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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軍事相關議題附論 

     本章主要是想結合第三章《曹注孫子》之分析以及第四、五、六章所描述

的曹操之實戰經驗，瞭解《孫子》、《曹注孫子》、曹操的實戰經驗之間的異同。

並以曹操的經驗為基礎，對軍事相關的議題進行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孫子》、《曹注孫子》及曹操實戰經驗之異同 

《孫子》一書雖以兵法為主，但其首篇《計篇》，卻強調「廟算」的重要性，

亦即是強調軍事與其他方面的關聯性，如：政治、經濟、科研等。因此在政治方

面《孫子》是以國家為基礎，而軍事是其延伸；曹操在實戰方面，其軍事與政治

之間的關係是以軍事為主，因為政治權力的基礎來自於軍事力量，此可從「兵義

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

1。」說明戰爭的目的是為了霸王之業，而「修耕植，蓄軍資」是保障軍事行動

所需的資源，加上曹操及其親族長期掌控軍務，顯示其軍事政權的特性2。 

    政體的不同連帶使得其統治方式有所差異。《孫子》關於其統治方式以「令

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曹注孫子》以「道之以教

令」；在曹操的實際統治過程中，在統治方面仍以士大夫階級為主，在各地方行

政官吏仍以儒家提倡之德治為主，經濟方面以屯田制為基礎，而軍事方面以士家

制、錯役制為控制士兵的手段。屯田制中的課稅標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與儒家

所談「十一」的稅率有很大的差距；而士家制與錯役制的施行，其目的在於強化

對士兵的控制，更顯現出對軍隊的重視。其統治性質：《孫子》接近以儒家的統

治方式；《曹注孫子》則是儒法兼具；曹操的實際施政是以其勢力需要為主。 

    軍事與政治的關係，《孫子》認為「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

惑矣。」由於軍事的專業性，不應由不熟悉軍事的人來負責軍事行動。《曹注孫

                                                
1《三國志‧魏書‧毛玠傳》 
2Andrew Heywood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政治學新論》台北市：韋伯出版社，
第六十四至六十六頁。軍事政權的主要特徵在於政府的重要職位的分配，是以某人在軍事領導階

層所佔據的地位來作判斷。而曹操以丞相為文官之首，其本身更是軍隊的總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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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則以「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更強調軍政之間的分

際，不僅是不懂軍事的人不可以治軍之外，治軍、治國兩者各有其制度，不可混

雜。在曹操勢力發展的初期，軍事與政治的關係是模糊的，有以武將兼任地方行

政首長，如夏侯惇為濮陽太守，亦有謀士率軍，如程昱率軍固守甄城。 

    將領任用方面，《孫子》重視「智、仁、信、勇、嚴」的特質，《曹注孫子》

則採與現實妥協的方式—「將宜五德備」；在實際上，曹操對於將領的特質是以

「勇能任智」為基礎，認為將領需要先有勇氣去面對戰場上的精神壓力，才有機

會發揮智慧，故勇優先於智；而任用將領時，以曹操的時代環境之下，軍權是其

權位的保障，所以軍權的分配需以能夠信任的將領為主，再派遣輔佐官來協助將

領，這是以將領對君主的忠誠心為考量所做出的妥協。《孫子》、《曹注孫子》中

的將領是一支軍隊中最有能力的人；而實際上一軍的主帥，在能力雖不一定是最

好的，但能以資歷服眾，領軍在外能夠讓曹操安心。 

    《孫子》對於將將之道的論述不多，主以「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說明在選用

良將之後，便應該不干涉軍務，而將領若無能，則不應選任為軍隊統帥。曹操在

實際經驗中具有雙重的身份—君主與將領。曹操的確是知人善用，瞭解將領的長

處，並且鼓勵其能力之發揮；也因對自身優秀的軍事能力，而輕忽了屬下的軍事

才能，可從「臨事又手為節度，從令者克捷，違教者負敗3。」瞭解曹操常干涉

部下的決策，與《孫子》的充分授權有所差異。造成此差異的原因，是《孫子》

與曹操所處背景之不同，《孫子》所選擇的是最優秀的將領，故君主在軍事方面

的判斷，難以超越在前線的將領；而曹操所派遣的將領未必有足夠的能力去應付

戰爭，並且各將領的相處關係未必能夠同心協力，曹操的《與合肥教》都可能因

諸將之心結，而不能實施4。曹操這種從遠處操控軍隊的作法，正是《孫子》所

                                                
3《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 
4《三國志‧魏書‧李典傳》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眾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

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

率眾與遼破走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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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的「亂軍引勝」5。 

    在用兵之道，《孫子》對於會戰的看法，認為「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就是先求不敗，而再求勝。曹操在官渡之戰、潼關之戰

的態度也以防守優先。官渡之戰中，曹操的防禦，讓他有機會找到袁紹軍的弱點，

以焚燬烏巢所積蓄的糧食取勝；潼關之戰則是先以主力與關中諸軍對峙，而後迂

迴敵軍後方而逼迫敵人放棄在潼關防守。都是先以守勢，等待敵人的失誤、疏於

防範，再主動出擊。 

    兩軍交戰之時，有三個面向需要瞭解：形、勢（正奇）、虛實。《形篇》所談

的內容是「攻守」；《勢篇》所談的是「奇正」。《形篇》說明攻擊與防禦在戰場上

的意義。關於戰爭的勝敗，「敗」是自己的失誤所造成，而「勝」則是依賴敵人

的失誤。《曹注孫子》認為「形」就是「軍之形也。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

要保持不敗，則需要「藏形」，就是混淆敵人對我軍的判斷。故「形」是軍隊在

交戰前，根據其意圖，所進行部署狀況之具體呈現，而瞭解此具體呈現就是「相

察情」。「攻守」的關係取決於敵我的相對強弱，也因古代科技的侷限，故強弱、

攻守關係不一定能從內部探查，只能透過從外部的觀察來試著瞭解敵軍之意圖。

在實戰方面，曹操在戰場上的態度是「與虜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

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其目的在於不讓敵人瞭解曹操的作戰企圖，也就是「藏

形」。曹操解析其潼關之戰的作戰過程，可以得知其對「形」的實際作為6。說明

曹操在攻防的選擇之中，並非單純以目的、實力作為其決策考量，而是預測敵人

可能採取之行動。故曹操雖然想渡過西河，但若直接表現此意圖，反而造成敵軍

特意防守渡口，使其意圖不能達成，故在潼關與敵對峙，吸引敵之注意。防守是

                                                
5《孫子‧謀攻篇》故軍之所以患于君者三：不知三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三軍之不可

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不知三軍之權，而同

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6《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

向潼關；賊悉眾南守， 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
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

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為備，因畜士卒之力，

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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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隱藏攻擊的意圖，形的運用不止限於兩軍的部署，若在部署之前決定了作戰

計畫，形也可作為後續之正奇、虛實的預先準備。 

    對「形」的看法，《孫子》強調攻防的選擇以及作用，「不可勝」是己方的防

禦，先立於不敗之地，等待敵人失誤。《曹注孫子》以「藏形」為主要論述，認

為「形露必敗」是因為「見成形」，也就是沒有必勝之形，只要被敵方所瞭解，

則任何的「形」都有其破解之法，在《形篇》之中，曹操極為重視「見成形」、「藏

形」，這就是「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也」的過程與對抗，「相察情」之目的在瞭

解對方的「形」，進而找出致勝之道；「藏形」則是反制對方的偵察所做出的行動。

這個過程又回到「兵以詐立」的原則，也就是「智」的作用。 

    對「勢」的看法，《孫子》強調「奇正」的用兵方法，因為可以「可使必受

敵而無敗者」。「形」是一種靜態活動，能讓自己保持不敗，而瞭解敵人的弱點，

但是戰勝則需要「勢」這個動態的過程。《孫子》認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

勝。」就充分說明戰爭的進行方式—先以正兵與敵人交戰，後以奇兵作關鍵的一

擊。《孫子》強調「奇」的作用，是因為「正」的作用取決於軍隊的質與量，而

「奇」講究在於如何取得關鍵性的一擊。故《勢篇》所談及「激水之疾，至于漂

石者，勢也。鷙鳥之擊，至于毀折者，節也。」前半段說明攻擊的威力是由於敵

我兵力差距，就是以實擊虛；後半段則是發動攻擊之處必為敵之要害。此過程的

前提就是瞭解敵之虛實，才能在敵人的要害上以最大的兵力攻擊其薄弱的防守。

也因此《孫子》在談論「奇正」的過程，沒有明確的規範出何者為奇正，是因為

不同的情況下，「奇正」的實行方式也不同，才有「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

的結論。而《曹注孫子》因為其時代的侷限性，對於奇正的看法就是「合戰為正，

後出為奇。正者當敵，奇者從傍擊不備」這是在古代戰場上的實戰經驗所得，因

為缺乏現代化科技，軍隊的移動速度、通訊管制受限之下，奇兵可以簡化為一種

簡單的交戰方式，以主力作為正兵與敵方交戰，消耗完敵方靈活運用的兵力，最

後以奇兵攻擊敵人兩側或後方防備空虛之處，造成敵軍崩潰而獲勝。在潼關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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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7，先以正兵與敵交戰，「戰

良久」就是用正兵去消耗敵軍的剩餘兵力，最後派出虎騎對敵人夾擊。這也說明

了「虛實」是可以被製造的，透過長時間的消耗戰，敵人為避免戰線崩潰，自然

會從各處抽出兵力防守，如此雖然強化了前線的兵力，也造成其他方面的防備不

足，自然無法承受敵人的攻擊。 

    關於「虛實」的問題，《孫子》強調「致人而不致于人」才能做到「形人而

我無形」，先在戰場上取得主導權，並限制或改變敵人的形，又要己方不被敵所

察，瞭解敵人的虛實以後，才能運用「奇正」。《曹注孫子》則以「虛實彼己」來

強調掌握戰場主導權，才能達成掌控敵我虛實。在潼關之戰由於曹操得到主導

權，戰場的選擇權在曹操手中，當曹操將兵力調往潼關之時，關中諸軍也將防禦

的重點移至潼關，此時關中諸軍的「實」在潼關，西河的防守就成為「虛」，曹

操才能控制西河的渡口，使得關中諸軍不得不放棄在潼關的防守，以避免遭到曹

操軍的夾擊。瞭解敵軍的內部狀況後，「虛實」不一定是具體表現在戰場部署，

關中諸軍的兵力是「實」，但是負責統馭各部隊的將領之間的關係不夠密切是

「虛」，曹操才有機會去離間馬超、韓遂兩人的合作關係，以降低敵軍兵力的質

與量。 

    「形勢」、「奇正」、「虛實」的關係相當複雜，形決定了軍隊的虛實，虛實影

響運用軍隊的策略—奇正，當新的變數加入以後，則又產生新的關係，「形勢」、

「虛實」、「奇正」三者互相影響，是彼此改變的因素，隨著將領的作戰策略而改

變，只要戰爭沒有結束，三者就會因新的變數而互相改變，如《曹注孫子》所言

的「我動彼應，兩敵相察情。」 

 

 

 

                                                
7《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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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曹操人格特質對用兵的影響 

    曹操在實戰方面的表現—軍事戰略、戰術層面，有其過人之處。其個人特質—

膽識、機智這二特質在戰場上分別轉換成堅毅、身先士卒、詭道。 

「堅毅」是指說曹操在面對苦戰時，仍夠持續維持戰意並且尋求勝機，此特

色從與青州黃巾交戰到官渡之戰為止，這段時期曹操的力量尚未具備壓倒性的優

勢，常處於均勢、甚至劣勢的情況下作戰。在與青州黃巾作戰時，全憑依曹操的

韌性才能夠鼓舞士氣，最後擊敗青州黃巾得以入主袞州8。在曹操正與徐州陶謙

交戰，後方因張邈、陳宮與呂布聯合襲奪袞州，讓曹操頓時喪失其根據地，所幸

荀彧等人堅守三城使得曹操得以做為反攻基地，在此戰役中，曹操軍與呂布軍都

曾因糧盡而停止交戰，分別就食他處。而盟友袁紹希望曹操派遣家眷作為糧食增

援的擔保品，最後因部下勸諫而打消念頭。而官渡之戰時，曹操所承擔的壓力更

是遠比前者更加龐大。在許攸叛變之前，曹操自四月將防線後移至官渡時的情況

已經陷入「眾少糧盡，士卒疲乏」
9
，直到十月時曹操用許攸的計略破壞了袁紹

軍在烏巢的糧食補給後，才取得勝利。在這六個月中，曹操所面對的是僅能全力

防守而苦等勝利的契機，而勝利的契機並不一定會出現。以現在的用語來說，曹

操具有高度的「抗壓性」。 

「身先士卒」這個特質是東漢末年割據群雄皆具有的特質，直到進入三國時

代後，以重臣貴戚為前線指揮官逐漸成為常態。此現象的產生有兩個因素—人格

特質與軍隊控制。關於軍隊控制的部分，由於此時的割據群雄大多是由各州郡的

行政首長在中央政府的無力控制下，發展出其不受中央管控的私有武力。以曹操

為例，曹操軍隊的組成有收編的黃巾軍、各地方豪族的私人武力等，這些基層士

兵與其舊主（在收編後也成為曹操軍的幹部）具有人身依附的關係，並非直接效

忠於曹操，當其舊主投效其他勢力之時，自然也會帶走其原屬之軍隊，而曹操在

                                                
8《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太祖將步騎千餘人，行視戰地，卒抵賊營，戰不利，死

者數百人，引還。賊尋前進。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太祖舊兵少，新兵不習練，舉軍

皆懼。太祖被甲嬰冑，親巡將士，明勸賞罰，眾乃復奮。 
9《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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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中的身份就是一個大軍閥憑依著本身的兵力與分配利益來驅使小軍閥為其效

命，而進入三國時代以後，由於長期的控制，小軍閥逐漸被轉化成軍隊幹部，對

舊部的控制力衰退，使得士兵的效忠對象由各級將領轉換為皇帝。 

人格特質影響「身先士卒」就在於勇氣，勇氣是由許多不同的特質所構成，

在當時戰亂的時代背景，群雄或多或少具有野心、冒險精神、膽識等特質，而「身

先士卒」更重要地是建立士兵對領導者的信心與忠誠。故曹操、劉備、孫權都曾

經在戰場上屢遭險境，幾近喪命，但是自為統帥在第一線作戰仍是需要的，必要

時也得上陣殺敵，這與《孫子》對將領的看法—不重視將領的武藝能力有很大的

出入。 

    「詭道」是曹操的軍事才能最為人稱道，也是最為鄙棄的部分。其使用詭道

的對象不僅限於敵人，連己方也運用的淋漓盡致。有「割髮權以代首
10
」、「殺糧

官以遮掩糧食不足
11
」、「卻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

12
」以維持軍隊士氣等實

例。但是「詭道」的運用仍施以敵人為主要目標，雖然「詭道」千變萬化，但是

依曹操的實戰經驗可歸類為幾個部分—在軍事戰略方面有離間、補給妨礙；野戰

戰術方面則有誘敵、埋伏、夾擊。而這些項目在一場戰役中，並不一定單獨地出

現，多以交雜使用，以達到戰勝的結果。 

潼關之戰是曹操運用詭道的經典戰役，初期雙方夾潼關對峙，關中諸軍便掉

入曹操誘敵的陷阱裡，全軍的注意力集中位於潼關的曹操軍本隊，而使得徐晃所

率領的分隊能夠渡過黃河，進而達到補給妨礙以及夾擊的可能性，迫使關中諸軍

自潼關退至渭口以避免補給路線遭到徐晃的騷擾；而當曹操先鋒部隊渡過黃河之

時，關中諸軍發動夜襲，目的在於曹操軍尚未建立橋頭堡之前，先將其前鋒部隊

消滅，但是遭到埋伏而失敗。此時曹操全軍正式與關中諸軍正面對峙，但在交鋒

                                                
10《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

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队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

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為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11《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

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

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 
12《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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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曹操邀韓遂在戰場上見面，隨後採用賈詡的離間提議，利用已修改過的書

信來破壞馬超、韓遂之間的互信，又復加以自緒戰開始關中諸軍處處受制於曹操

軍，士氣低落，各將領對於此戰役的獲勝信心不足，人人有自保之心的心理因素

下，有效地離間了關中諸軍的團結，在與關中諸軍交鋒時，曹操「以輕兵挑之，

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13」先以步兵抵擋敵人主力的進攻，並且消耗敵

方可能存在的預備隊之後，才出動騎兵向敵人的左右兩翼進行攻擊，破壞敵軍的

陣型與士兵的戰鬥意志。 

    「堅毅、身先士卒、詭道」這些特質在歷代將領之中，曹操並不是唯一兼具

的將領，曹操在此之外還有另外一項特色—殘忍，曹操對於敵人從不手軟，張邈

與曹操的關係可從「太祖之征陶謙，敕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14』」可知其

友誼之深厚，最後在攻陷雍丘之時將其全家處斬，反觀魏种的待遇大有不同
15
。    

張邈與魏种的遭遇差異甚大，曹操只因張邈是反叛首謀而不顧舊情，而看中魏种

的才能而赦免之？實則張邈對曹操而言已經失去其利用價值，為曹操接管袞州之

時，需要陳留太守張邈的支持，當張邈失去了其所有的地盤之後，曹操也真正地

征服了袞州，他憑藉的是本身的軍事力量，不再藉由各郡太守的支持，沒有價值

又是反叛主謀的張邈自然只有死亡的下場。至於魏种，對曹操而言寬恕魏种的利

益大於處死，以此做為材料，有利於成就自己愛才的名聲，更可加強部下對己的

忠誠心，自然魏种得以保存性命。也可得知曹操的殘忍是受理智所控制的，而非

一味的濫殺。 

至於「屠城」的殘忍舉動，《孫子》有云「下政攻城
16
」曹操深知《孫子》之

精要，自然瞭解攻城的損失之大，故有「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

                                                
13《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14《三國志˙魏書˙張邈傳》 
15《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公舉种孝廉。兗州叛，公曰：「唯魏种且不棄孤也。」及聞种走，

公怒曰：「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既下射犬，生禽种，公曰：「唯其才也！」釋其縛

而用之。 
16《孫子‧謀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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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表示這個命令在曹操軍中是普遍被執行而非偶發性質。這種威嚇性質的命令

必須要嚴格執行，不能有所例外，否則就完全失去該命令的價值。但是對於守城

方而言，又怎能因為此命令而放棄抵抗，故隨著曹操的軍事勝利，屠城也自難免

如影伴隨而來。 

關於曹操的人格特質在戰爭中的發揮，後人常以其狡詐、殘忍作為對曹操的

評價，雖然承認曹操在軍事方面的長才，但批評其用兵的不道德，是忽視了戰爭

在本質上就是非關道德的。反觀今日的戰爭規則，主旨保護平民、戰爭受害者的

日內瓦公約最早在西元一八六四年簽訂第一分約《改善戰地武裝部隊傷者病者境

遇的日內瓦公約》共有十六個歐洲國家簽署，真正成為世界性的規則是在西元一

九四九年由簽約國代表在日內瓦訂立並頒佈，直到今日簽署國有一百九十四國。

用現代的觀點來批評曹操的行為，而忽略曹操所身處的時代背景，這是不公正的

評價。 

 

 

 

 

 

 

 

 

 

 

 

 

                                                
17《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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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兵貴神速的補正 

由於戰爭的耗費對於國家民生的嚴重傷害，故《孫子》強調縮短戰爭的時間，

其目的在於減少戰爭所耗費的資源。除了節省資源以外，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

取得主導權，也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
18
，既使我方的攻擊策略不甚完善，仍

可藉由快速的軍事行動來壓迫敵人的反應時間，在敵我雙方的戰爭準備中較我方

不足，進而取得優勢，又加上發動戰爭的一方在戰場上有較多的選擇，便強化了

我方在戰爭中的主導權。但是綜觀曹操一生的大小戰役中，從與呂布爭奪袞州開

始至進軍荊州這個時期，曹操的用兵態度的確如《孫子》同出一轍，以快速反應

為特色。對於呂布襲擊袞州之事，曹操斷然放棄對徐州的攻略，立即回軍與呂布

爭奪徐州，此處主要的決策的果斷以及回軍的迅速，讓荀彧、程昱等人能夠堅守

城池以作為曹操反攻之基地。而進軍荊州一事，在獲得劉表病逝消息之後，曹操

全軍便加緊進軍，而新繼位的劉琮在曹操軍力的壓力以及內部不穩之下，讓曹操

兵不血刃地獲得荊州的控制權，並當劉備南下撤退時，選輕騎追擊，以避免長江

沿岸的重要軍事據點落入劉備控制，這是曹操運用「兵貴神速」的極致。 

    這不意味著「兵貴神速」就能夠取得戰場上的勝利。曹操在赤壁之戰仍延續

其精神，一方面遣使送書威嚇東吳，另一方面準備對東吳發動攻擊，企圖挾併吞

荊州的氣勢，一舉完成天下統一。赤壁之戰的結果是曹操失敗，喪失對荊州大部

的控制權，僅剩襄樊一線作為防禦。併吞荊州以及赤壁之戰，曹操都是以速戰速

決作為作戰的指導原則，但是兩者的結果差異之大令人難以想像。前者毫不費力

取得荊州；後者則是連荊州一併失去，其原因值得探究。 

以戰爭的形式來看，併吞荊州是以陸戰為主，曹操軍長期在北方進行戰爭，

故其士兵至將領的陸戰經驗十分熟稔，反觀劉表軍隊在陸戰方面的實戰經驗遠不

如曹操軍；赤壁之戰中，曹操雖然獲得荊州水軍，但其質量更不如劉表時期（指

揮系統的改變），而東吳水軍也因此更具有優勢。「兵貴神速」並沒有打亂東吳在

                                                
18《孫子‧虛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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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之戰的戰爭準備，雖然曹操總體軍力勝過東吳，但由於快速進軍所造成自身

實力的無效率，使得己方的有效戰力低於東吳，故曹操在赤壁之戰失敗。總結此

處「兵貴神速」是正確的指導原則，其目的應該是打擊尚未充分準備的敵人，也

就是在短時間中，何者能夠完成較多的戰爭準備，才能在「兵貴神速」的指導原

則下取得勝利。 

「兵貴神速」在戰爭中具有重要價值，但曹操在赤壁之戰後，對東吳的用兵

就完全背離了此項原則，緩速進軍反而成為常態—在建安十四年「秋七月，自渦

入淮，出肥水，軍合肥
19
。」、建安十八年「春正月，進軍濡須口，攻破權江西營，

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20。」、建安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十月，公

自合肥還21。」、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軍居巢，二月，進軍屯江西郝谿。權

在濡須口築城拒守，遂逼攻之，權退走。三月，王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

遼等屯居巢
22
。」而此種作戰態度已經開始遠離實際戰場交鋒，轉而為心理戰。「兵

貴神速」可能會造成敵人無暇反應而倉促應戰，但是緩速進軍更可以造成敵方心

理上的更大壓力，當敵人挾著強大軍力，緩慢的進軍讓我方全體更有時間去感受

敵人的壓迫，而內部的分歧聲音更有時間發酵。既使我方能夠上下一心抱定抵抗

的意志，面對敵人的進攻，更會加速我方的戰爭準備，此過程中便會產生資源排

擠—一切的平時運作轉換為戰時體制，自然影響到自體的各方面的發展。而當敵

人擁有比我方更多的資源時（扣除掉雙方的軍費開銷以後，若敵方所剩餘可投入

其他生產的資源仍勝過我方），假若敵方只是顯示兵威而不交戰，而我方為了因

應敵人可能發動的攻擊而進行動員，則我方資源增長速度將因比敵方低的成長

率，最終導致我方的失敗。這也許是曹操後期屢次用兵都侷限於有限戰爭，甚至

是不戰而退的理由。其緩慢進軍的目的並非僅於在戰場上取勝，而是附加訓練水

軍、威嚇孫權，若孫權毫無準備，便直接由虛轉實，攻擊之。 

                                                
19《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20《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21《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22《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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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貴神速」實則取決於發動戰爭的目的，不在於軍隊行動的快慢。目的與

行動需互相配合，而非認為「兵貴神速」就是勝利的萬靈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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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屠城對戰爭的影響 

    屠城是曹操屢受人批評非議之處。《孫子》認為全國、全軍為上，而在其文

中也沒有提及屠城，雖然不足以將《孫子》對屠城的看法直接歸類至反對屠城，

但由於《孫子》認為戰爭的花費鉅大，而人口在其他外在條件的配合之下，可以

轉化為生產力，加上《孫子》的「因糧於敵」，筆者認為《孫子》是不贊成屠城

的行為。 

    屠城的利益在於何處？曹操有「圍而後降者不赦23」的常令，可知這是曹操

軍面對困守城池的敵軍，所做的心理戰。其主要目的當然是讓敵軍放棄抵抗，以

降低我軍硬攻城池的損傷。更重要的是可以透過屠城來塑造出曹操軍的形象，一

支強悍而又冷酷的軍隊。從國淵、程昱的說法，可以稍微瞭解屠城的利益之所在： 

「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24。破賊文書，

舊以一為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聽也……
25
。』」 

    屠城的目的不僅是為了當下所包圍城池的報復，還要讓下一次戰爭中的敵人

放棄守城。「示威天下」就是提升軍隊的聲望，讓曹操軍本身就是一種恐怖壓力

的代名詞，而非僅有曹操所親領的軍隊才如此。故曹操不僅屠城，而且在曹操軍

中誇大戰果成為常例，都是為了製造出曹操軍是不可抵抗的形象。除了軍隊的聲

望以外，屠城也有另外一種利益，若將人民視為生產資源，則從人民生產中以賦

稅等方式取得利益是屬於長期性質的，可視為是複利存款，而屠城則是一次性提

款，直接將所有利益一次提領完畢。此兩種利益獲取方式的優劣，取決於我們能

夠持有存款戶頭的時間，意即是當我們無法長期佔有該城市，在考慮單純的物質

利益而言，屠城是較理想的選擇。故在東漢末年黃巾軍多對城市劫掠，就有兩個

可能的原因：第一，沒有長期統治的計畫，或缺乏對當地長期統治的能力。第二，

                                                
23《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24《三國志˙魏書˙程昱傳》 
25《三國志˙魏書˙國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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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糧食、資金各方面的支援。 

    曹操在擴張勢力的初期，在徐州屠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其父曹嵩間接或直

接因陶謙而死所造成的，另外一方面則是由於曹操的力量有限，未必能一口氣佔

領徐州並保有所佔領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屠城是屠陶謙治下的城市，也能夠削弱

陶謙的力量，以及減輕未來因戰事不順所遭到的反擊力量，無論是來自於陶謙或

地方自發性質的攻擊。屠城還可以取得物資、金錢，對士兵、整體軍隊都有所益

處。但並非百利而無一害，屠城容易造成軍紀渙散，屠城的過程中大多容易夾帶

著搶劫行為，此種行為在曹操於舞陰戰敗時，青州兵在潰敗時，仍有沿路打劫的

行為可見一斑。 

    但曹操軍的屠城行為並不僅止於初期勢力擴張之時，對於己方長期控制的城

市，若發生叛亂，仍然以屠城作為處理方式，僅有少數的例外。此舉更是遠離《孫

子》所言「令民與上同意」26，曹操則是以屠城來威嚇人民，用恐嚇的方式來逼

迫人民順服，卻忽略本身的施政可能對人民是更大的迫害，人民才會鋌而走險選

擇叛亂一途。顯示曹操過度對武力的信賴，認為專憑武力的威嚇能使得天下安

定，而缺乏對人心根本的掌握，這與《孫子》所強調的有限地使用軍事力量之觀

念有所衝突。 

故陸機在《辯亡論》有言：「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人怨27。」可

為曹操對於過度重視軍事力量而輕忽民心的態度做結論。 

 

 

 

 

 

 

                                                
26《孫子‧計篇》 
27《晉書˙列傳˙陸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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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勇能任智 

《孫子》一書的最高指導原則就是「智」，認為「智」在戰爭中是決定勝負

的重要因素，其強調「智將」是國之寶，唯有充分運用智慧才能在戰爭發動之前

消彌戰端、戰爭之中取得優勢、戰爭之後妥善處理其所附帶的惡果，故《孫子》

對將領的要求以「智、信、仁、勇、嚴」將「智」提升至首要條件。曹操認同「智」

的重要性，但是與《孫子》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其先後關係。《孫子》認為因為有

「智」才能作最周密的計畫，行事萬無一失，雖然在旁人眼中是需要勇氣來執行

計畫，對將領本身其計畫之執行非關勇氣，因為那都在「智」的運作之下，風險

已經被降低至無風險；曹操的看法認為「勇」是將領的先決條件，因為沒有勇氣

去面臨戰場上的緊張氣氛，亦即缺乏抗壓能力的將領，既使有智慧，也將會因精

神力之不足，讓智慧的效用大打折扣，唯有擁有勇氣的將領才能在緊張的戰場上

從容面對戰爭所衍生之諸多疑惑，進而以冷靜的態度去運用智慧來解決問題。此

二者的論調雖然不同，但不表示相斥，《孫子》認為「智能生勇」；曹操認為「勇

能任智」，以曹操所處的時代背景來看是兩種觀點相互成就，有「勇」才能面對

戰爭，而以勇氣為前提，復加以智慧的思考，更能夠加強「勇」的外在表現。若

將此二觀點分割出來，則曹操的看法在現實的戰場上是比較有用的，因為人的智

力難以達到《孫子》所要求的完美狀態。《孫子》就是理論，故可以用理想形式

去除其他變數以方便建構其理論。曹操則是必須進行真實的戰爭，而《孫子》的

理想中的智將並不存在，唯有勇（膽識）才能有機會在戰場上發揮其智慧，將領

與謀士的差異就在於此處，能否在戰爭最激烈的前線上做出最理想的決策—取決

於許多種人格特質，這些特質的集合就是曹操所提及的「勇」。 

「勇」對於將領而言是一個重要的人格特質之集合，《孫子》與曹操都重視

此特質集合，差異僅在與其他特質的順序先後，《曹注孫子》仍以「將宜五德備」

認同《孫子》的「智信仁勇嚴」，也透露出與現實的妥協—如果能兼具是最好的，

既使有所欠缺其中某些特質也是可以任用。如曹操部下中的勇將許褚，其特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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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心、武勇，其職務主要以護衛曹操為主，很少有機會單獨自領一軍作戰，便可

得知曹操對各種類型的將領，並不苛求全才，重視的是讓其發揮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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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十則圍之的迷思 

《孫子》有云：「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

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28。」這個因應敵我數量所決定之各種作戰方式

被視為一種典範，幾乎成為一種迷信。若這個十倍的差距是比較雙方整體軍力所

得出的結果，弱方應該試著避免戰爭；若雙方軍力相當，而此十倍差距是局部性

優勢，則應該注意敵人其餘十分之九的軍隊之意圖，因為反過來就是敵人以十分

之一的軍隊，牽制了我軍全軍行動，意味著我軍在其他方面都處於不設防的狀態

之下，即使我軍毫無損傷便消滅了敵軍之一部，但我方卻失去更多重要的據點，

仍是得不償失，這是《孫子》所沒有提及的地方。 

《孫子》的論述中缺乏前提，而後人就以此數量模式來進行作戰；在此處《曹

注孫子》提出「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

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說明此數量模式的前提建立在敵我雙方情

況均等，唯有數量上的差異。而曹操也以自身的例子作為說明，當其他主客觀條

件有利於己之時，此數量比可以隨著對己方的有利情勢而改變，曹操便以兩倍兵

力圍下邳並生擒呂布。這意味著敵我兵力之多寡與其應採取的方法仍然取決於其

他條件，兵力數量是重要的考量，但不決定一切作戰方式。至此曹操並沒有否定

《孫子》的論述，而是以自己的注釋讓此論述更加完備。 

    兩軍交鋒之際，我方的軍隊自然是越多越好，因為數量對戰勝是有正面意義

的。但在現實中，受限於後勤、人口等因素，軍隊數量不可能無止盡的增加，故

兵法才有存在的意義。用兵之法是教導將領如何以有限的資源（軍隊），去爭取

最理想的勝利（我方損失少而戰果豐碩）。若有無限的軍隊與有限的敵軍交戰，

在不計損失的消耗過程中，我軍必然獲勝，此時兵法就沒有意義。 

    「十則圍之」在實戰中的意義有限，不應該是指導戰爭的教條，從曹操的實

戰經驗可知： 

                                                
28《孫子˙謀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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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十則圍之是在敵我雙方各種條件相同之下，所能採取的手段。 

貳、用兵的重點在於如何利用外在條件，分析敵我情勢，以最少的兵力完成任

務，而非全賴軍隊數量。 

    《孫子》所言「十則圍之」只是一個舉例，並不是絕對的規則，這可從「兵

非貴益多，惟無武進，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29」得知軍隊的數量多寡是依我方

將領的能力，兩者配合之下能夠戰勝敵人即可。依循此概念，將領在實戰中所面

對的情況與《孫子》所論述的順序相反，應該是「不若則能避之，少則能逃之，

敵則能戰之，倍則分之，五則攻之，十則圍之」，而在「敵則能戰之」的階段，

我方就能夠取勝，又何需等待擁有兩倍以上的兵力才能戰勝敵人。《孫子》為何

在《行軍篇》時才提及兵力足以取勝而不求多？我們不得而知。曹操意識到《孫

子》的缺漏，以「將智勇等兵利鈍均」做出修正。但「十則圍之」仍然是眾人朗

朗上口，奉為圭臬的原則，令人感到遺憾。 

 

 

 

 

 

 

 

 

 

 

 

 

                                                
29《孫子‧行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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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軍事與經濟的關係 

    《孫子‧作戰篇》闡述了軍事與經濟的關係，說明軍事行動必須以經濟作為

後盾，長時間的軍事行動，將會導致經濟弱化，造成國家崩潰。《曹注孫子》對

於軍事與經濟的關係之看法與《孫子》相同，但曹操在施政的過程中，用實際行

動來說明其觀點。 

    曹操的經濟方面的措施有三個面向：屯田制、租稅、節約政策。 

    屯田制是曹操最重要的經濟政策，其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恢復社會秩序，

讓因戰亂所產生的流民，從新投入生產，進而穩定地方秩序。二、對糧食生產的

掌控，提供穩定的糧食收入。 

    租稅可分為兩個部分：屯田民與州郡民的稅制。屯田制的租稅，以是否使用

官牛作為課稅標準，沒有使用官牛是上繳百分之五十的收穫；使用官牛者是百分

之六十。而州郡民的課稅方式可從《收田租令》所言「其收田租畝四升，戶出絹

兩匹、棉二斤而已，他不得擅興發。」這是戶調制的開始。「調」在東漢時期已

經出現，但尚未形成制度，而曹操的《收田租令》讓「調」成為固定的徵稅方式，

取代了漢代的口賦、算賦。此制度的形成是源於東漢末年的戰亂，對當時的貨幣

經濟的傷害，使得自然經濟再次興起，而繳納稅賦的方式轉以實物為主，此改變

的主要原因在於糧食生產的減少、通貨膨脹30。 

    節約政策方面，曹操頒佈了禁酒令，酒類的釀製是違法的31，而禁酒的目的

在於愛惜糧食32。曹操的節約政策不僅是透過法令來禁止人民浪費糧食，他本身

                                                
30《三國志‧魏書‧董卓傳》悉椎破銅人、鐘虡，及壞五銖錢。更鑄為小錢，大五分，無文章，

肉好無輪郭，不磨鑢。于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 
31《三國志‧魏書‧徐邈傳》魏國初建，為尚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沈醉。 
32《後漢書‧列傳‧孔融傳》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書爭之，多侮慢之辭。引注融集與

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

星之燿，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

解灿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墒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

斬白蛇，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袁盎非醇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酣

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原不餔纸歠醨，取困於楚．由是觀之，

酒何負於政哉？」又書曰：「昨承訓荅，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

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笃文

學；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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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的日常花費相當節省，這可從其生平與后妃生活情況所得知。 

    曹操這些經濟政策都以「糧食」為主要課題。在自然經濟下，糧食與布匹本

身雖然是消耗品，但也可以視為貨幣的另外一種形式，此可從《賜袁渙家穀教
33
》

以及曹丕向曹洪借貸事得知
34
。從此處看來曹操的經濟政策之主要目的在於掌握

糧食，糧食不僅是維持人的生命之所需，更是獎賞部下的工具。換句話說，《孫

子‧作戰篇》所言「日費千金」，在曹操所處的環境下變成大量的糧食消耗，此

情況比在貨幣經濟下的《孫子》更嚴苛，其原因如下： 

壹、貨幣的儲存遠比糧食簡單，因為金屬貨幣會因氧化而損耗；但是糧食在儲

存、運送的過程中損耗更大。 

貳、由於貨幣的體積與重量比實物小，使用上更便利。在加上金屬貨幣都是以貴

金屬為材質，因其物理性質而具有可切割性，實物的糧食礙於其體積不利攜

帶；布匹雖然較糧食便於攜帶，但因不具有可切割性是其缺點。 

故曹操的經濟政策著重於糧食生產與節約，其原因如下： 

壹、糧食與布匹，前者是人維持生命之所需；後者是實物交換的基礎。 

貳、掌握大量的糧食，有利於維持社會秩序（人民無需逃荒）、軍隊戰力的維持

以及提供軍需購買。 

以上的經濟措施來看，軍事與經濟的關係是十分密切的，軍隊的組成就是人

員與器械，前者需要糧食；後者本應用金錢支付其費用，在自然經濟的情況中，

則是以糧食或布匹進行交換。在戰亂時期人口大量減少，除了直接在戰爭中死

亡，主要因為戰亂導致農民拋棄田地，最後是因糧食生產不足而發生飢荒，造成

人口大量死亡，而糧食變成為招納人民的重要誘因。糧食是養活農民的基礎，唯

有控制農民才能得到穩定的糧食收入，穩定的糧食收入才能維持軍隊所需，而軍

隊提供勢力的擴張（意即取得更多的農耕地）、保護領土（避免糧食被掠奪）、維

                                                
33《賜袁渙家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以太倉穀者，官法

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34《三國志˙魏書˙曹洪傳》引《魏略》文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洪不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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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治安（鎮壓不受管控的人民）的功用。曹操對糧食的重視，並不是曹操的特殊

見解，重農思想從先秦就已經產生。與曹操同時的群雄也並不是沒有意識到糧食

的重要，公孫瓚開設屯田與袁紹作持久戰而取得勝利，體認到糧食的重要性
35
。

雖然曹操在屯田方面不是最早的，但其規模與持續的時間是曹操成功之處。 

    前面所談圍繞著經濟支撐著軍事，我們必須承認經濟對軍事而言是不可或缺

的基礎。但是軍事對經濟也有其重要性，前文所提及的公孫瓚就是最好的例證，

公孫瓚在戰事失利之後，說了一段話：「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館千里，積穀三百萬斛，

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36。」但最後仍被袁紹所滅。說明了經濟對軍事固然重要，

可是經濟需要依賴軍事來保護其成果不受他人掠奪。 

軍事與經濟的關係如下： 

壹、對經濟而言，軍事是昂貴並且不利於經濟發展，戰爭總是消耗資源，而不像

經濟能夠將資源再次投入生產。 

貳、軍事雖然耗費資源，但是其功能有保護經濟成果不受掠奪、擴張經濟版圖（在

古代是奪取勞動力與耕地，在工業化之後是奪取資源與市場）。 

參、軍事對經濟而言是必要的惡，需要注意的是如何在最有效率的情況下，將資

源分配至兩者。 

但曹操因為平定天下的需要，在軍事方面不僅是要有自保的能力，更需要戰

勝群雄的軍事力量，自然必須壓縮分配至經濟方面的資源，而頻繁的戰爭，糧食

不足更為常見
37
。曹操了解過多的軍事行動必然會造成經濟的破壞，但統一必須

透過戰爭來達成，故只能以軍事為主，經濟為軍事的需要而生產。 

                                                
35《後漢書˙列傳˙公孫瓚傳》興平二年，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

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飢困，餘眾數千人退走。 
36《後漢書˙列傳˙公孫瓚傳》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埽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

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樓不攻。今

吾諸營樓館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 
37《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

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眾，不

然事不解。」乃斬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