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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唐朝的建立及其盛世 

 

 

 

甲、自習部分 

1. 唐朝的建立及統一 

唐朝建立 

618 年，隋煬帝在江都被弒，李淵廢        帝自立，建國號唐，建元武德，

是為唐          ，仍以長安為都。 

↓ 

統一全國 

唐室用了        年時間，消滅各地割據勢力。至 628 年，全國歸於統一。 

 

2. 貞觀之治 

2.1 內政修明 

治績 說明 

改善制度 (1) 中央設立              制，明確劃分三省長官的職

權，並增設「            」，以協調三省的關係。 

(2) 確立          制，以選拔人才。 

(3) 實行          制，寓兵於農，既節省軍費，又提高軍

隊的作戰能力。 

(4) 推行均田制和            制，為民制產，輕徭薄賦。 

選賢納諫 唐太宗知人善任，虛心納諫。名臣有富有謀略的        

     、善於決斷的            和直言敢諫的          

等。 

澄清吏治 (1) 寬減刑法。 

(2) 將各州刺史的姓名寫在宮裏的          上，記下其功

過，作為              的根據。 

(3) 派          等人巡察全國官吏，考核得失。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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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文教 (1) 設立「            」，徵集圖書，討論治道。 

(2) 擴充            與太學，延攬名儒出任學官，以培養

人才，地方上則廣設          和縣學。 

 

2.2 邊境安定 

唐太宗根據邊疆各族的不同情況，採取征伐、招撫、          等靈活措施，

使其先後歸附，而以          的態度相待。西北各族君長共尊太宗為

「            」。 

 

觀點角度 ── 唐太宗有大漢族主義意識？ 

   唐太宗不太歧視少數民族，除對突厥的侵擾用兵外，主要是採用懷柔的政

治手段處理民族問題，方法比較妥當，政策比較開明，主要採取懷柔感化的王

道，而不採用佔地滅種的霸道，有利於民族的團結和國家的統一。這是已發表

的研究唐太宗的大多數論著所具有的共同看法。但也有學者提出了唐太宗民族

政策的局限性問題，認為唐太宗有大漢族主義的意識，侵掠少數民族，如他晚

年不聽羣臣的勸告，執意東征高麗，持續三次用兵。太宗還用分化離間少數民

族關係的手段，來達到使他們相互牽制的目的。 

 

3. 武后稱帝 

當權經過 高宗多病，漸把政事交給武后處理。其後，武后臨朝稱制，

相繼廢          、          。690 年，更將國號改為周，

史稱「          」。 

為政得失 武則天富有政治才幹，基本上繼承了唐太宗的政策，使唐

的國勢能繼續發展。但她任用          ，殺害 

          ，亦有不少過失。 

 

4. 開元之治 

4.1 開元年間的政績 

治績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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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制度 (1) 實行京官與地方官互調，改變「                  」的風

氣。 

(2) 在沿邊重地設置              ，任命            管轄，

以鞏固邊防。 

(3) 採用        兵制，逐漸取代        兵制。 

任用賢臣 玄宗用人唯才，先後任用明敏的          和剛正的          

為相，樹立了良好政風。 

澄清吏治 地方各道設置            ，監督州、縣的政務，考核官吏的

政績，裁撤          ，改善官吏素質。 

重視經濟 (1) 清查戶口和          ，整理戶籍，增加稅收。 

(2) 鼓勵          ，興修水利，勸課農桑，促進社會經濟。 

獎勵學術 (1) 重視文教，禮聘          入宮侍讀，談論經學，弘揚儒道。 

(2) 設立            ，搜集和整理典籍。 

 

4.2 邊境安定 

開元年間，經濟繁榮，社會安定；          大增，百姓安居樂業；耕地面積

擴大，          充盈。這時期，唐朝的國力發展到巔峯，形成前所未有的盛

世，史家譽為「開元之治」。 

 

史料速遞 ── 開元盛況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杜甫《憶昔二首·其二》 

解讀：杜甫《憶昔二首·其二》是廣德二年（764 年）在成都時所作。全詩共有

二十八句，以充滿羡慕之情回敍當年開元盛世的景象，希望唐室中興。這裏引

用的是開頭四句，反映了開元年間經濟繁榮的盛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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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角度 ── 開元之治勝過貞觀之治？ 

   開元年間的社會經濟空前繁榮，民生安定，後世史家稱之為「盛唐」，甚

至有人認為，唐玄宗的「開元之治」，在國民富裕方面，與唐太宗的「貞觀之

治」相比，實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中國君主社會經濟繁榮的一個高峯。唐朝京

城長安，成為當時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都市與中心之一。在西方，

恐怕只有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可以與之媲美。 

   但亦有史家認為，開元之治主要是「糾正武韋亂政」的措施而已，比不上

貞觀之治那樣多姿多彩，而且唐玄宗在開元中期以後，任用奸佞李林甫為相，

而唐太宗貞觀一朝卻未有任用奸臣，故開元之治不如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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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下面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比較表，然後回答有關問題。 

 

治績 貞觀之治 開元之治 

A方面 太宗健全三省六部制，增設「政事

堂」；確立科舉制；實施府兵制、

均田制及租庸調制。 

玄宗實行京官與地方官互調制度；

在邊關設置十大兵鎮；以募兵制取

代府兵制。 

B方面 知人善任，重用人才，如房玄齡、

杜如晦、魏徵等良臣。 

任用姚崇、宋璟等為相。 

C方面 詳細記錄官員的功過，作為官職升

降的根據。 

裁減冗官，並監督地方行政。 

D方面 減輕徭役和賦稅，使百姓豐衣足

食。 

清查戶口和田畝，增加稅收，鼓勵

墾荒，興修水利，發展農業。 

E方面 開弘文館，興辦學校，培育人才。 禮聘名儒入宮侍讀講學，又搜集及

整理圖書。 

 

1. 上述比較表中的 A 至 E 項分別是屬於甚麼類別？  分類 

 A：      B：       C：          

D：      E：         

 

2. 假如你是唐初的人民，你最欣賞哪項施政？試在貞觀或開元之治中，選出一項

施政，並加以說明。  角色代入 / 綜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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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安史之亂 

 

 

 

甲、自習部分 

1. 安史之亂的因由 

朝政漸趨敗壞 唐玄宗寵愛楊貴妃，沉迷享樂，荒廢朝政；並先後任用奸

佞            、            為相，使朝政日漸腐敗。 

節度使權力大 開元年間，沿邊置十大兵鎮，節度使負責一方軍事；至天

寶年間，節度使兼管          與          ，權重勢雄。 

兵力內輕外重 沿邊十個兵鎮共擁兵達          萬，而中央兵力不足十

萬，形成              的局面，中央兵力失去統馭四方

的優勢。 

蕃將獲得重用 邊鎮節度使過半由            充任。其中            

博得玄宗寵信，身兼          、          、          

三鎮節度使，地廣兵強。 

 

史料速遞 ── 政風日壞 

   自李林甫之時，言路塞絕，以妄言為實，以實言為妖。楊國忠知其（指玄宗）

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執事之人，宴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

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者皆小人。 

                                          ──范祖禹《唐鑑·玄宗下》 

解讀：以上資料反映了唐玄宗相繼任用李林甫和楊國忠兩個佞臣為相，他自己

又耽於逸樂，喜歡阿諛奉承，不辨真假，以致佞臣盈朝，言路阻塞，無人敢再

向他說出即將爆發大亂的真相。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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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史之亂的經過 

安祿山起兵 755 年，安祿山藉口討伐            ，從范陽起兵，佔領

洛陽，自稱              。 

唐玄宗奔蜀 安祿山襲破潼關，唐玄宗倉皇奔蜀。途經            ，將

士譁變，殺楊國忠，並迫玄宗賜死            。 

唐肅宗反攻 安祿山進佔長安，唐肅宗於靈武即位，用            、   

          為統帥，並借          兵反攻叛軍。 

代宗時亂平 安祿山被其子            所殺，唐軍收復兩京；         

    殺安祿山之子，繼續作亂，再陷洛陽。唐代宗再借兵收

復洛陽；亂將被部下逼死，亂平。 

 

 

史料速遞 ── 叛軍所至，望風披靡 

   （安祿山的叛軍南下時）所過州縣，望風瓦解，守令（地方長官）或開門出

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擒殺），無敢拒之者。 

                                         ──《資治通鑑·唐紀三十三》 

解讀：安史之亂爆發時，由於天下承平日久，地方武備鬆懈不修，故叛軍的突

然南下，使遠近州縣驚慌失措，太守縣令或開門迎接，或棄城逃離，或遭擒殺，

根本無人敢抗拒叛軍。 

 

3. 安史之亂的影響 

北方破壞嚴重               一帶田地荒蕪，百姓流離失所，人口急劇

下降，許多州縣變成廢墟。 

經濟重心南移 北方人民大量遷到江南，              和          亦

傳入南方，中國的經濟重心進一步南移。 

宦官開始專權 宦官            以擁立肅宗有功，參預軍國大政，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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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          ，開啟了唐後期宦官專權的局面。 

藩鎮割據形成 唐室對安史降將採取             的政策，造成日後藩

鎮割據的惡果。 

邊境受到侵擾          、南詔乘虛入侵；         則藉助唐平亂有

功，不斷勒索財帛。它們成為唐後期的三大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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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進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下面唐玄宗開元年間十大兵鎮節度使和唐中央的擁兵數量圖，然後回答所

附問題。 

 

 

 

1. 根據上述資料，分析安史之亂的兩項起因。  資料分析  

 

(作答提示：應利用上述地圖中的綫索，如十大兵鎮與中央兵力的差異、安祿山出任節度

使的藩鎮兵力怎樣......分別歸納出兩個引致安史之亂的起因。作答時宜每項起因分一段作

答，段落中詳細說明綫索如何導致亂事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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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唐朝的衰亡 

 

 

 

 

 

甲、自習部分 

1. 唐朝後期的憂患 

1.1 藩鎮割據 

藩鎮劇增 唐室為了應付安史叛軍而增設了一批節度使；叛亂平定後，為   

            及              ，又新授了一批，導致藩鎮劇增。 

強藩跋扈 強大的節度使擁兵自重，不接受中央委派的官吏，截留賦稅。節

度使死後，或由          繼位，或由其          自立，形同

世襲，中央不能過問。 

兵連禍結 強悍的藩鎮時而              ，時而聯合一起              

     ，經常發生戰爭。 

 

史料速遞 ── 藩鎮儼然獨立王國 

   及安史既平……以軍起行陣為王侯者，皆除（授）節度使，大者連州數十，

小者猶兼三四，所屬文武官，悉自置署，未嘗請命於朝，力大勢盛，遂成尾大

不掉之勢，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

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因而撫之……迨至末年，天下盡分裂

於鎮。 

                                              ──趙翼《廿二史劄記》 

解讀：以上資料指出，安史亂後，唐室廣封節度使，又從領地寬廣、自置僚屬、

擁兵自重、節度使職務傳子或傳部將等方面，說明藩鎮跋扈，唐室無力節制，

揭示藩鎮實為地方割據勢力的本質。 

 

1.2 宦官專權 

得勢由來 宦官李輔國參與擁立肅宗，始掌禁軍。代宗時，由宦官充任      

         ，掌管機要文書。德宗時，宦官掌領          也成為

 

完成日期：____________ 

 

成績：________(甲+至丁) 

 

批改日期：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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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 

弒君亂政 宦官勾結          ，左右朝政，操縱          的任免，甚至

廢立皇帝，弒君犯上。 

 

史料速遞 ── 唐代宦官立君、弒君、廢君 

   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猶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

主之上，立君、弒君、廢君，如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 

                                             ──趙翼《廿二史劄記》 

解讀：以上資料比較了東漢、唐、明三個宦禍最嚴重的朝代，指出唐代宦官為

禍最烈，因為東漢及明代的宦官，尚要倚仗皇權才能擅政，而唐代宦官權力之

大，更在皇帝之上，甚至廢立君主，殺害皇帝。 

 

1.3 牛李黨爭 

唐朝晚期，朝中主要官員分為兩派：一派是以            為首的「李黨」；

另一派是以            、李宗閔為首的「牛黨」。兩派爭奪執掌朝政的權力，

鬥爭十分激烈。他們又往往各自與          勾結，或者引         為外援。

兩黨之爭前後歷時近四十年，史稱「牛李黨爭」。 

 

1.4 黃巢起事 

起事始末 黃巢在山東起事，率部轉戰東南各地，先後攻佔了洛陽和長安。唐

室借用李克用的          兵，加上黃巢的重要將領          降

唐，結果黃巢戰敗被殺。 

主要影響 黃巢的軍隊蹂躪了唐後期的              基地，破壞了唐室的經

濟命脈，並攻破兩京，建立政權，極大地衝擊了唐的統治。 

 

2. 唐朝的滅亡 

黃巢部將朱溫降唐後被封為            ，後帶兵進入長安誅殺宦官，篡唐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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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改國號為        ，建都開封，唐朝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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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礎技能訓練部分 

細閱以下一幅描繪唐朝後期歷史現象的漫畫，然後回答問題。 

 

1. 漫畫中的「木偶」和「木偶操縱人」分別代表甚麼人物？這幅漫畫描繪的是

唐朝後期哪一種政治憂患？  理解  

                                                   

                                  

2. 以下各項對「木偶操縱人」的敘述是否正確？正確的用表示，不正確的用

表示，並指出錯誤的地方。  辨正  

 

 敘述 正確 / 不正確 錯誤的地方 

(1) 他們從唐肅宗的高力士開

始，漸次握了軍政大權。 
 

             

             

(2) 他們弒君犯上，殺害了唐

憲宗。 
 

             

             

(3) 宰相崔胤和節度使李克用

合謀把他們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