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秦與齊、楚的關係 

第一節  秦與齊的關係 

齊國疆域在今天山東省偏北的大部分，兼有今河北省的東南部。全境東邊

靠海，南和越、莒、杞、魯等國接界，北和燕接境，西和趙、衛交界。國都在

臨淄（今山東省緇博市西臨淄北）。1田齊的先祖為陳厲公。厲公被殺後，其子

陳完不得立，便於齊桓公 14 年，奔往齊國，由於不欲稱本國故號，故以陳字

為田氏。2西元前 481 年，田常弒齊簡公於徐州，此後專其之政。西元前 386

年，田常曾孫田和始列為諸侯，將齊康公遷至海濱，西元前 379 年，齊康公卒，

呂氏在齊絕祀。3田齊完全取代呂齊。 

一、 和平關係 

齊與秦的首次往來，發生在秦孝公 18 年（前 344—齊威王 13 年、周顯王

25 年）。這一年魏惠王召集逢澤之會，率領諸侯朝見天子。齊威王沒有參加朝

天子的活動，卻帶了卿大夫到秦聘問，4顯示秦與齊的友好。秦孝公 21 年（前

341—齊威王 16 年），齊國在馬陵之戰打敗了魏國，齊國國勢竄起。隔年（前

340），齊、秦、趙從東、西、北三面夾攻魏國，齊、秦在同一陣線，共同敵對

魏國。秦惠文王更元 2 年（前 323—齊威王 34 年、周顯王 46 年），是秦惠文

王稱王的第二年，秦國已有心要進攻中原。為了破壞公孫衍的合縱策略，以防

齊、楚與魏合縱攻秦。因此，秦國便派張儀和齊、楚大臣在齧桑會盟。5至此，

秦與齊尚未有彼此利益上的衝突，兩國間屬和平的關係。然而，儘管表面上看

                                                         
1 楊寬，《戰國史》，頁 280。 
2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 
3 楊寬，《戰國會要》，頁 7-9。 
4 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12。 
5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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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如此，其實張儀正策劃著「欲以秦、韓、魏之勢伐齊、楚」。 

表 5-1-1：齊秦和平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齊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44 孝公 18 年 威王 13 年 齊至秦聘問 逢澤之會 

340 孝公 22 年 威王 17 年 秦、齊、趙攻魏 秦封衛鞅為商君 

323 惠文王更元 2 年 威王 34 年 齧桑會盟 五國相王；楚攻魏 

二、 張儀的「聯合韓、魏伐齊、楚」 

秦惠文王更元 3 年（前 322—齊威王 35 年），魏採用張儀的策略，以張儀

為相。由於秦魏的友好，秦惠文王更元 5 年（前 320—齊威王 37 年），秦假道

韓、魏攻齊。齊威王使匡章為將應戰，在齊威王的信任下，匡章贏得大勝。6由

於匡章的勝利，張儀「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楚」的行動受挫，因此，公孫

衍的合縱策略又得以伸展。秦惠文王更元 7 年（前 318—齊宣王 2 年），公孫

衍發動五國攻秦。齊國雖沒有參加合縱攻秦，強大的齊國仍是秦國畏憚的敵

體，因此，五國攻秦失敗後，秦國再次與韓、魏合作攻齊。秦惠文王更元 13

年（前 312—齊宣王 5 年）齊國聯合宋國，圍攻魏的煮棗，魏國則聯合秦國與

韓國，攻齊到濮水之上，俘虜聲子，這一仗齊軍大敗。至此，秦皆聯合韓、魏

以抗齊。 

秦昭王 8 年（前 299—齊湣王 2 年），楚懷王客死秦國後，在齊國當人質

的太子橫返回楚國為王，是為楚頃襄王。由於太子橫離齊之前已應允要給齊國

五百里地，回國後又反悔，齊於是出兵攻打楚國，楚求救於秦，秦國發兵救楚，

齊只好退兵。7秦昭王 9 年（前 298—齊湣王 3 年），差一點深陷秦國的孟嘗君，

好不容易回到齊國重新為相時，便發動齊、韓、魏聯軍攻秦到函谷關。 

                                                         
6 楊寬，《戰國史》，頁 351。 
7 楊寬，《戰國史》，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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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張儀「合韓魏攻齊楚」策略下之秦齊戰爭 

西元前 秦系 齊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20 惠文王更元 5

年 

宣王元年 秦假韓、魏道攻齊。齊威王使

匡章應戰，大勝 

秦伐義渠 

312 惠文王更元 13

年 

宣王 8 年 秦與韓、魏攻齊到濮水之上，

俘虜聲子。齊敗 

秦助韓反攻景翠；秦楚藍田

之戰 

299 昭王 8 年 湣王 2 年 齊攻楚，秦救楚 楚懷王被秦扣留；趙武靈王

傳位王子；孟嘗君入秦 

298 昭王 9 年 湣王 3 年 齊、韓、魏攻秦至函谷關。隔

年繼續攻秦。 

秦攻楚；樓緩為秦相、孟嘗

君回齊 

註：1.粗框為秦戰敗者；2.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三、 秦乘勢「合縱伐齊」 

這時，齊、趙、秦三強鼎立，互相鬥爭，魏冉企圖採用與齊合縱的策略，

聯合五國一舉攻滅趙國。當時各國都已經稱王，因此魏冉便提出邀約齊國共同

稱帝的策略。秦昭王 19 年（前 288—齊湣王 13 年），秦昭王在宜陽自立為「西

帝」，同時派魏冉前往齊國，向齊湣王致送「東帝」的稱號，並邀約五國訂立

了共同伐趙的盟約。齊湣王為此事向蘇秦請教，蘇秦說「伐趙不如伐宋之利」，

正中齊湣王下懷。蘇秦又說，齊若取消帝號可獲得天下的擁戴。因此齊王背棄

了與秦的約定，邀集趙王，共同「攻秦去帝」。局勢一時大轉，原來是秦齊要

與五國共同伐趙，一轉變成蘇秦主持齊、趙二強，發動五國合縱攻秦。蘇秦因

此聲勢烜赫，以原先燕相之位，又得到趙、齊兩國的相職。然而，蘇秦的背後

目的並非為了挽救趙國，而是要趁這個合縱攻秦的時機攻滅宋國，因為趙、魏

也想攻奪宋地。秦昭王 20 年（前 287—齊湣王 14 年），蘇秦帥韓、齊、楚、

魏、趙五國攻秦，然而由於各國的目的不一，魏國又出面阻撓，因此在成皋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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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軍隊就沒有再前進。這時，魏國一再出兵宋國，與齊爭奪宋地，魏與

趙又有心合縱攻齊，於是齊王決定在撤回攻秦的兵將。秦在五國合縱的形勢下

也廢除帝號，與五國講和，把先前奪得的地，歸還一部份給魏、趙。 

秦昭王 21 年（前 286—齊湣王 15 年）齊國滅了宋國。由此，引起各國的

不滿。先前，趙將韓徐、魏相孟嘗君已經發起合縱了攻齊，並邀約燕昭王一起

攻齊。宋被滅後，三晉與齊的矛盾愈加尖銳，尤其是趙國。在西方，秦國也感

到壓力，認為齊滅宋一事將有礙秦在中原的擴展。秦昭王 22 年（前 285—齊

湣王 16 年），秦主謀合縱攻齊，隔年（前 284），秦昭王先與楚頃襄王相會、

又和趙惠文王相會。作為盟主的秦國，派蒙驁首先攻齊，奪得九個城。原來極

度受到齊國信賴的燕，也開始攻齊，樂毅被推為趙、燕的共相，並作為五國聯

軍的統帥。當秦將蒙驁大舉進攻齊河東的時候，五國合縱的形勢已成定局，齊

將被瓜分勢為定局。齊國不斷敗退，樂毅在齊地五年，先後攻下七十多城。當

樂毅帥燕師攻破齊國時，秦、魏正分別攻取齊剛取得的宋地，秦取得的陶邑，

後來就成為魏冉的封地。樂毅破齊後，齊湣王出奔，而此時秦國也開始調撥大

軍，轉而圍攻魏國大梁，企圖一舉滅亡魏國。因此五國攻秦的結果，成就了燕

國的復仇，然而一旦齊成了強弩之末，秦便轉移目標，將齊國留給燕去解決。 

四、 齊亡 

秦昭王 37 年（前 270—齊襄王 14 年），秦派客卿灶攻取齊的剛、壽。五

國攻齊給齊的打擊相當大，儘管在國人齊心努力下復國，齊國對東方各國的事

務，漸漸地鮮少插手。少了大國齊的干預，秦得以在東方恣意攻奪土地。秦王

政 26 年（前 221—齊王建 44 年），秦攻滅 5 國後，最後從燕南攻齊，俘虜齊

王建，齊就此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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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秦昭王、秦王政時期秦齊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齊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288 昭王 19 年 湣王 13 年 秦約齊稱帝。12 月，齊取消帝號。 魏昭王朝趙 

287 昭王 20 年 湣王 14 年 蘇秦約三晉、燕、齊攻秦。罷於成皋。

秦歸還部分趙、魏地求和。 

秦攻魏 

285 昭王 22 年 湣王 16 年 秦蒙驁攻齊，奪得 9 城 秦楚、秦趙

會盟 

270 昭王 37 年 襄王 14 年 秦客卿灶攻取齊的剛、壽  

221 王政 26 年 王建 44 年 秦王賁從燕南攻齊，俘虜齊王建，齊亡 秦統一中原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第二節  秦與楚的關係 

楚國疆域從今天的四川省東端起，有今湖北省的全部，兼有今湖南省的東

北部、江西省的北部、安徽省的北部、陝西省的東南角、河南省的南邊、江蘇

省淮北的中部。全境西北和秦國交界，北面和韓、鄭、宋接界，東和越接界，

西和巴接界，南與百越接界。國都在郢（今湖北省江陵縣西北紀南城）。8 

一、 友好、對立不定 

進入戰國中期，秦惠文王元年（前 337—楚威王 3 年），楚國與秦國才有

第一次往來。是年秦惠文王剛即位，然而在商鞅在秦國的變法已實施多年，秦

國的實力有大大的進展。或者因為秦的發展，楚國派使者入秦朝見，同年至秦

還有韓、魏、蜀等國。9秦惠文王一即位，為爭取到河西地，連年展開進攻魏

                                                         
8 楊寬，《戰國史》，頁 280。 
9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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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戰爭，因此秦、魏兩國的關係一直是對立的。秦惠文王更元 2 年（前 323—

楚懷王 6 年），公孫衍發起燕、趙、中山、魏、韓五國稱王，秦害怕魏與其他

大國合作起來，對付秦國，因此這一年秦派張儀和齊、楚大臣在齧桑會盟，目

的在於拉攏齊、楚，防止公孫衍和齊、楚的合縱。10 

公孫衍欲推行「五國相王」以合縱抗秦，但並沒有什麼成就。秦惠文王更

元 6 年（前 319—楚懷王 10 年），張儀回到秦國，公孫衍升任相國，儼然成為

魏國朝廷的首腦。11在東方各國的支持下，隔年（前 318），「五國伐秦」之舉

展開了。韓與趙、魏、楚、燕五國，推楚懷王為縱長，合縱攻秦。但實際出兵

與秦國交戰的，只韓、趙、魏三國。三國攻到函谷關時，秦出兵反擊，三國聯

軍戰況不利，以魏受的損失最大。魏派惠施到楚，要與秦講和，因此五國紛紛

退兵。 

秦惠文王時期，張儀推動「合韓、魏之勢以伐齊、楚」策略，楚首當其衝。

楚因此派柱國景翠統率大軍屯駐於魯、齊邊境和韓、魏的南邊，又派三大夫統

率九軍向北圍攻曲沃和於中。秦惠文王更元 12 年（前 313—楚懷王 16 年），

楚在齊的幫助下攻取了曲沃，接著要進攻商於之地。秦惠文王為反擊楚軍，首

要便先瓦解齊楚聯盟，因此派張儀出使楚國，以商於之地六百里誑騙楚懷王，

令之與齊決交，而後便進攻楚軍。12秦惠文王更元 13 年（前 312—楚懷王 17

年），秦將魏章戰勝楚於丹陽，俘虜屈丐，取漢中地。同年，秦戰勝楚於藍田。

秦國取得楚漢中地後，又接著進攻，於隔年（前 311），伐楚取召陵。13 

秦昭王即位後，因為秦昭王的母親宣太后是楚人，秦昭王和楚懷王聯姻，

秦至楚「迎婦」。秦昭王 3 年（前 304—楚懷王 25 年），秦、楚在黃棘會盟，

秦歸還楚上庸。秦與楚的友好，違背了先前與齊王相約合縱攻秦的誓言，因此

                                                         
10 楊寬，《戰國史》，頁 349。 
11 楊寬，《戰國史》，頁 352。 
12 楊寬，《戰國史》，頁 356-357。 
13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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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偕同韓、魏，於隔年（前 303），一同攻楚，楚派太子橫到秦國做為人質，

於是秦出兵救楚。然而，隨後，在秦為質的楚太子橫在私鬥中殺死一個秦大夫，

逃回楚國，秦楚關係又趨惡劣。秦昭王 7 年（前 300—楚懷王 29 年）秦攻楚，

拔新城，殺楚將景缺。 

秦昭王 8 年（前 299—楚懷王 30 年），楚懷王被扣留在秦國，客死他鄉，

楚國大臣意欲便召回在齊國當人質的太子橫即位為王。太子橫向齊湣王告歸

時，齊王表示要離開的話，必須以獻地五百里作為條件。破於情勢，太子橫答

應了。回到楚國後，太子橫即位，是為楚頃襄王。當齊國前來求地時，楚王召

見群臣，要大臣們獻計。上柱國子良主張守信獻地，然後發兵攻取；昭常主張

不給地，發兵加以防守；景鯉主張求救於秦。慎子認為三人所獻之計都可以採

用，因此楚王先派子良去獻地，接著派昭常為大司馬而往守東地，再派景鯉入

秦求救。由於秦國發兵救楚，齊才退兵。14不久後，秦昭襄王以會盟為由，要

求與楚懷王相會，沒想到楚懷王一赴約，便被軟禁至秦國。 

表 5-2-1：友好、對立不定的秦楚關係 

西元前 秦系 楚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37 惠文王元年 威王 3 年 楚君朝秦 韓、趙、蜀君朝秦

323 惠文王更元 2 年 懷王 6 年 秦派張儀與齊、楚會盟於齧桑 楚攻魏；五國相王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懷王 11 年 公孫衍主持三晉、楚、燕合縱攻秦，不勝 燕王噲讓位子之 

312 惠文王更元 13 年 懷王 17 年 楚景翠圍攻韓雍氏，秦助韓反攻景翠。秦

魏章戰勝楚於丹陽，擄屈丐，取漢中地。

秦勝楚於藍田，斬首 8 萬 

韓、魏攻楚 

311 惠文王更元 14 年 懷王 18 年 秦攻楚、取召陵 秦助魏伐衛 

304 昭王 3 年 懷王 25 年 秦楚會盟，秦歸還楚上庸  

303 昭王 4 年 懷王 26 年 齊、魏、韓攻楚，楚太子入質秦，秦救楚 秦攻韓、魏。 

                                                         
14 楊寬，《戰國史》，頁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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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楚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00 昭王 7 年 懷王 29 年 秦拔楚新城，殺楚將景缺。斬首 3 萬 趙攻中山 

299 昭王 8 年 懷王 30 年 秦救楚 楚懷王受騙入

秦，被秦王扣留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二、 楚懷王客死秦國 

秦昭王 9 年（前 298—楚頃襄王元年），秦要求在秦國的楚懷王割地，懷

王不允，秦昭王怒而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君，攻取析等十五座城。隔年（前

297）楚懷王逃走，秦發覺後，立即斷絕往楚國的道路。懷王至趙，趙國不敢

接待，懷王原想逃至魏，卻被秦使捉住，帶回秦國。楚懷王從此病發，隔年（前

296）死在秦國。15秦楚以此事絕交。 

秦昭襄王 14 年（前 293—楚頃襄王 6 年），秦在伊闕之戰中大勝，秦王乘

勢致書楚王，威脅楚若與秦為敵，秦將率領諸侯伐之。楚頃襄王畏懼，於隔年

（前 292）又與秦國以聯姻的方式重修舊好。秦昭王 20 年（前 287—楚頃襄王

12 年），蘇秦約韓、齊、燕、魏、趙五國攻秦，唯獨楚國沒有參加，即是因為

秦楚有合約在先。秦昭王 22 年（前 285—楚頃襄王 14 年），秦主謀合縱攻齊，

秦昭王首先與楚頃襄王在宛相會，約定一同攻齊，兩國並互結和親。秦昭王

24 年（前 283—楚頃襄王 16 年）秦昭王與楚頃襄王又先後在鄢、穰相會。 

表 5-2-2：楚頃襄王前期秦楚關係 

西元前 秦系 楚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299 昭王 8 年 懷王 30 年 楚懷王受騙入秦，被秦王扣留 趙武靈王傳位王

子何；孟嘗君入秦

為相 

                                                         
15 《史記．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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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楚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298 昭王 9 年 頃襄王元年 秦攻取楚析等 10 多城 樓緩入秦為相；孟

嘗君回齊；齊、

韓、魏攻秦 

285 昭王 22 年 頃襄王 14 年 秦昭王、楚頃襄王在宛相會 秦主謀合縱攻齊。

283 昭王 24 年 頃襄王 16 年 秦昭王、楚頃襄王在鄢、穰相會 趙攻齊；秦攻魏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三、 大舉攻楚 

合縱攻齊的目的一達到，秦國無視先前的友好盟約，又展開對各國的進

攻。秦昭王 27 年（前 280—楚頃襄王 19 年），秦派司馬錯由蜀攻取楚黔中，

楚獻漢北及上庸地給秦。隔年（前 279）秦派白起大舉攻楚，攻取鄢、鄧、西

陵。秦昭王 29 年（前 278—楚頃襄王 21 年），白起攻下楚都鄢郢，焚燒夷陵，

攻到竟陵、安陸，建立南郡，向南又攻取洞庭、五渚、江南，楚因此遷都到陳。

兩年後（前 276），楚收復黔中 15 邑，重新建都抗秦。 

秦莊襄王 3 年（前 247—楚孝烈王 16 年），魏信陵君合三晉、楚、燕五國

攻秦，打敗蒙驁於河外，但六國後勁已衰，幾乎沒有力量抵抗秦國整裝後的再

次出擊。秦王政 6 年（前 241—楚孝烈王 22 年），趙龐煖率領趙、楚、魏、燕、

韓五國之兵攻秦，至蕞。秦王政 12 年（前 235—楚幽王 3 年），秦徵發四郡的

兵，助魏攻楚。秦王政 21 年（前 226—楚王負芻 2 年），秦派王賁擊楚，取十

餘城。秦王政 22 年（前 225—楚王負芻 3 年），秦將李信、蒙武擊楚，李信敗

還。隔年（前 224），秦將王翦、蒙武大破楚軍，楚將項燕自殺。秦王政皇 24

年（前 223—楚王負芻 5 年）秦軍攻入楚都壽春，俘虜楚王負芻，秦於此設置

楚郡，楚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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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秦大舉攻楚 

西元前 秦系 楚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280 昭王 27 年 頃襄王 19 年 司馬錯由蜀攻取楚黔中。楚獻漢北、

上庸地給秦 

白起攻趙；趙攻齊 

279 昭王 28 年 頃襄王 20 年 白起大舉攻楚，攻取鄢、鄧、西陵 燕昭王死；秦趙修

好；楚將莊蹻越過黔

中郡攻到滇池 

278 昭王 29 年 頃襄王 21 年 白起攻下楚都鄢郢，焚燒夷陵，攻到

竟陵、安陸，建立南郡。向南又攻取

洞庭、五渚、江南 

楚遷都陳；隔年開始

重新建郡抗秦 

272 昭王 35 年 頃襄王 27 年 秦楚助韓魏攻燕 燕相公孫操殺燕惠

王；秦滅義渠 

247 莊襄王 3 年 孝烈王 16 年 信陵君領趙、魏、楚、韓、燕兵，五

國攻秦，打敗蒙驁於河外 

秦攻魏、趙 

241 王政 6 年 孝烈王 22 年 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攻秦，至蕞 楚遷都壽春 

235 王政 12 年 幽王 3 年 秦征伐四郡的兵，助魏攻楚  

226 王政 21 年 王負芻 2 年 秦派王賁擊楚，取 10 餘城 秦攻下燕都薊，燕王

喜遷都遼東；新鄭叛

秦，韓王安死。 

225 王政 22 年 王負芻 3 年 秦將李信、蒙武擊楚，李信敗還 魏亡 

224 王政 23 年 王負芻 4 年 秦將王翦、蒙武大破楚軍。   

223 王政 24 年 王負芻 5 年 秦軍攻入楚都壽春，俘虜楚王負芻。 秦設置楚郡。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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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戰國早期，齊、秦分屬東方兩方，無實質利益上的衝突，兼之兩國共同敵

人為魏國，因此尚能保持友好的往來關係。等到齊國擊敗魏國，開始強大之時，

秦國出於畏憚，便採取張儀的「聯合韓、魏以伐齊、楚」策略。秦國首次攻打

齊國時便遭敗北，數年後，便聯合韓、魏一同攻齊，才取得勝利。由於齊國在

東方的威望，當秦王欲稱帝時，也希望齊王與他一同稱東西帝，而當齊取消帝

號，秦馬上也取消，可見齊對秦的影響力。燕昭王時代，蘇秦策劃了一連串打

擊齊國的政策。在蘇秦的鼓動下，齊滅亡了宋，此舉令各國以秦為公敵。秦國

善用此時勢，發起合縱攻齊，奪取齊國城池。西元前 270 年，在魏冉主政下，

秦派客卿灶攻取齊的剛、壽，此事被范睢用以批評魏冉對外舉措不當。不久後，

范睢成為秦相，推動「遠交近攻」。一方面是齊不願在涉足諸侯間戰爭，一方

面是秦全力對付鄰近國家。總之，此後直到西元前 221 年秦滅齊，兩國間長達

50 年沒有任何往來。 

    秦楚雖為近鄰，戰國時代直至中期才有第一次往來。兩國間關係不定，早

年秦的大敵為魏國，便聯合楚、齊以抗魏。待魏勢力較衰，齊國取而代之，張

儀便推動「聯合韓、魏以伐齊、楚」，兩國相爭曲沃與漢中地。楚懷王時代，

楚國二度陷入被攻打的危機中，都是賴秦國救援才脫離險境，楚懷王視秦國為

盟友，是以陷入秦昭襄王誘騙至秦的圈套中。楚頃襄王早期，秦國的重心在削

弱齊國，待樂毅攻破齊都臨淄，秦開始連年向楚國進攻。西元前 247 年，楚國

參與魏國信陵君發起的合縱伐秦，打敗了秦國大將蒙驁，這是最後一次的勝

戰。此後，楚國便一步步被秦國攻滅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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