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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纪年 公元纪年  人物 大事 圣经大事  
神创元年 公元前 4119

年 
 亚当被造 人类犯罪   

    该隐和亚伯 
3: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
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 
  4: 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
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
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
物， 
  5: 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
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
怒，变了脸色。 
  6: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
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
变了脸色呢？ 
  7: 你若行得好，岂不蒙
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
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
你却要制伏它。 
  8: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
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
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
杀了。 

 创：16-25 

130 年 公元前 3989
年 

 塞特出生 亚当活到一百三十岁，生
了一个儿子，形像样式和
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
塞特。 
 

  

235 年 公元前 3884
年 

 以挪士出生 塞特活到一百零五岁，生
了以挪士。 

以挪士以后，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325 年 公元前 3794
年 

 该南出生 以挪士活到九十岁，生了
该南。 

  

 公元前 3760 古代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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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日历的首
年。 

395 年 公元前 3724
年 

 玛勒列出生 该南活到七十岁，生了玛
勒列。 

  

460 年 公元前 3659
年 

 雅列出生 玛勒列活到六十五岁，生
了雅列。 

  

 前 3500 年－
前 3100 年：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开始使用轮式
运输工具。古埃及人已在农业中使
用犁、耙和施肥。古代两河流域乌
鲁克时期。出现陶轮制陶和塔庙建
筑，创造了楔形文字。古埃及国家
（诺姆）形成。出现了象形文字。 

 

622 年 公元前 3497
年 

 以诺出生 雅列活到一百六十二岁，
生了以诺。 

古埃及国(诺姆)形成 (约公元前
3500—公元前 3100) 
乌鲁克文化 (约公元前 3500—约
公元前 2700) 

 

687 年 公元前 3432
年 

 玛土撒拉出生 
 

以诺活到六十五岁，生了
玛土撒拉。 
 

  

 前 3372 年：  古代南美玛
雅开始。 

  前 3372 年：古代南美玛雅年表中
最早的日期。 

 

874 年 公元前 3245
年 

 拉麦出生 玛土撒拉活到一百八十七
岁，生了拉麦。 

  

930 年 公元前 3189
年 

 亚当死 亚当生塞特之后，又在世
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亚当共活了九百三十岁就
死了。 
 

  

 前 3100 年：     古代埃及上埃及统治者美尼斯征
服下埃及，初步形成统一国家。埃
及早王朝时期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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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3100
年—公元前
3050 年 

   开国君主那尔迈是古埃及第一王
朝的首位法老，被希罗多德称为
“美尼斯”。传说他以武力统一上
下埃及，并建都孟斐斯。曾被认为
是第一个统一埃及的国王，但根据
已发现的有关蝎子王的文物（主要
是蝎王权标）来看，蝎子王可能更
早地做到了这点。有关那尔迈的重
要文物有那尔迈调色板和所谓那
尔迈大权标头（英语：Narmer 
macehead）。 

 

1032 年 公元前 3087
年 

 神将以诺取去 以诺生玛土撒拉之后，与
神同行三百年，并且生儿
养女。 
 23: 以诺共活了三百六
十五岁。 

  

 前 3079 年  塞特死 塞特活了 910 岁   
 前 3000 年：  

 
   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地区出现奴隶

制城市国家。约前 3000 年：古埃
及出现有桨和帆的船。古埃及人已
使用铜镜。古印度人发明了印章文
字。前 3000 年－前 2300 年：爱
琴海地区克里特文明出现。 

 

       
1042 年 公元前 3077

年 
 塞特死 塞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

了八百零七年，并且生儿
养女。塞特共活了九百一
十二岁就死了。 

  

1056 年 公元前 3063
年 

 挪亚出生 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
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
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
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
苦安慰我们。这操作劳苦
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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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公元前
3000 年 

 中国神农氏时期  南美的秘鲁卡拉尔遗址（利马北方
200 公里处）发现人类最早的金
字塔型建筑，这里曾是小北文明的
首都 ，也是美洲最古老城市。 

 

1140 年 公元前 2979
年 

 以挪士死 以挪士生该南之后，又活
了八百一十五年，并且生
儿养女。 
 11: 以挪士共活了九百
零五岁就死了。 

  

 公元前 2935
年？—公元前
2925 年？ 

   埃及第一王朝阿涅德吉布（公元前
2935 年？—公元前 2925 年？）
巴勒莫石碑记载 

 

 前 2890 年    埃及第二王朝是公元前 2890 年
到公元前 2686 年时期统治埃及
的王朝，其首都位于提尼斯。这一
时期开始出现青铜器皿，标志着古
埃及开始进入青铜器时代。（关于
青铜器的起源另有起源今天土耳
其东南部阿卡德帝国的说法）盛行
于前王朝时期和埃及第一王朝时
期的人殉制度也在第二王朝之初
得到了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陶俑。 

 

1235 年 公元前 2884
年 

 该南死 该南生玛勒列之后，又活
了八百四十年，并且生儿
养女。 
 14: 该南共活了九百一
十岁就死了。 
 

  

1290 年 公元前 2829
年 

 玛勒列死 玛勒列生雅列之后，又活
了八百三十年，并且生儿
养女。玛勒列共活了八百
九十五岁就死了。 

  

1422 年 公元前 2697
年 

 雅列死 雅列生以诺之后，又活了
八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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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雅列共活了九百六
十二岁就死了。 

 前 2686 年：     埃及古王国第三王朝时期。国家统
一完成，大规模兴建金字塔。著名
的叫左塞尔金字塔。塞尔左金字塔
为埃及第三王朝法老左塞尔的陵
墓，左塞尔命令宰相印何阗所设计
建造的，估计在前 2667 年至前
2648 年建造，也是埃及第一座金
字塔，也是首座由 6 个马斯塔巴
组成的金字塔，每一层马斯塔巴都
比下一层马斯塔巴更小。 
 
左塞尔金字塔有 62 米（203 英尺）
高，底边为 109 米×125 米（358
英尺×410 英尺），外部则是白色
抛光石灰石。然附近的 GISR 
EL-Mudir 似乎比左塞尔金字塔
还要早。另外，人类已知最古老的
未加工石造建筑可以追溯到公元
前 3000 年，位于南美秘鲁卡拉
尔 。 

 

 公元前 2625
年 

   埃及第四王朝。第四王朝是古埃及
历史古王国时期第二个王朝，古埃
及文明在这一时代达到空前的高
度，例如最大的金字塔胡夫金字塔
就是这个时代的胡夫法老建造的。
因此第四王朝被认为是古埃及的
“荣誉时代”。 
第四王朝始于约前 2625 年（年代
误差可能有 100 年），历时 110
多年，经历了斯尼夫鲁、胡夫、雷
吉德夫、卡夫拉、孟卡拉、谢普塞
斯卡弗和德德夫普塔赫等 7 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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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第四王朝的首都在孟菲斯。 
1556 年 公元前 2563

年 
 闪，含，雅弗出生 挪亚五百岁生了闪，含，

雅弗。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
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3: 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
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
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二十年。 
神授命诺亚造方舟 

创 ：13-22 

1558 年 公元前 2561
年 

 闪出生 诺亚 500 岁生三个儿子是
约数，而根据创世纪 11 章
10 节，大洪水后两年闪
100 岁生儿子推算，闪应
该在公元前 2561 年出生 

 创 11：10 

 前 2494 年    古埃及第五王朝（前 2494—前
2345 BC)首位国王是乌瑟卡夫
（前 2494—前 2487），这一时
期，对太阳神拉的崇拜开始向整个
埃及蔓延。因此相比于第四王朝时
期，金字塔的修建开始减缓，统治
阶层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阿布西
尔地区太阳神庙的修建上。 

 

1652 年 公元前 2467
年 

 拉麦死 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
五百九十五年，并且生儿
养女。 
 31: 拉麦共活了七百七
十七岁就死了。 

  

1656 年 公元前 2463
年 

 大洪水，玛土撒拉死 玛土撒拉生拉麦之后，又
活了七百八十二年，并且
生儿养女。 
 27: 玛土撒拉共活了九
百六十九岁就死了。 

  

1656 年 2
月 17 日 

前 2463 年二
月 

 大洪水 当挪亚六百岁，二月十七
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
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
开了。四十昼夜降大雨在

大洪水人类可能死亡 2500 万人 
 
创：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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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挪亚和他三个儿子
闪，含，雅弗，并挪亚的
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
方舟。 
 

1656 年 7
月 17 日 

前 2463 年七
月 

  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
拉腊山上。 

  

1656 年
10 月 1 日 

前 2463 年十
月 

  水又渐消，到十月初一日，
山顶都现出来了。 

  

1656 年
11 月 7 日 

前 2463 年   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 
  7: 放出一只乌鸦去。那
乌鸦飞来飞去，直到地上
的水都干了。 
  8: 他又放出一只鸽子
去，要看看水从地上退了
没有。 
  9: 但遍地上都是水，鸽
子找不着落脚之地，就回
到方舟挪亚那里，挪亚伸
手把鸽子接进方舟来。 
 

  

1656 年
11 月 17
日 

前 2463 年   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
从方舟放出去。 
 11: 到了晚上，鸽子回到
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
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
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 

  

1656 年
11 月 24
日 

前 2463 年   他又等了七天，放出鸽子
去，鸽子就不再回来了。 

  

1657 年 1
月 1 日 

公元前 2462
年 

 诺亚 601 岁 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都
干了。挪亚撤去方舟的盖
观看，便见地面上干了。 

  

1657 年 2    地就都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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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  15: 神对挪亚说， 
 16: 你和你的妻子，儿
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 
 17: 在你那里凡有血肉
的活物，就是飞鸟，牲畜，
和一切爬在地上的昆虫，
都要带出来，叫它在地上
多多滋生，大大兴旺。 
 18: 于是挪亚和他的妻
子，儿子，儿妇，都出来
了。 
 19: 一切走兽，昆虫，飞
鸟，和地上所有的动物，
各从其类，也都出了方舟。 
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
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
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 
 21: 耶和华闻那馨香之
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
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
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
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
活物了。 
 22: 地还存留的时候，稼
穑，寒暑，冬夏，昼夜就
永不停息了。 

1658 年 公元前 2461
年 

 亚法撒出生 
 

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
生了亚法撒。闪又活 500
年去世 

 创 11：10 

1694 年 公元前 2426
年 

 沙拉出生 亚法撒活到三十五岁，生
了沙拉。 

  

 前 2400 年：  
 

   古代苏美医学发现矿泉水有愈合
特性，古代苏美人已使用燃油灯，
学会烤制面包和酿制啤酒。欧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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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编织机。 
古代两河流域古巴比伦人发明在
陶片上刻划地图。 

1724 年 公元前 2396
年 

 希伯出生 沙拉活到三十岁，生了希
伯 

  

 前 2378 年－
前 2371 年：  

   古代苏美拉格什国王乌鲁卡基那
在位，进行世界最早的改革。 

 

 前 2377 年 - 
公元前 2259
年 

   尧 (约公元前 2377 年 - 公元前
2259 年) 
前 23 世纪:尧命羲观测天象制定
历法. 

 

1758 年 公元前 2362
年 

 法勒出生 希伯活到三十四岁，生了
法勒。 

  

 前 2345 年    古埃及第六王朝（前 2345—前
2181）时期，国王权力被逐渐削
弱，各诺姆的总督逐渐攫取了权
力。这些总督虽是贵族，但非王室
家族，而为了暂时让他们继续效忠
王室，国王给予了他们总督世袭的
权利。在不久之后，各地更是陆续
出现了一个个半独立的小王朝。  

 

 前 2334 年－
前 2192 年：  

   古代两河流域阿卡德王国时期。国
王萨尔贡统一两河流域南部。阿卡
德帝国 (英语：Akkadian 
Empire)（前 2334 年－前 2192
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统
治区域位于美索不达米亚（今伊拉
克），闪米特语族的一支。于前
3000 年前结束游牧生活，定居于
被称为苏美尔的美索不达米亚南
部，并建立了名为阿卡德的城邦国
家。前 2334 年左右，阿卡德君主
萨尔贡的军事征服使其在整个美
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君主制的

创 1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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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国家，结束了苏美尔持续 7
个世纪的各自为政时代。阿卡德时
代末期，受到内部叛乱、边疆独立、
外敌入侵的困扰，最终于前 2193
年，末代君主去世后，在不知谁是
继任者的混乱中崩溃，帝国持续时
间不到 150 年，但它为该地区后
来时代的君主，树立了在整个美索
不达米亚地区建立统一国家的先
例。 

1788 年 公元前 2332
年 

 拉吴出生 法勒活到三十岁，生了拉
吴。 

  

1820 年 公元前 2300
年 

 西鹿出生 拉吴活到三十二岁，生了
西鹿。 

约前 2300 年－前 1750 年：古印
度哈拉帕文化时期。 
前 23 世纪：中国尧命羲、和观测
天象，制定历法，以 366 日为一
年，置闰月以正四时。 

 

1850 年 公元前 2270
年 

 拿鹤出生 西鹿活到三十岁，生了拿
鹤。 

中国大约尧帝时期。（前
2277-2178 年） 

 

 前 2257 年    大约中国大禹时期，（约前
2257-2165 年） 

 

1879 年 公元前 2241
年 

 他拉出生 拿鹤活到二十九岁，生了
他拉。 

  

 前 2181 年    古埃及第六王朝覆灭，导致第六王
朝的是一次史称公元前 22 世纪大
干旱的气候灾难，这使得埃及地区
降水量急剧下降。在前 2200 到前
2150 之间的数年，尼罗河的泛滥
几乎难以维持。 
接下来的埃及第七王朝成立在在
前 2181 年左右，是一个非常短暂
的王朝，只维持了七十天，却有七
十个法老，是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混
乱的王朝，文献记载很少，以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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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古资料可以拼出九个法老的
名字。 

 前 2181～
2130 年 

   埃及第八王朝，公元前 2181～
2130 年，共有八到二十七位法老，
但名字无文献可查。 

 

 前 2171 年  他拉 70 岁，生长子
哈兰 

亚伯兰、拿鹤、哈兰年龄
的次序可能是哈兰、拿鹤、
亚伯兰，他拉可能是 70 岁
生了长子哈兰（26 节）、
130 岁生了幼子亚伯兰
（31 节；十二 4；徒七 4）。
但「亚伯兰」是神拣选的
主角，所以排在最前面。 

创十一 26：「他拉活到七十岁，生了亚

伯兰、拿鹤、哈兰。 
 

 约前 2113 年
－前 2096 年：  

   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创立
者乌尔纳姆在位，颁布《乌尔纳姆
法典》。同时古亚述帝国兴起，但
受乌尔第三王朝统治。 

 

 前 2040 年－
前 1786 年：  

   古埃及中王国时期。青铜器广泛应
用，开发法雍湖地区，修建卡尔纳
克神庙。 

 

1921 年 公元前 2199
年 

   大禹建立夏朝。大禹的父亲传说是
鲧，鲧治理洪水无果，被舜帝撤职，
由大禹担任治水，大禹用疏的办
法，治理洪水成功，舜让贤，大禹
废禅让制度。建立夏朝 
约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中国
相传夏朝的二里头文化存在。 

 

 前 2181 年－
前 2040 年：  

   古埃及第一中间期。埃及第九王
朝，确切时间可能在前 2160 年—
前 2130 年，是一个短暂的王朝，
建立后不久灭亡，接替它的是第十
王朝。都城在底比斯，通常人们把
它和第七、八、十、十一王朝放在
一起。属于第一中间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E7%AC%AC%E5%8D%81%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E7%AC%AC%E5%8D%81%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95%E6%AF%94%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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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公元前 2131
年 

   夏王少康消灭有穷国，中兴夏朝。
“少康中兴” 

 

 前 2133 年      
 约前 2113 年

－前 2096 年：  
   古代两河流域乌尔第三王朝创立

者乌尔纳姆在位，颁布《乌尔纳姆
法典》。同时古亚述帝国兴起，但
受乌尔第三王朝统治。 

 

 前 2133 年-前
1991 年 

   公元前 2133 年-前 1991 年为埃
及第十一王朝。公元前 2134 年，
孟图霍特普一世之子因提夫一世
建立了埃及第十一王朝。这时，埃
及第十王朝统一了全国大部分地
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战争，公元
前 2040 年，埃及第十一王朝在孟
图霍特普二世统治下灭掉埃了及
第十王朝，统一全国。之后，孟图
霍特普二世削弱地方政权，加强中
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埃及第十
一王朝繁荣发展。孟图霍特普三
世、孟图霍特普四世统治时期，埃
及第十一王朝持续繁荣。公元前
1991 年，末代国王孟图霍特普四
世去世，阿蒙涅姆赫特一世继位，
建立埃及第十二王朝，埃及第十一
王朝结束了。 

 

1997 年 公元前 2123
年 

 法勒死 法勒生拉吴之后，又活了
二百零九年，并且生儿养
女。 

  

1998 年 公元前 2122
年 

 拿鹤死 拿鹤生他拉之后，又活了
一百一十九年， 

  

 前 2120 年    公元前 2120 年，渔夫出身的乌鲁
克人乌图赫加尔起兵自立为乌鲁
克王，并且打败了库提人，俘获了
库提人的末代国王梯里根，乌图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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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占领乌尔后任命乌尔纳姆治
理乌尔。继阿卡德王国以后，统一
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建立起了强大
的中央集权制王朝。（另一强大的
苏美城邦拉格什于约公元前 2110
年被征服） 
 
    乌尔纳姆留给后人一部《乌尔
纳姆法典》，今天考古所得的只是
这部法典的一小部分。《乌尔纳姆
法典》是部成熟的法律，苏美尔文
明的法制体系已经经历了很长时
间的发展。虽然如此，《乌尔纳姆
法典》但仍然可视为人类文明史上
现存的最早的成文法。乌尔纳姆在
位期间在全国各地大兴土木，其中
位于乌尔的巨大神庙至今仍可供
人凭吊。乌尔纳姆开始使用了“苏
美尔和阿卡德之王，四方之王”的
称号。 

2006 年 公元前 2113
年 

 诺亚死 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三
百五十年。挪亚共活了九
百五十岁就死了。 

  

2014 年 公元前 2105
年 

 他拉 130 岁 
亚伯兰出生 

这是有争议的 60 年实际
上是他拉活到七十岁开始
生儿子、他生了哈兰、拿
鹤、亚伯兰。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地。他拉死后，
神呼召亚伯兰出哈兰、那
时亚伯（兰）拉罕年七十
五岁。（205-75=130）这
证明他拉是活到一百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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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时候、才生了亚伯
（兰）拉罕。本篇采用这
种说法比较合理。 

       
2024 年 公元前 2095

年 
 他拉 140 岁 

撒莱出生 
撒莱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
妹妹，说明他拉 140 岁还
生子，这一点与后来亚伯
兰对百岁让生子怀疑有矛
盾，暂存疑 

舒尔吉：约公元前 2095 年－公元
前 2048 年在位，乌尔纳姆之子。
这位国王在位时间长达 48 年，其
间前二十年的史事不太清楚。他在
位的第二十年，国家可能出现过一
次动荡，乌尔的市民被组织起来参
加军队。此后，国家便没有遇到什
么大的动荡。 

 

2027 年 前 2092 年  拉吴死 拉吴生西鹿之后，又活了
二百零七年。 

  

2048 年 公元前 2071
年 

 他拉 169 或 170 岁 
亚伯兰约 40 岁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
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
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
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
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
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 
亚伯兰离开乌尔的时候年
龄约 40 岁， 
哈兰离乌尔大约 1100 公
里，按一天平均走 7 公里
的迁徙路程，需要 160 天，
这样算，他们一家当年可
抵达哈兰，随后在哈兰住
了 35 年。 

此时吾珥第三王朝刚刚开始，「吾
珥」进入了最繁荣的时期，但亚伯
兰却因为顺服神的呼召（徒七
2-4），定意离开美索不达米亚最
繁荣的城市「吾珥」，前往 1900
公里之外的蛮荒之地「迦南地」。 
「吾珥」和「哈兰」都是敬拜月神
的中心。「哈兰」位于幼发拉底河
上游，建于主前 2250 年，位于连
接大马士革、尼尼微和美索不达米
亚的交通要道上，从吾珥到哈兰大
约要走 1100 公里。拿鹤在他拉出
发前后也前往「哈兰」定居，所以
「哈兰」又叫做「拿鹤的城」（二
十四 10）。《犹太古史记》记载，
他拉离开吾珥是因哈兰的死而心
中悲痛，厌恶迦勒底（卷 1 第 6
章 152 节），并不是被神呼召，
所以「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31
节），继续「住在大河那边事奉别

创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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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书二十四 2）。而亚伯兰在
迦勒底公开宣称只有一位真神，当
地拜偶像的人起来反对他，他就知
道是应该离开那地的时候了（卷 1
第 7 章 155-157 节）。 
 
主前 2006 年，吾珥被以拦人毁
灭，如果亚伯兰没有顺从神的呼召
离开，结局必然是与吾珥一起灭
亡。 
 

2049 年 公元前 2070
年 

夏朝元年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这一年
开始中国进入夏朝，实际根据资料
时间应该更早一点 

 

2050 年 前 2069 年  西鹿死 
 

西鹿生拿鹤之后，又活了
二百年。 

  

 公元前 2047
年－公元前
2039 年 

   阿马尔辛：约公元前 2047 年－公
元前 2039 年在位，舒尔吉之子。 

 

 公元前 2038
年－公元前
2030 

   舒辛：约公元前 2038 年－公元前
2030 年在位，阿马尔辛之子。舒
辛在位的第四年，为了抵御阿摩利
人的入侵，在乌尔以北的某个地方
建造了城墙。 

 

2084 年 公元前 2035
年 

 他拉死 
亚伯兰 75 岁 
撒莱 65 岁 
离开哈兰到迦南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
就死在哈兰。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
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
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
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亚伯兰离开哈兰去迦南地，闪还在
世，之所以敢于离开父家和父亲所
拜的别神，而转信仰耶和华神，有
说法与闪还在世有关，按本文计
算，闪这年应该 426 岁，另有文
章说这年闪 390 岁，相差 36 岁，
如果 390 岁确实，那么是否可以
推定他拉是在他 169-170 岁的时
候带领全家离开乌尔，住在哈兰，
直到去世。去世这一年亚伯兰 75

创 12:11-20 



16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
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
的吩咐去了。罗得也和他
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
候，年七十五岁。 

岁，带领全家去迦南，那么，亚伯
兰离开乌尔的年份应该是 39-40
岁。 
 
他拉在哈兰居住 36 年 

2085 年 公元前 2034
年 

 可能从埃及返回迦南 
 

亚伯兰与罗得分家。 
罗得选择约旦河的全平
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
此分离了。 
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得
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
移帐棚，直到所多玛。 
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
大恶极。 
亚伯兰来到希伯仑幔利的
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公元前 2029
年 

传说中大禹
建立夏朝。 

  伊比辛：约公元前 2029 年－公元
前 2006 年在位，舒辛之子。伊比
辛在位期间，闪族的阿摩利人大量
进行美索不达米亚，给乌尔第三王
朝带来重大打击。伊比辛在位第四
年，埃兰反叛，成为王朝的劲敌。
而各地又军阀纷起。伊比辛派往镇
守伊辛的伊什比埃拉对国王怀有
贰心，在乌尔困难之际，囤积粮食
要胁国王。此后更是谋划篡位。公
元前 2006 年埃兰进兵乌尔，伊比
辛被俘，下场不明。乌尔第三王朝
灭亡。 

 

2100 年 公元前 2019
年 

 亚伯兰 85 岁 
撒莱 75 岁以实玛利
出生 

 约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是中国二
里头文化时期，也是传说中的夏
朝。 
两河流域则进入古代流域的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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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时代。（前 2017 年-1595 年） 
2097 年   亚法撒死 亚法撒生沙拉之后，又活

了四百零三年。 
  

2114 年 前 2005 年  亚伯兰 100 岁 
撒莱 90 岁 
以撒出生 
以实玛利 14 岁 

   

2116 年 公元前 2003
年 

 这一年以撒大约三
岁，以实玛利大约 16
岁 

亚伯拉罕驱赶夏甲   

 前 2000 年－
前 1786 年：  

   古埃及第十二王朝，第十二王朝的
第四位国王塞索斯特里斯二世统
治期间，他最大的历史成绩是大规
模开发法尤姆地区，塞索斯特里斯
二世将尼罗河河水引入莫伊利斯
湖，在努比亚地区积极开采矿山，
国家财力变得雄厚富足。中王国时
期。青铜器广泛应用，开发法雍湖
地区，修建卡尔纳克神庙。 

 

2127 年 公元前 1992
年 

 沙拉死 沙拉活了
433 岁 

沙拉生希伯之后又活了四
百零三年。 

  

 公元前 200 年 古亚述(公
元前 2000-
前 1600 年) 

 古亚述(公元前 2000-前
1600 年)从塞姆人北上定
居立国开始，到阿卡德时
期，王权才渐强大。到国
王沙马什阿达德一世时(公
元前 1815-前 1783 年)开
始向外扩张，埃什努那、
马里皆表示臣服，汉谟拉
比在位初年亦曾向亚述表
示归顺。但不久亚述被汉
谟拉比击败，长期偏于两
河北部一隅。 

  

 前 1978 年 传说中的夏     



18 
 

启年代 
2149 年 公元前 1971

年 
 以撒大约 33 岁    

2151 年 前 1968 年  1 撒莱死 
2 以撒 37 岁 
3 以撒被献祭 

撒拉享寿一百二十七岁，
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 
亚伯拉罕送以撒至亚摩利
山神所指定的地方，（耶稣
上十字架的髑髅地）献祭
给神。神以公绵羊代替，
预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救
赎人类 

 创 17:17 
23:1 
创：22 

2154 年 公元前 1965
年 

 以撒结婚 （40 岁）   创 25:20 

2158 年 公元前 1961
年 

 闪去世 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
五百年，并且生儿养女。 

创 11:10-11 创 11：11 

 前 1958 年 传说中的太
康年代 

    

 前 1952 年 传说中的中
康年代 （后
羿射日） 

    

2174 年 公元前 1945
年 

 雅各、以扫出生 
以撒 60 岁 

这年亚伯拉罕应该 160
岁，以实玛利 74 岁 

 创 25:22-26 

2189 年 公元前 1930
年 

 亚伯拉罕死 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一
百七十五岁。 
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
而死，归到他列祖（原文
作本民）那里。雅各以扫
15 岁 

 创 25：1-2 

 前 1900 年    前 1900 年－前 1600 年: 
古希腊出现线形文字，青铜器广泛
使用。 

 

2214 年 公元前 1905
年 

  以扫娶妻 40 岁   

2237 年 公元前 1882  以实玛利死 以实玛利享寿一百三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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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雅各 63 岁 

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
祖（原文作本民）那里。 
雅各离开父家 

 前 1875 年 传说中的少
康年代（少
康中兴） 

    

2172 年
-2186 年 

   犹太经典记载雅各由父家
离开后学习妥拉 14 年 

  

2251 年 公元前 1868
年 

 雅各 77 岁 雅各到拉班家牧羊，井边
遇到拉结，拉结 15 岁。 

  

2188 年   希伯死 希伯生法勒之后，又活了
四百三十年  

  

2258 年 公元前 1861
年 

 雅各牧羊 7 年，84
岁与利亚结婚，后七
天，与拉结结婚，再
牧羊 7 年 

   

2259 年 公元前 1862
年 

 长子流便出生    

2260 年 公元前 1863
年 

 西缅出生    

2261 年 公元前 1864
年 

 利未出生    

2262 年 公元前 1865
年 

 四子犹大出生    

2265 年 
公元前 1854
年 

 雅各 91 岁，再牧羊 6
年， 
约瑟的出生 

 
  

2271 年 
公元前 1848
年 

 
 

雅各在拉班家 20 年后，雅
各全家返回迦南地，遇见
神，改名以色列 

  

 前 1842 年 
 

  
古代巴比伦进入王国时期，（前
1842-前 1797 年）出现《农人历
书》 

 

2282 年 公元前 1837   约瑟 17 岁被卖到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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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294 年 
公元前 1825
年 

 

以撒死 

以撒共活了一百八十岁。 
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
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原
文作本民）那里。他两个
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
了。 

创 35:28 创 35:28 

 前 1824 年 

 

 

约瑟 30 岁，为埃及的宰
相。（约瑟任埃及宰相时
期，大约也是希克索斯人
入侵埃及，建立政权。因
此法老可能是希克索斯
人，才能接受约瑟。） 

  

2304 
公元前 1815
年 

 
雅各进入埃及，约瑟
时年 39 岁 

雅各 130 岁 
雅各进入埃及距亚伯拉罕
进埃及 215 年，到摩西出
埃及 215 年共 430 年 

 创 46 

 前 1802 

 

  

埃及第十三王朝，存在时间大约是
公元前 1802 年至大约公元前
1649 年，约 154 年（虚记）。埃
及第十三王朝通常与埃及第十一
王朝、埃及第十二王朝和埃及第十
四王朝合称中王国时期。但也有学
者将它从中拆分出来，与第十四王
朝、埃及第十七王朝一起并入新的
历史分期，称之为第二中间时期。 
在此期间，有来自叙利亚巴勒斯坦
一带操塞姆语的喜克索斯人入侵
古埃及。 

 

       

2321 
公元前 1798
年 

 
雅各死， 
约瑟时年 56 岁 
哥辖出生 

雅各住在埃及地十七年，
雅各平生的年日是一百四
十七岁。 
（假定利未 50 岁生哥辖 

 创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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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辖 60 岁生暗兰，） 

 
前 1792 年－
前 1750 年 

 
  

古代两河流域古巴比伦第 6 代国
王汉穆拉比在位，定《汉穆拉比法
典》。 

 

2375 年 
公元前 1744
年 

 
约瑟 110 岁死 

约瑟和他父亲的眷属都住
在埃及。约瑟活了一百一
十岁。 

 
 

2381 年 
公元前 1742
年 

 

暗兰出生 

假定利未儿子哥辖 60 岁
生儿子暗兰。 
暗兰是歌辖的儿子，利未
的孙子 

 

 

 
前
1725–1650
年 

 

  

埃及第十四王朝（大約公元前
1725–1650 年間），其统治时间大
约在 75 到 155 年之间。王朝的首
都可能是阿瓦里斯。基於孟菲斯，
第十四王朝曾与第十三王朝同時
存在。埃及古物学者证实，第十四
王朝的统治者有迦南人西闪族人
的血统。 

 

2398 年 
公元前 1721
年 

 
利未死 

利未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
十七岁。 

 出 6:16 

2426 年 
公元前 1693
年 

 
假定暗兰这年 45 岁
娶约基别为妻 

圣经载约基别是利未女
儿，暗兰娶父亲的妹妹，
但应该为堂姑，习惯有这
样的辈分， 

  

2427 年 前 1692 年  暗米利出生    

2430 年 
公元前 1689
年 

 
摩西的哥哥亚伦出生  

  

2433 年 前 1686 年 
 

摩西诞生 
暗兰 42 岁生摩西，80 年
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
及 

 出 6： 

 
前 1674—前
1650 年 

 
  

公元前 1674—前 1650 年，上下
埃及均爆发了不同程度的饥荒与
瘟疫，喜克索斯人首领谢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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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tis）趁机推翻了第十四王
朝，建立埃及第十五王朝，依旧定
都阿瓦里斯，并于公元前 1649 年
南下消灭了第十三王朝，并扶持了
亲喜克索斯人的傀儡政权埃及第
十六王朝（部分古埃及人不满于被
喜克索斯人统治，在底比斯重新建
立了个独立王国，以区别于第十六
王朝的傀儡政权，然而史家在进行
整理时还是将二者合在第十六王
朝的谱系之下）。埃及史从此进入
第二中间期的白热化阶段，也开启
了古埃及残余势力反抗喜克索斯
人统治的百年斗争。 

 

2454 年 
公元前 1665
年 

 
哥辖去世 

哥辖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
十三岁。 

  

2461 年 前 1658 年  约书亚出生 约书亚活 110 岁   

 前 1653 年 

传说中夏桀
年代，夏桀
在位传说
53 年至前
1600 年夏
亡 

  

  

 前 1650 年 

 

  

埃及第十六王朝，以底比斯为中
心，统治上埃及达 70 年之久。此
王朝与第十五王朝、第十七王朝一
起，共同组成第二中间时期。 
传统上认为第十六王朝的国王是
西克索斯人所建立的第十五王朝
的附庸，有一些国王还使用闪米特
语的名字，例如 Semqen 和阿赫
特普拉。不过在 1997 年，丹麦埃
及学家 Kim Ryholt 提出了不同的
观点，认为第十六王朝是独立的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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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斯王国。 

2473 年 
公元前 1646
年 

 摩西四十岁，逃往米
甸牧羊 

 
  

 
公元前 1609
年 

商汤九年 
  

成汤拜伊尹为右相，仲虺为左相。  

 
公元前 1608
年 

商汤十年秋 
  

成汤出兵灭掉了温国（今河南焦作
温县南） 

 

 
公元前 1607
年 

商汤十一年 
神在米甸旷野的何烈
山呼召摩西，摩西启
程前往埃及， 

 

成汤派遣伊尹带大批金银珠宝入
夏都，拜见夏王姒癸。第二年，成
汤任命伊尹为大将军，领兵战胜昆
吾军。 

 

2513 
公元前 1606
年春 

商汤十二年 
埃及第十六
王朝 

摩西 80 岁，亚伦 83
岁，带领埃及人出埃
及进入旷野 
 
从亚伯拉罕进埃及算
起，到这年为 430
年，从雅各进埃及算
起，这年为 215 年 
 

当年早春的时候神降下十
灾，出九：31 记载大麦已
经吐穗，麻也开了花，表
明冰雹可能是在当年 1,2
月份。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间定
为犹太历亚笔月即尼散月
正月十五日，为当年的春
分日后的第一个新月日，
逾越节晚餐为正月十四
日。查万年历换算犹太历：
犹太历正月十五为公元前
前 1606 年 4 月 22 日，农
历三月 15 日（星期六），
逾越节为 4 月 21 日（星
期五）晚。 

  

 当年 4 月底 
 

 
摩西率领以色列人离开依
琳，抵达讯的旷野，天降
吗哪 40 年 

  

 
当年 6 月 10
日 

商汤十二
年，夏末年 

出埃及的第 47 天，
三天之后为出埃及的
50 天，（五旬节）庆
祝丰收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抵达西
奈旷野，并上西奈山祷告，
接受十戒；制造帐幕与约
柜，约柜用精金外包。（请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Slavery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Sla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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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中国三星堆出土大金
面具也是精金制作，但碳
十四检测为商汤晚期，约
3100 年前，即公元前
1100 年，比摩西年代晚
500 年） 

       

2514 年 前 1605 年 

商汤十三年 
约书亚 52 岁 
暗兰去世 
 

暗兰一生的岁数是一百三
十七岁。 
约书亚和迦勒等 12 人探
迦南地 

成汤兵分两路分别灭韦国（今河南
安阳滑县南）和顾国（今山东菏泽
鄄城西北） 

 

 当年正月初一  摩西建立好帐幕    

 
公元前 1603
年 

商汤十五年
春   

商汤攻破了昆吾都城，杀死夏伯等
宗族大臣，并将族人逮捕为奴，昆
吾国灭亡。 

 

2517 年 
公元前 1602
年 

商汤十六年
春 

  
成汤亲率商军，攻打夏都斟寻（今
河南偃师东北）。 

 

2518 年 
公元前 1601
年 

商汤十七年 

  

殷商军队向夏王旧都老邱发起了
总攻。 
夏、商双方的主力部队在鸣条（今
河南新乡封丘）展开最后的决战后
灭夏。 

 

 
公元前 1600
年 

商汤十八年 

  

成汤统一全国，正式建立商王朝。
自号商汤，以商汤十八年为商朝建
国元年。这一年，成汤已经八十九
岁。 

 

 前 1580 年 

 

  

埃及第十七王朝是古埃及第二中
间时期的一个王朝，其存在时间大
约为前 1580 年至前 1550 年。 
第十七王朝的创立者叫拉霍特普，
他与希克索斯的第十五王朝的第
二王雅库布赫尔同一时代，而且直
到他后来的三位继承着都与希克
索斯王朝之间保持了很友好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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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修缮了科普托斯和阿拜多斯
的奥希里斯神的神庙。约前 1575
年，第十七王朝最后一个法老卡摩
斯的弟弟阿赫摩斯继位。阿赫摩斯
在位期间成功驱逐了喜克索斯人，
并统一了上下埃及 

 前 1575 年 

 

  

埃及第十八王朝，是古埃及历史上
最强盛的王朝，所处的时间大致是
前 1575 年－约前 1308 年。在古
埃及的 31 个王朝中，该王朝是延
续时间最长，版图最大，国力最鼎
盛的一个朝代。它使埃及从喜克索
斯人入侵中的四分五裂中崛起，不
但恢复了统一，而且开始了大规模
的向外扩展运动，它的势力范围，
南达埃塞俄比亚，北到巴勒斯坦、
叙利亚，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帝
国，第一次将西亚北非诸文明紧密
地联系在一起。这个王朝，还发生
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宗
教改革，还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
位女帝王。 

 

2554 年 前 1565 年 
 当年逾越节第二日吗

哪停止（书五10-12） 
 

  

       

 前 1566 年 
 

约书亚约 85 岁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
旦河进入迦南地 

  

 
公元前 1566
年-前1548年 

 

分割土地 18 年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至
所罗门王，領袖、士師和
君王管治以色列人九百零
六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6%9C%E5%85%8B%E7%B4%A2%E6%96%AF%E4%BA%BA/104082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6%9C%E5%85%8B%E7%B4%A2%E6%96%AF%E4%BA%BA/1040828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5%8B%92%E6%96%AF%E5%9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9%E5%88%A9%E4%BA%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6%95%99%E6%94%B9%E9%9D%A9/49885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7%E6%95%99%E6%94%B9%E9%9D%A9/4988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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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1 年 
公元前 1548
年 

 

约书亚去世 

约书亚在 110 岁的高龄去
世，葬于他自己的封地亭
拿息拉。 “约书亚在世的
日子，以及在约书亚死后，
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
人所做一切事的长老还在
世的日子，以色列人一直
事奉耶和华。”《书 24:29》 

 （书 24：29-31；士 2：
7-9） 

2571 年 
公元前 1548
年 

 

士师开始领导以色列 由此到扫罗被立共 450 年 

使徒行传 13:20 说：此后，给他
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直
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由此说明整
个士师期为 450 年。与列王记上
6 章一节说法有出入。 

 

 
前 1548 年
-1540 年 

 
 

米所波大米王古珊利薩田
轄制以色列人八年 

  

 
前 1540 年-前
1500 年 

 
 

犹大支派俄陀聶做士师 40
年太平 

  

 
前 1500-前
900 年 

 

 

中亚述时期(公元前 1500-
前 900 年)，在提格拉特帕
拉沙尔一世时(公元前
1114-前 1076 年)曾颇为
强盛，后来又遭亚美尼亚
人侵扰，国势转衰。 

中亚述时期 
 
约前 1500 年：古代埃及人已使用
24 个字母符号 
古巴比伦人创造了发达的数学和
天文学. 

 

 
前 1500 年
-1482 年 

 
 

以色列人服事摩押王伊矶
伦十八年《士师记 3:14》 

  

 
前 1482 年
-1402 年 

 
 

便雅悯支派以芴做士师 80
年《士 3:30》 

  

 
前 1402-前
1382 年 

 
 

迦南王耶宾欺压以色列人
20 年，《士 4:3》 

  

 
前 1382 年-前
1342 年 

 
 

以法莲支派 底波拉做士
师 40 年.《士 5:31》 

 士 4：4-5：31 

 
前 1342 年-前
1335 年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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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
年。《士 6:1》 

 
前 1335 年-前
1295 年 

 
 

玛拉西支派 基甸做士师
40 年《士 8:28》 

 士 6：7-8—8:35 

 
前 1295-前
1292 年 

 

 
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
年。《士 9:22》 

埃及第十九王朝（公元前 1295 年
—公元前 1189 年），新王国时期
第 2 个王朝，公元前 1295 年由拉
美西斯一世建立，拉美西斯二世统
治时期达到鼎盛。公元前 1189
年，埃及第十九王朝被伊苏尔起义
推翻。 

 

 
前 1292 年-前
1269 年 

 
 

以萨迦支派 陀拉做士师
23 年。《士 10：2》 

  

 
前 1269 年-前
1247 年 

 
 

基列人睚珥做士师 22 年。
《士 10：3》 

  

 
公元前 1264
年 

 
  

商王武丁分封他的叔父蔓叔于邓
国。 

 

 前 1259 年 

 

  

公元前 1259 年，埃及第十九王朝
与赫梯帝国签署《埃及赫梯和约》，
埃及第十九王朝与赫梯帝国在叙
利亚的战争结束，埃及第十九王朝
达到鼎盛。 

 

 
前 1247 年-前
1229 年 

 

 

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
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
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
有十八年。《士 10:8》 

  

 
前 1229 年-前
1223 年 

 
 

基列人耶弗他做士师 6 年.
《士 12:7》 

 士 10：10-12：8 

 
前 1223 年-前
1216 年 

 
 

伯利恒人以比赞做士师 7
年。《士 12:9》 

 士 12：8-10 

 
前 1216 年
-1206 年 

 
 

西布伦支派以伦做士师 10
年。《士 12:10》 

  

 前 1214-年  以利生 以利一生 98 岁   
 前 1206 年-前   以法连支派押顿作士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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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 年 年。《士 12:14》 

 
前 1198-前
1158 年 

 

 

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
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
年。《士 13:1》 
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
的时候，参孙作以色列的
士师二十年。《士 15:20》 

  

 

前 1189 年    埃及第 20 王朝，（前 1189
年-1077 年）。古埃及的第二十王
朝，曼尼托记载，它是由底比斯的
12 位王组成，统治了 135 或 178
年。但是却没有留下王名，埃及学
者从有关纪念物上整理出来的第
20 王朝国王共 10 名，总共 115
年。 

第二十王朝被认为是新王国
时期的最后一个时期。第二十王朝
相比新王国时期最强大的时期已
经衰落。 

 

 
前 1156 年   以利 58 岁做士师，时间

40 年 
  

 
前 1152 年  撒母耳生（这一年是

推算出来的） 
撒母耳一生 82 岁  撒上 1:20 

 前 1148 年 
 撒母耳约 3-4 岁献给

耶和华，以利约 65
岁 

撒母耳由母亲带到士师以
利面前，从此跟随以利。
《撒上 2:11》 

  

 
前 1046 年    周武王于牧野之战击败商王帝辛

的军队，商朝灭亡。 
 

 前 1140 年 
 撒母耳 12 岁蒙召。 

扫罗同年出生 
 

  

 前 1122 年   撒母耳做祭司   

 前 1116 年 
 

 
约柜被掳，以利死，年 98
岁，约柜 7 个月后回归。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2%92%E4%B8%8A&chap=1&sec=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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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上 6:1 

3019 年 

公元前 1100
年     

 扫罗 40 岁被膏立为
王，做王 42 年 

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过
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
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做以
色列人的士师《撒上 7:15》 

士师期共 450 年结束。 撒上 10:1 

3031 年 
公元前 1088
年   

 大卫生    

       

3047 
公元前 1072
年 

 大卫 16 岁被撒母耳
拣选 

扫罗此时大约 68 岁  撒上 16:1-13 

 

 
前 1070 年 

  
 
撒母耳死 

撒母耳年约 82 岁去世，葬
在自己的故乡。（圣经并
未说明哪年，是根据上下
文推测死在大卫被膏后两
年左右） 

 撒上 25 章 

3061 前 1058 年 
 扫罗死，大卫 30 岁

被膏立为扫罗的继承
人在希伯仑做王 

  撒下 1:1 
撒下 5:1-7 

       

 
前 1051 年  大卫 37 岁 大卫统一以色列并攻占耶

路撒冷 
 撒下 5：1-7 

 
前 1050 年  大卫 38-39 岁 遇见拔士巴，后两年生所

罗门 
  

3071 

前 1048 年  所罗门出生 根据计算，大卫应该在
39-40 生所罗门，大卫 70
岁死，则所罗门应该 29，
30 岁了 

 撒下 12：24 

3101 
公元前 1018
年 

 大卫死，年 70 岁 
所罗门 29 岁开始统
治以色列 

 
 王上 20：10-11 

3105 
公元前 1014
年 

 

 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 

圣经《列王记》上六章 1 节：以
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所
罗门作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就
是二月，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若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2%92%E4%B8%8A&chap=10&sec=1&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2%92%E4%B8%8A&chap=16&sec=1-13&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2%92%E4%B8%8B&chap=1&sec=1&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6%92%92%E4%B8%8B&chap=5&sec=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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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这个计算，由此上推 480 年为
公元前 1494 年。则与摩西或约书
亚的哪一年相符合需要有印证。 

3112 年 
公元前 1007
年 

 
 所罗门圣殿完成 

  

3141 公元前 978 年 

 所罗门死 以色列南
北分裂。 
 
 

南国（犹大国-前 978 年-
前 584 年）罗波安时年 41
岁，在位 17 年，先知为易
多 

北国（以色列国前 978 年-前 720
年）为耶波罗安，在位 22 年，先
知亚希雅 

列王志上 12，14 章 
历代志下 10-12 章 

3158 公元前 961 年 
 罗波安终 

亚比央开始统治 
 

亚比央登基作犹大王，在
耶路撒冷作王 3 年。 

耶波罗安 18 年 王上 15：1 

3161 公元前 958 年 
 亚比央终 

亚撒开始统治。 
 

亚撒登基作犹大王，在耶
路撒冷作王 41 年 

耶波罗安 20 年 王上 15：9 

 前 956 年  亚撒第 2 年  耶波罗安终，拿达接位 2 年 王上 15：25 
 前 955 年  亚撒第 3 年  拿答终，巴沙在位 24 年 王上 15：33 
 前 932 年  亚撒 26 年  巴沙终，以拉在位 2 年 王上 16：8 

 前 931 年 
 

亚撒 27 年 
 心利杀以拉，心利在位 7 天，暗

利起来接位 12 年 
王上 16-21 

 前 925 年 

 

  

有许多现代考古证据显示，以色列
王亚哈（Ahab)是真实可信的圣
经人物。主前 853 年可以定为分
水岭，圣经记载的 853BC 之后
的事迹，我们都可以在经外文献或
考古资料中得到印证； 

 

 前 920 年 

 

 亚撒 38 年 先知以利亚 
北国暗利终，亚哈接位做王 22 年 
 

王上 16：29，１８.１９
章 

3202 公元前 917 年 
 

亚撒终 
约沙法开始统治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三十
五岁，在耶路撒冷作王 25
年。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
约沙法登基作了犹大王。 

王上 22：41 

 公元前九世纪 
 

  
公元前 9 世纪初，从亚述纳西尔
帕二世(公元前 883-前 859 年)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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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亚述才以两河强国雄姿向帝国
跨越。纳西尔帕二世率军曾经藉助
吹满气的皮囊筏子渡过幼发拉底
河进入卡尔赫米什城。其国王桑卡
拉缴纳了大量贡赋，包括 250 塔
兰特(1 塔兰特=26.19 公斤)的铁，
这表明亚述已进入铁器时代。 
 

 前 899 年 

 周懿王元年，郑国的
天亮了两次(发生了
日食)。 
 

约沙法 17 年 

北国亚哈终，亚哈谢接位 2 年 
 

王上 22：51 

 前 898 年 
  

约沙法 18 年 
北国亚哈谢终，约兰接位共 12 年 
 

王下 3：1 

3227 公元前 892 年 

 

约沙法在世 
约兰开始统治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
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
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
子约兰登基作了犹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年三十
二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八
年。这个约兰要和北国统
治 12 年的约兰区分 
先知以利沙在世 

以色列王约兰第 5 年 王下 8：16 

       

3235 公元前 884 年 
 约兰终 

亚哈谢开始统治 
亚哈谢 22 岁作王 1 年 

约兰 11 年 王下 8：25 

3236 年 公元前 883 年 
 亚哈谢终，他的母亲

亚他利雅开始统治 
亚他利雅 6 年 

北国亚哈的儿子约兰 12 年终，耶
户接位 28 年 

王下 9：29 

 前 880 年 
 

  
北国约兰终，耶户接位，做王 28
年 

王下 9：6 

3242 年 公元前 877 年 
 亚他利雅终 

约阿施开始统治 
约阿施登基的时候年方七
岁。，约哈施在位共 40 年 

耶户第 7 年 王下 12：1 

 前 854 年   约阿施第 23 年 北国耶户终，约哈斯接位共 17 年 王下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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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842 年 
 

 
  

都城发生平民暴动，周厉王逃离至
彘。 

 

 前 852 年      
       

 公元前 841 年  
西周共和元
年 

 
中国史书记载年代开始，
断代工程由此往上推。 

召穆公、周定公共同行政（一说由
诸侯共伯和摄政），号称共和 

 

 前 840 年 
 

 犹大王约阿施 37 年 
北国约哈斯终，约阿施接位.共 16
年 

王下 13：10 

3282 年 公元前 837 年 
 犹大王约阿施终，他

儿子 
亚玛谢开始统治 

亚玛谢年 25 岁共作王 29
年 

以色列王约哈死的儿子约阿施第
２年 

王下 14：1-2 

 前 824 年 
 

 亚玛谢第 15 年 
北国约阿施终，耶罗波安二世接位
作王共 41 年 

王下 14：23； 

3311 年 公元前 808 年 
 

亚玛谢终 
乌西雅开始统治 

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雅
（乌西雅）年 16 岁作王共
52 年 

耶罗波安二世第 27 年 
 
（北国这个年头有疑问） 

王下 15：1 

 前 783 年 
 

  
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终，撒迦利亚接
位 6 个月后，沙龙接位 1 个月，
米拿现接位 10 年 

王下 15：8-17 

 前 771 年 
 西夷犬戎攻入西周都

城镐京，杀周幽王，
周平王继位。 

 
  

 前 770 年 
 

周平王向东迁都至雒
邑。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八
年， 

犹大王亚撒利雅三十八年，耶罗波
安的儿子撒迦利雅在撒玛利亚作
以色列王六个月。 

王下 15:8 

 前 769 年 
 

 
亚撒利雅（乌西雅）第 39
年 

北国耶罗波安二世终，撒迦利亚接
位 6 个月后，沙龙接位 1 个月，
米拿现接位 10 年 

王下 15：8-17 

 
公元前 793-
前 753 年 

 
 先知阿摩司在世 

  

 前 758 年 
 

 
亚撒利雅（乌西雅）第 50
年 

北国米拿现终，比加辖接位 2 年 王下 15：23 

 前 757 年 
 

 
犹大王亚撒利雅（乌西雅）
五十二年 

北国比加辖终，比加接位共作王
20 年 

王下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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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3 年 公元前 756 年 
 乌西雅终 

约坦开始统治 
约坦登基，年 25 岁，共作
王 16 年 

比加第二年 王下 15：7 

 
公元前 753-
前 715 年 

 
 先知何西阿在世 

  

 
公元前 742-
前 687 年 

 
 先知弥迦在世 

  

 
公元前 740 年
-前 681 年 

 
 先知以赛亚在世 

  

3379 年 公元前 740 年 

 

约坦终，他的儿子亚
哈斯开始统治 

犹大王约坦的儿子亚哈斯
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二
十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十
六年。不像他祖大卫行耶
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的
事， 

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十七年， 
 

王下 16：1-2 

 前 737 年 
 

  
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作以色列王
第二十年。 

 

       

 前 733 年 

 

 

公元前 733 年亚述的提格
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将犹太
人从北国以色列王国(后
期)驱逐出去，这是犹太人
第一次大流散，也叫是亚
述流亡，  

  

 前 728 年 

 

亚哈斯第 12 年，32
岁 

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
亚瓦，哈马，和西法瓦音
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
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
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
在其中。王下 17:24 
 

北国以拉的儿子何细亚杀了比加
夺位在撒玛利亚作王，共 9 年 
王下 17：1 

王下 17:6 

 
公元前 627 年
-前 589 年 

 
 先知哈巴谷在世 

  

3395 年 公元前 724 年 
 亚哈斯终 

希西家开始统治 
希西家年 25 岁，做耶路撒
冷王 29 年，希西家倚靠耶

南国以色列王何细亚第三年 王下 1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A0%BC%E6%8B%89%E7%89%B9%E5%B8%95%E6%8B%89%E6%B2%99%E5%B0%94%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A0%BC%E6%8B%89%E7%89%B9%E5%B8%95%E6%8B%89%E6%B2%99%E5%B0%94%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7%8E%8B%E5%9C%8B_(%E5%BE%8C%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7%8E%8B%E5%9C%8B_(%E5%BE%8C%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8%BF%B0%E6%B5%81%E4%BA%A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A%9A%E8%BF%B0%E6%B5%81%E4%BA%A1&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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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
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
及他的。 

 前 722 年 

 

 

亚述人在萨尔贡二世（萨
尔玛那萨尔五世的继承
者）的统治下征服以色列
王国 (后期)，许多以色列
人被驱逐到美索不达米
亚。 这是第二次大流散 

郑庄公平定共叔段之乱。时为鲁隐
公元年，史书《春秋》编年始于此。 

 

 前 721 年 
 

  
周平王、郑庄公互派儿子为人质，
周天子地位大为降低 

 

 前 720 年  

。 

 

希西家王第四年，就是以
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细亚
第七年，亚述王撒缦以色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何细亚第 7 年，亚述王撒缦以色
围困撒玛利亚 

王下 18：9 

       

 前 718 年 

 

北国以色列国灭亡 

希西家第六年，以色列王
何细亚第九年，撒玛利亚
被攻取了。亚述王将以色
列人掳到亚述，把他们安
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
边，并玛代人的城邑。 

何细亚第九年亚述王攻取了撒玛
利亚，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把他
们安置在哈腊与歌散的哈博河边，
并玛代人的城邑。 

王下 18：10 

 前 710 年 
 

 
希西家第 14 年亚述王西
拿基利攻打耶路撒冷，罚
金银，先知以赛亚在世 

  

 
前 707 年  
 

 
  

周桓王率诸侯军队伐郑，被郑庄公
打败且肩膀中箭，诸侯争霸时代开
始。 

 

 前 704 年  
 

  
楚武王熊通称王，为诸侯称王之
始。 

 

3424 年 公元前 695 年 
 

希西家结束 
玛拿西开始统治 

玛拿西 55 年其中 10 年与
与西希家一同主政，实际
是 44 年 

 王下 18：13 王下 2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A9%E7%88%BE%E8%B2%A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7%8E%9B%E9%82%A3%E8%90%A8%E5%B0%94%E4%BA%94%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5%B0%94%E7%8E%9B%E9%82%A3%E8%90%A8%E5%B0%94%E4%BA%94%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7%8E%8B%E5%9C%8B_(%E5%BE%8C%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7%8E%8B%E5%9C%8B_(%E5%BE%8C%E6%9C%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7%B4%A2%E4%B8%8D%E8%BE%BE%E7%B1%B3%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7%B4%A2%E4%B8%8D%E8%BE%BE%E7%B1%B3%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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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685 年   玛拿西实际执政  齐桓公立，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  

 
公元前 663 年
-前 612 年 

 
 先知拿鸿在世 

  

 公元前 665 年 
 

 
埃及法老森美忒库一世宣
布脱离亚述独立 

  

 前 656 年 
 

  
齐桓公率诸侯联军迫楚国签订召
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公元前 652 年   巴比伦叛变，四年后平乱         

3479 年 公元前 640 年 
 玛拿西终 

亚扪开始统治 
亚扪 2 年 

  

3481 年 公元前 638 年 
 亚扪终 

约西亚登基 
约西亚作王 31 年 
先知西番雅在世 

  

 前 632 年  
 

 
约西亚继位第八年开始"
寻求他先祖大卫的上帝"。 

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
楚军，后会盟于践土，成为中原霸
主。 

 

 前 630 年 

 

  

迦勒底领袖那波帕拉萨尔乘亚述
帝国内乱之机发动起义。 

烛之武退秦师 

 

 公元前 628 年 

 

 

约西亚开始宗教改革，废
除邱坛与异邦偶像，约西
亚到玛拿西、以法莲、西
缅和拿坡拿利等城，拆毁
其中的偶像。   

 代下 34:3-7 

 前 627 年：  
 

  
秦、晋会战于殽，秦全军覆没，其
后转向西发展，称霸西戎。 

 

 公元前 626 年 

 
古代两河流域新巴比
伦王国时期。 

巴比伦开国者拿布波拉撒
攻下巴比伦城，取代亚述
自立为王，开启新巴比伦
帝国的时代 

  

 
公元前 627 年
-586 年 

 
 

先知耶利米在世 
先知哈巴谷在世 

先知耶利米在世 
 

 

 
公元前 625 年
-前 530 年 

 
  

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世，创立米
利都学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7%B4%E6%AF%94%E5%80%AB%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7%B4%E6%AF%94%E5%80%AB%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B0%E5%8B%9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8%A9%E9%83%BD%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8%A9%E9%83%BD%E5%AD%B8%E6%B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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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7 公元前 622 年 

 

 
约西亚带动第二次改革，
宣读律法、除偶像、守逾
越节   

 王下 22:3-23:28   
代下 34:8-35:19 
祭司布西的儿子以西结
大约这年出生，在巴勒斯
坦长大 

3498 年 

前 621 年： 周襄王 31
年 

 猶大王約西亞在位第 18
年(公元前 621 年、在進行
修理耶路撒冷聖殿的過程
中，從聖殿中發現了一部
律法書(也稱為“約書”、
大祭司希勒家交給王的書
記沙番，沙番就把律法書
讀給約西亞王聽，王聽後
大為震驚，說我們“沒有
遵著書上所吩咐我們的去
行，耶和華就向我們發烈
怒”。於是，約西亞王根
據這部律法書的記載，發
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
革新運動，從上到下，大
力清除一切異教偶像、邱
壇和異教的儀禮陋習。 

公元前 621 年，雅典执政官德拉
古编纂法典——《德拉古法典》，
用刑残酷，被称为“血法”。 

大约但以理出生 

 公元前 614 年 
 

 
玛代人 Cyaxeres 攻下亚
述旧首都亚述城(Asshur)   

  

 公元前 612 年 

 

 

巴比伦玛代联军攻下亚述
首都尼尼微城，辛沙伊士
坤葬身着火的宫内，亚述
残军退入哈兰(Haran) 

  

3509 公元前 610 年   亚述残军被灭   

3511 公元前 608 年 
 约西亚终 

约哈斯开始执政（3
个月） 

 
  

3512 公元前 607 年 
 约哈斯终 

约雅敬开始 
约西亚被法老尼哥二世杀
死   

 王下 23:29-30   
代下 35:20-2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8B%89%E5%8F%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E%B7%E6%8B%89%E5%8F%A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3%80%8A%E5%BE%B7%E6%8B%89%E5%8F%A4%E6%B3%95%E5%85%B8%E3%80%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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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废约哈斯改立约雅敬 
约雅敬在位 12 年 

 
3512 公元前 607 年 

  
犹大地开始 70 年荒凉 

先知耶利米，哈巴谷，但
以理，以西结在世 

 《耶利米哀歌》 

 前 604 年－前
561 年 

周定王三年 古代两河流域新巴比
伦国王 

尼布甲尼撒二世在位， 尼布甲尼撒二世（约前 634 年－
前 562 年），是位于巴比伦的迦
勒底帝国君主，在位时间约为公元
前 605 年–前 562 年。他因在巴
比伦建成著名的空中花园而为人
赞颂，同时也因毁掉了所罗门圣殿
而为人熟知。他曾征服犹大王国和
耶路撒冷，并流放犹太人，他的事
迹被记录在《但以理书》中，并且
圣经的其它章节也提到了他。 

 

3514 前 605 年 周定王二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尼布甲尼撒第二年  以色
列约雅敬第三年，巴比伦
第一次掳掠，但以理和他
的伙伴被掳到巴比伦。 

尼布甲尼撒率兵攻占耶路撒冷，并
将犹大王国王－约雅斤掳回巴比
伦 

但以理十六岁第一章 1
节 

 

 前 601 年   居鲁士可能在这一年出
生。到他 62 岁占领巴比伦
王国 

  

 
3522 年 

前 597 年，  周定王十年 

巴比伦的迦
勒底帝国 

尼布甲尼撒二世在
位， 

  但以理大约 24 岁 

以西结这年被掳，年约
25 岁 

 
3524 

前 595 年 周定王十二
年 

西底家接位 约雅敬死，约雅斤三个月，
西底家接位 11 年 

尼布甲尼撒梦见大像 但以理大约 26 岁 

 
3525 

前 594 年： 周定王十三
年 

古希腊雅典  古希腊雅典执政官梭伦实行政治
经济改革，颁布《阿提卡法典》。 

但以理大约 27 岁 

 前 593 年   先知以西结在世，  以西结蒙召（结 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9%BA%E4%B8%AD%E8%8A%B1%E5%9B%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0%E7%BD%97%E9%97%A8%E5%9C%A3%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80%E7%BD%97%E9%97%A8%E5%9C%A3%E6%AE%B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7%E7%8E%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86%E4%BB%A5%E7%90%86%E6%9B%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7%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AD%E5%80%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6%8F%90%E5%8D%A1%E6%B3%95%E5%85%B8&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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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586 年 周定王 21
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尼布甲尼撒二世对犹大国
最后攻击，并推翻了犹大
王国，并且将相当一部分
犹太人驱逐到美索不达米
亚之后，犹太人有两个主
要的文化中心：巴比伦和
以色列地。这个时期大多
犹太人，特别是富裕的家
庭，都在巴比伦，但在阿
契美尼德王朝、塞琉古帝
国、安息帝国和萨珊王朝
的连续统治者下，他们的
存在是默默无闻的，没有
什么政治影响力。但是在
阿契美尼德王朝期间，流
亡者中最贫穷但最热切的
人返回到犹大王国/以色
列地。在那里，他们在耶
路撒冷重建了圣殿，作为
他们的中心； 

 

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另一次
进攻以及对推罗城的围攻，并将两
座城市毁灭，将神殿拆毁。 

但以理大约 35 岁 

 前 584 年   耶路撒冷被毁，西底家死，
南国犹大国灭亡 

西底家在位第 9 年，前 586 年 10
月 10 日，尼布甲尼撒包围耶路撒
冷（耶利米书 52：4），18 个月后
（前 584 年 4 月 9 日），耶路撒冷
城内发生严重饥荒，城被攻陷，尼
布甲尼撒在抢劫之后将耶路撒冷
夷为平地。西底家试图逃走，在耶
利哥的平原被巴比伦军队俘获，尼
布甲尼撒在利比拉审判西底家，在
他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剜了西
底家的眼睛，用铜炼锁着带到巴比
伦，关押在狱中，直到去世。 

但以理大约 37 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7%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C%B6%E5%A4%A7%E7%8E%8B%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90%89%E5%8F%A4%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90%89%E5%8F%A4%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81%AF%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7%8F%8A%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7%8F%8A%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8%89%B2%E5%88%97%E5%9C%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E%A8%E7%BD%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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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前 580 年－
前 500 年 

周简王六年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在世，创立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
毕达哥拉斯定理、数和谐说和灵魂
轮回说。 

但以理大约 41 岁 

圣经耶利米书成 

 前 576 年－前
530 年 

周简王十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居鲁士二世出生 居鲁士二世即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6]，中文《新旧约圣经》
译为古列，现代中文译本改译为塞
鲁士。[7]。他是波斯帝国创建者、
阿契美尼德王朝第一位国王（前
549 年—前 529 年在位）[8]。在
他的统治下，帝国不仅囊括了古代
近东的所有文明国家，还包括了大
部分西南亚，和一部分中亚及高加
索地区。他还通过居鲁士圆柱宣布
了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份重要的人
权宣言（大约在公元前 539 年到
530 年之间）。。[10]居鲁士大帝
没有机会进入埃及，因为他在公元
前 530 年 12 月死在了沿锡尔河攻
打马萨格泰的战役中。[11][12]他的
儿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  

但以理大约 45 岁 

 约公元前 571
年-公元前
471 年。[2-10]  

周灵王元年 中国春秋时期 道教创始人老子出生 老子（约公元前 571 年-公元前
471 年）：字伯阳，谥号聃，又
称李耳（古时“老”和“李”同音；
“聃”和“耳”同义），曾做过周
朝“守藏室之官”（管理藏书的官
员），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被道教
尊为教祖，世界文化名人。老子思
想主张“无为”，《老子》以“道”
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道”为客
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
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老
子》认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

但以理大约 49 岁 

记录以西结的最后一年，
显示以西结最短事奉神
也有 23 年，这年以西结
大约 50 岁，因此也可知
以西结书成书早于但以
理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5%B8%8C%E8%87%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8%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3%B2%E5%AD%B8%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2%E9%81%94%E5%93%A5%E6%8B%8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2%E9%81%94%E5%93%A5%E6%8B%8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F%95%E8%BE%BE%E5%93%A5%E6%8B%89%E6%96%AF%E5%AD%A6%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5%A2%E9%81%94%E5%93%A5%E6%8B%89%E6%96%AF%E5%AE%9A%E7%90%8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8%E5%92%8C%E8%AB%A7%E8%AA%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88%E9%AD%82%E8%BC%AA%E8%BF%B4%E8%AA%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D%88%E9%AD%82%E8%BC%AA%E8%BF%B4%E8%AA%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F%BE%E4%BB%A3%E4%B8%AD%E6%96%87%E8%AD%AF%E6%9C%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schmitt-EI-i-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4%BB%A3%E8%BF%9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A4%E4%BB%A3%E8%BF%91%E6%9D%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8D%97%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A%A0%E7%B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A%A0%E7%B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AD%AF%E5%A3%AB%E5%9C%93%E6%9F%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6%9D%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1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4%A1%E5%B0%94%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8%90%A8%E6%A0%BC%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date-1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8%E6%AF%94%E8%A5%BF%E6%96%AF%E4%BA%8C%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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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是为“祸
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
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
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
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
于无”。 

 约前 566 年－
前 486 年 

周灵王九年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出生 乔达摩，名悉达多（公元前 566
年-公元前 486 年古印度著名思想
家，佛教创始人，出生于今尼泊尔
南部。被尊称为佛陀（Buddha、
意为“觉悟者”）、世尊（释尊）
等；通称释迦如来、释迦文佛、释
迦佛，从明朝开始，汉地还尊称他
为如来佛祖，或称佛祖，即“佛教
之创祖”，简称如来佛。 

但以理大约 61 岁 

 前 562 年 周灵王十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尼布甲尼撒二世去世 尼布甲尼撒去世，由他儿子以未米
罗达王下 25：27（又译：亚米玛
尔杜克）继位。，他去世后尚不到
25 年，巴比伦就被波斯帝国的居
鲁士大帝征服。 

但以理大约 59 岁 

 前 560 年   尼布甲尼撒三世以未米罗
达去世 

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尼甲沙利薛（又
译尼力里沙）继位， 

 

 前 558 年   大流士可能在这一年出
生。 

  

 前 556 年   尼甲沙利薛去世，拉巴西.
玛尔杜克继位。几个月后，
拿波尼度继位，巴比伦帝
国最后亡于拿波尼度（实
际是伯沙撒是伯沙撒） 

尼甲沙利薛的兒子拉巴施瑪度继
位，后被殺，最後由拿波尼度取得
政權。 

 

 前 556-539
年 

  伯沙撒摄政 拿波尼度 西元前 556-539 年作
王將阿拉伯沙漠北部的提瑪城當
成是巴比倫國的第二個首都，他自
己長期住在提瑪城，指派長子伯沙
撒在巴比倫城幫他管理政務。伯沙

但以理 65 岁 但 7：1 但
以理在床上做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B%E8%BF%A6%E7%89%9F%E5%B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6%9C%AA%E7%B1%B3%E7%BE%85%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6%9C%AA%E7%B1%B3%E7%BE%85%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5%B8%83%E7%94%B2%E5%B0%BC%E6%92%92%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6%9C%AA%E7%B1%B3%E7%BE%85%E9%81%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5%E6%9C%AA%E7%B1%B3%E7%BE%85%E9%81%94


41 
 

撒的母親相傳是尼布甲尼撒王的
女兒，他於西元前 550-539 年在
巴比倫城中管理政務。後來被瑪代
的大利烏用刀殺死。 

 
 公元前 558 年

-前 550 年 
周灵王 14
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玛代-波斯帝国兴起 公元前 558 年领导波斯部落联
盟，定都帕赛波里斯，当时波斯还
只是米底（玛代）王国的一个附庸。
公元前 550 年，居鲁士征服他自
己外公所统治的米底王国，开始使
用“米底诸国国王”的称号。继而
征服帕提亚。 

但以理大约 62 岁 

 前 558 年－前
330 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波斯帝国时期 

   

 前 553 年 周灵王 19
年 

   但以理大约 68 岁 

但以理看见四兽异象 
 前 551 年 周灵王 21

年 
   但以理 70 岁看见公绵羊

和公山羊异象 
 前 551 年－前

479 年 
周灵王 21
年 

 儒家创始人孔子出生 孔子在世创立儒家学派，首创私人
讲学，主持文化古籍的编订整理。
现存《论语》为门人记录他谈话的
编集 

但以理 70 岁 

 前 550 年—
前 529 年 

周灵王 23
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波斯帝国 

居鲁士开始建国  但以理大约 72 岁 

 公元前 547
年， 

   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征服了爱奥尼
亚，但此后爱奥尼亚的希腊语城邦
一直在寻求独立。波斯人为了便于
统治，遂给这些城邦委任了僭主。 

 

 公元前 545 年
至前 539 年 

周灵王 27
年-周景王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但以理大约 76 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8%B5%9B%E6%B3%A2%E9%87%8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95%E6%8F%90%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5%AD%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4%92%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B%96%E8%A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A5%A5%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A5%A5%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E8%A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3%AD%E4%B8%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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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 波斯帝国  
 前 542 年   伯沙撒统治巴比伦元年 伯沙撒这个名字在希腊史书中从

未出现过，许多史书都将拿波尼度
列为巴比伦最后一位君王。再加上
当时出土的考古证据也没有伯沙
撒这个名字出现，于是公元 1850
年一位学者西特席格 
(Ferdiannd Hitzig)便说但以理
书的此部份是捏造的。 

公元 1854 年，一位英国领事受
大英博物馆之讬，在伊拉克南方挖
掘一座大型月神塔庙时，意外发现
许多小的园柱形泥板，这位领事将
泥板带往巴格达，由那里的考古学
家解译出来。原来此泥板是拿波尼
度国王于西元前 555-539 年书写
的命令。泥板上记载着：拿波尼度
修建这座高塔，这座塔庙是吾珥成
的一座庙宇。泥板上还记载着：祈
祷国王和他最年长的儿子伯沙撒
都能身体健康，长命百岁。此文件
证实了圣经的纪录，伯沙撒确实是
拿波尼度之子，也是巴比伦的末代
皇帝。 

 

 公元前 539 年 周景王六年 巴比伦的迦勒底帝国
灭亡 

波斯帝国 

伯沙撒三年 

居鲁士灭巴比伦帝国，这
一年居鲁士 62 岁，第二
年，前 538 年正式为古列
王元年 

 

居鲁士缔造艮古未有的大帝国[9]，
公元前 539 年，居鲁士率波斯大
军攻占巴比伦，兼并新巴比伦王
国。此时居鲁士的扩张达到了顶
峰；巴比伦以西直至埃及边界的许
多国家，纷纷自愿归顺波斯人。 

巴比伦也成为他的行宫之一，他接
受尊号为“巴比伦之王，苏美尔与

10 月 21 日，但以理大约
82 岁看见伯沙撒墙上字
迹 

但以理 9 章悔罪祷告 

加百列赐给但以理七十
个七的信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BD%E5%8B%92%E5%BA%95%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kuhrt647-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B0%E5%B7%B4%E6%AF%94%E5%80%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AF%94%E4%BC%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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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卡德之王”（四方之王）[13]。
由于他采取十分宽容政策对待那
些被他征服的国家，与之前的迦勒
底王国的高压统治正好形成对比，
因此在波斯帝国统治期间，西亚都
得以保持和平状态。 

他是波斯帝国创建者、阿契美尼德
王朝第一位国王（前 549 年—前
529 年在位）[8]。在他的统治下，
帝国不仅囊括了古代近东的所有
文明国家，还包括了大部分西南
亚，和一部分中亚及高加索地区。
他的帝国从西边的赫勒斯滂到东
边的印度河，是前所未有的最大帝
国。[9]他的称号的全称为大帝，
波斯国王，安善国王，米底国王，
巴比伦国王，苏美尔和阿卡德国
王，四方之王。他还通过居鲁士圆
柱宣布了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份重
要的人权宣言（大约在公元前 539
年到 530 年之间）。 

 

但以理 1：最后一节 

 
《圣经》中提到，居鲁士
二世 (按照不同圣经翻
译版本中称他为古列、塞
鲁士)下令修复巴比伦、
亚述、埃兰以及犹太人的
神庙，准许被历代巴比伦
国王强行迁至美索不达
米亚的人民重返各自的
国家。“释放巴比伦囚虏”
一事，这件事情却是应验
了早就记在犹太人所拥
有的《圣经》中的预言，
在圣经以赛亚书中被称
为公义。由于《圣经》的
缘故，居鲁士二世的形象
在古代东西方的文学和
历史著作中留下了不可
磨灭的痕迹。 

3581 年 公元前 538 年 周景王七年 居鲁士颁布回归令，
以色列人开始从巴比
伦返回重建耶路撒冷
圣殿。一直延续到前
515 年 

波斯帝国古列王元年 

玛代人大利乌元年，俗称
居鲁士大帝，新版圣经和
修本改称塞鲁士王 

 居鲁士 63 岁 

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做
了巴比伦的王，这一年他
20 岁 

「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亚
哈随鲁」可能是亚凯美尼王室的头
衔，与以斯帖记的亚哈随鲁不是同
一个人，「大利乌」则可能因为王
室子弟被任命巴比伦城的王，而不
是帝国的王。大利乌只是借用他以
后大利乌一世的名号，现在还不
是。 

西元前 549 年继承了玛代帝国东

以斯拉记 1：1（参考 耶 
25:8-12 和 耶 
29:10-14；赛 44:28 、
赛 60:10 有许多与当时
的状况相当吻合，甚至整
个 45 章（ 赛 45:1-25 ) 
都提到古列，） 

古列王（居鲁士）发出第
一个犹太人回归令(以斯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B%9B%E6%96%B9%E4%B9%8B%E7%8E%8B&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E4.B8.AD.E5.9B.BD.E5.A4.A7.E7.99.BE.E7.A7.91.E5.85.A8.E4.B9.A6-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A6%E5%8B%92%E5%BA%95%E7%8E%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A6%E5%8B%92%E5%BA%95%E7%8E%8B%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4%BA%9E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80%B6&chap=25&sec=8-12&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80%B6&chap=25&sec=8-12&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80%B6&chap=29&sec=10-14&m=
http://a2z.fhl.net/gb/php/read.php?VERSION=unv&TABFLAG=1&chineses=%E8%80%B6&chap=29&sec=10-1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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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和北部的疆土。西元前 547 年
攻破吕底亚的哥罗赛(Croesus of 
Lydia)。西元前 539 年巴比伦几
乎没有抵抗就投降古列，应验了 
赛 44:28  45:1 的预言。西元前
530 年古列在东边的战役中阵亡，
王位由甘比西斯继承。 

古列王即塞鲁士王（Cyrus），是
波斯帝国的开国元勋，他取代了巴
比伦帝国创立波斯帝国，从西元前
559-530 年统治波斯；在他之后
经历了波斯十代帝王（长达 220
多年的统治），而且除了灭巴比伦
之外，对外的征战扩张也是节节胜
利。所以古希腊史家称他为「波斯
之父」，此处称他为「波斯王」。
不过圣经有时亦称波斯王为「巴比
伦王」（ 5:13  尼 13:6 ）。 赛 
44:28  45:1 称他为「牧人」、
神「所膏的」。 

拉记 1：1) 

所罗巴伯领导第一批被
掳以色列人回归 

但以理书第九章 

3582 年 前 537 年 周景王八年 被掳的犹太人开始返
回耶路撒冷 

   

3583 年 前 536 年 周景王九年 

秦哀公元年 

 居鲁士三年  但以理大约 85 岁 

但以理第八章被丢狮子
坑 

看见最后异象 

但以理第十章 

聖殿開始重建 
3585 年 前 534 年 周景王 11

年 
  很可能，但以理死于这一年，因为 但以理大约 87 岁在巴比

伦 但 10:1  



45 
 

但 12 章暗示了这一点 

 
3589 年年 前 530   居鲁士大帝死，儿子继位 公元前 530 年 12 月死在了沿锡尔

河攻打马萨格泰的战役中。他的儿
子冈比西斯二世继承了王位，尽在
他短暂的统治期间征服了埃及，努
比亚和昔兰尼加。 

聖殿重建工程中止 
 

      哈該、撒迦利亞呼籲聖殿
重建工程恢復 
 

3598 年 前 521 年  波斯帝国（玛代帝国，
米底帝国 米迪亚帝
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 

波斯王大利乌一世大流士
元年 

大流士是波斯安息省长希斯塔斯
佩斯的儿子，阿尔萨米斯之孙，阿
里亚兰尼斯曾孙，泰斯帕斯四世
孙，阿契美尼斯五世孙。 

前 521 年 3 月，冈比西斯二世逝
世，居鲁士的另一个儿子巴尔狄亚
（大流士宣称是高墨达冒充）在米
底即位。大流士赶往米底，在 6
家波斯贵族的帮助下，在当年 10
月杀死巴尔狄亚，宣布他为阿契美
尼德家族合法继承人，即位为皇
帝，并和居鲁士大帝的女儿结婚，
当时他的父亲和祖父尚在世，所以
他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各地贵族
纷纷起兵，东方各省先后宣布独
立。大流士虽然手无重兵，但因为
各地造反互不协调，独立作战，所
以从公元前 520 年到前 519 年
间，他仍能将各地造反一一平定。 

但以理若在世，则 100
岁 

3601 年 前 519 年，    前 519 年，大流士进攻里海东岸
的斯基泰人，进兵印度河谷，前
518 年巡察埃及，前 513 年他征

大利乌王（大流士）发出
第二个犹太人回归令（以
斯拉记 6：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81%AF_(%E5%9B%BD%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5%B0%94%E7%8B%84%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7%B4%E5%B0%94%E7%8B%84%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A2%A8%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C%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9F%BA%E6%B3%B0%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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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希腊色雷斯东部，然后跨过多瑙
河，进攻欧洲的斯基泰人，据希罗
多德记载，他甚至已经到了伏尔加
河沿岸，他夺取了爱琴海上的几个
岛屿，马其顿人已经投降。 

根据铭文记载大流士信仰琐罗亚
斯德教，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他
健全了国内的行政制度，把全国划
分为大约 20 个省区，[1]明文确定
各省的贡赋数目，统一货币和度量
衡，铸造金币，将波斯帝国的疆域
扩大到高加索山区。他虽然极度信
仰琐罗亚斯德教，但尊重所辖各民
族自己的宗教信仰，允许犹太人在
耶路撒冷重修神殿，也允许各民族
修整自己的神殿，他的名字也在埃
及的孟菲斯神庙的铭文中出现过，
甚至在梵蒂冈的铭文中都出现过，
他允许其他宗教的祭司掌管当地
的宗教权力，为阿波罗神庙地产免
税，所以在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中，
所有小亚细亚和欧洲的希腊神庙
祭司都站在波斯一边，警告希腊不
要抵抗。 

他执行促进帝国商业和贸易的计
划，开辟海上航路，他派舰队探索
印度洋，打通从印度河口到埃及的
海上航线，开辟从尼罗河到苏伊士
的运河，根据铭文可以看出，他的
船只可以从尼罗河穿过红海和曼
德海峡直达波斯湾（当时尚没有苏
伊士运河）。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9%9B%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91%99%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7%91%99%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9F%BA%E6%B3%B0%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5%B0%94%E5%8A%A0%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F%E5%B0%94%E5%8A%A0%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7%90%B4%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B6%E9%A1%BF_(%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90%E7%BD%97%E4%BA%9A%E6%96%AF%E5%BE%B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0%90%E7%BD%97%E4%BA%9A%E6%96%AF%E5%BE%B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0%E4%B8%96#cite_note-darius01-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7%E5%B8%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A6%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A%A6%E9%87%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5%8A%A0%E7%B4%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A%B9%E5%A4%AA%E4%BA%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8%8F%B2%E6%96%AF_(%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2%B5%E8%92%82%E5%86%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97%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B3%A2%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A%9A%E7%BB%86%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C%A7%E6%B4%B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BC%E7%BD%97%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C%8A%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4%BC%8A%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A2%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7%E6%B5%B7%E5%B3%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B%BC%E5%BE%B7%E6%B5%B7%E5%B3%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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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船队曾经到过迦太基（现在的
突尼斯），探索过西西里岛和亚平
宁半岛。 

 
3603 年 前 516       聖殿重建完成 

 
3620 前 499 年，    希腊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格拉

斯在波斯的支持下出海远征纳克
索斯岛失败而被解任。阿斯司塔格
拉斯人趁机鼓动整个小亚细亚的
希腊语地区起来反抗波斯的统治，
由此拉开了伊奥尼亚起义的序幕。 

 

 前 492 年    为了确保波斯帝国日后不受叛乱
的威胁，同时加大对内陆希腊人的
影响，大流士一世决定先发制人征
服希腊。他誓言要向雅典和埃雷特
里亚报萨第斯被焚的一箭之仇。第
一次入侵始于前 492 年，波斯将
军马铎尼斯指挥下军队攻下了色
雷斯和马其顿，却因征途中的小差
错而功败垂成。 

 

3629 年 前 490 年    波斯皇帝大流士派去了第二支军
队，在达提斯（英语：Datis）和
阿塔佛涅斯（英语：Artaphernes 
(son of Artaphernes)）的指挥下
横渡爱琴海，占领了基克拉泽斯，
围困了埃雷特里亚并最终将其毁
掉。他们随后挥师雅典，却在马拉
松战役被雅典军队打败。波斯人的
第一次入侵就此止步 

马拉松战役：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F%A6%E5%A4%AA%E5%9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5%B0%B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A5%BF%E9%87%8C%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E5%8D%8A%E5%B3%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88%A9%E9%83%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7%8C%E6%96%AF%E5%A1%94%E6%A0%BC%E6%8B%8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9%87%8C%E6%96%AF%E5%A1%94%E6%A0%BC%E6%8B%89%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5%85%8B%E7%B4%A2%E6%96%AF%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3%E5%85%8B%E7%B4%A2%E6%96%AF%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A%9A%E7%BB%86%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5%A5%A5%E5%B0%BC%E4%BA%9A%E8%B5%B7%E4%B9%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9%9B%B7%E7%89%B9%E9%87%8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9%9B%B7%E7%89%B9%E9%87%8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7%AC%A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9%93%8E%E5%B0%BC%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9%9B%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9%9B%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5%85%B6%E9%A1%B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E%BE%E6%8F%90%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atis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8%BF%E5%A1%94%E4%BD%9B%E6%B6%85%E6%96%AF_(%E9%98%BF%E5%A1%94%E4%BD%9B%E6%B6%85%E6%96%AF%E4%B9%8B%E5%AD%90)&action=edit&redlink=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aphernes_(son_of_Artapherne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taphernes_(son_of_Artapherne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7%90%B4%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85%8B%E6%8B%89%E6%B3%BD%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9%9B%B7%E7%89%B9%E9%87%8C%E4%BA%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B%89%E6%9D%BE%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B%89%E6%9D%BE%E6%88%98%E5%B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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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典面对波斯大军压境，曾求助于
斯巴达，但斯巴达因宗教节日的因
素，必须到 9 月中旬后才能出兵，
雅典无奈之下只有孤军作战。雅典
派米太亚德组编一万重装步兵，前
赴波斯军的着陆地点 - 马拉松平
原与之决战，而雅典则由海军负责
防守。波斯军队为雅典军队的两
倍，米太亚德因而将全军布阵至与
波斯军队一样长度的简单平行战
斗序列，并将精锐安插在两翼。交
战初期，雅典军中路被波斯军步步
进逼，只得向后退却，而波斯军中
路则因而突出了。雅典军两侧精锐
立即合围中路波斯军，结果波斯陆
军被围歼，被完全击败。而由海路
偷袭雅典的波斯海军，亦不能打败
雅典海军。波斯军只得撤退。在马
拉松大战获胜后，一位名叫费里皮
德斯（Pheilippides）的士兵跑回
雅典报捷，但他因为极速跑了大约
40 公里，所以在报捷后便倒地身
亡，而这亦是马拉松长跑的来源。
在第四届奥运会上马拉松长跑的
标准距离被定为 42.195 公里。雅
典军于马拉松战役只有 192 人阵
亡，而波斯军则损失了 6400 人，
但这对于庞大的波斯帝国来说并
不是重大的打击，因此波斯帝国在
此战后仍时刻寻找机会进攻希腊，
结果在十年后，第二次波希战争爆
发。  

 
3633 年 

前 486 年   大流士死去。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A4%AA%E4%BA%9A%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B%89%E6%9D%BE%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9%AC%E6%8B%89%E6%9D%BE%E5%B9%B3%E5%8E%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A4%AA%E4%BA%9A%E5%BE%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B9%E9%87%8C%E7%9A%AE%E5%BE%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B9%E9%87%8C%E7%9A%AE%E5%BE%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AC%E6%8B%89%E6%9D%BE%E9%95%B7%E8%B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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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4 年 前 485 年   薛西斯一世元年 

 

 

薛西斯一世英语：Xerxes；约前
519 年－前 465 年）， 又译泽克
西斯一世或泽尔士一世，是阿契美
尼德王朝的国王（前 485 年—前
465 年在位）。他可能是圣经以
斯帖记中提到的波斯国王亚哈随
鲁[1]。 

薛西斯一世是大流士一世与居鲁
士大帝之女阿托莎的儿子。其名字
在波斯语中意思是“战士”。 

但以理书中的「亚哈随鲁
的儿子大利乌」：就是 
5:31  6:1 中的大利乌，
应该另有其人，作者有意
要把这个王与 拉 4:24 
的大利乌区分开来，所以
把其父亲的名字也写出
来。问题是历史上找不到
其他的文献记载有这位
大利乌王，不过「亚哈随
鲁」和「大利乌」也都可
以是王的头衔而不一定
是人名（「亚哈随鲁」可
能是亚凯美尼王室的头
衔，「大利乌」则可能是
伊朗的头衔），且目前找
得到的相关文献也很有
限，因此“亚哈随鲁的儿
子大利乌”不大可能就是
圣经中暗示的古列王，即
居鲁士王。 

3635 年 前 484 年    薛西斯一世镇压次埃及的暴乱（前
484 年），埃及人极其反对波斯
帝国的统治。 

 

 

3639 年 前 480 年    大流士之子薛西斯一世亲率一支
古代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大军开始
了对希腊的第二次入侵。波斯军队
在温泉关战役击败由斯巴达和雅
典领导的希腊联军后，曾一度占领
了希腊的大部分土地，然而他们的
海军却在接下来的萨拉米斯海战
中被希腊联合海军击溃。随后希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2%99%E8%B5%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A3%E7%BB%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93%88%E9%9A%8F%E9%B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93%88%E9%9A%8F%E9%B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85%E9%B2%81%E5%A3%AB%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6%89%98%E8%8E%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8%A9%E6%B3%89%E5%85%B3%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7%B4%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6%8B%89%E7%B1%B3%E6%96%AF%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0%A8%E6%8B%89%E7%B1%B3%E6%96%AF%E6%88%98%E5%B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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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转守为攻，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再
次得胜，从而结束了波斯的侵略。 

 前 470 年－前
399 年 

  希腊哲学创始人苏格拉底
出生，  

苏格拉底（希腊文：Σωκράτης，
拉丁文：Socrates，）是古希腊
哲学家，和其学生柏拉图及柏拉图
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
三贤。他被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
者。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
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学
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家阿里
斯托芬的剧作中。柏拉图的《对话》
一书记载了苏格拉底在伦理学领
域的贡献。 

 

3654 年 前 465 年   薛西斯一世去世，阿尔塔
薛西斯一世接王位 

晚年薛西斯一世纵情于酒色，亲信
小人，导致波斯帝国内乱。 

薛西斯一世死于宫廷政变。他的宰
相阿尔达班谋杀了他，并拥立（可
能是他的儿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
为国王。 

 

3655 年 前 464 年   波斯帝国阿尔塔薛西斯一
世元年 

阿尔塔薛西斯一世， 是波斯帝国
的国王（前 465 年—前 425 年在
位），薛西斯一世之子。禁卫军司
令阿尔达班谋杀泽克西斯之后，把
他扶上王位，几个月后阿尔塔薛西
斯亲手杀掉阿尔达班。在他统治期
间，帝国曾发生几次叛乱。与希腊
在欧里梅敦战役之后，帮助雅典人
的敌人对抗雅典。 

 

3661 年 
前 458    亚达薛西王（阿尔塔

薛西斯）发出第三个
犹太人回归令 

  以斯拉记 7：11 
以斯拉領導第二次歸回 
 

 
 
前 455 年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6%8B%89%E6%8F%90%E4%BA%9A%E6%88%98%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8%BE%BE%E7%8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5%B8%9D%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8%BE%BE%E7%8F%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9%87%8C%E6%A2%85%E6%95%A6%E6%88%B0%E5%BD%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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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68 年 前 451 年    阿尔塔薛西斯在埃及大败埃及-希
腊联军，并摧毁了希腊包括援军在
内的所有军队，雅典因丧失了对地
中海的绝对统治而感到恐惧，便将
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移入雅
典卫城，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雅典与
波斯帝国在公元前 450 年重开战
端，但客蒙率领雅典军队对塞浦路
斯岛上的奇提翁城邦（今拉纳卡）
的围困无果而终，客蒙本人也于同
年去世。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之战
后，双方均无力再战，随即于公元
前 449 年签订卡里阿斯和约。阿
尔塔薛西斯一世曾庇护被雅典放
逐的地米斯托克利，并任命他为马
格尼西亚总督。 

 

       

3674 年 

 
前 445 年 

 亚达薛西王 20 年尼
散月 14 日，亚达薛
西王发出第四个犹太
回归令 

 

亚达薛西王 20 年出令的
起头 

亚达薛西王 20 年尼散月 14 日，
亚达薛西王发出第四个犹太回归
令“出令之日”就是指这个令出
的时候 

前 455 年犹太历尼散月 14 日（3
月 14 日）起算到公元后 33 年 4
月 3 日（犹太历尼散月 14 日）耶
稣上十字架那天。 

共 483 年，为应验但以理的七十
个七预言 483 个犹太年共
173880 日。 

耶路撒冷城重建完毕，共 52 天 

但以理 9 章 
尼希米记 2：1 
 
参考创世纪 22 章，出埃
及记 12 章，时间，地点，
预表耶稣 

 
3677 年 

前 432     尼希米（西元前
445-420）領導第三次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B4%9B%E5%90%8C%E7%9B%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F%90%E6%B4%9B%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8D%AB%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E5%8D%AB%E5%9F%8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8%9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5%87%E6%8F%90%E7%BF%81%E5%9F%8E%E9%82%A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B%89%E7%BA%B3%E5%8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8%9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E%E6%B5%A6%E8%B7%AF%E6%96%AF%E7%9A%84%E8%96%A9%E6%8B%89%E7%B1%B3%E6%96%AF%E4%B9%8B%E6%88%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E%E6%B5%A6%E8%B7%AF%E6%96%AF%E7%9A%84%E8%96%A9%E6%8B%89%E7%B1%B3%E6%96%AF%E4%B9%8B%E6%88%98&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9%87%8C%E9%98%BF%E6%96%AF%E5%92%8C%E7%B4%8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7%B1%B3%E6%96%AF%E6%89%98%E5%85%8B%E5%88%A9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A0%BC%E5%B0%BC%E8%A5%BF%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AC%E6%A0%BC%E5%B0%BC%E8%A5%BF%E4%BA%9A&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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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3694 年 前 425 年    波斯国王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去世，
薛西斯二世接位，但在位 45 天被
暗杀，由他的弟弟塞基狄亚努斯接
任，不久又被大流士二世杀死。 

 

3695 年 前 424 年   塞基狄亚努斯执政 据说他是阿尔塔薛西斯一世的庶
子。阿尔塔薛西斯一世去世后，其
三位儿子都宣布继位。嫡子薛西斯
二世在继位不久后即遭谋杀，而后
便由塞基狄亚努斯继位。 他仅仅
在位 6 个月零 15 天便被大流士二
世杀死。 

 

3696 年 前 423 年   大流士二世元年 大流士二世：Darius II；?－前 404
年），波斯国王（公元前 423 年—
约公元前 404 年在位），阿尔塔薛
西斯一世之子。原任希尔卡尼亚总
督，后夺取异母兄弟塞基狄亚努斯
王位。 

 

3706 年 公元前 413
年， 

   大流士二世平定希尔卡尼亚和米
底叛乱。雅典远征西西里失败后，
大流士二世决定收复自公元前
448 年由其控制的小亚细亚沿海
地区。 

 

3712 年 公元前 407 年    大流士二世派儿子小居鲁士任小
亚细亚驻军司令 

 

3714 年 前 405 年    公元前 405 年，于伊哥斯波塔米
战役中击败雅典军队。大流士二世
亦不久病故。[ 

 

3715 年 前 404 年   大流士二世去世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接位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 Artaxerxes 
II；?－前 359 年），波斯国王（公
元前 404 年—约公元前 359 年在
位），大流士二世之子和继承人。
公元前 404 年埃及失守，次年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F%BA%E7%8B%84%E4%BA%9A%E5%8A%AA%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F%BA%E7%8B%84%E4%BA%9A%E5%8A%AA%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5%B0%94%E5%8D%A1%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F%BA%E7%8B%84%E4%BA%9A%E5%8A%AA%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5%9F%BA%E7%8B%84%E4%BA%9A%E5%8A%AA%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1%B3%E5%BA%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B%85%E5%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8%A5%BF%E9%87%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A%9A%E7%BB%86%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B1%85%E9%B2%81%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C%8A%E5%93%A5%E6%96%AF%E6%B3%A2%E5%A1%94%E7%B1%B3&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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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A%8C%E4%B8%96#cite_no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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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A%8C%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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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鲁士发动叛乱，公元前 401 年，
小居鲁士兵败被杀。翌年，斯巴达
脱离波斯，此后 5 年中，斯巴达
接连取胜。 

3725 年 前 394 年    斯巴达海军于尼多斯溃败，使波斯
完全控制爱琴海。由底比斯、雅典、
阿尔戈斯和科林斯组成的希腊联
盟亦继续进攻斯巴达。因雅典获
益，故阿尔塔薛西斯二世与斯巴达
媾和， 

 

3733 年 前 386 年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迫使雅典接受
《安塔西达和约》。阿尔塔薛西斯
二世两次远征埃及（公元前 385
年—公元前 383 年，公元前 374
年），均被击败。[1]他在位后期，
爆发于前 362 年的安纳托利亚波
斯总督叛乱、雅典、斯巴达和埃及
联合叛乱，因同盟相互猜忌，使他
最终获胜。[2] 

 

3761 年 前 358 年   阿尔塔薛西斯二世接位去
世；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接位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Artaxerxes 
III；？－前 338 年），波斯阿契美
尼德王朝国王（前 358 年至前 338
年在位）。他继承了其父阿尔塔薛
西斯二世的王位。即位后，他为了
防止内乱，杀死了自己几乎所有的
亲戚。 

 

3776 年 前 343 年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击败了埃及法
老内克塔内布二世，重新建立了波
斯对埃及的统治。 

 

3781 年 前 338 年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去世 

阿尔塔薛西斯四世·阿尔
塞斯接位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被宦官巴戈阿
斯杀害。 

阿尔塔薛西斯四世·阿尔塞斯：
Artaxerxes IV Arses；?－前 33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5%B1%85%E9%B2%81%E5%A3%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7%B4%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B7%B4%E8%BE%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0%BC%E5%A4%9A%E6%96%AF&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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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A%8C%E4%B8%96#cite_note-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7%BA%B3%E6%89%98%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BB%E7%9D%A3%E5%8F%9B%E4%B9%B1_(%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0%BB%E7%9D%A3%E5%8F%9B%E4%B9%B1_(%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A%8C%E4%B8%96#cite_note-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8%80%8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85%E5%85%8B%E5%A1%94%E5%86%85%E5%B8%83%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6%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8%88%E9%98%B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8%88%E9%98%BF%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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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波斯国王（公元前 338 年—
公元前 336 年在位）阿尔塔薛西
斯三世的幼子。宦官巴戈阿斯谋杀
阿尔塔薛西斯三世与其他子嗣后，
将其拥立。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借
口其拒绝代替父亲赔偿损失而入
侵小亚细亚。阿尔塞斯和其子女因
反对巴戈阿斯专权而遇害，巴戈阿
斯立旁系继承人大流士三世即位。
[1] 

3783 年 前 336 年    大流士三世：Darius III；前 380
年－前 330 年），是波斯阿契美
尼德帝国最后一任国王，希腊人称
他的原名为科多曼努斯
（Codomannus），而巴比伦人
称他原名为阿塔沙塔
（Artashata）。统治时间从前 336
年－前 330 年。 

在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三世所有
儿子都被身为维齐尔的宦官巴戈
阿斯所杀以后，巴戈阿斯让阿塔薛
西斯二世的侄孙科多曼努斯成为
波斯王位继承人，科多曼努斯后来
即位后改称为大流士三世。大流士
三世起初受制于巴戈阿斯，但他试
图摆脱巴戈阿斯控制，巴戈阿斯因
此决定要暗地毒死这位新国王，然
而大流士三世却早有警觉，他逼迫
巴戈阿斯自己喝下毒药，结束巴戈
阿斯的生命。大流士三世掌控大权
后，很快就发现他面对的是一个即
将分崩离析的帝国，心怀不满和忠
诚有问题的总督们控制帝国广大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A6%E5%A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8%88%E9%98%B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B0%94%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9%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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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91%E7%BE%8E%E5%B0%BC%E5%BE%B7%E5%B8%9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8%89%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6%AD%E9%BD%8A%E7%88%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8%88%E9%98%B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6%88%88%E9%98%BF%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1%94%E8%96%9B%E8%A5%BF%E6%96%AF%E4%BA%8C%E4%B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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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帝国治下的许多异民族也
心存异心，他们寻找机会叛变。然
而，大流士三世他缺乏短时间处理
这些问题的经验和手段。 

 
 前 336-323   希臘亞歷山大帝國   
3785 年 前 334 年，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率领大

军入侵波斯帝国，并在多场战役中
击败人数众多的波斯军， 

 

 前 332 年  亚历山大征服以色列
故土，被古希腊人统
治 

   

3788 年 前 331 年    亚历山大攻下帝国首都波斯波利
斯，整个波斯帝国大部分区域被亚
历山大控制。亚历山大之后持续追
击大流士三世所率领的波斯残军，
但大流士却遭到自己的总督贝苏
斯叛变，最后在亚历山大追击、压
迫下被贝苏斯所杀。 

 

3789 年 前 330 年   波斯帝国灭亡 身为波斯皇族的贝苏斯和那巴赞
斯开始向大流士逼宫，他们一开始
希望大流士能把军队重建和军权
交由贝苏斯主导，并声称他们把亚
历山大击败后会这些权利交还给
国王，大流士听了明确表示拒绝，
这让贝苏斯和他的同伙越来越想
把一直吃败战的大流士三世赶下
王位。大流士的希腊雇佣军将军帕
特龙（Patron）向大流士示警，
建议国王由希腊雇佣军来担任皇
家卫队，并认为在防范贝苏斯和那
巴赞斯等人之刻希腊佣兵比那些
波斯裔卫队来的可靠。但大流士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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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6%B3%A2%E5%88%A9%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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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听从这项建议，因为现实上没有
西方各总督协助下很难对抗亚历
山大，因此他已经绝望并接受他的
命运[15]。贝苏斯、那巴赞斯、阿
利亚总督萨提巴赞斯
（Satibarzanes）等人最后发动
政变，把大流士抓住并挟持，他们
把大流士押入蓬车中，继续率军往
西部撤退。 

然而，这场政变并不是所有大流士
臣子都支持，一些人如阿尔塔巴左
斯和希腊雇佣军逃离贝苏斯的行
列，一些人则投降亚历山大，因此
亚历山大一听闻大流士被挟持，连
忙率领骑兵和轻装步兵亲自追击，
甚至最后连夜急行军。亚历山大的
骑兵最终追到波斯军队，那时波斯
士兵完全没有预期敌人迫近，因此
陷入恐慌之中四处逃逸，贝苏斯本
想带着大流士一起逃走，但马其顿
追兵越来越近，贝苏斯最后决定杀
了大流士，他们用标枪刺伤了大流
士后就连忙逃走[16]。 

 
亚历山大大帝为大流士三世的尸
体覆上自己的斗篷 

一位在后追击的马其顿士兵发现
了重伤的大流士，大流士那时已经
濒死，他向士兵要了一点水喝后，
感激那位士兵的仁慈，并希望士兵
能为他向亚历山大传达，表达他对
亚历山大仁慈对待他家人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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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士随后就此逝世。很快，亚历
山大亲自赶到现场，他惋惜没见到
大流士最后一面，甚至脱下自己的
斗篷来为大流士的尸体覆上。后来
亚历山大命人为大流士举办隆重
的葬礼，让他安葬于波斯波利斯的
历代波斯国王的皇陵[17]，亚历山
大借由这些举动宣示他成为波斯
的新一代国王，在这之后，亚历山
大将要为大流士报仇并排除任何
声称是波斯国王的人，因为贝苏斯
在大流士死后已经开始使用波斯
国王头衔，自称为阿尔塔薛西斯
[13]。 

贝苏斯最终还是落入亚历山大大
帝的手中，在拷刑后被以波斯叛变
者传统方式处决。亚历山大在远征
印度后，于前 324 年苏萨集体婚
礼中娶了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妲
特拉。仅管大流士拥有一些人格上
的美德，但一些史学家多认为他是
个懦夫且无能[18]，在他的统治期
间中，庞大的波斯帝国遭到入侵最
后并亡了国。 

 
3790 年 前 329 年    亚历山大击败谋杀大流士三世的

主谋贝苏斯，并割其鼻、耳后斩首，
经过三年奋战，攻克整个伊朗东部
地区，并继续向中亚推进。 

 

3793 年 前 326 年   亚历山大进入阿富汗和印
度 

亚历山大已经征服整个波斯帝国，
本可以返回家园，重新筹划他的新
领土。但是他征服的欲望并没有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9%E4%B8%96#cite_note-1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9%E4%B8%96#cite_note-ReferenceA-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AD%B7%E5%B1%B1%E5%A4%A7%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6%AD%B7%E5%B1%B1%E5%A4%A7%E5%A4%A7%E5%B8%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96%A9%E9%9B%86%E9%AB%94%E5%A9%9A%E7%A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96%A9%E9%9B%86%E9%AB%94%E5%A9%9A%E7%A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6%B2%E7%89%B9%E6%8B%89%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F%E5%A6%B2%E7%89%B9%E6%8B%89%E4%BA%8C%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5%81%E5%A3%AB%E4%B8%89%E4%B8%96#cite_note-1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C%80%E6%AE%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2%9D%E8%98%8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C%B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6%A9%E9%A6%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9C%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4%BA%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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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满足，而是继续挥军进入阿富
汗，又从阿富汗穿过兴都库什山脉
进入印度。他在印度河西部取得一
系列胜利后企图继续向印度河东
部进军，但是他的军队由于常年战
争，已经精疲力竭，不肯东进，亚
历山大不得不返回波斯。 

3795 年 前 324 年    亚历山大手下的军队已经厌战，亚
历山大不得不开始西归，途中他还
派人进行一系列探险活动，包括查
明印度河入海口，寻找波斯湾，并
绘制海岸地图，还想查清里海究竟
是海还是湖。 

 

3796 年 前 323 年   亚历山大去世 

希腊帝国被分为四 

亚历山大公元前 323 年 6 月 10
日或 11 日死于巴比伦。历史以来
其死因有不断的争议。普鲁塔克记
载亚历山大在巴比伦的一次痛饮
后，得到疟疾。到后来，他不能言
语，只能挥手向列队的兵士致意。
[5]迪多鲁斯记载到亚历山大在喝
下一大碗酒后出现症状并痛苦不
堪。亚里安也提到这一点，但是普
鲁塔克专文对此加以反驳。 

以上三人和尤斯汀都提到下毒说，
普鲁塔克斥其为编造。迪多鲁斯和
亚里安都说他们只是为求记史全
面而写下这一说法。大多数毒杀说
都指凶手是刚被解除马其顿总督
的安提帕特，有少数认为是奥林匹
亚丝指使甚至还有亚历士多德指
使说。被下毒的理论被 Robin 
Lane Fox 质疑，原因是在古希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F%8C%E6%B1%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E6%B2%B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E6%B9%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5%9B%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3%8F%E6%B5%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8%A7%E7%96%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E5%A4%A7%E5%B8%9D#cite_not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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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长作用时间的毒。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出版的
2004 年 7 月号《新型传染疾病》
杂志里刊登几篇论文，讨论“亚历
山大死于西尼罗河病毒”的说法。
同时，也有人指出亚历山大是感染
流感而死。有理论认为他死于过量
服用嚏根草中毒。2010 年新理论
说，他死于 Mavroneri 河中的细
菌产生的加里刹霉素中毒。[6] 

 
3797 年 前 322 年    亚历山大大帝死后，他的帝国被他

的部下们迅速瓜分。开始还保持帝
国形式上的统一，不久统治各块领
地的将领们陷入公开的争斗，称之
为“继业者战争”。最终，弗里吉
亚的伊浦苏斯之役结束争执。亚历
山大的帝国最初被分割为四大部
分，卡山得统治希腊，莱西马库斯
占据色雷斯，被称为“胜利者”的
塞琉古一世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
波斯，而托勒密一世分得黎凡特和
埃及。安提柯一世在小亚细亚和叙
利亚建立短暂的统治，但很快就被
另外四个将领击败。对印度的控制
也只是昙花一现，当塞琉古一世被
旃陀罗笈多（即月护王，印度孔雀
王朝的第一个统治者）击败即结
束。 

 

 前 323-前
272 年 

  继业者时代 前 323 年亚历山大逝世开始，到
皮洛士前 272 年逝世为止又称为
继业者时代。另外，这段时期也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E7%96%BE%E7%97%85%E6%8E%A7%E5%88%B6%E8%88%87%E9%A0%90%E9%98%B2%E4%B8%AD%E5%BF%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5%BF%E5%B0%BC%E7%BE%85%E6%B2%B3%E7%97%85%E6%AF%9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81%E6%84%9F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A%8F%E6%A0%B9%E8%8D%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Mavroneri&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5%8E%86%E5%B1%B1%E5%A4%A7%E5%A4%A7%E5%B8%9D#cite_note-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B%A7%E4%B8%9A%E8%80%85%E6%88%98%E4%BA%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9%87%8C%E5%90%8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97%E9%87%8C%E5%90%8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8A%E6%B5%A6%E8%8B%8F%E6%96%AF%E4%B9%8B%E5%BD%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A1%E5%B1%B1%E5%B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8%A5%BF%E9%A6%AC%E7%A7%91%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9%E8%A5%BF%E9%A6%AC%E7%A7%91%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2%E9%9B%B7%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1%9E%E7%90%89%E5%8F%A4%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7%B4%A2%E4%B8%8D%E8%BE%BE%E7%B1%B3%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A2%E6%96%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5%8B%92%E5%AF%86%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E%E5%87%A1%E7%89%B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6%8F%90%E6%9F%AF%E4%B8%80%E4%B8%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4%BA%9A%E7%BB%86%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7%83%E9%99%80%E7%BD%97%E7%AC%88%E5%A4%9A_(%E5%AD%94%E9%9B%80%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9%9B%80%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4%E9%9B%80%E7%8E%8B%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A%AE%E6%B4%9B%E5%A3%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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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历史中希腊化时期的开始。 
 

前 3 世纪 

 

 

埃及托勒密王朝在亚历山
大城建成规模巨大的亚历
山大图书馆，古希腊埃拉
托色尼首创“地理学”一
词 

  

3896 年 前 250     圣经七十士譯本 

 

  

 公元前 221 年 秦始皇灭六
国建立秦国 

    

 前 209 年     中国陈胜吴广起义  
 前 207 年     巨鹿之战  
 

前 206 年 
刘邦称王 

   
中国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
侯王，刘邦为汉王。楚汉战争爆发 

 

 前 202 年      垓下之战     
 公元前 202 年

到公元 8 年 
汉朝开始 

   
中国刘邦称帝，建立西汉朝，都洛
阳，不久迁都长安 

 

 
前 200 年 - 
前 197 年 

 
 

撒都该人兴起 

第二次马其顿战争发生 
  

 

 

前 2 世纪 

 

 

古希腊人建成宙斯祭坛。
古希腊雕刻家阿历山德罗
斯完成大理石圆雕阿佛洛
狄忒，为古希腊时 期的雕
刻代表。古印度开凿阿旃
陀石窟 

  

 

 前 194 年 - 
前 108 年 

 
 卫满朝鲜时期   

 

 前 171 年 - 
前 168 年 

 
 第三次马其顿战争发生   

 

 公元前 167 年   犹太马加比革命   
 公元前

166-160 年 
 

 马加比王朝 
馬加比(哈斯蒙尼)起義反對限制
信奉猶太教和褻瀆聖殿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7%98%E5%8C%96%E6%99%82%E6%9C%9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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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65 年 

 
 

法利赛人、爱色尼人、奋
锐党、希律党兴起 

 
 

 前 154 年     周亚夫平七王之乱  
 公元前 142 年   哈斯蒙尼王朝   
 前 149 年 - 

前 146 年 
 

 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   
 

 前 142-前
129 年 

 
 

哈斯蒙尼王朝統治下的猶
太人自治 

 
 

 前 140 年     中国董仲舒罢黜百家  
 前 138 年     中国张骞初使西域  
 前 129 年-前

63 年 
 

 
猶太人在哈斯蒙尼王國中
的獨立 

 
 

 前 119 年     中国张骞第二次使西域  
 前 118 年     中国铸五铢钱  
 

前 115 年 
 

   
中国张骞使西域还；西域始通汉。
丝绸之路始畅通 

 

       
 

前 106 年 - 
前 43 年 

 

 

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
塞罗在世，最先系统提出
自然法学说，建立了折衷
主义哲学  
体系 

  

 

 
前 104 年 

 
   

中国造《太初历》。司马迁始著《史
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著作 

 

 
前 100 年 

 
 

中国苏武使匈奴被扣，羁
留 19 年始归汉。《周髀算
经》成书 

  
 

        
 

前 1 世纪 

 

 

希腊雕刻家阿耶桑德罗
斯、诺多罗斯、波利佐罗
斯3人雕成大理石雕像《拉
奥孔》 

  

 

 前 99 年 - 前
55 年 

 
 

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在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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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73 年 - 前
71 年 

 
 古罗马斯巴达克起义   

 

 
公元前 63 年 

 
 

罗马庞贝攻入并占领耶路
撒冷。以色列归罗马人统
治 

 
 

 约前 57 年   朝鲜古国新罗建立    
 前 45 年     儒略历开始实行  
 约前 37 年   朝鲜古国高句丽建国    
 前 18 年   朝鲜古国百济建国    

4115 年 公元前 4 年 

希律王去世 

耶稣基督诞生  

东方博士看见他的星，东方看到的
星为“伯利恒之星”。根据研究，
的确在公元四年四月24日处于天
鹰座的一颗彗星出现， 

马太福音 2：1，15 

4118 年 公元前 1 年 

 

  

公元前 2 年到前 1 年是罗马城建
城 750 周年，也是奥古斯都统治
罗马第 25 年，罗马举行极大的盛
典，也要求百姓回到原籍报户口。
有关命令在公元前 8 年就颁布了， 

路 2:2 

4119 年 公元 1 年  耶稣 4 岁    
4120 年 公元 2 年      
4121       
4127 8 年   耶稣 12 岁  耶稣上圣殿守节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 改国号新 路 2:41-52 
4129 年 10 年      
       
 

公元 14 年 

 罗马奥古斯都在公元
12-14 年与该撒提庇
留为罗马的共治皇
帝，奥古斯都于公元
14 年去世后，提庇留
才成为罗马单独的罗
马皇帝，指导公元 37
年 

  

 

 17-18 年     绿林赤眉起义爆发  
4147 年 公元 28 年   提庇留在位的 15 年应该  路加福音 3:1-2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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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元 28 年，由此推算，
耶稣出来传道约 30 岁，应
该是公元 26 年或公元 28
年。很多学者推算，耶稣
也可能在公元前 5 年 3 月，
至公元 26 年，耶稣为 30
岁。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
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
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
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
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
的王，吕撒聂作亚比利尼
分封的王， 
  2: 亚那和该亚法作大
祭司，那时，撒迦利亚的
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
话临到他。 
  3: 他就来到约但河一
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
礼，使罪得赦。 
 
23：耶稣开头传道，年纪
约有三十岁 

4148 年 公元 29 年 
 

耶稣约 33 岁（这是
一种倒推计算，） 

基督的职事开始：施洗约
翰开始传道，给耶稣施洗，
耶稣受试探，初选门徒 

 
太 3:1-17 

 
公元 29 年 
  

 
 犹太地 施洗约翰 34 岁开始传道  

太 3：1-12 可 1：2-8  
路 3：1-20 约 1：15-30，
35 

   约旦地 耶稣 33 岁在约旦河受洗  
太 3：13-17 可 1：9-11
路 3：21-23 约 1：31-34 

   犹太旷野 耶稣受试探   
   约旦河东 耶稣初选门徒   
   迦拿 耶稣第一个神迹   
4149 年 公元 30 年  耶路撒冷 耶稣首次洁净圣殿   
   耶路撒冷 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道   

   犹太地 
耶稣与施洗约翰为人施
洗，约翰为主作见证 

 
 

     耶稣往加利利去   
   撒玛利亚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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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 
耶稣抵加利利，医治大臣
之子 

 
 

   迦百农 耶稣召四门徒   
   迦百农 耶稣医病，赶鬼，传道   

   加利利 
耶稣周游传道，洁净大麻
风 

 
 

   迦百农 耶稣医治瘫子   
   迦百农 耶稣呼召马太   
   迦百农 耶稣论禁食之理   

4150 年 公元 31 年  耶路撒冷 
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三十
八年患病的人 

 
 

   迦百农 耶稣论安息日   
   加利利 耶稣医治众人   
   迦百农 耶稣设立 12 门徒   
   近迦百农 耶稣登山宝训   
   迦百农 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   
   拿因 耶稣使寡妇之子复活   
   加利利 耶稣论施洗约翰   
   加利利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   
   加利利 耶稣二次周游加利利   
   迦百农 耶稣与法利赛人对辩   
   迦百农 耶稣论信者皆亲属   
   加利利海岸 耶稣论天国的比喻   
   加利利 耶稣论跟从之道   
   加利利海 耶稣平静风浪   
   格拉森 耶稣赶鬼   

   迦百农 
耶稣使睚鲁女儿复活及医
治患血漏女人 

 
 

   迦百农 耶稣医瞎子，哑巴   
4151 年 公元 32 年  拿撒勒 耶稣被家乡弃绝   
   加利利 耶稣差遣 12 门徒去传道   
   比利亚 施洗约翰被杀   
   加利利海边 耶稣喂饱五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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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利利 耶稣履海及医治众人   
   迦百农 耶稣论生命之粮   
   迦百农 耶稣论洁净之理   
   腓尼基 耶稣称赞迦南妇人之信心   

   低加波利 
耶稣显各样神迹及喂饱四
千人 

 
 

   大玛努他 
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耶稣
教导门徒防备错误的教训 

 
 

   伯赛大 耶稣使盲者得见   

   腓立比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
论己将遇害，复活及门徒
跟从的代价 

 
 

   加利利 耶稣登山变象   

   加利利 
耶稣赶出癫痫病童身上的
鬼 

 
 

   加利利 耶稣再言他的遇害及复活   
   迦百农 耶稣从鱼口中取银付税   
   迦百农 耶稣讲天国的教训   
   撒玛利亚 耶稣启程赴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耶稣抵京守节，与犹太人
辩论 

 
 

   耶路撒冷 文士拿淫妇来质难耶稣   

   耶路撒冷 
耶稣的自称引起犹太人的
愤怒 

 
 

   耶路撒冷 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   

   耶路撒冷 
耶稣自称为好牧人及神的
儿子 

 
 

   撒玛利亚 耶稣差七十人出去传道   

   撒玛利亚 
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
喻 

 
 

   伯大尼 耶稣到马大，马利亚家   
   撒玛利亚 耶稣教人祷告   
   撒玛利亚 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辩   
   撒玛利亚 耶稣警戒门徒当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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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玛利亚 
耶稣讲无花果树，芥菜种，
面酵的比喻及医治驼背女
人 

 
 

   耶路撒冷 耶稣自称于父原为一   
   比利亚 耶稣退至约旦河外   

 公元 33 年  比利亚 
耶稣论讲窄门及为耶路撒
冷叹息 

 
 

   比利亚 
耶稣赴法利赛首领的筵席
并行神迹和教训 

 
 

   比利亚 耶稣论跟从者付的代价   
   比利亚 耶稣论罪人悔改的比喻   
   比利亚 耶稣多方的教导   
   伯大尼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耶路撒冷 公会商议谋害耶稣   
   撒玛利亚边境 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   
   比利亚 耶稣论人子降临的日子   
   比利亚 耶稣论两等祈祷   
   比利亚 耶稣论休妻，小孩，财主   
   比利亚 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   
   比利亚 耶稣第三次预言受死   
   比利亚 耶稣论为首当为仆   
   耶利哥 耶稣使瞎子得见   
   耶利哥 耶稣到税吏撒该家坐席   
   耶利哥 耶稣讲交银与十仆的比喻   

4152 年 公元 33 年  耶路撒冷 
祭司长，法利赛人欲捉拿
耶稣 

 
 

   伯大尼 马利亚用香膏抹主   
   伯大尼 祭司长商议杀拉撒路   

 
公元 33 年 3
月 26 日礼拜
日 

 耶路撒冷 耶稣骑毛驴进入耶路撒冷  
 

 
公元 33 年 3
月 27 日礼拜
一 

 橄榄山 耶稣诅咒无花果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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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 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   

 
公元 33 年 3
月 28 日礼拜
二 

 橄榄山 耶稣论信心祷告的果效  
 

   耶路撒冷 耶稣与宗教领袖辩论   
   耶路撒冷 耶稣责备各种伪善   
   耶路撒冷 耶稣称赞寡妇的奉献   

   耶路撒冷 
希利尼人欲见耶稣，耶稣
向百姓末了的讲论 

 
 

   橄榄山 耶稣预言将来的事   
   耶路撒冷 犹大计划买主   

 
公元 33 年 4
月 2 日礼拜四 

 耶路撒冷 耶稣与门徒吃逾越节筵席  
 

    耶路撒冷 耶稣临别的嘱咐与祷告   
    耶路撒冷 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   
    橄榄山 耶稣与门徒在客西马尼园   

 
 东汉光武（建
武 9 年 2 月 14
日） 

 
橄榄山阴历 14 为犹
太历尼散月 14，是逾
越节晚餐 

耶稣被卖与被拿  
 

 
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礼拜五 

 耶路撒冷，阴历十五 耶稣在长官面前受审  
 

    耶路撒冷 彼得否认主   

    耶路撒冷 
耶稣被解往巡抚彼拉多处
受审 

 
 

    各各他 耶稣被钉的情形   

4152 年 
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5 日 

 基督的钉十字架的年
龄 37 岁也是与以撒
被献祭给神的年龄相
差不多 

公元 33 年尼散月十五日
耶稣 37 岁被钉十字架，三
天后复活 
 

路加福音 23：32-49 

 

    耶路撒冷城外 耶稣被埋的情形   

 
公元 33 年 4
月 5 日礼拜日 

 耶路撒冷 耶稣复活的情形  
 

    耶路撒冷 公会贿赂兵丁说谎   
    耶路撒冷 耶稣向门徒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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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礼拜日    再向门徒显现   
    提比哩亚海 耶稣为门徒备食   
    加利利 耶稣在山上显现   

   五旬节 橄榄山 
耶稣升天，保惠师圣灵降
下，教会产生 

 
 

 公元 34 年 

 

 

教会因为受迫害而分散；
在加沙，腓利使一名已经
接受犹太教的埃塞俄比亚
人接受基督教，并为他施
行洗礼 

  

4156 年 公元 37 年 

 该 犹 （ Gaius 
Caligula）任罗马皇
帝，自称为神。 
马 鲁 路 士
（Marullus）担任犹
大行省的巡抚 
 

使徒保罗的召唤 使徒行传 9：1-16 

 

 公元 39 年   彼得向外邦人传教   

 
公元 37-60 年
之间 

 

 

在耶稣生平及第一本福音
书马可福音写成之间，是
基督教口述传统阶段。初
代教会分散在撒玛利亚及
犹太全地（Acts 8,1ff），
彼得领导初代教会，并将
教会中心移至罗马。 
 

 

 

 公元 40 年 
 

 
保罗上耶路撒冷与彼得共
商。（Gal 1, 18-20） 
 

 
 

 公元 41 年 

 革老丢（Claudius） 
任罗马皇帝，被皇后
亚基帕那毒死。 
 

  

 

 公元 42 年   圣马尔谷前往埃及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B2%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5%93%E5%88%A9_(%E5%82%B3%E7%A6%8F%E9%9F%B3%E8%80%8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A1%9E%E4%BF%84%E6%AF%94%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BC%E5%B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6%E9%82%A6%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6%E9%A6%AC%E7%88%BE%E8%B0%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83%E5%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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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44 年 

 

 

雅各，约翰的兄弟被希律
王（Herod Agrippa I）处
死 （Acts 12, 1-3）。保罗
与巴拿巴前往居比路 

Acts 12, 1-3 
Acts 13, 4-12 
 

 

 公元 48-49 年 

 

第一次大公会议 

耶路撒冷大会，也是教会
第一次大公会议。使徒及
长老对割礼与食物的问题
达成共识，并写信通知安
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
邦基督徒（） 
 

Acts 15 

 

 公元 48-57 年 
 

 
保罗开始第一次传教旅
程，到达今土耳其，并写
加拉太书 

 
 

 公元 49-50 年 

 

 

保罗在哥林多城 。耶路撒
冷会议接纳外邦人进入教
会，这是基督教成为超越
文化宗教的主要步骤 

（Acts 18） 

 

 公元 50 年 

 

 

叙利亚圣经译本
（Peshitta） 开始翻译，
希伯来旧约翻成叙利亚亚
兰文。 （希腊文新约在
400 年译成）。 

 

 

 公元 51-52 年 

 

 

保罗开始第二次传教旅
程，穿过今土耳其并进入
希腊.并撰写帖撒罗尼迦
前、后书 

 

 

 公元 52 年 
 

 
多马抵达印度建立教会，
后来成为印度正教会 

 
 

 
公元 53 年-62
年 

 
 

保罗撰写腓立比书 
 

 
 

 公元 54 年  尼禄任罗马皇帝 保罗开始第三次传教旅程   
 公元 56 年   保罗撰写哥林多前书   
 公元 57 年   保罗撰写哥林多后书，当 Acts2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8%B7%AF%E6%92%92%E5%86%B7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4%96%E9%82%A6%E4%BA%BA&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99%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80%B3%E5%8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C%E8%85%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F%9D%E7%BD%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C%A0%E6%9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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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保罗最后一次访问耶路
撒冷（ 

 公元 58 年 
 

 
保罗被捕下在该撒利亚监
牢里（） 
 

Acts25:4 
 

 公元 59 年 
 尼禄杀死他的母亲，

亚 基 帕 那
（Agrippina） 

  
 

 公元 60 年 
 

 保罗前往罗马 Acts 28,16 
 

 公元 61 年 
 

 保罗撰写以弗所书  
 

 公元 62 年 

 撒督西人亚那认为非
斯都（Festus）已死，
而阿比诺斯
（Albinus）依然故
我，於是召开会议（叁
合林 sanhedrin）判
决耶稣的兄弟雅各违
反律法，处以死刑，
交民众以石头打死。 
[JA20.9.1,Marginal 
Jew,p.57] 
尼禄杀死奥大维亚
（Octavia），并娶博
佩雅（Poppaea 
Sabina）为妻，博佩
雅影响尼禄甚钜。 

保罗撰写腓利门书，歌罗
西书，传说巴多罗买在印
度西海岸今孟买附近殉道 

 

 

 公元 63 年 

 

 

保罗撰写提摩太前後书、
提多书，就是「使徒书信」 
62? 耶路撒冷领袖写成雅
各书 （Gal 2,9?），大公书
信 
保罗在罗马就义殉道。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97%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B4%E5%A4%9A%E7%BD%97%E4%B9%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D%9F%E4%B9%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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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64 年 

 罗马大火，由尼禄燃
起并嫁祸与基督徒。 
[Tacitus Annals 
15.44;Marginal 
Jew;Meier;p.89-90] 
 

彼得前书写於罗马书，可
能是使徒彼得写的，大公
书信 

 

 

 公元 65 年 

 

 

大约在这个时间第一本福
音书马可福音写成。 
福音书资料完成（Q 
written - 
German:Quelle, 
meaning "source"）在马
可福音、路加福音使用的
希腊文经文。 

四福音、使徒行传、启示录及其他
书信在 65-公元 125 年间完成。
彼得在马太福音写成之前殉道。 

 

 66 年 
 

 
犹太战争，Thaddeus 建
立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会 

 
 

 公元 69 年 
 

 
安德鲁在希腊伯罗奔尼撒
半岛的佩特雷被钉十字架 

 
 

4189 年 公元 70 年 
 

 
破坏第二座圣殿和耶路撒
冷城被毁 

路加福音 21：5-6 
 

 
公元 72 年 

 
 

传说多马在印度麦拉坡殉
道 

 
 

 公元 1 世纪   罗马帝国开始     
 25 年-220 年     东汉  
 73 年     班超出使西域  
 

公元 90 年 

 

 

雅麦尼亚会议，确定旧约
正典，使徒腓力在希拉波
利城在今(土耳其）被倒钉
十字架（和彼得一样） 

 

 

 
公元 100 年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斯
里兰卡出现第一名基督徒 

 
 

 公元 105 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公元 112 年 
 

 
传说 Sharbil、Babai 和
Barsamy 在 Edessa, 美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9A%E7%BE%8E%E5%B0%BC%E4%BA%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9%B2%8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D%A9%E7%89%B9%E9%9B%B7&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9%A9%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A%A5%E6%8B%89%E5%9D%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BF%E5%BE%92%E8%85%93%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9F%E8%80%B3%E5%85%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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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不达米亚殉道 
 

公元 117 年 
 

 
罗马十四任皇帝哈德良处
死数千名皈依基督教的士
兵 

 
 

 

公元 150 年 

 

 

福音书资料完成（Q 
written - 
German:Quelle, 
meaning "source"）在马
可福音、路加福音使用的
希腊文经文。；教导书：
使徒书信的教导 
65-150 与救主得对话，彼
得福音 
65-150 在埃及奥斯莱卡
发现的浦草纸古卷
（Papyrus Oxyrhynchus 
1224 fragments: pub. 
1914） 
65-150 多马福音，可能根
据 Q?写成。（pub. 1959, 
Greek originals: 
Papyrus Ox. 1,654-5） 

 

 

 公元 174 年   奥地利出现第一名基督徒   
 

公元 175 年 

 

 

浦草纸古卷（Papyrus 
Oxyrhynchus 840 
fragments: pub. 1908） 
65-175 英国人艾加登发
现的浦草纸古卷，不知名
的福音书（Papyrus 
Egerton 2 （Unknown 
Gospel） fragments: 
pub. 1935/87）在巴勒斯
坦的希腊文古卷，现存最
古老的基督徒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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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公元 180 年   潘代诺在印度传教   
       
 184 年-207

年 
 

   黄巾起义 
 

 190-192     十八路诸侯讨董卓  
 

196 年 
 

 
Bar Daisan 写到帕提亚、
大夏和在波斯帝国的基督
徒 

 
 

 
197 年 

 
 

特土良写道基督教已经渗
透到北非的每一个阶层
中。 

 
 

 
200 年 

 
 

 瑞士和比利时出现第一
名基督徒 

官渡之战  
 

 
206 年 

 
 

爱德萨国王 Abgar 信奉基
督教 

 
 

 

208 年 

 

 

 特土良写到在不列颠的
哈德良长城以北罗马军团
尚未到达的地区出现基督
徒 

赤壁之战  

 

 220 年-280
年 

 
   三国 

 

 220 年     魏国建立   
 221 年     蜀国建立   
 222 年     吴国建立   
 225 年     诸葛亮七擒孟获 平定南方   
 228 年-234     诸葛亮六出祁山  
 

250 年 

 

 

Denis 和另外 6 名传教士
从罗马派往巴黎建立教
会。 
在埃及法扬发现的浦草纸
古卷（Papyrus Fayum 
（P. Vindob. G. 2325） 
fragments: pub. 1887） 

 

 



74 
 

 263 年     魏灭蜀  
 265 年     西晋建立 魏亡  
 

270 年 

 

 

本都国基督徒领袖
Gregory Thaumaturgus
逝世。据说 Gregory 在本
都当上“主教”时只有 17
名基督徒，而在三十年后
逝世时只有 17 名非基督
徒。 

 

 

 
280 年 

 
 

 在意大利北部出现第一
个乡村教会；基督教不再
局限在城市中。 

晋灭吴 
 

 
287 年 

 
 

埃及的 Maurice 在瑞士
Agauno 因拒绝向异教神
献祭被杀 

  
 

 
295 年 

 
 

巴士拉的 Dudi (David)在
印度传福音 

 
 

 

300 年 

 

 

第一名基督徒出现在大呼
罗珊；估计有 10%的世界
人口是基督徒；圣经有 10
种不同语言版本 

 

 

 
 304 年 

 
 

 亚美尼亚接受基督教作
为国教 

五胡十六国依次建立 
 

 306 年   任命第一位尼西比斯主教   
 

313 年 

 

 
罗马康斯坦丁大帝发布米
兰敕令，基督教在罗马帝
国合法化。 

米兰敕令（拉丁语：Edictum 
Mediolanense，英语：Edict of 
Milan，又译作米兰诏令、米兰谕
旨或米兰诏书）是罗马帝国皇帝君
士坦丁一世和李锡尼在 313 年于
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
督教的敕令；此诏书宣布罗马帝国
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并且发
还了已经没收的教会财产，亦承认
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米兰敕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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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历史上的转折点，标志着罗
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从镇压
和宽容相结合的政策转为保护和
利用的政策、从被戴克里先迫害的
“地下宗教”成为被承认的宗教，
而基督教也开始了与帝国政府的
政权合流。公元 380 年，罗马帝
国皇帝颁布萨洛尼卡敕令，确立基
督教为国教。 

 

314 年 

 

 

格列高利成功地使亚美尼
亚国王的梯里达底三世及
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王
Urnayr 接受基督教 

 

 

 
313 年 

 
 

基督教在罗马取得合法地
位 

  
 

 317 年     东晋建立  
 

327 年 

 

 

康斯坦丁大帝在临终前不
久受洗；Nino 成功地使格
鲁吉亚国王伊比利亚的米
立安三世接受基督教 

 

 

 
328 年 

 
 

Frumentius 到埃塞俄比
亚传播福音 

 
 

 
333 年 

 
 

埃塞俄比亚国王阿克苏姆
的埃扎纳定基督教为官方
宗教 

 
 

 
334 年 

 
 

任命第一位中亚河中地区
的梅尔夫主教 

 
 

 
341 年 

 
 

乌尔菲拉开始在今罗马尼
亚的哥特人中间工作 

 
 

 

350 年 

 

 

2 名年轻的基督徒在红海
遭遇海难，成为埃塞俄比
亚宫廷奴隶，得到自由传
讲福音，他们的见证诞生
了科普特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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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年 

 

 

西奥菲勒斯称在印度访问
基督徒；Philostorgius 提
及在也门南面阿拉伯海的
索科特拉岛上的基督徒团
体 

 

 

 
364 年 

 
 

汪达尔人在罗马皇帝瓦伦
斯统治时期皈依基督教 

 
 

 
370 年 

 
 

乌尔菲拉将圣经翻译成西
哥特语，这是第一次专门
为传教目的而翻译圣经 

 
 

 
381 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将
基督教定为国教 

 
 

 
382 年 

 
 

耶柔米受委托将圣经翻译
成拉丁语 

 
 

 383 年     淝水之战  
 386 年   奥古斯丁接受基督教   
 

390 年 
 

 
景教传教士
Abdyeshu(Abdisho)在
巴林岛建造一座修道院 

 
 

 395 年   罗马帝国分裂    
 

397 年 
 

 
Ninian 向苏格兰的南皮克
特人传福音 

 
 

 
400 年 

 
 

Hayyan 在波斯边境的
Hirta 接受基督教后，在也
门开始传教 

 
 

 410 年   新约被翻译成亚美尼亚语   
       
 

420 
 

 
 酋长 Peter-Aspebet 率
领一个阿拉伯贝都因部落
皈依 

南朝宋建立 南北朝的开始 
 

 
425 年 

 
 

任命第一位赫拉特（阿富
汗）和撒马尔罕（乌兹别
克斯坦）主教 

 
 

 432 年   圣帕特里克前往爱尔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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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436     五胡十六国逐渐灭亡  
 

476 年 
 

 
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欧奴
隶制度崩溃 

  
 

 485 年     北魏实行均田制  
 494 年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496 年 
 

 
高卢的法兰克国王克洛维
一世和他的 3,000 名战士
接受基督教 

 
 

 
499 年 

 
 

波斯国王戈巴德一世逃亡
时，遇见一批传教士前往
中亚向突厥人传教 

 
 

       
 581 年     隋朝建立 北朝结束  
 589 年      隋统一南北方   南朝灭  
 6 世纪未   法兰克王国建立    
 605 年     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 年 
 

   
隋末农民战争开始 山东长白山农
民起义 

 

 618 年     唐朝建立 隋朝灭亡  
 

622 年 
 

 
穆罕默德从麦加出走麦地
那 

  
 

 7 世纪前期     松赞干布统一吐蕃  
 627 年     贞观之治开始  
 646 年   日本大化改新开始    
 649 年     贞观之治结束  
 

676 年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大部分
地区  

  
 

 713 年     开元盛世开始  
 741 年     开元盛世结束  
 755 年     安史之乱开始  
 763 年     安史之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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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世纪中期   阿拉伯国家成为大帝国 骨力裴罗统一回纥  
 780 年     实行两税法  
 9 世纪中早期    英吉利王国形成    
 

843 年 
 

 
查理帝国分裂，法兰西、
德意志、意大利三国雏形
产生  

  
 

 875 年-884
年 

 
   唐末农民战争 

 

 902 年     十国开始  
 

907 年 
 

   
后梁建立 唐亡 五代开始  辽建
国 国号契丹 

 

 916 年     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政权  
 9 世纪中期   封建制度在西欧确立    
 960 年     五代结束     北宋建立  
 962 年   神圣罗马帝国建立     
 979 年     北宋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1005 年     宋 辽澶渊之盟  
 1038 年     元昊建立西夏  
 11 世纪中期     毕晟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 年     王安石变法  
 1115 年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  
 1120 年

-1121 年 
 

   方腊起义 
 

 1125 年      金灭辽  
 1127 年     金灭北宋 南宋开始  
 1140 年     宋 金郾城大战  
 1179 年

-1202 年 
 

   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 
 

 1192 年   日本进入幕府统治时期    
 

1206 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铁木
真建元 

 

 1227 年     蒙古灭西夏  
 1234 年     金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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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1 年     忽必烈定国号元  
 1279 年     元灭南宋  
 1351 年     刘福通等领导红巾军大起义  
 1368 年     明朝建立 盟军攻占大都 元亡  
 1399 年     “靖难”军占领南京 朱棣夺位   
 

14 世纪 
 

 
马里王国全盛时期，意大
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明初     开始修建明长城  
 1405 年

-1433 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 
 

 1421 年      明成祖迁都北京  
 14--16 世纪   欧洲文艺复兴运动    
 1337 年   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1453 年 
 

 
拜占廷帝国灭亡  英法百
年战争结束 

  
 

 1487--1488
年 

 
 迪亚士远航非洲南部沿海   

 

 1492 年   哥伦布到达美洲    
 1497--1498

年 
 

 达•伽马远航印度   
 

 
15 世纪晚期 

 
 

英法中央集权国家形成，
圈地运动开始 

  
 

 1517 年    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     
 1519—1522   麦哲伦船队作环球航行    
 

16 世纪 
 

 
葡萄牙和西班牙殖民者在
亚、美强占殖民地  

  
 

 16 世纪中期      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1566－1581

年 
 

  尼德兰革命    
 

 
1588 年 

 
 

 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
敌舰队”   

  
 

 1592-1598
年 

 
 

朝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
卫国战争 

  
 

 1616 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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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 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1629 年     李自成起义  
 1636 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0 年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644 年      清军入关   
 1662 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 年     三藩叛乱开始  
 1684 年     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5-1686

年 
 

   雅克萨自卫反击战 
 

 
1688 年 

 
 

英国政变，资产阶级和新
贵族的统治确立   光荣
革命 

  
 

 1689 年   英国议会通过《权利法案》 中俄签定“尼布楚条约”  
 1727 年     清朝设置驻藏大臣  
 

18 世纪中期  
 

 
英国打败法国，成为最强
大的殖民国家 

维吾尔贵族大和卓 小和卓发动叛
乱 

 

 
18 世纪 

 
 

罪恶的奴隶贸易达到最猖
獗的地步 

  
 

 18 世纪 60 年
代 

 
  英国工业革命开始    

 

 1773-1775    俄国普加乔夫起义    
 1775-1783    北美独立战争    
 1776 年 7 月 4

日 
 

 
北美大陆会议发表“独立
宣言”，美国成立 

  
 

 
1785 年 

 
 

詹姆士。瓦特改良蒸汽机
作为纺纱机的动力 

  
 

 1789 年 7 月
14 日 

 
 

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 

  
 

 
1792 年 8 月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法国君
主政体 

  
 

 
1792 年 9 月 

 
 

国民公会宣布成立法兰西
共和国—法兰西第一共和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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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3 年 5 月
-6 月 

 
 

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吉伦特
派政权 

  
 

 1793 年 6 月
-1794 年 7 月 

 
 法国雅各宾派专政   

 

 
1794 年 7 月 

 
 

法国热月反革命政变，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结束 

  
 

 1799 年 11 月
9 日 

 
 拿破仑发动热月政变   

 

 1804 年元旦   海地宣布独立    
 

1804 年 
 

 
拿破仑称帝，法兰西第一
帝国开始 

  
 

 
十九世纪早期 

 
 

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宣
传空想社会主义 

  
 

 
1807 年 

 
 

富尔敦制造第一艘汽船试
航 

  
 

 
1810-1826 

 
 

拉丁美洲反对西班牙殖民
统治的独立运动 

  
 

 1818 年 5 月 5
日 

 
 卡尔.马克思出生   

 

 1820 年 11 月
28 日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出生   

 

 
1825 年 

 
 

史蒂芬孙制造的第一台蒸
汽机车试行 

  
 

 1831 和 1834
年 

 
 法国里昂工人起义   

 

 1836-1848
年 

 
 英国宪章运动    

 

 1839 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 年

-1842 年 
 

   鸦片战争 
 

 1842 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844 年   法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1847-1852

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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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世纪
40-50 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48-1849
年 

 
 欧洲革命   

 

 1848 年 2 月    法国二次革命     
 1848 年 6 月   法国巴黎工人六月起义    
 1851 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3-1856

年 
 

 俄英法克里米亚战争   
 

 1856 年
-1860 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1859
年 

 
 印度民族起义   

 

 1858 年     《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860 年     《北京条约》的签订   
 1864 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9 世纪

60-70 年代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9 世纪 60 到
90 年代 

 
   洋务运动 

 

 1861 年   俄国农奴制改革    
 1861-1865

年 
 

 美国内战   
 

 十九世纪
60-80 年代 

 
 

沙俄侵占我国西北地区 40
万平方公里 

  
 

 1864 年 9 月
28 日 

 
  第一国际成立   

 

 
1866 年 

 
 

第一国际日内瓦大会，反
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 

  
 

 1867 年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    
 1868 年    日本明治维新开始    
 

1869 年 
 

 
第一国际巴塞儿大会，反
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开始 

  
 

 1870-1871   普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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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871 年 3 月

18 日-5 月 28
日 

 
 巴黎公社   

 

 1876 年   第一国际宣布解散    
 1881-1899   苏丹马赫迪反英大起义    
 1882 年   德、奥、意三国同盟形成    
 1883 年

-1885 年 
 

   中法战争 
 

 1883 年 3 月
14 日 

 
 马克思逝世   

 

 1886 年 5 月 1
日 

 
 

美国工人举行争取 11 小
时工作日的总罢工 

  
 

 1889 年    第二国际建立    
 1892 年   俄法签定军事协定     
 1894 年

-1895 年 
 

   甲午中日战争 
 

 1894 年   朝鲜甲午农民战争    
 1895-1896

年 
 

 埃塞俄比亚抗意卫国战争   
 

 1895 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898 年     戊戌变法  
 

1900 年 
 

   
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
国  

 

 1901 年     《辛丑条约》签订  
 

1903 年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
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形
成  

  
 

 
1905 年 

 
 

 俄国爆发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05-1908
年 

 
  印度民主解放运动高涨   

 

 1907 年   英法俄协约最后形成    
 1910-1917   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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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911 年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1912 年     中华民国建立  
 1913 年     二次革命  
 1914-1918

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5 年     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 年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7 年 11 月

7 日（俄历 10
月 25） 

 
 十月革命胜利   

 

 1918-1920
年 

 
 

苏俄粉碎外国武装干涉和
国内反革命叛乱 

  
 

 1918 年 11 月   德国 11 月革命爆发     
 1918-1922

年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1919 年 1 月   德国柏林起义    
 1919-1922

年 
 

 
 土耳其基马尔资产阶级
革命  

  
 

 1919 年 3 月 1
日 

 
 朝鲜“三。一”人民起义   

 

 1919 年 3 月    埃及人民武装起义     
 1919 年 3 月

-8 月 
 

 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   
 

 1919 年 3 月   共产国际成立    
 1919 年 1 月

-6 月 
 

 巴黎和会 五四运动爆发 
 

 
1921 年 

 
 

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
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 

  
 

 1921 年 7 月 1
日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 年 11 月
-1922 年 2 月 

 
 

 帝国主义争夺远东和太
平洋地区的华盛顿会议 

  
 

 1922 年 10 月   意大利墨索里尼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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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 年 12 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成立 

  
 

 1923 年   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 年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 年 10 月    洛加诺会议    
 1927 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 年     井冈山会师  
 1929 年

-1933 年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1931 年 9 月
18 日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东北地区 

 

 1932 年 4 月   朝鲜抗日游击队诞生    
 1933 年 1 月   德国希特勒上台    
 

1933 年 3 月 
 

 
罗斯福就任总统，实行“新
政” 

  
 

 1934 年     红军长征开始  
 1935 年 10 月

-1936 年 5 月 
 

 
埃塞俄比亚反意大利侵略
的民族解放战争 

  
 

 1936 年     西安事变  
 1936 年 7 月

-1939 年 3 月  
 

 
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革
命战争 

  
 

 
1937 年 

 
   

中国全面抗日  卢沟桥事变，日军
南京大屠杀 

 

 
1938 年 9 月 

 
 

英法德意宰割捷克斯洛伐
克的慕尼黑会议 

  
 

 1939 年 9 月 3
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1940 年   法国投降 百团大战  
 

1940 年 9 月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
定  

  
 

 1941 年     皖南事变  
 1941 年 6 月

22 日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   
 

 1942 年 7 月   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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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 2 月  
 1943 年 12 月

1 日 
 

  中美英发表“开罗宣言”   
 

 1943 年 11 月
-12 月  

 
 苏英美德黑兰会议   

 

 苏英美德黑兰
会议 

 
 

诺曼底登陆，欧洲第二战
场开辟  

  
 

 1945 年 2 月   苏英美雅尔塔会议    
 1945 年 5 月 8

日 
 

 德国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1945 年 7 月
-8 日 

 
 苏美英举行波茨坦会议    

 

 1945 年 9 月 2
日 

 
 日本签定无条件投降书    

 

 20 世纪四五
十年代 

 
 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   

 

 1945.1   联合国建立    
 

1947 
 

 
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    
印巴分治，印度，巴基斯
坦独立 

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的爱国运动 

 

 
1948 

 
 

以色列建立，第一次中东
战争爆发    美国开始实
施马歇尔计划 

  
 

 1949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    
 194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1950－1953   美国侵略朝鲜战争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 年     西藏和平解放  
 20 世纪 50 年

代初－70 年
代初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
黄金时期  

  
 

 1953 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 
 

 
《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的日内瓦协议》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55   亚非国家召开的万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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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条约组织成立 
 

1956 
 

 
波兰波兹南事件，匈牙利
事件  第二次中东战争
（苏伊士运河战争） 

三大改造完成 
 

 1959   古巴革命取得胜利    
 

1960 
 

 
非洲有 17 个国家独立，这
一年被成为“非洲独立年”  

  
 

 20 世纪 60 年
代初 

 
 不结盟运动形成   

 

 1966 年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 

 

 20 世纪 60 年
代初－1973 

 
 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   

 

 20 世纪 60 年
代中期 

 
 七十七国集团产生   

 

 20 世纪六七
十年代 

 
 

亚洲出现经济发展迅速的
国家和地区 

 
 

 1967   欧洲共同体成立    
 

1968 
 

 
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
克  

  
 

 
1971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
复  

 

 
1972.2 

 
   

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上海公报发
表 

 

 
1973 

 
 

美国在《关于在越南结束
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
上签字  

  
 

    第四次中东战争   
 1978     改革开放  
 1979     中美建交  
 20 世纪 80 年

代末 
 

 东欧剧变   
 

 1989     六四学潮  
 1991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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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北美自由贸易区形成 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1993   欧洲联盟建立    
 1994   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建立    
 1995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1997 
 

 
香港回顾中国 亚洲金融
危机  

 
 

 1999     澳门回归  
 2001    欧元正式流通  9/11 事件   
 2002 年    阿富汗战争   
 2003   非典 伊拉克战争   
 2004-2005   禽流感   
27: 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拉生亚伯兰，拿鹤，哈兰。哈兰生罗得。 
 28: 哈兰死在他的本地迦勒底的吾珥，在他父亲他拉之先。 
 29: 亚伯兰，拿鹤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拿鹤的妻子名叫密迦，是哈兰的女儿。哈兰是密迦和亦迦的父亲。 
 30: 撒莱不生育，没有孩子。 
 31: 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得，并他儿妇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迦勒底的吾珥，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
在那里。 
 32: 他拉共活了二百零五岁，就死在哈兰。 
 
 
539 波斯王居魯士推翻巴比倫帝國 
六十八年 
607 猶大地開始經歷七十年的荒涼 
1513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 
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和迦南住了四百三十年（出埃及記 12：40，41） 
1943 亞伯拉罕的約開始生效 
二百零五年 
2148 他拉出生 
二百二十二年 
2370 洪水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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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 波斯王居魯士推翻巴比倫帝國 
六十八年 
607 猶大地開始經歷七十年的荒涼 
1513 以色列人從埃及出來 
四百三十年 以色列人在埃及和迦南住了四百三十年（出埃及記 12：40，41） 
1943 亞伯拉罕的約開始生效 
二百零五年 
2148 他拉出生 
二百二十二年 
2370 洪水降下 

亚伯拉罕的诞生 1949 年 公元前 2001 年 75 创世记 12：4 

亚伯拉罕离开哈兰 2024 公元前 1926 年 11 创世记 16:16 

以实马利诞生 2035 公元前 1915 年 14 创世记 21：5 

以撒诞生 2049 公元前 1901 年 60 创世记 25:26 

雅各的诞生 2109 公元前 1841 年 91 创世纪 47：9 

约瑟的诞生 2200 公元前 1750 年 39 创世纪 41:46，53，45：6 

雅各进入埃及 2239 公元前 1711 年 17 创世记 47:28 

雅各之死 2256 公元前 1694 年 54 Genesis 49:33 

约瑟死了 2310 公元前 1640 年 64 创世记 50:22，26 

摩西诞生 2374 公元前 1576 年 80 出埃及记 7：7 

出埃及 2454 公元前 1496 年 40 出埃及记 16:35 

过约旦河 2494 公元前 1456 年 五 约书亚记 14：7,24：29 

分割土地 2499 公元前 1451 年 25 约书亚记 14：7-10 

士师开始领导以色列 2524 公元前 1426 年 326 约书亚记 24:29 

扫罗（第一位国王）开始统治 2850 公元前 1100 年 40 使徒行传 13:21 

https://wol.jw.org/cmn-Hant/wol/bc/r24/lp-ch/2003361/25/0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Abraham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Slavery
http://www.matthewmcgee.org/ottimlin.html#Jud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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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开始统治 2890 公元前 1060 年 40 撒母耳记下 5：4 

所罗门开始统治 2930 公元前 1020 年 4 列王记上 6：1 

所罗门开始建造圣殿 2934 公元前 1016 年 36 列王纪上 11:42 

罗波安开始统治 2970 公元前 980 年 17 列王纪上 14:21 

阿比雅开始统治 2987 公元前 963 年 3 列王记上 15：2 

阿萨开始统治 2990 公元前 960 年 41 列王记上 15：9-10 

约沙法开始统治 3031 公元前 919 年 25 列王纪上 22:42 

约兰开始统治 3056 公元前 894 年 8 列王记上 8:17 

亚哈谢开始统治 3064 公元前 886 年 1 列王纪下 8:26 

亚他利雅开始统治 3065 公元前 885 年 6 列王纪下 11：3 

约阿施开始统治 3071 公元前 879 年 40 列王纪下 12：1 

亚玛谢开始统治 3111 公元前 839 年 29 列王纪下 14：2 

亚撒利雅开始统治 3140 公元前 810 年 52 列王纪下 15：2 

约坦开始统治 3192 公元前 758 年 16 列王纪下 15:33 

亚哈斯开始统治 3208 公元前 742 年 16 列王纪下 16：2 

希西家开始统治 3224 公元前 726 年 29 列王纪下 18：2 

玛拿西开始统治 3253 公元前 697 年 55 列王纪下 21：1 

阿蒙开始统治 3308 公元前 642 年 2 列王纪下 21:19 

约西亚登基 3310 公元前 640 年 31 列王纪下 22：1 

约哈斯开始执政（3 个月） 3341 公元前 609 年 0 列王纪下 23:31 

杰霍金开始统治 3341 公元前 609 年 3 列王纪下 23:36 

巴比伦围攻以色列 3344 公元前 606 年 18 但以理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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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圣殿被毁 3362 公元前 588 年 52 
耶利米书 52：12-13,25：1 但以理
书 2：1 

居鲁士命令重建圣殿 3414 公元前 536 年 91 历代志下 36:21，23 

亚达薛西决定重建耶路撒冷 3505 公元前 445 年 439 尼希米记 2：1 

耶稣基督的诞生 3946 公元前 4 年 34 马太福音 2：1，15 

基督的职事开始 3978 公元 29 年 3 路加福音 3：1 

基督被钉十字架时年 37 岁 3982 公元 33 年 五 路加福音 23：32-49 

使徒保罗的召唤 3986 公元 37 年 33 使徒行传 9：1-16 

破坏第二座圣殿和耶路撒冷城 4019 公元 70 年 --- 路加福音 21：5-6 

公元 29 年 犹太地 施洗约翰 34 岁开始传道 3：1-12 1：2-8 3：1-20 1：15-30，35 

  约旦地 耶稣 33 岁在约旦河受洗 3：13-17 1：9-11 3：21-23 1：31-34 

  犹太旷野 耶稣受试探 4：1-11 1：12-13 4：1-13   

  约旦河东 耶稣初选门徒       1：35-51 

  迦拿 耶稣第一个神迹       2：1-12 

公元 30 年 耶路撒冷 耶稣首次洁净圣殿       2：13-25 

  耶路撒冷 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道       3：1-21 

  犹太地 
耶稣与施洗约翰为人施洗，
约翰为主作见证 

      3：22-36 

    耶稣往加利利去 4：12 1：14 上 4：14 上 4：43-54 

  撒玛利亚 耶稣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       4：4-42 

  加利利 
耶稣抵加利利，医治大臣之
子 

4：13-17 
1：14 下
-15 

4：14 下-15 4：43-54 

  迦百农 耶稣召四门徒 4：18-22 1：16-20 5：1-11   

  迦百农 耶稣医病，赶鬼，传道 8：14-17 1：21-34 4：31-41   

  加利利 耶稣周游传道，洁净大麻风 4：23-25 1：35-45 
4：42--5：
16 

  

  迦百农 耶稣医治瘫子 9：1-8 2：1-12 5：17-26   

  迦百农 耶稣呼召马太 9：9-13 2：13-17 5：2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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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百农 耶稣论禁食之理 9：14-17 2：18-22 5：33-39   

公元 31 年 耶路撒冷 
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了三十八
年患病的人 

      5：1-47 

  迦百农 耶稣论安息日 12：1-14 
2：23--3：
6 

6：1-11   

  加利利 耶稣医治众人 12：15-21 3：7-12 
（6：
17-19） 

  

  迦百农 耶稣设立 12 门徒 
（10：
1-4） 

3：13-19 6：12-16   

  近迦百农 耶稣登山宝训 
5：1--7：
29 

  6：17-49   

  迦百农 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 8：5-13   7：1-10   

  拿因 耶稣使寡妇之子复活     7：11-17   

  加利利 耶稣论施洗约翰 11：2-30   7：18-35   

  加利利 有罪的女人用香膏抹主     7：36-50   

  加利利 耶稣二次周游加利利         

  迦百农 耶稣与法利赛人对辩 12：22-45 3：20-30 
（11：
14-32） 

  

  迦百农 耶稣论信者皆亲属 12：46-50 3：31-35 8：19-21   

  
加利利海
岸 

耶稣论天国的比喻 13：1-52 4：1-34 
8：4-18，
13：18-21 

  

  加利利 耶稣论跟从之道 8：18-22       

  加利利海 耶稣平静风浪 8：23-27 4：35-41 8：22-25   

  格拉森 耶稣赶鬼 8：28-34 5：1-20 8：26-39   

  迦百农 
耶稣使睚鲁女儿复活及医治
患血漏女人 

9：1，
18-26 

5：21-43 8：40-56   

  迦百农 耶稣医瞎子，哑巴 9：27-34       

公元 32 年 拿撒勒 耶稣被家乡弃绝 13：53-58 6：1-6 4：16-30   

  加利利 耶稣差遣 12 门徒去传道 
9：
35--11：1 

6：7-13，
30-31 

9：1-6，10   

  比利亚 施洗约翰被杀 14：1-12 6：14-29 9：7-9   

  加利利海 耶稣喂饱五千人 14：13-21 6：32-44 9：11-17 6：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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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加利利 耶稣履海及医治众人 14：22-36 6：45-56   6：16-21 

  迦百农 耶稣论生命之粮       6：22-71 

  迦百农 耶稣论洁净之理 15：1-20 7：1-23     

  腓尼基 耶稣称赞迦南妇人之信心 15：21-28 7：24-30     

  低加波利 
耶稣显各样神迹及喂饱四千
人 

15：29-38 
7：31--8：
9 

    

  大玛努他 
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耶稣教
导门徒防备错误的教训 

16：1-12 8：10-21     

  伯赛大 耶稣使盲者得见   8：22-26     

  腓立比 
彼得认耶稣为基督。耶稣论
己将遇害，复活及门徒跟从
的代价 

16：13-28 
8：27--9：
1 

9：18-27   

  加利利 耶稣登山变象 17：1-13 9：2-13 9：28-36   

  加利利 耶稣赶出癫痫病童身上的鬼 17：14-21 9：14-29 9：37-43   

  加利利 耶稣再言他的遇害及复活 17：22-23 9：30-32 9：44-45   

  迦百农 耶稣从鱼口中取银付税 17：24-27        

  迦百农 耶稣讲天国的教训 18：1-35 9：33-50 9：46-50 7：1-9 

  撒玛利亚 耶稣启程赴耶路撒冷 19：1-2 10：1 9：51-62 7：10 

  耶路撒冷 
耶稣抵京守节，与犹太人辩
论 

      7：11-52 

  耶路撒冷 文士拿淫妇来质难耶稣       8：1-11 

  耶路撒冷 
耶稣的自称引起犹太人的愤
怒 

      8：12-59 

  耶路撒冷 耶稣医治生来瞎眼的       9：1-41 

  耶路撒冷 
耶稣自称为好牧人及神的儿
子 

      10：1-21 

  撒玛利亚 耶稣差七十人出去传道     10：1-24   

  撒玛利亚 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10：25-37   

  伯大尼 耶稣到马大，马利亚家     10：38-42   

  撒玛利亚 耶稣教人祷告     11：1-13   

  撒玛利亚 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辩     11：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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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玛利亚 耶稣警戒门徒当防之事     12：1-59   

  撒玛利亚 
耶稣讲无花果树，芥菜种，
面酵的比喻及医治驼背女人 

    13：1-21   

  耶路撒冷 耶稣自称于父原为一       10：22-39 

  比利亚 耶稣退至约旦河外       10：22-39 

公元 33 年 比利亚 
耶稣论讲窄门及为耶路撒冷
叹息 

    13：22-35   

  比利亚 
耶稣赴法利赛首领的筵席并
行神迹和教训 

    14：1-24   

  比利亚 耶稣论跟从者付的代价     14：25-35   

  比利亚 耶稣论罪人悔改的比喻     15：1-32   

  比利亚 耶稣多方的教导     
16：1--17：
10 

  

  伯大尼 耶稣使拉撒路复活       11：1-46 

  耶路撒冷 公会商议谋害耶稣       11：47-54 

  
撒玛利亚
边境 

耶稣医治十个麻风病人     17：11-19   

  比利亚 耶稣论人子降临的日子     
17：
20--18：8 

  

  比利亚 耶稣论两等祈祷     18：9-14   

  比利亚 耶稣论休妻，小孩，财主 19：3-30 10：2-31 （16：18）   

  比利亚 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 20：1-16       

  比利亚 耶稣第三次预言受死 20：17-19 
10：
32-34 

18：31-34   

  比利亚 耶稣论为首当为仆 20：20-28 
10：
35-45 

    

  耶利哥 耶稣使瞎子得见 20：29-34 
10：
46-52 

18：35-43   

  耶利哥 耶稣到税吏撒该家坐席     19：1-10   

  耶利哥 耶稣讲交银与十仆的比喻     19：11-27   

公元 33 年
春 

耶路撒冷 
祭司长，法利赛人欲捉拿耶
稣 

      11：5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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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大尼 马利亚用香膏抹主 26：6-13 14：3-9   12：1-8 

  伯大尼 祭司长商议杀拉撒路       12：9-11 

公元 33 年
3 月 26 日
礼拜日 

耶路撒冷 耶稣骑毛驴进入耶路撒冷 21：1-11 11：1-11 19：28-44 12：12-19 

公元 33 年
3 月 27 日
礼拜一 

橄榄山 耶稣诅咒无花果树 21：18-19 
11：
12-14 

    

  耶路撒冷 耶稣第二次洁净圣殿 21：12-17 
11：
15-19 

19：45-48   

公元 33 年
3 月 28 日
礼拜二 

橄榄山 耶稣论信心祷告的果效 21：20-22 
11：
20-26 

    

  耶路撒冷 耶稣与宗教领袖辩论 
21：
23--22：
46 

11：
27--12：
37 

20：1-44   

  耶路撒冷 耶稣责备各种伪善 23：1-39 
12：
38-40 

20：45-47   

  耶路撒冷 耶稣称赞寡妇的奉献   
12：
41-44 

21：1-4   

  耶路撒冷 
希利尼人欲见耶稣，耶稣向
百姓末了的讲论 

      12：20-50 

  橄榄山 耶稣预言将来的事 
24：
1--25：46 

13：1-37 21：5-38   

  耶路撒冷 犹大计划买主 
26：1-15，
14-16 

14：1-2，
10-11 

22：1-6   

公元 33 年
4 月 2 日礼
拜四 

耶路撒冷 耶稣与门徒吃逾越节筵席 26：17-29 
14：
12-25 

22：7-30 13：1-30 

  耶路撒冷 耶稣临别的嘱咐与祷告       
13：31-35，
14：1--17：
26 

  耶路撒冷 耶稣预言彼得不认主 26：31-35 14： 22：31-38 13；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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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1 

  橄榄山 耶稣与门徒在客西马尼园 26；36-46 
14：
32-42 

22：39-46 18：1 

  橄榄山 耶稣被卖与被拿 26：47-56 
14：
43-52 

22：47-53 18：2-11 

公元 33 年
4 月 3 日礼
拜五 

耶路撒冷 耶稣在长官面前受审 26：57-68 
14：
53-65 

22：54-65 
18：12-14，
19-24 

  耶路撒冷 彼得否认主 26：69-75 
14：
66-72 

22：54-62 
18：15-18，
25-27 

  耶路撒冷 
耶稣被解往巡抚彼拉多处受
审 

27：1-2，
11-31 

15：1-20 23：1-25 
18：28--19：
16 

  各各他 耶稣被钉的情形 27：32-56 
15：
21-41 

23：26-49 19：17-37 

  
耶路撒冷
城外 

耶稣被埋的情形 27：57-66 
15：
42-47 

23：50-56 19：38-42 

公元 33 年
4 月 5 日礼
拜日 

耶路撒冷 耶稣复活的情形 28：1-10 16：1-11 24：1-12 20：1-18 

  耶路撒冷 公会贿赂兵丁说谎 28：11-15       

  耶路撒冷 耶稣向门徒显现   
16：
12-13 

24：13-43 20：19-25 

下礼拜日   再向门徒显现   16：14   20：26-29 

  
提比哩亚
海 

耶稣为门徒备食       21：1-24 

  加利利 耶稣在山上显现 28：16-20 
16：
15-18 

    

  橄榄山 耶稣升天   
16：
19-20 

24：44-53   

  结语         
20：30-31，
21：24-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