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
赖正维

福建与琉球（今日本冲绳）由于其特殊的地缘关系，在明清时期曾有过一段不同寻常
的交往。明初，凡外商入贡者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ｌ’清袭明制，
福建仍是中琉交往的唯一口岸。在明清中琉友好交往的五百余年间，福建文化通过各种途
径输入琉球，对琉球的宗教思想、文学艺术、生产科技、教育医学、园林建筑、饮食文
化、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拟对明清时期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作
一粗浅的考察。

朱元璋创立明朝后，即遣使诏谕四海，琉球国亦在其中。１３７２年，中琉建立了正式
的邦交后，中琉两国的交往日益升温。双方互派使团来往，琉球的来华留学生、贸易商人
纷至沓来，福建作为一个重要的舞台，中琉关系就在这个舞台上演绎着，福建的移民移居
琉球、福建人与琉球人密切交往，在不知不觉中，福建的科技文化全面输入琉球，究其传
播途径，不外有以下几种：
１、移居琉球的闽人三十六姓及其后裔的传播
明洪武二十五年（１３９２），朱元璋鉴于琉球国航海造船业十分落后，难以与明朝保持
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故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ｃ２）赐闽人三十
六姓移居海外，不仅是自明以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由政府派遣的大规模中国移民移居
海外的活动，而且也是明朝统治者对其它国家不曾有过的特殊政策。闽人三十六姓一到琉
球，琉球国王“即令三十六姓择土以居之，号其地日唐营（俗称久米村），亦称营中”。【３３
也称“唐荣”。闽人三十六姓在琉球居于重要的社会地位，他们“知书者授大夫ｉ长史，
以为朝贡之司；习海者授通事，以为指南之备”，㈣其“子孙世袭通使之职，习中国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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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字”，㈣闽人三十六姓居住地久米村成为中国文化在琉球传播的重要地点，闽人三十
六姓及其后裔也成为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传播的一支重要力量。例如，由于福建沿海“素
通番舶”，其人“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人。漳之诏安有梅岭，龙溪海沧、月
港，泉之晋江有安海，福宁有桐山，……船主、喇哈、火头、舵公皆出焉”。旧这些习操
舟、善航海之民抵达琉球后，必然大大推动琉球造船、航海业的发展。
２、册封琉球使团的传播
由于每位琉球“国王嗣立，皆请命册封”，忉因此明清两代共遣使册封琉球国王二十三
次，共派出册封使臣四十三名。册封使除率领官方规定的职司员役外，还可以随带部分由
自己选择的从客。包括文人、高僧、道士、医生、天文生、书画家、琴师等方面的专家及
能工巧匠。例如，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海宝、徐葆光册封琉球时，其随行人员有“书办
二名、巡捕二名、长班四名、门子二名、皂隶八名、徒步四名、轿伞夫二十名、引礼通事
二员、内科医生一人、外科医生一人、道士三名、老排一名、吹鼓手八名、厨子四名、舰
匠二名、舟念匠四名、风帆匠二名、索匠二名、铁匠二名、裁缝匠二名、糊纸匠二名、裱
匠一名、糕饼匠一名、侍诏一名”。㈣可谓人才济济，应有尽有。由于这些随行人员多在福
建招募，因而册封使团亦成为福建生产技术向琉球传播的重要载体。再加上，使团返国须
“候北风而后可归”，唧因而有足够的时间在琉球与当地人民交流，向琉球传播福建生产技
术。
３、琉球遣华使团的传播
琉球遣使中国，名义种种，如进贡、接贡、庆贺进香、谢恩、报丧、请封、接封及接
送海上飘风难民等。仅以康熙朝为例，据琉球＜历代宝案＞、＜中山世谱）等资料统计，康
熙朝琉球共派遣华使团３８次。其中，派专船进贡２７次、接贡１７次、庆贺进香１次、谢
袭封恩３次；此外，还遣使随进贡船或接贡船报丧３次、请封２次、接封２次。琉球使团
通常由一至二百人组成，抵达福州后，均被安排在柔远驿，除正副使臣一行二十人左右北
上进京外。使团其余成员则留在闽从事贸易活动及学习各种技艺，使得福建先进的生产技
术和工艺技术得以在琉球广为传播。如咸丰五年九月十九日，福州将军有凤奏称琉球二只
贡船回国循例免税，并附上其置买内地货物清单如下：‘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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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琉球贡使带回琉球物品的种类看，内容涉及纺织品、手工业品、食品、原料产
品、药材、文化用品、生活用品等等，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这些物品大多在福建置办，
勿庸置疑，由于这些物品的引入，琉球受到来自福建文化各方面影响，其中不乏生产技术
方面。如上绉纱、中花绸、故绸衣、故布衣、粗夏布、中西洋布、棉花线等等的传入，必
然对琉球纺织业及服装业产生影响。
此外，留居在闽省的琉球使团成员亦虚心学习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技术，并把
它们带回琉球。例如，乾隆九年（１７４３）五月，琉球使臣温思义在福州看见“救火水龙一
架”，认为琉球国“茅屋居多，常被火患，因见天朝救火龙易于救灭，故向铜匠定造，意
欲带回本国预备救火，【１ｌ’清廷特予恩准。又如，琉球的凉伞及五方旗亦Ｌ是由福州传入的。
康熙五年（１６６６），琉球使臣郑思善、毛荣清入京返闽后，“见诸候之龙纹凉伞，潜然问其
凉伞之缘由，即与郑思善共商议而令良匠夫作凉伞及五方之旗，乃发公银四十两买得”，
带回琉球后即呈国王。从此，琉球国“每逢大朝之期”，必“以为排饰”。㈣
４、来闽琉球留学生的传播
除入国子监的琉球“官生”外，来闽的琉球留学生被称为“勤学”。他们通常在福州
琉球馆延师受业，读书习礼，或学习各种专业生产技术，他们的学习时间及方法则比较灵
活，许多人日后成为制糖、制陶、制漆器、种蔗等方面的专家，成为传播先进的福建生产
技能的友好使者，为琉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明清时期琉球人来闽学习各
行各业技术情况如下表：
来闽时间

学

习

者

所学技能

１４６５正

金锵

历法

１４９０钲

松氏比屋

烟花药法

１５２４钽

毛文英

制轿、制石龙头

１５４９正

金升

历法

１６０５焦

野国

番薯栽培

１６０６钲

金应斗

历法

１６２３正

仪间村人

甘蔗制糖

１６５９年

国吉尝

织缎

１６６３焦

陆得先

熬白糖、冰糖、制漆器

１６６７焦

毛荣清、郑思善

凉伞及五方之旗

１６６７正

杨春枝

．历法

１６７０焦

宿蓝田

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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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来闽时间

学习者

所学技能

１６７２笠

蓄懿德

铸钱

１６７８焦

蔡肇功

历法

１６９５经

翁自道

番薯品种栽培

１７０４焦

吴师虞

印泥

１７０８焦

蔡温

天文地理

１７０９年

大岭

造墨

１７２５年

吴师虔

绘画、制朱印色泥

１７２７正

劳维达

制朱墨（银朱）

１７３０盔

泊邑屋比久

冶铜

１７３４焦

向秀实

制茶

１７３６年

向得礼

织绸缎纱绫（机织法）

１７５５年

红秉毅

历法（日新法）

１８１７焦

陈有宪

贮米法

１８３２焦

林世爵…

天文

以上资料来源：＜球阳）、＜那霸市史）（家谱资料）

从上表资料统计可以证实，明清时期琉球人在福建学习的专业技能，主要有天文地
理、制茶、制瓷、制糖、漆器制作、烟花制作、纺织、冶金、农作物栽培、制墨、制泥
等，并通过他们将先进的福建生产技术传入琉球。

明清时期，福建传入琉球的生产技术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造船航海技术
造船航海是明清福建输往琉球最重要的一项技术，也是琉球社会发展及对外交流的支

柱。明代，琉球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岛国，海道险阻，“浪大如山，波迅如矢，风涛汹涌，
极目连天”，㈣而造船航海十分落后，“缚竹为筏，不驾舟楫”。【１５３落后的航海业严重阻碍了

琉球与外界的往来。为与琉球保持密切的朝贡贸易关系，明太祖不仅赐琉球国闽人三十六
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并且慷慨赐海舟给琉球国，据统计到明永乐年间赐给琉球国海
一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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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就达三十只之多，【１６３其中就有部分海船来自福建。如正统四年（１４３９），琉球国中山王
尚巴志奏：“近使者巴鲁等贡方物赴京，舟为海风所坏，缘小邦物料工力俱少，不能成舟，
乞赐一海舟付巴鲁等领回，以供往来朝贡……，上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如
无则以其所坏者修葺与之”。［１７３景泰二年（１４５１）“礼部奏，琉球使臣王察都朝贡至京，诉
称回程缺船，欲自备物料于福建造船……”，㈣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琉球国中山王尚真
奏，永乐年间所赐船破坏已尽，仅止存其三，乞自备物料于福建补造，下礼部复奏，宜听
补造其一，从之”。（１卯嘉靖三十四年（１５５５）琉球国“尚清王复移文礼部言，贡舟至港，
其势灭坏，请令入贡使臣买海上民舡贺还。诏福建守臣复状，买不得过大”。㈣总之，琉
球逐渐由向中国乞赐海船发展到在福建买船、造船，福建的造船工艺，就这样通过来华琉
球使臣等传到琉球。册封使徐葆光在＜中山传信录＞中就记述了福建造船业对琉球的影
响，其日：琉球“贡舶式略如福州乌船，船掖．施橹，左右各二。船长八丈余，宽二丈五、
六尺。前明洪、永中，皆赐海舟；后使臣请自备工料，于福州改造。今本国舟工，亦能自
造如式”。［２１］
册封使臣的往来亦推动了琉球造船航海业的发展。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海宝、徐葆
光出使琉球时，“上特遣内廷八品官平安、监生丰盛额同往测量”。㈤派遣测量官与册封使
同往琉球，这是明清中琉关系史中少有的一次。康熙此举乃是为了补上＜皇舆全览图）中
琉球之缺。为完成此重任，册封使团“计在中山凡八阅月，封宴之暇，先致语国王，求示
＜中山世鉴＞及山川图籍；又时与其大夫之通文学、译词者遍游山海间，远近形势，皆在
目中”。㈣中国测量官在与琉球人员进行地形测量的同时，实际也在向琉球传授了先进的
测量技术，并且纠正了以往有关琉球地理位置的舛误。“凡航行六十里为一更。自福州至
琉球姑米山四十更，计二干四百里；自琉球姑米山回福州五十更，计三千里；乃绕南北
行，里数故少为纡远耳。向来记载，动称数万里，皆属悬揣，”

“与图幅员，了如指

掌”，阱３这些珍贵的地理数字的获取，对琉球航海业发展无疑意义重大。
随着福建造船工艺及航海技术的流入，琉球国自身造船航海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据＜球阳＞记载：“自素进贡船无有外包之板，或为波涛被破或为虫蛀被烂，是年（指尚
贞三十八年，即１７０７年）其大匠长呈请外加木板而偏包之以致巩固而迎风冲浪无有一
虞”。㈤乾隆十四年（１７４９）二月二十四日，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等，奏称“琉球国前届贡
使毛允仁、梁珍等于上年闰七月内事竣驾船回国，在洋遇飓，伐桅舍楫，飘流至闽”，由
于琉球使臣宣称“国王遣来进贡之船未经打破，不敢不修好驾船回”，并且其“船修理做
法与内地船只不同，现在随行通事水梢内有谙练修做之人，情愿购备物料自行修理，方便
出洋驾驶，恳乞准其与修”，由于当时“据通事等查禀估计修船约需工料银一千余两，”喀

尔吉善因此“仰请皇上特颁谕旨，于司库存公银内酌量赏给俾夷使等早得修竣驾驶回
国”。踊３此外，＜球阳＞上还记载，尚穆王二十六年（１７７８）二月二十一日琉球国王“赏赐
白棉布二端”以“褒奖宫古岛下地仁屋精习造船之法以教于岛人”。㈣这说明此时琉球自
身已具备了修船和造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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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农业生产技术
在农业方面，琉球主要从福建引进了粮食、蔬菜品种、栽培技术，包括先进的农业生
产工具以及与农业生产关系极大的天文历法。明清时期，受琉球王府委派前往福建学习各
种技术的留学生不少。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年）六月抵达琉球的册封使夏子阳经过实
地考察，认为琉球“波菱、山药、冬瓜、薯、瓠之属，皆闽中种”。㈣以番薯栽培为例，
据＜球阳＞记载，尚宁王“十七年（１６０５）总官野国自中华带来番薯以播于国”，㈣１６９５
年琉球又遣翁自道赴福建学习不同品番薯的栽培方法。此后，番薯的栽培风行琉球，番薯
自然成为琉球国的重要食粮之一。
由于天文历法与农业生产关系重大，因此也引起琉球国的高度重视，多次派人赴闽学
习。据记载，尚德王年间，琉球“庆贺使臣（金铿）在闽始学造历”，琉球国造历“自此
而始”。㈨尚质Ｔ＿－－十年（１６６７），琉球国王担心“使臣在闽始学造历而年久远有舛误，由
是又令杨春枝入闽复学”。［３”杨春枝“赴闽再学历法四载而归，题请刻板历书未及成功不
幸而死，其弟杨春荣，从兄学历未成亦从金守约而学历法”，被国王任命为司历官，“是年
刻板已成，遂为印造通行于国中”。ｍ３此外，康熙戊午（１６７８）蔡肇功奉琉球国王之命，
“为学历法随正使耳目官向嗣孝到福州追随薛一白尽学其法，至于壬戊年回国。蔡肇功为
司历官重修刻板，遂为印造大清时宪历颁行国中”。㈣尚穆王四年（１７５５），红秉毅赴闽
“始学时宪书撰日之试”，㈣等等。
不过，在天文地理方面贡献最大的琉球留学生首推蔡温。蔡温（１６８２—１７６１），字文
若，久米村人，琉球杰出的政治家和科学家。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为“若秀才”，康熙
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升至“黄冠”，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任“讲解师”。康熙四十七年
（１７０８），担任进贡存留通事，在闽琉球馆任职期间，他拜长乐人刘日霁先生（字希开，号
瑞微）为师，

“精学地理，悉受其秘书及大罗经一面”。归国后，蔡温于康熙五十一年

（１７１２）任琉球历史上第一位国师。雍正六年（１７２８），蔡温任法司官兼任国师职。雍正十
三年（１７３５），洪水泛滥，蔡温奉命至羽地决川以定百姓，他率人朝出夕归，依法决川，
兼修民田，百姓大安。为此，琉球国王亲至浦添驿迎接其归来，并赐御笔奖状一张，金织
锦带一条。此外，他还“奉命始教农田经界之法”等，“令匠人始造测影定漏器物”进行
测量，从而为琉球农业生产及地理事业都作出了重大贡献。【３剐
除上述派往福建学习农业技术的人员，从史料记载看，册封琉球使臣对农业生产技术
及果树的栽培技术在琉球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学礼就曾记载，“封舟过海，恐飘流
别岛，不能复回，随带耕种之具”，㈨自然这些随带的农具也随册封使传入琉球。嘉庆年
间，李鼎元册封琉球国王时，从福州携带荔枝二株，“栽于使庭院后，南北分列，种名陈
家紫”，并“序其由来，刻碑立之于北楼（天使馆）之侧”。‘３７３从此，荔枝这一鲜美水果也
在琉球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３、手工业技术
手工业技术方面，包括手工工艺，琉球受福建影响也非常大。琉球在闽留学生学习内＿
容广泛，对琉球的各个行业起了开拓作用。尚真王十四年（１４９０）松氏比屋势头跟随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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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闽赴京时学烟花药法而归来，琉球“烟花戏自此而始”。Ｄ町尚真王四十七年（１５２４），王
舅毛文英入闽赴京庆贺世宗登极，“偶见凤凰轿，其法制异常丽美甚极，既而回至闽省，
即发公银密令匠夫造其轿，且得石龙头欣然而归来，”“王大喜以坐其轿，且将其龙头安置
瑞泉，遂蒙褒嘉。中山有凤凰轿（俗称塔御轿）与龙头者，自此而始焉”。㈣尚质王十二
年（１６５９）“国吉曾随贡使入闽，始学织缎匹之法而回来，始善浮织缎，王深褒美之后任
伊平屋比嘉地头，织本国浮织自此而始焉”。㈣１６７０年，“宿蓝田曾随贡使入闽赴京而传授
烧制瓷器及烧料（俗叫烧玉）之法而归来，以烧五色珠玉以备国用”，㈨琉球人掌握了烧
瓷之法。尚贞王三年（１６７２），“蓄懿德入闽学铸钱之法”，归国后，“两丙申年为铸钱主取
铸出鸠目钱十一万贯”。㈣不仅如此。琉球的制茶技术亦源自福建。据史料记载，琉球
“素有茶树，制法未精，只有出粗茶”，首里向秀实于雍正辛亥年（１７３４）跟随贡使入福
建，被“传授制造茶叶”后，“自带制茶器物而归至本国试制茶叶，则清明武夷松罗等馥
气扑鼻、味亦甘美，与中华茶不稍相异焉”。于是，“恭具呈文题请栽植树于棚原地以供

用”。国王应允后，“兹辟于棚原山地内（共计二万八百五十余步）遍植茶种和杉槛等，
当茶树芽萌时制成和汉茶叶以供国用”。㈣尚质王十六年（１６６３年），陆得先奉命“随庆贺
使赴闽，即到南鼓山地寻觅良师，悉承其数而传授熬白糖冰糖和朱涂黑赤梨地乃制造金银
箔等之法而归国，就将其漆器和金银箔之法教授于贝摺势头且白糖之法教授于浦添郡民
焉”。㈨

先进的福建生产技术的传播使琉球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它极大地促进了琉球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文明的提高。琉球原为自然资源十
分贫乏的国家，

“林木朴橄不茂密，厥田沙砾不肥饶，是以五谷虽生，而不见其繁硕

也”，［朽３且“地无货殖，故商贾不通”。㈨自明清福建生产技术传入琉球后，从根本上改变
了琉球落后的社会面貌。琉球人引进了粮食和蔬菜品种，掌握了栽培技术、先进的农业生
产工具以及与农业生产关系极大的天文历法，此外，琉球人学习和掌握了各行各业诸多的
手工生产技术，其中包括精湛的手工工艺。不仅如此，勤劳智慧的琉球人还在对福建部分
生产技术及手工工业仿模学习的基础上创新，如福建漆器制作负有盛名，１６６７年陆得先
在福州学习漆器制作，回国后广为传播，加上琉球自身具有上等的漆器制作原料生漆，因
此模仿基础上创新的琉球漆器反为清代中国君臣所青昧，乾隆皇帝就特命福州将军觉罗永
德，购买琉球的雕漆围屏，供其观赏和使用。㈣据史料记载，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琉
球国派遣吴师虔来闽拜孙亿为师学画，回国后，１７２６年，吴师虞“自制朱印色，以备圣
览，由是国中印色皆用其印色，．竞不以寄买于闽而用焉”。㈣尚穆王十五年（１７６７），“首
里大中村无谱知念筑登之亲云上始造出唐纸、印金子、缎子纸以备国用之未备，因此停止
寄买于他国焉”。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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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福建先进生产技术的流入，极大促进了琉球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琉球
在世界贸易中的国际地位。早先琉球在航海造船业方面十分落后，与外界往来的不便，导
致东瀛诸岛，如暹罗、苏门（答腊）、满刺加、高句丽、爪哇、日本、交趾、占城等十多
国中，数琉球最贫。但自明太祖慷慨赐海舟及闽人三十六姓给琉球后，琉球造船航海业发
展迅速。因而极大促进了对外交往的开展，除了几乎年年有贡船等来往予中琉之间，明清
琉球与东南亚诸国贸易往来亦十分频繁，根据（历代宝案＞与＜明实录＞上所记载的资料
统计，洪熙至嘉靖年间（１４２５—１５６６）琉球国进行中介贸易的航海活动大致如下所示：㈣
国别 中国 朝鲜
航次

１７３

３

苏门
（答刺）
３

旧港 巡达 爪哇 满喇加 安南 佛大泥
８

２

３

１３

１

８

暹罗
５０

可见，福建造船航海技术传入琉球，彻底改变了琉球的落后面貌，使之成为以“海舶
行商为业”，（５１）“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ｃ５２３的贸易中转国。
第三，福建生产技术在琉球的传播也极大促进了琉球人民与福建人民的友好情谊不断
加深。以在福建学习各种技艺的琉球人员为例，其主要学习方式是拜师学艺，明清社会专
业技术的传授十分保守，多为世袭，不传外人。福建师傅们却能打破门规局限，把精湛的
技艺完整传授给琉球学生，确实难能可贵。明清时期琉球社会的繁荣与进步，确确实实要
感谢这些福建的师傅们，是他们加深了中琉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他们促进了人类社会
的进步与文明。

［１３胡宗宪：＜筹海图编＞卷１２，经略２，开互市，明天启年刻本。
［２】龙文彬：＜明会要）卷７７，外藩１。琉球，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
［３］（久米村系家谱＞上册，第７９５页，参见＜那霸市史）资料篇，１集卷６。
［４］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１０帙，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ｓ）张学礼：＜中山纪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ｌＯ帙。第１４０页。
。【６）茅元仪：＜武备志）卷２１４，海防６，明天启元年刻清修本。
【７】高歧：（福建市舶提举司志）考异，民国２８年铅印本，第３６页。
（８）徐荣光：＜中山传信录＞，台湾文献丛刊３０６种，卷１，第７页。
（９】陈佩；＜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２８７种，第１７页。
（１０］＜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９７６—９７７页，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１１）＜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１１页。
（１２］＜球阳）卷１０，第２２３页。角川书店，昭和５７年。
【１３］真境名安兴：＜冲绳一千年史＞，第３８３页，琉球新报社，１９７４年。
［１４Ｊ徐孚远等：（明经世文编＞卷４６０，李文节公文集，中华书局影印本。
［１５）＜使琉球录三种（诸家）），第１１２页，台湾文献丛刊第２８７种，１９７０年。
［１６］安里延：＜日本南方发展史＞，第６５页，（日文版），三省堂，昭和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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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Ｊ（明英宗实录＞卷３１，正统２年５月癸亥，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影印本．１９７２年。

［１８］［１９］［２０Ｊ＜明英宗实录＞卷２００，景泰２年正月乙卯；卷３５０，成化２０年３月戊申；卷４２７，
嘉靖３４年１２月庚申。
［２１］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３３９页，台湾文献丛刊第３０６种，台湾银行研究室编印。
［２２］徐葆光：＜中山传信录＞，第１２７页。
［２３）同上，第３—４页。
［２４］同上，第１２７页。
（２５３＜球阳＞卷９，第２５６页，球阳研究会编，角川书店，昭和５７年。
［２６］＜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第２４—２５页。
（２７３＜球阳＞卷１６，第３６１页。

［２ｓ３夏子阳：＜使琉球录），参见＜使琉球录三种（诸家）＞。
［２９）＜球阳＞卷４，第２０６页。

（３０）＜球阳＞卷２，第１１７页。
［３１３

１３２３＜球阳＞卷６，第２２６页，第２３１页。

（３３３（４１３＜球阳）卷７，第２３８页，第２３１页。
［３４）（球阳）卷４５，第３３５页。
［３５３＜久米村系家谱＞上册，第３６５—３７７页。
（３６３张学礼：＜中山纪略），第９页。
［３７）李鼎元：＜使琉球记），第１６４页。

【３８］（３９３（球阳＞卷３，第１８７页，第１９６页。
［４０］＜球阳）卷６，第２２７页。
［４２３（球阳＞卷９，’第２５７页。
（４６］＜球阳）卷１３，第３０７页。

［４４］＜球阳＞卷６，第２２１—２２２页。
［４５］陈侃：（使琉球录＞。台湾文献丛刊第２８７种，第２８页。

［４６］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４，琉球国，掾宫博物院图书馆，民国３０年，铅印本。
［４７］林金水等：＜福建对外文化交流史），第１９４页，福建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４８］＜球阳＞卷１１，第２８０页。
１４９］＜球阳＞卷１５，第３４５页。
【５０）谢必震：（中国与琉球＞，第２２４—２２５页，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５１］申叔舟：＜海东诸国记＞，引自安里延＜日本南方发展史＞，第３８１页，（日文版）三省堂昭和
１６年。

［５２］新屋敷幸繁：＜新讲冲绳一千史），第２１４页（日文版），雄山阁，昭和４６年。

作者赖正维：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福州：３５０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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