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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曹操的軍隊人事管理 

第四章主要探討的焦點在於「戰略」，實際上「戰略」與「戰術」是互相依

存。「戰略」的執行需要「戰術」作為行動的工具，「戰術」的施行則是依賴「戰

略」的指導。「戰略」缺乏「戰術」的執行便成為空想；「戰術」的施行若缺乏「戰

略」的指導則將成為盲動。 

而本章主要的焦點在於戰術的基礎—軍隊。戰術的執行不能只考慮將領的能

力，更需要一隻能夠配合戰術指導的軍隊，若軍隊素質不佳，將造成戰術執行的

失敗或者限制了行動選擇。故要探討戰術之前，則需瞭解軍隊與其組織的狀態，

才能明白其能力所及之處。 

第一節  武力的組成：募兵、黃巾軍、割據勢力、外族兵 

 曹操軍的士兵來源主要有幾個途徑：募兵、部曲、黃巾餘黨、割據勢力、外

族兵。這幾個來源都是本節想要探討的主題。曹操成立自己的私人武力時，最初

主要是以募兵以及部曲為主
1
。而在隨後的戰爭中，尤其是與黃巾軍作戰時，收

編了青州黃巾，挑選其精壯成為「青州兵」，在併吞其他諸侯之後，其所留下的

兵力，以及降服外族所提供的兵源。如此複雜的兵力來源，對於軍隊的團結與組

織也是一個隱憂。 

壹、募兵： 

    關於曹操募兵的資料，最早可從他在己吾起兵時「散家財，合義兵」得知。

當時曹操本身沒有任何的根據地，沒有辦法透過地方政府的組織—國家公權力來

徵集士兵，只能用募集的方式吸引自願的人民從軍。招募一般的人民在漢末有一

定的困難存在，因為東漢末期天災人禍不斷，人口數量也正在下降，田地拋荒、

人民逃亡至相對安定區域或寄身於當地豪族以求安定，而當時戰爭頻繁，從軍為

高風險的職業，其報酬又甚低，當時各地諸侯強如袁紹「軍人仰食桑椹」可知從

                                                
1關於「部曲」的含意隨著時代不同而改變，在西漢「部曲」僅指軍制，而從東漢至魏晉南北朝

逐漸演變為私兵與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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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的待遇僅比一般人民好一點，在平時至少軍隊能夠保障最低限度的生命安全，

免於「民人相食」成為他人的食物。 

    直接向人民募兵的成效有限。曹操也有其他兩種募兵的來源： 

「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

千餘人。」 

這種募兵的方式，實際上是直接向各地方政府募兵，但是為何各地太守、刺

史願意提供兵力給曹操，私底下的過程缺乏史料證明。可能有某程度的交易，例

如代表該地方對曹操背後的盟主袁紹表示順從。這種兵力來源相當於正規軍隊，

可是由於士兵具有相同地域關係，當遠離家鄉時，其不滿情緒也容易被組織起

來，曹操率軍北還時，在龍亢就發生士兵叛亂。 

    另外一種則是透過地方豪族來募集軍隊。 

「樂進字文謙，……，以膽烈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

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陳都尉2。」 

「張遼字文遠，……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

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

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

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3。」 

「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

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為虎士
4
。」 

「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為騎都尉，

妻以從妹，甚見親信5。」 

    這幾個例子的共同點都是因為募兵或率眾投降得到更高的官職。其次，他們

在所募兵的當地都具有一定勢力，張遼原為郡吏後被派遣回河北募兵，張遼本身

                                                
2《三國志‧魏書‧樂進傳》 
3《三國志‧魏書‧張遼傳》 
4《三國志‧魏書‧許褚傳》 
5《三國志‧魏書‧任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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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雁門馬邑人；許褚在「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任峻

以宗族賓客家兵歸附曹操。這些資料來看，可以視為以官職讓地方豪族自願投

效，因為大亂之時，人民依附地方豪族以求自保，這是可以預期的，透過這個以

兵授官的方式，讓地方豪族勢力有管道能夠進入曹操勢力，同時曹操也能夠以此

補充兵源去增強勢力，更大的地盤吸引更多的豪族加入，與地方豪族成為共榮共

存的一體。 

貳、黃巾餘黨： 

    黃巾之亂爆發於靈帝中平元年（西元一八四年），在其主力被東漢鎮壓之後，

其殘部持續在各地抵抗，以曹操收編的青州黃巾來看，在初平二年想要與黑山黃

巾合流，在東光被公孫瓚擊敗，遭到極大的損失6。但在初平三年能夠重振勢力

進攻袞州，這與其內部組織有很大關係，以曹操在擊敗潁川黃巾後，「得賊資業
7
」

奠定屯田的基礎，黃巾軍並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其成員包含了士兵的家眷。簡

言之，黃巾軍是一個具有遷徙性的軍事生產混合體，遷徙性是因為對漢朝而言他

們是需要剿滅的反叛軍。要能夠攜家帶眷又兼顧戰鬥，其內部一定具有基本的組

織才能夠達到。 

從曹操收編青州黃巾之後，將其精壯者稱為「青州兵」，擁有自己的番號。

這個可以由曹操死後，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8」可知此時青州兵

仍保有自己的番號，而此時距離曹操收編（初平三年，西元一九二年）已經二十

八年，若加上之前青州黃巾的時期，這隻部隊已經存在超過三十年，其中很有可

能是採用「父子世襲」的制度，可能是曹操實施「士家制」的胚型。 

而曹操對「青州兵」也比較寬容，關於對待青州兵的資料主要有兩項： 

「……（呂）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9。」 

                                                
6《後漢書‧列傳‧公孫瓚傳》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笃

其車重數萬兩，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

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 
7《三國志‧魏書‧任峻傳》引《魏武故事》 
8《三國志‧魏書‧臧霸傳》引《魏略》 
9《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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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10。」 

曹操對待青州兵的優意寬待，與前文所提及的詔令內容有很大的差異，在詔

令中可以看見對「軍法」的重視以及嚴格。這種差異性與青州黃巾的收編有很大

的關係，加上前文所提及的黃巾軍內部的組織及後來發展的「士家制」，造成曹

操當時以及曹丕繼位時對青州兵的柔性態度。 

參、割據勢力： 

    曹操對割據勢力所屬的兵力收編，主要以袁紹跟劉表勢力為主。 

在官渡之戰後，曹操因袁紹餘眾偽降而坑殺之
11
。實際上這些所謂「偽降」

是在戰亂之中不知袁紹存亡，在得知袁紹依然活著，才從「降」轉變成「偽降」，

這是以曹操的角度來看。說明袁紹軍隊對其舊主的忠誠心。曹操軍隊在官渡之戰

雖然取得勝利，實際上軍隊已經精疲力盡，無力控制數量龐大的降兵，又加上袁

紹尚存，若降兵發動兵變，可能會讓曹操由勝轉敗，故曹操必須在最快的時間解

決這問題。 

    但是劉表勢力的兵力收編又是另一種情況。當劉表病故由其子劉琮繼位。他

選擇向曹操投降，並且連同大部分將領、官員一起投降，曹操直接對這些投降的

文臣武將以封爵為籠絡手段「蒯越等侯者十五人
12
」、「以劉表大將文聘為江夏太

守，使統本兵」13，運用劉表在世時所建立的體制，繼續運用這些軍隊。 

    在面對投降的軍隊或俘虜，會因戰爭狀態決定其處置方式。若投降的軍隊所

屬原勢力仍然與曹操處於戰爭狀態，則必須考慮陣前倒戈的問題，而採取坑殺手

段。若是該勢力主動投降，則是保持原有體制。 

    我們關注的焦點在於這些歸附部隊在曹操軍中的地位。有關的資料如下： 

「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

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

                                                
10《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11《後漢書‧列傳‧袁紹傳》 
12《後漢書‧列傳‧劉表傳》 
13《三國志‧魏書‧武帝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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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14。」 

「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

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
15
。」 

    此兩件事情說明朱靈是主動歸附曹操，他本來是袁紹派來助戰，最後決定歸

附，士兵也因為對朱靈個人的愛慕，一同歸附曹操。我們不明白曹操為什麼討厭

朱靈，但是曹操在奪兵的過程中十分謹慎，派遣因「以法御下」而「不甚得士眾

心」的于禁來剝奪朱靈的兵權。 

    從此可以得一些訊息。首先，對於歸附的軍隊由於士兵與將領的人身附屬關

係，在歸附之後很可能保有原來的從屬關係，不會被拆散。從曹操想要剝奪朱靈

兵權的過程中，派遣「威重」著名的于禁來進行。可見朱靈所指揮的軍隊，雖然

在形式上是屬於曹操軍的一部，但是實際上在進行將領更替仍要謹慎從事以防兵

變。可見士兵與將領的關係勝於士兵與君主的關係，需要以漸進方式讓士兵從將

領的私兵逐漸轉換成國家軍隊，這也是「士家制」形成的重要原因。 

肆、外族兵： 

    前言已經提到東漢末年由於天災人禍不斷造成人口減少。外族人口雖少，仍

然是補充兵源的方式之一。尤其北方的外族主要以騎射見長，三郡烏丸就有「天

下名騎」之稱。盤據北方的袁紹對於外族採取籠絡的方式，並且取得其兵力上的

協助16。 

    曹操運用外族兵力的時間主要在於建安十一年（西元二零六年）時在柳城擊

敗袁熙、袁尚與三郡烏丸聯軍之後，幽、并兩州所統烏丸萬餘落遷移到中國，並

且讓烏丸部族保有自己的組織，由其部族首領帶領部眾參加戰爭17。 

關於外族軍隊的參戰紀錄如下。 

                                                
14《三國志‧魏書‧徐晃朱靈傳》 
15《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16《三國志‧魏書‧武帝操》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 
17《三國志‧魏書‧烏丸》幽州、并州柔所統烏丸萬餘落，悉徙其族居中國，帥從其侯王大人種

眾與征伐。由是三郡烏丸為天下名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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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軻比能本小種鮮卑……．建安中，因閻柔上貢獻。太祖西征關中，田銀

反河間，比能將三千餘騎隨柔擊破銀18。」 

    從這裡可以得知，外族軍隊在曹操勢力中，並不納入曹操的管理，比較接近

雇傭兵或者是附庸國的軍隊。這些外族軍隊的服從與否取決於利益關係，唯有中

國勢力強盛時，他們才有可能服從中國的指揮，如東漢與南匈奴的關係，在中平

四年由於前中山太守張純反叛，靈帝詔發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劉虞討之，導致部

眾不滿，造反襲殺單于
19
。既使單于願意服從漢朝的調發，部眾也不會完全贊成。

又加上外族在戰爭中劫掠財物是常態，對於曹操軍而言這是不好的影響，所以外

族軍隊的調發大多都是因為突發性，如上文中是在曹操西征關中，田銀在河間作

亂，所以軻比能才率軍參戰。 

    從以上幾個兵源來看，雖然劃分為募兵、黃巾餘黨、割據勢力、外族兵。但

是曹操的軍隊還是以漢人為主，外族兵僅是作為臨時性的輔助，或者是借重他們

的騎射能力，不成為作戰的主力。 

    割據勢力的軍隊其實只是由不同的勢力在不同的地點所募來的軍隊，其實都

是以募兵為基礎。唯一的差異在於當人民成為士兵後，在各勢力底下所受到的訓

練以及環境的不同，造就出軍隊的差異，如曹操的軍隊都屬北方人對於水上作戰

不熟悉，而收編過來的劉表軍隊在水上作戰便就有經驗，可惜的是在赤壁之戰中

損失了已收編的劉表軍隊，讓曹操軍的水戰能力缺乏大量有作戰經驗的老兵。 

    最後則是黃巾餘黨，他的組成主要來自於農民，由於信仰以及當時政治黑暗

而起身反抗漢朝。史稱「黃巾為賊久，數乘勝，兵皆精悍
20
」他們的精悍是用戰

鬥洗鍊出來的，具有戰場經驗，但是也由於以「抄略為資」的習慣，軍紀不甚嚴

明是其缺點。曹操收編了青州黃巾之後選其精壯者為「青州兵」，曹操勢力仍以

募兵與青州兵為主要戰力。 

                                                
18《三國志‧魏書‧鮮卑》 
19《後漢書‧列傳‧南匈奴》 
20《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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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曹操的治軍 

曹操是如何管理軍隊，如何讓軍隊能夠在戰場上操控自如，這些包含了許多

環節，如訓練、軍事要範、指揮、軍令傳達等部分，前文嘗試去認識曹操軍的組

成，本節則要探討曹操如何組織、訓練軍隊。 

關於曹操軍的實際情況並沒有太多資料，訓練組織的部分，很大部分是延續

東漢的制度，但是也因應當時環境做出一些新的改變，曹操的措施承接了東漢傳

統，但是也為魏晉南北朝建立了新的制度基礎。 

軍隊控制的部分主要以士家制
21
、錯役制

22
來維持士兵的忠誠，此處意欲探討

其形成與效果。關於軍法制度從《軍令》等來瞭解出軍隊的紀律與訓練的方式。

而綜合這些手段來分析曹操的作法與《孫子》一書的異同。 

    關於軍隊忠誠心的維持，「士家制」實際上是一個保證兵源的方式，因為成

為士家以後，士兵的戶籍有別於一般民戶，並且有嚴格的管制，只能在士家中彼

此婚配，不得與其他一般民戶混淆。其終身職業就是父死子繼的軍人，他們沒有

仕官的資格，除非在作戰中取得特殊的功績才有可能脫離士家戶籍。 

    「錯役制」是將士兵與家屬分離兩地，家屬會被集中在某些區域，曹丕曾經

打算遷移居住在冀州的士家十萬戶去充實河南的戶口
23
。而在曹操佔領鄴城之

後，便興起一股將領紛紛將宗族、部曲遷入鄴城的風氣，關於此方面的記載最早

可從李典在「鄴定，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曹操

欣然同意，把李典宗族等遷至鄴城，並且以破虜將軍來獎勵他的行為，此外還有

田疇、臧霸、孫觀等人都有留下紀錄。此種風氣不必然是完全自願性質的，但是

我們在前一節也談到曹操軍隊的士兵有部分的來源是由地方豪族本身擁有的私

                                                
21關於士家制的形成，必須從東漢光武帝時罷州郡兵說起，西漢時期的徵兵制仍為主流，而光武

帝罷州郡兵之後，東漢逐漸以募兵制為主，並且開始出現世兵制的型態。士家制有幾個特色：世

代為兵、有其專屬戶籍制度、家屬集中管理。關於其詳情可見《魏晉南北朝兵制研究》。 
22錯役制是基於士家制的一種管理方式，其內容主要是讓士兵與家屬分離，將家屬集中管理，與

士兵的駐紮地分離，在曹操時期的法律中，士兵逃亡，家屬也必須被問罪，錯役制之下，士兵難

以連同家眷一起逃亡，或者是連同家屬集體反叛，是以親情關係來防止士兵逃亡的制度。 
23《三國志‧魏書‧辛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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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武力所組成，這些部隊本身與豪族出身的將領有緊密的人身附屬關係，而曹操

的軍旅生涯中，發生軍人叛變的次數不少，這股搬遷宗族到鄴城的風氣，是為了

和緩曹操對各部隊將領的懷疑心，雖然是由將領們以自願性的方式請求遷移，實

際上他們未必有選擇的權力。 

    這個措施執行之後，就很明確的連將領與家屬都是處於兩地分離的情況，在

與呂布作戰時，「屯營不固。太祖乃令婦人守陴，悉兵拒之24。」家屬與士兵尚未

分離已經相去已遠。 

    曹操對於軍隊的控制並不僅以這兩個制度為止，他也曾經在詔令中提供對士

兵戰死以後，對家屬的照顧。 

「自頃以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士死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

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

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存恤從軍吏士家室令》 

「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

識，使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

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視其先人。魂而有靈，

吾百年之後何恨哉！」《軍樵令》 

     從此兩篇詔令的內容來看，曹操對士兵的照顧十分重視，但是配合著「士

家制」、「錯役制」來看，這篇詔令就不是那麼的令人讚賞。對於「將士絕無後者，

求其親戚以後之」，非常符合傳統觀念，人身後總是希望能夠繼續獲得血食的供

奉，但是對曹操而言這只是維持士家制的手段，如果將士無後則意味著兵源流

失，而為陣亡將士尋求繼承者，但是成為士家實質上比成為屯田戶還為更差的待

遇。「士亡法」的處罰範圍從士兵本人延伸至妻子25，最後曹操曾一度打算擴及父

母兄弟
26
。可見士家制只是曹操在統一天下的過程中的工具，對士家所付出的不

                                                
24《三國志‧魏書‧武帝操》引《魏書》 
25《三國志‧魏書‧盧毓傳》時天下草創，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

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巿。 
26《三國志‧魏書‧高柔傳》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



 180 

及其所需。雖然發生叛亂事件27，但不能否定士家制的相關措施對控制士兵的效

用。 

    關於軍隊的管理方面，以現存的資料來看最主要為《選軍中典獄令》與《鼓

吹令》。 

「夫刑，百姓之命也。而軍中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死生之事，吾甚

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選軍中典獄令》 

此篇主要提到「刑」的重要性。尤其是在軍中，處罰方式動輒以死刑來執行，

而曹操治軍又以「法」為其特色，所以對於軍法審判格外重視，公平的審判才能

讓法律為人敬畏，才能夠被徹底執行。 

「孤所以能常以少兵敵眾者，常念增戰事，忽餘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

行，為戰士愛馬也；不樂多署吏，為戰士愛糧也。」《鼓吹令》 

    此處說明曹操的管理方式在於簡易行政機構，減少冗官。這對於軍隊的好處

有減少人事支出、縮短訊息傳遞的時間、事權統一、方便管理這些優點。 

    更細節的就是軍法的實施。以《軍令》、《步戰令》、《船戰令》來看。《軍令》

的內容接近於平時軍營的情況。其內容為： 

「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

著箭。犯者鞭兩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賣之，犯令沒所賣，及都督

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

幡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

髠翦以徇。軍行，不得砍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棗。」《軍令》 

內容以為調整弓弩、禁止屠殺販賣、行軍的標準作業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簡稱 SOP。）、行軍嚴禁破壞農業生產，屬於平時軍中的相關法令，處

                                                                                                                                       
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

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

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

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活者甚眾。 
27 《三國志‧魏書‧趙儼傳》時被書差千二百兵往助漢中守，署督送之。行者卒與室家別，皆
有憂色。署發後一日，儼慮其有變，乃自追至斜谷口，人人慰勞，又深戒署。還宿雍州刺史張既

舍。署軍復前四十里，兵果叛亂，未知署吉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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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比較輕微。 

而《步戰令》《船戰令》的內容就屬於作戰規範，其內容詳細敘述了許多在

交戰時，各種行為的處罰： 

「嚴鼓一通，步騎士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

幡所指，住者結屯幡後。……臨陳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

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

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

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

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妄行陳

間者斬。……兵進，退入陳閒者斬。……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

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

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

陳，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陣

後，察凡違令畏懦者。……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弗捕執，及不言于吏，

盡與同罪。」《步戰令》 

    主要是以軍法來使作戰時部隊行動整齊畫一，使得「勇者不得獨進， 怯者

不得獨退28」其最後也談到士兵逃亡的問題，即使士兵逃亡後歸還部隊，仍然是

死刑，並且沒有協助抓拿或報告也要受到連坐處分。可見士兵逃亡影響的範疇之

大，要連坐到家人，與前文所提及的士家制也是息息相關，可知「士家制」的不

得民心。 

《船戰令》的內容與《步戰令》大致相同，只是地點從陸地改到船上： 

「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

各當其所，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

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處。違令者斬。」《船戰令》 

                                                
28《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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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步戰令》相同非常強調秩序的重要性。由此處看來當時的戰場上，最大

問題在於通訊及秩序。屬於作戰規範，其處罰就比《軍令》大不同，都是以死刑

作為處罰方式，又與前面《選軍中典獄令》互相呼應，因為用法嚴苛所以重視司

法單位。 

    曹操的治軍方式有幾點特色：第一，以法治軍，而且軍法相當嚴苛，士兵逃

亡的處罰極重，重視司法機構。第二，「士家制」及「錯役制」的實施，顯示當

時主、客觀環境造成士兵逃亡風氣之盛，曹操與士兵的關係是依賴嚴刑重罰來維

持。第三，曹操對於士兵並不僅是單純的壓榨，也有提供相關的福利措施。 

    以上三個特色對於士兵而言，隨著社會秩序的穩定，以及農業生產的復甦

下，軍隊不再是個人求生存的最佳庇護所，自然逃兵便成為士兵另外的一條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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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曹操的用人原則 

曹操以「魏武三詔令」受到後世的許多批評—只問才能不問道德，後世史學

家認為曹魏最終被司馬氏所篡的主因，就是對於人才不要求道德。這都是屬於事

後論，到底「魏武三詔令」有多少影響，曹操真的用人就不問道德，還是僅作了

部分讓步，而非如詔令所言的完全忽視道德。這就是此章節所關注的焦點。 

關於「魏武三詔令」的發佈時間分別為建安十五年《求賢令》、建安十九年

《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建安二十二年《舉賢勿拘品行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

也，曾不出閭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

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

後可用，則齊桓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

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

而用之。」《求賢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

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敕有司取士毋廢偏短令》 

「昔伊摯、傅說出於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

縣吏也，韓、陳平負汙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

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奏人不敢東向，在

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

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或

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舉賢勿拘品行令》 

這三篇詔令若與東漢桓靈時期的民謠「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若雞」相比較，由於東漢末年政治腐敗，人才任用

的管道已經腐敗，才會出現這樣的民謠。曹操本身又尚「商、韓」，以法家的「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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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法」來駕馭人才，只要能控制好臣下，臣下的才華也就成為君主的。 

從這三篇出現的人物來看，《求賢令》提到孟公綽、姜尚、陳平。《敕有司取

士毋廢偏短令》提及陳平、蘇秦。《舉賢勿拘品行令》則以伊摯、傅說、管仲、

蕭何、曹參、韓信、陳平、吳起。 

這些人物都是具有才幹，但是在道德、出身方面以傳統觀點來看有缺陷的

人，唯有陳平在這三篇中都被曹操所提及，他為人所詬病的就是「盜嫂受金」，

從「盜嫂受金」來看，陳平就是愛錢、愛女色。對於統治者來說這些喜好遠比愛

好權力容易接受與滿足。而當時曹操的目標在於平定天下，需要的就是像陳平一

樣能夠為他出奇策的人才，至於陳平在道德上的瑕疵，對於曹操而言那一點也不

重要，重要的是曹操本身依「勢、法、術」能夠控制他就好。以劉邦與魏無知的

對話更可以瞭解曹操的想法： 

「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

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

計誠足以利國家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 

此時曹操也是在為了消滅劉備、孫權而努力，雖然他不像劉邦一樣在軍力上

「弱漢敵強楚」，但是劉備、孫權的智計用人又遠勝於項羽。天下人才並非全都

聚集在曹操身邊，比曹操更具有人才優勢的劉邦仍然重用陳平，曹操怎能比劉邦

更不重視人才。從「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就能夠瞭解曹操對

人才的重視。 

《魏武三詔令》的「唯才是舉」的原則，來看曹操實際所用的人才。他所任

用的人才以荀彧為首，荀彧為他延引了「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群，海內則司馬

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

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

皆以智策舉之
29
。」這些人普遍來說都很有才幹，但是道德方面除了戲志才、郭

                                                
29《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引《魏氏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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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有「負俗之譏」可能是私德有虧，而杜畿的「簡傲少文」這只是缺乏儒家的德，

還不至於如曹操所言「不仁不孝」的程度。 

在荀彧推薦人才之後，曹操以毛玠、崔琰負責人才任用
30
： 

「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

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

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

何為哉
31
！』」 

    從此記載來看，曹操的用人原則如果完全摒棄「德」，就不會讓毛玠、崔琰

來主持選舉，並且為此感嘆。而整體來說，曹操在世時，也沒有什麼奸佞之臣存

在，只有在任用「校事官」時才出現特例： 

「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群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

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

『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眾事，使賢人君子為之，則不能

也。昔叔孫通用群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奸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32。」 

    校事官的功能在於「刺舉」，是君主用來刺探臣下私事的工具，這種工作內

容是賢人君子不願意也做不來的。用小人來執行校事官的工作，揭發他人隱私來

邀賞，這是合理的。曹操也引用叔孫通用群盜之事33作為解釋，並不是曹操好用

小人，而是因應需要： 

「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

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為典軍校尉，總攝內外，每所陳

說，多見從之。……顧謂左右曰：『東曹毛掾數白此家，欲令我重治，我非

                                                
30《三國志‧魏書‧崔琰傳》引《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

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平。 
31《三國志‧魏書‧毛玠傳》 
32《三國志‧魏書‧高柔傳》 
33《史記‧列傳‧叔孫通傳》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

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叔

孫通聞之，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鬥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諸生且待我，

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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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盜雖有

小損，而完我囊貯。』遂復斐官，聽用如初34。」 

    而這些人的任用，曹操也說的很清楚，只是權衡利害之後，才會任用他們。

而當他們沒有存在的價值時，如趙達最後被曹操「殺之以謝於柔」用以平息眾怒。 

    回歸到曹操用人的原則。曹操「用人唯才」的原則是大方向，但實際上用人

唯才並沒有無限上綱到所有官職都是如此。地方民政官員、中央政府官員這兩種

官員大多仍是由東曹掾毛玠、崔琰所負責，仍然是以德行為重要考量
35
。但是「魏

武三詔令」的內容與前文所述如陳平、盧洪、趙達、丁斐等人，陳平的事蹟是以

「奇策」為其功績，而盧洪、趙達、丁斐的工作性質是「刺舉」為主，性質不像

需要「以德化民」的地方官員，道德並不是必需的。 

    若以「魏武三詔令」來譴責曹操是魏晉南北朝士人氣節低落的幫凶之一，這

個評語又太過，曹操對人才的用法與劉邦也是一樣「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

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實際執行上，也

沒有完全顛覆傳統儒家的價值觀，以法家來看這不過是「世異則事異」、「古今異

俗，新故異備」的結果。 

 

 

 

 

 

 

 

                                                
34《三國志‧魏書‧丁謐傳》引《魏略》 
35《三國志‧魏書‧毛玠傳》引《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

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

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飧之絜，

家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姦貨之求，吏絜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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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曹操的將將之道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韓）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

『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

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言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

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36
。』」 

    韓信與劉邦在討論領兵能力的對話中，雖然「將將」是韓信用來自嘲，但也

指出分工的重要性。在曹操統一北方的過程中，都是以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自

然也有不少的將領來協助指揮作戰，而曹操是怎麼運用這些將領，如何讓他們發

揮長處？ 

「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

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為督率，奮強突固，無堅不陷，自援

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

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為虎威；進，折衝；遼，盪寇

將軍37。」 

「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

假節
38
。』 

「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

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39！』」 

「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

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

陽之在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
40
。』」 

「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陳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陳不動。太祖歎曰：

                                                
36《史記‧列傳‧淮陰侯列傳》 
37《三國志‧魏書‧樂進傳》 
38《三國志‧魏書‧張遼傳》 
39《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40《三國志‧魏書‧徐晃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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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41。』」 

「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

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

於青、兗，古今一也
42
。』」 

「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為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

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43。』」 

    從以上的記載來看，可以瞭解曹操的「將將」之道。他很能夠欣賞每個將領

的長處，徐晃有「周亞夫之風」、「功踰孫武、穰苴」；于禁「雖古之名將，何以

加之」；呂虔可與「寇恂、耿弇」相比。這些說明了曹操重視將領的長處之外，

也對他們的功績做出激賞，並且能夠有度量來自承不如。這是一個優秀的領導者

所必須具備的能力。劉邦不以「將十萬之眾」發怒，而喜於「能將將」，曹操也

是如此。 

    但是曹操並不僅止於讚賞長處，他也能夠鼓勵將領，順應將領的個性與長處： 

「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44。』」 

「（典韋）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

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刀等，軍中為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

君，提一雙戟八十斤45。』」 

    其中裡面的記載「太祖壯之」，這是一種鼓勵的方式，在瞭解將領的特性之

後，雖然尚未有實際的功績出現，但是這種態度更令部屬能死命效忠。所以曹操

在陷入困境時，常有部屬以身相救，如典韋、許褚、曹洪。 

「（張繡）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

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

                                                
41《三國志‧魏書‧徐晃傳》 
42《三國志‧魏書‧呂虔傳》 
43《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 
44《三國志‧魏書‧許褚傳》 
45《三國志‧魏書‧典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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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46。」 

「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

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

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

幾危47。」 

「太祖失馬，賊追甚急，洪下，以馬授太祖，太祖辭讓，洪曰：『天下可無

洪，不可無君。』」 

    若曹操沒有因典韋的勇力而壯之，而以「匹夫之勇」相叱，怎麼能夠得到典

韋的死命殿後、許褚以身護衛、曹洪讓馬而逃得性命。而曹操不僅鼓勵部屬，也

善於因應情況讓將領更能死心塌地的效忠於他。 

「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募閒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

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
48
。」 

「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

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

甚，遂卒
49
。」 

    對於因他而受傷陣亡的將領，曹操也是極盡慰問之意。在典韋死後，曹操屢

思典韋的忠行，扶養典韋之子典滿。孫觀隨曹操攻擊孫權，受傷後仍奮戰不懈，

曹操慰問之詞，足以令人產生「士為知己者死」的心態。這些行為不僅僅是曹操

對死者的悼念，更有為其他將領作為模範的效果。 

    曹操並不止於讚賞、鼓勵部屬，也會注意部屬的缺點，期待其改進，如其對

夏侯淵的勸誡： 

「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

                                                
46《三國志‧魏書‧典韋傳》 
47《三國志‧魏書‧許褚傳》 
48《三國志‧魏書‧典韋傳》 
49《三國志‧魏書‧孫觀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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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50』」 

    從以上來看，曹操的「將將」之道，似乎相當完美。總是那麼重視將領的功

績，也不把將領的功績奪為己功，瞭解部下的功績再大，總是因為領導者能夠讓

他們在適合的位置上發揮長處。 

    曹操對於「將道」的看法，以「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

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可做為代表。說明將領是「勇」

作為基礎，「勇」的內涵包括在個人武藝上的勇猛之外，還有個人特質的「勇氣」—

在困難窘迫時，繼續堅持下去的能力。曹操的武藝方面，雖然在史料上有提及「才

武絕人」，但是曹操在此方面仍然任用典韋、許褚作為親衛隊；相較於武藝方面，

曹操令人可敬的地方是「勇氣」，在官渡之戰中，發揮得淋漓盡致，以劣勢兵力

與袁紹僵持了八個月，此種精神上的勇氣更是重要，若是缺乏勇氣者早已受不了

環境壓力而崩潰。但僅有勇氣來面對困境也是無法擊敗敵人，還需要「行之以智

計」，就是兼用智慧計謀。而「為將當有怯弱時」乃是說明雖然勇氣與智慧能夠

改變外在環境的劣勢，但仍有無法改變的時候，則當退卻而非憑著勇氣就能改變

一切。故理想的將領應該是以勇氣為基本條件，以智計為行動，審度情勢而決定

進退，不單純任憑勇氣作為行動的依據。 

    曹操能夠瞭解各將領的長處並且給予他們發揮的空間，但是他對其屬下將領

仍缺乏完全的信任，關於此可從他以親族來「督」各將領得知一二： 

「十四年，以淵為行領軍。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

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

督朱靈平隃糜、汧氐51。」 

「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52。」 

「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

                                                
50《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 
51《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 
52《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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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53。」 

「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54。」 

「以真為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劉備別將高詳於陽平
55
。」 

以夏侯淵、曹仁、夏侯惇督諸軍，這三人是跟著曹操一起打天下，在軍中也

有一定聲望，曹操讓他們督眾軍是相當合理的。但是曹真是曹操族子，「太祖哀

真少孤，收養與諸子同，使與文帝共止56。」他督徐晃在陽平與劉備部下作戰，

以其軍中資歷來看，徐晃從軍的資歷更長，軍事能力也備受曹操稱讚，但是仍由

曹真督徐晃，可見曹操對部下的信任有所欠缺。 

    曹操雖然能用人，有「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盡其力57。」但是遭到屠戮的

部下、名士也不為少數，如崔琰、婁圭、邊讓、孔融等人。關於將領方面，卻沒

有紀錄，僅有朱靈被曹操奪兵；關於于禁戰敗降敵時，曹操對此感嘆言道「吾知

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如龐瓐邪
58
！」沒有連坐其家屬，其子于圭在魏

文帝時嗣封益壽亭侯，這是比較特殊的地方，也許是對在戰場上生死相搏的將領

的另一種寬容。 

     

 

 

 

 

 

 

 

                                                
53《三國志‧魏書‧曹仁傳》 
54《三國志‧魏書‧夏侯惇傳》 
55《三國志‧魏書‧曹真傳》 
56《三國志‧魏書‧曹真傳》 
57《三國志‧魏書‧楊阜傳》 
58《三國志‧魏書‧于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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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曹操的賞罰 

曹操對部下的賞罰觀念，先將其部屬分為兩類—文臣、武將以便於討論，這

種分類法有其困難度，因在曹操陣營裡並不是分得那麼清楚，故此處的武將意指

有率領前線部隊進行實際作戰的將領。此種分類之起因，乃是源於曹操對於文臣

武將的賞罰態度的差異性。 

    從《請爵荀彧表》所提及「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資本，野績不越廟堂，戰多

不踰國勳」就可以充分瞭解曹操對於功績的優先性，是認為文臣策劃高於武將野

戰。 

荀彧就是當時曹操陣營中文臣的代表人物，從曹操屢次上表漢帝的《請爵荀

彧表》、《請增封荀彧表》以及《下令大論功行封》、《報荀彧》可知道曹操對文臣

對國家貢獻之重視。郭嘉、棗祇在死後，仍因郭嘉籌畫之功、棗祇屯田之議，分

別以《請追增郭嘉封邑表》、《加棗祇子處中封爵並祀祇令》以顯示曹操對他們的

哀思。 

雖然對於文臣的功績十分重視，可是對於文臣的處罰也十分嚴苛。「太祖性

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59。」這是曹

操平時處罰部下，何夔隨身攜帶毒藥就是為了避免遭到杖刑受辱。而何夔在《三

國志》中其傳排在崔琰、毛玠之後，在當時也是具有一定聲望的名士，仍然害怕

遭到杖刑，可見對文臣獎賞雖深，但處罰也是嚴厲，而曹操對於文臣的態度並不

僅止於此。對於孔融、崔琰、毛玠、許攸、荀彧等人的態度更可得知。孔融因屢

次嘲諷曹操行事而遭殺害
60
、許攸侵侮曹操還可歸責於其多言取禍

61
，但是崔琰遭

                                                
59《三國志‧魏書‧何夔傳》 
60《後漢書‧列傳‧孔融傳》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略，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

融乃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

然耳。」後操討烏桓，又嘲之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

可并案也。」 
61《三國志‧魏書‧崔琰傳》引《魏略》曰：……紹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

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

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

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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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處死62、毛玠被罷黜在家63，都是起因於無須有的罪名，此二人本是負責選舉之

事，還受到曹操的讚賞，也是海內知名之士，但是曹操一殺一罷黜，完全沒有顧

忌或惋惜之意。 

荀彧是曹操最重要的文臣之一，曹操對他的功勞讚賞不已，但是荀彧最後「以

憂薨64」以荀彧一生的功績來看，他接近蕭何的性質，主要是為曹操安定後方。

但是在其「以憂薨」前，正因反對董昭提議曹操晉爵國公，隨後曹操征伐孫權時，

解除其尚書令的職務，改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被剝奪實質的政治

權力。在其死後的隔年，曹操便成為魏公。 

    以上觀來，雖然重視對文臣的賞賜，也由於文臣所牽涉的範圍不僅於本身職

務，與其他領域的接觸也多。當他們的意見與功能不再符合曹操需要或有所抵觸

時，即使曾有大功於曹操，仍難免遭到處死，荀彧就是最好的例子。 

    關於武將方面，基本上曹操生前的武將，大多以軍務、負責防守邊疆為主，

與政治方面牽涉較少，其升遷多以戰功作為考量。在初期由於軍隊擴充兵源之

故，許多將領因私人武力而得到高低不等的官位，如樂進、許褚、任峻。而因戰

功彪炳得到曹操讚賞的主要以張遼、樂進、于禁、張邰、徐晃這五人。在建安十

一年時的《表稱樂進于禁張遼》說明了于禁、樂進、張遼的功績，並且以于禁為

虎威將軍、樂進為折衝將軍、張遼為盪寇將軍，在此之前張遼在初降曹操之時被

賜爵關內侯，因累積戰功被封為都亭侯；于禁則是益壽亭侯；樂進則因缺乏資料，

不可得知。 

                                                
62《三國志‧魏書‧崔琰傳》琰嘗薦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即禮辟之。後太

祖為魏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訃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為失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

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

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

汹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63《三國志‧魏書‧毛玠傳》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

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 
64《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

彧。彧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

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彧勞軍于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太祖軍至濡須，彧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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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于禁的受爵史料如下： 

「太祖悅，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

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 

    此事件發生在建安二年，而荀彧受爵乃是在建安八年時「錄彧前後功，表封

彧為萬歲亭侯65。」以時間來看，荀彧與于禁受爵的時間相去甚遠，既使荀彧對

爵位有多次退讓的紀錄66，但是荀攸受爵時，乃是在建安十年斬殺袁譚、平定南

皮時，「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

也。』於是封陵樹亭侯
67
。」與曹操所言「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資本，野績不越

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有很大的矛盾。 

    以官位品秩來看，文臣的確比武將容易得到晉升，荀彧為尚書令可說是當時

中央政府實質行政首長，文臣在政治方面比武將在軍事方面更容易掌握權力，此

緣於曹操長期直接控制軍務、曹操的親族故舊在軍務上有特殊地位之故。 

    以受爵的先後順序來看，武將比文臣更優先接受封爵，與曹操所言相反，實

際上戰功的封賞，在權力方面的確武將不如文臣，但是以物質方面來看，封爵所

食賦稅，意味著物質上的獎勵，武將勝過文臣。 

    以處罰的態度來看，曹操並沒有如史料所言的公正嚴明，尤其在文臣身上更

可以看到個人私怨的發洩，崔琰、毛玠都是因為受到告發，而其內容也屬牽強，

曹操自為擴張解釋為誹謗，對於毛玠連正式審判都沒有，最後因為眾官求情才能

苟存性命，罷黜為民。而曹操對於武將及故舊的處罰就沒有如此嚴苛，譬如于禁

的投降，並沒有牽連其家人，但是在郝昭面對諸葛亮的勸降之記載。      

                                                
65《三國志‧魏書‧荀彧傳》 
66《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彧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不越廟堂，

戰多不踰國勳。是故典阜之錫，不後營丘，蕭何之土，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

尚書令彧，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懷忠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彧戮力同

心，左右王略，發言授策，無施不效。彧之功業，臣由以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

彧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宜享高爵，以

彰元勳。」彧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彧書曰：「與君共事已來，立朝廷，君之相

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皆野戰也，願君勿讓。」

彧乃受。 
67《三國志‧魏書‧荀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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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

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68。』」 

    其中郝昭拒絕投降乃是因「魏家科法」及「門戶重」，意指投降則全家將遭

到株連，曹操對于禁的寬容，可能是念其久隨有功；而曹操的故舊丁裴好財，常

侵吞公家財產，曹操對此也屢次原諒其行為69。 

    總結以上，曹操獎賞部下可以說是大方，的確能夠因功施賞，以得部下效命；

並且不單以物質方面的賞賜為止，也運用公開表揚來榮耀有功的部下。可是其處

罰部下時，以個人喜好而選擇性施法，這種態度自然也影響到人才的招募及運

用，也許正是因此而侷限了曹操的發展。 

 

 

 

 

 

 

 

 

 

 

 

 

 

 

                                                
68《三國志‧魏書‧明帝叡》引《魏略》 
69《三國志‧魏書‧丁謐傳》引《魏略》丁謐，字彥靖。父斐，字文侯。初，斐隨太祖，太祖以

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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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小結 

    從最基層的士兵、指揮士兵的將領、在廟堂之上籌畫國家大計的文官，最後

則是曹操身旁的謀士，這些人在曹操開創勢力的過程中都具有其重要性。其管理

組織如下圖： 

 

    從職能的角度來看，東、西曹掾主掌選舉；相對於曹操在各地駐軍以親族、

重臣督各地軍事。此二者的權力相比較，東西曹掾所擁有地方首長及中央文官任

免、升遷的權力70；而各地督軍僅有統帥其所督之部隊，無任用、罷黜所督部隊

將領的權力，其責任在於統合各部隊的行動。大司農則是負責管理屯田制，依據

各地屯田的規模，以典農中郎將、典農校尉進行管理，與各州郡縣互不受對方管

轄。中央高級文官，意指其任用不經由東、西曹掾，直接由曹操本人任命的文官，

如尚書令。 

    雖然曹操是所有人事任用的權力來源，但在文官方面的人事任用之授權，高

於軍事方面的授權，此原因可從曹操軍隊之組成做出解釋： 

                                                
70《三國志‧魏書‧毛玠傳》引《先賢行狀》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

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 

曹操 
 

東、西曹掾 
 

中央高級文

官 
大司農 

 

中央及地方

文官 

各地督軍 
 

各地典農中

郎將、校尉 
各部隊將領 

民眾 屯田民 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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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曹操軍的組成之中，無論是青州黃巾、地方豪強的私人武力，士兵與故主（成

為曹操的部下）的人身依附關係，故每支部隊的將領不能輕易更換。從「曹

操奪朱靈營
71
」之慎重，可知其端倪。 

貳、曹操與各部隊之將領的關係，是以實力作為後盾，如大軍閥與其所屬的小軍

閥。此種關係隨著統治地位的穩固，才漸轉為軍隊國有化。 

參、督軍、主帥的任命講求年資輩份，以「遣曹洪平下辨」為例，曹洪不適合做

為統帥，曹操便派遣曹休參議軍事，並言「汝雖參軍，其實帥也。」任命曹

洪做為統帥的原因，就是跟隨曹操時間久，以其資歷服眾
72
。 

反觀文官任用，各郡縣都以武力為後盾所取得，而地方首長所擁有的軍事力

量與將領所控制的差距，即使地方首長叛亂，也將因軍權仍掌握在於曹操及其親

族手中，沒有足夠的軍事力來抵抗，難以成事。 

故曹操對於文臣、武將的賞罰態度差異，也是因為文臣僅擁有政治方面的權

力，在沒有相對應的軍事權力之下，叛亂也只能臨時從當地人民組成軍隊，難以

跟正規軍對抗。故曹操對文臣、武將的賞罰態度不一致的原因就是文臣缺乏軍事

抵抗的能力。 

以政權之本質來看，曹操就是軍事政權的首領，文臣的任用與招募都是為其

軍事政權而服務。文臣的獎賞雖多，但是隨時都可以收回。而武將方面，既使是

戰敗投降的于禁，其家屬也沒有受到法律的懲罰，其子仍然繼承于禁的爵位。此

舉更顯露出其政權的特色—重視軍隊。 

以權力關係來看曹操的賞罰態度，則有三個團體值得重視—青州兵、譙沛集

團、汝潁集團73。青州兵與譙沛集團的關係：對曹操而言，青州兵是屬於直屬部

                                                
71《三國志‧魏書‧于禁傳》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

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 
72《三國志‧魏書‧曹休傳》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為騎都尉，參洪軍事。

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 
73汝潁集團與譙沛集團的分類是根據萬繩楠所著《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其中汝潁集團是以汝潁

地區士大夫為首的世族集團，包括依附於他們的一些庶族人物，標榜儒學，主要擔任文職。譙沛

集團則是以譙沛地區人物為主的新官僚集團，包括依附於他們的一些世族人物，以武風見稱，主

要擔任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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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其組織形式在投降曹操之後可能沒有太大的改變，加上青州黃巾的組織是包

含士兵的家眷，是一個父死子繼的制度—若非此制度則青州兵不可能維持如此久

的番號。雖然曹操初期的發展是以譙沛集團所擁有的軍隊為主力，但也因為軍隊

與故主的人身依附關係，曹操必須緊密的結合其宗族如曹仁、曹洪、夏侯淵等人

的軍隊，才能鞏固其領導地位。當青州兵成為曹操所屬的部隊以後，曹操成為譙

沛集團中最強大的軍閥。也由於曹操所直屬的軍力最為強大，更能夠有效的控制

其他將領，有利於他個人領導，青州兵成為支持曹操鞏固其領導的基石。曹操需

妥善安撫青州兵，故對青州兵較為寬容，以爭取該部隊的效忠。 

譙沛集團與汝潁集團的關係：曹操是譙沛集團的核心，圍繞核心的部分主要

是宗族血親，更外圍則是地方豪族。前文提及曹操對武將與文臣的賞罰態度有所

差異，主要的原因是譙沛集團的的身份是曹操宗族或地方豪強，二者都擁有兵

權，但是前者多了一層血緣關係。相較於汝潁集團的組成以世族為主—以政治為

長才的官僚，其代表人物為荀彧。兩個集團的關係如下： 

「兩個集團在經濟上、政治上有著十分明顯的利害衝突。像曹操屯田，實行

軍事編制，典農部民掌握在擔任武職的譙沛集團人物手中，便是汝潁文官集團不

能甘心的。這種矛盾到曹操晚年就逐漸明朗化。後來曹魏時期統治集團中的政治

鬥爭，也以這兩個集團為中心展開，並決定了曹魏的興衰」74 

曹操調和兩個集團之間的手段，對譙沛集團是賞重於罰、對汝潁集團則是賞罰兼

重。總結以上，曹操對青州兵的寬容是源自於曹操必需在譙沛集團中取得獨強的

地位。對武將賞重於罰是因為譙沛集團的向背會直接影響到曹操的統治；對汝潁

賞罰兼重是因為單以軍事力量不足以維持勢力的強盛，各種行政仍需要大量的文

官來執行，對文官賞重罰輕將使武將心生不滿，而賞輕罰重則無法得到文官的效

忠，故採取賞罰兼重以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而曹操後期對汝潁主要人物的屠戮

則是因荀彧阻礙其權位上升，這是曹操個人私心所致。 

 
                                                
74萬繩楠《魏晉南北朝史論稿》台北市：雲龍出版社，1994。頁 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