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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廷政變，通常指統治集團內部為了爭奪權力而發

動的一場鬥爭，有流血的，也有不流血的，有成功的，也

有失敗的。它與皇權相終始，而以人治為基礎。宮廷政變

的發動者，絕大部分為了個人或派系（集團）的權力，談

不上理想，只存在野心，往往具有孤注一擲的可怕的冒險

性，慾望淹沒了理智。但極少數也有正義性進步性，例如

「戊戌變法」和后黨發動的「戊戌政變」是兩種概念，兩

種性質，但如果變法成功，后黨下台、坐牢，實際也是一

場政變，不過是良性的。

人的權慾是沒有底的，因此，宮廷政變也就層出不

窮。天子至尊，君臨四海，應該不再有權力的爭奪了，可

是他還得防止文臣武將侵犯他的權力，哪怕是很細小的；

防止異己者損害他的尊嚴，因而仍然有鬥爭，多是採用突

擊性的手段，例如清聖祖即位之初的對付鰲拜，仁宗即位

之初的對付和珅，這兩人都屬於貴族集團，如不翦除，新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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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的權力便得不到保障，實際上也是宮廷政變，只是由皇

帝這方面來發動。

中國的宮廷政變，說來淵遠流長，西周初年的管蔡之

叛，就是一場未遂的宮廷政變，嵇康即曾為管蔡鳴不平，

說二人是懷忠抱誠。為杜甫稱為「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

衣」的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在宮廷政變、殺兄滅弟之後攫

取帝位，今人李宗吾的《厚黑學》即以唐太宗為代表。宋

初的燭影搖紅故事，至今仍為宮闈間一大疑案。少數民族

如遼、金、元的宮廷政變，也是史不絕書，那位以荒淫出

名的海陵王完顏亮，也是得天下於宮廷政變。到了明代，

惠帝即位才四年，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即發動宮廷政變，還

說他要效法周公輔成王。

中國宮廷政變所以特別頻繁，其中還有一個重要原

因，就是帝王後宮之多內寵，由多妻而多子，由多子而造

成儲位之爭，明知這是要用生命作代價，但因天無二日，

大家就願做撲燈之蛾，康熙朝因爭儲位而投入哄鬥的漩渦

就有九個。還有一點，由於多妻，使婦女（后妃）也進入

政變的行列，本書前部分寫的孝莊太后，後部分寫的孝欽

太后，兩人在清代歷史上起的作用雖不相同，卻都是聰明

而富於才能、善用權謀，以孤兒寡婦之身，在宮廷政變中

十分活躍的婦女。

清人發跡於遊牧，君主雖也多妻，尚無預立太子以及

立嫡立賢之制，入關後，因受漢化影響，到了第二代康熙

朝，為了儲位之爭，糾紛延續父子兩朝，骨肉相殘，大獄

頻興，牽連受禍的為數極多，自聖祖晚年至世宗初期，為

宮廷政變一個高潮。但聖祖晚年，政局逐漸傾斜，大臣的

朋黨因儲位之爭而不斷起伏，世宗即位後，以鐵腕而大事

整頓，言出令隨，雷厲風行，清除了許多積弊，開乾隆朝

宏邁之局，而大清帝國的絕對專制，也至雍正朝而完固。

他的兒子高宗，能在和平環境中順利取得帝位，則又與乃

父的懲前毖後，祕密建儲的預謀大有關係。

第二個高潮則是文宗在熱河逝世後，由垂簾聽政而

使孝欽初露鋒芒，促成辛酉政變，三十餘年後又有戊戌政

變，六十餘歲的文宗遺孀那拉氏，卻成為政變舞台上唱大

軸的主角。但自戊戌以後，大清帝國的命運日益暗淡，列

強勢力已經威脅到臥榻之側，皇權已經殘缺，那拉氏要想

廢德宗而另立大阿哥，也深恐洋人要干預而未果，這以後

誰都沒有發動宮廷政變的力量了。

宮廷政變的核心是權力之爭，環繞這一核心，諸如

結黨營私鈎心鬥角、看風駛舵、投井下石、翻覆無常、泄

憤報怨（如濟爾哈朗與多爾袞，孝欽與肅順等）一系列現

象，就像萬花筒那樣搖滾於政變的風頭浪口中，也是很自

然的規律，於是大家都成為失控的野馬，什麼殘忍卑鄙的

手段都用得出，對於心理學家，倒是很現成的研究史料。

 前言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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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有些家庭糾紛中的父子結怨、兄弟狠鬥的事例，讀了

本書中的某些故事後，也會引起您的興趣和思考，歷史的

鏡子雖然已蒙上灰塵，但當我們抹去灰塵，擦亮鏡子後，

仍然可以窺見活動着的影子。

本書中所謂宮廷政變，是從廣義範圍說的，如果從狹

義的範圍，那末，可寫的就不多。內容以故事為單元，兼

具掌故意味，有些齊東野語之類的荒誕傳說，或予屏除，

或予糾辨。其中敍述清人在關外時部分，讀起來或許感到

生僻奧遠，但也因為這部分史料，讀者平時接觸得不多，

故而將它介紹得多些。

又，本書與拙著《清代筆禍錄》是姊妹篇。《筆禍錄》

寫的是皇帝對付士人，本書寫的是皇帝對付家人，都是皇

權下的產物，皇權雖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對於有歷史癖的

人，仍然大有琢磨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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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誰揭開滿族史的序幕

歷代的宮廷政變，主要表現在兄弟父子叔姪的骨肉相

殘上，其次則為與后妃之間，也即妻妾之間。其中的一個

重要因素是多妻制，例如由嫡庶而導致的皇位爭奪，就是

由多妻而形成的，這恐怕也是我們中國的獨得之祕。歷代

統治集團常以綱常倫理的大義曉喻臣民，可是自己的家族

內部，卻往往猜忌分裂，甚至喋血宮闈，有的採用和平手

段，有的成為千古疑案，如宋代趙氏兄弟的燭影斧聲事件。

所以，談到宮廷政變，必然要涉及宗族關係，古代所謂

國家，實際是家族的擴展，而談到滿清的宗族，又要追溯到

她的最早播種者：究竟是誰揭開這家宗族舞台的序幕呢？

說來有趣，原來是一位野外的少女。

長白山東面有一座布庫里山，山下有一方布爾瑚里

池。有一天，來了三位天女：大姐恩固倫，二姐正固倫，

三妹佛庫倫，都投身在池中洗澡。這時有一隻神鵲銜着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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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放在佛庫倫衣上，佛庫倫便把朱果一口吞下，於是懷

孕了。

不久產下一個男孩，生而能言，體貌奇異。長大後，

他母親告訴他：「天生你去平定亂國，你就以愛新覺羅（覺

羅是「族」的意思）為姓，布庫里雍順為名。」說畢，便

凌空而去。兒子便乘小船順流而下，來到河埠，登岸後折

柳枝和野蒿當坐具。

這個地區內有三姓爭雄為長，構兵仇殺。有人取水至

河埠，見了布庫里雍順狀貌奇特，回去告訴眾人，眾人即

前往訪問，他回答說：「我是天女所生，天命我來平息你

們之亂。」眾人便交手為輿，抬他至家裏，奉以為主，還

將女兒嫁給他。自此紛亂因而平定，便定居在長白山東面

俄漠惠之野鄂多里城，國號滿洲。

過了數世以後，因國人叛亂，殺害宗族，只剩下幼子

范察，逃至荒野，國人追之，恰巧有鵲停在他頭上，追者

以為人頭無栖鵲之理，疑為枯木，便在中途折返，幼子得

以免禍，滿洲後世子孫因而感恩於鵲。

輾轉傳到肇祖原皇帝都督孟特穆，居住在赫圖阿拉地

方，立志恢復舊業，用計誘捉先世仇人四十余人，殺死一

半以雪祖仇，執一半以搜尋故地，既得舊業，便將這一半

釋放。赫圖阿拉在今遼寧新賓縣西，明代置建州衞。由肇

祖再傳至第六代，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並正式建都於赫

圖阿拉，後來改稱興京。如果將那位天女所生的布庫里雍

順算為始祖，到努爾哈赤時正好是十代。

《詩經•商頌》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話，到

了《史記•殷本紀》便敷衍成為故事：「殷契母曰簡狄，

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燕子）墮

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下面便說契長大後如何

英明能幹，助禹治水立功，而禹的母親又是吞珠而生禹於

石紐山中。這和布庫里雍順的出世很類似，卻未必是清人

有意因襲。這類神奇傳說，見於中國史書的很多，外國也

有，鄭振鐸《玄鳥篇》曾舉了斯拉夫系、越南、印度等吞

魚和果子而懷孕的故事。所以也不能籠統地用母系社會的

痕跡來解釋，但也說明，女性在歷史文化上的重大而積極

的作用，因為宗族的傳遞繁衍全靠她們的力量。沒有男

性，女性吞朱果吞鳥卵照樣可以產下孩子，而且是一些幹

大事業的英雄豪傑。

再透過這些縹緲離奇的序幕，我們又可窺見滿族的

祖先們，在篳路藍縷、開創基業時為歷史投下的影子：

他們都奮身於力的角逐和拚搏！也即力的化身。沒有

力，就不能平定三姓之亂，不能報復先人之仇，不能使

眾人懾服。

據孟森《清始祖布庫里英雄考》，這個天女之子當是

實有其人，他的原名是布庫里英雄。布庫里是誕生之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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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雄是言其地的豪傑。後來改為布庫里雍順，便成為

不可解之夷語了。又稱以鵲為祖，蓋亦往時關外原義，後

改作以鵲為神，已非舊俗。「清世祭祖，殿前必有高杆，

置祭肉等品於杆頭，以供烏鵲之食，正其認鵲為祖之遺

意。始而鵲銜朱果，以成天女之胎，既而鵲栖兒首，以救

范嗏（察）之禍，累世賴鵲，而有此一帝系之產生。」這

是從風俗上來考析的。

布庫里雍順所居之俄漠惠，經日本人考證，實為朝鮮

鏡城斡木河的對音。總之，天女之說可辟，始祖之有其人

不可抹殺。後來清太廟之追尊，至肇祖都督孟特穆而止，

則以其身為都督，名績燦然，自信為肇基王跡之祖。

女真被控制在長城以外，從中可見明朝防守之壁壘

森嚴。清之所謂滿洲，即明之建州衞，明人曾蔑稱為「建

夷」。明代曾於瀋陽、開元、廣寧皆置王府，主持邊事，

後來三王遷於山西、陝西、湖廣，不再經營東北，這原

因，孟森氏以為由於後來明皇朝的君主，「以猜忌之私，

不欲復以強兵要地，與親貴為資，削弱宗親，亦即沮抑

邊計，後來大禍起於東北，孰知為虺弗摧，其源正在骨肉

猜防間也」。意思是說，明皇朝因對宗親的猜忌，即對遠

在關外的藩王不放心，便放鬆了關外的防務，終至使滿州

坐大，最後進窺關內，覆滅明朝，可見骨肉猜忌的為禍之

烈了。

 

二

 

宮廷政變的邊緣

清代自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至末代溥儀，一共

是十二個皇帝，為什麼演義有「清宮十三朝」之名？這是

因為太宗有兩個年號，先為天聰，後改崇德，史稱「崇德改

元」。下面是十三朝的名次：太祖天命，太宗天聰、崇德，

世祖順治，聖祖康熙，世宗雍正，高宗乾隆，仁宗嘉慶，宣

宗道光，文宗咸豐，穆宗同治，德宗光緒，溥儀宣統。

其實，天命、天聰並非正式年號，只是尊號，清人稱

太宗為天聰皇帝，原是一種尊稱，故天命、天聰兩朝，如

孟森氏所說，「稱號聊以自娛，無一定帝制自為意也。」1

清代之有正式年號，當自崇德元年開始，即明崇禎九年，

公元一六三六年。

太祖是清皇朝的創業者，太宗是奠基者，但他們的一

1	 	見《清太祖所聘葉赫老女事詳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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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動都在關外的滿洲本土。

太祖的生母為喜塔臘氏，懷孕十三個月才生下太祖。

到了十一歲，生母逝世，繼母納喇氏待他凉薄，父親塔克

世（顯祖）因為聽了納喇氏的話，父子遂分居，給太祖的

家產特別少，從此往一代雄主來於撫順馬關市作買賣。到

了二十四歲，他的祖父、父親都被另一部落主尼堪外蘭誘

降而殺死於混亂中，死得確很慘酷，他立志要報仇雪恨，

看作「七大恨」之一。從這些極簡單的介紹中，已可看

到，他是在怎樣一種冷酷險惡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以後又

投身於火光血海之中，對這個年輕人的心理會產生怎樣強

烈的影響。

他有一個同母弟舒爾哈齊，比他少五歲。在他們兄弟

早年，舒爾哈齊的聲威，差不多和太祖相等，明皇朝並稱

為都督，朝鮮稱為老哈赤、少哈赤。舒爾哈齊於明萬曆時以

都督都指揮身份赴明都朝貢，帶同隨員一百余名，明廷賜以

宴會。他的狀貌體胖壯大，面白而方，耳穿銀環，服色和努

爾哈赤一樣。據朝鮮《李朝宣祖實錄》二十八年所記：

老乙可赤（努爾哈赤）常時所住之家，麾下四千餘名，

佩劍衞立，而設坐交椅。唐官家丁先為請入拜辭而罷，然

後（河）世國亦為請入，揖禮而出，小乙可赤處一樣行禮

矣。老乙可赤屠牛設宴，小乙可赤屠豬設宴，各有賞給。

這是朝鮮通事河世國所見的實況，說明舒爾哈齊當

時的地位僅次於其兄。可是大業既定，清室所給予舒爾哈

齊的待遇，據孟森《清太祖殺弟事考實》所舉，卻有許多

疑問。

清初撰《開國諸王公諸大臣傳》，卻臨不到舒爾哈

齊。乾隆間，撰《宗室王公功績表傳》，連《實錄》本無

記載之通達郡王等皆補立而無視一向著名的舒爾哈齊。以

親言，他是太祖同母弟，以爵言，順治時追贈為親王。太

祖的庶出之弟且有傳，而舒爾哈齊竟無傳。（至《清史稿》

始有傳）

太祖早期，曾受遼東左都督李成梁的撫容，成梁兒

子如柏，曾納舒爾哈齊之女為妾，一時有「奴酋女婿作鎮

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太祖所以能受卵翼於李成

梁，未始不因這種裙帶關係，則是兄弟而兼禍福一體之

人。那末，太祖和舒爾哈齊之間，究竟存在什麼矛盾呢？

據明人黃道周《建夷考》：

酋（指太祖）疑弟二心，佯營壯第一區，落成置酒，

招弟飲會，入於寢室，鋃鐺之，注鐵鍵其戶，僅容二穴，

通飲食，出便溺。弟有二名裨（副將），以勇聞，酋恨其

佐弟，假弟令召入宅，腰斬之。長子（褚英）數諫酋勿殺

弟，且勿負中國，奴亦困之。其凶逆乃天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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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只是籠統地說太祖疑弟有二心，但也見得太祖

對舒爾哈齊早有猜忌之心。又據《東華錄》：太宗天聰四

年，議舒爾哈齊子貝勒阿敏罪狀十六款，第一款說：太祖

和舒爾哈齊本來是友愛的，阿敏卻唆使他父親離開太祖，

移居黑扯木。太祖聞之，坐其父子罪，不久又赦宥。那

末，錯失全在阿敏，太祖兄弟之間卻並無矛盾了。事實遠

非如此。

金梁《滿洲祕檔•太祖責弟》云：舒爾哈齊「臨陣退

縮，時有怨言。上乃責之曰：弟之所以資生，一絲一縷，

罔不出自國人，即罔不出自我，而弟反有怨我之意何也？

舒爾哈齊終不悟，出語人曰：大丈夫豈惜一死，而以資

生所出羈束我哉？遂出奔他部居焉。上怒，籍收舒爾哈齊

家產，殺族子阿薩布，焚殺蒙古大臣烏勒昆，使舒爾哈齊

離羣索居，俾知愧悔，舒爾哈齊果愧悔來歸，上以所籍收

之產返之。然舒爾哈齊仍懷缺望，越二年，辛亥八月十九

日，遂抑鬱而卒」。

金文中所謂「臨陣退縮」是這樣一回事：一五九九年

（明萬曆二十七年）建州兵征哈達時，太祖曾當眾怒斥舒

爾哈齊。八年後，在烏碣巖戰役中，舒爾哈齊為統帥，卻

作戰不力，太祖欲處舒爾哈齊二將常書、納齊布死罪，舒

爾哈齊說：「誅二臣與殺我同」。太祖乃赦其死而改為罰。

從此就不再派遣舒爾哈齊。後來便有移居黑扯木的事。

舒爾哈齊之墓碑亭。其墓位於今遼寧遼陽郊區積

慶山。

舒爾哈齊之死，金梁說是「抑鬱而卒」，明朝人如沈

國元《皇明從信錄》等三種史料，都說是被太祖殺死。這

也有些想當然，想當然之由來，或因太祖囚禁舒爾哈齊的

事件已盛傳於關內，而且他的兩個兒子被太祖殺死是事

實，因而有此傳聞。舒爾哈齊死時，即使命終，喪儀必很

草率，使人更難明其真相。

舒爾哈齊之有野心也可斷言，申忠一《建州紀程圖

記》記他見舒爾哈齊家「凡百器具，不及其兄遠矣」，舒

爾哈齊也向申忠一說：「日後你僉使若有送禮，則不可高

下於我兄弟」，已露出欲與其兄分庭抗禮之意。太祖功業

之強盛，這中間自然有他作戰上一份大力，他因而必恃功

而驕，兒子阿敏又很驕橫，他和太祖之間矛盾的激化，原

在估計之中。虎狼相處，終必狠搏。金梁先說舒爾哈齊

「果愧悔來歸」，後說「仍懷缺望」（怨恨），前一句不一

定屬實，後一句倒是不虛。他的二子被殺，家產被沒收，

儘管後來歸還，也不可能愧悔的。孟森說：「是其二子遭

戮，身復還錮，由此而遂死。則縱非剚刃而終，亦可稱由

太祖殺之，非誣傳矣。」孟氏題目稱為「清太祖殺弟」者，

亦隱寓《春秋》筆法。

此時建州女真尚未公開反明，因而舒爾哈齊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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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地方官要進行弔祭。明人說太祖兇殘悖逆，這固然出

於種族偏見，但我們如果從他的成長至晚年一系列經歷來

看，他的性格和心理必然會出現兩極性的傾向，一方面是

勇猛、果斷和堅毅，隨之而來的是狠辣、專斷和猜忌，不

但對兄弟是這樣，對兒子對妻子也很殘忍，用《孟子•告

子》的「動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的話來說，正

有它正負善惡的兩面。撇開兄弟關係，舒爾哈齊也可說是

開國元勛，而對功臣的猜忌，則又是雄主的偏嗜。

清人宮闈之間骨肉相殘的家庭悲劇，在創業的太祖時

已有雛形，雖尚不能算是宮廷政變，而為政變的邊緣該是

很愜當的。

 

三

 

父子不相容

清太祖努爾哈赤一共有十六個妻子，十六個兒子，八

個女兒。元妃佟佳氏，名哈哈納札青，生了兩個兒子，長

褚英，次代善，一個女兒東果格格 1。

在前篇中，曾引黃道周《建夷考》：舒爾哈齊被幽禁

時，太祖長子屢勸父親不要殺弟，且勿負中國，因而也被

拘禁。

黃氏只說長子，未舉其名，實指褚英。褚英確曾被拘

禁，並且賜死，但不是因為勸諫勿殺舒爾哈齊之故。

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太祖六十四歲，頒行八和碩

貝勒共治國政制度，軍政財刑皆由八人共議裁決，「和碩」

的原義為方面，和碩貝勒即一方之主或旗主之意，貝勒相

1	 	格格，小姐、姐姐。清太宗仿明制，皇帝之女稱公主，格格便成為

王公女兒的稱呼。如親王之女為和碩格格，即漢語郡主之言。大清受命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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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於親王，故後來有和碩親王的爵銜。八旗旗主有代善、

岳托、皇太極、莽古爾泰等。褚英則係獨掌一旗的旗主，

部眾五千戶，約有一萬丁。

太祖既有那麼多兒子，自己也已入暮年，有沒有考慮

過身後的嗣位問題呢？早就考慮過的，就是褚英。

據《滿文老檔•太祖》卷三：

聰睿恭敬汗 1（指太祖）思曰：「若無諸子，吾身何言，

吾今欲令諸子執政。若命長子執政，長子從幼褊狹，無寬

宏恤眾之心。若委於弟，置兄不顧，未免憯越，為何使弟

執政？若吾舉用長子，使專主大國，令執掌大政，彼將棄

其偏心，為心大公乎？」遂令長子阿爾哈圖圖門（褚英的

賜號）執政。

這是說，太祖想給褚英執政，起先內心很矛盾，但如

果給其他幾個兒子，又給誰好呢？褚英是長子，又是元妃

所生，當時雖尚無立嫡長之制，但太祖對褚英一向重視，

所以還是讓他執政了。

不想褚英執政後毫無公正之心，離間太祖同甘共苦之

五大臣，折磨太祖「愛如心肝」之四子，並要四弟對天星

1	 	汗，可汗的簡稱，意即國主。

盟誓，不將他的一切告訴太祖。又說：汗父賜與他們的財

寶、良馬，汗父死後，就不賞賜了。又威脅說：「吾即汗

位後，將殺與吾為惡之諸弟諸大臣。」五大臣指開國元勛

費英東、額亦都、扈爾漢、何和云、安費揚古，四子指代

善、阿敏、莽古爾泰、皇太極。除阿敏是太祖之姪，其餘

都是太祖之子。

這一來，諸人自很恐懼，大家商量說：我們如果告

訴汗，就怕執政的阿爾哈圖圖門迫害，若因此而不告訴，

我們的生計就要斷絕，故不如「將吾等難以生存之苦告汗

後再死」。於是去告太祖，太祖乃痛責褚英，並將其多於

諸弟的戶口、財物，和諸弟平均分配。從此不再信任褚

英，兩征烏喇，皆勿令隨行，且命代善、莽古爾泰留國中

監視。

褚英自然懷恨在心，趁太祖出師時，「作書以詛上及

諸弟羣臣，祝於天而焚之。」大概是使行薩滿教的巫術，

《紅樓夢》中馬道婆用的也是此種「魔法」。

褚英焚書祝詛後，又怕日後被太祖知道，便想自殺，

還要侍臣同死，侍臣嚇了，乃奔告太祖，太祖大怒，但想

到殺長子不可為訓，乃貸其死而幽禁之，後仍被處死。時

為天命建元前一年（一六一五）。

這段記事，為官修的《清實錄》等所刪削，清室於家

庭慘變多加隱飾。《清史稿•褚英傳》只說：「死於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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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三十六。明人以為諫上毋背明，忤旨被譴。」後一點可

能是使太祖厭恨的因素之一。

清《宗室王公傳》載褚英傳云：「以罪伏誅，爵除。」

則清亡國史尚未盡諱。《東華錄》記順治五年三月，幽禁

肅親王豪格時，也有「太祖長子，亦曾似此悖亂，置於國

法」語。又如雍正四年二月，上諭稱：從前聖祖曾說：

「『八阿哥（允禩）潛結黨羽，蘇努、馬齊等俱入其黨』。

觀此可知蘇努、馬齊自其祖父相繼以來，即為不忠。」諭

中的祖父即指褚英，還說：「伊等俱欲為祖報仇，故如此

結黨，敗壞國事。」

自雍正倒溯褚英，已有四世，而猶如此嫉恨，雍正之

所以算此舊賬，又由於他本人與兄弟間萁豆相煎之故，亦

見清代的宮廷爭軋，無論關內關外，一直綿延起伏。

這裏還要談談褚英獲罪的背景。

太祖命諸子之各領一旗，初意或許想保持均勢而由自

己統攝控制，所以，八貝勒除汗父規定的應得份額之外，

若另自貪隱一物，就要革一次應得之一份，貪隱二次革二

次。事實上也是這樣，當時軍政大權仍由太祖執掌，八貝

勒只是助理的八大貴族而已。

另一方面，就八貝勒所分得的土地、兵丁、奴婢、財

物等等來說，則已儼然成為一個山頭。太祖一再誡諭各旗

之間不可相互侵犯，不可貪圖分外之物，這也等於促使他

們都具有獨立性，因而八大貝勒有權可以任意支配旗內事

務，無論是否恰當，其他貝勒無權干涉。

褚英的專斷橫暴是事實，不光是心胸狹窄。他勸太祖

勿背負明室，動機如何不得而知，但也是很大膽的，明明

是觸在刀口上。後來用巫術詛咒太祖及諸弟，又見得其人

的陰狠。但他為什麼一執政就對諸弟威脅壓制，一方面是

下馬威，一方面見得兄弟之間本不相容，這些人能夠擁有

一個山頭，平日的權欲和野心也在不斷膨脹，這時更加咽

不下這口氣，又怎肯平白地俯首就範？太祖在世時尚且這

樣，太祖一死，處境自不堪設想，與其日後難以生存，不

如拚死告訴太祖。

五大臣都是功高權重的家將，當年隨太祖揚威沙場

時，褚英還是一個娃娃。由於利害相同，故而一拍即合。

他們告訴太祖的話，有煽動性、哭訴性，卻不全是捏造。

正因為屬實，所以使太祖震怒。四子是他「愛如心肝」

的，五大臣是有汗馬功勞的，日後還要他們出力。褚英這

樣做，無異在打擊太祖本人，在向汗父挑戰示威，因此，

這就不僅僅是褚英和四弟五臣之間的傾軋，而是上升為更

其惡性的老汗與新汗之間權力上的鬥爭，也可說是未遂的

宮廷政變。

天命六年正月，太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爾泰、皇

太極等，祝告天地，焚香設誓：「吾子孫中縱有不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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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滅之，勿令刑傷，以開殺戮之端。如有殘忍之人，不

待天誅，遽興操戈之念，天地豈不知之？若此者，亦當奪

其算。昆弟中若有作亂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懷禮儀之

心，以化導其愚頑。」（《清太祖實錄》）

也許鑒於自己過去囚弟殺子的慘劇而有懺悔之言，所

謂現身說法者是。然而權力畢竟比太祖高皇帝的訓誡更富

於魔力，天地神祇更是束手無策，還是《紅樓夢》中林妹

妹說得最巧妙：「但凡家庭之事，不是東風壓了西風，就

是西風壓了東風。」（第八十二回）

 

四

 

一代梟雄與世長辭

天命六年（一六二一），清太祖自統大軍，水陸並

進，進攻明之瀋陽衞，明軍以萬餘人當數倍之眾，展開血

戰，結果仍被殲滅。其所以能取得大捷，亦因事先派人潛

入瀋陽，聯絡城內的蒙古飢民以為內應之故。

瀋陽攻陷後，太祖召集諸貝勒、大臣商議後又進攻遼

東的首府遼陽。不久，遼陽也被攻陷。至此，遼河以東，

已無明之完土。在追逐過程中，把漢民驅徙到河東，分給

八旗官兵為奴，也即清代包衣的來源，屬上三旗（指鑲

黃、正黃、正白）的隸於內務府，既附旗籍後，便不問其

原來氏族。曹雪芹的先世就是包衣，隸正白旗。

瀋、遼到手後，太祖又問諸貝勒、大臣：今後應移居

遼陽還是回到赫圖阿拉（興京）？大家以「還國」相答。

太祖說「國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還師，則遼陽一城，

敵且復至，據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將逃匿山谷，不復

大清嗣天子寶

皇帝親親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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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有矣。捨已得之疆土而還，後必復頑征討，非計之得

也。且此地，乃明及朝鮮、蒙古接壤要害之區，天既與

我，即宜居之。」1 眾人都覺得很對，於是決定遷都。

這時還是明代天啟年間，太祖還不可能有進窺關內，

滅明稱帝的意圖，但也見得他在謀略上確有高出眾人的

卓見。

遷都之議決定後，諸福晉（夫人）在眾貝勒迎接下

來到遼陽，踏着蘆席上鋪設的紅地毯，進入汗的衙門裏。

因為遼陽奮城年久傾頹，而東南有朝鮮，北有蒙古，都未

寧貼，故須更築堅城，分兵守禦，乃下令降附之民築城於

城東太子河畔，並興建宮殿、城池、壇廟、衙署，稱為

東京。

當時的瀋陽城只有遼陽城的一半，但太祖鑒於瀋陽比

遼陽更有發展前途，又想遷都瀋陽。

在遷都遼陽時，諸貝勒、大臣本來不贊成，這次又

以力役繁興，民不堪虐為理由向太祖力諫，太祖舉了遷沈

的許多好處：其地四通八達，征明、征蒙古、征朝鮮皆便

利。近處多河流，順流而下又便於砍伐木材。出遊打獵，

山近獸多。最後，他責問道：「吾等慮已定，故欲遷都，汝

等何故不從？」接着，他於初三日出東京，宿虎皮驛，初四

1	 	見《清太祖實錄》。

日至瀋陽。從兩次遷都上，都表現出他的果敢專斷的性格。

瀋陽後來稱為盛京，滿文音譯為穆克屯和屯。城中

的大政殿和十王亭是宮殿的主體建築，大政殿坐北朝南，

台基上矗立朱紅圓柱，形狀為亭子式八角重檐建築，頂鋪

黃琉璃瓦，殿的八脊頂端聚成尖狀，上設相輪寶珠與八力

士寶頂，表現了喇嘛教色彩，十王亭分列左右。保存到今

天，也成為一座完整的清故宮。全部建築佔地六萬多平方

米，屋子三百餘間，西路有戲台，儲存《四庫全書》的文

溯閣即在西路。

這時的關外，明室尚駐有重兵，所以兩方常在戰鬥。

天命十年（一六二五），太祖得知明遼東經略 1 易人，新任

經略高第怯弱懼戰，主動放棄關外諸城，企圖退守關內，

只有寧前道袁崇煥拒不從命，堅守寧遠（今遼寧興城）孤

城，太祖以為這是一個好機會，便於次年正月十四日，親

率六萬大軍進擊。二十三日到達寧遠，越城五里橫截山海

關大路駐營，企圖割斷關內外的聯繫。但他又知道袁崇煥

頗有智謀，而清兵星夜疾馳，士馬困疲，所以不敢輕意攻

城，乃先遣使誘降袁崇煥，卻為崇煥拒絕。

寧遠城為袁崇煥親自督修，城腳以大石頭砌成，袁營

有兵四五萬人，其中有善於用火器的閩卒，架設新從葡萄

1	 	經略，官名，權任極重，在總督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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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煥畫像

牙輸入的紅衣炮 1。城西龍宮寺的囤糧也運入覺華島，又命

士兵鑿冰十五里，以防清兵履冰入島。袁崇煥本人刺臂寫

血書，烹體肉，激勵守城軍民，誓與孤城共存亡。

太祖見勸降不成，便發動猛攻，城上明軍即以紅衣炮轟

擊。清軍前鋒攻城兵，身披鐵鎧二重，號為「鐵頭子」，推

動雙輪戰車進逼。戰車用槐榆二木做成，厚八寸，上覆生牛

皮，內藏勇士（敢死隊）數人，靠城牆時勇士在內鑿城。

明軍則製成護城的木櫃，半邊卡在城堞之內，半邊伸

出牆外，櫃中甲士俯下射箭，但仍無法擊退「鐵頭子」，

而城牆下半截已有數十處被鑿損，百姓大為驚慌，袁崇煥

身先士卒，命令以柴草澆上油，再加火藥，用鐵繩繫至城

下，然後以柴、棉等摻硝磺、松脂焚燒。清兵戰車起火，

只好退下，明軍乘機發炮猛轟，清太祖突然中炮受傷，八

旗兵於是退至龍宮寺結集。

後來清兵一度踏上覺華島，佔領了東山、西山，屠

殺了明方的軍民，燒毀島上的糧草。但想到明朝援軍四面

逼來，太祖又在重傷中，便迅即撤離至興水縣的白塔峪紮

營。太祖也深為懊悔，二月初九日回到瀋陽。

這一戰役，就死傷人數說，明方大於清方，僅覺華

1	 	紅衣炮，本名紅夷炮，明代於正德年間輸入，因清人諱「夷」字，

乃改名。後皇太極招來明工匠仿製，名曰「天祐助威大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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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便達三萬餘人。以孤城而奮戰如此慘烈，無論漢滿，士

兵的戰鬥力還是表現得十分勇猛的，並說明火力已在戰爭

中佔了重要地位；而清太祖的失敗，輕敵是主要的原因。

太祖敗歸養傷後，仍然親自督師出戰。這一次的敵人

是蒙古巴林部的囊奴克，最後被皇太極（即清太宗）放箭

射落馬，包圍了囊奴克營寨，將牲畜、財物全部奪過來，

蒙古的科爾沁諸貝勒大首領鄂巴台吉 1 遂前來通好朝拜 ,

便將鄂巴招為女婿。但這些其實是在誇耀太宗皇太極的

武功。

太祖在寧遠之役後，雖然又曾出征蒙古，並且獲得

勝利，但百戰老將，受此敗績，對方卻是四十歲的初作戰

的文臣。他身上的創傷又未曾完全治癒，這對他心靈上自

必很震動。兒子那麼多，都在戰爭中立過功，自己已到

六十八歲，將來應當由誰來嗣位，能不能像他那樣英明精

悍？他諄諄勸導諸子要互相和睦，不得偏私，這與民間一

般的家訓絕不相同，實際是深懷隱憂。太祖後期的作戰，

多半得力於父子兵，而在父子兵的壯大過程中，卻隨時萌

含着家庭之變的因素，也即為政變提供條件。誰都是汗父

之子，誰都可以恃功而坐南面。他曾經想以褚英嗣位，可

是最後卻成為他的對頭，甚至要詛咒他死亡，那麼，還有

1	 	台吉，借自蒙古語，蒙語又出自漢語「太子」一詞，這裏意為王子。

誰可以信任的呢。他的同母弟舒爾哈齊曾給他幽禁而死，

人到暮年，清夜捫心，能不負疚嗎？《清太祖實錄》三月

三日，曾記有這樣一段話：

吾思慮之事甚多，意者朕心倦惰而不留心於治道歟？

國勢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歟？功勛正直之人有所顛倒

歟？吾慮子嗣中果有效吾盡心為國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謹

於政事否？

也許還有些不能記載或未曾宣泄的內心活動。這一

切使他在有限的歲月中，有着極其沉重的心理負荷，被痛

苦、悔恨和焦急磨耗着。

天命十一年七月間，他病勢加重，往清河溫泉療養，

二貝勒阿敏為他殺牛祭神，但並無效果，便乘船順太子河

而下，並傳諭大福晉阿巴亥前來迎接，會於渾河。大福晉

到達後，又溯流至靉雞堡（距瀋陽城四十里）。這說明他

對大福晉是很寵愛的。八月十一日，因背疽突發，這一代

梟雄終於與世長辭。

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第十二章云：「然太祖之

柩未冷，宮庭之間，又演出慘劇。」這慘劇，首先表現在

對一個婦女身上，即太祖的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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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福晉殉葬疑案

太祖的孝慈皇后是葉赫部的首領楊吉砮 1 幼女，姓納

喇氏，名孟古姐姐，十四歲嫁太祖，這就是後來繼位的清

太宗皇太極的母親。後又娶另一納喇氏阿巴亥，年才十二

歲，少於太祖三十歲。她是烏拉部首領布占泰的姪女，而

布占泰卻是太祖女婿。阿巴亥生下三個兒子：阿濟格、多

爾袞、多鐸。她長得很漂亮很伶俐，孝慈后死後，即立為

大妃（皇后）。

可是《滿洲老檔祕錄•大福晉獲罪大歸》中卻有這樣

一段戲劇性的記載：

1	 	楊吉砮後來被明將李成梁所殺，兒子納林布祿繼為貝勒，也為成梁

襲破，而太祖年輕時又曾被成梁撫養。孝慈後病重時，想見一見她

的母親，太祖遣使臣往迎，納林布祿不允許。這是因為仇恨李成梁

而遷怒於太祖。

《滿洲實錄》中清太宗皇太極射殺囊奴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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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另一個妃子泰察氏，先已向太祖舉告宮婢納札

與人私通事。到天命五年（一六二〇）三月，又向太祖告

發，大福晉（指阿巴亥）給了大貝勒兩次酒食，大貝勒都

接受了，給了四貝勒一次酒食，四貝勒受而未食，而且曾

二三次遣人到大貝勒家，還曾深夜出宮二三次。太祖聞

言，便命侍衞徹查，得悉泰察並非誣告。

代善是元妃佟佳氏所生兒子。佟佳氏是最早歸太祖的

一個妻子，代善之兄為褚英，因褚英被太祖處死，代善便

當作長子，故稱大貝勒。四貝勒指皇太極，皇太極為太祖

第八子，他在「四大貝勒」中為第四名，故稱四貝勒。

太祖起先說過，他若逝世，即將福晉及她所生諸子

託付大貝勒，所以大福晉傾心於大貝勒。每值賜宴會議

之際，必艶妝往來大貝勒之側。眾貝勒、大臣雖微有所

知，只是私自腹非，不敢直告太祖，生怕冒犯大福晉和大

貝勒。

太祖不想以此曖昧事加罪大貝勒，便藉口大福晉竊

藏金帛，派人查抄，查抄的官吏至界凡 1，大福晉急以金帛

三包，送至侍衞扈爾漢所居山上，後為扈爾漢發覺，告訴

太祖。太祖立即派人往山上查察，果然屬實，便將扈爾漢

1	 	界凡，原為太祖攻明時一個重鎮，在遷往遼陽前，他就駐在界凡。

家中收容財物的奴婢殺死。蒙古福晉又告小阿哥家也藏有

彩帛三百端，大福晉娘家也抄出銀錢滿箱。大福晉還以

朝服私給參將之妻，以財物私給村民。太祖大怒，便以大

福晉罪狀告知眾人。這時大福晉遺留宮中的衣物，已經不

多了。

大福晉個人有這麼多財物，正見得太祖平日擄掠之

多，她可以隨意分送別人，又見得大膽專擅，而這自然因

為向來恃寵的緣故。

太祖因皇妃泰察不避嫌怨，首先舉發，故而寵愛，命

她侍膳。對大福晉的處置，「實屬罪無可逭，惟念三子一

女，遽失所恃，不免心中悲痛。姑寬其死，遣令大歸」。

這是說，大福晉的罪狀全由於私藏金帛，擅自授受，最後

則以驅逐了之，想必為了家醜不可外揚之故，對大貝勒代

善故也未加處分。

不僅如此，大福晉後來又回到太祖身邊。天命六年四

月，「汗（指太祖）之大福晉來遼東時，放在皮箱裏之假

髮等零碎什物失落了。居瀋陽城東伊邊屯一名叫袁豐明者

於四月十六日前來告稱：（此物）為別的漢人拾得了。汗

曰：即為我所恩養之人前來稟報，賞銀五兩。」假髮是因

為滿族婦女須籠大髻之故，可見大福晉的「大歸」只有一

年光景。她嫁太祖時，孝慈后還在世，兩個夫人之間的對

立是不難想像的。孝慈后一死，她便立為大妃。當時太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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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福晉很多，為什麼偏偏看中她，可見她自有為太祖喜愛

之處，皇太極對她的忌妒也是不難想像的。

到了太祖死後，大福晉和她三個兒子，便成為孤兒寡

婦，阿濟格只有二十一歲，多爾袞十四歲，大福晉的悲慘

末日跟着到來了。

據《清太祖武皇帝實錄》：

（孝慈后）崩後復孝慈高皇后謚冊。立兀（納）喇國

滿泰貝勒女為后，饒丰姿，然心懷嫉妒，每致帝不悅，雖

有機變，終為帝之明所制，留之恐後為國亂，預遺言於諸

王曰：「俟吾終必令殉之。」諸王以帝遺言告后，后支吾

不從。諸王曰「先帝有命，雖欲不從，不可得也。」后

遂服禮衣，盡以珠寶飾之，哀謂諸王曰：「吾自十二歲事

先帝，豐衣美食，已二十六年，吾不忍離，故相從於地

下。吾二幼子多兒哄（多爾袞）、多躲（多鐸），當恩養

之。」諸王泣而對曰：「二幼弟吾等若不恩養，是忘父也，

豈有不恩養之理？」於是，后於十二日辛亥辰時自盡，壽

三十七，乃與帝同柩，巳時出宮，安厝於瀋陽城內西北

角。又有二妃阿跡根、代因札亦殉之。

這部太祖實錄是各版中最早的一種，尚未刪改，這一

段又很質樸地記載了一幕活生生的人間慘劇。

活人殉葬本是蠻性的遺留，這種殘酷的風俗遠在殷代

已經盛行。鄭天挺《探微集》中曾舉清太宗死，二章京殉

死，世祖死，棟鄂妃殉死，孝慈后死，太祖命四婢殉之，

多爾袞死，侍女吳爾庫尼殉死等事件。可見妻妾殉夫，奴

婢殉主，是滿洲的舊俗，並不限於殉君上。殉葬的理由是

赴陰間去侍候主子，皇帝對后妃其實也是主子。其中有的

是自願的，有的是強迫的，自願者恐也是極少數。太祖大

臣雅蓀，曾自誓欲殉葬，後又圖謀逃奔，為太宗所殺。

但從上述《實錄》首段來看：太祖恐怕大福晉日後

將亂國，所以「俟吾終必令殉之」，那等於太祖預謀要殺

死大福晉了，後段又謂大福晉說「吾不忍離，故相從於

地下」，豈非自相矛盾，欲蓋彌彰？大福晉如不死，阿濟

格、多爾袞的年齡雖比皇太極少，但憑她的才能，使兒

子踐位為君，頗有可能，所以對太祖「遺命」，學者曾有

懷疑。

太祖病重時，為什麼又召大福晉來？是不是特地要她

來殉葬？這是很難說得通的。太祖晚年，對過去幽弟殺子

的舉措已隱感痛心，不至再有這樣忍心的「遺命」。多爾

袞是他心愛的兒子，他怎麼會讓十四歲的兒子成為無父無

母之人。他對大福晉還是有感情的，大福晉和代善有曖昧

關係當是事實，要殺早就殺了。病重時要她前來，自是商

量身後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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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但燾譯）第十二章，對

此事曾有評論：

吾人推求其故，當由於太宗爭奪汗位，出此隱謀。

謂出於太祖之遺言，其實與事實上適相違反也。就朝鮮所

聞，則太祖臨死時謂貴永介（指代善）曰：「九王（指多

爾袞）當立而年幼，汝攝位後，可傳九王也。」貴永介以

嫌疑，遂讓洪太氏（指皇太極）。……是太祖欲以最寵所

出之多爾袞繼汗位，因子幼母寡，暫以長子攝位，其心苦

矣。然而太宗前半生之骨肉相賊（殘），禍因亦自此始。

文中的「就朝鮮所聞」，是指朝鮮人李肯翊所著《燃

藜室記述》1 二十七所記，但這時多爾袞地位還不高，還未

成為一個旗主，所以太祖已有傳位於多爾袞之意未必符合

事實，不過，他的能幹的生母大福晉如活下去，對皇太極

自必成為一種威脅，稻葉氏推測逼繼母殉死，出於皇太極

爭位的陰謀卻是很有道理的。

總之，大福晉的被迫自盡，反映了宮闈之間十分尖銳

的皇權之爭，也可說是政變的隱蔽表現。

順治是清太宗皇太極的兒子，孝慈皇后的嫡親孫子。

1	 	《清人入關前史料選輯》第一輯。

多爾袞是大福晉的兒子。這兩位皇后都姓納喇氏。入關以

後，她們都已身歿，而屬於這兩個女人系統的明爭暗鬥，

卻仍很激烈，順治的生母，卻又有下嫁多爾袞的傳說。民

間本有「清官難斷家務事」的諺語，到了宮闈之間，又介

入政權的爭奪，更顯得錯綜複雜了。

赦命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