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附錄六    

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名單及其身份背景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名單及其身份背景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名單及其身份背景臺灣體育協會幹部名單及其身份背景(1920-1932) 

1920年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下村宏(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 

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

主人)、羽鳥精一(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臺灣倉庫會社取締役)、相賀照

鄉(臺北州知事)、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木村匡(臺灣實業協會

會長)、中山秀之(臺灣輪業會社監查役)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武藤針五郎(臺北市尹)、 

川崎卓吾(警務局局長) 

部長 (缺) 
總務部 

幹事 阿部嘉七(財務局會計課長)、蜂谷彬(總督府囑託)、 

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 

部長 (缺) 
會計部 

幹事 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 

部長 中山秀之(臺灣輪業會社監查役) 
網球部 

幹事 出澤鬼久太(專賣局書記)、吉田清(鐵道部囑託醫師、林本源製糖會社社

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音羽守(鐵道部汽車課長)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高橋俊平(臺北廳稅務出張所所長)、湯川充雄(臺

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部長 青池諭(日本郵船會社基隆支店副店長) 
田徑部 

幹事 北村敏(臺灣鑛業會理事)、近藤敏夫(三井物產臺北支店店員)、許丙(林

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囑託、高砂製糖會社取締役) 

部長 大越大藏(總督府技師) 
相撲部 

幹事 
笠島孝作(臺北煙草工場場長)、福田慶三(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松岡

辰三郎(臺北高商助教授) 

1921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下村宏(總務長官)／賀來佐賀太郎(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羽鳥精一(三井物產

會社臺北支店長、臺灣倉庫會社取締役)、相賀照鄉(臺北州知事)、高木

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木村匡(臺灣實業協會會長)、池田常吉(專賣

局局長)、津久井誠一郎(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武藤針五郎(臺北市尹)、 

川崎卓吾(警務局局長) 

顧問 下村宏(前會長、卸任會長)、羽鳥精一(前任理事) 

部長 (缺) 
總務部 

幹事 阿部嘉七(財務局會計課長)、菊池武芳(財務局主計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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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川敬藏(鐵道部囑託)、志田潔之(基隆高女書記)、 

蜂谷彬(總督府囑託)、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 

部長 (缺) 
會計部 

幹事 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鄉原貞子 

部長 池田幸甚(專賣局局長) 

網球部 
幹事 

出澤鬼久太(專賣局書記)、吉田清(鐵道部囑託醫師、林本源製糖會社社

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音羽守(鐵道部汽車課長)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高橋俊平(臺北廳稅務出張所所長)、湯川充雄(臺

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部長 青池諭(日本郵船會社基隆支店副店長) 
田徑部 

幹事 
北村敏(臺灣鑛業會社理事)、近藤敏夫(三井物產臺北支店店員)、許丙(林

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囑託、高砂製糖會社取締役) 

部長 大越大藏(總督府技師)／福留喜之助(殖產局鑛務課長) 

相撲部 
幹事 

笠島孝作(臺北煙草工場場長)、松岡辰三郎(臺北高商助教授)、福田慶三

(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矢田貝寬(專賣局造林課技師) 

1922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賀來佐賀太郎(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

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相賀照鄉(警務局局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

社長)、木村匡(臺灣實業協會會長)、池田常吉(專賣局局長)、高田富藏(臺

北州知事)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武藤針五郎(臺北市尹)、 

川崎卓吾(警務局局長)、瀧田傳吉(臺灣銀行理事) 

部長 (缺) 
總務部 

幹事 白川敬藏(鐵道部囑託)、蜂谷彬(總督府囑託) 

部長 (缺) 
會計部 

幹事 (缺) 

部長 池田幸甚(專賣局局長) 
網球部 

幹事 
出澤鬼久太(專賣局書記)、吉田清(鐵道部囑託醫師、林本源製糖會社社

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音羽守(鐵道部汽車課長)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高橋俊平(臺北廳稅務出張所所長)、湯川充雄(臺

灣日日新報社記者) 

田徑部 
部長 青池諭(日本郵船會社基隆支店副店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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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事 
近藤敏夫(三井物產臺北支店店員)、許丙(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囑託、高

砂製糖會社取締役)、宮下靜一郎 

部長 福留喜之助(殖產局鑛務課長) 

相撲部 
幹事 

松岡辰三郎(臺北高商助教授)、福田慶三(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矢田

貝寬(專賣局造林課技師) 

1923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賀來佐賀太郎(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

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相賀照鄉(內務局局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

社長)、木村匡(臺灣實業協會會長)、池田常吉(專賣局局長)、高田富藏(臺

北州知事)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武藤針五郎(臺北市尹) 

部長 音羽守(鐵道部汽車課長) 

總務部 
幹事 

小山三郎(鐵道部監督課長)、白川敬藏(鐵道部囑託)、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 

部長 後藤和佐二(高等法院院長、總督府評議員) 
網球部 

幹事 
出澤鬼久太(專賣局書記)、野口清一(臺灣銀行職員、本島網球排名第

一)、東藤藏(匠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加福均三(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 
棒球部 

幹事 
武田義人(專賣局技師)、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山岡靜雄(鈴

木商店店員) 、內田又四郎 

部長 北村敏(臺灣鑛業會社理事) 
田徑部 

幹事 
三卷俊夫(三井物產臺北支店長)、長沼淺造(鐵道部技師)、 

宗方丈夫(三井物產臺北支店職員) 

部長 福留喜之助(殖產局鑛務課長) 

相撲部 
幹事 

松岡辰三郎(臺北高商助教授)、福田慶三(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笠島

孝作(臺北煙草工場場長)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金平亮三(中央研究所林業部長)、高橋秀人(警務部警務課長)、鹽谷新(總

督府病院事務長) 

1924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賀來佐賀太郎(總務長官)／後藤文夫(總務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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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 新元鹿之助(鐵道部部長)／木下信(內務局局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

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臺北商工會長)、

木村匡(臺灣實業協會會長)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 

部長 生駒高常(內務局學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永野熊記(財務局囑託)、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後藤和佐二(高等法院院長、總督府評議員) 
網球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大谷猛市(殖產局雇員) 

部長 加福均三(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 

山岡靜雄(鈴木商店店員) 

部長 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 

田徑部 
幹事 

長沼淺造(鐵道部技師)、前田兼雄(臺北州內務部土木課長)、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 

部長 小山三郎(鐵道部監督課長) 

相撲部 
幹事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小田定文(醫專教授)、 

笠島孝作(臺北煙草工場場長)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中廣重治、幸野秀雄 

1925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後藤文夫(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木下信(內務局局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

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臺北商工會長)、

色部米作(總督府技師)、加福均三(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三卷俊夫

(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山三郎(交通局

汽車課長)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井村大吉(總督府事務官兼參事官)、久宗

薰(臺灣銀行理事、臺灣拓殖會社社長) 

部長 生駒高常(內務局文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福田慶三(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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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色部米作(總督府技師) 
網球部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尾崎伸榮(財務局會計勤務)、村橋

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大谷猛市(殖產局雇員) 

部長 加福均三(專賣局兼中央研究所技師)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片山活三(交通局工務課長)、中村俊二(鐵道部

工務課員) 

部長 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 
田徑部 

幹事 
長沼淺造(鐵道部技師)、前田兼雄(臺北州內務部土木課長)、石塜長臣(三

井物產會社職員) 

部長 小山三郎(交通局汽車課長) 

相撲部 
幹事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小田定文(醫專教授)、笠島孝作(臺北煙草工

場場長)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中廣重治、幸野秀雄 

1926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後藤文夫(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木下信(內務局局長)／石黑英彥(文教局局長) 

 

 

理事 

木下信(內務局局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

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生駒高常(內務局文教課

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臺北商工會長)、色部米作(總督府技

師)、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

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山三郎(交通局汽車課長)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井村大吉(臺灣日日新報社長)、久宗薰(臺

灣銀行理事、臺灣拓殖會社社長) 

部長 生駒高常(內務局文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野口敏治(臺北

州事務官)、福田慶三(鐵道部職員、田徑名家)、 

田中義治(總督府技師)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色部米作(總督府技師) 
網球部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速水和彥(鐵道部技師)、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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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 

部長 小山三郎(交通局汽車課長) 
相撲部 

幹事 小田定文(醫專教授)、栗原仙勝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菅沼三郎(臺北病院勤務) 

 

1927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後藤文夫(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石黑英彥(文教局局長) 

理事 木下信(交通局總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

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生駒高常(總督府官房秘

書官、文書課長、調查課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長、臺北商工

會長)、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松吉久

(臺北鑛業會社社長、臺北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

長、臺北州協議員)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河村徹(總督府評議員、臺灣日日新報社

長)、久宗薰(臺灣銀行理事、臺灣拓殖會社社長) 

部長 生駒高常(總督府官房秘書官、文書課長、調查課長) 

總務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野口敏治(文教局學務課長)、田中義治(總

督府技師)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 
網球部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大谷猛市(殖產局雇員)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部長 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鴻澤

吾老(臺北高等學校教諭、本島田徑界開拓者)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小田定文(醫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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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菅沼三郎(臺北病院醫官補) 

1928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後藤文夫(總務長官)／河原田稼吉(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石黑英彥(文教局局長) 

 

 

理事 

木下信(交通局總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

人)、津久井誠一郎(三井物產會社臺北支店長)、生駒高常(總督府官房秘

書官、文書課長、調查課長、臺中州知事)、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社

長、臺北商工會長)、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

工業部長)、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

師)、小松吉久(臺北鑛業會社社長、臺北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

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河村徹(總督府評議員、臺灣日日新報社

長)、久宗薰(臺灣銀行理事、臺灣拓殖會社社長) 

部長 
生駒高常(總督府官房秘書官、文書課長、調查課長、臺中州知事)／山

口重知(總督府文教局學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田中義治(總督府技師)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 
網球部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部長 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鴻澤

吾老(臺北高等學校教諭、本島田徑界開拓者)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小田定文(醫專教授)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菅沼三郎(臺北病院醫官補) 

1929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河原田稼吉(總務長官)／人見次郎(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石黑英彥(文教局局長)／杉本良(文教局局長) 

理事 丸茂藤平(交通局總長)、白勢黎吉(交通局總務課長、鐵道部長)、林熊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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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河村徹(總督府評議員、臺

灣日日新報社長)、野口敏治(文教局學務課長)、高木友枝(臺灣電力會社

社長、臺北商工會長)、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加福均三(中央研究

所工業部長)、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

師)、小松吉久(臺北鑛業會社社長、臺北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

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杉本良(文教局局長)、平島敏夫(總督

府秘書官)、許丙(總督府評議員、華南銀行監查役、高砂製糖會社取締

役)、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長)、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發行課長兼

調查課長) 

監事 李延禧(新高銀行常務取締役)、河村徹(總督府評議員、臺灣日日新報社

長)、久宗薰(臺灣銀行理事、臺灣拓殖會社社長) 

部長 野口敏治(文教局學務課長)／山口重知(文教局學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宗藤大陸(警務局警部)、 

田中義治(總督府技師) 

部長 大澤清高(總督府官房會計課長)／杉本良(文教局局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色部米作(殖產局農務課長) 
網球部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部長 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鴻澤

吾老(臺北高等學校教諭、本島田徑界開拓者)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小田定文(醫專教授)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菅沼三郎(臺北病院醫官補) 

部長 三澤糾(臺北高等學校長)／下村虎六郎(臺北高等學校長) 球技部 

幹事 船曳實雄(高等學校體育教師)、田中義治(總督府技師) 

1930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人見次郎(總務長官)／高橋守雄(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杉本良(文教局局長)／大場鑑次郎(文教局局長) 

 

 

理事 

白勢黎吉(交通局總務課長、鐵道部長)、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

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河村徹(總督府評議員、臺灣日日新報社長)、野口

敏治(文教局學務課長)、江藤昌之(文教局社會課長)、竹下豐次(總督府

官房事務官)、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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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松吉久(臺北鑛業會社社長、臺

北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澤

永彥四郎(總督官房會計課長)、三澤糾(臺北高等學校校長)、下村虎六郎

(臺北高等學校校長)、許丙(總督府評議員、華南銀行監查役、高砂製糖

會社取締役)、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

發行課長兼調查課長) 

監事 
荒木正次郎(總督府評議員、臺灣銀行理事)、小寺新一(三井物產臺北支

店長)、蔡彬淮(臺北州協議員) 

部長 若槻道隆(文教局督學室視學官兼學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宗藤大陸(警務局警部)、 

田中義治(總督府技師)、中村貫之(文教局庶務係勤務) 

部長 澤永彥四郎(總督官房會計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 
網球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 

部長 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發行課長兼調查課長) 網球部 

(硬式)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稻葉稔(基隆郵便局長、前慶應大

學網球選手)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部長 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鴻澤

吾老(臺北高等學校教諭、本島田徑界開拓者)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瀨野尾寧(臺北廰警部補)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藤本秀松(日本游泳界達人) 

部長 下村虎六郎(臺北高等學校校長)  

球技部 
 

幹事 

船曳實雄(高等學校體育教師)、山岸祐一(總督府調查課員)、竹村豐俊(臺

北第二高女教諭)、篠原忠賢(臺北第一高女教諭)、橋口善一(臺北高等學

校教諭)、鈴木義弘 

1931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高橋守雄(總務長官)／木下信(總務長官)／平塜廣義(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大場鑑次郎(文教局局長)／安武直夫(文教局局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河村徹(總督府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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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若槻道隆(文教局督學室視學官兼學務課長)、

江藤昌之(文教局社會課長)、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三卷俊夫

(臺灣倉庫會社專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松吉久(臺北鑛

業會社社長、臺北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

北州協議員)、角田廣次(財務局稅務課長)、下村虎六郎(臺北高等學校校

長)、許丙(總督府評議員、華南銀行監查役、高砂製糖會社取締役)、鈴

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發行課長兼調查

課長) 

監事 
荒木正次郎(總督府評議員、臺灣銀行理事)、小寺新一(三井物產臺北支

店長)、蔡彬淮(臺北州協議員) 

部長 野口敏治(文教局社會課長) 

總務部 
幹事 

赤堀鐵吉(文教局學務課長)、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中村貫之(文

教局庶務係勤務) 

部長 角田廣次(財務局稅務課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 
網球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水谷利章(高等法院法官) 

部長 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發行課長兼調查課長) 網球部 

(硬式)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稻葉稔(基隆郵便局長、前慶應大

學網球選手)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中村俊二(鐵道部工務課員) 

部長 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瀨野尾寧(臺北廰警部補)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藤本秀松(日本游泳界達人) 

部長 谷本清心(臺北高等學校校長)  

球技部 
 

幹事 

船曳實雄(高等學校體育教師)、山岸祐一(總督府調查課員)、竹村豐俊(臺

北第二高女教諭)、篠原忠賢(臺北第一高女教諭)、橋口善一(臺北高等學

校教諭)、臼井安一 

1932年度 

職稱 姓名(官民身份) 

會長 平塜廣義(總務長官) 

常務理事 安武直夫(文教局局長) 

理事 林熊徵(總督府評議員、林本源第一房事務所主人)、河村徹(總督府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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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臺灣日日新報社長)、赤堀鐵吉(文教局學務課長)、江藤昌之(文教局

社會課長)、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三卷俊夫(臺灣倉庫會社專

務取締役)、中澤亮治(總督府技師)、小松吉久(臺北鑛業會社社長、臺北

州協議員)、高須時太郎(三井組合臺北出張所長、臺北州協議員)、谷本

清心(臺北高等學校校長)、許丙(總督府評議員、華南銀行監查役、高砂

製糖會社取締役)、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

取席發行課長兼調查課長) 

監事 
荒木正次郎(總督府評議員、臺灣銀行理事)、小寺新一(三井物產臺北支

店長)、蔡彬淮(臺北州協議員) 

部長 赤堀鐵吉(文教局學務課長) 

總務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中村貫之(文教局庶務係勤務) 

部長  
會計部 

幹事 尾崎伸榮(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鈴木重男(總督府官房會計勤務) 

部長 鈴木英男(高等法院院長) 
網球部 

幹事 村橋昌二(文教局學務課囑託)、水谷利章(高等法院法官) 

部長 山本善治(臺灣銀行臺北頭取席發行課長兼調查課長) 網球部 

(硬式) 幹事 今田憲太郎(臺灣青果會社香蕉課長) 

部長 加福均三(中央研究所工業部長) 
棒球部 

幹事 湯川充雄(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內田勝(臺北電信局職員) 

部長 素木得一(總督府技師) 
田徑部 

幹事 
石塜長臣(三井物產會社職員)、中島和夫(圓山運動場興建功勞者)、中島

榮熊(臺北帝大囑託) 

部長 小松吉久(臺北州協議員) 
相撲部 

幹事 平山益男(總督府稅關監吏)、瀨野尾寧(臺北廰警部補) 

部長 中澤亮治(專賣局技師) 
游泳部 

幹事 武田義人(中央研究所技手)、藤本秀松(日本游泳界達人) 

部長 谷本清心(臺北高等學校校長)  

球技部 
 

幹事 

船曳實雄(高等學校體育教師)、山岸祐一(總督府調查課員)、村上甚平(臺

北第一高女教諭)、篠原忠賢(臺北第一高女教諭)、橋口善一(臺北高等學

校教諭)、臼井安一(臺北第二中學舍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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