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43期
2010年6月，頁231-272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

謝明如*1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成立經緯、會務活動及其歷

史意義，指出日本領臺前，其國內已普遍設立地方教育會，以教育者為主

體，負責協助教育行政及落實教育政策。日治初期，臺南首先引進教育會

組織，臺北、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亦陸續在地方行政首長之號召下

踵繼成立教育會，其目的在管理書房及推動公學校教育，成員大多以臺人

士紳及書房教師為主，故性質及會務活動均異於日本地方教育會。地方當

局事先透過教育會聯絡書房教師，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並

宣導相關規定及措施，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同時，督促書

房及士紳子弟入公學校就讀，影響所及，地方政府得順利落實書房管理政

策，不少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教師，甚至率領私塾子弟轉入公學校就讀。

要之，新教育推展之初，地方教育會實扮演中介之角色，發揮溝通官民之

功能，誠為日治初期地方教育發展過程中不可忽視之現象。

關鍵詞：教育會、教育團體、書房、公學校、日治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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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戰前日本的地方教育會乃係伴隨新教育制度之建立而出現

的地域性、職業性教育團體，與戰後教師連誼性質之教育團體

相較，其目的、組織、性格、營運方式及業務活動皆顯然有

別。簡言之，戰前日本的地方教育會大多具有協助教育行政之

功能，在促進新教育之普及與定著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1而

殖民地教育會較日本國內的府縣教育會更具從屬性，2不時配

合當局之需求，從事輔助教育行政、調查教育實況、落實教育

政策及研究教學方法等任務。臺灣總督府直言臺灣教育會「專

門遵從總督府之教育方針，遂行獎勵學事及關於社會教育之事

業」 3；甚至有研究者逕稱該會為臺灣總督府的「別働隊」。4

可知探討殖民教育者，不可忽略教育會之作用與角色。日本自

1950年代起已開始著手戰前地方教育會之研究，5近年投入研究

者更呈增加之勢，6迄至2005年相關論著已多達155種。7顯示此

一課題在戰前教育史及社會史中頗具重要性。

　　儘管如此，臺灣的教育會卻長期受到研究者所忽略。不可

諱言的，日治時期教育史相關論著大多利用教育會出版之刊物

1 參見本間康平，《教職の專門的職業化》（東京：有斐閣，1982），頁329；梶

山雅史，《近代日本教育會史研究》（東京：學術出版會，2007），頁28。
2 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研究

成果報告書，1991），頁4。
3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36》（臺北：該局，1940），頁

61。
4 陳虹彣，〈日本植民地統治下臺湾教育会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收錄於梶山

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会史研究》（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7），頁

401。「別働隊」意指脫離本隊獨立行動，以協助本隊行動之分隊。
5 1954年，上田庄三郎以〈教育団体史—教育会の発展と沒落—〉一文探討戰前

教育會之沿革概況，首啟研究之端緒。其後，上沼八郎繼之以信州教育會為例，

從地方教育史的視角析論教育會興起之時代背景、組織及其活動。請參閱上田庄

三郎，〈教育団体史—教育会の発展と沒落—〉，《教育文化史体系》，5（東

京，1954.5）；上沼八郎，《信州教育史の研究：地方教育史研究序説》（長

野：信濃教育会出版部，1964）。
6 相關研究概況請參閱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日本：文

部省科學研究費研究成果報告書，1991）。
7 參見梶山雅史、竹田進吾，〈教育會研究文獻目錄（1）〉《東北大学大学院教

育学研究科研究年報》，53：2（仙台，2005.3），頁30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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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材料，但以教育會為主題之學術論文迄今僅3篇，且皆以「臺

灣教育會」為探討對象。8事實上，時人已明確指出臺灣的教育

會係以1897年臺南教育會之創立為始，兩年後臺中教育會繼之

成立。 9然而，向來論及日治時期臺灣地方教育會者卻往往以

1901年「臺灣教育會」之成立為起點，而視之為「日本最初的

外地教育會」。10究竟形成此一認知的原因為何？其次，1896至
1901年間正是總督府引進新式教育制度、推展近代學校之發軔

期，地方當局於此時引進教育會組織之目的為何？其成立後對

新教育之推展有何作用？與日本地方教育會有何異同？再者，

1901年「臺灣教育會」成立前，各地方教育會似乎皆已沒落，

其旋起旋落之原因何在？以上問題均有助於解明日治初期地方

新教育推展之實況，而有深入探討之必要。用是，本文特以日

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為題，探討其成立之目的、經緯、特色

及其發揮之作用與影響，俾釐清其在新教育推展過程中所扮演

之角色。在架構上，擬先闡述日本領臺前其地方教育會發展之

概況，以究明教育會組織引入臺灣之背景；其次，釐清臺灣各

地方教育會發展之經緯；最後，剖析地方教育會之影響及其歷

史意義。

8 此三篇分別是：陳虹彣，〈日本植民地統治下台湾教育会に関する歴史的研

究〉，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会史研究》（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

ー，2007），頁401。許佩賢，〈戰爭時期的臺灣教育會與殖民地統治（1937-
1 9 4 5年）〉，《台灣人文三百年面面觀》（嘉義：中正大學台灣人文研究中

心，2008），頁361-365。室屋麻梨子，〈《臺灣教育會雜誌》漢文報 (1903-
1927)之研究〉，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此外，屬介紹性

質者有：又吉盛清，〈解說  臺灣教育会雑誌—臺灣教育会の活動と同化教育〉

《臺灣教育会雑誌別卷》（那霸：ひるぎ社，1995）；楊永彬，〈原臺灣教育

會館歷史沿革〉，收錄於徐裕健等著，《第三級古蹟原臺灣教育會館調查研究與

修復計畫》（臺北：教育部，2002），頁7-36。
9 松山捨吉，〈臺灣學事の過去及び現在〉，《臺灣教育》第159號，頁42。事實

上，由該文之探討可知，「臺南教育會」成立於1896年。1898年以降，臺北、

基隆、臺中、新竹、桃園等地繼之成立地方教育會。
10 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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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臺前日本國內教育會發展之概況

　　明治五年（1872）日本政府頒布「學制」，為日本引進近

代教育制度之第一步。11為推展新教育，「學制」第八章即明訂

中、小學區之「學區取締役」12宜就區內之學事「相互論議」，

「務求區內學事之進步」；131875年文部省第三年報亦建議「教

育事業……宜盡眾智，以公論之所歸定其方向」，14顯示頒布學

制時，明治政府已有將教育問題宜付諸公議之想法。1878年，

文部大輔田中不二麿在參觀美國教育制度後所提交之報告書

「日本教育令案」中，亦建議在中央設立「教育國會」；地方

設立「教育府縣會」，並鼓勵教師組成教育會或教員研究會，

以「相互講究學業」。 15其後，設立教育會之必要逐漸成為朝

野之共識，中央與地方教育會乃相繼成立。中央教育會方面，

1895年2月，貴族院加藤弘之等41名議員聯名提出「設立高等教

育會議及地方教育會議之建議」，經文部大臣河野敏謙及其繼

任者井上毅積極草擬高等教育會設置案，於翌年12月30日以勅令

第390號宣布設立「高等教育會議」，延攬帝國大學總長、各分

科大學校長、文部省各局長、諸直轄學校校長及其他具學事經

驗者擔任議員，為戰前日本文部大臣正式的諮詢機關。16

　　地方教育會方面，自學制頒布翌年（1873）起，部分地

方行政機關為應付新教育事業之各種問題，已陸續召開「學

區取締會議」（按：學區管理會議）、「教育會議」、「教

員會議」、「教員會」等各種學事討論會議。舉例而言，岐

11 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東京：該省，1972），頁1。
12 即學區負責人，通常由地方上具名望者擔任，負責督促學就學、募集資金等，相

當於1897年以降臺灣設置之「學務委員」。
13 參見文部省，《學制》第八章，（東京：該省，1872），頁11-12。
14 文部省，〈學士院會ノ成立ヲ要ス〉，《文部省第三年報》（東京：文部省，

1875），頁15。
15 參見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東京：講談社，1978），頁117。田中

不二麿所上呈之日本教育令案為1885年所頒布教育令之原案，惟其中關於設立

教育議會之條文，當局考量情勢而予以刪除。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別

冊），頁290。
16 日本文部省，《學制百年史》，頁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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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縣自該年起，每年召開4次學區取締會議，「議論學事之便

否得失」；另召集縣內訓導開設「訓導會議」，討論小學規

則與小學試驗法等。171875年，長野縣水內郡成立「小學教員

集會」，隔月開會一次，參與者有學務官、區長、戶長及各

校教師等，18類似教師集會性質。此種於學制期（1872-1879）
所設立的各種學事會議，即為日後地方教育會之「原型」

（prototype）。191879年，政府宣布廢止學制，另公布以地方

分權主義為基礎之教育令，翌年旋又改訂，轉為官方主導之教

育體制，地方一般行政隨之朝令夕改，教育行政一片混亂，由

是，設置地方教育會之呼聲急遽高漲。迨至1890年代前期，以

千葉教育會為首，各地相繼申請成立公、私立教育會。文部省

為強化監督統制，避免教育會淪為自由民權運動之宣傳機關，

乃要求各府縣加強管理教育會之規則、組織及營運等，20因此，

更加促進地方教育會之設立。據文部省統計，迄至1890年日本

地方教育會數已達七百餘，會員達十萬人以上。21至日本取得臺

灣時，已是「不問都僻……無不組織教育會」；22「無一府縣未

有教育會、無一町村未有教育談會」之境。23

　　戰前日本地方教育會為數甚多，性質亦不一。研究者石戶

谷哲夫將之概分三大類：(1)地方行政當局為討論教育行政、財

政而開設，參加者除教師和地方當局外，亦包括町村民代表及

學區取締等。(2)公設的教師研修團體：此類組織仍以地方行

政長官為議長，惟會員則以教師為主，主要討論教學之利害得

17  岐阜縣教育委員會，《岐阜縣教育史通史編》（岐阜縣：該會，2003），頁38-
61。

18 長野市教育會史編輯委員會，《長野市教育會史》（長野市：該會，1991），

頁14-15。
19 渡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頁20。
20 国立教育研究所第一研究部教育史料調査室編，《学事諮問会と文部省示諭書》

（東京：国立教育研究所，1979），頁118-119。
21 文部省編，《文部省第十八年報》（東京：文部省，1890），頁66。轉引自渡

部宗助，《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資料7，頁17。
22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23 〈臺北縣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83號，1898.12.1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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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3)教師自發組成的研修團體。24惟無論屬於哪一種類別，

多數均扮演形塑地方共識之角色，25並具有「備諮詢」或「教員

研修交流」兩種功能。26

　　此外，日本地方教育會會員及幹部結構、營運概況等，亦

普遍具有共同的特質。一般而言，教育會係由地方行政官員、

師範學校教職員、小學校教職員及地方名望家等所組成。27其會

長或總裁大多由地方長官擔任；實際的會務則由學務部（課）

長、師範學校校長等地方教育行政主管者負責，再因應各地實

情，選舉小學校長、中學校長或教職員等加入營運體制，28故多

數組織具有「地方行政當局外圍團體」之性格。29舉例而言，

1885年福島縣私立教育會成立時，即由縣知事擔任總理，學務

課長擔任會長，與縣當局關係頗為密切。再如1886年成立之上

野教育會，會員共53名，其中，包括縣學務課員4名，以及師範

學校教職員11名。會長、副會長分別由縣學務課長土屋重雄、

師範學校教諭篠田利英擔任；幹事由篠田利英、師範學校教諭

瀧澤菊太郎、縣學務課員白井茂八郎等3人擔任，顯示學務課與

師範學校教職員在該會位居主導之角色。30

　　經費來源亦影響組織之性質。以會則觀之，教育會主要收

入來自於會費，其餘尚包括負擔金、事業收入、補助金及捐款

等。惟部分地方教育會因無法順利徵收會費，因此向其下級之

郡市教育會課以負擔金，並仰賴縣當局之補助金。例如福岡縣

教育會的收入來源中，補助金所佔比率1900年為29%；1910年提

24 石戶谷哲夫，《日本教員史研究》，頁119-125。
25 渡部宗助稱之為「容權力（按：納入當局體制）的教育運動」。參見渡部宗助，

《府県教育會に関する歴史的研究》，頁4。
26 佐藤秀夫，〈高等教育會および地方教育會〉，《井上毅の教育政策》（東京：

日本近代教育史研究會，1968），頁793-805。
27 梶山雅史，〈岐阜縣下地方教育會の研究—安八郡教育會の發足狀況〉，《地方

教育史研究》，18（東京，1997），頁16。
28 本間康平，《教職の專門的職業化》（東京：有斐閣，1982），頁290。
29 本間康平，《教職の專門的職業化》，頁295。
30 清水禎文，〈明治期群馬縣教育會之展開〉，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会史

研究》，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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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52%，顯示其逐漸仰賴當局支援。相較而言，信濃教育會

的收入來源始終以會費和事業收入為主，相對較容易維持其獨

立性。31

　　教育會主要的事業活動包括提出建議或答覆垂詢、出版機

關誌及刊物、辦理教員養成事業、研究學校教育及調查教育相

關事項等，其中，尤以出版機關誌和辦理教員養成事業為最

顯著之業績。就前者而言，自1887年大阪府教育會出版《大阪

府教育雜誌》以降，府縣、郡町村立教育會等紛紛出版機關

誌，迄1894年日本領臺前已多達88種，佔明治以降同期（1867-
1894）累進教育雜誌355種之22.8%。32其內容包括研究論文、教

育實驗、地方及會員記事等，乃係教育者之間重要的「情報回

路」33，亦為地方教育官員宣達教育政策之管道。至於教員養成

事業，往往搭配府縣當局舉行的臨時試驗檢定，以解決師資不

足之問題，可說是師範學校外主要的師資培育途徑。例如1908
年以降，宮城縣為解決尋常小學教師不足之問題，乃委由縣教

育會舉辦教員養成講習會，講習結束後施予臨時試驗檢定，以

培育尋常小學准教員。1914年以降，改由縣、郡教育會分別擔

任培育尋常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和尋常小學校准教員之任務。34又

如廣島縣私立教育會，自1889年起即設立「講習部」負責教員

養成事業，迄1931年教師人數飽和前，數度配合廣島師範學校

組織之更迭及需求變更其培育對象和養成資格。35

　　要之，以教育關係者為主所組成的日本地方教育會，因自

始即基於協贊地方教育之目的而成立，故其幹部結構、經費來

源大多與地方當局密切相關，部分業務活動則往往配合時勢需

31 本間康平，《教職の專門的職業化》，頁292。
32 據小熊伸一等著，〈近代日本教育雜誌史研究（1）〉表二及表三計算而成，參

見小熊伸一等著，〈近代日本教育雜誌史研究（1）〉，《櫻美林論集》，17
（東京，1990.3），頁52-62。

33 梶山雅史編，《近代日本教育会史研究》，頁31。
34 參見笠間賢二，〈宮城縣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收錄於梶山雅史編，《近代

日本教育会史研究》，頁143-166。
35 參見大迫章史，〈廣島縣私立教育會之教員培育事業〉，收錄於梶山雅史編，

《近代日本教育会史研究》，頁167-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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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而辦理。此一教育會制度於日本領臺前已迅速普及，堪稱日

本明治時期教育界之特殊現象，充分代表該組織在建立新教育

制度中的重要性。相對的，清領末期，臺灣尚未全面導入近代

教育，亦未有相同之組織，僅由士紳階層充當政府與民眾之中

介，負責維護儒學道統，宣講聖諭。36故日本領臺不久，臺灣地

方當局即思運用日本經驗與臺灣社會階層之特色，推動成立地

方教育會，協助落實其教育政策。

三、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發展經緯

（一）地方教育會之成立

　　1896年3月，臺灣總督府以勅令第94號發布「臺灣總督府直

轄諸學校官制」，宣布設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和14所國語傳

習所，開啟臺灣近代學校制度之端緒。新學校建立之初，地方

政府為募集學生，莫不以招待士紳、張貼告示、挨戶勸誘等方

式招攬臺人子弟入學。惟就學者仍頗為有限，且異動率甚高。37

相對的，就讀書房者卻不減反增。依據《臺灣總督府學事年

報》之統計，1898年全臺書房學生數為27,568人，1901年增為

28,064人；翌年再增為29,742人，38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考慮促

進新教育之法。

　　1896年6月9日，真宗本願寺布教師荻野英龍、平田博慈

兩氏領銜向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提出「臺南教育會設立認可

願」，表示設立學校、普及教育雖然急迫，惟仍須顧慮其他因

素，「兩兩相謀，再行實施」，以「得其中庸」，故宜組織教

育會「討議國家教育上必要之件，以資當局之參考」，進而達

成「涵養日本精神，追求教育之普及進步」39之目標。發起人

36 張仲禮著，李榮昌譯，《中國紳士—關於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

（上海：上海社科，1998），頁48-68。
37 參見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臺北：遠流，2005），頁29。
38 參見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2（臺北：該課，1903），頁

76-77。
39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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荻野英龍，1865年出身於和歌山縣，1886年擔任本願寺派本山

教師，兩年後奉派前往東京早稻田專門學校修習政治科及英語

科，1892年起先後在富山縣岡山市水波教校、兵庫縣履信教

校等擔任教職，1896年1月以「臺灣派遣軍隊慰問使」身分赴

臺，6月起擔任臺南布教所主任，同時在臺南城內創辦「開導學

校」，自任校長，招募臺人教授日語。40平田博慈同為本願派布

教師，與荻野氏一同創辦開導學校，並擔任該校教師。41由此可

知，荻野和平田兩氏均為教育者，故可能具有參與日本國內地

方教育會之經驗。其認為新教育之推展有賴與地方人士商議，

施行時方可達致中庸，正符合日本國內教育會以「公論」推展

教育事業之構想。由時間觀之，倡設臺南教育會，正為「開導

學校」創立之時，彼等需與該地士紳耆老或具名望資產者建立

關係，自不待言。另一方面，臺人亦有贊同者。請願書「發起

人」中尚有臺人洪宗漢、張建功、鄭朝宗、邱玉坡、吳磐石等

區委員之署名，其均係佩綬紳章之士紳，顯示該會亦頗獲地方

領導階層之支持，進而推動該會之成立。該請願書提出僅4天，

6月13日，臺南縣知事磯貝靜藏即批示該組織在「時勢上甚有必

要」，而迅速發給成立許可。42關於其「必要性」，事後磯貝知

事在該會之例會上清楚地說明：

本邦不問都僻，於設置學校之同時，沒有不組織教育會

以講究教育進步之道者。臺南為本島悠久之古都，關於

教育，與臺北、臺中各地相比，負有領先之義務。今有

志諸氏在文化進運上投注熱情，組織臺南教育會，使余

欣悅者無逾於此。向來教育會之盛衰與當地教育之普

及、文化之盛衰密切相關，故諸氏對此會之責務亦重。43

號9688，文號16，1896.6.9。
40 〈宮本英龍ヘ臺南監獄教誨事務ヲ囑託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四門官

規官職，永久保存進退，冊號798，文號18，1902.10.14。
41 〈化雨一堂〉，《臺灣新報》第113號，1897.1.23，1版。
42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

號9688，文號16，1896.6.9。
43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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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然的，磯貝知事之所以迅速核准該會成立，乃係鑑於日

本地方教育會與近代學校教育普及之關聯性，以及臺南在全島

文化地位之特殊性，而有意開風氣之先；惟其根本意圖，乃在

利用該會達成改良書房和促進新教育之目標。事實上，磯貝氏

本有利用書房落實新教育之想法，1896年11月21日，其曾向總

督府提出關於書房義塾之意見，指出「將帝國政體之概略和忠

君愛國之意義灌輸至島民腦中，使彼等漸被感化，乃急務中之

急務。……將日本國體政體之大略、忠君愛國之言行等以漢文

體編纂，頒行於本島，規定若開設書房以教育子弟者必須併用

頒布之書籍，教授學生，則對國民教育應有所裨益。」44臺南教

育會成立不久，磯貝氏即獲推戴為會長，45並鼓舞縣內各書房教

員務必加入該會，46例會主題往往不脫改良書房與宣傳新教育兩

者。顯示教育會正是磯貝氏用來改良書房的重要手段之一。

　　臺南教育會成立後，一時之間頗受關注，報章雜誌經常刊

載該會活動之消息，其他廳縣遂相繼仿照辦理。1898年5月中

旬，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在臺北辨務署署長七里恭三郎主

導下成立。據報載，七里氏漢文造詣甚佳，因而頗受地方士民

愛戴。47其自陳辦理署務期間，體察臺人之性情、風俗，認為

「文質相離，失教育之道」，48乃「聚集艋舺及大稻埕61所書

房之教師，組織私立教育會，以研究國語，學習歷史及地理，

俾以在各自考究之間，使書房教師自然習得日本事務，並使其

感化力及於各書房學生」，49隨後擬定章程，集款7,500圓，為

該會資金。50由於此時正為總督府積極研擬公學校令之時，51七

44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該會，1939；臺北：南天，1995複
刻），頁969-970。

45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46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47 〈請留使君〉，《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43號，1898.6.25，5版。
48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49 〈私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號，1898.5.12，2版。
50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 1 6 2 號，

1898.11.16，3版。
51 1898年2月，總督府向府內調查係提出公學校諮詢案，討論公學校設立之利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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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氏所述清楚顯示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雖以「教育會」為

名，其目的卻不在研究教育，而在於改造書房教師，教授書房

教師日本語及日本史地，使書房成為未來公學校的輔助機關，

其性質與日本地方教育會有所不同。

　　惟利用書房推展新教育，並非地方官員個別之想法，而係

不少總督府官員和教育者之共識。早在1896年10月，民政局屬

木下邦昌之「學事視察報告書」即言：「本島書房由來已久，

於教育上功績甚大，今若遽然廢之，教師窮於糊口，必將成為

本島施政之妨礙……他日本島施行學制時，希依舊保留書房，

唯期有改良書房之方策。」時學務部之意見亦與之相同。521898
年2月，總督府調查係提出「對公學校諮詢案之答覆」，指出：

向來支配臺灣人頭腦者為孔孟之道，書院書房乃作為孔

孟之模型而造，故再興之、獎勵之，將大為順應民意，

苟違背之，則人心忽而離散，政治、教育皆無法成其目

的。

又內地自寺子屋進而為小學校時，未必排斥寺子屋之師

匠。故有必要以書房教師充任小學校教師，使其成為同

伴。……傳授新教育的時間，最初以一半以上為限，一

半應由書房教師教授句讀。

要之，再興書院，利用書房以圖國語（日語）之普及，

應為今日學政之方針。53

3月2日，總督府再派遣木下邦昌、高木平太郎等擔任公學校調查委員；同月底

向地方長官發出照會，表示當前正著手準備設立公學校。7月28日，臺灣總督

府公布敕令第178號「臺灣公學校令」及敕令第179號「臺灣公學校官制」，正

式成立公學校。此一期間，報章雜誌即經常刊載公學校籌備之訊息。參見臺灣

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17-218；〈公學校設置の理由〉，《臺灣日

日新報》第1號，1898.5 .6，2版；〈公學校令〉，《臺灣日日新報》第11號，

1898.5.18，2版。
52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69。另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

房之研究〉，《思與言》，16：3（臺北，1978.9），頁64。
53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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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言以蔽之，與其廢除書房，不如因勢利導，使書房成為

新教育之助力，概為當局之主流意見，而教育會正是地方官員

用以統合並改造書房教師之媒介。

　　「私立同人教育會」成立僅兩個月餘，1898年7月27日，

七里氏即因地方行政區劃調整而奉派轉任基隆辨務署署長，54

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不了了之，七里氏遂擬於基隆「重起

爐灶」。同年11月11日，七里氏邀集基隆辨務署參事蔡天培、

黃發、陳文貴、福德街長江忠良、學務委員簡土生、書房教師

劉維周、陳書、公學校雇員劉錫淇、蔡鳳儀、街長范元成、賴

火輪等地方士紳及教育關係者11人，以及大島丑三郎、岡本幸

二、山口傳吉、北原壽十、小原吉之助、就島頭信恭等公學校

教師6人共同商議成立基隆「私立教育會」事宜。值得注意者，

劉錫淇、蔡鳳儀原均是書房教師，前者曾開設明宮書房、本願

寺書房，1899年獲聘為基隆公學校雇員，教授漢文；55後者於

1897年1月獲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西鄉菊次郎以「輔助學生教

授」為名聘為基隆國語傳習所乙科教師，教授漢文，與大島丑

三郎、岡本幸二等人共事。56其身份一則有助於在官民、書房與

公學校之間居中協調，一則方便以其自身經歷宣傳新教育。57會

中，七里氏首先闡述立會宗旨曰：「帝國維新以來，於教育事

業研究最深，凡都會、城、市區、町、村莊皆結社，計畫教育

人才之方法。……諸生若以本署長之意為是，俟後一概地方教

育之事，皆由會社計畫。」眾士紳聞言即齊聲表示遵命。隨後

54 〈開署誌慶〉，《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2號，1898.7.29，5版。
55 〈劉錫淇基隆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永

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0，1897.2.10
56 〈蔡鳳儀基隆國語傳習所雇員採用方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ヘ認可〉，《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第二門官規官職，乙種永久保存，冊號194，文號40；1897.2.10；
〈循循善誘〉，《臺灣新報》（漢文版）第338號，1897.10.23，1版。

57 蔡鳳儀積極支持新教育之態度，亦表現在對其子弟之教育上。1905年，蔡鳳儀

之子蔡慶濤自公學校畢業，其原擬就讀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但因未達入學年

齡，而改入基隆小學校高等科。〈基隆小學校の本島人〉，《臺灣日日新報》第

2010號，1905.1.15，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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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幹部、擬定會規，該會遂正式成立。58

　　七里氏以臺灣傳統的結社活動比附日本地方教育會，用意

不外乎取得士紳之認同。事實上，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之時，

正為總督府頒布「書房義塾規程」之翌日。該規程正式將書房

納入管理，明訂「書房義塾由辨務署長監督」，並應漸次加設

日語、算術等課程，59企圖使書房在地方長官之管理下轉化為公

學校的輔助機關。如此一來，號召書房教師、地方士紳與公學

校教師共同組成教育會，不僅是改良書房的重要手段，亦是向

士紳宣傳新教育之管道。

　　其後兩年，臺中、新竹、桃園相繼參考基隆私立教育會之

方式，號召縣下各學校校長及士紳等共同籌畫地方教育會。

1899年3月19日，臺中縣公學校校長會議結束翌日，該縣旋發布

將籌設「臺中私立教育會」之計畫。60數日後，臺中縣書記官渡

邊長謙與學務課長武藤針五郎參考基隆私立教育會之方式，邀

集縣下各學校校長及士紳等討論設立教育會相關事宜，「以共

謀普及教育之法」。61旋推知事木下周一為總裁，選舉幹部，

討論會則，擬定四項研究課題：(1)教育與學文；(2)教育之會

話、講習會；(3)調查臺灣從前學事；(4)其他關於教育之一切

事宜。62翌年3月18日舉行發會式，據報載，該日會場「衣冠濟

濟，人物彬彬」，數日後，會員迅速增至375人，63一時頗為壯

盛。

　　1900年9月9日，新竹縣辨務署署長里見正義為振興公學

校，乃召集諸參事、紳商及書房教師至新竹公學校，宣布設立

「學務議會」，規定「各士紳教員每會集會一次，詳議教育利

58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59 臺灣教育會，《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74。另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

房之研究〉，頁65。
60 〈臺中片信—公學校長會議〉，《臺灣日日新報》第261號，1899.3.18，4版；

〈臺中片信—教育會設立の計畫〉，《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3版
61 〈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263號，1899.3.20，3版。
62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63 〈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566號，1900.3.24，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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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何法宜舉，何弊宜除，務期斟酌盡善。」64同時命令「所

有世家子弟先行入校肄業，以為民倡」；各書房教師「須將8歲
以上15歲以下之所教學生詳細向一學校造報。每日上午撥數名

學生入校，下午仍入漢學。」65此舉目的在於解決私學與公學

校兩相扞格之問題。據統計，日治初期，新竹的書房數及學生

數始終居高不下，1898年，轄區內書房數有280所，學生數5,200
人，分別位居全臺第二、三位；迄1903年，數量雖有所減少，

但無論書房數或學生數均高居全臺之冠。66顯示該地就讀書房之

風氣仍相當盛行。反之，公學校入學及出席情形則不佳。輿論

指出，是時「新竹公學校學生在籍者350餘人，每日出席僅百餘

人」。67為此，新竹公學校長兼臺北縣視學林元三郎甚至利用奉

派巡視各校之機會，向臺北縣知事村上義雄控訴「新竹公學校

學生所以見少者，皆由私學之多故也」，而建議廢除書房。68惟

當時總督府既已頒布書房義塾規程，地方政府僅能遵守並研擬

管理書房之配套措施。1900年12月初，里見氏正式召集「閤邑

紳商」議設教育會，並委由新竹辨務署參事李祖訓、鄭拱辰、

葉文暉、陳信齋及地方士紳鍾青、曾聯新等為發起人，「極力

周旋」，擬「逐月在公學校內開會一次」，討論教育之利弊

64 〈公學振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15號，1900.9.16，3版。
65 〈公學振興〉，《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15號，1900.9.16，3版。
66 據統計，1903年各廳書房數、教師數及學生數如下：

廳別 書房數 教師數 學生數 廳別 書房數 教師數 學生數

臺北 101 101 2,576 斗六 121 121 1,771

基隆 34 34 550 嘉義 118 118 2,105

宜蘭 65 65 1,763 鹽水港 138 138 1,405

深坑 27 27 549 臺南 65 65 1,068

桃仔園 89 89 2,979 蕃薯寮 33 33 497

新竹 158 158 3,281 鳳山 38 38 579

苗栗 115 117 1,885 阿猴 45 45 793

臺中 69 69 1,277 恆春 8 8 117

彰化 119 119 2,065 澎湖 22 23 450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學務課，《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  2》（臺北：該課，

1903），頁75-77。
67 〈公學勸學〉，《臺灣日日新報》第754號，1900.11.2，5版。
68 〈議廢私學〉，《臺灣日日新報》第837號，1901.2.19，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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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失。主要業務包括「學術及學藝上之研究」、「教育談話

會」、「相關教育制度之研究」及「有關教育一切事項」等。69

是月6日，《臺灣日日新報》刊載該會成立之消息，並摘錄里見

氏對於該會之期許，略謂：

臺灣總督府曩布公學校令，新竹夙有公學校，是即教育

新法之端緒，而子弟漸進新學之階梯者也。雖然人傾向

尚狃舊俗而不通新法者居多，後日既噬臍，貽痛悔將奚

及哉？……生等謀建新竹教育會，同志協力，企圖改良

新竹教育而發達，斯舉也，實有關於世運而起者也。希

冀賢明諸儒雅匡其不健而贊我微忱，庶幾同心協力，聿

臻厥功也。70

　　8日，新竹教育會舉行首次會議，席間里見氏即直指新竹紳

縉世家子弟悉在家就學，絕少前往公學校就讀，而要求諸紳縉

率15至25歲之子姪於每日下午來校肄業。為解除紳縉們對於公

學校學生「年少無知，不能切磋」之疑慮，甚至承諾將「專撥

教師」格外施教。71由上可知，地方當局試圖透過教育會控制書

房並拉攏士紳子弟就學，而其根本目的乃在振興公學校教育。

　　新竹教育會籌備設立之同時，桃園教育會亦在公學校長與

書房教師之共識下宣告成立。同年10月28日，桃園公學校校長

與該地書房教師酌議設「桃園教育會」，相互研究教育之事，

「以圖栽培人才」。媒體以該會有助於刺激文風而予以肯定。72

該會於是日選舉幹部，並立會規，明訂於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在

桃園公學校舉行例會，惟其後未再出現該會之相關報導，似已

不了了之。

　　綜上所述，日本領台之初，以臺南教育會為首，各地陸續

69 〈教育設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1號，1900.12.6，3版。
70 〈教育設會（承前）〉，《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2號，1900.12.7，3

版。
71 〈格外施教〉，《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91號，1900.12.18，3版。
72 〈教育興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57號，1900.11.7，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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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地方教育會。其立會過程各不相同，臺南、桃園教育會係

由日籍教育者首倡；臺中、新竹教育會乃由地方長官主導，再

鼓吹或強制地方士紳、書房教師參與，故其性質除推廣新教育

外，尚有傳達政令、管理並改良書房之功能，與日本地方教育

會相較別具特色；整體而言，參與者之「主動性」似亦不及於

日本地方教育會。惟不可否認的，成立過程中，仍有賴地方士

紳等社會領導階層之支持，共同發起；成立後，士紳與書房教

師乃係主要會員。用是，在部分地區之教育會中，臺人仍具一

定程度之主體性，並藉此熱心推動新教育，或利用例會活動表

達對施政之看法，此留待後述。其次，書房教師本為地方教育

者，因此，在形式上，仍屬「教師」之同業團體。由上觀之，

日治初期臺灣與日本的地方教育會仍有其相似之處。成立者以

「教育會」名之，原因在此。

（二）組織架構及其成員

　　民間團體運作之成敗，往往端賴會務組織與人事之健全。

為了解日治初期地方教育會之運作情形，需先探討其組織架

構。關於臺南教育會之組織，依據該會會則第七至九條，設置

「會長1名、副會長1名、幹事若干名」；「會長統括、整理會

務，決定集會時間；副會長輔佐會長，為其代理；幹事從事庶

務。」73經會員推舉，會長、副會長分別由知事磯貝靜藏及書記

官遠藤剛太郎擔任，74至於幹事則不詳，僅知許廷光、蔡夢熊、

商朝鳳均於1897年選任幹事。75許廷光，1862年生，1887年補廩

生，1895年獲聘為臺灣總督府事務囑託，曾與蔡夢熊合力勸誘

「土匪」歸順，1897年4月授佩紳章，12月膺選為臺南縣參事，

73 〈臺南教育會設置願〉，《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內務門學務部，冊

號9688，文號16，1896.6.9。
74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75 〈許廷光〉，《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66；〈蔡國

琳、蔡夢熊ノ二名ヲ縣參事ニ推薦內申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

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6，文號73，1897.7.1；〈吳磐石并商朝鳳ノ二

名參事任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

9533，文號12，189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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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年擔任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76蔡夢熊，1893年補廩生，

乙未之役時曾與許廷光、陳慶霑等出面安頓地方，並熱心慈善

與公共事業，1897年授佩紳章，並獲選為臺南縣參事。77商朝

鳳，1883年補增生，進士陳望曾曾聘其為學堂主講，「四方來

學者最多」，1897年授佩紳章，並登庸辨務署參事，翌年獲選

為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78三人皆係具有功名之士紳，日本

領臺前已為臺南地方領導階層，此時更出面奉獻於新教育，在

該會中擔任要職。除臺人士紳外，亦有日籍教育者膺任該職。

如1898年8月幹事缺額，磯貝會長即提案由國語傳習所教諭平田

忠四郎遞補，獲與會者一致同意。79此外，會員中不少頗富名望

的地方士紳係以非正式職位活躍於該會之中。如舉人蔡國琳，

清領時期曾任蓬壺書院山長、育嬰堂暨恤婺局主事等，並奉命

纂修臺南府志，臺南國語傳習所建立後獲聘為甲科生入學試驗

補助員。80公學校成立之初，其每以「臺南教育會總代」身分出

席公學校開學典禮並發表式辭；81或於會長、副會長缺席時擔任

「臨時會長」主持例會。82其餘如民政部通譯陳修五、區長楊鵬

搏、學務委員黃修甫、陳慶霑等，自創會以來即「專為本會盡

力」，1897年5月該會組織專辦孔子祭典之董事會，上述人士均

獲選為董事，負責收租及祭祀等事宜。83可知臺南教育會創會初

期，不少臺人士紳在該會中扮演重要角色，並以學務委員、公

學校雇員等身分協助推廣或參與新教育。成員方面，由於書房

76 〈許廷光〉，《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66。
77 〈蔡國琳、蔡夢熊ノ二名ヲ縣參事ニ推薦內申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永久保存進退，秘書門，冊號9536，文號73，1897.7.1。
78 〈吳磐石、商朝鳳ノ二名參事任命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

進退，秘書門，冊號9533，文號12，1897.11.1；〈商朝鳳〉，《臺灣列紳傳》

（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315。
79 〈臺南特信—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00號，1898.8.31，7版。
80 〈蔡國琳參事ニ任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二門官規官職，乙種永久保

存，冊號227，文號14。
81 〈分教場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第117號，1898.9.21，4版；〈公學校頒

佈〉，《臺灣日日新報》第119號，1898.9.23，3版。
82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50號，1898.7.3，7版。
83 董事共10人，除上述8名臺人外，另有奧村金太郎、滿留禎藏等兩名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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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皆須加入該會，84故會員中「本島人佔半數以上，且皆為有

教育經驗者」。85顯示該會雖係由日人號召成立，但從會員與幹

部結構觀之，乃是以臺人為主體。

　　臺北私立同人教育會之情形大致相同。據報載，該會規約

第三條規定設置「評議員12名，任期一年。其中，臺人須佔7名
以上，於大會選舉之。」換言之，需有近六成之幹部為臺人；

另設置「會師4名，專門負責會員的對策試驗及道德考察」。86

設置「會師」乃該會獨有之特色，其目的在以舊士人所熟悉之

「對策」試驗督促書房教師學習日語和日本史地。可惜該會成

立不久即未再舉辦活動，上述規則亦僅是紙上談兵，似未予落

實。

　　繼之而起的基隆私立教育會，因未見其會規，僅能從實

際任職幹部者進行分析。如前所述，1898年11月11日，在基隆

辨務署署長七里恭三郎主持下，與會士紳和公學校教師相互選

舉。其結果，推舉七里氏為會長、基隆國語傳習所所長大島丑

三郎為副會長兼評議員。其他膺選為評議員者，有基隆公學校

學務委員暨塾師劉維周、基隆辨務署參事兼基隆公學校學務委

員蔡天培、商人兼基隆區街長黃發、福德街長江忠良、秀才陳

書等。可知評議員中，臺人耆宿為數不少，其身分包括參事、

塾師、街長等，不一而足；惟若依地區分布，則為「基隆7人、

金包里3人、瑞芳1人」。87

　　至於創立時聲勢浩大的私立臺中縣教育會，其幹部亦為此

一階段所有地方教育會中人數最多者。依據會規，該會設置

「會長1名、副會長1名、常議員10名、理事3名、地方委員若

干名。」此外，「支部設支部長1名，理事若干名」，俾符合

擴大會務之需。1901年全臺性的「臺灣教育會」成立時，其幹

部組織除正副會長外，亦不過是「幹事長1名、幹事5名、評議

84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85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97號，1897.9.4，2版。
86 〈私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號，1898.5.12，2版。
87 〈基隆私立教育會緣起序〉，《臺灣日日新報》第162號，1898.11.16，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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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20名、地方委員若干名，書記1名」而已。 88臺中縣教育會

以一縣之規模，幹部人數約臺灣教育會之半，顯示該會確實人

數眾多。幹部中，會長管理本會一切事務，遇有議事，則為議

長。副會長輔佐會長，於會長有事時代理之。常議員遇會長諮

詢時，理應隨時應答，並代會員陳述己見。理事則辦理庶務、

會計、編纂等事。地方委員掌理各地方會務、寄信等事。 89要

之，常議員僅備諮詢而無實權，會務實際上由理事負責。選舉

方法為：「會長、副會長、常議員均為會員選舉；地方委員由

會長特選；理事則由會長自常議員內選任之。各員任期均以一

年為準。」90選舉結果，推舉發起人之一的臺中縣書記官渡邊

長謙為會長，臺中師範學校教授木下邦昌為副會長。91常議員

中，日人有臺中兼彰化辨務署署長關口隆正、臺中縣學務課長

武藤針五郎、臺中師範學校教授淺井政次郎、臺中公學校校長

中堂謙吉、臺中縣梧棲公學校教諭長谷八太郎、臺中新聞社長

島內寬治、臺中縣學務課屬岡崎雄太郎、內田勤三等；臺人有

吳鸞旂、林振芳、劉緝光、蕭貞吉、陳培甲、吳德功等，皆為

參事，並曾於1897年授佩紳章。92其中，吳鸞旂、陳培甲分別兼

任臺中公學校、雅興分校學務委員；吳德功曾獲聘為臺中師範

學校雇教員，教授漢文。93理事由臺中師範學校助教授三屋大五

郎，以及評議員中堂謙吉、長谷八太郎、內田勤三、岡崎雄太

88
　〈臺灣教育會規則〉，《臺灣教育會雜誌》第1號（臺北，1901.7），卷首。

89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90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91
　 該會成立不久後，同（1 9 0 0）年11月，木下即轉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事實

上，臺中師範學校係由木下負責籌備，1899年7月4日，媒體發布木下將自大稻

埕公學校長轉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之消息。惟同年10月25日發布校長辭令，由

稻垣兵太郎擔任臺中師範學校校長，至翌年5月木下始升任校長。參見〈師範學

校校長の任命〉，《臺灣日日新報》第350號，1899.7.4，1版；〈木下邦昌師範

學校長ニ任命セラル〉，《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退，第二門官規官

職，冊號566，文號48，1900.3.24。
92 上述名單請參見〈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 5 6 6 號，

1900.3.24，2版。
93 〈吳德功外一名師範學校教員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永久保存進

退，第一門秘書，冊號9401，文號46，189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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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等擔任。94至於會員，分為名譽會員和一般會員兩種，前者係

「有德望學識而為本會薦舉者」；後者只要「贊同本會主意，

願為本會會員者」，均可加入，惟需繳納年費1圓80錢。95

　　由上顯示，私立臺中縣教育會組織似較臺南、臺北、基隆

等地方教育會更為完備。然而，該會實際辦理會務之理事清一

色係由日人教育家擔任，其日常運作大體委諸地方官員及日人

教育家之手，臺人僅以常議員身分備詢，與臺南、臺北及基隆

教育會略有不同。

　　其後的新竹和桃園教育會，組織與臺南教育會類似。新竹

教育會「置會長1名，副會長1名，幹事7名」，「會長總攬一

切事務，副會長為會長之補助，幹事在本會辦理各項事務」，

皆自會員中選舉；桃園教育會「立會長、副會長各1名，幹事3
名」，會長統督本會一切事務、副會長輔翼會長代理會事，兩

者皆由會員選舉產生；幹事受會長指揮，分掌會務，由會長任

命之。會員方面，新竹教育會規定：「私塾及其畢業生、名望

儒雅家及奉公在勤者均應入本會為會員。」又，「內地人或教

育官吏贊同本會之主旨，均屬殊功，宜相推薦咸入本會。」其

他贊同該會宗旨之臺人經向事務所稟明，獲會長許可後亦可入

會，惟「目不識丁者不得列為會員，以昭鄭重而分別」。1900
年12月10日，該會舉行大會，是日入會者有「名望紳縉三十餘

人，擢7人為幹事員，推里見義正為會長，以鄭紳如蘭為副會

長，校長林元三郎總理其事」；96會員則以「書房主管者及其他

紳董」為主。97桃園教育會規定會員應為轄區內的「公學校職員

及仝校區域各書房教師」，「凡有任教育之職者，相聯合而設

會」。換言之，僅限公學校及書房教師參與。98

　　然而，新竹教育會成立後，似僅於1901年1月31日舉行例

94 〈臺中教育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566號，1900.3.24，2版。
95 〈教育會規〉，《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527號，1900.2.6，3版。
96 〈教育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709號，1900.12.16，5版。
97 〈新竹第一回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17號，1901.1.24，2版。
98 〈教育設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81號，1900.12.6，3版；〈教

育興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757號，1900.11.7，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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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一次，其後「數年歇絕不會」。99迄1904年6月，新竹廳當局

為集合「竹城諸私學教師」，以「講究教育兒童之道，使私學

革去舊時積習，出新意見，裨益兒童，歸維新之化」，而擬再

興該會，並預告「會中章程將大加整頓」。10010月5日，報載新

竹廳當局與公學校校長、教職員為再興教育會，乃先由「樹林

頭公學校馳書諸私學教師，約定於舊曆25日到會參贊，有不得

臨會者，需具稟向該公學校稟明事故」，101半強迫性地要求書

房教師與會。同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並摘錄該會規

則。明訂該會之主要事業有「發表教育之意見」、「研究教育

及學藝」、「回覆地方廳之諮詢」、「調查教育相關事項」、

「推展教育事業」等五項，其中，應諮詢一項乃本次新增者。

組織部分，改設置「會長1名、幹事長1名、幹事4名、評議員

15名」，較原先有所擴大。又，將會長自選舉改為由「所轄地

方長官擔任」，至於其他幹部之產生方式未見於會規之中。

關於會員，範圍更為狹隘，「必任地方教育之事者，方許入

會」。102值得一提的，新會則規定入會者需於「每年一、六月

分二期繳納費用1圓20錢，作為會費」，有別於原先免收會費之

制度。103

　　據聞重新出發的新竹教育會，「規模頗為壯大」。其實際

的幹部結構，無論幹事或評議員，「大約皆諸長官及諸公學校

長也」。104顯示該會實質上已變成由地方長官和日人教育者主

導之機關。

99 〈新竹通信—擬繼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 1 8 3 2號，

1904.6.9，4版。
100 〈新竹通信—擬繼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 1 8 3 2號，

1904.6.9，4版。
101 〈新竹通信—公學倡設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1 9 3 0號，

1904.10.5，3版。
102 〈新竹通信—教育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 1 9 4 5 號，

1904.10.23，5版。
103 〈新竹教育會規則〉，《臺灣日日新報》第1947號，1904.10.26，3版。
104 〈新竹通信—教育會成立〉，《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 1 9 4 5 號，

1904.10.23，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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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上可知，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組織大致與日本相

仿，即設置會長、副會長各一人、幹事或評議員若干人；會長

大多經會員推舉，由地方行政首長擔任；惟幹部組成結構與會

員主體則頗為不同。誠如前述，日本地方教育會之幹部係以師

範學校及中、小學校教職員為主。反之，臺灣地方教育會則大

多以臺人士紳為主，兼及素負名望之書房教師。大體而言，受

邀參與立會之臺人皆位居社會領導階層，其大多負有協助安定

地方之功勞而獲佩紳章，並獲選為參事，其中，有不少兼任學

務委員。在教育會中，往往與公學校校長、教師等並列為幹事

或評議員。同時，亦有不少轉任公學校雇員之書房教師受邀籌

備立會事宜（參見表一）。會員方面，普遍以書房教師為主，

俾藉此達成改良書房，使其成為公學校輔助機關之目標。惟不

可否認的，隨著各地方當局作法不同，臺人在會中之角色亦有

輕重之別。大體而言，1898年以前成立的臺南、臺北及基隆教

育會，其幹部有相當之比例由臺人士紳擔任，臺人不僅臨會參

加活動，亦實際參與會務運作。相較之下，1899年成立的臺中

教育會，臺人僅擔任備諮詢之「常議員」；1904年重新組織新

竹教育會，幹部一律由日人官員或教師擔任，書房教師僅有與

會和繳納會費之義務，各地的差異至為明顯。

表一  臺人參與地方教育會概況表

姓名 與教育會之

關連

身分 學經歷 備註

洪宗漢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一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908.6病卒

張建功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二區委員 澎湖左營外委、兵汛千總、乙未之役

後獲舉委員、街長

1898.4授佩

紳章

1905.7卒
鄭朝宗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三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898.5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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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玉坡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四區委員 商人、區委員 1898.4授佩

紳章

1900.7病卒

吳盤石 臺南教育會

連署發起人

第五區委員

、臺南辨務

署參事、臺

南第二公學

校學務委員

衛生委員、臺南辨務署參事、檢疫委

員、衛生委員、臺南第二公學校學務

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蔡國琳 臺南教育會

總代

揚文會幹

事、

舉人、文石蓬壺兩書院教諭、育嬰堂

暨恤婺局主事、修臺南府志、國語傳

習所甲科生入學試驗補助員、臺南縣

參事

1897.4授佩

紳章

1909.8病卒

許廷光 臺南教育會

幹事

揚文會常設

委員、臺南

第一公學校

學務委員

廩生、臺灣總督府事務囑託、臺南縣

參事、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臺

南縣檢疫委員、區長、防疫組合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蔡孟熊 臺南教育會

幹事

臺南辨務署

參事、揚文

會書記

廩生 1897.4授佩

紳章

1901.7病卒

商朝鳳 臺南教育會

幹事

臺南辨務署

參事、揚文

會會員、臺

南第一公學

校學務委員

增生、書房教席、臺南辨務署參事、

臺南第一公學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1 9 11 . 1 0病
卒

陳修五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臺南第二區

街長、揚文

會會員

臺灣道臺吏員、歡迎委員、臺南民政

部通譯暨縣志編纂委員、臺南縣雇

員、街長、區長

1898授佩紳

章

天足會幹事

楊鵬搏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南第一區長

、揚文會書

記

區長、臺南廳參事、臺南防疫組合副

組合長

天足會幹事

黃修甫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揚文會常設

委員、學務

委員

秀才、民政部通譯、信用組合興業公

司總辨、臺南新報社相談役

1897.4授佩

紳章

陳慶霑 促成臺南教

育會，為該

會會員

蔡天培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基隆辨務署

參事、基隆

公學校學務

委員

臨時事務囑託、基隆副堡長、基隆辨

務署參事、公學校學務委員、臺北廳

參事

1898.5授佩

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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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發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基隆辨務署

參事

基隆區街長、辨務屬參事 1898.5授佩

紳章

陳文貴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辨務署

參事

商人、市總理街長、區長 1898.5授佩

紳章

1905.7卒
江忠良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福德街長

簡土生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公學校

學務委員

監生 1898.4授佩

紳章

1900.11卒
劉維周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書房教師、

基隆公學校

學務委員

新店書房教師、臺灣日日新報執筆人 1 9 0 1 . 1 2授
佩紳章

陳書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任

該會評議員

書房教師 秀才、頭圍公學校教師 1898.4授佩

紳章

劉錫淇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公學校

雇

范元成 參與商議成

立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堡第三

區街長

漢醫、基隆堡第三區街長

賴火輪 參與商議發

起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堡第四

區街長

煤礦業、街庄長、土地調查委員、石

牌街保正

蔡鳳儀 參與商議發

起基隆私立

教育會

基隆國語傳

習所雇、基

隆公學校雇

基隆支廳雇、基隆國語傳習所雇

鄭如蘭 新竹教育會

副會長

新竹縣參事 廣生、新竹縣參事、新竹崇文會會長 1899.2授佩

紳章

1911.7卒
李祖訓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新竹辨務署

參事、揚文

會會員

秀才、新竹辨務署參事 1899.3授佩

紳章

1911.9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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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拱辰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新竹辨務署

參事

礦業、保良局員、新竹辨務署參事、

保甲局長、府評議會員

鄭如蘭嗣子

1 9 0 8 . 1 0授
佩紳章

葉文暉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新竹辨務署

參事

貢生、竹北一堡第一區街長、新竹辨

務署參事、新竹廳參事

1 8 9 9 . 1 2授
佩紳章

陳信齋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揚文會會員 秀才、保良局員、保甲局副局長暨衛

生組合長、參事、新竹街長、區長、

新竹蓄產合資會社理事、新竹帽蓆公

司理事

1899.2授佩

紳章

鍾青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曾聯新 參與商議發

起新竹教育

會

吳鸞旂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臺中公學

校學務委員

秀才、地方招安委員、臺中縣參事、

臺中公學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林振芳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秀才、臺中縣參事、區長 1897.4授佩

紳章

1906卒
劉緝光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貢生、地方總理、地方清賦委員、苗

栗第一堡長、臺中縣參事

1897.4授佩

紳章

蕭貞吉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安民總局局長、武東堡堡長、臺中縣

參事

1897.4授佩

紳章

1911.2卒
陳培甲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學務委員

馬興區庄長、雅興分校學務委員 1897.4授佩

紳章

吳德功 臺中教育會

參事

臺中縣參事

、臺中師範

學校雇教員

貢生、參事、臺中師範學校雇教員、

彰化銀行取締役、彰化農會副長、煉

瓦製造業、石材販賣業

1897.5授佩

紳章

資料來源：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臺灣總督府，《臺灣列紳傳》

（臺北：該府，1916）；岩崎潔治，《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

雜誌社，1913）；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

1931）；橋本白水，《臺灣統治と其功勞者》（臺北：南國出版協會，

1930）；柯萬榮，《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

1931）；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大

園市藏，《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臺南縣，《臺南

縣報》（臺南：臺南縣，18 98-1900）；臺北縣，《臺北縣報》（臺北：

臺北縣，1898-1901）；臺中縣，《臺中縣報》（臺中：臺中縣，1898-
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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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會務及其活動情形

　　依報導觀之，臺南、臺中、新竹教育會皆曾舉行例會，其

形式有演說和討論兩種，內容集中於介紹新教育和改良書房。

就臺南教育會而言，該會原訂於每月第二個星期日在明倫堂召

開例會，自1897年11月起改於每月15日舉行。105會中經常安排

會員、日籍教育關係者或學者演講。例如1897年7月12日安排該

會幹事蔡夢熊發表「學校視察談」，暢談漫遊日本之感想。106

翌年3月15日邀請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校長町田則文演說「大

日本帝國教育之法」，介紹日本明治維新以降的新教育制度。

據報載，該日「聽講者達百餘人」，聽完演說後「莫不歡欣鼓

舞，咸謂有志之士循序而進，從此青雲直上」。107宣傳效果似

頗為良好，演說之譯文另載於臺南縣報和臺灣日日新報，俾廣

為周知。1085月16日安排蔡夢雄發表參觀臺北教育之見聞。1096
月15日先由嘉義人林培張敘述前往日本觀光之經歷，再由臺南

縣屬深水清演說國語學校招生之訊息。1107月15日，國語學校學

生謝汝銓、蔡秋江各以臺語、國語介紹該校課程及住宿等相關

資訊。1118月15日，由會長磯貝氏親自說明公學校令，另安排臺

南縣技師藤根吉春演說農學知識。1129月15日，荻野英龍帶領盲

啞院學生蔡溪登壇以日、臺語演說留學日本之感想。11310月15
日，深水清發表關於師範學校和公學校之演講。114要之，演說

內容多元，但均以介紹、推廣新教育為主。臺人登台演說者，

105 《臺南縣報》第77號，1897.11.21。
106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60號，1897.7.23，3版。
107 〈臺南教育會教育演說〉，《臺灣新報》（漢文版）第4 8 4號，1 8 9 8 . 4 . 2 3，

4版；〈臺南教育會教育演說（續）〉，《臺灣新報》（漢文版）第4 8 5號，

1898.4.24，1版。
108 《臺南縣報》第87號附錄，1898.4.1。
109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7號，1898.5.25，5版。
110 《臺南縣報》第99號，1898.6.24。
111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8號，1898.7.24，3版。
112 《臺南縣報》第107號，1898.8.19。
113 〈臺南教育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25號，1898.10.1，2版。
114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53號，1898.11.5，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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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分享參觀見學之心得，或由接受新教育者現身說法，頗具宣

傳日本維新成就與新教育之作用，自不待言。

　　至於討論活動則偏重改良書房和普及公學校教育之課題。

例如1898年7月15日，臺南教育會在磯貝會長主持下，討論兩項

議題：其一，「聞各書房有授業中吸鴉片煙者，希相戒禁。若

不得已希於授業外或於別室吸煙」；其二，「各書房即為貴重

之學堂，與一般住居相異其趣，然往往不潔之處甚多，盼依能

力所及清潔之。」兩項皆無異議通過。 115當時臺灣或日本國內

教育界人士經常為文指出書房教學環境不良、教學法偏重背誦

而欠缺理解，以及教師欠缺「科學知識」等缺失，並頻頻呼籲

中央及地方當局宜加強監督改善。116事實上，1898年4月，總督

府行文地方當局討論「書房義塾規程」時，臺南縣當局已從城

內開始著手管理及監督書房之各項措施，如強制規定書房須揭

示「私立學校某某齋某某堂」之看板，並須設置日語課，由國

語傳習所畢業生充任「巡迴教師」以擔綱授課。1171899年3月，

縣當局正式以縣令第3號頒布「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明

文規定吸食鴉片者不得擔任書房教師，並限定教學場所須在採

光、通風良好之處，違規者得命其關閉。118縣當局在頒布該令

之前，已先利用教育會作為官民溝通之平台，取得改善書房之

共識。在在顯示其改良書房之方法係「軟硬兼施」，漸進而非

遽然變革。

　　再如1901年1月31日新竹教育會舉行之第一回例會，會中討

115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68號，1898.7.24，3版。
116 參見〈臺灣教育の現在〉，《教育時論》，1901.12 .25，收錄於阿部洋等編，

《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第1冊（東京：龍溪書舍，

2004），頁175；町田則文，〈町田先生臺灣教育談〉，《東京茗溪會雜誌》

1897 .4 .20，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

1）》第11冊，頁2 4 6；鈴木光愛，〈臺灣書房略記〉，《東京茗溪會雜誌》

1897.10 .20，收錄於阿部洋等編，《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

1）》第11冊，頁257-259
117 據聞臺南縣下書房學生因此均能「正確地讀五十音」。參見〈臺南に於ける學事

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118 〈臺南縣縣令第三號書房義墊ニ關スル規程施行細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第四門文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389，文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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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三項問題，均與公學校教育相關：(1)公學校原為培育人才而

設，其校費問題本應由設置區域內之人民負擔，但向來徵收困

難，以致校費支絀，當如何辦理？(2)新竹公學校就學之兒童較

他處學校尚少，其原因及改善方法為何？(3)現下兒童就學有年

齡限制，未受教育之青年當如何變通而可均蒙教育？119雖因資

料所限，未知討論過程與結果如何，惟由議題內容略可窺知，

公學校成立初期，書房乃係頗具威脅性之對手。120縣當局一方

面在公學校長會議上討論書房管理問題，另一方面與地方士紳

和書房教師共商提高公學校校費徵收率與入學率之法，顯示當

局為推動新教育，不得不尋求士紳與書房教師之合作。

　　值得注意者，地方教育會對於新教育之支持，除檯面上的

討論或演說外，並有實質上的資助。例如1898年9月大穆降、灣

裡公學校設立時，臺南教育會曾向兩校各捐款50圓；121另印刷

縣廳所翻譯之漢文「公學校規則」數百份，分送各書房、村落

及有志之士參考。122又如臺南國語傳習所畢業生謝汝銓、蔡秋

江兩人考取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時，該會決議每月義捐6圓補助

兩人之學費和家庭生計。123上述作法雖不能排除可能係地方當

局授意，但臺南教育會士紳會員主動提案學習日語，則是不爭

的事實。

　　1898年9月15日，會員蔡國琳、許廷光率先提議成立「高等

國語學會」，向具備日語基礎之臺人教授更高深的日語文章，

獲與會者一致贊成，124隨即推舉蔡國琳、許廷光、通譯奧村金

太郎等擔任規則起草委員，10月15日通過規則書如下：125

第一條　本會附屬於臺南教育會，設於關帝廟內。

119 〈教育問題〉，《臺灣日日新報》第825號，1901.2.3，5版。
120 參見吳文星，〈日據時代臺灣書房之研究〉，頁68。
121 〈分教場開校式〉，《臺灣日日新報》第117號，1898.9.21，4版。
122 〈公學校頒布〉，《臺灣日日新報》第119號，1898.9.23，3版。
123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7號，1898.5.25，5版。
124 〈臺南教育會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25號，1898.10.1，2版。
125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53號，1898.11.5，2版。



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研究 - 259 -

第二條　  本會以授與臺人高等的國語及讀書作文為目

的。

第三條　  本會設置下列職員：教師1人、幹事1人；支付

教師每月10圓以下之津貼；幹事從臺南教育會

幹事內互選一人兼任，但無報酬。

第四條　教師由臺南教育會會長選囑。

第五條　  教師每半年應向臺南教育會會長報告前期的成

績。

第六條　  幹事需向臺南教育會會長報告一年的出納情

況。

第七條　擬入本會者需由保證人連署，提出志願書。

第八條　非解日常國語者不許入會。

第九條　非有不得已之事故，不許退會。

第十條　學問品行劣等無成業之希望者，得命其退會。

第十一條　教授時間暫訂為夜間，一週12小時。

第十二條　課程表如下：

課程 
科目

課程

第一期 第二期

語言 會話 會話、授課

作文 作文及簡易書牘文、記事文 書牘、記事文、論文初步

讀書 尋常小學讀本第3-7冊 高等小學讀本第1-7冊

　　由上述規則可知該會課程為期一年，分為兩期，每期六個

月。其科目與國語傳習所甲科相同，均以習日語為主，兼及讀

書作文，惟學習時數較少。126教材方面，由於當時新教育方起

步，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所出版之日語教材如《臺灣適用國語

讀本初步》、《臺灣適用會話入門》、《新日本語言集》、

《國語教授參考書》等，為配合教學實際需求，內容大多限於

126 依據總督府訂定之課程表，國語傳習所甲科每週學習時數為3 4小時，為期半

年，總學習時數為816小時；高等國語學會每週學習12小時，為期一年，總學習

時數僅576小時。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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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低年級程度，127不符該會學習「高等國語」之需，故該

會直接採用日本尋常及高等小學讀本為教材。依據1897年所出

版《尋常小學讀本教授用書》之說明，尋常小學讀本第三卷

首先教授言文一致之口語體，其次教授文章體；教材內容著重

「日常切近之知識」，並「注意涵養忠愛之念」。128高等小學

讀本漸次增加文章體，各冊均收錄1-2課書翰文，另新增和歌及

俳句。129顯示其內容概由淺入深，由口語而文語。由於之後未

再出現關於「高等國語學會」之報導，未知實際入會人數與教

學實況如何。惟從臺人士紳倡設該會之舉，已顯示其接受新政

權與新教育之態度。

　　此一態度還表現在設立幼稚園一事。1897年2月，蔡夢熊於

民政局長上京時，隨行前往日本京阪地區觀光。130其在途中親

見幼稚園教育，頗為肯定，返臺後即大力鼓吹，有志「於臺地

仿此園以惠智弱」。131蔡氏先向磯貝知事表達設園意願，獲得

允准；隨後向教育會員徵詢意見，會員亦大表贊成，遂決議以

該會名義設立。其後，該會推選柯鏞丞、王球仙、陳顯三、林

人文、島村和四郎等5人為創立委員，處理設園之相關事務；

另推蔡夢熊為園長，招聘外川原タミ子、片桐タリ子兩名女子

師範學校畢業生為保姆。13210月18日，委員提出設園申請書，

12月1日正式開園，133名為「臺南共立幼稚園」，134為全臺第一

所幼稚園。依據磯貝知事於是月6日所提出之〈幼稚園設立報

告〉，該園最初有園生20人，其中男童佔三分之二，135迄翌年

127 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205-207。
128 西澤之助，《尋常小學讀本教授用書 卷三》（東京：國光社，1897），頁1。
129 日本文部省，《高等小學讀本編纂趣意書》（神戸：熊谷久栄堂，1905），頁

2、7。
130 〈隨行土人〉，《臺灣新報》（漢文版）第139號，1897.2.27，2版。
131 〈壯哉是君〉，《臺灣新報》（漢文版）第249號，1897.7.10，1版。
132 〈幼稚園開園〉，《臺灣新報》第373號，1897.12.7，3版。
133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

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134 〈臺南共立幼稚園〉，《臺灣新報》第357號，1897.11.16，3版。
135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

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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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略增為30餘人，經營似乎頗為慘澹。於是，輿論呼籲應由

官方介入，協助辦理，略謂：「（該園）保育方法雖與內地的

幼稚園略同，但不知為何卻不若其他諸學校繁盛？對於如此良

善的機關，官方宜加以適當地干涉，考究幫助其充分發達之方

法。」136然而，官方僅予以經費補助，137該園的經營仍未見起

色。其後，因面臨欠缺經費和保姆等問題，遂於1900年10月關

閉。138臺南共立幼稚園之所以旋設旋廢，主要原因在於未獲臺

人青睞，139亦未得官方積極支持。事實上，在前述磯貝知事所

提出之〈幼稚園設立報告〉中，民政局學務課對於該園之設立

即曾表示疑慮，指出「幼稚園…..特別如園長，應具備教育上之

學識，以未富學識經驗之本島人充任園長，頗不適當。」140顯

示總督府與地方當局對於教育與社會之關係，似有其不同的考

量。磯貝知事面對當局之質疑，即使願意給予該園支持，亦有

其難處。臺南教育會設立幼稚園之創舉終歸失敗，惟不可否認

的，此舉仍可說是該會會員主動投入新教育事業之努力。

　　類似的，臺中教育會成立未及一年，即舉辦教育品展覽

會，致力於展示新教育之成效。1901年3月24日，該會首先召開

第二回總集會，接著舉辦教育品展覽會，最後觀賞工兵隊舉辦

的地雷、水雷、伐木演習、築城模型等工事。141是日與會者多

達463名，較第一回總集會增加近80人，媒體以「該會振興正有

未艾」，頗表期許。142

　　較特殊者，與會之臺人一方面肯定新教育，一方面仍試圖

136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137 關於經費補助之情形，請參見林崎惠美，〈日治時期臺灣幼稚園之研究〉（臺

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71。
138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521。
139 據史料所示，其後臺人入園者未增反減，最後僅剩日人子弟，顯然該幼稚園不受

臺人歡迎。參見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521。
140 〈臺南教育會幼稚園設立報告〉，《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乙種永久保存，第

十七門教育學術，冊號190，文號30，1897.12.14。
141 〈臺中教育會總集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56號，1901.3.13，2版；〈臺中

教育會の進展〉，《臺灣日日新報》第869號，1901.3.29，2版。
142 〈開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872號，1901.4.2，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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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儒學傳統。例如臺南孔子祭典行之有年，其祭費向來由人

民公有之田埔收租。日治以降，孔子祭典停辦三年。1897年5
月9日例會時，蔡國琳提議恢復舉行孔子祭典，獲會員一致同

意，143隨即組織董事會，由磯貝會長邀請蔡國琳、蔡夢熊、許

廷光、商朝鳳、陳霑慶、楊鵬搏、陳修五、黃修甫、奧村金太

郎、庶務課長滿留禎藏等10人為董事，負責收租及祭典之事。

董事其後即致力於修復廟宇、整備樂器。1441897年11月27日舉行

祭典，由蔡國琳擔任主祭、舉人暨臺南師範學校漢文教師羅秀

惠擔任副祭，磯貝知事代表文官燒香朗讀祭文。由於日本亦有

在昌平黌（後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舉行釋奠禮之傳統，該會舉

辦孔子祭典之經過，曾刊載於雜誌《太陽》中。145翌年9月15日
例會時，會員吳子周提議再舉辦關帝祭典，亦無異議通過。上

述祭典自提案、籌備至實施，均以臺人士紳為主，突顯臺人士

紳在該會中具有實質的發言權和主動性，亦顯示傳統儒學與新

教育兩者皆係士紳認為應振興之事，其對教育會功能與目標之

認知未必與日人完全相同。臺南教育會既以振興傳統儒家教育

精神為己任，地方民眾亦顧名思義，認為教育會應具有傳統的

道德教化功能。例如1899年3月，臺南一名萬士傑者，為求字不

得而辱其師李夢花，李氏投訴臺南教育會，使該會「不期而會

者約近百人，咸欲聽會頭如何理論」，其中有董事應曰：「此

事非本會所應辦。」此言一出，座中人事皆怫然變色，曰：

「然則宜稱為『不教育會』。」言畢，群眾遂一哄而散。146由

此可知，該會的功能、性質與地方民眾所認知者頗有差距，

民眾認為教育會所具備之教育功能，其範圍應包括主持道德正

義，亦即傳統廣義的教育。上述現象說明臺、日人會員與一般

民眾對於教育會皆有其不同的認知和理解，即便是以臺人士紳

143 〈臺南教育會〉，《臺灣新報》第207號，1897.5.16，2版。
144 〈孔子廟修繕〉，《臺灣新報》第311號，1897.9.21，2版。
145 參見結城蓄堂，〈臺灣孔子祭〉，《太陽》，1901.6 .5，收錄於阿部洋等編，

《近代アジア教育認識•資料篇（臺灣之部13）》第43卷，頁251-254。
146 〈辱師微儆〉，《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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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之臺南教育會亦如此，此一問題或可說是地方教育會難以

持久的內在因素之一。

四、日治初期臺灣地方教育會之沒落及其影響

　　臺北、基隆、新竹、桃園等部分地方教育會宣布成立後，

或一無活動消息，或僅開會一次；臺中教育會自從舉辦第二回

總集會後亦未見後續發展，就連原來號稱「例會出席人數必

達百名以上」147的臺南教育會，至1899年3月已轉為「來會者

寥寥」148之局面，其人數甚至不足以作成開會決議，1900年以

降，已未見關於該會之消息。1901年2月「臺灣教育會」成立

時，媒體鑑於領臺以降各地教育會之不振，特別期許此一「本

島教育界唯一之機關」得「毫無妨礙地確立」，以期促成教育

之發達進步。149足證早在臺灣教育會創立前，各地方教育會似

乎已無甚麼活動。1898年底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之初，即有時

人投書媒體表示憂慮，略謂：

百事創業易而守成難……對於事業成敗漠不關心……此

類創業家臺灣甚多，各種研究會經常忽焉相興廢，相信

可供新設之教育會作為鑑戒。如內地的教育會，從奉讀

教育敕語開始，進而選舉幹部，次則熱烈討論議題，最

後以懇親會結束。吾儕毋寧於此時勸告興臺北教育會之

浪費，若有為「吊祭會」一般的教育會徒消光陰之暇，

則不若以之學文。……教育會既以慎重其言行，從事各

般設計，則另一方面的當事者，亦需有實行教育會意

志之覺悟。從內地教育會之情形所見，雖屢次作出有益

之決議，卻無一決意施行之例，遂使該決議煙消雲散，

而終不免在無任何效果的情況下結束。此雖一方面是教

育會無責任之結果，實亦為當局者不重視教育會之一明

147 〈臺南に於ける學事一斑〉，《臺灣日日新報》第13號，1898.5.20，5版。
148 〈辱師微儆〉，《臺灣日日新報》第262號，1899.3.19，6版。
149 〈臺灣教育會の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978號，1901.8.6，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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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我當局者若認為今日有設立教育會之必要……則直

接以其言行取捨折衷，並持有實際上適應之的寬宏大

度。沒有信用的教育會、沒有權力的教育會，應該從一

開始就將之排除，方為杜絕他日教育會紛擾之策。150

　　此一言論與其說是對教育會之規戒，毋寧說是對當局之建

言，呼籲地方當局宜重視並落實教育會之意見，勿使之成為虛

設。其論點固有其道理，卻不免陳義過高。蓋近代學校教育導

入之初，士紳自身亦為近代教育之學習者，其雖可反映輿情，

或擔任新教育之推手，卻未必能從事新教育之「各般設計」；

其次，如新竹、臺中等地方教育會係在地方當局之主導或授意

下成立，意在傳遞政令、拉攏士紳和指導書房教師，而非邀其

參與教育事業之規劃，受迫於規定而入會之書房教師，參與後

僅能聽命行事，自然不甚積極，在此一情形下，上述理想無異

緣木求魚。基隆私立教育會成立未久即如其所料地迅速沒落。

1899年12月，全臺一時僅剩臺南縣一處尚存在教育會組織。151

關於其旋起旋廢之原因，輿論認為主要在於不受當局重視，

「任由縣下當事者處置之結果，一旦著手從事，亦陷於收手之

不運」，故建議由總督府當局親自扮演倡導者，以立全島一

大教育會之基礎，或由官民有力者協力，「先作其基礎，再圖

同志之團結」。152上述輿論進一步指出，「教育會之設立、維

持，困難之處在於資金之來源。從雜誌之發行到其他萬般之費

用，均仰賴會員，其存立遂漸次成為不安定之事。現內地隨起

隨仆之教育會，實亦無非為此之故。」而主張當局宜給予教育

會資金上的援助。 153

　　究竟總督府對於各地方教育會之態度如何？受限於史料，

未能得知，目前筆者亦不見撥款援助地方教育會之例證。然

而，可以確定者，總督府自開辦國語傳習所以來，即不定期邀

150 〈臺北縣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183號，1898.12.11，2版。
151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8.12.7，2版。
152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8.12.7，2版。
153 〈臺灣教育會設立談〉，《臺灣日日新報》第480號，1899.12.7，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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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國語學校及初等教育教職員參與「學事諮問會」，討論教育

政策與作法等各項議案，是為總督府擬定教育政策主要的諮詢

機關，而似無過問地方教育會意見之案例。

　　就地方當局之立場而言，其原擬透過教育會傳達政令之本

意，因政策與會員之意見偶有扞格，亦未能盡如其意。例如

1899年5月臺南縣當局原擬利用教育會例會時宣導官方檢疫之立

意，未料卻反遭與會者指責檢疫措施過當，有違常情，略謂：

檢疫之設，政府所費不貲，而適以招民怨，此非臺民習

慣之咎也，無他，意盡美而法未盡良故耳。……嘗有士

人李某之妻病死，殮葬已畢，為挾嫌者所指摘，檢疫者

必欲索其去處，至加以鞭撻而後已。夫死之必葬固也，

彼固非為疫死也。然既葬則亦已矣，縱使為疫欲消毒

之，亦不過清潔其家，以加播力酸水遍灑，祓除不祥而

已，豈有發家挖棺而後可消毒之理？明知其死，何苦藉
此以欺辱人民，此其所以招怨也。154

　　姑不論上述所言是否為真，此事已顯示教育會不僅是官方

傳達政策之工具，亦為臺民士紳抒發意見之管道。是年6月起，

該會因鼠疫流行而休會三個月，155至9月始復會。惟11月例會時

即有與會日人提出建議，認為該會並非由「真正的教育家」所

成立，實宜修改組織，「使其成為純然的教育會」。156可知以

臺民士紳和書房教師為主體之地方教育會，似難以獲得日人教

育者之認同。

　　一言以蔽之，日治初期臺南、臺北、基隆、臺中、新竹、

桃園等地方教育會之所以在短時間內相繼成立，導源於地方當

局與日籍教育者之鼓吹，以及臺籍士紳之支持和參與，一旦不

為日人官民所信任，地方政府無意維繫，則勢必漸次瓦解，何

況臺灣向來無類似之組織，地方民眾不甚瞭解該會性質，該會

154 〈教育餘談〉，《臺灣日日新報》第338號，1899.6.20，3版。
155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399號，1899.8.30，3版。
156 〈臺南教育會〉，《臺灣日日新報》第468號，1899.11.2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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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難以在地方定著。時人指出：「設立教育會的計畫，領臺以

降已有兩三回，由於諸多障礙，經常未臻成立。」157可見在時

人眼中日治初期的地方教育會常以失敗告終。

　　儘管如此，就臺南教育會之情形觀之，該會確實曾在日本

引進近代教育制度之初發揮宣導之功效。其他地方教育會之

實際影響及其成效，因史料付之闕如，實難作定論，惟可以

肯定，地方當局曾試圖透過教育會化解書房與公學校之競爭關

係，並從事書房之改良。以新竹為例，公學校設立之初，不

少書房教師或士紳應聘為雇員，教授漢文，顯示部分書房教

師樂意與當局合作，開展新教育。如秀才范慶霖，原為紅毛

港義塾教師，1900年應聘為新埔公學校漢文教師；158原鄭如蘭

延聘之家庭教師李謙一，1899年應聘為樹林頭公學校雇員；159

秀才詹際清，原為新埔街富商家庭教師，1898年應聘為新埔

公學校雇員；160夢松書堂教師范德發，1901年應聘為新埔公學

校雇員；161北埔秀才彭裕謙，原設講筵於家，使北埔由「寂寥

山市」轉為「絃誦洋洋」之處，1621899年應聘為北埔公學校雇

員； 163竹南中港秀才許宗濂，原為中港街愛蓮書院教師，據

聞「受教者數千百，就中成立者凡四百餘名」， 164亦於同年

應聘為中港公學校雇員；165秀才曾逢辰，原貓而碇庄鳳堂書室

157 〈臺灣教育會の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第978號，1901.8.6，2版。
158 〈范慶霖外二名新埔辨務署參事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

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0，文號53；〈范慶霖〉，《臺灣列紳傳》，頁

143。
159 〈李謙一樹林頭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

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33，1899.3.18。
160 〈范慶霖〉，《臺灣列紳傳》，頁143。
161 〈范德發公學校雇ヲ命ス〉，《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

存，冊號9307，文號22，1901.5.1。
162 〈詹際清〉，《臺灣列紳傳》，頁 1 3 2；〈詹際清國語傳習所雇ニ採用〉，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 2 8 7，文號3 3，
1898.1.9。

163 〈許宗濂、彭裕謙中壢、北埔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

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7，1899.3.1。
164 〈許宗濂〉，《臺灣列紳傳》，頁150。
165 〈許宗濂外一名中壢、北埔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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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1899年獲聘為新竹公學校雇員；166增生陳維藻，原珊瑚

書院教席，「乞教者頗多」，1671899年4月獲聘為頭份公學校

雇員；168原三灣街修正書室教讀黃雙金，1899年2月獲聘為三

灣公學校雇員；169童生梁元，原為童蒙句讀之師，「乞教者滿

門」，1898年5月獲聘為北埔國語傳習所教師，翌年續任北埔

公學校雇教員；170原文林閣書房教師劉仁鍊，1899年1月獲聘為

九芎林公學校雇員。171臺南一地，秀才梁瑞圖，原於關帝廟街

開館授業，1899年10月獲聘為臺南第一公學校雇員；172秀才郭

仲仁，原為養正軒教讀，1900年3月應聘為臺南第二公學校雇

員；1731898年10月，原媽祖樓街官設義塾教師郭君盤應聘為臺

南第二公學校雇員；1741899年3月，原蘇家教讀蘇景三應聘為關

帝廟公學校雇教員；175張悅豫，自1892年起任私立學校教師，

1899年起先後應聘為真宗大谷派、本願寺三餘齋教師，1900年
9月獲聘為安平公學校雇。176此外，另有不少私塾教師或具功

名之士紳入學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後應聘為公學校訓導或雇

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27，1899.3.5。
166 〈曾逢辰新竹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

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19，1899.3.5；〈曾逢辰〉，《臺灣列紳傳》，頁

128。
167 〈陳維藻〉，《臺灣列紳傳》，頁148。
168 〈頭份公學校雇陳維芹依願解雇陳維藻教務囑託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

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39，1899.4.1。
169 〈黃雙金三灣公學校雇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

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16，1899.2.10。
170 〈梁元〉，《臺灣列紳傳》，頁131；〈梁元〉，《臺灣人物誌》，頁64。
171 〈宋進外五名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

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6，1898.12。
172 〈梁瑞圖雇教師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

存，冊號9554，文號55，1899.1.。
173 〈郭仲仁ヲ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

永久保存，冊號9557，文號39，1900.3。
174 〈  郭君盤ヲ教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

永久保存，冊號9538，文號51，1898.10。
175 〈蘇景三雇教員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

存，冊號9554，文號21，1899.3。
176 〈張悅豫ヲ安平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

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60，文號104，19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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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員者，例如廩生郭蔡淵，1896年9月入學臺南國語傳習所，

翌年3月以第三名畢業後，於同年年底應聘為臺南第一公學校

雇員；177舊社書房教師楊其琛，自17歲起設館授業，從學者20
餘人，1897年休業入學國語傳習所，1899年獲聘為大目降公學

校訓導；178原文杏書院教讀林季雲，1898年入學新竹國語傳習

所，畢業翌年獲聘為南庄公學校雇員。179更特別者，原在大目

降開設私塾之秀才林登庸，於1898年9月臺南公學校大目降分

校設立後即轉任該校漢文教師，並舉全私塾子弟入學。180若以

1902年新竹、臺南兩地之公學校雇員觀之，35名漢文教師中，

至少20名係書房教師轉任者，其中不乏頗具影響力之名師，其

餘則大多係具備漢文根底的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生。不可否認

的，書房教師受雇於公學校之情形所在多有，未必可完全「歸

功」於教育會之中介作用，但地方當局藉地方教育會聯絡書房

教師，爭取書房教師之合作，卻是不爭的事實。

　　其次，由書房教師參與教員講習會之情形，亦可略窺當局

管理書房之成效。同樣以明文強迫書房教師加入教育會之新竹

地區為例，該廳於1902年7月首次針對臺籍公學校雇員舉行教員

講習會，教授國語、教授法、算術、體操、唱歌等科目，講師

由新竹公學校長林元三郎、三灣公學校長後藤吉人擔任，20名
公學校漢文教師中，計17名參與講習。翌年7月舉辦第二回臺人

教員講習會，開放「書房有志者」參與，教授科目包括國語作

文、算術、教授法等。65名通過試驗而獲得證書者中，計有19
名公學校雇員，其中，兩度參與講習者計14人；此外，書房教

師參與講習者計45人，其中，新竹街之書房教師計15人，為數

177 〈郭蔡淵葉朗初魏宗錕ノ三名ヲ雇員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

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號9533，文號40。
178 〈楊其琛雇教員ニ採用〉，《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

存，冊號9554，文號25，1899.4.5。
179 〈宋進外五名公學校雇ニ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

種永久保存，冊號9287，文號6，1899.10.9。
180 〈林登庸採用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第一門秘書，乙種永久保存，冊

號9545，文號24，1898.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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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其餘包括大湖口、崙仔庄、南坑庄、草山庄（今新竹縣

寶山鄉）、沙崙庄、油羅庄、橫山庄、雙坑庄、十塊寮庄、犁

頭山庄、新城庄、鹿場庄等地，皆有書房教師前來參加，甚至

有遠自臺北頭重埔（今新莊）、雙溪、宜蘭中崙、臺中東勢而

來者。181值得注意者，新竹地區公學校漢文教師參與講習之風

氣似頗為興盛，早自1900年7月，該地尚未舉辦講習會前，樹林

頭公學校教師李謙一、新竹公學校教師黃世元等，已主動報名

參加臺北地區之講習會；又，北埔公學校教師梁元迄1911年退

職轉任北埔區長前，曾三赴教員講習會，其「有志於學」之精

神，頗獲輿論肯定。182

　　新竹地方當局一方面藉由教育會主動聯絡書房教師，另一

方面則透過法令管理書房。1903年2月12日新竹廳以廳令第5號
頒布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18327日再以訓令第10號頒布書房

義塾視察規程，規定公學校長和街庄長有視察書房之義務，184

迄6月底止，計有160所書房獲得認可。185至1904年3月，始出現

第一所因違反書房義塾規程施行細則而被迫關閉之書房。186

　　由上可知，儘管時人以教育會組織無法持久而論斷其成

敗，惟從書房教師轉任公學校漢文教師之比率及其參與講習會

之情形，以及獲得認可之書房數，似已足以顯示地方當局掌握

書房之方法頗具實效。在此一過程中，地方當局事先透過教育

會聯絡書房教師，尋求改良書房與推動新教育之共識，並宣導

相關規定及措施，以漸進方式落實書房義塾管理規程；同時，

提高公學校入學率，可說是日治初期地方教育會設立之歷史意

義。

181 《新竹廳報》第115號，1903.8.31。
182 〈赴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第663號，1900.7.18，3版；〈梁

元〉，《臺灣列紳傳》，頁131。
183 《新竹廳報》第83號，1903.2.14。
184 《新竹廳報》第86號，1903.3.6。
185 《新竹廳報》第105號，1903.6.25。
186 《新竹廳報》第141號，1904.3.8。



臺灣師大歷史學報　第  43  期- 270 -

五、結論

　　日本領臺之初，地方當局為加強與地方士紳和書房教師之

聯絡，乃仿效日本國內行之有年之教育會制度，倡設地方教育

會。其形式、幹部組織等雖與日本地方教育會相似，皆推舉地

方行政長官或教育行政首長擔任會長，亦屬廣義的教師團體，

惟其立會目的、主要成員與會務活動，實頗具特色，由官方

立場觀之，可謂為日治初期建立日本近代教育制度之「配套措

施」；就臺籍紳民而言，則係銜接舊儒學教育與新教育之橋

樑。惜因存在時間甚短，加以其性質與日本一般的地方教育會

有別，頗易為人所忽略，而逕以1901年成立之「臺灣教育會」

為戰前日本殖民地教育會之嚆矢。事實上，相較於「臺灣教育

會」成立初期以日籍教育者為主之人事結構，日治初期之地方

教育會係以臺人為主體，透過參與該會，臺人一方面表達其對

政策之觀感，一方面吸收新教育之內涵。由是觀之，其對教育

會組織在臺灣社會之普及已發揮前導之作用。再者，在臺灣新

舊教育制度遞嬗之過程中，其作為官民溝通之橋樑，實具有不

可忽視之意義，亦顯示日本當局善於運用統治技術，以漸進方

式取得士紳對新教育之認同。正因為如此，書房義塾規程得以

在短時間內迅速落實。公學校教育旋在臺灣定著，可謂其來有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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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Ming-Ju Hsieh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how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was 

established and what kind of activities it developed, and tries to indicate i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early period of colonial Taiwan. Before 

1895,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which are predominantly based on 

educationists were widespread in Japan. The primary goals were the assistance 

of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and the fulfill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 

Taiwan, however,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1896-1900）in Tainan, Taipei, Keelung, 

Taichung, Hsinchu and Taoyuan, were almost founded by local administration 

in order to conduct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promote the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the members 

of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were mainly Taiwan＇s scholar-

gentry class. Through the associations to communicate with gentry and 

native teachers, local administration could preach gentry to send their sons 

to elementary schools and improve the old-style Chinese schools. Briefly, 

the reg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s played a vital intermediate role between 

authorities and intellectuals before 1901. 

Keywords:  education association, sho-bo, private school, public school, the 
early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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