叉始羅（Takshashila）為首府。
宣講《瑜伽師地論》的彌勒菩薩逝，壽八十。
佛曆 911 年，西元 367 年，晉廢帝海西公太和二年，歲次丁卯，沙門樂僔於敦煌莫
高窟鳴沙山石窟建石窟佛，創中國建佛像與敦煌石窟營造之始。前一年沙門支道林卒，年
五十三，生前曾命匠人造中國最早的阿彌陀佛像。
佛曆 915 年，西元 371 年，晉簡文帝咸安元年，歲次辛未，今錫蘭國王自南印
度迎回佛牙舍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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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916 年，西元 372 年，晉簡文帝咸安二年，歲次壬申，氐族人稱帝關中的前秦
符堅派特使及沙門順道、阿道，持經卷、佛像贈送高句麗國小獸林王，是佛教傳入韓國之
始。
佛曆 925 年，西元 381 年，晉孝武帝太元六年，歲次辛巳，晉孝武帝崇信佛教，於
殿內設立精舍，居有沙門﹔名僧慧遠於廬山建“蓮社”。
去年，
「超日王」旃陀羅•笈多二世即位，他在位三十五年，
「笈多王朝」進入全
盛時期。
佛曆 927 年，西元 383 年，晉孝武帝太元八年，歲次癸未，謝玄破虔信佛教的前秦
突厥人符堅入寇於淝水之戰大勝。呂光入侵“庫車”﹙龜茲﹚，逼年四十的鳩摩羅什飲酒
犯戒，致娶了公主後帶回中國。次年，符堅舊部藏羌人姚萇建國“後秦”，立都長安。
佛曆 929 年，西元 385 年，晉孝武帝太元十年，歲次乙酉，佛圖澄之徒、蓮宗
初祖慧遠之師道安法師，於襄陽檀溪寺鑄丈八銅像，是中國自造佛像之始。他發願往生兜
率淨土，圓寂於長安五重寺，壽七十四。
佛曆 943 年，西元 399 年，晉安帝隆安三年，歲次己亥，是鮮卑族的道武帝拓跋珪
稱王，建立北魏的第二年，前任命法果為「道人統」，法果稱道武帝為「當今如來」
，帝儼
然「佛王」以治世。
《佛國記》主角法顯由長安前往印度，到達犍陀羅，一說於西元 398，
於 413 或 414 年自錫蘭返國。
佛曆 945 年，西元 401 年，東晉安帝隆安五年，北魏天興四年，歲次辛丑，、
姚秦弘始三年，今庫車之龜茲國(中亞東土耳其斯坦，今新疆庫車)鳩摩羅什（Kumarajiva）
抵長安，一說 395，400，402 年，譯《仁王般若經》二卷，《金剛般若經》。
佛曆 946 年，西元 402 年，東晉安帝元興元年，北魏天興五年，歲次壬寅，慧遠大
師與劉遺民等百餘人創立「白蓮社」，專以念佛求生西方為修行法門。
佛曆 950 年，西元 406 年，晉安帝義熙二年，北魏天賜三年，歲次丙午，獅子國派
僧人曇摩航海送來四尺二寸高玉佛，路上已走了十年，才到達建康[今南京]。
佛曆 956 年，西元 412 年，晉安帝義熙八年，北魏永興四年，歲次壬子，第一
位赴印度求經拜佛的法顯，由錫蘭回國，後著《佛國記》，述沿途見聞。這期間與佛陀跋
陀羅共譯經典五部四十九卷。次年，鳩摩羅什逝，年六十九。
佛曆 960 年，西元 416 年，晉安帝義熙十二年，歲次丙辰，結眾修念佛三昧，嚴遵
戒律而死，世稱組「白蓮社」的淨土宗初祖﹙淨土宗祖師都是往生後被後人追認的﹚慧遠
滅，世壽八十二。
印度「笈多王朝」鳩摩羅笈多統治極盛時代第二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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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964 年，西元 420 年，晉恭帝元熙二年，宋武帝永初元年，歲次庚申，晉恭帝
禪讓，東晉亡。劉裕稱帝，“南朝”自此開始。佛陀跋陀羅譯成《華嚴經》。
佛曆 968 年，西元 424 年，南北朝宋少帝景平二年、文帝元嘉元年，北魏太武
帝始光元年，歲次甲子，西域高僧卡良耶舍 （Kalayasas）譯出《觀無量壽佛經》，對後
來淨土思想產生很大的影響。
基督教“聶斯脫利派”在波斯成立獨立教派，即後來入唐之“景教”。
佛曆 969 年，西元 425 年，南北朝宋文帝元嘉二年，北魏始光二年，歲次乙丑，印
度僧人曇無讖 （Dhamaksema） 在涼州﹙今之武威﹚譯出作為北涼發展佛教政治建設與教
育用的《悲華經》。
佛曆 972 年，西元 428 年，南北朝宋文帝元嘉五年，北魏神麚元年，歲次戊辰，獅
子國﹙今斯里蘭卡﹚、天竺﹙今印度﹚分別派使來宋朝貢獻方物。
佛曆 977 年，西元 433 年，南北朝宋文帝元嘉十年，北魏延和二年，歲次癸酉，僧
人僧伽跋摩﹙求那跋摩﹚和獅子國﹙僧訶羅﹚比丘尼主持，慧果、淨音在南少林寺重受具
足戒，是中國尼眾受全戒之始。
如來已著南朝「褒衣博帶」之士大夫服飾，中國式佛像風格從此展開。此時，曾
確立“沙門應拜王者”的制度。
相傳藏王拉托托日寧贊六十歲時，於皇宮屋頂尋獲《寶篋裝嚴經》
、
《如意寶珠陀
羅尼咒經》
﹙另說是《大乘莊嚴寶王經》、《百拜懺悔經》、《六字大明陀羅尼》、《枳達嘛尼
陀羅尼》﹚為佛教初傳藏地之始。
佛曆 990 年，西元 446 年，南北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三年，北魏太平真君七年，歲次
丙戌，北魏太武帝拓跋燾從崔浩議，誅沙門、毀佛寺、禁佛法。
佛曆 996 年，西元 452 年，宋文帝元嘉二十九年，北魏文成帝興安元年，歲次壬辰，
元魏平定中原，下詔恢復佛教，並親自為沙門師賢祝髮，任為「道人統」
，此後造像大盛，
下令諸州郡縣各建一寺，並修復已破壞之佛像。
佛曆 998 年，西元 454 年，宋孝武帝孝建元年，北魏興光元年，歲次甲午，由同為
胡人或山區遊牧民族之古中國三國時代或五胡十六國亂華時代之北魏，於武州西山石壁開
鑿窟殿五所，刻佛像，創建靈嚴寺。
佛曆 999 年，西元 455 年，南北朝宋孝武帝孝建二年，北魏太安元年，歲次乙未，白
匈奴（White Hun）人入侵西北印度達四十五年，其間徹底摧毀了佛教寺塔，讓血流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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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日王」鳩摩羅•笈多（ Kumara Gupta）興建的那爛陀（Nalanda）寺院落成了一
年。
佛曆 1004 年，西元 460 年，宋孝武帝大明四年，北魏和平元年，歲次庚子，北魏於
平城西武州塞開鑿石窟五所，刻佛像，即為雲岡石窟營造之始。
前年起，北魏下令禁酒，凡釀酒、酤酒、飲酒者一律斬殺。
佛曆 1013 年，西元 469 年，南北朝宋泰始五年，北魏皇興三年，歲次己酉，北魏獻
文帝設“僧祇戶”﹙歲輸穀六十斛入僧曹﹚及“佛圖戶”﹙以罪民官奴供佛寺役使﹚
。
佛曆 1016 年，西元 472 年，南北朝宋太豫元年，北魏延興二年，歲次壬子，吉迦夜
譯《付法藏因緣傳》記載二十三位印度祖師師弟相傳傳說的名單，開始於大迦葉，終於師
子比丘。禪宗第二十三祖師子比丘並未覓得繼承者前，就被毀佛信邪教的彌羅掘王所殺，
禪宗印度傳承僅止於二十三祖。
佛曆 1019 年，西元 475 年，南北朝劉宋廢帝元徽三年，北魏延興五年，歲次乙卯，
法顯從西域帶回取自北印度的佛牙。
佛曆 1024 年，西元 480 年，劉宋滅後一年，齊建元二年，北魏太和四年，歲次庚申，
菩提達摩（Bodhidharma）抵華。一說在 527 年經考據不符。菩提達摩偈語﹕「吾本來茲
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葉，結果自然成。」
佛曆 1038 年，西元 494 年，齊明帝建武元年，北魏太和十八年，歲次甲戌，北魏孝
文帝下詔士民禁穿胡服，改穿漢服。次年，又禁止在朝廷說鮮卑語。由山西大同遷都至洛
陽前後，龍門石窟開始開鑿。
佛曆 1040 年，西元 496 年，南北朝齊明帝建武三年，北魏太和二十年，歲次丙子，
龍門石窟開始整修第二年，佛像已大量雕刻。
佛曆 1046 年，西元 502 年，齊中興二年，梁武帝於天監元年，歲次壬午，派郝騫、
謝文華等八十多人到中天竺“舍衛國”請得釋迦迦旃檀像歸來供養，而天竺“優禪尼國”
王子月婆首那擔當了梁之總知「外國使命」。
佛曆 1048 年，西元 504 年，梁武帝蕭衍發願歸佛，詔立佛教為國教，將中國倫
理溶入佛法中，使佛教通俗化。
佛曆 1050 年，西元 506 年，北魏正始三年，梁武帝於天監五年，歲次丙戌，“扶
南”僧人伽婆羅、曼陀羅開始來華譯經達六十四年之久。
佛曆 1054 年，西元 510 年，北魏永平三年，梁武帝天監九年，歲次庚寅，
《梁書•蔡
樽傳》記下西域﹙漢地﹚最早有祆教的傳教記載。
15

去年，宣武帝親講《維摩詰經》，佛教在北魏大興。
佛曆 1058 年，西元 514 年，梁武帝天監十三年，歲次甲午，撰寫《水陸儀軌》
，傳說
化身十一面觀音的寶誌和尚志公禪師逝。
佛曆 1063 年，西元 519 年，梁武帝天監十八年，歲次己亥，北魏宣武帝拓跋恪遺孀
胡后派敦煌人宋雲、僧人慧生開始遊西北印度三年，進入烏仗那與喀布爾河下游的犍陀羅。
事天神、火神的祆教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佛曆 1066 年，西元 522 年，南北朝梁武帝普通三年，北魏正光三年，歲次壬寅，漢
人司馬達到大和國高市郡阪田原結草堂置佛像，屬佛教之私傳日本之始。
次年，中國北魏於河南嵩山始建磚造嵩嶽塔。
佛曆 1073 年，西元 529 年，梁武帝中大通三年，北魏永安二年，歲次己酉，梁武帝
再次捨身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宣講《涅槃經》，群臣以一億萬贖回皇帝。去年，新
羅王皈依佛教，佛教漸興。
佛曆 1083 年，西元 539 年，梁武帝大同五年，東魏元象二年，西魏大統四年，歲次
己未，尚是大乘佛教國家的扶南使節來到梁都，面告該國存有十二尺長之佛髮。扶南佛教
興盛，梁武帝派僧雲寶至扶南取佛法造塔供奉。
佛曆 1096 年，西元 552 年，南北朝梁元帝承聖元年，北齊天保三年，西魏廢帝元年，
歲次壬申，日本欽明天皇十三年，佛教最初的公傳傳入日本，是”百濟”的聖明王上表勸
進，並進獻金銅佛像、經論、幡蓋等。
佛曆 1111 年，西元 567 年，陳廢帝光大元年，北齊天統三年，北周天和二年，歲次
丁亥，白匈奴 噠人在突厥和「薩珊王朝」聯軍攻打下失去統治權。突厥和「薩珊王朝」
以阿姆河為界，東、西瓜分了 噠全部轄土，罽賓、勃律（Bolor）又歸突厥統治。
佛曆 1115 年，西元 571 年，北周武帝天和六年，陳太建三年，北齊武平二年，歲次
辛卯，“伊斯蘭教”創始人穆罕默德誕生於阿拉伯半島上麥加古萊氏族一個沒落的貴族家
庭。
佛曆 1118 年，西元 574 年，北周武帝建德三年，陳太建六年，北齊武平四年，歲次
甲午，獨尊儒教，大舉廢佛、道二教，近二百萬沙門還俗。
佛曆 1129 年，西元 585 年，陳至德三年，隋文帝開皇五年，歲次乙巳，菩薩服裝已
改為當地俗裝，菩薩世俗化從隋代開始。
南印度高僧達摩笈多到達龜茲，龜茲佛教仍是大、小二乘並行。
佛曆 1130 年，西元 586 年，陳至德四年，隋文帝開皇六年，陳至德四年，歲次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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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事阿修羅、樹神的東女國大羊同遣使向隋朝朝貢。
日本用明天皇欲奉佛，物部氏反對。次年，天皇逝，大臣蘇我馬子舉兵殺物部，擁立
信佛的崇峻天皇，從此蘇我氏專擅朝政。
佛曆 1136 年，西元 592 年，隋文帝開皇十二年，歲次壬子，據傳智顗大師初抵玉泉
山時，於樹下入定，定中授皈依與關雲長父子之靈，關羽即成為中國佛教之「伽藍護法神」
，
稱「世護法」。
佛曆 1150 年，西元 606 年，隋煬帝大業二年，歲次丙寅，印度“羯若鞠闍國”君主
「光增王」之王子曷利沙•伐旦納即位，稱「戒日王」
，在位四十年，統一大部分北印度。
佛曆 1151 年，西元 607 年，隋煬帝大業三年，歲次丁卯，日本奈良法隆寺塔建成。
佛曆 1154 年，西元 610 年，隋煬帝大業六年，歲次庚午，穆罕默德開始傳布伊斯蘭
教。
佛曆 1160 年，西元 616 年，隋煬帝大業十三年，歲次丙子，有關藥師如來的經典此
時翻譯成中文，開始盛行於中國與日本。
佛曆 1164 年，西元 620 年，唐高祖武德三年，歲次庚辰，罽賓進天文經、秘方、蕃
藥。
早期罽賓高僧進中國傳教，中國僧人西至天竺，必先至罽賓訪學習經。
佛曆 1171 年，西元 627 年，唐太宗貞觀元年，歲次丁亥，秦王李世民在宮城玄武門
發動政變，殺太子建成、齊王元吉及其諸子，遂被改立為太子，不久高祖禪讓後即位，於
今年改元貞觀。
玄奘（Yuan Chwang ）「冒越憲章，私往天竺」由長安偷偷往西域取經，一說西
元 629 年，於西元 645 年返長安，請回佛像，佛舍利及梵文佛經 520 夾 657 部，西元 664
年玄奘卒。其間譯經無數，經戰亂與火災梵本全遺失或已廢。
尼泊爾現存有梵本《般若經》。藏王松贊干布年十三歲登基，不久派十六童子赴
印度學習文字五明等。
中國造紙術，七世紀初傳入日本。
佛曆 1173 年，西元 629 年，唐太宗貞觀三年，歲次己丑，密宗“阿闍梨教”由滇緬
傳入雲貴地區南詔，稱為「滇密」，直至清朝平定三籓時才被禁。據段公墓誌載有被暱稱
「觀音爸」的西北印人去大理宏傳密法。
藏族的祖先建立“吐蕃國”。
佛曆 1174 年，西元 630 年，唐太宗貞觀四年，歲次庚寅，李靖平東突厥，頡利可汗
被俘，四夷君長推唐太宗為「天可汗」。
回教 Moslems 穆罕默德征服了亞歷山大利亞與麥加，穆罕默德改克爾白古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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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作為朝聖之地，又在巴格達建造一座寓言式的知識之城。
西藏 Tibet 開始一百七十年的黃金時代。日本始置“遣唐使”。
佛曆 1175 年，西元 631 年，唐太宗貞觀五年，歲次辛卯，西藏地區藏北、藏東北古
名小羊同的“象雄”向唐朝朝貢。純陽祖師呂洞賓[紹先]生，傳說六十四歲上朝元始天尊。
祆教徒穆護何錄詣闕進祆教，敕於京師建「大秦寺」。
阿拉伯半島因大部分部落信了伊斯蘭教，阿拉伯半島可說是統一了。
佛曆 1176 年，西元 632 年，唐太宗貞觀六年，歲次壬辰，回教聖人穆罕默德去世。
阿拉伯四大“哈里發”時期開始。
佛曆 1177 年，西元 633 年，松贊干布遷都邏些，開始興建布達拉宮。
佛曆 1184 年，西元 640 年，唐太宗貞觀十四年，歲次庚子，玄奘向舊王舍城的吠陀
論師勝軍居士﹙Kulapati ，迦羅越﹚學瑜伽、因明以「諮決所疑」時，曾一同至佛陀迦
耶菩提寺參拜佛舍利。
佛曆 1185 年，西元 641 年，唐太宗貞觀十五年，歲次辛丑，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贊
干布﹙棄宗弄讚﹚。
印度戒日王與唐建交。阿拉伯人攻佔埃及、巴比倫尼亞。
佛曆 1192 年，西元 648 年，唐太宗貞觀二十二年，歲次戊申，王玄策請吐蕃、尼婆
羅出精兵至中天竺國，擒印度篡臣阿羅那順並押回長安。王玄策送給迦摩縷波梵文《道德
經》。
佛曆 1195 年，西元 651 年，唐高宗永徽二年，歲次辛亥，西突厥反叛。禪宗四祖道
信禪師逝，年七十二。道信禪師偈語﹕「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信合，當生生
不生。」
阿拉伯使節來唐，將“回教”傳入中國。
阿拉伯人揮師滅掉薩珊王伊嗣俟三世（Yazdegird Ⅲ），祆教徒以其國王逝世之
年為紀元。
正式創立淨土宗的淨土宗二祖善導厭身諸苦，一心嚮往生西方，終於光明寺前柳樹上
自投而死﹙或云在樹上端身立化﹚。一生造“淨土變像”三百餘壁。
佛曆 1208 年，西元 664 年，唐高宗麟德元年，歲次甲子，玄奘卒，年六十九。李淳
風至四川，定居袁天罡塋穴附近。
阿拉伯軍隊侵阿富汗，占領喀布爾，再侵入印度征服印度河下游地區。
佛曆 1214 年，西元 670 年，唐高宗總章三年，咸亨元年，歲次庚午，金剛智來華。
吐蕃攻陷西域，唐罷安西四鎮，遣薛仁貴等出兵反擊吐蕃，被打敗。
18

佛曆 1217 年，西元 673 年，唐高宗咸亨四年，歲次癸酉，善無畏（Subhakarasimha）
來華，“真言宗”始興。次年，阿拉伯人東侵渡過阿姆河，侵入中亞地區。
佛曆 1220 年，西元 676 年，唐高宗上元三年，歲次丙子，義淨訪問印度那爛達
寺。
惠能三十九歲於廣州法性寺從智光律師得戒。
佛陀波利﹙Buddhapali﹚從罽賓到五台山，禮拜文殊未果。回國取《佛頂尊勝陀羅尼
經》，於永淳二年﹙西元 686 年﹚再來長安，譯經成中文留在皇宮。另攜原經上五台山重
譯，並久居五台山未回國。
佛曆 1234 年，西元 690 年，武后天授元年，歲次庚寅，奉先寺竣工的第十年，胡裔
武則天稱帝，為中國第一個女皇帝。光明寺薛懷義等十人偽造《大雲經》稱武后是彌勒轉
世。始行貢士殿試。次年，武則天令升佛教於道教之上。
“金剛乘”在南印度諸國及獅子國發展。
佛曆 1237 年，西元 693 年，唐中宗嗣聖十年，歲次癸巳，周則天武后（武則天）長
壽二年，武后依卍字，及其讀音，造新名「曌」一字，並創造觀世音菩薩由男像變為女像
之始，以利其製造自己的帝王像，以遂其實施佛教政治、政教合一的愚民統治與當“佛教
皇帝”之美夢。清朝也有帝后慈禧自稱為「老佛爺」。
佛曆 1242 年，西元 698 年，武則天聖曆元年，歲次戊戌，敦煌千佛洞完成。
佛曆 1257 年，西元 713 年，唐玄宗先天二年、開元元年，歲次癸丑，禪宗六祖慧能
圓寂，年七十五。六祖慧能偈語﹕「菩提本非樹，心鏡亦非臺，本來無一物，何假拂塵埃。」
義淨入寂，壽七十八。中國人口減為四千一百萬人左右。
往昔，從呼羅珊、波斯、伊拉克、莫蘇耳，直到敘利亞邊境的國家都是信仰佛
教，後來又因統治者關係以“祆教”為國教，但今年起因穆罕默德•賓•卡西姆的勝利，
人民改信了“伊斯蘭教”。
佛曆 1272 年，西元 728 年，唐玄宗開元十六年，歲次戊辰，“新羅國”人金喬覺成
道，享遐齡九十九。
時當波羅王朝由提婆波羅（Devapavla）王攝政期間，“鄔仗那國”由訶耶梨羅
（Hayalivla）執政，從藏續《金剛橛疏黑供》記載﹕「西方鄔仗那地方，釋迦王與王妃
之子蓮華生，誕生於龍年陽曆 9 月 21 日，金曜日，觜宿日出之時」那麼，蓮華生到達西
藏時，才二十二歲。
佛曆 1294 年，西元 750 年，唐玄宗天寶九年，歲次庚寅，藏王赤松德真迎寂護的妹
夫蓮華生大士入藏。
東印度孟加拉「波羅王朝」始興，延續四百年，為密教（Guhya ）佛教的全盛期。
佛曆 1295 年，西元 751 年，唐玄宗天寶十年，歲次辛卯，高仙芝在怛邏斯被“石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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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大食”聯軍打敗，被俘士兵將造紙術向西方傳播。
佛曆 1299 年，西元 755 年，唐玄宗天寶十四年，歲次乙未，日本留學僧吉備真備以
《大衍曆經》、《大衍曆立成》、測影鐵尺、銅律管等齎入日本。至淳仁天皇天平寶字七年
[A.D. 763 年]，日本廢「儀鳳曆」改用「大衍曆」。
佛曆 1303 年，西元 759 年，唐肅宗乾元二年，歲次己亥，不空譯《宿曜經》唐律禁
私習天文，並及曆算。去年，挑起南北禪宗之爭的神會禪師逝，年七十四。
佛曆 1307 年，西元 763 年，唐肅宗乾元六年、唐代宗廣德元年，歲次癸卯，蓮華生
大士始建桑耶寺（Samye Temple），歷十二年完成。
金城公主之子今西藏吐蕃王赤松德贊趁安祿山之亂，一度佔領長安僅十四天，後被郭
子儀擊退。但直至唐末，河西隴右地方一直是吐蕃統治。
佛曆 1311 年，西元 767 年，唐代宗大歷二年，代宗與權臣、宦官佞佛，大造佛寺，
不空被封為“國公”，京畿良田多歸佛寺。
佛曆 1312 年，西元 768 年，唐代宗大歷三年，歲次戊申，
《冊府元龜》記有﹕不空上
言，……中有佛舍利，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拳，其長數尺。“回紇”可汗獲得唐天子允許，
在中國荊揚等州傳布禁止喝牛奶、吃奶油的“摩尼教”，各建“大雲光明寺”。
佛曆 1325 年，西元 781 年，唐德宗建中二年，歲次辛酉，唐派大乘和尚摩訶衍與印
度寂護弟子伽摩羅什﹙蓮花戒﹚在薩木央寺開辦三年盛大的辯論會，蓮花戒勝利不久被刺
身亡。
此年立有《大秦景教流行中國碑》，景教即東派的基督教。
新羅國惠日、悟真入唐求法，後惠日回國弘揚密教。
印度達磨波羅王建密教中心超岩寺。吐蕃王朝攻陷沙州敦煌。
佛曆 1327 年，西元 783 年，唐德宗建中四年，歲次癸亥，百丈懷海禪師入百丈山，
九年後定了「清規」的〈禪門規式〉。
佛曆 1332 年，西元 788 年，唐德宗貞元四年，歲次戊辰，馬祖•道一禪師逝，年七
十九。
德宗將咸安公主嫁與回紇和親。回紇改名回鶻，並與吐蕃絕交。
去年，拜占廷攝政伊林娜皇后在尼西亞召開宗教會議，決定重新允許聖像崇拜。
佛曆 1344 年，西元 800 年，唐德宗貞元十六年，歲次庚辰，印度地區佛教衰，“印
度教”（Hinduism ）起。
佛曆 1347 年，西元 803 年，唐順宗永貞元年，歲次乙酉，日本天台宗開祖傳教大師
最澄入唐研鑽佛學。返國後在比濬山建延曆寺，安奉藥師如來坐像為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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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1383 年，西元 839 年，唐文宗開成四年，歲次己未，回鶻汗國因爭位內亂，加
上黠嘎斯的進攻，於次年滅亡後，開始向西大遷移，分別成立信仰“摩尼教”的“河西回
鶻”﹔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鶻”﹔信仰“伊斯蘭教”的“蔥嶺西回鶻”﹙後建立「喀喇汗
王朝」﹚。
佛曆 1389 年，西元 845 年，唐武宗會昌五年，歲次乙丑，唐武宗迷信道教，打著「懲
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驅遊惰不業之民，廢丹鑊無用之室」的幌子，毀天下佛寺四
萬四千餘座，令二十六萬餘僧尼還俗，收奴婢十五萬人，良田數千萬畝，史稱「會昌滅佛」
。
前二年，“摩尼教”教徒也被驅逐出境。很巧的是西藏也在前二年展開“滅佛”
之舉。
佛曆 1417 年，西元 873 年，唐懿宗咸通十四年，歲次癸巳，懿宗迎法門寺佛骨，廣
造佛圖、寶帳、香轝等，佛骨一直迎入皇宮，奉拜約一年。
佛曆 1499 年，西元 955 年，後周世宗顯德二年，歲次乙卯，毀天下佛寺，同時禁止
私度僧尼，並令僧尼還俗。
佛曆 1525 年，西元 981 年，宋太宗太平興國六年，歲次壬午，正式興辦國立「譯經
院」，天息災、施護、法天大量翻譯梵筴。
佛曆 1544 年，西元 1000 年，宋真宗咸平三年時，歲次庚子，“伊斯蘭教”尤斯夫卡
德汗入侵于闐，佛教徒敗北，于闐佛教隨之告終，于闐回教國家誕生。
佛曆 1545 年，西元 1001 年，宋真宗咸平四年時，歲次辛丑，“伊斯蘭教”勢力從北
印度席捲而下，佛教所有沙門被殺，佛教就逐漸在印度絕跡，有家室之“印度教”祭司制
度卻得以延命下來。但印度哲學的偉大時代就此終止。
位在今河北定州市，現存最高達八十四公尺的磚造“料敵塔”始建，歷五十五年
才完成。
佛曆 1549 年，西元 1005 年，宋真宗景德乙巳年，歲次乙巳，因以前之天文、地理、
陰陽、方術書籍錯誤甚多，宋真宗命司天少監史序等改編成《乾坤寶典》。
佛曆 1556 年，西元 1012 年，大中祥符五年、宋真宗景德八年時，歲次壬子，宋代《道
藏》及《雲笈七簽》的主要修撰者張君房，於今年開始奉命主持校正密閣道書，七年後天
禧三年，編成《大宋天宮寶藏》四千五百六十五卷。後又取其精華輯成《雲笈七簽》一百
二十二卷，內容有經教宗旨、仙真位籍、齋戒、服食、煉氣、內外丹、方術及詩歌、傳記
等萬餘條。
佛曆 1561 年，西元 1017 年，宋真宗天禧元年，歲次丁巳，阿富汗「伽色尼王朝」的
馬茂德蘇丹率軍攻陷波羅奈，鹿野苑遭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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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1610 年，西元 1066 年，宋英宗治平三年，歲次丙午，“契丹”改國號為“遼”，
國內盛行「無上瑜伽」密宗。
佛曆 1634 年，西元 1090 年，宋哲宗元祐五年，歲次庚午，緬甸蒲甘國王江喜陀開始
在首都大興土木，建造佛寺，其中阿難陀寺為世上最有名的佛教建築之一。
佛曆 1663 年，西元 1119 年，宋徽宗宣和元年，歲次己亥，徽宗受道士林靈素所惑，
以不廢佛教，則為中國禮義之害，乃改佛剎為宮觀，稱佛為「大覺金仙」
，使服天尊之服，
連帶也使宋之譯經院消失，並改稱菩薩為「大士」、羅漢為「尊者」、和尚為「德」
。又新
立一「仙佛合宗」。後來造成佛、道不分，佛教成為民俗信仰，華麗而庸俗。
徽宗晚年崇奉道教，曾自稱為「教主道君皇帝」，不能以李姓老子為祖，乃另立一道
教之祖趙玄朗為「太上混元皇帝」。
佛曆 1694 年，西元 1150 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年，金天德二年，歲次庚午，扶南﹙今
柬埔寨﹚王陀羅尼因陀羅二世在位，打破印度教長期統治局面，當時奉佛謹嚴「僧衣黃者，
有家室。衣紅者寺居，戒律甚嚴。」
佛曆 1744 年，西元 1200 年，南宋光宗紹熙十一年，金承安五年，歲次庚申，穆罕默
德巴哈帝瓦率領回教徒攻擊虔信密宗的印度「波羅王朝」﹙Pala，巴拉﹚，攻下那爛陀寺，
處死出家眾，燒毀珍藏書籍，藉口要連根拔除偶像的崇拜。
佛曆 1927 年，西元 1383 年，明太祖洪武十六年，歲次癸亥，朱元璋露出猙獰面貌，
早期禁止「明教」後又開始防患佛教，令僧錄司統一編造法事儀軌規範，頒行諸山寺院，
不得違背。
佛曆 1942 年，西元 1398 年，明太祖洪武三十一年，歲次戊寅，朱元璋逝，年七十。
但早在三年前頒佈的〈慶賀謝恩表式〉，已加緊嚴苛的思想管制。
佛曆 1951 年，西元 1407 年，明成祖永樂五年，歲次丁亥，明成祖召第五世嘎瑪巴活
佛曲貝桑波進南京，傳授皇帝、后、妃多種灌頂及手印法，並為當地信徒講經後。在靈谷
寺為太祖和孝慈高皇后薦福。由於「多有靈瑞，帝大悅」曲貝桑波被封「萬行具足十方最
勝圓覺妙智慧善普應佑國演教如來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簡稱「大寶法王」。
佛曆 1953 年，西元 1409 年，明成祖永樂七年，歲次己丑，宗喀巴大師融合各教派教
法，創立了“格魯派”，並建甘丹寺作為“格魯派”的根本道場。
佛曆 1957 年，西元 1413 年，明成祖永樂十一年，歲次癸巳，明成祖封“薩迦派”拉
康拉章的貢嘎札西堅參﹙又稱昆澤思巴﹚為﹕「萬行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慧智弘慈廣濟護國
演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金剛普應大光明佛，領天下釋教」賜浩、印並袈裟、幡幢、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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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傘蓋、法器等物。簡稱「大乘法王」。
佛曆 1961 年，西元 1417 年，明成祖永樂十五年，歲次丁酉，新羅國廢止諸宗派，完
全禁止密教宏揚。西藏古寺哲蚌寺始建一年。
佛曆 1962 年，西元 1418 年，明成祖永樂十六年，歲次戊戌，西藏黃教宗喀巴大師入
滅。
佛曆 1976 年，西元 1432 年，明宣宗宣德七年，歲次壬子，負責修建甘丹寺的宗喀巴
嗣位弟子第二任甘丹赤巴嘉曹杰逝，年六十八。
佛曆 1979 年，西元 1435 年，明宣宗宣德十年，歲次乙卯，奉使宣傳聖化，曾到吐蕃、
天竺、尼泊爾有「大通法王」、「西天佛子」封號的智光圓寂，壽八十八。
第一位將格魯巴派思想傳播到內地，也是第一位代表“格魯巴”派和明朝取得
關聯的宗喀巴弟子，受明宣宗加封為「大慈法王」的釋迦益希逝，壽八十一。
佛曆 1982 年，西元 1438 年，明英宗正統三年，歲次戊午，宗喀巴心傳弟子克珠杰•
格勒貝桑在甘丹赤巴的寶座上圓寂，年五十三。後被追認為第一世“班禪喇嘛”。
佛曆 1993 年，西元 1449 年，明英宗正統十一年，歲次己巳，完成修建哲蚌寺，以擅
長背誦經咒的宗喀巴弟子「妙音法王」札西貝丹逝，年七十。
佛曆 2013 年，西元 1469 年，明憲宗成化五年，歲次己丑，憲宗寵用西域僧人，分別
加以「大智慧佛」、「大國師」、「國師」等之封號。
佛曆 2018 年，西元 1474 年，明憲宗成化十年，歲次甲午，宗喀巴年紀最小的一位弟
子，格敦珠圓寂，壽八十三。後被追認為第一世“達賴喇嘛”。
佛曆 2050 年，西元 1506 年，明武宗正德元年，歲次丙寅，武宗學習藏語，頌經習法，
穿戴僧服，自封「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大自在佛」
，鑄成金印，用之詔書，儼然「法皇」。
佛曆 2070 年，西元 1526 年，明世宗嘉靖五年，歲次丙戌，察合台汗國後裔，蒙古帖
木耳六世孫巴伯爾 Babur ，消滅北印度羅第王朝，成立「蒙兀兒王朝」統治印度，開始三
百三十一年的“伊斯蘭教”神權政體。
佛曆 2080 年，西元 1536 年，明世宗嘉靖十五年，歲次丙申，明世宗實行「崇道滅佛」
政策，驅逐藏僧於京外。
佛曆 2094 年，西元 1550 年，明世宗嘉靖二十九年，歲次庚戌，“格魯派”哲蚌寺迎
四歲之幼童鎖南喜措繼承為寺主﹙後來成為達賴三世﹚，正式開始轉世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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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2179 年，西元 1635 年，明思宗崇禎八年，歲次乙亥，精於《中觀他空論》
、
《如
來藏佛性論》
、《六支瑜伽》的西藏喀熱貢窮地區人覺囊派高僧多羅那他﹙善逝﹚逝，年六
十。
後來因禪學見地不同，不滿師所提「自性自悟」說，與師密雲圓悟來回辯難的
漢月法藏禪師逝，年六十二。
錫金國王受喇嘛們賜「佐迦亞羅 Chogyal」稱號，成為「政教合一」的國家。
直到西元 1975 年印度強行將錫金併為第十二個邦。
五世達賴成為西藏最高宗教領袖，政權及於蒙古，並大興土木建成布達拉宮的
白宮。
佛曆 2186 年，西元 1642 年，明思宗崇禎十五年，清崇德七年，歲次壬午，發揮禪
宗以「一心統萬相」之旨，批駁法藏虛妄的密雲圓悟禪師逝，七十六。
佛曆 2189 年，西元 1645 年，清順治二年，歲次乙酉，札什倫布寺寺主羅桑卻吉堅贊，
被蒙古和碩特的固始汗贈與班禪﹙大師﹚“博克多”﹙聖者﹚稱號。
佛曆 2196 年，西元 1652 年，清順治九年，歲次壬辰，五世達賴朝清，受封為「西天
大善自在佛所領天下釋教普通瓦赤喇怛達賴喇嘛」。
佛曆 2199 年，西元 1655 年，清順治十二年，歲次乙未，「直把良知作佛性看」、
「融
會諸宗，歸極淨土」著有《四書蕅益解》
、
《周易禪解》的蓮宗九祖蕅益•智旭向西舉手坐
化，年五十七。
佛曆 2200 年，西元 1656 年，清順治十三年，歲次丙申，駐錫西藏政府所在地甘丹頗
章「上館」的札巴堅贊大師，因政治利益被「下館」的達賴喇嘛屬下暗殺，後來化身為多
吉雄登 Dorje Shugden──「大王金剛大力」是黃教的大護法神。
佛曆 2234 年，西元 1690 年，中國清康熙二十九年，歲次庚午，第巴桑結嘉措動工修
建布達拉宮的紅宮，五世達賴的靈塔也在該年建造，布達拉宮已是政教合一的宮寺。
佛曆 2249 年，西元 1705 年，清康熙四十四年，歲次乙酉，和碩特部拉藏汗捕殺第巴
桑結嘉措，將其所立的假達賴六世廢掉，並報聞清廷。
五年後，清廷封拉藏汗所立達賴意希嘉措為六世達賴，但六世達賴僅任七年，又因準
葛爾部攻入拉薩，拉藏汗被殺後廢掉。
佛曆 2266 年，西元 1721 年，中國清康熙六十年，歲次辛丑，清軍前一年入藏，並廢
除藏地邦主達孜巴第巴一職，於今年處死。改設眾葛倫共理政務，並任命康濟鼐為首席“葛
倫”。
去年，清廷再度冊封格桑嘉措為六世達賴，並護送達賴六世由青海進入拉薩「坐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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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曆 2267 年，西元 1723 年，中國清雍正元年，歲次癸卯，青海發生羅卜藏丹今
之亂。政爭靠錯邊的基督徒被迫害，天主教被禁。
次年，青海互助縣八歲之三世章嘉到北京，受令駐錫嵩祝寺。
佛曆 2283 年，西元 1739 年，清高宗乾隆六年，歲次己未，工布查布譯出﹙述作﹚
《佛
說造像度量經》。
佛曆 2297 年，西元 1753 年，清高宗乾隆十八年，歲次癸酉，章嘉國師編篡《御製滿
漢蒙古西蕃合璧大藏全咒》。
佛曆 2298 年，西元 1754 年，清高宗乾隆四十年，歲次甲戌，蒙古高僧章嘉呼圖克圖
為乾隆帝授勝樂本尊灌頂。皇帝聽受灌頂後說﹕「章嘉國師從前是朕之上師，現在成為朕
之金剛阿闍黎」根據章嘉國師之奏請，皇帝下令更正和尚們的咒語讀法。
佛曆 2301 年，西元 1757 年，清高宗乾隆二十二年，歲次丁丑，七世達賴圓寂，乾隆
怕「擅權滋事」，下令第穆呼圖克圖一體掌辦喇嘛事務，創立達賴未親政時之「攝政」制
度。
佛曆 2322 年，西元 1778 年，清高宗乾隆四十三年，歲次戊戌，乾隆兩次出兵大小金
川後，下令銷毀金川寺﹙雍中拉頂──笨教寺﹚的笨教經典，改為“格魯派”寺院，賜名
「廣法寺」
，並親書「政教恒宣」御匾，且列為“皇寺”。
佛曆 2336 年，西元 1792 年，清乾隆五十七年，歲次壬子，清廷頒布「金奔巴制」
，
以金瓶抽簽方式決定達賴、班禪的轉世，以避免政爭。
次年，清廷頒布《欽定西藏章程》，確立駐藏大臣地位與職權，並對西藏的政治、軍
事、外交、活佛轉世等做了明確規定。
佛曆 2342 年，西元 1798 年，清仁宗嘉慶三年，歲次戊午，藏密利美 Rismed 運動發
起人，《龍欽心髓》編輯，寧瑪巴龍欽寧體第九代無畏洲尊者──吉美林巴圓寂，壽六十
九。
佛曆 2346 年，西元 1802 年，清仁宗嘉慶七年，歲次壬戌，清廷改“安南”為“越南”，
封安南王阮福映為越南王，為「阮氏王朝」。
佛曆 2397 年，西元 1853 年，清文宗咸豐三年，歲次癸丑，宗教狂熱份子引發“太平
天國 ”（Taiping revolt）起義佔領南京，此世界上最大內戰，死亡近三千萬人。
佛曆 2405 年，西元 1861 年，清文宗咸豐十一年，歲次辛酉，「先天大道」信徒黃昌
成至台灣傳道，建報恩堂於台南，是為台灣「齋教先天派」。
佛曆 2419 年，西元 1875 年，清德宗光緒元年，歲次乙亥，緬甸明頓王取得印度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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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政府許可，對釋迦佛成道處的大菩提寺進行修理，並在寺西建了一所緬寺。
佛曆 2449 年，西元 1905 年，清光緒三十一年，歲次乙巳，十三世達賴逃出拉薩，想
依靠俄國，但逢俄國國內發生革命，舉國混亂而作罷。
佛曆 2454 年，西元 1910 年，清宣統二年，歲次庚戌，達賴逃進英國控制的錫金，隨
後進入印度。
佛曆 2491 年，西元 1947 年，歲次丁亥，英國撤出印度，因宗教信仰的不同，印度﹙“印
度教”﹚和巴基斯坦﹙“伊斯蘭教”﹚兩國分裂獨立。漢人在藏軍押送下送至印度，驅離
西藏。
佛曆 2500 年，西元 1956 年，印度獨立後，政府對佛教採取保護政策，擴大了舉行國
際性紀念佛涅槃活動，大大提高了佛教地位，並有「賤民集體改宗佛教運動」，佛教在印
度滅了七百多年後才復興起來。同年佛教摩揭陀大學成立。
大陸佛教協會開始發掘房山雲居寺石經，係因「三武法難」之後，北齊天台宗高僧慧
思將佛經刻在石頭上，經歷代續刻流傳至今。
佛曆 2503 年，西元 1959 年，自號虛雲為當代禪宗泰斗的德清禪師，逝壽百十九歲。
佛曆 2510 年，西元 1966 年，中國大陸開始長達十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 Cultural Revolution﹚，進行反對和破壞古舊文化及宗教。
將直指人心見性成佛的禪學推展給歐美人士的鈴木大佐﹙Daistz T.Suruki﹚逝，壽
九十六。他說﹕禪是一種洞察人本性而見道的生活道路﹔禪師於平常事中即可開悟，直接
契會萬物一體。
佛曆 2511 年，西元 1967 年，將藏密傳入內地，興建譯經院，設立金剛道場，弘傳密
法，譯著甚豐的能海法師逝，壽八十一。
佛曆 2515 年，西元 1971 年，印度與巴基斯坦發生戰爭。東巴基斯坦宣布獨立，建“孟
加拉國”。
佛曆 2524 年，西元 1980 年，赴藏學法成功的法尊法師逝，年七十八。
陳健民上師主張「消業往生」與傳統的台灣佛教界主張「帶業往生」興起大風波。
佛曆 2531 年，西元 1987 年，民國七十六年，陝西扶風縣法門寺掘出埋藏一千一百餘
年的佛指舍利與大批文物珍寶。
佛曆 2539 年，西元 1995 年，第十一世班禪堅贊諾布正式在日喀則札什倫布寺坐床。
據說彌勒下生成佛也是在那下次宇宙解體以後﹙經典說是要經過五十六億七千萬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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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依禪宗立場，所謂三大阿僧祇劫，係指恒河沙數之貪瞋癡三毒，所言若超彼三大恒
河沙毒惡之心，即解脫。
《大毘盧遮那成佛經》云﹕「自心本不生，心前、後際不可得故，
如是知自心性，是超越一劫瑜祇行。」﹚
《法華經》云﹕「觀彼久遠，猶若今日。」即無有無量世之實法，吾人之心念本無過
去際可去，無現在際可住，亦無未來際可來。一念即多劫，多劫即一念。「人無百歲壽，
常懷千年憂。」科學家們正運用許多理論在試著解開宇宙及生命的奧秘，有豪情、有悅納、
也有悲觀，但生命﹙靈魂記憶體能量﹚是永不毀滅的……，看著吧﹗
﹙本書自 2000.6.2.開始編寫，於 2000.12.31 完成大部分，因為考量可以作為二十世
紀以前佛教傳播的省思，所以樂以撥空編寫，希望對佛教進入二十一世紀後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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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年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恩存著：《中國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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