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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學校聯合總會  「2011 年中華歷史文化常識比賽」 
 

教材資料 ─歷史課本第 八 章 古 代 中 國 
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翻譯翻譯及補正 

 
World History Chapter 8 ：Ancient China,（McDougal Littell , California Edition,  lesson 1 to 4, page 247-
283 夏、商、周、秦、漢）。 
 

司法部長來到鎮上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comes to town) 

背景: 

公元前 500 年,  魯國聘用孔子為司法部長。由於孔子的教化, 犯罪的情形幾乎在魯國消失

了。以下的故事敘述孔子正在一個村莊訪視, 當地的村民對這位新任的司法部長感到十分

好奇。 這個故事說明孔子的教導方式以及他與村民互動的情形。請想像, 你正與其他村民

一起站在歡迎孔子的行列中。 

故事內容: 

我們看到他的牛車來到村落, 他就是孔子,當今最偉大的老師。我們很興奮地等待著他的到

來, 他是我們新的司法部長。傳說在他所擔任主要官員的地方, 犯罪的情形幾乎都消失了,

這真是令人難以置信的事。孔子向大家打招呼, 他說: 「我很高興看到大家都來了, 我們需

要改變生活的方式, 大家才能和平共處, 我已經研究好要如何使這樣的改變情形發生。」 

孔子接著說: 「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才能和別人和平相處。」他說: 「我們必

須以禮對待我們的家人,鄰居, 和統治者。」他繼續說: 「在家庭裡, 我們必須尊重我們的父

母及祖先, 我們必須以義行事, 選擇做符合義理的事,而不是以什麼會帶給我們利益來做選

擇的標準。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社會位置, 每個人都有個人應盡的義務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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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問孔子: 「這樣的規範是不是也可以應用在官員身上? 官員們常常欺騙人民, 並且常目

中無人, 好像他們就是神一樣。」孔子很快地回答: 「是的, 這些的規範也適用於在高層

官員,他們更應該以身做則, 立下好的示範, 我們以服從他們的領導來回報。」 我問: 「老

師, 是不是只要做這些你所說到的方法, 犯罪的情形就會消失了。」 孔子說: 「這些方法

聽起來好像很簡單,卻是十分有效的。」  他繼續說: 「無論如何,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尊

重別人。」他站起來準備離開, 做為一個聽眾的我, 決定要試試孔子的方法,有沒有人想和

我一起試試看呢? 

 

第一課 地理環境對古代中國生活的影響 (Lesson One Geography Shape Life 

in Ancient China) 

古代中國的地理環境特色 

主要提問: 自然地理環境對中國早期的發展有何影響? 

在中國, 你將看到類似明尼蘇達州,埃及,古印度文明類似的河流發展模式。中國兩大河流所

帶來的水和泥沙, 讓農業耕作可以發展, 城市沿著河岸建立起來, 這是中國古代文明的起

源。 

 

1. 自然屏障的隔離 

中國座落在亞洲大陸的東方,與赤道的距離和美國差不多是一樣的。古代中國的領土的東

邊有黃海、東中國海、太平洋, 領土的西邊、北邊有沙漠, 最北是戈壁大沙漠, 西邊除了有

塔克拉瑪干沙漠, 還有帕米爾高原、天山、喜瑪拉雅山, 形成一緊密的曲線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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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文明受限於自然地理環境的影響, 是個別孤立的, 不像尼羅河和新月沃土地區, 人類的

文明彼此緊密互動。高大的山脈, 廣闊的沙漠, 和大片的水域, 使得觀念和貨物的傳送十分

困難。因此, 中國古代的文明也就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 有著很不一樣的發展。 

2.兩條不同的河流系統 

中國兩條最主要流入太平洋的大河,一條是流經中部的長江,另一條是流經北方的黃河。兩

條河流所挾帶的黃泥沙, 為兩河流域帶來了肥沃的土壤, 古代中國的農業便是在這裡發展

起來。 古代中國的文明, 也就是在這個被稱為『北中國平原』的黃河流域發展起來的, 這

裡一直是中國文明的中心。 

 

多變的氣候 

 就像美國一樣, 中國有著多變的氣候。  就像美國西部一 樣, 中國的西部非常乾燥。就像美

國北部一樣, 中國的北部四季分明。不同的氣候, 有利於不同農作物的種植。稻米種植在潮

濕的南方, 小麥和粟則種植在較乾燥的北方。 

 

商朝 

主要提問: 中國的語言文字是如何發展出來的? 

西元前 2000 年, 黃河的農業聚落逐漸發展成為城市, 中國文化從黃河流域開始發展起

來。現代的中國文化可以追溯到西元前 2000 年的黃河流域, 因此中國文明可以說是世

界上最長久的歷史文明。 

 

1. 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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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在西元前 1766 年, 商王開始控制一些城市, 他們設立了朝代, 由商王的子孫世代統

治。 商王負責宗教活動,並宣稱他的權利是上天所賦與。 商王本身控制了北中國平原

的中心地區, 而他的親戚、家族則控制了周邊區域。商王運用戰車, 成功地防衛, 並打敗

北邊和西邊的游牧民族。 商朝與游牧民族間戰爭不斷。 

2. 商的家族 

在商的文化裡,尊敬父母與祖先是非常重要的, 家庭與宗教的關係密切。 中國人相信, 祖

先的靈魂可以為後代子孫帶來好運。 家庭每年會以動物牲禮來祭祀父親家族內的祖先,

男性掌控家庭的一切。 

3. 語言的發展 

商王宣稱, 他可以召請天神來幫助人民。 商王透過甲骨文來與上天進行溝通。 商王的

祭師在動物的骨頭或烏龜殼上, 刮出商王對上天所提問的問題, 然後再用燒紅的棒子碰

觸動物的骨頭或烏龜殼, 使它們產生裂痕, 祭師詮釋這些裂痕,並將答案刮在骨頭上, 這

些刮痕被認為是最早的文字形式。 

就像其他的古代文明, 商朝是從象形文字開始發展文字系統。運用簡單的素描或字形, 

來代表文字或概念。 從下面的右表, 你可以看到這些早期的象形文字和現代的中國文

字十分相似。相較於英文只有 26 個字母, 中文運用了大量的符號, 一個人須要知道至少

1500 個中國字來能進行簡單的中文讀寫。中國文字的文字不是拼音文字,所以你可以看

得懂文字的意思,但不一定會發音,好比一個不會說英文的人仍然可以看懂 2+2=4 。 

周朝 

主要提問: 周是如何征服商的領土?  

周從西北邊遷移下來, 和商有多次的爭戰。大約在 西元前 1027 年, 周武王, 帶領軍隊打

敗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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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和周朝 

中國朝代的興衰是有模式可尋的, 歷史學家稱之為朝代循環(Dynasty Cycle)。就像古埃

及一樣,  中國人相信如果統治者失去了上天的應允, 災禍就會發生。因此，統治者得

到上天應允的概念, 變成了傳統的中國文化概念, 這種概念稱之為『天命』。當統治者

昏庸無能時災禍就會發生, 例如農民暴動、叛亂、水災、或地震, 都代表著天命已經消

失, 也代表著更換統治者的時間到了。 

周朝承繼了許多商朝的文化, 這就是中國文化傳承和發展的模式, 一直持續到今日。 

 

周朝 

就像商朝一樣,周朝並沒有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 周王任用家族成員稱為諸侯,或其他

值得信任的人負責管理各地方。周王分配大片的土地給他們,他們就是那個地區的王一

樣,地方諸侯必須向周王貢獻忠誠與軍隊, 周王則必須保護他們的領土。 當聚落逐漸發

展成城市, 諸侯向外擴張領土時,他們的勢力就增強。於是更多的聚落歸諸侯管轄,地方

諸侯也不再仰賴周王,  地方諸侯彼此間也會有紛爭, 諸侯所新取得的領土進一步擴大了

中國的版圖。 

春秋戰國時期 

      領土的擴展, 是中國歷史裡很常出現的主軸。  從公元前 800 年開始, 遊牧民族經常

從北方和西方入侵中國。在 公元前 770 年, 遊牧民族入侵中國, 摧毀了當時的首都並殺

死周幽王,  王室家族逃離到洛陽, 重新建立新首都。從公元前 403 年開始, 中國便進入

了春秋戰國時期。 

                                                                
 

第二課 古代中國的哲學 (Lesson Two China’s Ancient Philosoph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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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經知道有關戰國時期的歷史, 在戰國時期中國社會是十分混亂的。為了爭奪領土, 

諸侯與諸侯,諸侯與君王之間戰爭不斷, 學者紛紛研究該如何取得和平。大致上來說, 有

三大思想家的說法: 法家、儒家、道家。每一個思想體系, 都有自己中心哲學理念, 或

一套基本思想概念, 和關於宇宙的看法。 

 

法家 

基本提問: 法家建議社會應該如何取得秩序? 

法家相信, 統治者應該用法律來強迫人民守法。法家認為社會不能失去秩序, 主張要有

一個強而有力的政府才能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 

 

峻法嚴罰 

法家認為人性本惡, 所以法家主張, 政府應該透過嚴格的法律來管理人民的行為。法家

認為, 嚴厲的懲罰才能 讓人民不敢做壞事。 

增強政府的控制 

商鞅是法家的支持者, 他要求人民要通報犯法的人。他認為不通報犯法的人是要被砍

成兩段的。 法家認為 統治者應該獎勵服從法規的人。法家不希望人民報怨政府, 或

質疑政府的所作所為。法家認為應該將質疑政府, 或有不同意見的人抓起來。法家也認

為含有不同哲學, 或思想主張的書籍, 應該予以燒毀。 

 

儒家 

基本提問: 儒家的主張如何為中國帶來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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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出生於公元前 551 年, 死於公元前 479 年。 當時的中國的社會充滿矛盾和不安 , 

他致力於發展一套思想學說來解決衝突與紛爭,希望為中國帶來和平。依據孔子的思想, 

尊重他人是和平與合諧的必要條件。 統治者應以身作則, 讓人民知道什麼才是正確行

為。孔子的學生將他的思想記錄下來, 並整理成書--《論語》, 這本書講述了孔子的思

想系統—也就我們現在所稱的 『儒家思想』。 

 

五倫 

孔子教導人們應有適當的行為守則。在儒家思想裡, 有五種基本人際關係的倫理: 父子、

夫妻、 兄弟、 朋友、 君臣。五倫將人的行為分成兩大類, 一類是在家庭裡, 另一類是在社

會裡。 

倫語 節錄 

子游問孝。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不敬，何以別乎？」 

意思是: 「現在的人以為能養活父母就是孝順了。其實養狗和養馬不也是養嗎？ 如果對父

母不恭敬, 那和養狗或養馬有什麼不同呢?」 

孟懿子問孝。孔子回答 : 「無違」 

樊遲問孔子「無違」是什麼意思?  

孔子回答說: 「生, 事之以禮,死,葬之以禮, 祭之以禮」意思是: 「對父母親要恭敬有禮。若

父母親不幸過世，要恭敬地舉行葬禮，逢年過節，要祭拜父母。 

 

正當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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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相信, 正當的行為和尊重是從家庭開始。丈夫要善待妻子, 妻子要服從丈夫的決定, 兄

弟要和睦相處, 弟弟應該遵從兄長的意願。孔子最重要的理念之一, 便是提倡孝道, 教人要

尊敬父母。孔子也很關注人在社會裡的正當行為。統治者應該得到尊重。統治者的責任, 

是要有合乎禮的行為和敬愛人民。如果統治者以合乎禮的方式治理國事,人民就應服從他

的領導。如果所有的人都以禮行事, 那麼社會就可以得到和平。 

 

儒家的影響 

 儒家為中國的家庭與社會, 定下了清楚的道德規範。 遵守這些道德規範, 人們可以避免衝

突,社會可以得到和諧。 很多古代中國的統治者試著遵循儒家的思想, 成為優良的統治者。 

儒家鼓勵興學, 孔子教育平民也為統治者訓練出一批有才能的官員。 

 

孔子 

Confucius 一字是從孔子的中文名字翻譯而成, 意思是至聖先師。孔子 19 歲時, 替一貴族家

族擔任管放牧牛羊的工作, 之後他從事教育工作,受聘於富人家庭,負責教導他們的子女。他

一直很想謀得官職, 所以他才能有機會將他的理想用來改變社會。孔子有一個概念, 你一定

會覺得很熟悉: 『已所不欲,勿施於人』。,孔子 51 歲那年, 他被任命為魯國的司法部長, 他

十分成功地讓魯國不再有罪犯, 並成為其他國的典範。 不幸的是,孔子最後被迫離開他的官

職, 並且非常失意地離開了魯國。 

 

道家 

主要提問:  道家是如何看待社會? 



 9

在本章第三個要介紹的中國哲學思想, 是由老子開啟的。老子大約生在公元前 500 年, 老子

的名字意思是老師傅, 他所講述的書, 名為《道德經》, 他的學說稱為 「道家」, 和「法

家」、「儒家」有很大的差別。 

 

道 

道家相信, 天地宇宙有一自然法則,稱之為「道」。 除了人以外, 天地萬物都與「道」和諧

相處。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與自然和他人相處的方法。如果每個人都能學習順著「道」生活, 

就能與自然合而為一。與自然合而為一就能清心無慾。道家並沒有談論太多什麼是好, 或

什麼是壞, 也沒有試著要去改變事情。 道家接受事物原本的樣貌, 也不願意與政府有任何

關連。道家試圖瞭解天地宇宙的道理, 希望與自然和諧相處。 道家的思想包括, 陰和陽,  

陰代表陰冷和黑暗, 陽代表溫暖和 明亮, 太極圖中白色部分代表陽,黑色部分代表陰,陰陽二

股力量總是不斷在改變和演化,二者相反又相成。道家思想幫助人們的生活順應天地宇宙

的自然法則。 

 

第三課 秦 朝和 漢朝 (Lesson Three The Qin and the Han) 

 

 秦統一中國 

主要提問: 秦朝如何統一中國? 

中國新的統治者來自於秦國 。有些學者認為, 中國 (china)的名字源起也許來自秦。新的

統治者自封為「始皇帝」, 他統一了全中國。 

 

強調法治的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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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21 年, 「始皇帝」結束戰國時代的紛亂, 他征服了其他諸侯國,驅逐侵略的北方遊

牧民族,  建立了一個比周朝還更大的封建國家。「始皇帝」主張用法制來管理國家, 他試

圖掃除儒家的思想, 殺死 460 個批評他和尊從儒家思想的人,  他下令焚燬凡是有他不喜歡

內容的書。 

 

統一中國 

「始皇帝」希望建立一個強而有力的中央集權政府, 為了增強中央政府的權力,他削弱貴族

家庭的權力。 他從那些被打敗的貴族手中收回領土,  同時強制貴族必須住在首都內,以方

便監督, 這些措施削弱貴族的勢力, 增強皇帝的權力。 

 

「始皇帝」希望統一全中國, 他建築道路和灌漑系統, 強徵農民來做這些工程,並且對人民

課徵很高的稅金來支付工程費用。他統一了中國境內的度量衡, 錢幣, 和文字 這些措施使

中國境內各地更容易互相進行交換和貿易。 

 

長城 

「始皇帝」計劃沿著中國北方邊界修築一道長牆, 用來防衛北方遊牧民族的侵襲。 他強徵

成千上萬的農民和罪犯從事修建工作, 很多人因過度工作而死亡, 這些死亡事件在民間引起

很大的怨恨。「始皇帝」把戰國時代的一些長牆,一段段地連接起來叫做長城。最早的牆

是用泥土蓋起來的, 晚期的牆使用了石頭和磚塊。現在的長城已經是經過了多次的修建和

延長。 

秦朝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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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皇帝」在公元前 210 年去世。他的陵墓雄偉壯觀, 其中還有一支陶土燒製的軍隊與他

一同被埋葬, 在 1974 年, 考古學家首次發現這批兵馬俑。 

 

漢朝 

主要提問: 漢朝如何統治中國? 

「始皇帝」的兒子不像他的父親, 他並不是個強勢統治者。在他的執政時期, 很多人起來

反抗。 他退位之前的那一年, 發生了農民叛亂, 最後一個名叫劉邦的軍隊領袖, 打敗秦王。 

劉邦結束農民叛亂,並重新統一中國, 在公元前 202 年建立漢朝。同一時期的歐洲地區, 正

處於羅馬帝國時期。 

漢朝 

劉邦繼續保留秦朝中央集權的政府,但減輕農民的賦稅, 他採取比較不激烈的處罰措施。 漢

朝時, 農民每年須在政府的公共工程上貢獻一個月的勞動力, 劉邦運用這些勞動力修築道路, 

運河, 和灌溉系統。 

 

漢朝雖然也是諸侯制，但是和周朝不同。漢朝的諸侯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方面沒有周朝

的諸侯獨立。漢朝建立了一套官僚體系, 政府官員是由皇帝來選取任用, 他們到各地方政府

任職, 執行皇帝的旨意。漢朝有一套考試制度, 用來找出最優秀和最有操守的人, 讓他們出

來擔任政府的官員。這種考試制度是以儒家思想為主要的內容。 

漢朝的拓展 

 

劉邦在公元前 195 年去世, 他的遺孀 -- 呂后 代理兒子治理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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呂后去世之後，由劉邦的另一個兒子繼任為皇帝, 是為漢文帝,漢文帝死後將皇位傳給兒子

景帝，他們把國家治理得很好，稱為《文景之治》。景帝的兒子是漢武帝，他透過戰爭擴

大了中國的領土。漢武帝有許多光榮的戰績, 中國的南方省分, 越南的北邊,朝鮮的北方都

為他所征服。 當時中國領土的範圍已經與現在一樣大。 

雖然經歷了諸侯叛亂、農民起義、洪水、飢荒、經濟恐慌, 漢朝仍然一直延續到公元 220

年才結束。 

 

漢朝時的中國生活 

主要提問: 在漢朝時代,  生活在中國是怎麼樣的情形? 

很多現代的中國人自稱為漢族,他們有著很強的祖先歷史認同。漢族是勤勞的民族, 擁有繁

榮的文明。 

 

漢朝的日常生活 

農村生活 

在漢朝社會, 大部份的人務農為生。 農民住在靠近農田的村落裡, 大部份的屋舍是一層或

兩層高的土屋或磚屋, 穀倉、豬圈和倉儲也在同一地方。 富裕人家才能養得起一兩頭牛

來拉犁, 窮人家就得靠人力拉犁。富裕人家和貧窮人家, 都擁有簡單的農具來幫助耕種。中

國農民穿著和現代衣服很類似, 有簡單衣服和鞋子。天氣寒冷時, 他們穿棉袍保暖。北方

的農民種麥和粟,南方的農民種稻米, 農民種蔬菜來補充食物的來源。 日常食物裡也有魚

和肉,但比較昂貴, 所以一般人比較少吃魚肉。 

 

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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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朝也有城市,並不是每個人都住在農村。 城市是商業交易,教育和政府行政的中心。 商

人、工匠、官員都住在城市裡。宮殿和貴族及富人的住宅精緻華麗 。城市是擁擠的, 充滿

各式各樣的娛樂、 樂師、變戲法或耍雜技的人, 從某個角度來看,漢朝的城市和現代的城市

差異不大。 

 

第四課古代中國的傳奇 (Lesson Four The Legacy of Ancient China) 

 

絲路 

主要提問: 在絲路上運送的貨物有那些種類? 

在漢朝時代,全世界只有中國人知道如何造絲。 絲是當時是許多人(包含中國地區與非中國

地區)所喜愛的高級紡織品。在中國開啟與西方的貿易路線裡, 絲扮演了重要角色。 

 

橫跨歐亞的連結 

 

橫跨歐亞大陸的貿易路線名為「絲路」, 因為商人帶著絲綢及其他貨品所組成的商隊在這

條道路往返歐亞。這條往西方的通路, 從中國出發, 經過中亞、美索不達米亞最後到達歐

洲。 由於它橫跨兩個大陸 (歐洲和亞洲),  被稱為 trans-Eurasian, 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貿易

網的一部份。 

 

在公元 100 年左右, 絲路已經大致成形。 從中國運出包括絲、紙、陶器等貨物,以之和西方

交換貨物, 如芝麻、油、 金屬、寶石等。其中有一項交換貨物是中國極為喜愛的, 就是來

自中亞的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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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傳播 

透過絲路運送和交換的不只是貨物, 還有思想和習俗。 這種思想和習俗的擴散,我們稱之為

「文化傳播」。 例如中亞的軍隊方法, 佛教思想, 西方的文化方式, 都是經由此種方法抵達

中國。同樣的, 中國的藝術、絲綢、陶器也經由此通道影響了西方文化。 

 

佛教的傳播 

在漢朝, 佛教的信徒通過絲路來到中國。 之後, 佛教又經由中國進一步傳播到日本和韓

國。 佛教到了中國做了適度的調整, 使它能更符合中國的文化傳統。 

 

重要的思想和信仰 

主要提問: 儒家與道家思想有什麼重要性?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國的行政與教育系統裡, 一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即使到今日, 在中國日

常生活裡, 孔子關於社會責任的主張, 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儒家思想也被傳播到日本, 韓國

和越南。 

 

道家 

道家思想也對中國有長遠的影響, 到公元六世紀時,道家已經是一個有祭師, 儀式,和專門著

作的信仰。 不像儒家被進一步傳播到其它國家, 道家則一直停留在中國境內。 

 

中國的發明和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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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提問: 中國人的日常生活裡在漢朝有何大轉變? 

中國有著龐大的人口,且一直持續成長。由於農業對中國的重要性, 很多發明也都是與農

業相關。 

 

 農業的進步 

中國的農具發明使農業耕作變得更簡易,並且能生產更多的穀物去進行商業交易, 例如設計

良好的犁和農耕器具可以增加農作物的產量、馬環帶可以讓馬匹拉更沉重的貨物、手推車

的發明也讓農夫可以推動重物、水車運用河流的水力來磨麥, 這些農業新發明在以農立國

的中國有很高價值。 

 

紙 

在公元 105 年, 中國發明了紙張。在此之前, 所有的書本都是以絲或是竹簡等製成的。然而,

這些造價便宜的紙張, 是用舊破布、桑樹皮、大麻纖維混製而成, 造價便宜的紙張讓書本可

以在重視學習的中國變得普及,也讓政府單位能夠將許多記錄保存下來。 

 

絲 

絲美麗且持久, 絲可以被染出各種明亮的顏色,  絲是最佳的貿易商品。中國用絲綢來與西

方交換金、銀。 在當時, 一磅重的絲綢等同於一磅重的金子。金和銀的輸入, 對沒有太多

金礦或銀礦的中國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