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秦與趙、燕的關係 

第一節  秦與趙的關係 

趙國的疆域在今日的陝西省東北部，過黃河而有山西省中部，更伸向東北

部、東南部，兼有今河北省東南部，以及山東省西邊一角和今河南省北端。全

境東北與東胡、燕接界，東和中山、齊接界，南與魏、衛、韓交錯接界，北和

林胡、樓煩接界，西與魏、韓交錯交界。國都原在晉陽（今山西省太原市西南），

西元前 424 年趙獻子即位時遷都中牟（今河南省鶴壁市西），到了西元前 386

年趙敬侯元年時，遷都到了邯鄲（今河北省邯鄲市）。1 

一、 秦與趙的初接觸 

趙國與秦國無直接接壤，兩國一直到趙成侯 4 年（前 371—秦獻公 14 年），

才有了第一次接觸。是年，秦與趙在高安發生戰爭，趙人打敗秦人。2此後直

到秦獻公 21 年（前 364—趙成侯 11 年、周顯王 5 年），趙國才又間接與秦有

了接觸。這一年，秦戰勝魏於石門，斬首六萬。秦魏兩國長期對峙，其間戰爭

難以摺數，然而，這一役，是秦國對魏國的首次大勝利。石門之役中，全賴趙

人前往救魏，秦人才退兵。隔年（前 363），秦出兵攻打魏少梁，趙再次出兵

相救，與秦軍照面。3秦孝公初即位時（前 361—趙成侯 14 年、周顯王 8 年），

秦國當時還是「不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的地位，4並受到三晉的威

脅。於是趙與韓在這個時候聯合攻秦。5 

                                                         
1 楊寬，《戰國史》，頁 280。 
2 《史記．趙世家》。 
3 《史記．趙世家》；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146。 
4 《史記．秦本紀》。 
5 《史記．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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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孝公 8 年（前 354—趙成侯 21 年、周顯王 15 年），趙國攻打衛國，引

發魏出兵救衛，魏國藉此次出兵包圍了趙都邯鄲 3 年之久，是為邯鄲之難。6這

場趙、魏的對峙，大大損傷了雙方國力，對趙而言，已無力向中原發展，因此，

在秦孝公 11 年（前 351—趙成侯 24 年、周顯王 18 年），也就是邯鄲之難結束

這一年，趙國在曲逆（今河北唐縣東北）加固了城防。秦國趁著趙內部衰弱之

際，於是年出兵，攻打趙國的藺（今山西離石西北）。此後 3-4 年間，趙國力

求國內局勢的穩定，沒有向外發展，直到趙肅侯在位時，才又開始謀求向中原

地區的發展。 

表 4-1-1：秦獻公、孝公時期秦趙關係 

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71 獻公 14 年 成侯 4 年 秦趙戰於高安，趙打敗秦 魏伐楚 

364-363 獻公21-22年 成侯11-12年 秦勝魏於石門，趙救之。斬首 6 萬  

361 孝公元年 成侯 14 年 趙、韓攻秦  

340 孝公 22 年 肅侯 10 年 趙與秦攻魏 秦封衛鞅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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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秦趙關係的轉變 

秦孝公 22 年（前 340—趙肅侯 10 年、周顯王 29 年），秦國在商鞅變法下

已經有了大發展，開始向魏國進攻。趙在這一年和齊、秦兩國共同攻魏。秦惠

文王元年（前 337—趙肅侯 13 年、周顯王 32 年），趙與楚、韓、蜀三國國君

入秦朝見初即位的秦惠文王。7在這裡可觀察到，趙肅侯前期，趙與秦的關係

良好，常常是站在合作的立場。直到秦惠文王 10 年（前 328—趙肅侯 22 年、

周顯王 41 年），兩國才再度交戰，趙軍失敗，其將領趙疵被殺於河西，秦人攻

取趙的藺、離石（今山西離石）兩處。趙肅侯在位 24 年，可說是一位勵精圖

                                                         
6 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146-150。 
7 《史記．秦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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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君主，他在遊大陵時，為他牽馬的大戊午說：「耕事方急，一日不作，百

日不食。」肅侯立即下車向大戊午行禮。8但他也曾為修建壽陵而虛耗民力，9

讓衛國乘機侵佔趙國土地。10西元前 326 年，趙肅侯去世時，秦、楚、燕、齊、

魏等國都派兵萬人來參加葬儀，可見趙肅侯在當時的影響力。 

秦惠文王更元 2 年（前 323—趙武靈王 3 年、周顯王 46 年），公孫衍發起

「五國相王」，亦即魏、趙、韓、燕、中山互相承認稱王，以對抗秦、齊、楚

三大國。然《史記．趙世家》稱：「（武靈王）八年…五國相王，趙獨否。…令

國人謂己曰君。」五國相王在趙武靈王 3 年，因此錢穆懷疑此處應為「五國伐

秦」之誤。11然而趙國是否有在這年稱王，因《史記．趙世家》中武靈王所言，

而無法確知。但可以確定的是，趙武靈王成為趙國第一位稱王的君主。秦惠文

王更元 7 年（前 318—趙武靈王 8 年、周慎靚王 3 年），韓、趙、魏、燕、楚

五國合縱攻秦，無勝而返。或許在此年趙武靈王深感自己無「王」之實，因此

令國人稱己為君。隔年（前 317），三晉聯合攻打秦國，卻被秦打敗於修魚，

斬首八萬級。又隔年（前 316），趙的中都、西陽被秦攻取。秦惠文王更元 12

年（前 313—趙武靈王 13 年、周赧王 2 年），秦派樗里疾攻趙，俘虜了趙將趙

莊，攻取藺。 

表 4-1-2：秦惠文王時期秦趙關係 

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37 惠文王元年 肅侯 13 年 朝秦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武靈王 8 年 公孫衍主持三晉、燕、楚攻秦。不勝 燕王噲讓位子之 

317 惠文王更元 8 年 武靈王 9 年 秦敗三晉聯軍於修魚，斬首 8 萬 齊合宋攻魏，敗魏於觀澤

316 惠文王更元 9 年 武靈王 10 年 秦攻取趙的中都、西陽 司馬錯滅蜀 

313 惠文王更元 12 年 武靈王 13 年 樗里疾攻趙，俘虜趙將趙莊，攻取藺  

                                                         
8 《史記．趙世家》。 
9 《呂氏春秋．義賞》。 
10 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151。 
11 錢穆，《先秦諸子繫年》，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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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三、 趙武靈王威嚇秦國 

接連對外戰爭的失利，趙武靈王於即位的第 19 年（前 307），北略中山之

地，決心實行胡服騎射。胡服令一出，反對聲浪四起，其中，握有朝中大權的

公子成，其反對態度最為激烈，趙武靈王親自前往說服公子成，說明自己的改

革是繼簡襄之意，必須以改革圖強，以報昔日中山敗趙之仇，否則愧對祖先。

公子成終於心悅誠服，第二天即穿著胡服上朝。趙武靈王 20 年（前 306），西

略胡地有成後，武靈王回國，派使者前往秦、韓、楚、魏、齊等國。胡服騎射

改革後，趙國建立了強大的騎兵，不僅成功經略胡地，也滅掉了中山國。西元

前 299 年，趙武靈王傳位給王子何，即趙惠文王，自號主父，身著胡服，至西

北經略胡地。另一方面，更計畫從雲中、九原往南襲擊多次打敗趙國的秦國。

某次，趙武靈王裝作使者，入秦觀察地形與秦王之為人。秦昭王並不知其為主

父，只是覺得區區一使者其樣貌卻如此宏偉，不似一般臣子，派人去追，主父

已離開，一問之下，才發現是趙的主父，秦人大吃一驚。12然而，此後，趙武

靈王終其一生，並沒有再進攻秦地。西元前 295 年，主父由於對公子章的縱容，

導致被自己的臣子包圍在主父宮裡，活活餓死，而後公子成、李兌專政於趙國。 

四、 與秦抗衡的趙惠文王 

趙國內亂的這段期間，秦國已經大大展現其實力，秦昭王 3 年（前 293—

趙惠文王 5 年、周赧王 22 年），秦國在伊闕之戰爭中大敗韓、魏聯軍後，不斷

進逼韓、魏。因此，在秦昭襄王 19 年（前 288—趙惠文王 11 年），魏昭王入

趙朝見，把河陽、姑密封給李兌的兒子，希望結合趙的力量，共同抗秦，由此

確定了趙與秦對抗的局勢。同時也在這年，秦約齊稱帝，希望聯合齊國，一同

攻打趙國。但是齊卻採用蘇秦的計謀，自動取消帝號，合縱對抗秦。於是就在

                                                         
12 《史記．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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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年（前 287），結成了趙、魏、韓、齊、楚五國聯軍，對抗秦國的合縱攻秦

局面。然而，各國表面雖一致對秦，卻是各懷心思、互相觀望。此時，齊國暴

露了其背後意圖—攻宋，五國聯軍轟然而散。13秦昭襄王 21 年（前 286—趙惠

文王 13 年），齊滅宋，局勢大轉，秦王與各國君主展開會盟，率先出兵攻齊。

最後成了韓、趙、魏、楚、秦五國攻齊的局面，趙國一轉而為秦國的同盟國。 

當燕將樂毅攻入齊都臨淄，秦國便移轉目標，開始攻魏，趙與魏休戚與共，

於是前往救魏，再度與秦對立。於是在秦昭襄王 25 年（前 282—趙惠文王 17

年），秦也將趙視為目標，取其藺、祈二城。接著連續兩年，又攻取趙數個都

城。但是，當秦昭襄王 28 年（前 279—趙惠文王 20 年）秦國欲大舉攻楚時，

為安定後方，計畫與趙修好。這一年，趙國也有攻齊的行動，對於西方無戰事

自是十分樂意，因此秦昭王與趙惠文王在澠池相會。秦國因此順利攻下楚都鄢

郢。 

秦昭襄王 33 年（前 274—趙惠文王 25 年），趙與魏聚於華陽，共同擊秦，

被秦將白起打敗。翌年（前 273），秦圍攻魏的大梁，趙又來救。趙國與魏國

之間雖有許多矛盾，也不斷有戰爭，然而若魏國被滅，定將不利於趙國，因此

每當魏國面臨秦國的大威脅，趙便會出兵救魏。秦昭襄王 38 年（前 269—趙

惠文王 30 年），秦、韓相攻，秦通過韓的上黨、進攻趙的閼與。趙將趙奢前往

救援，大破秦軍。此時當趙惠文王末年，也是趙對秦最大、也是最後的一次勝

利。此時能抵擋秦的攻勢者，也惟有趙國了。 

 

表 4-1-3：趙惠文王時期的秦趙關係 

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98 昭襄王 9 年 惠文王元年 趙人樓緩入秦為相 秦攻楚、孟嘗君入秦；齊韓魏攻秦 

287 昭襄王 20 年 惠文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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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攻魏 

                                                         
13 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185-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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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85 昭襄王 22 年 惠文王 14

年 

秦昭王、趙惠文王在中陽相會 秦楚相會 

蒙驁攻齊，奪 9 城 

284 昭襄王 23 年 惠文王 15

年 

三晉、秦、燕攻齊。 燕將樂毅攻入齊都臨輜；秦魏、秦韓

相會；燕昭王入見趙惠文王 

282 昭襄王 25 年 惠文王 17

年 

秦攻趙，取藺、祁二城 秦韓、秦魏相會；趙攻魏 

280 昭襄王 27 年 惠文王 19

年 

白起攻趙，取光狼，斬首 2 萬 司馬錯由蜀攻楚；趙攻齊 

279 昭襄王 28 年 惠文王 20

年 

秦趙在澠池修好 燕昭王死；楚將莊蹻越過黔中郡攻到

滇池；白起攻楚 

273 昭襄王 34 年 惠文王 26

年 

秦白起、胡陽救韓，大勝於華陽。

又敗趙將賈偃。 

趙、魏攻韓；秦攻魏，趙、燕來救、

魏獻南陽 

269 昭襄王 38 年 惠文王 30

年 

秦胡陽通過韓的上黨攻趙的閼與，

趙奢大破秦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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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國衰亡關鍵：長平之戰 

秦昭襄王 42 年（前 265—趙孝成王元年），秦以趙王新立，攻取趙的三座

城池，並持續猛攻。趙國以長安君到齊國為質，齊國因此出兵相救，趙才解圍。

秦昭襄王 45 年（前 262—趙孝成王 4 年），韓國上黨的郡守馮亭，派使者來請

求趙國的保護。使者說韓國守不住上黨，因此願將十七座城邑獻給趙王，請趙

王派兵接收。平陽君趙豹認為，這是韓國刻意要嫁禍給趙國，勸諫趙王不可接

受。然而趙孝成王以為這是甚有利益之事，絕不可錯失良機，故立即派平原君

趙勝前往接收。秦國得知消息後，於隔年（前 261）派左庶長王齕攻取上黨，

廉頗不正面迎戰，在長平與秦軍相持。趙孝成王多次派人責備廉頗守而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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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將應侯趁機使用反間計，散播秦人怕的其實是趙奢之子趙括，趙孝成王不

察，遂以趙括代替廉頗為將。趙括自幼與父親趙奢論兵事，父親總是講不過他，

但趙奢並不為兒子如此懂兵法而欣喜，他曾對妻子說：「兵，死地也，而括易

言之。使趙不將括即已；若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14趙括之母與藺相如

皆反對以趙括為將，藺相如甚至以趙括的行事為人大不如其父，勸諫趙王勿遣

趙括至前線，然而趙王不聽勸言。 

秦昭襄王 47 年（前 260—趙孝成王 6 年），趙括大舉進攻秦軍。秦國在反

間計成功後，暗中派白起為上將軍，主持戰事。白起令正面軍隊詐敗，引趙軍

來追，另外設兩支奇兵，一支斷絕趙軍後路，另一支又將趙軍切為兩段，趙軍

作戰不力，只得築壁壘等待救援。秦昭王得此消息，親自趕到河內，賜民爵一

級，將十五歲以上的壯丁徵發到長平，截斷趙的援兵及接濟的糧食。趙軍被困

46 天後，飢餓乏食，分為四隊輪番向秦進攻，最後趙括親自帶兵搏戰，被秦

軍射死。趙軍大敗，數十萬人被俘，除了 240 個年幼戰俘，其餘全數被秦軍活

埋。15在這一場戰役中，趙軍前後陣亡了 45 萬人，秦軍也死者過半。長平之

戰決定了秦、趙兩國的興亡，也是決定今後誰來統一天下的一場決戰。16當時

魏的平原君就對魏王說：「秦、趙相持於長平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

於趙則無秦。」17  

秦戰勝趙於長平後，便分兩路繼續攻趙，有滅趙之決心。這時有人為趙進

說范睢，認為趙一旦亡，白起功勞將踰於范睢，不如讓趙割地求和。范睢因此

言於秦王，說秦兵士卒已勞頓，請許趙割地求和。這時趙孝成王正入朝於秦，

請求割地求和，最後由趙臣趙郝講定割六城以和。然而回國後，大臣虞卿堅決

反對割地，認為割地給秦，並不能保證來年秦不再進攻，不如以五城賄賂齊國，

與之結交。趙王聽從了虞卿的意見，沒有割地給秦。因此，秦昭襄王 48 年（前

                                                         
14 《史記．廉頗藺相如列傳》。 
15 張箭引唐朝杜佑《通典》，認為被秦兵坑殺的趙卒，並非往常所認知的 40 萬，而是至多 20

餘萬。見：張箭，〈戰國長平之戰趙降卒被秦坑殺數新探〉，《齊魯學刊》，2006：4，頁 45-47。 
16 楊寬，《戰國史》，頁 400-401。 
17 《戰國策．魏策四》，〈長平之役平都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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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趙孝成王 7 年），秦派王陵發兵攻趙，直接包圍邯鄲，並向各國揚言，敢

救趙者，立即移師攻擊之。然而直至隔年（前 258），王陵戰鬥失利。這是因

為趙國人民在長平慘敗後，軍民一心，農民奮力耕織，因而提振了軍隊士氣。

如平原君就派出自己的妻妾，到軍中為士卒補縫衣物。18王陵不能勝，秦昭王

便欲以白起取代王陵，白起稱病不能行，於是秦王以王齕代王陵伐趙，但是仍

無法攻下邯鄲。最後派出鄭安平，以為將軍。 

到了秦昭襄王 50 年（前 257—趙孝成王 9 年），邯鄲已經被圍 3 年，平原

君計謀合縱攻秦以救趙。平原君先至楚國，由門下食客毛遂說服了楚王參與合

縱救趙。然而在魏國，魏王雖然派遣十萬大軍往救，因為害怕秦兵反擊，大軍

停留在蕩陰（今河南省湯陰縣）不敢前進。於是平原君採用侯贏的計謀，請求

魏王寵妃如姬盜得兵符，並擊殺將軍晉鄙，選得精兵八萬，與楚國援兵會合，

往救邯鄲。秦軍在趙、楚、魏軍的夾擊下大敗，秦將鄭安平降趙，終於解救了

邯鄲之圍。從長平之戰到邯鄲之圍，趙國雖然取得最後的勝利，然而主要仍是

在魏、楚的幫助下才得救。趙、秦的兩方實力已然分出，然而在三年的對峙中，

兩國的經濟都發生了危機，秦也在往後幾年休養生息，暫且停下進攻各國的步

伐。 

六、 燕趙對立，秦國有機可趁 

秦昭襄王 48 年（前 259—趙孝成王 7 年），邯鄲保衛戰尚未結束，趙國武

垣令傅豹、王容、蘇射率領原燕國之眾叛歸燕國，燕趙矛盾開始產生。秦昭王

51 年（前 256—趙孝成王 10 年）秦國進攻趙國，19趙國樂乘、慶舍率兵攻破

秦信梁軍。20這時，燕國趁機進攻趙國的昌城（今河北冀州西北），埋下燕趙

大戰的導火線。秦昭襄王 56 年（前 251—趙孝成王 15 年），栗腹以「趙氏壯

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為伐趙的最佳理由，勸說燕王伐趙。燕王派栗腹、慶

                                                         
18 《戰國策．中山策》〈昭王既息兵繕民〉。 
19 《史記．秦本紀》。 
20 《史記．趙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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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帶 60 萬大軍攻趙，結果被趙將廉頗、樂乘所敗，趙甚至攻進了燕國的國都。

燕趙大戰持續了三年，成了秦攻取趙國的可趁之機。秦莊襄王 2 年（前 248—

趙孝成王 18 年），秦國攻取趙國榆次等 37 座城。兩年後（前 246），秦軍攻克

趙國故都晉陽，為進一步滅趙做好了準備。21 

表 4-1-4：長平之戰前後的秦趙關係 

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65 昭襄王 42 年 孝成王元年 秦攻取趙 3 城 秦攻韓 

261 昭襄王 46 年 孝成王 5 年 秦王齕攻取上黨。趙將廉頗拒秦於長平 秦攻韓、楚攻魯 

260 昭襄王 47 年 孝成王 6 年 長平之戰  

259 昭襄王 48 年 孝成王 7 年 王齕攻取趙的武安，司馬梗攻取趙的太

原，王陵進攻趙都邯鄲 

 

258 昭襄王 49 年 孝成王 8 年 王齕代王陵，繼續攻邯鄲 秦王稽為河東守、鄭

安平為將軍 

257 昭襄王 50 年 孝成王 9 年 魏無忌、黃歇救趙。秦將鄭安平降趙。

秦又在河東大敗 

 

247 莊襄王 3 年 孝成王 19

年 

秦攻取趙的榆次、新城、狼孟等 37 城 

信陵君領趙、魏、楚、韓、燕攻秦，打

敗蒙驁於河外 

秦攻魏；蒙驁平定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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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趙內部腐敗、能臣不用 

趙孝成王過世後，即位者為趙悼襄王，趙國仍然不斷受到秦國的攻擊。趙

國的大將廉頗，曾因悼襄王以樂乘取代其位，怒而進攻樂乘，並奔逃魏國。然

而，當趙國受到秦國強力威脅時，悼襄王又想起昔日老將廉頗。趙王派使者到

魏國察看廉頗是否可用，廉頗在使者面前吃了一斗米飯、肉十斤，且立即披甲

                                                         
21 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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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馬，表示自己還老當益壯。但郭開暗中向使者行賄，於是使者向趙王回報廉

頗在一頓飯間起身三次如廁，以示其垂垂老矣。於是，趙國沒有再重新起用廉

頗。 

秦王政 6 年（前 241—趙悼襄王 4 年），楚國春申君帶領三晉、燕國合縱

攻秦，以楚王為縱長，龐煖為主帥，首先攻秦的蕞（今陝西臨潼北），攻不下，

於是移師改攻齊國的饒安（今河北鹽山西南）。隔年（前 240）秦攻趙的龍（今

河北行唐）、孤（今河北行唐北）、慶都（今河北行唐附近）。秦王政 8 年（前

239—趙悼襄王 6 年），秦國派長安君進攻趙國上黨，結果長安君叛秦歸趙，趙

將饒（今河北饒陽東北）封給他。趙悼襄王 9 年（前 236），趙出兵攻燕，秦

便以救燕為名，派王翦等將攻鄴，取九城，等到龐煖從燕回師南援時，上黨郡

與河間地區已經完全被秦軍佔有。不久，趙悼襄王死去。22 

趙國繼位者為趙悼襄王之子趙遷。趙遷是美女邯鄲娼所生，趙悼襄王因寵

愛邯鄲倡，不惜廢去趙后與太子嘉，改立邯鄲倡為后、趙遷為太子。秦王政

13 年（前 234—趙王遷 2 年），秦大舉攻趙，秦將桓齮攻趙平陽（今河北磁縣

東南）、武城（今河北磁縣西南），趙將扈輒帥軍迎戰，十萬軍大敗，扈輒亦身

首異處。隔年（前 233），桓齮從上黨越太行山，攻取趙地赤麗、宜安（今河

北藳城西南），對趙國首都邯鄲形成包圍之勢。這時，趙任命李牧為大將，帥

軍反攻，在于肥大破秦軍（今河北晉州西），桓齮畏罪奔燕，李牧因功封為武

安君。王遷 4 年（前 232），秦以兩路攻打趙國，一路攻到鄴地，一路由太原

像番吾進攻，李牧率領趙軍，在番吾擊退秦軍。趙國雖有李牧此大將，然而在

不斷喪失土地下，損失慘重，最後，只保有邯鄲一城了。 

秦王政 16 年（前 231—趙王遷 5 年），趙國代地發生大地震，大半房屋倒

塌，隔年（前 230）又發生飢荒，加速了趙國的滅亡。就在這時，秦派內史騰

進攻韓國。滅了韓國後，趁趙國飢荒之際，乘勝追擊，兵分三路進攻趙國。趙

派大將李牧、將軍司馬尚率軍禦敵。面對趙國兩位名將，秦以黃金買通趙王寵

臣郭開，散播李牧、司馬尚將謀反的謠言，最後兩人皆被趙王賜死。沒有李牧

                                                         
22 沈長雲等，《趙國史稿》，頁 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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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領導護衛，趙國可說更加速了滅亡的時辰。秦王政 19 年（前 228—趙王遷 8

年），王翦俘虜趙王遷，趙國原太子嘉，帥其宗百人奔代，自立為王，定都代。

秦王政 25 年（前 222—趙代王嘉 6 年），秦攻取代，俘趙王嘉，趙國滅亡。 

表 4-1-5：秦王政時期秦趙關係 

西元前 秦系 趙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41 王政 6 年 悼襄王 4 年 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攻秦 楚遷都壽春；秦拔魏

朝歌 

240 王政 7 年 悼襄王 5 年 秦攻取趙的龍、孤、慶都 秦攻魏 

239 王政 8 年 悼襄王 6 年 秦派長安君盛橋攻趙的上黨，盛橋在

屯留叛降趙。趙封盛橋於饒 

 

236 王政 11 年 悼襄王 9 年 秦派王翦、桓齮、楊端和攻趙 趙攻燕 

234 王政 13 年 王遷 2 年 秦將桓齮攻趙的平陽、五成  

233 王政 14 年 王遷 3 年 桓齮繼續攻趙赤麗、宜安，趙將李牧

大敗桓齮於肥，桓齮出奔 

韓非入使秦國 

232 王政 15 年 王遷 4 年 秦大舉攻趙，一軍攻到鄴；一軍由太

原攻到番吾，為趙將李牧所敗 

 

229 王政 18 年 王遷 7 年 秦派王翦率上黨兵，直下井陘；楊端

和率河間兵，進攻邯鄲，羌瘣帶兵助

戰。趙以趙蔥、顏聚代李牧 

 

228 王政 19 年 王遷 8 年 秦大破趙軍，在東陽俘虜趙王遷。趙

公子嘉出奔代，自立為王 

 

227 王政 20 年 代王嘉元年 秦王翦、辛勝攻燕、代 荊軻刺秦王 

222 王政 25 年 代王嘉 6 年 秦將王賁攻取代，俘虜代王嘉，趙亡 燕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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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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秦與燕的關係 

燕國的所在地，位於中國的東北部。西起今河北省北部，東至遼河流域，

包括今天的北京市、天津市、河北省北部、遼寧省以及內蒙古的東部地區。這

個地區最早的名稱叫做「幽州」。23全境東北和東胡接界，西和中山、趙接界，

南邊靠海，並和齊接界。24燕國建立於西周初年，約在西元前 11 世紀，是西

周王朝分封而建立的一個諸侯國。燕國的始受封者是召公奭，與周王是一樣都

是姬姓。因為召公奭在輔周滅商的過程中起了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王室中

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身居太保之職。召公受封後，就在燕地建立了燕國。當時

在燕地受封的還有薊。25兩國雖同時受封，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燕強而薊

弱，因此燕國便併吞了薊國。之後，燕以薊（今北京市西南）為國都。26燕昭

王(前 311-279)開始設下都於武陽（今河北省易縣南），今天燕下都的遺址還保

存著。27 

燕國的歷史雖然悠久，但由於文獻失載，燕國歷史一向比較簡略。秦與燕

兩國的距離最遠，關係也疏遠。在戰國歷史上，燕國往往因為參與東方諸侯的

合縱活動，才與秦有接觸。 

一、 名義上參與五國攻秦 

文獻上第一次見燕秦接觸，是在秦惠文王更元 7 年（前 318—燕王噲 3 年、

周慎靚王 3 年）。是年，公孫衍發起韓、趙、魏、楚、燕五國合縱攻秦。28但

實際上燕與秦並沒有正面接觸。這次的合縱雖推楚懷王為縱長，實際出兵的只

有魏、韓、趙三國。29當年，燕國內部也發生了一件大事。燕王噲在蘇代、鹿

                                                         
23 王彩梅，《燕國簡史》，頁 1。 
24 楊寬，《戰國史》，頁 281。 
25 《史記．周本紀》。 
26 王彩梅，《燕國簡史》，頁 32-36。 
27 楊寬，《戰國史》，頁 281。 
28 《史記．秦本紀》。 
29 楊寬，《戰國史》，頁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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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壽等人的勸說下，將王位讓給宰相子之。30這一事件反映了燕國統治階級內

部權勢的爭奪，31也就是說，這一年燕國內部政局並不穩定。因此，儘管公孫

衍名義上掛的是五國攻秦，實際上，燕國與秦國絲毫沒有正面接觸。 

秦昭王 20 年（前 287—燕昭王 25 年、周赧王 28 年），東方諸侯又有一次

合縱攻秦的事件，此次由蘇秦發起。蘇秦發動五國攻秦，其用意並不在秦，而

是為了將來實現燕聯合秦、趙攻破其國的計畫。當年，燕派出兩萬軍隊自備糧

食到齊國，準備與齊國一起攻秦。然而，齊攻秦背後的目的，是要趁這個時機

攻滅宋國，同時趙、魏也想爭奪宋地，三國之間有了矛盾。由於魏的阻撓，五

國聯軍停留在成皋、滎陽（今河南省滎陽縣西北、東北）。之後，齊、魏由於

爭奪宋地之利害關係，魏、趙決定轉而合縱攻齊，齊王得知消息，便於八月退

兵。秦在五國合縱攻秦的形勢下，也宣布廢除帝號，與五國講和，把前所奪得

的溫（今河南省溫縣西南）、軹（今河南省濟源縣南）、高平（今濟源縣西南向

城）歸還給魏，把巠分、先俞歸還給趙。32此次的合縱運動，燕國共派二萬兵

參加，然而聯軍、秦雙方的軍隊尚未接觸，合縱便已經瓦解，加上燕昭王背後

的目的是為了破齊，因此燕秦這一次也沒有正面接觸。燕國和秦國有往來關係

者，於戰國時代見兩大事件，一是由蘇秦主導的破齊戰爭，一是秦末的荊軻賜

秦王。 

表 4-2-1：燕國參與五國攻秦 

西元前 秦系 燕系 事件 列國大事 

318 惠文王更元 7 年 王噲 3 年 公孫衍主持三晉、燕、楚攻秦。不勝 燕王噲讓位子之 

287 昭王 20 年 昭王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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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攻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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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戰國策．燕策一》，〈燕王噲既立〉。 
31 王彩梅，《燕國簡史》，頁 65。 
32 楊寬，《戰國史》，頁 378-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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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燕齊戰爭，秦國得利 

 燕王噲讓位子之，三年後（前 315）燕國發生內亂。將軍市被、太子平

進攻子之。齊宣王趁機進攻燕國，幾乎將燕亡國。燕國由此與秦結下大怨，燕

昭王即位後，經過二十多年的改革，力圖報秦之仇。而由蘇秦一手策劃的破齊

戰爭，在齊、秦兩國爭霸日趨尖銳、激烈之時，間接得利於秦國，為秦國稱霸

中原打下了堅實的基礎。33 

秦昭襄王 13 年（前 294—燕昭王 18 年）左右，秦、趙、齊三強鼎立，正

謀爭奪宋國土地。蘇秦向燕昭王獻策，企圖借助秦、趙兩強的力量攻破齊國，

由他作為燕的使者到齊，以助齊攻宋為名，行間諜之事以達到破其的目的。蘇

秦向燕昭王保證，自己要做到「孝如曾參」、「信如尾生」、「廉如伯夷」。34因

此，燕昭王便派蘇秦出使齊國，蘇秦從此便活躍在東方各國諸侯間，為了破齊，

進行多項行動。首先，他勸齊湣王取消秦國約定共同稱帝的帝號，以破壞秦、

其兩強的結合；接著，誘齊攻宋，加劇齊國與秦、趙、魏等圖謀攻宋的國家之

間的矛盾，燕昭王也派二萬軍隊助齊攻宋；而後，蘇秦又與齊相韓珉訂定反趙

的條約，惡化齊、趙關係；繼而策劃五國攻秦，誘齊滅宋，為各國反齊打下基

礎。35 

當各國與齊的矛盾尖銳化後，合縱的敵對對象轉而變成齊國。秦昭襄王

21 年（前 286—燕昭王 26 年），齊國攻滅了宋國，一時之間其強大的聲勢，威

脅到了三晉，秦也感到很大的壓力。因此，秦國便以盟主的地位來主謀合縱攻

齊了。秦推舉趙主其事，由照拉攏燕合作，結成秦、趙、燕三國聯盟。秦並推

樂毅為趙、燕兩國的共相，並作為五國聯軍的統帥。隔年（前 285），秦首先

派蒙驁攻齊的河東九城，同年，樂毅便率領五國聯軍攻齊，從趙的東南邊出擊

齊的濟西地區，隔年攻下濟西。樂毅又獨帥煙均乘勝長驅直入，攻入齊都臨淄。

                                                         
33 李江浙，〈燕國破齊的背景與準備〉，收入：《燕文化研究論文集》（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5）頁 1。 
34 《戰國縱橫家書》，第五章，〈蘇秦謂燕王章〉。 
35 李江浙，〈燕國破齊的背景與準備〉，收入：《燕文化研究論文集》，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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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樂毅留在齊地五年，先後攻下七時多城，幾乎滅亡齊國。36 

由於樂毅攻破齊國，秦攻取了宋國最富庶的陶邑及其周圍地區。另一方

面，秦國更肆無忌憚地調撥大軍圍攻魏都大梁，目的在攻滅魏國。後來由於趙、

燕聯合救魏，秦才退兵。自從樂毅破齊後，打破齊、趙、秦三強鼎立的局勢，

秦國成為形勢便利的最強國家，不斷打擊魏國。在齊反攻燕之前，燕國兩次與

趙聯合前往救魏，然而當燕昭王死後，秦國更不需忌憚東方力量了。總之，燕

破齊的戰爭，使秦國從中得利，成為「東面而立」、形勢最便利的國家。37儘

管在秦莊襄王 3 年（前 247—燕王建 18 年）魏信陵君聯五國攻秦，打敗蒙驁

於河外，但秦國的聲勢已經不可檔了。 

表 4-2-2：秦昭王、秦莊襄王時期秦燕關係 

西元前 秦系 燕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87 昭王 20 年 昭王 25 年 蘇秦主持三晉、燕、齊攻秦。秦廢

除帝號，並歸還部分趙、魏地求和。

秦攻魏 

284 昭王 23 年 昭王 28 年 三晉、秦、燕攻齊。燕將樂毅攻入

齊都臨輜 

秦魏、秦韓相會；燕昭王

入見趙惠文王 

272 昭王 35 年 惠王 7 年 秦助韓、魏攻燕 燕惠王被殺；秦滅義渠 

247 莊襄王 3 年 王建 18 年 信陵君領趙、魏、楚、韓、燕攻秦，

打敗蒙驁於河外 

秦攻魏、趙；蒙驁平定晉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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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手段：荊軻刺秦王 

秦王政 6 年（前 241—燕王喜 14 年），趙龐煖率領趙、楚、魏、燕、韓五

國之兵攻秦，至蕞。到了戰國後期，燕國已經無法因距離遙遠而足以脫離秦國

的軍事魔掌。秦王政 20 年（前 227—燕王喜 28 年），秦派王翦、辛勝攻燕、

                                                         
36 楊寬，《戰國史》，頁 381-385。 
37 楊寬，《戰國史》，頁 38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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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代國是前一年（前 228—燕王喜 27 年）秦滅趙時，出奔代的趙公子嘉所

建立，也就是趙國的殘餘勢力。就在這一年，王翦、辛勝在易水以西打敗燕、

代聯軍。燕太子丹曾經為質於秦，深知秦國的軍事實力。韓、趙相繼被滅後，

他深怕殃及燕國，尤其秦的軍隊已經兵臨易水邊了。太子丹暗地裡畜養壯士

20 人，並使荊軻佯裝獻地給秦王，其真意在行刺之，但沒有成功，反而促使

秦對燕猛攻。隔年（前 226—燕王喜 29 年）秦攻下燕都薊，燕王喜遷都遼東，

太子丹被殺。秦王政 25 年（前 222—燕王喜 33 年），秦將王賁攻取燕的遼東，

俘虜燕王喜，燕亡。 

表 4-2-3：秦王政時期秦燕關係 

西元前 秦系 燕系 事件 列國大事 

241 王政 6 年 王喜 14 年 趙龐煖率領三晉、燕、楚攻秦，至蕞 楚遷都壽春；秦

拔魏朝歌 

227 王政 20 年 王喜 28 年 秦王翦、辛勝攻燕、代，在易水以西打敗聯軍。

荊軻刺秦王。 

 

226 王政 21 年 王喜 29 年 秦攻下燕都薊，燕王喜遷都遼東 秦攻楚；新鄭叛

秦、韓王安死 

222 王政 24 年 王喜 32 年 秦將王賁攻取燕的遼東，俘虜燕王喜，燕亡 趙亡 

註：年代據楊寬《戰國史》，〈戰國大事年表〉，頁 701-723 

第三節 小結 

戰國早期趙曾有一次對秦的勝利戰爭，而後，趙兩度因出兵就魏，才與秦

兵對峙。趙肅侯早期，秦趙間關係和睦。到了趙肅侯晚期，兩國間開始有大戰，

趙亦多次加入了合縱攻秦的陣列，與秦敵對。趙武靈王改革後，曾經略秦地，

歷史上有其威嚇秦王的記載，然而實際上兩國間的爭勝則不得而知。趙惠文王

時期，趙國成為唯一能與秦抗衡的國家，西元前 269 年的閼與之役中，單靠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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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國的力量便打敗了秦國。但是，長平一戰敗後，趙國的國力又消耗在燕趙

戰爭，以致無法再與秦相抗衡。戰國後期，透過參與合縱攻秦，趙國仍有勝秦

的機會，然而趙國內政腐敗，無法啟用能臣，導致被秦國利用，走上滅亡之途。 

由於距離的因素，秦與燕的關係並不密切，通常都是在合縱關係下，見得

秦燕兩國的接觸。然而，樂毅破齊一事，帶給秦國非常大的利益，想必蘇秦始

料未及。燕曾經強盛一時，但戰國後期，其國力耗費在與趙的戰爭，導致對於

秦的攻擊完全措手不及。當大勢已定，燕太子最後只能訴諸激烈的「刺殺」手

段以求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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