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 

有關東漢朝臣 

李膺的資料 

資料來源：林劍鳴《秦漢史》 

當時，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為縣令，卻貪殘無道，被出
任司隸校尉（即中央監察官）的李膺逮捕處決。張讓向
桓帝訴冤，桓帝召李膺入殿，李膺據理對答，桓帝以無
罪開釋。自此，李膺的名氣漸大，太學生皆視他為正義
與知識的化身，稱他為「天下模楷」。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有關東漢宦官的資料 

宦官貪財好利之心日益滋長，朋黨又與日俱增，
於是招致正直朝臣的抨擊，⋯⋯惹起一眾宦官
發怒而報復，造就他們專權之機。這使忠賢之
士難以發揮智才，國家因而陷於昏亂。 

資料來源：語譯自范曄《後漢書．黨錮列傳》 



根據資料一，為甚麼當時的太學生評價李膺為「天下模
楷」？（答案可多於一項） 

他伸張正義   他勾結宦官 
 

他學識淵博   他貪殘無道 

1 

(1分)  ✓ 

(1分)  ✓ 

就你對資料二的理解，李膺在資料一中的行為最終會引
發甚麼後果？ 

2 

李膺公正懲處宦官的黨羽，會導致宦官報復。 (2分) 



根據資料二，宦官專權對東漢的政局造成甚麼影響？ 3 

假如你是當時的朝臣，你是否支持李膺的行動？試根據
兩項資料的提示加以解釋。 

4 

宦官專權會使忠賢之士難以發揮智才，朝政因而陷於
昏亂。 (2分) 

自由作答。建議答案：我會支持李膺的行動，因為為
官者除了為國效力外，更應具有建立公義社會、令百
姓安居樂業的抱負及責任。宦官與其黨羽魚肉百姓，
是不能容忍的行為。 (4分) 



光武帝獎勵名節，東漢士人崇尚節操 

• 品評人物及議論時政的風氣十分盛行 

忠君愛國！
堅守名節！ 



這個國家操控在
我的手中！ 

面對中後期宦官敗壞朝政的行為，正直的
官員與太學生紛紛提出猛烈的抨擊 

• 指斥宦官任人唯親，賣官受賄的不法行為 

我們必須指斥
宦官的錯誤！ 



加以禁錮，或誅連殺害 

• 釀成了桓帝、靈帝時兩次的黨錮之禍 

士人的行為招致宦官報復 

• 宦官把反對他們的士大夫與
太學生誣告為「黨人」 



公元166年 

• 朝臣李膺、陳蕃聯合太學生評議朝政 

• 攻擊宦官，要求改革朝政 

• 李膺更制裁不法的宦官黨羽 

    據史書記載，陳蕃性格耿直，行為端正，為官
清廉，因此文人、學士都願意與他結交。陳蕃曾經
出任樂安太守，當時，樂安有一位名叫周璆的學者，
他曾多次拒絕前幾任太守的出仕邀請，但陳蕃卻能
成功招納他。為了表示對周璆的尊敬，陳蕃特地準
備了一張狹長的矮床(稱為「塌」)以作招待，在周
璆離開後，陳蕃方才將榻懸掛起來。正因「陳蕃下
塌」的故事，後人又把留宿稱為「下塌」。 



李膺等二百多名「黨人」被捕
下獄，太尉陳蕃也被免職 

宦官誣告李膺等朝臣與太學生
結黨營私，公然誹謗朝廷 

只要我們向皇上
哭訴朝臣與太學
生以下犯上… 

妙計妙計… 



由於外戚竇武求情，「黨人」才
得以獲赦，但卻終身不許任官 

這就是不自量
力的後果了！ 



漢桓帝死後，年僅十二歲的靈帝即位 

• 竇太后臨朝，外戚竇武輔政 



可惡的宦官… 我們可是
大將軍竇武的部下啊… 

計劃意外洩露 

• 宦官先發制人，以禁軍討伐竇武 

竇武掌權後，重新召用李膺、陳蕃等共參政事 

• 不滿宦官的所作所為，密謀誅殺宦官 



李膺等一百多人被處死 

• 其他各地有六、七百人牽連獲罪 

結果，竇武自殺，陳蕃被殺害 



大漢皇朝已經搖搖欲
墜了…怎麼辦…？ 

兩次黨錮之禍後，朝廷清廉之士一掃而空 

宦官更加恃勢凌人，朝政更為腐敗 

• 為東漢的滅亡埋下伏線 



賢能的宦官：雖然東漢宦官大多惡名昭彰，但當中也有賢能之士，例如被譽
為造紙術發明人的蔡倫。據史籍記載，蔡倫除了改進東漢時的造紙技術外，
他亦參與國家機密大事的謀劃，為官盡忠職守，更多次向皇帝進諫，以改善
施政。 

 

娶妻的宦官：宦官從生理上來說是不能結婚的，因此歷朝 

歷代也沒有明令禁止宦官結婚。然而，宦官結婚在史籍上 

並不少見，最早記載宦官娶妻的是在東漢時期。當時的宦 

官驕縱，多娶妻者屢見不鮮。 

 

成為皇帝的宦官：曹騰是著名三國人物曹操的祖父 

，為東漢順帝時期的宦官。魏明帝曹叡（音銳） 

即位後，追尊其祖曹騰為高皇帝，是中國歷史上 

被授予正統王朝皇帝稱號的唯一一位宦官。 

史事補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ov6WjNYePw




東漢末年，國家經歷了戚宦之爭及
兩次黨錮之禍後，朝政腐敗不堪 



宦官的黨羽遍佈州郡，壓榨百姓，導致人心怨憤 

       「十常侍」是東漢靈帝時的宦官集團，由操縱政權的張讓、趙
忠等十二個宦官組成。他們橫徵暴斂，賣官鬻（音玉）爵，敗壞朝
政。朝中很多正直的官員都看不下去，郎中張鈞更上書彈劾，認為
黃巾之變的起源便是由於十常侍亂政，因而建議皇帝處死十常侍，
以平息民怨。結果，張鈞反被誣陷而死於獄中，靈帝對十常侍的信
          任則有增無減，甚至還說：
         「張常侍（張讓）是朕的父
          親，趙常侍（趙忠）是朕的
          娘親。」。在倚仗皇帝的信
          任下，十常侍更加變本加 

          厲，胡作非為，禍害百姓，
          加速了東漢的滅亡。 

史事補充 



漢室腐敗，我們
只好起來反抗！ 

百姓在無以為生的情況下，只好紛紛
起來反抗，最終引發大規模的民變 

安帝以後天災連年，水利失修，農村經濟崩潰 



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創立太平道 

• 宣稱可用符咒替人治病，藉此傳教 

可憐的百姓啊！ 

快加入太平道吧！ 



太平道在民間活動十多年間，信徒已增至十萬多人 

• 各自分佈在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一帶 



公元184年 

• 張角率眾叛亂，全國信眾響應 

• 史稱「黃巾之亂」 

張角以「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為口號 

• 成功召集大批信眾，秘密反漢 

在「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這黃巾口號中，「蒼天」與
「黃天」分別代表甚麼？ 

「蒼天」指漢王朝，而
「黃天」則指黃巾軍。 



餘黨仍侵擾河北各地 

• 朝廷經過了二十多年才能平定動亂 

經過九個月激戰，黃巾的主力被擊潰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i0cnzKpHm8


為了鎮壓這次民變，漢室借助地方勢力 

• 各地州牧得以掌握兵權 

皇上封你們為州牧，
領兵征討黃巾亂賊！ 



這政策導致州牧割據，地方紛紛擁兵自重 

• 東漢政權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名存實亡 

兵權在我手，朝廷只
是徒有虛名而已！ 





漢武帝把全國分為十三州部 

• 以刺史為長官，監察地方 

朕決定把全國分為十三
州部，以監察地方！ 



州雖然是在郡縣以上的一個
級別，但不是正式的行政區 



    黃巾起事後，全國大亂。就在公元188年，
漢宗室劉焉向靈帝提出一個改變漢朝命運的
建議：改州剌史為州牧。 
 

       劉焉向靈帝建議由宗室或重臣擔任州牧，
掌握地方的軍、政大權，以便有效平定擾攘
多時的黃巾亂事，安定民生。 
 

      靈帝採納了這個建議，但卻造成地方軍閥
擁兵自重，如由劉焉自己出任州牧的益州 

便成了一個半獨立王國。州牧的設立， 

最終令群雄割據，東漢名存實亡。 

靈帝時，為平定黃巾之亂，朝廷把刺史改為州牧 

賦予州牧政治、軍事的權力 



州牧自此成為最高的地方行政長官 

地方勢力自此日漸坐大，割據一方 

• 國家陷入分裂的局面 



靈帝死後，少帝即位 
•外戚何進聯合朝臣袁紹，密謀誅除宦官 
•因事件洩漏而導致何進被殺 

聽說何進想要
誅除我們… 

要教他好看的… 

嘿嘿嘿… 



袁紹帶兵入宮，殺死宦官二千餘人 

州牧董卓乘亂入京 
•廢少帝，改立年僅九歲的獻帝，獨攬朝政大權 

我身為太師，就算是當
今皇上也由我扶立，滿
朝文武誰敢不服！ 



袁紹號召各地州牧討伐董卓 
•董卓挾持獻帝至長安 

漢帝仍然在
我手中！ 

各位，我們要討
伐逆賊董卓！ 



董卓後來被殺，曹操迎接獻帝遷至許昌 
•自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東漢政權名存實亡 

逆賊董卓已死，
臣熱烈歡迎皇上
駕臨許昌！ 





公元220年 

•曹操的兒子曹丕廢漢獻帝自立 
•建立魏國，東漢正式滅亡 



    曹操自「挾天子以令諸侯」後，勢力迅速擴張，繼而統一了中國北方。
雖然後來曾於赤壁之戰中敗給孫劉聯軍，但曹操雄厚的政治實力未有動搖。 
 

        公元219年，江東的孫權上書稱臣，勸曹操稱帝，群臣表示支持，曹操
卻說：「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 (若上天真的選中了我，就讓我當上
周文王吧。) 」 
 

   曹操此番說話暗示希望由兒子曹丕來取代漢朝，正如周文王的兒子武王
滅商一樣。最後，公元220年﹙曹操病逝的同一年），曹丕篡漢建魏，是為
魏文帝，追封曹操為武帝。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對於有關黃巾之亂起事原因的分析 

張角之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樂於參
與，起源是在於十常侍多放縱父兄、
子弟、賓客等在地方上搜括財利，搶
掠百姓的財物。百姓的冤屈無處申訴，
於是合謀商議進行亂事，最後乃聚集
為盜賊，起兵反抗朝廷。 

資料來源：語譯自范曄《後漢書．宦者列傳》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東漢末年的民謠 



資料一認為黃巾之亂的起因是甚麼？ 1 

宦官弄權   經濟混亂  
 

邊族入侵   天災頻仍 

資料一所提及有關萬人樂於參與黃巾之亂的原因是甚麼？你
認為資料二的民謠能否反映這個社會現象？試根據兩項資料
加以解釋。 

2 

(1分)  ✓ 

宦官的黨羽在民間掠奪財富，欺壓百姓，百姓沒有途
徑表達不滿，只能通過聚眾作亂來宣洩不滿及反抗朝
廷。 (2分)  

能夠。資料二的民謠反映百姓的力量不能被輕視，他
們不會因被壓逼而屈服，亦不再畏懼官吏。 (2分) 



如果一個政府輕看人民的力量，將會對其管治構成甚麼威
脅？這是否仍適用於現今的社會狀況？試引用現今的一個
例子加以解釋。 

3 

這會使政府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人民反對政府的
施政，使政策難以推行，造成管治危機。 (2分) 

 

適用。2011年，利比亞人民起來反對總統卡達菲的獨
裁統治，卡達菲以武力鎮壓人民，令國家陷入內戰。
結果，卡達菲被人民組成的軍隊打敗，最終更被處決。 

(2分) 



1. 以下誰人曾制裁不法的宦官黨羽張成？ 

 A. 張角 

 B. 李膺 

 C. 閻顯  

 D. 陳蕃 

2. 東漢朝臣聯合哪些人評議朝政，攻擊宦官？ 

 A. 太學生 

 B. 百姓 

 C. 漢朝宗室 

 D. 刺史 



3. 「黨錮之禍」發生於東漢哪兩朝？ 

 A. 桓帝、少帝 

 B. 靈帝、獻帝 

 C. 和帝、順帝 

 D. 桓帝、靈帝 

4. 以下誰人被宦官以禁軍討伐，自殺而死？  

 A. 陳蕃 

 B. 竇武  

 C. 何進  

 D. 質帝 



5. 鉅鹿人張角以甚麼為口號，召集信眾反漢？ 

 A. 「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B. 「黃天已死，蒼天當立」 

 C. 「漢室已死，太平當立」  

 D. 「蒼漢已死，黃巾當立」 

6. 黃巾的主力多久才被漢廷擊潰？ 

 A. 七個月  

 B. 兩年 

 C. 九個月 

 D. 一年 



7. 哪位東漢皇帝將刺史改為州牧？  

 A. 獻帝 

 B. 少帝 

 C. 靈帝  

 D. 沖帝 

8. 誰人廢少帝，立獻帝，獨攬朝政大權？ 

 A. 袁紹 

 B. 董卓 

 C. 曹操 

 D. 張讓 



把以下六項史事按發生先後順序排列。 

A. 袁紹盡誅宦官            B. 張角創立太平道 

C. 外戚竇武求情，李膺等人獲赦  D. 陳蕃被宦官殺害 

E. 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   F. 曹丕建立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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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