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一：文景之治的影響 

漢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間，由於
國內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災，
百姓總是生活豐足。地方的糧倉堆
滿了糧食，官倉裏的糧食由於積存
太多而導致腐爛。官家的府庫有餘
財，京師的錢財有千百萬，連串錢
的繩子都朽斷了。 

資料來源：語譯自班固《漢書•食貨志》 



細閱以下資料，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資料二：武帝時期大臣對抗擊匈奴的意見 

資料來源：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 



根據資料二，漢初對匈奴採取甚麼政策？這項政策是否
成功？ 

2 

社會富足   民生窮困    經濟混亂 

根據資料一，漢武帝即位時的國內經濟狀況怎樣？ 1 

✓  
(1分) 

漢初採用和親的政策。(1分)  

 

自推行和親政策以來，漢朝與匈奴維持了五世的和平，
可見政策的成功。 (2分) 



假設你是漢武帝，你會對匈奴採取甚麼政策？試綜合兩
項資料的提示加以解釋。 

3 

自由作答。建議答案： 

我會選擇征伐匈奴。因為現在國家富強，實力比漢
初大增，有能力對匈奴用兵；加上以往的小國「代
國」也能抗擊匈奴，作為大國的漢朝更不應對匈奴
屈膝求和。 (4分) 



漢武帝在位五十年間 ( 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87年 ) 

• 西漢的全盛時期，文治武功燦爛 

大漢盛世，
千秋萬載！ 

http://www.youtube.com/watch?v=6nNj-S-VMVM


漢武帝登位之時，西漢經
歷了文景之治，國庫充裕 

經歷景帝及武帝兩朝的削藩，中央集權更為鞏固 



漢武帝一改漢初無為而治的政策 

• 在多方面推行了革新措施，以提升國力 

無為而治政策已經
不合時宜了，朕要
開創新時代！ 



漢武帝自少受儒家的思想文化影響 

我的舅父田蚡與老
師王臧，都是喜好
儒術的人呢！ 



儒家的忠孝仁愛及尊君思想有利於
強化中央集權，維繫國家統一 

史事補充 

        劉邦乃平民出身，其「打天下」的大臣們亦大多出身低賤，所
以上朝時仿如一個吵鬧的市場，沒有甚麼禮儀。其中一位儒學博士
叔孫通便向高祖建議，制定一套莊重而簡便的新禮儀，以符合當時
的需要。於是，高祖下令施行朝儀，其後又封叔孫通為 

奉常（後改稱「太常」，即專責朝廷 

禮儀的官員），而皇帝祭孔亦在此時 

出。至此，現中國帝王有了至高無上 

的權威，君臣之間的等級森嚴，儒學 

在朝廷上亦逐漸受到重視。 



以「忠君愛國」、「大一統」
等思想來強化皇權統治，大漢
帝國定能穩如泰山！ 

以孔子的儒家學說為正統，並不採用其他學派 

武帝掌權後，採用了董仲舒建議 

• 奉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 



儒家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支配着中國倫理 

    後世常以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一大盛
事，然而武帝所提倡的儒學，其實滲入了不少陰陽五行
的思想，又加入了法家的元素，因此漢武帝所提倡的儒
行實際上是一種「法家化」的儒學，務求以忠君、大一
統等思想來強化皇權統治，與先秦時期的孔、孟儒學存
有很大程度的差別。總括來說，先秦時的儒學，就是多
了人道，少了專制；而漢武帝的「法家化」儒學，則多
了專制，少了人道，實是加速了君主專制主義的發展。 



武帝重視教育 

• 設立《詩》、《書》、《易》、《禮》、《春秋》
五經博士及博士弟子員的制度，為朝廷培養人才 



朝廷每年都會從地方選拔優秀的青年，
送至京師的太學作為博士弟子員 

    漢代的「太學」，是後世各朝太
學的起源。武帝時，董仲舒提議創設
太學，但早期的太學只有博士弟子員
五十人，人數到後來才漸有增長。東
漢初年，光武帝熱心提倡太學，繼位
的明、章二帝亦對此十分重視，於是
一時學者雲集京師，太學發展日盛。 



規定博士弟子員每年考試一次 

• 成績最好的可以任職中央 

• 成績較次的被委派至地方政府擔任官員 



武帝確立了察舉的選拔制度 

• 下令郡國每年舉薦孝子、廉吏各一名到京師任官 

• 為國家招攬德才兼備的人才 



在尊儒的政策下，通曉儒家經典成為了為官的必
要條件之一，中央與地方均大量任用儒生為官 



以文人為主導的「士人政府」自此
形成，對後世政治發展深遠影響 

漢武帝任用儒生公孫弘為相，打破
了漢初以來功臣封侯拜相的慣例 

我乃布衣儒生，
先拜相，後封侯，
打破慣例！ 



漢武帝為促進農業生產，在全國興修水利 

• 以便灌溉農田及防止水患 

朕要大力發展農業！
首要任務是興修水利，
打好根基！ 



漢武帝又引用「代田法」等新式耕作技術 

• 以提升農田的產量 

    「代田法」是西漢中期發明的農耕方法，
即在面積為一畝的長條形土地上，開通三條一
尺寬一尺深的溝道。耕者首先播種於溝道之中，
等到幼苗發芽長葉以後，再將溝道兩邊的壟土
埋到農作物的根部，而溝道的位置亦會隨之每
年輪換。代田法不但為農作物帶來防風、抗旱
的作用，田壟的輪換亦能有助恢復泥土的養份，
此皆有利農田產量的提升。 



漢初實行「無為而治」，在經濟上採取放任的態度 

• 引致豪強商賈謀利巧取，令人民生活困苦 

「無為而治」是漢初發展
國力必需的…想不到… 



漢武帝大力整頓財政，推行了幾項革新的措施 

經濟措施 內容簡介 推行原因 

國營專利 規定鹽、鐵、酒為國營專利 嚴禁私商販賣 

統一貨幣 訂立五銖錢為標準貨幣，由國家發行 禁止郡國私自鑄錢 

調節物價 在京師設「平準官」，調查各地物價，
在價低的地方買入，在價高的地方賣出 

平抑物價 

減輕運費 在各地設立「均輸官」，把地方呈獻的
貢物，運到市價較高的地方出售 

增加國家收入 

徵收商稅 向商人與手工業者徵收重稅，並嚴懲瞞
稅的人 

打擊富商大賈 

上表的政策反映漢武帝對農業及商業有甚麼不同態度？ 

參考答案：漢武帝採取了重農抑商的政策。 



漢武帝的措施 

• 防止了商人投機取巧 

• 大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經濟實力 

• 舒緩了武帝時因用兵過度而出現的財政困難 



史事補充 

       「年號」是歷代帝王紀年的名號，也是時代的標誌。在西漢以前，
皇帝沒有定下年號，因此皆以死後的廟號*或謚號**代表該帝王統治的
時期，例如周武王、漢高祖分別為謚號及廟號。中國歷史上皇帝正式
定年號的做法是由漢武帝開始。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即位，使用「建
元」年號。自此，每一位新皇帝登基都要重建「年號」，即稱為「改
元」。這個做法一直延續至清末的「宣統」為止。 

*   謚號指於君主、后妃、諸侯或將相等死後，根據其功績與品德作出   

     評定的稱號。 

** 廟號專指帝王死去後，於太廟中被後人供奉祭祀時所追尊的稱號。 

中國歷史上的年號出現較多的包括「建興」、「太平」、「永
和」、「永平」及「永興」等。這些年號有甚麼相同之處？ 

參考答案： 

這些年號反映皇帝希望國泰民安，國勢興盛。 





漢初奉行「和親」政策 

• 匈奴仍不滿足，不斷侵擾邊境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C1WaNGM5o


派衞青、霍去病等率領數十萬大軍
深入匈奴腹地，主動出擊匈奴 

漢武帝即位後，決心一洗前恥 

• 修築長城，防禦匈奴 

弟兄們，殺啊！ 



結果，匈奴退至漠北（即現今的蒙古沙漠以北） 

• 西漢北部的邊境自此得到長期的安定 

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
失我胭脂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漢武帝派遣張騫兩次出使西域 

• 加強與西域各族的聯繫，共同牽制匈奴 



漢朝自此聲威遠播，西域國家紛紛遣派使者入朝進貢 

臣張騫不負皇上聖
恩，終於歸來了… 

http://www.youtube.com/watch?v=Yt76ZSCBEMA


中國與西域的關係日漸密切 

• 開拓了聞名世界、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 

為中西的文化交流寫下了全新的一頁 



1 

公元前139年，張騫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的大月氏（音
肉支）。當時的大月氏與匈奴交惡，漢朝打算與他們結
盟來對付匈奴人。可惜，張騫在途中為匈奴所俘。但當
時匈奴單于並沒有照例殺掉張騫，只是把他囚禁起來。 



2 

張騫在匈奴的監管下生活了接近十年，期間更
娶了匈奴女子及生下小孩。但他並沒有忘記自
己使節的身份，始終保留着使節的象徵－「漢
節」，等待機會完成武帝交付他的使命。 

我並沒有忘記
國家…… 



3 

公元前129年，張騫與隨從堂邑父兩人脫離了匈
奴的領土，取道西域諸國輾轉到達大月氏。但
當時的大月氏人已無意聯合漢朝來對付匈奴，
於是張騫只好回國，但途中又被匈奴擒獲。 

我的人生真是那
麼倒楣嗎…… 



4 
公元前126年，匈奴單于死去，張騫乘機帶着堂邑父及匈
奴妻子逃脫，終於回到中原，並得到武帝的封賞。其後，
張騫再次奉命出使西域，與西域多國進行外交活動。 

大漢歡迎你！ 



張騫的出使被稱譽為「鑿空」。
西域諸國從此呈現在中原人的視
野中，東、西方的商人也紛紛沿
着張騫鑿空的道路往來貿易，成
就了著名的「絲綢之路」。張騫
在危難中不失氣節，因而梁啟超
稱讚他是「堅忍磊落奇男子，世
界史開幕第一人」。 

 

當我們重複遇到挫折時，能否像
張騫那樣不失氣節，堅持完成自
己的任務或理想？ 



除出兵匈奴外，武帝亦派兵平定南部及拓展東北的領土 

• 漢朝的勢力伸延至現今的朝鮮半島及越南等地 

朕要在軍事上
大展拳腳！ 



西漢疆域大為擴展，漢朝的聲威遠播 

西域諸國及西南諸部歸附西漢 





漢武帝好大喜功，連年征戰，以致國力嚴重損耗 

想不到，朕偉大的武功竟
然會令國力如此損耗… 



武帝下令「與民休息」，發展生產 

• 以挽救國家的經濟困局及補救自己的缺失 

在民怨沸騰的情況下，武帝晚年下詔悔過 

朕決定停止三十
多年來的征伐… 



漢武帝死後，昭帝、宣帝繼位 
•外戚霍光輔政，繼續奉行武帝晚年的「與民休息」國策 



在昭、宣兩朝，朝廷重視民生，輕徭薄賦 
•經濟逐漸好轉，社會轉趨穩定 



在對外方面，昭、宣兩帝都主動出擊匈奴 
•於西域設都護府加強管治 

部份匈奴人更「歸義稱藩」（即歸附漢朝） 



史事補充 

         「絲綢之路」聞名世界，是兩千年來中西交通的大動脈。自張騫、
班超（東漢）通西域後，便奠定了絲路的基本路線。由於聞名世界的中
國絲綢多經由此路運至西方販賣，所以後世學者命名此路為「絲綢之
路」。絲綢之路的開通促進了中西經濟、文化的交流，各個地區的文化
通過相互交流而蓬勃發展起來，中國的重要發明及絲綢、陶瓷、茶葉、
藥品等亦沿着絲綢之路西傳。與此同時，西方的物產（如汗血馬、西瓜、
石榴、葡萄與胡桃）、技術及文化（如音樂、舞蹈、宗教與藝術）也陸
續傳入中國，並漸漸融入本土，豐富了我國人民的生活。 

根據圖片，絲綢之路沿途的地
勢如何？這些地貌對當時的商
旅構成甚麼行動上的困難？ 

參考答案：絲綢之路途經沙漠地區。沙漠的
旅途艱辛，對商旅帶來很多不便和危險。 



此時期的政治清明，邊境安寧 
•史稱「昭宣中興」 

史事補充 

        經過昭宣兩朝對匈奴的用兵，
匈奴勢力已大為銳減；繼位的元帝
亦多次出兵擊潰匈奴，消滅了唯一
反漢的匈奴單于，其他的匈奴勢力
亦歸附漢朝。公元前33年，匈奴 

呼韓邪單于入朝求親，元帝的宮女
王昭君自願請求嫁予匈奴，獲元帝
允許。王昭君的出嫁為漢朝與匈奴
之間的友好關係作出重大貢獻，
「昭君出塞」的事蹟亦成為古今不
少文學與戲劇作品的素材。 



內容 秦始皇 漢武帝 

政治 統一六國，行郡縣制，創
建中央集權制度 

經濟 重農抑商；統一度量衡制
度；統一貨幣；修築馳道；
開鑿運河 

重農抑商；鹽鐵酒專賣；鑄五銖錢；
平抑物價；向商人徵重稅 

軍事 修築長城；多次征伐匈奴；擴大版
圖至西域、現今的朝鮮半島及越南 

文化 統一文字；焚書坑儒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與漢武帝皆被視為雄才偉略的君主。 

試完成上表，比較兩人的施政有甚麼異同。 

推行「推恩令」，削弱諸侯王的勢
力，恢復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度 

沒收民間兵器及拆除六國的
城牆；北伐匈奴；南征百越；
修建長城以防禦匈奴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興辦太學；確立
察舉的選拔制度，大量任用儒生為官 



1. 武帝設立五經博士，當中「五經」不包括以下哪項？  

 A. 《詩》 

 B. 《樂》 

 C. 《春秋》 

 D. 《書》 

2. 武帝確立了甚麼選仕制度？ 

 A. 舉人制 

 B. 才德制 

 C. 仕廉制 

 D. 察舉制 

 



3. 漢武帝任用誰人為相，打破漢初以來封侯拜相的慣例？  

 A. 堂邑父 

 B. 公孫弘  

 C. 主父偃 

 D. 董仲舒 

4. 以下哪項是武帝推行的經濟政策？  

 A. 引用「均田法」等新式耕作技術 

 B. 規定鹽、茶、酒為國營專利  

 C. 在京師設立「五均官」  

 D. 向手工業者徵收重稅 



5. 漢武帝時期以文人為主導的政府史稱為甚麼？ 

 A. 武文政府 

 B. 察舉政府 

 C. 士人政府  

 D. 文化政府 

6. 漢武帝曾派遣張騫出使西域多少次？  

 A. 一次 

 B. 三次 

 C. 五次 

 D. 兩次 



7. 昭帝、宣帝繼位後，由哪位外戚輔政？ 

 A. 竇固 

 B. 霍去病  

 C. 霍光  

 D. 竇憲 

8. 匈奴人於宣帝年間歸附漢朝的事件被稱為甚麼？  

 A. 歸義稱藩 

 B. 歸附稱王 

 C. 稱義成藩 

 D. 附義歸降 



公元前127年：置 ______ 郡 

 

公元前121年：置 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 四郡 

 

公元前119年：匈奴單于兵敗，退至 ________ 

以下是有關武帝時期漢、匈戰爭的簡介， 

請在橫線上填上正確的答案。 

漠北 

武威 張掖 酒泉 敦煌 

朔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