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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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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遍曆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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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遍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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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是踵武前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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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卻足以令後人緬懷。然

在緬懷之余若從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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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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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政、經、心、軍觀點談鄭和遠航  
  

                         沈         萍                   
一、前言： 
     鄭和遠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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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遍曆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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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遍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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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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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是踵武前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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蹟，卻足以令後人緬懷。然

在緬懷之余若從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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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治建力作為，掃謀權篡位陰影：                                               

 任何王朝於建政後其所追求的大戰略目標就是「長治久安」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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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此，朱棣雖強力自我界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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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成祖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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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钮先钟，《战略思想与历史教训》（台北：军事译粹社，1979 年），页 21。 
2 张研着，《郑和下西洋》（台北：云龙出版社，1992 年），页 67。 



成祖為遂行內心的政治目標，平撫騷動的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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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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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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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事蹟在在顯示鄭和作為一位元親善使者，確實為大明王朝在政治上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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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朝貢貿易政制，遂大明經濟策略：                                               

明朝在洪武初年便已實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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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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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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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兵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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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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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前注，页 116。 
4 同前注，页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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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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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其所需作有計劃之運用，來

創造有利明帝國的條件，以支援其經濟目標之達成 。 

四、以王道文化意境，和四海萬邦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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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所經之地，均能以親善友好精神，敦睦鄰邦，其所表現的是「和

平海權」，完全以親善使者之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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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地區存在許多記載著鄭和的文獻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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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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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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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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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郑和远航﹕东方文明中的世界主义(1)＞ 2005. 2.1.。《舰船知识网络版》http://jczs.sina.com.cn
6＜“中国的”与“东南亚的”郑和＞ 2005. 2.1. 。《舰船知识网络版》http://jczs.sina.com.cn
 

http://jczs.sina.com.cn/
http://jczs.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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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微妙海權運用，勤興邦固國遠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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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a）的觀念7。                                                                    

    有了制海權就易於執行一項「閑接路線的戰略(The Strategy of Indirect 

Approach)」行動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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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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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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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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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明，郑若曾（1503－1570）于 1562 年着「筹海图编」，其中的「制海」观念，远比西方学者马  
  汉（Alfred Thayer Mahan）早了三百年。见钮先钟，《中国战略思想史》（台北：黎明文化，1992 
  年），页 474。 
8 同注 1，前揭书，页 259。 
9 张研，前揭书，页 103。 
10「间接路线（Indirect Approach）」名词是出自英国的战略家李德哈特（B. H. Liddell-Hart），「间

接战略（Indirect Strategy）」名词则是法国薄富尔将军（Gen. Andre, Beaufre）所创，两者含意不 
   尽相同。同注 1，前揭书，页 258－276。                                                              
11 李启明，《孙子兵法与现代战略》（台北：黎明文化，1989 年），页 8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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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六、結論： 

     綜觀歷史上的盛事均有其醞釀的背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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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一次次的遠航，途中必定會遭

遇風浪或海盜搶劫，人員耗損也在所難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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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其所需作有計劃之運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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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演化成為具有區域

歷史內涵的文化現象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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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赖进义，＜郑和远航的战略原因＞，见范金民、孔令仁主编，《睦邻友好的使者－郑和》（南   
   京：海潮出版社，2003 年），页 290－298。 
 
13 同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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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在十五世紀初葉七下西洋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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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教授斯派克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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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 ，誰能支配邊緣地區則終於能支配世界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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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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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钮先钟，《国家战略论丛》（台北：幼狮文化，1984 年），页 232-253。 
15 围堵的观念出自美国外交家肯楠（George F. Kennan），1947 年他以X为笔名在外交季刊 
 （Foreign Affairs）发表一篇「苏俄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文章，主张美 
  国为了本身的安全必须采取一种围堵政策，遂被认为是此一政策的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