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題：西晉之政局與衰亡（中四） 
時間：４０分鐘一節（共三節） 
教學目標： 
１）認識晉武帝的政治措施之淵源、內容及其影響 
２）探討八王之亂形成的原因、經過及影響 
３）探討永嘉之亂的背景、經過及影響 
４）認識西晉政局的特徵及其原因 

 
第四節課（西晉的建立與武帝的政治措施） 
時間 內容 目標 
5 時間線（西晉的建立、滅吳與內亂） 

提問﹕為何司馬氏創業經營雖久(二
代共十五、十六年)，但享國不長? 
(249年)高平陵政變，曹爽死 
(251年)懿死，其子師繼續擅政 
(254年)廢曹芳而立曹髦 
(255年)師死，弟昭擅政。殺毋丘儉
(258年)殺諸葛誕 
(260年)殺曹髦而立曹奐 
(263年)派兵滅蜀 
(265年立晉亡魏) 

引起課題﹕帶出武帝統治時期的措施
與此有關 

15 講授﹕西晉武帝之政治措施 
1) 復行封建﹕諸王統兵出鎮地方 
2) 削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
郡五十人”地方兵力流於象徵式 
*為甚麼要如此做? 
歷史教訓﹕ 
a) 曹魏王室的孤立而被篡奪 
b) 東漢以來的州郡權重而成割據 
提問﹕晉武帝是否做錯了? 
追問﹕ 
1) 錯在那裡? 
2) 是否不應該做? 

1) 帶出武帝定制的原意是正確的，但
流於”矯枉過正” 

2) 帶出二制同時施行的矛盾：既想地
方不能挑戰中央，又想中央一但有
事即有外藩施援。地方表面上不會
尾大不掉，但是諸王擁重兵出鎮其
實對中央威脅更大。地方一旦出現
藩王起兵則難以收拾。 

15 講授﹕晉武帝整頓經濟的措施與太
康盛世的現象（天下無窮人） 
a) 皇帝的腐化 
b) 官僚的腐化 
*九品中正制與門閥政治的形成 
(參考劉毅之上疏：上品無寒門，下
品無世族)出現一批據高位而自命放
達的人物 
*清談風盛 (王衍之信口雌黃)，因而
出現不理職事者享負盛名，而盡心辦

1) 帶出繁榮背後的危機：腐化 
2) 晉武帝未有正視部份長期潛在的問
題 

3) 帶出後期的武帝與開國時判若兩人 
 



事者則受斥責的歪風 
*奢侈之風 (何曾、石崇、王愷) 
c) 胡族的內徙 

5 總結﹕表解/板書+時間表 
西晉統一後頭十年情況 

整理課堂所學 

 
第五節課 (八王之亂) 
10 1) 武帝立嗣的問題 (白癡司馬衷) 

故事引入﹕白癡司馬衷 
1) 聞青蛙叫而問為公還是為私叫? 
2) 聞人餓死而問何不食肉糜? 
提問﹕武帝立惠帝是否錯誤，為甚麼? 
追問﹕如果武帝另立他子是否就可以避免日後之亂? 
*補充﹕武帝亦曾欲廢太子而終未成事，只因 
a) 武帝其餘諸子年幼 
b) 群臣反對立武帝弟齊王攸，旋又病死 
c) 楊皇后以 “立嫡以長不以賢”為戒 
d) 袁紹及劉表廢長立幼而招禍亂的歷史教訓 
e) 惠帝子遹(崛)少聰慧為武帝喜愛 

10 八王之亂中的人物關係  
配合課本頁 70之預習題、八王關係圖 
*指出八王之亂交戰的各派系是親族關係 
*解釋地方形勢 
a) 削州郡兵 
b) 復行封建 
c) 以諸王統兵出鎮地方 
*武帝以汝南王鎮許昌，惠帝以趙王及河間王鎮關中，成都王鎮鄴，趙王又
以齊王鎮許昌 (配合板書地圖) 



10 第一階段﹕賈后擅政(290-300) 
a) (290年)武帝死，惠帝即位，外戚楊駿輔政 
b) (291年)惠帝后賈南風聯合楚王瑋殺楊駿及繼任之汝南王亮及衛瓘(貫) 
c) 賈后再矯詔賜死楚王瑋，賈后專權達九年，張華、裴頠(蟻)輔政，朝政
仍能維持 

d) (300年)賈后廢太子遹(崛)，趙王倫起兵殺賈后並於(301年)廢惠帝自立 
第二階段﹕諸王混戰(300-306) 
e) 齊王冏起兵、河間王顒(容)、成都王穎起兵殺趙王，惠帝復位 
f) 齊王立惠帝弟清河王遐之子，年僅八歲的覃(談)為皇太子，令可能成為
皇太弟的成都王穎及長沙王艾不滿，河間王起兵討伐,，齊王終為長沙王所
殺，長沙王執政。 
g) 成都王領 “都督中外諸軍事” 在鄴城遙控朝政，深感長沙王的威脅。而
河間王亦欲立成都王為帝而自為宰相。二王遂聯合攻長沙王，雙方兵力達
三十萬，長沙王敗死。成都王逼惠帝立其為皇太弟而兼領宰相。 
h) (305年)東海王與幽州刺史王浚及其弟并州刺史司馬騰攻成都王，成都王
挾惠帝依附河間王 
i) 東海王越擊敗二王(306年)並毒殺惠帝另立武帝幼子熾為帝，八王之亂結
束，歷時十六年 

5 講授﹕八王之亂的影響 
1) 諸王兵力在內戰中大量消耗，令晉室元氣大傷，使地方武力瓦解 
2) 兵禍連結，政府無法有效管治，洛陽、關中地區殘破，流民更嚴重 
3) 諸王在混戰中引胡族兵為外援，促使故人勢力坐大，並得知晉室虛實 

5 總結﹕板書地圖 
*強調八王之亂令中原核心區受戰禍 

 
第六節課 (五胡亂華與永嘉之亂) 
5 先板書 “五胡亂華” 

問學生 “五胡”是甚麼? 
帶出 “五胡”之名﹕匈奴、羯、氐、
羌、鮮卑 
西晉時胡族的分佈 (參課本頁 74之
五胡分佈圖) 
以提問引入課題﹕為何會有這麼多 
胡人在中原 

1) 令學生清楚 “五胡”的名字及大概
的分佈情況 

2) 帶出五胡流入中原是一個長時期的
過程 

3) 解釋五胡的分佈廣泛且深入內地如
關中山西一帶，對洛陽已成半包圍
之勢。威脅到西晉政權 



15 講授﹕永嘉之亂(五胡亂華)的背景 
1) 漢代以來胡族的徙入過程  
*配合時間線 
a) “容胡”﹕東漢時匈奴分為南北兩部，朝廷將南匈奴遷入塞內與漢人雜
居，曹操更將降附的匈奴人分為五部，安置在今日山西汾水地區 
b) “用胡”﹕自東漢末年，朝廷經常起用胡人為兵，而北方的州牧如公孫瓚、
袁紹常聯絡烏桓等胡族為助，甚至將之編入部隊之中 
2) 郭欽 (武帝時)與及江統 (惠帝時)指出當時形勢 
*OHP﹕與學生分析郭欽及江統之論 
〈徙戎論〉「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並提出因應之道﹕徙胡 
*朝廷未能接納他們的徙胡建議。 
提問﹕ 
朝廷為何始終不肯徙胡? 
徙胡是否就能避免五胡亂華的發生? 
提示﹕ 
*君臣荒廢政事，無意正視問題 
*積重難返，無法執行 
*內徙胡人已成為晉室經濟及軍事力量的組成部份 
3) 武帝沒有顧及當時故族環伺的危機而輕率地罷州郡兵，自削地方武備。
故胡族一旦起兵，地方完全無法抵禦 
4) 八王之亂的影響 
*動亂使地方武力瓦解 
*以胡人助戰，使胡人盡知西晉的虛實而乘機作亂 
a) 成都王引劉淵為援 
b) 司馬騰引烏桓擊成都王 
c) 幽州刺史王浚召遼西鮮卑攻鄴 
5) 胡族受漢人的壓迫，積怨甚深 (引述江統的觀點) 
*邊吏非但沒有施以教化，反而虐待甚至濫殺胡人 
*被隨意販賣 (石勒年幼時就曾被拐賣到山東) 
6) 天災不斷，人民流離失所，故起來叛亂 (流民起義) 



5 講授永嘉之亂的經過 (五胡亂華之始)﹕ 
*帶出早在八王之亂未平之時，已有胡人反晉建號。 
1) 流民起事與成國的建立 
氐人李特聚集大批流民，時益州刺史羅尚貪暴，激起流民的反抗。時人謂﹕
「李特尚可，羅尚殺我」後李特戰死，其子李雄終逐走羅尚，攻下成都，
建國號成(304年)。成為首個脫離晉室的地區。 
2) 劉淵反晉與漢國的建立 
八王之亂時成都王穎遣劉漸率匈奴助戰，然後乘機招集族人起兵反晉，建
國號漢(304年)，都左國城(今山西離石縣北)，后遷平陽(今山西臨汾西北) 
*其部下王彌與石勒分別轉戰於山東淮南以及河南河北 
*劉淵亦攻佔黎陽，破晉軍於延津，沉殺三萬餘人於黃河。又命其子劉聰進
圍洛陽 
*(310年)劉聰繼位 
3) (311年﹕永嘉五年)東海王越率西晉主力及王公大臣等十餘萬人撤出洛
陽東歸，中途病死，其軍由太尉王衍統領，行至河南苦縣為石勒追及，
石勒以騎兵包圍射殺，晉軍自相踐踏而令全軍覆沒。王衍被擒後厚顏地
勸石勒稱帝以求免死而不得，終被石勒處死。臨刑前謂﹕「吾曹雖不如
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戳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 

4) 其後劉曜(耀)、石勒及王彌攻陷洛陽，懷帝被俘擄至平陽，不久遇害。 
晉室大臣又立愍帝於長安(317年)劉曜又攻陷長安，西晉滅亡。 

5 影響﹕ 
1) 令西晉滅亡，胡人盤據北方，晉人在南方重建政權 
2) 開始五胡十六國時期，南北陷入長達三百年的分裂 
3) 北方人湧入南方，加速南方的開發 
4) 民族融和，南北以及胡漢文化得以調和 
*除第一點之外,其餘都是長遠而非即時的影響 

10 總結﹕時間線、表解 “西晉滅亡之因” 
1) 帶出永嘉之亂是五胡亂華的開始 
2) 帶出永嘉之亂的重要性在於胡族首次入主中原，而漢人則首次完全失去
北方的統治權 
*思考題﹕ 
1) 有人認為八王之亂是導致永嘉之亂的關鍵，你同意嗎? 
提示﹕ 
a) 八王之亂的影響 
b) 導致永嘉之亂的其他原因 
c) 八王之亂與永嘉之亂的關係 
2) 西晉滅亡的關鍵是甚麼? 
提供答案﹕民族問題、朝廷腐敗、武帝措置失當、宗室內鬥 
*可在堂上著同學表決 
*除了為自己的理由辯護外，更要指出其他理由不是 “關鍵的原因” 
著同學回家試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