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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澤之會上與 「徐州相王」

林 天人

壹 、前言

貳 、關於 「逢澤之會」的史實考證

參 、「徐州相王」成因之探討

肆 、「相王」事件後 ,齊 、楚對徐州的爭奪

伍 、結論

壹 、前言

「逢澤之會」是戰國初期歷史發展中 ,關係列強對抗形勢轉變的重要事件之

一 。魏國從逢澤之會前的 「桂陵之戰」與逢澤之會後的 「馬陵之戰」 ,及 日後

「秦衛鞅伐梁西鄙」 ,(註 l)這些戰事都直接造成魏 、秦勢力的消長 。而原來

群雄均勢的對抗 ,也逐漸演變成強秦與齊為首的東方列國之間的對峙 。雷學淇

謂 :「 按惠王之敗於齊 、秦 ,此勝衰一轉關也 。顯王二十五年前 ,魏最強 。敗

齊 、勝燕 ,拔趙 、致魯 、衛 、宋 、鄭之君而朝之 。且率泗上十二諸侯朝天子於孟

津 ,以西謀秦 。為臼里之盟 ,欲復興周室 ,豈不勝哉 !及彭喜言於鄭君 ,以敗其

盟 ,而惠王亦侈然自放 ,乘夏車而稱夏王 ,此所以動天下之兵 ,而子申、子印遂

皆糜於鋒刃矣 。自是而齊威奮於東夏 ,秦孝起於西陲 ,東帝 、西帝之勢 ,即成於

此日矣 。」 (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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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關於 「逢澤之會 」的史實考證

蓋逢澤之會時 ,秦際孝公主政 (前三六一∼前三三八),孝公圖強並得衛鞅

輔助 ,「 變法脩刑 ,內務耕稼 ;外勸戰死之賞罰」。(註 3)是以終孝公之世 ,

秦的地位得以提昇而讓周 「天子致伯」 ,且屢敗當時最強的魏國 。(註 4)關於
逢澤之會的史事 ,《戰國策》與 《史記》所載 ,違誤甚大 。因此後代提及逢澤之

會史實 ,便呈紛歧 。《史記》 〈周本紀〉云 :(周顯王 )二十五年 (前三四

四),秦會諸侯於周 。二十六年 ,周致伯於秦孝公 。然而 〈秦本紀〉卻云 :

(秦孝公)十九年 (前三四三)天子致伯 。二十年諸侯畢賀 ,秦使公子少
官率師會諸侯逢澤 ,朝天子 。

究竟 〈周本紀〉之言 「會諸侯」與 〈秦本紀〉之 「會請侯逢澤」是否同為一事 ,

(註 5)據 〈六國年表〉的編年推斷 ,似分兩事 。因為 〈六國年表〉將兩事各繫
於不同年代 ;《史記》的記載 ,似有疑義 。因為 《戰國策》很明顯地記載 ,逢澤
之會係由魏惠王發起 。《戰國策》 〈秦策四〉云 :

魏伐邯鄲 ,因退為逢澤之遇 ,乘夏車 ,稱夏王 ,朝為天子 ,天下皆從 ,齊

太公聞之 ,舉兵伐魏 ,壤地兩分 ,國家大危 ,梁王身抱質執璧 ,請為陳侯
臣 ,天下乃釋梁 ,郢威王聞之 ,寢不寐 ,食不飽 ,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
於泗水之上 ,而大敗申縛 。

這段策文與 〈秦策五〉的記載遙相呼應 ;將兩段策文遍讀 ,逢澤之會前後魏國史
事及其發起逢澤之會的前因後果亦極清晰 。〈秦策五〉云 :

昔者魏王擁土千里 ,帶甲三十六萬 ,其強北拔邯鄲 ,西圍定陽 ,又從十二
諸侯朝天子 ,以西謀秦 。秦王恐之‘..⋯魏鞅謀於秦王日 :「 夫魏氏其功大
而令行於天下⋯⋯以一秦而敵大魏 ,恐不如 .‘ .⋯ 。」⋯⋯衛鞅見魏王 ,

日 :「 大王之功大矣 !令行於天下矣 !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 ,非宋 、衛
也 ,則鄒 、魯 、陳 、蔡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大王不如先行王
服 ,然後圖齊楚 。」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 ,故身廣公宮 ,制丹衣...⋯此天
子之位也 ,而魏王處之 ,於是齊楚怒⋯⋯齊人伐魏 ,殺其太子 ,覆其子萬
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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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策》言魏惠主盟之事至明 ,但歷來史家似乎都從 《史記》之說 。直到錢穆才

據 《國策》斷 《史記》之非 ,而提出了 「逢澤之會乃梁惠王非秦孝公」。(註

6)錢氏之說幾乎已成定論。楊寬 、(註 7)林劍鳴 (註 8)先後從錢氏之說 ;然

而令人不解的是 ,司馬遷作 《史記》時 ,難道沒有看到 《戰國策》這些記載 ?抑

或司馬遷另有所本 ,而認為 《國策》記載不可靠 ?眾知太史公言秦國史事多據

《秦紀》 ,j惜該書今已佚 ,無法詳考 。

關於逢澤之會的年代 ,《 史記》在 〈周本紀〉與 〈秦本紀〉的記載便呈違

誤。〈周本紀〉謂 :「 (周顯王)二十五年 (前三四四),秦會諸侯於周 ,周致

伯於秦孝公 。」而 〈秦本紀〉謂 :「 (孝公)十九年 (前三四三)天子致伯 ;二

十年 ,諸侯畢賀 。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逢澤 ,朝天子 。」這兩個不同年代 ,

也分別繫於 〈六國年表〉中。不過 ,就 〈周本紀〉所載 ,秦在周未致伯之前 ,似

乎不太可能號令諸侯群集 ;或者從合於情理的角度推論 :致伯之後第二年 ,秦似

乎亦無號令諸侯的實力 ,且號令群侯大概不致於只遣公子少官主其事 。可能的推

論 ,是秦派公子少官參與逢澤之會 。因此 《史記》對於與會之繫年 ,恐有訛誤。

諸侯與會的年代 ,錢穆考訂在梁惠王二十七年 (前三四三),(註 9)其年

與楊寬所考的周顯王二十五年 (前三四四)相差一年 。(註lU)按錢賓四與楊寬

對於逢澤之會的年代 ,所掌握的史料皆據 《戰國策》所載 ,惟對策文的釋讀不一

所致 .〈齊策〉云 :「 魏王從十二諸侯朝天子 ,以西謀秦 ,衛鞅勸以先行王服 ,

而齊人伐魏 ,敗以馬陵。」錢穆依策文再據 《紀年》的繫年 ,認為 :「齊伐魏在

二十七年十二月 ,魏敗在二十八年 ,故知逢澤之遇 ,實為梁惠王二十七年也 。」

(註11)而楊寬認為 :逢澤之遇在馬陵之戰前 ,而馬陵之戰據 《紀年》繫在魏惠

王二十八年 ,那逢澤之會就在魏惠王二十七年 。(註12)錢穆與楊寬雖所考年代

不一 ,然皆對 《史記》在 〈周本紀〉、〈秦本紀〉與 〈六國年表〉中所列 「朝天

子」與 「會諸侯」的重複與牴牾 ,提出修正。

再考逢澤之地望 ,則得以更確知發起逢澤之會應為魏而非秦 。古本 《竹書紀

年》記梁惠成王六年云 :「 四月甲寅 ,徙邦大梁 。」同年文云 :「 梁惠王發逢忌

之藪以賜民 。」 (註 13)這兩件事有何牽連 ?史無明文 。但戰國之時 ,山林藪澤

皆有厲禁 ,而梁惠王弛禁以加惠於民 。雷學淇因而推論 :「 此王因遷都而施惠於

百姓也 。逢忌之藪 ,一名逢澤 ,此乃圃田之餘波 ,被于梁城東北者 。」 (註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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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 〈地理志〉日 「開封」班固自註 :「逢池在東北」 ;傅瓚注去 :

「《汲郡古文》梁惠王發逢忌之藪以賜民 ,今浚儀有逢陂忌澤是也 。」 《括地

志》更清楚的指出 :「 逢澤 ,亦名逢池 ,在浚儀東南十四里 。」按浚儀故城在今

開封西北 ;逢澤諸侯會時 ,魏仍為當時強國 ,按理秦斷不至於在魏境內會諸侯朝

天子 。

而在逢澤會後 ,魏國將率所從之十二諸侯圖西謀秦 ,因此 ,衛鞅對秦孝公獻

計 ,尊魏以王 。前引 〈齊策五〉對此事敘述甚詳 .魏惠稱王之事 ,本來就是衛鞅

用以謀弱魏國之計 ,但魏國不察墮入其計 ,此後數年之間 ,魏國在齊 、趙 、韓 、

秦 ,各國的夾擊攻伐下 ,魏的奪勢遂以中衰 。其中影響魏國國勢較重的戰事 ,係

對齊與對秦的戰役 。

逢澤會後 ,齊 、魏爆發了歷史上著名的 「馬陵之役」 ;此役 《國策》‵《史

記》俱載 。馬陵之役的肇因 ,係由於魏惠稱王僭天子之位 ,而遭韓國抵制 。《戰

國策》 〈韓策三〉 :

魏王為九里之盟 ,且復天子 。房喜謂韓王日 :「 勿聽之也 !大國惡有天
子 ,而小國利之 。王與大國弗聽 ,魏安能與小國立之 。」

繆文遠考訂此策應繫年於周顯王二十五年 (前三四四 ,即魏惠二十七 )。 (註

15)此年蓋與逢澤之會同年 。

韓國的抵制 ,遂引起魏出兵伐韓 。《竹書紀年》記 「(梁惠王)二十八年穰

直帥師及鄭孔夜戰于梁赫 ,鄭師敗逋 。」齊因此出兵援韓 ,而與魏戰於馬陵 。
(註16)一九七二年 ,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漢墓出土竹簡一千九百餘枚 ,其中失

傳已久的 《孫臏兵法》至此出土 。在這部兵法中 ,有一篇關於 「馬陵之役」最直

接的記載 ,編 目 〈陳忌問壘〉。在此篇中 ,藉著陳忌與孫臏之間的問答 ,非常詳

盡地敘述孫臏在馬陵一役中的戰術佈署 。(註 17)這些記載補足了 《史記》對此

役記述的闕略 。

馬陵之役 ,魏國遭受巨創 。魏太子申及大將龐涓俱歿於此役 。《孟子》 〈梁

惠王上〉云 :「 及寡人之身 ,東敗於齊 ,長子死焉 。」長子即太子申 。《戰國

策》 〈齊策一〉日 :「 田忌為齊將 ,係梁太子申 ,禽龐涓 。」亦指此役 。《史

記》、《國策》皆言此役擒殺龐涓 ,而銀雀山的 《孫臏兵法》中又有 〈禽龐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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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 ,謂 :「 孫子弗息而繫之桂陵 ,而禽龐涓 。」 (註 18)此役係指逢澤之會

前 ,梁惠王十八年之 「桂陵之役」。(註19)據此 ,林劍鳴以為歷來記載龐涓見

殺於馬陵一役的傳統說法有誤 。(註2U)

但是出土的 《孫臏兵法》中.,在 〈陳忌問壘〉篇裏 ,亦有 「是吾所以取龐口

(缺 )而禽泰子申也」的記載 。按禽即擒字 ,有二義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

「收禽挾因」 ,杜注 :「獲也」。此義同于哀公二十三年 :「知伯親禽顏庚 。」

「禽」字另一義為 「制服」之意 。《戰國策》 〈秦策三〉 :「 大夫種率四方

工上下之力以禽勁吳 :」 《韓非子》 〈存韓〉 :「 勁韓以威禽」。這些用法同于

《淮南子》 〈兵略〉 :「 吳王夫差西遇晉公 ,禽之黃池 。」高注 :「 禽之 ,服晉

也」。龐涓在桂陵之役遭 「禽」 ,大概同于此義 。(註?l)一般人都習用第一

義 ,而忽略了第二義 9於是才有龐涓卒於馬陵或桂陵的爭議 。

馬陵戰後 ,魏國東圍未解 ,西境的戰端又起 。衛鞅趁魏在東境困於齊軍之

際 ,向秦孝公建言 :

秦之與魏 ,譬若人之有腹心疾 。非魏拜秦 ,秦即拜魏 。何者 ?魏居嶺阨之

西 ,都安邑與秦界河 ,而獨擅山東之利 。利則西侵秦 ,病則東收地 。今以

君之賢聖 、國賴以盛 。而魏往年大破於齊 、諸侯畔之 。可因此時伐魏 ,魏

不支秦 、必東徙 。東徙 ,秦據河山之固 ,東鄉以制諸侯 ,此帝王之業

也 。」孝公以為然 。(註η )

秦孝公稱王之志顯見 ,則其東指必以翦魏為首要目標 ,亦在此表露無遺 。《史

記》言秦伐魏係在馬陵戰後第二年 。惟 《紀年》云 :「 (梁惠)二十九年五月 ,

齊田盼伐我東鄙 ;九月 ,秦魏鞅伐我西鄙 ;十月 ,邯鄲伐我北鄙 。王攻衛鞅 ,我

師敗績 。」 《紀年》將魏東 、西戰事皆繫於同年 。

《史記》 〈商君列傳〉載衛鞅以訛詐的手段虜魏軍主將公子卬 ,隨之擊潰魏

軍 。魏不得已予河西之地 。其後秦 、魏又有 「岸門之戰」 ,秦虜魏將魏錯 ,魏勢

愈衰 。(註23)自此 ,秦取代魏在河西的地位 ,而戰國河東以齊為首與河西以秦

為主的壁壘逐漸確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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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徐州相王」成因之探討

顯王三十四年 ,魏惠成王改元稱 「後元元年」 ,其時魏惠成在位已三十六
年 。惠王改元的理由 ,史無明文 。惟改元之際 ,正值魏 、齊會于 「徐州相王」
時 。故魏惠改元的原因 ,應與 「徐少咻目王」的事件極有關連 。否則以當時的慣例
來看 ,若非特殊理由如奪位等事 ,則不可能改元 。《紀年》於此事日 :「 (惠

王)三十六年 ,王會諸侯于徐州 ,改元稱一年 。」

「徐州相王」也是一樁政治陰謀 ,誘導這次事件的主謀係梁惠王 ,大概累積
了長期的政治智慧 ,遂與其策士惠施共同策劃這個陰謀 :其 目的在用於謀弱齊
國 ,以報魏在馬陵之戰的仇恨 。《戰國策》 〈魏策二〉極清楚記載此事 ,策云 :

齊 、魏戰於馬陵 ,齊大勝魏 ,殺太子申 ,覆十萬之軍 :魏王召惠施而告之
日 :「 夫齊 ,寡人之讎也 ,怨之至死不忘 !國雖小 ,吾常欲悉起兵而攻
之 ,何如 ?」 對日 :「 不可 。臣聞之 ,王者得度 ,而霸者知計 。⋯⋯王若
欲報齊乎 ,貝U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 ,楚王必怒矣 ,王游人而合其鬥 ,則

楚必伐齊 。以休楚而伐罷齊 ,則必為楚禽矣 。是王以楚毀齊也 !」 魏王
日 :「 善 。」⋯⋯。

於是 ,在惠施的策動下 ,梁惠前去徐州屈下尊齊威為王 。「徐州相王」的政治事
件就此上演 ,自此以後 ,開啟了戰國諸君自尊為王的風氣 。事實上 ,齊 、魏在會
徐州前 ,均已稱王 。徐州之會 ,祇是在帚求國際聞的承認 。在此之前 ,大夫稱
侯 ,尚須得周室賜命 。而 「相王」事件後 ,列國除了無視於周命外 ,同時有意提
昇自己的地位與周室同等 。然而列強相互間的尊王 ,也有認與不認 ,於是也開啟
以後會盟征伐的事端 ,如 「五國相王 」後 ,齊欲伐中山 。 (註刉 )

前述魏惠在 「徐州相王」之際改元稱 「後元」 ,這一舉措可能以慶祝尊主的
煙幕 ,掩齊耳目的作用 。蓋讓齊若深信魏國對 「相王」的事情十分熱衷 。

齊 、魏相王的事件上演後 ,一切果然如惠施的預料 古楚對這個事件反應極為
強烈 。《戰國策》 〈秦策四〉 :

郢威王聞之 ,寢不寐 ,食不飽 ,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遇於泗水之上 ,而大
敗申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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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縛 ,即 《史記》 〈楚世家〉所謂的申紀 。在齊 ,魏相王後 ,楚國徐州時 ,齊國

軍隊之將軍 。據 〈齊策一〉記載 ,楚之所以戰勝徐州 ,乃齊軍甪中縛領軍 。《戰

國策》 〈齊策一〉 :

楚威王戰勝於徐州 ,欲逐嬰子於齊 ,嬰子恐 。張丑謂楚王日 :「 王戰勝於

徐州也‵,盼子不用也 。盼子有功於國 ,百姓為之用 。嬰子不善而用申縛 .

申縛者 ,大臣弗與 ,百姓弗為用 。故王勝之也 。今嬰子逐 ,盼子必用 ,復

整其士卒 ,以與王遇 ,必不便於王也 。」楚王因弗逐 。

但綜合這些史事的記敘 ,頗耐人尋味 ;何以齊 、魏相王 ,會令楚威王寢食難安 ?

這其中的理由 ,恐非如錢穆所說 「其時七國稱王者惟楚 ,故楚聞齊王而大怒 ,遂

有圍徐州之事」 (註25)那麼單純 。

當初惠施建議魏尊齊為王時 ,張丑曾諫阻田嬰 ,謂 :

臣萬乘之魏而卑秦 、楚 ,此其暴於戾定矣 。且楚王之為人也 ,好用兵而甚

務名 ,終為齊患者 ,必楚也 。〈魏策二〉

然而 ,田嬰並沒有接受張丑之議 ,但亦未獨尊為王 ,僅與魏相互尊王 。是以齊威

稱王之意顯然來自田嬰 。再者 ,楚威戰勝於徐州之後 ,欲逐嬰子於齊 ,此事 《國

策》及 《史記》 〈楚世家〉、〈孟嘗君列傳〉俱載 。這事雖因張丑以遊說諫阻楚

威而作罷 。但楚威王對田嬰似乎有必欲去之而後快的感覺 ;因此在戰勝徐州後多

年 ,齊封田嬰於薛 ,楚王聞之仍大怒 。〈齊策一〉載 :

齊將封田嬰於薛 ,楚王聞之 ,大怒 ,將伐齊 ,齊王有輟志 。⋯⋯。

綜合上述史料研判 ,「 徐州相王」事件可能祇是誘發楚威王圍徐州挑起戰端的導

火線 。但戰爭真正的原因 ,應該在於楚 、齊之爭 ;或者更明確地說 ,是楚與田嬰

之間的積怨已深 ,而楚威祇是藉 「相王」的機會宣洩罷了 。〈孟嘗君列傳〉云 :

「田嬰相齊 ,齊宣王與魏襄王 (按 《史記》在此有誤)(註 26)會徐州而相王

也 ,楚威王聞之 、怒田嬰 。」不過 ,除了積怒以外 ,這裏可能也牽涉了齊 、楚對

淮 ‵泗地區爭奪的問題 。

然則 ,楚對田嬰積怨何至如此深?《史記》 〈越世家〉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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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無疆當楚威王之時 ,北伐齊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 ,釋齊而伐楚 。楚威王
興兵大敗越 ,殺王無疆 ,盡取故吳地 。北破齊於徐州 。

〈越世家〉所云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所指大概係 〈楚世家〉記 「孟嘗君父田嬰

欺楚 ,楚威王伐齊 ,敗之於徐州」之事 。惟現存的文獻已無法証實齊王所使之人

是否為田嬰 ;但齊王的離間越 〔楚 ,肯定與田嬰有關。

肆 、 「相王」事件後 ,齊 、楚對徐州的爭奪

田嬰的封邑一一薛 (註27),又稱徐州 。其地東北緊靠魯 、倪 ,西北與滕接

壤 ,西與宋相錯 ,東南毗臨邳國 ,薛南則為楚淮北之地 。齊國之封田嬰於薛 。原

就是利用執政大臣與封邑之間切身利益的關係去捍衛它 ,(註28)其目的亦有齊

將視此地為拒楚北上的橋頭堡 。因此在田嬰封薛之後 ,曾修築薛城以自固 。〈齊

策一〉載 :「 靖郭君將城薛 ,客多以諫 。...乃輟城薛 。」 《韓非子》 〈說林

下〉語同 《國策》。而 《淮南》 〈人間篇〉與 《新序》 〈雜事二〉亦據為本 ,認

為靖郭君因客諫而放棄 「城薛」的計劃 。

但 《竹書紀年》云 :「 (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 ,齊威王封田嬰於薛 。十

月 ,齊城薛 。」事實上 ,以薛在泗上地區的戰略地位 ,齊國沒有理由任其殘破而

坐視不管 。蓋齊據此地進可西扼宋 、魏的侵擾 ,南阻楚人的北進 ;退可控制泗上

局勢 ,囊括泗上諸國 。因此 ,「 城薛」之事 ,當為可信 。一九六四年 ,中國科學

院考古研究所對薛城遺址作過一次實地調查 ,在故薛城 「第二號缺口東側發現了

清楚的兩次修築的痕跡」。(註29)

對於齊國
一
再鞏固薛城的行動 ,楚人並非無動於衷 。錢穆謂 :「 薛南近楚 ,

齊以封嬰而居之 :猶如往者楚之城陳 、蔡 ,不羹而窺北方也 。」 (註3U)是以 ,

楚對於這個攸關重要的戰略地位 ,一直耿耿於懷 。「相王」事件後數十年 ,楚
、

齊在泗上的諸多事端 ,幾乎都與徐州有關。

前節述 「徐州相王」事件後 ,楚藉口 「田嬰欺楚」而興兵大敗齊將申縛於徐

州。楚國固然 「怒田嬰欺楚」 ,而欲 「令齊必逐田嬰」;但究深一層來看 ,楚著

眼的重點仍在徐州
一
城的歸屬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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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懷王六年 (齊威王三十四年 ,前三二三)楚柱國昭陽率兵攻魏 ,敗魏於襄

陵 ,昭陽乘勝回師東指齊國。後因陳軫以 「畫蛇添足」之喻 ,勸說昭陽 「不若引

兵而去以德齊」 ,昭陽乃 「引兵而去」。此事 〈齊策一〉及 《史記》 〈楚世家〉

俱載 。然而兩書對楚攻齊之地點都無明確記載 。錢穆認為此事 「與公孫閈說楚王

使封嬰者乃一事而兩傳」。(註31)若此 ,則昭陽回師東指齊國 ,其目標仍在徐

州。再以情理推斷 ,由襄陵回師的楚軍 ,大概不會越過宋境的西北或魯境之北的

齊國本土。這是楚企圖以武力干預徐州的事實 ;然而兩次都未達到預期的效果。

周慎靚元年 (楚懷王九年 ,前三二○),齊威王薨 ,宣王繼立 。宣王與田嬰

之間似乎存在一些心結 。〈齊策一〉云 :「 靖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 ,辭之而

薛。」楚國昭陽見機不可失 ,企圖利用這個矛盾 ,再一次對徐州進行干預 。在同

〈齊策一〉中 ,田嬰的策士昆辨對齊宣王的諫說中透露出這個訊息。(齊策一〉

載 :

辨日 :「 .⋯‥至於薛 ,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 ,辨又曰 :『 必聽之 !』 靖

郭君白 :『 受薛於先王 ,雖惡於後王 ,吾獨謂先王何乎 ?且先王之廟在

薛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 ?』 」又不肯聽辨 。

表面上看來 ,這是一件很單純的 「以地易地」的交易行為 ,而昭陽所提出的條件

亦極優厚 ′蓋 「以數倍之地易薛」。

然究深一層來看 ,昭陽之欲得薛邑 ,有著深刻的戰略意圖。其易薛的條件 ,

若非經過楚當局的授意 ,至少需得楚中樞的同意 ;絕不是昭陽個人行為 。所以

「易薛」的計劃 ,祇是楚欲兼泗上的戰略 ,再一次表現其意圖罷了 。但老謀深算

的田嬰 ,反而用拒絕 「易薛」的行動博得宣王的信任 ,重新擔任齊相 。田嬰拒絕

的理由冠冕堂皇 ,他說 :「 先王之廟在薛 ,吾豈可以先王之廟與楚乎 ?」 以這番

話 ,再驗同策云 :「 靖郭君衣威王之衣冠 ,帶其劍 。宣王自迎靖郭君於郊 ,望之

而泣 。」 (〈 齊策一〉)便知田嬰將昭陽 「易薛」的計謀 ,反過來發揮地淋漓盡

致 ;而這一影響亦澤及其後代田文身上 。

〈齊策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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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嘗君在薛 :,荊人攻之 。淳于髡為齊便于荊 ,還返過薛 。而孟嘗君令人禮

貌而親郊迎之 ,謂淳于髡日 :「 荊人攻薛 ,夫子弗憂 ,文無以復侍矣 !」

淳于髡日 :「 敬聞命 。」至於齊 、畢報 。王日 :「 何見於荊 ?」 對日 :

「荊甚固 ,而薛亦不量其力 。」王日 :「 何謂也 ?」 對日 :「 薛不量其

力 ,而謂先王立清廟 ,荊固而攻之 ,清廟必危 。故曰 : 『薛不量力而荊亦

甚固』 。」齊王和其顏色 ,日 :「 譆 !先君之廟在焉 !疾興兵救之 !」

據此則得知 ,田嬰在薛邑計立 「先君之廟」 ,實有其深謀遠慮 。否則以大臣貴族

的封邑 ,實無必要為先君立廟 ,何況這於禮也不合 。(註32)蓋田嬰以 「先君之

廟」為等碼 ,作為日後徐州接受齊國永久的保障 ,而 「世世無患」於楚或其它列

國的威脅 。這個推論 ,從 〈齊策四〉更可以得到証實 ,〈 齊策四〉載 :

﹉
馮諼誠孟嘗君日 :「 願請先王之祭器 ,立宗廟於薛 。」廟成 ,還報孟嘗君
曰 :「三窟已就 ,君姑高枕為樂矣 !」

按馮諼師田嬰之故技 ,在薛邑另立宗廟 。鮑彪注云 :「 靖郭君時已立廟矣 ,今又

請立 ,則所謂宗廟者 ,非

一
王也 。」田氏父子立宗廟於薛的動機與齊國封嬰於薛

的原意 ,形成一種很微妙的互動 。

從昭陽提出 「易薛」的計劃被拒後 ,戰國列強的形勢又因秦國的崛起而注入

新的變數 。這個影響對楚國尤為明顯 ,而楚國似乎也無力與齊國爭雄於泗上地區

了 。

楚懷王十六年 (前三一三),秦惠王使張儀欺楚懷 ,楚的元氣大為斯傷 。

《史記》 〈楚世家〉載 :

秦欲伐齊 ,而處與齊從親 。秦惠王患之⋯⋯使張儀南見楚王 。謂楚王日 :

「.‥⋯王為儀閉關而絕齊 ,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 ,楚高之於地方六
百里 。」

秦惠以地誘楚絕於齊 ,而楚懷王遂 「北絕齊交」‘楚 、齊絕交後 ,秦卻否認這個

條件 。於是楚遂興兵伐秦 。〈楚世家〉又云 :

十七年春 ,與秦戰丹陽 ,秦大敗我軍 ,斬甲士八萬 ,虜我大將軍屈 ?,裨
將逢侯丑等七十餘人 ,遂取漢中之郡 。楚懷王大怒 ,乃悉國兵 ,復襲秦 ,

戰於藍田 。大敗楚軍 。韓 、魏聞楚之困 ,乃南襲楚至於鄧 。楚聞乃引兵
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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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日王╯

楚國一連串的折兵、損將、失地 ,其後楚的處境遂急轉直下。     ﹉

伍 、結論

從 「逢澤之會」到 「徐外外目王」短短的幾年 ,戰國的歷史進程經過了幾次軍

大的轉折。雖然魏惠王主盟了逢澤 ,但列強在觀念上尚有周室的存在 ;而魏惠雖

也萌生僭天子之位的念頭 ,但尊周天子的觀念 ,仍然存在。是以在會諸侯之後 ,

仍領十二諸侯朝天子。但到了 「徐州相王」之後 ,各國開啟自尊 、互尊為工的風

氣 ;此時各諸侯殆已無視周室的存在。因為在尊王的背後所意味的 ,是各國諸侯

在僭王後 ,其地位與周天子相侔 。所謂 「王室賜命」連形式上都不必要了 。祇要

國際間承認 ,大小諸侯都可以尊王 ;或者祇具備實力 ,一國自尊或兩國互尊都可

以稱王 。這也是日後齊 、秦互尊為 「東 、西帝上的史實背景 。

再從國際形勢上分析 ,逢澤之會以後 ,列強的權力結構開始變化 。從春秋以

降 ,三晉

一

直是中原的權力核心 ;這個核心膨脹到最高點是逢澤之會時。其後三

晉的勢力走下坡 ,代之而起是中原邊陲的齊、秦兩強。這種流程的轉變 ,全由縱

橫策士在其間穿梭捭闔。原先抵擋荊楚入主中原的歷史任務 ,也由三晉之手轉到

齊人手中 ,這其中又予秦國日益坐大的機會 。種種的歷史特色 ,在 「逢澤之會」

到 「徐州相王」之間 ,展現地淋漓盡致。

這兩個事件 ,相距的時間很短 ,但在戰國初 、中期的歷史發展中 ∵其間旳過

程卻是一個重要的轉關。   ﹉     ﹉   ﹉

註釋

註 1參方詩銘 、王修齡 :《古本竹書紀年輯証》 ,〈 魏紀〉惠王二十九年 。(台北 ,華世出版

社 ,民國七十二年),頁一三三 。

註 2雷學淇 ,《竹書紀年義証》 ,(台北 ,藝文印書 ,國六十六年再版)頁五八二 。

註 3 《史記》 〈秦本紀〉。

註 4 〈秦本紀〉云 :「 (孝公 )十九年 ,天子致伯 (音霸 )。 ⋯⋯二十二年 ,衛鞅#鈕 .自魏

公子卬‥⋯.二十四年 ,與晉 (魏 )戰鴈門 ,虜其將魏錯 。」 《史記》敘秦之年歷有誤 ,

但史事大致不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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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5楊寬就認為這兩處所言 ,所指應為一事 。參氏著 《戰國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
年七月第二版),頁三一七 。

註 6參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卷三 ,(北京 ,中華書局 ,一九八五年版),頁二五二∼二主
四 。

註 9同註 (5),頁三七九∼三八○ 。

註 8林劍嗚 ,《秦史稿》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頁一九三∼一九五 。

註 9同註 (6)。

註lU楊寬 :前引書 ,頁三一八

註11錢賓四 ,前引書 ,頁二五三 U

註挖 楊寬 ,前引書 .頁三一八 。

註13 《汲冢紀年》云 :「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 ,徙都大梁 。」雷學淇考訂將 「發達忌之藪以
賜民 .」 亦索於此年 。但據 「四月甲寅」推斷 ,此年應為梁惠六年 .按 《紀年》用夏
正 ,惠成王九年四月已未朔 ,有甲子 、甲戊 、甲申而無甲寅 。而惠王六年夏正四月丙午
朔 ,九日甲寅 ,故繫於六年較可信 .參方詩銘 、王修齡 ,《古本竹書紀年輯証》 ,頁一

註14參雷學淇 ,《竹書紀年義証》 ,頁二七五上 。

註15繆文遠所據以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為準 。參繆氏 ,《 戰國策考辨》 ,(北京 ,中華書
局 ,一九八四),頁二九○∼二九一 。

註㏑ 《戰國策》 〈齊策一〉記策士向田侯建言 :「韓 、魏之兵未弊 ,而我救之 ,我代韓而受魏
之兵⋯⋯我因陰結韓之親 ,而晚承魏之弊 ,則國可重 ,利可得 ,名可尊矣 。」⋯⋯ 「韓
自以恃有齊國 ,五戰五不勝⋯⋯齊因起兵擊魏 ,大破之馬陵⋯⋯ 。」 《史記》 〈田敬完
仲世 家〉說與同 ,惟記此役在齊宣王時 ,乃誤 。

註19張硬澤撰 ,<孫臢兵法校理》 ,收於 《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 ,(北京 ,中華書局 ,一九
八四),頁四二∼四四 。

註18同上註 ,頁一∼二 。

註19參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 ,頁二四一

一

二四二 。

註∞ 林劍嗚 ,《秦史稿》 ,頁二○五 ,(註 )3U。

註21同註 (15),頁四∼頁五 。

註η 《史記》 〈商君列傳〉。



ㄏ逢澤之 會╯與 ╭除j啊本目王 」                     〞

註” 「岸門之戰」乃據 《紀年》 :「 三十二年與秦戰岸門 。」而 《史記> 〈秦本紀〉作 「鴈門

之戰」 ,其年繫於秦孝公二十四年 ;但 〈六國年表〉卻繫於秦孝二千三年 。雷學淇遂

謂 :「 當亦夏正 ,周正之異 。」參 《竹書紀年義証》 ,頁二九三上 。

註留 《戰國策》 〈中山策〉記 「五國相王」事件餘波 ,謂 :「 犀首立五王 ,而中山後持 .齊謂

趙 ,魏 日 :『 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 ,願與大國伐之 ,以廢其王』中山聞之大

恐 ...。 」這一史料說明 ,相王風氣雖開 ,但內部仍存在一些矛盾 .

註邠 參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 ,頁二六一 。

註%按 魏襄王應是魏惠王之誤也 。參瀧川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証》卷七十五 ,(台北 ,宏業

書局 ,民國六十一年再版)頁三 。

註” 按田嬰封薛之年有諸說 ,其中以 《竹書紀年》 :「 (魏惠後元)十三年四月 ,齊 (威 )王

封田嬰於薛 。」較為可信 。其年當繫於齊威王三十五年 (前三二二)。 雷學淇 ,《竹書

紀年義証》卷三十九云 :「 據 〈齊策〉及 《呂氏春秋》 〈知士篇〉,宣王立而要辭之

薛 ,則薛封於威王可知 ;當宣王時而日 『受薛於先王』 ,則薛為威王所封更可知 。《史

記》謂齊閔王三年始封田嬰於薛 ,其說誤 ;《通鑑》及鮑彪 《策》注謂是宣王封之 ,亦

誤 。」參 《竹書紀年義証》 ,頁二九八上 。下 。

註外 參何浩 ,《楚滅國研究》 ,(武漢出版社 ,一九八九)頁八○ 。

註” 故薛城的調查中 ,發現有兩次修築痕跡 。其中一次疑為田文所修 。《孟子》 (梁惠王下 )

謂 「齊人將築薛」以逼滕 ,此即為田文於薛之時 。參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末工作

隊 ,〈 山東鄒縣 、滕縣古城址調查〉 ,《考古》一九六五年 ,第十二期 。

註m參錢穆 ,《先秦諸子繫年》 ,頁三四二∼三四三 。

註31參前註 。

註笓 《禮記》卷二十五 〈郊特牲〉云 :「 諸侯不敢祖天子 ,大夫不敢祖諸侯 。」但春秋以來 ,

這一規定漸被破壞 ,為大夫的往往為諸侯立廟 。〈郊特牲〉又云 :「 公廟之設私家 ,非

禮也 ,由三桓始也 .」 但史料所傳 ,公廟私設也僅三桓及田氏父子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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