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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日本國土最南端的沖繩縣，在歷史上曾以琉球國號自成一個獨立的王

國，向中國朝貢稱臣，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慶長 14 年（1609 年），薩摩

藩主島津氏入侵琉球，在政治上支配、控制了琉球。但為了獲取當時琉球

對中國明朝的貿易獲利，薩摩島津並未禁止琉球向中國進貢。於是原本只

向中國稱臣的琉球開始受到薩摩藩的控制，琉球地位成了猶如「一女事二

夫」的「中日兩屬」狀態。直到明治 12 年（1879 年），日本政府透過台

灣事件（牡丹社事件）斷然宣布琉球廢藩置縣令，以武力強行將琉球王國

劃入日本領土，使其成為日本領土最南邊的沖繩縣，正式開啟了沖繩歷史

的序頁。如今已是日本 47 個都道府縣之一的沖繩縣，雖然腹地不大，也

沒有出產石油等重要能源，但是，海上資源豐富，加以四通八達的海上航

線，使琉球成為東北亞通往中南半島及進出巴士海峽必經的咽喉要道，在

軍事戰略上的重要性不容忽視。日本能洞察先機，在 19 世紀末就將琉球

劃入領土，掌握這個號稱太平洋海上的咽喉地區，正是日本之所以能在日

後肆無忌憚的進出亞洲各國的最佳後盾。本論文就以明治初年日本利用國

內的廢藩置縣及國外的台灣事件（牡丹社事件）來完成的琉球處分為主

角，並鎖定幕末明治初期的對外擴張理論來進行考察，同時透過資料的整

理、分析來論證日本合併琉球是其對外擴張的起點。茲將本論文各章節中

考察、分析的問題做一個重點的總結。首先，主要考察日本和琉球之間的

歷史關係。以明治維新為時間點的劃分，探討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琉球之

間究竟是平等的國交亦或是上對下的君臣關係，並進一步考察明治維新

時，日本如何處分琉球的一連串過程。在薩摩島津氏入侵琉球之前，琉球

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同時也是中國朝貢冊封體制下有力的一環。在 15 世

紀初期，和日本開始有了交流，但是，彼此之間是基於平行、對等的關係

來展開的。慶長 14 年（1609 年），薩摩藉各種理由強行出兵琉球，是琉

球和日本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也是此後研究學者們爭論琉球究竟是

「薩摩藩的領地」，還是「一個獨立王國」論述的焦點所在。薩摩入侵琉

球後，雖然對琉球國內展開了某種程度的支配，但是卻為了利用琉球對中

國明朝的貿易利益，薩摩讓琉球繼續向中國進貢，並接受中國皇帝的冊

封，也未因此而廢止琉球王國的王國體制，琉球就這樣以其王國之姿，又

同時維持著向中國、日本稱臣的特殊地位。這樣特殊的歷史關係也是使琉

球日後的歷史地位備受爭議的關鍵性因素，更是歷史研究學者爭論的焦點

之一。然而，這樣特殊的兩屬關係在培里率領的黑船強行打開日本國門後

就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日本被迫開國後不久，德川政權被推翻，明治天

皇受到薩摩和長州兩藩同盟軍的支持而登位親政，並定都江戶，改江戶為

“東京”，同時又將日本年號改為“明治”。明治政權成立時的亞洲地區

正好面臨歐美列強開始向亞洲各國推進殖民地化，特別是對中國和朝鮮採

取強硬對策的時候，日本在這樣動盪不安的局勢下也感受到了自身的危

機，認識到要確保在日本建立一個包括琉球、北海道在內的統一國家，首



要任務就是重新確定日本領土。然而，對於當時面臨著國內外眾多問題的

明治新政府來說，並沒有足夠的力量去解決琉球的歸屬問題。因此，明治

4 年（1871 年）當明治政府在日本國內強力推行廢除舊藩、建立新縣的政

策，將薩摩藩改為鹿兒島縣的時候，並未馬上廢止琉球國，只是將與琉球

國往來的權限由島津氏轉移到由鹿兒島縣廳管轄。琉球王府對於明治政府

施行廢藩置縣等改革運動並沒有清楚的加以認識，還是一如往昔地在中

國、日本兩屬之間尋求平衡。 明治 5 年（1872 年），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

良派人送信到琉球王府，要求琉球國儘速派遣王子和三司官前往東京祝賀

明治新政的成立，沒想到日本卻趁機斷然宣布冊封尚泰王為琉球藩王，琉

球國被迫改為琉球藩，從此日本、琉球兩國作為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關係因

而結束了。日本將琉球改為琉球藩後，又藉口琉球藩民遭台灣原住民殺害

一事，大力強調琉球自古就是由日本所控制之地，所以遭難的琉球漁民就

如同日本屬民一般，被殺害的琉球民等同日本人被殺害，因而成功的達到

出兵台灣的目的。同時也如願的迫使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出兵台灣是對琉球

“保民義舉”，既然琉球國民是日本國民，則琉球國當然也是日本國的一

部份，進而使用武力強行對琉球廢藩置縣，改琉球藩為「沖繩縣」。明治

政府不顧琉球請願以及中國的反對，正式將琉球納入日本版圖，使琉球成

為日本最南邊的領土。能夠如此順利劃琉球為版圖，對於在 19 世紀末大

力倡導富國強兵、力求和西歐列強並駕 齊驅的日本而言，無疑是注入了一

道強心劑，同時也讓明治政府深切感受到中國晚清政府的軟弱可欺，不但

使其更堅定吞併琉球的野心，也因為成功兼併琉球使得日本更有信心的走

向對外擴張之路。 然而，日本的對外擴張意識並不是到了明治時代才爆發

出來的。從第三章第一節中，可以清楚的知道：日本向外發展的風氣早在

遠古時代就已經開始醞釀了。姑且不論神功皇后征伐三韓的事蹟究竟有多

少的可信度，但這樣的史料記載卻說明了日本向外擴張的意識根深蒂固，

尤其是對鄰近的朝鮮更是侵擾不斷。另外，堪稱日本對外侵略第一人的豐

臣秀吉，曾經兩次派兵攻打朝鮮，也曾計畫招諭琉球並威脅當時的菲律

賓、台灣前來納貢。雖然未竟成功，但是種種行為曝露了秀吉企圖以日本

取代中華帝國之野心。到了幕末，許多的思想家們目睹日本在內憂外患交

相逼迫的局勢下，紛紛起而倡導經世思想，主要有「日本主義的神國論」

和「海外開發論」兩大潮流。以山鹿素行、本居宣長為代表的「日本主義

的神國論」，極力宣揚日本國家、民族的優越，認為日本是世界萬國中最

優秀的民族，基於這樣的發想，自 然就產生了統領全世界的理念，認為征

服與統治全世界是優秀大和民族的使命，藉此全面宣揚日本主義的神國皇

威以及征服世界的民族優越論。這股「日本主義的神國論」始終是支持日

後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日本推行大陸政策的重要理論

依據。日本從長久以來號稱世界強國的中國手中，成功的劃琉球為沖繩，

自是「日本主義的神國論」對中國最初的挑戰。 其次是「海外開發論」，

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工藤平助、林子平、本多利明、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

人。這派學者有鑒於歐美列強迅速向亞洲進軍的情勢而紛紛主張：日本也

應該仿行西歐各國，向海外開發經濟、擴張領土、經營殖民地。他們主張

開發的地區、範圍極廣，包括了蝦夷、琉球、朝鮮、南洋諸島，甚至企圖

侵攻中國領地。許多的學者在此時已經知道要擊潰大國中國必須先從其屬

國下手，慢慢減少中國屬國來削弱中國的勢力範圍；同時也意識到要以琉



球作為向外擴張的踏板。加上吉田松陰大膽提出「失之東隅，收之桑隅」

的主張，認為：日本被美、俄強國所奪走的一切，應該從侵略其他國家來

獲得補償，而其鎖定的目標正是中國和朝鮮。所以，當時同為中國屬國的

琉球、朝鮮自然都成了海外開發論者鎖定開發的目標，唯有切斷琉球、朝

鮮向中國稱臣的關係，才能進而提升日本國力。因此，日本史上擴張思潮

和兼併琉球之間有著相互影響的密切關係。由來已久的擴張思潮使日本在

幕末有了侵占琉球的強烈野心並採取具體行動，而成功的劃琉球為日本領

土更是強大了日本對外擴張的慾望，其後更大膽的入侵亞細亞大地，對朝

鮮、中國等地展開了具體的侵略行動。中日甲午戰爭，日本以小國之姿獲

得勝利，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也隨之勃發，進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因

此，合併琉球可以說是日本海外擴張的第一步，也是對外侵略的起點。 第

四章主要是在擴張思潮的基礎上，分析併吞琉球為日本向外擴展所帶來的

影響，以及琉球成為日本領土後作為帝國南門的功能與角色。另外，日本

無視中國，單方面斷然地將琉球編入日本領土，在氣焰高漲的擴張理論之

下企圖向中國伸出侵略的魔爪，日本、中國因為琉球的獲得與喪失，造成

了傳統中國、日本對位關係的鬆動。日本合併琉球後，充份的利用了琉球

的地理位置，把琉球視為向南方侵略的重要據點。在日本占領台灣之前，

政府把沖繩視為是日本南邊國防的第一線，主要用來防禦歐美的入侵；同

時也是日本用來和列強相互角力的主要地區。而在日本占領台灣後，沖繩

除了作為帝國南方門戶的象徵性意義之外，在列強進出亞洲的關鍵之際，

其軍事據點的功能更為強化，教育當地人民自覺是防禦外侮的先兵，使民

心歸向皇國日本都成了明治政府刻不容緩的課題。另外，明治政府更將那

些在沖繩地區受過「日式」教育的教員派往台灣，擔任台灣皇民化教育的

推手。 也就是說，在日本占領台灣後，沖繩作為帝國南方門戶的功能及意

義顯得更加具體了。 緊接著考察分析日本在沖繩地區所實施的教育措施對

日後殖民地統治的影響。沖繩縣設置以後，明治政府對沖繩縣政的改革顯

得相當消極，然而卻積極的透過教育來培養「忠良的日本皇民」。除了語

言、傳統的風俗、習慣是固定的消滅對象，琉球民族固有的歷史文化也被

視為是毫無價值而大力的被排除。隨著沖繩作為帝國南方門戶的軍事地位

漸漸的提高，明治政府擔心沖繩民眾的「陽奉陰違」，因此藉著共通語教

育及徵兵制的實施、教育敕語和御真影的下賜、歷史觀的改造、風俗習慣

的改良運動來抹殺所有具代表性的沖繩事物以增強沖繩民眾的愛國心。而

這一連串的措施，在日後的各種對外戰役中確實收到了成效。沖繩同化教

育的成功，使得日本在獲得台灣、朝鮮等海外殖民地之後，便隨即將統治

沖繩的方針如法炮製，致力於實施各種同化、皇民化政策，以培養台灣

人、朝鮮人成為「忠良的日本皇民」為最高宗旨。同時，在沖繩、台灣、

朝鮮三地都不約而同的灌輸「日本人」和支配地區人民是「同祖」的歷史

觀（即日琉?日台?日鮮同祖論），這正是日本一貫的同化政策，希望藉由

「同一祖先」來強調日本佔領的正當性。因此，在沖繩地區所進行的各項

「同化」政策，可以說是日本向海外擴張的手段、方法。如果沒有成功兼

併琉球，日本的帝國野心不會勃發的如此快速；如果沒有沖繩的支配經

驗，日本對於殖民地的統治不會如此得心應手。因此，可以說「沖繩統治

政策是日本殖民地統治政策的實驗地」，沖繩在日本對外擴張發展時期發

揮了重要的功能，在日本推行海外擴張侵略政策上也扮演著不可忽略的角



色。 最後探討的是吞併琉球為日本所帶來的影響。在第四章第三節中我們

知道：前近代的東亞世界是由朝鮮、琉球等周邊諸國向中華皇帝朝貢、臣

屬，再由中華皇帝冊封周邊諸王為國王並賦予權威，而這種以中華皇帝為

中心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就稱為「華夷秩序」。當時的中國號稱世界大國，

高高在上，周邊諸小國皆慕名前來朝貢，希望加入這個秩序的一環。日本

自豐臣秀吉開始，就企圖以日本取代中國在東方的地位，希冀建立起以日

本為中心的華夷秩序，這樣的野心到了日本成功吞併琉球終於得以實現。

首先，明治政府藉出兵台灣來試探中國的實力。這樣的試探讓明治政府摸

清了中國的虛實，讓日本帝國政府看清了中國確實今不如昔，使得維新以

後日益發展強大起來，並急於向外擴張勢力的明治政府更有信心侵吞琉球

國。作為中國屬國之一的琉球，輕易為日本所取，使得中華帝國在亞洲地

區的主導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同時也助長了明治統治集團的擴張

野心，更加堅定了日本瓜分中國的信心。因此，併吞琉球國是造成「中國

在上?日本在下」傳統對位關係鬆動的契機；也是日本邁出向外擴張的第

一?，從此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道路。 最後，在總結本論各章之前，必

須先回顧金城正篤曾經就日本處分琉球的歷史意義做出的以下歸納：

（1）王國體制的問題，（2）農民解放的問題，（3）民族統一的問題。

而除了這三項歷史意義之外，透過本論文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 （1） 

日本合併琉球是日本對外擴張、侵略的起點：合併琉球是新成立的明治政

府在面對西歐列強東漸的威脅、國內的對外危機感日漸升高之下，所燃起

的對外擴張領土、向外宣揚國威的首次嘗試。合併琉球一開始就和台灣出

兵密切相關，最後又以「分島?改約案」作為結束，致使琉球始終和日本

對外侵略相提並論。成功合併琉球使得日本建立了對外擴張的模式，是日

本加入帝國主義國家的基本條件，更是日本帝國對外展開侵略的前哨戰。 

（2） 日本帝國的南方門戶：合併琉球後，日本充分利用琉球的地理位

置，將其作為南方軍事的前線基地，達到日後向南侵略的目的。同時，也

將統治沖繩的經驗運用於日後殖民地台灣、朝鮮的統治，是日本帝國從事

海外殖民的試驗地，而那些接受日本人化的沖繩人，更在日後擔任日本向

外擴張的背後推手。 （3） 成功的挑戰了長期以來中國在東亞地區的領導

地位：中國當時的軟弱使得日本得以成功兼併琉球，也正因為兩屬中、日

的琉球變成了日本專屬的沖繩縣，使得傳統東亞秩下的冊封體制徹底瓦

解，日本勢力慢慢滲透東亞，讓日本更有信心的將臣屬中 國的屬國一一列

入對外擴張的行程表中。幾年後也如願進出中國，對中國展開殖民侵略，

自此日本走上了對外侵略的帝國主義路線，日本也因成功兼併琉球而免於

日後被西洋列強殖民的惡夢。  

摘

要

(英) 

Located in the South of Japan, Okinawa County was an independent country, which 

was called Ryukyu and subjected itself to China. In Year 14 of Keich? (1690), the 

leader of Sastuma, Shimatsu, invaded and conquered Ryukyu. Yet,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Sastuma Shimatsu did not 

prevent Ryukyu from offering tributes to China. Controlled by Shimatsu and keeping 

friendship with China, Ryukyu seemed to embody a wife who must serve two 

husbands. It was posited in an ambiguous position in which it belonged to China and 

Japan. It is until Year 12 of Meiji that the Mutan Village Incident excus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to territorialize Ryukyu and to rename it as Okinawa County. 



Since that, Ryukyu has become one of Japan’s 47 counties. The thesis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Okinawa from Shimatsu’s age to Year 5 of 

Meiji when the Meiji government established and made efforts to model the western 

countries to expand its territory. The mutual influence resulting from Japan’s 

annexing Ryukyu and Ryukyu’s function when it was territorialized into Japan are 

also explored in this th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ritorial expansion. Not only 

does the thesis intend to present the real meaning of Japan’s annexing Ryukyu in 

history, but also wants to ta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Ryukyu as an 

example to point out that Japan’s success in territorializing Ryukyu helps ignite 

Japan’s ambition to expand its territory toward other countries of Asia and to 

explain that Japan’s territorial expansion begins with its intrusion into Ryuk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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