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太上皇的產生經過－玄宗 

    從早期的三庶之禍到十王宅的設立，還有權臣對肅宗的迫害，來

觀察玄宗對肅宗造成的陰影與畏懼。使肅宗在馬嵬驛事變後，選擇與

玄宗分離，並在玄宗不知的情況下，於靈武自立。 

第一節    三庶之禍與肅宗之立 

    在開元三年（715），玄宗冊立趙麗妃的兒子李瑛（嗣謙）為太子。

之後武惠妃及其子壽王瑁得到玄宗的寵愛，在史籍的記載中，武惠妃

指控太子瑛有與其他二位皇子結黨之嫌，而讓玄宗有廢儲之念，但因

為張九齡的反對而暫停
1
。武惠妃想拉攏張九齡，但被張九齡拒絕。

在宦官的牽線下，李林甫與武惠妃各取所需地成為盟友
2
。在李林甫

攻擊下，張九齡以阿黨為由而罷相
3
，日後，太子瑛在沒有張九齡的

支持下被廢且賜死
4
。太子瑛既死，李林甫數勸上立壽王瑁，玄宗卻

在聽取高力士「推長而立」的意見後，立忠王璵（肅宗）為皇太子5。

由於肅宗不是李林甫支持的對象，李林甫才因此多次想陷害太子
6
，

                                                 
1《舊唐書》卷一零七〈庶人瑛列傳〉。 
2《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二年四月。 
3《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四年十一月。 
4《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五年四月：貶九齡荊州長史。楊洄又譖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

云與太子妃兄駙馬薛銹潛構異謀，上召宰相謀之。李林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

上意乃決。乙丑，使宦者宣制於宮中，廢瑛、瑤、琚為庶人，流銹於瀼州。瑛、瑤、琚尋賜死城

東驛，銹賜死於藍田。 
5《通鑑》卷二一四開元二十六年六月。 
6 《舊唐書》卷一零六〈李林甫列傳〉：其冬，惠妃病，三庶人為祟而薨。儲宮虛位，玄宗未定

所立。林甫曰：「壽王年已成長，儲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年又居長，當守器東宮。」

乃立為皇太子……林甫自以始謀不佐皇太子，慮為後患，故屢起大獄以危之，賴太子重慎無過，

流言不入。 



在肅宗當上皇帝之後，曾談到以前李林甫讓他朝不保夕的事實。在《通

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756）九月：「此賊昔日百方危朕，當是時，

朕不保朝夕。朕之全，特天幸耳！」 

至於肅宗為何得立為太子，而不是壽王？任士英認為玄宗不希望

再看到未來的皇位繼承人與中書令之間存在深厚的政治淵源。因為，

皇太子與朝廷宰相之間的任何形式的政治聯繫，都會使皇太子獲得政

治發展與勢力膨脹的機會與可能條件。壽王之所以沒有成為新的皇位

繼承人，正是由於他與中書令李林甫之間存在一種不被現實皇權所容

忍的政治淵源……捨壽王恐怕還有一點，那就是他與壽王之間存在其

他皇子所不具備的深厚淵源。壽王出生後即被送往寧王府邸（玄宗的

長兄），爾後在寧王府生活了十幾年……唐玄宗不希望看到皇太子在

政治上擁有任何可能獲得發展的條件，更何況寧王當時仍然在世7。

孟彥弘則認為李瑛作太子已二十餘年為時已久，很可能玄宗認為他已

形成了一種勢力，而當時宰相張九齡的力保太子，更使玄宗感到不安，

終於以牛仙客入相等藉口，罷免了九齡；武惠妃潛毀太子的理由和根

據也正是「太子結黨」、「構異謀」……若立壽王，不久就會在惠妃與

楊洄等人的支持下形成一種勢力。惠妃為謀廢立，派人拉攏張九齡的

往事猶在目前……如果立其他皇子，則武惠妃會怎樣呢……這恐怕就

                                                 
7任士英，〈唐玄宗捨壽王而立肅宗原因考〉，《歷史研究》，2004 年第 3 期，頁 174~175。 



是玄宗遲遲不立太子的原因。不久，惠妃死後，玄宗果然立了忠王為

太子8。 

雷艷紅認為玄宗的個人經歷使得他非常警惕皇族成員的言行舉

動，尤其是對自己的兄弟及子女，防範得更是嚴格……玄宗為了鞏固、

擴大軍權。採取了一系列措施，如限制皇族仕宦、加強對皇族的監督、

降低皇族待遇等。玄宗實行這些政策的目的是為了禁止皇族干政，徹

底解除皇族對君權的威脅，從而保障政局的穩定9。雷艷紅針對這些

措施有不少的論述，並歸納出一些特點。在限制皇族仕宦上，（一）

玄宗諸子名義領地方長官，實不就任。（二）親王或出刺外州，但權

力被副職架空；或處閑職散位，無所統攝。（三）嗣親王、郡王多任

員外同正官。（四）嗣郡王、親王之子所任官「不越六局郎」。（五）

普通宗室成員的仕宦限制較為寬鬆。在加強監督、懲處嚴厲上，（一）

加強對五位親王10的監督與防範。（二）禁止皇族、外戚與朝臣交結。

（三）禁止皇族請託。（四）皇子集中居住，統一管理。（五）加大對

皇親國戚違法行為的懲處力度。在降低皇族待遇上，（一）降低皇族

封爵。（二）降低儲君待遇－削減了東宮官的員額；東宮官身分、地

位降低。（三）降低皇子待遇－王府官員額削減、品級降低11。雖然

                                                 
8孟彥弘，〈天寶政治與唐前期的太子問題〉，《古史文存》（隋唐宋遼金元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4 年 11 月，頁 108~109。 
9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廈門大學歷史學硏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8 月，頁 179。 
10這五位親王分別是邠王守禮、寧王憲、申王撝、岐王範、薛王業。 
11雷艷紅，《唐代君權與皇族地位研究》，廈門大學歷史學硏究所博士論文，2002 年 8 月，頁



沒有直接的證據去說明，玄宗為何在廢太子瑛後，不立他所寵幸的武

惠妃與李林甫支持的壽王，而立較年長的肅宗為太子。不過，上述學

者所提出的觀點，若從玄宗單方面希望維持權力與自保來切入，玄宗

不希望繼承人有強力後台，所以不立壽王，仍不失為一種可以接受的

解釋。 

第二節    十王宅與太子不居於東宮 

玄宗時期皇子集中管理的規定，也就是十王宅與太子不居於東宮

的部分，縮小了唐朝皇子的活動範圍，奪走太子的政治舞台。《舊唐

書》卷一百零七〈涼王璿列傳〉： 

先天（712~713）之後，皇子幼則居內，東封年，以漸成長，

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同為大宅，分院居，為十王宅。令中官

押之，於夾城中起居，每日家令進膳……太子不居於東宮，

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婚嫁則同親王、

公主，在於崇仁之禮院。 

《通鑑》卷二一二開元十五年（727）五月： 

上即位，附苑城為十王宅，以居皇子，宦官押之，就夾城參

起居，自是不復出閣；雖開府置官屬及領籓鎮，惟侍讀時入

授書，自餘王府官屬，但歲時通名起居；其籓鎮官屬，亦不

                                                                                                                                            
179~193。 



通名。及諸孫浸多，不置百孫院。太子亦不居東宮，常在乘

輿所幸之別院。 

任士英認為唐玄宗使皇太子不居東宮，則是改變了數百年來承襲

的皇位繼承人居於東宮的制度，就等於撤銷了舊日太子所賴以依託的

政治舞台和活動場所……在皇帝近側的別院安置，則可以對皇位繼承

人的發展狀態有所掌握，並使皇太子與諸皇子處於現實皇權更加直接

與嚴密的控制之下12。任士英認為東宮機構對於身為儲君的太子而言，

其意義類同於南衙百司（朝廷）之於皇帝。因此，東宮體制是一個相

當完備的權力體系，可以說它是個縮微的朝廷或者稱之為「準朝

廷」……以皇太子為核心的東宮體制是一個具有相對獨立性的權利系

統……正是由於這種相對獨立性，它所組成的所謂合法性的政治勢力

與權力集團又往往不可避免地與現實皇權發生游離與矛盾，甚至因為

東宮依據這一合法力量進行政治經營而發生宮廷政變13。筆者認為玄

宗遏制李唐皇室的作為，發揮了一定的效果，並讓宦官擔任十王宅使，

去負責皇子起居、膳食管理，都有效的降低來自皇子或宗室們的威

脅。 

相較於玄宗的安穩，肅宗的太子位，則是維持的相當辛苦。以李

                                                 
12任士英，〈長安宮城佈局的變化與玄宗朝中樞政局－兼及「太子不居於東宮」問題〉，《唐研究》，

第九卷，北京大學，2003 年，頁 170~171。 
13任士英，〈長安宮城佈局的變化與玄宗朝中樞政局－兼及「太子不居於東宮」問題〉，《唐研究》，

第九卷，北京大學，2003 年，頁 173。 



林甫為首的集團，持續地找肅宗麻煩，讓肅宗相當的不安。在天寶五

年（746），首先是韋堅（太子妃之兄）案，李林甫說韋堅與剛打敗吐

番的隴右節度使皇甫惟明想擁立肅宗為帝，韋堅之後被賜死，韋堅案

牽連多人，太子肅宗到最後只能以與太子妃離婚收場14。年底，太子

良娣之父杜有鄰也被陷害，又牽連到肅宗，肅宗只好出良娣為庶人15，

天寶六年，還有王忠嗣案16。李林甫在屢陷太子之餘，還順便清除自

己不喜歡的大臣，或貶或殺，例如韋堅、皇甫惟明、王忠嗣、房琯、

李適之17、王琚等人。李林甫對付了不是同一陣線且與太子有關的人，

換句話說，就是在削弱太子的勢力。之後肅宗即位，我們可以發現肅

宗從長安帶去的只有李輔國與兒子們，沒有其他長期跟隨肅宗的班底

了。李林甫之外，尚有楊國忠在危害太子18，劉興雲認為上述事件，

雖是宰相與太子的矛盾，但是其實質是玄宗為保其皇權，防止太子勢

力發展所造成的惡果。從中也可看出，太子的地位是極不穩定的19。

李林甫、楊國忠這般的剪除太子羽翼，也可以說是在玄宗的默許之下

                                                 
14《舊唐書》卷一零五〈韋堅傳〉。  
15《通鑑》卷二一五天寶五年十一月、《資治通鑑》卷二一五天寶五年十二月。 
16《舊唐書》卷一百零六〈李林甫傳〉。 
17《舊唐書》卷九〈玄宗本紀〉：太子少保李適之貶宜春太守，到任，飲藥死。 
18 舊唐書》卷一零六〈楊國忠傳〉：時李林甫將不利於皇太子，掎摭陰事以傾之。侍御史楊慎矜

承望風旨，誣太子妃兄韋堅與皇甫惟明私謁太子，以國忠怙寵敢言，援之為黨，以按其事。京兆

府法曹吉溫舞文巧詆，為國忠爪牙之用，因深竟堅獄，堅及太子良娣杜氏、親屬柳勣、杜昆吾等，

痛繩其罪，以樹威權。於京城別置推院，自是連歲大獄，追捕擠陷，誅夷者數百家，皆國忠發之。

林甫方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奏劾，涉疑似於太子者，林甫雖不明言以指導之，皆林甫所使，國忠

乘而為邪，得以肆意。 
19劉興雲，〈試論唐玄宗與肅宗地位之嬗變〉，《南都學壇》(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18 卷，1998 年

第 4 期，頁 25~28。 



而為。在長久的不安之下，肅宗終於有一個機會，可以離開這個被權

臣找麻煩的環境，那就是安史之亂發生後的馬嵬驛兵變。 

    第三節    馬嵬驛兵變 

    關於馬嵬驛兵變的主謀，可說是眾說紛紜，黃永年先生認為高力

士是主謀20，楊希義先生認為不是太子李亨，也不是宦官高力士，而

是禁軍將領陳玄禮21。針對馬嵬驛兵變，唐華全認為兵變是以李亨為

首的太子集團組織發動的。參與兵變密謀的重要人物除李亨外，尚有

建寧王倓、廣平王俶、李輔國和張良娣等，他們都在兵變過程中發揮

了重要作用。而高力士和陳玄禮則與兵變無關。至於兵變的性質，則

可以說是唐玄宗後期統治集團內部長期而複雜的矛盾鬥爭特別是皇

位爭奪鬥爭日益激化的必然產物。兵變的結果不僅使以楊國忠為首的

楊氏外戚勢力遭致覆滅，而且還大大加快了李亨繼位的進程，並最終

直接促成了唐肅宗於靈武即位稱帝的歷史事實22。唐先生與其他多數

學者不一樣的地方，在於唐先生認為陳玄禮與兵變無關，若根據史籍

一面倒的記載，都會認為陳玄禮參與了馬嵬驛兵變。唐先生認為如果

                                                 
20黃永年，〈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兩朝中樞政局〉，《唐代史事考釋》，聯經，1998 年，

頁 277。黃先生認為馬嵬驛事變就是高力士在天寶十三年攻擊楊國忠未達到目的後，乘安祿山叛

亂之基指使陳玄禮利用禁軍所發動的一次清君側活動。《舊唐書》卷一零六所說「及祿山反，玄

禮欲於城中誅楊國忠，事不果，竟於馬嵬斬之」，以及《舊唐書》卷九〈玄宗紀〉、《安祿山事跡

卷下》所記事變時陳玄禮率禁軍殺楊國忠於外，高力士縊貴妃於內，都是明證。 
21楊希義，〈試論馬嵬驛楊貴妃死因真相〉，《西北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 年第 4 期，

頁 87~93。 
22唐華全，〈也談馬嵬驛兵變的歷史真相〉，《河北學刊》，河北省社科院歷史所，1997 年 4 月，頁

95。 



陳玄禮果真受李亨指使而參與了兵變，那他應是太子集團的重要成員

兵變後應與李亨保持一致的行動

，

                                                

23。 

筆者認為玄宗一行人倉卒逃出京城，在缺乏糧食的情況下，縱使

陳玄禮身為禁軍將領多年，也很難安撫住當時的士兵。在《資治通鑑》

卷二一八至德元年（756）六月： 

（玄宗）命龍武大將軍陳玄禮整比六軍……乙未，黎明，上

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見素、魏

方進、陳玄禮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日向中，上

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飯，雜以麥豆；

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命軍士散詣

村落求食……時從者多逃，內侍監袁思藝亦亡去，驛中無燈，

人相枕藉而寢，貴賤無以復分辨……丙申，至馬嵬驛，將士

饑疲，皆憤怒。 

在逃難且沒有糧食的情況下，陳玄禮能否控制住禁軍是有疑問的，兵

變究竟是將士主動發難或是陳玄禮被動地順應與排解士卒的不滿，我

想是值得討論的。在《舊唐書》卷一零八〈韋見素傳〉： 

次馬嵬驛，軍士不得食，流言不遜。龍武將軍陳玄禮懼其亂，

乃與飛龍馬家李護國謀於皇太子，請誅國忠，以慰士心。是

 
23同上註，頁 94。 



日，玄禮等禁軍圍行宮，盡誅楊氏。 

《通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756）六月： 

陳玄禮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東宮宦者李輔國以告太子，

太子未決。 

若依據上述兩個文獻，太子事前是知情而沒有去阻止。筆者認為陳玄

禮可能是見到自己已經控制不了軍隊，只好以誅殺楊氏一黨，來維持

軍士對玄宗的擁護。也就是擔任禁軍與玄宗的中介人，以殺死楊貴妃，

暫時消除軍士的不滿，來保護玄宗與自己的安全。如果陳玄禮是兵變

的主謀，陳玄禮應該不敢隨玄宗入蜀的，史籍仍有入蜀後陳玄禮討伐

叛徒的記載，可見兵變後，玄宗仍是相當仰賴陳玄禮的。在《資治通

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七月：蜀郡兵郭千仞等反，六軍兵馬使陳玄禮、

劍南節度使李峘討誅之。 

不論陳玄禮在兵變中的角色是主動或被動，肅宗不願意隨玄宗入

蜀應是必然的，安史之亂當時，楊國忠身為劍南節度使，已派心腹做

好逃難的準備，在潼關陷落之後，便提議玄宗幸蜀。《舊唐書》卷一

百零六〈楊國忠列傳〉：自祿山兵起，國忠以身領劍南節制，乃布置

腹心於梁、益間，以圖自全之計
24
。對肅宗而言，隨楊國忠入蜀，等

於是羊入虎口，在入蜀途中是樂見軍士發難殺死楊國忠等人的。不過，

                                                 
24《通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六月也有相關的記載：但遣李福德等將監牧兵赴潼關。及暮，平安

火不至，上始懼。壬辰，召宰相謀之。楊國忠自以身領劍南，聞安祿山反，即令副使崔圓陰具儲

偫，以備有急投之，至是首唱幸蜀之策。上然之......國忠使韓、虢入宮，勸上入蜀。 



肅宗一黨在事變當下是身在何處，做了哪些事，在文獻上都缺乏詳細

的記載。若依照史籍的記載，恐怕只能說明肅宗與李輔國當時是知情

且不反對兵變的。在兵變之後，肅宗不僅脫離楊國忠的威脅，還趁亂

北上靈武，爾後自立為帝，對肅宗來說是最好的結果了，也很難想像

肅宗在西幸的過程中，不做任何反抗而甘願到楊國忠的地盤去。 

第四節    靈武即位與父子衝突 

靈武即位之時，肅宗週遭的近臣，發揮了勸進的效果
25
。雖然在

馬嵬驛兵變後，是有玄宗想傳位予肅宗的記載26，但依照《舊唐書》

卷九〈玄宗本紀下〉，則記載著玄宗對肅宗即位一事，在事前並不知

情，玄宗仍下詔宣佈太子諸王的任務，並宣布大赦： 

八月癸未朔，御蜀都府衙，宣詔曰：「朕以薄德，嗣守神器……

仍令太子諸王蒐兵重鎮，誅夷兇醜，以謝昊穹；思與群臣重

弘理道，可大赦天下。」癸巳，靈武使至，始知皇太子即位。

丁酉，上用靈武冊稱上皇，詔稱誥。己亥，上皇臨軒冊肅宗，

                                                 
25《新唐書》卷六〈肅宗本紀〉：七月辛酉，至於靈武。壬戌，裴冕等請皇太子即皇帝位。甲子，

即皇帝位於靈武，尊皇帝曰上皇天帝，大赦，改元至德。賜文武官階、勳爵，版授老太守、縣令。

裴冕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唐書》二零八〈李輔國傳〉：太子至靈武，愈親近，勸

遂即位系天下心。擢家令，判元帥府行軍司馬。《新唐書》卷一四零〈裴冕傳〉：與杜鴻漸、崔漪

同辭進曰：「主上厭於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

有如逡巡，失億兆心，則大事去矣。」 
26 《通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六月：上總轡待太子，久不至，使人偵之，還白狀，上曰：「天也！」

乃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龍廄馬從太子……又使送東宮內人於太子，且宣旨欲傳位，太子不受。根

據其他文獻，玄宗也似有退位之意：《舊唐書》卷一零八〈韋見素傳〉：八月，肅宗使至，始知靈

武即位……上皇謂見素等曰：「皇帝自幼仁孝……往十三年，已有傳位之意，屬其歲水旱，左右

勸朕且俟豐年。爾來便屬祿山構逆，方隅震擾，未遂此心。昨發馬嵬，亦有處分。今皇帝受命，

朕心頓如釋負……」《通鑑》卷二一八至德元年七月：裴冕、杜鴻漸等上太子箋，請遵馬嵬之命，

即皇帝位，太子不許。《唐大詔令集》卷三十〈肅宗即位赦〉：朕聞聖人畏天命，帝者奉天時……

聖皇久厭大位，思傳眇身；軍興之初，已有成命。 



命宰臣韋見素、房琯使靈武，冊命曰：「朕稱太上皇，軍國大

事先取皇帝處分，後奏朕知。候克復兩京，朕當怡神姑射，

偃息大庭。」 

《唐大詔令集》卷三六賈至的〈命三王制〉亦可見到玄宗宣布了太子

及永王的任務： 

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馬元帥，仍都統朔方河東河北平盧等節度

採訪等都使，與諸路及諸復大使等，計會南收長安、洛陽……

永王璘，充山南東道江南西路嶺南黔中等節度度支採訪等都

使，江陵大都督如故。 

肅宗靈武自立後，玄宗被動地承認肅宗的即位，且希望軍國大事的處

分要讓他知悉。在《唐大詔令集》卷三十賈至的〈明皇令肅宗即位詔〉：    

其四海軍郡，先奏取皇帝進止，仍奏政知；皇帝處分訖，仍

量事奏報。寇難未定，朕實同憂，誥制所行，須相知悉……

去皇帝路遠，奏報難通之處，朕且以誥旨隨事處置，仍令所

司奏報皇帝。 

根據史籍記載，玄宗當了太上皇之後，仍有一定的人事權。《資治通

鑑》卷二一九至德二年（757）正月：上皇下誥，以憲部尚書李麟同

平章事，總行百司，命崔圓奉誥赴彭原。從以上的史料來看，唐玄宗

雖然讓出皇位，但仍未放棄對政權的控制。玄宗曾先後派遣韋見素、



房琯、崔渙、崔圓等宰相到肅宗朝中輔政，力圖向肅宗朝政治進行滲

透；而肅宗爲了減弱玄宗的影響力，則設法陸續罷免了玄宗所任命的

五位宰相，相繼委任了一批忠於自己的宰相來代替他們
27
。不過，玄

宗任命給肅宗的宰相，都在任不久28。學者呂亮彎〈唐代劍南西川分

立原因探析〉一文，從玄宗、肅宗父子間爭權奪位這一角度論述了西

川從原劍南節度分立之原因。他認為父子鬥爭的結果，促成了劍南分

立為東西二川29。張振則認為玄宗試圖通過已經赴鎮的永王李璘一統

南方，從而獲得與唐肅宗對等的經濟、政治、軍事實力30。從上述文

獻看來，靈武即位一事，玄宗事前並不知情，外患在前，只能被動的

承認以及試圖干預肅宗的權力。 

    第五節    上皇東歸 

    在收復長安後，肅宗派人請玄宗回長安，經過李泌的提醒，派出

第二個使者才說服玄宗答應回長安，從此可觀察出玄宗父子間的嫌隙

在《通鑑》卷二二零至德二年（757）九月： 

。

                                                

上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復修人子之職。」泌

曰：「表可追乎？」上曰：「已遠矣。」泌曰：「上皇不來矣。」

 
27唐華全，〈唐肅宗時期宰相政治探微〉，《河北學刊》，第 22 卷第 1 期，2002 年 1 月，頁 137。 
28 《舊唐書》卷一零八〈韋見素傳〉：房琯以敗軍左降，崔圓、崔渙等皆罷知政事，上皇所命宰

臣，無知政事者。五月，遷見素太子太師。《舊唐書》卷十〈肅宗本紀〉：中書令崔圓為太子少師，

刑部尚書、同平章事李麟為太子少傅，並罷知政事。 
29呂亮彎，〈唐代劍南西川分立原因探析〉，《四川理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1 卷第 3 期，

2006 年 6 月，頁 78~80。 
30張振，〈唐永王璘事件考辨〉，《青島大學師範學院學報》，第 22 卷第 4 期，2005 年 12 月，頁 15。 



上驚，問故。泌曰：「理勢自然」。上曰：「為之奈何？」泌曰：

「今請更為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留，靈武勸進，及今成功，

聖上思戀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即使

泌草表。上讀之，泣曰：「朕始以至誠願歸萬機。今聞先生之

言，乃寤其失。」壬戌，成都使還，上皇誥曰：「當與我劍南

一道自奉，不復來矣。」上憂懼，不知所為。數日後，使者

至，言：「上皇初得上請歸東宮表，彷徨不能食，欲不歸；及

群臣表至，乃大喜，命食作樂，下誥定行日。」 

    玄宗從蜀地要回到長安，帶了六百餘人，但肅宗卻派李輔國帶了

三千騎兵去迎接。這樣的作為究竟是保護太上皇，還是要防止太上皇

奪權呢？在《通鑑》卷二二零至德二年（757）十一月：丙申，上皇

至鳳翔，從兵六百餘人，上皇命悉以甲兵輸郡庫。上發精騎三千奉迎。

《高力士外傳》：十二月至鳳翔，被賊臣李輔國詔外隨駕甲仗，上皇

曰：臨至王城，何用此物，悉令收付所由31。 

玄宗自蜀返回長安後，居住在興慶宮，李輔國以六軍將士不安為由，

希望肅宗注意玄宗及高力士等人。在《通鑑》卷二二一上元元年（760）

六月： 

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玄禮、高力士

                                                 
31郭湜，〈高力士外傳〉，《麟書》，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頁 4。 



謀不利於陛下。今六軍將士盡靈武勳臣，皆反仄不安，臣曉

諭不能解，不敢不以聞。」 

《高力士外傳》記載： 

上元元年（760）七月，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高公竄謫巫州，

皆輔國之計也。上皇在興慶宮，先留廄馬三百疋，欲移仗前

一日輔國矯詔索所留馬，惟留十疋。有司奏陳，上皇謂高公

曰：常用輔國之謀，我兒不得終孝道32。 

爾後，李輔國率領射生軍五百騎強迫上皇離開興慶宮，並將高力士等

人驅離上皇身邊，後來又將高力士等人流放，陳玄禮則是勒令致仕

33。 

    第六節    小結 

    從三庶之禍以及十王宅等政治措施，可以看出玄宗試圖對李唐皇

室，給予更大的控制。正因為玄宗的大力控制，再加上權臣李林甫與

楊國忠想動搖肅宗的東宮位，肅宗經歷了很慘淡的太子時期。玄宗有

意降低太子發展的空間，使其無法像唐太宗或是自己，為著自己的政

治前途，進行宮廷政爭。直到馬嵬驛兵變，肅宗才有機會在事後脫離

玄宗的控制，北上至靈武即位。肅宗的自行即位一方面是為了自己的

政治前途；一方面也是為了自己的生命安全，如果不是兵變的發生，

                                                 
32郭湜，〈高力士外傳〉，《麟書》，北京中華書局，1991 年，頁 5。 
33《通鑑》卷二二一上元元年七月。 



肅宗就得到楊國忠的地盤，那恐怕會比之前在長安更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