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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海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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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相：紅磡區深資童軍區長 陳錦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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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揚帆萬里：鄭和下西洋紀念展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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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咪咪，原來可以坐船去歐洲，下次我們
不用再乘飛機去歐洲了！」5 歲的小女陳靖霖在
香港歷史博物館專題展覽廳，看到三寶太監 7 次
下西洋的航線時，不禁叫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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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事文物
2005 年是馬和 / 馬三保（鄭和原名）—— 中國
3
歷史上最傑出的航海家下西洋 600 週年，上述展
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中國國家博物館合辦，
香港歷史博物館籌劃，透過 6 0 多件珍貴文物及
100 多幀照片，介紹鄭和下西洋所創造過的光輝
偉績，當中 11 件更是國家 1 級文物。

適合童軍
展覽特別適合就讀中學的童軍及深資童軍，他
們在學校已學到鄭和的史蹟，透過參觀歷史文
物，可加深認識這個偉大的和平使者，尤其是海
童軍旅團的成員及領袖，深信透過參觀活動，定
能有助他們掌握中國航海的發展歷史。由於鄭和下
西洋的檔案早已被銷毀，留下的記述不多，有關的
文物寥寥可數，且散存各處。因此下西洋寶船的大
小、動機和性質，多年來均引起不少的討論。

操舵之用
展廳天花板上掛有帆布，加上海浪聲模擬海上
的情況，設計頗具心思。在 1 9 5 7 年，於南京寶
船廠六作塘遺址出土長 11.07 米的大舵杆，是用
很高的樹幹原棵改造，可見當時的造船業已殊不
簡單。此大舵杆屬鄭和船隊較大的遺物，按此實
物，可推算船隻體積巨大，足可媲美 1 個足球
場。由於大舵杆太長，飛機和火車都不能運送，
須特別訂造大貨櫃，經水路運送到香港展出。

鄭和一號
鄭和下西洋船隊是由多款船種組成。展廳展有
鄭和下西洋船隊的帥船 1:40 模型船 —— 鄭和 1
號寶船，屬福船型，船身長 125.7 米，闊 51 米，
排水量超過 148,000 噸，載重量達 7,000 噸， 9
桅 12 帆，可容 1,000 人。此外，又展有二千料海
船1:40模型船，是船隊的重要船種，屬浙船型，
船身長 61.2 米，闊 13.8 米，排水量 117 噸。博
物館正門大堂另展有八櫓船1:20模型船，是鄭和
下西洋常用船種之一，此船長 24.75 米，闊 5.64
米，排水量 92 噸，千萬不要「走漏眼」！

鄭和海圖
鄭和航海圖是根據《武備志》而摹繪的，用山
水畫的形式來展現，是中國現存最早記載亞、非
兩洲的航海圖。記錄的手法是船到那兒，就畫下
當地的地理環境，再連接起來。在近香港的部
分，可從熟識的地名中，認出香港鄰近地區的所
在地。明朝初期，香港屬於東莞縣，佛堂門為現
今仍沿用的地名。其他地方名如官富寨（九
龍）、薄胎山（薄台島）及大奚山（大嶼山）。
香港在興建香港國際機場時，於赤鱲角原址發掘
出不少瓷器碎片，相信亦是替鄭和下西洋時提供
的補給。而於展廳「古今地名」分站，可透過電
腦遊戲認識昔日的地名，如祖法兒（佐法爾「阿
曼」）、錫蘭（斯里蘭卡）及淡馬錫（新加坡）等，
全部也記載於鄭和航海圖之內。

觀星導航
鄭和航行靠天體觀星圖，用洋牽星技術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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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觀察星辰與海平面的仰角，度量船舶所處的位
置。原圖已無存，此圖是天文導航必備的對照
物，同時標記多星的觀測指數，增加定位的準確
性。

羅盤導航
當時所用的航海導航器具——水羅盤，其羅盤
磁針是浮水式，木件由木雕刻而成，盤體中心有
節深槽，內中予水，江置水瀉針，羅盤《綫刻圖》
的刻度表示48個方位，如丁、未、坤、申、庚、
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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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郵票
展廳展有中國及各地鄭和下西洋 6 0 0 週年紀念
品，如書籍、郵票及鎖匙扣等。而中國、香港、
澳門及新加坡等地亦曾發行「鄭和下西洋 600 周
年」郵票及郵票小型張。

遊戲學習
博物館印製了適合小童軍及幼童軍年齡的《教
育小冊子》，以童心角度，把展覽內容變成認識
鄭和探險記、船隊及珍奇大觀園，由簡單的填
充、配對及問答遊戲所組成。旅團領袖可加以運
用，作為帶領成員參觀的導賞手冊。歷史文物及
相片總比書本更能引起成員的學習興趣；如時間
許可，幼童軍團領袖可帶領成員順道參觀館內的
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再安排其餘的配套，鼓
勵他們嘗試考取社區歷史章。

寶船壓章
大家可在展廳「用力」壓上寶船的印章。博物
館每日提供兩節公眾導賞團服務，介紹重點展
品，協助了解展覽的內容，時間為上午 11 時 30
分及下午 3 時，全程約 1 小時，每團名額 30 人，

先到先得。如安排參觀的童軍單位有 2 0 人或以
上，可申請豁免入場費及預約免費導賞服務。

繩結考驗
大家可欣賞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1 4 0 5
鄭和下西洋」紀錄短片。在閱讀角，備有鄭和
航海的中英文書籍，可供讀者即場參閱。在
「航海技能測驗」分站，可測試自己懂得海員常
用繩結的程度，牆上掛有 8 個海員常用的繩
結，大家不妨使用桌上的繩子試結。當中還有
是所有童軍都應要認識的平結（一字結）呢！

展覽新資
展覽由本年 2 月 22 日（創辦人紀念日）開始至
5 月 15 日止。詳情請瀏覽官方網址：
http://hk.history.museum 。大家如曾到訪美
國、北京、澳門等地，參觀當地所舉辦的鄭和下
西洋展，歡迎來電郵分享體會，請電郵：
edwardkschan627@krscout.hk 。如對鄭和史蹟
有任何垂詢，可嘗試聯絡香港鄭和研究會。

1. 香港郵政於 2005 年發行的「鄭和下西洋 600 周年」郵票小
型張。
Hongkong Post issued Stamp Sheetlet of the 600th
Anniversary of“ZHENG He's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2005”.
2. 帶領參觀前，領袖可好好運用由香港歷史博物館印製之展覽
資料及《教育小冊子》等。
Before visiting, Scouters can make better use of exhibition
materials & educational pamphlet issued by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3. 參觀人士可觀看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1405 鄭和下西
洋」紀錄短片。
Visitors can watch documentary video of "1405 ZHENG He's
Voyages to the Western Seas" b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4. 展有鄭和下西洋船隊的帥船1:40模型船——鄭和1號寶船。
Exhibited ZHENG He's flagship model on scale 1:40.
5. 展有另 1 艘二千料海船 1:40 模型船，是船隊的重要船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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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hibited 2000 Liao ship model on scale 1:40,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odels of fleet.
11.07 米長的大舵杆屬鄭和船隊較大的遺物。
11.07 meters long wooden rudder is one of the bigger
relics of ZHENG He's ship.
船到那兒，就畫下當地的地理環境，再連接起來就成了鄭
和航海圖。
ZHENG He’s nautical chart is combined by the drawing
of geographical feature of his trip.
試玩玩「航海技能測驗」分站，測試自己懂得多少個航海
常用的繩結。
Let’
s try the knotting test!
不要錯過位於博物館正門大堂展出的鄭和下西洋常用船種
之一的八櫓船的 1:20 模型。
Don’
t miss the model of 8-scull ship (scale 1:20)
exhibited at lobby, which is one of the common used
ship models of ZHENG’
s Voyoga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