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和下西洋 600 周年國際學術研討會 

 

從戰略觀點看鄭和下西洋 

 

 

 

中國  南京  2005 年 7 月 3－6 日 

 

           

 

 

沈          萍 

Shen       Ping 

 

 

台灣     中華鄭和學會 

 

 

 0



從戰略觀點看鄭和下西洋 

沈      萍 

台灣  中華鄭和學會 

 

關鍵詞：政治戰略、經濟戰略、心理戰略、軍事戰略。 

 

摘             要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有史以來規模最大的「權力投射」展現、是一跨越國界的

政治、經濟、文化活動，更是世所矚目的偉大航海行動。然而六百年前這一連串

遠航行為的真正目的是什麼？史書上的記載則是紛紜不一，有的說是明成祖懷疑

建文帝流亡海外，派鄭和等人尋找其蹤跡；有的說是「耀兵異域，以示中國富強」。               

    如果只為了尋找建文帝的蹤跡，是否需要如此大張旗鼓興師動眾。即使是找 

到了建文帝，一位隱匿海外又無任何奧援的舊主，能否對明成祖的政權構成威脅 

。若是為了「耀兵異域，以示中國富強」，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既已遍歷東南 

亞及印度洋諸國，第二次下西洋所航行的途徑與前次大致相同，其統領的舟師再 

次遍歷東南亞及印度洋各國。這已足以張顯明朝的政治影響力，又何必反復顯耀 

國威達七次之多，這其中是否還有其他動因。                                    

    但不論鄭和遠航這一史蹟是踵武前賢，承繼宋元以來中國舟子與商人在南洋

活動的歷史經驗，還是憑著冒險犯難的精神，機智應變的魄力和組織領導才能，

所驟然創下的輝煌史頁，其揚威海外為朝廷增光之事跡，卻足以令後人緬懷。然

在緬懷之餘若從現代總體戰略中的政、經、心、軍觀點來看鄭和下西洋，是否能

再獲致若干實用性的啟發。          

大   綱： 

一、前言： 
二、從政治戰略觀之： 
三、從經濟戰略觀之： 
四、從心理戰略觀之： 
五、從軍事戰略觀之： 
六、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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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View on Zheng He`s Voyages 

Shen   Ping 

Taiwan,  Society of Zheng He 
Key Word： Political Strategy、Economic Strategy、Psychological Strategy、Military Strategy。      

            

                             Abstract： 
   The Zheng He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 are the largest demonstration of 
power projection in Chinese history. The expeditions wer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that transcended national boundaries and were grand seafaring 
voyages that attracted worldwide attention. Yet what were the real motives behind 
such series of explorations some 600 years ago? Historical accounts differ. Some 
indicated that Emperor Chengzu of the Ming Dynasty, suspecting that Emperor 
Jianwen had escaped overseas, dispatched Zheng He on expeditions to look for the 
usurped emperor. Others stated that the objective of such expeditions was to “display 
China’s military might to foreign countries as a demonstration of power.” 
   If the objective of the expeditions was merely to locate the usurped Emperor 
Jianwen, was it really necessary to mobilize such large number of men and massive 
fleet? Could a deposed emperor, in hiding and without aid, continue to wield enough 
influence so as to threaten the reign of Emperor Chengzu?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expeditions aimed to “display China’s military might to foreign countries,” was it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even such voyages in succession simply as a demonstration of 
power? During his first expedition to the Western Ocean, Zheng He traveled to 
Southeast Asia and count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His second journey took a path 
generall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first, and again Zheng’s fleet explored Southeast Asia 
and countries in the Indian Ocean. The two journeys would have been sufficient to 
assert the political impact of the Ming Dynasty. Why then was it necessary to carry 
out seven such voyages? Were there any other motives involved?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historic expeditions merely followed the course set by 
Zheng’s predecessors, the activities in the South Pacific by seafarers and merchants 
since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or whether such expeditions relied on their 
audacity and adventurism, the ability to respond wisely to the unpredictable, and the 
outstanding organizational skills involved, the expeditions brought fame and glory to 
the Ming Dynasty and became celebrated in the annals of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urrent political, economic, psychological, and military strategies, 
however, what are the additional practical inspirations that the Zheng He expeditions 
to the Western Ocean 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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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戰略觀點看鄭和下西洋                               

 
                            沈     萍                                                
一、前言： 

    鄭和下西洋是中國有史以來規模最大的「權力投射」展現、是一跨越國界的

政治、經濟、文化活動，更是世所矚目的偉大航海行動。然而六百年前這一連串

遠航行為的真正目的是什麼？史書上的記載則是紛紜不一，有的說是明成祖懷疑

建文帝朱元炆流亡海外，派鄭和等人尋找其蹤跡；有的說是「耀兵異域，以示中

國富強」。這些說法有否失之單一，實值探討。                 

    綜觀鄭和自 1405 年(明永樂三年)至 14 33 年(明宣德八年)的近三十年中，率

領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船隊七下西洋，統領將士二萬七千多人，船隻近百艘，歷

程數萬里，帆舟遍及亞洲、非洲等十數國，建構了歷史上漢族政權的最後一個盛

世，但此作為如果只為了尋找建文帝的蹤跡，是否需要如此大張旗鼓興師動眾。

即使是找到了建文帝，一位隱匿海外又無任何奧援的舊主，能否對明成祖的政權

構成威脅頗值探究。                                                     

    若是為了「耀兵異域，以示中國富強」，則鄭和第一次下西洋自蘇州劉家港

出發，經福建到南海轉入西洋，既已遍歷東南亞及印度洋諸國，第二次下西洋所

航行的途徑與前次大致相同，其統領的舟師再次遍歷東南亞及印度洋各國。這已

足以張顯明朝的政治影響力，又何必一而再，再而三地反復顯耀國威達七次之

多，這其中是否還有其他動因。                                    

    數百年來人們對鄭和下西洋總是多方猜測，莫衷一是。然有關鄭和下西洋的

正式官方檔案資料，多在鄭和去世後明憲宗成化年間焚毀殆盡，正史上的記載，

只有短短不到一千字。這也使得後人在研究鄭和下西洋這段歷史時，往往必須從

極有限的史料當中去找線索，研究者常常因探索角度不同而發生極大的爭議。    
    但不論鄭和遠航這一史蹟是踵武前賢，承繼宋元以來中國舟子與商人在南洋

活動的歷史經驗，還是憑著冒險犯難的精神，機智應變的魄力和組織領導才能，

所驟然創下的輝煌史頁，其揚威海外為朝廷增光之事跡，卻足以令後人緬懷。然

在緬懷之餘若從現代總體戰略中的政、經、心、軍觀點來看鄭和下西洋，是否能

再獲致若干實用性的啟發。          

 二、從政治戰略觀之：                                                  

政治戰略乃為建立政治力，藉以創造與運用有利狀況，俾得在爭取政治目標

時，能獲得最大之成功公算與有利之效果。而達成政治戰略之步驟則為「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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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造勢」1。藉此步驟對內能獲得全民的支援，對外亦可得到友邦的良好關係

和協助2。                                                                   

任何王朝於建政後其所追求的大戰略目標就是「長治久安」3，要長治久安

就必須建立安定的體系力量，而「合法性」則是政治體系安定的重要因素。但明

成祖朱棣卻是以非常手段奪取了皇位，對當時社會引發了激烈的震動與反彈。    

朱棣為維持其生存利益，雖強力自我界定是「奉天命天君主天下」的共主，

但仍無法彌補「合法性」的欠缺，遂想用揚威海外的策略來緩和內部人民對他武

力奪取地位的不滿。而鄭和遠航所帶來的「四夷率土歸王命」盛況，也確實營造

了明成祖為天下共主的形象，鞏固了朱棣的統治，更奠定了明朝往後兩百餘年厚

實的家底。                                            

    明成祖於長達三年的靖難之役後，進入南京登上帝座，且在即位詔書中聲明

自己是「高皇帝嫡子」，說明自己的合法繼承性及延續性，但仍難成為名正言順

的正統皇帝4
。                                                             

成祖為遂行內心的政治目標，平撫騷動的人心，乃積極從事「建力」作為，

除了加強集權與法治外，在北方，曾五次親征漠北，以轉移人民的視線，建立武

功並到處勒石銘文「以彰我武」，提高自己的威望；在南方，則派鄭和遠航耀兵

異域，以示中國富強，求得萬國朝貢，俾從外部加強自己在國內的地位5。                    

    在「造勢」方面，明成祖的個性好大喜功，要建立一個天朝大國的思想十分

強烈。為了向異域顯示中國的富強，卻囿於北方仍被蒙古殘餘帝國包圍，只能令

鄭和率領龐大的艦隊開往海外，來宣揚明朝威德，且在尊重各國主權、尊嚴、宗

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前提下，還幫助當地小國弭平內亂、對抗外患。同時各國只

要在承認明帝國的宗主地位原則下，就不分國之大小，均禮誠相待。             

此作為使得大明王朝在與西洋各國和平往來中自然發展，西洋諸國也不擔憂

明帝國會稱霸於當地。正因為鄭和船隊是親善之師、友誼使者，故鄭和遠航密切

了明朝與西洋諸國的友好交往。在鄭和下西洋期間，就有東南亞四個國家的九位

國王八次赴大明王朝進行訪問。他們之中，有的因病不幸去世，還將體魄托葬中

華，成為世代友好的象徵。                                                             

如永樂六年（1408），渤泥（今汶萊）國王麻那惹加那乃率其王妃、子女、

弟妹、親戚、陪臣一行一百五十餘人赴明朝貢，不幸因病去世，葬于南京安德門

                                                 
1 施正權，《政治戰略之向心力與安定力之研究》(台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略研究所碩士論

文，1985 年)，頁 12。 
2 王桂巖，〈政治戰略〉，載於中華戰略學會編，《認識戰略─戰略講座彙編》（台北：中華戰略學

會，1994 年），頁 193。 
3 鈕先鍾，《戰略思想與歷史教訓》（台北：軍事譯粹社，1979 年），頁 21。 
4 張研著，《鄭和下西洋》（台北：雲龍出版社，1992 年），頁 67。 
5 同前註，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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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永樂十五年（1417）蘇祿國東王巴都葛叭答刺與西王、峒王率領家屬、隨從

及頭目共三百四十餘人赴明朝貢，返國途中，東王病逝，葬於山東德州；永樂十

八年（1420）古麻刺朗（今菲律賓的棉蘭老島）國王幹刺義亦敦奔率其妻、子、

陪臣赴明朝貢，歸國途中，因病在福州去世，葬於閩縣。                              

這些事蹟顯示鄭和作為一位親善使者，確實為大明朝在政治上達到「四夷率

士歸王命、萬幫千國皆歸正」的目標。更使明成祖成為享有國際威望的天下共主，

一掃其謀權篡位、大逆不道的陰影。                                                     

三、從經濟戰略觀之：                                                   

明洪武初年便已實行「海禁」，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洪武七年更盡罷市

舶司，使海外貿易完全由國家所獨占，形成一種獨特的朝貢貿易。也就是外國進

貢，朝廷頒賜，其中卻有貿易性質6。明成祖朱棣雖全面繼承海禁政策，然而在

執行上卻變被動為主動，除大力清掃東南海域外，更積極發展朝貢貿易。                     

    明成祖登位時囿於國內形勢是持續三年之久的「靖難之役」，使天下百姓疲

於兵旅，社會經濟殘破不堪，而成祖又急於封賞靖難功臣，增設武衛百司鞏固新

生政權。不久又發兵八十萬攻打安南、更大興土木遷都北京，使財政耗費極其浩

大。                                                                                 

成祖為了彌補財政上的虧損，除了加緊對人民的剝削以及派人到全國各地開

採銀礦外，就是繼承明太祖的遺訓，對海外朝貢國家實行開放政策，鼓勵他們來

明朝貢，以求輸入大量的海外物品，而這些海外物品在當時的營利是非常可觀的。              

成祖在採取各種積極措施，廣招海外諸國來華朝貢之同時，更不惜耗費鉅

資，派遣鄭和下西洋，攜帶敕書及精緻手工業品，遍賜海外諸國，以維朝貢貿易

之進行，並藉此解決經濟上之難題。                                           

從鄭和每次遠航時間之緊迫，幾乎是首尾相銜，中間沒有多少間隔，可以看

出明成祖急於營利，力求彌補財政上重大虧損的迫切心情。而鄭和每次下西洋返

航時，海外諸國也總是會遣使隨船朝貢，所進行交易的寶物、香料數以千萬計，

由此可見鄭和下西洋是有濃厚的經濟目標存在。                                           

明成祖這種「派出去，招進來」的辦法，不僅解決了當時所面臨的財政危機，

而且使百姓從轉販土物中得以營生，是「不擾中國之民，而得外邦之助」的好辦

法。 

    此外，各國貢使大量載運進來的香料，對抑制明初的貨幣貶值和通貨膨脹也

起了一定的積極作用。明朝自洪武八年（1375）開始發行大明寶鈔，但不久之後

開始貶值，永樂年代，寶鈔已形同廢紙。為了抑制寶鈔的貶值，避免濫印寶鈔造

                                                 
6 同前註，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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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通貨膨脹，明朝政府儘量減少以寶鈔支付官員的俸祿，而以鄭和下西洋大量進

口的香料取而代之。                                                            

    雖然明朝政府經常提出「懷柔遠人」、「厚往薄來」一類的話，使人們普遍

認為，朝貢貿易是一種蝕本生意，是「政治重於經濟」，是出的多，進的少，根

本不計價值。但是朝貢貿易幾乎與明朝的統治相始終。假如從政治上考慮不計價

值，明帝國又如何能維持長達二百多年。                                                 

這些情況說明，海外國家朝貢的次數越多，朝貢使者帶進來的貨物也就越

多，明朝政府是可從中獲得更加高額的利潤。因此，頻繁地派遣鄭和下西洋，招

徠海外諸國朝貢，用「派出去，招進來」的辦法，有助於改變明帝國面臨的財政

危機，這也是成祖藉鄭和下西洋的經濟活動，再依其所需作有計畫之運用，來創

造有利明帝國的條件，以支援其經濟目標之達成 。 

四、從心理戰略觀之：                                                   

心理戰略是以精神思想為中心，以社會文化為工具，以謀略偽裝為掩護，以

人民需要為前提7。心理戰略也是一種政治宣傳，其特徵之ㄧ包括非強制性的說

服和誘惑8。其最高境界即為孫子所稱的「不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鄭和船隊從西元 1405 年到 1433 年為止前後航行達二十八年之久，遍曆亞、

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統領官兵之多和船隻數量之大，是當時世界上規模最

大的一支船隊。但卻沒有在海外建立任何殖民地，也沒有對到達的任何地方聲稱

擁有主權，儘管當時明朝擁有比世界上其他國家或民族都雄厚的國力，但是鄭和

船隊並沒有因此而淩辱小國，霸佔別國的土地。                                           

綜其原因除了中國是傳統的農業經濟，能自給自足不急需要海外的市場和原

物料外，更重要的是中國儒家的學說文化教導要以「王道」服人，而不是以「霸

道」懾人。這種文化與其他遊牧部落或重商民族的文化有著明顯的不同，遊牧部

落為尋找新的綠洲，往往靠武力掠奪其他民族的土地維持生存。在資源缺乏的一

些島國，如英國和日本在其發展歷程中，就經常靠霸道武力來尋求殖民地以解決

資源危機問題。 

    鑑於鄭和遠航過程中從不輕易使用武力，故其所經之地，均能以和平友好精

神，敦睦鄰邦，以王道服人，宣揚中土文化，其所表現的是「和平海權」，完全

以和平使者之姿，採懷柔政策，厚往薄來，拉攏沿途所經國家，使各國都願與明

朝保持密切關係，故所到之處均獲得當地民眾的歡迎。這種王道文化的穿透力，

至今仍在東南亞地區存在著許多記載著鄭和的文獻資料，這些文獻除了中文以

外，還以馬來文、英文、印尼文、荷蘭文等寫成。                                        

                                                 
7 岳天，〈心理戰略〉，載於中華戰略學會編，《認識戰略─戰略講座彙編》(台北：中華戰略學 
  會，1997 年)，頁 408─411。 
8 王玉東，《現代戰爭心戰宣傳研究》(北京：國防大學出版社，2002 年)，頁 32─41。 

 6



    例如成書於 1615 年的《馬來紀年》，便記載了鄭和護送明朝漢寶麗公主與馬

六甲王和親的史實。一直到今天，這個美好的故事不僅出現在東南亞的歷史專著

中，也一再被馬來人和華人藝術家當成藝術創作的素材，搬上戲劇和歌劇舞臺，

深受當地社會各界的歡迎。                                                             
    又如印尼華人林天佑以馬來文撰寫的《三寶壟歷史》，文中述及當年鄭和在

三寶壟的活動以及當地的三寶洞、三寶公廟、王景弘墓等與鄭和及其隨從有關的

廟宇、歷史遺跡，還論及當地馬來人、華人及土著祭祀鄭和的宗教儀式與活動等

相關情事9。  

    此外，鄭和遠航經過時所留下的遺物，如鄭和送給印尼亞齊王子的大型青銅

鐘、鄭和在東南亞各地挖築的「鄭和井」、鄭和船隊遠航時留下的大錨等實物，

也勾勒出當時的足跡，而鄭和的種族、家族、傳統與信仰，也使他更容易與西洋

諸邦交往。他信佛教，從道衍和尚受菩薩戒，在南京牛首山碧峰寺與錫蘭山寺都

有大量的供奉；他也沒拋棄伊斯蘭教，他是「馬哈只」的兒子；他也信媽祖，祭

天妃宮10。                                                                            

這也造就了在泰國、菲律賓、印尼、馬來西亞等地的佛教化、道教化、回教

化的鄭和廟(又稱三寶宮廟)和隨行人員的廟宇等宗教遺跡，這種演化已構成當今

東南亞民間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11。                                                      

當地人為了崇拜鄭和還尊稱他為「三寶」，遂使得東南亞各地有許多以三寶

命名的地方，如泰國有三寶港，馬來西亞有三寶山、三寶井，菲律賓有三寶顏，

而印尼的三寶瓏不但是中爪哇省省會，更是東南亞祭拜鄭和的中心。 凡此種種都

是因鄭和在出使西洋時，始終抱持著「和順萬邦」、「共事天下太平」的宗旨，

所達到的非強制性的說服和誘惑。 

五、從軍事戰略觀之：                                                   
    明初朱元璋建國後是反對對外用兵，其對外政策是以睦鄰友好為主要方針，

明成祖亦相承此一政策。然而在永樂之初成祖卻延續了建文帝的削籓政策，盡釋

諸王兵權，使得北部邊防空虛，南部邊境亦呈不穩，加之東南沿海地區方國珍、

張士誠的殘餘勢力遁入沿海島嶼，對陸上安全形成隱憂，倭寇也在此時侵擾東南

沿海，使得明成祖朱棣須同時面對海陸兩面威脅的嚴峻局勢。                               
     為此，成祖除繼續加強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外，為扼止北方，還完成「九

邊」的建置，更把首都由南京遷至北京，而以南京為留都，將「諸王守邊」改為

「天子臨邊」的格局，並在東北設置有效的邊疆管理和防衛系統；在西南邊地則

因地制宜建立了宣慰、宣撫、安撫諸司；在東南海疆，成祖除屢頒「片板不許入

                                                 
9 ＜“中國的＂與“東南亞的＂鄭和＞ 2005. 2.1. 。《艦船知識網路版》http://jczs.sina.com.cn
10＜鄭和遠航﹕東方文明中的世界主義(1)＞ 2005. 2.1. 。《艦船知識網路版》http://jczs.sina.com.cn  
 
11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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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的詔令嚴禁人民私自出海外，更強化海防兵力，襲剿海上盜冦，招撫海島流

民。                           
    由此觀之成祖令鄭和多次大規模遠航、耀兵異域應非僅是單純為了清掃海

疆，建立和維持海上和平安定的秩序而已。應該還負有一種更深沉的使命，就是

欲把海洋當作政策工具來使用，也就是大明王朝希冀有充份利用海洋的自由，阻

絕潛在的盜寇、流民或假想敵有利用海洋的機會，這是現代戰略中制海（command 

of the sea）的觀念12，而制海的必要工具既為強大的艦隊。                                

    有了制海權就易於執行一項「閒接路線的戰略(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行動13，也就是能方便與西洋諸國組成戰略夥伴關係、尋求軍事同盟

建立多邊關係，形成區域聯盟，俾從亞洲大陸邊緣地帶包圍牽制中亞蒙古帖木兒

帝國，以消弭其東侵的野心，鞏固永樂初年明帝國的國防。               
    鄭和在永樂三年第一次下西洋時的終端就曾到達了印度西岸，與此同時，朱

棣還屢派中官李達、吏部郎陳誠、太監侯顯出使西域各國「得其風俗程頓、紀之

以還。」在這樣南北呼應的軍事戰略背景下，不無有聯絡印度，結成反抗帖木兒

帝國的軍事同盟14。                                                                  

    這是一種攻勢戰略行動，企圖以海上的遠征軍，突破困境，應變制敵，弭乎

反側。這種「間接路線」
15的戰略行為，也就是孫子所主張的「以迂為直」、「奇

正之變」的觀念16。但這也顯示當時鄭和遠航聯絡西洋周邊國家，若有圍堵或牽

制帖木兒帝國攻勢的戰略企圖，其「心理性」遠重於「地理性」。                           

    雖然帖木兒在永樂三年東征中途病故，中止了東征，但帖木兒在南亞次大陸

所建立的帝國仍然是明成祖的一大心理威脅，尤其是大明王朝在驅逐蒙古勢力，

建政不久之際，殘餘的蒙古帝國仍頗強大，依舊是大明王朝的首要假想敵。                  

    因此，明成祖遣使鄭和以一支曠古未有的強大艦隊耀兵海上，除可與當時西

洋諸國建立親密牢固的友好同盟關係外，更可排除一切無論從陸路或海上企圖入

侵明朝的勢力。這種大戰略佈局也是唯一可以合理解釋為什麼明帝國要一再派遣

鄭和遠航，從事這種耗損國力「勤遠略」行動的原因。這也顯現朱棣另一層戰略

考慮，就是顯示明成祖是中國歷史上唯一想要利用海洋來達成戰略目標的皇帝17。 
 
 
六、結論： 
                                                 
12 明，鄭若曾（1503－1570）於 1562 年著「籌海圖編」，其中的「制海」觀念，遠比西方學者

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早了三百年。見鈕先鐘，《中國戰略思想史》（台北：黎明文化，1992
年），頁 474。 
13  同註 3，頁 259。 
14  張研，前揭書，頁 103。 
15 「間接路線（indirect approach）」名詞是出自英國的戰略家李德哈特（B. H. Liddell-Hart），「間

接戰略（indirect strategy）」名詞則是法國薄富爾將軍（Gen. Andre, Beaufre）所創，兩者含意

不盡相同。同註 3，前揭書，頁 258－276。                                                             
16 李啟明，《孫子兵法與現代戰略》（台北：黎明文化，1989 年），頁 83、108。 
17 賴進義，＜鄭和遠航的戰略原因＞，見范金民、孔令仁主編，《睦鄰友好的使者－鄭和》（南

京：海潮出版社，2003 年），頁 290－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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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觀歷史上的盛事均有其醞釀的背景，然從現代總體戰略觀點來看鄭和遠航

卻可以帶給吾人某些另類啟發。克勞塞維茨(Carl Philip Gottlieb Von 

Clausewitz)有一句名言﹕「任何戰略計畫都是政治性的18。」                               

    由於朱棣接管政權時有「合法性」問題，其所面對的政治環境是非常惡劣。

不僅外患環伺，邊區紛亂，而且政府內部也呈現分裂和頹喪的現象。在這樣的環

境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振作精神，重整士氣。為此，明成祖必須發動一種「以

攻為守」具有高度政治意義的戰略，發動攻勢才能團結內部，振奮人心。                     

從這個角度來看，成祖令鄭和統領龐大的隊伍，官兵二、三萬人，寶船近百

艘下西洋。而每一次的航程又頗為遙遠，往返一次需二、三年時間，且每次返航

後不久馬上又接著下一次航程。寶船在遠航途中也必定會遭遇風浪或海盜搶劫，

人員耗損在所難免。在如此巨大的人力、財力耗費下，明成祖仍不斷執行此一政

策，必有其隱藏於內心的巨大政治動因。                                               

其次，寶船「船數多，製作細，費用大，須動支天下一十三省錢糧，方才夠

用。」這種耗資巨大、只有政治企圖而無經濟實惠的官方下西洋，使得當陸地農

耕經濟的賦稅無法支撐這種揮霍式航海時，成祖或許試圖藉一次次的下西洋，以

海外貿易來平衡朝廷財政，有如本文前所述，明成祖擬以這種「派出去，招進來」

的辦法，來解決當時所面臨的財政危機，因此，朱棣頻繁地派遣鄭和下西洋，廣

招海外諸國朝貢，再依其所需作有計畫之運用，藉以開創有利明帝國財政的條

件，來支援其經濟目標之達成 。 

    此外，鄭和下西洋在某種心理戰略上，也蘊涵著複雜和具有多方面文化內涵

和象徵意義。其遠航效應自十五世紀以來深深影響了東南亞社會歷史的發展與變

遷，這包括中國與東南亞區域的關係、中華文化在東南亞的傳播、華人移民在東

南亞的拓荒、華人對國家與文化上之認同以及與當地土著的關係、包括華人、馬

來人、印度人、當地土著等在內的多元種族的文化與宗教在東南亞的發展與互動

等等。因此，對現今東南亞各國來說，鄭和議題不僅只是中國明朝的歷史範疇，

更演化成爲具有區域歷史內涵的文化現象19。這就是以精神思想為中心，以社會

文化為工具，所達到的非強制性的說服和誘惑效應。 

    六百年前朱棣已知把海洋當作政策工具來使用，更顯示出明成祖是中國歷史

上唯一想要利用海洋來達成戰略目標的皇帝。鄭和在十五世紀初期七下西洋近三

十年，在當時是完全支配了亞洲大陸的邊緣地區，亦既東亞及東南亞的沿海部

分，海洋上沒有任何能與其匹敵的海權勢力。                                         
    這種戰略形勢與五百年後美國耶魯大學的國際關系教授斯派克曼 
(Nichnolas Spykman)所提倡的邊緣地區 (rimland) 論不謀而合，斯派克曼認為

能支配世界島的不是心臟地區而是邊緣地區，也就是世界島的沿海部分 (西歐和

                                                 
18 鈕先鐘，《戰史研究與戰略分析》（台北：軍事譯粹社，1988 年），頁 99。 
19 同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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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誰能支配邊緣地區則終於能支配世界20。                                         
    所以美國在二戰後的大戰略就是以阻止任何國家支配邊緣地區為目的，上個

世紀的五O年代美國所採取的「圍堵」 (containment)政策就是以這種觀念為基

礎21。而明成祖六百年前既能令鄭和耀兵海上，完全掌控亞洲大陸邊緣地區沿海

部分的制海權，並對假想敵進行圍堵，微妙的運用了海權，發揮了所謂「固國不

以山川之險，威天下不以兵甲之利」的作用。 

    中國耀人的海權史，在鄭和之後戛然中止，鄭和下西洋的歷史啟示，深直現

代中國人思索，如何能四海如一，協合萬邦，睦鄰友好，還需決策者深謀遠慮，

才能開創長治久安的和平情境，這也是今日吾人在宏揚鄭和精神最須省思之處。 

 

                                                 
20 鈕先鐘，《國家戰略論叢》（台北：幼獅文化，1984 年），頁 232-253。 
21 圍堵的觀念出自美國外交家肯楠（George F. Kennan），1947 年他以X為筆名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發表一篇「蘇俄行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文章，主張美國為了本身

的安全必須採取一種圍堵政策，遂被認為是此一政策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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