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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北宋政治從太祖開國以來，採強幹弱枝重內輕外之政策，導致積弱與積貧兩大積弊。王安石

乃於神宗熙寧二年（1069）受命組閣變法，至神宗元祐元年（1086）安石六十六歲四月卒變法全

面終止，前後僅只十七年。變法失敗的原因，史家多歸之於（1）新法有不完善之處，（2）王安石

本身個性上之缺點，（3）反對派抵死反對新法。 

  從太祖至仁英之世（960-1067），不過一百年間，國家歲入減少，歲出增多，賦稅煩苛，民多

棄農為兵，任田荒蕪，導致生產降低。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方墾者十纔二三，稅

之入者又十無五六。所以造成這些社會亂象，惡法劣政有以致之，加上豪梁兼併與重利盤剝，益

使農戶困苦。 

  今日，從各種史籍資料及科學研究成果，可以驗證從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南宋光宗邵

熙三年（1192），約二百多年之間，為中國五千年來第三個小冰期。當時氣候急遽轉寒，江淮一帶

出現冰雪的奇寒景象，長江下游和太湖流域皆曾經完全結冰，車馬可以在結冰的河面上通過。長

安、洛陽一帶在唐代以後可以種植、繁殖的柑橘等果樹，卻遭受凍死的命運。從這些史料記載，

足見當時淮河流域及江南地區氣候寒冷一斑。 

  當時在這種艱困的自然環境下，王安石變法註定了難有成功機會。本文列舉宋代災祥記載及

當時社會經濟狀況，從氣候變遷角度去解釋宋代國力積弱百姓積貧的原因。 

〔關鍵詞〕氣候變遷、歷史氣候、氣候災害 

一、引言 

北宋開國之初，太祖鑑於唐末藩鎮割據，造成國家分裂，於是實行強幹弱枝

的中央集權政策，同時也重文輕武、優禮士人。這在開國初期雖有穩定天下作用，

可惜至北宋中葉，文人政府的問題漸漸湧現。對外方面，軍隊長期積弱，與遼夏

交戰每每受挫，朝廷只有賠款求和。對內方面，文人政府也漸造成龐大的官僚系

統，出現大量冗員。因此，北宋長期陷於積貧和積弱困局中。 

  從宋太祖至英宗（960-1067）的一百年間，賦稅煩苛，民多棄農為兵，任田

荒蕪，導致生產降低。京畿附近數十州，地方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

六（宋史，食貨志）。造成這些社會亂象，歸因於惡法劣政，及豪強重利盤剝，益

使農戶困苦。 

王安石遂於神宗熙寧二年（1069）推行變法，力求圖強，內容包括理財、整

軍及教育三大範疇。惜變法推行僅十七年（參表一），未能把北宋之國運扭轉，變

法失敗原因，史家多歸因於（1）新法有不全完善之處。（2）王安石本身剛愎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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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守份子抵死反對新法。以上各項，固然言之有理，然而在變法推行前後適

逢中國進入五千年來的第三個小冰期，艱困之自然環境對變法中的經濟改革構成

一定的限制，使變法注定失敗的命運。 

表一 王安石變法年譜 

公元年代 王安石變法內容 

1069 神宗熙寧二年，安石四十九歲，二月參知政事，置制三司條例司議行新法四月遣使察農田水利賦役於天下，

七月行均輸法，九月行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約束置諸路提舉。 

1070 神宗熙寧三年，安石五十歲，二月韓琦上疏請罷青苗法，五月罷條例司歸中書，十二月行將兵法、行保甲法、

行募役法。 

1072 神宗熙寧五年，安石五十二歲，三月行市易法，五月行保馬法，六月求去不許，八月行方田均稅法。 

1073 神宗熙寧六年，安石五十三歲，六月置軍器監。 

1076 神宗熙寧九年，安石累疏乞退，十月罷判江寧府。 

1077 神宗熙寧十年，安石五十七歲，還江寧辭判江寧府。 

1085 神宗元豐八年，安石六十五歲，三月神宗崩，哲宗即位，安石特進司空，高太后臨朝開始陸續罷新法。 

1086 神宗元祐元年，安石六十六歲，二月司馬光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閏二月罷青苗法復常平舊法，三月罷

免役法復差役，四月安石卒，九月司馬光卒。 

註：整理自羅克典，1983；p215~218 

    王安石變法，為大家耳熟能詳之歷史事件；史家論及變法起因及背景，不外

乎政治、經濟、軍事等人文因素，對於自然因素如水、旱災、蟲害以及當時之氣

候環境則甚少提及。 

二、農田水利法與宋代之旱澇概況 

  王安石變法主要在於謀求改變偏離了社會需要的政治、軍事、人文、與經濟

形態。在改革經濟方面王安石所實施的農田水利建設，應與與當時的氣候環境有

密切之關聯性。關於農田水利之設施，史籍著錄不詳；惟就其所載，可大別為二：

一曰農田水利、二曰治河。 

  農田水利包括修隄堰，濬溝洫，墾廢田等項。興修水利田，起熙寧三年至九

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三處，為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帥

鴻勳，1973；p194）。這些措施在於墾廢田及開渠灌溉，以求糧農增產。之所以要

墾廢田，乃因賦稅煩苛，民多棄農為兵，任田荒蕪所致。 

  治河包括（1）濬黃河：熙寧二年六月，詔興工修二股，七月二股河通快，北

流稍自閉。熙寧四年七月辛卯，北京新堤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

八月，河溢嬗州曹村。十月，溢衛州王供。熙寧六年四月，始置疏濬六河司。（2）

清汴河：熙寧四年，創開飺家口，日役夫四萬餘，一月而成。熙寧六年夏，引汴

水淤府界閑田。熙寧九年十月，度量疏濬汴河深淺。熙寧十年，范子淵請用濬川

把。元豐二年六月戊申，清汴河，凡用工四十五日。（3）疏漳河：熙寧四年二月，

詔增開修漳河，役兵及萬人。 

  水災是宋代史籍記載中，所遭受最多的天災。水災的造成乃是由於連日豪雨。

在華北地區，雨量集中夏季，故水災多在夏秋之交，黃河下游，便是水災最多的

地區。在王安石變法之前後五年，黃河決溢就有數十次，京畿附近數州災禍頻傳，

死傷無數。然而北方雨少旱多，乾旱地區廣，江南地區水量雖較北方為多，也常

有旱災發生。今將公元 1064 年至 1079 年間，九次大水災及七次大旱災略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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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春，京師踰時不雨．亳州旱。鄭滑蔡汝潁洺州旱．曹濮登州旱．磁州，

晉耀州．河中府．慶成軍旱。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湖廣大水。畿內宋亳陳許汝蔡唐穎曹濮濟單濠泗廬壽楚杭宣洪水。鄂施

汽州光化高郵軍大水，遣使行視疏治賑恤蠲其賦稅。京師自夏歷秋，久雨不止，摧真宗及穆、

獻、懿三后陵臺。八月癸巳，賜被水諸軍米遣官視軍民水死者千五百八十人。八月，振宿亳二

州水災戶。 

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八月庚寅，京師大雨水。八月癸巳，賜被水諸軍米遣官視軍民水死者千

五百八十人賜其家緡錢葬祭己亥以水災罷開樂宴。 

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水潦為災。六月，泉州大雨城市水漲壞民屋舍數千百家。 

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秋，河決冀州，漂溺居民。河決恩州，漂溺居民。霸州山水暴溢，保定

軍大水，害稼壞官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 

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大風雨溪流與潮相激漲溢損田稼漂民廬舍。八月，河決滄州饒安，漂溺

居民，移縣治於張為村。泉州大風雨水與潮相衝氾溢損田稼官私廬舍。泉州大風雨，水與潮相

衝氾溢，損田稼，漂官私廬舍。金州大水毀城壞官私廬舍。 

宋神宗熙寧三年（1070）：河北、陝西旱．畿內及諸州旱．衛州旱。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自春及夏，淮南路，京東西路、陝西路、河東路、河北路久旱。九月，

河北路，河東路、陝西路、京東西路、淮南路、新復洮河亦旱，羌戶多殍死。 

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五月乙丑，大雨水壞陝平陸二縣。六月，熙州大雨洮河氾漲。 

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四月，真定府大旱．八月，荊湖路、江南路、兩浙路、淮南路旱。 

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八月，河北、河南、京東、京西、河東、陝西旱。 

宋神宗熙寧九年（1076）：十月，海陽縣海潮溢，壞廬舍，溺居民。十一月，潮州海陽縣颶風、海

潮，害民田稼。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春，諸路旱。 

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七月，大水三日，溫州大風雨，漂城樓、官舍．滄、衛霖雨不止，河濼

暴漲，敗廬舍，損田苗。河決曹村下埽，澶淵絕流，河南徙，又東匯于梁山、張澤濼，凡壞郡

縣四十五，官亭、民舍數萬，田三十萬頃．洺州漳河決，注城．大雨水，二丈河、陽河水湍漲，

壞南倉，溺居民。九月庚戌，詔河決害民出所屬州縣疏瀹仍蠲其稅老幼疾病者賑之。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齊州漳邱河水溢，壞公私廬舍城壁，漂溺居民。舒州山水暴漲，浸官私

廬舍，損田稼，溺居民。平江大風雨水高二丈漂沒塘岸吳長洲吳江長熟同崑山漂沒六百餘戶。 
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春，河北、陝西、京東西諸路旱。 

  終北宋之世，黃河始終為一大患，今之河北、山東，河南等省及蘇北皖北地

區常有水患，其致災之由，為下流河床淤澱，泄水不快，導致上流壅塞，一遇大

雨，晝夜不止，河水驟漲，於是四處漫流，兩岸州縣皆被水患。除了黃河，還有

淮河、長江、珠江、浙江及兩湖，常因驟雨不止，引起山洪爆發。沿海一帶，則

因大風帶來海潮，使江河倒灌，洪水氾濫成災。 

    發生天災後，往往也伴隨著人禍的蔓延，無疑帶來了民生的凋零和社會的擾

嚷不安，天災造成的飢荒，可說是史不絕書。在兩宋三百二十年間，水災共有 193

次，旱災 183 次，風災 93 次，蝗災 90 次，地震 77 次（羅克典，1983；p115）。一

旦發生天災，當局需耗費大量金錢物資來緩和局勢、安頓災民，故其賑災費用亦

是一筆極大的開支，這對原本國庫不豐的北宋，無疑是雪上加霜。 

三、宋代之寒冷氣候 

今日從各種史料及科學研究成果，可驗證從北宋太宗雍熙二年（985）至南宋

光宗邵熙三年（1192），約二百多年間，為中國歷史五千年末的第三個小冰期（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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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民，1982；p113、119），如圖一所示。現就當時動植物分佈及氣候記載之情況，

以證明北宋時期氣候轉冷。 

 

圖一 中國五千年來平均氣溫變化曲線與冷暖期之分佈情形（戚啟勳，1980；p391） 

象的分佈 

    象為熱帶動物，據史籍記載：北宋初葉，中原一帶仍見象的蹤跡。宋史卷一

太祖本紀「太祖乾德二年（964）春正月辛巳，諭郡國長吏勸農耕作，有象入南陽，

虞人殺之，以齒革來獻。」南陽乃今河南南部，可見當時中原氣候溫暖，有象棲

息。至北宋中葉，氣候轉冷，象亦南移至華南一帶。長江流域及以北地區，不再

有象之記錄。宋史卷六六，五行志載「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潮洲野象數百食

稼，農設阱田間，象不得食，率其群圍行道車馬，斂穀食之乃去。」 

梅花 

唐滅亡後，中國進入五代十國時代（907-960），時局動亂，物候資料甚為缺

乏。直到宋朝（960-1279）統一，文獻史籍資料始再逐漸累積。 

宋初詩人林逋（967-1028）隱居杭州以詠梅詩而成名。梅花因其一年中開花

最早，被推為花中之魁首，但在十一世紀初期，華北已不知有梅樹，其情況與現

代相似，梅樹只能在西安和洛陽皇家花園中及富貴的私人培養園中生存。著名詩

人蘇軾（1037-1101）在他的詩中，哀嘆梅在關中消失，蘇軾詠杏花詩有「關中幸

無梅，賴汝充鼎和」之句。同時代的王安石嘲笑北方人常誤認梅為杏，他的詠紅

梅詩有「北人初未識，渾做杏花看」之句。竺可楨先生（竺可楨文集，1979；p482）

以這種物候基礎，判斷唐、宋兩代氣候寒暖有所不同。 

十二世紀初期，中國氣候加劇轉寒，這時金人由東北侵入華北代替了遼人，

佔據淮河和秦嶺以北地區，以現在的北京為國都。南宋遷都杭州後，於西元 1111

年第一次記載江蘇、浙江之間擁有 2250 平方公里面積的太湖，不但全部結冰，且

冰的堅實足以通車。寒冷的天氣把太湖洞庭山出名的柑橘全部凍死。在國都杭州

降雪不僅比平常頻繁，而且延到暮春。根據南宋時代的歷史記載，以西元 1131

年到 1260 年，杭州春節降雪，每十年平均降雪最遲是四月九日，比十二世紀以前

十年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遲一個月。西元 1153-1155 年，金朝派遣使臣到杭

州時，靠近蘇州的運河，冬天常常結冰，船夫不得不經常備鐵鎚破冰開路。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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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0 年南宋詩人范成大被派遣到金朝，他在重陽節到北京，當時西山遍地皆雪，

他賦詩紀念。蘇州附近的南運河冬天結冰，和北京附近的西山陽曆十月遍地皆雪，

這些情況現在極為罕見，然而在十二世紀時，似為尋常之事。 

稻米及竹子 

稻米需要溫熱而多雨的環境始有利於生長，漢代以前，中國華北和中原黃河

流域各地皆溫暖多雨，故可生產稻米，自東漢以後，氣候轉寒旱，黃河流域之稻

米生產乃逐漸減少，故隋煬帝乃開鑿運河，漕運江南米食，以濟北方。到了宋代，

北方產米更少，除了旱稻尚可種植以外，水稻已變成鳳毛麟角了（今日華北各地

稻米之生產亦極少），南宋朱熹（1129-1200）在注解詩經唐風鴇羽「王室靡鹽，

不能藝稻糧」中有云：「稻，南方所食稻米，水生而色白者也。」明白指出稻乃南

方所產，若南宋時北方亦盛產稻米，則朱熹絕不至於作如是之註解（劉昭民，1982；

p125-127）。可見古代北方氣候轉寒旱以後，已不再適於種植稻米了！ 

又竹子分佈與稻米相類似，也需要溫熱多雨的環境始有利於生長，漢代以

前，中國北方原野多竹，竹類之分佈極為普遍，但是由於後來氣候轉寒且旱，竹

類生產乃漸漸減少，到宋代末期以後，北方竹類更少，北宋哲宗時（北宋末葉）

沈括在夢溪筆談卷二十一，異事下云：「近歲延州（今陝西膚施縣）永寧關大河岸

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為石。適有中人過，

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

曠古以前，地卑濕氣而宜竹也？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

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

特可異耳。」 

按現世中原黃河流域和華北一帶，竹類之生產已極為稀少，而漢代以前則極

多，北宋末期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言「延郡素無竹」，「又非本土所有之物」，可見那

時在中國北方已極難見到竹類，此氣候轉寒所致也。 

其它物候 

宋代記載長江流域之洞庭湖和鄱陽湖、淮河流域、江南等地曾經冰封的方志

共有六百餘種之多，真是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而長江和淮河現世冬季已不再有

冰封之情況出現。又自北宋中期，南宋中葉的二百年中，史籍上亦無任何「冬桃

李華」或桃李提前開花之記載，可見當時之氣候確實較今日寒冷。由當時漫天冰

雪的奇寒記錄，加上現代花粉化石的研究科學家推算當時的年均溫應該比現在低

1~1.5℃（劉昭民，1982；p119）。由於北宋時期氣候較寒旱，飢荒亦較嚴重，乃招

致遼、金、西夏、交趾的相繼入侵宋室因而南遷。 

宋大觀四年（公元 1111 年）極大寒潮侵襲，福州、蒲田、泉州一帶氣溫約降

到－10℃，使福州一帶 10 多縣荔枝凍死，《墨客揮犀》稱甚至有 350 年以上樹齡

者也被凍死，可見這樣的寒冷天氣在此之前是十分罕見（文煥然、文榕生，1996；

p119）。元陸友仁《硯北雜志》則稱太湖洞庭山一帶「宋政和元年（公元 1111 年）

冬大寒，秋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死」，太湖凍結，可通車馬。顯然是由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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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嚴重的寒冷毀滅了唐代即已存在的大片橘園。 
  前面圖一所示，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至南宋光宗邵熙三年為冷期。北宋太宗雍

熙二年（985）以後，氣候又急遽轉寒，江淮一帶漫天冰雪的奇寒景象再度出現，

五千年來第三個小冰期再度蒞臨中國，長安、洛陽一帶在唐代以後可以種植、繁

殖的柑橘等果樹全部皆遭受凍死的命運，而淮河流域、江南、長江下游和太湖流

域皆曾經完全結冰，車馬可以在結冰的河面上通過（參表二）。從表中的氣候記載

以及動物、植物的分布情況，地理景觀，即可知北宋太宗中期以後，中國氣候寒

冷一斑。 

表二 北宋時代特殊寒冷之氣候記載情形 

公元年代 宋朝氣候變遷情形 

962 建隆三年春，延（延安府，治所在今陝西延安）、寧（寧州，治所在今甘肅寧縣）二州雪盈尺，溝洫覆冰，草

木不華，丹州（治所在今陝西宜川）雪二尺。 

962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延州、名州大雨雪，寧州大雨雪，溝洫冰；丹州雪二尺。 

982 太平興國七年三月，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城）霜雪害桑稼。 

985 雍熙二年東南康軍（治所在今江西星子）大雨雪，（長）江水冰，勝重載。 

988 太宗端拱元年，閏五月，鄆州風雪傷麥。 

992 淳化三年九月，京兆府（今陝西西安）大雪殺苗稼。 

993 淳化四年二月商州（今陝西商縣）大雪，民多凍死。 

997 太宗至道三年冬，江南大雨雪，長江冰。 

1001 咸平四年三月丁丑，京師（今河南開封）及畿諸州（今河南東北部）雪損桑。 

1017 天禧元年十二月，京師大雪，苦寒，人多凍死，路有僵屍，遣中使埋之四郊。 

1018 天禧二年鄭月永州（治所在今湖南永州）大雪，六夜方止，江、溪魚皆凍死。 

1043 慶曆三年十二月丁巳，大雨雪、木冰，陳楚之地尤甚。 

1054 至和元年正月，京師大雪，貧弱之民凍死者甚眾。 

1054 至和元年春正月，京師大寒，民多凍死，有司埋之。 

1056 嘉祐元年正月⋯⋯壬午，大雨雪，泥冰，都民寒餓，死者甚眾。 

1059 宋仁宗嘉祐四年正月，自冬雨雪泥途盡冰都，民饑寒死於道路者甚眾。 

1068 宋神宗熙寧元年八月，大雨雪建寧軍州民楊緯所居之西有黃龍見下獲一木如龍而形未全具。 

1087 哲宗元佑二年十一月乙亥大雪甚連月，至春不止，民多凍死，詔加振恤，十二月大寒罷集英殿宴。洞庭湖以

種橘為業者，其利與農畝等。 

1087 元祐二年冬，元祐二年冬，京師大雪連夜，至春不止。久陰恆寒，罷上元節遊幸⋯⋯。 

1093 元祐八年十一月，京師大雪，多流民。 

1093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京師大寒，霰、雪，雨木冰。 

1093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末，京師風霾大寒。 

1093 宋哲宗元祐八年十一月乙未，以雪寒賑京城民饑。 

1099 元符二年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受朝賀，在雪罷。 

1111 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積雪尺餘，河水盡冰，凡橘皆凍死。明年伐而為薪取給焉（見研北雜誌卷上）。 

1113 宋徽宗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連十餘日不止，平地八尺餘．冰滑。詔百官乘轎入朝。飛鳥多死。 

1117 宋徽宗政和七年十二月，大雪．詔收養內外乞丐老幼。 

1126 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清寒。五月至六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 

1126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 

1126 宋欽宗靖康元年四月，京師大雨，天氣清寒．又自五月甲申至六月，暴雨傷麥，夏行秋令。 

1127 靖康二年正月丁酉，大雪，天甚寒，地冰如鏡，行者不能定立。是月乙卯，在青城，大雪數尺，人多凍死，

四月辛酉北風大起大寒。 

1127 宋欽宗靖康二年四月辛酉，北風益甚，苦寒。 

註： 整理自「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文煥然、文榕生，1996；p146）及「中國歷

史時期氣候編年資料」（徐勝一、陳國彥、翁國盈、丘逸民，1996；p170-190） 

為何南北宋時期的氣候特別寒冷呢？學者們（張建民、宋儉，1998；p145）

指出，那個時候維蘇威火山在 1036 年多次噴發，而且首次噴發熔岩流，1049 年，

1138 年的噴發規模也很大，使得長江流域水旱災害較多。12 世紀上半葉的氣候異

常，已為祁連山圓柏的年輪指數和長江下游的冬溫指數所證實，中國西北部的絲

綢之路及高昌古國先後衰落。 
張宋兩人又指出（1998；p148），此期氣候異常的形成與宏觀的天文背景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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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變化有關，也即是與九大行星地心會聚有關（地球單獨在太陽一側，其餘行星

在太陽另一側）。在冬半年，此時由於地球公轉半徑冬長夏短，必然引起地球速度

冬慢夏快，即冬半年季節延長和夏半年季節縮短，致使此半球接受太陽的總輻射

量減少，因而造成北半球氣溫下降，氣候變冷。 

四、結語 

距今 940-540 年（約公元 1050-1450 年），即從北宋中期至明代初中期約 400
年間，是中國歷史時期冬半年氣候冷暖變遷總趨勢中的第三個時代－相對寒冷時

代。十一世紀初氣候尚暖，而十一世紀末氣候已冷，氣候由暖轉冷應在十一世紀

中期，而公元 1050 年前後確實顯示出氣候的重大變化。（文煥然、文榕生，1996；

p147）基於求好心切，王安石新法重於富國，不在利民，故所實施之新法往往病

民；又其個性本剛愎自用，對他人提供之建議常棄而不用。 
    在變法期間，旱寒天災不斷，尤以旱災最為嚴重。在迷信的社會裡，都以為

新法不妥，因而激怒上天，這樣又給保守派一個攻擊的話柄。熙寧七年，東北災

民流亡京者不絕於途，人民怨聲載道，要求王安石辭退其相位以順應天命。監生

鄭俠繪「流民圖」上奏天子，並謂：「旱災是由安石所致，免安石相職，天必下雨。」

慈聖、宣仁兩太后也流淚向天子說：「安石實在亂天下」，於是神宗便對王安石的

信心起了動搖，王安石因內心不安，也自動請辭。爾後雖再登相位，卻也無力挽

回局勢。 

在王安石此次變法中，新政施行及其失敗原因多與人文要素有關，但不可否

認的，氣候因子與變法的成功與否亦有其相關性。假若北宋當時非天災頻仍，飢

荒不會發生，沒有飢荒的產生，便不用花費大量金額從事賑災的工作，冗兵產生

的數量亦會減少，軍費或許就不對國家財政構成那麼大的威脅，如此國家便可有

更充裕的金額對其他富國強兵的政策做更進一步的施行，變法成功之機率亦會因

此而變大。 

從氣候及物候記錄可知北宋氣候一直轉寒，對發展農業頗為不利。王安石希

望以變法增加生產、改善經濟；卻遇著「天不做美」的惡劣環境，可算是「先天

不足」。加上其他人為因素，變法只維持了十七年便告終。當然更不足以扭轉宋朝

之國運。 

本文之種種推論純屬臆測，事實是否真的如此，有待深入研究，然而可以肯

定的是，氣候條件之良窳，也是國家富足與否的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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