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太上皇的產生經過－睿宗 

睿宗當了兩次皇帝，第一次是繼任中宗為帝，爾後被武后降為周

之皇嗣。第二次則是其妹太平公主與三子隆基的幫助，再次當上皇帝。

而睿宗當了兩年多皇帝，便將帝位傳給玄宗，當了太上皇。 

    第一節    韋后之亂與睿宗即位 

     中宗時期，發生了太子重俊起兵的事件，重俊因非韋后所親生，

為韋后所忌
1
，在武韋一黨節節的進逼下，走上叛變的不歸路。陳寅

恪認為重俊舉兵之由，實以既受武三思父子及安樂公主等之陵忌，明

知其皇位繼承權至不固定，遂出此冒險之舉耳2。重俊由於是矯詔起

兵，又沒有掌握皇帝，並不能像玄武門之變一樣一舉成事。 

    太子重俊既死，韋后與安樂公主的敵人就剩相王（睿宗）與太平

公主，很快地就有相王與太平公主是跟重俊一起謀反的指控出現，只

是中宗在聽取蕭至忠與吳兢的意見後，沒有追究罷了3。在景龍年間

（707~710），安樂公主權勢強大，宰相以下多出其門4。而太平與安

樂公主一黨之間的衝突，也浮出檯面了。在《資治通鑑》卷二零九景

龍二年（708）九月：太平、安樂公主各樹朋黨，更相譖毀，上患之。 

在景雲元年（710）六月政治情勢有了很大的變動，中宗突然駕

                                                 
1《舊唐書》卷一八九下〈盧粲傳〉。 
2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論稿》中篇，里仁書局，2004 年，頁 213。 
3《舊唐書》卷九二〈蕭至忠傳〉；《資治通鑑》卷二零八景龍元年八月。 
4《資治通鑑》卷二零九景龍二年七月。 



崩，韋后意圖獨攬大權，南北衛軍、台閣要司皆以韋氏子弟領之，廣

聚黨眾，中外連結，排除相王對政權的參與，立中宗四子重茂為帝，

密謀除去相王及太平公主5 

隆基與太平公主，知道韋后一黨終會對付他們，於是就聯合起來

準備起兵。在《通鑑》二零九景雲元年（710）六月： 

隆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衛尉卿薛崇簡、苑總監贛人鐘紹

京、尚衣奏（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劉幽求、利仁府折衝

麻嗣宗謀先事誅之。韋播、高嵩數榜捶萬騎，欲以立威，萬

騎皆怨。果毅葛福順、陳玄禮見隆基訴之，隆基諷以誅諸韋，

皆踴躍請以死自效。萬騎果毅李仙鳧亦預其謀。 

在控制羽林兵的情況下，將韋后一黨誅殺殆盡
6
。 

                                                 
5《通鑑》卷二零九景雲元年六月。 
6《通鑑》卷二零九景雲元年六月：福順拔劍直入羽林營，斬韋璿、韋播、高嵩以徇，

曰：「韋後鴆殺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諸韋，馬鞭以上皆斬之！立相王以

安天下。敢有懷兩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林之士皆欣然聽命。乃送璿等首

於隆基，隆基取火視之，遂與幽求等出苑南門，紹京帥丁匠二百餘人，執斧鋸以

從。使福順將左萬騎攻玄德門，仙鳧將右萬騎攻白獸門，約會於凌煙閣前，即大

噪，福順等殺守門將，斬關而入。隆基勒兵玄武門外，三鼓，聞聲，帥總監及羽

林兵而入，諸衛兵在太極殿宿衛梓宮者，聞噪聲，皆被甲應之。韋後惶惑走入飛

騎營，有飛騎斬首獻於隆基。安樂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斬武延秀於肅章

門外，斬內將軍賀婁氏於太極殿西。閉宮門及京城門，分遣萬騎收捕諸韋親黨。

斬太子少保、同中書門下三品韋溫於東市之北。中書令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

出，至通化門，門者曰：「公，宗尚書也。」去布帽，執而斬之，並斬其弟晉卿。

相王奉少帝御安福門，慰諭百姓。初，趙履溫傾國資以奉安樂公主，為之起第捨，

築台穿池無休已，擫紫衫，以項挽公主犢車。公主死，履溫馳詣安福樓下舞蹈稱

萬歲；聲未絕，相王命萬騎斬之。百姓怨其勞役，爭割其肉，立盡。秘書監汴王

邕娶韋後妹崇國夫人，與御史大夫竇從一各手斬其妻首以獻。邕，鳳之孫也。左

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巨源聞亂，家人勸之逃匿，巨源曰：「吾位大臣，豈

可聞難不赴！」出至都街，為亂兵所殺，時年八十。於是梟馬秦客、楊均、葉靜



此次事變成功，而史書中多彰顯隆基之功，並以其為事變首謀，

學者也多接受此說法。不過也有以太平公主為首謀的說法，《劍橋中

國隋唐史》則認為玄宗當時任衛尉少卿，作為睿宗與一個妃子所生的

第三子，他是沒有前程。政變顯然是是太平公主策劃的7。雷艷紅則

認為，太平公主選中李隆基作為發動軍事政變的主力和政變夥伴……

最大的可能是因為太平公主子薛崇簡與李隆基分別為衛尉寺正、副長

官，有同僚之誼。李隆基在中宗朝擔任衛尉少卿，而政變前夕衛尉寺

的長官恰好是太平公主子薛崇簡。據《舊唐書》卷四四〈職官志三〉：

衛尉卿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總武庫、武器、守宮三署之官屬。衛尉

卿薛崇簡與衛尉少卿李隆基兩人的聯合，可以藉職務之便，秘密調度

武器，能夠避免驚動朝廷和韋后8。 

    在這次的政變之後，太平公主與睿宗一黨控制了中央，掌握了人

事權，開始了論功行賞與政治清算9。在中宗過世後，韋后所立的魁

儡－少帝重茂，在韋后一黨被誅滅之後，被拉下帝位是遲早的事。在

                                                                                                                                            
能等首，屍韋後於市。崔日用將兵誅諸韋於杜曲，襁褓兒無免者，諸杜濫死非

一……以臨淄王隆基為平王，兼知內外閒廄，押左右廂萬騎。 
7崔瑞德（Twitchett）編，《劍橋中國隋唐史》，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年，頁 332。 
8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為中心》，廈門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2 年 8 月，頁 147。 
9 《通鑑》卷二零九景雲元年六月：以平王隆基為殿中監、同中書門下三品……以黃門侍郎李日

知、中書侍郎鐘紹京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簡為右千牛衛將軍……汴王邕貶沁州

刺史，左散騎常侍、駙馬都尉楊慎交貶巴州刺史，中書令蕭至忠貶許州刺史，兵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韋嗣立貶宋州刺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彥昭貶絳州刺史，吏部侍郎、同平章事崔湜

貶華州刺史。 



太平公主等人的支持下，睿宗再次登上大位
10
。 

在睿宗即位之後，很快地面臨誰當皇太子的問題。《新唐書》卷

八一〈讓皇帝憲列傳〉： 

睿宗將建東宮，以憲(成器)嫡長，又嘗為太子，而楚王有大

功，故久不定。憲辭曰：「儲副，天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

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失望，臣以死請……

帝嘉憲讓，遂許之，立楚王(隆基)為皇太子。 

其實成器早在睿宗第一次當皇帝時，即被命為太子，睿宗再次登位後，

身為嫡長子又曾是太子的成器，應該是唯一的太子人選。根據這段記

載，是長子成器力請將儲位讓給隆基的。不過，林天蔚在其《隋唐史

新編》中則認為此乃史官為君者諱耳，隆基時誅韋后有大功，手握兵

權，不能不讓11。  

    第二節    玄宗與太平公主之爭 

    太平公主在睿宗繼位後，權力強大。儘管有詔令停止公主開府一

事，但太平公主是唯一的例外。《資治通鑑》卷二零九景雲元年（710）

六月：罷諸公主府官。《通典》卷三一〈職官典十三歷代王侯封爵公

主〉：唐隆元年六月敕：公主置府，近有敕總停。其太平公主有崇保

社稷功，其鎮國太平公主府，即宜依舊。睿宗一朝的決策過程，太平

                                                 
10《通鑑》卷二零九景雲元年六月。 
11林天蔚，《隋唐史新編》，台灣東華書局，1980 年，頁 121~122。 



公主影響力是相當大的，史籍中也記載著相當明顯。《通鑑》卷二零

九景雲元年六月： 

上常與之（太平公主）圖議大政，每入奏事，坐語移時；或

時不朝謁，則宰相就第咨之。每宰相奏事，上輒問：「嘗與太

平議否？」又問：「與三郎議否？」然後可之。三郎，謂太子

也。公主所欲，上無不聽，自宰相以下，進退系其一言，其

餘薦士驟歷清顯者不可勝數，權傾人主，趨附其門者如市。 

在史書中，並沒有見到太平公主支持誰當太子的記載，以太平公

主當時權重之勢，很難想像太平公主對儲位一事沒有任何意見與干預

但又是為什麼在幾個月內便與李隆基發生了衝突？學者唐華全認為

太平公主並沒有提出任何不利於李隆基的意見，從而使隆基得以順利

入居東宮。但四個月後，太平公主卻出爾反爾地提出「太子非長，不

當立」，與李隆基之間的矛盾衝突正式公開化。顯然，這種矛盾衝突

是從李隆基被確立為太子之後才逐漸產生而激化的。其原因除了表面

層次的權力之爭因素外，更主要的還在於李隆基入居東宮不久，便選

用宰相兼官僚的姚元之，宋璟等人為骨幹，並團結朝中銳意改革的開

明之士，已恢復貞觀之政為號召迅速掀起了一場以革除中宗朝以來的

弊政為主要內容的政治改革運動……觸犯了以太平公主為代表的少

數既得利益者的政治經濟利益。於是太平公主為維持其既得利益，便

，



糾集一批投機鑽營的朝臣，不遺餘力地反對和阻擾這場政治改革，並

進而謀廢太子12。筆者認為在決定太子人選時，太平公主應該會較支

持一起打倒韋后的隆基，但沒想到隆基在當上太子之後，政治上的作

為與理念卻與自己大大不合，才會在幾個月之內轉而與隆基敵對，並

以易儲為手段，想要將隆基打倒。 

    關於雙方鬥爭的情況，雷艷紅透過睿宗朝宰相的任免，發現太平

公主並非自始至終佔據優勢、掌控大權。李隆基也未喪失反抗能力。

雖然他的人事優勢逐漸喪失，但他的政治地位卻在不斷提高。雷艷紅

發現雙方最主要的鬥爭手段是透過影響睿宗，最大限度地將各自的支

持者安插進宰相班子13。從史籍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太平公主在相

權與人事的干涉是不少的
14
。 

太平公主圖謀廢太子，而且耳目眾多，讓玄宗相當地不安15。太

平公主既然如此公開地想要廢掉太子，太子一黨當然有所反擊。在睿

                                                 
12唐華全，〈論唐玄宗誅太平公主事〉，《河北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 年第一期，1997 年 1

月，頁 38。唐先生之後提出了三個焦點去探討雙方之所以從同盟轉變為交惡的過程。一是關於

廢除斜封官、整頓吏治的問題、二是關於禁建寺觀、抑制佛道勢力的問題、三是關於限制宗室諸

王公主的權勢、鞏固皇太子法定地位的問題，頁 39~43。 
13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為中心》，廈門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2 年 8 月，頁 151。 
14從《通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710）七月至先天元年（712）七月間的記載可以看到，例如：《通

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七月：以中書令韋安石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

以安石不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通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七月：以中書令韋安石為

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中書門下三品。太平公主以安石不附己，故崇以虛名，實去其權也。 
15 《通鑑》卷二一零景雲元年十月有記載：（太平公主）欲更擇闇弱者立之以久其權，數為流言，

云「太子非長，不當立。」己亥，制戒諭中外，以息浮議。公主每覘伺太子所為，纖介必聞於上，

太子左右，亦往往為公主耳目，太子深不自安。《舊唐書》卷五二〈后妃下玄宗元獻皇后楊氏列

傳〉：后景雲元年八月，選入太子宮。時太平公主用事，尤忌東宮。宮中左右持兩端，而潛附太

平者，必陰伺察，事雖纖芥，皆聞於上，太子心不自安。《通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正月：太平

公主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等結為朋黨，欲以危太子……公主又嘗乘輦邀宰相于光范門內，諷以易置

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公主奈何忽有此議！」 



宗的支持下，將太平公主安置於蒲洲以及太子監國。在《通鑑》卷二

一零景雲二年（710）二月： 

左羽林大將軍岐王隆範為左衛率，右羽林大將軍薛王隆業為

右衛率；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太子監國，六品以下除官及

徒罪以下，並取太子處分。 

睿宗一步步地讓隆基有更多的權力，並使兩位有宗室身分的羽林大將

軍成為東宮官，加強了太子一黨的人力，而隆範與隆業二人後來在肅

清太平公主一事上，也有所參與。但在斜封官這個部份，卻由太平公

主一黨獲得勝利，並且外貶姚元之與宋璟為刺史16。 

之後，睿宗透露了想傳位給太子的訊息，雖然被眾人阻止，但太

子的權力又更多了。在《資治通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四月： 

上召群臣三品以上，謂曰：「朕素懷澹泊，不以萬乘為貴，曩

為皇嗣，又為皇太弟，皆辭不處。今欲傳位太子，何如？」

群臣莫對。太子使右庶子李景伯固辭，不許。殿中侍御史和

逢堯附太平公主，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四海所依

仰，豈得遽爾！」上乃止。戊子，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

其軍旅死刑及五品已上除授，皆先與太子議之，然後以聞。」 

第三節    睿宗退位與太平公主的敗北 

                                                 
16《資治通鑑》卷二一零景雲二年二月。 



    儘管太平公主在宰相人事權上擁有了優勢，但睿宗並沒有受到公

主一黨的影響而廢掉太子。於先天元年（712）七月，在太平公主一

黨的反對下，睿宗仍堅定地讓位，這樣的情況等於宣告太平公主除了

政變一途，沒有其他辦法可以將玄宗鬥垮了。《資治通鑑》卷二一零

先天元年七月、八月： 

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曰：「彗所以除舊布新，又帝座及心前

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災，吾志決矣！」

太平公主及其黨皆力諫，以為不可。壬辰，制傳位於太子，

太子上表固辭。太平公主勸上雖傳位，猶宜自總大政。上乃

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理之邪？」昔舜禪禹，猶

親巡狩。聯雖傳位，豈忘家國？其軍國大事，當兼省之。」

八月，庚子，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皇自稱曰朕，

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

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決於上皇，餘皆決

於皇帝。 

太平公主意圖以術者之言，挑撥睿宗與玄宗，但卻適得其反，反而促

使睿宗的退位。雖然將皇位讓出，睿宗在太平公主的影響下，仍繼續

保有部分的實權。太平公主一黨在睿宗退位後，因為還有睿宗這個靠



山，在人事上仍有影響力，持續圖謀廢掉玄宗
17
 

面對太平公主的進逼，依附玄宗的臣子們，勸說玄宗早日除去太

平公主，劉幽求等人曾密謀以羽林兵誅殺太平公主一黨，但因曝光而

沒有行事18，王琚、張說、崔日用等人也曾建議玄宗發難
19

。之後，

魏知古告知太平公主將要叛亂，玄宗等人便定計誅殺之。由於太平公

主想要何時舉事的情報，為玄宗等人知道，所以玄宗等人先發制人。

在《資治通鑑》卷二一零開元元年（713）七月： 

魏知古告公主欲以是月四日作亂，令元楷、慈以羽林兵突入

武德殿，懷貞、至忠、羲等於南牙舉兵應之。上乃與岐王範、

薛王業、郭元振及龍武將軍王毛仲、殿中少監姜皎、太僕少

卿李令問、尚乘奉禦王守一、內給事高力士、果毅李守德等

定計誅之……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賜死于家，公

主諸子及党與死者數十人。 

在政變後的隔天，睿宗將全部的權力都交給了玄宗。《通鑑》卷二一

零開元元年七月： 

上皇聞變，登承天門樓。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誅竇懷貞等，無

他也。上尋至樓上，上皇乃下誥罪狀懷貞等，因赦天下，惟逆人

                                                 
17 《通鑑》卷二一零開元元年（713）六月：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與上有隙，宰相

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太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及太子少保薛稷、雍州

長史新興王晉、左羽林大將軍常元楷、知右羽林將軍事李慈、左金吾將軍李欽、中書舍人李猷、

右散騎常侍賈膺福、鴻臚卿唐晙及僧慧范等謀廢立。 
18《通鑑》卷二一零先天元年八月。 
19《通鑑》卷二一零開元元年六月。 



親黨不赦……乙丑，上皇誥：「自今軍國政刑，一皆取皇帝處分。

朕方無為養志，以遂素心。」是日，徙居百福殿。 

在玄宗的先發制人之下，一舉消滅了太平公主的勢力，也使武韋

集團下的女主干政劃下一個句點。在事後的論功行賞中，參與誅殺太

平公主一黨的人獲得不小的獎勵
20
。值得注意的是日後左右玄宗朝政

的宦官高力士在本次事變中，也因有功而受賞，司馬光在《通鑑》中

評論「宦官之盛自此始」
21
。 

    第四節    玄宗獲勝的原因 

    賴亮郡認為此次太平公主政變雖亦以左右為主軸，但因早在中宗

景龍四年（即景雲元年，710），禁軍除羽林軍之外又新置龍武軍，且

以玄宗領之，與羽林合稱北門四軍，原來專制官廷門衛的羽林軍已有

龍武軍分其勢，太平公主之所以失敗，乃玄宗以龍武軍反擊成功之故

22，從《舊唐書》的兩個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睿宗讓玄宗掌握了龍武

軍23。陳寅恪認為玄宗既有大功故得立為皇太子，而其皇位繼承權仍

                                                 
20《舊唐書》卷八玄宗本紀上：王琚為銀青光祿大夫、戶部尚書，封趙國公，實封三百戶；姜皎

銀青光祿大夫、工部尚書，封楚國公，實封五百戶；李令問銀青光祿大夫、殿中監，實封三百戶；

王毛仲輔國大將軍、左武衛大將軍、檢校內外閒廊兼知監牧使、霍國公，實封五百戶；王守一銀

青光祿大夫、太常卿同正員，進封晉國公，實封五百戶：並賞其定策功……尚書左丞張說為檢校

中書令……庚辰，王琚為中書侍郎，加實封二百戶；姜皎殿中監，仍充內外閒廄使，加實封二百

戶；李令問殿中少監、知尚食事，加實封二百戶。 
21《通鑑》卷二一零開元元年七月：以高力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省事。初，太宗定制，內侍

省不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女主，宦官亦不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

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籓邸，力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內給事，至是

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浸多，衣緋、紫至千餘人，宦官之

盛自此始。 
22賴亮俊，〈隋唐時期的東宮兵〉，《第五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論文集》，麗文文化，2001 年，頁 823。 
23 《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景龍四年夏六月……殿中兼知內外閒廄、檢校龍武右軍、仍押



不固定，其後雖已監國，並受內禪，即皇帝位矣。而其皇位之不安定

也如故，必至誅夷太平公主黨徒之後，睿宗迫不得已，放棄全部政權，

退居百福殿，於是其皇位始能安定，此誠可注意者。至太平公主欲以

羽林軍作亂，幸玄宗早知其謀，先發制人，得斬禁軍統將常元楷李慈

等。唐代中央政治革命之成敗繫於北門衛兵之手，斯又一例證矣24。

综合這兩個意見，可說玄宗善用了禁軍之力，而擊敗太平公主與韋

后。 

    雷艷紅則認為玄宗能安定皇位，固然是因為他控制了北門，取得

了先機之故。但是，若無睿宗對李隆基的重視與支持，李隆基要想取

得勝利將是天方夜譚。睿宗的支持是李隆基能夠戰勝太平公主的關鍵。

否則，他的下場結局將同其堂兄李重俊一樣悲慘25。相較於中宗放任

安樂公主，導致太子重俊不安而造反，在東宮官屬安排上，更看不出

中宗對儲君的重視26。雷艷紅認為睿宗重視儲君的培養教育。景雲二

年（711）二月，睿宗復置「太子左右諭德、太子左右贊善，各置兩

員」。睿宗增設東宮官既反映了睿宗對儲君的重視，也有助於增加儲

                                                                                                                                            
左右廂萬騎平王諱同中書門下三品。《舊唐書》卷一零六〈王毛仲〉傳：及玄宗為皇太子監國，

因奏改左右萬騎左右營為龍武軍，與左右羽林為北門四軍，以福順等為將軍以押之。 
24陳寅恪，〈政治革命及黨派分野〉，《唐代政治史述論稿》中篇，里仁書局，頁 215，2004 年。 
25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為中心》，廈門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2 年 8 月，頁 163。 
26《舊唐書》卷九十〈節愍太子重俊列傳〉：重俊性雖明果，未有賢師傅，舉事多不法。俄以秘書

監楊璬、太常卿武崇訓並為太子賓客。璬等皆主婿年少，唯以蹴鞠猥戲取狎於重俊，竟無調護之

意。《通鑑》卷二零八神龍二年（706）七月：戊申，立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

率貴遊子弟，所為多不法。  



君實力和提高儲君地位。先天元年（712）二月，睿宗又詔東宮三師

三少宜「開府置令、丞各一人，仍隸詹事府。」在唐代，東宮三師三

少本不領官屬，睿宗准許東宮三師三少開府在唐代可謂是前所未有之

舉……為了加強對儲君的培養，確立朝臣對儲君的服屬關係，睿宗以

朝廷要員兼任李隆基的東宮官……這不由得讓我們回想起太宗立晉

王治為太子後，以一批重臣、名臣兼任李治東宮官的情景27。 

    從上一段論述看來，睿宗的支持是玄宗勝利的關鍵，不過張劍光

與鄒國衛則是認為睿宗讓位的原因有二，其一是對玄宗的懷疑。由於

他一再懷疑玄宗與大臣交結，並在準備武裝，現彗星出西方，說不定

這是加害於自己的徵兆，所以傳位可以避災。二是自己的勢力在與太

平公主的矛盾中被貶削得差不多了，擁護自己的大臣已基本上被貶斥

完畢。這時他也看清了太平公主的本質是想利用自己對付玄宗，「自

總大政28」。筆者認為在當時，玄宗只是一個監國的太子，在太平公

主節節進逼下，地位已經是相當危險的，倘若睿宗是與太平公主站在

同一陣線聯手對付玄宗，那玄宗的太子位恐怕早就不保。張劍光與鄒

國衛在文章中還提出：在睿宗和玄宗之間，存在著較深的矛盾，他們

各自有著自己的政治勢力，在政權的爭奪上頗費了一番周折……睿宗

末期及玄宗初年的歷史，實際上是玄宗和太平公主、睿宗鬥爭的歷史，

                                                 
27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以儲位之爭為中心》，廈門大學歷史學研究所博士論文，

2002 年 8 月，頁 164~165。 
28張劍光與鄒國衛，〈玄宗朝初期政治鬥爭論略〉，《求是學刊》，1998 年第 5 期，頁 112。 



是玄宗從睿宗手裡奪得政權的歷史。玄宗先消滅了太平公主的勢力，

然後一點點地肅清了睿宗的勢力29。並認為關於睿宗一朝的史實，大

多來自於劉知幾、吳兢的「睿宗實錄」，此書修成後於開元四年十一

月十四奏聞，所以其詳略筆削有利於玄宗30。筆者認為，若沒有睿宗

的支持，玄宗是無法戰勝已經長年累積政治資本的太平公主，並就結

果而言，睿宗下令太子監國與堅定的退位，對玄宗的繼承大位，有相

旁人要動搖就得花更大的心力。 

太平公主所動搖，不過在睿宗的護航下，玄宗還是得以繼位。 

 

                                                

當大的幫助，名既定，

    第五節    小結 

    自武后以來的女主干政，在太平公主被誅滅之後，可說是劃下一

個句點。日後的楊貴妃或是肅宗的張皇后，並沒有辦法像武后、韋后、

安樂公主、太平公主有這般權勢。而睿宗在經歷長久的宮廷鬥爭，最

後雖得以倖免，但筆者認為長期的鬥爭，應讓睿宗有厭煩帝位之念，

加上玄宗還是誅殺了太平公主，造成睿宗放棄了在朝政上的所有控制。

在這段期間，可以觀察出自武后以來的女主權勢之重，玄宗的太子位，

被

 

 

 
29同上註，頁 114。 
30同上註，頁 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