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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該書講述的是「東西洋航海圖」在牛津大學圖書館被
發現的故事。「東西洋航海圖」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表
明當時的明代中國是一個面嚮海洋的開放國家，而不是一
個閉關內向的國家。首先講到「東西洋航海圖」在世界上
最古老的圖書館內被重新發現的經過，以及中國古代地圖
製作工藝與技巧以及來自其他國家地區的影響。其次回顧
了「東西洋航海圖」所處的時代，即商業高度發達、富於
活力的明代中國社會，以及在圖上佔有突出地位的港口城
市泉州。最後探討「東西洋航海圖」再現的深遠意義：「
東西洋航海圖」告訴我们明代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究竟如何？如果說直到今天人們仍然為
兩個世紀以前鄭和遠航而興奮，那麽「東西洋航海圖」的
重新面世，能激發我們去探索，在悠久的歷史長河中，中
國這一文明古國，與大海、與世界之間的千絲万縷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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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代瑰宝「東西洋航海圖」

第一節「東西洋航海圖」的發現與修復

2008年1月10日這一天，美國學者羅伯特•班切勒
(Robert Batchelor)一大早來到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博多利安圖書館是牛津大學的中心圖書
館收藏著牛津大學1300萬冊左右藏書中的850萬冊。博多利
安圖書館不僅是歐洲最大的大學圖書館也是歐洲最大的圖
書館之一。

班切勒是美國南佐治亞大學近代全球史專家，每年
一月他都會乘來牛津參加英國十八世紀研究學會年會的機
會，查閱牛津大學博多利安圖書館近代東亞藏品。第二天
他就要乘飛機回美國了，特地來到博多利安圖書館，看一
看書目中一幅被稱為「雪爾登中國地圖」(Selden Map of 
China) 的明代地圖。他沒有絲毫預感到，一個千載難逢的
歷史性機遇即將臨到他的身上。

當博多利安圖書館的中文圖書管員何大衛（David 
Helliwell）從書庫裡把鮮有人過問的「雪爾登中國地圖」取
出來，小心翼翼地在地圖閱覽室的大桌上鋪開時，班切勒看
到，這幅古圖已經多處破損殘缺，而且退色嚴重，散發著
古籍藏品特有的氣味。由於傳統的中國古地圖，總是以中
國為世界的中心，其他國家往往被當作彈丸之地，散落在
周邊，班切勒以為「雪爾登中國地圖」就是這樣一幅明代
中國地圖，最多不過是一幅原件而已。然而，出乎意料，
眼前這幅地圖與他見過的所有中國地圖大相徑庭。最使他
驚訝的是，地圖上有著大面積的海域，整個中國大陸被擠
到地圖的左上方，中國南部沿海、東亞和東南亞海域和島
嶼幾乎占滿了地圖的一大半。明朝各行政區之間的邊界以
綠色的粗線條畫出，各省、府、州、縣的名稱也用分類標
識注明，但是內陸的其它細節較少。

借助房間裡柔和的燈光，班切勒注意到地圖上有著
一條條依稀可辨的黑色細線，把中國福建沿海與東南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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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連接起來，線條一側還標有航向。多年研究近代世界
貿易發展史的班切勒獨具慧眼，立刻意識到這些線條非同
小可，正是明代海商的貿易線路！而這幅所謂的「雪爾登
中國地圖」其實是明代遠洋航海圖！

這幅圖呈現出一個面向海洋、高度商業化、資本化、
富有活力的明代中國，这將顛覆世人對明朝閉關保守的看
法！班切勒頓時興奮起來，激動地對何大衛說：「這張地
圖將要舉世聞名！將出現在所有的歷史教科書中！」

班切勒的發現，迅速傳遍了東西方學術界。專家們一
致認為，這幅地圖的意義重大，是極為重要的中國歷史文
獻，迫使世人重新審視明代中國內陸與海洋的關係以及明
代中國在世界的地位。「雪爾登中國地圖」原圖上沒有中
文圖名，因此按傳統以收藏者及捐贈人雪爾登命名。為了
更準確地表達它的實際內容，何大衛在博多利安圖書館的
最新目錄中，已採用中國學者們普遍認同的中文圖名「 東
西洋航海圖」。

「東西洋航海圖」被重新發現後，罗伯特•敏
特（Robert Minte）和玛瑞妮塔•斯蒂格利兹（Marinita 
Stiglitz）共同撰寫了修復和保護的提議，得到了朝聖者信
託基金（The Pilgrim Trust）、拉德克利夫信託基金（The 
Radcliffe Trust）和倫敦綢緞商公司（The MercersCompany）
提供的資金，博多利安圖書館的文物修復專家羅伯特•敏特
（Robert Minte)和他的同事，以及來自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
書館的另外兩位專家共同承擔了修復任務。

「東西洋航海圖」最初是一幅掛圖，之後被取下來，
掛軸已經丟失。修復之前「東西洋航海圖」被儲藏在一個
長長的盒子裡，被卷得太緊，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壞。同時
由於經常被當作來自中國的希奇物品向觀眾展示，這幅圖
到了二十世紀初已嚴重破損。1919年，按當時的做法，地圖
的背面被貼上一層棉布來加固，結果卻弄巧成拙。隨著時
間的流逝，棉布變得僵硬，每一次打開和卷起，地圖的一
些碎片就會掉落下來，損壞程度相当嚴重。

修復專家們發現，這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具挑戰的
一項修復任務。他們用了幾個月來設計修復方案，最後決
定結合東西方的技術和材料，設法使地圖修復的效果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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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原圖。修復過程中，專家們先是通過噴霧器用純化水逐
漸給地圖的兩面加濕，以除去背面的襯布和補丁，並減輕
地圖的變色和變形的情況。由於襯布和補丁所用的粘剂强
度很大，而地圖本身所用的紙張是極薄而易碎的三椏紙，
專家們不得不使用竹片製成的小鏟子，小心翼翼地揭去襯
布和補丁。由於地圖加濕的次數和時間不能過長，專家們
每一次只能工作一兩個小時，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短時間
內完成極為精細的工作。

光是除去襯布和補丁這道工序，就花了幾個月的時
間。「東西洋航海圖」還有不少殘缺部分。專家們使用經過
染色的中國紙張，一一加以填補。最後的工序是把三層日
本桑紙貼在地圖的背面來加固。在修復的各個不同階段，
他們還從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請帶來具有特殊技術的
專家加盟。整個修復過程花費了一年的時間。修復後的地
圖煥然一新，恢復了美麗的外觀，在2011年9月博多利安圖
書館舉行的稀世珍品展上，首次向世人展現它的光彩。

第二节「东西洋航海图」的内容与特色

「東西洋航海圖」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用多種顏
色和中國炭黑墨畫在由三張三亞皮拼成的一張大紙上。三
亞皮來源於一種日本植物，十七世紀時在中國和韓國廣泛
耕種和交易。「東西洋航海圖」長158釐米，寬96釐米，顯
然是供富商家庭陳列在牆上或鋪陳在大桌子上使用的巨幅
遠洋航海地圖。北起西伯利亞，南至印尼爪哇島和馬魯古
群島(香料群島)，東達日本列島和菲律賓群島，西抵緬甸
和南印度。「東西洋航海圖」標出了國家、日本的省份、
島嶼、珊瑚礁、河流、山脈和洋流，同時用黑線畫出中國
帆船從福建沿海出發的多條東西洋航路和沿線的六十個港
口。在圖的頂部畫有羅盤、比例尺和一個定方位的矩形空
框。地圖的西緣有文字說明從印度到到波斯灣的航向。在
地圖的左右上方邊緣分別有太陽和月亮的圖像，上面用拉
丁字注明太陽和月亮，據墨水分析是後來由湯瑪斯·海德
（Thomas Hyde）加注。地圖的中心點位於中國南海。

很明顯，「東西洋航海圖」的中心是中國從北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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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沿海區域與相關島嶼以及東西洋區域。中國大陸被擠在
圖的左上方顯得有些變形，被置於次要地位。明朝各行政
區之間的邊界以綠色的粗線條畫出，各省、府、州、縣的
名稱也用分類標識注明，但是內陸的其它細節較少。日本
和朝鮮半島的描繪很簡略，而且不准確。然而，「東西洋
航海圖」對東南亞的地理地形，描繪得相對準確，特別是
對菲律賓群島的描繪很詳細，共標出了十六個地名。海洋
和島嶼約占「東西洋航海圖」的一半。

「東西洋航海圖」顯示出在當時相當豐富的地理和
航海知識。西邊馬來半島之上是緊臨印度洋的印度，畫有
「黃河水源」和「星宿海」，也是長江和湄公河的發源地;
東邊標出了日本暖流(黑潮)，在琉球寫為「野紋門水流東」
，在臺灣和呂宋之間寫為「此門流水東甚緊」。

「東西洋航海圖」畫出中國帆船從福建沿海出發的
六條東洋航線，十二條西洋航線，以及沿線的六十多個港
口，還在一些航線一側用文字注明了其主要航段的羅盤航
向，如在往琉球的航線上，連續分段注明了「甲卯、乙卯、
卯、乙卯、卯、乙卯」等文字，表明航行的方向。在地圖
的最左端，古裡國(今印度卡利卡特)附近，用文字說明通向
波斯灣和紅海的航線:「古裡往阿丹國，去西北，計用一百
八十五更；古裡往法兒國，去西北，計用一百□□更；古
裡往忽魯謨斯，用乾針五更，用乾亥四十五更，用戌一百
更，用辛戌一十五更，用子癸二十更，用辛酉五更，用亥
十更，用乾亥三十，用單子五更」。這表明中國明代對波
斯灣和紅海地區有相當的瞭解和興趣。

中國傳統制圖方法為山水形象畫法，即將地形、地物
等諸要素用形象逼真的方法繪製成地圖。形象畫法的地圖
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是吸收了以山水為主題的中國
畫的藝術表現手法，其特點形象直觀、立體感強、極富藝
術性和易讀性。「東西洋航海圖」繪圖者使用了中國山水
形象畫法，以山水畫的藝術手法，以白描技法在地圖上用
墨汁勾勒出了山巒、樹林、花草、河流、海浪等，然後以
紅、綠、藍、黃、白、黑六種不同色彩的顏料加以染色，
用以表示不同地區的地貌。對各省的邊界、城市以及沿航
線的各類地形地貌，如山峰、河流、島礁、峽門等，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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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的色彩和圖案予以標識。在中國傳統的地圖製作
法中，地圖不僅是圖表，也是畫作。「東西洋航海圖」本
身就是一幅精美的山水畫，是「畫」與「圖」完美的結合。

「東西洋航海圖」的繪製者已相當瞭解東南亞的風
物和特産情況。樹木的種類有楠、李、柳、竹，樟、松、
棕等，大致與樹木生長的維度一致，例如，中國明朝版圖
內畫的樹木和在東南亞熱帶地區畫的樹木是不同的。在蘇
曼達以西的島嶼上繪製了不同種類的經濟作物棕櫚樹，在
東南亞繪出了昂貴的商品紫檀，特別用文字說明「蘇木達
即亞齊」。圖上有很多植被，包括蘭花、牡丹、松、竹、
杉、棕、枇杷，不少重複出現。在日本南部，繪有兩朵鮮
紅的菊花。

更重要的是，「東西洋航海圖」對中國傳統的地圖
和地理概念，是一大突破。「東西洋航海圖」是中國第一
幅正確表現中國與東亞地區地理關係的海圖。中國古代製
圖是與「天下」和「華夷」的概念密切相關。1皇帝權利所
及的領土為天下，而中國被認為是世界和文明的中心。離
中心越遠的地方，越是野蠻之地。「天下地圖」和「蠻族
地圖」差別不大，後者只是前者的擴展。其結果是，中國
傳統的世界地圖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地理現實。官方繪圖法
將中國置於中央，外國如彈丸之地散于周邊。當時利瑪竇
的地理觀和他所畫的世界地圖影響了一批中國儒士，但傳
統文人所畫的世界地圖還是以中國為中心。晚明曹君義1644
年所繪世界地圖「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圗」繪有36條未
標注的經線，對歐洲、地中海和非洲的地理位置描繪相對
準確，但歐洲和美國仍然是西夷彈丸之地。在巨大的中國
周圍是分割、矮化了的西方世界地圖的內容，圖中的經緯
線僅是裝飾而已。2

「東西洋航海圖」改變了中國傳統的自我審視的角
度。該圖不是從中國境內看中國，而是從境外看中國，特
別是從海洋看中國。「東西洋航海圖」是中國第一幅正確
表現中國與東亞地區地理關係的海圖「東西洋航海圖」把
中國描繪成東亞和東南亞地區的一部分，中國與東亞及東
南亞融為一體的格，而不是世界的中心，這在中國地圖中
實屬首次。「東西洋航海圖」表現出在當時十分前衛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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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觀和海洋觀，明顯是參照了當時已出版的西方世界地圖。
明代眾多的地圖中，最多的是官方所繪國內外陸地、

城鎮、地形、河流、島嶼的各類海陸形勢圖和沿海海防圖，
如「籌海圖編」。「東西洋航海圖」不是以朝廷官員出使的
線路，而是海洋貿易的線路，來勾畫中國在世界的位置。
這不僅凸顯了民間商人的貿易活動的重要性，而且還體現
了明代商人與國家，與世界，與海洋之間的新型關係。

 中國航海歷史悠久，然而流傳至今的航海圖，鳳毛
麟角。「鄭和航海圖」，即「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
直抵外國諸番圖」，是中國流傳下來唯一的一幅遠洋航海
圖。「鄭和航海圖」亦刻成于崇真元年(1628年)，原圖是手
卷式，採用寫景法，呈一字展開，在編入「武備志」時，
改為書卷式，錄圖20對頁，共40幅，其中國內18幅，國外22
幅，最後附有過洋牽星圖兩對頁。「鄭和航海圖」繪製了
南京以下長江段，中國東海和南海直至印度洋，波斯灣，
東非的航路以及沿海地形。圖中以指南針表明的航線從江
蘇太倉至忽魯謨斯 (霍爾木茲) 的針路56條，從忽魯謨斯返
太倉的針路53條。「鄭和航海圖」採用的是中國古代的山
水畫式「對景圖」的畫法，繪製山形形象與有方位意義的
地物，利用圖與實地一一對景，即可判斷出自己所處的位
置。以消費者為中心定位，因此沒有羅盤導航的因素，比
例也不一致，依靠不同的線條和文字來說明。

作為一幅十五世紀中國遠洋近海航行圖，「鄭和航海
圖」與西方中世紀的航海圖，在表示內容、表示方法與編
制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3西方中世紀的航海圖特點是圖上
佈滿放射狀的方位線，航行者借助這些方位線和羅經儀，
可以隨時測定船在海洋上的方向。圖面繪有羅盤花和航程
線，並採用了圖解比例尺圖，沿海地區描繪得較為仔細，
陸地則常留有空白或繪滿圖案來充填。這些圖通常畫在不
足1平方米的羊皮紙上，少數大幅海圖是由幾張羊皮紙組成
的，有時幾張海圖組成一部地圖集。

「東西洋航海圖」比鄭和下西洋的時間晚兩百年，
吸收了西方地理大發現之後航海圖的一些特點，如繪有羅
盤比率尺、海岸線描述準確、航線標示清楚、沿海口岸城
市注記詳實，甚至島嶼、礁沙也標識清楚。並沒有沿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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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古代傳統的繪圖法，根據針路來繪製航路，在簡陋的草
圖上標識出航路附近的島嶼、城寨、港埠、王國等，而是
在一幅繪製精細的彩色地圖上，以黑線準確地畫出從福建
沿海延伸而出的東、西洋航路。「東西洋航海圖」這種將
廣大海區畫在一張地圖上的框架性結構，本身就是托勒密
式「一張地圖上看世界」的西方地圖的繪製特色，使用者
可一目了然地看到中國在亞洲海洋世界中的位置，進而瞭
解明朝中葉中國帆船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經營海外貿易的
活動範圍及主要航線。

「東西洋航海圖」是中國第一幅標有羅盤與比率尺
的實用航海圖，具有前所未有的方向感和距離感。上方正
中畫有中國傳統的航海羅盤，準確無誤地標識出東、西、
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之八個方位。在東﹑西
洋航線旁注明羅盤針經航向的甲子名、更數等導航定位資
料。如往琉球的罗盘航向為「甲卯（85°、乙卯（95°）、卯
（90°）、乙卯（95°）、卯（90°）、乙卯（95°）」。

羅盤圖下方的比例尺分10寸，每寸分10分，應是一把
1尺=10寸的典型的中國量尺。4有人認為這個比例尺不是航
海圖所用之比例尺，繪圖者並不瞭解比例尺的導航作用，
只是參考當時西方人的航海圖畫法，信手畫一個比例尺，
作為一個裝飾而已。然而史蒂芬·戴维斯 (Stephen Davies) 
考證，它極可能就是航海圖的比例尺:一寸即十更航程。根
據古代計時方法，一日十更，一更即為2.4個鐘頭。在明代
已經以「更」作為計量單位運用於航海之中，指一更時間
內，船舶在標準航速下所通過的里程，約為六十裡。以馬
尼拉到汶萊的線路為例，在現代地圖上，兩地距離為1185公
里(640海裡)，根據「東西洋航海圖」的比例尺，是6.2天的
航程，或者62更，那就得到每小時4.3海裡。從原始航海資
料得到這個速度，是比較可信的。5

「東西洋航海圖」還顯示了「指南針北」和「地圖
北」之間的差異。圖中比例尺與地圖的水平線和垂直線不
成正交，特別是與旁邊的一個方框相比，比例尺的傾斜更
明顯。這個空白的方框，代表地圖本身，與比例尺結合起
來，成為一個「定位儀」，在地圖上顯示磁偏角。根據李
約瑟的觀察，十七世紀初中國的磁偏角是60到70W，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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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所表現出來的「指南針北」和「地圖北」之間的差異
相吻合。6

「東西洋航海圖」不僅使用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式羅
盤和獨特的比例尺，以及中國式的計算航程時間和方向的
方法，還採用中國傳統的計裡畫方製圖法，即用正方方格
的網格座標體系，每一方格的邊長，相當現今地圖的比例
尺，而沒有採用西方的緯度經度座標。雖然「東西洋航海
圖」上中國大陸部分有些變形，但對東南亞的繪製相對準
確，能可能以參考了利瑪竇世界地圖，因為兩者所繪的東
南亞地區很大相似之處。可以說「東西洋航海圖」是東西
製圖傳統的結合。

專家們在修復期間發現，去掉加固的襯布和補丁後，
在航海圖的背面，露出了一個比例尺草稿和航線的線路圖
草稿。主航線呈T形，一條航線與福建海岸線平行的，把籠
仔沙機（今日本長崎）和魚鱗島（今日本平戶）以及占城
（今越南中部）連接起來，另一條航線從泉州附近出發，
南下到菲律賓的馬尼拉。這一主航線把東洋國家日本和菲
律賓與西洋國家越南連接起來，凸現了中國–日本–菲
律賓–越南航線在當時的海洋貿易中的重要性。十七世紀
初，日本朱印船，中國商船，以及荷蘭東印度公司和英國
東印度公司，都活躍在這條航線上。主航線草圖的發現，
印證了「東西洋航海圖」的創作重心的確是中國海商在東
亞和南海從事貿易的航線。7這對於研究明代東南亞的國際
貿易，特別是中國與大帆船貿易的關係，以及明代中國對
當時全球貿易的影響，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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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東西洋航海圖」的歷史風塵

第一節「東西洋航海圖」的繪製年代及作者考證

專家們考證該圖的成圖時間大約是十七世紀初，明
朝萬曆年末、天啟年初，正值明朝海禁政策解禁後，海洋
貿易蓬勃發展之時。郭育生和劉義傑根據臺灣島地名演
變，認為「東西洋航海圖」的成圖時間應為明萬曆年間，
即1566–1602年間8；龔纓晏跟據當時對荷蘭人、西班牙人及
葡萄牙人的稱呼推斷，這幅地圖很可能繪製于1610 –1620年
間；9 陳佳榮則將編繪時間的上限確定在萬曆六年(1578)，認
為編繪年份應在1621年荷蘭人佔據今印尼的馬魯古(Maluku)
之後和1624年荷蘭人入據台南之前，大約天啟四年(1624)左
右。10

「東西洋航海圖」的作者不詳，專家們對此有多種猜
測。該圖的所有航線，無論是東洋航路，還是西洋航路，
自中國沿海出發的起點都是福建東南沿海，而且這幅海圖
上很多漢字都是閩南口語，所以有專家認為該圖的繪製者
很可能是閩南人。又由於該圖顯示出許多不同于傳統中國
地圖的繪圖技巧和方法，而且圖上有文字說明通往中東阿
拉伯地區的航線，因此該圖的作者也可能是一位定居在泉
州，早已漢化了的阿拉伯人。11「東西洋航海圖」在馬魯古
群島處，標有「萬老高，紅毛住，化人住」，由於「化人」
是菲律賓華人專有的對西班牙人的稱呼，因此作者也有可
能是居住在菲律賓的華人。12同時，由於西班牙、葡萄牙和
荷蘭人在東南亞的活動，這副海圖也可能是中西方文明碰
撞的結果，是閩南籍海盜以及西方探險家共同所為。13

「東西洋航海圖」如何從中國或東南亞漂洋過海來
到英國，也是一個不解之謎。有一種說法是，17世紀初，爪
哇島萬丹成為東南亞最重要的胡椒生產及銷售的商品集散
地，當地常年聚居著大批來自歐洲、西亞、華南、馬來半
島和香料群島的商賈，其中以福建海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
的商人最為活躍，雙方經常攜手合作經營胡椒收購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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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在17世紀初的某一年，一位駐守于的英國東印度公
司職員，從赴萬丹貿易胡椒的閩南商人之手，收購了這幅
圖，然後帶回倫敦。14另一種說法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指揮
官約翰沙利（John Saris），第一個到達日本的英國船長，
接受這幅地圖以抵消一筆大型貿易債務。15

也有人猜測，「東西洋航海圖」是為當時居住在日
本的中國大海商李旦所訂制的，在前往日本的海途中，淪
落為英荷共同封鎖葡萄牙海上貿易線行動的戰利品。李旦
是中國最大的海商集團的首領，被外國人稱為中國船長(甲
比丹)，與日本上層關係密切，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理查﹒
庫克也有商業合，其船隊每年往返于日本、中國、臺灣和
南洋從事走私貿易。1620年，李旦的一艘船從馬尼拉經澳門
返回長崎，船长是一位日本大阪人，船員由中國人和日本
人組成，有兩名葡萄牙水手，和一名葡萄牙嚮導，另外還
有兩名化裝成商人準備潛入日本傳教的葡萄牙神父。時值
日本政府禁止與天主教國家葡萄牙和西班牙人通商，讓英
國和荷蘭兩國帮助封鎖葡萄牙和西班牙的馬尼拉航線。英
國東印度公司的伊莉莎白號剛從倫敦到達，熱衷於阻止葡
萄牙人傳播天主教，在臺灣附近截獲這條船，而「東西洋
航海圖」恰巧就在這條船上。

這一事件在長崎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李旦涉嫌走
私和偷運葡萄牙傳教士進入日本，李旦和理查﹒庫克為了
保護各自的公司，設法把公眾的視線從走私轉移到傳教士
身上。李旦得以脫身，但日本船長和兩名葡萄牙神父在日
本被酷刑處死，成為天主教歷史上著名的殉道案。最終，
英荷聯合封鎖行動被取消，英國在日本的工廠被迫關閉，
李丹的大量貨物被沒收，理查·庫克也在返回英國的海途
中抑鬱而終。遺憾的是，沒有證據可以證實「東西洋航海
圖」就是在這次攔截中落入英國人手中。東印度公司的檔案
素來保留完整，然而卻沒有關于伊莉莎白號這次攔截的紀
錄。所有英文資料，包括理查﹒庫克的日記，運到倫敦後
就散落了。16 因為沒有記錄，人们可以任意想像；也因為沒
有證據，「東西洋航海圖」如何來到英國，只能是一個謎。

約翰﹒雪爾登（1584–1654）是英國著名律師，也是牛
津大學第一位東方學家。約翰﹒雪爾登于1653獲得這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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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遺囑中寫到，「一幅中國地圖，中國制，彩色，精
美，外加一個中國式羅盤，一英長官獲得後，即使對方出
高價也不願歸還」。雪爾登在遺囑中說，希望把這幅圖和
其他收藏品，包括大量東方手稿和希臘大理石刻等，捐給
一個方便公眾的公共圖書館。

約翰﹒雪爾登在1635曾經發表過一本書「封閉的海
洋」，挑戰荷蘭法學家格勞修斯「開放的海洋」一書中的
觀點。格勞修斯宣稱，海洋是國際共用的，任何國家可以
自由地使用所有海洋從事航海貿易。約翰﹒雪爾登则認為
海洋和陸地一樣可以成為國家領土的一部份，反對荷蘭在
北海擴張勢力，同時也反對英國與荷蘭聯合封鎖葡萄牙和
西班牙的馬尼拉航線。雪爾登收藏這幅中國航海地圖，顯
然是出自于他對海權與貿易的濃厚興趣。如果「東西洋航
海圖」真的是英國荷蘭聯合行動的戰利品，卻落入雪爾登
手中，豈不是太有諷刺意味了？17

第二節「東西洋航海圖」與博多利安圖書館

「東西洋航海圖」的收藏者約翰·雪爾登于1654年去
世。1659年，雪爾登的臨終願望得以實現，「東西洋航海
圖」被他母校的圖書館所收藏。經歷了幾百年的沧桑，得
以存留下來，成為現在唯一倖存的明代遠洋航海圖。

博多利安圖書館是牛津大學眾多的圖書館之中最大的
一個，具有悠久的收集中文書籍的傳統。早在1604年，牛津
大學校友、外交官和知識推動家湯瑪斯﹒博多利（1545–1613
）就開始為博多利安圖書館收集中文書籍。那一年，博多
利通過歐洲最大的東方貨物轉運站阿姆斯特丹，購買了第一
批中文書籍。雖然當時荷蘭和英國還沒有人看得懂中文，
但博多利堅信總有一天會有人能發掘出這些書籍中包含的
知識。在十六世紀漫長的時間裡，博多利安圖書館收集的
中文書數量是歐洲第一，大約占整個歐洲中文藏書的五分
之一，而且幾乎全部倖存下來。18

「東西洋航海圖」落戶博多利安圖書館幾十年後，
才遇到了第一位能讀懂它的人沈福宗。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1657–1692）是一名中國天主教徒，于16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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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同他的老師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前往羅馬向教皇彙報
在中國傳教的情況，沿途晉見了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沈福
宗在路易十四面前，展示了孔子的像，並用毛筆表演了書
法。這次訪問促成了法國在1685年派等一批傳教士來華。柏
應理與沈福宗又到羅馬朝見教皇英諾森十一世，並獻上400
余卷由傳教士編纂的中國文獻，成為梵蒂岡圖書館早期漢
籍藏本。1687年，柏應理和沈福宗在倫敦拜見了英國國王詹
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很喜歡這個知識豐富的中國人，特
讓畫家克內勒爵士，為沈福宗繪了一幅真人大小的全身油
畫像，懸掛在他的寢宮。

湯瑪斯﹒海德（1636–1703）是當時博多利安圖書館的
東方學家，卻不識漢字。於是，1687年夏天，沈福宗受邀來
到牛津，用他的中文和熟練的拉丁文，説明海德為博多利
安圖書館的中文書籍和手稿的題目翻譯成拉丁文，並編寫
目錄。海德在給朋友的信中說：「彌格爾﹒沈福宗是一位
通曉中國各門學問的學者，真誠可靠......能說拉丁文，我們
能自由自在地進行交流。」在博多利安圖書館1686–1687年
的帳簿上，至今可以看到一筆六英鎊的支出:「付給編纂中
國書籍目錄的中國人，供其開支和住宿。」19

海德從沈福宗的解釋中知道了「東西洋航海圖」的
中文意思，隨即用拉丁文在許多漢字地名旁邊做了注譯。
今天在地圖上看到的羅馬字和拉丁文字，就是沈福宗與托
瑪思·海德當年的手跡。

1697年，牛津學者爱德华﹒伯纳德（Edward 
Bernard，1638–1697）把沈福宗和海德所共同完成的中文書
目錄，編入了拉丁文書目。幾百年後，精通中文的何大衛，
把它更新和注釋，編成十七世紀歐洲中文書籍目錄。正是
根據這一目錄，2008年，美國學者美國學者羅伯特﹒班切勒
查到了被稱為「雪爾頓中國地圖」的「東西洋航海圖」，
從而發現了它的獨特性和巨大價值。沈福宗1688離開牛津前
往里斯本成為耶穌會教士，1691年在回中國的海途中不幸因
病去世。直到今天，他的畫像依然懸掛在溫莎城堡裡。

博多利安圖書館收藏的明代航海文物，除了「東西洋
航海圖」，還有一本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1639年，
一位耶穌會教士贈送給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學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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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勞德一本明代航海針經「順風相送」，後來威廉·勞德
把「順風相送」連同他收集的其他亞洲書籍和手稿捐贈給
了博多利安圖書館。把「東西洋航海圖」與「順風相送」
海道針經中的有關航路記載加以比較，就會發現，「東西
洋航海圖」的航路文字說明取自「順風相送」，只是更為
簡略而已。實際上，根據，針經與海圖如同手與手套，貼
切吻合。20針經和海圖兩者配合起來，生動直觀地勾勒出一
幅明代中國的畫像: 明代中國遠非一個閉關自守的農業國，
而是一個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的海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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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西洋航海圖」與明代海上貿易

「東西洋航海圖」最大的重要性在於其勾勒出了中國商
船在整個東亞地區的航線。圖中的六條東洋航路和十二條西
洋航路及沿線港口，記錄了十七世紀初中國海商從事海上貿
易的活動。中國海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間的海域，來往於
中國沿海，日本，菲律賓群島和南洋群島之間。「東西洋航
海圖」充分說明，明代在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商業革命
之後，海上貿易沖破海禁，得到空前的繁榮發展。

第一节	 明朝商品經濟、航海與造船技術

一般人印象中，明朝(1368–1644)是一個專制而封閉的社
會。在明朝的開國皇帝洪武帝朱元璋(1368–1398)的統治下，
中國的專制皇權體制登峰造極，首開先例取消了臣相，皇
帝獨攬行政大權，以後整個明清時期大多遵循這一體制。然
而，與之前的朝代相比，明帝國的經濟發展是前所未有的，
明朝也是中國文明在技術，商業，藝術和文學方面的頂峰。

洪武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非常重視農業。他登上皇位
後，立即恢復元朝末期遭到破壞的農業生產，他試圖建立自
給自足的農業社區，人口不流動，也沒有商務工作和城市貿
易中心。臣民都要在政府註冊職業，世世代代都要在同一個
地區從事同樣的職業。然而，僵化的農業經濟和財政經濟制
度並不能阻止明代社會不斷商品化。隨著社會趨於穩定，農
業生產增加，出現了大量剩餘農產品。同時，洪武改善的基
礎設施和交通線路，也極大地促進了民間的商貿活動，沿著
朝廷信使的路線出現了很多新興的市場，數量龐大的剩餘農
產品在這裡出售，最終導致了明代商業革命的發生。21

 永樂年間，中國的財力和勢力繼續增長。永
樂皇帝(1402–1424年)被普遍看作明王朝的「第二個開國皇
帝」 ，因為他扭轉他父親的許多政策，包括壓制士紳和商人
的政策。永樂皇帝也把他的京城從南京搬到北京，在1403年
修建了一個新的北京城，其中包括皇城和紫禁城，使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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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總體擴大到了4.5英里。首都北移之後，為京城運輸所需
物資的任務十分急迫。永樂下令重新開通連接南北內陸水
域的大運河。大運河沿岸出現了很多新興的主要港口，隨
著越來越的人經商，明代的商業越來越繁榮。與宋代的第
一次商業革命相比，發生在明代的第二次商業革命，市場
經濟更廣泛，經濟增長的種類更多樣化。22

長江流域，福建和北京周邊是市場最集中的地區，
人們擁有土地的數量急劇下降，更多的人不再靠農業生
活。棉花產量大幅增加，家家戶戶種植，處理棉花，自己
生產棉製品。城鄉紡織業得到普遍發展，特別是江南一
帶，已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許多城鎮，尤
其是在長江下游地區和福建，開始生產特種工藝品，如各
種織法的絲綢，不同重量的紙張和獨特的陶器和瓷器。其
中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瓷和福建德化的白瓷，異常精美，遠
銷世界各地。明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和市场的繁荣，从明代
「 南都繁會景物圖卷」之中可见一斑。

明朝的航海和造船業繼承了唐宋元的成就，十分發
達。明初大規模的造船業都屬於官辦工業。船的種類有海
上遠航用的大型海船，海上或江河作戰用的戰船，運糧的
淺船，航行在江河的快船等等。明初官營造船業規模最大
的南京的龍江船廠。廠地廣闊，船造成後，直接在長江下
水。還設有龍江寶船廠，專門為鄭和下西洋製造大型高級
海船。23早在宋代，中国海船就开始使用指南针导航。大
约在公元12世纪，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通过海路传入阿拉
伯，又经阿拉伯传入欧洲。中国船尾柱舵也更先进，可以
追溯到二世纪，欧洲人在十三世纪才采用。从唐代起，中
国船舶中已设有水密隔舱，到了宋代更日益精湛。舱与舱
之间严密分开，因此在航行中，特别是在远洋航行中，即
使有一两个舱区破损进水，水也不会流到其他舱区。便于
修补，还可以养鱼和储存淡水，改善船员生活。

明永樂三年(1435)，明代漢化阿拉伯裔航海家鄭和
(1371–1433) 在1405–1433年之間前後七次率艦隊奉使出西洋
( 今南洋群島和印度洋一帶)。鄭和的船隊從蘇州出發，先
到越南南部，後到西爪哇、泰國、麻六甲、蘇門答臘，後
又到斯里蘭卡、印度、馬魯古群島、亞丁、麥加以及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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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海岸等地，訪問了亞洲、非洲等30余國。鄭和下西洋比
哥倫布1492年發現了新大陸美洲更早。

哥倫布航行有4艘船，鄭和下西洋有317艘船；聖瑪麗
亞號長24米，容量為250公噸，寶船至少有120米長，2200公
噸；鄭和統領28，000人，航海專家，天文學家，法官，甚
至阿拉伯語翻譯也在船上。中國船舶上的醫生和草藥專家
為180人，相當於達伽馬的全體船員。中國船舶，在規模，
人員和設備的上往往是由歐洲船隊的十倍或十倍以上。哥
倫布的船員們靠海水烤的面包勉強度日，鄭和和他的船員
們可以享用到專門放養在單獨密封艙裏的新鮮淡水魚。24

明中葉以後，私營造船業，發展更快，分布更廣，
能根據各條航線的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船舶。明代著名
的船形有福建的福船，廣東的廣船，及浙江的沙船。如浙
江沿海多淺水沙灘，設計一種平底，方頭，多桅，布帆，
便於蕩槳的沙船。又在兩側加設梗水物和太平籃以增強平
穩。又如福建海面水深風疾，故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
人，其底尖，其上闊，其首仰而口張，其尾高聳，設樓三重
於上，其旁皆護板，護以茅竹，豎立如恒，其帆桅二道。
」 先進的航海和造船業也促進了明朝中後期私人海外貿易
的發展。與宋朝繁榮的海上貿易相比，明朝海上貿易的規
模更為宏大。25

早在漢代，中國海商就已前往東南亞經商，海上絲
綢之路始于廣東，後連接泉州，經東南亞通往羅馬。宋代
以降，憑藉中國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先進的航海和造船
技術，中國商人主導印度洋和東亞海洋之間的海上貿易。
中國海商的足跡遍及東南亞各沿海地區，從事遠端和短途
貿易，經營中國的絲綢、瓷器，印度和馬來群島的香料、
礦物、染料、蔗糖，中亞的寶石，東非的象牙等商品。26

第二節	 明代貢朝貿易與私人海上貿易

明代前期，在嚴格的海禁政策下，中國海外貿易主
要是在朝貢體系下進行的。朝廷對朝貢貿易制定了一整套
十分嚴格的規章制度，具體規定了各國朝貢使節和船舶的
數量，而且，只有承載外國朝貢使團的船隻才可獲准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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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港口。東南亞國家只能通過朝貢這一管道才能獲得中
國物資。安南，占城，高麗，真臘，爪哇等國，每三年一
貢，琉球國兩年一貢，日本十年一貢朝貢使團抵京後，會向
明朝皇帝進貢一定數量的舶來品。在厚往薄來的原則下，
皇帝恩賜給外國使團的各色絲緞絹綢和商品卻常常價值數
倍于外國使團進貢的商品。如果說洪武帝的朝貢貿易體系
主要是一種外交手段，那麼永樂帝就是利用朝貢貿易的方
式來壟斷整個國家的海洋貿易。鄭和七下西洋是明朝貢朝
貿易的巔峰，在越南，爪哇，蘇馬達，斯里蘭卡和西印度
建立了一系列的港口。

然而，永樂皇帝死後，鄭和的下西洋被取消了。1433
年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同年去世。寶船擱置腐爛，鄭和下
西洋的資料也被銷毀。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蒙古進攻明
朝，明英宗朱祁鎮御駕親征，行至土木堡，全軍覆沒，英
宗被俘虜到蒙古，史稱「土木之變」。由於北方領土受到
蒙古的威脅，明朝改變了其海洋政策，從此把眼光從海洋
轉到了內陸。27

明朝的私人海上貿易，從一開始就受到明政府的禁
止，因此具有亦商亦盜的特點。明王朝的禁海政策，不僅
是為了把海外貿易控制在官方手中，也是為了加強海防。
洪武年間，日本戰亂，倭寇侵擾中國沿岸地區，從西元1368
年至西元1374年這七年間，侵擾次數多達二十三次之多。28

為了防止反明勢力勾結倭寇，明初洪武四年(1371年)詔令
「 瀕海民不得私自出海」，29拉開了海禁序幕。永樂年間貢
朝貿易大有發展，鄭和七下下西洋，但民間海上外貿仍遭
禁絕，嚴令「原有海船者，悉改為平頭船，所在有司，防
其出入。」嘉靖年間，不許製造雙桅以上大船，將一切違
禁大船，盡數毀之。「沿海軍民，私與賊市，新鄰舍不舉
者連坐。」30明朝的海禁政策持續200 多年。

如此嚴厲的貿易壁壘自然會催生走私。海禁政策的
直接結果就是來自中國的商品稀缺、走私獲得的利潤高。
禁止私人海上貿易並未能消除倭寇的騷擾。相反，它刺激
了海上的非法交易活動。明初海上私人貿易的形式多樣，
一些商人冒充明朝的使者出海貿易。也有將外國走私商船
引至沿海走私港進行交易者，當然，更多的海商是冒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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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私下出洋販運。31福建在宋元時期即有海上貿易的傳
統。用明朝流行的話說: 海者，閩人之田也。海禁後舟楫不
通，福建與海外的貿易聯繫大大萎縮，人民生計蕭條，只
好冒禁以走私形式維持宋元以來的海上私商貿易。

在沿岸視線內的距離，福建船還只是很淺的平底
船。一當駛出了當地執法人員的眼目，這些船隻立刻改頭
換面了，用竹籬笆錨杆支護圍住舷牆周圍，防止海浪沖上
甲板，保持船隻穩定。

當地的船隻從福建村子出海時，假裝沿海岸航行，
遠離陸地的視線後，就改往東航行，從福建的港口到臺灣
島還不到兩天的航程，但這是非法的。按法律船隻最多隻
能攜帶兩天的食物和水，但這足夠讓商人單程從中國水域
進入一個全新的世界。在臺灣得到補給後，一些商人可能
會沿著琉球群島島鏈，一直到達日本港口平戶和長崎。其
他商人則選擇沿海岸駛向菲律賓，或者沿著安南(越南)海
岸，到達爪哇。32

雖然明朝的貢朝貿易，特別是鄭和下西洋，對中國
在南海的貿易發展有貢獻，但是私人海商才是南海地區貿
易的主力。高度組織起來的明代私人海商南下貿易，與北
上的穆斯林商人通商，在十五世紀後半期，歐洲人東來之
前，北起日本，南至印尼群島的龐大的海上貿易區。這一
南海貿易區。雖還不是一個全球性的經濟體系，然而通過
內部頻繁的貿易活動，達到高度的經濟融合，成為了一個
自給自足，應變能力極高的國際經濟體系。33

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相繼進入中國海
域，與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海盜活動相匯，把東南海域的
海盜活動推向高潮，以至於嘉靖年間成為中國海盜的騰飛
時期。34 1498年，葡萄牙開闢了從西歐直達印度的新航路，
之後又佔領了印度西海岸果阿以及馬亞半島的麻六甲，並
于1514年抵達珠江口東側屯門島。1522 年，葡萄牙人來到閩
浙沿海地區，從事中日之間走私，用日本的白銀換取中國
的絲織品，從中獲利，寧波附近的雙嶼島因此發展成一個
頗為興盛的國際走私貿易中心。嘉靖二年 (1524) 日本貢使
爭貢事件，明庭斷絕與日本的官方貿易，使中國與日本之
間的走私發展極快，利潤極大。越來越多的沿海商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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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漁民和農民紛紛加入到了非法海外貿易的行列中。特
別是王直走私集團在1544年從日本九州回到雙嶼港後，雙嶼
港的國際走私活動達到高峰很快成為歐洲和亞洲進口商品
在東亞最大的海上走私中心。

嘉靖(1522–1566)以前，私人海上貿易規模較小。嘉靖
年間，隨著東南沿海私人海上貿易飛速發展，特別是雙嶼
港走私貿易中心的發展，私人海上貿易活動開始帶有武裝
走私貿易特點，形成了資本雄厚，船多勢大的私人海上貿
易集團。一方面到日本南洋各地做買賣，另一方面又往來
于日本與中國沿海之間，沿海打劫，進行海盜式的海上貿
易活動。嘉靖二十七年(1548)，雙嶼港走私中心被明廷摧毀
後，大規模的海盜活動轉入閩粵沿海，中國南方廣大沿海
地區每年都遭遇海盜的洗劫。35

嘉靖以前，主要是日本海盜騷擾中國沿海。但是，
嘉靖時期的倭寇成分複雜。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的「倭
寇」，除一部份是真倭外，絕大多數是中國東海沿海居
民。此外還有一些馬來人、暹羅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
以及非洲人。倭寇首領大部分是中國人，而倭船大都是中
國船。36 嘉靖四十四年(1616年)戚繼光帶兵入廣剿倭時，他
親眼看到，「為大巢者三，皆為惠潮亡命所據。」37 浙江巡
撫胡宗憲在「籌海圖編」中說，「今之海寇，動計數萬，
皆托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則皆中國
之赤子無賴者入而附之耳，大略福之漳郡居其大半，而甯
紹往往亦間有之，夫豈盡為倭也。」38

盛行于福建浙江沿海以葡萄牙人為主的多國走私活
動，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沿海居民，當地士紳，甚至明朝
官員的合作和支援。沿海各階層的居民都不同程度的參與
了海盜活動，海盜與商人並無二致，海禁一開，盜即商，
海禁一行，商即盜。無怪乎浙江巡撫朱紈說，「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
」39嘉靖朝嚴厲的海禁法株連九族，冒充「倭」則可以保護
家人。對於剿倭官兵，稱被倭寇擊敗了容易推卸責任，贏
了則獎賞更高。而對統治者來說，將沿海民亂定義為外族
入侵，鎮壓起來也更為便利與合理。於是，一場因海禁而
導致的海濱民眾的叛亂，變成為了一場異族的入侵。40嘉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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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駕崩後，新即位的隆慶皇帝批准開放海禁，「准販東
西二洋」，一部分海盜轉為海商，「倭患」迅速得到了緩
解和平息。顯而易見，嘉靖時期的倭患，是民間海上貿易
和官方禁海政策的衝突的一種極端的表現。41

1567年的慶隆開禁是很有限度的。月港是唯一允許民
眾赴海外經商的港口，每年發放的商引很有限，特別是仍
然禁止與日本通商，顯然不能滿足日益發展的私人海上貿
易的要求。明代中後期，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出現了一
批無視海禁王法的走私海商。對於明政府鎮壓政策，這部
分海商進行武裝反抗，成為亦商亦盜，擁有強大海上武裝
力量的海上集團。如李旦，鄭芝龍、顏思齊、李魁奇、鐘
斌、楊六、楊七等海商集團。其中尤以李旦的義子鄭之龍
海商集團最著名，其資本之厚，貿易範圍之廣，啟用時間
之久，影響之大，超過其他海商集團，在福建沿海一帶發
展迅速，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權雛形的海商–事複合體。42

第三节	 泉州，海上絲瓷之路與大帆船貿易

雪爾登中國地圖所有的十六個東西航線都從福建海
岸港口城市泉州出發，與南中國海地區 60 個港口相連。泉
州市坐落于中國東南沿海，與臺灣跨海相望，海上交通便
利，向北可達到日本、琉球和韓國，向東可達菲律賓，向
南可達馬來半島和爪哇。泉州在古時海上交通就很發達，
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始點，在元代已成為海內外知名的世
界最大貿易港口，眾多外國商人、遊客和傳教士定居住在
此。鄭和下西洋得益于泉州在港口、船舶建造、外國海上
貿易、貨物、宗教、人才和許多其他方面的優勢，例如鄭
和能夠在泉州眾多的阿拉伯人中找到航行所需的口譯員，
水手和導航員。泉洲也是絲綢和瓷器銷往西方國家的收集
和分發中心。外國貿易船隻乘著春季和夏季的東南風到達
泉州，在秋天乘著西北風離去。每年外國船隻揚帆而去之
時，泉州的朝廷命官、海關官員和知名人士常要登上泉州
的九日山，為求得行船順風舉行祈風儀式，將祈禱刻在山
崖上。九日山至今還保留著宋元以來以及明代的七十多處
祈風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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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海禁政策嚴重影響泉州市的經濟發展。許多商家
轉移到附近看守不那麼嚴密的港口，如漳州的月港。漳州
在東西洋航海圖中的標示也非常突出，細看之下，所有航
線的起始點，實際上位於泉州和漳州之間， 後者不過是较
前者更靠近內陸一點。1567年，明隆慶皇帝登基後不久，即
開放海禁，允許福建商船從漳州月港泛舶出洋，合法地與
海外通商。明朝政府之所以选择在月港开禁，一方面是顺
应闽南人以海为生，非市舶无以助衣食的习俗，另一方面
是沿袭开禁前大量走私船只皆由此出洋的习惯。朝廷在海
禁开放之初每年仅允许50艘福建帆船前往东西洋贸易，1589
年增至88 艘。之后，1592 年颁发的出海贸易的船引(许可证) 
数量增至110 张，而1597年获准合法出洋贸易的福建帆船数
量已多达137艘。43 

月港開禁恰值馬尼拉帆船(Galleon Trade)貿易興起之
時。1571年，西班牙開闢了塞爾維(西班牙)－阿卡普爾科(墨
西哥)－馬尼拉(菲律賓)－月港(中國) 的大帆船貿易航線。對
馬尼拉的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中最有利的一部分，也是當
時南海貿易利潤最高的一條航線。馬尼拉與月港之間的貿
易主要是中國福建商人經營。44中國運銷馬尼拉的生絲有細
絲、粗絲、本絲、色絲，絲織品種類繁多，有面紗、錦緞、
白綢、彩綢、印花絹、線絹、天鵝絨、絲襪、花綢陽傘、
絲麻混紡製品等，成為中菲貿易的大宗商品。45關於前來馬
尼拉貿易的中國商船，當時的一位西屬馬尼拉大法官曾做
過生動的描述: 「按照慣例，每年都有數量眾多的小船和大
型帆船從中華大帝國航行前來馬尼拉，船上滿載著貨物。
每年大約有三、四十艘這樣的商船前來。他們不像海軍艦
隊般大規模地魚貫而入，而是三三兩兩地結伴而行。這些
帆船隨著季風順風而行，並通常是在三月份天氣晴朗、新
月高掛之時航抵達……他們前來馬尼拉的航程約需時十五到
二十天，在此地將運載來的商品銷售一空後，趁著五月底
或六月初強勁的西南季候風到來之前及時返航，以確保返
航途中的安全」。46

中國人到馬尼拉後，在馬尼拉市東北部集中居住、
貿易，那個地方被當地人稱為「生絲市場」。在「生絲市
場」，價格由熟悉行情的西班牙人和中國人商量決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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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主以白銀支付。一切交易必須在五月底以前完成，以便
中國商船返航，同時西班牙人也可以把貨物裝上大帆船，
在六月底以前運往美洲。「馬尼拉大帆船」嚴格說來是運
輸中國貨的大帆船。就西班牙墨西哥及其附近廣大地區人
們來說，大帆船就是中國船，馬尼拉就是中國與墨西哥之
間的轉運站。當他們談及菲律賓的時候，有如談及中華帝
國的一個省那樣47。晚明時期從中國沿海開往馬尼拉的中國
商船源源不斷，月港、澳門開往馬尼拉的商船1588年為46
艘，1609~1612年間平均每年為37.2艘。48

對馬尼拉的貿易是中國對外貿易中最有利的一部分，
也是當時南海貿易利潤最高的一條航線。與其它貿易航線
不同，福建與馬尼拉之間的帆船貿易頗具特色，其所交易
的商品是中國絲綢和美洲白銀等價值奇高的貨物。慶隆開
禁是很有限度的，月港是唯一允許民眾赴海外經商的港
口，每年發放的商引很有限，而且與日本通商仍然禁止，
在高額利潤的驅使下，出現了大批走私海商。當時的馬尼
拉走私貿易活動猖獗，在馬尼拉港口週邊悄悄停泊的帆船
數目甚眾，大批福建商人曾偷偷地潛入馬尼拉貿易，儘管
他們手上持有的官方船引指定這些商賈原應前往占城、東
京、北大年或臺灣進行市易。究其原因，這些為了獲取高
額利潤而敢於冒險出洋的福建商人「或貪路近利多，陰販
呂宋」，目的就在於能夠儘快地以絲綢交換白銀。49難怪東
西洋航海圖上菲律賓的海岸繪得十分詳細，16個港口的位置
和名字清清楚楚。

瓷器是另一宗海洋貿易的主要商品。瓷器的外銷市
場主要是歐洲，日本和東南亞。葡萄牙最早販運中國的瓷
器。1602年荷蘭人劫持了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裝載了大量
中國青花器。由於不知道這些瓷器從何而來，荷蘭人稱之
為「克拉克瓷器」(kraak)，克拉克即葡萄牙船的意思。這批
瓷器第二年在阿姆斯特丹進行了拍賣，引起轟動，極大地
刺激了荷蘭人對中國瓷器的渴望。17世紀，荷蘭人打破了葡
萄牙人和西班牙的壟斷，成為中國外銷瓷新的壟斷商。荷
蘭人把訂制中國瓷器變成一種市場行為，製成啤酒杯和芥
末罐等器皿，更加符合歐洲人的日常需求，進入歐洲普通
市民的家庭，真正打開了歐洲的市場。大批中國瓷器從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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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運到臺灣或巴達維亞，在由荷蘭東印度公司銷售到世界各
地。

在17世紀的日本，上等的中國瓷器備受推崇，成為日
本茶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1639年日本幕府發佈鎖國令，
禁止與葡萄牙和西班牙通商，只允許中國和荷蘭商船赴長
崎–港進行海上貿易，於是中國沿海以及南洋屬中國華僑的
各類商船紛紛前往長崎日本與荷蘭商船爭奪絲瓷貿易市場，
這些商船被統稱為「唐船」。儘管明政府頒佈了禁令，但仍
有許多華人華裔為了白銀而來到日本，以九州各地為中心，
形成了許多「唐人町」。日本人的口味與喜愛克拉克瓷盤瓷
的歐洲人不同，日本人的首選是景德鎮生產的一種特殊的青
花瓷所謂「古染付」和「祥瑞」，在景德鎮定制了狠多繪有
中國風格圖案設計的古染付小器皿，在茶道儀式中使用。

日本山口縣離中國不遠，因此很多中國商人乘船到此
地。山口縣博物館保留著一幅「日明貿易旗」的文物，一面
旗幟，畫著日本貿易官員的家族徽章，上面有幾行字說，次
年一條中國泉州商船會到此交易，屆時會打著同樣旗號。這
是一個明代泉州海外貿易的明證。

2007年5月，在廣東汕頭海岸附近的南澳島發現了一
艘明代沉船，被命名為南澳一號。它有25個船艙，是 27 米
長是迄今在中國打撈的最大遠洋商船船。專家證實這是一艘
明代萬曆年間武裝走私船隻。從在福建漳州的月港出發，在
南澳島觸擊礁石，沉沒于福建，廣東和臺灣相交的水域。這
艘船載有大量的瓷器，打撈出超過 6000 件，其中大多數都
是漳州生產的青花瓷。南澳的發現生動地展現了明代瓷器出
口貿易的盛況。

明代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貨幣主要是白銀。中
國出口大量的絲綢和瓷器，但進口的只有少量的香料和諸如
此類的貨物。要解決貿易不平衡，另一方不得不支付的錢，
即白銀。從墨西哥走私到西班牙的銀子落到英國、法國、荷
蘭和葡萄牙人手中，又通過菲律賓流入中國。同時，每年中
日絲銀貿易中有大量白銀從日本運到中國。大量美洲白銀和
日本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入中國，這樣的情形持續了25年，成
為全球貿易的一個特徵，被稱之為「商業朝貢」。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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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從「東西洋航海圖」看明代中國

第一节開放、活潑、多元的明朝社會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明代是一個孤立的農業國家，
對世界其它地區毫無興趣。然而，「東西洋航海圖」的重
新發現表明，明代的中國，面向海洋，海外貿易極為發
達。明代海上貿易帶來了東西方的碰撞，對明代社會經濟
文化的影響不可低估。不僅改變了明代中國的思想觀念，
生活方式，政治經濟結構，人口構成等，對全球經濟體制
的形成，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價值觀，消費觀，文化

明代中後期的全球貿易和消費取向悄然影響著人們
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明朝初期，商人的地位受到高度
抑制，其數量不大。隨著明中葉貿易網路的擴展，參與商
務工作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明末商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
位得到改善，文人和商人日益融合，打破了學者商人之間
的屏障。商人權力擴大的過程中，一些文人披上了商人和
文人的雙重身份，或放棄文人的身份，或成為一個商人，
亦儒亦商，棄儒從商的現象成為明代社會的重要特徵之
一。隨著越來越多的文化精英參加當地的活動，如捐贈給
當地的佛教寺廟和其他行為，在明末紳士社會逐步形成。
士紳社會有強烈的從國家中分離出來傾向，但永遠不能完
全與國家脫離，從而形成了一種對抗和整合的國家與社會
的關係。51

一方面，面對一個崛起的商業和商人群體，一些士
紳也試圖通過領引文化以維持其優越的社會地位。從明代
中葉起，有一種趨勢，對藝術品和收藏品鑒賞的文化消
費，檔次越來越高。明代後期的全球貿易和消費取向悄然
影響中國文人在園林，繪畫，書籍和文物的品味。明末江
南藝術市場十分活躍。知識份子和商人都非常積極地參
與。藝術品味和潮流的發展過程是一個學者和商人雙向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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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者們需要金錢來維持奢侈的生
活，新興的商人階層，通過支付「學費」學習藝術品味，
逐步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

晚明，個人對自我表達的渴望和對金錢的追逐混合在
一起，形成了席捲整個社會的奢侈趨勢。例如，晚宴從適
度的蔬菜和水果演變成了陳列在昂貴的瓷器內的肉和魚; 明
太祖命定的男性頭飾樸實的四方帽被各種華麗帽子取代，
更不用說婦女頭飾的花樣多麼稀奇古怪了；簡單的布鞋也
已被華麗的鞋類取代。富人們的生活方式，慢慢改變了地
方上的習俗。他們在禮儀，禮節，服裝上極為鋪張浪費，
在下層人中引起了炫耀性的消費狂潮。人們對明初服裝等
級制度和服裝的純樸風格感到厭倦，連平民都同樣穿用華
奢服飾，用服裝來挑戰自己在社會中的無名地位。到16世紀
60年代，無論是士紳還是平民都同樣穿用他們喜歡穿戴的
華奢服飾。連貨郎都身著非常華麗的服飾。52在等級制度的
其他方面如住房，交通工具等，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明初洪武皇帝制定的道德秩序逐漸解體，明代晚期
變成了一個徹底商業化和社會道德貶低的社會。銀元被指
責為罪魁禍首，成為邪惡的化身，使中國陷入無政府主義
狀態，人們到處旅行，想像力飆升，打破禁忌。消費來拉
動生產，貿易打破了純農業社會關係形成的道德，助長了
競爭，從而溶解了的公共規範。禮貌，謙虛，關注他人道
德的儒家價值觀的核心，蕩然無存。53

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學和技術

明代中國，中外交流頻繁，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相
互滲透。從明代中葉，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傳播有相當的規
模，特別顯著的是與天主教和西方的科學和技術。羅馬天
主教耶穌會士隨著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抵達中國，將天主
教連同西洋奇器及商品通過各種途徑傳入這古老的東方大
國。比較具有代表性的西洋奇器如火炮、自鳴鐘、眼鏡、
望遠鏡等是西學東漸的媒介和先導，對明代士大夫的視野
和文化觀念產生了巨大衝擊。

部分遠見卓識的知識份子精英開始接受西洋文明，既
認識到西洋天主教與儒教的均等地位，同時又承認西洋的



31

天文奇器獨有所長。這一論斷完全不同于天朝上國惟我獨
尊的文化自大主義，反映出其思想深處的多元文化傾向。
徐光啟、李之藻、李經天、王微等不僅對西洋奇器十分著
迷，而且對製造這些奇器的西洋科學和技術充滿熱忱，並
與傳教士一道翻譯西洋科技書籍，如「幾何原本」、「泰
西水法」和「奇器圖說」等。崇禎七年徐光啟奏請建造當
時先進的科學儀器日暑、星暑、望遠鏡，用於測定曆法的
科學活動中。耶穌會士和穆斯林學者因為在數學和天文學
受過訓練，被朝廷聘請從事皇家日曆系統的工作。自洪武
皇帝以来，皇家天文局的一个穆斯林部，全部聘用穆斯林
学者；伊斯兰教清真寺在北京城随处可见。54

耶穌會傳教士，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
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
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除傳
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
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首次向中國知識份子
介紹，地球是一個球體。1609年，用西方最先進的地圖繪製
技術結合中國的資料，在廣東肇慶繪製完成首幅中文世界
地圖「山海輿地全圖」。利馬竇後來又畫了三幅中文世界
地圖：「輿地山海全圖」、「坤輿萬國全圖」和「兩儀玄
覽圖」。利馬竇在中國所畫的世界地圖是當時最先進的，
説明中國人知道了經緯、赤道、南北回歸線等概念，瞭解
到中國以外的世界各地的地理知。利馬竇所翻譯的大量的
地理名稱和外國地名河沿用到今天。55由於他的影響下，一
些知名的中國文人官員如徐光啟接受了他的宗教。中國明
代亦成為中國歷史上最多元的時期之一。

融合中西元素的青花瓷

中國的青花瓷開創于唐代，成熟于元代，繁盛于明
清之際。隨著明代大批青花瓷器銷往世界各地，中國青花
瓷藝術在東西文化的碰撞中，吸收外來的文化的影響，在
色彩，形狀，花紋，題材上，反映了各個地區民族獨特的
藝術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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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永宣青花瓷代表了中國青花瓷的最高品質，在世
界上任何國家的博物館中都躋身于最負盛名的展品之列。
明永樂、宣德年間青花瓷的大發展與鄭和船隊遠航有直接
關係。鄭和下西洋不僅極大地刺激了永宣青花瓷的生產能
力，同時對提高這一時期青花瓷的品質，也起到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鄭和帶回的諸國土產中，與明初青花瓷燒造
有直接關係的是「蘇勃泥青」這種優質瓷繪原料，而這種
青料是中東所獨有的。正是這種進口青料的使用使永宣青
花的發色有別于歷代青花。

青花瓷隨鄭和船隊遠銷中東、西亞，也換回了異域
精美的金銀器工藝品，景德鎮燒瓷藝人以此為參照，製作
出異域風格的青花瓷器。一些穆斯林商人根據海外市場的
需求，親自攜帶畫樣，大批定燒青花瓷後直接在港口裝船
運往西亞各國，使中國生產的伊斯蘭風格的青花瓷在西亞
和中東地區風靡一時。這一時期青花瓷從形式到內容都帶
有濃郁的伊斯蘭文化韻味。明武宗皇帝尊崇伊斯蘭教，正
德瓷器上出現了大量的以伊斯蘭紋飾作為裝飾的器物。

16世紀葡萄牙率先到達中國，最早把瓷器傳到歐洲。
在中歐海上瓷器貿易開始不久，就引發了歐洲的中國風，
改變了歐洲的生活時尚。中國瓷器常常被加上黃金裝飾，
用於最高尚的用途。美國國家藝術館的保存著由喬瓦尼貝
利尼1514年畫的「诸神之宴」，其中可以看到中國的青花瓷
器。在東西方的交流過程中，中國製造的克拉克瓷也變得
中西合璧，出現了一些獨特地作品。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陳
列在英國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一個大口水罐，集
伊斯蘭金屬裝飾、傳統中國花紋和葡萄牙國徽章為一身；
大英博物館收藏有一件景德鎮生產的克拉克瓷碗，主題紋
飾是七頭妖怪海德拉，這是歐洲傳說中的怪物，兩旁的飄
帶內用拉丁文寫著「對智者而言，沒有什麼是新的」，此
外所有的紋飾都是典型中國式的。出口日本的景德鎮民窯
青花瓷器「古染付」，多是日本茶道中使用的小器皿，不
同于傳統的中國瓷器，按照從日本送來的設計或樣本，在
景德鎮製作，再畫上帶有中國風味的紋樣。

明代瓷器大量輸入歐洲，引發了當地模仿中國瓷器
的生產，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荷蘭的德爾夫特生產的錫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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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陶，裝飾風格非常中國化。不獨是在荷蘭，當時世界
各地都在仿製中國的青花瓷器。可以說中國青花瓷器貿易
的歷史就是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文化交流的歷史。

外來糧食作物

如果說中國瓷器在歐洲引起了時尚風格的變革，新
大陸的糧食作物也悄悄地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和飲食結構。
明朝最後一百五十年時期，從大約1500至1650年，新的糧
食作物從美洲傳播到中國各省。除了陸路通過東南亞進入
雲南，以及從波斯和土耳其到中國的絲綢之路，新作物玉
米，紅薯，花生，煙草主要通過商船從海路運輸到中國東
南沿海的各個港口。56

萬曆年間，福州府閩縣海商陳振龍把菲律賓種植的
紅薯帶回故鄉，紅薯生長快，產量高，1594年的饑荒襲擊
福建時，他說服福建巡撫金學曾推廣種植紅薯賑饑，當年
「 秋收大獲，遠近食裕，荒不為害，民德公深，故複名為
金薯。」57

在明朝末年，番薯已經在福建、廣東種植，以濟饑
荒。徐光啟(1562—1633)寫到：「番薯……近年有人在海外得
此種。……分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也。……若于高仰
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
賴以救饑，其利甚大。」58明清中國人口激增，芋番薯和玉
米的引進和普及，有密切的關係。這些供應使中國農業革
命得以持續，並為1650年後中國人口爆炸中創造了條件。

明代外來農作物的傳入和種植，改變了中國人的食
物結構，同時也豐富了中國的烹飪文化。辣椒，在中國烹
飪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是由西班牙人從南美帶
到菲律賓與中國商人交易。16世紀前，在中國沒有現代的辣
椒，但今天中國的食物沒有辣椒是無法想像的。

第二節	 明代海外移民與臺灣漢化

中國明代是一個相當開放、人口自由流動的社會，很
多人特別是商人前往中國各地和海外定居。明朝創始人洪
武設置了自給自足的農業方式，人口不能自由移動，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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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必須在同一地區從事同一職業，也沒有任何商務
工作或城市的貿易中心。隨著社會穩定下來，農業生產增
加，出現了大量的剩餘農業商品，明代社會穩步商業化，
同時，洪武時代以來基礎設施和通信的改善，也促進和刺
激私人貿易和旅遊。

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人口流動之一，就發生在明朝，
以 東南亞國家作為最重要的目的地。明代海上貿易的繁
榮，促使大批中國人，尤其是福建人，移民到東南亞大多
數主要港口：暹羅、馬來半島、西爪哇，馬尼拉和長崎。
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在1600年前後來到東南亞群島
地區購買胡椒等熱帶土特產品之時，福建商人在亞洲海域
早已奮鬥、經營了數個世紀。中國商人居住的範圍東起日
本的長崎島，西至馬來半島南端的麻六甲，幾乎覆蓋了東
南亞和東亞地區的絕大部分主要的貿易港埠。59

中國商人與當地人通婚，混居，接觸上層社會，形
成了獨特的海外華人的社會，還與外界人士、尤其是地方
當局和土著貴族之間建立起了一種特殊的紐帶和人際關係
網。在馬尼拉，大批福建僑商居住在西班牙修道士和墨西
哥商人的家裡，並同其東道主的關係良好，每逢遇到西班
牙殖民當局開始大規模地驅逐中國僑民時，這些西班牙和
墨西哥東道主便會出面保護他們。60寓居在海外的福建商
人通過彼此之間的聯姻、參加同鄉聚會、或與宗親氏族成
員密切來往，逐漸地將傳統中國社會的各種紐帶和網路移
植、重建于海外僑居社區，把閩人所熟悉的地方神祗如媽
祖輸出到了海外各閩商僑居社區。

臺灣的漢化與明代海洋貿易密不可分。十二世紀初
之前，臺灣基本上湮沒無聞，偶爾有些中國大陸的商賈和
漁民會前來避風或與土著居民市易。直到十二至十三世
紀，閩南與臺灣才真正地開始交往。福建商船在東北季候
風期間前往菲律賓群島與土著居民易貨，在南下的航行途
中，他們一般會在臺灣島南部沿海泊靠，汲取淡水。16世
紀中葉日本倭寇活動在中國東南沿海的猖獗蔓延。這些所
謂的「倭寇」，其實其中有許多人原本就是中國的海盜和
沿海漁村的貧困漁民。在官府的追捕下，澎湖列島和臺灣
島漸漸地成了這些海盜的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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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4年，一支荷蘭艦隊前往澳門，但卻在8月間因途
中遇到颱風而漂流至澎湖。1622年夏天，荷蘭東印度公司的
艦隊司再次進攻澳門，被葡萄牙人擊潰，損失慘重，被迫
離開，前往福建沿海，並暫時棲居在澎湖列島。1624年，明
朝福建當局最終與荷蘭人達成條約，允許福建商人自由地
與荷蘭人互市，但荷蘭人必須立即離開澎湖列島，撤到臺
灣島上。

荷蘭人把臺灣島建成對中國貿易的重要港埠，同時就
近採購更多的中國商品，擴大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的貿
易規模。隨著臺灣海峽貿易格局的變化，福建商人很快也
改變了其傳統的貿易航線和貿易策略，蜂擁而至。由於在
毗鄰的臺灣島便可得到白銀、黃金和東南亞的熱帶產品，
用不著再像從前那樣千辛萬苦地航行前往東南亞的各大港
埠，如巴達維亞、馬尼拉和麻六甲，大批福建商人遂紛紛
橫渡海峽前來臺灣。

明末，明朝福建當局和海商集團曾經有組織地移民
臺灣。明天啟年間(1621–1627)，以顏思齊、鄭芝龍、楊天生
為首的海上貿易集團進入臺灣，適值福建沿海大旱，有三
千人多泉州、漳州一帶貧民隨同前往。崇禎元年(1628)，鄭
芝龍歸順明朝政府，恰又值福建饑荒，鄭芝龍在福建巡撫
的支援下，即招集沿海災區饑民數萬人，每人給銀三兩，
三人給牛一頭，用船舶載至臺灣進行墾荒。這是第一次有
組織的向臺灣移民。61

1662年2月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迫使荷蘭總督簽字退
出臺灣。鄭氏政權把大陸的政治、文教制度移植臺灣，重視
土地開發和興修水利，發展對外貿易，促進了臺灣經濟的
發展，漢人在臺灣開拓的規模越來越大。到鄭氏政權末期
臺灣的漢族人口已達12萬人。1683年清朝滅了鄭氏政權，把
臺灣納入中國的版圖，這就是臺灣成爲中國一部分的來歷。

第三节	 商人參與朝廷政治

随着明代海外贸易的发展，明末清初海商的勢力不
斷增強，开始介入朝政。擁有強大海上武裝力量的海上集
團活跃在在東海、南海直至太平洋的海域里，覆盖了大半
個東南亞，並改寫了明朝的政治版圖和歷史進程。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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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旦（?—1625年），福建泉州人，17世紀中國東南
沿海知名的海盜商人，被西方人稱為Ardrea Ditts或甲必單
(Captain China)。李旦最初在菲律賓經商，後轉至日本九州
定居，借著日本海盜集團的支持，籌組武裝船隊，來往于
中國、日本、東南亞等航線進行商業貿易與船隻搶劫。李
旦在多年的海上貿易生涯中，不僅與日本封建藩主建立了
良好的合作關係，還與英國、荷蘭等國派駐東方的商館長
官交情甚深。由於李旦與荷蘭人的特殊關係，李旦成為晚
明時期中荷兩國衝突中，動員荷蘭人撤離澎湖佔據臺灣的
調解人。

1622 年6 月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艦隊進攻澳門失敗后，
于1622 年7 月前往福建沿海，並暫時棲居在澎湖列島，竭力
試圖迫使中國明朝當局開放門戶。1624年夏天，李旦來到澎
湖充當中間人，調停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福建當局之間的衝
突與談判。經過來回折衝斡旋，明朝福建當局最終同意有
條件地開放貿易，允許福建商人日後可以自由地前往臺灣
與荷蘭人互市，但荷蘭人必須立即離開澎湖列島，撤到臺
灣島上。

李旦死後，他的義子鄭芝龍接替他的地位。鄭芝龍
（天主教名Nichalus, 1604-1661），福建南安人，鄭成功的父
親。鄭芝龍早年在澳門經商，會說葡萄牙語，並受洗，教名
Nicholas，到過馬尼拉，而後去日本平戶島，成為李旦的手
下。在接受招撫降明後，為明政府平定東南沿海海盜的騷
擾，並借助明政府的力量，消滅競爭對手，壟斷了東南沿海
的海上貿易。其資本之厚，貿易範圍之廣，時間之久，影響
之大，超過其他海商集團，逐步形成具有海上政權雛形的
海商–軍事複合體。「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
一舶例入二千金，歲入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成于
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舶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
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
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63。1645年，清軍入
關，明王朝覆滅，鄭芝龍擁立朱聿鍵，在福建福州建立南
明政權，被封為平夷侯加太師，賜長子囯姓「朱」名「成
功」。64 鄭芝龍從一名海盜商人，成爲明朝廷的官員，這一
身份轉換，標誌著明代商人地位的提高和勢力的增長。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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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龍的商業王國已經具有海上政權的雛形。65

鄭芝龍降清後，鄭芝龍之子鄭成功（Koxinga，又稱
Coxinga，1624–1662）繼承了父親的海上王國，成為滿清王
朝的強勁對手。鄭成功出生于日本平戶，母親是日本人。
他以廈門地區為大本營，每年派遣船隊前往長崎、臺灣及
東南亞各主要港埠進行貿易，一度壟斷了整個東亞地區的
海上貿易。1661年，鄭成功為了謀求抗清的根本之地，以南
明王朝招討大將軍的名義，率2.5萬將士及數百艘戰艦，由
金門進軍臺灣，迫使荷蘭總督簽字退出臺灣，在臺灣正式
建立起鄭氏政權東寧囯。清朝廷在東南沿海執行嚴厲的遷
海的政策，以孤立鄭成功，結果反使鄭氏商船遠航日本、
暹羅(泰國)、廣南(越南)等地，採購米糧等戰略物資，使臺
灣對外貿易達到空前的興盛。

中國海商集團與葡萄牙、荷蘭等老牌殖民國家的海
盜商人競爭角逐于東西洋上，成為一支不可忽視的民間海
上力量。鄭氏海商武裝集團似乎可以稱之為海商軍事複合
體。明末期間，中國海軍力量完成了國家和私人海上貿易集
團(海盜集團)之間的整合。這是明末政治結構變化的一種表
現。而鄭氏海商集團提出「通洋裕國」論，力主「大開海
道，興販各港」，集中反映了明代後期整個民間海洋觀念
的變化趨勢。鄭氏集團最初由海盜性質的武裝商船發展而
來，最終割據臺灣，並在所控制區域行使政府職能，在這
一過程中，政治、經濟、軍事三者之間相互支撐、擴張，
形成反饋回路，同歐洲13世紀開始發生的情況相似。66

第四节	 中国加入全球經濟體

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初，雖然西方海上貿易勢力已
進入東方市場，但中國商品價廉物美，在東南亞和歐洲很
受歡迎，在國際市場上有很強的競爭力。西班牙人在美洲
發現了巨大的銀礦，用在美洲便宜的白銀來採購中國的絲
綢，瓷器和其它商品。而中國商人到馬尼拉出售中國產品，
利潤極為豐厚。隨著馬尼拉大帆船貿易的興起，東南沿海
從事海上私人貿易的人數成倍增長，貿易的地區和國家不
斷擴大，龐大海上貿易網日益興隆，一個全球性貿易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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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形成。到了明末，白銀成為中國的主要進口，從而保
持其經濟的運行。金銀比值在明朝中國的起伏變化類似于
新大陸，歐洲，東南亞，日本，明帝國逐漸融合到所謂的
正在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在16世紀和17世紀，中國對銀
的需求和外國對中國的絲綢，瓷器，黃金，銅硬幣和其他
商品的需求，使中國在世界經濟事務中的介入比以往任何
時候都更深入。67

班切勒認為，東西洋航海圖上的貿易航線，直接促
成了倫敦作為一個全球性城市的興起。在1540s年歐洲的全
球性城市可能還是安特衛普市，但到了十八世紀時，倫敦
作為歐洲新興的羊毛和紡織品貿易中心，即成為世界的中
心。促使倫敦的現代化的關鍵並不是記載頗多的大西洋貿
易，而是沿著「東西洋航海圖」航線所進行的亞洲貿易，
以及在貿易過程中英國與東方的互動。68

在十六世紀，世界經濟的中心尚未集中在歐洲。幾
個世紀之後，西方才用技術的力量和毒品貿易扭轉了中國
生產歐洲消費這一貿易關係。近代初期，中國對西方的影
響是遠遠超過歐洲對亞洲的影響力。沒有中國對白銀的需
求，就沒有西班牙帝國融資機制；如果沒有中國，就沒有世
紀之久的價格革命；如果沒有中國，世界貿易的誕生，將
被推遲到不知什麼時候。69 與其說「中國的經濟受制于大西
洋的朝汐「，不如說大西洋的潮汐被中國的月亮牽引著。70

有人說世界貿易在1571年即大帆船貿易開始時誕生，
萬明認為，世界貿易的時間應該提前到十六世紀四十年代，
也就是當中國社會白銀貨幣化，中國對於白銀產生大量需
求並開始向海外尋求的時侯。正是從那時起，中國以白銀
為主幣，採取銀本位制，促使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幾乎繞
地球一周的貿易結構，通過月港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接
起來，滾滾而來的世界白銀，推動著正在進行之中的中國
白銀貨幣化的最終完成。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
中國銀本位制的確立，促使白銀成為世界貨幣，圍繞白銀
形成了一個世界貿易網路。明代中國是世界經濟體系初步
建構中的關鍵。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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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有學者曾經感歎道，明代的海禁政策，割斷了中國
人延續上千年的遠洋傳統。雖然根據鄭和七下西洋的航程
經歷編繪的「鄭和航海圖」，可以稱得上是世界上現存最
早的航海圖集之一，然而，除此之外，中國再也找不出第
二幅遠洋圖了，甚至連一幅下南洋的航海圖，也找不到。
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地圖史，航海史學術界，乃至國家的一
個悲哀。72

值得庆幸的是，在歷史風塵掩藏3個多世紀後，「東
西洋航海圖」重見天日，填補了這一空白。中國的海洋傳
統並沒有被明朝政府的海禁政策切斷。相反，中國海商揚
帆往返于整個東亞、東南亞和南亞的海面上，積極參與了
該區域的貿易，在十七世紀全球經濟體系作了極大貢獻。

「東西洋航海圖」改變了世界對中國的認識。明
代的中國並不是一個保守和孤立的農業國，對外界毫無
興趣。「東西洋航海圖」勾勒出一個開放，面向海洋，活
潑，資本化的國家。「東西洋航海圖」時期的中國，商業
貿易達到高峰，中外交流頻繁，社會多元化。同時，在全
球化進程中，明代海商的貿易活動，對當時中國的社會，
經濟，文化，外交，以及商人與國家的關係等，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

中國離世界並不遙遠。從明朝中後期，中國就開始
了與西方大規模的交流，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蓬勃發
展海上貿易和新出現的全球貿易體系，使明代中國經歷了
巨大變化，開始向現代國家轉型。普遍的看法是，中國的
現代化直到清代才開始，發生在滿清朝廷面臨西方的威脅
被迫改革的時候。然而，「東西洋航海圖」卻告訴我們，
中國現代化進程在明代就已經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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