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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初登基的唐德宗，面對的是一個百病叢生、亟待整頓的政局。年輕氣盛的德 

宗頗思有所作為，因而發動了一連串的政治改革與平定藩鎮之亂的種種努力。 

  在政治改革上，唐德宗主要著力於政風的革新，摒斥奢靡之風；在財經的改

革上，則正式以兩稅法取代了過去的租庸調法；在法制的改革上，則側重於以嚴

厲的處分方式，來嚇阻犯罪。凡此種種，均使朝政呈現欣欣向榮之景象，亦使天

下人為之耳目一新，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至。 

無奈的是，德宗對於平定跋扈藩鎮的政策，有著多方挑釁之失，以致淪落於

四面受敵的窘境；加以所信非人、措置乖方，終致出奔奉天，以逃避大難。雖然

叛亂的藩鎮逐一被平定了，但此番平定亂事的過程，卻並非唐廷以武力獲得最後

勝利，仍是靠著有限度的交換條件，來換取表面的和平。 

故自「奉天靖亂」後，唐德宗一改初即位時「重振朝綱」之政風，轉向為務 

求姑息；然姑息適足以養奸，政局何能不壞。故唐德宗在位將近二十六年，自「重

振朝綱」走上「姑息養奸」，實可嘆息！ 

 

關鍵字：德宗；兩稅法；法制改革；藩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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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ort and Failure on Political Reform 

under Tang Dezong’s reign 
 

Hou, Yi-Li 
 

Abstract 
 

When Dezong ascended the throne in 780, he confronted a chaotic political 

situation. He was a diligent emperor and he tried to reform the governmental abuses in a 

big way. 

For the finance, Dezong reformed the governmental finance by introducing new 

tax laws. The threefold tax system of grain, silk and corvée (zuyongdiao 租庸調) was 

given up, and instead, two times a year the household was taxed according to its income 

(liangshuifa 兩稅法 "two-tax system"). He also implemented many legal reforms. All 

his efforts, made the world found everything fresh and new. 

In addition, Dezong realized the importance to limit the strength of the Fanzhen 藩

鎮. But he did the wrong way and provoked the Fanzhen. When Dezong's attempted to 

limit its power, these Fanzhen revolted and Dezong was forced to flee the capital of 

Chang An to Feng Tian. Even the Fanzhen’s revolt was put down by the court’s military. 

Dezong eventually decreed that he would not limit their power.  

After put down a rebellion in Feng Tian, Dezhong selected an adopted 

appeasement. “To tolerate evil is to abet it” caused political disorder under the later of 

empoeror Dezong’s reign. 

 

Key words： Dezhong；two-tax system；legal reform；Fanzhe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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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重振朝綱」到「姑息養奸」 
－唐德宗時代政局研究 

  
侯怡利 

 
一．前 言 

唐代宗大曆十四年（779）五月辛酉（二十一日），代宗駕崩；同月癸亥（二

十三日），皇太子适即位為帝，是為日後的唐德宗。 
即位前的皇太子，在平定史朝義之亂時，戰功彪炳，據史載： 

  代宗即位，史朝義據東都，乃以德宗為天下兵馬元帥，進封魯王 ……寶應元

（762）年十月，屯于陝州，諸將進擊史朝義，敗之，朝義走河北，遂克東都。

十一月，史 朝義死幽州，守將李懷仙斬其首來獻，河北平。以功兼尚書令，與

功臣郭子儀、 李光弼等皆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764）年二月，立為

皇太子……1 
從以上記載，可知德宗的被立為皇太子及其繼位為帝，都是相當順利的；論 
者以為，德宗可以說是唐代太子順利繼位的第一人。2 
     然而，剛剛即位的德宗，面對的卻是一個百病叢生、亟待整頓的政局－－首

先，由於安史之亂的爆發，使得均田制、租庸調法兩者均難以繼續維持，加上大

戰後的經濟破滅，唐廷財政稅收極端困窘，這是財經上的大問題；其次，隨著肅、

代兩朝賡續推動「招降納叛」的方式來平定安史之亂，以致於大亂雖平，而河北

地區跋扈藩鎮已漸漸成形，加上代宗時期的務求姑息，遂使得「外重內輕」的局

勢益趨明顯，唐廷對於河北三鎮（魏博、成德、盧龍）及平盧淄青等強藩，實有

著「尾大不掉」的威脅感。 
初登基的唐德宗，面對此一政局，頗思有所作為，因而發動了一連串的改革

與平定藩鎮之亂的種種努力。 
二．德宗初年的勵精圖治 
  德宗即位初期的改革，主要是針對內政的改革及財稅制度的改革等兩個方向

來做。 
（一）內政改革 
    大曆十四年閏五月，登基未久的德宗，即詔頒一連串的改革，包括： 

（閏五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又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所留 
者悉隸太常……（閏五月）丙戍（十七日），詔曰：「澤州刺史李鷃上《慶 
雲圖》。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良瑞，如卿雲、靈芝、珍禽、 
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 
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儲。先是，諸國屢獻 

                                                 
1歐陽修、宋祁《新唐書》（北京，中華書局，1975 年 2 月第 1 版，1997 年 3 月第 6 刷，本文以下

簡記作《新唐書》），卷 7〈德宗本紀〉，P.183。  
2李樹桐《唐史研究》（臺北，臺灣中華書局，1979 年 6 月初版），〈唐代帝位繼承之研究〉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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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象，凡四十有二，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命縱於荊 
山之陽，及豹、貀、鬥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3 

於此可知，德宗在即位不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先後下詔免除四方貢獻不急者，罷

除梨園使及樂工三百餘人，撤除宮中各種珍禽異獸，又出宮女數百人。當時人們

的反映，對於這位新即位的天子，是頗具好評的： 
   於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四年閏五月丙戌〉條，P.7260）。 
按淄青將士，自安史亂後，一直是對朝廷採取敵對態度的藩鎮，現在居然會說出 
「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這樣的話，真的是相當難能而可貴的了！ 
  而代宗之世，中官出使，慣例接受各地賂遺，無論中央或地方，都是如此。

但大曆十四年六月，卻因為一位中官出使之後受賂，遭受德宗責罰，以致於天下

宦官無不警惕，《通鑑》紀其事曰：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

頗少，代宗不悅，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

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閤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還者；出使所歷

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

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

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

受（《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四年六月〉，P.7262～7263）。 
從代宗時代的中官出使慣例接受各地的賂遺，到德宗初政，中使均不敢接受饋贈 
（雖與之，莫敢受），或潛棄所得於山谷之間－－政風可說有著絕大的不同。 
  由於德宗的銳意改革，使得朝廷內外頗有所憚，因而發生淄青節度使李正己 
上表獻錢三十萬緡事件：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崔祐

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正己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又諸

道聞之，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大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

庶幾可望焉（《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四年六月〉，P. 7263）。 
在此一事件中，德宗採納了宰相崔祐甫的建議，將李正己所貢獻的三十萬緡錢賞 
與淄青將士，一則使淄青軍士人人感戴德宗恩惠，再則使諸道藩鎮瞭解朝廷不重 
貨財－－其結果是「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政治效益相當良好。 
 
 
 
 
 
 

                                                 
3司馬光編著，胡三省音注《資治通鑑》（北京，中華書局，1956 年 6 月第 1 版，1995 年 7 月湖北

第 9 刷，本文以下簡記作《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四年〉，P.7258～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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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宗也因為對於朝政的不瞭解，故曾將政事堂習以為常的「故事」， 
誤以為宰相袁袞欺罔，遂將袁袞貶官，4於此一事件中，可知初即位的唐德宗，對

於政務並不是很嫻熟。5 
（二）財政改革 
德宗初年的財政改革，主要表現在兩件事情上，一是將由玄宗以來即由宦官 
掌管的大盈庫財政，重歸左藏庫管理：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

為度支、鹽鐵使，時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制，乃奏盡貯於大盈

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故久不出。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

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校其贏縮，殆二十年。宦官領其事者三百

餘員，皆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

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由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

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敝，莫甚於

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幾何，量數奉入，不敢有乏。如此，然

後可以為政。」上即日下詔：「凡財賦皆歸左藏，一用舊式，歲於數中擇精

好者三、五千匹，進入大盈。」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通鑑》卷

226〈唐紀四十二．大曆十四年十二月〉，P. 7273～7274）。 
於此可知，唐德宗接受楊炎的建議，使國家財賦重歸左藏庫管理，也就是再度交 
由朝臣掌理，不再由宦官控制。 
  其次，由於安史之亂的爆發，加速了均田制的瓦解；均田制瓦解，租庸調法 
也就無法繼續存在，故大亂之後，唐廷中央財政困窘，確是不爭的事實。因而唐 
德宗在財政上更重大的變革，即是自建中元年（780）正月起，用楊炎所創制的 
「兩稅法」取代了租庸調法，成為國家財政稅收的新制度。事見《通鑑》唐德宗 
建中元年紀事： 
   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楊

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產，定等級，改作兩稅法。比來新

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通鑑》卷 226
〈唐紀四十二．建中元年春正月丁卯〉條，P. 7275）。 

至於楊炎所創設兩稅法的主要內容，大體如下： 

                                                 
4事見《 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四年五月」：「常袞性剛急，為政苛細，不合眾心……會議群臣

喪服，袞以為：『禮，臣為君斬衰三年。漢文權制，猶三十六日。高宗以來，皆遵漢制。及玄宗、肅宗之喪，

始服二十七日。今遺詔云，「天下吏人，三日釋服。」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在朝群臣亦

當如之。』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朝野內外，莫非天下，凡百執事，孰非吏人！皆應釋服。』

相與力爭，聲色陵厲。袞不能堪，乃奏祐甫率情變禮，請貶潮州刺史；上以為太重，閏月，壬申（三日），貶

祐甫為河南少尹。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數人，更直決事，或休沐各歸私第，詔直事者代署其

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不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祐

甫。祐甫既貶，二人表言其非罪，上問：『卿向言可貶，今云非罪，何也﹖』二人對，初不知。上初即位，以

袞為欺罔，大駭。甲辰，百官衰絰，序立于月華門，有制，貶袞為潮州刺史，以祐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聞者震悚」（P.7256～7257）。 
5參見王吉林《唐代宰相與政治》（臺北，文津出版社，1999 年 6 月初版一刷），P.252～253。 



 226

6                         通識研究集刊  第十期 
                                                                        
 

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土客，以 
   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 
   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倖。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俗有不便者正 
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曆十

四年墾田之數為准而均徵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逾歲之後，有戶

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度支總統之。6 
  兩稅法的出現，是國史上賦稅政策最大的一次變革，論者以為，此一賦稅政

策，不僅僅施行至大唐帝國的滅亡，而且被日後的宋金元明繼續沿用，直到明代

中葉才改行一條鞭法，7「兩稅法」的重要性於此可知。 
（三）法制改革 

唐德宗亦曾在法制改革上，做出一些變革，舉其犖犖大者，大約有三項。 
首先，唐律原本規定，凡「竊盜罪」之罪犯如未能偷得財物，則處以笞五十

之刑；若盜得贓物，其價值有一尺絹者，則處以杖刑六十下；贓物價值每至一匹

絹價時，加一等處分；達五匹時判徒刑一年，之後每五匹加一等處分，當贓物達

到五十匹時，則處以加役流；至此即為罪止，即使再多亦不加刑。8 
而唐律對於「強盜罪」的制裁，則規定即使未惑強行取得財物，仍判處徒刑

兩年；所得贓物價值一尺絹，則處以徒刑三年；且每兩匹加一等，當贓物價值達

十匹或在搶奪時曾傷害人者，便處以絞刑；若殺人則處斬，無論被殺傷的是財主

或是他的奴婢，或者任何因為強盜而受傷者，都依律論刑。如果強盜是持械搶劫，

即使未能搶得財物，仍流三千里；若持械強盜並得財五疋者，則處絞；若持械強

盜並傷人者，則無論得財與否，皆處以斬刑。9 
但在德宗建中三年（782）三月時，德宗曾以敕節文規定： 

 當府界內捉獲強盜，不論有贓無贓，及竊盜贓滿三匹以上者，並准勅集眾 
決殺。不滿匹者，量事科決補充。所由犯盜人，雖有官及屬軍等，一切並 
依此例處分。10 
 
                                                 
6王溥《唐會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91 年 1 月第 1 版第 1 刷，本文以下簡記作《唐

會要》），卷 83〈租稅上〉，P.1820。 
7王壽南《隋唐史》（臺北，三民書局，民國 75 年 12 月初版），P.285。  
8 見長孫無忌等撰《唐律疏議》（北京，中華書局，劉俊文點校，1983 年 11 月第 1 版，1993 年第

2 刷修訂本，本文以下簡記作《唐律疏議》）〈賊盜律〉第 35 條「竊盜」（總第 282 條）之規定：「諸

竊盜，不得財笞五十；一尺杖六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年，五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流」（《唐

律疏議》卷 19〈賊盜〉，P.358）。 
9 見《唐律．賊盜律》第 34 條「強盜」（總第 281 條）：「諸強盜，謂以威若力而取其財，先強後盜、

先盜後強等。若與人藥酒及食，使狂亂取財，亦是。即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不還；及竊盜發覺，

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類，事有因緣者，非強盜。不得財徒二年；一尺徒三年，

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人者，絞；殺人者，斬。殺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殺傷，皆是。其

持仗者，雖不得財，流三千里。五疋，絞；傷人者，斬」（《唐律疏議》卷 19〈賊盜〉，P.356～357）。 
10 見董誥等編《全唐文》（附陸心源輯補《唐文拾遺》、《唐文續拾遺》（臺北，大化書局重編影印本，

1987 年 3 月初版，本文以下分別簡記作《全唐文》、《唐文拾遺》），卷 964〈闕名五．處分盜罪奏．

元和四年二月京兆府奏〉，P. 44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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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節文中所謂的「當界」指的是京兆府，11因此根據建中三年三月敕節文的規定，

凡京兆府地區發生「強盜」案，則嫌犯無論有贓無贓，一律「集眾決殺」。 
若屬「竊盜」案，只要竊賊所偷盜的財物若達到三疋，也要「集眾決殺」；若不滿

三疋，則依唐律原有規定處分；且不論罪犯是一般人民或朝廷官吏、軍人，均依

此一敕節文的規定處分。 
  由此可知，德宗此一敕節文的新規定，雖然只是針對京兆府地區的強盜、竊

盜犯所做嚴厲的處分，但其刑度顯然是唐律原有規範凡若干倍以上，用刑不能說

不嚴；而且有可能使得日後的「強盜」及「竊盜」犯，都會被加重其刑處分。 
  其次，建中三年八月二十七日，唐德宗又規定： 
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應合處絞、斬刑，自今以後，並決

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釋曰：惡逆以上四等罪，謂謀反、謀大逆、謀逆、惡逆。」12 
    按死刑原是唐代主刑之一，分為絞刑、斬刑兩種，13然在建中三年八月二十七

日的敕節文中，規定十惡重罪中，除了惡逆以上的四種犯罪（謀反、謀大逆、謀

叛、惡逆）仍依律科決「斬、絞」之刑以外，其餘各項死罪及整部《唐律》中所

規範的其他各項死罪，均以「決重杖一頓處死」來代替「斬、絞」等極刑。 
  按，「決重杖一頓處死」此一概念的形成，應是起源於唐玄宗時代一度企圖以

「決重杖一頓」來取代死刑此一法律思想有關。早在開元十九年（731）四月壬午

（四日）玄宗曾下詔： 
   法以閑邪，刑以助化……其天下囚徒，即令疏決。其妖訛盜賊，造偽頭首，

既深蠹時政，須量加懲罰。刑名致死者，各量決重杖一百，長流嶺南。自

餘支黨，被其詿誤，矜其至愚，量事科罰，使示其懲創，流已下罪並節級

處分，令中書門下就大理及府縣詳理。14 
足見開元十九年之時，玄宗已有意將部份觸犯死刑之罪犯（如妖訛盜賊，造偽頭

首）減刑為重杖一百，再長流嶺南。換言之，即在「重杖一百」後，減死從流，

俾給予改過自新的機會。 
  到了天寶六載（747）正月戊子（十三日），玄宗大赦天下，並詔曰： 
自今已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唐會要》卷

39〈議刑輕重〉，P.830）。 
據此可知，玄宗天寶六載，曾一度廢除死刑，代之以「重杖」。15 

                                                 
11 據前註所引可知，這是唐憲宗元和四（809）年二月時，京兆府上奏所引用到的建中年間之敕節文，而且是

專門針對京兆府地區而製頒的。 
12 見竇儀《宋刑統》（臺北，仁愛書局景印標點本，1985 年 10 月出版，本文以下簡記作《宋刑統》），卷 1〈名

例律〉引建中三年八月二十七日敕節文，P.5～6。 
13 見《唐律．名例律》第 5 條「死刑二」：「絞。斬」。贖銅一百二十斤（《唐律疏議》卷 1〈名例〉，P.5）。 
14 見王欽若、楊億等編《冊府元龜》（臺北，大化書局，1984 年 10 月初版，本文以下簡記作《冊府元龜》），

卷 85〈帝王部．赦宥第四〉，P.444 下～445 上。 
15 《冊府元龜》卷 612〈刑法部．定律令第四〉載：「（天寶）六載正月詔曰：『朕承大道之訓，務好生之德，

於今約法，已去極刑，議罪執文，猶存舊日，既措而不用，亦惡聞其名。自今以後，斷絞、斬刑者，宜除削

此條。仍令法官約近例，詳定處分。今斷極刑云：『決重杖以代極刑法，始於此也』。』，P.3238 下～323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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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則曰： 
（天寶六載四月）……又令削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故令應絞斬者重 

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通鑑》卷 215〈唐紀三十一．天寶六載四月〉，

P.6876）。 
  因而，玄宗此時的廢除死刑，史家並未給予正面的評價，因為實質上「有司

率杖殺之」，遂使玄宗的良法美意，付之東流矣；甚至於還引來「上慕好生之名」

的嘲諷。16 
然而，德宗建中三年的此一制節文，顯然是受到玄宗時代以「重杖」來取代

死刑的影響，因而頒佈了這項規定：「其十惡中惡逆以上四等罪，請准律用刑，其

餘應合處絞、斬刑，自今以後，並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因而在德宗建

中三年頒佈此一制節文之後，我們可以看到，中晚唐時代，許多原應被處以死刑

之人，最後都是用「重杖一頓處死」的方式處決17－－於此可見，建中三年的制節

文已完全取代了唐律原有的規範。 
  最後，唐律不本規定，死囚在做處決之前，應有負責行刑的機構，向皇帝請

旨，並聽候皇帝的裁示，此一體制名曰「覆奏」。唐初原本規定「三覆奏」，貞觀

五年（631）八月，太宗一度改為「在京五覆奏，在外諸司三覆奏」；18至唐高宗上

元元年（674）閏四月十九日，又改為無論京師或天下各州府，一律依舊是「三覆

奏」。19而玄宗時代的《開元七年令》及《開元二十五年令》，又改回依照貞觀舊制：

「在京五覆奏，在外三覆奏」。20 
  至於若是觸犯「惡逆以上，及部曲、奴婢殺主者」等重大犯罪，則僅「一覆

奏」，則自貞觀以迄開元，均維持此一規定，並無任何更改；殆因此類犯罪，如果

不是十惡重罪的前四項大罪（謀反、謀大逆、謀叛、惡逆），就是屬於「奴婢殺主」

等惡行重大之犯罪，故為統治者所深惡痛絕，因而僅予「一覆奏」的機會。 
德宗同樣在建中三年的十一月十四日，以敕節文將死囚覆奏之制再度變更： 

                                                 
16 在曾我部靜雄著，陸崇仁譯的〈唐朝玄宗廢除死刑的經過〉（臺北，《醒獅月刊》5-3，1967-3）

一文中，曾我部氏亦認為玄宗只是為了博取有「好生之德」，才會一時廢除死刑，在實質上的意義

並不重要。 
17 《冊府元龜》卷 511〈邦計部．貪汙〉載：「鄭浪，德宗時為度支山南東道巡院。貞元四年九月

坐乾沒財物，徵擾平人，質其妻女，穢黷士類　，鬼跡姦情，枉法殊死，宜令所在決重杖一頓處死」

（P.2698 中）；同書卷 153〈帝王部．明罰第二〉載：「元和元年六月庚戌詔曰：『李承光身無職

位，假託交遊，妄說異端，指斥中外，付京兆府決重杖一頓處死，其家口委京兆府收捕』。」（P.817

上）；同書卷 511〈邦計部．貪汙〉載：「（元和六年）六月丁丑，御史台奏，推問前行營糧料使

判官元脩　及典吏等，計贓一千萬，宜並付京兆府各決重杖一頓處死」（P.2698 下）。 
18 見《唐會要》卷 40〈君上慎恤〉載：「貞觀五年八月二十一日詔曰：『死刑雖令即決，仍三覆奏，

在京五覆奏，以決前一日三覆奏，決日三覆奏。惟犯惡逆者，一覆奏。著于《令》』。」，P.840。 
19 《唐會要》卷 40〈君上慎恤〉，P.840。 
20見仁井田陞原著，栗勁等編譯《唐令拾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 年 11 月第 1 版第 1 刷。）

《唐令拾遺．獄官令》第 6 條「決大辟罪覆奏」引《開元七年令》、《開元二十五年令》曰：「諸決

大辟罪，在京者，行決之司五覆奏；在外者，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

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臨時有敕，不許覆奏，亦准此覆奏）。若犯惡逆以上及部曲、

奴婢殺主者，唯一覆奏」，P.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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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決大辟罪，自今以後，在京者宜令行決之司三覆奏，決日一覆。在外者，所

司兩覆奏，仍每覆不得過三日。餘依令式。21 
因而據德宗的新規範，凡決死囚，在京者應四覆奏（行決之司三覆奏，決日一覆）；

在外者，也由原先的「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三覆奏，變成由所司兩覆奏，

且每覆不得過三日。其他相關處置依令式之原有規定。故建中三年敕節文的變更，

主要是將原有覆奏次數，無論在京城或在外諸州均各減少了一次，在某種程度上

簡化了原先較為複雜的程序。 
綜上所述，初即位的德宗，一方面下詔免除四方貢獻，罷除梨園使及樂工三

百餘人，撤除宮中珍禽異獸，嚴禁宦官收受賄賂，並將淄青節度使李正己的進獻

賞予淄青將士。再方面引用楊炎為相，從事於財稅制度的改革，使國庫管理趨向

合理化，並開啟了「兩稅法」以取代租庸調法。又在法制改革上，嚴厲處分京城

地區的強盜、竊盜罪；對於「惡逆」以下等十惡死罪及其他所有死罪，都改用重

杖一頓以取代斬、絞等刑；又將死囚覆奏之制，簡化為「在京四覆奏，在外二覆

奏」。凡此種種，均使得德年初年的朝政，呈現欣欣向榮之景象，亦使天下人為之

耳目一新，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至。 
 
三．德宗初年的藩鎮政策 
  德宗即位初期的藩鎮政策，主要目的在於「重振朝綱」；而這必須從肅、代兩

朝平定安史之亂的政策說起。 
（一）肅代兩朝的姑息政策 
  由於安祿山叛亂之後，唐肅宗即位靈武不正，22故亟於儘速平亂，以安天下人

心，因而在平定安史之亂的戰略選擇上，不肯採用宿將郭子儀、李光弼及謀臣李

泌等人先後所主張的「圍魏救趙」戰略，23卻寧可採用「招降納叛」的方式，招安

安史手下叛將，甚至不予問罪；加以朔方節度使僕固懷恩建議，將這些來降的叛

軍將領，仍留駐原地，並授以節鉞，24遂使安史亂後之後患無窮。 
  天寶十五載（756）四月，安祿山所屬平盧鎮將劉客奴等人來降，唐廷即以客

奴為平盧節度使，轄平盧舊境（今熱河省南部及河北省東北部一帶），以抗安逆，

並賜名為正臣，他是安史降將拜為節度使的第一人。25次年正月，另一降將王玄志 

                                                 
21 （《宋刑統》卷 30〈斷獄律〉，引建中三年十一月十四日敕節文，P.495。 
22按唐肅宗即位靈武不正，可謂「自取帝位」，首揭此義者，見陳寅恪《唐代政治述論稿．中篇．

政治革命與黨派分野》，收入氏著《陳寅恪先生論文集》（臺北，三人行出版社，民國 63 年 5 月出

版），P.215～217。  
23按郭子儀、李光弼早在潼關失守之前，即已向玄宗提出過「圍魏救趙」之戰略，見《通鑑》卷 218
〈唐紀三十四〉，「至德元載六月」（P.6967）；肅宗即位後，李泌又重提出類似的戰略，見《通鑑》

卷 219〈唐紀三十五〉，「至德元載十二月」（7008～7009）。 
24《新唐書》卷 224 上〈叛臣．僕固懷恩傳〉曰：「（僕固）懷恩自見功高，且賊平則勢輕，不能固

寵，乃悉請裂河北分大鎮以授之，潛結其 心以為助」，P.6369。 
25 劉客奴來降，被授予平盧節度使，並賜名劉正臣，事見《通鑑》卷 217〈唐紀三十三〉，P.6960 ～

6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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酖殺劉正臣；乾元元年（758）二月，肅宗乃以王玄志為平盧節度使，首開唐廷承

認軍將擅殺主帥並搶奪其位之先例。26同年十二月，王玄志卒，軍中將士共推侯希

逸為帥，唐室遂任命侯氏為節度使，又開軍將擁立主帥並獲得承認之例。27寶應元

年（762）五月，侯希逸率軍南下，渡海至青州（山東益都），並據有其地，剛剛

即位的唐代宗乃授之以平盧淄青節度使，下轄十州，成為黃河以南的強藩；28而節

度使憑藉著武力來佔據地盤，並獲得朝廷承認，亦自此始。到了代宗永泰元年（765）

七月，侯希逸又為部將李懷玉所逐，唐廷乃以鄭王邈為平盧淄青節度大使，實際

上仍以李懷玉為節度留後知節度使事，並賜名正己。29 
  從以上敘述可知，就僅僅以平盧節鎮為例，唐廷先是以來降的安祿山部將劉

客奴出任節度使，並賜名正臣，首開叛亂軍將來降逕授以節鉞之例；等到王玄志

殺害劉正臣以後，唐廷又將節度使之位授予王玄志，再開唐廷承認軍將擅殺主帥

並搶奪其位之先例；王玄志卒，平盧軍將共推侯希逸為帥，唐廷就任命侯希逸為

節度使，又開軍將擁立主帥並獲得唐廷承認之例；侯希逸掠奪青、淄等州，唐廷

乃授以平盧淄青節度使，復開節度使憑藉著武力來佔據地盤，並獲得朝廷承認之

例－－凡此種種，均顯示出唐廷中央在肅、代兩朝的靖亂政策上，只求儘速平定

安史之亂，對於其他藩鎮，務求姑息的結果，適足以養奸。因此，司馬光云： 
   然則爵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

乎（《通鑑》卷 220〈乾元元年十二月〉，P. 7065）。 
因而，在安史之叛進入尾聲之際，安史屬下叛將薛嵩、張忠志、田承嗣及李

懷仙等人陸續來降，唐廷首先於寶應元年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等五州節度使

（大致轄今山東省北部及河北省中南部地區）， 治恆州（河北正定），並賜姓名曰

李寶臣。30廣德元年（763）閏正月，唐廷又以薛嵩為相衛等六州節度使（即昭義

節度使，約轄今河南省北部及山西省東南部地區），治相州（河南安陽）；田承嗣

為魏博等五州節度使（約轄今山東省西北部及河北省西南部地區），治魏州（河北

大名）；李懷仙為盧龍等六州節度使（約轄今河北省北部、熱河省南部及遼寧省東

部地區），治幽州（河北大興）。31 
    上述五鎮的藩帥，都是安逆餘黨，且多為胡人或胡化甚深之漢人，如李寶臣

（即張忠志）為奚人，李正己（即李懷玉）為高麗人，李懷仙為柳城胡人，田承

嗣與薛嵩則為胡化的漢人。諸鎮將士，胡人也很多，故其控制之地域，也逐漸胡

化。其主要特徵即崇尚武勇而鄙視文教，進而憑其武勇，抗衡中央，逐漸形成割

據自雄之局，並為唐廷中央之心腹大患。 

                                                 
26王志殺劉正臣（即劉客奴）一事，見《通鑑》卷 219〈唐紀三十五〉「至德二載正月」，P.7017；

唐肅宗任命王玄志繼任平盧節度使，則見《通鑑》卷 220〈唐紀三十六〉「乾元元年二月庚午」，P.7052。 
27唐廷任命侯希逸繼任平盧節度使，見《通鑑》卷 220〈唐紀三十六〉「乾元元年十二月」，P.7064。

在本條史料之後，司馬光曾以長篇大論來譴責肅宗的不是。 
28唐代宗任命侯希逸為平盧青淄節度使，見《通鑑》卷 222〈唐紀三十八〉「寶應元年五月甲申」，.7126。 
29事見《通鑑》卷 223＜唐紀三十九＞，「永泰元年七月壬戌」，P.7175。  
30張忠志（李寶臣）受封為成德節度使一事，見《通鑑》卷 222〈唐紀三十八〉，「寶應元年十一月丁酉」，P.7136。 
31薛嵩、田承嗣、李懷仙等受封為節度使，事見《通鑑》卷 222〈唐紀三十八〉，「廣德元年閏正月癸亥」，P.7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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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大曆三年（768）六月，盧龍節度使李懷仙， 為其屬將朱希彩、朱泚所

殺，希彩自稱留後；同年十一月，唐廷詔以朱希彩為盧龍節度使。32至大曆七年七

月，朱希彩又為其部屬所殺，朱泚乃自稱留後；冬十月，唐廷乃以朱泚為節度使。
33大曆九年九月，朱泚入朝，次年正月請留長安，唐廷乃以其弟朱滔為盧龍節度使。
34大曆八年（773），昭義節度使薛嵩卒，唐廷乃以其弟薛崿為節度留後。大曆十年，

魏博田承嗣攻佔昭義所領之五州，唐廷討之，始終不能勝；唐廷不得已之下，另

以李承昭出任昭義節度留後，統轄昭義其餘諸州。至大曆十一年（776）二月，田

承嗣上表謝罪，唐廷許之，赦免其一切罪狀，復其官爵，田氏所部拒朝命者，一

切不問；但田承嗣所佔領之昭義數州，仍不肯交出。35至是，黃河以北的安史餘黨，

僅存魏博、盧龍、成德等三鎮，這就是所謂的「河北三鎮」或「河朔三鎮」。 
 此時的淄青節度使李正己，已拓地至今山東省西部與南部，轄有十五州，擁

兵十萬。以上四鎮各自招集安史餘孽，治兵繕邑，文武將吏，擅自署置，貢賦不

入於朝廷，雖名為藩臣，實屬敵國；彼此之間又透過婚姻關係聯成一氣，其勢乃

牢不可破矣。 
大曆十四年正月，魏博節度使田承嗣卒，以其姪田悅為節度留後，代宗旋任

命田悅繼為節度使，首開藩鎮世襲之先例。因此，至代宗末季，割據自雄的強藩

主要有盧龍朱滔、魏博田悅、成德李寶臣及淄青李正己等四鎮，亦稱「河北四鎮」；

此外， 淮西（又曰彰義）節度使李希烈（治蔡州，今河南汝南）及山南東道節度

使梁崇義（治襄州，今湖北襄陽）等鎮，亦對中央政府採抗衡之姿。 
綜觀肅、代兩朝的藩鎮政策，可以說就是「務求姑息」，故安史叛將來降，乃

就原地逕授以節鉞；而軍將擅殺主帥並搶奪其位，唐廷亦授以節鉞；軍將擁立主

帥，也獲得唐廷的承認；節度使憑藉著武力來佔據地盤，唐廷亦不得不予以承認；

甚至於藩帥去世，父死子繼的世襲之例，亦於代宗時代出現－－這樣的歷史包袱，

對於新即位的德宗來說，是相當沉重的。 
（二）李惟岳叛亂與第一次四鎮聯軍 

德宗初政，擬對跋扈藩鎮採取強硬政策，故建中二年（781）正月，成德節度

使李寶臣卒，其子惟岳欲師河北藩帥世襲之故智，遂自稱留後，魏博節度使田悅

並為其請求節鉞，德宗為了「重振朝綱」，故堅持不允其請。田悅乃聯軍李惟岳、

淄青節度使李正己及山南東道節度使梁崇義等，共同舉兵叛唐，是為「第一次四

鎮聯軍」。 
建中二年六月，德宗詔淮西節度使李希烈討伐梁崇義；又命河東節度使馬燧、

昭義節度使李抱真及神策軍都知兵馬使李晟等共同討伐田悅；同年七月，馬燧等

大破田悅於臨洺。36同年八月，李希烈打敗梁崇義，崇義與妻投井而死，傳首京師， 

                                                 
32事見《通鑑》卷 224〈唐紀四十〉，「大曆三年六月壬辰」，（P.7200～7201）及同卷「大曆三年十一月丁亥」

（P.7203）。 
33事見《通鑑》卷 224〈唐紀四十〉，「大曆七年」，P.7219。 
34事見《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九年九月庚子」，（P.7226）及同卷「大曆十年正月乙巳」（P.7228）。  
35見《通鑑》卷 225〈唐紀四十一〉，「大曆十一年二月庚辰」，P.7237。 
36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二年七月癸未」，P.7305～7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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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東道平。37 

建中二年八月，李正己病卒，其子李納同樣要求繼承其父的淄青節度使，德

宗不許，並派遣宣武節度使劉洽等討伐李納；同年十一月，劉洽等大破李納、田

悅聯軍於徐州。38 
當建中二年八月，范陽（盧龍）節度使朱滔奉詔討李惟岳之時，惟岳部將張

孝忠以所守之易州歸降唐廷，並與朱滔聯軍攻李惟岳，屢破成德軍；至建中三年

閏正月，李惟岳為其部將王武俊所殺，傳首京師，成德之叛亦平。39 
  綜觀建中二年正月至三年閏正月的四鎮（成德、魏博、淄青、山南東道）聯

軍之叛，唐德宗始終不肯與這些叛亂藩鎮妥協，並利用一些願意聽命於唐廷的藩

鎮，如河東、昭義、宣武、淮西及盧龍等鎮來討伐叛逆，再利用叛軍的內部矛盾

（如張孝忠歸順朝廷、王武俊殺李惟岳），卒能平定山南東道、成德兩鎮的叛亂 
，而魏博、淄青也屢為唐廷所敗－－似乎意謂著德宗蓄意「重振朝綱」的努力，

頗有幾分成功的機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平定梁崇義、李惟岳叛亂事件時，為唐廷效命

的勤王部隊中，河東、昭義、宣武等三鎮，是從代宗中期以來即聽命於唐廷的藩

鎮；而淮西、盧龍兩鎮，則自肅、代以來，即以桀驁不馴、抗衡中央而著稱，此

番為唐廷賣命，當別有所圖；而李惟岳手下叛將如張孝忠、王武俊等人，若無適

當的封賞，可能也會生變。 
果然，好景不長，嗣後即因對於有功將領的封賞未如人意，不旋踵間，即爆

發了更大的叛亂事件。 
（三）第二次四鎮聯軍與涇原兵變 
    在平定李惟岳的叛亂之後，唐廷任命張孝北為易定滄節度使、康日知為深趙

都團練使、王武俊為恆冀都團練使，並將德州、棣州賜予朱滔。然而，此時的朱

滔占領了深州（今河北深縣），要求唐廷將深州給他，德宗不肯；王武俊自認為殺

李惟岳有功，唐廷卻未能將成德節度使授給他，心中頗為不滿。田悅乘隙煽動朱

滔、王武俊共同叛亂。建中三年十一月，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李納自

稱齊王，王武俊自稱趙王；朱滔並自稱「孤」，其餘三人則自稱為「寡人」，四鎮

共推朱滔為盟主，舉兵南下，是為「第二次四鎮聯軍」。40次月，李希烈因未得山

南東道節鉞，也大為不滿，亦加入叛軍陣容，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並遣將攻陷汝州，東都為之震驚。41 
    建中四年（783）八月，李希烈進圍襄城，唐廷派遣涇原節度使姚令言等率兵

討之；同年十月，當涇原兵行至滻水（長安城東不遠）時，因賞賜不豐，叛變，

脅持姚令言攻入長安城，德宗倉惶之間，出奔奉天（陝西乾縣），是為「涇原兵變」。 

                                                 
37 參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二年八月」，P.7307。 
38李納奏請襲父位，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二年八月」（P.7307）；劉洽等破淄青、魏博聯軍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二年十一月辛酉」（P.7311～7312）。 
39參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P.7307～7319。 
40事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三年十一月一日」，P.7335～7336。 
41事見《通鑑》卷 227〈唐紀四十三〉，「建中三年十一月丁丑」，P.7307～7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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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軍進入長安後，推舉當時在京師之朱泚為主，朱泚乃自稱大秦皇帝，改元應天，

率軍進圍奉天。42幸賴朔方節度使李懷光領兵赴難，打敗朱泚，方解奉天之圍。43 
  因叛亂而稱王或稱帝，在唐代歷史上並非首見，但同時有那麼多叛將稱王或

稱帝，這畢竟還是第一遭。故「第二次四鎮聯軍」中的河北四鎮加上李希烈的稱

王，同時有五人稱王，對唐德宗而言，形成不小的壓力；而「涇原兵變」後，德

宗被迫出奔奉天，朱泚更在長安城內稱帝－－凡此種種，幾乎都是前所未見的局

面，無怪乎德宗君臣一時之間，束手無策。若非朔方節度使李懷光的緊急救難，

解奉天之圍，其結果可能更加不堪想像。 
    於此可知，德宗在平定「第一次四鎮聯軍」之亂時，戰略佈署是值得商榷的；

簡言之，德宗所犯的錯誤有二：首先，不應該同時挑起數個藩鎮的同時的叛亂，

需知此時的唐廷中央，並無力同時向數個地方藩鎮用兵，勉強而為，只是自暴其

短；其次，德宗更不應該出動盧龍、淮西這兩個素來抗命中央的藩鎮來為唐廷效

力，其結果無異「與虎謀皮」。 
（四）興元罪己詔與李懷光之叛 
    建中四年十二月，朔方節度使李懷光因與宰相盧杞不和，多次上表請貶盧杞，

德宗不得已，乃於十二月壬戌（二十九日）將宰相盧杞貶為新州司馬、神策軍使

白志貞貶為恩州司馬、戶部侍郎趙贊貶為播州司馬；44事後，李懷光內心頗不能安，

遂有異志。 
興元元年（784）正月，德宗採納翰林學士陸贄之策，下詔罪己，並赦免田悅、

李納、王武俊、李希烈之罪，惟朱泚不赦；而朱滔倘能自新，效順朝廷，亦赦而

不罪；在此一赦書中，並免除若干苛捐雜稅。詔書方下，四方人心大悅，山東士

卒讀之，無不感泣，田悅、王武俊、李納亦自去王號，上表謝罪，唐廷仍以彼等

為魏博、成德及淄青節度使。而朱滔仍引兵南攻，朱泚則改國號曰漢，自號漢元

天皇，改元天皇；李希烈旋亦稱帝，國號大楚，改元武成。45 
興元二年（785）二月甲子（二十三日），德宗加李懷光為太尉，增實食，賜

鐵券，遺神策右兵馬使李卞等往諭旨。懷光對使者投鐵券於地曰： 
「聖人疑懷光邪？人臣反，賜鐵卷；懷光不反，今賜鐵卷，是使之反也！」辭氣

甚悖（《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六．興元元年二月甲子〉，P.7406）。 
李懷光遂與朱泚相通，謀取奉天，德宗不得已，又逃往梁州（陝西南鄭縣東）。 
  縱觀此期間德宗的做為，最重要的就是接受陸贄的建議，頒佈了「罪己詔」，

此一詔書主要的目的，在於區別「主要敵人」（朱泚）與「次要敵人」（其餘叛將），

故即使是朱泚之弟（朱滔）只要願意改過自新，唐廷亦本於既往不咎的精神，赦

而不問。而此一詔書，果然也發生了作用－－山東士卒讀之，無不感泣－－連帶 

                                                 
42「涇原兵變」見《通鑑》卷 228〈唐紀四十四〉，「建中四年十月丙午」（P.7351～7359）；朱泚稱

帝一事見《通鑑》卷 228〈唐紀四十四〉，「建中四年十月癸丑」（P.7360～7361）。 
43李懷光奉天靖難一事，見《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五〉，「建中四年十一月癸巳」（P.7375～7376）。 
44見《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五〉，「建中四年十二月壬戌」，P.7385。  
45參見《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五〉，「興元元年正月」紀事，P.7390～7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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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田悅、王武俊、李納自動去除王號，並上表謝罪，唐廷仍以彼等為魏博、成

德及淄青節度使。惟朱泚、朱滔兄弟及李希烈，仍不肯降；李希烈甚至於乾脆稱

帝，一時之間，叛亂團體稱帝者就有二人（朱泚、李希烈）。 
至於奉天靖難第一功臣李懷光之所以叛變，主要是宰相盧杞逼成。按李懷光

千里赴援，既建靖難大功，自以為天子必以特殊之禮儀慰勞之；不料卻為盧杞所

排，46僅在奉天城外，卻無緣晉見德宗，其內心的憤慨，可以想見，史云： 
懷光自以數千里竭誠赴難，破朱泚，解重圍，而咫尺不得見天子，意殊怏

怏，曰：「吾今已為姦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魯店，留二日乃

行（《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五．建中四年十一月〉，P.7377～7378）。 
等到建中四年十二月，李懷光挾怨強迫德宗連貶盧杞、趙贊和白志貞以後，內心

殊不自安，終致起兵造反，可以說始作俑者，應是盧杞；故德宗引用盧杞此一奸

相，實為大大地失策，也證明了德宗並無知人之明。 
（五）亂事的平定 
    興元元年五月，鄜坊節度使李晟打敗朱泚，收復長安；朱泚、姚令言率眾西

走，均為其部將所殺，皆傳首京師。47同年七月，德宗重返京城，旋命河中節度使

渾瑊、河東節度使馬燧討李懷光；次年（貞元元年）八月，李懷光兵敗自殺，48朱

泚、李懷光之亂始平。 
至於朱滔，則於貞元元（785）年六月病卒，軍中將士擁立前涿州刺史劉怦知

軍事；六月壬辰（二十九日），唐廷乃授劉怦為盧龍節度使；同年九月，劉怦病卒，

唐廷又以其子劉濟知節度事，49實際上也就是任其為節度使了。 
而當李懷光伏誅後，德宗本有意專心對付淮西，陸贄認為「興元罪己詔」既

已申明赦免李希烈，如果再行用兵，似乎君主言而無信，且易引起其他曾經為亂

藩鎮的不安，故陸贄上疏亟言其不可。50德宗接受了陸贄的建議，改用招降的方式；

李希烈雖未肯疏誠，然而到了貞元二年（786）四月丙寅（七日），李希烈卻被淮 
西大將陳仙奇毒殺；同月甲申（二十五日），唐廷乃以陳仙奇繼為淮西節度使。 

                                                 
46盧杞排擠李懷光的經過，見《通鑑》卷 229〈唐紀四十五〉，「建中四年十一月」紀事：「李懷光性

粗疏，自山東來赴難，數與人言盧杞、趙贊、白志貞之姦佞，且曰：『天下之亂，皆此曹所為也！

吾見上，當請誅之。』既解奉天之圍，自矜其功，謂上必接以殊禮。或說王翃、趙贊曰：『懷光緣

道憤歎，以為宰相謀議乖方，度支賦斂煩重，京尹犒賜刻薄；致乘輿播遷者，三臣之罪也。今懷光

新立大功，上必披襟布誠，詢得失，使其言入，豈不殆哉！』」翃、贊以告盧杞，杞懼，從容言於

上曰：『懷光勳業，社稷是賴，賊徒破膽，皆無守心，若使之乘勝取長安，則一舉可以滅賊，此破

竹之勢也。今聽其入朝，必當賜宴，留連累日，使賊入京城，得從容成備，恐難圖矣！』上以為然。

詔懷光直引軍屯便橋，與李建徽、李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詔懷光直引軍屯便橋，

與李建徽、李晟及神策兵馬使楊惠元刻期共取長安」（P.7377），以致於李懷光咫尺不得見天子。 
47李晟收復長安，見《通鑑》卷 231〈唐紀四十七〉，「興元元年五月丁酉」（P.7435）；姚令言、朱

泚伏誅，見《通鑑》卷 231〈唐紀四十七〉，「興元元年六月」（P.7437）。  
48見《通鑑》卷 231〈唐紀四十七〉，「貞元元年八月甲戌」，P.7461。  
49朱滔病卒，盧龍將士奉劉怦知軍事，見《通鑑》卷 231〈唐紀四十七〉，「貞元元年六月」（P.7453）；

唐廷任命劉怦為鄱度使，見《通鑑》卷 231〈唐紀四十七〉，「貞元元年六月壬辰」（P.7459）；唐廷

任命劉濟為盧龍節度留後，則見《通鑑》卷 232〈唐紀四十八〉，「貞元元年九月己亥」（P.7467）。 
50陸贄上疏見《通鑑》卷 232〈唐紀四十八〉，「貞元元年八月」（P.7463～7465）。  



 235

從「重振朝綱」到「姑息養奸」－唐德宗時代政局研究           15 
                                                                        
 
51 

因此，自建中二年起的諸鎮連兵之亂，直到貞元二年初始告平息，前後歷時

五年有餘（781～786）；這場亂事，堪稱唐代中葉歷時最久、動亂範圍最大的一場

叛亂了。 
不過，此番戰亂的平定，著實而言，僅有朱泚、李懷光是被唐廷勤王軍隊所

平定；田悅、王武俊、李納是自動去除王號，並被德宗重新任命為魏博、成德、

淄青節度使；朱滔病卒，並由軍士挺立劉怦繼任盧龍節度使；李希烈為其部將陳

仙奇毒殺，唐廷也就任命陳仙奇繼為淮西節度使－－總結來說，自建中二年以至

於貞元二年的大動亂，並不是唐廷真的用武力來平定的。 
 

四．德宗的姑息政策 
 

德宗在經歷了自建中二年以迄貞元二年的動亂之後，對於藩鎮的政策，大為 
改變－－亦即自初政時期的「重振朝綱」一改而為「姑息養奸」。此自貞元元年六

月，朱滔病卒，盧龍將士擁立劉怦為節度使，德宗不得不予承認，即可看出端倪；

日後，劉怦病卒之際，德宗更以其子劉濟權知節度事－－可說是父死子繼的「世

襲」之制再度重演。 
再以淮西為例，當陳仙奇毒殺李希烈之後，德宗遂以仙奇繼任節度使；同年 

七月，淮西兵馬使吳少誠又殺陳仙奇，為李希烈復仇，德宗雖以虔王諒為淮西節

度大使，以吳少誠為節度留後，52實際上也就是任命吳少誠為節度使了。 
故德宗自奉天定難後，對於藩鎮務採姑息政策，藩帥多半可以久於其任，直 

到死亡；對於跋扈藩鎮更是不敢得罪，若其死亡，朝廷每先遣中官前往探詢軍情，

如該鎮將士擁護某位將領，唐廷乃逕授予節鉞，從以下所舉兩件史事，或可窺見

一些端倪： 
   （貞元八年三月）庚午（十六日，宣武節度使劉）玄佐薨……（四月）劉

玄佐之喪，將佐匿之，稱疾請代，上亦為之隱，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

察使吳湊為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瑗皆以為便，然後除之。湊

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將發，軍中請備儀仗，瑗不許，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

將士怒。玄佐之堶及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士寧釋衰絰，登重榻，自為

留後。執城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湊者！」遂咼之；盧瑗

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劫孟介以請於朝。上以問宰相，竇參曰：「令汴人

指李納以邀制命，不許，將合於納。」庚寅（六日），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

（《通鑑》卷 234〈唐紀五十．貞元八年三月〉，P.7526～7528）。 
貞元八年（792）三月十六日，宣武軍節度使劉玄佐薨後，軍中隱匿其情，祕而不

發，僅稱疾請代；德宗明知其情，亦佯作不知。直到四月份，德宗才派遣宦官至

軍中，探詢是否可以陝虢觀察使吳湊繼任節度使？在獲得監軍使、行軍司馬的同 
                                                 
51見《通鑑》卷 232〈唐紀四十八〉，「貞元二年四月」，P.7468～7469。  
52事見《通鑑》卷 232〈唐紀四十八〉，「貞元二年七月」，P.7470～7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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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後，德宗始任命吳湊為宣武節度使。不料，吳湊尚未到任，行軍司馬盧瑗因行

事不當，引發兵變，推舉劉玄佐之子劉士寧為帥，並咼殺支持吳湊的城將曹金岸、

浚儀令李邁，再挾持監軍使孟介以抗朝命。德宗在問計於宰臣後，不得不重新任

命劉士寧為宣武節度使。 
  而貞元十七年（801），邠寧節度使楊朝晟薨後，其繼任人選的產生，更為複

雜，史云： 
   （貞元十七年五月）朔方邠、寧、慶節度使楊朝晟防秋于寧州，乙酉（二

十四日），薨……楊朝晟疾亟，召僚佐謂曰：「朝晟必不起，方命帥多自本

軍，雖徇眾情，殊非國體。寧州刺吏劉南金，練習軍旅，宜使攝行軍，且

知軍事，比朝廷擇帥，必無虞矣。」又以手書授監軍劉英倩，英倩以聞。

軍士私議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劉君，吾事之；若命帥於他軍，彼

必以其麾下來，吾屬被斥矣，必拒之。」己丑（二十八日），上遣中使往察

軍情，軍中多與南金。辛卯（三十日），上復遣高品薛盈珍齎詔詣寧州。六

月，甲午（三日），盈珍至軍，宣詔曰：「朝寀所將本朔方軍，今將并之，

以壯軍勢，威戎狄，以李朝寀為使，南金副之，軍中以為何如﹖」諸將皆

奉詔。丙申（五日），都虞候史經言於眾曰：「李公命收弓刀而送甲冑二千。」

軍士皆曰：「李公欲內麾下二千為腹心，吾輩妻子其可保乎！」夜，造劉南

金，欲奉以為帥，南金曰：「節度使固我所欲，然非天子之命則不可；軍中

豈無他將乎！」眾曰：「弓刀皆為官所收，惟軍事府尚有甲兵，欲因以集事。」

南金曰：「諸君不願朝寀為帥，宜以情告敕使。若操甲兵，乃拒詔也。」命

閉門不內。軍士去，詣兵馬使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曰：「諸君能用吾

言則可。」眾曰：「惟命。」固曰：「毋殺人，毋掠金帛。」眾曰：「諾。」

乃共詣監軍，請奏之。眾曰：「劉君既得朝旨為副帥，必撓吾事。」詐稱監

軍命，召計事，至而殺之。戊戌（七日），制以李朝寀為邠寧節度使。是日，

寧州告變者至，上追還制書，復遣薛盈珍往詗軍情。壬寅（十一日），至軍，

軍中以高固為請，盈珍即以上旨命固知軍事……己酉（十八日），以高固為

邠寧節度使（《通鑑》卷 236〈唐紀五十二．貞元十七年五月〉，P.7595～7596）。 
按楊朝晟遺命寧州刺史劉南金知軍事，本意是方便朝廷選擇繼任人選；不料軍中

軍士卻私下曰：「朝廷命帥，吾納之；即命劉君，吾事之；若命帥於他軍，彼必以

其麾下來，吾屬被斥矣，必拒之」－－此種「朝廷命帥，吾納之」的思想，可以

說在貞元後期，普遍彌漫於各個藩鎮軍隊中，也是影響及邠寧節度易帥的主要原

因之一。故德宗第一次派遣宦官探詢軍情的結果，軍中多支持由劉南金繼任節度

使；德宗偏偏不聽，想由朔方節度李朝寀合併朔方、邠寧兩軍，並任命劉南金為

副使，雖然邠寧軍將都同意了此一任命，卻依然生變。由於邠寧軍士深恐未朝寀

到任後，對彼等不利，故邠寧軍士首先希望勸說劉南金引導群眾抗命，劉南金不

肯；軍士們又脅迫兵馬使高固領導抗命，高固與軍士們約法三章：「毋殺人，毋掠

金帛」，始同意領導抗命，但軍士們仍將劉南金殺掉。等到德宗正式任命李朝寀兼

領邠寧節度使，才收到寧州告變的通知，德宗趕緊追還任命李朝寀的制書，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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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宦官薛盈珍再至寧州詢問軍情。軍中請以高固為繼任人選，德宗不得已，乃以

高固為邠寧節度使，才結束了這場軍變。 
  因而，自貞元年間開始，德宗時代關於藩帥的任命，若非將士擁立，即屬宦

官操縱，德宗反而沒有主動任命之權。德宗又為了制衡強藩悍將，乃於全國遍置

節鎮，以致貞元末季，天下藩鎮多達四十餘鎮，且大多處於半獨立狀態，以致朝

廷號令難出京畿以外，大唐皇帝宛若東周天子，端拱無為。故《舊唐書．德宗本

紀》譏曰： 
      出車雲擾，命將星繁，罄國用不足以餽軍，竭民力未聞于破賊。一旦德音 掃

地，愁歎連甍，果致五盜僭擬於天王，二朱憑陵於宗社。奉天之窘，可為

涕零，罪己之言，補之何益。所賴忠臣戮力，否運再昌（《舊唐書》卷 13
〈德宗本紀下〉，P.401）。 

而《新唐書．德宗本紀》更指責德宗的「姑息政策」，正是大唐帝國衰亡的主

因之一，故史臣曰： 
      及奉天定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彊，至

於唐亡，其患以此（《新唐書》卷 7〈德宗本紀〉，P.219）。 
 
五．結 論 
 
  初登基的唐德宗，面對的是一個百病叢生、亟待整頓的政局－－首先，由於

安史之亂的爆發，使得均田制、租庸調法兩者均難以繼續維持，加上大戰後的經

濟破滅，唐廷財政稅收極端困窘，這是財經上的大問題；其次，隨著肅、代兩朝

賡續推動「招降納叛」的方式來平定安史之亂，以致於大亂雖平，而河北地區跋

扈藩鎮已漸漸成形，加上代宗時期的務求姑息，遂使得「外重內輕」的局勢益趨

明顯，唐廷對於河北三鎮（魏博、成德、盧龍）及平盧淄青等強藩，實有著「尾

大不掉」的威脅感。年輕氣盛的唐德宗頗思有所作為，因而發動了一連串的改革

與平定藩鎮之亂的種種努力。 
  在內政與財經的改革上，德宗一方面下詔免除四方貢獻，罷除梨園使及樂工

三百餘人，撤除宮中珍禽異獸，嚴禁宦官收受賄賂，並將淄青節度使李正己的進

獻賞予淄青將士；再方面引用楊炎為相，從事於財稅制度的改革，使國庫管理趨

向合理化，並開啟了「兩稅法」以取代租庸調法。在法制改革上，加重處分京城

地區的強盜、竊盜罪；對於「惡逆」以下等十惡死罪及其他所有死罪，都改用重

杖一頓以取代斬、絞等刑；並簡化了死囚覆奏之制。凡此種種，均使朝政呈現欣

欣向榮之景象，亦使天下人為之耳目一新，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至。 
對於跋扈藩鎮，唐德宗頗思重振朝綱，故建中二年成德節度使李寶臣卒，其

子惟岳欲師河北藩帥世襲之故智，遂自稱留後，魏博節度使田悅並為其請求節鉞 
，德宗為了「重振朝綱」，故堅持不允其請。田悅乃聯軍李惟岳、淄青節度使李正

己及山南東道節度使梁崇義等，共同舉兵叛唐，是為「第一次四鎮聯軍」。至建中

三年年初，成德、山南東道之亂，皆被平定。惟須注意的是，在這次平定梁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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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惟岳叛亂事件時，為唐廷效命的勤王部隊中，河東、昭義、宣武等三鎮，是從

代宗中期以來即聽命於唐廷的藩鎮；而淮西、盧龍兩鎮，則自肅、代以來，即以

桀驁不馴、抗衡中央而著稱，此番為唐廷賣命，當別有所圖；而李惟岳手下叛將

如張孝忠、王武俊等人，若無適當的封賞，可能也會生變。果然，嗣後即因對於

有功將領的封賞未如人意，不旋踵間，即爆發了更大的叛亂事件。 
  建中三年十一月，朱滔自稱冀王，田悅自稱魏王，王武俊自稱趙王， 
李納自稱齊王，以朱滔為盟主，於是河北地區益形動蕩不安。建中三年十二月， 
李希烈同樣因為不能兼領山南東道，憤而叛亂，自稱天下都元帥、太尉、建興王， 
並攻陷汝州，東都為之震動。 
    於此可知，德宗在平定「第一次四鎮聯軍」之亂時，戰略佈署是值得商榷的； 
簡言之，德宗所犯的錯誤有二：首先，不應該同時挑起數個藩鎮的同時的叛亂， 
需知此時的唐廷中央，並無力同時向數個地方藩鎮用兵，勉強而為，只是自暴其 
短；其次，德宗更不應該出動盧龍、淮西這兩個素來抗命中央的藩鎮來為唐廷效 
力，其結果無異「與虎謀皮」。 
建中四年八月，李希烈率兵圍天襄陽，德宗詔涇原兵救難；十月三 
日，涇原兵經過長安，因不滿糧餉短少、粗惡，憤而做亂，德宗被迫出奔奉天（陝

西乾縣），史稱「涇原兵變」。涇原亂兵旋擁朱沘即位為帝，自稱大秦皇帝，改元 
應天，並寫信予其弟朱滔，互相勾結。朱沘進而親自率軍攻奉天，德宗君臣情勢

危急；幸賴朔方節度使李懷光兵援奉天，擊敗朱沘，方解奉天之圍。 
興元元年正月，德宗頒佈「罪己詔」，特赦李希烈、田悅、王武俊、李納等 

人；亦許朱滔自新，惟有朱沘不赦。然李懷光因與朝臣不協，又脅迫德宗罷免 
宰相盧杞之職，內不自安，遂於興元元年二月叛變，德宗出奔梁州。而李懷光的 
叛變，追根究底，始作俑者應是盧杞；故德宗引用盧杞此一奸相，實為大大地失 
策，也證明了德宗並無知人之明。 
  興元元年五月，朱泚兵敗被殺；貞元元年八月，李懷光亦伏誅；而早在貞元

元年六月，盧龍范陽節度使朱滔病卒，將士擁立劉怦為節度使，德宗只得承認；

同年八月，劉怦亦卒，德宗任命其子劉濟繼任范陽節度使。貞元二年四月，淮西

大將陳仙奇毒殺李希烈，歸順唐朝，德宗遂命陳仙奇為淮西節度使。至此，長達

六年的藩鎮叛亂，總算告一段落。 
  不過，此番戰亂的平定，著實而言，僅有朱泚、李懷光是被唐廷勤王軍隊所

平定；田悅、王武俊、李納是自動去除王號，並被德宗重新任命為魏博、成德、

淄青節度使；朱滔病卒，並由軍士挺立劉怦繼任盧龍節度使；李希烈為其部將陳

仙奇毒殺，唐廷也就任命陳仙奇繼為淮西節度使－－總結來說，自建中二年以至

於貞元二年的大動亂，並不是唐廷真的用武力來平定的。 
且德宗自奉天定難後，對於藩鎮的態度，大為改變－－亦即自初政時期的「重 
振朝綱」一改而為「姑息養奸」。此自貞元元年六月，朱滔病卒，盧龍將士擁立 
劉怦為節度使，德宗不得不予承認，即可看出端倪。而本文前舉淮西陳仙奇、吳 
少誠、宣武劉士寧及邠寧高固的獲得節度使銜，均是唐德宗「姑息政策」的代表 
例證。無怪乎《新唐書．德宗本紀》要將唐德宗的「姑息政策」，視為大唐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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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亡的主因之一。 
故唐德宗在位將近二十六年，自「重振朝綱」到「姑息養奸」，實可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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