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清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與外力的衝擊

課題1︰清朝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預期學習內容：

˙清朝的統一（包括清初遷界對香港地區發展的影響）與清初盛世。

˙對漢、蒙、藏、回、西南等民族及地區所實施的統治政策及成效。

˙清代的中衰（如吏治敗壞、社會不穩）。

註︰內文就以上套紅的「預期學習內容」，提供相關的學與教資源。

1. 清朝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歷史小知識

「莊廷鑨明史案」

譚家齊博士

「莊廷鑨（音︰龍）明史案」，可說是清朝系統地以文字獄迫害漢族文人之開

端。此案起於浙江湖州富商莊廷瓏，在明代滅亡的鬱悶氣氛下，一心為前朝著史，

動用財力組織學者編寫一部《明史》以留名於世。他的同鄉朱國禎曾著有《皇明史

概》及《列朝諸臣傳》，但有關手稿並未付印。朱國禎死後家道中落，家人聽說莊

廷鑨想寫《明史》，就將《列朝諸臣傳》手稿賣給莊廷鑨。莊氏在朱國禎手稿上署

以自己姓名，又邀請鄰近學者補寫崇禎朝的事蹟，卻未有考慮新王朝的忌諱，匆匆

以《明史紀略》為名刻印發行了。書中有許多指斥清朝的語言，如仍奉尊明朝年

號，不承認清朝的正統，還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直呼努爾哈赤為「奴酋」、

清兵為「建夷」。

此時，因貪污罪被罷官的歸安知縣吳之榮，發現此書是他再入官場的憑藉，也

可借書中忌諱向莊氏敲詐財富。但他辛苦敲詐卻分文未得，於是便向清廷舉發《明

史紀略》，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獄。這時莊廷鑨已死，清人便開棺戮屍，其弟

莊廷鉞（音︰月）受牽連被誅。原禮部侍郎李令哲曾為該書作序，本人伏法還株連

了四個兒子。不少初審此案而同情莊氏的地方官員，也被處死。凡校書、刻書、賣

書以及書中牽連人名者一律喪命。漢族文人一旦處理過歷史及文學議題，從此便面

對隨時砍下的屠刀而難以安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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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示例
清朝與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發展

分享學校：文理書院（九龍）

一、建議教節：

1. 滿清的統一、清初實施遷界對香港地區發展的影響（3節）

2. 清廷對漢、蒙、藏、回、西南等民族所實施的不同管治政策內容及成效

 （2節）

3. 清代的中衰（2節）

二、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題後，學生能：

1. 了解滿清入關至統一所遇上的主要阻力。（知識內容）

2. 認識清初實施遷界的背景、內容及其對香港的影響。（知識內容）

3. 認識滿清對漢族及其他邊疆民族的統治政策內容，並分析其利弊。（知

識內容）

4. 認識清代中衰原因及評鑑乾隆的功過。（知識內容）

5. 能透過閱讀文字資料、地圖、圖片等，援引證據，歸納論點，從而提升

史料研習能力及明白各項史料對研習歷史的重要性。（歷史研習技能）

6. 從清初施行遷界及不同民族統治政策的影響，了解因時制宜、靈活變通

的重要；並透過清代中衰的原因，明白做人處事應時刻保持反思求進的

態度。（價值觀和態度）

三、教學建議：

1. 具體教學流程建議見教師版工作紙內的指引。（套紅文字）

2. 工作紙內容可按學生的學習能力作調適，教師宜靈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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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預習 ﹕滿清崛起到入關

參考課文內容，完成下表。

人 物 檔 案

人物圖像 人物資料

① 努爾哈赤（公元1616-1626年）

◎ 建州部首領。

◎ 創立八旗制度。

◎ 建國號「金」，後稱「後金」。

◎ 被袁崇煥用火炮打傷，傷重而死。

② 皇太極（公元1626-1643年）

◎ 努爾哈赤第八子。

◎ 改國號「清」。

◎ 改女真族名為「滿洲族」。

◎ 定都瀋陽。

③ 順治（公元1644-1661年）

◎ 1644年，清兵入關。山海關守將吳三桂開關

降清，明思宗自縊。

◎ 在攝政王多爾袞帶領下，遷都北京，入主中

原。

二、滿清入關至統一中國

（I）清初大事記

在實現統一大業的過程中，清廷遇上三大阻力，你能找出來嗎？試據課堂所學，完

成下列時間線。

1644年 1661年 1662年 1673年 1681年 1683年

(1) 南明政權 (2) 三藩之亂

(3) 台灣鄭氏

頒行《遷界令》    

順治即位，
滿清入關

平定
三藩

清廷收復
台灣，

統一全國

鄭成功收復
台灣，以此
為抗清基地

康熙
即位

（II）抗清三大勢力與清的統一

抗清
阻力

重要
人物

情況 結果

1. 

南明

政權

福王
↓

魯王
↓

唐王
↓

桂王

◎明遺臣在南方擁立明朝宗室，建立抗清政權，稱「

南明」。

◎南明諸王大都昏庸無能，朝臣亦無心戀戰。

◎被吳三桂、

尚可喜、耿

繼茂鎮壓而

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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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清
力量

重要人物 情況 結果

2. 
三藩
之亂

☆吳三桂
☆尚可喜
☆耿仲明

◎康熙決心削藩，引發三藩作
亂。

◎康熙派兵平亂，亂
事歷時八年。

3.
台灣
鄭氏

鄭成功
↓

鄭經
↓

鄭克塽
（音︰爽）

◎1661年，鄭成功以台灣為抗清
根據地。

◎鄭經承父志，繼續抗清。

◎1683年，康熙派兵
進攻台灣，鄭克塽
降清。

（III）清初《遷界令》對香港地區發展的影響

《遷界令》於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正式頒行。香港居民遵從法令，大舉遷移。整

個香港地區，大約有24個鄉遷入界內。至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廷聽從兩廣總

督周有德及廣東巡撫王來任的勸諫，容許居民「復界」。

背景篇

資料一︰

公元1661年，清廷頒布《遷海令》，新安縣亦受此禍，縣內三分之二的土地淪為被遷

地區。到1664年，清廷又實施第二次遷海，新安縣的近九成土地都在被遷之列。而今

天香港的全境就被劃為百姓不得進入的區域。到1665年第三次遷海，清廷更撤銷了新

安縣，將其併入東莞縣。

整理自〈深圳與香港原來同屬於一個縣：清朝民國時期的廣東新安縣〉，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history/3mbg5ao.html

資料二︰

香港，明初屬東莞縣管治……神宗萬曆元年，以海盜為患，分置新安縣，以東莞守禦

千戶所城為縣城，香港歸其轄管。……清初，為加強香港防衛，陸路屬新安營管轄，

沿海隸大鵬營，乃建佛堂門、大嶼山炮台。

整理自蕭國健〈本地文物教育與初中中國歷史科新修訂課程〉

資料三︰

明朝滅亡後，遺臣鄭成功佔據臺灣，繼續抗清。清廷為了削弱鄭氏臺灣的勢力，並防

止東南沿海人民給予鄭氏政權任何類型的補給，乃決定頒行《遷界令》。

整理自范永聰〈香港 清初遷界與復界〉

1. 資料一所見，康熙年間曾頒行多少次《遷界令》﹖

 康熙頒行了三次《遷界令》。

2. 綜合資料一和資料二，《遷界令》頒布時香港屬哪個縣管轄？

 香港屬新安縣管轄。

3. 根據資料三，清初頒行《遷界令》有甚麼目的？

 防止東南沿海人民給予鄭氏政權任何類型的補給，以削弱鄭氏臺灣的勢力。

內容篇

資料四︰靳（音︰斤）文謨（音︰無）【修】︰《康熙新安縣志》，卷十一〈防省志〉

「遷復」條

朝廷慮海逆不靖（清除），民受其毒，將濱海之民，遷入五十里安插。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資料五︰《廣東文物》，卷六〈史地交通門〉

……當是時，諸臣奉命遷海者，江浙稍寬，閩為嚴，粵尤甚。……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資料六︰

遷海令一下，所有新安縣人士，包括香港地區村民，都一併遷去虎門一帶。第二次遷

界時，虎門再遷內30里。最後一次，連新安縣都取消，併入東莞縣。所以，對大部分

住在香港地區的鄉民，內遷其實不止50里，而是一次超級「長征」。而且，清朝的遷

界令只有三日期限，三日之內必須遷到界外，對不願離開的人，處以死刑，希望「盡

夷其地，空其人」。事實上，大部分的居民亦未獲官府通知。當軍差來到時，居民如

晴天霹靂，只得倉猝離開。

整理自〈香港故事：慘絕人寰的「遷界令」〉

資料七：

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迫令沿海住民內遷。新安縣三分之二的土地劃入遷海範圍，

覆蓋今日香港全境。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措施，本地的住民根本沒有時間準備，更沒有

反抗的餘地，只好「棄其資，携妻挈（音︰揭，帶領）子以行」。

整理自劉智鵬〈改寫香港歷史的外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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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綜合資料四和資料五，清初遷界包括哪幾個地區？《遷界令》要求居民向內陸遷入多

少里？

 江西、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地區。

 居民要向內陸遷入50里。

2. 根據資料六，文中如何形容三次遷界？

 一次超級「長征」。

3. 資料六和資料七對《遷界令》的看法是怎樣的？試援引證據，加以說明。

 參考答案：

 兩者都認為《遷界令》的安排並不恰當。資料六指出居民必須在三日內離開，居民的

反應是晴天霹靂；資料七亦指出政策是「突如其來」。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4. 清廷在遷界事件上採取了甚麼手法？試分別從資料六和資料七中各找出一項證據支持

你的答案。

參考答案：

清廷採用強硬手法。

資料六指出居民三日之內必須遷到界外，不願離開的人處以死刑，希望「盡夷其地，

空其人」。／軍差來到時，居民如晴天霹靂，只得倉猝離開。

資料七亦指出百姓沒有反抗的餘地，顯示政策的強硬。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影響篇

A. 民生方面

資料八︰屈大均《廣東新語》

人民被遷者，以為不久即歸，尚不忍舍離骨肉。至是飄零日久，養生無計，於是父子

夫妻相棄，痛哭分攜。斗粟一兒，百錢一女……其丁壯者去為兵，老弱者輾轉溝壑（

死在山溝裏，壑，音︰確）；或合家飲毒，或盡帑（音︰奴，妻子和兒女）投河。

整理自劉智鵬〈改寫香港歷史的外在因素〉

下列詞彙，哪些最能反映資料八所提及《遷界令》為香港居民帶來的影響？（圈出答案）

物價飛漲          寇盜為患          流離失所

妻離子散          服毒自殺          屍橫遍野

B. 社會方面

資料九︰

復界初期，原香港居民陸續遷回香港，然而人數不多。這是由於《遷界令》頒行以

後，部分香港居民已落籍他鄉，無意遷回；亦有部分客死途中或異鄉。據史料記載，

康熙十一年，新安縣人口只有三千七百餘人，可見《遷界令》促使嶺南一帶人口銳

減。

整理自范永聰〈香港 清初遷界與復界〉

1. 根據資料九，甚麼原因導致復界後香港人口銳減？

 部分香港居民已落籍他鄉，無意遷回。／部分居民客死途中或異鄉。

資料十︰清初新安縣遷界範圍及客籍遷移示意圖

資料十一︰

清廷於雍正（公元1722—1735年）、乾隆兩朝期間，多次下詔，鼓勵原居廣東北部、

福建及江西等省份的客家族民南遷至香港定居。清廷把他們於香港建立的村落命名為

「官富司管屬客籍村莊」。這些在戶籍登記上被編為「客籍」的居民，稱為「客家

人」，以示有別於「本地人」。

整理自范永聰〈香港 清初遷界與復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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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十和十一反映遷界後香港在人口結構上出現甚麼轉變？
 除本地人外，遷界後多了從江西、福建等地來香港定居的客家人。

3. 就你所知，現時香港有哪些地方／圍村聚居了大量「客家人」﹖試舉出一項。
 參考答案：沙田曾大屋／荃灣三棟屋／沙頭角荔枝窩（大型客家圍村）／上水蕉徑老

圍等。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C. 經濟方面

資料十二︰

（復界初況）豬肉（銀價）三分二厘一斤，海魚（銀價）一分六七厘一斤，百物價高

難悉。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1. 上述資料反映復界後香港出現了甚麼經濟問題？
 復界後的香港出現物價高漲問題。

資料十三：

康熙元年遷界，諸鹽場多在界外，仍許竈（同「灶」）戶單身出界熬鹽，然虧課甚

多，三年後，無徵鹽課。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資料十四︰

清初，受到《遷界令》的影響，香港鹽戶被迫內遷，沿海鹽田盡數廢棄。乾隆以後，

九龍、大澳、屯門及大嶼山等地重開鹽田，然而經營者多為新鹽戶，其鹽產量和品

質都遠不及往昔，香港鹽業自此走向衰落。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清廷宣布復界以

後，香港居民大多改以務農及捕魚維生。

整理自范永聰〈香港 清初遷界與復界〉

資料十五︰

自離亂以來，人民鮮少，種香（莞香，即土沉香）者，十戶存一，老香樹亦斬刈（

音︰艾）盡矣。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資料十六︰

入遷客族之居濱海者，除於其開墾或租地上農耕外，亦多靠漁撈與航海為業……

復界後，本區之從事漁業者，可分兩類︰居於艇上，有至遠洋地帶捕魚作業之蜑（

音︰彈）民；屬於岸上，以農耕及漁撈為業之客族。

整理自蕭國健《清初遷海前後香港之社會變遷》

2. 根據資料十三至十六，填寫下表。

時期 香港主要經濟活動 資料 證據

遷界前 (1) 鹽業／曬鹽業

(2) 種香

資 料 十

三、十五

◆康熙元年遷界，……，仍許竈戶單身出

界熬鹽，……，三年後，無徵鹽課。

◆種香者，十戶存一，老香樹亦斬刈盡

矣。

復界後 (1) 務農

(2) 捕魚

資 料 十

四、十六

◆康熙八年清廷宣布復界以後，香港居民

大多改以務農及捕魚維生。

或

◆入遷客族之居濱海者，除於其開墾或

租地上農耕外，亦多靠漁撈與航海為

業……

挑戰題︰

上述各項《遷界令》對香港所帶來的影響，你認為哪一項最為重要？試據史實加以解釋。

參考答案︰我認為《遷界令》對香港社會所帶來的影響最為重要。因為《遷界令》的推

行導致香港人口銳減，社會經濟大受破壞；後來清廷鼓勵江西、福建等地的客家人來香

港定居，社會經濟發展才得以逐步恢復。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知多一點點︰基本法***

根據《基本法》序言提及︰「香港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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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延伸學習

教師指引：

可引導學生思考清初《遷界令》的必要性，並帶出統治者不應只著眼於對抗反清勢力

而犧牲無辜百姓，以培養學生「關懷他人」的人文素養。

順治康熙之交，著名詩人施閏章，曾經寫有一首名為《海民篇》的長詩歌，以當時人述

當時事，傾情申訴因立界後被迫遷離故鄉人們的慘痛，可謂一字一淚︰

《海民篇》【節錄】

廟算清海繮（音︰疆），編戶悉內徙。骨肉各奔散，徒步棄行李。

長風吹四野，日暮無宿止。蒙袂（音︰謎）羞叩門，接踵吞聲死。

生時背丘墓，歸魂戀桑梓。何如委白骨，東流葬海水。

*蒙袂︰用袖子蒙住臉，謂不願見人。

思考題（舉隅）﹕

1. 參考上述詩歌，《遷界令》是否達到了原本頒布的目的？

參考答案︰不是。《遷界令》原本頒布的目的是對抗反清勢力（鄭氏），但鄭氏勢力

還未除，卻已導致民不聊生。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2. 你認為除了《遷界令》，清廷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對抗反清勢力？

【學生須提出有理據的答案。】

教師指引：

˙教師可總結清廷頒布《遷界令》的原意是削弱台灣鄭氏抗清勢力，但諷刺的是，鄭

成功兒子鄭經及孫兒買通清朝官員，進行走私，又懂得與日本人做生意，故勞師動

眾的遷界並無減弱鄭氏勢力。

˙反之，政府完全沒有考慮遷界對人民構成的影響，手法強硬，稱不上一個愛民若赤

的政府，白白犧牲了無辜的百姓，卻未能達到預期目的。

（V）總結︰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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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總結︰概念圖 

 

 

 

公元 1683年，滿清統一全中國  

南明政權

消滅

三藩之亂

平定

台灣鄭氏政權

消滅

公元1683年，滿清統一全中國

115 116



三、清初的統治政策︰漢族

（I）預習

1  2  

（1）措施名稱及例子：大肆屠城（如嘉定

三屠）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政策

（3）施行目的：鎮壓漢人的反清活動

（1）措施名稱：招攬降臣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政策

（3）施行目的：爭取明遺臣支持

3  4  

（1）措施名稱：薙（音︰替）髮結辮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 政策

（3）施行目的：消滅漢人民族意識

（1）措施名稱：開科取士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政策

（3）施行目的：吸納人才為朝廷效命

5 6 

（1）措施名稱：興文字獄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政策

（3）施行目的：防止反清思想和言論

（1）措施名稱及例子：提倡儒學，編纂（

音︰轉）巨著（如《四庫全書》）

（2）所屬政策：高壓 / 懷柔政策

（3）施行目的：籠絡漢族知識分子

（II）觀看動畫，完成下列問題。

1. 漢人對《薙髮令》抱持甚麼態度？試從動畫中找出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答案。

 態度︰正面／負面。

證據︰片段中的漢人將滿族的辮形容為「狗辮」。／片段中的漢人說「身體髮膚受諸

父母」，不能把他的辮剪去。

2. 動畫中提及，為了迫漢人遵從《薙髮令》，清廷在何處對拒絕薙髮的漢人進行屠殺？

又此事件稱為甚麼？

 嘉定。

 嘉定三屠。

3. 你認為動畫中提及徐述夔（音︰葵）的詩句「明朝期振翮（音︰核），一舉去清都」

有反清的含意嗎？

 參考答案：

 有。「去清都」若真是指「去北京」的意思，徐氏可用「上清都」或「到清都」。

 或

 沒有。「明朝」意即明天早晨，卻被乾隆說成是指「明代」﹔「去清都」又被曲解為

消除滿清之意。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III）小結

1. 試寫出有關上述高壓／懷柔政策的正、負面影響各一項。

參考答案：

正面影響︰震懾漢人，不敢反清。／有助鞏固統治。／能吸納漢族人才為朝廷效力。

負面影響︰加深滿漢仇恨（如強行薙髮的政策）／士風萎靡。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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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清朝對漢族的統治政策與元朝的有何異同？這對兩朝分別造成了甚麼影響？

參考答案：

元朝與清朝統治政策的相同之處：對漢人實行高壓政策，例如重兵駐防要地、嚴密監

視漢人、禁止漢人集會。

元朝與清朝統治政策的相異之處：元朝只用軍事高壓統治；清朝除了用高壓政策以

外，亦同時採取懷柔政策，剛柔兼用。

影響︰

․元朝純用高壓政策激化民族對立和仇恨，漢人對政府的反抗越來越烈，致使元朝無

法長治久安，不及一百年就被漢人推翻。

․滿清則靈活地運用高壓與懷柔政策，恩威並施，既能平定漢族民眾的反抗，又能獲

取部分明臣及士子的投誠，有助滿清鞏固其部族政權，維持長達二百六十八年的國

祚（音︰做）。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四、清初的統治政策︰蒙、藏、回、西南等民族

（I）預習︰觀看網上紀錄片，完成下列問題。

片名：清初民族政策

 

網址：http://www.youtube.com/watch?v=MHeSbuO8WEo

圖一︰萬樹園賜宴圖（重繪圖片）

1. 圖一反映清廷接見哪個邊疆民族的情況？
蒙古族。

2. 承上題，影片中提及，清廷對該民族採取了甚麼統治政策？
․冊封蒙古貴族為王公。
․與蒙古貴族通婚。
․禁止蒙古族本族及外族的交往。

3. 上述三項政策反映清廷對該族採取甚麼統治方針？試在內加上號（答案共兩項）。

  高壓 懷柔  安撫  分化

圖二︰順治帝接見達賴五世壁畫（重繪圖片）

1. 圖二反映清廷和哪個邊疆民族交往的情況？試引用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答案。

交往民族︰藏族。

證據︰圖片標題中的「達賴」，是藏族宗教領袖的尊稱。

2. 承上題，清廷接見該族宗教領袖的目的是甚麼？

目的︰表示朝廷尊重其宗教信仰，以安撫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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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圖二反映清帝與該族宗教領袖存在甚麼關係？試引用一項證據支持你的答案。

關係︰平等關係      上下主屬關係

證據︰順治皇帝在齊腰高的御座上落座，達賴五世在稍低於御座的座位上落座，而且

五世達賴稍作俯首狀，皇帝作平視狀，這些都顯示出他們之間是有上下之分

的。

4. 上述政策反映清廷對該族採取甚麼統治方針﹖試在內加上號。

 高壓      懷柔      安撫      分化

（II）《邊疆民族回憶錄》

試據下列提供的文本資料，代入其中一個邊疆民族，撰寫一篇以「滿清統治下的生活」

為題的文章，作為《邊疆民族回憶錄》的一部分。

【注意事項︰（1）列點式（2）只需摘錄資料內容的重點，並加以整理。】

蒙古族

清廷只許蒙古人信奉喇嘛教，不許他們接觸漢人。清廷賜給蒙古各部王公的歲俸爵

祿，非常優厚。凡蒙古各部遇有災害，清廷例必發賑米糧，並賜以銀兩、牲畜，使

貧苦蒙古民眾能及時受惠。禁止蒙古人學習漢語，不准他們與漢族通婚，使他們與

漢族之間形成隔膜。他們的行動也受限制︰蒙古人如欲到中國內地，必須在指定的

邊關出入，不得行走於其他邊關。

藏族

藏族信仰藏傳佛教，即喇嘛教，長期奉行政教合一的制度。清廷採取推崇其宗教而

控制其政治的政策，表面上尊重其宗教信仰，使藏人心悅誠服，實際上卻是以各家

須送子弟當喇嘛的辦法，使西藏人口無法增加；同時任命駐藏大臣，地位與達賴平

等，主導政務，牽制達賴。又限制藏人與漢族人接觸和通婚，使彼此保持隔膜。清

廷並創設「金瓶掣籤」，由駐藏大臣主持甄選達賴及班禪的繼承人，以控制當地宗

教事務，及消除繼承權的糾紛。

回部

清廷對回部採取蔑視其宗教而離間其人民的政策。清廷表面上尊重回部人民信奉回

教，但背後則扶植順服清廷的新教派，以打擊舊教派，利用新、舊兩派的宗教紛

爭，製造回部的內部矛盾。此外，清廷在新疆設伊犁（音︰黎）將軍，總理回部地

區一切軍、政、財事務，其下設都統、參贊大臣等官，分駐各城，管轄回部民眾。

清廷對回部實行民族隔離政策，在回部地區設立漢城和回城，回漢之間不准往來。

漢人到回部經商受到嚴格的限制，而且不准居留。

西南各族

傳統的中原皇朝，是對西南地區實行土司制度，即由當地少數民族的首領（土官）

統治當地人民，官職世襲。從明朝開始，便在局部地區，實行「改土歸流」，即廢

除土司制度，改由朝廷委派官員（流官）直接管治。而在清代，清世宗採納雲貴總

督鄂爾泰的建議，實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將原來屬土司管轄的地區，改設

府、廳、州、縣，委派官員管治。實行「改土歸流」後，朝廷在當地整理戶籍、興

修學校、改善土民生活，加強了西南各族與中國內地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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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清統治下的生活∞∞

【每組撰寫有關其中一個民族的內容；而在其他組別匯報時，則於適當位置摘錄要點。】

蒙古族 回部

藏族 西南各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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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鞏固學習／總結

 ∞∞邊疆民族政策小拼圖∞∞ 

1. 試將下列各項「滿清對邊疆民族的政策」與相關民族配對，完成表格。

改土歸流 接管 拉攏 分化 喇嘛教 金瓶掣籤

授予爵位 禁學漢語 貴族通婚 禁與漢人交往
離間新、

舊派教徒

A B C D

邊疆民族名稱 蒙古族 回部 藏族 西南各族

滿清對邊疆民
族的政策

喇嘛教、禁與漢人
交往、授予爵位、
拉攏、禁學漢語、
貴族通婚

分 化 、 離 間
新 、 舊 派 教
徒、接管、禁
與漢人交往

喇 嘛 教 、 拉
攏 、 金 瓶 掣
籤 、 禁 與 漢 人
交往

改土歸流、
接管

2. 清初主要邊境民族聚居地示意圖

a. 圖中A、B、C和D分別代表哪些邊境民族？

A B C D

回部 蒙古族 藏族 西南民族（苗、瑤族）

b. 你認為清廷對各邊疆民族進行的統治政策是否成功？試據相關史實加以解釋。

參考答案：

成功︰

․鞏固政權︰各邊疆民族不能團結，有助鞏固中央統治。

․加強對清廷的向心力︰因地因民族制定統治政策，可體現朝廷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傳

統，加強他們對清廷的向心力。

或

不成功︰

․產生離心傾向︰實施分化政策令邊疆民族與中央隔離，隔閡日深，容易產生離心傾

向。

․引發叛亂︰對邊族政策不公平，厚此薄彼，例如厚待蒙古族而苛待苗族等，容易引

發邊族叛亂，不利政權。

【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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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清代的中衰

（I）預習 ﹕解構乾隆帝寵信和珅（音︰伸）之謎

大清王朝的乾隆是一代英明君主，可是大貪官和珅卻橫行貪瀆（音︰讀）了二

十多年，從《乾隆原典》和《和珅傳》記載，可知這與兩人際遇、性情、愛好與志

趣等諸多因素有關。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還債說」。據《清宮遺聞》和《清朝野史大觀》記載：乾

隆做太子的時候，一次因事進宮，看到父王雍正的一個妃子嬌艷無比，於是就從

後面用雙手摀（音︰滸，遮掩）住了那個妃子的眼睛，妃子不知就裡，遂用梳子往

後擊打，正好打到了乾隆的額頭上。乾隆的母后看見了，就說那個妃子調戲太子，

將她賜帛自盡。乾隆覺得對不住這個妃子，就用硃砂在妃子的頸上點了一下，悲痛

地說：「我害爾矣，魂而有靈，俟（音︰自）二十年後，其復與吾相聚乎？」25年

後，和珅入宮侍駕，乾隆眼看和珅像極那個冤死的妃子，又發現他的頸項上竟也有

一紅色胎記，遂認為和珅就是那冤死的妃子之後身所化。為償還年輕時的「孽債」

，乾隆對和珅關愛有加，處處袒護，致使和珅平步青雲，權傾朝野長達二十餘年而

不倒。

事實上，和珅是一個聰明絕頂、處事機敏的幹練之材。例如：和珅出任內務府

總管，令這個皇家事務機構轉虧為盈。他不僅善於從各省封疆大吏、鹽政織造及富

商大賈那裡聚斂錢財獻給皇上，而且還首倡在朝廷施行「議罪銀」，收入所得，全

部併入內務府特別收入，以滿足乾隆驕奢鋪張的生活需要，深得皇帝嘉許。乾隆自

稱儒雅皇帝，和珅身材忻（音︰因）長，眉清目秀，是個標準的美男子，再加上他

精通滿漢蒙藏四種語文，平時巧答應對、處理政務幹練決斷，都甚合乾隆心思，是

乾隆晚年不可多得的助手。

和珅的過人之處還在於他善於揣摩乾隆的心思。例如乾隆愛好黃金，他就建議

建造萬佛樓，讓王公大臣和各級文武官員獻金佛給皇上，藉以斂財；乾隆喜歡談文

論史，自譽無所不知，他就在編纂《二十四史》時在明顯的地方故意抄錯幾個字，

讓乾隆一一指出來，以示天子的英明和學識淵博，藉以滿足乾隆的虛榮心。另外，

和珅在乾隆面前不失時機的表現自己的忠心，即或已是一等侯爵，在乾隆面前仍然

自稱「奴才」，而不是像別的大臣那樣自稱「臣」或「老臣」，有時碰上皇帝咳

唾，他也總是親自「以溺器進之」，時時處處都給乾隆留下是自己人的感覺。 

因此和珅受寵確實也有一些真本事，而皇帝的信任也造就了一個權傾朝野、「

挾天子以令諸侯」的「竊國大盜」。

整理自︰http://www.epochtimes.com/b5/4/12/8/n741191.htm

和珅受寵的原因 證據及解釋

1. 「還債的內疚」
˙和珅的入宮年齡和頸上有一紅色胎記，與因乾隆

而冤死的妃子吻合。

2. 有才幹，是乾隆帝的得力助手

˙在和珅任內務府總管之前，這個機構經常入不敷

出；和珅做總管後，內務府不僅不虧損，還略有

盈餘。

˙首倡「議罪銀」，滿足乾隆驕奢和好事鋪張的生

活需要。

3. 善於揣摩帝心

˙乾隆愛好黃金︰

    他建議建造萬佛樓，讓王公大臣和各級文武官員

獻金佛給乾隆。

˙乾隆喜歡談文論史︰

   他就在編纂《二十四史》時在明顯的地方故意抄

錯幾個字，讓乾隆一一指出。

˙細心、忠心︰

在乾隆面前自稱「奴才」；皇帝咳嗽吐痰，他馬

上端上痰盂去接。

【上述為參考答案，學生可提出其他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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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清中衰原因

經歷康雍乾百年盛世，清朝國力鼎盛。到了乾隆中後期，國家逐步呈現衰落的跡

象，是清朝由盛轉衰的轉捩點。

  

試據下列提示，指出各項資料所反映的「清中衰原因」，並以史實加以解釋。

提示︰軍隊腐化                            吏治敗壞，民變迭起

           土地不足，兼併嚴重         乾隆好大喜功，揮霍鋪張，虛耗國庫

       

資料一︰

乾隆南巡每次都在萬人以上，所到之處花費極大，地方供給極盡華麗壯觀，所以南巡

一次就是對百姓搜刮一次。……他六次南巡，排場一次比一次大，耗費也一次比一

次多。此外，乾隆還花大價錢在北京西郊營造繁華的皇家園林「園明園」，把中外奇

珍，上下五千年的寶物，一齊陳列園中，作為家常供玩，奢侈至極。

整理自丁振宇《Q版FB歷史︰清朝其實很奇幻》

資料二︰十全武功地圖（重繪圖片）

資料來源︰詹詩雅《圖解大清時代》

1. 根據資料一和二，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乾隆好大喜功，揮霍鋪張，虛耗國庫。

史實解釋︰乾隆在位中後期，耽於逸樂，生活鋪張浪費，又經常南巡，耗費甚巨；所

自誇的「十全武功」雖然戰績輝煌，但軍費開支卻令國家財政入不敷支。

資料三︰

乾隆後期，對國家治理能力不從心，其在位後期重用大貪官和珅二十餘年，導致這二

十年間貪污成風，政治腐敗，各地農民反叛頻繁︰乾隆年間爆發了多次民間起義；乾

隆剛一退位，就爆發了持續九年的白蓮教起義。

整理自丁振宇《Q版FB歷史︰清朝其實很奇幻》

2.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吏治敗壞，民變迭起。

史實解釋︰和珅執政二十多年，營私舞弊，導致吏治敗壞，貪污情況最為嚴重。百姓

受到貪官污吏的敲詐剝削，生活困苦，紛紛加入反清社團，各地民變此起

彼落。

資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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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資料一和二，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乾隆好大喜功，揮霍鋪張，虛耗國庫。 

史實解釋︰乾隆在位中後期，耽於逸樂，生活鋪張浪費，又經常南巡，耗費甚巨；所自

誇的「十全武功」雖然戰績輝煌，但軍費開支卻令國家財政入不敷支。 

 

資料三︰ 

乾隆後期，對國家治理能力不從心，其在位後期重用大貪官和珅二十餘年，導致這二十年

間貪污成風，政治腐敗，各地農民反叛頻繁︰乾隆年間爆發了多次民間起義；乾隆剛一退

位，就爆發了持續九年的白蓮教起義。 

整理自丁振宇《Q版 FB歷史︰清朝其實很奇幻》 

 

2. 根據資料三，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吏治敗壞，民變迭起。 

史實解釋︰和珅執政二十多年，營私舞弊，導致吏治敗壞，貪污情況最為嚴重。百姓受

到貪官污吏的敲詐剝削，生活困苦，紛紛加入反清社團，各地民變此起彼落。 

 

資料四︰ 

 

據《清實錄》、《大清會典》、《戶部則例》、《清朝文獻通考》整理 

康熙 年 雍正 年 乾隆 年 嘉慶 年

康熙至嘉慶年間人口與耕地比例變化圖

據《清實錄》、《大清會典》、《戶部則例》、《清朝文獻通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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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圖數據可見，從康熙至嘉慶年間，平均每人所佔土地比例有何變化？

平均每人所佔土地面積不斷減少／持續減少。

4. 根據資料四，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 ︰土地不足，兼併嚴重。

史實解釋 ︰清初社會安定，人口增長。平均每人所佔土地尚可滿足百姓需要，至乾隆

年間，耕地的開墾速度追不上人口增長速度，出現耕地不敷應用的情況。

加上，豪族、地主兼併貧民土地，百姓失業、失耕的情況越來越嚴重，導

致社會動盪不安。

5. 資料四的數據作為歷史資料，有何優點和局限？

優點︰容易讓人明白每人平均所佔土地面積不斷減少的情況。

局限︰數據未能解釋出現土地不足的原因。

資料五︰詹詩雅《圖解大清時代》

乾隆以後，清代的主要兵力八旗兵長期安逸，早已脫離過去驍勇善戰一面，戰鬥力大

為減弱已無力應付如1795年的白蓮教民亂，清廷只得依賴以漢族兵為主的綠營兵。

  

6. 根據資料五，並援引史實，分析清中衰的原因。

中衰原因 ︰軍隊腐化。

史實解釋 ︰八旗兵入關後享有特權，疏於操練，加上軍紀渙散，戰鬥力嚴重下降。資

料五提及的白蓮教民亂亦只可依賴以漢族兵為主的綠營兵應付。

（III）小結︰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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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小結︰概念圖 

 

挑戰題︰ 

你認為乾隆帝要為清中衰負上主要責任嗎？試據史實加以解釋。 

乾隆帝

好大喜功，揮霍鋪張，虛耗國庫

軍隊腐化

土地不足，兼併嚴重

吏治敗壞，民變迭起

挑戰題︰

你認為乾隆帝要為清中衰負上主要責任嗎？試據史實加以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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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延伸學習 （自主學習）

       

愛新覺羅中學
成績表

一、個人資料

姓名︰愛新覺羅．弘曆

年號︰乾隆

二、吏治表現

（I）在位前期表現

政治 ☆ 整頓吏治，嚴懲貪官

經濟

軍事

文化

（II）在位中後期表現

政治

經濟

軍事

操行評級︰高 / 中 / 低      原因︰

整體成績︰高 / 中 / 低      原因︰

【學生須提出有理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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