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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美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 
 

高級組歷史教材 
 

第一部份：中國中世紀史教材─漢末至明朝 

  第一單元 - 中國的統一 

  第二單元 - 唐朝及宋朝的偉大成就（不列入比賽範圍） 

  第三單元 - 儒家思想與政治體系 

  第四單元 - 元朝 和 明朝（不列入比賽範圍） 

  第五單元 - 人物介紹 

第二部份：中國近代史教材─明末至今及美國華人移民史 

  第一單元 - 明朝後期與清朝 

  第二單元 - 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三單元 - 美國華人移民史 

  第四單元 - 明末至今中外歷史紀年表 

 
第一部份：中國中世紀史教材─漢末至明朝 

 

第一單元 - 中國的統一 

本節中您將學會 
 

本節綱要： 

1. 緊接著漢朝盛世之後，中國是一片戰亂及分裂的局面。 

2. 在隋，唐，宋三個朝代，中國再次統一。 

3. 佛教改變了中國的主流宗教。 
 

重要觀點：分裂的局面之後是隋、唐、宋三個朝代的統一。 
 

重要名詞及人物： 

分裂時期  p.166 

大運河  p.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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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后－武則天 p.168 

    假設您是一個在公元 264年的中國農人，雖然您的祖父經常提到古代中國是很團結的，但您所知道

的只有各國統治者之間的戰爭。這時候，有一個人路過您所在村莊，他提到在別的地方甚至有更多的衝

突。 

背景知識 

    中國的歷史大多是由不同朝代所統治的。例如中國的第一個朝代（夏朝）統治中國達幾個世紀之

久。當公元 220年漢朝瓦解之後，中國進入［分裂時期］。 

 

分裂時期 ──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當漢朝瓦解時，中國分裂成幾個小國，由不同的軍隊將領所統治管理。歷史學家通常稱漢朝瓦解以

後一直到隋朝統一中國的 360年期間為《分裂時期》，又稱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這段《分裂時

期》（The Period of Disunion）一直到公元 589年才結束。 

    公元 220年曹操的兒子曹丕建立魏國，公元 221年劉備建立蜀國，公元 222年孫權建立吳國，形成

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的都城分別在今天的洛陽、成都、南京。公元 280年司馬炎統一中國，建立晉

朝，定都洛陽，歷史上稱為西晉。可是到了公元 316年戰亂又起，西晉被北方遊牧民族的政權所滅，因

此晉朝王室在南方建立了東晉王朝，定都今天的南京。於是，中國北方的黃河流域為幾個遊牧民族所佔

據，先後建立了許多國家，歷史上統稱為北朝。而南方在東晉之後，又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

歷時 170 年，都城都在今天的南京，歷史上稱為南朝。直到公元 589年，隋文帝統一中國，才結束了

「分裂時期」。 

    在 360年的分裂時期，中國的北方和南方都形成了民族文化大融合。例如，北魏孝文帝規定遊牧民

族學習漢族的制度、語言、服飾，促進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而許多北方的漢人因為不願意生活在遊牧民

族所統治的區域，紛紛往南遷移。結果讓北方文化有機會與南方文化接觸、促進了大融合。此時期不同

族群與地區文化之間的融合，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改變面貌。發展出新的藝術與音樂，新的食物與衣

著風格變得廣為流行。這些新形式的中國文化散播到更遠的地區，讓更多人接納中國文化，變成中國

人。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許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文學家、書法

家、畫家。例如政治家、軍事家：曹操、諸葛亮，書法家王羲之，數學家祖沖之都是此一時期的歷史人

物。陳壽撰寫了歷史著作《三國志》，民間興起南北朝民歌，北朝民歌《木蘭辭》傳誦至今。此外民間

發展了石窟藝術和雕塑。 

 

自我測驗：[分裂時期]對中國文化有些什麼影響？ 

 

延伸學習： 

您對上述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名人認識多少？試舉一、兩樣他們他們有名的事跡或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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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唐朝，宋朝（The Sui，Tang，and Song ） 

    經過了幾世紀的政治紛亂，中國終於又重新統一起來。在接下來的 700年裡，雖然中國歷經不同的

朝代，但除了唐宋之間短暫的五十多年的分裂外，中國一直維持統一的局面。 

 

隋朝（The Sui Dynasty） 

    從北方來的新統治者『楊堅』，是終結中國長達幾個世紀分裂歷史的人。公元 589 年他征服了南

方，重新統一中國，並開創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度；正式制定出完整的科舉

制度以選拔優秀人才做為政府的官員。隋煬帝開鑿了貫穿中國南北的大運河，貢獻很大。隋朝沒有維持

很久，僅從公元 589 年到公元 618 年。 

 

唐朝（The Tang Dynasty） 

    公元 618年，隋朝的將領推翻隋朝，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唐朝』。歷史學家認為，唐朝是中國

古代文明的黃金時期。在唐朝所統治的 300年裡，唐朝將中國的領土擴張到亞洲的東邊，與部份中亞地

區。唐太宗是唐朝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他透過各種方式重新整合中國，例如，改革軍隊組織、建立法

制系統、土地重新劃分（農地均分計劃）。 

    公元 641年，文成公主和西藏的統治者結婚。文成公主篤信佛教且有才華，她帶了許多書籍、醫

藥、穀物、蔬菜種子到西藏，教人民養蠶、紡織、釀酒。文成公主在西藏生活了 40年，她影響了西藏

的文化並且拉近了西藏和中國的關係。文成公主一直受到藏族人民的愛戴，西藏拉薩的布達拉宮和大昭

寺都立有她的塑像。 

    唐太宗死後，傳位給唐高宗，唐高宗身體不好，皇后武則天成了幕後的實際執政者。唐高宗死後，

武則天繼續掌政，並且在公元 690 年改國號為『周』，正式當了皇帝。武則天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

帝，她是一位傑出的統治者和政治家。武則天晚年被迫退位，她的兒子繼位後回復了國號『唐』。之

後，唐朝又出現了另一位偉大的統治者唐玄宗，在他的統治之下，中國文化繁榮成長，同一時期出現很

多有名的詩人。 

    唐朝衰退以後，中國歷史進入另一個混亂分裂的時期，中國境內分裂成許多不同的小國家，它們彼

此之間戰爭不斷。這個時期被稱為『五代十國』，從公元 907 年到公元 960年，共維持 53年之久。 

 

地圖: 中國的王朝（公元 589年-1279年） 

        哪一個朝代的領域最大？ 

 

宋朝（The Song Dynasty） 

    公元 960年，中國再次呈現統一局面，由宋朝所統治。就像唐朝一樣，宋朝統治中國直到公元

1279年，前後長達 300年左右。宋朝和唐朝一樣，在各方面有很多偉大的進展及成就。 

 

自我測驗： 歷史紀年表 

中國何時是統一的局面？何時是分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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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紹： 武則天（公元 624 年-705年） 

    唐朝武則天皇后後來成為中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則天深通文史，機智明斷，她突破了門第觀

念，選拔人才不論出身高低，提倡科舉考試制度，朝中人才輩出。她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穩定的太平盛

世。她的政績是值得推崇的。 

 

佛教時代 

    正當中國歷史在經歷政權轉換，中國文化也在經歷一場改變。一種新的宗教信仰正快速地在廣闊的

中國領土裡散播開來。佛教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公元前 500年源起於印度，在漢朝時代佛教

第一次傳到中國來，但當時信仰佛教的人並不多。 

    在漢朝之後的分裂時期，紛亂的戰爭讓許多人轉向佛教，希望能從痛苦的戰爭生活中得到解脫，尋

求內心的和平，這使得佛教在中國蓬勃發展。當分裂時期結束時，佛教在中國已經擁有眾多的信徒，許

多有錢的人紛紛在中國各地捐錢獻地蓋佛寺，有些佛寺不僅有令人讚嘆的建築，也供奉著許多巨大的佛

像。 

    分裂時期結束，中國重新恢復統一，佛教也一直持續著影響著中國的文化。在隋朝和唐朝，佛教的

影響力持續在中國成長與擴張。中國的佛教甚至傳播到日本、韓國、及其他亞洲地區。 

 

    唐朝時候玄奘法師去印度取佛經，他路過了一百多個小國家，回來以後寫了《大唐西域記》，詳

細地記載了各國的風土民情、氣候、物產、政治歷史、語言宗教和他的所見所聞。是研究東亞和南亞

歷史的重要資料，現在被翻譯成多國文字。中國四大著名古典小說之一的《西遊記》，作者明朝人吳

承恩的故事靈感，就是來自於這段歷史。《西遊記》裡的西天就是指印度。 

 

    佛教對中國產生許多方面的影響，例如在藝術、文學、建築等方面。因為佛教對中國的巨大影響，

我們甚至可以稱，公元 400年到公元 845年之間的中國歷史為佛教的黃金時期（Age of Buddhism）。

由於佛教勢力日益膨脹，僧人越来越多且靠人民供養，形成了社會問題，於是唐武宗公開反對佛教，收

回佛寺的土地，摧毀佛寺，燒毀許多佛經，或把佛寺更改為非宗教性的學堂。 

    但佛教並沒有從中國的土地上消失，佛教仍然一直持續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佛教本身也有了新的

轉變。許多中國人嘗試結合佛教思想與中國其他的哲學思想，例如儒家與道家。這樣的嘗試產生了一種

新的思想系統。 

 

自我測驗：前因與後果 - 爲何佛教能夠在分裂時期蓬勃發展？ 

 

總結及預習： 

    這一節您明白了漢朝瓦解之後的分裂局面被新的王朝所統一。下一節您將了解這是如何發展而成

的。 



2016年全美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 – 高級組歷史教材 
 

Page 5  V4.0

 

地圖：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綫？ 

地圖註解 - 佛教在中國蓬勃發展的原因？ 

1. 佛教僧侶宣揚佛法 

2. 在分裂時期，人們由佛教中得到安慰。 

 

課後評估： 

 

復習本節綱要，專有名詞及人物介紹 

1.  a. 定義：何謂［分裂時期］ 

     b. 説明：中國文化在［分裂時期］有何重要變化？ 

2.   a. 識別：誰是［武則天］？她有何重要的政績？ 

    b. 檢視：［分裂時期］之後的統一局面對一般老百姓有何影響？ 

3.    a. 指出：佛教在中國的全盛時期是什麼時候？ 

 b. 解釋：在［分裂時期］人們爲何容易接受佛教？ 

 c. 引申：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4. 畫出歷史年代表。標出重要事件的年代。 

5. 這一節裏，我們認識了三個中國重要的朝代以及佛教在中國的重要性。 

  請做一個總結。 

 

第二單元  唐朝及宋朝的偉大成就（Tang and Song Achievement） 

本節中您將學會 

 

本節綱要： 

1. 新進的農業技術帶來了貿易及人口的快速成長。 

2. 唐宋時期，城市興起，貿易興盛。 

3. 唐宋時期在藝術及科技上有許多突破性的發展。 

 

重要觀點：唐宋時期在經濟，文化和科技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重要名詞： 

瓷器   p.173 

木版印刷  p.174 

火藥的發明  p.174 

指南針的發明 p.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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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假設您是一個公元 1270 年有錢的商人，您住在一個有一百萬人口的中國大城市裡，這個城

市充滿了各種令人興奮的驚奇。您會看到穿著色澤豔麗衣服的人走在華麗的建築物之間，您會被擺在商

店中的各種耀眼商品所吸引，您會聽到人們在街到上討論生意，聊天，或開玩笑。您會在街上聞到從各

種餐館裡傳出美食的味道。 

 

背景知識：唐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當時農業技術的改良是中國文明進步發展的基礎。 

 

農業的發展 

    中國是以農立國，在幾千年的歷史裡，中國人變得很懂得農業耕作。北方的農民種麥、粟、和其他

穀物，在潮濕溫暖的南方，農民種稻。由於灌溉技術的改良，中國的農業發展在宋朝達到另一個高峯。

例如，有些農民開鑿地下水井。再例如龍骨唧筒（Dragon backbone pump），當時這種新的灌概技術可

讓一個農人做好幾個人的工作份量。這個輕便移動式的唧筒讓農民可以很容易地將水舀起來，接著倒進

灌概水渠裡。諸如此類的新技術發明，讓農民可以創造出很有效的灌概系統，進而提高農田的生產力。

在宋朝，得到水力灌漑的農田大量增加，延著長江兩岸原本是一片荒野的土地，因為水利灌漑得以變成

良田。一種新發現的快熟稻米品種（fast-ripening rice），也讓農民的生產力大增。因為這個新品種

可以快速成長，農民過去一年只能種一季農作物，如今農民一年可以種兩季，甚至到三季農作物。 

    此外，中國農民也學會種植新的農作物，例如棉花，棉絮可以加工做成衣服或其他成品。在中國已

有數百年歷史的茶，也獲得很大的進展。農產品的豐收不但有助於政府的稅收，也促進商業交易的繁

榮。不論在都市或鄉村，農作物的豐收意味著大量的食物。此時的人口也因為食物供應充沛，有了長足

的進展，在唐朝中國人口大約有 6000萬，在宋朝時中國的人口已成長到約 10000萬，此時中國是世界

上最大的國家。 

 

自我評估：解析前因與影響 - 農業技術的改良進步如何影響人口的增長？ 

 

對今天的影響：中國大陸現有 13 億多的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 

 

城市與貿易  

 

重點閱讀：您覺得大運河和城市的發展有什麼關聯？ 

     

    唐、宋時期中國農作物的盛產繁榮了許多中國的城市與鄉鎮，當時中國的城市是擁擠和繁忙的地

方。住在城市裡的商人、政府官員、醫生、藝術家、娛樂事業從事者、宗教領袖等，讓城市生活變得更

豐富。 



2016年全美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 – 高級組歷史教材 
 

Page 7  V4.0

 

城市生活 

    『長安』是唐朝的首都，也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和貿易中心。當時的長安有 100萬人口，它是當時全

世界最大的城市。如同許多貿易城市一樣，長安擁有多元文化的族群居住在城裡：中國人、韓國人、波

斯人、阿拉伯人、歐洲人。長安也是當時的宗教信仰與哲學思想的中心，在長安城裡不僅有佛教和道

教，也有亞洲的基督徒。 

    宋朝時期，中國城市持續擴展，許多大城市擁有近百萬的人口，例如宋朝的首都開封；另外至少有

12個城市擁有接近 50萬的人口。 

 

貿易在中國和世界各地 

    貿易與城市相輔相成，中國貿易因為進步的農業得以迅速成長，中國變得更加富足。中國境內本身

的商業交易也十分盛行，商人們運用船舶來運送各種貨物。由許多不同水道所串連起來的『大運河』，

經過很多主要城市，是當時最重要的運輸水道，而農產品是運送交易的最大宗商品。大運河的建築始於

隋朝，到了唐朝時期再加以修建與拓展。由於有大運河的運送，中國鄉村地區的農作物才得以運到城市

裡。 

    中國和外國地區也有交易進行。在唐朝時期大多數的外國交易都是以陸路進行，交易往西可達印度

和東南亞地區，往東則到達韓國和日本。中國對外輸出的貨物有茶、米、香料、玉石等。其中最重要的

一項輸出品是絲綢，絲是當時最有價值的輸出品，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懂得絲的製造方法，所以當時中

國一直很保密，不願將製造方法外傳。中國甚至不願意讓外國學習它的製造方法。中國從國外進口的貨

品有不同的食物、植物、羊毛、玻璃、黃金、和銀。 

    到了宋朝時期，透過水路或海路來進行貿易交易變得更重要。中國打開對外貿易的太平洋港口，透

過海運，中國與全世界的貿易網絡接上軌道。 

    對內或對外的貿易，讓中國的經濟繁榮起來。在宋朝，商人的社會地位也變得比以前重要。隨著商

業的成長，交易的媒介也在改變。從唐朝的飛錢（匯票）到宋朝初期的交子，在宋朝中葉逐漸形成了人

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紙鈔金融系統（first system of paper money）。 

 

圖片： 

中國的大運河是世界上最長的運河。它主要的功能在於將米及糧食由南方運到各個城市及駐守在北

方的軍隊。圖片上看到的駁船在當時的大運河隨處可見，即使在今天駁船仍是當地的主要交通工具。 

大運河地圖   從北京到杭州，經過鎮江，連接黃河及長江。 

＊長安在大運河的西邊。 

 

自我評估：中國的貿易路綫最遠到哪裏？ 

 

對今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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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瓷器在西方的盛名，西方國家甚至以“中國器具”（Chinaware）或“中國”（China）

來稱呼瓷器。 

 

藝術與發明 

    唐宋時期，經濟成長讓中國變得富足；在文化和藝術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有些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和畫家是出現在唐朝，例如吳道子的壁畫，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等詩人寫出了千古名詩，《唐

詩三百首》收錄了 77家詩，共 311 首，留傳至今日。以下是中國一般中、小學生耳熟能詳的幾首詩： 

 

《静夜思》唐‧李白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春曉》唐‧孟浩然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 

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咏鵝》唐‧駱賓王 

鵝、鵝、鵝，曲項向天歌。 

白毛浮綠水，紅掌撥清波。 

 

1. 《登鸛雀樓》唐‧王之渙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登幽州台歌》唐‧陳子昂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賦得古原草送別》唐‧白居易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春望》唐‧杜甫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别鳥驚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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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宋朝的文學亦十分有名。『詞』是古典詩歌的一種，它的句子長短不齊，可以配樂歌唱。宋朝的詞

發展到鼎盛時期，宋詞和唐詩一樣，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宋朝的李清照可能是中國

最偉大的女詞人，她曾表示：『詞的目的，是為吉光片羽留下記錄。』。 

 

《武陵春》宋‧李清照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 

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 

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蘇軾（蘇東坡）的詞─《水調歌頭》是中秋詞中最著名的一首，千百年來一直膾炙人口，吟誦不

絕。 

 

《水調歌頭》宋‧蘇軾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

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裏共嬋娟。 

 

    唐宋時期的藝術家在陶藝有很大的成就，唐朝的馬俑鮮明地呈現動物的力量。瓷器的製作在宋朝達

於顛峰，宋朝藝術家發明ㄧ種新的瓷器製作方法，叫作青花瓷（celadon）。 

 

簡要： 

造紙術：大約公元 105年，漢朝時的發明。這是中國幾個重要發明之一。 

        因爲造紙術的發明，人們能以廉價而簡易的方式做記錄，同時也促進了印刷術的發明。 

 

瓷器：瓷器最早在唐朝時發明，但技術的純熟卻在幾百年之後。 

      中國藝術家在極薄極脆瓷器上多彩多姿的創作令人嘆爲觀止。 

 

雕版印刷：在歐洲知曉印刷術的幾百年之前，中國早已在唐朝時發明了印刷術。 

            複印圖畫，文字的手續較手工抄寫來得簡單快捷多了。 

 

火藥：大約在唐末時所發明，原來是使用於節慶的煙火及訊息信號上， 

        而不以火藥做軍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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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字版：宋朝時發明了活字版印刷，使得複印的程序更爲迅速便捷。 

          而且雕好的泥版可以重新整合再用。 

 

指南針：大約在漢朝之前就已發明了。指南針在唐朝時有重大的改進。 

          航海者及商人因此能到更遠的地方。 

 

紙幣：世界上的第一張紙幣是宋朝人發明創造的。紙幣較輕，便於攜帶。幫助了財富 

        日益增加的中國人易於管理他們的財務。 

 

重要的發明 

    唐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幾項很重要且偉大的發明，有些發明對世界歷史有很大的影響。

在公元 105年，漢朝一個名為蔡倫的人發明了造紙術。到了唐朝，新的印刷技術 – 雕版印刷

（woodblock printing）被發明出來，印刷工人將油墨塗在木版上，再將塗滿油墨的木版印刷在紙張

上。公元 868年，世界上第一本書就是在中國用這種方法印刷成書的。到了宋朝，又發明了活字印刷

術，活字印刷的發明，促進了書籍的大量出版，改進了人類的文明。 

    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用火藥（gunpowder）放煙火，唐朝時火藥被用來製造炸藥、火槍、砲彈。火藥

的發明戲劇性地改變戰爭的方式，也因而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運用地球磁場來製作司南，到了唐朝，司南被改良為指南針

（compass），可以解決旅行時尋找方向的問題。指南針的發明讓人們可以更精準的找到方向，它所帶

來的影響更是超乎想像。探險家得以在寬闊的荒野旅行也不會迷失，偵察者藉以尋找商船或戰船。指南

針在一些人類最偉大的航海旅行裡，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紙幣（paper money）是在宋朝發明的，以往人們使用金、銀、或銅製的銅板來進行貨物買賣，紙

幣比銅幣來的輕巧且容易使用，紙幣的發明讓貿易更順暢。中國更加富裕，紙幣相對地也就更廣為流

傳。 

 

紙幣的由來： 

這圖片上的紙幣是明朝時留下來的。紙幣後來因爲印得太多而失去原有的價值，因此有幾世紀之

久停止使用紙幣。不過後來紙幣的技術被歐洲學會了，而且被普遍運用。現在，大部分的國家都使用紙

幣。 

 

分析：紙幣有何優點？ 

        

第二節評估 

1.  a. 想想看     在宋朝時有哪些重要的農業技術改良？          

    b. 解釋看看   農業和人口增加有何關聯？ 

2.  a. 描述一下唐宋時期首都城市在哪裏，是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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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請解釋地理環境對貿易的影響。 

3.  a. 請問誰是李白？ 

    b. 請總結説明紙幣和雕版印刷有何關聯？ 

c. 如果讓您為唐宋時期的發明排名，您會如何排法？ 

 哪一項是最重要的？請說明您的理由？ 

4.  請利用這圖表，以“歷史事實”説明唐宋朝代的異同之處。 

 

                  唐朝                    宋朝 

農業   

城市   

貿易   

藝術   

發明   

 

5.  寫作練習 

   您剛讀完了唐宋時期的偉大成就。在您的文章中您會提到哪些項目？ 

 

第三單元 儒家思想與政治體系 Confucianism and Government 

本節中您將學會： 

  1.  儒家的由來、演變以及儒家對中國政治體系的影響。 

  2.  宋朝時，政府中的官員多是學仕. 

 

本節綱要：孔子思想影響了宋朝的政府。 

       

重要名詞： 

官僚主義   p.178 

公務員     p.178 

學仕       p.178 

 

學仕：謂由讀書而開始做官。《後漢書‧袁安傳》：“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 

 

HSS 7.3.3   分析儒家思想的影響以及孔子思想在宋朝及元朝時有些什麼變化。 

7.3.6   描述皇親階級及學仕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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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如果您是一個在公元 1184年的中國學生，已經很晚了，但是您還不能睡覺，因為隔天您有

一場考試。這場考試將是您一生中一場關鍵性的考試，您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準備。所謂很長的時間，

不單單是指幾天、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而是好幾年的時間。 

您輾轉難眠，您未來的人生將取決於明天這一場考試的表現。 

背景知識：  

    自公元 970年到公元 1279年，宋朝統治中國。這段時期中國在農業技術，城市興起，多元貿易，

以及藝術、發明各方面都有神速的進步及發展。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國哲學思想的主流，它是以孔子的思想為基礎而建立的。雖然宋朝（公元 960年到公

元 1279 年）離孔子的年代已有 1500 年之久，孔子的思想學說仍然對宋朝政府有很深遠的影響。 
 

孔子的思想 

    孔子的思想著重道德和行為。他認為人類的生活裡有兩種重要的準則：『仁』與『禮』。孔子主

張，如果每個人都能依『仁』與『禮』來行事，那麼社會可以運作到最佳狀態。 

    孔子認為，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一定的角色，如果人人都能遵守個別角色的行為規範，社會就會和

諧。例如，孔子主張年輕人應該聽從於長者，人民應該服從於皇帝。 

 

儒家思想的影想 

    在孔子死後，孔子的學生繼續傳播他的思想，但並未被廣為接受。事實上，在秦朝時期，孔子的學

說是受到官方的壓抑，一直到漢朝時期，孔子的學說才再度被廣泛接受，並成爲官方的主要思想哲理。 

在漢朝之後的分裂時期，佛家幾乎取代儒家成為當時思想主流。上一節中，我們提到，當大環境動盪不

安時，中國老百姓在佛教中得到安慰及平和。所以很多人離開儒家思想轉而投入佛家思想。 

    在隋朝及唐初時期，佛家在中國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儒家思想不同，佛家思想相信由精神上，心靈

上的追求最終必可以尋得解脫，而儒家思想則著重在倫理道德的修養。當佛家思想在中國被廣爲接受

時，儒家思想失去了一些影響力。 

 

圖片： 

除了倫理道德之外，儒家強調教育的重要性。這幅宋朝時創作的畫，顯示儒家學者在分裂時期，

整理研讀儒家經典的情景。 

 

新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 

圖片：科舉考試（公務員考試體制） 

     這幅公元 1600年的畫，描繪出當時的官員（公務員）為皇上撰寫文稿的場面。 

當時的考試極爲困難。目的是要確定官員的選拔是以[才能]為準；而不是以家庭背景及財富為選

才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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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難的考試： 

      學生們需背熟儒家經典。 

      要通過這困難重重的考試，有些學生需苦讀二十年。 

      有些考試長達 72小時之久，學生們通常被關在密閉的闈場内作答。 

      有些作弊的學生，將孔子的言辭經典抄在衣服裏，或者賄賂考官， 

       有些人甚至花錢找人頂名代考。 

      為防止作弊，考場通常是上鎖而且有警衛把守。 

  

    唐朝晚期，很多中國的學者開始喜歡教授儒家思想，他們對儒家思想的興趣起源於對改善社會與政

府的期望。 

    在宋朝晚期，出現了一種新的儒家思想（Neo-Confucianism）。新的儒家思想與舊的儒家思想十分

類似，都是強調道德操守。例如，新儒家學者會討論，如果人性本善，為何人會做壞事。此外，宋朝時

新儒家學者也強調精神層面的重要性，將儒家和佛教與道家對人生思想哲學理念相結合，產生了新的儒

學思想，就是「理學」。 

    理學在宋朝時期變得十分有影響力，宋朝之後影響更深遠。事實上，理學在宋朝之後成為官方的思

想體系。 

 

自我測驗：比較理學（新儒家思想）和儒學有何不同？ 

 

學仕 （Scholar-Officials） 

    宋朝另一項重要的改變影響了中國好幾百年。他們改良了人民進入政府任職的系統體制；也形成了

“官僚體制”（bureaucracy），也就是一群非經選舉產生的政府公職官員。他們經由”科舉考試

“（Civil service）制度而擔任官職。 

    要入朝為官，老百姓必須經過一連串的筆試。考試的內容是在測試考生對儒家思想及其他相關主題

的熟悉程度。 

    由於考試的難度很高，很多人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來準備。只有極小比例的考生能名列前茅，被指

派在朝廷中任官職。許多考生抱著強烈的意願苦讀並參加考試，因為只要一通過考試，就意謂著您可以

一輩子當一名『學仕』，成為政府中有識之士的一份子。 

    學仕也是社會中的精英，他們執行政府重要的措施，受到人們的敬重。同時可以得到許多的優惠，

例如犯法可得減刑。有些官員更因人們以錢財求他們幫忙而致富。 

    科舉制度讓聰明有才華的人有機會成為政府官員，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即使是平凡百

姓只要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都有機會可以成為官員。科舉制度是宋朝政府穩定的主要因素。這套制度影響

中國歷史達數百年之久。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0%86%E5%AD%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2%A1%E5%AF%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1%B2%E6%9C%9B&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4%E9%BE%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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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公元 999年-公元 1062年）是宋朝的清官，他每次遇到案情，總是深入調查，詳細

分析，替百姓申冤，他執法公正，做官清廉，人們尊稱他包公或包青天，為他建廟。民間

流傳著許多他的故事。例如[貍貓換太子]就是一個膾炙人口的案例。 
 

自我測驗：分析宋朝如何改變了中國政府體制？ 

 

總結及預習 

   這一節您明白了宋朝以儒家思想改變了中國的政府體制。在下一節裏，您將學習宋朝之後的兩個朝

代--元，明。 

 

第三節評估： 

   1. a. 指出 儒家思想的兩項重要理念原則？ 

      b. 説明 什麼是［理學］？ 

      c. 引申 爲何許多人會對［理學］趨之若鶩？ 

   2. a. 定義 什麼是學仕？ 

      b. 説明 人們爲何想要成爲學仕？ 

      c. 引申 您覺得［科舉考試］是不是一個可以找到優秀人才的方法？ 

            爲何是？爲何不是？請解釋。 

   3. 紀年表 請用類似下列的圖型描述儒學對政府體制的影響以及它演變的歷史。 

              儒家思想  理學  官僚政府 

   4. 搜集有關儒家思想及政府的資料。 

在這一節裏，您學會了儒家思想及新的政府體制概念。 

請問這些在您個人的志向裏有何正面的價值及意義？ 

 

第四單元─元朝和明朝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本節中您將學會 

 

本節綱要： 

 1. 蒙古帝國統治中國，也就是［元朝］。 

 2. 明朝是一個穩定而興盛的朝代。 

 3. 在明朝時，中國的政府體制有重大的改變。同時開始和其他國家有所交流。 

 

重要觀點：元朝時，中國被非漢人所統治。但在明朝時，中國捨棄了一切元朝的體制、規則。 

 

重要名詞及人物： 

成吉思汗  p.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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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世祖 -- 忽必烈 p.181 

鄭和            p.183 

鎖國政策        p.186 

 

[前言] 如果您生在當時 

    在 1212年中國的北方，您是一個農夫。您正在小麥田裡拔草，突然聽到像打雷的聲音。您轉身一

看，發現有好幾百，不，好幾千個武裝騎士出現在地平線上，並朝著您衝過來。您害怕地無法動彈。您

的腦海裡只出現一個念頭，可惡的蒙古人來了。您要如何自救？ 

   

背景知識： 

    在歷史上，中國北方經常遭受遊牧民族的侵襲。到了宋朝，這些具有威脅性的攻擊變得越來越頻

繁。 

 

HSS 7.3.4 

    深入了解元明兩代，路上貿易及航海遠征對中國文化和其他文化的交流有何的重要性。 

 

蒙古帝國（The Mongol Empire） 

    蒙古人是攻擊中國人的遊牧民族之一。在過去幾個世紀裡，蒙古人的部落個別分散在中國北方各

處。到了公元 1206 年，一個極強勢的首領（可汗）把蒙古人的部落統一起來。他就是鐵木真

（Temujin）。當鐵木真成爲新的領導人物時，人們稱他為「世界統治者」（Universal Ruler）或「成

吉思汗」（Genghis Khan 或 Jeng-guhs Kahn）。 

 

蒙古的征服（The Mongol Conquest） 

    成吉思汗把蒙古人組織成一支強大的軍隊，並帶領他們打贏許多血腥的爭戰。蒙古人的恐怖攻擊震

驚了東歐和大部份的亞洲地區。成吉思汗和他的軍隊屠殺許多村莊和城市的男女老少。在二十年內，成

吉思汗統治了絕大部份的亞洲地區。 

    之後，成吉思汗再把攻擊目標轉到中國。在公元 1211 年，他先帶軍隊到中國北方，他們一路往南

方攻擊，所經之地，村莊及農田全毀。公元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時，中國北方已經完全在蒙古人的

控制之下了。 

    蒙古人的侵略，並沒有隨著成吉思汗的逝去而終止，成吉思汗的兒子和孫子繼續掠奪亞洲和東歐地

區的領土。蒙古人所帶來的破壞性是慘不忍睹的。 

    誠如一位蘇俄編年史家的記載：“在蘇俄地區曾經有一個名為 Riazan的繁榮、富裕城市，在蒙古

人攻擊後，整座城市除了煙霧、廢墟、荒土外，一無所剩。”----- 摘選自“The Tale of 

Destruction of Riazan，” in the Medieval Russia’s Epics，Chronicles，and Tales edited by 

Serge Zenkovsk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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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公元 1260 年，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 Kublai Khan （Koo-bluh Kahn）成為蒙古帝國的新領

袖。在公元 1279年，忽必烈完全征服了中國，他封自己為中國的皇帝，創始了元朝，有些人稱之為蒙

古王朝。中國悠久的歷史上，第一次由非漢人來統治中國。 

地圖：蒙古帝國領土西邊最遠延伸到哪裏？ 

 

圖片：蒙古戰士 

元朝的生活（Life in Yuan China） 

    忽必烈和他所帶領的統治者是完全不同於漢人的另一種族群。蒙古人的語言、宗教信仰、文化風

俗、和服飾和漢人完全不同。漢人不滿於蒙古人的統治，漢人認為蒙古人是野蠻而且沒有文明的族群。  

    不過，忽必烈並沒有強迫漢人接受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有些蒙古人甚至接納了如儒家思想等中國

文化。不過，蒙古人還是確保中國在他們的掌控之中，例如蒙古人禁止儒家學者在政府單位掌握太多

權勢。蒙古人也對中國人課徵很重的賦稅。 

    蒙古人把大部分徵收的稅拿去做公共工程，這些公共工程需要大量的漢人勞動力。元朝延長了大運

河航道，建造新的道路和宮殿。漢人民工也改善修建了許多運送郵件的道路系統。除此之外，元朝也在

今日北京市附近蓋了新的首都：大都（Dadu）。 

 

資料來源： 

一個中國的城市 

在這段記錄裏，馬可波羅描述他到中國東南方的城市：杭州的所見所聞。 

“在城市中有一個湖......許多美麗的宮殿和豪宅環湖而建，那是您難以置信的豪奢、精緻的建築

樓宇......在湖的中央是兩個島嶼，每一個島上各有一棟美輪美奐的宮廷建築。當老百姓需要舉行結婚

慶典或任何特殊的娛樂演藝活動，都可以在任何一個島上進行。您所能想要的東西，這兒是應有盡有，

例如銀盤子，挖溝機，盤子，手巾、桌布以及任何您需要的東西。皇上提供這樣一個地方來向他的老百

姓致謝，而這個地方是公開供大衆使用的。 

                        -----  馬可波羅，from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蒙古的士兵被送往到中國各地去維持和平，同時就近監督漢人。蒙古軍隊確保商業貿易路線的安

全，這也包括中國，印度，和東南亞之間的海上貿易。蒙古皇帝歡迎外國的貿易商來到中國的港口交

易，有一些貿易商甚至得到特別的優惠待遇。 

    目前我們所知道的元朝生活資料，有一部份便是從當時一個叫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義大利商

人的遊記裡所得知的。在公元 1271 年和 1295年間，馬可波羅到中國各地旅行。馬可波羅備受蒙古人的

禮遇，甚至在忽必烈的政府裡服務過。當馬可波羅回到歐州時，把他的中國遊歷寫下來，他對中國的描

述讓很多歐洲人大開眼界，嘆爲觀止。他的書也引起了很多歐洲人對中國的濃厚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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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結束（The End of the Yuan Dynasty） 

    雖然蒙古人建立了廣大的王朝，但他們並不滿足。他們決定入侵日本。從公元 1274 年到 1281年

間，蒙古不斷地派遣軍隊進攻日本，但屢戰屢敗。海上的強烈暴風和日本頑強的抵抗都讓蒙古軍隊無功

而退。 

    進攻日本的失敗削弱了蒙古軍隊的戰鬥力，許多昂貴的公共工程也使蒙古王朝的經濟吃緊。軍力和

經濟的衰退，再加上漢人長期的不滿，讓漢人開始反抗蒙古人的統治。 

    到了公元 1300 年間，中國各地有許多漢人組織起來反抗元朝的統治。公元 1368 年，一位還俗的和

尚朱元璋掌控了一支反抗勢力。他成功地帶領了這支反抗軍打倒元朝取得了最後的勝利；中國領土又再

度回到漢人手中。 

 

自我測驗：蒙古人如何來到中國統治中國？ 

 

明朝（The Ming Dynasty） 

 

圖片：鄭和下西洋 

 

    鄭和的遠洋航海是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壯舉。有些他所帶領的船隻就像圖片中的這一艘船，是當時

世界上最大的船。 

   這艘船超過 300英尺（300 feet）長，能載大約 500人。 

   鄭和用這艘船自非洲帶囘中國所沒有的動物，例如長頸鹿。 

   船員在甲板上特別設計的容器中種植蔬菜及草藥；並且蓄養牲畜做為航行中的食物。 

 

分析：鄭和的船隊如何肯定他們有足夠的新鮮食物？ 

 

    朱元璋打敗蒙古人而成爲中國的皇帝，他逝世後被稱為明太祖。他所建立的明朝，從公元 1368年

到 1644 年統治中國近三百年之久。明朝的經濟、科學、醫學、文學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明太祖重

視農業生產，減免賦稅，使自耕農的數量大大增加，煙草、番薯、玉米、花生，等農業新品種先後從國

外引入中國。明朝不但拓展了中國的領土，而且在中國建築了許多令人難以置信的偉大工程。 

偉大的航行（Great See Voyages） 

    明朝時期，中國人改善了造船和航海技術。當時最偉大的航海家是鄭和 （Zheng He）。在公元

1405年和 1433年之間，鄭和帶領船隊在亞洲地區成功地完成七次偉大航行，不但是中國航海史上的壯

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大事，鄭和證實了當時中國的造船與航海技術領先世界，他比發生在歐洲的大

航海時代早了將近一個世紀。 

    鄭和的船隊非常的龐大，一支船隊可能包含有超過六十艘的船隻和兩萬五千個水手。有些船隻本身

非常的巨大，長度甚至超過三百呎，那比一個足球場還要長呢！在鄭和的航海記錄中，他的船隊成功地

越過印度洋。他的航行最遠到達波斯灣和非洲的東岸，經歷五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當時鄭和所經過的海

線路程，就是所謂的「海上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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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船隊所到之處，他必以從中國帶來的絲綢、瓷器等精美禮物送給當地的統治者。他極力宣揚中

國的偉大，並且鼓勵外國領袖送貢品給中國皇帝。在某一次航行裡，鄭和曾經帶著三十多個不同國家的

代表，回中國晉見皇帝。他同時也帶了很多當地的香料等特產和傳奇故事回到中國。 

 

向外島移民 

    台灣是太平洋中的一個島嶼，它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方，中間的海域稱為台灣海峽。台灣海峽東西最

寬不超過 400公里，最窄處約 130 公里，是中國海上交通要道，也是國際上重要的海上交通要道。三國

時期的吳國和隋唐時期，政府均派員來過台灣。到了元朝正式管轄台灣，但居住在台灣的漢人人數不

多。公元 1624年，荷蘭人開始侵佔台灣，到了公元 1662年，明朝鄭成功（國姓爺）才帶兵收復了台

灣。明朝的航海技術已經很進步，公元 1628年福建大旱，於是數萬災民渡海到台灣墾荒。自此，開創

了福建、廣東一帶人民移居台灣的通道，大量的移民讓漢人的語言和文化在台灣生根。 

   

偉大的建築計劃 

    明朝的宏偉建築工程是令人稱道的，很多著名建築設計的目的是用來保護中國和防衛北方的敵人。

例如在北京，明朝的皇帝建造了紫禁城。這個令人讚嘆的皇宮，包含有數以百計的宮殿住所、廟宇，和

官方辦事處，其間有近九千個不同的房間。[紫禁城]命名的由來是因為一般民眾是禁止進入城內的。

許多世紀以來，這一個在北京市中的［城中之城］，象徵著中國的燦爛歷史光輝。 

    明朝的皇帝也重新修建有名的中國長城，大量的士兵和農工被徵召來重修損壞的城牆、連接已建的

城牆、興建新的城牆。明朝修築長城，創造出一個無與倫比的建築記錄。萬里長城長達 2000公里，幾

乎是從聖地牙哥到紐約的距離！長城的城牆高有 25英呎，而城牆的頂端寬 12英呎，守衛的士兵站在城

牆頂端守望，防範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 

 

自我測驗：明朝如何使中國強大？ 

 

科學與巨著 

    明朝前期，中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發達的國家之一。這時的歐洲由於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在世界的

地位逐漸超過中國。由於海運比以前發達，歐洲的傳教士遠航來到中國。 

    1583 年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來到中國，開始傳播天主教。利瑪竇是第一位閱讀中國

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利瑪竇帶來了西方的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開展

了明朝晚期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 

    明朝晚期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界地圖。利瑪竇於公元 1610年病逝於北京，後經當時皇帝准許下葬於北京，成為

明朝西方傳教士死後下葬中國本土的第一人。 

 

李時珍和《本草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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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時珍（公元 1518年-1593 年）是明朝有名的醫學家和藥物學家。他出生在一個世代行醫的家

庭，從小就對醫學有濃厚的興趣。他 24歲就開始正式給病人看病，在他行醫的過程中，他發現前人編

著的醫藥書中有許多缺漏和錯誤，於是他決心編一本完善的著作。他經過 30年的努力，終於在 60歲時

寫成了《本草綱目》一書。這本書收入藥物 1800多種，新增藥物 370多種，插圖一千多幅，醫方一萬

多個。《本草綱目》已有多種文字的譯本，它被譽為東方醫學巨典，是研究中醫學者必備的書。 

 

徐光啟和《農政全書》 

    徐光啟（公元 1562年-1633 年）是明朝的科學家，他曾跟隨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Matteo 

Ricci）學習西方知識。他在發展中國農業、天文、數學等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著有《農政全

書》，他用科學的方法，總結了中國傳統的農業知識和技術，並介紹了歐洲的水利技術。《農政全書》

是一部農業百科全書。 

 

宋應星和《天工開物》 

    宋應星（公元 1587年-1666 年）是明末的科學家，他一生寫了許多著作，其中的《天工開物》最

有名，這本書是中國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總結，它被譽為中國 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 

 

文學名著 

    中國古典小說的發展在明朝十分蓬勃，被譽為中國的”四大古典文學名著”是《三國演義》、《水

滸傳》、《西遊記》和《紅樓夢》，除了清朝曹雪芹著作的《紅樓夢》之外，其他都是明朝時期的作

品。 

《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他依據千年來民間流傳的三國時代故事和歷史的著作《三國志》，寫成

了這部著名的歷史長篇小說。 

《水滸傳》：作者施耐庵，《水滸傳》是中國第一部長篇白話小說。這部書寫的是宋朝時期的俠盜故

事，主角是梁山上的 108名好漢。 

《西遊記》：作者吳承恩，他把唐朝玄奘取經的故事和民間的靈猴傳說結合而成。主角是：唐僧和三

個徒弟：孫悟空、豬八戒和沙僧去西天取經的故事。 

 

明朝統治下的中國 （China Under the Ming） 

    中國的社會型態到了明朝有所轉變，這改變主要的動力來自於明朝的皇帝。明朝的皇帝驅逐蒙古人

之後，便致力於將所有的外國勢力趕出中國，這也使得中國與其它國家的關係有了戲劇性的轉變。 

圖片：紫禁城 

 

 紫禁城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城市，而是一個在中國首都中心點的龐大綜合性建築物，總共大約有

1000棟建築。紫禁城是為皇上，他的家人，他的朝廷殿堂及他的奴僕所建的；一般老百姓是禁止進入

的。 

 政府官員及軍官依等級列隊排名旁觀慶典。 

 紫禁城的主要樓宇是用木料為主材，以金色琉璃瓦裝飾屋頂。只有皇帝才可用金色的屋頂瓦片。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B%B9%E9%9B%AA%E8%8A%B9


2016年全美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高級組歷史教材 
 

V4.0 Page 20 

 有時候，皇上是坐在特殊的轎子上擡到文武百官林立的場中。 

“太和殿”是紫禁城中最大的樓宇。只有在重要的慶典節日，例如皇帝的生日，春節才會在這兒 

   舉行。 

 

 

分析：紫禁城如何表顯出皇帝的權威及重要性？ 

 

政府 

    當明朝統治中國時，他們沿用了許多唐朝和宋朝的政府官僚系統。不過，明朝皇帝的權力比過去的

皇帝要大得多，他們廢除了過去許多重要的掌權官職，改由皇帝直接來管理朝廷政務。明朝的皇帝也強

力捍衛個人的權力，他們處罰任何敢挑戰皇帝權威的人。 

    雖然權力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並沒有廢除政府的文官制度，因為皇帝本身便是所有文官的統

領，同時皇帝也很需要這些文官來幫忙他管理朝政。 

    明朝為加強中央集權統治設《錦衣衛》，它是一種軍事特務機構，他們直接聽命於皇帝，皇帝派錦

衣衛到各地巡視監督，他們的權力包括逮捕、審問、刑獄政府的官員。錦衣衛的功能類似今天的國家安

全局和 FBI。他們的權力過大，造成很多弊端，對明朝政府產生負面影響。 
 

和其它國家的關係 

    到了公元 1430年間，一位明朝新任的皇帝（明宣宗）召回鄭和，並且解散他的船隊。同時期，這

位明朝的皇帝也禁止對外的貿易，實行鎖國政策（Isolationism），也就是一種禁止與其它國家接觸的

政策。中國因而進入了孤立隔離的時期，鎖國政策對中國造成很大的影響。 

    明朝在公元 1644 年被推翻，接著中國被東北長城外女真族建立的清朝所統治。到了公元 1800末年

期間西方世界在科技方面已經領先中國很多，西方世界從此開始對中國事務取得影響力。由於鎖國政策

的影響而本土又沒有長足的進步，中國對西方勢力的抵抗已經變得很微弱。 

自我測驗：    前因與後果 

              鎖國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總結及預習： 

   在元明時期，中國社會體制改變了。最後明朝開始實行鎖國政策。 

   在下一章裏，您將學習日本人和其他採取鎖國政策的國家。 

 

 

第四節評估： 

   1. a. 指出   誰是[成吉思汗]？ 

    b. 説明   蒙古人如何得到統治中國的政權？ 

      c. 引申   請評論這一句話：[蒙古人不應該嘗試遠征日本]。 

   2. a. 指出   請問誰是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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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説明   請問北京的居民對紫禁城的觀感如何？ 

      c. 引申   萬里長城如何幫助中國，同時又如何危害中國？ 

   3. a. 定義   何謂［鎖國政策］？ 

      b. 解釋   明朝如何改變中國？ 

      c. 引申   ［鎖國政策］的優缺點？ 

        

   4.  分類   做一個類似下列的圖表，指出元明朝代的重要事件。 

       元朝                       明朝 

 

      _________        

 

   5. 列出元明時期的偉大成就。再回頭看看歷史上的重要發明。 

      請問您覺得中國古代最重要的三樣發明是什麼？ 

 

 

第五單元─人物介紹 
 

忽必烈（公元 1215年-1294年） 

一個蒙古遊牧民族如何定居下來而統治龐大的帝國？ 

忽必烈出生在蒙古，但他大部分時間住在位於北京城附近的中國元朝首都－大都（Dadu）。 

忽必烈完成了成吉思汗開始的壯志 － 征服中國。他以中國元朝皇帝之名統治中國。 

忽必烈所統治的領土是世界上領土最大的帝國之一。當時的領土從太平洋延伸到東歐。 

忽必烈歡迎外國的訪客，例如意大利商人馬可波羅是他的貴賓。馬可波羅的故事引起了中國對西方世界

的興趣以及西方世界對中國貨物的興趣。 

 

概括：忽必烈採取哪項政策改變了人們對中國的印象？ 

圖片：這幅公元 1200年的圖畫記錄了忽必烈打獵情景。 

 

重要事件： 

  統一中國，執掌政權。 

  建立太平盛世，在這段時間，中國人口迅速成長增加。 

  延長了大運河。所以食物可以由黃河運送到在現代北京城附近的首都。 

  建立了一個較好的，連接中國和印度及波斯的路綫。 

  和西方世界的交通頻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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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萬里長城 

 

中國的萬里長城是世界上人力所建的最長的建築物之一。它跨過中國北方好幾百英里，其中經過高

山，沙漠，草原，山谷。 

中國爲何要建立這樣一個巨大壯觀的城牆？答案是“防禦”。許多世紀，中國深受蒙古人及其他北

方遊牧民族的入侵攻擊。長城是用來阻擋這些遊牧民族和他們的馬匹。 

 

      

      萬里長城有一部分在 2000 多年前就已興建及修築了。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長城大多是在明朝（公

元 1368 年-1644年）時所建立的。 

      萬里長城也是通訊工具之一。士兵們靠牆行軍時，守衛可用烽火傳達訊號。 

      許多人因建長城而死亡。有些歷史學家估計大約有 8百萬人在建長城時喪生。 

 

 

解析： 

1. 爲何建立萬里長城？ 

2. 哪些來自於北方地區的民族入侵中國？ 

 

學習歷史的方法（p190） 

  做每件事情或每件事的發生，都會有得有失”，這是古今不變的真理。”有得”是指做某件事能得

到好處或利益，”有失”是指為這件事所付出的代價或犧牲。 

  如果我們用這種思維方法去分析歷史的記載和分析歷史演變中的得失，我們就更能理解和評論歷

史。同時，我們也可以把這種分析事理的方法運用在生活中，那就是：在做一件事之前，先分析做這件

事的優點和缺點，比較得失之後，再做決定。 

  請依照上面的理論，分析一個歷史事件的效益及代價。 

 

1. 首先了解付諸行動者的目的是什麼？這會幫助我們判斷這行動的優缺點以及 

   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 

2. 接著找出正面的，成功的成果，也就是這事件所帶來的好處。這些成果可能並不是 

   當初的目標，但是，意料之外的收穫也是一種正面的效益。 

3. 再來看看負面的，失敗的發展或結果。同時想想看，如果這事件從不曾發生，會是 

   什麼情形呢？這也是代價的一部分。 

4. 做一個表格來比較利益及代價。在比較一系列的收穫及代價時，會幫助我們進一 

   步了解事件發展的程序並做整體性的評論。 

 

   例如：分析隋朝時的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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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 代價 

大運河水運系統 耗盡中國大量的人力資源 

有助於社區之間的聯結 耗盡中國大量的經濟資源 

重新整修萬里長城 導致隋朝的滅亡 

農民有工作  

統一了中國  

 

  這個圖表列出了隋朝時公共工程的好處多於壞處。在檢視時，您同時要考慮到隋朝的君主希望達到

的目的是什麼？如果他們的目的是得到所有老百姓的支持，那麽公共工程的實施是一個錯誤的決策。但

如果他們的目的是改善中國的交通運輸系統，這圖表的分析顯示他的政策是成功的。 
 

［運用及練習這技巧］ 

  運用上面所提到的指引，以第七章中的資料來分析唐宋時期所有政策的優缺點。製作一個相似的圖

表分析判斷，再寫出您對這兩個朝代的評論。 
 

綜合復習： 

 

A. 視覺圖片的識別 

 

請利用這些圖片來復習第七章的重要觀點 

 

 中國重新整合統一。隋唐時期佛教在中國廣爲流傳。 

 唐宋時期，農業技術突飛猛進；貿易蓬勃發展。 

 儒家思想深深地影響了中國的政府及教育體制。 

 強勁的元明兩代，中國勢力強大，當時對外貿易興盛。可惜後來走上孤立的鎖國政策。 

 

B.  複習生字，專有名詞及人物連連看 

       a.  忽必烈                     g.  指南針 

       b.  活字版印刷    h.  瓷器 

   c.  學仕     i.  成吉思汗 

            d.  武皇后                          j.  鎖國政策 

            e.  官僚體制                      k.  動機 

            f.  鄭和                           l.  火藥 

 

     1.   殘酷但很有能力的唐朝統治者 

     2.   一種可以機動性地整合一系列文字，將其排成一篇文章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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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統一蒙古人並開始入侵中國的統治者 

     4.   官員非經由選舉而受到任命的政府體制 

     5.   非常薄而又精緻的陶器 

     6.   指引方向的儀器 

     7.   避免和其他國家有任何接觸，交流的政策 

     8.   元朝的開國君主 

     9.   具有爆炸性的混合藥粉 

    10.   曾經是龐大船隊的總指揮 

    11.   有高深學問基礎的政府員工 

    12.   能激勵人們追隨某一活動的事物，理念 
 

深入了解及關鍵性思考 

第一節  

13 a  識別   漢朝瓦解之後的中國是什麼時期？是哪個朝代結束了那個時期？ 

  b. 分析   爲何唐朝是中國歷史上的[黃金時代]？ 

  c. 預言   如果佛教沒有傳入中國，唐宋朝代的文化的發展可能會有什麼不同？ 

第二節      

14 a. 説明   請描述吳道子，李白，杜甫，和李清照在中國文化上的重要性。 

  b. 分析   什麼是導致城市興起的主因？唐宋時期，中國的城市有什麼特色？ 

  c. 評估   中國的哪一項發明對世界史的發展影響最大，神奇的指南針還是火藥？ 

  您個人的意見呢？ 

第三節 

15. a. 定義   什麼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宋朝時期和宋朝以後有些什麼樣的改變？ 

      b. 推論   您個人覺得，爲何會有科舉考試制度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system）的創

立？ 

      c. 闡述   科舉考試為什麼這麽困難呢？ 

第四節 

16. a. 描述   蒙古人如何能夠建立這麽一個版圖遼闊的帝國？蒙古帝國統治了哪些地區？ 

  b. 總論   馬可波羅和鄭和如何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 

  c. 闡述   明朝爲何花費許多的金錢，時間，勞動力去擴建萬里長城？ 

 

網站搜索 

17. 活動：製造一張壁畫。 

      唐宋時期，中國在農業，工業及商業上都有長足進步，例如活字版印刷，火藥等等。請在網上搜

尋相關的資料。 

      假設政府的城市規劃部門雇用您設計一幅能表現中國在唐宋時期重要發明的壁畫，請在壁畫中盡

可能描述所有當時的重要發明，您會如何設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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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復習 

18. 科技 中國的發明如何改變了世界史？ 

 

19. 經濟 唐宋時期新進的農業技術及昌隆的貿易交易對中國有哪些影響？ 

 

讀書技巧 

20 推論  在下面有關明朝的敍述中，請問是否有足夠的事實來證明這些敍述是正確的。 

   a.  萬里長城位于中國 

   b.  朱元璋是一個好皇帝 

   c.  自公元 1368 年到 1644年，中國在朱元璋的統治之下。 

   d.  朱元璋重建萬里長城。 

 

社會科學的運用 

21.  代價及效益的分析 

  請就代價及效益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君主的鎖國政策。 

為了方便分析，請設計一個類似的圖表。以經濟的觀點，在左邊那一欄裏列出這個政策， 

中國所需付出的代價。在右邊的一欄裏，寫出政策所帶來的利益。 

      完成圖表之後，請説明您覺得中國皇帝的政策是好還是不好？ 

                                                                                     

      效益      代價 

      

 

 

 
 

 

22.   為雜誌社寫一篇文章 

     

         現在您已能指出中國的偉大發明及成就，請就您所知道的，寫下一篇文章。 

         文章的首句，請寫下您的主要觀點，對於每一個重要的發明及成就，以兩三 

         句話來描述，解釋它們的重要性。並請在文章的最後以幾句話來總結中國在 

         人類歷史上的重要性。 
 

測驗練習題： 

請仔細讀完題目之後，把最合適的答案的英文字母寫下來。 

 

1. 圖片中這件物品使用了中國哪一項專有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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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雕版印刷 

B. 火藥 

C. 棉花纖維 

D. 瓷器 

 

2.  中國何時禁止和中國以外的國家進行貿易交易以及任何的互動？ 

A. 明朝 

B. 元朝 

C. 宋朝 

D. 隋朝 

 

3. 下面哪一項有關儒家思想的敍述是錯誤的？ 

A. 重視家庭並強調家庭觀念的重要性。 

B. 擴展製造業及貿易。 

C. 強調社會服務的重要。 

D. 非常有學問的政府官員。 

 

4.  佛教在中國及部分亞洲國家廣爲流傳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A. 由於忽必烈的教理。 

B. 儒家的經典 

C. 佛教傳教士到各地旅行講道 

D. 武則天的支持。 

 

5. 下面哪一項不曾在唐宋時欣欣向榮，蓬勃發展？ 

A. 藝術文化 

B. 海上航行及探險 

C. 科學技術 

D. 對外貿易 

 

6. 在六年級的歷史課中您學到始皇帝曾經使用大量的人民從事一項工程建設，而明朝時又加以整修，

請問是哪一項工程？ 

A. 萬里長城 

B. 陵寢 

C. 紫禁城 

D. 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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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六年級的歷史課中，您學到古埃及人挖掘灌溉渠道來供給農田用水的技術，增加了糧食的生産。

在中國哪一個朝代也發展新的灌溉技術來增加糧食產量？ 

A. 漢朝 

B. 明朝 

C. 宋朝 

D. 隋朝 

 

《中國中世紀史教材─漢末至明朝》主要參考用書： 

1. 《中國歷史常識》（Common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History）中國海外交流協會出版，蘇

壽桐、王宏志等審核。 

2. 《中國文化常識補充教材》陳正香 

 

中國歷史教材範圍第一部分編寫說明： 

 

《中國中世紀史教材─漢末至明朝》原本取自於美國中學的歷史課本 “Medieval to Early 

Modern Times” HOLT California Social Studies，Chapter 7 China，page 162 to page 193. 

本工作小組將其譯成中文後，再參照其他歷史教材，予以大量補充、彙編和修訂而成。這份教材

的內容豐富完整，適合中文學校高年級的學生學習。 

 

《中國中世紀史教材─漢末至明朝》和美國中學歷史課本中的原文，都將上載於全美中文學校聯合

總會的網站（ncacls.net），歡迎各地聯合會、學校、教師下載使用。  

 

教研會工作小組：許笑濃、鍾幼蘭、李文珠、王之宇 啟 
 

 

第二部份：中國近代史教材─明末至今及美國華人移民史 
 

第一單元：明朝後期與清朝 
 



2016年全美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高級組歷史教材 
 

V4.0 Page 28 

 
 

    假設您是一個十七世紀初的中國農民，因為延續多年旱災使得您的農作物收成減少了很多，但是政

府卻屢次增加稅捐用來支付對外族人戰爭的費用。當您正在為籌措稅捐而煩惱時，有人告訴您說只要投

靠起義的李自成就不用再繳稅了‧‧‧‧ 

 

１） 明朝（1368 年－1644 年）： 

 

    明朝是繼漢、唐的盛世後又一個興盛的朝代，也是當時手工業及經濟最繁榮的國家之一。明

朝前期，在明太祖朱元璋的努力經營之下，經濟繁榮，國力迅速成長，至明成祖國勢達到頂峰。

明成祖極力擴張領土，又派遣鄭和多次下西洋，宣揚國威。 

    然而，因為明太祖是個很有能力的領袖，加上當時宰相謀反，明太祖便廢去在中國實行千餘

年的宰相制度，使得宰相權與皇帝權合而為一。由於皇帝的權力過度集中，因此到了明朝中、後

期發生皇帝不理政事，而由宦官代替皇帝行使大權的情行。這也是明朝中、後期由盛轉衰，政治

混亂的部分原因。 

    明朝後期政治混亂，加上日本人在沿海地區的騷擾，女真人在東北的入侵，以及各地的天災

不斷，最後终於被李自成所帶領的農民義軍所推翻。隨後，女真人的軍隊由東北入關，擊敗了李

自成所帶領的農民義軍，建立了清朝。 

本節綱要： 

1. 明朝後期，因政策失誤和天災不斷，最後終於被起義的農民推翻。 

2. 清朝取代了明朝，國勢達到頂峰。 

3. 明朝後期至清朝後期因為採取閉關自守的鎖國政策，造成落後於外國而不自知。 

 

重要觀點： 

1. 明、清兩朝仍然重覆著朝代循環(Dynasty Cycle)的模式。 

2. 清朝因為拒絕與外界交流，導致科技落後。 

 

名詞及人物： 

朱元璋  宰相制度  農民起義 

閉關自守  鴉片戰爭  不平等條約 

背景知識： 

如同中國歷屆的朝代，明朝建立後經歷了前期的成長後，國勢達到頂峰。但是在後期內政上逐

漸出現混亂的局面。之後，又因政策失誤、外患與天災不斷，最後終於被起義的農民推翻。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8E%9F%E7%8E%8B%E6%9C%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5%83%E7%92%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6%88%90%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3%91%E5%92%8C%E4%B8%8B%E8%A5%BF%E6%B4%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4%AA%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0%E7%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87%AA%E6%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87%AA%E6%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D%8E%E8%87%AA%E6%88%9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5%85%83%E7%92%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0%E7%9B%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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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疆域在明成祖永樂年間（1403 年－

1424 年）拓展至最大。那時，明朝的領土包

含東北地區、新疆與青藏地區，以及短暫占

領的安南（今日的越南）。 

 
到了明朝後期，國勢漸衰，明神宗萬曆年間

（1582 年）明朝時疆域已經萎縮了許多。 

 

 

 

討論： 

明太祖廢除宰相制度而獨攬大權，在早期明朝仍能繁榮興盛，但是中後期卻由盛轉衰。請您闡

述，皇帝獨攬大權的方式有什麼優點，又有那些缺點？ 

 

２） 清朝（1616 年－1911 年）： 

 

    女真人入關建立清朝，定都北京以後，用高壓與懷柔並重的手段是統治這個漢人佔大多數的

國家。他們為了消除漢人的民族意識，厲行剃髮令，所謂【留髮不留頭】。為了控制讀書人的思

想，大興文字獄。規定所有男人的衣著、髮型都要跟滿人一樣。但是同時也錄用投降官吏，努力

建設，減輕賦稅，安定民生，開科舉籠絡讀書人，禮遇有學問的人，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等等。如

此高壓與懷柔並用的結果，既防漢人反抗，也安定了漢人的生活，使政權穩固下來。清朝的施政

也處處以利民、安民為主。如興修水利、發展農業、獎勵開墾、嚴懲貪污、廢除苛捐雜稅等等，

使社會很快建立了秩序，經濟也迅速活躍起來。從順治開始奠立基礎，康熙、雍正到乾隆的勵精

圖治，開創了清朝前期一百多年的盛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版圖僅次於元朝的大帝國。 

 

背景知識： 

取代明朝的清朝，雖然是由女真人所建立，但是經由各種安定民生的施

政，清朝初期仍然能夠開創盛世。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5%B4%E5%85%92%E5%B9%B2%E9%83%BD%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8C%E6%80%9D%E8%97%8F%E9%83%BD%E5%8F%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8D%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4%AA%E7%A5%9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B0%E7%9B%B8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6%98%8E%E6%88%90%E7%A5%96%E6%99%82%E6%9C%9F%E7%96%86%E5%9F%9F.png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China_Ming_158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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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乾隆時期清朝疆域與藩屬國（註＊） 

（上圖僅做為地理位置與數量的參考，細節名稱與數字不建議列入學藝競賽的範圍） 
 

比較：清朝與元朝同樣是以少數民族統治漢人佔大多數的朝代。這兩個朝代有什麼相似的地

方？又有什麼不同之處？ 

 

註＊：藩屬國是臣服於宗主國（清朝）的周邊小國。藩屬國必須定期向宗主國進貢，宗主國則

有保護藩屬國的責任。 

 

３） 閉關自守： 

 

    清朝初期，西方的學術隨著基督教的傳教士大量傳入中國。康熙任命湯若望、南懷仁等西方

傳教士修正曆法，以及建造了一座天文台。康熙又請傳教士們為中國繪製地圖，製成了「皇輿全

覽圖」。此外，中國學術、文化、藝術也藉由傳教士傳入歐洲。可惜，到了十八世紀初，因羅馬

教皇禁止中國信徒尊孔拜祖，加上一些傳教士捲進了清朝皇子們的帝位政爭，因此清朝下令禁

教，中西文化的交流也就因此中斷。但是，此後的百年間，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科技卻在

突飛猛進。 

 

背景知識： 

十八世紀中國進入閉關自守的鎖國狀態。但是在這時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與

科技卻開始突飛猛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8%B4%A1%E4%BD%93%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8%B4%A1%E4%BD%93%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C%9D%E8%B4%A1%E4%BD%93%E7%B3%BB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800px-Qing.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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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與世界隔絕，而不瞭解世界的局勢。道光年間，鴉片大量輸入中國。湖廣總督林則徐到

廣州，銷毀各國商人的鴉片，並求要他們不得販賣鴉片給中國，但是英國不同意，因此爆發中英

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後，與英國簽訂了中國近代和外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

約的內容包括清朝對英國割地，賠款，並開放通商口岸。 

 

 

 

 

1840年鴉片戰爭期間，英國戰艦（最右後方）

擊毀一艘中國帆船。 

 

討論：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進入閉關自守的鎖國狀態。這時的西方各國在政治、經濟、社

會與科技上有那些重要的改變？ 

 

４） 不平等條約與列強瓜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有如待宰的羔羊，成為各國侵略的目標。各國陸續用武力脅迫清朝政府

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尤其是與八國（美、奧、英、法、德、義、日、俄）簽訂的「辛丑和

約」，是中國近代史上賠款數目最大，主權喪失最多的不平等條約，中國領土被瓜分得七零八

落。美國於 1899年，主張開放中國門戶，讓各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上機會均等。1900年，美國

再照會各國，維持中國領土與行政權完整。中國雖然逃過被瓜分的命運，但是各國對中國的經濟

侵略也由於「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策略而更全面。 

背景知識： 

鴉片戰爭之後，其他各國也群起仿效英國，用武力強迫清朝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

而獲得賠款，領土，通商權與其他的利益。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Destroying_Chinese_war_junks,_by_E._Duncan_(184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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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局圖》是中國近代一幅著名的時事漫畫，內容

主要表達19世紀末當時西方列強勢力佔侵中國地區

的概況。 

 

    圖中以熊表俄國，獅表英國，蛙表法國，鷹表

美國，日表日本，德國旗幟表德國，雄踞位置代表

勢力範圍。左方的中國人代表青年只專注文武科

舉、人民吸食鴉片、官員貪錢與富人奢華。 

 

 

（上圖僅做為地理位置與數量的參考，細節名稱與

數字不建議列入學藝競賽的範圍） 

 

第二單元：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本節綱要： 

1. 清朝被中華民國所取代，結束自夏朝以來的數千年的朝代政體與君主世襲制度。 

2. 中華民國成立初期仍處於軍閥割據的局面。 

3. 對日抗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又陷入國共內戰。 

4.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5. 政黨交替與改革開放。 

 

重要觀點：民主政體取代朝代政體。 

 

名詞及人物： 

孫文   袁世凱  蔣中正  毛澤東 

軍閥   對日抗戰  海峽兩岸  解除黨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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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您是生長在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有一天，您聽說清朝被推翻了，以後不再有皇帝，而改成「民

主」時代了。您覺得奇怪，天下最大的不就是皇帝嗎？如果沒有皇帝，那麼以後大家要聽命於誰呢？以

前從來都沒有聽說的「民主」是甚麼？怎樣才是「民主」呢？ 

 

１） 孫文領導的革命，結束了清朝，建立中華民國： 

 

    清朝與八國簽訂辛丑條約以後，更多的反清革命運動風起雲湧。1911年，反清的革命黨人在

武昌起義成功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並宣布獨立。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於南京成立，並由孫

文就任臨時大總統。同年2月，當時清朝的北洋新軍統帥袁世凱迫使清朝皇帝退位，結束了中國

數千年來的君主制度。 

 

    孫文為了促使南北早日統一，將總統一職讓給予袁世凱，但也因此造成了日後軍閥割據的局

面。 

 

 

 中華民國第 1任臨時大總統孫文 

 

２） 軍閥割據與中日戰爭： 

背景知識： 

愈來愈多的人意識到清朝政府的腐敗與憂心各國對中國的侵略，因此而支持反清運動。

革命黨人經過了數次的起義，終於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中華民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5%A4%A7%E7%B8%BD%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191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2%81%E4%B8%96%E5%87%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7%B5%B1%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3%E7%B5%B1%E5%B8%9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9B%E4%B8%BB%E5%88%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5%A4%A7%E7%B8%BD%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6%B4%8B%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A8%E6%99%82%E5%A4%A7%E7%B8%BD%E7%B5%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Sun_Yat-sen_2.jpg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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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凱死後，沒有人有足夠力量統領整個中國。雖然各地軍事將領名義上歸屬「中央政府」

的領導，但是他們紛紛擁兵自重，用各種手段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直到

1928年才被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所統一。 

 

    1931年，日本派軍隊入侵中國的東北地區，此後陸續在華北、上海等地挑起戰爭衝突。中

國政府原先則採取妥協的方式，避免衝突擴大。直至 1937年 7月 7日，日軍在北平附近的盧溝

橋挑起事變，中國與日本之間終於爆發了全面的戰爭。1941年 12月，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

發動太平洋戰爭後，中國政府與美國、英國、蘇聯等國家結成同盟國，共同對抗以日本、德國和

意大利為聯盟的軸心國。直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承認戰敗，宣布無條件投降後，中國與日

本之間的戰爭才結束。 

 

比較：春秋戰國時代的諸侯與民國初年的軍閥有甚麼相似的地方，又有甚麼不同之處？ 

 

 

民國初期軍閥割據圖 

 

 

中日戰爭前與中日戰爭期間日軍在中國的占領圖 

（上圖僅做為地理位置與數量的參考，細節名稱與數字不建議列入學藝競賽的範圍） 

背景知識: 

清朝中後期，大部分的軍隊都是由將領在故鄉招募成員，並自行籌備糧餉而組成，

因此軍隊的成員只知聽命於自己的將領，而未必忠於國家。這種軍隊的組成方式延

續到了民國成立初期，造成軍隊仍然是只聽命於個人，而沒有國家的觀念。將領們

為了增加自己的影響力，不斷的擴充領土，便形成了地域性的軍閥。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A4%AE%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E5%9C%8B%E6%B0%91%E6%94%BF%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6%9D%B1%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AF%E5%8C%9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8A%E6%B5%B7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9%B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5%B9%B3%E6%B4%8B%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8%87%E8%81%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7%9B%9F%E5%9C%8B_(%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84%8F%E5%A4%A7%E5%88%A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B%88%E6%88%98%E8%AF%8F%E4%B9%A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0%E6%9D%A1%E4%BB%B6%E6%8A%95%E9%99%8D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6%97%A5%E6%88%98%E4%BA%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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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中華民國退守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對日的戰爭結束後，中國又爆發全面的內戰。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在短短的幾年內，席

捲了整個中國大陸，並於 1949年在北京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隨著中國國民黨

在蔣中正的帶領下退入台灣島。中國於是分裂成在台灣海峽兩岸的兩個不同政體。 

 

 
位於台灣臺北市的中華民國總統府 

 

    中華民國雖然是聯合國 （Unites Nations）的創始會員國之一，但在1971年被迫退出聯合

國。二十世紀中後期，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逐漸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在台灣的

中華民國則由非官方的形式參與國際活動。國際之間的習慣改用「中國」（China）稱呼「中華

人民共和國」，用「台灣」（Taiwan）稱呼「中華民國」。 

 

比較：二十世紀中期中國的內戰與十九世紀中期美國的南北戰爭有甚麼相同與相異之處？ 

 

討論：  

    對日的戰爭結束後，除了中國的內戰外，在亞洲還有哪些國家也發生過內戰？這些國家的內

戰與中國的內戰有甚麼相關性？ 

 

４） 政黨交替與改革開放： 

背景知識 : 

中國與日本的戰爭才結束，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又爆發了衝突，而導

致分裂為二的中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5%8C%97%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5%BA%9C
http://zh.wikipedia.org/wiki/File:%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7%B8%BD%E7%B5%B1%E5%BA%9C01.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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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年代後，兩岸不再有直接的軍事衝突。進入七十年代後，兩岸的政治與經濟都有了改

變。為了順應世界局勢與人民的要求，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於八十年代解除了黨禁。也就是允許不

同於執政黨政治理念的民衆組成政黨，並競選公職，使得政府的施政更附合民衆的意見，也讓民

主政治在台灣更加的落實。 

 

 
 

    台灣的經濟與科技方面也有顯著的發展。至 2015年六月，台灣的外匯儲備（foreign-

exchange reserves）已達四千二百多億美元，在世界各經濟體中排名第五（*註 1）。如今台灣

的傳統勞動密集型工業已經由高科技產業取代。台灣的電子工業對世界的經濟有舉足輕重的影

響，許多電腦組件與週邊硬體設備都是在台灣製造的，台灣的半導體工業更居世界的領導的地

位。 

    同樣的，在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於七十年代末開始實行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

策。隨後，設置了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島等經濟特區（*註 2）。因為有充足的勞力

與廣大的市場，加上政策的配合，吸引了無數的國外廠家到中國大陸投資設廠。至 2011年，中

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與第一大的工業國和製造業國。在各種商品中，不論

是電子零件，或是衣物鞋履，都常常能看見”Made in China”標籤，因此中國被稱為“世界工

廠”。 

背景知識： 

隨著局勢的改變，兩岸的政治、經濟、與科技也不斷的進步，兩岸之間的來往也日漸頻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96%E5%8C%AF%E5%84%B2%E5%82%99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5%85%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9%AB%9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7%A7%91%E6%8A%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MIT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5%90%84%E4%BA%A7%E4%B8%9A%E5%9B%BD%E5%86%85%E7%94%9F%E4%BA%A7%E6%80%BB%E5%80%BC%E5%88%97%E8%A1%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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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上圖為北京奧運會

的聖火。 

 

    如今，隨著政治環境的改進，兩岸對立的情形比二十世紀中期和緩了許多。雖然在政治立場

上仍然有許多相異之處，但是兩岸的人民已經允許互相來往、投資、工作、旅遊和就學，交流也

愈來愈頻繁。 

註 1：https://en.wikipedia.org/wiki/List_of_countries_by_foreign-exchange_reserves 

註 2：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是指國家政府為了吸引外資或國際跨國企業入駐而

設立法律比本國更為寬鬆或具有優惠條件經濟發展的區域，可在對外經濟活動中，採取更為開放

的政策。 

 

討論： 

    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解除黨禁之時，執政的國民黨人紛紛質疑說：「解除黨禁會使我們的國民

黨失去政權！」而當時的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回答說：「世界上沒有永遠的執政黨。」從中國歷屆

的朝代來看，您覺得國家須要有永遠的執政黨嗎？同一個政黨長久執政是好還是壞？執政黨又要

如何才能保持政權呢？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5%AE%B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6%93%E6%BF%9F%E7%99%BC%E5%B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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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補充教材：五四運動 

    經過屢次外國列強的侵略，中國人漸漸體會到中國的落後和西方的進步。清朝末期，西方自

由、民主、科學、反抗傳統權威等思想，影響了許多的年輕學生以及一般老百姓，並激發了他們的

愛國救國熱情。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

益轉讓給日本。中國民眾的輿論齊聲反對，5月 4日，北京大學等十三所院校三千餘名學生彙集天

安門，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提出了「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合約簽字」等口號。

面對強大社會輿論壓力，交通總長及駐日公使等政府官員相繼被免職，總統也提出辭職，中國代表

終究沒有在和約上簽字。這就是「五四運動」。 

    在「五四運動」期間，全國瀰漫著一片反傳統、求革新的呼聲，進一步推助了新文學運動（白

話文運動）的發展。從形式上這是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但是它除了影響政治發展的方向外，對中

國思想文化、社會經濟潮流、教育的發展都有重要的作用。在「五四運動」中，青年人不畏黑暗政

治和愛國的精神是我們應該學習的榜樣。 

討論與比較： 

    近年來在兩岸三地發生的各項學生運動與五四運動有什麼相同和相異的地方？請自行搜尋資

料，然後製作圖表列出各項學生運動發生的時間、地點與主要訴求，並討論這些學生運動對日後的

社會與政治產生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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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單元：美國華人移民史 
 

 
     

    在美國的一些大城市〈如舊金山、紐約〉裏都有唐人街。那裡有好吃的中餐廳以及賣華人用品的商

店。許多唐人街的華人居民說的是一種中國的地方語言–粵語〈或稱為廣東話〉。他們有些已經在美國

居住了好幾個世代，但是仍然保持著中國傳統的生活習慣‧‧‧‧您是否會覺得好奇，這些美國華人居

民的祖先是什麼時候，從哪裡遷移來的呢？ 

 

１） 早期的華人移民： 

 

    十九世紀以前，就已經有少數的華人經由商船，輾轉到達北美洲了。獨立戰爭後，美國與中

國開使有貿易往來。中國商人和船員從廣州經過好望角（Cape Horn）到達新英格蘭。也有少數

的華人來美國求學，其中容閎是第一個在美國學院完成學業的中國留學生。19 世紀，當美國加

州淘金潮和興建跨洲（Transcontinental）鐵路時，開始有較多的華人移民美國，他們大多數來

自廣東省。在 19世紀後期，華人移民的人數已超過 30萬。原先許多華人移民擔任淘金的礦工，

後來大多數從事興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勞力工作。 

 

背景知識  

最早到達美洲的華人是商人、船員和學生。除了少數的人會永久定居在美洲外，大部份只是

基於好奇與冒險而作暫時的停留。直到 19世紀中後期，才有較多的華人勞工移民來到美國。 
 

本節綱要： 

１）早期的華人移民 

２）華人勞工與跨洲鐵路 

３）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的華人移民 

 

重要觀點： 

十九世紀，美國為了滿足工業界的需求，引進大批華人勞工。 

早期的華人勞工並未得到平等的待遇。 

華人勞工對興建横貫美國東西部的跨洲鐵路有很大的貢獻。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美成為盟友，美國華人的待遇才開始改善。 

如今美國華人人數已經超過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裔的移民。 

 

名詞及人物： 容閎   跨洲鐵路  華人勞工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pe_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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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十九世紀中後期有許多華人勞工來到美國工作，當時的清朝正處於什麼樣的時期？您覺

得發生在清朝國內的那些事件會對華人遠赴海外工作的意願產生影響？ 

 

 

1872 年夏天，容閎組織了第一批清朝政府核准的 30 名幼童渡洋赴美求學 

 

美國加州淘金潮的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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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許多早期的華人留學生學成回國後，都參與了當時中國的革新與建設。請探討容閎對當

時的中國有什麼影響？十九世紀中後期，還有哪些華人留學生對中國的革新與建設有舉足輕重的

影響？ 

 

２） 華人勞工與跨洲鐵路 

 

    美國政府在 1862年決定修建橫貫東西的大鐵路，計劃從東部和西部兩頭同時修建，最後在

美國中部匯合。這條鐵路要穿過許多人煙荒蕪的地方，是個極為危險困難的工程。從東部修建的

勞工主要是愛爾蘭人，而從西部修建的勞工大部份是在愛爾蘭人管理下的華人。 

    1865年至 1869年間，有超過一萬兩千名華人勞自中國工來到美國，參與修建了美國首條跨

洲鐵路的中央太平洋路段，這些勞工大多數來自廣東省。在鐵路建設的過程中，他們有如鉚釘般

的踏實而卑微，為美國的交通建設及中國的故鄉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因為“排華法案”

的影響，美國鐵路華人勞工的事蹟與成就一直被大眾忽視，因此他們被稱作“沉默的道釘”。 

    當時的華人勞工勤勤懇懇地工作，直到工頭提醒他們下工，他們才會放下工作。鮑爾斯

（Samuel Bowles）在《我們的新西部 Our New West》書中評論道：“中國人勤勞、沉穩、乾

淨，為他們的同事樹立起了好榜樣。”他還寫道，如果沒有華人勞工的參與，太平洋鐵路將會

“推遲數年完成，並增加三分之一的造價。”這些鐵路華人勞工“每天的工資只有一美元，還要

自己付飯錢。僱一個華人勞工的費用僅相當於僱用白人勞工的一半。” 

 

在雪地興建鐵路的華人勞工 

背景知識  

當 19世紀加州的淘金潮結束後，大部分的華人勞工投入了連接加州與美國東部鐵路網的

跨洲鐵路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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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太平洋鐵路有一項工程紀錄，是在 1869年 4月 27日的一天之內鋪設了 10英里的軌

道，完成這一項業績的勞工大部分是華人。興建鐵路遇到的艱難險阻是很大的，華人勞工們不僅

做著沉重的體力勞動，還要負責開鑿修隧道時的打鑽、安置炸藥等危險的工作。當鐵路工程推進

到加州內華達山脈的最高點時，華人勞工們成了打通隧道的中堅，但是也造成了華人勞工的大量

傷亡。根據加州鐵路博物館的記錄“約有 1000位華人勞工死於爆破或其他的建築事故。” 

    除了惡劣的自然環境和工程難度，華人勞工們還須要面對更惡劣的人為歧視。華人勞工願意

多做工作少拿錢，這也讓他們在美國經濟出現衰退時成為被妒忌的目標。當地人妒忌華工的勤

勞，使得當地許多報紙報導華人勞工時會用帶有偏見和歧視性的字眼。當然也有一些報刊會為華

人勞工辯護，例如承認“沒有華人勞工，這些鐵路再過若干年也不可能建成”。亦有報導反問道

“如果美國人在中國也受到了中國人在美國所受到的欺侮，那麼美國人將如何反擊呢﹖” 

    2015年是華人參建美國中央太平洋鐵路 150週年的紀念。希望透過對美國鐵路與華人勞工

歷史的瞭解，讓這群長期被忽視遺忘的華人勞工能夠不再是“沉默的道釘”，而能再度在歷史上

發光，並享有應得的名譽與榮耀。 

討論：如果您是在十九世紀美國興建跨洲鐵路時的華人勞工，您要如何保持工作的勤奮，但是

亦能爭取到公平的待遇呢？ 

 

３） 二十世紀中期之後的華人移民： 

    19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美國和中國成為作戰盟友，美國政府逐漸解除了對

華人移民和入籍的限制。 

背景知識：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人移民被歧視的情況開始改善。1943年「麥諾森法案(Magnuson 

Act)」正式的廢除了 61 年來對華人的種族歧視，而再次允許華人移民到美國。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gnuson_Act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gnuson_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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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成為盟友。 

照片是 1943 年同盟國的領袖蔣中正，羅斯福和

丘吉爾在開羅舉行會議。

    二十世紀的 60年代後期到 70年代中期，華人移民多數是由來自台灣和少部份來自香港的大

學生和研究生所組成。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從上個世紀的 80年代開始，中國大陸有

愈來愈多的高學歷專業人士和勞工階層來到這裡。2010 年的美國人口普查中，已有超過 330萬

的華人在美國，2012年華人移民的人數也已經超過西班牙裔和拉丁美洲裔移民的人數。 

 

 

公元 2000 年美國人口普查，各州華人人口密度分佈圖。 

(上圖僅做為地理位置與數量的參考，細節名稱與數字不建議列入學藝競賽的範圍) 

討論： 

    如果您是美國的華人，您知道您的父母或祖先是在甚麼時期來到美國的嗎？您的朋友和同學

之中，有沒有人和您的背景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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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單元：明末至今中外歷史紀年表 

    文藝復興時期之後的歐洲在科技及工業上都不斷地進步。相較之下，由於鎖國政策的影響，中國反

而逐漸地落後於西方各國。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更不斷地受到西方國家的欺凌，直到第二次

世界大戰結束，才逐漸恢復與各國平等的地位。 

    下面的「紀年表」列出一些中外歷史上的重要事件。由這些事件的先後次序，並參照教材第二部分

前三個單元的敘述，可以看得出中華民族在過去數百年來由強盛變得衰弱，再由衰弱之後奮發圖強的改

變。 

 

 

 

明末至今中外歷史事件紀年表 

 

討論： 

    隨著科技與交通的進步，發生在世界各處的事件也都會影響到其他的地區。請您參閱以上的

「明末至今歷史事件紀年表」並搜尋相關資料，找出哪些在中國以外地區發生的事件對中國有直

接或間接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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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誤修訂表： 

 

 

 

 

 

 

 

 中國歷史教材範圍第二部分編寫說明： 

《中國近代史教材─明末至今及美國華人移民史》是根據往年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歷史教材為大

綱，再參照 Wikipedia及美國中學歷史教材，予以補充、彙編和修訂而成。內容豐富完整，適合

中文學校高年級的學生學習。 

教研會工作小組：許笑濃、李文珠、王之宇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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