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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料到書籍
琉球史料與翻刻譯注本《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的啟示
國家圖書館知識服務組編輯│洪淑芬

一、「書籍」與史料
「書籍」的基本功用，如眾所皆知，主要是為了達成經驗分享、學識傳承、知識積累與傳播、
史事記錄、文化保存等各種不同目的而製作。「書籍」的重要特點是透過重複製作的技術，產
出眾多複本，故可以將分享、傳承與傳播，推向廣範圍與時間亙長的境界。此外，因為刊行書
籍複本眾多，無虞因為人為或自然的災害，一旦面臨傷害即成斷簡殘篇，甚至片紙不留；內容
的保存，因而獲得保障。可知複本乃是維繫保障文件著作流傳不輟的重要手段。
在影印機尚未問世之前，除了刻印刊行圖書之外，複本的製作方式包括手抄、謄寫（依樣
臨摹抄寫）、刻鋼板謄印、墊複寫紙複寫、照相、曬藍版等方式。採用哪一種方式，端視目的、
用途、當時可用的經費與設備資源等而定。古時候為取得文本或書籍的內容之複本，除了購買
刊刻印行的圖書之外，就只能耗費長時間進行手抄。此類自古流傳下來的手抄本，大多具有相
當的重要性。不論中國或日本的書籍史，都留下甚多珍貴的手抄本，有的原本已經散佚或毀失，
獨留抄本傳世；此種原件無存的抄本，重要性等同於原本，甚為學者與文化界重視。
除了個人手稿與書籍類的資料有孤罕本問題之外，在古昔公家的中央機構與地方行政部門，
因行政、外交等事務，往往遺留記事類、日誌類、公文書抄本等各類紀錄文書。該類文書資料，
在作成之時，均屬孤本孤件之資料。因為此乃是行政與事件之原始紀錄，故成為史實呈現與歷
史研究的重要史料。中國相關之例有如清代《宮中檔奏摺及軍機處檔摺件》 （注 1）（典藏於臺灣
國立故宮博物院）、《內閣大庫檔案》（典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清朝治理臺灣的行政與司
法檔案《淡新檔案》（典藏於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以下簡稱臺大圖書館）等。其中的《內閣
大庫檔案》曾因庫房整修被清出，被賣至紙廠，在險些被用於再製紙張時，因識者之搶救奔走
促成機構購買（注 2），才得以保存至今。
一些原始版本或寫本藉由複製本而內容得以倖存、或者原始版本已成孤罕本之情形，文化
出版界或基於文化保存的自覺、或因學者的呼籲，可能將此類資料加以刊行。刊行時可能採原
件影像照登、或是重新打字翻刻的模式。而近十餘年來，數位典藏成為留存典藏文獻文物影像
內容的趨勢；前述幾種清朝的檔案，都在國家經費的支援下，完成典藏的數位化與資料庫建置。
不論透過刊行或是典藏數位化，原來面臨存傳危機的獨一無二的寫本、刊本中的孤本、或刊本
的珍稀本，其繼續流傳存世，即可獲得較佳保障。
在重新刊刻發行、以及數位典藏方面，國人注意到的是與中國、臺灣相關的較為人注目的
如上述之類的史料與著名的古書與名人作品，而事實上，尚有較為少量但甚具史料價值的文書
資料，也值得重視與了解，進而利用於研究上。本文所將介紹的「琉球史料」與《琉球關係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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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集成》即為此種貴重的史料；後者是以前者之孤本類史料的內容為根據之出版品，內容主要
是清朝琉球王國與中國之間的往來紀錄。本文將以此類翻刻本之出版為例，介紹對於歷史文化
保存與研究較具有實質效益的翻刻與內容編輯方式。期望透過本文，藉著介紹琉球史料從戰火
遺珍到《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編輯刊印的浴火鳳凰故事，得以引發歷史、文化、外交等領域的
研究學者以及相關機構對於該類史料之重視，繼而更積極促成相關機構之間的合作，且使用此
類第一手史料於研究之中，此將是文史資料整理應用上，最具意義之事，也將是對於歷史文化
資產保存上極為重要的貢獻。

二、琉球史料概述
琉球是現在日本沖繩縣的舊名；1867 年日本實行廢藩置縣，琉球才改名為沖繩。琉球遠自
明朝，即與中國往來密切，不只琉球王國的體制維持著接受中國朝廷的冊封關係，也一直行朝
貢貿易之實；其政治體制、外交、經濟、甚至人民的移住與姓氏等，都與中國關係密切。琉球
在歷史上，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既有依存復有民族交流的情感，與後來的沖繩與他國的國際外交
關係，性質上有天壤之別。而因為歷史上的密切關係，故談琉球自明、清以來的歷史，基本上
需要的史料憑藉，也就大半都與中國相關。
沖繩與中國、臺灣不論是地緣上或實質交流上的緊密關係，說來也正是琉球治史上的幸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沖繩遭受美軍猛烈的轟炸，焦土遍野，歷史文物泰半毀失。戰後沖繩人
面對殘破的家園之外，也悵然於文物之蕩然無存，因此，社會復原的重建之外，很快地學者與
文化界也覺醒到歷史文化相關史料重建的必要性，因此，積極求諸海外。當正規之維繫已失，
只能「禮失求諸野」；沖繩歷經戰禍的傷痕無可磨滅，但唯一可稱幸的是可以「文物失而求諸
海外」。琉球在歷史上與中國有綿亙四百餘年的關係，中國明朝、清朝的朝廷相關記事，均留
下或多或少的記錄。而且沖繩與臺灣地緣接近，臺灣也留存了可觀的琉球相關史料。在臺灣所
留存的琉球史料，尤具浴火重生一般的傳奇身世，對沖繩而言，是重建歷史文化的至寶。
歷史上有關琉球與中國的紀錄，包括明、清朝廷留下的相關紀錄如前述的「軍機處檔案」
等正式的中國朝廷行政所留下的正式紀錄，此外，也有如臺大圖書館典藏的琉球王府與地方行
政機構所留下的紀錄，以下主要將針對臺大圖書館典藏之「琉球史料」，進行介紹：
1.《歷代寶案》
琉球與中國之間的外交往來始於一三七二年明朝洪武帝之時，當時外交的本質是所謂的「朝
貢貿易」。「歷代寶案」是琉球的首里王府將十五至十六世紀間琉球與中國以及其週邊國家如
暹羅（現在的泰國）、土耳其、巴基斯坦、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等國的外交古文書加以編輯而成；
涵蓋年代起自西元 1424 年（琉球國王尚巴志三年，中國明朝永樂二十二年），迄於 1867 年（最
後的琉球國王尚泰二○年，中國清朝同治六年），前後計四四四年。
一六○九年之後，薩摩藩控制琉球，琉球等於間接為日本控制，但是，琉球與中國的往來
關係實際上維繫至十九世紀末。外交往來的相關紀錄原本是收存在負責冊封使節接見的首里城，
手抄副本則保存於天妃宮。但首里城正殿曾遭祝融，原件被燒毀無存。天妃宮的副本因此被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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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地編輯，並據以再製複本，期能獲得較佳保障。因為這批文書是琉球王府行政上的珍貴紀錄，
因此，經過編輯整理之文書，被命名為《歷代寶案》，取其「寶貴的文書」之意。編輯完成的《歷
代寶案》，一部仍典藏於王府，另一部則典藏於天妃宮。1868 年明治政府成立，琉球王國解體；
1879 年日本廢藩置縣，王府本被移至中央政府內務省。但是，天妃宮本則被輾轉移置秘藏，因
為琉球在之前的三百年間雖受薩摩藩的控制，但是與中國之間的冊封與朝貢貿易實質關係，是
由中國遷徙至琉球久米村的閩人子孫所掌理；久米村人擔心明治政府消除與中國朝廷相關的文
獻，故《歷代寶案》一直是以「秘藏」狀況被保存流傳。
1923 年，日本發生關東大地震，中央政府內務省的王府本《歷代寶案》不幸毀於地震造成
的火災中。被秘藏於久米村的《歷代寶案》經過斡旋，最後於昭和 8 年（1933）11 月移轉至沖繩
縣立圖書館。
1935 年 4 月，任教於臺北帝國大學的小葉田淳教授前往沖繩縣立圖書館蒐集資料，發現該
圖書館有此珍藏，經由新聞報導，臺北帝大重視之，委請久場政盛先生抄寫，一共花費五年時
間抄寫完竣，共計 249 冊；此為現存各種型式不同的副本中，最為完整的一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軍空襲沖繩，沖繩縣立圖書館基於安全考量，將《歷代寶案》遷
移至沖繩本島北部的山中，但整部典籍仍不幸毀於戰火中；由久米村移轉典藏於沖繩縣立圖書
館的《歷代寶案》從此消逝。
由於《歷代寶案》的原件與原始抄本均化為烏有，各種零星的曬藍本與手抄本，成為還原《歷
代寶案》的重要資料。臺大圖書館所收藏的《歷代寶案》因為最為完整，是日本沖繩縣歷代寶
案編集委員會彙整編印《『歷代寶案』校訂本》與《『歷代寶案』譯注本》時，極為重要的根據。
（注 3）

2. 擬收錄於《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的琉球史料
帝大時期對於琉球史料之抄寫，除了《歷代寶案》之外，尚包括在琉球當時的地方行政機
構所留下的日誌類資料、碑文記、以及可能兼含抄本與原件的法制史資料與姓氏相關資料等。
但是，其中一大部分已抄竣之資料，可能當時尚未裝訂即因為日本戰敗而與圖書類資料一併移
交，但整疊資料因為不明顯、又因文字不易辨讀而未被注意到其重要性，故一直存放於圖書館
書庫中較為暗黑的一隅。
臺大圖書館曾經長時期被「遺忘」的資料，包括伊能嘉矩手稿、田代安定手稿、以及帝大
時期透過現地徵集與借用抄寫而取得的琉球史料等。此三者重新被識者發現、至被提案整理的
時間，各有先後之別：伊能嘉矩手稿早在 1970 年代臺大的吳密察教授在大學時代逡巡圖書館
各個角落時即發現，一直到吳教授在臺大任教又適逢國家投入經費進行典藏數位化計畫的 2000
年，才正式被納入計畫中，完成數位化與內容建檔。田代安定手稿是臺大圖書館於 1998 年新館
落成遷館之後的數年後，項潔館長上任後不久，於 2003 年夏季巡視當時作為中繼典藏處所的舊
研究圖書館時發現，隨即指示進行清理，並將臺灣相關的部分納入 2007-2012 年的「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中。《琉球關係史料集成》所
擬訂收錄的一大部分抄寫資料，是現在琉球大學的赤嶺守教授於 1985 年前來臺灣就讀臺大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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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博士班期間即在圖書館發現，並影印一部分資料，主要是「親見世日記」之部分；自 2005 年
起，琉球大學定期就此史料，進行讀書會，研讀內容。 （注 4） 但直到 2012 年赤嶺守教授偕同琉
球大學的其他琉球專家教授與臺大圖書館正式簽約，才開始進行大規模的打字、翻譯與注釋等
合作出版相關作業。此等史料幸運的是，或因為抄寫製作複本的計畫、或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與戰後均被留置於臺灣，而得以倖免於戰火的摧殘。
2009 年，臺大圖書館與日本九州大學松原孝俊教授與中野三敏教授指導的團隊合作編輯出
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日文善本解題圖錄》 （注 5），該書除了日本的古籍善本之外，也收
錄各類有關沖繩之史料。負責撰寫該類資料之漢那敬子分別就《歷代寶案》、《氏集》（琉球
王國時代由王府的宗譜司保管的家譜之目錄）、「沖繩法制史料古文書」（包含 10 種不同題名
與內容之史料）（注 6）、《碑文記》、《琉歌大観》、《琉球處分關係文書》、《沖繩嶋巡廻日誌》、
《親見世日記》、《異國日記》、《冠船日記》、《冠船に付き評価方日記》等，介紹相關內容。
（注 7）2012 年起，臺大圖書館與琉球大學高良倉吉、赤嶺守、豊見山和行等教授率領的團隊合作，

由赤嶺守等教授挑選尚未被任何機構或學者完整徹底地整理與刊行的數種重要史料，包括《冠
船日記》、《親見世日記》、《異國日記》、《冠船に付き評 価 方日記》、《冠船之時唐大和
御使者入目總帳全》等 （注 8），擬以 5 年的時間，完成全文打字、內容現代日文語譯、專有詞彙
注釋等之合作編輯出版。因為此一合作，由琉球大學教授為此史料彙集之出版品命名為《國立
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琉球關係史料集成》。 （注 9） 該史料集成所收錄的史料，涵蓋時間為 17191866 年，文書內容包括二大類，一類是對清外交（冊封）與貿易（評價貿易）相關的史料群，
另一類是與「親見世」（管轄那霸，同時亦掌理對外業務的事務所）相關的「親見世日記」與「異
國日記」等史料群。（注 10）
3. 田野調查手稿資料
日本統治臺灣，於總督府設置技師，進行各種調查，例如，田代安定即其中一員。此外，
也於 1928 年創立臺北帝國大學，投注豐厚的教學研究經費，使教師與研究人員，得以進行海內、
外的研究與資料徵集之旅，提升研究能量，增進相關成果；因此而得以留下自沖繩與周邊島嶼
拓得的古碑拓本，以及田代安定先生、國分直一先生等人在戰前於此等地方進行田野調查之手
稿與攝影資料。因為此等資料為當地遭受空襲之前蒐集所得，故保留了今已不存的古蹟文物之
珍貴內容、以及難得的現地考察資料。

三、臺大圖書館典藏的「琉球史料」之整理與出版
1.《歷代寶案》
臺大有鑑於《歷代寶案》孤本珍貴，乃於 1972 年將之攝製為微縮資料，以之製作為一套 15
冊之影印本發行。（注 11）1992 年，日本沖繩縣文化振興會公文書管理部史料編集室成立「歷代
寶案編集委員會」，進行《歷代寶案 校訂本》、《歷代寶案 譯注本》、《『歷代寶案』譯注
本第○冊語注一覽表》等之編輯。預計校訂本與譯注本各出版 15 冊，總計 30 冊。目前校訂本
與譯注本共已完成三分之二以上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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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歷代寶案》內容為中文，故「歷代寶案編集委員會」規劃除了出版翻刻與校勘原文
的「校訂本」之外，亦出版「譯注本」，將內容翻譯為日文，以便於大多數日本史學研究者研讀。
而出版《譯注本語注一覽表》則是逐一就專有名詞等進行解說，是研究利用該典籍時，極有利
於理解的有用工具書。
2.《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的解讀與出版
相對於以中文撰寫的《歷代寶案》，收錄於《琉球關係史料集成》中的《親見世日記》、《異
國日記》等史料，原文是屬於較古的日文，文法特殊，不僅是對於外國人，對於現在的大多數
日本人而言，也不易解讀。因此，於翻刻出版成《琉球關係史料集成》時，該書編輯上，即將
原文的打字翻刻對照現代日文語譯，並加註名詞與方言之解釋。名詞與方言解釋的部分，內容
性質相當於《歷代寶案》的《譯注本語注一覽表》，是該類史料利用上極有用的參考資料與工
具書。琉球大學赤嶺守教授、豊見山和行教授等人，每星期率領編輯團隊，舉行解讀翻譯的讀
書會，如此長期累積，方能將史料內容正確翻譯為現代日文，並附加注釋。工夫嚴謹，對史料
內容的流傳與史實的保存，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3. 田野調查手稿資料
「田代安定手稿」中，與臺灣相關的部分如前述，已經納入 2007-2011 年「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臺灣大學深化臺灣研究核心典藏數位化計畫」中。琉球相關的部分則在臺灣、日本
學者共同協力之下，逐步完成蟲損資料的裱褙修復與建置詳細正確的目錄中。而「國分直一田
野調查手稿」的部分，因為國家支援數位典藏的經費轉強調教育與文創的推廣應用，而不再系
統性地支援典藏內容的數位化，故臺大圖書館只能自覓經費。事實上，不論田代安定或是國分
直一，其在進行現地考察、田野調查、考古發掘時，均重視南島體系的物種、人種與民俗等之
關聯性，因此，其調查足跡，從臺灣延伸至沖繩、石垣島、宮古島、八重山等地。而國分直一
與其他考古學、人類學者，包括臺北帝大醫學院研究體質人類學的金關丈夫教授等人，其進行
人類考古學研究之足跡，甚至遠至菲律賓、中國東南沿海的海南島等地。可知整理田代安定與
國分直一之手稿資料，不只是有利於沖繩相關史料之整理保存，實際上對於中國、臺灣的相關
研究，亦甚有助益。臺大圖書館基於整理重要文獻的使命感與責任感，乃尋求透過與中央研究
院合作，取得進行一部分國分直一田野調查資料之數位化的經費；真可謂志在典藏，苦心孤詣。

四、沖繩文史重建的啟示
沖繩於戰後廢墟中，試圖重建歷史文化，數十年來在史料徵集與考證的努力，未曾或歇。
目前沖繩更已經建設諸多性質略異實則內容互補的文史典藏機構與重建歷史遺跡，包括沖繩縣
立博物館、那霸市歷史博物館（內設族譜專室）、沖繩縣立公文書館展覽室、浦添市美術館、
琉球大學圖書館「沖繩開架資料」專室與「鄉土資料室」、琉球新報社新聞博物館、首里城等，
各分別自不同的角度與層面，述說出沖繩的歷史文化、以及昔日琉球王國時期的種種歷史風貌。
在治史方面，除了願意以超過 20 年的時間與經費，長期投注國家經費，進行《歷代寶案》的校
訂與譯注，期使這部典籍更正確完整之外，也自美國徵集戰前的空拍圖、自中國徵集清朝的「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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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料到書籍：琉球史料與翻刻譯注本《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的啟示

機處檔案」之仿真複製文獻。近期又與臺大圖書館合作，進行《琉球關係史料集成》的解讀與
出版，目前已經出版第一卷

冊以及第二卷

冊。

琉球之治史，我們看到的是溫火慢燉的耐心與嚴謹，不躁急、不求急功，也不論史料之多
寡以及在原生階段之輕重。在琉球史料之例，我們可以看出各類史料在時間縱向上的銜接與空
間橫向擴展上的互補意義：琉球與中國之間因廢藩置縣而使正式外交關係停頓中斷，朝廷中的
相關紀錄、以及地方行政機構的行政文書，即亦均告中止。臺大圖書館現存的此時間之後的琉
球相關史料，包括田代安定、國分直一先生等現地考察與田野調查的專家學者所收集與筆記的
不同類別的資料，提供今人在民族誌、文化史、人類考古學上的研究資料。朝廷與行政機構所
遺留的史料，以及田野調查之史料性的記錄，各均有其意義和重要性，而均獲沖繩政府與琉球
研究學者之重視。治史是一條長遠的路，需要銜接、擴展、拾遺補闕，才能重建多面向、深層
次的文化、外交、人類學 等之完整歷史網絡與脈動。因此，文史內容的典藏維護，事實上難有
停頓點，也不應有停頓點；而有待持久、兼顧時間縱向與空間橫向、以及不拘來自朝廷公家或
田野資料蒐集與維護整理，這是沖繩公家機構與學者為琉球史料而廣蒐補闕所給我們的啟示。

五、結語
沖繩的學者與文史學界對於碩果僅存的琉球史料，無比重視珍惜，對於史料之蒐集，鉅細
靡遺；對於史料內容之解讀，耐心恆久，而且字字講究真義，故對於《歷代寶案》之中文，除
了比對不同的零星版本，進行校勘，以求呈現可能的正確版本之外，並將內容加以日譯且注釋，
以便日本學子與研究者能了解其內容。而對於收錄於《琉球關係史料集成》之多種史料，也進
行同樣縝密的解讀與現代日文語譯及注釋，功夫深厚嚴謹。此種治史，不以己知以及自己撰作
相關文章流傳為已足，而是為廣大眾多的世世代代學術文化傳人作深耕，同時培育接棒的年輕
學者；大我之見，令人尊崇。
另一方面，琉球史料的失而復得以及相關的治史之努力經驗告訴我們，不論是博物館、或
者是圖書館機構，在典藏品與資料的徵集方面，即所謂的「館藏發展」上，宜基於時間縱軸與
空間橫軸的延伸拓展之概念，點、線、面兼顧；只要是時間上互相可以斷續地銜接，或資料實
質上可以互補的，即肯定其被收藏與保存維護的價值；雖然未必由單一機構收存，但機構之間
可以依館藏發展原則，協調出負責典藏與維護的職責機構，使國內的相關典藏，得以完整俱足。
相對於沖繩對於琉球史料的長期深耕，臺灣公部門對於文化財的數位典藏計畫，在投入一
年的「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先導計畫、以及兩個五年期共十年的數位典藏經費，總共十一年
補助典藏機構進行文獻文物的典藏數位化之後，對於包含數位化與建檔工作的大量「內容建置」
之補助已經完全告停，現在僅補助所謂「文創」、「數位學習教材」等應用方面的專案計畫。
然而研史（研究歷史）與治史（整理史料）二者乃是相輔相成的，甚至可以說，研史必須
立足於恆常的治史上，研史之範疇才可擴大並無縫銜接，研究典範也才可能朝豐富化變遷發展，
從而深化研究之內涵與成果。在數位典藏計畫如火如荼地推動的十年之間，大部分的機構，所
能數位化的資料，其實應該只是能見度較好的、被列為經典系列典藏的部分館藏而已；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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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個機構內，可能尚有規模較小、尚未被整理的、甚至是新徵集取得的文獻文物，其獨一性、
珍貴性、與重要性，其實並不遜於大規模的典藏；而且可能與大規模或能見度較佳的典藏，不
但內容不重覆，而且是可以互補不足的。因此，在此懇切提出呼籲：
1. 國家宜長期固定補助內容數位化與建檔的經費，讓愈多的文化資產，得以透過數位典藏而多
複本化，以提高保障，並豐富巨量資料時代的文化與研究相關資料庫系統的內涵。
2. 建議國家可以重新調查公、私典藏機構與民間尚未數位化完成的珍貴資料或文物，以及當代
重要的文化資產，重啟內容數位化的計畫與相關補助；以使所謂的文化保存，不只是典藏過
去，也典藏當代，以確保代代異質的文化內涵，都能流傳至未來的世代。
總之，文化保存與推廣的相關經費中，投注於文化資產的保存維護所需的數位典藏內容建
置經費，正如人類文化之源源不斷創生，並不宜倏爾停頓，也應支援多元的文化保存相關努力。
事實上，政府公部門是促使各典藏機構持久地為文化底層基盤的耕耘建置而努力的奧援與督促
力。期待公、私部門與典藏者、甚至是與個人文創者之間的攜手合作，能夠持恆永續；在追求
及時成效的績效主義之外，另一方面也如種核桃的爺爺，所重視的不是眼前的收割，而是留諸
後世的資財，這樣才可能不講究近利，而是秉持遠見、宏觀、以及持久執著努力，才可望讓文
化無斷層、無遺漏。如此，一方面可達成多複本化而保障珍貴資料無虞因任何不期之故而消失，
另方面必也能夠源源產出可傳世的最高價值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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