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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布西航探險的遺憾 
 

劉宗平（本會會員） 

沈志昌（本會會員） 

 

一、前言 

自從雕版印刷出現，活字印刷就已存在。一塊雕版刻錯一、兩個字後，為了不要報

廢，雕刻匠會把錯字刻出來，補上活字，這就是活字印刷。古騰堡（Johannes Gutenberg，

1398-1468）是德國人，他整合前人的技術，發明了鉛字活字印刷術，是第一位採用活

字印刷術印書的歐洲人。古騰堡發明的活字是鉛銻合金，冷卻快速，又有足夠的硬度。

為了解決水墨印刷困難的問題，他還發明了油性墨水，這才真正把活字印刷術變為可

能！ 

1452年，古騰堡接受法斯特支助的400金幣，便著手採用活字印刷術來印製《聖經》

譯本。他所使用的印刷機器，和當時用來製酒的壓榨機非常類似。印刷用的每個字母都

要用人工撿排，每張紙都要小心地放在印刷機上，壓印、取出、晾乾，然後再印刷另一

面。當時，他利用6部印刷機，每天印刷300張紙。一本《聖經》共有641張書頁，大約

製作了300本。即使採用現代的印刷術，這項工作也是一件大工程。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之後，帝國東部羅馬政權的延續，史稱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帝

國。1453年，拜占庭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落入鄂圖曼土耳其帝國之手，結束了一千

多年的統治。鄂圖曼帝國為突厥人所建，自消滅拜占庭之後，定都於君士坦丁堡（後改

名為伊斯坦堡）。鄂圖曼帝國的君主蘇丹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使得東羅馬帝國

的文化與伊斯蘭的文化得以相互融合。 

《雙城記》開卷語中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其實，這句話也

可以倒過來說，「這是最壞的時代，也是最好的時代」。君士坦丁堡淪陷後，拜占庭的學

人們流亡於歐洲各地。在客鄉，學人們努力地參與各項藝、文活動，促使文藝復興運動

萌發。文藝復興讓人們潛心深切反省，重新評價科學，進而奠定了農業進步的基礎。 

印刷技術的突破，使得地圖圖文並茂、書籍產生加速、傳播流動深遠。由於知識和

觀念進展比過去快速、普及，造成文藝復興運動四下蔓延。鄂圖曼帝國統治下，阻斷了

通往印度的舊有商路，因而人們急於尋覓新路線的思潮風起雲湧。前往金銀島的夢想，

一種冒險又美麗的故事，像海浪敲擊岸邊產生的浪花，終究促成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 

 

二、尋找香料國 

自十字軍東征以來，西方國家對東方的需求，除了傳統的絲綢、瓷器和茶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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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就是香料和黃金。歐洲人的生活起居和飲食烹調中，香料是不可缺少的材料。

在冷藏技術發明以前，香料也是人們保存食物不可或缺的東西，而且需求之量非常大。

香料，又名辛香料或香辛料，是一些乾的植物之種子、果實、根、樹皮做成的調味料之

總稱。它們主要是用來為食物增加香味，而不是提供營養。 

歐洲本土並不生產如胡椒、丁香、肉桂等香料，它們必須經由傳統的海、陸聯運商

路取得。當時地中海地區的海上貿易，都被熱那亞（Genova）和威尼斯兩個城邦的商人

們所控制。他們將陸運來的絲綢等亞洲商品轉手送到歐洲各國，大發其財。在這種壓力

下，造成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周遭海域激烈地競爭。他們都急於找出通往印度和東南亞的

新航線，以便與亞洲商人直接貿易。 

在早期的義大利報紙中，克里斯托福‧哥倫布（西語 Cristóbal Colón，義語 Cristoforo 

Colombo）及其家族的姓氏都被寫成科倫坡（Colombo）。在西班牙常被寫成科隆

（Colón），在法國被寫成哥倫波（Colomb），而英格蘭則採用拉丁文形式（Columbus）。

1436 年，哥倫布出生於熱那亞共和國。少年時代的哥倫布進入帕維亞（Pavia）大學，

學習文法學、幾何學、地理學、航海學、天文學和拉丁語。1450 年，14 歲的哥倫布就

走出大學，踏入「更大的世界學院」。幾年後，土耳其人入侵，不僅佔領了君士坦丁堡，

還殃及地中海地區。在往後的 15 年裡，哥倫布的生活幾乎無人知曉。1461-1463 年間，

熱那亞與卡拉布里亞（Calabria）結盟，哥倫布奉命擔任熱那亞海軍的船長。 

1477年8月，由於通往亞洲的陸路為鄂圖曼帝國所阻，葡萄牙國王約翰二世命迪亞

茲（Bartolomeo Diaz）指揮三艘輕型帆船，從塔霍河（Tagus）啟航，開始南行考察。

他越過非洲南部的海峽後，遇到了極其惡劣的風暴。於是，他將該處稱為風暴角。後來，

葡萄牙國王為了祈求吉兆，將其改名為好望角。 

哥倫布時代，人們對印度地區的知識，幾乎全都來自《馬可‧孛羅遊記》。那時的

歐洲，開始對印度的香料感到興趣，也開始信任印度的藥品。印度生產絲綢紡織品，印

度地毯聞名世界。書中寫著，印度遍地黃金，那裡的珍珠、寶石令人垂涎。哥倫布的天

文學知識告訴他，如果地球像太陽和月亮一樣是圓的，那麼印度地區一定在葡萄牙的西

方。只要向西航行，就可以到達亞洲。可是，這要怎麼向其他的人證明呢？ 

哥倫布相信，如果沿非洲海岸南下前往盛產香料的東印度，則在穿越未知海域的漫

長航程中，必須一直向西航行。雖然這種未知旅程的風險極大，但只要航行成功，即可

獲得鉅額利益。為了招募船員，哥倫布開始四處向熱那亞民眾宣揚他的探險計畫。然而，

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籌措出探險的經費。他不厭其煩地遊說商業冒險家們，以龐大的商業

利益來引誘他們支持他的偉大計畫。為了可從中分紅，君王們其實都很樂觀其成。 

 

三、尋找支持者 

自從羅馬帝國逐漸走向滅亡之路起，歐洲便分裂成許多獨立的城邦。對哥倫布來

說，他可以為各個君王尋找通往東方之路，以獲得歐洲人眼中極有價值的貿易商品—香

料與黃金。香料是生活中的必需品，黃金則是戰爭中不可缺少的後盾。因而，他有機會

向君王們進言、宣揚與說服，並向他們提出航海探險的資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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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4 年，妻子過世後，哥倫布帶著唯一的兒子離開了里斯本。那個時期，諸多事實

證明，好望角航線的發現，使得熱那亞和義大利的一些沿海城市都遭受了嚴重的貿易損

失。如果熱那亞的政治家們有遠見的話，那麼哥倫布的提議應就該是他們夢寐以求的。

然而，那時的熱那亞正處在與土耳其的戰爭中。由於戰事連連失利，以致熱那亞宮廷一

直處於低潮，使得哥倫布西行前往印度地區的方案，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於是，他來

到了西班牙。 

1469 年 10 月 19 日，斐迪南二世（Fernando II）與伊莎貝拉一世（Isabella I）在瓦

拉多利德（Valladolid）結婚。1474 年，伊莎貝拉繼承卡斯蒂利亞（Castile）王位，宣布

斐迪南為她的共同在位者，史稱天主教雙王（Reyes Católicos）。1479 年，斐迪南繼承阿

拉貢（Aragon）王位。卡斯蒂利亞是西班牙中部及北部的舊王國，阿拉貢是西班牙東北

部的舊王國。1492 年，雙王收復了格蘭納達（Granada）阿拉伯人所統治的哈里發

（Khalifah）王國，完成了西班牙的統一，並將穆斯林及猶太人趕離西班牙境內。 

1486 年，哥倫布開始服務於西班牙宮廷。1 月 26 日，在薩拉卡曼大學城舉辦的一

場討論會中，他爭取到一次充分解釋探險計畫的機會。會議結束，雖然支持者增加，但

並沒有任何的決議。即便如此，宮廷仍多次召喚他，想設法留住他。在此期間，他又與

約翰王重新協商，並收到重返葡萄牙的邀請信。此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也寄信邀請

他到英格蘭宮廷服務。由於西班亞宮廷正忙著與摩爾人（Moors）間的戰爭，致使他的

探險計畫一直沒有下文。（按：歷史上，摩爾人主要指在伊比利亞半島的伊斯蘭征服者。） 

於是，他決定將計畫推薦給法國國王。一天，哥倫布來到拉比達（Rabida）的聖瑪

麗修道院。由於院長的儀表和談吐，讓他暫時放棄前往法國的念頭。幾經波折後，伊莎

貝拉女王終於召見了哥倫布。探險事業的經費至少需要 3000 克朗，包括三艘輕型帆船

及船員們的報酬。然而國庫空虛，資金何處來？為了王室的榮譽，伊莎貝拉女王便用自

己的珠寶、首飾作抵押，來換取哥倫布出航的資金。 

1492 年 4 月 17 日，哥倫布受封為貴族暨「大西洋海軍大元帥」。他所享有的權力

和待遇，與斐迪南國王的叔父相同。當時，國王的叔父是卡斯蒂利亞海軍大元帥。國王

准許他擔任未來新發現島嶼和陸地的總督，而且這些頭銜均可世襲。此外，新發現土地

上產品的百分之十歸他所有，他也能參與新土地上所有的商業活動，投資和利潤可占總

額的八分之一；發生訴訟案時，他有裁判權。然而，哥倫布想要獲得這些頭銜，那必須

要付出代價。4 月 30 日，國王下令：「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否則一切賞賜都不算數。」 

費時四個月，一切裝配齊全，準備工作就緒。1492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的上午 8

點，探險船隊從西班牙西南部的帕洛斯（Palos）港啟航。船隊中有三條船，平塔號（Pinta）、

尼尼亞號（Niña）和旗艦聖瑪麗亞號（Santa María）。探險途中，聖瑪利亞號擱淺後，

尼尼亞號成為探險船隊的旗艦。當天海風很大，日落前向南航行了 60 英里後轉向西南，

之後再西偏南，朝著加那利群島（Islas Canarias）前進。此群島是西班牙飛地和自由港，

現為西班牙的自治區之一。它位於非洲西北部的大西洋上，是非洲大陸西北岸外的火山

群島。東距非洲西海岸約 130 公里，東北距西班牙約 1100 公里。距摩洛哥西南部海岸

約 100-120 公里，分東、西兩組島群。後來，加那利群島成為哥倫布西向航行的中繼休

息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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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發現新大陸 

經過七十晝夜的艱苦航行，1492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的凌晨兩點，船隊終於看見

了陸地。原以為到達了「印度」，後來才知道登上的島嶼屬於盧克雅思（Lucayos）群島，

即今日巴哈馬群島（Bahamas）之一。印地安人稱之為瓜納哈尼（Guanahani），哥倫布

將其命名為聖薩爾瓦多（San Salvador）。島上的居民是泰諾族（Tainos）印地安人，屬

於阿拉瓦克（Arawak）語系。對於哥倫布的到來，他們表現得非常地友善。1494 年，

西班牙人入侵，阿拉瓦克人因戰爭、疾病和奴役而滅絕。 

西班牙人登島後，不斷詢問、折磨被俘的印地安人，希望從他們口中挖出長生不老

源泉的秘址。安哥拉利亞（Peter Martyr d'Anghiera）是一位歷史學者兼西班牙宮廷官員，

他在《新世界簡史》（Descades of the New World）中寫到，從盧克雅思和巴哈馬群島來

的「印度人」聲稱，「那兒有一個島…島上有一處具有神力的泉眼，…只要喝了那裡的

水，經過一段時間，就可以使老人重新變得年輕。」 

哥倫布才剛抵達所認為的「印度」，就把對新世界的探索和尋找長生不老源泉緊密

地聯繫起來。對於「新世界」的征服者而言，找到「年輕之源」，是斐迪南國王、伊莎

貝拉女王和西班牙王室當時最高的期望。後來，尋找長生不老源泉密址的任務，就落在

旁氏‧德‧里昂（Ponce De Leon）的肩上。里昂是這方面頗有研究的行家，也是位職業

軍人出身的探險家。 

事實上，哥倫布對於許下「帶回黃金」的承諾，從不曾忘懷。根據印地安人的說法，

他逐島去打探、尋訪黃金的下落。10月 15日，哥倫布來到距聖薩爾瓦多島 5里格（League）

附近的一處島群。里格是一個古老的陸地及海洋測量長度之單位，1 里格=5.556 公里。

所有的島都很平坦，形狀也很漂亮。島上沒有山，卻很富饒，均有人居住。雖是普通小

島，但他們之間也會互相開戰。 

探險隊每登上一座小島就先命名，如聖母、費南迪納（Fernandina），以表示對阿

拉貢國王的敬意。後來，他們到了一座比較大的島，就取名為伊莎貝拉，隨行的印地安

人稱其為賽歐美蒂。在遍尋珍珠、香料、黃金未果的情況下，只好繼續探尋的旅程。不

久，他們到達古巴島，哥倫布以為是《馬可‧孛羅遊記》中所說的「日本」。 

再次失望後，船隊就從巴哈馬群島向西南航行，在島的北面發現了陸地。從 11 月

11 日到 12 月 6 日，哥倫布一直沿著北面海岸航行。最終向東返回，穿越了古巴與海地

間的海峽。12 日登陸，佔領了伊斯帕尼奧拉島（La Española）西部的太子港（Port au 

Prince），在當地豎起了十字架。此島是加勒比海中的第二大島，僅次於古巴島。 

水手們和隨行的印地安人進入內陸，帶回一名年輕女人。她不僅穿戴了一只大金

杯，還能與印地安人交談。哥倫布下令，找到黃金時，一定要給付交換物。對島民來說，

黃金只是裝飾品，很願意用它交換些玻璃珠、環飾或鈴鐺一類的東西。在島民看來，交

換物更具有裝飾性。至此，哥倫布「帶回黃金」的承諾，總算有了著落。 

1493 年 3 月 15 日，哥倫布載譽返國，回到西班牙的出發地帕洛斯港。他於星期五

啟航，於星期五發現美洲大陸，並於星期五返航，這真是上天不可思議的安排。此後，

他又三次重複他的西行航程，登上了美洲的許多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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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 年 10 月 8 日，第三次出航時，哥倫布已成功地發現了南美洲，只是他不知道

而已。哥倫布曾經把發現新大陸的事，寫在給國王和王后的信中，委託代理主教馮斯卡

轉交。然而，馮斯卡嫉妒哥倫布的聲望，始終沒有公開此信。直到 1506 年 5 月 20 日哥

倫布辭世，當時的人們都認為他所到達的這塊大陸是亞洲大陸的東部。 

哥倫布第四次航行期間，於 1502 年 8 月 15 日，邂逅了製作巧克力的原料—可可豆。

其後，巧克力成了新西班牙殖民社會的食物。最後，還傳回到了西班牙，以及整個歐洲

大陸。可可豆原產於墨西哥，就因為西班牙人的到來，讓可可豆有機會進入歐洲與人結

緣，這也要歸功於哥倫布。 

 

五、新大陸命名 

亞美利哥‧韋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54-1512）是義大利探險家，出生於佛

羅倫斯的一個富裕家庭。1499-1501 年間，他參加了由阿倫索‧德‧奧維達（Alonso de 

Ojeda）領導的探險。到達現在的圭亞那沿海後，兩人分道揚鑣。亞美利哥繼續向南航

行，發現了亞馬遜河河口。直到南緯 6 度，然後轉回，發現了特立尼達島（Isla Trinidad）

和奧里諾科河（Río Orinoco），經由現在的多明尼加回到西班牙。特立尼達島就是千里

達，奧里諾科河是南美第三大河。1501-1502 年間，他代表葡萄牙出航，到達阿根廷南

部的巴塔哥尼亞地區。 

1500 年 7 月，亞美利哥發現了南美東北約 1200 公里的海岸線，他斷言這是一塊新

大陸。1507 年，德國地理學家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在他出版的

《世界地理概論》中，將這塊大陸標示為「亞美利加」，它是亞美利哥義大利文名字

Amerigo 的拉丁文寫法 Americus。1538 年，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在他的世界地

圖（Mercator's 1538 world map）中，將整個美洲地區標明為「亞美利加地區」。16 世

紀後期開始，許多的地圖、地球儀、地理書，均將美洲命名亞美利加洲（Americas）。 

據說，亞美利哥把航行的見聞寫成一篇誇張而有趣的文章，並且還畫了地圖。他首

先指出，哥倫布發現的這塊陸地不是印度，而是一塊新大陸。文章發表後，引起歐洲很

大的轟動。地理學家們決定用拉丁語的「亞美利哥」，命名這塊新大陸，意為「亞美利

哥發現的土地」。因名稱悅耳、好記，立即普遍接受。哥倫布雖是第一位發現「新大陸」

的人，但卻以「亞美利哥」的名字來命名，這是他始料未及的一件憾事。 

 

六、結語 

在拉丁語中，「哥倫布」與「鴿子」之音相近。這是否意味著，哥倫布正是傳承鴿

子的使命，將基督之光帶往西方。有人認為，他的教名「克里斯托福」隱含著基督使者

的使命，為那些身處黑暗中的人們帶去了光明。 

1453 年，東羅馬帝國滅亡，促成東羅馬帝國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相互融合。這時，活

字印刷術正好發明，使得地圖圖文並茂，書籍的產生加速，知識的傳播廣泛，造成文藝

復興運動四下蔓延。1492 年，這是值得注意與重視的一年。西班牙的統一，加速了文藝

復興。哥倫布歷盡艱辛西航探險，雖然首先發現了曾被認為是汪洋大海的新大陸，但最

後卻用證實它是「新大陸」的人之名來命名，殊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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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布西航美洲路線圖（引自維基百科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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