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秦與邊陲國家/民族的關係 

錢宗範〈論先秦時期中國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徵〉中，探討了秦國對少數民

族的政策。1由文中得知秦國在兼併小國前後，是以因俗而治、德化懷柔、和

親通婚、和平結盟、互學兼收、兼併融合等六個方面，建立與其他小國的關係。

以下就秦國在併吞周邊民族、或小國前的對外關係，略作概述。 

第一節 巴蜀與秦 

巴、蜀都在秦國的西南，皆在今天的四川省境內。蜀在今四川省西部長江

上游以北的地區，兼有今陝西省西南一部份地。巴的疆域略小於蜀，在今天四

川省東部地區。蜀國在春秋戰國之際已經有發達的農業，巴族原先是習慣使用

船隻在水上射獵的部族，由於受到蜀的影響，也從事農業生產。2 

一、 秦蜀對立到蜀朝秦 

秦厲共公 2 年（前 475），蜀人來賂，3這是文獻上秦蜀兩國第一次有往來

關係。之後，直到近 100 年後，秦蜀才有第二次往來。第二次的接觸，發生在

秦惠公 13 年（前 387），是年秦攻打蜀國，取得南鄭一地。4南鄭處於秦蜀之

間，形勢重要，能否取得南鄭，幾乎可以定出秦蜀兩國實力上的勝負。5其實，

早在秦厲共公 26 年（前 451），秦左庶長已經在南鄭築城，6這是南鄭第一次

歸秦。隨後，在秦躁公 2 年（前 441），南鄭叛秦，這或許是在蜀國的煽動下

造成。7然而秦國並沒有就此罷休，秦惠公 13 年（前 387），推測此時秦國的

                                                         
1 錢宗範，〈論先秦時期中國民族政策的基本特徵〉，《學術月刊》，1990：11，頁 65-72。 
2 楊寬，《戰國史》，頁 284-285。 
3 《史記．秦本紀》。 
4 《華陽國志．蜀志》。 
5 馬培棠，〈巴蜀歸秦考〉，《四川文獻雜誌》，頁 4。 
6 《史記．六國年表》。 
7 馬培棠，〈巴蜀歸秦考〉，《四川文獻雜誌》，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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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力已較往常殷實，於是又再次取得了南鄭。8總之，南鄭的歸屬，可以看出

秦蜀實力的消減。 

之後歷秦出子、秦獻公到秦孝公 14 年，約 40 年的時間，兩國的往來沒有

文獻上的記載，然而秦國常常美女贈送蜀王，拉攏秦蜀關係。到了秦孝公 15

年（前 347），蜀侯有感於秦的友好，遂派使者朝見秦國。9秦惠文王元年（前

337），蜀又入秦朝見。10前一年（前 338）秦孝公才去世，商鞅也因失勢被秦

惠王車裂而死。然而商鞅多年在秦的變法，使秦國的軍事實力能與東方各國媲

美。因此在秦惠文王元年（前 337），不只蜀國，包括楚、韓、趙也入秦朝見，

顯示秦國的威望已經提高，此事具有重要意義。 

二、 張儀與司馬錯爭滅蜀之事 

在秦惠文王的時代（前 337-311），秦國在戰略上已經十分重視位於西南

隅的巴蜀，並且為滅蜀進行了長期的準備工作，像是說服蜀王修通金牛道、11

以金銀美女進貢蜀王等。12秦惠文王更元 9 年（前 316），被司馬錯稱為是「戎

狄之長」的蜀國，13與巴國之間發生了矛盾。事情起於蜀王把漢中這塊領地，

封給自己的弟弟葭萌，封號為苴侯，其邑也叫作葭萌。苴侯和巴王友好，但巴

國和蜀國一向為仇，所以蜀王怒而攻打苴侯，苴侯逃到巴國。14面對「戎狄之

長」的蜀國的來襲，巴國不敵，因此主動向秦求救。就在這個時候，秦國內部

                                                         
8 《史記．秦本紀》。《史記．六國年表》於是年（前 387）載：「秦取我南鄭」，誤。因為在周

定王 28 年（秦躁公 2 年—前 441）南鄭已經叛秦歸屬，所以此年應是秦又自蜀手中取得南鄭。

詳見：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頁 23。 
9 《華陽國志．蜀志》。 
10 《史記．秦本紀》。 
11 傳說在西元前 321 年，秦國聲稱要送一條每日能便金的石牛給蜀國，為了迎接體積龐大的石

牛，蜀國特別修築了一條道路要給牛通行，這條道路救被稱為「石牛道」或「金牛道」。 
12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重慶出版社：1998），頁 145。 
13 《戰國策．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論於秦惠王前〉。 
14 《華陽國志．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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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究竟要南取巴蜀，還是攻打韓國，進而滅掉徒具虛名的周王，張儀和司馬

錯展開了辯論。張儀主張伐韓，他認為直攻新城、宜陽，便可直逼周室領土，

滅周後即可奪得九鼎，挾天子以令天下，如此定可成就王業。司馬錯則主張伐

蜀，他認為得蜀地可以使秦國更富強，而東滅周王只會得暴君、不義之名。15

最後秦惠文王採用司馬錯的意見，派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人，從金牛道伐蜀。

蜀王在葭萌（今朝化一帶）與秦軍決戰，大敗，於武陽受擒於秦軍。其太子率

領殘餘力量退到逢鄉白鹿山（今彭縣西北），也被消滅。開明王朝至此完全滅

亡。16秦惠王將蜀王貶為蜀侯，派陳莊到蜀國為相。 

在司馬錯與張儀的辯論中，前者提到「王者務廣其德」，因此要把握蜀國

「有桀紂之亂」的時機，吞併其疆土，讓秦國更加富強。17然而，關於開明十

二世的桀紂之亂」，根據文獻的記載，有「娶武都的山精為妃」、「遣五丁迎秦

女」、「修石牛道」，除此之外，並沒有更多的內容。18與桀紂事蹟相比，似乎

不足為人道也。因此，蜀國的滅亡可以說是秦拓展疆域必經的一站而已，巴蜀

的內戰可說提供了最佳的戰機，19讓秦以「兵援巴國」此冠冕堂皇的理由，順

道滅了巴蜀。 

三、 另一論點：秦滅蜀於西元前 329 年 

一般的認識，秦滅蜀發生在秦惠文王更元 9 年（前 316），然而馬培棠另

有一說，認為秦滅蜀是在秦惠文王 9 年（前 329）。對於這個論點有幾點理由。

第一，西元前 337 年，秦惠公即位時尚未稱王，直到西元前 324 年稱王，將紀

年改為更元元年。由於秦惠王有兩個紀年，後人將「9 年」誤植為「更元 9 年」，

                                                         
15 《史記．張儀列傳》。 
16 《史記．秦本紀》。 
17 《戰國策．秦策一》，〈司馬錯與張儀爭論於秦惠王前〉。 
18 《華陽國志．蜀志》。 
19 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成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頁 4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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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有可能的。第二，據《史記．張儀列傳》載：20 

蜀既屬秦，秦以益彊，富厚輕諸侯。秦惠王 10 年（前 328），使公子

華與張儀圍蒲陽，降之。儀因言秦復與魏。魏因入上郡少梁謝秦惠王，

惠王乃以張儀為相。 

依照此段引文的事見發展順序，應於秦滅蜀後，魏獻上郡給秦惠王，因此秦王

乃以張儀為相。魏入上郡、張儀為秦相之事，確應發生在西元 328 年，那麼，

秦滅蜀應在此年之前。因此，秦若於秦惠王 9 年（前 329）滅蜀，一切都可以

講得通。21 

表 6-1-1：秦與蜀的關係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87 惠公 13 年 秦攻蜀，取南鄭 隔年（前 386）田和始列諸侯 

337 惠文王元年 蜀君朝秦 楚、韓、趙之君主亦朝秦。 

329 惠文王 9 年 馬培棠以為秦滅蜀於此年 秦攻魏河東。魏攻楚陘山。 

316  惠文王更元 9 年 司馬錯攻蜀，蜀亡 秦攻趙，取中都、西陽。 

四、 丹犁 

除了巴蜀，在四川境內，22與秦有交往的，還有位於秦國的西南部的丹、

犁兩個族。因史料缺乏，兼之其位屬四川境內，故於巴、蜀這一節略微介紹。

秦惠文王更元 14 年（前 311），蜀相殺蜀侯，并丹、犁兩國降秦。23此時還算

是蜀的從國。隔年，秦武王元年（前 310），秦伐丹、犁。24除了上述兩筆資料，

秦與丹、犁的關係，不見任何記載。丹、犁屬於羌族，後來往南遷徙至雲南，

                                                         
20 《史記．張儀列傳》。 
21 馬培棠，〈巴蜀歸秦考〉，頁 3-7。 
22 楊寬，《戰國史》，頁 284。 
23 《史記．秦本紀正義》。 
24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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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唐兩代都可以發現他們的足跡。25 

秦抓住了有利的時機吞併了巴蜀，圖謀與楚對抗，以求統一天下。26秦滅

巴蜀之舉為秦國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里程碑，27巴蜀之地成為秦向東方擴張，

特別是向楚進攻的一個強大而充實的後方基地。 

第二節　義渠與秦 

義渠或稱「儀渠」、28「戎」，29由於位在中國的西方，也屬於「西戎」之

列。30義渠是秦西北方各部族中，較為強大的一支，據有今天的陝西省北部、

甘肅省北部和寧夏等地。傳統史料中，有將義渠的先祖，推至少昊者。雖然說

年代久遠不可考，但至少在殷商末年，義渠國就已經存在。31岑仲勉以語音學

考證出義渠的喪葬儀式為火葬，且其語言與印度語言類似，因而推斷義渠屬於

印度「吐火羅族」的一支，在春秋時代時，由印度移民至隴西。32 

一、 初期與秦均勢 

義渠原先是游牧的部族，後來逐步定居下來。33秦惠公 4 年（前 497），義

                                                         
25 段渝等，《四川通史》（成都：四川大學出版社，1993），頁 272。 
26 胡紹華、趙建忠，〈戰國後期秦國統治蜀之政策研究〉，《渝西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

3（2002.9），頁 37-40。 
27 趙澤光，〈評秦惠文滅蜀〉，《貴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86（1995：3），頁 20-22。 
28 《墨子．節葬下》、《列子．湯問》。 
29 《後漢書．西羌傳》。 
30 《史記．匈奴列傳》。 
31 「（武乙）三十年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見：王國維，《今本竹書紀年》（台北：藝文

印書館，1974），頁 80。 
32 陳槃，《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第一冊，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五十

九，頁 72-76。 
33 楊寬，《戰國史》，頁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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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已經是西戎中的強國，築有幾十個城邑，並且自己稱王。34秦厲共公 6 年（前

471）義渠至秦賄賂。35這時義渠的軍事實力，想必還不十分強，因此還要屈

從於秦，建立雙方的友好關係。事隔 20 多年，秦厲共公 33 年（前 444），這

一年秦攻打義渠，俘虜其君王。36但此後義渠的實力也不斷增強，到了秦躁公

13 年（前 430），義渠已經有力量攻打秦，甚至深入秦地，發兵到渭南這個地

方。37之後橫跨了近一百年，秦惠文王 3 年（前 335），義渠又在洛這個地方打

敗秦軍。38至此，義渠作為西戎中的強國，勢力與秦相抗衡，然而究竟造成秦

多大的威脅，則不得而知。 

表 6-2-1：秦與義渠的關係（1）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471 厲共公 6 年 義渠賂秦  

444 厲共公 33 年 秦攻義渠，俘虜義渠君王  

430 躁公 13 年 義渠攻秦至渭水北岸  

335 惠文王 3 年 義渠敗秦師於洛 秦攻韓宜陽 

二、 勢弱時務偷襲 

打敗秦以後數年，義渠由於內亂，開始顯現衰亡跡象。秦惠文王 7 年（前

331）義渠發生了內亂，秦藉機派庶長操前往平定。4 年後（前 327），秦在義

渠設縣，義渠君王成為秦的臣子。39秦惠文王更元 5 年（前 320），秦伐義渠，

                                                         
34 《後漢書．西羌傳》。 
35 《史記．六國年表》。 
36 《史記．秦本紀》。 
37 《史記．秦本紀》。 
38 《後漢書．西羌傳》謂：「後百餘年，義渠敗秦師於洛。後四年，義渠國亂。」考秦惠文王

7 年（前 331）義渠內亂，則義渠敗秦師於洛，應在秦惠文王 3 年（前 335）。見：蒙文通，

《周秦少數民族研究》（上海：龍門聯合書局，1958），頁 106-107。 
39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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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取郁郅。同年，秦惠王至北方戎地出遊，顯示了秦國勢力已經向北方拓展，

而征服義渠是向北方逐漸滲透的重要因素。義渠在這時的勢力已經不如戰國初

年，頻頻敗於秦國，即使想要反攻，也只能趁著秦國無暇顧及西方時，暗地進

攻。由於秦國處心積慮進攻東方，終於逼得東方各國團結起來反攻秦國，而這

一次，讓義渠逮到一個機會。當時的義渠和魏國也有來往，有一次義渠君到了

魏國，公孫衍對他說，秦與中原各國無事的時候，秦國便會對你們國家用兵，

一旦秦國有戰事，秦就會派使者送黃金等貴重物品拉攏貴國。果不其然，秦惠

文王更元 7 年（前 318），魏、趙、韓、楚、燕五國對秦用兵，為了東方的戰

事，秦惠王派人送布千匹，美人百人到義渠賄賂義渠君，以示友好。義渠君想

起公孫衍的話，此時想必秦與他國有戰事！便利用此時機，出兵攻打秦國，在

李帛大大打敗秦國的軍隊。40五國攻秦雖不勝而返，但義渠的趁隙而入，反讓

秦國吃了一次敗仗。秦本紀中，「韓趙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此處的匈奴想必

指的就是義渠。但義渠與匈奴並不全然等同，匈奴可說是一個含括性較廣的代

名詞，義渠、大荔等西戎各族，都含括在匈奴裡面。 

表 6-2-2：秦與義渠的關係（2）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31 惠文王 7 年 義渠內亂，秦庶長操前往平定  

327 惠文王 11 年 秦在義渠設縣 秦歸還魏地 

320 惠文王更元 4 年 秦攻義渠，取郁郅 秦假道韓、魏攻齊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義渠趁五國伐秦時，在李帛打敗

秦軍 

三晉、楚、燕合縱攻秦，

不勝。燕王噲讓位子之。 

三、 義渠亡 

自從五國攻秦失敗後，秦國在三年內打敗三晉聯軍並個別進攻之，也滅亡

                                                         
40 《戰國策．秦策二》，〈義渠君之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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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國、攻取了趙的都城，東方戰事一旦處理完畢，確認後顧無憂後，秦終於對

義渠展開報復，秦惠文王更元 11 年（前 314），秦猛烈攻打義渠，取得徒涇 25

城。41秦武王元年（前 310），秦再次攻打義渠。秦武王瘁死後，秦昭王初立，

大權還都掌握在宣太后手裡，這時義渠王到秦國朝見，不知什麼原因，宣太后

竟和義渠王私通，生下兩個孩子。秦昭王 35 年（前 272），宣太后在甘泉宮色

誘義渠王，並將他殺死，義渠遂被滅。42然而仍有一些義渠王的部屬或臣民在

外流竄，直到漢文帝時，才臣服於中國。43 

表 6-2-3：秦與義渠的關係（3）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314 惠文王更元 11 年 秦攻義渠，得 25

城 

秦敗韓於岸門。燕內亂，齊匡章伐燕。

趙派樂池送公子職入燕，是為燕昭王。

310 武王元年 秦攻義渠、丹犁  

272 昭王 35 年 秦滅義渠 燕相公孫操殺燕惠王，擁立武成王。秦、

楚助韓攻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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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西戎與秦 

西戎或作「戎夷」、44或作「胡」、45或作「狄」，46泛指秦國西方散佈於廣

大地區的許多戎族。這些戎人聚散無常，居無定處，究竟有多少國，實在難以

計算。《史記．匈奴列傳》提到隴以西有四個大國：棉諸、緄戎、翟、豲，緜

諸在秦國西北，今甘肅天水附近；緄戎在今陝西鳳翔一帶；翟居在今天的甘肅

                                                         
41 《史記．秦本紀》。 
42 《史記．秦本紀》；《史記．匈奴列傳》。 
43 賈誼，《新書．匈奴篇》。 
44 《史記．秦本紀》。 
45 淮南主述篇 
46 王符，《潛夫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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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洮縣；豲在今天的甘肅隴西縣北。另外，岐、梁山、涇、漆之北，有義渠、

大荔、烏氏、胊(音渠)衍之戎。他們居住之處分散，各有各的君長，「往往而

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秦穆公時就已經攻取西戎，開闢千里的土地。47

到了秦昭王時，根據秦穆公攻西戎所闢的千里之地，設置「北地郡」，加以新

的組織與統治者。48西戎之地，即是秦代設置的隴西郡、北地郡二處，由其行

政區域的名稱，可以看出部落名稱的遺跡。如隴西郡有狄道、羌道，北地郡有

胊(音渠)衍、弋居、義渠道。49 

在這些「戎」建立的國家中，義渠的資料較充分，故於上一節專門討論，

其餘有資料可循的西戎國，則於此節一併討論。 

一、 棉諸 

緜諸在秦國西北，今甘肅天水附近。50秦穆公時，西戎派到秦的使者由余，

可能就是屬於棉諸之戎。秦穆公得到由于這個人才後，威服西戎八國，51八國

當中，即包含「棉諸」。棉諸雖在秦穆公時代就已經是秦的屬國，但之後也曾

反兵反抗秦的統治，與秦交戰。秦厲共公 20 年（前 457），秦與緜諸交戰。秦

惠公 5 年（前 395），秦伐緜諸。 

棉諸雖被稱為國，其社會性質仍處於氏族制末期階段。52史料中出現的「由

余」，一說為人名，但也可能是棉諸的一音之異譯。其他的同名異譯還有：居

繇、繇敘、綿諸。 

 

                                                         
47 《漢書．韓安國傳》。 
48 陳槃，《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第一冊，頁 67 上。 
49 陳槃，《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第一冊，頁 67 下。 
50 楊寬，《戰國史》，頁 283。 
51 《史記．匈奴傳》。 
52 林劍鳴，《秦史稿》，頁 5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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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1：秦與繇諸的關係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457 厲共公 20 年 秦與繇諸交戰，結果不明 晉智瑤伐中山 

395 惠公 5 年 秦攻繇諸 魏武侯元年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二、 緄戎 

緄戎或作「混夷」、53或作「昆夷」、54、或作「畎（犬）夷」。混夷一詞的

出現，乃因為毛詩正義曰：「西有混夷之患。」患夷即是患中國之夷；緄夷是

西戎的國名。王國維曾提出「犬戎」、「昆夷」、「鬼方」、「薰育」、「玁狁」都是

同一族，只不過有不同的異稱。55昆夷是犬戎之說，還可以留存，但昆夷與鬼

方等應有別。逸周書商書伊尹朝獻篇，將狗國、鬼親、狄、匈奴等分開別列。

狗國即犬戎、鬼親即鬼方。因此，犬戎、鬼方、狄、匈奴是不同部族。56 

三、 翟豲 

豲在今天的甘肅隴西縣北。秦獻公初即位時，便西向滅狄豲戎。雖云「滅

國」，但可能只是君王死去，部族分崩離析而未滅絕，後勢力強盛時，便再次

集結，成為秦在西方的威脅。到了秦孝公元年（前 361），秦再次滅豲，殺豲

王。57可知在戰國時代時，豲再度聚起，甚至在西方稱王。 

                                                         
53 《史記．匈奴傳》。 
54 《孟子．梁惠王下》。 
55 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 
56 陳槃，《不見于春秋大事表之春秋方國稿》，第一冊，頁 69-70。 
57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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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荔 

大荔在秦國西北，今陝西省大荔縣東南。58大荔亦名「芮戎」，本來居住

在北地郡。殷、周時代已有「芮」這個部族。芮為姜姓，也就是羌姓。周初封

建時，芮這個部族住在大荔，也有可能是在周王東遷時曾住在大荔一地，而後

遷往芮城，最後又遷到大荔這個地方。總之，大荔原出自於西戎，因住在大荔

這個地方而獲此名。因此，可稱之為「大荔之戎」。 

秦厲共公 16 年（前 461），秦以二萬兵伐大荔，取其王城。59秦孝公 24

年（前 338），大荔包圍合陽城。60由此可知，秦厲公時代雖打敗了大荔，卻仍

有大荔的支系在活動。然而自秦孝公 24 年（前 338）後，大荔便不見於歷史

記載。 

表 6-3-2：秦與大荔的關係 

西元前 秦系 事件/經過 列國大事 

461 厲共公 16 年 秦以 2 萬兵攻大荔，取其王城 秦塹河旁 

338 孝公 24 年 大荔包圍合陽 秦孝公去世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58 楊寬，《戰國史》，頁 283。 
59 《史記．秦本紀》。 
60 《史記．六國年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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