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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戰國時代秦國的政治與「客」卿 

進入戰國時代的秦國，自簡公時代，就開始頒佈了新政令。到了秦獻公

時期，更擴大進行了改革。承繼前人的經驗的革新，為秦孝公時代的商鞅變

法，立下了一定的基礎。商鞅變法的意義，除了法律的革新與徹底實踐的成

果，背後更重要的部分，是再次開啟秦國進用外來人才的大門。 

戰國末年，李斯在《諫逐客書》中，對秦王政提到，秦國先君中能成就

帝業者，都是因為善用外來賢能的客卿。探究秦國的歷史，秦國能由西北邊

陲的小部族，發展到擁有吞併六國的實力，出於客卿協助者實多矣。1由於秦

國國君一向擁有容納外來人才的雅量，客卿在秦國總能得到適度的發揮。因

此，客卿對秦國的內政與外交，有著不可磨滅的影響力。總地來說，外來客

卿之所以能發揮這麼大的影響力，有兩個原因，一是因為秦國國君能包納，

二則是因為他們帶來了中原的典章制度、風俗習慣，提升了秦國的文化水準

與經濟發展。關於客卿對秦國的貢獻，李斯已經提出許多重要人物，然而除

了李斯所提、主掌秦國政治、權傾一時的執政者外，還有許多外來客卿，對

於秦國的富強與發展，給予了莫大助力。 

春秋時代的秦穆公（前659-621），重用外來的由余、百里奚、蹇叔、丕

豹、公孫支五人，而創造稱霸西戎的歷史。進入戰國時代後，一直到秦孝公

（前361-338），才有再度重用外來客卿商鞅而成就帝業的記載。也就是說，

戰國時代經歷秦厲共公（前476-443）、秦躁公（前442-429）、秦懷公（前

428-425）、秦靈公（前424-415）、秦簡公（前414-400）、秦惠公（前399-387）、

秦出子（前386-385）、秦獻公（前384-362），共100多年的時間，秦國並無進

                                                      
1 孫鐵剛，〈秦國與客卿〉，收入：《周秦文化研究》，頁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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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外來客卿的記載。這點或者可以解釋為何這段期間，有秦孝公所說「不寧，

國家內憂，未遑外事」的景象。2當然也不是說進用外來客卿一定與富強成正

比，只是戰國時代的秦國歷史剛好給我們這樣的觀察。雖說秦國的客卿帶給

秦國內政、外交上的發展，但是在進用客卿前，秦國本身的內部改革也相當

重要。秦國早先的內政革新，可以說為秦孝公以後的外來客卿的改革與策

略，奠定了一定的基礎。此外，將相制度的設立，對於秦國推行對外發展的

政策，也起了一定的作用。將相職務的分離並明確化，對政務的推展相當有

利。3而當將相有好的合作關係，秦國的對外發展便橫行無阻。以下簡述秦孝

公以前的秦國內政，以及將相制度在秦國的設立與發展。 

第一節 秦孝公以前的秦國內政 

秦厲共公至秦靈公時期，不見任何內政相關的記載。但比起東方諸侯

國，整個秦國在社會經濟、生活習俗方面，發展得較為遲緩。直到商鞅變法

前，秦國仍是「戎狄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4「與戎翟同俗」。5秦簡

公6年（前409），第一次頒佈允許官吏帶劍的法令，6隔年（前408）甚至頒佈

百姓也可帶劍。7自西周以來，「劍」不只是護身武器，更是象徵身分的一種

標誌，春秋以來，只有貴族才有權利配劍，秦簡公宣布官吏與百姓皆可配劍，

可謂當時的一件大事，象徵貴族制度逐漸崩解以及社會的開放。8同年，也推

行了「初租禾」。9「租」是土地稅，「禾」是糧食，租禾也就是說，按土地畝

                                                      
2 《史記．秦本紀》，頁202。 
3 馬非百，《秦集史》，頁233-234。 
4 《史記．商君列傳》，頁2234。 
5 《戰國策．魏策三》，〈魏將與秦攻韓〉。 
6 《史記．秦本紀》、《史記．六國年表》。 
7 《史記．秦始皇本紀》。 
8 林劍鳴，《秦史稿》，頁203-205。 
9 《史記．六國年表》。 



第二章 秦國的政治與客卿 ．27． 

數徵收租稅。早在186年前，魯國的「初稅畝」已經採取了這樣的作法。10這

反映了原先為貴族的公田，已慢慢轉變為國家或私人所有，也可以說，小農

經濟逐步形成。從「初帶劍」與「初租禾」，可以看出秦國社會經濟面的轉

向，慢慢與東方諸侯接軌。然而，當時秦國內部的政治，可謂相當不安的。

秦國在戰國時代，有一段時間，政權常操縱在強大的貴族手裡，庶長可作主

決定由誰來繼任君主。庶長們會把流亡在外的秦公子迎接回來做國君，而把

不稱心的國君撤換掉。11如秦簡公就是從晉國迎入的。 

西元前384年，秦獻公即位，開始了一連串的政治改革。他首先廢除了

殘酷的殉葬制度，這是對貴族特權的一種限制。10年後（前375），全國重新

編制戶籍，將全國人口按五家為一伍的單位編制起來，稱為「戶籍相伍」。

此舉的用意，即在將秦國統治下的人口全數編制於軍事組織中，以便於徵兵

作戰並加強互相間的監視。12此外，秦國的國都原來在雍（今陝西省鳳翔），

秦獻公2年（前383），將國都從雍遷往櫟陽（今陝西省臨潼縣櫟陽鎮附近）。

此地距離魏很近，又是個商業貿易繁盛，交通往來要衝之地，可謂戰略要地。

秦獻公由雍遷到櫟陽，主要是了恢復河西地的軍事需要。早在春秋時期，秦

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軍事性質的縣。戰國初期，隨著領地的變化，秦國

不斷增縣，到了秦獻公時，又集中設立了蒲、藍田、善明縣。特別是在秦獻

公11年時（前374），在首都櫟陽設縣，有特殊意義。縣為軍政合一的組織單

位，這表示當時櫟陽屬於軍事爭奪的要衝，地方行政組織也必須適應戰爭的

需要。因此，秦獻公推行的設縣，對於往後的郡縣制是有所貢獻的。13秦獻

公7年（前378），秦國「初行為市」，明令允許在國都內，進行商業活動。此

舉促進了貨物的流通，促進了秦國的經濟發展。 

                                                      
10 林劍鳴，《秦史稿》，頁202-203。 
11 《史記．秦本紀》：「秦以往者數易君，君臣乖亂。」 
12 林劍鳴，《秦史稿》，頁220。 
13 林劍鳴，《秦史稿》，頁22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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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將相的設立 

秦孝公10年（前352），商鞅被任命為大良造，14之後在秦惠王5年（前333）

犀首也被任名為此職位。15大良造相當於中原各國相國兼將軍的官職，然而

當時秦國並沒有「相」、「將」等官職名。秦惠王10年（前328），秦才開始設

相位。16秦國的第一位「相」，是張儀。17當時的「相」不只一位，凡是君王

珍重且欲用的人才，都可能被任命為相。如甘茂相秦惠王時，秦惠王愛公孫

衍之才，也曾私下對他說：「寡人且相子」。18另一方面，也會有從外國而來，

身負外交使命的「外交相」，19如甘茂約秦、魏攻楚時，屈蓋就是「楚之相秦

者」。這種外交相扮演的角色即是國際間的協調，屈蓋身為楚之相秦者，當

時的使命就是「為楚合於秦」，20雖為秦相，其實是為楚國行事的。秦惠文王

更元7年（前318），樂池相秦，其身份應該和屈蓋相同。 

秦武王2年（前309），秦國初次設置丞相一官職，以樗里疾為左丞相、

甘茂為右丞相。21丞相的職掌便明確多了，即掌丞天子助理萬機。秦國雖設

置了左右丞相，但權力其實集中在左丞相之手，也就是說，雖然甘茂與樗里

疾同為丞相，實際上大權幾乎在秦王的宗室—樗里疾手裡。秦昭王即位時，

甘茂就被派往魏國，而樗里疾的地位卻益為尊重。其後，補甘茂之缺的向壽，

雖為丞相，也不見有任何作為。直到李斯為相時，才以左丞相的職位操縱政

                                                      
14 《史記．商君列傳》。 
15 《史記．秦本紀》。 
16 楊寬、吳浩坤，《戰國會要．職官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488。 
17 《史記．六國年表》。 
18 《戰國策．秦策二》，〈甘茂相秦〉。 
19 「外交相」是晁福林的解讀。他認為這些出使外國的「相」，並無法左右其國內政，只能透過

建言，影響當國的施政，因此，其身份有點類似外交使者，故名之為「外交相」。見：晁福林，

〈戰國的相權〉，《中國社會科學》，1998:5，頁184。 
20 《戰國策．秦策二》，〈甘茂約秦魏而攻楚〉。 
21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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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22不過這已是戰國之末了。戰國時代的秦國，自武王建置丞相以來，掌

權的都只有一位。但更精確地說，即使是掌權的丞相，背後仍有不敵一股巨

大的力量—國君，總之，丞相的任免，全操縱在國君之手。  

武王以後，丞相亦稱之為「相」、「相國」，其意義有時為前文所述「外

交相」之義，有時指的就是國內的「丞相」。自武王至秦二世皇帝，歷任丞

相中，往往有連任數次者，而每次任期亦長短不一；其次，秦的丞相，大抵

都不是秦人，也就是說，秦君常常任用東方各國入秦之賢才，為其進行政治

改革。有時，外國甚至可以推薦或左右秦的丞相，23不過這類例子不多，且

秦國仍會視對其有利的狀況，才接受他國的推薦。 

秦武王4年（前307）秦始設將軍，以魏冉為將軍。《商君書．境內》稱

將軍為：「其攻城圍邑也，國司空訾其城之廣厚之數。將軍為木壹，與國正

監，與正御史參望之。」意為將與相是稱起一國之樑柱。秦孝公時，曾以商

鞅為將兵伐魏國，當時商鞅任秦之大良造，卻也要帶兵打仗，可見「將」、「相」

的職務與名稱，並沒有明確分開。秦昭王即位那年，任命魏冉為大將軍，護

衛咸陽，並誅季君之亂。24魏冉本身是秦國宗室，也多次擔任相職，因此，

有了丞相之後，丞相也常常擔負著「將」的使命。也就是說，相可以為將，

但卻沒有見過先為將後為相者。「將」與「相」明確地分開，可以說自戰國

後期才開始。秦昭王時，以五校大夫王陵為將而伐趙；25秦莊襄王元年，以

蒙驁為秦將伐韓；26到後期夷滅六國的將白起、王翦等，這些都是專職的

「將」，而可以發現的是，當秦國將相明確分離後，其國家的軍事能力也愈

來愈強。 

                                                      
22 馬非百，《秦集史》，〈丞相表〉，頁856。 
23 馬非百，《秦集史》，〈丞相表〉，頁858-859。 
24 《史記．穰侯列傳》。 
25 《戰國策．中山策》，〈昭王既息民繕兵〉。 
26 《史記．蒙恬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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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客」卿對秦國的貢獻 

秦孝公元年（前361），在國中頒佈了一道飭令：「…賓客群臣有能出奇

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27秦國由此廣開任用賢人的大門。自秦

孝公開始，客卿不斷地從東方湧入秦國，而客卿將秦國以外先進的典章制

度、思想文化帶進秦國，提升了秦國政治、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水平。

28以下略述外來人士對秦國的貢獻： 

一、 公孫鞅 

公孫鞅，衛國公子。因秦孝公封給他的地在商，故又稱商鞅。商鞅對秦

國最大的貢獻，是在秦孝公時代進行的兩次變法，分別於西元前356年，與

西元前350年。29依史料所見，商鞅的改革非常徹底，且一直影響到秦孝公以

後的歷代君主。《韓非子》中便提到：「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

敗也。」30秦國的法律可以說定於商鞅，並依照商鞅的思想行政。如在秦昭

襄王時，某次秦國發生飢荒，應侯范睢請昭襄王發糧食給民。昭襄王卻說：

「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者，使民有功無

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無功俱賞者，此亂之道也。」31有功則賞、有罪則罰

是商鞅變法中相當重要的思想，可見此思想深植於秦。 

從歷史的角度來看，商鞅的變法是成功的，漢代王充稱：「商鞅相孝公，

為秦開帝業。」32總體來說，商鞅吸取了李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變法的

經驗，結合秦國具體狀況，將法家政策作了進一步的發展。他以破除井田制、

                                                      
27 《史記．秦本紀》，頁202。 
28 孫鐵剛，〈秦國與客卿〉，頁860。 
29 楊寬，《戰國史》，頁204、206。 
30 《韓非子．定法第四十三》。 
31 《韓非子．外儲說右下第三十五》。 
32 《論衡．書解第八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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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畝制、重農抑商、獎勵一家一戶男耕女織的生產、獎勵墾荒，促進了小

農經濟的發展。而推行縣制、制定法律、統一度量衡，則建立了中央集權的

政權。另一方面，禁止私鬥、獎勵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度，則有力地加強

軍隊戰鬥力。為了使法令有效施行，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貴族，並焚燒詩書以

明法令，使變法能貫徹施行。33由於這一切，秦國很快地成為富強的國家，

奠定此後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 

除了內政上的變法改革，商鞅也是一位軍事將領。他曾帶領軍隊，攻領

了魏國的城池。秦孝公10年（前352），商鞅以大良造的身分，帶領軍隊進圍

魏都安邑。此時魏國的大軍正在與對付趙國，以及出兵助趙的齊國，無暇西

顧，因此安邑便投降了秦國。接著，在秦孝公22年（前340），趁著一年前魏

國剛在馬陵被齊國打敗、尚未恢復之際，商鞅聯合齊、趙兩國一同攻魏。此

次戰役，秦之所以勝了魏國，主要是因為商鞅假借昔日交情，欺騙了魏國公

子卬。商鞅領軍打敗魏國的兩次作戰，都顯示是時秦國力量尚不足抵魏，然

而商鞅作為軍事將領，把握魏國無力防禦西方的時機，以計謀得勝，於秦而

言雖不光彩，但終究是對魏的勝利。 

自從秦孝公任用商鞅變法，直到孝公去世前，商鞅一直在秦國位居要

職。在他執政期間，除了兩次由商鞅親自擔任將領、對魏戰爭的勝利外，秦

孝公8年（前354），秦國趁著魏、趙交兵之際，出兵攻魏，在元里（今陝西

省澄城縣南）大敗魏軍，取得了變法後第一次的勝利。這次的戰勝魏國或許

對魏而言沒有多大的折傷，然而可以說顯示了秦國變法的勝利成果。總而言

之，秦孝公重用衛人商鞅，在內政與對外關係上，都讓秦國大大前進了一步。 

表2-1：公孫鞅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359 孝公3年 入秦  

356 孝公6年 第一次變法  

                                                      
33 楊寬，《戰國史》，頁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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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352 孝公10年 為大良造，攻魏，取安邑  

350 孝公12年 第二次變法  

344 孝公18年 說服魏惠王稱王 令楚、齊怒，諸侯奔齊 

伐魏，欺公子卬而勝。  340 孝公22年 

封之於、商，號為商君。  

二、 犀首 

犀首即公孫衍，34魏國陰晉（今陝西華陰縣東）人。秦惠王5年（前333），

犀首被任命為秦國的大良造，被派去攻打魏國，取得雕陰（今陝西甘泉縣

南）。35犀首任大良造在商鞅死後5年、而早於白起41年，當時秦國還沒有宰

相這個官職，因此，大良造掌握了軍政權力。犀首在秦國擔任這樣一個烜赫

的官爵，可見他擁有一定的能力。犀首擔任秦國大良造的時候，秦、齊兩強

東西對立的局面已經形成，合縱連橫的外交活動也已經開始了。36 

秦惠王5年（前333），爆發了楚齊的徐州之役。這場戰爭爆發前，犀首

曾建議魏王明與齊結交、暗與楚結交。37用意在令齊楚反目，從而削弱齊國

的力量。魏惠王顯然接受了犀首的策略，戰前與齊約定一同對抗楚國，然而，

在齊被楚攻得節節敗退時，魏又不出兵相救。這場戰爭令齊的鋒芒大受挫

折，齊魏間也失去了信賴，因此這樣結果，可說十分有利於秦國。徐州之役

發生的這年，也是犀首被任命為秦國大良造的這年，或許因為在徐州之役前

的唆使有功，犀首才能以一異國人的身分，爬上這個權高勢高的位子。徐州

                                                      
34 犀首和公孫衍究竟為一人或兩人，歷來學者有不同說法。大多數學者皆將犀首視為公孫衍，但

吳師道認為秦昭襄王時有另一個公孫衍，與秦惠文王時的犀首不同。見：林俞學，〈春秋戰國

時代秦國重要人物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1994），頁84-85。 
35 《史記．蘇秦列傳》。 
36 何清谷，〈公孫衍事迹考〉，《文史》，第十三輯，頁26。 
37 《戰國策．魏策一》，〈徐州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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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役隔年（前332），犀首煽動齊威王、魏惠王聯合起來伐趙。38他巧妙利用

前一年徐州之役中，趙國支持楚國、攻打齊魏聯軍的把柄，唆使齊國大將田

盼與他一起鼓動齊魏兩國的君主，一起去攻打趙國。初戰時趙國被打敗，但

後來趙國決黃河堤水灌齊魏聯軍，齊魏聯軍不敵，只好離去。39犀首之所以

不斷介入東方諸侯間的矛盾，原因皆是出於要「破壞東方諸侯合縱關係」，

以利秦國的連橫政策。40可以說犀首任職於秦國期間，為貫徹秦國的連橫政

策而破壞六國的團結，立下不少功勞。 

除了作為游說家的角色，犀首也為秦國打了兩次勝仗。秦惠王6年（前

332），魏獻陰晉給秦，秦將其改名為寧秦。此時公孫衍正在秦國當權，他原

是魏國陰晉人，此事想必與他有絕大的關係。41秦惠王8年（前330），犀首與

公子卬率領秦軍擊敗魏軍於雕陰，俘虜魏將龍賈。這是他在秦國最終的戰

事。不久後，他便離開秦國、便回到魏國了。犀首離開秦國的原因，出於和

政敵張儀的不和。42秦惠王8年的雕陰之役後，張儀來到秦國，43此時約在西

元前330年。也就是說，至遲在西元前330年，犀首已經到了魏國。44之後，

公孫衍便扮演與秦對立的角色了。直到西元前309年張儀死後，犀首才又到

秦國，但兩年後被逐。 

犀首在致仕秦國的客卿中，最特別的一點，就是他晚年的政治生涯轉往

他國，甚至策劃與自己先前所推動完全相反的政策。前已述及，他為秦國的

連橫政策克盡全力，然而，當犀首回到魏國，推動的卻是聯合東方各國的合

縱政策。但不可否認的，早年公孫衍以外來客卿的身份，在對外戰爭上的勝

                                                      
38
《戰國策．魏策二》，〈犀首田盼欲得齊魏章〉。 

39 《史記．趙世家》。 
40 何清谷，〈公孫衍事迹考〉，《文史》，第十三輯，頁27。 
41 何清谷，〈公孫衍事迹考〉，《文史》，第十三輯，頁25。 
42 錢穆，〈張儀初入秦考〉，《先秦諸子繫年》（北京：中華書局，1985），107條附，頁395。 
43 《史記．蘇秦列傳》。 
44 林俞學，〈春秋戰國時代秦國重要人物研究〉，（高雄：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論文），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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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或是身為縱橫家的遊說，所帶給秦國的貢獻，仍是不可磨滅。 

表2-2：犀首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擔任大良造，取魏雕陰。  333 惠文王5年 

建議魏王明與齊、暗與楚結交 1. 削弱齊國力量 

2. 使齊魏間失去信賴。 

332 惠文王6年 煽動齊、魏伐趙 削弱三國力量 

330 惠文王8年 擊敗魏軍於雕陰，虜魏將龍賈 

離秦至魏 

 

309 武王2年 回到秦 此年張儀死 

307 武王4年 被逐出秦國  

三、 張儀 

張儀，是魏氏的餘子。張儀入秦的時間，約於秦惠王8年（前330），秦

敗魏的雕陰之役後。45兩年後（前328），張儀便以秦國將領的身分，攻打魏

國。是年，秦惠王派公子華與張儀包圍魏國的蒲陽，魏國投降。46之後，張

儀出使魏國，表明秦對魏的友好，魏國因此將少郡、少梁獻給秦惠王。由於

這樣的功績，在秦惠文王10年（前328），秦王以張儀為相，這是秦國第一次

設相邦，張儀也就是秦國的第一個相。張儀成為秦國的相之後4年（前325），

推動了秦惠文王的稱王。隔年（前324），秦惠王改年號為更元。這一年，張

儀便被任命為將，伐取魏國的陝，並築上郡塞。 

西元前323年，秦派張儀和齊、楚大臣在齧桑會盟。47秦國意圖拉攏齊、

楚，然後使魏臣服於秦，但公孫衍看清了秦的目的，便發動魏、趙、韓、燕、

                                                      
45 《史記．蘇秦列傳》。 
46 《史記．張儀列傳》。 
47 《史記．張儀列傳》。 



第二章 秦國的政治與客卿 ．35． 

中山等五國的五國相王，以對抗秦、齊、楚的集合。48但五國相王沒有什麼

實質上的功效，秦國很快地又與魏國友好，派遣張儀到魏國，希望魏國成為

諸侯效秦的先驅者。以外交使者出使魏國的張儀，其政見不受魏惠王採納。

由於魏國的不合作，秦國怒而攻打魏國的曲沃、平周。然而秦王對身處魏國

的張儀，卻是益加厚待之，可見秦王對張儀的信任。也可以說，秦王認為張

儀是個能為秦國帶來大利益的人才。 

魏惠王死後（前319），惠施回到魏國，張儀仍試著遊說魏哀王「事秦」

的策見，然而魏哀王不聽，甚至在隔年（前318）參與了公孫衍策劃的合縱

伐秦。於是，張儀在魏國偷偷策劃，令秦兵攻打魏國。隔年（前317），秦計

畫繼續攻魏，在攻魏之前，秦軍先進攻韓國，打敗申差的軍隊，斬首八萬，

諸侯皆大為驚恐。以這樣的勢頭，張儀再次說服魏哀王事秦，以事秦則能「高

枕而臥、國必無憂」，說服魏哀王背棄了合縱，與秦友好。49張儀到魏國的使

命終於達成，於是回到秦國為相。這次秦魏的友好持續了三年。三年後，魏

國又背棄連橫、加入合縱的行列，秦國得知後馬上出兵攻打魏國，取曲沃，

隔年，魏國又服事秦國了。50在張儀任秦相（前328-322、前317-314）期間，

對魏國的外交可謂相當成功，魏國盡掌握在秦國的股掌間。 

《史記．張儀列傳》有提到二段張儀與楚懷王的故事。文中提到在秦惠

文王更元12年（前313），秦國為使齊楚決裂，派張儀到楚國為相。張儀以商

於之地六百里作為交換條件，使楚懷王與齊絕交。後張儀佯裝無此事，楚懷

王怒而攻秦，敗於丹陽、藍田。之後不久，秦欲以武關交換楚國的黔中地，

楚懷王以前事怨恨張儀，願意獻黔中地以交換張儀。張儀至楚，楚懷王欲殺

之，張儀憑藉其口才，令王之寵妃鄭袖碩福楚王釋放張儀。51繆文遠以為這

                                                      
48 林劍鳴，《秦集史》，頁300。 
49 《史記．張儀列傳》。 
50 《史記．張儀列傳》。 
51 《史記．張儀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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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件事皆為偽造。52 

姑且不論此事真偽，張儀為秦屢建功勳當無置疑。秦惠王死後，群臣在

新王面前進饞言，說張儀是個無信用之人，即位的秦武王也不重用張儀。諸

侯聽說此事，立即背棄與秦的連橫約定，再次回到合縱的陣列。可見張儀代

表秦國在各國的影響力！秦武王元年（前310），張儀深覺身處秦國的危機，

便對秦武王說，齊王相當憎恨自己，他所往之處，齊王必興兵伐之。因此，

他願意入魏國，讓齊魏相攻。齊魏勢力互相削減、削弱，秦國便能夠成就王

業。秦武王因而送他至魏國，張儀最後死於魏。 

張儀一生在秦國為將或為相，受到秦惠王高度信任，而他貫徹秦國一直

以來的連橫策略，不論以武力或是外交手段，力求與各國建立和秦的友好關

係。張儀對秦國最大的貢獻，便是對破壞齊、魏同盟、以及齊、楚同盟，瓦

解東方六國的團結，使秦國從中得勢。 

表2-3：張儀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330 惠文王8年 入秦 

328 惠文王10年 圍蒲陽、令魏獻地、為秦相 

325 惠文王13年 推動秦惠王稱王 

324 惠文王更元元年 為將，取陝 

323 惠文王更元2年 齧桑會盟 

322 惠文王更元3年 至魏為相 

317 惠文王更元8年 敗三晉於修魚 

311 惠文王更元14年 死 

                                                      
52 繆文遠以此為偽造的理由有二：一是秦本紀記載丹陽之戰後，秦攻楚漢中，漢中即商於地，亦

即丹陽、藍田戰前商於屬於楚國，何來張儀以商於誑楚懷王之說。二是楚世家載（前298）秦攻

楚取析十五城，析等地位在于中。西元前298年，張儀已過世，也就是說張儀死後，于中才落入

秦國手中，那麼，西元前313年張儀誑楚懷王之商於地，當時並不屬於秦。見：〈張儀和楚國關

係考實—兼評于鬯《戰國策年表》〉，《四川大學學報》1983：2，頁9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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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魏章 

魏章是魏人，與張儀同時事於秦惠王（前337-311）。魏章一生，可說是

秦相張儀外交上最有利的後盾。當時秦國，「相」往往將自己信賴的人舉薦

給君王為「將」，如魏冉為相之舉薦白起，范睢為相之舉薦鄭安平。53秦惠王

更元13年（前312），魏章或許就是由張儀舉薦，擔任庶長，領秦兵攻打楚國。

秦王同時以樗里子、甘茂為將，協助魏章。兩軍夾擊下，大敗楚國，斬甲士

三萬，俘虜楚將屈蓋等70餘人。這場戰役的重要性，不在司馬錯攻定巴蜀之

下。因為秦攻取了楚漢中地600里，還設置了漢中郡。54 

秦惠王死後，武王即位。張儀、魏章同時被逐。由此可見張儀、魏章的

同進退。張儀後來去了魏國，也死在魏國，魏章死地或許也不出魏國範圍以

外。魏章為秦國勝了一場對楚的大戰爭，可說秦王用人得宜。 

表2-4：魏章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312 惠文王更元13年 戰勝楚於丹陽，取漢中地

311 惠文王更元14年 被逐出秦國 

五、 陳軫 

陳軫為夏人。與張儀同時代，一起侍奉秦惠文王，兩人皆受到重視，故

有爭寵之事。於是，當張儀被任命為相時，陳軫就到了楚國。陳軫雖沒有在

秦國謀事，但秦惠文王非常看重他，曾因詢問其意見而獲利。秦惠文王13年

（前325），韓、魏相攻，55期年不解，秦惠文王針對是否出兵救韓，猶豫不

決，便詢問由楚出使秦國的陳軫。陳軫以「兩虎爭人而鬥，小者必死，大者

                                                      
53 馬非百，《秦集史》，頁233-234。 
54 《史記．樗里子甘茂列傳》。 
55 《史記．六國年表》、《史記．韓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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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傷。子待傷虎而刺之，則是一舉而兼兩德也。」56勸說秦王可乘機得利。

秦興兵而伐，果然獲取了大利。陳軫雖已往他國發展，秦惠文王仍能重視其

才，於施政上詢問其意見。秦惠視陳軫之參謀，於韓魏相攻時秦救否詢問之，

可見惠文王重視人才的氣度。 

六、 甘茂 

甘茂是下蔡人，曾學百家之說，在張儀、樗里子的舉薦下入見秦惠王，

秦惠王非常賞識他。秦惠文王更元13年（前312）命他為將，協助魏章攻略

漢中地。秦武王初年，甘茂平定了蜀國的反叛，回國後，甘茂於秦武王2年

（前309）被立為左丞相，與樗里子一起，成為秦國的首任左右丞相。秦武

王3年（前308），秦王向甘茂訴說自己欲「窺周室」的野心，於是甘茂主動

提出要到魏國，約魏國一起伐韓。魏國聽從甘茂的意見後，甘茂反而勸秦王

不要出兵。於是，秦武王與甘茂在息壤會面，秦武王答應甘茂，無論什麼人

進說甘茂的饞言，他都不會聽從。於是甘茂將兵攻打韓國的宜陽，攻下了宜

陽。57宜陽是韓國的大城，進攻不易。若非武王對甘茂的信任、若非息壤之

盟，宜陽久攻不下時，在樗里子、公孫奭的挑撥下，秦武王勢必要罷兵、召

回甘茂。可以說宜陽之所以能攻下，取決於秦武王對甘茂的信任。 

秦昭王時，派宣太后的族人向壽平定宜陽，同時，派甘茂與樗里子伐魏

皮氏。當時朝中的大臣，以甘茂、公孫奭為重，向壽攻下韓國的宜陽後，甘

茂向秦昭王建議，將武遂歸還給韓國。此舉引來向壽、公孫奭大力反對，然

而秦王主意已決。因而向壽、公孫奭兩人對甘茂懷恨在心。甘茂只好逃到魏

國。而後死在魏國。58秦國雖然立左右兩丞相，實權掌握在任以公族的右丞

相手裡。而甘茂對秦國最大的貢獻，其實不在擔任左丞相，而是平地蜀地，

                                                      
56 《史記．張儀列傳》。 
57 《史記．樗里子甘茂列傳》。 
58 《史記．樗里子甘茂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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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出兵宜陽，鞏固了秦國的勢力範圍。 

表2-5：甘茂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308 武王3年 攻下韓國的宜陽

不明 昭王時期 伐皮氏 

不明 昭王時期 逃魏 

七、 樓緩 

樓緩是趙國人。曾是趙武靈王（前325-299）的臣子，畢生的主張，就是

趙與秦、楚間維持友好。趙武靈王死後，樓緩入秦事秦昭王。秦昭王10年（前

297），樓緩代替田文成為秦相，但隔年（前296）魏冉復相秦，樓緩便被免

相職了。儘管被免去相職，樓緩一生都在為秦效力。秦昭王48年（前259）

長平戰後，樓緩尚且為了秦前往趙國，遊說趙王入城為媾，且持續貫徹他的

「以趙合於秦、楚」主張。59樓緩的對秦國的貢獻，實也不在話下。 

表2-6：樓緩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297 昭襄王10年 為秦相 代替田文為相，前296免相。 

259 昭襄王48年 為秦說趙割地  

八、 范睢 

魏國人。約於西元前341-332年間出生。60曾受辱於魏相魏齊，差一點死

於廁中。後來在鄭安平的幫助下逃出，改名為張祿。這時，恰巧秦昭王的使

者王稽到魏國，鄭安平將范睢推薦給王稽，王稽便帶著范睢入秦國。 

                                                      
59 《史記．平原君虞卿列傳》。 
60 謝巍，《范睢疑年考》，《中華文史論叢》，1981：1，頁33。 



．40． 戰國時代秦國的對外關係 

秦昭王36年（前271）范睢入秦國的時候，穰侯魏冉當權。魏冉是秦昭

王的母親宣太后之弟，昭王能夠即位，很大一部份是因為穰侯的支持，因此

昭王即位以來，穰侯始終權大勢大，不僅擔任秦的相，也經常被任命為將，

帶兵打仗，由於太后的庇護，魏冉私家的財富甚至超過王室。61秦昭王37年

（前270），魏冉再度被命為秦將，意欲越過韓、魏兩國，攻打齊國的綱壽，

以得到陶這個封地。范睢抓住這個機會，上書給秦昭王，提出英明的君主絕

對不會令諸侯擅權，以此暗喻秦昭王縱容王室魏冉的專權。范睢在書信中欲

言又止，以「語之至者，臣不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不足聽也」，希望能當

面會見秦昭王。秦昭王是聰明人，立刻召見范睢，並摒退身邊所有人，誠心

向范睢請教。秦王三次求教，范睢都不回答，直到秦王第四次詢問，他才對

提到是年穰侯攻打齊國之事。他批評穰侯越過韓、魏，攻打距離秦國如此遙

遠的齊國，不僅秦國毫無得利，還間接助長他國勢力。繼而，范睢提出「遠

交近攻」的策略，說服秦王與齊國友好，同時攻打鄰近的韓、魏等國。秦昭

王採用范睢的策略，出兵韓、魏。 

秦昭襄王39年（前268），范睢建議秦王攻魏。昭襄王派五大夫綰攻之，

拔懷。兩年後（前266），拔邢丘。秦昭襄王41年（前266），為秦相。范睢得

到秦昭王的親信，數年後，又重提太后、穰侯權重之事。范睢是個善於言論

的人，他警告秦王，如今所有官吏以及王的左右侍從，都是相國穰侯的人，

如此一來，恐怕萬世之後，秦的君王不會是您的子孫。秦昭王聽了大為驚恐，

隨即廢太后、逐穰侯及其兄弟，繼而拜范睢為相。范睢擔任相國期間，提拔

其恩人王稽、鄭安平，東伐韓、趙。秦趙長平之戰中，秦昭王用范睢的反間

計，使趙國換下老將廉頗，以年少輕狂的趙括為將，於是秦國在這場戰役中

大勝。這次戰爭的主將白起，獲得了最大的功勞，范睢擔心白起的地位將超

過他，趕在白起滅亡趙國之前，說服秦王收兵，因而得罪了白起。隔年一月，

秦再度出兵邯鄲，秦王欲以白起為將，白起以邯鄲不易攻下為由，數度稱病、

                                                      
61 《史記．范雎蔡澤列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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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般推託。秦王不悅，最後與應侯等群臣商議，將白起賜死。白起一死，范

睢便推薦鄭安平為將攻趙，沒想到，鄭安平為趙所困，投降趙國。2年後（前

263），王稽任河東太守，因為與諸侯串通，依法判處死刑。范睢先後推薦的

兩個人都犯了叛國罪，范睢自是不得善終。62 

范睢所提的「遠交近攻」策略，令人印象深刻。所謂遠交近攻，指的就

是與秦國距離較遠的國家結交密切的外交關係，然後攻打與秦國鄰近的國家

如韓、魏等國。范睢可能是第一位提出此策略的人，然而他並不是第一位躬

行此策略者。在魏冉主政秦國的40年間，秦國對外發動共34回的戰爭中，攻

打韓、魏兩國共計20次，也就是說，當時秦國的對外進攻中，有一半以上即

是「攻打鄰近的國家」。范睢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將魏冉長期的軍事實踐，

歸納為具體的理論，再據為己有。63因此，范睢在秦國對外擴張的歷史上，

對於「遠交近攻」的貢獻，我們不必過於放大。范雎對秦國最大的影響力，

其實是在鼓動秦昭王奪回大權的這一部分。秦昭王在即位第34年，國內仍是

由太后、穰侯專權著。范睢除了在背後譏諷「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

耳」，64也不斷對昭王進諫，終於使得昭王痛下決心，廢太后，並將魏冉遷往

陶。司馬光曾指出，范睢並非對秦國盡忠謀，而是欲取代穰侯的權位。65但

范睢令秦國大權回歸秦王之手，在這一點上的推動是明顯而確鑿的。 

表2-7：范睢在秦事蹟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271 昭襄王36年 入秦  

270 昭襄王37年 上書言「秦獨太后、魏冉」  

268 昭襄王39年 建議攻魏  

266 昭襄王41年 為秦相，使秦王廢太后、穰侯  

                                                      
62 謝巍，〈范雎疑年考〉，《中華文史論叢》，1981：1，頁33-34。 
63 盧鷹，〈穰侯魏冉新論〉，《人文雜誌》，1998：3，頁88。 
64 《史記．范雎蔡澤列傳》。 
65 《資治通鑑．周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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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事蹟 備註 

260 昭襄王47年 長平之戰使反間計  

258 昭襄王49年 推薦鄭安平、王稽為官 前257年，鄭安平降趙 

255 昭襄王52年 死 前255年，王稽死 

九、 鄭國 

鄭國是韓國的水工。韓國聽聞秦大舉建造各項設施，希望秦國能投注更

多人力在建設上，不要攻打各國。因此派鄭國說服秦國鑿涇水。自中山西邸

觚口為渠，因此東邊將有水注入洛，範圍共三百里，其中的田皆可以灌溉。

建設的過程中，秦發現韓國背後的目的是為了要削弱秦國，因此要殺掉鄭

國。鄭國說道，這個渠一旦建成，對秦國有很大的利益在。於是秦便繼續讓

他修築。66結果建成之後，可以灌溉4萬餘里的田地。關中因此成為無凶年之

處，秦因此渠而富強，最後仍是併滅六國。由於此渠對秦的重大貢獻，便被

命名為鄭國渠。 

鄭國一開始懷抱的目的雖是弱秦，但一被秦國延攬去造渠，也不是隨隨

便便地建造。可見以造渠削弱秦國實力，只是韓國的官方政策，鄭國本身到

秦國並沒有懷著任何政治目的。至少就結果而言，秦國用鄭國造渠，是以另

一種形式造就秦國的富強，可為施政上的用人得宜，可見秦國用人惟才的標

準不只在政治上，在其他方面也有其成果。 

十、 呂不韋 

呂不韋，濮陽人。67因助流亡趙國的子楚成為秦王，被立為相，號文信

侯，食藍田十二縣。68呂不韋於秦莊襄王元年（前249）為相，一直到秦王政

                                                      
66 《史記．河渠書》。 
67 《史記．呂不韋列傳》記呂不韋為陽翟人，頁2505。 
68 《戰國策．秦策五》，〈濮陽人呂不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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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年（前237）被免職前，期間秦國滅東周、攻三晉、燕等，展開連年的戰

爭。當時秦王政尚年幼，一切國家事務皆取決於相國仲父。由此可知，在這

12年間由呂不韋主導著秦國對外關係。 

呂不韋任相國時，對秦國最大的貢獻，即是令東方各國人才爭相湧進秦

國。69此時秦國也全力朝向併滅六國的目標，不斷進攻各國。然而，文獻上

對呂不韋的記載，偏向記錄他的私交奢華、門客眾多，這或許是因為自秦昭

王時期開始，秦打勝仗已是家常便飯，因此沒有特別記載在呂不韋任相期間

的功績，相較之下，其生活面的奢華便顯得相當突出。但這並不代表他在主

政秦國期間毫無建樹，他對秦朝向統一之徒，也是有其貢獻。 

表2-8：呂不韋任相期間秦的對外戰爭 

西元前 秦系 事蹟 

249 莊襄王元年 秦滅東周 

247 莊襄王3年 秦攻魏、趙 

246 王政元年 秦攻韓；秦平定晉陽 

245 王政2年 秦攻魏 

244 王政3年 秦攻韓、魏 

242 王政5年 秦攻魏 

241 王政6年 秦攻魏；秦遷衛君至野王 

240 王政7年 秦攻趙、魏 

239 王政8年 秦攻趙 

238 王政9年 秦攻魏 

237 王政10年 呂不韋免相 

                                                      
69 《史記．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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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李斯 

李斯，楚國上蔡人。曾從荀卿學帝王之術，但與荀卿思路不同。荀卿曾

議論兵法，認為兵者以仁義為本。李斯卻不贊同仁義之師必勝，他認為秦之

所以能戰勝他國，不是因仁義之兵的緣故，而是視何種情況即採用何種策

略。。秦莊襄王死後，李斯入秦請求為用，呂不韋很欣賞他，將他任職為郎。

李斯因而有機會上書給秦王，勸秦王滅諸侯、成帝業、完成天下一統。秦王

因此拜李斯為客卿。其後，由於鄭國來秦建渠的事件，秦的宗室皆請秦王逐

一切他國客卿，李斯也在裡面。於是他上了一封諫逐客書，表示歷代有成就

的君王，都次能夠接納外地人才者。秦王因而收回逐客之令，並恢復李斯的

官職。李斯又說服秦王，先攻打韓國，讓各國諸侯對秦產生畏懼。消息一傳

出，韓王驚恐，立刻召見韓非商量對策。於是韓非寫了一封書信致秦王，表

示攻韓「非一日之計」，伐韓不如伐趙之利。李斯則不以為然，他認為韓是

秦的心腹之患，若轉攻齊、趙，則韓國便會如腹心之患般發作，對秦不利。

李斯要求秦王派遣他到韓國見韓王，未能得見，因此他上書給韓王，希望韓

國莫與秦為敵，並能與秦友好，共同對付趙國。70 

秦王政14年（前233），韓非出使秦國，秦王非常高興，卻未能重用他。

李斯對韓非的才華相當妒忌，便與韓非曾得罪的姚賈共同計畫陷害他。於是

秦王將韓非下獄，李斯便派人送毒藥給韓非，使其自殺。而後，韓王向秦王

稱臣，71李斯因此升官，被任命為廷尉。等到秦王政統一天下，李斯成為丞

相，將封建制完全自秦國移除，從此不立子弟為王；又建議焚《詩》、《書》

百家語，使天下無法議論古今制度缺失；此外，還為秦朝訂定標準統一文字，

為秦帝國創下許多新制。 

李斯向秦始皇提出的郡縣制，成為中國往後歷史上最為普遍的治國制

度；而其名作〈諫逐客書〉也成為後人爭相傳頌的文章。但李斯謀害韓非，

                                                      
70
《韓非子．存韓第二》。 

71 《史記．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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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秦國短少一個人才，不啻為秦國相當大的損失。 

 

秦國從秦簡公開始，到秦獻公一連串的改革，使國內實力開始增強，在

秦獻公統治的後期，與韓、趙、魏的軍事爭鬥，由失敗開始轉向勝利。然而，

即使做了不少改革，其實也遭到舊勢力的抵抗，不能全部貫徹到底。72由於

秦獻公的改革效果有限，整體而言，秦國與東方諸侯的實力還是差得很遠。

要到秦孝公重用商鞅變法後，才開始有了大轉變。秦孝公（前361-338）開啟

了任用外來賢能客卿大門，之後的秦王依循這個傳統，讓許多外來人才在秦

國的內部施政、對外關係上大放異彩。秦孝公以後，進用外來人才，推行新

法，此後秦國的內政便緊扣對外關係。兼之將相制度的設立，使秦國的政治

逐漸成熟，創造了統一的有利條件。 

 

 

 

 

 

 

 

 

 

 

 

 

 

 

                                                      
72 林劍鳴，《秦史稿》，頁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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