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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義兵述論∗
黃文榮∗
摘要
元末政治動盪，各地動亂時起，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地義兵
紛湧而起，他們為朝廷、為族人，自募民兵抵抗反軍，他們有熟悉地
理環境的先天優勢，加上為鄉為家奮鬥的理念下，常能發揮精強的戰
鬥能力。
本文所討論者，即是元末動亂時，義兵抵抗反亂軍的活動。根據
本文研究，吾人可知義兵的興起與官軍作戰之不力具有相當關係，為
了弭補官軍之不足，元廷便希望藉由募兵來解決艱苦的作戰環境。而
地方人士之所以受募成為義兵，其因有保家衛鄉、忠義觀念以及求功
名利祿三者。尤其是保家衛鄉更是民間人士自組義兵的重要關鍵，甚
至凌駕了對元廷的忠節。
其次，在義兵的組成方面，民兵的來源眾多，造成人員素質良莠
不齊。至於義兵統領的身分大致分為官方與民間人士。官方的義兵統
領多由地方官充任，民間的義兵統領則不外乎富豪大族、士大夫、僧
道人士，以及一些士卒平民，他們之中不全然是有財有勢的地主階級。
在義兵的經費來源方面，其組織經費多出自富家大族的捐輸，義兵將
領的個人家財，與官方的支援。
第三，義兵在元末動亂中的表現，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者，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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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家衛鄉，抵禦外侮，進而協助官軍剿滅敵寇。而負面表現，則是劫
掠地方，甚至據地稱王、獻地投敵。然而隨著高郵之戰的落幕，義兵
逐漸趨向負面作為。究其因，高郵之戰不只拯救了張士誠政權，也間
接讓各地紅巾勢力再度復甦，這一敗元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更重要
的是，元廷兵敗後，竟陷入嚴重的內鬥中，致使朝政混亂，甚至援引
外軍作為政治資本。惡鬥的結果，使義兵在無官方奧援的情況下，遭
受反元勢力的攻擊，只能投降敵軍。此外，賞罰不公、部分官員的舉
止失措、朝廷對義兵的猜忌、無法有效掌控義兵、義兵對久戰的厭惡，
以及割據群雄的兩面手法，都破壞了義兵對元朝政府的向心，也是擁
元義兵逐漸消逝的原因。

關鍵詞：
元朝、元末時期、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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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義兵述論╱黃文榮∗
一、前言
二、義兵的興起
三、義兵的組織
四、義兵在變亂中的表現
五、結語

一、前言
元末政治動盪，各地動亂時起，此時元軍已非元初的驍勇，面對
各地反亂只能莫可奈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各地義兵紛湧而起，
他們為朝廷、為族人，自募民兵抵抗反軍，他們有熟悉地理環境的先
天優勢，加上為鄉為家奮鬥的理念下，常能發揮精強的戰鬥能力。當
敵軍來攻時，義兵們義無反顧勇往直前，故常見「賊船百艘卒至，眾
皆舛縮莫敢進，獨君所部民兵與奮戰」。 1官兵未戰先潰，民軍卻頑強
抗敵的情況。義兵儼然為元末特殊的現象之一。
本文所討論者，即是元末動亂時，義兵抵抗反亂軍的活動。由於
觀察角度不同，史料對這些義兵也有不同稱呼，有民兵、民義、義兵、
鄉勇以及鄉義等。不過這些不同記載卻有相似的特色：一是這些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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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禕，《王忠文公文集》（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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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由召募或自組而來，與世襲官軍不同。二是組成分子以非軍戶者為
主。三是他們是地方抗亂、保鄉衛里的基礎武力。故本文所指義兵，
實包含民間自募而未有官方頭銜的民兵、鄉勇，與官吏私募的非正規
軍，係採廣義的義兵解釋。
近年來，研究元末動亂的學者雖不在少數，也有不少精闢見解的
呈現，但多限於農民起義或元末群雄的活動，對於義兵僅是概略論及，
少有人以義兵為觀察重點，當中亦有過分強調民族意識與階級革命的
性格，以致立論略失偏頗。故筆者不惜野人獻曝，擬以《元代農民戰
爭史料彙編》中的豐富史料為基礎，從地方鄉紳與元廷立場觀察元末
義兵活動，採史料分析的方式，試圖重構元末義兵的建立、發展以及
特色，希望藉此填補義兵研究的不足。如有不當之處，還望不吝指教。

二、義兵的興起
義兵的興起實與元末動亂息息相關，是在這種多變動亂的環境刺
激下因而產生。然欲求義兵興起之因，還得先考慮到軍事上的問題，
即元朝官軍之不振。元朝軍隊隨著天下太平的到來，逐漸喪失大蒙古
2

國時期的驍勇精神，竟出現「將校不知兵，吏士不練習」的情況。 腐
敗的軍隊遇到了至正年間的動亂就越顯無力。至正六年的四十名盜賊
劫會通河船三百艘，官軍「莫能捕」
。七年，
「集慶花山賊才三十六人，
官軍萬數不能進討，反為所敗」。3三十餘人的花山賊居然使「三省撥
兵，不能收捕，殺傷官軍無數」
。官軍的戰力如此，陶宗儀也不得不感
嘆：
「從此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不三五年，自河以南，盜賊充斥，

2
3

脫脫等，
《元史》（北京：中華書局，1995），卷 137〈阿禮海牙傳〉
，頁 3317。
同上註，卷 41〈順帝紀四〉，頁 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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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數也夫」！4甚至素號精悍的「阿速軍」
，也在統帥黑赫高呼「阿卜！
阿卜」5，遇敵即走，毫無作戰的意願。6所以葉子奇說：「元朝自平南
宋之後，太平日久，民不知兵。將家之子，累世承襲，驕奢淫佚，自
奉而已。至於武事，略不之講，但以飛觴為飛炮，酒令為軍令，肉陣
為軍陣，謳歌為凱歌，兵政於是不修也久矣。及乎天下之變，孰能為
7

國爪牙哉，此元之所以卒於不振也」。 實非虛言。
除了戰力低下，擁有不理想的質，官軍的量其實在戰爭中也占不
了多少優勢。星吉至太平，
「調寧國、廣德之兵，僅一百五十人，賊號
百萬」。 8江浙等處平章政事月魯帖木兒「總兵出征，公以官兵不滿二
百，且贏弱，不足討賊」。9廣德千戶伯顏不花率百戶二名，軍人竟只
有四十一名。10如此窘境，官府只好求助民間，伯顏不花所率隊伍中，
就有民義二百五十九名。星吉與月魯帖木兒也分別召募義兵千餘人從
事征戰。義兵對元廷而言，的確是協助官軍作戰，剿平亂事的利器。
至於地方百姓為何要組織義兵，則是另一個需要探討的原因。筆者以
為義兵之興實不外乎：保家衛鄉、忠義觀念，以及求功名於後的心態，
下文即從這三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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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魯帖木兒公行狀〉，頁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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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家衛鄉
保家衛鄉可說是民間義兵組成的原始動機，也是主要動力。元末
動亂促使許多豪勢之家、市井小民，在盜賊與反元勢力的壓迫下，嘗
到了家破人亡的命運。溧水大姓端氏，
「群從子弟居山東西前後者百餘
家」
，至正年間「兵琢方張，咸蕩為灰燼」
。11金溪一帶遭大亂之禍，
「豪
勢之家焚蕩播遷，靡所底止」。12動亂之際，地方大族、富豪勢家多因
「懷璧其罪」，富裕的家中成為不肖分子掠奪的目標，此時「大家世族
能卓然不為亂賊所污，保其家，復其盛，昌其後者，江鄉甚不多見也」。
13

張世誠據姑蘇後，「軍需徵賦百出，昔吝財家戶，破家剝床，目不堪

睹」
。14富甲福山的曹氏亦因張士誠進據，
「眾肆攘掠，一夕而空」
。15兵
禍不只降臨在富豪之家，無財無勢的平民也常受無妄之災。
「農民起義」
並不只是「狠狠地打擊地主」
，他們同時也殺掠平民，奪人妻子，造成
「污人女婦、剽鹵至雞犬」16、「殺人如麻，大肆劫掠」17、「焚掠府庫，
18
室人女婦，日殺傷無算」 ，這些景象都可見於文集、方志中。對初期

的反元勢力而言，只有同夥與非同夥，他們並沒有以禁殺掠的手段來
獲取民心，反而以此激勵同伴間的士氣，以致所到之處多所殘破。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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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憲公全集》
，卷 1〈溧水端氏家牒序〉
，頁 17。
《朱一齋先生文集》
，卷 8〈元魯吳公墓誌銘〉
，收錄陳高華、楊訥主編，
《元代農民
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北京：中華書局，1986），頁 148。
《解學士文集》
，卷九〈劉君象賢〉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39。
《青樓集》，張擇，〈青樓集序〉，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頁 421。
《平吳錄》，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20。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8〈王先生小傳〉，頁 16。
《嘉靖崑山縣志》
，卷 13〈雜記〉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頁 590。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3〈葉治中歷官記〉，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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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仍須說明的是，由於紅巾軍19帶有強烈的末世觀念、宗教色彩以及階
級意識，因此他們對於士大夫或富家豪室的敵視與破壞相對較高，與
這些精英階層的合作互動也較為缺乏。而非紅巾軍者，如張士誠、方
國珍則不然，他們雖有破壞地方之舉，卻沒有紅巾軍的強烈排他意識，
對於願意合作的士大夫或地方豪強，多予高位拉攏，甚至屈身就教。
是故與紅巾軍相比，非紅巾系者與封建勢力的互動較為頻繁。
在這樣的背景下，地方鄉紳、百姓為了保全地方，只好「以戰止
戰」
，組織武裝力量對抗反元勢力與盜賊的入侵。撫州失守時，鄧彥誠
就以「寇將至，吾可不衛宗人，使及於難乎」！號召鄉里少年，立寨
於金溪雲林山，屢退賊鋒，
「荐紳之流依之以免者百數十家」
。20「少負
勇略」的吳復於四方兵起之際，以「所在皆被寇掠，我等豈能安處，
當與眾團結立寨，庶可保障鄉里」
，於是團結鄉民，
「結寨以自固」
。21至
正年間天下大亂，「所在寇盜乘時為患害」，華高「慮蹙迫州境，即於
所居黃墩結集水寨，召募強丁，淬礪刀劍，晝夜為禦侮計」。22著名義
兵領袖汪同，他的起兵也是因為「鄉里遭焚掠逃竄，乃推同為首，依
山谷保據捍御之」。23這都表現了民間義兵保鄉衛家的組織個性，他們
絕大多數的起兵之因，無非是「衛宗人」
、
「保鄉里」
，與官方召募義兵
的動機顯有不同。可以說民間自組義兵的動機實以保鄉為務，若純以
忠義解釋，並不能完全說明。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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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巾系指韓林兒、劉福通為主的北系紅巾，與徐壽輝、陳友諒、明玉珍等南系紅巾。
紅巾系多以宗教為號召，與非紅巾的張士誠、方國珍以私人武力興起有所不同。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6〈清風亭記〉
，頁 4。
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編，
《明太祖實錄》
（台北：中央研究院歷史語言研究所
編，1967），卷 157，頁 2439。
《宋文憲公全集》
，卷 5〈巢國華公神道碑〉
，頁 1。
趙汸，《東山存稿》
（台北：商務印書館，1972，四庫全書珍本 343），卷 7〈資善大
夫淮南等處行中書省左丞汪公傳〉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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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忠義觀念
元代後期，江河日下的元廷竟能在動盪中維持十七年之久，直到
至正二十八年才被推翻，這種情形的出現當然有很多因素，然而忠義
觀念的作用是絕不能忽略的，尤其對在職官員與士大夫來說。元朝雖
然以異族之姿入主中國，不過「行中國之道」
，卻使不少漢族認同了這
個政權。24除了本有守土之責的官員外，不少漢族士人、鄉紳，他們也
願意輔助元朝政府，在元末的戰爭中表現出不肯屈服的精神。蘭田賴
作霖，以「吾家自唐、宋號稱忠義，豈忍坐視梟獠之毒吾郡耶」！遂
集鄉民，大破賊眾，
「終元季之亂，賊不敢犯蘭田」
。25掾史堵無傲率官
軍、民兵討賊，行前以「國家有事，食君祿而不以身殉之，是無君也，
焉能自立於世」！後來不幸陣亡身殉。26元末江西亂事四起，劉明道不
與鄉人「契家逃避」
，反而認為「大丈夫死為忠義鬼，豈能向草間求活」
。
於是召募壯勇，守衛郡城。27不僅以忠作為號召，以義為訴求亦是地方
舉兵的另一動機。章溢退居田里時，得石抹宜孫檄令，即號召群眾，
「吾
邦非石抹將軍，人且盡為枯骨。今一旦有急，正我報德之秋也」
。遂集
少年勇壯數百人助擊敵軍。28儘管這種忠義觀念是不少義兵統領組織義
兵的原動力，不過吾人還是不能忽略更多的民間義兵僅是為了保衛家
鄉，免受寇害，而與官軍合流。胡嘉祐助官滅寇的動機，是「鄉鄰有

24

25

26

27

28

蕭師啟慶，
〈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
《台大歷史學報》
32，頁 83-85。
《解學士文集》，卷 7〈萬安賴氏源流記〉，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
一分冊，頁 309。
《白雲稿》
，卷 10〈堵君哀辭〉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36-437。
《解學士文集》，卷 9〈忠義大夫吉安路總管劉明道神道碑〉，收錄《元代農民戰爭
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82。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御史中丞章公神道碑〉，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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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可坐視之乎」！他知道所率民兵千餘不足滅賊，只是「助官軍作
聲勢，捍蔽鄉井耳」！另一義兵呂玄明勸他移居他守，胡氏更指出：
「吾
29
將排難以保鄉邑，此吾眾之所以集也」。 明白道出民眾組織義兵的原

因，實以保鄉為主要目標。這種民間自組義兵有相當程度是附和官軍
以為聲勢，希望以官方為號召，力求團結，俾能保障鄉里，
「使郡人知
官軍有必至之期，無敢輕於從賊」。30他們不見得不忠於元朝政府，但
前提是這個忠義必須符合鄉里利益，避免「順寇兵官軍以為叛，從官
軍則寇兵又將屠」
。因此「民間起義兵保障鄉里，稱元帥者不可勝數，
元輒因而官之。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不終」。31這種政治態度的轉變
即是利益考量下的變化，值得我們注意。

（三）求取功名利祿
如果說保衛鄉里是民間義兵興起的主因，官募義兵則偏重以忠義
觀念為號召，那另一個不能低估的動機──求功名利祿則是官方與民
間義兵都持有的希望。動亂之際，常是時勢造英雄的絕佳時機，不少
英雄人物、平民百姓，以及投機分子，只要掌握機會，便能在這個時
代大展鴻圖，進而名留青史。而部分義兵領袖為了尋求利祿之途，也
32
在此時「或憑城郭，或據山寨」。 稍具忠義者便以此「內援官軍，外

御諸盜」，協助元朝政府平亂。不過「割土疆，擅號令者，比比皆是」
33

、
「假元為名，分割境土」34的情況，更反映了起事觀變以此求名爵的

29

30
31
32
33
34

《蘇平仲文集》
，卷 3〈胡嘉祐傳〉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頁 614。
《東山存稿》
，卷 4〈休寧縣達魯花赤巴侯武功記〉，頁 28。
宋濂等，
《明史》（北京：中華書局，1982），卷 124〈陳友定傳〉，頁 3717。
劉基，《誠意伯文集》（台北：商務印書館，1962）卷 1〈瑞麥頌〉，頁 15。
轉引自周良霄、顧菊英，
《元代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 679。
《誠意伯文集》，卷 1〈瑞麥頌〉，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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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
絕大多數的義兵來自召募，這些受募義兵不乏有為財而死之人。
元朝政府在亂事紛起時，屢立賞格，寄望在重賞之下能有勇夫，解決
部分地區「天高皇帝遠，民少相公多」的情況。35雄霸浙東的方國珍，
初期為元廷效力，是討伐海賊的義士，他「慕賞功官爵，募眾至數千
人」
，
「亦欲向功，為國宣力」
，後來因地方政府的舉止失措，失望之餘
才入海為寇。36方國珍舉兵為亂後，元朝政府也立即「有宣數道、敕數
十道，懸以購人立功」。37不少地方人士皆以此為飛黃騰達的機會。臨
海葉文舉，遇方氏之亂，認為「此吾取功名時也」
。因而團結鄉兵以圖
之。38名進士泰不華在方國珍復叛時，對義士稱：「君輩助我擊之，其
克則汝眾功也」
，以此激勵義兵殺賊之心。39慶元趙觀光深知義士之心，
指出「募以厚資，示以重賞，其人必樂為我用，用以擒賊，無難矣」。
40

合肥王珪，少時為淮西廉訪司卒，一日見長官威儀尊崇，遂有「將相

無種，在人為耳」之念，
「及元末兵亂，募集鄉民，守廬州」
。41可見求
取功名利祿對義兵而言是不可或缺的動力之一，也是他們之所以忘生
就死的推力。
此外，日本、大陸學者曾提出「階級鬥爭是元末叛亂的源頭」
、
「義
兵是地主對階級鬥爭的反動」說法，筆者認為此說仍有商榷之處。元
末的義兵領袖是否全為地主階級，下節〈義兵的組織〉對此有初步討
論。至於以階級鬥爭來解釋元末紅巾軍或其他反元勢力的作為，恐怕
35
36
37
38

39
40
41

《閑中古今錄摘鈔》，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581。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49。
同上註，頁 50。
《始豐稿》
，卷 14〈平江等處水軍都萬戶府副萬戶葉君墓碑〉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
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608。
《元史》
，卷 143〈泰不華傳〉
，頁 3425。
《王忠文公集》，卷 24〈趙君墓銘〉，頁 420。
《明太祖實錄》，卷 221，頁 3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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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是以此可以涵蓋。元末義兵的興起固然不乏「階級鬥爭」的影子，
但以此為元末動亂或義兵組織的因素，則有不妥。

三、義兵的組織
義兵是元末動亂的相應勢力，他們反抗破壞社會秩序與安定的反
政府勢力──紅巾軍、非紅巾軍與各地盜賊，這股勢力在元末扮演著
極為重要的角色，也是元末動亂下的特殊產物，是故對其組成分子與
各項相關事務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一）義兵統領的身分分析
探討義兵統領的身分前，必須先了解義兵的組成基礎為何？大體
而言，義兵的組成分子以地方百姓為主。
《元史》載行台御史大夫朵爾
直班至商州，即「募民為兵」。42國子生卞琛所統丁壯「皆民兵」。43面
臨大亂，縣尹盧琦與義士呂用賓父子，僚友伊守禮，
「大募民兵擊之，
屢戰屢克」
。44張貴和、張繼和兄弟「集兵捍境，鄉里從義者多歸之」。
45

鄉兵、民兵在史料中亦被稱為土兵，如星吉募土兵，46淮、漢賊起，

荊門不守，荊門知州聶炳募土兵七萬人。47凡此皆是官員所募義兵為在
地民眾的顯例。
42
43
44

45

46
47

《元史》
，卷 139〈朵爾直班傳〉，頁 3359。
同上註，卷 194〈卞琛傳〉
，頁 4399。
盧琦，《圭峰集》
（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卷
下〈永春縣重建公署記〉，頁 739。
《萬曆慈利縣志》
，卷 15〈人物志〉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31-232。
《元史》
，卷 144〈星吉傳〉，頁 3439。
同上註，卷 195〈聶炳傳〉
，頁 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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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了募鄉民為義兵外，還有不少大族以族人，或家丁、奴僕、丐
戶為兵。如浙東陳恢當方國珍舉兵之際，
「聚族人及鄉之好義者御之」
。
48

劉綸、劉壉兄弟「悉驅其家蒼頭與相雜伍」
，以此為義兵。49至正年間

被舉為百戶長的江秀敏，率家丁九百人為義兵，出征討賊。50「會稽典
史，值海寇亂，籍丐戶三百人為義勇，乘其素不平之氣而厚遇之，嘗
51
得其死力」，這位典史因此超陞為府通判。 而不法之徒也有參與義兵

者，意圖以官號作威於鄉里，如寧國周鎬、周銘兄弟，
「招集亡命，謂
之民義，翼附官軍以為聲勢」。52萬戶府監軍哈刺不花、溫州平陽翼千
戶趙光遠，所率諸兵「皆素無賴販鬻私貨者」。53
還有，為因應某些特殊地理環境，弭補「駐海兵單」的窘境，元
廷也獎勵某些特殊身分人士，加入義兵行列，下詔沿海一帶募鹽丁、
灶丁或水工為義兵。54至正十二年，丞相脫脫討徐州賊，以官軍不習當
地水土，特別召募瀕海鹽丁為軍。55孛羅帖木兒也曾糾合諸義兵丁壯水
工五千餘人，用以抵抗紅巾。56而最特別的是，不少宗教人士在官方「參
裁軍事，必訪異人，既達天時，當為世用」的想法下，參與義兵行列。
5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永嘉橫舟和尚，善用各種兵器，又通「曲制官道主用之法」
，
「因禮致
陳相、謝繹，
《弘治赤城新志》
（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77）
，
卷 13〈人物〉
，頁 312。
李祁，《雲陽李先生文集》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
刊 96），卷 8〈劉綸劉璩傳〉，頁 275。
魏瀛等，
《同治贛州府志》
（台北：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江西
100），卷 51〈人物志〉，頁 943。
葉權，《賢博篇》（北京：中華書局，1997），頁 32。
鄭玉，
《師山先生文集》
（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
，
卷 7〈有元封靲縣尹鮑先生墓誌銘〉，頁 58。
湯日昭、王光蘊，
《萬曆溫州府志》（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
部 211），卷 18〈雜志〉
，頁 253。
《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591。
《元史》
，卷 187〈逯魯曾傳〉
，頁 4293。
同上註，卷 195〈孛羅帖木兒傳〉，頁 4418。
《南村綴耕錄》，卷 28〈軍前請法師〉
，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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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58另外，紅巾軍的強烈宗教信仰，也促使不少以正統宗教自居
的釋道之人，團結對抗紅巾軍。寓居泉州的釋大圭即云：
「賊起南州不
59
出兵，守攻一切付諸僧」。 他們在動亂中成為義兵的組成分子之一。

誠如上述，義兵來源包括鄉民、族人、奴僕、鹽丁、灶丁、水工、
宗教人士，甚至不法之徒，組成分子相當繁雜。正因為如此，所以當
人數眾多的民兵集結後，如何發揮他們的力量，義兵統領就扮演著關
鍵性的角色。大體而言，義兵統領的身分包含中央官、地方官為主的
政治精英，富戶、地主等經濟精英，儒生、處士、僧道等知識精英，
以及武斷鄉曲，在地方擁有龐大勢力的社會精英。但無論何種階級，
可以發現領導人物並非純以地主可以解釋。義兵的組織主要有兩種方
式，一為民間自組，二為官方召募，故其統領可概分為官員與平民。
1.官員
對元政府而言，元末動亂的舉事原因雖有各種因素，但他們表現
的行為卻都是反政府舉動，損害官方威信、統治的行為，所以官方對
這些事件，必須嚴加查辦，以穩固元廷的統治。而官員們在「吾今為
王臣矣，當勤王事」60、「食君之祿者，死君之事」的忠君觀念下，自
然擔起了平亂之責。另一方面，官員們擁有較多的行政資歷，亦不乏
智謀之士，所以元廷也樂意使他們募兵平亂。元政府起用唐兀人邁里
古思，即因「公名進士也」
，
「其人文足以撫眾，武足以威敵，若討之，
61
「以材勇聞」名京
莫如公宜」
。 世居河西的高昌貴宦之後八忒麻失里，

58
59

60

61

《誠意伯文集》，卷 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 129。
釋大圭，
《夢觀集》
，卷 4〈賊起〉
，轉引自唐立宗，
〈陳友定與元末福建地方政局（上）
〉
，
《大陸雜誌》
（100：1），頁 28。
顧振宇，
《萬曆仙居縣志》
（台北：新文豐出版社，1988，叢書集成續編 231）
，卷 12，
盧俊民〈吳仲修忠孝坊記〉
，頁 207。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4〈贈行軍鎮撫邁里古思平寇詩序〉
，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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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紅巾起事後，省臣特以其為省宣使，募壯士抗敵。62元朝政府甚至
打破迴避本籍，選擇熟悉當地民情風俗者，以助平亂。吳當因「江南
兵起且五年，大臣有薦當世居江西，習知江西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
者」
，特授江西肅政廉訪使之職。63至正十六年，盜犯仙居境，
「總制其
鄉之義兵」的同知吳揚亦是「仙居為吾父母邦」的本籍地方官。64
由於義兵多為地方募兵而來，故其領袖與地方實有相當關聯性，
絕大多數的義兵由負有守土之責的地方官負責募集，他們接受中書檄
命募民為兵，或受詔「團結義兵」
，也有部分地方官私募兵勇禦敵，是
故義兵統帥中有不少地方官擔任。至正十二年，元廷頒令「各處試用
守令，並授兼管義兵防禦諸軍奧魯勸農事，所在上司不許擅差」
，明確
表示地方官有負責辦理義兵事務。65十七年更下詔天下「團結義兵，路、
66
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因此史書中有不少地方官召募義兵之

舉。貢師泰為平江路總管領義兵出戰張士誠。67廣寧路總管郭嘉受詔「集
民數千，教以坐作進退」
，部眾之強甚至有「甲兵之精，稱嘉為最」之
說。68畏吾兒籍的同知伯顏不花的斤「會徽寇犯遂安」
，亦將義兵平之。
69

靖安縣達魯花赤潮海與縣尹黃紹為禦賊亦集義兵。70諸如此類的記載

屢見於《元史》中，可見地方官實為義兵統領之一。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東山存稿》
，卷 4〈休寧縣達魯哈赤八侯武功記〉，頁 24。
《元史》
，卷 187〈吳當傳〉，頁 4298。
《萬曆仙居縣志》
，卷 12，盧俊民〈吳仲修忠孝坊記〉，頁 207。
《元史》
，卷 42〈順帝五〉，頁 897。
同上註，卷 45〈順帝八〉
，頁 940。
同上註，卷 187〈貢師泰傳〉，頁 4295。
同上註，卷 194〈郭嘉傳〉
，頁 4397。
同上註，卷 195〈伯顏不花的斤傳〉，頁 4409。
同上註，卷 195〈潮海傳〉
，頁 4424-4425。

成大歷史學報第二十九號 45

2.民間人士
除了官員外，義兵統帥中有更多是無官無銜的平民出身，當然這
與平民生與斯長於此，在戰亂中是直接受害者有相當程度的關係。因
為一旦賊發入城，身家財產不僅難保，自身性命也是岌岌可危，他們
是戰爭破壞下，最直接的受害者。基於避難保鄉，同仇敵愾的心理，
所以組織義兵，對抗起事者的騷亂，實責無旁貸。元朝政府深知民氣
可用，在亂事大起之際，數次檄命地方集結義兵抗亂，
「於賊未至之前
一日，蒙鈞批團結鄉兵，守護縣治」。71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受檄命，起
義兵的人，多是極具威望的富家大族，然而掌握文柄，通經知史的士
大夫與廟宇住持，他們更具有強大的群眾號召力。胡深之師王毅，
「粗
有力，蒙鄉人信服，令為表倡，首舉義兵」。72學者季文與章溢的雲合
73
響應，也使眾至萬人。 天寧寺住持舜田方於盜起四方之時，「宣力扞

城，早夜不忘滅賊」。74分水縣治為盜竊據，主僧普潤猶守義不屈，以
致寺為其所毀。75這都表現出士大夫與廟宇住持在義兵組織中的地位。
然而，組織義兵，要人效其死力，不只靠本身威望號召群眾，以
金錢的魔力，吸引民眾加入義軍也是另一種辦法。況且動蕩時期，家
大業大的資產之家就算未曾迫害他人，卻還是反政府勢力殺掠竊盜的
對象。「見富人如仇，必欲焚其屋而殺其人」，紅巾軍所至之處「大掠
76
富民家，散入山谷搜劫，無獲免者」 ，這種「殺掠巨室」，奪其產的

情況在當時並不少見。為求安身立命，或響應官方號召，富家大族與
71

72
73
74
75
76

王毅，
《木訥齋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續修四庫全書 1324）
，卷 3〈上黑
元帥書〉，頁 240。
《王忠文公集》，卷 22〈縉雲郡伯胡公行狀〉
，頁 401。
《木訥齋文集》，卷 3〈上黑元帥書〉
，頁 240。
《誠意伯文集》，卷 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 129。
《王忠文公集》，卷 11〈甘泉寺佛殿記〉，頁 208。
刑址、陳讓，
《嘉靖邵武府志》
（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91）
，
卷 2〈黃鎮成撰碑〉
，頁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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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具資產者紛紛捐家財組織義兵。胡嘉祐「散家財，募武健之士，得
千餘人而什伍之」
。77書院山長陳善在張士誠入侵時，
「出私幣，募勇壯
78
三千人，即所居為營以拒之」
。 江日新與其弟散家財募兵，得三千人。
79

宜黃曹孟仁「盡用其產以募士，無留幣焉」
。80募民為兵的方式，雖然

極為有效，然而它的龐大負擔，令人不敢小覷。星吉為因應亂軍來攻，
特別募兵支援城內不足的軍力，
「人給十五千，無至者。公予五十千，
三日，從者逾二千人」。81一人給五萬，二千人就達一億，募民為兵的
費用之高，無怪乎史籍言募兵者需「傾家資」而為，顯示出富戶在義
兵活動中的重要性。
義兵不只保障了州里安全，也使元室江山不致於迅速易主，地方
大族與士大夫這些統率義兵的中堅分子，他們對元廷的貢獻確實無庸
置疑。不過我們卻不能以此稱義兵為「地主武裝」
，而忽略某些非地主、
士大夫的義兵領袖。清江戍卒劉天佑與義兵鄒民用等結寨抵禦紅巾。82
「劉清之為浮屠，沈壽之出雛卒」，他們都因率軍抗敵而死，入祭節士
83
祠中。 這些頗得人望、受人愛戴的義兵領袖並非家財萬貫、智慧超人，

或具有過人家世者，卻在群眾中擁有一定的領導與號召力，能聚集群
眾使其勇於抗敵，可說是韋伯所言的「卡理斯瑪」
（charisma）型人物，
77

《蘇平仲文集》
，卷 3〈胡嘉祐傳〉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頁 614。
78
《滎陽外史集》
，卷 25〈嘉興宣公書院山長華廷陳君事績詩序〉
，收錄《元代農民戰
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28。
79
彭澤等，
《弘治徽州府志》
（台南：莊嚴文化，1996，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 181），
卷九〈人物〉
，頁 36。
80
《弘治撫州府志》
，卷 24〈人物〉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150。
81
《宋文憲公全集》
，卷 34〈忠肅星吉公神道碑銘〉，頁 3。
82
《同治臨江府志》
，卷 26〈人物傳〉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149。
83
《同治南昌府志》
，卷 13〈節士祠記〉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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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獨特的領袖魅力成為民眾追隨的動力。84這些缺乏背景的人物，以
個人特質為號召，對大眾誘之以利，動之以害，同樣能組織出一支與
反亂軍對抗的精兵。
此外，根據本文附表尚有一點值得注意之處，即義兵統領身分似
有區域性的區別。筆者統計浙東一帶義兵統領共三十三人，其中具有
官員身分者十二人，平民百姓則占十九人，不詳身分者二人，這似乎
反映了浙東一帶本土勢力的強盛。與之相反，腹裏、河南一帶以具有
官方身分的義兵統領居多，十八人中有十人為官員，八人為無官職頭
銜的平民百姓，其中田豐、孟本周、余寶、王信四人應是元廷「聽富
民願出戶」而封的義兵萬戶、千戶，故其身分當為地方富豪。從這四
位受官方承認的義兵萬戶、千戶，與李思齊、察罕帖木兒立功受封的
情況來看，似可見官方對北方義兵尚有一定控制力，所以募兵工作多
為官方主導，或由官方事後授職。而浙東與此不同，也許是戰時此地
受隔於外，政府號令難行，相對來說控制力較為薄弱，民間擁有較多
權力。亦或如日本學者所言元朝自亡宋後，在政治上便有「支配江南
的脆弱性」，使豪民得以武斷鄉曲，享有較多自主權。85無論何者，浙
東義兵組織以民間人士主持較多的情景是值得關心的焦點之一。
另一方面，浙東反方國珍的義兵，與北方義兵立功授職也有不同。
不少浙東義兵奮勇作戰，
「傾家募士，為官收補，至兄弟子姪皆殲於盜
手，足不沾一命之及」。86從附表所見，浙東民間義兵統領立功後，能
得授官方職銜者的確較少，不知是否如學者所言是元廷「對漢族地主

84

85

86

莫姆森（Wolfgang J Mommsen），《支配的類型：韋伯的政治社會學》（台北：遠流
出版社，1990），導言，頁 3-21。
檀上寬、阪倉秀澤，
〈元末民眾の叛亂〉
，收入谷川道雄主編，
《中国民衆叛亂史》2
（東京：平凡社，1979），頁 200。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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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的猜忌與排斥」。87至於，在族群類別方面，浙東一帶的義兵統帥
以漢人居多，明確可知非漢族人士只有邁古思里、石抹宜孫、金剛奴
以及六十。而反北系紅巾的義兵則因為多由官方組織，統帥為非漢族
人士的比率比浙東一帶多，有朵爾直班、察罕帖木兒、神保、塔失帖
木兒、烏古孫良楨五人。
還有，由附表所載也可以觀察出，兩地義兵的活躍時間不一，造
成這種差異的主要因素，與反元勢力或紅巾軍的活動時期有密切關
聯。北方紅巾初起於至正十一年，隔年義兵活動大盛。至正十二年後，
隨著元軍的鎮壓，北方較趨安定，義兵活動也漸為緩和。至正十六年
劉福通發動北伐，北方義兵在十七、十八年，也就是紅巾軍力鼎盛時，
活動記載日趨增多。而反方國珍的義兵則由於方氏之叛服無常，降元
後仍有擴張地盤之舉，因此此地義兵活動常見於史籍，較無時間變化
差異。相同的是，兩地在至正十八年以後，義兵活動漸趨消逝，事蹟
已少見於史書，這似乎與群雄分立之勢漸顯有極大關係。至正十七、
八年後，朱元璋收應天、陳友諒據江西、張士誠擁江左、方國珍占江
右，察罕帖木兒、李思齊在華北等，他們併吞若干小勢力，成為雄霸
一方的大勢力。許多義兵在這樣的局勢發展中，不是降於群雄，就是
缺乏支援而被攻滅，天下之勢昭然數分，而非元廷獨大之局，自然影
響了義兵的向心。
最後，若將元末義兵與清政府下的鄉勇、義民作一比較，更能看
出元末義兵的特殊性與兩者的相同處。第一，同屬異族的元、清政權
未因異族身分而不受漢民支持。在有清一朝的台灣民變與幾乎動搖清
廷江山的太平天國之亂，漢族士人在這些動亂中也與元末義兵相同，
多採支持清廷的舉動，對於平定亂事貢獻甚多。尤其是著名大臣曾國
藩、李鴻章以及左宗棠等，皆為漢族出身，他們所籌辦的鄉勇、團練，
87

史衛民，
《元代軍事史》（北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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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亂事中更是大放異彩，挽救了江河日下的清政府。第二，就領
袖身分而言，元末義兵統領與清廷的義民、鄉勇首領相較，元末義兵
統領的身分較少官方職銜者。清代台灣一地，據劉妮玲的統計，
「平均
有39.5%的義首出身平民，60.5%的義首出身於擁有科舉功名的士紳階
層。而在40%左右的平民出身中，有不少是殷實商戶與墾戶」。 88美國
學者孔飛力（Philip A.Kuhn）研究清末動亂時，也發現南昌縣內的團
練局皆是具有科舉功名或官階頭銜者所領導。89這些士紳階層下起捐納
的武生、監生，上至在鄉進士，他們在動亂之際，成為安定社會秩序
的領導者，以武力、家財支持了清政權的統治。此正反映出清政府以
科舉功名或官方職銜，收納地方領導階層的用意，也表現出科舉制度
對於政府穩固地方統治的實際效益。相反地，元廷由於科舉行之不續，
所取人士較少，是以科舉功名得第者在元末動亂中勤王舉兵者，在整
體比率中偏少。然亦如趙翼所言：
「諸人可謂不負科名者哉，而國家設
科取士，亦不徒矣」。90他們在元末動亂中不惜以身殉國，展現了對元
廷的忠貞。

88
89

90

劉妮玲，
《清代台灣民變研究》（台北：台灣師範大學，1983），頁 324。
孔飛力（Philip A.Kuhn）著，王慶成主譯，
《中華帝國晚期的叛亂及其敵人》
（北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 92。
趙翼，
《廿二史劄記》
（台北：樂天出版社，1971）
，卷 30〈元末殉難者多進士〉
，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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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東反方國珍義兵統帥身分表（不詳者2人）

官（12）
中央官 地方官
2

民（19）
吏員

富豪大族

士大夫91

平民

2

8

5

6

8

河南河北反北系紅巾義兵統帥身分表

官（10）

民（8）

中央官

地方官

吏員

富豪大族

士大夫

平民

3

6

1

4

2

2

（三）經費來源、義兵組織與義兵裝備
1.經費來源
組織義兵後，一個值得討論的問題，即維持義兵的經費要出自何
處。無可否認，義兵的裝備、糧餉、獎賞，甚至是陣亡義兵的安家、
撫恤等，都需要資金。募兵要錢，獎勵義兵殺敵也要錢，可以說「欲
92
調各縣義兵掃除餘虐，非有錢糧不能成功」
。 都事蘇友龍為殺敵求勝，

「召民殺賊，殺一人即攜首受錢二百五十緡」
。93殺一人即受賞二百五十
緡，那數百、數千人的龐大開銷絕非義兵統領一人能獨撐，因此官方
與地方富豪的支援，成為義兵經費的主要來源。
就官費而言，元朝中央與地方，對於官辦募兵之事甚為重視，多
會予以協助，以助官軍人數之不足。千戶伯顏不花的三百民義，元廷
91

92

93

指未帶官職，卻曾受國家教育、教人詩書或隱居各地之人。簡單地說，即具有一定
程度知識的民間人士。
余闕，
《青陽集》
（台北：台灣商務出版社，1983，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14）
，卷 5
〈上賀丞相書〉，頁 413。
《宋文憲公全集》
，卷 27〈蘇都事墓誌銘〉，頁 10。

成大歷史學報第二十九號 51

即支撥「官糧三千石，於軍需錢內借撥中統鈔一千錠，並軍器等物」。
94

陳君用為南平縣尹，行省給錢五萬緡，俾募千兵。95不過這些經費並

不夠用，陳君用自己就必須「散家財繼之」
，才能維持義兵支出。所以
一遇缺糧乏餉，官員們也得開官倉，勸富室捐輸，做為緊急應變。江
浙平章慶童發官粟以賑民兵。 96行中書省平章政事月魯帖木兒「集父
97
老，卑辭厚意，詢守備之方，勸率有力者出錢，招募民兵」。 泰和州

監達理馬識禮糾率義勇乏資，
「乃分勸富室出粟數千石，褚幣數萬緡」
。
98

上黨縣尹郭從善所領義兵乏食，
「欲盡括粟」
，後因李惟馨親勸富室出

粟，
「食乃足」
。99監邑勃羅鐵木兒「募精銳，官幣或不給，佐以俸資」。
100

顯示官方募兵的經費不足。是故至正十二年大亂初起時，元朝政府就

下令「凡各處士庶，果能為國宣力，自備糧米供給軍儲者，照依定擬
地方實授常選流官，依例陞轉、封廕；及已除茶鹽錢穀官能有再備錢
糧供給軍儲者，驗見授品級，改授常流」。101一轉過去救災之用的納粟
補官，以此充實軍用，希望抒解軍費之急。在政府的鼓勵下，確有不
少富家出粟捐財以饗國用。饒州鮑仲安與鄉人集壯丁，
「捐財出粟以供
費用」
。102張理於官軍乏食，且重疫纏身時，
「率縣大姓輸糧一萬二千斛
散之」。103這些富家大族的響應多少抒解了官軍的經濟困境。
94

《永樂大典》
，卷 2611〈南台備要〉，頁 1322。
《元史》
，卷 195〈陳君用傳〉
，頁 4424。
96
同上註，卷 142〈慶童傳〉
，頁 3398。
97
《危太朴文續集》
，卷 7〈月魯帖木兒公行狀〉，頁 569。
98
《槎翁文集》
，卷 2〈達理馬識禮傳〉，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144。
99
《順治潞安府志》
，卷 15〈紀事〉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44。
100
陶安，
《陶學士文集》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7）
，
卷 17〈繁昌監邑鐵仲賓功蹟記〉
，頁 229。
101
《元史》
，卷 42〈順帝五〉，頁 896。
102
《師山先生文集》
，卷 8〈鮑仲安墓表〉，頁 64。
103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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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召募的義兵尚且如此，民間自組的義兵，其經濟狀況不難想
見。由於義兵屬臨時編組，而非常態性的地方組織，因此缺少固定經
費支助。義兵統領在未有戰功，未受官方職銜前，常要一人扛起這個
重擔，不只竭家財以應，「盡散家資」、「餉饋衣甲之費悉出於己」104，
就連妻子的嫁粧也得變賣得資。羅宣明家財「索於用兵」
，後賴其妻「盡
105
出篋中物相之」
。 連江寧善鄉巡檢劉濬，妻子真定史氏女盡出篋中物，

使其得募壯士百餘。106曹孟仁為報弟仇，
「盡用其產以募士」
，並且「列
賞格金帛」
，為足賞額「至解婦簪」
。107由於民間義兵口糧資賞，多由義
兵統領捐家財，或由富戶集資響應，官方的補助往往在義兵建功立勳
後，才會予以獎賞、支援。汪同率義兵屢建奇功，期間未見官方奧援，
直到「捷聞，平章遣使齍白金盂、色緞、新褚二萬卷賞之」。108甚至對
109
義兵「有功者皆不受賞」， 這樣的行賞方式對民間自組的義兵來說，

自然會有緩不濟急之嘆。
2.義兵的組織與裝備
其次，就義兵的組織與裝備而言。元廷為平亂事，特與便宜行事，
地方得以檄令，
「檄所隸諸縣募壯士為軍」110，使鄉紳士人起義兵助守。
而地方人士亦以檄令為號召，募民為兵，興義兵助平亂事。如徽州程
擇「以府檄起義兵固守」。111張理遣張世英請檄起兵。112曠作揖「領大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雲陽李先生文集》，卷 8〈曠作楫墓誌銘〉
，頁 265。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9〈蔣貞婦傳〉
，頁 2。
《元史》
，卷 195〈劉濬傳〉，頁 4421。
《弘治撫州府志》
，卷 24〈人物〉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150。
《東山存稿》
，卷 7〈資善大夫淮南等處行中書省左丞汪公傳〉，頁 34。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6。
《宋文憲公全集》
，卷 4〈王府參軍胡公神道碑〉，頁 17。
何東序、汪尚宇，
《嘉靖徽州府志》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北京圖書館古
籍珍本叢刊 29），卷 16〈忠節〉
，頁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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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檄，糾丁壯數百人援永新」。113
軍號與旗幟是軍隊的象徵、代表以及識別，也是凝聚部隊向心力
的號誌之一，能促使軍人認同所屬部隊。而義兵組織後，軍號的設立
自是組織中的重要環節。元末義兵中最著者，有「黃軍」
、
「青軍」
、
「毛
葫蘆軍」、「苗軍」以及「興安義軍」等。他們有的以衣服顏色或裝備
114
特徵為號，如召募而來的三萬黃軍，
「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
。 常

州陳保二「初聚眾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115朵爾直班所募「金、商
義兵以獸皮為矢房，狀如瓠，號毛葫蘆軍」。116亦有以地區為名者，如
張理所募義兵「研墨汁署其衣曰『興安義兵』」
。117甚至以族群為名者，
如楊完者的苗軍，即是部隊以「苗獠義軍征行」
，苗族人數居多，故取
其稱。118
大亂初起時，義兵並無完整的組織型態，多半是地方官或義兵統
領自行署員行事，此時義兵組織較為紊亂。如贛州路總管王榮忠收復
寧都後，「設護民巡檢，募集義民」，並詳分為城內巡防與城外守望，
119
「參其軍，領
彼此「節鐘鼓以知緩急」
。 張萬戶辟彭文遠為護民巡檢，

民兵守北門」。120也有任義兵統領為百戶長、百夫長的記載，如江秀敏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雲陽李先生文集》，卷 8〈曠作揖墓誌銘〉
，頁 265。
《庚申外史》
，卷上，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83。
《明太祖實錄》，卷 4，頁 45。
《嘉慶粟陽縣志》
，卷 8，孔克齊〈壬辰紀要〉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
冊第一分冊，頁 192。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長谷真逸，
《農田餘話》
（台南：莊嚴文化，1995，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239）
，卷
上，頁 319。
《麟原前集》
，卷 1，〈贛州路總管府判官王侯記勳碑〉，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
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153。
程敏政編，
《皇明文衡》
（台北：商務印書館，1975，四部叢刊初編書 108）
，卷 94，
王直〈彭氏義忏表〉
，頁 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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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縣舉為百戶長，受省檄令募鄉里義兵禦敵。 121郭嘉召民數千，權立
「萬、千、百夫各統以長，號令齊一，賞罰明信」
。122中書右丞塔失帖木
123
兒總行提調西山寨十一處，
「設萬夫長、千夫長、百夫長」
。 而民間自

組義兵者，則設義兵長「團結鄉兵保障，以圖克復」。124或是「父兄子
弟聚義則若干人」125，由族中領袖率領，成為以宗法關係為主的宗族性
義兵。
大體來說，義兵的組織型態乃是因應當時需求而生，表現出它的
實用與臨時性。為了使群眾能迅速動員組織，他們多採一般的什伍、
保甲，或是宗族制來組織群眾、子弟。江西行省中書平章道童「編民
兵為十七屯，環列城上……，什伍相雜，首尾相應」。126伯顏「結鄉民
為什伍以自保」
。127石抹宜孫初至處州，即令「鄉民作保伍團結」
。128塔
失帖木兒亦以「編立排甲，分守要害，互相策應」來組織西山寨民兵。
129

亦有「率宗人復義社」、「聚族而謀，伍其子弟邙隸」。這些組織方式

不僅極具機動性，而且是民間熟悉的傳統制度，自然能促進彼此團結，
產生龐大力量。
至於，義兵裝備受限於元朝政府「禁江南民挾弓矢」130、「禁漢人
執兵器出獵及習武藝」131的禁兵政策，民間義兵所用武器並不優於反政
121

《同治贛州府志》
，卷 51〈人物志〉，頁 943。
《元史》
，卷 194〈郭嘉傳〉，頁 4397。
123
同上註，卷 45〈順帝紀八〉，頁 941。
124
《嘉慶粟陽縣志》
，卷 8，孔克齊〈壬辰紀要〉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
冊第一分冊，頁 192。
125
《羽庭集》
，卷 3〈隱齋記〉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19。
126
許應鑅、王之藩等，
《同治南昌府志》
（台北：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
中地方江西 812），卷 18，包希魯〈守城記〉，頁 2064。
127
《元史》卷 190〈伯顏傳〉
，頁 4350。
128
《誠意伯文集》，卷 8〈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頌〉，頁 210。
129
《元史》
，卷 45〈順帝紀八〉
，頁 941。
130
同上註，卷 15〈世祖十二〉，頁 321。
131
同上註，卷 28〈英宗二〉
，頁 619。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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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軍。卞琛所率義兵「直以鉤鉏白鋌當賊」。132休寧俞嵋集民兵據險守
御，
「以抗賊兵」
，遣使向另一義兵首領汪同求援，卻因「乏器械」
，與
133
敵交戰而敗。 在這種情況下，義兵統領只能一肩擔起裝備不足之任，

「餉饋衣甲之費悉出於己」，或如苗軍「自備糧餉、衣裝」。134而官方義
兵，在武器方面則不餘匱乏，也較為精良。如孛羅帖木兒得到官方大
力援助，
「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俾以軍號，給以刀輎，具哨
馬五十」
。135如此一來，與紅巾軍以「朴耙」136、
「竹槍」為武器相較才
能略勝一籌，成為元末與紅巾軍作戰的勁旅。

四、義兵在變亂中的表現
義兵組成的初始目標既然以保鄉衛民，維護鄉民生命財產之安
全，對抗破壞秩序的反元勢力為主，在變亂中的貢獻當然以保衛鄉里，
協助官軍平亂為首要目標，所以在史料中常可見義兵助守各地，防禦
敵軍，或是配合官軍，打擊敵勢。但除此之外，義兵在變亂中，還有
一些對官府或社會而言，是與其初設目的背道而馳的反面表現，他們
投效反元勢力、危害地方，甚至是據地稱雄，成為一方之霸。無論何
者，義兵在變亂中的表現值得吾人一觀。

132
133
134
135
136

同上註，卷 194〈卞琛傳〉
，頁 4399。
《東山存稿》
，卷 7〈資善大夫淮南等處行中書省左丞汪公傳〉，頁 37。
《農田餘話》
，卷上，頁 319。
《元史》
，卷 195〈孛羅帖木兒傳〉，頁 4418。
《東山存稿》
，卷 4〈休寧縣達魯花赤八侯武功記〉，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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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義兵的正面表現
對義兵而言，保鄉才能衛國，義兵的初設也就是以保鄉，安定地
方為主。「仗義好施」的李通，於「元季兵興，邑人王權造亂」，起義
兵擒之。137賊掠靖安，胡斗元以鄉兵擊敗之，「入縣治，與潮海共圖戰
138
守」。 他們甚至與官軍聯合據守，使反元軍無法順利攻取。如吳清、

吳江兄弟，史敬武父子，王全武等立寨結社，「各距州不一舍」，彼此
「成犄角之勢相援」，使「州得克復」。139王伯顏率民兵一千五百人為守
備，
「又遣吏諭鄉民，令各自為守」
。140常山尉林邦福「集義旅數千」捍
衛縣城，「狗鼠輩欲乘隙抄掠者，皆吐舌散去」。141他們團結民兵，「俾
自捍鄉里」，以護身家財產，「保妻子不散」。142
除了消極的保衛鄉里外，由於義兵熟悉地理環境，他們也是助軍
圍剿，進而收復城池的重要助力。南平縣尹陳君用以義兵千人，
「導官
軍復建陽、浦城等縣」。143撫州陳德輝、俞致明「率強壯越賊巢，入弋
陽，迎懿憐真班丞相，為之鄉導」。史稱時江西諸郡皆陷，「惟撫州全
城之內不遭其難，諸義之功也」，實不為過。144而動亂初起時，不少失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嘉靖鄧州志》，卷 16〈人物列傳〉，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160。
《元史》
，卷 195〈潮海傳〉，頁 4425。
《嘉慶粟陽縣志》
，卷 8，孔克齊〈壬辰紀要〉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
冊第一分冊，頁 192。
《不系舟漁集》，卷 13〈王伯顏傳〉，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196。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5〈樂清縣男林府君墓銘〉，頁 6。
《聞過齋集》
，卷 5〈故翰林直學士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林公行狀〉
，收錄《元
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頁 210。
《元史》
，卷 195〈陳君用傳〉
，頁 4424。
《弘治撫州府志》
，卷 24〈人物〉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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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州郡亦以義兵之力才得以收復。
《元史》載：
「羅明遠起義兵復之」145；
「中興義士范忠，偕荊門僧李智率義兵復中興路」146；
「潁州沈丘人察罕
147
帖木兒與信陽州羅山人李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 ；「湖廣參知政

事也先帖木兒與左江義兵萬戶鄧祖勝合兵復衡州」。148這些都是義兵收
復元廷失土的顯例。此外，在「天下之人視官軍為無用」的情況下，
義兵在剿賊滅敵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甚至是官軍不戰，全賴義兵。
江日新、江宏宗兄弟集義勇五千人，討破城之賊萬餘，
「焚賊營，擒賊
囚錢、魯二偽帥，克復郡城」。149安仁張琢率領義兵協同元軍作戰，時
值戰況不利，
「丞相引兵欲退，琢部騎卒執麾前驅」
，遂大破反元軍。150
而元末義兵最著者，莫過於福建陳友定與廣東何真。陳友定以所集民
兵為基礎，平曹柳順之亂、退陳友諒部將鄧克明等，屢立大功，從巡
檢高升至行省平章，對於福建一帶的安定極有貢獻。151廣東何真在元末
動亂時集兵保鄉里，首倡義兵，平王成、陳仲玉之亂，收復惠州、廣
州，以「練兵據險，保障一隅」稱之，實不為過。152友定、何真二人屢
平地方動亂，抵擋紅巾入侵，是元朝政府在名義上保有福建、廣東的
最大功臣。義兵予以元廷與官軍的協助由此可見。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元史》
，卷 42〈順帝五〉，頁 897。
同上註，頁 902。
同上註，頁 903-904。
同上註，卷 44〈順帝七〉
，頁 933。
《嘉靖徽州府志》
，卷 18〈材武〉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03。
《宋文憲公全集》
，卷 10〈張府君新墓謁〉，頁 8。
錢謙益，
《國初群雄事略》
（台北：新興書局，1983，筆記小說大觀 33 編之 9）
，卷
13〈福建陳友定〉，頁 283-286。
《國初群雄事略》
，卷 14〈廣東何真〉
，頁 29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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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義兵的負面表現
儘管義兵有著卓越表現，但「能為功首，亦為罪魁」
，不能忽略他
們對元朝政府或社會的負面影響。義兵雖以「義」為名，以「義」為
號，但一方面，義兵分子混雜，並非全是公忠體國、愛鄉愛國之輩，
一經浴血戰勝後，難免有人藉故搶奪，自肥其身，或公報私仇，以洩
其憤，這些行徑對社會造成了另一次的破壞。加上元朝政府未禁蒙古
遺俗，默認勝者有掠奪之權，所以不少名為義兵，實際上卻是為禍更
甚的變民。153其中最著名的劫掠義兵，莫過於楊完者的苗軍。
苗軍統帥楊完者，
「家世播州楊氏。湖、湘亂，以苗獠義軍征行」，
由於苗軍需自備糧餉，
「故所至多殺掠」
。154自楊完者由廣西舉義兵，善
戰的苗軍「攻復陳友諒所據湖廣諸郡」，以此得識於江浙行省，「以兵
守杭」。155移兵江浙的苗軍，他們的作戰能力，連張士誠也不敢小看。
但苗軍每領一地，不僅搶掠財物、人畜，還以刑人為樂。吳興一帶「僅
獲存者往往閹鼻截耳，罕逢完人」
。156苗軍平松江，
「恣肆檢刮，截人耳
鼻。城中女婦，多為淫污。房舍間有存者，皆為焚毀」
。157「苗有松江，
火一月不絕，城邑殆無噍類」
，他們「掠婦女，劫貨財，殘忍貪穢，慘
158
不忍言」。 倘若民眾稍有抵抗，「則指以通賊，縱兵屠害」。苗軍的行

徑致使民間謠曰：「死不怨泰州張，生不謝寶慶楊」，在民眾心中楊完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植松正先生以為苗軍之所以效力，就是因為元廷默許他們有掠奪財務的報酬權。植
松正，
《元代江南政治社會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7），頁 444。
《農田餘話》
，卷上，頁 319。
《明太祖實錄》，卷 6，頁 67。
《兩浙金石志》，卷 18，宇文公諒〈元左丞潘公政績碑銘〉，收錄《元代農民戰爭
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25-426。
《南村綴耕錄》，卷 30〈松江之變〉，頁 378。
同上註，卷 8〈志苗〉
，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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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地位實不如張士誠。159
對地方造成嚴重傷害的義兵，還不只苗軍一例。袁州土豪率丁壯
160
「時州里豪
援官軍，卻因「貪虐不道，守將計殺之」
。 元軍克復徽州，

俠多擒脅從者以獻，為名爵計」。161這種「殺人以干祿」的作為，對於
地方安定並無任何幫助。寧國周銘兄弟集亡命之徒為義兵，他們利用
賊退，民眾返家復業，
「乘民不備，分縱其徒四出擄掠，燒民廬舍，牽
民牛畜」。除了取財外，還要獲名，「殺民老病幼弱，數其耳鼻以為功
績」
。162福寧諸鄉各起團社，目的不在衛賊，卻是以此「吞併田土」
，導
致民出怨謠。163這些義兵的行徑，真讓人不知何義之有，反倒形成更多
的破壞。
義兵的反面表現，也出現在對元廷的忠誠與否。原本義兵保鄉之
餘，亦有協助元軍對抗反元勢力的作用，然而不少義兵遭逢敵軍勢力
龐大時，在生與死，忠與奸的考量下，選擇了最符合利益的做法，投
靠反元勢力，成為所謂的「偽官」
。如劉福通北伐占有優勢，不少義兵
將領立刻見風轉舵。
「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寧路，分省右丞
實理門遁」
。164「義兵萬戶王信以滕州叛，降於毛貴」
。165他們不只帶兵
投效，也帶了土地，甚至以官員首級作為見面禮。
「義兵千戶余寶殺其
166
知樞密院事寶童以叛，降于毛貴．余寶遂據棣州」。 他們的投靠讓反

元勢力更加壯大，亦讓元廷陷入更深的危機中。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樂郊私語》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34。
《梧溪集》
，卷 5〈檢挍蔡公挽詞〉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126。
《師山先生文集》
，附錄，汪克寬〈師山先生鄭公行狀〉，頁 103。
同上註，卷 7〈有元封黥縣尹鮑先生墓誌銘〉
，頁 58。
《萬曆福寧州志》
，卷 16〈時事〉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22。
《元史》
，卷 45〈順帝八〉，頁 938。
同上註，頁 944。
同上註，頁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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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助元義兵的衰落與投敵分析
誠如上述，義兵有其正面與反面表現，可是隨著時間的發展，義
兵投效反元勢力者越來越多，舉義兵助元廷者卻越來越少。究其因，
這似乎與元廷的施政以及局勢的發展有相當關係。
首先，高郵之戰的挫敗，使不少義兵萌生元朝無望的想法。正如
陳高華先生所言：高郵之戰後，
「南方漢族地主紛紛投入起義軍」
。167楊
訥先生也認為：地主階級「放棄原來的愛國旗號，轉而唱起同討夷狄
的高調。造成形勢變化的主要因素，就是至正十四年以後各地農民起
義的進一步發展」
。168儘管從附表來看，擁元義兵的活動並未就此衰落，
不過它對擁元勢力的心理影響卻是無庸置疑。高郵一戰，
「大軍百萬，
一時四散」
，潰敗後的元軍，
「叛而資寇者有之」
。169「其散而無所附者，
多從紅軍，如鐵甲軍入襄陽，號鐵甲吳者是也」
。170「詔散其兵而竄之，
師遂大潰，而為盜有」。171百萬元軍的失敗，不僅打擊了元廷的威信，
使原本遭到沉重打擊的反元軍取得優勢地位，也讓不少義兵產生動
搖，
「度時不可為」
，棄官歸隱或另尋他途。172鳳陽王志於土寇蜂起之際，
「舉鄉兵，取濠州，且守且戰」
，驍勇善戰的他「知天命攸歸在今上（朱
173
元璋）
，疏附來從」
。 「倡義募勇，保障其鄉」的陳聞，也於至正十五

年，「知天命有在，率眾來歸」朱元璋。174義兵千戶武德知元將亡，以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陳高華，〈農民起義中南方漢族地主的政治動向〉
，收入氏著《元史研究論稿》
（北
京：中華書局，1991），頁 280。
楊訥，〈天完大漢紅巾軍史述論〉
，收入《元史論叢》第一輯，頁 124。
《農田餘話》
，卷下，頁 335。
《庚申外史箋證》
，卷上，頁 76。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44。
《九靈山房集》，卷 27〈竹梅翁傳〉，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
冊，頁 642。
《皇明文衡》
，卷 74，劉三吾〈許國王襄簡公神道碑〉，頁 580。
楊士奇，
《東里文集》
（台南：莊嚴文化，1997，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 28）
，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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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吾輩才雄萬夫，今東衄西挫，事勢可知，不如早擇所依」
，遂與張
鑑相率歸太祖。175具有先見之明的劉基返家營母喪時，就以「上（朱元
璋）必當有天下之狀」
，使「鄉里及鄰附郡縣歙然心服」
，歸降朱元璋。
176

他們都是元末動亂中，對元廷衰敗了然於胸，而歸附群雄的義兵將領。
但仍要說明的是，元廷在高郵戰後並非全無復興之望，不少義兵

與政府軍仍抱持著中興之念，支持元廷，如察罕帖木兒、李思齊、孛
羅帖木兒等。不幸的是，元廷的內鬥瓦解了這一點希望。察罕帖木兒
及其義子擴廓帖木兒，和孛羅帖木兒，為了領地，彼此動作不斷。除
了軍閥間的衝突外，朝中的太子黨與順帝黨，也因為皇位之爭，與察
罕、孛羅這兩位軍事將領有個別聯繫。這種結黨私鬥的情況，
「使政治
局勢日趨嚴苛，給予南方群雄坐大的良機」。177也促使元朝官方勢力在
內爭中日趨消弱，無法再聚集優勢兵力發動南征，坐視擁元義兵被逐
一消滅或投降。等到朱元璋平定南方，發動北伐時，元廷諸人雖知合
作抗明，卻為時已晚。
其次，
「不復振矣」的元朝官兵，無法集結大軍全力鎮壓江西、兩
浙一帶的反元軍，僅進行消極的抵抗，這樣的景象，對緊守據點的義
兵造成極大的經濟與心理壓力。所謂「城守之急，錢糧、功賞二者而
178
已」 ，經濟問題始終困擾著據寨、守城的義兵們，官方所給予的「日

支祿米，並無顆粒。亦無分文鈔錠」，因此只能責成地方辦理。179遇到
城困糧盡，為求生存，義兵們「唯食草苗茶紙，既盡，括鞋底煮食之，

175
176
177

178
179

〈贈平江伯陳公神道碑銘〉
，頁 372。
《明史》
，卷 134〈武德傳〉，頁 3902。
《皇明文衡》
，卷 62，黃伯生〈故誠意伯劉公行狀〉
，頁 506。
洪麗珠，
〈元代晚期朝廷的政爭－權力爭奪或意識形態的衝突〉
，國立清華大學歷史
所碩士論文，2001，頁 119。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5。
《永樂大典》
，卷 2611〈南台備要〉，頁 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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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盡，掘鼠雀及殺老弱以食」。180以此堅守城池，力抗反軍。意志堅定
者可為自己的信念犧牲，但是屈從現實而降者也是大有人在。官方面
對這樣的情況，雖然擴大了經濟來源，增加民間的賦稅收入，但如御
史臺臣所言：
「召募義兵，費用銀鈔一百四十萬錠，多近侍、權倖冒名
關支，率為虛數」
。元臣更建議領取官錢者便要「立限出征」
。181這對義
兵而言，無疑是兩難抉擇，不領官錢沒有經費支持組織，立限出征，
在無萬全準備下無異是「以卵擊石」
。雖然這個建議後來「復止不行」，
然而義兵所受的壓力不難想見。在反元軍的脅迫下，他們不是勢孤糧
盡，就只好投降。合肥吳復，與鄉民結寨自固，
「久之，以勢孤不能自
立。歲甲午，率眾自梁縣來歸」，投降了朱元璋。182定遠義兵繆大亨，
擁兩萬之眾為元攻濠，
「時元兵所在潰散」
，固守橫澗山一月餘的大亨，
遭朱元璋夜襲，力盡後降。183江西一帶，紅巾將陷瑞州，
「大肆殺戮」，
民眾為求生存，
「鄉民立寨自保者，亦稱紅巾應之」
。184朱文昌起兵保障
撫州金溪數年，「群寇不敢犯」，然而陳友諒的優勢軍力使他不得不承
認「此非吾輩之力可支」，於是解散義兵入閩中。185這些義兵在利益考
量下，選擇投奔反元行列或是放棄逃走，都是一種對時勢的無奈。
第三，賞罰不公與部分官員的行徑更破壞了義兵對元朝政府的向
心。原本義兵奔馳於戰場上，除了保鄉衛國的忠義心態外，多少也希
望奮勇作戰的同時能得到官方賞賜。然而元朝政府多次的賞罰不公卻
使義兵們喪失對朝廷的信心，「於是上下解體，人不向功，甘心為盜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元史》
，卷 195〈伯顏不花的斤傳〉
，頁 4409。
同上註，卷 45〈順帝八〉
，頁 946。
《明太祖實錄》，卷 157，頁 2439。
同上註，卷 13，頁 170。
《正德瑞州府志》，卷 11〈遺事志〉，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128。
《宋文憲公全集》
，卷 25〈朱府君文昌墓銘〉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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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186如「廬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賈為之，有一巨
商五兄弟受宣者，此豈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不受賞。故寇至之
187
日，得賞者皆以城降，而未賞者皆去為賊」
。 義兵萬戶田豐叛降毛貴，

元廷不但未降罪，反而「令其出降，敘復原任，嘯亂士卒，仍給資糧」。
188

這種叛而復降卻未損地位的待遇，不免讓自始賣力效忠的義兵感到灰

心。與義兵相較，官員還能以罪升遷。
「比觀諸將，略無忌憚，擁兵不
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復問罪，不惟不罰，甚又賞之，遷官增
秩之功無異」。189更甚者，不少義兵領袖為朝廷效力的結果卻是深遭輕
視、猜忌，不得不歸隱山林、保寨自守，不幸者更因功遭忌，慘遭殺
害。除了陳高華先生所舉的劉基、吳當、黃昭以及蕭晉兄弟外，還有
不少事例可見。察罕帖木兒的軍隊屯涿州，捍衛京師，卻被視為「精
悍有餘而持重不足」，「勤王則難恃」。190袁州義士彭志凱力戰守城，萬
戶忌其功，竞遭殺害，袁州因此失守。191臨川章迪率兵討平撫州巨寇胡
志學，左丞忌功，召還省殺之。192方國珍請降時，地方政府竟令「凡以
193
兵事進者措勿用」，無視於義兵奮戰之苦。 這種賞罰不明的現象，使

人不免有「賢哉太守死作灰，勇以林僧命如線」之嘆。194元廷的用人如
此，難怪「敵之攻城如燎毛，兵之拓地如拔山」
，無法成功地平復各地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50。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6。
《元史》
，卷 45〈順帝紀八〉
，頁 940。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6。
《經濟文集》
，卷 1〈上中書總兵書〉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41。
《石初集》
，卷 2〈宜春將軍取印歌〉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
冊，頁 126。
《弘治撫州府志》
，卷 24〈人物〉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61。
《誠意伯文集》，卷 5〈送順師住持瑞巖寺序〉，頁 129。
《萬曆福寧州志》
，卷 16〈時事〉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頁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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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元勢力，也讓百姓「幾度傳聞狂欲舞，如今懶說大軍來」
，產生更大
的離心思想。195
第四，元朝政府對義兵的態度雖然有賞罰不公的情況，但始終希
望以官爵拉攏義兵領袖。元末動亂初起時，元朝政府曾設立義兵千戶、
水軍千戶所於江西，寄望以民間之力協助官軍平亂，也是政府開始納
義兵於官方體制的開始。此後元軍在高郵之戰潰散後，義兵的存在對
元政府而言更形重要，於各地廣立元帥府、義兵萬戶府。至正十四年
二月，
「詔河南、淮南兩省並立義兵萬戶府。五月，置南陽、鄧州等處
毛胡蘆義兵萬戶府。十五年四月，置汴梁等處義兵萬戶府。十二月，
置忠義、忠勤萬戶府于宿州及武安州」
。至正十五年立興元等處宣慰使
司都元帥府，至正十六年立江州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至正十五年
二月置淮東等處宣慰使司都元帥府，
「統率濠泗義兵萬戶府，洪澤等處
義兵。招誘富民，出丁壯五千名者為萬戶，五百名者為千戶，一百名
者為百戶，降宣敕牌面與之」。這些詔書不只顯示元廷以官爵誘富民
豪右募兵助戰，意圖將義兵體制化的情形，也不難看出亂事的規模已
超乎元廷預期，不得不屢立義兵府來協助鎮壓。
越到末期，元朝政府對義兵的需求更是有增無減。至正十七年元
政府「命山東分省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
專率義兵以事守禦，仍命各路達魯花赤提調，聽宣慰使司節制」
。同年
又「詔天下團結義兵，路、府、州、縣正官俱兼防禦事」
。顯示元廷欲
以地方官員掌義兵事務的企圖。然而此一想法卻如岡本孝先生所說「元
朝政府吸收處州義兵團的失敗，是由於無法掌握農民層」。196元朝政府
少不了義兵領袖組織民眾，就連地方官也只能以間接方式控制義兵。

195
196

《青陽集》，卷 5〈再上賀丞相書〉，頁 416。
〈元末期に於る義兵について──処州義兵集団に関する史料〉
，收錄《北陸史學》
27，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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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江同知金剛奴募民為水兵，
「既而水兵果於中道殺護吏，逃去從賊」
。
197

義兵吳成率眾討賊，於中途不進，反而「大掠民財，謀亂城中」
。198義

兵的自主性由此不難看出。即使受官封爵的義兵統領，在宗族鄉里關
係的擁護，與募兵體制的依附關係下，仍具有半獨立的自主權。以義
兵起家的陳友定由巡檢一路爬升到平章，「盡有福建八郡之地」。境內
「頗任威福，所屬違令者輒承制誅竄不絕」，致有「名雖報國，實有鷹
揚跋扈之心」之譏。 199察罕帖木兒與李思齊是最早起兵平亂的義兵領
袖，但在某種程度上不受元廷節制，擅自任命地方官員，征納軍需，
甚至還殺害朝廷命官，以擴張自己的領地為務。200察罕帖木兒被刺後，
其軍未經朝廷允許，竟有唐代藩鎮的私相授受之舉，
「乃推察罕帖木兒
子擴廓帖木兒為總兵官」。201苗帥楊完者在浙西一帶作威作福，其勢凌
202
駕江浙行省丞相達識帖睦彌。 當擁有兵權的義兵將領權勢凌駕朝廷官

員，官方對義兵的恐懼與懷疑便在所難免，彼此的態度影響了義兵的
政治動向與作戰力。楊完者威逼行省丞相，還強娶平章政事慶童女，
「苦
其逼己」的達識帖睦彌，最後「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
，促使苗軍投降
朱元璋。名將邁里古思率兵討方國珍侵擾紹興之罪，「請益兵」，而御
史大夫拜住哥「憤邁里古思擅舉兵，且恐生事」
，居然命左右斷其頭，
203
「執廁棞中」
。 可見元廷將義兵官制化的方式並無法有效掌控義兵，原

因便在於，元朝政府雖有扶持、拉攏義兵的一面，卻又不斷排擠、打
擊一些義兵統帥，無法有效的收為己用。甚至「及有功，亦竟不與」，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宋文憲公全集》
，卷 24〈方愚菴墓版文〉，頁 11。
《誠意伯文集》，卷 8〈處州分元帥府同知副都元帥石抹公德政碑頌〉，頁 211。
《明史》
，卷 124〈陳友定傳〉
，頁 3715。
《元史》
，卷 45〈順帝紀八〉
，頁 942-943。
同上註，卷 46〈順帝紀九〉，頁 959-960。
《明太祖實錄》，卷 6，頁 67。
《元史》
，卷 188〈邁里古思傳〉，頁 4311-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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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家事守御，反以結嫌猜」
，204元末義兵「其後或去為盜，或事元不終」
者甚多，與義兵引起官方懷疑，官府卻又處理失當，不無相關。
第五，百姓的厭戰與元朝政府的經濟壓力也讓義兵組織受到破
壞，甚至趨向反元的立場。義兵之起與保衛身家財產有相當關係，期
望自組武力能與官軍同平寇亂，穩定地方。可是，隨著戰事的拖延，
官軍作戰的失利，元朝政府給予地方的賦稅壓力更形沉重。戰爭時的
「民兵十戶半抽丁」205，已讓農村缺少勞動力，官府的催糧促餉，
「一切
軍資悉取於民，重輕失當，怨囂載道」
。206民間在官方的壓力下，
「供給
軍需民力乾」
，不少人因此家破人亡。207而出征的義兵在官方的要求下，
隨時轉地作戰，他們「生為浙西農，死為江西卒」
，離鄉作戰的苦情，
加深了他們對和平的渴望，
「願得將相俱賢才，掃除盜賊無纖埃。義兵
歸來舊田里，賣刀買牛復生理」。208可是朝廷官員為求固守據點，居然
「劫民財、掠牛馬，民強壯者令充軍，弱者殺而食之」
，城陷之時，
「遂
盡驅其民走」。209這樣的舉動引起百姓更大的反感。與此相對，不少反
元勢力逐漸擺脫過去的燒殺擄掠，不以子女玉帛為志，
「不殺人，不擄
掠，不燒房屋」210、
「務誘其民，民多歸之」
。211這對只求安生立命、以
保鄉衛家為出發的義兵來說具有相當的吸引力，他們反抗的對象本以
212
燒殺為務的盜匪，或「具有強烈宗教信仰與階級意識」的紅巾信徒 ，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草木子》，卷 3〈克謹篇〉，頁 50。
顧嗣立、席世臣編，
《元詩選》庚集（台北：世界書局，1962）
，
《圭峰集》
，盧知州
琦〈福清平南道中〉
，頁 7。
《玩齋集》
，卷 7〈上虞縣核田記〉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頁 628。
《元詩選》辛集，
《黃楊集》，華布衣幼武〈義兵行〉，頁 2。
同上註，頁 2。
《元史》
，卷 45〈順帝紀八〉
，頁 945。
《國初事蹟》
，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下冊，頁 44。
林世遠等，
《姑蘇志》
（北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北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26）
，
卷 14〈戶口〉
，頁 233。
〈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
《台大歷史學報》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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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反元群雄能提出安定地方的訴求，自然減低了他們的抵抗意願，
甚至樂意為其所用。這種保家為務的組織性質是義兵作戰的動力，卻
也是他們戰力下降或解散的原因之一。
最後，不少割據群雄善於利用兩面手法，深知民氣所在，不僅在
地方上多有建設，提高民眾對政權的向心力，也不惜向元政府低頭，
再度成為元朝臣屬，名正言順地操縱義兵，張士誠就是明顯的例子。
張士誠降元為太尉後，不只在政治上號召名臣、士大夫為之己用，在
軍事上他也成為義兵的領袖。當朱元璋攻打紹興時，張士誠部將呂珍
就使義兵從事各種防禦工作。「義兵築三江陡壇及各處海塘」213、義民
萬戶仇廷舉以「木為鹿角，置寨日鑄嶺內，設強弩，聚民守之」
、韓惟
仁「領所部義兵殺散海賊，護送糧米入城」等214，在義兵的協助下，呂
珍成功地擊敗胡大海，守住紹興城。反元勢力歸正後，除了利用義兵
為其作戰，也能以官方名義打擊反對勢力。反方國珍的劉公寬得不到
官方奧援，而挾朝廷官員的方明善反能「悉官其黨」，「兵勢益蹙」的
215
劉公寬後來被下人所殺。 循吏陳麟「與民相保障」的舉動，受到方國

珍的猜忌，使他「單騎往謁」
，遂被「留之不遺」
。216而邁里古思的被殺
更是為方氏除掉了大敵。這些因素都促使擁元義兵逐漸消逝，或轉變
成反元勢力一員，動搖了元朝政府的最後根基。

213
214
215

216

103-104。
《保越錄》，收錄《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459。
同上註，頁 461。
張時徹等，
《嘉靖寧波府志》
（台北：成文出版社，1989，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浙
江 495），卷 20〈遺事〉
，頁 632。
《九靈山房集》，卷 23〈元中順大夫秘書監丞陳君墓誌銘〉，收錄《元代農民戰爭
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頁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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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綜上所述，吾人可知義兵的興起與官軍作戰之不力具有相當關
係，為了弭補官軍之不足，元廷便藉由募兵來解決艱苦的作戰環境。
而地方人士之所以受募成為義兵，其因有保家衛鄉、忠義觀念以及求
功名利祿三者。尤其是保家衛鄉更是民間人士自組義兵的重要關鍵，
甚至凌駕了對元廷的忠節。
其次，在義兵的組成方面，義兵的來源眾多，造成人員素質良琇
不齊，有純樸堅實的農民百姓，也有作姦犯科的亡命之徒。這些義兵
集結後，如何發揮他們的力量，義兵統領就扮演著重要角色。由於義
兵的募集方式可分為官方募集與民間自組，因此義兵統領的身分也可
分為官方與民間人士。官方的義兵統領大多由地方官充任，民間的義
兵統領則不外乎富豪大族、士大夫、僧道人士，以及一些士卒平民，
他們之中不全然是有財有勢的地主階級，一些無財無勢者也憑著他們
在基層社會的威望，帶領義兵作戰。在義兵的經費來源方面，其組織
經費多出自富家大族的捐輸，或義兵將領的個人家財。對民間義兵來
說，官方的支援，並非經費的主要來源。至於，義兵的名號與組織多
採便宜利用的原則，組織型態以保甲什伍或宗族制居多，名號則以部
隊特色、地區或服飾為區別，是一種較簡單的組織型態。
第三，義兵在元末動亂中的表現，有正面也有負面。正面者，如
保家衛鄉，抵禦外侮，進而協助官軍剿滅敵寇，都是義兵對元朝政府
的貢獻。而負面表現則是劫掠地方，甚至據地稱王、獻地投敵。不論
何者，這都是義兵在元末動亂中的行為表現。但隨著高郵之戰的落幕，
義兵逐漸趨向負面作為，協助元廷的聲音日趨衰微。究其因，高郵之
戰不只拯救了張士誠政權，也間接讓各地紅巾勢力再度復甦，這一敗
元廷威信受到極大傷害。更重要的是，元廷兵敗後，竟陷入嚴重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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鬥中，致使朝政混亂，甚至援引外軍作為政治資本。惡鬥的結果，是
給了南方群雄拓地四方的機會。義兵在無官方奧援的情況下，遭受反
元勢力的攻擊，除了力盡而亡，只能投降敵軍或解散離開。此外，賞
罰不公、部分官員的舉止失措、朝廷對義兵的猜忌、無法有效掌控義
兵、義兵對久戰的厭惡，以及割據群雄的兩面手法，都破壞了義兵對
元朝政府的向心，也是擁元義兵逐漸消逝的原因。

浙東反方國珍義兵一覽表

姓名

起 事 時 集 兵 原 兵力 地域 身分
間

事蹟

因

史 料
來 源
217

陳恢

至 正 十 保鄉

溫州 鄉 里 大 與 方 氏 戰 於 白 楓 頁583

年

族

河，宗族死者八十
餘人

趙 觀 至正十

慶 元吏

募民兵作戰，戰敗 頁584

光

鄞縣

而亡

瑞 安 知州

率民退賊

一年

杜和

頁588

州
杭 和 至 正 十 保鄉
卿

二年

太倉 富 有 漕 散財召勇，後不幸 頁589
戶

尤 鼎

嘉定 吏

陣亡
率義壯守地有功

臣
六十

217

守城

崑山 達 魯 花 募民為兵守城

史料來源處所書頁碼為《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頁數。

頁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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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
葉 秀

憤 無 賴 數 十 崑山

募勇敢士殺寺僧無

實

殺人

賴者

人

趙 宜

赤城 知州

浩

進士

陳 子

台州 豪民

由

率民兵禦敵，城破 頁592
走他處
受敕，集民丁抗
賊，兄弟子姪皆死
難

楊 恕

豪民

卿
趙 士

豪民

正
戴甲

豪民

洪 安

三 江

率鄉勇守三江，被 頁593

世

臨海

殺

金 剛 至正十

吳江 同知

募民為水兵，水兵 頁595

奴

三年

叛逃

舜 天

永嘉 住持

助守城池

頁596

溫 州士

率豪右，集義民， 頁598

金舟

守地有功

方
陳 國

保鄉

英
蔣 于

數 百 溫 州 青 田 義 率義兵守城

錫

人

陳 止 至正十
岩
石 抹

頁600

青田 士
瑞安 義士

四年

率 子 姪 領 鄉 兵 討 頁601
賊，得授州判

受朝廷

台州 副元帥

團 結 鄉 民 保 衛 處 頁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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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孫

命

州，屢挫敵鋒

章溢

報 石 抹 數 百 台州 士人

集少年數百人，與 頁604

之恩

石抹氏共擊海賊

俞 元

人

保鄉

麗 水 處士

諸盜四起，團結鄉 頁605

瑞

俞源

民以衛之

周 嗣 至正十 受朝廷

平 陽官

募丁壯為兵，守平

德

州

陽州

處州 義兵

討縉雲賊，中途不 頁607

五年

命

吳 成
帥

進而掠民財，被石
抹宜孫斬之

葉 應 至正十 求取功

台 州 平民

以 所 部 鄉 兵 駐 杭 頁608

槐

名

臨海

州，尋升水軍萬戶

盡忠義

黃 岩 同知

合鄉兵與賊戰，遇

與保鄉

州

害而亡

青田 進士

募義兵，平山寇吳

六年

吳揚
劉基

官員
王毅
季文

成七

保 鄉 救 八 千 龍泉 鄉先生

與季文、章溢集鄉 頁611

民

兵，克復青田縣治

人

保鄉救

學者

民
胡 嘉

保鄉

祐

千 餘 永康 豪族

募兵御寇保鄉里

頁613

人

邁 古 至正十 受朝廷

處 州 進士

思里

東陽 行 台 鎮

七年

命

募民兵，屢立戰功 頁615

撫
劉 公 至正十

楠溪 義士

集鄉兵御山寇，敗 頁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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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

八年

方明善

陳麟

慈溪 副元帥

與民相保障，後受

進士

他人之忌，遭到軟
禁

顧圭

不欲為

上虞 豪族

團結義兵滅強豪， 頁623

方氏臣

後為方氏所害

資料來源：《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二分冊

反韓林兒義兵一覽表

姓名

起 事 時 集 兵 原 兵力 地域 出身
間

李冕

事蹟

因

史料來
源

至 正 十 保鄉

穎州 處士

一年

率眾拒紅巾，罵賊 頁7
而死

朵 爾 至正十 受朝廷

金 、 行 台 御 率 毛 葫 蘆 軍 轉 戰 頁13

直班

商州 史大夫 各地

二年

命

李 思

信 陽 典史

與 察 罕 帖 木 兒 率 頁15

齊

州羅

義兵屢退敵鋒

山
察 罕

穎 州 軍戶

帖 木

沈丘

兒
卞紳

保鄉

數 百 大名 國子生 率丁壯擊賊，罵賊 頁16
人

被殺

東 原 至 正 十 守城

絳 州 太守

某

東原

五年

率丁壯守城

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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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淵
田豐

至正十

奉 元 判官

以義兵復商州，升 頁22

六年

路

同知事

至正十

濟 寧 義 兵 萬 叛降劉福通，後為 頁30

七年

路

戶

元廷殺之

孟 本

義 兵 萬 敗田豐軍，還守濟

周

戶

神保

寧

彰 德 達 魯 花 與民守寨，兵敗投 頁32
路林赤

崖而死

州
余寶

埭州 義 兵 千 殺 樞 密 院 事 寶 童 頁34
戶

叛，據櫟州

塔 失 至正十 受朝廷

河 北 中 書 右 與 烏 古 孫 良 楨 總 頁35-36

帖 木 八年

西山丞

行提調西山寨十

寨

一處

兒

命

烏 古

中書左

孫 良

丞

楨
郭 從

上黨 縣尹

善
李 惟

所 募 義 兵 屢 破 賊 頁44
黨

潞州

率眾守鄉

頁45

馨
王信

滕州 義 兵 萬 以滕州降毛貴

頁47

戶
郭嘉

廣寧 總管
進士

伯 顏

率義兵守城，力戰 頁49
而死

開 州 領州事 結鄉民自保，罵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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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道

濮陽

而死

資料來源：《元代農民戰爭史料彙編》中冊第一分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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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Militias in the Late Yuan Period
Huang, Wen-Rong∗

Abstract
The main point of this article is to study militias emerged in the end of
Yuan Dynasty. They were enlisted from local areas and became important
local force to protect their home town. This study pursues their origins,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from local gentry and the Yuan
government, to meet the shortage of this field.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as a result of militias is to protect their home,
pledge loyalty to Yuan government, and gained benefits. Among them the
most important is protect the home that urged local gentry and people fight
bandits. Secondly, the commanders of militias were from authoritative
officials, rich man, educated person, and common people without wealth.
They lead militias with simple organization. Thirdly, although militias have
contributed to political situation, they were seriously corrupted and
conflicted within the Yuan government which led to their dem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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