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戰爭史的角度講，春秋是古代戰爭的寶庫，所有戰爭類型都在其中，自然

也包括海戰。《左傳》載公元前 485年「徐承率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

師乃還」，這是中國古代文獻記載的最早海戰，地點大約在今天的青島琅琊台附

近的黃海海域，是一場近海戰鬥。此後的文獻中，還記錄了一些跨海大戰，如，

漢、隋、唐幾朝派水軍跨海遠征朝鮮半島。

遺憾的是唐以前的海戰，沒留下任何地圖與繪畫，現在能看到的古代水軍最

早的圖畫文獻，僅有宋代的水軍操練圖，如張擇端的《西湖爭標圖》（傳世摹本為

《金明池爭標圖》），明代畫家仇英摹宋畫《水軍圖》（圖 1.0）。「爭標圖」描述的不

是打仗，而是宋水軍在汴梁，也就是今天的開封金明池賽船。

「明四家」之一的仇英是摹古的集大成者，他將精工與士氣融於一身，成就

了獨特的文人畫藝術風格。這幅《水軍圖》見證了仇英早期摹古成就。「水軍圖」

雖然是一個古代傳統畫種，但我們看不到走向海洋的水軍描繪。這幅描述水軍操

演的《水軍圖》，仍是一幅內河練兵圖。畫中描繪大河寬闊處將官、士紳們在觀

看和評點水軍演練，水中軍士奮力搖槳，遠處重巒疊嶂、帆桅林立⋯⋯但終歸不

是海戰，僅算為海戰練兵。

真正的跨海大戰和海戰圖，出現在蒙元一朝。大元兩次跨海遠征，攻打日

本，還遠赴南洋，征討爪哇。大元跨海攻打日本和爪哇，在《元史》中有記載，

但現存史料中，卻找不到一幅大元的海戰圖，甚至，連大元東征南討的航線圖也

沒有，僅在日本畫師《蒙古襲來繪詞》中存有記錄，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海戰圖史

的一個缺憾。

幸運的是，元代以前，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敢對華夏海疆有所動作，從這個角

度講，大元可算「海上無戰事」的太平盛世。

元帝國的海上擴張

引言：從江河到大海
⌇《水軍圖》 ⌇宋繪明摹本

圖 1.0 《水軍圖》

明代畫家仇英所摹宋畫，紙本立軸，縱 73 厘

米，橫 105 厘米，現藏中國航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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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下是打出來的，打天下是要花錢的，

蒙元帝國海陸並進地開戰，令這個新

王朝入不敷出，所以，它要海陸並進地收錢。

南邊的南宋還沒有完全打下來，東邊的朝鮮

已被征服，東擴的下一個目標即是日本。1268

年，忽必烈命高麗使者攜《大蒙古國書》（高

麗國王也曾致書日本，要求他們向大蒙古國稱

臣）赴日本，要求日本傚法高麗來朝「通好」，

也就是「納貢」，否則將「用兵」。

這份今天仍藏於日本的《大蒙古國書》

云：「大蒙古國皇帝奉書日本國王：朕惟自古

小國之君，境土相接，尚務講信修睦。況我祖

宗，受天明命，奄有區夏，遐方異域，畏威懷

德者，不可悉數。朕即位之初，以高麗無辜之

民久瘁鋒鏑，即令罷兵還其疆域，反其旄倪。

高麗君臣感戴來朝，義雖君臣，歡若父子。計

王之君臣亦已知之。高麗，朕之東籓也。日本

元日第一次海戰
⌇《本朝圖鑒綱目（九州部分）》 ⌇1687年繪

⌇《蒙古襲來繪詞．前卷．文永之役（出戰部分）》 ⌇約 1275 至 1281 年繪

密邇高麗，開國以來，亦時通中國，至於朕

躬，而無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國知之未

審，故特遣使持書，佈告朕志，冀自今以往，

通問結好，以相親睦。且聖人以四海為家，不

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

好，王其圖之。至元三年八月」。

日本雖小，但並沒因蒙古人打敗大宋而

高看大蒙古國，這個與大宋通好的小國，甚至

認為大蒙古國不能代表中國。所以，這份「通

好」國書遭到日本鐮倉幕府斷然拒絕。其後，

忽必烈又兩派使者，幕府仍然拒之不見。由此

引發了忽必烈兩次跨海「用兵」，攻打日本。

這兩次海戰，在中國古文獻中沒有命名；在日

本文獻中，依日本年號（古代日本雖然對中國

稱臣，但年號從未像朝鮮那樣使用中國年號）

稱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亦稱「蒙

古襲來」。

這段歷史，中國、朝鮮、日本皆有文字

記錄，但海戰圖方面，中國沒有留下任何形式

的記錄。而在日本，這兩場戰爭一直被當作民

族驕傲與民族仇恨來反覆描繪，留下了很多精

彩的海戰繪畫，其時間最早、最可信、最著名

的即《蒙古襲來繪詞》。這個繪詞的出品人是

親歷這兩場戰役的下級武士竹崎季長。雖然，

畫中主要描繪的是九州肥後國御家人竹崎季長

的個人戰績，但畫面包括多種軍事信息。

作為肥後國兵衛尉的竹崎季長，曾兩度

出征抗元。在「文永之役」中，因有單騎攻入

敵陣的表現，由一個無收入的下級武士受賞一

塊土地，成為一個小領主；七年後，在「弘安

之役」中，季長再顯武威，在鷹島海面追擊元

軍時，搶先攻上敵船，砍敵人首級，再立軍

功；為答謝神明的庇蔭，向祖先匯報戰功，他

請畫家把自己在文永、弘安兩次戰役的戰績製

成繪卷，供奉於家鄉神社。這兩部長卷即是後

世所說的《蒙古襲來繪詞》。

《蒙古襲來繪詞》共有兩卷，前卷是「文

永之役」，約成於 1275至 1281年；後卷是

「弘安之役」，繪製於 1293年。此繪詞原有一

套兩份各二卷，分藏於甲佐神社和竹崎季長

家，後因兩份皆殘破，修補時惟有將兩份四

卷互補其缺，拼貼成完整的一套兩卷，輾轉流

傳。1890年由大矢野家將之上獻皇室，現藏

東京千代田區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1274年正月，忽必烈在新落成的大都宮

殿接受朝賀，農曆十月即揮師東進，跨海征討

日本。蒙元歷史文獻中，找不到當年元軍海上

攻打日本的海圖，或者，元軍根本就沒繪製海

圖。13世紀日本航海圖也很難找到，這裡只

能選一幅 1687年日本繪製的《本朝圖鑒綱目

（九州部分）》（圖 1.1）作為參考。此圖較好地

反映了古代對馬海峽兩岸的航線分佈與地理面

貌。圖上方為朝鮮釜山，元軍攻打日本即是從

釜山合浦港出發（今鎮海灣馬山浦），中央為

對日本馬島、壹岐兩島，下方為日本九州島，

即筑前、筑後、豐前、豐後、肥前、肥後、日

向、薩摩、大隅等九國。其「三前」豐前、築

前、肥前是九州的海防前沿。

圖 1.1 《本朝圖鑒綱目（九州部分）》

較為準確地反映了古代對馬海峽兩岸的航線

分佈與海岸面貌。圖上方為朝鮮釜山，元軍

攻打日本即是從釜山合浦港出發，中央為對

日本馬島、壹岐兩島，下方為九州島。築前

大宰府為九州首府，元軍兩次攻打日本，都

沒能靠近這個首府。



8 9

圖 1.2 《蒙古襲來繪詞．前卷．文永之役（出戰部分）》中

「元軍在築前國博多灣集結與竹崎季長出戰」

畫中描繪了元兵身穿長袍，頸披護項，在太極圖般的旌旗下

列陣；畫右側騎馬射箭的為竹崎季長。前卷圖縱約 40厘米，

橫約 230 厘米，約成於 1275 至 1281 年，現藏東京千代田

區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農曆十月上旬，征東元帥蒙古人忻都、

右左副帥高麗人洪茶丘和漢人劉復亨，率蒙漢

軍兩萬人、高麗軍 5000人、水手 6700人，從

高麗合浦出發，先後打下了對馬、壹岐兩島，

隨後進攻肥前國沿海的五列島。十月二十日，

元軍兵分二路在築前博多灣登陸。

九州的鎮西奉行少貳（日本武將分為帥、

大貳、少貳、守、介等）藤原經資，召集由藤

原氏、大友氏、戶次氏、菊池氏等北九州豪族

所組成的聯軍，和薩摩守護島津久經率領的薩

摩軍，此外還有從附近的神社、佛寺臨時武裝

起來的少量神官、僧兵，共組織了十萬兵力迎

戰元軍。藤原經資令他的弟弟藤原景資擔任前

線指揮官，率軍駐守沿海。《蒙古襲來繪詞．

前卷．文永之役》表現的就是這場博多灣登陸

阻擊戰。此卷大約分成六組畫和分列其間的長

短不一的「詞」，展示了僅有四個侍從的下級

武士竹崎季長的五人小組的戰績：

第一組表現的是元軍博多以西的赤阪集

結，日大將少貳景資命令各部武裝穩守所屬據

點，待元軍攻到陣前時，再出兵迎擊，但竹崎

季長獨主率先出戰。畫面由右向左展開，季長

主從五騎，自繪有紅色廊柱的筥崎八番宮西

進，畫中時年二十九的季長臉龐白皙，頭配星

兜，身披蔥綠色鎧甲，揹負箭囊，栗毛坐騎昂

首徐步，穿越松林而過。

第二組表現的是季長途經大將少貳景資陣

前，既不下馬歸隊，反堅持以五騎主動出擊，

謂若非如此無從立軍功，景資亦允其所請。

第三組表現的是季長一行與剛殺敵回來

的猛將菊池武房相遇的一幕，看見戰勝的武

房，季長勇氣倍增。

第四組表現的是「季長主從五騎與元軍

在鳥飼濱交鋒」（圖 1.2）。圖畫最左端繪的是

在太極圖般的旌旗下，身穿長袍，頸披護項的

元兵迎戰日軍。季長在三名元兵銳矢長槍齊發

之下，險些掉下馬來，一顆火藥彈，在頭頂上

爆炸，幸得白石通泰援軍及時趕到，季長方保

性命。此役季長有衝鋒在先之功，白石通泰有

解圍之功，遂互為證人，據實上報。

第五組表現的是戰後半年，論功行賞之

事，杳無音訊，季長不服氣，親往鐮倉，向幕

府申訴，但家貧的他惟有賣馬鞍換盤纏，1275

年 6月自竹崎出發，8月抵鐮倉，獲恩賞奉行

安達泰盛接見。

第六組表現的是在鐮倉，季長獲恩賞奉

行安達泰盛接見，獲賜海東鄉之地和黑栗毛駿

馬一匹，季長衣錦還鄉。

此役，元軍在博多灣登陸，受到守軍的

激烈抵抗，折損大半兵力，副帥劉復亨受箭

傷，元軍不得不退至海灘。夜裡海上遭遇大

風，一些戰船沉到海裡，元軍只好返回朝鮮。

農曆十月二十二日，守在大宰府準備決

戰的日軍，最終沒有等來元軍。正是這一天，

九州方面匯報對馬、壹岐兩島為元軍佔領的戰

報才送到京都，而此時元軍已全部撤退。也就

是說，「文永之役」完全是九州地方武裝在對

抗元軍，日本最高層並沒有任何具體部署和指

揮。大元第一次跨海征日，就這樣不明不白地

結束了。元朝廷認為給了日本人應有的教訓，

大賞征日有功將士；日本國則認為是「神風」

助九州武士打敗了元軍。從此「神風」成了日

本民族緊急關頭的最後一根精神支柱和戰勝一

切困難的圖騰。

《蒙古襲來繪詞．文永之役》中，並沒有

火器的描繪。僅有炸開的半個冒火石彈的描

繪，此彈險些打死季長。這個武器可能是 「回

回炮」，即阿拉伯工匠製造的拋石機，所拋之

石彈裝有火藥，能爆炸，但畫中沒有拋石機的

描繪。這個武器也可能是手銃，即用竹筒裝填

火藥發射鐵、鉛和石製的球形彈。但畫面中也

無手銃的描繪。元日大海戰，應用最廣泛的還

是刀與箭。蒙古佔優勢的兵器是強力的箭，日

本佔優勢的兵器是鋒利的刀。

此外，圖中的許多細節，也值得注意：

如對陣軍旗，元軍統一用是太極圖般的旌旗；

但此時的日本軍隊，並不用太陽旗，九州豪族

們各展自己的旗幟，如少貳氏「四目結」，菊

池氏「二枚並鷹羽」、 島津氏 「鶴丸十文字」，

這是鐮倉時代一直到德川時代的日本武士家

紋，也是日本的軍旗特色。

此時，日本沒有統一的國家軍隊，打仗

靠的是各地豪族武裝，但就是這支地方上的雜

牌軍，打敗了大元的多國部隊組成的正規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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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日第二次海戰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海防部分）》 ⌇ 1293 年繪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登船部分）》 ⌇ 1293 年繪

⌇《蒙古賊舟退治之圖》 ⌇ 1863 年繪

第
一次跨海征日結束後，忽必烈以為日

本人已被嚇倒，遂派使者再赴日本令

其「通好」。這一次，日本鐮倉幕府執政的北

條時宗，不但不同意「通好」，反將 30人的

使團全部斬首，僅放四個高麗人，回大元報

信。忽必烈得知大元使團被殺，決意報仇，

於是組織第二次跨海征戰。從日本文獻看，他

們更重視元日第二次海戰，按日本年號稱其為

「弘安之役」。 

此役，忽必烈發兵兩路，一路由忻都、

洪茶丘率領四萬蒙漢作戰部隊，高麗將軍金方

慶統領高麗軍一萬人，戰船 900艘，組成東路

軍，從高麗合浦港出發，跨過對馬海峽，進攻

日本；一路由范文虎率領十萬江南屯田部隊，

戰船 3500艘，組成江南軍，從慶元（今寧波）

出發，東渡日本；兩路軍約定 1281年 6月，

在對馬海峽中央的日本壹岐島會師。

1281年 5月 3日，東路軍從高麗合浦港

（今釜山鎮海灣馬山浦）啟航，5月 21日，元

軍進攻對馬島，日軍雖頑強抵抗，終因眾寡懸

殊，全部戰死。5月 26日，東路軍又攻克壹岐

島。6月 6日，東路軍統帥忻都為爭奪頭功，

不等與江南軍會師，率東路軍分兩路圍打攻築

前博多灣。兩路元軍都沒能在博多灣海灘立住

腳，皆撤退到壹岐島，等待與江南軍會師。

7月初，范文虎、李庭率十萬江南軍，戰

船 3500艘，到達築前志賀島（今福岡海面一

小島，此島因 1784年出土漢光武帝授給日本

的「漢倭奴國王」金印而聞名），與東路軍忻

都、洪茶丘所部會師。由於在築前博多灣登陸

作戰屢屢失敗，東路軍和江南軍都被趕到長崎

平戶港，元軍陸上部隊大部分撤回到船上。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主

要表現的是元軍攻打築前博多灣的戰鬥。此

卷大約分成五組畫和分列其間的長短不一的

「詞」，展示了竹崎季長的戰功。

第一組表現季長探望六月在博多灣志賀

島戰役中負傷的河野通有的情形。

第二組依內容可稱為 「博多灣海防石壩

圖」（圖 1.3）。石壩是第一次元日海戰後，鐮

倉幕府執政北條時宗，為加強築前及大宰府的

防衛，歷時五年構築的。它西起今津，東至

箱崎，20公里長、兩米高，後世稱其為「元

寇防壘」。畫家將石壩橫貫多個畫面，氣勢非

凡。坐在石壩上的是菊池武房麾下的武士，石

壩下的是身披赤絲鎧甲，挾長弓、懸太刀的季

長。此役，季長的坐騎已換成「文永之役」獲

賞的黑栗毛駿馬。

第三組表現的是閏七月五日季長千方百

計欲乘船追擊元方的殘軍，畫面上六七艘滿載

日武士的兵船，正趕赴鷹島（古屬肥前，今屬

長崎的五列島）海面殺敵。

第四組依內容可稱為「季長登船斬殺元

兵」（圖 1.4）。畫家用多個畫面描寫了七月元

軍兩路部隊會師後進攻鷹島的戰事，畫面上一

排元軍戰船，正被六七艘滿載日本武士的兵船

追擊，圖右側是季長乘小船搶登元軍戰船，斬

殺元軍二人。畫面顯示此時的海戰，還是跳

幫、登船、斬殺的冷兵器海戰形態。

第五組描繪季長在自己所屬的肥後國守

護城次郎盛宗面前表功，圖中央穿紅甲的是季

長，他前面的地上，擺着兩顆用來表現戰攻的

元軍人頭，負責記錄軍功的引付奉行人在一旁

筆錄。 

「弘安之役」的日軍總指揮與「文永之

役」一樣，仍由太宰府鎮西奉行少貳藤原經資

擔任，副將為大友賴泰。守軍除兼任「三前兩

島」守護的藤原經資御家人武士（私人武裝）

圖 1.3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海防部分）》

中「博多灣海防石壩」

畫家用多個畫面表現長長的石壩。第一次元日海戰後，

鐮倉幕府為加強築前及大宰府的防衛，歷時五年，構築

20 公里長的石壩。後卷圖縱約 40 厘米，橫約 200 厘

米；繪製於 1293 年，現藏東京千代田區宮內廳三之丸

尚藏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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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三後」的築後守護北條宗政、肥後

守護安達成宗、豐後的大友和薩摩、大隅、日

向的島津久經的部隊，總計有四萬餘人。另

外，還有約六萬中國地方武士部隊，作為援軍

待命。

兩路元軍會師後，在博多灣打了幾仗都

不成功，部隊多在海上戰船待命。可能是因為

天氣原因，元軍一直沒能發起對九州首府太宰

府的總攻。8月 1日起，持續四天的海上風暴

令停泊在海上的元軍戰船大部分沉沒，倖存的

部分元軍只好撤退回國。數萬沒能撤退的元軍

被俘，日本人將元軍中的蒙古人、色目人、高

麗人全部斬首，原屬南宋的漢人被留為奴。

「弘安之役」，元軍大敗，日本朝野認為

這是「神風」天祐。如這幅日本版畫家歌川義

虎的雕版印刷三聯畫《蒙古賊舟退治之圖》（圖

1.5），畫上方從左至右可以看到助陣的「四大

天王」：北方「昆砂門天王（多聞天王）」、東

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方「廣

目天王」，畫中還並繪有「四大天王」的幡麾。

這幅畫出版於 1863年，它再次表明，即將擴

張的日本非常看重「弘安之役」的勝利和對

「神風」的宣傳。

日本歷朝都非常看重打敗元軍的這兩場

戰鬥，不僅留下大量紀實繪畫，筆者在福岡市

看到至今仍保留着多段「元寇防壘」遺址，並

建有「元寇史料館」。

古代中國對這兩次元日海戰的失敗很少

總結，明清兩代也再沒有出洋作戰的經歷。

進入現代，才有歷史學家分析元日海戰，認

為失敗的原因是元軍不善海戰，不熟悉戰區

的水文氣象條件，戰船也多是經不得風浪的

平底江船，所以，人多船多的大元水師仍然

是大敗而歸。

圖 1.5 《蒙古賊舟退治之圖》

從左至右可以看到助陣的「四大天王」：北方「昆砂門天王

（多聞天王）」、東方「持國天王」、南方「增長天王」、西

方「廣目天王」；畫中還繪有「四大天王」的幡麾。此畫出版

於 1863 年，再次表明即將擴張的日本非常看重「弘安之役」

的勝利和對「神風」的宣傳。

圖 1.4 《蒙古襲來繪詞．後卷．弘安之役（登船部分）》中

「季長登船斬殺元兵」

畫中一排元軍戰船，正被六七艘滿載日本武士的兵船追擊，

圖右側的季長乘小船搶登元軍戰船，斬殺元軍二人。後卷圖

縱約 40 厘米，橫約 200 厘米，繪製於 1293 年，現藏東京

千代田區宮內廳三之丸尚藏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