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3-3  1922-1941年日人幼稚園設立概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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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 佐佐木芳照 不詳 真宗本派本願寺「輪番」 

1932

（繼） 

芝原玄超 

 

不詳 真宗本派本願寺「輪番」 

臺北樹心 

幼稚園 

 

1941

（繼） 

八雲圓成 

 

龍谷大學 真宗本派本願寺派臺灣別院「輪番」、真宗本派本願寺

臺灣開教教務所贊事長、真宗本派本願寺南洋開教教

務所贊事長、龍谷大學教務科主事 

大正幼稚園 

 

（1932） 柏熊福太郎 

 

慶應義塾（大學）、

明治學院 

臺灣製紙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高砂麥酒株式會社監

查役、日本芳釀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株式會社宏文

社監查役、臺灣鐵道ホテル及ミカドホテル（飯店）

支配人、臺北市會議員、アルテックス株式會社社長、

國際映畫監查役、樺山町區長、市保育會副會長、臺

北市協議會議員 

臺北城南 

幼稚園 

（1932） 戶田清市 

 

不詳 不詳 

錦幼稚園 

文化幼稚園 

（1932） 

 

竹下等 

 

不詳 

 

不詳 

 

國民幼稚園 （1941） 加藤國武 

 

不詳 第二師範學校教諭 

幸幼稚園 （1941） 上與二郎 不詳 日本基督教牧師 

臺北大谷 

幼稚園 

（1941） 深奧九十九 不詳 不詳 

稻江幼稚園 （1941） 森元成 不詳 不詳 

臺北鐵道 

幼稚園 

（1941） 副見喬雄 東京帝國大學法律

學科 

埼玉縣警察部長、兵庫縣經濟部長、長野縣總務部長、

鳥取縣知事、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總長 

金瓜石 

幼稚園 

 

（1926） 田中清 山口高等商業學校 臺北州協議會員、二三事業會社及日本電氣化學工業

株式會社工廠長、大阪アルカリ株式會社工廠長、田

中礦山株式會社社長、釜山礦山用度課長兼船舶鐵道

運輸課長、金瓜石礦山礦業所所長、金瓜石礦山株式

會社專務取締役 

桃園幼稚園 （1932）

（繼） 

內田芳雄 不詳 檢察官，新竹廳警部、新竹廳警部警務課保安係長、

臺灣總督府地方理事官兼任警視敘高等官、桃園街長

士族 

桃園東 

幼稚園 

（1935） 村木末一 東京市京北中學、臺

灣總督府國語學校

苗栗公學校、新竹女子公學校、雞隆公學校、新竹公

學校等學校教諭、校長、桃園街長、桃園水利組合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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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範部甲科、小學校

本科教員證書、師範

學校中學校及高等

女中學校教員證書 

議員、苗栗視學、總督府國語學校教諭、臺灣教育會

總裁 

桃園東 

幼稚園 

桃園西 

幼稚園 

（1940）

（繼） 

成瀨與三郎 不詳 桃園街長 

（1929）

（繼） 

藏田壽吉 不詳 新竹州協議員、新竹街長 

（1932）

（繼） 

山本正一 東京電信學校 東京郵便局、警視廳、日本石油會社、遞信省事務囑

託、兵庫縣警部、三宮警察署長、臺灣總督府地方警

視、淡水、大溪郡守、新竹市尹、專賣局參事補酒課

長、稅關庶務課長 

（1933）

（繼） 

政所重三郎 北海道師範學校本

科、東京高等師範學

校本科博物化學部 

青森縣師範學校、宇都宮高等女學校、大倉商業學校

等教諭兼訓導、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教務囑託、

地方理事官、臺中州稅務課長、教育課長、新竹州內

務部地方課長、府事務官殖產局山林課長、嘉義市尹、

新竹市尹、花蓮港廳長 

1938

（繼） 

吉田駛馬 不詳 臺中廳庶務課長、臺中州知事官房會計課長、豐原郡

庶務課長、中壢郡守、新竹市尹、松岡拓殖合資會社

庶務係、新竹製糖會社書記 

新竹第一、 

第二幼稚園 

1940

（繼） 

矢野榮治 不詳 新竹市長 

1937 田萬次郎 不詳 不詳 

（1938） 

（繼） 

大槻きよ 不詳 白鳩幼稚園保姆 

新竹少年刑務所所長大槻三郎之妻 

白鳩幼稚園 

（1940）

（繼） 

牟田萬次郎 不詳 新竹少年刑務所所長 

竹東幼稚園 （1940） 吉田三三郎 不詳 新竹林產興業株式會社社長 

宜蘭幼稚園 1922 

香蘭幼稚園 1923 

佐藤德治 明治大學法科 律師、臺北州協議會員、蓬莱叺（草袋）株式會社監

查役、宜蘭夜學校長、宜蘭建築組合監查役、宜蘭水

產株式會社社長，宜蘭興業製糖株式會社社長，宜蘭

電燈株式會社社長、宜蘭內地人組合長、新竹縣屬知

事官房秘書係 

彰化幼稚園 

雙葉幼稚園 

（1939）

（繼） 

小島猛 不詳 不詳 

豐原幼稚園 （1939） 山口一郎 不詳 鹿港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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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清水幼稚園 （1939）

（繼） 

高橋良作 不詳 清水街長、臺南市調停課長、地方理事官 

埔里幼稚園 （1939）

（繼） 

神田ヱン 不詳 不詳 

鹿港幼稚園 （1939）

（繼） 

大德啟之助 縣立中學校、臺灣總

督府國語學校小學

師範部 

尋常高等小學校教員、彰化小學校訓導、二水、員林、

彰化等尋常高等小學校校長、大甲及南投郡庶務課

長、溪州庄協議會員、鹿港街長、內埔街長、清水街

長 

員林幼稚園 （1939） 

（繼） 

吉滿敬勝 鹿兒島師範學校 尋常小學校訓導、公學校教諭、校長、竹山、南投、

大屯等地郡庶務課長、南投街長、員林街長 

溪州幼稚園 （1939） 山本富藏 不詳 不詳 

（1935）

（繼） 

松平治郎吉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

哲學科 

東京私立中學校教師、師範學校教諭、臺南第一高等

女學校校長、臺南第一中學校及公學校教諭 

（1936）

（繼） 

松井實 山形師範學校本

科、廣島高等師範學

科本科國語漢文部 

臺北第一高等女學校校長、國語學校教諭、臺灣總督

府視學官、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教授、臺北師範

學校教諭、新竹中學校校長、臺南第一高等女學校校

長、皇民奉公會支部委員 

南門幼稚園 

（1937）

（繼） 

大森丈之助 福井師範學校、廣島

高等師範學科本科

國語漢文部科 

奈良師範學校教諭、小學校訓導及校長、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助教授、臺南第一高等女學校校長、彰化高

等女學校教諭、臺中師範教諭、屏東高等女學校校長、

高雄中學校校長、臺灣公立高等女學校校長、大森書

籍店主 

白河幼稚園 （1935）

（繼） 

五十里伊之作 不詳 嘉義廳及臺南州警部、新營庄助役、臺中縣警察、新

營庄助役、白河庄長  

花園幼稚園 1934

（繼） 

余繩章 東京帝國大學法律

學科 

陸軍步兵、保全信用組合常任監事、長崎、鹿兒島等

裁判所判事、總督府判官、臺中、臺南、臺北等地地

方法院判官、公證人 

北港幼稚園 （1937）

（繼） 

佐佐木高景 

 

中學校 嘉義廳庶務課職員、鹽水港廳雇、總督府民政部學務

部職員、嘉義郡警察課職員、新化郡庶務課職員、臺

南州內務部地方課地方係長、法令審查員、內部部地

方課兵事係長、臺南市助役、北港街長 

鹽水幼稚園 （1935）

（繼） 

月津幼稚園 （1935） 

伊藤鎮三 明治法律學校 鹽水街長、鹽水信用販賣利用組合長臺中縣警部補、

嘉義廳警部、新營郡庶務課長、北港郡庶務課長、臺

灣總督府警察官、澎湖廳警務課、澎湖廳警部 

新化幼稚園 （1938）

（繼） 

押川貞藏 宮崎縣師範學校 尋常小學校訓導、嘉義第一公學校教諭、公學校校長、

新化街長 

西螺幼稚園 （1937） 永井英輔 不詳 埔里街長、警察官司獄官練習所教官、南投興業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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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人、取締役、南投青果同業副組長 

（1941）

（繼） 

中村季吉 不詳 總督府巡查、臺南州警部、臺南州警務部經理係長、

北門郡警察課長、西螺街長 

（1938）

（繼） 

 

 

堀透 東亞同文書院 大日本製糖株式社斗六製糖所長、京城出張所長、朝

鮮支店事務長、朝鮮工場長、名古屋大阪上海各出張

所主任 

（1940）

（繼） 

 

加藤清郎 東京大學農藝化學

科 

昭和製糖株式會社取締役及本社支配人、苗栗製糖所

長、東京大學助手、臺南製糖技師 

大崙幼稚園 

（1941）

（繼） 

 

阿部英兒 不詳 不詳 

明照幼稚園 （1936） 石橋慧空 東京巣鴨宗教大學 臺灣商業學校長、淨土宗知恩寺住職、臺灣布教團長、

臺南州國防議會評議員 

和樂幼稚園  （1939） 宮原一乘 不詳 佛教徒 

馬公幼稚園 1925 上瀧利雄 久留米商業學校 幫忙父業的運送業、請負業、代理商業、陸軍步兵中

尉、澎湖畜產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臺灣水產株式會

社取締役及支店長、馬公融通組合專務理事、陸軍運

輸部業務囑託所、臺南新報通信囑託、馬公商業補習

學校主、大阪每日新聞通信員、日本國防新聞理事兼

支局長、馬公街協議會、馬公街長 

上瀧宇太郎（第一任馬公街長）之子 

備註 1、主要經歷是日治時期的經歷。 

2、（繼）表示接辦年或接辦者。 

3、有（  ）表示資料上第一次出現的時間。 

4、1926年，桃園幼稚園分開招收臺、日人幼兒，1935年分成桃園東幼稚園和西幼稚園幼稚園。 

5、白鳩幼稚園是 1937年田萬次郎開設。 

6、1927年，彰化第一幼稚園、第二幼稚園轉為私立時改稱彰化幼稚園、（彰化）雙葉幼稚園。 

資料來源 《昭和 14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保存期限不詳，第 3號文書，〈臺中州私立幼稚園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

指令案〉，1939年 3 月 29 日。 
《昭和 15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保存期限不詳，第 9號文書，〈臺中州私立幼稚園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

件認可〉，1940年 3 月（日期不詳）。 

大園市藏編，《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北：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年），官公人事頁 5、10、12、31、38、

44、80。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北：臺北人物社，1922年），頁 6。 

林進發，《臺灣官紳年鑑》（第四版，臺北：民眾公論社，1934年）新竹州頁 39、澎湖州頁 12-13、臺北州頁 128。 

柯萬榮，《臺南州名士錄》（臺南；臺南州名士錄編纂局，1932年），頁 65、40。 

原幹洲，《新臺灣之人物》（臺北：拓務評論臺灣支社、勤勞と富源社，1936年），頁 541、543。 

國分金吾，《新竹州諸公署諸種團體產業組合銀行會社職員錄》（新竹：新竹圖書刊行會，1935年），頁 131。 

新竹州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 8年版（新竹：該課，1933年），頁 70-71、昭和 10年版（新竹：

該課，1937年），頁 63、昭和 13年版（新竹：該課，1940年），頁 67、昭和 14年版（新竹：該課，1941年），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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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州内務部教育課編，《新竹教育統計一覧》昭和 4年版（新竹：該課，出版年不詳），頁 31、90。 

椿木義一編，《臺灣大觀》第二冊（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3年，重刊本，中國方志叢書臺灣地區 143 號，

臺北：成文出版社，1985年），頁 46。 

臺北漢珍數位圖書公司製作資料庫，《臺灣人物誌》http://140.109.13.125:8080/whos2app/start.htm。 
臺南州教育課編，《臺南州學事一覽》昭和 10年版（臺南：該課，1931年），頁 33-34、昭和 11年版（臺南：

該課，1937年），頁 31-32、昭和 12年版（臺南：該課，1938年），頁 31-32、昭和 13年版（臺南：該課，1939

年），頁 31-33、昭和 14年版（臺南：該課，1940年），頁 33-35、昭和 15年版（臺南：該課，1941年），頁 32-33、

昭和 16年版（臺南：該課，1942年），頁 34-35。 

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北：臺灣新民報社，1937年），頁 9、145、356、387、490。 

編輯者不詳，《五十音別職名入臺北市民住所錄》（內地人ノ部）昭和 15年版（臺北：住所時報社，1940年），

頁 67、75、148。 

橋水白水，《評論臺灣之官民》（臺北：南國出版協會，1924年），民間の部頁 115、131、135-13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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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1928-1941年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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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基幼稚園 （1933） エダ‧エフェド

‧アダムス 

不詳 基督教徒 

（1932） 

 

 

 

エダ‧エフェド

‧アダムス 

不詳 基督教徒 松山幼稚園 

 

1941 陳復禮 漢學義塾、臺北

縣大龍峒國語附

屬學校、總督府

國語學校附屬學

校 

基督教傳教師、株式會社三十四銀行臺北支店行員、松

山信用組合長、松山庄長、松山庄協議會員、復記產業

合資會社代表者、日東炭業株式會社取締役、松山自動

車（汽車）公司長、臺北養豬組合長、臺北市會議員、

湖山炭礦公司長、同風會會長 

艋舺幼稚園 1932 黃金生 私塾 酒業（繼承家業）、米商、彰化、鳳山鳳等地梨罐詰（罐

頭）業商、臺北市協議會員、萬華信用組合長、臺灣米

穀利用販賣組合長、大新商事株式會社社長、三和水產

株式會社社長、總督府評議員 

陳天來 私塾 錦記製茶株式會社社長、臺北市協議會員、臺北州協議

會員、株式會社永樂座社長、臺北中央市場監查役稻江

信用組合理事、臺北茶商公會組合長、大稻埕壯丁團長

大稻埕幼稚園 1932 

陳清波 私塾、太平公學

校、商工學校、

廈門中華中學校

三共商事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臺灣輸出振業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大稻埕青年團長、壯丁團長、保正代表、

衛生組合副組合長、阿片煙膏賣捌人、臺北勸業信用組

合長、錦記製茶會社常務取締役、臺北工商協會長、臺

北市協議會員、臺灣經濟外交會會長、第一劇場（戲院）

株式會會長 

陳天來之子 

艋舺幼稚園 1923 陳清義 不詳 牧師 

馬偕女婿 

愛心幼稚園 1939 蔡受恩 不詳 牧師 

育英幼稚園 （1941） 李武常 

 

不詳 不詳 

培育幼稚園 （1941） 陳延植 不詳 不詳 

1928 

 

林履信 東京帝國大學文

學部社會科 

訓眉建築株式會社取締役、診療附屬醫院主、夏季夜間

大學創辦人 

板橋幼稚園 

1932 林熊光 學習院高等科， 大成火災海上保險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社長、臺北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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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帝國大學經

濟部商業科 

議會員、朝日興業株式會社社長、大有物產會社取締役

桃園幼稚園 （1929） 

桃園西幼稚園 1935 

簡朗山 

（綠野竹二郎） 

私塾、自習日語

 

領臺軍司令部「御用」（專用人員）、桃園街長、桃園軌

道株式會社常務取締役、臺灣合同電氣株式會社取締

役、日本拓殖株式會社監查役、東亞興業株式會社取締

役、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1933） 鄭象 不詳 保正 苑裡幼稚園 

（1934） 

（繼） 

周懷恭 

 

公學校 米殼商、花蓮港土地開墾事業者、通霄信用組合監事、

苑裡庄協議會員 

許炳雲 公學校，總督府

醫學校 

臺中醫院醫務助手、內科助手、中和醫院主 

張灥生 臺灣總督府醫學

專門學校 

醫院主、臺中市及臺中州協議會員 

吳子瑜 不詳 臺中市協議會員 

林烈堂 不詳 臺中州協議會員 

蔡蓮舫 秀才 臺中市及臺中州協議會員 

花園幼稚園 1923 

林澄坡 東都工手學校本

科 

製麻商、製糖公司主，臺中市協議會員 

黃宗寬 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明治大學

商科 

保正、大溪街助役、大溪共立信用組合監事、大溪協議

會員 

大溪郡幼稚園 不詳 

江宗盛 私塾、公學校、

私立國語夜學會

大溪街協議會員、米殼商、濟仁醫院主及濟仁會會長、

大溪信購販利組合理事 

東勢幼稚園 （1939） 

（繼） 

賴雲清 臺中廳農事講習

所、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國語部

臺灣總督府官房口譯、豐原農產信用組合書記、東勢角

物產株式會社取締役、東勢庄協議會員、東勢街長 

霧峰幼稚園 （1939） 

（繼） 

林雲龍 不詳 霧峰庄長 

廣末幼稚園 （1935） 王開運 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師範部 

臺灣公學校訓導、臺灣銀行臺南支店代理店長、大東信

託株式會代理支店長、大東信託株式會社代理支店長、

臺南商工協會會長、臺灣運輸組合評議員、臺南市協議

會員、（高雄州）路竹庄長、株式會社永森商行取締役、

「三六九少報」發行者 

西螺幼稚園 （1935） 廖重光 雲林國語傳習所

甲科、臺灣總督

府國語學校語學

部 

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教員、公學校教員、虎尾庄長、西

螺街長、煙草賣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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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六幼稚園 （1935） 

（繼） 

鄭沙棠 

（梅里尚德） 

臺灣總督府國語

學校師範科 

斗六街長、公學校教諭、臺南州協議會員、斗六郡水利

組合評議員、斗六信用組合理事、臺南州共榮會評議員、

酒類及食鹽賣捌人、斗六製冰公司長、斗六美輪自動車

公司長、開墾及造林事業煮、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曙幼稚園 （1937） 林玉書 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 

嘉義醫院醫務助手、阿片煙膏寄售、一味香號主、慎德

醫院院長 

朴子幼稚園 （1935） 

（繼） 

黃媽典 

（廣田正典） 

臺灣總督府醫專

門學校 

私立醫院德壽醫館主、朴子街長、東石自動車株式會社

取締役社長、嘉義同風會朴仔腳支會理事長、朴子製帽

公司監事、朴子電燈株式會社監查役、朴子街信用組合

理事、嘉朴拓殖公司理事兼公司長、澎湖運輸株式會社

取締役、朴子街會計役、朴子拓殖株式會社取締役兼社

長、鴻模殖產株式會社社長、臺灣總督府評議員 

嫩葉幼稚園 （1939） 林允 臺灣總督府醫學

專門學校 

 

新化街議會員、新化公學校兒童家長會長、臺灣總督府

國語學校教員、公學校訓導、臺灣商工銀行新化出張所

長、大目降建築信用組合長 

西門幼稚園 （1941） 邵金條 不詳 不詳 

大埤幼稚園 （1935） 劉本 國黌、公學校教

員講習科 

大埤庄長、大埤信用組合長、臺灣公學校訓導、臺南州

共榮會評議員、斗六郡水利組合評議員 

北港幼稚園 1935 蘇顯藜 

（武岡孝明） 

臺灣總督府醫學

校 

北港街長、臺南醫院醫師、北港信用組合監事、北港興

產信託會社長、臺南州協議會員、私立醫院長 

忠愛幼稚園 （1941） 戴管 不詳 不詳 

1939

（繼） 

張阿麟 

（長田修一） 

 

 

臺北師範學校 鳳林公學校、花蓮港公學校、白川公學校等學校教員、

臺北地方法院口譯、株式會社千石商會取締役、近海運

輸株式會社監查役、昭和國民學校保護者會（家長會）

長、花蓮港報國推進隊副大隊長、花蓮港警察署保甲協

會幹事、花蓮港公學校父兄會（家長會） 

若葉幼稚園 

1939

（繼） 

許聰敏 

 

漢學、國語練習

所 

花蓮港街協議會員、花蓮港商公會會長、東部信用組合

專務理事、振興商會、花蓮港廳協議會員、花蓮港雜貨

海產物批發商、森茂木材株式會社社長、花蓮港近海運

輸會社長、花蓮港報國會花蓮郡支部長、花蓮港米殼株

式會社取締役、花蓮採礦株式會社取締役、花蓮港福清

丸事務長、若葉幼稚園保護者會長 

備註 1、主要經歷是日治時期的經歷。 

2、（繼）表示接辦年或接辦者。 

3、有（  ）表示資料上第一次出現的時間。 

4、臺北州編輯的統計書記載的艋舺幼稚園設立日期是 1930年 4 月 4 日，設立者是黃金生，臺北市役所編輯的統計

書（1941年）上艋舺幼稚園和愛心幼稚園都記載，因此在這裡所說的愛心幼稚園前身「艋舺幼稚園」跟黃金生

開設的艋舺幼稚園是不同。艋舺教會設立的「艋舺幼稚園」可能是沒有對當局申請的主日學校，因此申請「愛

心幼稚園」之前的「艋舺幼稚園」在臺北市或臺北州編輯的當時資料上沒有存在。 

5、艋舺幼稚園在 1933年資料上第一次出現。艋舺幼稚園會計是同風會幹事黃世泰。聚益材木商行經營，第 34 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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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正，保甲協會會計，臺北市公共墓地會計。 

6、據《臺灣人物誌》（資料庫）載，大稻埕幼稚園是 1931年陳天來開設。臺北市市役所編輯的《臺北市學事一覧》

（1941年）記載 1932年陳清波開設。 

7、花園幼稚園設立者是黃朝清、張灥生、吳子瑜、林耀亭、林烈堂、林澄坡、蔡蓮舫、陳玉、林孟震、陳朔方。

8、大溪幼稚園是黃宗寬提議，簡水廢、江宗盛、傳祖鑑、江序國等捐款經費。 

9、若葉幼稚園的舊稱是花蓮港第一幼稚園。 

資料來源 《昭和 14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保存期限不詳，第 3號文書，〈臺中州私立幼稚園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認可

指令案〉，1939年 3 月 29 日。 

《昭和 15年臺灣總督府公文類纂》，保存期限不詳，第 9號文書，〈臺中州私立幼稚園經費ニ對シ州費補助ノ件

認可〉，1940年 3 月（日期不詳）。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北：臺北人物社，1922年），頁 355。 

林進發，《臺灣人物評》（臺北：赤陽社，1929年），頁 82-83、19-20、73、177、183、196、201、189。 

林進發，《臺灣官紳年鑑》（第四版，臺北：民眾公論社，1934年）、臺北州頁 14、19、47、新竹州頁 26、33。 

柯萬榮，《臺南州名士錄》（臺南：臺南州名士錄編纂局，1932年），頁 172。 

原幹洲，《新臺灣之人物》（臺北：拓務評論臺灣支社、勤勞と富源社，1936年），頁 373-374、446-447。 

張政彥編，《臺中市史》（臺中：臺中市政府，1999年），頁 200。 

新竹州教育課編，《新竹州教育統計要覽》昭和 8年版（新竹：該課，1933年），頁 70-71、昭和 10年版（新竹：

該課，1937年），頁 63、昭和 13年版（新竹：該課，1940年），頁 67、昭和 14年版（新竹：該課，1941年），

頁 55。 

新竹州内務部教育課編，《新竹教育統計一覧》昭和 4年版（新竹：該課，出版年不詳），頁 31、90。 

臺中市編，《臺中市史》（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年），頁 200。 

臺中州教育課編，《臺中州教育展望》（臺中：該課，1935年），頁 27-28。 

臺北市役所編，《臺北市教育要覽》昭和 16年版（臺北：臺北市役所，出版年不詳），頁數不詳。 

臺北州教育課編，《臺北州學事一覽》（臺北：該課，1932年），頁 63-64。 

臺北漢珍數位圖書公司製作資料庫，《臺灣人物誌》http://140.109.13.125:8080/whos2app/start.htm。

臺南州教育課編，《臺南州學事一覽》昭和 10年版（臺南：該課，1931年），頁 33-34、昭和 11年版（臺南：該課，

1937年），頁 31-32、昭和 12年版（臺南：該課，1938年），頁 31-32、昭和 13年版（臺南：該課，1939年），頁 31-33、

昭和 14年版（臺南：該課，1940年），頁 33-35、昭和 15年版（臺南：該課，1941年），頁 32-33、昭和 16年版（臺

南：該課，1942年），頁 34-35。 

臺灣新民報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北：臺灣新民報社，1937年），頁 30、132、23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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