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體：封建？郡縣？
曾雨潤

摘

要

西漢時期的人如何檢討秦代興亡的問題？
秦王朝的出現將中國歷史帶進一個新的時代，過去封建性的諸侯列國
並存，轉變成全國一體的郡縣體制。然而，秦王朝的急速滅亡留給漢王朝
巨大的興亡教訓。漢人常常好以秦史喻時政。
秦末，群雄並起。他們一致的口號是「秦為無道」
，同樣的感受是「天
下共苦秦久矣」。
郡縣制在秦漢時代的發展，並不是沒有挫折。雖然秦始皇感到周行封
建的結果是六國並爭，但是丞相王綰卻認為封建使周祚久長。甚至劉邦也
在剷除異姓諸侯王之後，大封劉姓子弟。對漢王朝而言，“秦亡於郡縣制”
不僅是理論，更是活生生的歷史經驗。
劉邦和他的人馬皆「山東」人，為什麼要離鄉背井，定都於秦王朝舊
都關中呢？秦王朝能夠統一天下的「地利」因素，漢人熟知。
論國史者，常連稱「秦漢」
。以「漢因秦故」來看，秦與漢在許多方面
非常相似；若以「漢承秦敝」來看，漢人則對秦頗思改革。漢人不斷面臨
如何「長治久安」的問題。從陸賈、賈誼、晁錯、董仲舒到王莽，始終覺
得漢王朝保留太多秦王朝的遺風餘俗，必須改制、更化。
西漢對秦代興亡的檢討，是歷史與現實政治不斷對話的過程。秦史，
其實是漢人的現代史。
秦王朝的短祚，部分西漢人士將原因歸咎於立國型態的問題。他們認
為秦王朝廢除封建，施行郡縣，是她速亡的原因。就在七國之亂前夕（154BC）
吳王劉濞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當時，在吳王國仕宦的鄒
陽洞悉吳王的隱情，就上書奏諫吳王不要輕舉妄動。鄒陽「引秦為喻」
，說
秦王朝的晚節末路，抵擋不住反秦群雄的攻擊，其原因就在於秦王朝的立
國型態是：
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1
換句話說，秦王朝的滅亡是由於她廢除了封建制，使宗室子弟失去原有的
政治力量，所以「萬室不相救」而施行郡縣制，行政長官彼此之間沒有原
1

《漢書、鄒陽傳》
，頁 2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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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親親之義，所以「列郡不相親」
。鄒陽評論秦亡的說法，透露出漢王朝
始建立時對國體選擇的消息。
立國型態的決定，影響西漢前期歷史發展甚深。所謂「秦亡於郡縣」
的說法，又影響統治者對國體的選擇。本章的重點，即在說明〝引秦為諭〞
在漢初現實政治的作用。

第一節

封建思想的反動

秦末，群雄紛紛起來反抗秦人的統治。當時（209B.C.）陳涉為群雄先
鋒。陳涉率兵數萬入陳，張耳和陳餘兩人詣門上謁。陳中父老豪傑希望陳
涉能夠自立為楚王，陳涉就問張耳和陳餘的意見。他們說：「夫秦為無道，
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
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
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2
張耳和陳餘說的沒錯。秦國在統一天下的兼并戰爭過程中，的確是以
摧毀封建列國割據勢力為目的，秦國自然要「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
後世」
。後來，秦始皇在被征服的山東諸侯舊地立碑刻石，宣揚這是「攻無
道而伐不義」的戰爭。不過，被征服者是不會心悅誠服的。這是張耳和陳
餘提議「立六國後」的原因所在。
「立六國後」的意見，正反映出被征服的
貴族傳統勢力對恢復封國的強烈要求。同時，這種封建心理之反動3，也造
成秦始皇施行郡縣制度的挫折。事實上，郡縣制度在西漢前期歷史的發展
也並非一帆風順。
首先，從秦王朝統一天下說起。
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完成天下統一的事業。當時，秦王政自
以為興兵除暴亂，韓、趙、魏、荊、燕、齊等山東諸侯依次「咸伏其辜」。
天下大定，秦王政認為新的統治者應該有個「稱成功、傳後世」的名號。
於是下令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廷尉等大臣在議帝號時，強調平定天
下的意義是「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4表示「大
一統中央集權政府」的誕生。「皇帝」名稱便是在這個新時代出現。同時，
「帝制中國中央集權式官僚政治的基本規模」的郡縣制度也在秦始皇時開
始推行。5
郡縣制度不是突然出現的，楊寬說「縣」出現於春秋初期；到春秋末
2
3
4
5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頁 2574。
「封建心理之反動」為錢穆語，見氏著《秦漢史》第一章，頁 30。
《史記‧秦如皇本紀》，頁 236。
邢義田，「中國皇帝制度的建立與發展」，
《秦漢史論稿》
，頁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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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又出現「郡」的組織。6錢穆指出「郡縣制度」出現的歷史背景，是自
春秋以來，西周封建舊制，固已日在崩壞之中。封建制漸崩壞，即郡縣制
漸推行，二者相因，本屬一事。7不過，日本學者西嶋定生卻不同意秦漢郡
縣制是從春秋的「縣」而來，西嶋定生根據增淵龍夫之說，認為春秋時代
出現的「縣」是有「世襲的領邑特性」
，決不是有「君主直接統治的特性」。
8
以秦國的情況而言，林劍鳴說早在春秋時期，秦國就在邊遠地區設置帶有
軍事性質的「縣」
。戰國初期，隨著領地的變化，秦國不斷增縣。9到商鞅變
法時，集小都鄉邑為縣，縣置令丞。西嶋定生認為此時（孝公在位 361～
338B.C.）秦國已經「強化中央集權君主統治。」10到秦始皇帝普遍推行郡
縣制前，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演變過程。
不過，當秦始皇決定郡縣制度做為新帝國的體制時，在大臣間卻發生
一場辯論。丞相王綰帶頭說：
諸侯初破，燕、齊、荊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
幸許。11
秦國據關中以興，吞并山東諸侯。對於東北的燕，東方的齊和東南的楚，
距離秦國真是地遠；並且，燕、齊、荊又是秦國在統一天下過程中最晚征
服的三個國家，尤其楚國更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強烈故國意識。
王綰主張分封諸皇子為王，以鎮撫這些地區。蕭璠說這是「局部分封的建
議」
。12王綰的建議，郡臣皆以為便。唯獨廷尉李斯說「置諸侯不便」
，他的
理由是：
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征
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
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13基本上，李斯的
說法很符合春秋戰國以來的歷史情況，當時，山東列國忙於兼并戰鬥，征
伐不止。周天子做為天下共主，名存實亡，當然沒有能力禁止諸侯更相征
代的情勢。這個兵禍的根源，就是分封同姓子弟。秦始皇帝肯定李斯的說
法，也認為春秋戰國以來「天下共苦戰鬥不休」的兵禍根源是「以有侯王」
。
14
現在天下初定，如果又分封皇子為王，就是「又復立國，是樹兵也。」 經
6

楊寬，
《戰國史》
（台灣景印新版）
，頁 247-248。
錢一穆，《秦漢史》，頁 12-13。
8
西嶋定生著，杜正勝譯，
「中國古代統一國家的特質─皇帝統治之出現」
，收入：杜正勝編《中國上古史
論文選集》
（台北：華世，1979）下冊，735。此外，西嶋定生在《秦漢帝國》一書中也重申此意。
（黃耀
能譯本，《白話秦漢史》，文史哲出版社，頁 9）
。
9
林劍鳴，《秦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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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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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嶋定生，前引文，頁 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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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38-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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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朝的建立與覆亡」
，《故宮文物月刊》第 1-6 期，1983，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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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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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一場「封建與郡縣」之爭，秦始皇帝決定「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
置守，尉，監。」15，並且把此番決定的大義帶給被征服的山東地區。我們
曾經在對「秦始皇刻石」做分析時，說過這個問題。
雖然郡縣制度在秦王政二十六（221B.C.）年，實行於全國，但並不表
示人民在心理上已完全接受這項新制度。七年後，秦始皇三十四年
（213B.C）
，秦朝君臣又面臨「封建與郡縣」之爭論。當時，秦始皇帝置酒
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站出來歌頌秦始皇帝「神靈明聖」
的威德是「自上古不及」
，因為秦始皇「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
莫不賓服」，並且又因秦始皇「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
傳之萬世。」16周青臣對於秦始皇所締造的大一統帝國以及中央集權式的政
體，推崇備至。事實上，從戰國時代以來，許多思想家早已對天下統一心
存想望。這一點，我們曾在〈戰國時代的『統一論』〉說過。周青臣的話，
很令秦始皇陶醉。不過，博士齊人淳于越卻說周青臣「面諛」
，不是忠臣。
淳于越對於秦始皇所締造的帝國沒有信心，他說「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
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
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之者，非所聞也。」17在淳于越的觀
念中，從殷周封建舊制一變而為郡縣新體，似乎充滿危機感，懼怕有朝一
日政變發生，子弟因成匹夫，無力相救。所以他主張「師古」
，亦即效法殷
周封建子弟，這才是長久之道。此時，丞相李斯站出來駁斥淳于越，說郡
縣新體根本不是「愚儒」所能了解，並且淳于越所說的封建舊制是「三代
之事，何足法也！」18李斯為了替郡縣新體辯護，尚且建議始皇「以古非今
者族」
。19這國史上有名的「焚書」
，其發生的背景，正是在大一統國剛剛成
不久，群臣爭論國體所引起的。可見得郡縣做為一種新制度，在初次實踐
的過程中，仍然會受到舊思潮的阻力。在秦始皇二十六年（221B.C.）與三
十四年（213B.C.），這兩次「封建與郡縣」之爭論中，尤其見得歷史進程
不可躁進。到秦二世元年（209B.C.），秦王朝馬上受到山東地區的挑戰。
被秦國征服的山東諸侯國號一一恢復，更說明了郡縣新制度的重大挫折。
在說秦末群雄紛紛「立六國後」─用舊貴族勢力來反抗秦人的新統治
之前，先略介紹《呂氏春秋》中的「封建」論。
陳奇猷所作：呂氏春秋成書的年代與書名一文中說《呂氏春秋》完成
於秦八年，即始皇六年（241B.C.），距離天下統一只有二十年。召集門客

15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54。
同上。
17
同上。
18
同上，頁 255。
19
原載《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79 年第 5 期。收入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
，頁 1885～1889。「秦
八年」指莊襄王滅東周後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即位之六年（241B.C.）。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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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寫這部書的呂不韋，據郭沫渃說是秦始皇的強敵。20在現實政治利害上，
秦始皇與呂不韋是敵人；在政治思想，
《呂氏春秋》的封建主張，也與秦始
皇處於敵對的狀態。《呂氏春秋‧去私》說：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疱。若使疱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
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
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21
這是明顯的封建主張。不過，後來秦始皇完成天下統一，並沒有封天下之
賢者，也不做什麼「王伯之君」。秦始皇做的是大一統帝國的「皇帝」，在
努力貫徹郡縣新制度的實施。
《呂氏春秋、慎勢》甚至還主張擴大封建，說
「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則無敵。無敵者
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22所謂「觀於上世」，
和後來淳于越的「師古」主張封建異曲同工。這種封建心理，在李斯一句
「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下飽受打擊。徐復觀說《呂氏春秋》一書的用心
是在「改建秦國即將統一天下的政治結構」23無奈，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政體
已成為秦王朝的努力方向。
《呂氏春秋》的用心，丞相王綰的「局部封建」
提議及博士淳于越的「師古」主張，都成為舊日封建的迴光反照。秦始皇
和李斯沒有心情欣賞這些昧於時變的言論，他們專心於是郡縣制度的實
施，正如李斯在自述對秦貢獻時，所說的「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
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攻戰之患」。24不過，秦始皇和李斯所得意的郡
縣制度，是用赤裸裸的武力攻取得來的，在兼井戰爭過程中不斷地「破人
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
。那些「被破、被滅、被絕」的山東諸侯，反
秦心理一定是強烈的。就在秦帝國創建十二年後，山東地區的人民紛紛揭
竿而起，反抗秦帝國的統治。
秦末，反秦的領導人物，除了六國殘餘貴族，也有平民出身者。前面，
我們提到張耳和陳餘兩人，建議陳涉以「遣人立六國後」為政治號召。當
時，他們說「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
盡百姓之財。」25「國家社稷被秦破滅」當指六國諸侯；而「力罷財盡」應
指廣大的人民群眾。這句話，反映出當時「天下共苦秦之矣」的心理感受。
就六國舊貴族而言，復國復仇的心理必定是強烈的；就人民群眾而言，要
求好日子過的情緒也是起伏著。於是，天下共同響應陳涉走向反秦的道路。
秦二世元年（209B.C.）七月，陳涉自立為王，號為「張楚」
。此後，
「山
20
21
22
23
24
25

郭沫渃，「呂不韋與秦王政」
，《十批判書》
（台灣景印本）
，頁 343。
陳可猷，《呂氏春秋校釋》，頁 56。
同上，頁 1108。
徐復觀，「呂氏春秋及其對漢代學術與政治的影響」
，《兩漢思想史》卷二，頁 49。
《史記、李斯列傳》
，頁 2546。
同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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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
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26整個天下幾乎回到秦統一之前的狀態。我們從
《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可以看出山東六國封建舊號一一出現的情形：

秦
二
世
元
年

七月
八月
九月

元月

秦
二
世
二
年

六月
八月
九月

楚隱王陳涉起兵入秦
葛嬰立襄彊為楚王
武臣自立為趙王
齊王田儋始
韓廣自立為燕王
魏王咎始
楚王景駒始
趙王歇始
楚懷王始
韓王成始
田市為齊王如
魏豹自立為魏王

這些封建名號或有重出，乃是群雄之間互相併減所造成的。總之，秦國統
一天下前的山東六國諸侯名號都恢復了。這種情形，大概不是秦始皇立碑
刻石，稱頌自己「禽滅六王」時所能想像的吧？所謂「迺今皇帝，壹家天
下，兵不復起」的和平理想，已經陳涉起兵，而幻滅了。此後的天下，已
非贏秦所有。當時「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氐
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鄉」27，秦帝國已危在旦夕。甚至，在秦
二世自殺後，他的統治集團也都意識到：秦不再是帝國了。於是自動取消
「皇帝」的稱號。當時，掌握秦朝實權的趙高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
時，說出其中的原委：
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
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28
秦國本來也只是諸侯之一，在秦王政并減六國後，才成為統治全天下
的帝國。現在，秦已喪失控制整個天下的統治權，並且，山東六國舊號已
恢復了。就形勢而言，秦又回到統一天下之前的情況──與山東諸侯對抗，
所以秦只能與山東再起的反秦諸侯平起平坐，只能取消帝號，自稱為「秦
王」
。秦稱帝國，從秦王政二十六年（221B.C.）到秦二世三年（207B.C.），
26
27
28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69。
同上，頁 273。
《史記‧秦始皇本紀》，頁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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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才十四年的歷史。
「故國意識」
，是反秦者號召天下的策略運用。最早起兵反秦的農民領
袖陳涉，在舉事之初就曾宣稱：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
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今誠以吾眾詐自稱…項燕，為天下唱，宜多應者。」
29
這就是利用舊日貴族的影響力喚起群眾反秦的手段。不過，陳涉卻是自立
為王，後來張耳和陳餘二人勸他「立六國後」
，陳涉也曾聽從，於是張耳和
陳餘二人轉而游說武臣說：
「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之後。將軍
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什居河北，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
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
30
於是武臣遂立為趙王，其後武臣被殺，有客游說張耳說：「兩君羈旅，而
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31於是求得趙歇，立為趙王。
張耳陳餘二人千方百計尋求六國殘餘貴族以為王無非是基於一種封建心
理，認為昔日貴族仍具有號召群眾的力量。當時，反秦者運用「故國意識」
的例子尚有：
1.田儋……召豪吏子弟曰：
「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
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
《史記‧田儋列傳》
，頁 2642）。
2.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
「天下昬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陳
王力遣立［魏］咎為魏王。
（
《史記‧魏鈞彭越列傳》，頁 2589）。
3.項梁立楚懷王。張良乃說項梁曰：
「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
成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史記‧留
侯世家》，頁 2036。）
可見得秦末反秦群雄在策略上的運用，「立六國後」是很重要的政治號召‧
六國殘餘貴族有亡國之痛，反秦心理也特別強烈。范增遊說項梁立楚之後，
最能反映殘餘貴放的強烈反秦心理。范增說：
「陳勝敗固當。找秦滅六國，
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國公曰『楚雖三戶，亡
秦必楚也』
。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
午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世。」32范增把陳涉失
敗的原因歸之於他「不能立楚之後而自立為王」
，也就是說陳涉忽視了昔日
封建統治者對群眾的影響力。秦人并吞六國之後，施行中央集權的郡縣政
治，由中央直接派遣的「秦吏」取代了原來的封建統治勢力，成為全國人
民的直接統治者，這是中國政治史上的大轉變。但是，被秦人搞得家破國
29
30
31
32

《史記‧陳涉世家》
，頁 1950。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頁 2575。
同上，頁 2578。
《史紀、項羽本紀》
，頁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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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六國是不會接受的。秦末，群雄反秦利用「立六國後」
，以喚起故國意
識，加深反秦心理，是很自然的事。事實上，郡縣制度雖在秦始皇時全面
實施，而封建心理卻仍然保留在六國人心中，甚至一般平民也心存「名族」
的想法，陳嬰母親見她兒子有意被立為王，勸阻他說：
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33
陳嬰算不得是名門貴族出身。陳嬰之母的想法，反映出一般人民的封建心
理。陳嬰「乃不敢為王」，對軍吏們說：「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
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34陳嬰這種依靠「名族」
的心理，類似陳涉在初舉兵時，詐稱「項燕」的名號，都是為了「從民欲
也」
。陳嬰和他的故事，出現在中國政治史上從封建舊制走向郡縣新體的過
渡時期，頗能呈現新制度和舊心理並存的矛盾關係。秦始皇實施全國性的
郡縣制度，以中央直派的秦吏統治被征服地區，理論上，昔日封建貴族的
政治地位應該是喪失了。不過，在人民心理中，
「名族」仍然是不可磨滅的
影象。所謂「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和「從民所欲」
，豈不是秦末群雄利用
「故國意識」做為反秦策略的最好寫照？
以上的論述，說明秦末群雄利用「故國意識」以號召天下反秦。這個
號召最能鼓動昔日的封建貴族，一方面可以激起復仇情感，一方面也可以
滿足恢復封國的要求。昔日的封建貴族名號在秦末紛紛出現，原因即在此。
平民出身的反秦領袖，如陳涉、陳嬰、張耳和陳餘，不管真心或假意，也
都利用「昔日貴族」的名號。
「故國意識」十足地呈現在項羽的例子上。項羽是「名族」之後，司
馬遷說：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丁項，故姓項
氏。」35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反秦。三年（207B.C.）十二月，鉅鹿一戰之
後，
「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36漢元年（206B.C.）二月，
「項羽欲自王，先王諸將相。」37當時，項羽向諸將宣布：
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
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之力也。38
諸將都叫好。項羽所謂「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候以伐秦」
，正是群雄利用
33
34
35
36
37
38

同上，頁 298。
同上，頁 298。
《史記，項羽本紀》
，頁 295。
《史記，項羽本紀》
，頁 307。
同上，頁 315。
同上，頁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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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國意識」的反秦策略。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原來「六國之後」為王
的諸侯如下：
魏王魏豹─西魏王（都平陽）
韓王韓成─韓王（都陽翟）
趙王趙歇─代王（都代）
燕王韓廣─遼東王（都無終）
齊王田市─膠東王（都即墨）
此外，還分封秦降將章邯、司馬欣和董翳三人以及討秦有功的諸將為王，
凡十八王。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此一體制否定了秦的郡縣制，完全恢
復到封建諸侯分立的形態上」39。「六國之後」的復國或復仇要求，總算在
項羽分封諸王中得到滿足。不過，秦始皇想停止的「天下共苦戰鬥不休」
的現象卻又在項羽手中復活了。勞榦說從楚漢之際一般情形看來，一般人
意識之中，有兩點可以注意的：其中一點是「大帝國的機緣雖然成熟，但
一般人所想像的，還是封建共主，並非郡縣帝國；在六國遺民中，還只想
恢復地本國，並未想到建設一個大帝國。」40項羽的分封十八王，說明了郡
縣帝國的挫折。

第二節

平民、貴族之爭─成敗的意義

在上一節，我們說秦末群雄利用「故國意識」以號召天下。秦亡之後，
項羽分封十八王，復活了秦始皇想剷滅的封建諸侯。天下由短暫的統一走
向分裂，這是郡縣帝國在成長過程中的挫折。造成挫折的原因，除了六國
遺族想復仇復國外，一般人民依賴名族的封建心理，都使得昔日的封建諸
侯得再現，這毋寧是一個新舊過渡時代難免的現象。
不過，同樣是在一個新舊過渡的社會，也有不戀舊的想法產生。事實
上，詐稱項燕起兵的陳涉，雖然只是一個「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而
遷徙之徒也」的平民，但是野心頗大。他向他的群眾宣稱：
「且壯士不死即
41
已，死即舉大名耳，王侯將有種乎！」 不正否定上層統治階級的身分是天
生的！據說劉邦早年上京師服徭役時，看到秦始皇帝不禁喟然太息說：
「嗟
42
呼！大丈夫當如此也！」 劉邦出身平民，論身分只是秦政府組織的一名下
級小吏，但他企圖心之大，大概不是陳嬰母親之輩能想像。秦朝末年，起
兵反秦人士，當不僅是心存復仇復國的六國遺民，還有平民出身的野心家。
當時的政治社會情況，正如陳勝的部將武臣對趙地豪傑所說的「夫人下同
39
40
41
42

西嶋定生，前引書，頁 54。
勞榦，
《秦漢史》
，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1980 新一版，頁 20。
《史記、陳涉世家》
，頁 1952。
《史記、高祖本紀》
，頁 344。

－47－

心而苦秦之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
此土之一時也。」43由此看來，秦政府成為群雄反抗的共同對象原因之一是
「成割地有土之業」
，當時的反秦領袖如果能滿足群眾這個實際需要，就會
得到支持。
在項羽帳下無法伸展報負的韓信，投靠劉邦。韓信對劉邦分析項羽的
為人：
「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44項羽不能滿足
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的要求，這應是韓信離開項羽的主要原因吧！
韓信勸告劉邦說：
「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
邑封功臣，何所不服！」45陳平離開楚國也是基於項羽「不能信人，其所任
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46，在勸告劉邦時也希望劉邦
能夠「饒人以爵邑。」47這無非是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的要求。
酈食其游說齊王田廣，斷言天下將歸漢，他也比較項羽與劉邦。酈食其評
論項羽說：
「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
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刓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
能能賞。」48將項羽不能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土之業」說得很清楚。這就
是項羽不得人心，而天下將歸漢的道理所在。後來，天下大定，劉邦置酒
雒陽南宮，問群臣說：
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
天下者何？49
當時高起和王陸對劉邦分析說：
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
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50
項羽之所以失天下，其原因就是前面韓信、陳平和酈食其所說的項羽不能
滿足反秦者「成割地有士之業」的要求；劉邦之所以得天下，就是他洞知
當時群雄反秦的目的，運用這種形勢，滿足反秦者的要求。
在楚漢相爭期間，劉邦了解當時反秦者─尤其是平民出身的反秦者的
心理，這是日後他能夠鬥垮貴族之後的項羽的原因。不過，在劉項鬥爭過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史記、張耳陳餘列傳》
，頁 2574。
《史記、淮陰侯列傳》，頁 2612。
同上。
《史記、陳丞相世家》，頁 2054。
同上，頁 2055。
《史記，酈生陸頁列傳》
，頁 2695。
《史記、高祖本紀》
，頁 380-381。
同上，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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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當中，劉邦也曾經被酈食其「立六國後」的言論說動。在漢三年（204B.C.）
項羽急圍劉邦於勞陽,劉邦恐憂。酈食其就出了個「謀橈楚權」的主意，說：
51

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
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
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嫏風慕義，願
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歛社而朝。
酈食其勸劉邦「復立六國後世」
，是在利用「故國意識」的餘溫以激起反秦
者的熱情。在秦末，反秦人士如張耳、陳餘、范增，或甚至陳嬰的媽媽都
是依賴「名族」的心態，而從事他們反秦事業。起初，韓國名族之後的張
良，也有復仇復國的強烈心理，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後來，張良以項羽
不遣韓王，反以為侯，投靠在劉邦帳下。當張良聽說酈食其「復立六國後
世」的主意後，他馬上勸上劉邦：
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
從其親戚，反其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52
假使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在「故國意識」感召之下，各歸事其主，那麼
劉邦便失去了取天下的支持力量，因為六國之後的復仇復國之業可不是為
了劉邦。張良直說出反秦者的目的也是為了成割地有土之業；
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
尺之地。53
假使劉邦復立六國之後，昔日的封建貴族又獲得政治地位，這些游士日夜
所想望的「咫尺之地」
，豈不是要落空？領悟力高的劉邦立刻驚覺，打消這
位酈食其這位「豎儒」的提議。
這件事，東漢的荀悅曾經加以評論：
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日形，……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
數也。…初，張耳、陳餘說陳涉以復六國，自然樹黨；酈生亦說漢
王。所以說同而得失異者，陳涉之起，天下皆欲亡秦；而楚、漢之
分未有所定，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且項羽率從六國，攻滅彊秦之
時勢則不能矣，故立六國，於陳涉，所謂多己之黨，而益秦之敵也；
且陳涉未能專天下之地也，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
也。立六國，於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
51
52
53

《史記、留侯世家》
，頁 2040。
同上，頁 204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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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事而異形也。54
酈食其用「復六國」的策略向劉邦進行游說，跟當初陳餘和張耳向陳涉的
建議，用意相同，不過，其間的「大體得失之數」卻截然不同。陳涉初起
兵時，共同的或唯一的敵人是秦政權。當時用「故國意識」以起六國遺民
復仇復國，是可以達到增加同志力量，打擊秦人的效果。但是，劉邦和項
羽的鬥爭，情況並不一樣，這時「天下未必欲亡項也」
，也就是說群雄並沒
有共同的敵人要面對。劉邦若在此時立六國之後，豈不是「割己之有以資
敵」？荀悅對酈食其以「立六國後」說劉邦的評論，主要是以時勢發展不
同來立說。而荀悅所謂「大體得失之數」的「形」─事實上，是站在劉邦
的立場─似乎是偏向單純的政治或軍事性質的說法。
劉邦項羽的鬥爭，不只是單純的政治或軍事性質的鬥爭。秦末，在「天
下共苦秦久矣」的政治情勢下，投入反秦行列的，雖然也是受不了壓迫的
廣大人民群眾，不過，領導他們的領袖卻有不同的出身背景。至少，包括
六國貴族之後（如楚國的項梁項羽叔侄、韓國的張良，魏國的魏咎、魏豹
兄弟和齊國的田儋、田榮、田橫）以及平民出身的野心家（如農民出身的
陳涉、吳廣、黥布和彭越；下級官吏的劉邦、蕭何、曹修、周昌、周苛和
任敖等；窮困貧民的韓信、陳平和酈食其等；操微賤職業的周勃、灌嬰和
樊噲等），前者，想要恢復昔日的既得利益；後者，想要「咫尺之地」。這
兩類反秦領袖，在初起兵時，於策略的運用上大可以拉攏「暫時不是敵人
的敵人」
（
「立六國後」
）
，以打擊「目前的敵人」
（天下同心共苦的秦政府）。
但是，秦政府垮台之後，劉邦和項羽所代表的兩大勢力便尖銳地形成敵對
的局面。項羽封十八王，給六國遺族復國復仇的滿足（雖然，有不公平的
現象）。劉邦則一方面聽從韓信、陳平的勸告「饒人以爵邑」，支持平民野
心分子的心願；另一方面，放棄「豎儒」酈食其「復立六國後」的提議，
將不倚名族的心理，付諸行動。楚漢相爭的性質，
「社會的因素」該是值得
考慮的吧！清人趙翼（1727～1814）驚嘆「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視為「天
55
地間一大變局」 ，並且說這種歷史現象，其實是從戰國時代的「徒步而為
相，白身而為將」開始的。錢穆也認為「古代封建社會，到戰國時代已逐
步消失。軍人，遊仕，商人，不斷由平民社會中躍起，他們攀登政治舞台，
而攫得古代貴族之特權。」56平民與貴族之間在政治上升降的結果，自然會
形成「布衣將相之局」
。可見得，社會變遷與政治變遷的親密關係。許倬雲
觀察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socal mobility)57，提出這點看法：新的社會
結構已經取代了舊有的秩序。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不能不引起（或緣於）
其他方面的變化，例如政治制度，經濟體係和觀念形態等方面。劉邦和他
54
55
56
57

荀說，
《漢紀，高祖二》
，〈台灣商務印書館，1974 台二版〉
，頁 17。
趙翼，
《廿二史劉記》
，（杜維運考證本，世，1977 新一版，頁 34～35。
錢穆，
《國史大綱》上冊，頁 95。
許倬雲，「春秋戰國間的社會變動」
，收入氏著《求古篇》
，頁 319～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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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馬，論出身背景，可說是「布衣」、「徒步」、「白身」之流；懷著「大
丈夫當如此也」的野心與「日夜望咫尺之地」的目的，在秦末群雄並起的
政治環境裡，鬥垮了遺族之後的項羽，誠令趙翼驚嘆「秦漢間為天地一大
變局」
，更是六國殘餘貴族沒落的黃昏，西楚霸王項羽的封建迷夢未醒，劉
邦已放棄立六國後的觀念形態了。呂思勉評論劉邦項羽之成敗，說「項氏
故楚世家，其用人猶沿封建之世，卑不踰尊、疏不踰戚之舊，漢高起於氓
庶，則不然也。然是時知勇之士，固不出於世祿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
一寡助乎？然則劉項之興亡，實社會之變遷為之矣。」58蓋得其情矣！

第三節

漢初封建與秦史的使用

在第一、二節，我們前後論述秦末封建思想之反動、劉邦項羽鬥爭的
過程及其性質。
以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帝國的發展而言，秦王朝開創了郡縣帝國，
結束了昔日封建諸侯裂土割據的局面；秦末，群雄反秦，以項羽為代表的
六國遺族紛紛起來復仇或復國，項羽分封十八王，否定了秦的郡縣帝國形
態；劉項鬥爭，劉邦一方面攏絡當時平民出身的反秦人士，成就他們「割
地有土之業」的要求，一方面放棄「復立六國之後」的念頭。劉邦之所以
得天下者，在此。勞幹評論劉邦項羽之爭的意義：
項羽單純的代表楚國，劉邦卻並不是代表某一個地域觀念，祇代表
對於秦代政治路線的反抗。換言之，項羽所代表的是楚國的復興，
劉邦所代表的祗是秦帝國中人民的革命。59
其說可採。不過，劉邦鬥垮項羽，是不是就表示秦始皇開創的郡縣帝國型
態完全從「挫折」中重新建立起來？漢王朝的立國形態問題，將是本節的
重點。
漢五年（202B.C.）正月，劉邦在一陣「欲迎還拒」的做作後，接受了
諸侯將相們的擁立，成為皇帝。皇帝的稱號，自從秦二世三年（207B.C.）
被迫取消後，五年後又重新出現。日本學者西嶋定生認為構成皇帝統治體
制的特徵是：
「以郡縣制和官僚制當做統治手段，全國人民是以別人的身分
接受統治」。60劉邦雖然已立為皇帝，但是，郡縣制是不是完全從「挫折」
中恢復了呢？和劉邦一起反秦的諸侯將相頌揚劉邦說：

58
59
60

呂思勉，《秦漢史》，台灣開明書店，1983 台六版，頁 48。
勞幹，
《秦漢史》
，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印行，1980，頁 22。
西嶋定生，前引文，頁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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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起微細，誅暴逆，平定四海，有功者輒裂地而封為王侯。61
前面已說過，劉邦在與項羽鬥爭過程當中，曾利用「成割地有土之業」的
策略來拉攏平民出身的反秦群雄。現在，這些反秦有功者已被劉邦封為王
侯。當時上疏立劉邦為皇帝的諸侯王有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
梁王彭越，故衡山吳芮、趙王張敖和燕王臧荼，62這就是所謂的「異姓諸侯
王」
。劉邦是在承認異性諸侯王存在的前提下，被推立為皇帝的。這些異姓
諸侯王與皇帝的同時存在，表示漢初的國家形態並不是像秦王朝一樣是一
個大一統中央集權的郡縣帝國。並且，在漢初，諸侯王的權限也頗大。根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的說法：
諸候王，高帝初置，全璽盭緩，掌治其國。有大傅輔王，內史治國
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
（自 740-741）
諸侯王在封國內擁有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統治權，並且擁有財政上的制權
和自屬一套的官僚組織（「皆令自置吏，得賦歛」，《漢書‧高帝紀下》，頁
78。）
，簡直像一個小朝廷。這時候，諸侯王國和中央朝廷的同時存在，正
如嚴耕望所說「僅為盟約主從關係，外託君臣之名，內有敵國之實。」63可
見得，雖然劉邦「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64，不過，諸
侯王國的存在，使漢初政體欠缺「構成皇帝統治體制的特徵」
，並非純粹的
郡縣。
漢初，異姓諸侯王國的成立，對劉邦而言，是不得己的。在楚漢相爭
的過程當中，劉邦「成割地有土之業」策略一時的運用，才造成異姓諸侯
王存在的結果。徐復觀說漢初封建是「完全出於一時形勢所逼成，自始即
與當時一統專制的政治有極大的矛盾」
，並且說「這是專政治中的一種變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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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耕望，《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卷上「秦漢地方行政制度」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4
再版，頁 14。
64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
，頁 364。
65
徐復觀，「漢代專制政治下的封建問題」，
《兩漢思想史卷一》台灣學生書局，1982，頁 164。
62

－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