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秦與魏、韓的關係 

第一節  秦與晉室、智氏的關係 

戰國初年，秦國與晉人或有往來，秦厲共公 14 年（前 463—晉出公 12 年、

周定王 6 年），晉人賂秦。1這裡的晉人，指的是晉國公室。早在春秋末年，晉

室的權勢已經被智氏、韓氏、趙氏、魏氏、范氏、中行氏六卿凌駕。2六卿不

僅代替晉出兵平定周王室之亂，並想盡方法誅滅晉的公族，因此晉室愈來愈

弱，而六卿愈來愈強大。3晉定公時期（前 511-475），還曾經打敗范氏、中行

氏，並與吳王夫差會於黃池（今河南省封丘縣西南）。4然而，晉定公死後，即

位的晉出公（前 474-452），就因為反對智氏與韓、趙、魏共分范、中行的土

地，被四卿攻擊，死在奔逃的道路上，可見晉室的實力愈趨卑微。西元前 463

年，正值晉出公 12 年，勢單力薄的晉公室前往賂秦，或許是期望與秦建立友

好關係，一旦國家有危難，可以依賴秦國的救援而自保。 

之後，威脅晉公室的六卿互相傾軋。秦厲共公 19 年（前 458—晉出公 17

年、周定王 11 年），智氏、韓氏、趙氏、魏氏共分范氏、中行氏土地。之後在

秦厲共公 22 年（前 455—晉出公 20 年、周定王 14 年），智瑤向趙索地不遂，

因而聯合韓、魏，圍攻趙於晉陽（今山西省太原市西南）。兩年後（前 453）

局勢逆轉，韓、魏反倒與趙聯合，共滅智伯，瓜分其領地。此後一小段時間，

智氏與秦便展開了關係。先是秦厲共公 25 年（前 452—晉出公 23 年、周定王

17 年），智開帶領族人奔逃至秦國；5而後在秦厲共公 29 年（前 448—晉敬公

                                                   
1 《史記．六國年表》。 
2 《史記．晉世家》：「（晉）昭公六年（前 526）卒，六卿彊，公室卑。」 
3 《史記．晉世家》：「六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令其子為大夫。」 
4 《史記．晉世家》：「（定公）二十二年，晉敗范、中行氏。…三十年，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 
5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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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年、周定王 21 年），智伯寬奔逃秦國。6當智氏被三家滅亡後，其後裔不斷

奔秦，由此可見智氏與秦的友好往來，而秦國總是接納智氏。另一方面，秦國

與韓、趙、魏三國之間，卻常發生爭奪城池與土地的戰爭，尤其是緊鄰秦國的

魏國，總是不斷與秦國有武裝衝突。 

表 3-1：秦與晉、智氏的關係 

西元前 秦系 晉系 事件 列國大事 

463 厲共公 14 年 出公 12 年 晉人賂秦  

452 厲共公 25 年 出公 23 年 智開率邑人奔秦 晉出公出奔到楚 

448 厲共公 29 年 敬公 4 年 智寬率邑人奔秦 越王不壽被殺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第二節 秦與魏的關係 

魏國的疆域和秦、趙、韓、鄭、齊、衛接界。地處今天的陜西省、山西省、

河南省境內，領土較為分散，其主要地區為今山西省西南部的河東，以及今河

南省北部的河內。今天山西省東南部的上黨，是魏國對外的交通孔道。7相傳

魏的始祖是周文王之子畢公高的後裔，其後不再受封，因此身分降為庶人。晉

獻公封畢氏苗裔畢萬為大夫，而畢萬後世日益昌榮，遂為魏氏。畢萬之子魏武

子服事於晉獻公之子重耳，隨後重耳立為晉文公，遂令魏武子承襲魏氏之後

封，列為大夫。8魏國的都城原在安邑（今山西省夏縣西北禹王村），秦孝公元

年（前 361—魏惠王 9 年、周顯王 8 年﹚，為了有更好的地理形勢，便於統治

東部地區、加強對東方諸侯的控制力量，遷都到大梁﹙今河南省開封市﹚。9 
                                                   
6 《史記．六國年表》。 
7 楊寬，《戰國史》，頁 281。 
8 《史記．魏世家》。 
9 錢穆，《國史大綱》，頁 76；徐中舒，〈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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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魏取代晉 

魏氏尚未被周王名正言順列為諸侯時，「魏」一詞已經出現在史書中，如

「庶長將兵來拔魏城」、10「與魏戰」等，11這說明了緊鄰秦國的魏國，極早就

以「魏」獨立的身分，與秦國展開交往。秦厲共公 24 年（前 453—晉出公 22

年、周定王 16 年）三家分晉後，魏國在魏文侯先於六國的改革下，一躍而為

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因此，魏國取代春秋時代晉國的角色，成為秦國東進

的一大阻礙。魏國取代了晉國地位的證明，可以從《秦本紀》載「（秦）靈公

6 年（前 419），晉城少梁」12這個事件中看出來。秦靈公 6 年時值晉幽公 15

年，當時晉君地位卑微，甚至還要朝見韓、趙、魏三君才可繼存，13不大可能

冒著會被秦反攻的危險，在少梁（今陝西省韓城縣西南）築城。因此，在少梁

築城者應是魏國。14魏國既然承繼了晉國地位，15勢必將不斷與秦國發生領土

上的爭逐。 

二、 秦魏爭河西地與魏壓倒性的勝利 

春秋戰國時的河西轄境，包括了今日的陝西渭北地區、渭南的河曲地帶，

相當於今日的陝西華陰以北、黃龍以南、洛河以東、黃河以西的地區，以及華

陰至河南鄭縣的崤函地帶。在這個廣闊的地區，與秦魏（晉）河西之爭有關的

地方有臨晉（今朝邑西南）、大荔、輔氏（今朝邑內）、合陽、刳首、元里、新

                                                                                                                                 

中舒歷史論文選輯》，頁 903。楊寬則有另一說法：當時魏國面臨秦國的威脅，擔心同時受到

秦、韓、趙的進攻，因此遷都大梁。見：氏著，《戰國史》，頁 298。 
10 《史記．六國年表》。時為西元前 467 年，秦厲共公 10 年。 
11 《史記．六國年表》。時為西元前 418 年，秦靈公 7 年。 
12 《史記．秦本紀》。 
13 《史記．晉世家》。 
14 楊寬即記為「魏在少梁築城」。見：氏著，《戰國史》，頁 705。 
15 《史記．六國年表》：（前 413）「（秦簡公 2 年）與晉戰，敗鄭下。」、「（齊宣公 43 年）伐

晉，毀黃城，圍陽狐」。其「晉」亦皆指「魏」，同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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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徵、杜平（刳首等六地均在今澄城內）、繁龐、籍姑、少梁、韓（四

地均在今韓城）、武城（華縣）、陰晉（華陰內）、陝、焦、（河南陝縣內）、虢

略（河南靈寶）等。河西地區擁有重要的戰略地位，春秋時期秦晉間重要的戰

爭都與河西之爭有關，到了戰國時代，秦魏兩國也展開河西地的爭奪。16 

秦厲共公時期（前 476-443），晉國內部六卿正進行著傾軋鬥爭，相較之

下，秦國處於較安定的局勢，因此軍事實力尚能保持優勢。秦厲共公 10 年（前

467—晉出公 8 年、周定王 2 年），秦國襲擊魏國，將之打敗，並拔魏城。17然

而，到了秦靈公時期（前 424-415、魏文侯 22-31 年），魏國的變法已經有一定

成效，便積極展開了對外的軍事防禦。秦靈公 6 年（前 419—魏文侯 27 年、

周威烈王 7 年），魏國在少梁築城，於是秦攻少梁，戰爭延續到了隔年（前 418）。
18秦魏此次戰爭，史料中未見其勝負，但隔年（前 417）秦在黃河邊築防禦工

程，魏也再度於少梁築城，19可見雙方的關係頗為緊張。總之，魏一旦在少梁

築城，秦立即起而攻之，這證明河西這塊地攸關秦魏兩國的戰略地位。 

秦簡公時期（前 414-400），秦國開始屢屢敗於魏。秦簡公 2 年（前 413—

魏文侯 33 年、周威烈王 13 年），魏在鄭（今陝西省華縣）打敗秦。隔年（前

412），魏直接進攻，魏文侯派善戰的太子擊—也就是之後的魏武侯，包圍繁龐

城（今陝西省韓城縣東南），攻克後，將居住在城裡的人民盡皆遷徙出城。秦

簡公 6 年（前 409—魏文侯 37 年、周威烈王 17 年），魏乘秦之弱，續而伐秦，

建築臨晉（今陝西省大荔縣東南）、元里（今陝西省澄城縣南）兩城。20隔年

                                                   
16 蔡鋒，〈春秋戰國的秦晉河西之爭〉，《青海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8：4，頁 39-47、

54。 
17 《史記．六國年表》。 
18 《史記．六國年表》：「（前 418）與魏戰少梁」。《秦本紀》：（前 419）「晉（魏）城少梁」、 
19 《史記．六國年表》：（前 417，秦）「城塹河瀕」、（前 417，魏）「復城少梁」；《秦本紀》：（前

415，秦）「城籍姑」。《秦本紀》載秦「靈公十三年城籍姑」，但秦靈公僅在位 10 年，「十三

年」應為「十年」之誤。參考：楊寬，《戰國史》，〈附錄三—戰國大事年表〉，頁 705。 
20 《史記．魏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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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408），魏再度伐秦至鄭，這一次獲得了大勝利，完全占有河西地。21在魏

不斷進攻下，秦完全落於下風，直到簡公末年才在陽狐一地有一次對魏的成功

戰爭。22 

簡公以後的秦惠公（前 399-387），在位期間與魏有三次戰爭。第一次在

秦惠公 7 年（前 393—魏武侯 3 年、周安王 9 年），秦被魏打敗於汪。繼而在

秦惠公 10 年（前 390—魏武侯 6 年、周安王 12 年），秦與魏戰於武城（今陝

西省華縣東）。隔年秦進攻魏的陰晉之戰，《史記》中記載的勝負不明，但推測

是由在魏國的吳起打敗秦國。23大體說來，秦獻公即位（前 384）以前，秦國

在內政不修的劣勢下，大部分是敗給魏國的。司馬遷在《史記》便如此記述：

「秦以往者數易君，君臣乖亂，故晉復彊，奪秦河西地。」24秦孝公元年在國

內發佈的詔令中，也提到秦國的故往：在厲公、躁公、簡公、出子時期，國內

惶惶不安，因此河西地被三晉攻奪。25惠公過世以後，即位的出子尚是強褓中

的嬰兒。因此可以看出，到了秦出子元年（前 386—周安王 16 年），秦國仍處

於「君臣乖亂」的境地。因此，前述勝負不明的武城之戰，可以想見秦國的戰

況並不樂觀。 

表 3-2-1：秦厲共公至秦惠公（前 476-387）時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467 厲共公 10年 (晉出公 8 年) 秦庶長將兵拔魏城  

419 靈公 6 年 文侯 27 年 魏城少梁、秦攻打之。  

413 簡公 2 年 文侯 33 年 秦與魏戰，敗於鄭 齊伐魏、楚伐魏 

                                                   
21 《史記．六國年表》：「伐秦至鄭。」 
22 《史記．六國年表》：（簡公）「十四年，伐魏，至陽狐。」 
23 《吳子．勵士》：「不待吏令，介冑而奮擊者以萬數…兼車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

眾。」據林劍鳴考證，上述擊秦之事件應為發生於西元前 389 年的陰晉之戰。見：林劍鳴，

《秦史稿》，頁 210-217。 
24 《史記．秦本紀》。 
25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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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412 簡公 3 年 文侯 34 年 魏圍攻繁龐城，出其民 齊伐魯 

409 簡公 6 年 文侯 37 年 魏攻秦，築臨晉、元里 秦令吏、百姓帶劍 

408 簡公 7 年 文侯 38 年 魏攻秦，完全攻佔河西地 秦沿洛水築防禦工程 

秦初租禾；魏伐中山、

韓伐鄭、齊伐魯 

401 簡公 14 年 文侯 45 年 秦攻魏至陽狐  

393 惠公 7 年 武侯 3 年 魏敗秦於汪 楚伐韓；魏伐鄭 

390 惠公 10 年 武侯 6 年 秦魏在武城交戰，戰況不明 秦改陝為縣；齊伐衛 

389 惠公 11 年 武侯 7 年 秦進攻魏陰晉，敗於吳起 田和、魏武侯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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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開始反擊 

秦獻公即位於西元前 384 年，這一年頒布了「禁止殉葬」的法律。26隔年，

因為軍事方面的需要，秦從雍（今陝西省鳳翔縣）遷都到櫟陽，反映秦獻公恢

復河西之地的決心。27隨後，秦國接連頒佈了「設縣」、「允許國都進行商業活

動」、「重新編列戶籍」等政策。28詳細成效雖不得而知，然而秦獻公開始對外

打勝仗。秦獻公 19 年（前 366—魏惠王 4 年、周顯王 3 年），魏國在武都（又

稱武城）築城，被秦打敗。同年，秦又在洛陰（今陝西省大荔縣西南）打敗韓、

魏聯軍。然而，這些都不算是很大的戰爭。直到兩年後（前 364），秦軍攻入

河東，在石門（今山西省運城縣西南）打敗魏國，斬得首級六萬。這是戰國以

來秦國對外戰爭中最大的勝利，由於趙出師救魏，秦才退兵。周顯王為此向秦

                                                   
26 《史記．秦本紀》：「（秦）獻公元年，止從死」。 
27 林劍鳴，《秦史稿》，頁 220。 
28 《史記．六國年表》、《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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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賀，於是秦獻公有了「伯」的稱號。29 

隔年（前 363），秦進攻魏國的少梁，魏國再度依靠趙的救援才脫離險境。

秦獻公 23 年（前 362—魏惠王 8 年、周顯王 7 年），秦又利用魏國正與韓、趙

作戰，且於魏軍大敗韓趙聯軍之際，派庶長伐取魏國的少梁，俘虜了魏將公孫

痤，30攻取了龐城（今陝西省韓城縣東南）。31魏國之所以連戰連敗，乃是因為

同時間在東方也進行著與齊、韓、趙等國的爭霸戰爭。由於魏兵主力在東方，

才讓秦國有機可趁。然而，當魏國在東方的戰事告一段落，回師西向，秦也馬

上退縮，被迫講和。這說明了這時的秦國實力雖成長，還不足以對抗東方的強

國魏國。32 

表 3-2-2：秦獻公（前 384-362）時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66 獻公 19 年 惠王 4 年 魏在武都築城，秦打敗之。 

秦敗韓、魏於洛陰 

魏君韓君相會 

364 獻公 21 年 惠王 6 年 秦侵入河東，在石門大敗魏軍。斬首 6

萬。趙軍救魏，秦方退兵。 

 

363 獻公 22 年 惠王 7 年 秦進攻少梁、趙救魏  

362 獻公 23 年 惠王 8 年 秦進攻少梁 魏戰勝趙、韓聯

軍；趙韓相會 

                                                   
29 《史記．周本紀》。 
30 《史記．六國年表》之秦、魏表皆言“虜其（我）太子”；《史記．秦本紀》、《史記．魏世家》

則云：“虜其（我）將公孫痤”；《史記．趙世家》云：“虜其太子痤”。對於史記不同的記載，

黃式三認為「虜太子痤」才正確；瀧川資言認為是虜魏太子與魏將公孫痤兩人；馬非百認為

魏太子名為公孫痤；楊寬認為是「虜魏相公孫痤」；繆文遠認為梁玉繩所言為是，即魏太子

名申，公孫痤非太子，公孫痤亦非公叔痤，故遭秦虜去者為魏將公孫痤。今取梁氏言。見：

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頁 59-60。 
31 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頁 60。 
32 徐中舒，〈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徐中舒歷史論文選輯》，頁

908-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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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四、 商鞅變法開啟秦國的新局面 

儘管秦國實際上的實力仍不敵魏國，然而，秦國連連敗魏畢竟是不爭的事

實。鑑於情勢與各項考量，魏惠王於即位後 9 年（前 361—周顯王 8 年、秦孝

公元年）遷都大梁。這一年開始，整個形勢發生了重大變化，各國間拉攏與國

的活動空前活躍起來，大國的君王紛紛相會結盟，小國也被迫向大國朝見。如

此現象的產生，是由於國際形勢的緊張，各國競相爭取自己的友好國家與勢力

範圍。33這是發生在東方六國的事情，而此時秦國也正要展開一個內部的新局

面。 

魏王遷都大梁這一年（前 361），也是秦孝公元年，秦國下令求賢。這時，

被衛國國君疏遠的宗族商鞅，在景監的引薦下，來到秦國，向秦孝公陳說變法

圖強的道理。西元前 356 年，秦孝公以商鞅為左庶長，進行變法，自此秦國開

始邁向嶄新的大發展。這一年在齊國是威王元年，齊國也進行了政治改革，國

勢因而強盛起來。西元前 356 年亦為魏惠王 14 年，是年魯、宋、衛、鄭共同

朝見魏惠王，可說是魏國霸業形成的一年。34除了魏國霸業的形成，趙、韓、

齊、秦先後經過政治的改革，也成為中央集權的國家。南方的大國楚國，也經

歷了吳起變法，燕國同時在戰爭中嶄露頭角。因此，全中國出現了七個割據稱

雄的國家，開啟了更為劇烈的兼併戰爭。35當兩國間的小國一一被兼併後，秦

與魏的利害衝突愈趨明顯，尤其顯現在河西地的爭奪。 

秦孝公 4 年（前 358—魏惠王 12 年、周顯王 11 年），秦將進行大規模變

法之前，魏國派大將龍賈沿洛水修了一道長城，監視著秦國的東進。商鞅變法

最初幾年，秦國無暇外顧，魏國也因新遷大梁，雙方沒有發生大戰。到了秦孝

                                                   
33 楊寬，《戰國史》，頁 299-300。 
34 錢穆，《先秦諸子繫年》，頁 278。 
35 楊寬，《戰國史》，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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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7 年（前 355—魏惠王 15 年、周顯王 14 年），秦國已有相當實力，因此，

打破中原各國長期不與秦國會盟的局面，魏惠王與秦孝公會盟於杜平（今陝西

省澄城縣東），顯示了秦國地位的提高。36隔年（前 354），秦國就趁著魏、趙

交兵之際，出兵攻魏，在元里獲得大勝，取得了商鞅變法後第一次的勝利。然

而元里之敗對魏來說，並沒有多大的折傷。秦孝公 10 年（前 352—魏惠王 18

年、周顯王 17 年），秦國甫被封為大良造的商鞅，趁著魏全力經營東方之際，

攻陷了魏的河西重鎮少梁，甚至渡河攻陷了魏舊都安邑，嚴重打擊了魏的西部

地區。37秦國在隔年（前 351）又包圍固陽一城，38魏國無法一方面應付東邊

的齊、趙等國，一方面又要顧及西方的秦國。因此，魏國放棄了兩年前開始的

邯鄲之圍，將邯鄲歸還趙國，並與趙人會盟。39由此，魏國得以揮師西向。秦

孝公 12 年（前 350—魏惠王 20 年、周顯王 19 年），魏惠王帶了 30 萬甲兵，

全力對抗秦國的入侵。秦國當時還無力對抗魏國的全面攻擊，商鞅也說，秦國

實在無法抵擋大魏，因此秦孝公對於魏國的進攻戰食寢難安。40秦國既然沒有

把握在與魏交戰中獲勝，只好與魏惠王相約在彤（今陝西省華縣西南）講和。  

表 3-2-3：秦孝公前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55 孝公 7 年 惠王 15 年 魏惠秦孝杜平會盟 鄒忌說齊威王改革；申不害相

韓；昭奚恤為楚令尹；韓築長城

354 孝公 8 年 惠王 16 年 元里之戰，秦取少梁，斬

首 7 千 

趙伐衛，魏救衛 

                                                   
36 林劍鳴，《秦史稿》，頁 242。 
37 《史記六國年表》、《秦本紀》。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頁 82。徐中舒，〈戰國初期魏

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徐中舒歷史論文選輯》，頁 908。 
38 繆文遠，《戰國史繫年輯證》，頁 83。 
39 《史記．趙世家》。 
40 繆文遠，《戰國策新校住》，〈齊策五．蘇秦說齊湣王曰〉，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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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52 孝公 10 年 惠王 18 年 秦圍魏安邑，安邑降秦 魏與諸國聯軍戰於襄陵，魏勝 

351 孝公 11 年 惠王 19 年 秦圍攻魏固陽，固陽降秦 秦在商築塞；魏歸趙邯鄲，兩國

結盟 

350 孝公 12 年 惠王 20 年 魏領兵 30 萬進軍秦國，

秦無力對抗，只得講和。

齊建長城；秦遷都咸陽、設縣裂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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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秦國超越魏國 

秦孝公 18 年（前 344—魏惠王 26 年、周顯王 25 年），魏惠王集合諸侯於

逢澤，史稱逢澤之會。逢澤之會可說是魏惠王霸業發展的頂點，因為秦國、趙

國都參與了會盟。41秦孝公 12 年（前 350），秦國遷都咸陽、普遍設縣，並「為

田開阡陌封疆」。隔年設置縣令，再隔年開始收取賦稅。以此一連串的改革充

實國力後，在秦孝公 22 年（前 340—魏惠王 30 年、周顯王 29 年），與齊、趙

一同攻魏。商鞅率領秦軍攻魏國之西鄙，魏國派公子卬率兵抵抗之。以當時秦

魏雙方的兵力，秦國斷難迅速取勝，於是商鞅便寫信給公子卬，藉昔日之交情，

約公子卬前來會盟，商量罷兵一事。公子卬歡喜赴約，沒想到會盟才結束，秦

國在旁埋伏的士兵現身，立即拘留了公子卬。秦國趁著魏國無大將的情況下，

趁勢進攻魏軍，魏軍在毫無防備下被打得落花流水，商鞅以此不光明的手段取

得了大勝利。42由於魏國連年對外作戰，折兵損將，對齊、秦的戰爭又接連失

利，這一年，魏國將河西地一部份割給秦講和，從此，秦國在軍事方面超過了

魏國，改變了一向所處的劣勢。43到了秦惠文王時期（前 337-311），魏對秦的

                                                   
41 徐中舒，〈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徐中舒歷史論文選輯》頁

910-911。 
42 林劍鳴，《秦史稿》，頁 245。 
43 林劍鳴，《秦史稿》，頁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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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連連敗績，以致魏國將整個河西地都割給秦國了。44 

表 3-2-4：秦孝公後期至惠文王前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44 孝公 18 年 惠王 26 年 逢澤之會（秦公子少官參與） 齊君到秦聘問 

340 孝公 22 年 惠王 30 年 齊、秦、趙攻魏，商鞅用計擒公

子卬 

秦封商鞅於商 

338 孝公 24 年 惠王 32 年 秦敗魏於岸門，俘虜魏將魏錯 秦孝公去世 

333 惠文王 5 年 惠王後元 2年 犀首為秦將領，取魏雕陰。 趙進圍魏；趙築長

城；楚攻齊 

332 惠文王 6 年 惠王後元 3年 魏獻陰晉給秦 齊、魏聯合伐趙 

330 惠文王 8 年 惠王後元 5年 秦敗魏於雕陰，擒魏將龍賈。魏

獻河西地給秦 

 

329 惠文王 9 年 惠王後元 6年 秦攻取魏河東的汾陰、皮氏、焦 魏攻楚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六、 合縱伐秦迅速瓦解 

秦惠文王 11 年（前 327—魏惠王後元 8 年、周顯王 42 年），秦國將河東

的魏、焦、曲沃等地歸還給魏，暫時停止對河東的進攻。原因可能是秦意欲先

鞏固後方的安寧，全心攻打義渠戎。秦惠文王 13 年（前 325—魏惠王後元 10

年、周顯王 44 年），當時魏、齊已經稱王，屢屢戰勝魏國的秦惠王也有稱王意

圖。在張儀的推動下，於西元前 329 年，秦惠王正式稱王。然而，秦國的稱王

造成魏國的恐慌，於是，在秦王稱王的那一年，魏惠王與韓宣惠王相會，魏惠

王尊韓為王，兩國又主動前往趙國以示友好。秦惠文王更元元年（前 324—魏

                                                   
44 秦惠文王六年（前 332），魏獻陰晉給秦；8 年（前 330），魏獻納河西地；10 年（前 328），

魏納少梁等上郡 15 縣給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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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王後元 11 年、周顯王 45 年），秦國宰相張儀率兵奪取魏的陝，魏國更加惶

恐，魏惠王接連二次和齊威王相會，企圖依靠齊國對抗秦國。隔年（前 323）

秦國為了拆散東方各國的聯合，也派張儀與齊、楚的大臣在齧桑相會。這時，

由秦歸魏的公孫衍，發動韓、趙、燕、中山、魏五國共同稱王，稱為五國相王，

時間為秦惠文王更元 2 年（前 323 年—魏惠王後元 12 年、周顯王 46 年）。 

五國相王的目的，是為了抵抗秦、齊、楚的聯合。但五國的統治者間各懷

異心，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聯盟。45當年，五國內部即發生衝突。首先是楚國

在襄陵打敗魏國，隔年，韓、魏太子也背棄聯盟的抗秦指針，往朝秦國，顯示

五國間並無合作的誠意，五國相王也無實質上的效果。然而，由於秦國力量的

強大帶給東方各國心裡威脅，因此在秦惠文王更元 7 年（前 318—魏襄王元年、

周慎靚王 3 年），魏相公孫衍聯合趙、燕、韓、楚、魏五國共同伐秦。這一次

的合縱，表面上與秦敵對，實際上各國皆懷有心思，因此，聯軍才至函谷關就

被秦兵擊退。到了隔年（前 317），秦將樗里子在修魚（河南原陽縣西）打敗

三晉聯軍，五國伐秦的行動救迅速瓦解了。 

表 3-2-5：秦惠文王後期的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27 惠文王 11 年 惠王後元 8 年 秦歸還魏地焦、曲沃 秦更名少梁為夏陽 

324 惠文王更元元年 惠王後元 11 年 張儀攻取魏的陝，築上

郡塞 

魏惠王、齊威王相會 

323 惠文王更元 2 年 惠王後元 12 年 五國相王  

322 惠文王更元 3 年 惠王後元 13 年 秦攻取魏的曲沃、平周 魏逐惠施，以張儀為相 

320 惠文王更元 5 年 惠王後元 15 年 秦假道韓攻齊 秦伐義渠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襄王元年 公孫衍主持三晉、燕、

楚攻秦。不勝 

燕王噲讓位子之；宋王偃自立

為王 

                                                   
45 林劍鳴，《秦史稿》，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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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17 惠文王更元 8 年 襄王 2 年 秦敗三晉聯軍於修魚，

斬首 8 萬 

齊合宋攻魏 

312 惠文王更元 13 年 襄王 7 年 秦與韓、魏攻齊 秦攻楚；藍田之戰；秦助韓反

攻景翠 

311 惠文王更元 14 年 襄王 8 年 樗里疾助魏伐衛 秦伐楚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七、 秦破壞六國合縱 

秦武王時期（前 310-307），秦國已非常強大，武王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脹，

甚至覬覦周天子的寶座。46然而要進佔周室，必須經過中原大國—韓的土地。

秦武王 2 年（前 308—魏襄王 9 年、周慎靚王 7 年），左丞相甘茂率兵攻宜陽。

秦武王在位僅僅 4 年，卻創下兩項偉績，一為丞相制度的創立，二為宜陽的攻

拔。47或許因在為時間短，除攻拔宜陽外並無對他國的侵略。秦武王元年時（前

310）曾與魏襄王會於臨晉，而魏太子也曾來秦國朝見（前 307），可見秦武王

期間，秦魏的關係友好。後來，武王與孟說舉龍文之鼎，斷腿而死（前 307），

此後，秦國發生爭王位之亂，對外攻勢暫時停緩。 

隔年，秦昭王在魏冉及宣太后主持下，繼位為王。秦昭王 4 年（前 303—

魏襄王 16 年、周赧王 12 年），秦攻取魏的蒲阪、晉陽、封陵；同年（前 303），

齊、韓見楚背盟與秦友好，48遂聯合魏國共同伐楚，楚派太子橫至秦作為人質，

向秦求救兵，秦兵一到，三國立即退兵，這說明當時在宣太后主政下，秦國兵

                                                   
46 《史記．秦本紀》：「窺周室，死不恨已。」 
47 馬非百，《秦集史》，頁 61。 
48 前一年（前 304）秦楚會盟於黃棘，秦歸還楚上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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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很是強盛。49隔年（前 302），魏襄王入秦朝見，魏秦關係又歸於好，直至 4

年後秦魏才再次有衝突。秦昭王 9 年（前 298—魏襄王 21 年、周赧王 17 年），

金受說服秦昭王，孟嘗君田文在秦為相，將會「先齊而後秦」，因此，秦昭王

免除田文相位，甚至將他囚禁，有取其性命之意。田文在門客幫助下逃回齊國，

被齊湣王任命為相。或許出於報復，田文隨即約魏、韓共攻秦至函谷關。50後

來中山、宋也加入共同攻秦。秦昭王 11 年（前 296—魏襄王 23 年、周赧王 19

年），齊、韓、魏聯軍攻入秦的函谷關，秦國求和，歸還佔領各國的土地，其

中，河外、封陵回到魏的手裡。51秦昭王 13 年（前 294—魏昭王 2 年、周赧王

21 年），秦派白起、向壽率兵進攻韓、魏，先後攻佔了武始、新城。隔年（前

293），白起在伊闕打敗韓、魏聯軍，斬首 24 萬，俘虜魏將公孫喜。而後，秦

軍不斷向韓、魏進攻。秦昭王 17 年（前 290—魏昭王 6 年、周赧王 25 年），

魏只得獻河東地四百里給秦。52隔年（前 289），秦又攻取魏六十一城，於是魏

昭王在隔年（前 288）入趙朝見，企圖拉攏趙以抗秦。 

由於連年戰爭的勝利，秦昭王已不能滿足於「王」的稱號，意欲進一步稱

「帝」。當時東方能秦國相抗衡的，惟有齊國，因此昭王決定拉攏其齊湣王一

同稱帝，秦昭王 19 年（前 288—魏昭王 8 年、周赧王 27 年），齊、秦兩國遂

稱起帝來了。當時，蘇秦作為燕昭王的間諜，已經入齊，他一心要鼓動齊國攻

宋，以消耗齊國的實力，讓燕國能趁虛而入，報燕王噲 7 年（前 314）齊伐燕、

燕昭王 20 年（前 295）齊燕權之戰，兩次戰役中燕國大敗之辱。53於稱帝一事

上，蘇秦鼓動齊國取消帝號、與秦為敵，這麼做是為了轉移焦點，讓齊能順利

攻宋。秦昭王 20 年（前 287—魏昭王 9 年、周赧王 28 年），蘇秦約趙、魏、

                                                   
49 林劍鳴，《秦史稿》，頁 313。 
50 《史記．孟嘗君傳》。 
51 《史記．秦本紀》：「十一年（前 296），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攻秦。」按齊、韓、

魏、趙、宋、中山共計六國，趙世家並無此事記載，因此趙國是否參加此次攻秦，尚且存疑。 
52 楊寬，《戰國史》，〈附錄〉，頁 717。 
53 徐中舒，〈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頁 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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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楚、齊五國攻秦，各國共推李兌為主帥。表面上聲勢浩大的合縱攻秦，背

後其實並不同心，齊國的目的是攻宋；趙國的軍事權握於李兌手中，而蘇秦以

「秦約五國伐趙」、「秦逐李兌」二事，迫使李兌不敢不聽從蘇秦的建議，合縱

伐秦。54換言之，李兌伐秦並非其本意；魏雖有伐秦意圖，但連年的敗戰，兵

力已疲弱不堪，於是，各國互相徘徊觀望，戰國史上第二次合縱伐秦又是無功

而返。 

秦昭王 21 年（前 286—魏昭王 10 年、周赧王 29 年），齊國滅宋，對三晉

產生直接威脅。齊國又在暗地裡與秦國講和，整個國際局勢開始發生變化。在

魏任相的孟嘗君極力勸說秦、魏聯合攻齊，趙國大臣金投也鼓吹秦、趙共同伐

齊，燕國本欲伐齊，因此積極拉攏三晉。秦見伐齊的形勢已成，亦進一步與楚

頃襄王、趙惠文王、魏昭王會盟。秦昭王 23 年（前 284—魏昭王 12 年、周赧

王 31 年），五國伐齊的聯軍形成。55齊國在濟西被聯軍打敗，樂毅則率大軍攻

入齊都臨淄。戰爭還未結束，秦國軍隊已經向三晉進攻，此後一直到魏國被滅

之前，儘管秦王與魏王先後有會盟，秦軍從未停止對魏國的進攻。秦昭王 32

年（前 275—魏安釐王 2 年、周赧王 40 年），秦軍已經攻到魏的國都大梁，魏

只得獻出溫地求得秦的退兵。兩年後（前 273），白起與趙、魏聯軍戰於華陽，

大勝後再次進逼大梁，燕、趙緊急來救，秦國才退兵。此時東方唯一能與秦抗

衡者只有趙國，秦國對義渠、韓也都有戰事，因此魏稍獲喘息機會。 

表 3-2-6：秦昭襄王（前 306-251）時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03 昭襄王 4 年 襄王 16 年 秦取魏的蒲阪、晉陽、封陵 秦攻韓；秦救楚 

302 昭襄王 5 年 襄王 17 年 魏襄王入秦朝見 韓太子嬰朝秦 

298 昭襄王 9 年 襄王 21 年 齊、韓、魏攻秦至函谷關 秦攻楚；樓緩入秦為相；孟嘗君回齊 

                                                   
54 徐中舒，〈戰國初期魏齊的爭霸及列國間合縱連横的開始〉，頁 1200。 
55 林劍鳴，《秦史稿》，頁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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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97 昭襄王 10 年 襄王 22 年 齊、韓、魏繼續攻秦 趙武靈王出代，西遇樓煩王 

296 昭襄王 11 年 襄王 23 年 齊、韓、魏聯軍攻入秦函谷

關，秦歸還魏河外、封陵 

秦歸還韓地；齊伐燕趙滅中山 

293 昭襄王 14 年 昭王 3 年 秦左更白起勝韓、魏聯軍於

伊闕，擄魏將公孫喜，斬首

24 萬 

 

291 昭襄王 16 年 昭王 5 年 司馬錯攻魏取軹 司馬錯攻魏；秦封公子市於宛、公子悝

於鄧 

290 昭襄王 17 年 昭王 6 年 魏獻河東地方 400 里給秦 韓獻地給秦 

289 昭襄王 18 年 昭王 7 年 秦取魏 61 城 前 288 秦約齊稱帝 

287 昭襄王 20 年 昭王 9 年 蘇秦主持三晉、燕、楚攻秦。 秦廢除帝號，並歸還部分趙、魏地求和。

287 昭襄王 20 年 昭王 9 年 秦攻取魏的新垣、曲陽  

286 昭襄王 21 年 昭王 10 年 秦攻魏的河內，魏獻安邑給

秦 

趙攻齊；秦敗韓；齊滅宋 

284 昭襄王 23 年 昭王 12 年 秦昭、魏昭王會盟宜陽 

五國攻齊 

秦、韓王相會；燕昭王入趙；燕將樂毅

攻入齊都臨輜 

283 昭襄王 24 年 昭王 13 年 秦攻魏到大梁，燕、趙救魏 趙惠、燕昭相會；秦昭、楚頃襄相會；

趙攻齊 

282 昭襄王 25 年 昭王 14 年 秦昭、魏昭新明邑相會 秦攻趙；趙攻魏 

275 昭襄王 32 年 安釐王 2 年 秦攻魏到大梁，韓暴鳶救

之，敗；魏獻溫給秦求和 

趙攻魏 

274 昭襄王 33 年 安釐王 3 年 秦攻取魏蔡、中陽等四城，

斬首 4 萬 

趙攻齊 

273 昭襄王 34 年 安釐王 4 年 秦攻魏，趙燕來救 趙、魏攻韓；秦白起、胡陽救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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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72 昭襄王 35 年 安釐王 5 年 秦楚助韓魏攻燕 燕惠王死；秦滅義渠 

268 昭襄王 39 年 安釐王 9 年 五大夫綰攻取魏的懷  

266 昭襄王 41 年 安釐王 11 年 秦攻取魏的邢丘 秦用范睢為相 

257 昭襄王 50 年 安釐王 20 年 魏無忌、黃歇救趙。秦將鄭

安平降趙。秦又在河東大敗

 

254 昭襄王 53 年 安釐王 23 年 秦反攻魏河東，攻取吳；魏

向東攻取秦孤立在東方的陶

郡 

魏滅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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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秦逐步併吞魏 

長平之戰後，趙國都邯鄲危急，魏國同楚國救趙，時值秦昭王 50 年（前

257—魏安釐王 20 年、周赧王 58 年），秦將鄭安平降趙，秦又在河東大敗。然

而，秦國接連反攻，秦昭王 53 年（前 254—魏安釐王 23 年），秦攻取魏的吳。

秦莊襄王元年（前 247—魏安釐王 30 年），秦攻取魏的高都、波。同年，魏信

陵君聯合三晉與楚、燕，共同伐秦，在河外打敗秦將蒙驁，五國聯軍取得一次

勝利。 

然而，這時秦的攻勢已無法抵擋，隔年又一步步進攻各國，秦王政 2 年（前

245—魏安釐王 32 年），秦攻取魏的卷，隔年（前 244）秦攻取魏的畼、有詭。

秦王政 5 年（前 242—魏景湣王元年），蒙驁攻取魏 20 多座城，建立東郡，隔

年再拔朝歌。隔年（前 241），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五國攻秦，取壽陵，

但秦兵一出，五國兵罷，說明此時連五國聯軍也抵擋不住秦的力量了。隔年（前

240）秦取魏的汲，秦王政 9 年（前 238—魏景湣王 5 年），秦攻魏的首垣、蒲

陽、衍氏。秦王政 12 年（前 235—魏景湣王 8 年），秦國助魏攻楚。秦王政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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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前 231—魏景湣王 12 年），魏獻麗邑，此時的魏國已奄奄一息，幾乎要受

秦擺佈了。秦王政 12 年（前 225—魏王假 3 年），秦將王賁包圍魏國國都大梁，

掘開黃河堤，以水淹灌之。大梁城壞後，魏王假出降，魏國滅亡。 

表 3-2-7：秦莊襄王、秦王政時期秦魏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魏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47  莊襄王 3 年 安釐王 30 年 攻取了魏的高都、波  

247 莊襄王 3 年 安釐王 30 年 信陵君領趙、魏、楚、韓、燕攻秦，打

敗蒙驁於河外 

秦攻趙 

 

245 王政 2 年 安釐王 32 年 秦再度攻取魏的卷 趙攻魏 

244 王政 3 年 安釐王 33 年 秦攻取魏的畼、有詭 秦攻韓 

242 王政 5 年 景湣王元年 蒙驁取魏的酸棗、燕、虛、桃人等 20

城，建立東郡 

燕趙相攻 

241 王政 6 年 景湣王 2 年 秦攻魏，拔取魏的朝歌  

241 王政 6 年 景湣王 2 年 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攻秦，至蕞 楚遷都壽春；秦遷

衛君至野王，作為

秦的附庸 

240 王政 7 年 景湣王 3 年 秦攻取魏的汲 秦攻趙 

238 王政 9 年 景湣王 5 年 秦派楊端和攻取魏的首垣、蒲、衍氏 秦王平定長信侯嫪

毐叛亂 

235 王政 12 年 景湣王 8 年 秦征伐四郡的兵，助魏攻楚  

225 王政 14 年 王假 3 年 王賁圍攻大梁，決河水灌之。魏亡 秦攻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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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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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秦與韓的關係 

韓國的疆域在今天的山西省東南部、河南省中部，全境包圍周，西邊和秦、

魏交界，南邊和楚交界，東南和鄭交界，東和宋交界。國都原在平陽（今山西

省臨汾縣西北），相傳韓武子（前 424-409）時遷都到宜陽（今河南省宜陽縣

西）。韓景侯（前 408-400）時又遷到陽翟（今河南省禹縣）。西元前 375 年韓

哀侯（前 376-375）滅掉鄭國以後，韓國首都就遷到了鄭（今河南省新鄭縣）。

56戰國初年，智伯專斷晉國朝政，強行索取韓氏和魏氏的土地。秦厲共公 22

年（前 455—周定王 14 年），智伯又向趙氏索取土地，遭到拒絕，便率同韓、

魏舉兵攻趙。韓、魏擔心一旦趙國被智氏滅亡，也會殃及自身，於是與趙國聯

合，韓康子於秦厲共公 24 年（前 453—周貞定王 16 年），與魏、趙共滅智氏。

57秦簡公 12 年（前 403—韓景侯 6 年、周威烈王 23 年），韓氏與趙、魏同時被

列為諸侯。 

一、 被動受擊的韓國 

由於韓國與秦接壤的土地少，又隔著大國魏，與秦互動並非那麼頻繁。兼

之韓為小國，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秦惠公 9 年（前 391—周安王 11 年、

韓烈侯 9 年），秦國伐取韓的宜陽（今縣城西北洛河北岸），六座城邑被秦國奪

取。秦獻公 19 年（前 366—韓懿侯 9 年、周顯王 3 年），與魏惠王在宅陽（今

河南滎澤縣東）相會，合力對抗秦國，然而被秦在洛陰（今陝西省商縣）打敗。

秦孝公 4 年（前 358—韓昭侯 5 年、周顯王 11 年），秦又敗韓於西山。58秦孝

公 7 年（前 355—韓昭侯 8 年、周顯王 14 年），申不害擔任韓相。申不害在韓

國的地位，可由此段史實得知：趙相大成午曾對申不害說：「子以韓重我於趙，

                                                   
56 楊寬，《戰國史》，頁 281。 
57 楊寬，《戰國史》，頁 287。 
58 《資治通鑑》胡注：「自宜陽熊耳東連嵩高，南至魯陽，皆韓之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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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兩韓，而我有兩趙也。」59可見其地位。申不害執政

期間加強君主專制，因任授官、循名責實，因此國內脩術行道，對外諸侯不敢

來伐。60是年，從亥谷以南築長城，可能就為其政策之一，目地在預防秦的不

斷進攻。61 

表 3-3-1：秦惠公至孝公（前 399-338）時期秦韓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91 惠公 9 年 烈侯 9年 秦攻韓宜陽 三晉伐楚 

366 獻公 19 年 懿侯 9年 秦敗韓、魏於洛陰 魏君、韓君相會；魏在武都築城，敗於秦 

358 孝公 4 年 昭侯 5年 秦敗韓於西山 魏將龍賈築長城於西邊；楚引河水灌韓長垣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二、 秦再度、三度攻宜陽 

韓與秦維持了一段時間沒有往來，直至秦惠文王元年（前 337—韓昭侯 26

年、周顯王 32 年），韓為祝賀秦王登基而入秦朝見，才又見韓與秦相交的歷史

紀錄。秦惠文王 4 年（前 334—韓昭侯 29 年、周顯王 35 年），韓國發生旱災，

昭侯在這個時候還在建築高門，而非立刻為人民救急。62由此可看出韓國開始

走向衰亡之途，最顯著的現證即是對外不斷打敗仗。秦惠文王 3 年（前 335—

韓昭侯 28 年、周顯王 34 年），秦二度攻取韓的宜陽。到了韓宣惠王 13 年（前

320—周慎靚王元年、秦惠文王更元 5 年），秦假道韓、魏攻齊。隔年（前 319），

秦又伐取韓的鄢。韓宣惠王 15 年（前 318—周慎靚王 3 年、秦惠文王更元 7

年），韓與趙、魏、楚、燕五國合縱攻秦，不勝而返。隔年（前 317）秦敗三

                                                   
59 《戰國策．韓策一》。 
60 《史記．韓世家》。 
61 《水經》濟水注：「濟瀆又東過陽武縣故城北，又東絕長城，韓築也。…自亥谷以南，鄭所

城矣。」 
62 《史記．韓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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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聯軍於修魚，俘虜韓將申差等。 

韓國公仲侈建議韓王與秦國結為同盟，支持其攻打楚國。韓王於是派公仲

侈出使秦國與秦和談。消息傳到楚國，楚王大為恐慌，陳軫提出佯裝救韓的計

謀，命戰車布滿道路，並發信給韓王，表明與之同抗秦的心意。韓王信以為真，

立即與秦國絕交。秦國大怒，興兵往韓，而楚國遲遲不來救援。63 

韓宣惠王 18 年（前 315—周慎靚王 6 年、秦惠文王更元 10 年），秦攻韓，

戰於濁澤。隔年（前 314），秦又大敗韓於岸門，韓只得派太子倉為質於秦以

求和。面對秦的攻擊，韓每戰皆敗，最後幾為秦的屬國，有時助韓攻打他國，

有時與韓成為同盟。韓宣惠王 21 年（前 312—周赧王 3 年、秦惠文王更元 13

年），楚景翠圍攻韓的雍氏，秦出兵幫助韓反攻楚。同年，齊、宋圍魏煮棗，

秦與韓、魏攻齊到濮水之上，俘虜聲子。韓襄王 4 年（前 308—周赧王 7 年、

秦武王 3 年），秦派左丞相甘茂率兵攻韓的宜陽，這是秦國第三次攻取宜陽。 

表 3-3-2：秦惠文王、秦武王時期秦韓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37 惠文王元年 昭侯 26 年 韓君朝秦 楚、趙、蜀君朝秦 

335 惠文王 3 年 昭侯 28 年 秦二度攻韓宜陽 韓君、魏君朝齊 

320 惠文王更元 5 年 宣惠王 13 年 秦假道韓攻齊 秦伐義渠 

319 惠文王更元 6 年 宣惠王 14 年 秦攻取韓的鄢 齊、楚、燕、趙、韓支持

公孫衍為魏相；惠施回魏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宣惠王 15 年 公孫衍主持三晉、

燕、楚攻秦。不勝 

燕王噲讓位子之 

宋王偃自立為王 

317 惠文王更元 8 年 宣惠王 16 年 秦敗三晉聯軍於修

魚，斬首 8 萬 

齊合宋攻魏 

315 惠文王更元 10 年 宣惠王 18 年 秦攻韓，戰於濁澤 燕內亂 

                                                   
63 《史記．韓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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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14 惠文王更元 11 年 宣惠王 19 年 秦敗韓於岸門 燕內亂；齊伐燕；趙派樂

池送公子職入燕，即燕昭

王；秦攻義渠 

312 惠文王更元 13 年 宣惠王 21 年 秦助韓反攻景翠 秦楚藍田之戰；秦與韓、

魏攻齊，齊敗 

308 武王 3 年 襄王 4 年 秦三度攻韓宜陽，斬

首 6 萬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三、 合縱攻齊、攻秦 

秦國自秦昭王以後，開始大規模向各國進攻，秦昭王 4 年（前 303—韓襄

王 9 年、周赧王 12 年），秦攻取韓的武遂。同年韓與齊、魏一同攻楚，楚派太

子入質於秦，秦救楚，打敗三國聯軍。隔年（前 302）韓太子與魏襄王入秦朝

見。又隔年（前 301），秦攻取韓的穰。在秦的強勢進攻下，列國只能聯合起

來反擊。秦昭王 9 年（前 298—韓襄王 14 年、周赧王 17 年），在孟嘗君主導

下，韓與齊、魏聯軍攻秦到函谷關。兩年後（前 296），攻入秦的函谷關，秦

終於求和，將韓的河外、武遂歸還韓國。這是東方諸侯合縱攻秦，第一次攻入

函谷關，並迫使秦歸還重要侵地的勝利。64然而，此勝利畢竟是曇花一現，當

東方諸侯無法再合作時，秦國便能逐一擊破。秦昭王 16 年（前 291—韓釐王 5

年、周赧王 24 年），秦將白起攻韓取宛，同年，司馬錯取韓的鄧，秦將公子市

封於宛、公子悝封於鄧。在秦國如此壓迫下，隔年（前 290），韓獻給秦武遂

地方 200 里。 

秦昭王 20 年（前 287—韓釐王 9 年、周赧王 28 年），蘇秦約五國攻秦，

                                                   
64 楊寬，《戰國史》，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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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也參加，但聯軍隨即罷於成皋。隔年（前 286）秦又敗韓於夏山。秦昭王 23

年（前 284—韓釐王 12 年、周赧王 31 年），秦昭王和韓釐王和新城相會，捐

棄前嫌，準備合作攻齊，而有秦、魏、韓、燕、趙之五國合縱攻齊。兩年後，

（前 282），秦昭王與韓釐王二度在新城相會。 

然而，燕將樂毅攻破齊國後，秦很快地也轉移目標，進攻趙、魏、楚等國。

韓釐王 21 年（前 275—周赧王 40 年、秦昭王 32 年），秦攻魏到大梁，韓派暴

鳶前往救援，被秦大敗，退走啟封。兩年後（前 273）趙、魏聯軍攻打韓至華

陽，秦派白起、胡陽救韓，因為秦的救援，趙、魏聯軍被擊退。隔年（前 272），

韓與魏攻燕。弱小的韓國在此時能主動攻打他國，實是秦、楚作為後盾。秦昭

襄王 42 年（前 265—韓桓惠王 8 年、周赧王 50 年），秦攻取韓的少曲、高平。

隔年（前 264）又派白起攻取韓汾水旁的陘城。秦昭王 44 年（前 263—韓桓惠

王 10 年、周赧王 52 年），秦攻取韓太行山南的南陽。隔年（前 262）秦攻取

韓的野王，切斷上黨通韓都新鄭的道路，於是韓上黨郡守前往趙國求援。又隔

年（前 261），秦攻取韓的緱氏、綸。 

表 3-3-3：秦昭王、秦莊襄王時期秦韓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03 昭王 4 年 襄王 9 年 秦攻取韓的武遂 秦攻魏、秦救楚 

302 昭王 5 年 襄王 10 年 韓太子嬰入秦朝見 魏襄王入秦朝見 

301 昭王 6 年 襄王 11 年 秦攻取韓的穰 齊、魏、韓攻楚 

298-297 昭王 9-10 年 襄王14-15年 齊、韓、魏攻秦至函谷

關 

秦攻楚(298)；樓緩入秦為相(298)；

孟嘗君由秦回齊(298)；趙武靈王出

代，西遇樓煩王(297) 

296 昭王 11 年 襄王 16 年 齊、韓、魏聯軍攻入秦

函谷關，秦歸還韓河

外、武遂 

齊伐燕；趙滅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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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93 昭王 14 年 釐王 3 年 秦左更白起大勝韓、魏

聯軍於伊闕，擄魏將公

孫喜。 

 

291 昭王 16 年 釐王 5 年 白起攻韓取宛；左更司

馬錯攻韓取鄧 

司馬錯攻魏；秦封公子市於宛、公

子悝於鄧 

290 昭王 17 年 釐王 6 年 韓獻武遂地給秦 魏獻河東地給秦 

287 昭王 20 年 釐王 9 年 蘇秦主持三晉、燕、楚

攻秦。 

秦廢除帝號，歸還部分趙、魏地求

和；秦攻魏 

286 昭王 21 年 釐王 10 年 秦敗韓於夏山 秦攻魏；趙攻齊；齊滅宋，宋王偃

死 

284 昭王 23 年 釐王 12 年 三晉、秦、燕攻齊。秦

昭王、韓釐王相會於新

城 

燕將樂毅攻入齊都臨輜；秦魏王相

會；燕昭王入見趙惠文王 

282 昭王 25 年 釐王 14 年 秦昭王、韓釐王在新城

相會 

秦魏相會；秦攻趙；趙攻魏 

273 昭王 34 年 釐王 23 年 秦白起、胡陽救韓，大

勝於華陽。 

趙、魏攻韓；秦攻魏，趙、燕來救；

魏獻南陽 

272 昭王 35 年 桓惠王元年 秦楚助韓魏攻燕 燕惠王死；秦滅義渠 

265 昭王 42 年 桓惠王 8 年 秦攻取韓的少曲、高平 秦攻趙 

264 昭王 43 年 桓惠王 9 年 白起攻取韓汾水旁的

陘城 

 

263 昭王 44 年 桓惠王 10 年 秦攻取南陽  

262 昭王 45 年 桓惠王 11 年 秦攻取韓的野王，切斷

上黨通往韓都的道路。

韓上黨郡守歸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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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56 昭王 51 年 桓惠王 17 年 秦攻取韓的陽城、負

黍。 

秦滅西周；楚滅魯 

249 莊襄王元年 桓惠王 24 年 秦攻取成皋、滎陽，建

立三川郡(此郡使魏大

梁暴露於秦兵威脅下) 

趙圍燕都；秦以呂不韋為相國；秦

滅東周。 

247 莊襄王 3 年 桓惠王 26 年 信陵君領趙、魏、楚、

韓、燕攻秦，打敗蒙驁

於河外 

秦攻魏、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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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韓亡 

秦莊襄王年（前 247—韓桓惠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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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年為秦王政元年（前 246），秦國已全面攻佔了韓的上黨郡。秦王政 3

年（前 244—韓桓惠王 29 年），秦派蒙驁攻取韓的十三座城。3 年後（前 241），

趙龐煖率領趙、楚、魏、燕、韓五國之兵攻秦，至蕞。但這時即使五國兵力也

不敵秦國，韓國在秦軍長年的進攻下已疲於奔命。秦王政 14 年（前 233—韓

王安 6 年），韓派韓非入使秦國，勸秦先伐趙，讓韓國稍有喘息機會，但不久

後，韓非就在李斯的嫉妒下，被迫自殺。秦王政 16 年（前 231—韓王安 8 年），

韓南陽假守騰投獻於秦，秦將他升為內史。隔年（前 230），秦派內史騰攻韓，

俘虜韓王安，韓國滅亡，成為六國中第一的被秦滅亡的國家，被秦建立為穎川

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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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秦王政（前 246-222）時期秦韓關係 

西元前 秦系 韓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46 秦王政元年 桓惠王 27 年 秦攻佔韓的上黨郡 蒙驁平定晉陽 

244  秦王政 3 年 桓惠王 29 年 蒙驁攻取韓 13 城 秦攻魏 

241 秦王政 6 年 桓惠王 32 年 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攻秦，至蕞 楚遷都壽春 

秦拔魏朝歌 

233 秦王政 14 年 王安 6 年 韓非入秦 秦桓齮攻趙，被李牧

大敗於肥 

231 秦王政 16 年 王安 8 年 韓南陽假守騰投獻於秦，秦升以為內史  

230 秦王政 17 年 王安 9 年 秦派內史騰攻韓，俘虜韓王安。韓滅，

建穎川郡 

（前 226 韓王安死）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第四節 小結 

    秦魏兩國關係最密切之處，就是在爭奪河西地這一件事情上。戰國早期，

魏國的實力遠勝秦國，因此，在兩國爭奪河西地的戰爭中，秦國總是居於劣勢。

然而，秦國善於把握時機，趁著魏國經營東方各國的戰爭之際，出兵襲擊之。

因而在實力尚未強大時便取得一些勝利，使魏國開始心有防衛，甚至修築長城

監視其東進。商鞅變法後，秦國實力大增，秦孝公與魏惠王有了第一次的會盟，

證明東方強國魏國開始重視秦國的存在。而後，隨著魏國霸業逐漸衰落，秦國

更一次次戰勝了對魏國的戰爭。秦惠文王時期開始，秦對魏的戰爭幾乎每戰必

勝，魏國只好採取合縱攻秦的策略來抗秦。然而，從西元前 318 公孫衍發起的

五國抗秦，到西元前 241 趙國龐煖率領五國軍隊攻秦至蕞，皆顯示出，當參與

合縱的各國無法團結時，便無法對抗秦國。隨著魏國實力的下降，到了魏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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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期便無法單獨與秦國對抗，而後在秦國一步步進逼下，走向亡國命運。 

　  秦韓兩國的互動沒有秦與魏那麼頻繁。但從西元前 391 年兩國第一次接觸

開始，韓國始終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只有在與東方其他國家合作的情況下，

韓對秦的戰爭才有勝算。韓國是秦國進軍周室的前哨站，秦國曾三度進攻韓宜

陽，想必與此有很大的關係。秦偶爾會出兵助韓，韓國君主也曾至秦國朝見、

或因戰事需要與秦國君主會盟。由於韓較為弱小，韓成為秦攻滅六國的首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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