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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九年撒馬兒罕貢獅圖試釋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故事往往在偶然中發生。以這幅明憲宗成化十九年（1483）繪製的〈貢獅圖〉來說，

就是偶然中看到的。 

近年和我有關的社團先後建立起臉書（fb），以臉書作為聯絡平台，因而不得不註

冊一個。但為免麻煩，在首頁上注明：「我的臉書只加和我有關的社團，不加任何個人。」 

去年（2017）冬，偶然間在中華科技史學會臉書右側的「建議的社團」，看到「石

獅子與科學」。我寫過有關貢獅和舞獅的文章，不免上去看看。今年（2018）3月間正式

加入這個社團，至此我參加的臉書社團已增加到四個了。 

今年 5 月 8 日，中國文化大學電機系的 Key-Yi Lee 在「石獅子與科學」上轉貼出

一張嘉德藝術中心展示的〈貢獅圖〉（Rossi & Rossi 畫廊提供），不禁眼睛為之一亮。嘉

德藝術中心有段簡介： 

成化十九年的〈西番貢獅圖〉，以實物原大繪撒馬爾罕進貢西域母獅之圖景。絹本。

詩堂有憲宗御題〈御製獅子賦〉。合於《明史》與《實錄》。雜糅伊斯蘭畫風。為存世明

代宮廷畫作中的大手筆。鈐「廣運之寶」。嘉德藝術中心，Rossi展品。 

當年為了寫作有關歷代貢獅的文章，曾遍查兩岸各種畫冊的獅畫，從沒見過此幅！

傳世的獅畫——即使是宮廷畫家的獅畫，真正寫實的極少。若干年來我一直以為台北故

宮博物院藏〈元人畫貢獒圖〉（題簽者將獅子誤為藏獒）是最為寫實的一幅，沒想到世

間還有一幅來歷明確、更寫實的獅畫！真的是挖到寶了。 

 

御製獅子賦 

除了氣勢磅礡的巨幅獅畫，詩堂（畫幅上端空白處）的成化帝御題〈御製獅子賦〉，

沒見有書（或有人）提到過，這可是新出土的文獻啊！幾經判讀，抄錄如下，標點為筆

者所加，字跡漫漶處以○表示。 

 

惟撒馬兒罕之僻壤，產奇獸以叶祥。鎻魯壇之國，阿黑麻之王，獲茲二物，不以自寶，

義出忠腸。差帕六灣都督之正使，擇火者馬黑麻之同行。畫圖像以進貢，具雕闌而遠將。

虎塞泥之名呼，解人語之行藏。小心勤慎，晝夜徬徨。撫摩其猛性，指揮喜怒，飼喂抱

攜，引導多方。惟資畏伏，變異純良。歷三萬幾千之重譯而遠至中國，候九重瑣闥之初

開而連步趨蹌。進獻彤墀之內，俯伏丹陛之傍。豈番邦有意以之效微忱，而以常生之物

輕率趨京，粉飾時光，莫非造化之妙物，以為嘉徵之應者歟！蓋由朕承 

祖宗鴻業，運撫熙洽，治道寬容，而包○○外，昕夕憶度，而恩被遐方。勤誠契乎神明，

中正表乎皇極，諸福之物，難致之祥，往昔所罕聞，幸今則見。其眼之精瑩兮，猶星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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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潔；茸之綽約兮，若焰起輝煌。頭堅於蜀山之銅勁，勁額啻於昆吾之鐵鋼。鉤爪之鋒，

類乎利戟；鑿齒之明，恍乎凝霜。體性狂禀於金精，毛質色正於中央。旭○臞身兮艷麗；

薰風拂毳兮輕揚。雄聲哮哮兮，則吼震雷轟；猛威凜凜兮，則閃掣電光。瞻犀象而百隊

為之竄伏，顧虎豹而千群為之奔驤。萬牛見之失據，六駿視之魂亡。白彪懾以喋血，玄

熊跼以斷腸。茲之所以為群毛之長，非人力之所致也。抑昔異態能言，而覩乎軒轅之東

巡；猛鷙殊形，而服乎神堯之至仁。大舜之時，徑趨虞廷，聞大韶之樂，而戲舞循循。

文王之興，頻來靈囿，獲紫芝之養，以遊蕩淳淳。迨乎我朝，考之往牒，雄姿迭見於先

世，猛氣重逢於茲辰。接跡騶虞，育乎上苑之內，繼踪祥麟，羈于御沼之濱。妖邪之辟

除，鬼魅之絕跡，聞其語者傳誦於崑崙。此又所謂上古聖君及朕 

列聖致治之隆而兆於物，其同符合轍之瑞，復見於今日也。然太平之時，任賢圖治，則

都俞吁咈也。燮理之功妙而玉燭均調，國紀之調詳而慶雲映彩。比年以來，時雨徐徐，

甘露液液，九穗嘉禾，兩歧瑞麥，化日舒長，萬邦樂逸，遐邇祥徵，臣民悅懌，共享太

平於萬斯年也。以為之賦。 

大明成化癸卯六月吉日 

印：廣運之寶 

 

撒馬兒罕（今譯撒馬爾罕）於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獻獅子（詳後），同年六月就寫

成這篇賦，並書寫在畫幅頂端的詩堂上，姑不論是否出於成化帝之手，但從一個側面可

以看出朝廷對這次進貢的重視。 

 

 

撒馬兒罕貢獅圖，絹本設色，287×242cm，1483年。私人收藏，嘉德藝術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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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一段史實 

成化十九年撒馬兒罕貢獅子的事，載《明史》、《明憲宗實錄》和《大大明會典》，

加上新出土的〈御製獅子賦〉，故事就更完整了。 

〈御製獅子賦〉中的阿黑麻（阿赫馬德米兒咱，Sultan Ahmed Mirza，1469-1494 在

位），為帖木兒玄孫，據有現今哈薩克、烏茲別克、伊朗和阿富汗一帶。帖木兒（1336-1405）

為突厥化的蒙古人，一手創建帖木兒帝國，建都撒馬兒罕（今譯撒馬爾罕）。鼎盛時期

疆域西起小亞細亞、東至阿富汗、北至鹹海、南至波斯灣。1404 年冬率領 20萬大軍東

征，企圖恢復元朝，翌年春病死途中。帖木兒死後，帝國分裂成幾個部份，皆以帖木爾

帝國正統自居。 

成化十九年，撒馬兒罕蘇丹阿黑麻偕亦思弗罕（今譯伊斯法罕）酋長貢兩隻獅子。

《明史‧列傳二二○‧西域四》「撒馬兒罕」條記載，貢使行至肅州（酒泉），奏請大臣前往

迎接。職方郎中陸容上奏：「這是無用之物，祭祀天地祖先不能做為祭品，也不能為皇

上駕車，應不接受。」禮官周洪謨等也說往迎不合禮法，但成化帝還是派出宦官前往迎

接。 

這次進貢，以撒馬兒罕貢獅最受關注。根據《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年二月甲戌，

撒馬兒罕使團除了正副使，另有隨從 15人（引文詳後）。亦思弗罕使團的人數不可考。

兩個使團何時到達肅州？明廷何時派人往迎？一行人何時到達北京？皆無文獻可考。 

貢使獲准入貢後，從邊關（肅州）經由明廷規定的貢道，由各地驛站接待，一站站

向京城進發。鑑於獅子的特殊性，每每大張其事，除了遣使迎接，還可能有兵丁護送。

明代設於京城、接待外國貢使的會同館，隸屬兵部，成化年間設有十八館，各有通事若

干名，撒馬兒罕屬回回館。明廷派遣宦官到肅州迎接時，理應帶著會同館的通事，在漫

漫長路上貢使可能和往迎的宦官建立起不錯的私人關係。 

根據《明憲宗實錄》，撒馬兒罕所進貢的兩隻獅子於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十一日，

1483年 5月 17日）獻給成化帝。外國貢獅是朝廷大事，禮部必須預作安排，擇吉向皇

上進獻。這些預備工作需要一段時間，貢使一行人可能於三月間已抵達京城，住進會同

館的回回館。 

嘉德藝術中心展出的〈貢獅圖〉，絹本設色，287×242 公分，即使是宮廷院畫也罕

見如此巨製。畫幅中兩位貢使各有一行題榜，以黃色顏料注明其身份——正使都督帕六

灣馬黑麻、指揮火者馬黑麻。帕六灣，《明史》和《明憲宗實錄》作怕六灣，本文為了

和〈御製獅子賦〉一致，皆作帕六灣。火者，波斯語 khwaja 音譯，為新疆和中亞地區

上層顯貴之敬稱。 

根據《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年九月庚子：｢陞撒馬兒罕都督僉事怕六灣馬哈麻為

都督同知，指揮僉事哈只兒辛等四人俱指揮同知。」可見兩人的正式頭銜為都督僉事和

指揮僉事，皆為軍官官銜。畫幅右側的「指揮火者馬黑麻」應為副使，或即哈只兒辛。 

從畫幅的題榜，可見四月癸酉正式進獻前，明廷已授予品位頗高的軍官虛銜。這兩

行題榜也可說明，這幅〈貢獅圖〉是貢使一行人到達北京後由宮廷畫家畫的，而非如

Rossi & Rossi畫廊的新聞稿所臆測，是滯留邊關期間倩人繪製。滯留邊關時怎會有明廷

所封的官銜？偏遠的肅州恐怕也找不到繪製如此巨幅畫作的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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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成化帝在皇極殿（清代改稱太和殿）接見撒馬兒罕及亦思弗

罕使團。撒馬兒罕正使帕六灣馬黑麻（以下稱帕六灣）獻上近乎真人比例的〈貢獅圖〉，

裝在籠子裡的獅子則抬上丹墀，置於殿前供皇帝遠觀。成化〈御製獅子賦〉：「畫圖像以

進貢，具雕闌而遠將。」「進獻彤墀之內，俯伏丹陛之傍。」寫下獻獅時的情景。 

四月癸酉正式進獻前，禮部可能早已詢問帕六灣：獅子得自何處？如何馴養？相關

訊息已具折上奏皇帝。進獻時行禮如儀，皇帝大概不會詢問這些細節。〈御製獅子賦〉：

「惟撒馬兒罕之僻壤，產奇獸以叶祥。」僻壤在哪兒？ 

《明史‧列傳二二○‧西域四》｢迭里迷」條：「迭里迷，在撒馬兒罕西南，去哈烈二

千餘里。有新舊二城，……城在阿朮河東，多魚。河東地隸撒馬兒罕，西多蘆林，產獅

子。」阿朮河，顯然為阿木河（阿姆河）之誤。迭里迷今譯泰爾梅茲，位於烏茲別克、

阿富汗邊境，阿姆河口北岸。 

關於阿姆河流域產獅子，亦載《明史‧列傳二二○‧西域四》｢哈烈」條：「獅生於阿

朮河蘆林中，初生目閉，七日始開。土人於目閉時取之，調習其性，稍長則不可馴矣。」

鳥類和哺乳類都有銘印現象，對於睜眼所看到的第一個活動的物體（通常是母親）心生

孺慕，信任不疑。銘印現象使得人們可以馴養獅子等猛獸。 

剛生下的乳獅，體重約 1.2-2.1 公斤，比大貓還小！古時沒有奶瓶，或許以母狗充

當奶媽。獅子的哺乳期約三個月，此後雖可吃肉，但要到半歲後始完全斷奶。 

因此，進貢的獅子至少要過了哺乳期才能東行。途中或許一面餵肉，一面像餵貓咪

喝奶般，將馬奶、駱駝奶、羊奶等盛在容器中，讓還沒完全斷奶的獅寶寶舔食。我們不

知撒馬兒罕貢使一行人走了多久，可確定的是：到達北京時，原先的獅娃娃已長成半大

小子了。從獅子的形態來看，至多走了一年（詳後）。 

〈貢獅圖〉中的獅子由人牽著，可能是為了繪圖所擺的 pose，長途跋涉應置於籠

中，由車子載著。〈御製獅子賦〉：「撫摩其猛性，指揮喜怒，飼喂抱攜，引導多方，惟

資畏伏，變異純良。」特別是「飼喂抱攜」四個字，生動的說明自幼飼養的情景。 

 

貢獅圖中的獅子 

成化十九年獻獅，共有兩隻，但〈貢獅圖〉只畫一隻。宮廷畫家不無可能各畫一幅，

成化帝只在其中一幅上題字。〈御製獅子賦〉：「虎塞泥之名呼，解人語之行藏。」虎塞

泥，畫幅中獅子的名字。獅子自幼由人賜養，已聽得懂簡單的指令。 

虎塞泥，回族譯哈薩尼（Husseini）。根據「伊斯蘭之光‧回族人的姓名與經名」網

頁，男穆斯林經名有六大類，其中屬吉祥、讚美者 90 個，哈薩尼意為美麗（英俊）。同

網頁女穆斯林經名列出 109 個，其中哈塞娜（Husseina）意為美麗。如所貢為一雄一雌，

另一隻或名「虎塞娜」。 

嘉德藝術中心的〈貢獅圖〉簡介：「成化十九年的〈西番貢獅圖〉，以實物原大繪撒

馬爾罕進貢西域母獅之圖景。」Rossi & Rossi 畫廊所發佈的新聞稿：「以近乎真人的比

例繪製了一頭母獅與兩位外邦使節。」「撒馬爾罕的數位使節，遵循穆斯林世界與中國

的外交傳統，向中國皇帝進貢，其中包括兩隻罕見的白獅。」 

〈貢獅圖〉所畫的獅子是隻白獅嗎？答案是否定的。從設色來看，畫幅中的獅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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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褪色而顏色較淺（中國畫常用的黃色顏料藤黃容易褪色），但仍為黃色無疑。成化〈御

製獅子賦〉也說：「毛質色正於中央」。中央戊己土，土屬黃。哪是什麼白獅！ 

〈貢獅圖〉所畫的獅子是隻母獅嗎？筆者認為是隻雄獅。嘉德藝術中心和 Rossi & 

Rossi 畫廊大概是畫幅中的獅子看不出鬃毛，才認為牠是隻母獅。雄獅一周歲後才開始

長出鬃毛，要到五歲才長得齊全。〈貢獅圖〉的頸圈有一部份被頸部的鬃毛蓋住，表示

圖中的幼獅是隻一歲多一點的雄獅。 

國人心目中的獅子，向來是頭頸部披散的鬃毛的雄獅。撒馬兒罕不可能只貢母獅而

不貢雄獅。撒馬兒罕所貢的獅子可能是兩隻雄獅，也可能是一雄一雌。雌獅的身量大約

只有雄獅的三分之二。假設為一雄一雌，又假設各畫一幅，成化帝御題〈御製獅子賦〉

必然選擇身量較大的雄獅題寫。從畫幅中人與獅子的比例來看，也說明那是隻雄獅，而

不是隻雌獅。再說，根據「伊斯蘭之光‧回族人的姓名與經名」網頁，虎賽尼（哈薩尼）

為男子經名，也可證實圖中的獅子是隻雄獅。 

獅子有兩個亞種：非洲獅（Panthera leo leo）和亞洲獅（Panthera leo persica）。自

東漢章帝章和元年（87）月氏貢獅子，歷代外國貢獅，除了鄭和下西洋期間有過非洲獅，

其餘都是來自西亞、中亞的亞洲獅。亞洲獅體型較小，雄獅的鬃毛皆為黃色，腹下有長

毛。非洲獅體型較大，鬃毛可為黃色或棕色、黑色，腹下無長毛。成化十九年撒馬兒罕

所貢的獅子當然是亞洲獅，但因還沒成年，鬃毛和腹下長毛尚不明顯。 

 

關於貢獅圖 

Rossi & Rossi畫廊所發佈的新聞稿說：「這幅極為珍貴的作品亦流傳有序，它在歐

洲的首次出現可以追溯到 1922年巴黎的 Séquestre Worch 拍賣會，其後又先後藏於兩家

聲名卓著的收藏：Gulbenkian 與後來 Essayan 的。近年來，它一直藏於倫敦的一家私人

收藏。」沒說明最初來自何處。以常識推斷，很可能和英法聯軍或八國聯軍有關。所謂

「流傳有序」，應指在歐洲期間。在中國，此幅未見公私文獻著錄。 

新聞稿又說：「儘管此畫過去被認為是明朝某位宮廷畫家所做，現在我們傾向於認

為，畫家應來自中亞帖木爾汗國，例如赫拉特，並接受了中國式的繪畫訓練。」嘉德藝

述中心也說此幅「雜糅伊斯蘭畫風」。 

伊斯蘭繪畫以花草紋為主，忌諱畫人物和動物。十三世紀蒙古入侵，波斯一帶發展

出畫人物和動物的小型紙本工筆畫，稱為細密畫，以細膩、精緻著稱。〈貢獅圖〉為絹

本設色巨幅工筆畫，和細密畫不是一個路數。〈貢獅圖〉從線條勾勒、人物衣紋、敷色

渲染，無不掌握中國畫的精髓，怎麼看都看不出雜揉伊斯蘭畫風。所謂中亞畫家「接受

了中國式的繪畫訓練」，在哪兒訓練？其目的為何？難道只是為畫幅畫獻給明朝皇帝？

再說〈貢獅圖〉長寬皆超過兩公尺，中亞或邊關能找到如此巨幅的絹嗎？ 

Rossi & Rossi畫廊臆測〈貢獅圖〉係貢使一行人滯留邊關時由受過中國畫訓練的中

亞畫家所繪，所以又說：「精心繪製的樹木，與花鳥相輔相成，……槐樹後面是一棵桃

樹，它的累累碩果象徵著繁榮和長壽。棲止枝頭的鳴禽裡有一對黃鸝和一對喜鵲，兩者

都是吉祥的象徵。這種象徵吉祥如意的背景選擇與象徵吉兆的白獅相互應和，來鼓勵皇

帝接受禮物。」除了將獅子誤為白獅，圖中的鳥類是一對喜鵲和兩對白頭翁，並沒有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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鸝。Rossi & Rossi 畫廊的新聞稿一再發生錯誤，說明撰稿者草率粗疏，也未曾認真研讀

史料。 

然而，〈貢獅圖〉確有異於一般中國工筆設色畫之處。傳世工筆人物畫的臉面罕見

以蘊染表現明暗，〈貢獅圖〉中的兩位貢使的面部卻畫得出凹凸有致。畫幅中獅子的臉

面部亦然。據筆者所知，伊斯蘭細密畫無此技法。這時（成化十九年，1483）西方早已

發展出表現景物遠近的透視法，和表現景物光影的明暗法。當時澳門尚未出借（1557

年租借給葡萄牙），傳教士還沒東來（1583 年利瑪竇抵達中國），但宮廷畫家不無可能以

其特殊身份，看過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繪畫。 

其次，就筆者所經眼，自敦煌壁畫以降，人物畫的題榜皆以顯眼的墨色書寫，甚至

加上邊框。〈貢獅圖〉中的兩行黃色題榜，寫在淡褐色的底色上（絹本工筆畫通常以膠

礬水調上顏料刷上一層或數層底色），即使還沒褪色，也不如墨色顯眼。題榜以黃色書

寫，是否為免喧賓奪主，干擾了畫幅中的人物和獅子？ 

筆者所經眼的西方中世紀聖畫，類似題榜的說明文字，通常以黃色或暗紅色字寫在

藍、綠等寒色系對比強烈的底色上。〈貢獅圖〉的題榜是以黃色字寫在對比並不強烈的

底色上，應非得自西方聖畫。明代宮廷繪畫是否還有黃色或其他暖色字的題榜？值得深

入研究。 

 

餘話：貢獅之後 

成化十九年四月癸酉，撒馬兒罕及亦思弗罕的使臣進獻獅子，次日（甲戌）：兩國

「復進西馬、番刀、糖霜、兜羅、梭甫等物。賜晏於禮部，仍詔合賜金織襲衣，綵段表

裏等物，特從厚給之。」 

《明憲宗實錄》四月癸酉及甲戌的兩則記載，並沒說明撒馬兒罕及亦思弗罕各獻什

麼。〈御製獅子賦〉已指明撒馬兒罕貢獅，則甲戌日的西馬（西域良馬）應為亦思弗罕

所獻。按例進獻的馬匹撥交御馬監，獅子則撥交牲口房。御馬監和牲口房皆由宦官監管。 

根據《明史‧列傳二二○‧西域四》「撒馬兒罕條」，成化十九年進貢的兩隻獅子：「獅

日噉生羊二，醋、酐、蜜、酪各二瓶。」每獅每日吃一隻活羊已屬誇張，每日吃醋、酐

（苦酒）、蜜和酪各一瓶就太荒唐了。獅子屬食肉目，哪會喝醋、喝酒、吃蜜！其實由

宦官監管的各個動物豢養單位，其苛扣侵漁不堪問聞，甚至有犀牛日食豬肉二觔、雞一

隻的記載！詳見參考文獻楊龢之先生文，此處不贅。 

外國遣使進貢，一般一至三個月內明廷就會讓貢使回國。亦思弗罕可能得了賞賜隨

即回國，所以《明憲宗實錄》不再有亦思弗罕的記事。撒馬兒罕的貢使則不然，拖到同

年十月，非但沒有回國，還奏請皇帝，希望爰引永樂年間的賞例再加賞賜。撒馬兒罕正

統四年才向明朝進貢，帕六灣等哪知道永樂年間的陳年故實，顯然是宦官授意或指導的。 

《明憲宗實錄》同年十月戊寅：「撒馬兒罕貢使怕六灣等以進獅子，乞如永樂間賞

例事，下禮部覆奏，速檀阿黑麻萬里遣使來獻猛獸，誠有可嘉，宜如正統四年賞例。有

旨，加賞綵緞五表裡。既而使臣堅執必欲如永樂賞例，禮部奏以歲久難從，宜如見賞例

外加賜，以酧其勞。有旨，正副使再加二表裡，其餘人加一表裡。」一表裡，就是一匹

做衣表的綢緞，和一匹做裡子的綢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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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四年賞例為何？《大明會典》卷一一二：「正統四年，金線豹一隻彩段（緞）

八表裡。……成化十九年，進獅子二隻，每隻比金線豹例加彩段五表裡。」帕六灣仍堅

持希望比照永樂年間賞例，於是正副使再加二表裡，其餘各加一表裡。 

經由帕六灣的一再爭取，一隻獅子得到十三表裡，兩隻共二十六表裡，這還沒算上

四月甲戌的賞賜。這些彩鍛名義上是賞給撒馬兒罕蘇丹阿黑麻的，實情只有天知道。賞

給正副使各二表裡，隨從十五人（見前文）各一表裡，共計十九表裡。 

帕六灣等仍不滿意，隔了兩個月，又以道路阻遠要求加賜。《明憲宗實錄》成化二

十年二月甲戌：「命加賜撒馬兒罕等處速檀阿黑麻王所遣正副使銀五十兩，從人十五名

各五兩，并前所賜即予之，且促其去。初，其國貢獅子等物，上特賜王及使臣加厚。至

是。使臣以道路阻遠，奏求不已，故加賜之。」 

帕六灣等「奏求不已」，皇帝已不耐煩，但帕六灣仍無去意，明廷又將怕六灣等陞

官，並允許他們從海道回國。《明憲宗實錄》成化二十年九月庚子：｢陞撒馬兒罕都督僉

事怕六灣馬哈麻為都督同知，指揮僉事哈只兒辛等四人俱指揮同知。怕六灣等以西域道

阻，乞從海道歸，欲於長蘆買食鹽百引。許之。」都督僉事為正二品，都督同知為從一

品；指揮僉事為正四品，指揮同知為從三品。明廷一開始就賜予高級軍官虛銜，可能和

帕六灣等吹噓自己在撒馬兒罕為高官顯要有關。 

帕六灣等何時離開北京不可考，只知皇帝命宦官韋洛和鴻臚署丞海濱送他們南下，

一路為所欲為，又多買良家女子為妻妾，韋洛非但不加阻止，還委過於海濱，海濱遭貶

為低階官吏。 

帕六灣南下途中，又奏請朝廷要到滿剌加（麻六甲）購買獅子獻給朝廷，廣東布政

使陳選得知此事，力陳不可。接待帕六灣的廣東市舶司太監韋眷大力支持。帕六灣雖未

得逞，但陳選遭韋眷誣陷，奪職送京，病死途中，韋眷則陞為鎮守巡撫兩廣等處太監。

宦官是皇帝的家臣，官員和宦官鬥爭，吃虧的總是官員。帕六灣等可能拖到成化二十二

年才由海道回國。詳見參考文獻陳文德先生論文，此處不贅。 

行文至此，不免懷疑帕六灣等人的身份，他們的行徑似乎更像將本求利的商人！帕

六灣等如果是撒馬兒罕的使臣，完成任務後理應旋即回國覆命，但帕六灣等一行人卻遲

遲不歸。至於到長蘆（天津附近）買鹽百引（一引四百斤），是明顯的商業行為。建議

到滿剌加買獅子獻給朝廷，理應向撒馬兒罕蘇丹建議，擅自向明朝皇帝建議豈不僭越！

帖木兒帝國至阿赫馬德米兒咱（阿黑麻）時，聲勢雖遠不如乃祖，但仍為一方大國，帕

六灣等的行徑哪像是大國的使者！ 

其實歷來的外國朝貢，由商人冒充的不在少數。帕六灣等在中國兩三年，吃香喝辣

不說，還得到大批賞賜，此行算是值得了。更值得的是，帕六灣和副使留下一張近乎真

人大小的工筆畫像，五百多年後仍然如聞磬欬，那兩雙機靈的眼神像是要訴說些什麼。

（2018/0625草成，本文另刊《科學文化評論》2018 年第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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