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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 第三章 

 

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 

 

 

一.  春秋戰國的分期 

1. 分期的商榷 

周自平王東遷洛邑，開始了歷史上的東周時期；至赧王，為秦所滅；共歷二十

五君，五百一十五年 (西元前 770 至前 256 年)。東周滅亡後，原為周室諸侯而

自東周前期即相互攻伐的七個強國，展開更劇烈的混戰。這樣又經過三十四

年，總為其中之一的秦所統一 (前 22 年)。 

 

所謂「春秋時代」，大致指東周的前半期，從周平王四十九年 (魯隱公元年，前

七三年) 起，至周敬王三十九年 (魯哀公十四年，前 481 年)止，凡二百四十二

年。這個名詞，來自春秋一書。這部書是魯國的歷史，據說是孔子删定的，其

中所敘述的，便是這一段時間的事。 

所謂「戰國時代」，是指東周的後半期加上東周滅亡以後的三十四年，從周敬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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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 (前 480 年) 起，至秦王政二十五年 (前 3 年) 也就是秦國統一的前一年

止，凡二百五十九年。在這段時間中，列國戰爭的方式較前有顯著的改變；戰

爭規模遠較以前為大，戰況也更加慘烈；因此稱之為戰國時代。 

 

如果完全按照這種分法來分，東周初的將近五十年便沒法安置。但歷史分期的

目的，不過為便利研究，自不必過分拘泥，所以東周初的四十八年，未嘗不可

劃入春秋時代。而且這幾十年的歷史，與後來春秋時代的歷史，其間並未曾發

生過劇烈的變化，也沒有分開的必要。至於以前 481 年作春秋時代的終點，倒

是大體不錯的。西元前五世紀的上半期，確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劇變時期，春

秋戰國兩個時代也正好從這裏分野。 

 

另一分法，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 年)，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這一年晉國

大夫韓、趙、魏三家始受周命，列為諸侯，封建社會的政治秩序，開始被公開

破壞。但從許多方面看，遠在這一年以前的局面便早已形成。就以三家分晉來

說，事實上也在這一年前許久完成；三家的升為諸侯，只是周室承認既成的事

實而已。所以這種分法，嫌太晚了些。(註一) 

 

 

 

2、分期的必要 

為什麼東周必須分作春秋戰國兩個時代？因為這兩個時代的歷史，在若干方面

有顯然不同的地方，必須分別論述而不能混為一談。現在列舉幾點，加以說

明。 

 

政治方面，春秋時代還大體維持著封建制度。當時周王室雖已衰微不堪，但諸

侯中尚有打著「尊王攘夷 」旗號的霸主。各國的內部，政權仍然操在貴族手

中。若干諸侯國的大夫階級，雖然强横，有的甚至與公室 對立，但還沒有取公

室而代之的事發生。到戰國便大不同，封建制度漸趨崩潰，王室不再為人所尊

重，列國 也發生强大氏室對公室的地位篡奪的事。新建的和舊有的國家，相率

實行新的軍國主義。國君們停止國內的分封，並積極擴軍，以推行中央集權。

國君的地位大為提高，但整個貴族階級的權力却逐漸降低，他們已不能完全掌

握政權。相反的，平民階級日漸抬頭，至於攀登政治舞臺，形成所謂「布衣卿

相」之局。 

 

春秋時代的經濟狀態，大體仍以農業為主。土地為貴族所有，農賦是他們最主

要的經濟來源。雖然也有少數的工人和商人，但他們大都專為貴族服務。到戰

國時代，由於各國貴族階級的日趨沒落，土地漸漸轉移到平民手中，賦稅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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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國君的政府。工商業也成為自由職業，因而商人階級興起，產生了許多富可

敵國的商賈，他們甚至能左右一國的政治。工商業的興盛，無疑的使國君政府

的收入更為增加，對他們軍國主義的擴展，自然大有幫助。 

 

春秋時代盛行車戰，國與國間的戰爭，戰期大都不過一天，傷亡也很有限，俘

虜可以贖回。當時條約還有它的約束力量，一個盟約尚可維持相當長久的和

平。雖然小國經常被滅亡，但大國還沒有被滅的，這證明國際間尚沒有大規模

的戰爭。到戰國，戰術方面有了重大改革，戰爭以步兵為主，有時更有騎兵加

入，這使戰爭的空間大為擴展。而鐵製兵器的普遍使用，其殺傷力也較前為

大。此外戰場上動員的兵力，也遠較以前為多。例如春秋著名的晉楚城濮之

戰，晉國出動的兵力，不過五萬多人；但到戰國末期的秦趙長平之戰，趙國的

士卒僅傷亡的便有四十五萬。而陣地上所採用的築壘戰術，更使戰爭的時間，

大為延長。一場戰爭，往往非數十日不能解決。這時國際間已無所謂信義，條

約已失去約束力，戰爭的主要目的便是滅亡敵國。前 473 年，吳滅於越，是東

周以來大國被滅亡的第一個，也是戰國式戰爭的首次出現。 

 

從種族方面看，春秋時代「諸夏」的範圍是相當狹小的，不但秦、楚、吳、越

等國都被諸夏國家視為異類；即使諸夏地區中，也還有多種戎狄雜居着。到戰

國，內地戎狄大都被諸夏國家征服或同化，使諸夏內部 的種族日趨單純；而邊

疆的國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長期吸收諸夏文化，漸而進入者夏集團，使諸夏

的範圍 擴大了不少，這範圍又被稱為「中國」。由於這類種族與文化方面的混

合，使列國的政治、經濟等方面以及 國際局勢，都起了變化；對學術思想也發

生很大的影響。 

 

在大部春秋時代，教育仍是貴族的專利品，平民並沒有受教育的機會。但因封

建制度的破壞，從春秋末年起學術便開始流入民間，第一位把貴族學術引入民

間的偉大學者便是孔子。到戰國，平民受教育的機會更多，對政治的興趣也日

益濃厚；加以各國君主延攬人才，因而學術思想大為昌盛。平民攀登政治鄉黨

的捷徑 是游說，游說者各有一套政治理想和策略，用以勸說各國君主以獵取官

位，這風氣也自孔子開創，到戰國而 大盛。這一套套的政治學說，便是所謂的

「百家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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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春秋諸侯的爭霸 
 

1、春秋初期的國際局勢 

周室東遷後所能控制的地盤，大致西起華山 (今陝西華陰縣)；東南至嵩山，換

言之，大致東到今鄭州以西，南到今嵩縣以北；北邊則包括今黄河以北的沁

陽、孟、溫等縣之地。(前 635 年，周室又將黄河北岸的土地，送給晉國。) 不

特畿土大為削減，人民因喪亂而窮困流散，也可以想見。同時各諸侯國對周王

室的態度，也日漸冷漠。一方面由於若干諸侯國與王室的親戚關係，隨著時間

而日趨疏遠；一方面也由於王室的衰弱，漸至無力維持君臣的名分。此外還有

若干國家，根本與王室沒有什麼淵源關係，自然更不會熱誠擁戴。 

 

春秋時代的諸侯國，見於經傳的有一百七十餘國，但有些僅有國名，甚至連地

理位置都無法確知。其中歷史較詳，會盟征伐都可考的，只有齊、魯、曹、

衛、鄭、宋、陳、蔡、燕、晉、秦、楚、吳、越等十數 國。比較擁護周室的，

只有齊、晉、衛等國，魯國似乎對周室不滿，態度甚為冷淡。與周室敵對的則

以鄉、 楚為最。此外大都採中立態度，與周室漠不相關。 

 

因為王室的衰弱，政治重心也漸由王室轉移到列國，從此開始有了個國際局

面。在周室東遷後最初的一百多年，列國之間還沒有所謂「霸主」出現，只是

東方幾個國家如魯、衛、齊、曹、鄭、宋、陳、蔡等相互攻戰的局面。這段時

間中大多數的戰爭，以鄭宋兩國為中心，它們的敵對，是造成當時國際局面動

盪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列國中陳、蔡經常是宋的與國，齊、魯等國則有時助

宋，有時助鄭。鄭國一度很强，它的君 主莊公(前 743 年至前 702 年)是一位傑

出人物，但因國土既小，又陷在宋、衛、陳、蔡的牛包圍圈裏，雖然他能屢次

擊敗各國，但終不能稱霸。鄭又與王畿相鄰，因而常發生利害衝突。前 705

年，周桓王親自率領諸侯伐鄭，結果桓王中箭而大敗，周室的威信也就更加低

落。周室既然久已不能維持諸侯間的秩序，自然而然便由强大的諸侯也就是所

謂霸主擔負起這個責任。 

 

霸主在鄭莊公死後繼出現。鄭國自莊公死後，因諸子爭立，發生一連串的內

亂，國勢日衰；而齊、晉、 秦、楚四國，幾乎同時崛興起來。四國的位置，都

處於邊疆地區，與它們為鄰的，多是些文化低落的部族，因此它們可以自由開

拓領土，國力也隨之增强。它們各據一方，而以中原的一批較小的國家作為爭

奪對象，這種爭奪便是所謂「爭霸」或「爭盟」；能為中原多數國家所親附擁戴

的，便是霸主。當時的大小國家，在名義上都承認周王的共主地位，但周王的

實權早已消滅，只有霸主繞能左右當時的政局。小國對霸國，也有若干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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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霸國對某一個敵方討伐時，親附它的小國，也要出兵助戰；此外尚有經濟

上的供應。所以爭霸等於說是爭取軍援和勢力範圍。春秋時代的第一位霸主，

是齊桓公。 

 

2、齊桓公的稱霸 

齊國最初的領土，是今山東省的北部，南以泰山與魯為界；而現在的膠東半島

地區，則為萊夷所盤據， 與齊人不時鬥爭。春秋初年，齊國已很强大，桓公的

父親僖公，有「小霸」之稱。僖公死於前 698 年，子乘公繼位。他曾擅殺魯桓

公，並於前 690 年滅掉周初所封與齊同姓的紀 (今山東壽光縣南)，强横可知。 

但他政令無常，加以行為淫亂，久為國人所不滿。終於前 686 年為其從弟公子

無知所栽。次年，齊人又殺無知，國內大亂。襄公有兩弟，長名料，由管仲、

召忽傅佐；次名小白，由鮑叔牙傅佐。小白在襄公時投奔 莒國(今山東莒縣)，

糾也於襄公被弒後赴魯。及無知死，魯送糾返國，想扶立他；但齊國的巨室

國、高二 姓暗中迎接小白，因而得先入齊即位，是為桓公。桓公要求魯國殺掉

公子糾，召忽以身殉，管仲則因鮑叔牙的推薦，為桓公效力。桓公不念舊惡，

付以國政，管仲乃得施展他的政治長才，於是齊國大治，不久便成為 東方諸侯

的領袖。 

 

前 681 年，桓公初會諸侯於北杏(今山東東阿縣)，平定宋國的內難。其後二年，

又兩會諸侯於郵( 衛地，今山東濮縣)，從此奠定霸主的地位。參加這三次會盟

的諸侯，總計有陳、蔡、曹、衛、宋、鄭等國。可見當時齊國的勢力，已到達

今河南省的中南部。桓公一生所召集的這類諸侯盟會，共有十餘次之多。 

 

當時的霸主，大致負有兩項任務，就是「尊王」和「攘夷」。在桓公以前，東方

列國忙於互戰，無暇樓 夷；而鄭莊公的箭射周桓王，更談不到尊王。真正能實

現這兩個目標的，從桓公開始。 

 

先說一下桓公攘夷的功績。入東周後，由於諸夏的內爭，狄人日益猖獗，大為

北方各國的患害。為患最烈的為赤狄，東方的白狄次之，齊、衛、晉、魯、

邢、宋、鄭等國，均曾受狄人的侵略。此外在今河北省北部一帶，尚有戎人支

派的山戎，時常侵燕。前 664 年，桓公北伐山戎以救燕。前 662 年，狄人侵

邢，桓公伐之，邢得以轉危為安。到前六五九年狄又侵邢，桓公再聯宋、曹等

國救之。邢因首都距狄人過近，乃南遷夷儀 (今山東聊城縣西南)，三國軍隊並

助其修築城垣。衛國也於前 660 年為狄人所侵，其君懿公戰死， 首都朝歌淪

陷。桓公派兵保護衛的流亡軍民，並助衛遷都至楚丘(今河南滑縣)，重建國

家。其後衛又遷都帝丘 (今河北濮陽縣)，國土大牛喪失。如果沒有桓公的救

助，衛可能自此滅亡。桓公攘夷事業的另一成就，是抵拒楚人的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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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王中葉，楚武王(前 740 至前 690 年) 在位，楚國歷史自此總有較詳的紀

錄。他曾侵隨 (今湖北 隨縣) 滅權 (今湖北當陽縣東南)，把漢水流域的諸姬姓

國翦滅殆盡。至其子文王(前六八九至前六七七年)， 自鄂遷都於郢 (今湖北江

陵縣)，更把屏藩中原的申 (今河南南陽縣)、鄧、息(均河南今縣)三國滅掉，勢

力漸及中原。中原國家，以鄭為中堅，陳、蔡與鄭交惡已久，因而附楚，於是

鄭國成了楚國侵略的目標。文王伐鄭，未能得志。至其子成王 (前 671 至前 626

年) 時，仍與鄭為敵，鄭親齊，因此引起齊、楚的 衝突。前 659 年，正當齊國

援救那、衛之際，楚人伐鄭；其後兩年中，又兩次進攻。桓公於前 656 年， 率

齊、魯、宋、陳、衛、鄭、曹、許八國聯軍，首先伐蔡，蔡人潰敗，大軍乘勝

侵入楚境，進抵膠 (今河南 臨汝縣南)。楚人不敢應戰，請求會盟，聯軍乃退

至召陵 (今河南偃城縣)，在那裏與楚人訂盟、桓公伐楚 時對楚的聲討，主要

有兩端：一是責楚不把祭祀用的包茅貢獻王室，二是追究楚國對「昭王南征不

復」一事 應負的責任；這可看出桓公確是以尊王攘夷為號召的。召陵之盟後，

終桓公之世，楚國不能得志於中原。鄭雖一度叛齊，但不久仍成為齊的勢力範

圍。接着桓公又在尊王的名義下操縱王室的內政，當時周惠王欲廢太子鄭而立

王子帶，桓公乃在伐楚旋師時會諸侯於首止 (今河南睢縣東南)，阻撓此事，太

子始安於位。前六五 二年，惠王死，桓公率諸侯擁太子繼位，是為襄王。前六

四九年，王子帶召我人攻周，桓公命管仲平之，這 是桓公霸業中的最後一件大

事。此後的數年間，管仲和桓公相繼去世，齊國因內亂而國勢驟赛，霸主的地

位 迅速為他國所取代。 

 

 

3、晉文公的繼起 (附宋) 

前 643 年，齊桓公死，諸子爭立，齊國大亂。列國也失去重心，宋襄公乃有繼

起稱霸的企圖。宋國雖心。但其國人甚為好戰。齊桓公既死，公子無虧先立，

宋襄公以桓公曾囑託他立公子昭為理由，拒不承認； 並聯曹、衛、知等國伐

齊，大敗齊人，遂立公子昭，是為孝公。其後襄公又威服滕、曹、郝等國，進

而向楚要求分享霸權。自齊桓公死後，鄭、陳、蔡等國，多附於楚，因此宋提

出這種要求。但楚對宋並不畏懼，假意應承。前 639 年，襄公與楚、陳、蔡、

鄭、許、曹等國會於孟 (今河南睢縣)，會中楚以伏兵擒襄公， 挾着他去伐

宋，宋屈服，楚纔將他放歸。但他仍不罷休，次年，因鄭親楚，又興師伐鄭。

宋軍與楚的援鄭軍相遇於泓水 (在今河南柘城縣)，當時楚軍尚未完全渡水，宋

人勸襄公乘機進攻，但他不許；等到楚軍盡渡 ，尚未列陣，宋人又勸他進擊，

他仍不准。直到楚軍陣式列成，纔下令進戰，結果宋軍大敗，他本人並受箭 

傷，死於前六三七年。襄公失敗後，楚的聲勢益張，但接着楚又遭遇一個勁

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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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桓公稱霸時，晉、秦也開始强盛，奠立日後踵繼桓公霸業的基礎，在此先說

晉的擴張以至稱霸的經過 。晉是成王封其弟叔虞而建立的國家，始都於唐，其

地在今山西省太原縣北，臨汾水上游。其後晉人逐漸南向開拓，至西周末年，

已遷都到汾水下游的絲 (今山西翼城縣)。周平王東遷時，晉君文侯曾以兵護

衛，有功於王室。前七四五年，昭侯封其权成師於絳都西南百餘里的曲沃 (今

山西聞喜縣東)，晉國乃實際分裂為二。 其後曲沃日漸强大，至前 678 年，曲

沃武公以小宗篡晉，並行賄買得周室的正式册封。晉的國土，本處於戎狄中，

至此乃四向開闢疆土。武公於受封兩年後去世，他的兒子獻公 (前 676 至前 651

年 )繼承了這個 任務。獻公正當齊桓公之世，他把武公時的一軍擴為兩軍，滅

虞 (今山西平陸縣)、虢 (今河南陝縣)、耿 (今山西河津縣)、霍 (今山西霍縣)、

魏 (今山西芮城縣) 諸國，此時晉國不特已大致佔有整個汾水流域， 並且擴展

至黄河南岸。此外，他經常與接境的狄人和麗戒 (今陝西臨潼縣東)作戰。內政

方面，他一意翦除宗室，以防舊事之重演，結果晉國公族只剩下他的幾個兒

子，國力非常集中。 

 

獻公晚年沉迷酒色，寵愛驪戒女子驪姬，驪姬生子名突齊，她隨嫁的姊生子名

卓子。獻公諸子中以太子 申生和公子重耳、夷吾三人最賢，驪姬懷有奪嫡的野

心，於前 665 年勸獻公將三人及其他諸公子遷居遠方，只准奚齊、卓子留居絳

都。前 655 年，驪姬又用計逼申生自殺，重耳、夷吾也被迫逃亡。前 651 年，

獻公死，奚齊繼位，大臣里克料合申生三人的黨羽作亂，殺突齊；卓子繼立，

也被殺。夷吾乃請秦國助其返國，許以重貼，得以入立，是為晉惠公。但他即

位後並不履行當初的諾言，因此秦穆公於前 645 年伐晉，惠公被俘，但秦不久

將惠公放回，只取晉黄河以西的若干城。前 637 年，惠公死，子懷公立，因待

異己過嚴，國內頗現不安。他的夫人是秦穆公的女兒，後來被他遺棄，這一點

為秦所深恨，因此造成重耳返國的機會。 

 

重耳自獻公末年逃亡，在狄居住十二年後，又周流於衛、齊、曹、宋、鄭、

楚、秦諸國者凡七年。秦穆公為報對晉的风憾，並想進而操縱晉國的內政，乃

於前六三六年乘晉內部不穩炎重耳返國，晉人殺懷公而立 重耳，是為文公。文

公即位之初，正值宋襄公敗死，楚國的勢力嚴重威脅諸夏之時。文公以天賦的

雄才，加上久經憂患的閱歷，終能一舉定霸，成為王室及中原諸國的保障。 

 

晉文公即位的同年，周襄王廢其狄后，王子帶乘機率狄人攻陷成周，襄王出居

於鄭。次年(前 635 年 )，文公獨力勤王，殺帶而迎襄王返都，這件事深為當時

的諸侯所讚許。宋自襄公死後，不得已從楚，其他如鄭、衛、魯、曹、許等

國，也都與楚「親善」，當時楚國已具有席捲中原的聲勢。但自晉師勤王之後，

宋轉而親晉。前 633 年，楚人圍宋都。文公一面連絡秦、齊，一面勸誘曹、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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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楚，終於次年四月與楚大戰於城濮 (衛地，今山東濮縣南，一說在今河南陳

留縣境)。這時晉已擴至三軍，楚也有三軍，其中並雜有陳、蔡二國的軍隊。結

果楚軍大敗，主帥子玉自殺。文公獻楚俘於周，襄王並命晉、齊、宋、蔡、

鄭、衛等國盟於王庭，勖以共獎王室，互不侵犯。如果這次戰爭楚人獲勝，它

勢必進而宰制諸夏，那麼「囊括四海，併吞八荒」的事業，恐怕無須等待數百

年後的秦去實現；後來的歷史，也將要完全換個面目。 

 

晉楚的敵對並不因城濮之戰而告終，此後數十年，雙方時常發生戰爭，而秦國

也於此展開其東進的雄圖 。但晉國始終是楚秦的勁敵，扼住他們的北上和東出

之路。 

 

 

4、晉秦楚的角逐 

周平王東遷時，秦襄公護駕有功，得以升格為諸侯。當時豐、岐一帶，尚為犬

戎所盤據，平王委襄公以興復之效，並將這塊地方許給秦國。其後秦果能達成

任務，因此秦人得據有王畿西部至秦武公時 (前 697 至前 678 年)，秦國的勢力

已東至華山之下；在西方，秦人又伐邽冀戎，闢土至今甘肅東境。至穆公 (前

659 至前 62 年)，更向東方猛進。他曾乘晉國內亂操縱晉的內政，並取晉河西之

地。其後他又滅掉黄河西岸的梁 (今陝西韓城縣)、芮 (今陝西朝邑縣南)等國，

成了晉國的近鄰。晉文公即位後，秦晉邦交敦睦，在國際上總是合作的。前

630 年，也就是城濮之戰後的兩年，晉、秦併力伐鄭，穆公因受鄭人遊說，單

獨與鄭媾和，晉也因而班師，從此兩國發生了裂痕。但文公在位期間，秦國始

終不敢積極推行他的東進政策。 

 

前 628 年，晉文公死，子襄公立。次年，穆公想乘機潛師滅鄭，但從秦到鄭，

中途要經過好幾國，潛 命是不可能的，果然節次中途，就為鄭晉所知。秦因密

謀洩露，急忙退師，被晉人截擊於徽 (今河南洛寧縣)，大敗而回。前 624 年，

秦伐晉獲勝，得復前仇；但穆公的東進之路，終被晉所全力阻擋。穆公乃改變 

方針，盡力西向發展，併吞秦國西面的那些落後民族，結果滅國十二，闢地千

里，成為西戎中的霸主。到他 死時(前 622 年)，秦人已佔有渭水流域的大部。

自殺之戰後七十年間，秦晉所發生的戰爭，據史册所記 共有十餘次，但晉國終

不可動搖。等到秦人再展其東進的雄圖，已是二百數十年以後的事了。 

 

再談楚國。楚自成王時與齊國訂召陵之盟，不能得志於北方，乃東向發展，滅

弦 (今湖北蕲水縣西北) 及黃(今河南潢川縣)。其後城濮之戰，楚人的北上計畫

雖再度受挫，但他們在南方的開拓工作，却絲毫未 受阻礙。成王子穆王(前 625

至前 614 年)，又滅江(今河南正陽縣東南)、六 (今安徽六安縣北) 藝 (今安徽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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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縣西北)等國。這時晉人正忙於抵擋秦人的東進，因而穆王又興經略中原的野

心，於是鄭、陳等國，都受到楚的侵略。 

 

穆王死，子莊王 (前 613 至前 591 年)立。他滅庸 (今湖北竹山縣)、舒 (今安徽

舒城縣)等國，並對中原國家宋、鄭、陳及陸渾戎 (今河南嵩縣)等大張撻伐。晉

則自襄公於前六二年死後，因內憂間作 國勢轉衰。前五九七年，楚伐鄭，鄭人

奮戰三月而降；晉軍渡黄河救鄭，被楚人擊敗於  (今河南鄭縣)， 這一戰奠

立了莊王的霸業。 

 

之戰後，楚人雖得志於一時，但未能動搖晉的根本，雙方仍不時發生戰爭。

宋國因介乎兩大之間。在晉楚的角逐中，飽受池魚之殃，因而在國際壇站上，

又添了宋人倡和的一段插曲。前 579 年，宋大臣華元 倡和平運動，由其拉攏晉

楚訂盟，互不侵犯。但條約只維持三年，便被楚撕毁。前 575 年，晉楚又戰於

郡 陵(今河南鄢陵縣)，結果楚敗。鄢陵戰後，晉悼公(前 572 至前 558 年)一度稱

霸，但其時陳已親楚， 不復從晉，晉楚勢力範圍的分界，大致在今河南省許昌

縣一帶。這時晉的攘楚政策雖然未變，但因國內大夫權勢漸盛，忙於內爭，不

再注意對外的政策，這種形勢促成後來晉楚的再訂和約。 

 

前 546 年，宋大夫向戌召開列國「弭兵」大會，與會者十餘國，會中楚以諸侯

盟主自居，晉也由它。大會的決議，凡未附從晉或楚的國家，此後對晉楚應盡

同樣的義務。這是楚代表令尹子木的提案，經過修改 而後通過的。訂盟的計有

十國，除晉、楚外，尚有宋、魯、鄭、衛、曹、許、陳、蔡八國，八國中前五

國親晉，後三國親楚。楚以三國換取五國的親附，自然佔了便宜。親晉的齊和

親楚的秦，則作旁觀者，並未與會。 弭兵之盟後，晉國內部問題日趨嚴重，主

權從公室移到幾個氏室，它們對內爭的興趣遠過於國際上的爭霸，因 此晉乃自

爭霸戰中退却。這自然給楚一個極好機會，十餘年後便撕毀盟約。前 534 年，

楚滅陳，三年後又滅蔡，後來楚雖又使它們復國，但晉對這兩件事始終不加聞

問。論理楚在中原可以橫衝直撞了，但此後不久，它的東鄰，又崛起一個強

敵，給予它莫大的牽制和打擊，那便是吳國。 

 

 

5、吳越的崛興 

吳自商朝末年(前十二世紀)泰伯立國後，其後數百年，吳國毫無歷史的紀錄。

直到春秋中葉泰伯的十九世孫壽夢 (前 585 至前 561 年)時，總有確切的年代可

尋。前 584 年，楚大夫申公巫臣，因在國內 製造桃色事件，無法立足而奔晉；

那時晉正疲於爭霸，巫臣乃獻連吳制楚之策，並親自使吳，勸壽夢叛楚，並教

授吳人射御陣戰，大大改進了吳人的戰術。吳本是附楚的，自叛楚後，經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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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軍在淮河長江之間，西攻楚的東北境。前 519 年，吳滅州來 (今安徽壽縣)，

它是楚的屬國，也是楚的東方重鎮。其後數年，吳又滅掉楚的其他屬國巢 (今

安徽巢縣)、鍾離 (今安徽鳳陽縣)、徐 (今江蘇蕭縣)等，予楚以嚴重的威脅， 

這時楚也連秦拒晉，但沒有多大功效，而吳漸成為楚的心腹大患。至吳王闔間 

(前 514 至前 496 年)，得楚臣伍員及軍事家孫武的輔佐，國勢益强。前 506 年，

吳國由蔡人引導，大舉伐楚。吳軍溯淮水西上，至今河南省境，捨舟登陸，然

後南下，大敗楚師於柏學 (今湖北麻城縣)，五戰而攻入郢都。楚昭王奔隨 (今

湖北隨縣)，賴秦哀公出兵相助，共同擊吳。吳以孤軍深入，又因爭奪戰利品，

軍中發生不和的現象；而越國的軍隊，又乘機攻入吳境；因此吳軍不得已而

退。楚雖勉强復國，但這次所遭遇的創痛，却空前深巨。其後昭王遷都於都 

(今湖北宜城縣)，是為郡郢。春秋時代的大戰爭，像城濮、 、鄢陵等戰役，

戰期大都為一日，接戰只一次即決定勝負；但這次戰役，自柏學之戰至楚都淪

陷，共歷十餘日之久，其間連續戰爵多次。再從吳軍的搭舟登陸看來，吳軍中

當有一大部的步卒。這些都在顯示這次戰爭，已接近戰國時代的戰爭 形式。 

 

越人的歷史，到春秋末期總有較詳的記載。春秋末，其王允常 (前 510 至前 497

年) 在位時，國勢漸強，楚國力聯越以制吳。其後吳師伐楚，允常即乘虛襲

吳。吳王闔間為報风恨，於前 496 年伐越，時允常已死，其子句踐在位，雙方

戰於構李 (今浙江嘉興縣)，吳軍大敗，闆闆傷足而死。子夫差繼立為吳王， 

於前 494 年舉兵報仇，敗越軍於夫椒 (山名，在太湖中)。句踐以甲循五千，退

保會稽 (今浙江紹興縣)，一面卑辭向吳乞和，夫差應允，越繞得以保存。此後

吳乃不以越為意，一心向北方發展，與諸夏的國家爭霸。 

 

吳的北上，第一個目標是魯。前 487 年，吳大敗魯師，盟於泗水之上。其後又

連續伐齊，威振北方。越王句踐，則乘夫差興高朵烈之時，積極致力於生聚教

訓，準備報仇雪恥。前 482 年，夫差大會諸候於黃池 (齊地，今河南封邱縣)，

魯哀公及台定公等皆親目與曾。就在這時，吳國傳來越人攻陷首都姑蘇 (今江 

蘇吳縣) 的消息。夫差狼狙而歸，與越人展開長期的戰爵。結果夫差屢戰屢

敗，終於前 473 年自殺，吳也滅亡。這時已是戰國初期。至此長江下游地區，

入了越人的掌握。越滅吳是一場劃時代的戰爭，因為一舉而滅一個頭等大國，

在春秋時代是沒有的。 

 

句踐滅吳後，也想循夫差舊軌，圖霸中原。他曾與齊、晉會於徐州 (今山東滕

縣)，周王曾使人「致昨」， 以示寵異。至於他的稱霸事蹟，詳情不得而知。只

知他於前四七一年會廢立知君，其後又會合魯、宋納衛出公而不果。魯哀公想

借越之力，抵制國內强横的氏室，也未成功。這些都可說明越人在干涉北方國

家的內政 ，其强大也就可想而知。句踐並遷都於瑯琊 (今山東諸城縣東南)，

與鄉、魯為鄰。其後六傳至無疆而亡於 楚，那時已是戰國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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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春秋各諸侯國的內亂 
 

春秋時代，不特國際戰爭頻仍，各諸侯國的內部也時有亂事發生。春秋初期，

鄭、衛、宋、魯、齊等國 ；均有過內亂。前三年，鄭莊公弟叔段曾謀亂未成。

前七 O 二年，莊公死，諸子爭立，內亂相繼，莊公的 功業遂衰。前 719 年，衛

公子州呼弒其兄桓公自立，未及一年而被殺。宋殤公好戰，立十年而有十一

戰，國人怨恨，於前 710 年為臣下華父督所栽。前 712 年，魯公子單弒其兄隱

公而自立，是為桓公。前 866 年，齊有公子無知之亂；其後晉國也有內亂。這

兩件事演變成齊桓晉文的稱霸，已於前面詳說。 

 

到春秋中末期，各國氏室，日益强横，公室的政權，為它們所操縱；若干國家

的公室，漸走上沒落之途。氏室與氏室之間，則以兼併為務，經常在戰爭中。

國內的篡弒兼併，配合着國際的虎噬鯨吞，漸把歷史帶入 一個新的時代。下面

分述幾件這種類型的內亂，藉以說明春秋戰國這兩個時代的變換過程。 

 

1、魯國的三桓 

魯桓公死，莊公 (前 693 至前 662 年) 繼立。莊公有三弟，名慶父、叔牙、季

友，均為大夫，也就是孟孫氏、叔孫氏和季孫氏三家；因為三家都是桓公之

後，故又稱「三桓」。季友曾助魯僖公 (莊公子，前 659 至前 627 年) 即位，頗

有點勞，因此三桓之中，以季孫氏為最强。魯文公(僖公子，前 626 至前 609

年) 時，三桓與僖公子仲遂 (即東門仲襄)共掌魯政。文公死，仲遂殺文公嫡子

而立庶子，是為宣公 (前 608 至前 591 年)，魯國大權乃落於東門氏。但宣公死

後，三桓乘機驅逐東門氏，共專魯政，舉動日益僭越，例如季氏舞八僧 (魯君

禮樂)於庭，並致祭泰山等。魯君對此自然無法忍受，因此便與其他貴族 合謀

除去三桓。 

 

魯昭公 (前五四一至前五 10 年)時，三桓的勢力益大，他們把公室的土地和人

民，加以瓜分，只對公 室納點小額資賦。前五一七年，季孫氏與另一大夫原氏

因關駕而發生衝突，昭公助邵氏攻季氏，三桓聯合聲 敗昭公軍，昭公奔齊，原

氏的大夫昭伯被殺。昭公在外七年而死，季氏立昭公弟定公 (前五 O 九至前四

九五 年)。定公在位期間，內政外交皆由三桓主持。而三桓的若干家臣如陽

虎、公山不阻等，也用三桓對待魯公 室的手段，對付三桓。陽虎為季氏家臣，

曾於前 505 年發動政變，挾制三桓獨專魯政者達三年之久。三桓以內部不穩，

也不敢積極擴展勢力，危害公室，因此定公總得苟安於位。但到哀公 (前 494

至前 468 年 )時。又與三桓衝突。當時魯國公室的力量，已微弱不堪，因此不

得不借重外力。前四七一年， 公赴越， 想借越的力量除去三桓，但因季孫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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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賄於越而未成。魯公室從此無法振作，直到它亡於楚國為止。魯公室 所以能

始終保全其名位，也許因為三桓是魯公族，多少要顧及一些宗法的約束。有些

國家的異性人夫，其强横向不止此。他們一意要把公室消滅而後已。 

 

2、晉國的六卿 

晉國白獻公誅夷宗室，公族消滅殆盡。晚年遭驪姬之亂，他自己幾個兒子，最

後只剩下一個晉文公。因 此晉國可以說沒有公族，結果只有以異姓為大夫，晉

國異姓貴族之强，種因全在於此。自文公以後，晉國便 有國君被栽的事。前

607 年，趙穿弒靈公；前 573 年，藥書、中行偃弒厲公；都是異姓貴族的傑作。

厲 公以後，諸氏室相互吞併。晉國的卿，原有十餘族，到悼公(前 572 至前 558

年)，只剩下韓、趙、魏、 知、范、中行六氏，共掌國政，其他的氏族，多已

淪沒。在此以前，不但掌政的卿族多，而卿的地位也不能世襲，因此各族的政

權，均不甚固定。但到六卿專政，他們的權位變成世襲的，力量也日漸深固；

相反的， 公室也就日漸卑弱。晉國有一個最重要的官位叫「中軍」，任中軍

者，戰時是軍隊的元帥，平時是首席執政者，可以說集軍政全權於一身。自悼

公以降，六卿輪流任中軍者達百年之久。但六卿之間的矛盾，也與日俱增。前

497 年，韓、趙、魏、知四家，奉晉定公 (前 511 至前 475 年) 伐范、中行，至

前 490 年，纔完全消滅二氏的勢力。此後晉政即由知伯瑶 (即荀瑶) 掌理，甚為

專擅。前 458 年，四家分范、中行地，知氏所得最多。但他仍不滿足，迭向

韓、趙、魏三家求地，趙氏獨不肯與。前 453 年，知伯聯韓、魏伐趙，正在圍

困趙的重鎮晉陽 (今山西太原縣 )時，韓魏突然與趙聯合，夾攻知氏。結果知

伯被殺，其族盡滅，土地也為三家所分割。這時已是戰國初年，三家也自此有

了國的形態，事實上它們在此時已完成分割晉國的工作。 

 

至幽公 (前 437 年至前 420 年)，晉公室所保有的土地，僅剩解和曲沃，此外皆

為三家所有。幽公反須親自朝見三家的大夫，以博其歡。前 403 年，周威烈王

升三家大夫為侯。至前 376 六年，三家又把晉 室僅餘的土地分掉，早已不生作

用的晉室，至此宣告滅亡。韓、趙、魏又稱「三晉，晉國在春秋時本為國際局

面的安定力量，既遭分裂，局面自然大變。三晉的國土處於所謂「四戰之地」，

它們的君主又是以攘奪 兼併起家的，其好戰自無疑問。戰國時代的無數次戰

爭，幾乎每次都由三晉扮演主要脚色，它們簡直變成製 造混亂的中心。 

 

在此附帶追述一下三晉的先世。據說趙的祖先本累代為周王御車，西周穆王

時，造父以善御有功，封於趙城 (今山西趙城縣西南)，後人乃以邑為氏。造父

七世孫趙叔帶，因不滿幽王的荒亂，投效晉國。趙氏後人有趙夙者，為晉獻公

御戎車，畢萬為副。其後獻公把滅掉的兩個小國耿 (今山西河津縣南)、魏(今山

西 芮城縣東北)分給趙风和畢萬，以酬賞他們的勞績；自此趙氏在晉始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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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魏氏也開始建立。韓氏本姓姬， 其祖先武子受晉封於韓原(今陝西韓城縣

西南)，受封的年代不可考，但可知略後於魏。至武子三世孫厥 繞改姓韓，那

時已是晉景公 (前 599 年至前 581 年)在位的期間。 

 

3、齊國的田氏 

田氏是齊國的强大氏室，也就是後來取公室呂氏的權位而代之的，這個氏室的

建立，在齊景公時代。田氏的祖先，為陳厲公子完。前六七二年，陳國內亂，

完奔齊，齊桓公授以工正之職，遂以田為氏。完五世孫乞，事齊景公 (前 547

至前 490 年)，始為大夫。當時齊國賦役繁重，乞施惠於民，並汲引齊國公族的 

失職者，因此舉國上下，對田氏莫不稱頌。他並與晉國大夫范、中行氏勾結，

以為外援，從此勢力日强。景公死，子茶立，田乞廢之而立景公別子陽生，是

為悼公(前四八八至前四八五年)。當時齊國國內的其他大族，多已衰落，田氏

乃得以獨擅齊政。田乞不久死去，子恒 (即田常) 繼續秉權。至簡公(前 484 至

前 481 年)，與田氏發生衝突，恒試之而立其弟平公 (前 480 年至前 456 年)。他

並交好外國，誅除國內氏族 和公族之强者；割裂臨淄以東的廣大地盤，作為自

己的封邑，面積竟較公室的食邑為大。這時已入戰國時代，事實上田氏的齊國

也告成立。 

 

田恒以後，田氏更向外發展，曾與晉、魯等國作戰。到齊康公(前 404 至前 379

年)時，田恒的曾 孫和 (後來追稱太公)專政，康公則縱情酒色而不聞國事。前

391 年，田和遷康公於海上，僅給他一城以 奉先祀。其後他又託魏文侯向周室

進言，求為諸侯。前 386 年，田和受周室正式册命，升格為侯。前 379 年，齊

康公死，田和的兒子田剡，把康公所遺的一城加以吞併，完全統一齊境 (註

三)。享祚七百年的呂氏齊國，至此名實兩亡。 

 

 

享祚七百年的呂氏齊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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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戰國七雄的爭衡 

 
 

 

春秋時代的一百七十餘國，經過二百餘年的兼併，小國已被消滅殆盡；到戰國

初期，只剩二十個左右的國家。它們仍是日以殺伐氣併為事，戰國中期以後，

開始形成了七個大國爭雄的局面，這七國是齊、楚、秦、 燕、韓、趙、魏，後

世稱之為「戰國七雄」。春秋時代的重要國家，除了晉分裂為韓、趙、魏三國，

齊、秦、 楚仍具實力，而燕於此時崛興外，其餘大都遭遇滅亡的命運。幸而僅

存的，也與時局無關輕重。春秋重要國家的滅亡年代，大致是曹於前 487 七年

滅於宋，宋又於前 286 年滅於齊；鄭於前 375 年滅於韓；陳於前 479 年，蔡於

前 447 年，魯於前 249 年先後滅於楚；吳於前 473 年滅於越，越又於前 334 年

滅於楚；衛於前 330 年自貶侯號而稱君，實際上國已不國，直到秦二世時 (前

209 年)，衛君的空名，纔被取消。至於七雄之間的鬥爭，以及它們勢力的消長

起伏，要在下面分節敘述。 

 

1、魏齊的选域 

晉於戰國初期分裂為韓、趙、魏三國，韓佔有原來晉國的南部地區，當今河南

省的中西部和山西省的一小部，疆域最狹。初都陽翟 (今河南禹縣)，滅鄭之

後，建都於其地，是為新鄭 (今河南新鄭縣)。趙據有 原來晉國的北部地區，

包括今山西省中北部，河北省西南部。初都晉陽，後都邯鄲(今河北邯鄲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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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佔有原來晉國的中部和西南部，大致包括今山西省南部，河南省東北部和陝

西省的東北部，都安邑(今山西夏縣 )。魏的地盤最大，國勢也最强，儼然以晉

的正統自居。而三晉的開國君主中，也以魏文侯 (名斯，前 403 至前 397 年)最

為英明，他師事孔子的弟子子夏，並任用大法學家李克(即李悝)和大軍事家吳

起。李克魏人，曾受業於子夏，文侯任以卿相。他手定魏國的新法典，並改定

稅法，國家大治。吳起衛人，曾受業 於曾子及子夏，長於軍事。他在軍與士卒

同甘苦，深得軍心，曾將兵擊敗秦國；文侯以之為西河(今山西陕 西兩省間之

一段黄河)守，以拒秦韓，甚有威名。自文侯經武侯 (前 396 至前 371 年)，直至

惠王(前 370 至前 329 年)初年，魏國一直維持着它的富强。 

 

魏惠王時，西邊的秦和東邊的齊都勃興起來。那時秦國已用商鞅變法，曾於前

三五四年出兵擊魏，但其 勢尚未至極盛。齊國自田划篡呂氏後，再傳至威王

(前 355 年至前 320 年)，國勢驟强。但惠王對這兩 個國家並沒有充分注意，他

的注意力集中在三晉的統一工作上。前 354 年，魏伐趙圍邯鄲。次年，齊國出

兵救趙：敗魏師於桂陵 (山東菏澤縣東北二十里)，魏勢一挫。至前 341 年，魏

又伐韓，齊又救之，大敗魏軍於馬陵 (今河北大名縣南)，殺魏將龐滑。魏國經

此兩次挫折，勢力大衰。前 334 年，魏惠王與齊威王會於徐州 (今山東滕縣一

帶)、彼此尊稱為王，從此凝失去獨霸束力的地位。其後各國羣起效尤，相率稱

王。 

 

齊國自威王時與魏爭衡，其後經宣王 (前 319 至前 301 年)、潛王(前 300 年至前

284 年)兩 八的經營，國勢益盛。這時秦國已强，魏國大受其害，無力再起。因

此齊秦便成了東西遙相對峙的兩强。但兩國之間，因有三晉的阻隔，始終未曾

正面決戰。與齊發生惡鬥的，却是僻處東北的燕國。前 314 年，齊宣王伐燕，

殺燕王噲。燕人另立嚕子昭王 (前 311 年至前 179 年)，與齊相持。至潛王，曾

於前二八八 年與秦昭襄王同時稱帝以自娛，但不久均去帝號。前二八六年，齊

滅宋，齊的損失也大。潛王志氣驕盈， 轉而侵楚和三晉，頗有混一天下的野

心。但恰如以前的吳越戰爭一樣，正當潛王的霸圖伸展至中原時，燕國 突然發

動對齊的致命攻擊。燕因昭王的賢明勤奮，日見富實。前二八四年，燕以樂毅

為將，聯秦、趙、韓、 魏之師伐齊，聯軍長驅直入，攻陷齊都臨淄。次年，潛

王為臣下所弒，齊國七十餘城皆陷，只餘莒和即墨 (均山東今縣)二城未下。齊

人立潛王子法章於莒，以拒燕師，是為襄王。前 279 年，燕昭王死，子惠王 

立，因與樂毅有隙，即位後便將毅樂調換，齊乘機反攻，總得復國。但從此齊

國元氣大傷，僅足自保。這種局勢，對秦國的東向發展，無疑的大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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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國的強大 

秦自穆公以後二百餘年，內政無何顯著進步，而晉國始終保持霸主地位，秦自

然無法東向擴展勢力。戰國初期，秦公室更內亂迭生，魏人得以乘機奪回穆公

時取自晉國的黃河以西之地。當時東方諸侯，對秦均以夷狄視之，恥與為伍。

直到獻公 (前三八四年至前三六二年)，總又開秦國復興的機運。獻公即位後，

自雍 (今陝西鳳翔縣) 遷都於標陽 (今陝西臨潼縣東北)，力圖振奮，曾於前三

六四年大敗三晉之師於石門 (陝西三原縣)，表現出不可輕侮的實力。 

 

到獻公的兒子孝公 (前三六一年至前三八年)，繼續致力於國家的富强，他於即

位之初，下詔求賢， 於是公孫鞅自魏赴秦。鞅本衛國公子，游仕於魏，惠王不

能用，因而投奔秦國，大得孝公的寵信。他以魏國的新法為藍本、訂立一套富

國強兵的計劃，以為秦國政治革新的準繩。 

 

秦國於前 359 年開始頒布一部分新法，其後十年間，逐步加以補充和完成。新

政的要目，大致不外： (一) 勵行法治。即澈底執行所訂立的法律，使國內除

國君外沒有任何特殊勢力。以嚴刑重賞，驅使人民為國服務。 (二) 嚴密保

甲。把人民納入組織，十家為一大組，五家為一小組，相互監視，連帶負責。

組內有奸人而知情不報者腰斬，告發奸惡的與斬敵首同賞，藏匿奸人的與降敵

同罪。(三) 倡導增產。每家有成年男子二人以上而不分居的，要加倍納稅；人

民無分老少，俱要從事生產事業。並從事生產競賽，凡耕田織布成績優越的，

終身免除徭役賦稅；不事生產者，收為公家的奴隸。(四) 獎勵從軍。有軍功

的，按等級給予最優厚的爵賞；從事私關的，照情節的輕重處刑。宗室沒有軍

功，取消其屬籍。此外如服飾、居室以及私有田地奴隸，都以爵級定其享用的

品質或數量；無軍功的，雖富也不能享受。 (五) 整理土地。把全國的城邑和

村落 併為三十一縣，平舊日封區的疆界。未墾的土地，人民可自由佔耕，由政

府對人民直接計田征税。此外並統一全國的度、量、衡。這兩件事都是前 350

年施行的，那年孝公並把國都遷至咸陽 (今陝西咸陽縣)。 (六) 改易風俗。秦

人因長期與外族接近，直至孝公時，還不脱戎狄之俗。那時秦人尚有男女老少

同寝一室 的習慣，這陋習被公孫鞅嚴禁纔歸消滅。秦人的陋習被强制革除的，

恐不止此一端。 

 

新政推行的結果，使秦國家給人足，社會安寧到道不拾遺，盜賊絕踪。外交方

面，公孫鞅拋棄以往的閉關政策，利用地勢，主動向東方各國進攻。秦國的民

風本來是强悍質樸的，嚴刑峻法，養成他們服從命令恪守紀律的習慣。同時舉

國上下都以對外戰爭為主要出路，像這樣一支具有高度戰志的優良軍隊，傾全

力向外發展，自然戰無不勝。秦國首先攻擊的目標，便是東方强國的魏，公孫

鞅早已看出，秦和魏是不能兩立的。前 352 年，他親自領兵伐魏，攻破魏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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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邑。(魏惠王已於前 365 年遷都大梁，即(今河南開封縣)， 前 3400 年，公孫

鞅又親自征魏，俘魏將公子印，並奪回河西之地。自此秦與魏共黄河之險，對

東向進攻更便利了許多。同年，孝公封公孫鞅於商 (今陝西商縣)，因此後人又

稱他為商鞅。 

 

前 338 年，孝公死，子惠王 (前 337 年至前 311 年)繼立。惠王因商鞅曾在其為

太子時鯨其師傅，久蓄怨恨，故即位後便族誅商鞅。但新法仍被保留，同時惠

王更憑藉商鞅為秦國奠立的富强基礎，繼續向外擴展。 

 

惠王即位之初，東周洛陽人蘇秦曾以策干秦而不見用，蘇乃倡導「合從」運

動，勸六國合力禦秦，但功效不大。蘇秦的同學魏人張儀，於前 328 年相秦。

這時秦國東境已進至函谷關以東的陝 (今河南陝縣)、曲沃 (今山西聞喜縣東)、

平周 (今山西介休縣西) 一帶。前 326 年，秦滅蜀而併其地。蜀本是一個外族 

小國，據今四川成都縣一帶，那時它正與另一小國巴 (今四川巴縣) 相互攻

擊，秦乃乘機取之，於是秦益加富强。 

 

 

3、楚趙的拒泰 

楚國自春秋末年為吳所重創後，至戰國初年，已顯有起色。它滅掉陳、蔡、杞

等國，疆宇大啟，並將國都遷回郢邑。前 387 年，吳起因與魏武侯不合而奔

楚，楚悼王以他為令尹，他把魏國的一套政策應用於楚 ，練兵增產，並大事削

弱貴族的權利。其後貴族暴動，攻殺吳起，貴族也因之被誅滅殆盡。從此楚國

的政治走上軍國主義的新階段，它的版圖也日益擴展。 

 

自楚國於西周興起後，直到戰國中期，始終不斷的向四外擴展地盤。在一方的

擴展受阻時，便轉而開拓其他方面，好像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它的地盤在列

國中最為廣闊。到前三三四年滅越以後，楚的領土，北到河南省中南部和山東

省南部，東到江浙沿海，西到陝西省南部、四川省東部，西南至貴州省東北

部，南到 五嶺一帶。它不特掩有如此廣闊的領土，同時從戰國初期到中期，它

從未遭遇大戰。當東方強國的魏已衰落 殘破，而齊又忙於與燕對壘之時，便自

然輪到它作秦國的對手。 

 

秦惠王，楚懷王 (前 338 年至前 299 年)在位，與齊交好。秦國當然不願這兩個

強國連在一起，因此於前 313 年，派張儀至楚，以土地為餌，勸楚與齊絕交。

楚照辦，秦却不肯割地。懷王大怒，於次年遣兵伐秦，為秦所敗，並喪失漢中

郡 (今湖北西北部及陝西南部一帶)。楚與傾國之師再戰，又大敗於藍田 (今陝

西藍田縣西)，楚勢因而大挫。於是張儀乘時游說各國，提倡「連橫」，勸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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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秦親善，這種外交攻勢，一時甚有效果，各國君主，多向秦輸誠。這是前

311 年的事。同年，秦惠王死去，子武王立。張儀與武王不合，於前 320 年離秦

赴魏，列國也跟着解散橫約，再與秦抗。但秦國的實力，到此已無法動搖。 

 

在魏、楚、齊等強國相繼衰落之後，却又有一個國家興起，撑持着戰國末期的

東方危局，那便是趙。趙國的勃興，歸功於趙武靈王 (前 325 年至前 299 年)。

他大致與楚懷王、齊宣王、秦惠王同時，他的末年 又值秦昭襄王和齊湣王的初

年。在楚國大敗於秦之後的不久，他為提倡尚武精神，下令國人必須胡服，以

習騎射。他於前 307 至前 306 年，北攻狄人所建的中山國 (在今河北定縣)，拓

地至今河北西部。其後他 又北略胡地數千里，把趙的北境擴展到今綏遠、察哈

爾兩省的南部；繼而又與齊燕共滅中山。後來他雖死於內亂，但流風所及，趙

人以勇武善戰名於當時。這時正值齊秦稱東西帝不可一世之際，趙國便在它們

的夾縫中崛興。 

 

前 284 年，燕伐齊，「東帝」迅速被擊倒。秦因之更目空一切，它屢次東侵三晉

和楚，這時列國中惟一尚有抵抗能力的便是趙。前 270 年，秦伐趙，圍閼與 

(今山西省和順縣西北)，為趙將超奢所重創， 是戰國末年列國抗秦戰中罕有的

勝利。其後十年，雙方又展開最後的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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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秦國的統一 

 

1、昭襄王的大張桂伐 

秦武王死，異母弟昭襄王 (前 306 至前 251 年)繼立。昭襄王初年，外戚魏冉專

政，仍以繼續擴張 版圖為國策。秦用名將白起，連破韓、魏、趙、楚等國之

師。到齊國衰落後，秦益無忌惮，侵略更為積極，韓魏的領土，幾乎有一半淪

於秦國。楚的失地也多，從前 280 至前 278 的幾年中，楚連續喪失今湖北湖南

兩省西部地區。郢都也為秦攻陷，楚北遷都於陳 (今河南淮陽縣)。趙國對秦的

戰爭，雖也常失利，但戰爭規模不大。至前 270 年，雙方發生較大的衝突，結

果秦敗。也就在這一年，秦國改訂了它的作戰計畫，昭襄王納魏人范睢的建

議，採取「遠交近攻」的辦法，儘先以全力進攻韓、魏，以佔領土地為惟一的

作戰目標。不作越國遠征，以減少不必要的浪費，並聯絡趙、楚等國，孤立

韓、魏。這種戰略實行後的十年間，受害最大的是韓國，黄河以北的韓國地

盤，被秦席捲而去。秦國的兵鋒，至此指向趙國，雙方乃於長平 (今山西高平

縣西二十里) 展開史無前例的惡戰。 

 

長平之戰發生於前 260 年。這一年，秦將王齕攻取韓上黨郡 (今山西省東南隅

地區)，韓人逃入趙境的極多，趙派廉頗屯軍長平以安撫之，因而與秦軍發生衝

突。廉頗探堅守戰略，偶而一出應戰，以期曠日持久，使秦自行退兵。秦雖時

獲小勝，但深以廉頗的戰略為患。因而散佈流言，使趙調換廉頗而代以趙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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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趙括。趙括是一位軍事理論家，實際上沒有作戰經驗，他代廉頗為將後，立

刻出擊秦軍。這時秦也秘密更換統帥，以白起代王齡。趙軍出擊的結果，竟為

秦伏兵所襲，趙軍被截為兩部，各自築壘而守。秦軍一面包圍趙軍，一面徵調

河內地區 (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區) 所有十五歲以上的男子，趕赴長平，以遮

斷趙的救兵及糧道。趙軍被圍四十六天，食糧馨盡，屢次突圍不成，最後趙括

親自率精銳出戰，被秦軍射死。趙軍投降者四十萬人，秦人只把幼弱者二百四

十人遣回，其餘盡行坑殺。總計此役趙軍損失四十五萬人，國力自然大削。這

一戰不但是趙而且是東方六國的存亡關鏈，趙國既敗，六國的滅亡命運，也大

致決定。 

 

長平戰後，白起想直取邯鄲，但因范雎受韓、魏的游說，主張退兵；因此韓趙

乃得割地與秦議和，白起與范睢也種下嫌隙。前 258 年，秦以王陵攻趙邯鄲，

結果失利，昭襄王請白起代陵統軍，起不肯，次年竟被賜死。而魏公子無忌 

(即信陵君) 也在這一年率兵救趙，大敗秦軍，解邯鄲之圍，局面又暫告穩定。 

 

前 256 年，秦又伐韓趙，取韓陽城(今河南登封縣東南)、負黍 (登封縣西南)，

逼臨周室的都畿。周室本是「親秦」的，至此周赧王乃聯合東方諸侯攻秦。這

時周室早已衰微不堪，王畿轄境不過今河南省洛陽、偃師、鞏、泡水、榮陽等

數縣之地，而王畿內又有兩個政權存在。這兩個政權的由來，要上溯至戰國初 

期。原來當周室東遷後，在洛邑建立王城，其地在周公所營的成周以西。到敬

王 (前 510 年至前 476 年) 時，遷居成周。敬王下傳五朝至考王 (前 440 至前

426 年)，仍都成周。他於即位之初封其弟揭於河南 (今河南洛陽縣西) 之地，定

都於王城故地，是為河南桓公，亦即「西周君」。至桓公孫惠公時，又於前 426

年封其少子班於鞏 (今河南鞏縣)，號「東周」惠公。因此在王畿內，又有東西

二周君。到赧王 (前 314 至前 256 年)，因王室微弱，遷居於西周，依西周惠公

子武公。同時東西周各自為政，雙方並時常發生衝突。到前 256 年秦伐韓，西

周首先發生恐慌，因此以赧王出面與諸侯合縱，以銳師攻秦。秦軍反攻，西 周

無法抵禦，結果武公赴秦請罪，盡獻所屬城邑三十六，人民三萬口，秦又把他

送回西周。同年，赧王死， 無人為他立後，周朝至此正式結束。次年 (前 252

年)，秦併西周。至前二四九年，東周也為秦所併吞。 

 

2、秦王政的併吞六國 

昭襄王後，孝文王、莊襄王先後繼立；前者僅在位三天，後者在位也只有四

年。前二四七年，莊襄王死，子政即位，年僅十三歲。因此國政落於太后和她

的情人文信侯呂不韋的手中。不韋原為陽翟大賈，太后原是他的愛姬，當年名

聞趙都的美女。長平戰前不久，秦昭襄王孫子楚為質於趙，子楚為太子安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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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後來的孝文王) 之子，但非嫡出，其母又不得寵，因此趙人對之不甚優禮。

不韋到邯鄲經商，看到子楚，立即認為 「奇貨可居」。接着他與子楚交遊，時

加資助，並親携巨款到秦國為子楚活動王太孫的位子，結果如願以償，不韋也

變成王太孫的師傅。其後他又把他的愛姬獻給子楚，不到一年便生下政。當時

謠傳趙姬離呂家時，已有身孕，政的父親實際上是呂不韋，這事自然無法證

實。子楚於前 250 年即秦王位，是為莊襄王，趙姬為王后，呂不韋也成為相

國，並封文信侯，食邑十萬戶。莊襄王死後，他更利用政的年幼，獨攬大權，

並與太后重拾舊歡。這時秦國的東界，大致擴提到今東經一度附近，已掩有半

個「天下」；東方各國，均已衰弱不堪。論理長平戰後，秦國可以迅速解決六

國，但白起死後，秦國缺乏繼起的將才；又因孝文王、莊襄王享國短暫，秦王

政以冲齡踐阼；這些事都無形中阻撓着秦國的對外發展，因此使秦的統一大業

的完成延遲了許久。 

 

秦王即位後的六國，比較有些力量的只有趙、楚二國。趙的士兵善戰，並有名

將李牧為干城。收曾伐燕和匈奴，武功彪炳一時，甚為秦人所畏忌。楚則地盤

廣大，還有相當的實力。但六國久已失去個別對秦作戰的能力，秦人的侵略，

曾促成它們一度團結。前 241 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伐秦，楚王為從

長，而以楚相春申君主其事。聯軍攻至函谷關 (今河南靈寶縣西南)，為秦軍所

敗，楚乃遷都壽春 (今安徽壽縣)，以避其鋒。此後秦更積極攻魏，魏形勢極

危。但不久秦國內部發生變故，局面纔又告緩和。 

 

原來呂不韋因見秦王年齡日長，深恐自己與太后的事被發覺而遭禍，因此轉介

他的舍人嫪毐與太后，而想置身於事外。嫪毐偽充宦者，一時未被發覺，並受

封為長信侯，專決國政。後經人告發，嫪毐乃於前 238 年於咸陽城中發動叛

亂，但立即為秦王政所討平。秦王政乃乘機奪回太后的政權，呂不韋也於次年

被免職 ，兩年後自殺。秦王政從此大權獨攬，致力於掃定六合的偉業。 

 

呂不韋當政時，養有門客三千，大都是三晉人。這種現象自然為秦人所不滿，

所以當不韋免相後，若干宗室大臣便主張把客卿一律驅逐出境，秦王從之。客

卿李斯上書，樓述客卿對秦國的功勞，認為逐客是不智之舉。結果秦王取消逐

客令，李斯也從此為秦王所信任。李楚國人，因不滿意本國的卑小官職而奔

秦。他在獲得秦王政的親信後，便建議秦王，秘密派遣辯士遊說各國，賄賂各

國的名人政要，為秦作破壞其本國的工作；不能以金錢引誘的，便派人加以暗

殺。務使各國的君臣之間，離心離德，然後以大軍進攻。這個策略配合着軍事

行動，果然奏效，秦國於十年之間，把六國一一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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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第一個被滅的是韓。韓因地盤過小，人力物力都缺乏，同時與秦接境，因

此首先被滅。前 230 年， 秦以內史勝滅韓，虜韓王安。前 228 年，趙國被滅。

秦軍曾於前 234 年為趙將李牧所敗，其後牧始終是藤人的勁敵。前 229 年，秦

賄賂趙王嬖臣郭開，誣李牧欲反，牧竟被殺，趙國也接着滅亡。韓、趙既滅， 

秦軍本應立即攻魏，但前 237 年，燕太子丹遣荆轲行刺秦王政未成，秦軍乃先

伐燕。燕雖於昭王時敗齊。並曾擊敗東胡，拓地至今遼東半島，但因它僻處東

北，國力並不算强。秦既伐燕，先下燕國本土，燕王喜退保遼東，殺太子丹以

和。前 225 年，秦軍分兩路進攻魏和楚。攻魏軍由王貴率領，攻楚秦軍由李

信、蒙恬率領。同年，王貴軍攻破大梁，殺魏王假，魏亡。李信則為楚軍所大

敗，秦王改派王翦率六十萬人攻楚。次年，王翦大破楚軍，殺楚統帥項燕，楚

人退保淮南。至前 223 年，楚國纔告滅亡。前 222 年，秦以王賁攻遼東，虜燕

王喜，燕也滅亡。當趙亡後，趙公子嘉逃至代 (今察哈爾蘭縣)。自立為代王，

趙人歸之者甚多，也在這一年被秦人掃平。這時只剩下一個齊國，齊王建已在

位四十餘年，因事秦唯謹，又地居沿海，故能四十餘年不被兵禍。但到前 221

年，王賁的軍隊，突然從燕南下，攻入臨淄，輕易的滅了齊國。 

 

綜觀六國的被滅，除了趙、楚還有些抵抗能力，其他國家簡直像摧枯拉朽。六

國既滅，互古未有的大統局面也隨之出現。 

 

 

 

■ 

 

 

註解 

 

註一：參看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 (載清華大學「社會科學」二

卷一期)。  

 

註二：據竹書紀年。 

 

第三章 春秋時代與戰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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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通史】➤ 作者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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