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外地人在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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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林道乾
林道乾，生卒年不詳，潮州惠來人，年少曾為縣吏，後來成為海盜，曾多次侵擾中國沿海，
1566 年（嘉靖 45 年）遭圍剿，因而逃到澎湖，並輾轉到安平、占城，柯培元《噶瑪蘭志略》
記載林道乾曾至蘇澳盤據數月，後因水土不服而離去，1573 年（萬曆元年）再度被追剿，率
船隊逃往馬來半島，攻佔北大年，而後協助暹羅王破安南，並擔任北大年灣港的管理官。

二、朱濆（1749-1808）
朱濆，生於 1749 年（乾隆 14 年），福建省漳州人，家境寬裕，好交遊，結識不少海盜，
後來組織數十艘船，活躍於廣東沿海，時人稱之為「粵盜」，自稱「海南王」，1803 年（嘉
拾

慶 8 年）曾與蔡牽結盟，因蔡牽遭清官兵追剿與之切割，1807 年（嘉慶 12 年）侵擾臺灣，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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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總兵王得祿擊敗，逃至蘇澳地區帶大量農具屯墾，並與蘇澳原住民結合，不久遭臺灣知
府楊廷理與王得祿水陸兩軍圍剿而敗走，1808 年（嘉慶 13 年）於長汕尾洋遇清兵襲擊，於海
戰中中砲身亡。
朱濆曾留下「朱濆葬妹」的故事，朱濆被清兵追殺窮途末路之時，殺死最疼愛的妹妹，
將妹妹與搶來的金銀珠寶以金棺埋葬於北方澳，並囑咐妹妹遇不貪財之好心人，才可顯靈贈
送財寶，地方盛傳金棺化身為金雞母，帶著小雞仔在北方澳一帶出現，但一有人靠近便消失
了，「金母雞帶雞仔子」的故事便由此而來。

三、蔡牽（1761-1809）
蔡牽，生於 1761 年（乾隆 26 年），福建同安人，1794 年（乾隆 59 年）因饑荒而成為海寇，
帶領船幫活躍於閩浙、兩廣海域，劫船越貨，封鎖航道並強收「出洋稅」，與香港海盜張保
仔結盟，於 1797 年（嘉慶 2 年）至蘇澳沙崙上岸劫掠存仁、港邊一帶，曾率船隊劫掠廈門外
島軍隊，並於鹿耳門破清兵水師，浙江提督李長庚率兵鎮壓擊退，蔡牽又率船隊進入鳳山包
圍臺灣府城，自號鎮海王。1809 年（嘉慶 14 年）清兵圍攻蔡牽於浙江臺州漁山外海，經血戰
後蔡牽寡不敵眾，自抱金錨投海自盡。

四、西鄉隆盛（1828-1877）
西鄉隆盛，生於 1828 年（文正 11 年）1 月 23 日，日本薩摩人，原名西鄉隆永，為日本
維新三傑，1851 年（嘉永 4 年）曾受藩主秘密任務來臺探勘，由琉球群島南下來臺，抵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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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時因有清兵駐守轉往東行，於蘇澳無人看守的內埤海灘上岸，探查其間曾與平埔族少女「蘿
茱」相識並同居半年，據日本學者也是蘇澳郡守藤崎濟之助推測，其西鄉隆盛長子劉武荖應
該是在此時產下，但父子並未曾見面，而後來西鄉隆盛之子西鄉菊次郎來臺擔任首任宜蘭廳
長時，曾與劉武荖會面。54

羅大春，生於 1833（道光 13 年），字景山，貴州施秉縣人，於太平天國時便轉戰各省，
並隨左宗棠入福建，1874 年（同治 13 年）牡丹社事件爆發，沈葆楨擔任欽差大臣來臺巡視並
協理海防，調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移駐臺北蘇澳，羅大春於駐臺一年間開山撫番，並設公學，
開闢蘇澳至花蓮奇萊山路，沿路興建碉堡，為蘇花公路之前身，並於南方澳設砲臺。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五、羅大春（1833-1890）

六、劉銘傳（1836-1896）
劉銘傳，生於 1836 年（道光 16 年）9 月 7 日，字省三，安徽合肥人，為淮軍著名將領，
是清代洋務派骨幹，爾後來臺擔任臺灣省首位巡撫，並開始規劃臺灣軍事部陣，推動基礎建
1891 年（光緒 17 年）告老還鄉，1896 年（光緒 22 年）於家中病逝。

樺山資紀，生於 1837 年（天保 8 年）12 月 9 日，薩摩藩鹿兒島人，為日本海軍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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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樺山資紀（1837-192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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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如鐵路、海底電纜、煤務、郵務等，積極開山撫番，並擴大蘇澳番區，設立撫墾分局，

1872 年（明治 4 年）因日本琉球船難民遭臺灣原住民殺害對臺出兵之際，引起其對臺灣的興
趣，藉職務與偵查之名至噶瑪蘭、蘇澳一帶偵查，瞭解臺灣價值所在，1873 年（明治 6 年）
參與締結日清條約的談判，清朝割讓臺灣後，樺山資紀積極爭取成為臺灣日治時期首任總督，
並於蘇澳白米甕樺山遺跡紀念碑，紀念樺山資紀來臺行跡。

八、馬偕（1844-1901）
馬偕，本名 George Leslie Mackay，生於 1844 年（道光 24 年）3 月 21 日，為加拿大安大
略省醫師與長老會牧師，於 19 世紀來臺行醫傳教，漢名「偕叡理」，1872 年（同治 11 年）
首次來到噶瑪蘭地區，並曾到蘇澳行醫、傳福音，1883 年（光緒 9 年）來到噶瑪蘭一帶傳教，
於蘇澳地區設 18 所禮拜堂，並佈教施洗 1123 位原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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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中信子著、曾淑卿譯，《日治臺灣生活史 - 日本女人在臺灣》，臺北：時報文化，2007 年，頁 363-369。
藤崎濟之助著、林呈蓉譯註，《樺山資紀蘇澳行》，臺北：玉山社出版公司，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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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安東貞美（1853-1918）56
安東貞美，生於 1853 年（嘉永 6 年）5 月 1 日，日本長野縣人，曾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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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1915 年（明治 4 年）擔任臺灣日治時期第六任總督，於任內發生西來庵事件，成立「臺
灣勸業共進會」，積極推動臺灣東部開發與宜蘭、屏東鐵路興建，並編修《臺灣列紳傳》，
曾來到蘇澳視察酸泉工廠與製腦工廠。

十、竹中信景（1862-1942）57
竹中信景，生於 1862 年（文久 2 年）9 月 8 日，大阪市南區北桃谷町人。原從事農商業，
以及擔任小學教員裁判所書記、新聞記者建築技手等職務。1873 年（明治 6 年）隨軍來臺，
派至臺北近衞兵站監部之勤務，並從事土工建築等相關工作。1896 年（明治 29 年）9 月竹中
信景回到東京，同年 12 月依願辭職。1905 年（明治 38 年）再度來到臺灣蘇澳，隨後開發蘇
澳冷泉，並創立「那姆內」彈珠汽水工廠。

拾

十一、橫井滕治郎（186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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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井滕治郎，生於 1867 年（應慶 3 年）8 月 13 日 59，日本愛知縣名古屋市東區本町人。
1897 年（明治 30 年）渡海來臺。1899 年（明治 32 年）任職臺灣總督府內務部雇。1911 年（明
治 44 年）擔任基隆財團法人共益社評議員，後來因感受在臺企業發展之前景可觀，遂於基隆
市石牌町販賣石油。1922 年（大正 11 年）成為基隆市石碑町總代，兩年後辭職。1945 年（昭
和 2 年）6 月獲聘為蘇澳庄協議會員，以及蘇澳庄消防組組長等公職。

十二、松田定吉（1867-?）60
松田定吉，生於 1867 年（慶應 3 年）10 月 18 日，秋田縣秋田市上米町人。因加入陸軍
教導團，1886 年（明治 19 年）便升為部兵二等軍曹、後一等軍曹長。1894 年（明治 27 年）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因功而授勳六等。後來至臺灣化學工業會社工作，翌年 8 月出任臺灣製
腦株式會社蘇澳出張所長，1920 年（大正 9 年）10 月 1 日成為蘇澳庄協議會員。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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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圖書館編著，《臺灣歷史人物小傳 - 明清暨日據時期》，臺北：國家圖書館，2003 年，頁 94-95。
臺灣雜誌社，《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年，頁 210。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22。2、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三）臺北：
成文，2010 年，頁 79。
另說為 3 月 13 日，參見：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三）臺北：成文，2010 年，頁 79。
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 年，頁 365。

十三、寺田早苗（1869-?）61
寺田早苗，生於 1869 年（明治 2 年）10 月 5 日，高知縣高岡郡久禮町人。1896 年（明治
治 35 年）至宜蘭小南澳地區成立製腦企業。1913 年（大正 2 年）開設東洋商會旅館部。1920
年（大正 9 年）選為蘇澳庄協議會員。1921 年（大正 10 年）獲任蘇澳信用組合專務理事、蘇
澳水產會社取締役等要職。

十四、二宮卯一（1871-?）62
二宮卯一，生於 1871 年（明治 4 年）4 月 28 日，廣島縣廣島市堀川町人。1895 年（明治
28 年）9 月渡海來臺。1899 年（明治 32 年）擔任臺北州宜蘭出張所主任。兩年後因出張所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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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年）擔任陸軍省雇員而渡臺。1899 年（明治 32 年）於新竹內灣從事製腦行業。1902 年（明

改投入製造樟腦產業。
在臺期間前後陸續出任宜蘭街協議會員、蘇澳運輸合資會社代表社員、宜蘭林業株式會
社取締役、宜蘭煉瓦株式會社取締役、宜蘭興業製糖株式會社監查役、土木建築請負業、煙

小島仁三郎，生於 1872 年（明治 5 年）8 月 9 日，原籍在東京府北豐島郡下板橋町，出
生於埼玉縣足立郡六辻村。1884 年（明治 17 年）3 月尋常高等小學校畢業，1891 年（明治 24

外地人在蘇澳

十五、小島仁三郎（187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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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賣捌人、大倉組員以及獨立製腦業。

年）10 月任職於琦玉縣北足立郡役所。1893 年（明治 26 年）9 月擔任警視廳巡察。1897 年（明
治 30 年）轉至宜蘭廳擔任巡察。1899 年（明治 32 年）被任命為宜蘭廳巡察部長。1901 年（明
治 34 年）3 月為宜蘭廳警部補利澤簡出張所支勤務。1905 年（明治 38 年）12 月宜蘭廳警部、
吧哩沙支廳長。1906 年（明治 39 年）6 月兼任宜蘭廳屬。1913 年（大正 2 年）9 月番務課勤
務吧哩沙支廳長兼務。1916 年（大正 5 年）10 月被命為羅東支廳長。1917 年（大正 6 年）8
月獲任為南澳支廳長兼務。1920 年（大正 9 年）6 月專賣局指定煙草賣捌人，同年 9 月任總
督府郡守叙高等官八等、兼任州警視任年臺北州蘇澳郡守。1921 年（大正 10 年）7 月任新竹
州大溪郡守。1923 年（大正 13 年）為總督府地方理事官。1927 年（昭和 2 年）1 月任高雄州
屏東郡守。1928 年（昭和 3 年）3 月為臺中市尹，1930 年（昭和 5 年）3 月辭退，接任宜蘭街
長。因對國家公共事務有貢獻，日本政府授與大禮記念章與勳六等瑞寳章。

61
62
63

1、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三）臺北：成文，2010 年，頁 79。2、原幹洲，《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
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36。
1、臺灣雜誌社，《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年，頁 209。2、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
灣人物社，1922 年，頁 19。
1、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76。2、原幹洲，《自
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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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渡邊數衞（1874-?）64
渡邊數衞，生於 1874 年（明治 7 年）2 月，福島縣相馬郡日立木村人。為憲兵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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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 年（明治 32 年）擔任臺南縣巡察。1928 年（昭和 3 年）3 月任臺北洲蘇澳郡警部補。

十七、鎌田清熊（1874-?）65
鎌田清熊，生於 1874 年（明治 7 年）8 月 7 日，日本鹿兒島縣鹿兒島市下荒田町人。在
臺任職四十有餘年，1897 年（明治 30 年）出任臺北縣巡查大稻埕警察署勤務，1899 年（明治
32 年）移至基隆辦務署。1902 年（明治 35 年）轉向斗六廳警部補、林杞支廳勤務。1903 年
（明治 36 年）調至又了西螺支廳，翌年再被遣去北港支廳。1907 年（明治 40 年）於阿緱廳
警部補榮進警務部職務，並於同年請辭獲准。1910 年（明治 43 年）臺中廳聘雇為臺中廳庶務
課勤務，隔年 11 月退職，並前去宜蘭廳警部出任頭圍支廳勤務。1912 年（明治 45 年）作為
叭哩支廳勤務。1915 年（大正 4 年）與 1919 年（大正 8 年）分別出任羅東支廳勤務與宜蘭廳
警部羅東支廳勤務。隔年 9 月，出任蘇澳郡警察課長，11 月任職基隆郡警察課雙溪分室主任。

拾

1923 年（大正 12 年）擔任基隆郡貢寮庄長。

人物篇

在職期間因有功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授與勳七等瑞寶章、勳八等瑞寶章，受封正八位。

十八、城戶彥市（1874-?）
城戶彥市，生於 1874 年（明治 7 年）11 月 6 日，鹿兒島薩廣郡樋脇村人。1896 年（明治
29 年）渡臺，10 月 24 日擔任宜蘭郡巡查部長。1901 年（明治 34 年）5 月 11 日出任蘇澳出張
所長。隔年 9 月出任楊梅礦支廳長。1906 年（明治 39 年）8 月出任三勇湧支廳長。1915 年（大
正 4 年）就任於阿緱廳警察課保安係長。1916 年（大正 5 年）榮授從七位勳七等。1920 年（大
正 9 年）9 月出任高雄州理蕃課長、高雄州警察課兼務。1921 年（大正 10 年）7 月臺灣總督
府郡守兼臺灣總督府警視、高等官七等七級下賜，高雄州恆春郡守榮轉，敘勳六等。1923 年（大
正 12 年）3 月高雄州岡山郡守，敘高等官六等免諫官，敘正七位五級奉下賜。1924 年（大正
13 年）12 月任為臺灣總督府地方理事官高雄州旗山郡守，獲高等官六等。1925 年（大正 14 年）
12 月高等官五等叙從六位。1926 年（大正 15 年）10 月就任高雄州潮洲郡守。1927 年（昭和 2 年）
3 月叙正六位高等官四等三級俸下賜，10 月出任屏東街助役。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任為屏
東小學校兒童保護會會長。1932 年（昭和 7 年）就任潮洲庄長。

6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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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124。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12。2、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650。

十九、嘉村治剛（1876-?）66
嘉村治剛，生於 1876 年（明治 9 年）2 月 25 日，佐賀縣佐賀郡高木瀨村人。1903 年（明
京市高輪開業。1914 年（大正 3 年）4 月鄉里金立村開業。1927 年（昭和 2 年）渡臺於臺北
州蘇澳郡蘇澳庄蘇澳字蘇澳七六住所開業。1940 年（昭和 15 年）4 月獲選為蘇澳庄協議會員。

二十、黑木勇雄（1878-?）67
黑木勇雄，生於 1878 年（明治 33 年）11 月 25 日，宮崎縣人。1937 年（昭和 12 年）基
隆市社會事業書記拜命。1938 年（昭和 13 年）臺北州社會教育書記。1941 年（昭和 16 年）
轉至臺北州屬任職，11 月擔任蘇澳郡庶務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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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36 年）東京濟生學舍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13 年（大正 2 年）東京醫術試驗合格，並於東

二十一、陳純精（1878-?）68

蘭國語傳習所甲科畢業，並擔任宜蘭地方法院通譯，1908 年（明治 41 年）2 月任為羅東區街
庄長，1920 年（大正 9 年）10 月當選為臺北州協議會員。1924 年（大正 13 年）10 月成為羅

二十二、香川勇吉（1879-?）69

外地人在蘇澳

東街長。曾任蘇澳糖業株式會社社長。

第二章

陳純精，生於 1878 年（明治 11 年）12 月 16 日，宜蘭人。1897 年（明治 30 年）4 月宜

香川勇吉，生於 1879 年（明治 12 年）5 月，宮城縣遠田郡南鄉村人。1909 年（明治 39 年）
擔任宜蘭廳巡查。1915 年（大正 4 年）12 月就職於宜蘭廳警部補羅東支廳。1920 年（大正 9 年）
9 月改制為宜蘭廳警部補羅東郡。1922 年（大正 11 年）4 月為宜蘭廳警部補蘇澳郡，10 月出
任於臺北州警部海山郡。1925 年（大正 14 年）為羅東郡三星分室主任。1926 年（大正 15 年）
7 月為文山郡深坑分室擔任主任要職。

二十三、胡慶森（1879-?）70
胡慶森，生於 1879 年（明治 12 年）11 月 28 日，羅東郡羅東街人。1918 年（大正 7 年）
擔任宜蘭醬油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1920 年（大正 9 年）10 月擔任羅東街協議會員，隔年成
為羅東街總代。1924 年（大正 13 年）成為州稅調查委員。1927 年（昭和 2 年）成為羅東信用
66
67
68
69
7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8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126。
1、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頁 641。2、唐澤信夫，《臺
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57。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92。
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19。2、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
民眾公論社，1932 年，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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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利用組合長。1929 年（昭和 4 年）羅東街第四區，同年擔任共益自動車取締。1930 年（昭
和 5 年）擔任蘭陽自動車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同年成為臺北州宜蘭稅務署直轄所得調查委
員、南漁殖製糖公司理事、羅東石油公司理事長、海南興業公司監察役、日臺組合各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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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黑岩正已（1881-?）71
黑岩正已，生於 1881 年（明治 14 年）9 月 27 日，佐賀縣西浦郡大川村人。1899 年（明
治 32 年）9 月沖繩縣尋常中學校 4 年退學。1904 年（明治 37 年）12 月因日俄戰爭應召而出征，
翌年 12 月除隊。1913 年（大正 2 年）渡臺，任督府巡查花蓮港廳勤務。1915 年（大正 4 年）
因征討番匪有功賜勳八等瑞寶章。1916 年（大正 5 年）10 月任命為花蓮港廳警部補。1919 年（大
正 8 年）9 月進入府警部警務局勤務。1923 年（大正 12 年）2 月擔任臺北州警部。1924 年（大
正 13 年）為海山郡警察課長。1927 年（昭和 2 年）3 月任為基隆警察課長。1928 年（昭和 3 年）
10 月轉任臺北州警務部高等課。1929 年（昭和 4 年）3 月蘇澳郡警察課長。1931 年（昭和 6 年）
3 月擔任兼任地方理事官臺北州勤務，6 月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獲賜勳六等。1934 年（昭和 9
年）8 月獲任彰化市掃除監督長以及庶務課衞生係長。1937 年（昭和 12 年）8 月擔任彰化市
衞生課長要職。

拾
人物篇

二十五、菅野鶴龜（1882-?）72
菅野鶴龜，生於 1882 年（明治 15 年）1 月，福島縣田村郡二瀨村人。1905 年（明治 38 年）
2 月擔任斗六廳巡查。1910 年（明治 43 年）6 月就職於嘉義廳警部補打貓支廳，之後也曾在
臺北廳警部補樸子腳支廳工作。1919 年（大正 8 年）8 月於就職臺北廳警部錫口支廳。1924
年（大正 13 年）曾任職於臺北廳警部士林支廳、海山郡警部、基隆郡警部，12 月出任北署行
政主任。1926 年（大正 15 年）1 月於臺北州擔任蘇澳郡警察課長。

二十六、後藤勝哉（1882-?）73
後藤勝哉，生於 1882 年（明治 15 年）4 月 1 日，大分縣大分郡竹中村人。1904 年（明治
37 年）渡臺至宜蘭蘇澳港，從事運送業、佐藤俊次郎氏店員。1907 年（明治 40 年）升格為佐
藤俊次郎氏主任。1910 年（明治 43 年）進入陸軍運輸部基隆支部業務，8 月設立蘇澳運輸合
名會社，之後主要從事大阪商船株式會社、蘇澳扱店、東京海上保險會社代理店、宜蘭輕便
鐵道組合等經銷之工作。

71
72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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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43。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69。
1、內藤素生編，《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 年，頁 60。2、臺灣雜誌社，《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
1912 年，頁 215。

二十七、門脇芳藏（1882-?）74
門脇芳藏，生於 1882 年（明治 15 年）9 月 29 日，島根縣八束郡本庄村人。1912 年（大
12 月於臺北廳警部補任職。1919 年（大正 8 年）1 月轉於淡水警部補。1923 年（大正 12 年）
2 月出任臺北州蘇澳郡警部。1926 年（大正 15 年）為汐止分室主任。1927 年（昭和 2 年）與
1929 年（昭和 4 年），分別擔任士林分室主任、海山郡三峽分室主任二職。1931 年（昭和 6 年）
參與羅東郡五結庄助役。1935 年（昭和 10 年）8 月升至宜蘭郡頭圍庄長的要職。勳七等。

二十八、高橋政吉（1883-?）75
高橋政吉，生於 1883 年（明治 16 年）3 月 2 日，神奈川縣中郡大磯町人。1907 年（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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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元年）渡海來臺，二年後於 1914 年（大正 3 年）當任臺北廳警務課巡查。1917 年（大正 6 年）

40 年）9 月初任宜蘭廳巡查。1912 年（大正元年）擔任蕃務所屬警部補。1919 年（大正 8 年）
就職於宜蘭廳警部南澳支廳，隔年轉為警務部理蕃課。1924 年（大正 13 年）12 月於臺北洲蘇
澳郡出任警察課長。1925 年（大正 15 年）1 月移至淡水郡同為警察課長。1927 年（昭和 2 年）

二十九、枝國忠雄（1883-?）76

月渡海來臺至宜蘭廳。1920 年（大正 9 年）任職於蘇澳郡役所書記。1921 年（大正 10 年）轉
至冬山庄助役。

外地人在蘇澳

枝國忠雄，生於 1883 年（明治 16 年），福岡縣直方市大正町人。1919 年（大正 8 年）8

第二章

3 月轉至海山郡擔任警察課長。

三十、長谷川錄郎（1885-?）
長谷川錄郎，生於 1885 年（明治 18 年）1 月 11 日，埼玉縣大里郡御正村人。1904 年（明
治 37 年）7 月埼玉縣熊谷中學校畢業。1908 年（明治 41 年）5 月總督府雇命為民政部財務局
勤務。1909 年（明治 42 年）3 月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財務局之勤務。1919 年（大正 8 年）
7 月主計課預算系兼監督系勤務。1924 年（大正 13 年）12 月任臺灣總督府地方理事官東港郡
守。1925 年（大正 14 年）4 月從七位，12 月高等官六等。1927 年（昭和 2 年）2 月正七位，
7 月為臺北市助役、庶務課長。1929 年（昭和 4 年）9 月高等官五等，11 月從六位。1930 年（昭
和 5 年）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叙勳六等並授瑞寶章，11 月擔任七星郡守。1931 年（昭和 6 年）
6 月依照酒類專賣令實施規則第三條，擔任第二十六區酒類売捌人，10 月蘇澳郡蘇澳庄協議
會員。
74

75
76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00。2、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660。3、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 6
月。頁 89。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 9 月，頁 68。
1、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364。2、原幹洲，《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
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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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小辻宇吉（1885-?）77
小辻宇吉，生於 1885 年（明治 18 年）6 月 26 日，石川縣沼郡大勝寺町人。1903 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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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36 年）11 月即擔任石川縣江沼郡錦城尋高訓導。1913 年（大正 2 年）5 月渡臺後被任命為
宜蘭廳頭圍公學校勤務。1915 年（大正 4 年）4 月轉勤蘇澳公學校，至 1928 年（昭和 3 年）
退職，1929 年（昭和 4 年）擔任蘇澳庄長，至 1941 年（昭和 16 年）5 月退職，1942 年（昭
和 17 年）11 月就任蘇澳信用組合長。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叙勳八等瑞寶章。

三十二、溝越勝三（1885-?）78
溝越勝三，生於 1885 年（明治 18 年）10 月 27 日，長崎縣湯江局人。1900 年（明治 33 年）
10 月長崎縣湯江郵便局事務員。1909 年（明治 42 年）6 月渡海來臺為總督府通信手。1922 年（大
正 11 年）1 月擔任遞信局勤務。1931 年（昭和 6 年）4 月勳八等授章，隔年 7 月受封從七位。
1933 年（昭和 8 年）3 月蘇澳郵便局長。1935 年（昭和 10 年）11 月出任蘇澳庄協議會員。

拾

三十三、佐佐木長松（1886-?）79

人物篇

佐佐木長松，生於 1886 年（明治 19 年）1 月，岩手縣膽澤郡水澤町人。1911 年（明治 44 年）
擔任宜蘭廳巡查。1925 年（大正 14 年）擔任臺北州警部補蘇澳郡蕃地。

三十四、高野五郎（1886-?）80
高野五郎，生於 1886 年（明治 19 年）3 月 3 日，熊本縣八代市人。1911 年（明治 44 年）
11 月臺北廳巡查部長。1920 年（大正 9 年）8 月府稅官監吏基隆支署。1922 年（大正 11 年）
3 月金山稅官監視署兼務。1925 年（大正 14 年）4 月高雄支署勤務，5 月臺北洲巡查萬華分署。
1927 年（昭和 2 年）11 月臺北州森林主事。1934 年（昭和 9 年）9 月宜蘭員山庄長。1938 年（昭
和 13 年）2 月擔任苗栗銅鑼庄長。1941 年（昭和 16 年）擔任蘇澳庄長。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
日本政府叙勳八等瑞寶章。

三十五、金原幸三（1887-?）81
金原幸三，生於 1887 年（明治 20 年）1 月，佐賀縣小城郡三里村人。1907 年（明治 40

77

78
79
8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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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221。2、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三）》臺北：
成文，2010 年 9 月，頁 147。3、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
頁 215。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214。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126。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32。
1、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93。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成文，2010 年，頁 91。

年）初任總督府宜蘭廳巡查。1918 年（大正 7 年）9 月為宜蘭廳警部補叭哩沙支廳擔任職務。
1924 年（大正 13 年）10 月任臺北州警部羅東郡勤務。1931（昭和 6 年）3 月文山郡警察課長。
1941 年（昭和 16 年）6 月任輔地方理事官臺東廳關山郡守。在臺期間還曾任職桃園廳巡查、
宜蘭廳巡查、警務部理蕃課撫育主任、海山郡三峽分室主任等要職。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

三十六、谷垣藤三郎（1887-?）82
谷垣藤三郎，生於 1887 年（明治 20 年）3 月 18 日，日本兵庫縣水上郡國須村人。1914 年（大
正 3 年）畢業於國語師範學校。1919 年（大正 8 年）11 月出任宜蘭教諭利澤簡公學校校長。
1926 年（大正 15 年）4 月擔任羅東公學校校長，8 月亦成為羅東兼蘇澳郡視學二職。1931 年（昭
和 6 年）4 月為臺北龍山公學校長，隔年獲任臺北第三高女教諭。1935 年（昭和 10 年）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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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封正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臺北市教諭課教諭主事。有貢獻於教育，日本政府封從六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三十七、岡準市郎（1887-?）83

治 38 年）3 月滋賀縣師範學校畢業。1907 年（明治 40 年）8 月任命為滋賀縣蒲生郡宇津呂尋
治 42 年）4 月依願退職。1911 年（明治 44 年）3 月擔任京都市六原尋常小學校訓導。1916 年
（大正 5 年）2 月臺灣公學校校雇、漳和公學校勤務。1917 年（大正 6 年）6 月參加臺灣總督
府主催教員講習會第二回修畢。1918 年（大正 7 年）2 月乙種臺灣公學校教諭免許漳和公學

外地人在蘇澳

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08 年（明治 41 年）4 月擔任京都市本能尋常小學校訓導。1909 年（明

第二章

岡準市郎，生於 1887 年（明治 20 年）9 月 20 日，三重縣員辨郡中里村人。1905 年（明

校長事務。1920 年（大正 9 年）10 月就職於補漳和公學校長。1922 年（大正 11 年）3 月擔任
樹林公學校長轉補。1925 年（大正 14 年）三峽公學校訓導，9 月出任三峽公學校長。1927 年（昭
和 2 年）1 月從事臺灣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1932 年（昭和 7 年）3 月任羅東公學校訓導、
羅東公學校長。1933 年（昭和 8 年）3 月出任臺灣公立小學校訓導、補臺北州公立小學校長
兼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勤務兼任郡視學。1936 年（昭和 11 年）轉任為新莊公學校訓導，而後
接任新莊公學校長。因有貢獻於教育，受封從七位、叙勳八等瑞寶章。

三十八、長谷川三吉（1888-?）84
長谷川三吉，生於 1888 年（明治 21 年）1 月，兵庫縣明石町橫谷村人。1911 年（明治 44 年）
5 月為宜蘭廳巡查。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任臺北州蘇澳郡警部補。

82
83
84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27。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
2010 年，頁 218。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239。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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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佐藤茂（1888-?）85
佐藤茂，生於 1888 年（明治 21 年）9 月 18 日，宮城縣伊具郡櫻村人。1904 年（明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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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 月郡立蠶業學校畢業。1908 年（明治 41 年）12 月入伍步兵第 29 連隊。1911 年（明治
44 年）12 月因臺灣總督府之命渡臺，隔年 5 月至臺南廳巡查拜命。1919 年（大正 8 年）5 月
任職於臺南廳警部屬。1939 年（昭和 14 年）12 月就任為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臺北洲蘇澳郡守。
1941 年（昭和 16 年）任為新竹州中壢郡守。因有貢獻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封正七位、叙勳
八等瑞寶章。

四十、外山茂（1888-?）86
外山茂，生於 1888 年（明治 21 年）11 月 2 日，北海道函館市人。1911 年（明治 44 年）
來臺業會社擔任勤務，1913 年（大正 2 年）於三井物產任職。在臺期間先後擔任州會議員、
市會議員、商工會議所參事、基隆植物檢查協會長、臺基購買組合理事、臺中盈倉事、清水
合同運送、蘇澳合同各株式會社社長、宜蘭合同運送、苗栗合同、帝國運輸各株式會社取締、
新竹合同、松山合同、基隆通關各株式會社監查、臺灣倉庫株式會社取締兼支配人、臺灣鑛

拾

業會計勤務、三井物產、臺灣倉庫、基隆市協議會員、基隆港灣會常任幹事等要務。

人物篇

四十一、甲木豐吉（1889-?）87
甲木豐吉，生於 1889 年（明治 22 年）8 月 28 日，福岡縣八女郡北山村人。1915 年（大
正 4 年）3 月於日本佐賀縣杵島郡役所第一科庶務課擔任公職。1917 年（大正 6 年）12 月因
擔任青島守備軍民政部總務部庶務課勤務之故，因而渡臺。1923 年（大正 12 年）任臺中州屬
知事官房文書係長。1925 年（大正 14 年）任職員林郡庶務課長。1932 年（昭和 7 年）3 月任
守地方理事官臺北州蘇澳郡守。1934 年（昭和 9 年）任職新竹州竹東郡守、臺中州大屯郡守。
1938 年（昭和 13 年）1 月辭官。辭官後，除了擔任豐榮水利組合長外，於 1941 年（昭和 16 年）
成為臺中事會議員。有功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封從六位、叙勳六等瑞寶章。

四十二、高橋均（1889-?）88
高橋均，生於 1889 年（明治 22 年）10 月 14 日，宮城縣宮城郡松島町人。1918 年（大正 7 年）
3 月渡臺。1920 年（大正 9 年）於臺北洲擔任勤務。1921 年（大正 10 年）進入臺北市庶務課，

85
86
87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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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22。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成文，2010 年。頁 164。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45。2、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
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14。3、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79。
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10。2、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
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13。3、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108。
1、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頁 212。2、興南新聞社編，
《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31。3、原幹洲，《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
1931 年，頁 37。

之後陸續曾任國勢調查員、汐正街書記、蘇澳庄書記、蘇澳庄助役。1939 年（昭和 14 年）擔
任宜蘭縣水害預防組合書記。1941 年（昭和 16 年）擔任常務理事。

楠時次，生於 1890 年（明治 23 年）2 月 1 日，熊本縣人。1910 年（明治 43 年）3 月畢
業於熊本縣師範學校後，即就任熊本市五福尋常小學校訓導。1915 年（大正 4 年）4 月來臺
擔任金瓜石尋常小學校職務。1918 年（大正 7 年）3 月擔任基隆尋常小學校勤務。1925 年（大
正 14 年）8 月出任金瓜石尋常小學校長。1929 年（昭和 4 年）9 月來到宜蘭，就任臺北州郡
視學蘇澳郡勤務。1932 年（昭和 7 年）3 月任職於板橋尋常小學校訓導，6 月出任板橋尋常小
學校長。有功於教育，日本政府封從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四十四、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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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楠時次（1890-?）89

繁壽（1890-?）90

段塜繁壽，生於 1890 年（明治 23 年）3 月 12 日，鳥取縣池田藩日野郡印賀村人。1910
教諭。1925 年（大正 14 年）10 月被任為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兼補校長。1927 年（昭和 2
年）5 月擔任文山郡視學。隔年 5 月擔任臺北州郡視學兼蘇澳郡勤務。1933 年（昭和 8 年）6
高等官七等。

四十五、橫矢秀男（1890-?）91

外地人在蘇澳

月擔任樺山尋常小學校訓導兼補校長。因有功於教育，日本政府封從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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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明治 43 年）3 月鳥取師範學院畢業。1915 年（大正 4 年）11 月擔任臺北城南尋常小學校

橫矢秀男，生於 1890 年（明治 23 年）7 月 23 日，日本三重縣津市人。1906 年（明治 39 年）
4 月畢業於大分縣宇佐郡立農業學校。1917 年（大正 6 年）來臺，獲聘為臺中州雇。1931 年（昭
和 6 年）退官，4 月因基隆倉庫信用利用組合創設，擔任理事一職，此後陸續就任臺北廳奉職、
臺北州蘇澳郡庶務課長等官職。

四十六、土持兵助（1892-?）92
土持兵助，生於 1892 年（明治 25 年）6 月 28 日，宮崎縣天領藩兒湯郡人。1910 年（明
治 43 年）松本師範尋常科正教員部畢業後，就職於兒湯郡高錫尋常高等小學校代用教員。
1915 年（大正 4 年）3 月擔任兒湯郡上江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18 年（大正 7 年）4 月兒
湯郡三納尋常高等小學校轉勤。1919 年（大正 8 年）11 月擔任臺灣小學校本科正教員免許。

89
90
91
92

1、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17。2、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
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81。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頁 697。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423。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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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大正 9 年）2 月任命為臺北詔安尋常小學校勤務。1922 年（大正 11 年）8 月官制改
正任臺灣公立小學校訓導。1923 年（大正 12 年）3 月轉補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24 年（大
正 13 年）12 月臺灣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免許。1925 年（大正 14 年）4 月升任蘇澳尋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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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小學校長，10 月轉任第三高女訓導兼龍山公學校訓導。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大安公學
校校長榮轉，9 月有功於教育授與勳八等瑞寶章。

四十七、田中國友（1892-?）93
田中國友，生於 1892 年（明治 25 年）7 月，鹿兒島市新屋敷町人。1916 年（大正 5 年）
為臺中廳巡查。1925 年（大正 14 年）4 月任臺北州警部補蘇澳郡。1927 年（昭和 2 年）5 月
任文山郡坪林分室主任。1928 年（昭和 3 年）任臺北州警部補基隆署。

四十八、多喜隆二（1892-?）94
多喜隆二，生於 1892 年（明治 25 年）8 月 27 日，大阪府東成郡安立町人。1912 年（明
拾

治 45 年）3 月大阪府立富田林中學校畢業。1913 年（大正 2 年）大阪關西大學中途退學。
1916 年（大正 5 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小學師範部畢業後出任臺灣小學校教諭。1922 年（大

人物篇

正 11 年）8 月官名改稱臺灣公立小學校訓導。1923 年（大正 12 年）3 月淡水尋常小學校長補。
1927 年（昭和 2 年）5 月轉任蘇澳小學校長，並兼任臺北州郡視學、蘇澳郡勤務。1929 年（昭
和 4 年）9 月為專任臺北州郡視學、基隆郡勤務。1931 年（昭和 6 年）11 月基隆市視學和尚
州郡視學兼任。1937 年（昭和 12 年）10 月擔任臺北市屬教育課長，12 月兼任臺北市視學學
務課長。1939 年（昭和 14 年）為臺北州屬任知事官房文書課長。

四十九、常田正（1893-?）95
常田正，生於 1893 年（明治 26 年）1 月 10 日，長野縣北佐久郡人。1914 年（大正 3 年）
3 月長野縣立小縣蠶業學校畢業。1916 年（大正 5 年）3 月長野縣南佐久郡立農學校教諭。
1918 年（大正 7 年）5 月臺北州技手。1927 年（昭和 2 年）1 月臺北洲技手兼海山郡勸業主任。
1934 年（昭和 9 年）1 月擔任蘇澳郡庶務課長、羅東郡庶務課長、臺北市文書課長。1940 年（昭
和 15 年）10 月擔任地方理事官花蓮助役。1942 年（昭和 17 年）8 月擔任旗山郡守。

五十、林木火（1893-?）96
林木火，生於 1893 年（明治 26 年）10 月 11 日，宜蘭礁溪人。1913 年（大正 2 年）12
月總督府糖業試驗廠畢業。1914 年（大正 3 年）1 月擔任蘇澳郡蘇澳庄舊式糖廍經營。1917
93
94
95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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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119。
太田肥洲編，《新臺灣を支配する人物と產業史》，臺北：成文，1999 年，頁 171。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97。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464。

年（大正 6 年）9 月舊式糖廍廢除，11 月轉為臺南製糖原料員。此後歷任利澤簡區書記、利
澤簡信用組合專務書記、宜蘭醬油株式會社監查役、共益自動車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大南
澳拓殖製糖公司公司長。1934 年（昭和 9 年）當選為大南澳拓殖製糖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
1942 年（昭和 17 年）2 月原共益自動車株式會社解散後，蘭陽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成立，並
擔任副社長。

五十一、金丸繁治（1893-?）97
金丸繁治，生於 1893 年（明治 26 年）10 月 30 日，宮崎縣兒湯郡都農町人。1907 年（明
治 40 年）12 月初任總督府臺中廳巡查。1918 年（大正 7 年）7 月擔任臺北廳巡查。1922 年
（大正 11 年）4 月出任臺北州警部補蘇澳郡，7 月轉至臺北州警部補宜蘭郡工作。1923 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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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南澳拓殖株式會社社長。1938 年（昭和 13 年）5 月當選為蘭陽土地建物株式會社監查役。

正 12 年）6 月就職於南萬華分署。1924 年（大正 13 年）12 月進入警務部警務課。1925 年（大
正 14 年）2 月至臺北州警部補淡水郡，隔年至臺北州警部補七星郡。1927 年（昭和 2 年）5
月任臺北州警部海山郡。1931 年（昭和 6 年）臺北南警察署各司法主任，翌年被任為臺北洲
和 10 年）7 月就任淡水郡警察課長。1937 年（昭和 12 年）1 月為基隆郡警察課長。1939 年（昭
和 14 年）1 月於文山郡擔任警察課長，6 月轉至七星郡同為警察課長。1940 年（昭和 15 年）
日本政府封從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五十二、伊藤善喜（1894-?）98

外地人在蘇澳

3 月就任臺北洲保安課長。1942 年（昭和 17 年）8 月轉為臺南州保安課長。因有功於公共事務，

第二章

保安課交通係長。1934 年（昭和 9 年）為臺北北警察署警務主任、新莊郡警察課長。1935 年（昭

伊藤善喜，生於 1894 年（明治 27 年）7 月 1 日，宮城縣伊具郡東根村人。1911 年（明治
44 年）3 月畢業於縣立角田第四中學畢業。1934 年（昭和 9 年）9 月臺灣運輸株式會社蘇澳營
運所主任。1935 年（昭和 10 年）9 月選為臺北州蘇澳庄協議會員。1936 年（昭和 11 年）6 月
帝國在鄉軍人會蘇澳分會副會長。1941 年（昭和 16 年）12 月蘇澳庄奉公壯年團長。

五十三、高島金次（舊名鈴木金次）（1894-?）99
高島金次，生於 1894 年（明治 27 年）5 月 4 日，栃木縣人。1920 年（大正 9 年）6 月臺
北州技手。1930 年（昭和 5 年）蘇澳水產會社取締役。1932 年（昭和 7 年）蘇澳信用組合理事。
1939 年（昭和 14 年）7 月擔任蘇澳消防組長，以及蘇澳信用組合理事，12 月蘇澳內地人部落
會長。

97
98
99

1、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86。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成文，2010 年。頁 91。
1、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210。2、興南新聞社編，
《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19。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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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四、家村隼人（1894-?）100
家村隼人，生於 1894 年（明治 27 年）8 月 15 日，鹿兒島縣薩摩郡高江村人。1912 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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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45 年）畢業於鹿兒島川內中學校，12 月日本高等試驗行政科試驗合格。1918 年（大正 7 年）
9 月任職於臺南廳稅務吏財務課。1921 年（大正 10 年）7 月任臺南州稅務吏嘉義稅務出張所
勤務。1922 年（大正 11 年）9 月於臺南州屬嘉義稅務出張所就職。1927 年（昭和 2 年）4 月
調至總督府屬財務局金融課工作。1929 年（昭和 4 年）11 月出任臺北州蘇澳郡守。1931 年（昭
和 6 年）5 月獲任臺南州北門郡守，翌年，於 1932 年（昭和 7 年）4 月至高雄州擔任內務部勸
業課長，因有貢獻於地方，受封正六位，叙勳四等瑞寶章。

五十五、大井又次（1895-?）101
大井又次，生於 1895 年（明治 28 年）1 月 2 日，佐賀縣佐賀市大町人。1909 年（明治 42 年）
4 月自佐賀縣立佐賀中學校入學，1914 年（大正 3 年）3 月畢業，隔年渡海來臺後，任職於新
竹州屬。1932 年（昭和 7 年）7 月轉於臺北洲屬知事官房稅務課州稅係長。1933 年（昭和 8 年）

拾

6 月擔任臺灣總督府屬財務局之勤務、內務局地方課兼務。1937 年（昭和 12 年）9 月獲任為
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補蘇澳郡守、高等官七等，1939 年（昭和 14 年）6 月擔任臺中洲大甲郡守。

人物篇

五十六、小島猛（1895-?）102
小島猛，生於 1895 年（明治 28 年）2 月 29 日，熊本縣八代郡和鹿島村人。1909 年（明
治 42 年）（另文獻則說明治 44 年）8 月渡海來臺擔任總督府土木課就職。1918 年（大正 7 年）
5 月文官普通試驗合格，並擔任督府屬民政部土木局庶務課勤務。1927 年（昭和 2 年）8 月任
職水利委員會書記。1931 年（昭和 6 年）5 月從地方理事官榮進基隆市助役。1934 年（昭和 9
年）5 月任職臺北州蘇澳郡守。1936 年（昭和 11 年）10 月成為新竹州苗栗郡守，後來任職於
臺中州青果同業組合副組長。因有功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封正六位、叙勳五等瑞寶章。

五十七、岩崎偉一（1895-?）103
岩崎偉一，生於 1895 年（明治 28 年）9 月 27 日，熊本縣下益城群小川町人，1916 年（大
正 5 年）3 月畢業於熊本縣第一師範學校本科，並任職熊本縣下益城郡山川尋常小學校訓導。
1921 年（大正 10 年）4 月獲任蘇澳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調至臺北

100

101
10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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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15。2、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
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02。3、原幹洲，《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36。
1、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09。2、太田肥洲編，《新臺灣を支配す
る人物と產業史》，臺北：成文，1999 年，頁 364。
1、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第十三版，頁 231。2、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
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231。3、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129。
新高新報社編，《臺灣紳士名鑑》，臺北：新高新報社，1937 年，頁 07。

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擔任訓導。1930 年（昭和 5 年）3 月擔任豐原尋常高等小學校長。1936
年（昭和 11 年）4 月封高等官七等、叙勳八等瑞寶章。

菅野義衞，生於 1896 年（明治 29 年）2 月，福島縣相馬郡真野村人。郡立農業學校畢業
後成為臺糖事務員，1919 年（大正 8 年）成為宜蘭巡查。1922 年（大正 11 年）任臺北州警部
補南署，1928 年（昭和 3 年）就職於臺北州蘇澳郡警部、蘇澳郡次席。

五十九、寺內明（1898-?）105
寺內明，生於 1898 年（明治 31 年）1 月 5 日，栃木縣下都賀郡富山村人。1915 年（大正 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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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菅野義衞（1896-?）104

3 月縣立栃木中學畢業。1917 年（大正 6 年）4 月渡海來臺後，於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公學校
師範部甲科入學，隔年 3 月畢業後從事甲種臺灣公學校教諭以即苑裡公學校勤務。1919 年（大
正 8 年）樹杷林公學校轉勤，7 月臺灣步兵第一聯隊入營。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基隆公學
科正教員。1926 年（大正 15 年）3 月轉任於基隆第二公學校訓導。1929 年（昭和 4 年）9 月
轉任蘇澳公學校訓導。1930 年（昭和 5 年）3 月補蘇澳公學校長。1936 年（昭和 11 年）11 月

六十、莊阿鳳（古莊豊泰）（1898-?）

外地人在蘇澳

擔任九分公學校長。

第二章

校轉勤。1922 年（大正 11 年）升任基隆公學校訓導。1925 年（大正 14 年）5 月任小學校本

莊阿鳳，皇民化時期改名為古莊豊泰，生於 1898 年（明治 31 年）8 月 8 日，羅東郡羅東
街人。從 1918 年（大正 7 年）開始在現住所經營新泰興。1931 年（昭和 6 年）任蘇澳庄協議
會員，也就任為保正及蘇澳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理事。

六十一、石尾進（1899-?）106
石尾進，生於 1899 年（明治 32 年）2 月 7 日，岡山縣岡山市人。1917 年（大正 6 年）
3 月岡山縣立工業學校土木科卒業，同時接受臺灣總督府工事部派雇，1919 年（大正 8 年）8
月擔任技手、府土木局勤務，12 月入伍一年志願兵。1924 年（大正 13 年）任技手交通局勤務，
1941 年（昭和 16 年）任技師，任基隆築港出張所勤務，就任蘇澳港修築工事主任。因有貢獻
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封從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104
105
106

伊藤彩抱編，《臺警人物展望》，臺北：日本警察新聞臺灣支局，1929 年，頁 101。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604。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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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陳元全（1900-?）107
陳元全，生於 1900 年（明治 33 年）6 月 16 日，羅東郡五結庄人。1935 年（昭和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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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改正街庄制，進而當選五結庄協議會員。

六十三、呂天賜（1901-?）108
呂天賜，生於 1901 年（明治 34 年）9 月 21 日，宜蘭坤門人。1920 年（大正 9 年）宜蘭
公學校畢業。1932 年（昭和 7 年）7 月擔任礁溪信用購買利用販賣組合長，10 月擔任礁溪庄
協議委員。1938 年（昭和 13 年）3 月蘇澳糖業株式會社專務，4 月為宜蘭郡肥料商組合長，
10 月成為蘭陽 叺 株式會社長。1939 年（昭和 14 年）12 月礁溪庄商工協會長，隔年為宜蘭郡
薪炭枕木類生產出荷配給組合長。1940 年（昭和 15 年）1 月當選為礁溪庄協議會員。

六十四、陳杰（1901-?）
拾

基隆公學校畢業後，進入臺北國語學校國語部。1921 年（大正 10 年）畢業後進入臺灣海陸物

人物篇

陳杰，生於 1901 年（明治 34 年）12 月 1 日，臺北州基隆市旭町人。1917 年（大正 6 年）
產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1928 年（昭和 3 年）擔任蘇澳海南興業公司長、基隆市協議會員、
臺灣運輸業組合評議員等要職。

六十五、顏欽賢（1901-?）109
顏欽賢，生於 1901 年（明治 34 年）2 月 5 日，基隆郡瑞芳街人，字學淵。為本省礦業家
故顏雲年先生哲嗣。自幼秉承家學，長年畢業於日本立命館大學經濟科，歸國後側身工礦事
業。曾先後出任基隆市協議會員、和隆木材株式會社社長、臺北州會議員、臺灣礦業會理事、
基隆炭礦株式會社代表取締役、臺灣船渠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電氣化株式會社取締役、臺
灣化成工業株式會社取締役、臺灣石炭株式會社監察役，本省光復後被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臺灣省參議員。為使家族礦業多角化經營，進而投資造船、運輸與金屬等事業，戰後關係企
業有：臺灣礦業、蘇澳造船、三陽金屬工業與瑞芳工業、臺北汽車客運等。

六十六、木村寅象（1902-?）110
木村寅象，生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2 月 23 日，熊本市出水町人。1923 年（大正 12 年）
3 月縣立第二師範學校本科第二部畢業，之後任職於小學校本科正教員、上益城郡御船尋常高

107
108
109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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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 年，頁 178。
臺灣新聞社編，《臺灣實業名鑑》，臺中：臺灣新聞社，1934 年，頁 456。
余兆波、洪雪心、高諸觀編著，《宜蘭新治 • 林場廠鑛》，宜蘭縣：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宜蘭分社，1952 年，
頁 228。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51。

等小學校訓導，4 月入伍為步兵第十三聯隊。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從陸軍步兵軍曹除任，
轉為上益城郡甲佐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1925 年（大正 14 年）3 月被任為上益城郡瀧尾尋常
高等小學校。1926 年（大正 15 年）4 月進入縣立農業教員養成所進修。1927 年（昭和 2 年）
1928 年（昭和 3 年）1 月來臺，8 月任命為貢寮公學校卯澳分教場教員心得。1929 年（昭和 4 年）
5 月出任為公學校甲種本科正教員。1930 年（昭和 5 年）1 月轉任雙溪公學校訓導。1931 年（昭
和 6 年）8 月轉任為馬賽公學校訓導、補馬賽公學校長。

六十七、松田米市（1902-?）111
松田米市，生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4 月，長崎縣北松浦郡佐佐村人。1922 年（大正 11 年）
3 月長崎縣師範學校第一部畢業。1924 年（大正 13 年）擔任長崎縣西彼杵郡日見尋常小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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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畢業，擔任阿蘇郡宮原尋常高等小學校訓導、阿蘇郡宮原實業公民學校助教諭等要職。

訓導，4 月調為西彼杵郡小ヶ倉尋常高等小學校倉實業補習學校助教諭。1927 年（昭和 2 年）
9 月臺北洲蘇澳郡蘇澳全學校訓導補。1929 年（昭和 4 年）8 月出任蘇澳郡馬賽公學校長。
1931 年（昭和 6 年）於海山郡漳和公學校擔任訓導。1935 年（昭和 10 年）淡水郡老梅公學擔
任校長。

正 14 年）3 月畢業於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4 月於總督府殖產局擔任特產課勤務。1930
年（昭和 5 年）總督府屬任官。1941 年（昭和 16 年）5 月擔任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臺北洲蘇澳

外地人在蘇澳

古澤悌次，生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9 月 18 日，富山縣山市郡手傳町人。1925 年（大

第二章

六十八、古澤悌次（1902-?）112

郡守。因有功於公共事務封官七等、從七位。

六十九、大塚正（1902-?）113
大塚正，出生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12 月 11 日，大阪市南崛江通人。1927 年（昭和 2 年）
京都帝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10 月擔任府麗黑衫農學校教員。1930 年（昭和 5 年）考取高等
試驗行政科合格，隔年 5 月進入大阪市役所社會部勤務。1933 年（昭和 8 年）5 月渡海來臺，
從事專賣局書記工作。1935 年（昭和 10 年）11 月地方自治制度的實行而成為初任事會議員，
翌年 10 月任為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臺北州蘇澳郡守，受封正七位。

111
112
113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609。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354。
1、谷元二編，《大眾人事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10。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成文，2010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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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森偵泰（1902-?）114
年森偵泰，生於 1902 年（明治 35 年）5 月 11 日，宮城縣延岡市人。1923 年（大正 12 年）
縣立延岡中學畢業，4 月來臺後進入臺北師範學校演習科公學校師範部畢業，取得正式校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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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1924 年（大正 13 年）3 月府師範學校訓導、臺北師範學校勤務。1925 年（大正 14 年）
3 月擔任公學校訓導，前後歷任彰化第一公學校、臺北第二中學校、臺北市朱厝崙公學校、東
園公學校。1939 年（昭和 14 年）8 月蘇澳郡視學。1941 年（昭和 16 年）3 月蘇澳郡庶務課長，
11 月文山郡庶務課長。1942 年（昭和 17 年）11 月從任宜蘭市庶務課長。因有功於公共事務，
日本政府叙勳八等瑞寶章。

七十一、齋藤喜久（1903-?）115
齋藤喜久，生於 1903 年（明治 36 年）11 月 2 日，茨城縣築波郡久賀村人。1925 年（大
正 14 年）4 月大學專門部經濟科畢業，5 月渡臺，任職於總督府臺北州蘇澳郡雇。1927 年（昭
和 2 年）2 月臺北洲內務部地方課雇。1929 年（昭和 4 年）4 月州屬任官：大屯郡勤務、能高郡、

拾

大甲郡、員林郡、豐原郡、彰化郡等歷勤。1939 年（昭和 14 年）3 月轉任臺中市屬。1940 年（昭
和 15 年）11 月南投郡庶務課長轉任。

人物篇

七十二、林才添（1903-?）116
林才添，生於 1903 年（明治 36 年）4 月 12 日，宜蘭郡頭圍街人。1915 年（大正 4 年）
頭圍公學校畢業後修習漢文 4 個月，1918 年（大正 7 年）在公學校勤續 10 年 1 個月的教員，
期間通過公學校訓導的檢定合格，1928 年（昭和 3 年）辭去教職後任頭圍信組監事同理事，
9 月任專務理事，1934 年（昭和 9 年）任頭圍庄協，1935 年（昭和 10 年）任千代田火災保險
株式會社代理店主，1936 年（昭和 11 年）任頭圍公學校保護者會長，1938 年（昭和 13 年）
任臺灣石粉株式會社取締役、蘇澳糖業株式會社監查役、蘭陽產業株式會社監查役、蘭陽窯
業株式會社取締役社長，1940 年（昭和 15 年）任臺灣石粉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蘇澳糖業株
式會社專務取締役，1941 年（昭和 16 年）任蘭陽窯素工業組合長，1942 年（昭和 17 年）任
十三炭酸監事等，期間獲得許多陸軍大臣頒發的國防資材獻納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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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16

860

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284。
大園市藏，《臺灣人事態勢と事業界》，臺北：新時代社臺灣支社，1942 年，頁 157。
1、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455。2、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
1932 年，頁 128。3、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235。4、
中西利八，《新日本人物大系》，東京：東方經濟學會出版部，1936 年，頁 114。

七十三、盧纘祥（1903-1958）117
盧纘祥，生於 1903 年（明治 36 年）10 月，宜蘭郡頭圍庄人。1917 年（大正 6 年）於頭
12 月擔任頭圍庄協議會員，1930 年（昭和 5 年）曾擔任過臺灣詩招社社長、頭圍登瀛吟社長。
1935 年（昭和 10 年）2 月擔任臺灣石粉株式會社取締役。1938 年（昭和 13 年）3 月任職於蘇
澳糖業株式會社，8 月轉至玉豐商事株式會社，10 月獲任為蘭陽產業株式會社社長。1940 年（昭
和 15 年）11 月當選為臺北州會議員。而後擔任副參議長，在激烈選戰中當選第一屆宜蘭縣長，
未競選連任第二屆，後出任省政府委員，於 1958 年（民國 47 年）病逝。118

七十四、侯餘文（1904-199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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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公學校畢業。1927 年（昭和 2 年）成為頭圍信用購買販賣利用組合理事。1928 年（昭和 3 年）

侯餘文，1904 年（明治 37 年）於基隆出生，原籍福州，父親為日治早期來臺發展的漢人，
1915 年（大正 4 年）在日本人經營的「島鐵工所」學工夫，出師後 1935 年（昭和 10 年）南
方澳雨林鐵工廠延聘而來到蘇澳，1936 年因蘇澳鐵工所老闆因喪要回日本，將鐵工所轉賣給
徵調到高雄楠梓坑作工廠擔任技術監督。

式引擎、三十馬力單汽缸引擎，後來研發雙汽缸引擎，因市場擴大於 1961 年（民國 50 年）
併購高雄南華鐵工廠，於 1971 年（民國 60 年）製造鐵殼船，更研發到四汽缸五百馬力的燒
頭式引擎，當時蘇澳鐵工廠如日中天，而後於七十歲退休，將蘇澳鐵工廠交棒給兒子侯昭源，

外地人在蘇澳

戰後回到南方澳集資重建蘇澳鐵工廠，除了機械維修也開始製造新引擎，自八馬力燒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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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餘文，接手後製造兩艘單汽缸漁船引擎，1943 年（昭和 18 年）因戰爭所需遭日軍徵收，被

於 1999 年（民國 88 年）逝世。

七十五、王阿福（1905-?）120
王阿福，生於 1905 年（明治 38 年）。1914（大正 3 年）擔任新竹廳苗栗公學校訓導，
1921（大正 10 年）任臺北州利澤簡公學校訓導心得，1922 年（大正 11 年）起任利澤簡信用
購賣利用合作社幹事。亦曾選任蘇澳街協議會員，南榮製粉公司常務董事，蘇澳消費合作社
副經理。

117

118
119
120

1、林進發編，《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 年，頁 153。2、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
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139。3、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480。4、原幹洲，《自治制度改正十週年紀念人物史》，臺北：勤勞と富源社，1931 年，頁 30。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 - 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臺灣支社，1936 年，頁 139。
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南方澳文史工作室，〈蘇澳鐵工廠 侯餘文〉，廖大慶撰，網址：「http://lamhongo.orgfree.com/
e1.html」，2013.10.18」。
1、宜蘭全鑑編輯委員會編著，《宜蘭全鑑 • 政事篇》，宜蘭縣，1955 年，頁 35。2、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
who.ith.sinica.edu.tw/mpView.action，20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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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六、林秀標（1906-?）121
林秀標，生於 1906 年（明治 39 年）10 月 15 日，羅東郡五結庄人。1931 年（昭和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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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翌年 6 月開始在蘇澳郡蘇澳庄住所開業。

七十七、湯兆裕（1906-?）122
湯兆裕，生於 1906 年（明治 39 年），浙江諸暨人。1928 年（民國 17 年）畢業於國立浙
江大學化學工程系，得工學士學位，留原校任助教。1931 年（民國 20 年）轉任國立交通大學
講師。1936 年（民國 25 年）秋應四川水泥廠之聘，任化驗師。1945 年（民國 34 年）考取美
租借法案留美實習，於 1947 年（民國 36 年）春返國任臺灣水泥公司正工程師，專攻水泥製造。
1949 年（民國 38 年）1 月任臺灣水泥有限公司蘇澳廠廠長。

七十八、大井又次（1909-?）123
拾

8 月渡臺。1937 年（昭和 12 年）9 月任職為總督府地方理事官臺北洲蘇澳郡守，5 月轉任為臺

人物篇

大井又次，生於 1909 年（明治 42 年）4 月 11 日，佐賀縣佐賀市寺町人。1915 年（大正 4 年）
中州大甲郡守，有功於公共事務，日本政府封從七位、叙勳七等瑞寶章。

七十九、小野榮（1910-?）124
小野榮，生於 1910 年（明治 43 年）1 月 19 日，宮城縣仙臺市人。1934 年（昭和 9 年）3
月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法律科，同年高等試驗行政科合格。1937 年（昭和 12 年）4 月
1 日於臺灣總督府交通局擔任鐵道部自動車課勤務，8 月轉任庶務課，12 月總督府任為殖產局
商工課。1939 年（昭和 14 年）委任為地方理事官，12 月擔任臺北州蘇澳郡守，而後至澎湖廳
擔任庶務課長，受封從七等、高等官七等。

八十、翁鳳鳴（1912-?）
翁鳳鳴，生於 1912 年（大正元年），臺北三峽人，1922 年（大正 11 年）隨祖父翁建騰
遷居蘇澳，曾就讀公學校，但未畢業便入日本籍糕點師傅中村先生門下，學習羊羹及漢式糕
餅的製作技術。戰爭期間中村先生不幸陣亡，翁鳳鳴繼承遺留之店鋪，更名為鳳鳴製果場。
曾擔任宜蘭糕餅公會理事長、蘇澳石礦工廠監察人，創辦順益貨運公司。1961 年（民國 50 年）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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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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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成文，2010 年，頁 456。
余兆波、洪雪心、高諸觀編著，《宜蘭新治 • 林場廠鑛》，宜蘭縣：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宜蘭分社，1952 年，
頁 218。
1、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09。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
臺北：成文，2010 年。頁 53。
谷元二編，《大眾人士錄》第十三版，東京市：帝國密祕探偵社，1940 年，頁 09。

因颱風重創蘇澳國小，導致部分校舍倒塌，翁鳳鳴出資捐贈教室一間，讓學童不受災害影響
得以繼續上課；亦曾擔任蘇澳民防中隊中隊長、義警聯誼會會長、長壽老人會副會長及寺廟
顧問。

蘇東芳，生於 1912 年（大正元年），青年時期東渡日本，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政治科。曾
任臺灣總督府屬官，以及回到臺灣光復參加臺灣省訓練團受訓，結業後任職於省府。
1937 年（民國 26 年）任職臺北縣羅東區長，並擔任羅東區大水災復興建設委員會主任委
員、羅東中學建設高中促成委員會主任委員、羅東火車站建設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宜蘭中
學、羅東中學、蘇澳碼頭公會等顧問、宜蘭縣建設局長等，之後擔任省臨時議會議員，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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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一、蘇東芳（1912-?）125

東區長任內，遭遇蘭陽大水災，規劃各項水利工程的興建。宜蘭縣治成立後，奉調建設局長職，
規劃水利堤防，對於宜蘭治水與農業有所貢獻。

胡懷江，生於 1917 年（大正 6 年）5 月 7 日，宜蘭羅東人，父親為羅東知名企業家胡慶森，
父喪返臺，1945 年（昭和 20 年）起便在馬賽行醫，因醫術高超，南方澳鄉親邀約，隔年便轉
往南方澳開業，為南方澳首家醫院，救人來者不拒，常配合病患往診，也為了醫療用品與藥
物需求，買船至與那國島、沖繩與日本、美軍購買醫療物資，於南方澳行醫六十多年，2005

外地人在蘇澳

羅東公學校畢業後便往日本就讀中學校，而後就讀日本大學醫學部，1944 年（昭和 19 年）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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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二、胡懷江（1917-2005）126

年（民國 94 年）3 月 23 日逝世。

八十三、呂盛賢（1925-）127
呂盛賢，生於 1925 年（大正 14 年），彰化人，於臺中長大，臺中第一中學畢業後考上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從事細菌研究，後來成為宜蘭女婿。於 1940 年（昭和 15 年）到剛成
立的宜蘭醫院擔任外科醫生，1951 年（民國 40 年）擔任蘇澳區漁會漁民之家專任醫師，1959
年（民國 48 年）於南方澳成立「盛賢診所」自行開業行醫，直至 2009 年（民國 98 年）3 月
退休，當地人稱「漁民仔醫生」。

125

126
127

余兆波、洪雪心、高諸觀編著，《宜蘭新治 • 人物誌》，宜蘭縣：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宜蘭分社，1952 年，
頁 300。
宜蘭全鑑編輯委員會編著，《宜蘭全鑑 • 鄉土篇》，宜蘭縣：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宜蘭分社，1955 年，頁
245。
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南方澳文史工作室，〈胡懷江醫師〉，廖大慶撰，網址：「http://lamhongo.orgfree.com/e4.html，
2013.10.18」。
關琪錞著，《南方澳漁民仔醫生 - 呂盛賢口述歷史》，臺北：富帝文教，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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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四、廖心賀（1927-1972）128
廖心賀，生於 1927 年（昭和 2 年），南頭包尾庄人，國民學校畢業後，親友介紹到臺東
林鐘英鐵工廠學習車床技術，十八歲曾擔任志願兵至橫須賀港受訓，戰後返回臺灣，1950 年
THE HISTORY OF SUAO TOWNSHIP

（民國 39 年）轉往南方澳喜生鐵工廠擔任車床師傅，1962 年（民國 51 年）與同為喜生鐵工
廠的同事林添金、馮輝通合資創立三剛鐵工廠，1972 年（民國 61 年）鐵工廠興盛之際，廖心
賀因工作意外驟逝。

八十五、林再興（1929-2010）
林再興，生於 1929 年（昭和 4 年），嘉義縣新港人，為臺灣著名剪黏師傅與交趾陶創作
名匠，十八歲才隨姑丈石連池學藝，三年四個月學成後仍隨姑丈到處整修與蓋廟，長達六年
時間習得真傳，爾後不斷於臺灣各地翻修近百間廟宇，其中龍山寺整建與蘇陽水派拚場激盪
出許多絕妙佳作。1950 年代末期，林再興受邀前往蘭陽修建寺廟，1960 年（民國 49 年）應邀
前往整修隘丁保安宮，當年因木材不夠，保安宮主委吳佩馨召集民眾砍材以便燒窯，林再興
感念村民幫忙，便燒許多平安鯉給村民做為紀念。

拾
人物篇

八十六、新留五郎吉（? -1923）129
新留五郎吉，鹿兒島縣揖宿郡和泉村人。1908 年（明治 41 年）4 月楫宿郡利永小學校代
用教員，6 月 24 日楫宿郡利永小學校准訓導。1910 年（明治 43 年）3 月轉至楫宿郡新西小學
校。1911 年（明治 44 年）1 月擔任楫宿郡今和泉小學校勤務。1912 年（明治 45 年）3 月升為
該校訓導。並轉至柳田小學校。1912 年（大正元年）11 月 21 日依願免職渡海來臺，13012 月
宜蘭廳頭圍公學校雇。1913 年（大正 2 年）3 月小學校雇、宜蘭小學校頭圍派遣教授勤務。
1914 年（大正 3 年）9 月擔任小學校教諭以及小學校勤務。1915 年（大正 4 年）4 月宜蘭小學
校勤務。1917 年（大正 6 年）1 月叭哩沙小學校，3 月擔任蘇浩小學校之勤務。1920 年（大正
9 年）4 月獲任為臺灣公學校教諭、宜蘭公學校勤務。1923 年（大正 12 年）3 月擔任四結公學
校大波分教場訓導，4 月去逝。

八十七、岡井元彥（?-1925）131
岡井元彥，熊本縣八代郡宮地村人。1914 年（大正 3 年）3 月熊本縣立八代中學校畢業。
1915 年（大正 4 年）1 月八代郡松高小學校准訓導。1917 年（大正 6 年）3 月任球磨郡西灘小
學校訓導。1920 年（大正 9 年）1 月成為臺灣小學校教諭和臺北城東小學校勤務。1922 年（大

128
129
130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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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剛鐵工廠文物館─南方澳文史工作室，〈南方澳的三剛鐵工廠〉，廖大慶撰，網址：「http://lamhongo.orgfree.com/
e1.html：「http://lamhongo.orgfree.com/e4.html，2013.10.18」。
鳥居兼文，《芝山巖史》，臺北：芝山巖史刊行會，1932 年，頁 370。
1912 年 7 月 30 日明治天皇駕崩，同日大正天皇繼位，改年號為大正。
鳥居兼文，《芝山巖史》，臺北：芝山巖史刊行會，1932 年，頁 389。

正 11 年）3 月擔任公立臺北州公學校教諭三峽公學校勤務。1923 年（大正 12 年）9 月臺灣公
立小學校訓導南澳小學校長。1925 年（大正 14 年）6 月兼任蘇澳公學校大南澳分教場訓導，
8 月去逝。

野間新郎，熊本縣八代郡吉野村人。1910 年（明治 43 年）嘉義廳臺灣小學校勤務，隔年
出任鹽水港小學校長。1914 年（大正 3 年）10 月阿緱小學校長。1919 年（大正 8 年）9 月為
宜蘭廳視學。1920 年（大正 9 年）轉為臺北州郡視學，以及身兼羅東郡勤務、兼任蘇澳郡視
學等二職。1921 年（大正 10 年）3 月擔任三峽公學校長。1923 年（大正 12 年）6 月轉為臺北
市南門小學校長。1927 年（昭和 2 年）4 月淡水小學校長補位。1930 年（昭和 5 年）2 月因胃
癌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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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八、野間新郎（?-1930）132

八十九、凌天來 133
臺北私立成淵學校本科畢業。曾歷任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書記、蘇澳造船株式會

小笠原美津雄，生卒年不詳，為日本地質、地理學者、日本總督府殖產局礦物課技師，
是最早研究並撰寫蘇澳地理相關著作的日本學者，發現東澳富有錳礦，也探查許多臺灣金礦，

外地人在蘇澳

九十、小笠原美津雄

第二章

社書記，後擔任蘇澳造船公司董事長兼經理。任內對於蘇澳造船廠進行大改革，貢獻良多。

並整理臺灣出產礦物，雖然是為殖民所做，但也是臺灣最早地理、地質研究的先驅。

九十一、吳錦文（?-1940）
吳錦文，1939 年（民國 28 年）開始擔任公路總局四工程處的第三工務段段長，1940 年（民
國 29 年）6 月一場地震，造成蘇花公路清水隧道附近坍方，吳錦文由水路乘船至清水上岸陪
同長官勘災，於下山時不慎踩到鬆動土石，墜落清水斷崖身亡，為此公路總局立「吳故段長
錦文紀念碑」悼念因公殉職。

132
133

鳥居兼文，《芝山巖史》，臺北：芝山巖史刊行會，1932 年，頁 429。
余兆波、洪雪心、高諸觀編著，《宜蘭新治 • 林場廠鑛》，宜蘭縣：全民日報、民族報、經濟時報聯合版宜蘭分社，1952 年，
頁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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