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漢初期水利事業之初探

——因統一帝國初期社會間接資本投資之實施為中心

鄭 梠 元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朝甫建立後不久就道遇滅亡的命

運 ,接著下來是維持 了四百多年的漢朝 ,為 了國家的發展與延紋 ,於

是開始從事社會間接資本的投資 。

在本文中也說明了 ,由 於統一國家的統治投資與建設社會間接資

本當中,產 生了必要又具多樣化的水利事業 (災 害之預防及處理、灌

溉、開墾、運輸 、為守備匈奴而對北方地區的開發),以如此的理由

可以說明這時期水利事業的女行 目的 ,除 了具有統一國家運作的經濟

層面之外 ,同 時亦有防禦遊牧 民族侵略的軍事 目的 。

因此 ,本文主要試圖探討 自西漢立國一直到漢武帝時代為止的這段

期間 ,水利事業所具有的性質 ,這其中便涵蓋了為維繫和保存大帝國之

社會間接成本投資的層面 。

開鍵詞 :水利事業 西漢 社會間接 資本

. 
垂污師範大學歷史學 系博士班研 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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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禹的傳說中便可得知 ,︳中國的水利事業自農耕時代開始 ,就以多樣化的

型態來實施 。在黃河流域當中 ,為防治洪水 、旱災 、灌溉或帶有軍事目的和為了

傳送運輸等目的的水利事業 ,會隨著各王朝的更迭 ,並因應時代不同的要求而因

時制宜 。

這些水利事業分別有 :為了防禦由於河川氾濫而建築的堤防 、為了運送物資

並從事週邊農地的灌溉而開鑿的人工溝渠 ,為了一旦在邊境地區發生戰爭時有效

支援軍糧運送的渠道 ,亦即為了保護當地居民的水利事業和連結各地交通之運河

等多樣化型態 ,直到今天為止 ,他們仍扮演著維持國﹉家基礎事業的角色 。

在結束分裂時期最先完成統一的秦國所實行的大規模事業 ,與有志於統一各

國的的戰國群雄之間所實行的土木事業之不同 ,是具有可以構成統

一

國家基礎的

特性 。   ﹉

做為初期統一帝國的秦漢時代所建造的代表性土木工程 (本文裡所指的是社

會間接資本的投資 )分別有北方的萬里長城 、首都長安城的建造和連結各地交通

也是統治重要手段之一的馳道 ,以及在這時期的水利事業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黃

河及其支流中所實行的治水和灌溉事業 。

從眾所皆知的部份來看 ,水利事業隨性質的不同﹉,可分為軍事和經濟兩方面 。

在軍事上 ,有積極的一面 ,也就是為了向中國外部拓展所進行的建設 ,同時亦有

消極的一面 ,也就是為了守備邊境所實行的水利事業 ;在經濟方面 ,則有運送維

持國家財政所仰賴的租稅 、防治洪水旱災等災害 、灌溉農地以大幅提高生產量 ,

以及開墾荒地以擴大農地等多方面的建設 。        ﹉

1 
漢 .司 馬適 ,《 史記 、及本紀》(台 北 :鼎 文書局 ,1999年 6月 十一版 ),頁 m:「 當帝堯

之時⋯⋯堯求能治水者⋯⋯得舜 ,舜 登用 ,攝行天子之政 ,巡狩 。行視鯀之治水無狀⋯⋯

於是舜舉鯀子禹 ,而 使鎖絲之業」;《 史記 、河渠書》,頁 14U5:「 禹抑洪水十三年 ,過 家不

入門 ,然 河菑衍益 ,害 中國也尤甚 ,唯是為務 ,故道河⋯⋯乃廝二渠以引其河」。以下 《史

記》、《漢書》(漢 .班 固)鼎 文書局出版本 ,(台 北 :鼎 文書局 ,1997年 1U月 );《 資治通

鑑》(宋 .司 馬光)宏 業書局出版本 ,(台 北 :宏 業書局 ,1993年 1U月 );《 水經注》(陳橋

擇等譯註 ),貴 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本 ,(貴 陽 :貴 州人民出版社 ,1996年 lU月 )。 一



西軔 期水利手業之初探——以統
一
帝國初期社會周接資本投資之9施為中也＿＿＿＿旦

秦漢時代以前 ,黃河水系具有成為當地經濟中心與發達農業的地理優勢 ,到了西

漢時代 ,水利事業具有地域性水利事業性質 ;它是以長安為中心 ,向關中地區集中而

建造 。

最初的統一帝國秦朝建立不久就遭遇到滅亡的命連 ,接著下來是維持了四百

多年的漢朝 ,為了國家的發展與維持 ,就開始從事社會間接資本方面的投資。

因此 ,本文主要試圖探討自西漢立國一直到漢武帝時代為止的這段期間 ,水

利事業所具有的性質 ,這其中便涵蓋了為維持和保有大帝國之社會間接成本投資

的層面。在此研究中所參考的史料係以 《史記》與 《漢書》為重心。水利事業則

是使用 《史記》、《漢書》的 〈河渠書〉、〈溝洫志〉,以及 《水經注》,至漢武帝的

水利事業則大略分析

一

還有和這些有關聯的記錄則是參考〈本紀〉、〈平準書〉
:〈 弇

貨志〉和 〈列傳〉來分析 ,也參考了對當時較有系統記錄的 《資治通鑑》。

二 、防災甪途的水利事業

筆者接下來所要分析的記載內容 ,主要是根據 《史記》、《漢書》,以及 《資治

通鑑》而來 ;首先 ,要來看看 〈河渠書〉和 〈溝洫志〉︳然後由此來分析 〈本紀〉

以及 〈列傳〉當中關於水利事業的記錄 。透過對此的了解 ,不僅可以觀察實際的

狀況 ,而且可以了解到 ,當時的初期統一帝國對於水利事業到底有如何的認知與

實施 。          :

下面是漢文帝時代 ,〈 河渠書〉和 〈溝洫志〉中 ,對於水利事業申記載
:

漢興三十九年 ,孝來時河洪酸棗 ,東潰金隄 ,於是東郡木興卒塞之 。

(史記)括地志云 :金隄
一
名千主隄 ,在白馬縣東五主。

2   
一

其內容是記述了關於黃河氾濫和在附近進行堤防維修的內容 。而此段記載是根據

《資治通鑑》一書 :論述了在漢文帝十二年 (西先前 ㏑8年 )時 ,黃河主流自大

禹治水後發生了第一次的氾濫 ,因而進行
一
堤防的修補工作 。由站可猜測 ,在西

2 
《史記、河渠苦》,頁 ∥U9;《 漢書 :溝洫志》,頁 %78;《 資治通鑑、洪紀》太宗孝文皇帝

卞 12年 ,頁 φl:「 十二月 ,河決酸棗 ,東汝金隄 ,來即大興卒塞之。」



4 要p唱元

漢初年時 ,黃河是被維持在一個較穩定的情況下 。

而下一篇記載也是在論述相同的問題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 :

其後四十有餘年 ,今天子元光之中 ,而 河洪於瓠子 ,東南注鉅野 ,通於

淮泗 。於是天子使汲黯 ,鄭 當時興人徒塞之 ,報復壞 。
s

另外 ,在 《漢書 、食貨志》當中亦有相關記載 :

先是十餘歲 ,河洪 ,灌 梁楚地 ,固 已數困 ,而緣河之郡隄塞河 ,輒壞決

費不可勝計 。
4

上述的洪水及水利事業是發生在漢武帝元光三年 (西元前 132年 ),而 〈河渠

書〉和 〈溝洫志〉中 ,卻只有關於在子瓠地區洪水的記錄 。不過根據 《漢書》的

〈本紀〉和 《資治通鑑》可以得知 ,第一次黃河是在頓丘地區氾濫成災 ,接著 ,

又在夏天的五月中旬 ,於子地區再度氾濫 。而且當時動員救災的人數 ,達到十餘

萬人之多 。
‘

由 〈食貨志〉當中的 「費不可勝計」之字眼可得知花費了巨大的人力 、物力 ,

然由於書中無論對於工程在何時進行 ,或是工程所包括的區域範圍等問題 ,都沒

有具體的記載 ,因此要推測該工程之規模實屬不易 。
‘

不過 ,從動員了十萬多人以防止黃河氾濫的事實當中 ,吾人實不難推測出 ,

若與社會間接資本的建設與維修互相比較 ,國家對此間題同樣極為重視 。

雖說如此 ,當時的丞相田蚡還是對於堤防一再倒塌而沒有達到效果的問題 ,

於是提出了以下的主張 :

是時武安侯田盼為丞相 ,其奉 邑食鄃 。鄃居河北 ,河洪而南則鄃無水災 ,

邑收 入 多 。盼 言 於  上 曰 :江河 之 決 ,皆 天 事 ,未 易 以 人 力 飪塞 ,彊塞

《史記 、河渠書》,頁 ⅡU9。 《漢書 、港洫志》,頁 1679:「 其後三十六歲 ,孝 武元光中 ,河

決於瓠子 ,東 南注鉅野 ,通於淮泗 ,上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 ,報復壞 。」
《漢書 、食貨志》,頁 l161。

《漢書 、武帝紀》,頁 163。

在 《漢書 、武帝紀》之記錄 ,只 好表示 「氾郡十六」。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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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必(順 )〔 應〕天 。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 ,是以久不復塞也 。
7

也就是表明了應該要先顧慮的是 ,該問題所帶給當時社會的負面影響 。牰 是 ,由

前兩段記載不難得知 ,即使動員了十萬的人力之後 ,堤防仍舊照常倒塌 ,就表示

當時建造堤防的技術 ,實無法因應黃河氾濫的問題 。不過 ,可以清楚的知道 ,漢

武帝元光三年所進行大規模的水利事業 ,其 目的就是以防洪為主 。

以下 ,我們再來看看下一篇的內容 。這是關於黃河在武帝元光年間 ,於瓠子

地區發生氾濫 ,經過二十年後 ,正確地說是在元封二年 (西元前 lU9年 )’ ,︴再度

修護瓠子地區堤防的內容 。

如果從前面的部分可以看出 ,雖然武帝於元光年間 ,派遣汲黯和鄭當時去阻

止堤防的倒塌 ,但是結果卻失敗了 ,m所以決定根據當時丞相田蚡的主張 ,重新來

進行修護的工作 :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歲 因以數不登 ,而 梁楚之地尤甚 。上既封禪 ,

巡祭山川 ,其明年 ,乾封少雨 。上乃使汲仁 、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

河 。於是上以用事萬里沙 ,則 還自臨決河湛白烏 、玉璧 ,令群臣從官自

將軍以下皆負薪其決河 。是時束郡燒草 ,以故薪柴少 ,而下淇園之竹以

為楗 。

一

9

B

《漢書 、溝洫志》,頁 1679;《 史記 、河渠書》,頁 14。 9。

根據這點可以解釋為 ,當 時田盼因為主張 「天命論」,因 而反對治水事業 ;另 外 ,若瓠子

地區的水道無法疏通 ,則 黃河的河道就會轉向東南方流入連結泗水地區的淮水 ,如 此一

來 ,田 玢自己的封地鄃就不會被洪水波及了,所 以田玢的反對也可以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漢書 、武帝紀》,頁 193:「 (元封 )二年⋯⋯反四月 ,遂祠泰山瓠子 。至瓠子 ,臨決河 ,

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 ,作瓠子之 歌 。」;《 漢書 、郊出外 》’頁 1296-1237:「 水元

為先封⋯⋯其來年⋯⋯是歲早⋯⋯乃禱萬里沙 ,過祠泰山 。遠至瓠子 ,自 臨塞決河 ,留 二

日 ,湛祠而去 。」

《漢書、溝洫志》,頁 1679:「 其後三十六歲 ,孝 武元光中 ,河決於瓠子 ,東 南汪鉅野
,通

於淮泗 。上使汲黯 、鄭當時興人徒塞之 ,報復壞 。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其奉邑食鄃 。

鄃居河北 ,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 ,邑 收入多。盼言於上曰 :江河之洪皆天事 ,未 易以人力

好塞 ,強 塞之未必(順 )I應 】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 ,是 以久不復塞也 。」

《漢書 、溝洫志》,頁 1682;《 史記 、河器書》,頁 1412-l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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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對於元光年間 ,汲黯和鄭當時沒有完成的水利事業 ,過了二十年後 ,

才又讓郭昌和汲黯的弟弟汲仁 ,動員了大規模的人力 ,來進行建築堤防的工程 。

由記載的內容可以得知 ,在萬里沙的祭天儀式進行之後 ,又以白馬和玉璧來祭祀

水神 。而且由下令所有將軍以下的大臣都背著木材 ,參加工程這點來看 ,漢武帝

非常重視這次瓠子地區的治水事業 。

從 「淇園之竹以為揵」這段記載中可看出 ,此工程是利用竹子這種特定的材

料來建造堤防 。如淳的註中 ,對於此方法做了以下的論述 :「 竹子可以阻擋水的氾

濫 。將竹子層層連結 ,並直排栽種 ,就可以減弱水勢 ,如果使其更緊密的排列 ,

就叫做楗 。把楗拆開來看 ,其中填充了許多的泥土 ,當然 ,也有可能用石頭來填

補 。」另外 ,在 《史記》的索引當中 ,也簡略地做了以下的說明 :「 所謂的 『楗』,

就是在水中種植樹木 ,並向下加入竹子及土石 。」
η

單憑上述的記載 ,無法知道建造堤防確切的方法 。但是 ,若觀察其他的水利

事業 ,還是可以找到運用同樣的方法來建造堤防的水利事業 。例如 ,在戰國時期

所建設的 「都江堰」,就是利用竹子來建造的水利事業 。因為當時都江堰在建造的

時候 ,並沒有留下相關的記錄 ,所以只能透過遺留的構造物 ,來推測那時大略的

情形 。

剛剛的記載告訴我們了一點 ,就是把竹子緊密的栽種 ,才能防止水的滲透 。

但是其他的資料中也顯示了 ,一般利用竹子建造的堤防 ,都是用竹子和石頭編成

一種籃子 ,然後裝填石頭 ,最後再
一

個個的堆積成堤防 。
i3若

和現代的堤防比較起

來 ,當今在建造堤防時 ,為了讓堆積的石頭更為堅固 ,於是使用粗鐵絲做成的鐵

網來捆住石頭 。換言之 ,當時的竹子和現在的鐵絲具有同樣的作用 。

如此利用竹子的工程 ;亦可見於 〈溝洫志 〉的其他部分 。例如 ?漢成帝年間

的水利事業 。該工程所使用的方法可說是與前兩個情況不同 。它是以兩艘船夾載

了九個用四丈長竹子所圍成的竹籃 ,在其中填滿小石子 ,然後再放入水中 。利用

《漢書 、溝洫志》,頁 1“ 2:「 如浮曰 :樹竹塞水決之 口 ,稍稍布插按樹之 ,水稍弱 補令

密 ,謂 之捷 。以草塞其哀 ,乃 以土填之 ,有 石以石為之 。」;《 史記 、河渠書》,頁 ＿413:「 索

隱 :楗者 ,樹於水 中 ,稍 下竹及土石 。」

《宋史、河渠志》,頁 筠9「 歲作侍郎堰 ,必 以竹為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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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該方法 ,完成堤防的建造僅需三十六天 。

利用淇園地區的竹子建造
一

堤防之後 ,終於完成了黃河在瓠子地區氾濫後四

十年以來堤防修護的工程 ,並解決了梁 、楚地區的災害問題 。

曾在瓠子地區飽受氾濫影響的梁 、楚地區 ,由於該工程的最終完成 ,於是免

再遭受災害的肆虐 。這可以從工程完成後在該地建造宣房宮的記錄得到答案 :

於是卒塞瓠子 ,築 宮其上 ,名 曰宣房 。而道河北行二渠 ,偮禹舊跡 ,而

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 災 。
小

這項工程的成功完成 ,可說是水利事業舉盛進行的一項契機 。這和在元光年間試

圖建造工程的失敗 ,因此使得當時丞相田蚡所提出的 「天命論」得勢而導致水利

事業不得不中斷的結果相反 。很多人在這項工程之後對此爭相討論 ,吾人可由有

關水利的記載證明這一點 。
“

三 、以運送與轉漕為 目的之水利事業

〈河渠書〉或 〈溝洫志〉中 ,關於此時期的內容 ,主要多偏重於灌溉 、災害

預防及事後管理方面 。而接下來我們所要看的記載內容 ,是在漢武帝元光六年 (西

先前 129年 ),大司農鄭當時針對利用渠道轉漕的效用性而進行的上書 :田

時鄭當時為人司農 ,言 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上 ,度本月罷 ,兩 渭水道九百

餘里 時有難處 。引渭穿渠 ,起長安旁 ;南 山下 ,至河三百餘里 ,徑 易

遭度 ,可令三月罷 。
m

以上的記載是鄭當時律議針對以建築渠道來提高轉漕敕用性的其中ㄒ個部

14 
《漢書 、溝洫志》,頁 1●88:「 河隄使者工延世使塞 ,以 竹落長由丈 ,大九固 ,盛 坏小石 ,

兩船夾我而下之 。三十六日 ,河 隄成 。」
ls 

《漢書 、清洫志》,頁 1684;《 史記 、河渠書》,頁 1姐 3。

1‘  《漢書 、溝洫志》,頁 1684;《 史記 、河渠書》,頁 Ⅱ14:一 自是之後 ,用 事者爭言水狎 。」

田 王子今 ,〈 秦漢時期的內河航運〉,《 歷史研究》第 2期 (北京 :中 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U

年),頁 %1:在 秦漠時期 ,杜食為主物資之運輸 ,稱特漕 。

ls 
《漢書 、溝洫志》,頁 1699;《 史記 、河渠書》,頁 14U9。



分 。就整體性而言 ,論及中國運輸的方法時 ,相較於陸路 ,多半會選擇利用天然

或人工的水路 。在上述的記載中 ,鄭當時認為 ,利用人工的水利建設 ,可以提高

效率 ,縮短一半的運送時間 ,減少人力與物力上的損失 。

而且 ,他又做了下面一段敘述 :

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 。此(捐 )漕 省卒 ,而益肥關中之地 ,得穀 。
1’

亦即說明了建造渠道來增加轉漕的便利性 ,以及利用渠道來灌概周邊農地的

優點 ,並強調水利事業對於經濟的重要性 。

從下面的記載當中可以得知 ,鄭當時的建議得到漢武帝採納 ,並予以實際的

執行 :

上以為然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發卒數萬人穿漕渠 ,三歲而通 ,以漕 ,

大便利 。其後漕稍多 ,而 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 。
m

春 ,穿 漕渠通渭 。午

鄭當時為渭漕回遠 ,鑿漕直渠自長安至華陰 。⋯作者各崁萬人⋯費亦各

以鉅萬十數 。
η

大司農鄭當時言 :穿 渭為渠 ,下至河 ,渠起長安旁 ,南 山卞 ,至河三百

餘里 。漕關東粟徑易 ,易 以政翻 。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 。春 ,詔發

卒數萬人穿渠 ,如 當時策三歲而通 ,人以為使 。
m

以上的記載內容不僅透露出該水利事業是以國家經濟維持為目的所進行之轉漕 ,

也告訴吾人其工程規模之浩大 。而且由漢武帝採納並實行鄭當時的建議當中不難

推測出 ,當時漢武帝對於水利事業的重要性 ,有著充分的了解 。       ﹉

關於鄭當時的水利事業 ,不論是在 〈溝洫志 〉、〈食貨志〉和 〈本紀〉當中都

19

2U

21

η

2S

《漢書 、溝洫志》,頁 1679;《 史記 、河渠書》,頁 141U。

《漢書 、溝洫志》,頁 1679;《 史記 、河渠苦》,頁 141。 。
《漢書 、武帝紀》,頁 165。    ﹉

《漢書 、食女志》,貢 l161。

《資治通鑑 、洪紀》,世 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6年 ,頁 ”6。



有記載 ,可見該工程的重要性 。特別是由 〈溝洫志〉中的文句 「發卒數萬人」以

及 〈食貨志 〉「作者各數萬人」,「 費亦各以鉅萬十數」當中可以看出 ,不僅動員了

數萬人的人力 ,而且支出的費用更是難以計算 。以上是針對當時該工程所投入人

力 、物力的規模 ,做大略的推測 。

鄭當時所提出水利事業成果豐碩 ,而在同一時期的地方官番係 ,也曾對於水

利事業提出建議 ,但結果卻沒有順利的達成目標 。

首先 ,就讓我們來看看番係所提出的建議 :

後河東守番係言 :漕從山東西 ,歲百餘萬石 ,更底杜之艱 ,敗亡甚多而

煩費 。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 ,引 河溉汾陰蒲圾下 ,度可得五千頃 。故

盡河堧棄地 ,民 茭牧其中耳 。今溉田之 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 。穀從

渭上 ,與 關中無異 ,而底杜之東可毋復漕 。
2

其後者係欲省底杜之漕 ,穿 汾河渠以為溉田 。⋯⋯作者各數萬人 ,歷二

三期而功未就 ,費 亦各以鉅萬十數 。
那

由上述的記載當中吾人可以得知 ,因為當時所使用的水路距離遙遠 、崎嶇 ,使得

貨物往返途中常常發生不必要的損失 ,所以番係建議鑿一條新渠道來減少如此的

損失 。

《史記》、〈平準書 〉中也顯示了 ,在漢初惠帝高后及武帝文鼎年間 ,同樣有從

山東地區 ,建設通往中心地區轉運渠道的記錄 :

孝惠高后時 ,為 天下初定⋯⋯漕轉山東粟 ,以給中都官 ,歲木過致十萬

石 。
 ‘

他郡各輸急處 ,而諸農各致粟 ,山 東漕益歲六百萬石 。一歲之中 ,太倉

甘泉倉滿 。
2’

留 《漢書 、清洫志》,頁 168U;《 史記 、河渠苦》,頁 141U。

2s 
《洪苦 、食女志》,頁 1161。

% 
《史記 、平率苦》,頁 i418。

” 《史記 、平卒古》,頁 1441。



以上的記載內容表示了在惠帝 、高后時代 ;從山東地區搬運的稻穀量不過數

十萬石 ,而到了武帝時已經超過六百萬石的數量 。由此可知 ,當時人們為了把山

東地區的稻穀運往京師 ,持續的在做努力,m而番係的建議也與此有關。另外也訂

以看出 ,渠道鑿通之後 ,可以灌溉其周邊的土地 ,並改良土質 ,增加耕種的可能 。

總而言之 ,就是要透過租稅的運送和土質的改良來增加土地的效益性 。

但是 ,下一篇記載中顯示了該方法並未成功 :         ﹉  ﹉

。以為然 ,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 ,河移徙 ,渠不利 ,田 著不能償種 。

久之 ,河東渠田廢子越人 ,令少府以為稍入 。
”

鄭當時所建議的水利事業和番係的比較起來 ,就時期上來說 ,前者有某種程

度上的優勢 。兩個人的建議都是在相同君主 (漢武帝)在位時所提出 ,也都獲得

採納而予以實施 ,而且兩個人的出發點都是以提高轉運的效率 ,以及灌溉土地 、

改良土壤為目標 。        ﹉

結果在實施之後 ,前者不論是在轉運或是灌溉方面 ,都達到了預期的成效 ;

相反的 ,後者在改變了河道之後 ,不但轉運速度深有加快 ,而且也無法灌溉周邊

農地 ,反而荒廢了許多土地 。

接下來 ,關於漢武帝時期以經濟與運送為目的的水利事業 ,我們再來看看褒

斜道開鑿的記錄 :

其後人有上書 ,欲通褒斜道及漕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 ,言抵蜀

從故道 ,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 ,近四百里 :而 褒水通沔 ,斜

水通渭 ,皆可以行船漕 。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褒絕水至斜問百餘主 ,以

車轉 從斜下渭。如此 ,漢 中穀可球 ,而 山東從污無限 ,便於底杜之漕 。

王子今 ,〈 秦漢時期的內河航運〉,頁 %,31;陳峰 ,〈 瀯運其中國的封建朱挂統治〉,《 西北

大學學報》2期 (西 安 :西安大學學報編輯部 ,199U年 );若根據上面的論文 ,西洪時 ,

一年稻 殺 的特 運 丑一般 是 四百 萬石 ,最 高則寸 達到 六百 萬石 。另外 ,若參考 《洪

一

‵食 女

志》,頁 ll姐 中 ,宣 帝時 ,大 司皮中丞耿毒昌所一奏的意見 ,就可以了解到 ,為 了搬運道
些杜食 ,不但需要六萬多人 (故事歲漕關東毅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 而且損失
無數 ,所以為了減少人力物力的損失 ,不得不當試用水運的方法 。
《漢書 、溝u志 》,頁 168U;《 史記 、河渠書》,頁 141U。



西 琪初 期 水 利 手 紫 之 菞 探—— 以 統 一帝 國初 期 社 會 周 接 資 本投 資 之 9施為主
也      1l

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 ;僻於巴蜀 。上以為然 。井湯子印為漢中守 ,發數

萬人 ,作 褒斜道五百餘單 。道果便近 ,而 水多湍石 ;不可漕 。
m

雖然從周代開始 ,陝西地區就一直扮演著中國古代政治和經濟中心的角色 ,但是

因為此處和漢水上游的漢中之間有秦嶺山脈 ,所以在試圖將西南地區 :也就是巴

蜀地區的資源運至陝西地區時 ,會碰到相當多的障礙 。

西元前 2J° 年左右的孝文王時代 ,曾任蜀國成都地區地方官的李冰 ,已經建

築了渠道 .改善了此區的交通及灌溉 ,因此 ,我們不難推斷此地區經濟的發展 ,

到了漢代之後會更為突飛猛進 。因為這樣的原因 ,從戰國時代開始 ;各國為了得

到中國南部及西南地區的資源 ,都曾致力於打通秦嶺山脈 ,構築交通路線中努力 ︳

而褒斜道正可作為其中的代表 。

根據上面的記載內容可以看出 ,向漢武帝提出開鑿褒斜道的建議 ,目的就是

能夠方便地將漢中地區生產的稻穀進行轉蓮 ,以及能夠連接資源豐富的巴蜀地

區′l而
漢武帝在採納了該建議之後 ,便派遣張卯前往褒斜道南端的漢中地區募集

人力來建造此路 。

記載中也顯示出 ,他們試圖在褒水和斜水上 ,建造人工水路 ,來津到提高轉

運效率的自標。但是因為在工程完成之後 ,該區的水勢不但滿急 ,而且岩石又多 ,

因此根本不可能利用該水路來轉運貨物 ,這也不禁令人懷疑 ,難道不能改用陸路

運送嗎 ?s2而這種結果也不是當初漢武帝所預期的 。

雖然在當時 ,該工程並未收到預期之成效 ,但是就整體上而言 ,褒斜道對於

後代也不是完全沒有價值可言 。根據日後的史料記載 ,連接巴蜀地區陸上的交渾

路線 ,反而因此獲得了發展的撐會 。

《淇苦
一

溝洫志》,頁 1681;《 史記 、河渠書》,頁 1411。

《史記 、貨殖歹i付 》,頁 βη1-3必2:「 .⋯ ..巴 蜀亦沃野地饒危〦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

譯宗義 ,《 漢代國內陸落交通考》(香 港 :析
孕拼究所 ,19“ 年),頁 1挖 。陝西省考古可

究所 ,〈 褒斜道石門附近棧道遠跡及題刻的調查〉,《 文物》,ll期 (北 京 :文物出版社 〢9“

年 ),頁 竻 。 ﹉

紩畤紩畤紩



四 、以經濟 目的與國家防禦為中心的

灌溉水利事業

之前的許多記載都清楚的顯示出 ,到漢武帝時期為止 ,水利事業的重心大都

擺在轉運效率與農地灌溉等經濟方面 ,以及洪水之後重建工作的災害防治上 。比

較特別的是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 ,關於水利事業的記錄主要都集中在漢武帝

時期 。接下來要介紹以灌溉為主要目的的水利事業 ,也就是大約在漢武帝元鼎年

間 ,於元狩所建造的井渠 :

其後嚴熊言 ,臨晉民願穿洛以兢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 。誠即得水 ,可

令畝十石 。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 ,自 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岸善崩 ,乃 基

井 ,深者四十餘丈 。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 。水隤以絕商顏 ,東至山

領十餘里問 。井渠之生自此始 。穿得龍骨 ,故名甲龍首渠 。作之十餘歲

渠頗通 ,猶 未得其饒 。
ss

由上面的記載我們可以得知 ,此工程是以灌溉為主要目的 。而此工程實施的位置

一關中地區 ,s4也是過去許多水利事業 ,如鄭國渠所進行的區域 。

西漢時期 ,建造河水渠道是由於為了經營長安周邊的地區 ,也就是為了要使

關東地區的食糧順利的運往首都長安 ,以及長安所在關中地區的農業可以獲得發

ss 
《漠苦、溝洫志》,頁 1681;《 史記 、河渠書》,頁 141l。

s4 
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 ,《 中國水利史稿》上 (北 京 :水利電力出版社 ,1985年 ),頁 l1§ ;

陳昌遠 ,《 中國歷史地理簡編》(鄭 州 :河南大學出版社 ,1986年 ),頁 23-26;鄧 自欣 、
田尚 ,〈 試論都江堰經久不表的原因〉,《 中國史研究》3期 (北 京 :中 國社會科爭出版社 ,

1986年 ),頁 1Ul-lU9。 關中平原又稱為涇渭平原 ,西有霄雞山 ,束有潼關山 ,南 有泰嶺
山 ,北則有北山 ,因 為處在如此受到四山包目的盆地地形中 ,所 以很不方便 ,面 和也只有
三萬四千平方公里左右。不過 ,此地區不但土質肥沃 ,土 壞也很疏鬆 ,對耕作非常的有利 ,

所以只要有充分水1供給的話 ,收杜士一定相當可現 。但是偏偏關中平原年降雨1只 有一
般的 mUmm,而 且在反作物最需要灌溉的春季時 ,常發生不是的情形 。此區四週不但群山
環繞 ,束造又是許多河川的下游地區 ,在地下水非常年近地表的情形下 ,大 i的可溶性監
分經由毛細作用上升到地面 ,造成菸分的流失 ,也影響了反作物的生長 ?因 此 ,對於此地
區的問題 ,似 應採用人工灌溉的方法來解決 。



西琪初期水利事業之初採——以統一帚國初期社會問接資本投資之9施為中也     l3

展的機會 。因為這些都是影響此地區漕運開發 ,還有關中地區水利事業突飛猛進

的重要因素 。

從以上的記載內容當中 ,可以發現有一點與以往不同 ,那就是井渠這項新工

程的部分 。如果和現在的工程比較起來 ,井渠就類似用來連接兩地 ,而在山裡鑿

通的隧道 。也就是在商顏山進行渠道開鑿時 ,為了照明和通風順暢 ,於山腰中間

部分所打通井的一項工程 。另外 ,在這些井的四周 ,用側袹樹排成 「人 」字型 ,

並使其不陷入井中 ,讓井和井之間有可以相通的地下隧道 。但是在記載之中也顯

示了 ,由於此地區的土壤是黃土的因素 ,經常崩塌 ,所以使得這項工程最後並未

達到預期的目標 。
3s

日後水利事業的進行 ,且讓我們分析以下的說明 :

朔方 、西河 、河西 、酒泉 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 。
“

如前所述之 「自是之後 ,用事者爭言水利」,吾人不難得知從瓠子的堤防事業結束

後所進行的各項水利事業 。只是 ,從記載內容中可以確認的是 ,建造人工渠的理

由大部分是具有灌溉性質 ,並以經濟目的為出發點 。

當然 ,和前面所說明過的一樣 ,關中地區當時是擔任水道糧食供給的重要地

區 ,而且 ,地理位置相當於黃河中游 ,中心位置也不經過大山脈 ,整體來說 ,地

形崎嶇並不嚴重 ,在有許多河川流過 ,利於人工灌溉方面有著很大的作用 。

既然如此 ,我們就來一一探討以上出現過的渠道吧 !首先討論有關在朔方 、

西河 、河西 、酒泉等地接引黃河以灌溉的記載 。這些地方以當時中心地來說 ,是

位於西北部 ,相當於黃河上游 ,也就是和匈奴對峙的區域 。〈平準書 〉和 〈食貨志 〉

對武帝時代的記錄中也出現了 「先設置張掖 、酒泉郡 ,在上郡 、朔方 、西河 、河

西任命田官 ,開墾要塞 ,配置六十萬大兵耕農 」的記載 ,3’這地方雖然相當於中國

3s 
中國水利史稿編寫組 ,《 中國水利史稿》上 ,頁 l3←l36:干 渠五號洞附近 ,發現了許多用

側粨樹排成的「人」字型 ,並 交叉堆和著。另外 ,對於這種井渠的出現 ,也有如下的見解 ,

亦即若當初是同時在商顏山的兩側挖掘人工渠道 ,而 且位於渠道所要行經的路線 ,也就是

若 在 山腰 部 分 開鑿 崁 座 井 ,那 麼 工 程 進行 時 的 新 面就 會 到 處 出現 ,如 此 一 來 ,不 但 可 以推

所渠道的路線 ,也能解釋中間的井是被用來通風 ,亦 即採光用途的內容了。

《漢書 、海洫志》,頁 1684;《 史記 、河渠書》,頁 1414。

《史記 、平準書》,頁 Ⅱ39;《 漢書 、食女志》,頁 1193:「 初二張掖 、酒泉郡 而上郡 、朔

方 、西河 、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萬人屯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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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 ,但卻位於長城南邊 ,和長城路線幾乎相同 ,包含十五英吋降雨線的範圍 ,

是可以耕種的農地 。

而且 ,在 《漢書》和 《史記》其他記載中也提到試圖將居民遷移至該地並使

其農耕且定居的記錄 。這些在漢武帝年間就已出現 ,其內容如下所述 :

(元朔 二年)夏 棼民徙朔方十萬人 。
sB

漢興至于孝武⋯⋯驃騎將軍攀破匈奴右地 ,降渾邪 、休屠王 ,遂 空其地

始築令居以西 ,初 置酒泉郡 ,後稍發徙民充玄之 。φ

明年 ,南粵反 ,西 羌侵邊 。⋯⋯發三河以西騎拳羌 ,又數萬人度河築令

居 。初置張掖 、酒泉郡而上郡 、朔方 、西河 、河西開田官 ,斥塞卒六十

萬人成田之 。
m

其明年 ,山 東被水災 ,民 多飢乏⋯⋯乃徙貧民於關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

新秦中 ,七 十餘萬人 。
缸

(元狩)四 年冬 ,有 司言關束貧民徙隴西 、北地 、西河 、上郡 、會稽凡

七十二萬五千口⋯,..〞

而朔方亦穿溉渠 。作者各數萬人 ,歷二三期而功未就 ,費 亦各以鉅萬十

數 。
伯

sB 
《淡古 、武帝紀》,頁 17U。

s’  《洪古 、西域傳》,頁 3B93:記載中有記載攻咯匈奴的鏍騎將年霍去病 ,酒 泉郡之設

一

依

年表示完成於元鼎二年 ,但按 《漢書 、武帝紀》元狩二年的記載來看 ,因 為 「有秋 ,匈奴

昆邪工殺休屠王 ,并將其眾合四萬餘人來降 ,一五局國以處之 ,以 其出為武威 、酒泉郡」

的記述 ,所以應該可以知道 ,鏢騎將軍霍去病攻略匈奴的記載似於元狩二年

《漢古 、食女志》,頁 l193。

《漢書 、食女志》,頁 l1ω 。

《洪苦 、武帝紀》,頁 178。

《洪苦 、食女志》,頁 lla;《 史記 、平率苦》,頁 ∥24-142S:這 裡的記述若是和本紀及海

洫志的記錄相比較 ,就如同之前記述內容在漢武帝元光六年看到的 ,依郊當時而造渭染工

程的記載內容 。

紩�笱

�

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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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記述的內容來看 ,在當時屬於軍事要塞的該地建造渠道 ,使其可以

灌溉 ,讓居民定居於此 ,在經濟方面可以開拓自立之路 ,可以發現他們利用這幾

項特點來達到 「寓兵於農」的政策 。

這是在對於當時和匈奴對峙之西北地區而謀求移民實邊政策的漢武帝時期

裡 ,為防禦此區最具效果的權宜之計 。此為逐漸提高遷徙至該地居民的經濟能力 ,

不僅是自己的糧食 ,連軍糧都能確保的一種開發政策 。
“
所以 ,上述 〈溝洫志〉中

所記載的水路工程 ,如果光從內容而言 ,就只具有灌溉的經濟目的或是救助災民

而已 。但若從和當時相關其他外在要素來看 ,其實又可以說是帶有更強烈的軍事

目的 。

和在西北地區所完成之水利事業的目的不同 ,以下記載內容記述著當時在屬

於中心地域的關中地區之水利灌溉工程 :

而關中靈軹 、成國 ‵湋渠引諸川 。
們

首先要敘述的是與靈軹 、成國 、湋渠有關 。雖然之前已敘述過 ,但若再深入考慮

關中地區的特殊性 ,此區水利事業的實施 ,在經濟方面是具有重要的意義 。

先是完成以灌溉或農地開墾為主要目的的水利事業 。這些工程以所具有之附

加價值完成對於這些人工水路所經過之周邊農地或荒蕪地的灌溉及開墾 。

以地域性來看 ,有靈軹渠 、成國渠以及湋渠 ,全部都位於蘭中地區 。
“
從地圖

上來觀察 ,這些渠道是隨著渭水水系 ,從長安西邊以湋渠 、成國渠 、靈軹渠的順

序往長安延伸 。

靈軹渠位於現今周至縣東部 ,在 《漢書 、地理志》和 《水經注》當中對靈軹

渠也有簡略的說明 。在 〈地理志〉對於靈軹渠位於右扶風慹厔的記述中有 「靈軹

渠開鑿於武帝時代」的記載 ,4’可以知道靈軹渠是在武帝時代開鑿的。在《水經注 、

“ 參翟宛華 ,〈 試述西漢對河西的開發〉,《 由川學刊》6期 (由 州 :由 川社會科學學會聯合

會 ,1985年 )。

《漢書 、清洫志》,

《漢書 、溝洫志》,

出幸谷 。」

《漢書 、地理志》,

頁 1“ 4。 《史記 、河渠書》,頁 1414。

頁 1684:「 如浮注 ;地理志益r工 有靈軹渠 。成國朵名在陳倉 。湋音幸水

頁 6η :「 盩厔有長楊宮 、有射熊館 、秦昭工起靈軹渠

一

武帝穿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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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水》中則有 「往北流經慹厔縣故城的西邊 ,往東則經過縣北 ,此渠名為靈軹渠 ,

在河渠書則是說明為延伸堵水支流 」等有關靈軹渠位置的記述 。
們

成國渠位在現今眉縣地區 ,是延伸渭水為灌溉眉縣 、扶風 、武功 、興平一帶

農地而建造之人工水路 ,有關成國渠最初開鑿之記載是在上述之 《漢書 、溝洫志》

中 ,簡略位置可以從 《漢書 、地理志》有關右扶風眉縣的記述中看到 「成國渠是

渭水支流回流 ,往東北經過上林流入蒙蘢渠 。」
妙
但若把路線延長 ,在 《晉書 、食

貨志》中 ,可以看到一部分有效的利用 「青龍元年開鑿成國渠 ,從陳倉到槐里建

造臨晉波 ,並引用汫水和洛水灌溉有鹽地三韆餘頃來充實國家」。
m因

此 ,成國渠

也有強化灌溉周邊農地 ,並在一定程度上提昇不良農地收穫等經濟 目的 。

湋渠位於現在的周至縣 ,書中記述著湋谷是位在周至縣往西南 3U公里凹陷

處 。秦漢時代位於中心位置的長安南部 ,從西邊開始分別有澇水 、酆水 、潏水 、

滻水 、霸水注入渭水中心 ,它們位在像崑明池 、鎬池的周圍 ,順利地造就了可以

建造且利用以灌溉為 目的之人工水路的經濟條件 。

以上理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亦即以提昇該地區中心經濟成效之水利工程得

以積極完成的因素 ,特別是以灌溉為 目的的工程 。以下所記述的地方雖和關中地

區有點距離 ,但也讓我們來看一下在哪些地方完成了什麼樣的水利事業 :

汝南 、九江引淮 ,東海引鉅定 ,泰山下 ,引 汶水 ,皆 穿渠為溉田 ,各萬

餘 頃 。小渠及陂山通道者 ,不 可勝言也 。
si

由地域性來探討可以得知汝南是位於現今河南省 ,九江是位於安徽省 ;但若隨著

周邊所流經的江河來看 ,九江鄰近汝水及淮水交匯處且略偏東邊 ,汝南則是位於

九江西北方 ,地處北向汝水和南向淮水兩江交會之中心位置 。若從兩江之發源地

和交會處所形成之三角形來探討 ,則可說是位於此三角形的中心頂點 。因此 ,從

《水經注 、渭水》,頁 647:「 又北逕盩厔縣故城西 。⋯⋯東逕縣北亦曰靈軹渠 〈河染苦〉

以為引堵水 。」

《漢書 、地理志》,頁 lSη :「 郡 ,成 國渠首受渭 ,東北至上林入蒙屯染 。蒙屯渠就是靈執

因目。」

《晉書 、食貨志》,頁 785:「 青龍元年 ,開 成國渠 ,自 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 ,引 洴洛溉鳥

鹵之地三千餘頃 ,國 以充女焉 。」
sl 

《漢書 、溝洫志》,頁 1684;《 史記 、河渠苦》,頁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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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地方牽引迴水的話 ,在地圖上來看 ,由於九江和淮水鄰接 ,所以將迴水牽引

進來比較容易灌溉 。因為和流往汝南南邊的淮水有某種程度的距離 ,所以吾人能

推測 ,似乎不太可能出現較為大規模動員人力完成的人工水路建設 。當然 ,從以

上的記述內容來看 ,在這兩個地區所完成的水利事業是以為灌溉為主要用途的經

濟 目的 。

緊接著要介紹的是東海 ,它位在比上述兩地更靠近位於東北邊的山東省 ,但

它並沒有使用流經汝南 、九江周邊的江河 ,反倒是引湖水灌溉 。

泰山由於地理位置就在汶水之旁 ,因此便引用此將來灌溉農地 ,它就位於比

其周邊汝南 、九江 、東海三地更為北部的地方 。

由上述記載當中可以確切得知 ,原本往關中地區集中的各項水利事業 ,到了

這個時期更是愈朝北部和東部擴大 。再者 ,與主要以運送 、灌概及土壤改良等複

合性 目的而建造的水利事業不同的是 ,當時優先完成以灌溉為主要目的之水利事

業 。

在上述記載中可得知 ,原本集中於關中地區的用意是具有提高生產量之目的 ,

於是之後就以關中為中心 ,一旦每區產量各達到一萬頃 ,就從該區開始向其他周邊區

域擴展水利事業 。

接下來的記述不只和之前所被認為是大規模的水利事業一樣 ,被指認為 「小

渠」的小規模人工水路建設也開始被用來灌溉周邊農地 。從原文 「陂山通道者」

的記錄
s2中

可以得知 ,當時已經開發出牽引水流至不屬平地之山坡地技術 。這可以

說是開創了一項能夠更加擴展農地開墾面積的契機 。

雖然在記錄中不能詳細地看出利用這些小規模的渠道可以產生多大的灌溉功

能 ,但比較起大規模的人工水利事業 ,施工較為簡易的小規模水利事業之技術補

充較為普遍化 ,水利事業得以藉此在各地更為廣泛地被建造 。

雖然如此 ,有關前述之汝南 、九江 、東海 、泰山等地所建水利事業的相關記

載僅見於 《漢書 、溝洫志》中 。在其他的記錄當中 ,無法查到與此有關的記載內

容 。因此 ,找不到關於在這些地區的某些地方 ,為了完成灌溉所興建何種人工水

’ 師古註中 「陂山 ,因 山之形也 。道 ,引 也 。⋯⋯道鼓曰牛 。」說的是把水流引往傾斜的山

坡 。以其他意義可以解釋 「陂山 ,遏 山之流以為陂也」為阻擋山坡的水流牽引而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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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渠道的經過 ,以及調動多少人員 、所需經費等詳細正確記錄 。

接下來再次對關中地區所完成的水利事業做個說明 ,學者們認為

一

該區 (鄭

國渠)的水利工程是到了戰國末期 ,由於秦始皇開創並完成大一統帝國的經濟基

礎 ,因而得以在鄭國渠的周圍 ,開始進行龐大的水利事業 :

自鄭國渠起 ,至元鼎六年 ,百三十六歲 ,而 兒克為左內史 ,奏請穿基六

SS
輔渠 ,以 益溉郊國傍 高印之 田 。

克既治民 ,勸反業⋯ ..:先 表奏開六輔渠 ,定水令以廣溉 田 。
“

由這段記載可以看出 ,在鄭國渠修成之後的 126年 ,在漢武帝元鼎六年間 ,

左內史兒寬奏請實施水利事業以擴大鄭國渠周邊地區的灌溉面積 。

從記載的內容推論 ,當鄭國渠完工之後 ,只完成了鄭國渠周邊平坦地區的灌

溉 ,對於那些位置較高的周邊地區 ,則是無法建造水流可以遍及之人工水路 。所

以在 也6年之後 ,完成了這項技術的補救 ,並建造了可將水流引導至較高地區的

人工渠 。

由此可以推知 ,這將完成灌溉面積的擴充和收穫量的增加 。但是 ,光從記載

內容是無法明白地了解六撫渠正確的位置到底是位於鄭國渠周邊之什麼地區 ,以

及該水源之出處 。

在 《漢書 、兒寬傳》的師古註裡只是簡略地推論 ,但若從師古註來看 ,有以下

的一段話 :

﹉師古 曰 :溝洫志云 :「 兒寬為左內史 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印之

田 。」此則於鄭國渠 ,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 。今雍川雲

陽 、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 ,鄉人名 曰六渠亦號輔渠 。故河渠書云 ,關 內

則輔渠 、靈軹是也 。
“

以上所引 ,在於說明地域上相當於鄭國渠的上流 ,而且 ,我們可以得知 ,在新的

5s 
《漢書 、溝洫志》,頁 1685。

“ 《漢書 、公孫弘 卜式兒免侍》,貢 263U。
ss 6漢

書 、公孫弘 卜式兒先侍》,頁 263U。



地區建造獨立的渠 ,除了擴大灌溉面積之外 ,也擴大和補助現在鄭國渠不能作用

的周邊地區 (雲陽 、三原地區 ),並具有灌溉位置較高農地的功能 。

在農業為社會經濟主軸的時代 ,具有灌溉目的之人工水路六輔渠所夾帶的經

濟意義實不能忽視 。這帶來的結果是 ,在已完成的基本灌溉地區的基礎上 ,更為

擴大其面積範圍 ,因此 ,這是有別於由於荒地開墾所產生的農地擴大之類型 。還

有 ,雖然從文獻裡無法得知六輔渠的正確位置 ,但至少很明顯地與鄭國渠所在位

置幾乎沒有差異 。所以 ,這裡曾是當時屬於中心地帶的關中地區是不用懷疑的 。

漢武帝時期 ,除了在關中以外地區也同時進行與完成許多水利事業之

外 ,另外 ,在業已存在基本灌溉設備的地區內 ,也開始建造了以擴大灌溉設備

為目的的水利事業 。

對於當時農業所具備之重要性及水利事業之必要性 ,及漢武帝開鑿六輔渠之

後 ,在以下做個說明 :

上曰 :友 ,天下之本也 。泉流灌皮 ,所 以育五穀也 。左右內史地 ,名 山

川原甚眾 ,細 民未知其利 ,故為通溝汝 、畜陂澤 ,所以備早也 。今內史

稻田租挈重 ,不與郡同其議減 。令史民勉反盡地利 ,平絲行水 ,勿使失

時 。
5‘

可以知道漢武帝牢牢地掌握了屬於當時支撐國家經濟之手段的農業 ,也充分地認

識了為農事而灌溉的重要性 。並且也表示 ,平均分配為灌溉而動員百姓的徭役 ,s’

《漠苦 、海洫志》,頁 1685。

施偉青 ,〈 關于泰洪徭役的若干問題〉,《 中國史研究》2期 (北 京 :中 國社會科爭出版社 ,

1986年 ),頁 2U-29。

徭役名稱 歷 史 時 期 起役和止役之年齡 年  限

正  卒

秦一景帝 1年 17歲 -56或 ω 歲 39或 43年

景帝 2年 一昭帝元年 2U歲 一%或 6U歲 3● 或 4U年

昭帝元年以後 ” 歲一%歲 33年

痋畤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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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徭役的縮減 ,在農業上會發生勞動力喪失的意圖 。

接著來看太始 2年 ,因白公之奏請而實施的水利事業 :

後十六歲 ,太始二年 ,趙 中大夫白公 ,復奏穿渠 。引涇水 ,首起谷 口 ,

尾入榤陽 ,注渭 中 ,袤二百里 ,溉 田四千五百餘頃 ,因 名 曰白渠 。
ss

上述是關於 白渠開鑿利用涇水的灌溉事業之記載 ,內容可見於 《水經註 、渭水

篇 》,s°從兩篇的記載可以推算出 ,首先 ,水利事業實施的地區屬於涇水及渭水所

流經之中間地帶 。此外 ,所鄰接的地方也有鄭國渠 ,在不屬於鄭國渠灌溉範圍的

區域 ,引用白渠來進行灌溉 。

在地域方面 ,也屬於鄰接長安關中地區 (尤其是雲陽 、池陽 、三原 、高陵 )

且與早在秦始皇元年就開鑿 ,成為統一戰國經濟基礎的鄭國渠 ,合稱為 「鄭白渠」。

之前也曾說明過 ,白渠與鄭國渠皆屬於完成於中國重心之關中地區之具有灌

溉 目的的水利事業 ,因此 ,筆者試圖在以下說明這兩個溝渠對此地的經濟利益和

對當時百姓的影響 :

民得其饒 ,歌之 曰 :田 於何所 ?池陽 、谷 口 。鄭國在前 ,白 渠起後 。舉

臿為雲 ,洪渠為雨 。涇水一石 ,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 ,長我禾黍 。衣食
m

京師 ,億 萬之 口 。言此兩渠饒也 。

利用鄭國渠的灌溉面積有四萬餘頃 ,而白渠有四千五百餘頃的灌溉面積 。不只如

此 ,利用混有黃土之涇水可以得到改善土壤的效果 ,這相當於利用開鑿白渠所得

到的利益 ‘

以上是依照漢代建國後至武帝時期的 《史記 、河渠書》及 《漢書 、溝洫志》

當中之記錄 ,依序對於水利事業所做的整理 。在本文中也說明了 ,由於統一國家

s8 
《漢書 、溝洫志》,頁 1685。

s’  《水經注 、渭水》,頁 664:「 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大始二年趙國中大夫白公奏穿渠 .引 涇

水首起谷口出于鄭渠南 。」
m 

《漢書 、溝洫志》,頁 “85;《 水經注 、渭水》,頁 “4:「 民歌之日田于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 ,白 渠起後 。」



西基〞期水利事業之初採——以統一帚國初期社會周接資本效資之子施為中也   一”

的統治投資與建設社會間接資本當中 ,產生了必要又具多樣化的水利事業 (災害

之預防及處理 、灌溉 、開墾 、運輸 、為守備匈奴而對北方地區的開發 ),以如此的

理由可以說明這時期水利事業的實行 目的 ,具有運作統一國家的經濟層面 ,亦有

防禦來自遊牧民族的侵略 。

五 、結 論

筆者以上分析了秦漢時代對各種水利事業之上書 ,並分析了由統一以前一直

到維持國家鞏固的漢武帝時期止所實行的水利事業 。《史記》、《漢書》和 《資治通

鑑》中對於水利事業的建議與施行 ,大部分集中在漢建國以後 。

在統一時期的記錄裡 ,出現了在戰國時代由韓國派遣一名水工鄭國建議當時

的秦王對於關中開發之必要性的內容 。依照鄭國的建議 ,鄭國渠打好了秦結束長

期分裂 、開創大統一帝國時代的經濟基礎 。

再接著秦完成統一時期後的漢朝 ,漢武帝時期代表性人物鄭當時和番係等

人 ,對水利事業有所建議 ,他們奏請的內容 ,是利用新建水道的窄淺以謀對農地

進行灌溉 、開墾及運輸的便利 。他們的建議 ,是從維持統一國家必要之經濟目的

為出發點 。

除此之外 ,和匈奴問題有關的延年和桑弘羊 ,奏請灌溉涇水地區的百工 ,奏

請水路便利的孫禁和反對的許商及上奏治河策的賈讓等人的上書內容皆可見於

《漢書》的 〈溝洫志 〉和 〈列傳 〉。有關漢朝初期水利事業認識的方向 ,在維持統

一國家經濟之目的上助長了水利的必要性 。

在本文中也說明了 ,由於統一國家的統治投資與建設社會間接資本當中 ,產

生了必要又具多樣化的水利事業 (災害之預防及處理 、灌溉 、開墾 、運輸 、為防

備匈奴而對北方地區的開發 ),以如此的理由可以說明這時期水利事業的實行 目

的 ,除了具有統一國家運作的經濟層面之外 ,同時亦有防禦遊牧民族侵略的軍事

目的 。

從前言所提出的問題意識來看 ,經過本文裡面的分析之後所得出的結論 ,就

是在初期大一統帝國建立後所進行的水利事業隨性質的不同 ,可分為軍事和經濟

兩方面 。在軍事上 ,有積極的一面 ,也就是為了向中國外部拓展所進行的建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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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亦有消極的一面 ,也就是為了防禦邊境所實行的水利事業 ;在經濟方面 ,則

有運送維持國家財政所仰賴的租稅 、防治洪水旱災等災害 、灌溉農地以大幅提高

生產量 ,以及開墾荒地以擴大農地等多方面的建設 。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帝國秦朝甫建立後不久就遭遇滅亡的命運 ,接著下

來是維持了四百多年的漢朝 ,為了國家的發展與延續 ,於是開始從事社會間接資

本的投資 。

因此 ,本文主要試圖探討自西漢立國一直到漢武帝時代為止的這段期間 ,水

利事業所具有的性質 ,這其中便涵蓋了為維繫和保存大帝國之社會間接成本投資

的層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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