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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跳脫「傳統」的「沙船」、「福船」船型爭論之刻板概念，檢視「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

尺度之歷史記載意義，及中保村舵杆之史實發現；不否定神怪文學小說『西洋記通俗演義』的部

分參考價值；及配合寶船廠的歷史定位與條件。並分析動機，估判建廠、造船、技藝、勞力、時

間等配合條件，試圖以現代比例的「尺度概念」圖說，打破傳統的文字論證，來檢視「樣板寶船」

是「福船型」之唯一迷思。 

提出古老之「宗舟」、「舡」、「桴筏」、「木簰」、「舟句 舟鹿大扁」等概念，以異向的客觀思

考，探討「大舟宗寶舡」（鄭和寶船）船型的另類新姿展現：即這「寶船」可能是一種建造容易，

且保證不沈的運輸艦；結合攻擊、防禦、運補、修理、醫療、藏寶、休閒等功能；爲浮村式的「長

江木簰帆舡」。採用多根桅木，而以一般性的中型帆爲主要推進動力，且以數量甚多之槳、櫓爲

輔助動力。這種設論使各種已發現之文獻記載的疑問：比如船型、尺度、場地、技法、員役、時

程、材料等問題，得以獲致較合乎邏輯的解釋。 

Abstract 

 Discarding the traditional argument of the imagination of "Sha-chuan" and "fu-chuan", we 

re-examine the rudder stock of “Zhong Bao Cun(中保村) " and the historical record of “forty-four 

zhang(丈) long, eighteen zhang wide”,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mythical 

work ”Xi Yang Ji(西洋記通俗演義)”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Royal Shipyard at that time, which 

includes labor, the motivation and craft of ship-building and the time spent on the building. The 

purpose of this attempt is to break the myth that "Treasure Ship" is the type of " fu-chuan ",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try to accomplish this with the modern concept and illustration of scales. 

 Combining the ancient concept of “Zong zhou (宗舟)”, “Gang (舡)”, “Fu fa (浮筏)”, “Mu pai 

(木簰)” and“Gou Luu Dah Biaan（舟句 舟鹿大扁）” with a new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 we 

discover that "Treasure Ship" may be a kind of easily-built, never-sinking transport vessel. It carries 

various functions, such as attack, defense, transportation, repair, medical treatment, treasure-storage, 

and offering leisure activities.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he Yargtze Reiver`s“floating village Mu 

Pai”, and we call it "The Craft of  The Dragon Throne". This specific category makes use of several 

masts, with a medium sail as the main power and a large number of oars and sculls as supplementary 

power. This theory has offered logical explanations to quite a few questions about ancient records: the 

type of ships, the scales and specifications, craft and skills, labor, time spent, and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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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RAFT OF THE DRAGON THRONE】 

【龍蟠使槎】 
迷航六世紀的歷史懸案 

----「鄭和寶船」的反思析解--- 

說明：有些古字為電腦所無，為因應一般電腦，乃以兩字合併之。如舟宗者。 
海舶工作站   曾樹銘  

HI-BOATING STATION   TSENG, SHU-MING 

從航海節談起 

 
我們曾訂有一個「航海節」的紀念日。但時到今日卻很少有人知道，或根本

忘記了有這麼一個紀念日；這在提倡所謂海洋國家或海洋城市的今日環境下，似

乎是一個奇怪的現象。每年的這個日子，偶而有某港務局，會辦些小型活動以資

紀念，算是相關業務；此外毫無意義。紅色印刷的「航海節」紀念日，在月曆上

早就不見幾十年了。 
 

    再過四年，2005 年是鄭和下西洋滿六百週年的時候；「鄭和下西洋」這議題

勢會被炒熱。然而這「鄭和下西洋」究竟代表著什麼意義呢？有許多問題都是我

們應該深加思考的。 
 
首先談「航海節」的訂定。民國四十四（1955）年三月八日，有一艘命名為

「自由中國」號的傳統華舶三桅帆船，改裝完成並於基隆下水，為的是要參加當

年六月十一日，由美國紐約帆船協會所主辦的第一二五次國際帆船比賽， 
（橫渡大西洋爭奪「瑞典國王杯」的錦標賽）此三桅船由漁管處青年周傳鈞、种

玉麟等六人操控。由於種種原因，此船在八月八日才抵舊金山，已來不及參加比

賽了，------。 
 

    此次遠航為自 1847 年「耆英號」首航倫敦、紐約後，華舶再次訪問歐、美

的計劃；時當國民政府初定台灣推行克難運動，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生效之際，

當然引起國人相當的注意。因此當時的航海界人士，就考慮以華人最龐大的航海

事蹟----「鄭和下西洋」，來表章華人的航海事業，並鼓勵國家的海洋走向，這便

是「航海節」訂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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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年台灣航海界人士特別呈准內政、交通兩部，以鄭和下西洋的「首航」日

期：七月十一日為「航海節」。其詳細因由及背景，則未見報導。又有另則說法

說：航海節是鄭和的生日。但另據報導有江鴻先生者，寫過從新加坡獲得之資料

得知，在印尼的華僑於每年農曆六月卅日的鄭和生日都舉行紀念，因此選定為航

海節（然不知其說所據及所指為何）。 
 

鄭和有關的兩個問題        

 
鄭和的問題甚多，清修【明史】卷六『成祖本紀』云：永樂「三年----夏六

月己卯中官鄭和帥舟師使西洋諸國。」又『明實錄』亦云：「永樂三年六月己卯，

遣中官鄭和等齎敕往諭西洋諸國。」。永樂三年六月己卯就是西曆 1405 年七月十

一日；「齎敕往諭」就是奉命準備前往告知之意（齎音雞）（敕音斥）。民國 
四十四年訂定「航海節」時，有可能誤將奉詔日當成初航日，這是第一個問題。 

 
試想農曆六月，正是中國大陸緣海南風盛行及颱風騷動的季節，就南下西洋

的風向條件是極端不利的。又根據所知之資料顯示，七次遠航的時間紀錄，間或

有出入，但皆有跡可尋。尤其第七次，更是人才輩出：著有『瀛涯勝覽』的馬歡

曾參加了第一、四、七次；『星槎勝覽』的費信則參加第三、四、七次；著『西

洋番國志』的鞏珍則只有第七次。而以祝允明（1460-1526）所撰之『前聞紀』

節錄第七次航程之里程、時日、人職等為較詳盡。從諸文獻及「通番事蹟記」與

「天妃應靈記」之石碑發現，其行止時段與季風吹拂方向的時間大致合理吻合。

再看前幾次也大多是在秋後冬春之際出發，歸返則在夏秋之間。故「航海節」應

是「奉詔日」而非「首航日」。 
 
鄭和研究原先始自西洋人士（1875 麥耶兒思 Mayers 等）；華人則啟端於 1904

年梁啟超之「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繼之而起，百家爭鳴，連  國父孫中山先

生之『建國方略』的「心理建設」篇，也談上一段以鼓勵國人之自信心。 
 
綜觀百餘年的研究資料極多，然關於極重要的工具--船舶的研究，卻少之又

少；其理由或許是因較可信的資料，無論正史或野史對其建造制度都語焉不詳，

大約僅云：「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者六十二。」這十六字謎句箴言。 
 
因此中、外諸家各憑己見，引經據典解讀之或以科學數據考證演繹之，或以

句讀、修辭、版本之誤謬來辯正；或以推崇民族正氣、技藝等問題，來達成其訴

求，因而造成各派論戰不休，竟成難解之「歷史懸案」。這是第二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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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史懸案的簡析 
有關「寶船」尺度「四四四」之爭，傳統上依各派所據理論資料，概可分下

列數種，現特就「文獻觀」與「科技觀」，將兩方面表列如下： 
文獻觀 科技觀 

存  疑  派      
版本篡改 技術虛妄 小說演義 技藝無存 適度尺寸 爭論無義 
    ↓  
確  信  派              ↓ 

信史可據 民粹大義 未可小覷 沙船論 ↓  福船論 歷史演進 
       ↓ ↓  
折  衷  派      ↓ ↓ 

手刻誤植 句讀訓詁 設限假定 變通沙船論 變通福船論 折衷存在 
      
反  思  派                  簰舡論 

放棄傳統觀 溯技術根源 史實之反思 時地物力技 合實用效力 需求與安全

      
「鄭和寶船」通常指的是鄭和下西洋之艦隊（Treasure Fleet 或 Treasure 

Ships）；其中當然包含大小不同之各類艦種。而引起爭議最大的就是「四四四」

尺度之大「寶船」是否存在的問題。又若是存在，那它的型制如何？關於這大「寶

船」的尺度之爭，其癥結就是：「以木材建造那麼大的傳統船隻，是很有問題的。」

由上表顯示可見，所有文獻來源幾乎是一致的（指載有尺寸資料者）；那不外乎： 
1.『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羅懋登）---------------------------1597 
2.『瀛涯勝覽』（明鈔說集本）（馬歡 1416 原書佚）------------1617 
3.『三寶征彝集』-------------------------------------------------------1617 
4.『客座贅語』----------------------------------------------------------1618 
5.『瀛涯勝覽』（淡生堂抄本）（費信 1436 原書佚）------------1620 
6.『國榷』----------------------------------------------------------------1656 
7.『明史』鄭和傳-------------------------------------------------------1739 
8.『鄭和家譜』鈔本--------------------------------------------------- 1936 

    前三派除「確信福船派」外，都有向「變通福船論」修正的現象（即是認為

「寶船」應該沒有那麼大；適合南海航行者，應是福船型）。然自 1973 年泉州發

現宋代古沉船船底遺骸；復原小組調查資料顯示其長、寬比為 2.6：1 略近「寶

船」之 2.46：1；這史跡的發現使「福船論」獲得歷史實物之「科學數據」，因而

在大陸的尺度、船型論戰上取得勝面。故自 1985 年左右由中國航海學會組織「鑑

定通過」，以陳延杭先生領導復原之福船型「鄭和寶船」模型為核心的認知形成。

自此儼然成為「樣版寶船」且發表於全世界。（見附圖一）這種造成一言堂的局

面，是我們應該關心的。所幸近日因復原願景的考量，務實的工藝技術之極限認

知，使人們重新審視這問題，而略有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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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近日有留美蘇明陽教授等，提出強力存疑；他認為 
文獻觀方面： 

1.確認鄭和之『通番事蹟碑』、『天妃神靈應碑』等碑文是真實之一手資料。 
2.各家常引據之『明史』、『瀛涯勝覽』、『客座贅與』、『國榷』、『星槎勝覽』、 
 『三寶太監下西洋記演義』等文獻典籍、稗記，都有版本上的瑕疵。譬如 
 『瀛涯勝覽』的「紀行詩」、「寶船尺度」在二十餘種版本中，僅兩種版本 
 在卷首收錄之；且此兩版印刊都在『西洋記』之後；有夾抄『西洋記』資 
 料之嫌。而其他文獻亦有類似之問題。 
3.『西洋記』為明代神怪小說流行之作，船舶資料可能抄襲『紀效新書』，

並以十倍數之擴張之手法，展現宏大之規模。因此所示數值未可輕信。 
科技觀方面：   

1.以當時之科技藝能，無法造就此種尺度之木質船舶。 
2.假如文獻證明尺度記載虛妄，則尺度之爭論毫無意義。 
3.相信當時使用之船舶，多數應為成熟技藝之各種船舶，如四百料船者；其

最大者，推測約在二千至一萬料之間（長約 220-250 尺，寬約 40-50 尺）。 
目的論方面： 

1.推翻誇張虛構之龐大寶船尺度。 
2.破壞傳統虛妄自負的歷史文化。 
3.重建合理、可能、可行之寶船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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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蟠使槎與樣版寶船 

 
關於「鄭和寶船」型制，1999 年臺灣經典雜誌做週年特別企劃時，引進福

船型之「樣版寶船」公開展覽，並有大陸專家陳延杭的「解破寶船之謎」一文發

表，儼然解謎之勢。為平衡探索的多面性，本人以業餘探索者的身分，於 2000
年提出「寶舡新姿試探」於『船』31 期，首次披露「木簰帆舡」的看法。 

 
2001 年遠流出版了李露曄（Louise Levathes）的『當中國稱霸海上』的中文

版；其英文副標題"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蘇明陽教授譯為「龍

座的寶船隊」）；受此啟示，特將「木簰帆舡」改為「龍蟠使槎」，則其英文標題

就是 "The Craft of the Dragon Throne"。本文將「寶舡新姿試探」略加刪減及增補

一些新增資料，或可視為「寶舡新姿試探」之補餘。 
 
 
 
據最近得到，首見的中國航海學會版「鄭和寶船」圖面資料顯示，其具有傳

統福船之側視外觀放大形體，總長：125.7 米，總寬：51 米，型深：12 米，吃水：

8 米；桅桿長 65 米，九桅；總排水量：14,800 噸，載重量：7,000 噸。其舵與船

體及帆面積之關係成一種怪異之配比，。（見附圖二）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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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代之造船工藝，來建造這種尺寸的純木帆船，在今日都是一項工程挑

戰；在南京的河灘不可能建造及下水，因此他們改稱或許在福建建造。全高 65
米的單枝（或併木）巨桅何覓？如何製造？如何豎立？帆、索具之強度與操縱性

等，都是高度挑戰。顯見此船之造，純係推想模型之製作考量。 
 
且這「樣版寶船」使用福州出土的「雕花黑漆木尺」長 28.3 公分之特例 

，來換算寶船尺度（『經典』十四「解破寶船之謎」），而置宋、元、明、清幾乎

一貫的官制尺（約 35 公分）於一旁，這正顯示彼等對此船型尺度的心虛。 
 

放棄「船」先入為主的概念 
其實這種尺度的「船」在歷史記載上，屢見不鮮，而且前人都不會加以懷疑

其存在性。此或許是古書聖言，人云亦云？亦或這尺度有其他的意義呢？首先「現

代的我們」，必須放棄先入為主的概念，對「船」的定義，重新釐清；並對文字

的沿變更替，進行一些了解；尤其文史學家生花璨爛之筆，僞託、引喻、排比、

駢麗、浮誇、且訛傳托大之習性，往往會扭曲簡單、常識性之事實，誤導方向，

使後世之學者竟難究竟其實情。 

     

    以往諸家論述最大的可能失誤，就是朝傳統經驗、常規、法則去思考、附會，

或依經驗參數驗校放大套用。而忽略了最常見、最平凡、最不起眼的原始工具與

當時純熟慣用的技能。因此我嘗試提出相關疑問的異向思考，來解釋爲什麽是與

不是。而較能附合文獻又能滿足這些條件的答案就是：「寶船」可能是-------

「木簰帆舡」。所謂「木簰帆舡」，就是長江特有之帶帆木筏航具。  

     

    「木簰帆舡」之「簰」從竹排音，原指以大竹竿排比紮成之竹筏，可歸於浮

筏舟艇之屬；排，是動詞也是名詞。木簰就是紮木成排之木筏。「舡」字從舟從

工，缸聲，爲「船」之意。（「工」是圓規方矩的矩架之意，如今日之「丁字尺」。

『商君書』弱民篇：「背法而治，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

又長江古稱「江」，中原古音「缸」）。「連舫」或「連桴」等與「桴」、「簰」等皆

應視為並木而成之「筏」者；故排、簰皆「筏」、「桴」之屬。民俗流傳之圖像「八

仙過海」就是乘桴而渡的（乘「福」之意。桴為有叉椏組構之「槎」也）。      

          

       

    「舡」字與鄭和寶船關係，可見諸最早之『瀛涯勝覽』（1416 或 1451）之「寶

舡」；又『鄭和家譜』所載之「撥舡」等。「舡」又音香；『辭海』之「舡魚」：「錦

葵船蛸。」而「舡魚」就是指今俗稱「花枝」之頭足類軟體烏賊海魚，體內有一

輕質石灰螵蛸，扁平若舟，可浮水上，稱爲「海螵蛸」，向爲海民兒時之玩具；

加帆其上，是爲「帆舡」之童玩自製玩具。（螵蛸是螳螂橢圓形的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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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載之資料 

   『越絕書』記載：「樓舡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柏以爲桴。」是為漢樓船之始；

漢代樓船軍就是水軍；「樓船」所指應有兩種意義，一是如陸攻時用之樓車，是

隨軍急造之攻城樓筏（用以強渡護城河，為上建有「攻樓」之筏排）；另一則是

指船上建樓之舡排大船，其上列戈矛，樹旗幟，以壯軍容，如「豫章大舡」者。 

    『太平御覽』舟部：「湘州七郡，大舟扁之所出，皆受萬斛。」又：三國時

孫權曾「造特號大船，名曰長安，亦曰大舶，可載戰士三千人。」又『隋書』楊

素傳：「名曰五牙，上起樓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六拍竿，並高五十尺，

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其上。次曰黃龍….」 
 
   『晉書』王濬傳所述戰艦：「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樓櫓，

開四門，其上皆得馳馬來往。」唐劉禹錫詩曰：「王濬樓船下益州，金陵王氣黯

然收；千噚鐵鎖沈江底，一片降旛出石頭。」就是指這種大木筏。可見長江歷代

爭戰，善用江上木筏大舡者，時有所聞，史有所載。 

        

唐時『語林』謂俞大娘之船：「居者養生送死悉在其間，開圈圍圃，操駕之

工數百。南至江西，北至淮南，歲以往來，其利甚大。」又『北夢瑣言』：「造”

和州載”上列廳宇及泊司局，有若衙府之制。」費時三年方成，此「載」就是載

具之意。又唐太宗時，裴立德在洪州造「浮海大航」。李珣『政和經史證類本草』

載有：「波斯家以廣南山谷所産之柯樹爲舡舫。」往來海外之說。可見舡舫是可

以出海的。近代在中南半島尚可見類似之航海竹筏的水上市場。（見附圖三）故

這些「載」、「大航」、「舡舫」都是載具、浮具，也是廣義的「船」之意。                     

         （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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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朝鮮傳：漢「遣樓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又徐福東

渡日本，引三千童男女之航具，應該都屬這類桴筏之參與（類如上述之「乘福求

仙」）。 

 

  江西南昌市有「舟句 舟鹿洲」就是由於過去曾有建造一種「舟句 舟鹿 

大扁」而得名。「舟句 舟鹿大扁」應該是造於沙洲之大木筏（『中國古代造船與

航海』張靜芬 臺灣商務）；也應是「木簰帆舡」的誕生地之一。 

 

    『龍江船廠志』載三國吳之呂蒙就是以「舟冓 舟鹿」載伏兵敗斬關羽而出

名。「舟冓 舟鹿」應該就是「舟句 舟鹿大扁」也。 

 

    『龍江船廠志』文獻志創制篇「枋萆露橈」條：「…橫江起鬥樓…」注曰：「枋

萆以竹木為之，浮於水上。」若將以上這些轉載之資料，細讀之後，若以簰舡觀

點檢視之，其工程事蹟之造就是確信可行的。 

 

上引之「簰」、「方」、「舫」、「桴」、「艀」、「筏」、「舡」、「樓舡」、「樓船」、「龍

舟」、「載」「大扁」、「舟句 舟鹿大扁」、「枋萆」、「舟句 舟鹿」…等，都是木排

的基本應用，可見無論戰艦、御舟或民船等大型船舶都是桴筏的利用。 

 

寶船灘與木簰 

綜上引證：簰舡桴筏，是舟之宗祖，爲船之源頭也。其實舟船桴筏作爲交流

工具，它是十分生活化的，畔水居民多能自行造筏謀生，原是一種生存技能；及

至人的生活複雜，分工細化後，方成爲一種專業。濱河文化的發展，促成木材的

需求，伐木運聚木墀（音遲）之地，（墀，塗地也。說文注：凡塗地爲墀。爲江

邊聚木之地也。）因交易成市，常稱爲木墀、木樨、木墟等。「鄭和寶舡」正是

在南京西邊之這種塗地，經簡易處理後的「寶船灘」作溏所造的「寶船」。 

 

紮排運木以供營屋造船之情景，在清明上河圖及蘇杭繁華圖中，清新活躍。

長江上游之川杉，向爲造船佳材，其他樟、楠、雜木等，更爲下游民生軍需之所

賴；而長江流域森林豐沛，水利方便，故自古以來，材商紮排放流之技術純熟精

良。然運排曠日廢時，常須在排上生活一段時日，故建屋種菜之舉勢爲必需。簰

舡是江畔居民所習見之事，因而不以爲奇；順江而下，再於沿江木墀解編為原材

出售；簰舡這種載具，如東流逝水，一去不回，是容易遭忽視的。 

 

1970 年中研院民族所淩純聲博士之『中國遠古與太平印度兩洋的帆筏戈船

方舟和樓船的研究』中，頁四十一，引述Audemard, 1965, pp, 74-76.說：「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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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木排是世界聞名的，它是一個浮村，上住有一百至一百五十人。此排由一萬

至一萬五千根木幹綁紮而成。排之長達兩百至三百公尺，闊約三十公尺。航行木

排必需在河川中流，最怕擱淺，因若遇擱淺必需散排重紮，費時甚多，甚至三、

四個月。木排順流而下，主要航行工具有絞車、纜索和浮錨。排的兩旁有五或六

隻三板船，用以運錨。排上建有兩排房屋，中間空出一條街道。在排的一端堆土

成一菜圃，以種蔬菜。」（見附圖四） 

 

 

 
（附圖四） 

 

又 1988 年彭德清編輯之『中國船譜』：「木排、竹排由多根樹幹或竹竿捆紮

一起而成，沿江河順水漂流而下，用來從上游往下游運送東西。木、竹排用的材

料自身往往就是被運送的原材料。」又云：「木排、竹排配上槳、櫓、篙，有的

架上風帆，發展成各種各樣的筏。這種筏可以控制方向，不再隨水漂流；有些筏，

如帆筏，還可利用風力作遠端航行。有人認爲古越人在四千年前就乘帆筏，東經

臺灣越過太平洋玻利尼西亞等群島，抵達美洲。」再者 1993 年有洋人 TIM SEVERIN 

由文華酒店等資助在越南製造竹筏，長六十呎，闊十四呎，名曰：「徐福號」，曾

試圖以之橫渡太平洋，以證明文化擴散論之一環；後因竹筏斷纜失修，散編而失

敗。（此筏曾經過台灣東岸外海。） 

 

上引之『中國船譜』又云：「筏構造簡單，製造方便，可大可小，吃水淺，

所以適於各種條件下航行。」另刊有上海金山石化廠，運輸二百噸重，長六十米，

直徑六米的化工容器之浮排。因長江木簰自民國以後日漸稀少，盛況不再，故這

種古老之運輸工具，竟還能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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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年夏士德(G.R.G. WORCESTER)之『長江之帆船與舢板』一書中 說：「...

揚子江之浮筏，約分爲湖南木筏及江西木筏兩種，....圖示（同附圖四）爲大而

吃水淺的湖南木筏。....漢口附近的長江北岸，有一個木筏作廠；在此集結上述

之湖南木筏，解編重組改造成更大的筏舡，湖南木筏尚屬小型，長約三百至五百

尺，寬約五十至七十尺，深度約八至十尺。深吃水型木筏，通常由八至十段筏體

組成；它們以數量約一萬到一萬五千根，其長度約二、三十尺長的圓木材組成。

並在筏面鋪上成千塊，長度約十至十二尺，寬二十四至二十七寸，厚約三、四寸

之板條作爲甲板。每段筏體絕無相同，各段端皆以堅韌之竹纜繫結相連；組成之

木筏斷面，呈筏面較筏底寬。深水木筏之典型尺寸有長二三六尺，寬八十尺，吃

水十八尺者，及長九九尺，寬五二尺，吃水十七尺者。筏舡之邊舷及筏底，無法

對稱及平順是可預期的，崎嶇不平又縫隙不絕。....槳、櫓概與底齊。木椗長七

尺，....各筏連結若高低不同，則建以平臺階，....艏中有一座十二至十四尺高

之輪盤絞車，（見附圖五）...架以木條之巨形蓆質浮錨，狀若水中風箏，以隨行

舢舨攜帶，置於離舡約二百尺適當處之水中，用絞車、竹纜配合指令運作，就能

使舡改變航道，渡過淺灘，彎過澳岬，爲深水拉縴的另一方法。....1867 年記

載，有大量木筏交易，換取外國資金，以驅逐太平軍，....這對長江危害甚

大。...1912 年後至 1916 年，森林政策方被重視，長江木舡遂入歷史。」 

（見附圖六）                

 

  
（附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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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六） 

上引之一大串資料，只為證明歷史上的大「船」是真的事實存在。只不過那

「船」，不是一般人想像之中的印象，如一般常見的傳統型福船的樣子；而是木

筏之類而已，是簡單實際的利用，毫不稀奇。 

 

費信之『星槎勝覽』之「槎」也是木筏。「槎」（音茶）同「楂」（音渣） 

『廣韻』曰：「水中浮木。」辭海注，引『拾遺記』：「--有巨槎浮於西海--」又

『博物志』（晉 張華撰）：「天河與海通，----年年八月有浮槎，來去不失期，人

有奇志，立飛閣於槎上，多齎糧，乘槎而去。」又唐杜甫秋興詩有「奉使虛隨八

月槎」句；皆因八月夏水高漲，正好漂槎而下之故。因此費信『星槎勝覽』之取

名，頗堪玩味，是否隱藏奉使木筏之玄機呢？而且常用「開舡」表示出發之意。

又近日王冠倬先生編之『中國古船圖譜』亦談到「槎」、「杈」、「桴」等之浮具概

念及軍事、民生之應用史蹟。 

 

寶舡的結構真象 

 

 根據夏士德記述及淩文附圖資料，復原之木筏立刻顯見，「它」是一個真正

之蜂巢結構組合體；基本上每個單元由三十尺長（約十公尺），直徑一尺之圓木

（約三十公分），共九根束爲一捆，每捆高、寬各一公尺，長十公尺；然後九捆

一層，每層共八十一根，交叉疊九層，最多九層共七百二十九根，成爲一個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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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浮體單元，換算就是十公尺立方爲一個筏浮體單元，再將兩個浮體單元組聯，

可成一個浮體段（section）；（見附圖七）若以二十六個浮體單元（十三個浮體

段），就能連成約五百尺，寬約七十尺，吃水十八尺的木筏了，（含竹纜連結空隙，

縱線空隙正好利用於多片之活動式中插板的運用，以防止偏航。），計算總木數

爲一萬八千九百五十四根，事實上編組應不到九層，以求穩度，因此「數量約一

萬到一萬五千根」的估計，視筏之大小，是不離譜的。 

（附圖七） 

這些浮體單元與浮體段應會預留接合機構，如扣接、鏈鎖、榫接、穿接等方

式，這就是可以發揮研究的地方。筆者推判這些浮體單元，爲增加浮力，也許會

採用中夾防水方斗浮艙之設計（見附圖八），這種規格化設計，生産方便，可減

少用材，縮短工時，增加浮力與藏貨空間，甚至可能強化、簡化空間結構 

。寬廣穩定的浮村特性，還可提供其他遠航艦隊中，較小船隻上，疲憊暈眩官兵

之休閒、輪替空間。 

（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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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現天威之機動外交場所 

 

 根據圖面推斷，以筏組成史載之尺寸是輕易的事，吃水變成不重要，因它會

隨時間而變化；爲何初航集結時能入劉家港，回朝時不能進入？就是吸水變重之

故。寬而扁斜低矮的舷邊設計，可配合水灘斜度，也有幫助減小吃水，與損害管

制的作用；又可方便搖櫓使槳，且在防守上也能獲有堅壁清野之效。與長江木簰

不同，鄭和「寶舡」有充足的人力，多量之槳或櫓運用，就像草履蟲的纖毛，「寶

舡」是可以在平靜水面，自力移動的。 

 

    試看「鄭和家譜」之「撥舡」，「撥」若是動詞，應可解釋爲從現有艦隊中「撥

出」應用，不過不太可能；若當名詞時，「撥舡」就是指形狀如上面所說之「草

履蟲」（見附圖九）是能撥水行動的帆舡，也是形容船種的名詞或動名詞。「寶舡」

在麻六甲駐防，等待「分舟宗」歸航時之排柵城垣水寨，就是以較低斜舷邊的木

料，解編而樹立建成的，否則到當地採伐是危險而困難的；寬斜之舷材有保護本

體及當作防禦工事（如柵寨與滾木）的功用，爲的是保護人員、物資之安全。更

可能的「龍蟠使槎」是展現「天威」之機動外交場所。 

 

 

（附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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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雙鵰 

封建王朝，皇帝以「朕」自稱，以龍種天子自詡；每朝更迭之際，或新帝登

基之後，必遣史昭諭四海，互相確認宗籓關係，本是每朝的例行事務。永樂奪位

不正，欲宣聲自固，又鑒於國內外情勢，逼他須改弦更張的去注意海洋事務。蓋

自明太祖建朝後，賑撫流民，墾復荒田，重農抑商，採取海禁，迫使源自宋、元

興盛的海貿勢力不得宣洩，反導致沿海不安。「靖難之變」惠帝舊勢力避走海外，

可能與海外勢力結合。因此永樂元年（1403）之遣使回國，海外奉表進方，來賀

即位後，已了解南洋（西洋）有空虛之情形。此時南洋的阿拉伯、印度人勢力衰

退，或係受帖木兒侵擾之故；且帖木兒回馬漠北之舉失敗。永樂乘虛海外躍兵外，

還有招撫舊勢力之用，因此他才需備那麼多的兵馬下西洋。此舉或可內耗舊勢力

以自固（徵調民船及招撫並統制海貿勢力），外積躍兵異域之威功，這是他的一

箭雙鵰之舉。 

 
    本文所提之「龍蟠使槎」就是長江木簰帆舡的應用，它使用一般中型帆桅。

（其實在當時，此種桅木已算是戰略物資了。）永樂以一個長期在北地征伐的皇

帝認知，命出身雲南之太監總兵，膽敢入海下番，奉使西洋，必有一種不是首創，

且曾聽過、看過而且存在過，令他放心之工具。因此這種具有結合攻擊、運補、

藏寶、修理、防禦、醫療、休閒、等功能的長江木簰帆舡工具「寶船」，其不僅

容易製造，且保證不會沈的特性，又可在筏上建廳舍、樓牌，舒適壯觀的「寶槎」

當然是最佳的選擇了。這便是「龍蟠使槎」的誕生。（見附圖九） 

 
「筏」、「桴」、「舡」、「槎」已如上述，是一種原始古老的渡航工具，製作方

便、迅速、又實用。三國時，曹營之連環船若以「筏」視之，甚至是浮橋、棧筏。

假如「連環船」是「連舡」，用在軍事攻略上，是非常方便合理的，不用黃蓋，

曹操也可能連舡了。（連舡是一種常識性的、常見的穩固結合，否則以曹氏之才

智豈會上當？小說家將事實修飾，編成精彩動人的情節，是他的本事與天職。）

浮筏古時是習以爲常的慣見事物，是不重要，不起眼的臨時「利用」工具；用於

戰爭的不祥用途，實用而慘烈，致使人民流離失所，民生凋蔽，生靈塗炭，人們

不願回顧，褒功不足以邀寵，「筏排」之歷史價值，必遭伏刪。「十丈樓船」、「連

環船」、「神舟」、「寶船」等，可能都是披上文學華詞的筏排罷。 

 

 

 

 

 

龍江船廠與寶船廠 

15 



08/01/23 

     
    有些人認為這特殊的「使槎」應是造於龍江船廠，其實不然。龍江船廠以船

塢方式造船，且專造戰船；筏、舡是簡單的渡航工具，也常是臨時制宜性的，歷

史上用過很多，而且用後必消失無蹤，不是燒毀就是用於重建利用；筏舡之紮製

無需特別之場地設備，正規傳統的造船廠反難紮編；因此以船塢方式造船之龍江

船廠，其廠志內對此短期臨時性之業務，也略帶過而不詳談（『龍江船廠志』官

司志雜役篇寶船廠匠條：「寶船廠匠二名。洪武、永樂中造船入海取寶，該廠有

寶庫。故取撥匠丁赴廠看守；今廠庫鞠爲茂草，而匠之輸錢者如故。」顯見「寶

船廠」爲「龍江船廠」之管轄場區，且非正式之編制。又建制志之廠圖中，廠區

有浮橋、水關之設施，且雜役篇中之有「起船」、「出船」、「車水」、「作壩」之役

作，及「車船壩」、「以司啓閉，幾出入」之記載；這正說明龍江船廠之造船爲秦

淮河東邊的「大塢作造船」法。而與長江邊夾江東岸寶船灘之「寶船廠」是以「敞

場作塘」的方法是不同的。）古籍之好「歌德」、「抑短」，對「臨時權宜」之事，

少有紀錄 。不知在沿江之『方志』或『曾文正公全集』中，是否會發現「筏舡」、

「舟句 舟鹿」、「大舟扁」之鴻爪。  
      
    至於是誰設計，小說『西洋記』把它編成國師金碧峰老和尚，「請下金碧峰

的寶船圖樣來，依樣畫葫蘆。」其實只要有授權，稍具能力之扎排匠師都能勝任。

故『前聞紀』節錄之「人數  官校、旗軍----等等」中有「木捻、搭材等匠，水

手、民稍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五十員名。」之記載。且是先將原用於建皇宮之

木材先行挪用。 

 
六月奉昭，正是長江夏天盛水期，上游林木放水而下，結簰來京以供改造 

龐大的使槎；『西洋記』說：「不及八個月，大工告完。」六月起算，七、八個月

後，是冬末初春，正好乘季風下洋。此種大槎不多，『西洋記』說有四艘；以「寶

船灘」之現狀，有七個「作塘」造個七、八艘大小不等之寶舡，是足夠的。因為

是木筏，不會沉沒，而且回來還可以再應用，因此絕無沉船可尋。 
 
對以「版本瑕疵」、「夾抄套用」之「新存疑派」的「本文無任何資料可用以

"直接"證明這龐大之寶船之不可能。」（「誇張虛構話寶船」二十九頁）的科學

研究態度表示欽佩；否則若直接套用「十倍誇張」說法，那四十四丈的尺度，就

變成四、四丈了。 
 
 
 
 

空前絕後的宇宙之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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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龍蟠使槎」跳脫「傳統」的「沙船」、「福船」船型爭論之刻板概念；檢 

視「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尺度之歷史記載意義，及中保村舵杆之史實發 

現；不否定文學小說『西洋記通俗演義』的部分參考價值；及配合寶船廠的歷 

史定位與條件。並分析動機，估判建廠、造船、技藝、勞力、時間等配合條件 

，試圖以現代比例的「尺度概念」圖說，打破傳統的文字論證，來檢視「樣板 

寶船」是「福船型」之唯一迷思。 

 

    提出古老之「宗舟」、「桴筏」、「木簰」、「舟句 舟鹿大扁」等概念，以異 

向的客觀思考，探討「大舟宗寶舡」（鄭和寶船）船型的另類新姿展現：即這 

「寶船」可能是一種容易建造，且保證不沈的運輸艦；結合攻擊、防禦、運補 

、修理、醫療、藏寶、休閒等功能；爲浮村式的「長江木簰帆舡」。採用多根 

桅，而以一般性的中型帆爲主要推進動力，且以數量甚多之槳、櫓爲輔助動力 

。這種設論使各種已發現之文獻記載的疑問：比如船型、尺度、場地、技法、 

員役、時程、材料等問題，得以獲致較合乎邏輯的解釋。 

 

「龍蟠使槎」是「撥舡」也是「帆舡」；「撥舡」行動沒問題，扁平之木筏 

掛帆時稱爲「帆舡」，它需多片水中插板(CENTER-BOARD)或披水板或稱腰舵，以

防側風時之橫漂，使船能向前進，這種原理在北洋海船或平底沙船及江、河、湖

船，都有長久的使用經驗。「帆舡」之舵可能採用一個以上之斜拖舵，舵葉較小，

異於前人推測之傳統舵。艏部或艏側應有數根「招」或曰「超」之大槳，向前配

置，可幫助轉向或調頭，這也是「舡」的特色。 

 

    「龍蟠使槎」之帆不大、不高，一如中型帆船使用者，如同肆佰料船，不用

製作繁雜之併桅，用簡易之單木桅即可。甚或可以更小，「帆舡」體大而廣，只

要帆竿操作不「打架」，可以用量取勝，安全又容易，故可立十二桅之多；亦可

能加掛插花或頭巾頂帆，視需要而定。基本上若僅用湖南筏舡爲主體，再附加用

以改善船體暢流之適形組編結構，就足以滿足文獻尺度記載之資料。「帆舡」之

適合於航海，可以從臺灣的竹排帆筏得到具體而微的證據。1993 年進行之竹筏

「徐福號」也能證明「木簰帆舡」的遠洋適航性。 

 

    筆者海邊嗅夫，用管窺之偏見，作販夫野樵之飯餘。至於寶舡新姿之進一步

探索，充滿想象空間，限於篇幅條件與時間，勢難發揮，若能覓得支援與協助，

先由模型研製，或電腦研究，先建構圖繪，決定雛型後，再利用可回收再生之

P.V.C.管填充浮材，依古法（或新法）編紮此一復原寶舡，再現風華，實證華舶

雄風之不虛，解破懸案，既實際又環保，事屬可行；然文化主事者，誰能識之？

宗舟已蕪，匠人跡遠，將何以廣鏡未來？ 

  關於本文之繪圖比例爲方便換算，假設一米等於三尺或三呎，在此補充說

明。至於「龍蟠使槎」之基本圖示，爲基於較傳統外觀條件下的造型，假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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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尺度爲長四十四丈（約 140 米），廣十八丈（約 57 米）之規範。 

     2.本體假設吃水爲四米（十二尺）。（可以更淺些） 

       3.舵型使用 11.075 米長之舵杆資料，爲狹長型拖舵。 

 

    基本上使用湖南木筏結構，拆解重編而成，表現傳統「龍蟠使槎」之描述 

，具方城結構型制，前後左右共有四個城門，四個方亭角樓，與文獻之記載不謀

而合。用拖舵四根，招三根、櫓二十四根、槳三十二根，單木桅杆大小十二根；

有五組大型絞車，及數片升降式防漂板，其位置、數 量將視模型實驗而定。 

 

    另有表現爲修理補給艦用途之設計，各種結構設計，充滿想像空間，是極 

爲有趣之挑戰。筆者業餘從事華舶古船研究多年，所據資料，儘量以可信史籍 

研讀，力求研究之可靠與現代化，講求圖面與資料比對之科學復原，且經模型 

試航，其結果縱使不切中，當亦不遠離。因此對於「鄭和寶船」，以如此簡單的 

文獻資料（「修四十四丈，廣十八丈」九字訣）， 欲從事復原研究，本是有所避 

諱的。只是以今日庶民之容易逐波唱和，將蔽真象之追求，故獨干衆逆，另闢 

蹊徑，非爲反調，僅爲知識的追求，預留轉圜空間而已。 

 

   浮筏是古老的工具，型制會變易不同，但它的科學原理是絕對相同的。最近 

日本試做成功的海上浮動機場，是想解決用地與噪音問題；還有二次大戰期間 

，美國曾思考所謂的不沈之紙漿航空母艦，它的設計原理就是以紙漿冰凍硬化 

後之方塊結構，來組成艦體，若遭損壞，是很容易修複或拆換的。（如今泡沫塑 

膠之利用當更加理想）。近日美國五角大廈有所謂「MOB」的海上浮島概念計劃， 

（見附圖十）這些構想與「寶舡使槎」，頗爲類似，若出一轍。也可說是舊酒 

新裝，或筏之現代新姿吧。本文參考資料皆爲前輩所發掘之成果，筆者僅是以 

旁觀之角度，在文獻資料範圍內，取各派之優點與缺失，圓融補蔽，異向理出 

，或多少可以解構各派之歧見。本文提出的，只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另種思考方 

向，有望諸賢解我之自見者，是本文之目的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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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文明的演進，每一種船種的出現，總有其需求的時空、物質、技藝條件。

由漂浮之動、植物浮體利用，到以編筏、刳木、皮囊為渡具，是觀察與應用的第

一步；木條板的解料與結構是誇越五千年承續的第二步，現今鋼材、塑料的應用

亦跨不出這兩部曲的基本精神。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人造了「大和」、「武藏」這

兩艘空前的超級戰艦，是根據當時「利炮巨鑑」的理論需求，卻敵不過「空母」

的戰略與戰術而成絕響。 

 

    「龍蟠使槎」利用蜂巢結構及消波吸震原理，以簡單的紮筏技藝，成就了威

赫番邦，君臨海上之威儀；或許勞民傷財，或許不利國力環保，更許是尾大不掉，

不便操控----等等時空、物資或技藝演進需求，更可能是思想的改變；這「龍蟠

使槎」終於成了空前絕後的宇宙之舟了。 

 

現今離鄭和下西洋 600 週年記念日，不過四年；鄭和六百週年是人生百年難

得一遇之機緣。就華人而言，這數百年來跨出又自我縮回的腳步，實令人感慨無

限。今天婆娑蔚藍的海峽兩岸，擁有共同的歷史交集使命；假若能復原這 

「寶舡」，由華人自己來做，捨逐鹿而牧鯨，是攜手濟浩瀚，同步登繁榮之契機。

寬廣淺扁的構型，是一個可航行全球的安全平穩大舞台；若能善加規劃，巡航寰

宇，昭告世人「為而不有」的華人傳統特質與智慧；以解破六世紀之謎航。 

亦可提供西洋人「諾亞方舟」之思考可能途徑。 

 

 

---------------------------     本文畢    --------------------------- 

 

 

照片出處：（參考用） 

（附圖一。樣版照片）（「中國船譜」） 

（附圖二。樣版簡圖）（中國航海學會） 

（附圖三。浮動市場）（「BOAT」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G.B.） 

（附圖四。長江木簰）（「中國遠古與太平印度兩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樓船的研究」） 

（附圖五。輪盤絞車）（「長江之帆船與舢板」） 

（附圖六。湖南木筏）（「長江之帆船與舢板」） 

（附圖七。木筏浮體單元與浮體段） 

（附圖八。浮體單元之方斗浮艙設計） 

（附圖九。龍蟠使槎） 

（附圖十。「MOB」的海上浮島概念圖）（「全球防雜誌」153 期）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