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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王朝？ 

  根據史書記載，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過去，夏朝的

歷史只能從有限的古書資料中推斷，直到 1959 年，考古學家在河南

西部發現了夏朝晚期的都城遺址——河南二里頭文化遺址，夏朝的歷

史才有了古物遺址的佐證。 

 

位於河南二里頭的夏朝都城遺址 

  相傳堯舜時期，洪水氾濫為害，禹（○粵 [語]，○普 [yǔ]）承擔起治

水的責任。他不畏艱辛，攀山涉水，辛勤地探測山勢和土質，觀察

水情，率領民眾制定出疏導洪水的策略。十多年來，禹多次路過自

己的家門而不入，一心為了治理洪水，公而忘私。經過艱苦努力，

終於成功治理洪水，百姓得以安居樂業，禹也獲舜推舉為繼承人。

禹繼位後，以「夏」為國號，分中國為九州，並平服了一些南方部

族。禹死後，由兒子啓繼位。 



 
 

❖  1.2 ❖ 
 

 

 

浙江紹興禹王廟內的禹帝像 

  禹的孫子太康繼位後，終日沉迷打獵，不理政事，也不關心民

間疾苦，使夏朝變得愈來愈不得民心，勢力愈變衰弱，結果被后羿

（○粵 [毅]，○普 [yì]）奪取了政權。太康的孫子少康長大後，發憤圖強，

集夏朝民眾之力，復興夏朝。此後，夏朝進入平穩發展階段。 

  可是，傳至夏桀（○粵 [傑]，○普 [jié]）的時候，由於夏桀不關心政

事，只顧自己享樂，不理會百姓福祉。他還殺害了許多苦心勸説自

己的大臣，囚禁了商族的首領湯，使夏朝漸漸失去了民眾的支持。

最後，商湯聯合諸侯，打敗了夏桀，夏朝由此滅亡。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夏朝文物，圖中是一個喝酒用的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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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墟遺址看商代人的生活 

  夏朝滅亡後，商朝建立。商朝曾在「殷（○粵 [因]，○普 [yīn]）」這

個地方建立都城。今天位於河南安陽市郊的殷墟就是殷的遺址。這

裏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有文獻記錄，並有甲骨文證實的都城，具有

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通過殷墟遺址，可以看出商代人的生活方

式及特點。 

  商代時期，人們流行通過向神靈問卜來預測吉凶禍福，在占卜

後，商人會把占卜的結果用文字刻在甲骨上，這就是我們現在見到

的卜甲和卜骨。殷墟甲骨文是指在殷墟出土、刻在龜甲、獸骨上的

文字。至今已出土的殷墟甲骨文約十五萬片。 

 

卜骨龜腹甲 

  「民以食為天」，在日常生活中，「食」是很重要的，也是文

化的反映。從甲骨文及殷墟出土的穀物種子來看，商代人已會種植

多種農作物，例如粟（小米）、黍（○粵 [暑]，○普 [shǔ]，大黃米）、稻、

小麥、大麥、高粱等。從墓葬中出土的不同酒器也可以看出商代人

喜歡喝酒，上至王室貴族，下至普通平民都飲酒成風。 



 
 

❖  2.2 ❖ 
 

 

小米是商代人的主要食物之一 

  甲骨文中有不少有關農業、畜牧和田獵的字，如「力」（原是

用來翻土的農具）等生產工具，「馬」、「牛」、「羊」、「豕」

（○粵 [此]，○普 [shǐ]，即豬）等家畜，以及「射」、「狩」等田獵方式，

可見商代人已經掌握了很多獲取糧食的方法。 

  在殷墟遺址，除了有大型的宮殿區遺址外，還發現了地面房屋、

半地穴式的房屋和地穴式的房屋三類居址。經過分析，宮殿區是給

統治者居住的，貴族居住在面積較大，以夯（○粵 [坑]，○普 [hāng]）土

建造的房屋中，普通平民住在面積較小的地上或半地穴房屋裏，而

最沒有地位的奴隸，則只能夠以潮濕、狹小的地穴為棲身之所。 

 

殷墟宮殿宗朝區内的乙二十仿殷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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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統一措施 

  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制定了各種統一制度和措施，既順應了當

時的時代變化，也對後世影響深遠。 

  春秋戰國時期，不同諸侯國使用不同的貨幣，形狀、大小、輕

重等各不相同，計算單位也不一致。秦統一六國後，為消除各地不

同貨幣引起的混亂，秦始皇下令廢除各地原來流通的貨幣，由國家

統一鑄造新幣。秦朝所鑄造的「半兩」，採用圓形方孔的設計，自

秦開始，這種模樣的錢幣在中國沿用了兩千多年。貨幣統一了，貨

品和服務交易變得更方便、更容易，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 

 

秦朝銅錢「半兩」 

秦始皇還下令統一度量衡。度量衡是長度、容量和重量的統稱。

戰國時期，各國度量衡的計量單位並不一致，有礙貿易交流。秦始

皇以秦國原來的度量衡為標準，推廣全國。這個措施方便了各地的

交流和聯繫，也促進了全國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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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文字也是秦朝的一項重要措施。春秋戰國時期，各國使用

不同的文字，同一個字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寫法。秦統一後，原

先的文字系統既不利於各地人民交流和資訊流通，也給朝廷下達政

令帶來困難。因此秦始皇下令以秦國原來的文字為基礎，簡化為小

篆（○粵 [syun6]，○普 [zhuàn]），作為規範文字，加以推廣，並廢除與小

篆不同的文字。有了統一的文字，全國人民不但更容易交流，還能

更容易地把知識傳播開來，傳給下一代。中國文明能歷數千年而傳

承下來，跟文字統一關係很大。 

 

小篆流傳到今天，仍被廣泛用於美術創作中。 

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道路寬窄不一。秦始皇為了加強各地的聯

繫，更有效地傳達政令，修築了馳道、直道等統一規格的道路。他

還將車軌的寬度（車輛兩個輪子之間的距離）統一為六尺，這樣，

無論甚麼車都可以在全國交通大道上暢通無阻了。 

 

秦朝的銅車馬 



 
 

❖  4.1 ❖ 
 

漢武帝的豐功偉績 

  漢武帝是中國歷史上一位具備雄才偉略的皇帝，立志把國家管

治好。他南征北討，大大拓展西漢的勢力範圍。他又勤勉奮進，帶

動社會文化和經濟步入高速發展之路，獲得了很高民望。史學家稱

他為「漢武大帝」。 

 

 

漢武帝雕像 

為了管治好國家，漢武帝非常重視選拔輔助他治國的人才。漢

武帝獨尊儒家學説，重視人的品德，所以「察舉孝廉」被視為選拔

人才最重要的科目。漢武帝下令各地的官員要以德行為準則，推舉

孝順親長、廉能正直的人，這就是所謂的推舉「孝」、「廉」，被

推舉者經皇帝審核，就能夠成為朝廷的官員，服務百姓。這個措施

有助朝廷招攬有賢德的人入仕，對國家建樹良多。 

   



 
 

❖  4.2 ❖ 
 

   

  漢武帝對外還開拓了漢朝的最大版圖。他最重要的軍事行動是

討伐長期擾亂邊境的匈奴，把匈奴驅逐到大漠以北，保障了中原百

姓的生活安定。他還派張騫（○粵 [牽]，○普 [qiān]）出使西域，開通了

通往西域的道路，這就是後來中西交流的要道——「絲綢之路」。中

國的商品和技術得以通過西域，遠達羅馬及歐洲各地，西方的物產、

知識等也傳入中國，中西經濟和文化交往出現空前繁榮的景象， 

 

 

 

漢武帝陵墓（茂陵）前有一座

馬踏匈奴大型石雕，表彰名將

霍去病擊退匈奴的功績。 

  

  漢初，黃河屢次決堤，漢武帝即位後二十餘年也未見改善。有

一年，漢武帝在出巡歸途親臨治河工地，祭祀河神，又命令隨從一

起搬石頭，堵塞河堤。官兵們士氣大振，終於堵住決口。之後漢武

帝再派人挖掘兩條分支河渠，把河水引導向北面流去，減緩黃河暴

漲時的衝力。自此，黃河八十年間未曾再發生大水災。 

 

黃河是中國重要河流之一  



 
 

❖  5.1 ❖ 
 

張騫通西域 

  漢朝初期，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經常侵犯漢朝的邊境，危害國

民和國家的安全。因為當時漢室勢力弱，只好盡量採取和親政策，

把宗室的女兒嫁給匈奴，以謀求短暫的和平。然而，到了漢武帝時

期，漢朝國力強盛，漢武帝決心反擊匈奴，解除北方的威脅。 

  公元前 138 年，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的國家——大月氏（○粵 

[知]，○普 [zhī]），希望聯合大月氏，一起對抗匈奴。當時，西域對中

國人來説是一個很遙遠的地方，漢人對通往西域的道路茫然無知。

張騫是一個冒險家，他帶着百餘人從首都長安（今西安）出發，行

至河西，即被匈奴發現和囚禁，一轉眼就是十年。 

  一日，張騫等乘匈奴不備，逃了出來，數月後抵大宛（○粵 [冤]，

○普 [yuān]），得大宛王善待，再轉至大月氏。可惜大月氏安於現狀，

無心再戰匈奴。張騫見游説無效，於是踏上歸途。回程時，他再遭

匈奴扣留，結果兩年後才能逃回長安，此時距張騫出使已經十三年

了，使團只剩下二人。但此行令張騫大開眼界，知道在漢境以外有

許多國家存在。 

 

張騫通西域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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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119 年，為了招回西遷的烏孫，與漢朝共同抗擊匈奴，

同時加強漢朝與西域各國的友好關係，張騫再次出使西域。他與使

團到西域聯繫各大國，各國派使臣前來答謝，自此開通了漢朝與西

域各國間的文化及貿易交往。 

 

外國使節向中國獻上貢品以示稱臣  

  後來，東西方的商人們紛紛沿着張騫探出的道路往來貿易，成

就了著名的「絲綢之路」。西域的核桃、葡萄、馬、胡琴等物品紛

紛引入中原；中原的文化、科學技術也傳到西域，促進了各地文明

的發展。 

 

漢朝時的西域包括今天的新疆地區，這裏盛產核桃、葡萄、香料

等，這些物產在絲綢之路開通後傳入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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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貞觀之治」 

  古代皇帝登基後，一般會選定自己的年號，把管治的第一年稱

為「元年」，大家熟悉的「康熙」、「雍正」和「乾隆」都是清朝

皇帝的年號。你知道唐朝一代明君唐太宗的年號嗎？就是「貞觀」。

唐太宗統治時期，國家强大，社會安定，文化發展興盛，所以這段

歷史時期被後人稱為「貞觀之治」。 

 

唐太宗像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二任皇帝，在他管治之下，國家興隆，

唐朝聲威遠播。中國得此盛世，跟唐太宗的個人優點關係很大。首

先，他心胸廣闊，經常集思廣益，深知多方聽取意見才能明辨是非

得失的道理。他任用的宰相魏徵是歷史上著名的賢相，敢於當面向

皇帝提出不同意見，唐太宗有時也會為此生氣，但經過深思熟慮後，

很多時候都採納魏徵的意見。他説過：以銅作為鏡子，可以看到自

己的衣帽是否端正；以歷史為鏡子，就可以明瞭國家興衰的原因；

以人為鏡子，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得失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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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太宗重視評核每個官員的表現。他為了保證政策措施有效推

行，採用了一個方法——把官員的姓名寫在屏風上，並隨時把官員做

過的好事或惡行都一一記錄在上面，作為賞罰或職位升降的準則。

假如他發現了官吏貪污，必嚴厲懲處，賞罰分明。 

  唐太宗有精湛的治國能力，同時也具備軍事才幹，尤其善於運

用騎兵去完成各項戰爭任務。唐初，李世民主力為國家掃除反對勢

力，讓百姓重過太平安居的日子。據説在唐建立前，有六匹駿馬一

直陪伴李世民征戰沙場。李世民和這六匹戰馬感情深厚，視馬如戰

友，所以他命人按六匹駿馬的外形刻成石雕，置於他的陵墓前，稱

為「昭陵六駿」。 

 

 

唐太宗陵墓（昭陵）祭壇的駿馬浮雕石刻，共有六匹駿馬，

都是李世民在唐朝建立前騎過的馬匹，見證他建功立業。 



 
 

❖  7.1 ❖ 
 

松贊干布與文成公主 

  松贊干布是藏族人民景仰的民族英雄，也是西藏歷史上著名的

領袖人物。他與文成公主的故事是流傳已久的美談。 

 

《松贊干布》唐卡（唐卡是藏族人繪製在錦緞或布帛上的卷軸畫） 

  公元七世紀初，十三歲的松贊干布承繼父業，成為吐蕃（○粵 [播]，

○普 [bō]）部落的贊普 (部落統治者)。他年少有為，在得力的大臣支

持下，領兵統一西藏各部落，並把首都定在拉薩，建立了西藏歷史

上第一個王朝── 吐蕃王朝。 

  松贊干布派出大臣到天竺（○粵 [竹]，○普 [zhú]）學習梵（○粵 [犯]，

○普 [fàn]）文（印度古代的一種文字），並結合西藏的實際情況，創

造了藏文，同時又引進了佛教。他安定了整個西藏地區，使得農牧

業快速發展。松贊干布出於對中國文化的仰慕，希望締結兩國的長

期和平，於是向唐朝提出聯姻。唐太宗答允把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

給他，揭開了藏漢兩族交往的新篇章。 



 
 

❖  7.2 ❖ 
 

  唐太宗貞觀十五年（公元 641 年），松贊干布親率禁衞軍護送

文成公主到西藏。公主沿途受到吐蕃人民的熱烈歡迎，凡她經過的

地方，都流傳着許多關於兩民族交往的故事。 

 

《文成公主入藏》壁畫  

  此後，唐朝和吐蕃展開了大規模的經濟文化交流。文成公主入

藏時，帶同很多穀物、牲畜、工匠等。中原地區的農具製造、紡織、

建築、造紙、釀酒、製陶、冶金等生產技術，以及曆算、醫藥等科

學知識也隨之傳入藏區，推動當地的社會發展。 

  文成公主為藏族地區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深受藏族人民愛

戴，至今在拉薩的布達拉宮和大昭寺，仍能看到松贊干布與文成公

主的塑像。 

 

大昭寺的文成公主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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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取經 

  《西遊記》中唐僧帶領三位徒弟去西天取經的故事家喻戶曉。

唐僧的原型就是歷史上的唐代高僧玄奘（○粵 [壯]，○普 [zàng]），他是

古今知名的佛學家和翻譯家。 

  公元 602 年，玄奘出生於河南。他小小年紀就對鑽研佛教道理

有興趣，堅定地追隨佛教的信仰。他十三歲時剃度出家，成為正式

的僧人。由於當時中國的佛經是由梵文（印度古代的一種文字）翻

譯而成，書中有很多錯誤，於是玄奘決定前往印度，學習真確的佛

理和求取佛經。 

 

玄奘畫像 

  公元 627 年夏天，玄奘獨自一人從中原繁華的長安出發，走上

前往印度的西行之路。當時交通落後，沒有良好的交通工具，完全

是「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他爬過雪山，走過草原，穿過戈壁沙

漠，風餐露宿，忍着饑寒，不畏烈日酷暑，不懼風雪嚴寒，一路上

歷盡艱辛。最終玄奘法師以堅定的信念，到達數萬里外印度的佛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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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法師西行取經學法十多年，他精湛高深的佛學思想贏得了

佛教徒的一致推崇。之後他帶着六百多部佛經回國。回國後，他專

心從事佛經翻譯和著書立説，由他口述、門人執筆的《大唐西域記》

一書記錄了他的西行見聞。 

 

《大唐西域記》  

  玄奘西行取經影響廣泛而深遠，不僅促進了佛學在中國及東南

亞的傳播，而且增強了中印兩國的友好和交流。他把大量的佛學經

典作品帶回國，並翻譯成文辭優美的漢語版本，對於中國佛教研究

和普及，起了極大的幫助，促進了佛教在唐朝的普及和興盛，還為

佛學東傳奠定了基礎，對東南亞的佛教發展影響重大。 

 

玄奘法師所譯的佛教《心經》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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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飛具備怎樣的品德情操？ 

  岳飛是南宋初年抗金最堅決的將領，他盡忠報國，蔑（○粵 [滅]，

○普 [miè]）視權貴，重義輕利，而且奉母至孝，刻苦節儉，不僅在當

時受人景仰，也一直為後世所稱道。 

 

岳飛像 

  岳飛從小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因此他十分孝順母親。不用

出征時，他每天必抽空去探望母親。母親有病時，岳飛還親自嘗試

湯藥，並跪着送到母親的病榻（○粵 [塔]，○普 [tà]）前。一旦出征，他

又細心囑咐家人，務必小心侍奉卧病的母親。 

  岳飛出身寒微，雖然擔任將相的高位，仍非常節儉、刻苦。平

時生活樸素，一家人只穿麻布，不着綢緞，吃飯也不超過兩個肉菜。

岳飛得到朝廷厚賞，大都用來獎勵將士。軍中缺糧，他便拿出家財

濟急。為製造軍器，他也常把皇帝賞賜之物變賣籌錢。 

  岳飛終生懷抱獻身報國的理想和志向。他在戰袍上繡了「誓作

中興臣，必殄（○粵 [tin5]，○普 [tiǎn]，滅絕的意思）金賊主」金國是當時

宋國最大的敵人。有一次，高宗打算在臨安為他建造一座華麗宅第，

岳飛引用漢朝名將霍去病的話説：「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為？」拒

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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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母刺字壁畫。岳母在岳飛後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勉勵他竭力報效國家。 

  岳家軍以軍紀嚴明、訓練有素著稱，軍中規定：行軍時不能踐

踏百姓田地裏的農作物，也不能拿取百姓的糧食和物資。打仗時，

岳飛更是身先士卒，衝鋒陷陣。因此，岳家軍戰鬥力強勁，節節勝

利。岳飛死後，人們興建岳王廟紀念他，以岳飛為題材的文學作品

也流傳開來，岳飛盡忠報國的精神一直激勵着後世。 

 

杭州岳王廟，又名忠烈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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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 

  歷史上，曾有過一個橫跨歐洲和亞洲、版圖遼闊的大帝國。那

就是大蒙古國，它的創造者是著名的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石雕像  

  成吉思汗是蒙古人，原名鐵木真。他出身於望族，但幼年時父

親已被殺害，少年時隨母親四處流浪，終日躲避敵人追殺。可是，

這正磨練出鐵木真堅毅果敢的性格和不屈不撓的鬥志。 

  年輕時的鐵木真有爭強好勝的缺點，常與同父異母兄弟別克帖

兒發生爭執，更與弟弟合撒兒射殺了別克帖兒。但是事後鐵木真懊

悔不已，母親極其嚴厲地訓斥了鐵木真兄弟。她又以一枝箭容易折

斷，五枝箭合成一束，就不易折斷的道理，教導鐵木真兄弟：只有

團結，才能產生強大力量。鐵木真感到無比慚愧，自此學會團結的

重要性，決心改過，於是厚待兄弟、部屬，結果大批將領和人才都

願意投向他，忠心為他效力。 

長大後的鐵木真帶領着部眾，逐漸把原來一盤散沙似的蒙古部

落統一起來。1206 年，鐵木真正式建立蒙古國，號稱「成吉思汗」，

意為「擁有海洋四方的可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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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登基大典  

  蒙古人是游牧民族，習慣於馬背上生活。蒙古族的孩子一般從

小就學習騎馬和射箭，因此普遍驍勇善戰，勇敢健壯。成吉思汗率

領蒙古軍南征北討，不斷擴大疆域。1227 年，成吉思汗在親征途中

逝世。 

  成吉思汗的功業為日後元朝的建立，以及蒙古帝國版圖的擴張，

打下了堅實基礎，推動了中國和世界歷史的發展。 

 

蒙古人多從小學習策馬和射箭，有助他們培養出堅毅勇敢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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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 

  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球航行之前，中國歷史上已經

出現了一場大規模的遠洋航海，到訪了東南亞、阿拉伯半島的三十

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達紅海和非洲東岸。這就是鄭和下西洋。 

  明朝初期，明成祖希望宣揚國威，並借此來加強與西洋各國（主

要為今日東南亞地區）的聯繫，於是派遣鄭和率領船隊下西洋。鄭

和知識豐富，又是伊斯蘭教徒，皇帝希望他可以加強與伊斯蘭教國

家的聯繫。 

 

鄭和塑像 

  鄭和在 28 年裏進行了七次航行。在十五世紀，他的船隊是當時

世界上規模最大的，不但船隻最多，技術也最先進。船隊每次出海

均有大小船隻二百多艘，其中巨型寶船是船隊中最大的海船，也是

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木帆船。 

  船隊還會使用指南針和天文定位，於當時是最先進的導航技術，

並且運用旗幟、燈籠、音響等有效的通訊聯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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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程度高、經濟文化發達的國家。鄭和

在所經各國，都按照儒家的朝貢禮儀，以「厚往薄來」的原則處理

各國納貢，即施予各國的是豐厚的物品，但接納他們上貢的只是微

薄的東西。這樣做有助明朝與各國建立友好關係，並使各國認可明

朝的領導地位。當時西洋各國都積極到中國朝貢，以期得到明朝的

庇護和豐厚賞賜。 

 

鄭和寶船模型 

  鄭和還把中國的曆法、圖書、冠服、度量衡器具，以及建築、

醫學等知識和技術帶到各地，宣揚中國的制度和文化。中國的紡織

品、農產品、茶葉、瓷器等輸往西洋各地的同時，各地的物產如藥

材、香料、寶石、動物等也輸入中國。 

  至今在東南

亞不少地方，還

有紀念鄭和的廟

宇和相關遺跡，

可見鄭和影響之

深。 

  

印尼三保洞，據説原為鄭和興建的寺廟，現在為紀念鄭和的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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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仲景和李時珍 

  中醫發端於中國，並影響了日本、韓國、越南等國家。中國古

代有許多著名的醫學家、醫藥家，張仲景和李時珍就是其中的代表。 

  
中醫以「望、聞、問、切」為診斷疾病方法，又以草藥作治療，

影響了不少鄰近國家的醫學發展。 

張仲景 

  張仲景生於東漢末年，自幼好學，博覽羣書。

當時社會動蕩、戰爭頻繁、瘟疫流行，為此他決

心獻身醫學，以救死扶傷為己任，刻苦鑽研醫術。 

 

張仲景畫像 

 
  疫症從來都是人類的大敵。當時，瘟疫奪走了張仲景家族許多

人的生命，其中患傷寒病而死的更佔大多數。面對這種慘狀，張仲

景感嘆當時的人只知道追權逐利，不問民間疾苦，而一般人患病也

只懂求神問卜，而不是對症下藥去醫治。於是，他決定專心研究治

病之道。 

  他收集民間許多治病療方，再結合自己的診斷經驗，寫成了名

著《傷寒雜病論》。這是一部集合理論、診治方法、方劑和藥物內

容的古典醫學名著，奠定了中醫治療學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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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時珍 

  李時珍出身於明代一個醫藥世家。他幼年體弱多病，由父親親

自治理，結果他「久病成醫」，對醫學產生興趣，常隨父外出採藥，

認識不少草藥。 

  李時珍刻苦鑽研醫學和草藥知識。他研讀醫學名著，並行醫採

藥，通過實踐，提升自己的醫術。不久，他成了聞名的醫師，並且

立志編寫一部完整的藥物醫書。  

  為了撰寫這本書，李時珍親自到各地去採藥。他不怕山高路遠，

不怕嚴寒酷暑，走遍了出產藥材的名山，有時好幾天住在山上。他

走上了萬里路，拜訪了千百位醫師、老農、漁民和獵人，向他們學

到了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他還親身嘗試了許多藥材，判斷藥性

和藥效。李時珍前後用了約三十年，終於完成不朽巨著《本草綱目》。 

   

   李時珍畫像                《本草綱目》中草藥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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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大帝 

  康熙皇帝是清代賢明的君主之一。他八歲登基，十四歲親政，

在位六十一年，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勤於政事、

寬厚愛民、重視文教，可謂是一代明主的典範。 

 

康熙皇帝像 

  康熙即位時，國家還不穩定。他對內先收服了專權驕橫的大臣

鰲（○粵 [熬]，○普 [áo]）拜，再憑藉卓越的軍事才能，平定了南方吳三

桂的軍隊，收復了台灣，征服了叛亂的蒙古貴族，對外把俄國的侵

略者趕出國土，維護了國家的統一，讓百姓能安居樂業。清代康（熙）、

雍（正）、乾（隆）盛世，也正是由康熙開啟的。 

  康熙自親理政務後，以身作則，勤於政事。他在春夏早上六時，

秋冬早上七時，一定親到乾清門聽取臣下報告。就算在出巡時，一

有奏章送到，他便馬上召集大臣處理批示。康熙批閱奏章十分認真，

甚至連錯別字都能發現，予以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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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康熙也會適當地體恤臣下，表現寬厚的一面。例如他後

來發現有些官員住得太遠，如按規定時間每天上朝，會相當辛苦，

於是康熙把聽政時間延後一小時，而對年老患病者，也不要求全部

到齊。 

  康熙即位之前，國民因為幾十年的戰亂而生活困苦。康熙深知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的道理，格外重視農業發展，並多次減稅、

免稅，減輕人民的負擔。他還多次南巡治河，促進農業發展。為了

促進貿易發展，康熙不再禁止海運，讓商人能進行更多貿易活動。 

 

康熙皇帝硃批奏摺（複製品）  

  康熙重視文化和科學，也為後人稱道。他組織學者編纂了《康

熙字典》、《全唐詩》等經典著作，又令人繪製詳細的中國地圖。

他還向西方傳教士學習數學、物理、天文、醫學等，並下令把西方

的經典數學著作翻譯為滿漢兩文，促進了知識的傳播。 

 

各種版本的《康熙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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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 

  法國已故總統希拉克説過：「不看兵馬俑，等於沒有真正到過

中國。」位於陝西西安的兵馬俑坑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之一，被譽

為「世界第八大奇蹟」。1987 年，秦兵馬俑坑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規模宏大的地下兵團——秦兵馬俑 

秦始皇陵規模宏大，氣勢雄偉，兵馬俑坑是當中規模最大的陪

葬坑，一發掘出來就驚動了世界。目前已出土數萬件文物，包括陶

士兵俑、陶馬、戰車等，它們大多排列整齊，佈置成弩（○粵 [努]，○普 

[nǔ]）兵陣、戰車陣、車步騎混合方陣和騎兵陣等。另外還發現了軍

幕，即是軍隊的指揮部，坑中的兵俑是擔任警衞的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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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馬俑雕塑造型傳神，設計巧妙，大體上都經過精雕細刻，從

已出土的陶俑、陶馬來看，無一雷同。兵馬俑的服飾是按照當時的

軍裝和戰馬裝飾創作的，種類繁多，不同兵種和軍階有不同軍服，

同一兵種在不同方陣，服飾不盡相同，戰馬的裝飾也不拘一格。 

 

 
戟（○粵 [激]，○普 [jǐ]）是秦

軍常用的兵器，為一種混合

戈和矛的長兵器。 

不同造型的士兵俑   

 

兵馬俑既是藝術品，也是珍貴的歷史

資料，我們可以從中了解到秦軍的裝備、規

模等。兵馬俑還能反映秦代的民俗。例如兵

俑都頭髮整齊，並有各種各樣的髮辮與髮

髻（○粵 [繼]，○普 [jì]），反映秦人對髮型相當

重視。 

兵馬俑出土時，本是顔色豔麗的，但陶

俑接觸了空氣後迅速氧化，所以我們今天

見到的陶俑以灰黑色為主。不過，從剛出土

時陶俑的服飾，仍可看到秦人衣服顏色以

大紅、大綠、粉紫、天藍等色為主，領口、

袖口、冠（束在髮髻上）、鞋都有裝飾。這

説明秦人在生活方面是追求豐富多彩的，

也反映了一種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 

 
士兵俑的圓髻和髮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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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綢之路 

  歷史上，有一條連接了中國和中亞、西亞，甚至遠至地中海古

羅馬（古稱「大秦國」）的陸上通道，成了古代各國經濟與文化交

流的命脈。 1877 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首次將這條通道命名為「絲綢之路」(Silk Road)。 

 

西安絲綢之路起點雕塑 

  絲綢之路東面以漢首都長安（今西

安）為起點，向西走，經過甘肅的河西走

廊，走過河西四郡，包括武威、張掖（○粵 

[亦]，○普 [yè]）、酒泉和敦煌，到達今天的

新疆地區，然後續往西行至今天的中亞

和西亞諸國，以及東歐、地中海沿岸等

地，最後以意大利的羅馬為終點。 

 
敦煌月牙泉 

  公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開拓了通往西域的道

路，稱為「鑿空」。後來中國的絲綢經這條道路遠銷西方，因此後

人稱之為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最初的作用是運輸中國出產的絲綢，

絲綢是中國的特產，在西方人眼中它更是古老東方文化的象徵。絲

綢傳入西方，曾在羅馬引起轟動，價格非常昂貴。當時西方人以「絲

綢之國」來稱呼中國。 



 
 

❖  15.2 ❖ 
 

  絲綢之路促進了中國和世界文化的交流，推動了人類文明的發

展。 

  除了絲綢外，中國的四大發明（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

藥）、絲綢、陶瓷、茶葉、藥品等物產，以及鑄鐵、鑿井等技術，

先後傳到亞洲其他國家和歐洲，推動了其文明進步。與此同時，西

域的良馬、駱駝、香料、葡萄、石榴、苜蓿（○粵 [目宿]，○普 [mù xu]，

一種植物）、胡麻、胡瓜、胡豆、胡桃等特產，相繼傳入中國。這不

僅促進了東西方的經濟和文化交流，更擴大了兩千年前中國人的世

界視野。   

 
 

中國人早已懂得養蠶取絲和編織絲綢 瓷器同樣深受外國人歡迎  

  
西域的音樂、樂器（如胡琴）和各類香料經絲路傳入中土 

 

  各國商人、使者、藝術家、僧侶、探險家……各式各樣活躍於

絲路上的羣體，一起譜寫出千百年來豐富的絲路歷史。   



 
 

❖  16.1 ❖ 
 

海上絲綢之路 

  2013 年，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的國際經濟合作倡議，「一

帶」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路」是「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海上絲綢之路原為古代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經濟文化交

流的海上通道，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

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 

  海上絲綢之路最早可追溯至漢代，中國南方沿海山多平原少，

許多人積極發展海路運輸。同時，由於氣候因素，來自東南沿海地

區的夏季季候風，有助船隻航行，方便海路運輸。 

 

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起點——泉州 

  隨着技術進步和經驗積累，海上航程可以伸延到更遠的地方。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與印度地區之間的航海交通已很發達，佛教

僧人法顯到印度取經就是由陸路去，由海路回國。唐朝時，海上貿

易延伸到阿拉伯地區。元朝時，中國人造船和羅盤導航技術已相當

進步，能配合遠航的需要。意大利人馬可孛羅(Marco Polo)通過陸上

絲綢之路來到中國，也是以海路返回意大利的。明朝時更有鄭和遠

航至非洲東海岸之創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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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上驚濤駭浪，成了海路運輸的最大障礙，但隨着航海技術提

升和航海經驗積累，問題逐漸克服。相比於陸路，海上貿易運輸成

本較低，運輸量大，使海上絲綢之路在宋元以後超越陸上絲綢之路，

成為東西方交流的主要通道。 

  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國的泉州、廣州、寧波成為海運主要港口，

泉州更是「東方第一大港」，商人、旅行家、僧侶等絡繹不絕，留

下了豐富的文化遺跡。 

 

2007 年，「南海一號」被成功打撈起來，它是一艘循海上絲綢之路運

送瓷器的南宋商船，船上出土了包括瓷器、錢幣等十多萬件文物。 

  
 

在「南海一號」出土的精美瓷瓶（左）和金腰帶（右），可見南宋經濟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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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朝修建長城 

  中國古代為了抵禦北部游牧民族的侵襲，在不同時期修築了規

模浩大的軍事工程——長城。長城的歷史長達兩千多年，十多個朝代

都不同程度地修築過長城。 

 

萬里長城 

  最早的長城大約修築於公元前七世紀，那時正是春秋戰國時代，

戰爭頻繁，許多國家都在邊境上修築長城，設立關卡，用以自衞。

其中，楚長城是中國已知最早的長城，齊、鄭、韓、魏、趙、秦等

國也修建了長城。 

  秦始皇統一天下，派遣蒙恬率軍北擊匈奴後，維修及連接秦、

趙、燕等國原已建造的長城，並開始築新長城。長城最終西起臨洮

（○粵 [圖]，○普 [táo]），東至遼東，綿延萬餘里。自此，長城有「萬里

長城」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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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的秦長城遺址 

  漢代長城在秦長城的基礎上修建，不僅延長了，還修築了外長

城，總長度達兩萬里。漢武帝時修築的長城成為阻擋匈奴入侵的最

佳防衞設施，使邊境安定，保障了百姓的安全。 

  明朝是最後一個大修長城的朝代。為了防禦蒙古和女真等北方

游牧民族的侵擾，明朝大規模地修建長城。明長城總長度有八千多

公里，東起鴨綠江，西到嘉峪關。今天我們看到的主要是明長城。 

  今天，遊客可以在不同地方欣賞長城及著名關口，例如東邊有

北京的八達嶺長城、慕田峪長城、居庸關，西邊有甘肅的嘉峪關。

居庸關號稱「京師門戶」，八達嶺長城則是居庸關的重要前哨，因

關隘（○粵 [aai3]，○普 [ài]）當道，可四通八達而得名。嘉峪關城是現存

關城中保存得最完整的，有城門、城台、敵台等，更有「天下第一

雄關」美譽。 

 

 

 

 

嘉峪關 



 
 

  18.1  
 

故宮 

  它剛度過了 600 歲的生辰。 

  它是全世界現存規模最大的木結構建築羣。 

  它與法國的凡爾賽宮、英國的白金漢宮、俄羅斯的克里姆林宮

和美國的白宮並稱為世界五大宮殿，是世界建築傑作之一。 

  它就是我們的故宮——紫禁城。 

 

故宮全景 

  故宮位於北京內城的正中位置，原是明清兩朝皇帝處理朝政和

生活起居的地方，當時被稱為「紫禁城」。紫禁城佔地 72 萬平方米，

房子 8707 間。故宮的規劃體現了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它的設計依

據「擇中立宮」的思想，主要建築嚴格對稱地排列在中軸線上。故

宮的中軸線又與北京城的中軸線重合，宮殿以城市為依託，城市以

宮殿為中心，突出帝王的至尊地位。 

故宮的正南門是午門，正北面是神武門，東邊有側門東華門，

西邊有西華門。前方左右兩側分別是太廟和社稷壇，皇帝會在這裏

拜祭土神和五穀神。 



 
 

  18.2  
 

  紫禁城內分為外朝和內廷兩大部分。外朝位於紫禁城南部，主

要建築包括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著名的「三大殿」。太和

殿是紫禁城內最高、最大的宮殿，整個大殿莊嚴肅穆、富麗堂皇。

皇帝在太和殿召見朝臣，商討國家事務。每年元旦、冬至、皇帝生

日三大節，以及登基、大婚、殿試等大典，都在這裏舉行。 

 

太和殿殿內鋪設了專為皇宮燒製、質地細膩密實的「京磚」，後稱「金磚」。

皇帝的寶座安放在大殿中央，周圍有六根金柱，氣派恢宏。 

  內廷位於紫禁城北部，是皇帝

和后妃居住和活動的地方。外朝和

內廷以乾清門作為分隔，主要建築

有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以及為

數不少的佛堂、戲台、花園等。自雍

正以後，皇帝就居住在內廷中軸線

西邊的養心殿。 

乾清宮 



 
 

❖  19.1 ❖ 
 

首都北京 

  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位於華北平原北部，有三千多

年的歷史，和南京、西安、洛陽合稱中國「四大古都」，是世界上

擁有文化遺產項目最多的城市之一。它也是今日中國的政治、經濟、

文化、教育中心。 

 

現今的北京既是現代化智能城市，同時也保存了不少傳統文化。 

  北京成為都城始於十二世紀的金朝。1267 年，元世祖忽必烈下

令規劃建造大都城，即今天的北京，北京第一次成為首都。此後歷

史上大部分時間，北京都是國家的首都。 

  十五世紀初，明成祖把首都從南京遷回北京，並重新規劃北京

城的佈局。著名的「紫禁城」在這時建成。北京城的設計以一條貫

通南北，長達 7.5 公里的中軸線為中心，非常規整。 

  偌大的天安門廣場位於現今北京市區正中心，是紫禁城正門天

安門前方的廣場。中國現代史上許多重要事件都在這裏發生，包括

1919 年五四運動、1949 年 10 月 1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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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紫禁城同樣展現出莊嚴氣派的是天壇。天壇是明清帝王祭祀

天地神明和祈求五穀豐收的重要場所，它比故宮還要大四倍。清朝

統治者又在北京城郊營建了香山靜宜園、玉泉山靜明園、萬壽山清

漪（○粵 [衣]，○普 [yī]）園（後來的頤和園）、暢春園和圓明園，總稱

「三山五園」，這些昔日的皇家之地都成了旅遊勝地。 

 

北京古蹟處處，例如天壇（左）和頤和園（右）。  

  此外，北京還具有當今中國領先的創新能力。這裏共有八十多

所高等教育學府（包括歷史悠久的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和眾多科

研機構，並且是中國高新產業的中心。北京正向現代化和國際化的

道路發展。 

  

北大（左）、清華（右），教學和研究水平俱屬世界級，為國家培育出很多人才。  



  
 

  20.1  
 

古都南京 

  南京是江蘇省省會，地處長江下游，是中國重要的交通和港口

樞紐。南京歷史悠久，有「六朝古都」之稱，是中國四大古都之一。 

 

今天的南京 

  「六朝」是指三國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朝代。傳説三國時期蜀

國名臣諸葛亮曾經對南京的地理條件大加讚賞，説南京有鍾山和石

頭山守護，猶如龍盤虎踞，最適合成為一國之都。此外，南京臨近

長江，可以依靠長江作為防衞的天然屏障。 

  隋唐以前，南京（當時稱為建康）已經是一個非常發達的京城，

城內殿宇林立，秦淮河兩岸更是歷來達官貴人飲宴遊樂、詩酒唱和

的娛樂場所。 



  
 

  20.2  
 

  南京有許多著名的古蹟。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定都南京後，下令

建造堅固的城牆，防衞措施十分完備，至今仍能讓人感受到當時建

築的雄偉；原是清代兩江總督官署西花園的煦（○粵 [許]，○普 [xù]）園，

秀麗雅靜，是著名的古典園林；孫中山先生的陵墓——中山陵，氣

勢宏大，與自然山勢渾然一體，堪稱是民國建築中的典範。 

  
秦淮河畔 明城牆遺址 

  此外還有朱元璋和馬皇后的合葬墓明孝陵、已有一千五百多年

歷史的江南名刹（○粵 [殺]，○普 [chà]，即佛寺）棲霞寺、秦淮河北岸的

古代學府夫子廟和用於舉行考試的江南貢院、風景優美的玄武

湖……都是今人在南京觀光旅遊的必到之地。 

  為了紀念 1937 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而修建的紀念館，記錄

了抗日戰爭中那一段悲痛歷史，每年有數百萬人前來憑弔。 

  
南京中山陵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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