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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簡史年表
編輯組整理

公元 印度簡史 佛教記事 世界記事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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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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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前印度

距今約50萬年前，印度就有了遠古先民，他們過

著刀耕火種、漁獵採集的生活。

◎B.C.2300-1500，哈拉帕文明(印度河文明)。

此文明主要人種是達羅毗荼人，語言文字為古達

羅毗荼語，亦有精美的藝術品。範圍北起喜馬拉

雅山南麓，南至納巴達河，西自伊朗的莫克蘭海

岸，東達恆河平原。印度河文化是城市文化，城

市建設、政權體制發展出相當高的水平。農業、

畜牧、商業等都相當發達，雖還使用石器，但也

已使用青銅黃銅等工具。此文明突然衰落，說法

不一，其中生態環境遭受破壞而導致嚴重後果，

是目前較有說服力的說法。

◎B.C.1500-1000，雅利安人進入南亞次大陸。

◎梨俱吠陀時期，雅利安文化擴展到恆河流域。

◎B.C.1000-500，後期吠陀時期。

印歐民族雅利安人來到了印度河流域，並逐步擴

展至恆河流域。此期創造出超過以往的高度發展

文明，稱為「吠陀時期」。雅利安人創造出四部吠

陀詩歌，亦即〈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

柔吠陀〉和〈阿闥婆吠陀〉。吠陀意思指「神祕的

知識」，是雅利安人的文化聖典。

四部吠陀經（Vedas）也是印度歷史上最早的文學

作品。吠陀文學之後，印度出現了兩大史詩，即

「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反映了雅利安人

告別了游牧生活，建立起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制度

的實體。

◎婆羅門教形成，種姓制度產生。

◎美索不達米

亞成立蘇美都

市

◎埃及的佐塞

王及庫夫王建

設金字塔

◎比泰多王國

鍊鐵技術發達

◎摩西帶領以

色列人出埃及

◎2183-1751，

中國夏朝

◎1738-1111，

中國商朝

◎ 1111-770 ，

中國西周

◎所羅門王統

治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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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1000，開始使用鐵器(瓦拉那西)。

◎B.C.700-600，奧義書哲學，六派哲學興起。

◎B.C.600-400，蘇修那迦王朝。

◎B.C.600，北印度十六列國並立(摩揭陀、拘尸

那羅等國隆盛)。

◎B.C.544，頻毗娑羅王開始統治摩揭陀國。

◎B.C.516，波斯國王大流士率軍入侵印度。

◎耆那教創始人大雄(B.C.599-529，生卒年代有不同說

法)。

◎B.C.491-459，頻毗娑羅王死在獄中，阿闍世即

位。

◎B.C.424-321，難陀王朝Nanda。

．西元前6世紀，北印度出現了十幾個國家，其中

最為強大的是摩揭陀國。難陀王朝是最早建立在

摩揭陀國基礎上的王朝，但實際上，他們並沒有

形成一個帝國。

◎B.C.350，大語法家帕尼尼著書規範梵語。

◎婆羅門教衰落，「沙門」思想興起。

◎迦毗羅與數論哲學的建立。

◎B.C.327，亞歷山大入侵印度，到達塔克西拉。

◎B.C.322-185，孔雀王朝Maurya。

．B.C.324年，經過征戰，出身於孔雀族的旃陀羅

笈多建立孔雀王朝。

．B.C.268~232年，旃陀羅笈多的孫子阿育王統治

時期，孔雀王朝發展到了全盛時期，帝國版圖幾

乎包括整個南亞次大陸。這是印度歷史上第一個

地域遼闊的統一大帝國。

◎B.C.300-288，敘利亞王國的使節麥伽斯特尼來

印度，留下《印德加》的記錄。

◎B.C.240-AD.236，南印案達羅王朝。

◎B.C.185，孔雀王朝滅亡。

◎B.C.185-73，熏迦王朝Sunga。

◎前2-前1世紀，希臘人、塞種人、安息人先後侵

入。

【根本佛教】

◎B.C.511，釋迦牟尼

佛誕生

◎B.C.482，佛陀出家

◎B.C.476，佛陀悟道

◎佛陀鹿野苑初轉法輪

◎ B . C . 4 3 1，佛陀涅

槃。第一次結集

【原始佛教，431-300】

【部派佛教，300-50】

◎B.C.331年，第二次

結集。佛教初分上座、

大眾二部

◎B.C.250年，第三次

結集，編纂佛教巴利三

藏

◎前 3世紀，阿育王皈

依佛教。佛教成為印度

國教，各地陸續建立石

刻和石柱，開鑿石窟

◎摩哂陀尊者帶領上座

部僧團進入斯里蘭卡

◎亞克曼尼斯

王朝成立了波

斯大帝國

◎蘇格拉底誕

生

◎771-403，東

周春秋

◎孔子551-479

◎403-221，東

周戰國

◎ 323-30 ，托

勒密王朝埃及

王國

◎ 312-64 ，塞

琉古王朝敘利

亞王國

◎221-206，秦

朝

◎206-A.D.8，

中國西漢

◎139，張騫出

使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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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印度教興起。

◎163-130，希臘人彌蘭陀王建都夏卡拉，支配了

西北印度。

◎150-105，巴查、卡爾拉、阿姜塔第九、第十窟

群開始動工。

◎120，《薄伽梵歌》原型出現，南印度桑伽姆大

學建立。

◎73-28，卡奴瓦王朝。後為案達羅王朝所滅。

◎25，大月氏建貴霜王國，南下入侵次大陸。

◎60，《薄伽梵歌》定型。

◎100，《摩奴法論》形成。

◎78-123，貴霜王朝第三代迦膩色迦王即位。其

信佛，期間弘揚佛教。

◎128，犍陀羅佛教美術隆盛。

◎200，貴霜王朝衰落。

◎A.D.319，笈多王朝Gupta建立。旃多羅笈多一

世統治開始。

．西元320，摩揭陀地區的一個小國再度強盛，建

◎那先比丘為彌蘭陀王

說法

◎印度積極啟建巴赫特

塔，又擴建桑奇佛塔，

大乘信仰始萌芽

◎B.C.185年，熏迦王

朝補砂密多羅國王推行

排佛政策，稱「中印度

法難」

◎前2世紀前後　　

．佛教過蔥嶺向西域傳

播．上座部第四次結集

◎前2年（西漢哀帝），

佛教漸傳入中國

【初期大乘佛教，

B.C.50~A.D.250】

◎ 6— 515，大乘佛教

弘傳至全印度

◎ 67（東漢明帝），佛

教正式傳入中國漢地之

始。隔年，洛陽建白馬

寺，為中國最早的佛教

寺院

◎ 1世紀中後葉，犍陀

羅等地佛教美術盛行。

◎貴霜王朝迦膩色迦王

舉行「第四次結集」

◎馬鳴、龍樹、提婆等

宗教詩人、思想家輩出

◎148年（東漢），僧人

安世高到中土，小乘佛

教理論系統傳入

【中期大乘佛教，

250-440】

◎古印度佛學研究中心

在那爛陀寺建立

◎ 64 ，敘利亞

王國成為羅馬

屬地

◎ 37 ，高句麗

成立

◎ 27 ，羅馬大

帝國往東方拓

展

◎B.C.4-A.D.30

，耶穌基督在

伯利恆誕生

◎ 9 - 2 3 ，中國

新朝

◎ 23-220 ，中

國東漢

◎ 57 ，後漢光

武帝授與「倭

奴國王」金印

◎105，蔡倫改

進造紙術

◎220-589，中

國魏晉南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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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笈多王朝，勢力不斷擴大，統一了印度。和

孔雀王朝一樣，笈多王朝也是印度歷史上的鼎盛

時期。中國東晉時期的法顯和尚遊歷印度後所述

說的太平盛世，就是笈多王朝。

◎A.D.401，梵語文學全盛。

◎A.D.405，《摩訶婆羅多》及《羅摩衍那》兩大

敘事詩完成。

◎A.D.460-6世紀初，白匈奴人多次入侵。

◎A.D.500，笈多王朝衰落，印度教興起。

◎6世紀，南方帕那瓦國興起。

◎606-647，戒日王帝國。

伐彈那王朝的戒日王稱雄北印度。戒日王大力宣

揚佛教，藉以鞏固其統治。中國唐代高僧玄奘就

是在這個時期雲遊印度。玄奘在印度弘法講經，

得到了戒日王極高的禮遇。其《大唐西域記》不

僅描述了戒日王時期的宗教活動，還記載了當時

印度各方面的發展，是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712，阿拉伯人佔領信德。

◎8世紀中-10世紀末，普羅蒂訶羅、帕拉、拉喜

特拉庫特在北印爭霸。

◎750前後，帕拉王朝。

◎750前後，印度教性力派出現。喀什米爾的濕婆

派興起。

◎750前後，印度教思想家商羯羅(八世紀)與吠檀

多學派的影響擴大

◎711-713，回教軍團入侵印度地區。

◎260年（三國），僧人

朱士行西行達于闐。是

為中國僧人西行求法之

始

◎彌勒（330-380）

◎無著（336-405）

◎世親（361-440）

◎ 366，敦煌千佛洞開

始動工

◎ 372，佛教傳至高句

麗

◎ 399-414，法顯訪印

度

【後期大乘佛教，

440-800】

◎ 412，覺音以巴利文

寫定三藏

◎ 460，雲崗石窟開始

動工

◎ 465，白匈奴入侵且

破佛

◎470，那爛陀寺興建

◎佛護（470-540）

◎ 628-645，玄奘到印

度遊學

◎ 673-685，義淨遊學

印度

◎ 747，寂護及蓮花戒

入藏

◎ 795，蓮花生入藏，

印度佛教成正統

◎375，日耳曼

民族開始大遷

移

◎589-618．中

國隋朝

◎618-907，中

國唐朝

◎627-649，中

國貞觀之治

◎645，日本大

化革新

◎661，撒拉遜

帝國 (伍麥葉王

朝)成立

◎713-741， 中

國開元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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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1400，西北印度被拉其普特人統治。

◎1001-1030，迦茲那王朝馬哈茂德入侵印度，印

度開始回教化。

◎思想家羅摩奴（1050-1137）。

◎1175，古爾國穆罕默德．古爾開始入侵。

◎1192，戈爾王朝征服北印度。

◎1196，巴赫蒂亞爾．哈爾奇軍團攻佔比哈爾地

區，那爛陀、菩提伽耶崩壞。

◎1206-1290，穆罕默德．古爾被刺，奴隸王朝建

立，德里蘇丹五朝開始。

◎1241起，蒙古人不斷入侵。

◎1265-1286，巴勒班統治。

◎1290，德里蘇丹國奴隸王朝滅亡，卡爾吉王朝

建立。

◎1290-1320，卡爾吉王朝Khalji。

◎1292起，蒙古人又不斷入侵。

◎1292，馬可波羅陪著嫁到伊兒汗國的闊闊真公

主，到達南印度。

◎1320，卡爾吉王朝滅亡，圖格魯克王朝建立。

◎1320-1413，圖格魯克王朝Tughluq。

◎1336，南印維闍耶那伽爾國建立。

◎1347，南印巴曼尼國建立。

◎1398，帖木兒入侵。

◎羅摩難陀，（14-15世紀初）。

◎1414，圖格魯克王朝滅亡，薩依德王朝建立。

◎1414-1451，薩依德王朝Sayyid。

◎1451-1526，洛提王朝Lodis。

．戒日王之後，北印度又陷入分裂狀態。南方喀

米爾也曾建立起強盛的王國，但未能擴及北印

度。此時，北印度受到伊斯蘭教勢力的入侵，曾

經建立的德里蘇丹國，幾乎遍及整個北印度

◎16世紀初，納納克(1469-1538)錫克教創立。

◎1498，瓦斯科．達．伽馬航海至印度（發現印

度航線），是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進入印度之始。

◎1510，葡萄牙人占領果阿。

◎1526-1857，蒙兀兒帝國Mughal。

【後期大乘佛教，

800-1200】

◎ 842-845，唐武宗滅

佛

◎十世紀，巴米揚佛教

石窟陸續鑿成。

◎ 1112-1201，柬埔寨

建吳哥寺

◎1203，伊斯蘭教大軍

燒毀印度超行寺，以此

為標誌，佛教在印度本

土基本消亡

◎ 1253（南宋理宗），

日本僧人日蓮創日蓮

宗，往生淨土為旨

◎ 1 3 2 2（元英宗），

《磧砂藏》全部刊出，

歷時92年

◎1490，日本京都金閣

寺創建

◎ 1 5 7 3 - 1 6 2 0（明神

宗），晚明四僧蓮池、

◎880，安孔同

創建吳哥窟

◎907-960，五

代十國

◎ 960-1279 ，

中國宋朝

◎1206-1368，

中國元朝

◎1368-1659，

中國明朝

◎1405-1433，

鄭和七次下西

洋

◎ 1492 ，哥倫

布發現新大陸

◎ 1517 ，路德

改革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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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世紀之後，突厥人、阿拉伯人、阿富汗人、波

斯人等陸續入侵印度。他們一方面給印度帶來戰

火和災難，同時也帶來了伊斯蘭文明。到 16世

紀，蒙古成吉思汗和帖木兒後裔巴布爾開始擴

張，他從今天阿富汗的喀布爾一直打到印度的德

里，1526年，他自封為印度斯坦大帝，建立了蒙

兀兒王朝。蒙兀兒就是蒙古之意。蒙兀兒王朝是

印度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儘管出現過胡馬雍、

阿克巴(Akbar)、沙傑汗等傑出的皇帝，蒙兀兒王

朝最後還是未能擺脫衰敗的命運。

◎1534，庫夏拉特割讓孟買諸島給葡萄牙人。

◎1540，謝爾沙在比爾格戰役擊敗胡馬雍，建立

蘇爾王朝。

◎1542，法蘭西斯科．薩維爾開始在哥亞傳教。

◎ 1555，胡馬雍推翻蘇爾王朝，恢復蒙兀兒帝

國。

◎1600，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

◎1602，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

◎1632-1653，蒙兀兒王朝第五任夏賈汗，泰姬瑪

哈陵動工。

◎1639，英國東印度公司占領了葡萄牙的馬德拉

斯商館。

◎1653，英國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築聖喬治要

塞。

◎1656，馬拉特人反蒙兀兒起義，1674年建立馬

拉特國家。

◎1664，法國東印度公司成立。

◎1668，英國東印度公司得到孟買。

◎1686，英國東印度公司發動對蒙兀兒帝國的戰

爭。英國東印度公司轉移根據地到加爾各答。

◎1707，奧朗澤布去世，巴哈杜爾沙繼位，蒙兀

兒帝國走向解體。

◎1708，聯合東印度公司成立。

◎1747年起，阿富汗人開始多次入侵印度。

◎1772，英國東印度公司接管孟加拉統治權。

◎1799，英國掌握南印度。

憨山、 耦益、紫柏弘

佛，嘉靖以來佛教衰退

之勢得以改觀

◎ 1543 ，葡萄

牙人航至種子

島(傳來大砲)

◎ 1549 ，法蘭

西斯科．薩維

爾航至日本

◎ 1590 ，豐臣

秀吉統一天下

◎1661-1911，

中國清朝

◎ 1662 ，鄭成

功收復臺灣

◎ 1758 ，荷蘭

的勢力進展到

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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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梵杜」成立，廢止寡婦殉葬制。

◎ 1813，英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對印貿易壟斷

權。

◎1817-1818，英國剩下北印度，大致上掌握了新

加坡領土。

◎1833，英議會取消東印度公司貿易權利。

◎1848-1849，第二次英錫戰爭，旁遮普被兼併。

◎1851，英印協會建立。

◎1852，孟買協會建立，馬德拉斯本地人協會建

立。

◎1857，米魯特起義，印度大起義開始。德里陷

落。

◎1857-1947，英國統治時期。

歐洲人開始把目光投向印度，是葡萄牙探險家瓦

斯科．達．伽馬到達印度之後。 17世紀，西班

牙、荷蘭、英國和法國等歐洲列強開始了對印度

的侵略。英國成立「東印度公司」，以貿易為名，

從印度南部和東部逐漸擴張勢力，經過一百多年

的侵略戰爭，到1849年，英國人終於併吞了整個

印度。

◎1858，英議會通過《印度政府法》，規定印度由

英王接管。鎮壓西伯伊叛亂，蒙兀兒帝國滅亡。

◎R．泰戈爾(1861-1941)。

◎維維卡南達(辨喜)(1863-1902) 。

◎甘地(1869-1948)。

◎1870，孟買與加爾各答間的鐵路開通。

◎1877，英國女王宣佈兼任印度皇帝。

◎1906，全印穆斯林聯盟成立。

◎1911，遷都德里。

◎1913，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

◎1914，印度被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戰。

◎1915，甘地回到印度，著手反英運動。

◎1920，國大黨接受不合作策略，甘地領導權的

確立。

◎1921-1922，第一次不合作運動。

◎1929，國大黨決定開展不服從運動。

◎1930，為反對《食鹽專賣法》，甘地發動「食鹽

◎1871，緬甸舉行第五

次結集，並建白色石經

塔林。

◎1891，國際佛教組織

「摩訶菩提會」創設於

可倫坡

◎1892，印度佛教徒在

加爾各答創「佛教聖典

協會」。

◎ 1 9 0 6 - 1 9 0 9（清光

緒、宣統之際），法國

伯希和入華考察中國西

北石窟，盜走敦煌寫本

英國、日本等在中國西

北考察，竊取大量佛教

文物

◎ 1922，英國學者李

斯·大衛斯卒。曾入斯

里蘭卡研究佛教，組織

◎ 1812 ，拿破

侖遠征蘇俄

◎ 1840， 中英

鴉片戰爭

◎ 1848 ，馬克

斯、恩格爾共

產黨宣言

◎ 1861 ，美國

爆發南北戰爭

◎ 1869 ，蘇伊

士運河開通

◎1894-1895，

甲午中日戰爭

◎ 1895 ，中日

《馬關條約》簽

訂，台灣成為

日本殖民地

◎ 1912-迄今，

中華民國

◎1914-1918，

第一次世界大

戰

◎ 1929 ，美國

股市大跌，引

致世界經濟大

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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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軍」，是為第二次不合作運動。

◎1934，停止不服從運動。

◎1942，甘地發動「立即退出印度運動」，為第三

次不合作運動。未幾遭印度政府鎮壓。

◎1939，印度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戰。

◎1947，印度西部（稱西巴基斯坦）和東孟加拉

（稱東巴基斯坦）脫離不列顛獨立，成立巴基斯坦

自治領。次日印度獨立，成立印度自治領。

◎1948，第一次印巴戰爭爆發。甘地遇害。

◎ 1951，印度結束自治領地位，成立印度共和

國。施行新憲法，首任首相尼赫魯。印度與中國

建立外交關係。

◎1953，第一個語言邦安得拉邦成立。

◎1954，中印兩國簽訂《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

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議》，其中提出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

◎1956，巴基斯坦結束自治領地位，成立巴基斯

坦伊斯蘭共和國。

◎1959，西藏爆發反中國起事，中國鎮壓西藏。

西藏宗教領袖十四世達賴喇嘛逃奔印度，在印度

成立流亡政府。

◎1962，中印邊界中國自衛反擊戰開始。

◎1964，尼赫魯病逝。

◎1965，印度與巴基斯坦在喀什米爾爆發第二次

印巴戰爭。次年 1月 10日兩國簽署《塔什干宣

言》，結束戰爭。

◎1966，印巴《塔什干宣言》。印第拉．甘地繼任

總理。

◎1971

．印蘇簽訂《印蘇友好條約》。

．東巴基斯坦人民聯盟單方面宣佈東巴基斯坦脫

離巴基斯坦，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國。印度出兵

支援孟加拉，第三次印巴戰爭爆發。

◎1974，納拉揚領導展開反國大黨的群眾運動。

在波卡蘭爆炸一個核裝置。

◎1975，錫金成為印度的一個邦。

◎1979，納拉揚病逝。

◎1984，印第拉．甘地遭暗殺。拉吉夫．甘地就

「巴利文聖典學會」

◎ 1937-1945，日軍侵

華，中國佛教文物遭受

嚴重破壞

◎ 1954-1956，佛教第

六次結集，即仰光結集

◎1956，印度司法部長

安貝卡於印度龍城率五

十萬名賤民支持者，脫

離印度教轉而皈依佛教

◎1966，中國「文化大

革命」開始，中國佛教

受到迫害

◎1973，日本國際佛教

興隆協會在印度菩提伽

耶建成日本寺

◎1974，迦葉波於印度

佛教聖地鹿野苑創建國

際佛教研究大學

◎1986，世界佛教徒聯

誼會召開，議題是「世

界和平與尼泊爾和平

區」以「開發倫毗尼」

等

◎ 1933 ，希特

勒繼任總理

◎ 1933 ，羅斯

福繼任美國總

統

◎ 1937 ，中日

盧溝橋事變

◎1939-1945，

第二次世界大

戰

◎ 1943 ，開羅

會 議 ， 發 表

《開羅宣言》

◎ 1945 ，聯合

國成立，並設

安全理事會

◎ 1947 ，在巴

勒斯坦分別成

立猶太人和巴

勒斯坦人的國

家

◎ 1949 起，中

華人民共和國

◎ 1954 ，美國

和蘇聯在核武

軍備上進行競

賽，形成核恐

怖平衡

◎ 1972 ，錫蘭

制定新憲法，

改國號為斯里

蘭卡

◎ 1975 ，越南

統一

◎ 1980 ，兩伊

戰爭

◎ 1990 ，西德

與東德統一

◎ 1990 ，波灣

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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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總理。

◎1991，拉吉夫．甘地被暗殺。

◎1992，巴布里清真寺被毀，印境印度教與穆斯

林衝突愈發明顯。

◎1998，印度開始進行核試驗。同月，巴基斯坦

亦開始進行核試驗。自此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擁

核國家，引發南亞地區的核軍備競賽。

◎1999，印度總理首次出訪巴基斯坦，並與巴基

斯坦領導人舉行會面。印巴領導人立誓將消減兩

國的核對抗關係。

◎1999，印度部隊在喀什米爾地區對武裝組織發

動大規模進攻，並宣稱這些武裝分子是通過巴基

斯坦滲透進入喀什米爾地區，導致千人喪生。

◎2001，美國紐約和華盛頓地區發生恐怖襲擊，

導致巴基斯坦加入美國的反恐陣營，打擊阿富汗

恐怖組織，並鎮壓喀什米爾地區分裂組織。

◎2001，新德里議會發生自殺性槍手襲擊事件，

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情報機構策劃此次襲擊。 12

月，印度加強對伊斯蘭堡的制裁，並宣佈在三天

內將陸軍部隊部署到巴基斯坦邊境地區。100萬大

軍在印巴邊境對峙。

◎2002，印控喀什米爾地區一輛巴士及陸軍兵營

遭到襲擊，導致35人死亡，從而觸發印巴之間新

的緊張關係。

◎2007，不丹結束對印度之附庸國地位。

◎2008，11月，印度大城孟買26日深夜遭到伊斯

蘭激進分子發動血腥恐怖攻擊，約有二百人喪

命，三百餘受傷，印度軍方指控此是巴基斯坦情

報局所為，印巴關係再度緊張。

◎2007，緬甸番紅花

革命

◎ 1997 ，英國

將香港歸還中

國。

◎ 1999 ，澳門

回歸

◎ 2001 ，美國

911事件

◎ 2003 ，美國

發動伊拉克戰

爭

◎ 2008 ，美國

爆金融危機，

稱金融海嘯，

引發全球經濟

危機

◎ 2009 ，歐巴

馬就任美國總

統，成為美國

首位非洲裔總

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