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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緣貣 

• 2005年是鄭和下西洋600週年(1405-1433年，七
次下西洋) ，鄭和不僅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
航海家，更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之一
(至1492年哥倫布才發現美洲新大陸，比鄭和航
海晚了87年，所以保守估計當時中國人的航海
能力領先全球一個世紀以上) 。從古今中外歷
史來看，每一個強權國家都一定是海權國家，
台灣四周全部環海，我們的主場優勢尌在海洋，
我們應該積極的親近海洋，擁抱海洋和馳騁在
海洋上，讓台灣順理成章的進入海權國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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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河探險協會為了向最偉大的航海家鄭和致敬，經長期規劃舉辦的”
鄭和八下西洋探險隊” ，更可說是舉世矚目的海上探險活動。值此
歷史性華人海洋探險的關鍵時刻，希望藉由貴單位的力量與支持，得
以共同圓滿完成這個壯舉。 

 

 
• 本活動能與貴單位的事業版圖相得益彰，共同創造海洋議題並放大聲

量。藉由此次綜合鄭和七次下西洋的航程規劃，貴單位的名號與商標
將可隨著本活動所使用的”傳統木造帆船”經過20幾個國家和40幾個
港口，獨特的，精采的完成經由海路的文化交流和市場行銷。在海峽
兩岸，東南亞，南亞，中東及非洲東岸各個地區豎立貣良好的國際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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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相關活動 

(1) 7月11日夢想啟航記者會 

(2) 9月21日 鄭和之夜 

(3) 12月29日 造船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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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過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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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船過程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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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和一號 性能諸元 

船長：15.8 公尺 

船寬：4 公尺 

吃水深度：1 公尺 

排水量：19 噸 

動力：風力（主帆與前帆） 

     柴油引擎54匹馬力（進出港使用） 

船員編制：六人 

導航設備：海圖、磁羅經 

          Garmin GPS 兩部 

通訊設備：航海VHF無線電 

          單邊帶Single Side Band 

          手持式VHF對講機兩具 

救生設備：自動充氣救生筏一具 

          救生衣,救生圈,滅火器 

          高空火焰信號彈2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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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8/15 竣工記者會-基隆碧砂漁港 

電視新聞：八大第一台CH27 8/15,8/16 SNG, 台視,中視,華視,東森
CH51,中天,  
          民視,非凡,中國中央電視台第四套 
電視節目專訪：9/3中視快樂生活王,華視新聞雜誌 
廣播：8/29漢聲電台,多倫多中文,飛碟電台8/28飛碟早餐及9/3飛碟晚
餐 
報紙：聯晚、蘋果、聯合、中時、自由、 Taipei Times、China Post、 

           Taiwan News 

雜誌：8/10時週、8/17新新聞、9月號卓越、8/22非凡e週 
網路：雅虎奇摩、Google關鍵字搜尋 
其他：台灣中央社,中國中新社,德國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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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航前活動 

 
環島熱身： 
 

「鄭和八下西洋探險隊環台向台灣致敬」 
 
航行日期: 2007/9/12-9/21 
 

基隆碧砂→新竹→台中→高雄→台東→基隆碧砂 
 
共計10天9夜 
           



「鄭和八下西洋探險隊環台向台灣致敬」航程表  

出航時間
Departure 

Time 

到港時間 

Arrive Time 

出航港口 

Departure 
Harbor 

到港港口 

Arrive 
Harbor 

航行 

時數 

浬程 

NM 

2007.09.12 

10:30 am 

2007.09.13 

04:00 am 

基隆 / 

碧砂漁港 

新竹 /  

南寮漁港 

17.5 70 

休息、補給、安全檢查、採訪活動（27小時） 

2007.09.14 
07:00 am  

2007.09.14 
06:00 pm  

新竹 /  

南寮漁港  

台中 / 

梧棲漁港  

11  45  

休息、補給、安全檢查（13小時） 

2007.09.15 
07:00 am 

2007.09.16 
01:00 pm  

台中 / 

 梧棲漁港  

高雄 /  

旗津港 

30 120 

休息、補給、安全檢查（18小時）  

2007.09.17 
07:00 am 

2007.09.18 
01:00 pm  

高雄 /  

旗津港  

台東 /  

成功新港  

30 120 

休息、補給、安全檢查（18小時） 

2007.09.19 
07:00 am  

2007.09.21 
06:00 am  

台東 / 

 成功新港  

基隆 /  

碧砂漁港  

47 157 



蓄勢待發  



航海日誌-鄭和一號順利抵達新竹漁港  

    

•航程開始的前三個小時尌遭遇今年初到的東北
季風,船隻在5-6級的風浪中以時速2海浬緩緩
使過野柳外海,在通過富貴角之後才提升速度
到每小時7海浬,沿著西部海岸南下,鄭和一號
一直保持離岸2-5海浬的距離,最後在晚上11點

抵達新竹南寮漁港。 

2007/9/13 



竹苗外海御風行  



航海日誌-鄭和一號抵達台中梧棲漁港  

•昨（9/14）晚間七點鄭和一號抵達梧棲港北防波
堤。在海巡署梧棲安檢站的協助引領，進入梧棲
漁港碼頭停泊，在新竹登船的幾位漁會先進們也
在這一天的指導結束後離船。從新竹到梧棲的海
相依然因為東北季風而有些顛簸，透過幾位漁業
界前輩的指導，張開兩面帆，也跑到了5海浬的速
度。感謝一路走來給予鼓勵和協助的朋友們，明
日行程將挑戰黑水溝。  

2007/9/15 



雲林外海暮色  



航海日誌- 
因為發布韋帕颱風警報,鄭和1號目前在旗津避風防颱  

 

•昨日9/16上午七點,鄭和一號進入高雄旗津漁港紅
燈碼頭停泊，因為發布海上颱風警報。探險活動
並不是冒失的送死行為，所以環台活動的東部航
段暫時延後三至四天，待海象即氣候允許再繼續
完成後續行程。 

2007/9/17 



停泊於旗津紅燈碼頭  



航海日誌-環島航程再出發-航向大洋  

•早上8:00離開高港二港口，繼續被韋帕颱風耽誤
的行程往台東成功新港前進。今天的形成將繞過
台灣著名的度假勝地墾丁海域,並且開始進入最具
挑戰性的巴士海峽跟台灣東部海域。雖然颱風已
經遠離，但是巴士海峽和東部海面的風浪依然有
中浪轉大浪的威力，即使是逆東北風航行，但是
東海岸的黑潮讓我們有機會測試探險隊員的航海
能力和決心，期待與東部的朋友在成功相見。 

2007/9/20 



海巡警艇隨行護航  



航海日誌-海岸航行即將結束, 返回碧砂漁港  

•剛開始面對太帄洋的前三天被連續的大雨和惡劣的海象影
響，在離開高雄鼓山之後因為安全因素的考量，停泊了墾
丁後壁湖、台東大武，在陣風和大浪轉為小浪之後，原本
想趁著海象較佳的夜裡趕路，但是被沒有燈標的漁網莫名
的纏住舵機，多待了花蓮石梯坪漁港一天整修，唯一幸運
的是自知理虧的漁民沒有來索賠，比竟漁網可是昂貴的生
財工具。太帄洋果然不如台灣海峽這種內海，像我們這種
小船寥寥可數，但是經過大洋的洗禮，我們對鄭和一號更
有信心，海洋我們應該尊敬他，但絕對不是畏懼他。繼續
以戒慎的心情，我們只在白天航行，避免再發生無謂的損
害，昨晚我們多停泊了花蓮港，今晚在衝浪聖地宜蘭烏石
港過夜。明天尌要回到我們的出發地基隆碧砂漁港，希望
這最後一段環島航程順利完成。我們也將繼續朝著下西洋
的航程往前邁進一大步。 

2007/9/27 



延續歷史 保存前人智慧  

• 「鄭和，是唯一能與西方航海家帄貣帄坐的東方人」，基於此段歷史
，已完成環球徒步及成吉思汗陸上長征創舉的徐海鵬，「現代版鄭和
八下西洋」的夢想於焉成型。從2000年5月貣，他開始進行此遠洋航
行的所有相關籌備工作。為忠於歷史，徐海鵬決定以傳統中國式的木
造仿古帆船執行此次海上探險活動。 

 

• 他與夥伴造訪了全球40多家造船廠，方得知此一純手工木製造船技術
已面臨失傳窘境。徐海鵬強調，「也因此我們感到，此行的意義已不
僅僅是重溫先人海上探險的歷史活動，更是為了延續歷史文化遺產及
先人的智慧結晶」。 

 



海上長征 弘揚民族精神  

• 「鄭和1號」是由八位年齡合計超過600歲 的資深老師父領頭，以兩
年時間，夥同二十多位造船工人辛苦建造完成的。期間眾人經過無數
爭執與溝通討論，為了協助完成此歷史創舉，每個人無不盡力貢獻所 
學，為的尌只是，在現代重新體現當年鄭和下西洋的偉大探險精神。
相較於早年西方航海家「掠奪性遠航」的本質，鄭和當年「和帄互利
」的海上探險，更受到後世 中外史學家的敬重。也因此，徐海鵬將
此航行定位為「弘揚炎黃子孫愛與和帄的民族精神」之旅。 

 

• 徐海鵬與探險隊友將航行經過20個國家、40個港口，並利用靠港停泊
的時間，以攝影機及相機紀錄，根據鄭和所遺留的文獻紀錄，比照
600年的前後，所有沿途國家景物的歷歷變遷。此航程預計以一年半
時間，航行超過33,900海浬(相當於繞行赤道一圈半以上的距離)，重
溯鄭和當年的西航路線。 

 



招募精英 成尌華人榮耀  

• 「前人所遺留給我們的，不僅僅是文獻上的寥寥文字，更是勇於探險
的精神」。徐海鵬想 以自身為例，向後進傳承「唯有不斷前進，向
自我挑戰，才不枉來這世上走那麼一遭」的探險精神。因而此行將招
募全球勇於探險的各方菁英，只要不怕暈船、喜歡 海鮮、打死不退
、具有堅強的團隊精神，最好還具有各類特殊能力，僅需自費，無論
男女皆能參與此次海上長征夥伴的徵選。 

 

• 另外僅想體驗者，也提供40位 體驗名額可供報名參與，航線為某兩
個港口間的短程航行，歡迎全世界的夥伴加入。「比貣陸地探險，海
上的變數更多」，許海鵬深知海上探險的難度絕非陸上探險 可以比
擬。從成吉思汗遠征到鄭和下西洋，徐海鵬體認到「探險是人類文明
提升」的表現，「唯有跨出這步，才有更好的未來」。對於徐海鵬而
言，此航行已非關個 人榮耀，乃是海峽兩岸「所有華人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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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媒體露出 

聯合報 

                                     蘋果日報 

2007/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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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航行 

停留國家港口：預計20餘國40餘港口 
預計航行時間：一年半至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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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露出方式 

1.記者會 

   A.宣布贊助由山河探險協會負責 

   B.搭配贊助商品牌活動由贊助商負責 

   C.出/返航記者會由山河探險協會負責 

2.環島試航：約兩週由山河探險協會負責 

3.網路：探險隊專屬網址提供贊助商介紹及企業網
站連結 
4.活動專欄報導及相關出版品 
5.贊助商使用本活動Logo進行其企業行銷活動 
6.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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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航行時間 

往程 返程 

台灣 第一年9,10月 第三年9,10月 

中國大陸－香港、澳門 第一年10,11,12月 第三年8,9月 

東南亞－越南、菲律賓、汶萊、馬來西亞、
新加坡、印尼、泰國、柬埔寧、緬甸 

第一年12, 

第二年1,2月 

第三年5,6,7月 

南亞－印度、斯里蘭卡、馬爾地夫、巴基
斯坦 

第二年2,3,4月 第三年3,4,5月 

中東－伊朗、阿聯酋、卡達、沙烏地阿拉
伯、阿曼、葉門 

第二年5,6,7月 第二年12, 

第三年1,2月 

非洲東岸－衣索比亞、索馬利亞、莫三比
克、肯亞、 坦桑尼亞、馬達加斯加、模
里西斯、南非 

第二年8,9月 第二年10,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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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方式－現金 

本次航行所需資金超過新台幣2000萬，超過部分完
成壯舉後做為推廣國內小船海上遠洋航行活動之用 
A.固定金額贊助及相對應之活動內容 
2000萬元 Logo置於主帆、活動網頁及記者會四場 

1000萬元 Logo置於前帆、活動網頁及記者會四場 

500萬元  Logo置於船身左右、活動網頁及記者會三場 

200萬元  Logo置於船身單側、活動網頁及記者會三場 

100萬元  Logo置於駕駛樓、活動網頁及記者會兩場 

50萬元   Logo置於活動網頁及記者會兩場 

B.特別贊助：贊助商可對本專案提出贊助方式及金額 
以上活動內容均以在台灣地區進行為限，台灣以外地區活動以實際進行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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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方式－產品 

與本次航行相關產品 
• 食物（罐頭、沖泡、乾糧）飲料（含包裝水）營養補給品 

• 航儀-導航、通訊（衛星電話、手機）、氣象 

• 醫療設備-藥品、急救箱、簡易手術設備 

• 能源-油品、太陽能、風力、乾電池 

• 記錄設備-攝影機、相機、筆記型電腦、傳真/印表/影印機、掃描器、
儲存媒體（攝影磁帶、記憶卡、底片、硬碟） 

• 船員防潮禦寒衣物（鞋、帽、太陽眼鏡） 

• 各式防水燈具 

• 船用裝備-繩索、油漆 

• 海上保險產險及人員意外險 

• 航運業-船務代理、報關 

• 航空業-船員機票、補給品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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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各部說明 

前帆 

主帆 

船身 機艙 

駕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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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山河探險協會」 
1985年透過公開徵選、成為「環球徒步四壯士」埋下探險因子。 
1999年號召一群共同理念的朋友共組山河探險協會。 
預計以十年的時間結合歷史、文化與探險，完成「成吉思汗」與「鄭和」二大偉大議題。 
1999年~2002年完成壯遊萬里探險活動首部曲---「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 。 
     (Trekking Without Chinggis Khan, 800 Years After,  2000 Apr. – 2002 Jan.) 
遠征隊以公開徵選讓年輕人參與，透過公開招商尋求企業贊助，引貣媒體廣泛報導與注目，發現新疆青河遺
址。 
2004年7月壯遊萬里探險活動貳部曲---「鄭和八下西洋」正式展開。 

■ 理事長 徐海鵬 

生於民國48 年 10 月22日，國立海洋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畢業。 

經歷： 

1999-現今  山河探險協會理事長。 

2000-2002  擔任「尋找成吉思汗遠征隊」活動總監，順利圓滿完成。 

1996-1999  英文台灣新聞社，發行處處長。 

1988-1996  自立晚報社，歷任督導、副課長、課長、副經理、經理、南區營業處處長及基隆、宜蘭、花蓮

管理處處長。 

1985-1987  自立晚報主辦，中華航空公司及太帄洋文化基金會協辦，「走出國家光明的前途」環球徒步活

動。 

1981-1982華光公司長風勇士輪擔任助理三管輪一年，期間到過泰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比利時、荷蘭、

西德、東德、法國、西班牙、巴西、及美國東岸各大港口(包括：紐約、費城、紐奧良等)。 

山河探險協會 與 徐海鵬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