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料一：晉武帝及朝中大臣對復行封建的討論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周與西漢的封建簡介 

朝代 封建內容 結果 

周 大封宗室、功臣為諸侯， 

到各地建立封國 

周天子地位日漸下降，諸侯爭 

相兼併，天下四分五裂，周室 

最終為諸侯所滅 

西漢 立國初分封七個異姓王，
後削其權，改封同姓宗親 

封國權力漸大，中央實行削 

藩，引起七國之亂 



根據資料一，為甚麼晉武帝要復行封建？ 1 

節省開支   擴張版圖  
 
拱衛皇室   服從祖訓 

根據資料二，歷史上實行封建制的結果怎樣？ 2 

 (1分) ✓ 

推行封建會導致 ❶諸侯割據，天子的勢力被削弱，
❷中央更可能與封國爆發戰爭。 

 (2分，每個分點1分) 



你認為西晉推行封建會取得預期效果嗎？試根據兩項資料
的提示加以解釋。 

3 

不能。 

 

❶根據周朝和西漢的歷史，推行封建最終會導致中
央政權不穩，例如周朝被諸侯所滅，❷而西漢則造
成中央與封國交戰。由此推論，晉朝的封建同樣不
會成功。 (4分，每個分點2分) 



司馬炎憑藉父祖的餘蔭，成功建立晉朝，是為晉武帝 

        西晉皇族司馬氏的崛起源於東漢末的司馬懿。公元
219年，司馬懿向曹操獻計讓孫權襲擊劉備大將關羽的戰
場後方，更支持曹操稱帝，因而得其信任，職位漸漸提高。
曹魏建國後，司馬懿歷任高位，並受曹丕遺詔輔政，正式
進入權力核心。司馬懿病死後，由司馬師繼承，繼續執掌
魏國軍政大權。司馬師死後，其弟司馬昭繼之，並扶立魏
元帝。至此，魏國上下均對司馬氏效忠，司馬氏基本已掌
握了魏國政權，而司馬昭其後亦封為晉王。司馬昭死後，
其子司馬炎繼立，正式篡魏建晉。 



晉武帝即位後只顧沉迷享樂 

• 沒有致力改善社稷民生 

       司馬炎生性風流，登基後曾禁止全國嫁娶一年，以便挑選後
宮。滅吳後，他又把孫皓五千名宮女納入後宮。據史籍記載，
司馬炎擁有萬人的後宮。 

為方便挑選宮女臨幸，他 

更乘坐羊車巡行後宮； 

羊停在哪個宮女的住處 

，他便前往臨幸。 

因此，當時宮女便 

在住處灑鹽、插竹 

葉，引誘羊車停下， 

以求得到皇帝的臨幸。 

典故由來 



以武帝為首的世族競逐奢華 

• 朝廷上下貪污成風，政風敗壞 

    石崇是西晉著名的富豪。他在擔任荊
州刺史期間，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外，更搶
劫往來的商隊，於是得以富甲一方。 
 

       石崇的富有後來為晉武帝的舅舅王愷
所知悉，雙方於是展開了一系列的鬥富鬧
劇，彼此競相揮霍、炫耀自己的財富。當
中，晉武帝竟然認同並支持王、石二人鬥
富，可見西晉朝廷的腐敗奢靡。 

http://www.youtube.com/watch?v=7RzledsA5Yo


晉武帝認為曹魏因王室被孤立而滅亡 

• 即位後大封宗室，讓他們到各地為王 



諸王擁有自行任命官員及掌控財政的權力 

諸王專責訓練及統領地方軍隊 

• 作為中央的屏藩 

軍、政、財大權朕都
已經賦予你們了！要
好好為朝廷效命啊！ 



諸王掌握地方軍、政、財大權 

• 埋下日後同室相殘的禍根 

諸侯國內的軍、政、財
大權皆在我手，中央朝
廷根本不算甚麼！ 



東漢末年州牧割據，中央無力控制 



武帝為防地方擁兵自重的情況再現 

• 下令裁撤州郡兵，規定地方長官不能擁有軍隊 

雖然地方欠缺軍力，無法坐大，但遇事時亦無力處理 





武帝死後，其子司馬衷即位，是為晉惠帝 

• 惠帝昏昧，無力治國 

朕對治國並
不在行啊！ 

諸位大臣自己
看著辦吧！ 



皇上昏昧，賈后亂政，
我們諸王只好站出來恢
復晉室秩序！ 

惠帝皇后賈氏先召楚王瑋入京殺外戚楊駿 

• 後以手段剷除汝南王亮及楚王瑋 

• 最終引發諸王叛亂 

外戚楊駿乘機排擠汝南王司馬亮 

• 取得單獨輔政的地位 



「八王之亂」 

• 西晉年間八個諸侯王先後參與的亂事 

• 持續了十六年，期間諸王互相攻伐 



你們愛爭權就算了…為
什麼要毒殺朕？ 

東海王最後殺死惠帝，另立懷帝 

• 八王之亂方告結束 

經此一役，晉室元氣大傷，走上衰亡之路 



    歷來史家都稱晉惠帝司馬衷為癡愚皇帝，但若細心察看
惠帝的生平，就會發現他的某些行為並不「痴愚」。 
 
‧ 有明顯的情感反應：在八王之亂期間，惠帝被諸王挾持
東征西討。有一次途經長安，他竟一時感觸流涕。後來，河
間王跪迎惠帝，惠帝立時下車阻止。由此可見，惠帝對外界
事物有一定的感受能力及相應的表達方式。 
 
‧ 懂得行使自己權力：在八王之亂期間，趙王曾派司馬威
奪取惠帝的玉璽。事敗後，惠帝明確下令誅殺司馬威，可見
惠帝對權力也有一定的了解。 



‧ 能清楚地用言語表達感受：惠帝被成都
王穎的將士包圍時，侍衛嵇（音溪）紹捨
身保護惠帝，結果被斬殺，血濺在惠帝的
衣衫。後來，將士要清洗衣衫，惠帝斷然
拒絕，指那是忠心侍衛的血，不能清洗。 
 
    根據以上的論點，有學者認為惠帝只
是資質魯鈍，但並非痴愚。然而，有學者
認為以上幾點只屬基本的反應，不能判定
一個人痴愚與否。究竟惠帝是否痴愚？還
有待學者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 



漢魏之際，中國西北的遊牧少數民族不斷內遷 

• 主要為匈奴、鮮卑、羌、氐、羯等「五胡」 



       在魏晉時期，不少大
臣曾建議外徙胡人。西晉
武帝時，郡太守江統作
《徙戎論》，在經濟、語
言、社會等各方面，陳述
胡、漢的分別，以求讓晉
武帝明白胡人內遷的危險，
並接納外徙胡人的建議。
然而，晉武帝最終沒接納
他的建議。 

史事補充 

西晉大臣預見內徙胡人會威脅晉室的統治 

• 力主把他們遷回塞外，但意見不被接納 

胡人與漢人相處出現甚麼問
題？代入現今的香港社會，
香港人與本地少數族裔又是
否存在同樣問題？ 



在漢人政權下，內遷的胡人經常飽受勞役及歧視 

• 他們大多仇視西晉的統治者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yG7dkYQxGc


八王之亂時，諸王聯合胡人增強實力 

• 胡人得知晉朝虛實 

內遷的胡人乘機反抗，終致五胡亂華的局面 

我們要聯合胡人
起兵才行！ 

但這樣做…會不會
令胡人有機可乘？ 



公元304年 
• 匈奴人劉淵於山西起兵反晉 
• 後來稱帝，建國號「漢」，定都平陽 



進攻晉國的首
都洛陽吧！ 

公元311年 
• 劉淵之子劉聰殲滅晉軍主力，再攻入洛陽 
• 殺晉室王公百官三萬餘人 



懷帝在逃往長安途中被俘，史稱「永嘉之亂」 

        晉懷帝在永嘉之亂被俘後，遭
劉聰押至匈奴漢的首都平陽，過著
幽禁的生活。 
 

        一年多後，劉聰宴請臣下，懷
帝被命令於殿前充當斟酒的僕人。
懷帝不堪受辱，再加上在場坐著不
少晉室舊臣，於是悲傷落淚。劉聰
見懷帝如此反應，甚為反感，不久
便以毒酒毒殺懷帝，享壽三十歲。 



永嘉之亂後，太子司馬業在長安繼位 
‧是為晉愍帝，短暫恢復晉室統治 



部份皇族及北方士族陸續南渡避亂 
‧投靠在江南建立勢力的皇族司馬睿 

北方看來很
不安全… 

南方安全多了，
我們就依靠琅邪
王司馬睿吧！ 



公元316年 
‧劉曜攻破長安，愍帝出降 
‧歷時五十二年的西晉至此覆亡 



西晉滅亡後，北方大亂 
‧五胡先後建立數十個割據政權 

國號(國祚) 民族 

成漢  (公元306-347年) 氐 

前涼  (公元314-376年) 漢 

前趙  (公元318-329年) 匈奴 

後趙  (公元319-351年) 羯 

前燕  (公元337-370年) 鮮卑 

前秦  (公元351-394年) 氐 

後燕  (公元384-407年) 鮮卑 

後秦  (公元384-417年) 羌 

國號(國祚) 民族 

西秦  (公元385-431年) 鮮卑 

後涼  (公元389-403年) 氐 

南涼  (公元397-414年) 鮮卑 

北涼  (公元397-439年) 匈奴 

南燕  (公元398-410年) 鮮卑 

西涼  (公元400-421年) 漢 

夏      (公元407-431年) 匈奴 

北燕  (公元407-436年) 漢 



1. 以下哪項有關西晉初期政局的描述並不正確？ 
 A. 以武帝為首的世族競逐奢華 
 B. 武帝大封宗室，施行郡國制 
 C. 地方長官不能擁有軍隊  
 D. 諸王掌握地方軍、政、財大權 

2. 「八王之亂」共持續了多少年？  
 A. 十一年 
 B. 十四年 
 C. 十六年 
 D. 八年 



3. 以下哪個邊族並非「五胡」之一？  
 A. 匈奴 
 B. 烏桓 
 C. 鮮卑 
 D. 氐 

4. 誰人於山西起兵反晉，稱帝建「漢」？ 
 A. 劉聰 
 B. 劉表 
 C. 劉備  
 D. 劉淵 



5. 「永嘉之亂」中，哪位西晉皇帝在逃往長安途中被俘？ 
 A. 晉愍帝 
 B. 晉懷帝 
 C. 晉惠帝 
 D. 晉武帝 

6. 西晉共享國祚多少年？  
 A. 二十年 
 B. 三十五年 
 C. 五十二年 
 D. 三十七年 



把以下六項史事按發生先後順序排列。 

A. 司馬炎篡魏建晉  B. 劉曜攻破長安，愍帝出降 
C. 永嘉之亂    D. 賈氏計殺外戚楊駿 
E. 東海王越殺死惠帝 F. 八王之亂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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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