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概況

五四運動 第二次全國代表 中共建國

   引發之思潮    大會宣佈共產政綱

中

國

俄   1917   1919 1920 1921 1922   1949

國
十月革命  派維丁斯基  派馬林協助

 指導成立共  中國共產黨

     產主義小組      於上海成立  

馬克思主義主張

原始共產

主義社會 奴隸社會 封建社會 資本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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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軍北伐概況

    北京

1928北伐軍

進入山東

張作霖被炸死

張學良歸附南京

國民政府

      1927 收復南京

      蔣成立國民政府

       南京

   武漢        上海

  1926 1927收復上海

 佔武漢 1927蔣介石

上海清黨

國民政府

遷至武漢 1925

      成立國民政府

       武漢政府分共 及國民革命軍

    

廣州

       P.2



日本侵華之步驟

年  份   概    況         結    果

1928  濟南慘案 迫中國退出日軍警備區 20里外

1931.7  萬寶山事件 日本蓄意製造武裝侵略中國東北

1931.9  九一八事變 日本輕取東北

1932  一二八事變 中、日簽訂淞滬停戰協定

1933  中、日訂定塘沽協定 規定日軍退至長城以北, 將冀東劃為非武裝區。

1937  七七事變 中日戰爭全面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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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概況

 前、中期 後期

 1937.7 1941.12

   七七事變 日空襲美珍珠港

  日陷平、津

 

中、英、美並肩作戰

1938.4  

 中 國  1937.9  台兒莊大捷
   平型關大捷             日軍

大舉進攻華中及華南

  1937.12

1937.8  日佔南京 

   日陷上海 (南京大屠殺) 1945美在廣島、長崎

   1940       投原子彈

   國民政府 1938.10  偽國民政府

   遷至重慶    日佔武漢   南京成立

       1945.8

   P.4  日本無條件投降



國共力量之狀況
得美國援助, 控制全國四分之三土地及大部份城市

   重慶談判

建立          政治協商會議

十九個解放區

   調集一百六十萬大軍向共產黨控制區域

  重慶談判    全面進攻

  

  停戰協定        攻陷延安

政治協商會議 南京召開國民大會

      國共內戰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

    戰役大敗

 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大捷

  國民政府遷至

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成立    廣州、重慶

  

 撤至台

   灣 P.5



國共合作與對抗

共產黨 國民黨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19  49 遷到台灣

遼瀋、淮海、平津戰役大捷 19  48

延安失陷 19  47

內戰爆發 19  46 內戰爆發

重慶談判 19  45 重慶談判

國共合作抗日 19  37 國共合作抗日

19  36 西安事變

二萬五千里長征 19  34

19  33 進行第 4,5次圍攻

19  31 對紅軍進行第 2,3次圍攻

19  30 圍攻共產黨根據地

發起武裝起事 19  27 國共合作破裂

國共合作北伐 19  26 國共合作北伐

19  24 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

成立於上海 19  21



1949 - 1958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內政

土地改革   鎮壓反革命

整風與鳴放 三反、五反

反右派鬥爭     運動

肅清反革命

社會主義    運動
  改造

 內

 政

      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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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紅旗運動

   總路線
 以多、快、好、

       省來建立國家經濟

 大躍進      人民公社

 全民煉鋼       三     農村政治經濟

 超英趕美       面     合一, 實施集

紅       體所有制。 

旗
        

 1. 破壞生產
  2. 引起飢荒

3. 通貨膨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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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經過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1966.5 - 1969.4 1969.5 - 1973.8 1973.8 - 1976.10

‧批判吳日含  ‧林彪奪權 ‧批林批孔    文革結束
‧成立文革小組 ‧四人幫得勢 ‧周、毛先後去世

‧組織紅衛兵 ‧天安門事件

‧全國大串連 ‧四人幫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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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改革和開放

      背 景           內 容   成  就   問 題    前 景

    實現四個現代化         1. 改革市場經濟       1. 工農業總產值增長          1.通貨膨脹         加快開放改革

 2. 設立經濟特區       2. 人民生活水平增長          2.貪污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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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對外關係

      美國
 1950  抗美援朝

 1971  乒乓外交

 1972  尼克遜訪華

 1979  正式建交

      蘇聯     日本
  1950  中蘇結盟   1972  中日建交

  1969  關係破裂       中國   1978  簽訂中日

  八十年代末中蘇聯 和平友好條約

  關係正常化

           英國
          1982  中英談判

 1984  簽署聯合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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