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東漢末年某地方豪強擴張勢力的情景 成名的機會來了！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三國時代蜀、吳的部份重要人物 

人物 出身 成就簡介 

周瑜 出身江東望族， 

叔父為丹陽縣令 

分別協助孫策兄弟建立及穩定江東勢 

力，為吳國最重要的功臣之一 

諸葛亮 在隆中耕種的隱士 協助劉備建蜀，是蜀國的丞相及重臣 

劉備 與母賣草鞋、草蓆為生 知人善任，禮賢下士，得到關羽、諸葛亮
等追隨相助，最終建立蜀國政權 



根據資料一，豪強招攬的人才有甚麼要求？ 1 

家世顯赫   富甲一方  
 
才能超卓   祖輩為官 

資料二的三人中，哪個出身最差？他的成就相對其他
人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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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 ✓ 

 劉備。(1分)  
 

 劉備的成就較周瑜和諸葛亮高，因為他建立蜀國，
成為統治者，而另外兩人只能分別成為吳國和蜀國
的重臣。 (2分) 



有人認為「三國是亂世，因此是一個容許英雄出現的時
代」。你對此有甚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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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作答。建議答案：同意。因為在紛亂的時局，
社會的階級觀念被打破，個人才能比階級更受人注
重，擁有才能的人有更多機會一展所長。 (4分) 



東漢末年，政府讓州牧領兵平定黃巾之亂 
•導致州牧割據 



經過一輪混戰及兼併後 
•佔據黃河中下游的曹操與
袁紹成為北方主要的勢力 



在北方兩大勢力中， 以袁紹實力較強 

我自公元199年擊敗公
孫瓚後，據有幽、并、
冀、青四州，成為河
北最大的勢力！ 



公元200年 

• 袁紹率領十萬大軍與曹操於官渡決戰 

• 史稱「官渡之戰」 



曹操只有約一萬人的軍隊 

• 突襲袁軍後方的糧倉 

• 袁軍最終因缺糧而潰敗 

火燒袁軍
的糧倉！ 



數年後，曹操消滅群雄，統一北方 

戰後，袁紹勢力迅速衰落 

        董卓勢力瓦解後，曹操逐漸控制了北方諸州，與袁
紹成為北方兩大勢力。公元200年，袁紹率兵十萬，意
圖消滅曹操。曹操雖然只有約一萬兵力，但卻調動得宜，
先解除了袁軍的圍攻，後來更親率五千輕騎假冒袁軍突
擊烏巢，焚燒了袁軍的糧草。袁紹聞訊，派兵進攻曹操
的大本營，但卻未能成功，反被曹操乘勝追擊，遭逢大
敗。最後，袁紹僅帶八百騎兵逃回河北，曹軍獲得大勝。
官渡之戰後，袁紹一蹶不振，並於兩年後死去，袁氏勢
力土崩瓦解，領土逐步為曹操蠶食殆盡。 



漢朝宗室劉備積極招攬人才 

• 在謀士諸葛亮及猛將關羽、張飛
等協助下，伺機建立勢力 



史事補充 

        劉備在荊州依附劉表時，聽聞諸葛亮才智過人，於是到古隆中親自
拜訪。前兩次劉備皆被拒見，直至第三次，諸葛亮才被他的誠意感動，
與他會面，並分析了當前政局，這便是著名的《隆中對》。諸葛亮指出
曹操與孫權兩大勢力難以動搖，劉備要建立功業，必先取荊州為根據
      地，並聯合孫權對抗曹
      操，再取益州，便能形成
      鼎足天下之局。劉備聽
      後，深深賞識諸葛亮，力
      邀他為軍師，事事向他徵
      詢。後來的局勢發展也大
      多如諸葛亮所料，曹丕
      （曹操兒子）、劉備與孫
      權先後稱帝，天下成三分
      之局。 



劉備此時實力仍然較為薄弱 

• 只能投靠控制荊州的劉表 

「劉備借荊州」這歇後
語的下一句是甚麼？ 一借無回頭 / 有借無還。 



東漢末年，孫堅先後參與平定黃巾之亂及討伐董卓 

• 勢力一直增長，但不幸中伏身亡 



我務求鞏固江東
基業，然後伺機
爭奪天下！ 

其子孫策繼位 

• 成功奪取江東之地，建立勢力 

• 但不久又遇刺身亡 

孫堅的次子孫權承繼父兄基業 

• 任用賢才周瑜、魯肅等，務求鞏固在江東的勢力 





公元208年 

• 曹操親率二十萬大軍南下，劉表的兒子出降 



取得荊州後 

• 曹操目標直指江東、江南地區 

既然已經取得荊州，我
決定乘勢直取江東與江
南，然後統一全國！ 



劉(備)將軍兵力雖
少，仍然奮力抗曹
(操)，江東諸位不
會輕言投降吧？ 

劉表勢力消失後 

• 原本投靠劉表的劉備派遣諸葛亮游說孫權 

• 希望合力對抗曹軍 



孫權有感曹操的威脅，於是答應結盟 

• 任周瑜為大都督，統領孫、劉五萬聯軍與曹軍決戰 

共破強曹！ 同心協力！ 



公元208年，兩軍在赤壁對壘 

• 曹軍人多勢眾，但因長途跋涉及不熟水性而疲態盡現 

    南下的曹軍將士不但不習水戰，而且由
於不服水土，大多得了疾病。曹操明白問題
所在，於是下令把戰船用鐵索拴在一起，以
令船身得以平穩，形成「連環船」，免去將
士風浪顛簸之苦。 
 

        可是，連環船的方法卻令船艦的 
機動力大減，成為曹軍與孫劉聯軍 

進行水戰的一大弱點。 



聯軍統帥周瑜看準曹軍的弱點 

• 利用火攻，燒燬曹軍的連環船 

• 最後大勝曹軍 

向曹軍的連環
船發動火攻！ 



孫、劉聯軍以不足五萬的軍力，擊敗
坐擁二十萬大軍的曹操 

• 成為歷史上另一場以弱勝強的名仗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_J3rdRP0U


赤壁之戰後，曹操退回北方，
把擴展目標轉向西面 

全軍將目標
轉向西面！ 



劉備乘機佔據荊州地區，之後再進佔四川 

• 成功建立自己的根據地 

我有了自己的根
據地，不用再寄
人籬下了！ 



孫權繼續穩固江東的根據地 

• 積極開發東南地區，勢力越益強大 

我孫家在江東的
基礎更加穩固，
實在是太好了！ 

三分天下之局基本形成 



史學新知 

        每當提起諸葛亮與周瑜，人們總會想起周瑜的心胸狹窄。
周瑜臨死前遺下名言「既生瑜，何生亮」，埋怨為何有他存在，
卻出現比他聰明的諸葛亮。然而，根據記載，在諸葛亮還未協
助劉備時，周瑜已極具名望。在赤壁之戰時，亦是由周瑜出任
大都督，一人指揮聯軍，諸葛亮當時還沒有參與其中。孫、劉
聯軍得勝，周瑜誠然居功至偉。其後，周瑜在備戰蜀地時病死，
並不如一般所述的被諸葛 

亮氣死。至於有關諸葛亮「借東 

風」成就火計及「三氣周瑜」等 

情節，其實是小說《三國演義》 

為抬舉諸葛亮而創作出來。 



漢朝早已名存
實亡，朕乃天
命所歸！ 

公元220年 

• 曹操去世，其子曹丕篡漢自立 

• 建國號「魏」，定都洛陽，東漢正式滅亡 



次年，劉備在四川稱帝，以成都為京 

• 建國號「漢」，史稱為「蜀」或「蜀漢」 

公元229年 

• 孫權稱帝，建國號「吳」，定都建業 



魏國實力最強 

• 佔地最廣，人才與天然資源最多 



吳國實力僅次魏國 

• 有長江天險可守 

• 孫權能任用賢才，拉攏江南士族 



蜀國領地最少，但力足與魏、吳鼎足而立 

• 所處位置攻守俱宜，劉備知人善任 





劉備在位時，蜀國仍有力與魏、吳相較 



諸葛亮等先後去世，蜀國更乏人才，國力江河日下 

劉備死後 

• 繼位的後主劉禪昏庸，寵信小人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W6LtrkjO0E


公元263年 

• 魏國出兵攻蜀，劉禪出降 

• 蜀國亡，享國四十二年 

    後主劉禪投降魏國後，被魏王封為安樂公，遷往
洛陽居住，每天吃喝玩樂。一天，魏國大將軍司馬昭
設宴招待劉禪，還特地找人演出蜀國的歌舞助興。劉
禪身邊的舊蜀國官員看到故鄉的歌舞，都不禁悲傷起
來，但劉禪卻沒有半點憂傷之情。事後，司馬昭問劉
禪會不會想念蜀國，劉禪卻答道：「我在這裡過得很
快樂，才不會想念故鄉呢！」這個故事就是成語「樂
不思蜀」的由來，用來比喻一個人樂而忘返。  



曹丕死後，司馬氏一族逐漸控制魏國的大權 

• 先是司馬懿，後是其子司馬師與司馬昭 

        自司馬懿起，司馬氏便控制魏國實權，甚至肆意廢立魏帝。司馬
師死後，弟弟司馬昭出任大將軍。司馬昭的專橫，令當時年輕的魏帝
曹髦（音毛）忍耐不住，指出「司馬昭 

的野心甚明顯，過路的人都知道」。 

於是，曹髦與近臣密謀除去司馬昭。 

可惜，司馬昭得到報信，最終把曹 

髦殺死。日後，人們便用「司馬昭 

之心」這成語來形容一個人的昭然 

野心。 

典故由來 



公元266年 

• 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篡魏自立，建國號「晉」 

• 魏國亡，享國四十六年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_juxwaig-4


孫權死後， 吳國宗室相殘 

• 內政混亂不堪，國勢日下 

         孫權雖然成功建立吳國，與魏、
蜀鼎足而立，但晚年卻多有失政，除
了對臣下時加殺戮外，更因立儲問題
引發政治危機。 
 

    孫權雖然立三子孫和為太子，但
卻又在孫和與四子孫霸之間猶豫不決，
結果引致臣下黨爭不斷。不少重臣如
陸遜等均被捲入黨爭之中，或被貶責，
或被賜死，使吳國局勢日衰。 



公元280年 

• 司馬炎派兵南下伐吳，孫皓出降 

吳國最後一位君主孫皓暴虐治國 

• 國內政治更趨敗壞 



吳國滅亡，天下復歸統一 

國家 都城 建國
年份 

建國
君主 

亡國
年份 

亡國
君主 

魏 
洛陽 公元

220年 
曹丕 公元

266年 
曹奐 

蜀 
成都 公元

221年 
劉備 公元

263年 
劉禪 

吳 
建業 公元

229年 
孫權 公元

280年 
孫皓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 

《三國志．吳書》周瑜魯肅呂蒙傳第九（語譯） 

 當時劉璋為益州州牧，適逢張魯入侵益州，周瑜於是
晉見孫權，建議孫權積極進兵蜀地，取蜀地後便可平
定張魯，又能與馬超結援。如此，東吳就可以得襄陽
而威脅曹操，屆時便有機會向北方發展。孫權聽後，
應允周瑜的做法。於是，周瑜返回江陵整頓軍隊及裝
備，卻在往巴丘途中病逝，享年三十六。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 

《三國演義》第五十七回（語譯） 

 周瑜等人行至巴丘，接報水路已被蜀軍的劉封與關平
截斷，周瑜因而大怒。其後，周瑜又收到諸葛亮的書
函，信中諸葛亮指周瑜欲取西川的做法不可行。閱畢
後，周瑜長嘆一聲，命左右侍從取紙筆寫信予孫權。
再聚集眾將士，說道：「我不是不想盡忠報國，但我
的壽命已到了盡頭。你們此後必定要效忠孫權，共圖
大業。」說完後，周瑜奄奄一息，其後又醒來，對天
長嘆：「既然生我周瑜，何必再生諸葛亮！」再連叫
數聲而死，享年三十六。 



根據資料，《三國志》與《三國演義》對周瑜的死有甚麼不同
的描述？ 

1 

《三國_____》：周瑜準備進軍蜀地，行至巴丘時，一再被諸葛亮 

                  阻撓，最後氣憤而死 

 

《三國_____》：周瑜準備進軍蜀地，在前往巴丘途中因病而死 

這兩種描述如何反映周瑜不同的形象？ 2 

《三國志》的描述： 

 

《三國演義》的描述： 

演義 

 (1分) 

志 

 (1分) 

 資料一顯示周瑜是一位精於
謀略的將領。(1分) 

 資料二顯示周瑜是一位心胸
狹隘和忌才的人。(1分) 



選擇一個朝代，並列舉與該朝代有關的一本正史與一本歷
史小說。 

3 

正史例子：    

 

 

歷史小說例子： 

《舊唐書》/《明史》。 (1分，任擇1項) 

《說唐全傳》/《明史演義》。 (1分，任擇1項) 



        中國歷代都慣常為前朝修史，這種官修的史書稱為「正
史」。陳壽生於三國時代，後人大多視其編修的《三國志》為
三國時代的「正史」。《三國演義》則是由生於元末明初的羅
貫中所作，是一部以《三國志》為基礎的歷史小說。此書以蜀
國為主軸，魏、吳的人物往往成了蜀國人物的襯托品，例如為
了突顯諸葛亮的智慧，周瑜便成了心胸狹窄之人。 

 

        歷代「正史」均以嚴謹、真確為編纂要求，雖然難免會受
到當政者的影響而對某些史事避重就輕，但總括來說還是較為
可信。相反，歷史小說雖然大多以「正史」為藍本，但作者往
往為了豐富小說的劇情而加入很多虛構的情節。 



1. 以下哪項有關官渡之戰的描述並不正確？ 

 A. 開戰前，袁紹實力較強 

 B. 袁紹勢力於戰後迅速衰落 

 C. 曹軍突襲袁軍後方的糧倉致勝  

 D. 曹操於戰後數年統一南方 

2. 以下哪項有關赤壁之戰前的勢力配對並不正確？ 

 A. 劉表：荊州 

 B. 曹操：北方 

 C. 孫權：江東 

 D. 劉備：四川 



3. 孫權任命誰人為大都督，統領孫、劉聯軍與曹軍決戰？  

 A. 孫皓 

 B. 諸葛亮 

 C. 周瑜 

 D. 魯肅 

4. 孫權稱帝後，建都於何處？  

 A. 長安 

 B. 建業  

 C. 成都  

 D. 洛陽 



5. 以下哪一項是三國建立時間的正確順序？ 

 A. 魏>吳>蜀 

 B. 魏>蜀>吳 

 C. 吳>魏>蜀 

 D. 蜀>魏>吳 

6. 以下哪一項是有關三國鼎立原因的正確描述？ 

 A. 蜀國佔地最廣，實力最強 

 B. 吳國有黃河天險可守 

 C. 蜀國所處位置攻守俱宜 

 D. 魏國成功拉攏江南士族 



7. 誰人建立晉朝，並於其後統一全國？ 

 A. 司馬炎  

 B. 司馬遷 

 C. 司馬光  

 D. 司馬昭 

8. 以下哪項有關三國中後期的描述並不在確？ 

 A. 孫權死後， 吳國宗室相殘 

 B. 晉國出兵攻蜀，劉禪出降 

 C. 曹丕死後，司馬氏一族逐漸控制魏國的大權 

 D. 吳國最後一位君主孫皓以暴虐治國 



把以下六項史事按發生先後順序排列。 

A. 劉表的兒子投降曹操 B. 孫皓出降，吳國滅亡
C. 黃巾之亂爆發   D. 赤壁之戰 

E. 官渡之戰     F. 劉備在四川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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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