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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洲问题再辨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  冯钺 

 

关于中国历代典籍中所记载的夷洲（有的史料称流求、琉球、流

虬等）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有待再进行考证。目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

夷洲就是台湾，而这种说法最初来自于日本学者。在日本占领台湾时

期，日本学者根据中国三国时吴国所著《临海水土志》记载，认为夷

洲是台湾。此说后来被广泛引用，出现在我国历史教科书和政府文稿

中。现在看来，日本的这种做法有深刻的战略考量在里面。日本方面

通过“认定”夷洲为台湾从战略层面看至少有四个目的。 

首先，歪曲和割裂中国古代与琉球群岛的密切关系，为侵占和灭

亡琉球做文化上的准备。第二，把中国和国际的关注点吸引到台湾问

题上来，转移对琉球的注意力，设置议题，以此与当时的中国政府讨

价还价，加大日本的谈判筹码。第三，通过“认定”夷洲是台湾，渲

染台湾离大陆很远，很难到达，制造出中国古代对台湾鞭长莫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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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统治的假象。第四，如果台湾在那时都成了大陆的船只很难到

达的地方，更远上几倍的琉球群岛就更不容易到达了。 

而实际上即使在远古时代，以中国发达的航海能力来看，台湾岛、

琉球群岛都是离大陆很近且较易到达的地方，根本不似某些日本学者以

及“台独”分子所刻意营造的远险难至。 

 

一、“认定”夷洲是台湾的主要源起 

 

关于夷洲（有的史料称流求、琉球、流虬等）的记载在中国古代

典籍中出现过多次，有相关的方向、距离、气候、民俗等方面的描述。

自 20世纪以来国内大都认为这就是今天的台湾，这种说法主要受了日

本窃据我国台湾时期的日本学者伊能嘉矩的影响。1 日本在 19世纪后

期进入迅速扩张阶段，1870 年代侵占琉球群岛，强迫琉球中断与清朝

的朝贡关系，灭亡琉球王国。1890 年代又强占台湾。在军事实力大增

的同时，日本深知文化侵略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日本向琉球、台湾派遣

了各种文化人员，为日本霸占这两个地方编造历史和文化“依据”。 

伊能嘉矩于 1895 年 11 月以日本陆军部人员身份赴台，从事人文

社会领域的研究，该员后来编写了《台湾文化志》。他在该书引用了

三国时代吴国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认定”夷洲是台湾。那么日

本人为何非要将夷洲认定为台湾呢？乍看之下，这不是为中国古代与

台湾早有关系提供了证据吗？后来我国的许多资料、官方文稿也确实

采用了这个源起于日本学者的说法，把夷洲当成台湾，并以此来证明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如我国历史教科书中就曾写道，公元 230

年吴国孙权派遣将军卫温等人率万余军队出海抵达夷洲（台湾）。并以

                                     
1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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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大陆与台湾有联系的最早证据。这一证据或多或少可能受到了日

本学者的影响。 

如果将夷洲认定为台湾，会轻易的给人两种印象：一，台湾孤悬海

外，险远难抵，中国古代船队很难达到，即使到了，也是碰巧。二，正

因为险远，所以古代中国只是偶尔派人到过台湾，并没有建立有效的统

治。这样的距离感易割裂台湾与祖国大陆久远的关系，更易割裂琉球与

中国之间长久以来的紧密联系。而我们现在的许多资料也都无意中按照

日本方面的思路宣传着夷洲在古代很难到达的印象，何论更远上几倍的

琉球群岛？ 

“台独”分子利用的也正是这两点，把中国古代对台湾的有效统治

缩短为至清朝才开始至今的四百年，虽然他们的出发点与日本学者不

同，不承认夷洲就是台湾，而是为台湾的所谓独立做文化上的准备。 

表面上看，若认定夷洲不是台湾，而是更远的琉球群岛，似乎缺少

了对台湾记载的支持。实则不然，琉球群岛主体与大陆之间的距离远远

大于台湾到大陆的距离，对中国古人来说，那时的船队到更远、更小

的琉球群岛尚不是难事，甚至轻而易举，何论近在咫尺、更大的台湾

岛？改变我们传统的海洋观，应当包括对夷洲的再认识。 

仔细分析一下中国古代典籍对夷洲的记载，夷洲为琉球群岛更为

准确，至少自汉代以来就已经是海路很容易到达的地方，双方之间的

联系和交往从那时起非常频繁和紧密，几乎不存在海路险远难至的问

题。至于台湾岛就更不存在难以到达的问题，而是太近了，是抬脚便

至的地方。 

 

二、对中国古代典籍相关记述的再分析 
 

中国古代对夷洲、流求、琉球、流虬等记载很多，此处只以较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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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国、隋代时期的史料来分析。其后的史料更多、更细致，在此不

一一详述。之所以用三国、隋代的史料，意在说明琉球群岛、台湾岛

与大陆之间的密切关系和隶属要比日本强调的所谓与这里的关系早几

百至上千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为英文版的维基网站提供了不少

所谓“论证”日本自公元七世纪起就已经与琉球有关系的资料，2 在

国际上不断散布这种歪曲的东西。而我们真正有价值的史料和资料却

很少翻译成英文。加大国际传播力度是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 

三国时代吴国的《临海水土志》以及后来的《隋书‧流求传》是

两个主要的相关典籍。日本学者和“台独”学者也曾利用这两部典籍

大做文章，通过渲染气候、风俗，转移人们对关键要素的注意。 

（一）气候、风俗说不可靠。《临海水土志》记载：“夷州在临

海郡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

所居。山顶有越王射的正白，乃是石也。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

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

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3 

这段文字里最关键的要素在距离和方向上，而非气候、风俗。该

书所涉及的风俗在古时的台湾岛、琉球群岛、东南亚、美洲、非洲、澳

洲许多地方，以及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都曾广泛存在过，这一类的风俗都

是人类发展史上常见的类似产物。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

等描述在各大洲的中古历史时代都可以找到类似的风俗。分析古时的情

况，如果单从这些风俗来看，较难区分这是哪一个地区所独有的特点。

风俗说难以成为有说服力的证据。 

                                     
2 有关英文介绍琉球的资料，参见維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Ryukyu_Islands。 
3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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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气候就更不能成为有力的证据了。如“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

“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这明显是热带或亚热带气候，类

似的气候在全球许多地方都广泛存在，更难以说明《临海水土志》记载

的这种气候一定是指台湾。但日本学者以及“台独”学者却刻意淡化

和歪曲方向和距离两个关键因素，极力突出风俗和气候两个非关键因

素。 

我们从方向和距离上分析一下夷洲的情况，会发现原来广为流传的

日本人和“台独”的理论依据存在很多故意而为之的谬误。首先从方向

上看，该书记载得非常清楚，夷洲在临海郡东南。我国各地自古以来

大都修有方志的传统，方志并非演义，更非传说，之所以称为“志”，

意义就在于它所记录的事实是准确的。《临海水土志》的作者沈莹撰写

这一方志的资料来源至少有两个。首先，可能是临海当地人的描述，临

海很早以前就是航海业发达的地方，在卫温率大规模船队到达“夷洲”

之前，临海当地人（不光是临海，东南沿海都有可能）已经与琉球群岛

有来往了。沈莹可能从去过夷洲的人那里获得了比较准确的第一手资

料，对方向、距离的描述应是相当精确的。 

其次，吴国的卫温率万余人大型船队于 230年去过夷洲，《临海水

土志》大概成书于 268~280年间（严格意义上讲这时已是晋吴两国对峙

时代），沈莹与卫温时代相距很近，几乎可以算做同时期人。他也极有

可能从卫温船队的人那里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资料。 

三国时期的临海郡大致位于今浙江台州、温州一带（如图~1），

台湾位于临海郡的正南方向。从临海郡任何一处港口赴台湾，都只需

向正南航行即可，根本不存在向东南行驶的问题。由图~1可见，若由

临海郡最北部的地方向台湾行驶，还需稍向西南，何来东南？作为同一

时代的方志，其准确性程度是相当高的，《临海水土志》不会出现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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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方向误差。 
 

图~1：台湾位于临海郡正南方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 1991年，第 22页。 

 

从距离分析，该志明确记载夷洲距离临海郡（并非距长江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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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余里。由临海郡中部的港口到台湾北部港口海上最近距离约 163 海

里，约合 305公里。三国时代一里路大约相当于现在的 415米，因此，

305公里换算到三国时代合 700余里。即使不算最近距离，从临海郡偏

北的地方起算，到台湾也只有 350公里，合三国时代 800余里。即使再

加上海上航行受洋流、风向等因素影响，最多也只有一千余里。何来二

千余里？误差竟达百分之百？若以二千余里计算，恰恰是临海郡到琉球

群岛的距离。 

台湾无论从方向和距离来说都与《临海水土志》的记载相差很大。

日本学者一向以严谨、精密的治学风格著称，其对学术要求的严格令我

们有时都汗颜，但为何会出此明显的纰漏？显然是故意而为之。 

把临海郡与琉球群岛的地理位置相对照，其方向和距离则完全符

合《临海水土志》的描述，琉球群岛恰位于临海郡的东南方向，约

800~1000 多公里，符合三国时代二千余里的记载。琉球这样远的地方

在三国时代大型船队尚可到达，何论近在咫尺的台湾？ 

（二）方向和距离的力证。《隋书‧流求传》记载：自建安郡向

东，水行五日可到流求。4 这句话同样有两个要素。自建安郡“向东”

和“水行五日”是分析的关键。建安郡（如图~2）的大致范围在福建

中部偏北，历代区划虽有变动，但幅度不大。若从建安郡在隋代的治

所福州向东，直接面对的是琉球群岛上的冲绳市（冲绳为后来日本所

起之名），两者几乎在一条平行的直线上。而台湾则在福州东面偏南

30 度的地方，与正东有较大差别。若流求是台湾，以中国古代治史之

严谨，《隋书》应当说自建安郡东南行，而不应说自建安郡东行。而

从临海郡向东南行，正对的是琉球，正应了《临海水土志》的方向描

述。 

                                     
4《隋书‧列传第四十六》，《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出版，第 1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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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可以计算一下“水行五日”的距离。东西方普遍认为，

汉代时起中国帆船的航速是比较快的，保守一些算，顺风时可达 6~7

节，逆风（中国古代帆船设计科学，可利用逆风、侧风行驶）时也可至

2~3 节。一节合一海里，等于约 1.8 公里多，若以顺风的六节计算，航

速可达近 11 公里，以逆风情况下二节计算，航速也可至约 3.7 公里。

而这已经是非常保守的计算。 

以这一保守的标准计算，我们取中间值，中国古代帆船的平均航速

大致最少可以保持在七公里左右。若每日连续行船 24 小时，一天可行

驶 168 公里；五天可行驶 800 多公里。即使不是连续 24 小时航行，只

以 14小时航行计算，也是近 500公里的距离，也大大超出了到台湾的

170 多公里。 
 

图~2：流求位于建安郡正东方向示意图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 36页。 

 

琉球群岛中部至福州的距离近 700多公里，若加上海流、风向的影



 9

响，“水行五日”的合理距离约在 800公里左右，隋代船队抵达的应是

琉球，而非台湾。况且唐宋时曾有资料记载，自温州出海，六日可抵

日本，这里的日本是指日本本土的四岛，并非琉球群岛。 

反过来设想，若从建安郡以“水行五日”才到台湾，那这船的速

度也太慢了。福州至台湾岛的距离为 170 多公里，船要走五天才到？

平均一天才航行 34 公里？若以每日行船 24 小时计算，航速只有约 1.4

公里；以每日行船 14 小时计算，航速也只有 2.4 公里。人类步行速度

一小时五公里，帆船的速度比人走的速度要快多了，这是常识。连续

五天都以这般低速行驶，不但有违常理，也是很难想像的。 

此外，包括《隋书》在内的类似书籍或学术著作在描述这类情况时，

一般都讲的是通常情况和环境下，而不会指狂风暴雨、台风来袭、无风

的极端情况和环境。因此“水行五日”应该是指一般情况和环境下的速

度。 

 

三、“台独”分子的另一种歪曲解读 

 

与日本学者认定夷洲是台湾不同，有些“台独”分子认为夷洲不是

台湾，认为夷洲是泛指，没有具体所指。他们认定不是台湾，是为了“台

独”服务，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台独”分子与某些日本学者歪曲

事实、编造历史的本领不相上下。 

有些“台独”学者对《临海水土志》记载的内容蓄意歪曲解读，并

写出大量所谓论证。如其中某史姓“台独”学者是这样解释的：从“夷

州”这个名词，可以想像乃是夷人所住之异地，并且距离位于长江河口

的临海郡有二千里之远，气候风土都比长江一带温暖，所以也能看出比

东吴更位于南方、所住的夷人；从种族上看来，当然与汉人不同，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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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也有不同于汉人的记载；因此，根据这些记载的内容来说，往往会

使后代的学者轻易的断定夷州就是指台湾。5 

从“台独”分子的这段分析中，明显可以发现他们至少用了两大无

赖手法：1. 偷换地理和人文概念；2. 以现代标准衡量古代事物。这种

手法与日本人惯用的伎俩倒是很有一致性。 

1. 偷换地理和人文概念。临海郡并不位于长江口，但“台独”学

者故意把临海郡写成是长江口一带。如图~1和图~2所示，临海郡在浙

江南部，其北部与会稽郡相邻，再向北与长江中间还有其他数郡相隔。

会稽郡大致在今天的宁波，北距长江口还有好几百公里，何以临海郡就

直接飞到了长江口了？“台独”分子把临海郡放到长江口，意思就很明

显了，因为若从长江口计算，到台湾或福建南部、广东两千余里都可以

说得过去，为“台独”理论找注脚。 

2. 把汉人当成全体中国人的代称。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是多民族共

同构成的国家，汉族同样只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部分，在中华文化圈内这

是人尽皆知的事实。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民族国家论是以西方小国（指

人口与规模）形态为基础形成的，根本无法套用到中国、印度等复杂的

巨型国家。中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广泛的民俗各异、风俗各异的情况。即

使是汉族内部的风俗、民俗，南北、东西都存在很大差异，就遑论中华

民族内部的其他各个族群之间的差异了。在中国一省之内，南北之风俗

差异有时甚至大于北欧与南欧的差异。差异并非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事。“台独”以风俗差异说做注脚无任何说服力，相反只能说明他们狭

隘与无知，或者故意而为之。 

3.“台独”分子惯用的一个手法是，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等

                                     
5 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44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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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衡量古代的国家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概念是西方在中世纪

以后，在其特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形成的，也就是说是到了 17世纪，

甚至 18 世纪以后才逐渐形成了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概念。随着西方

在全球优势地位的形成，这种国家概念也通行于全球。用一个最近才形

成的标准来衡量一千年前，甚至两千年前的事物，岂不是新时代的指鹿

为马？ 

“台独”分子的胡搅难缠、混淆视听、颠倒黑白、歪曲历史等手

法远胜于“文革”时一些无耻文人。“文革”时一些无耻文人若是见

到了“台独”分子的理论手法，简直是会自愧不如、无地自容、羞愧

而死。例如，近期“台独”教授戴某某“论证”1895年日本与台湾的

关系时，认为台湾不是日本强迫清政府割让的，而是出于双方自愿，

因为是根据条约才给日本的。学者无耻到这种地步，“论证”出这样

的论点来，真是惊世骇俗！若依据戴某某的“理论”，则可以做一个

比喻。例如，戴某某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和妹妹，有一天戴家的强

邻闯进其家，当着戴的面强奸了其妻和其妹，然后“请”戴签署一个

合同，把戴妻、妹让给强邻。强邻还没好意思说戴是自愿的，却有其

他人跳出来说为戴的自愿找依据了。这是许多“台独”学者的立论依

据，不只是戴某某一人。这样都能解释为自愿，看来“台独”学者真

的是重口味啊！ 

日本某些学者和“台独”分子总用现代意义上的“有效统治”、“拥

有”为标准，否定中国自古时起对台湾的拥有和管理。其实我们大可不

必落到“有效统治”等一类很久之后才出现的近现代词语标准的窠臼里。

古时乃至近代的有效统治与现代有较大差别。即使到了 19 世纪时，西

方殖民者到了一个所谓的新地方，不管那里有没有政府，是不是已经有

主的土地，只要随便竖上一个旗子，大喊一声：“This is Queen’s (K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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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这是女王或国王的土地），就代表这个土地归了他们了，颇有

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劲头。日本某些学者或“台独”分子似乎

很少怀疑西方殖民者以插旗、大叫的方式对这些土地的“有效统治”和

“拥有”。 

其实卫温等历代无数中国人也很有可能在一登上夷洲等地时就已

经喊过了类似“这是吴国的土地”，“这是孙大帝的土地”，“这是隋

的土地”，“这是唐的土地”，“这是宋的土地”，“这是元的土地”，

“这是明的土地”，“这是清的土地”，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

类的话，而且当时可能喊了不只一遍，最少也得两遍。参照圭臬的西方

标准，那里便已是我们中国人的有效和永久领土了，因为我们喊的次数

太多了。对付谙熟西式外交技巧的、无赖的“台独”理论家和日本理论

家，无需讲什么宋襄公式的道义，那样不但不会受到尊重，反而会成为

国际社会的笑柄。只有在和那些同样讲道义的国家和友好国家时，你讲

道义才能获得对方真心的尊重。 

 

四、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证明中国航海业极为发达 

 

更重要的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可以证明中国古代帆船的优异性

能，而这一点可与西方的记载相互印证。若日本学者、“台独”分子认

为中国的史实不准确，可以查询一下他们奉为圭臬的西方的史料。自

西汉时起，中国帆船就已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那时中国船只就已经

抵达印度、斯里兰卡、非洲东岸等地，航行距离在一万公里以上。至

于后来隋唐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那里以及欧洲的贸易盛景就更不用

说了。 

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远距离相比，从大陆到台湾、琉球的距离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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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上万公里的海路中国古代船只都能经常往返，

何以只有 150~170 公里的台湾，只有 800 公里的琉球群岛会成这么难

到达的地方？会是只能偶尔到的地方？ 

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日本有些学者和“台独”分子在刻意歪曲历史，

蓄意转移视线，营造台湾、琉球离大陆很远，中国古代难以到达，难以

进行有效统治的假象。 
 

图~3：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资料来源：（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华书局 1992年（转引自百度百科：http://baike.

baidu.com/view/23000.htm#ref_[5]_23000）。 
 

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无论是琉球还是台湾，

自远古时起，都是中国船队可以轻而易举到达且始终保持紧密联系

或统治的地方。不必非得用现代意义的标准来衡量古代中国对那里进

行的有效统治和拥有；也不必非得以此与日本和“台独”进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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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曲解再多的史料和诡辩也永远不能从我们手里

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