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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重要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前言 :

於課堂前先把四十一個歷史人物的資料交給學生，讓學生回家細閱，配合以往

所學或自己翻閱課本及往借閱圖書，從中比較各歷史人物在近百年中國歷史上的作

為，然後選出其心目中近百年(二十世紀)中國的重要歷史人物，同學須對此選擇加上

適當的理由。

課堂上活動的程序如下：

1. 讓同學每人說出其心目中的首選人物及選擇此人物的理由，讓同學能全情投入此

活動。

2. 綜合各同學的選擇後，教師可於課堂上與學生討論選舉結果，鞏固同學對歷史人

物的認識，從而增進對近百年中國歷史的了解。

3. 再者如學生反應良好的話，可讓學生在各歷史人物中選出一個最值得敬仰的，為

這歷史人物書寫一篇人物誌。內容以介紹人物的生平及其在中國歷史上的成就為

主。此舉可訓練學生掌握處理資料、分析及組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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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國歷史人物誌

1.  李鴻章 ( 1823 – 1901 )

安徵合肥人。道光進土。1870年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政府外交、軍事、

經濟大權，成為洋務派首領。1900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後，被任為全權大臣，同慶親王奕

劻代表清政府在1901年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

2.  慈禧太后 ( 1835 – 1908 )

滿洲正黃旗人。葉赫那拉氏。1851年進宮封為蘭貴人。1857年封懿貴妃。1861年咸豐

帝死，其六歲子載淳繼位，被尊為皇太后，又上徽號“慈禧”，垂簾聽政。1875年載淳死，

策立其四歲外甥載湉為帝，年號光緒，仍行聽政。1889年撤簾歸政，但仍控制軍政實權。1900

年利用義和團對外宣戰，引發八國聯軍進侵北京。其後曾下詔「變法」。1905年宣佈「預備

立憲。」

3.  奕劻 ( 1836 – 1918 )

滿洲正鑲藍旗人。1891年任總理海軍事務大臣，1894年晉封慶親王。1900年與李鴻章、

榮祿同’任全權大臣，與八國聯軍議和。1901年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同年清改總理各國

事務衙門為外務部，首任總理大臣。1911年清廷廢軍機處，頒布內閣官制，為內閣總理大

臣。

4.  張勳 (1854– 1923)

 江西奉新人。1899年隨袁世凱至山東鎮壓義和團運動，官至總兵。1911年升任江南提

督兼江防大臣。武昌起義爆發，被清廷任命為江蘇巡撫兼署兩江總督、南洋大臣，在南京與

起義新軍作戰， 戰敗後退守徐州。民國成立後，他和他的軍隊都保留長辮，表示不忘清室，

被稱為「辮帥」和「辮 子軍」。1917年率「辮子軍」入京，解散國會，擁溥儀復辟。同年12

月為段祺瑞擊敗，逃入荷蘭公使館。

5.  馮國璋 (1857 – 1919)

 直隸河間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1896年，隨袁世凱在小站創辦新建陸軍。1902年任

直隸軍政 司教練處總辦。1911年武昌起義後，任第一軍軍統，率部去湖北鎮壓革命。中華

民國成立後， 任直隸都督兼衛軍軍統。袁世凱死後，被選為副總統，成為北洋軍閥直系首

領。1917年任北洋軍閥政府代理總統。

6.  袁世凱 (1859 – 1916)

 河南項城人。1885年由李鴻章保荐任清政府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權代表。1895

年駐天津小站編練新建陸軍。1901年接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1911年武昌起義時，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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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閣總理大臣，掌握清政府軍政大權。後一面以武力挾迫革命派讓權，一面挾制清帝退位。

1912年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鎮壓二次革命，後又迫使國會選舉他為正式總統。1915

年 12月，正式宣佈恢復帝制，下令籌備登基，改次年為洪憲元年，遭舉國上下反對。1916

年3月撤消帝制。

7.  陸榮廷 (1859– 1928)

廣西武鳴人。1911年任廣西提督。武昌起義後，廣西宣佈獨立，被推為副都督，後成

為桂系軍閥。1917年被段祺瑞政府任命為兩廣巡閱使。同年，護法軍政府在廣州成立，主

張大元帥府改為七總裁制。

8.  唐紹儀 ( 1860 – 1938 )

  廣東香山人。曾留學美國。1885年任袁世凱的書記官。武昌起義後，充任袁世凱內閣全

權代表，  參加南北議和。1912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被任命為第一任內閣總理，並

加入同盟會。1917年參加護法軍政府，後被推為七總裁之一。1919年任護法軍政府代表，

與北洋政府代表在上海議和。

9.  曹錕 (1862 – 1938)

  直隸天津人。20歲時投淮軍當兵。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投效袁世凱。1916年

袁死後，任直隸督軍。1919年馮國璋死後成為直系首領。1920年與張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

府。1923年賄選為總統。1924年，因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被軟禁。不久下台。

10. 黃興 (1864 – 1916)

  湖南善化人。1902年赴日本留學。1904年 2月在長沙成立華興會，任會長。1905年與

孫 中山籌劃成立同盟會。武昌起義後，被推舉為革命軍總司令。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

任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1913年二次革命時在南京任江蘇討袁軍總司令。

11. 黎元洪 (1864 – 1928)

  湖北黃陂人。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畢業。1896年參預訓練新軍。武昌起義後，出任軍政府

鄂軍大都督。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任副總統。 1916年袁世凱死，繼任大總統。1917 年與

國務總理段祺瑞發生府院之爭，後因張勳復辟事件而下台。

12. 段祺瑞 (1865 – 1936)

  安徽合肥人。1885年入天津武備學堂。1896年協助袁世凱創辦北洋軍。1912年與 42名

將領電令清帝退位，實行共和。先後任袁世凱政府陸軍總長、代國務總理、河南督軍。袁世

凱死後，出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直系失敗，被推為臨時執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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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孫中山 ( 1866 – 1925)

  廣東香山人。1892年畢業於香港西醫書院。1894年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1905年，在

日本創建中國同盟會，確立「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提

出三民主義學說。後在國內多次發動武裝起義。1911年 10月武昌起義後，被選為中華民國

臨時大總統，後讓位於袁世凱。1918年發動反袁的二次革命。1917年領導護法運動。1919

年將中華革命黨改組

  為中國國民黨。1924年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立「聯俄、聯共、扶助

農工」三大政策，促成第一次國共合作。

14. 蔡元培 (1868 – 1940 )

  浙江紹興人。清光緒進士。1904年成立光復會。次年加入同盟會。1907年留學德國。1912

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張採用西方教育制度。1917年任北京大學校長，採用「思

想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支持新文化運動。1927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

中央研究院院長、監察院院長。

15. 光緒帝 ( 1871 – 1908 )

 即愛新羅˙載湉。廟號德宗，年號光緒。滿族。醇親王子。同治帝死後無子，1875年

由慈禧太后指定即位。年僅 4歲，由慈禧太后垂簾聽政。1887年親政。1898年 6月 11日，

宣佈變法，起用康有維等維新派，頒佈一系列新措施。9月，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被慈禧囚

禁於瀛台，戊戌維新失敗。

16. 吳佩孚 (1873– 1939)

  山東蓬萊人。1902年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1906年任北洋第三鎮曹錕部管帶。1917年

升任陸軍第三師師長。馮國璋死后，與曹錕同為直系軍閥首領。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戰爭

中，打敗奉系，成為北洋軍閥的首要人物。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戰敗，逃至湖北。1926

年和張作霖聯合，進攻馮玉祥的國民軍。同年被北伐軍打敗，逃到四川。

17. 張作霖 (1875– 1928)

  奉天海城人。綠林出身。1902年被清政府收編。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後，被任為二十七

師師長。1918年任東三省巡閱使，成為奉系軍閥首領。1920年與直系共掌北京政權。1922

年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失敗，退回東北，宣佈東三省獨立。1924年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打

敗直系，把持北京政權。1928年與蔣介石作戰失敗，乘火車退回東北經過皇姑屯車站時，

被日本關東軍預埋炸彈炸死。

18. 陸宗輿 (1876 – 1941)

  浙江海寧人。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1912年任北洋軍閥政府印鑄局長、財政部次

長、大總統財政部顧問等職。1913年任駐日公使。1917年任中華匯業銀行總辦，前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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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日本借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與曹汝霖、章宗祥一起被斥為賣國賊，後被免職。

19. 曹汝霖 (1877 – 1966)

  上海人。早年留學日本。1911年任清政府外務部副大臣。1913年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

1915年和日本談判簽訂二十一條。1919年五四運動中同陸宗輿、章宗祥一起被斥為賣國賊，

後被免職。

20. 孫武 ( 1879 – 1939)

  湖北夏口人。1897年入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後任湖南新軍教練官、威武營管帶。1909年

在武漢建立湖北共進會。1910年加入同盟會。1911年籌劃共進會與文學社合作，在武漢發

動起義，被推為參謀長。起義前夕，因試製炸彈失慎爆炸而受傷。武昌起義後，任湖北軍政

府軍務部長。

21. 陳獨秀 (1879– 1942)

  安徽懷寧人。早年曾中秀才。1901年赴日本留學。1915年創辦《青年》雜誌，後長期主

編《新青年》，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1919年參加領導五四運動。1920年發起組織上

海共產主義小組和籌備成立中國共產黨，並指導成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在中國

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局書記。1929年被中共中央開除出黨。

22. 章宗祥 (1879 – 1962)

浙江吳興人。1903年畢業於日本東京帝國大學。1912年任袁世凱總統府秘書。1914年

任司法總長。1912年任駐日公使，多次與日本簽訂秘密協定。五四運動中，被斥為賣國賊，

後被免職。

23. 宋教仁 (1882 – 1913)

  湖南桃源人。1904年與黃興等創立華興會。後入日本東京法政大學及早稻田大學學習。

1905年參加同盟會。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院總裁，參加南北議和。8月改組同盟會為

國民黨，任理事，後代理事長。1912年底至 1913年初國會議員選舉中，國民黨取得多數席

位，曾企圖組織責任內閣，以制約袁世凱。1913年3月國會開會前，被袁世凱指示趙秉鈞派

人刺死于上海。

24. 蔡鍔 (1882– 1916)

  湖南邵陽人。1895年中秀才。1899年赴日本留學。1905年任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

練官。1911年到雲南任新軍第十九鎮三十七協協統。武昌起義爆發後，領導昆明新軍起義，

宣佈雲南獨立，後任雲南都督。1915年任護國軍第一總司令，討伐袁世凱，迫使袁世凱取

消帝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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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唐繼堯 (1882– 1927)

  雲南會澤人。1904年赴日本學習軍事，後參加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參加蔡鍔指揮

的昆明新軍起義。1912年率軍佔領貴陽，為貴州都督。1915年與蔡鍔共同通電反對袁世凱

復辟帝制。護國運動後成滇系軍閥首領。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

26. 李烈鈞 (1882 – 1946)

江西武寧人。1902年入江西武備學堂。1904年冬留學日本。1907年入同盟會。辛亥革

命時，任九江都督府參謀長，後被推為安徽都督。後任北伐第二軍總司令、江西都督。1913 年

入滇組護國軍反對袁世凱。1917年參加護法運動，任大元帥府參謀總長。

27. 馮玉祥 (1882 – 1948)

  安徽巢縣人。早年從軍。1922年任河南督軍。1924年發動北京政變，推翻直系軍閥政府，

改所部為國民軍。1926年下野。同年宣佈所部集體加入國民黨。1927年就任國民革命軍第

二集團軍總司令。1928年後，舉兵反蔣。1933年 5月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抗

日同盟軍，任總司令。1936年到南京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抗日戰爭爆發後，

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28. 汪精衛 (1883 – 1944 )

浙江山陰人。名兆銘。1903年留學日本法政大學。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因

參加暗殺清攝政王載灃而被捕。武昌起義後獲釋。1924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25

年任廣東國民政府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1927年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抗日戰爭爆發後，

任國民黨副總裁。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任主席。

29. 蔣翎武 (1885 – 1913)

  湖南澧州人。1906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入湖北新軍。1911年任文學社社長。並與共

進會合作，發動新軍起義，被選為起義總指揮。武昌起義爆發後，歷任湖北軍政府顧問、軍

務部副部長。

30. 蔣介石 (1887 – 1975)

  浙江奉化人。早年先後就讀於保定軍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本加入同盟會。

1924生任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及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職。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國民政府

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主張「攘外必先安內」，對中國工農紅軍

發動多次圍攻。1936年西安事變後，同意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聯合抗日。1938年任國民

黨總裁。1942年任盟軍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1949年，解放軍渡江南下，率餘部退居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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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何應欽 (1890 – 1987)

 貴州興義人。日本士官學校從畢業。1924年出任黃埔軍校總教官。曾參加北伐。1930

年任國民政府軍政部部長。抗日戰爭期間，兼任總參謀長。1944年任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

司令。1945年接受日本投降。1946年出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團長。

32. 胡適 (1891 – 1962)

  安徽績溪人。1910年赴美，於哥倫比亞大學專治哲學。為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的學生。

從 1916年起提倡文學改革。回國後於北京大學任教。曾參加編輯《新青年》，力倡新文學運

動，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1938年出任駐美大使。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北京大

學校長。

33. 楊虎城 (1893 – 1949)

陝西蒲城人。曾參加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國民黨。1927年參加國民革命軍。1930年

任國民黨第十七路軍總指揮，不久兼任陝西省政府主席。1936年 12月，與張學良一起發動

西安事變。

34. 毛澤東 (1893 – 1976)

湖南湘潭人。曾參加湖南新軍。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1918年 8月任北

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1920年組織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和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出席中國

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931年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中央

工農民主政府主席。1934年 10月隨紅軍參加長征。1935年 1月在遵義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抗日戰爭勝利後，與周恩來等赴重慶與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簽訂了《雙十

協定》。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時，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

和國主席。1966年發動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運動。

35. 葉劍英 (1897 – 1896)

廣東梅縣人。1924年任黃埔軍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期間，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二師

長、第四師參謀長。1927年加入共產黨。1934年隨中央紅軍長征。抗日戰爭期間，任八路

軍參謀長。抗戰勝利後，協助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歷任中共中央

華南第一局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和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1955年被授予中華人

民共和國元帥軍銜。1975年任國防部長。

36. 劉少奇 (1898 – 1969)

  湖南寧鄉人。1920年在長沙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到蘇聯莫斯科東方共產主

義勞動大

  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1934年 10月參加長

征，任第三軍團政治部主任。1941年皖南事變後，任新四軍政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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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從1959年4月起，連任兩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37. 周恩來 (1898 – 1976 )

祖籍淅江紹興人。1917年赴日本求學。1920年去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發起組織旅歐

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共黨員。1924年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1934年參加領導

中央紅軍長征。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後，任中共全權代表與葉劍英等往西安同蔣介石談判。

抗日戰爭勝利後，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一直任政府總理，

曾兼任外交部長。1975年，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中國共產黨提

出在中國實現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號召。

38. 鄧小平 (1904 – 1997)

四川廣安人。1920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4年轉入

中國共產黨。1926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4年 10月參加長征，任中共中央秘書

長。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失去一切職務。1973年恢復副總理職務。1976年又被撤銷職務。

1977年 7月恢復原任黨政軍領導職務。1978年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被會議確定為全黨工作的指導方針，實行改革和開放的政策。

1981年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84年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中國政府按照

這個構想解決了香港、澳門歸還中國的問題。

39. 溥儀 ( 1906 – 1967 )

  滿洲正黃旗人。愛新覺羅氏。1908年登基，年號宣統。1911年辛亥革命後退位。1917

年張勳率兵入京，擁其復辟帝制，旋失敗。1912年偽滿洲國成立，任執政。1934年任滿洲

國皇帝。1945年日本投降後簽署退位詔書。1964年任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

40. 林彪 (1906 – 1971)

  湖北黃岡人。1923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同年加入

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團長、紅四軍軍長、紅軍大學校長等職。1934年隨

中央紅軍參加長征。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曾指揮平型關戰役。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後，曾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1955年被授予元帥軍銜。文化大革命期

間企圖發動政變，事敗逃亡。

41. 江青 (1915 – 1991)

  出生於山東諸城。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與毛澤東結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任中

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解放軍文革小組顧問。1977年7月被永遠開除黨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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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重要中國歷史人物選舉

從上述歷史人物中，選出近百年中國歷史上你認為最重要的三個歷史人物。按其重

要的次序排列，依次如下：( 試簡單說明其當選的原因 )

1.                     原因：

2.                  原因：

3.                     原因：            

                  

試簡單介紹二十世紀內你最敬仰的中國歷史人物：

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人物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