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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中文學校聯合總會 
 

「2011 青少年中華歷史文化常識比賽」 
 

高級組教材─加州七年級世界歷史課本 
 
World History, Medieval to Early Modern Times（HOLT California Social 

Studies, Chapter 7 China，page 162-179）  

                              第 七 章  中      國               (教育研究發展委員會直譯) 

Section 1 China Reunifies  

 (前言)  在公元 264 年, 假設你是一個中國農人, 雖然你的祖父經常提到古代中國是很團結的, 

但你所知道的只有各國統治者之間的戰爭。這時候, 有一個人路過你所在村莊, 他提到在別的

地方甚至有更多的衝突。 

 

分裂時期 (The Period of Disunion) ──三國、魏、晉、南北朝時代。 

當漢朝瓦解時, 中國分裂成幾個小國, 由不同的軍隊將領所統治管理。歷史學家通常稱漢朝瓦

解以後的歷史為「分裂時期」, 從公元 220 年一直到公元 589 年才結束 (The Period of 

Disunion) 。 

 在分裂時期, 雖然戰爭是很常見的, 和平亦有進展。此時期, 北方的遊牧民族居住在中國北邊, 

有些中國人接納遊牧民族的文化元素, 有些遊牧民族採用中國文化元素。例如, 有一遊牧民族

的首領要求他的族人採納中國文化、說中文、穿中國服飾。因此, 中國文化與遊牧民族文化

有了進一步的融合。在中國的南方,  同樣也發生類似的文化融合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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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北方的中國人因為不願意生活在遊牧民族所統治的區域, 紛紛往南遷移。 北方中國人往

南遷移, 結果讓北方文化有機會與南方文化接觸、融合。 

 

此時期不同族群與地區文化之間的融合, 為中國文化帶來了新的改變面貌。新的藝術與音樂

被發展出來, 新的食物或衣著風格變得廣為流行。這些新形式的中國文化散播到更遠的地區, 

讓更多人接納中國文化, 變成中國人。 

 

隋朝, 唐朝,宋朝 (The Sui, Tang, and Song ) 

經過了幾世紀的政治紛亂, 中國終於又重新統一起來。在接下來的 700 年裡, 雖然中國歷經不

同的朝代, 但ㄧ直維持統一的局面。 

 

隋朝 (The Sui Dynasty) 

從北方來的新統治者『楊堅』, 是終結中國長達幾個世紀分裂歷史的人。公元 589 年他征服

了南方, 重新統一中國, 並開創隋朝。,在政治制度方面，隋朝鞏固了中央集權制度；正式制

定出完整的科舉制度，以選拔優秀人才做為政府的官員。隋煬帝開鑿了 貫穿中國南北的大

運河，貢獻很大。隋朝沒有維持很久,僅從公元 589 年到公元 618 年。 

 

唐朝 (The Tang Dynasty) 

公元 618 年, 隋朝的舊將領推翻隋朝, 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 『唐朝』。在唐朝所統治的 300

年裡, 唐朝將中國的領土擴張到亞洲的東邊, 與部份中亞地區。歷史學家認為, 唐朝是中國古

代文明的黃金時期。唐太宗是唐朝最偉大的統治者之一, 他透過各種方式重新整合中國,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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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軍隊組織、建立法制系統、土地重劃計劃 (農地均分計劃) 。『唐玄宗』則是唐朝另一位

偉大的統治者, 在他的統治之下, 中國文化繁榮成長, 很多中國古代有名的詩人, 都是出現在此

一時期。中國歷史上唯一女性統治者出現在唐朝, 她是『武則天皇后』。她治理國家的手段

也許有些太狠毒, 但她是一個聰明且很有天份的統治者。 

唐朝衰退以後, 中國歷史進入另一個混亂分裂的時期, 中國被境內許多不同的小國家分裂割據, 

它們彼此之間戰爭不斷。這個時期被稱為『五代十國』, 從公元 907 年到公元 960 年, 共維持

53 年之久。 

 

宋朝 (The Song Dynasty) 

公元 960 年, 中國再一次被宋朝統一, 就像唐朝一樣,宋朝統治中國直到公元 1279 年, 前後長達

300 年左右。宋朝和唐朝一樣, 中國在各方面有很多偉大的進展。 

 

佛教時代 (The Age of Buddhism) 

正當中國歷史在經歷政權轉換, 中國文化也在經歷一場改變。一種新的宗教信仰正快速地在

廣闊的中國領土裡散播開來。佛教是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信仰之一, 公元前 500 年源起於印度, 

在漢朝時代佛教第一次傳到中國來, 但當時信仰佛教的人並不多。 

在漢朝之後的分裂時期,紛亂的戰爭讓許多人轉向佛教, 希望能從戰爭生活的痛苦得到解脫,尋

求內心的和平, 這使得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有了很大的改變。當分裂時期結束時, 佛教在中國已

經擁有眾多的信徒, 許多有錢的人紛紛在中國各地捐錢獻地蓋佛寺, 有些佛寺不僅有令人讚嘆

的建築, 也供奉著許多巨大的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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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時期結束,  中國重新恢復統一, 佛教對中國的影響也一直持續著。在隋朝和唐朝, 佛教的

影響力持續在中國成長與擴張。中國的佛教甚至傳播到日本、韓國、及其他亞洲地區。 

 

佛教對中國產生許多方面的影響, 例如在藝術、文學、建築等方面。因為佛教對中國的巨大

影響, 我們甚至可以稱, 公元 400 年到公元 845 年之間的中國歷史為佛教的黃金時期(Age of 

Buddhism)。由於佛教勢力日益膨脹，僧人越来越多且靠人民供養，形成了社會問題，於是唐

武宗公開反對佛教，收回佛寺的土地, 摧毀佛寺, 燒毀許多佛經,或把佛寺更改為非宗教性的

學堂。 

但佛教並沒有從中國的土地上消失， 佛教仍然一直持續對中國文化產生影響, 佛教本身也有

了新的轉變。許多中國人嘗試將佛教思想與中國其他的哲學思想結合起來, 例如儒家與道家, 

這樣的嘗試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系統。 

 

Section 2 Tang and Song Achievement 

(前言)  公元 1270 年, 假設你是一個有錢的商人, 你住在一個有一百萬人口的中國大城市裡, 

這個城市充滿了各種令人興奮的驚奇。你會看到穿著色澤豔麗衣服的人走在華麗的建築物之

間, 你會被擺在商店中的各種耀眼商品所吸引,你會聽到人們在街到上討論生意, 聊天, 或開玩

笑。你會在街上聞到從各種餐館裡傳出美食的味道。 

 

農業的發展 (Advances in Agriculture) 

中國是以農立國, 在幾千年的歷史裡,中國人變得很懂得農業耕作。北方的農民種麥、粟、和

其他穀物, 在潮濕溫暖的南方, 農民種稻。由於灌溉技術的改良, 中國的農業發展在宋朝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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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高峯。例如,有些農民開鑿地下水井。再例如龍骨唧筒(Dragon backbone pump), 當時這

種新的灌概技術讓一個農人做好幾個人的工作份量。這個輕便移動式的唧筒讓農民可以很容

易地將水舀起來, 接著倒進灌概水渠裡。諸如此類的新技術發明, 讓農民可以創造出很有效的

灌概系統,進而提高農田的生產力。在宋朝, 得到水力灌漑的農田大量增加, 延著長江兩岸原

本是一片荒野的土地, 因為水利灌漑得以變成良田。  一種新發現的快熟稻米品種 (fast-

ripening rice), 也讓農民的生產力大增。因為這個新品種可以快速成長, 農民過去只能一年種一

季農作物, 如今農人可以一年種兩季, 甚至到三季。 

 

此外, 中國農民也學會種植新的農作物, 例如棉花, 棉絮可以加工做成衣服或其他成品。在中

國已有數百年歷史的茶, 也獲得很大的進展。農產品的收成不但有助於政府的稅收, 也促進商

業交易的繁榮。不論在都市或鄉村, 農作物的豐收意味著大量的食物。此時的人口也因為食

物供應充沛, 有了長足的進展, 在唐朝中國人口大約有 6,000 萬,  在宋朝時中國的人口已成長

到約 10,000 萬, 此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家。 

 

城市與貿易 (Cities and Trade) 

唐、宋時期中國農作物的盛產繁榮了許多中國的城市與鄉鎮, 此時中國的城市是擁擠和繁忙

的地方, 住在城市裡的商人、政府官員、醫生、藝術家、娛樂事業從事者、宗教領袖等, 讓城

市生活變得更豐富。 

 

城市生活 (Cit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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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是當時中國的首都,也是當時最大的城市和貿易中心。當時的長安有 100 萬人口,   它

是當時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如同許多貿易城市一樣, 長安擁有多元文化的族群居住在城裡: 中

國人、韓國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歐洲人。長安也是當時的宗教信想與哲學思想的中心, 

在長安城裡不僅有佛教和道教, 也有亞洲的基督徒。 

宋朝時期, 中國城市持續擴展,  許多大城市擁有近百萬的人口,例如宋的首都開封;另外至少有

12 個城市擁有的人口數接近 50 萬人。 

 

 

貿易在中國和世界各地 ( Trade in China and beyond) 

貿易與城市相輔相成,  中國貿易因為進步的農業得以迅速成長, 中國變得更加富足。中國境

內本身的商業交易也十分盛行, 商人們運用船舶來運送各種貨物。由許多不同水道所串連起

來的『大運河』, 經過很多主要城市, 是當時最重要的運輸水道, 而農產品是運送交易的最大

宗商品。大運河的建築始於隋朝, 到了唐朝時期再加以修建與拓展。 由於有大運河的運送, 

中國鄉村地區的農作物才得以運到城市裡。 

 

中國和外國地區亦有交易進行。在唐朝時期大多數的外國交易都是以陸路進行, 交易往西可

達印度和東南亞地區, 往東則到達韓國和日本。中國對外輸出的貨物有茶、米、香料、玉石

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輸出品是絲綢,   絲是當時最有價值的輸出品, 當時全世界只有中國懂

得絲的製造方法,所以當時中國一直很保密不願將製造方法外傳.中國甚至不願意讓外國學習

它的製造方法。中國從國外進口的貨品有不同的食物、植物、羊毛、玻璃、黃金、和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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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宋朝時期, 透過水路或海路來進行貿易交易變得更重要。中國打開對外貿易的太平洋港

口, 透過海運, 中國與全世界的貿易網絡接上軌道。在宋朝, 中國發明了另一個很有價值的產

品—瓷器 (porcelain) 。 

 

 對內或對外的貿易,  讓中國的經濟繁榮起來。在宋朝, 商人的社會地位也變得比以前重要。 

商業的成長, 促使宋朝在公元 900 年左右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紙鈔金融系統 (first 

system of paper money) 。 

藝術與發明 (Arts and Inventions) 

唐宋時期,  經濟成長讓中國變得富足;  在文化和藝術方面, 中國同樣也有很大的進步。 

有些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和畫家是出現在唐朝, 例如吳道子的壁畫, 李白和杜甫寫出了千古名詩, 

留傳至今日。以下的這首詩, 是詩人李白描寫月夜思鄉的情懷: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宋朝的文學亦十分有名, 其間曾出現最著名的女詞人, 李清照, 她可能是中國最偉大的女詞人, 

她曾表示: 『詩詞的目的,是為吉光片羽留下記錄。』 

唐宋時期的藝術家在陶藝有很大的成就, 唐朝的馬俑鮮明地呈現動物的力量,  宋朝藝術家發

明ㄧ種新的瓷器製作方法, 叫作青花瓷( celadon)。 

 

重要的發明 (Important Invention) 

唐宋時期在中國出現了人類歷史上幾項很重要且偉大的發明, 有些發明對世界歷史有很大的

影響。在公元 105 年, 漢朝一個名為蔡倫的人發明了造紙術。到了唐朝, 新的印刷技術 – 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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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印刷 (woodblock printing) 被發明出來, 印刷工人將油墨塗在木版上, 再將塗滿油墨的木版印

刷在紙張上。公元 868 年 , 世界上第一本書就是在中國用這種方法印刷成書的。到了宋朝，

又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活字印刷的發明,促進了書籍的大量出版，改進了人類的文明。 

 

中國很早就發明了用火藥(gunpowder)放煙火, 唐朝時火藥被用來製造炸彈和火箭,炸藥、火

槍、砲彈。火藥的發明戲劇性地改變戰爭的方式, 也因而改變了人類的歷史。  

 

早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國人運用地球磁場來製作司南，到了唐朝，司南被改良為 指南針

(compass), 可以解決旅行時尋找方向的問題。指南針的發明使讓人們可以更精準的找到方向, 

它所帶來的影響更是超乎想像。探險家得以在寬闊的荒野旅行也不會迷失,   偵察者藉以尋找

商船或戰船。指南針在一些人類最偉大的航海旅行裡,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紙鈔(paper money)是在宋朝發明的, 以往人們使用金、銀、或銅製的銅板來進行貨物買賣, 紙

鈔比銅幣來的輕巧且容易使用, 紙鈔的發明讓貿易更順暢, 中國更加富裕, 紙鈔相對地也就更

廣為流傳。 

 

Section Three Confucianism and Government 

(前言) 如果在公元 1184 年你是一個中國學生, 已經很晚了, 但是你還不能睡覺, 因為隔天你

有一場考試。這場考試將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場考試, 你已經花了很長的時間準備考試。 

所謂很長的時間, 不單單是指幾天、幾個星期、或幾個月,而是好幾年的時間。等考試結果公

佈時, 你未來的生涯發展將完全仰賴這次考試的結果。為什麼一次考試會如此重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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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 (Confucianism) 

儒家思想是中國哲學的主流, 它基本上是建立在孔子的思想上。雖然宋朝(公元 960 年到公元

1279 年) 離孔子的年代已有 1500 年之久,   孔子的思想學說仍然對宋朝政府有很重要的影響。 

孔子的思想 (Confucian Ideas) 

孔子的思想著重道德和行為。他認為人類的生活裡有兩種重要的準則: 『仁』與『禮』。孔

子主張, 如果每個人都能依『仁』與『禮』來行事, 那麼社會可以運作到最佳狀態。 

 孔子認為, 每個人在社會中都有一定的角色, 如果人人都能遵守個別角色的行為規範, 社會就

可以得到祥和。例如,孔子主張年輕人應該聽從於長者, 人民應該服從於皇帝。 

儒家思想的影想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在孔子死後,  孔子的學生繼續傳播他的思想,但並未被廣為接受。事實上, 在秦朝時期孔子的

學說是受到壓迫的,   一直到漢朝時期, 孔子的學說才開始被廣汎接受, 最後成為漢朝官方及民

間的主要思想依據。 

(英文教科書: World History, Medieval to Early Modern Times（HOLT California Social Studies, 

Chapter 7 China，page 177 有關佛教的敘述不再考試範圍之內）  

 

新儒家思想 (Neo-Confucianism)  

唐朝晚期, 很多中國的歷史家和學者開始喜歡教授儒家思想, 他們對儒家思想的興趣源起於他

們希望能改善社會與政府。 

在宋朝晚期, 出現了一種新的儒家思想 (Neo-Confucianism) 。新的儒家思想與舊的儒家思想十

分類似, 都是強調道德操守。例如, 新儒家學者會討論, 如果人性本善, 為何人會做壞事。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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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儒家學者也強調精神層面的重要性, 將儒家思想和佛教與道教的思想相結合，誕生了新的

儒學思想，就是「理學」。 

理學在宋朝時期變得十分有影響力, 宋朝之後影響更深。事實上, 新儒家思想在宋朝之後變成

為官方的思想體系。 

 

學者-官員 (Scholar-Officials) 

為了保證考試公平及公正，宋代進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舉制度(civil service)，讀書人必須通

過一連串的考試才能成為政府的官員。考試的內容是在測試考生對儒家思想及其他相關主題

的熟悉程度。由於考試的難度很高, 很多人需要花好幾年的時間來準備。只有很小比例的考

生能通過考試、名列前茅, 最後進入政府體制內當一名官員。許多考生抱著強烈的意願苦讀

並參加考試, 因為只要一通過考試, 就意謂著你可以一輩子當一名『文官』, 成為政府中有識

之士的一份子。『『文官』也是社會中的精英, 他們執行政府重要的措施, 受到人們的敬重。 

科舉制度讓聰明有才華的人得以成為政府官員, 不論財富、聲望、年齡皆可應考，即使是平

凡百姓只要有足夠的聰明才智都有機會可以成為官員。科舉制度是宋朝政府穩定的主要因

素。這套制度影響中國歷史達數百年之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