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年 圣经中重要事件 中国历史 世界历史

最初。。。 上帝创造天地   

最初。。。 创作，休息 (7 天)   

公元前 4223 年

亚当(Adam) () (公元前 4223 年 - 公元前 3293 年 - 930

岁)

夏娃 (Eva)

 
约前 4000 年：古埃及出现以太阳和月亮为规律的日

历。

公元前 4093 年

該隱 ( Cain )

亚伯 ( Abel )

塞特 ( Seth ) (公元前 4093 年 - 公元前 3181 年)

 
埃及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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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3760 年 古代犹太人日历的首年  前 3372 年：古代南美玛雅年表中最早的日期。

公元前 3200 年  神农氏(约公元前 3000 年)
前 3500 年－前 3100 年：古代两河流域乌鲁克时期

创造了楔形文字, 古埃及国家（诺姆）形成

公元前 3167 年 诺亚 ( Noah ) (公元前 3167 年 - 公元前 2217 年)  
前 310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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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2567 年 洪水 (公元前 2567 年 - 公元前 2370 年)   

公元前 2686 年－前 2181

年
 

埃及第一王朝 (约公元前 2890—公元前 2686)

埃及古王国时期。大规模兴建金字塔。

公元前 2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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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前 2300 年－前 1750 年：古印度哈拉帕文化时期

公元前 2277 年  舜 (约公元前 2277 年 - 公元前 2178 年)  

公元前 2257 年  禹(约公元前 2257 年 - 公元前 2165 年)  

公元前 2215 年
亚伯拉罕 ( Abraham) ( ) (公元前 2215 年 - 公元前 2040

年)
  

公元前 2115 年
以撒 ( Isaac) () (公元前 2115 年 - 公元前 1935 年)

以实玛利 (Ishm) (ael) (公元前 2129 年)

约公元前 2029 年：禹建立夏朝

夏朝开始
前 2181 年－前 2040 年：古埃及第一中间期。

公元前 2055 年 以扫 (Esau) () (公元前 2015 年 - 公元前 2055 年) 约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中国二里头文 前 2017 年－前 1595 年：古代两河流域古巴比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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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 (Jac) (ob/Israel) (公元前 2055 年-公元前 1908 年)

雅各全家七十人都下到埃及(公元前 1925 年),
化存在

公元前 1964 年 约瑟 (Joseph) ( 公元前 1964 年 - 公元前 1854 年 )  
前 1900 年－前 1600 年:

古希腊出现线形文字，青铜器广泛使用。

公元前 1934 年 约瑟被卖做奴隶  
古巴比伦王国 公元前 1842 — 公元前 1797

前 18 世纪：古巴比伦出农人历书>

公元前 1613 年 约伯受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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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1600 年  商朝开始  

公元前 1575 年 摩西 ( Moses ) (公元前 1575 年 - 公元前 1455 年)  前 1567 年－前 1085 年：古埃及新王国时期。

公元前 1513 年 以色列人出埃及   

公元前 1495 年 上帝给以色列的十诫   

公元前 1473 年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 约前 14 世纪:殷商时代产生甲骨文  

公元前 1467 年 占领迦南的大部分土地 约前 13 世纪:中国商代青铜器时代  

公元前 1117 年 扫罗受膏立做王   

公元前 1070 年 上帝向大卫应许，王国会万世坚立   

公元前 1046 年  周朝开始 荷马时代 (约公元前 1024—公元前 1004)

公元前 9 世纪   前 9 世纪末：古希腊斯巴达城邦国家形成

公元前 1037 年 所罗门开始做王  前 1000 年－前 600 年：古印度后吠陀时期

公元前 1027 年 耶路撒冷的圣殿落成   

公元前 1020 年 所罗门写成雅歌约   

公元前 997 年 以色列国分裂为南北两国   

公元前 754 年  
前 771 年：西周亡，开始春秋时期

前 722 年：《春秋》记事始于本年。

希腊奥林匹亚体育竞技会开始举行

(约公元前 754—约公元前 509) 罗马建城, 进入古罗马王

政时代

公元前 717 年 箴言编撰完成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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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626 年   新巴比伦王国建立

公元前 605 年 巴比伦第一次掳掠, 但以理同他的伙伴被掳  前 621 年：古雅典颁布《德拉古法典》。

公元前 600 年  老子(约公元前 571 年-471 年)  

公元前 599 年 巴比伦第次二掳掠   

公元前 598 年 巴比伦第三次掳掠, 掳走以西结和以斯帖的父亲   

公元前 588 年 巴比伦第四次掳掠   

公元前 587 年 巴比伦对犹大最后的攻击，犹大国灭亡。  
毕达哥拉斯 （约前 580 年－前 500 年）

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

公元前 564 年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 (公元前 564－前 484)

公元前 551 年  
孔子（公元前 551 年－前 479 年) 创立儒家

学派

公元前 539 年 巴比伦被居鲁士攻陷   

公元前 537 年 被掳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波斯征服埃及 (公元前 525－公元前 404)

公元前 509 年   

罗马共和国开始

印度摩揭陀国王阿闍 (公元前 490)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前 469 年－前 399 年)

公元前 449 年 耶路撒冷的城墙开始重建，６９个七年的时间开始 战国时期 (公元前 475)

古罗马《十二铜表法》公布 (公元前 449)

希腊与波斯缔结《卡里阿斯和约》

希波战争结束 444 一 429

公元前 443 年之后 玛拉基先知写成玛拉基书 墨子 (约前 476 年－前 390 年)  

公元前 4-3 世纪  

孟子（公元前 372 年－公元前 289 年）

庄子（约公元前 369－公元前 286 年）

屈原 (公元前 340 年－公元前 278 年 )

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建立，地跨欧、亚、非三洲

斯巴达基那敦起义 (约公元前 395－387)

印度摩揭陀国难陀王朝统一恒河流域

公元前 287 年  
阿基米德 (公元前 287 年—公元前 212 年)

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发明家、

公元前 221 年  秦朝开始 (前 221 年－前 207 年) 安息王国 (公元前 247－公元前 183)

公元前 206 年  汉朝开始 (前 202 年－220 年) 印度巽加王朝 (公元前 171 一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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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145 年  司马迁（前 145 年-前 90 年）著《史记》

公元前 115 年  张骞使西域还; 丝绸之路始畅通。 约前 57 年：朝鲜古国新罗建立

公元前 45 年   
罗马恺撒大帝建立军事独裁统治

约前 37 年：朝鲜古国高句丽建国。

公元前 27 年   
屋大维建立元首制，罗马进入帝国时期

前 18 年：朝鲜古国百济建国

公元前 2 年 耶稣出生   

公元 0 年    

公元 25 年  
9 年：中国西汉王莽即真天子位，国号新

25 年：中国刘秀即帝位，东汉始
日耳曼人击败罗马军队 (公元 14 一公元 68)

公元 29 年 耶稣受浸，他开始传讲上帝的王国   

公元 31 年 耶稣拣选 12 使徒，发表“登山宝训”   

公元 32 年 耶稣复活拉撒路   

公元 33 年尼散月十四日 耶稣被钉死（尼散月介于公历３月和４月之间）   

公元 33 年尼散月 16 日 耶稣复活   

公元 33 年西弯月六日
五旬节，圣灵倾注下来（西弯月介于公历５月和６月

之间）
  

公元 36 年 哥尼流成为基督徒   

公元 47－48 年 保罗第一次传道旅程约   

公元 49－52 年 保罗第二次传道旅程约   

公元 52 - 56 年 保罗第三次传道旅程约 50 年－100 年：刘徽著《九章算术》  

公元 60－61 年 保罗在罗马被囚时写信约   

公元 62 年前 耶稣同母异父的弟弟雅各写雅各书   

公元 66 年 犹太人反叛罗马  罗马城大火 (约公元 65 一约 75)

公元 70 年 耶路撒冷和圣殿被罗马人毁灭   

公元 96 年 约翰写启示录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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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00 年 最后一个使徒约翰去世约 105 年：中国蔡伦改进造纸术。  

1 世纪 基督教会兴起  中亚贵霜帝国出现

2 世纪   
166 年罗马安敦尼王朝派使臣到中国，

为欧洲和中国正式通好之始

3 世纪  
三国 (公元 220 年—公元 280 年)

西晋 (公元 265 年—公元 316 年)

日耳曼人南下，进入罗马境内

高卢掀起巴高达运动

日本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遣使至中国 (公元 241 一 272)

公元 307 年 公元 307 年, 圣才禄一世成为罗马主教。 公元 304 年,十六國時期開始。 301 年,聖馬利諾建國。

公元 313 年 颁布《米兰敕令》使基督教在罗马合法化 祖逖開始北伐。 313 年，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治下合法化

公元 370 年 匈人入侵在欧洲导致民族大迁徙。

公元 392 年 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

4 世纪 耶路撒冷犹太法典编 (公元 368)
北方十六国 (公元 304 年—公元 439 年)

东晋 (公元 317 年—公元 420)

4—10 世纪美洲码雅文明进入兴盛期

395 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

5 世纪  
南北朝 (公元 420 年—公元 581 年)

中国法显游印度 (公元 402)

451 年：匈奴王阿提拉席卷欧洲

476 年西罗马帝国灭亡

5 世纪末大和统一日本

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 (公元 434 一 453)

6 世纪  隋朝 (公元 581 年—公元 618 年)

6 世纪－12 世纪：墨西哥建成羽蛇神庙

6 世纪初期法兰克王国建立

穆罕穆德(Mu) (ham) (m) (ad，约 570～632) 创伊斯兰教。

公元 618 年  618 年：李渊称帝; 唐朝 ( (618 年-907 年) 日本圣德太子摄政 (公元 602)

公元 639 年 639 年：穆斯林攻入耶路撒冷 651 年：伊斯兰军攻入波斯，波斯萨珊王朝亡。

公元 660 年 660 年：唐朝连新罗灭百济。
661 年：穆罕默德女婿阿里遇刺而死，

伊斯兰教分裂为逊尼派和什叶派。

公元 690  武则天篡唐,改国为周。(690 年－705 年)  

公元 907  
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

(公元 907-96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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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960 988 年:基辅大公符拉基米尔一世受洗,基督教传入俄.
宋朝 (公元 960-1279)

1122 年：北辽建立;1125 年：金灭辽.

1096 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

1099 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建立耶路撒冷王国

公元 1044 年 北宋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6 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征服英国,开启诺曼王朝。

公元 1162  成吉思汗 公元 1162 - 1227 年 1147 年－1149 年：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惨败

公元 1187 年  1187 年：埃及的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

公元 1271 年  元朝 (1271 年-1368 年) 1204 年：东罗马君士坦丁堡被攻陷，十字军建拉丁帝国

公元 1368  
明朝 (公元 1368-1644 年)

1405 年－1433 年：郑和七次下西洋

14 世纪:文艺复兴于意大利佛罗伦斯

1337 年：英法百年战争开始。

1492 年：哥伦布初次航行到美洲

16 世纪
1536 年：喀尔文发表基督教原理。

1543 年：波兰神父哥白尼发表天体运行论
1592 年：明派军至朝鲜对抗日本

1588 年:英西海战,西班牙无敌舰队惨败.

1600 年：英国创立东印度公司

公元 1644  
1644 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

清朝 (公元 1644-1911 年)

1624 年:英人在北美建立第一个殖民地,维吉尼亚。

1672 年：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公元 1911  中华民国 (1911 - ~)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07.28 - 1918.11.11)

公元 1935 - 1945 纳粹对 600 万犹太人大屠杀 上海给予两万多犹太人庇护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09.01 - 1945.09.02)

公元 1948 年 以色列复国 (1948 ~)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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