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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航海圖之傘型導航星官「華蓋」 

歐陽亮（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 

摘要：鄭和下西洋之航海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載於

明茅元儀之《武備志》卷二百四十，其中的中亞至東非海岸導航針路圖以及天文導航用

的過洋牽星圖，皆記錄了星官「華蓋」。然而以天文軟體 Stellarium重現鄭和下西洋當時

印度洋上的星空，卻發現在「錫蘭山回蘇門答剌過洋牽星圖」中，北辰、織女、燈籠骨

星、西北布司星、西南布司星與南門雙星之仰角高度皆可符合牽星圖記錄，唯有傳統星

官「華蓋」仍在海平面以下無法觀測。歷來文獻曾對此問題提出多種華蓋可能的位置，

其範圍涵蓋了小熊座、仙后座、天龍座、獵犬座到大熊座等。本文整理各家說法，並以

牽星圖之星官實際仰角與長期觀星可累積之經驗來指出各家疑點。文中又以天文軟體搭

配牽星圖中同高度之記錄，尋得牽星時的「一指」測量誤差可達 1.5~2 度，一指在 1.0

至 2.5 度範圍，可記為 1.75±0.75 度，並發現牽星不需在特定時間或南十字座位於特定

高度之時才能進行。牽星原為輔助導航用，應需越多星可供驗證越好，但以往文獻之各

種星座配對原則或特定時刻量測的說法若剛好遇到該星座被雲層遮蔽則失敗風險極

高，與牽星基本概念抵觸，應該不是牽星原有的規則。本文最後提出一種新的可能：圖

中華蓋所指，應為近似官方華蓋的另一組傘型星，其位置在天龍座範圍內，仰角高度最

為符合牽星圖所載。由於傘型之特殊易認，即便亮度不高卻亦可用於牽星。本文名之為

「假華蓋」，如同西洋星座中的南十字座附近亦有一個類似分身名為「假十字」一般。 

關鍵詞：鄭和航海圖，過洋牽星圖，測量誤差，華蓋 

一、星官「華蓋」 

古人認為天象會與地上事物相應，於是幻想天上有個皇宮，裡面有許多與皇帝相關

的事物。「華蓋」是帝王或尊貴者的傘狀儀仗，因而也被放上天空。這個古代小星官黯

淡難認，如同它在皇宮中的用途一般，只是個背景與裝飾。但若夜空晴朗無光害，將可

用肉眼看出它的確是以星星組成的傘型，1是少數形如其名的星座（圖 1）。 

華蓋從華麗用具變成星名最早出現於《楚辭》的《九懷》：「登華蓋兮乘陽，聊逍

遙兮播光」，是屬於戰國時代齊國甘德所記之星官，甘德著作主要留存在《開元占經》

中，記載著：「華蓋，古今同，七星，杠九星，凡十六星，大帝上。」其中杠就是傘柄

的意思。保存陳卓原貌的《三家星官簿贊》2亦有類似記載。在正史首先出現於《晉書‧

 
歐陽亮，業餘天文學與科學史研究者，台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期刊《臺北星空》專欄「謎樣星

宿」作者、中華科技史學會會員，電郵：liangouy@yahoo.com 

 
1 其組成星雖然隨著朝代變遷而有不同，但依然保持傘狀。參見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9，頁 299、435、719，分別繪有宋、元、清三代之華蓋。 
2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 157、17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8F%E9%97%A8%E7%AD%94%E5%89%8C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847&page=144
https://ctext.org/library.pl?if=gb&file=62847&page=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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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志上》：「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坐也。蓋下九星曰杠，蓋之柄也」，

同時期的隋書亦同。《宋史‧天文志》：「華蓋七星，杠九星，如蓋有柄下垂，以覆大帝

之坐也」，其星數略有不同。目前已知世界最早星圖《敦煌星圖》甲本與乙本（圖 1右

與中）所繪出的星數分別為 12顆（尾端紅星不屬華蓋）與 18顆，形如側看的傘（傘被

吹開花），與現今認知的圓圈形（圖 1左）不同，位置亦有差別，不可混淆。3明初劉

基、姚廣孝等人所繪星圖中，4華蓋較接近清代迄今的形狀。 

 

圖 1. 華蓋星圖三幅，由左至右分別為中西星名對照圖（筆者繪）、敦煌星圖乙本、敦煌

星圖甲本 

這個小星座由十多顆四等或更暗的星星所組成，主要都在仙后座（Cassiopeia）範

圍內，原本不甚突出與重要，卻因為明代一張古老航海圖的非洲東岸上寫了許多的華蓋

（圖 2），暗示鄭和下西洋曾用它來導航，因此引發後世研究。 

 

圖 2. 鄭和航海圖上非洲東岸之華蓋 

 

 

 
3 宋代有客星記錄在華蓋附近，其光變過程可應用在現代科學理論，但若誤用將會影響現代物理研究，導

致錯誤結論。詳見歐陽亮〈電腦星空似真似假？〉，《臺北星空》第 106期，2022，頁 23~25。 
4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 416、418。 

https://blog.xuite.net/liangouy/star/14418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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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過洋牽星圖 

鄭和下西洋的事蹟已廣為人知，從已確定的史料可知，其航行足跡確實遠達非洲東

岸，若從明代茅元儀的《武備志》卷二百四十的航海篇就可看到鄭和從南京出發、抵達

南亞與非洲許多地區的針路圖。針路又稱針經，是一種航海導航手冊，用來說明如何使

用羅盤指引航向。 

鄭和在西元 1405~1433年七次下西洋，藉由季風的風力航行，因此大致上都在冬季

出發，夏末返國。航程前段位於中國大陸沿海與東南亞海域，由於都是淺海，可藉由沿

岸礁嶼識別航行。後段則位於蘇門答臘以西的印度洋，就缺少陸地目標以供辨識（圖 3），

因此《武備志》航海篇的最後，另有四幅天文導航用的《過洋牽星圖》（圖 4）。 

所謂「牽星」是一種用牽星板來測量星星高度的方法：從十多片尺寸規律變化的牽

星板中選擇一片，牽著板上繩子或以手臂平伸拿著，板面上緣對齊星星，下緣若可對齊

海平面（平水），此牽星板大小即為星星仰角，並以「指」當做基本單位，一指相當於

1~2度左右，5並可細分為四角。 

 
圖 3. 鄭和航海路線之海底地形圖：東亞（右側）之大陸棚構成之淺海為淺藍色，南亞

（左側與圖中）之印度洋較深部份則為深藍色。底圖：Google地圖 

這四幅圖分別記載了橫越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時的星象，因為要越過廣闊且無陸地

可供辨識的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必須慎重以對，除了使用海道針經得知羅盤方位，還

 
5 「指」這個單位可能起源於阿拉伯人粗略測量角度的方法，原意即手臂伸直時的手指寬度，約 1到 2度。

1885年英國學者喬治·菲立浦（George Philips）論文《印度和錫蘭的海港》，認為一指相當於 1.6度；朱鑒

秋、李萬權等《新編鄭和航海圖集》則認為一指相當於 2度左右。其他研究皆大致在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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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配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來導引，以免迷失在南方浩瀚的印度洋上。孟加拉灣航

線起訖點的緯度變化不大，被稱之為「平緯航法」，因為古人沒有辦法判定經度，只能

靠保持同一緯度來橫越大洋，直到 1730年代精密的航海鐘（經線儀）發明之後，船隻

才能正確推算其經度位置，避免船難或迷航。 

 

圖 4. 《武備志》之過洋牽星圖 

平緯航法曾記載於明代海道針經《順風相送》，舉例如下：「阿齊往古里…辛酉二

十更、辛戌五十更、乾亥五更」，其中阿齊即亞齊（Aceh），位於蘇門答臘島北端；古

里即卡利庫特（Calicut），位於印度西南岸。辛酉、辛戌、乾亥為羅盤方位角，辛酉指

277.5度、辛戌指 292.5度、乾亥是 322.5度。更是古代時間單位，一更為 2.4小時。依

此針位得以抵消向南洋流影響，可在橫越孟加拉灣時保持相同緯度到達錫蘭東岸。跨洋

約需 60更到 80更，即 6到 8天。另一個從古里到忽魯謨斯（Ormus）橫越阿拉伯海的

航程則緯度變化稍大，所以得先沿海岸航行到緯度較一致的丁得把昔再視風向開始橫渡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7期（2022年 12月） 

 

5 

 

到沙姑馬山（緯度相差約六度），《順風相送》古里往忽魯謨斯：「取丁得把昔，看北

辰星七指」；回針「取沙姑馬山，看北辰及華蓋雙星各十二指」，兩者比較可知，忽魯

謨斯與沙姑馬山的緯度較高。不過牽星圖用單一圖面同時畫出兩個緯度不同的星空，容

易造成圖上標示混雜，無法確定是起點還是終點的值，如左下圖之「骨星八指半」。 

四幅《過洋牽星圖》中，每一圖皆有北辰星，可知其最為重要，不過漢末至明初官

方所指的北極星為紐星（北極五，或稱天樞），6且因歲差而逐漸遠離北極點。明代初

期它與現在的北極星「勾陳一」均距離極點約 3~4度遠，明末的徐光啟改曆時才將北辰

更改為勾陳一。不過若要重現牽星圖，需採用勾陳一方能符合華蓋之外的各星位置，顯

示當時民間使用星座與官方不一定相同。明初嚴禁私習天文，但遠洋貿易仍持續進行，

為因應此需求，民間航海遂自行發展出與官方天文學不同的星名。因此，牽星術中所載

星名有很多取自民間，諸如燈籠骨星、水平星等名稱皆未曾出現於官方天文記錄中。而

依據較後期之各家考證與實際天象觀察，西北布司星之兩星中，較亮者應為雙子座 β

（Pollux），中名北河三；西南布司星之兩星較亮者則為小犬座 α（Procyon），中名南

河三。北河三與南河三的外文發音都近似「布司」，極有可能是依據外國水手或當地人

的口語稱呼而命名。 

四幅牽星圖中只有「錫蘭山回蘇門答剌」一圖繪有華蓋（圖 4左上），其形狀如同

將圖 1的古星圖簡化，只剩八顆星，呈長十字形。若用天文軟體 Stellarium回到 1420

年代，7並調整經緯度還原當時天象位置，將會發現該圖被考釋過的星辰大多有出現：

包括北辰（勾陳一）、織女、燈籠骨星（南十字）、西北布司星、西南布司星與南門雙

星，卻獨缺華蓋，因為它在海平面以下 10度（如圖 5a中下方）。 

 
6 潘鼐《中國恆星觀測史》，頁 590。 
7 根據周鈺森《鄭和航路考》（1959）與徐玉虎〈鄭和下西洋航海圖考〉（《大陸雜誌》25卷 12期，1962）

說法，過洋牽星圖應完成於第六次下西洋後與第七次下西洋前，也就是 1421至 1430年間。另外龍村倪〈耀

眼的六百年–鄭和與鄭和航海圖〉（《科學發展》379期，2004）一文則以簡單計算估計年代：從「錫蘭山回

蘇門答剌過洋牽星圖」北極星高約 2度 20分（該文認定為一指），而現代航海是沿北緯 6度線向東航行，

兩者相差 3度 40分（3.67度）。由於北極星每 175年偏移 1度，回算此圖應在 1430年。但驗算上述數據：

2004-(175*3.67) ＝1362年，與 1430相差甚遠，應為誤會 3度 40分＝3.4計算造成。且西元 1430年時北極

星並不像今日在北緯 6度位置見到的 6±1度左右，而會在直徑 7.6度之圓形上轉動，仰角一直變化，而各

牽星圖是依當時瞬間天象繪製而成，僅此圖北辰剛好距海面一指，其他三圖則為 3~14指，故此算法可信度

不高。 

http://big.hi138.com/wenhua/lishixue/200604/53075.asp#.W7ohqnszaos
http://big.hi138.com/wenhua/lishixue/200604/53075.asp#.W7ohqnsza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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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a. Stellarium還原 1420年代之過洋牽星圖（北方） 

 

圖 5b. Stellarium還原 1420年代之過洋牽星圖（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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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過洋牽星圖誤差 

雖然「錫蘭山回蘇門答剌過洋牽星圖」除了華蓋之外其他星座皆可在天文軟體內同

時出現，然而各星高度卻不能完全重現，且會顧此失彼。 

此圖旁註解提到「時月正，回南巫里洋，牽華蓋星八指，北辰星一指，燈籠骨星十

四指半，南門雙星十五指，西北布司星四指為母，東北織女星十一指平見山」，另外圖

中寫出西南布司星四指平水。但蘇門答剌是很大的島，橫跨了南北緯共 12度，從《順

風相送》可知其航線是先抵達北端的翠蘭嶼（現今之大尼科巴島 Great Nicobar Island）

再轉往阿齊，錫蘭與翠蘭嶼皆為北緯 6度。若要使西北與西南布司星都四指平水，即北

河三與南河三高度相同，必須要在北緯 2度以南才能見到，但此時的北極星已在海面下。

若要讓北極星於水面上約一指，必須在北緯 4.8~5.8度，被寫成同高度的北河三與南河

三則會相差 1.5~2度。因此，可將此度數視為牽星板「一指」之最小誤差範圍，意即圖

面數據有正負 1度誤差。 

北緯 4.8~5.8度的緯度差相當於 110公里的範圍，表示南北寬 110公里的航道皆可

使用此圖。圖 5即為兩布司星約略同高而北辰仍可見的低緯度星圖。 

若從牽星圖右上與左下兩個橫越阿拉伯海之往返行程亦可找出以指為單位的誤

差。圖上開洋與抵達各記兩次北辰，位置分別在丁得把昔與沙姑馬山，意思是出發與到

達時的值，從北辰變高而燈籠骨變低即可知船向北走，但是兩地指數差距在右上圖為七

指、左下圖為四指，顯示可能誤差範圍約為三指。兩圖中織女與北辰同為七指，若用

Stellarium軟體將兩星調至同高度時，在北緯 15度以下南門雙星偏高，除非一指超過 2.4

度；在北緯 21度以上南河三會偏低，除非一指小於 1.0度卻又同時超過 2.4度，如表 1

之星號處。因此右上圖過洋出發點可能在北緯 15到 21度之間，且一指在 1.0至 2.5度

範圍，可記為 1.75±0.75度。從表中最大與最小差值亦可看到一指上下差距最多可達 1.5

度左右。 

北緯度數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北辰 7指 1.46  1.60  1.75  1.89  2.03  2.17  2.32  *2.46 

北河三 11指 1.49  1.49  1.49  1.49  1.49  1.48  1.48  1.48  

南河三 9指 1.35  1.31  1.26  1.21  1.16  1.11  1.06  *1.01 

南門二 6指 *2.47 2.32  2.18  2.03  1.89  1.74  1.60  1.45  

十字架二 8.5指 1.86  1.75  1.63  1.51  1.39  1.27  1.15  1.03  

最大最小差距 1.12  1.01  0.92  0.82  0.87  1.06  1.26  1.45  

表 1. 北辰與織女同高時由各星高度換算而得的一指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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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星左下圖在沙姑馬山時北辰為 11指但右上圖為 14指，西北布司星左下圖為 8指

右上圖為 11指，都相差三指，顯示誤差可能範圍均為三指，意即正負 1.5指，可視為誤

差之最大可能範圍。圖面與旁註皆相同，顯示抄錯機會很低。 

天文導航只是輔助工具，用以避免錯過錫蘭而迷航於南方印度洋，實際航行主要仍

以《順風相送》之針位為準，不能只用牽星圖過洋。即使孟加拉灣與阿拉伯海南北長度

約兩千公里，微小偏航不易發現，但錫蘭最高山約 2500公尺，可在 170公里遠的海面

上看到，意即偏差一度半以內還有機會查覺並即時轉向導回。而星象於夜空中偏移三指

（一指以最小之 1度計算時）需時 12分鐘，但有牽星經驗者應可在幾分鐘內就能確認

各方星座是否正確，因此航行確實可容許如此誤差。歷來文獻皆未探討誤差範圍，但只

要是測量必定會有誤差，在推算一指的相應角度時，即使精確到小數點後，仍需標註其

誤差範圍，才能反應實際情形。 

四、華蓋文獻回顧 

歷來學者對《過洋牽星圖》的華蓋有許多種看法：  

（一）英國論文《印度和錫蘭的海港》（1885）8認為是指小熊座的七顆星，只是圖面

誤畫成八星，並推測度數是由測量小熊座 β（帝）與 γ（太子）所得。9但是從圖 5a可看

出，小熊座 β與 γ明顯高於織女的 11指，已超過前述正負 1.5指誤差最大範圍，不可能

是位置較低僅 8指的華蓋。另外文中認為北辰指北斗七星，10然而圖上的北辰比華蓋低，

實際的北斗卻比小熊座 β與 γ更高，因此這個推測與圖面不合。 

（二）《牽星術——中國明代航海天文知識一瞥》（1966）11亦認為是小熊座 β與 γ，

但文中僅推算位置高度卻沒有考慮到牽星時各星座需同時出現在各個方位，以致多處星

名誤解，兩布司星之考證即無法符合天象。另外引述 1554年海圖用過此雙星，但此圖

中並未繪出類似牽星圖般有多組星群同時出現之約束條件，只需考慮雙星高度即可採

用，不表示該雙星就是華蓋，也無華蓋之名出現於此圖。 

（三）《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1976）12認為在仙后座與鹿豹座之間，意即傳統華

蓋星官範圍，但圖 5a顯示已在海面以下無法看到。 

（四）《我國古籍記載和民間使用的導航星名考釋》（1982）13也認為是小熊座 β與 γ，

因明代海道針經《順風相送》曾記載「華蓋雙星」四次。但《武備志》並未以雙星來稱

呼華蓋，牽星圖上華蓋明顯繪為八星。 

 
8 Phillips, George: "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20 (1885), pp. 216. 
9 同上，pp.224~225。 
10 北辰雖然未採用過北斗，但劉南威〈我國古籍記載和民間使用的導航星名考釋〉頁 17認為有時會混淆，

其理由是其猜想北辰與燈籠骨兩星仰角和有著必須等於 15.5指的經驗法則，其問題詳見（六）。 
11 嚴敦傑〈牽星術——中國明代航海天文知識一瞥〉，《科學史集刊》，科學出版社，1966，頁 83、88。 
12 徐玉虎《明代鄭和航海圖之研究》，台灣學生書局，1976，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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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新編鄭和航海圖集》（1988）14把小熊座 θ、β、γ、天床、紫微右垣、北斗六

（開陽）、三公等星連成華蓋八星的形狀（如圖 6）。若從認星法與熟識度來看，能指

認出織女與北辰、卻認不出北斗七星而將其拆開、把第六星「開陽」歸入華蓋，這對熟

悉星座者來說，並不合常理。 

 

圖 6. 新編鄭和航海圖集所認為的華蓋，如深紅色虛線之長十字形，跨越了諸多星官 

中國禁止私習天文的朝代有晉、唐、北宋、元、明中葉以前，永樂年間也為禁止期間，

明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提到：「國初，學天文有厲禁，習曆者遣戍，造曆者殊死。」

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人數達二萬七千多名，文獻未記錄有官方天文官隨行，懂得航海技術

的駕船水手應自東南沿海民間徵求。不過從明代祝允明所寫的《前聞記》中「天象」段

落可見：「向歷諸國，唯地上之物有異耳，其天象大小、遠近、顯晦之類，雖極遠國，

視之一切與中國無異。予因此益知舊以二十八舍分隸中國之九州者，為謬也。」顯示當

時平民仍能辨識部份星座，水手們靠天導航靠海為生，認星功力應有一定水準，不易把

北斗認成別的星官。 

此圖集其他問題有：小熊座 θ同時是北辰也是華蓋的一部份、北斗頭雙星之小熊座 ζ與

北辰共用、β與 γ與華蓋共用，其理由是因高度與方位較合，但牽星圖上各星群需同時

出現，因此多處共用之可能性很低。 

（六）《過洋牽星圖》（1989）15亦認為是小熊座 β與 γ，其問題同（一）所述。文中

並認為北辰與燈籠骨兩星仰角和等於 15.5指是牽星經驗法則，但以天文軟體觀察可知，

兩者仰角和其實從 0度到 33度不斷變化，此規則並無法適用於任意時間。另一海道針

經《順風相送》亦無此規則。即使仰角和剛好近似 15.5，也只限於某一幅牽星圖所繪的

那一刻而已。其認定牽星圖是燈籠骨星過中天時的天象，在圖 4右下圖即無法成立。 

 
13 劉南威〈我國古籍記載和民間使用的導航星名考釋〉，《華南師院學報》，1982，頁 17。 
14 朱鑒秋、李萬權等《新編鄭和航海圖集》，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海軍海洋測繪研究所、大連海運學院

航海史研究室編制，1988，頁 100。 
15 劉南威、李啟斌、李競〈過洋牽星圖〉，載於《中國古代天文文物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頁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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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鄭和過洋牽星圖及丁得把昔與沙姑馬山地理定位之研究》（2008）16認為華蓋

是指北斗的天樞，但拆開北斗之問題同（五）所述，且圖 5a可見天樞已超過海平面 24

度，換算後在 12~15指以上，但牽星圖所記的華蓋只有 8指，相差甚遠。 

此文獻之其他問題點如下： 

1. 南十字與南門雙星之間的 θ星團：通常 θ星團是指船底座 θ星團（2等），才有足夠

亮度能被目測，但它並不在南十字與南門雙星之間。此文圖 9與 10中，南十字與南門

雙星之間多出一亮點，實際星空並無此亮星。而文中註 31指出的 θ星團之編號 GSC 

08661-02283只是一顆 9等星，並非 0.1等，不可能以肉眼看到，附近緊鄰之 HD 114630

（6等）亦難以用肉眼區別。會造成如此之誤解可能源於缺乏實際觀星經驗。 

2. 十字架一為燈籠骨之主牽星：圖 5b顯示了牽星圖左上圖之南方實際星空，在北緯 6

度時，若十字架一的位置高於南門雙星，則與牽星圖的「燈籠骨星十四指半，南門雙星

十五指」相反，若等到十字架一位置低於南門雙星時，兩布司星已隱沒於海面下，無法

符合牽星圖，故十字架一並非主牽。 

3. 過洋牽星圖為鄭和第七次下西洋之記錄：過洋牽星圖應完成於第六次到第七次之間，

17但此文假設該圖為第七次之記錄，並以第七次航行之時間點做計算基礎。雖然十年之

內星空差異不大，但計算之假設至少應符合文獻考證。 

（八）《再談過洋牽星圖北辰星及織女星的天文導航》（2019）18文中的華蓋以北斗頭

雙星代之。所謂北斗頭雙星僅出現在牽星圖的右下圖，乍看似指北斗的天樞天璇兩星，

但實際天象中北斗仰角已 20~30度，過高不適合牽星，反而是小熊座 β與 γ較合，《新

編鄭和航海圖集》亦做此解，因此北斗頭雙星可解釋為「北斗頭部向下延伸至海面附近

的雙星」。相似之描述亦可見於同圖中的燈籠骨星下雙星平七指（圖上寫成燈籠星七

指），即指當時在南十字下方的南門雙星一樣。然而華蓋若做如此解釋就與（一）相同，

因此亦無可能。 

另外古籍常見的錯誤以字型相近、抄錯刻錯為主，牽星圖與其旁註不相同者只有：1.右

上之「過洋牽北辰七指」寫為十一指，因為七與直寫「十一」形似; 2.右下之「北斗頭

雙星三指一角」簡化為「北斗雙星三指」；3.左下之「西南布司星九指」寫為「八指」，

九與八形似。然而此文以從未見於任何文獻的「配對」潛規則，反推認為牽星圖多處數

據有誤：把六指寫為十一指、十四指寫為十一指等，且原因不明。其實使用牽星圖實際

觀星時，就會理解這些臆測之經驗法則並不存在，即可免於牽強認定文獻處處有誤。 

（九）《利用天文軟體校註過洋牽星圖》（2021）19為牽就燈籠骨星於中天才能牽星之

自訂原則而認為華蓋為少尉（5 Dra），但此 4等微弱單星不易辨認，附近除北斗之外並

 
16 徐勝一 、陳有志〈鄭和《過洋牽星圖》及丁得把昔與沙姑馬山地理定位之研究〉，《地理學報》第 52期，

2008。 
17 同註 6。 
18 徐勝一、陳有志、孫兆中〈再談過洋牽星圖北辰星及織女星的天文導航〉，《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4

期，2019，頁 85、86。 
19 徐勝一、韋煙灶、陳有志、李易修、孫兆中〈利用天文軟體校註過洋牽星圖〉，《地理研究》第 73期，

2021，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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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其他恆星排出可供辨別的形狀。且此星已高於織女星，亦無法適用於牽星圖內。另外

此文採用第七次下西洋時間認為木星影響觀測，其問題同（七）之 3所述。文中臆測之

牽星配對原則亦未見於任何文獻。 

五、華蓋的可能位置 

在牽星過洋時，常多星並用，除了可以重複確認船舶航向，亦可防多雲時有部份天

空被遮蔽。牽星圖記載的星應以方便牽星為主，因此大多採用低仰角的亮星，以便牽星

板使用，但唯有華蓋難以立即看見，因為它有一個易認的特點：就是前面說過的傘型。

處在空曠無邊的陰暗海面，雲隙中若僅看見單獨一顆星是無法確認星名的，除非有精確

的時間並與星圖對照，除此之外只能依靠它與其他星的相對位置來確認，二等以下暗星

更是如此。從《過洋牽星圖》皆為兩顆以上的星群所組成，即可得知華蓋並非一顆單星。

若需依賴北斗、北辰或南十字才能找到某顆暗星，表示天空已大部份晴朗，觀測者應可

直接用圖中低仰角亮星導航，不必多此一舉尋找暗弱單星。紫微垣內較亮的勾陳一、帝、

太子、少衛增八，只有帝與太子兩星相鄰而容易辨認，除此之外其他皆需靠排列特殊的

形狀來確認，若能在小範圍內就可辨識的星座是很難得的，這也許就是華蓋雖小卻受到

青睞的原因。 

鄭和下西洋牽星時，極有可能因為發現天空中有類似華蓋形狀的星群而刻意以此命

名，因此與傳統所指的華蓋位置不同。從星圖可以看到，天龍座有一區域的星群很像仙

后座的華蓋（圖 7），兩者有如指極星「南十字」和「假南十字」（False Cross）的關

係（圖 5b，認星時假南十字常容易與南十字混淆），且北辰附近海平線上十指以內最亮

者只有這個「假華蓋」。 

 

圖 7. 仙后座華蓋與天龍座假華蓋之相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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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華蓋符合《過洋牽星圖》裡的位置（圖 8，介於北辰與織女之間），亦無前述文

獻之疑點。從其高度與亮度來看，主牽星為最亮的御女四（χ Dra）與柱史（φ Dra），

兩星貼近易認，可能就是《順風相送》所提到的「華蓋雙星」。即便想要連成形似牽星

圖所繪之長十字形而向上連至紫微左垣之上弼、少宰、上宰等星（圖 8中央偏右），但

它們的位置皆高於織女，因此主牽星仍應為御女四與柱史。 

 

圖 8. Stellarium還原 1420年代之過洋牽星圖，可見假華蓋介於北辰與織女之間 

連成假華蓋的星比真華蓋的組成星稍亮，大小也很接近，亦有類似傘柄，這也許不

是巧合。馬歡隨鄭和下西洋所寫成的《瀛涯勝覽》20卷首提到鄭和帶有一名陰陽官，專

司占卜堪輿。雖然陰陽人與天文官屬不同科別，21薪資福利比天文生低，22不過《大明

會典》記載各地方的陰陽人需到欽天監考試方能任用，所習科目即使不含天文占候，也

會經常用到傳統星宿星官之名，例如明代已出現的紫微斗數中即有華蓋星名。陰陽官若

見過傳統星圖，即可知華蓋為一傘形星座；若未見過，亦可從星名推想其形狀。 

雖然民間流傳的導航星群名稱非常多且混亂，但是從來沒有華蓋，23僅有官方性質

的鄭和航海圖才有，所以此星座有可能是從陰陽官之印象而來，因為鄭和身旁隨行的二

萬多名人員中只有陰陽官最有機會從中國官方星象或占星術得知此星。此人天文知識可

能不高，因永樂年間禁止私學天文。若僅掌握華蓋形狀而不知其確切位置，就有可能在

航程中自行創立假華蓋。而星名僅出現於鄭和航海圖的另一例為兩布司星，亦未在民間

 
20 《瀛涯勝覽》明鈔本《說集》本，詳見馮承鈞《星槎勝覽校注》，商務印書館，1938，頁 1。 
21 《明史》卷七十四 職官志三：「欽天監…凡習業分四科：曰天文，曰漏刻，曰回回，曰曆。自五官正下

至天文生、陰陽人，各分科肄業。」 
22 《大明會典》卷 223：「天文生除本身外、再免一丁充當民差。陰陽人、止免本身…天文生食糧、月支七

斗。陰陽人、四斗。」 
23 劉南威主編《中國古代航海天文》，科學普及出版社廣州分社，1989，頁 30、31、38、11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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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中發現過。24因此，即使古海圖與現代民間採用過小熊座 β與 γ雙星導航，但皆無

稱之為華蓋者，不宜反推此二星即為牽星圖之華蓋。 

有學者認為牽星圖是在日出與日落時分觀測星空，檢驗船舶是否偏離該緯度。但是

華蓋與假華蓋都是黯淡星官，日出日落時難以看見。以天文軟體檢視 1420年代的錫蘭

位置即可發現，在一月中旬的日出前到六月上旬的日落後每晚皆可見到牽星圖所繪天

象，出現時間每天僅相差四分鐘，因此在印度洋航行時有將近半年都可參考此圖。當時

航海時速約為十多公里，在將近十天的跨洋航程內，只需每晚在相近時刻留意牽星圖標

註的各個星辰是否同時出現且高度大致正確，不需限定在日出日落前後觀察，也不用特

定星座移動到特定位置（如前述華蓋文獻回顧六）才能觀測。牽星原為輔助導航用，應

需越多星可供驗證越好，但以往文獻提出的各種星座配對原則或特定時刻才能量測的說

法若剛好遇到該星座被雲層遮蔽則失敗風險極高，與牽星基本概念抵觸，應該不是牽星

原有的規則。 

《武備志》航海圖中在馬爾地夫與非洲東岸頻繁使用華蓋確認位置，且僅標示華蓋

幾指或北辰幾指，應是依照繪有華蓋之牽星圖的使用時刻來進行觀測。此處接近赤道，

北極星不易見到，需以華蓋來輔助。圖 2中的木骨都束（摩加迪休 Mogadishu）以北皆

用北辰為記，最少者僅有一指；卜剌哇（巴拉韋 Baraawe）以南則以華蓋記，至多有八

指，此二值與唯一標有華蓋的牽星圖相符。從圖中可看出愈往南走華蓋仰角愈低的情形。 

六、結論 

凡是測量必有誤差，由牽星圖與天文軟體搭配的分析可知，「一指」之最小誤差範

圍約正負 1度，最大誤差範圍約正負 1.5指。一指則在 1.0至 2.5度之間，可記為 1.75±0.75

度。天文導航只是輔助工具，主要為避免迷航於印度洋，因此可容許一定範圍的誤差。 

華蓋與兩布司星僅出現於鄭和下西洋之牽星圖與相關文獻，顯示其並非來自中國民

間航海自行發展出的星座。兩布司星源自外文音譯，華蓋則依下西洋當時天空星群排列

近似於官方華蓋之印象創立而成，可名之為「假華蓋」。主牽星應為御女四（χ Dra）與

柱史（φ Dra），可能就是《順風相送》提到的華蓋雙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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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brella Shaped Navigation Constellation "Huagai" in 

Zheng He's Sailing Chart 

Ouyang, Liang 

 (Member of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bstract: The nautical chart of Zheng He's expedition voyages "Mao Kun map"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Wubei Zhi Volume 240 by Mao Yuanyi in the M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the navigation map from Central Asia to the East African coast and the cross-ocean 

stellar diagrams used for celestial navigation, all record the Chinese constellation "Huagai"(華

蓋) , it means the canopy of the emperor. However, when the sky of the star chart "From 

Ceylon Back to Sumatra" was reproduced with the astronomical software Stellarium, all of 

the stars including Polaris (αUMi), Vega, Crux, Pollux, Procyon, and Rigil Kentaurus can be 

in line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star chart, but only the traditional constellation "Huagai" is still 

unobservable and below the sea level. Historical documents have pointed out several possible 

positions of the Huagai, its range covers Ursa Minor, Cassiopeia, Draco, Canes Venatici and 

Ursa Major. This article sorts out various opinions, and uses the comparison of the elevation 

angles of the stars in the star charts and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long-term stargazing to 

point out the doubts of each paper. In this article, we used astronomy software with the 

records of the same altitude in the star charts, find the unit "one-finger" measurement error 

will be 1.5~2 degrees, and its range is 1.0~2.5 degrees, which can be recorded as 1.75±0.75 

degrees. It is no need to wait for a specific time or when the Crux is at a specific height to 

measure the elevation angles. Astronomical navigation was originally used for auxiliary 

purposes, and the more stars available for verification, the better.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methods of various constellation pairings or measurements at specific moments in the 

previous literature, if the constellation happens to be obscured by clouds, the risk of failure is 

extremely high, so they conflict with the concept of celestial navigation, should not be the 

original rules of Mao Kun map.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new possibility: the Huagai 

refers to another group of stars that is similar to the official umbrella-shaped constellation, its 

position is within the range of Draco, and its elevation angle is most in line with the star chart. 

Due to the special and easy-to-recognize umbrella shape, even non-bright grade star can also 

be helpful to navigation. Its name in this article is "False Huagai ", just as there is a similar 

clone named "False Cross" near the Crux in the Western constellation. 

Keywords: Zheng He's nautical chart, Mao Kun map, stellar navigation diagram, 

Measurement error, Huag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