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鄭和遠航中的軍事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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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鄭和七下西洋的前三次遠航時，曾於南洋與印度洋打過三次仗。

第一次是在印尼，殲滅阻礙馬六甲海道的海盜集團，並帶回其首領陳

祖義受審處死。第二次是在錫蘭，也就是今天的斯里蘭卡，生擒其王

亞烈苦奈兒及其妻子官屬，並帶回中國，獻俘於朝。第三次是協助蘇

門答臘，平息其國內動亂。 

從戰略的角度看，鄭和的這三次軍事行動，發揮了「國際警察」

的作用，威攝了從南中國海到印度洋的當時西洋國際。除了暢通東西

方之間的海上交通之外，對受制於中亞帖木耳帝國周邊的回教世界國

家而言，至少看到了另一個足與和帖木耳帝國抗衡的國際勢力。 

無論有意還是無意，主動或是被動，鄭和的三次軍事行動，畢竟

有其戰略效果，甚至於可以說，初步達成了明成祖派遣他下西洋的戰

略目的。隨後的其他四次遠航，鄭和沒有再遇到挑釁行動，也沒有主

動出擊的軍事作為，讓他這隻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上力量，彷彿有如

一隻現代意義的敦睦艦隊。從遠航次數與軍事行動次數的比較而言，

就算稱不上「和平之旅」，說他是「南征」，恐怕也言過其實。 

關鍵詞：鄭和、軍事行動、戰略、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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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遠航中的軍事行動   

 
一、 一段被重新發現的大航海歷史 

 

公元 2005 年，是人類歷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十五世紀初，大明帝國

前後七下西洋的鄭和，首航 600 周年的日子。世界各地，六百年來，首度不約而

同，各自按自己的型態，多彩多姿的紀念這一來自中國，很長一段時間，幾被遺

忘，沒有血腥殘暴毀人文明的結果，默默引領一個，改變世界面貌的偉大航海時

代的開始，直到最近這四分之一個世紀，才又被重新發現的，一段帶領人類文明

向上提升的歷史。 

鄭和，本姓馬，小字三保，雲南昆陽（今昆明市晉寧縣）人。他出生在元末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剛建立明朝時的洪武 4年（1371），一個當時尚未被漢人光

復的西南邊區，仍在元朝政府治下，貴族階級的家庭。一直到十年後的洪武 14

年（1381） 鄭和 11 歲時，在混亂中被攻入雲南的明軍所俘。其後一連串顛沛流

離，包括遭閹割的痛苦後，進入北平明燕王朱棣府邸，因此而有機會建立他和明

朝未來第三任皇帝的關係，從而也改變了他原本可能不幸的一生。 

    西元 1399 年到 1402 年，燕王朱棣起兵攻破南京，趕走他的侄子明朝第二任

皇帝建文帝，史稱「靖難之役」。靖難之役期間，鄭和跟隨燕王朱棣南征北討，

建立了不少功勞。因此，朱棣即位為明成祖之後，永樂二年（1404）初，親筆寫

了一個「鄭」字，賜他為姓，並提升他擔任「內官監太監」，從此馬和變鄭和，

也開始他另一階段不平凡的人生。 

從賜姓後次年，明成祖永樂三年（1405）到明宣宗宣德八年（1433）的 28

年之中，鄭和奉命率領當時全世界最精良龐大的艦隊；兩三萬人分乘幾十隻可能

像足球場那麼大的寶船及一兩百隻各種不同功能的大小船隻；先後七次下西洋，

所謂西洋明代泛指印度洋，總共訪問了亞、非 30 多個國家，進行了前此世界歷

史上，絕無僅有的海上外交之旅。 

永樂三到五年（1405－07）第一次遠航時，鄭和帶回東南亞各國願向中國朝

貢的使者，還抓了一個在印尼企圖偷襲船隊的海賊陳祖義回來處死。永樂六至九

年（1408－11）第二次遠航時，進入印度洋，俘回錫蘭山 (Sri Lanka，今斯里蘭卡)

國王亞烈苦奈兒幷其家屬。第三次遠航時（1412－15），進一步抵達中東的波斯

灣，迂迴聯絡了準備進攻中國的帖木耳帝國週邊國家，還抓回蘇門答剌賊首蘇幹

剌(Sekandar)。第四次遠航時（1416－19），分遣隊可能更遠抵非洲東岸的木骨

都束(Mogadisho，今索馬利亞之摩加迪沙) 。其後第五次（1421－22）、第六次（1424

－25）及最後一次明宣宗宣德五年（1430）出發的遠航，每次都遠抵非洲東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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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就死在最後一次的遠航途中，他死後中國從此也就停止了類似的行動1。 

 

二、 從戰略研究的角度理解遠航原因 
 
    從中國歷史上看，中國遠洋航海，始於漢，盛於唐、宋、元，至明代鄭和七

下西洋而攀登頂峰。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就是印度洋，除了毫無疑問的遍訪南中

國海周邊地區之外，可以確信的記錄顯示，他的船隊最遠至少到過阿拉伯海的波

斯灣和進入紅海，拜訪過回教聖城麥加（但鄭和本人沒去）。此外，雖然有學者

高度置疑，不少證據卻暗示他的船隊也可能到過非洲東岸的木骨都束與麻林

地 (Monbasa，今東非肯亞之蒙巴薩)。但應該沒有繞過「好望角」，進入大西洋海域，

當然也不可能如孟西士（Gavin Menzies）宣稱的環球航行，發現美洲以至世界2。 
    明代中國為何要進行這一空前絕後的行動，一直是歷史之謎，從古至今，探

討遠航之因的看法，眾說紛紜，歸納各家之言，不外有如下七種論點： 
1.尋找失蹤的建文帝（鞏固成祖帝位）。 
2.耀武揚威，示中國富強。 
3.發展國際貿易（官方的貢舶貿易）。 
4.皇室威望外交（金錢外交）。 
5.為找尋遷都北京所須建設材料。 
6.為打通南洋與印度洋間受阻的通道。 
7.為聯絡回教世界週邊國家對付蒙古。 

    除了前兩種的傳統歷史（包括清人所修的正史「明史」）觀點外，其他都是

近人近百年來研究發展出的新看法。一種新的趨勢則是把這些新舊觀點，綜合解

釋，剛開始或許為了國家威望以及尋找惠帝，同時也須打通海道與對付蒙古，後

來則不免是為了朝貢貿易的政治與經濟利益，並藉此封鎖或圍堵野心勃勃的中東

威脅蒙古帖木耳（Timul,1336~1405）帝國3。 
鄭和下西洋前，明帝國周邊的國際環境，概括而言，雖然伴隨蒙元的解體與

漢人逐漸重新恢復對東亞大陸的控制，但基本上仍處在一個改朝換代歷史劇變的

時空下，整體上顯得動盪不安。 
蒙古勢力雖然被逐出中原，其全盛時期橫跨歐亞的四大汗國也已分崩離析，

但從察合台汗國內崛起的帖木耳，為禍中亞，聲震歐洲，幾乎控制了整個回教世

界，對明帝國西方形成一個影響國家安全的不確定因素，也多少影響了印度洋周

邊特別是南亞的國際情勢。 
蒙古勢力的解體與明帝國初立的情勢尚未穩固（「靖難」的內戰顯示出的情

況），相對也影響環南中國海周邊地區，國際次序的安定。這主要表現在東南亞

                                                 
1 以上鄭和簡史節錄自本文作者撰述，中華鄭和學會網頁中之「鄭和歷史」介紹，網址：

http://www.czhs.org.tw/。 
2見孟西士(Gavin Menzies)著，鮑家慶譯，1421 中國發現世界(臺北：遠流，2003)。 
3各家說法的總整理可參考范金民，「二十世紀的鄭和下西洋研究」，收在姚明徳、何芳川主編，

鄭和下西洋研究文選(1905~2005)（北京：海洋出版社，2005 年 7 月），頁 13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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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的相互猜疑與互相爭奪區域利益上，當時東南亞兩個最大的王國爪哇和暹羅 

(Thailand，今泰國)，分別對外擴張，威脅到了滿剌加 (Malaca，馬來西亞馬六甲)、

蘇門答剌、占城 (Quinhon，今越南的歸仁)、真臘 (Combodia，今柬埔寨)；甚至在

三佛齊 (即後稱舊港 Palembang 之古國名，在今印尼蘇門答臘之巨港)，還有殺害

洪武期明朝使臣的情事，並攔截向中國朝貢的使團；連距中國最近，歷史上某些

時期甚至被納入中國領土的安南，受到影響叛服無常，不僅進攻中國，並配合暹

羅形成對占城南北夾攻，直到鄭和時代，情勢才穩定下來。 
這種動盪不安的國際情勢，對宋、元以來蓬勃發展的海上絲瓷之路，一條原

本較不受陸上國際環境變遷影響的東西交通要道，也開始受到衝擊。其情況是海

盜猖獗，橫行南洋與印度洋海上，這些海盜行徑十分囂張，讓傳統的海上絲路交

通線，完全得不到安全保障。最著名的例子就是舊港海盜陳祖義集團，威脅馬六

甲海峽，阻絕了太平洋通印度洋航路的孔道。 
這些不穩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響了中國內部的安定與國家安全，一方面

也極大影響了明朝的國際關係，不利於帝國初立的明朝所亟需的穩定和發展。在

這種形勢下，明成祖派遣鄭和率領龐大船隊屢下西洋，通過各種手段，調解與緩

和東南亞國際之間的矛盾，維護海上交通的安全與次序，從而把中國的穩定與發

展同周邊地區王國的利益聯繫起來，建立一個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提高大明王

朝的聲威，取得共同對抗帖木耳（Timul）帝國的國際合作基礎，這是從戰略研

究的角度才能理解的，明成祖「勤遠略」派鄭和遠航的原因4。 
 

三、 三次國際警察性質軍事行動 

 
所以從鄭和下西洋時，明帝國周邊的國際環境，和鄭和所需完成的使命可以

看出，為何他的艦隊武力強大，七下西洋卻只有最初有三次國際警察性質的軍事

行動，後來就完全沒有軍事作為的記載。明帝國不是要他擴張版圖，而是要他用

和平的外交行動，實現戰略目的，不過完成這個任務，仍需要強大的軍事力量作

基礎，所以他的遠航艦隊，即使執行後來的和平任務，每次仍帶走明帝國將近五

分之一的海防兵力。 
鄭和七下西洋的三次國際警察性質的軍事行動，第一次是在初下西洋的回程

時，永樂五年（1407）在印尼，殲滅阻礙馬六甲海道的舊港海盜集團，並帶回其

首領陳祖義受審處死。 
明太祖時代在廣東因犯事全家逃到蘇門答剌東部舊港的陳祖義，後來成為海

盜，「充為頭目，甚是豪橫，凡有經過客人船隻，輒便劫奪財物」5。勢力漸大後

更不僅掠奪商旅，阻撓貿易，還劫持西洋各國使節，「梗我聲教」、「貢使往來者

苦之」6。鄭和初至舊港，遣人招諭，祖義詐降，一方面遣使入貢，另一方面在

                                                 
4賴進義，「鄭和遠航的戰略原因」，在范金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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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明．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臺北：商務，1962)，舊港國。 
6清．張廷玉等，明史（臺北：藝文印書館據幹隆武英殿版刊印，無出版年月），卷 324，三佛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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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回航時，知滿載寶物，謀劫官軍。幸有施進卿者告知，「和等覺之，整兵提

備。祖義率眾來劫，和出兵與戰，祖義大敗，殺賊黨五千餘人，燒賊船十艘，獲

其七艘，及偽銅印二顆。生擒祖義等三人。既至京師，命悉斬之。」7  
第一次遠航就肅清阻礙馬六甲航線的海盜，從此航路無阻，可以說是滿意的

收穫。而從各家大同小異的記載來看，鄭和並非主動出擊，乃是被迫應戰，若非

有當地人告密，他的艦隊甚至有被偷襲的危險，非常類似現代國際警察那種小

心、被動的風格。                                                                    
鄭和的第二次軍事行動是在錫蘭，也就是今天的斯里蘭卡，依舊是被迫應

戰。和前一次不同的是，這一次戰場在陸上不在海上，其過程則顯示鄭和似乎深

明孫子兵法用兵之道。《孫子》九地篇有言，「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兵之情主速，

乘人之不及，由不虞之道，攻其所不戒也」。鄭和用實例，為孫子兵法的這段文

字作了完美的操作，其結果生擒了錫蘭國王亞烈苦奈兒及其妻子官屬，並帶回中

國，獻俘於朝。關於這一役，前因、過程與結果，記載得較完整詳細的是《明成

祖實錄》： 
「九年(按即西元 1411)六月乙巳，內官鄭和等使西洋諸番還國。獻所俘錫

蘭山國王亞烈苦奈兒并其家屬。和等初使諸番，至錫蘭山，亞烈苦奈兒侮

慢不敬，欲害和，和覺而去。亞烈苦奈兒又不輯睦鄰國，屢邀劫其往來使

臣，諸番皆苦之。及和歸，復經錫蘭山，遂誘和至國中，令其子納顏索金

銀寶物，不與。潛發番兵五萬餘劫和舟，而伐木拒險，絕和歸路，使不得

相援。和等覺之，即擁眾回船，路已阻絕。和語其下曰：『賊大眾既出，國

中必虛，且謂我客軍孤怯，不能有為。出其不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潛

令人由他道至船，俾官軍盡死力拒之。而躬率所領兵兩千餘，由間道急攻

王城破之，擒亞烈苦奈兒并家屬頭目。番軍復圍城，交戰數合大敗之。遂

以歸。群臣請誅之，上憫其愚無知，命姑釋之，給與衣服，命禮部議擇其

屬之賢者為王以承國祀。」8

如果不是被迫必須反擊，鄭和不一定會有前兩次的武力行動，不過，他的第

三次展示武力，倒是光明正大，而且還是國際聯合的軍事行動，目的是協助蘇門

答臘國王子，平息其國內動亂，所以戰場也是在陸上。這一役各家記載均很簡略，

頗能反映國史在戰爭敘述言簡意賅的通病。不過，最有趣的是，清人所修的《明

史》，在「鄭和傳」和「蘇門答剌傳」的記載，立場竟然不同，前者站在王子立

場敘述，後者竟為稱兵作亂的蘇幹剌解釋。《明成祖實錄》的記載則和《明史》

「鄭和傳」一致，其云： 
「十三年(西元 1415)九月壬寅，鄭和獻所獲蘇門答剌賊酋蘇斡剌等。初和

奉使至蘇門答剌，賜其王宰奴里阿必丁彩幣。蘇斡剌乃前偽王弟，方謀弒

宰奴里阿必丁以奪其位，且怒使臣賜不及己，領兵數萬邀殺官軍。和帥眾

                                                 
7明成祖實錄（台北：中研院史語所，1966），卷 71，永樂 5 年條。 
8仝上註，卷 116，永樂 8 年條。錫蘭山王次年即被鄭和送回國去，不過，據說亞烈苦奈兒的後

代有人留在中國，其中一支還到了台灣，見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 年 07 月 21 日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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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國兵與戰，蘇斡剌敗走，追至南渤利國并其妻子俘以歸。至是獻於行

在。兵部尚書方賓言：蘇斡剌大逆不道，宜付法司正其罪，遂命刑部按法

誅之。」9

 
四、 在西洋的戰略佈局 

 
    除了第三次在蘇門答臘的行動，可以看到鄭和用兵可能的主觀意願外，其餘

大多數時候，鄭和對武力的使用，無疑是非常小心謹慎，孫子兵法所謂安國全軍

之道，「非利不動，非得不用，非危不戰」10，他幾乎忠實奉行。然而只要一行

動，即令是被動而為，勝利的結果自然會帶來戰略利益。二次在南洋，一次在印

度洋的成功用兵，為鄭和贏來，帆船時代的海權，少有的跨洲際戰略佈局機會。 
首先，在南洋地區，鄭和讓占城成為南中國海的重要基地，並進行重點經營。

因為占城是鄭和下西洋的第一站，也是往返必經之地，又是東南亞的重要海港。

在第一次下西洋中通過配合明軍抵制安南對占城的侵略，使占城和明朝的關係更

加親密。於是鄭和可以在占城設立大本營，作為向西洋前進的第一個基地。11  
  其次，在西太平洋一帶，鄭和重點經營了舊港、蘇門答剌、爪哇和滿剌加。

在消滅海盜陳祖義後，明朝政府在舊港設立「宣慰司」，由鄭和提拔協助他對付

陳祖義的施進卿任宣慰使。施進卿去世後，鄭和又專程赴舊港，妥善解決了舊港

宣慰使的繼承人選問題12。此後，宣慰使一職由明朝政府任命便成定制。這樣，

鄭和船隊就牢牢控制了舊港這個重要的海上據點，保證了海上交通的暢通。另一

方面，鄭和在調解爪哇和蘇門答剌衝突的過程中，進一步密切了他們與明朝的關

係。除了可以在此設立「官廠」，作為「外府」，特別是爪哇是當時南洋群島各國

中最大和較為強盛的國家，在南洋的戰略地位非常重要，鄭和船隊能在此打下基

礎，就能保障明朝政府在南洋群島一帶始終掌握海上主動權。 
此外，滿剌加扼太平洋與印度洋航路的咽喉，具有溝通東西方海上貿易的優

越地位。永樂七年，鄭和幫助滿剌加擺脫暹羅控制，取得獨立，因此兩國關係密

切。據明武宗正德年間黃省曾的《西洋朝貢典錄》卷上「滿剌加國」所載，「予

觀馬歡所記載滿剌加云：鄭和至此，乃為城柵鼓角立府藏廩，介貯百物；然後分

使通於列夷，歸則乃會萃焉。智哉其區略也！」13。可見滿剌加也有中國的「官

                                                 
9明成祖實錄，卷 168，永樂 13 年條；明史，卷 304，列傳 192，鄭和；伯希和撰，馮承鈞譯，

鄭和下西洋考（臺北：商務，1966），頁 41，所記一致。明史，卷 325，列傳 213，蘇門答剌；

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蘇門答剌國，頁 27~28，與前述不合。而實錄與明史所記

蘇斡剌，瀛涯勝覽校注改為蘇幹剌並附英譯名Sekandar。 
10孫子，火攻篇。 
11關於鄭和在西洋的戰略佈局，本文所述四點參考自羅謐、肖季文，「試論鄭和下西洋的軍事貢

獻」，歷史研究(北京)，2005 年 02 期。並登在南京鄭和網，紀念鄭和下西洋 600 周年，網址：

http://www.zhenghe.org.cn/jiemi/ShowArticle.asp?ArticleID=700。 
12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對我國海洋事業的貢獻」，南京鄭和研究會編，鄭和研究論文集（第一

輯）（大連：大連海運學院出版社，1993 年 6 月）。施進卿宣慰使的繼承人選，鄭和選的就是

施的女兒，另見馬歡撰，馮承鈞校注，瀛涯勝覽校注，舊港國。 
13明．黃省曾，西洋朝貢典錄（北京：中華書局，2000），卷上，滿剌加國；馬歡撰，馮承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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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於是滿剌加成為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的中轉站14，並可解除船隊西進印

度洋的後顧之憂。  
  接著，在印度洋一帶，鄭和的重點是經營古里 (Calicut，今印度西南科澤科德

Kozhikode)和錫蘭山。古里自古即是印度三大對外貿易的海港之一，號稱「西洋

諸番之會」 15。明朝出於西洋戰略利益的考慮，自然想借建立與古里的密切關

係有效控制西洋。而且早有預謀，「永樂三年…，是時諸番使臣充斥於庭，以古

里大國，序其使者于首」16，表達對古里的高度親善。永樂五年，鄭和專程到古

里，向國王頒佈詔書、賞賜財物，還起建碑庭，目的就是在古里建立交通、貿易

中心和轉運據點。此外，錫蘭山一帶是鄭和船隊向南亞以西航行的要道，特別是

別羅裏（Colombo，即可倫波今斯里蘭卡首府）這個重要海港，更是鄭和船隊由

印度南部沿岸直航非洲東海岸的啟碇港17。 但明朝在此的基礎薄弱，原因是錫

蘭山王「貪暴，不輯睦鄰國，數邀劫往來使臣，諸番皆苦之」18。在這種後方不

穩的情況下，鄭和船隊是不敢貿然前往西亞或東非的。所以鄭和出使到達錫蘭

山，就要著重解決這一問題。在說服無效的情況下，鄭和船隊終與亞烈苦奈兒進

行一戰，並取得了勝利，從而完成了其對南亞海域軍事戰略的重要一步，為向西

繼續發展奠定了良好的基礎。  
  最後，在阿拉伯海一帶，鄭和的重點是經營忽魯謨斯 (Harmuz，今伊朗南瑞

的荷姆茲)。忽魯謨斯位處亞、歐、非三洲之間，為印度洋進入波斯灣以至巴格

達諸城的必經之地，是重要的海上通道。鄭和船隊從第四次下西洋起，每次遠航

都以它作為西行的重點，當然要在此建立航海貿易基地，以便同來自亞、歐、非

三洲的商人進行貿易。19

    從戰略研究的角度看，鄭和的三次軍事行動後，除了發揮了「國際警察」的

作用，威攝了從南中國海到印度洋的當時西洋國際，附帶也使明帝國藉此建立了

好幾個，有如海上前進基地的據點，非常具有戰略意義。這個意義的功效就是，

在暢通東西方之間的海上交通之外，對受制於中亞帖木耳帝國周邊的回教世界國

家而言，至少讓他們看到了另一個足與和帖木耳帝國抗衡的國際勢力。黃省曾《西

洋朝貢典錄》的序中所謂，「聯數十國，翕然而歸供，可謂盛焉」20，世界上最

早跨洲的洋際聯盟，可能就此成形。 
   
五、  「和平海權」的歷史典範 

                                                                                                                                            
注，瀛涯勝覽校注，滿剌加國。 
14馬來西亞政府於去年（2005 年）鄭和下西洋 600 周年時，特別在一處據說就是當時滿剌加鄭和

倉庫的遺址上成立了一個「鄭和文化中心」，吸引華人到此一遊。 
15明．丘浚，寰宇通志，卷 118，西洋古裏國。 
16清．龍文彬，明會要（台北：世界書局，1960），卷 79，外蕃西洋古裏傳。 
17仝前註 8。 
18見前註 8，明成祖實錄，卷 116，另外明．嚴從簡，殊域周咨錄（北京：中華書局，1993），卷

九，錫蘭，所記亦類似。 
19見鄭一鈞，「鄭和下西洋對我國海洋事業的貢獻」一文。 
20明．黃省曾，西洋朝貢典錄，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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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論有意還是無意，主動或是被動，鄭和的三次軍事行動，畢竟有其戰略效

果，甚至於可以說，初步達成了明成祖派遣他下西洋的戰略目的。隨後的其他四

次遠航，鄭和沒有再遇到挑釁行動，也沒有主動出擊的軍事作為，讓他這隻當時

世界最強大的海上力量，彷彿有如一隻現代意義的敦睦艦隊。從遠航次數與軍事

行動次數的比較而言，就算稱不上「和平之旅」，說他是「南征」，恐怕也言過其

實。 
當然，鄭和遠航最大的貢獻還是促進了海上朝貢貿易，對印度洋周邊廣大區

域內的睦鄰外交，讓中國直接進行了和印度文明及伊斯蘭文明間的相互接觸與交

流。透過印度洋，後來中國更獲得認識歐洲文明的機會，為古老的中國開啟了一

扇能真正張眼探索「西」方世界的海上窗戶。當時中國所進行的海上「朝貢外交」

與「朝貢貿易」，本質其實就是「納貢」換「通商」，讓東西之間海舶貿易，貨通

有無。但中國沒有產生像後來西方海權那樣尋找「新地理」、追求「新殖民地」

和擴大「宗教(基督教)影響力」，這種損人利己，但也能改變世界的動機21。  
    鄭和下西洋調解矛盾，平息衝突，消除隔閡，有利於周邊的穩定，維護了東

南亞、南亞地區穩定和海上安全，提高了明朝的聲望。所以，可以看出鄭和的船

隊有強大的軍事實力，但不是用於侵略擴張，而是用於實現和平目的。在當時國

際環境條件下，陳祖義幾千人，亞烈苦奈兒上萬人，沒有強大軍事實力做後盾，

是難以實現和平的。 
  李約瑟評價鄭和歷史時曾謂，「東方的航海家中國人從容溫順，不記前仇，

慷慨大方，從不威脅他人的生存，雖然有恩人自居；他們全副武裝，卻從不征服

異族，也不建立要塞」22。 
    打開一扇與世界溝通的窗口，從鄭和的故事來看，是件極不容易且需要付出

極大代價的事。夢想的實現必須透過冒險與不斷的嘗試，才能發掘前人所未見的

世界。這個必須以帝國未來發展為籌碼的賭注，讓許多後來的中國領導人裹足不

前，對贊助者與冒險者來說，這件極大的賭注，關係到國計民生。我想從這種善

意的角度去理解為何中國後來不再遠航，較能心平氣和。 
    明成祖所謂「內安華夏，外撫四夷，一視同仁，共用太平」，他派遣鄭和用

當時世界最強大的海軍，去執行這個和平的外交政策。相對於後來的西方海權國

家的行徑，鄭和的海軍，真可說是「和平海權」的歷史典範。 

 
 

                                                 
21參見龍村倪，「從鄭和遠航談中國科技文明中的『伊斯蘭』因子」，歷史月刊（台北），2005 年 7

月 210 期。 
22轉引自羅謐、肖季文，「試論鄭和下西洋的軍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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