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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考釋 

張之傑 

（本會會員） 

 

摘要  明代將長頸鹿比附為麒麟。象徵聖王出世的麒麟，就成為下西洋期間的重要蒐

求對象。明成祖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長頸鹿首次進入中國。本文認為：（1）

這隻長頸鹿可能原為馬木路克王朝所贈，榜葛剌以之轉贈永樂帝；（2）榜葛剌貢麒麟

可能和費信《星槎勝覽》所載永樂十年之出航有關；（3）榜葛剌貢麒麟可能促使鄭和

第四次下西洋西進波斯灣，並促成麻林貢麒麟；（4）鄭和下西洋之所作所為，與回教

世界的禮物外交傳統若合符節；（5）馬木路克王朝不許非回教徒船隻進入紅海，鄭和

船隊始終未曾到過埃及。 

關鍵詞：麒麟、長頸鹿、榜葛剌、馬木路克王朝、鄭和下西洋、星槎勝覽 

 

 

一、前言 

永樂朝的海上活動，起初主要是為了尋找失蹤的惠帝，但演變到後來，卻變成宣

揚國威和蒐求奇名異寶。象徵聖王出世的麒麟，就成為重要的蒐求對象。 

麒麟原指何物已難稽考，在明代，是指長頸鹿。明代將長頸鹿稱為祖剌法或麒

麟。祖剌法，是阿拉伯語音譯1。至於麒麟，據馮承鈞考訂，為索馬利語 giri 對音2。早

在宋代，國人就知道有長頸鹿這種動物，南宋時稱為駞牛3，或音譯為徂臘4；至於將長

頸鹿附會為麒麟，可能始於北宋。5 

明成祖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今孟加拉）的使臣帶著一隻麒麟（以下與

長頸鹿同義）來到北京，擇期向永樂帝進獻。據太宗（成祖）實錄：九月丁丑（七

日），榜葛剌使臣獻麒麟及名馬。6翰林院修撰沈度寫了一篇〈瑞應麒麟頌〉，宮廷畫

                                                           
本文因出席「2018國際鄭和大會」（吉隆坡、麻六甲/2018/1109-1114）而作。 

張之傑：本會發起人，業餘科學史研究者。 

 
1 據韋氏字典（1998年英文版），giraffe源自阿拉伯語 zarafah，而 zarafah可能源自某非洲土語。 
2 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頁 55阿丹國條麒麟注：「Somali語 giri之對音，即 giraffe也。」 
3 南宋‧李石《續博物誌》卷十：「撥拔力國有異獸，名駞牛，皮似豹，蹄類牛，無峰，項長九尺，身高一

丈餘。」轉引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榜葛剌國第十六，頁 90。謝方注：「長頸鹿原產東非，撥拔力即

索馬里之柏培拉。」柏培拉即濱臨亞丁灣之 Berbera。 
4 南宋‧趙汝适《諸蕃誌》卷上：「琵琶羅國……獸名徂臘，狀如駱駝，而大如牛，色黃，前腳高五尺，後

低三尺，頭高向上，皮厚一寸。」琵琶羅國即《續博物誌》之撥拔力。轉引張星烺編注《中西交通史料彙

編》第 2冊，頁 583，中華書局（北京），2003年。 
5 北宋‧邢昺《爾雅疏》釋麟：「麟，麇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很可能是指長頸

鹿。見《爾雅注疏》，廣文書局，頁 84，民國 61年再版。 
6 《明太宗實錄》卷一五五，永樂十二年九月：「丁丑，榜葛剌國王賽弗丁遣使奉表，獻麒麟並貢名馬方

物。」中研院本，頁 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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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畫下麒麟圖像，將〈瑞應麒麟頌〉抄在圖上。這幅〈明人畫麒麟沈度頌〉軸7現藏台

北故宮博物院，為榜葛剌所貢麒麟即長頸鹿留下最真實的紀錄。8 

關於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除了《明太宗實錄》、〈明人畫麒麟沈度頌〉圖

軸，史載尚見《明史》成祖本紀9、《明史》外國列傳榜葛剌條10、《西洋朝貢典錄》

榜葛剌國條11等。 

麒麟是一種傳說的瑞獸，據說只有聖王在世才會出現，沈度在〈瑞應麒麟頌〉的

序中說：「…迺永樂甲午秋九月，麒麟出榜葛剌國，表進於朝。臣民聚觀，欣慶倍

萬。臣聞聖人有至仁之德，通乎幽明，則麒麟出。…」在頌文中，更是極盡歌功頌德

之能事：「於赫聖皇，迺武迺文。…惟十二年，歲在甲午。西南之陬，大海之滸。實

生麒麟，形高丈五。…詠詩以陳，頌歌聖主。」 

 

二、麒麟的來源 

在動物地理學上，長頸鹿是衣索匹亞區動物。根據《明英宗實錄》12及《明史》

英宗前紀，正統三年（1438）榜葛剌又貢過一次麒麟13（這是最後一次麒麟貢）。不產

長頸鹿的榜葛剌怎會貢麒麟？這隻長頸鹿可能來自埃及的馬木路克王朝（蘇丹國），

並和回教國家以動物作為外交禮品的傳統有關。 

中世紀時，回教和基督教國家宮廷普遍設有園囿，豢養珍禽異獸以供炫耀。西元

907年，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的使節訪問巴格達時，在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哈

里發穆克塔迪爾一世（al-Muqtadir）的宮廷園囿裡就看到四隻大象、兩隻長頸鹿和一

百隻左右的猛獸。蒙古西征，阿拔斯王朝敗亡，回教強權移轉至埃及的馬木路克王

朝。自十三世紀起，埃及南部的努比亞地區每年向馬木路克王朝進獻奴隸、閹人及野

生動物。根據史載，1275 至 1276 年，一年之內馬木路克蘇丹拜巴爾（Baybars）就收

到三隻大象、三隻長頸鹿和五隻黑豹。馬木路克王朝收到這些貢品，除了充實其園

囿，也用來作為外交禮品，贈送其他回教國家甚至基督教國家。拜巴爾就曾贈送大

象、長頸鹿、斑馬等動物給西班牙國王、拜占庭皇帝和欽察汗國的別兒哥汗（Berke 

Khan）。14 

除了努比亞進獻，取得長頸鹿還有兩個來源。其一為衣索匹亞，衣索匹亞人大多

信奉科普特正教，而馬木路克王朝境內（埃及）也有不少人信奉科普特正教。馬木路

克王朝對科普特正教相當容忍，藉著境內的科普特正教會得以和衣索匹亞維持聯繫。

十三世紀初，兩國建立外交關係，互設使館，衣索匹亞國王致贈馬木路克蘇丹的禮物

                                                           
7 〈明人畫麒麟圖沈度頌〉軸刊《故宮書畫圖錄》第 9冊，頁 345，台北故宮博物院，民國 81年。 
8 〈明人畫麒麟圖沈度頌〉軸深藏內府。上世紀初，伯希和等西方漢學家曾為文考定入貢麒麟即長頸鹿，

如能看到此圖，就不必費此苦心。相關考證見伯希和（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頁 60-61注六。 
9 《明史》卷七成祖本紀永樂十二年：「是年，泥八剌國沙的新葛來朝，封為王。……榜葛剌貢麒麟。」 
10 《明史》卷三二六外國列傳榜葛剌條：「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來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 
11 謝方校注《西洋朝貢典錄》，頁 90。 
12 《明英宗實錄》卷四七正統三年冬十月壬子朔：「榜葛剌使臣下野眉等來朝，貢麒麟、白鸚鵡、紅鸚

哥、白鵝等物。」 
13 《明史》卷十英宗前紀正統三年：「是年，榜葛剌貢麒麟，中外表賀。」 
14 Arab and Ottoman Menageries, by Thierry Buquet. Published June 22, 2015 · Updated October 16, 2015

（https://mad.hypotheses.org/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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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純金皇冠和長頸鹿、象、獅子、野驢等野生動物。15其二為位於現今葉門一帶的拉蘇

里王朝（Rasulid dynasty，明代稱剌撒國），每 2-3 年致贈（實為進獻）大批禮物給馬

木路克王朝，包括來自衣索匹亞的長頸鹿、象和斑馬。16  

十四紀末，帖木兒帝國興起，成為另一回教強權。1400-1401 年，馬木路克王朝

敗於帖木兒，失去敘利亞北部一帶。1405 年，帖木兒於進軍明朝途中病逝，帝國分

裂。波斯史學家歇里甫丁．阿里．雅茲迪（Sharaf al-Din Ali Yazdi）窮 20 年之力於

1425 年著成帖木兒傳 Zafarnameh （意為勝利之書），提到馬木路克的使臣曾贈送帖

木兒一隻長頸鹿、9 隻鴕鳥及其他珍寶、織物。此書 1436 年於波斯西菈子（Shiraz）

所刊行版本，附有馬木路克使臣向帖木兒進獻長頸鹿的版畫。17 

 

 

左圖：〈明人畫麒麟沈度頌〉，作於 1414 年，榜葛剌獻給永樂帝的長頸鹿，應得自馬

木路克王朝。右圖：本文參考文獻十一之封面書影，圖中版畫取自 1436 年波斯文刊本

帖木兒傳，繪馬木路克王朝使臣向帖木兒進獻長頸鹿。 

 

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獻麒麟（長頸鹿）時，帖木兒帝國的威脅已不存在，

馬木路克王朝仍為回教世界強權，努比亞地區進獻奴隸及野生動物的傳統應延續不

變，經由禮物交換從衣索匹亞和拉蘇里王朝取得野生動物也不致生變，馬木路克王朝

可以繼續以長頸鹿等野生動物作為聯繫或增進各回教國家或其他國家邦誼的禮物。 

鄭和下西洋時期（1405-1433），吉達港、麥加一帶為馬木路克王朝所有18，而吉

達港是經海路前往麥加朝聖的出入港口，地理位置之重要不言可喻。當時榜葛剌在吉

                                                           
15 同註 14，pp. 49. 
16 同註 14，pp. 37-40. 
17 同註 14，pp. 73-74. 
18 見本文之馬木路克王朝疆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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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港設有使館，1436 年曾因外交禮物上的誤會，使館遭馬木路克蘇丹關閉。19 既然榜

葛剌在馬木路克的吉達港設有使館，永樂十二年榜葛剌獻給永樂帝的長頸鹿得自馬木

路克王朝也就不感意外。 

長頸鹿以新鮮樹葉為食，從馬木路克的吉達港到榜葛剌路途迢迢，如何取得新鮮

樹葉？當時航海大多沿著海岸線航行，每一停靠站之間不致過遠。祝允明《前聞記‧里

程》，記下第七次下西洋的航海日程。20從忽魯謨斯至江蘇太倉，歷經 17 站，歷時四

個多月，站與站之間，最長的 23天，如載運長頸鹿應該不致有缺少新鮮樹葉的問題。 

 

三、回教世界的海上活動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控制東西海上貿易。他們的單桅三角

帆帆船並不大，但憑著冒險犯難的精神，和熟練的航海技術，卻能往來於東非、西

亞、印度次大陸、東南亞和中國之間。21 

根據文獻記載，阿拉伯人的單桅三角帆帆船除了載運一般貨物，還將阿拉伯半島

和索馬利亞的馬匹輸往印度，甚至將緬甸和斯里蘭卡的大象運往印度。22單桅三角帆帆

船既然能夠載運馬匹和大象，載運長頸鹿也就不成問題。透過回教世界的海上活動，

榜葛剌從馬木路克王朝獲得長頸鹿也就不足為奇了。 

鄭和出使西洋時，回教在亞、非兩洲的分布，已和現今相若。此時榜葛剌已是回

教國家23，阿拉伯人也在東非建立若干城邦24，現今馬來西亞及印尼的蘇門答臘及爪哇

等地，已開始或已經皈依回教。25 

回教世界的海上活動以貿易和朝聖為主。各國蘇丹互贈禮物，建立友好關係，各

地商人則從事海上貿易，是以亞非回教國家或城邦間的來往十分頻繁，《天方夜譚》

辛巴達航海故事可從一個側面說明此事。鄭和是回教徒，據說其父曾往麥加朝聖。鄭

和出使帶著若干翻譯人員，《瀛涯勝覽》的作者馬歡就是其中之一。26下西洋其實是和

                                                           
19 事緣馬木路克蘇丹 al-Ashraf Barsbay致贈一批價值不斐的禮物給榜葛剌蘇丹，而榜葛剌運載禮品的船在

吉達港沉沒，為此耿耿於懷。見註 14，pp. 29. 
20 維基文庫祝允明《前聞記》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E5%89%8D%E8%81%9E%E8%A8%98 
21 《放眼新世界》第 9冊「北非、阿拉伯半島」，頁 152-153（阿拉伯的船──海上貿易的先鋒）。 
22同注 11，頁 152：「這些冒險犯難的船員所買賣的貨品很多，從稻米、糖、鹽……不一而足。牲口也是買

賣的項目之一：阿拉伯半島和索馬利亞的馬匹輸往印度作騎兵的坐騎，就連緬甸和斯里蘭卡的大象，也運

往印度供統治階級役使。」 
23 《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剌傳：「王及官民皆回回人。」馬歡《瀛涯勝覽》榜葛剌國條也說：「其國地方廣

闊，物穰民稠，舉國皆是回回人。」 
24《放眼新世界》第 10冊《中非、南非》，頁 18：「索馬利亞人在十二世紀改宗回教的正統遜尼派。」頁

87：「約西元一千年起，沿海地區出現了阿拉伯文明，一些回教城邦如麻林地、蒙巴薩，貿易活動蓬勃，

經商範圍最遠甚至到中國。」頁 94：「目前已知坦尚尼亞歷史始於十二世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在沿岸

及附近島嶼建立永久聚點。」頁 120：「阿拉伯人在（莫三比克）沿海一帶建立了若干貿易聚落。」 
25 據楊碧川編撰《世界史大辭典》（遠流出版公司，民國 70年），馬來西亞條：「十五世紀起，逐漸被回

教徒的麻六甲王國征服。」蘇門答臘條：「十三至十四世紀小國分裂，逐漸回教化。」爪哇條：「十四世

紀……回教勢力抬頭，由西向東發展。」又據《瀛涯勝覽》，爪哇國條：「國有三等人：一等回回人，皆是

西番各國為商流落此地。……一等唐人……一等土人……」滿剌加國條：「國王、國人皆從回回教門。」

（滿剌加，即麻六甲，在馬來半島西南。）啞魯國條：「其國王、國人皆是回回人。」（啞魯國，《瀛涯勝

覽》作阿魯國，在蘇門答臘。）南浡里國條：「其國邊海人民止有千家有餘，皆是回回人。」（南浡里，一作

南巫里，在蘇門答臘北端，即今之亞齊。） 
26 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頁 1瀛涯勝覽序：「太監鄭和統領寶船往西洋諸番國開讀賞賜，余以通譯番

書亦被使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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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國家或城邦打交道。筆者曾對照鄭和下西洋和阿拉伯人的通商航路，發現兩者基

本一致27，由此可略窺下西洋和阿拉伯人海上貿易活動間的關係。 

鄭和下西洋的所作所為，與回教世界的禮物外交傳統若合符節。中世紀時，回教

世界先後出現過幾個強權，但從未從事海上掠奪。以鄭和下西洋時期來說，回教世界

的強權就是馬木路克王朝，但該王朝是以饋贈禮物，交好印度洋沿岸的回教國家或城

邦，促成彼此間的海上貿易，這和地理大發現後的西方強權迥然有別。 

 

 

馬木路克王朝疆域圖（1250-1517 年）。馬木路克王朝係 15 世紀回教世界強權，地跨

紅海，麥加及其外港吉達港亦在其領域之內。巫紅霏繪。 

 

中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和瓷器，印度的辛香料（胡椒、丁香、肉桂等），如經由

海路運往歐洲，只能經由紅海而上，止於蘇伊士運河地區，再走一段陸路，從埃及的

塞得港進入地中海。這條航路歐人稱為「香料之路」（spice road）。葉門的亞丁港扼

香料之路門戶。馬木路克王朝與統治葉門一帶的拉蘇里王朝互相依存，共同控制香料

之路，馬木路克王朝且不許非回教徒的船隻在紅海航行。28 

 

四、榜葛剌貢麒麟之起因 

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時，鄭和正在第四次下西洋途中。鄭和第四次下西洋永

樂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奉詔，翌年出航，十三年七月八日回京。29筆者蠡測，榜葛剌貢麒

麟可能和費信所記的一次出航有關，而與鄭和第四次下西洋無關。 

費信《星槎勝覽》卷首，列有四次出航起迄時間及所至國家，第二次「於永樂十

年，隨奉使少監楊敏30等往榜葛剌國，開讀賞賜，至永樂十二年回京。」31在時間上與

鄭和第四次下西洋雖有重疊，但起迄不同，顯然分屬兩次行動。 

                                                           
27張之傑〈明代的麒麟─鄭和下西洋外一章〉，《科學月刊》1997年 5月號，頁 367--373。 
28 同註 14，pp. 9. 
29鄭和出使回次，有新舊兩說，舊說根據《明史》及實錄，新說根據南山寺碑記，現學界普遍採新說。方

豪《中西交通史》第三冊，頁 190列有新舊說對照表。有關鄭和下西洋回次，本文以此表為依據。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期（2019年 12月） 

6 

鄭和下西洋期間，尚有若干特使往來各地，執行特定任務，費信所記就屬此類。

這次出使副使為楊敏，至於特使（正使），《星槎勝覽》榜葛剌條：「永樂十年併永樂十

三年，二次上命太監侯顯等，統領舟師，齎捧詔敕，賞賜國王王妃頭目。」32但《明太

宗實錄》永樂十一年二月己未（九日）：「遣太監侯顯，齎勑賜尼八剌國王沙地新葛、

地湧塔王可般錦綺。」33《明史》侯顯傳亦載此事。34與費信所記矛盾。然不論正使是

否為侯顯，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很可能由此次出使所促成。 

這次出使，不見其他文獻，但《明史》榜葛剌傳可見其蛛絲馬跡：「永樂六年，

其王靄牙思丁遣使來朝，貢方物，齎賜有差。七年，其使凡再至，攜從者二百三十餘

人。帝方招徠絕域，頒賜甚厚。自是比年入貢。十年，貢使將至，遣官宴之於鎮江。

既將事，使者告其王之喪，遣官往祭，封次子賽勿丁為王。十二年，嗣王遣使奉表來

謝，貢麒麟及名馬方物。」35「遣官往祭，封次子賽勿丁為王。」就是這次出使的主要

任務。 

當時航海，為了借助季風，都是天寒時西去，天暖時東歸。據太宗實錄，成祖於

永樂十年六月乙亥（十一日）下令「遣官往祭，封次子賽勿丁為王。」36這兩個任務必

須及時，於是當年冬季，特使率領艦隊出航，費信于役其中。 

鄭和第一次出使，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奉詔，五年九月二日回京。榜葛剌自永樂

六年「比年入貢」，當然是和鄭和所促成，但永樂十二年貢麒麟，可能和鄭和並無直

接關聯。費信等出使榜葛剌於永樂十二年回京，榜葛剌恰於是年貢麒麟，兩者的相關

性不言可喻。 

費信《星槎勝覽》記載這次出使甚詳，晉見榜葛剌王時：「其王恭禮拜迎詔，初

叩謝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絨毯於殿地，待我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宴

畢，復以金盔、金繫腰、金盆、金瓶贈我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盔、銀繫腰、銀盆、銀

瓶之類…」37《明史》卷三二六榜葛剌傳也記載此事，內容襲取《星槎勝覽》，惟較簡

略。 

這次出使，費信雖說「隨奉使少監楊敏等往榜葛剌等國」，但往榜葛剌祭祀和敕

封應為主要任務。費信等永樂十二年回京，很可能率同榜葛剌貢使東來。鄭和下西洋

期間，貢使隨同中國艦隊回國極其平常。《明史》卷三○四鄭和傳：「（永樂）五年九

月，和等還，諸國使者隨和朝見。」《瀛涯勝覽》滿剌加國38、南浡里國39、錫蘭國

40、柯枝國41、古里國42、祖法兒國43、忽魯謨斯國44、天方國45等條，都有隨同回航寶

                                                                                                                                                                      
30原書作楊敕，據伯希和、馮承鈞考訂，為楊敏之誤。見伯希和（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頁 27注

一，及馮承鈞注校《星槎勝覽》頁 1。 

31馮承鈞注校《星槎勝覽》頁 1。 

32馮承鈞注校《星槎勝覽》，頁 39。 
33《明太宗實錄》卷一三七，中研院本，頁 1665。 
34《明史》卷三○四列傳一九二宦官一侯顯傳，鼎文版，第 11冊，頁 7769。 
35《明史》卷三二六列傳二一四外國傳榜葛剌條，鼎文版，頁 8446。 
36據《明太宗實錄》卷一二九，中研院本，頁 1604。 
37馮承鈞注校《星槎勝覽》頁 39-41。 
38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滿剌加條（頁 26）：「其國王亦自採辦方物，挈妻子帶領頭目，駕船跟蹤寶船赴

闕進貢。」 
39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南浡里國條（頁 33）：「其南浡里王常跟寶船將降真香等物貢於中國。」 
40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南浡里國條（頁 37）：「王常差人齎寶石等物，隨同回洋寶船進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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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前來進貢的記載。下西洋期間，貢使隨同使者前來應為常態。費信等永樂十二年回

京，同年榜葛剌貢麒麟，兩者極可能同行。 

 

五、榜葛剌貢麒麟之影響 

榜葛剌貢麒麟之後，又有麻林（今肯亞麻林地）貢麒麟。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壬子

（十九日），麻林貢麒麟，文武群臣稽首稱賀。46大臣夏原吉撰〈麒麟賦〉，其序文

曰：「永樂十二年秋，榜葛剌國來朝，獻麒麟。今年秋麻林國復以麒麟來獻，其形色

與古之傳記所載及前所獻者無異。……今兩歲之間而茲瑞載至，則盛德之隆，天眷之

至，實前古未之有也。」47 

永樂十二年秋榜葛剌貢麒麟，隔年麻林來貢，兩者似乎有其關連性。據南山寺碑

記48，鄭和第一、二、三次下西洋只到印度西岸，第四次才到達波斯灣。伯希和對此有

詳細考證。49《鄭和航海圖》的終點站就是波斯灣的忽魯謨斯。50筆者推測，榜葛剌貢

麒麟，未到中國之前，消息可能已傳至鄭和船隊，於是派出分遣艦隊西進波斯灣，為

了尋求麒麟等非洲特產，更遠至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等阿拉伯城邦，這或許才是

下西洋遠至東非的原始動機。 

吾人研究歷史，不能不考慮人性，鄭和此行永樂十三年回國，如不能帶回麒麟豈

不大失顏面！如果上述推測正確，則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一事，其影響實非同小

可。筆者嘗整理下西洋期間所見麒麟史料，略如下表51，可佐證永樂十二年榜葛剌獻麒

麟的誘導作用。 

 

時間 貢國（或購買地） 來源別 說                           明 

永樂十二年

（1414） 

榜葛剌（今孟加拉

一帶） 

進貢 麒麟初入中國，可能和鄭和無關。（載實

錄） 

永樂十三年

（1415） 

麻林（今肯亞麻林

地一帶） 

進貢 鄭和第四次下西洋促成。（載實錄） 

永樂十五至十

七年（ 1417-

1419） 

阿丹（今葉門亞丁

一帶） 

進貢 鄭和第五次下西洋促成。 

                                                                                                                                                                      
41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柯枝國條（頁 42）：「國王亦差頭目隨同回洋寶船將方物進貢中國。」 
42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古里國條（頁 49-50）：「使回之日，王欲進貢…差頭目乃邦進奉中國。」 
43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祖法兒國條（頁 54）：「其國王於欽差使者回日，亦差其頭目將乳香、駝雞等

物，跟隨寶船以進貢于朝廷焉。」 
44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忽魯謨斯國條（頁 69）：「國王亦將船隻載獅子、麒麟、馬疋、珠子、寶石等

物，并金葉表文，差其頭目人等，跟隨欽差西洋回還寶船，赴闕進貢。」 
45馮承鈞《瀛涯勝覽校注》天方國條（頁 72）：其默加國王亦差使臣將方物跟同原去通事七人獻齎於朝

廷。」 
46 《明太宗實錄》卷一七○，永樂十三年十一月壬子：「麻林國及諸番國進麒麟、天馬、神鹿等物。上御

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稽首稱賀。」中研院本，頁 1898。 
47 《古今圖書集成》第 51冊禽蟲典上，頁 563，鼎文書局景印版。 
48 見向達校注《西洋番國志》附錄，頁 53-55。原石在福建長樂縣。 
49 伯希和（馮承鈞譯）《鄭和下西洋考》頁 28-43之敘述。關於下西洋回次，伯希和採舊說。 
50 向達校注《鄭和航海圖》（與西洋番國志合刊），中華書局（北京），2000年。 
51張之傑〈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5卷第 4期，2006年，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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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樂十九至二

十年（ 1421-

1422） 

阿丹 購買 鄭和第六次下西洋促成。 

宣 德 八 年

（1433） 

天方（今麥加） 購買 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促成。《明史》宣宗本

記八年：「閏（八）月辛亥，西域貢麒

麟。」或即指其事。（載實錄） 

不詳52 忽魯謨斯（今伊朗

荷姆茲） 

進貢 時間待考。 

 

五、結論與討論 

本文考定，永樂十二年榜葛剌貢麒麟，可能和《星槎勝覽》所記永樂十年的一次

出使有關。這次出使的目的為祭祀舊王、敕封新王。《星槎勝覽》的作者費信參與這

次行動。 

這次出使永樂十二年回京，貢使可能隨同出使船隊東來。至於榜葛剌怎麼知道中

國人重視麒麟，並將長頸鹿比附為麒麟？不外兩種可能：其一，榜葛剌「比年入

貢」，貢使得知中國重視麒麟，且將長頸鹿比附為麒麟，因而主動將其園囿中的長頸

鹿作為貢品。其二，通過下西洋，楊敏等得知「麒麟」確有其物，恰巧榜葛剌宮廷園

囿就有一隻，於是楊敏等授意以之作為貢品。兩說都能成立，但文獻無徵，已無從稽

考。 

筆者蠡測，榜葛剌貢麒麟，可能和鄭和西進波斯灣，及永樂十三年麻林貢麒麟有

關。或曰：鄭和焉能知悉榜葛剌貢麒麟之事？回教國家海上往來頻繁，出使船隊也不

應不相往來，消息應可傳到鄭和耳中。鄭和得到消息後會有什麼反應？為了顏面，當

然是西進波斯灣，前往產地附近尋求。 

鄭和西進波斯灣，而有永樂十三年麻林貢麒麟一事，並激起第五、第六、第七次

下西洋對麒麟等東非特產的蒐尋。或曰鄭和為何不策動馬木路克王朝前來進獻，而策

動麻林等小國前來進獻或直接購買？53馬木路克王朝為一方強權，且不許非回教徒船隻

進入紅海（見第三節）。鄭和的分遣艦隊曾至亞丁和麥加54，船員應具回教徒身份，尤

其是麥加，非回教徒絕對不能進城。或曰：鄭和是回教徒，為何不順道前往麥加朝

聖？鄭和是大明欽差，事涉兩國外交，不能視為私人行為。在馬木路克王朝的阻擋

下，鄭和船隊始終未曾到過埃及。（2018/1003草成） 

 

主要參考文獻 

一、《明史》，第一冊成祖、宣宗本紀；第十一冊卷三○四、列傳一九二、宦官一鄭和

（附侯顯）傳；同冊卷三二六、列傳三二六、外國七。鼎文書局版。 

                                                           
52 忽魯謨斯貢麒麟，載鞏珍《西洋番國志》忽魯謨廝國條及《明史》外國傳忽魯謨斯條，惟時間不明。 
53 鄭和下西洋期間，除了第四次下西洋所促成之麻林貢麒麟，尚有第五次下西洋所促成之阿丹（今亞

丁）貢麒麟及時間待考之忽魯謨斯（今荷姆茲）貢麒麟；第六次下西洋所促成之阿丹貢麒麟及第七次下西

洋所促成之天方（麥加）貢麒麟實出於購買。見張之傑〈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5卷第 4期，2006年，頁 313-317。 
54 見馬歡《瀛涯勝覽》阿丹國、天方國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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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張之傑〈鄭和下西洋與麒麟貢〉，《自然科學史研究》第 25卷第 4期，2006年。 

十、Arab and Ottoman Menageries, by Thierry Buquet. Published June 22, 2015 · Updated 

October 16, 2015（https://mad.hypotheses.org/620） 

十一、Doris Behrens-Abouseif, Practising Diplomacy in the Mamluk Sultanate: Gifts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the Medieval Islamic World. I. B. Tauris (London＆Newyork)，

2016. 

 

 

 

 

 

 

 

 

 

 

 

 

 

 

 

 

 

 

 

 

 

 

 

 

 

 

 

 

 

 

 

 

 

收件日期：2019年元月 8日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期（2019年 12月） 

10 

A Study of Bengal's Paying a Giraffe as Tribute to Ming 

Dynasty in 1414 

 

Zhijie Zhang 

（Member of CAHS） 

 

Abstract: The giraffe grown in Africa was mistaken for the kylin in the Ming Dynasty. Kylin, 

being a symbol of the Holy Emperor mounting the throne, became the target of Zheng He’s 

scouting navigation. In 1414, Bengal paid the kylin as tribute, that’s the first time the giraffe 

appeared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is article we believe that：(1)This giraffe may be 

originally given by the Mamluk Sultanate, and transferred to the Yongle Emperor. (2) The 

giraffe tribute of Bengal may be related to the voyage in 1412 recorded on Fei Xin's Xingcha 

Shenglan. (3) The giraffe tribute of Bengal may impel Zheng He to enter the Persian Gulf for 

the fourth voyage and promote the giraffe tribute from Malindi. (4) The behavior of Zheng 

He’s voyag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gift diplomacy tradition of the Muslim world. (5) The 

Mamluk Sultanate did not allow non-Muslim vessels to enter the Red Sea, and the Zheng He 

fleet had never been to Egypt. 

 

Keywords: kylin, giraffe, Bengal, Mamluk Sultanate, Zheng He's voyages , Xingcha Sheng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