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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下西洋所獲得的氣象氣候知識 
 

劉昭民 

（本會會員） 

 

摘要 明史鄭和傳中曾說明鄭和的生平以及下西洋的動機、下西洋的經過和收穫等，但

是全文沒有說明西洋地區的氣象和氣候。幸而有馬歡的瀛海勝覽，鞏珍的西洋番國志，

費信的星槎勝覽等三本書中含有不少西洋各國的氣象氣候資料，可以提供吾人分析研

究。最後作者並以今日氣象學中的緯流風所包含的全球緯流風帶的劃分以及海平面平均

高氣壓帶與低氣壓帶的劃分，加以分析，可以明瞭鄭和下西洋時，往返所經過的地帶，

正好是赤道至北回歸線（22.5°N）之間地帶，也就是赤道無風帶和馬緯度無風帶，全年

風力微弱，增加船員和水手用槳划水之艱苦。 

 

關鍵詞：瀛海勝覽，西洋番國志，星槎勝覽，馬緯度無風帶 

 

一、前言 

自從前幾年鄭和學興起以後，國人研究鄭和下西洋之學術者越來越多，筆者原出身

氣象學和氣候學，當然要義不容辭地研究鄭和下西洋所獲得之氣象氣候知識，雖然馬歡

的瀛海勝覽1，鞏珍的西洋番國志2，費信的星槎勝覽3各有數條至十數條有關氣象和氣候

之記述，但以馬歡所著之瀛海勝覽成書最早，內容最為詳實，堪稱下西洋活動之第一等

資料史料。茲將內容有關氣象氣候之三種著作，依出版之先後，引述如下，並以今日氣

象學之立場加以說明。  

 

二、鄭和下西洋及其從人對南亞、東非氣象和氣候之記載 

鄭和下西洋行動所留傳下來的資料，雖然不多，但是仍有一些留傳下來的氣象、氣

候資料，茲一一分析如下。 

（一）馬歡—瀛海勝覽（明成祖永樂十四年，西元 1416年） 

1. 占城國（越南南部）：氣候暖熱，無霜雪，常如四五月之時，草木常青。其日

月之定，無閏月，但十二月為一年。晝夜分為十更。 

2. 爪哇國（印尼）：天氣長熱如夏，稻ㄧ年二熟。 

3. 暹羅國（泰國）：外山崎嶇，內地潮濕，土瘠，少堪耕種。氣候不正，或寒或

熱。 

                                                      
劉昭民，前民航局氣象中心研究員，中研院科學史委員會原始會員，本會創始會員，電郵：

nuihy@pchome.com.tw。 

 
1馬歡，《瀛海勝覽》，明成祖永樂十四年（1416年）。 
2鞏珍，《西洋番國志》，明宣宗宣德九年（1434年）。 
3費信，《星槎勝覽》，明英宗正統元年（14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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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滿刺加國（麻六甲）：氣候朝熱暮寒。打整番貨，裝載船內，等候南風順正，

於五月中旬開洋往還。 

5. 蘇門答臘（附那孤兒國）：其國四時氣候不齊，朝熱如夏，暮寒如秋。⋯⋯惟

種早稻，一年二熟。 

6. 柯枝國（印度西南部之柯欽）：其國氣候常暖如夏，無霜雪。每崴二三月夜雨

一兩番（次），五六月日月大雨，街市成河。七月盡，雨信始過，八月半以後

再不雨（進入旱季），至次年二三月間又雨如初（進入雨季）。 

7. 溜山國（馬爾地夫）：天之氣候如夏，土瘦米少。 

8. 祖法爾國（阿刺伯南部）：氣候常如八、九月，不冷。 

9. 阿丹（葉門之亞丁）：其地氣候溫和，常如八、九月。明之定無閏月，惟以十

二個月為一年，月之大小，若頭夜見新月，明日即月（初）一也。四季不定，

自有陰陽人推算其日為春首後，果然花草開榮；其日是初秋，果然木葉凋落，

及於日月交食，風雨潮汛，無不准（準）者。 

10. 榜葛刺國（孟加拉）：四時氣候常熱如夏，稻谷一年二熟。 

11. 忽魯漠斯國（伊朗南部）：其國氣候寒暑，春開花，秋落葉，有霜無雪，雨少

露多，夜露尤甚重，草木皆憑露水滋養，夜放一碗，盛至天明，其露水有三分

在碗（這是亞熱帶西北季風氣候特徵）。 

（二）鞏珍—西洋番國志，明宣宗宣德九年（西洋 1434年） 

1. 占城國（越南中部）：氣候常暖如中國四五月時，無霜雪，草木常青。 

2. 滿刺加國（蘇門答臘北部）：氣候朝寒暮暖。 

3. 蘇門答剌國：其國四期氣候不齊，朝熱如夏，暮寒若秋，五七月間亦有瘴氣。 

4. 柯枝國（印度西南部）：此地氣候常暖如夏，無霜雪，每歲二三月夜雨一二番

（次）。五六月日夜大雨，街市成河，七月盡，雨信始過，八月半以後再不雨

（進入旱季），人家於二三月間即修房屋，備具食用，以防雨患（進入雨季後

久雨），至次年二三月久雨如初（進入雨季）。 

5. 祖法爾國（阿拉伯南部）：氣候溫和如八九月，月日之定無閏月，但以十二月

為一年。 

6. 榜葛剌國（孟加拉）：氣候時如熱如夏。 

7. 忽魯謨斯國（伊朗）：其處氣候寒暑，春則開花，秋則落葉，有霜無雪，雨少

露多。（這是亞熱帶西北季風氣候特徵） 

8. 天方國（阿剌伯西部）：其處氣候常熱如夏，並無雨電霜雪，夜露甚重，置碗

露中，及旦，可得水三分。（這是沙漠氣候特色） 

（三）費信—星槎勝覽（明英宗正統元年，西元 1436年） 

1. 占城國（在越南南部）：天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草木常青，隨花隨結。（這

是熱帶氣候之特徵） 

2. 真臘國（高棉）：氣候常熱，田禾豐足。（熱帶氣候特徵）。 

3. 暹羅國（泰國）：田平而沃，稼積豐熟，氣候常熱，風俗勁悍。（熱帶氣候） 

4. 交欗山（印尼爪哇境）：氣候常暑，少谷米，以射獵為業。（赤道熱帶氣候）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3期（2018年 12月） 

100 

5. 重迦羅（印尼）：田谷與爪哇（交欗山）略同，氣候常暑，風俗順淳。（赤道

熱帶氣候） 

6. 吉里地悶（印尼）：田肥谷盛（盛產稻米），氣候朝熱暮寒。 

7. 錫蘭山國（錫蘭）：自蘇門答臘順風十二晝夜可至。氣候常熱、民俗富饒。 

8. 小葛蘭山國（印度西南部）：氣候常熱，風俗亦淳。 

9. 柯枝國（在印度西南部）：其處與錫蘭山對峙。氣候常熱，田瘠少收。 

10. 竺步國（在非洲東岸索馬利蘭瑪麗朱巴州），與木骨都束山地連接。面山地黃

赤，數年不雨，草木不生。（熱帶乾燥氣候，近撒哈拉沙漠） 

11. 木骨都束國（今索馬利蘭摩加迪休）：黃赤土石、田瘠少收，數年無雨。（近

撒哈拉沙漠之故） 

12. 阿丹（亞丁）：信海而居，草木不生。 

13. 刺撤國（在阿刺伯半島南部）：連山曠地，草木不生，氣候常熱，⋯⋯數年無

雨。（與亞丁同在葉門海岸邊，屬阿刺伯沙漠氣候） 

14. 天方國（在阿刺伯西部）：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 

 

綜合上述三人三書之記述，可見雖然馬歡之瀛海勝覽成書最早，內容也最詳實，但

是沒有述及東非之資料，可見馬歡可能沒去過東非，而費信的星槎勝覽記述氣象氣候者

最多，也有東非索馬利蘭資料，可見他本人有去過東非。 

 

三、今日氣象學識之分析—馬緯度無風帶和赤道無風帶 

根據上述瀛海勝覽、西洋番國志、星槎勝覽等三種文獻中有關氣象和氣候之記載，

可知赤道地區例如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南部地區和錫蘭等地區都是全年皆夏，一年四

季均炎熱多雨，而北回歸線以南之中南半島（包括東南亞）、泰國、孟加拉、印度北部、

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區，冬春季為旱季，夏秋季為雨季，而阿刺伯半島和非洲地區則

為少雨之沙漠氣候。尤其是北緯 23 度以南的馬緯度無風帶就是空氣下沉所產生的高溫

弱風區4，過去帆船時代的大船常被無風帶所困，因為飲水和食物不足，船員只好把船

上的馬殺來吃掉，把馬的殘屍拋下海，時間久了，海面上常見甚多的馬尾，後行的船夫

視為警訊，所以北回歸線以南的大海就稱為馬緯度無風帶，近赤道地區就成為赤道無風

帶。例如阿刺伯海、亞丁灣、波斯灣、紅海、印度洋北部等就是馬緯度無風帶，而靠近

赤道或赤道經過之地區，例如印尼、馬來西亞、印度南部和錫蘭、模里西斯的地區和洋

面就是赤道無風帶。陳達生教授在其著作中也曾提及馬六甲海峽處於赤道無風帶，……

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風力微小，4至 5月，10月~11月可偶有雷暴雨，世人稱馬六甲

海峽為風平浪靜的航行海峽。5 

鄭和下西洋時代船隻往返所經過之地區，剛好是赤道無風帶和馬緯度無風帶（見圖

一、圖二及圖三），全年風力微弱，增加船員和水手們用槳划船之艱苦。 

                                                      
4戚啓勳，《普通氣象學》，P.176–P.177，民國 55年（1966年）出版。  
5陳達生，《鄭和與馬來亞》，P.2，2014年鄭和文化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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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鄭和下西洋航路圖，

據《中國大百科全書，交通

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

社，1986年。 

 

  

圖二：全球海平面平均高氣壓和低氣壓

構想圖。（取自戚啟勳著普通氣象學） 

圖三：全球風帶分布圖。（出處同圖二） 

 

 

四、結論 

由本文之敘述，可知明史鄭和傳雖然沒有談及氣象氣候問題，但是跟隨鄭和下西洋

的馬歡、鞏珍、費信等人卻曾記述東南亞、南亞、西亞、東非等地區的氣象和氣候概況，

馬歡的瀛海勝覽所敘述的占城國為熱帶季風氣候（冬半年為東北季風，夏半年為西南季

風），爪哇國為赤道無風帶，四季炎熱多雨（一年四季皆夏，風力小），暹羅國四季皆

熱，只有乾季和雨季，滿刺加國和蘇門答臘為季風氣候（夏半年西南季風，冬半年東北

季風）柯枝國溜山國和暹羅國氣候一樣。祖法爾、阿丹兩地為阿刺伯沙漠氣候，但位於

阿刺伯海邊，有海上暖濕氣流和海陸風影響，所以氣候溫和，常如八、九月，不冷。榜

葛刺國（孟加拉）和印度一樣，受副熱帶季風影響，忽如莫斯為西北季風氣候區。鞏珍

的西洋番國志所記述的各國氣候和馬歡的瀛海勝覽大致相同，僅缺少天方國一條。至於

星槎勝覽則包括真臘國的熱帶氣候區，以及東非之竺步國、木骨都束國之沙漠氣候區。 

收件日期：2018年 12月 3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3期（2018年 12月） 

102 

 

The Meteorological and Climate Knowledge Obtained by 

Zheng He's Voyages 

 

Zhao-Ming Liu 

(Member of CASH) 

 

Abstract  In History of Ming, the Zheng He biography had explained the life of Zheng He, 

the motives of the Zheng He's voyages, the passage and harvest of the Western Ocean, but the 

full text did not explain the meteorology and climate in the Western region. Fortunately, there 

are Ma Huan’s Yingya Shenglan, Gong Zhen’s Xiyang fanguo zhi, Fei Xin’s Xingcha 

Shenglan, etc. The three books contain a lot of meteorological and climatic data from Western 

countri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division of the global zonal wind zone included in the 

latitudinal winds of today's meteorology and the division of the average high-pressure zone 

and low-pressure zone at sea level, which can be used to understand the zone that Zheng He 

traveled to and from the Western Ocean. It is exactly the zone between the equator and the 

Tropic of the Subtropics (22.5°N), that is, the equatorial windless zone and the horse latitude 

windless zone. The wind is weak throughout the year, which increases the difficulty of the 

crew and sailors paddling with paddles. 

 

Keywords: Yingya Shenglan, Xiyang fanguo zhi, Xingcha Shenglan, horse latitudes windless 

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