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軍的興起與太平天國的滅亡 
 
對象：中四 
目標：了解湘軍的興起與其特色 
   太平天國後期的歷史(1856 年天京事變至 1864 年天京淪陷) 
      太平天國滅亡的原因 
教具：工作紙，李秀成回憶錄簡報 
課室活動﹕小組討論用工作紙及資料頁 
 
提要﹕ 
本課件主要是利用文獻資料以求引發學生對上述課題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討論。亦

希望讓學生有多些機會接觸原始資料及史家的評論，而不限於教科書上所提供的

材料。 
 
首先是二份工作紙，第一份是借奉天討胡檄介紹太平天國的主張，尤其是民族主

義號召，而另一重點在填寫時間線，希望可以喚起學生對太平天國時期一些重大

事件及時序的記憶。而第二份是資料題，主題是湘軍的興起，透過曾國藩的《討

粵匪檄》、《愛民歌》及湘軍營規等文獻，反映曾國藩及湘軍背後的精神和信念，

即「護衛名教，保衛鄉土」。 
 
簡報是本課件的重點部份，主要利用《李秀成自述》，透過一場假設曾國藩與李

秀成的對話過程，來展示李秀成對於天國後期政情的回憶及自我反省，即所謂「天

國十誤」的部份。從而帶出天國內部與外部的問題。而另一方面亦透過曾國藩之

口，帶出有關湘軍，綠營，以及他被清廷猜疑等內容，藉此令學生得以從較新的

視角去理解太平天國失敗的原因。而最後更有數題思考題，希望學生可藉此反思

此問題以及掌握此課件所帶出的內容重點。或謂陳述李秀成個人觀點會流於過份

主觀及偏頗，但此課件的目的不是提供定案，只是用來引發學生討論。而順帶一

提，有關自述的內容錯誤，已據羅爾綱的註釋改正。有關天王之死，郭廷以認為

是自殺，但考幼主洪天貴福及洪仁玕的供詞，與李秀成的說法相符，均証明其為

病死，故據此而改。 
 
而在簡報之後的資料頁有三位史家，分別是對太平天國有深入研究和獨有見解的

羅爾綱，郭廷以及錢穆的史論。用這三個具代表性的史論，希望能互相比較，既

補足李秀成回憶錄的不足，又令學生對太平天國的敗因及性質有較完整的印象。

而最後是一個小組討論的活動，希望學生根據以上的材料來判定誰要為天國負責

任，並要為他們的決定提供的理據，作為課題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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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級  中國歷史    太平天國    工作紙 

 
閱讀以下史料，然後解答問題﹕ 

      
《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節錄                           楊秀清 蕭朝貴 
 
予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

食也。子女民人者，中國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為神州者何？天父皇

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為妖人者何？

蛇魔閻羅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收人目胡虜也。…予總料滿州

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眾，受制於十

萬，亦孔之醜矣！ 

 

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妖孽，廓清華夏，恭

行天罰…誓屠八旗，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興復久淪

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蓋我中國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

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公等苦滿州之禍久

矣，至今而猶不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于高天乎！予興義

兵，上為上帝報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 

-------轉引自羅爾綱﹕《太平天國文選》 

 

1. 太平軍如何稱呼清廷？ 
太平軍稱清廷為胡虜妖人/蛇魔閻羅邪鬼/韃靼妖胡 

 
2. 試從文中分析太平軍以甚麼宗教作為號召？ 
太平軍以西方基督教為號召，建立拜上帝會 
 
3. 從文中分析太平軍起事的目的為何？ 
奉上帝的名義，上為上帝報韃靼妖胡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

胡氛，與人民同享太平之樂。 

 
 
 
 
 



填表﹕ 
太平天國興起至敗亡的發展簡表 
 
 
 
 

                                          

 
                                      
 
 
 
 
 
 
 
 
 
 
 
 
 
 
 
 
 
 
 
 
 
 
 
 

翼王  石達開  出走 1857 

建立__拜上帝會_  

洪秀全死，天京淪陷 

 拜上帝的活動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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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組成的洋槍隊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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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 

年份 
太平天國 
李鴻章建立淮軍
在  金田村  起
  敗亡 



 中四級    中國歷史    太平天國      工作紙 (資料題) 
 
資料一﹕曾國藩《討粵匪檄》咸豐四年正月 (節錄)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于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

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

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

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

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的，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

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

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

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

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

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

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

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

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

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

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

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

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并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

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

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錄自《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資料二﹕湘軍營制 

5) 將領方面﹕先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為將。第

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 
2)兵員方面﹕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為尚，不取浮華之輩，

擯斥滑弁游卒及市井無賴。 



3)編制方面﹕以十人或十二人為一隊，什長一人。八隊為一哨，哨官一人。四哨

為一營，統於營官，每營官兵五百人(初為三百六十人)，合數營或十數營置一統

領。成軍之初，大帥選統領，統領揀營官，營官揀哨官，哨官揀十長，什長挑勇

丁。全軍自上而下，非親族故舊，即同鄉同里，將帥相能，兵將相習，弁勇視營

哨，營哨視統領，統領視大帥，皆如子弟之視父兄。 
4)訓練方面﹕兵勇必須要苦心精練，陣法技擊固然要逐日操習，曾國藩更編「莫

逃走」「要齊心」「操武藝」等歌詞，要士卒時刻誦習。 
5)待遇方面﹕較綠營官兵為高，新軍勇丁每人月銀四兩二錢 (後來更增為四兩五

錢)。 
轉引至：郭延以：《近化中國史綱》 

資料三﹕ 
湘軍的口號﹕「護衛名教，保衛鄉土。」 
 
資料四﹕《愛民歌》 
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石，莫踩禾苗壞田產﹔ 
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守帳房，莫進城市佔店鋪，莫向鄉間借村莊﹔ 
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要得百姓稍安靜，先要兵勇聽號令﹔ 
在家皆是做良民，出來當兵也是人，官兵賊匪本不同，官兵是人賊是禽﹔ 
軍是與民共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轉引至：陳漢森《中三中史科課堂電腦輔助教學軟件(清朝)》 
問題﹕ 
1) 曾國藩指太平軍不准人民做甚麼? (5 分) 
根據資料一，不准婦女纏足，農民不能自耕，商人不能自賈，士人不能誦孔子之

經，人民不准拜關帝、岳王以及祭孔。 
 
2) 曾國藩希望爭取甚麼人來支持對抗太平軍? (2 分) 
根據資料二，先求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知識份子) 
樸實而少心竅的當地鄉農 
 
3) 試根據資料一解釋曾國藩為何提出「護衛名教，保衛鄉土」的口號? (8 分) 
根據資料一及二，曾國藩痛斥太平軍的殘暴，指太平軍所過之處，船隻無論大小，

百姓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粵匪竊據金陵後安享富貴尊榮，而百

姓則慘受荼毒，在長江各省新加入者連牛馬都不如。以此鼓動當地鄉民保衛自己

家園之心。 
其次就力指太平軍假借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毀滅倫常，令中華數千年禮義人

倫，掃地蕩盡。而且所過之處，焚燒學宮，毀孔孟之像，搗毀廟宇。古往今來的

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以至佛道城隍等神祗，無一不受玷辱。為他們扣上破壞倫

常秩序的罪名，以此鼓動尊孔崇孟、讀書識字的儒生和一般敬畏神祗的鄉民起來



護衛名教。 
 
4) 試根據資料二及四解釋湘軍的營制是要針對當時官兵的甚麼陋習? (10 分) 
湘軍鑑於當時官兵，而且四處姦淫擄掠，所以大失民心。所以強調守軍紀及愛民，

要求軍隊不可欺負平民百姓，又要求兵勇聽從號令，以雪兵勇不如賊匪之印象。

募兵皆取當地鄉民，全軍自上而下，大部份都是親族故舊，一方面有利團結，而

且亦強化他們守土護民的決心。 
針對將驕兵惰，所以招募時以志同道合，質直而有血性，忠義而曉軍事的儒生為

取將的原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

辛苦。另一方面則盡募新勇，不雜一兵，以樸實而少心竅的鄉農為尚，擯斥市井

無賴以防止敗壞軍紀。 
針對官兵員額不足，冒名領餉，終日流連賭場煙館，絕少操練之弊。所以要求兵

勇逐日操習陣法技擊，同時又不可兵勇不許亂出營。針對將領刻扣糧餉，以致士

氣低落，因此待遇方面亦較綠營官兵為高，新軍勇丁每人月銀四兩二錢。 



思考題﹕試根據前引李秀成回憶錄及以下三家判詞來討論甚麼是太平天國滅亡

的原因 
 
參考資料﹕ 
 
羅爾綱的判詞﹕ 
太平天國只是依靠異端的信仰來糾合群眾以為了自己爭取利益，這種特質正好與

傳統的士大夫社會勢不兩立。洪秀全的手下都出身貧寒，所受的教育遠不如士大

夫之深厚，因此洪秀全等人的智略自然稍遜於曾國藩、李鴻章等人。 
而另一方面太平天國的政治組織仍然不脫傳統的封建思想，其中永安封王就正好

反映他們的思想只是停留在裂土稱王的層次，亦為他日領導層的爭權內訌埋下伏

筆。而這種封建爵賞愈到後來就愈濫，並無定制，加上領袖人物的腐化及其內訌

亦導致人心不齊，群眾解體。 
 
錢穆的判詞﹕ 
太平天國是依靠宗教性的煽惑來發動民眾，其拜上帝會只是為了倡亂而臨時興

起，因此缺乏好的內容和基礎。其耶教宣傳激起了傳統讀書人之反感。洪楊的騷

擾政策，惹起了一輩安居樂業的農民的敵意，曾國藩的湘軍因此而起。 
另一方面，他們雖然明白地高舉種族革命的旗號，但他們由始至終都是著意於憑

藉宗教，所以依然不脫前代帝王思想。因而不能搖撼中國社會所固有的道德信仰

以及風俗習慣。 
雖然洪楊初起，其治軍有規劃，有組織，但是及到金陵，即已志驕氣盈，不能再

有所改進，徒恃掠奪民船，不再精練水軍。而且隨即爆發內訌，東王、北王相繼

被殺，洪秀全用人唯親，自此眾情離叛，翼王一去不返，為天國帶來極大破壞。 
而與湘軍用兵始終牢守一個計劃，按部推進相比，太平軍的軍事行動顯然沒有一

個預定的全盤計劃。加上文治制度又不上軌道，也不能搜羅原來團體以外的人才

(連錢江、王韜亦不能用)，相對於曾國藩積極網羅人才，幕府賓僚之盛，冠絕一

時的境況，不可同日而語。 
因此洪秀全所以不能成事，一方面是清廷尚知利用漢人，不易推倒。亦同時由於

自己太昏愚，始終不脫江湖草澤意味。因此他們最終因領袖人物不夠標格而失敗。 
 
郭廷以的判詞﹕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的創建確實有很大的作用，因為它為洪秀全吸納了不少的狂熱

信徒，但是亦因此激起了護衛名教者的反抗，招來了勢不兩立的勁敵，後來宗教

的神秘面目被揭穿，一般群眾以至高級將領都不再盲從，但他竟然愈陷愈深，不

能自拔。極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賴神力，漠視現實，失去理智，無疑是自欺欺

人。 
而天京之變後，洪秀全偏信他的親族寵幸，任其胡作非為，又不聽諫言，以至上



下離心。而濫封爵職亦是另一致命傷。早期封爵甚少，但後來失去控制，多至二

千七百餘人，幾乎所有將領皆有王號，誰也不服誰。 
而另一方面，後期的太平軍紀律惡劣，而且缺乏戰意，惟以燒殺破壞為務，專恃

劫掠為生。人民流離逃亡，田地荒蕪，因此民心不附。而糧食缺乏，始終困擾太

平軍，晚年很多城池皆因此而失守。雖然如此，有權勢的諸王仍然過著奢侈的生

活，大治府第。而原本禁止食黃煙和吸鴉片，但後來領導層帶頭腐化，其中執掌

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個煙癮極大的人，在一八五八年，南京吸食鴉片的，已佔三

分之一的人口。 
 
指引﹕ 
三家判詞有沒有共通之處? 
 
 
 
 
 
 
 
 
 
 
 
 
 
 
 
 
 
 
 
 
 
 
 
 
 

 



太平天國死亡案(小組討論) 

死亡時間：1864 年 7 月 19 日 

嫌疑犯：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翼王石達開、曾國藩、戈登… 
 
 
天王洪秀全： 
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平時不理政事，任人唯親，因而迫走翼王石達開。晚年迷信

天意，不肯信人，以致天國日趨衰弱。 
東王楊秀清： 
太平天國的東王，經常假藉天父下凡壓迫天王及北、翼二王，導致領導層內訌，

大大損害天國的實力，而最終為北王殺害。 
翼王石達開： 
太平天國的翼王，曾與北王韋昌輝密謀誅殺楊秀清，天京事變後一度掌理朝政，

但因為受天王的猜忌及洪氏兄弟的排擠而領軍出走，削弱了天國的軍事力量。最

終於四川大渡河被清兵俘殺。 
曾國藩： 
湖南湘鄉人，奉命籌辦地方團練「湘軍」，與太平軍作戰，最終消滅太平天國。 
戈登： 
他是由洋人組成的「常勝軍」統帥，與李鴻章的淮軍一起進攻蘇、常一帶的太平

軍。 
 
*如多過一人有罪，請以數字列明先後次序 

 主犯 有罪 無罪 無意見 
洪秀全     
楊秀清     
石達開     
曾國藩     
戈  登     

 
你的判詞﹕ 



附錄﹕《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及《討粵匪檄》原文 
1) 曾國藩《討粵匪檄》咸豐四年正月 
為傳檄事﹕ 
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于令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

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

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

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浚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

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的，則立斬其足以示眾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抬

其屍以示眾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

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敘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

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

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

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

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

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

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

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

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

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籍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

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

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并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

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紓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

特為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 
 
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為

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

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杖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

部照，千金以上，專折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碘目，以城來

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

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眾盜如毛，皆由主昏

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

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



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為分別也。本部堂德

薄能鮮，獨杖忠信二字為行軍之本。上布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

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錄自《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三 

 
2) 楊秀清 蕭朝貴《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 
 
真天命太平天國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若曰﹕嗟爾有眾，明聽予言。予惟天下

者，中國之天下，非胡虜之天下也，衣食者，中國之衣食，非胡虜之衣食也。子

女民人者，中國之子女民人，非胡虜之子女民人也。概自有明失政，滿州乘釁，

混亂中國，盜中國之天下，奪中國之衣食，淫虐中國之子女民人，而中國以六合

之大，九州之眾，一任其胡行，而恬不為怪，中國尚得為人乎！自滿州流毒中國，

虐焰燔蒼穹，淫毒穢宸極，腥風播於四海，妖氣慘于五胡，而中國之人，反低首

下人，甘為臣僕，甚矣哉，中國之無人也！ 
 
夫中國首也，胡虜足也。中國神州也，胡虜妖人也。中國名為神州者何？天父皇

上帝真神也，天地山海是其造成，故從前以神州名中國也。胡虜目為妖人者何？

蛇魔閻羅邪鬼也，韃靼妖胡，惟此敬拜，故當今以收人目胡虜也。奈何足反加首，

妖人反盜神州，驅我中國悉變妖魔，罄南山之竹簡，寫不盡滿地淫污，決東海之

波濤，洗不淨彌天罪孽。予謹按其彰著人間者約略言之﹕夫中國有中國之形像，

今滿州悉令削髮，拖一長尾于后，是使中國之人變為禽獸也。中國有中國之衣冠，

今滿州另置頂戴，胡衣猴冠，壞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國之人忘其根本也。中國有

中國之人倫，前偽妖康熙暗令韃子一人管十家，淫亂中國之女子，是欲中國之人

盡為胡種也。中國有中國之配偶，今滿州妖魔悉收中國之美姬為奴為妾，三千粉

黛，皆為羯狗所污，百萬紅顏，竟與騷狐同寢，言之慟心，談之污舌，是盡中國

之女子而玷辱之也。中國有中國之制度，今滿州造為滿州妖魔條律，使我中國之

人，無能脫其網羅，無所措其手足，是盡中國男兒而脅制之也。中國有中國之言

語，今滿州造其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胡語惑中國也。凡有水旱，略不憐

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國之人稀少也。滿州又縱貪污之吏，

布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

刑以錢免，富兒當柱，豪杰絕望，是使我中國之英俊抑郁而死也。凡有起義興復

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滿州之所以愚

弄中國，欺侮中國者，無所不用其極，巧矣哉！ 
 
昔姚弋仲，胡種也，猶戒其子襄，使歸義中國。符融亦胡種也，每勸其兄堅，使

不攻中國。今滿州乃忘其根源之醜賤，乘吳三桂之招引，霸佔中國，極惡窮凶。

予細查滿韃子之始末，其祖宗乃一白狐一赤狗交媾成精，遂產妖人。種類日滋，

自相配合，並無人倫風化，乘中國之無人，盜據華夏。御座之設，野狐升據，朝



堂之上，沐猴而冠。我中國不能犁其庭而鋤其穴，反中其詭謀，受其凌辱，聽其

號令，甚至文武官員貪圖利祿，拜跪于狐群狗黨之中。今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

指犬豕而使之拜，則艴然怒。今胡虜猶犬豕也，公等讀書知古，毫不知羞。昔文

天祥、謝枋得誓死不事元，史可法、瞿式耜誓死不事清，此皆諸公之所熟聞也。

予總料滿州之眾，不過十數萬，而我中國之眾，不下五千餘萬，以五千餘萬之眾，

受制於十萬，亦孔之醜矣！ 
 
今幸天道好還，中國有復興之理，人心思治，胡虜有必滅之徵。三七之妖運告終，

而九五之真人已出，胡罪貫盈，皇天震怒，命我天王肅將天威，創建義旗，掃除

妖孽，廓清華夏，恭行天罰。言乎遠，言乎邇，孰無左袒之心，或為官，或為民，

當急揚徽之志。甲胄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夫婦男女，攄公憤以前驅。誓屠八旗，

以安九有，特詔四方英俊，速拜上帝，以獎天衷。執守緒于蔡州，擒妥歡于應昌，

興復久淪之境土，頂起上帝之綱常。其有能擒狗韃子咸豐來獻者，或有能斬其首

級來投者，或又有能擒斬一切滿州胡人頭目者，奏封大官，決不食言。蓋我中國

之天下，今既蒙皇上帝開大恩，命我主天王治之，豈胡虜所得而久亂哉！公等世

居中國，誰非上帝子女，倘能奉天誅妖，執蝥弧以先登，戒防風之后至，在世英

雄無比，在天榮耀無疆。如或執迷不悟，保偽拒真，生為胡人，死為胡鬼。順逆

有大體，華夷有定名，各宜順天，脫鬼成人。公等苦滿州之禍久矣，至今而猶不

知變計，同心戮力，掃蕩胡塵，其何以對上帝于高天乎！予興義兵，上為上帝報

瞞天之仇，下為中國解下首之苦，務期肅清胡氛，同享太平之樂。順天有厚賞，

逆天有顯戳，布告天下，咸使聞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