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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孫盛《魏氏春秋》之 

王族歷史敘述 

陳俊偉∗ 

【提要】 

東晉孫盛撰寫的《魏氏春秋》，係屬魏晉時期唯一尚有相當佚

史留存的編年體曹魏國史，本文即以該書之王族書寫（曹氏、司馬

氏）為關注重點。孫盛活躍於西晉陳壽之後，使用的史料則明顯不

同於《三國志》，除了個人收集的傳聞故事，還受到了兩晉之際郭

頒《魏晉世語》、東晉干寶《晉紀》的影響。且因孫盛往往「好奇

情多」的原故，《魏氏春秋》頗具文學色彩卻又有真實性檢核不周

的問題。該書毫無疑問是標舉曹魏政權之正統觀，於偏安的東晉時

期依然遵奉著中原本位主義而有別於習鑿齒《漢晉春秋》、袁宏《後

漢紀》。依然屢屢曝露了高層統治者內部之矛盾與衝突，以及一些

被過往官方壓抑、或忽略、或未載的歷史論述。包含了曹丕兄弟們

的緊張關係，以及司馬懿父子們與政敵之互動，司馬氏政敵們的相

關記載等；衡諸《魏氏春秋》的內容，甚有類似於魏末魚豢《魏略》

之處。隨著時間的沉澱，一些過往陳壽未曾見及的史料逐漸浮出世

面，東晉史家往往在《三國志》之記載較空白的地方填補了一己認

定的歷史真相，豐富了三國歷史的建構，孫盛亦是其中貢獻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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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員。 
 

關鍵詞：王族書寫 《裴注》 《三國志》 《魏氏春秋》  
《魏晉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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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東晉（317-420）孫盛（307-378），1字安國，太原中都人，西晉

（265-316）孫楚（？-293）的孫子，2曹魏（220-265）孫資（？-251）

的後代。本身著作繁多，主要出入於子、史之間，同時活躍於政壇。

諸多身份之中，主要是以史家之身份為後人所認識、接受，唐初《晉

書》將孫盛與兩晉時期眾位史家，包含陳壽（233-297）等人相提並

論，一同置諸在卷八十二（列傳四十五）。尤其是該卷的孫盛本傳收

錄了一條孫盛不畏懼桓溫（312-373）權勢，堅持在《晉陽秋》記載

太和四年（369）「枋頭之敗」的史料，更使得孫盛流芳百世。  

目前關於孫盛《魏氏春秋》（《魏氏陽秋》）3與該書的副產品

《魏氏春秋異同》，4以及其他涉及三國歷史的著作（例如《晉陽秋》），

還 有 值 得 再 進 一 步 探 討 的 空 間 。 孫 盛 不 僅 時 常 與 同 期 之 袁 宏

（328-376）（撰有《後漢紀》）、習鑿齒（？-383?）（撰有《漢晉

                                                 
1 生卒年考訂詳見唐翼明，《魏晉清談》（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269。 
2 《晉書．孫盛傳》：「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盛年十歲，避難渡江。」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北京：中華書局，2008），頁 2147。 
3 清代沈濤曰：「盛避晉鄭太后諱，改春秋為陽秋，則《魏氏春秋》亦當改為陽秋。《隋書．經籍

志》亦作春秋，當是後人追改。」清‧沈濤撰：《銅熨斗齋隨筆》（《百部叢書集成》影印第

73 部《示訓堂叢書》，臺北：藝文印書館，1968），第 2 冊，卷 5，葉 7 上。另有存目《三國陽

秋》，五胡十六國時期張騭《文士傳》曰：「（孫盛）既居史官，乃著《三國陽秋》。」詳見周

勛初，《張騭《文士傳》輯本》，《魏晉南北朝文學論叢》（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頁 120。實則《三國陽秋》應為將《魏氏春秋》改稱，因而今人江美華、吳心怡曾羅列孫盛之全

部著作，也未條列《三國陽秋》一書。見江美華，《東晉的儒學》（臺北：五南圖書，2002），

頁 136-137；見吳心怡，《魏晉太原孫氏的家學與家風》（臺南：國立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碩士學位論文，江建俊先生指導，2003），頁 84-85。 
4 喬治忠曰：「同述一事往往相互歧異，對這些資料的鑒別取捨，乃是撰史中不可避免的工作。孫

盛則將這種鑒別史料的依據和見解編撰成《魏陽秋異同》一書。……從書名上看，《魏陽秋異同》

即是《魏氏春秋》的副產品。……《三國志注》引述本書時或稱『異同評』，或稱『異同雜語』，

『雜記』、『異同記』等等。」又言該書實際的內容曰：「一是羅列不同的記載而隨之加以孰是

孰非、執實執虛的判斷，是為『異同評』；二是僅錄各種不同記載或傳聞，尚未能作出是否屬實

的判斷，即稱為『異同雜語』或『異同記』，亦簡稱『雜語』、『雜記』等等。」見喬治忠，〈孫

盛史學發微〉，《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北京：北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頁 361-362、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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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並提，被視為透過史籍警戒桓溫篡逆之心的優秀史家。其著

作《魏氏春秋》更是有其難以取代的價值。西晉太康年間（280-289），

《三國志》之《魏志》（原名為「魏書」，後文為了與其他史籍區隔，

一律以《魏志》簡稱，「蜀書」、「吳書」亦同此案例）5問世而取

得了卓越的成就、之後被官方認同，孫盛卻依然撰寫出了一部奠基在

曹魏、中原正統觀視野的曹魏國史。6依據《晉書．陳壽傳》曰：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凡六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

有良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見壽所作，便壞己書而罷。

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

此。7 

品味此段記載，倘若孫盛對於陳壽的成果相當滿意，縱使不似夏侯湛

（243-291）「便壞己書而罷」、放棄編纂的念頭，亦應當僅止於將紀傳體

之《三國志》改編、簡化成編年體體裁即可。因而可以推論，孫盛必然是

對三國歷史的認識、理解，具備慧心獨到的一套論述，自信能道出《三國

志》所不及者。 

透過前引著述實況的列舉，值得詢問的重要問題就相當容易彰

顯。究竟《魏氏春秋》歷史敘述之獨特性如何？包含了：三國正統觀、

史料來源、意識型態、論贊等，都是值得關懷的重點。本文即以該書

對於曹氏、司馬氏等魏晉王族之書寫的歷史建構為探討重心，8將《魏

氏春秋》納入裴松之《三國志注》徵引諸書的系統之中，仔細審視其

                                                 
5 版本皆如下，後文僅附頁數，晉‧陳壽撰，宋‧裴松之注，《三國志》（北京：中華書局，2009）。 
6 王文進曾注意到孫盛與陳壽的史觀衝突，以及其正統觀與諸葛亮歷史建構等問題，對於本文甚具

啟發，見王文進，〈三國史的解構與重建──裴松之《三國志注》的兩種讀法〉，國立臺灣大學

中國文學系主編，《林文月先生學術成就與薪傳國際學術研討會》（臺北：國立臺灣大學中國文

學系，2014），「九、孫盛挑戰陳壽觀點」，頁 209-212，見王文進，〈習鑿齒與諸葛亮神話之

建構〉，《臺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9），頁 71-120。 
7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北京：中華書局，2008），頁 2137。 
8 記載對象乃是最能象徵國族的人物，彰顯的史家之主觀意識自然最具備代表性，研究成果也更有

對其他史料進行詮釋之價值與意義。而且又因涉及了正統論，可以觀察出史家的政治立場、情感

立場的同步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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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有何值得令人玩味之處。  

二、遵奉曹魏正統觀的編年體史籍 

孫盛《魏氏春秋》直接標舉了曹魏正統觀的大纛，雖然有學者例

如吳懷東指出：「孫盛同時代的史學家習鑿齒堅持正統論而刻意醜化

曹操及其政權（《漢晉春秋》），而孫盛卻沒有特定的政治傾向，更

沒有因為政治立場而刻意篡改事實。」9沒有特定政治傾向的說法，

恐怕並不妥當。根據劉知幾《史通．內篇．書事》曰：「若王沈、孫

盛之伍，伯起、德棻之流，論王業則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

順而褒篡奪，述風俗則矜夷狄而陋華夏。」10後面兩位史家，伯起是

指北齊史家魏收的字，德棻則是指唐初史家令狐德棻，兩人分別編纂

了《魏書》、《周書》，這兩人應是「述風俗則矜夷狄而陋華夏」一

句真正指稱的對象。至於王沈則是效忠司馬氏、編纂曹魏官方史籍《魏

書》的史家，因而不難理解「黨悖逆」、「誣忠義」與「抑正順」、

「褒篡奪」指涉的內容，劉知幾信然較不喜篡位者，孫盛則被視為與

王沈同列而遭到批判。 

劉知幾除了曾將孫盛置諸與王沈同列，還曾經將之與另一位曹魏

史家魚豢並提。《史通．內篇．稱謂》曰：  

當漢氏云亡，天下鼎峙，論王道則曹逆而劉順，語國祚則魏促而

吳長。但以地處函夏，人傳正朔，度長絜短，魏實居多。……逮

作者之書事也，乃沒吳、蜀號諡，呼權、備姓名，原注：謂魚豢、

孫盛等。方於魏邦，懸隔頓爾，懲惡勸善，其義安歸。11 

                                                 
9 見吳懷東，〈曹操是「英雄」還是「奸雄」？－東晉史學家孫盛論曹証實〉，《皖西學院學報》

第 30 卷第 1 期，（2014.2），頁 109。 
10 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通釋，王煦華整理，《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頁 213。 
11 同前註，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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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將魚豢、孫盛並提，提供了一條線索。魚豢《魏略》雖不乏曹魏政權

高層統治者內部之矛盾與衝突，調性明顯與純粹替官方服務的王沈《魏書》

不同，但依然也是一位相當堅定的曹魏正統觀的捍衛者。12如此，間接彰

顯了孫盛的正統論述。在《魏氏春秋》之中，只有符應於東漢→曹魏→西

晉之統緒的政權，其王族才是真正被史家承認者，其餘僅屬於偽政權的僭

逆之人而已。 
以下列舉三則孫盛的史論，13以實例窺見其政治意識型態的認

同。《吳志．程黃韓蔣周陳董甘凌徐潘丁傳．凌統傳》： 

二子烈、封，年各數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諸子同，賓客進見，

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令葛光教之讀書，十日

一令乘馬，追錄統功，封烈亭侯，還其故兵。後烈有罪免，封復

襲爵領兵。（頁 1297） 

注引孫盛曰： 

觀孫權之養士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力，泣周泰之夷，殉陳武

之妾，請呂蒙之命，育淩統之孤，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

雖令德無聞，仁澤（內）［罔］著，而能屈彊荊吳，僭擬年歲者，

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

恢信順之宇，制經略之綱，明貴賤之序，易簡而其親可久，體全

而其功可大，豈委璅近務，邀利於當年哉？《語》曰：「雖小道，

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泥」，其是之謂乎！（頁 1297-1298） 

孫盛使用了 151 字評價吳大帝孫權（182-252，229-252 在位）「養士」的

概況，認為「傾心竭思，以求其死力」的作法，不過僅僅屬於「致遠恐泥」

                                                 
12 詳見陳俊偉，〈魚豢《魏略》的宮闈秘事之敘述傾向──以王沈《魏書》、陳壽《三國志》為參

照〉，《漢學研究》第 33 卷第 4 期（2015.12），頁 109-140。 
13 理論上也不能排除有一些史評是出自副產品《魏氏春秋異同》而非《魏氏春秋》的可能，考量到

出自同一位史家，依然是相當具備代表性。 



．東晉孫盛《魏氏春秋》之王族歷史敘述． 

 ．135．

的「小道」、「邀利於當年」的「近務」而已，未能達到先王治國之綱領大

道的要義。姑且不論孫權是否誠如史家所言係屬於「令德無聞」、「仁澤

（內）［罔］著」的君主，所謂「屈彊荊吳」、「僭擬年歲者」的用語，曝

露了孫盛本身之曹魏正統觀的意識型態。「屈彊」兩字的背後，折射了一

種從中原俯視邊疆的心理；至於「僭擬」兩字，更是直指孫吳政權乃是非

正統的偽政權。 

其次，《吳志．吳範劉惇趙達傳．趙達傳》「評曰」：「三子各

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等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

識之士，舍彼而取此也。」（頁 1426）注引孫盛曰：  

夫玄覽未然，逆鑒來事，雖裨竈、梓慎其猶病諸，況術之下此者

乎？《吳史》書（趙）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

緒，受命中畿，達不能豫覩兆萌，而流竄吳越。又不知吝術之鄙，

見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

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亹亹成於蓍策，變化形乎六爻，是以三

《易》雖殊，卦繇理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鉤深測隱，意對逆

占，而能遂知來物者乎？流俗好異，妄設神奇，不幸之中，仲尼

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諸。（頁 1426） 

陳壽僅僅使用了 38 字，只是強調有識之士不應當耗費心神在這些奇術上，

語調顯得相當溫和、平實。反倒較晚出的孫盛卻使用了長達 177 字大作文

章，言語方面亦十分激進，致使裴松之也不禁耗費了相當的篇幅一一進行

反駁。14孫盛抱持的論述裡面，對於趙達因為「東南當有王氣」而南渡至

                                                 
14 注引裴松之曰：「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

所譏，則皆為非理。自中原酷亂，至于建安，數十年閒，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

江左雖有兵革，不能如中國之甚也，焉知達不算其安危，知禍有多少，利在東南，以全其身乎？

而責不知魏氏將興，流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不能自免刑戮，況達但以祕術見薄，在悔吝之間

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豈惟六爻，苟得其要，則可以易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

足怪哉？達之推算，窮其要妙以知幽測隱，何愧于古！而以裨、梓限之，謂達為妄，非篤論也。」

（頁 1426-1427）除卻一些神秘奇術，「江左雖有兵革，不能如中國之甚也」，正說明了漢末時

期避地江東是一個保全性命的合理選擇，孫盛未免反應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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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東一事視為「輕舉」，強調著「魏承漢緒」、「受命中畿」，在在明示曹魏

政權乃是承繼東漢王朝的正統者，明言天命在中原地域，再次折射了中原

本位主義。15 

第三則案例，詳見《吳志．三嗣主傳》「評曰」：  

孫亮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不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

任用興、布，不能拔進良才，改絃易張，雖志善好學，何益救亂

乎？又使既廢之亮不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晧之淫刑所濫，隕

斃流黜者，蓋不可勝數。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日以冀，朝不

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祥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

聖之德，猶或矢誓眾臣，予違女弼，或拜昌言，常若不及。況晧

凶頑，肆行殘暴，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淫極侈，

宜腰首分離，以謝百姓。既蒙不死之詔，復加歸命之寵，豈非曠

蕩之恩，過厚之澤也哉！（頁 1178） 

注引孫盛曰： 

夫古之立君，所以司牧羣黎，故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若乃淫

虐是縱，酷被羣生，則天殛之，剿絕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

獨夫之戮。是故湯、武抗鉞，不犯不順之譏；漢高奮劍，而無失

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神之所擯故也。況晧罪為逋

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不足以謝寃魂，洿室荐社，未足

以紀暴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豈龔行天罰，伐罪弔民之

義乎？是以知僭逆之不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

人，投畀豺虎。」聊譖猶然，矧僭虐乎？且神旗電掃，兵臨偽窟，

                                                 
15 孫盛撰寫史籍時乃是偏安的東晉時期，如此強調中原本位主義，將衍生出是否合適的議題。究其

實，東晉南朝政權皆以直承前代統緒作為政權合法性的依據，並不考量地域方面的類比問題。詳

見陳俊偉，《敘述觀點與歷史建構：兩晉史家的「三國」前期想像》（臺北：秀威資訊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2015），第六章「『三國正統觀』的轉移動機研議」，頁 291-345。舊著較少涉及王

族敘述的探討，亦不甚論與《世語》的關係，今皆拓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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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窮勢迫，然後請命，不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塞，極之權道，

亦無取焉。（頁 1179） 

無論是陳壽、抑或是孫盛，都給予了吳末帝孫皓（242-284，264-280 在位）

非常嚴正的抨擊，言辭皆屬洋洋灑灑。孫盛則依然使用了陳壽不願使用的

字眼，例如「僭」、「偽」等字，所謂「僭逆之不懲」、「兵臨偽窟」，又是

完全將對方政權貶抑成偽政權的存在，毫不客氣。 

值得再行補充的是史論的篇幅問題，陳壽之「評曰」至多就是

194 字（《吳志．三嗣主傳》）一則，其次則 151 字（《蜀志．諸葛

亮傳》），再次則 145 字（《魏志．三少帝紀》）、138 字（《吳志．

張顧諸葛步傳》）、132 字（《蜀志．後主傳》）。雖然同樣論孫皓

處，陳壽使用的文字量距離前引孫盛之史論 211 字僅差了 17 字，可

是「評曰」是連三嗣主一同評論，倘若僅列孫皓的話還需要扣除 64

字而僅剩下 130 字。顯然陳壽相對簡潔，孫盛較願意進行發揮。孫盛

以編年體為體裁進行編纂，較無須機械式地於每卷末、或個傳末皆設

史論，具備較靈活發表意見的空間，也較具子書性格。  

三、裴松之的「好奇情多」評價 

孫盛之前，至少已經有王沈、魚豢、陳壽等史家的紀傳體曹魏國

史，然而其撰寫史籍時並不全然僅僅是參酌前引諸家的成果後再加以

藉編年體體裁重新編纂。信然還有另外的史料來源，即兩晉之際以後

新出的史著、新收集的傳聞故事，當中理應頗多陳壽編纂《三國志》

時未能見及的內容。依據《蜀志．諸葛亮傳》：「九年，（諸葛）亮

復出祈山，以木牛運。糧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殺郃。」（頁

925）注引郭沖五事（收錄於東晉王隱《蜀記》）之下，注引裴松之

論道：「孫盛、習鑿齒搜求異同，罔有所遺，而並不載沖言，知其乖

剌多矣。」（頁 926）從此條線索，可以見及孫盛、習鑿齒等史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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羅史料所耗費的工夫。這種勤奮的編纂態度下，才更有可能在歷史敘

述上展現出與陳壽《三國志》不同的面貌。孫盛參酌的史籍之中，有

兩部著作還特別值得一提，分別是西晉郭頒《（魏晉）世語》、16東

晉干寶（283?-351?）17《晉紀》，前者係屬雜史（《隋書．經籍志》、

《舊唐書．經籍志》皆列入「雜史」）、後者則屬於編年體國史，前

者的內容其實又有影響到後者，兩部史籍都有相當部份的內容是記載

西晉人之事而與廣義的三國時期（184-280）重疊，因而不能小覷之。 

孫盛參酌《魏晉世語》的證據較明確，《魏志．三少帝紀．高貴

鄉公髦》：「甲辰，（安風淮律）［安風津］都尉斬（毋丘）儉，傳

首京都。」（頁 133）注引《世語》：「大將軍奉天子征儉，至項；

儉既破，天子先還。」（頁 133）裴松之針對郭頒的記載，有一段長

篇的批判，曰：  

臣松之檢諸書都無此事，至諸葛誕反，司馬文王始挾太后及帝與

俱行耳。故發詔引漢二祖及明帝親征以為前比，知明帝已後始有

此行也。案張璠、虞溥、郭頒皆晉之令史，璠、頒出為官長，溥，

鄱陽內史。璠撰《後漢紀》，雖似未成，辭藻可觀。溥著《江表

傳》，亦粗有條貫。惟頒撰《魏晉世語》，蹇乏全無宮商，最為

鄙劣，以時有異事，故頗行於世。干寶、孫盛等多采其言以為《晉

書》，其中虛錯如此者，往往而有之。（頁 133） 

《魏晉世語》被指為「鄙劣」（淺陋低劣）、「蹇乏」（才識低劣貧乏），又

「全無宮商」（文辭完全不優美），無疑是非常嚴厲的形容。該書之所以廣

                                                 
16 魏世民認為該書係屬問世於東晉初年（317）稍後，可視作兩晉之際的著作，見魏世民，〈兩晉

三部小說成書年代考〉，《昭通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第 24 卷第 4 期（2002.8），頁 29-30。

《世說新語．方正》第 6 條注：「郭頒西晉人，時世相近，為《晉魏世語》，事多詳覈。」南朝

宋．劉義慶編，南朝梁‧劉孝標注，余嘉錫撰，周祖謨，余淑宜整理，《世說新語箋疏》（臺北：

華正書局，2003），頁 285。 
17 干寶生卒年的問題往往各家說法不一，王盡忠根據干寶五世孫干朴《靈泉鄉真如寺碑亭記》、《御

制神道碑》推測係屬西元 283-351 年，見王盡忠，《干寶研究全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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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傳播，則是因為「時有異事」，影響了之後不久干寶、孫盛的「晉書」

之編纂成果。實際上，對孫盛的影響不僅止於《晉陽秋》。 

《魏氏春秋》疑似承續《魏晉世語》的案例，詳見《魏志．崔毛

徐何邢鮑司馬傳．崔琰傳》：「初，太祖性忌，有所不堪者，魯國孔

融」（頁 370）注引《世語》：「融二子，皆齠齓。融見收，顧謂二

子曰：『何以不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復何所辭！』以為必

俱死也。」（頁 373）另外，注引《魏氏春秋》曰：  

……（建安）十三年，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

年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不起。左右曰：「而父見執，

不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卵不破者乎！」遂俱見殺。……

（頁 372-373） 

注引裴松之則質疑兩條史料，曰： 

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不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

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了禍福，聰明特達，卓然既

遠，則其憂樂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見父收執而曾無變容，

弈棊不起，若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不忘父，不以己身將

死而廢念父之情也。父安猶尚若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

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不知言之傷理。（頁

373） 

關於孔融（153-208）兩子的年齡，《魏晉世語》指的「齠齔」即是童年，

《魏氏春秋》更直接說是「八歲」，大抵皆年歲尚幼。裴氏認定《魏晉世

語》所論道的「父尚如此，復何所辭」還算勉強合理，可是《魏氏春秋》

記載的內容卻更進一步使用比喻，即「安有巢毀而卵不破者乎」，則更形

不合理。兩書理論上皆以孔融之子面對父親與自己不可避免的災難時尚能

暇豫以待為美談，只是如此又未免不符合人子之情。《魏氏春秋》的來源

很可能就是直接承續《魏晉世語》而踵步增華，裴松之因而更視孫盛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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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係屬「蓋由好奇情多，而不知言之傷理」。 

至於疑似孫盛承續干寶《晉紀》的案例，詳見《魏志．桓二陳徐

衛盧傳．陳泰傳》：「（陳）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六百戶，賜弟子一

人亭侯，二人關內侯。景元元年薨，追贈司空，諡曰穆侯。」（頁

641）注引干寶《晉紀》曰：  

高貴鄉公之殺，司馬文王會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不至，使其舅

荀顗召之。顗至，告以可否。泰曰：「世之論者，以泰方於舅，

今舅不如泰也。」子弟內外咸共逼之，垂涕而入。王待之曲室，

謂曰：「玄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賈充以謝天下。」文

王曰：「為我更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不知其次。」

文王乃不更言。（頁 642） 

又注引《魏氏春秋》曰： 

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

時大將軍入于禁中，泰見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

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賈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

將軍久之曰：「卿更思其他。」泰曰：「豈可使泰復發後言。」

遂嘔血薨。（頁 642） 

關於高貴鄉公曹髦（241-260，254-260 在位）之死的記載，時於西晉的陳

壽尚且諱莫如深，可是時於東晉的干寶、孫盛已經較可以暢所欲言。干、

孫兩位史家雖然都曝露了司馬文王司馬昭（211-265）試圖推諉責任，不

欲深究真正指使殺害高貴鄉公之兇手賈充（217-282）的心態，以及陳泰

（？-260，字玄伯）之方正性格。可是敘述細節方面還是差距相當明顯。

《晉紀》是干寶於東晉王朝擔任史臣時書寫的，建武元年（317）始領國

史、太寧三年（325）著成，相當程度代表著東晉當朝歷經動亂後對過往

歷史的重新審視，孫盛《魏氏春秋》則更為晚出（永和三年、西元 347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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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18因而可以參酌前人的說法。裴松之即認為：「孫盛改易泰言，雖

為小勝。然檢盛言諸所改易，皆非別有異聞，率更自以意制，多不如舊。」

（頁 642）檢視此條線索，《魏氏春秋》這裡徵引的史料來源應當就是《晉

紀》，裴松之還進一步指出孫盛往往將前人的言語改易、且以己意製之的

問題。孫盛筆下更形誇張、戲劇性，竟然直接將陳泰之死與該事連結，同

時指出是因為司馬氏嘗試推諉的回應才「嘔血薨」，讀起來更具備小說性

格。 

由於《魏晉世語》、《晉紀》、《魏氏春秋》往往是後者參酌前

者，因而也曾發生一例是三書同時記載一事全錯的狀況。《魏志．王

衛二劉傅傳．王粲傳》：「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麗，好言老、莊，

而尚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頁 605）注引裴松之曰：  

臣松之案《本傳》云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干寶、孫盛、習鑿齒

諸書，皆云正元二年，司馬文王反自樂嘉，殺嵇康、呂安。蓋緣

《世語》云康欲舉兵應毌丘儉，故謂破儉便應殺康也。其實不然。

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濤行

狀》，濤始以景元二年除吏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較七八年，以

《濤行狀》檢之，如《本傳》為審。又《鍾會傳》亦云會作司隸

校尉時誅康；會作司隸，景元中也。干寶云呂安兄巽善於鍾會，

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故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

年鍾、鄧平蜀後，始授相國位；若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

毌丘儉年殺嵇、呂？此又干寶疏謬，自相違伐也。（頁 607） 

《魏晉世語》有言「（嵇）康欲舉兵應毌丘儉」因而便謂「破儉便應殺康

也」，如此則嵇康卒年定於毌丘儉（？-255）兵敗的正元二年（255）。此

                                                 
18 《魏氏春秋》的副產品《魏陽秋異同》，有一則記載了東晉永和三年（347）孫盛與常璩會面，

該書應是在這時間點以後撰寫成書，〈諸葛亮傳〉注引《異同記》：「晉永和三年，蜀史常璩說

蜀長老云：『陳壽嘗為（諸葛）瞻吏，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惡黃皓，而云瞻不能匡矯也。』」

（頁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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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裴松之揣度干寶、孫盛、習鑿齒等史家，都未能接受《魏志》景元年間

（260-264）之說法的因素。從一個卒年研判的案例，更可見及郭頒該書

的影響力。 

透過前文徵引的案例，接續對於劉知幾在《史通．內篇．古今正

史》評論《魏氏春秋》的一段話可以更深刻的理解：「先是，魏時京

兆魚豢私撰《魏略》，事止明帝。其後孫盛撰《魏氏春秋》，王隱撰

《蜀記》，張勃撰《吳錄》。異聞錯出，其流最多。」
19
孫盛《魏氏

春秋》一書正屬於「異聞錯出」之流，時常採信較非主流、較接近傳

聞故事的史料。在裴松之《三國志注》問世之前，最為對《三國志》

進行過系統性研究者正是孫盛，其中也包含了歷史真實之考訂的貢獻

與成果。20只可惜史家似乎過度「好奇情多」，因此其著作存在著相

當多的真實性疑慮。  

四、曹氏王族內部的緊張關係 

孫盛《魏氏春秋》於漢魏之際的歷史建構方面，對於魏文帝曹丕

（187-226，220-226 在位）兄弟彼此之緊張關係甚是關切。回顧三國

史著作的著述概況，魚豢《魏略》、陳壽《魏志》皆使用相當多的篇

幅，記載了曹氏兄弟因繼承權導致的內部問題，官修史籍王沈《魏書》

對此事則輕描淡寫。21宮闈事秘，歷史真相如何往往難以確實，因而

該類史料本身即頗多捕風捉影之辭，今人甚至進而論證此事被過度渲

染，尤其陳壽《魏志》所載之內容與西晉政局的影射相關。22此派的

                                                 
19 唐‧劉知幾著，清‧浦起龍通釋，王煦華整理，《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頁 347。 
20 詳見李純蛟，〈論東晉孫盛的《三國志》研究〉，《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6 期（2013），頁 24-30。 
21 詳見陳俊偉，〈魚豢《魏略》的宮闈秘事之敘述傾向──以王沈《魏書》、陳壽《三國志》為參

照〉，第二節「曹丕兄弟的奪嫡之爭與影響」，頁 112-120。 
22 這方面最主要的研究者應是日本學者津田資久，見津田資久，〈曹魏至親諸王攷──『魏志』陳

思王植伝の再検討を中心として〉，《史朋》第 38 號（2005.12），頁 1-29；見津田資久，〈『魏

志』の帝室衰亡敘述に見える陳壽の政治意識〉，《東洋學報》第 84 卷第 4 號（200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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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自然是值得參酌的。正因為統治者高層內部之事秘，史家若不願

接受官方往往粉飾太平的說法，自然難免使用一些較非主流的史料。 

向來「搜求異同，罔有所遺」、收羅史料甚勤，而且臨史心態又

「好奇情多」的孫盛，採信一些傳聞故事是很容易想見的。例如，《魏

志．任城陳蕭王傳．曹植傳》：「（建安）二十四年，曹仁為關羽所

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行征虜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植

醉不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頁 558）注引《魏氏春秋》曰：「植

將行，太子飲焉，偪而醉之。王召植，植不能受王命，故王怒也。」

（頁 561）陳壽僅僅記載了建安二十四年（219）曹植（192-232）是

因酒醉而不能受命，孫盛則進一步認定是曹丕以酒逼之、陷害曹植至

無法成行；《魏氏春秋》筆下的曹丕，心機頗為深厚，剝奪了曹植建

功立業的機會，背後其實是在進行繼承權之爭。23 

同樣書寫曹氏兄弟緊張關係的，還有〈曹彰傳〉：「四年，朝京

都，疾薨于邸，諡曰威。」（頁 556）注引《魏氏春秋》：「初，彰

問璽綬，將有異志，故來朝不即得見。彰忿怒暴薨。」（頁 557）孫

盛擇取的這則史料，與《魏志》有著明顯差異，關於曹彰（190-223）

之死，陳壽僅僅論道是「疾薨于邸」、疾病因素致死，《魏氏春秋》

則是採信了「忿怒暴薨」的說法，顯得較具話題性。另外，孫盛又有

一條關於曹植《贈白馬王彪》詩歌之創作動機的記載，〈曹植傳〉：

「（黃出）四年，徙封雍丘王。其年，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

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帝嘉其辭

義，優詔答勉之。」（頁 562-564）注引《魏氏春秋》曰：  

                                                                                                                      
1-28。近來持此論者，還有劉坤、李劍鋒，〈從曹丕對曹植的優待再審其兄弟關係〉，《甘肅社

會科學》第 4 期（2014.9），頁 160-163，趙鑫，《曹魏史傳散文研究》（山東大學新聞與傳播

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論文，指導教授：李劍鋒先生，2015.3），頁 117-118。 
23 劉坤指出這條史料並不可靠，曰：「根據君主出征，儲副監國的慣例，魏王與太子不大可能同時

出征。綜合諸條可知，建安二十四年曹仁被圍時，曹操在長安，曹丕守鄴城。曹植若在長安，則

曹丕不得逼醉之；若在鄴城，曹操又不得『呼有所敇戒』。」見劉坤，《魏晉家庭倫常與文學新

變》（山東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碩士學位論文，指導教授：李劍鋒先生，2015.5），

頁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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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待遇諸國法峻。任城王暴薨。諸王既懷友于之痛。植及白馬

王彪還國，欲同路東歸，以敘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不聽。植發

憤告離而作詩曰：「謁帝承明廬，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

夕過首陽。伊、洛曠且深，欲濟川無梁。汎舟越洪濤，怨彼東路

長。回顧戀城闕，引領情內傷。……丈夫志四海，萬里猶比鄰。

恩愛苟不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倉卒骨肉

情，能不懷苦辛？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列仙，松子

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年誰能持？離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援筆從此辭。」（頁 564-565） 

這條史料敘述了任城王曹彰暴斃後，諸王尚處在低迷的情緒中，曹植本意

想要與兄弟同路東歸以稍「敘隔闊之思」，卻被監國使者阻止，於是將滿

腹苦悶化為詩歌。透過詩歌，以及這首詩歌的本事，折射了曹丕登基後曹

氏諸王們艱難的處境。 

裴松之在《魏志》注引中，徵引了孫盛關於曹魏王族的三個評論，

其中有一條正強調著應要「立長不立賢」，顯然並非在繼承人之爭中

過度同情曹植者，《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曹沖傳》：「太祖數對羣

臣稱述，有欲傳後意。年十三，建安十三年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

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不幸，而汝曹之幸也。』」

（頁 580）注引孫盛曰：「《春秋》之義，立嫡以長不以賢。冲雖存

也猶不宜立，況其既沒，而發斯言乎？《詩》云：『無易由言。』魏

武其易之也。」（頁 581）曹沖（196-208）過世時，曹操十分哀傷，

因而講出了本欲將此愛子列為繼承者的暗示話語。孫盛之所以十分關

注曹氏兄弟的相關歷史，原因主要在於其對於曹魏親王處境的重視，

認為這是曹魏政權被篡奪的主因。〈明帝紀〉：「即日，（魏明）帝

崩于嘉福殿，時年三十六。癸丑，葬高平陵。」（頁 114）注引孫盛

曰：  

聞之長老，魏明帝天姿秀出，立髮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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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諸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政自己出。而優禮大臣，

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戮，其君人之量如此之偉也。然

不思建德垂風，不固維城之基，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頁 115） 

史家稱許了魏明帝曹叡（205-239，226-239 在位）的種種優點，尤其是其

頗具為君之肚量；可是對於魏明帝「不思建德垂風」、「不固維城之基」，

使得大權轉移到異姓之手表示了悲慟之意。孫盛認為魏明帝未能妥善處置

的部份，正是在封建制度上。根據〈曹植傳〉曰： 

時法制，待藩國既自峻迫，寮屬皆賈豎下才，兵人給其殘老，大

數不過二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復減半，十一年中而三徙都，

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年四十一。（頁 576） 

注引孫盛曰： 

異哉，魏氏之封建也！不度先王之典，不思藩屏之術，違敦睦之

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侔人主，雖云不度，時勢然也。

魏氏諸侯，陋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

德之由，風澤既微，六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異族，勢同瘣

木，危若巢幕，不嗣忽諸，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不易之典。

六代興亡，曹冏論之詳矣。（頁 576-577） 

對於曹魏政權之親王諸侯們「陋同匹夫」的處境表示反對，認為此舉無疑

是「彫翦枝幹」。如此未能尊崇先王之典、藩屏之術，不信任曹氏親王諸

侯的作法，是非常危險的事。曹魏政權最終就是遭到異姓司馬氏篡奪，因

而面對此歷史事實，史家自然提出了一己的觀點。 

前段引文曾經提及的曹魏宗室曹冏之論六代興亡，孫盛在《魏氏

春秋》之中不惜耗費篇幅長篇徵引，〈明帝紀〉注引《魏氏春秋》載

該篇上書如下：  



．東海中文學報． 

 ．146．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異姓以明賢賢。故《傳》

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詩》云『懷德維寧，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

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

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而並用之；近則有

宗盟藩衞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

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福，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

國家，保其社稷，歷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

親親之道未備。……」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稚，冏冀以此論感悟曹爽，爽不能納。（頁 592-595） 

如何在「建同姓以明親親」與「樹異姓以明賢賢」之間取得平衡，誠然是

當時的國家大事。根據曹冏的政治觀察，當時受詔與司馬懿（179-251）

共同輔政幼主的曹爽（？-249），應當更深思親親之道、多任用曹氏族人

為妥，只可惜曹爽並未採納其建議。孫盛、曹冏抱持的觀點與陳壽基本類

似，應是魏晉時期的公論，〈武文世王公傳〉「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

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防壅隔，同於囹圄；位號靡定，大小歲易；

骨肉之恩乖，《常棣》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頁 591）曹馬

易代的歷史教訓，無疑更讓後人思考到倘若正始十年（249）「高平陵之變」

時，曹氏若有親王諸侯擁兵支援，是否還會發生司馬氏奪權之事。 

《魏氏春秋》關於曹魏王族內部緊張關係的記載，篇幅、數量方

面尚不及《魏略》、《魏志》。陳壽實不必多言，檢閱〈曹植傳〉幾

乎都環繞著主人公的悲劇性格與人生履歷，整部《魏志》時常屢見曹

丕之性情狹隘，〈文帝紀〉「評曰」：「若加之以曠大之度，勵以公

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頁

89）這段評論的背後正暗示曹丕缺乏「曠大之度」。至於陳壽對曹魏

政權之封建制度的不滿，前文也已經一併徵引。魚豢《魏略》亦不遑

多讓，《裴注》在〈任城陳蕭王傳〉徵引約六、七個案例彰顯曹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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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內部問題的情況，例如注引《魏略》曰：「彰至，謂臨菑侯植曰：

『先王召我者，欲立汝也。』植曰：『不可。不見袁氏兄弟乎！』」

（頁 557）又，《魏略》曰：「太子嗣立，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

以先王見任有功，冀因此遂見授用，而聞當隨例，意甚不悅，不待遣

而去。」（頁 557）前一則曹彰直接點明曹操臨死前改變心意，次則

則是說明當時諸王皆沒有被授用的情況。陳壽影響了孫盛是可以預期

的，若再從蛛絲馬跡檢視，魚豢也可能影響了孫盛。24 

即使時過西晉、邁入東晉，曹氏王族的內部問題依然是史家關注

的重點，這情況體現在《魏氏春秋》一書上。該書誠如《魏略》、《魏

志》等，遵奉曹魏正統觀之同時，不忘嘗試曝露曹魏政權之高層內部

的矛盾與衝突。《魏氏春秋》尤其與《魏略》還有一點類似，就是常

常出現真實性的謬誤，劉勰曾將此兩書並提：「魏代三雄，記傳互出。

《（魏氏）陽秋》《魏略》之屬，《江表》《吳錄》之類，或激抗難

徵，或疎闊寡要。」25「激抗難徵」即是指難以徵信之言。《魏氏春

秋》、《魏略》同列，正間接指出了兩書具有頗多相似處，只是需要

後人一一梳理而已。  

五、曹、（司）馬兩派之爭權 

從「高平陵之變」之後，到司馬炎（236-290，265-290 在位）正

式建立西晉王朝為止。期間包含曹爽黨羽逐步被清除，「壽春三叛」

                                                 
24 例如：《太平御覽》卷八四七《魏志》：「諸葛亮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壘。宣王見亮使，惟問

其寢食，及其事之繁簡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二十罰巳上，皆親覽焉。所啖食不至

數升。』宣王曰：『亮體斃矣，其能久乎！』」這裡雖標明《魏志》，但是《魏志》並無此文，

考量該條前後引用扈累（頁 365）、沐并（頁 661-662）之事皆見《裴注》之《魏略》，因而應

當出自《魏略》。張鵬一輯佚也收錄了該條《魏略》，詳見魏‧魚豢撰，張鵬一輯佚，《魏略輯

本》（名古屋：采華書林，1972），頁 362。後來，孫盛也採納了《魏略》的記載，《明帝紀》

注引《魏氏春秋》曰：「亮既屢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怒宣王。宣王將出戰，辛毗杖

節奉詔，勒宣王及軍吏已下，乃止。宣王見亮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不問戎事。使對曰：

『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已上，皆親覽焉；所啖食不過數升。』宣王曰：『亮體斃矣，其能久

乎？』」（頁 103） 
25 梁‧劉勰撰，詹鍈義證，《文心雕龍義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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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三叛」）－軍事重鎮壽春依序有「王淩之叛」（251）、

「毌丘儉之叛」（255）、「諸葛誕之叛」（257-258）反抗司馬氏失

敗。以及中間兩位少主被迫退位，齊王芳（232-274，239-254 在位）

被廢，高貴鄉公曹髦被弒。此消彼長，司馬氏則由司馬宣王司馬懿、

司馬景王司馬師（208-255）、司馬文王司馬昭三人，逐步建立起了

基業。  

關於這段歷史的記載，陳壽於《魏志》雖然有別於王沈《魏書》

曲媚阿黨、「多為時諱」，26但基本上還是遵循著司馬氏之政治立場

進行詮釋，對於司馬氏的政敵頗為不利。至於《魏氏春秋》則保留了

不少頗為生動的史料，例如《諸夏侯曹傳‧曹爽傳》：「侍中許允、

尚書陳泰說爽，使早自歸罪。爽於是遣允、泰詣宣王，歸罪請死，乃

通宣王奏事。」（頁 287）注引《魏氏春秋》曰：「爽既罷兵，曰：

『我不失作富家翁。』（桓）範哭曰：『曹子丹佳人，生汝兄弟，犢

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矣！』」（頁 287-288）曹真（？-231），

字子丹，曹爽之父。曹爽一句「我不失作富家翁」，正有力地呈現了

曹爽為人之天真，以及對照出桓範（？-249）的先覺，已經預見了未

來即將發生的事情絕對不是「早自歸罪」就可以免禍，一句「生汝兄

弟，犢耳」，背後正寄寓了多少憤慨。  

誠然《魏氏春秋》也不乏對曹氏一方明顯較不利的史料，例如《魏

志‧諸夏侯曹傳‧曹爽傳》：「（何）晏，何進孫也。母尹氏，為太

祖夫人。晏長于宮省，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老莊言，作《道

德論》及諸文賦著述凡數十篇。」（頁 292）注引《魏氏春秋》曰： 

……初，宣王使晏與治（曹）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

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

                                                 
26 臧榮緒《晉書》：「王沉為祕書監。正元中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撰《魏書》。多為時諱。

未若陳壽之實錄也。」清‧湯球輯，楊家駱主編，《新校本晉書並附編六種：九家舊晉書輯本及

晉諸公別傳輯本四十三卷》（臺北：鼎文書局，1995），第 5 冊，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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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窮急，乃曰：「豈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頁

293） 

司馬懿竟然讓曹爽的重要黨羽何晏（195-249）典獄，呈現何晏為了自保

而犧牲曹爽黨羽的一面。等丁、鄧等七姓條疏完畢後，司馬懿再用言語逼

出何晏自道「謂晏乎！」史料頗具戲劇性，但是從情理方面考量卻是非常

奇怪的事情，盧弼注引《通鑑考異》曰：「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

獄？就令有之，晏豈不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說者之妄

耳。」27確實如此。何晏正是曹爽一黨之中的核心人物，本人又何以不知災

禍已經降臨，孫盛承繼了「說者之妄」，未能審慎考核該條史料的真實性。 

除此之外，還有李豐（？-254）、夏侯玄（？-254）、許允（？

-254）的相關事跡也是孫盛相當重視的，史料往往曝露了司馬氏的血

腥、霸道，呈現了李豐、夏侯玄等親附曹氏一方的人物較為正面之部

份，這點又與《魏略》頗為相似。28〈曹爽傳〉：「大將軍微聞其謀，

請（李）豐相見，豐不知而往，即殺之。」（頁 299）注引《魏氏春

秋》曰：「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

社稷，惜吾力劣，不能相禽滅耳！』大將軍怒，使勇士以刀環築豐腰，

殺之。」（頁 300-301）陳壽僅言道李豐是「不知而往」，可是孫盛

卻表現了李豐面臨死亡卻毫不畏懼，以正色、正論指責司馬氏懷有不

臣之心。裴松之還有注引《魏氏春秋》曰：「夜送豐尸付廷尉，廷尉

鍾毓不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狀告，且敕之，乃受。帝怒，

將問豐死意，太后懼，呼帝入，乃止。遣使收翼。」（頁 301）呈現

了齊王芳得知李豐死後的反應，彰顯了李豐乃是勤王之人，還有透過

                                                 
27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盧弼集解，錢劍夫整理，《三國志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9），頁 968。 
28 趙鑫曰：「今觀《三國志．曹爽傳》裴注所引鄧颺、丁謐、畢軌、李勝、桓範諸人生平行實，十

之八九出自《魏略》，而他書罕及焉。因疑當時諸史，除《魏略》外，鮮有為此數人立傳者，否

則裴氏不合棄之不採。何也？蓋此數人，追隨曹爽，為懿所誅，陷罪身死，於魏國為政治犯，而

於司馬則為政敵，皆所謂『敏感人物』也，故不惟曹魏史家盡量迴避之，即兩晉載筆之士，亦不

願觸碰其人。」見趙鑫，《曹魏史傳散文研究》，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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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尉之口指出司馬氏之作法乃「非法官所治」，即曝露了權臣肆意殺

害其他大臣的行徑。  

夏侯玄的部份，孫盛亦有一條彰顯司馬師嫉惡之的史料。〈曹爽

傳〉：「（夏侯）玄格量弘濟，臨斬東市，顏色不變，舉動自若，時

年四十六。」（頁 299）注引《魏氏春秋》曰：  

初，夏侯霸將奔蜀，呼玄欲與之俱。玄曰：「吾豈苟存自客於寇

虜乎？」遂還京師。太傅薨，許允謂玄曰：「無復憂矣。」玄歎

曰：「士宗，卿何不見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年少遇我，子元、

子上不吾容也。」玄嘗著《樂毅》、《張良》及《本無肉刑論》，

辭旨通遠，咸傳于世。玄之執也，衞將軍司馬文王流涕請之，大

將軍曰：「卿忘會趙司空葬乎？」先是，司空趙儼薨，大將軍兄

弟會葬，賓客以百數，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大將軍由

是惡之。（頁 302） 

除了記載夏侯玄之著述成果，以及其可以預料未來之事，理解司馬師（字

子元）兄弟未必可以如同司馬懿一樣容納他。尤其是當司馬昭懇切地請求

司馬師時，司馬師的回應也說明了他的顧忌，因為之前曾經發生過「會葬，

賓客以百數，玄時後至，眾賓客咸越席而迎」的事件，也就是夏侯玄非常

得到眾心，因而是不得不殺之的對象，在剪除曹氏羽翼的歷程上非常關鍵。

盧弼注引趙一清曰：「姜氏云，太初之死，由師夙憾，兼有異志，惡其相

逼，而搆此獄。」29只不過這條史料的錯誤也很明顯，注引裴松之曰： 

曹爽以正始五年伐蜀，時玄已為關中都督，至十年，爽誅滅後，

方還洛耳。案《少帝紀》，司空趙儼以六年亡，玄則無由得會儼

葬，若云玄入朝，紀、傳又無其事。斯近妄不實。（頁 302） 

只要對照一下趙儼（171-245）的卒年，就可以明白出現此情此景不可能

                                                 
29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盧弼集解，錢劍夫整理，《三國志集解》，頁 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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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夏侯玄在正始五年（244）已經是關中都督，往後等到正始十年才

回到洛陽，期間並沒有史料證明曾經入朝返洛，因而不免讓人質疑此條史

料是否可信。30 

以及司馬氏試圖要免除後患的事情，〈諸夏侯曹傳〉：  

初，中領軍高陽許允與豐、玄親善。先是有詐作尺一詔書，以玄

為大將軍，允為太尉，共錄尚書事。有何人天未明乘馬以詔版付

允門吏，曰「有詔」，因便馳走。允即投書燒之，不以開呈司馬

景王。後豐等事覺，徙允為鎮北將軍，假節督河北諸軍事。未發，

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樂浪，道死。(頁 302-303) 

注引《魏氏春秋》： 

……允後為景王所誅，門生走入告其婦，婦正在機，神色不變，

曰：「早知爾耳。」門生欲藏其子，婦曰：「無預諸兒事。」後

移居墓所，景王遣鍾會看之，若才藝德能及父，當收。兒以語母，

母答：「汝等雖佳，才具不多，率胸懷與會語，便自無憂，不須

極哀，會止便止。又可多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命，具以狀

對，卒免其禍，皆母之教也。雖會之識鑒，而輸賢婦之智也。果

慶及後嗣，追封子孫而已。（頁 304） 

司馬師憂慮許允之子將來具備報復的能力，於是讓鍾會（225-264）去檢

視，雖然這則史料的主角是許允之妻，卻也反映了司馬氏十分在意於清掃

政敵，應為避免夜長夢多之舉。《魏氏春秋》固然是承認曹魏、西晉正統

統緒相承，可是正統觀跟道德批判之間已經相當程度地脫鉤，不必似王沈

《魏書》處處替曹魏政權、或司馬氏隱諱。 

現存記載曹、馬易代之際的諸多史料是陳壽《魏志》所未能收錄

                                                 
30 另外，何焯曰：「按，《三少帝紀》證之，文王于時為安東將軍，亦非衛將軍也。」清‧何焯著，

崔高維點校，《義門讀書記》（北京：中華書局，2006），頁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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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中往往出現了司馬氏如何清算政敵，以及政敵之風采、正面事

蹟，都要等到時入兩晉之際以後方才有機會慢慢形成文字，前引《魏

氏春秋》關於陳泰試圖追究賈充罪責一事即是一個案例。孫盛還收錄

有不少史料值得探討，這些史料的內容敘述了司馬氏如何對待曹氏少

主。例如〈三少帝紀〉：  

庚戌，中書令李豐與皇后父光祿大夫張緝等謀廢易大臣，以太常

夏侯玄為大將軍。事覺，諸所連及者皆伏誅。辛亥，大赦。三月，

廢皇后張氏。夏四月，立皇后王氏，大赦。五月，封后父奉車都

尉王夔為廣明鄉侯、光祿大夫，位特進，妻田氏為宣陽鄉君。秋

九月，大將軍司馬景王將謀廢帝，以聞皇太后。（頁 128） 

注引《世語》及《魏氏春秋》並云： 

此秋，姜維寇隴右。時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

京師，帝於平樂觀以臨軍過。中領軍許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

辭，殺之，勒其眾以退大將軍。已書詔于前。文王入，帝方食栗，

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雞，青頭雞。」青頭雞者，鴨也。帝懼

不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頁 128） 

《魏志》僅僅記載了李豐、張緝（？-254）試圖廢易大臣，卻沒有明確交

代之後司馬師試圖廢帝的因素；誠然從上下文檢視，很可能就是肇因於李

豐等人試圖發難。至於《世語》、《魏氏春秋》則記錄了一條較讓人惋惜的

史料。齊王芳本來試圖與許允等人，一同殺掉司馬昭之後，再藉其大軍以

逼退司馬師。卻因為優人唱了「青頭雞，青頭雞」等歌辭而改變心意，31轉

為「懼不敢發」，此事才造成了司馬師謀廢帝。《世語》、《魏氏春秋》相較

於《魏志》的簡單敘述來說，無疑是更形精彩，可是內容卻又有錯誤。注

                                                 
31 盧弼注引顧炎武曰：「鴨者，勸帝押詔書耳。時以親署為押，南北朝謂之畫勑。」晉‧陳壽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盧弼集解，錢劍夫整理，《三國志集解》，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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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裴松之曰： 

臣松之案《夏侯玄傳》及《魏略》，許允此年春與李豐事相連。

豐既誅，即出允為鎮北將軍，未發，以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樂

浪，追殺之。允此秋不得故為領軍而建此謀。（頁 129） 

許允應當受到李豐事情牽累，出為鎮北將軍還未發即被收付廷尉，因而不

可能是「中領軍」許允，這條史料恐怕又是一條道聽塗說之辭。32 

齊王芳尚且安然退位，高貴鄉公則是死於任上，從現存《魏氏春

秋》的史料中依然可以見及高貴鄉公很可能是位有才華、有抱負的君

王。〈三少帝紀〉：「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僚陪位者欣欣焉。」

（頁 132）注引《魏氏春秋》曰：「公神明爽儁，德音宣朗。罷朝，

景王私曰：『上何如主也？』鍾會對曰：『才同陳思，武類太祖。』

景王曰：『若如卿言，社稷之福也。』」（頁 132）所謂「才同陳思，

武類太祖」，無疑藉著鍾會以證明高貴鄉公過人的才華。檢視現今《三

少帝紀》的高貴鄉公個傳，陳壽幾乎都以文書記載為主，33孫盛也有

收錄一條史料可以補充。〈三少帝紀〉：「甘露元年春正月辛丑，青

龍見軹縣井中。乙巳，沛王林薨。」（頁 134）注引《魏氏春秋》曰： 

二月丙辰，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侍中荀顗、尚書崔贊、袁亮、

鍾毓、給事中中書令虞松等並講述禮典，遂言帝王優劣之差。帝

慕夏少康，因問顗等曰：「有夏既衰，后相殆滅，少康收集夏眾，

復禹之績，高祖拔起隴畝，驅帥豪儁，芟夷秦、項，包舉寓內，

斯二主可謂殊才異略，命世大賢者也。考其功德，誰宜為先？」

顗等對曰：「夫天下重器，王者天授，聖德應期，然後能受命創

                                                 
32 盧弼曰：「果有此舉，師、昭等豈不大肆殺戮？當時矯太后之令，及師、昭等之上言，焉有不敘

述之理，如《高貴鄉公紀》所載者？且《晉書》《景》《文》兩《紀》亦無一字及此，有以知《世

語》及《魏氏春秋》所云為不足據，宜承祚之不採錄也。」同前注，頁 492。 
33 何焯曰：「陳氏詳書幸學問難于紀，蓋亦深致嗟惜之意。」清‧何焯著，崔高維點校，《義門讀

書記》，頁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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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至於階緣前緒，興復舊績，造之與因，難易不同。少康功德

雖美，猶為中興之君，與世祖同流可也。至如高祖，臣等以為優。」

帝曰：「自古帝王，功德言行，互有高下，未必創業者皆優，紹

繼者咸劣也。湯、武、高祖雖俱受命，賢聖之分，所覺縣殊。少

康、殷宗中興之美，夏啟、周成守文之盛，論德較實，方諸漢祖，

吾見其優，未聞其劣；顧所遇之時殊，故所名之功異耳。少康生

於滅亡之後，降為諸侯之隸，崎嶇逃難，僅以身免，能布其德而

兆其謀，卒滅過、戈，克復禹績，祀夏配天，不失舊物，非至德

弘仁，豈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仗一時之權，專任智力以成

功業，行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數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

賢相，為人父則不能衞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若與少康易時

而處，或未能復大禹之績也。推此言之，宜高夏康而下漢祖矣。

諸卿具論詳之。」翌日丁巳，講業既畢，顗、亮等議曰：「……

少康為優，宜如詔旨。」贊、毓、松等議曰：「……論德則少康

優，課功則高祖多，語資則少康易，校時則高祖難。」帝曰：「諸

卿論少康因資，高祖創造，誠有之矣，然未知三代之世，任德濟

勳如彼之難，秦、項之際，任力成功如此之易。且太上立德，其

次立功，漢祖功高，未若少康盛德之茂也。……」於是羣臣咸悅

服。中書令松進曰：「……陛下既垂心遠鑒，考詳古昔，又發德

音，贊明少康之美，使顯於千載之上，宜錄以成篇，永垂于後。」

帝曰：「吾學不博，所聞淺狹，懼於所論，未獲其宜；縱有可采，

億則屢中，又不足貴，無乃致笑後賢，彰吾闇昧乎！」於是侍郎

鍾會退論次焉。（頁 134-135） 

誠如何焯曰：「言論之間，概慕少康。」34這條《魏氏春秋》的史料表現了

高貴鄉公的自我期待，頗有以少康自居的意味；當論漢高祖與少康之間的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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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劣時，顯得非常推崇少康，強調中興的難度其實較諸創業更棘手。值得

關注的還有高貴鄉公竟然難倒了諸臣，或可為「才同陳思」的一個註腳。 

關於高貴鄉公的相關事跡，最為後世熟知的事件就是成濟（？

-260）「抽戈犯蹕」（260）一事，孫盛對此也有大篇幅的記載。〈三

少帝紀〉：「五月己丑，高貴鄉公卒，年二十。」（頁 143）關於高

貴鄉公如何死亡，陳壽不具體明說，使用《春秋》書法書「卒」以表

示非正常死亡（「遭殺害」），35之後則徵引司馬氏假借皇太后令的

官方說詞36。注引《魏晉世語》則曰：「王沈、王業馳告文王，尚書

王經以正直不出，因沈、業申意。」（頁 144）注引《晉紀》則曰：

「成濟問賈充曰：『事急矣。若之何？』充曰：『公畜養汝等，為今

日之事也。夫何疑！』濟曰：『然。』乃抽戈犯蹕。」（頁 145）郭

頒、干寶都曾嘗試記載此事，只是篇幅相當簡潔。《晉紀》已經指出

了背後真正的兇手是賈充（217-282），包含當時究竟說了些什麼、

下了什麼命令。孫盛《魏氏春秋》則有首尾完整的記載，曰：  

戊子夜，帝自將宂從僕射李昭、黃門從官焦伯等下陵雲臺，鎧仗

授兵，欲因際會，自出討文王。會雨，有司奏卻日，遂見王經等

出黃素詔於懷曰：「是可忍也，孰不可忍也！今日便當決行此事。」

入白太后，遂拔劍升輦，帥殿中宿衞蒼頭官僮擊戰鼓，出雲龍門。

賈充自外而入，帝師潰散，猶稱天子，手劍奮擊，眾莫敢逼。充

帥厲將士，騎督成倅弟成濟以矛進，帝崩于師。時暴雨雷霆，晦

冥。（頁 145） 

                                                 
35 盧弼曰：「今高貴鄉公不稱帝而稱舊號，不書崩而書卒，又不書地，此則事之奇出於常理之外，

有不駭人聽聞者乎！承祚此文，深合《春秋》筆法。」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盧弼集

解，錢劍夫整理，《三國志集解》頁 539。近來較合理的研究成果，可詳見林盈翔，〈曲筆書弒，

以史傳真－《三國志》曹髦被弒之《春秋》書法〉，《成大中文學報》第 53 期（2016.6），

頁 1-32。 
36 「皇太后令曰：『吾以不德，遭家不造，昔援立東海王子髦，以為明帝嗣，見其好書疏文章，冀

可成濟，而情性暴戾，日月滋甚。吾數呵責，遂更忿恚，造作醜逆不道之言以誣謗吾，遂隔絕兩

宮。……』」（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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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高貴鄉公如何起事，中間與司馬氏手下的對抗，結尾成濟如何「抽戈

犯蹕」。尤其是配合著天氣的相關敘述，例如「會雨」、「時暴雨雷霆，晦

冥」，更讓讀者感受到詭譎怪異的氛圍，信然對較晚出的《漢晉春秋》有

了啟發、參考的價值。37 

六、結論 

劉勰將《（魏氏）陽秋》、《魏略》兩書並舉，也啟示了後世將

兩本著作並提的解讀方式。孫盛同魚豢一樣，雖皆高舉曹魏正統觀，

可是都願意曝露曹氏、司馬氏等高層內部之衝突、矛盾與負面事跡。

這兩部私史著作，都不同於官史王沈《魏書》，也與往往委婉呈現歷

史真相的《魏志》不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陳壽取得卓越的成就之

後，孫盛依然願意著手編纂編年體魏史，而且不是簡單地整理《魏志》

的內容，而是自有其迥異的史料來源，包含了《魏晉世語》、《晉紀》

與傳聞故事等，其中信然頗多為兩晉之際以後方才問世的史料。關於

王族書寫最棘手、最難處理的地方，在於宮廷事秘且官方又喜於粉飾

太平，是相當考驗史家的區塊。史家抑或完全遵從官方說法，例如王

沈。史家抑或於參酌官方說法時保有自己的道德、理性判斷，例如陳

壽。又或者，史家例如孫盛使用了一些較不可信的資料與傳聞故事─

─如是難免讓讀者感受到全書充滿「好奇情多」的問題，卻依然填補

                                                 
37 注引裴松之曰：「臣松之以為習鑿齒書，雖最後出，然述此事差有次第。故先載習語，以其餘所

言微異者次其後。」（頁 144）直接點名《漢晉春秋》最晚出，注引《漢晉春秋》曰：「帝見威

權日去，不勝其忿。乃召侍中王沈、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路人所知

也。吾不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 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昔魯昭公不忍季氏，敗

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不顧逆順之理，非一日也。

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更深之邪！禍殆不測，宜見

重詳。」帝乃出懷中版令投地，曰：「行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不必死邪！」於是入白太

后，沈、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數百，鼓譟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

於東止車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中護軍賈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

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

濟即前刺帝，刃出於背。文王聞，大驚，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謂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

而哭，哀甚，曰：「殺陛下者，臣之罪也。」（頁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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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歷史的空白處，兼且具備了文學色彩。如此看來，孫盛《魏氏春秋》

確實有其獨特的價值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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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Writings on Royal 
Families in Sun Sheng’s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Chen, Jyun-Wei∗ 

 
【Abstract】 

Written by Sun Sheng in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is the only annalistic official history of Cao Wei regime 

containing many anecdotal materials during Wei Jin period.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ts writings on royal families (the house of Cao and Sima). 

Sun Sheng wrote this work later than the Sanguozhi of Chen Shou, a 

historian in the Western Jin Dynasty, but he used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a way different from Sanguozhi. In addition to the anecdotes he 

collected, Sun Sheng was also influenced by Guo Ban’s The Tales of Wei 

Jin and Gan Bao’s Jin Ji. Also, due to his characteristics of curiosity and 

sensitivity, his writing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was colored 

with literary flavor, but failed to ins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aterials 

he used. It is noticed that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was 

authentically praising the legitimacy of Cao Wei regime, which is 

differing from his contemporaries’ writings, such as Xi Zuochi’s The 

Chronicle of Han Jin Dynasty and Yuan Hong’s The Chronicle of Late 

Han Dynasty. Sun’s work kept unveiling the conflicts between upper 
                                                 
∗ Doctoral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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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rs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s that had been suppressed, 

ignored or unrecorded by official documents, which include the tension 

between Cao Pi and his brothers, the interactions of Sima Yi and sons 

against their political opponents, and the relevant records of Sima 

families’ political opponents.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tent of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is somewhat similar to Yu Huan’s Weilue 

written in the period between Wei and Jin Dynasties. As time went by, 

some historical materials not seen by Chen Shou emerged. These 

enabled later historians like Sun Sheng to construct the neglected 

aspects of past history to fill up the parts untold in Sanguozhi, which 

enriches the historical writings of the Three Kingdoms. 
 
Key words: The Writing on Royal Families, Sangouzhi, The Chronicle of 

the House of Wei, The Tales of Wei Jin, Pei’s The notes on 

Sanguo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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