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剛戾忍詬－伍子胥的人物形象 

 

 

伍員，字子胥。春秋楚人。父奢兄尚被楚平王殺害。子胥奔吳，吳封以申地，

故又稱申胥。為求語句敘述明晰，不至混淆，以下概以「伍子胥」稱之。 

伍子胥事蹟散見於《左傳》昭公十九年、二十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定公

四年；哀公元年、十一年；《國語》則見〈吳語〉、〈楚語〉及〈越語〉。至於《史

記》，〈伍子胥列傳〉、〈吳世家〉、〈楚世家〉和〈越王句踐世家〉均有所著墨。茅

坤曾云： 

  

 伍胥遭多難，而傳宛曲指悉如生存，可令人悲咽流涕矣。1 

 

  司馬遷的〈伍子胥列傳〉固將伍子胥刻畫得令人讀來「悲咽流涕」，然若純

以史料的取得來說，〈伍子胥列傳〉其骨架可謂脫胎於《左傳》，而血肉則來自《國

語》。雖然如此，但透過司馬遷的剔檢與重新詮釋，以及刻意的突顯與強化，無

疑地使伍子胥形象有了更迫人的力量。而其改造與重塑的過程往往又牽涉到作者

司馬遷的個人意識和價值認定。因此筆者將藉由《史記》與《左傳》、《國語》二

書中相關文字的比對，試圖理出司馬遷用意給予後世一個怎樣的伍子胥形象。 

 

一、「怨、忍」二字為一傳本旨 

 

  陳仁錫嘗云：「怨忍二字為一傳（按：伍子胥列傳）本旨。」2誠哉斯言。魯

                                                 
1《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１７６７。 



昭公十九年，楚國費無極言於楚平王，為其太子建聘於秦。然費無極不但反而勸

楚王自取秦女，又進讒言離間楚王與太子建的感情，甚而潛譖太子與太傅伍奢圖

謀不軌。楚王於是執伍奢伍尚而俱殺之；太子建奔宋，既而又往鄭國。楚平王自

取秦女一事，也種下未來伍子胥率吳兵攻入郢的惡因。太子建在鄭，鄭人甚禮遇

之，並給予封邑。然建又與晉國暗中策畫襲擊鄭國，鄭人於是殺死他。建有一子

名勝，在吳國。魯哀公十六年，楚令尹子西召勝回楚，並讓他住在和吳國接壤的

地方，號為白公。十六年秋，白公勝因怨鄭之殺其父，請伐鄭。令尹子西許之，

然尚未發兵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於是白公勝怒，為亂於朝，

殺子西、子期，並劫持楚惠王，號為「白公之亂」。後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

人攻之，白公之徒敗亡，遂走山中自殺。 

按理，司馬遷將白公為亂一事收錄於〈楚世家〉中自是允當之至：因其事發

生於楚，並且造成楚國政局不小的動盪。然〈伍子胥列傳〉中亦將白公之亂始末

予以交代，似乎就顯得別有深意了。若是因為白公乃和伍子胥、伯嚭同為楚人而

奔吳，言或猶可。然而細究〈伍子胥列傳〉一文其中脈絡，則可知白公之亂一事

始末安排於伍子胥被殺之後，亦即，其地位猶如附於伍子胥傳後的「附傳」。如

此一來，則「正傳」在「附傳」的對比之下，剛好截然標示出伍子胥的可貴。 

伍子胥、白公勝和楚平王、鄭國有著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所以兩人心中均

有「怨」，但卻選擇了不同的方式來解決這段恩怨：伍子胥選擇隱忍待時，白公

勝則弄性尚氣，徒逞一時之快。是以伍子胥在到吳國之初，游說吳王僚伐楚而遭

公子光駁回時，猶能以「知公子光有內志」3為由，知時機尚未成熟，硬是「退

                                                                                                                                            
2《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１７６７。 
3《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２。 



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4，只為求在最佳的時機予敵人致命的一擊；相

反地，白公勝在面對殺父之仇鄭國時，竟因楚國子西未能實踐替他復仇的承諾，

就把怨氣轉移到子西身上而大開殺戒，不但不能等待時機以求報，甚至有遷怒之

嫌。最後落得事敗身亡。兩相對照，孰優孰劣自然不言可喻。《史記‧伍子胥列

傳》與《左傳》、《國語》不同之處在於：司馬遷能巧妙地透過史料揀擇與編排，

造成明確而突出的敘事企圖。亦即告訴吾人，歷史的教訓是：欲成大事者，必得

先有過人的堅忍意志，凡不能隱忍小忿者，終究要招致失敗的命運。所以司馬遷

也才語重心長地說： 

 

 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

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5 

 

足見司馬遷欲以伍子胥、白公勝二人事蹟並列，來對比其間「能忍」與「不

能忍」境遇的差別，可說是刻意之安排。是故言「怨忍」二字為司馬遷意欲

彰顯的一傳本旨，實是十分恰當的。 

 

二、賦予伍子胥「剛戾」性格 

 

《左傳》與《國語》當中固不乏有關伍子胥為報父仇，最終率吳兵攻入楚國

都郢的記載。前已提及，《史記》中關於伍子胥部分的史料基本上來自於《左傳》

與《國語》。然而在對伍子胥人物的性格刻畫上，司馬遷顯然多了他自己的詮釋

                                                 
4《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２。 
5《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５。 



與改造。尤其是將伍子胥塑造成一位個性鮮明，性格剛戾的「烈丈夫」形象，更

是獨樹於《左傳》、《國語》之外。以下將藉由原文的比對，來檢視司馬遷的改造。 

 

（一）安排透過伍奢之口，道出伍子胥「剛戾」個性 

 

  楚平王執伍奢，費無極欲以其父召二子伍尚、伍員俱來而併殺之。伍奢於此

時對二子性格做了一番分析。相關記載在〈伍子胥列傳〉及〈楚世家〉中可見。

而在《左傳》昭公二十年對同一段史實也有類似描述，以下比較三段文字的異同。

《左傳》昭公二十年：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6 

 

  《史記‧伍子胥列傳》則云： 

 

   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

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

人剛戾忍詬‧‧‧‧‧，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7 

 

  《史記‧楚世家》寫道： 

                                                 
6《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８。 
7《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１。 



 

   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

於是王使使謂奢：「能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

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

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

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8 

 

綜觀以上三段文字，可以發現司馬遷似乎極力區隔伍子胥、伍尚兄弟二人性格的

差異。在《左傳》中，透過費無極之口，僅道出兄弟兩人「彼仁」這樣面貌模糊

的描述，讀者可能無從了解同樣個性為「仁」的兩人，最後為何做出截然不同的

決定：伍尚歸，與父俱死；伍子胥出奔吳，多年後報了父仇。司馬遷在處理這部

分史料時顯然注意到其間的差距：一個人的行事風格取決於性格。所以他加入自

己的詮釋與想像，勾勒出人物應有而合理的形象來。於是改變《左傳》中簡單的

描述，讓原本沒有發言的伍奢出面來分析兩個兒子的個性。將伍尚、伍子胥的性

格區分成一為「仁」，一為「剛戾忍詬」；如此一來，讀者對於事情的後續發展就

有了可資判斷的依據，不致感到突兀而無法理解；並且由其父伍奢道來遠比費無

極更具說服力。我們在司馬遷時代可能參考的其他資料中，如《戰國策》、《呂氏

春秋》等書上，並看不到類似的紀錄。由此我們可以推論，司馬遷在對伍子胥「剛

戾」性格的塑造上，的確出於自己認定與改造。至於〈楚世家〉中另提及伍子胥

「智而好謀」一點，則留待後節專述。 

 

                                                 
8《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６。 



（二）改變伍尚與伍子胥的對話，建立伍子胥剛戾性格的印象 

 

  在費無極設計以伍奢誘捕伍尚、伍子胥之時，兄弟兩人對於是否往奔父命曾

有一番對話。這段對話在《左傳》的原貌是這樣的： 

 

   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

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

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9 

 

但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這段對話卻有了改變： 

 

   （楚平王）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

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

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到，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

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

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

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10 

 

                                                 
9《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９。 
10《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１。 



《史記‧楚世家》的記載反而比較接近《左傳》所述： 

 

‧‧‧伍尚謂伍員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

能任事，知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11 

 

  綜上所見，則司馬遷將原本《左傳》中伍尚所分析的一段話，在〈伍子胥列

傳〉中幾乎全部「移花接木」給伍子胥來發言了。按照《左傳》的描述，伍尚才

應該是整個事件分工的主導者。比較三段文字中伍尚與伍子胥的人物形象：《左

傳》中的伍尚充分扮演了大哥的角色，對於局勢的判斷與分析不僅正確，且對兄

弟兩人的能力瞭若指掌，並做了妥善的規畫，可謂真正做到了他自己所言的：「度

功而行，擇任而往」，是極具智慧的展現。至於伍尚所提到的另外兩點：「奔死免

父，知死不辟」的孝行與勇氣，實際上也是由他自己全然地實踐了。相形之下，

伍子胥的能力，是透過哥哥之口道出「爾能報」的情形下，才被讀者知悉。但這

一切又是伍尚「吾知不逮」的前提之下所做的考量，充其量也不過是伍尚「仁」

與「知」的另一次彰顯罷了。故伍子胥在這段過程當中僅是一個接受哥哥安排的

「弟弟」的角色，完全看不出之所以為「能報者」的性格來。他顯得被動地去接

受自己的命運，而非一個不向命運屈服的挑戰者。 

  相反地，在《史記‧伍子胥列傳》中的伍子胥就顯得有主見、有氣魄多了，

他主動向哥哥提出「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的建議。在這段敘述當中，

伍尚反倒成了一個相對懦弱的形象。由一開始楚平王召二子時，伍尚即「欲往」，

頗令讀者感到不顧一切的莽撞之外；後「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

                                                 
11《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７。 



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則又顯得對自己處境的無能為力與軟弱，

在在都表現出其不但不能處變不驚，反而有驚惶失措之態。我們感到疑惑的是：

為何同樣的一段史實在《左傳》與《史記》中竟有如此大的差異？身為太史官，

對於史料的掌握豈可不謹慎？更別說《左傳》如此易得的史料，人誰不知？故若

強解為司馬遷誤記的可能性實在太低。惟一較可能的推論即是司馬遷基於「愛奇」

的心理，所以才特意在〈伍子胥列傳〉當中將伍子胥刻畫而為一個具有「俠情」、

性格分明的剛戾之士，如此才能解釋何以在二書中同一角色竟有如此大的歧異，

並且在〈楚世家〉中這種歧異卻又不復鮮明存在的原因了。是以，伍子胥「剛戾」

的形象就在司馬遷這樣有意的重重塗染下被突顯出來，達到人物聲口畢肖，如躍

紙上的效果。 

 

（三）創造具體的人物言行，來達到展現伍子胥性格剛戾的效果 

 

  在此所謂的「創造」，是指在原史料中未見，乃出自司馬遷個人「設計」來

達到突顯強化人物性格的目的。創造人物具體的言行舉止，來達到展現伍子胥剛

戾性格，這樣的設計見諸《史記》有以下數端。首先將以「貫弓執矢嚮使者」一

事做說明。《史記‧伍子胥列傳》原文： 

 

   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貫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12 

 

                                                 
12《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１。 



而《史記‧楚世家》是這樣描寫的： 

 

   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

使者還‧‧‧走‧，遂出奔吳。13 

 

相較於《左傳》僅以「員如吳」14一語帶過的寫法，伍子胥在司馬遷的筆下顯得

虎虎生風，角色性格相當強烈。司馬遷不但設計了一個「拒捕」的動作，甚至還

讓奉命來抓人的使者，都震懾於他的氣勢而退避，讓伍子胥十足有「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的氣概。我們見證於其他史料，在《公羊傳》中曾有「伍子胥父誅乎

楚，挾弓而去楚」15一語；《榖梁傳》中亦有「子胥父誅乎楚，挾弓持矢而干闔

廬」16的記載。司馬遷採用《左傳》、《國語》二書所未見的資料之餘，還又加上

了「使者不敢進」、「將射，使者還走」等語，顯然還是涉及了司馬遷個人的主觀

取材與想像創造。透過這樣充滿張力的場景，和人物奮力向命運抗爭的舉動， 

充分描繪出伍子胥剛戾的性格來。司馬遷透過栩栩如生的人物言行來塑造伍子胥

剛戾性格的例子之二，是伍子胥撻楚平王墓一事。該段史事仍舊未見於《左傳》、

《國語》，而僅一見於《榖梁傳》。其中提到：「庚辰，吳入楚。曰『入』，易無楚

也。易無楚者，壤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17而在《史記》〈楚世家〉、〈吳

世家〉及〈伍子胥列傳〉中分別是這樣寫的： 

 

                                                 
13《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７。 
14《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９。 
15《十三經注疏‧公羊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７０年，頁３２１。 
16《十三經注疏‧榖梁傳》，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７０年，頁１８９。 
17《十三經注疏‧公羊傳》，頁１９０。 



‧‧‧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18 

 

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

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19   

 

‧‧‧吳兵入楚。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

三百，然後已。20   

 

  現在讓我們一一檢視這幾段敘述所呈現出來的不同效果。《榖梁傳》所謂的

「撻平王之墓」所指為何？根據鄭嗣的註解，曰：「‧‧‧言吳人壞楚宗廟，徙

其樂器，鞭平王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21但《榖梁傳》卻自始

至終並未提及是伍子胥所為。以此推斷，除非司馬遷另有其他參考資料，否則看

來〈楚世家〉的寫法相對來說是比較忠於《左傳》的原貌的。其中雖然也並未提

到是伍子胥親手撻平王之墓，但卻特別拈出「以伍子胥故也」一語，其意已不言

可喻。再看〈吳世家〉的寫法，就又比〈楚世家〉大膽明確多了。司馬遷無疑地

已加入了自己對整個事件的看法與推斷，因為他在文字當中點明是「伍子胥和伯

嚭」鞭平王尸，而其動機則清楚肯定地指向「報父讎」一事。再觀〈伍子胥列傳〉

中的描述，它則顯然是三段文字裡最細膩曲折的一段。作者不但將此事的主角聚

焦在伍子胥一人，讓整個事件呈現巨大的張力之外，又將他的心理狀態勾勒出

                                                 
18《史記‧吳世家》，頁５７８。 
19《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７。 
20《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３。 
21《十三經注疏‧榖梁傳》，頁１８９。   



來：「求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伍子胥撻平王之墓一舉其實不能說是因求

昭王不得而為，因為讀者均了解伍子胥欲復父仇的對象實際上是楚平王。但如此

敘述，讓文章具備了層次感；而伍子胥「求昭王不得」的寫作手法，更替文章製

造波瀾起伏，懸疑迭生。尤其最栩栩如生的描述是「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一語。司馬遷不但用了一個極為誇大的數目來突顯伍子胥憤恨之巨；文字臨了還

加上「然後已」一語，使得整句話隱隱透露出一股「此恨綿綿無絕期」的幽深。

如此一來，簡直將伍子胥的怨恨強化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更能讓讀者對伍子胥的

剛戾性格留下極難抹滅的印象。 

相同的手法又出現在伍子胥與申包胥的對話設計上。申包胥是楚國大夫，也

和伍子胥交好。《左傳‧定公四年》有一段文字：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22 

 

  接下來一段則是敘述申包胥前往秦國請求援兵的經過，由於與本段討論暫時

無涉，因此原文節錄至此。我們要拿出來做比較的，是僅一見於《史記‧伍子胥

列傳》中的一段對話： 

 

   始伍員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

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

                                                 
22 《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７９。 



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

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23 

 

由二段引文看來，〈伍子胥列傳〉在《左傳》的基礎上，又額外衍生了一段伍子

胥和申包胥兩人之間的對話。而這段「隔空喊話」的經過，正好為兩個人的個性

添了極其傳神的一筆。何以見得？申包胥責備伍子胥的一番話除了表明其捍衛祖

國的心意之外，作者司馬遷更藉由申包胥之口，道出伍子胥報仇「其以甚乎」的

事實。然而司馬遷的用意並不是為了責備伍子胥的所為才做如此安排。他意欲表

達的是：伍子胥做出了「無天道之極」的激烈復仇，其背後的動機為何？作者似

乎要透過伍子胥之口，告訴讀者：當一個人無計可施，退無可退時，必然會採取

違背常理的激烈手段。司馬貞索隱云： 

 

子胥言，志在復讎，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

人行，前途尚遠，而日勢已暮，故其在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

理乎？24 

 

伍子胥採取不顧一切，違背常理的復仇手法，再透過與申包胥如此的對答，讓讀

                                                 
23 《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３。 
24《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３。 



者充分地了解到其個性強悍、激烈的一面。 

另一個例子則在伍子胥遭夫差賜屬鏤之劍以死時，發表的一段臨終喟嘆。其

中《左傳》中僅在哀公十一年有如下敘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25至於《國語‧吳語》中則云： 

 

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

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

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

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而吳國猶世。吾先君得之也，必有以取

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

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

越擒也。員請先死。」遂自殺。將死，曰：「以懸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

入，吳國之亡也。」26 

 

  《史記》在上述的基礎上，多了一段司馬遷自己的增潤。而這個改變將伍子

胥塑成一個愛憎分明，性格剛烈的「烈丈夫」形象。〈伍子胥列傳〉云： 

 

   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

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

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

                                                 
25《春秋經傳集解》，頁４０８。 
26《國語‧吳語》，頁６０２。 



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懸東門之上，以觀越寇

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27 

 

甚而，進一步地在〈越王勾踐世家〉中讓伍子胥表現出更激烈的反應： 

 

   （吳王）使人賜子胥屬鏤之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

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以讒誅我。嗟呼！

嗟呼！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

越兵入也。」28 

   

縱觀上述由《國語》至《史記》的變化，可以發現：在《國語》中的伍子胥，

是一個縱使憂心國家前途，然卻嚴守本分的臣子形象。雖然最後遭到賜死的命

運，但仍舊不放棄希望地一味諫說，盼能喚醒因志得意滿而執迷不悟的國君，可

以說是鞠躬盡瘁，至死方休。「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擒」一語，儼然

是一副忠心耿耿的老臣口吻。甚至對國君不能採納忠言之舉的指責也極其含蓄：

「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僅是點到為止，並未踰越君臣的分際。反觀《史

記》中的描述，從《國語》中的「釋劍而對」，一直到《史記》裡「仰天歎曰」、

「大笑曰」，伍子胥的性格面貌顯然在司馬遷手裡剛烈了許多；除此之外，從回

話的措辭來看，《史記》讓伍子胥以接近「長輩」教訓晚輩的方式來發言：「我令

而父霸，我又立若」；又特別談到在諸公子爭立時，自己是怎樣地助夫差一臂之

                                                 
27《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４。 
28《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頁６９１。 



力，才能使夫差從眾競爭者中脫穎而出。其功高恩重，讓夫差當時甘願以半個吳

國來酬庸答謝，只是伍子胥自己不願意接受而已。在〈越王句踐世家〉及〈伍子

胥列傳〉裡，我們看到了伍子胥對吳王夫差狎暱讒臣的種種不滿與怒火，彷彿在

臨死前，要將一腔怨氣痛快地發洩出來。此外，在〈越王句踐世家〉中還有另外

一段極其生動的描述： 

 

   吳王弗聽（子胥），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

「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29 

 

這段文字中讓伍子胥懷忿不平以致於到脫口說出「王毋喜」這樣直率的話，而在

自覺失言之餘，也能立刻毫不考慮地欲以死謝罪。這樣的筆法，讓伍子胥完全脫

離了《國語》中那個溫和自持，言談內歛而恭謹的老臣形象，徹底轉變成為一個

性格猛烈剛戾，豪情血性的男兒了。 

 

三、強調伍子胥「忍垢」的色彩 

 

《左傳》中的伍子胥在尚未受到吳國重用之前，只是一個受到命運擺布，被

迫出奔逃亡的悲劇人物；及至吳國，則是以深受國君倚賴的重臣棟梁面目出現。

他從流亡在外，一直到爬上吳國權力中心，其間的過程在《左傳》並無多著墨。

唯一可資的材料，是伍子胥進鱄設諸一事。《左傳‧昭公二十年》： 

                                                 
29《史記‧越王句踐世家》，頁６９１。 



 

 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

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

諸焉，而耕於野。30 

 

因為公子光的異心，再加上鱄設諸順利地達成刺客的使命，伍子胥從此才能在吳

國有了晉身之階。《左傳》之所以特別拈出此事，用意即在說明、解釋這個關鍵。

但同樣這段史事，《史記‧伍子胥列傳》卻一改而有極為豐富的鋪陳與描述。推

測司馬遷的用意，作用顯然就不僅在於點出伍子胥人生中這個重要的轉捩點而

已，其中有更多作者自己想要從伍子胥的人格特徵中來提煉刻畫的。是以《史記》

從伍子胥出奔到吳國的路上就先衍生了不少的曲折： 

 

 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 

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 

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而封太子。」 

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乃知其謀，乃告之鄭。鄭 

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31 

 

  從上段引文中得知：原來前往吳國並非當時伍子胥的首選，而是在接二連三

                                                 
30《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９。 
31《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２。 



地在投靠宋國和鄭國均告失敗之後，不得不然的結果，甚至在鄭國還差點惹來殺

身之禍。這些在《左傳》原有的敘述中是沒有的。而這個過程讓伍子胥的復仇計

畫頓時增生了許多波折與坎坷。更讓讀者驚心動魄的，是接下來一連串驚險萬分

的遭遇： 

 

   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

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

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

珪，豈徒女百金之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32 

 

以上這些未見於《左傳》與《國語》的片段，本是取材於《呂氏春秋》與《戰國

策》。不過《史記》所述和兩書內容又略有出入，以下先證之《呂氏春秋》： 

 

   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

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

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

見一丈人，刺小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

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

「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

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為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

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眾矣！將奚不有

                                                 
32《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２。 



為也，而無以為為矣，而無以為之。名不可得而聞，身不可得而見，其惟

江上之丈人乎？」33 

 

吾人當可從比較中得知，司馬遷如何對材料進行取捨：首先改變《左傳》中

伍子胥奔吳的過程，使讓這段遭遇一波三折，險象環生；當中雖不乏取材於《呂

氏春秋》所述，然卻又非全盤採用。按照《呂氏春秋》所言，伍子胥根本未前往

鄭國，但《史記》卻讓伍子胥在鄭國有一段倉皇逃命的遭遇；其次，司馬遷又將

當中伍子胥至許，許公以唾示之方向的經過全數刪去；只完整保留江上丈人慷慨

義渡伍子胥一事。接著我們再來看《戰國策》中另一段相關的描述： 

 

   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 水，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

乞食于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霸。34 

 

在《呂氏春秋》中，《史記》採用《戰國策》出昭關、到吳國後乞食的片段。 

連繫上述二書看來，司馬遷留用了伍子胥過昭關、江上丈人渡之過河及中道乞食

等事，可謂取二書之菁華而棄其糟粕；這其中司馬遷又增添了數筆，讓整段經過

更形扣人心弦，波瀾迭生。一是在過昭關時「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

獨身步走，幾不得脫。」既是昭關守吏欲加擒拿，又是只能以徒步的方式來躲避

追捕，還差點無法逃脫，比之於原先的「橐載而出昭關」一語，其情況之危急頓

時昇高了不少；其次在漁父義渡伍子胥一事上，《史記》多了「追者在後，至江。」

                                                 
33《呂氏春秋‧孟冬紀卷十之三》，臺北：臺灣中華書局，民國６１年，頁８。 
34《戰國策‧秦策》，頁１８６。 



等語。聊聊數言，讓伍子胥身陷後有追兵，前無去路的絕境，使文章的緊張程度

大增，衝突的場面也似乎一觸即發；最後乞食的一段，《史記》改變了原《戰國

策》中「無以餌其口，坐行蒲服，乞食于吳市」的寫法，而讓伍子胥「未至吳而

疾，止，中道乞食」。如此，則伍子胥在逃亡的過程當中不僅是因飢餓而被迫向

人乞討食物，還加以染病在身，處境是更堪憐了。 

  比較至此，吾人當然可以明白司馬遷下筆取材輒能緊抓住讀者視線，稱其為

敘事的能手並不為過。然除此以外，其中也似乎還隱含著某些固定的原則脈絡頗

堪玩味。在伍子胥這個人物身上，我們不難發現作者在選取遴用材料及在潤生詞

句時均刻意地製造危急場景，提昇其中衝突的程度。理由何在？這個現象如說是

僅僅為了達到戲劇效果可能過於失之單純。吾人推論，應是司馬遷在處理伍子胥

復仇的這個題材時，有意識地讓他在過程中備受困苦，歷經萬難。由此才能造就

出伍子胥銜恥復仇，不被環境擊倒的形象。因此我們若說太史公加強了伍子胥「忍

垢」的色彩，是確有其道理的。 

 

四、塑造伍子胥「智勇雙全」的特色 

 

  在《史記》以前的著作當中，對伍子胥其人其事有較多刻畫的，只能說以《左

傳》與《國語》為最。而後《史記》而出的，如《吳越春秋》、《越絕書》等，對

伍子胥的描寫就更是生動豐富的多了。我們可以了解的是，如不是司馬遷個人對

伍子胥其人的偏愛，與《史記》對伍子胥事蹟的側重與精彩的描繪，其後很難會

有類似《吳越春秋》及《越絕書》，甚而是後世以這段史事為題材，孳乳繁衍出

眾多戲劇與小說的? 生。 



  何以說司馬遷「偏愛」伍子胥呢？我們可以在下列文字中得到證明。首先還

是得先從《左傳》中的這二段描述談起，因為它可以說是伍子胥人物形象的基礎。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

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35 

 

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

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

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

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

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殺之。員如吳。36 

 

前面曾討論過有關司馬遷以改變原來《左傳》中伍尚與伍子胥對話的內容，來達

到塑造伍子胥剛戾性格的作用。而在這個章節裡，我們要著重的是《史記》當中

傳達給讀者一個伍子胥「智勇雙全」的印象。甚至可以說，就是在司馬遷手裡，

完成了影響後世的伍子胥風貌。由上述兩段《左傳》引文看來，伍子胥和哥哥伍

尚都具備了「仁」的特質。當然，以儒家的角度來解釋，「仁」字是可以包括許

多內涵的。不過若純以這段談話來看，「仁」當以「親親慈愛」37為主要意指。

所以費無極以「免其父召之」為手段，並深信伍尚、伍子胥兄弟二人必定會因此

                                                 
35《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８。 
36《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３９。 
37《論語‧學而篇》：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
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臺北：藝文印書館，民國７０
年，頁５。 



前來。 

  在伍尚對伍子胥的談話中又提到了四項美德：孝、仁、知、勇。其中「度功

而行，擇任而往」的意義基本上應是相通的，亦即在這段文字裡，「仁」的意指

其實包涵了「知」的成分。但我們同時可以了解的是：這四項美德，其中「奔死

免父」、「知死不辟」的部分，是伍尚實踐的；而「度功而行，擇任而往」的部分，

同樣也是由身為哥哥的伍尚做到了。因此我們認為，在《左傳》中明文點出的，

是伍子胥性格為「仁」，而「仁」的所指，意味著孝親一事。 

  反觀《史記》，司馬遷意欲造就伍子胥的，並不單單只有「仁」字而已： 

 

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

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38 

 

顯然《史記》刻意把兄弟二人的個性做出區隔，尤其在這段文字當中同時出現了 

「智勇」二字更是值得注意。證諸後事發展，伍子胥助闔廬得位，此後在吳國取 

得了謀臣的地位，協助原是邊陲小國的吳國躋身中原的國際舞台，也從此才有和 

各國一較長短高低的機會。吳國因闔廬能重用伍子胥而崛起，也因日後夫差不能

用伍子胥而國勢轉弱，由此來驗證伍子胥的「智」，不亦宜乎？至於「勇」，則以

上節所述堪為註腳。能忍小忿以雪大恥，人若言勇，孰大於是？司馬遷獨具隻眼，

特拈出「智勇」二字來綜括伍子胥，可謂深得其人。 

 

                                                 
38《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６。 



四、刻畫重義之人以見伍子胥之義 

 

《史記》書中有關伍子胥的事略裡，另有兩個人物的身影同樣深深地烙印 

在讀者腦海中，那便是申包胥和江上漁父這兩個角色。這兩個人物之所以讓人印 

象深刻，在於他們同樣表現了重視道義的行止，雖然兩人所重者有別，然同時附 

於伍子胥事以出現，當中實有值得探討之處。以下先由申包胥談起。 

  申包胥一事見於《左傳‧定公四年》，其文曰：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

「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

「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

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

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上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

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

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

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39 

 

到了《史記》，申包胥事分別出現於〈秦本紀〉、〈楚世家〉、〈吳世家〉及〈伍子 

胥列傳〉中，不過卻繁簡有異。〈秦本紀〉云： 

                                                 
39《春秋經傳集解》，頁３７９。 



 

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伍子胥伐楚。楚王亡奔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

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

歸，楚昭王乃得復入。40 

 

〈楚世家〉這樣寫著： 

 

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請救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

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41 

 

而〈吳世家〉只云： 

 

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 隨。．．．十年春， 

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 

擊吳，吳師敗。42 

 

惟有在〈伍子胥列傳〉中，才有這樣一段精采的描述： 

 

                                                 
40《史記．秦本紀》，頁１０２。 
41《史記．楚世家》，頁６７８。 
42《史記．吳世家》，頁５７８。 



始伍員與申包胥友。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

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

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

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

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

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

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

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

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43 

 

在上述的引文裡，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吳世家〉一語帶過的「楚告急 

秦」和〈楚世家〉的昭王「使申包胥請救秦」，兩段敘述都對申包胥其人其事無 

所著墨；只有在〈秦本紀〉才有較為接近《左傳》的記載。除了上述三篇之外，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當是〈伍子胥列傳〉中秦哀公的一段談話，這段談話乃《左傳》 

所未見。秦哀公說：「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而這段言論特別又是 

只放在〈伍子胥列傳〉而〈秦本紀〉卻未言及，其中是否含有其他深意？ 

  若我們聯繫伍子胥和申包胥的對話，和秦哀公的談話來看，應可歸納出太史 

公的用意。申包胥忠於君臣之義，讓原本不願出兵相救的秦國能感動於他的忠義 

而答應出兵；表面上看來，恰與此成反例的卻是伍子胥，難道太史公是要以此彰 

                                                 
43《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３。 



顯伍子胥的不義？另在〈伍子胥列傳〉中申包胥曾說出一番僅見於《史記》的話， 

他說：「今子（伍子胥）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其無天 

道之極乎？」這段話和後來秦哀公所言前後呼應，它們共同指出了一點：即使身 

為無道君之臣，申包胥還依然能恪守君臣之義，這是十分可貴，也令人十分感佩 

的。而申包胥此言也道盡了讀者心中對伍子胥所為的質疑：難道為人臣者可以一 

點都不顧慮昔日君臣之情，做出這樣極端的報復嗎？但是把秦哀公和申包胥的這 

兩段話聯繫起來一起思考，我們可以釐清司馬遷看待此事的態度。秦哀公道出了

「楚無道」的事實，所以申包胥所為是難能可貴的；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句話 

其實也是在為伍子胥鞭屍之舉做出辯解，因為那是一個荒唐至極的國君為其生前 

所為的無道之行所要付出的代價；再加上伍子胥自道的「日暮塗遠」說更支持了 

被逼上絕路，於是乎違背常情的合理性。顯然太史公對於伍子胥所為是站在同情 

與諒解的立場，而並非指責。如此才能解釋何以司馬遷增生秦哀公與申包胥這兩 

段對話來。 

換言之，太史公試圖洗刷伍子胥被人認為「不義」的形象，讓後人了解他的

迫於無奈，他的不得不然。司馬遷於此的用心是很明顯的。所以申包胥事在〈伍

子胥列傳〉中出現的目的不在於反襯或突顯伍子胥的不義，反倒是引導讀者去思

考伍子胥所面對的處境和他當時心理的狀態，進一步希望後人了解伍子胥其人並

非不義之徒，而是時勢所逼，不得已而為此驚世駭俗之舉。漁父之事亦然。江上

漁父義渡伍子胥過河而不求回報，難道不也是因為同情伍子胥的遭遇，認同伍子

胥其人，因此甘冒大不韙而為的慷慨之舉？王安石嘗云：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

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

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於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

臧武仲之屬，茍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父子，又

曷可少耶？44 

 

黃省曾也提到： 

 

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撫者，君之道也，子胥之父兄無罪，而

平王殺之，則平王乃子胥之讎也，非君也；鞭之者，鞭其讎，非鞭其君也。

說者謂其以甚，亦過矣。方平王之召也，伍尚之語胥曰：「聞父召而莫奔，

不孝也；父戮而莫報，無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是以歸死自任，

而報讎負之胥也。是讎楚者，非特胥之心，亦尚之心也。胥之將奔吳也，

辭其友申包胥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申包胥曰：「吾欲教子報

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是讎楚者，在申包胥不當言，而

子胥宜自盡者也。申包胥未嘗以不報止胥，是申包胥亦知胥之當讎楚也，

孰謂鞭尸之過矣哉？45 

 

歷來許多評論家對於伍子胥的評價不一，但司馬遷將伍子胥一生所為歸結於 

                                                 
44《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１７７９。 
45《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１７８０。 



他的性格使然：「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46性格剛烈，敢愛敢恨，證諸伍子胥

至吳國後輔佐吳王，殫精竭慮，最後還因小人讒陷而死。愛君如軀，憂邦如家，

豈不義之人所能為者？是故後代部分評論家僅執其一而未見其全，對伍子胥的評

價是不夠公允的。47司馬遷在傳後的論贊中云伍子胥「棄小義，雪大恥，名垂於

後世」48，不帶一絲苛責，似乎也是有意要藉此提醒後人，別僅就著伍子胥鞭屍

一舉而全盤否定其人，而是要像伍子胥一樣「棄小義」，用較恢宏的角度和視野

來縱觀其一生，才能深要其人，了解伍子胥的「義」究竟不是可從一二事的表面

上看出的。這也可以說明申包胥事及漁父事何以俱詳於〈伍子胥列傳〉的緣故了。  

 

                                                 
46《史記．伍子胥列傳》，頁８７５。 
47 如邵寶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不能忘家。雖起讒以死，未足深累孝。知有
親而不知有國，卒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讎不必復乎？殺無極足矣。」又，凌約言曰：「子
胥之所當仇者，費無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滅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歸。則
子胥可已矣；而至鞭平王之尸，其已甚哉。」以上言論見於《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
１７７３。  
48《補標史記評林‧伍子胥列傳》，頁１７７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