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佛教記事
編輯組整理

年代

台灣佛教記事

台灣記事

1621年

．顏思齊率鄭芝龍等北港

明熹宗天啟元年

登岸，台灣漢人歷史正式

中國

開始。
1624年

．荷蘭佔領台灣，築熱蘭

明熹宗天啟4年

遮城（現安平古堡）、普羅
民遮城（現赤崁樓）
。
．荷蘭成立「東印度公司」
是第一個有系統統治台灣
的政權。

1626年

．蔡權於台南市設立慎德堂。

明熹宗天啟6年

（一說創於1647-1662年）
。

．西班牙軍佔領雞籠（今
基隆）
。

1628年

．西班牙佔淡水，築聖多

明毅宗崇禎元年

明哥城（現紅毛城）
。
．荷蘭人北攻雞籠，將西

1642年
明毅宗崇禎15年

． 1647-1662 年台南市彌陀寺創

班牙逐出台灣北部，控制

清太宗崇德7年

立。（一說於 1662年創立）

全台。

1647年
明永明王永曆元年

．肇善於彰化縣鹿港鎮創建龍山

清世祖順治4年

寺。﹙另有二說：1666 、 1786 ﹚

1661年

．台中縣清水鎮紫雲巖創建。

．鄭成功將荷蘭逐出台

明永明王永曆15年

灣，建立台灣首度的漢人

清世祖順治18年

政權。

1662年

．鄭成功病逝（39 歲）。子

清聖祖康熙元年

鄭經繼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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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即位。

世界

．鄭經改稱台灣為東寧。

1664年
清聖祖康熙3年
1665年

．陳永華於台南縣六甲鄉建赤山

清聖祖康熙4年

龍湖巖。
．左營興隆寺創建。

1666年

．嘉義竹崎德源禪寺創建。（一

．鄭經接受陳永華的建

清聖祖康熙5年

說創於1895 年）

議，在今台南市興建孔
廟；三年科考一次。
．鄭經歿，鄭克塽繼位。

1681年

．三藩之亂平定。

清聖祖康熙20年
1682年

．覺豐於嘉義縣番路鄉創建紫雲

清聖祖康熙21年

寺。

1683年

．台南竹溪寺創建。（另有二說：

．施琅攻台灣，鄭克塽投

清聖祖康熙22年

1684年、1691年）

降，鄭氏政權滅亡。

．台南市夢蝶園改建，更名為準
提庵。（即今法華寺）
1684年

．台灣入清朝版圖，為福

清聖祖康熙23年

建省台灣府，下設台灣、
諸羅、鳳山三縣。

1689年

．臨濟宗僧勝芝茂義，勝芝茂伽

清聖祖康熙28年

等於高雄市左營區搭茅亭供奉觀
音菩薩，為興隆寺前身。（另有
二說：建於1694、1665）

1719年

．左營興隆寺改建完成。

．施世榜在二水興建水
圳，引濁水溪灌溉，稱施

清聖祖康熙58年

厝圳或八堡圳，為清代台
灣最大水利工程。
1721年

．朱一貴以復明為口號起

清聖祖康熙60年

義，這是台灣民變中唯一
佔有全台的事件。

1722年

．清廷豎石畫界，禁漢人

清聖祖康熙61年

入侵原住民土地。

1731年

．紹光於高雄縣阿蓮鄉建觀音亭

清世宗雍正9年

為超峰寺開基之始。（一說1749）

．雍正即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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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年

．清廷准許人民攜眷來

清世宗雍正10年

台。

1735年

．乾隆即位。

清世宗雍正13年
1739年

．閩人於台北縣觀音山建凌雲

清高宗乾隆4年

寺。〈凌雲古剎〉

1740年

．臺北市龍山寺創建。

清高宗乾隆5年
1743年

．經元於高雄市打鼓山麓興建打

清高宗乾隆8年

鼓岩寺。（即今元亨寺）

1749年

．蔡普水於彰化市創立齋堂，號

清高宗乾隆14年

太極山。（即今朝天堂）

1750年

．齋教金幢派翁文峰於台南市北

清高宗乾隆15年

門町創建西華堂。

1754年

．蔡普榮於台南市安平區創建慎

清高宗乾隆19年

齋堂。

1758年

．清廷令平埔族原住民習

清高宗乾隆23年

漢俗，並賜漢姓。

1762年

．苗栗縣通霄鎮紫雲寺落成。此

．瓦特發明蒸汽機，帶動

清高宗乾隆27年

為苗栗縣有佛寺之始。

工業革命起步。

1763年

．蔣允焄於高雄縣阿蓮鄉觀音亭

清高宗乾隆28年

新建觀音殿，並將觀音亭更名為
超峰寺。

1765年

．台灣龍華派漢陽堂支派最古的

清高宗乾隆30年

齋堂─化善堂於台南市設立。
．高雄縣鳳山市觀音寺創建。
（即今龍山寺）
（一說創於1792年）
．三峽祖師廟創建。

1767年
清高宗乾隆32年
1776年

．美國發表獨立宣言，制

清高宗乾隆41年

定「邦聯條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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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

．劉銘傳任台灣首任巡

清德宗光緒12年

撫，於台北、台南著手清
賦事，創保甲制度。

1887年

．設鐵路總局，為清廷第

清德宗光緒13年

一條客運鐵路。

1894年

．興中會成立。

清德宗光緒20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1895年

．臺灣曹洞宗大本山別院創立。

清德宗光緒21年

．台灣總督府成立，樺山

．日清締結馬關條約將台

資紀為首任總督。

灣割讓給日本。

．台灣民主國成立，日軍
登陸，未經幾月，台灣民
主國敗潰。日佔領全台。
1896年
清德宗光緒22年

．日本曹洞宗派遣僧侶到台，展
開佈教活動。並向總督府提出
「社寺制度」的要求，開辦日語學
校，且制定「台灣島佈教規程」
。

1897年

．日本曹洞宗重新發表在台佈教

．台灣住民的國籍選擇最

清德宗光緒23年

師及配屬教區。

後期限。

1898年

．兒玉源太郎總督，後藤

．譚嗣同、康有為戊戌變

清德宗光緒24年

新平民政長官赴台就任。

法。

1899年

．醫學校正式成立。

清德宗光緒25年

．台灣銀行開始營業。
．師範教育在台萌芽。
．食鹽、樟腦專賣制。

1900年

．三井投資的台灣製糖株

．孫文首次來台，以台北

清德宗光緒26年

式會社設立，為台灣第一

為基地，策劃惠州起義。

家新式製糖工廠。

．八國聯軍攻入北京。
．道士王圓籙發現敦煌千
佛洞秘密石室，內有大量
魏晉唐人經卷。

1901年

．頒佈臨時台灣舊慣調查

清德宗光緒27年

會規則。

．「辛丑條約」簽訂。

1903年

．善智及善慧創建基隆月眉山靈

．萊特兄弟完成人類首次

清德宗光緒29年

泉寺。

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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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

．余清芳之西來庵事件。是日治

．台灣總督府實施宗教調

民國4年

時期台灣人武裝抗日事件中規模

查並辦理宗教團體登記。

最大、犧牲人數最多的一次。也
是台灣人第一次以宗教力量結合
反抗日本統治的重要事件。
1916年（民國5年）

．日本曹洞宗別院創設「台灣中
學林」。臨濟寺佛教道友會創設
「鎮南中學林」
。

1917年（民國6年）

．太虛來台參訪。

．天主教會創辦靜修高等

．廣州軍政府成立，護法

女學校，為台灣第一所兼

運動開始。

收台、日籍女學生的學
校。
1919年（民國8年）

1920年（民國9年）

．大湖法雲寺覺力開壇傳戒。

．日本丸井圭治郎向總督

．五四運動。

提「台灣宗教調查報告」
。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艋舺龍山寺改建。

．以留日台灣留學生為核

．覺力於大湖法雲寺傳戒，創立

心，在東京成立新民會，

禪堂，率新戒參修。

林獻堂、蔡惠如為會長，

．日本日蓮宗台北布教所奉准升

推動政治改革運動。

格改稱法華寺，附設日曜學校及

．連橫《台灣通史》出

立正婦人會。

版。

1921年（民國10年） ．南瀛佛教會成立。

．台灣文化協會成立，從

．孫中山就任廣州非常大

．覺力於大湖法雲寺傳戒，創立

事文化啟蒙運動。

總統。

仁濟醫院。

．蔣渭水發表《台灣診斷
書》
。

1923年（民國12年） ．圓瑛遊化台灣，應請於台南講
經。

．攝政皇太子裕仁﹝昭和

．希特勒發動政變。

天皇﹞視察台灣。

．林德林擔任台中佛教會住持。
1925年（民國14年） ．台中佛教會館林德林發起創建
「愛生院」
，救濟孤寡殘疾。

．蔗農爭取權益，發生
「二林事件」
。

．孫中山逝世。
．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
並建立國民革命軍。
．義大利墨索里尼建立獨
裁政權。

1926年（民國15年） ．高雄元亨寺重建。

．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
司令，誓師北伐。

1927年（民國16年）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
．蘇俄史達林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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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民國19年） ．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引
退，邱德馨接任。
1931年（民國20年）

．嘉南大圳正式啟用。
．霧社事件。
．台灣民族運動領袖蔣渭

．九一八事變。（日軍侵

水逝世。

華開始）

1933年（民國22年） ．覺力寂於台中毗盧寺。

．羅斯福當選美國總統。

（年53）
1934年（民國23年） ．新竹靈隱寺無上指陳台灣佛教

1935年（民國24年）

．希特勒成為德國元首。
．台灣文藝協會成立。

缺失。

．持續 14 年的台灣議會設

．台南開元寺林秋梧撰文，引近

置請願運動終止。

代社會主義階級壓迫學說批評僧

．日月潭水力發電廠竣工

尼禁慾傳統。

啟用。

．台中佛教會館林德林組織「台
灣佛教正信會」
。

1937年（民國26年） ．台灣日本曹洞宗推行皇民化。

1938年（民國27年） ． 台 灣 齋 教 改 善 會 假 報 恩 堂 集
會，議決佛教以外一切雜神之奉

．台灣總督府禁止新聞的

．七七事變。對日抗戰開

漢文欄。

始。國民政府遷都重慶。

．台灣軍伕至中國戰場。

．南京大屠殺。

．實施經濟警察制度，從
事物資統制、分配。

祀一概廢止。
1943年（民國32年） ．台灣先天、金幢、龍華三派研

．發表開羅宣言。

商組織「在家佛教」新宗派。決

．義大利墨索里尼宣布投

定以「齋心宗」為名，設立總

降。

部。後因虎疫流行而停止。
．大量合併現在寺廟齋堂。
1945年（民國34年） ．善慧圓寂。（年65）

1947年（民國36年）

．台灣光復，國民政府派

．美國於廣島、長崎投下

遣陳儀接管。

原子彈。日本投降。第二

．糧食不足，交通癱瘓，

次世界大戰結束。

物價開始飛漲。

．成立聯合國。

．二二八事件。

．中華民國憲法公佈。

．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

．動員勘亂時期開始。

組為台灣省政府。
1948年（民國37年） ．妙果、慈航於台灣中壢圓光寺
創辦「台灣佛學院」。證光於台南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

．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

實施。

蔣介石當選第一屆總統。

開元寺創辦「延平佛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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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民國38年） ．白聖來台住持台北十普寺。

．「三七五減租」土地改

．國共和談破裂。解放軍

．慈航於基隆市佛教會寶明寺創

革開始。

渡長江，中華人民共和國

辦佛學院。

．實施戒嚴令。

成立。

．大醒將海潮音雜誌移至台灣編

．發行新台幣，以四萬台

．國民政府遷往台灣。

行。

灣元兌換一元新台幣。

．大陸來台法師多人，無故遭

．國民黨政權遷移首都於

難，慈航、律航等二十餘人均被

台北。

扣押，後經白聖奔走，始安全。

．金門古寧頭戰役。

．東初、李子寬成立中國佛教會
台灣辦事處。
．德欽於台中靈山寺組成念佛
會，請李炳南居士講揚淨土法
門。台灣結社念佛以此為始。
1950年（民國39年） ．慈航於汐止建設彌勒內院，講
經授課。

1951年（民國40年） ．台中佛教會館德林法師病逝。

．愛國獎券發售。

．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

．臨時條款自動延長。

明不介入台灣海峽。

．本省地方自治始實施。

．韓戰爆發。（1950-1953）

．美國軍事援助開始。

．《人生》月刊復刊。
．大醒於新竹辦台灣省佛教講習
會，星雲、演培相繼任教務。
1952年（民國41年） ．中國佛教會在台復會，章嘉當
選理事長。

．政府嚴禁日本語與台灣
話的教學。

．印順由港入台常住。
．大醒圓寂（年53）
。
．《菩提樹》雜誌創刊。
．演培接辦新竹靈隱寺「台灣佛
教講習會」
。
1953年（民國42年） ．海潮音雜誌復刊。

．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展

．白聖於白河大仙寺設壇傳戒。

開。

為台灣光復後首次傳三壇大戒。

．西螺大橋完工通車。

．高雄鳳山蓮社舉行落成典禮及

．「耕者有其田」土地改

首任住持煮雲晉山。

革施行。

．靈源應南懷瑾之請來台，宏揚
禪宗。
。
1954年（民國43年） ．慈航寂（年60）
．星雲《玉琳國師》出版，大為
風行，並改編為舞台劇。
．台灣省政府頒佈「建修寺廟、
庵、觀應行注意事項條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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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中美共同防衛條
約。

1955年（民國44年） ．白聖於十普寺傳戒。

．孫立人事件。

．玄奘頂骨由日本空運抵台北。
1956年（民國45年） ．印順任台北善導寺住持。

．首屆大專聯考實行。
．首度戶口普查。

1957年（民國46年） ．中國佛教會台灣省分會組環島

．台灣塑膠工業公司舉行

弘法團。

開工典禮，台灣正式進入

．《覺世》旬刊創刊。

塑膠時代。

．天乙繼任嘉義紫雲寺住持。
．高雄佛教蓮社道宣創辦華嚴學
院。
．新竹青草湖靈隱寺住持無上於
該寺創辦男眾佛學院。
．「中國佛教三藏學院」成立，
男女兼收，白聖任院長。
．「新竹女眾佛學院」成立，印
順任院長。
．悟因於中國佛教三藏學院出
家。

。
1958年（民國47年） ．斌宗寂於台北弘法院（年48）

．金門八二三砲戰爆發。

．曉雲出家，法名能淨。
1959年（民國48年） ．台北十普寺傳授三壇大戒。

．中共進行「大躍進」運
動。

．中南部發生 60 年來最大

．西藏全面抗暴，反對中

．五月，慈航體開缸，證驗金剛

災害──八七水災。

共政權，達賴喇嘛逃亡印

不壞身；六月，裝金身安座。

．蔣介石、杜勒斯共同聲

度。

．新竹福嚴精舍落成，續明繼任

明，放棄以武力反攻大

住持。

陸。

．為紀念慈航法師，道安於汐止
創辦慈航中學。
1960年（民國49年） ．聖嚴再次剃度出家。

．主張台灣獨立的《台灣

．白聖任台北圓山臨濟寺住持。

青年》於東京創刊。

．律航圓寂。

．美國總統艾森豪訪台。

1961年（民國50年） ．台北慧日講堂落成 。

．越戰爆發。

．實施農地重劃。

．新竹青草湖福嚴精舍正式改稱
福嚴學舍，成立僧伽教育機構，
收容高級班學僧二十名。
．《慧炬月刊》創刊。
．台中慎齋堂新址重建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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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民國51年） ．道安創辦《獅子吼》季刊。

．台灣證券交易所開始營

．日月潭玄奘大師靈骨塔舉行奠

業。

基禮。

．首屆金馬獎揭曉。

．南投水里蓮因寺創建，懺雲任

．台灣電視公司開播，台

住持。

灣進入電視時代。
．胡適歿（年71）
。

1963年（民國52年） ．慧嶽榮獲日本文學碩士學位。

．美國總統甘迺迪遇刺。

為僧青年留日獲碩士第一人。
．淨心任高雄阿蓮光德寺住持。
．台中佛教醫院開幕，于凌波任
院長。
．惟覺於基隆十方大覺禪寺依靈
源剃度出家。
．屏東東山寺住持圓融，創「東
山佛學院」
。
1965年（民國54年） ．印順於嘉義妙雲蘭若，閉關一

．蔣經國就任國防部長。

年期滿出關，並出任中國文化學

．美國停止經濟援助。

院教授。

．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

．南亭等籌辦台北智光工商。
．星雲於高雄壽山寺創辦「壽山
佛學院」
。
．基隆月眉山正覺佛學院開課。
1966年（民國55年） ． 新 竹 靈 隱 寺 住 持 無 上 突 然 去

．大陸文化大革命展開。

世。

（1966－1976）

．「佛教克難慈濟功德會」正式
成立。
．續明寂於印度。（年48）
．陳慧劍居士撰《弘一大師傳》
獲教育部獎。又致全力蒐集大師
生平所作歌曲，整理出版。
．我國及東南亞各國指責邵氏影
片「文素臣」侮辱佛教，敗壞社
會風氣，應以禁演。
．豐子愷所繪，弘一大師提字之
《護生畫集》五冊出版。
1967年（民國56年） ．台北「太虛佛學院」創辦。
．白聖獲陸海空軍獎章，並被推
選為中國佛教會理事長。
．中國佛教會「傳戒規則」修正
通過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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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升格為直轄市。

1968年（民國57年） ． 苗 栗 法 雲 寺 創 設 「 法 雲 佛 學

．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實

．蘇聯出兵佔領捷克，是

院」
。

施。

為「布拉格之春」
。

．林語堂《尼姑思凡》發表，引

．台東縣紅葉少棒擊敗日

起佛教界抗議。

本少棒代表隊，是我國棒

．佛光山東方佛教學院籌組環島

運發展的轉捩點。

布教團。
1969年（民國58年） ．屏東東山寺圓融寂。

．由於美國宣佈關島主義

．太虛佛學院停辦，學生轉入新

而改變亞洲政策。

竹福嚴佛學院。

．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

．佛光山成立首屆大專佛學夏令
營。
．聖嚴赴東京立正大學進修。

1970年（民國59年） ．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回教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成

四大國際性宗教徒反暴大遊行。

立。

．輔仁大學開辦佛學研究所。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黃文

．法藏佛學院創辦。

雄與鄭自才在紐約圖刺蔣
經國未遂。

1971年（民國60年） ．曉雲於陽明山永明寺開創「蓮

．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美國季辛吉秘訪中國。

花學佛園」
。

．中國重返聯合國，台灣

．大陸林彪政變失敗，墜

．全國佛教徒開大會，響應美國

住民自決的「國是聲明」，

機而死。

華府反共遊行，由南亭主持。

訴求民主化。

1972年（民國61年） ．證嚴在花蓮成立「貧民施醫義

．蔣經國就任行政院長，

．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大

診所」，每週兩次義診施藥，並定

謝東閔任省主席。

陸，中美發表《上海公

期巡迴花東地區舉辦義診。

．台、日斷交。日本在台

報》
，中日建交。

．台北市辦理第一次「十年一次

灣設立交流協會，台灣於

．美國爆發水門事件。

之寺廟總登記」
。

日本開設亞東關係協會。

1973年（民國62年） ．台中市佛教會為響應政府冬令

．曾文水庫竣工。

．第四次中東戰爭，引發

救濟活動，舉行托缽大遊行。

．蔣經國宣佈「十大建設

了全球第一次石油危機。

．沈家楨獲聖約翰大學頒授「人

計劃」，以因應石油危機所

道學」名譽博士位。

造成的經濟衰退。

．印順以《中國禪宗史》一書榮

．財政部公佈「台灣地區

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為中

國有財產捐贈寺廟教堂辦

國第一位博士比丘。

法」
。

．李子寬逝世。（年93）
．惟覺於嘉義清華山德源寺開辦
「德源禪學院」
。
．星雲創辦之叢林大學院開學。
．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大正本
大藏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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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民國63年） ．「台中慈明佛學院」改稱「台

．「批林批孔」運動展

中中華佛教學院」，首屆招收女生

開。

三十名。

．美國尼克森總統因「水

．彰化大城鄉古嚴寺「大智佛學

門事件」下台。

院」
，開辦佛教研究所。
1975年（民國64年） ．聖嚴獲得日本東京立正大學文

．蔣中正總統去世，副總

．美國所支持的南越政權

學博士。

統嚴家淦繼任為總統。

正式瓦解，越南赤化。

．白聖參加保護動物會議，議決

．蔣經國任國民黨主席。

建議經濟部於四月八日愛護動物

．中華民國青棒、青少棒

節，禁屠一天。

及少棒於世界錦標賽中榮

．白河大仙寺開參寂（年83）
。

獲「三冠王」
。

．內政部加強宗教教堂寺廟管理
擬訂法律草案。
．台北「華嚴專宗學院」成立。
1976年（民國65年） ．《佛光學報》創刊。

．周恩來、朱德、毛澤東

．《慈雲》月刊創刊。

相繼去世。四人幫垮台。

．星雲等人創設之「佛教普門醫

鄧小平復出。

院」開幕。

．唐山大地震。
．文化大革命結束。

1977年（民國66年） ． 台 中 、 花 蓮 、 台 北 各 佛 教 支

．台灣基督教長老會發表
會，協助政府辦理冬令救濟，舉 「人權宣言」
。
辦佛教徒托缽遊行勸募。
．進入核能發電時代。
．佛光山星雲創辦「普門中學」
。

．中壢事件。

．華嚴蓮社財團法人成立。
．佛光山傳授三壇大戒。
．東初圓寂（年71）
。
1978年（民國67年） ．甘珠活佛圓寂。（年65）
．星雲榮獲美國東方大學榮譽哲

．蔣經國當選總統。

．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

．中山高速公路通車。

學博士學位。
1979年（民國68年） ．證嚴於全省聯誼會正式發起籌

．台美斷交。

建綜合醫院。

．中正國際機場啟用。

．內政部召開宗教幹部會議；新

．美國卡特總統簽署《台

聞局召開宗教法律座談會。

灣關係法》
。

．行政院通過「修正寺廟、教堂

．《美麗島雜誌》創刊。

條例」
。

．第一座核電廠竣工。
．張曼濤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高雄舉行國際人權日紀
出版，凡一百冊。
念集會，演變成美麗島事
．佛光山首創電視弘法，於華視
播出「甘露」節目。
．佛光山《普門》雜誌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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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高雄事件﹞。

．中越戰爭。

1980年（民國69年） ．教育部決定大專院校可於哲學

．北迴鐵路通車。

．兩伊戰爭爆發。

系所開設宗教教義研究課程。

．林義雄滅門血案。

．雷根當選美國總統。

．台灣省政府民政廳奉准成立第

．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成

五科，主管全省宗教禮俗業務。

立。

．悟因於嘉義竹崎香光寺創設香

．新竹科學工業園區開始

光尼眾佛學院。

運作。

．天乙寂。（年57）
1981年（民國70年） ．張曼濤病逝。
．台灣省民政廳成立宗教科。

．《天下雜誌》創刊。

．宋慶齡逝世。

．李登輝任台灣省主席。

．IBM推出首部個人電腦。
．美國發射人類史上第一
架太空梭。

1982年（民國71年） ．私立學校法修正草案通過，大
學可設宗教系所。
．南亭寂。（年83）
．香光寺首次結夏安居。
1983年（民國72年） ．慈濟綜合醫院奠基動土。
．台灣省政府公告「臺省寺廟申
請建造應具表件及注意事項」
。
．悟因晉山嘉義佛教會館。
．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學院創辦。
．佛光山「福山佛學院」創辦。
1984年（民國73年） ．立法院三讀通過准許私立大學

．勞基法實施。

或學院設立宗教學院或系所。

．美國總統雷根，勸告台

．悟因開辦在家佛學研讀班。

灣實行民主。

1985年（民國74年） ．台北「民本電台」開闢「慈明
之聲」佛學講座。
．《清淨道論》由葉均中譯出
版。
．聖嚴創辦「中華佛學研究所」
。
．心平接掌佛光山第二代住持。
．妙蓮於南投埔里創建靈巖山
寺。
．香光莊嚴雜誌創刊。
1986年（民國75年） ．大岡山新超峰寺動土重建。

．民主進步黨成立。

．廣欽圓寂（年95）
。
．李炳南歿（年98）
。
．鳳山佛教蓮社煮雲寂。（年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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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民國76年） ．中國佛教盲人圖書資料中心成

．戒嚴令解除，動員戡亂

立。

時期國家安全法實施。

．政府頒定非都市土地申請變更

．至中國觀光旅遊探親解

為寺廟建築使用審查作業要點。

禁。

．世界人口達五十億。

．中國佛教文化教育基金會成
立。白聖為董事長。
．《中華佛學學報》創刊 。
．香光高雄紫竹林精舍動土興建
1988年（民國77年） ．華梵工學院動工。

．報禁解除。

．「慈濟護理專科學校」動工興

．蔣經國去世，副總統李

建。

登輝繼任為總統。

．全國佛學院院務研習會首次舉

．李登輝任國民黨主席。

辦。

．本年度平均個人 GNP 達

．香光嘉義安慧學苑動土興建

6333 美元，成為「高所得
國家」，從資本輸入國，成
為亞洲僅次於日本的資本
輸出國。

1989年（民國78年） ．「慈濟護理專科學校」正式創

．台灣喪失美國一般特惠

．北京爆發天安門事件。

校開學。

關稅﹝GSP﹞的適用資格。

．中國共產黨選舉江澤民

．國立藝術學院公演「思凡」引

．鄭南榕抗議國民黨政權

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起佛教界抗議。

自焚身亡。

．日本裕仁天皇病歿，明

．白聖圓寂。（年86）

．李登輝總統宣佈「實質

仁即位，改元平成。

．周宣德在美國往生。（年91）

外交」
。

．佛教大學玄奘技術學院動土。

．台灣人口達二千萬人。

．聖嚴以「提昇人的品質，建設
人間淨土」理念創建法鼓山。
1990年（民國79年） ．慈濟開始從事環保資源回收。

．以「台灣•澎湖•金

．兩德統一。

．華梵工學院舉行首屆開學典

門•馬祖關稅區」名義，

．蘇聯廢止共產黨一黨專

禮。

申請重返 GATT。

政，戈巴契夫當選第一任

•香光高雄輔育院弘化始。

．李登輝就任第八屆總

總統。

統。
1991年（民國80年） •香光設立「菩提樹下」廣播節
目製作單位。

．動員戡亂時期終了，臨

．波斯灣戰爭。

時條款廢止。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

．第一屆國會議員全體退

結束。

職。
1992年（民國81年） ．香光高雄紫竹林精舍落成。

108

．修正刑法，排除言論叛

．香光雲林觀護弘化始。

亂行為。

．香光書鄉出版社成立。

．立法委員全面改選。

．香光修訂佛教圖書分類法。

．台韓斷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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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與韓國建交。

1993年（民國82年） ．慈濟成立「骨髓捐贈資料庫」
。
．悟因妙法寺三壇大戒戒場說戒

．新國民黨連線立委 趙少

．江澤民當選中華人民共

康、李勝峰等組織新黨。

和國主席、中華人民共和

．尹清楓命案──爆發海

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軍軍購弊案。
1994年（民國83年） ．「慈濟醫學院」創校開學。

．杭州千島湖事件。

．惟覺在埔里興建中台禪寺。

．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博

．農禪寺首次舉辦「佛化聯合婚

士接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禮」
。

．台灣開辦全民健保。

1995年（民國84年） ．香光設立苗栗定慧學苑。
．佛教圖書館館訊創刊。
1996年（民國85年） ．宜蘭礁溪佛光大學校區獲內政

．台灣史上首次民選總

部核准開發許可。

統、副總統，李登輝連戰

．《佛光大辭典》光碟版完成。

搭檔當選。

．國內第一所不收學雜費的私立

．召開跨黨派「國家發展

大學南華管理學院開學。

會議」，達成修憲、凍省等

．悟因至印度菩提伽耶為西方尼

共識。

．首隻複製羊桃莉誕生。

僧說戒。
．香光尼眾佛學院擴大對外招生
1997年（民國86年） ．香光寺 0218 事件，此事件至

．鄧小平去世。

1998結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接受中

別行政區建立。

國佛教會之邀，來台訪問六天。
．佛光衛視電視台（今人間衛視）
舉行開台典禮。
．香光設立台北印儀學苑。
．香光動土興建台中養慧學苑。
1998年（民國87年） ．由中華佛研所和北美印順導師

．北、高兩市選舉，由馬

基金會共同支持的「中華電子佛

英九、謝長廷分別當選

典學會」正式成立。

北、高市長。
．正式精省。

1999年（民國88年） ．香光紫竹林精舍進入小學從事

．李登輝發表兩國論。

．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

．九二一大地震，造成二

．澳門政權移交予中華人

．香光設立921震災協助專案：設

千多人死亡，數萬人受

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

石岡鄉「協助學童課業輔導專案」

傷，財力損失不計其數。

區建立。

「心智教學」

．南華管理學院經教育部核准，
升格為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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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民國89年） ．法鼓山僧團舉辦「佛學院辦學

．陳水扁、呂秀蓮當選中

經驗交流座談會」，邀請大航、厚

華民國第十任正副總統。

觀、宗實、悟因等分享辦學經

．國民黨結束其長期執

驗，由聖嚴擔任主席。

政，成為最大的在野黨。

．慈濟大學附屬慈濟中學暨慈濟

．宋楚瑜成立親民黨。

實驗小學創校招生。

．嘉義八掌溪事件。

．《人間福報》（日報）創刊，同
年七月，美洲版同步發行。
．宜蘭佛光大學開辦。
．香光舉辦「外籍新娘識字學習
班」
、「生活適應輔導班」
。
2001年（民國90年） ．達賴喇嘛來台弘法八天。

．我國與歐洲邦交國馬其

．美國遭受恐怖攻擊（911

．南投埔里中台禪寺落成。

頓斷交。

事件）
。

．陳慧劍往生。

．經發會舉行全體會議，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創校。

通過兩岸經貿政策將由
「戒急用忍」調整為「積極
開放，有效管理」
。

2002年（民國91年）

．中華民國正式成為 WTO

．中文維基百科正式成

的會員國。

立。

．發行公益彩券。
．健保 IC 卡（七月）在台
北、台中、高雄、澎湖縣
開始使用。
2003年（民國92年） ．香光尼僧團開發桃園大溪香光
山

．台灣爆發嚴重 SARS 疫

．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美

情，84人死亡。

英聯軍在聯合國反對之

．賴比瑞亞宣佈與中華民

下，堅持對伊拉克動武。

國斷交，重新與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交。
．臺灣公投法獲得通過，
引起兩岸關係緊張。
2004年（民國93年） ．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動土。
．福智佛學院創辦人日常圓寂
（年76）
。

．第二南北高速公路全線

．中國爆發禽流感疫情。

通車。

．南亞大海嘯。

．總統陳水扁、副總統呂
秀蓮在台南市遭槍擊，是
為「三一九槍擊事件」
。
．陳水扁、呂秀蓮當選中
華民國第十一任正副總
統。
．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正
式完工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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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民國94年） ．印順圓寂。﹙年101﹚
．籌備 16 年，法鼓山世界佛教教
育園區落成開山。
2006年（民國95年） ．法鼓山聖嚴卸下方丈，交棒果

．雪山隧道正式通車。

東。

．立法院對總統陳水扁罷

．香光購置台北印儀學苑永久院

免案進行表決，未達過關

址—濟南路現址。

門檻。

．設立香光佛教學院籌備處。

．原中正國際機場正式更
名為台灣桃園國際機場。
．反貪倒扁行動登場，民
眾集結於總統府前的凱達
格蘭大道進行靜坐。

2007年（民國96年） ．聖嚴創辦台灣第一所獲教育部

．台灣高速鐵路通車營

核可設立的法鼓佛教研修學院。

運。

．聖嚴多年推動環保自然葬，與

．中華郵政、中國石油更

台北縣政府合作規畫的「金山環

名台灣郵政、台灣中油。

保生命園區」正式啟用。

．台北市中正紀念堂正式
改名為台灣民主紀念館。
．台北縣升格準直轄市。

2008年（民國97年） ．南投縣埔里「台灣靈巖山寺」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正、
開山方丈妙蓮圓寂。﹙年88）
。
副總統選舉，由馬英九及

．中國發生大雪災。
．西藏以及四川、甘肅等

蕭萬長當選。

地藏區騷亂。

．國民年金正式開辦。

．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

．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

．歐巴馬當選美國第 44 任

赴美考察業務，因心肺衰

總統，是美國史上首位有

竭病逝，（年91）
。

黑人血統的總統。

．台北地院裁定陳水扁收

．美國次級貸款引發全球

押禁見，成為中華民國歷

金融危機。

史上卸任國家元首遭收押
之首例。
2009年（民國98年） ．高雄元亨寺菩妙圓寂。（年89）

．台灣

中華民國以中華

．全球爆發Ｈ１Ｎ１新流

．法鼓山聖嚴圓寂。（年80）

台北名義成為ＷＨＡ觀察

感疫情。

．南投蓮因寺懺雲圓寂。（年94）

員。

．南韓前總統盧武鉉墜崖

．香光佛教學院暫緩籌設。

．台灣舉行世運、聽奧兩

自殺身亡。

．香光舉辦佛教僧伽教育國際研

場國際綜合運動賽會。

討會。

．莫拉克颱風襲擊台灣，
造成五十年來最嚴重的八
八水災及土石流，重創中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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