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琉球人的定位與認同∗

東江平之

壹、前言

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琉球乃日本國內唯一發生陸地戰役的地方，

而日本軍隊結束最後抵抗的 6 月 23 日，我們將之定為慰靈日。在琉球慰

靈日的今天，能夠迎接來自台灣的國際政治學者，並與本地研究琉球的學

者們齊聚一堂，藉此機會促進雙方交流，乃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琉球

與台灣共同向過去學習，對這兩個都曾被日本帝國為擠身世界列強的強烈

慾望而打亂一切的地方來說，共同摸索存在的未來可說是一件很有意義的

事。

1945 年 4 月美軍登陸琉球本島，在那個展開熾熱鬥爭之際，我身處琉

球本島北部的山中，以鐵血勤皇隊一員的身分，擔任日本的守備軍。當時

雖還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 14 歲中學生而已，但已有為了國家死不足惜的

覺悟。由此可知，與現在的我相比，當時的我有著很明顯的內在差異。戰

爭時期的少年，是如何塑造出自己的內在，或者說是如何去定位自己呢？

在此先容許我先談一些個人的事。我總共有 9 個兄弟姊妹，分別為 7

男 2 女。7 個男孩中的 5 個（其中包括 2 位鐵血勤皇隊隊員），在戰爭末期

都分別隸屬於日本的陸海軍。而另外兩個則是在美國出生，雖曾於日本受

教育，但在開戰之前就回到美國。日美開戰後，他們一度被視為有敵意的

公民，而在未經適當程序的處理之下，就被送入收容所中。兩人之中的Ｊ

始終拒絕服兵役，因而到戰爭結束為止的三年半左右的時間，都是在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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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中渡過，最後在身無分文的情況下被釋放。另一位的Ｙ則如多數被懷疑

對美國忠誠度不足的日本人一樣，選擇身為美國國民的自我定位，並且接

受從事軍旅工作一事。在琉球戰役的初期，Ｙ因懂日文而被派遣到沖繩。

在此種情形下，基本上已演變成兄弟在戰場上對峙的窘境。然而為何會發

生這種悲劇呢？

貳、自我概念與自我定位

到底自己是什麼？在平時不論是這種問題，還是這種問題的答案，經

常被視為瑣碎的事情，從而容易被忽略掉。但因人而異、因狀況而異，這

種問題也會成為一種非常重要的事情。年幼期是生活於快樂的時刻；危機

迫在眉梢的時刻；喪失自律性等，即屬於前者的狀況。青年期生活於自己

所屬的集團受到差別待遇的時刻；社會規範崩解的時刻；無法接受完整的

自己等，則屬於後者的狀況。此外，這個問題有時單純止於個人問題，有

時會由個人擴大成自己所屬集團的整體問題。一般而言，前者是屬於自我

概念，而後者則於自我定位中加以討論。但這篇文章卻將自我概念與自我

定位視為意思互通的用語。

質問自我為何的主體被稱為主我，而當作被問對象的自我則稱為客

我。在此特別提出討論的是以客我所構成的自我概念。何以一定要跳脫自

我概念的傳統框架來思考，其理由主要有兩個。第一，在以 1970 年代的

情報處理論為基礎所進行的研究中，對於自我概念為何的闡述，應可說是

自我概念所能發揮何種作用的問題，亦即有關自我概念所扮演的角色一

事，目前已經變得更為重要。第二，所謂的自己絕對不是單純地反應現實，

也不是在歷史文化脈絡經營後的殘渣。所謂的自己指的是有計畫地朝向未

來行動的方面。藉由諸如革命等個人魅力領導者的介入，極易將民族（或

指集合式的）自我塑造視為嶄新目標。同時，將所謂自由、平等的抽象概

念置入其旗幟中，進而完成國家與國民的自我者，亦為其典型事例。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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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中，討論琉球的自我定位，並間接地思考台灣的自我定位等，特別

是聚焦於自我定位的角色與可能性的原因，就是為探討以上所述的這些問

題。

中村陽吉指出，在自我意識或自我體認的發展上，大致可分為四個階

段。亦即，①注視自我存在的階段；②把握自我存在的階段；③評價自我

存在的階段；④表現自我存在的階段。在①的情況裡，失敗或是社會性排

擠就是開始注意自我的契機。在②的情況裡，捕捉自己的特徵，建構自己

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等，乃為主要的工作。此事並不侷限於單純的個人，

諸如日本人的性格為何、琉球人的性質為何等，不少是對於集合性個人的

描寫。

在③的情況裡，藉由他人的評價或是自身事業所得的成就程度，用以

肯定或是否定自己。所謂的自尊心，不僅對自我的應對有著重要影響，在

對他人行動的種類或是決定對他人的範圍等事，都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到 1960 年代為止，琉球明顯地是處於負面的自我評價之下，但在運

動、演藝圈、文學等領域中的耀眼表現，再加上農作物與琉球獨特生活模

式等獲得許多良好評價，且在觀光或是國際大型活動等，則是獲得世人的

注目。此外，減輕當地美軍基地的負擔，更為日本重要的政治課題之一。

在以上諸多事情的背景下，琉球在 1990 年代以後的正面自我評價名顯增

長不少。在回歸日本三十餘年的今日，琉球與日本國內相比的「拉近落差」

標語已經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強調琉球特色、個性化的延伸性想法，而這

也是如今我們在琉球所見到的一切，這就是④所代表的活動活性化之後的

成果。

在訴說著琉球的問題時，心理理所當然會湧現到底可以說到哪種地步

的疑問。這並不是為求彰顯琉球的一切事物，而是將目標置於突顯琉球重

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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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琉球人自我定位的三個角度

、

在 1930 年代以後，在流動化的歐美社會中能夠體驗到的異文化接觸、

人種歧視、文化性與社會性的根源等等事情，孕育出自我定位的型態。艾

利克森（E. Erickson）從精神分析學的立場出發，為掌握這種自我的姿態，

進而寫出自我定位論。這就是為個人或是文化團體被逼到極限之後，將聚

光燈照射到首次現身的姿態。這個論調是作者在舊有姿態瓦解後，從新的

個人或是團體的姿態應聲而出的這齣戲劇，這是掌握真正自我姿態的寫

照。在琉球近代史裡面，也有某幾處與艾利克森共通的問題背景。琉球的

歷史是一段持續暴露於外來威脅與壓力的歷史。1609 年的島津侵略之後，

琉球王國的主權明顯受到限制，演變成接受嚴苛統治的情形。但即使處於

這種狀態下，琉球還是繼續保持自尊，無庸贅言地，將活下去一事加以正

當化的必要性是不言可喻的。接受日本文化或是日琉同祖論等的出現，正

訴說著於島津統治下的危險社會環境中，琉球人所出現的適應方式。

1871 年（明治 4 年），明治政府為貫徹中央集權，實行廢藩置縣政策。

雖然如此，琉球卻在翌年（1872 年）設置琉球藩，甚至終於在 1879 年（明

治 12 年）廢除藩制，取而代之的是與日本全國各地相同的縣制。如此一

來，琉球由薩藦藩鹿兒島的區域中拔除，成為明治政府直接管轄的地區，

由外在壓力而產生的琉球處理問題到此畫下句點。在島津統治下所採取的

是排除政策，同化政策被嚴格地壓制著，但明治政府則是採取與其相反的

政策模式。明治政府是採取考慮國際情事的包含政策，至此轉變為主要透

過教育去強力推行的同化政策。但無論是島津統治還是明治政府的琉球體

制內，這兩種方式的共通點就是都忽視民意與外來的強制性。在那個時期

中，認為自己是日本人的琉球人事實上是不存在的。但當時由於日本的憲

法尚未公布，國會也還未設立，因此單由其他部分府縣的資料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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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自認自己為日本人的民眾應只佔少數。

1945 年，伴隨著沖繩戰役的終結，琉球又再次從日本分離出去，變成

由美國進行統治。然而，即使面對如此巨大的改變，但一如前述處理琉球

問題時，此次沖繩縣民的意願亦是完全不被過問。在 1951 年的舊金山和

約中，追加承認美國對琉球的統治，使其贊法律上合法化。在沖繩戰役中，

琉球約有三分之一的居民犧牲生命、喪失家產、自然環境遭到破壞、社會

文化崩解，在其後的二十七年當中，這樣的琉球呈現出一種彷彿被遺忘在

美國統治下的狀況。在那期間，前往海外之際，替代護照的是攜帶美國政

府所發的身分証，在國籍欄裡被要求明白記為琉球人。假如自稱日本人的

話，就會被視為是詐欺罪，且成為不能取得身分証的原因。

1972 年 5 月，琉球的施政權歸還到日本手上，沖繩縣民納入日本的國

法適用範圍內。也就是說，沖繩縣民在法律上成為日本人，但多數縣民心

中對此還是產生很大的疑問與保留。無庸置疑地，此點來自他們對於歸還

程序的不信任感，甚至連一路支持歸還運動的居民也產生疑慮，因為他們

所提的要求大多未被採納。於歸還協定的締結交涉中，日美兩國政府所追

求的利益與琉球所追求的利益之間有著極大的差距，使得琉球方面對於此

事的不信任日益遽增，而縣民在自我認定上也蒙上一層陰影。

就此而言，密度過高的美軍基地無限期存在，比本土美軍基地密度多

上五百倍的基地負擔，這些對琉球不公平的現狀，都是日本政府無法說明

的。琉球人真的成為日本人嗎？被認定為日本人嗎？自認是日本人嗎？種

種疑問浮出檯面，這些現象不是還存在嗎？琉球在近現代已歷經多次非自

願性的變遷，因此回饋日本也只是藉由外在壓力而重複變更。在此種狀況

下，構築何種自我認定才是最好的選擇呢？持續保持與現實的整合性，就

能描繪出忠於自我的自畫像嗎？

、

琉球列島得天獨厚的溫暖環境，四周環繞著廣大黑潮的海洋。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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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理條件帶出琉球文化的基本性格。由此可以得知，這樣溫暖的氣候風土，

造就琉球居民緩慢的生活基調，支持無甚壓力的生存模式。

琉球另一個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就是四周被海洋環繞。沖繩縣南北約

四百公里，東西約一百公里，共由七十多個島嶼所構成，總面積兩千多平

方公里，但四周環繞的海洋面積高達四十萬平方公里，足足是陸地面積的

兩百倍左右。海洋擁有與陸地完全迥異的空間機能，並且對琉球人的文化、

經濟生活，給予許多獨特的影響。在琉球列島中，我們可以看見多種文化

的綜合體，在一般人的認知之中，其所形成的是統合語言、音樂、舞蹈、

習俗的下位文化圈，就是被海洋所隔絕的島嶼間因距離所產生的恩澤。這

裡展現的不是琉球文化的等質性，而是其豐富的多樣性。這就像是我在 1963

年發表「琉球人的意識構造研究」論文時，曾被問及「宮古島的人也包含

在內嗎？」的情況是一樣的。

一般人都認為在上述的自然環境下成長的人是樂觀的、抗壓性高而友

好的，但在外來勢力反覆翻弄下的近代史裡，可想而知的是，在此種環境

下成長的人卻完全相反，是悲觀的、容易受傷的、充滿攏絡思考的。前者

建構琉球人的個人基礎，而後者則構成些許不安定的上層階級。

對於琉球自我定位的獨特性有著最決定性影響的是：廢藩置縣後所引

進的教育方式。1880 年開始的國民教育所用的不是琉球方言，為了制定共

通語，政府利用琉球方言不能書寫的這個缺點，使得琉球語和方言急速衰

退，大約在三代之後的 1960 年代，已經出現母語斷層的現象。今日，新

生的琉球社會已經達到擁有四位芥川賞的作家水準，而使用非官方的習得

的琉球方言，更創作出為數可觀的琉球歌曲、方言短劇與戲劇。在琉球成

長的人們雖然已經熟稔地使用共通語，且其使用比起方言更是廣泛與自

由，但琉球人對於方言卻是相當執著。根據琉球新報的「沖繩縣民意識調

查報告書」（2001）來看，約九成的縣民表示感受到對於方言的思念，而 95

％成年人表示會在日生活的語言中使用某種程度的方言，且八成以上的受

訪者表示希望能讓孩子們使用方言。至此，撲滅方言、因使用方言而要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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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金的方言札等，可以說是完全走入歷史。琉球方言的污名已不復存在。

在琉球社會中被置於劣勢的方言，還持續被多數人使用著，其背後一

定存在特殊的原因。在琉球獨特的習俗或是生活模式裡，方言佔著有利的

地位。的確，在語言表現法上，方言裡隨處可見妙語如珠的表現。此外，

比起語言裡傳達意思的這個功能，若衡量說話者與聽者之間互動的功能

時，不就可以任意切換語言的種類嗎？但最重要的是，琉球人本身開始懷

疑被緩慢包圍的這個琉球獨自的空間，還有那律動信念、行動等的習慣風

俗。根據前述的那份調查，85％的縣民以身為琉球人為傲，且有超過九成

的人以琉球文化為榮。關於琉球料理方面，有九成以上的人表示喜歡，而

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一個人說不喜歡。甚至在喜歡的酒的調查方面，也顯

示出喜歡日本酒的人，連喜歡琉球特產燒酌（泡盛）者的一成都不到。

就如以上所見，琉球接受自然條件、固有的歷史經驗、全球文化的相

對化等等影響，構築出獨自的自我認定。

、

能夠回答「我是誰？」這個問題的人，其所代表的自我定位，即為個

人或是背負民族過去的個體，並且同時兼具對於未來行動的計畫。無論是

對現在或已葬送的過去，恣意描繪自己是一件不被允許的事。因為大家都

被要求須能耐得住現實的檢驗。因為背對未來，只願沉溺過去，為現實所

媚惑，皆是不被諒解的事情，因為對現實採取正確選擇、準備、專心等都

是缺一不可的。明日的自己、一年後的自己、十年後的自己，在描繪出這

些可能的自己之後，找出希望能實現寄予期望的未來自己，以及避免實現

沒有希望的自己。我們正在追求的就是這種戰略性的應對之道。從多樣的

可能性之中，能夠選擇自己應有的姿態，並且以這個姿態作為行為選擇的

基準。不論是十八世紀後半的美國獨立宣言還是法國革命的理念，不就是

以這種擁有未來願景的自我定位的角色，持續發揮其亮眼的功能所創造的

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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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日琉球的狀況中，以同一意志所構成的集合性自我定位尚未產

生。但多數人卻透過嘴巴表現幾處共通的價值觀。①生命至上主義（ぬち

どぅたから）：最具代表性的共通之處就是生命至上主義。關於這個字的

語源有眾多的說法，但最基本的理解即是以尊重生命乃為基本價值判斷基

準。②連帶（いちゃりばちょうでー）：這個字強調邂逅的重要性與其可

能性，其中更包括即使指是稍微有所接觸也不能忽視的警世意義。雖然和

「擦袖而過也是緣（袖振り合いでも多生の縁）」的這種慣用語所意味的：

要珍惜與人的相遇這點有所重疊，但並非一定有著前世因緣這般佛家的想

法。③寬容：雖然還沒到達共識（consensus）的地步，但卻有著寬容與捨

棄的狀況倫理。在一般性的規範或是自我責任原則的適用範圍內，這就給

予預期能夠非常想加入者最大限度的體諒與著想的處理模式。超越規範性

的應對可以給予對方重新站立的機會，但這種重視並非可以視為前提。以

上所述的三點皆為人際關係的方向，也是重視人類的基本應對方法，更是

避免破局的和平方向。

在琉球自我定位的上層階級中，這三個關鍵字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這個所謂上層階級所指的是：與其他文化的相異點互相碰觸時所浮現的那

一部份。自我定位的基層所指的是在淵遠流長的歷史長河中，不斷進化且

為人類社會中，大家所共有的價值觀、理想和態度的綜合體。如和平主義；

尊重人權；共生與生態系的保護；多文化主義；克服病魔、飢餓、貧困；

廢除歧視、強迫、不平等，等等事情皆為現代人或是現代社會現有的價值，

並且是構成自我定位基層的重要因素。即使是與他人共有的部分，人類只

要存在規範自己的事物，就沒有道理去排除自己的自我定位。

此外，思考是否有欠缺琉球特性的事物也非常重要。由於尚無具體的

調查結果，只有在觀察琉球的政治、經濟、社會後所得到的印象，因此無

法切確瞭解到底為了確保自主、獨立已犧牲多少事情。琉球人雖然對經濟

價值或在經濟價值敏感，但對於自立或是說對於侵犯到自立的事態，相對

而言就沒有那麼敏銳。這種現象在與歐美文化相比較之後更加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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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泉忠教授曾對東亞邊緣地區（臺灣、琉球、香港和澳門）的自我定

位進行比較研究。他的結果顯示，在臺灣有 66.3%的人認為應是獨立的國

家，在香港則有 28.9%，但琉球相對於此只有 18.5%，這是連臺灣的三分

之一都不到的數字。同樣地，相對於在台灣有 19.3%的人認為不該獨立，

但琉球則有 63.5％，而香港則有 60.5％，二者都是臺灣的三倍以上。在這

四個調查點中，澳門不追求獨立的人數最多，且可看出其追求獨立的人數

正在減少中。即使面對自己為琉球人（或是臺灣人）還是日本人（或是中

國人）的這種問題，在琉球與臺灣中得到的卻是相反的回答。雖然在經濟

上是否能夠獨立是造成臺灣與琉球之間落差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現存於體

制之內還是體制之外，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原因。但是，自我定位並不能

只看結果，造成結果的原因也是不能忽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