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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初年，宦官權勢還十分微弱，在史籍上很少

有宦官蹤影，直到唐中宗在位時，宦官人數超

過了1000人，此時宦官的勢力就逐漸膨脹。然而，宦

官勢力真正開始強盛是在唐玄宗時，當時第一個得勢

的宦官就是高力士。

高力士是廣東人，本姓馮，在他很小的時候，就

被閹割送到京城的皇宮裡做小宦官，並在武則天身邊

侍候武后。由於他年紀幼小，不懂宮中禮節，因為某

次犯了過失，就被趕出宮中，當時有一位宦官叫做高

延福，就收了力士為養子，於是力士改姓高。

權傾一時卻落寞而終

高力士漸漸長大成人，瞭解了身邊環境，也瞭解

了當時政治局勢，他便巴結當時當權人物武三思。

在武三思的推薦下，高力士又再度進宮成為宦官。高

力士為人觀察力十分敏銳，他發覺當時李隆基（唐睿

宗之子，即日後

唐玄宗）是位

很有政治前

途與潛力的

人，就跟李隆基

非常接近。景龍

四年（公元710年）五月，唐中宗逝世，韋后專政；

七月，李隆基發動宮廷政變，推翻韋后，迎立他父

親睿宗復辟。李隆基因功受封為太子，高力士也進

到太子身邊，做為侍候太子的宦官。不久，睿宗

讓位給太子李隆基，李隆基即位後就是唐玄宗，

玄宗登基後，高力士就成為玄宗身邊最得寵的宦

官。

當玄宗即位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他的姑

姑太平公主，發生嚴重的政治衝突，這次衝突，最

後是太平公主失敗，其中高力士也參與了剷除太平

唐代第一個得勢的宦官

王壽南 在中國歷史上，東漢、唐、明等三個

朝代，是宦官權勢最盛的時代，這三個

朝代中，又以唐代的宦官權勢最為鼎盛。

唐代宦官不但掌控了全國政治，而且立君、

廢君、弒君都由宦官來控制，唐代宦官成為唐

代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而宦官勢力真正開始

強盛是在唐玄宗時，當時第一個得勢的宦官

就是高力士。

高力士 �唐三彩宦官
立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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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主勢力的政爭。由於高力士表現非常良好，玄宗對

高力士更加寵信。開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任

命高力士當內侍省長（內侍省是唐代中央機關之一，

唐代所有宦官都歸內侍省統管），並且兼做左監門衛

大將軍，負責監控看守皇宮門禁。

宦官原本的性質，不過是皇宮的奴僕，做皇宮

裡邊許多打雜、傳遞訊息、安全警衛等工作，地位

並不高，然而，高力士卻是地位相當崇高的一位宦

官。唐玄宗對高力士十分禮遇，他不直接稱呼高力士

的名字，而是叫他「將軍」，因為高力士有個官銜

就是左監門衛大將軍。當時的皇太子，也稱高力士

為「兄」，連皇太子也不敢得罪他，必須跟他稱兄

道弟；而其他的皇子與公主們，都稱高力士為「阿

翁」；至於其他的皇親國戚們，特別是駙馬輩的，有

的還尊稱他為「爺」。這些稱呼，都表示高力士在當

時的身分是十分崇高的，而且高力士兼做左監門衛大

將軍這個官銜是三品大官，在當時，這跟宰相的品級

是平行的，所以高力士地位之高，絕非奴僕之輩所能

比擬。

當時，所有外朝的公文送進宮中，在進呈給玄宗

之前都先由高力士代轉，高力士會先看公文性質，如

果是小事情，他自己就代批了，如果是大事，才送給

玄宗批示。由此可見高力士在政治上有幕後的大權，

因此朝廷大臣們都想巴結他，如李林甫、楊國忠、牛

仙客、安祿山、高仙芝等人都先後巴結高力士，希望

他能在皇上面前替他們多美言幾句。當時在皇宮中，

也有許多宦官同時受到玄宗的寵信，譬如說像黎敬

仁、韋莊、劉奉進、王承恩、李大宜、朱光輝、牛仙

童與邊令誠等人，但是這些人的權勢都不如高力士，

因為他們都是靠高力士推薦後才得到玄宗寵信，所以

高力士是當時玄宗面前最有份量的人物，後來，高力

士還被封為渤海郡公。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底，安史之亂爆發，

十五年，玄宗倉皇離開長安逃往四川，高力士仍追隨

玄宗入川。後來經過數年大戰，唐軍終於收復長安，

高力士也隨著玄宗從四川回到長安。不過此時的玄

宗，已不是安史之亂前那般大權在握的帝王了，他已

被兒子唐肅宗尊為太上皇，喪失了權力，真正的政治

實權，已牢牢控制在唐肅宗手中。而此時唐肅宗身邊

最有權勢的宦官是李輔國，於是李輔國自然想排擠高

力士的舊勢力。

有一天，李輔國用肅宗名義下詔，要高力士到宮

門外接詔，這詔書便是要將高力士貶到當時還很蠻

荒的巫州去（巫州：在今湖南、貴州兩省交界附近，

治所在今日湖南黔陽縣西南）。高力士在宮門外接詔

後，就哭泣說：「老奴早就該死了，只是太上皇（指

玄宗）、皇上（指肅宗）疼惜，不捨殺老奴，今老奴

被貶，心甘情願。老奴唯有一請求，請容許老奴再見

太上皇一面。」但李輔國根本不會容許，於是高力士

就像被押解的犯人般，離開長安城遠放巫州。肅宗逝

世後，唐代宗寶應元年（公元762年），因為新皇登

基大赦天下，高力士這才隨著被赦免回到長安。但高

力士走到郎州（今湖南常德市）時，他得知太上皇跟

肅宗都早已過世的消息後，悲不自勝，慟哭幾絕，過

了幾天後便吐血而死，在郎州開元寺的西院中，結束

了他的生命，享年79歲。

�清代安徽阜陽《李白解表》年畫，圖中使臣捧表，唐玄宗坐於案前聽李白
（前坐者）朗讀表文，圖左為高力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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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看高力士

高力士一生幾乎都在皇宮裡度過，很少波折，但

是高力士卻是唐代宦官中很特殊的人物。可以從三方

面，來觀察高力士的為人。

一、忠誠

高力士是一個極為忠誠的人：這裡所謂的「忠

誠」，是指對皇帝唐玄宗個人與整個李唐王朝政權的

忠誠。我們可舉一個例子：開元二十五年五月，唐玄

宗的太子李瑛因為涉嫌謀反而被殺。這時唐玄宗最寵

愛的妃子是武惠妃，武惠妃極力推薦自己所生的兒子

壽王李瑁來繼任皇太子之位，外朝的宰相李林甫，也

和武惠妃裡外呼應，推薦由壽王繼任太子之位。可是

唐玄宗卻覺得他所有的兒子中，年紀最長的是忠王李

璵，該任命他為繼任太子才較合理，因此玄宗猶疑不

定。到了該年十一月，武惠妃也病死了，玄宗更是悶

悶不樂。有一天，玄宗在宮中心情不佳，沒了食慾不

想吃飯，在一旁侍候的高力士，就問玄宗說：「啟

稟皇上，是否是因為今日飯菜不好，才讓皇上沒胃

口？」玄宗就說：「你是我家老奴，理應知道朕的心

思。」高力士就說：「莫非是郎君未定？（當時「郎

君」指的就是太子）」玄宗點頭稱是，高力士回答

說：「推長而立，孰敢爭？」意思就是推舉長子立為

太子，理所當然，誰又敢有爭議？玄宗一聽，就抬頭

說：「你說得對！說得對！」於是就決定由忠王來繼

任太子。

高力士這個「推長而立」的說法，實際上正是他

對唐玄宗和李唐王朝忠誠的表現，因為當時他跟忠

王、壽王其實都沒交情，他之所以推薦忠王並不是要

巴結忠王，而是考量到李林甫是外朝的宰相，大權在

握，文武百官不敢違背李林甫心意，都不敢支持立

忠王之議，所以李林甫已逐漸變成權臣了。李林甫既

然已經掌握了外朝，如果壽王也因為李林甫的支持而

成為太子，那李林甫以擁立之功，必然會成為壽王最

親信之人，那李林甫就極有可能會把權力之手伸進內

宮。如果李林甫同時控制外朝跟內朝，其勢力將非常

可怕，這種權臣也容易變成王莽第二，因此高力士不

希望唐玄宗因此受到威脅，所以支持忠王。

而且在唐代，宮廷政變常常發生，譬如唐太宗就

是靠「玄武門之變」獲取政權，甚至連唐玄宗自己也

是如此，所以政變也是唐代政治的惡風。其中，以太

子之位企圖發動政變，來推翻父親皇位的事例，在玄

宗之前就曾有兩例，一個是唐太宗的太子李承乾，一

個是唐中宗的太子李重俊，他倆人都企圖推翻父親皇

位謀取政權。所以在唐代有這類政治風氣下，太子跟

皇帝之間雖是父子，實際上政治關係是很緊張的，因

此在唐代，確立誰是太子，對皇帝的政權穩固非常重

要。高力士便是深恐李林甫的勢力會因為成功支持壽

王為太子後，變得太過強大，那李林甫會不會變成另

一個想透過控制太子來推翻玄宗的人呢？這就很難說

了。所以，高力士會推薦忠王，便是因為忠王背後沒

�高力士的義父高福之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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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股強大政治勢力支持，這對玄宗跟整個李唐王朝

的政權都比較安全，這一點，就表現了高力士的忠

誠。當然，在這件事情上，高力士也一定會得罪了李

林甫，但是高力士卻並沒有選擇附和李林甫，顯示出

他的忠誠節操。

天寶初年，有一天，玄宗跟高力士單獨在一起，

玄宗對高力士說：「朕已經有十幾年未出長安城了，

現在天下太平無事，朕想把所有政治權力都交給宰相

李林甫，朕就可以在宮中全心修練道家養生之術，或

出京城之外遊玩一番，過朕的神仙生活，你覺得怎

樣？」高力士就回答說：「其實，皇上身為天下至

尊，出去巡狩天下，也是常有的事情，老奴以為，不

一定要交出權力，才能出長安城。同時，古人常言，

不能將權柄下移託付給一人，這樣對國家也不太好，

因為權柄一旦下移，等那些人權威壯大之後，到時想

收也收不回了。」不料，玄宗聽了這話後，卻十分不

高興，怒形於色。高力士見狀，趕快跪下拼命叩頭

說：「老奴一時得了狂疾，剛剛都是胡說八道，請陛

下賜罪！」玄宗一看到力士那種惶恐的樣子，就把

高力士扶起來，吩咐賜酒，與高力士共同飲酒作樂，

以安慰高力士，才化解了這場尷尬局面。但是，玄宗

要把大權全移交給李林甫，是一個不智慧也不明智之

舉，而高力士敢於勸諫，主要是他知道李林甫在外朝

大權在握，氣焰十分高張，如果皇帝再不約束李林

甫，那大唐政權可能真會面臨危機。高力士此時勇於

阻諫，不贊成玄宗荒唐的讓權決定，這也表示高力士

對玄宗乃至整個大唐政權的忠誠。

天寶十一年，李林甫去世，楊國忠繼任為宰相，

他也學習李林甫一般，大權在握，欺上瞞下，玄宗

照樣被楊國忠蒙蔽，文武百官也照樣不敢聲張楊國忠

在外的非法勾當。楊國忠同時也不斷向玄宗灌輸說：

「現在國泰民安，國用富足，真是太平盛世。」玄宗

聽久了，也信以為真。加上此時玄宗在皇宮內，又有

楊貴妃常相陪伴，所以身心非常愉快。有一天，玄宗

又對高力士說：「現在既然國泰民安，物資豐富，邊

境又很太平，真是一個好的時代，朕也可以在宮中好

好享清福了。所以，朕想把整個政治大權都交給宰相

楊國忠處理，邊境事務都交給邊將們處理。」高力士

聽了，又說：「老奴前幾天剛好到宮門口的辦公廳去

看，就聽到有人說，雲南那一帶，軍隊出師不利，死

傷很慘重。又聽到北方邊將所管轄的軍隊人數太多，

勢力太強大。老奴深怕，這些都將是禍患。」

高力士講這些話確實是事實，因為當時楊國忠派

軍隊去打南詔國（在今雲南），結果軍隊大敗，死了

幾乎20萬人，楊國忠反而以「前線捷報」加以掩飾。

北方軍事將領方面，則幾乎都是安祿山的勢力，他管

轄區域非常龐大，部隊雲集十幾萬，很多人都知道他

的軍事力量非常強大，包括中央軍隊在內，已經很難

有勢力能制服他。所以高力士講的，都是實情，但玄

宗卻完全不知道，所以高力士才提醒玄宗該注意這些

問題，由此可見高力士之忠誠。可惜此時玄宗沉迷在
�一幅描繪玄武門的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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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樂之中，已經失去他年輕時的英明睿智，所以完

全沒有警覺，不久，安史之亂就爆發了。

天寶十四年，京師長安附近的關中，大雨不

止，接連下了60幾天雨。唐玄宗感到非常憂慮，就

問楊國忠：「這陣子的大雨，會不會造成民間農作

物的傷害？」其實當時關中大雨，確實引發水災，

也對百姓造成非常大傷害。但楊國忠卻刻意取了一

個非常好的稻穗呈給唐玄宗說：「皇上請看，這稻

穗還長得非常好，所以現在雨雖然大，卻並沒有造

成災荒。」這很明顯是楊國忠刻意欺瞞玄宗，但玄

宗竟也為之心安了。有一天，高力士正服侍在玄宗

旁邊，玄宗又問高力士：「這次接連幾個月大雨，

都沒有停止，你有沒有什麼想法？」高力士就說：

「皇上已經很久不問政事了，現在的連綿大雨，正

是上天警示我們法令不行，陰陽不調，還有甚麼話

可說呢！」當時楊國忠控制了外朝所有局面，所以

外朝有關的不滿意見，通通不能上達到內朝給皇上

知情，而高力士在玄宗身邊，才有機會表示他的中

肯意見。但是高力士的忠誠似乎沒有感動玄宗，

所以玄宗依然寵信楊國忠。

安史之亂發生後，玄宗倉皇

離開長安向西逃亡，到了馬嵬

驛，發生兵變，軍隊殺死楊國

忠，也縊死了楊貴妃，太子帶

領了一部分人馬到靈武（在今

寧夏）去，玄宗也與太子分道

揚鑣避難四川。太子到了靈武

後，竟自立為皇帝，即是肅

宗，遙奉遠在四川的玄宗為太

上皇，肅宗也派使者到四川向

玄宗報告，玄宗看了報告後對

高力士說：「我兒順天應人，

即位為皇帝，改元至德，還不忘孝順，我可以無憂

矣。」高力士在旁就回答說：「現在兩京（指大唐

兩個首都長安、洛陽）淪陷，河南河北都為戰場，

百姓流離困苦，老奴不知道皇上指的無憂是什麼意

思？老奴實在是聽不懂。」實際上，高力士是擔憂

大唐政權不能延續，會在安史之亂中崩潰。而且高

力士已隱約料到肅宗即位後，他所寵信的宦官李輔

國將會當權，對玄宗本人必將會是個大禍患，所以

高力士不同意玄宗的「無憂」之說，這也顯示出他

的忠誠。

以上所舉四個例子，可以看出高力士的為人。

高力士常敢講別人所不敢講的話，如果與外朝那些

附和於宰相淫威的文武百官言行相較起來，高力士

可以算是個敢於說真話的忠臣了。

二、謹慎

高力士是一個謹慎小心的人：高力士為人處

事，思慮周密，行為謹慎，所以深得唐玄宗信賴。

在玄宗即位之初，對外朝的臣子中，最相信的是

王毛仲，玄宗任命他掌管全國馬匹，權勢非常

大。王毛仲對皇宮禁衛軍的將軍們，譬

如像葛福順、唐地文、李守德、王

景耀、高廣濟等將領的影響力都

十分深厚。這點讓高力士深感

警惕，因為王毛仲黨羽勢力太

大，足可控制禁衛軍將領，也

有能力發動宮廷政變。所以在

開元十九年，高力士對唐玄宗

說：「王毛仲勢力太過強大，

萬一有何不測，實在不堪設

想。」玄宗是非常害怕宮廷政

變的，因為在玄宗之前，唐中

央就發生了四次的宮廷政變，
�晚年的唐玄宗著迷於道家養生之術，圖為描述其問法於
勝光法師的線刻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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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次宮廷政變中，神龍元年（公元

705年），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逼

退武后讓位，這是玄宗自己年輕時親

眼所見。景龍四年的政變，還是李隆

基本人親自領導，推翻韋后的政變，

所以玄宗對「宮廷政變」十分敏感。

高力士說王毛仲勢力太大的這番

話，也就是他們勢力太大恐會引起另

一次宮廷政變的說法，便觸動了玄宗

的痛點，玄宗立刻就貶王毛仲，也把

所有禁衛軍將領統統貶官流放，離開

皇宮。從此以後，皇宮安全全都交給

高力士掌管，守衛宮廷的將領們也都

換了新人，這些新將領當然都接受高

力士的指揮，如此，唐玄宗心裡就安

定下來了。玄宗因此曾說：「力士當

上，我寢乃安。」也就是說，高力士在皇宮值班時，

玄宗自己睡覺才會睡得安穩，可見玄宗覺得有高力士

在，就不會有宮廷事變的突發事件。果然，玄宗在位

時期，宮廷裡確實沒有政變發生。

三、貪財

高力士是個貪財的人：新、舊《唐書》的〈高力

士傳〉記載說，高力士財產豐厚超過皇宮，他在長

安，房車、田產眾多，甚至有碾米廠，他還出資造過

佛寺跟道觀。高力士的財富當然不是來自薪俸，而是

來自收納賄賂，當時的宦官，財富幾乎都很豐厚，主

要是因為他們常被派遣出使，去全國各地辦事。他們

奉命出使，就是代表皇上御命出巡，地方官自然不敢

得罪，還得逢迎接待，所以宦官出使往往是滿載而

歸，私囊飽滿。然而由於唐玄宗信任高力士，所以高

力士其實難得出宮，因為他必須常在宮中值班服侍玄

宗，可說是沒有出使的機會。

但由於高力士是玄宗面前最能講

上話使上力的人，所以文武大臣們都

紛紛主動賄賂高力士，高力士所收賄

賂自然相當可觀。舉個例子來說，高

力士曾在長安城建立一個「寶壽寺」，

這佛寺中有一口鐘，這鐘新啟用時，

文武大臣齊集於寶壽寺，高力士宣

布，大家可以來撞這新鑄的鐘以祈

福，但每撞一次，得收香油錢一百

緡，於是大臣們爭相恐後來撞鐘，最

少的都撞了十響，也就是「捐」了一千

緡錢，有人甚至撞了二十響。這就是

高力士變相收受文武大臣賄賂方法之

一，單單當天所收賄賂就相當可觀。

其實，當時整個朝廷中，賄賂變

成一種風氣。因為從李林甫當政以

後，賄賂公行，朝中幾乎無人不送禮不貪汙不賄賂，

連皇帝玄宗本人都接受大臣們的賄賂。譬如說在宮裡

面，玄宗建有「瓊林」、「大盈」兩座庫房，這兩庫

中所收集的都是大臣們奉獻給玄宗的珍寶禮物，這就

是玄宗自己在收賄賂，所以收賄賂是當時一種普遍風

氣。高力士身處皇宮，自然也會跟隨這風氣。

結語

總之，高力士是唐代第一位得勢的宦官，然而高

力士與以後的有權勢的宦官，是截然不同的。玄宗

以後，那些有權勢大宦官，像李輔國、魚朝恩、仇士

良等人，都表現出意氣風發、玩弄權力，甚至廢殺皇

帝。但高力士則不然，他表現的是溫和、穩重、隱身

宮廷、忠誠護主、屢進忠言。如果把高力士的貪財缺

點隱略過去，那高力士可算是一位好宦官了。（作者

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

�唐墓出土的宦官圖石刻線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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