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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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專輯

夢中
說夢

明末四大師年表（下）
編輯組整理



香光莊嚴【第九十二期】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 33

洞澈裡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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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三十七年

1609 1610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憨山大師（64歲）因修建

曹溪祖殿受誣陷，訴於官

府。

．蓮池大師在杭州刊行

《牧牛圖頌》，以宣揚佛

教。

1612 1614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憨山大師（65歲）得獲清

白，然心中厭倦，遂離山

而去。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蓮池大師（80歲）居廬山

五乳峰下。於誕辰日增設

放生池。

放生池

民間放生習俗在魏晉時期已有，隋代智者大師大力提倡放

生，對江浙一帶民俗的影響很大。唐肅宗還下詔全國設放生

池，畜養魚類、禁止捕捉。

有的寺廟也設有放生池，信眾來上香拜佛時，往往會帶著自

養或臨時購買的魚鳥來放生，以積功德。而放生法會也是中

國寺院普遍通行的重要法會之一。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春，慧經住建昌府壽昌

寺。

．廣莫：印刻《楞伽經參

訂疏》八卷。

．義大利傳教士龍華民抵

達北京。

明神宗萬曆三十七年（1609）

．荷蘭獨立。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泰國頌曇王時，於沙拉

武里發現佛足印，遂成為

重要佛教聖地。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

．日本幕府禁止基督教傳

教。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日本幕府禁止天主教傳

教。

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1611）

．東林黨爭起。

明神宗萬曆三十八年（1610）

．五月，利瑪竇歿。十

月，袁宏道歿。

．法國傳教士金尼閣來

華。

明神宗萬曆四十二年（1614）

．圓澄：著《法華經意

語》。

‧正遠：撰《起信論捷要》

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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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 1616 1617

萬曆四十三年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憨山大師（71歲）在廬山

五乳峰創建法雲寺。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蓮池大師（81歲）完成

《竹窗隨筆》。六月預告眾

人自己即將往生，七月四

日在長壽庵，面向西念佛

端坐而圓寂。

．蕅益大師（17 歲）閱

《自知錄》序，及《竹窗

隨筆》，乃不謗佛。取所

著闢佛論焚之。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日本幕府制定五山十剎

等寺院法度。

．日本德川家康滅豐臣

氏。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西藏達賴喇嘛四世榮丹

嘉穆錯圓寂。

．日本德川家康歿。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西藏阿旺羅卜藏嘉穆錯

誕生，後被選為達賴喇嘛

五世。

明神宗萬曆四十三年（1615）

．董其昌楷書《阿彌陀

經》，以賀蓮池大師八十

大壽。

．法人金尼閣：刊行《耶

穌教徒支那遠征記》。

．慧高等人至金陵，請求

印行《大藏經》。

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1616）

．湯顯祖卒。生前所著

《南柯記》等，引用大量

佛教語言入戲。

．五月，將北京、南京諸

耶穌會教士逐至澳門。

．努爾哈赤建後金國。八

旗制度成立。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憨山大師（72歲）：著

《楞嚴經通義》十卷。

明神宗萬曆四十五年（1617）

．寂正：撰《圓覺經要解》

二卷。

．如惺：撰《大明高僧傳》

八卷。

明神宗萬曆四十六年（1618）

．蕅益大師（20歲）因喪父

因緣，聞地藏本願，發出

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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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0 1621 1622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憨山大師（75歲）：撰

《起信論直解》二卷。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神宗崩。光宗立，亦

崩。

．十二月，圓悟於常州龍

池寺開千日閱藏會。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蕅益大師（23歲）因聽

《大佛頂首楞嚴經》，受到

啟發，因而決定出家。

明光宗泰昌元年（1620）

．明僧真圓抵日本。

．五月花號從英國出航，

歐洲人自此大批移居美

國。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羅卜藏嘉穆錯率領蒙軍

擊破藏軍。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日本幕府禁止私建寺

院。

泰昌元年 天啟元年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耶穌會教士經許可再住

北京。

．山東白蓮教作亂。

．荷蘭人佔據澎湖。

．十二月，圓悟入天台山

通玄寺。

明熹宗天啟二年（1622）

．憨山大師（77歲）再入曹

溪。五月，撰《圓覺經直

解》二卷。

．蕅益大師（24歲）三度夢

見憨山大師，於是從憨山

弟子雪嶺出家，法名智

旭，字素華。

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

．努爾哈赤佔領瀋陽、遼

陽，以遼陽為國都。

．通潤：著《楞伽經合轍》

八卷。弘憲：著《楞伽經

證疏廣解》十卷。真智：

著《起信論提要》二卷。

蕅益大師將出家，先發

三願：「一、未證無生

法忍，不收徒眾。二、

不登高座。三、寧凍餓

死，不誦經禮懺及化

緣，以資身口。又發三

拌：「拌得餓死。拌得

凍死。拌與人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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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啟三年

1623 1624 1625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憨山大師（78歲）十月十

一日飲水沐浴，焚香禮

佛，一心端坐而逝。

．蕅益大師（25歲）於徑山

坐禪開悟，於性相二宗一

齊融徹。冬，於杭州雲棲

寺受具足戒。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魏忠賢提督東廠。

．圓悟於天台山通玄寺開

堂。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蕅益大師（26歲）於雲棲

寺受菩薩戒。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春，蕅益大師（27歲）遍

閱律藏，輯錄《毘尼事義

要略》。

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

．春，蕅益大師（30歲）住

龍居寺第二次閱律藏，始

成《毘尼事義集要》四卷

及《梵室偶談》。

明思宗崇禎元年（1628）

．喀喇沁部遣派喇嘛僧至

滿洲請和 。

．海寇鄭芝龍投降，流賊

大起。

．滿兵襲擊察哈爾。

．中原與蒙古長期貿易往

來。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楊漣奏請罷黜奸佞宦官

魏忠賢。

．鄭成功出生於日本平

戶。

．鍾惺：著《楞嚴經如說》

十卷。元賢：著《楞嚴經

翼解》二卷。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魏忠賢殺楊漣、左光

斗、魏大中等。

．後金遷都盛京（瀋陽）。

．傳燈：著《維摩經無我

疏》十二卷。

．春，發掘「大秦景教流

行中國碑」。

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

．課寺產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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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8 1630 1631 1633 1634

崇禎元年

明熹宗天啟三年（1623）

．朝鮮國再度禁止僧尼入

城。

．英、荷聯合防禦艦隊拆

夥。

明熹宗天啟四年（1624）

．荷蘭人佔領臺灣。

．英人在北美建立第一個

殖民地—維吉尼雅。

明熹宗天啟五年（1625）

．查理一世即英王位。

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

．蕅益大師（33歲）入靈

峰。

．藕益大師的《毗尼事義

集要》付梓流通。

明思宗崇禎六年（1633）

．流賊犯畿南、河北、又

犯湖廣。

．料羅灣大海戰，鄭芝龍

大敗荷蘭台灣長官普特曼

斯。

．春，元賢至延州寶善寺

謁廣印。

． 海眼：印刻《毘尼珍敬

錄》二卷。

明思宗崇禎六年（1633）

．蕅益大師（35歲）於西湖

寺結夏。自恣日時爰作八

鬮，得菩薩沙彌鬮，遂退

作菩薩沙彌，誓尊養比

丘，護持僧寶。

．冬，大師依占察經法立

懺。

明思宗崇禎四年（1631）

．後金禁止私創寺廟，及

喇嘛僧等一切巫覡、星

士、左道者流。

．滿兵陷大凌城。孔有德

反。

明思宗崇禎二年（1629）

．蕅益大師（31歲）是冬完

成第三次閱律。隨無異艤

禪師至金陵，諳宗門近時

流弊，乃決意弘律。

明思宗崇禎三年（1630）

．蕅益大師（32歲）擬注

《梵網經》，得天台鬮，於

是究心台部，而不肯為台

家子孫。

明思宗崇禎五年（1632）

．後金置僧錄司、道錄司

統制僧道，並定通經、守

清規者給予度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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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八年

1635 1636 1638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蕅益大師（37歲）住武水

智月庵，講《占察經》。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蒙古內爭紛起。

明思宗崇禎九年／清太宗崇德

元年（1636）

．蕅益大師（38歲）居住於

九華山，閱藏經千餘卷。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崇

德四年（1639）

．蕅益大師（41歲）住溫

陵。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清太宗崇

德五年（1640）

．李自成舉兵竄入河南。

．西藏達賴喇嘛五世掌握

政教之主權。

明崇禎八年／清崇德元年

明思宗崇禎九年／清太宗崇德

元年（1636）

．元賢住泉州開元寺。元

賢：撰《楞嚴經略疏》。

．董其昌卒

．李自成攻掠陜西。

．皇太極改後金國號為

「大清」。皇太極御駕親征

朝鮮。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清太宗崇

德三年（1638）

．蕅益大師（40歲）入閩。

明思宗崇禎十年／清太宗崇德

二年（1637）

．蕅益大師（39歲）述《梵

網合註》。

明思宗崇禎十一年／清太宗崇

德三年（1638）

．洪承疇大破李自成。

．張獻忠、馬守應投降明

朝。

．清兵犯京。

．三月，喀爾喀部、扎薩

克圖、汗達爾漢喇嘛等人

入清進貢。

．八月，清建立盛京實勝

寺，奉置嘛哈噶喇佛像，

並鑄大鐘。

明思宗崇禎十二年／清太宗崇

德四年（1639）

．太宗率領諸王臨幸實勝

寺，禮佛賜宴。

．張獻忠、馬守應在湖北

再度叛變。

．西藏厄魯特使攜達賴喇

嘛五世之書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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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9 1640 1642 1644

明思宗崇禎八年（1635）

．日本下鎖國令。

．阿兒思蘭汗侵入西藏。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1640）

．英王查理一世召集長期

國會。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1642）

．伽利略卒。牛頓生。

．英國清教徒革命爆發。

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

．清迎請達賴喇嘛五世。

明思宗崇禎十三年／清太宗崇

德五年（1640）

．蕅益大師（42歲）撰《法

華經玄義節要》二卷。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清太宗崇

德七年（1642）

．蕅益大師（44歲）住湖

州。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

治元年（1644）

．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

皇帝自縊於煤山。吳三桂

降清，清軍入關驅逐李自

成。

．張獻忠在成都自稱「大

西國王」，年號大順。

．明福王在南京即位。

明思宗崇禎十五年／清太宗崇

德七年（1642）

． 善友等人禁止邪教，誅

滅黨首李國梁等十六人。

．李自成陷開封。

．青海固始汗之軍擊敗藏

軍，藏王繫獄被害，格魯

派得決定性之勝利，將全

藏之統治權讓予達賴喇嘛

五世，確立達賴喇嘛之政

權。

．南台灣的荷蘭人驅逐北

台灣的西班牙人。

明思宗崇禎十七年／清世祖順

治元年（1644）

．蕅益大師（46歲）著《楞

嚴經文句》、《楞嚴經玄

義》等。

．二度入浙江靈峰專事著

述，有句云「靈峰片石舊

盟新」。

．大師退作但三歸依人。

明崇禎十七年／清順治元年

清世祖順治二年（1645）

．蕅益大師（47歲）退作但

三歸依人以來，勤禮千

佛、萬佛及占察行法。於

今歲元旦獲清淨輪相。



香光莊嚴【第九十二期】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40

洞澈裡邊

照見外邊

專輯

順治四年

1647 1650 1651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蕅益大師（52歲）撰《法

華經要義》及《重治毘尼

事義集要》等。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蕅益大師（53歲）撰《菩

薩戒本箋要》。

清世祖順治五年（1648）

．日本《天海版大藏經》

完成。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英國共和國軍破蘇格蘭

人。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英王查理二世自蘇格蘭

奔法。

清世祖順治四年（1647）

．蕅益大師（49歲）撰《唯

識心要》十卷、《阿彌陀

經要解》、《淨信堂續

集》、《四書蕅益解》。

清世祖順治四年（1647）

．通容追回被侵失地三百

餘畝，歸還四明天童寺。

．明永曆帝奔桂林。

．喇嘛班第達及達賴喇嘛

五世等人來清進貢。

清世祖順治七年（1650）

．明永曆帝奔梧州。

．攝政王多爾袞薨。

．鄭成功占領廈門根據

地。

．達賴喇嘛五世贈其師羅

桑卻接以「班禪喇嘛」之

稱號。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蕅益大師（54歲）撰自

傳，曰〈八不道人傳〉，

取中論八不，梵網八不之

旨。又自云：「古者有儒

有禪有教有律，道人既蹴

然不取；今亦有儒有禪有

教有律，道人又艴然不

屑。故名八不也。」蕅益大師五十二歲那年安居結束，重拈自恣芳規，悲欣交

集，慨然賦偈，直述其一生心情：

秉志慵隨俗，期心企昔賢。擬將凡地覺，直補涅槃天。

半世孤燈歎，多生緩戒愆，幸逢針芥合，感泣淚如泉。

正法衰如許，誰將一線傳，不明念處慧，徒誦木叉篇。

十子哀先逝，諸英喜復聯。四弘久有誓，莫替馬鳴肩。

清世祖順治八年（1651）

．歐全甫：著《黃檗誌》

八卷。

．清免除僧道度牒之納

銀，並確查給牒者。

．清兵陷舟山，魯王逃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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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規定僧、道、尼、女冠

衣帽之制，禁止偽裝喇嘛

及禮拜喇嘛。

．台灣人起義抗荷失敗。

清世祖順治十一年（1654）

．蕅益大師（56歲）撰《閱

藏知津》四十四卷、《法

海觀瀾》五卷。

．撰〈閱藏畢願文〉，計

前後閱律三遍，大乘經二

遍，小乘經及大小論兩土

撰述各一遍。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1655）

．蕅益大師（57歲）圓寂。

兩年後弟子為師啟塔於靈

峰大殿。

清世祖順治九年（1652）

．英與荷蘭戰於海上。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克倫威爾為英國都護，

解散國會。

清世祖順治十二年（1655）

．瑞典大掠波蘭。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四月，蕅益大師（55歲）

入住新安歙浦天馬院，十

月，撰《起信論裂網疏》

六卷。

蕅益大師口授遺囑中曾

交代，荼毗後將其骨磨

和粉麵，分作二分，一

分施鳥獸，一分施鱗

介，普結法喜，同生西

方。但因大師遺體髮長

覆耳，面貌如生，趺坐

巍然，牙齒俱不壞。弟

子們不敢從粉骴，遂奉

骨塔於靈峰大殿。

八年後，大師門人性旦

病逝，臨終前，面乞成

時師及其胞兄粉其骨，

代大師滿當年所命。

清世祖順治十年（1653）

．清帝遣史冊封達賴喇嘛

五世，贈以金冊、金印。

清世祖順治十一年（1654）

．六月及十月達賴喇嘛五

世入貢。

．樂安王、僧文秀、道士

張應和等人，因謀反伏

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