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類簡史年代表 (摘要版) 

 

時 期 年 份 主  要  事  件 

主 前 紀 年  

史前史時代  α 上帝造亞當夏娃 

α 伊甸園事件：亞當夏娃吃了「知識樹」的果子，被

逐出伊甸園 

α 該隱與亞伯出生 

α 該隱殺亞伯 

α 該隱被流放至伊甸東地 

α 該隱生子起名為以諾，建以諾城，城邦的起源 

3684 circa 塞特出生 

3579 circa 塞特生以挪士，開始敬拜耶和華上帝的一神信仰

3489 circa 以挪士生該南

3419 circa 該南生瑪勒列

瑪勒列生雅列，雅列的名字裡頭有「下去」、「墮落」的

寓意

3354 circa 

世上出現巨人族(Nephilim：字義中有墮落的意思)，人類

極其敗壞，地上滿了強暴，人終日思想盡都是邪惡之事

雅列生以諾，耶和華先知的起頭 3192 circa 

雅八、猶八、土八該隱生，開創工商與藝術文化先河 

3127circa 瑪土撒拉生，父親以諾預言滅世大洪水

3427circa 以諾與神同行 300 年後被神接去

第 1 個千禧年 

3000circa 蘇默古國時代，當時文字已出現

第 2 個千禧年  

2940 circa 挪亞的父親拉麥出生 

2772 circa 先祖塞特卒 

2758circa 挪亞出生 

2686~2340 古埃及金字塔時代 

2280circa 挪亞建方舟 

瑪土撒拉卒，享年 969 歲

挪亞為祖父瑪土撒拉舉哀帶孝 40 天，之後再過 7 天，即

挪亞 600 歲的 2 月 17 日，洪水爆發；應驗了以諾指著瑪

土撒拉的預言：“when he dies and it shall come＂ 

2400circa 

挪亞一家八口進入方舟 

 

 

 

2401circa 挪亞一家八口出方舟 



含的第二代孫子寧錄生，寧錄在示拿地建國，成為日後

的巴比倫，聖經記載寧錄為首個與神對抗的帝國創立人

估計洪水後

約 100 年 

 

 

寧錄建巴別城和巴別塔，人類被上帝變亂言語， 

人類第一次地上大遷徙 

主前 

2000 年~ 

米所波大米亞與小亞細亞地區移民潮湧現，主前 1500

年，居住在俄羅斯南部與土耳其一帶的古亞利安人侵佔

了印度西北面。亞利安語族包括：印度、波斯、希臘、

拉丁、克爾特、丟頓、斯拉夫語系語言之通稱 

2205~1766 中國的夏禹時代，中國分為九州 

中國歷史上第一個朝代，禹受舜之禪讓所建立。建都陽

城（今河南省登封縣東）、斟鄩（今登封縣西北）、安邑

（今山西省夏縣西北）等地。傳至太康，被后羿所逐，

後有少康中興，傳至夏桀，暴虐無道，為商湯所逐，夏

亡。亦稱為「夏后氏」 

2166~2100 亞伯蘭於這期間內在迦勒底的吾珥城出生 

2100~2091 上帝呼召亞伯蘭(?歲)出吾珥 

 

2091circa 上帝呼召亞伯蘭(75 歲)出哈蘭入迦南地，當時父親他拉

已歿(死在哈蘭，享壽 205 歲) 

 主前 2000

年上半葉 

巴力信仰興盛於迦南地 
巴力(Baal)是古代近東民族所崇奉的風暴神。根據迦南族

神話，巴力為職司萬物化育的神，與職司死亡、不育的

神莫特為死敵。二神相抗時，若巴力勝則連續七年豐收，

莫特勝則連續七年乾旱飢饉。巴力是眾神之王，同時也

是許多地方的神祇 

第 3 個千禧年  

1800~1600 古巴比倫帝國時代，同期為古赫人帝國時代 

1728~1686 巴比倫王漢慕拉比時代，當時健全的法律制度已經出現

1500~1100 赫人征服古巴比倫帝國 

1500~1000 中國的商朝時代 

商湯滅夏後建都亳（今河南省商丘縣），經多次遷移，後

盤庚都於殷（今河南省安陽小屯村）。傳至紂，被周武王

所滅。商朝的農業、手工業、文字都相當發達。青銅器

和甲骨文在世界文化史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1526 摩西出生 

1446 以色列人出埃及、過紅海、曠野漂流 40 年 

1406 摩西卒、約書亞征服迦南 

 

 

1367 士師時代開始 



1122~256 中國的周朝時代 

周武王翦商至周赧王為秦所滅，共歷 867 年。前期都鎬

京，自武王傳至幽王寵褒姒亡國，共傳 12 君，歷 352 年，

史稱為西周。自周平王東遷雒邑至周赧王滅國，共傳 22

君，歷 515 年，史稱為東周 

1100~600 亞述帝國時代 

 

1050~1010 大衛奠都耶路撒冷，開展以色列國之黃金時代 

第 4 個千禧年  

 

970~930 所羅門於耶路撒冷建殿 

 

主前 10 世紀 

931 以色列王國分裂為南北兩國 

 主前 9 世紀 875~800 先知以利亞與以利沙時代 

770~476 中國正值春秋時代 
其間孔子刪《春秋》。孔子據魯史修訂而成，為編年體史

書。所記起自魯隱公元年，迄魯哀公十四年，共 242 年。

其書常以一字一語之褒貶寓微言大義。因其記載春秋魯

國十二公的史事，故亦稱為《十二經》。公羊、穀梁、左

氏三家為之作傳，稱為《春秋三傳》。中國道家始祖老子

亦生於這時期，著有道德經五千餘言，孔子嘗往問禮。

現今社會各行業中，如：鐵匠、煤窯匠、碗筷匠、磨刀

匠、蹄鐵匠等，皆祭拜老子為祖師爺 

740~681 先知以賽亞時代，預言耶穌基督降生 

 主前 8 世紀 

722 亞述攻陷撒馬利亞，以色列北國滅亡 

628~551 

circa 

波斯人瑣羅亞斯特(Zoroaster)創立袄教 (或稱為拜火教/

陰陽教/明教)，該教抱持一種「半二元論」思想，代表善

端的神靈名叫阿胡拉‧瑪茲達(意即：神聖知識)；代表惡

端的神靈名叫阿里曼與牠的一眾嘍囉 daeves，但至終得

勝者將屬於阿胡拉‧瑪茲達 

備註：二元論是以兩種對立的概念詮釋宇宙現象的說明方法。如 

柏拉圖實有與非有說，亞里士多德形與質說，皆屬二元論。

625~539 尼布甲尼撒擊敗亞述建立新巴比倫王朝 

612 巴比倫攻陷尼尼微城，亞述帝國滅亡 

605~538 以色列人被擄 70 年 

 主前 7 世紀 

605~530 先知但以理寫《但以理書》啟示末世預言 

592 先知以西結寫《以西結書》啟示末世預言  主前 6 世紀 

587 巴比倫攻陷耶路撒冷，南國猶大滅亡，聖殿被毀 



566 釋迦牟尼生 

釋迦牟尼乃梵語 Sakyamuni 的音譯。佛教創始人。釋迦

牟尼意為釋迦族的聖人。俗名悉達多，原是釋迦國的太

子，29 歲出家修道，從當時著名的沙門阿羅邏迦羅摩和

烏陀迦羅摩子修習禪定。不久就達到他們所教導的一

切，但這並不能滿足他的希求，經過 6 年的苦修，在一

次夜晚的修禪中，他順次經歷禪那的四種境界，然後繼

續集中精神，做最大的努力，就在那晚證悟了生命的真

相，成就正覺。從此以後，他被稱為佛陀。並到處說法，

組織僧團，直至主前 486 年圓寂 

500~575 人文科學祖師之一：畢達哥拉斯時代 (古希臘哲學家和

數學家) 

539~331 瑪代波斯王朝稱霸，古列成為世界新霸主 

538 古列頒布命令容許被擄的以民歸回耶路撒冷 

先知撒迦利亞寫《撒迦利亞書》啟示末世預言 520 

動工重建聖殿，5 年後建成，稱為所羅巴伯聖殿 

  

509 羅馬建立共和政制 

403~221 中國之戰國時代 

自周威烈王二十三年起，至秦始皇統一止。 

469 希臘大哲學家蘇格拉底生 

450~374 人文科學祖師之一：歐幾里得時代 (古希臘數學家) 

 主前 5 世紀 

440~430 舊約最後一位先知，瑪拉基時代 

429~380 希臘大哲學家柏拉圖時代 

384~322 希臘大哲學家亞里士多德時代 

主前 4 世紀 

開始 

羅馬帝國宿敵─日耳曼民族 Germans 崛起(哥德 Goths, 克

爾特 Celtics, 西日耳曼 Vandals, 東日耳曼 Ostrogoths, 朱

特 Heruli or Eruli from Jutland, 丟頓 Teutonic) 

333 亞歷山大由馬其頓進入小亞細亞，將波斯軍打得落花流

水，並建立了歷史上有名的希臘帝國 

331 亞歷山大在埃及大興土木，建造亞歷山大城 

323 亞歷山大英年早逝，死時 33 歲 

主前 4 世紀 

320 亞歷山大的部將多利買將軍，領兵攻陷耶路撒冷 

 

 

上 

 

帝 

 

緘 

 

默 

 

400 主前 3 世紀 250 羅馬統治了整個意大利半島 



221 秦始皇統一天下，建立我國歷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的帝

國，而把古時的皇與帝合稱為「皇帝」，自稱「始皇帝」，

廢諡法，以世計。廢封建，行郡縣，以集權中央；統一

度量衡與文字；開闢馳道，修築長城，以鞏固國防；為

消除反側與箝制思想，沒收民間兵器，偶語詩書者棄市，

又有焚書坑儒之事。五度巡行天下，北逐匈奴，南征百

越。於始皇三十七年(主前 210 年)，死於巡遊途中。 

 

206~ 

主後 220 

中國漢朝時代 
由漢高祖劉邦滅秦，並打敗項羽所創立。至漢獻帝建安 25

年，被曹丕篡位而亡，共歷時 400 年之久。因其間曾被王

莽篡奪，後劉秀又將王莽消滅，重建漢室，故史稱漢光武

帝劉秀以前為「前漢」，以後為「後漢」。 

167 猶太史上有名的馬加比(Maccabee)革命 

165 當年的 12 月 25 日定為聖殿重光紀念日(Hannukkah)，自

始，猶太人每年舉行這個一連 8 天的獻殿慶典節日 

主前 2 世紀 

150 羅馬征服了整個南歐與北歐 

50 羅馬征服了希臘、小亞細亞 

44 羅馬的凱撒大帝遇刺身亡，政局進入非常緊張狀態 

47~4 以東人(以土買人)大希律(Herod the Great)統治耶路撒冷 

30 羅馬大帝國誕生 

 

年 

主前 1 世紀 

20 大希律大興土木，修建聖殿，整項工程為期達 84 年 

人 類 歷 史 分 水 嶺 

主 耶 穌 降 生 在 伯 利 恆 

主 後 紀 年   

第 5 個千禧年  

25~220 中國東漢時代 
光武帝至獻帝都於洛陽，因洛陽在西漢首都長安的東

邊，故稱為東漢。又因建於劉邦所建的西漢之後，並承

續其國脈，故亦稱為後漢。東漢末年，五胡亂華。漢武

帝時曾在邊地安置投降的匈奴人，此為塞外部族內徙的

開始。東漢末年，天下紛擾，內徙的部族人數增多，由

於生活習慣和漢人不同，故常有爭端。晉武帝時的郭欽

及惠帝初年的江統，曾先後建議將境內的胡人遷往塞

外，但均未被採用。惠帝時八王相攻，政權混亂，導致

匈奴劉淵首先發難，自立為漢王，此後諸胡紛建政權，

晉室被迫南遷，北方盡成胡人天下 

61 使徒保羅寫《歌羅西書》，書信中曾提及諾斯底主義 

 

 

殉 

 

道 

 

者 

 

時 

 

期 

主後 1 世紀 

65~68 使徒保羅在這期間寫《提摩太前、後書》與《提多書》



65~68 使徒保羅在這期間殉道 

70 耶路撒冷被羅馬的提多將軍夷為平地，徹底摧毀，基督

的門徒四散往普天下去，將福音廣傳 

96 使徒約翰寫《啟示錄》 

 

97 最早期的基督教學者與作者，在歷史上被稱為「使徒時

代教父」(Apostolic Fathers)， 傳統上最早的教父是羅馬

的革利免，他是羅馬的主教 

107 教父伊格拿丟，是跟從使徒約翰的門徒，也是安提阿的

主教，後於羅馬鬥獸場殉道，被猛獸撕裂而死。伊格拿

丟為針對諾斯底主義所倡議「耶穌不是神」的論調，在

他的書信中不下十多次提及耶穌基督為真神 

130 希拉波拉的帕彼亞，是教父坡旅革的好友 

156 教父坡旅革是伊格拿丟的好友，殉道於士每拿(今土耳其

的伊斯米亞 Izmir) 

165 猶斯丁是基督教護教士的佼佼者，殉道於羅馬 

180 教父愛任紐抗衡當時的諾斯底主義，他所寫的《力抗異

端》Against Heresies 是一部偉大的辯證神學著作，特別

駁斥當時跟隨諾斯底主義的華倫泰黨派 (Valentinians) 

主後 2 世紀 

196 北非迦太基的特土良，是當時頗具影響力的基督教學者

與作者 

215 亞歷山大城的革利免 

220~280 中國三國時代，即漢末，魏、蜀、吳分立的時期 

254 希臘教父俄利根，師承於亞歷山大城的革利免和腓羅，

是當時期最為傑出的思想家 

272 2 月 27 日君士坦丁生於上美西亞省 Moesia Superior (今日

的塞爾維亞境內)，父親君士坦提是羅馬皇帝馬克西米安

Maximian 的執政官。父親後來被羅馬皇帝提拔，當上西

羅馬的凱撒(地位在奧古士督之下，相等於儲君) 

265~316 中國西晉時代 
晉武帝至愍帝都於洛陽，因洛陽在東晉首都建康的西邊

 

主後 3 世紀 

317~420 晉自元帝東遷至恭帝元熙二年止，稱為東晉 

西羅馬皇帝君士坦丁頒布敕令，允許他的轄地人民信奉

基督教 

 主後 4 世紀 313 

耶路撒冷因君士坦丁的母親，海倫娜皇后的原故出現短

暫復興 



320~381 早期教會最重要的辯論─「亞流爭論」Arian Controversy

爭辯的中心問題是：(1)耶穌基督真的是神的兒子嗎？(2)

祂是完全的神也同時是完全的人嗎？(3)祂與父神是同等

的嗎？ 

324 君士坦丁擊敗東羅馬皇帝李錫尼，東西羅馬統一 

325 6 月，君士坦丁在尼西亞(今日的土耳其境內) 召開空前

盛大的宗教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基督徒究竟信

甚麼？」會議的結果為基督教會訂立了信仰聲明，通稱

〈尼西亞信經〉，並且還頒布關於教會應該如何運作的

20 條教規。但另一方面，尼西亞大公會議也設下了一個

以政干教的先例，基督教會的領袖們接受君士坦丁的邀

請與會，在不知不覺間設定了教會的角色，從那時開始，

不再是由教會改變世界，而是由世界改變教會 

337 君士坦丁駕崩，將羅馬帝國遺留給 3 個兒子 

  

380 君士坦丁死後逾 40 年，基督教正式成為羅馬帝國國教 

  391 法國的高盧人(Gaul)打敗羅馬人，攻進羅馬，大肆搶掠，

放火燒毀羅馬城 

400~ 歐洲開始歷史上所稱的「黑暗時代 400 年」 

406~453 匈奴王 Attila 入侵羅馬 

420~589 中國南北朝時代 
東晉以後，宋、齊、梁、陳四朝先後於南方建立政權，

是為南朝。後漢、東西魏、北齊、北周於北方建立政權，

是為北朝。南北分裂百餘年，至隋篡周滅陳，方告統一。

袄教在這時期由波斯經印度傳入中國 

429~533 西方的蠻族凡達爾人(Vandals)蹂躪羅馬國境 

476 羅馬帝國瓦解 

476~493 北歐日耳曼族朱特人(Heruli)進佔羅馬屬地 

 主後 5 世紀 

493~533 另一支北歐日耳曼族，哥德人(Goths)打平東西羅馬帝

國，並統治其所有屬地 

 主後 6 世紀 500~750 日耳曼族其中一個支族，法蘭克(Frank, 即今日的法國)

梅羅文加王朝 (Merovingian) 於西羅馬興起 



529 生於意大利北部努西亞的本篤(Benedict)在卡西諾山

(Mount Cassino) 建立基督教修道院。他所創立的聖本篤

修會(The Order of Saint Benedict)是歷史上最古老的修

會。繼後的 500 年期間，歐洲出現數以百計不同宗派的

修院，當中最有影響力的，包括熙篤會(Cistercians)、奧

古斯丁修士會(Augustinians)、方濟各會(Franciscans)及道明

會(Dominicans)。這些修院中在世紀時期扮演著文化保存

及傳遞者，在宗教、文化、教育、學術、醫療與科學各

方面都有極大的貢獻 

542 鼠疫(黑死病)橫掃全歐洲，往後直至 6 世紀末，每隔數

年，瘟疫捲土重來，歐洲人口劇降，貿易通訊中斷 

571~632 回教始祖穆罕默德生於阿拉伯的麥加。40 歲時，自稱受

真神阿拉的指示，入近郊一山中求道，出山後宣傳其教

旨，以救世度人，稱為「伊斯蘭教」。後征服阿拉伯全土

及敘利亞，其教益盛 

  

581~618 中國隋朝時代 
隋王楊堅篡北周，國號隋。至隋恭帝被廢，共計 37 年。

600 英格蘭(England)的開國君主亞瑟王(King Arthur)，連同聖

杯與圓桌武士傳說，開始在歐洲民間被傳誦 (相傳亞瑟

王於 12 場戰役中擊退入侵者日耳曼族撒克遜人) 

637 回教君主奧瑪哈里發佔據耶路撒冷，於錫安興建金頂奧

瑪(Omar)清真寺 

 主後 7 世紀 

685~762 唐代開元之治 

李隆基為當時的中興君主，睿宗的第三子。又稱「唐明

皇」，英武有才略，開元時期文治武功鼎盛。天寶後，寵

愛楊貴妃，用李林甫、楊國忠為相，導致安祿山之亂，

避難奔蜀，肅宗即位於靈武，尊為太上皇。在位 43 年，

喜愛歌舞音樂，曾於梨園教歌舞，所以後世尊其為伶人

之祖師爺。死後廟號玄宗。 

742 

(or 747) 

法蘭克國王，綽號「矮子」的貝班三世 (Pepin the Short)

之長子查理曼出生，就是聞名後世的查理曼大帝 

 主後 8 世紀 

751~768 貝班三世推翻梅羅文加王朝，改國號為加洛林王朝

(Carolingian)，並由教皇加冕成為首任國王，開創了教皇

為國君加冕的先例 



  8 世紀~ 

16 世紀 

日本幕府時代 
自奈良時代後，政權漸落入諸侯手中，形成如中古西歐

的封建制度。到 12 世紀 (主後 1185~1335 年鐮倉幕府時

期)，更演變成幕府政治，天皇無權，掌權諸侯以大將軍

名義組成幕府，管理中央政府，而地方諸侯仍互相吞併

不已。到 16 世紀，德川幕府掌權，拒絕外國傳教士傳道、

商人貿易，且不准日本船隻航行海外，實行閉關自守政

策，此後 200 年進入所謂「鎖國時期」 

800~ 北歐蠻族維京人(Vikings)入侵歐州大陸 

768~814 主後 800 年的聖誕節，教皇利奧三世為查理曼加冕，正

式成為西羅馬帝國的皇帝，名正言順地與東羅馬帝國(拜

占庭帝國)分庭抗禮 

814 查理曼大帝駕崩。在位 47 年，對推動學術文化與基督教

信仰不遺餘力，有歷史學家將其統治時期稱為「加洛林

文藝復興時期」 

 主後 9 世紀 

843 查理曼帝國一分為二：西法蘭克(=法國)及東法蘭克(=德

國) 

923~936 中國後唐時代  主後 10 世紀 
960~1127 中國北宋時代，之後是南宋時代(主後 1127~1179) 

 第 6 個千禧年  

1054 教會大分裂 (Great Schism)  

東方拜占庭教會與西方羅馬天主教會分道揚鑣 

主後 11 世紀 

1095~99 教皇烏班二世發動第一次十字軍東征，誓要為重奪耶路

撒冷聖墓堂而戰，凱旋而歸 

1118 300 名朝聖者在前往耶路撒冷途中遭回教徒殺害 

1118~31 鮑德溫二世在位時，一名來自法國香檳區的騎士曉‧巴

勇(Hugh de Payens) 請求鮑德溫二世(當時統治耶路撒冷

的國王)成立宗教教團，保護朝聖者免受回教徒襲擊。第

一批約 30 名騎士繼而組成了「基督的貧窮騎士團」(即

聖殿騎士團)，團員身份皆為武僧，主要職務乃維持朝聖

道路安全 

1128 歐洲第一座聖殿騎士教堂在倫敦落成，後被火焚燬 

1147~49 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慘敗收場 

1187 回教君主撒拉丁重奪耶路撒冷 

1189~92 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由英、法、羅馬三國帶頭出征 

主後 12 世紀 

12 世紀末期 卡巴拉教派 Kabbala (猶太教中的一支倡導神秘宗教的派

系)在法國南部開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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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後 13 世紀 1200~ 潔淨教派 Cathars 在法國南部勢力日趨坐大 



1202~04 第四次十字軍東征 

1217~21 第五次十字軍東征，攻打回教中心地埃及開羅 

1228~29 第六次十字軍東征，由羅馬皇帝法特力克二世帶兵出征

1244~ 聖殿騎士團財力日趨鞏固 

1248~54 第七次十字軍東征，再次攻打埃及 

1270 第八次十字軍東征 

1271~72 第九次十字軍東征，由英國愛德華一世帶兵出征 

1291 回教徒成功重奪耶路撒冷 

  

1279~1368 元世祖忽必烈滅宋後稱帝，建立元朝。版圖跨越亞、歐

兩洲，是世界史上罕有的龐大帝國。 

1300~1540 文藝復興時代 –人本主義萌芽 

1300~1500 神學與哲學分道揚鑣，神學完全退出自然界 

1302 教宗波尼提戊斯八世(Boniface VIII) 公佈諭旨，按此諭旨

人們應該服從教宗以得到救贖；而世俗執政者應從教會

之令，為教會而戰 

1307 10 月 13 日，法皇菲力四世下令逮捕全法國境內的聖殿騎

士團成員，包括聖殿騎士團首領傑克‧莫萊 (Jacques de 

Molay) 

1309 宗教與非宗教的權力爭奪達最高點，教宗公署遷往阿維

格儂 (Avignon)，直到 1376 年 

1312 5 月 12 日法皇菲力四世以火刑處決 54 名聖殿騎士團成員

1318 這一年新的付款制度產生，在威尼斯制定了轉帳法 (轉

帳銀行)  

1321 但丁․阿里基爾 (Dante Alighieri) 完成作品《神曲》，此

書洋溢著宗教精神 

1337~1453 英法百年戰爭，諾曼第併入法國領土 

1348 黑死病由亞洲蔓延至歐洲。 

1377 教皇政治重歸羅馬天主教教廷 

 主後 14 世紀 

1386~1644 朱元璋代元，國號明，十六帝。原都應天府（南京），成

祖政變成功後移都順天府（北京），屢受北方蒙古人及東

南沿海日寇海盜的騷擾，最後亡於滿清 

1400 佛羅倫斯大教堂的建築家菲力普․布魯內勒斯基首次挖

掘出古羅馬遺址 

1415 約 翰 ․ 古 騰 堡  (Johannes Gutenberg) 在 美 茵 茲 市

(Mainz) 發明活鉛字印刷 

 主後 15 世紀 

1421 吉歐凡尼․德․麥迪奇 (Giovanni de' Medici )被選為佛羅

倫斯宰輔，梅迪奇家族自此統治佛羅倫斯 



1434 柯西摩․德․ 麥迪奇 (Cosimo de' Medici )發起在佛羅倫

斯設立柏拉圖學院 

1453 鄂圖曼帝國(Ottoman)的創建者穆罕默德二世攻陷君士坦

丁堡，滅掉了拜占庭帝國，將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伊斯坦

堡，並把代表拜占庭帝國全盛時期的蘇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 改建成中央清真寺，將原本是基督教文明的中心

變成了伊斯蘭教的首都 

1452 里昂․巴帝斯塔․阿爾貝提 (Leon Battista Alberti) 發表

基礎藝術理論著作《論建築藝術》(On Architecture)  

1453~1922 鄂圖曼帝國時代 

1467~1573 日本戰國時代 

室町幕府後期戰爭頻仍的時代。始於應仁之亂後，至室

町幕府滅亡。為日本史上政治社會、工商經濟發生急劇

變化的時代 

  

1492 哥倫布 (Christopher Columbus) 發現美洲新大陸 

1500~1530 文藝復興全盛期 

1507 尼可勞斯․哥白尼 (Nikolaus Copernicus) 發表太陽為中

心的世界觀。 

1513 尼可羅․馬基亞維力 (Niccoló Machiavelli ) 著述《君主

論》( The Prince)  

1517 改教運動揭竿起義，重新發現「因信稱義」的信仰。10

月 31 日，馬丁․路德 (Martin Luther) 於威登堡教堂門

外釘上反贖罪劵的條款及主張宗教改革的 95 條綱領。 

1518 亞當․里澤 (Adam Riese) 撰寫的第一本算術教科書出

版 

1519 費迪南․德․麥哲倫 (Ferdinand de Magellan) 環繞地球

處女航 
1520~1566 伊斯蘭教(=鄂圖曼帝國)的蘇里曼大帝執掌王權 

1522 路德 (Luther) 的新約聖經德文譯本首次印刷，此譯本對

現代標準 1522 年德語的書寫語言帶來決定性影響 

1529 土耳其人首次圍攻維也納 

1531 歷史上第一個國際證券交易所在荷蘭安特姿爾朋 
(Antwerp)成立 

1541 - 約翰․加爾文 (John Calvin) 革新教會秩序 
- 葡萄牙人登陸日本 

 主後 16 世紀 

1546 - 巴黎興建羅浮宮(Louvre)   
- 法國第一家國有證券交易所成立 



1550 喬吉歐․瓦薩利 ( Giorgio Vasai) 所撰《義大利最著名的

建築師、畫家及雕刻家傳記》出版，成為第一本藝術史

1555 奧古斯堡的宗教和平協定調解德國的信仰衝突, 並承

認宗教信仰分裂 

1562 羅馬天主教教會在天特(Trent)舉行宗教會議，開啟天主

教國家對宗教改革的序幕 

  

1562~1594 宗教戰爭 

1568 荷蘭反抗西班牙統治的自由抗戰開始 

1569 格哈特․梅卡托 (Gerhard Mercator) 繪製了世界航海圖

1572 
在聖巴托羅繆之日(St. Bartholomewm's Day), 有數千名

胡格諾派信徒（Huguenots）在法國慘遭殺害 

1579 
在烏特列希特聯盟 (Union of Utrecht)中，荷蘭宣布獨立

國家 

1588 
西班牙無敵艦隊遭到英國艦隊摧毀，西班牙從此失去其

海上霸權 

  

1590 

- 米高安哲羅 (Michelangelo) 所設計的羅馬聖彼得大教

堂的半圓形頂完工 
- 威廉․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開始撰寫劇本

1644 開始啟蒙思潮與工業革命時代，在歐洲知識界中，

成為被廣泛擁護的一種思想運動和信仰運動。其特徵為

崇理性、重自由、破因襲，主要以上帝、理性、自然、

人類之間的關係為研究目的，啟發人民反對封建傳統思

想與宗教的束縛、推翻權威與教會政治的控制。後導致

現代科學(Science)的興起 

17 世紀~ 

18 世紀 

17 世紀始為日本江戶幕府時代 –德川家康打敗豐臣秀

吉後所建立的政權機關。爾後在長達兩個半世紀中，對

內抑制諸候勢力，對外限制外來文化，實行鎖國政策。

後因經濟困難、社會不安、外國通商等因素，政權發生

動搖，因而還政於天皇，江戶幕府時代正式結束。 

1600 荷蘭和英國成立東印度貿易公司 

1602 伽俐略 (Galilei Galileo) 提出擺動原理與落體運動定律 

1609 居於歐洲金融中心的阿姆斯特丹成立證券交易夭所 

1618 德國開始三十年戰爭 (直到 1642 年) 

1622 黎賽留 (Richelieu) 成為樞機主教並幕後操縱法國政治

（直到 1642 年） 

1626 荷蘭人在北美建立最主要的殖民地新阿姆斯特丹（即今

日的紐約） 

  主後 17 世紀 

1633 伽俐略被迫收回他對哥白尼理論的支持 



1635 法國官方成立法國藝術學院 (Académie Française ), 以

促進科學和藝術的研究 

1637 第一座大眾化的歌劇院在威尼斯成立 

1640 荷蘭壟斷對日貿易。葡萄牙反抗西班牙 

  

1644~1911 

 

中國清朝–滿族愛新覺羅氏所建。為中國最後一個王

朝，亡於辛亥革命 

1649 英國共和國成立 

1661 路易十四登基，開始興建凡爾賽宮 

1670 荷蘭發展為重要的世界貿易國家 

1672 牛頓 (Newton) 發表光是由色光組成的原理 

1675 格林威治建立天文台 

1682 路易十六以凡爾賽宮為皇宮 

1683 土耳其軍再度包圍維也納 

  

1687 牛頓發表重力原理 

1700~ 聖杯傳說重出江湖，這個時期開始，祕密結社蔚為時尚

1717 Freemasonry 國際共濟會在倫敦成立分會後，開始展開活

動 

1743 奧地利及葡萄牙禁止共濟會活動 

1751 富蘭克林 (Benjamin Franklin) 發明避雷針 

1755 里斯本 (Lisbon) 發生大地震 

1756 作曲家莫扎特 (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 出生 

1765 詹姆斯․瓦特 (James Watt ) 發明蒸汽機 

1768 《大英百科全書》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問世 

1788 英國在澳洲成立第一個罪犯殖民地 

 主後 18 世紀 

1789 法國大革命爆發 

喬治‧華盛頓成為美國第一任總統 

1792 法國實施非宗教婚禮   

1797 賽內菲爾德 (Alois Senefelder) 發明平版印刷術 

1800~ 歐洲興起浪漫主義風潮 

1804 法國拿破崙 ( Napoleon Bonaparte) 自封為法國皇帝, 起

草拿破崙法典 

1807 全世界第一艘汽船開駛 

1810 科寧 (Friedrich Koenig) 發明快速印刷機 

 主後 19 世紀 

1814 拿破崙被推翻而放逐至艾爾巴島 (Elba) 



1815 滑鐵盧戰役 

拿破崙重返巴黎，敗於滑鐵盧之役，最終被放逐至聖赫

勒拿島 (St. Helena)。在梅特涅 (Metternich)主導下的維

也納會議開啟歐洲的政治復辟運動。德意志聯盟成立，

其會議設於法蘭克福 

法國七月革命終於推翻波旁(Bourbons) 王朝的統治，德

意志境內的一些國家也發生了革命 

1830 

喬治․史蒂芬生(George Stephenson)所發明的蒸汽火車

頭開啟利物浦至曼徹斯特的鐵路交通 

1834 莫里茨․赫爾曼․亞可比 (Moritz Hermann Jacobi) 發

明電動馬達 

1839~42 鴉片戰爭 

1848 德、奧、法發生革命。馬克思發表「共產宣言」 

1850 歐洲移往美國的移民潮達至高峰 

1852~1912 日本明治時代 

日本明治天皇自即位後，力修內政，廢除幕府，改藩設

縣，制定憲法，建立國會，對外有中日､日俄兩戰之勝

利，所擴領土有琉球､臺灣､澎湖､朝鮮及庫頁島南半，

日本之強，自明治始，史稱「明治維新」 

1861 亞伯拉罕․林肯 (Abraham Lincoin ) 成為美國總統, 並

廢除奴隸制 

 萊斯 (Johann Philipp Reis ) 發明電話 

1869 蘇伊士運河開通 

1870 普法戰爭爆發 (1871 年結束)，巴黎遭到圍攻。法國再度

宣佈為共和國；巴黎公社起義遭血腥鎮壓 

1871 德意志帝國成立 

1879 愛迪生 ( Thomas Edisom) 發明碳絲電燈 

1885 平治 (Carl Benz) 建造全世界第一輛汽車 

  

1894~95 第一次中日戰爭 

  1895 巴黎與柏林同時發明電影，耶 (Lumière) 兄弟在巴黎舉

辦影首展 

  1895 佛洛伊德 (Sigmund Freud) 發展出心理分析學 

1903 由萊特 (Wright) 兄弟設計的雙飛機試飛生效 

1905 第一次俄羅斯革命 

 主後 20 世紀 

1911 辛亥革命戰爭 

10 月 10 日同盟會在武昌所發動的革命，各省紛紛響應，

終於推翻滿清政府，結束君主專制時代，創建了中華民

國(Republic of China) 



1912 鐵達尼號沉船事件 

1914~18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 

1914 美國人亨利․福特 (Henry Ford) 發明並開始採用汽車

流水線生產 

1918 德意志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連連潰敗，士氣低落。1918

年，海軍發生叛亂，德皇威廉二世被迫退位，成立德意

志共和國，選舉亞伯特為總統。同年 11 月 11 日向協約

國投降，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9 德國希特拉以國家社會主義創立德意志勞工黨(納粹黨) 

1922 回教徒入侵羅馬 

梵蒂岡獨立成為自主國 

黑色星期五：紐約股市大崩盤 

1929 

現代藝術博物館成立 

1933 希特拉獲得政權，希特勒成為帝國總理，以極權方式統

治德國。其政策以領土擴張為宗旨，以日耳曼優秀種族

最終統治各劣等民族為目標。期間屠殺 600 萬猶太人 

1934 興登堡死，希特勒成為「領袖與帝國總理」 

1936 德國通過反猶太人的紐倫堡種族法 

1937 柏林奧林匹克運動會；西班牙內戰開始 

1939~45 德軍入侵波蘭，1939 年 9 月 1 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開

戰 

1940 德軍佔領法國及歐洲其他國家 

1941 德軍進入蘇聯；日本偷襲珍珠港 (Peral Harbour)，加入

第二次世界大戰 

夏季，美軍在廣島投下人類有史以來第一枚原子彈 

德國投降 

  

1945 

日本投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聯合國成立，世界新

秩序形成 



1945~75 越戰時期 

日本於 1945 年 8 月 14 日宣布無條件投降，不到一個月

時間，越南領導者胡志明趁機奪取政權，成立越南民主

共和國。在此之前越南本為法國殖民地，法國為重新統

治越南，於 1946 年和越南爆發戰爭，到了 1954 年，法、

越簽訂停戰協定，在日內瓦會議中決定沿北緯十七度劃

分為南北越，北越由胡志明統治，實行共產主義；南越

則於 1955 年由首相吳廷琰成立越南共和國。自 1957 年

起，越共在南方展開暗殺、破壞等種種恐怖事件。1960

年南越共黨組成南越民族解放陣線，此後越共更不斷向

南越擴張勢力，美國為防止共產主義散播，派遣軍隊援

助南越部隊，一直到 1968 年，雙方不斷激戰，傷亡慘重。

而在美國反戰情緒持續高漲，遂決定和談。美國制定了

一項越南化的計劃，逐步從南越撤軍，由南越人逐漸承

擔作戰任務。1973 年美國和越共達成停戰協議，美軍撤

走。後越共進行反攻，於 1975 年 4 月 30 日，南越政府

投降，越戰結束 

10 月 1 日中共宣佈成立中華人民共和國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10 月 7 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成立 

1947 發現死海古卷 

1948 以色列復國 

1949 12 月 14 日以色列立耶路撒冷新城為首都 

1950 冷戰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歐洲的崩潰、

西方殖民地秩序的瓦解及共產勢力的擴張，乃形成美國

領導的民主陣營與蘇俄領導的共產集團非戰非和的微妙

關係。雙方在意識型態、政治、經濟與軍事等方面均有

衝突，只是沒發動全面性的戰爭，歷史學家稱為冷戰時

期 

  

1950~53 韓戰時期 

1950 年 6 月 25 日至 1953 年 7 月 27 日的戰爭。因美蘇駐

軍撤離韓國，北韓共軍趁機越過北緯三十八度線，向南

韓進攻，引爆韓戰。美國麥克阿瑟將軍被任命為聯軍統

帥，出兵助南韓。後因美國總統杜魯門，深怕促發第三

次世界大戰，乃撤換麥帥，停戰謀和。戰事共計持續 3

年餘 



1957 蘇聯發射第一顆無人駕駛，環繞地球的衛星「史布尼克」

(Sputnik) 
1961 東德築柏林圍牆，宣示德國分治 

1963 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  (John F. Kennedy) 於達拉斯

(Dallas) 遇刺身亡 

1969 美國太空船「阿波羅 11 號」 (Apollo 11) 首次登陸月

球，人類第一次踏上月球 

1972 阿拉伯恐怖份子於慕尼黑奧林匹克運動選手 

1974 美國爆發水門 (Watergate) 事件，導致尼克森 (Nixon)
總統下台。葡萄牙發生「康乃韾革命」 (Carnation 
Revolution) ，並實施民主政體  

1979 柯梅尼 (Khomeini) 在伊朗成立回教共和國；蘇聯進軍

阿富汗 

1980 以色列國會立憲將耶路撒冷列為正式首都 

兩伊戰爭 1980~88 

80 年代再出現冷戰局面。1979 年，蘇俄進軍阿富汗；在

此同時，美國與前蘇聯兩大強國，也因新型中程飛彈的

配備問題，關係頓形緊張。此二事件，使國際情勢再度

呈現冷戰局面，歷史學家乃將此一時期稱為新冷戰時代

1982 英國與阿根廷爆發福克蘭戰爭 (Falklands War) 

1984 中國大陸進行具資本主義色彩之經濟改革。甘地遇刺，

印度發生流血暴動 

1987 美蘇簽署中程飛彈限制與裁撤協議 

1989 11 月 1 日東德政府頒布命令，開放邊界，允許東德人民

自由出入柏林圍牆  

後冷戰時期 – 東歐共產國家民主改革，兩德統一，蘇

聯解體，結束民主與共產集團對立的時代 

1990 

 

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加入德意志聯邦共和國(西

德)，東西德統一 

 蘇聯解體導致獨立共和國紛紛成立，引發政治危機 

 8 月 2 日伊拉克入侵科威特 

  

1991 1 月~2 月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第 7 個千禧年  

2001 911 恐怖事件 

3 月 SARS 在香港爆發 2003 

3 月~4 月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美英兩國聯合攻打伊拉克

2004 12 月 26 日南亞大海嘯 

 主後 21 世紀 

2005 颶風 Katrina 蹂躪美國新奧爾良 



   H5N1 禽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