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1  1907-1920年私立幼稚園設立概況表 

園名 

 

設立或

接辦 

時間 

設立或 

接辦者 

學歷、資格 主要經歷、身分 

1907.4 

 

河合龜輔 明治學院英語科神學

部、美國紐約Union 神

學校研究所、哥倫比亞

大學博士候選人 

東京赤坂教會執事、教會長老、東京中會教師聖書神

學試驗員、日本基督教會大會傳道局理事、臺灣蕃族

研究會調査委員囑託、臺北教會牧師、日本全國教會

同盟會臺灣支部長囑託 

1912.11

（繼） 

大谷虞 

 

明治學院神學部退學 臺北教會牧師、東京神學社教授 

臺北幼稚園 

 

1917.12

（繼） 

佐野文世 東京市神田區女子職

業學校 

經營鳥取縣私立貧民學校、臺北幼稚園園長 

佐田家年之妻 

1915.8 

 

羽田平次郎 

 

師範學校初等師範

科、小學校本科正教員

證書、金光中學校 

金光教臺北協會所副教會長、基隆教會會長 

1916年 8 月過世 

 

基隆幼稚園 

 

1916.8

（繼） 

羽田チカ 

 

私塾（裁縫、高等小學

校全科）、金光教教義

講究所別科 

金光教徒 

羽田平次郎之妻 

愛育幼稚園 1917.3 

 

佐竹音次郎 

 

明治法律學校、醫學專

門學校濟生學舍、內務

省醫術開業試驗合格 

小學校初等科、高等科訓導、山梨縣立病院委員、（神

奈川）腰越醫院及該病院附設小兒保育院院主 

基隆同風 

幼稚園 

1920.7 許梓桑 

 

私塾 基隆漁業組合長、基隆區長、基隆公益社理事、臺灣

共進會協贊會常務評議員、明治神社奉贊會臺灣支部

協議員、基隆同風會會長、消防組顧問、総商會顧問、

保甲協會顧問、臺灣時報社社長、煙草賣捌人、臺灣

水產會社監查役、株式會社雲泉商會監查役、基隆漁

業株式會社社長、臺灣勧業無盡株式會社取締役、基

隆劇場株式會社監査役 

高木場超聖 

 

佛教大學 真宗本派本願寺（西本願寺，淨土真宗）日曜学校研

究會會員、開教使 

羅東幼稚園 

 

1920.9 

陳純精 

 

私塾 羅東區街庄長、羅東區長、臺北州協議會員、宜蘭醤

油株式會社取締役、蘇澳糖業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 

臺中幼稚園 

 

1916.3 坂本素魯哉 

 

師範學校、私立大阪關

西法律學校、明治法律

學校 

小學校訓導、日本銀行臺灣出張所、臺北、基隆、澎

湖、嘉義等支店長、臺灣銀行嘉義、淡水等支店長、

彰化銀行專務取締役、高知縣眾議院議員、臺中州協

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員、彰化內地人組合長、臺

灣電力株式會社設立委員、臺灣果物株式會社社長、

海南製粉株式會社社長、臺中輕鐵株式會社社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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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製糖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製腦取締役、菲律賓產

業會社取締役、臺灣軌道取締役、打狗土地會社常務

取締役、臺中劇場會社監查役、臺灣煉瓦會社監查

役、臺灣新聞相談役、日本拓殖會社監查役 

小畑駒三 明治大學 臺灣總督府役員、律師、臺中製冰株式會社取締役社

長、臺中公共團團長 

野津三次郎 日本法律學校 臺中地方法院律師、臺中製冰株式會社監查役、臺中

輕便鐵道株式會社監查役、臺中市會議員、臺中金融

株式會社取締役、臺中州協議員 

松岡富雄 札幌農學校 糖務局職員、經營臺中松岡製糖場、帝國製糖株式會

社取締役、熊本縣會議員、臺灣新聞社社長、菲律賓

拓殖合資會社社長、臺中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

議會員、新竹製糖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臺灣製麻株

式會社取締役、臺灣製紙株式會社取締役、帝國製糖

株式會社取締役 

彰化幼稚園 

 

1918.10 村木宗三 

（齡太） 

華陽學校師範部 名古屋、東京等地洋小間商及石鹼製造業主、臺中街

吉田商會主、彰化內地人組合長、臺中土木建築請負

業組合長 

楊吉臣 

 

不詳 彰化保良局長、彰化街役場所長、彰化辨務署參事、

彰化街長、彰化慰惠院評議員、彰化衛生組合長、彰

化銀行株式會社取締役、彰化水道創設理事、臺中風

俗改良會副會長、彰南鐵道株式會社取締役、臺中廳

參事、臺中廳農會協議員、彰南鐵道創辦人 

李崇禮 

 

私塾、鹿港國語傳習

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 

臺南地方院翻譯人員、北斗辨務署彰化廳翻譯人員、

北斗製糖公司支配人取締役、彰化銀行監查役、彰南

鐵道取締役、彰化信用組合長、臺中州協議會員、彰

化圖書館設立者、臺灣總督府評議員、當選彰化煙草

酒類小賣人組合長、彰化街長、青年會會長 

張晏臣 私塾 彰化衛生組合長、南郭區長 

彰化第二 

幼稚園 

 

1918.10 

吳德功 私塾 彰化廳參事、彰化銀行取締役、煉瓦製造業主、石材

販賣業主 

臺南幼稚園 

 

1908 關善次郎 

 

私塾（高羽塾）（漢

學）、私立學校（普通

學） 

設立玄洋社、筑前物産商社主、共同運輸會社設立委

員、受命製造「村田銃臺」專權、日本共進會新潟縣

出品委員、日本製粉會社設立委員、該會社支配人、

拜命横須賀造船所專業人員、第二師團雇員而從軍、

陸軍專用商人、陸軍通譯、臺灣鐵道會社設立員、煙

草製造業、煙草売捌人、土木建築請負業、臺灣貯蓄

銀行重役、該銀行監查役、經營日本郵船會社、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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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會社 

川原義太郎 

 

不詳 治安裁判所判事、長崎區裁判所判事、横浜地方裁判

所判事、横浜地方裁判所部長、臺灣總督府法院判

事、臺南地方法院工作、律師、明治製糖會社監查役、

臺灣漁業會社社長、大正無盡會社重役、臺南電鐵重

役、臺南內地人協會會長、臺灣煉瓦會社監查役、臺

南輕便鐵道會社監查役、臺南新報社相談役 

士族 

嘉義幼稚園 1915.6 松本量同 

 

浄土宗京都教校全科 

、私立京都法政大學高

等佈教科 

京都松宿院住職、臺灣開教使、斗六傳教所主任、嘉

義市傳教所創立主任、臺灣教區區會議長、臺灣教區

布教團團長、淨土宗嘉義傳教所主任 

士族 

陳鴻鳴 

 

私塾、國語練習所 臺南國語研究會會長、創設臺灣南部斷髮會、設立灣

裡公學校、湾裡製酒組合長、臺南孔子廟評議員、臺

南廳参事、臺南州協議會員、臺灣総督府評議員、永

興製糖株式會社創辦人、灣裡清酒公司、臺南製糖株

式會社專務取締役、永興製糖株式會社社長、株式會

社臺南新報社取締役、苗栗製糖會社取締役、信用組

合臺南興信社監事、臺南印刷株式會社社長、臺南煉

瓦株式會社取締役、灣裡輕鐵株式會社取締役、南部

海産取締役、南興信社信用組合監事、臺灣製鹽株式

會社取締役 

臺南第二 

幼稚園 

 

1916 

許廷光 

 

秀才、增生、廩生 臺灣總督事務囑託、天足會會長、臺南縣教育幹事、

臺南西區長、高等林野調査委員及東區長、臺南州協

議會員 

古賀三千人 

 

普通學校、私塾（漢學） 日本土木會社社員、創立土木建築請負業古賀組、經

營製腦業、製糖業、製冰業、打狗內地人組合長、打

狗防疫組合長、臺灣實業協會高雄支部長、高雄公會

理事長、高雄補習學校校長、臺灣産業株式會社取締

役、臺南新報社重役、臺灣肥料株式會社監査役、雲

林拓殖合名株式會社重役、打狗信用組合理事長、高

雄州評議會員、臺灣総督府評議會員、臺灣史料編纂

委員、株式會社臺灣商工銀行取締役頭取、臺灣貯蓄

銀行取締役、臺灣煉瓦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爆竹煙

火株式會社社長、臺北鐵道株式會社社長、高雄土地

株式會社取締役、臺南新報株式會社取締役、高雄信

用組合理事長、福岡縣衆議員 

打狗幼稚園 

 

1916.5 

本田正己 不詳 大阪上等裁判所職員、臺北、桃園、宜蘭、新竹等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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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部、臺灣總督府法院書記、臺南廳警視、打狗支廳

長、財團法人打狗公會理事 

士族 

總爺幼稚園 

 

1917.1 相馬半治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美

國研究所博士學位

（master of science） 

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助教授、臺灣糖務局臨時技師、明

治製糖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南部物産共進會評議員

囑託、臺灣勧業共進會協議員囑託、明治製糖株式會

社取締役社長 

士族 

葉宗祺 

 

私塾、公學校夜學會國

語科 

打狗保甲評議員、打狗街庄長、打狗鼠疫預防組合副

組合長、打狗區長、土地整理委員、臺南廳農會、明

治新宮奉贊會臺灣支部臺南地方員囑託、臺灣同化會

評議員 

陳光燦 

 

私塾（漢學及英學）、

公學校 

新興製糖會社書記、新興製糖株式會社取締役、該會

社主事、南部製酒株式會社取締役、該會社社長、責

任高砂信用組合理事、臺南廳酒造組合長 

潘致祥 

 

私塾、公學校、臺灣総

督府農事試験場、獸醫

科 

鳳山廳農會農事囑託、打狗支廳旗後聯合會壮丁團

長、臺東產業株式會社監查役、打狗中州漁業組合監

事、街協議會員、市協議會員 

打狗第二 

幼稚園 

1917.12 

蔡禄 自習漢學 木材業 

林拔 

 

 

私塾 經營糖廍、有限責任麻豆信用組合理事、該組合長、

麻豆區長、公共埤圳組合徵収委員、明治神宮奉贊會

臺灣支部臺南地方委員 

林欽 

 

 

私塾 麻豆街信用購買利用組合長、麻豆聯合壯丁團長、阿

片煙膏請負業、阿片煙膏取次人、米種改良委員、麻

豆信用組合理事、明治製糖株式會社原料委員、麻豆

物產株式會社監查役、麻豆街長、國語普及會評議

員、臺南州共榮會曾文支會評議員、街協議會員 

麻豆幼稚園 

 

1917.12 

 

黃諒 公學校 雜貨商、教員心得、街協議會員 

鳳山幼稚園 

 

1918.9 青木惠範 

 

藩黌（私塾）（漢學） 臺中縣警部、臺中縣雲林民政支部鹿港警察署警部、

彰化地方法院代理警察官、彰化地方委員代理警察

官、臺南縣辨務署主任兼臺南縣警部、鳳山廳警部兼

任屬土地調查局職員、澎湖廳總務課長、澎湖廳代理

廳長、花蓮港廳庶務課長、花蓮港代理廳長、經營鹽

務支館、販賣度量衡器、鳳山街長、鳳山公會會長 

安平幼稚園 1919.8 李欽 

 

私塾、公學校夜學研究

會（日語） 

米殻仲賣商利順商行、酒類製造販売業、米商、安平

街聯合壮丁團長、安平支廳第 26 保保正、林野調査

委員、安平防疫組合委員、臺南廳農會地方委員 

新營幼稚園 1920.8 槙哲 慶応義塾（大學） 石油採掘、紡績、製紙、鐵路等公司職員、臺灣貯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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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行臺南支店員、鹽水港製糖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

該會社社長、臺東拓殖會社重役、海陸物產會社主、

花蓮港木材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 

士族 

大蒲林幼稚園 1920.9 

 

江文蔚 

 

公學校速成科、臺南師

範學校 

地理及官租未申告地調査委員、公共埤圳組合十股圳

副管理者、公共埤圳大莆林圳副管理者、大莆林區街

庄長、大莆林區庄長、新高製糖株式會社第一區原料

委員長囑託、煙草賣捌人、明治神宮奉贊會臺灣支部

嘉義廳大莆林區地方員囑託、嘉義同風會大莆林區幹

事、嘉義興産株式會社監查役、該會社相談役、臺灣

教育會嘉義支會名譽會員、國語講習會會長、有限責

任大莆林信用組合長、臺南州協議會員、嘉義郡水利

組合評議員、臺南州土木委員、信用組合長  

備註 1、經歷是日治時期的主要經歷。 

2、「囑託」是約聘人員、「訓導」是教員、「病院」是醫院、「組合」是公會、「同風會」是促進同化團體、「消防組」

是義消、「煙草賣捌人」是香菸經銷人、「取締役」是董事、「株式會社」是股份公司、「日曜学校」是主日學校、

「開教使」是傳教者、「出張所」及「支店」是分行、「眾議院議員」是立法院委員、「內地人組合」是日人公

會、「煉瓦」是磚瓦、「相談役」是顧問、「新聞」是報紙、「洋小間商」是進口雜貨商、「石鹼」是肥皂、「役場」

是公所、「通譯」是翻譯人員、「重役」是高層幹部、「判事」是法官、「頭取」是銀行總經理、「爆竹」是鞭炮、

「取次人」是經銷人、「請負業」是包工、「辨務署」是公所、「水道」是自來水、「小賣」是零售、「煙草」是

菸草、「上等裁判所」是高等法院、「社長」是總經理、「專務」是專務董事、「支配人」是經理、「阿片」是鴉

片、「教員心得」是代用教師、「糖廍」是舊製糖公司、「助教授」是副教授、「仲賣商」是經銷業。 

3、佐田家年於 1870年 2 月出生在宮崎縣，1894年東京帝國大學法科畢業，1899年以臺灣銀行「助役補」身分來

臺。 

4、佐竹音次郎所設的「小兒保育院」後來改稱鎌倉小兒保育園，並在旅順、京城、臺北等地開設支部。 

5、羅東幼稚園其他設立者包括宜蘭第一水利組合評議員林煥等 16 人。 

6、臺中幼稚園是坂本素魯哉、小畑駒三、野津三次郎、安田稲實、松岡富雄等 5名日人合辦。 

7、玄洋社是國家主義團體。 

8、臺南第二幼稚園創辦人計 29 人。 

9、臺南南部斷髮會由陳鴻鳴、高朝風、陽朋博、陳修五、藍高川、蘇雲英、蘇孝德、莊伯容等人所組織。 

10、關於打狗幼稚園設立者，當局認為該園是打狗公會的事業，遂以古賀三千人的名義設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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