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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橫行的年代

許珮甄
*

在十七世紀的海權競爭下 ,造就了無數的航海英雄 ,也造

就了無數唯利是圖的海盜 ,甚至有時英雄與盜賊之間只有一線

之隔 。本教案是以 「海盜」這個角色來分析大航海時代海權競

爭之下微妙的國際情勢 ,並利用 「教育部歷史文化學習網」內

容 、坊問書籍與電影 ,結合地理領域的 「方位」概念 ,整合設

計而成 ,有別於以往在這個專題上常以 「哥倫布」或 「鄭和」

為主軸的教案方向 ,企望透過 「海盜」這負面教材 ,給予學生

面對現今海洋 、太空競爭時代的正向思考 。

關鍵詞 :海盜 、女海盜 、地理大發現 、中西文化交流 、大

航海時代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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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類的經濟生活始終與江水 、海洋脫離不了關係 。台灣四面

環海 ,關係更是密切 。其實從台灣史前文化出土的遺址 ,就可以

印證先住民很早就依賴海洋而生存 。現今學術界 、教育界持續倡

導海洋教育的課程設計 ,在國中的歷史課本裡 ,就有許多章節是

可以配合這個專題做出統整的教案 。以往大多數的教案都是以鄭

和下西洋與哥倫布航行作為教學的重心 ,而本教案想突破這樣的

角度 ,企欲從 「海盜 」這個角色來解讀這個年代 。以 「海盜 」為

發想 ,不只可以從非官方的方向去理解大航海時代 ,更可以引起

同學的高度興趣 。

海盜比國家所派出的航行艦隊是更早存在 ,他們有特殊的生

活方式與人生觀 ,也有冒險奮鬥 、無畏恐懼的積極性格 ,當然當

中不乏離經叛道的一面 。各國的海盜形象 、想法也不盡相同 ,從

他們的眼光看世界 ,更可以瞧出當時各國官方海洋政策的態度與

國際關係的微妙 。

本教案設計含括國中七年級至九年級的課程 ,教師可隨著學

生的程度做教材的調整 ,基本上九年級是最佳的實施對象 。不過

在實施的過程當中 ,教師必須強調一個觀念 :海盜的世界已經被

小說 、電影描繪得太過浪漫 ,必須非常注意海盜實際的生活面與

面對的法律問題 ,以此負面教材來引導學生做正向的思考 。

許珮甄

國中歷史第一冊 國際競爭時期

國中歷史第四冊 明末東西文化交流

國中歷史第六冊 地理大發現

所屬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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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後 ,歐洲揭開了海權爭霸

戰的序幕 ,開啟了大航海時代的先聲 。從西班牙 、葡

萄牙的獨步 、瓜分海洋 ,到英 、荷 、法的積極介入 ,

西歐各國在世界大洋上不斷上演一齣齣爭奪殖民地 、

財富與黑奴的劇碼 ,從陸上的爭霸一路打入了另一個

嶄新的競爭場域∼海洋 。

然而一批勇於作夢 、敢於冒險的投機份子在這

廣袤的大洋中 ,殺出一條生路 。這一批人征服了洶湧

海濤 ,橫行於各大洋面 ,胸中沒有多少世俗的道德義

理 ,只熱衷於追求夢想中的金銀財富 。大口飲酒 、瀟

灑吃肉 、流連女色⋯及時行樂是他們的特質 ,刀疤 、

骷髏旗成為他們的正字標誌 。他們的出現令許多皇家

軍艦聞之色變 ,平民老百姓聞風喪膽 ,他們的名就叫

∼ 「海盜」 。

本教案試圖從一批非官方的勢力一一海盜的眼

光 ,來瞭解大航海時代的貿易競爭與殖民地爭奪情

形 ,並更進一步瞭解歐洲皇室是如何掌控這群亦俠亦

盜的海賊 ,來達成財富的累積 ;以及又是如何被這一

群人反相剝削財富 、反 日成仇的過程 。其次在於探討

海盜對於航海貿易的影響 、是否有所貢獻 ?同時也討

論當代中國與西方海盜的異同 、他們的真實生活是如

何 ?大航海時代裡中西海盜有何不同的面向 。最後要

讓同學思考 ,海洋爭霸之後 ,下一個競爭的空間場域

會是哪裡 ?科技發達的今天 ,歷史的借鏡是否約束了

人類的野心 ?太空競賽是否重蹈航海時代的覆轍 ?

動機與

核心問題

一 、航海序幕 :十七世紀海盜猖獗的年代與背景

二 、殺出程咬金 :海盜船馳騁洋面

三 、英雄 ?惡徒 ?一一海盜生涯面面觀

四 、誰是海賊王 ?一一中西著名海盜簡介與比較

五 、航海悲歌 :海洋爭霸後的省思

單元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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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 15-17世 紀大航海時代歐洲各國海權爭霸的經過 。

2.說明海盜船出現的前因後果 ,以及航海時代海盜橫行的狀況 。

3.說明海盜的生活特色與對當代與後世的影響 。

4.簡介解中西海盜的異同之處 。

5.思考海洋爭霸所帶來的影響與教訓 。

社會領域歷史科 社會領域地理科 綜合領域童軍科

口 學前教育

口 刁、學 l∼2年級

口 刁↘學”4年級

口 刁↘學 96年級

凶 國中 1年級

凶 國中 2年級

凶 國中 3年級

口 高中 1年級

口 高中2年級

口 高中 3年級

口 高職 1年級

口 高職 2年級

口 高職 3年級

口 其他 :

l能瞭解 b＿ 17世紀大航海時代 ,歐洲各國海權爭霸的簡單經過 。

2.能瞭解海盜出現的前因後果 ,以及航海時代海盜船橫行的盛況 。

3.能瞭解海盜的生活特色與對當代與後世的影響 。

4能瞭解中西海盜的異同之處 。

5能思考海洋爭霸所帶來的影響與教訓 ,並將人文關懷之情延伸至未來 。

一 、航海序幕 :十七世紀海盜猖

獗的年代與背景

l地理大發現的原因

2葡瓜分海洋

◎PPT、 學習單

◎歷史文化網 ΓLASH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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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後起之秀 :英荷法

二 、殺出程咬金 :海盜船馳騁加

勒比海

1.英法海盜集團出現的原因

2英法政府與海盜的勾結

三 、英雄 ?惡徒 ?一海盜生涯山山

觀

1.海盜的成員與尋寶夢

2.海盜的裝扮與生活

3.海盜船的配備與武力

4海盜的下場與懲罰

◎PPT、 學習單

◎PPT、 學習單

◎音樂欣賞

◎七年級活動設計 :

支援前線

第二堂

四 、誰是海賊王 ?一 中西著名海

盜簡介與比較

l歐洲海盜 :黑鬍子 、德雷

克 、女海盜 (安 .邦妮 &瑪
麗 .芮德 )

2中國海盜 :鄭芝龍

3.日 本倭寇

◎PPT、 學習單

◎電影欣賞 (請教師 自行

剪輯影片內容 ):
七年級 :《海賊王》

八年級 :《 輝煌的年代》

九年級 :《 海盜傳奇》

◎留五分鐘幫學生分組並

提醒學生下堂課攜帶指

南針

第三堂

五 、航海悲歌 :海洋爭田後的省
田

1.海洋爭霸對世界的影響 :探

討是與非 、主與客 、中心與

邊陲的觀念

2至於未來⋯

◎藏寶活動

◎學習單總結

3堂課 ,每堂 45分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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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級 :預習複習台灣史國際競爭時期 。教案與教材需稍做簡略 。

八年級 :預習複習中國史鄭和下西洋與明末中西文化交流 。

九年級 :預習複習世界史地理大發現的背景與三大事件 ,結合一 、四冊的

內容加以整合 。

◆硬體 (請標明勾選的項目↓)

口 相機

口 電腦

口 數位相機

口 DVD光碟機

口 網際網路連接配備

口 LD光碟機

口 EΠ表機

口 投影機

口 掃描器

口 電視

口 錄放影機

口 攝影機

口 視訊會議設備

口 其他 :

◆軟體 (請標明勾選的項目↓)

口 資料庫或試算表軟體

口 桌上排版軟體

口 E-mail軟 體

口 百科全書光碟

口 影像處理軟體

口 網際網路瀏覽器

口 多媒體軟體

口 網頁編輯軟體

口 文書處理軟體

口 其他 :

◆書面教材 l《海盜》 ,晨星出版社

2.《 開啟台灣第一人鄭芝龍》 ,貓頭鷹出版社

3《大航海時代的台灣》 ,貓頭鷹出版社

4《 圖說世界歷史》 ,光復書局出版社

5.《 海盜學校》 ,三采文化

◆材料 lDISCUVERY《海盜傳奇 》VCD
2蔡依林 《海盜 》專輯 cD
3.卡通 《海賊王》

4電影 《輝煌的年代一 伊莉莎白一世》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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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奇航 I、 II》

5.用海盜相關圖片與資料 、服飾配件來製作學習

角

6.藏寶活動教具製作

◆Intemet資源 教育部歷史文化網

◆其他 藏寶活動需地理老師 、童軍老師協同設計 。

◆針對特殊學生所做仰修改

.資源班學生
指定閱讀書 目 :《 海盜學校 》 (漫畫 )

重點放在瞭解中西海盜與生活特色即可 。

.資優學生
指定閱讀書目 :《 海盜》 、《大航海時代的

台灣》

學習單書寫 、影片欣賞 、尋寶遊戲比賽 、口頭發表

◎結論

建議九年級實施時 ,可利用兩次基測的空檔 ,選擇一週作為

施行的時間 。七 、八年級則可與地理 、童軍課聯合執行 。

本教案曾在暑期輔導時 ,針對七升八的國中學生進行三堂課

的活動 。一開始引起動機的部分得到頗熱烈的反應 ,學生對於

「海盜 」生活十分好奇 ,但由於七年級學生的先備知識較為不

足 ,接下來所設計的教材內容對學生而言稍顯沈重 ,不過在執行

支援前線的遊戲時 ,學生的參與度明顯提升 。第二堂課學生對於

女海盜此議題有高度的興趣 ,之後播放卡通 《海賊王》 ,很吸引

學生也很具效果 。第三堂課學生分組進行尋寶活動 ,因為提示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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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清楚 ,約三十分鐘便有小組完成任務回報 ,尋寶活動便宣佈結

束 。回到教室後 ,進行最後的總結與頒獎 ,並讓學生思考問題 。

◎回饋整理

Ql:你覺得海盜在海權爭霸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是英雄 ?抑

或是惡徒 ?我們該怎麼看待這一批夾縫中求生存的特殊族

群 ?

A: 大部分的同學認為海盜是遊走法律邊緣的投機份子 ,生活不

夠穩定 ,雖然自由 、刺激 、充滿冒險 ,但是卻容易受傷 、死

亡 、進監牢 ,並不能當作一種 日常的生活方式 。大部分同學

也不願意當海盜過一生 。

你能說出大航海時代 ,對往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 ?

大部分同學都能體認西方國家掌握海上霸權扭轉了世界局勢

的概念 ,部分同學能說出西方強權 、強勢文化的入侵造成其

他國家文化的摧毀與國勢的改變 。

海權爭霸的時代已經過去 ,現在的各國政治 、經濟海域 ,都

已經劃定 。然而人類真的能記取教訓 ,不再重蹈覆轍嗎 ?

196U年代的太空競賽 ,儼然是另一種形式的海洋爭霸 ,只是

爭霸的地點改在太空銀河罷了 ,甚至還有人註冊 、販賣月球

的土地 。中國神舟太空梭升空後 ,中 國人也正式加入太空競

賽的行列 。學習了這一章節後 ,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去看待

這場太空競爭 ?請同學自由發表意見 。

大部分同學認為人性使然 ,太空競賽不可避免 ,甚至認為星

痐﹐

�祧

畤畤眭眭

笴祧

Q3:

A:



海盜橫行的年代 渺

際大戰是極有可能發生 。但如果他是主政者 ,希望能以 「和

平」做為最高指導原則 ,要求各國要有所節制或者議定相關

規則 ,避免紛爭 。

整體而言 ,學生對於 「海盜 」專題充滿高度興趣 ,課程的進

行也頗為順利 。但若能安排在高年級實施 ,將課程深化導入 ,想

必學生會有更多的認知收穫與情意回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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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橫行的年代

ⅢEPlnntE學習單

一 、請閱讀並分析下則新聞 U

驉  請判斷南美洲智利在大航海時代應是屬於哪一個國家的殖民地 ?

盬爹霆襑 逞逼%帚子:::::溈鬟絆蹴γ
?唰

智利外海群 島寶藏引發爭議 ,

《聯合報》9月 出 口編譯李婷儀

【路透聖地玵=訂電】子〔j離智利中部海

岸以西 67U公里的費南德茲群島 ,〢

前有一支尋寶探險隊以金屬探測機器

人偵測出島上藏有 mU年前被搶來的

人寶藏 。

雖然還未 I〡 :i弋 開挖 ,沒有人可以

確定是否真的會挖到寶 ,但是已經引
起誰是費藏主人的爭論 .那 支智利探

險隊說他們估計寶藏價值達 lUU億 美

元 ,但是除非政府〡司意他們可以擁作i

半數寶藏 ,否 則不會透露實藏的地

點 。

費南德茲群島是當年海盜經常藏
身的地方 傳說在 18世 紀有一大批

海盜的戰利品被埋在島上某處 多年
來尋賽人都想印證這個貢藏傳奇 .

宣稱找到寶藏的智利公司說 ,他們會將半數寶藏捐糸合智利二個慈善機構以

及島上的地方政府 。但是部分政府宵員說 ,這能否適用於法律還未知 ,該國有
法律明文規定 ,考古或古生物學方面所發現的東西一律要歸︳或〡家所有 。(完

)

尋寶隊開價與國家法律相衝突

、審校鄒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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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 鹹

口望遠鏡
(16U8年發明 )

口船員航海 日誌

｜壘幣╤﹁
◎活動 :支援前線

每組推派出一位模特兒 ,當場進行角色扮演及海盜 免shiUn sllUw。

口地理書

、請畫出你想像中十七世紀的海盜模樣 。並勾選出他

可能需要的配備 。

口具砲彈的帆船 口酒桶

口 頭巾眼罩口羅盤針

口天文書

口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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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音樂欣賞

海盜  作詞 :陳耀川 主唱 :蔡依林

黃色煙硝 ,還在飄 ,頭頂風帆 ,在鼓譟 , 一瞬間的風暴

溼透雙腳 ,乾不了 曬傷眼角 ,顧不了 ,對著狂風咆哮

頭巾纏繞著驕傲 ,淚藏在黑色眼罩 ,長髮在船頭舞蹈 ,

盡頭 ,當找到那些寶藏 ,以後

當滿足了冒險的 ,念頭 ,幸福是否在岸上 ,等候

故事對它細說從頭 ,

啦∼

冷漠背後 ,躲著溫柔 ,我還記得 ,誰在嘶吼

看你低著頭 ,我站在船頭 ,

啦∼

黑色的風 ,吹熄燭火 ,暴風雨外 ,那片天空

幸福在招手

冰上一角 ,在竊笑 ,險惡暗潮 ,在圍勦 ,沒 目標的目標

間酒意 ,還沒消受潮菸草 ,怪味道

寫封信 ,寄不到 ,耶咿耶 耶咿耶 喔∼

擾人清夢的號角 ,船舵瘋狂的奔跑永遠下不了的錨 ,

啦∼

終點就在前頭 ,前頭 ,盡頭 ,等找到那些寶藏以後 ,

寶藏 ,以後 ,當滿足了冒險的 ,念頭 ,

幸福是否 ,在岸上 ,等候 ,它細說從頭

盡頭 ,當找到那些寶藏 ,以後 ,當滿足了冒險的 ,念頭

幸福是否 ,在岸上 ,等候 ,故事對它細說從頭

啦∼

冷漠背後 ,躲著溫柔 ,我還記得 ,誰在嘶吼

看你低著頭 ,我站在船頭 ,

啦∼

黑色的風 ,吹熄燭火 ,暴風雨外那片天空 ,幸福在招手 ,

等候 ,好不了的傷口在美麗的港口 ,寂寞的出口

發燙的胸口 ,

等候 ,好不了的傷口 在美麗的港口 寂寞的出口

◎透過歌詞的意境的

描述後 ,你 覺得海

盜的生活是如何 ?

是 充 滿 冒 險 、浪

漫 、刺 激 ?或 危

險 、悲傷 、艱苦 ?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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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誰是海賊王 ?

聽完老師在課堂上的講解後 ,你能明確說出中國海盜 、歐洲

海盜 、倭寇的不同之處嗎 ?你最喜歡的海盜類型又是哪一種呢 ?

五 、藏寶活動 :爭霸金銀島

班級分成五組 。每組根據提供的藏寶圖與航海日誌殘片 ,利用指

南針與解謎技巧 ,進行尋寶 ,最快找到寶藏的組別獲得勝利 。

線索一 :航海 日誌殘片

March, 9 Henry

很高興我們找到了傳說中的金銀島 ,也就是 CΠINHWA島 ,但藏寶

圖上的奇怪提示讓我們想破了頭 :

東西南北北發白 ,你說奇怪不奇怪 ?(校園北方 )

關公門前耍大刀 ,大刀飛到九重霄 。 (門口進來 ,九年級教室 )

一二三四五六七 ,說三道四我最行 , (九 年級教室三∼四樓 )

黃金屋中有黃金 ,花花世界任我行 。(廁所的花盆 )

線索二 :尋 寶圖

CHINHWA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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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航海悲歌 :海洋爭霸後的省思

蠿︳蔧量屋璟袬磊孚簷齹瞥盾遛住石英簷冬業璧舊茁霄葬讚菨尹
或

畿 你能說出大航海時代 ,對往後世界的影響是什麼 ?

畿
還靠霆雸友軍父星匪虜畾嚭蠶襄嶨子霉雪蓳芘聚 ξ是

j虜
曆

暈

代的太空競賽 ,儼然是另一種形式的海洋爭霸 ,只是爭霸的地點改

在太空銀河罷了 ,甚至還有人註冊 、販賣月球的土地 。中國神舟太

空梭升空後 ,中國人也正式加入太空競賽的行列 。學習了這一章節

後 ,我們該用怎樣的態度去看待這場競爭 ?請同學自由發表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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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橫行的年代
┬H巨  P｜ RA下 E

琪作人 :公

一

日中#系威

航海序球 :海盜猖授的年代與背景 麤

◎ 十五世紀地理大發現的助機

、阿拉伯吨人獨 li 利疏

∴ 、對東方物品的需求 :lrr料 、登器

﹉:、 找咄蠍數茹巡虛盟

◎ 航海技術的進步

、i街船技術的迅步

i、 航海’
kI識的打jFIC

●、羅盤 、觀測儀的使用   Ⅲ▌己

手●金低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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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搯商人稱↓f)●蓋

lLl兄 I4I∫ l(紀 lHllL方 的并ul:

留易 ,為阿拉 6r｛什有人獨佔 ,

竹時的阿拉伯商人在伊斯蘭

勢力所控制的西中與北非地

旺.,t﹉ t誚 :多 貿易櫞酐 從ㄇ︳

嗖洋進來印嚄的 Ii..料與中國

的絲綢 、瓷器 ,避到北非埃

及等地的港〣 ,女給威尼炘

或熱那巾兩人 ,兩山他們119

往歐洲 ﹉阿拉伯 ,ti人控制 了

臼”逆洋與地中lrf來 ↑邦的i紅

上留易i行動 .歐洲商 人無法

透i由i符路交通睢接與東 方進

行留易活動 ﹉

對東方功斑南括袞∵巷藩﹉﹉
鹽

需紫︴篇倰楊轟猛焚鋒
「
蹳瑞突搕㎡:屯斖青群幣汀｛肝將齒幾黎

.

鉣豳禽縈閑窉擇
如

一

轟筳封∥子菈中龍幹山高母瑞馫半｝交定褲確;︳

裝

一

紈;f∥行≠

一

十片鑫蛋哭知高尖乩群眾攦為:沒枍露斜甘好犧穩推
1.t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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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東方物品的需求

一

瓷器

中),.l的 企器精巧絕偷 ,出雄而it女

俊良的瓷｜ ,〤發lli出精文的燒

瓷技術 ,碎 i加 l:絕妙的形秈技術

使 r｜ 中國的瓷器I藝其冇而度的

水i牡 .,＿ 器受到中古時期歐洲黃

族的#好與歡,11.成 1.歐洲友族

的收藏↓打南,也茫 仁流社奔藉以杉

顆財竹與身份的lπ物〡∵〡.

為可波羅遊記的形年

(l1,〢波羅遊硭》中所卍
j也的“方 ,廷 個出產許

勿燕↑剛 ((缽 ﹉尤其足〢

本 、l+l泄  ｛IH黃金叫性 .

iiLHti都 廷山無命鋪設而

｝戈一中山時 llll的歐l(人泛

到 《井;‥j”支辯信遊∴t》 由勺萊多

徵 ,認 1..)東 方lIl〢帄妨

獲待許多打今 ,i繭戰m°師

〣到歐洲成1掰宙 ,閃此

在歐洲人姆引盼l llf(1,H幼

的過程裡 ,白  個 l(吸的

恢囚就址希中打ε彳║到持命

︻ 1’出版 <馬可波足遊記 )︴翻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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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知識的拓展

一

i代 希臘人上｝於地玾如暗我的研究 己裡ro叩何的度lfr 句〡l(t前
﹉

;〡 !t糸 i!ㄇ勺φ｝j｝︴七

一

j〡 tEratUsthenes去 〡f也 I)卜∥〡1｛一何i雖竹∥.Γㄐλ∴ :︳∥

社的托勒密c陌tltliusP㏑ 怕my〡張地球t〣的 阿拉你∥人γi卜 人it

的航洐 〣 ,發 li｜ I｜ 綺密的航γj知 i我 ︴ ,il方 ll知識的形牪 .歐洲

人〡的地Il、 舟til,知 i我 人nj仲廢 ﹉ 《馬 lJ波 n(jl,j卍 》功(提 供歐洲人

﹉人r.｜的地理匆∥滅 ,地 ll咰 暗我向9發達興((uil i il∥ 我的irl韋加 ,例
t彳
j歐洲

人對於Vj洋 )l#館 呶災竹.‥ 〢 S〡 竹糸t｜｜︴班汁ㄉ地玾u航”知暗我的

名作 .知法人德｛〺 (PierreCardina︴ d.AilIy)於 《lllI的 形仰)

(lnm鉡 Mundi〢 n｝緦ctl’ tlleW° Hd)中 .總結‥行人士j地 jlI研究的

知識 ,從 j色歐洲人對地 1l、 ∥ji〡的′j我 ,減低對海 i一 發蜓的恐

躍 、並技勵歐洲人步｝汀j洋的發坡 .



海盜橫行的年代

羅盤針 、大娃稅測儀的破席

一
一

.︳

籪

羅盤其/Jl(示方向的功用 ,利朋磁錢與地球南北磁極的特性 ,做

嗎方向指兮的依據 .羅盤嗎中國的發明 ,最初在中國稱為〣1●l,

航海序球 :海盜猖投的年代與背景癱

◎曲萄牙航海成就

◎西班牙後來居上

爭騎金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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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班牙後來居上﹉
一 灘̄

從新大陸的發現睭始 ,西班牙人以西印度群島為起點 ,透 l,l無 數次

的探險IIl動
,逐漸 j′解夫 .(大陸當地的人文 、地用各種｝〡人況 .在 1.l

班牙的探險活動中 ,往往也娃征服異民族的過程 ,科特坤i

(Co代 eS)與皮薩羅 (P泛 arrU)在林襾時與Ll加的英雄#臉 ,他們

的背後卻是印地安人亡國滅族的血淚史 .而胹 山環繞 li界 一

迎 ,證明 j′ 地球足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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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出程咬金 工海盜船馳時加勒比海 畿茖
�紵
�

◎樊法荷海盜銷掘起的

一 、裝國
;:::、 j:t芸 j曼吾︳

三 、何 由

◎政府與海盜的開係

◎海盜傳奇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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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海盜船崛起的原酒
﹉

法由球茲姑磕短苗床磕.﹉﹉
一
﹉﹉﹉﹉﹉﹉鹽

在法城劫掠史中 ,政府 r(l開始i仁沒仙馬 ｜:給 戶特許證 ,而是｝｝︴責
族由己和、卜與船東水I介作 ,對加勒比海地區的 9Ll曲贊藏l1.N進 行
掠劫 .152I以 後西法兩國交忠 ,.l此 法ljdI常默許海盜的彳i為 ,

.1●從中分 .杯噠 .後來也開始顧發特務諍 法國的 lJ盜也因此更
加犯獗 .共中最惡名昭彰的法國海報是裝有義)lk的 比勒爾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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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曲海盜船崛起的原因 鹽

政府與海盜的爾係

︴└∥t糸亡.19溶們游走在

黑與

一

〡之間的灰色地帶 .

英國政府對(9溶政策H班

噯昧不叮j的狀態 . ′方而

放發特許狀給 f1斑 、賜所

給有功的海盜觭←  方

而i谷
j與

i(ll)(牙 政 lI修竹∥關

係 ,((i盡只廷梭勢﹉企錢遊

戲中的 IⅡ ll l巴
-l(中蚊

冇名的〃j在犧牲耇就廷成

廉 .堆德 .他被唆 lt焦油

〡曝屁在港〡〢以繁︴坊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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砡盜好奇
一磁#破十

一一

十

一

﹉癱

英雄 ?惡徒 ?⋯海盜生涯面面觀  鏂

◎滷蟣婀颯靼蛙出攖

◎淑榕的發拚斑件清

◎滷盜鈕魏蹦餬嶺力

◎通盜曲工場遨任用

◎音剩吹常 :海盜

▌

手●金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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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盜南戚頁﹉其#﹉

一

﹉夢∵

一一

獨皺
海盜的來源多來自於水平r,¢ 退休海軍軍官 、流氓 、罪犯 、流亡

者 .

191l(紀 中葉∼lBl((紀 初某廷海盜盛行的黃金時代 ,此時在歐洲各

1.t政府 、貴族的默許下 ,計多人以H險家白研 ,憑藉辣劫船隹 、

分贓利益為什 . 次的宵險可以帶來兩二年的高枕無薆 ,因此

吼成為海漎 .槊金盆洗手廷很晦難的 .南額利i門的●誘 卜,加 ∥

許多賓臟蝴與傳說 ,海盜的藩硬矽徜徉在夫歐之間的加勒比洐 .

海盜南度芬友生籍

一一一一

:盬

想像中的)1.J盜模樣廷如何 ?並lli述你想像中海盜的住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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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球盜南十﹉棼其憑盡﹉∵﹉

一一

﹉
:鰎

海 中 ,仃些

足議鷁烈



海盜橫行的年代

普桑
﹉
放十

一

╮註盜

一
盡頭 等驟 儩 艭 喪藏 雌

〔

常滿足 j′ 日險的 念噸

幸福是否 在什上 等候 它細言兌從頭

肅頭 常找到那些蜜藏 以後

齒滿足 j′ 田險的 念班
幸福足否在岸上 等候 故中對它細彰t從呶

啦啦啦啦冷淡背後 躲著iⅢ來 我選記得 誰在嘶吼

看你低吝頭 我站在船頭 啦啦啦啦

黑色的風 吹熄燭火 饕風 ,ll外 溯9:∵ 人空

︴柲在招〡等供 女r不 了的傷 ll

在美灘的港(J寂英的出〢

發燙的91.l〢 等候 好不 r的傷口

在英魘的港〢 放礎的出〢

誰是海賊王 ?中 西著名海盜爾介 畿

◎歐洲海盜 :發雷克、黑撥子、安 :瑯屁庲堀踛〧蟲魏

◎中國虤 :鎀龍

◎日本倭寇 ◎曲酉避盜之暴風 葂釜鈕金錣區

▌

手右企像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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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布巧筠年出狂 .他的小名
的意思 .在 16η年 ,德

.(.克 和

洲及香料群島 .不過 ,德雷
到兩英)E(岸去襲擊西班牙
海峽 ,他向北航行﹉祝H大約

條路線回去的話 ‵定不安全
哲倫海峽等待他 .於廷
島 .之後 ,他行過印度洋 ,

k途旅程使伊利莎ll-lll

第 IlalPrt行 還繞命世弊的英
德窗克選冇很多其他的旅

中
.個

隊長 .那隊艦隊i肖滅了
人使略英國 .

良好

一

﹉﹉

黑鬁 r本名為愛德華 .提區(EdwaldTeach.

盜i舌動以冇 I7㎏到 I7(B短 短炳年 .黑鬅 r
水I.後來在船長退休後就白已獨立成為
常Ⅱ人的人 ,最後是被英1.m海軍軍官殺

°

黑鬅r之所以冇名廷因為他所用的.F

了 ,∥而還 ∥蠟點火 ,卜

個 rπ大 ,將以看起來就像
├投降的船綾 ,只足洗劫它的則雄 ,

命格殺 .1,Nl為這種習慣久 j′就成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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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邦尼與瑪屁 :芮德

安 .邦lL,火父親楚律師 ,k人 後嫁給想當海盡u

忙二甲
緣際傅之下 ,跟隨名海盜

妒抎黎
翰 .洛

餾
成 男牛

. 瑪艭 .芮德腳 入牛 r,冉女r拆 Il裝 ,

蘭毈艦 ├服務 .後來約翰 .i各 克怮剛 ll共 llnN隊
:

抗 ,閃此受到溝兒怮的面視 .兩側女性肉此樹

忙l)〢H殺起人來也楚十分噠殘

後來因為了j盜罪被起訴 ,ll人 女性的身份命肚人

一

｜
到死刑審判 .lH(後來人〡..,兩 人特﹂陵中 ,珽除外
件到傳染 il病死 ,安則 不知去向 .

中國海盜 :鄰 芝龍

︴破初‘〡i細建總併 llJ安 海溶 、鄭之龍本 l’師附陟j中 j政府 、16ㄙ n⋯ 接

泛 ((.矬 i巡撫士′｛安 ,敗海盜劉 Ii,馬 lll廷寸備治i紅以防海和何人進

攻 ,何 I鄐#總兵何 .不久使攜妻 r返〣袖建 i南安老家 ,成爾當地

打窩 ,他也好少數迎嘜 j′ 〢本人科l)Jl笆 i｛ :o╰返〣大降的 li盜 ,i打 “
入關 ,哪氏降i古

.鄭之龍被挾往北京 .編入漢簞止改撫 、I叮轉鑲紅

旗 ,l細狂賜 I等 r騰 、1●S年菁封

一

心安伯 ,16lnU年 添 ╢竹市去世 .

年幼的lrj熙帝繼位 、時〡..(i什i軸j政 、〣年 〡ll,頗韶蝴 :之 龍於寧 ii｜

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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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茜
砡蓋乏真育∵

一

∵幣癱
191(F紀 的歐洲海盜在初期娃暗中受命於歐洲國家 .後來遊走在黑

l(之間 。如果冇機鮮 ,受封爵位也好常冇的箏 .但海盜蚊後人多
還是以悲劇的收場 .不過在西方9險精神的歌頌 卜,艾竹i部 分有

名的海盜被英雄化 .

中 、H海盜一i直是屬於被$ll滅的角色 ,中國湖廷大多是明撫瞬剿

的態嗖 .鄭芝龍就是一個彼好的例子 .雖然他被封為I.l(lH,仕 1始

終不被科舉出什的〢場接慢 ,最終也只是一顆被利用的棋子 .從

這角度來看 ,海盜的 下場皆癵於悲劇性人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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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發金銀由

分組,l發 :↑班●扣及打組 ,紛

一

扣南針 、

一

發岡 、航海∥誌破
片 ,分別好找竹物 .破快到達終點的〣甲授與 「紫藏J.(在配
合金ll1.kl中綜台i占 f(l科

i人
安公開定向i∟蹤 j課程投方〡

線 ∥遊戰 :人航海時代 .

航 海 悲 歇

◎地理大發現的影發

◎避睡與中心的迷思 ?

◎是

一

齱 ?

◎至於未來⋯

:海洋爭霸後的省思 癱

爭$企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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