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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歷史教科書中有關邊疆民族教材之研究

—— 以八十七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卅為例

林 秋 燕

- 
、

歷史教育的功能之一 ,在於使受教育者對自己的國家 、民族 、文化產生認

同感
1,亦

即民族意識與愛國精神的涵養均得力於歷史教育 ,而中國是由多個

民族所組成的一個國家之特色 ,更需透過歷史教育傳播給國人 ,在歷史教育中

居於奠基地位的中學教育 ,其重要性更為巨大 ,所以從民國 37年至 72年 ,

不論國中或高中的歷史科教育目標都把介紹中國多民族融合的過程 ,作為主要

目標 (見表一與表二 ),而要達成如此目標的一個重要手段 ,則是歷史教科書

的編著是否能真實且適切的敘述多民族融合的歷史發展 。歷史教科書是中學歷

史教育的主要依據 ,在歷史教科書中所呈現的歷史事實與意義 ,往往是中學歷

史教師發揮教學效用的憑藉 ,而歷史教科書更是學生獲得歷史知識 、文化傳承

的重要工具 ,因此教科書的編著內容 、敘述得當與否 ,實影響深遠 。

如前所述 ,中 國是由多個民族所組成的國家 ,除漢族外 ,還有五十五個民

族
2,因

漢族以外的各個民族皆人口稀少 ,分佈地區多在相對於黃河流域的中

原地區之邊疆地帶 ,所以自古以來即以漢族以外的各民
﹉
族為 「少數民族 」 、

「邊疆民族」 ;然而 「邊疆民族」從遠古時代的葷粥至I建立最後的清王朝之滿

洲 ,各族人數雖少 ,但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卻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著名的歷

史學者陶晉生先生在 <略論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 >文中 ,就指出邊

疆民族在文化上具有媒介其它文化予中國 、將己身文化傳給中國及促使中國文

化向南傳播等影響 ,此外在政治 、經濟 、社會 、版圖奠定 、文學藝術各層面的

影響更是中國文明發展不可忽視的來源及動力
s,亦

即可說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文明 ,是由漢族及各邊疆民族共創的多元性文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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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民國39年至92年我國初級 (國 民)中學歷史學科教育目標一覽表

四

三十七年 明暸中國民族及國
境的演進

明瞭我國政治制度
及社會生活的演進

從建國悠久 、文化

燦嫻史實中 ,激發
愛國家愛民族之精
神與光大之責任

明瞭國際現勢的由
來 ,及我國在國際
上的地位與責任

四十二年 明瞭中華民族的演
進及歷代豇域的變

遇

同上 從建國悠久 、文化
燦爛史寅中 ,認識
民族的傳統精神 ,

以啟發復與國家女
任之自見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
族演進的大要 ,及

我國在國際上的地
位與責任

五十一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五十七年 使學生明瞭中華民
族的演進及歷代Ⅲ
域的變避

使學生明瞭我國政
治制度及社會生活
的演進

從建國悠久 、文化
燦燜史寅中 ,使學
生認識民族的傳統
精神 ,以啟發復興
國家責任之自見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
主要民族演進的大

要 ,時代的趨勢 ,

及我國在國際上的
地位與責任

六十一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七十二年 使學生明暸中華民
族的演進及強域的
變遇

使學生就國民小學
社會學科所學基
礎 ,進一步明瞭我
國政治 、社會 、經
濟 、文化的發展 ,

以期增強其愛國
家 、愛民族的情操
與回結合作的精神

使學生從我國悠久
歷史 、燦爛文化的
史安中 ,認識民族
的傳統精神 、國民
的地位與責任

使學生明暸世界各
民族歷史的演進 、
文化的發展 、時代
的趨勢 ,以及我國
在國際上的地位與
責任

資料來源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 :《 中小學人文學科教育目

標研究報告》 .台北 ,民國76年 1U月 。

邊疆民族既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佔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因此歷史教科書的編

寫當然不可忽略邊疆民族的歷史 ,以及漢族與邊疆民族的互動關係 ,然而如何

適度設計編纂 ,使之達成課程標準中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進及各宗族問之融合

與相互依存的關係」
4的

教學 目標 ,事實上不僅關乎歷史教科書與教師教學品

質的優劣問題 ,由於教科書的特殊性 ,同時也關係歷史教育中民族精神與愛國

情操培養的問題 ,因此筆者以為探討歷史教科書中對於邊疆民族教材的編纂實

有其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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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民國 39年至 92年我國高級中學歷史學科教育目標一覽表

澲 四

三十七年 明瞭中華民族內各
宗族之起源混合及
其相互影扑相互依
存的開係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
、經濟 、社會 、文
化等愛遵的趨勢 ,

,特別注重足以影
粹現代社會生活之
史文 ,漱燨愛國家
愛民族之精神典光
大之i任

使學生明瞭世界各
主要民族演進之歷
史及其相互之關係

明暸近世文化之演
進及現代國際大

勢 ,確立我國封國

際應有之態度與資
任

四十一年 明瞭中華民族之演
進及各宗族問之融
合與相互依存的開
係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
、經濟 、社會 、文
化等變遵的趨向 ,

特別注重光榮偉大
的史女 ,以啟示復
興民族之途徑及其
應有之努力

明瞭世界各主要民
族演進之歷史及其
相互之關係

明瞭世界文化之演
進及現代國際大勢
,確立我國對國際
應有之態度與責任

五十一年 同上 明瞭我國歷代政治
、經濟 、社會 、文
化等變遵的趐向 ,

特別注重光榮偉大
的史女與文化的成
就 ,以啟示復興民
族之途徑及其應有
之努力

同上 同上

六十年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七十二年 同上 同上 明暸世界各主要民
族演進之歷史及其
相互之關係

同上

資料來源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學科教育指導委員會 :《 中小學人文學科教育目

標研究報告》 ,台北 ,民國76年 lU月 。

從民國 88年 9月 起 ,高中教學用書是由各出版者聘學者編著 ,而由教育

部審定合格的審定本 ,在此之前的高中教學用書都是教育部定的標準本 ,但標

準本並非一成不變 ,如歷史教科書從來台後就經四次大幅度的修改 ,最後一次

修訂的內容是依據教育部在民國 72年所定的課程標準 ,從民國 74年到民國

88年為止 ,共有十五版 ,基本上編著者每年略有修正 ,因此要探討歷史教科

書中的教材內容設計 ,必須先擇定版本 。筆者選擇民國 87年版高中歷史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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胼教科書來進行討論 .一來是因其為標準本的最後一版 ,有其歷史傳承性 ,二

來因其內容乃是由隋唐到明清時代 ,在這段時期的邊疆民族不僅多 ,更有如蒙

古 、滿洲等由邊疆民族取代漢族建立正統政權的特殊例子 ,因此筆者便選定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冊作為本文的討論對象 。

本文所討論的邊疆民族 ,是指漢族之外的少數民族 ,並不包含在中國四周

的鄰邦民族 。筆者欲先分析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朋內容中與邊疆民族相關

的教材 ,包括文字與圖表 ,探討其所佔比例 ,以及編纂設計是否合理 ,再針對

邊疆民族教材編纂如何才得以適切 ,提出看法與建議 ,再者 ,因筆者任教高中

多年 ,也希望能以個人經驗及淺見 ,提供高中歷史教學教授邊疆民族教材時可

注意的原則與方法 ,因此在本文中也將此列為討論的單元 。雖然內容頗為龐

雜 ,與此相關的討論文章又極為少見 ,資料的蒐集與整理頗為不易 ,加上個人

的時間 、能力有限 ,或有主觀意識過濃 、思慮欠周之處 ,因此請讀者先進不吝

予以指正批評 ,此外 ,希望若略有新意 ,可以為歷史教育的推展略盡棉薄之

力 。

二 、高中歷史第二冊中關於邊疆民族教材內容

之分析與探討

從隋唐到明清 ,曾出現在中國歷史記述上的邊疆民族非常多 ,然而教科書

由於篇幅限制 ,以及教材的編纂設計有選擇性與嚴肅性之特點 ,因此編著者在

編寫內容時不可能將所有邊疆民族全然納入 ,只能選擇較有影響的族別 ,作深

入淺出的敘述 。在高中歷史第二冊中出現的邊疆民族及其相關敘述 ,筆者將其

整理為附錄一 ,從其中可以發現第二冊教材中出現的邊疆民族有突厥 、回紇 、

沙陀 、契丹 、吐蕃 、南詔 、党項羌 、女真 、蒙古 、滿洲 、回部等 (見表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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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89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中出現的邊疆民族

(章節皆以數字代表 ,前面的數字代表章 ,後面則代表節 )

族 別 章 節

突厥 ll-l、 13-l

回紇 ll-3、  13-l

沙陀 ll-3、 ll-4

契丹 ll-4、 14-l、 14-2、

14-4、 16-l、 lt-2、

16-3、 lt-4

吐蕃 ll-3、  13-l 、15-l、

18-3

南詔 ll-3、 13-l、 15-1

族 別 章 節

党項羌 14-2、 15-1

女 真 14-l、 15-l、 16-l、 16-2、 16-3、 16-4

蒙古 15-l、 15-2、 15-3、 16-l、 16-2、 16-3、

16-4、 17-l、 17-2、 17-3、 18-l、 18-3

滿洲 17-3、 18-1、 18-2、 18-3、 19-l、 19-2、

19-3、 19-4

回部 18-3

就族別而言 ,由於契丹與女真曾建遼與金兩個朝代 ,而蒙古與滿洲更進而

建元與清兩個被認同為中國正統的王朝 ,因此在第二卌教科書中出現的篇幅與

內容敘述較多 ,且首尾連貫較齊整 ,其餘的邊疆民族則因其在不同時代有不同

影響力 ,所以篇幅較少且較零散分布在各章節 ,因此第二研教材對邊疆民族族

別的選擇及分配的比例還算適當 。然而若依歷史的代表性與教學的方便性 ,筆

者以為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朋 ,其族別分配的比例應該還要作部分的調

整 ,比如建立西夏的党項羌 ,由於西夏曾是威脅北宋西北的嚴重邊患 ,且曾有

燦爛輝煌的文化 ,所以對西夏的族群淵源 、文化特色應有較詳盡的介紹 ,但第

二冊教材中不僅語焉不詳 ,未說明党項羌與東漢末年的羌族問是否有關聯 ,而

且僅在兩節中出現部分歷史發展 ,令人難以對西夏留下深刻印象 ;再如沙陀 ,

其為唐末五代歷史中重要的主角 ,但課文的敘述太少且凌亂 ,教師若要完整說

明將負擔過重 ,而學生 自行閱讀也不易理出脈絡 。或許編者唯恐教科書內容過

多 ,會增加教師與學生的負擔 ,然邊疆民族族別教材分配不均 ,或將使學生不

能真正領悟中國多元民族國家的特色 ,也容易造成其看重某些民族 、忽略某些

民族的偏頗心態 ,故關於邊疆民族教材的設計上 ,族別分配比例平衡可說是首

要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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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若簡單分析 ,不外乎人 、時 、地 、事四項因素建構而成 ,其 中 「

人」在推動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居有特別重要的地位 ,因此歷史人物的介紹與評

價在教科書的編輯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 ,而其中當然也包括邊疆民族的重要人

物 ,甚至有些邊疆民族人物的功業要超越漢族人物而為世界所熟知 。87年版

高中歷史第二冊中所挑選的邊疆歷史人物及其描述 ,筆者整理如表四 :

表四 89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中邊疆人物的敘述

(章節皆以數字代表 ,前面的數字代表章 ,後面則代表節 ;

事蹟敘述是筆者據課文內容作簡要說明 )

章 節 人 名 族 別 事 跛 敘 述 頁 數

宇文化及 鮮卑 在大業十四年弒隋煬帝

i1-3 安祿山 、
史思明

營州雜胡 安祿山為人權謀狡詐 ,身兼三鎮節度使 ,擁兵二十萬

。天女十四年以討楊國忠為名 ,自 范陽南下 ,陷洛陽
、破潼開 ,趁玄宗逃往成都而入長安 ,肆行段掠 。

ii-3 李光弼 契丹 與郭子儀率大食 、回紇援兵利用安史叛軍內鬨力減時
平定安史之亂 。

ll-3、

ll-4

李克央 沙陀 平定黃巢之亂 。唐未扣任山西河東節度使 ,與朱全忠

同為唐末藩鎮勢力最大者 。

15、 19

l1-4 李存勖 沙陀 李克用子 ,從河東出 ,收魏博 ,於魏州稱帚 ,是為唐
莊宗 ,都洛陽 ,滅後染 。又向陝 、川發展 ,強域在五

代中最大。

ll-4 石敬瑭 沙 陀 原任河東節度使 ,制燕雪十六州向契丹稱臣以結援契
丹滅後唐 ,是為晉高祖 。

ll-4 劉知遠 沙 陀 原任河東節度使 ,趁契丹因打草段引起百姓反抗被迫
北還之際入掠開封 ,是為後漢高祖 。

頡利可汗 東突厥 悖傲庸橫 ,於唐初兩度逼臨長安 ,太宗患之 。

棄宗弄友 吐蕃 唐初吐蕃君長 ,有勇略 ,唐太宗妻以文成公主 ,弄瓚
漸慕風 ,中國文化及佛教因而傳入西藏 。

遼穆宗 契丹 號 「睡王」,怠於政事 。

14-2 耶律阿保機 契丹 層末後粱間利用回紇崩潰時崛起 ,初為八部大人 ,遨

即漠士協助規到 ,模仿漢人文物制度 ,勢力大增 ,打

破傳統的部落聯合強制 ,集權統一契丹各部稱帚 ,是

為遠太祖 。為人有勇略 ,西取突厥故地 ,東滅渤海國
,擁兵三十萬 ,使遼成為東亞笫一強國 ,後唐莊宗以
叔父之裡事之 。

(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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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人 名 族 別 事 趺 敘 述 頁 數

14-2、

ll-4
耶律德光 契丹 即遼太宗 ,為人機巧 ,助石敬瑭建後晉 ,取得燕雲十

六州 ,滅後晉 ,想做中國皇帚 ,但因漢人反抗未果 。

14-2 遼景宗 契丹 時值趙宋統一中國 ,因宋太宗規征而與之發生高粱河
之役 ,宋軍大敗 。

14-2 趙枝遵 竹項羌 西夏國君族弟 ,不服宋 ,依遼為亂 。

⊥4-2 遼聖宗 契丹 遠景宗子 ,年幼越位 ,由母后蕭太后臨朝親政 。

14-2 市太后 契丹 遼景宗后 ,遼聖宗母 ,聖宗年幼時臨朝親政 ,選資與
能 ,勸課良桑 ,得漠民擁我 ,國勢極盛 ,在宋貝宗時
侵宋 ,與宋訂沮淵之盟 ,約為兄弟之國。

58-59

14-4 天祚帚 契丹 遠未代君主 ,昏庸荒淫 ,後為金人所俘 ,遠亡。

14-2 趙元吳 父項羌 宋仁宗時即位之西夏君主 ,雄毅有略 ,國勢大盛 ,鈕

陝甘大部 ,稱大夏皇帚 ,連年侵宋 ,因傷亡消耗大又
發生飢荒 ,後食日歲幣而與宋言和 。

59-6U

完顏阿骨打 女 真 生女真中最強的完顏部部長 。宋徹宗時統一女真各部
,不堪遼的貪縱勒索 ,乃利用遼天祚帝昏廢叛遼稱帝
,是為金太祖 ,後與宋聯合滅遼。
用漢人揚朴策 ,仿契丹文字及中國楷書創製女真文字

14-4 金熙宗 女 真 封宋採和議政策 。
漠化深 ,大批移徙族人至中原與漢人雜居 ,有助種族
融合 。

14-4 兀朮 女真 金之主戰派 ,後為岳飛所敗 。

海陵王 女 真 於宋高宗末南侵 ,被皮允文所敗 。
酷好中原文物 ,將都城南避內地。
其遵都後並給金人田牛使之耕食 ,金兵尚武之風喪失

金太宗 女真 採丞相韓企先意見 ,參用漠法改革禮法制度 。

14-4

16-i

金世宗 女 真 迫於保守派的巫力 ,努力限制漢化 ,大力推動女真文
化 ,但其本人頗喜帑術史書 ,曾令人譯為女真文字 ,

頒行全國。
增置女真進士科以提倡本族文化。

7U-72

93

14-4

16-4

金章宗 女 真

秀晸整子羞讓搭藝:黌竅傘售整族冒書甲
’並起用大

模仿宋徹宗瘦金超維妙維肖。

金哀宗 女 真 受蒙古之逼出奔蔡州 ,後 自縊 ,金亡 。

也速該 裝古 據肯特山乞顏部酋長 ,後為人毒殺 ,部族離散 。

(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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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木真 蒙古 也速該子 ,機士英勇 ,年長後糾合部眾 ,翠破諸部 ,

勢力強盛 ,受推我為成吉思汗 ,即元太祖 。其興起後

模極向外發展勢力 ,兼併塞北諸遊牧民族 ,使西夏投

降 ,也對金發動攻工 ,又因花刺子模殺害蒙古商人及

使者而率大軍親征滅之 ,金獲保全 ,但因西征時向夏

徵兵被拒 ,故在西征東歸後滅夏 ,於攻夏期間病死 。
曾將所得土地分封子弟 ,依蒙古幼子守灶傳統 ,分蒙

古本土給扥雷 ,東泉給諸弟 ,西方新土給前三子 。

73-75

窩闊盛 蒙古 綴成吉思汗後為大汗 ,南侵與西征並進 。親率大軍攻
金 ,採成吉思汗 「假道於宋」遼策 ,並與宋聯盟滅金

。滅金後派拔都西征 ,建欽察汗國。
得窩闊垂汗國 ,子孫世守其地 ,十四世紀初併於察合

臺汗國。

74-76

蒙哥汗 蒙古 派旭烈兀西征 ,建伊兒汗國 ,且侵宋態度積極 ,與忽

必烈及兀良哈垂分道攻宋 ,後戰死 。
此時高度遣世子歸服 。

74-76

兀良哈台 蒙 古 與蒙哥即忽必烈分道攻宋 。
破交阯 。

拔都 蒙古 二次西征主帥。

1∫ -1 旭烈兀 蒙古 三次西征主帥 。

扥雷 蒙古 成吉思汗幼子 ,得蒙古本土 。

朮赤 蒙古 成吉思汗長子 ,得欽察汗國 ,十五世紀末為俄人推翻

察合臺 蒙古 成吉思汗二子 ,得察合臺汗國 ,後分裂以蔥嶺分東西
,西部被部下所亡 ,東部被回教和卓所奪 。

15-l

17-2

帖木兒 蒙古 滅西察合盛與伊兒汗國 ,拓地甚廣 。
因威脅明朝 ,故鄭和下西洋原因之一即是欲組織海上

同盟 ,固堵帖木兒汗國。

76-78

123

15-⊥

15-2

忽必烈 蒙古 與蒙哥 、兀良哈盅分道攻宋 。滅大理 、吐蕃 。
夙有大志 ,於蒙哥汗初年即總制漠南漢地 ,留心中國
之事 。蒙哥汗卒 ,為參加選汗大會 ,匆忙接受宋乞和
而撤軍北返 。聞蒙古本位主義派諸王謀尊其弟為汗 ,

乃自即帝位 ,是為元世袓 ,因與本位主義派不合 ?故

遵都 ,建國號元 ,並滅宋 ,成為中國正統王朝 。
即位後遭使至宋要求依約給歲幣 ,但使者被因 ,乃揮
軍南下 。
世祖在位三十五年 ,文治武功皆伋 ,乃元之盛世 ,此

與其漢化態度有關。世袒即位使建年號 、改國名 ,寅

行二元政治 ,對外則征高鹿 、日本 ,收大理 ,南海各

國皆來入貢 。

74-75
78-79

79

8U-81

15-2 阿里不哥 蒙古 忽必烈弟 ,蒙古本位主義者原欲尊其為帚 ,在忽必烈
自即帚位後釋兵來朝 。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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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Z 伯顏 蒙古 攻陷臨安俘恭帚的蒙古大將 。

15-2 元頂帝 蒙古 元代末帚 ,荒淫 、國政衰敗 ,朱元璋攻陷大都後北逃 8Z-83

15-3 八思巴 西藏 被元世袓尊為國師之喇中教高僧 。

17-3 也先 裝古(瓦刺 ) 明英宗時率眾南侵 ,造成土木堡之變 。

上7-3 努爾哈赤 滿洲 建州左衛首領 ,明神宗時吞併女真諸部 ,建國後金 ,

隨後起兵叛明 ,進都盛京 ,寧遠之役為明軍火砲璀退
,負傷去世 。

皇太極 滿 洲 努爾哈赤子 ,其即位後封明侵略更積極 ,一為袁崇煥
所敗 ,乃改採迂迴戰路 ,取道內蒙古固北京 ,利用反
問計使袁崇煥被殺 ,隨後西滅漠南蒙古 ,東降海上明
軍 ,便稱帚改號為大清 ,是為清太宗 。

多爾袞 滿 洲 皇太極弟 ,於清世袓即位後搪任撥政王 ,利用吳三桂
攻入北京 ,清入主中原。

18-l

18-3
清世祖 滿 洲 幼年即位 ,由叔父多爾袞舞政 。

達賴五世親至北京朝覲 ,接受冊封 。

18-2

18-3

清聖祖 滿洲 清世袓子 ,性敬蓮寬仁 ,是清朝皇帝中政治作風較寬
和者 ,在位六十一年 ,減輕賦稅 ,崇獎學術 ,編算群
會 ,打璀江南某紳 ,使元代以來蓄奴風氣為之衰微 ,

又平定三落 ,鞏固統治中國的基礎 ,但晚年為政寬大
,廷臣各樹無梭 ,地方官吏乘機玩法 ,政風日趨敗壞
道施琅攻台 ,台灣入中國版固。
收漠北喀爾喀蒙古為落部

138-141

18-2

18-3

清世宗 滿 洲 清聖袒子 ,精明刻薄 ,在位十三年 ,是清朝歷史上軍
權極盛的時代 ,他嚴刑峻法以鞏固君權 ,設立軍機處
加強極權 ,密設緹騎 ,敢飭吏治 ,廢除賤民階級以到
一全民地位 ,整頓財政以充9府庫 ,使聖袓末年以來
寬縱的弊端為之矯正 ,加強清朝的統治力。
在台添設彰化縣 、淡水處 ,並放寬移民條件 ,許已入
台泗者搬移眷口。
討平叛清獨立的青海和碩特部蒙古 ,在西寧設辦事大
臣。
在拉薩設駐藏辦事大臣 ,統兵分駐前後藏 ,正式把西
藏收入中國版日。
採鄂爾泰建議 ,在西南安施改土歸流 ,成效極大。

146

18-2 清高宗 滿洲 清世宗子 ,為政折中於父袓的剛柔之間 ,欲持中道 。
但他不如聖袒虛心好學 ,政治能力也不及世宗 ,他曾
仿聖袓編年典籍 ,卻也焚書禁苦 ,他又效世宗厲行君
主極權 ,但黜辱大臣則過之 。其在位六十年 ,是清代
的全盛時期 ,但由於好大吝功 ,虛耗無數帑藏 ,加上
晚年寵愛和珅 ,任令扭權納賄 ,政治大壞 ,澈起民亂
,國勢從此衰落 ,故高宗亦是清代由盛轉衰的關鍵 。

(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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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庫倫設辦事大臣加強對漠北蒙古的統治 。厄魯特內

亂 ,乘勢討平 ,設伊犁將軍總統天山北路 ,北部的烏

染海及哈在克也來歸附。
回強大小和卓叛 ,高宗平定 ,設參蜜大臣節制諸城 ,

合天山南北路為新強 ,清井威遠揚 ,浩罕及阿宮汗諸

國皆來進貢 。

宗喀巴 西藏 明初改革喇中教 ,嚴持戒律 、禁止娶妻 、改穿黃色衣

冠 ,別稱黃教 ,與傳統紅教分拔前後藏 。

達賴 西藏 宗喀巴弟子 ,以化生轉世吞裝 ,明末以後主前藏。
五世達賴曾親至北京朝覲清世袓。

班禪 西藏 宗喀巴弟子 ,以化生轉世承裝 ,明末以後主後藏 。

以族別分 ,則鮮卑一人 、突厥一人 、沙陀四人 、契丹八人 、党項羌工人 、

女真八人 、蒙古十六人 、滿洲七人 、西藏 (包括吐蕃 )五人 ,以及雜胡一人 ;

若以身份分 ,則除四人為宗教領袖外 ,其餘全為政治人物 :若以性別分 ,則除

女性一人外 ,餘皆為男性 。王仲孚老師曾對教科書選擇與撰述歷史人物提出其

看法 :「 歷史人物是推動歷史發展過程中 ,表現較為突出的一些人 ,有資格備

選在中學歷史教科書裡的人物 ,應具有特殊的表現或代表性 」
5若

以此作標

準 ,則八十七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卌中所選擇的邊疆民族人物大部分符合 「有特

殊的表現或代表性 」之特點 ,但仍有部分缺失 :

一 、串場人物仍顯過多 :編者為行文方便 ,常 出現驚鴻一撇 、多餘的邊疆民族

人物 ,比如遼穆宗 、遼景宗 、也速該 、伯顏 、也先等 ,對教師而言 ,增加

教學上的複雜性 ,對學生而言 ,也會增加背誦理解的困難 。

二 、身分性別分配不均 :邊疆民族極富創造性 ,僅介紹政治與宗教人物 ,而忽

略在學術文化有貢獻的邊疆民族人物 ,似乎不妥 。另外 ,在邊疆民族發展

史上有許多有影響性的女性值得介紹 ,但被選為中學歷史教材的婦女本就

不多 ,其中邊疆民族婦女更是稀少
6,就

以高中歷史第二趼為例 ,僅介紹

遼朝的蕭太后 ;而忽略了影響隋文帚換太子的獨孤皇后 、清代前期影響力

甚大的孝莊文皇太后 ,都令人感到可惜 ,因為 「讓學生瞭解各民族的偉

人、歷史文化 ,乃學習尊重不同族群的第一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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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某些名詞解釋不當 :比如教材中說安祿山是 「營州雜胡」 ,「雜胡」二字

難以令人迅速理解 ,實際上安祿山為鮮卑 、突厥的混血兒 ,編者可能是考

慮到篇幅 、教師教學時間有限 ,所以僅以數字說明 ,然若字義不明 ,易使

人產生貶低邊疆民族的觀感 ,故可在注釋加以說明 ,而非一語帶過 。

四 、某些人物介紹不明 :如李光弼實為契丹種 ,但教材內容一字未提 ,若教師

未加說明 ,學生極可能誤解其為漢人 ,對唐朝胡漢交融的特色即難深刻有

所體認 。再如李克用 、李存勖 、石敬塘 、劉知遠等人 ,在介紹其入時隻字

未提其族別 ,卻在介紹後周郭威即位的意義是 「至是 ,自後唐以來為沙陀

人所有的政權 ,始再轉歸漢人」時 ,才表明前述幾人是沙陀族 ,如此敘史

方式 ,對推理邏輯觀較差的學生而言 ,根本難以理解 。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冊是末代標準本 ,並無再版機會 ,但筆者仍提出以上

批評與建議 ,乃因即使歷史教科書改為審定本 ,教科書的編輯者在編纂設計歷

史人物教材時 ,仍應以前人之鑑做參考 ,以免重蹈覆轍 。

教科書除了以文字傳達知識外 ,還有附圖以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及強化學生

記憶 。教科書中的附圖並非僅是文字的附庸 ,其藉由視覺刺激 ,而與文字具有

相同的功能 ,且 由於附圖較文字更能吸引學生注目 ,若再加上教師精采的解

說 ,反而能簡易地達成歷史教學的目的 。87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中有封面與

封底二幅彩色圖片 ,內頁則有彩色圖片二十幅 、黑白圖片八十九幅 ,其中與邊

疆民族有所相關的圖片 ,包括封底彩色圖片一幅 、內頁彩色圖片七幅 ‵黑白圖

片四十一幅 ,其圖片名稱與解說大致如表五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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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89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中與邊疆民族有相關性之圖表

(章節皆以數字代表 ,前面的數字代表章 ,後面則代表節 )

彩色園片

目 次

園 片 名 稱 解 說 內 容

封底 清雍正朝花瓶

固五 清石油山水園 石濤晝的特色 ,在以濃淡強弱的筆調 ,於密切配合的

構圇下 ,自在地悠遊出一片流暢開闊的空間。

圇十一 清朱耷石昌蒲固 先用筆的輕重和墨的濃淡繪出主體 ,再以不沾墨的筆

峰掃出畫面的立體感及重量感 ,不拘常格 ,大膽奔放

圇十五 元代雜劇人和奏樂人戲裝 後排為樂師 :前排為演員 ,正中央女扮男裝者為忠都

秀 。所穿劇服 ,不必如一般官民受律法限制 ,如主角

的紅色官服 、身避二人的燕居之服 ,均宋式 ,其他則

時代早晚不一 。

固十六 元代清瓷松竹梅紋香爐 以白瓷為底 ,描以靛藍紋樣 ,上面再施透明釉燒製而

成 。器形穩重 ,固案具書晝趣味 ,並見力之美感 。

固十八 清代琺瑯彩瓷瓶及瓷碗 雍正年間的作品 。描法寫責 ,筆致細密 。這種製法 ,

起自康熙朝 ,至雍正而盛 。

固十九 清王原祁仿童其昌山水

畫

連綿及分支的山脊 ,連接前景的石坡與速景的群山 ;

畫面中分點上的水平線 ,使得由上鳥瞰與站在平地上

觀看的景象之間得到協調 。整個畫面統整而具動勢 。

園二十 北平天理 後方為祈年殿 ,建於明永樂年間 ,為圓形三層寶塔 ,

春祭所在 :中 間皇穹宇 ,建於明嘉靖 ,是磚砌筒拱建

築的一層殿堂 ,俗稱無樑殿 ,牆壁可傳音 ,是皇帝祭

天時住的齋宮 :前面為園丘壇 ,亦明嘉靖所建 ,壇基

三層 ,每層九級 ,周 圍為白玉欄杆 ,是冬至祭天的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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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節 田 表 說 明 頁數

陪代盛時盟城與四裔形努珞口

1l-3 安史之亂日

l1-4 五代初期日

燕雲十六州形勢口

五代後期日

12-2 胡旋口

唐代盛世●域日 4U-4I

唐太宗接見吐著使者口

14-2 北宋亞域口 56-57

大宗北征口

宋遼夏形分口

契丹文字

14-4 宋金封時口

金章宗的手替

15-1 成吉恩汗的珴車

蒙古三次西征路線田

15-2 忽必烈狩出口

元帝國更城口 84-85

15-3 元代封外交通路線珞口

元代青花妨屈牡丹i車紋盤

16-1 元代駿馬田

章節 日 表 說 明 頁數

16-2 金人聯木為柵日

蒙古包

未 、元紙幣

i° -3 青銅砲筒

水轉大紡車日

1° -4
�祤�笣

倪9 容膝齋日

元 趙孟頫 臨枯樹脫 112

明代亞域口 l18-l19

17-2 明與蒙古封持日

明成祖北征田

18-2 清聖祖俅 138

薙要的匠人

清商宗出行口

18-3 清初≡泗建置田

清軍平準略傳部日

清代盛世亞域口

八旗兵操練的情形

i9-2 清代農家生活一景

19-4 「明史」替影

「紅樓夢」中林黛玉的造型

以比例而言 ,與逸疆民族相關的附圖約佔全部附圖的二分之一 ,似乎相當

平均 ,但需考慮到元朝 、清朝之附圖中又有部份為漢族作品 ,故與邊疆民族實

際相關的附圖實際不足二分之一 ,約略僅達三分之一 ,因此就比例來說稍嫌不

足 。此外 ,彩色圖片太少對學生缺乏吸引力 ;有些圖片如 「元代駿馬圖」 、

「明史書影」、「紅樓夢中林黛玉的造型」等 ,與教材內容並無密切相關 ;彩

色圖片的文字說明太深奧 、黑白圖片無詳細說明 ;部分朝代的疆域圖橫跨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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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形 成學生參閱不便等都是缺失 ,還有部分邊疆民族缺少圖片介紹 ,如突

厥 、回紇 、西夏等 ,除地圖上出現其部族名稱 ,並無其他附圖可供學生參閱 ,

因此若能增加彩色圖片 ,減少不必要的附圖 、對各附圖都予以簡要的說明 、將

各邊疆民族附圖平均分配 ,如此不僅可減輕教師負擔 ,更可增強學生對邊疆民

族的瞭解與興趣 ,民族融合在潛移默化下將更易達成 。

張建球曾在 <高中歷史第二胼疆域開拓部份天朝觀念的探討 >中評論 74

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冊 ,其認為在內容敘述上 ,編者有理想化的天朝觀念 ,因

此對邊疆民族與其他國家的敘述有所偏失
8,而

編輯者蔡學海先生以 <何必說

天朝 >一文回應 ,說明自己並無天朝觀念 ,其中有段文句談到他對邊疆民族教

材編寫的心態 :

中華民族為一多宗族的融合體 ,因 之對於他的融合情形應該有所 了解 。⋯

了解的方法 ,最好從文化的觀點下手較為方便 ,因 為中華民族的融合以

文化烏中心 。這些宗族所以變成中華民族的一份子 ,主要是因為他們沒

有改變中華固有的文化 ,相 反地一
,他們 多數為中華文化所融合 ,維持 中

華文化並貢獻智慧 。從這個觀點去 了解 ,才 能解釋為何中國歷史上的政

權有由非漢族的宗族所建立的 ,而 仍謂中國歷史沒有間斷的道理 。由此

觀點延伸 ,自 然應提高各宗族的地位 ,使與漢族等量齊觀 ,如此 ,提高

遼 、金 、夏 、元 、清的地位 ,才 不會令人覺得驚訝
9。

綜觀 74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中關於邊疆民族的教材敘述 ,可以發覺蔡學海先

生並非狡辯 ,其遣詞用字相當客觀 ,對邊疆民族並無貶抑之語 (參考附錄一 ),
且以教科書的敘述主體而言 ,蔡學海先生則以 「我敘中國歷史 ,豈能不以中國

為主體 」
1U作

說明 ,筆者以為蔡學海先生的主張是正確的 ,教科書與史學論

著不同 ,史學論著可以從不同角度切入去探討分析 ,但教科書是為學生設計

的 ,必須給學生較肯定而客觀的史事敘述 ,中華民族本就是以漢族開端 、逐漸

融合各民族而成的 ,因此蔡學海先生以 「中國」為主體來敘述其與各邊疆民族

或各藩屬國家之互動關係 ,「 中國」史事多而邊疆 、藩屬史事少 ,自 是必然現

象 ,故筆者以為張建球所指責者並不合理 。

從 74年初版之後 ,高 中歷史第二朋又歷經多次改版修正 ,至 87年版更

看不出所謂的 「天朝」觀念 ,其內容唯一值得非議的仍是大多數教科書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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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病 :「教材內容想包羅萬象面面俱到 ,反而使每件史實都只能輕描淡寫 ,蜻

蜓點水式的帶過 ,不但不能深入 ,也使老師授課時疲於趕進度 ,而學生則忙於

記憶 ,如此則歷史教學 自然易流於支離破碎的瑣碎記憶 」
l1特

別是邊疆民族

的教材更是明顯化 ,若能針對此點作大幅度的改革 ,才能給學生最佳的歷史教

材 ;不過編纂設計歷史教科書 .事實上是極為困難 、浩大的工程 ,吾人應肯定

編輯者的用心 ,給予其應得的掌聲 ,但在追求更理想 、更容易使用的歷史教科

書之前提下 ,批評 〔建議僅是提供編者參考 ,而非刻意吹毛求疵 。

三 、邊疆民族教材編寫迫切性之淺析

「一部中國歷史 ,實際上也就是一部中華民族發展史 ,今 日的中華民族 ,

是由歷史上許 多民族長期融合而成的 ,所以應稱為 『中華國族 』才對 」
趁

王

仲孚師的這段話已道盡歷史教科書中應詳細介紹邊疆民族歷史及其與漢族互動

關係的必要性 ,然而由於邊疆民族的特殊性 ,以及歷史教科書編纂設計有其先

天的時間 、篇幅等限制 ,因此迫切地將邊疆民族教材融入中國歷史發展介紹的

教材中是相當不容易的 ,若依筆者淺見 ,應該具備以下幾個原則 :

(-(敘述主體應該正確 B

歷史教科書 .不論就性質或用途而言 ,都與個人著作大不相同 ,因此它不

能如史學著作般另闢新解 。傳統中國歷史的發展軌跡是以漢族為主 ,各個民族

在不同時代不斷融入此軌跡中 ,因此敘史向來以 「中國」 、「漢族 」為主體 ,

其他各民族為客體 ,然近來的研究者開始從不同角度去討論中國歷史的發展 ,

比如呂春盛 <從北亞史主體性的觀點論中國歷史 >就以為 :

在 中國歷史上 ,北亞民族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 ,可 以說北正民族對中

國歷史的發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然而 ,以 往由於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

都是以漢族的歷史為主 ,北亞民族在 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往往被人們所忽

視 ,北亞民族的歷史不是被漠視 ,就 只是被當做中國邊疆史的一部分來

處理 。本文認為 ,北亞民族有他們歷史文化的自主性 ,要瞭解北正民族

的歷史 ,應 當要尊重北亞民族歷史文化的主體性 ,也 只有如此 ,才 能改

變以往漢人史家對他們的種種偏見 。同時 ,如果能夠從北亞史的觀點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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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來看中國歷史 ,更有助於建立多元觀點的中國史研究
13。

就史學研究的立場 ,筆者對其論點認為極具新意 ,且另闢中國史研究的蹊徑 ,

也認同 「北亞民族對中國歷史發展有極為深遠的影響」 ,然而就歷史教科書編

寫的立場來論 ,其實是相當不適切的 。

歷史教科書編寫的內容是 「通史」 ,要將中國或世界自古至今的史事做簡

要而通盤的介紹 ,而正如 《百川歸海》一書中說 :「 由於歷史和地理的原因 ,

漢族始終是個先進的 、文明程度較高的民族 ,在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始終發

揮著主導的作用 。」
㏑

足見中國是以位居中原的漢族逐漸擴大 、融合周邊各

民族而成的國家 ,也因此過去的中國史家才以漢族的記述為主 ,視其他民族為

異族 、邊疆 ,雖有輕視貶低之意 ,但以其歷史發展脈絡來看 ,應不可過分苛

責 。在講求民族平等的現代 ,敘史或編寫歷史教科書都不該再有貶抑邊疆民族

之意 ,但就敘事時之主體性 ,歷史教科書既以 「中國史」為主 ,其主體仍應是

「漢族」 ,若敘述主體錯誤或顛倒 ,對歷史基礎知識尚弱的中學生而言 ,不僅

會造成他們認知上的混淆不清 ,增加理解的困難程度 ,也易使培養民族精神 、

愛國情操的情意目標產生偏差 ,所以筆者以為正確的敘述主體乃是編纂設計邊

疆民族教材的首要原則 。

U各民族史事份
=應

該均衡 8

中國邊疆民族眾多 ,其 中對中國歷史發展變遷具有影響力的更不在少數 ,

雖然以 「北亞民族」較為人所熟知 ,影響時間與層面也較長 、較廣 ,但實際

上 ,東 、南 、西方的邊疆民族 ,他們對中國歷史文明的影響 ,或不如 「北亞民

族」般強而有力地顯現 ,但卻在時間的長河裡以緩慢滲入的方式 ,影響 、甚至

改變了中國文明發展的方向 ,比如西南方的藏族 ,雖然從西元七世紀吐蕃王國

建立 ,並與唐朝和親開始 ,才和中原往來較為密切 ,其文化發展原受唐朝啟發

甚多 ,但因歷史 、地理的特殊因素 ,使其綜合漢地佛教 、印度佛教 、傳統本教

而創立藏傳佛教後 ,令其因特殊的宗教文化而獨樹一格 ,而後透過蒙古 、滿洲

等民族 ,將此宗教傳入漢地 ,豐富了中國人的宗教內涵 ,也擴展了中國人的文

化視野 ,直至今日 ,藏傳佛教都是佛教的一個重要派別 ,其信徒遍布各洲 ,許

多外國人甚至透過藏傳佛教的精神領袖一達賴喇嘛來認識中國民族與文化 。另

外 ,東方的 「越人」 、西南方的 「滇族」等 ,也都在中國文化發展中有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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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及影響 ,因此若以對中國文化發展變遷的影響程度來比較 ,東 )南 、西方

的各邊疆民族之地位並不下於 「北亞民族 」 。

中學歷史教育既以民族融合為訴求主題之一 ,因此歷史教科書就必須考慮

如何均衡分配各邊疆民族教材的份量 ,基本上 ,筆者以為該考慮該邊疆民族的

影響力大小 、有否特殊地位或文化 ,如建立了正統王朝的蒙古與滿洲 ,自 然應

著墨較多 。再者 ,敘述時則應交代該邊疆民族的淵源及與中原民族的互動過

程 ,還有今 日發展現況等 ,後者是多數歷史教科書沒有兼顧之處 ,筆者以為若

正文無法交代 ,也不願增加學生過度負擔 ,則應以注釋加以簡要說明 ,才不至

於有課文出現某一邊疆民族名稱 ,卻不知其來龍去脈 ,形成首尾份量上的不均

衡 。

ω對於各遇弱民族的互動與融合應該強調 s

王仲孚師曾說明其編纂高中歷史第一朋的構想 ,第一點就是 「強調民族融

合過程 ,矯正 『漢族 』中心的偏差」
∞

他說 :「 在歷史上 ,華夏與夷狄的對

立 ,漢兒與胡兒的衝突 ,固然不可昧於史實加以抹煞 ,但那僅是中華民族融合

過程 中的現象之一 ,沒有必要把這些衝突加以強調 ,或作刻意的描繪 。」
16

且吾師莊吉發先生也在課堂上強調研究歷史應朝光明且良善的方向 ,而非強

調 、誇大其黑暗面 ,筆者以為歷史教科書的編纂亦應如是 。

漢族與邊疆民族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雖有過戰爭 、殺戮 ,但大多數時間
仍是和平共處 ,以良好的互動關係 ,彼此互相影響與交流 ,《 百川歸海》中有
一段話非常能說明這種關係 :

中國各族人民在長期的接觸和交往中 ,結成了水乳交融般的經濟和文化

聯繫 ,為創造和發展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 ,作 出了各自的貢獻 。漢族的

先進技術和文化 ,歷 來烏少數民族所嚮往 ,他們從中原地區不斷吸取先

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 ,輸入大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 ,促進了少數民族
地區生產的發展和文化的進步 。少數民族則以獨特的文化藝術 ,為 中華
文明增添了光彩 。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學習北方遊牧民族的 「胡服騎射」 ,

使機動靈活的騎兵得到迅速發展 。秦漢時期 ,北方和西北少數民族的養
馬術傳入中原 ,使 內地養馬業得到很大繁榮 。大批良種馬及驢 、騾輸進

中原 ,促 進 了農業和運輸紫的發展 。棉花 、葡萄 、首蓿等經 「絲綢之



9U 歷 文教育 第六期

路」相繼傳入中原 。海南島黎族的棉紡織技術 ,經過黃道婆在內地大力

推廣 。少數民族的科學家 ,如 回族航海家鄭和 、蒙古族天文學家和數學

家明安固 、維吾爾族農學家魯明善 、藏族著名醫學家宇要字瑪 、雲丹貢

不等 ,都做出了卓越的貢獻 。少數民族的樂器 、服裝及生活用具也不斷

傳入中原 ,一值為後代各族人民所喜愛 。唐太宗所定的十部樂中有五部

(龜 茲 、疏勒 、高昌 、安國 、康國 )是來自西域各族的音樂 。在生活方

面 ,西域的磨面法 、「胡床」也從西域傳入內地 。唐朝時 ,吐 魯番女子

的服裝烏漢族貴婦人爭相仿效 。滿族的旗袍和馬褂也豐富了古代服裝的

樣式 ,至 今尚為一些服裝設計師所推崇 。北方遊牧民族的民歌 「敕勒

歌」、藏族的民間史詩 《格薩爾王傳》 、蒙古族的民間史詩 《江格爾》

及藏族的布達拉宮建築藝術等 ,都是古代傑出的文化瑰實
′

。

倘若能在歷史教科書中多出現這種漢族與邊疆民族交融的史事 ,才真正能達成

歷史教育求美與善的目的 。

Θ適切加入史學研究成果與新的者古資料 3

由於史學研究方式與成果日新月異 ,直大陸地區近年來地下考古史料出土

甚多 ,可彌補邊疆民族文獻史料不足之缺憾 ,同時因地下考古史料出土 ,也釐

清不少過去研究之錯誤 ,因此筆者認為編纂設計歷史教科書時 ,應適時加入新

的考古資料與研究成果 ,對強化邊疆民族教材給學生的印象 ,應有重要的作

用 ,瞽如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是西夏的古城 ,近年挖掘頗有收穫 ,甚至

引起學界的重視與研究 ,形成 「西夏學」
圯 ,因此若能將黑水城照片 ,或挖

掘到的西夏古文書圖片放入歷史教科書中 ,應該更能強調西夏是北宋時期威脅

期西北邊防的邊疆強權 。

但如同王仲孚師所言 ,「 採用新說或吸收學者研究成果」 ,「應該特別慎

重」 ,「 因為歷史教科書畢竟不是私人的著作 ,自 不能隨著者的好惡 ,把某人

的一家之言 、或尚未為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新說 ,任意寫入教科書中 。」
1g特

別是邊疆民族語文之難讚難解 ,許多史料的解讀並無一致的結論 ,還有邊疆民

族的神話傳說多 、風俗民情與漢族差異大 ,地下考古史料的判讀更常出現歧異

的見解 ,若將此未經證實或僅是臆度揣測的想法 ,編進歷史教科書中 ,所貽誤

的不僅是造成學生錯誤的歷史知識 ,也在不經意間破壞了民族問的和諧 ,故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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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考古新史料與學術研究新成果 ,必然是此後編纂歷史教科書中邊疆民族教材

所不得不進行的新方向 ,但仍應謹慎且須注意其真確性 。

ω文字淺易客觀 、附圖應與文字密切相關、敘述史事應有整體性 、連實性 8

與史學著作不同 ,教科書的對象是中學生 ,因此不宜使用過於冷僻的詞

彙 ,除專有名詞之外 ,應該以較為白話的語體文來敘述 ,特別是邊疆民族教材

有許多特殊的風俗民情 ,都應以淺易的文字加以解釋 ,最應注意的是 ,若配以

適當的圖片與說明 ,更能發思古之幽情 ,引 學生之情入勝 ,譬如介紹滿洲入

關 、明思宗 自縊時 ,最好能有 「明思宗煤山自縊處 ,在今故宮後景山公園內」

的圖片與說明 ,如此自能令學生印象深刻 ,有助於其記憶文字內容 。

另外 ,各邊疆民族都有其淵源 、演進 ,歷史教科書在編纂其歷史發展過程

時 ,應特別注意敘事的整體性 、前後的連貫性 ,比如歷史上著名的大理國 ,在

唐朝稱為南詔 ,至唐末改為大禮 ,直至五代後晉時才改為大理 ,宋朝時被封為

大理國王 ,但與中國少往來 ,後被蒙古所滅 ,改設雲南行省 ,這樣的歷史演進

應該在探討不同朝代的外交關係時加以註解說明 ,才能顯示整體性 ,就以 87

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肪為例 ,先在 「隋唐的對外經略」一節中描述南詔 :「 南

詔在今滇西 。唐代初期 ,叛服無常 。宣宗時 ,為禍尤烈 ,西南不寧 ,中國為之

虛耗 ,對唐的國勢影響極大 。而南詔亦因連年征戰 ,同感疲敝 ,漸至無力入

侵 。」再來就跳到 「蒙古的崛起」才又談到 :「 大理在宋代很少與中國往來 。

蒙哥汗時代 ,為配合侵宋行動 ,派忽必烈滅之 。」其中由南詔到大理的轉折一

字未敘 ,令人有莫名所以的感覺 ,若老師教學未清楚說明 ,學生 自行閱讀是不

易瞭解的 ,筆者以為一本優秀的教科書 ,必須是學生即使沒有老師作深入講

解 ,也能透過 自行閱讀其簡易流暢的內容敘述而有基礎知識 ,因此敘事的整體

性與連貫性原則非常重要 。

四 、高中歷史教學中講授邊疆民族之原則與方法

「歷史教學是達成歷史教育目標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法 ,歷史教師更是歷

史知識與學生之間的橋樑 ,其教學成果更關係歷史教育之成敗 。」
四

筆者擔

任高中歷史教師多年 ,對以上說法深有同感 ,但在教材編排有缺憾 、大學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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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壓力 、教學環境多不如意 、教師的工作負荷量過重
21的

情形下 ,目 前的高

中歷史教學成果 ,實際上並無法完全實現歷史教育的理想 ,但這並非教師個人

的責任 ,而是社會整體環境是否良好 ,與教育政策是否合理的問題 ,筆者不欲

在本文中討論這個牽涉範圍如此大的問題 ,僅想以個人任教高中歷史多年的教

學經驗 ,以及因個人對邊疆民族深感興趣 ,進而思考如何教授邊疆民族教材才

較合適 ,依個人淺見 ,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則與方法 :

(-(態度客觀 、觀念正確 工

過去常將邊疆民族視為野蠻 、落後 ,但身為歷史教師 ,則不該有這種偏狹

的 「漢族沙文主義」 ,邊疆民族因歷史 、地理因素 ,而與漢族的語言 、宗教 、

風俗習慣不同 ,因此處理事情的方式也就有很大的差異 ,故歷史教師在說明歷

史上邊疆民族的特異風尚 ,必須能以客觀的態度與正確的觀念 ,將明確的資料

傳達給學生 ,茲舉一例說明 :比如西藏的天葬風俗 ,學生一向甚感興趣 ,卻容

易誤解西藏民族殘忍 、神秘 ,進而貶低西藏民族的地位 。實際上天葬對西藏而

言是極為神聖的 ,他們行天葬的原因 ,主要是因西藏高原氣候乾寒 ,屍體不易

腐化 ,再者是宗教的犧牲奉獻情操 ,因此若僅從漢族 「慎終追遠」的觀點來

論 ,就極易誤解西藏民族 ,所以歷史教師就必須秉持客觀 、正確的觀念與立場

說明 ,使學生能了解 、肯定其奇異的風俗 ,因為只有彼此互相瞭解 ,才是民族

融合的第一步 。

°多利用圖表與視聽媒體進行教學 :

從學理上來看 ,「 歷史教師於教學的過程中 ,除了依教學原則及運用各種

教學方法外 ,仍須顧及教學技術的使用 ,以提高教學效果」
”

而 「隨著科技

的發展 ,視聽媒體或電腦教學 ,逐漸受到重視 ,將在歷史教學中產生大變化 。

而圖表的應用 ,在任何教學方式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功能 。」
”

。而就實際

教學經驗來論 ,筆者也以為圖表與視聽媒體的利用在歷史教學上所產生的作用

要遠超過教師的口頭講授 ,尤其是關於邊疆民族教材方面 ,更有意外的效果 ,

比如筆者自行製作 「隋唐時期各邊疆民族位置」的大型海報 ,請學生上台予以

標示各邊疆民族之地理位置 ,學生總是印象非常深刻 。再如 ,蒐集各民族的服

飾 、建築圖片或是手工藝品 ,展示予學生觀看 ,有些學生就因此產生深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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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疆民族歷史的興趣 ,而現代社會大多數學生都深受影像刺激 ,往往教師在課

堂上口沫橫飛 ,還不如放映錄影帶 、VCD來介紹歷史知識般讓學生能集中注

意力 ,筆者即曾放映介紹 「西漢馬王堆」的VCD,效 果良好 ,因此深入大陸

邊疆地區 、介紹透疆民族風情的 「八千里路雲和月」 、「大陸尋奇」等視聽教

材 ,都是歷史教師在請授邊疆民族教材時可以多加利用的輔助工具 。

Θ隨時提供新交訊 8

在教學時數有限的情況下 ,印發補充資料也是歷史教師可以使用的方法 ,

同時隨時能提供最新資訊 ,配合時事講授 、介紹相關活動 ,讓學生能有實際參

與的機會與經驗 ,應該有所影響 ,譬如今年一月份 ,在桃園埔心牧場就有 「第

一屆中華少數民族博覽會」 ,筆者利用假日前往觀賞後 ,收穫甚多 ,回校後即

將此資訊提供予學生 ,並將所購買的邊疆民族相關資料與物品讓學生瀏覽 ,學

生或許未必能瞭解筆者之用心 ,但據其反應來觀察 ,至少引起了部分學生的興

趣 ,以歷史教育的目的來論 ,應是好的開始 。因此依筆者的經驗與淺見 ,若能

隨時提供新資訊 ,對邊疆民族教材或一般歷史教材的教學 ,應該都具有一定的

作用 。

除以上幾點淺見與經驗談 ,講授邊疆民族教材的基本原則與方法應該還有

不少 ,但限於筆者能力有限 ,就教學資歷而言也尚不純熟 ,因此只提出以上三

點 ,俾能有助於高中歷史教師教學之用 。

五 、結 論

張中復 <逸疆民族問題的省思 >中提到 :

無論就歷史演進的脈絡或是現況的發展來看 ,我 國的邊疆民族在塑構所

謂 「中國」意象的過程 中一直是個相當重要的環節 。自古以來 ,各種大

大小小的民族問題一向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軸 。此一現 象對於幅 員遼

問 、歷史悠久的我國而言 ,漢 民族與四裔邊族問的競爭及互動關係更是

與我國傳統的政治發展 、社會變遷 、文化融合及民族組成等過程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聯性 。道是我們在探索中國 ,甚至是整個亞洲歷史時所不容

忽視的背景之一
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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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教科書是達成歷史教育目的重要的關鍵 ,而歷史教育財以培養人民愛國

家 、愛民族作為明顯的情意目標 ,若歷史教科書能將邊疆民族教材作客觀而均

衡的處理 ,不僅可讓學生從中學習尊重各民族的平等地位 ,進而對促進民族融

合 、鞏固國家統一 、涵養宏闊的國際世界觀 ,都有積極的助益作用 。

從邊疆民族教材的編纂設計合理與否來討論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

肋 ,就族別分配比例尚為均衡 ,但對影響不小的西夏 、沙陀則內容稍顯不足 ;

就透疆民族人物的描述而言 ,雖然形容客觀 ,但仍有串場人物過多 、身分性別

分配不均 、關於逸疆人物之名詞解釋不當 、某些邊疆民族人物介紹不明等問

題 ;就附圖來說 ,其有比例不足 、彩色圖片過少 、某些圖片說明不清楚 、圖片

與文字缺乏相關性等缺失 :就敘述主體來討論 ,87年版的高中歷史第二冊以

「中國」為主體 、「避疆藩屬」為客體的角度來敘史 ,就教科書的使用對象一

學生來說 ,這樣的敘述是合理且適切的 。

歷史教科書的編算是相當困難的 ,要適切編寫邊疆民族教材更是不容易 ,

依筆者淺見 ,提出敘述主體要正確 、各民族史事份量要平衡 、要強調民族融合

與互動過程 、適切加入學術研究成果與考古資料 、文字淺易客觀且應與附圖密

切相關 、敘述逸疆民族史事要有整體性與連貫性等建議 。至於如何在高中歷史

教學中講授遴疆民族教材 ,筆者以為至少歷史教師的態度要客觀 、觀念要正

確 ,同時多利用圖表 、視聽媒體進行教學 ,更該隨時提供與邊疆民族相關的新

資訊 ,這些是最基本的遙疆民族教學原則與方法 。筆者所提出的建議與批評 ,

雖然並不十分成熟 ,且由於歷史教科書編纂設計的先天限制 ,或許很難全部被

採納 ,但筆者誠摯期望能對逸疆民族教材撰寫有些許的參考價值 。

(本文作者為國立北港商中歷史科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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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均照 87年版高中歷史第二冊課文內容摘抄 ,著重遵狙民族或與其相爾的

教材描述 ,不相關的內容均予以省略 。

章節線稱 單元名稱 內 容 描 述 頁 致

第十一#
府唐的盛表

與五代的紛放

第一節

陷的興亡

⋯文帝稱帝時⋯ ,在塞北則有突厥 .其 中突厥先來歸降 ,暗因無
後頂之≡⋯

。

I

第二節

唐的盛世

⋯太宗即位之後⋯ :兼容華夷 ,平等對待 ,國勞為之大振 。他在
位期間‥ :對外戎狄綏跟,恩威遼播,諸部落尊他為 「天可汗」 .

⋯開元期間 ,玄宗留心治道⋯ ;不僅國內宮安 ,四裔君長亦兢來
款出 ,長安空前素榮 ,史稱 「開元之治」。

第三節
唐的衰落

⋯玄宗晚期⋯任用跋店不到的胡人為避帥 ,終致敢成天i年間的
安史之亂 .⋯安祿山原為營州雜胡⋯

。   .
⋯唐軍在郭子兢 、李光弼等人⋯率領大食 、回紇的援兵 ,乘機反
攻 ,-埸大亂⋯始告平定。
⋯唐自天i以後 ,政治腐敗‥ ,︴患乘機而起⋯

。

12

n3

1S

註祥4:安史亂後的三大外患是回紇 、吐替和南韶 。

第四節
五代的紛發

⋯北避契丹強效座境⋯五代政裡頻頻更易⋯在種族上 ,淇胡交錯
而立⋯

。
⋯所請十國⋯只有北淇為沙陀人所建 ,其他均為波人。⋯敬珀⋯又結援契丹 ,後唐自非放手 .⋯敬堵在歷史上屈大的錯

誤 ,是刮燕蛋十六州向契丹稱巨為 「兒皇帝」。。
..後晉即為契丹

所滅 。
⋯契丹主原揆久#中原 ,乃仿中國朝名 ,易國號為遼。但在中原
期間 ,因 「打車投」劫掠 ,引 起百姓反抗 ,被迫北遼 。
⋯郭威即位⋯史稱後周 。至是 ,自後唐以來為沙陀人所有的政
格 ,始再#歸 Ii人 。

⋯柴榮技位 ,是為周世宗⋯在武功上 ,以北
伐遼 ,攻取出 、其 、易三州帝著名 。

17

19

i9-2。

註科3:契丹人向外俱咯 ,兵馬不給狂草 ,每 日分出剽掠 ,既
「

打草殺」。

第十二幸
陪唐五代

的制度社台
經濟典文化

.第二節
社台與經濟

⋯田著軍事征伐和商業興易的開展 ,暗唐與周避國家的關係日益
密切 ,文化交流⋯頻素 ,⋯ 甚多外族人士來華⋯ ,享受華夷一家
的平等待遇 ,⋯ 胡風特甚⋯ ,提升了女性地位 。略層的統一⋯ ,

結合中外 .安史之亂後封武人興胡人產生顧忌 ,華夷之防始漸恕
砝密 。
⋯●●稅自中葉北方遵吐香 、回紇侵女以後 ,便持移到南方海道 .

第十三章 第一節

⋯陪層⋯北方最強大的部族是突厥 ,原居於今阿π泰山一帶 ,是

匈奴的別狂 ,堀起於南北朝的末期 ,拔地東起遼東 ,西迄裡海 ,

經常南I,為中國北避的大患。
⋯蹐文帝時先使用雄問政策 ,使突厥分為東西⋯ :技又行遼交近
攻⋯迫其稱臣.府未⋯國勞可強 ,東突厥占掠大漠南北 ,與中國

曇薪寄髶
二
書菕孟喜蛋贅爹乎更鞶蓄營

.:.蓄

昇青罣奚霉遛牽蔧受
、內部分發⋯命李靖⋯滅之。

⋯唐威大振 ,西北君長紛紛歸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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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 唐 的

對外而係

陏 層 的

封外經咯
向太宗上 「天可汗」的尊號⋯ .

⋯西突厥占有意嶺東西⋯於西域勢力最強 ,玉門兩以西各國都聽

它指揮 。高宗初年為蘇定方所討平 。
⋯回紇亦匈奴苗商 ,位於突厥之北 。在唐玄宗時 ,攻取東突厥故

地 ,成為塞北第一大國 。後以助唐平安史之亂 ,侍功而帝 ,每封

內地進行搜掠 ,甚至聯合吐著內犯 ,群落勒索 ,唐代府庫為之空

虛 。德宗時改名回 ,並與唐室和親 ,從此維持了幾十年的和好

而係 。至宣宗 ,為來自北方的§族所破 ,才消除了唐代近百年的

北避大患 .

第十三幸

陪 唐 的

對外兩係

第一節

脩 層 的

封外經珞

⋯吐谷潭位在青海 ,為鋅卑後裔所娃 .時時 ,經常侵犯西北避境

。入唐 ,為大宗所敗 ,收其地為郡縣 .

⋯煬帚初年⋯曾有西域二十七國使節來會 。府未唐初 ,西域諸國

多依附於西突厥 。唐太宗⋯消滅控制西城門戶的高昌 ,並於其地

設E安西都發府 ,做為統治天山南路各國的根抹地 。及高宗滅西

突厥 ,取得天山北路 ,蔥嶺以東於是盡為唐所有 。
⋯

⋯吐著在今西磁 .唐初 ,其君長來宗弄●有勇珞 ,國分驟強 。貞

現中 ,唐安以文成公主 ,弄女漸慕華風 ,中 國文化及佛教因而傳

入西藏 。弄女卒 ,吐著不時北侵 ,青海及甘府避地多為所有 。宜

宗時 ,河 西吐蕃為當地義民結合漢人所逐退 ,西北避患始告平息 。
⋯南認在今滇西 。唐代初期 ,叛服無常 。直宗時為禍尤烈⋯封唐

的國分影密極大 。而南詔亦因連年征我⋯漸至無力入侵 。

第二節

府唐的中外

文化交流

⋯祆教⋯流行於西域⋯唐時 ,兩京及西北各州都有祆祠 ,用 以及

柔西域胡人⋯
。

●尼教⋯回紇人亦信舉此教⋯唐未回紇分衰 ,該教亦迫迫害 。
⋯至於回教或回回名稱 ,雖出於回紇 ,但唐時回紇典回教並無●m

係 。回紇信奉回教 ,為宋代以後的事 .

告時⋯如西域各國 、吐苦 ,乃至⋯南詔 ,除⋯互通婚姻之外 ,並

曾派迫子弟入唐學習中國的文物 、學術 。其中南昌和吐蕃並都設

有學校何授中國學問⋯
。

第一節

朱的廷田

與 統 一

⋯太祖⋯盱衛國內外形勢⋯北方遼雖強大 ,「 睡王」替宗在位 ,

怠於政事 ,一時不致南便 :⋯ 先安內再破外。
⋯宋代內亂極少 ,國家大患多來自避亞⋯

。
⋯宋太祖即位後 ,剖破的國家仍有六國 ,其中只有⋯北淡依遼為

援 ,兵力較強⋯太宗杜位⋯全力封付北沒⋯舉兵親征 ,先敗遼之

援軍⋯完成統一大榮。
宋⋯統一中國 ,中 間並未遵過重大抵抗⋯原因⋯有三⋯二 、宋建

都汴京 ,備受北方契丹的威脅 ,不能不備格兵⋯
。
⋯

⋯統一後的宋代亞域 ,北⋯與遼接境 ;西⋯與更及吐替為郱 :西

南⋯與大理相拒 .⋯

61

53

遮本稱契丹 ,局東胡族 ,原居遼河上游 。安史之亂後⋯分力始漸

大 .唐未後梁之間 ,耶律阿保機利用回紇王國崩汝⋯乘機堀起 。
初為八部大人 ,遨朱淡士協助規i,模仿漢人文物制度 ,分力因

而大增 ,遂打破侍統的部族姊合強制 ,集裡統一契丹各部稱帝⋯

是為遠太祖⋯為人有勇珞⋯西取突厥故地 ,東滅渤海國⋯成為當

時東亞第一強國 :⋯ 。
德光⋯為太宗 ,為人機巧⋯助石敬珀建後晉 ,取得燕雲十六州 ,

⋯滅後督 ,想做中國皇帝 :雖因淡人反抗不果 ,但中國北避的國

防線卻因此洞而 ,形密中國此後的安危至鍾 。再傳至景宗 ,正值

趙來統一⋯衝突因而產生 。
五是党項羌所建的國家 ,因位於宋的西北 ,故亦稱西夏 。唐未賜

娃李⋯臣Ⅱ於中國 。宋大宗攻北沒 ,曾得其#助⋯賜姓趙 ,惟國

君的族弟任茫不服 ,依遼為亂⋯宋夏多車 。
⋯宋太祖開國⋯宋遼問二十年沒有係重衝突 。至太宗⋯想乘勝收

54-55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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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幸
未遼Ξ金的興哀

第二節

宋與遮夏

的 關 係

第四節

宋與金的陶係

復燕雲失地 ,乃封遼發動戰爭⋯一 、高梁河之役 :⋯ 太宗⋯北征

。遼景宗命軍接珴⋯ 。宋軍失敗⋯
。二 、歧清●●之役 :遼景宗去

世 ,幼主聖宗種位 ,由 肅太后臨朝親政 。
⋯宋以遼女主當政⋯命

將北征 ,結果又敗⋯
。從此 ,宋為遼人所輕 ,不敢北伐 。

⋯遠在蕭太后的主政下⋯國分達於鼎盛 ,於是謀朱益急 ,宋真
宗⋯遮兵大華南侵 ,直抵沮淵⋯朝廷及助 ,紛鼓兛都求和 。惟宰
相寇準力主親征⋯宋軍⋯｜沒遼軍前鋒 。雙方⋯道使錢和 ,訂立

江淵之盟 。
⋯是為我國拋開傳統的大中華意識 ,典周避部族國家

建立對等●9係之首見。
江淵之盟以後 ,一百多年間 ,沒有軍事衝突 ,封彼此間貿易的恆
常發展 ,有⋯助益 。但遼︳次向宋要索避地 ,為宋人所怨恨⋯終
有傲宗研金滅遼之舉 。
⋯西≡叛未依遼⋯宋採無綏⋯至宋仁宗時 ,趙元昊即位 ,⋯雄毅
有珞 ,⋯稱大廈皇帝 。

⋯連年入寇 ,宋軍⋯賴韓琦 、范仲淹力︴
珴守⋯

。惟元昊切亡消耗亦大⋯貪於宋的歲幣 ,而與宋言和 。
朱神宗時 ,頁有內亂 ,宋⋯五路進討 。夏則以騎兵抄絕狂道⋯宋
軍大汝⋯無力封互 ,但夏亦因此困敝 。至南宋⋯夏為金所隔 ,與

宋殊少往來 :及蒙古倔起 ,始為所滅 。
北宋⋯夏⋯為患西睡 ,與下列因素有關 :一 、地勢使越⋯二 、結
遼為援 。遮夏⋯研姻通好⋯使宋無法全力封夏 。
⋯遼的強大 ,得力於耶律阿保機⋯以及淡士的協助 。

⋯又以韓延
做的又我圾多 。

⋯遼愈慕中原文物 ,規模組織更為完僚 。
⋯從遼

的政治分治 、文字創造 ,知遼封中國文化是有t惕的⋯這種志識
在西夏 、金 、元 、清⋯都一樣地存在 。
更人接受演化⋯不下於遼人 。

⋯法律 ,多仿自中國 .元昊⋯用漠
士改官制⋯且枯通沒文典籍 。以後的皇帝也多能興學女I⋯並屈
次向宋請索⋯孟子等書 。

⋯金為生女咚族所建立的國家 .在遼國強盛的期間 ,女真分為二

都⋯松花江以南⋯曾被遼回編入戶箱 ,遼化較深 ,號為珃女真 ;

⋯松花江以北⋯不隸遼籍 ,遼化不深 ,號生女日。
生女真⋯以完顏都最強 。宋做宗時 ,完顏阿骨打統一女真⋯不堪
遼的會縱勒索 ,乃利用遮天祚帝昏9●荒淫⋯叛遼 。

⋯阿骨打稱
帝 ,娃日既金⋯為金太祖 。
⋯金太祖⋯

一

敗遼師⋯蔡京以金可用 ,約其攻遼 。約定事成⋯歲
幣由金⋯燕安十六州還宋 。
訂盟後 ,金⋯連珴皆捷 ,而朱軍⋯失利⋯宋請如約 ,金則以來參
珴不力要索 。宋⋯以巨款“回燕京及附近六州之地 。

⋯近天件帝
為金人所俘 ,遼亡 ,⋯

。
⋯聯攻遮⋯啟金輕宋⋯金即以宋納金避將為籍口 ,大畢使宋⋯蝕
宗⋯諛位於欽宗 。
⋯欽宗起用⋯李綱為將⋯貶蔡京 ,殺重i,以收∥人心 。但朝廷
上下‥因循長怯⋯

。
站康二年 ,金⋯打做宗 、欽宗⋯北去 ,⋯為靖康之雜 ,北宋滅
亡 ,⋯ .。

⋯金旋以張邦昌為 「楚」帝⋯意在以演制淡 。但⋯宋人尤多不及
,故金兵退去後 ,邦昌即自去偽既 。康王構即位⋯為商宗 。張邦
昌仰來自殺⋯

。
⋯高宗⋯一味避敵⋯金因又發兵南侵 ,高宗奔走江南 ,金兵⋯飽
掠而去 .

註和1:在今吉林 、安東⋯原稱I國 ,唐⋯受封為渤海都王 。

第三節 宋的

變法與竹爭

⋯欲宗親政 ,重用新無蔡京⋯與宦官童I朋比為奸⋯政治大坡⋯

外用避9,招致金人南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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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蒙古的用起

金兵⋯銘行以淇制演⋯立劉豫為 「齊」帚⋯宋高宗⋯正式定都臨
安⋯

。
朱⋯立國江左⋯原因有⋯金兵力且不足滅未 .偽齊⋯減少宋 、金
問的直接衝突⋯

。
⋯金照宗⋯初採和議⋯後⋯我事再起⋯岳飛⋯郾城⋯大敗兀
朮⋯給金人其大打｜ ,和兢乃復起。
宋商宗急飲求和⋯素竹⋯刻意迎和⋯強令岳飛班師 ,害死於獄中

。韓世忠⋯罷官雄去 ,和兢遂成。
⋯一 、宋封金稱臣⋯史稱 「紹

興和由」,宋淪為金的局國。是後 ,雙方維持了二千年的和平⋯

。二千年後 ,兩國之間缸有珴爭 ,大鈕是宋居於劣分 .宋高宗末
,金主海陵王的南侵 ,雖為皮允文先後敗於采石和京口⋯。
⋯金⋯因蒙古的倔起⋯益恕哀徹 。
⋯金大袓⋯用漢人楊朴策 ,並仿契丹文字及中國楷替創製女真文
字 。金太宗復採⋯韓企先意見 ,參用漠法改革袓法制度。至照宗
和海陵王時代 ,金人漠化更深 。熙宗⋯移徒族人至中原與漢人雜
居 ,有助於種族融合 :海陵王⋯甜好中原文物而將都城南避⋯尊
孔 、設學校 、建立考試制度等措施 ,均已成為金治國的準繩 。
世宗⋯迫於保守派的盛力 ,努力限制沒化 ,大力推動女真文化 :

但其本人頗:帝術史替 ,曾令人認為女真文字 ,頒行全國。
⋯章

宗表面上任承世宗政策 ,惟本人括於中國學問 ,並起用大批淇士
,廢除婚禁 ,更以中原正統自居。

⋯金人演化程度遼超過遼人但
也因此⋯喪失了尚武精神 ,生活日超腐化 ,絡而敗給了蒙古人 。

⋯泉古⋯原居於今黑龍江上游 、蒙古東部 。南宋前期⋯巨Ⅲ於金

。宋高宗時 ,掠今肯特山乞顏部⋯叛金 。後該部酋長也速該為人
毒段 ,部族⋯雄散 。及⋯子姑木真年長⋯糾合部眾⋯受推我為成
吉思汗 ,即元太祖 。
⋯成吉思汗興起後 ,即杖極向外發展⋯ :一 、亡工 :⋯ 成吉思汗
即位⋯Ξ被迫投降 。蒙古西征 ,向夏徵兵被拒 ,成吉思汗甚恨 。
西征東蹄⋯滅之 。惟成吉思汗亦於攻夏期間病死 。二 、滅金 :成

吉思汗曾封金⋯發動⋯攻｜ ,金⋯退守河南⋯因成吉思汗⋯西征
,金始得保全 。成吉思汗死後 ,窩 闊≡⋯南侵與西征並進 。

⋯攻
金 ,採成吉思汗 「假道於宋」的東進避策⋯直逼汴京 ,金哀宗出
奔⋯蒙古⋯與宋⋯合攻⋯金哀宗自絟 ,金亡 ,⋯ 。
三 、侵宋 :未會蒙古滅金後 ,重蹈聯金滅遼的在教 ,雙方又形成
直接封抗⋯幸蒙古軍僅是偏師 ,而孟瑛復力守要陽⋯余玠在四川
⋯蒙人始雜於得逞 。這是蒙古侵宋的第一期 。蒙哥汗⋯侵未態度
⋯積極⋯分道攻宋 。蒙哥汗⋯兀良哈≡⋯忽必烈⋯進攻⋯ ,南宋
有被切斷為東西二部之勞 。會蒙哥汗城死 ,忽必烈急欱北歸⋯我
事暫時中止 。還是蒙古侵宋的第二期 。四 、定大理 、吐著典交阯
:大理在宋代很少與中國往來 。蒙哥汗⋯為已合侵宋⋯派忽必烈
滅之 。吐蕃自唐未以來⋯很弱⋯ ,為忽必烈所定 9⋯越南北部的
交阯 ,也為兀良哈≡所破 。五 、征商皮 :高泛於五代 、朱以來 ,

巨服於遼 、金⋯ ,蒙古⋯致次征伐 ,始於蒙哥汗末年⋯蹄及蒙古

。
⋯蒙古西征 ,先後三次⋯ :一 、成吉思汗西征 :當成吉思汗平

定大漠⋯而與回人所建的花刺子棋⋯接發 。成吉思汗初望與花國
和好通商 ,不意花國竟殺害蒙古商人及使者 ,成吉思汗因親率大
軍往討 ,花國不致而亡。另一支蒙古軍⋯掠裡海以西⋯破欽察⋯

敗阿羅思聯軍 ,至黑海北岸而還 。還是蒙古第一次西征 。二 、拔
都西征 :窩關≡汗在滅金以後 ,又以拔都⋯西征 ,他越過鳥拉山
⋯攻占英斯科⋯分軍⋯攻入東歐 :一 向烈兒 ,大破捏迷思聯軍⋯

一向馬札兒 ,直抵亞得里亞海東岸⋯楚窩爾垂汗死訊傳至 ,始班
師東歸 。回到南俄⋯建立欽察汗國 。道是蒙古的第二次西征 。
三 、旭烈兀西征 :蒙哥汗⋯派旭烈兀西征 。

⋯首先平定⋯木刺夷

註釋l:遼未 ,二敗於金 ,其宗室耶律大石率領部分遼人西走中
亞 ,在撤馬有罕一帶建國 ,仍稱道 ,史稱西遼 ,為西域大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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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直抵敘利亞 。及蒙哥汗死訊至 ,始退兵 。旭烈兀乃合波斯

及西亞之地 ,建立伊兒汗國 。這是菜古的第三次西征 。
⋯成吉思汗曾將所得的土地分封給子弟 .依照蒙古幼子守灶的傳

統 ,將蒙古本土分給四子托雷 。再把東蒙地方分授給諸弟 ;把西

方新土分成三部 ,授給前三子 。
⋯ :一 、欽察汗國 :封給長子朮

赤 。
⋯包括俄展斯和烏克由的大部及波由的東南部 。至十五世紀

末 ,為俄人所推田 。二 、察合≡汗國 :封給次子察合≡ 。
⋯包括

今新亞大部 、中亞南部 、阿宙汗及印度北部 。後分裂為二 ,以蔥

嶺分東西 .西部於十四世紀中葉為其臣下帖木兒所亡 :東都的政

確於明未為回教的 「和卓」所奪 。三 、窩闊垂汗田 :封給三子窩

關≡ 。約包括今阿爾泰山一帶及新亞北部一部分 。
⋯西元十四世

紀初 ,併於察合狂汗國 。四 、伊兒汗國 :為旭烈兀所建 .包括波

斯及地中海以東之地 ,封元朝最忠i。 至十四世紀末 ,亦為帖木

兒所滅 。

第十五｜

蒙古的偶起

與元的興袁

第二節

元的興衰

⋯忽必烈⋯於菜哥汗初年 ,即總制漠南漠地⋯
。蒙哥汗卒 ,他⋯

為參加選汗大會⋯接受宋相又似道乞和 ,撤軍北返 。時田蒙古本

位主義派諸親王 ,謀母乃弟阿里不哥為汗 ,他心有不甘 ,便⋯自

即帝位 ,是為元世袓 。用後阿里不可雖私兵來朝 ,但蒙古本位主

義派仍與世袓不和 ,世祖乃將首都遵移燕京 ,易稱大都 ,蒙古政

治中心因之南移 。
⋯採易經 「乾元」之義 ,定國號為大元 ;並祕

極滅宋⋯成為中國的正統王朝 。
⋯世袓⋯遣使至宋 ,要 求依約給成幣 。宋相口似道因曾隱⋯乞和

之卒⋯恐洩漏i情 ,拘因蒙古使者⋯世祖揮軍南下 ,而掀起第三

期侵宋我爭 。
其陽⋯是求古攻好的第一個目標 。宋將呂文煥堅守 ,(●持六年 。
終以π似道蒙蔽軍情⋯文煥兵敗降元⋯

。宋恭帝立 ,元派伯顏⋯

攻陷臨安 ,恭帶被俘 。
⋯宋臣程紋⋯抗放 ,其中以陸秀夫 、張世傑與文天祥⋯合稱 「宋
未三傑」。

⋯先立端宗⋯因元軍進遇而走廣東 。⋯天祥兵敗被俘
,而帝亦病死 。秀夫與世傑又立帝另⋯ ,由於元軍猛追不捨 ,秀

失⋯抱帝投海⋯南宋遂亡 ,⋯ 。
⋯世祖在位⋯是元朝的盛世⋯ ,與他的沒化態度有9● 。世祖的淇

化思想來自⋯總制漠南滾地 ,受漠士的影●⋯乃母以漢人治⋯封

地 ,效果顯著 。
世祖⋯仿渶制建年號 ,改國名 。

⋯i行二元政治 :以蒙古傳統處

理裝事 ,以沒法治理淇地 。
⋯這些政策⋯妨害了南北蒙古人的口

結 ,也影密漠 、蒙問的調和 ,但卻狂得沒臣的推我 ,並認元為中

國的正統朝代 。
⋯磁紅對外用兵 :一 、服高屈 。

⋯為高皮裁定內亂⋯設征東行省
.二 、征日本 。兩次征日 ,雖都因足風鍛羽而歸 ,但已令日本深

感不安 。三 、收大理 。
⋯設雲南行省⋯

。四 、南海諸國 ,多避使
來貢 。
⋯元代自世祖打破推選慎例⋯從此帚位爭奪不息 ,朝政往往為權
臣操縱 。加以蒙古文化棋野 ,部落時代食暴的習俗未改 ,自 利其

部族 ,以致⋯政治始終敗坡 .此外蒙古人以征服者自居 ,歧視淇

族特甚 。
⋯同時吐各地鋇戊的蒙軍弟者腐化⋯而由漢人所組成的

淇軍及新附軍又不甘為之效命 ,於是國分終告表徹 。
⋯元代晚期

,國分已表 ,又遇頂帝荒淫 ,⋯群雄遂乘機並起 ,臼大的帝國因
之瓦解 。
⋯宋亡之後 ,志士仁人的恢復運動從未中斯 ,由於元人監視甚段
,反元活動只有豬秘密宗教進行⋯

。
⋯劉福通起事後大華北伐 ,元軍所在汝故 ,借劉軍無紀律 ,最後
又為元軍所敗 ,而元室得以茍延殘喘 .

⋯朱元璋⋯進行北伐⋯以民族革命相號召。
⋯大將徐達 、常遇春

攻陷大都 ,元頂帝北逃 .元朝⋯入主中原僅九十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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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元的中西交通

第一節
政治制度

⋯中西陸路交通⋯至蒙古西征 ,混一東歐與亞洲 ,始又全面發達
起來 。
元代陸上交通的發達 ,與郵驆制度的完善有關 。駱侍 ,唐 、宋以
來有之 ,至元而更加發達 。元人郵離分為兩類⋯

。
元代郵駬制度的完善 ,同時也封無數的商● 、教士及旅行者 ,提

供了良好的保障與及務 ,大有助於商業往來與中西文化的交流 。
⋯元代海上交通之盛 ,不亞於陸路⋯自沿海七個市拍司港口出發
,向東可抵商已 、日本 ,向西可到達波斯田 。當時與元朝有興易
陶係的地π ,已達一百四十多處⋯

。
⋯元代對外海陸交通便利 ,而又伋袓色目人 ,西方諸國使節 、學
者 、●生 、教士及商人⋯東來 ,西方文物因而東傳 。
元代以前 ,侍入中國的外來文化 ,以印度 、波斯文化為多 :入元
以後 ,則以阿拉伯的回教文化為主 。元代曾在京師設立回回國子
手 ,工門教授阿拉伯語文 。當時停入的事物⋯如設立回回司天i
,延Ⅱ西域人研究星曆 :蒙哥汗時 ,從阿拉伯文話本侍入欼幾里
德幾何學 :投皮忘司 ,以阿拉伯出生治病 ;世祖曾借助波斯人製
造回回砲攻打宋I陽城 :回教徒在廣州 、泉州等地建造寺廟 ,竹

入阿拉伯的建築風格 :回教侍入⋯新亞從此亦由佛教及●尼教的
地區變為回教的領域 。
⋯基督教及吐苦竹入的〢

一

教 ,也都能各自發展 。元代封宗教的
態度是包容的 。
⋯馬可波屈在元世祖朝任官⋯回國後口述遊記 ,⋯盛道中國的古
庶 ,激發歐洲人⋯爭赴東方 ,於中西文化的活通 ,厥功至缽 。

⋯

火來 、羅盤 、印刷術 、紙幣等物 ,豬著蒙古人⋯付至西方 ,封歐
洲近代文明的發展 ,及西方人世界洩念的改變 ,亦有莫大的影#

⋯中國蔤術封回教世界也頗有形外 .他們不但仿製中國的阿瓷器
、綾錦 ,也手仿中國土 。他們不但學中國主的技巧 ,也發張題材

⋯遼的官制分北面官與南面官 。北面官主番事 ,南面官治Ii人 。
金仿宋制 ,惟至海陵王時 ,i行尚書一省制 ,創我國一省制的開
始 .

至元代⋯以中古省掌政務 ,以樞密院知兵事 。
⋯徹仿金的一省制

⋯改留中香⋯使得最高政務機材從多元變為一元 。惟宰相仍採多
人制 ,除中古令為首長外 ,左右丞相等均可參決軍國要政 。
⋯遼採道 、州 、縣三級制 ,設官訪唐制 。金 、元皆仿朱制 ,而珞
加修改 ,將長官改為正當 。元更在三級之上 ,設行中古省 .簡稱
行省⋯為日後省制的起源 。
⋯遼⋯以部族兵為主 ,壯丁皆隸兵籍 。金亦壯者皆兵 ,辣於猛安
、謀克 .自海陵王遼都燕京 ,給田牛使之耕食之後 ,金兵尚武之
風逐漸喪失 .

元代⋯初分蒙古軍與探馬赤軍 。前者為蒙古人⋯後者為諸部族⋯

入中原 ,復徵黃河流域⋯百姓為淇軍 、長江流域的未人為新附軍

。
⋯中葉以後⋯武力⋯衰徹 。

遼的賦役不詳 。金的賦稅分王 、秋撽納 ,役則依財產多去 ,n錢
有差 。元代的賦役 ,主要有稅七和科差兩種 。稅杜⋯江北 、江南
有別 :江北依地或丁徵殺粟 :江南行兩稅法 。其科差 ,則依戶令
翰絲 、銀代替力役 。

⋯又有頯外課 ,針對人民的所有物課徵 。
⋯

⋯遮金亦行科卒 ,以待漢人⋯偏重詩賦 。金世宗時 ,曾增E女真
進士科 ,以提倡本族文化 。元代取士⋯除科卒外 ,國子爭課試及
格的 ,亦可授官補吏 。元代入仕之途雖皮 ,但銓敘紊亂 ,選政始
終無法上正執 。
⋯遼金亦殷學女士 。元代封於學校頗為注重 ,在各行省所在 ,都

註猙3:喇

一

教為佛教密宗的一支 .元世袓曾尊啪中八思巴為國
師 ,其後 ,歷朝皇帝均須受戒於喇

一

,分力#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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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幸

宋遼金元的制度
社會經濟與文化

置有學官⋯管理⋯也允許私人設立書院。元代的學校制度封明 、

清兩代有先甘的作用。

註秤2:皆金官名 ,一謀克率兵三百 ,一猛安統領十謀克。

第二節

社會與經濟

⋯遼 、金均行封建制度 ,演人受到放密的控制 ,並大

一

淪為奴隸

。元代的社台階Ⅱ ,如依種族而分 ,可分成蒙古人 、色目人漢人

和南人四大類 .淇人 、商人地位最低 ,備受歧視 。元代的中間階

︳ ,是由各種 「戶計」所組成的 。所謂戶計 ,是依咄榮分類所定

的戶口⋯以匠戶地位較商 ,軍戶最特殊 ,佃戶最低 。
⋯琅古人重

視工匠 ,匠戶生活圾宙裕 :軍戶單獨歸梅密院管理 ,不與其他戶

計通婚 :佃戶有時要田田土的貿i撙移 ,故與奴辣相當 。元代奴

隸為圾下層⋯江南一帶書奴風氣甚盛⋯
。
⋯遼人仍以傳統的游牧

生活為基調 。金人則因II化極深 ,主要過斑業生活 ,以房屋和村

寨為居處 ,習俗與遼不同 。
元人的社會與遼相近 ,漠化不及遼深 。

⋯他們在進入中國之前 ,

已深受西域文化的影#,而統治中國的時間又短⋯
。元人文化陶

冶甚淺⋯加以⋯縱容啦︴為虐 ,甚令漠民痛苦 。
⋯宋 、元的皮作物以稻棉為重要⋯棉的種植⋯至元代而益甚 。

⋯

元世袓滅宋後 ,曾將江南工技精良者⋯編入匠戶⋯手正果亦甚發

達 。
⋯元代手工業⋯遼過於當時執歐洲手工業牛耳的義大利⋯諸

城邦 。
⋯未 、元均︳單色瓷時代⋯元瓷較具古i趣味⋯江西景德⋯至元

、明而成最著名的產地 。
⋯宋 、元⋯商業甚為發達⋯有行會組織 ,商人都必須入行 ,以便

課稅管理 。
封外貿易 ,元代超越未代 。他們都在沿海城市設立市拍司以為營

理 .⋯ 興易港⋯元代以泉州琅發達 。
⋯因應爾榮發達的帝要 ,宋 、元女幣制度亦有愛化 ,按大了紙幣

的使用 。
⋯至元 ,始大二發行紙鈔⋯成為主要女幣 。但因女幣知

詮不夠 ,常發行過二 ,準備金不足 ,無力稱提 ,而酊致通女膨脹

⋯南北地位升降 ,可以從政區的分布 ,以及人口 、人才的消長得

到證明 。
⋯就人口而替⋯迄於元代末期 ,南北的差距 ,更高達十

與一之比⋯
。

人口多 ,人才自亦興盛⋯元代 ,北方元氣未復 ,仍不足與南方相

比⋯
。

註釋2:一為蒙古人 ,又稱國人 ;二為色目人 ,即西域人 ;三為

演人 ,係指原受遠 、金統治的中原地區的漢人 ,包括契丹和女真
:四是商人 ,係指原受南宋統治的長江流域及以南的漢人 。

第三節

理學與科技

⋯朱k截論枯密 ,而教人的方法又平易淺近 ,在當時(包括金)已

是眾流所歸 ,歷元代以至明初亦不出其箱固。
⋯

⋯朱元時期的科技發展i況⋯一 、天文層法 :⋯ 以郭守敬根妹回

回曆修正的授時層最精密 ,該曆自元世祖⋯沿用近四百年之久。
二 、致學 :朱元時期是中國致學的資金時代⋯元未朱世傑著有四

元玉生 ,請述多元商次方程組解法和高階等差級致問題 ,前者也
比法國學者早四百餘年。三 、工發 :火萊⋯至元末 ,更發展成筒
式火銃 ,發火榮舒炸為推動力 ,發射 「子象」,是今日大砲的先
班 。

⋯四、農技 :朱元時代良學大有進步 ,均有著名的盛會問世

。
⋯紡織上 ,元有水撙大紡車⋯

。

？
畤畤

？

畤畤畤畤畤畤

﹄

⋯遮 、金 、元三代 ,也都設有史官編撰當代史 ,惟遼 、金史:流
傳後世的甚少 。元代所修前代史有宋史 、遼史及金史⋯典制史有
馬端出的文以通考 ,是一都歷代典制的通史⋯與適典 、通志合稱
三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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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史地與文茁

地理學方面⋯元代則以大元一統志著名 ,為方志田經總匯 ,可借
已亡佚 。
⋯元代通俗文學以截曲為主題 ,是合散曲 、說白和科段而成 ,分

雜劇和傳奇兩種 。雜劇⋯起於金 、元之際 ,因元代統治者的愛好
⋯流行於北方⋯

。雜劇如m漠瘌的●娥菟 、王i甫的西廂記⋯皆
為傑作 。
⋯文人

一

⋯自森軾而下 ,至元未倪及等人 ,而達於極致 ,並成為
元i最大的特色 。
⋯做宗⋯

「度金磁」⋯後來金幸宗模仿他⋯
。元代則以趙孟頫琅

有名 。

註秤4:敬曲以元為盛 ,係自宋詞蛻化而出 ,可以歌唱 ,可說是
元人的新詩 。

第十七幸
明的盛衰

第一節

明的盛世

元頂帚棄大都北走之時 ,部分省分仍為元人或元官所有⋯明太祖
⋯洪武十五年⋯全國始告統一⋯遠紹唐 、宋威儀 ,掃除元未貪暴
胡風⋯

。
⋯成祖⋯加強北臣避防 :為抵抗塞北民族的入侵 ,一面⋯列置九
鋱 ,一面⋯修彗⋯

「避發」⋯
。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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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亞我的開拓

⋯蒙古北還後 ,仍 自稱元朝 ,史稱北元 。
⋯經常入寇 ,太祖⋯曾

四次走將北討 ,始將之厭藤漠南 。洪武末年 ,蒙古大汗為臣下所
基 ,裂為⋯提靼與瓦刺⋯兩國之間 ,常有分合 ,也常南侵 ,造成
明代避境的軍事緊張 。
永樂八年 ,成祖首度親率大軍⋯大迫使靼⋯二次親征 ,再破瓦刺
⋯其後 ,韃靼復二窺避塞 ,成祖又連銘三次渡漠追｜ ,控靼方才
遠道 。永樂二十二年 ,成祖於最後一次親征..:病逝 ,塞北經珞 ,

遂告停頓 。
⋯明太祖⋯在遼陽E都指#使司 ,作為經營東北的獄點 。成祖時
,女真內附 ,明置建州 、海西等街以統治之⋯其性質煩如西南地
方的土司 .又招摭黑魂江下游南北諸部 ,設奴兒千都指揮使司於
黑龍江口 ,總統各衝⋯

。
⋯明代西方亞域住達啥密 .⋯太祖曾在甘席置重鏔 ,扼守河西走
廊 :又在青海及西藏各匱行都指揮使司 ,所以西方避防頗為翠固
。其他西域各國 ,於明初亦多來貢稱臣 。
⋯元在今i州省一帶口疋設直慰 、直撫等司 ,任土酋充當長官 ,

世●不替⋯成袓時 ,始設布政使司治理其地 ,開置郡縣 ,成為中
國本部的一省 。雲南於元時已建行省⋯

。
⋯高由於元 、明之際 ,依追於明 、元之間⋯ .

⋯論成祖重視西航的動機⋯四 、軍事的 ,組織海上同盟 ,固堵帖
木兒汗國 。

註稱l:帖木兒汗國為元室支商 ,明初 ,按察合≡汗國故地 ,於

西元一三六九年稱汗 ,定都撤馬爾罕 。擁地西達地中海東岸 ,南

盡波斯科與紅海 ,北達俄羅新西南部 ,東至蔥嶺與恆河 ,大有彼
興成吉思汗盛果之氣概 ,卒於一四U五年 。

125

第三節

明的衰落

⋯明代宦禍為害最大的有王振慫思英宗親征 ,抵禦瓦刺 ,敗於土
木堡 ,英宗被俘⋯

。
⋯居正的改革 ,包括⋯國防上珴守兼備 ,任用戚繼光 、李成梁等
名將 ,抗禦北虜 ,保固避亞⋯

。
⋯明代中萊以後的外患 ,主要有蒙古⋯和滿州 。蒙古在成祖之後
,瓦刺勞盛 。英宗時 ,也先率眾南侵 ,造成 「土木堡之變」 :又
遇北京 ,賴于謙擁立景帚 ,召 勤王軍抵抗 ,始予!退 。惡宗以後
,接靼代盛 ,不斷南下寇避⋯至啟宗時⋯請求封貢互市 。

⋯北避
狡得二十餘年的安定 。
撥嵩營國⋯北避有鍵靼的侵扭外 ,沿海一帶尚有倭寇之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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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州為女真的後裔 .明神宗時 ,建州左街首領努爾哈赤吞併女真

諸部 ,建國後金 。
⋯起兵叛明⋯都盛京⋯

。箏遼之役 ,為明將袁

崇煥以⋯紅夷巨砲小退⋯負切去世⋯滿州則由努爾哈赤子皇太極

念位 ,雙方重新展陶⋯我鬥 。

⋯滿油平定中原之後 ,尚須面對⋯鄭氏之外 ,還有⋯三落問題 。

清人⋯仿效元人滅未故技 ,i施以淡制淡⋯其中尚可菩 、耿仲明

、吳三桂均⋯受封為王⋯仲明早死 ,子技茂“爵 ,合稱為 「三藩

三落地皮兵多⋯滿清每年耗在三藩的軍的 ,高達全國歲入之半⋯

三吝在自己的封地內 ,有半芻立的主格⋯成滿清的心腹大患 。世

祖⋯尚不敢輕言封付 。及聖祖⋯乃有削落之意 。康熙十二年 ,尚

可吝上替自爾蹄老 ,聖祖乘機令其扭落 。
⋯耿技茂已死 ,子精忠

一

臼 ,與三佳⋯也琉請撇藩 ,以試探清廷態度 。聖祖允其所請 ,

三佳等⋯遂起兵叛活 。
三佳起兵後 ,⋯耿格忠⋯尚之信等先後轡應 ,⋯邱經也出兵望援
⋯

。清因城珞得宜 ,始撙危為安 。聖祖除在陝西 、湖北E重兵 ,

阻止吳三佳的主力⋯另道大軍⋯切斷三佳與精忠的聯絡 :並使用

西洋⋯大砲增加⋯威力⋯
。

吳三佳⋯犯了珴咯與政珞上的錯誤 。
⋯得到湖南之後 ,即現望遵

延 ,妄冀i江我和 ,徒迫滿清從容部署的機會 :⋯加上集日內部

利益不同⋯遂給滿清各個｜破的機會 。反清聯盟因之解在⋯
。

⋯康熙二十年⋯三各之亂⋯結束 。清朝在中國的統治茫 ,至是始

告工固 。
⋯蒲清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國 ,其國祚長達兩百六十八年 ,初期文

治武功可媲美淇唐⋯與其統馭政策有密切開係 。清室統治中國⋯

採●柔與高壓相濟之法。
⋯●柔措施⋯有下列幾項 :

苦⋯三 、伍袓文士⋯ .

二 、減輕百姓痛

⋯清廷又採高丞手段⋯一 、薙發留辮 。遇迫淡人接納滿人服飾 ,

摧折漢人氣節 。二 、禁結盟社 :漲禁士子糾眾盟會 ,以防止仇清

復明思想流竹 。三 、興文字獄 。康 、雍 、乾三朝⋯段戮甚怪 ,推

殘士氣最卦

克猛互濟i行的結果 ,清初的漢人士大夫大多為活室所用⋯
。

⋯皇太極即位 ,封明的伎珞更為技極 ,但

一

為袬崇煥所敗 。皇太

極⋯改採迂迴珴珞⋯進口北京 。崇煥⋯入援 ,力我卻效 。但思宗

誤信反問計⋯殺崇煥 ,自毀長城 。
⋯皇太極西滅漠南蒙古 ,東降海上明軍⋯便⋯正式稱帝 ,改國既

為大清 ,是為活太宗 。至此清已成為明朝的效在 ,不可是⋯的Π

夷了 。
⋯崇禎十五年 ,清兵固攻⋯松山 ,明軍大演⋯還是明清的最後決

珴 。
⋯活太宗去世 ,子世祖立 ,以多爾袞為好政王 ,侵明益急 。

⋯吳

三桂⋯腹背受效 ,復以愛妾陳口口為自成都將所俘 ,因柔節降活
,以聯攻自成 .多爾袞即以之為前四 ,入●●大破自成 ,遂獄北京
⋯清竟因此入主中原 。
⋯福王⋯朝政為門竹把持 。飲守揚州的史可法⋯壯烈殉國 .清軍

居城之後 ,又波江陷南京 ,福王⋯為清軍所俘 。
⋯唐王⋯與⋯●王不合 ,雙雙為清軍所滅 。

桂王⋯年號永層 。清軍入● ,乃奔走皮西⋯ .

⋯鄉芝註‥於清兵進入福建之時 ,愛節降清 。惟邦成功⋯為反活

復明而努力 。
⋯成功⋯當唐王遇害⋯祕極既召群眾抗清 。
成功⋯永層十三年 ,乘清軍進攻雲南之際 ,曾大華北征 ,深入長

江 ,固攻南京 。
⋯不幸中清軍緩兵之計 ,敗於南京城外 ,退回皮

門⋯
。

第一節

滿潑入關與

南明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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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祖 、世宗到高宗⋯文治武功均極可現 ,通稱為康雍乾盛世 ,

共一百三十四年⋯
。

聖祖⋯是清朝歷代皇帝中政治作風較克和的⋯除減輕賊稅外 ,又

崇獎學術 ,編年群書 ,打｜江南紊紳⋯平定三藩⋯晚年為政克大
,以致⋯政風日恕敗壞 。
世宗⋯是活朝歷史上君裡極盛的時代。重要措施有婊刑放法⋯設
立軍機處⋯密設提畸⋯廢除賤民階級⋯盜頓財政⋯使聖祖末年以
來克艘的弊端為之箱正⋯

。
商宗為政 ,折中於父 、祖⋯飲持中道 ;但他不如聖祖虛心好學 ,

政治能力也不及世宗。他曾仿聖祖編年典箱 ,卻也焚替禁●。他
又效世宗口行君主集權 ,但Ⅲ辱大臣則過之。
商宗⋯是清代的全盛時期 :但由於他好大喜功⋯加上晚年北信和
坤⋯政治大垵⋯國分從此衰落 .所以高宗一朝 ,也是清代由盛而
衰的9●鍵 。

註幣2:計修明史 、佩文韻府 、淵廷類國 、康熙字典等數十部 。
此外更年輯古今日替集成一書 ,至世宗初始完成 ,共一萬卷 。
註稱3:高宗修#的典籍甚多 ,以四庫全會圾重要 .前後九年 ,

克羅者籍三千四百餘部 ,七有九千餘卷 ,存 目者六千七百餘部 ,

九萬三千餘卷 .共終寫七部收藏 ,封於古籍的克朱保存 ,貢Ⅱ甚
大 。

第三節

清代亞城

的 形 成

⋯康熙二十二年 ,清走降將施琅大卒攻≡⋯Ⅱ泗遂入清朝版日。
⋯Et田府⋯諸羅 、≡泗及屈山三係⋯

。
清初封≡泗的政策 ,禁止內地人民扣眷波i⋯雍正元年⋯又添設
杉化縣及淡水虙 。十年⋯許已入狂泗者 ,扭移眷口⋯

。岳皮十七
年⋯在今宜山設暗瑪山底 。
⋯明未 ,蒙古可分為漠南 、漠北 、漠西和青海四部 。其中漠北菜
古又稱喀π喀蒙古 ,漠西蒙古稱厄眷特蒙古。清兵入兩前 ,漠南
已為其所有 ,喀爾喀亦向清入貢。康熙年間 ,再收喀爾喀為中國
的落都 。商宗時,在庫倫設置辦事大臣,加強封漠北菜古的統治。
高宗時 ,厄魯特內亂 ,清乘分派兵予以討平 ,設伊犁將軍線統天
山北路 .北避的烏梁海及西避的哈慮克部亦來歸附。
青海蒙古原是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都的一支⋯活初 ,臣局於中國。
世宗時 ,叛清獨立,但旋為討平,清於西寧設辦事大臣統治其地。⋯回部在天山南路 ,其民多信仰回教 ,故回教之和卓⋯掌握政教
大裡 。清商宗平定厄魯特時 ,大和卓及其弟小和卓曾起兵抗拒 。
乾隆二十五年 ,兩和卓為清軍所殺 ,回部乃平 ,即於喀什喵π設
參1大臣以節制諸城⋯合南北路稱為新亞⋯

。
⋯西磁就是唐 、宋時代的吐著 。咱中教自唐代傳入吐蕃⋯元朝崇
奉咱

一

教 ,賦予啪中教封吐著的統治神 ,吐苦成為政教合一的國
家。
南

一

初因穿著紅衣 ,稱為紅教 。明初 ,宗喀巴進行改革 ,政持戒
年 ,禁止要妻 ,改穿黃色衣冠 ,別稱貢教 ,啦中教因告分裂 。紅
教獄後汝 ,女教獄前我 。宗喀巴死後 ,他的兩大弟子達賴和班揮
,世世以化身撙世承文。明未 ,責教的勢力女張到後戒 。此後 ,

即以達賴主前戒 ,班揮治後藏 ,責教成遍及全市 。
清世祖時 ,達賴五世曾親至北京朝觀 ,接受研封。世宗初年 ,始

在拉在設E駐兩辦事大臣⋯正式把西藏收入中國版日。
⋯元曾在安南 、女州 、四川 、皮西及兩湖避Ⅲ設置土司 ,授諸§
夷酋長以官既 ,世代相

一

。明及清初沿承不變。土司在其格境 ,

有很大的格力。雍正四年 ,在漢人⋯與原住民頻生糾紛的背景下
,從公女籍督耶甭泰的建色 ,i行改土歸流⋯雖有部分地Ⅲ仍抗
命不從 ,但兩湖土司大致絕跡⋯

。

i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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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稱2:天 山兩路早已為我國所有 ,並非新的疋土 ,乾隆此舉 ,

意在請示 。

第十八幸
盛油的內政

與亞域的開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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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明與盛油的制度

第一節

政治制度

⋯明 、清的中央官制不殷宰相 ,改置內閣 ,以便皇帝芻放大格 ,

而達到君主工制的目的 ,是中國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大愛革 。
⋯清初官制 ,大致潛

一

明代 。但內閣大學士的職權遼不及明代 ,

理由是 :一 、清代皇帝事必躬親 ,大權不外假 :二 、清代軍國重

務 ,不經內閣,初有議政王大臣議奏 ,雍正以後 ,又設有軍機處 .

軍機處的設立 ,初是因用兵西北 ,故工設此機構 ,選王公 、大臣

為軍機大臣掌 ,理機密要務 。漸:..成為中央最高決策機竹 。
⋯沒

有直接向六部及各省發布命令的裡力 ,仍須東命於皇帝 。
⋯活初的地方行政 ,廢承宣布政使司名稱 ,逕為行省 ,以總督或

巡撫為其長官 ,下轄布政 、按察兩司⋯省下行道 、府 、係三級制

。巡撫地位低於絲督 ,但可單扣奏事 ,直接向中央政府負女 ,以

收互相箝制之效 。
⋯清代的兵制 ,大曲可分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兩系統 。八旗兵是滿

洲兵民合一的兵制 。初按部族分立為八旗 ,每旗各巨旗主 ,以治

民統兵 ,我鬥力極強 ;入而後 ,按久腐化 ,漸不能珴 。綠營是滿

清入9i後收緝的明代軍隊 ,以綠旗為標俄⋯八旗兵腐化後 ,作戰

主力撙以綠營為重 .但綠營⋯高宗末期 ,川 、楚教匪亂起 ,綠營

不堪作職 ,惟賴地方回練 、鄉勇協助 ,方得平定 。
⋯清初亦仿明代行一味技法 。聖祖康熙年間 ,更韶以康熙五十年

的丁致為常頹 ,以後滋生人丁 ,永不加賊 。當時雖視為德政 ,但

日後官貝因此限制 ,每採附加稅辦法⋯使清代財稅反起於紊亂 .

⋯清代科卒試士之法 ,與明朝大致相同。
⋯清代學制 ,大亞沿

一

明代 ,惟訂書人注重科舉 ,學校不為社會

所重⋯其t院也多為官辦 ,以學八股文為主⋯
。

註程3:為活太祖努爾哈赤所創 ,分為正責 、正白、正紅 、正主

、銨女 、較白 、錣紅 、如芷八旗 ,每旗七千五百人 。

第二節

社會與經濟

⋯明清兩代的社會結構 ,可分士庶 、良賤 、種族三方面說明 。明

清士庶的地位 ,差別非常怒殊⋯
。

⋯良民 ,明代⋯依職榮定其身分⋯戶籍都是世

一

的⋯到清代才麼

除 。賤民地位低於良民⋯至清世宗年間 ,始被解放為良民 。賤民

之下 ,又有所謂的奴婢 。明代⋯苗奴之風⋯盛行 。至清⋯由於賦

稅減輕 ,經濟較為素榮 ,i身投弅者減少 ,其風始告衰減 。

清代以異族入主中原 ,滿沒問有種族歧視 ,故並不平等 。政治上
,朝廷官員雖是滿 、漠並E,但首長非滿人莫局 :地方督撫 ,也

大多為滿人 。在一般社會上 ,他們單獨成區居住 ,不受州縣衙門

的約束 ,不從事工商生產 ,不與漢人通婚 (清末始廢 )。 但滿人⋯

長期依賴淇人的結果 ,最後卻為漢人所同化了 。
⋯清初士大夫在高巫與依柔雙重政策下 ,逐漸流於麻木消沉 。中

葉以後⋯堅貞的風伍大失 。加上學風轉訴短釘考證之學 ,以天下

為己任之精神斑失益甚 ,士大夫為之腐化 ,吏治也跟著敗坡 ,清

朝田分從此衰落 。
⋯元末大亂‥中國人口大減 。其後社會⋯安定 ,人口始又⋯增加

。至乾隆末年 ,已 高達三億⋯到道光末年 ,便打破四億⋯
。為發

展皮榮經清 ,解決人口睡力問題 ,明清政府大致採取⋯一 、開墾

荒地⋯二 、移民避Ⅲ :明清兩代最重要的移民地區有西南 、東北

、四川與≡竹等地⋯三 、推廣新作物⋯
。

明清手工業⋯有四項特色 :一 、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役稅制 :明

世宗廢除元代以來工匠抬役的制度 ,改徵銀兩代替⋯二 、機織榮

與原料生產分雄⋯三 、棉織業超越絲織業⋯四 、瓷器的製造遼遵

前代 。明清為彩瓷時代 ,無論產二 、技巧及裝飾 ,均較宋元為勝

。清初 ,以琺擲彩施給於瓷胎上 ,色澤光發 ,尤為名女 。明活的

瓷器以江西景德鉸為中心 。
⋯明清時代 ,商業出念開放 ,商人不但可以捐官 ,子弟也可以應

科夆 ,地位大為提高 。明活國內商果 ,以山西商人最有名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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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典文化 在清代中葉以後 ,並且支記著全中國的金融事業。沿海貿易則以
福建商人最出色。
⋯清初 ,因抵制明鄉政iI,曾行海禁政策 ,於海上貿易頗有不良
影粹 。自Ⅱ泗收入版日後 ,重開海禁 ,沿海貿易始撙盛 。在大二

鴉片運銷我國之前 ,我國的封外貿易有大三的出超。
⋯明初 ,夕幣仍以紙幣為主 ,鋼錢為補 。及海外貿易發達 ,白 銀
大二自外國由入⋯成為白銀與銅錢並用制度。此後至清 ,我國一

直採用遵種銀鋼雙本位制 。

第三節

孕術與科技

⋯由於心學流於空琉浮偽 ,而晚明又國分陵替⋯遂起反動 ,產生

明末清初的經世之學⋯
。

⋯清代考獄學的興起 ,一方面來自封宋明理學的反動 ,⋯一方面

則是治廷政格控制思想所促成⋯乾隆 、妄皮年間 ,是考獄學最發
達的時代⋯

。
⋯明代及清初佑統的科技學家以李時珍和宋應星最有名⋯

。
⋯十六世紀中萊以後 ,西洋耶穌會教士來華 ,傳入西方最新的科
技⋯清初的南●仁最重要 。
約計明清之際傳入的西學 ,比較重要的有⋯一 、火器之學 。明清

政府都曾用西人造砲⋯二 、天文曆法之學 。
⋯湯若童曾修正曆法

,取名時惡曆 ,沿用到清末 。活初且以西洋教士掌欽天監 。三 、

致學 。
⋯清聖袓因愛西算 ,曾按西士所編的請義撰致理稍蘊一替

。四 、物理學 。
⋯五 、與地之學 。

‥康熙時 ,曾命西洋教士⋯給
成皇與全兌日 ,是第一部i地測二的中國地口 。西學的東侍 ,到

了清世宗時 ,因為婊禁西教 ,為之中斷⋯
。
⋯梅文鼎⋯是活初著

名的曆算學家⋯
。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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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史地與文琪

⋯明清的史學各有所長⋯清代長於考訂 。
⋯清代官修的史書有明

史⋯是正始中僅次於四史的佳作 。高宗時代又修有扣三適及清三

通 ,皆為典制史的重要著作 。至於私家著述 ,格於文字獄的淫威
,及禁止抄兩i錄 ,為數不如明代 。但由於考錶風氣的影#,在
史書的考訂訓稱方面 ,卻頗有成級 。例如頂炎武的日知錄及趙又

的廿二史劄記等 ,都是極具何值的作品 ,成為清代史學的一大特

色 。此外 ,幸學我的文史通義 ,苦言史法 ,亦一史學名者 。
地理學方面 ,明活兩代 ,都盛修地方誌 ,保存口宮的地方交料 。
⋯活初學者 ,多吝治沿革地理 ,顧炎武⋯撰有天下郡國利病會 :

預祖禹著請史方與記要⋯
。

⋯散文 、詩 、詞發展到明清兩代⋯有衰傲之勞⋯明清文學上的最

高成就 ,應推成曲和小說 。
明清的硪曲 ,以撙奇為盛⋯明代傳奇⋯多以 「崑曲」演唱⋯清高

宗期間 ,琵 曲漸衰 ,代之而起的是 「亂彈」。亂彈雖包括多種腔

調 ,但以皮貢為主 ,終而成為我國近代 「京截」中的一種樂曲。
清代傳奇 ,如洪昇的長生殷和孔尚任的桃花扇等都很著名 。
小說是明清文學的精華 ,由 宋元話本演進而成 。明活小說多由文
人撰寫⋯在長篇的章回小說方面⋯清代前期會彗芹的紅樓夢和吳
敬梓的儲林外史等亦頗著名 。在短常筆記小說方面⋯清代則以祐

松琋的聊發志異為代表 。
⋯明代初期給i,我承元代文人主寫意的精神⋯元人較注意已面

各部分彼此間遠近區分與相互聯梁⋯工其昌⋯封明未及清初的i
風 ,影密甚大 。清初四王 ,即杜承了工其昌 ,而形成所謂的 「正
宗派」⋯‥
⋯至清代初期 ,西洋教士郎世寧等 ,供舉內廷i院 ,參合中西i
法 ,始為我日的給i界另啟一條途徑 。
我國的古法早有碑鈕與帖在之分⋯明人⋯重於帖畢⋯清初相沿未
改 ,尤以聖袓喜愛工其昌秀媚古汾的風格 ,形愁最大 。乾多以後
,陌著金石考證的昌盛 ,i家 始多從碑鈕入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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