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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班孟堅「山西出將」說 

楊兆貴 

摘 要 

班固於《漢書•趙充國辛忌慶傳贊》說：「山西出將」，指明西漢「山

西」地域多出將軍。這是班氏以人文地理的觀念闡論地理與產出將軍的關

係，然而班氏只指陳這一史實，而未深入闡述其故。本文根據時賢的看法，

先釐清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進而從經濟、自然地理角度闡論「山西」

的農業、經濟發展之故；再而從人文、歷史地理觀念論述此區域民風、多

出將軍之由，這亦與秦人在此區長期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這部分主要

論述秦人長時期與周、戎交雜的關係並形成尚武精神。 

關鍵詞：班固、山西、將軍、自然經濟地理、人文歷史地理*  

 
* 楊兆貴現職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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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漢書》卷六十九〈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曰： 

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

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

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

狄道辛武賢、辛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

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

埶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

「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

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1 

班固（32-92）在此段提出秦漢以來一個現象，即所謂「山東出相，山西出

將」，說明山東、山西所出的人才有別，並從人文歷史地理的角度，解釋人

才與地理的關係，其大意是某一時期的政治人才、軍事人才與其所生長的

地域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某地域的歷史、文化若有某些人文趨向與特

性，則由此地域所薰陶而產生的人才亦有該種文化的氣質與特性，且此一

文化特質亦會陶鑄、影響、限囿其人才的特長。可見，人才與地理的關係

相當密切。2班固特就「山西出將」這一現象以人文歷史地理觀念闡釋。班

固認為，漢代「山西」出將，還因山西地域與羌胡相雜，山西百姓為求自

衛，且與羌胡相處日久，因此民風漸寖養成好武尚力。此風俗由來有自，

自秦人從周代居此就已逐漸養成。這樣，此區域所產出的人才，都具有其

俗尚武勇戰的特點，又適逢武（西元前 141-87 在位）、宣（西元前 74-48 在

位）用兵匈奴等外敵，因此一時軍事人才濟濟，均以勇戰顯功於朝、名稱

於世。班固的看法，固為允愜。本文主要承班氏之意，參稽史乘，以自然

經濟地理、人文歷史地理的觀念，闡釋山西能出將之故，至於其他與得將

有關的制度及諸細節方面，非本文所能詳論，故略。 

 
1 班固撰，王先謙補注：《漢書補注》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4690。

本文《漢書》引文都引此書，為省篇幅，直接在引文後加頁碼。 
2 筆者已發表班固「山東出相」說一文，詳楊兆貴：〈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中華文

史論叢》第 57 輯，頁 166-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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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漢山西的地理範圍 

要討論西漢山東、山西，則先釐定其地理範圍。傳樂成、邢義田、王

子今等先生各有專文論述。3一般而言，學界認為山西或以華山、崤函為界，

或以太行山為界。 

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又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山東包括《漢書•

地理志》所說的青州、徐州、豫州、兗州、冀州、并州、揚州、荊州，山

西包括司隸、益州、朔方、巴蜀。狹義的山東指能在政治、文化發生重要作

用的區域，即黃、淮、海一帶，因此勞榦先生（1907-2003）以為山東的核

心範圍應不包北方邊郡（包括西北邊郡如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

西河），南邊以淮河為界，除去荊州、揚州，而以青、冀、兗、豫、徐諸州

為重。4按據西漢史實，山東的核心範圍誠如勞先生所言，因為長江以南，

氣候「卑溼，丈夫早夭」，5「一直到西漢初期，長江流域還是地廣人稀」，6

因此中原人士避之猶恐不及，7且農業發展不及黃、淮一帶，8所以長江以南、

南楚一帶，終西漢一代，未能在政治、文化、經濟上產生重大的作用。 

山西的地域，筆者認為主要範圍即《漢書•地理志》所說的秦地，包

括今陝西、甘肅、青海（詳下文）。9雖然勞先生批評北方諸郡地曠人稀，其

 
3 傳樂成：〈漢代的山東與山西〉，收於傳樂成：《漢唐史論集》（臺北：聯經，1977 年），頁

65-80。文中也論述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說，但稍簡略。邢義田：〈試釋漢代的關東

關西與山東山西〉，收於邢義田：《秦漢史論稿》（臺北：三民書局，1987 年），頁 95-119。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上編有〈長安五陵的文

化繁榮與關中區文化領導地位的形成〉、〈北邊區的軍事文化〉兩文討論關中、北邊兩區域

的不同文化，但他沒給北邊區劃下具體的地理範圍。另，書中另一篇〈「關西出將，關東

出相」：秦漢人才的區域分布〉羅列自漢高祖以來 28 位將軍及其居住地、籍貫，肯定班固

「山西出將」說。（頁 253-256）筆者認為該文所引人數有限、時間過長（由高祖開始至

成帝），另外，作者只從區域文化特點簡單說明山西出將之故，如說「山西多猛」、「多悍

勇」。（頁 256-257）。學者對「山」的界定，有不同的看法，如錢坫認為「以華山為界也。」

（頁 2825）學者或謂山東山西以「關」為界，王先謙說：「漢世謂關外為山東。」（頁 2873）
另謂「關」指函谷關，或指潼關。 

4 勞榦：〈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5 本之第 2 分（1935 年），

頁 183。 
5 司馬遷：〈貸殖列傳〉《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3268。 
6 陳良佐：〈自然環境對中國古代農業發展的影響〉，收於《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集》，（臺北：中央研究院，1981 年），頁 772。 
7 賈誼可作為這方面的代表。《史記•賈誼列傳》說「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

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適」，韋昭云：「謫也。」（司馬遷：《史記》，頁 2492-2493）
賈誼「意不自得」，其原因之一是「長沙卑溼」，氣候差劣是他心情憂鬱的一個原因。 

8 王子今：〈秦漢氣候變遷與江南經濟文化的進步〉，收於《秦漢史論叢（第 6 輯）》（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頁 23。 
9 秦地的地理範圍見《漢書•地理志》。學者對北地六郡有不同的看法。朱一新之見比較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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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只有防邊一途，10然而北方諸郡「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頁 2824），

在漢代的漢、匈、羌等關係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孫子（約西元前 545-470）

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

天，三曰地，四曰將」，11說明將領、地理因素在整個國家的政治、國防事

務上的重要性。地緣政治、軍事也是政治、外交、軍事上的重要環節。漢

代自高祖（約西元前 256-195）以來，朝廷就受到來自北方民族的壓力。漢

武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征服以匈奴為首的北方民族。北方邊防在漢廷國

策上有重要的分量。12在國防軍事方面，將軍起著極重要的作用。西漢如此，

東漢亦復如是。13漢代出現了不少流芳千古的名將。我們有必要正確看待地

緣、將軍、邊防、漢廷等的相互關係。 

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的西漢諸將軍，分別來自郁郅、

義渠、成紀、上邽、襄武、狄道，分屬北地、天水、隴西諸郡。他說「山

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埶迫近羌胡」，可見，〈贊〉所提到的「山西

出將」是就這幾個郡而言的，也就是「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而言，

其範圍比上述地域（秦地）小。與這四郡民俗相近的尚有上郡、西河，〈地

理志〉把這六郡歸於秦地，且一起評它們的民風：「皆迫近戎狄，修習戰

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頁 2824）然而班固在〈贊〉裡沒是到上

郡、西河，可能另有原因。14 

三、論班固提到的西漢諸將軍 

（一）論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的將軍 

欲分析山西諸將與地理的關係，先分析〈趙充國辛慶忌傳•贊〉提到

的幾位將軍。這些將軍包括：郁郅王圍（生卒年不詳）、甘延壽（生卒年

不詳），義渠公孫賀（？-西元前 92）、傅介子（？-西元前 65），成紀李廣

 
合史實（頁 4655、4656 註 3）。 

10 勞榦：〈兩漢戶籍與地理之關係〉，頁 191-192。 
11 孫武撰，曹操等注，楊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孫子校理》（北京：中華書局，1999 年），頁

1-2。 
12 學界對地緣軍事的研究比較少，近來有這方面的研究，可供參考，見賈文麗：《漢代河西

軍事地理研究》（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13 如東漢崔寔桓帝時任五原太守，整飭軍馬，嚴守邊防，致使連年侵擾雲中、朔方的少數民

族不敢犯。百姓免於擄掠殺害及徙離之苦。崔氏保障邊區安定之功「常為邊最。」參見范

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頁 1730。 
14 原因可能是這兩地區沒出過將軍。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所記諸將軍，其出生地域沒

有來自上郡、西河郡的。詳下文。本文「四郡」指天水郡、隴西郡、安定郡、北地郡。「六

郡」指「四郡」及上郡、西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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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前 119）、李蔡（？-西元前 118），杜陵蘇建（生卒年不詳）、

蘇武（西元前 140-60），上邽上官桀（？-西元前 80 年）、趙充國（約西

元前 137-52），襄武廉褒（生卒年不詳），狄道辛武賢（生卒年不詳）、辛

忌（生卒年不詳）。 

班固提出「山西出將」說，並舉這幾位為代表，他們是否都是將軍？

西漢一朝實則並無固定的常設將軍，以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

將軍及前、後、左、右將軍等位高權重，「位上卿，金印紫綬」（頁 867），

且比較常見。武帝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以大司馬冠將軍，進一步提高其

地位。大司馬所冠的將軍包括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昭（西元前

87-74 在位）、宣以後，大司馬將軍領尚書事，權位最重，往往成為最高決

策者。15查《漢書》傳記，班固所提的這些人絕大多數當過將軍，只有傅介

子、甘延壽未曾當過（不過，甘氏當過的長水校尉是武帝時設置的八大校

尉之一，地位也很高。16下文為行文方便，皆稱將軍）。可見，班固所說的

「將」不一定指武官系統裡官階最高的大將軍、驃騎將軍等，而指曾經帶

兵參戰的武將。 

又，這幾位將軍絕大部分生活在武帝、昭、宣、元（西元前 48-33 在位）、

成（西元前 33-7 在位）時期，而非漢初，只有李廣曾在文（西元前 180-157

在位）、景（西元前 157-141 在位）時打仗任職，在景帝時任過騎常侍、騎

郎將。可見，班固提到的這幾位將軍都生活在漢武以後。易言之，班固是

說漢武及其後時期，漢朝攻伐匈奴、羌胡等邊境民族，才出現「山西出將」

這現象。 

可見，班固所提到的幾位，一則他們不一定是屬於高階層的將軍，17肯

定不是武官系統最高位階的將軍；二則他們多生活在武、昭、宣、元、成

時期，並在這一時期建功立業；三則他們都是山西四郡人。 

循班氏的思路，山西地域與將軍有密切的關係。如果一個地域在一段

歷史時期湧現很多將軍，這除了與地域思想、文化、習俗、歷史等方面有

關係外（詳下文自然地理、人文地理論述部分），還與生長於此地域而成為

將軍的個人經歷有關。一個人能成為將軍，必然在從軍打仗過程中建立不

 
15 張金龍：〈西漢將軍制定述略〉，《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 年第 4 期，頁 11-14。 
16 《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提到武帝時設城門校尉、中壘校尉、屯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

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凡八校尉，秩皆二千石。所以，長水校尉宜是一地

位高的武官。 
17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武官系統只羅列太尉（武帝時改為大司馬）、列將軍、水衡都

尉三種職官，列將軍包括大將軍、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左將軍、右將軍、前將軍、後

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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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功勳，且要有際遇，18也可能與他的家族家風有關。當他成為軍隊頭目，

成為舉足輕重的軍事人物，他希望後代能繼承他的志業，應該重視家庭教

育。這樣，這一家族就會陸續出現參軍、成為軍隊頭目的現象。漢代曾出

現經學世家，軍隊也會出現，19只是這方面的史料較少，但我們可從這些史

料而可推測。為了對此現象有較深入了解，下文根據《漢書》各傳簡論他

們生平的相關事蹟，從出生地或籍貫、任職經歷、曾參與的較有名的戰役、

家庭教育、後代任職等方面介紹。其中李廣、蘇建、趙充國、辛慶忌四人

及其家族，由於戰功彪炳，且《漢書》記載較多，可作為代表而加以論述。 

1.李廣及其家族 

李廣，隴西成紀（今甘肅靜寧縣）人。他生於軍人世家。（頁 3935）

他的先祖李信（生卒年不詳）是戰國時秦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

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為賢勇。」20李廣出身良家子，21先後任郎、

騎常侍、（以下景帝時）驍騎都尉、上谷、上郡、隴西、北地、雲中等地

太守、（以下武帝時）未央衛尉、驍騎將軍、將軍（繼被貶為庶人）、郎

中令、大將軍衛青（？-西元前 106）之前將軍。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他

「與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衛青「令長史簿責廣，廣自殺。」

（頁 4001） 

李廣常常打敗仗，未立軍功。雖然這樣，李廣很受士兵尊敬。他有自

己的帶兵打仗的特點： 

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

刀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

行伍營陳，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

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為之死。我

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為名將，

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頁 3938-3939） 

 
18 李廣可說是這方面的代表。他「用善射，殺首虜多，為郎」，文帝感慨說：「惜廣不逢時，

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頁 3935） 
19 蔡海燕：《隴西李氏家訓及其當代家庭德育價值研究》（西安：西安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7 年）3.1.1「隴西李氏淵源」論述了先秦李氏至李廣的家族譜表。可見李廣家族淵遠

流長。藍永蔚：〈飛將軍李廣和他的家族〉（《文史知識》1987 年第 8 期）則論述了李廣及

其兒子的事蹟。可見，隴西李氏家族是軍事世家，應是事實。 
20 司馬遷：《史記》，頁 2339。 
21 有關西漢六郡良家子的具體情形，詳杜志強：〈「六郡良家子」考論〉，《歷史文獻研究》總

第 34 輯，頁 258-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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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賞賜，輒分其戲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

事……廣吶口少言……將兵乏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

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頁 3946）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鄰。（頁 6289） 

李廣與程不識治軍不同，與兩人的性格有關：李廣為人豪邁，待人寬厚，

常常為士兵著想，治軍簡要，不喜用繁瑣的紀律來約束士兵。雖然他對士

兵的要求不如程氏嚴格，但是憑著他的崇高威望使軍隊形成向心力，他「這

一套不正規的治軍方法非常適合於塞外的地理條件和敵情條件，他的部隊

簡單、機動，長於應變，所以匈奴非常害怕李廣的簡單」。22 

李廣重視家庭子弟軍事培養。他的三個兒子都從軍：大兒李當戶，任

郎，「上以為能」（頁 3950），可惜早死，有子李陵（？-西元前 74）。次

子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三子李敢，曾先後任郎、長校、裨將、關內侯、

郎中令。李敢元狩 2 年（西元前 120）夏天隨父出右北平，被匈奴包圍，「從

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頁 3943）他英勇善戰，曾以校尉身

分「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關內侯。」（頁 3950）

可見李敢是一位有勇有謀之將，有乃父之風，可惜後被霍去病（西元前

140-117）射殺。李敢的兒子李禹，亦有勇，可惜貪財好利。（頁 3950）這

點剛好與李廣相反。 

李陵是李廣的孫子。他曾任侍中建章監、騎都尉，天漢 2 年（西元前

99）投降匈奴。他帶兵打仗，「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頁 3951），

與李廣相同。他任騎都尉期間曾訓練五千荊楚勇士，「力扼虎，射命中，

願得自當一隊。」（頁 3952）「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頁 3952）可

見李陵重視培養勇士。李陵後來投降匈奴，故舊門下及隴西士大夫都以此

為恥，這個延續百年、名將輩出的軍人世家當時衰敗了。 

李蔡（？-西元前 118），李廣之弟，曾先後任郎、輕車將軍、樂安侯、

丞相，後因「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

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頁 3950），在元狩 5 年（西元前 118）

自殺。23 

可見，李廣家族素來重視軍事培養，所以自秦國李信開始，一直到李

廣之孫李陵、李禹，幾代人都英勇善戰。雖然史書沒記載他們引用兵法，

但相信他們作為軍事世家，不可能不讀兵書。又因他們是軍人世家，地方

社會尊重他們，可能受他們影響，不少人喜歡從軍。 

 
22 藍永蔚：〈飛將軍李廣和他的家族〉，頁 74。 
23 有關李蔡之死及漢武帝時用相情況，參拙作：〈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頁 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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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蘇建、蘇武父子 

他們是杜陵人。蘇建曾任過校尉、衛尉、遊撃將軍、右將軍、代郡太

守、中郎將。他有三子：長子蘇嘉，曾任奉車都尉；次子蘇賢，曾任騎都

尉；三子蘇武，元朔元年（西元前 128）跟衛青出雲中，攻隴西，走匈奴，

建朔方郡，被封為平陵侯。可見蘇建父子都從軍。蘇武天漢元年（西元前

100）與張勝等出使且鞮侯單于，因張勝參與匈奴叛亂事件，蘇武受累被扣，

兩次想殺身成仁，不辱君命，都沒成功。他後來被流放到北海，昭帝始元 6

年（西元前 81）才回長安。他的行為、事蹟歷來深受讚頌。如班固評說：

「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蘇武有之矣。」（頁 3978）24 

3.趙充國及其家族 

趙充國，隴西上邽（今甘肅天水市）人，六郡良家子。25他先後擔任過

羽林、中郎、車騎將軍長史、大將軍護軍都尉、中郎將、水衡都尉、後將

軍、長信少府等。 

趙充國曾跟貳師將軍李廣利（？-西元前 89）在武帝天漢 2 年（西元前

99）撃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在歸途中被匈奴重兵包圍，帶百餘壯士潰圍，

身披二十餘創，名震匈奴。武帝親自在行宮召見他。這是武帝一生僅有的

一次對有功將士的恩遇。另一件重要的事是趙充國宣帝神爵元年（西元前

61）自動請纓攻打先零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這場戰爭大約持續年半，他

用兵的策略是以分化、瓦解方法誘降罕、開羌，孤立打擊先零羌，做到不

戰而勝，收「全師保勝安邊之效」，並使漢、羌民族和睦相處。26他在湟中

屯田，也收駐守、墾荒、修整交通郵亭道橋之效。後來成帝時西羌有警，

思念良將，追美充國，命揚雄（西元前 53-18）在畫像上題詞頌揚。揚雄概

括趙充國的一生功績：「先零昌狂……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

賓服，罔有不庭。」（頁 4685）這段文字概括了趙充國一生的重要戰績：

他熟悉羌務，打敗反漢主力的先零羌，安撫罕等羌族，鎮住西疆；堅持自

 
24 周承珩：〈不朽的愛國者形象─〈蘇武傳〉試析〉（《天津師大學報》1984 年第 2 期，頁

93-96）對〈蘇武傳〉刻畫蘇武的愛國形象進行論析，可參。學者多稱讚蘇武忠君愛國、

盡忠敬職、堅守民族氣節等精神，張中行：〈讀《漢書•蘇武傳》〉（《讀書》1993 年第 5
期，頁 88-93）對蘇武對漢武帝之「忠」不苟同。 

25 內地學界對趙充國的生卒年、籍貫、職任、屯田具體內容、思想等的研究甚豐，但有歧見，

見康麗：〈國內趙充國研究百年述評〉，《天水師範學院學報》2015 年第 4 期，頁 34-40。 
26 張大可：〈西漢傑出的軍事家趙充國〉，《青海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2 期，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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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抗敵的理念，屢次抗旨上書陳述己見。「營平守節」高度評價趙充國的

高貴品德。27 

趙充國熟悉兵法，嫻熟《孫子兵法》。他在上書漢宣帝常引用《孫子

兵法》。如他說：「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頁 4669）出自《孫

子兵法•形篇》「守則不足，攻則有餘」。28又如說：「善戰者致人，不致

於人」（頁 4669），出自《孫子兵法•虛實篇》「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

人。」29趙充國用兵的特點是謹慎，30「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此

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頁 4661-4662），打仗有

周詳的作戰計劃（詳頁 4674），因此，他常常打勝仗。這樣，宣帝支持他。 

趙充國重視家庭教育。他的兒子趙卬（？-西元前 60）也從軍，任右曹

中郎將。趙充國主張屯田湟中，以困迫叛羌，可是他還沒把計劃上報就病

倒了。宣帝沒徵詢他的意見就要派破羌、強弩將軍去圍剿羌豪。趙充國決

心第三次抗旨上奏。這就嚇壞了趙卬，他派客人游說充國：「一旦不合上

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充國堅持己見：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

（以上引文見頁 4672）可見，趙卬孝順、忠君。趙充國的孫子趙欽嗣侯，

娶敬武公主；曾孫趙伋為營平侯。一門四代都為侯，可見趙氏門風頗佳。 

4.辛慶忌父子 

辛慶忌，本狄道（今甘肅臨洮縣）人，後徙昌陵。（頁 4689）他曾任

右校丞、校尉、郎中騎將、張掖太守、光祿大夫、左營中郎將、執金吾、

酒泉太守、光祿勳、左將軍等職。可見，他在中央、地方都任過職。有關

慶忌的戰績，《漢書》本傳沒有正面描寫，只透過大將軍王鳳（？-西元前

22）說他「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頁 4687）丞相司直何武

稱他：「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

莫不聞。」（頁 4688）「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頁 4689），可見

他在匈奴、西域中很有威信，這與他平素在這兩地域打勝仗有密切的關係。

辛慶忌居處恭儉，飲食衣著都很節約，只是愛好輿馬，這是他生活的唯一

奢侈之處。 

 
27 嘉瀨達男：〈論揚雄的〈趙充國頌〉〉，收於《〈文選〉與「文選」學─第 5 届文選學國際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年），頁 351-360。曾討論本頌，指出揚

雄奉成帝命而頌美的對象可能是趙充國及辛慶忌。 
28 楊丙安：《十一家注孫子校理》，頁 71。 
29 同上註，頁 106。 
30 趙充國云：「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頁

4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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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慶忌也重視家庭教育，他的三個兒子都從軍：長子辛通為護羌校尉，

中子辛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辛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頁 4689） 

5.小結 

綜上所論，可見這幾位將軍具有幾個特點： 

(1) 他們是由漢武至昭、宣、元時代英勇善戰的將軍。 

(2) 他們有的出身於軍人世家，大多重視家庭教育，他們的子孫多承先

人之業，有的還熟讀兵法。 

(3) 他們大多熟悉邊疆事務，真正上沙場，過金戈鐵馬的生活，靠自己

的戰功而升為將軍，而非靠姻親關係或一直居於廟堂之上運籌帷

幄而獲封將軍的。他們對鞏固邊疆、鎮撫邊陲少數民族有著重要

的貢獻。 

(4) 他們都沒有升到最高的將軍位階（大將軍、驃騎將軍等）。 

（二）論班固在《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提到的將軍 

西漢除了山西出了一批能征善戰的將軍外，山東也有不少將軍。根據

《漢書•百官公卿表下》所載，封為「列將軍」的姓名及人數如下： 

 
將軍銜 人數 擔任者 備註 

將軍 5 酈商、韓安國、李沮、趙食其、任

千秋 
 

大將軍 5 竇嬰、衛青、霍光、王鳳、王商 衛青、霍光、王商為大司馬大將軍 

車騎將軍 12 薄昭、金日磾、上官安、張安世、

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許嘉、

王音、韋賞、王舜 

張安世為車騎將軍、光祿勳及大司

馬，韓增、許延壽、史高、王接、

許嘉、王音、韋賞、王舜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王舜為太保車騎將軍 

驃騎將軍 3 霍去病、王根、丁明 霍去病、王根、丁明皆為大司驃騎

將軍 

衛將軍 6 宋昌、張安世、王商、丁明、傅晏、

董賢 
張安世、王商、丁明、傅晏、董賢

為大司馬衛將軍 

左將軍 12 上官桀、馮奉世、王商、任千秋、

史丹、辛慶忌、孔光、王咸、師丹、

彭宣、丁望、孫建 

馮奉世為左將軍、光祿勳 

右將軍 25 王莽、張安世、霍禹、常惠、馮奉

世、許嘉、王商、任千秋、史丹、

王章、辛慶忌、韓勳、廉褒、尹岑、

王咸、傅喜、彭宣、公孫祿、嶠望、

王安、王崇、馬宮、甄豐、孫建、

甄邯 

王莽為右將軍衛尉，張安世、甄邯

為右將軍光祿勳 

前將軍 3 韓增、蕭望之、何武  

後將軍 2 趙充國、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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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軍銜 人數 擔任者 備註 

復土將軍 3 左威、耿豐、左咸  

度遼將軍 1 范明友  

強弩將軍 1 許延壽  

步兵將軍 1 王駿  

祁連將軍 1 田廣明  

 

所記有將軍銜的共 80 人，剔除重覆的有 65 人。若按帝王在位時時期

來分，則文、景時期 2 人（宋昌、薄昭），武帝時期 5 人（霍去病、金日磾、

上官桀、衛青、霍光），昭帝時期 6 人（王莽、上官安、張安世、范明友、

趙充國、韓增），宣帝時期 5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霍禹、許延壽、史

高、常惠、蕭望之），元帝時期 6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馮奉世、許嘉、

王接、王商、王鳳、任千秋），成帝時期 13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王

章、王音、辛慶忌、韓勳、廉褒、尹岑、王根、朱博、孔光、王咸、師丹、

傅喜、彭宣），哀帝（西元前 7-1 在位）時期 14 人（剔除重複出現的，則有

丁明、丁望、公孫祿、嶠望、王安、傅晏、何武、韋賞、董賢、馬宮、王

崇、王舜、甄豐、孫建），平帝時期 2 人（甄邯、王駿）。 

若按山東、山西兩大地域來分，則山東籍將軍的姓名、出生地／籍貫

如下： 

今山東省 15 人： 

許延壽（昌邑），史高、史丹、韋賞（以上魯國），孔光（曲阜），許嘉

（昌邑），丁明、丁望（山陽郡瑕丘），王咸（濟南），師丹、左咸、王駿、

王崇（琅邪），馬宮（東海郡戚縣），蕭望之（東海蘭陵）。 

今山西省 7 人： 

衛青、霍去病、霍光、霍禹、尹岑（以上河東平陽），馮奉世（上黨潞），

常惠（太原）。  

今河北省 9 人： 

竇嬰（父世觀津人），王鳳、王商、王莽、王音、王根、王舜（以上

魏郡元城人），王安（涿郡廣望縣），甄邯（中山郡）。 

今河南省 8 人： 

酈商（陳留高陽），韓安國（梁國成安），傅晏、傅喜（河內郡溫），

薄昭（父應為魏人），韓增（韓襄王後代），彭宣（淮陽郡陽夏），公孫祿

（穎川）。 

山西籍將軍的姓名、出生地／籍貫如下： 

今陝西省 6 人： 

董賢（雲陽），張安世、朱博（杜陵），耿豐（茂陵），田廣明（尹鄭

縣），趙食其（祋祤，屬左馮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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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甘肅省 7 人：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上官桀、上官安、趙充國（以上隴西），

范明友（隴西），廉褒（襄武），辛慶忌（狄道）。 

今四川省 1 人： 

何武（蜀郡郫縣）。 

《漢書》未明確記載出生地或籍貫的有任千秋、王接、宋昌、孫建、

韓勳、嶠望、甄豐、左威 8 人，而李沮是雲中人，屬今內蒙古。 

可見，從帝王在位時期看，出現在「列將軍」人數最多的是哀、成時

期，武、昭、宣、元時各有 5、6 人（剔除重覆出現的）。這可能與哀、成

時在位的時間較短，更換的將軍比較多，且不少將軍年齡較大，當了將軍

不久就去世有關。 

從山東、山西地域分布看，山東將軍共 39 人，佔六成；山西人 14 人，

佔兩成強。如果從這一數字來看，則班固所說的「山西出將」說受到挑戰，

甚至不能成立。但如上文所論，班固提出這個看法，是基於他所提到的幾

位將軍多上沙場，靠自己的戰功而升為將軍的。實戰經驗是最重要的因素。

〈百官公卿表下〉所記的將軍們，尤其是生活在元帝以至平帝的，大多沒

有上過沙場。他們能任將軍，有不同的原因： 

一是他們有的依靠外戚關係而任將軍的，如最有名的王鳳家族，其他

如史丹（？-西元前 13）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孫，許延壽（？-西元前 53）

是宣帝許皇后的叔父，許嘉（？-西元前 28）是許延壽的兒子，傅喜（？-10）

是傅太后的堂弟，傅晏是傅太后的侄子，丁明（？-1）是哀帝母親丁姬之兄。 

二是有的是依靠父蔭的，如張安世（？-西元前 62）靠其父張湯（？-

西元前 116）之蔭而被武帝任為郎官、尚書、光祿大夫等，後來被霍光（？

-西元前 68）、宣帝先後任為車騎將軍、衛將軍。霍禹憑其父霍光之蔭而封

為右將軍。 

三是有的既依靠父蔭，又曾上沙場，如任千秋（？-西元前 27）、韓增

（？-西元前 56）。范明友（？-西元前 66）生於「世習外國事」之家，31又

是霍光的女婿，自己親征匈奴、烏桓而有功績。 

四是有的不熟悉軍事，依靠自己的經學、名望而拜為將軍的，32如蕭望

之（？-西元前 46）、孔光（西元前 65-5）、師丹（？-3）、彭宣（？-4）、馬

宮、何武（？-3）、左咸、王駿（？-西元前 15）。 

 
31 司馬遷：《史記》，頁 1063。 
32 西漢後半葉很重視經學，舉凡為相者或為三公者，必多明經致用，否則很難勝任，任期也

極短，參拙作：〈論班孟堅「山東出相」說〉，頁 17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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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有的是得到皇帝寵愛，如董賢（西元前 22-1）是哀帝的男寵。 

自武帝以來，真正上過戰場的有上官桀（？-西元前 80）、馮奉世（？-

西元前 39）、孫建（？-15）、常惠、廉褒。朱博（？-西元前 5）則靠自己努

力、朋友交遊而位至三公。 

可見班固說「山西出將」是從曾經上沙場戰爭而建功的角度出發，而

非純從有將軍銜的來說明。因為這樣，他對那些建功立業、對軍、國有貢

獻的將軍，從軍事行動、建立軍功等方面為他們立傳，如屬於山東的衛青、

霍去病、常惠、鄭吉、陳湯、李沮、張次公、郭昌、荀彘、路博德、趙破

奴等，屬於山西的傅介子、甘延壽、段會宗、李息、公孫賀、趙食其；而

那些依靠外戚、父蔭的就不從這方面來寫傳。 

四、從自然、經濟地理論述出西出將之故 

某一地區人材濟濟，且能對當代政治經濟文化有建樹的，則其地應當

人文昌盛，歷史悠久，此於古時尤然。而人文歷史能昌運彌久，元元不息，

也有賴當地經濟發達，以資運用；否則土瘠民貧，民不聊生，常常為口腹

所役，哪有餘暇修業進學？何況古時簡策繁重昂貴，書寫不便，學術傳播

極其不易，惟在師弟之間口耳相傳。以口耳相傳知識，費時糜力。山西多

出將軍，其地除民風尚武勇戰外，經濟亦發達。查班固所提到的幾位實戰

型將軍，都來自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這四郡在現甘肅省東南部，

屬於《漢書•地理志》所記的秦地。〈地理志〉記秦地云： 

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

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

焉。（頁 2820） 

則秦地包括三秦（含關中平原［內有長安］）、33河西（包括河湟）、34隴

西（在今甘肅東南部）、35巴蜀，地域覆蓋今陝西、甘肅、四川三省。關

中一帶，農業經濟發達，自古已然。巴蜀素有天府之譽，經濟亦佳。隴西

 
33 三秦指陝西中部關中平原咸陽以西、咸陽以東至黃河流域、關中以北陝北南部三地區，見

毛曦：〈自然環境與三秦文化的地域特徵〉，《唐都學刊》1997 年第 3 期，頁 71。 
34 河湟在今青海、甘肅交匯處，包括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見周宏偉：〈兩漢時期河湟地理

環境探索〉，《青海社會科學》1988 年第 2 期，頁 84；《辭海（中）》（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1989 年），頁 2379。 
35 常霞：〈隴西郡歷史文化考辨〉，《絲綢之路》2011 年第 8 期，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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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為隴右政治、軍事、經濟中心，有「金城千里，天府之國」、36「四塞之

國」37之譽。下文分別論述四郡與關中這兩大地區的自然、經濟地理。 

（一）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 

先談四郡的土壤、氣候。四郡屬於〈禹貢〉所記的雍州。據〈禹貢〉

記載，這一區域的土壤「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該區土壤為黃土， 田

畝經營已成為九州中最上等的。38 

四郡氣候溫潤。〈貨殖列傳〉說山西地區「（夫山西）饒材、竹、穀、

纑、旄、玉石」。39竹子要生長快，生長量大，需要潮濕的環境，有充足的

水濕，良好的排水，深厚肥沃的土壤。纑，是紵蔴植物，其習性喜歡光和

溫暖濕潤氣候，耐旱性弱。〈貨殖列傳〉又說：「燕、秦千樹栗」，40栗是

喬木果樹，它生長需要陽光，需及時施肥、補充水分。秦地有很多栗樹。

《漢書•地理志》說：「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頁

2824）山地林木茂盛，說明水源（包括地下水）充足，氣候也溫潤，適合

林山生長。反過來說，山林多，山林植被更能涵養林內水源，還能保持森

林裡多樣的生態。山地多林、多竹子，都須有相同的氣候條件。可見，西

漢時期山西四郡氣候溫潤，土壤深厚肥沃，水分充足。 

次談四郡水系。據〈禹貢〉記載，雍州有渭水、弱水、涇水、漆、沮、

灃水等。據《漢書•地理志》所記，渭水出於隴西郡首陽附近的鳥鼠同穴

山，流經隴西郡、天水郡而進入關中。41涇水發源於安定郡涇陽，「東南至

陽陵入渭」；鹵縣有灈水；烏水出自烏氏，「出西，北入河。」（以上頁 2661）

北地郡有沮水、洛水、泥水等。可見，這四郡或是河流發源地，或有河水

經過。 

漢代重視修建水利工程，大多數的集中在黃河、淮河及漢水流域。42武

帝時，「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皆穿渠為溉田，

各萬餘頃。」43通過開鑿河渠，引河水灌溉，滿足農作物生長的需要。西漢

 
36 張良之語，見司馬遷：《史記》，頁 2044。 
37 司馬遷：《史記》，頁 2242。 
38 原文及譯文見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737、752。 
39 司馬遷：《史記》，頁 3253。 
40 同上註，頁 3272。 
41 《尚書•禹貢》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鳥鼠，山名，在今甘肅渭源縣西南。參見江灝、錢宗武：《今古文尚書全譯》，（貴陽：貴

州人民出版社，1990 年），頁 82。 
42 許倬雲著，程農、張鳴譯：《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

社，1998 年），頁 106。 
43 司馬遷：《史記》，頁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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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除了移民實邊外，還在這一地區修渠道。《漢書•匈奴傳上》說：「漢

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頁 5643），即在今內蒙古河套

平原至蘭州的河谷平原上修渠道、闢農田，發展屯田。 

四郡的經濟模式是以農業、畜牧業為主。〈地理志〉說雍州「畜宜牛、

馬，穀宜黍、稷。」（頁 2173）〈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

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44羌指

居住在今青海、甘肅一帶的族群。所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此「關中之俗」是指秦始皇把內地貴族、百姓遷移於關中之前的

民俗言，即〈貨殖列傳〉所說的「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

地重，重為邪」，百姓看重土地，不輕易犯奸作科。 

四郡與內地相同，發展農業。從甘肅武威磨咀子 48 號漢墓出土的西漢

木牛犁模型及陝西綏德王得元墓漢畫象石牛耕圖、陝西米脂漢畫象石牛耕

圖等，45可見牛耕已在山西地區推廣。學者根據居延漢簡的「代田倉」記載，

認為代田法也已經在邊郡推行。46 

農作物方面，據許倬雲先生考證，漢朝最重要的是禾與麥。禾「很強

壯，抗風，而且不需要很多水分─對於乾旱多風的中國北方來說，這是

一種理想的農作物。」大麥、小麥可以在春、冬生長。西部邊疆軍事駐屯

地的簡片把大麥、小麥、粟列為當地所種植的三種農作物。47 

四郡與上郡及河西四郡既有農業，也有畜牧業。這些地區自古以來以

產馬、牛、羊而聞名天下。〈貨殖列傳〉說「天水，隴西、北地、上郡……

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48〈地理志〉說「古涼州

之畜，為天下饒。」（頁 2825）〈百官公卿表上〉「太僕」「又邊郡六牧師

菀令，各三丞」條顏師古（581-645）注引《漢官儀》云：「牧師諸菀，三十

六所，分置北邊、西邊，分養馬三十萬頭。」（頁 880）可見西北地區出馬

數量之多。《漢書•地理志》記北地郡有堵苑、白馬苑，苑是漢朝在邊地

設置管理馬匹的機構。馬在軍事、交通、生活等方面有重要的作用，尤其

是在行軍打仗及貿易方面。馬援（西元前 14-49）說：「夫行天莫如龍，行

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49漢朝對匈奴及邊疆民族用兵，離

 
44 司馬遷：《史記》，頁 3262。 
45 陳庚齡、田小龍：〈甘肅武威磨咀子出土漢代木牛車搶救性復原修復〉，《文物保護與考古

科學》2010 年第 1 期，頁 77-78。林正同：〈從畫像磚、石看漢代農業經濟特點〉，《農業

考古》1996 年第 1 期，頁 39。 
46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136。 
47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0、92。 
48 司馬遷：《史記》，頁 3262。 
49 范曄：《後漢書•馬援傳》，頁 840。 



338 第十一屆漢代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不開馬。馬是打勝仗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匈奴渾邪王在元狩二年（西元

前 121）降漢後，漢就在這一地區養馬，設置六牧師菀，非常重視這裡的畜

牧業資源。50養馬業遂蓬勃發展起來，包括擴大牧場及廐苑規模，提高馬匹

飼養技術，改良馬種等，這增強了漢軍實力，使河西的亦農亦牧經濟模式

更為加強。51 

最後談一下這區的人口。自秦始皇以來，王朝對邊地採取「徙民實邊」

措施。秦始皇 24 年（西元前 223）秦滅楚後，先後遷大姓、上官氏於隴西，

26 年（西元前 221）遷王建於共（今涇川），36 年（西元前 211）「遷北河

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52漢武帝元狩 4 年（西元前 119）冬把關東受災

的大約 72.5 萬人移居到隴西、北地、西河、上郡、會稽。這次大規模人口

遷移，「不僅救濟了東部遭受洪水的災民，而且有助於充實邊疆地區的人

口。」53大規模從內地移民到邊地，不僅增加這些地區的人口，而且帶來了

先進的農具、農耕技術，更有利於推廣農耕。54趙過（西元前 140-87）發明

代田法及新農具，先在三輔區試驗，取得顯著的成果後，「令命家田三輔公

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是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

用力少而得穀多。」（頁 1594） 

據《漢書•地理志》記載，隴西郡戶 53,964，人口 236,824；天水郡戶

60,370，人口 261,348；安定郡，戶 42,725，人口 143,294；北地郡戶 64,461，

人口 210,688。可見四郡人口不少。 

（二）關中 

關中位於今陝西省中部，介於秦嶺與渭北北山之間，西起寶雞，東至

潼關，因在函谷關（亦稱潼關）與大散關之間，故稱關中、秦中。漢代關

中地區，氣候溫濕。〈地理志〉說：「有鄠、杜竹林」（頁 2822），竹子

大多在暖溫濕潤的氣候下生長。學者指出，西漢前期氣候溫暖，年均溫度

比現在高 1 度，年降雨量也比現在多。武帝之後，氣候波動。55 

 
50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529。 
51 楊吉寧：《考古視域下的漢晉河西地區飲食文化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5 年），頁 18-20；徐水蘭：《漢代河西養馬業研究》（蘭州：蘭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16 年），頁 14-37。 
52 司馬遷：《史記》，頁 259。 
53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27。 
54 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134。 
55 朱士光、王元林、呼林貴：〈歷史時期關中地區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第四紀研究》1998

年第 1 期，頁 4；史念海、蕭正洪、王雙懷：《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西安：陝西師範

大學出版社，1998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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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中土壤主要為黃壤，不乾燥，適合農作物生長。〈貨殖列傳〉說：

「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56

關中平原在秦漢以前植被覆蓋良好，有大片的森林。〈地理志〉說：「有

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頁 2822-2823）可見

這一帶有竹林、檀樹、柘樹，還有梅樹、桑樹。57丘陵、山地的森林覆蓋頗

繁茂。史念海先生（1912-2001）指出，所謂的「陸海」應包括關中之南那

段秦嶺。58 

關中水系發達，大小河流縱橫交錯，形成所謂「八水繞城」，59交通便

利。又，〈溝洫志〉說「（鄭國）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頁 2867）60這一區

域土壤本來就肥沃，加上秦修鄭國渠，鑿通涇水，引涇水沖溉兩岸低洼的

鹽鹼地四萬多頃，用以灌溉農田，既增加農田面積，又提高畝產量。 

漢代重視水利灌溉工程，除了維修完善舊有的水利工程，還開鑿許多

新的幹渠，如漢文帝時在鄭國渠上流南岸開了「六輔渠」，武帝時先後開鑿

了白渠、漕渠、龍首渠、靈軹渠、成國渠、湋渠。漢帝還在陝南興建了山

河堰、流珠堰、六大陂池。61渠道渠水不僅沖涮掉土地中的鹹性物質，還提

供水源，擴大關中地區農田灌溉面積，提高農產量，且便於水路交通運

輸。62另，漢人在修龍首渠時發明了「井渠法」（類似現代隧洞豎井施工法），

解決了由於明渠渠道易於崩塌而堵塞水道的問題，也收到減少出土量和加

快工程進度之效。這是水利史上一項創舉。63 

漢代農民種植的作物包括穀物、蔬菜、其他經濟作物，五穀中最重要

的是禾與麥。關中主要農作物是粟、麥、水稻。64當時儲糧設施也多，不少

 
56 兩段文字分見司馬遷：《史記》，頁 315、3261。 
57 根據《詩經》《史記》的材料指出關中有梅樹、桑樹。王鐵峰：《秦國富強及東併六國之地

理條件研究》（長春：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頁 33-34 
58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42-45。 
59 八水指長安附近的涇、渭、潏、澇、澧、滈、滻、灞，「八水繞城」情況見趙銳：《兩漢關

中地區自然災害與政府應對策略相互關係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年），頁 4。 

60 《漢書》這段文字抄自《史記•河渠書》：「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

收皆畝一鐘。」（《史記》，頁 1408） 
61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農業考古》1989 年第 5 期，頁 136。 
62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08；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

地理卷》，頁 135。有關關中六渠的開鑿、路線，詳黃留珠、周天游著：《陝西通史•秦漢

卷》（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26-229。 
63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頁 136；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28。 
64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45。許倬雲根據武帝元鼎六年頒發的詔令「今

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認為水稻是畿輔地區的一種重要的作物。參見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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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囷容積大，且有良好的通風防潮作用，以備不時之需。65關中又與中亞各

國之間有物資交流，農民可獲得新的作物品種，如西瓜、黃瓜、大蒜、芝

麻、葡萄等。66 

關中農民改進農耕工具、農耕技術及方式。從陝北米脂石畫像畫撿拾

牲畜糞便積肥的情形，可見農民重視和利用有機肥。67漢代肥料主要有綠肥

和糞肥兩種。關中農民能把動物的糞便、骨肥、種子拌在一起，使種子即

刻得到充分的養料供應，這是一種提高種子周圍土壤的好方法。68武帝時趙

過發明了耬車、耦犁。耬車能一次過把開溝、下種、覆蓋的任務完成，有

省力、省人、生產效率高的優點。關中人也發明、使用形制大小不一的犁

鏵、起著翻土成壟作用的犁鏡，牛耕日益普遍。69趙過還針對舊的縵田法的

弊端而新創了「代田法」、區種法，對農田進行休耕，有利於地盡其力，甽

中的禾苗也起著保墒、抗旱、耐風的作用。70他在關中及周邊地區推廣代田

法、牛耕法。71 

總上而言，關中土地肥沃，沃野千里，耕種面積大，水資源豐富，實

施精耕細作，發明新農具，農作物品種較多，因此，歉收失收的情況較少，

百姓生活比較富饒。72 

農業發展，手工業技術也改進。漢代關中的鐵器鑄造和加工都有較高

的水平，冶鐵場所也明顯增多，因為農田墾殖、農業發展需要鐵製工具。73 

農業發達，農民喜好農業耕種，「其民猶有先王（指公劉、大王、王

季、文王、武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74社會安定，人口較多。關

中是秦、漢之都所在地，除了本地原有的人口外，秦始皇 26 年（西元前 221）

曾徙 12 萬戶富豪於咸陽，35 年（西元前 212）又徙 3 萬家於麗邑、5 萬家

於雲陽。文、景推行與民休息政策，人口又不斷增加。漢帝為了保護帝陵，

 
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4-95。 

65 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考古概述〉，頁 137。 
66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96。 
67 林正同：〈從畫像磚、石看漢代農業經濟特點〉，頁 39。 
68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03-104。 
69 許倬雲：《漢代農業：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頁 121、129；楊亞長：〈陝西漢代農業

考古概述〉，頁 135。 
70 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31；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39-40。 
71 彭衛、楊振紅：《中國風俗通史•秦漢卷》，頁 506。 
72 當然關中農業、土地也有其缺點而導致不同類型的災害，因此政府採取相應措施，參陳彥

良：〈兩漢災害高峰期─天災、人禍與治亂盛衰的關聯性分析〉，《臺大歷史學報》第 57
期（2016 年 6 月），頁 47-116。 

73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60。 
74 司馬遷：《史記》，頁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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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陵區設國縣邑，並三次徙民。所徙的居民都是全國各地的豪傑、官吏、

家產 300 萬以上的家族。除了徙民，關中外來人口增多，與陵邑制度的形

成也有關係。每位漢帝即位，建立陵邑，把不少百姓遷徙到那裡。一些

陵邑如茂陵就集聚了不少富翁，他們有經濟實力，在政治上起著重要的作

用，75而且使關中文化改觀，形成「五方雜厝，風俗不純」（頁 2823）現

象。76學者估計，這些人數若以西漢的一般人口自然增長率增加，平帝至元

始 2 年（西元 2 年）可達 120 萬人。77據〈地理志〉所記平帝元始二年的統

計數字：三輔地區（京兆，左馮翊，右扶風）人口共 2,436,360 人。這一數

字不是西漢關中人口的最高值，最高值應在武帝時期。78據〈地理志〉記，

當時全國人口共約 59,594,978 人，則關中人口佔全國的 4%。把關中人口與

山東大郡相比，山東人口較多的有汝南（2,596,148）、穎川（2,210,973）、

沛郡（2,030,480）、南陽（1,942,051）、河南（1,740,279）等，79則關中人口

比這些單個的人口大郡還多。可見，在當時人口最稠密的黃河中下流區域

裡，長安及其陵縣還是人口最多之地。80 

關中的農業、商業、手工業發達，綜合表現在都市的繁榮。關中有名

的都市有雍、櫟邑、咸陽、長安。咸陽、長安是政治、經濟都會。史念海

指出，關中的自然資源、豐富的物產、眾多的人口、發達的農業、手工業、

商業貿易的重要地位等，都使這些都會具有重要的經濟意義。咸陽和長安

在全國經濟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81 

（三）小結 

上文具述北地、安定、天水、隴西四郡、關中，土壤肥沃，水利興修，

農耕技術改進，農作物品種多。關中人口稠密，都會較多，一些都會民庶

富有，就有多種追求；人口稠密，易於傳播學術文化；又山西歷史悠久，

人文薈萃，人才輩出，終西漢一代，無世無之，多所建樹。四郡與邊疆為

鄰，漢人自古就養成尚武風氣。在這種情況下，四郡多出實戰型的將軍，

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下文從這方面來論述。 

 
75 黃留珠等：《陝西通史•秦漢卷》，頁 223。 
76 有關漢朝徙民於關中及關中風俗改變，參王子今：《秦漢區域文化研究》，頁 33-38。 
77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14。 
78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99。 
79 牟潤孫：〈秦漢篇〉，收於石璋如等著：《中國歷史地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

委員會，1954 年），頁 8。 
80 尚新麗：《西漢人口研究》（鄭州：鄭州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3 年），頁 72。 
81 史念海等：《陝西通史•歷史地理卷》，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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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人文歷史地理闡述山西出將之故 

上文從經濟、自然地理闡述山西農業經濟概況，下文以人文歷史地理

詮闡山西出將之故。班固所列的實戰型將軍多來自北地、安定、天水、隴

西四郡。這幾個地方地處今甘肅東南部、河西走廊的南端，接近關中。這

裡是秦人長時期活動過的地方。秦人自商周時期就遷移到此地，他們既與

戎狄雜處，受戎狄文化影響，又接受周文化；既有勇武善戰的特點，不斷

與戎狄發生戰爭，在戰爭中不斷洗禮、壯大自己，又有善於吸收其他文化

（包括周文化）的進取精神，形成秦獨有的文化特點。可見秦人深受戎文

化、周文化影響，具有遊牧民族、農耕民族的雙重特點；秦不斷東進、

遷都，進行文化建設、軍力擴充。先秦時期秦人發展史可說是河西、四郡、

關中區域文化的集中反映，也從秦人發展史可見河西、四郡、關中的人文

特點。82筆者認為本節人文歷史地理方面從秦人發展史可以詮釋山西出將

之故。 

結合出土資料及傳世文獻記載，秦人應來自東方，屬東夷部族。83武王

克商後，周人誅戮蜚（飛）廉。據清華簡《繫年》記載，三監亂平後，一

大批秦人被遷到隴東朱圉山（今甘肅天水市甘谷縣），84他們過著耕、牧結

合的生活，其後由禮縣（屬隴西西縣，今甘肅隴南）逐步向其東北的秦安、

清水、天水一帶擴展。同時，秦人一邊看守周的西垂，一邊與周聯婚，以

鞏固他們的地位。 

秦人善於養馬，「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周）孝

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閒，馬大蕃息」，85非子出自秦的大駱之族，初居於西

犬丘（屬隴西郡西縣，今禮縣）。86這裡周圍有很多戎狄部落，秦久處其中，

很受戎人勇武之風影響。這影響、塑造了秦人好勇尚武的特點。87非子善於

 
82 秦文化具有周、戎兩種文化的特點，見王鐵峰：《秦國富強及東併六國之地理條件研究》，

頁 44-47。 
83 趙化成：〈秦人從哪裡來 尋蹤早期秦文化〉，《中國文化遺產》2013 年第 2 期，頁 45-47。 
84 清華簡《繫年》：「成王伐商盍（蓋），殺飛（廉），西遷商盍之民于邾圉，以御奴之戎，是

秦先人。」見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 年），

頁 141-142。 
85 司馬遷：《史記》，頁 177。 
86 西犬丘有兩層含義，一為地區名，一為城邑名，應為今禮縣鹽關堡一帶，見趙化成：〈尋

找秦文化淵源的新線索〉，《文博》1987 年第 1 期，頁 5。王國維〈先秦都邑考〉（《觀堂集

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頁 529）認為西犬丘是在今甘肅天水市西南。看法與

趙同。西犬丘屬隴西郡西縣。 
87 夏毅輝：〈論秦國早期中的尚武傳統〉，《寧夏大學學報（人社版）》2004 年第 1 期，頁 26；

張樂時：〈秦的政變與秦的「尚武」傳統〉，《當代教育理論與實踐》2013 年第 3 期，頁

151-152。《詩經•秦風》裡有些詩篇歌頌戰爭，如〈無衣〉說：「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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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馬，也說明當時秦社會處於游牧、田耕並存階段。非子被周孝王（約西

元前 891-886 在位）封於秦邑，1978 年出土的秦武公鐘、鎛銘文記「賞宅

受國」，李零先生解為周孝王「賞」非子予秦邑之「宅」，地在今甘肅清

水縣東北。88 

秦久居西垂，與西戎為鄰，89熟悉諸戎內部事務，與戎狄建立各種關係。

周、秦在宣王（約西元前 828-782 在位）時曾組成聯軍攻打戎狄，秦莊公（約

西元前 822-778 在位）從戎狄手中取回西垂（初犬丘），報了其父秦仲被西

戎所殺之仇，被封為「西垂大夫」。製作於約公元前 800 年的不其簋也記

載了此事，記秦伯氏（秦莊子的昆弟）奉周王之命追擊玁狁到「西」（西

犬丘）。90 

秦人與西戎的關係複雜。三代以來，西北地區住了羌、戎諸族。戎人

「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91

勢力大，剽悍善戰，經常襲擾關中。當時秦的軍力遠不如戎狄，依靠與周

人建立婚姻關係，以加強自己的實力，如秦襄公（西元前 778-766 在位）採

取和親政策，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92秦與戎為世仇，不可能把妹

妹嫁給戎，豐王是周的貴族。93金文不其簋、秦武公鐘、鎛銘文分別記秦莊

公祖母孟姬是由周朝嫁來的、94秦武公（西元前 697-678 在位）娶周室之

女。95雖然秦與戎為世仇，但雜居一起，秦受到戎狄文化影響，如甘谷縣毛

家坪秦人遺址發現社會中下層人的屈肢葬、西首葬。學者認為屈肢葬是秦

接受戎狄文化的例證：戎狄出於某種靈魂轉托的宗教信仰，死者屈肢成胎

兒狀，西向隨太陽而去，以便靈魂盡快轉世。96戰國時代東方游士或政治人

物都批評秦與戎狄之俗基本相同，如朱己說：「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

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97商鞅（約西元前 395-338）說：

 
王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小序〉說「刺用兵」，可從側面看出秦人尚武。 

88 李零：〈春秋秦器試探─新出秦公鐘、鎛銘與過去著錄秦公鐘、簋銘的對讀〉，《考古》

1979 年第 6 期，頁 515。李氏指出，銘文中「受國」指秦襄公受平王賜岐西之地。 
89 俞偉超：〈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學文化歸屬問題的討論〉（《先秦兩漢考古學

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年］，頁 181）給西戎的定義是「源於陝西西部至甘、

青地區的一些族源相同或相近的畜牧或游牧部族的統稱。」 
90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文物》1980 年第 9 期，頁 25-26。 
91 范曄：《後漢書•西羌傳》，頁 2869。 
92 司馬遷：《史記》，頁 179。 
93 晁福林：〈論平王東遷〉，《歷史研究》1991 年第 6 期，頁 14。 
94 李學勤：〈秦國文物的新認識〉，頁 25-26。 
95 王輝：《秦銅器銘文編年考釋》（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頁 15。 
96 戴春陽：〈秦墓屈肢葬管窺〉，《考古》1992 年第 8 期，頁 754-755。 
97 張清常，王延棟：〈魏將與秦攻韓〉，《戰國策箋注》（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年），

頁 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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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98雖然這些話都有偏見，但秦受

戎狄文化影響則是戰國時山東人的共同看法。 

西周晚期，西戎常常內侵，尤其是周室東遷後，西戎佔領關中，山西

只剩下一秦國諸侯，秦陷入戎狄包圍之中，形勢險惡。秦、戎又常常發生

戰爭。〈秦本紀〉記襄公 2 年（西元前 776），戎圍犬丘，秦人被打敗，世

父被捕。文公（西元前 766-716 在位）不得不遷都汧邑。汧邑在瀘水上游，

接近岐山，地處關中平原西部（屬司隸部，在隴西郡東北與司隸部交界處），

土壤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適宜建都。另，襄公因救周有功，與戎

狄戰爭取得一次勝利，因此，平王（西元前 770-720 在位）「賜之岐以西之

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99《詩經•秦風•終南》

也稱頌這件事。100秦此時才立國。這是秦國史上一件重要之事，也是秦人

以勇武打敗戎狄而取得的成果。 

秦文公是秦國史上一位重要的人物：一是他帶領秦的勢力進入關中，

一是他進行文化建設。這與他的祖先不同：秦進入關中前多用軍事，進入

關中後重視文化、禮樂、法制建設。他繼承其父襄公之志，4 年（西元前

762），「至汧渭之會」。汧在今陝西寶雞東南，屬司隸部。〈貨殖列傳〉

說：「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秦人在文公的領導下，勢力開始進

入關中。文公 16 年（西元前 750），秦打敗戎狄，「遂收周餘民有之，地

至岐，岐以東獻之周」，可見文公在這次對戎戰爭中取得勝利，他還收拾、

安撫周朝遺民，把岐山以西土地收為己有，實現了其父未遂之願。文公重

視學習周文化，13 年（西元前 753）「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設置

史官。史官在周文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起著繼承、傳承周文化的作用。101

班固《漢志》還說道家出自史官。另外，文公 20 年（西元前 746）立「三

族之罪」。秦重視刑法，可能因他們的祖先來自東方，與商人的關係密切，

殷人重刑，102秦深受殷商影響。 

秦人勢力進入關中。秦人受周文化的影響很大，如在墓葬、葬俗、社

會制度（如宗法制、昭穆制、世卿世祿制等）、宗廟祭祀、井田制、國野

 
98 司馬遷：《史記》，頁 2234。 
99 司馬遷：《史記》，頁 179。 
100 《詩經•秦風•終南》〈小序〉說：「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王先謙指出此詩是秦襄公秦民「敵（平）王所愾」。見程俊英：《詩

經注析》（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頁 356。 
101 許兆昌：〈周代史官職官功能的結構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 年第 2 期，頁

81-86。 
102 蒙文通：《古學甄微》（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頁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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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文字等方面都學習、模仿周人。103呂大臨（1044-1091）〈秦公簋〉記

秦公說「必宅禹蹟」，這是秦人入居關中、自視為華夏之列之語。可見，

秦人以周文繼承者自居。104一般來說，周文化以《詩》、《書》、禮、樂

為中心，這四者是儒家的經典。秦人繼承周文化，自然繼承《詩》、《書》、

禮、樂。不過，秦人重視的是經典的誦習，強調禮樂、《詩》、《書》的

現實政治作用，秦穆公問由余說「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105就可見

一斑。秦人不重視儒學創新，所以秦國沒有聞名的儒家。但是秦國有不少

儒者，這是秦始皇「坑儒」的一個背景。106秦深受周文化影響，一直到商

君變法之前，仍在政治、社會、經濟、風俗等方面保存周代制度。不過秦

對宗法制、血緣關係沒有那麼重視。 

秦德公（西元前 678-676 在位）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宮」，107把都城

搬到雍城，並命宮廷為「大鄭宮」，因周穆王（約西元前 976-922 在位）曾

在這裡建了鄭宮、春宮兩座行宮，德公這樣命名可能是為了表示秦是周的

合法封國，是岐西的合法繼承者、使用者。另，雍位於澧河上游的雍水附

近，是關中富庶之區之一，且地勢高，東可控黃河，西可禦戎狄，地理位

置優勝，成為秦國以後多年的政治中心。它是秦以後向東發展、進軍中原

的重要都邑。 

秦穆公（西元前 659-621 在位）即位後，一方面繼續學習、吸收東方六

國（山東）文化，另方面一直與戎狄進行戰爭，且先後消滅關中東部陸渾

之戎、茅津之戎。108又，秦想向東擴展，但其東邊是春秋霸主晉國。晉據

有虞虢、函殽，也希望向西擴張勢力。秦、晉各出於自身利益考慮，曾三

次結為姻親之國，卻又有殽之戰、王官之戰。109秦無法向山東擴張，只能

向西擴展。秦穆公 37 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

霸西戎。」秦稱霸西戎，統一了關中、河西，結束西周以來多年的戎患。

可見，秦與戎狄經過多年的戰爭，終於取得最後的勝利。這與秦的尚武、

自強不屈、百折不撓的精神有密切關係。 

 
103 喬鑫：《從出土資料看秦的文明化進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頁 17-18。 
104 李零：〈春秋秦器試探─新出秦公鐘、鎛銘與過去著錄秦公鐘、簋銘的對讀〉，頁 515。 
105 司馬遷：《史記》，頁 192。 
106 有關經學與儒學的關係，錢穆堅持經學與儒學不同，詳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

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 年），頁 509-512。有關秦國儒學發展，詳高華平、朱佩弦：〈論春

秋戰國儒學在秦國的發展演變〉，《貴州社會科學》2015 年第 9 期，頁 10-11。 
107 司馬遷：《史記》，頁 184。 
108 沈琳：《秦國與戎狄關係研究》（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頁 25-26。 
109 許全航：《從「秦晉之好」看春秋時期的秦晉關係》（濟南：山東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年），頁 2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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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尚武精神，到秦孝公（西元前 362-338 在位）時更加提高。秦孝公

即位，銳意變法圖強，任用商君，以強國為目標，把秦國置於高度的軍事

化基礎上，倡導功利思想，使秦國更成為以功利尚武為主導的侯國。110商

君提出、重視軍功爵制。《商君書•境內》篇111記商君提出的軍功爵：「軍

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自二級以上至不更命曰卒……

故爵公士也，就為上造也。上爵上造，就為簪褭。就為不更。故爵為大夫。

爵吏而為縣尉，而賜虜六加五千六百。爵大夫而為國治，就為大夫。故爵

大夫，就為公大夫。就為公乘。就為五大夫，則稅邑三百家；故爵五大夫……

有稅邑六百家者，受客卿。大將御參，皆賜爵三級。故客卿相論盈就正卿。

就為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為左更。故四更也就為大良造。」112 

由這段文字記載可見，軍功爵位制由低級而高級的次序是小夫、公士、

上造、簪褭、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五大夫、客卿、正卿、

大庶長、左更、中更、右更、大良造等十七級。這與其後二十級爵制不同，

是因為軍功爵制在發展。113商君推行軍功爵制，是通過提高秦軍的社會地

位、獲取特權而大大提高戰鬥力。從此以後，秦國尚武精神更加強烈，並

把尚武精神轉為戰鬥精神，秦軍的戰鬥力大大提高，《史記》稱秦民「勇

於公戰，怯於私鬬」。114秦國在其後所參與的戰役，多勝少敗。蘇秦（？-

西元前 284）在商君變法後到秦國，稱讚「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

吞天下，稱帝而治」，115指出秦人有「兵法之教」，可見當時秦人已熟習

兵法戰陣之事，可見秦軍的厲害。 

秦始皇在統一天下前，曾把山東不同侯國的貴族遷移到山西一帶，如

遷趙國卓氏、程鄭於巴蜀，楚上官氏於隴西，齊王建氏於共（今涇川）。

遷移的地點包括臨洮、嚴道、隴西、上邽、天水等。116另分別遷徙一般平

 
110 田延峰：《秦思想研究——以秦統一前的思想發展為核心》（西安：西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004 年），頁 50-67。 
111 《商君書•境內》篇應是寫於商君變法期間，見仝衛敏：《出土文獻與〈商君書〉綜合研

究》（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 年），頁 192-199。 
112 蔣禮鴻：《商君書錐指》（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114-118。 
113 朱紹侯：〈秦軍功爵制簡論〉，《河南師大學報（社科版）》1979 年第 6 期，頁 30-32。朱氏

根據孫詒讓的看法，認為「四更」乃「三更」之誤，三更為左更、中更、右更（頁 32）。 
114 司馬遷：《史記》，頁 2231。軍功爵制與秦軍戰鬥精神的關係，參熊梅：〈軍功爵制對秦軍

戰鬥精神的培養〉，《濱州學院學報》2009 年第 4 期，頁 12-14。 
115 司馬遷：《史記》，頁 2242。關於史記這條記載蘇秦說秦惠王，繆文遠說「蘇秦與秦惠王

不相值」，且蘇秦說秦在惠王初位，當時秦未稱王。楊寬說這是蘇秦「早年最先游說秦昭

王」。見韓兆琦：《史記箋證》（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3961。 
116 有關秦移民的情況，參黃佳夢：《秦移民及相關問題研究》（長春：東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

論文，2006 年），頁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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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罪的吏民到邊疆，一些亡國君臣到其他侯國。隴西、上邽分別是李

廣、李蔡與上官桀、趙充國的故鄉。始皇統一天下後，「徙天下富豪於咸

陽十二萬戶」，117富豪多來自山東諸國，其中必有文學之士。雖然始皇未

加重用，但是他們帶來東方齊、魯、楚等地的文化思想，對關中、四郡風

氣產生影響，自不待言。 

漢高祖即位，一仍秦舊，想強本弱枝，因此把山東諸豪族遷到諸陵。〈高

祖紀〉記 9 年「冬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

姓關中，與利田宅。」（頁 102）〈地理志〉云：「徙齊諸田，楚昭、屈、景

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桀并兼之家於諸

陵」，「是故五方雜曆，風俗不純。其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為利，豪

桀則游俠通姦。」（頁 2823）可見所遷徙的有世家豪族，決非普通的巿井庶

民。這群人有些對關中的風氣帶來惡劣影響。118遷徙到關中的當中必有好

禮、文學之士，學習、繼承《詩》、《書》、禮樂，如丞相石慶（？-西元前

103）之父石奮是趙人，後從高祖入關，徙居長陵。石慶生於斯、長於斯，

平居孝謹有名，深得儒教，終至為相，即為明證。 

關中文教事業發達，傳統諸子百家書籍、思想，都有人傳承、發揚。

關中為政教文化中心，對附近地區產生影響。 

另外，由於秦人長時期在河西、天水等六郡活動，六郡人也尚武（很

多秦人後代仍會生活在此區域）。〈地理志〉說： 

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

以射獵為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

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轔〉、〈四臷〉、〈小戎〉之篇，

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

為官，名將多出焉。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

勇而亡誼則為盜。」故此數郡，民俗質木，不恥寇盜。（頁 2824） 

班固這段文字指出幾個重點，一是從地理、民俗指出六郡的民風「修習戰

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李廣家族就是擅長射擊的。二是他指出在這

種民俗風氣之下，六郡出了很多良家子。良家子出現在六郡，而不出現在

關中，這與兩地地理、風氣有異有關。關中是首善之都，富豪巨賈多，其

子弟未必能吃苦，肯學習射箭；反觀六郡自古與戎狄雜處，秦人進入關中

 
117 司馬遷：《史記》，頁 239。 
118 這群山東諸豪族也有不少富賈、游俠，上以干朝廷，下以橫鄉里。他們對關中的風俗產生

惡劣的影響。〈貨殖列傳〉說：「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

而事末也。」（司馬遷：《史記》，頁 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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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養成尚武精神，流風遺澤，根深蒂固，成為這區域的集體無意識。三

是此區域的將領們有勇有義，堪稱君子，符合孔子的道德要求。119另外，

如上文所論，這一區域自古多出將領，存在軍事世家，深受社會尊重。李

陵投降匈奴，「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為恥焉。」120相反，李

氏若不投降，則「隴西之士居門下者」都尊重、追隨他們。 

總括而言，秦人自周代就在山西（包括關中、六郡等）生存、發展，

由於戎狄雜錯其中，且秦國最初力量較弱，常常處於被動。秦人沒有自暴

自棄，反而從非子以來，歷代國君在進入關中前大多繼承祖先的傳統，好

勇尚武，積極開拓，國力日強。自文公開始，秦開始轉敗為勝，打敗戎狄，

又逐步向東發展，進入關中，繼承周文化，建設法制。商君變法，推行軍

功爵制，更提高秦人的尚武精神。六郡地迫戎狄，民風高上氣力，喜歡射

擊，修習武備，軍事世家存在。反觀關中，自秦始皇遷徙山東貴族，富豪

奢靡，當然或有好學之士，傳播諸子百家知識，對宣揚兵法思想應有幫助。

在這幾個因素影響下，六郡多出良家子，進而從軍，參與戰爭而獲封侯，

晉身將軍，就不難理解了。 

六、結論 

本文從經濟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地理兩方面闡述班固「山西出將」說。

本文先指出漢代山東、山西的地理範圍，西漢的山西即《漢書•地理志》

所說的秦地。班固在〈趙充國辛慶忌傳•贊〉裡提到的「山西出將」是特

就「天水、隴西、安定、北地」四郡言，其範圍比山西小。 

從班固提到的幾位山西將軍及其家族成員的生平事蹟，可見他們的出

生地（或籍貫）在四郡。他們都是武、昭、宣、元時期英勇善戰的將軍，

大多熟悉邊疆事務，真正上過沙場，有豐富的實戰經驗，靠自己的戰功而

升為將軍，但未能升到最高的將軍位階（大將軍、驃騎將軍等）。他們有的

出身於軍人世家，絕大多數重視家庭教育，他們的子孫多繼承先人之職業，

長大後從軍殺敵。班固從這一角度來論述他們。 

班固提出「山西出將」說，應是他作為史家對山西出將這一現象進行

觀察而得出的看法，而並非隨意提出的。他提出這一看法，應受到一些因

素影響：一是他的先祖班壹（生卒不詳）曾在樓煩營生，其孫班長（生卒

不詳）曾任太谷守（頁 6220），班固的伯爺班伯（西元前 44？-7？）「家

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頁 6222）。班固兩歲曾隨其父彪（3-54）

 
119 班固引孔子之言「君子有勇而無誼為亂，小人有勇而無誼為盜」，是出自《論語•陽貨》。 
120 司馬遷：《史記》，頁 2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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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難河西。二是班固之弟班超（32-102）自四十二歲至五十六歲出征匈奴、

龜茲、姑墨、疏勒、莎車，威震西域，可說實現伯爺之志。班固是崇尚武

功的學者，近六十歲隨竇憲（？-92）征北匈奴。121可見，班固及其家族一

直與山西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他很關心這裡的國防軍事，對山西的將軍比

較措意。他在〈敘傳下〉稱讚武帝「百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頁

6268）、李廣「威動北鄰」、衛青「薄伐獫允，恢我朔邊」（頁 6289）。

相對北方邊地而言，南方（包括東南兩越）的情況就截然不同。班固在〈西

南夷兩越朝鮮傳〉批評西南夷兩越國君說：「皆恃其岨，乍臣乍驕，孝武

行師，誅滅海隅」（頁 6306）。這幾個地區比較容易敉平，又國祚短，如

南越（今兩廣）為趙佗（？-西元前 137）所建，傳五世九十餘年，到武帝

元鼎 4 年（西元前 113）即為郡縣。東越（今閩浙）漢初被分為兩個王國，

國王分別是勾踐（？-西元前 464）後嗣無諸（？-前 192，封東越王）與搖

（？-西元前 185，封東海王）。兩王國也在武帝時內附為郡縣。又，東南

西南對漢朝國防的影響時間較短，又地遠京師，叛者無甚大志，只想稱霸

一隅。122漢朝派往征戰的將軍先後有王恢（燕國人，？-西元前 133）、路

博德（西河人，生卒年不詳）；123又有文臣如陸賈（約西元前 240-170）、

嚴助（？-西元前 122）、朱買臣（生卒年不詳）等。而北方匈奴羌胡生活

之地，迫近長安，又自周代以來不斷擾攘，長年入侵，漢朝花了最多時間、

人力物力在對付這些民族事務。由於這些因素，班固重視山西軍事、將軍。 

山西之所以在西漢中後期出現一批實戰型的將軍，這與山西的經濟、

自然地理及人文歷史有密切的關係。從經濟、自然地理言，山西農業經濟

發達，為當地百姓提供生活保障。關中、四郡土壤肥沃，氣候溫潤，興修

水利，交通便利，農耕技術改進，農作物品種多，關中人口稠密。四郡又

是農業與畜牧業的交匯帶，宜農宜牧，養馬技術高，馬匹繁多，為漢朝打

仗提供充足的馬匹來源。 

就人文歷史地理言，關中、四郡自周代開始，秦人就一直在此活動。

秦人與戎狄雜居，雙方一直不斷發生戰爭，這影響、塑造了秦人尚武精神。

秦自春秋以來，勢力逐步往東開拓。由西周到秦始皇統一中國，秦人一步

一腳印，在戰爭中洗禮、壯大、發展起來的。秦一方面與戎狄戰爭，另方

面受戎狄影響，也受周文化的影響，進入關中後以周文化繼承者自居。秦

 
121 侯文學：〈班固年表〉，《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5 年第 4 期，頁 176-186。據〈班

固年表〉，班固約五十一歲完成《漢書》，當時班超亦同齡。班超仍在西域，班固應關心山

西軍事。 
122 如趙佗在秦滅亡時自立為南粵王，漢文帝派陸賈賜書，他「願奉明詔，長為藩臣」。 
123 他倆屬於漢代山東人，其戰功不能與山西的趙充國、辛忌慶等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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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些特點，對四郡、關中都有影響。六郡民風尚好善戰，除了地迫戎狄

外，顯然深受秦風的影響。秦始皇、漢帝把山東豪族遷到關中，他們有的

深有學養，傳播傳統諸子百家知識，這對山西軍學思想、兵家知識的傳播

起著重要的作用。山西將軍作戰能善用兵法，應與這一文化傳播、家教、

歷史沉澱有密切的關係。加上武、昭、宣時用兵西邊，在這種情況下，四

郡多出實戰型的將軍，在沙場上出生入死，理所宜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