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七七七七 

1933年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團體年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團體年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團體年臺灣地區體育運動團體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一覽表∗∗∗∗ 

 

(一一一一)依各州及各項目區分之統計數量依各州及各項目區分之統計數量依各州及各項目區分之統計數量依各州及各項目區分之統計數量表表表表：：：： 

 臺北州 新竹州 臺中州 臺南州 高雄州 備註 

棒球 46 9 43(39H4S) 73S 46 H：硬式 S：軟式 

網球 39 10 37(S) 68(S) 58  

武道 27 24 18 37 25 柔、劍、弓道及相

撲等項 

田徑 4 11 38 12 11  

球技 28 1 2 1 2 籃、排、足、橄欖、

曲棍球等項 

桌球 4 1 2 10 7  

游泳 8 1 1 2 3  

登山 3  1  2  

馬術  1  1 1  

競艇     5  

合計 159 58 142 202 160 721 

(二二二二)社會人士部分社會人士部分社會人士部分社會人士部分 

臺北州轄內臺北州轄內臺北州轄內臺北州轄內    

一、基隆市 

1、軟式棒球(1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市役所團 助役小島猛 昭和 4/11/3 35  基隆市役所 

基隆郵便局團 局長福村光直 大正 5 40  基隆郵便局 

基隆稅關俱樂部 事務官三輪幸夫 昭和 7/5/1 35  基隆稅關 

                                                 
∗本附錄係依臺灣體育協會編，《臺灣に於ける體育運動團體》(臺北：臺灣體育協會，1933 年)，

整理而來。其中記載各地、各校、各項運動團體的代表人、成立時間、會員人數、會費金額，以

及所屬單位或屬在地等要項，頗具參考價值。在社會人士部分，總共 721 個運動團體之中，臺灣

人擔任代表人者僅有 45 位(6.2%)，日本人有 629 位(87.2%)，不詳者 47 人(空白或僅列職務不知

姓名，判斷應以日本人居多)，以日本人為代表人的社會運動團體應占總數九成以上。而在學校

運動團體部分，總計 310 個代表人之中，臺灣人僅 7 人(2.3%)，而外籍人士有 12(英國及加拿大籍，

4%)，不詳者 1 人，其餘 290 位皆是日本人(93.6%)，亦是日本人居壓倒性多數。又，本表乃依原

書順序整理而出，故未依時間先後排列，其中各項目若有空白處，是為不詳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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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機關庫團 技手千竈直哉 昭和 4/6 45  基隆機關庫 

基隆野球協會 市尹桑原政夫 昭和 4/10/3 14  臺日支局內 

基隆郵船俱樂部 松本晄吉 昭和 4/1 25  基隆郵船 

臺銀俱樂部 地主三郎 昭和 4/3 20  臺銀基隆支店 

郡役所團 郡守安詮院實熊 昭和 5/8 30  基隆郡役所 

高砂會 河野俊雄 昭和 5/6/7 30  基隆炭礦會社 

商銀共和會 杉浦武雄 昭和 5/3 13  商工銀行基隆支店 

國際通運團 大月甫三 昭和 5/11 35  國際通運基隆支店 

春風會運動部 梅井幸四郎 昭和 4/3 40  築港出張所 

基倉俱樂部 外山茂 昭和 5/10 20  基隆倉庫株式會社 

基隆驛團 池見常市 昭和 5/3 25  基隆驛站 

基隆船渠團 佐藤彌一郎 昭和 6/2 20  基隆船渠會社 

稅關團 松尾國四郎 昭和 4/3 20  基隆稅關 

アマチユア A.C. 西城七郎次 昭和 4/3 20  基隆稅關 

雙葉團 陳漢周 昭和 5/3 20  臺銀基隆支店 

2、網球(1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市役所團 助役小島猛 昭和 4/2/3 30  基隆市役所 

基隆郵便局團 局長福村光直 大正 5 30  基隆郵便局 

基隆稅關俱樂部 事務官三輪幸助 昭和 7/5/1 40  基隆稅關 

陽明會 所長三浦榮熊 昭和 6/7/1 20  專賣局基隆出張所 

基隆庭球協會 市尹桑原政夫 昭和 4/10/3 120  築港出張所內 

臺銀俱樂部 地主三郎 昭和 4/3 25  臺銀基隆支店 

基隆郵船俱樂部 松本晄吉 昭和 4/1 50  基隆郵船 

郡役所團 郡所安詮實熊 昭和 5/8 20  基隆郡役所 

高砂會 河野俊雄 昭和 5/6/7 30  基隆炭礦會社 

商銀共和會 杉浦武雄 昭和 5/3 20  商工銀行基隆支店 

國際通運團 大月甫三 昭和 5/2 25  國際通運基隆支店 

春風會運動部 梅井幸四郎 昭和 4/3 80  築港出張所 

基倉俱樂部 外山茂 昭和 5/10 18  基隆倉庫株式會社 

3、游泳(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市役所團 助役小島猛 昭和 4/2/3 50  基隆市役所 

陽明會 所長三浦榮熊 昭和 6/7/1 15  專賣局基隆出張所 

基隆郵船俱樂部 松本晄吉 昭和 4/1 30  基隆郵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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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銀共和會 杉浦武雄 昭和 5/3 20  商工銀行基隆支店 

基倉俱樂部 外山茂 昭和 5/10 18  基隆倉庫株式會社 

4、劍道(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郵便局團 局長福村光直 大正 5 20  基隆郵便局 

基隆體育館 近江時五郎 大正 13/4/18 70  基隆市公益社 

高砂會 河野俊雄 昭和 5/6/7 15  基隆炭礦會社 

5、柔道(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體育館 近江時五郎 大正 13/4/18 35  基隆市公益社 

6、桌球(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瀧川公學校職員俱樂部 校長水澤宏一郎 昭和 7/6/1 15  瀧川公學校 

陽明會 所長三浦榮熊 昭和 6/7/1 15  專賣局基隆出張所 

基隆郵船俱樂部 松本晄吉 昭和 4/1 20  基隆郵船 

7、弓術(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肥料株式會社 今岡德藏 昭和 8/1/1 12  臺灣肥料株式會社 

陽明會 所長三浦榮熊 昭和 6/7/1 10  專賣局基隆出張所 

基隆體育館 近江時五郎 大正 13/4/18 35  基隆市公益社 

國際通運團 大月甫三 昭和 5/11 9  國際通運基隆支店 

春風會運動部 梅井幸四郎 昭和 4/3 18  築港出張所 

8、登山(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基隆郵船俱樂部 松本晄吉 昭和 4/1 20  基隆郵船 

 

二二二二、、、、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臺北市    

1、網球(8 隊 S 軟式/H 硬式)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S 臺灣體育協會 高等法院法官 

鈴木英男 

大正 10/11   臺灣總督府 

H 臺灣體育協會 臺灣銀行支配人

山本善治 

大正

9/11/25 

  臺灣總督府 

S&H臺灣體育協會

臺北支部 

中央研究所技師

關文彥 

大正 15/7   臺北州廳內務部教育課 

S 臺北法院庭球會 法官渡邊里樹 大正 10/4/1 19 6-19 圓 臺北地方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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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副參事 

松浦信次 

明治 33/4 100 月俸千分

之 8 

鐵道部 

S 養氣俱樂部 專賣局參事 

渡邊慶之進 

大正 2/3/1  月俸千分

之 8 

專賣局 

S 庚戌俱樂部 臺北檢車所主任 

坪井信 

明治 43/4/1 28 3.60 圓 臺北驛站 

S 臺北團 臺北州知事 

中瀨拙夫 

大正 9/10/1   臺北州廳 

2、棒球(9 隊 S 軟式/H 硬式)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H 臺灣體育協會 中央研究所技師 

加福均三 

大正

9/11/25 

  臺灣總督府 

S 臺北團 臺北州知事 

中瀨拙夫 

大正 9/10/1   臺北州廳 

S&H臺灣體育協會

臺北支部 

鐵道部技師 

速水和彥 

大正 15/7   臺北州廳內務部教育課 

S 臺北軟式野球協會 醫師大栗嚴 昭和 6/10/1 44 隊 12 圓/隊 臺灣日日新報社內 

H C.B.團 交通局技師 

片山活三 

昭和 2/4/1 19  交通局 

H 鐵道部同好會 鐵道部技師 

速水和彥 

明治 45/4 100  鐵道部 

S 養氣俱樂部 專賣局庶務課長 

渡邊慶之進 

大正 2/3/1   專賣局 

H 黑洋俱樂部 三井物產會社 

支店長小寺新一 

昭和 2/10/8 特 17 

普 11 

特 24圓 

普 12圓 

設於臺灣日日新報社內 

S 庚戌俱樂部 臺北驛長 

久木田寬 

明治 43/4/1   臺北驛站 

3、弓術(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大日本武德會 

臺灣地方本部 

總督府總務長官 

平塜廣義 

明治 39/4   大日本武德會 

臺灣地方本部 

臺北團 臺北州知事 

中瀨拙夫 

大正 9/10/1   臺北州廳 

法院弓術部 地方法院檢察官 

古山春司郎 

大正

14/11/21 

30 12-24 圓 臺北法院 

臺糖俱樂部 臺北製糖所所長 大正 5/7 12 1 圓 臺北製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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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支部 中村勘吉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小山三郎 

明治 33/4   鐵道部 

養氣俱樂部 專賣局庶務課長 

渡邊慶之進 

大正 2/3/1   專賣局 

庚戌俱樂部 臺北保線區主任 

田村倉次郎 

明治 43/4/1 15 3.6 圓 臺北驛站 

城北團俱樂部 臺灣總督府技師

永野幸之亟 

大正 13/9/1 14 12 圓 總督府 

4、田徑(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備註(所屬) 

臺灣體育協會 帝國大學教授 

素木得一 

大正

9/11/25 

  總督府 

臺灣體育協會 

臺北支部 

臺北一中校長 

高橋隆 

大正 15/7   臺北州廳內務部教育課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東春一 20  鐵道局 

U.C.A. 總督府山林課 

山田繁則 

昭和 2/12 18 2 圓 總督府殖產局山林課 

5、球技(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高等學校長 

谷本清心 

昭和 4/5/23   總督府 

臺灣曲棍球聯盟 高商校長 

切田太郎 

昭和 4/5 8 隊 10 圓/隊 總督府文教局 

臺北曲棍球俱樂部 文教局社會課 

佐佐木龜雄 

大正 13/8 15 6 圓 總督府文教局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小山三郎 

大正 6/12 60  鐵道部 

西部橄欖球協會 

臺灣支部 

臺北高商助教授 

今井壽男 

大正

3/11/10 

12 隊 10-20 圓/

隊 

臺北市大阪朝日支局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東春一 

大正 4/1 25  鐵道部 

庚戌俱樂部 臺北驛長 

久木田寬 

明治 43/4/1  6 圓 臺北驛站 

臺北足球聯盟 中央研究所技師 

武田義人 

昭和 7/6/29 4 隊 

70 人 

10 圓/隊 設於臺北帝國大學 

6、相撲(4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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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小松吉久 大正

9/11/20 

  總督府 

臺灣體育協會 

臺北支部 

醫學校教授 

小田定文 

大正 15/7   臺北州廳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參事 

小川嘉一 

大正 13/3 30  鐵道部 

養氣俱樂部 專賣局參事 

渡邊慶之進 

大正 2/3/1   專賣局 

7、武道(4 隊) 

大日本武德會 

臺灣地方本部 

總督府總務長官 

平塜廣義 

明治 39/4 89865  大日本武德會 

臺灣地方本部 

養氣俱樂部 專賣局參事 

渡邊慶之進 

大正 2/3/1   專賣局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增江大榮 

大正 12/4 30  鐵道部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谷口廣三 

大正 12/4 40  鐵道部 

8、游泳(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中央研究所技師 

中澤亮三 

大正 12/6   總督府 

臺灣體育協會 

臺北支部 

中央研究所技師 

加福均三 

大正 15/7   臺北州廳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參事 

山岸金三郎 

昭和 5/2 30 3 圓 鐵道部 

9、山岳(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山岳會 臺北帝大總長 

幣原坦 

大正

15/12/4 

237 3 圓 總督府內 

鐵道部同好會 交通局技師 

谷口廣三 

昭和 5/2 100  臺北州廳 

二、新莊郡 

軟式棒球(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G.S.團 郡守真室亞夫 昭 6/10/24 60 144/全 新莊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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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郡野球聯盟 郡守真室亞夫 昭 7/11/2 80 144/全 新莊郡役所 

三、宜蘭郡 

1、軟式網球(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金蘭團庭球部 所長陳有恒 明 43/2/12 47  宜蘭稅務出張所 

綠團 警部宗像傳 昭和 5/5/15 20  宜蘭郡役所警察課 

宜專俱樂部 所長谷園三郎 昭和 5/5/5 30  專賣局宜蘭出張所 

2、硬式網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宜蘭臺銀網球部 支配人小野清 昭和 2/8/15 11 20 圓/全 臺灣銀行宜蘭支店 

3、軟式棒球(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金蘭團野球部 所長陳有恒 明治 43/2/1 47  宜蘭稅務出張所 

實業團 團長行本由太郎 昭和 6/4 20  宜蘭街役場 

宜專俱樂部 所長谷園三郎 昭和 5/5/5 24  專賣局宜蘭出張所 

4、桌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宜專俱樂部 所長谷園三郎 昭和 5/5/5 15  專賣局宜蘭出張所 

5、弓術(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宜專俱樂部 所長谷園三郎 昭和 5/5/5 14  專賣局宜蘭出張所 

6、登山(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金蘭團登山部 所長陳有恒 昭和 7/9/1 47  宜蘭稅務出張所 

四、海山郡(3 隊) 

軟式網球及棒球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海山郡體育聯盟 郡守松野孝一 昭和 2/5/15   海山郡役所 

海山郡役所 

體育同好會 

海山郡庶務課長

樋口龜次郎 

昭和

5/11/20 

33 30/全 海山郡役所 

樹專團 樹林酒工場長 

佐藤喜吉 

大正

12/8/10 

30 月俸千分

之十五 

海山郡鶯歌庄 

樹林酒工場 

五、羅東郡(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羅東軟式野球協會 郡守梅谷修三 昭和 7/4   羅東郡役所 

六、淡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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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棒球(4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淡水街役場團 會計役 昭 6/10/10 11  淡水街役場 

淡水郡役所運動部 淡水郡守 昭和 6/7 29 月俸二百

分之一 

淡水郡役所 

赤城團 主任 昭和 7/5 13 5 圓 淡水街血清製造所 

軟式野球淡水聯盟 淡水郡守 昭和 6/6/1 8 隊 3 圓/隊  

2、網球(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淡水郡役所運動部 淡水郡守 昭和 6/7 29 月俸二百

分之一 

淡水郡役所 

赤城團 主任 昭和 7/5 13 5 圓 淡水街血清製造所 

軟式庭球協會 淡水郡守 昭和 3/5/9 4 隊   

 

新竹州轄內 

一、田徑(1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新竹郡分會 

郡守伊藤完二 昭和 4/4/1   新竹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中壢郡分會 

郡守中尾莊兵衛 昭和 3/6/1   中壢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桃園郡分會 

郡守松尾繁治 昭和 5/4/1   桃園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大溪郡分會 

郡守鹿田憲士 昭和 4/4/1   大溪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竹東郡分會 

郡守菱沼宇平 昭和 5/4/1   竹東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竹南郡分會 

郡守矢野鎌三 昭和 2/4/10   竹南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苗栗郡分會 

郡守 昭和 4/4/1   苗栗郡役所 

通宵民眾體育會 通宵庄長 昭和 6/10/2 80  通宵庄役場 

竹東郡教育會 

體育研究會 

郡守菱沼宇平 昭和 7/4/1 16 2.4 圓 竹東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大湖郡分會 

郡守吉岡英吉 昭和 4/4/1   大湖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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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協會 

新竹支部 

新竹州知事 

內海忠司 

大正 14/4/1   新竹州廳教育課 

二、網球(10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新竹市分會 

市尹政所重三郎 昭和 6/4/18 8 隊  新竹市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新竹郡分會 

郡守伊藤完二 昭和 4/4/1   中壢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中壢郡分會 

中壢公學校長 

富島由多加 

昭和 3/6/1   中壢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大溪郡分會 

郡守鹿田憲士 不詳 70  大溪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竹東郡分會 

郡守菱沼宇平 昭和 6/4/1   竹東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竹南郡分會 

郡守矢野鎌三 昭和 3/4/10 115  竹南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苗栗郡分會 

郡守池田斌 昭和 4/4/1   苗栗郡役所 

苗栗庭球俱樂部 苗栗郡視學 昭 5/12/23 27 2.4 圓 苗栗郡役所 

通宵庭球會 通宵庄長 大正 10/4/1 16  通宵庄役場 

臺灣體育協會 

新竹支部 

新竹州知事 

內海忠司 

大正 14/4/1   新竹州廳教育課 

三、棒球(9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新竹市軟式 

野球聯盟 

市尹政所重三郎 昭 6/10/31 10 隊 120/全 新竹市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支

部中壢分會野球部 

中壢郵便局長 

戶田支一 

昭和 3/6/1   中壢郡役所 

草湳坡野球團 平鎮驛長 

福留喜右衛門 

昭和 6/9/1 19 2.4 圓/人 草湳坡公學校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桃園郡分會 

郡守松尾繁治 昭和 5/4/1   桃園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支

部竹東分會野球部 

郡守菱沼宇平 昭和 6/4/1   竹東郡役所 

軟式野球 郡守矢野鎌三 昭和 2/4/10 115  竹南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新竹

支部苗栗郡分會 

郡守池田斌 昭和 4/4/1   苗栗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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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苗野球團 徐阿相 昭和 7/1/15 16 3 圓 苗栗街役場 

臺灣體育協會 

新竹支部 

新竹州知事 

內海忠司 

大正 14/4/1   新竹州廳教育課 

 

四、游泳(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新竹支部 

新竹州知事 

內海忠司 

大正 14/4/1   新竹州廳教育課 

 

五、相撲(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新竹支部 

新竹州知事 

內海忠司 

大正 14/4/1   新竹州廳教育課 

 

六、弓道(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新竹弓道部 弓道部長 

久布白兼治 

明治

39/1/15 

63 406.3圓/

全 

新竹市役所 

竹東郡弓道會 郡守菱沼宇平 昭和 7/4/1 15 6 圓/人 竹東郡役所 

苗栗弓友會 水利組合長 

柳內惣 

大正 12 16 14 圓/人 苗栗街 

苑裡弓友會  昭和 6/5 6  苑裡庄 

通霄弓友會 通霄分室主任 昭和 7/4/29 20  通霄庄 

七、桌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通霄桌球會 通霄庄長 昭和 6/4/1 18  通霄庄 

八、排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通霄排球會 通霄庄長 昭和 6/4/1 30  通霄庄 

九、馬術(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大日本武德會 

新竹支部馬術會 

馬術部長 

慶谷隆夫 

昭和 7/2/1 40 60 圓/全 新竹州警務部 

十、柔道(9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新竹警務署長 大正 9/10   新竹警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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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部新竹市支所 諏訪鶴雄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新竹郡支所 

郡守伊藤完二 大正 9/10   新竹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中壢郡支所 

郡守中尾莊兵衛 大正 9/10   中壢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桃園郡支所 

郡守松尾繁治 大正 9/10   桃園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大溪郡支所 

郡守鹿田憲士 大正 9/10   大溪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竹東郡支所 

郡守菱沼宇平 大正 9/10   竹東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竹南郡支所 

郡守矢野鎌三 大正 9/10   竹南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苗栗郡支所 

郡守池田斌 大正 9/10   苗栗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大湖郡支所 

郡守吉岡英吉 大正 9/10   大湖郡役所 

十一、劍道(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新竹郡支所 

郡守伊藤完二 大正 9/10   新竹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中壢郡支所 

郡守中尾莊兵衛 大正 9/10   中壢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桃園郡支所 

郡守松尾繁治 大正 9/10   桃園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大溪郡支所 

郡守鹿田憲士 大正 9/10   大溪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竹東郡支所 

郡守菱沼宇平 大正 9/10   竹東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竹南郡支所 

郡守矢野鎌三 大正 9/10   竹南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苗栗郡支所 

郡守池田斌 大正 9/10   苗栗郡役所 

大日本武德會新竹

支部大湖郡支所 

郡守吉岡英吉 大正 9/10   大湖郡役所 

 

臺中州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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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棒球(軟式 39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幸俱樂部 臺中州知事 大正 11/5/25 870  臺中州地方課 

臺中郵便局運動部 郵便局庶務課長  130 650 圓/全 臺中郵便局 

烏溪治水團 技師森治計理 昭 7/12/10 30 3 圓/人 烏溪治水團 

彰銀團 主事古市米太郎 昭和 2 30 50 圓/全 彰化銀行 

臺中醫院野球部 醫長楠藤辨藏 昭和 7/4/1 23  臺中醫院 

法院球技部 檢察官長上瀧汎 昭和 4/3 25 130 圓/全 臺中法院 

青果同業組合團 副組合長 

小林五郎 

昭和 4 25 130 圓/全 青果同業組合 

帝國製糖 

軟式野球團 

社員渡邊獎 昭和 6/10 15 90 圓/全 帝國製糖會社 

 

臺中鐵道團 書記村上邦治 昭和 2/3 35  臺中鐵道俱樂部 

國際通運團 臺中支店長 

高田三郎 

昭和 6/10 20   

青果會社團 社員丹生茂樹 昭和 6/8 12   

臺中市教育會 

體育部 

臺中市尹 昭和 7/6/1 135 教育會費

支付 

臺中市教育課 

豐原郡 

軟式野球大會 

豐原郡守 昭和 8/4/30 9 隊   

東勢野球俱樂部 校長安信英喜 昭和 6/7/1 50 180 圓/全 東勢小學校 

清水野球團 大甲郡守 昭和 6/9 10 30 圓/全 大甲郡庶務課 

馬頭團 水利組合長  20 20 圓/全 清水五福洲水利組合 

沙鹿製糖野球團 會社專務 

鈴木伊勢教 

昭和 6/4 13  沙鹿製糖會社 

彰化野球協會 彰化銀行支店長

中津德治 

昭和

5/12/20 

150 1 隊 1圓 彰化銀行支店 

彰化軟式野球 

後援會 

彰化銀行支店長

中津德治 

昭和 7/4/15 300  彰化街役場 

二水野球團 校長織田得三 不詳 30  二水公學校 

田中野球團 會社員丹野權八 昭和 7/8/1 12  田中庄芭蕉市場 

明糖溪湖工場 

野球團 

會社員 

上野雄次郎 

不詳 40  明治製糖會社溪湖工場 

 

北斗郡體育會 

野球部 

黑田秀博 不詳   北斗郡役所 

北斗郡體育會 街長陳章琪 不詳   北斗街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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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支部野球部 

北斗郡體育會 

田尾支部野球部 

庄長黃深泉 不詳   田尾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埤頭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埤頭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二林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二林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沙山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沙山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大城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大城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竹塘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竹塘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溪州支部野球部 

庄長 不詳   溪州庄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郡守藤田正義 昭和 5/4/1 210  南投郡役所 

南投郡體育會 

草屯支部 

庄長江田愛助 昭和 5/4/1 72  草屯庄役場 

南崗團 南投稅務所長 

伊藤武 

大正

11/11/1 

28  南投稅務出張所 

南投明糖團 渡邊三神 昭和 4/11/1 17 28 圓/全 明治製糖南投工場 

昭糖團 竹山庄場長 

河地峰隆 

昭和 3/11/3 15  竹山庄下崁昭和製糖場 

竹山野球團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5/11/3 30 2.4 圓/人 竹山庄 

竹山郡體育會野球部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7/6/17   竹山郡役所 

員林野球團 郡雇光石玉 大正 12/1/1 18  員林街 

棒球(硬式 4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臺中支部 

支部長 

臺中州知事 

大正 14/3/9   臺中州內務部 

臺中郵便局運動部 郵便局庶務課長 不詳 130 500 圓/全 臺中郵便局 

法院球技部 檢察官長上瀧汎 明治 42 50  臺中法院 

帝國製糖 

硬式野球團 

社員設寺辨治郎 大正 5/6 15  帝國製糖會社 

 

 

二、網球(軟式 3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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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軟式庭球大會 法院書記 昭和 5/4/5 25 48 圓/全 臺中法院豐原出張所 

豐原街軟式庭球大會 街長 大正 9/10   豐原街役場 

內埔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2/10   內埔庄役場 

神岡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4/10   神岡庄役場 

大雅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1/10   大雅庄役場 

潭子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3/10/1   潭子庄役場 

東勢郡體育會 郡守古藤誠助 大正 11/7/10 168  東勢郡役所 

東勢郡體育會 

東勢支部 

庄長賴雲清 昭和 2/9/22 75  東勢庄役場 

東勢郡體育會 

石岡支部 

庄長林逢禎 昭和 2/9/25 30  石岡庄役場 

東勢郡體育會 

新社支部 

庄長詹明樹 昭和 2/9/26 68  新庄庄役場 

梧棲體育會 代表楊錦標 昭和 8/2/11 35  梧棲 

員林庭球團 商業林天爵 大正 10/1/15 28 3.6 圓/人 員林街 

南投郡體育會 郡守藤田正義 昭和 5/4/1 320  南投郡役所 

南投郡體育會 

南投街支部 

街長古本實 昭和 5/4/1 175  南投街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草屯庄支部 

庄長江田愛助 昭和 5/4/1 72  草屯庄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名間庄支部 

庄長山口藤一郎 昭和 5/4/1 40  名間庄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中寮庄支部 

庄長橋本啟之助 昭和 5/4/1 33  中寮庄役場 

能高郡體育會 能高郡守 昭和 4/11/3 259  能高郡役所 

雲林庭球團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7/4/29 29  竹山郡役所 

鹿谷鳳凰園 庄長林長金 昭和 5/5/21 22  鹿谷庄役場 

竹山郡體育會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7/6/17 4 隊  竹山郡役所 

臺中郵便局運動部 郵便局庶務課長 不詳 180  臺中郵便局 

臺中醫院庭球部 醫長山本宗三郎 大正 13/10 22  臺中醫院事務局 

法院球技部 檢察官長上瀧汎 明治 42 50  臺中法院檢察局 

臺中鐵道團 書記片山武 大正 13 36  鐵道俱樂部 

青果會社團 社員古市讚 昭和元年 12  青果會社 

帝國製糖軟式庭球團 社員山本修策 大正 5/6 50   

北斗郡體育會 

北斗支部庭球部 

街長 不詳   北斗街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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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郡體育會 

田尾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田尾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埤頭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埤頭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二林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二林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沙山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沙山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大城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大城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竹塘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竹塘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 

溪州支部庭球部 

庄長 不詳   溪州庄役場 

溪州製糖團 製糖所長 不詳 20  溪州製糖場 

臺灣體育協會 

臺中支部 

支部長 

臺中州知事 

大正 14   臺中州內務部 

三、田徑(3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自治記念 

體育獎勵會 

大屯郡教育會長 

貞方平一郎 

大正

12/10/17 

  大屯郡役所 

烏日庄體育會 庄長鄭以春 大正 11/11/3 1900  烏日庄役場 

大屯郡職員體育會 大屯郡教育會長 

貞方平一郎 

昭和 7/6/28 各校

職員 

 大屯郡役所 

竹山郡體育會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7/6/19 4 隊  竹山郡役所 

臺灣體育協會 

臺中支部 

支部長 

臺中州知事 

大正 14/3/9   臺中州廳教育課 

臺中鐵道團 書記大濱永智 昭和 6/5 12  鐵道俱樂部 

臺中市教育會體育部 會長古澤勝之 昭和 7/6 135  臺中市教育課 

東勢郡體育會 郡守古藤誠助 大正 11/7/10 100  東勢郡役所 

東勢郡體育會 

東勢支部 

書記廖根春 昭和 2/9/22 75  東勢庄役場 

東勢郡體育會 

石岡支部 

石岡公學校長 

平野三男人 

昭和 2/9/25 30  石岡庄役場 

東勢郡體育會 

新社支部 

東勢農林學校長 

三井康臣 

昭和 2/9/26 63  新社庄役場 

豐原郡體育會 郡守 大正 9/10/1   豐原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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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郡 

學校職員體育會 

郡守 大正 12/5 150  豐原郡役所 

豐原街田徑大會 街長 大正 9/10   豐原街役場 

內埔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2/10   內埔庄役場 

神岡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2/10   神岡庄役場 

大雅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1/10/1   大雅庄役場 

潭子庄體育會 庄長 大正 13/10/1   潭子庄役場 

能高郡體育協會 郡守 昭和 4/11/3 259  能高郡役所 

彰化郡體育會 郡守佐藤房吉 昭和 2/11/3 1500  彰化郡役所 

鹿港體育會 公學校訓導 

王永生、醫師施興 

大正 12/4/1 40  鹿港街役場 

梧棲體育會 代表楊錦標 昭和 8/2/11 35  梧棲 

南投體育會 郡守藤田正義 昭和 5/4/1 320  南投郡役所 

南投體育會 

南投街支部 

街長古本實 昭和 5/4/1 175  南投街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草屯庄支部 

庄長江田愛助 昭和 5/4/1 72 86.4 圓/

全 

草屯庄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名間庄支部 

庄長山口藤一郎 昭和 5/4/1 40 48 圓/全 名間庄役場 

南投郡體育會 

中寮庄支部 

庄長橋本啟之助 昭和 5/4/1 33 39.6 圓/

全 

中寮庄役場 

南崗團 南投稅務所長 

伊藤武 

大正

11/11/1 

17 10 圓/全 南投稅務出張所 

北斗郡體育會 郡守藤垣敬治 昭和 7/11   北斗郡役所 

北斗郡體育會 

田徑部 

寺田清三郎 昭和 7/11   北斗郡役所 

北斗郡體育會二林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二林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北斗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北斗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田尾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田尾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埤頭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埤頭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沙山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沙山庄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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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郡體育會大城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大城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竹塘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竹塘庄役場 

北斗郡體育會溪州 

支部田徑部 

庄長 昭和 7/11   溪州庄役場 

 

四、弓道(10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法院大弓部 書記平岡龜吉 明治 42 6  臺中法院檢察局 

臺中鐵道團 書記中神武夫 昭和 5/2 18  鐵道俱樂部 

帝國製糖弓道部 社員小池重親 大正 8/6 19  帝國製糖會社 

竹山弓友會 郡守朝倉哲雄 昭和 7/9/25 17  竹山郡役所 

大日本弓道鹿港支部 醫師吉林繁雄 昭和 7/10/1 29  鹿港警察官駐在所 

清水弓友會 校長後藤吉人 昭和 8/4/29 15 4.8 圓/人 清水公學校 

大日本弓道新高支部 庄長山本岩吉 大正 12/11/1 12  集集庄役場 

大日本弓道溪州支部 製糖所長 昭和 7/9 24  溪州 

能高郡體育會弓道部 郡守 昭和 4/11/3 259 1.2 圓/人 能高郡役所 

溪州製糖體育會 製糖所長 不詳 84  溪州 

 

五、登山(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能高郡體育會山岳部 郡守 昭和 4/11/3 259 1.2 圓/人  

 

六、武道(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能高郡體育會武道部 郡守澤井益衛 昭和 4/11/3 259 120 圓/全 能高郡役所 

東勢郡體育會武道部 郡守古藤誠助 大正 11/7/10 168  東勢郡役所 

中刑團 臺中刑務所長 明治 29/3 劍 62  臺中刑務所 

中刑團 臺中刑務所長 大正 11/5 柔 31  臺中刑務所 

警務團 臺中州警務部長  劍 72  臺中州警務部 

警務團 臺中州警務部長  柔 8  臺中州警務部 

 

七、相撲(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能高郡體育會相撲部 郡守澤井益衛 昭和 4/11/3 259 1.2 圓/人 能高郡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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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彌會 二瓶源吾 昭和 2 80 0.5 圓/人 臺中市大正町 

國際通運團 支店長高田三郎 昭和 8/3 7  國際通運臺中支店 

 

八、桌球(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中郵便局運動部 郵便局庶務課長  130  臺中郵便局 

國際通運團 支店長高田三郎 昭和 5 15  國際通運臺中支店 

 

九、游泳(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臺中支部水泳部 

水泳部長 

古澤勝之 

大正 14/3/9   臺中市役所教育課 

 

十、籃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魚池小公學校職員

體育會 

稻垣邦雄 昭和 7/4/1 13  魚池公學校 

 

十一、排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魚池小公學校職員

體育會 

稻垣邦雄 昭和 7/4/1 13  魚池公學校 

 

臺南州轄內 

一、田徑(1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南アスレチツク 

クラプ 

教諭高橋清 明治 6/7/1 18  臺南市高砂町 

アポロ運動用具店 

臺鐵同好會 

田徑部 

保線區主任 

工藤義明 

大正 11 150  保線區事務所 

體育協會嘉義支部 

田徑部 

校長渡邊節治 大正 10 300  嘉義中學校 

明治クラプ 歲原數太郎 大正 12/2 74  麻豆街 

明治製糖會社 

南靖クラプ 

工場長多賀敏男 昭和 2/10/1 116  明治製糖會社 

南靖工場 

田徑會 校長宮村武夫 昭和 7/4/5 6  月眉潭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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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化郡教育會 

田徑部 

郡守那須重德 大正 15/4/1 106  新化郡役所 

新化青年團 羅丙戌 昭和 6/4/1 15  新化公學校 

青葉團 街書記吳開興 大正 15/6/6 10  斗六郡斗六街 

北港製糖所運動部 所長山之城寬平 大正 2/4 40  北港製糖所 

北港郡教育會體育部 會長阿部能男 昭和 4/7 8  北港郡役所 

元長體育會 校長前元真良 昭和 4/11 16  元長公學校 

 

二、水上競技(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新化ポ─ト會 郡守那須重德 昭和 7/5/10   新化郡役所 

體協嘉義支部水泳部 校長新美省音 昭和 2 120   

 

三、網球(軟式 6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交友團 市尹森萬吉 大正 10 24  臺南市役所教育課 

臺南驛團 驛長伊藤裕信 昭和 5 15 3.6 圓/人 臺南驛站 

郁英團 校長春田重之 大正 12/9 47 6 圓/人 臺南第一中學 

紅南團 小出平佐衛門 大正 14/3 15  臺南市末廣町 

醫院團 院長野村精策  45 2.5 圓/人 臺南醫院 

彰銀團 支店長永野重伊 昭和 2 16  彰化銀行臺南支店 

泉會 所長永野直 大正 10/4/10 148  臺南刑務所 

双球團 判官古賀岩藏  40 6.0 圓/人 臺南地方法院 

勸業團 課長劉茂雲 大正 10/4 16 5.5 圓/人 臺南州勸業課 

稅務團 課長松村隆富 大正 10/4 40 2.4 圓/人 臺南州稅務課 

南衞團 課長野田兵三 昭和 7/2/1 42 3.6 圓/人 臺南州衛生課 

教育團 課長宮尾五郎 大正 15/5/22 18 6.6 圓/人 臺南州教育課 

地方團 課長細井英夫 昭和 5/2/22 28 2.75 圓/人 臺南州地方課 

水利團 課長藤黑總左衛門 昭和 5/2/22 18 3.6 圓/人 臺南州水利課 

土水團 技師梅澤捨次郎 昭和 6/6 30 2.5 圓/人 臺南州土水課 

體育協會 

嘉義支部庭球部 

辯護士中山孝一 大正 10 200  體育協會 

嘉義支部庭球部 

嘉義刑務團庭球部 看守長牟田萬治郎 大正 10/8 34  嘉義刑務所 

營林團庭球部 出張所長長友綠 大正 10/3 53  嘉義市槍町三丁目 

嘉郵團庭球部 局長小龍建人 昭和 6/11 20  嘉義郵便局 

嘉稅團庭球部 屬原稅 大正 12/3 55  嘉義稅務出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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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團庭球部 支部長上田幸治 昭和 7/11 22  嘉義法院 

嘉鐵同好會庭球部 主任槺塜英太郎 大正 11 70  嘉鐵機關庫事務所 

專賣局嘉義支部 

養氣俱樂部庭球部 

近藤登 大正 11 50  專賣局嘉義支部 

 

臺灣電燈株式會社

庭球部 

支配人鈴木茂德 大正 9/2 20 5 圓/人 臺灣電燈株式會社 

新豐郡歸仁庄庭球團 庄長井元八百藏 昭和 2/4/1 34 2 圓/人 歸仁庄役場 

關廟庭球部 庄長楊建 昭和 4/9/1 34 1.2 圓/人 關廟庄役場 

永康庭球部 庄長田中郁 昭和 3/7/17 25 3.6 圓/人 永康庄役場 

三崁店庭球部 所長佐藤覺一 明治 43 15 1 圓/人 三崁店製糖所 

新化俱樂部庭球團 郡守那須重德 大正 15/4/1 80  新化郡役所 

山上テニス會 校長槍垣研一 昭和 7/4/10 15 1 圓/人 山上公學校 

玉井體育會庭球部 校長古閑昇 昭和 6/4/15 15 2.2 圓/人 玉井公學校 

楠西庭球團 校長粉川文男 昭和 4/10/15 20 0.6 圓/人 楠西公學校 

南化クラプ庭球團 公醫戴梯 昭和 3/4/3 20 2.2 圓/人 南化公學校 

臺灣製糖俱樂部 

灣裡支部庭球團 

所長中島興市 大正 5/3/10 40  灣裡製糖所 

玉井昭和製糖 

俱樂部庭球部 

所長加藤清郎 昭和 3/7/10 60  玉井製糖所 

鹽水青年俱樂部 校長宮崎才治 大正 9/10 30  鹽水公學校 

岸內庭球部 水野益美 不詳 54  岸內 

新營郡役所庭球團 郡守樂滿金次 大正 12/6/1 32 0.5 圓/人 新營郡役所 

新營公學校同志會 校長押川貞藏 大正 13/4/1 15 0.5 圓/人 新營公學校 

鹽水港製糖會社 

運動部 

泉三郎 大正 8/4/1 10 0.5 圓/人 鹽水港製糖會社 

 

新營製糖所運動部 成田武雄 不詳 6 0.5 圓/人 新營製糖所 

竹崎庭球會 庄長王景游 昭和 7/10/18 25 2.4 圓/人 竹崎庄役場 

阿里山三球會 技手堺勝馬 昭和 5/4/1 25 1.3 圓/人 營林所阿里山派出所 

奮起湖庭球部 池田梅吉 昭和 5/8/14 27 2.4 圓/人 奮起湖小學校 

職員體育會 山崎磯兵衛 昭和 8/4/1 7  溪口公學校 

小梅テニスクラプ 有馬一男 昭和 3/11/10 25 1 圓/人 小梅公學校 

新高製糖嘉義工場 

庭球部 

鳴海與吉 大正 11/1 30 2 圓/人 新高製糖嘉義工場 

 

斗六郡體育會庭球部 郡守倉內孝 昭和 6/4/8 100  斗六郡體育會 

斗六郡運動部庭球部 郡守倉內孝 大正 10/4/29 30  斗六郡役所 

菱友俱樂部庭球部 國司道輔 昭和 7/2/1 10  斗六郡斗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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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葉團庭球部 街書記吳開興 大正 15/6/6 27  斗六郡斗六街 

春和俱樂部庭球部 所長衣裴三郎 大正 7 20  斗六郡新高製糖所 

教友團庭球部 校長大里七郎 昭和 7/9/20 14  斗六公學校 

大埤青年團庭球部 校長山部勇 昭和 6/1/24 17 4 圓/人 大埤公學校 

三郎庭球會 役場書記張禎祥 大正 15/4/8 12 2.4 圓/人 大埤庄役場 

青雲會 廖仍 昭和 4/2/1 44 2.4 圓/人 西螺街西螺九四九 

朝日團 李其准 昭和 5/2/1 28 1.2 圓/人 西螺街二三二 

育英團 校長三好照藏 昭和 4/5/1   西螺公學校 

清交俱樂部庭球部 營業課長永井清次 大正 1/4 40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虎尾庭球會 郡守曾根原弘 昭和 3/11/30 35 3.3 圓/人 虎尾郡役所 

北港製糖所運動部 所長山之城寬平 大正 7/8 30  北港製糖所 

北港郡教育會體育部 會長阿部能男 昭和 7/7 82  北港郡教育會 

北港校友會 校長石川止才 昭和 2/4 17 2.4 圓/人 北港公學校 

北港俱樂部庭球部 部長曾席珍 大正 10/5 40 1.2 圓/人 北港俱樂部 

朴子庭球團 齒科醫師吳耀明 昭和 4/7/1 12 2.7 圓/人 朴子街七○三 

臺銀團(硬式) 支配人玉井光三 不詳 28  臺灣銀行臺南支店 

營林團(硬式) 出張所長長友綠 昭和 3/3 53  嘉義營林出張所 

 

四、棒球(硬式)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州廳團 不詳 昭和 5/5 20  臺南州廳 

南高團 桐山森雄 不詳 12  臺南市大宮町 

全臺南團 囑託桐山森雄 昭和 7/12/5 18  臺南市教育課 

臺灣體育協會 

嘉義支部野球部 

稅務出張所長 

梅田利邦 

大正 10 300  臺灣體育協會 

嘉義支部 

嘉鐵同好會野球部 主任槺塜英太郎 大正 11 100  嘉鐵機關庫事務所 

專賣局嘉支養氣 

クラプ野球部 

職員村上豐 大正 11 70  專賣局嘉義支部 

新營製糖所運動部 川島民藏 大正 8/12/1 18 1 圓/人 新營製糖所 

新高製糖嘉義工場 

野球部 

西政之 昭和 4/10 17 2.6 圓/人 新高製糖嘉義工場 

 

清交クラプ野球部 營業課長永井清次 大正 5/4 49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棒球(軟式 7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交友團 市尹森萬吉 大正 11 16  臺南市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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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天狗團 支店長島津秀太郎 昭和 4/5/1 16 2 圓/人 安平大日本鹽業會社 

港團 校長內山矩留 昭和 7/4/1 13  港公學校 

勸銀クラプ 支店長田邊虎三郎 昭和 2/10/1 35  日本勸業銀行臺南支店 

臺南驛團 驛長伊藤裕信 昭和元年 15  臺南驛 

醫院團 院長野村精策  15  臺南醫院 

彰銀團 支店長永野重伊 昭和 3 10  彰化銀行臺南支店 

双球團 書記里見慧  20 6.0 圓/人 臺南地方法院 

メ─トル團 主幹伊藤亮介 昭和 3/4 15 5 圓/人 度量衡所臺南分室 

臺銀團 支配人玉井光三 不詳 23  臺灣銀行臺南支店 

B.K.團 竹內公也 昭和 7/4/1 15  臺南放送局 

大圳團 書記大津山勇造 昭和 6/8 50  臺南州水利課 

電力團 所長青柳健一  12  臺灣電力臺南營業所 

勸業團 技師三宅清水 昭和 4/10 17 4 圓/人 臺南州勸業課 

稅務團 課長杉村隆富 昭和 7/3 40 3.6 圓/人 臺南州稅務課 

警務團 課長土房美水 昭和 7/3 15  臺南州警務課 

南衞團 課長野田兵三 昭和 7/3 42 3.6 圓/人 臺南州衛生課 

教育團 課長宮尾五郎 昭和 3/10 18 6.6 圓/人 臺南州教育課 

地方團 課長細井英夫 昭和 5/2/21 28 2.75 圓/人 臺南州地方課 

水利團 技師梅澤捨次郎 昭和 7/6 30 3.6 圓/人 臺南州水利課 

不老港陽團 桐山森雄 不詳 17  臺南市大宮町 

南鯤團 局長內藤二郎  75  臺南郵便局 

楓クラプ 支所長平間惣三郎 大正 11/4 21  嘉義市山仔頂農事支所 

嘉郵團野球部 局長小瀧建人 昭和 6/11 49  嘉義郵便局 

嘉稅團野球部 囑託柳原朝信 昭和 3/3 79  嘉義稅務出張所 

嘉義醫院野球部 書記村上源吉 昭和 8/4 12  嘉義醫院 

法院團 支部長上田幸治 昭和 7/11 23  嘉義法院 

三崁店野球團 所長佐藤覺一 明治 43 15 1 圓/人 三崁店製糖所 

新化クラプ 郡守那須重德 昭和 2/3/20 20 2.4 圓/人 新化郡役所 

新化教育會野球部 郡守那須重德 昭和 6/5/10 30  新化郡役所 

新化公學校野球團 校長安部俊亮 昭和 7/4/1 12 5.5 圓/人 新化公學校 

新化青年團野球部 郡雇羅丙戊 昭和 6/4/1 15 3 圓/人 新化青年團 

臺灣製糖灣裡野球會 所長中島興市 昭和 3/3/31 60  灣裡製糖所 

玉井製糖俱樂部 所長加藤清郎 昭和 5/5/5 66 4 圓/人 玉井製糖所 

庶務團 郡守小笠原正 昭和 7/8/23 48  曾文郡役所 

警友團 課長佐伯長一 昭和 7/12/25 16  曾文郡警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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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業團 校長片山侄 昭和 7/11/3 13  安業公學校 

麻豆團 街長渡邊友吉 昭和 7/11/10 13 1.2 圓/人 麻豆街役場 

實業團 支店長大野源八 昭和 7/11/1 15  商工銀行麻豆支店 

麻豆公學校團 校長本田四郎 昭和 7/11/23 13  麻豆公學校 

黎明團 校長川森重治 昭和 7/11/3 15  文山腳公學校 

下營團 助役關德有 昭和 7/10/17 40 3 圓/人 下營庄役場 

官田團 庄長陳自西    官田庄役場 

大內團 庄長久保西守市 昭和 7/8/20 11  大內庄役場 

烏山頭團 山根長次郎 昭和 7/12/18 28  烏山頭 

六甲團 庄長施子格 昭和 7/12/18 16 2.4 圓/人 六甲庄役場 

明治製糖會社 

總爺クラプ 

委員長歲源數太郎 昭和 5/6/1 20 6 圓/人 明治製糖會社 

麻豆製糖所 

鹽水野球クラプ 校長宮崎才治 昭和 7/6/17 22  鹽水公學校 

岸內野球部 兼子善一  32  岸內九六ノ一 

新營野球團 郡守樂滿金次 昭和 6/6/1 40 1 圓/人 新營郡役所 

鹽水港製糖會社團 訓導中井安一 昭和 6/4/1 13  菁寮公學校 

鹽水港製糖會社團 泉三郎 大正 8/12/1 15 1 圓/人 鹽水港製糖會社 

安溪寮野球團 訓導大野千代廣 昭和 6/11/7 12  安溪寮公學校 

南靖小學校運動部 校長鹽見崎清重 昭和 6/10/15 48  南靖小學校 

大林野球團 校長緒方喜久夫 昭和 6/4/1 18  大林小學校 

奮起湖團 技手川上清隆 昭和 7/7 18 2.4 圓/人 營林所奮起湖派出所 

阿里山三球會 技手堺勝馬 昭和 5/4/1 35 1.2 圓/人 營林所阿里山派出所 

斗六郡體育會野球部 郡守倉內孝 昭和 6/4/8 150 2.4 圓/人 斗六郡體育協會 

斗六郡庶務課野球部 郡守倉內孝 大正 10/4/29 30 2.4 圓/人 斗六郡役所 

菱クラプ野球部 國司道輔 昭和 7/2/1 10  斗六郡菱俱樂部 

青葉團野球部 街書記吳開興 大正 15/6/16 15  斗六郡斗六街 

春和クラプ野球部 校長大里七郎 昭和 7/9/20 14 6 圓/人 斗六郡斗六公學校 

教友團野球部 校長大里七郎 昭和 7/ 20  斗六郡斗六公學校 

斗南野球團 校長中村生臣 昭和 4/4/30 9 6 圓/人 斗六郡斗南公學校 

西螺野球團 公醫瀨上寅雄 昭和 6/10/1 18 1 圓/人 西螺街 

清交クラプ野球部 營業課長永井清次 大正 5/4 120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北港郡野球協會 郡守阿部熊男 昭和 7/9 110  北港郡役所 

北港製糖所野球部 所長山之城寬平 昭和 2/4 40  北港製糖所 

庶務課野球團 課長野津明 昭和 6/9 20 2.4 圓/人 北港郡庶務課 

警察課野球團 課長根本久助 昭和 4/7 20 2 圓/人 北港郡警察課 

北港教友會 校長石川止才 昭和 2/4 15 2.4 圓/人 北港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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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長野球團 庄長芳賀來五郎 昭和 7/4 24 2.4 圓/人 元長庄役場 

蒜頭野球部 不詳 昭和 5/5 18  明治製糖會社蒜頭工場 

 

五、相撲(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體協嘉義支部相撲部 高野教明 大正 10 75  臺灣體育協會嘉義支部 

嘉鐵同好會相撲部 主任工藤義明 大正 11 30  嘉鐵保線區事務所 

養氣クラプ相撲部 職員杉本四郎 大正 11 25  嘉義專賣支局 

斗六郡體育會相撲部 郡守倉內孝 昭和 6/4 30  斗六郡體育會 

庶務課相撲部 郡守倉內孝 大正 10 10  斗六郡役所庶務課 

菱クラプ相撲部 國司道輔 昭和 7 10  斗六郡菱俱樂部 

青葉團相撲部 街書記吳開興 大正 11 10  斗六郡役所庶務課 

 

六、排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南靖小學校排球部 校長鹽見崎清重 昭和 6/10/15 59 0.9 圓/人 南靖小學校 

 

七、桌球(9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醫院團 院長野村精策 不詳 15  臺南醫院 

楓クラプ 所長平間惣三郎 大正 11/4 21  嘉義市山仔頂農事支所 

臺灣電燈會社桌球部 窪田長成 昭和 6/4 16  臺灣電燈會社嘉義支店 

營林團桌球部 出張所長長友綠 昭和 6/5 20  嘉義營林所 

養氣クラプ桌球部 近藤登 不詳 50  嘉義專賣支局 

麻豆クラプ 街長渡利友吉 昭和 6/9 130  麻豆街 

阿里山三球會 技手堺勝馬 昭和 5/4/1 35 1.2 圓/人 營林所阿里山派出所 

桌球會 校長宮村武夫 昭和 7/4/5 6 1.67 圓/人 月眉潭公學校 

石龜溪桌球部 李允恭 昭和 4/8 13 2.4 圓/人 斗六郡斗南庄石龜溪 

 

八、柔道(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泉會 典獄永野直 不詳 184  臺南刑務所 

新高製糖嘉義工場 首藤澄之亟 昭和 4/1 20  新高製糖事務所 

竹崎演武會 警部伴八郎 昭和 8/1/16 11  竹崎庄 

嘉義演武場中埔支部 郡守豬口誠 昭和 7/11/3 12  中埔警察官吏派出所 

清交クラプ柔道部 營業課長永井清次 明治 43 35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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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劍道(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等小學劍道部 校長西脇金藏 昭和 7/5/1 32 1 圓/人  

泉會 典獄永野直 不詳 148  臺南刑務所 

嘉義刑務所劍道部 看守長 大正 8 27  嘉義刑務所 

嘉鐵同好會劍道部 主任工藤義明 大正 11 110  嘉鐵保線區事務所 

玉井製糖劍道部 所長加藤清郎 昭和 6/11/20 30  玉井製糖所 

清交クラプ劍道部 營業課長 

永井清次 

明治 41 25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竹崎演武會 警部伴八郎 昭和 8/1/16 11  竹崎庄 

嘉義演武場中埔支部 郡守猪口誠 昭和 7/11/3 12  中埔警察官吏派出所 

 

十、弓道(1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安平大弓會 店長島津秀太郎 昭和 2/1/4 10 5 圓/人 安平大日本鹽業會社 

臺南驛團 驛長伊東裕信 昭和元年 23 6 圓/人 臺南驛 

醫院團 院長野村精策 不詳 17 6 圓/人 臺南醫院 

臺南弓道會 芝沼榮作 大正 6 27  臺南市清水町 

嘉稅團弓道部 屬原稅 大正 12/3 23  嘉義稅務出張所 

養氣クラプ弓道部 職員水男文雄 大正 11 50  嘉義專賣支局 

嘉鐵同好會弓道部 主任工藤義明 大正 11 50  嘉鐵保線區事務所 

新化クラプ 郡守那須重德 昭和 2/3/20 18  新化郡役所 

灣裡製糖大弓會 所長中島興市 大正 5/3/10 20  灣裡製糖所 

春和クラプ大弓部 所長衣裴三郎 大正 7   斗六郡斗六製糖所 

清交クラプ大弓部 營業課長永井清次 明治 43/11/3 34  大日本製糖虎尾製糖所 

虎尾弓道會 郡守曾根原弘 大正 12  5  虎尾郡役所 

明治クラプ 街長渡利友吉 大正 12 40  麻豆街 

北港製糖弓道部 公學校長野野村愍 大正 15 9  北港製糖所 

朴子弓道部 巡查部長 

富田強一郎 

大正 9/12/1 12   

阿里山大弓會 技手堺勝馬 昭和 2/3/1 20 6 圓/人 營林所阿里山派出所 

中埔弓道部 陳茂如 昭和 7/11/2 5  中埔庄役場 

 

十一、馬術(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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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馬會 專務理事南弘 昭和 5/3/11 25  臺南市田町 

 

高雄州轄內 

一、網球(58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築港團庭球部 所長山下繁造 大正 6/12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高雄鐵道部 

堀江會庭球部 

檢車所主任 

古賀榮治 

昭和 4/9/7 27 6 圓/人  

高雄郵便局庭球會 郵便局長 大正 10 50  高雄郵便局 

內惟庭球會 訓導杉佐和重 昭和 6/5/1 20 1 圓/人 高雄公學校內惟分教場 

苓雅寮庭球團 陳文欽 昭和 2/1/1 40  高雄市苓雅寮 

高雄市庭球協會 市尹小川鐵三郎 昭和 3/11 8 隊  高雄州警務部 

高雄醫院庭球部 醫院長大井司 昭和 7/11 18  高雄醫院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庭球部 

一瀨亮一郎 

近藤虎之助 

大正 8/4 22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臺灣支店 

臺銀庭球部(硬式) 支配人大根嘉造 大正 14/5 15  臺灣銀行高雄支店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庭球部 

警務部長 

佐佐木金太郎 

大正

14/9/25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 

高雄市體育會 市尹小林鐵三郎 昭和 4/7/1 220  高雄市役所 

臺鐵共技會 所長飯田耕一 昭和 2/4   高雄臺灣鐵工所 

衛生課團 課長田村庄五郎 昭和 7/8   高雄州衛生課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0  高雄州廳 

元老壽團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5/7/11 51  高雄州廳 

キヤン俱樂部 稻本宗一 大正 14/10 15  高雄市三塊厝 

稅關團 支署長高橋尚秀 不詳 40  稅關高雄支署 

橋子頭製糖所庭球團 所長今古睦雄 大正 2/6/10 40 1.2 圓/人 岡山郡橋子頭製糖所 

燕巢愛球會庭球部 青年團長陳萬興 昭和 6/4/16 15 2.4 圓/人 岡山郡燕巢庄 

路竹公學校 

職員團庭球部 

校長石塜隆雄 昭和 6/4/24 40 2.4 圓/人 岡山郡路竹公學校 

路竹庄庭球團 醫師蘇文禎 昭和 6/3/16 30 1 圓/人 岡山郡路竹庄役場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岡山分會庭球部 

郡守豐澤勇治 昭和 7/12/11 232 甲 3 圓 

乙 2 圓 

岡山郡役所 

鳳山郡役所庭球會 郡守田中賢三 昭和 7/6/1 37 3.6 圓/人 鳳山郡役所 

後壁林製糖所 

庭球俱樂部 

所長清水政治 大正 3/6/1 40  後壁林製糖所 

 

林園公學校庭球部 校長友松三一 昭和 4/4/1 20 月俸 鳳山郡林園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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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新興製糖會社庭球部 技師瀨之口登美 昭和 6/4/1 50  新興製糖會社 

九曲堂庭球同好會 醫師黃瑞傳 昭和 7/11/13 18 3.6 圓/人 鳳山郡九曲堂 

仁武公學校庭球部 校長小山宗利 昭和 6/4/1 8 6 圓/人 鳳山郡仁武公學校 

六龜體育俱樂部 製糖會社出張 

所長水野英之輔 

昭和 7/5 31 1.2 圓/人 旗山郡六龜製糖所 

旗尾團 製糖所長三善丈夫 昭和 2/12/21 58  旗山郡旗尾製糖所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旗山分會庭球部 

郡守釜田善太郎 昭和 8/3/25 145 84 圓/全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旗山分會 

屏東體育協會 街長渡邊發藏 昭和 5/6/7 7 3.6 圓/人 屏東體育協會 

屏東街役場體育會 街助役城戶彥市 昭和 5/9/2 42  屏東街役場 

元老長生團 醫師飯塜實 昭和 2/4/1 72  屏東醫院 

二葉團 醫院長吉武三郎 昭和 4/7/1 27  屏東醫院 

屏東郡職員體育會 郡守武田駒吉 昭和 7/1/1 35  屏東郡役所 

高雄州農事試驗場 

運動部 

場長鳥居武男 昭和 4/6/25 19  高雄州農事試驗場 

 

稅務團 所長高橋四郎 大正 10/10 69  屏東稅務出張所 

屏東驛庭球團 驛長又吉光憲 昭和 8/1/1 20  屏東驛 

臺灣製糖會社 

俱樂部阿緱支部 

營業部長 

筧干城夫 

大正元年 100  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 

臺灣製糖會社俱樂

部阿緱支部(硬式) 

營業部長 

筧干城夫 

大正元年 100  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 

交友俱樂部 支局長堤廣治 大正 15/6   專賣局屏東支局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公學校 

治水團 所長白木原民治 昭和 2 29  下淡水溪治水事務所 

鹽埔公學校庭球會 校長天道環 昭和 3/4/1 7 6 圓/人 屏東郡鹽埔公學校 

屏東臺銀俱樂部 

庭球部(硬式) 

支店長東充國 昭和 2 12  臺灣銀行屏東支局 

潮州球友會 庄助役蔡登鳳 昭和 8/4/1 22 2.4 圓/人 潮州庄役場 

竹田公學校庭球會 校長脇田貞榮 昭和 6/4/16 18 2.4 圓/人 潮州郡竹田公學校 

西勢庭球會 助役小竹喜一郎 昭和 6/5/5 10 2.4 圓/人 西勢驛 

枋寮球友會 書記林金水 昭和 7/5/10 17 2.4 圓/人 枋寮公學校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潮州分會庭球會 

郡守密永藤平 昭和 7/11/23 120 甲 2 圓 

乙 10圓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部

潮州分會 

東港體育會庭球部 課長米山耕造 昭和 6/6/10 50 3.6 圓/人 東港郡役所庶務課 

東港街職員庭球會 街長蔡朝取 昭和 7/12 17 2.4 圓/人 東港街役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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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街體育會庭球部 街長蔡朝取 昭和 6/4/1 街民  東港街役場 

製糖會社團庭球部 所長橋田永誠 大正 12 15  東港製糖所 

佳冬體育會庭球部 庄長蕭恩鄉 昭和 7/12/18 42 3.6 圓/人 東港郡佳冬公學校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東港分會庭球部 

郡守谷義廉 昭和 7/9/18 郡民 6 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東港分會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恒春分會庭球部 

所長平田丈夫 昭和

7/10/16 

83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恒春分會 

 

二、棒球(46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築港團野球部

(硬式) 

所長山下繁造 大正 15/18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野球部(硬式) 

一瀨亮一郎 

近藤虎之助 

大正 8/4 22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臺灣支店 

高雄築港團野球部

(軟式) 

所長山下繁造 昭和 4/3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A.E.俱樂部野球(軟) 技手前田肇治 昭和 7/4/1 23 3.4 圓/人 堀江遞信技術官駐在所 

高雄檢車所野球(軟) 主任古賀榮治 昭和 5/2/11 42 3.4 圓/人 檢車所事務所 

高雄郵便局 P.O.團 

野球(軟) 

郵便局長 昭和 5 50  高雄郵便局 

高津青年團野球(軟) 王枝松 昭和 3/6/3 38 6 圓/人 高雄市旗後町 

アナナス野球(軟) 技手松原英鄉 昭和 7/7 15  高雄市堀江町 

橋子頭製糖所野球團 所長今吉睦雄 昭和 6/10/1 22 1.8 圓/人 岡山郡橋子頭製糖所 

燕巢愛球會野球部 校長山本三郎 昭和 6/4/16 15 2.4 圓/人 岡山郡燕巢庄 

路竹公學校職員團

野球部 

校長石塜隆雄 昭和 6/4/24 10 2.4 圓/人 岡山郡路竹公學校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岡山分會野球部 

郡守豐澤勇治 昭和 7/12/11 232 甲 3 圓 

乙 2 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岡山分會 

後壁林製糖所軟式

野球俱樂部 

所長清水政治 大正 3/6/1 36  鳳山郡小港庄 

後壁林製糖所 

新興製糖會社 

野球部 

技師瀨之口登美 昭和 6/4/1 44  鳳山郡大寮庄 

新興製糖會社 

赤崁野球團 巡查部長矢野實 昭和 7/1/10 10 2.4 圓/人 鳳山郡赤崁公學校 

六龜體育俱樂部 製糖會社出張 

所長水野英之輔 

昭和 7/5 31 1.2 圓/人 旗山郡六龜製糖所 

旗尾團野球部 製糖所長三善丈夫 昭和 2/12/21 58  旗山郡旗尾製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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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旗山分會野球部 

郡守釜田善太郎 昭和 8/3/25 145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旗山分會 

屏東體育協會 街長渡邊發藏 昭和 5/6/7 9  屏東體育協會 

屏東街役場體育會 街助役城戶彥市 昭和 5/9/2 42  屏東街役場 

元老長生團 醫師飯塜實 昭和 2/4/1 72  屏東醫院 

二葉團 醫院長吉武三郎 昭和 4/7/1 27  屏東醫院 

屏東郡職員體育會 郡守武田駒吉 昭和 7/1/1 35  屏東郡役所 

高雄州農事試驗場 

運動部 

場長鳥居武男 昭和 4/6/25 19  高雄州農事試驗場 

 

稅務團 所長高橋四郎 大正 10/10 65  屏東稅務出張所 

臺灣製糖會社 

俱樂部阿緱支部 

營業部長 

筧干城夫 

大正元年 100  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 

交友俱樂部 支局長堤廣治 大正 15/6 74  專賣局屏東支局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郡屏東公學校 

治水團 所長白木原民治 昭和 2 29  下淡水溪治水事務所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潮州分會野球部 

郡守密永藤平 昭和 7/11/23 120 甲 2 圓 

乙 10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潮州分會 

東港體育會野球部 課長米山耕造 昭和 6/6/10 50 3.6 圓/人 東港郡役所庶務課 

萬丹體育會野球部 李瑞雲 昭和 5/12/10 100 甲 3.6圓 

乙 3 圓 

東港郡萬丹庄 

林邊團野球部 校長外間政善 昭和 4 12 6 圓/人 東港郡林邊公學校 

溪州團野球部 校長池田久夫 昭和 4 15 6 圓/人 東港郡溪州公學校 

製糖會社團野球部 所長橋田永誠 大正 12 25  東港製糖所 

佳冬體育會野球部 庄長蕭恩鄉 昭和 7/12/18 42 3.6 圓/人 東港郡佳冬公學校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東港分會野球部 

郡守谷義廉 昭和 7/9/18 郡民 6 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東港分會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恒春分會野球部 

社員谷本一太郎 昭和

7/10/16 

56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恒春分會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野球部 

倉庫會社長 

中村一造 

大正

14/9/25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 

高雄市體育會 市尹小林鐵三郎 昭和 4/7/1 220  高雄市役所 

臺鐵共技會 所長飯田耕一 昭和 2/4   高雄臺灣鐵工所 

衛生課團 課長田村庄五郎 昭和 7/8 20  高雄州衛生課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50  高雄州廳 

元老壽團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5/7/11 51  高雄州廳 

キヤン俱樂部 稻本宗一 大正 14/10 15  高雄市三塊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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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關團 支署長高橋尚秀 不詳 40  稅關高雄支署 

 

三、田徑(1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 

高雄中學校長 

西卷南平 

不詳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 

高雄第二尋常高等

小學校體育部 

校長橋川松太郎 昭和

7/10/30 

  高雄第二尋常高等 

小學校 

壽友會田徑部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50  高雄州廳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旗

山分會田徑部 

郡守釜田善太郎 昭和 8/3/25 145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旗山分會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郡屏東公學校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潮

州分會田徑部 

郡守密永藤平 昭和 7/11/23 120 甲 2 圓 

乙 10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潮州分會 

東港街體育會 

田徑部 

街長蔡朝取 昭和 6/4/1 街民  東港街役場 

佳冬體育會 

田徑部 

庄長蕭恩鄉 昭和 7/12/18 42 3.6 圓/人 東港郡佳冬公學校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 

東港分會田徑部 

郡守谷義廉 昭和 7/9/18 郡民 6 圓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東港分會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 

恒春分會田徑部 

校長足利義比古 昭和

7/10/16 

42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恒春分會 

路竹公學校職員團

田徑部 

校長石塜隆雄 昭和 6/4/24 12 2.4 圓/人 岡山郡路竹公學校 

 

四、弓道(1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州下弓道聯合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昭和 4/9/22 250  高雄市役所 

高雄市內弓道聯合會 未定 大正 9/9 140  高雄市役所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一瀨亮一郎 

近藤虎之助 

大正 8/1 10  淺野セメント會社 

臺灣支店 

高雄鐵道部堀江會 技手平山仲造 昭和 4/9/7 28  高雄鐵道部 

高雄築港團 所長山下繁造 大正 11/4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臺鐵共技會 所長飯田耕一 昭和 2/4 114  高雄臺灣鐵工所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50  高雄州廳 

橋子頭製糖所大弓部 所長今古睦雄 大正 3/8/1 20 1.8 圓/人 岡山郡橋子頭製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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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壁林製糖所弓道

俱樂部 

所長清水政治 大正

13/10/1 

10  鳳山郡小港庄 

後壁林製糖所 

旗山大弓團 代書永澤龜十 大正 11/5/15 19 9.2 圓/人 旗山郡旗山街 

旗山大弓團 所長三善丈夫 昭和 2/12/31 24 4.3 圓/人 旗山郡旗尾製精所 

大日本武德會 

屏東支部 

街助役城戶彥市 不詳 14  大日本武德會 

屏東支部 

臺灣製糖會社 

俱樂部阿緱支部 

營業部長 

筧干城夫 

大正元年 100  臺灣製糖會社阿緱工場 

交友俱樂部 支局長堤廣治 大正 15/6 74  專賣局屏東支局 

東港弓友會 郡守谷義廉 大正 15 10 6 圓/人 東港郡東港街 

製糖會社團弓術部 所長橋田永誠 大正 12 10  東港製糖所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 

恒春分會弓道部 

代書中園榮吉 昭和

7/10/16 

14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恒春分會 

 

五、桌球(7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鐵道部堀江會 

桌球部 

機關庫助役 

福田昇 

昭和 4/9 43  高雄鐵道部 

A.E.俱樂部桌球部 技手前田肇治 昭和 7/4/1 23 3.4 圓/人 堀江遞信技術官駐在所 

內惟桌球會 訓導 

杉佐和重 

昭和 6/5/1 30 1 圓/人 高雄第三公學校內惟分

教場 

臺鐵共技會 所長飯田耕一 昭和 2/4   高雄臺灣鐵工所 

路竹公學校職員團

桌球部 

校長石塜隆雄 昭和 6/4/24 12 1.2 圓/人 岡山郡路竹公學校 

九曲堂青年團 

桌球俱樂部 

青年團長羅安心 昭和 6/9/1 33 1.2 圓/人 鳳山郡九曲堂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郡屏東公學校 

 

六、柔道(2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振武會 倉庫會社長 

中村一造 

大正 15/8/1 69 6 圓/人 湊町振武館 

屏東鍊武會 郡守武田駒吉 大正 15/9 121  屏東街屏東尚武館 

 

七、劍道(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劍道同志會 未定 昭和 4/9/22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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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鍊武會 郡守武田駒吉 大正 15/9 121  屏東街屏東尚武館 

交友俱樂部 支局長堤廣治 大正 15/6 74  專賣局屏東支局 

 

八、端艇(5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築港團 所長山下繁造 明治 43/3/30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臺灣南部端艇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明治 43/3/30 不定  高雄築港出張所 

臺鐵共技會 所長飯田耕一 昭和 2/4   高雄臺灣鐵工所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50  高雄州廳 

高雄市體育會 市尹小林鐵三郎 昭和 7/7/1 220  高雄市役所 

 

九、游泳(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水泳部 

高雄女學校校長 

本田善八 

昭和 7/6/13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高雄州廳 

臺灣體育協會高雄支

部岡山分會水泳部 

郡守豐澤勇治 昭和

7/12/11 

   

 

十、馬術(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愛馬會 未定 昭和 3/2/11 40 甲 5 圓 

乙 10圓 

高雄市鹽埕町 

 

十一、相撲(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高雄角力協會 創庫會社長 

中村一造 

昭和 3 100  臺南新報高雄支局 

高雄築港團 所長山下繁造 昭和 4/9 420  高雄築港出張所 

壽友會 州知事野口敏治 大正 11 250  高雄州廳 

 

十二、排球(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郡屏東公學校 

 

十三、足球(1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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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協高雄支部

旗山分會球技部 

郡守釜田善太郎 昭和 8/3/25 145 3.6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高雄支部旗山分會 

 

十四、登山(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路竹公學校職員團

登山部 

校長石塜隆雄 昭和 6/4/24 12 1.2 圓/人 岡山郡路竹公學校 

 

十五、其他遠足(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育英會 校長小山慧 昭和 3/9 70  屏東郡屏東公學校 

 

花蓮港廳轄內： 

田徑、相撲、棒球(軟硬)、網球(軟)、劍道、柔道、桌球、弓道(共 23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

港支部田徑部 

鐵道出張所長 

和田廣 

昭和 5/1/10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港支

部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

港支部相撲部 

警務課長 

山下義清 

大正 15/7/7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港支

部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

港支部野球部 

中村五九介 大正 15/7/7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港支

部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

港支部庭球部 

專賣局花蓮港 

支局長樋口友吉 

大正 15/7/7 

 

 

 

合計 

731 

 臺灣體育協會花蓮港支

部 

大日本武德會 

花蓮港支部 

廳長今井昌治 明治 42 1255  花蓮港廳 

花蓮港廳團庭球部 課長山下義清 昭和 5/4/1 40  花蓮港廳 

花蓮港廳團野球部 

(硬、軟式) 

警務課長 

山下義清 

昭和 5/4/1 30  花蓮港廳 

花蓮港廳團弓道部 課長山下義清 昭和 5/4/1 17  花蓮港廳 

花蓮港廳團相撲部 課長山下義清 昭和 5/4/1 7  花蓮港廳 

遞友團庭球部(軟式) 昭和 5/6/15 

遞友團野球部(軟式) 
技手立山英吉 

昭和 5/6/15 
47 

甲 2.4圓

乙 1.2圓 
花蓮港郵便局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俱樂部田徑部 

出張所長和田廣 昭和 3/12 100 1.2 圓/人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俱樂部庭球部(軟) 

出張所長和田廣 昭和 3/12 66 1.8 圓/人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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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俱樂部野球部(軟硬) 

出張所長和田廣 昭和 3/12 138 3.6 圓/人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俱樂部劍柔道部 

出張所長和田廣 昭和 4/6 54 2.4 圓/人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俱樂部相撲部 

出張所長和田廣 昭和 3/12 30  花蓮港鐵道出張所 

鹽糖野球部(軟硬) 所長松原徹 大正 2 40  花蓮港製糖所 

鹽糖桌球部 所長松原徹 大正 2 40  花蓮港製糖所 

鹽糖競技部 所長松原徹 大正 2 200  花蓮港製糖所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養氣會庭球部(軟) 

支局長古閑康三 昭和 3/8/1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養氣會野球部(硬) 

支局員河野通彥 昭和 3/8/1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養氣會弓道部 

支局員山崎善吉 昭和 3/8/1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養氣會相撲部 

支局員別府義忠 昭和 3/8/1 

 

 

 

 

42 

 

 

 

 

月俸百分

之一 

專賣局花蓮港支局 

 

 

臺東廳轄內 

    田徑、游泳、網球(軟) 、棒球(軟硬)、相撲、弓道(共 1 隊)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臺東支部 

廳長本間善庫 大正 15 543 1,189圓/

全 

臺灣體育協會 

臺東支部 

 

澎湖廳轄內 

名稱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月會費 所屬/所在地 

臺灣體育協會 

澎湖支部 

廳長大磐誠三 昭和 5/7/3 203 3.6 圓至

12 圓/人 

臺灣體育協會 

澎湖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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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學校團體部分學校團體部分學校團體部分學校團體部分∗∗∗∗∗∗∗∗
     

臺北帝國大學 

名稱：臺北帝國大學學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0 圓/會費 3 年 20 圓/人)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授素木得一 昭和 3/12/8 35 373.5 圓 

游泳 助教授小松小一郎 昭和 3/12/8 32 151.9 圓 

網球(軟) 

    (硬) 

教授杉村鎮夫 昭和 3/12/8 57(軟) 

66(硬) 
386.3 圓 

棒球(軟) 

    (硬) 

教授濱口榮次郎 昭和 3/12/8 219(軟) 

27(硬) 
591.3 圓 

相撲 教授加納瓦全 昭和 3/12/8 65 190.0 圓 

籃球 助教授北山富久二郎 昭和 5/4/1 16 191.5 圓 

足球 助教授淡野安太郎 昭和 6/4/1 24 215.0 圓 

橄欖球 助教授清水義道 昭和 3/12/18 26 336.6 圓 

曲棍球 教授杉山茂顯 昭和 5/4/1 18 298.3 圓 

桌球 助教授工藤好美 昭和 3/12/18 170 213.1 圓 

柔道 教授大野成雄 昭和 3/12/18 47 201.5 圓 

劍道 教授芹澤立 昭和 3/12/18 52 295.0 圓 

弓道 教授坂義彥 昭和 7/4/1 52 213.7 圓 

登山 教授早坂一郎 昭和 7/4/1 124 70.0 圓 

射擊 陸軍大佐藤井貫一 昭和 7/4/1 274 55.0 圓 

馬術 未定 昭和 8/4/21 68 280.0 圓 

 

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 

名稱：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高等科學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3 圓/年會費 12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柔道 教授今崎秀一 大正 14/5/5 36 258.72 圓 

劍道 助教授吉成新太郎 大正 14/5/5 23 235.68 圓 

弓道 教授甲斐三郎 大正 14/5/5 19 201.70 圓 

                                                 
∗∗學校團體部分，計有 43 校，各運動項目的學校隊數如下：網球 40(35 軟 3 硬)/棒球 28(12 軟 16

硬)/田徑 38/游泳 30/籃球 25/排球 23/柔道 20/登山 20/桌球 19/劍道 18/相撲 13/足球 11/弓道 10/橄欖

球 7/曲棍球 3/武道 2/馬術 1/射擊 1/端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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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撲 教授富田義介 大正 14/5/5 23 72.60 圓 

棒球 教授瀨邊惠鎧 大正 14/5/5 18 551.04 圓 

網球 教授伊藤慎吾 大正 14/5/5 11 220.80 圓 

桌球 講師里井宥二良 昭和 3/4/12 18 38.40 圓 

足球 教授森長整 大正 14/5/5 13 189.99 圓 

曲棍球 助教授船曳實雄 大正 14/5/5 20 280.71 圓 

橄欖球 教授庄司萬太郎 昭和 8/4/25 18 48.00 圓 

田徑 助教授橋口善一 大正 14/5/5 20 219.84 圓 

游泳 講師根津金吾 大正 14/5/5 10 239.52 圓 

登山 教授河南宏 大正 14/5/5 71 233.24 圓 

 

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 

名稱：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學校尋常科學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8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體育部 教諭船曳實雄 大正 11/5/30 130 600.00 圓 

 

臺北醫學專門學校 

名稱：臺北醫學專門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6 圓/年會費 13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授宮原敦 不詳 35 230 圓 

游泳 教授茂木宜 不詳 27 200 圓 

網球(軟) 教授上村親一郎 不詳 25 160 圓 

棒球(硬) 教授小田定文 不詳 25 490 圓 

相撲 教授安達島次 不詳 28 220 圓 

桌球 教授杉山九一 不詳 26 240 圓 

柔道 教授石山福二郎 不詳 25 110 圓 

劍道 教授久保信之 不詳 26 290 圓 

登山 教授早田五助 不詳 40 80 圓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名稱：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5 圓/年會費 10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去年支出 

田徑 教授末武文重 大正 12/4 16 337.5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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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助教授杉浦治七 大正 10/4 21 139.00 圓 

網球(硬) 教授佐藤佐 大正 8/9 30 308.35 圓 

棒球(硬) 教授吉成鐵雄 大正 8/9 20 419.00 圓 

相撲 教授鈴木源吾 大正 8/9 3  

柔道 助教授今井壽男 大正 8/9 25 268.26 圓 

劍道 助教授橫田正行 大正 8/9 30  

橄欖球 助教授今井壽男 大正 10/10 30 381.40 圓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名稱：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5 圓/年會費 10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去年支出 

運動部 教授竹上四郎 昭和 6/4/10 約 130 878.45 圓 

足球部 教授林茂生 昭和 7/4/13 30 225.46 圓 

武道部 教授福田保太郎 昭和 6/4/10 50 300.40 圓 

山岳部 教授譽田敏雄 昭和 7/4/13 20 149.41 圓 

 

臺北第一師範學校 

名稱：臺灣總督府臺北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0 圓/年會費 9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澤田榮三 昭和 2/5/13 25 150.0 圓 

游泳 教諭牛山義晴 昭和 2/5/13 33 70.0 圓 

網球(軟) 教諭足立癸卯一 昭和 2/5/13 20 80.0 圓 

相撲 囑託戶澤辰助 昭和 2/5/13 15 

柔道 囑託戶澤辰助 昭和 2/5/13 20 
55.0 圓 

籃球 教諭篠原忠賢 昭和 2/5/13 20 120.0 圓 

足球 教諭高橋定衛 昭和 2/5/13 80 120.0 圓 

劍道 教諭澤田榮三 昭和 2/5/13 20 60.0 圓 

弓道 書記三上敬太郎 昭和 2/5/13 20 40.0 圓 

登山 教諭木原義行 昭和 2/5/13 30 50.0 圓 

 

臺北第二師範學校 

名稱：臺北第二師範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9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宇佐見守 昭和 2/5 255 470.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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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泳 教諭豐川喜六 昭和 3/5 35 100.0 圓 

網球(軟) 教諭久木田休助 昭和 2/5 59 160.0 圓 

棒球(硬) 教諭內村義弘 昭和 2/5 20 300.0 圓 

排球 教諭高巢虎五郎 昭和 2/5 45 

籃球 囑託近藤憲太郎 昭和 2/5 55 
180.0 圓 

桌球 教諭保水薰 昭和 4 15 60.0 圓 

柔道 配屬將校大泉基 昭和 2/5 155 

劍道 配屬將校大泉基 昭和 2/5 115 
100.0 圓 

弓道 教諭藤本元次郎 昭和 2/5 113 130.0 圓 

登山 教諭三浦曜宣 昭和 2/5 不詳 40.0 圓 

矯正體操 教諭宇佐見守 不詳 15  

 

臺中師範學校 

名稱：臺中師範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白川蕃 大正 13/4/16 51 圓 

游泳 教諭竹中正義 大正 13/4/16 56 圓 

網球(軟) 教諭古澤秀雄 大正 13/4/16 183 圓 

棒球(軟) 教諭川口孫六 大正 13/4/16 ,151.7 圓 

相撲 教諭白川蕃 大正 13/4/16 20 圓 

桌球 教諭茂野長平 大正 13/4/16 

 

合計 

336 

40 圓 

 

臺南師範學校 

名稱：臺灣總督府臺南師範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3 圓/年會費 11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村上今朝之進 大正 8/5/30 730 圓 

游泳 教諭村上今島之進 大正 14/10/1 ,450.1 圓 

網球(軟) 教諭井坂司農夫 大正 8/5/30 450 圓 

相撲 教諭小山朝丸 大正 15/4/5 100 圓 

桌球 教諭野野村鹿之助 大正 8/5/30 60 圓 

武道(柔劍) 囑託木村秀男 昭和 5/4/16 300 圓 

登山 教諭伊師淳一 昭和 5/4/16 

 

 

全校學

生皆為

會員 

8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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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臺北第一中學校麗正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5 圓/年會費 9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去年支出 

田徑 教諭田島繁得 大正 1040 46 290 圓 

游泳 教諭平松毅雄 明治 41 講習 100 

選手 20 

285 圓 

網球(軟) 教諭佐佐木弘雄 明治 41 20 385 圓 

棒球(硬) 教諭富倉毅太郎 明治 41 15 ,1,100 圓 

相撲 教諭瀨古喜三郎 大正 10 20 15 圓 

排球 教諭田宮勤一 昭和 2  50 圓 

籃球 教諭田宮勤一 昭和 2 15 100 圓 

曲棍球 教諭古屋次雄 昭和 6 20 125 圓 

足球 教諭瀨古喜三郎 明治 43 20 125 圓 

橄欖球 教諭瀨古喜三郎 明治 43 30 300 圓 

桌球 教諭佐佐木弘雄 昭和 6 10 100 圓 

柔道 囑託藤崎秀幸 明治 41 50 125 圓 

劍道 教諭山崎雄造 明治 41 50 190 圓 

登山 囑託新沼佐助 大正 5 非會員制 20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名稱：臺北第二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4 圓 50 錢)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加藤二郎 大正 15/4 720 圓 

游泳 教諭玉木登貴雄 大正 15/7 330 圓 

網球(軟) 教諭出原仁 大正 14/6 135 圓 

相撲 教諭臼井安一 大正 11/10 60 圓 

足球 教諭臼井安一 昭和 5/4 

 

 

499 

120 圓 

 

臺北州立基隆中學校 

名稱：基隆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7 圓 20 錢)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須藤勝 昭和 4/9/10 70 109 圓 

游泳 教諭荒木次郎 昭和 2/5/20 25 ,65.3 圓 

網球(軟) 教諭增本昇 昭和 2/5/20 120 147 圓 

棒球(軟) 教諭野澤忠男 昭和 6/4/15 35 ,98.1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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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教諭荒木次郎 昭和 4/9/10 40 ,213.3 圓 

柔道 教諭能勢賴賢 昭和 2/5/20 275 96.5 圓 

劍道 教諭須藤勝 昭和 2/5/20 162 162.5 圓 

 

臺北州立臺北工業學校 

名稱：臺北工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本科 5 圓專修科 3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石井賢藏 大正 9/10 40 250 圓 

游泳 教諭村田務 大正 15/9 20 150 圓 

網球(軟) 教諭梶田露 大正 8/9 25 170 圓 

棒球(硬) 教諭岩崎一郎 大正 9/10 30 800 圓 

相撲 教諭池田瑞穗 大正 9/11 13 140 圓 

桌球 教諭小峰秀雄 昭和 6/4 20 50 圓 

柔道 教諭堀田登 昭和 5/4 55 180 圓 

劍道 教諭谷本賀充 昭和 4/6 40 200 圓 

橄欖球 教諭堀田登 昭和 5/4 35 180 圓 

登山 教諭千千岩助太郎 昭和 2/7  15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松下義雄 大正 11/4/1 30 219.0 圓 

游泳 教諭西村寬司 大正 12/4/1 30 380.1 圓 

網球(軟) 教諭和田恭子 大正 12/4/1 204 472.4 圓 

排球 教諭三浦武治 大正 11/4/1 250 229.0 圓 

籃球 教諭村上甚平 大正 11/4/1 230 305.0 圓 

桌球 教諭和田恭子 大正 8/4/1 無定員 15.0 圓 

弓道 教諭山本運一 大正 13/6/17 80 101.0 圓 

徒步 教諭佐藤良 大正 13/6/17 無定員 60.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北第二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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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徑 囑託竹村豐俊 大正 14/4/1 60 310.0 圓 

游泳 教諭伊闕安喜 昭和 3/4/1 30 200.0 圓 

網球(軟) 教諭牧參 大正 14/4/1 120 280.0 圓 

籃球 囑託竹村豐俊 昭和 3/4/1 60 300.0 圓 

排球 囑託竹村豐俊 昭和 3/4/1 100 220.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學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600 名 

(入會費 2 圓/年會費職員本俸千分之五、學生年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校內運動部 

(籃、排球) 

教諭小橋川德八 昭和 5/4/1 

校外運動部 

(游泳、登

山、遠足) 

教諭淺野猛 昭和 5/4/1 

 

 

700 圓 

弓道部 教諭鄉原藤一郎 昭和 7/4/1 

 

 

全校職

員生徒 

100 圓 

 

臺北州立基隆高等女學校 

名稱：基隆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9 名/學生 403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石山健士 大正 14/4 42 285 圓 

游泳 教諭小林政廣 大正 14/4 全生徒 125 圓 

網球(軟) 教諭囑託青木久 大正 14/4 137 14 圓 

籃球 教諭秋山美子 大正 14/4 41 65 圓 

排球 教諭石山健士 大正 14/4 183 150 圓 

 

臺北州立臺北盲啞學校 

名稱：臺北盲啞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1 名/學生 143 名(入會費 0 圓/年會費職員 3 圓、學生 1.5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囑託安平育夫 昭和 5/1/21 143 

網球(軟) 囑託安平育夫 昭和 5/1/21 143 

棒球(軟) 囑託安平育夫 昭和 5/1/21 45 

相撲 囑託安平育夫 昭和 5/1/21 45 

桌球 囑託安平育夫 昭和 5/1/21 45 

 

 

 

合計 

50 圓 



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378 

登山 教諭吉岡豐 昭和 5/1/21 143 

 

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工學校 

名稱：財團法人私立臺灣商工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0 名/學生 500 名(無入會費/年會費 5.5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講師的場惣太郎 大正 8/5/1 100 150 圓 

網球(軟) 主事佐藤龜久次 大正 8/5/1 150 600 圓 

棒球(軟) 講師山村幹太郎 昭和 7/4/1 135 300 圓 

排球 講師的場惣太郎 昭和 5/4/1 100 

籃球 講師的場惣太郎 昭和 5/4/1 100 
100 圓 

柔道 主事佐藤龜久次 昭和 7/4/1 500 ,1,100 圓 

登山 講師今仁一匡 大正 8/5/1 500 50 圓 

 

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校 

名稱：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0 名/學生 120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4.5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運動部長莊名桂 大正 8/1/8 120 70 圓 

網球(軟) 運動部長莊名桂 大正 8/1/8 120 25 圓 

桌球 運動部長莊名桂 大正 8/1/8 120 75 圓 

 

私立淡水中學校 

名稱：私立淡水中學學友會 

總會員：職員 13 名/學生 244 名(無入會費/年會費 5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校長偕叡廉 大正 3/4/1 128 200 圓 

游泳 校長偕叡廉 昭和 5/6/1 50 20 圓 

網球(軟) 校長偕叡廉 大正 5/4/1 40 50 圓 

棒球(軟) 校長偕叡廉 昭和 6/4/1 60 150 圓 

籃球 校長偕叡廉 昭和 5/9/1 60 250 圓 

橄欖球 校長偕叡廉 大正 12/4/1 60 35 圓 

柔道 校長偕叡廉 昭和 2/9/1 30 200 圓 

 

私立臺北神學校 

名稱：私立臺北神學校運動部  



附錄七 1933年臺灣體育運動團體一覽表 

 

 

                                                 

 379 

總會員：職員 5 名/學生 31 名(無入會費/年會費 1.52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網球 校長 Dickson 昭和 3/6/12 37 18 圓 

籃球 校長 Dickson 昭和 3/6/12 37 ,28.5 圓 

桌球 校長 Dickson 昭和 3/6/12 37 6 圓 

登山 校長 Dickson 昭和 3/6/12 37  

 

私立靜修女學校 

名稱：私立靜修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7 名/學生 499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網球(軟) 熊谷賢一郎 大正 6/4/1 175 400 圓 

排球 遠藤敏一 昭和 6/4/1 113 230 圓 

籃球 遠藤敏一 昭和 6/4/1 130 120 圓 

桌球 遠藤敏一 昭和 6/4/1 81 50 圓 

 

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 

名稱：新竹州立新竹高等女學校校友會運動部 

總會員：職員 23 名/學生 401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校長塜本清吉 大正 14/7/10 401 230 圓 

游泳 校長塜本清吉 大正 15/7/5 401 40 圓 

網球(軟) 校長塜本清吉 大正 14/5/29 60 210 圓 

排球 校長塜本清吉 大正 13/9/1 401 60 圓 

籃球 校長塜本清吉 大正 15/4/1 401 90 圓 

弓道 校長塜本清吉 昭和 7/11/24 60 100 圓 

 

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 

名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一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6 名/學生 484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7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有馬為雄 大正 10/4 50 180 圓 

游泳 教諭菊本太郎 昭和 2/6 60 50 圓 

網球(軟) 教諭赤尾孝太郎 大正 4/5  235 圓 

棒球(軟) 

    (硬) 

教諭有馬為雄 昭和 4/4 140 

20 

445 圓 

排球 教諭有馬為雄 昭和 7/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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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 教諭有馬為雄 昭和 7/4 160 

足球 教諭有馬為雄 大正 4/4 30 

230 圓 

柔道 配屬將校永井義夫 大正 4/5 240 

劍道 配屬將校永井義夫 大正 4/5 240 
100 圓 

弓道 教諭中島篤行 昭和 8/4/1 10 50 圓 

 

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 

名稱：臺中州立臺中第二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0 名/學生 419 名(入會費 3 圓/年會費 7.5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宮村堅彌 昭和 5/9/6 43 300 圓 

游泳 教諭澁谷辰 昭和 5/9/6 50 180 圓 

網球(軟) 教諭小川文雄 昭和 5/9/6 86 280 圓 

棒球(硬) 教諭松林忠一郎 昭和 5/11/11 38 430 圓 

排球 教諭宮村堅彌  53  

籃球 教諭宮村堅彌  92  

橄欖球 教諭千葉龍二 昭和 5/9/6 25 260 圓 

柔道 教諭宮村堅彌 昭和 5/9/6 221 40 圓 

劍道 囑託石田順松 昭和 5/9/6 198 40 圓 

登山 教諭宮村堅彌 昭和 5/9/6 有志者 30 圓 

陸上運動會 校長安房菊三郎 昭和 3/11 全員 300 圓 

 

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 

名稱：臺中州立臺中商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6 名/學生 449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7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勝國六郎 大正 10/4 68 310 圓 

游泳 教諭山本朝造 昭和 3/4 32 105 圓 

網球(軟) 教諭山本朝造 大正 10/4 86 370 圓 

棒球(軟) 

    (硬) 

教諭堅村寅男 大正 14/4 32 

28 

450 圓 

130 圓 

相撲 教諭沼口靜見 大正 15/4 22  

排球 教諭小山松男 昭和 8/4 45 ,未定 

籃球 教諭花岡肇 昭和 8/4 40 ,未定 

足球 教諭勝矢貢 昭和 2/4 48 275 圓 

柔道 教諭山本勝利 昭和 2/4 30 14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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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道 囑託安江清治 昭和 2/4 42 215 圓 

弓道 教諭青木規矩男 大正 10/4 22 190 圓 

 

臺中州立臺中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中州立臺中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0 名/學生 420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森豐彥 昭和 2/9/15 15 315.4 圓 

游泳 教諭白子修二男 昭和 2/9/15 23 397.5 圓 

網球 教諭花房末寬 大正 11/10/1 全生徒 142.5 圓 

排球 教諭北脇滋夫 昭和 2/9/15 39 125.18 圓 

籃球 教諭羽多野芳義 昭和 2/9/15 20 88.4 圓 

桌球 教諭田崎トミヱ 昭和 2/9/15 全生徒 89.5 圓 

遠足 教諭坂本靈次郎 昭和 2/9/15 全生徒 50.25 圓 

 

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中州立彰化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1 名/學生 415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菊地千代壽 昭和 2/4/1 251 ,500 圓 

網球(軟) 教諭野末誠一 大正 13/4/1 69 ,400 圓 

排球 教諭奧村ヨシ子 昭和 2/4/1 95 ,180 圓 

 

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36 名/學生 638 名(入會費 5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江頭富夫 大正 10 39 ,344 圓 

游泳 囑託牧田武夫 大正 15 21 ,295 圓 

網球(軟) 教諭前田正雄 大正 7 21 ,309 圓 

棒球(硬) 囑託大槻暢一 大正 7 17 ,798 圓 

足球 囑託川上健一 大正 6 18 ,445 圓 

柔道 囑託小林博 大正 6 22 ,300 圓 

劍道 囑託小林博 大正 6 22 ,300 圓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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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員：職員 24 名/學生 494 名(入會費 1.5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中戶和一 大正 11/9/1 160 250 圓 

網球(軟) 教諭村上大有 大正 11/9/1 200 350 圓 

棒球(硬) 教諭和田俊一郎 昭和 7/5/1 30 400 圓 

排球 教諭中戶和一 昭和 4/4/1 200  

籃球 教諭中戶和一 昭和 4/4/1 100  

柔道 教諭陣內貞義 大正 12/4/1 255 100 圓 

劍道 教諭木村萬壽夫 大正 12/4/1 241 100 圓 

 

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嘉義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3 名/學生 452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9.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佐竹孝 大正 15/4/1 66 580 圓 

游泳 教諭佐竹孝 大正 15/4/20 42 280 圓 

網球(軟) 教諭鹽崎登 大正 13/4/25 46 160 圓 

棒球(硬) 教諭長久保秀夫 大正 15/4/1 29 500 圓 

排球 教諭濱谷甚一郎 昭和 6/4/1 21 

籃球 教諭濱谷甚一郎 昭和 6/4/1 20 

足球 教諭濱谷甚一郎 昭和 6/4/1 35 

 

55 圓 

劍道 教諭松下忠 大正 13/4/25 43 145 圓 

柔道 教諭堀田喜一 大正 13/4/24 35 115 圓 

登山 教諭廣井實 昭和 7/4/1  10 圓 

 

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嘉義農林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7 名/學生 458 名(入會費 3 圓/年會費 9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溝淵龜吉 大正 11/4 70 圓 

網球(軟) 教諭池滿 大正 8/9 300 圓 

棒球(軟) 教諭今村 昭和 7/4 50 圓 

棒球(硬) 教諭濱田次箕 昭和 3/4 800 圓 

桌球 教諭塜原 昭和 3/4 20 圓 

柔道 教諭濱田次箕 昭和 4/4 65 圓 

劍道 教諭溝淵龜吉 昭和 5/9 

 

 

 

全員 

145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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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5 名/學生 450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高橋清 大正 6/5/17 475 205 圓 

游泳 教諭高橋清 大正 6/5/17 475 600 圓 

網球(軟) 教諭高橋清 大正 6/5/17 475 300 圓 

排球 教諭馬場雪枝 大正 6/5/17 475 100 圓 

籃球 教諭馬場雪枝 大正 6/5/17 475  

桌球 教諭馬場雪枝 大正 6/5/17  475  

登山 教諭原賢次郎 大正 6/5/17  475 30 圓 

避球 教諭馬場雪枝 大正 6/5/17  475  

 

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臺南第二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1 名/學生 392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7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田中美濃里 大正 10/4/25 42 ,241.5 圓 

網球(軟) 教諭本間正 大正 10/4/25 20 ,450.0 圓 

排球 教諭笠井助治 大正 10/4/25 30 ,279.2 圓 

籃球 教諭山本千代子 大正 10/4/25 30 ,74.0 圓 

桌球 教諭田中源次 大正 10/4/25 26 ,10.0 圓 

 

臺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 

名稱：臺南州立嘉義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3 名/學生 419 名(入會費不詳/年會費 11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大正 13/4/1 30 52 圓 

游泳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大正 14/4/1 88 405 圓 

網球(軟)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大正 11/4/1 111 119 圓 

排球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大正 13/4/1 63 圓 

籃球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大正 15/4/1 
190 

42 圓 

登山 校友會長新美省音 昭和 4/4/1  70 圓 

 

私立臺南長老教中學 

名稱：臺南長老教中學學友會 



觀念、組織與實踐： 

日治時期臺灣體育運動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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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員：職員 25 名/學生 358 名(入會費 0 圓/會費每學期 3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部長內田琢磨 大正 3 350 220 圓 

游泳 部長角田三寅 昭和 3 36 500 圓 

網球(軟) 部長萬代賢平 大正 13 60 140 圓 

棒球(軟) 部長上村一仁 昭和 4 72 80 圓 

排球 部長下地惠榮 昭和 3 27 60 圓 

籃球 部長下地惠榮 昭和 3 15 60 圓 

足球 校長萬榮華 

(Edward Band) 

大正 3 81 340 圓 

桌球 部長趙天惠 大正 13 80 60 圓 

劍道 部長榎本平助 昭和 6 80 80 圓 

 

高雄州立高雄中學校 

名稱：高雄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4 名/學生 481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濱崎弘 大正 11/5/1 全員 250 圓 

游泳 教諭濱崎弘 大正 11/5/1 全員 62 圓 

網球(軟) 教諭野村左三 大正 11/5/1 全員 205 圓 

棒球(軟) 

棒球(硬) 

教諭小林敏郎 大正 11/5/1 全員 730 圓 

柔道 教諭廣濱次彥 大正 11/5/1 全員 

劍道 教諭廣濱次彥 大正 11/5/1 全員 
200 圓 

端艇 教諭野上征雄 大正 15/4/1 全員 325 圓 

 

高雄州立屏東農業學校 

名稱：屏東農業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28 名/學生 408 名(入會費 1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岩森秀夫 昭和 3/5/1 全員 440 圓 

網球(軟) 教諭瓜生憲二 昭和 3/5/1 全員 239 圓 

棒球(硬) 教諭蕭鎏流 昭和 3/5/1 全員 140 圓 

相撲 教諭大關誠 昭和 3/5/1 全員 60 圓 

桌球 囑託大石克一 昭和 8/4/1 全員 50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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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道 囑託角南吉雄 昭和 7/4/1 全員 

劍道 囑託西末吉 昭和 7/4/1 全員 
150 圓 

弓道 教諭方宗大夫 昭和 7/4/1 全員  

 

高雄州立高雄高等女學校 

名稱：高雄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9 名/學生 392 名(入會費 0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囑託林政市 大正 13/4/1 411 550 圓 

游泳 教諭小田賴二 大正 13/4/1 411 100 圓 

排球 教諭野中松平 大正 13/4/1 411 550 圓 

遠足登山 教諭野中松平 大正 13/4/1 411 20 圓 

 

高雄州立屏東高等女學校 

名稱：屏東高等女學校校友會 

總會員：職員 12 名/學生 198 名(入會費 2 圓/年會費 6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小塜武男 昭和 7/10/1 100 200 圓 

排球 教諭小塜武男 昭和 7/10/1 80 50 圓 

 

花蓮港廳立花蓮高等女學校 

名稱：花蓮港高等女學校校友會運動部 

總會員：職員 15 名/學生 186 名(入會費 0 圓/年會費 11 圓) 

項目 代表人 成立時間 會員 年度預算 

田徑 教諭大和和夫 昭和 2/4/1 不詳 90 圓 

網球(軟) 教諭大和和夫 昭和 2/4/1 不詳 100 圓 

排球 教諭大和和夫 昭和 2/4/1 48 40 圓 

籃球 教諭大和和夫 昭和 2/4/1 34 30 圓 

徒步 教諭大和和夫 昭和 8/4/1 21 10 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