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 

東漢君主即位年歲統計表 

資料二： 

東漢中、後期的政治情況 

東漢的皇帝大多早逝，沒有
子嗣，大權歸於女主（太后）
⋯⋯期間立了四位君主，臨
朝聽政的太后有六位，她們
都是在宮帷之內決策，委任
父兄（外戚）處理政務，故
意選立孩童，以延長自己掌
政的時間。 

資料來源： 

語譯自范曄《後漢書．皇后紀》 



資料一反映了東漢中、後期的甚麼政治現象？ 1 

宦官專權  君主年幼登位   
 
政治架構混亂 貪污情況嚴重 

根據資料二，填寫下列有關東漢政治的因果關係表。 2 

a.  外戚乘機掌權、敗壞朝政 
b.  皇帝年幼即位、大多早逝 
c.  太后臨朝聽政、委政父兄 

次序： __________ > __________ > __________ 

(1分) 

✓ 

b    c   a  (1+1+1分) 



如果你是東漢的皇帝，當你長大後，你會尋求誰的幫助，
以重新收回權力？試解釋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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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太后   外戚   宦官   丞相   
(1分) 

✓ 

 由於我年幼時便由宦官照顧，我對他們非常信
任。觀乎太后與外戚，他們根本不願意放下權
力。至於丞相，此職多由外戚出任，或是外戚
的親信，不能依靠。 (3分) 



新朝末年，王莽改制失敗 

• 社會動盪，民變四起 



原為西漢宗室的劉秀乘時而起 

• 於昆陽大破王莽軍隊 

於河北擴充勢力，聲勢浩大 

        公元23年，王莽為打擊反 
對勢力，決定派遣司徒王尋與司空
王邑二人率軍四十多萬，進攻綠林
軍控制、守兵不足一萬的昆陽城。 
 

    劉秀見事態危急，於是乘夜出
城請求援軍，卻只能調來數千兵馬。
王尋、王邑二人自恃兵多，沒有把
劉秀放在眼內，豈料劉秀軍十分勇
猛，與昆陽城內的守軍內外夾攻，
把新莽軍打得大敗。 
 

      最後，王尋戰死，王邑撇下將
士逃命，四十萬大軍瞬間崩潰。昆
陽一戰，使劉秀聲名大噪，為其日
後建立東漢奠下重要的基礎。 



公元25年 

• 劉秀在眾將擁護下正式即位稱帝 

• 是為「光武帝」，定都洛陽 

光武帝沿用「漢」的國號，重新恢復漢室統治 

• 史稱「東漢」或「後漢」 

    光武帝劉秀以謹慎沉著聞名。王莽篡漢後，劉秀的兄長劉
縯身為皇族後裔，一直忿忿不平，伺機起義。赤眉軍起事後，
劉縯號召鄉里反抗王莽，各人卻紛紛躲避，直呼劉縯「害人」。
直至他們看見劉秀拋棄平民服飾、改穿軍服後，才紛紛加入起
義軍的行列。在反莽戰爭中，劉秀的軍紀雖然良好，但麾下的
將領仍有燒殺搶掠之舉。可是，劉秀鑒於天下未定，未敢有所
行動。直至天下大定之時，劉秀才對他們加以斥責及懲處。由
此可見，劉秀的性格，是他能夠統一天下的一大關鍵。 



朕要重建漢室
的政權！ 

光武帝廢除了王莽的苛政 

• 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緩和西漢末年以來的社會危機 



皇上減輕租稅與徭役，
實在太好了！ 

民生方面 

• 減輕租稅與徭役，多次下令釋放奴婢 

• 興修水利，致力農業生產 



吏治及文教方面 

• 嚴懲貪官污吏 

• 提倡儒術，興辦太學，獎勵氣節之士 

皇上提倡儒術，你
們要好好學習啊！ 

是！ 



社會安定，經濟逐漸恢復，史稱「光武中興」 

聖上英明！ 

萬歲！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mj8jzt6Zao


光武帝死後，明、章二帝相繼即位 

• 秉承光武帝遺規，勤於政事 

• 歷來備受稱許 

你知道當時的奴婢主要從事甚麼工作嗎？ 

 參考答案：漢朝奴婢分為生產及非
生產兩類，生產奴婢主要從事手工
業勞動和農田勞動；非生產奴婢主
要是從事家中服役和歌舞伎樂。 



內政方面 

• 留心吏治，輕徭薄賦，注重民生 

明、章時期 

• 文治、武功方面皆有很大的成就 

貪官污吏全都被查辦，
政治清明多了！ 



武功方面，明帝致力經營西域 

• 派遣竇固等出擊匈奴 

• 下令班超出使西域，復置西域都護府 



明、章二帝在位期間 

• 社會穩定，把東漢的國力推至鼎峰 

• 史稱「明章之治」 

        你知道全球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於何時傳入中國嗎？原來史載佛教的
傳入始於漢明帝時期。相傳有一天，明帝夢見一個金光閃爍、身高六丈，頭
頂上有白光的人，夢醒後他經過尋問，得知此神人稱為「佛」。於是，明帝
派人尋訪西域，最終取得佛經及佛像回國。由於這些佛經及佛像均是由白馬
馱回洛陽，於是明帝便在洛陽興建了一座「白馬寺」，成為中國第一座佛教
寺院。 

史事補充 



1 

班超生於書香世家，父親班彪、兄長班固及妹妹
班昭都是有名的史學家。有一天，負責為官府抄
寫書籍的班超忽然感到厭煩，便停止抄寫，投筆
至一旁說：「大丈夫應仿效張騫立功異域！」於
是他便放棄抄寫的工作，轉而投軍。 

夠了！我不能再浪費
時間在文字中…… 



2 
公元73年，班超跟隨竇固出兵匈奴。為了聯合西域各
國共同抗擊匈奴，於是竇固派遣班超出使西域諸國。
班超首先率領三十六人到達鄯善國（鄯音善）。 



3 

初時，鄯善王噓寒問暖，十分禮待班超等人，後
來卻突然改變態度。班超推斷這是因為匈奴使者
的到來。於是，他採取先發制人的策略，夜襲匈
奴使者，順風縱火，殺死匈奴使者百餘人。 

不進老虎窩，怎能擒
獲小老虎？大家放手
一拼吧…… 



4 

鄯善王對班超的勇猛感到震驚，於是決定與匈奴斷絕
關係，歸順東漢。鄰國于闐（音田）、疏勒等國亦先
後歸附。至此，漢室恢復了與西域諸國的友好關係，
並重置西域都護府，漢室的聲名再次揚威西域。 



班超出身書香世家，突然棄筆從
戎，開展一項並不專長的事業，
在當時似乎是很冒險的決定。 

 

但從班超的成就及貢獻來看，他
的決定是很明智的，當然我們也
不可忽略過程中他對事業理想的
堅持、處事的智慧及「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的冒險精神。這些智
慧及精神都很值得我們借鏡學習。 





東漢經過了光武、明章六十多年的盛世，
及至和帝一朝開始步向中衰 

外戚與宦官之間長期的紛爭與亂政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光武帝致力加強皇權，削弱三公的權力 

• 以地位較低的尚書總攬行政大權 

• 逐步形成了內朝權重的政治局勢 



當君主年幼繼位而不能行使君權時，兩派勢力
便可以把持朝政，埋下日後戚宦相爭的伏線 

至東漢中葉時，尚書等內朝官職
大多由外戚或宦官擔任 



東漢自和帝起，以後的君
主均是年幼即位 

君主 即位年歲 年壽 

和帝 10 27 

殤帝 百天 不足一歲 

安帝 13 32 

順帝 11 30 

沖帝 2 3 

質帝 8 9 

桓帝 15 36 

靈帝 12 34 

少帝 14 15 

獻帝 9 54 



太后大多倚仗娘家的父兄協助處理政事 

• 外戚藉機執掌國家大權 

君主過於年幼，不能處理政務 

• 由太后臨朝聽政 

？ 



外戚專政，令君主受制 

… 

不少外戚都與我一樣，
把君主牢牢控制在手
中！哈哈哈！ 



君主長大後，欲奪回政權 

• 與身邊最寵信的宦官合謀，翦除外戚 

原來君主不會一輩
子都受我們控制… 

可恨的宦官… 



宦官因功得勢，封侯賜爵 

• 形成了宦官專權的局面 

君主 因功得勢
的宦官 

賜封爵位 

和帝 鄭眾 剿鄉侯 

安帝 李閏、江京 雍鄉侯、都鄉侯 

順帝 孫程、王康 浮陽侯、華容侯 

桓帝 單超等五人 單超封新豐侯，五
人合稱「五侯」 

靈帝 曹節 育陽侯 



東漢君主大多早逝 

• 幼君隨即繼位，外戚重掌朝政 

        漢順帝即位後，外戚梁氏掌權，
梁冀憑藉外戚的身份出任大將軍。梁冀
十分驕橫，胡作非為，甚至公開勒索，
敗壞朝政。後來，年僅八歲的漢質帝繼
位。質帝對於梁冀的跋扈十分不滿，有
一次更在朝會群臣時，當面說梁冀是一
個跋扈將軍。自此，梁冀便懷恨在心，
更隨即派人毒死質帝，改立十五歲的桓
帝。桓帝長大後，也對梁冀的專權忍無
可忍，於是與宦官單超等合謀逼梁冀自
殺，並把梁冀的財產全部沒收， 歸入
國庫。根據有關記載，梁冀充公的財產，
相等於全國半年的租稅。 

史事補充 



外戚與宦官交替專權的情況不斷持續 

• 形成惡性循環的政治局面 



在戚宦相爭之中，外戚與宦官各自依仗 

的人是誰？通常最後由哪一派獲得利？ 
外戚或宦官得勢，
均會在朝中結集黨
羽，排除異己 

皇帝 主要宦官 外戚 太后 相爭概況 

和帝 鄭眾 竇憲 竇太后 和帝聯合鄭眾，剷除竇憲及其黨羽。 

殤帝 

安帝 

李閏 

江京 

鄧騭 鄧太后 安帝與李閏、江京合謀，剷除鄧氏勢力。 

順帝 孫程 閻顯 閻太后 孫程發動政變，擁立順帝，並殺死閻顯。 

沖帝 

質帝 

桓帝 

 
單超 

 
梁冀 

 
梁太后 

 

梁冀專權二十多年，先後擁立沖、質、桓三帝，最終
被桓帝與單超等五人合謀誅除。 

靈帝 曹節 竇武 竇太后 竇武與陳蕃密謀誅除宦官，事敗後分別自盡及被殺。 

少帝 張讓 何進 何太后 何進與袁紹合謀誅除宦官，何進因事洩而被殺，袁紹
其後率兵入宮盡殺宦官。 

  參考答案：外戚依仗太后，而宦官則依
仗皇帝。通常是宦官一派獲得勝利。 



他們任人唯親，廣收賄賂，導致朝政日非 

• 東漢的國勢漸走下坡 

       在史籍或劇集中，我們時常聽到宦官、太監、
公公、閹人等名稱。他們均指古代宮廷中服務皇室
並閹割外生殖器官（即「宮刑」）的男性。宦官一
職早於周代出現，他們大多受宮刑，身份低下，但
並沒有規定必須以閹人身份出任，直至東漢才出現
所有宦官全用閹人的常規。至於「太監」這個名稱，
本是朝廷高級職位的名稱，並不一定由宦官擔任。
至明朝時，宮廷內設十二監，提領者被稱為掌印太
監，俱由宦官出任，低階宦官名「少監」、「中
監」，高階宦官則名「太監」。發展至後來，「太
監」也就變成了對宦官的統稱。 

史學新知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對於宦官鄭眾的描述 

鄭眾專謀皇宮以內的事情，終於除
去大患，得以賞賜土地封國，也成
為了皇帝身邊的高級近侍。（這）
開啟了宦官專權的政治局面。 

資料來源： 

語譯自范曄《後漢書．宦者列傳》 



資料二：東漢時期宦官封侯簡表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時期 宦官 封爵名稱 食邑數量 

和帝 鄭眾 剿鄉侯 千五百戶，後增三百戶 

順帝 孫程 浮陽侯，後封宜城侯 萬戶 

桓帝 單超 新豐侯 二萬戶 

靈帝 曹節 長安鄉侯，後封育陽侯 六百戶，後增邑三千戶，
復增四千六百戶 



根據資料一，你認為「大患」是誰？ 1 

太后    外戚  

  

大臣    宦官 

史稱鄭眾開啟了宦官專權的政治局面。試綜合資料一、
二，解釋鄭眾除去「大患」之後的地位轉變。 

2 

封賞方面： 

 

身份方面： 

(1分) ✓ 

賞賜土地封國。(1分) 

 被封為鄛鄉侯，成為君主身邊的
高級近侍。 (1分) 



你認為自從鄭眾之後，宦官的勢力有甚麼轉變？試根據
資料二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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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宦官的勢力不斷增加。 (1分) 

 孫程、單超和曹節等宦官同被封侯，食邑的
數量亦大為增多。 (3分) 



1. 以下哪項描述與劉秀有關？ 

 A. 於弘農大破王莽軍隊 

 B. 建立東漢，定都長安 

 C. 提倡儒術，興辦太學 

 D. 是為東漢「太武帝」 

2. 漢明帝下令誰人出使西域？ 

 A. 劉縯 

 B. 竇固 

 C. 班超 

 D. 張騫 



3. 光武帝以甚麼職位總攬行政大權，形成了內朝權重？  

 A. 尚書 

 B. 大將軍 

 C. 太尉 

 D. 司徒 

4. 東漢自哪位皇帝起皆是年幼即位，造成戚宦相爭？  

 A. 順帝 

 B. 和帝  

 C. 成帝  

 D. 哀帝 



5. 以下哪一項配對是正確的？ 

 A. 少帝：孫程 

 B. 順帝：張讓  

 C. 和帝：鄭眾 

 D. 靈帝：江京 

6. 哪位外戚先後擁立三位東漢皇帝？ 

 A. 竇武 

 B. 鄧騭 

 C. 何進 

 D. 梁冀 



把以下五項史事按發生先後順序排列。 

A. 章帝繼位，勤於政事  B. 新莽敗亡 

C. 東漢復置西域都護府  D. 劉秀建立東漢 

E. 光武中興      

______ > ______ > ______ > ______ > ______ B D E C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