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前言 

戰國時代（西元前五世紀到西元前三世紀），是秦、齊、楚、燕、韓、

趙、魏七國連年進行合縱連橫的兼併戰爭時期。「戰國」這個名稱，原來指

的是上述七大強國。《戰國策》便可見「山東戰國有六」、1「今取古之為萬國

者，分以為戰國七」、2「今去東地五百里，是去戰國之半也」3、「凡天下戰

國七，而燕處弱焉」等詞。4然而司馬遷著《史記》並不以「戰國」稱此七國，

而是直接稱「六國」。《史記》的〈六國年表〉便是戰國年表。東漢初年班固

著《漢書》時，也是以「六國時」作為時代名稱。西漢末年，劉向彙編《戰

國策》，首次將戰國作為特定的歷史時代名稱。因為連年進行兼併戰爭正是

這個時代的特徵，以「戰國」作為時代名稱，是確切而合理的。5從劉向以後，

「戰國」作為時代名稱而沿用至今。 

戰國時代是中國歷史上關鍵性的重大變革與發展時期。6錢穆稱秦人統一

期間，有四件相關的重要大事：一為中國版圖之確立，二為中國民族之摶成，

三為中國政治制度之創建，四為中國學術思想之奠定。這四件大事，影響中

國數千年的歷史。首先，秦併六國，分中國為四十二郡，此後兩千年的中國

疆域，大抵以此為基本輪廓，此是錢穆所稱中國版圖之確立。其次，春秋時

代華夷共處的局面，經過了戰國時代的諸侯兼併、納為郡縣，已逐漸消融，

秦併六國後，諸民族在秦帝國的郡縣下，共同發展出「車同軌、書同文、行

同倫」之社會與文化，此是錢穆所謂中國民族之摶成。在制度方面，戰國時

                                                      
1 《戰國策．秦策四》，〈秦王欲見頓弱〉。 
2 《戰國策．趙策三》，〈趙惠文王三十年〉。 
3 《戰國策．楚策二》，〈楚襄王為太子時〉。 
4 《戰國策．燕策一》，〈蘇秦死〉。 
5 楊寬，《戰國史》（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7），頁10。 
6 楊寬，《戰國史》，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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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封建制度破壞，代替的是郡縣制的成立，影響及於整個中國後世政治，此

是錢穆所謂中國政治制度之創建。最後，奠定於先秦的「大同觀」、「平等觀

（人道主義）」、「現世觀（現世關懷）」等中國學術思想，亦脈動在秦朝往後

兩千年的文化中，以示錢穆所謂中國學術思想之奠定。錢穆認為，這些是中

國民族所共同完成的大業。7也就是說，非秦一國可以成就。 

統一後的秦帝國為鞏固其統治，施行了一連串的政策。首先是將人民改

稱為「黔首」，其次則收天下兵器、統一文字、錢幣、度量衡，並興水利、

更田制、頒法典。8秦國統一制度的措施，影響後世至為深遠。尤其，秦始皇

採納李斯的建議，不立諸子為王，創建往後中國行之有年的郡縣制，使之成

為秦漢以下中國歷朝的政體。以往對於秦朝的統一政策，皆有相當高的評

價。但是，秦朝能給予後世如此大的影響力，並不是靠秦一國便可完成，而

是秦朝延續了戰國時代各國在版圖、文化、制度、經濟方面的成就，使戰國

時代的變革和發展影響至今日。如齊思和便稱，郡縣制早在六國未亡之前，

已經各自形成統一的局面，秦雖統一天下，六國實為前趨也。9換言之，是整

個戰國時代，塑造了影響後世至為深遠的秦朝。而戰國時代的秦國以及諸

國，或其他民族，相互交流下產生的貢獻，特別是不容我們忽視的。 

春秋時代的戰爭，目的是為了爭霸；到了戰國時代，戰爭的目的轉變成

了兼併土地。10在極端的競爭中，為了滅亡他國、擴大自己國家的力量，各

國展開了變法改革。由於各國皆在法家理念的指導下進行改革，其影響所及

是，隨著戰爭的擴大，各國皆投入大量物資，動員了土地上所有的人民，最

後，釀成了全民戰爭。11戰國時代主動出擊的國家，為了謀求戰爭的勝利，

經常多方爭取與國的參與合作。由於複雜的合縱連橫往來，兼之交通線的發

                                                      
7 錢穆，《國史大綱》（台北：臺灣商務印書館，1999），頁116-120。 
8 彭友生，《秦史》（台北：帕米爾書店，1965），頁286。 
9 齊思和，〈戰國制度考〉，收入：《中國史探研》，台北：弘文館出版社，1985，頁127。原載：

《燕京學報》，24（1938.12）。 
10 楊寬，《戰國史》，頁10。 
11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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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戰國時代國與國間互動頻繁。而在合縱連橫的策略下，有交戰、媾和、

會盟、相互承認稱王、間諜的派遣等交流頻繁的往來。由此，顯示對外關係

是值得研究的。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秦朝帝祚雖短，其在歷史上的影響相當大。如上文所述，秦帝國創建在

政治、經濟、文化上統一的治國策略，影響後世至為深遠。首先是李斯建議

的郡縣制成為兩千年來中國歷朝的政體。其次，中國各朝長久以來推行的小

農經濟，確立於秦始皇推行的土地私有制。再者，秦始皇為便於統治，拆除

內地長城、修建各地馳道，使全國的交通更為便捷，而法律、度量衡、貨幣、

車軌、文字、曆法的統一則有助於經濟、文化的發展，這些都是促成中華民

族一體化的關鍵要素。對外經營方面，秦帝國擊退匈奴並修建北方長城，將

游牧民族與農業民族分隔開來，也成為秦以後各朝對外經略的方向。12 

秦人、秦帝國不僅對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佔有重要地位，對中國以外

的廣大世界也產生強烈影響。今日英文、古印度梵文、拉丁文、阿拉伯文用

以稱「中國」的發音，都是由「秦」音譯過去的。在一些外國著作中，稱中

國為「支那」或「震旦」，也是指「秦」、或「秦地」而言。13不論「秦」的

名聲遠播海外是在秦穆公稱霸西戎後，還是秦始皇征伐匈奴後，14它在中國

歷史上、在外國對中國的認識上，有著不容忽視的重要性。15 

                                                      
12 楊寬，《戰國史》，頁451-455。 
13 何漢，《秦史述評》（合肥：黃山書社，1986），頁1-2。 
14 林劍鳴認為當秦穆公滅西戎時，秦國的聲威已遠揚至域外，西元前四、五世紀，西方文獻便出

現「賽尼」一詞，此為秦的譯音。但過去亦有學者認為秦始皇逼逐匈奴後，秦之聲威方才遠揚。

見：林劍鳴，《秦史稿》（中和：谷風出版社，1986），頁62-64。 
15 但亦有學者以音韻學考證，稱支那一名並非源出「秦」，而是「絲」這個字。見：韓振華，〈支

那名稱起源考釋〉，收入：《中外關係歷史研究》（香港：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1999），

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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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國在中國歷史上有此創舉與影響力，並非靠秦始皇一個人就可以完

成，早在秦王政成年開始親政之時，秦統一天下的局勢早已水到渠成，16秦

始皇只是推動這波局勢的最後一人而已。然而，從西元前770年春秋時代開

幕以來，秦國在大部分的時間裡只是一個二流國家。到西元前350年前後，

秦國還沒有在當時的戰國格局中佔據主導地位。直到西元前260年秦國在長

平之戰擊敗趙國前，是否由秦國來統一中國也是個未知數。17那麼，究竟是

在哪些因素的調和下，使秦國的國勢逐步上升？秦國在何時、以何種方法成

功地處理了對外關係？或者，是中國在此時已積累、達到了統一的條件？從

戰國初年、全民戰爭到戰國末年，秦國的對外關係，是由被動攻擊，轉而為

主動進攻，最後成為七國間最有實力達成統一者。因此本文擬以角色轉換最

大的秦國為主體，討論秦國與其他國家、民族間的往來、戰爭等相互關係。 

在傳統史觀中，常常是站在肯定秦統一天下的結果，討論秦以及秦朝的

功業。本文企圖立足於秦國，全面觀察戰國時代秦與各國（或民族）的互動

關係，藉由秦國和各國關係的分別梳理，觀察秦國對不同國家是否有一貫性

的政策與進攻計畫。倘若有，是從什麼時候開始？何時出現明確的「一統天

下」策略？是怎麼樣的政策？當時的政治、國際環境給予了什麼樣的助力或

支援？最終，期望由一個新的視角，得出秦國勝出六國之關鍵因素，對戰國

的政治情勢能有更周延而多元的了解。 

另外，本文以「對外關係」為題，但不採「外交」一詞，主因是學術界

對於中國古代是否有外交、國際法、國際關係一事，尚未定論。18雖然中國

古代的《墨子》、《國語》等就有「外交」一詞，19但其意主要指個人對外的

關係。當代外交學者Martens認為：「外交為國家處理對外關係或對外事件之

                                                      
16 楊寬，《戰國史》，頁456。 
17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頁132。 
18 王強，〈古代中國是否存在國際法的探討及其評析〉，《瀋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4（2005.10），頁58-60。 
19 《墨子．修身第二》：「近者不親，無務來遠；親戚不附，無務外交」。《國語．晉語八》：

「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史記．蘇秦列傳》：「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 



第一章 前言 ．5． 

科學。」20而國際關係可暫時被定義為：「國家與國家之間官方的和非官方的

接觸及其互相的作用。」21戰國時代的「國」與「國際事務」，並不像近代這

般複雜，且戰國時代最繁盛的外交活動，可以說就是戰爭一事。因此，以近

代的詞彙「國際關係」、「外交」來形容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的關係，無法真實

地去認識當時的情況。因此，本文擬以「對外關係」來討論政治個體之間的

互動。必須說明的是，以「國」來理解戰國時代各個政治個體，仍是為最清

楚便捷之方法，所以稱秦為「秦國」、稱魏為「魏國」，即使如此，希望能不

落入當代對「國家」的固定思考模式中。 

第二節　研究回顧 

關於戰國時代秦史，有三部史料彙編的相關書籍，分別是馬非百《秦集

史》、傅啟學《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王蘧常所著《秦史》。以下作概略

介紹。 

馬非百的《秦集史》通書分為「國君紀事」、「人物傳」、「志」、「表」四

個部分，國君紀事由非子至始皇帝；人物傳則載妃子、太后、公子、宰相、

將軍及他國重要人物，共25篇218人，後有西戎傳、西南夷傳等6則周邊民族

的傳記；志則介紹職官、輿服等各種制度；表則有丞相表、博士表、客卿表

等各類相關事略的整理。馬著近於長編性質，收錄《史記》、《漢書》等先秦

兩漢諸子書，並收納兵馬俑坑之發掘等考古資料，提供讀者極為方便的資料

彙集。 

傅啟學所著《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中，〈戰國時代的外交〉這一篇，

與本研究相關。傅著以戰國時代的大事為標題，引用與此事相關之《史記》、

《資治通鑑》、《戰國策》及諸子相關史料，最後則提出一小段作者的結語。

                                                      
20 劉達人，《外交科學概論》（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1。 
21 史振鼎，《現代國際關係》（台北：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62），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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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傅著的內容是整個戰國時代的外交史，自然沒有將任何一國作為主

體，延伸來看它與各國的關係，因此，秦國有何特殊的外交策略或影響，並

沒有被提及。另一方面，傅氏受其時代限制，只述及三晉、楚、燕、齊等大

國，且取材皆為傳統史料，對於近30年新出土文獻如《戰國縱橫家書》帶來

的新研究成果並無涉及，例如傅著第三章〈合縱連橫的開始〉，內容半數以

上的蘇秦對六國合縱游說之詞，而這些游說之詞卻為今日史學界認定是當時

縱橫人物的說詞範本，也就是說，是「時人偽造」的史料。 

王蘧常所著《秦史》作始於1926年，以「紀」、「表」、「考」、「傳」為類，

卷一至卷三為世紀本紀，載秦之先至秦昭襄皇，卷四、五為始皇本紀，卷六

為二世、三世皇帝本紀；表多已闕失，唯存「人表」；考僅存「郡縣考」、「職

官考」，以及「文藝考」殘卷；傳則有人物傳、四裔傳。王蘧常所著秦史，「紀」

的部分共6卷，秦始皇至秦三世雖只數十年，就佔了3卷，與秦自先祖到秦莊

襄王的約莫700年同份量，可見其重心置於始皇以後。王著所述戰國時代秦

的對外關係之篇幅，從世紀卷二後半至卷五前半，另外也見於四裔傳中的西

戎傳、西羌傳，其引用資料為《秦記》、《戰國策》、《史記》、《漢書》、《華陽

國志》，皆是傳統史料。比較特別的是表中唯一留下的「人表」，縱列以時間，

橫列則有君主、家族、輔佐、將帥、文職、武職、革命者，人名之下更有其

史事及出處，且愈後期各列愈為完備，此表別具參考價值。 

戰國時代的秦國歷史，散見下列專著。以秦史為題出版的學術專書，有

林劍鳴的《秦史稿》、何漢的《秦史述評》、彭友生的《秦史》22。未以秦史

為題的相關論述，則見楊寬《戰國史》，沈長雲、楊善群合著之《戰國史與

戰國文明》，23以及三軍大學編著的《中國歷代戰爭史》，24黎東方、呂思勉、

王明閣、翦伯贊等人所著的《先秦史》。25史料彙編方面，見傅啟學的《中國

                                                      
22 彭友生，《秦史》（台北：帕米爾書店，1965）。 
23 沈長雲、楊善群，《戰國史與戰國文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 
24 中國歷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歷代戰爭史》，2（台北：黎明文化有限公司，1989）。 
25 黎東方，《先秦史》（台北：台灣商務印書館，1995；初版：重慶，1944）。呂思勉，《先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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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外交史料彙編》，26以及馬非百的《秦集史》、27王蘧常的《秦史》28。直

接以外交為題者，見裴默農《春秋戰國的外交群星》；29單篇論文則見金元山、

王勇所撰〈論戰國時期的秦國外交〉，以及王保國〈戰國時期秦對六國外交

策略的演變〉兩篇。此處不列各家學者所著之《中國通史》，以及關於秦國、

秦代的專題論著（如法制、經濟、社會等題材）。原因是雖然在這些著作中

雖有戰國時代秦國歷史的紀錄，但整體上對於秦國的對外關係，論述不多，

或沒有做太直接的討論。 

本文企圖探討的是秦國統一六國之關鍵因素。究竟是在哪些因素的調和

下，使秦國獲得了統一天下的最佳條件？秦國在何時、以何種方法成功地處

理了對外關係？秦國對不同國家是否有一貫性的政策與進攻計畫？倘若

有，是從什麼時候開始？是怎麼樣的政策？何時出現明確的「一統天下」策

略？當時的政治、國際環境給予了什麼樣的助力或支援？ 

歷來學者將秦統一天下的關鍵因素，分為兩個層面討論：一是當時中國

為何趨向統一？二是為何最後由秦國來統一？ 

一、 戰國末年中國統一的原因 

關於中國為何趨向統一，美國學者魏復古（Wittfogel, Karl A.）在《東方

專制主義：對於極權力量的比較研究》一書中，曾提出東方專制性的理論。

他強調東方的農業生產是根據水利，因為要管理水利，所以必須有一個專制

政權，因此需要一個統一的政府。30然而，許倬雲認為，魏復古這個理論是

                                                                                                                                       
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王明閣，《先秦史》（哈爾濱：黑龍江人民出版社，

1983）。翦伯贊，《先秦史》（台北：知書房出版社，2003）。 
26 傅啟學，《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台北：國立編譯館中華叢書編輯委員會，1980）。 
27 馬非百，《秦集史》（台北：弘文館出版社，1986；初版：1926）。 
28 王蘧常，《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初版：1926。 
29 裴默農，《春秋戰國外交群星》（重慶：重慶出版社，1994）。 
30 魏復古著，徐式谷等譯，《東方專制主義：對於極權力量的比較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1989）。原著：Wittfogel, Karl A. 1957. 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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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馬克思的理論引伸而來，牽涉到對東方政權的一般性誤解。魏復古認為

的東方，是地中海以東的地區，然而，這樣一片廣大的地方，不可能依同樣

一個模式在發展。31趙鼎新更進一步認為，這個概念在邏輯上顯然顛倒了因

果關係。以戰國的例子來說，是先有了中央集權的政府，而後才以集權政府

的力量發展水利。而發展水利的初衷，往往不是為了農業生產，而是為了支

持戰爭。在中國信史上，最早有紀錄的長距離運河—吳國的邗溝與荷水，都

是吳王夫差為了戰爭，或者是為了戰事補給而開鑿的。因此，儘管後期水利

工程也被運用在貨物運輸與農業灌溉上，但一開始卻都是為了軍事目的。32總

之，魏復古的東方專制性理論，無法客觀地解釋戰國時代最後為何歸於統一。 

楊寬、傅啟學、王明閣、徐揚杰將統一政府的產生，歸結為「人民群眾

的迫切要求」。而人民如此迫切希望的原因，可歸結為下列幾項：生產經濟

的需要、抵禦外敵的需要、民族融合的趨勢，以及春秋以來的交通的發達，

造就了統一的條件。 

在戰國時代長期大規模的戰爭中，人民飽受被殺害、被掠奪、破產流亡

等諸多苦難。連年的戰爭尤其阻礙了生產的發展，平均每五個農民中，就需

派調一人去服兵役。如此一來生產勞動下降，加上戰爭死傷的人數，都對社

會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因此人們莫不嚮往和平。33此外，由於各大國割據

稱雄，在水利的管理上，往往只關注本國利益，遇到旱災便爭奪水利，為戰

勝他國更不惜決河堤以大水淹之。出於統一管理水利、防制水災的需要，人

民迫切地要求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34另一方面，合縱往往造成內部之間的

戰爭，因此各國無法和平共存，需要有一個國家出來結束割據與戰爭。35 

                                                                                                                                       
Pow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31 許倬雲，〈談李約瑟之﹝中國科技文明史﹞〉，《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台北：聯經出版公

司，1988），頁82。 
32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頁113-118。 
33 徐揚杰，〈秦統一中國的原因的再探索〉，《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1，頁80。 
34 楊寬，《戰國史》，頁441-443。 
35 王明閣，《先秦史》，頁44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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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戰國時代的秦、趙、燕三國以北有強大的游牧民族，其中以匈奴

最為強大。據楊寬估計，戰國末年三國用來防禦邊境的兵力，約有50萬人之

多，足見游牧民族給中原的壓力。因此，人民需要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

以集中的力量加強北邊的防禦工事。相較於北方的軍事壓境，中原各民族間

則逐步融合，有利於全國統一的趨勢。36在各國之間的往來方面，由於商業

與交通的發展，各地區在物產上的交流、經濟上的聯繫已經比之前密切許

多。兼之中原地區與四方各族的人民，往來也更為頻繁，因此，中國有必要

成為一統一國家。37傅啟學也特別強調各國間交通的自由：如人們可自由往

來、商人可自由貿易，這是中國能達成統一的基本原因。38 

對於楊寬提出的因人民意願達成統一的論點，趙鼎新有以下回應。首

先，他提出生活在不同國家的個體農民以及商人，如何能夠同時產生統一的

願望來；另一方面，即使確實存在這種統一的願望，也難以在那個鮮可表達

個人政治意願的時代，將願望轉變為國家實際的政策。再者，農民與商人何

以不去支持列國和平共處的理念，而要支持殘酷的全民性戰爭。最後，他認

為統一之後的環境不見得對商人有利，因為統一的國家更有權力去抑制商業

行為。39然而依常理而言，我們仍然相信在長年的兼併戰爭下，人民肯定存

在嚮往和平的心。 

二、 由「秦」來統一中國的原因 

原屬西方邊陲小國的秦，最後竟併吞六國，達成統一。由歷來學者研究

中，可彙整出以下幾個原因： 

                                                      
36 王明閣，《先秦史》，頁441-444。 
37 楊寬，《戰國史》，頁441-443。 
38 傅啟學，《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頁131-132。 
39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頁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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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地緣因素 

漢初鼂錯分析秦統一天下的原因，提出：「地形便，山川利，財用足，

民利戰。」40秦國地屬關中，土地肥沃，在鄭國渠築城後，能灌溉四萬餘頃

的田地。秦惠文王時，天府之國巴蜀為秦所得，秦昭襄王時李冰父子又修都

江堰，促進了巴蜀農業生產的發展。秦在農業方面的先天條件與後天取得，

可為得天獨厚。另一方面，秦國地處西垂，較晚才加入中原各國的爭雄。戰

國時代，大規模的戰爭都沒有波及秦國本土，比起中原各國，秦國土地沒有

受到戰爭的破壞，較為安定。41再者，秦國地處中國的西部，其領土在海拔

上高於東方的其他國家，而秦國境內所有主要河流，均與自西向東流的渭河

相連。因此，在與東方六國戰爭時，秦國的軍隊與軍事補給能順流而下快速

送達作戰地區，相反的，若東方諸侯國欲攻打秦國，必須克服逆流而上的先

天阻礙。 

秦國地勢的另一個優點是，不同於魏國、韓國處於四戰之地，秦國在南

方有秦嶺作為天然屏障，因此，只要專心經營東方的軍事就可以了。42春秋

時代，秦國一直被晉國阻擋在於河西外，無法向東發展，因此，秦國便向西、

向南，與游牧民族展開軍事競爭，擴張自己的領土。早期而言，秦僻處西垂，

似乎在各項發展上都處於弱勢。然而到了戰爭頻繁的戰國時代，秦的地理位

置反倒成為最好的屏障。呂思勉便稱秦之所以克併六國，一是「地勢形便，

攻人易而人攻之難」。43 

除了巴蜀地的取得，也有學者提出後天戰略要地的取得，有利於秦統一

天下的局面。甚至加速了統一進程。蔡鋒認為，秦在與魏長年的爭奪戰下，

取得河西、崤函天險，將關中變成了一完整的統一基地，作為向東發展的堅

                                                      
40 《漢書．鼂錯列傳》。 
41 徐揚杰，〈秦統一中國的原因的再探索〉，《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頁81。 
42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頁142。 
43 呂思勉，《先秦史》，頁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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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後方，改變了秦數百年來被阻河西、難以向東發展的軍事局面。秦取得河

西後，打通了南進、北西的道路，加速了與諸侯決戰的軍事步伐，客觀上促

成了秦的統一。更可以說，秦在河西天險上的取得，加速它的統一進程。44 

(二) 變法徹底與內外施政得宜 

徐揚杰認為，戰國時代為了安穩的生產發展，防止游牧民族對中原的侵

擾，各國皆尋求統一之路。在這樣的情況下，由秦完成統一的原因在於「商

鞅變法徹底」、「嚴格按軍功獎勵升進」。由於商鞅變法對貴族的打擊沈重，

使得秦國階級矛盾不像六國那麼尖銳，內部也比較團結。另一方面，以軍功

的大小來賜與田宅、復免賦役，使秦國軍隊的戰鬥力愈見強悍，即使數量不

如六國，然精兵一出則銳不可當。變法實施徹底導致的「勇於公戰而怯於私

鬥」，也使得秦國政治較他國清明。45楊寬也認為秦在商鞅變法後，政府法令

較能貫徹，官府處理政務效率較高。46呂思勉也認為秦國的致勝關鍵是因為

以法家政策治國。47然而，由於今天我們對秦國的法家改革，掌握較多史料，

難免會有秦的法家改革遠比其他國家來得徹底的印象。因此，趙鼎新認為，

在承認秦的法家改革對其最終能統一中國的意義的同時，也不應忽視地緣以

及對外來人才的重用等因素。48 

在內部的施政上，除了展現商鞅變法的徹底外，非常重要的一點，便是

對外來人才的接納。錢穆認為秦的富強，得力於東方游士之力甚多，由於平

民學者出頭、游士發跡，秦人才有足以併吞東方的力量。49黎東方認為，秦

原是個人才最缺乏的國家，而能扭轉劣勢主要就是在接納、善用人才。50孫

                                                      
44 蔡鋒，〈春秋戰國時的秦晉河西之爭〉，《青海師範大學學報》，1988：4，頁47。 
45 徐揚杰，〈秦統一中國的原因的再探索〉，《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1，頁78-83。 
46 楊寬，《戰國史》，頁444。 
47 呂思勉，《先秦史》，頁242-243。 
48 趙鼎新，《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頁141-144。 
49 錢穆，《國史大綱》，頁120-121。 
50 黎東方，《先秦史》，頁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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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剛〈秦國與客卿〉也提出秦國之所以壯大，很大一個因素在於重用客卿。

而秦之所以能重用外來客卿，除了國君能重用之外，人民不排外也是重要的

一點。由於秦人寬大的心胸，才能購夠由一個邊陲、落後的小國，日漸壯大，

最後能統一中原，建立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51 

而對外的施政上，《中國歷代戰爭史》一書中提到，秦惠文王時代，張

儀便為了秦國開始操縱各國外交。然而，秦國統一基礎真正奠定於秦昭襄王

與魏冉時期。魏冉執政時，以知兵善戰的白起、司馬錯為將，將外交與軍事、

謀略與戰略，結為一體而錯綜加以運用。如秦昭襄王在每次作戰前，定先與

鄰國結為盟友，以期無後顧之憂地攻打敵國。此外，秦昭襄王善於利用六國

之間的矛盾與不安定，伺機攻打之；或者揣摩各國君主心理，加以利用。52秦

昭襄王背後的智囊為穰侯魏冉，魏冉在秦國出將入相40年，其主持對外政策

最為詬病的便是秦昭襄王37年（前270）使客卿伐齊攻剛、壽之役。范雎以

此事為契機，攻訐魏冉有私心，並向秦昭襄王提出「遠交近攻」策略，此策

略一向被視為秦滅六國的重要戰略。但盧鷹將魏冉當政40年間，進攻東方各

國的次數做一列表，提出在這個時候，秦國早就在實行「遠交近攻」的實際

戰爭了，只不過到了范睢才將此攻略方針理論化而已。53總之，不論實施「遠

交近攻」策略的是魏冉還是范睢，秦國對外關係的經營，堪為達成統一的關

鍵因素。 

楊寬認為人民的向背是戰爭勝負的關鍵。其中，由於施政得宜，在吏治

上比較進步的秦國，較容易贏得人民的支持。以戰國時代的七大強國來說，

楚國領土最大、兵額最多，資源也豐富，是非常強大的國家。秦國何以能戰

勝楚國？事實上，秦、楚常被相提並論，如戰國晚期的縱橫家有「縱合則楚

王，橫成則秦帝」的說法。照理說，最能對抗秦國兼併者，當為楚國。然而

楚國自從吳起被殺害後，政治掌握在貴族手裡，對人民有殘酷的壓迫與剝

                                                      
51 孫鐵剛，〈秦國與客卿〉，收入：《周秦文化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859-865。 
52 中國歷代戰爭史編纂委員會，《中國歷代戰爭史》，2，頁216-217。 
53 盧鷹，〈穰侯魏冉新論〉，《人文雜誌》，1998：3，頁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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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楚頃襄王時期，因國內政治腐敗，發生了因人民作亂而致的昭奇之難，

以及由軍官發動的叛變所引發的莊蹻起事。54由於楚國內部的腐敗、分裂和

紊亂，使秦國在兼併戰爭中，少了一個強敵。 

楊寬也提出，秦國在兼併戰爭中，有兩項政策凝聚了民心。第一是秦赦

免了被秦法判罪的人，將他們遷往新開發的土地；第二，秦攻取某些大城後，

為維持小農經濟，不讓貴族與商人剝削農民，便將城中的舊貴族與大商人驅

逐出去。這兩項策略，對農民以及農業的發展，皆有利益。荀子在統一前夕

曾來到秦國，觀察到秦國「百姓樸」、「百官肅然，莫不恭儉敦敬」，士大夫

出入公門「無有私事也，不比周，不朋黨」，而認為這是最好的政治。55秦簡

中，也記載了許多秦國保護人吏的措施。56總之相較於楚國甚至其他國，秦

國政治較為進步，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 

然而，也有學者不認為秦國得到人民的支持。沈長雲在《戰國史與戰國

文明》中，提到韓國上黨郡守馮亭投降趙國時所言「其民皆不欲為秦」，57以

及蘇代以厚幣說秦相應侯言「天下不樂為秦民之日久矣」，58表示當時的人民

並不心向秦國。因此，何以由秦國達成統一，主在變法成功、施政得宜、善

用策略、地形便利等其他因素。59 

(三) 相較中原各國，貴族勢力較弱 

唐群認為秦國薄弱的宗法制，在統一六國過程中起了不可估量的作用。

秦國由於長期與戎狄雜居，過著農耕兼游牧的生活，因此，血緣關係相對六

國而言較為鬆散，長期以來，始終未形成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和昭穆制。宗

                                                      
54 楊寬，《戰國史》，頁436-437。 
55 《荀子．強國篇》。 
56 施偉青，〈從秦簡看戰國時期秦國保護“人力”的措施〉，《中國經濟史研究》，1985：3，頁1-6、

18。 
57 《戰國策．趙策一》，〈秦王謂公子他〉。 
58 《史記．白起王翦列傳》。 
59 沈長雲、楊善群，《戰國史與戰國文明》，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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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的薄弱使秦國產生了輕禮俗、重功利的特色，因此，商鞅變法時推行的

以軍功論賞、郡縣官僚制、刑無等級的法治原則，在秦國能夠貫徹並達到不

錯的效果。宗族制的薄弱致使秦國具有民主、開放的色彩，國家的政治、經

濟基礎不易被宗族影響。此外，也反映出「尚多，唯大」的價值觀，因此秦

國能重用客卿，極力追求擴大領土之功。總之，秦國貴族勢力的相對弱小，

有利於法家的改革，致使秦能建立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然而，唐群也提

到，這種價值觀念的社會效應，在統一後愈來愈走向自身的反面，導致成為

秦帝國快速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60  

三、 秦是否有統一天下的策略 

金元山、王勇所撰〈論戰國時期的秦國外交〉，61則探討秦為了統一中國

所採取的靈活外交策略。總地說來，其策略為：初期國弱時屈身事魏，實力

大增時便利用各國的矛盾，破魏服秦、弱齊圍楚，最後以遠交近攻、分化六

國上層官僚，達到其統一的目的。同一主題的論文，尚有王保國〈戰國時期

秦對六國外交策略的演變〉、〈戰國時期秦國統一策略的演變〉，62王保國將戰

國時秦的統一策略分為五個時期，分別是孝公時期，以商鞅的中立楚韓、聯

合齊趙、削弱強魏為中心；惠王時期，以張儀的連橫弱楚為中心；武王和昭

王前期，以魏冉的蠶食諸侯、削弱三晉為中心；昭王後期，以范睢的遠交近

攻為中心；秦王政時期，以李斯、尉繚的拉攏分化、各個擊破為中心。王保

國特別強調，這些策略無一不切實可行且成效顯著，大大加速了秦統一全國

的進程。 

                                                      
60 唐群，〈從秦統一六國看宗法制的作用〉，《秦陵秦俑研究動態》，1995：4，頁22-26。 
61 金元山、王勇，〈論戰國時期的秦國外交〉，《瀋陽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1993：1，頁

104-109。 
62 王保國，〈戰國時期秦對六國外交策略的演變〉，《河南教育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1（總82期，2002：4），頁64-67。王保國，〈戰國時期秦國統一策略的演變〉，《淮陰師範

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8（2006.4），頁525-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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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篇文章將秦國的外交視為一連串為統一而有的策略，這是以歷史

發展的最終結果，倒推從一開始就有的行動與策略，也就是說，彷彿秦國從

戰國一開始的每一個對外戰爭、對外關係，都是為統一而有的一步棋。這種

論述不一定客觀，因為戰國初期秦並非強國，不見得在孝公時期就有統一天

下的野心，至於何時開始有策略地要統一天下，也是本文要探討的重點。 

總結前人的研究，秦國之所以能夠統一六國，一是天然條件；二是變法

成功、國內外政策適宜，其中包含對東方人士的接納，由此擁有較為進步的

政治環境；第三則是貴族勢力較弱。這三項關鍵因素，使秦國成為統一中國

的主角。然而在討論秦國統一天下的理由中，與外國的關係極少被提到，因

此本文計畫由秦國的對外關係著手。另一方面，在前人研究中，部分學者以

「外交」、「國際關係」這兩個近代才出現的專有名詞，作為論述的主題，但

翻閱其書中內容，便發現「外交」、「國際關係」其實指的就是「各國間的關

係」。因此本書擬以較不具時代性代表名詞的「對外關係」，作為論述的題旨。 

第三節　春秋戰國的歷史分期 

春秋末年到整個戰國時代，是中國歷史上的重大變革時期，王夫之《讀

通鑑論》指出，春秋戰國之交為「古今一大變革之會」。顧炎武也提到，春

秋時代還講究周禮，尊重周王，注重祭祀、講究宗姓氏族；列國間朝聘會盟，

常賦頌詩經，有死喪事故要赴告別國，供史官記錄，然而這些貴族重視的禮

制，到了戰國全都不講究了，因而出現「邦無定交、士無定主」的局勢。63除

了政治上的變革，在經濟、社會、文化、學術上，都有了巨大的變化，顯示

春秋戰國之交，有著一系列的變革與新發展。 

經濟方面，在春秋末年，農業上發生了極大的變革，亦即以牛耕作與鐵

器的發明。牛耕與鐵器的發明，使得農民可以深耕，糧食生產一下子多了許

                                                      
63 楊寬，《戰國史》，頁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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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工作效率也大大增長。而早在春秋中期，魯國、鄭國先後「初稅畝」、「作

丘賦」，亦即按畝徵稅。到了戰國初年，各國在經濟制度上皆完成此變革，

也就是說各國改以農墾地畝數為標準，進行徵稅。64這項制度的普及說明了

一個現象，即小農制度的形成。65小農經濟背後的條件為農耕技術的進步、

鐵製農具的推廣、水利灌溉工程的開發等。由於農業生產的提高，農民耕作

「百畝之田」可養活5-9人，使得「五口」「到「八口」之家的小農，成為農

業生產的主力。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擴大，商品交換的推廣，

手工業跟著進步，既有與小農相結合的家庭手工業，也有個體經營的小手工

業，更有豪民經營的鹽鐵大手工業，還有各種官營手工業。伴隨著山澤的開

發、物產的交流、貨幣的流通、城市興起，富商大賈因而出現，於是徵收各

種工商業的稅，也成為政府收入的一大來源。 

政治上最大的轉變，是政治機構由春秋時代的家臣制，轉為俸祿制和年

終考核的「上計」制度的官僚組織。俸祿制度是由工商業的雇傭勞動中發展

出來，而年終考核的制度是從買賣交易和借貸「合券契」的辦法中發展出來

的。66新式官僚制度取代貴族政體後，政府組織趨於系統化、專門化，且全

權直隸於君主。從此國君可以自由地選拔人才，全力皆集中在君主手裡，於

是各國都發展出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隨著小農經濟的發展，農民成

為作戰主力，實行按年齡徵兵的制度。秦國在最極端的時候，甚至滿15周歲

就要去服役。67春秋末年已出現「郡」之名，戰國時，郡縣成為六國通制。68

郡縣不僅是地方行政組織，也成為徵兵的地區單位，從此戰爭規模擴大。春

                                                      
64 齊思和，〈戰國制度考〉，《中國史探研》，頁96-100。 
65 早期學者稱此為私有制度的形成。但新的考古資料並無證據證明土地私有制度，因此沈長雲認

為，當時國家是最高和最大的地主，掌握著大量的土地以及廣大的自耕小農的人身，對之進行

租賦合一的剝削。見：沈長雲、楊善群，《戰國史與戰國文明》，頁1-6。 
66 楊寬，《戰國史》，頁13-14。 
67 高敏，〈關於先秦服役者年齡問題的探討—讀《睡虎地秦簡札記》〉，收入：《睡虎地秦簡初

探》（台北：萬卷樓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7-14。 
68 齊思和，〈戰國制度考〉，《中國史探研》，頁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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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時的戰爭以貴族為主力，因此採貴族教育所學之御馬、射擊等才能為主的

車戰，動員人數最多十數萬人；戰國時，在中央集權制下，君主可以直接動

員所有農民，因此廢棄不容易進行的車戰，改以步兵戰，一場大戰可動員百

萬左右的人力。69 

社會方面，則是平民階層的興起。由於王官學的衰微，原由貴族、官府

掌握的文化學術，開始推向民間，出現百家爭鳴的思潮，有能力者，不限出

身，都有機會進入官僚體系中服務，並有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總體說來，

春秋、戰國時代在各方面皆有著大不相同的特色，因此，若能有一明確的歷

史分期，對整體歷史的理解將更為周全。 

因上述兩個時代不同特色，歷來學者依不同的論點界定了春秋、戰國時

代的分界點，大致來說，有以下七種說法： 

一、 《春秋》終筆之年（前481） 

採用此說撰文的學者，始於宋代呂祖謙的《大事記》。70近代則有呂思勉

的《先秦史》、71楊寬的《戰國史》採這個說法。72這一年發生的大事有二，

一是齊左相田常殺死右相監止，並弒其君齊簡公於舒州，從此田氏「專齊之

政」。另一件事，便是孔子所著《春秋》，因「獲麟」而在這一年絕筆。73 

春秋這個時代名稱，原是從《春秋》這部書得來，因此學者便將西元前

481年《春秋》絕筆之年，作為春秋時代的結束，以及戰國時代的開始。除

                                                      
69 齊思和，〈戰國制度考〉，《中國史探研》，頁111-113。 
70 呂祖謙，《大事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台北：商務印書館，1983），第324

冊，頁3。解恒謙，〈春秋戰國分野年代述論〉，《遼寧大學學報》，65（1984：1），頁57。 
71 呂思勉稱「春秋以後，又二百六十年，天下歸於統一。」因此，推至戰國始年，應於西元前481

年。見：氏著，《先秦史》，頁210。 
72 楊寬稱「春秋時代的終年，歷史學家依據實際情況有著不同的看法。」並無提出自己堅持哪一

家意見，但其附錄〈戰國大事表〉之始年為周敬王39年（前481）。見：氏著，《戰國史》，

頁9、701。 
73 《春秋．哀公十四年》：「十有四年，西狩獲麟。」晉杜預在注中提到，孔子因感王道衰頹而

作春秋，故以當時無賢明君王卻獵得仁獸，作為《春秋》一書的最終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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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外，楊寬根據新出土的史料《孫子．吳問》，提出在「三家分晉」以前，

六卿已不同程度地對田畝制及稅制進行了改革，可說六卿已經「分晉」。因

此，在「三家分晉」的西元前453年以前，就已經步入了戰國時代。因此，

西元前481年田氏專擅齊國，應可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74 

以《春秋》一書的結束作為春秋時代的結束，自有其代表的意義，至少

在史料的接軌上，恰能接續春秋時代的《春秋》而展開戰國史。但若著眼於

「獲麟絕筆」一事，並無法解釋何以在此年由春秋時代邁入戰國時代。因為

至今仍無法證明古代存在「麟」這種動物，即使存在，對於人類的歷史事件

而言，「獲麟」並無特別的意義。75因此，以這一年做為春秋時代的結束，除

了孔子所著的《春秋》結束於這一年，更應該注意田氏專政於齊這件事。 

二、 《史記．六國年表》開始之年（前476） 

由於《史記》的權威性，大多數學者都採用此年，也就是《史記．六國

年表》開始之年，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如黎東方、76傅啟學、77郭沫若等。

78然而，西元前476年，並沒有發生足以作為時代分隔的重大事件。79 

司馬遷作《六國年表》，是為了記載孔子《春秋》絕筆後，一個新的時

代開啟：強國並起，併滅弱國，僭越公室等重大事件。80司馬遷雖言「春秋

之後」，實則沒有接續孔子《春秋》一書的最終年往下記載，或許因秦始皇、

項羽的焚書造成可依循的資料短缺，必須「因秦記」而述作。而《春秋》之

                                                      
74 楊寬，《戰國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頁5。 
75 解恒謙，〈春秋戰國分野年代述論〉，《遼寧大學學報》，65（1984：1），頁57。 
76 黎東方，〈春秋戰國之分期與再分期〉，收入：《中國上古史八論》（台北：中華文化出版事

業委員會，1957），頁91。 
77 傅啟學，《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頁133。 
78 郭沫若，《中國史稿》（北京：人民出版社，1979），頁3。 
79 是年晉智瑤伐鄭、楚沈諸梁伐東夷，趙襄子滅代。 
80 《史記‧太史公自序》：「春秋以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并諸夏，滅封地，

擅其號，作六國年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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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的秦的第一個秦王為厲共公，此年恰是周元王元年，因此以之作為六國年

表之始。 

由於戰國時代是以「六國」與秦等七大國為軸心而運轉，司馬遷在六國

年表提到「踵春秋之後」，81又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作六國年表是因為「春秋

以後…強國相王…」，因此，後人便以六國年表開始記載的那一年，亦即周

元王元年（前476），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沈長雲認為，西元前476年最適

合作為戰國的始年。因為西元前476年前後發生了許多深具意義的重大事

件，如前481年的田氏篡齊、前473年的越滅吳、前453年的三家分晉，距離

《春秋》的訖年又十分接近。82勞榦也認為，為著分期的方便起見，照六國

表，春秋以後就是戰國，不會有一個非春秋、非戰國的一段時期。83 

三、 越國滅吳之年（前473） 

以此年做分期的學者唯雷海宗。他認為吳國、越國間的競爭結束了春秋

的局面。因為吳越間的戰爭性質，迥異於春秋時代的爭霸，而是以消滅對方

為目的的戰爭。稍早的吳越戰爭，吳國雖然有機會滅越，顧及霸主的風範，

沒有極力去滅越，還可以說保有春秋時代的精神。但越國一旦實力強盛起

來，便一舉吞併吳國，所以可以說，越滅吳是初次的屬於戰國時代性質的戰

爭，故此年應作為戰國的開端。84 

                                                      
81 《史記．六國年表》：「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六國時事，訖二世，凡二

百七十年。」 
82 沈長雲、楊善群，《戰國史與戰國文明》，頁13。 
83 勞榦，〈戰國七雄與其他小國〉，《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期刊》，48：4（1977.12.），

頁619。 
84 雷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歷史的分期〉，收入：《中國通史論文選》（台北：華世出版社，

1979），頁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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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左傳》終筆之（隔）年（前468或前467） 

採用此年作為分期的學者，有清代學者林春溥、黃式三，85近代則是錢

穆、86翦伯贊。87西元前468年，魯哀公想要借助越國的力量驅逐三桓勢力，

結果失敗，魯國國君反被三桓趕走。《左傳》便是編年記事至此年，即魯哀

公27年。 

魯國的三桓為卿大夫，故逐走魯國國君之事，表現戰國時代「僭越」此

特徵。黃式三提到，記錄此「僭越」之事即是延續孔子的體例。因此以周貞

王元年（前468）作為起始年編年紀事。88錢穆則是以周貞定王二年（前467）

為春秋終年、戰國始年。 

五、 三家分晉（前453） 

以三家分晉作為春秋、戰國分野的學者有蕭璠、89陳夢家、90李夢存、91解

恒謙等。 

西元年453年，韓、趙、魏三家滅智氏，分其土地，史稱三家分晉。智

氏未滅前，晉國朝政雖由智氏一家獨斷，但韓氏、趙氏、魏氏受其牽制，仍

可視為一國。然自三家分晉這一年，春秋大國晉國被三家瓜分，自此三國各

自為獨立的國家。晉出公雖欲尋求外援制止，反被三家攻擊，隔年（前452）

出奔到楚。因此，亦即春秋起迄於西元前770年到前453年，戰國則為西元年

                                                      
85 ［清］黃式三，《周紀編略》（台北：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頁13。 
86 錢穆以周貞定王二年（467B.C.）為春秋終年、戰國始年。見：氏著，《國史大綱》，上冊，頁

73。 
87 翦伯贊於《先秦史》中提到：「戰國時代共二百四十八年」。由秦始皇統一中國的西元前221

年向前推，即是西元前468年。見：氏著，《先秦史》，頁373。 
88 黃式三於敘例中提到：「是編始貞王，依左氏傳孔子卒後之體例。」 
89 傅樂成主編，蕭璠著，《先秦史》（台北：獅谷出版有限公司，1982），頁99。 
90 陳夢家，《西周年代考．六國紀年》（北京：中華書局，2005）。 
91 李孟存，〈略論春秋與戰國的年代斷限〉，《山西師大學報》，1981：1，頁9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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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年到前221年。 

戰國與春秋分野最大的標誌可以說是繼承晉的韓、趙、魏三國的出現，

也就是「七雄」並列之時，沒有韓、趙、魏的出現，就沒有戰國時代。《戰

國策》的〈趙策〉、92〈韓策〉，93皆始於三晉滅智氏之事，〈魏策〉雖自前455

年始述，也是敘述三晉滅智氏的先聲。94也就是說，《戰國策》是由「三家滅

智」開啟戰國時代。在徐仁甫《左傳疏證》的研究成果中，指出《左傳》乃

是西漢末年劉歆博采密府群書作成的，這些書包含《國語》、《戰國策》，因

此劉歆的《左傳》同《國語》、《戰國策》的訖年一樣，也寫到「智伯之亡」，

也就是西元前453年。95此外，劉向述《戰國策》記事為「繼春秋以後，迄楚

漢之起，二百四十五年間之事。」96根據李宗鄴分析「楚漢起事，是在秦二

世元年（前209）」，那麼上推245年，正好是周貞定王16年，即西元前453年。

因此，以三家分晉作為春秋戰國分野，是以韓、趙、魏之起，並《戰國策》

一書，作為其歷史依據。 

六、 《資治通鑑》始年（前403） 

司馬光《資治通鑑》由西元前403年開始記述。此年周威烈王命韓、趙、

魏三家為諸侯，也就是周天子承認卿大夫僭越諸侯的合理性，因此開啟列國

「違禮」的發軔，此後諸侯便肆無忌憚地展開吞併他國之事。繆文遠、97傅

啟學採用此年作為戰國始年而著述，98歷來撰寫戰國時代或雅或俗之書，也

多由這一年開始撰寫。司馬光認為「三晉之列於諸侯，非三晉之壞禮，乃天

                                                      
92 《戰國策．趙策一》，〈知伯從韓魏以攻趙〉。 
93 《戰國策．韓策一》，〈三晉已破智氏〉。 
94 《戰國策．魏策一》，〈知伯索地於魏桓子〉。 
95 解恒謙，〈春秋戰國分野年代述論〉，《遼寧大學學報》，65（1984：1），頁58-59。 
96 《戰國策．書錄》。 
97 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成都：巴蜀書社，1997）。 
98 傅啟學，《中國古代外交史料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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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自壞之也。」99故這一年茲事體大，後人多以此為戰國開始之年。 

七、 田氏篡齊之年（前386） 

周安王16年，亦即西元前386年，周王命田和為諸侯，至此則齊、楚、

燕、秦、趙、韓、魏七國皆成。由於戰國時代指的就是此七國為主角，連年

進行合縱連橫的兼併戰爭時期，因此有學者認為，七國名分皆確定後始為戰

國時代。此年又恰為秦出子元年、韓文侯元年、趙敬侯元年。彭友生認為，

此年作為戰國時代之開始，亦無不可。100 

 

以《史記．六國年表》開始記載的一年，作為戰國時代的開始，我認為

沒有辦法顯現兩個時代的分界。因為這一年（前476）僅僅恰是秦厲共公元

年並周元王元年，並無特別的大事紀，司馬遷當時採用的史料多據《秦記》，

或許只是記事上的方便，而以厲共公元年作為此表開端。 

其次，以越國滅吳為第一個大國滅大國的戰爭，故此年為戰國之始。其

實春秋時代即不斷有吞併他國的戰爭，西元前478年，楚國的公孫朝便率師

滅陳，前476年，趙襄子誘殺代王、滅亡了代國。雖說越對吳的滅國戰爭，

可以說是東周以來首次規模最大的吞併行動，但是否僅戰爭規模擴大一點，

就足以作為戰國的開始點，還可再商議，因為考察人類歷史，戰爭規模本是

不斷在擴大，以戰爭規模作為時代分界，必須明確定義出什麼樣的規模合於

什麼樣的時代，這是很不容易擁有共識的。 

以《資治通鑑》作為分界點，首先必須確認司馬光的歷史是由戰國開始

記載。然而司馬光並未明說這一年就是春秋結束、戰國開始的年代，他只是

「託始」於「周威烈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一事，下文則往前追朔智氏滅

亡之由，顯然智氏之亡亦為一關鍵性事件。因此，戰國時代是否開始於此年，

                                                      
99 《資治通鑑．周紀三》。 
100 彭友生，《秦史》，頁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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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再商議。 

　  不論是接續《春秋》、或《左傳》，依《六國年表》、《戰國策》或《資治

通鑑》，或以大規模滅國戰爭，或以三家分晉為春秋、戰國時代的分界點，

西元前 481 年至西元前 403 年間，皆可視為兩個時代的交接點，作為戰國時

代特色的元素正在慢慢形成。但為確切了解戰國時代，我認為應由西元前 481

年開始討論起。是年（481B.C.），齊左相田常殺死右相監止，追執齊簡公於

舒州，弒之，從此田氏「專齊之政」，這是諸侯僭越的一大事。尾隨其後的

越滅吳、三桓僭越、三家分晉、周天子自壞禮等事皆為代表戰國之大事。此

外，《春秋》記載春秋時代之事甚詳，以西元前 481 年作為戰國之始，上接

《春秋》，於史料承接、歷史事件而言，堪為最適切的戰國時代伊始 

第四節　研究方法與章節概述 

本文企圖分別討論「各國」與秦的關係，耙梳秦國對各個國家相同、不

同、或一貫性、非一貫性的政策。查諸前人各項研究成果，還沒有人以專著

分別論述戰國時代秦國對各國的關係，故本文欲先進行資料的彙整，將散諸

各典籍之秦國與諸國的關係，依國別作一整理，企圖在整理後探討秦國對外

的經營及策略，了解秦國如何由邊陲小國，一躍而成為七國間最有實力統一

天下者。 

與秦國有直接關係的小國，計有義渠、繇諸、大荔、丹梨。四國相關資

料皆見於《史記》之六國年表、秦本紀。其中，繇諸國的同名異譯，有繇居、

居繇、繇敘、綿諸、由余，101繇諸雖以「國」來稱呼，其內部仍是以氏族社

會在運作。一般的秦史、戰國史較少提到秦與週遭小國的互動，然而秦能夠

有東進的餘力，必然與周邊的小國（或言民族）有一定的和諧相處模式，這

也是本文想探討的地方。 

                                                      
101 林劍鳴，《秦史稿》，頁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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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四章的進行方式，首先將戰國時代秦與各國間的大事，依國別作

一分梳整理，作成表格。由於戰國歷史內容豐富，無法於文中對所有事件詳

盡論述，因此，文字也只概要敘述事件發生原因以及結果，重點在於分析這

些事件的前後關係。其次，將秦國成功處理對外關係的部分，和同時代、或

擁有類似時空條件的其他國做比較。找出秦國得到優勢的原因所在。最後則

作整體的探討：究竟是在哪些因素的調和下，使秦國獲得了實力勝出六國的

最佳條件？秦國在何時、以何種方法成功地處理了對外關係？我們對戰國時

代的歷史，能否有一更客觀、更周延的理解？ 

附帶說明的是，戰國時代錯綜複雜的年代問題，各家有各家的考證與看

法。由於本文非考證文章，年代皆以楊寬《戰國史》所附年表為準。另外，

對於各民族的討論，基本上止於被秦國滅亡之前。另外，戰國時代六國各有

紀元，因此本文在論述某國與秦國關係時，便以該國年號為主，後輔以西元、

秦國、周室年號，以了解當時各國對應的政治狀況。綜合性的討論，如各章

小節、結論等，則以西年紀年。 

本文第一章介紹歷來對於秦統一天下論述。並討論春秋戰國的分期問

題，彙集各家對戰國時代開始於何年之看法，以界定本文開始討論的年代。

第二章則由內政的角度，探討秦國的政治與客卿。首先介紹戰國時代，秦孝

公以前的秦國內政，並論述其表現在對外關係上的成果。接著討論秦國將、

相的設立，如何以將輔相，達成對外關係良好的進展。最後則序列秦國的客

卿，並概述其對於秦國的貢獻。第三章至第六章則論述戰國時代秦與各國、

或是各民族的關係。第七章為結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