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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人極度關注臺灣四周環境及古今人文互動的議題，此議題之探討

應先理解臺、閩關係，而最重要的臺閩互動關係，厥為連接兩岸的臺灣

海峽，又欲渡海峽者，必須依靠船隻。因此本文從臺閩間的古船入手，

解決長久以來的疑問，即為何臺灣與福建這麼近，兩千年前中國早已遠

至南洋，而跨越臺灣海峽的漢人卻僅在最近三、四百年才來到臺灣？古

船的科技因素到底在其中占有多少重要性？ 

就船隻的構造而論，中國海船船底的設計，至宋以下雖已發展到新

的階段，但最後並沒有出現十八、十九世紀歐洲之尖底、中 U 型、尾收

縮平底的飛剪船形式。且在船帆的設計上，中國沒有改進為使用四方型

與斜三角型帆轉動運的帆船。清廷規定臺閩對口港口為：廈門←→澎湖，

泉州←→鹿港，福州←→淡水，原因是取其直線最近距離。但臺閩間大

部分時間的季風方向為由北而南或由南而北，此種風向對帆船造成了 90

度橫風角度，因此而增加帆船航行時的困難度。 

在明清之際，福建到東南亞可沿著海岸線南下，其安全度遠勝橫渡

臺灣海峽，這可解釋十七世紀以前福建移民至臺灣的人不多的原因。至

清廷擁有臺灣後，一般仍將航行於臺閩海峽視為畏途，一旦來到臺灣

後，回鄉之途更為困難，這也影響福建人來臺的意願，而定居於臺灣

者就成為入臺後的開基祖。 

關鍵詞：古船、臺灣海峽、臺閩關係 

* 本文為特約論文，於 2018.05.20.收稿。本文為作者民國 95 年主持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

心「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考古與歷史研究群」舉辦「甪野・文獻「臺

灣史工作坊」時的發表成果。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本年度執行教育部深根教育之「海上絲路

――向西走！向南走！」特邀請毛先生賜文，以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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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緒論 

欲明瞭臺灣史，除了從臺灣島本身某一項目作研究以外，更要把臺

灣島四周環境及古今人文互動作深刻探討。在這個大前提之下，臺閩關

係更應是首先關注的起點。臺閩關係的研究項目極多，而臺閩間互動關

係最重要者，厥為連接兩岸的臺灣海峽。 

筆者思考這一問題多年，決定以「臺灣海峽」做為研究的主軸。本

文先從臺閩間的古船入手，並非這個子題最為重要，事實上，各種因素

皆非常重要，在歷史個別事件中或許某一因素在當時時空顯得特別重

要，即令這種情況之下，某一因素之特別重要也要其他因素的交互影響

才會產生結果。本文先從閩臺的古船入手，其原因有： 

第一：其他因素以前學者有的已經專書專論中討論過，雖然有的還

需要補充，甚或至於重新檢討，但還不至於高度空白，這些因素待將來

新的資料蒐集，新的思維重建時再予研究。 

第二：十六世紀西歐地理大發現時期，西歐各國大型船蜂擁而來，

扣中國大陸之海岸大門，自此刻開始，世界陸權獨強的時代結束，擁有

海權的國家地位顯然上昇。在陸權時代以中原為核心區，沿海為邊陲，

海島為域外的思想，在海權時代來臨的時刻，沿海或海島從此不能被忽

視，而居於中國一萬多公里的海岸線的中間地位的臺灣島，其重要性亦

驟然上昇，近代史專家蔣廷黻謂近三百年來陸上勢力與海上勢力如兩個

鉗子，把中國緊緊夾住，此乃三千年來的大變局，居於中國東南方的大

島—臺灣島首當海權勢力的衝要地位，臺灣海峽是其中的樞紐。而西歐

新型船隻遠渡重洋，乘風破浪，掌握海洋是最重要因素。所以，本文研

究的時間點是十七世紀，臺灣海峽的船。 

第三：臺灣海峽的船是本文的重要研究點，有關明清時期行駛臺灣

海峽船的結構、功效部分，筆者認為這是影響臺灣海峽是天塹、抑或是

通衢大道的重要因素，這一主題的外緣因素或許是從事歷史者可以盡能

著墨，但是關係船的內部結構及其產生效能的部分，需要對影響船的物

理知識，以及風力、海流等力學的探討。本文大膽提出這個討論，一方

面讓人文歷史學者注意科技對歷史之影響有多大，尤其是最近三、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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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者希望有物理背景者幫助歷史學者解決這一問題，在這個兩不管

的學術領域，由於這篇可議性很高的論文，拉近雙方的注意力，解決這

種課題，所以本文誠心接受各方的批評與指教。 

本文最主要的、要解決的疑問是：為何臺灣與福建那麼近，兩千年

前中國早已遠至南洋，而跨越臺灣海峽的漢人卻僅在最近三、四百年？

古船的科技因素到底占多少重要性？ 

第二節：海船設計與臺灣海峽 

「乘風破浪」是先民面對水域的重要期待，實際上，乘風破浪包含

者兩種概念，其一是船的動力；其二是船的結構。 

本節先討論船的結構： 

一、中國古船結構的兩種思維 

按中國古船之結構，深受陸權體制的影響，這種影響表露在古船結

構的船體與船身上層之樓倉。茲先討論船底部分，在陸權體制之下，中

國船先用於江、河、湖、泊等內陸水域，內陸水域相對於海域而言，其

風浪並不很大，且內陸之江、河、湖、泊以漸厚的泥淖為多，很少岩岸

深淵，若有岩岸深淵率多河流沖刷之處，不宜於停泊舟船。河流雖有深

處，在其航行支流之處，不會很深，所以船之底部設計以平底船為主，

這又是自木筏、竹筏演變而來，木筏、竹筏現今在許多河流山區淺灘中

仍然屢見使用，他不怕擱淺，運用自如。在若干較深的河流中，獨木舟

發展出兩種變化；其一，尖底以多片木塊做成木板船；其二，獨木舟底

層的加寬，如江蘇武進縣萬綏鎮出土漢代木船，1
 這種加寬可以繼續放

大，成為浮在水面上的大木板，並有四周的船舷板，這種結構似乎與木

筏、竹筏合流，在中國這是江船的普遍結構，若用在近海沙灘處，則稱

為沙船。本文對於臺灣海峽古船，這一類沙船系統不在研究之列。從

獨木舟演變成有龍骨的木船結構，實例是上海川沙縣川揚河古船，2
 時

                                                 
1
 楊槱，《帆船史》，（上海交通大學出版，2005 年 5 月一版），頁 10。書名下列簡寫為《楊書》；又席

龍飛，《中國造船史》，（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月，2004 年 1 月第三印刷），頁 23。書名下

簡寫為《席書》。 
2
 《席書》，頁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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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隋朝。 

1979 年，在上海莆東川沙縣川揚河開掘過程中，於北蔡鎮出土一艘

造型別緻的古船。 

古船殘體結構十分簡單，通體只有三部分，即一條獨木舟，兩舷裝

有舷側板。這是一艘典型的加板獨木舟。船底甫 3段獨木連接而成，

中段長 11.62米，寬約 90厘米，厚約 42厘米，形似獨木舟，只是所

挖去的部分較淺，只有 10厘米。古船的舷側板事後度約 5厘米的獨

幅木板，具有弧形，有經過火烤加工的痕跡。舷版用釘釘接在船底

獨木兩側深 5 厘米的接口上，在接口處填了大量油灰，未發現麻絲

等摻入物。在舷板距口沿 6 厘米的水平線上，有一排間距為 24.5 釐

米的小方孔，它是安裝橫向支撐的榫孔。古船的殘體及復原後的橫

剖面突如圖 2-2所示。該古船復原後的總長約 18米。 

江蘇武進萬綏鎮古船和上海川沙川揚河古船，是獨木舟向木板船過

渡過程中的典型實例。這兩則典型雄辯地說明，獨木舟也是中國船

舶的祖式，是獨木舟進化為當今船舶的龍骨，從而否定了中國不曾

有獨木舟和中國古船沒有龍骨的觀點。（本文圖一） 

獨木舟與筏舟是兩種力學的概念，獨木舟發展至以龍骨為重心型船的一

種力學概念；另筏舟的重心則係平均分配在舟底平面上的概念。上海川

沙川揚河古船說明中國有獨木舟向龍骨發展之實例，這一種力學概念進

展如何？達到何種程度？這兩種概念在中國古船船底是否合流？這種種

變化皆影響古船航行於近海、遠海的功能，茲分析如下。 

二、宋代泉州古船 

泉州宋代海船是中國海船自獨木舟走向有龍骨的一個重要階段，甲

板寬 10.5 米；水線寬 10.米；型深 5.0 米，吃水.3.75 米。（本文圖二）且

從舟頭到舟尾，寬與深的比例大致上皆為 2：5，（筆者曾兩次至博物館

觀察），3
 本文圖二引《席書》頁 159 圖 6-11「泉州宋代海船復原後的型

線草圖」，在 2.0 米以上仍為推測的船舷延長線，2.0 米以下才是發現的

                                                 
3
 該船放置於泉州開元寺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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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這已較沙船之穩定性提高，但筆者認為泉州宋代海船仍祇能貼

近海岸航行，因為船的重心仍然分配在整個船底，龍骨仍未使之成為

重心型船。 

泉州宋船仍未因龍骨成為重心型船，論者王冠倬雖謂：「船隻在航行

中時時警惕擱淺，特別是尖底海船，吃水深，入港停泊時，『以舟底不平，

若潮落，則傾覆不可救』，所以必須不斷地探測水深。宋代海船『當以繩

垂鉛硾以試之』，當航行至水淺多伏沙暗礁的地段，尤須高度警惕，『當

數用鉛硾，測其深淺，不可不懂也』」，4
 席龍飛在討論泉州古船時說：「許

多史料都指出宋代遠洋海船的吃水深且具有較好的航海性能。《萍洲可

談》載：『海行不畏風濤，唯懼靠擱』。《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載：「海行

不畏深，惟懼淺擱。以舟底不平，若潮弱，則傾覆不可救，故以繩垂鉛

錘試之」，5
 筆者認為此處所謂尖底是有一定限度的，此點在本文引用船

型之橫面圖更能證明，因為當時雖有岩岸，大多數港口設在河流入海口，

常常淤塞，若船隻底過于成為尖型，雖利於遠海，不利於入港。6
 因為

實用的考慮，自有其極限，但亦因此祇能在近海航行。 

1979 年又在浙江寧波市東門口臨近奉化江的古代海運碼頭遺址發掘

出一隻宋代海船。該船殘長 9.3米，殘高 1.14 米。大部分結構已壞，

唯前半部的艏柱、船底、船體殼板、抱梁肋骨、龍骨等保存較好。

龍骨殘長 7.34米。7
 

其船底型態與其同時代宋代泉州古船甚為相似（本文圖三）。韓國新安沉

船之時間約元代，最大寬度約為 9.4 米，型深約 3.7 米，寬深比約為 2.54，
8
 「新安與泉州兩古船的型線相似」（本文圖四），9

 又「韓國文化電視

台……鑑于該古船最有可能是由福建建造的福船船型，遂確定由福建漁

輪修造廠進行復原製造，現已建成並在航行中……，型深 2.7 米，吃水

                                                 
4
 王冠倬，《中國古船圖譜》，（北京：三聯，2000 年 4 月第一版，2001 年月第二刷），頁 146，文中引

《武備志》卷 117。下簡寫為《王書》。 
5
 同上注，《席書》，頁 158。 

6
 筆者將於下篇研究臺閩間的古港。 

7
 《中國古船圖譜》，頁 139。 

8《席書》，頁 200，標題（2）。 
9《席書》，頁 201，標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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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米。」10
 席書載新安古船型深 2.7 米，吃水 1.9 米，而判斷泉州古船

型深時，因泉州古船殘骸寬 9.15 米，深 1.98 米，「鑑于殘寬已達 9.15 米，

如使橫剖線光順地上過渡，甲板處的寬度至少應為 10.5 米，這時滿載水

線處的寬度為 10.2 米。」11
 但對於型深，席書寫為 5.0 米，該書引楊槱

寫為 4.15 米，（復原初探）寫為 4.21 米，筆者認為皆過高。自其底部 2.0

米以下，其寬與深之比為 5：1；故就其底部而言，即令有龍骨，亦屬於

扁平型。再者，自 1.95 米以上即令延至 5.0 米，其上是 U 型，並不影響

底部扁平型。再者，此類扁平型在其上過於延伸，若重心不在龍骨底部，

仍然不能產生不倒翁理論，遇到風浪時，因船身加高吃風吃浪的結果，

可能更易滾動反覆。所以泉州、寧波，與新安古船仍然以平面平均載重

行駛水面，雖然改進有主軸龍骨為重心，仍未達到一定重心型的程度，

泉州、寧波，與新安古船龍骨的作用，是使船底結構結合在一起（如本

文圖五、圖六），比起將船底無龍骨平面拼釘在一起，技術是有進步，但

船底重心改變甚少。泉州、寧波，與新安船龍骨除了將船底結得更牢固

以外，更有減搖龍骨的設計，12
 減搖龍骨有左右兩條，13

 這也間接證明

龍骨及減搖龍骨並不是向重心型船發展的概念。 

三、元明蓬萊古船 

對於元明古船，席龍飛有深刻研究，除了文獻以外，還觀察實物，

本文筆者下列有許多引用，有的添加本文筆者的意見。元末明初的蓬萊

古船，原快速性的戰船，沿襲宋朝的「刀魚戰棹」，「刀魚船船型源于浙

江沿海，俗稱釣艚船，浙江民間有釣漁船，謂之釣艚，其尾闊可分水，

面敞可容兵，尾狹頭尖可破浪，……。此類刀魚戰船長寬比值較大（約

5：1），吃水不深，……蓬萊古船應是沿用刀魚戰船型的海防戰船」。14 蓬

                                                 
10《席書》，頁 208-209。 
11《席書》，頁 158。 
12《席書》，頁 173-175。 
13《席書》，頁 174 圖，及頁 175「舷下左右置浮板，形如龍翅。」。凌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

源〉文，謂「挿板：桴筏揚帆海上，挿板是最重要的航行工具，其功用可以平衡筏身，穩定航向，見

少傾斜度，避免筏身左右漂擺。」似是同一原理。（凌純聲，〈臺灣的航海帆筏及其起源〉，（中研院民

族所專刊之十六《中國遠古與太平洋、印度洋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1970 年），頁 83，

以下簡稱〈凌文〉。 
14《席書》，頁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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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古船型寬 6.0 米、型深 2.6 米，吃水 1.8 米（剖面圖見本文圖七、圖八）。

其底平，「船底填以土石以保證船舶穩性則是十分必要」，筆者認為這句

話甚為重要，也證明此型船之重心平均分配於船底。此型船增加速度是

靠長 5、寬 1 的長條型結構。筆者從圖六、圖七所示，圖六為有龍骨之 U

型，且其 U 型之底部較寬，圖七為有龍骨之扁平型，不可以「底平」二

字形容，填以土石以保證船舶穩定性甚是。日本發掘出宋元代碇石，有

實物證明。15
 

以下有關福船、廣船、叭拉唬船、沙船等皆引證自《席書》。 

明初記載《天工開物》卷九「元朝混一以燕京為大都，南方運道由

蘇州劉家港、海防黃連沙開洋，直抵天津，制度用遮洋船。永樂間因之

以風濤多險，後改漕運。平江伯陳某使造平底淺船，則今糧舡之制也」，

按江蘇沿海為沙灘地，東海、黃海又有風浪，明代政府避開海運北方，

不思在船結構方面改進，而改以運河代替，中國船結構強化了沙船系統，

而海運則留給中韓、中日國際貿易者解決。 

明代福船，16
 福船高大如樓，可容百人。其底尖、其上闊，能引行

順風順潮，回翔不便，亦不能逼岸而泊，須假哨船接渡而後可。（福船）

吃水一丈一二尺，惟利大洋。不然，多膠于淺，無風不可使，是以賦船

（日本船）一入黑海沿淺而引，則福船為無為矣！固有海滄（船）之改。

戚繼光云：「海滄稍小福船耳，吃水七八尺，風小亦可動，但其功力皆非

福船比，設賦船大而相并，我舟非人力十分膽勇死鬥，不可勝也」。莊渭

陽曰：「廣船不如福船，廣船下狹上闊，不耐巨浪，……今合酌用其制。

底用廣船式，上用福船面。庶足涉鯨波而削氛祲也」17。 

開浪船即鳥船，特今不用槳。快船與鳥船亦同而差小也。18
 

沙船能調戧使鬥風，然惟便于北洋而不便于南洋，北洋水淺而南洋

深也。沙船底平不能破深水之大浪也。19
 

浙江象山縣明代海船（寧波文物工作者在報告的結論部分，將象山
                                                 
15《王書》，頁 9-12。 
16

 （明）茅元儀《武備志》.116、117，天啟辛酉年 1621 年刻本。 
17

 以上內容請參見《席書》頁 239-240。 
18

 以上內容請參見《席書》頁 240。 
19

 以上內容請參見《席書》頁 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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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的年代斷為「明代前期」），船舶橫剖面圖在首部呈 V 形，中部略呈 U

形（本文圖九）。近尾部弧度便小，在部分艙內還發現在壓艙石、長方磚、

瓦筒、板瓦等。其中壓艙石在第 3、4 艙數量最多，多數是直徑約 10-20

厘米的卵石，也有較大的石塊。20
 在距離船底處約 1.2 米，有寬 0.18～

0.20 米，厚為 0.16 米，殘長 5.8 米的木構件，緊貼在木板上，其外端呈

圓形，在初步報告中被稱為「護舷木」。然而由于高度只有 1.2 米，顯然

是經常處于水線之下；且該木構件的中心線大約與水平線成 40 度角；筆

者（指席氏）認為該木構件不是「護舷木」，倒是因為有阻梗船舶搖擺的

作用，很可能是『梗水木』，此種有減搖作用的「梗水木」，在寧波出土

的宋代海船中曾出現過。21
 船底為尖圓底或圓弧底，吃水較淺，參照《明

史‧兵志》關於「下實土石」，象山船大量壓艙石的發現有證實了文獻上

關于「下實土石」的技術是有實物證據的。22
 在船型方面仍然是刀魚船

的船型，船的深度在「龍筋」之上，至少高度有 1.5 米左右。依本文圖

九第七號艙壓（此處近于船的最大寬度）將型線順勢延伸，其船深至少

應為 2.4 米。在《席書》頁 258，表 8-4 如下： 

 深 吃水 

象山船 2.4 1.6 

蓬萊船 2.6 1.8 

這種深度的船舷，若遇側風，船體超過一定的斜度，極易翻覆。 

四、鄭和古船 

鄭和的七次下西洋航行，時為明代初期公元 1405 年起至 1433 年，

其船隊甚為龐大，船型亦應多種（少則 40 艘，多則 63 艘，船型如寶船、

馬船、糧船、座船、戰船等），23
 建船地點在全國各地，常在福建長樂會

齊、整修、補給，然後視風季、潮水南下西洋，筆者曾至長樂考察，該

港灣在二十年前是海濱沼澤地，今已成為築有許多五樓上下的大社區。

                                                 
20《席書》，頁 255。又參考凌純聲文，頁 83。 
21《席書》，頁 255。 
22《席書》，頁 256。 
23《席書》，頁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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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登「聖壽寶塔」俯視時，24
 可以看出是一個大海灣，邊有小河，可以

肯定的是該海灣不是岩岸，是一個沖積的沿海港灣，這種海岸在福建沿

海很多，筆者將另文論之。鄭和的寶船、馬船應屬福船，是比沙船有較

尖形船底的船型，25
 陳政宏、許智超〈鄭和寶船復原模型與等排水量福

船及沙船的性能比較〉一文從穩定性角度分析福船、沙船、寶船三種船

型，認為寶船介於福船與沙船之間，雖未明言三種船型船底形狀，但似

乎以福船船底較尖，沙船為平，寶船介於兩者之間。26
 該文討論人方銘

川指出：「造船其實最重要是研究船下的形狀，陳教授用到的水下形狀都

是推論，尤其鄭和下西洋的寶船。」27
 方銘川的意見實際上是船結構的

重點，也是船穩定性的重要因素。 

《席書》綜合意見謂：「鄭和寶船隊是駛向南洋以及經印度洋去波斯

灣和非洲東岸廣深海域的，寶船的船型當然會選擇于深海航行的尖底，

深吃水、長寬比小，但非常疾削的船型，這種優秀船型非福船莫屬」，28
 筆

者認為鄭和選擇明代官方制式大黃船，這種船既非平板的沙船船底，亦

非福船有龍骨的略尖船底（如本文圖十），沙船或許有一些作為輔助船

隻，因為當時福建有龍骨而尖底是相對於沙船而言，福船的龍骨是作為

緊結船底的肋骨而設計，船的重心仍然平均分散在整個船底，並非如重

心型以龍骨為主的船型，如果鄭和寶船最大隻的長 44 丈×寬 18 丈（大多

數學者都同意是真實的），明代一尺 0.283 米，即 125.652 米×50.94 米，

又型深為 8-10 米，排水量約 17,708.3 噸。如果採取龍骨船，龍骨雖然可

以用木相接（有三段接之實例），但龍骨兩側肋骨如果也用木木相接，因

為肋骨有彎曲度，其牢固度遠比不上明代官方制式大黃船，又如此大的

寶船如果是龍骨船若擱淺，將其拖出將極為困難。 

                                                 
24

 該塔又名三峰塔，據《長樂縣志》載，鄭和下西洋中多次「奉施喜捨」修建該塔，是當年鄭和登塔

俯瞰其停泊太平港龐大船隊的瞭望塔。 
25

 筆者考察長樂鄭和博物館時，見另一欽命大使王景弘，唯記載甚缺。按王景弘負責艦隊之建造、船

政及航行等，是船型設計之關鍵人物，國人不重視設計，致使史書不載，殊為可惜。又參見莊景輝，

〈隨鄭和下西洋的福建人〉，《泉州港考古與海外交通史研究》，（岳麓書社，2005 年），頁 198-204。 
26

 陳政宏、許智超，〈鄭和寶船復原模型與等排水量福船及沙船的性能比較〉，刊於《鄭和下西洋》國

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稻香出版社，2003 年），頁 7-13。 
27

 同上注論文集方銘川評文，頁 345。 
28《席書》，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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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南船紀》大黃船的用料，「龍骨四路：長六丈五尺，闊六寸，厚

四寸。」與龍骨對稱的「正底十一路：長六丈零五寸，闊一尺二寸，厚

二寸五分」，所以龍骨四路並不是首尾相接，而是並排四條龍骨，這也符

合本文圖十《南船紀》中的大黃船底部款式。29
 鄭和寶船是這種船型的

擴大，最為可能。 

按明代官船設計，船的水線以上有多層樓層（本文圖十一），這雖然

是後人仿造的設計圖，但亦是陸權思想搬到船上的規格，30
 即令寶船也

是福船系統，雖然是有龍骨而尖底船重心仍然平均分散在整個底部。這

種船型祇能行走于沿海，不能離開陸地太遠。離開陸地稍遠，則其海浪

愈大，這種船型的要大到壓住三個浪峰，才能安穩，如果僅壓兩個浪峰，

當浪峰在船中間部位時，則船極易翻覆（見本文圖十二）。當然壓住浪峰

愈多，則愈平穩，它不會像「不倒翁」原理，在很大幅度左右搖擺，它

會像平地樓房一樣平穩，鄭和寶船可稱為「乘風壓浪」，這應該是鄭和寶

船的實體，這也是中國船型限制在沿海發展的科技條件，當然整個陸權

思維也限制了科技發展的另一個例子。 

五、明末清初臺灣古船船底結構 

現今明末清初時期臺灣古船僅得一艘，1966 年發現於日本長崎市西

濱町，31
 這艘船據稱係《唐船圖卷》所載的「臺灣船」（本文圖十三），

收藏在日本松蒲史料博物館（長崎縣）。經山形欣哉繪製復原圖（本文圖

十四），臺灣船之底部自船首至船尾皆有橫切面圖，大體上呈 V 型，U

型之船底與船闊有一定比例，「按一般常識，為闊的 1/2 到 1/3。若低於

以上基準，則雖速力增加，但遇強風時傾斜（heel）亦增大。若大於上述

基準，雖會增加船隻的安定性，但速力則會降低。此一比例應為船匠之

秘訣」32
 （如本文圖十五），山形欣哉認為《唐船圖卷》「應是繪於鄭氏

                                                 
29

 （明）沈啟撰，《南船紀》，四卷，入於《續修四庫全書》878 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寧

波市天一閣博物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頁 46、51。 
30

 〈中國古代木結構法式與鄭和寶船尺度〉，中國網 2004-01-06：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zhnanti/zhxxy/875923.htm 
31

 山形欣哉，〈《唐船圖卷》中的「臺灣船」及其設計圖之復原〉，刊於劉序楓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

論文集》第九輯，（臺北：中研院人文社會研究中心，2005 年 5 月），頁 268。 
32

 同上注，山形欣哉文，頁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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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滅亡的 1683 年以前」，33
 則該圖卷之臺灣船應在明末清初時期。將

臺灣船之底部與上述象山船、蓬萊船、寧波船等船底設比較，發現設計

是一貫的，亦就是其重心平均分配於其船底，自船首至船尾皆呈 U 型，

靠壓船底戧石、木以使其平衡，似乎看不出船首呈 V 型，船中部、尾部

呈圓形，及船身龍骨較為特突於底部的設計。 

荷蘭東印度公司建于 1602 年，十六、十七世紀有荷蘭人以武力壟斷

東方貿易，荷蘭人的船隻結構如本文圖十六，此船顯然是尖底前半部呈

V 型，中間呈 U 型，橫臥在沙灘，至少是 45 度，所以此尖底圓腹船也

應是 45 度以上，同一時期的福船似乎皆沒有達到如此角度的尖底圓腹。 

筆者考察鄭成功博物館，34
 見一巨幅海戰壁圖，這幅是出自該館研

究員陳洋多年研究成果繪成。寬有十公尺，高約三公尺，極為壯觀，陳

洋研究員指出，有二、三十艘鄭軍小艘圍攻荷蘭大船，勇敢地攀於荷蘭

大艦之尾端，引爆荷蘭火藥庫而致該艦沈沒，就以船隻而言，荷蘭大艦

比較進步，鄭軍驍勇且知曉荷艦之弱點，且採取船與船接觸陸戰戰法，

相信這是在安平港近海處，不然以船速與抗浪性而言，鄭船應無法登上

荷船隻尾部。荷船自此以後並無援艦，致使熱蘭遮投降。 

筆者又兩度考察泉州海交館，該館陳述各種船型的模型，頗具規模。

這些模型重點在於船體，尤其是水面以上的船體，對於船底似未作更進

一步研究，率以傳統說法製造，所以沒有特殊之處。帆的部分亦以多幅

大四方船為主，也未說明遇側風時之功能。希望由筆者本文之拋磚引玉，

有更多的學者，尤其喜愛科技史的學者，作進一步研究。35
 

第三節：帆船行駛與臺灣海峽 

一、帆的設計與側風航行 

在楊槱《帆船史》一書中提到帆和風向之間的關係，其敘述道： 

                                                 
33

 同上注，山形欣哉文，頁 260。 
34

 鄭成功博物館在廈門市鼓浪嶼。 
35

 筆者參考李約瑟著、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第十一冊〈航海工藝〉上，（臺北：臺灣商

務印書館，1980 年初版、1985 年二版），該書引證傳統文獻如《武備志》等，有封舟圖頁 59、平底

船圖頁 65 等，未見有進一步探討。又筆者按該書成書較早，未曾見 1975 年泉州船，1976 年新安船，

1979 年寧波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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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風力為船隻為主要動力時）中國帆船主要是利用季風，順風

順流航行，以期早到達目的地。中國帆船和阿拉伯、印度船一樣，

早已裝上可以靈活轉動的平衡縱帆。這種帆可以在橫風下，甚至在

逆風下航行。平衡縱帆在桅杆前的面積約全帆面積的三分之一。這

樣風壓中心接近轉帆支點（桅杆），操帆省力（見圖十七）。在橫風

下，只要把帆轉偏一個角度，船就受到把船推向前進的推力。為了

提高船的航行效率必須設法減少船的橫漂。圖上的 F4為帆船前進的

力，F3為橫移力。 

減少船體橫漂的主要措施是，加深船的吃水，放下船側的披水板（我

國沙船情況）貨船中的中插板（我國廣東船的情況）。為了保持航向，

還要把舵轉一小角度。這就是常言道：『看風使舵』。（見本文圖十八） 

在逆（迎）風情況下，當頭風是不能行船的。但在偏逆風情況還是

可以利用風力行船。在逆風下，就要把船向來風的左方或右方偏航，

使帆面與風向有一個夾角。從而產生推船前進的推力。這時候，船

就必須採取『之』字航線（見本文圖十九），不斷改變航向，轉帆和

轉舵操作頻繁。這種利用風力的的帆船，操作方法稱為『搶風航行』，

也稱『掉檣』或『調戧』航行。36
 

楊槱《帆船史》對於帆船與風的關係之陳述甚是，但有一些需要再

推敲。第一，靈活轉動的平衡縱帆在中國始於漢時，據《太平御覽》卷

711 引《南州異物志》（該書為三國東吳太守蕭震所撰）載：「其曰帆不

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氣，……邪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虞，

故行不避迅風激波，所以能疾」，這段話為席龍飛《中國造船史》頁 91

所引，席氏謂：「用植物為織成的帆，古稱蓬，厚而硬，可以用側向風力。

『其四帆不正前面』就是說明了這一點；第四，漢代已經注意到多帆的

相互影響，要隨時調節帆的位置和帆角，主要因風力的大小而調節帆的

面積。」「用植物葉編織而成的硬帆，最大優點和特點是可以利用側風。

自然界裡『風有八面』。隨正逆風之外，硬帆皆可利用，由側向吹往硬帆

                                                 
36《楊書》，頁 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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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風，控空氣動力學原理，可獲得極大的升力，但阻力卻很小，即硬帆

還有轉高的帆效」，37
 硬帆有上述功能，不在此處論述，此處注意「側風」

二字，因為正風、逆風較易判定，「正風」是往船的後方吹來，「逆風」

是頂著船行的前方吹來，正風自利於使帆取力，而逆風則不可以帆產生

前進之動力。 

二、帆的設計與 90度風向 

「側風」如果風向與船行方向呈 90 度吹來，船是否可以使帆是重要

的技術關鍵（本文圖十八）。圖 4-13 帆及舵受力示意圖，畫出接近 90 度

的風向（該圖所示約為 80 度之側風，微有利之側風方向）雖然風向與風

帆角度很小，受風不多，或可以利用舵的使用，使船舶重心略作傾斜，

產生如圖所示的推進力，雖然其推進力不大，這又要船的重心能夠配合，

否則若船的重心不穩，則要傾覆。凌純聲研究風帆時，繪畫出 45 度帆的

著風點，與本文圖十八、圖 4-13 類似，參見本文圖二十，凌文圖版柒 a、

b、d(1)、d(2)、f(1)、f(2)、f(3)、f(4)，指出如何將風向、帆、舵配合使

用，以達船的行進，由於凌文是以研究筏為主題，所以沒有考慮重心問

題。38
 又凌文上述圖版柒對於風向 90 度亦有繪畫，即 c 項左右側 90 度

風向時之筏位，及 e 項風力及帆之反作用力構成之分力即航向，與本文

圖十七及圖十八之原理相同，90 度風力雖可使用，但因角度太小，能捕

捉的風力少，所以其行走「之」型將呈「扁之」型，船的重心與舵將更

為傾斜，由於 90 度是船的橫風，稍一不慎，將會傾覆，即令不翻覆，其

船途亦要加長。另外，若船舶雖然不是重心型船隻，可是其體積甚大，

大到像鄭和寶船壓海浪十幾個或更多時，也有安穩的可能，雖然此時受

風推進力更為減少，上述陳政宏、許智超論文並未論及船之壓浪大小問

題，因此懷疑鄭和寶船是否如史書記載那麼巨大，39
 實際上船之穩定性

要視航行在何處，沿海風浪小，重要的關鍵在不擱淺，以較平底為佳，

                                                 
37《席書》，頁 91。 
38

 〈凌文〉英文翻譯版有提及重心問題，那是竹筏的重心，竹筏加挿板以解決重心與筏身傾斜問題，

見其圖版捌。又凌文所述之時間段落未明，似乎亦應涵蓋本文時間點（即十七世紀）；又凌文所述地

區為太平洋中之列島，臺灣海峽是否有影響，存疑。 
39

 陳政宏、許智超論文，頁 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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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岸稍遠風浪大時，船底尖圓型較佳，又若尖圓型駛在近岸擱淺，則不

易拉出。再者，如上述東漢時已有平衡縱帆，該帆是否可以「靈活轉動」，

是在何時可以「靈活轉動」，在中國史書上並未說明，查看《席書》、《楊

書》的帆圖也無法解惑。 

筆者認為西洋帆船之帆，「船的首端出現了前斜桅。船在偏逆風下航

行時，把帆前沿用拉索繫在這根桅上，形成縱帆。這是帆裝的一個重要

改進」，40
 時在 14 世紀前後： 

十四世紀前半葉，北歐船上已普遍地裝上了尾舵，尾舵對逆風時調

艙航引十分有利。船在強風吹襲下，船體傾斜，對裝在舷側的舵槳

操作不利。中國帆船裝上尾舵的時間很早，差不多比歐洲要早 1000

年。這時，北歐船的吃水有了明顯增加，吃水增大，既可以多裝貨，

又增大了船的橫漂阻力，使船在橫帆下航行效率更高，能更快地到

目的地。41
 

「這裡還要提一下斜桁帆 spirt sail 的推廣應用。這是一種不平衡縱

帆，帆完全由一根斜桁支撐，斜桁的一端伸到帆的自由邊頂角，另一端

則坐落在桅的底部。斜桁帆的轉動比三角縱帆簡易，節省人力，15 世紀

以後為北歐船廣泛采用（見本文圖二十一，圖 3-10）」，42
 才能克服 90

度風力的使用，這個時間點應在哥倫布、麥哲倫地理大發現時，約在公

元 1500 年之前。在同一時期，中國使用帆作為動力並沒有改進多少，中

國船隻完全依靠季風，而且是角度很好的順風季風，鄭和下西洋常在福

建長樂停泊，一方面為了補給所需，最重要的因素是等候季風來臨，順

風南行，43
 有時等候五、六個月，時在 1405 年至 1433 年。「1567 年以

後，朝廷每年為往來于東南亞的商船主頒發船引。到 16 世紀末，月港（海

澄）貿易圈遍布于南中國海的各重要港口，在過渡了中國新年之後，立

                                                 
40《楊書》，頁 75。 
41《楊書》，頁 76。 
42《楊書》，頁 79。 
43

 筆者曾考察福建長樂海事博物館，獲知此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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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約 200 艘帆船趁東北季風向南駛去。然後于初夏時節，乘西南季風，

滿載熱帶產品而歸」44。 

三、中國帆的設計與側風航行 

中國可能要在鄭芝龍時代，荷蘭東印度公司大批船隻東來時才學到

帆的改變（鄭氏與荷蘭人有來往），45
 鄭芝龍能縱橫日本、中國東海、臺

灣海峽等海域，與其船隻較為優秀有關，但鄭氏是否對帆有改進？其改

進是否出自荷蘭人？「由于西方船的接觸較多，相互交流借鑒的情況不

少，例如在泰國建造的中國帆船就裝上了首斜桅。在該桅上掛帆可以協

助船快速轉向，而且在該桅與前桅連接的支索上也可以排帆，加快航

速」，46
 這是清代記載，即令鄭氏是否成功向荷人學習斜桁帆技術，至少

在清代已有這樣交流學習的機會。上文所引強調首斜帆之快速，實際上

克服 90 度橫風的作用更為重要。 

十六至十八世紀的觀察家與海員注意到，中國和日本的航海業與歐

洲完全不同；他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唯有歐洲才從事遠洋航行。門多

薩神甫于 1577 年斷言：中國人「害怕大海，不習慣遠航」。因為，

在遠東地區，海船也是一站一站地停靠。羅德理戈・維韋羅曾在日

本大阪和長崎之間的內海旅行了十二至十五天，他說，「航程中，幾

乎每夜都上陸睡覺」。杒哈德神甫（1693年）聲稱，中國人「善于近

海航行，不善于遠洋航行。」巴羅于 1805 年寫道：「他們盡可能緊

貼海岸，除非迫于無奈，才遠離陸地。」 

十八世紀末，喬治‧斯吞通在黃海以北的渤海灣仔細觀察了中國帆

船，並進一步指出：「桅杆高聳和繩纜眾多的兩艘英國船（馬戞爾尼

專使乘坐的「雄獅號」和「豺狼號」）同低矮簡陋，但是堅固寬敞的

中國帆船恰成鮮明對比。每艘中國帆船載重約二百噸。」他注意到

分隔的密封艙，及其粗笨的兩根桅杆，「甫一棵整樹或一塊整木做
                                                 
44

 [荷]包樂史著、莊國土等譯，《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7 年 3 月

第一版），頁 171，以下簡稱《巴達維亞》。 
45

 鄭芝龍曾在荷蘭人手下做事，時在天啟四年（1624）夏秋至 1625 年四、五月，參見湯錦台，《大航

海時代的臺灣》，（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頁 92-93。 
46《楊書》，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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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每根桅杆有「一篷巨大的方帆，船篷通常甫竹篾、草席或葦席

充任。帆船兩端幾乎呈平面，一端舵如倫敦拖網船的舵一樣寬，牽

引舵的纜繩從船的一側通向另一側」。比主艦「雄獅號」略小的「豺

狼號」載重量僅一百噸。它在渤海灣海面同中國帆船並排航行，竟

被甩在後面。斯吞通解釋說：「這種雙桅船是為適應歐洲海域風向多

變或逆風航行而建造的，因而比相同噸位的中國帆船吃水（即船體

在海水中的深度）深一倍。歐洲船隻船底過平，側向航行時容易喪

失風力之利，但這個缺點在中國海表現不太突出，因為那裡一般只

是在有季風（指船後出來的順風）的條件下才航行。此外，中國船

篷轉動靈活，能與船的兩側形成銳角，因而儘管船的吃水不深，卻

便于接受風力。47
 

即令 1793 年，清廷佔領臺灣後的 110 年，英人馬戞爾尼使華，中國沿海

岸航行的作法仍未改變，「中國領航員從看不見他們所熟悉的海岸線時

起，就沒有什麼用處了」48。 

巴羅最後寫道，中國人千方百計「避免作長途旅行。沿海一個口岸

到一個口岸的貨運使大批中間商獲益，因此運到京師的物品十分昂

貴。同樣，從亞洲到歐洲陸運的貨物也甫于通過商隊一站站地轉運

而變得十分昂貴。運輸網起點的商人和運輸網終點的商人之間沒有

任和聯繫」。 

巴羅驚奇地發現中國帆船很不結實。甫于船隻吃水太淺，無法抵禦

颱風的襲擊，然而船上仍裝滿供建築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陣

風就可以使船傾覆」。安德遜看了兩個世紀以前的圖畫後發現：「帆

船沒有任何變化。」如果安德遜活到今天，他還會發現，到了 20世

紀 80年代，帆船仍未變化；不過，越來越多的船已沒有帆，而裝上

了馬達。49
 

                                                 
47

 《巴達維亞》，頁 483-485。 
48

 〔法〕阿蘭‧佩雷菲特著，王國卿等譯：《停滯的帝國》（北京：三聯書店，1993 年第一版，1998 年

第三刷印），頁 75，以下簡稱《停滯書》。 
49

 《停滯書》，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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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洋帆船的設計與側風航行 

西洋有方帆與三角帆，「方帆適于在風向穩定情形下遠航。三角縱帆

則適合在不同風向下航行，風向改變時，很長的斜桁要繞著桅杆轉，操

作也很費力」，50
 西洋三角縱斜帆與四角帆結合使用，克服風向而又能快

速，三角縱帆雖能逮住部分橫風，但其操縱三角斜桁帆應較繁重。最重

要的是抓住部分橫風，但要舵與重心型船體配合，中國在舵的技術已改

進，重心型船並未改進。所以祇能在沿海航行，在近海有風浪之海域，

即發生安全問題。 

本文圖二十一（圖 3-15 Caravel Redonda）所示，有一面四方形大橫

帆，另有一面三角形小斜帆，當風向與船呈 90 度吹來時，方形大橫帆與

風向平行，無法獲得風力之助，但三角形小斜帆可吸收一部份風力貫輸

給四方形大橫帆，但亦有一部份做逆向力，如何化解逆向力盡量保有正

向力，這就是為何要一面較小的三角斜帆加以調節（本文圖二十二），文

中謂「可逆風而行」，應該風向不可超過 90 度為是，由於這項技術發明，

使歐洲帆船能夠在更多風向 90 度以下的情況下航行，而哥倫布于 1492

年，麥哲倫于 1519-1522 年皆得利於此帆之設計與操作。其時間點是「15

世紀後半葉，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家們用這種船實現了偉大的航海探險

業績」，51
 當然這一類型船要配合重心型船與舵的改進。 

五、中西帆船的設計及其效能之比較 

法人布羅代爾是研究歐洲地中海史的權威，海洋文化首先要注意到

船，尤其是船的結構與帆的運用，布氏在另一部巨著《15 至 18 世紀的

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對這方面的陳述： 

地中海的長條船為北海的航船充當榜樣，并向他們提供了寶貴的拉

丁船帆，反過來，通過巴斯克人的輾轉介紹，北海的搭接式造船法，

特別是能使船逆風航行的艉舵也逐漸被地中海的船廠所接受。通過

交流和交融，特別是後者，一個嶄新的文明整體—―歐洲正在確立。 

                                                 
50《楊書》，頁 78。 
51《楊書》，頁 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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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1430年問世的葡萄牙快帆正是這些結合的產物；這種小型帆船採

用搭接結構，使用艉舵，共有三根桅杆，揚兩篷四方帆，一篷拉丁

帆；拉丁帆側對船身，與桅杆呈傾斜狀（橫桁一端比另一端更高和

更長），能輕鬆地調整船的方向；四方帆面對船身，用於兜住船後出

來的風。快帆在大西洋航行一段時間後，便同其他歐洲船隻一起來

到加那利群島，收起三角帆，改張四方帆，趁著信風向安的列斯群

島駛去。52
 

歐洲人約在 1500 年前後，已經能夠航行于北大西、南大西洋（本文

圖二十三），「大西洋在地圖上呈現三大巨大的海風和海浪圈，三個廣闊

的『橢圓』。只要學會利用順水，航行可不費什麼力氣。風力和水力會帶

著你在大西洋上往返」。53 中國航海方面的重要著作是《東西洋考》、《順

風相送》、《指南正法》，其成書年代約 15 至 18 世紀，54
 《巴達維亞書》

綜合張燮對於東西洋針路的說法，而有下列陳述，所述時間約在 1617 年： 

西洋針路和東洋針路。東洋針路從廈門灣的太武山出發，言澎湖列

島到菲律賓（呂宋），甫此繼續向南，最後到達摩鹿加群島；西洋針

路從同一地點出發，沿南中國海的西岸經占城（越南南部）、真臘（柬

埔寨）、暹羅（泰國）、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和爪哇北岸，甫此轉入

帝汶，而帝汶則又與東洋針路的終點——香料群島相連接。 

東洋針路包括大約 46 條支線，其中大多位於菲律賓及蘇祿群島之

間，而西洋針路則大約有 125 條支線。張燮所描述的東、西洋貿易

網絡，除了中央政府偶然的政治干預之外，一直完整地保持到 19世

紀。55
 （東、西洋針路附有地圖，見本文圖二十四） 

讀者很容易比較本文圖二十三，歐洲人在大西洋的航海事業，與中國人

在南中國海的東、西洋針路；約略在同一時期，歐洲人進入地理大發現

                                                 
52

 [法]布羅代爾著、顧良等譯，《15 至 18 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北京：三聯書局，1992

年 11 月第一版），頁 477。 
53《布羅代爾書》，頁 482。 
54

 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 9 月第一版），頁 1-12〈序言〉對版本來源與

比較著力甚深，但各書成書的確切年代已很難定論。 
55

 《巴達維亞書》，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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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而中國對南中國海仍然是沿著海岸逐島航行。歐洲人認為歐洲人

的「敢於冒險」，56
 筆者並不認同此一觀點，筆者認為科技的差距決定勇

敢的程度。同一時代中國人在南中國海祇能靠近兩側東、西洋針路航行。

南中國海中間部分並非很廣闊的洋面，卻標上萬里長沙、千里石塘等字，
57

 縱令其間有許多沙礁，而當時中國船底並不很尖深，擱淺機會不大，

但是船上的帆的設計可能無法配合，無法使用多種角度的風力，「之」字

形招風行進恐有困難，所以將此一不太大的海域視為畏途。 

在同一時期，中國並沒有這一系統的改良，而臺灣海峽的福建與臺

灣每年大部分時間是南北季風，亦就是說，不論是由北向南吹的季風，

或是由南向北吹的季風，直接從福建直航臺灣，在季風時期過臺灣海峽

時將面臨與船行 90 度的風向，其困難性就很高了。 

第四節：臺灣海峽海象與航行 

一、史籍記載臺灣海峽海象與航行 

較早的正史記載，見於《元史》卷九十七〈外夷・璢求傳〉： 

璢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彭湖諸島，與璢求相

對，亦素不通，天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

西、南、北岸皆水，至彭湖漸低，近璢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

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彭湖已下，遇風若作，漂流落漈，回者百

一。璢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漢、唐以來，史所不載，近代諸

蕃市舶不聞至其國。 

按《元史》成於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58
 上引文「璢求」明顯指

臺灣，不但漳、泉、興、福與其相對，而且還指出彭（澎）湖方位。上

                                                 
56

 《布羅代爾書》，頁 483 謂：「最大的困難是要敢於冒險，用當時一個富有詩意的法國字來說，叫做

『進入深淵』。今天的人已忘記了從事這些壯舉所需的勇氣，正如我們的後代大概也不知道今天的宇

航員是何等勇敢。」 
57

 參見本文圖二十四，該圖轉影自《巴達維亞書》頁 108，原書《東西洋考》，出版在 1617 年，已是

十七世紀初葉。本文筆者按：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及商務版《東西洋考》未見地圖，暫轉影印《巴

達維亞書》。 
58

 《元史》中華本出版說明，上引文為中華本頁 4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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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漢、唐以來史所不載，對臺灣都不甚瞭解，與中國大陸通商的其他諸

國似乎也不瞭解臺灣，近大陸沿海漁民僅至澎湖，而自澎湖以東至臺灣

則是為險地，記載時間點在 1370 年，其實福建沿海至臺灣並不遙遠，絕

非「其遠不知幾千里也」，漁舟至澎湖，若有從澎湖再至臺灣，則距離更

近，當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沿海岸至南洋者已不乏其人，又在 1405 年，

即《元史》成書後 35 年，明代太監鄭和大舉下西洋，明人對於今日東南

亞已有認識，甚至對印度洋也有瞭解；造成這種地理觀念上落差，此無

他，因為臺灣海峽海象兇險，中國當時航海工具船隻結構不足以克服這

種困難。 

在《續修臺灣縣志》進一步詮釋《元史》海峽海象： 

黑水溝為澎、廈分界處，廣約六、七十里，險冠諸海。其深無底，

水黑如墨，湍激悍怒，勢如稍窪。舟利乘風疾行，亂流而渡，遲則

波濤沖擊，易致針路差失（按：黑水溝有二：其在澎湖之西者，廣

亦八十餘里，而澎、廈分界處，水黑如墨，名曰大洋。其在澎湖之

東者，廣亦八十餘里，則臺、澎分界處，名曰小洋。小洋比大洋更

黑，其深無底。大洋風靜時當可寄椗，小洋則不可寄椗；其險於大

洋。此前輩諸書記載所未及辨也）。59
 

曾少聰在比較明清兩代，大陸沿海移民菲律賓者多於移民臺灣，認為「因

黑水溝的天塹可能是閩粵移民臺灣比菲律賓更遲的原因之一」，60
 所論甚

是，但如果船隻設計能克服這一困難，則移民必捨遠就近，移民臺灣將

增加，這個時間點可能在十七世紀上半葉，歐洲、荷蘭人等帶來船隻設

計的改進，但也可能改進的程度與速度並不很快。上述引文黑水溝大洋

乃廈門與澎湖之間的海域海象；黑水溝小洋是澎湖與臺灣的海域海象；

且小洋之風險大於大洋，按現今已知台澎之間有澎湖海溝，深度在千餘

米以上，風險巨大，甚為合理。又十六世紀的《東西洋考》的東洋針路，

                                                 
59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卷一，〈地志‧海道〉，（收於《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０種），頁 30-31。 
60

 引自曾少聰，《東洋航路移民—―明清海洋移民臺灣與菲律賓的比較研究》，（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1998 年 11 月第一版），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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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金、廈至澎湖，略過臺灣至菲律賓，61
 明顯說明澎湖海溝（即黑水

溝小洋）比澎湖至菲律賓為風險。 

二、東山島至澎湖陸橋初議 

筆者曾至東山島實地考察，承蒙其東山島博物館館長細心介紹東山

港，62
 及東山島至澎湖之陸橋，據其研究所示，從東山島至澎湖之陸橋

僅 20-40 米深，並已發現古象、古犀牛之骸骨，寬度約為 20 公里（本文

圖二十六），按臺灣海峽平均深度 200 米，20-40 米在大陸棚屬於近海岸，

陽光照射功能佳，亦為海藻、魚蝦等宜於生產之深度，據聞東山島的漁

民亦循這一陸橋捕魚，其情況有如沿海，東山島亦成為重要漁港。這一

巧門澎湖漁民亦應知曉，近年來，澎湖與東山島漁民常發生捕魚衝突，

亦應此故。筆者認為 20-40 米的海床與 200 米深的海床，這兩種深度的

海面風浪亦因有區別，在同樣風力、風向的情況之下，海流經這兩種深

度在海表面上，200 米海深因海流所激起的浪應該大於 20-40 米的淺海。63
 

東山島原為一個島嶼，現有二條公路與漳州陸地相接，所以古時候

漳州無法成為東山島之腹地，因位於金、廈與汕頭之間，卻是避風港，

其前港陳述如下： 

淨港，亦稱之前港，位于東山島的銅鉢村前。現在，該港灣開發為

天然浴場，便多了一個新名『馬鑾灣』。淨港做西北向東南，近似『C』

字形，口小腹大，其西南面有頭嶼、二嶼、三嶼等羅列於港門一側，

緩解了南流（漲潮）的急流，東北岸則有突出海面的染罔山為屏障，

擋住了東北風，港內波濤不驚。甫於它處於內海航道一側，自古便

是海船避風歇息的港灣。64
 

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在永樂十五年，遇暴風曾停泊灣內「駐泊淨港，候

                                                 
61

 陳希育，《中國帆船與海外貿易》，（廈門：廈門大學出版），頁 172，「商船要到呂宋，一定要經澎

湖，掠過臺灣島而下呂宋」。 
62

 東山島博物館館長陳立群除保管、典藏以外，還做許多研究，已有出版成專論專書者。 
63

 洋流的一另因素是黑潮，亦隨季節有變化，參見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澎湖的個案研究》，

（臺北：稻鄉出版社，1998 年 5 月），頁 127。 
64

 陳立群、林果，〈東山鄭和碑考察〉，收入《北京鄭和下西洋學術研討會（2004）論文》，頁 3。按

本文筆者曾至該港，夜宿「馬鑾灣」浴場招待所觀察該灣，並聽對港灣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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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息再涉狂瀾」，以鄭和、王景弘等名義刻石「舟師往西洋記」。65
 

氣象資料表明：東山島農曆五月的天氣，多颳南風，風向西南偏南，

平均風速每秒 5.2米，但也時有颶風或颱風發生。據《東山縣志》載：

『影響全縣的颱風長年在 5-11月發生』。民國版《東山縣志》載：每

年古曆五月的風颶（有規律發生的颶風）就有『五月初五屈原颶』、

『五月十三關帝颶』、『五月二十龍母颶』等。66
 

東山島在明代為「同（銅）山千戶所」，其後取消，在清康熙二十年

（1681）歲次辛酉孟夏谷旦立有「大都督黃公興廟惠民功德碑」，文中載： 

銅庚申春，援剿總兵官左都督黃公，甫閩省提師至此，振武恢疆，

其蕩平偉績，……，猶幸制台姚公因明舊而城之，命同撫台吳公、

督台蕭公題疏請鎮，天子報可復籍……。67
 

按施琅興兵自東山島攻澎湖時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此碑證明清廷

在東山島已作軍事準備。施琅在東山島等候風向，於六月二十二日船隊

開往澎湖。 

東山島至澎湖之陸橋，當待海底考古進一步探討，是否像東山島博

物館及泉州閩臺緣博物館所陳述繪製那樣的陸橋，但經文獻資料分析，

這一段海域似乎並未涵蓋在黑水溝大洋之內。黑水溝大洋當風向順時，

亦能順利渡過海峽，但是在一年之內可使用的天數可能不多，而中途風

起雲湧的可能性較高，東山島至澎湖可使用天數較多，風雲突變的機率

較少。這是帆船時代的首要考慮。 

三、施琅海戰路線 

1683 年，康熙二十二年，清廷命令施琅平定臺灣鄭氏政權，施琅從

東山島出發（屬漳州府）進攻澎湖。實際上從廈門、金門進攻澎湖距離

最近，但自金廈至澎湖不論南風抑或北風，帆船與季風皆呈 90 度，而東

山島與澎湖若以自南向北的季風而言，略是右後方 45 度，甚利於使帆；

                                                 
65

 陳立群、林果〈前引文〉，頁 8-9。 
66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頁 30-31；又，陳立群、林果〈前引文〉，頁 6。 
67

 〈銅陵關帝廟碑拓〉，（福建・東山）2005 年 12 月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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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莆田或崇武與澎湖略呈 45 度，自北而南的季風時，則是左後方 45 度，

亦利於使帆；若從福州出海，其角度則在 30 度以下，更利使帆（本文圖

二十五）。所以就以南、北季風與帆的關係而言，東山島與莆田、福州的

條件略同，在戰略上清廷與鄭氏皆在猜測。為何澎湖是海戰的決戰點，

因為海戰有許多船型組成，不可缺乏鳥船，鳥船較為尖底，速度較快，

又較有重心，適合海戰時衝鋒陷陣；68
 在平時運輸交通則鳥船的功能不

大，不能靠近沙灘海岸，69
 所以海戰決戰地點最有利的海域是澎湖。澎

湖多有岩岸海灣、海港，從東山島向淡水使帆的角度更好，福州至淡水

的角度亦有 45 度之利，但淡水是否適於戰船，或是否是戰略先攻之地，

則另有考慮。以帆船為主要航行臺灣海峽的時代，船隻結構與海峽海象

的因素非常重要，清廷施琅處心積慮攻台，施琅是經過多次失敗試驗最

後選擇以銅山為出發點，這個經驗包括「康熙四年（1665）四月十五日

施琅往銅山向臺灣進發，但到清水洋為颶風所阻折回。二十一年（1682）

十二月二十三日，施琅率領清軍自興化府平海放洋再次受阻」，70
 由銅山

出發若是四月、五月則又有颶風，上節陳述東山島時已有提及。清水洋

是接近金門、廈門太武山外之海域，71
 似乎施琅此次不是直接由東山島

（銅山）赴澎湖，而是沿海岸由銅山至金、廈海面，再赴澎湖，以直線

距離而言是合理的，但要遭遇「黑水溝大洋」險域。72
 興化府即莆田一

                                                 
68

 《席書》，頁 248。鳥船是福船之一種，又名開浪船。施偉青《施琅評傳》引證施琅部屬諸將乘此

型船。見施偉青，《施琅評傳》，（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 年月第一版），頁 165。 
69

 尹士俍纂修，《臺灣志略》上卷（《清代臺灣方志彙刊》五，2005 年 6 月），頁 251〈重洋海道〉：「由

廈赴台之舟……，鹿耳門乃兩岸沙腳環合處，挿竹為招，沿招以進。舟人下椗，以候台防廳稽查。易

渡船，二十餘里，水漸淺，又易小䑩仔船以抵郡兩門之鎮渡頭。遇潮退，舟不能進，則復易牛車牽挽

達岸」。有清一代皆以這種方式接駁，參見耿慧玲，〈「船戶公約碑」的考釋——清代臺灣海洋文化的

一個解讀〉（《朝陽學報》第十一期 2006 年 9 月），頁 165-187；又臺灣碑誌研讀會第二年，導讀人耿

慧玲〈船戶公約〉略同，2005 年 2 月 26 日。 
70

 孫英龍，〈施琅往銅山出師統一臺灣的史跡〉，《施琅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年

月第一版），頁 401。吳幼雄，〈論施琅銅山出師〉，《施琅研究》，頁 64-67 略同。又施偉青，《施琅評

傳》頁 72 謂：施琅康熙四年（1665）攻臺，施琅並未完全明瞭臺海風潮，甚有見解。待 18 年沉潛與

檢討，見其奏摺，康熙二十二年時，這方面知識已有進展。 
71

 《重修臺灣府志》（上）卷之二〈山水志〉，頁 136。 
72

 鄧孔昭在〈明鄭時期臺灣兩岸海上交通問題的探索〉曾提及鄭成功「1661 年七月至閏七月間，金、

廈的運糧船因頂頭逆風『石龍風』的影響，無法渡海接濟臺灣。如果這時鄭軍在大陸沿海有比金門、

廈門更偏北或偏南的一塊基地，那麼，從那裡出發，運糧船所遭遇的就可能不是頂頭逆風，而是可以

利用的側風了」，所見甚是，筆者按：這又是 90 度與 45 度問題。鄧孔昭，〈明鄭時期臺灣兩岸海上交

通問題的探索〉，收入《海峽交通史論叢》，（海風出版社，2002 年 2 月第一版），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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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與廈門路線同樣風險。康熙二十三年施琅自銅山直接馳往澎湖，選

在六月二十二日順風時刻。待季風由南吹時進攻臺灣，經東山島循陸橋

海面至澎湖，風險最小，尤其率領二百多艘各型戰船更需避免不利的風

險，這一巧門，臺灣的鄭氏與清廷的施琅都有共同的認識，所以兩軍的

海軍主力決戰點都定在澎湖，因為這兩個統帥都系出同源。包括海流、

風向、船體結構、帆之使用等條件，一定要有這方面的海事知識者領軍，

清廷其他大臣雖有不懼海浪者，但對海事種種因素缺乏認識，這種經驗

知識對於海軍統帥決策時尤為重要，這種經驗知識在當時並無書籍研

究，勉強有的記載要推《海道針經》，這本書應成於明朝末年，73但該書

記載種種現象，並未有學術理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以這本書

而論，東洋針路起於廈門經澎湖。在至菲律賓，再南下印尼等地。直至

晚進很長一段時間學界不知東山島陸橋之事，更沒有海流可能影響，當

然對於船的結構與帆的改進，論者更為稀少。 

四、臺灣民間跨海航行 

上述謝金鑾《續修臺灣府志》中陳述自福建航行至臺灣的情況，在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中亦有同樣的陳述，兩書不同點是謝書自福建

至臺灣，王書則自臺灣至福建，再述福建至臺灣。按上節曾討論臺灣船

體結構與大陸（尤其是福船）是一脈相承，所以航行順利與否，掌握海

象是重要條件。《重修臺灣縣志》載自臺灣至福建的航行如下： 

臺海潮流，止分南北。臺、廈往來，橫流而渡，號曰「橫洋」。自臺

底澎為小洋，自澎抵廈為大洋，故亦稱「重洋」。…… 

鹿耳門外，初出洋時，水色皆白。東顧臺山，煙雲竹樹，綴翠浮藍；

自南抵北，羅列一片，絕似屏障畫圖。已而漸遠，水色變為淡藍，

臺山猶隱現於海面，旋見水色皆黑，則小洋之黑水溝也。過溝，黑

水轉淡，繼而深碧；澎湖諸島，在指顧間矣。自澎湖放洋，近處水

皆碧色，漸遠則或蒼或赤；蒼者若靛綠，赤者若臙紅。再過深黑如

墨，即大洋之黑水溝，橫流迅駛，乃渡臺最險處。既過，水色依然

                                                 
73

 向達校注，《兩種海道針經》，（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一版、1982 年第二印），頁 1-12〈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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蒼赤；有純赤處，是名「紅水溝」，不甚險。比見皆碧色，則「青水

洋」也。頃刻，上向水，而內地兩太武山，屹然挺出於鷁首矣！74
 

引文所謂「橫洋」指臺廈航行為 90 度之意，「大洋黑水溝，橫流迅駛，

乃渡臺最險處」。無論乾隆十七年（1752）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或

上節引謝金鑾於 1850 年修訂增補 1752、1802、1807、1821 年等《續修

臺灣縣志》，75
 至少證明民間不論由福建渡臺，或由臺灣渡福建，風險都

甚大，尤其是由台南經澎湖再直線橫渡廈門，似乎在船隻結構、風帆改

進方面，並未有太大改進。76
 橫渡臺灣海峽，依賴順風順流，若遇突變

風雲，其安全性不可靠，其航班是按季按月視航行船隻結果之統計，不

可能有確定的時間。77
 同一時期英美建成飛剪船，使帆船的結構進入成

熟階段，其效應使擴寬的大西洋有了安全的定期航班方便一般民眾，促

進大量移民至美洲，「至於重要的大西洋航線，歐洲貧苦人群攜老帶小，

去美洲尋求新生活者與年俱增。1825-1835 年間每年約 3 萬人，1835-1845

年增至每年 7 萬人」，78
 飛剪船航速為 15.8 節，一天航行 703 公里。 

同一時期臺閩的造船修船事業由政府管制，嘉慶四年（1799）臺灣

有〈嚴禁壟斷修船暨私買軍料碑記〉，這個碑開放朝出暮歸近岸漁船可至

近澳修理，「其餘舟彭、舟古、商船，仍然原議駕廠修理，不得藉有漁船

在澳修葺之例。……」，79
 清政府對商船之建造、修葺皆有管制，80

 政

                                                 
74

 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上卷之二〈山水志〉，頁 135、139。 
75

 謝金鑾，《續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一四０種）卷一〈地志‧海道〉，頁 30-31。 
76

 又參考林玉茹，《清代臺灣港口的空間結構》，頁 87，表 3-1：清代臺灣船舶類型表，除輪船類外，

橫渡臺灣海峽的橫洋船、販艚船皆無明確船結構記載。 
77

 參見《澎湖紀略》卷二〈地理志・海道〉，（《臺灣史料集成—清代台澎方志彙刊》第十二冊，2004

年 12 月），頁 53。又臺閩之間航班是以適於航行之季節而定，是告示季節風之用意，參見施添福，《清

代在臺灣人的祖籍分佈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師大地裡系印行，地理研究叢書第十五號），頁 144〈表

9-5 大陸、台澎間地域別與月別的船隻往返表（崇禎九至十一年 1636-1638）甲、自大員回大陸〉，及

頁 145〈表 9-6 大陸、台澎間地域別與月別的船隻往返表（崇禎九至十一年 1636-1638）乙、自大陸

回大員〉，該表資料來源為曹永和，《明代台澎漁業志略補說》（《臺灣經濟史》第四集，臺灣銀行經濟

研究彙編，《臺灣研究叢刊第四０種》，民 45 年），頁 31-32。 
78

 《楊書》，頁 147。在頁 146 有飛剪船建造的情景圖，可見其船首與船底。 
79

 參見教育部顧問室九十三年度人文社會科學教育改進計畫：跨校研讀—文史 15，《臺灣碑誌研讀計

畫研讀成果》，計畫主持人：毛漢光、耿慧玲，該碑導讀人毛漢光，2004 年 2 月 27 日，頁 1-9。 
80

 又參見廖風德，〈海盜與海難：清代閩臺交通問題初探〉，（《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三輯，臺北：

中研院三民所，1988 年），頁 196-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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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管制有一定的定制，81
 大致上規定船之大小、桅桿數、用料等，並無

船結構之改良，上述碑記頒佈者為「欽命按察使司銜：福建分巡臺、澎

等處地方兵備道、並提督學改……」，可見禁令包含臺閩。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臺次年開通了安平鹿耳門與廈門間對渡貿

易。至晚至嘉慶十一年（1806），開闢鹿港至泉州蚶江、泉州獺窟為貿易

對口港。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年又增加了淡水八里坌與福州五虎的對渡貿

易，皆因為臺閩對口貿易港取其航程較短，需「更」較少之故，82
 在平

時這種安排是合理的，並沒有考慮到 90 度季風時帆船的困難，所以實際

效益應要視風向而定，清廷三港對渡的僵化政策，造成民間渡海的困難。83
 

一般民眾要渡過臺灣海峽是困難的，清代有〈渡臺悲歌〉：「勸君切

莫渡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誰都難」，84
 在

明清之際移民臺灣有種種禁忌與困難，航行船隻之科技最重要因素，其

間有二層階段，第一層自福建至澎湖，是為黑水溝大洋；第二層自澎湖

至臺灣，是為黑水溝小洋。小洋尤為兇險，所以福建至澎湖再南下菲律

賓的移民，在明末及清初多於至臺灣。又福建（尤其閩南）沿海岸南下，

至海南島至東南亞者甚多，今日海南島操閩南語者不少，85
 移民至南洋

者福建人占十分之六七，新加坡華人能操閩南語者約七成，86
 後二者雖

是今日統計，但大部分應屬早期移民之後裔，在同樣受經濟生計之驅使，

同樣政策因素之下，我們要考慮一般民眾移民的安全性了。而研究臺灣

                                                 
81

 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下，《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附〈船政〉，頁 325-327。 
82

 參見謝必震，〈略論古代臺灣的海上交通〉（《臺灣海峽史論叢》，海風出版社，2002 年月），頁 36-37，

及其所附注引證文獻。又泉州至鹿港對口港參見「清嘉慶十一年蚶江海防官署碑記（對渡碑）」，陳炎

正，〈鹿港開港與日茂行之歷史考察〉，（《二 00 四年彰化研究兩岸學術研討會——鹿港研究論文集》，

彰化縣文化局，2004 年）。又許雪姬，《清代的臺灣綠營》頁 292，有班兵配渡港口、商港對渡時間可

能在開港之後，班兵對渡之前，如泉州蚶江至鹿港之商港對渡在嘉慶十一年（1790）也。又盧美松，

〈古代閩臺交往與臺灣開發〉，（《海峽交通史論叢》，海風出版社，2002 年 2 月）頁 15，謂乾隆四十

九年（1784 年）鹿仔港與蚶江對渡曾開放六年。。 
83

 李祖基，〈清代臺灣地方的開發與島上對外交通〉，（《海峽交通史論叢》，海風出版社，2002 年 2 月），

頁 69-72。 
84

 轉錄自天下編輯著，《發現臺灣》，1992 年，頁 57。 
85

 中國社會科學院、澳大利亞人文科學院合編，《中國語言地圖集》（香港，1987 年），圖 B12 閩語（福

建、臺灣、粵東、海南）。 
86

 莊國土，《當代華商網絡與華人移民起源、興起與發展》，頁 52-53，該文引郝玉麟《硃批諭旨》第

46 冊（上海，1887 年），頁 27。又見麥安芳，〈早期華人社會組織與星馬城鎮發展的模式〉，（《中國

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一輯，中研院三民所，1984 年），頁 383-401。新加坡外交部長語，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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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不僅要深入探討基層民眾的組合，也要比較亞洲各地區，甚至於世界

科技因素了。畢竟自十七世紀以來，地球已經相通了，尤其是鄰近海域

的地區。臺灣海峽航行之困難，使到達臺灣的一般民眾雖有原鄉之心，

而缺定期返鄉之力，這或許是定居臺灣的重要因素罷！87
 

第五節：結論 

一、中國海船船底的設計，至宋元明已經發展至一個新的階段，船底出

現龍骨，但船的重心仍然平均分配在整個船底、或扁平型龍、或並

行多龍骨；並沒有再演變至重心型龍骨型。更沒有發展至十八、十

九世紀之前尖底、中 U 型、尾收縮平底的飛剪船。 

二、明清時期臺灣船隻船底繼承福船系統之技術，有清一代官方控制民

間造船設計及用料。 

三、十七世紀荷蘭與中國在臺灣海峽交會，似乎對中國船隻設計影響不大。 

四、帆的設計，中國改進為轉動帆、多帆型，對於順風極為有利，對於

側風 45 度上下亦能利用。但對於橫風 90 度之利用，較為困難。中

國似乎沒有改進為四方型與斜三角型帆轉動運用的帆船。 

五、臺灣海峽海象在廈門及廈門以北航向澎湖有黑水溝大洋，視季風方

向而決定航行是否順利，澎湖至臺灣有黑水溝小洋，尤為兇險，故

由福建渡過澎湖，再從澎湖至菲律賓者眾。 

六、東山島與澎湖間的陸橋尚待海底偵測予以證實，然而從文獻資料及

施琅從東山島進犯澎湖等實例觀察，這一段海域與澎湖呈 45 度有利

於使帆方向，較廈門至澎湖 90 度風為佳。 

七、清廷規定臺閩對口港口：廈門←→澎湖，泉州←→鹿港，福州←→

淡水，蓋取其直線最近。臺閩間大部分時間的季風方向，為由北而

南或由南而北，卻成 90 度橫風角度，增加帆船航行困難。 

八、在帆船時代，帆船船底與帆、舵（中國舵之設計完善）之設計改良，

影響航行安全度，至少在明清之際，福建至東南亞，沿著海岸線南

下，其安全度遠勝過橫渡臺灣海峽之安全度，這可以解釋十七世紀

                                                 
87

 其他如政治因素使客家人減少返鄉之例，見余光弘，《清代的班兵與移民》，頁 154、155。 



 

止善  第二十四期  2018.06. 

30 

以前福建就近移民至臺灣的人不多，而十七世紀以後雖有鄭氏開疆

闢土，清廷擁有臺灣，一般民眾在臺閩間航行於海峽者，仍然視為

畏途，就這一點而言一般基層民眾、農民、工人、羅漢腳等一旦

進入臺灣，回鄉之途甚為困難，這是定居在臺灣成為入臺開基祖

的心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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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26。 

 

 

 

 

 

 

 

出自《中國古船揚帆四海》，頁 32。 

圖二：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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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出自《中國古船圖譜》，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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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201。 

圖五： 

 

 

 

 

 

 

 

 

 

 

 

 

 

 

 

 

出自《中國古船圖譜》，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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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172。 

 

圖七：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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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213，蓬萊古船。 

 

圖九：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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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出自《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四六》《南船紀》卷一，頁 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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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出自〈中國時報〉，95年 8月 8日。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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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出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唐船圖卷〉中的「臺灣船」及其設計圖之

復原〉，頁 260。 

 

圖十四： 

 

 

 

 

 

 

 

 

 

 

 

出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唐船圖卷〉中的「臺灣船」及其設計圖之

復原〉，頁 26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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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出自《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九輯〈〈唐船圖卷〉中的「臺灣船」及其設計圖之

復原〉，頁 271。 

 

圖十六： 

 

出自《帆船史》，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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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F3、F4原圖不清筆者填上。出自《帆船史》，頁 50。 

 

圖十八：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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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 

 

 

 

出自《中國造船史》，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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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出自《中國遠古與太平洋、印度洋兩洋的帆筏戈船方舟和樓船的研究》，頁 83。 

 

圖二十一： 

 
出自《帆船史》，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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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本文從圖二十一《帆船史》頁 81，圖 3-15 Caravel Redonda 虛擬 90 度風向時，方形

帆加三角帆運作時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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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三： 

 

出自《15世紀至 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頁 481。 

 

圖二十四： 

 

 

出自《巴達維亞華人與中荷貿易》，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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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 

 

 
 

圖二十六： 

 

 

本圖為臺灣海峽海底虛擬圖，底圖根據《中國自然地理圖集》頁 138〈華中地區

東部〉，東山島→澎湖陸橋係根據東山島博物館、泉州閩臺緣博物館，另 1000米

澎湖海溝筆者曾見報導，來源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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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Han-Kuang  

Emeritus Professor,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Abstract 

I have taken considerable interest in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of 

Taiwan and the human interactions that take place in both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The issue of human interactions concer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the Taiwan Trait that lies between them, and 

what ships were used to cross the Taiwan Strai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hips that sailed the Taiwan Strait. One lingering fundamental question is 

why the Chinese did not migrate to Taiwan until recent centuries, while they 

were able to sail to the South China Sea two millenia ago? How much of this 

late arrival to Taiwan was predicated by seafaring technology? 

In terms of ship design, Chinese seafaring ships reached a new 

milestone in the Song Dynasty. Yet, they never advanced to the next level of 

design typical of European clippers in the 18th and 19th centuries, which had 

s-shaped bottom, u-shaped hull, and a transom stern. Chinese rigging also did 

not evolve into the square and lateen riggings. The Qing Dynasty sanctioned 

three routes – Xiamen to Penghu, Quanzhou to Lugang, Fuzhou to Tamsui – 

for maritime traffic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based on the minimum distance 

principle. Yet, monsoon winds between Taiwan and Fujian are mos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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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ard or northward, which would create 90 degree angle to sailboats and 

increase the difficulty of sailing.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main conduit from Fujian to 

Southeast Asia was coastal. This coastal route was less perilous compared to 

crossing the Taiwan Strait, and could explain why there were only few Fujian 

migrants in Taiwan in the 17th century. Following the annexation of Taiwan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crossing of the Taiwan Strait was still considered as 

a journey of no return, and this also affected Fujian migrants, in the sense that 

they settled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their origins. 

 

Keywords: ancient ships, Taiwan Strait, Cross-Strait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