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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航海初期的地球儀 
 

陳大川 

（樹火紀念紙博物館，本會會員） 

 

 

摘要  一個由跳蚤屋得來的地球儀，從儀上古地名與市上所見地圖書籍比對、分 析、初判

為公元 1522-1557 年之間出品，為最早的海上世界地圖,亦是西歐之現代科學與文明最初傳

入中國時期。 

 
關鍵詞  地球儀、航海、地圖 

 
 
一、前言 
     2009 年 11 月在台北跳蚤屋買到一個古地球儀，為便於行文，簡稱為「跳蚤儀」。直徑

約 9 cm，利用南北極的軸心迴轉，軸心固定在一個有刻度的銅環上，南、北極與赤道東西

端各為 90 刻度，（90*4=360 度）銅環依附在有四隻立柱的水平環上，水平環向上表面上有

刻劃精細的十二星座圖，環、柱均為粗笨的銅體。奇怪的是底座印有「XX 股份有限公司」

中、英文字。第一個印象，此地球儀為近代人的複製品、也有可能是售者將公司名字轉印

在原件上的。 
細觀球面上的圖案與地名，卻是中世紀的地圖，不論是否複製，其原始圖繪及文字 

應是依據原件做的。筆者對地理有關的知識不多，卻對此中世紀的跳蚤地球儀充滿研究的

興趣。 
東半球中，比較知道地名的有阿拉伯、巴格達、印度、西藏、麻剌甲、爪哇等。由地

理位置上可以猜到的有 Amotra(蘇門答剌)、Pulag(浡泥)、Lao(佬撾)等，地圖中的菲律賓

所在處為兩大長島與一些小島，中國海岸很短，最北處有 Tartaria(韃靼)、有 giange(漳州)
地名，可推測為中國，沒有朝鮮、台灣與日本。 

由此可以想到製作這個地球儀的葡萄牙人，可能只到過南洋香料產地，沒有到過亞洲

的北邊海岸，對中國或者只從漳州到南洋去的船民聽到一些傳說，對日本則可能只聽聞其

名，或可能只到過日本的一個小島。 
西半球有巴西、墨西哥、非洲西岸等少數地名，北部美洲與亞洲陸地相連接，沒有白

令海峽。 
這是一個世界海洋大探險初期的地球儀，值得注意。（參見圖一、圖二） 

 
 
陳大川，造紙界耆宿，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委員，著有《中國造紙術盛衰史》、《台灣造紙發展史》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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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台北跳蚤屋購地球儀        圖二：日本奈良天里圖書館藏十六 
                                          世紀中葉製航海用地球儀 

 
二、 大探險時代 

歐洲人對東方的了解，最早的地圖，為公元 19 年希臘學者 Strabo 著的《 
地理誌》，書上的地圖為長方形，東方極地為印度海洋，印度北方有賽來斯(Seris)，是出產

絲的中國(見圖三)。 

 

圖三：Strabo 的世界地圖(19A.D.) 

 
    中國的絲綢，南洋的香料，被印度船隻載至印度南部的海岸，加上印度本土產的寶石，

以與由阿拉伯從地中海運來的染料互相交換，互相賺取商業利益。此種海上貿易在羅馬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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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已甚風行。 
    七世紀回教國家興起，控制紅海水道，歐洲貨物變貴，東方的香料由義大利轉至西班

牙、葡萄牙，價格更高。西班牙在十四、五世紀戰勝當地的回教勢力，國力大增，始有直

接與東方貿易的野心。此時地圓之說已突破信仰上的阻礙，航海知識日盛，加上皇家領導

者的強烈企圖心，仍有西班牙西航、葡萄牙東進，尋求香料與傳教的海上大探險之舉。 

 

三、重大事蹟發生的年代 
    西、葡先後啟航，克服海上險惡後各有收穫，其最初一百年中的事蹟及發現最為重要，

茲依序簡列於後。 
A‧西班牙西航： 
    1492 年 8 月 3 日─哥倫布由西班牙出發，當年到達他嚮往中的「印度」(他至死都 
                    認為新大陸是印度)。 

    1503 年─Amerigo 發表哥倫布發現的印度，為一新大陸，由此被命名為 America。 
    1519~22 年─麥哲倫橫過太平洋，1521 年在菲律賓的宿霧(今民大諾島上大城)被土  
               著所殺，同隊只剩十八人，經香料產地摩鹿加群島，完成世界一週，  
               返回塞維爾。 

    1543 年─西班牙人 Villalobos 由墨西哥越太平洋入菲律賓群島，再沿北太平洋至北 
            美西海岸返墨，稱為「王國之路」。 
    1575 年─西班牙船抵廣東。 

    1577 年─呂宋(Lusonia)群島受西班牙統治(1564 年起稱呂宋為馬尼拉或菲律賓，與 
            西國王菲律普同命名)。 
    1589 年─西有意佔領台灣。 

    1598 年─西總督 Hernando 記事，謂台灣有基隆良港，無人防守，西欲取，因風未 
            成。 
B‧葡萄牙東進： 
    1415 年─始沿非洲海岸航行。 
    1486 年─穿過險惡的好望角到非洲東岸。 
    1493 年─教皇敕書以太平洋綠角群島為西、葡兩國海上勢力範圍中線，太平洋屬西 
            班牙管轄。 
    1498 年─達伽馬繞非洲好望角到達印度西海岸馬拉巴。 
    1509 年─葡船至麻剌甲(明朝保護國)，麻王助葡控制海峽。 
    1511 年─葡佔蘇門答剌北部、爪哇、及婆羅州，操縱香料貿易。 

    1516 年─葡商 Raphael 登陸廣東，1517 年 Fenamdeo 獲准在廣東貿易。 
    1520 年─中國明朝禁日、葡、及海外華人入中國境內貿易(海寇侵擾初期)。 
    1539 年─葡船秘密入漳州(42 年始公開貿易)。 

    1542 年─駐 Sian(暹羅)三葡人乘中國戎克船欲逃往寧波(行向中國北方最顯著的海 
            角)，因風飄至日本外海之種子島。 
    1544~60 年─葡人常乘中國船經台灣外海至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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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7 年─明准葡商在澳門經商。 

    1564 年─荷人所繪世界地圖中首次誤標示台灣為「Tinhosa」，為西、葡人所繪 Insula  
           Hermosa 或 Formosa 之誤。 
    1567 年─明朝准海上貿易(1557 年以訂除海寇辦法)。 

    1584 年─L.Georgio 繪中國地圖已有 Iapan(日本)群島，與亞洲大陸相連，無朝鮮，  
            但有 Cubo(宿霧)、Macoa(澳門)、Cavchin china(交趾)等，中國北部為   
           Tartaria(韃靼)帳篷。Foogiem(福建)近海有 Ins.Fermosa(見圖四)。 
    1595 年─Teixeira 繪的日本(Iaponiae)地圖已甚完整，但朝鮮半島卻成為長尖角形島 
            嶼。 

 
圖四：歐洲地圖集中 1584 年版始有中國地圖 

C‧其他： 
    在大探險時代之前，中國與南洋的關係，已有公元 673~85 年 僧義淨入印度取經後由

海上返國，1292~93 年元軍征瓜哇失敗，1405~30 年鄭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海上所經地名，

如末羅遊(Malaya)、占婆(Champa)、蘇門答剌南方之浡淋拜(Palembany,三佛齊)，爪哇的

蘇魯馬益(Surabaya,泗水)，榜葛剌(Bengala)，及印度海岸的古里(Calikut)，小葛蘭(Kaulam)
等，尚可作今日閱讀古地圖及研究跳蚤儀之參考。 

    致於荷蘭與英國東來，皆為葡、西以後的事。英國 W.Barehts 嘗試開拓東亞航線，為

1591 年，荷蘭第一次以船四艘來東印度為 1595 年，並在 1598~1601 年間在各地攻打葡萄

牙，一直到 1602 年以後，英、荷的東印度公司到東方的船隻更為頻繁，取代了葡、西的地

位。 
    荷、英東來的時間較晚，對跳蚤儀的研究幫助也較少。 

四、跳蚤儀上的經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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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 150 年希臘天文及地理學者 Ptolemy 的地圖已畫有經緯線。在陸地上，可向著日

月星辰直行得到緯線，另由人禽行動測出里程，加行走時間，可以畫出經線，得到實際地

點與圖上的大約位置。因為地球 24 小時自轉一週 360 度，每小時可轉 15 度，旅行者知道

日正當中為中午，與啟程時間相比，每差一小時就可在紙上劃成經度為 15 度，古地圖因為

當時使用沙漏測時，不夠準確，也沒有經緯儀，故每根經線的距離為 10 度或 15 度，只能

知其大概。海圖因受風浪影響，時間與地點變異更大，其經線與實際位置更不易準確。 
    跳蚤儀的緯線以赤道為 0 度，北向北極，南向南極，均各為 90 刻度，緯線間距為 10
度，有赤道及南北回歸線，並有黃道繞球體一週。南、北極間的經線有兩條子午線，西半

球在巴西附近，東半球在日本附近，經線間距為 10 度。查閱十六世紀後期的世界地圖，如

1564 年 Abraham Ortilius 所繪者，只有一條子午線(0 度)在西半球接近非洲的大西洋中，經

線間距為 10 度，向東起算，繞世界一週 360 度回到原 0 度出發點(1596 年 W.Blaeu 的亞洲

地圖亦如此)，與今日以格林威治為時間及經度起點相似，已甚進步（圖五）。換句話說，

跳蚤儀的經線表示法，較為原始，其製作時間當在 1564 年前。 

 
                     圖五：葡萄牙人 1564 年繪世界地圖， 
                           經線起點在大西洋中 

 
五、儀上地圖的地名差異 
    地圖上的國名及地名，常因改朝換代及其他原因多有改變，由此差異，亦可間接評估

其製作時間，跳蚤儀上的文字甚小有些不甚清楚，為便於研究，特就較清晰部分另行按儀

上原圖重繪成平面圖較易了解。因重繪主旨在表明圖上的地名，僅隨手描繪，未在意精確

與美觀(見圖六，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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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由跳蚤儀上地圖改繪成平面圖，(東半球)太平洋、印度洋 

 

 
圖七：(西半球)大西洋 

    原圖文字為葡萄牙文，有些地名如 Arabia，Bagda 等與英文相似，有些為說明文及海

名，有些重要的地名還需要參考其他書刊，始可了解大航海初期的情況，其主要地名如下。 
    Orissa─為印度東北與孟加拉之間的小國，有地圖註為 Wu-tien，後被孟加拉併吞。 
    Bangala─明朝稱榜葛剌，鄭和下西洋曾過此，今孟加拉。 
    Peg─即 Pegu(白古或庇古)，在緬甸之南怒江出海口，自元至清仍舊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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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aga─今麻剌甲(或麻六甲)，僧義淨由印返國時曾過此，稱浪牙修，明末(1580)稱滿

剌加(Manacca)，荷蘭初來以此地與果亞做為主要行政中心。 
    Amotra─明顯為 Sumatra(蘇門答剌)大島與對岸麻剌甲間的海岸，為古今航運必經之地。 
    Iawa─即 Jawa(爪哇)或 Java，自古即為東西船隻物資及糧食補給地，1511 年被葡萄牙

佔領，1596 年荷蘭入侵，1619 年建巴達維亞(Batavia，今雅加達，為荷人台、日貿易指揮

中心)，已被視為荷蘭屬島。 
   Pulag─元至明末稱為浡泥(Brunei，Bornei 或 Borneo)，今婆羅州，產香料，葡萄牙初入

東方，以此島為貨物搜集地。 
   Beta─即 patane，華人稱大泥(國)，產沉香木曾為暹羅屬國，今為馬來西亞之北大年。 
   Lao─元稱羅斛，明稱佬撾，即寮國(Lao-chua,Laotien)。 
   Carachia─或 Cauchin china，皆為 Chiao 之誤，即明之交趾，清之東京、安南，今之北越。 
   Nubau─今之宿霧(Cebu)，1521 年麥哲倫喪身處，屬明大諾大島，尚存有當時的堡壘及

十七，八世紀建的大天主教堂數座。跳蚤儀上有 Nubau，沒有 Luconia(呂宋,Luzon)，可見

西班牙發現宿霧比呂宋早(1570 年西班牙始佔馬尼拉)。 
   Giange─在交趾的東北，應為中國海岸，跳蚤儀上中國海岸甚短，極少地名，只有 giange
比較明顯，可能為漳州船員告知葡人有漳州的地名。 
   Cimpago─為一孤島，在中國東方，為今日之日本所在，馬可波羅的《東方見聞綠》說

日本為黃金國，名叫 Zipango(日本果)，西教士東來傳教之外，尋「日本果」亦為原因。傳

說哥倫布一到新大陸即不停找日本果。麥哲倫見太平洋南緯 20 度的一個島，以為發現日本，

稱此島為「Cipangu」。一葡國司令 A.Galvao 著作中說，1542 年駐暹羅官員 Freitas 的船上，

三個葡船員乘中國戎克船欲逃往中國寧波，因風航到東經 32 度見一島，書中說「或許這就

是因財寶聞名的日本(Japoes)吧」。 
   另外，日本薩摩僧南浦文寫的《鐵砲記》，載 1543 年(天文十二年)8 月 23 日有葡人乘船

到種子島，傳授鐵砲(長型手槍)製作的事。該葡船曾到鹿兒島外海及九州的平戶，進入名叫

豐後的水道。豐後的日本古音 Bango 1， 這與前述的黃金國日本字讀音 Zipango、Cipangu、

Cimpago 甚為相近，跳蚤儀上那個孤島 Cimpago 指的為日本似可依此為據。 

      Agirata、Muruh、Gufa、Ciug……這些地方不知何名，或許是當地的方言。(Gufa

擬為 Gufu，元稱廣州為廣府，Ciug 擬為上川島)。 

 

六、地圖的繪製時期 

   本文的主旨在找出跳蚤儀的製作年代，及大航海初期西、葡兩國在遠東的活動情形，今

從前述年代及宗教入華等關係予以討論。 
   先從宿霧談起，麥哲倫越太平洋西來，在宿霧遇難，是西班牙第一批在海上探險到達亞

洲的一群人，時間明確的記載為 1521 年(1522 年回到西班牙)。跳蚤儀上在菲律賓地區只有

Nubau 一地，而呂宋及菲律賓之名出現最少晚了五十年。因此跳蚤儀地圖的製作不可能在

1522 年以前。 
   其次談韓國及日本，地圖上沒有韓國(元稱高麗、明稱朝鮮)。1584 年葡耶蘇會士 de 

12                                                       
1  松田毅一原著《澳門、馬尼拉、長崎》，載《世界文明史 11－大探險時代》，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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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uda 繪的中國地圖中，有 Cubo、Iapan、Fermosa 及 Macoa，日本北部與中國北部大陸

連接，卻沒有朝鮮。21594 年出版的《東印度水路誌》雖有 Corea(高麗)，其圖形卻是一個

像文旦的大島。 
   跳蚤儀地圖上的小島 Cimpago，前節已討論過為日本 1542 年三個乘中國戎克船欲逃往

寧波遇風飄到豐後的葡萄牙人，所看到的仍是一個島。在地圖上註明 Iapan 的大小群島，是

1570 年的《亞洲新地圖》，這可能是日本地名出現的最早紀錄 3。3 
   在日本學者松田毅一的著作中，有葡傳教士方濟各瑪斯卡列尼雅士(Dom Francisco 
Mascarenhas)卻在 1556 年以船隊之長(Capitao-mor=Captain-major)的身份到過豐後(九州大分

縣)，以後幾乎每年都有官方許可的船隻往來九州各港。41556 年到日本的傳教士比 1570 年

有日本圖文的地圖更早，如果沒有其他的資料出現，這也可能說明原始跳蚤儀的製作時間

是在公元 1556 年 之前。 
   最重要的必須談到澳門(Macao 傳為阿“媽港”的廣東音)。葡萄牙人東來的目標，除香料

貿易與傳教之外，欲探視馬可波羅遊記記中「日本果」與中國，亦為重要目標，葡船 1511
年到達爪哇，5 年後的 1516 年就有葡商 Raphael 在廣東上岸，1517 年又有 Fenamdo 獲准在

廣東貿易。 
  1522 年明行海禁，葡船 1539 年私入漳州被驅，只有廣州較不嚴格，葡船仍游弋於海上，

如 1550 年停於廣州灣外海的 Sancian,San-chao 上川島，1554 年停於浪白澳(Lampacao),直到

1557 年才定居在澳門。 
   跳蚤儀上沒有澳門(Macoa)，卻在擬為廣東的地方有一個「ciug」字，是否為 cian(川), 
chao(川)、或 cao(澳)、coa(港)之同地異讀？不敢妄斷。 
   從以上宿霧、日本、澳門等與葡萄牙接觸的年代比較，再把跳蚤儀地名的盲點與年代相

連接，可以看出跳蚤儀上面地圖的製作年代最早不超過 1522 年，最晚不低於 1557 年，因

為如早過 1522 年，地圖上不會有 Nubau 地名出現，如晚於 1557 年，跳蚤儀上便會有 Macao
的地名，如再將葡萄牙方濟各傳教士 1556 年以船長身分到過日本的文獻比對，1556 年與

1557 年相近，更可作為儀上地圖繪製時間不晚於 1557 年的旁證。 

 
七、遠東的海上傳教 
    基督教傳入中國為唐初 635 年的景教，係由陸路傳來。天主教有計畫與規模經海上傳

入者，則為九百年後的大航海初期，幾乎與跳蚤儀同一時間，傳入方向亦甚特殊，葡人教

士由大西洋經非洲越印度洋向東來，西班牙教士由大西洋經美洲越太平洋向西來。 
    歐洲改教大師有馬丁路德與加爾文，路德 1517 年倡改教，1520 年被天主教開除教籍，

1546 年去世。加爾文生於 1509 年，1538 年因改教被教宗強迫離日內瓦。兩人的主張初期

盛行在中歐及北歐，東傳較晚，沒有趕上大航海初期。 
    受人文主義影響的耶穌會是親於羅馬而傾向改革的集團，由一個西班牙人 1534 年創立

12                                                       
2 許雪姬等編《先民的足跡》，頁 23。 
3
 葉忠訓藏，1570 年亞洲新地圖《追尋文化台灣》p.50，但《大探險時代》(參考文獻 4) p.31 記 

   載為 Olteleus 1595 年作。 
4 見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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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國，稱為耶穌聯隊，創立三絕，絕色、絕財、絕意 。1540 年得天主教教宗認可，1542
年入印度，1572 年到長崎，帶頭的是范禮安，帶來三十餘名有學問與修養的傳教士，他往

來於印度、日本與澳門三十二年而不能進入中國(明朝)內陸，1592 年在澳門建聖保羅學院，

有不少中國及日本學者入該院，今之「大三巴」(Saint Paul 的廣東話讀音)門牆仍在。 
    教士中以利瑪竇(1552-1610)對中國未來新科技發展影響最大，他在 1582 年到澳門習漢

文，翌年與羅明堅（曾將中國的三字經譯成拉丁文，將十戒譯成中文）同抵廣東肇慶，1589
年到韶洲，1595 年越梅嶺至南昌，1598 年至北京。穿儒衣，通四書五經，以自製地圖、天

體儀、地球儀、鐘錶等新科技產物與明朝官員交往，以西方數學、物理、哲學等授中國儒

士，譯著《天學實義》等。 
    他由內陸的韶安越梅嶺至江西，沿贛江乘船北上至九江、南京，轉大運河至北京，沒

有採取海路前往，其理由或許為傳教所需，也有可能沿海在 1540 年代至 1560 年代倭寇斷

續侵擾，明朝對外來船舶及海寇仍具戒心(鄭芝龍在 1682 年始降明)。 
    利瑪竇入京走內陸水道的另一貢獻，為 1665 年荷蘭商人團隊入北京晉見清廷，也採同

一路線，有 Jean Nieuhof 者將廣州至北京沿河道所經之大小市鎮詳細記錄，後由書商 Peter 
van der Aa 繪於所製作之地圖中，極為特殊(見圖八)。另一條由桂林的灕江上游經湖南湘江

北入長江的水道，更為古老，卻沒有如此詳盡的地圖。    

 

圖八：1665 年荷商團 J. Nieuhof 繪由廣州至北京沿途水道地名詳記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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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葡萄牙派來東方的重要傳教士，還有沙勿略(Javier,1506-1552)，他 1542 到印度果阿，

1549 年到日本，1551 年到澳門附近的上川島，1552 年因病死在那裡。他對中國的影響是寫

給修會會長的信，提及「日本對面的中國，擁有大批傑出思想家與博學者，日本在科學文

化方面依賴中國、因此新來的佈道人該擁有智慧並掌握一種很突出的科學……..尤其先需精

通哲學及辯證法，以便擊敗那些思想家…..我希望這些(新來的)教友不會對天文學一竅不

通」。5 
    西班牙開始在摩鹿加群島及菲律賓傳教，以後者為根據地，欲入中國，先習華語，1575
年有中國統兵王望高追討海盜林鳳至菲律賓，乘他返國機會，有會士 Rada 及 Marin 隨船至

泉州，此為西班牙由美洲入華傳教士之始，但未能批准立足，仍返呂宋。以後西班牙人能

在中國傳教，還是靠范禮安率領與羅明堅、利瑪竇等一同入華的那一班西班牙會士，奉朝

命改正曆書的龐迪我(Pantoja)便是其中之一。 
    如此，西方的科學與文明，乃在航海探險時期隨著商船與基督教徒，敲開海上大門，

進入中國。 

 
八、結語 

從一個由跳蚤屋得來的平凡地球儀，卻使我們看出一些不平凡的事。 
（一）、它的原圖是 1522-1557 年間的作品，是迄今 450 年來世界海洋探險史的見證。 
（二）、450 年前，由伊比利半島出發的兩組人，一組由西向西，一組由葡向東，交會

於香料之島，證實了兩千多年前希臘人的地理球形說。 
（三）、航海探險的起源，是回教國家控制了由紅海及波斯灣航向印度的港口，商業利

益被獨佔，歐洲人乃有另找出路之想。葡萄牙王子積極參與，設航海研究所，蒐集地圖。

同時有人改羅盤、造新船，由只能沿海岸航行的人力划槳式船，改造到可以海闊天空藉風

力航行的全帆式船(1405 年鄭和已早用此類大船)，才可使冒險的船長與水手們前仆後繼的

在海洋中往來。 
（四）、跳蚤儀地圖出現之時，有千年歷史的美洲成了所謂的新大陸，今日加拿大、澳、

紐的大片土地，仍屬未可知的神祕之境。日本在歐洲人心目中只是一個多金的小島，菲律

賓與台灣皆未被大國注意的原住民屬地，直到同一世紀的年底，英國與荷蘭逐漸代替葡、

西，世界地圖才全然改觀。 
（五）、更重要的，隨著商船與武器來到東方的傳教士，搖醒了驕傲而昧於世界形勢的

古老中國，看到了「蠻夷之民」帶來的卻是前所未知的科學與另一種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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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lobe from the Early Age of European Voyages of 
Discovery 

 

Ta-chuan Chen 
( Member of CAHS ) 

 
 

Abastract ：Rummaging through antique flea markets I came upon a globe whose ancient place 

names thereon lead me to conclude that it was from the Age of Discoveries through Oceanic 
Voyages, more specifically, of the period 1522-1557 AD.  It was also the age when Western 
science and culture came to be known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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