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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引言 

 

一、 設計理念： 

 
傳統的歷史教學法，皆側重向學生灌輸歷史資料和史實，學生學習時難免覺

得呆板和乏味。這份工作紙的設計，旨在從一個較輕鬆有趣的角度，切入「貞觀

之治」一題，透過說故事的形式，讓學生在一個輕鬆的環境下，認識唐太宗這人

物及其政績，提起他們對這歷史人物的興趣。在讀完故事後，學生需要回答有關

唐太宗的品格和態度等問題，引導他們思考唐太宗的為人和特點，為最後的討論

問題作準備。在讀畢所有故事後，學生當能從剛才練習的基礎上，從唐太宗身上

分析並歸納出一個賢明君主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 
 

本練習希望透過這種方式，使學生對唐太宗的印象更為深刻，並增強他們對

歷史人物的判斷能力。 
 

二、 對象： 

 
中四級中國歷史科學生 
 

三、 教學目的： 

 
1. 讓學生初步認識「貞觀之治」。 
2. 讓學生反思，從唐太宗身上歸納一個賢明君主應該具備的基本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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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工作紙 

 

你知道唐太宗李世民是誰嗎？你聽過有關唐太宗李世民的故事嗎？ 

             
李世民(599-649)，是唐高祖李淵之次子，唐代第二

位君主。出生於武功（今陝西武功西北）。四歲時曾

有相面先生預言說，此子將來必定能濟世安民，因

此以「世民」為名。他自十六起輔助李淵攻打天下，

才華畢露。在武德九年（626）六月，李世民等人策

動「玄武門之變」，將太子李建成和四弟李元吉殺

害。兩天以後，唐高祖下詔將李世民立為太子。八

月，唐高祖禪位而為太上皇，李世民登上帝位，是

為唐太宗。第二年年初改元貞觀。在西元六二七年

至六四九年前後二十三年內，唐太宗的英明統治，

造就了中國歷史上少有的繁盛局面，史稱「貞觀之治」。     唐太宗像 

 
 

宋代的史書《資治通鑑》，記載了不少唐太宗執政期間的故事。讓我

們細心閱讀，一起認識太宗的品格為人和他的治國方略。 

 

故事一 

太宗有一天問房玄齡、蕭瑀，「隋文帝和我比怎麼樣？」房玄齡、蕭瑀說，「隋

文帝勤於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員一起討論朝政，吃飯的時候都是衛士送飯。他

雖然性情算不上仁厚，也是一個勤勉的皇帝」。太宗說，「你們只知其一，不知其

二。隋文帝很多事不明白卻總想搞清楚。不明白就有考慮不周的地方，總想搞清

楚就必然多疑。什麼事情都自己決斷，而不依靠群臣。天下這麼大，事情這麼多，

累死了也不會什麼都料理好！群臣瞭解隋文帝的習慣，就等現成的，雖然心裏有

不同意的地方，也不敢進諫，所以隋朝兩代就滅亡了。而我不是這麼做。我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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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人才找出來授予其官職，讓他們處理天下的事，我來聽取報告，辦得好就獎

賞，辦得不好就懲罰，誰會不盡心盡力呢！這樣就不會擔心天下治理不好了。」  

和隋文帝比較，唐太宗處理政事的手法有何優勝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二 

貞觀元年（627），唐太宗在一次宴會上論功行賞，將謀士房玄齡、杜如晦的

功勞列為第一，並任為宰相，執掌朝政，此舉引起了叔父淮安王李神通和驍將尉

遲敬德的不滿。他們自恃戰功顯赫，資深位高，口出怨言，擾亂慶功秩序，甚至

還揮拳打傷前來勸解的任城王李道宗的眼睛。於是，諸將爭功，大吵大鬧。太宗

於是聲色俱厲地對李神通說：「叔父雖在義旗初起之時，有首倡之功，但後來卻

在同竇建德和劉黑闥的兩次作戰中，一次全軍覆沒，一次望風逃竄。玄齡、如晦

運籌帷幄，安定社稷，論功行賞，理當第一。你雖是我的叔父，國家貴戚，但卻

決不能以私恩濫與功勳之臣同賞！」接著，他又對尉遲敬德說：「我以前在讀《漢

書》時，看到漢高祖時的有功將領很少有保全性命的，常對高祖心懷不滿，因而

想引以為鑑，有意保護功臣，不使其子孫斷絕。但你卻經常居功自傲，觸犯法律。

我今天才明白漢初大將韓信和彭越等人的受戮被殺，家破人亡，並非是漢高祖的

過失。國家大事，只有賞罰兩種。非分之恩，不可兼行，你要自珍自愛，免得將

來後悔。」李神通和敬德聽了這番警告以後，當即表示悔過自新，這場爭功風波

很快便得到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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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宗處理群臣爭功的手法，可見他對賞與罰的態度是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太宗怎樣看待前朝的史事？試從他訓斥李神通和尉遲敬德的一段話

中找出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三 

太宗在位的時候，突厥經常進犯唐朝邊境。有一年，突厥遭遇大雪，羊馬死

亡甚多，民饑畜瘦，群臣勸太宗借機進攻突厥。太宗說，「我和人家剛結盟就背

棄盟約，這是不守信用；在人家遭災的時候牟取好處，這是不仁愛；乘人家在危

難的時候取得勝利，也不是正當的武裝行動。即使突厥各個部落都叛亂了，牲畜

一隻不剩，我也不進攻，一定待到他有罪了，我再討伐它。」 

 

當群臣都主張乘人之危，出兵攻打突厥時，太宗是否同意這種做法？

為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反映了太宗是個怎樣的君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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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四 

 太宗曾對左右臣下說，「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

就等於割下自己的肉填飽肚子，吃飽了也死了，皇帝富裕了國家也滅亡了。要天

下安定，皇帝必須先正其身。我沒有見過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亂的情況。所以，

皇帝的憂患不是來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

賦稅就重，民眾因此就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不成了。我常常這

樣想，因此不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太宗認為治國者以甚麼為最重要？這種態度促使他在賦役方面定下

怎樣的政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作為一國之君，太宗的個人修養是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五 

有一次，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太宗問到，「誰是佞臣呢？」上書人

說，「皇帝可以假裝憤怒來試探，據理力爭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

佞臣」。太宗說，「皇帝是河水的源頭，群臣是大河的水流。源頭汙濁了卻要求河

水清澈，不太可能。我使用了詐術，怎麼能夠要求群臣梗直呢？我以至誠之心治

理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群臣感到恥辱。你的計策雖然好，我

也不想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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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對話裏，可見太宗是個怎樣的君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六 

 

太宗曾經對侍臣說，「我讀《隋煬帝集》，文辭深奧博大，隋煬帝也知道讚揚

堯舜批評桀紂，為什麼做事就不是這樣呢！」魏徵說，「皇帝即使是聖人，也應

該謙虛接受別人的意見。這樣，智慧的人會獻出自己的謀略，勇敢的人也會竭盡

全力。隋煬帝仰仗自己有才十分驕橫和自以為是，說的是堯舜的話，做的卻是桀

紂的事，還不自覺，最後導致滅亡」。太宗說，「這些事情過去沒有多久，我們得

記住其中的教訓。」 

 

唐太宗和隋煬帝都讚揚堯舜，批評桀紂，但兩人的施政卻迥然不同。

這反映太宗的甚麼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七 

有一天，太宗對大臣們說，「人要看到自己的形象得照鏡子，皇帝要想知道

自己的過失得靠忠臣。如果皇帝拒絕群臣進諫而且自以為是、群臣用阿諛奉承的

辦法順著皇帝的心意，皇帝就會失去國家，群臣也不能自保！像虞世基等為了保

住自己的富貴用諂媚的辦法侍奉隋煬帝，隋煬帝被殺，虞世基等也被殺了。你們

應該記住這個教訓，我做的事情當與不當，你們一定要說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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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說，「我每次上朝，想說一句話前都考慮許久，我擔心說的話對民眾不

利，所以說話不多」。負責記錄的官員說，「我的職責就是記錄聖上說的話，聖上

說錯了，我也一定會記下來，這樣聖上說錯的話不僅給當今造成損害，而且也會

讓後人恥笑」。太宗聽後很高興，賞賜這個官員帛二百段。  

當發現自己的言行過錯時，太宗鼓勵群臣要怎樣做？這反映了他的為

人怎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八 

貞觀四年（630）三月，

唐將李靖、李勣大敗突厥，俘

其頡利可汗，東突厥滅亡，唐

朝的版圖擴大到了今天的貝

加爾湖以北，原屬突厥的部落

有的北附薛延陀，有的西奔西

域，其餘投降唐朝的尚有十多萬人。如何處理這十多萬突厥降眾，唐太宗召集朝

臣商議。大多數朝臣認為：北方的遊牧民族自古以來就是中原地區的嚴重邊患，

今天有幸將其滅亡，應該將他們全部遷到黃河以南的內地居住，打亂他們原來的

部落組織和結構，分散雜居在各個州縣，引導他們耕種紡織。這樣，就可以使原

來桀驁不馴的遊牧民族變成易於制服的內地居民，使塞北之地永遠空虛。 

當時亦有人提出，少數民族弱則請服，強則叛亂，向來如此。因此應該將他

們驅趕到莽莽草原之上，不可留居內地，以絕心腹之患。只有中書令溫彥博力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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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主張將突厥降眾遷居到水草豐美的河套地區居住，保全他們的原有部落，

順從他們的生活習俗，這樣既可以充實空虛之地，又可以加強北邊的邊防力量。

最後，他還針鋒相對地指出：「天子對萬事萬物，應該像天覆地載一樣，無有遺

漏。今天突厥在窮困潦倒之時歸降於我，能將他們拒之於外而不予接受嗎？」唐

太宗很贊成溫彥博的建議，並補充說：「自古以來都是貴中華而賤夷狄，只有我

對他們都是愛之如一的，所以少數民族都好像順從父母般聽從我的。」於是，太

宗在河套地區設立了定襄和雲中兩個都督府，統領突厥降眾。對於願意歸附的各

級酋長，都拜為將軍、中郎將，佈列朝廷，五品以上的少數族官員就有一百多人，

幾乎佔到了全部朝臣的一半左右，相繼遷入長安居住的有將近萬家。此政策很快

得到了邊疆民族的擁護和愛戴，他們紛紛將唐太宗尊為「天可汗」，敬若神明。 

從這個故事中，你能指出太宗深受外族的尊敬和愛戴的原因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太宗得到四方外族的擁護，這對唐室的政局有何影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唐太宗執政期間，經常與身邊的侍臣和自己的子姪討論治國之道。以

下三則都是太宗著名的言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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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九 

（魏徵死後，）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

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

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因泣下久之。         

       ----《貞觀政要．任賢》 

太宗以哪兩項事物，作為自己的借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魏徵的離世，使太宗如失一鏡。這反映太宗的甚麼特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十 

 （虞世南死後，）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拾遺

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倫准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

必犯顏而諫之。今其雲亡，石渠、東觀之中，無復人矣，

痛惜豈可言耶！」未幾，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理亂

之道，既而歎曰：「鐘子期死，伯牙不復鼓琴。朕之此篇，

將何所示？」因令起居褚遂良詣其靈帳讀訖焚之，其悲

悼也若此。又令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晦、李靖等

二十四人，圖形於淩煙閣。      

       ----《貞觀政要．任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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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宗十分痛惜虞世南的離世。虞世南有甚麼過人之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反映了太宗哪方面的優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太宗將房玄齡等二十四個大臣的圖像，放在淩煙閣裏，這反映出太宗

對大臣的態度是怎樣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故事十一 

唐太宗經常訓誨子姪，務求使他的繼任者亦能像他一樣，成為一位好君主。

以下是貞觀十八年(644 年)，太宗和太子李治的對話： 

「（太宗）見其（太子李治）臨食將飯，謂曰：『汝知飯乎？』對曰：『不知。』

曰：『凡稼穡艱難，皆出人力，不奪其時，常有此飯。』見其乘馬，又謂曰：『汝

知馬乎？』對曰：『不知。』曰：『能代人勞苦者也，以時消息，不盡其力，則可

以常有馬也。』見其乘舟，又謂曰：『汝知舟乎？』對曰：『不知。』曰：『舟所

以比人君，水所以比黎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爾方為人主，可不畏懼！』見

其休於曲木之下，又謂曰：『汝知此樹乎？』對曰：『不知。』曰：『此木雖曲，

得繩則正，為人君雖無道，受諫則聖。此傅說所言，可以自鑒。』」 

----《貞觀政要．教戒太子諸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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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段對話中，可見太宗對治國有甚麼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太宗透過四件事物和比喻，告誡太子治國的三項基本方針。你能指出

是哪三項嗎？ 

事物 / 比喻 治國方針 

吃飯、騎馬  

水的比喻  

樹木的比喻  

 
 
唐太宗是中國歷史上傑出的政治家。他吸取了隋亡的教訓，任用賢良，虛懷納諫，

進一步調整了統治政策，使政治清明，出現了「貞觀之治」的局面。據《資治通

鑒》記載，貞觀年間天下太平，當時「流散者鹹歸鄉裏，米鬥不過三四錢，終歲

斷死刑才二十九人。東至於海，南極五嶺，皆外戶不閉，行旅不齎糧，取給于道

路焉。」奠定唐室的統治基礎。唐太宗李世民亦成為千古傳頌的明君。 
 

思考問題： 

唐太宗之所以能成為一代明君，對內政治清明，對外武功鼎盛，有哪

些因素？ 

你能從唐太宗身上，歸納出一個賢明君主應該具備的條件嗎？ 

 
你可以從以下七方面來思考： 
一、 個人修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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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治國理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對待人才的態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君臣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吏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 對待前朝歷史的態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處理外族的手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其他條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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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參考書目 

1. 李世民撰，宋鋼、修遠校釋：《帝範》。呼和浩特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9 年。 

2. 李世民撰，金盛淵譯釋：《王道 : 中囯十大傑出帝王守成治天下的方略》。

北京:中囯華僑出版社，2001 年。 

3. 張世文：《唐太宗傳》。北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 年。 

4. 陳佳榮：《新編中國史第四冊》。齡記出版有限公司，1993 年。 
5. 揚帆：《李世民的貞觀之治》。臺北：笙易有限公司文化事業部，2000 年。 

參考網址 

1. 《貞觀政要》網上版：http://angelibrary.com/oldies/zgzy/ 
2. 《資治通鑑》網上版：http://www.chinakyl.com/rbbook/big5/sjcy/ztj.htm 
3. 中華人：http://www.greatchinese.com/emperors/tangtaiz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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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參考答案 

故事一 

和隋文帝比較，唐太宗處理政事的手法有何優勝之處？ 

完全信頼大臣，而且賞罰分明，使群臣盡心治國。 

故事二 

從太宗處理群臣爭功的手法，可見他對賞與罰的態度是怎樣的？ 

賞罰分明，論功行賞，決不會為私人恩怨而賞罰偏私。 

太宗怎樣看待前朝的史事？試從他訓斥李神通和尉遲敬德的一段話

中找出答案。 

經常以前代君主和史事作借鑑，避免重蹈覆轍。 

故事三 

當群臣都主張乘人之危，出兵攻打突厥時，太宗是否同意這種做法？

為甚麼？ 

不同意。因為這是不符合仁義的舉動。 

這反映了太宗是個怎樣的君主？ 

為人正直，是個仁義之君。 

故事四 

太宗認為治國者以甚麼為最重要？這種態度促使他在賦役方面定下

怎樣的政策？ 

人民是最重要的，是國家的根本。所以統治者施政時應該以民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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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使他定下輕徭薄賦的政策。 

作為一國之君，太宗的個人修養是怎樣的？ 

他清心寡欲，懂得控制自己的私欲，過著節儉而不奢侈的生活。 

故事五 

在這段對話裏，可見太宗是個怎樣的君主？ 

他為人正直，雖然身為人君，但卻不用權謀之術來對待臣下，而是坦誠與群臣相

處。 

故事六 

唐太宗和隋煬帝都讚揚堯舜，批評桀紂，但兩人的施政卻迥然不同。

這反映太宗的甚麼優點？ 

太宗能汲取前朝教訓，引以為鑑。 

故事七 

當發現自己的言行過錯時，太宗鼓勵群臣要怎樣做？這反映了他的為

人怎樣？ 

太宗鼓勵群臣要將他的過錯指出來。 
這反映太宗為人重視諫言，能夠虛懷納諫。 

故事八 

從這個故事中，你能指出太宗深受外族的尊敬和愛戴的原因嗎？  

唐太宗並不歧視少數民族，公平對待歸降的外族。 

太宗得到四方外族的擁護，這對唐室的政局有何影響？ 

外族附首稱臣，降服大唐，紛紛來朝，使唐室去除外患的威脅，統治力量更形鞏 
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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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九 

太宗以哪兩項事物，作為自己的借鑑？ 

一、以古代歷史為借鑑，知道前人治國的經驗教訓； 
二、以身邊大臣的諫言為借鑑，知道自己施政的得失。 

魏徵的離世，使太宗如失一鏡。這反映太宗的甚麼特點？ 

可見太宗非常愛才，亦勇於接受群臣的直諫。 

故事十 

太宗十分痛惜虞世南的離世。虞世南有甚麼過人之處？ 

他敢於犯顏直諫。 

這反映了太宗哪方面的優點？ 

他能虛懷納諫，所以很痛惜賢臣的離世。 

太宗將房玄齡等二十四個大臣的圖像，放在淩煙閣裏，這反映出太宗 

對大臣的態度是怎樣的？ 

太宗十分重視和愛惜人才。 

故事十一 

從這段對話中，可見太宗對治國有甚麼看法？ 

治國者必需以民為本。 

太宗透過四件事物和比喻，告誡太子治國的三項基本方針。你能指出

是哪三項嗎？ 

事物 / 比喻 治國方針 

吃飯、騎馬 輕徭薄賦，不奪農時，不可役民太甚 

水的比喻 施政要順應民意，以民心的向背為基礎 

樹木的比喻 君主要善於訥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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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問題： 

唐太宗之所以能成為一代明君，對內政治清明，對外武功鼎盛，有哪

些因素？ 

你能從唐太宗身上，歸納出一個賢明君主應該具備的條件嗎？ 

（學生自由作答。在每一項目下舉出數個例子，加以說明，言之成理者即可。以

下列出各項重點，以供參考） 
 
一、個人修養 
個人品格—正直、坦誠。 
清心寡慾、節儉自制。 
 
二、治國理念 
以民為本，體恤人民的需要，故能定下輕徭薄賦的政策。 
 
三、對待人才的態度 
愛惜人才、重視人才、虛懷納諫。 
 
四、君臣關係 
愛惜和信任群臣。 
 
五、吏治 
賞罰分明而公正，不會徇私，故能服眾。貞觀一朝吏治清明。 
 
六、對待前朝歷史的態度 
善於以前朝歷史教訓為借鑑對象，避免重蹈覆轍。 
 
七、處理外族的手法 
以德服眾，用平等尊重的態度對待外邦，使其歸順，有助鞏固唐室的統治。 
 
八、其他條件 
學生可自由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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