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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寫差異與婦德規訓
─ 以南宋光宗慈懿李后事蹟為探究對象
施譯涵*
摘 要
本文首先透由〈立李皇后制〉一文，予以探討宋廷對於皇后所應具備之美德的期
待，發現李后非以德行致后位，實憑藉政治聯姻與政治神話所賜。其次，透過文本、
書寫者及其時代間之比較，發現今日所見李后於紹熙政治事件之影響，雖於宋代的《四
朝聞見錄》已有論述，但其「善妒殺人」
、
「不順父母」等行徑，實奠基於宋元之際周
密的《齊東野語》
，復經元末成書之《宋史．李皇后傳》沿用其說，成為李后形象與記
載之定型。而明代《西湖二集．李鳳娘酷妒遭天譴》所添加之「冤魂索命」情節，具
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及對婦人失德亂家的不認同。本文不單顯示了宋元之際士大夫用
以規範理想社會秩序之論說，可透由李后這個反面教材得到力證；另從李后事蹟歷經
宋、元、明三代之篩選、增刪，最終成形之過程，更可證明女性禮教規範有逐漸轉強
之趨勢。

關鍵詞：慈懿李后、宋光宗、后妃之德、宋史、紹熙內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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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南宋光宗慈懿李皇后（1144－1200）
，安陽人（今河南安陽）
，慶遠軍節度使李道
次女。乾道七年（1171）三月被立為皇太子妃，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一日宋光宗
（1147－1200）即位，是月二日冊立為皇后。
短短五年的紹熙政局，舉凡光宗的「心疾」加劇、孝宗與光宗的父子不和、光宗
朝的過宮風波，以致「紹熙內禪」
，皆有李后的身影隱於其後。可說，李后的所作所為，
無一不牽涉政局動向，甚而影響南宋的國運。
《宋史．光宗本紀》更將光宗「政治日昏，
孝養日怠」之責，歸咎於「宮闈妬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1
不過，今日我們透過《宋史》或筆記小說所認知的李后，等同於真實歷史場景中
的李后嗎？由於史書是史家以今日思想方式「詮釋」與「論述」的作品，2而不同的作
者記載同一事件時，常夾雜了作者自身價值理念與看法，而呈現出差異。為明瞭我們
所見的李后形象是如何被書寫、被塑造、被構築而成。依成書先後時間梳理各書所載
李后事蹟如下：
(一) 李心傳（1167－1244）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成書於寧宗嘉泰二年（1202）
，
是目前所見對於李后最早的生平記載，其所載李后之事蹟為入宮之經過、各時期之進
封與逝世。3
(二)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此書約成書於理宗朝（1224—1264 在
位）
，書中關於李后之記載有〈光皇命駕北內〉
、
〈皇甫真人〉2 則，記述李后離間孝宗、
光宗，阻止光宗過宮探視孝宗。
(三)舊題宋無名氏撰之《朝野遺記》
：成書時間約於理宗年間，載孝宗因光宗之疾

1

2

3

元．脫脫，
《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卷 36，
〈光宗本紀〉
，頁 710。另王德毅認為：
「李后性行不端，其猜疑、自私、弄權、凶狠，在宋代諸后中為僅有的，而光宗卻一切聽之，
甚至畏懼，乃至大病不起，全無表示自己的果斷力，不知其有何能力治理天下？」見氏著，
〈趙
汝愚與南宋中期政爭〉
，
《輔仁歷史學報》第 26 期（2011 年 3 月）
，頁 97。
David Lowenthal, The Pαst is α Foreign Coun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214-231.
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甲集，卷 1，
〈慈懿李皇后〉
，
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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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備李后、光宗退位後李后勸慰光宗及李后死後屍身遭毀 3 則。4
(四)《宋史全文》
：此書約成書於宋末元初，所載之李后事蹟，與《建炎以來朝野
雜記》差別不大，僅將相人者由皇甫坦改為張真牧(張道清)，並將李后受聘之期，明
指為孝宗在潛邸，即高宗紹興末年。5
(五) 周密（1232－1298）的《齊東野語》
：此書成書於元太祖至元二十八（1291）
年，載有〈慈懿李后〉
、
〈紹熙內禪〉2 則，其說法多為《宋史．李皇后傳》所沿用。
(六)《宋史》
：元末成書的李后本傳，為今所見李后之形象與記載之定型。
為瞭解《宋史．李皇后傳》與各家說法的關聯性，按其一生的重要事件與先後順
序，製表如下：
性質

身世背景

《宋史．李皇后傳》

相關記載

1、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慈懿李皇后》
李后的家世籍貫、出生祥瑞與相士
2、
《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
之預言
3、
《宋史全文．宋光宗》
李后與孝宗之間的衝突

《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

嘉王立儲之爭

未見於其他史書與筆記

錦盒送斷手

未見於其他史書與筆記

黃貴妃之死因

《齊東野語》之〈慈懿李后〉
、
〈紹熙內禪〉

光宗心疾，政事多決於后

未見於其他史書與筆記

阻止光宗朝重華宮

1、
《四朝聞見錄．光皇命駕北內》
2、
《齊東野語．紹熙內禪》

逝世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慈懿李皇后》

家庭關係

紹熙內禪

逝世

4

5

《朝野遺記》此書，據《四庫總目》云：
「舊本題宋無名氏撰。載南渡後雜事。稱寧宗為今上，
而又有寧宗字，又稱理宗為今東宮，頗為不倫，亦似雜采小說為之。」僅能推測成書時間約於
理宗年間。參見清．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7 年)，子部，卷 143，
頁 1217。
《宋史全文》此書關於光宗、寧宗兩朝的記載的史源，部分可能源於《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和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惟比對《續編兩朝綱目備要》並無此段記載，無法斷定該記載之史源。
見汪聖鐸點校，
《宋史全文》(北京：中華書局，2016 年)，卷 28〈宋光宗〉
，頁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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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由上表可以發現，元末成書的《宋史•李皇后傳》乃是匯集了《建炎以來朝野
雜記》
、
《四朝聞見錄》及《齊東野語》中各項李后之事蹟，以及宋朝史館已有的國史
舊稿編綴而成。6比較特別的是《朝野遺記》記載之李后事蹟，均不被《宋史》史官所
取。
要言之，不僅筆記中關於李后之記述，存在著書寫差異，而《宋史．李皇后傳》
的書寫亦是由史官經過挑選予以詮釋而成的論述。是以，後世所認識的李后形象，實
已參雜了不同作者的解釋，此中更隱含的該時期的社會價值與秩序觀念。故本文擬藉
由不同史料與文本的相互對照分析，第一，從宋元時期筆記、史書及時人文集中對於
李后之書寫，探討今日所見之李后形象是如何被構築而成，並思索作者隱於文後的社
會價值判斷。第二，從李后這個案來了解宋人所期待的后妃之德，母儀之正為何？並
驗證當時社會文化所期許之女性標準。又同樣的行徑，史官於「書」與「不書」之間，
其取捨為何？又存在哪些弦外之音？最後，針對不同文本之間對同一史事記載的異同
進行論述，以探究文本背後之書寫者與時代，對於書寫的呈現方式有著什麼樣的影響。

二、李后的出身與入選：后妃之德的理想與現實
淳熙十六年（1189）二月，宋光宗於〈立李皇后制〉一文中，讚美當時的太子妃
李氏具有后妃之德，故冊封為皇后。其云：
纘女于莘，三代必資於內助；自家刑國，二《南》寔首於正風。……妃李氏柔
嘉而莊栗，仁儉而靜專。箴規不待於姆師，言動率循於法度。表應俔天之異，
藹著令猷；慶鍾指李之祥，亶為名閥。……曩開恭邸，已疏定國之封；洎正儲
闈，遂錫元妃之冊。就館早臨於甲觀，抱孫久副於慈懷。每娛侍於親庭，實佐
予于子職。憂勤在念，警戒相成。朕有慚文命之賢，揖遜欽承於堯舜；爾能法
思齊之行，音徽嗣鬯於姜任。祗奉國章，俾儀坤極。於戲！予治外而后治內，
所以明人倫；予親耕而後親蠶，所以風天下。予欲奉三宮之孝養，爾則助調於
旨甘；予欲嚴九廟之蒸嘗，爾宜躬視於滌濯。協宣陰教，訓迪閫彝，益昭不顯

6

元朝史臣修撰《宋史》多本宋朝史館已有的國史舊稿，詳見瞿林東，
《中國史學史綱》(臺北：
五南出版社，2002 年)，頁 566-570。另杜維運於《中國史學史》亦指出：
「宋史既多本宋代國
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未可盡信。」見氏著，
《中國史學史》第
三冊(臺北：三民書局，2004 年)，頁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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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光，長保無疆之祿。7
依詔文中所稱揚李后之美德，大致可歸納為四部分：
(一)內助之賢，以《詩經．大雅．大明》周文王娶得賢妻太姒，周得以興之典故。
比喻李后以婦德治內，讓光宗得以專心國事，無後顧之憂；8再以屬於后妃夫人之德的
〈周南〉
、
〈召南〉闡述，從治家到治國，李后皆以其德行，協助光宗宣教德政，成為
、
「予治外而后治內」之句，為帝后之間的
天下婦德的表率。9又以「三代必資於內助」
性別分工進行區別，將皇后定位為「主內」之身分。
(二)稱讚李后言行合於法度，亦能幫助光宗傾盡全心侍奉翁姑，這在強調孝德的
宋代，具有高度的示範意義。
(三)誕育後嗣，即以李后育有嘉王此事，點出婚姻的目的在於「事宗廟」與「繼
後世」
。
(四)不妒忌，和睦眾妾。乃以《詩經．大雅．思齊》首章六句，讚美「周室三母」
能思賢不妬，進敘眾妾，則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衞也。10暗將高宗吳后、
孝宗謝后及光宗李后三人比喻為太姜、太妊、太姒三位賢妃。
不過，詔文本多為溢美之詞與格式化套語，而李后是否具備此等美行？據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所載，李后於太子妃時，常「訴太子左右」
，惹得高宗、孝
，便坦言「李氏不足母天
宗不悅。11因此，當孝宗考慮內禪之際，黃洽（1122－1200）
下」
。12淳熙十六年(1189)，光宗初登基之時，朱熹（1130－1200）更進呈〈己酉擬上
封事〉
，言：
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而

7
8

9
10

11
12

清．徐松，
《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卷 19319，禮五三之九，頁 1567。
唐．孔穎達，
《毛詩正義》
（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
，卷 16，
〈大雅．大明〉
，頁 543。以
下省稱《詩經》
。
《詩經》
，卷 1，
〈國風．關雎〉
，頁 19-20，詩大序。
《詩經》
，卷 16，
〈大雅．思齊〉
，頁 561，孔穎達疏云：
「大任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為子婦之
所續。……大任以有德之故，為大姒所慕，而嗣續行其美教之德音，思賢不妒，進敘眾妾，則
能生百數之此男，得為周藩屏之衛也。」
。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1〈黃德潤先見〉
，頁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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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之别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
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
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吾
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壼、杜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
《書》曰：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傳》曰：
「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
衰，莫不始乎梱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13
全文講述天子齊家之重要，文中一再闡述「男女正位」
、
「夫婦之別」的重要性，
實為防範後宮恃寵專權，干預朝政而作。甚至用上「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這種比喻
婦女篡權亂政，將導致家破國亡的不祥字眼。綜觀朱熹現所留存之奏疏、封事，僅淳
熙十五、六年之〈戊申封事〉及〈己酉擬上封事〉論及后妃宮闈之事。與此同時，鄭
湜（乾道二年進士）於轉對時亦云：
「本朝歷世以來未有不賢之后，蓋祖宗家法最嚴，
子孫持守最謹也。后家待遇有節，故無恩寵盈溢之過，妃嬪進御有序，故無忌嫉專恣
之行。宮禁不與外事，故無斜封請謁之私。……願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帝王之大孝，
嚴家法之義，以正内治之紀綱，明教子之規，以壽萬世之基本。」14可見李后於太子
妃時期之言行，已讓部分士大夫感到擔憂。
光宗紹熙二年（1191）二月，因陰陽失時，雷雪交作，故被認為失節之應。15宰
相留正（1129－1206）上奏云：
「土木繁興，傷和之應。」光宗立即下令罷修皇后家廟，
16

並詔陳時政得失以聞。17此時，陳騤(1128－1203)上奏曰：「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

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18依余英時的分類，陳騤被目為官僚型士大夫，
但於論時政之時，卻也直言指出李后有擅權干政，造成時權旁落之嫌疑。另林大中
( 1131－1208 )則以事多中出，云：
「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

13
14
15

16
17
18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
〈后妃傳下〉
，頁 8654。
宋．劉時舉，
《續宋編年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10〈宋孝宗〉
，頁 132-133。
按：此乃基於陰陽五行之災異觀念，認為雷屬陽，雪屬陰，既有雷則不當有雪，雷雪同時，就
是不合節令，屬失節之應。如《晉書》云：
「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
「劉向說，
『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今此月震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
見唐．房玄齡等，
《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 年)，卷 29〈五行下〉
，頁 876、878。
元．馬端臨，
《文獻通考》
（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
，卷 305〈物異．雹〉
，頁 2404。
元．脫脫，
《宋史》
，卷 36〈光宗本紀〉
，頁 700。
元．脫脫，
《宋史》
，卷 393〈陳騤傳〉
，頁 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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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
得行。」19乃典型婦人災異論來勸說君王之模式。20
從這兩則奏議中論及「宮闈」
、
「女謁」
、
「陰勝陽」等字句，都點出了李后於光宗
心疾未發作時，已被士大夫認為有干預政事，離間孝宗、光宗父子之行。
《宋史．光宗
本紀》雖只將「雷雪交作」與「修皇后家廟」兩事並列，但作者所暗示之因果關係實
呼之欲出，當是暗示災異與李后弄權作亂有關。
惟李后為光宗「元配」
，是以妻子的名義嫁入王府，宋代皇室在擇婚過程中對於
「元妃」
、
「嫡后」的挑選相當重視而謹慎，所謂「德、閥」並重，21尤以賢德為重。22
故其選入宮始末，便值得探究，按《宋史．李皇后傳》云：
光宗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有黑
鳳集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聞道士皇甫坦善相人，
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
「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高宗，遂
聘為恭王妃，封榮國夫人，進定國夫人。23
可知，李后出身將門，其父李道為湖北帥。其出生之時，有「黑鳳集營前大石」
之祥瑞，故取名為鳳娘。待其年長時，善醫術與相人的皇甫坦觀其體相，認為李后必
母儀天下。高宗聽聞了這個傳言，約於紹興三十一年（1161）前後，24為當時的恭王
（光宗）聘了李后。

19
20

21

22

23
24

元．脫脫，
《宋史》
，卷 393〈林大中傳〉
，頁 12013。
劉詠聰指出：
「漢人常將災異產生之因由附會到女性若干行為，並用來警誡當代弄權作亂之后
妃。……後世談災異起婦人者，舉凡日食、月食、地震、星孛、大水、雷雹、雌雞化雄．．．．．．
等等，均可與女主專政、后妃淫亂等扯上。」見氏著，
〈漢代之婦人災異論〉
，
《德・才・色・權：
論中國古代女性》(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 年)，頁 44、72。
如宋仁宗於〈淨妃等外宅詔〉
，云：
「(中宮之選)必惟賢而是擇，當求德、閥，以稱坤儀。」見
清．徐松，
《宋會要輯稿》
，卷 20478，后妃四之五，頁 267。另宋哲宗時，呂希純亦上疏言：
「自
祖宗以來，每建中壼，皆採用德、閥。」見明．楊士奇，
《歷代名臣奏議》
，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史部，第 196 冊，卷 75，頁 155。
宋．李燾，
《續資治通鑑長編》
，卷 463，哲宗元祐六年八月己丑條，頁 11052。宣仁高后云：
「選
后當以賢德為先，不在姿質。」另范祖禹亦云：
「三代之興也，皆有賢妃；其亡也，皆有嬖女。……
故女德不可不先。」見明．楊士奇，
《歷代名臣奏議》
，卷 75，頁 150。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汪聖鐸點校，
《宋史全文》
，卷 28〈宋光宗〉
，頁 2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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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宋史•李皇后傳》刪除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李后與錢妃妹同選入
宮之事，25以致缺少了某些前後因果關係，讓人誤以為其得以母儀天下之因，是鄉里
的黑鳳祥瑞與高宗聽信道士皇甫坦之言而直接聘其為婦。
關於李后得以入選的原因，余英時於《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
研究》認為，出於高宗籠絡民間武力的用意，實有政治聯姻的成分。26但也不能忽略，
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海陵王完顏亮，片面撕毀「紹興和議」出兵伐宋，不僅使高
宗以「和議」換得「中興」之政治成就瀕臨毀壞，更使臣民對於「和議」產生懷疑，
對其統治產生信心危機。為了穩固政權，安定民心，高宗選擇了初生之際有「鳳凰見」
象徵天下安寧，與道士觀其體相而預言稟賦不凡的李后，以「天命神授」加強統治權
威的可能性。姑不論李后降生時鳳凰來集、體相大貴之事是否確有其事，抑或是為塑
造出稟賦不凡的神聖形像而編造。但在充斥著「命定」思想的社會現象，27與體相之
術大為風行的社會風俗之下，28其所具備的天命、神聖色彩與預示命運的作用，多少
能呈現一種天命在宋，和平即將到來的氛圍。綜上可知，李后得以入宮，有著政治聯
姻與政治神話的因素，非以「德行」為重。
另，李后體相大貴之事，《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及《宋史李皇后傳》均載有
高宗於事後的追悔，並以「將種」形容李后性格的特質。29惟在北宋時期，普遍存在
25

26

27

28

29

宋．李心傳，徐規點校，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卷 1，頁 39。其云：
「時莊文太子妃妹錢氏同選
入宮，中外皆心擬錢氏而妃定選。」
按：文中並以《齊東野語》之記載，探究李后之行徑，認為與其出自群盜之家，未受過儒家禮
法的薰染，也不能恪遵尊卑長幼的秩序有關。惟李后生於紹興十五年(1145)，其父李道於建炎
四年(1130)已為宋廷招降，是否仍是群盜家風值得商議。不過，若以李道於隆興二年(1164)，因
所為乖謬，政出胥吏，妄用經費，專意營私，盜賊群起，不即擒捕而遭罷職觀之，其家風不嚴，
或許才是李后性格養成的關鍵。見清．畢沅，
《續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卷
139，頁 3714。
宋人篤信命定論，各種廣泛的、種類繁多的占卜、算命風氣之流行是命定論存在最明顯的體現。
參見劉祥光，
《宋代日常生活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 年)，頁 43-55。不過亦
有不信命定論者。這只是社會現象之一。
李亦園指出：
「體相，這種根據個人的身體形貌的特徵而作的占卜術數，在宋代屬於最流行的占
卜。」見氏著，
〈說占卜〉
，
《信仰與文化》(臺北：華藝數位公司，2010 年 3 月)，頁 82-83。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云：
「高宗不懌，謂吳后曰：
『是婦將種，吾
為皇甫坦所誤』
」
。而《四朝聞見錄．皇甫真人》則稱：
「高宗不懌，謂憲聖曰：
『終是將種，吾
為皇甫所誤。』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乙集，
〈皇甫真人〉
，
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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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與「將門」通婚的情況。30雖然，仁宗郭后有「驕妬」的惡名，31英宗高后也被認
為「性極剛烈」32。但認為「將種」無法勝任后妃性行和諧之德，明顯與高宗本人對
武將的不信任有關。33
綜言之，宋廷所架構的理想后妃之德有一定之規範作用，但當理想落實於現實
時，卻常因人為因素而產生落差。34如「不妒」之期許，幾乎出現於每個皇后的冊文
中，足見皇后對妃嬪無妒意，為君主和好眾妾之「不妒」的重要性。35但宋代皇后中，
除了李后之外，被譽為「女中堯舜」36的英宗宣仁高后亦被認為「實妒忌」37，只是宣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北宋九朝皇帝中除了宋真宗劉皇后、宋神宗向皇后及宋哲宗劉皇后 3 人無武將家庭背景，其餘
14 位皇后皆為將家女。而宋真宗劉皇后和宋哲宗劉皇后又是在原皇后或死或廢的情況下續立
的。陳峰，
〈北宋皇室與「將門」通婚現象探析〉
，
《文史哲》第 3 期（2004 年）
，頁 103-107。
宋．司馬光，鄧廣銘，張希清點校，
《涑水記聞》(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 9 月)，卷 8，頁 157。
宋．黎靖德，王星賢點校，
《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30〈自熙寧至靖康用
人〉
，頁 3098。
王德毅認為：
「他(高宗)對武將是完全不信任的。高宗曾說：
『武臣少能知義理。』至於對握有
重兵的將帥，也相當不放心，不過在國家正面臨強敵大舉入侵，境內亦大盜蠭起之秋，不能不
重用武將以安內攘外。首先就是要積極灌輸武將的思君思想。唐代肅宗中興功臣郭子儀，是典
型的思君愛國的軍人，高宗就拿他來做為典型，令諸將效法。」見氏著，
〈宋高宗評－兼論殺岳
飛〉
，
《臺大歷史學報》第 17 期(1992 年 6 月)，頁 177。而明代王世貞則說：
「苗、劉變而帝之
心不敢以盡付諸將矣。是韓、張與岳三將軍，其兵皆重於京師；而秦檜以和之說進，立奪其兵
而易置之。帝之安，不安於和而安於三將之失兵矣。」明．王世貞，
《弇州四部稿》
，見《景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22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12 月)，卷 110〈文部，高
宗〉
，頁 742。
劉靜貞指出：
「正位於內，可以說是傳統中國定位婦女角色地位的基本理念。對宋人而言，所謂
婦德主內，婦人無外事，不單只是社會分工的現象，而且帶有道德價值判斷的意義。在所謂的
『無外事』之間，仍可見到描寫方式與解釋性的差異。」見氏著，
〈女無外事？—墓誌碑銘中所
見之北宋士大夫社會秩序理念〉
，
《婦女與兩性學刊》第 4 期(1993 年 3 月)，頁 31-32。
這種大力讚揚婦女不妒之美德，實與古代將妒忌認為是女子「惡德」
，其罪在於「亂家」
，甚至
「亂國」有關。葉芳如歸納妒婦所引發的後果，大約有三點：其一為「有妨繁衍」
，王公貴族因
而有「覆其宗祧」香火不繼之虞。其二為破壞宗法繼承制度，演出爭寵奪嫡的戲碼，導致上層
動亂和統治階級家道敗壞。其三為侵凌夫權，破壞了「夫為妻綱」的倫常規範。見氏著，
〈明人
筆記所見之萬貴妃軼聞〉
，
《史耘》第 8 期（2002 年 9 月）
，頁 69。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27。
宋．曾布，
《曾公遺錄》(臺北：文海，1981 年)，卷 9，頁 284，向太后云：
「宣仁實妒忌……豈
容有他人所生之子」
。另《鐵圍山叢談》亦載：
「治平時，英宗疾既愈，猶不得近嬪御。慈聖一
日使親近密以情論之曰：
『官家即位已久，今聖躬又痊平，豈得左右無一侍御者耶？』宣仁不樂
曰：
『奏知孃孃，新婦嫁十三團練耳，即不曾嫁他官家。』時多傳於外朝。」見宋．蔡絛，馮惠
民，沈錫麟點校，
《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卷 1，頁 7。

199
199

施譯涵

興大人文學報第六○期

仁高后之事蹟，涉及南宋初年的政治需要，經過《神宗實錄》
、
《哲宗實錄》之修改，38
究竟得存幾分真實，著實令人疑慮。
可發現，書寫的歧異可能來自個人政治認同、立場好惡。更多時候后妃之行徑是
否會遭到嚴厲的批評，除與所為之事是否合於禮教秩序規範外，更深受所處時代風尚
與歷史脈動方向而左右。

三、書寫與事實：紹熙政局中的李后
宋人筆記或《宋史．李皇后傳》中關於李后之事蹟，主要圍繞在李后與孝宗之關
係、光宗心疾加劇之因以及光宗不朝重華宮等事件。以下分述之：

（一）李后與孝宗的衝突事件
李后與孝宗之間的衝突，一直是史書與筆記的記載重點，前文述及《四朝聞見錄．
皇甫真人》載有李后於太子妃時，曾因「訴太子左右」
，多次遭到孝宗訓誡，並以「不
然，行當廢汝」嚇阻其行徑之事。雖然該書云：
「上欲懼之，未嘗真欲廢之也。」39但
應屬於葉紹翁「為尊者諱」的筆法，
《宋史．李皇后傳》載入該事件時並未沿用此一說
法。而周密於《齊東野語．慈懿李后》亦載李后與孝宗夫婦的爭執事件，其云：
始，成肅謝后事高宗及憲懿聖甚謹，至后頗偃蹇。或乘肩輿直至內殿，成肅以
為言，后恚曰：
「我是官家結髮夫妻。」蓋謂成肅自嬪御冊立也。語聞，成肅及
壽皇皆大怒，有意廢之。史太師已老，嘗詔入見北宮，密與之謀，浩以為不可，
遂已。40
在周密的記載中，李后是一個性格驕縱，敢於頂撞舅姑的惡婦。不僅於侍奉舅姑
時態度輕忽傲慢，當孝宗成肅謝后（1132－1203）出言提醒時，更回嘴以自己為嫡妻
正后出身，身分尊貴，以謝后為妾室扶正相譏。因此，孝宗曾意圖廢黜李后，並找史

38

39
40

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北京：中華書局，1956 年)，卷 5，建炎元年五月辛卯條，
頁 117-118。其讚譽宣仁高后為「我朝之治，元祐為甚，母后之賢，宣仁為最」
。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乙集〈皇甫真人〉
，頁 56。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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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1106－1194）商議，最終因史浩以為不可而作罷。41
李后與孝宗關係惡劣之白熱化，以《宋史．李皇后傳》及《四朝聞見錄．皇甫真
人》記載孝宗購得可使心疾痊癒的良藥，欲讓光宗服用，卻「恐為后所沮」之事，最
為明顯。
〈皇甫真人〉載李后聽了宦官的挑撥，認為孝宗將毒害光宗，
「遂持嘉王泣而
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42乃基於李后對孝宗心存芥蒂，故以哭泣、控訴反
映其心理狀態。文末更補上一句「皆后為宦者所誤云」43，認為罪在宦官之離間，李
后之罪在不察。可發現葉紹翁於記載李后或孝宗之事件時多採曲筆維護之筆法。相較
之下，
《宋史．李皇后傳》則增加李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之記載，使得李后不
守禮法，頂撞尊長的形象更加鮮明，云：
內宴，后請立嘉王為太子，孝宗不許。后曰：
「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
何為不可？」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
遂不朝太上。44
嘉王趙擴為光宗僅存的子嗣，按理應為唯一的皇位繼承人選。光宗即位後，左相
留正（1129－1206）曾多次向光宗密奏，請立嘉王為太子，惟一直未獲首肯。為了替
自己兒子爭取嗣君地位，李后拋卻了婦德主內的原則，更不理會立儲為國家大事，主
動請立嘉王。不過，在宋代立儲之事，實非皇后可以主動干預之事，45於是李后再次
遭到拒絕。在遭受孝宗拒絕之後，李后除了反駁孝宗說：
「嘉王，妾親生也，何為不可？」
之外，更帶著嘉王對光宗哭訴孝宗有廢立意。
《宋史．李皇后傳》以李后一句「壽皇有廢立意」
，道出了光宗心中之恐懼與猜

41

42
43
44
45

關於「浩以為不可」的理由，夏令偉引袁榷《延祐四明志》之記載指出：
「若史浩贊同廢黜李后，
則其子嘉王即後來的寧宗皇帝必然會在即位之後對『今所言議者』秋後算帳，因此，史浩才有
了恰當的對策，得到『議遂寢』的結果。見氏著，
〈論史浩的兩次拜相及其原因：史氏相權與趙
氏宮廷的關係研究之一〉
，
《浙江海洋學院學報(人文科學版)》第 1 期（2010 年）
，頁 44。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乙集〈皇甫真人〉
，頁 57。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乙集〈皇甫真人〉
，頁 57。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鄧智睿認為：
「宋代鑒於唐代女后柄政之風，所以朝中大事，尤其立嗣宗廟社稷之重，自然避免
內朝干預。此舉讓君位相對的穩定，避免了唐代後宮數度掌政，甚至發生武則天改朝換代，危
及李唐社稷的情事。」見氏著，
《天下一家到一家天下──以唐宋廟議與君位強化為中心的討論》
(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月)，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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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即孝宗將廢多疾的自己，並越過「不慧而訥於言」的嘉王，46改立深得孝宗喜愛
的嘉國公趙抦為儲。47經過李后的言語挑撥，終讓光宗深覺自己的皇位與儲位都受到
孝宗的威脅，48而不再定期前往重華宮朝見孝宗，甚至在孝宗生日亦不前往拜壽。相
較於《四朝聞見錄》中，李后不希望光宗前往重華宮，乃是認為孝宗有毒害光宗之行
徑，光宗聽信其言，為了自身之安危而不朝重華宮。
《宋史．李皇后傳》則藉由書寫李
后離間孝宗、光宗父子之情事，使得李后為兩宮不和主要禍首的形象更加深化，並暗
喻其為亂國之源。

（二）李后與光宗心疾加劇的關係
宋光宗被禁內之人稱為「風皇」
，後世學者推論他恐患有精神疾病，並認為在他
即位之前，或已患有家族遺傳之心理障礙，49但尚不是很明顯。50待即位以後，面對孝
宗責善太過的壓力、李后與孝宗夫婦之間的嫌隙及宦官內侍的離間，使其心疾越來越

46

47

48

49

50

宋．周密，吳企明點校，
《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1 月)，續集下，
〈寧宗不慧〉
，
頁 191。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吳興郡王抦》云：
「抦早慧，孝宗愛之。」見宋．李心傳，徐規點校，
《建
炎以來朝野雜記》
，頁 49。另《四朝聞見錄》云：
「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
『外議皆曰
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
」可見，此時亦有支持嘉國公為儲君的輿論
存在。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甲集〈憲聖擁立〉
，頁 12。
元．脫脫，
《宋史》
，卷 393〈詹體仁傳〉云：
「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
，頁 12020。而陳
傅良亦指出，光宗「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為懼」
。宋．陳傅良，
《止齋集》
，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
書》集部，第 16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 12 月)，卷 25〈奏事劄子〉
，頁 708。
《西湖游覽志餘》云：
「時光宗恍惚，禁內以風皇目之。」明．田汝成，
《西湖游覽志餘》(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 10 月)，卷 2〈帝王都會〉
，頁 26。而關於趙宋皇室疑似存在遺傳性
的精神病之論述，如劉洪濤以現代醫學的觀點，認為趙氏家族病的表現形式是早亡、暴亡和精
神病，最後推論出趙氏皇室有躁狂憂鬱症之遺傳病。見氏著，
〈從趙宋宗室的家族病釋「燭影斧
聲」之謎〉
，
《南開學報》第 6 期（1989 年）
，頁 56-64。虞雲國認為宋光宗應患有精神分裂症，
見氏著，
《宋光宗．宋寧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 12 月)，頁 58-65。而余英時也
認為光宗患有精神官能症，其病發原因主要是由於孝宗的壓力。余英時，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
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 年)，頁 497。楊宇勛則認為皇室趙家
有精神方面的遺傳疾病。見氏著，
〈從政治、異能與世人態度談宋代精神異常者〉
，
《成大宗教與
文化學報》第 7 期（2006 年 12 月）
，頁 19-48。另外，史冷歌則認為應該是恐懼症加上神經衰
弱症狀，見氏著，
《帝王的健康與政治——宋代皇帝疾病問題研究》(保定：河北大學歷史學博
士論文，2012 年)，頁 31、36。
何忠禮，
《宋代政治史》(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 年 6 月)，頁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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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重。51關於光宗心疾加劇的起因，
《宋史》與《齊東野語》認為李后有不可推卸的責
任。據《宋史．李皇后傳》云：
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啟之，則宮人
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親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
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由是益增劇，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矣。52
《宋史》將光宗心疾發作的病因，歸罪於李后妒心過盛，無法容忍光宗讚美宮人，
而以錦盒送斷手，造成光宗驚恐；見光宗寵幸黃貴妃，便利用光宗親郊祭天之際，乘
機誅殺黃貴妃。以致光宗遭受刺激，而心疾越重。另《宋史．光宗本紀》歸納病因，
是光宗突然接獲黃貴妃暴卒的噩耗，加上親郊遇大風雨，
「以為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
怒，憂懼不寧」53，導致精神受刺激過度，於是「震懼感疾」54。雖然記載上有所差異，
但都認為光宗「心病」加劇的主要導火線，乃是李后所製造之事端。即如《齊東野語．
慈懿李后》所云：
「及上不豫，兩宮有間言，天下寒心，皆歸過於后。」55
不過，指稱李后為殺害黃貴妃之兇手，始見於《齊東野語》
，其後《宋史．李皇
后傳》沿用其說，更增添李后斷宮女雙手之事件。56惟成書於宋代的筆記均未說明黃
貴妃之死因，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僅云：
「紹熙二年，薨。上在齋宮聞之，始得疑疾。」

51

52
53
54
55
56

余英時指出：
「光宗與孝宗父子關係之惡化，與光宗一直希望早日受禪，但內禪遙遙無期，他的
失望與怨憤更可想而知。之後雖取得了「太子參決」的身份，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即位後，
他在精神未失常前曾獨幸外苑，卻不肯請孝宗同遊，而且一聽到太上皇便暴怒不能自已，可見
他與孝宗的關係已惡化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他的積怨極深，故怒不可遏如此，精神崩潰已見
症狀。而孝宗在「一月四朝」中對光宗的當面斥責。更讓光宗越來越無法忍受，於是朝重華宮
便成為他不惜任何代價也必須逃避的精神痛苦。」見氏著，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
文化的研究》
，頁 490-497。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3〈紹熙內禪〉
，頁 37。
元．脫脫，
《宋史》
，卷 36〈光宗本紀〉
，頁 701。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2。
齊東野語．慈懿李后》云：
「貴妃黃氏有寵，后妒，每欲殺之。紹熙二年，光宗初郊，宿青城齋
宮，后乘便，遂置之死地。或以聞，上駭且忿怒，於是遂得心疾。」另《齊東野語．紹熙內禪》
云：
「貴妃黃氏有寵，慈懿李后妒之。至是，上宿齋宮，乘間殺之，以暴卒聞，上不勝駭憤。及
行禮，值大風雨，黃壇燈燭盡滅，不成禮而罷。上以為獲罪於天，且憚壽皇譴怒，憂懼不寧，
遂得心疾。」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1；卷 3〈紹熙內
禪〉
，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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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朝野遺記》只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58而宋末元初成書的《宋

史全文》則云：
「上之在齋宮也，聞貴妃黃氏薨，始得疑疾。」59雖《建炎以來朝野雜
記》及《宋史全文》均以光宗遂得「失心瘋」
，暗示黃貴妃死因可疑，卻不曾明言乃李
后所下之毒手。由於，李后干政之說，在當時已獲不少士大夫的認定(見上文朱熹、倪
思等人之論述)。因此，
《齊東野語》所述，應只是接受當時士大夫們所認定李后的形
象，並將李后的形象更加戲劇化，最終敷演成兼具挑撥父子之情的亂家惡婦與謀害人
命的「妒婦」
。60可說，李后殺人害命之兇惡形象，實透過《齊東野語》之敷演，再經
《宋史》加工潤色而成為主流論述。
這樣一來《朝野遺記》的這則記載就很值得玩味，其云：
光廟聞貴妃無疾而殞，哭泣無節。初郊宿靑城，泪不已，祀故止，而壽仁復至，
玉津行園，亦犯玉女宓妃之戒。丙夜將臨，星月尚皎，方入大次，服袞冕，始
搢大圭，裂風倏起，劈歷一聲，燎火御幕，皆仆。在位者辟易，上亦驚僵，而
雨電交擊，眾皆暗中自救不暇，莫能措手。稍霽，則已曙，亦不容即禮矣。聖
體遂苦風眩……重華聞上疾，自臨大內撫視。上噤不知人，但張口囈言耳。壽
皇憂且怒，呼李后而數之云：
「宗廟社稷之重，汝不謹視上，使之至此，今將奈
何？一時忿極，遽曰：
「萬一不復，當族汝家。」……光宗既愈，后泣謂曰：
「嘗
勸哥哥少飲，不相聽，近者不豫，壽皇幾欲族妾家，何負何辜。61
從《朝野遺記》之記載看來，光宗的心疾乃是因為黃貴妃暴卒，齋戒時貪色，最
後親郊當天遇大風雨，以為上天譴責而導致精神刺激過度而起。此處並未將黃貴妃之
死歸責於李后。因此，孝宗以光宗心疾加劇責罵李后照顧不周，對李后而言便屬無妄
之災，故其委屈地說：
「嘗勸哥哥少飲酒，不聽」
，並認為「壽皇幾欲族妾家。妾家何
負何辜？」就不顯怪異了！

57
58
59
60

61

宋．李心傳，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甲集，卷 1，頁 44。
宋．無名氏，
《朝野遺記》
，
《中國野史集成》(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第 10 冊，頁 184。
汪聖鐸點校，
《宋史全文》
，卷 28〈宋光宗〉
，頁 2378。
嫉妒是一種失愛和損失的焦慮情緒，能夠升級為強烈的憤恨，即妒恨他人占有原本應屬於自己
的東西而產生的。維雷娜•卡斯特著，陳瑛譯，
《羨慕與嫉妒•導論》
（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
，頁 7。
宋．無名氏，
《朝野遺記》
，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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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朝野遺記》之記述被認為雜采小說為之，62也許是這個原因讓《宋史．李皇
后傳》摒棄了此一說法。63只是，黃貴妃是否真為李后所謀殺？這個答案就如周密所
《齊東野語》與《宋史》所載或有所本，但是否就是事實？
稱「宮省事祕，莫得詳」64，
已淹沒於歷史的洪流，無從查考了。
紹熙二年（1191）十一月起，光宗「心疾」加重，不能視朝，就算病稍癒，
「每旦
《宋史》稱「政事多決
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65。故從紹熙三年（1192）開始，
於后」66。只是，李后身處太上皇孝宗與光宗皇帝權力拉扯，以及道學型士大夫與官
僚型士大夫衝突不斷的期間，67其以皇后之姿預政，68能參決怎樣的朝廷大政實讓人懷
「封三代為王，家
疑？69唯一可見的是，李后逾制優待自己本家族人，不僅僭越規制，
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當其歸謁家廟時，更「推恩親屬二十六人、使臣一百七十
二人，下至李氏門客，亦奏補官。」70及「李純乃皇后親姪，可特除閤門宣贊舍人」7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清．永瑢等撰，
《四庫全書總目》
，卷 143，頁 1217。
按：
《朝野遺記》另外二則關於光宗退位後，李后之事蹟，亦因不符合《宋史．李皇后傳》以紹
熙政局為書寫重點，而不為《宋史》史官所取。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2。
明．楊士奇，
《歷代名臣奏議》
，卷 195，黃裳奏疏，頁 545。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葛兆光，
〈置思想於政治史背景之中：再讀余英時先生的《朱熹的歷史世界》
〉
，見《文化與歷史
的追索：余英時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 年 12 月)，頁 371。
杜芳琴指出：
「因為中國重母貶妻的傳統，皇后參政往往受到非議，只有諫正的『賢后』才最受
肯定；代政聽政只有在丈夫有病且社會文化氛圍比較寬鬆的條件下才會出現。再從歷代太后臨
朝多於后妃執政、太后多為合法，而后妃多稱僭越也可反證母權尊於『妻權』
。」見氏著，
〈中
國歷代女主與女主政治略論〉
，見《中國婦女史論集四集》(臺北：稻鄉出版社，1995 年)，頁
38-39。
此時主要執政名單，按《宰輔編年錄》記載，紹熙二年，留正為左丞相，葛邲知樞密院事，胡
晉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為吏部尚書；紹熙三年，陳騤同知樞密院事、兵部尚書
羅點、給事中尤袤、紹熙四年，以葛邲為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
同知樞密院事。宋．徐自明，王瑞來校補，
《宰輔編年錄校補》(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卷
19，頁 1271-1287。按余英時於《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之區分，除
葛邲、陳騤為官僚型士大夫外，仍以道學型士大夫為主，期間雖葛邲、陳騤隱然有取代道學型
士大夫之趨勢，但無法證明李后大權在握，形成政事多決於后的局面。頁 509。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
元．脫脫，
《宋史》
，卷 36〈光宗本紀〉
，頁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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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戚利益為重的舉動，此舉被《宋史》認為「中興以來未有也」
，並以「益驕奢」為
其評語。72

（三）李后於過宮風波的作用
光宗不朝重華宮此事，對於篤信「夫孝，德之本」的士大夫來說，不僅是孝道有
虧，更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過失。即如《四朝聞見錄》所言：
「當光宗久缺問安，群臣苦
諫，至比上為夏、商末造，上益不悅。」73自紹熙三年（1192）十一月起，群臣當面
或上疏乞請光宗朝重華宮。如羅點即以「內有所制，不能遽出」作為諫言。74時任嘉
王府選讀的陳傅良（114－1203）則透過嘉王之管道，希望以嘉王與李后的母子至親之
情，規勸李后須以調娛光宗為己任，並且「至過宮日分期於必信，號令已出，風雨不
渝。」75雖未指出李后為制止光宗不朝重華宮的幕後推手，倒也點出李后對此事的影
響力。
紹熙四年（1193）九月， 發生了「帝將朝重華宮，皇后止帝」之事件，76按《四
朝聞見錄》之記載：
止齋陳氏傅良，時為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顒竢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
入，曰：
「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却上輦，百僚暨侍衛俱失色。傅良引上
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
「這裏甚去處？你秀才們要斫了驢頭！」
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
「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
則號泣而隨之」
。后益怒。傅良去。77
余英時於《朱熹的歷史世界》認為：
「陳傅良『引裾力諫』
，雖是幕鬧劇，卻也為
造成光宗心理失序的種種力量提供了個同台演出的機會。」士大夫的輿論壓力與「孝
道」的要求，代表的是逼光宗「朝重華宮」的「超我」
，而從「御屏」走出的李后，則

72
73
74
75
76
77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4-8655。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甲集〈光皇命駕北內〉
，頁 13-14。
元．脫脫，
《宋史》
，卷 393〈羅點傳〉
，頁 12008。
宋．陳傅良，
《止齋集》
，卷 21〈上嘉王劄子〉
，頁 674。
元．脫脫，
《宋史》
，卷 36〈光宗本紀〉
，頁 706。
宋．葉紹翁，
《四朝聞見錄》
，甲集〈光皇命駕北內〉
，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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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光宗「向父親作反抗」的「意我」
。最後在李后一句「官家且進杯酒」的叫喚下，
讓他決心不赴探視孝宗。78
此處，想要討論二個問題，一是周密於《齊東野語．紹熙內禪》於后益怒之後，
增加一句：
「遂傳旨：
『已降過宮指揮，更不施行。』
」79此句之增添，固然與《四朝聞
見錄．光皇命駕北內》為表彰陳傅良犯言直諫的忠君愛國之心，而《齊東野語》以詳
述紹熙內禪始末為主，所造成之書寫差異有關。但《齊東野語》的書寫顯然深具影響
力，其後《宋史．李皇后傳》的書寫便接受其論述，亦云：
「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80

自此，光宗不「朝重華宮」的抉擇，成為李后主動代替光宗所下的決定。而光宗未

赴重華宮並非個人意志，成了「皇后止帝」的結果，盡顯李后爭攬主導權的表徵。最
終將光宗有虧子道之罪責歸咎於李后。在《齊東野語》與《宋史》層層鋪述下，李后
之惡以此為甚，最終定型為狠毒、不孝的壞女人。
二是李后所身處的位置，從「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
，可研判李后身處於「御
屏」後面，更可能已走出「御屏」
。
「御屏」這個位置，從陳傅良「引上裾，已至御屏
後」
，遭李后斥責「這裏甚去處？」可知外殿與內廷之間乃是透過「御屏」予以分隔。
「御屏」之後，屬於「內」的範圍，自不是陳傅良等臣子所能進入，故李后以砍頭恫
嚇之。但李后走出「御屏」儼然已踏入「外」的領域，其動機更是為了阻止光宗探視
孝宗，為不孝之舉。除了違背高宗定下之「一月四朝」之國策，81更挑戰了儒家價值
中心「孝」
，無怪乎成為士大夫所抨擊之後宮干政的例證。時任禮部侍郎的倪思(1147—
1220)，即針對李后寖預政之情況，直諫云：
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
卒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
亡，不但魯莊公也。82
相較於同時期官員迴避議論李后之言論，倪思將李后比之呂后、武則天，以及殺

78
79
80
81
82

余英時，
《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
，頁 527。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3〈紹熙內禪〉
，頁 37-38。
元．脫脫，
《宋史》
，卷 243〈后妃傳下〉
，頁 8655。
宋．樓鑰，
《攻媿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卷 22〈論君道難易〉
，頁 334。
元．脫脫，
《宋史》
，卷 398〈倪思傳〉
，頁 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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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韋后，其直白無諱的言論，不僅指出李后離間孝宗、光宗父子之罪，更視其將弒
篡而喪王室，流露出濃厚的「女禍」83思維。
紹熙五年（1194），孝宗病危之際，李后與光宗仍不朝重華宮，此舉讓大臣紛紛
請辭。對此，陳傅良認為光宗已失舉朝之心，甚至失舉國、舉世之心，更反問光宗「亦
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此一論述應該代表了多數士大夫的見解，在「以孝治天下」
的大原則下，光宗夫婦對孝宗未盡孝養，已違背了儒家家庭倫理的核心——「孝」。
而這種不守禮教、不行孝道之行為，最終使得「羣臣憂懼罔知所依，軍民怨誹無復忌
諱」
。84
同年（1194）六月，孝宗駕崩，光宗與李后始終不曾赴重華宮探視。光宗在大失
人心的情況下，被迫退位。85這一連串事件，倘以《宋史．李皇后傳》所書予人之印
象，可說皆與李后的作為息息相關。86若以《宋史．后妃傳》序言所云，乃以《易經．
家人》上九曰：
「有孚，威如，終吉」為寫作宗旨，即在家國共構的情況下，以賢妻治
家有方之行，作為家人行為之示範，推及兄弟，教育感化邦國人民。那《宋史．李皇
后傳》就是藉著李后之行為舉止，告誡後人：一個不具婦德的女性成為皇后，若其主
動以不合禮法、不合男女秩序之行為爭取所需，不但會使得家庭分崩離析，其所引發
之政治事件更會危害運祚。

（四）書寫與事實
大體而言，宋人筆記中關於李后之記述，不論是李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
或是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
，由於身處時局之中，承受著政治壓力，故其敘述有其時
代的侷限性。而元代之《齊東野語》與《宋史》則極力刻畫李后悍妒、忤逆不孝的事
83

84
85

86

劉詠聰指出，所謂「女禍」
，即「女性帶來的禍害」
。在古代中國，
「女禍」的內容主要有兩個層
面：
「色惑」與「弄權」
。古人對妃妾以色事君，導帝淫嬉以及后妃恃寵或借機干政用事，皆稱
之為「女禍」
。見氏著，
《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
，頁 112。
宋．陳傅良，
《止齋集》
，卷 25〈奏事劄子〉
，頁 709。
按，天子承擔國家社稷大計，嗣君的合法性來自於先君的託付。孝宗崩，光宗不臨喪，乃是不
理會宗廟禮制代表的倫理意義，故以「不事宗廟」見廢。參見鄧智睿，
《天下一家到一家天下─
─以唐宋廟議與君位強化為中心的討論》
，頁 111。
表面上是針對光宗本身不事宗廟的行為，實際上應是針對李后的作為不滿的反撲。
《宋史》
，卷
243〈光宗慈懿李皇后傳〉
，頁 8654。另見方豪，
《宋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79 年)，
頁 2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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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凸顯其亂家、干政擅權負面形象，並揭露其為南宋所帶來之禍害。如周密直書其
出身群盜之家，更言「后天姿悍妒，既正椒房，稍自恣。」文末直言：
「天下寒心，皆
歸過於后。」87顯然從南宋遺民的角度，將光宗罹患心疾，以及南宋由盛轉衰的責任，
歸罪於李后。此必然與周密或史官政治態度以及當時之社會文化意識有關。或可推知，
元代的漢人士大夫對女性德性的要求，較宋代更加嚴格；亦有可能是李后之事已遠，
更無忌諱之必要。
明代田汝成（1503－1557）輯宋、元舊籍而成之《西湖游覽志餘》記載了李后死
後的故事，其云：
（李后屍身）為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措之大寢，宮人無計，致鮑魚於地，
以蓮香數十餅亂其臭。洎事聞於外，梓人進椑，幾有小白之泚。葬赤山邢后之
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之。88
「后以慶元
這一條的史源出自《朝野遺記》
，89依《齊東野語．慈懿李后》載有：
庚申上仙，權殯赤山。甫畢，雷震山崩，亟復修治之。」90應可認定李后之墓曾有雷
震山崩之事。惟田汝成輯錄時將「人共怪云」
，改為「人共快之」
。此一改動讓民眾心
態、輿論批評出現極大差異。
「怪」
，
《說文》云：
「異也」是奇異的、不常見的；
「快」
，
《說文》云：
「喜也」是高興、愉快。91《朝野遺記》中李后死後屍身遭毀，下場甚為
悽慘，不明就裡的百姓對此感到奇怪，合乎人情。但《西湖游覽志餘》將其下場的慘
狀，改為臨安百姓認為其遭受天譴而大快人心，或許是為符合明代小說常見的警世勸
善意味，將「不孝」視為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惡之的「最惡下行」所致。
更甚者，明末周楫《西湖二集》將取材於《西湖游覽志餘》中之李后事蹟，改以
接近當時的口語寫成之〈李鳳娘酷妒遭天譴〉
，不僅宣稱「最毒婦人心」
，通篇以「誤
聽婦言」
、
「妒婦之毒」為書寫主軸，全文教孝勸善意味深濃，李后成為被警誡的典型，

87
88
89
90
91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1。
明．田汝成，
《西湖游覽志餘》
，卷 2〈帝王都會〉
，頁 26。
宋．無名氏，
《朝野遺記》
，頁 185。
宋．周密，張茂鵬點校，
《齊東野語》
，卷 11〈慈懿李后〉
，頁 202。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纂，
《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2010 年)，頁 2457、2450、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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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增添「冤魂索命」之情節，以滿足讀者獵奇心理，凸顯善惡有報之必然，最後以「屍
骨無存」為李后之下場。92此一書寫實已滲入書寫者的主觀意志，與撰寫明代社會文
化的理念規範，呈現出明代的人心與其所處社會文化的道德秩序觀。雖然，從傳統的
性別規範立說，實充斥著性別歧視，卻也表現出民間對於婦人失德亂家的不認同，與
警惕世人之意味，更彌補了現實中善未賞，惡未罰的遺憾。從中窺知天道報應之說已
深入人心，成為一種俗世信仰。或許不能代表一種集體心態，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記述者與其周遭人們的觀點。

四、結語
光宗慈懿李后在宋代諸后中是一個特殊的存在，在《宋史．李皇后傳》的書寫下，
光宗的心疾、孝宗、光宗父子關係徹底破裂，甚至光宗被迫退位都與李后有所干係，
更需負有相當的責任。
本文首先透由〈立李皇后制〉一文，予以探討宋廷對於皇后所應具備之美德的期
待，不外乎不忌妒、不爭寵，甘居從屬地位，協助帝王完成功業，當然也包含不得干
預政事。惟李后得以入宮，有著政治聯姻與政治神話的因素。再者，由於她為天下母
儀之典範，所言所行勢必被放大檢視，因此其不依禮法、不理長幼尊卑，只依自己的
需求、想法行事，處處挑戰孝道之底線的行為，放在家國共構的大環境下，不僅不為
社會規範所容許，甚至與李后、光宗同屬一個政治集團陣營者，亦不敢公開贊成與支
持其行徑。
總結光宗紹熙年間，朱熹等士大夫們對李后之批評，多以政治現況為出發點，對
李后干預政事提出針貶，指責其離間孝宗、光宗，並將光宗有虧子道之罪責歸咎於李
后，這當然與傳統「為尊者諱」的原則和態度，為光宗開脫罪責有關。另，不論是李
心傳的《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或是葉紹翁的《四朝聞見錄》關於李后之記載皆隱多於
顯，或許是身處時局之中，承受著政治壓力，故其敘述有其時代的侷限性。到了元代
之《齊東野語》與《宋史》極力刻畫李后悍妒、忤逆不孝的負面形象，成了李后事蹟
與形象之定型，並揭露其為南宋所帶來之禍害，必與當時之社會文化意識，以及周密

92

明．周楫，
《西湖二集》(臺北：三民書局，1998 年)，頁 100-114。其素材輯錄之內容及敘述次
序全同於《西湖游覽志餘》卷二所載李后事蹟，頁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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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史官政治態度有關，從中看出，元代的漢人士大夫對女性德性的要求，較宋代更加
嚴格。
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記載之李后死後屍身遭毀，下場甚為悽慘，而臨安
百姓認為其遭受天譴而大快人心的故事，以及《西湖二集．李鳳娘酷妒遭天譴》李后
被「冤魂索命」
、
「屍骨無存」之故事，實已滲入書寫者的主觀意志，與撰寫明代社會
文化的理念規範，呈現出明代的人心與其所處社會文化的道德秩序觀。雖不能代表一
種集體心態，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記述者與其周遭人們的觀點。這種意見，不僅隱
含著民間對於婦人失德亂家的不認同，充滿警惕世人之意味。進而可發現，明代士人
對后妃之德的要求較宋元之時更趨嚴厲。
綜而言之，透過史官或士大夫記載之后妃事蹟得到的結論，可發現基於「女無外
事」的價值觀下，對於謹守分際的后妃，幾乎毫無事蹟可供紀錄，而史官詳加記載其
行者，不外乎對國有貢獻，或是屬於反面形象之亂國后妃。相較於樹立典範、教化女
性的正面后妃形象，如李后這等反面教材，似乎更具強烈的政治意識與教化、勸諫國
君之目的。此種書寫策略，雖不能讓我們得見完整的女性形象，卻清晰的反映出彼時
社會對婦女德行要求的價值觀念，以及女性禮教規範有逐漸轉強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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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Writing Methods and Women’s Ethics:
a Study of Ci-Yi Empress Li of the South Song Dynasty
Yi-han Shih
Abstract
Through the study of “Li Li Huanghou Zhi” （
〈立李皇后制〉
）the author found
the high expectation of Song officials and scholars towards the Empress moral
standards. However, Li Feng-Niang（李鳳娘）was honoured as a queen was because
of a political marriage and political myth, but not her ethics. In addition, Sichao
Wenjian Lu （《四朝聞見錄》）initially recorded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Li
Feng-Niang. However, the records of murder, because of her jealousy and disobeying her parents, were first seen in Qidong Yeyu （
《齊東野語》
）. Until Song Shi 《宋
史》copied the record of Qidong Yeyu, the image of Li Feng-Niang was fixed. In the
Ming dynasty, Xihu Erji（
《西湖二集》
）added circumstances about the reveng of
resentful spirits to the story of Li Feng Niang. This circumstance reflected the
women’s view in the M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not only shows that ethical ideas of
scholars of the period betwee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ho tried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but is also proof that the regulation of female ethics become tougher
from the Song dynasty to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Ci-Yi Empress Li, Song Guang Zong, ethics of empress, Shao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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