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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eng He's Voyages were testimony of China's sea power, and were also 

a derivative of Ming Dynasty's military strategy.  To adapt strategic 

changes, Ming Tai-Tsu, the Founder of Ming Dynasty, took conservative 

approaches in both Maritime and Frontier defense; hence, he inadvertently 

blockaded China's sea power expansion known as "The Prohibited Sea 

Policy". 

Ming Chen-Tsu, the Third Emperor of Ming Dynasty implemented a more 

aggressive policy, which was different than his father.  His objective 

was to restrict Timor Empires increased military expansion in Central Asia 

indirectly.  To accomplish such complex mission, Ming Chen-Tsu empowered 

Zheng He to set sail westward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numerous time to 

form a coalition with Timor's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e Ming Chen-Tsu's strategic plan was the only logical explanation 

of Zheng's Voyages, which exhausted both national resources and manpower.  

Regrettably, the successor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ould not fully 

comprehend such "Grand Strategy".  Therefore, Zheng's seven ocean 

voyages that would have demonstrated an opportunity in Chinese history 

to expand her sea power could not be sus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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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的戰略原因 
 

撰述人：賴進義 

臺灣  新竹  大華技術學院 

關鍵字：鄭和、海禁、海權、戰略、帖木兒 

摘   要： 

鄭和遠航是中國海權的歷史經驗，是明初中國戰略環境變遷下的產物。明太

祖因應這種變遷，海陸兩面都採取消極保守的防禦戰略，因而有誤盡中國海權發

展的「海禁政策」。明成祖即位後改變態度，海陸兩面都積極進取。陸路五度進

兵漠北，海陸顧忌中亞勢力龐大的新興帖木兒帝國威脅，他派鄭和一而再地下西

洋，是走間接路線，意欲聯絡帖木兒帝國週邊國家，解除蒙古可能的鉗形威脅。

鄭和的成就，讓中國有機會形成洋際聯盟，圍堵帖木兒帝國，限制蒙古海上發展。 

明成祖圍堵帖木兒的大戰略企圖，是唯一可以合理解釋為什麼一再派遣鄭和

遠航，從事這種耗損國力「勤遠略」行動的原因。可惜後繼的中國領導人，對這

種大戰略未能充分認識，讓鄭和七下西洋，展示中國海權發展歷史的機會，僅僅

曇花一現，令人遺憾。 

 

大綱： 

（一）海權的歷史機會 

（二）太祖海禁的戰略考量 

（三）帖木兒帝國崛起 

（四）遠航的大戰略原因 

（五）曇花一現的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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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的戰略原因 

（一）海權的歷史機會 

今年是西元 2002 年，再沒多久，中國歷史上擁有最驚人記錄的遠航行動，

明 朝 初 季 ， 第 三 任 皇 帝 明 成 祖 朱 棣 ， 突 然 派 遣 三 寶 太 監 鄭 和 七 下 西 洋

（1405~1433A.D.）的光榮歷史，即將屆滿六百周年。鄭和的遠航，比哥倫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492 年到達美洲早了 87 年，比 1497 年達伽馬（Vasco 

da Gama）到達印度古裏（Calicut）早 92 年，比麥哲倫（Ferdinand Maellan）

穿越太平洋 1520 年來到東方早 115 年。正由於早了這麼多年，鄭和的故事，在

中國近幾百年，習于成為西洋海權犧牲品的歷史處境下，幾度塵封，直到最近，

隨著中國經濟力量的提升，才又開始引人注意。  

成祖永樂三年(1405)六月，鄭和率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當時所謂「西

洋」，大體上指的就是印度洋1。鄭和帶的是一隻組織龐大的武裝艦隊，這一隻艦

隊也象徵了中國海權的規模。他前後總共出使七次，每次來回約需兩年，從永樂

三年（1405）到宣宗宣德八年（1433）的二十八年間，鄭和的行動充分象徵了中

國海權的展現。鄭和每次出使的規模，大致相差不多，人數總在兩、三萬人之間，

各種船隻總在一、兩百艘，這在當時，環諸世界，都可以算是最強大的一隻海上

兵力，後世學者歎稱當時中國「稱霸海上」。2

根據記載，鄭和艦隊所經過的國家有三十餘國，這些國家後來也大都和中國

遣使通好或通商。鄭和及他的隨使，帶的雖然是武裝兵船，但從來不借大國兵威

豪取強奪，而是尋求發展與各國之間的友好貿易和文化交流關係。而進行貿易

時，完全遵守各國習慣。非到不得已時，絕不使用武力。他們和平又出色地進行

國家交給他們的使命，這跟後來的西方海權國家的血腥殘酷行徑，有著重大的分

野。和平的強調，這也正是鄭和七下西洋所標示出來的最大特徵。 

過去六百年，東西文明消長的關鍵，「海權」（Sea Power）無疑是其中最重

要的一項。當西洋文明運用海權利益，逐漸成為世界歷史舞臺主角之前，鄭和的

遠航記錄，告訴中國人，歷史也曾經給過中國機會。如今忽略海權發展所導致，

一個半世紀的歷史滄桑過去之後，回首從前，還能不能浪費另一個六百年？無論

是改革開放之後，逐漸重拾信心的中國大陸，還是坐擁海權利益，卻囿於本土化

框框的臺灣，重溫鄭和的故事，喚醒沉積已久的「面向海洋」意識，該是兩岸之

人皆當省思之事。 

鄭和的大規模遠航，他的突然開始令許多人至今仍感訝異。衛斯禮學院柯翰

( Paul A. Cohen)教授曾謂：「明朝的遠征根據陸上擴張的中國傳統來說，一開

                                                 
1 李光璧，明朝史略( 臺北：弘文館出版社據帛書出版社本印，1985 年)，頁 59。 
2 美國李露曄女士的著作豔稱當時海上是由中國統治，見李露曄（Louise Levathes）著，丘仲

麟譯，當中國稱霸海上（When China Ruled the Seas：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臺北：遠流出版社，2000 年 12 月）。 

 4



始就是一種反常現象，其開端比結局更不可思議。」3美國已故漢學重鎮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教授，甚至懷疑中國民族是否喜愛海洋？4因為十五世紀

初鄭和的大規模遠航，和十四世紀末逐漸嚴厲的太祖海禁政策，不僅背道而馳，

而且時間如此接近。明成祖為什麼會採取看起來似乎是在挑戰太祖海禁政策的一

而再、再而三的大規模遠航？如果不從大歷史的角度切入，並認清明初中國的戰

略環境，便會陷入上述的誤解中，把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大戰略作為，以為只

是宣威示強，找尋失蹤惠帝，外帶附加一點點「朝貢貿易」的利益。 

（二）太祖海禁的戰略考量 

明太祖的海禁政策，有其形成原因。政治上蒙古的殘存勢力，一直盤據北方，

是明初最大的國防壓力。傳統中原的安全威脅，一向來自西北面，這是歷史老問

題，是任何中原控制者無時無刻必須面對的國家安全要務。蒙古的堀起，建立橫

跨歐亞的大帝國，以至入主中原，顯示農業定居民族對抗北亞遊牧民族的歷史發

展，有了結構性的轉變。遊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政治性原因，已經不見得少於基於

生存需要的經濟性動機。西方人所害怕由蒙古引起的「黃禍」（這也是今日「中

國威脅論」的源頭），很可笑的也正是明初中國皇帝所擔心害怕的事。換句話說，

中國也是「黃禍」的受害者，因此導引明太祖立國之初的保守國防安排。 

明太祖總共花了十六年（1351~1368），才擊敗長江流域的競爭者，並把拒絕

嘗試漢化的蒙古人趕回塞外草原。一如過去的歷史經驗，新建立的朝廷，通常在

立國之初都採取謹慎保守的政策。在能力有限的情況下，明太祖並未嘗試徹底解

決蒙古問題5，所以蒙古人雖然退回漠北草原，仍然是新帝國的主要威脅。而立

國之初的明太祖，所面臨的困難是，不僅要對付西北的老問題，還要應付來自海

上的新問題，這是從元代以來新產生的麻煩。 

元朝幾次用兵海外失敗的結果，特別是幾次攻日不成，導致日本的報復，所

謂「倭寇擾邊之訊頻傳」，開啟了中國海上威脅時代的來臨。加上方國珍、張士

誠等濱海為生靠海起家的中原逐鹿失敗者，其餘黨逃入海中，儘管威脅不大，但

至少對治安形成制肘。而宰相胡惟庸之亂一案中，除聯絡蒙古，更有通日不軌的

意圖，間接還影響了南洋三佛齊（今蘇門答臘巴領旁），更使太祖的海上問題複

雜化6。 

                                                 
3 引自柯翰( Paul A. Cohen)，「西方對中、日最初的衝擊」，載于湯恩比(Arnold Tonybee )編，

梅寅生譯，半個世界( 新竹：楓城出版社，1979 年)，頁 463。 
4 關於費氏對中國民族不愛海洋的懷疑，其詳情在提倡「 海洋中國 」理想的已故中興大學教授

陳驥的著作海洋與我( 臺北：百傑出版社，1980 年 5 月) ，有很完整的敍述與辯駁。此外， 如

一九八八年在台海兩岸造成議論紛紛的「河殤」影集，雖然採取批判態渡，但基本上也反映了

這種置疑的心態。 
5 如洪武元年攻下北平後，將領們主張繼續前進，窮追猛打，以除後患，朱元璋卻告誡「不必窮

兵追之，但其出塞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洪武六年，他再度重申「禦邊之道，固當

示以威武，尤必守以持重，來則禦之，去則勿追，斯為上策。若專務窮兵，朕所不取」。見解縉

等，明太祖實錄（臺北：中研院史語所據北平圖書館紅格鈔本校印，1966 年 9 月），卷 27、78。 
6 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臺北：私立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8 )，

頁 4~8。 

 5



從地理上來說，中國漫長的海岸線，有備多力分的困擾，首都南京距離海岸

未遠，透過長江，海上的威脅可直逼金陵。相對於元朝的統治者，新定濎中原的

明太祖，缺乏蒙古人所擁有的內亞戰略縱深優勢，他必須同時兼備海防與塞防，

對華夏民族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戰略架構。 

中國歷史發展到明朝，從地略的角度來說，出現了不同於歷代中國的戰略環

境。如果長城以內的中原是心臟地區（heartland），控制塞外邊緣地區

（peripheral），便是中原統治者的歷史使命。相對的邊緣地區的力量，也會企

圖掌控中原心臟地區，蒙古人是這個企圖的首度成功者。明太祖以致爾後中原的

統治者所必須面對的，則是要同時避免來自於海上與塞外兩個邊緣地區的壓力，

如果本身的力量足夠的話，更要企圖掌握離中原較近的邊緣地區，所以說，明代

中國有了一種不同於歷代的新戰略需求。7

帝國新立的明太祖，對自己的國力有清楚的認知，他的國防安排，簡而言之

是一種守勢戰略。主要壓力所在的西面北面，他重新整修長城，並且分派諸子統

重兵駐守，形成所謂的「諸王守邊」。沿海則設置「衛所」（類如今日中國的軍區

制），建立龐大的海防部隊。同時，為避免蒙古與日本的海陸兩面夾攻，陸上需

要重新整建長城，海上也同樣需要一道長城，「海禁政策」就是建設海上長城的

必要措施，他規定後世子孫：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不足以供給，得其民不足以使令。

若其不自揣量，來橈我邊，則彼為不祥。彼既不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

亦不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殺傷人命，

切記不可。」8

    其實「海禁」的辦法，十三世紀末元朝中葉以後，蒙古人已經試過幾次，明

太祖進一步發揮作為防禦部署，是一種基於國家安全考量的結果，他面對歷代少

有的國防新形勢，在建國之初，自然而然採取保守作法。不過，明太祖也不是一

即帝位就禁海，所謂「明祖定訓，片板不許入海」至少也是洪武中期以後的事。

此後，雖然沿海的地方官吏，基於實際須要，屢有開海之議，但閉關禁海成為明

季主要政策，清季追隨明朝政策，影響所及，成為中國海權由盛轉衰的關鍵，這

恐怕是太祖所始料未及。9

（三）帖木兒帝國崛起 

元朝滅亡不久後，蒙古所建在今天中亞細亞部份的察合台汗國也陷於分裂，

幸好察合台汗國內部出了個英雄人物帖木兒（Timur, 1336~1405）。他在十四世

                                                 
7 上述觀點，請參閱Michael D. Swaine、Ashley J. Tellis，Interpreting China’s Grand 
Strategy：Past,Present,and Future（RAND,1999），Chapter Three，The Historical 

Context,p.21。 
8 朱元璋，「皇明祖訓」，明朝開國文獻( 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66 年)，首章，頁 5-6。 
9 關於明太祖的海禁政策，請參閱張增信，明季東南中國的海上活動(上)，第一章「明代海洋政

策與發展」及曹永和，「試論明太祖的海洋交通政策」，載於中研院三研所編，中國海洋發展史

論文集(臺北：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年) ，與陳文石，明洪武嘉靖間的海禁政策(臺

北：國立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二十，1966 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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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末先統一分裂的察合台汗國，並遠征過俄羅斯。十五世紀一開始更進一步滅掉

另一支也是蒙古人所建，位於今日阿富汗所在的伊兒汗國。他還曾經攻入印度西

北，印度歷史上著名的蒙兀兒帝國，相傳即其後人所建10。帖木兒時代的歷史高

峰是 1402 年西向進軍，在小亞細亞的安哥拉平原打敗了土耳其鄂圖曼帝國，埃

及蘇丹見風轉舵也向他歸順。他建立了橫跨中亞、西亞，幾乎囊括整個回教世界

的帖木兒大帝國（1369~1406），一時之間頗有繼承乃祖成吉思汗之威的態勢。11

帖木兒的崛起，時間恰與明朝開國同時，當他西向用兵，特別是遠征俄羅斯

時，為免後顧之憂，曾用高明的外交手段，交往遠近強權。例如他送給明太祖大

批馬駝，但是太祖兩度遣使傅安、陳德文欲探其虛實，他卻把傅安扣留十幾年，

並逼迫陳德文遍遊諸國，誇示其帝國強大，直到他死後，明使才得以歸國12。當

明成祖發動「靖難」爭奪明帝國的控制權時，帖木兒得到中國發生內戰的消息，

便決定揮師東向攻明。他的企圖，除了為祖先雪恥外，更重要的是要恢復蒙古對

東亞大陸的控制，對蒙古人來說，擁有中原，才算是征服世界。他們的想法，符

合廿世紀初麥金德（Sir Halford Mackinder,1861-1947）掌握世界島的地略理

論。不過，帖木兒於永樂二年(1404)調兵四五十萬人東征的行動，因次年年初帖

木兒死於途中而停止。 

歷史的風，吹到明朝，畢竟已經不同。宋元以降，所謂「天無二日」，以中

國為尊的東亞國際秩序，先遭到遼、金、西夏的挑戰，蒙古入主之後，更帶來結

構性的轉變，中國不再是世界的中心，傳統的「天下」觀念，必須有所更張。華

夏與諸夷，不見得中原就高高在上，要維持天朝上國形態，例如「朝貢貿易」的

辦法，代價越來越沉重。所以，太祖所謂「四夷皆限山隔海」，並不意謂中原靠

長城與禁海就可高枕，明成祖在此事或許較能看得清楚，他還是燕王時，駐守北

京所遭遇的由海陸兩面的威脅，比南京更直接。因此他發動「靖難」（1399~1402），

逼走建文帝，取得帝位之後，採取比他父親遠較積極的國防安排。太祖尊重歷史

教訓下發展的「諸王守邊」，明成祖遷都北京，變成「天子守邊」，並且五次率兵

入漠，這是準備解除陸上的威脅，取得對內亞邊緣地區的控制13。海上呢，人民

雖然依舊不能隨便入海，政府則永樂三年，便大張旗鼓派遣鄭和下西洋，一掃洪

武時代的保守氣氛。 

（四）遠航的大戰略原因 

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有什麼用意呢？歷來討論鄭和遠航原因的論述，大

概不外從政治、經濟、文化的角度著眼，較少從軍事以至戰略的觀點探討。按照

明史鄭和傳的記載，成祖派遣鄭和出洋的目的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

                                                 
10 See ENCYCLOPEDIA AMERICANA 26（Internation Edition,1979），p.766。 
11 Ibid.,pp.766~767。 
12 國防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合編，包遵彭主篡，明史（臺北：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行，1984

年 3 月），明史卷 332 彙證，頁 3835、3840。 
13 明成祖五次親征漠北的時間為永樂八、十二、二十、二一、二二年( 1410－1424 A.D.)，鄭和

遠航則開始於西元 1405 年，終於西元 1433 年，兩者幾為同時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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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欲耀兵異域，示中國富強」14。為了尋找惠帝，一兩次遠航也就夠了，為什麼

要一而再、再而三最後總共七次西航？除非有更重要的原因，否則實難以長期支

持這種耗損國力的行動。從鄭和遠航的規模與形態顯示，他不僅負有外交目的，

還有軍事用意，他必須讓海外諸國相信，明帝國有足夠對抗任何權力的能力。然

而為什麼需要這麼做呢？這是因為明成祖有另一層更大的戰略考慮，這一層戰略

考慮，顯示明成祖是中國歷史上唯一想要利用海洋利益來達成戰略目標的皇帝，

用現代戰略研究的術語來說，這就是一種「大戰略」（The Grand Strategy）觀

念15。只可惜他的子孫與子民，不能認識他的戰略構想，囿於經濟限制，放棄成

就一代海國鴻圖的機會。 

帖木兒帝國的興起，帶給明朝很大的威脅，善於航海的回教世界已懾於其

威，回教徒熟于從印度洋來到遠東經商，所謂「海上絲路」，宋、元已蓬勃發展16，

中國必須顧忌，準備攻擊東方的帖木兒，利用回教世界的海上經驗。元代蒙古，

海外用兵曾遠至印尼，蒙古從海、陸兩面鉗形威脅明帝國，可能性不可排除。所

以成祖在幾乎跟帖木兒東征的同時派遣與回教世界有淵源的鄭和出洋，其有聯絡

印度洋周邊的國家以圍堵或至少牽制帖木兒帝國攻勢的用意，非常明顯17。從戰

略研究的角度來看，這是非常高明的「間接路線」（Indirect approach）18，即

令帖木兒攻明帝國不成，也仍有其繼續從事的價值。明成祖的這種大戰略企圖，

是唯一可以合理解釋為什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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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記載，成祖銳意通四夷，而且派出去的人大都是宦官，「西洋

則和、景弘。西域則李逵。迤北則海童。而西番則率使侯顯」19。所有的目標都

指向蒙古，可見明成祖對蒙古的大戰略是多面向進行，除了他自己勇敢的五次率

大軍入漠，要解除漠北蒙古對中原的直接威脅外，更由於鄭和的卓越成就，現在

看起來，明帝國確實有機會建立世界史上，規模最龐大的洋際聯盟，並進行最早

又範圍最廣泛的圍堵戰略。如果成祖不死於第五次入漠軍事行動的歸途中，他的

武功或許可與漢武帝、唐太宗相論，甚至加上鄭和的功業，成為漢人的海上成吉

                                                 
14 張廷玉等，明史（臺北：藝文印書館據幹隆武英殿版刊印），卷 304 列傳 192，宦官鄭和條，

頁 3346。 
15所謂「大戰略」（The Grand Strategy），一般也稱「國家戰略」（National Strategy）或「總

體戰略」（Total Strategy）。其要旨簡言之，乃決策者所要關照的，不僅是戰時，還要包括平

時以及戰後，所要考慮的因素，不僅是軍事性，還要包括非軍事性因素。請參見鈕先鍾，戰略

研究入門（臺北：麥田出版社，1998 年 9 月），第一章。 
16 關於「海上絲路」，可參考北京大學陳炎的「論海上絲綢之路與中外文化交流」，刊於絲綢之路

網站，網址http://travel.qz.fj.cn/silkroads/file01.htm。 
17 李光璧，明朝史略( 臺北：弘文館出版社據帛書出版社本印，1985 年)，頁 60；姜公韜，明清

史( 臺北：長橋出版社，民國 67 年) ，頁 45；這也是個人多年來一直強調的看法，請參閱賴進

義，「明清兩代中國海權之回顧與檢討」，廿一世紀中國海權研討會專集（臺北：政大東亞所、

亞洲與世界社、中華民國海線交通研究會，1991 年 6 月），頁 86~104。 
18 「間接路線」（Indirect approach）是英國國家戰略的歷史特色，詳情可參考B.H.Liddell 

Hart,Strategy:The Indirect Approach（Faber & Faber,1967）。提出鄭和遠航也是一種「間接路線」

戰略的，則是鈕先鍾教授，見鈕先鍾，「從明朝初期戰略思想的演變論鄭和出使西洋」，中華戰

略學刊( 臺北：中華戰略學會，2001 年 12 月) ，九十年冬季刊，頁 69。 
19 張廷玉等，明史，頁 3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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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汗也未可知。 

    帖木兒死後不久，其帝國分裂，內部陷於紛亂狀態，對明朝壓力稍歇。不過，

帖木兒帝國以致親蒙古的回教世界其他汗國，對明帝國存在敵意，明朝自然難以

忽視，所以鄭和要一再遠航，陸路通西域的遣使也從未終止。儘管如此，鄭和遠

航有圍堵帖木兒帝國的戰略意義，畢竟因帖木兒帝國的中衰而不顯，論者甚至因

此懷疑，鄭和遠航有聯絡回教世界之意。話說回來，帖木兒帝國的存在，終究使

中國與西方的陸路交通受阻，鄭和從海上打開一條通路，在中西交通史上，至少

有其一定程度的貢獻。 

（五）曇花一現的海權 

    明帝國的大規模遠航事業，在鄭和最後一次遠征之後，突然中止。明成祖在

位期間從未中止的大海船建造，隨後也被停止；最後，一項專門敕令甚至禁止保  

存兩桅以上船舶。鄭和艦隊的成員，轉入大運河系統中的小船工作，大戰船則任

其擱置腐爛20。中國最耀人的海權歷史，就這樣曇花一現，灰飛湮滅。明朝放棄

大海軍的立即影響，在隨後的時代裏，中國沿海，甚至長江沿岸的城鎮，不斷遭

到海盜與倭寇的襲擊，葡萄牙船隊在中國沿海的反復出沒也未能改變中國執政者

的心意。中國未能繼續鄭和的海洋事業，維持其海權規模，為近代國史的最大憾

事，也特別值得吾人探討反省。 

    中外的學者一致認為，明朝國庫負擔過重，是中止航海事業的最大原因。鄭

和的朝貢貿易，獲利的只有王室，對國家經濟未能提供助益，而且往往「厚禮使

者」、「歲時頒賜」的緣故，「庫藏為虛」。此外，明成祖五次出塞，在第五次死於

歸途的行動，顯示明朝陸上的軍事行動與海上的遠征，同樣地對國家經濟構成重

大負擔。一個自給自足的封閉性經濟體系，難以長期支持國家這種「勤遠略」大

戰略消耗，這是明成祖和漢武帝都同樣面臨的難題。當海洋發展與塞防壓力面臨

輕重緩急的選擇，又有「太祖遺訓」當頭，就算不論士大夫原本即鄙視的由宦官

所帶領發展的海洋遠圖，明朝內部一直存在的「開海」、「禁海」爭論21，始終是

禁海派成為主流，讓人不得不喟歎其為歷史的局限性了。 

    擴充海外商務的利害關係，是後來的西方海權國家勇往直前的主要緣由，鄭

和遠航艦隊的成員，雖有憑自己力量私下從事貿易者，經濟性目的卻一直不是鄭

和遠航的主要動機。特別的是，只有官方可以進行遠航的朝貢貿易，民間的海外

商品貿易一直被嚴禁。明初中國海權無法為國家帶來龐大的經濟利益，一如西方

海權後來的模式，這是否正是傷害到中國海權持續的主因﹖確實值得探究。那些

「畏中國兵威，貪中國財物」，而願意進入向中國朝貢系統的國家，後來與中國

的關係，皆若即若離，並隨著西方海權勢力的進入而瓦解，部份說明瞭這種原因。

雖然如此，鄭和的行動畢竟為中國海權的發展帶來利益，中國政府從未鼓勵的海

                                                 
20 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7。 
21 張彬村，「十六─十八世紀中國海貿思想的演進」，載於中研院三研所編，中國海洋發展史論文

集(二)( 臺北：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6 年)，頁 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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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移民，由於鄭和下西洋的緣故，拓展了活動空間，這些海外華人辛勤建立的經

濟勢力，連後來的西方海權也趕不走，這就不能不說是鄭和七下西洋的功勞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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