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4-7  1905-1920年幼稚園保姆履歷概況表 

園名 

 

姓名 籍貫  學歷、修習課程 資格、主要經歷、身分、 

申請時地址 

脇山マサ 熊本 

 

私立高等女學校、熊本幼稚園保姆實習

一年、跟師範學校老師學習教授原理、

日語、地理、歷史、唱歌、普通體操準

備法及矯正法、小學校遊戲法、兒童生

理等科目、東京共立女子職業學校乙科

刺繍（絲綢編織）本科二年、同科補習

傳女子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幼稚園研究

保育法 

熊本縣幼稚園保姆證書(1894、

1901年)及東京府保姆證書、熊本

幼稚園主任保姆、東京市城東尋

常、高等學校附屬等幼稚園保

姆、東京市麹町私立裁縫（縫紉）

女學校刺繍科教授 

士族 

（申）東京 

服部サクイ 新潟 裁縫正鵠女学校修業二年、高折音樂講

習所結業、東京府教育會幼稚園保姆傳

習所修業一年、東京音樂學校乙種師範

科、參加東京府教育會夏季講習會音樂

科一個月 

東京府幼稚園保姆證書、小學校

音樂專科正教員證書、私立臺北

幼稚園保姆 

士族 

（申）臺北新起橫街 

公立臺北 

幼稚園 

 

仁熊榮 岡山 

 

高等小學校附屬裁縫所肄業、岡山市的

私立裁縫所裁縫全科、岡山市裁縫專科

講習所裁縫全科六個月、參加神戸市親

和女學校舉辦的裁縫教授法講習會、臺

北廳教育講習會舉辦的唱歌講習會 

高松村開設私立裁縫所、高松村

高等小學校縫紉臨時教授、臺灣

總督府國語學校教師、臺北第二

尋常高等學校教師、私立臺北幼

稚園保姆（1904.8-） 

（申）臺北廳錫口大廳宿舍 

臺北幼稚園 嘉納光 北海道 

 

札幌北星女學校補習科、神戸頌榮保姆

傳習所結業 

札幌北星女學校本科教授、神戶

幼稚園保姆 

札幌日本基督教會教徒 

（申）神戶 

二川綱 廣島 女子高等小學校高等科、私立講習所乙

科一年、廣島縣私立教員會私立講習所

甲科一年、參加圖畫、音樂、體操等六

種講習一週、跟醫學士和產婆學習產婆

及看護學 

尋常小學校准教員無試驗檢定證

書、尋常學校本科正教員證書、

廣島縣產婆證書、廣島縣尋常小

學校訓導、私立無得幼稚園保姆

士族 

（申）和設立者同一地方 

基隆幼稚園 

 

緒井タキ 廣島 女子高等小學校高等科、私立大阪女學

校預修科一年修業、參加保育講習一週

大阪府小學校教員證書 

（申）跟設立者同一地方 

愛育幼稚園 佐田文世 宮崎  東京市田區一橋通女子職業學校 經營鳥取縣米子町私立貧民學

校、臺北幼稚園園長 

佐田家年之妻 

（申）臺北廳大加蚋堡艋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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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川鞠也 高知  臺南尋常高等小學校高等科、大阪東區

私立ウヱルミナ女學校本科、預補習

科、廣島市私立廣島女學校保姆師範科

一年 

臺北幼稚園保姆（1915-） 

士族 

（申）臺北廳大加蚋堡 

 

張周氏慈玉 臺南 大稻埕公學校、士林女學校夏季講習、

臺南市英國長老教私立女學校、京都市

私立平安女學校四年肄業 

嘉義公學校雇員 

（申）臺北廳大加蚋堡大稻埕 

平嶋かう 東京  小學校全科、私塾研究畫畫、算術、打

毛線衣、漢學、縫紉、茶道、花道、幼

稚園保姆傳習所結業 

東京府的保姆證書（1896、1901

年）、東京市青山尋常高等小學校

附屬幼稚園保姆、基隆幼稚園保

姆（1916-1919） 

（申）臺北廳基隆堡 

基隆同風 

幼稚園 

林氏査某 基隆 基隆公學校  

伊津野シナ 熊本 高等女學校 小學校教師 

（申）福岡 

羅東幼稚園 

陳呉氏阿一 宜蘭 羅東公學校 順安分校教師 

彰化幼稚園

（改稱第一幼

稚園） 

岩切エミ 鹿兒島 高等小學校、參加鹿兒島縣指宿郡縫紉

講習會和同郡立准教員養成講習會、指

宿郡夏季講習會和鹿兒島養育院長舉

辦的夏季講習會研究算術、體操、修辞

學綴方教授法、音樂、教育學、鹿兒島

縣立女子師範學校冬季講習會家事縫

紉科 

尋常科准教員證書、尋常小學校

代用教員、尋常小學校准訓導 

（申）鹿兒島 

彰化第二 

幼稚園 

村松はる 福岡 私立松山女学校肄業、高等女學校全

科、神戸頌榮幼稚園保姆傳習所肄業、

（在石川縣）跟英國人基督教修女研究

幼稚學和心理學一年、長野縣上田私立

梅花幼稚園保姆傳習科 

長野縣幼稚園保姆證書、新潟縣

無試驗幼稚園保姆證書、金澤私

立英和幼稚園保姆、小學科及幼

稚科教師、長野縣上田梅花幼稚

園保姆、東京府東洋英和女學校

附屬幼稚學會保姆、新潟縣高田

市私立高田幼稚園保姆 

（申）彰化 

臺南幼稚園 中嶋丹 熊本 高等小學校 乙種検定熊本縣保姆證書、小學

校附屬幼稚園雇員、幼稚園保

姆、臺南廳大目降公學校雇員 

（申）臺南 

臺南第二 

幼稚園 

下野江まつ 和歌山 高等小学學校、東京府教育會附屬幼稚

園保姆傳習所二年  

幼稚園保姆證書、東京府養育院

附屬幼稚園保姆、高等小學校代

用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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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下野江常助之妻 

（申）臺南 

曽氏文鴛 不詳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附屬女學校  

田島アキ 埼玉 小學校、私塾、跟尋常師範学校音楽教

師内田久未太郎研究音樂、參加前橋市

教育會講習會學習遊戲和體操，東京府

教育會設立幼稚園保姆傳習所 

群馬縣尋常科准訓導證書、小學

校尋常科准訓導、保姆 

打狗幼稚園 

熊野ミサヲ 山口 高等小學校三年肄業、瀬川裁縫場裁縫

講習所裁縫科傑業  

小學校専科正教員證書、高等小

學校訓導、小學校訓導、高等小

學校代用教員 

（申）臺南 

總爺幼稚園 市村数子 福井 尋常高等學校、公立女子技藝學校三

年、金澤市立女子商業學校補習科（家

事科一年）結業 

高等尋常小學校代用教員、公立

女子技藝學校代用教員、尋常高

等小學校代用教員、麻豆小學校

職員 

（申）麻豆 

伊藤道子 福岡 高等学校、随意科學習英語、私立東京

音楽院風琴選科退學、參加夏季講習會

研究音樂科五次 

士族 

（申）打狗 

打狗第二 

幼稚園 

潘氏牛婆 

 

臺南 打狗公學校、跟日人學習人造花和禮

法、隨許翰卿學習漢學 

 

中村菊惠 兵庫 高等小學校、尋常高等小學校附屬専修

科專修縫紉、家事等科目，跟西村静枝

學習女禮式縫紉機 

（申）麻豆 麻豆幼稚園 

陳氏坦 

 

不詳 麻豆公學校、國語學校附屬女學校  

依田よし 福島 師範學校 尋常小學校訓導、嘉義尋常小學

校雇、嘉義尋常高等小學校本科

教員、鳳山尋常高等學校教員 

士族 

（申）鳳山 

鳳山幼稚園 

島本チヨノ 山口 臺灣的小學校、臺灣總督府高等女學校 （申）鳳山 

西村スヱモ 熊本 高等小學校、高等女學會、參加講習會

修習規定的科目 

（申）臺南 安平幼稚園 

盧氏垂治 臺南 安平公學校、參加臺南廳學事講習會修

習規定的科目 

 

新營幼稚園 笹木マサヨ 島根 高等女學校補習科肄業、幼稚園實習 小學校准教員證書、尋常小學校

本科正教員證書、島根縣內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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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准訓導、高等小學校訓

導、私立嘉義幼稚園保姆主任 

（申）嘉義 

森田ノブ 鹿兒島 嘉義尋常高等學校尋常科、嘉義尋常高

等學校附屬補習科女子部、參加嘉義廳

學事講習會六個月 

（申）嘉義 大莆林幼稚園 

許氏世好 嘉義 大莆林公學校  

備註  1、（申）表示幼稚園設立申請書上記載的地址。 

2、關於斗六幼稚園的檔案不詳。臺中幼稚園、嘉義幼稚園沒有附設保姆履歷表。 

3、隨著幼稚園數的增加，因而缺乏保姆，又很難邀請到東京女子師範學校本科畢業生，1888年 10 月東京府

教育會開設附屬幼稚園保姆講習所，招訓已經在幼稚園工作的無資格者、小學校准教員等，每天晚上三小

時，共六個月。第一屆結業生 26 人，結業生每屆 10-21 人。1895年改稱東京府教育會附屬保姆傳習所，

課程年限延長為一年，1898年因經費困難而關閉。但鑑於在東京保姆不足，1900年 12 月再取得設置認可，

在東京府第一高等女學校內開設附屬保姆養成所，修業年限為六個月，預科、「本科」都 50 人。1925年改

稱帝都教育會附屬保姆傳習所，遷到東京府女子師範學校校園內。 

4、神戸頌榮保姆傳習所是基督教徒創設幼稚園保姆培育機關。1886年，神戶女性基督教徒計畫開設幼稚園，

由在美國拍賣日本人偶的收入及捐款充當經費。1889年，學過幼兒教育而具有創設幼稚園經驗的基督教徒

Howe 以傳教士身分來日，在神戶開設頌榮保姆傳習所，修業年限為二年，上課時透過翻譯。1891年 7 月第

一屆結業生 10 人，1893年 7 月第二屆結業生 7人。1893年 9 月後該傳習所設二年制高等科，同時培訓保姆

養成所教員，同年高等科結業生 3人，但第二屆以後沒有申請者，1899年停止募集。普通科隔一年募集一

次，從 1904年開始每年招生，每年結業生 5人以下。大正以後，每年培訓保姆 10-15 人，1908年後結業生

不必經過考試就可以拿到證書。 

5、二川綱離職訓導時觸犯「小學校令」（第 48 條）而被免職，因此臺灣總督府當局認為她不適合擔任基隆幼

稚園保姆。 

6、廣島市私立廣島女學校保姆師範科是 1895年的廣島女子保姆養成所，修業年限二年，1908年改稱廣島女

子保姆師範科，在美國學習進步主義幼兒教育的甲賀ふじ、M. M. Cook 一起培育保姆。1921年，在大阪創

設ランバス女學院，重新開設ランバス女學院保育專修部。 

7、1906年，長野縣上田私立梅花幼稚園保姆傳習科創立，傳教士 E. De. Wolfe 在長野縣上田開設梅花幼稚園

保姆傳習所，修業年限為二年，1909年 K. Drake 擔任該傳習所所長；1919年，為了擴大規模，遷到東京去，

合併東洋英和女學校，改稱東洋英和女學校幼稚園師範科；1922年該師範科第一屆結業生 5人。其後人數

逐漸增加，1926年入學者到達 40 人。 
資料來源 文部省編，《幼稚園教育百年史》（大阪：ひかりのくに株式會社，1979年），頁 85-89、167、169-171。 

上笙一郎、山崎朋子，《日本の幼稚園》（初版，東京：筑摩書房，1965年，再版，東京：理論社，1998年），

頁 61-68。 

《明治 38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45 號文書，〈脇山マサ二名臺北幼稚園保姆採用ノ件〉，

1905年 4 月 1 日。 

《明治 40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5號文書，〈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07年 12

月 27 日。 

《大正 4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6號文書，〈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5年 8 月 19 日。 

《大正 6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8號文書，〈私立愛育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7年 3 月

10 日。 

《大正 9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5年保存，第 3號文書，〈私立基隆同風幼稚園保育開始報告〉，1920年

9 月 16 日。 

《大正 5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10 號文書，〈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6年 5 月（日期

不詳）。 

《大正 7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11 號文書，〈私立彰化第二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8

年 5 月 10 日。 

《明治 41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2號文書，〈臺南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08年

6 月 30 日。 

《大正 5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追加），第 5號文書，〈本島人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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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5 月 18 日。 

《大正 5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5號文書，〈打狗幼稚園ニ關スル件〉，1915年（月日期不

詳）。 

《大正 6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2號文書，〈私立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7年（月日期

不詳）。 

《大正 6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12 號文書，〈私立打狗第二幼稚園設立ノ件〉，1917年 12

月 7 日。 

《大正 6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永久保存，第 1號文書，〈私立蔴荳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17年 12

月 25 日。 

《大正 8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5年保存，第 29 號文書，〈私立安平幼稚園設立ノ件〉，1919年（日期

不詳）。 

《大正 9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5年保存，第 27 號文書，〈私立新營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20年 8

月 27 日。 

《大正 9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15年保存，第 28 號文書，〈私立大莆林幼稚園設立認可ノ件〉，1920年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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