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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丽对北元外交路线的变化 

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分为'恭愍王年间的关系'和'禑王年间的关系'。恭愍王时期趁元朝和

明朝展开角逐，高丽采取了加强自主性的政策。1369年恭愍王政权与元朝断交，与明朝建立

了事大关系。不仅如此，还出兵征伐元朝的领土。显然，恭愍王的措施是非常突然，也是操

之过急的。其实，恭愍王与明朝建立事大关系时还没有彻底断绝与北元的关系。 

1372 年前后，北元的内外局势趋于稳定，对高丽也频繁开展了外交活动。但是，恭愍王固

守亲明政策，北元对高丽的怀柔政策未能成功。 

恭愍王之后的禑王年间开始，北元和高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恭愍王遇刺后北

元将瀋王脱脱不花任命为高丽王，也许当时流传的北元替换国王的传言是真事儿。固守亲明

外交路线的恭愍王于 1374 年 9 月遇害后，恭愍王主导的亲明外交路线陷入了混乱。1) 

恭愍王遇弑的同年 11 月左右，派到高丽征用贡马的明朝使臣-林密、蔡斌等在回国的路上

到达开州站时，护送官金义杀掉明朝使臣蔡斌及其儿子后，劫持林密逃到了北元。2) 作为請

諡/承袭使、告讣使被派到明朝的使臣们，听到消息后中途返回。于是，高丽和明朝的友好关

系事实上结束了。之后害怕被追责的大臣们都不敢担任使臣出访明朝，高丽就没机会将恭愍

王的遇害和明使臣的刺杀事件向明朝给出合理的解释。因此，难以向明朝通报禑王的王位继

承事实并得到承认。 

1374 年 11 月，纳哈出派部下送来了两头骆驼和四匹马 3) ，这是恭愍王遇刺后从北元来

的首批使臣。恐怕北元是想通过使臣了解一下恭愍王死后的高丽局势。 

一个月后的 12 月份，李仁任政权将判密直司事金湑派到北元通报恭愍王的丧事，4) 这样

恭愍王遇害的事实先于明朝通报给了北元。禑王即位后，李仁任政权将明朝和北元都视为事

大关系的对象国，要求册封禑王。换句话说，恭愍王晚期的一边倒的亲明外交路线发生了变

化。5) 

但是，将金湑派到北元的目的是为了通报恭愍王的丧事，跟禑王的册封无关。 

 

1) 金顺子, “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 ”, 慧眼出版社，2007, 82 页. 
2)《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1, 11 月. 
3)《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1, 11 月. 
4)《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1, 12 月. 
5) 金顺子, “韩国中世的韩中关系史 ”, 慧眼出版社(2007), 83-84 页.



毕竟通告丧事和申请批准王位继承是两码事。高丽希望在通报恭愍王丧事的同时，将持续到

恭愍王时期的亲善关系延续下去。但是，北元反过来利用高丽先派使臣的机会开始插手禑王

的册封。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证明了这点。 

禑王元年(1375)正月，纳哈出遣使高丽正式插手此事。纳哈出问道：‘先王没有儿子，是

谁继承了王位？' 纳哈出这么问是因为北元知道恭愍王没有可继承王位的儿子，已经将瀋王暠

的孙子脱脱不花封为高丽王。虽然，李仁任等采取了与明/元都建交的两面外交路线，但是反

对王权上听从北元的安排。 

同年 4 月，李仁任率众臣到孝思观向太祖的魂灵发誓,‘本国的无赖之徒挟瀋王之孙在北疆

垂涎王位，我等同盟的臣子们将誓死保卫新君主。如有违，必遭天谴和宗庙降罪。’6) 李仁

任等的意思是反对将瀋王拥立为高丽王，丝毫不能动摇自己所拥戴的禑王的地位。 

同月，判书朴思敬从北元回来报告明德太后。 

纳哈出说道，‘贵国宰相派金义传话，国王驾崩却没有后嗣，愿将瀋王奉为国王。于是，

皇帝将瀋王封为贵国的君子。如果先王有儿子，朝廷没有必要一定派瀋王。’7) 

 

听罢，恭愍王的母亲-明德太后召仁任曰：‘宰相遣金義如元, 予聞此言久矣. 卿等獨不

知乎’8) 至于这里提到的朴思敬什么时候去的北元，没有相关的记录。部分学者认为应该是

派到北元的金湑的副使。9) 

刺杀明朝的使臣逃到北元的金义的部下刚好回到了高丽，李仁任和安师琦厚待他。朴尙衷

上疏曰：‘金義殺使之罪, 在所當問, 宰相待其從者甚厚. 是師琦嗾義殺使, 其迹已見. 今若

不 正其罪, 社稷之禍, 自此始矣’10) 

 
6)《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元年 4 月. 
7)《高丽史》卷 126, 列传 39, 姦臣 2, 不 仁任：“納哈出謂臣言, 爾國宰相, 遣不 義請云, 王薨無嗣, 願

奉瀋 王爲主故, 帝封爲爾主. 若前王有子, 朝廷必不 遣瀋王也.” 
8)《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元年 4 月：“太后召仁任曰, 宰相遣金義如元, 予聞此言久矣. 卿等獨不知
乎.” 
9) 池內宏,《高丽末与明朝以及北元的关系》 史学杂志, 29-1、2、3、4/1917, 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三册, 
1963, 282 页. 
10)《高丽史》卷 112, 列传 25, 朴尙衷：“尙衷上疎曰: 金義殺使之罪, 在所當問, 宰相待其從者甚厚. 

是師琦嗾義殺使, 其迹已見. 今若不 正其罪, 社稷之禍, 自此始矣.” 



 

原来这份上疏一直保留着，此时太后将上疏下发到都堂，并下令把安师琦抓入大牢。安

师琦听闻逃到他府拔刀自刎，众人一拥而上乱刀砍死。11) 静观事态发展的李仁任说：‘金

义 被 派 到 元 朝 都 是 赞 成 事 康 舜 龙 、 知 密 直 赵 希 古 、 同 知 密 直 成 大 庸 指 使 的 。 ’ 

然后，把这些人统统流放边境。12) 

接下来的同年 4 月，高丽将判密直李子松任命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将赞成事池奫

任命为西北面都元帅、将门下评理柳渊任命为东北面都元帅，下令分别征集兵丁防范北元的

入侵。不久后接到边境局势平安的报告后立即停止征集兵丁。13) 

高丽的压力不仅来自于外国，国内也有有意接应瀋王的势力。僧小英秘密派几个手下去给

北方的瀋王送信，‘今國家, 臣弑其君, 主諛臣諂, 國柄專在權臣, 若引兵來,大事可成.”14)。

还有，禑王元年(1375) 9 月，泥城元帅崔公哲麾下的 200 多人造反杀害军民过了江（鸭绿

江）。15) 这些案例都说明禑王即位初亲元势力的活跃。 

在这样的局势下，李仁任政权需要不择手段阻止瀋王被拥立为高丽国王。1375 年 4 月李

仁任欲百官联名上书北元的中书省。文中写到： 

 

师祖皇帝成就王业时，本国的忠敬王率先入朝受皇帝的恩典，皇帝以贵朝廷的世

袭王和驸马之礼对待并授予了王位。还将公主嫁给忠烈王招为驸马，后来生下了忠

宣王，忠宣王又生下忠肃王，都一一世袭了王位。但是，英宗皇帝时期有过江阳君

王滋的儿子完泽秃 (Oljeitu)-瀋王暠，他是我国王室的旁系，却妄想争夺王位，多亏

贵朝廷慧眼而未能如愿。 

还有，先王伯颜帖木儿就是作为忠肃王的亲儿子袭位，并在其 24 年通过遗诏传位

给亲儿子-元子禑。原本派判密直金湑传先王的讣音，未曾想回来报完泽秃瀋王的孙

子脱脱不花(脫脫不花)虽并非嫁到我国的公主的后孙，却痴心窥视王位。完全违背了

世祖皇帝当初定下的规矩，望予以阻止。16) 

 
11)《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元年 4 月. 
12)《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元年 4 月. 
13)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元年 4 月. 
14)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2 年 7 月: “今國家, 臣弑其君, 主諛臣諂, 國柄專在權臣,  若引

兵來, 大事可成.” 
15)《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元年 9 月. 
16)《高丽史》卷 126, 列传 39, 不 仁任． 



 
 

但是，左代言林朴、典校令朴尚衷、典仪副令郑道传却以‘先王用计策侍奉了南方的明国，现

在再去侍奉元国不合适'为由没有签名。17) 

李仁任政权一方面防范北元的军事入侵，一方面又通过外交渠道要求北元废黜拥立为高丽王的

脱脱不花。无从得知这篇文章有没有传到北元，传言高丽派文天式送信到北元的。18) 但是，禑

王 2 年(1376)10 月北元送到高丽的扩廓帖木儿的书信中提到‘从抄儿志处获知，伯颜帖木儿王有

一儿-牟尼奴已受人拥戴处理国事。’由此推断，上述的百官联名文书好像没有传到北元。抄儿志

是禑王 2 年 2 月访问过高丽的人，如果文天植将上述的文书送到北元的话，北元也不会说是通过

后来访问高丽的抄儿志处了解到高丽的情况。 

看来李仁任政权拒绝脱脱不花的措施是符合当时的局势的。先王遇刺，新王还未被册封的状态

下，即使是止于虚名拥立脱脱不花为国王是万分危险的，所以不管用什么计谋都得阻止这件事情

的发生。 

一个月之后的 1375 年 5 月北元派了使臣来。1374 年 12 月，金湑到北元通报恭愍王的丧事时，

北元派来的使臣也是这个人。使臣带来的文书中写到，‘伯颜帖木儿王（恭愍王）背叛我国，与

明相交，故赦免你弑君之罪’。此时，李仁任和池奫欲迎接元的使臣，却遭到三司左尹金九容、

典理搃郎李崇仁、典仪副令郑道传、艺文应教权近的激烈反对，使臣未能进入开京。李仁任等将

赞成事黄裳任命为西北面都体察使、将左副代言成石璘任命为体察使派到江界慰劳北元使臣后劝

回。由此，预防了他们来高丽直接提脱脱不花的王位继承问题而动摇国家根基的混乱。19) 

1375 年 8 月，泥城万户报告‘瀋王母子率逆贼金义和金湑之辈已到达信州。’高丽唯恐北元入

侵，立即征集各个道的军士做好了防御措施。后来发现消息不实。此时，鸭绿江以北频繁发生抢

掠案件，高丽误以为金义率北元的军队攻入，后经确认并非瀋王的军队，实则难民。20) 

后来的半年多时间，北元和高丽之间再也没有使臣来往。高丽于禑王 2 年(1376)2 月派李原实

拜访纳哈出。同年 5 月北元的吳抄儿志来访，禑王以礼相待。21) 与明朝的关系断绝，北元将脱

脱不花拥立为高丽王的问题也未得到解决，高丽开始对禑王的即位本身也感到惴惴不安。高 丽

朝 廷 试 图 通 过 纳哈出重启与北元的正式关系。之前高丽一直没有迎接北元大臣进京，北元对高

丽也有不信任。但是，向纳哈出派出使臣没几天，安州副元帅王安德报告瀋王已死。 

 

17)《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元年 4 月. 
18) 池內宏, 《高丽末与明朝以及北元的关系》 史学杂志, 29-1、2、3、4/1917, 满鲜史研究中世第三册, 
294 页. 
19) 卢启铉, 《高丽外交史》，甲寅出版社，1994, 635 页. 
20)《高丽史》卷 114, 列传 27，杨伯渊. 
21)《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 2 年 5 月庚午. 



 

高丽的官吏之间围绕与北元重启外交关系的矛盾，一直以来备受学界的关注。学界的主流

做法是将当时的政治势力划分为亲明派或亲元派。部分学者批评这样的立场划分法，主张大

臣之间的矛盾不是简单地源于外交上的意见分歧，而是高丽国内政治势力之间较量的结果。

当时执掌政权的武将在对元外交关系上比较积极，是因为明朝对高丽采取强硬政策，国内的

反明情绪很浓，尤其，杀害明朝使臣的事件导致对明外交关系处于无法收拾的境地，北元又

将脱脱不花册封为高丽王，从军事上对高丽形成了威胁。22) 重启与北元的正式关系，很难

简单地解释为防范军事冲突或禑王得到册封为目的的行为。尤其，当时北元并没有军事上给

高丽施压，北元的军队来攻打高丽领土的报告也其实是误报。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应该有对

内和对外两层目标。对内，当时执掌政权的李仁任等为了持续巩固自己的地位需要稳定的对

外局势，于是一边给明朝派使臣，一边又与北元重启关系，在两国的威胁中谋求了本国的利

益。23) 

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与明的关系。李仁任以刺杀明朝使臣的事件为由，流放

了与北元关系暧昧的赞成康舜龙、知密直赵希古、同知密直成大庸等，在亲明势力中树立了

自己的名分。24) 并且，大规模肃清了曾经上疏要求处死（与明断绝关系，与元重启关系为

由）李仁任、池奫等人的反对势力，为自己推动外交政策扫清了障碍。 

一方面，可以说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在对外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虽然无法完全否认先学们指

出的禑王册封等，但是我想这里有更重要的目的。其实，禑王即位的时候国际局势有了不小

的变化。尤其，对北元来说，与孛儿只斤·妥懽帖睦尔从大都逃难到北方的混乱期相比，局势

有了很大的改观。 

1372 年北元击破大规模征伐军，政局也稳定了。另外，辽东的纳哈出也在 1372 年攻打牛

家庄，给辽东的明军造成了重大的打击。留在云南的北元残余部队也在继续抵抗明朝。1374

年前后，北元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有了喘息的机会。恭愍王以为元朝不日内走向灭亡，

才跟明朝建立事大关系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北元不是那

么容易被打败的，当时的高丽也看出了这点。 

 

 

22) 金塘泽，《高丽禑王元年(1375)围绕重启对元外交关系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震檀学报 83，1997. 
23) 高惠玲，《对李仁任政权的考察》，历史学报，第 91 辑，1981，24-25 页. 
24) Ibid.20 页 



弱小国自保的最有效的方法是，在强大国之间维持势力均衡。但是，恭愍王晚期的对外政策并

未在强大势力之间保持均衡，非常极端的排斥北元，偏向于明朝。不仅排斥了北元，还多次征伐

了北元的领土。这并没有改善明朝对高丽的看法，明朝鼓励高丽征伐辽东，就是借刀杀人的计谋，

其实有不可告人的私心。 

辽东的北元势力一旦瓦解，下一步要收拾的就是高丽。明朝自 1371 年接管辽东开始透露出这

样的心机，高丽的掌权者们看出了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引导高丽重启对元关系的李仁任、池

奫、崔莹等武将逐渐与北元来往，尝试利用北元来牵制对高丽越来越强硬的明朝。他们甚至考虑

过，遭遇明朝攻打过来的紧急情况下，请求北元的军事援助进行抗争。 

高丽与北元重启关系是从北元和高丽都想牵制明朝的必要性出发的，可以说是当时在东亚维

持势力均衡的努力。因为有了这样的大背景，李仁任等高丽的掌权势力不顾反对派的强烈反对，

坚决推行了重启北元关系的政策。高丽希望携手北元牵制明朝，至少以此来给明朝施加压力逼迫

其作出让步。 

 

2. 事大关系重启的过程及其结局 

记录显示，1376 年 7 月一年半前派到北元的判密直司事金湑从纳哈出的营门逃回，由此可以

推测北元可能把他作为人质扣下了。北元朝廷通过高丽派去的吴抄儿志掌握了高丽局势的详细信

息，了解了李仁任等掌权势力的本意。1376 年 10 月北元派兵部尚书孛哥帖木兒送来的扩廓帖

木儿的书信中可以确认这点。25)  

书信反映了北元对当时的高丽实施的政策、两国之间发生的事情、北元和明朝之间的关系、

明朝的狼子野心等重要的信息。扩廓帖木儿提到曾经跟‘禑王的父亲-恭愍王关系亲密'，还说高

丽和北元的关系从'丈人和女婿的关系转变为亲家的关系'，听说‘恭愍王去世后没有后嗣，所以

希望拥立禑王家族的人来继承大统'。接下来解释，‘曾经派过携带相关诏书的使臣，但是到高

丽遇阻。一直在等待高丽承认错误，通过高丽派去的抄儿志才得知高丽并没有背叛元，也得知了

伯颜帖木儿王有儿子牟尼奴负责处理国事。' 

并且，还分析道：‘即使国人愿听命于王子（禑王），还没正式受到元朝的册封，人心的动

向也应该是支持和反对各占一半。’可以说，这句话触碰了高丽最重要和敏感的神经，还提醒道

应该尽快解决禑王的册封问题，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北元。 

 

25)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2 年 10 月 



信上劝道：‘小国侍奉大国时必定要获得信任，才得以保住社稷’，‘如果高丽不再回到

元，一定要侍奉朱元璋，必定会被朱元璋吞并，即使高丽如履薄冰地小心伺候，明朝也会

掠夺高丽的财物、抢走人口、改变社稷，根本无法预测会沦落到什么地步。’ ，‘元正在

策划恢复国土的大计，高丽应听命于皇帝，训练军士、喂养军马，与我们合作前后夹击敌

人，为元的中兴事业做贡献才是正道!’，‘收信后尽快派使臣，必有北元的好消息'。北元

采用了恩威并施的办法。从后来明朝和高丽之间发生的事情来看，北元早已对明朝的野心

看得一清二楚。 

 

信中提到两国关系是‘亲家的关系’，北元主动放弃忽必烈时期建立的蒙古优先的驸马关

系，承认高丽是奇皇后的母国，重新定义两国是平等的亲家关系。26) 这是北元拉拢高丽的

计策。 

1376 年 10 月，纳哈出也派了右丞九住，把高丽派去的文天式也放回来。文天式是恭愍王 

17 年(1368)10 月为了恭贺皇太子的生辰派到元的使臣，在元朝被扣八年后也回来了。收到

右丞相的书信后，高丽朝廷于禑王 2 年(1376)10 月将密值副使孙彦派到北元，将禑王的王位

继承相关问题的百官联名书送到北元的中书省，信中解释禑王是根据恭愍王的遗诏继位，正

等待北元皇帝的册封诏书。同年 10 月，高丽派开城尹黄淑卿访问纳哈出，回礼了纳哈出的使

臣九住的来访。12 月纳哈出派使臣送来银和羊 27)，禑王 3 年(1377)正月纳哈出又派使臣送

来羊和马。2 月北元派翰林承旨孛刺的送来了国王册封令、美酒和海东青。28) 

对于北元册封禑王的事件，有些人解释说：‘摇摇欲坠的北元已经没有能力支持脱脱不花

担任高丽王，还不如按高丽权臣的要求顺水推舟送个人情。’29) 不 过 ， 这 时 候 脱脱不

花已经去世，北元也没有可推举为高丽国王的人物。于是，北元在禑王 3 年(1377)2 月册封

禑王，重启了恭愍王 18 年以后中断的册封-朝贡关系。30) 北元册封禑王时，还给尹桓等六

位下赐了平章事官职。接下来，纳哈出派部下谋求亲善，北元也派豆亇达祭奠了恭愍王的神

位。在北元多方努力伸出橄榄枝的情况下，高丽才开始使用北元的年号宣光。31)同 时 下 令

‘中外決獄一遵至正條格!’32)。 
 

26) 尹 恩 淑 ， 《爱猷识理答腊的活动和丽蒙关系的变化》，东北亚历史财团以及蒙古科学院共同
主办 “韩-蒙关系的昨天和今天” 2010 韩蒙国际学术会议发表论文集（2010），乌兰巴托, 
237 页. 

27)《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2 年 10 月. 
28)《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2 月 
29)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38 页. 
30) 金顺子，《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5 页 
31)《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2 月. 
32)《高丽史》卷 84, 志 38，刑法 1，职制、辛禑 3 年:“中外決獄一遵至正條格.” 



 

1377 年 3 月，高丽派三司左使李子松到北元呈上册封答谢函 33)，还给北元皇帝和其他大

臣一一送礼。 

还有，礼仪判书文天式担任答谢使给纳哈出送厚礼，巩固了亲善关系。派到纳哈出的文天

式六月份从北元回来后，派到北元的谢恩使李子松也回来了。据说，“元朝廷的大臣们看到

李子松穿朝服行礼的场景都泪流满面，感叹道:‘我们朝廷迁到北方连年苦苦征战时，还以为

再也看不到这样的场面’”，厚待李子松自不必多说。34)  

册封国王的北元认为已经讨得了高丽权臣的欢心，7 月派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到高丽要求

协助攻打定辽卫。35) 对于北元这是中兴的绝好机会，但是高丽正在开展两条腿走路的外交

政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高丽试图好言说服北元，希望采取拖延或不了了之的策略。

36) 禑王给北元的使臣赐了带金腰带和马鞍的骏马，但是由于高丽没有答应北元的要求使臣

没有收礼物。同年八月，高丽派啓稟使晋川君姜仁裕到北元 37)，姜仁裕 9 月份从北元差人

过来通报了情况。信差带来的信息显示，平章文典成和大参政张海马与纳哈出一起操练军队，

喂肥战马，计划待高丽军赶到一同攻打定辽卫。38) 

高丽急忙派军簿判书文天式推脱说，寒冷的天气不宜动员军队。高丽不敢直接拒绝派军，

采取了拖延战略。11 月派黄淑卿祝贺冬至节 39)，12 月又派王昇送去了新年问候 40)。同月，

纳哈出派使臣送来了 160 头羊和 3 头牦牛。41) 

其实，不只北元想征伐定辽卫，当倭寇入侵全州时，都堂商量过元帅的人选问题。当时执

政大臣之一的池奫主张‘倭寇只是扰乱边境，不用太担忧。但是，明朝的大军一旦在定辽卫

设下根据地，必定很难攻下，掉转军队攻辽才是上策。’42) 倭寇入侵全州指的是 1376 年 9

月倭寇攻陷全州的事件。这是北元提议攻打定辽卫一年前的事情，池奫的这句话中可看出高

丽的掌权势力重启北元的关系时，希望借助北元牵制明朝进驻辽东。 

 
33)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3 月. 
34)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6 月. 
35)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7 月. 
36)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 639 页. 
37)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8 月. 
38)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9 月. 
39)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11 月. 
40)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3 年 12 月. 
41) Ibid. 
42) 《高丽史》卷 125、列传 38、姦臣 1，池奫：《高丽史节要》卷 30、辛禑 2 年 10 月. 



 

自禑王即位初，高丽一方面努力重启与北元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为缓和 1374 年底使臣杀

害事件以后更加恶化的对明关系，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得到禑王册封而做了不懈的努力。 但

是，明朝一直不冷不热，外交上依然对高丽采取强硬政策。 

1376 年 8 月传来了‘定辽卫将在秋天攻打高丽’的消息。高丽得到信息后派人到各个道

清点军队，以防万一。43) 现在无法考证定辽卫攻打高丽的信息是否属实，可以肯定的是这

条信息促进了高丽和北元的关系发展。其实，当时明朝忙着处理国内的问题，顾不上攻打高

丽。况且，2 个月前送到高丽的文书上所提的要求，还没得到高丽的回应，这种情况下急着

攻打高丽是不合常理的。很有可能这只是谣传，我们很难排除谨慎观察明朝和高丽关系发展

的北元，看到明朝和高丽关系改善的兆头，传出谣言的可能性。1376 年 8 月以后，高丽和北

元的友好关系加快发展，想必这件事情在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看到高丽与北元建立事大关系，明朝也开始对高丽采取安抚主义。1377 年 12 月，明朝释

放了一直扣押着的丁彦等358人。高丽也礼尚往来，1378年正月派判缮工寺事柳藩到明朝，

谢皇帝的恩典，又派礼仪判书周谊上奏了请求恭愍王的谥号和王位继承册命的表文。44)  同

年 6 月，高丽使臣（行人）崔源、全甫、李之富等也获释回国。 

1378 年(禑王 4 年)7 月，北元的使臣来高丽通告豆叱仇帖木儿的即位，禑王称病不出去迎

接， 但是在北元使臣的迫使下国王不得不去行省迎接。45) 

同年 8 月，周谊和柳藩从明朝回来，带来了明朝礼部尚书朱梦炎记录皇帝的谕旨给高丽人

看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是不干涉高丽的内政，也不会扣留使臣，但是语气上带有很强的‘走

着瞧，就看你的表现’的意思。46) 

不久后的同年 9 月，高丽恢复了明朝的年号洪武。一方面是北元的皇帝驾崩，新皇即位没

办法继续沿用原来的年号，另一方面跟明朝对高丽的安抚政策有关。但是，明朝看到高丽恢

复洪武年号露出亲明的倾向，又恢复了强硬政策。 

1378 年 10 月，派沈德符到明朝恭祝新年，同时也派版图判书金宝生答谢释放崔源，可惜明

朝对高丽的态度却越来越强硬。1379 年正月，辽东道指挥司派镇抚任诚要求，释放洪武三年

11 月高丽军俘虏的辽阳地方的男女官民一千余人以及逃到高丽的明朝士兵。47) 理由是，高

丽答应派兵帮助北元。由此可见，明朝还没有打消对高丽的戒心。 
 

43)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2 年 8 月. 
44)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4 年 3 月. 
45) 《高丽史》卷 133、列传 46、辛禑 4 年 7 月. 
46) 卢启铉，《高丽外交史》(1994)，643 页. 



 
大概过了一年之后的 1379 年 6 月，北元派佥院甫非通报郊祭已毕，年号改为天元。纳哈

出也派了门下的部下。禑王说：‘丞相和已故的家父以兄弟相称’， 并在纳哈出的部下返回

时送了苎麻和麻布各 150 匹以示友好。48)  同年 7 月，高丽派永宁君王彬到北元，恭贺了郊

祭和改年号。12 月，纳哈出送来了鹰和羊。 

如上所述，高丽恢复明朝的洪武年号以后继续与北元来往。在与明朝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

持续紧张的局势下，高丽完全没有理由着急与北元断交。另一方面，也无法排除高丽采用的

是恢复与明朝的事大关系后，继续跟北元来往的两条腿走路的策略。 

禑王 6 年(1380)，永宁君王彬带着北元的诏书回国。同年 2 月，北元派礼部尚书时刺问、

直省舍人大都闾将禑王册封为太尉，国王携文武百官走到郊外迎接。3 月，高丽派密直副使

文天式到北元，祝贺节日，并答谢了册封。7 月，北元派使臣颁布大赦，纳哈出也派了使

臣。 

再之后，北元和高丽之间的使臣来往极少。纳哈出的使臣最后来到高丽是禑王 9 年(1383)

一月，使臣建议友好关系永不变。北元朝廷最后向高丽派的使臣于 1384 年 10 月到了和宁

府。高丽派护军任彦忠安抚使臣并劝回，使臣遇到交通封锁逗留半年后回国。后来，北元和

高丽之间没有了使臣往来。因为 1385 年开始明朝掌管了辽东，明朝在攻打纳哈出之前的

1384 年，攻打了位于纳哈出和高丽中间地段的女真部落，切断了纳哈出和高丽的连接。北元

中央政府的使臣出访高丽也必须经由纳哈出直辖的领土，于是双方的来往不得不中断。不过，

并不是彻底断绝，而是必要时随时可以重启的暂时性断绝。 

 

代结论 

恭愍王后即位的禑王年间开始，高丽和北元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变化。高丽不仅与明朝维持

事大关系，还尝试重新启动与北元的外交关系。 

1369 年，高丽派出最后一批使臣后过了五年，1374 年北元派来了告讣使。可见，重新

启动外交关系的第一步是由高丽先迈出的。北元也早有此意，也趁此机会积极响应。 

 
47) 《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辛禑 5 年正月. 
48) 《高丽史》卷 134、列传 47、辛禑 5 年 6 月



 

北元和高丽都需要牵制明朝，也需要在东亚维持势力均衡，高丽和北元重新启动外交关系

是基于现实的考量。在这样的形势下，李仁任等掌权者顶住了对抗势力的极力反对，坚决推

行重启对元关系的政策。禑王 3 年(1377)2 月北元册封禑王，借由此事恭愍王 18 年以后断绝

的册封-朝贡关系重新成立。北元如此讨好高丽，高丽也恢复了北元的年号宣光。 

高丽始终回避北元的主要目的——共同对抗明朝的要求。夹在北元和明朝两大国之间，高

丽在外交政策上没有倾斜，同时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维持势力均衡得到了实惠。甚至还利用

与北元建立的事大关系给明朝施压，迫使明朝在 1378 年册封禑王。 

明朝和北元都成了高丽的事大关系国。其中，高丽把明朝视为事大关系的主要对象。禑王

4 年恢复对明外交关系后，高丽虽说仍然维持对元关系，侧重点还是在明朝。直到禑王 6 年，

高丽一直与北元有使臣往来，这倒不是因为视北元为事大的对象。同时跟两个国家建立事大

关系是解决当时所面临的外交问题的最佳渠道。有些观点认为，高丽与北元关系的目的在于

牵制明朝提出过分的贡品要求，解决新王禑王的册封问题。49) 其实，高丽的更重要的目的

是维持东亚的势力均衡，携手北元牵制越发强盛的明朝进一步扩大势力。 

高丽和北元的友好关系不只对高丽有利，被赶到北方外交上处境艰难的北元，也急需恢复

几乎断绝的高丽的关系。一旦改善与高丽的关系，不仅可以联合夹攻明朝，在原来的附属国

都置之不理的情况下，至少是一个可以恢复国际上的名誉和权威的好机会，所以说北元的目

的在于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北元年间，两国使臣的来往次数中五分之一是北元派到高丽的，

可见对于北元来说，与高丽的友好关系有多么重要。 

禑王年间，北元和高丽关系的最大特征是高丽首次与北元建立了典型的册封-朝贡关系。禑

王 3 年开始持续两年的这种关系，其性质与过去元朝干涉期完全不同，可以说是 160 多年前

蒙古和高丽的关系刚成立时高丽所希望的模式。 

 

 

 

 

 

49) 金顺子, 《韩国中世韩中关系史》(2007)，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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