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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解釋自己詩集「夢遊」一名由來時，

答曰：「三界夢宅，浮生如夢，逆順苦樂，榮枯得失，乃夢中事。時其言也，

乃記夢中遊歷之境。」

縱看晚明百年，在猶如昨夢的歷史中，

四位大師是如何煞有其事地走過！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專輯

夢中
說夢

明末四大師年表（上）
編輯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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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專輯

嘉靖十三年

1535 1540 1545

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5）

．蓮池大師在浙江省仁和

縣（杭州附近）出生。

1550 1555

明世宗嘉靖廿二年（1543）

．紫柏大師出生於江蘇省

吳縣。（蓮池大師八歲。）

明世宗嘉靖廿五年（1546）

．憨山大師出生於安徽省

全椒縣。（蓮池大師11歲；紫

柏大師3歲。）

明世宗嘉靖廿九年（1550）

．蓮池大師（16歲）勤讀四

書五經，書「生死大事」

於案上以自我警惕。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

．蓮池大師（17歲）通過縣

學考試，得中秀才。

明世宗（1522-1566）崇尚

道教，抑制佛教。在位

四十五年，不僅僧寺尼

庵破壞甚多，佛牙佛骨

等幾乎盡棄，也沒有發

放度牒。可說是佛教發

展最弱的時期。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6）

．京師大興隆寺並慈恩寺

發生火災，世宗令不復建

寺，各寺修齋俗事皆革。

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7）

．世宗廢除皇宮中的佛

殿。並令焚毀佛像等物。

明世宗嘉靖十六年（1538）

．令僧眾還俗；禁止修葺

寺院及私自披剃。

明世宗嘉靖廿二年（1543）

．令一切尼僧還俗婚配，

毀所居庵院。

明世宗嘉靖廿六年（1547）

．施耐庵寫《水滸傳》。

明世宗嘉靖廿二年（1543）

．葡萄牙人航經台灣，以

「福爾摩沙」讚美台灣。

．哥白尼逝世。

明世宗嘉靖廿四年（1545）

．格斯那：《世界書目》

編制出版。是歐洲第一部

大型書目。

明世宗嘉靖廿五年（1546）

．日僧清梁等人來中國。

．德帝與新教盟長薩克森

侯戰。

明世宗嘉靖廿八年（1549）

．耶穌會傳教士第一次抵

南美洲。

明世宗嘉靖廿八年（1549）

．蒙古俺答入侵。倭寇侵

浙東。朵顏犯遼東。

明世宗嘉靖廿九年（1550）

．明敕置「僧道官」，定

「僧道律例」。

．俺答攻京師。

明世宗嘉靖三十年（1551）

．因與俺答戰爭需要，朝

廷增賦銀，開始明朝的田

賦加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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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 1551 1552 1553 1554

嘉靖廿九年

1555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

憨山大師（8 歲）開始讀

書。寄食於隔河親戚家。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

．蓮池大師（20歲）娶碩人

為妻，婚姻美滿。

．憨山大師（9 歲）能誦

《法華經普門品》。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

憨山大師（7 歲）叔父過

世、嬸母生子，對生死產

生疑問。

憨山大師自幼即受母親

嚴格的教誨。

十歲時，憨山了解到僧

比做官更佳，母親答：

「恐汝無此福。世上做狀

元常有，出家作佛祖，

豈常有耶？」憨山回：

「我有此福，恐母不能捨

耳。」母曰：「汝有此

福，我即能捨。」

明示宗嘉靖年間（1522-

1566），葡萄牙人來到中

國沿海，集中在澳門做

生意。

此時，亦是福建、廣東

一帶的人於南洋貿易頻

繁之時。

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

．西班牙修士方濟各抵上

川島。十一月方濟各歿。

．徐階為大學士，俄滅喀

山。

．巴蘇條約。日耳曼享暫

時之和平。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

．英王薨，王姊馬利立，

禁耶穌教。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

．倭寇大舉侵犯浙江。

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1554）

．舉行祀高玄大典。杭州

昭慶寺火災。

．因東南倭犯，在江南提

前徵收下年度不當役里甲

繇役銀方式，加派銀40萬

兩，稱「提編」。

．准葡萄牙人於廣東互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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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 1558 1559 15611560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

憨山大師（12歲）從報恩寺

西林永寧法師誦習經教。

聽無極大師講經於三藏

殿。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

．釋法聚：撰《法華大意》

三卷。

．葡萄牙人佔據澳門。

葡萄牙人於1553年，藉

口要到澳門岸上曝曬水浸

貨物，以每年納租銀二萬

兩為條件，請求上岸居

住。之後便在澳門擴大居

住地區，建築城牆、砲

台，並自設官吏。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

蓮池大師（24歲）生子名為

祖植。

明世宗嘉靖三十七年（1558）

．吳承恩寫《西遊記》。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

．丙兔建寺於青海及嘉裕

關外，以迎請西藏僧。

．賜陶尚寶任太常寺丞兼

道錄司右演法。

．女真族努爾哈赤出生。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

．敕訪全國之仙術異人及

符篆祕方之書。

．天慈《五燈會元》重

刻。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

紫柏大師（17歲）杖劍遊俠

四方，至虎丘寺出家。並

隻身往平湖為虎丘寺化鐵

鑄大鐘。

明世宗嘉靖四十年（1561）

蓮池大師（27歲）喪父。

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

．多明尼加派傳教師抵達

廣東。

所謂「倭寇」，並不全是

日本海盜，也包括從事

走私的中國人。平定倭

亂最大功臣是戚繼光，

其率領戚家軍與名將俞

大猷於1564平定倭亂之

後，明朝終於開放海

禁。

少年紫柏遊方蘇州，天

大雨，虎丘寺僧明覺邀

其蔽傘下，同歸虎丘

寺。

晚，聽寺僧誦「八十八

佛」，心生大歡喜。

即於隔日清晨，禮明覺

為師，請求剃度。



香光莊嚴【第九十一期】民國九十六年九月50

今日乃知

鼻孔向下

專輯

嘉靖四十一年

1562 1564 1565 15661563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

．紫柏大師（20歲）四方參

訪後，回虎丘寺受具足

戒。並至嘉興東塔寺見僧

書《華嚴經》，乃跪看，

良久嘆曰：「吾輩能此足

矣。」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

．敕嚴嵩其子世藩下獄後

六年，嵩餓死。

．范欽於浙江建「天一

閣」，藏書豐富。雖歷經

劫難，至今猶在。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

．罷遣京寺之僧至西藏。

．倭寇陷平海，戚繼光擊

退之。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

‧倭寇平定。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

．蓮池大師（29歲）兒祖植

夭折，妻碩人悲傷過度，

相繼染病身亡。

．紫柏大師（21歲）至武塘

景德寺閉關三年。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

．蓮池大師（30歲）奉母命

再娶湯氏。

．憨山大師（19歲）在雲谷

大師開導下，認定出世事

而放棄功名。從祖翁披

剃，無極明信大師受具戒。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

．法人始拓地美洲。

明世宗嘉靖四十二年（1563）

．寮國遷首都至永珍，並

建造玉佛寺。

．羅馬教會改革。

明世宗嘉靖四十三年（1564）

‧伽利略生。其與哥白尼

（1473-1543）分別提出異於

基督教信仰的見解，開始

地動說，是影響西方文化

的關鍵。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

．西班牙取菲律賓。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

．蓮池大師（31歲）母喪。

除夕夜見茶杯墮地破碎而

有所悟，向湯氏表明出家

意願。作〈七筆勾〉一

詞，堅心而去。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

．西林大師入滅。

．嚴世蕃伏誅。

七筆勾（選錄）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未足酬。親得離塵垢，子道方成就。

嗏，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剖，孝子賢孫，好向真空究，

因此把五色金章一筆勾！

鳳侶鸞儔，恩愛牽纏何日休？活鬼兩相守，緣盡還分手。

嗏，為你兩綢繆，披枷帶杻，覷破冤家，各自尋門走，

因此把魚水夫妻一筆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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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 1569 1570 1571 1572

隆慶元年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

．蓮池大師（33歲）拜謁●

融、笑嚴兩位大師，師警

示不入權貴之門。

．憨山大師（22歲）為償債

遂應聘館為師，教學以營

生。

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

．蓮池大師（37歲）南歸入

住杭州雲棲山，得念佛三

昧，於上說華嚴經。

．憨山大師（26歲）與雪浪

師兄遊廬山。年末獨自持

缽北遊。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

．朝鮮國禁度僧法，廢兩

宗僧科。

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

．日本織田信長攻延曆

寺，焚燒堂塔。

．土耳其取居伯羅島。

．刻卜勒生。

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

．波蘭王位用選舉制。

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

．憨山大師（27歲）參訪●

融、笑嚴大師。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

．蓮池大師（32歲）投西山

性天理和尚處出家，不久

後在昭慶寺無塵玉律師處

受具足大戒。同年遊歷五

台 山 ， 親 見 「 文 殊 放

光」，深受感動。

．報恩寺大火。憨山大師

（21歲）於天界寺聽法，結

識病淨頭妙峰法師。

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6）

．金陵崇勝寺復稱瓦棺

寺。

．金陵嘉善寺重建。金陵

接待寺重建。天台山高明

寺廢止。泉州開元寺尊勝

閣廢止。

．詔禁僧尼戒壇。

．世宗崩。穆宗即位。

明穆宗隆慶元年（1567）

．削奪故真人卲元節、陶

仲文之爵誥。真人之號改

為道士，並廢止貴溪龍虎

山之世襲，請提點任住

持。

．張居正為大學士。

明穆宗隆慶五年（1571）

．俺答受封為順義王。並

在邊地設立茶馬互市，開

展中原與蒙古的長期貿易

往來。

明穆宗隆慶六年（1572）

．禁止道教宣教。

．穆宗崩，神宗即位。張

居正任內閣首輔。

蓮池大師入雲棲後，僅

意欲得遮風避雨、安身

辦道之處。

但十方來親近者日多，

大師慈悲接引，立清

規、教念佛、設警策，

以救時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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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元年

1573 1574 1575 1576 1577

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

．紫柏大師（31歲）入法通

寺尋訪𠩐融法師。深為𠩐

融所折服，而依止修學。

．憨山大師（28歲）正月遊

五台山，至北台憨山，見

其奇秀，默取為號。

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

．詔令遊僧回籍，禁止私

度。

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

．偽稱樂平王次子之僧，

遊行全國，遇捕伏誅。松

陵明慶寺火災。

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

．西藏建立金瓦寺。

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

．憨山大師（29歲）閱僧肇

《物不遷疑論》，解生死之

疑。

明神宗萬曆三年（1575）

．紫柏大師（33歲）過嘉禾

訪楞嚴古寺。

．憨山大師（30歲）龍門靜

修開悟，證得耳根圓通。

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

．憨山大師（31歲）為五台

山山林被盜請命於胡太

守。結冬於胡太守府，曾

入定五日之久。

明神宗萬曆元年（1573）

．日本池上本門寺燒失。

．法太后大殺新教徒。

明神宗萬曆二年（1574）

．錫蘭佛牙送至緬甸。

．廣東人林風率領水陸軍

幾千人進攻馬尼拉，與呂

宋人齊抗西班牙的統治。

明神宗萬曆四年（1576）

．日本京都建造南蠻寺。

．朝鮮國賜釋王寺「雪峰

山釋王寺」之額。

．法國波丹：國事六講，

首先揭櫫西方民族主義國

家的觀念。

萬曆前期，尤其是神宗

生母慈聖皇太后在世

時，皇室是極度崇仰佛

教。不只在京師敕建許

多寺廟，佛教名山也得

到太后支持而重建，佛

教從嘉靖年間受到嚴重

壓抑以來，至此得到相

當大的復甦。

𠩐融真圓禪師，四川

人，生於書香之家。

師幼聰敏，喜讀書，過

目不忘。至32歲，到峨

眉山九老洞，遇異僧，

遂剃髮出家。

𠩐融真圓禪師下山至京

師，遇講《華嚴經》。聽

至「若人欲識佛境界，

當淨其心如虛空。」忽

然頓悟。潛心讀經，聲

望日隆，公卿畢集，疑

為彌勒再世。

壽83示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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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8 1579 1583 1581 1582

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

．憨山大師（33歲）夢至兜

率天聽彌勒菩薩說法。

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

．建立天台山寂光庵。

．張居正令清查全國土

地，重新丈量。

．耶穌會教士范禮安抵澳

門。

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

．神宗印行《希有大功德

經》二卷。

．聖芬濟會傳教師抵廣

東。

．雲谷法師寂。

．毀天下書院為公廨。

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

．紫柏大師（37歲）訪雲谷

法師，發願重刻大藏經。

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

．天下清丈田糧，憨山大

師（35歲）為五臺山請命。

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

．憨山大師（36歲）奉慈聖

皇太后命，與妙峰、大方

法師共辦祈皇儲法會。

明神宗萬曆六年（1578）

．西藏瑣朗嘉穆錯會見蒙

古阿爾坦汗，受封為第三

世達賴，於各地布教，並

追封根敦珠巴、根敦嘉穆

錯為達賴一世、二世。

明神宗萬曆七年（1579）

．瑣朗嘉穆錯通書請貢。

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

．日本織田信長命諸國殺

害高野僧侶一千三百八十

三人。

．荷蘭建共和國。

明神宗萬曆八年（1580）

．重修金陵弘濟寺。

．員珂：印刻《楞伽阿跋

多羅寶經會譯》四卷。

．東夷王兀堂寇邊，李成

梁擊敗之。

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

．土默特犯遼陽。

．張居正實施一條鞭法。

關於皇家祈嗣的大事，

當時神宗派官到武當山

請道士為寵妃鄭貴妃祈

嗣；而皇太后則遣官至

五台山請和尚為王才人

祈嗣。

雖德清、妙峰等連續幾

個月的祈嗣法會後，王

才人便順利產下皇子。

但實際上，這是與皇上

作對，捲入了複雜的宮

廷政治內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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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孔向下

專輯

萬曆十年

1582 1583 1584 1585 1586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

．憨山大師（38歲）以聲名

過大，易號憨山。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

．蓮池大師（50歲）：撰

《往生集》三卷。

．慈聖皇太后賜金三千

兩，憨山大師（39歲）以山

東饑荒，轉用賑災。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

．憨山大師（41歲）：撰

《首楞嚴經懸鏡》。

．太后賜牢山大藏經一

部，建海印寺以藏經。

．紫柏大師遇憨山大師於

牢山，兩人暢談十餘天，

從此許為生平至交。

．紫柏大師（44歲）募化刻

經費用，面慈聖皇太后。

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

．日本織田信長燒甲斐惠

林寺，一百五十餘僧侶死

亡。

．明智光秀於本能寺殺害

織田信長。

．羅馬教廷採用羅馬曆

法，即今之陽曆。之後，

義、班等陸續跟進。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

．日本豐臣秀吉著手營造

京都大佛殿。

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

．憨山大師（37歲）移居牢

山。

．紫柏大師探視剃度師明

覺，時明覺已還俗，令其

再剃髮。

明神宗萬曆十年（1582）

．慈聖皇太后建立牢山海

印寺。

．張居正卒。

．利瑪竇抵達澳門，打開

中國與西方接觸的一扇

窗。他帶來《萬國輿圖》

從此中國始知五大洲。

明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

‧羅明堅、利瑪竇抵達肇

慶。

．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女

真。

明神宗萬曆十四年（1586）

．賜「續入藏經」予金

陵。

．賜「續入藏經」及「舊

刻藏經」入天台山萬年

寺。

明神宗萬曆十五年（1587）

．黃河以北饑荒，人民食

草木，甚至有人以石為

糧。

．利瑪竇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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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 1589 1590 1591 1592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

．杭州發生瘟疫，每天死

千人以上，當地太守禮請

蓮池大師（54歲）駕臨其寺

設法壇，舉行祈神禳疫法

會，僧團並進行救護治療

工作，結束瘟疫的災難。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

．河南饑荒。

‧袁宏道：著《西方合論》

十卷。

．明神宗賜西藏瑣朗嘉穆

錯「灌頂大國師」之號，

並請其入朝，但師於二月

寂。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

．廣東出妖僧李圓朗造妖

書惑眾案，作亂伏誅。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

．憨山大師（44歲）迎請大

藏經，慈聖皇太后為安經

賜建道場。

．達觀、德清等人始刻

《方冊藏經》。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1590）

．紫柏大師（48歲）遊徑山

建佛國山天池寺。

．方士告憨山大師（45歲）

侵占道場，師以智慧化解

衝突。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

．蓮池大師（58歲）於宏州

淨慈寺開法。

．紫柏大師（50歲）遊五臺

山於房縣尋獲舍利子。

明神宗萬曆十六年（1588）

．西班牙無敵艦隊進攻英

國失敗，自此英國取代西

班牙成為海上強權。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

．日本鑄造方廣寺大佛。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

．日本侵略朝鮮。朝鮮國

設置僧統，募集僧兵，七

百餘人戰死於錦山。日軍

焚燬朝鮮佛國寺，奪取寺

寶。

．豐臣秀吉從朝鮮搶得銅

活字等活字印刷工具及書

籍，是活字印刷術傳至日

本之始。

明神宗萬曆十八年（1590）

．湖北麻城死於瘟疫飢餓

者多達四萬人。

．歐洲傳教士首次在中

國，使用西方鉛活字印刷

術，印製拉丁文書籍。

明神宗萬曆二十年（1592）

．程大位：《直指算法統

宗》問世，是珠算理論的

大成之作。此後，中國數

學開始被西方趕上。

明神宗萬曆廿一年（1593）

．方冊刻藏經所移於徑山

寂照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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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廿四年

1598 1597 1598 1599

明神宗萬曆廿三年（1595）

．憨山大師（50歲）以私修

廟宇的罪名，被誣入獄，

流放雷州。

明神宗萬曆廿四年（1596）

．雷州當地大旱，疫癘流

行，憨山大師（51歲）做超

渡道場，一時天降甘霖。

明神宗萬曆廿四年（1596）

．秋，建立天台山高明寺

大殿。

．神宗派大批太監充當稅

使、礦監，四出課斂誅

求。專門在重要城鎮、關

隘和水路交通線上設卡徵

稅。

．李時珍編纂《本草綱目》

成書刊行。

明神宗萬曆廿五年（1597）

．紫柏大師（55歲）於徑山

天池寺寂照庵開悟。

明神宗萬曆廿四年（1596）

．日本畿內大地震，多座

寺院崩壞。

明神宗萬曆廿五年（1597）

．和議敗，日本復侵犯朝

鮮。

明神宗萬曆廿六年（1598）

．明朝援助朝鮮，豐臣秀

吉卒，朝鮮日軍退。

．法王頒南特敕令許新教

自由。

明神宗萬曆廿五年（1597）

．傳燈：著《楞嚴經玄義》

四卷。

明神宗萬曆廿六年（1598）

．呂坤撰「憂危竑議」一

書，離間鄭貴妃與皇太子

朱常洛。後此書被焚了

事。

明神宗萬曆廿七年（1599）

．真界：撰《大乘起信論

纂註》二卷。

．重興天台山翠屏寺。

．利瑪竇至北京，但後被

追回南京。

．山東臨清爆發民變。

紫柏大師與憨山大師交

遊甚契，憨山被流放

後，紫柏大師嘆曰：

「老憨不歸，則我出世一

大負；礦稅不止，則我

救世一大負；傳燈未

續，則我慧命一大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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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 1601 1602 1603 1604

明神宗萬曆廿八年（1600）

．紫柏大師（58歲）入死牢

安慰遭受誣陷入獄的縣官

吳秀寶。

．府城因米價昂貴而起暴

動，憨山大師（55歲）從容

勸解平息。

明神宗萬曆廿八年（1600）

．屠龍：著《佛法金湯篇

編》。

．莊廣還：著《淨土資糧

全集》六卷。

明神宗萬曆廿九年（1601）

．傳燈：著《天台山方外

志》三十卷。

．利瑪竇至北京謁見神

宗。

．朱常洛在東林黨的支持

下，立為太子。但宮廷內

鬥並未結束。

．蘇州發生紡織工人暴

動，史稱「織傭之變」。

明神宗萬曆廿九年（1601）

．憨山大師（56歲）復興曹

溪祖庭，使百廢俱舉。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

．蓮池大師（68歲）：著

《楞嚴摸象記》。

明神宗萬曆廿八年（1600）

．西藏羅桑卻接任札什倫

布寺座主。

．日德川家康時代開始。

．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

明神宗萬曆廿九年（1601）

．荷蘭人出現在澳門海

域 ， 從 此 被 稱 為 「 紅

毛」。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

．荷蘭成立「聯合東印度

公司」。

明神宗萬曆廿七年（1599）

．蕅益大師出生於江蘇吳

縣。

．憨山大師（54歲）：著

《楞伽經記》八卷。

明神宗萬曆三十年（1602）

．廣莫：著《楞伽經參訂

疏》八卷。

．屠龍：著《佛法金湯

錄》。 再建錢塘昭慶寺諸

堂。

．沈有容追擊倭寇抵台。

紫柏大師探視吳縣官

時，送其一串念珠，並

教以誠心持誦「假借四

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

境有。」十萬遍。

吳縣官日夜持誦，滿八

萬遍時，在紫柏奔走

下，即獲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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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十一年

1603 1604 1605 1606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1603）

．紫柏大師（61歲）為憨山

及礦稅之事得罪朝廷，弟

子等皆勸其離京避禍，師

不為所動。

十一月，因「妖書事件」

牽連，被繫獄中。十二月

十七日於獄中趺坐往生。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1603）

． 有 人 撰 「 續 憂 危 竑

議」，托意鄭貴妃有野心

立己子常洵為太子。詞極

詭妄，時謂「妖書」。皇

帝為此震怒異常，出旨嚴

查出處，大興牢獄。此為

恐怖的「妖書事件」。

．圓澄：撰《思益梵天所

問經簡註》四卷。

．徐光啟受洗。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1604）

．憨山大師（59歲）受達觀

禪師牽連復被貶至雷州。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

．皇長孫出生，大赦天

下，憨山大師（61歲）亦被

赦。

明神宗萬曆三十一年（1603）

．榮丹嘉穆錯抵達西藏別

蚌寺，受具足戒。

．日本淨土宗袋中留止琉

球三年，建立桂林寺，編

〈琉球神道記〉、〈琉球往

來記〉。

．莎士比亞：哈母雷特。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1605）

．塞萬提斯著《唐吉訶

德》。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

．日本豐臣秀賴營造諸國

寺社。

．維吉尼阿公司成立。

明神宗萬曆三十二年（1604）

．重建天台山方廣寺。大

艤住廣信府博山能仁寺。

．東林書院成立。

．建廣東基督教禮拜堂。

．荷蘭人韋麻郎佔據澎

湖，為沈有容諭退。

明神宗萬曆三十三年（1605）

．青州迫害基督教徒事

起。

．西藏大藏經萬曆版開

版。

明神宗萬曆三十四年（1606）

．青州迫害基督教徒事

起。

．袁了凡歿。

明神宗時期，因內外用兵和營建宮殿，造成政府國用大匱。

遂於萬曆廿四年，派遣大批太監充當稅使、礦監，四處征

歛。如長江線上，每隔幾十里就攔江截稅，出船一趟就要交

五、六次稅。

而礦監更以開礦為名，任意拆民屋、掘良田，甚至公開搶

掠。工商業發展受到打擊，許多店家倒閉。在無法忍受稅

使、礦監的暴行，終釀發民眾的暴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