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級：中一級 (兩課節) 
課題：東漢宦官與外戚之爭 
教學目標：1)東漢政治的特質與雙方衝突的背景 
          2)明白宦官與外戚在爭權的過程以及彼此勢力消長的關係 
分鐘 內容 方法/目標 
 引入：如果你是學生，有事你會找邊個商量?  (圖一) 

*皇帝身邊亦有外戚、宦官、朝臣 
借學生的經驗引入 
 

 外戚、宦官相爭的由來 
1)東漢豪族勢力的膨脹 
皇室為籠絡豪族而與之(竇融、梁統、鄧禹)聯婚 
2)中央權力的轉移 
王莽以外戚及大司馬(三公之一，朝臣領袖)的身份篡漢 
提問﹕你認為問題出於那裡? 
*光武帝認為是皇帝大權旁落，臣下權大… (圖二) 
追問﹕如果是你，你會點制止這情況發生? 
*光武帝強化皇權，將大權集於一身，削去臣下(三公)之權… (圖三) 
雖說權在皇帝手上，但皇帝會將事情交給他身邊的秘書做(尚書台) 
*形成內朝(決策)/外朝(執行) 
問題﹕其實只要皇帝喜歡就可以將自己的權交給其他人…  

圖示法(板書) 
 
 
 
 
 
 
 
 
 
 
指出此設計是要靠強勢的
君主來牢牢掌握決策權。 

 3)皇帝年幼即位、早死及絕嗣(經過) 
和帝年幼，由母親(竇太后)管事，將自己娘家的人(兄﹕竇憲)帶過來幫
手… (圖四) 
皇帝年長，想自己管事，不滿外戚專權，所以想找人幫手…  
有甚麼人可以揀?    朝臣/宦官 
朝臣 
a)因為很小接觸朝臣，很難推心信任。 
b)在外戚長期當政下，很多朝臣都是其黨羽。 
c)朝臣以道德互相標榜，皇帝的私生活有虧，很怕見到他們會被教訓。 
宦官(鄭眾) 
因為宦官自幼陪皇帝大 

 和帝不足三十歲死(夭折)，和帝子殤帝當然年幼。後來殤帝又死(絕嗣) 
*唯一方法是在劉氏宗室中找人入繼大統(過繼) 
*有權決定的是和帝妻子(鄧太后) 
人生交叉點﹕在宗室之中要找甚麼人繼位對太后及外戚才有利? 
選年長者 
他一方面可以自己話事 
另一方面他的母親和妻子當然比自己更親，到時就輪到其他人當權 
選年幼者 
太后仍可加以控制，外戚亦可以長期掌權 
*補充﹕宦官同樣希望國立幼君(沖帝死，李固與梁冀之間的爭論) 
因為立幼君，宦官才容易發揮其影響力 

表決﹕ 
如果你是太后，你會用那些
人幫你處理政務?(可多過
一類人) 
外戚 
宦官 
朝官 
暫不說出答案，要學生聽下
去…  
 
圖示(課本 p.114) 
君主年幼à皇后外戚臨朝
à皇帝長大à借宦官取回
政權à宦官專政à新主即
位 
 
東漢君主年壽表：補充絕嗣
及宗室入繼的情況 
(課本 p.115) 
 
戚宦相爭表(課本 p.115) 
 



 *閻皇后則將原來太子廢掉，找人入繼大統為少帝，而少帝轉頭死，企圖
另立他人為帝時被孫程等宦官發動政變推翻，迎太子復位為順帝。 
*順帝任用后父梁商，後其子梁冀繼位，順帝死，太子沖帝亦死，立質帝
為帝，質帝當朝臣之面指他為「跋扈將軍」意為專橫，反為梁冀毒殺，
立桓帝，專權 20多年。 
*桓帝長大後，聯合宦官單超等五人謀殺梁冀，同日封侯，並許其養子世
襲爵位，任由其黨羽在地方上橫行霸道。 

指出梁冀敗亡前外戚佔優
勢，而之後外戚勢力大衰，
宦官反佔優勢。 

 提問﹕點解外戚往往敗給宦官? (圖五) 
外戚的致命弱點是非延續性。即使可以當權一二十年，但只要有新的外
戚出現，舊人便自動失勢。但是宦官只是家中僕人，由於皇帝的日常起
居離不開宦官，所以不會因為主子的更替而全部失勢。 

 

 *桓帝死，靈帝立。竇太后臨朝，其父竇武在士人當中享譽甚高，為三君
(宗師)之一，與太傅陳蕃一起密謀誅殺宦官，因竇太后猶豫而事泄，反為
宦官先發制人所殺。 
*靈帝任用十常侍張讓、蹇碩等人，而靈帝死，少帝立，何太后臨朝，其
兄何進聯絡袁紹及曹操密謀誅殺宦官，因何太后猶豫而事泄，何進被宦
官所殺，而袁紹即帶兵入宮誅殺所有宦官，凡無鬚者殺。外戚和宦官勢
力同時被根除。 

指出外戚要聯合朝臣對付
宦官 (圖六) 
但太后亦不是完全偏袒外
戚，亦倚重宦官。因為何太
后的胞妹是張讓的媳婦，而
何進只是其異母弟。 

 反思﹕ 
究竟光武帝當初的集權設計有沒有針對問題的癥結? 
結論﹕表面上是解決了皇帝失權的問題，但是給皇帝太多的權，當皇帝
的機能癱瘓的時候就會難以控制 

 

年級：中一級 (三至四課節) 
課題：東漢衰亡(黨錮之禍、黃巾之亂、州牧割據、董卓之亂、建安時代) 
教學目標：1)了解東漢衰亡的原因及過程 
          2)了解黨錮、黃巾、州牧、董卓之亂間的互動關係 
          3)明白東漢的衰敗是由內而外 

4)了解確立天下三分的關鍵史事(官渡與赤壁之戰) 
5)強調人為努力的積極作用 
6)闡明三國鼎立是由分裂步向統一的重要過程 

第一節﹕黨錮之禍 
 甚麼是黨錮之禍? 

*所謂「黨」是指一群人聚集起來，當時一些的讀書人與官員眼見朝政腐
敗，所以一起批評朝政得失及遣責奸臣小人，漸形成「清議」之風 
*所謂「錮」是指剝奪某人的做官權利。(即終身剝奪政治權利) 

釋義﹕「黨錮」 

 為甚麼有黨錮之禍? 
1)光武帝鑑於西漢末的士人，毫無氣節，支持王莽篡漢。故此大力宣傳
忠孝的觀念，令東漢的士人普遍有正義感，不平則鳴。 
2)士人喜歡聚在一起討論時政，抨擊奸臣 
3)士人抨擊宦官可以得到名譽。 
其實當時朝臣批評﹕ 
1)宦官和外戚專權是不符合法制。(圖一) 
2)宦官與外戚的親屬和黨羽在地方上橫行霸道。 

提問﹕朝臣的批評是甚麼? 



 故事一﹕ 
鄧太后主政期間，大臣杜根批評太后重用外戚，被太后下令用布袋裝起
來打致斷氣，然後放在荒山上餵狗，點知杜根沒有斷氣，不過他怕鄧家
的人不會放過他，所以仍然倒在地上不敢動。期間鄧家亦曾派人來看，
見到杜根身上生滿蛆蟲才放心。他然後逃到山腳做酒保，到鄧家倒台之
後才露面。 

*早在外戚當權時期，已有
朝臣零星抵制外戚的專橫。 
*後來梁冀敗亡，宦官當
權，他們才開始將矛頭直指
宦官。 

 士人之間的大團結，並互相標榜 
「天下楷模李元禮(膺)，不畏強禦陳仲舉(蕃)」 
三君﹕竇武(外戚)、陳蕃(朝臣) 
八俊﹕李膺(朝臣) 
八顧﹕郭泰(太學生) 
八及﹕張儉(地方官吏﹕督郵) 
八廚﹕劉表(宗室，地方長官) 
太學生就以郭泰、賈彪為首，互相聲援。 

*而且亦開始知道一個人力
量有限，開始玩「埋堆」。 

 黨人事蹟及黨錮經過 
李膺以其司隸校尉的職權去制裁不法之宦官黨羽 
1) 中常侍張讓的弟弟張朔任縣令，為人貪婪殘暴，甚至濫殺孕婦。聽
聞李膺要來捉自己，所以匿在張讓家中，而李膺入屋捉人，見他藏身
柱中暗格，於是破開暗格將他逮捕，收了供詞之後就處死。桓帝指摘
李膺未請旨就擅殺。李膺的說法是孔子作魯司寇七日即誅殺少正卯，
而自己任司隸校尉十日才殺得張朔，已是行事太慢。 

2) 而當時有一個善占卜的人叫張成，並交結宦官。他推算出朝廷將有
大赦，所以教唆自己的兒子去殺人。後來果然遇赦，李膺聞訊大怒，
於是將張成定罪處死。而張成的弟子於是誣告李膺養太學遊士，交結
地方上的學生，誹訕朝廷，疑亂風俗。 
第一次黨錮發生於桓帝時 (166年) 
*宦官在皇帝身邊搬弄是非，誣告這些官員結黨營私，誹謗朝廷，桓帝怕
朝官聯合起來反對自己，就下令拘捕士人二百多人，陳蕃被免職。 
*誹謗的意思是講一些不符合事實的言論來傷害別人的名譽。 
*後來由於外戚竇武出面求情而獲赦，叫他們回鄉，更被列入黑名單，終
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黨錮發生於靈帝時 (169年) 
第一階段﹕竇武、陳蕃誅宦官失敗 (168年) 
桓帝死，靈帝立。竇太后臨朝，其父竇武與太傅陳蕃起用大批名士，後
來又一起密謀誅殺宦官，因事泄，竇武自殺，陳蕃反為宦官所殺。二人
的門生、故吏皆被禁錮。 
第二階段﹕張儉事件 (169年) 
3) 張儉只因宦官侯覽的家屬在地方上魚肉百姓，一次借故(以侯覽的母
親不肯讓路為辭)而下令將其家屬，賓客百多人全數處死。 

4) 侯覽控告張儉結黨謀反，張儉逃走，收容他的家庭一一被定罪，而
又將李膺等人重新問罪。李膺不肯逃走而自行投案被殺，有六百多人
因此而被禁錮終身。 

*當時的人以身為「黨人」為榮，沒有列入名單，就會引以為憾，甚至爭
相自願投獄。 

先以敘述形式說經過，讓學
生以聽故事方式了解事
件，便利於掌握基本資料及
人物 
 
提問﹕他們的行為表現了
甚麼精神?執法是大公無
私，還是挾私報復，或過於
殘酷?(引導思考) 
 
指出李膺等人行事過激，而
處理上只考慮道義上的對
錯而不完全依法令行事。 

 黨錮之禍的影響： 
1)朝廷賢良喪盡，宦官氣燄更盛 
*施行賣官政策歛財﹕ 
a)官吏質素下降 

 



b)貪污更盛 
2)地方政治更加腐敗 
宦官黨羽得以在地方橫行，魚肉百姓 

第二節﹕黃巾之亂與州牧割據(地方政治的解體) 
 提問引入﹕甚麼原因會令中國人做反? 

追問﹕其實中國經常都有大大小小的災荒發生，而且即使是著名的盛世
都不會例外。但是為何偏偏在王朝末年才有大規模的民變? 
*原因是政府中沒有人注意民生疾苦，官員只知貪污奉迎及爭權奪利。導
致災難發生而沒有適當的處理，人民無法維生便使民變一發不可收拾。 
小結﹕東漢末年的社會背景 
1)旱災、饑荒，政府無能，令到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社會動蕩不安 
2)外戚和宦官的黨羽在地方上橫行霸道>民怨沸騰 

參考王粲〈七哀詩〉 
課本 p.121 

 提問﹕是否你叫人作反就有人聽? 
*要有一些號召力 
鉅鹿人張角以符水治病，建立「太平道」，以宗教去組織民眾，流行於出
現大規災荒的東方八州(青、兗、幽、冀、豫、徐、荊、揚) 地圖(課本
p.119) 
提問﹕太平道是甚麼? 
*源出於黃(帝)老(子)學說 
*指出此八州是當時中國發展最好的地帶，而且接近首都洛陽，因此對朝
廷做成很大的影響。 
提問﹕點解在此時有這麼多人入教? 
民生困苦，人民需要心靈的安慰，宗教於是興起 
*道教的興起 (當時尚有漢中張陵的五斗米道) 

課本 p119課堂活動 
提問引入﹕以法輪功為
例，究竟太平道算不算邪
教? 

 宣傳「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 
解讀﹕現在政府做得不好，換我來做…  
蒼天﹕漢家天下(水德) 
黃天﹕1)新聖人(土德)指張角，2)道家崇尚黃色，指太平道 
甲子﹕公元 184年 
特徵﹕以黃巾包頭，故政府稱之為「黃巾賊」。 
張角自稱「天公將軍」、弟張寶稱「地公將軍」、張梁稱「人公將軍」 

宣傳反政府的思想 

 漢靈帝為了振奮人心，於是解除黨禁。 
朝廷派大軍鎮壓，九個月後，張角病死，黃巾的主力被消滅。 
*曹操和劉備等後來的軍閥亦嶄露頭角，促成軍人的坐大。 
但其餘部仍然在各地長期活動，於是要加強地方的武裝力量對付。 
*黃巾餘黨打游擊戰術，大軍一到即散，而大軍一走即眾而作亂，政府束
手無策，地方為求自保，於是向上級要求更大的權力及自主權，去調動
地方的武裝力量及資源來處理地方零星的叛亂。 

 

 1)而東漢的地方分為郡縣兩級(行政官)，更在全國置十三個州，每州設刺
史負責監察。而後來刺史取代郡太守而逐漸成為地方行政長官。 
*因為刺史向中央的報告對太守等的前途有很大影響，因此郡太守多迎合
揣摩刺史的心意以求上進，做成刺史 “太上長官”之勢 
2)因為地方武力不足，因此要靠中央出兵才能鎮壓黃巾。靈帝後來聽從
宗室劉焉的建議，改刺史為州牧，派大臣出任，並正式賦予地方的行政、
軍事及財政權。 
*刺史原為監察官，後改稱州牧(行政官)是追認既定事實，使之名實相符 
*結果是地方權力像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部份地方長官不肯服從中央

圖示 
二級制變三級制 



的號令，而自行招兵買馬，各自為政。 
*中央自此再沒有代表監察地方施政，因此逐步喪失對地方的控制 
*軍閥為了擴大勢力，爭奪更大地盤及資源，於是出現互相兼併的情況，
較強大的軍閥在此淘汰戰中崛起 

第三節﹕董卓之亂及東漢的滅亡 
 靈帝任用十常侍張讓、蹇碩等人，而靈帝死，少帝立，何太后臨朝，其

兄何進聯絡袁紹及曹操密謀誅殺宦官，因何太后猶豫而事泄，何進被宦
官所殺，袁紹則帶兵入宮誅殺所有宦官，凡無鬚者殺。外戚和宦官勢力
同時被根除。中央的統治機關形同瓦解，使地方軍閥得以乘虛而入。 
*當時北方最有實力者是董卓及袁紹 

謎語﹕千里草，何青青，十
日卜，不得生 
(引起動機) 

 何進召涼州將領董卓入京，趕走袁紹，廢少帝，另立獻帝。 
袁紹發動關東州牧出兵聲討董卓，董卓挾獻帝及百姓遷往長安，並焚燬
洛陽。 
*192年，董卓被部下王允及呂布所殺，長安大亂。獻帝乘機逃回洛陽，
後被曹操迎接到許，曹操遂得以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初附袁紹，為後起之秀，自董卓亡後，曹操經過不斷的吞併，發展
成可與袁紹抗衡的新勢力，使北方成為兩雄對峙之局。 
*220年曹操子曹丕篡漢，東漢由公元 25年至 220年，歷時 195年而亡。 

故事﹕ 
1) 溫酒斬華雄 
2) 董卓剿匪 
3) 貂嬋美人計 
4) 董卓油燈 

 指出東漢的政局是由內而外腐敗出去 (圖一) 
先是內鬥不絕(戚宦之爭)、其次是人才凋零(黨錮之禍)，再次是地方解體
(黃巾之亂和州牧割據)。 

表決﹕你認為各種問題
中，那一項是最致命的，為
甚麼? 

第四節﹕建安時代 (官渡與赤壁之戰) 
 提問：玻璃杯掉在地上會有甚麼結果？ 

預期學生回應：碎裂 
時間線（東漢末至三國建號） 
簡述黃巾起事及州牧割據的關係 (板書/地圖) 

帶出東漢由統一到分裂的
過程 

 官渡之戰(200年)（配合地圖，工作紙） 
。戰前形勢 (北方初步整合成袁曹對峙之局) 
*強調袁氏強曹氏弱 (實力對比表) 
*曹氏挾天子以令諸侯 
。略述戰役過程及其結果 
與學生討論曹氏能以弱勝強的主因 (參考剪報材料：郭嘉的分析)  
1) 曹氏消滅袁氏殘餘勢力，確立了北方的霸權 
2) 曹氏得以傾力南下，欲統一全國 

解釋三大勢力如何逐步建
立，並帶出弱肉強食的原則 
第一階段：北方的統一 
 

 赤壁之戰(208年)（配合地圖，工作紙，ppt） 
。戰前形勢 (劉表之死，荊州降曹，以及江東與劉備勢力的發展概況) 
*強調曹氏強，孫、劉俱弱 
*孫劉聯合抗曹 (雙方實力對比表) 
。略述戰役過程及其結果 
總結曹操大敗的原因 (參考課本頁 64：周瑜的分析) 
1) 曹操退回北方，一時無力南下 
*撤出江陵，退守襄陽 
2) 孫、劉得以生存並另求發展 
a) 孫氏得江陵、南郡 
b) 劉備收四郡 

第二階段：統一計劃的受挫 
 

 總結：時間表 
簡述三國的建立(相繼稱帝) 

從三國建立與之前的州牧
混戰比較帶出由分裂步向



1) 220年曹丕篡漢，國號「魏」 
2) 221年劉備稱帝，國號「漢」(蜀漢) 
3) 222年孫權稱王，229年稱帝，國號「吳」 
(圖示法) 板書不同時期的地圖 
ａ東漢ｂ州郡割據ｃ天下三分 

再統一的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