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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 

 

陳偉智* 

 

 

一、前言 
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在帝大設校之初始即已成立。由於台北帝大是被設計來作為

日本帝國的南方研究基地，即以華南、南洋為研究重點，以人文研究來說，史學科的南洋史學與

土俗學人種學就變成特長的重點學問之一。作為台灣研究社對帝大時期學術發展歷史的研究之初

階，我們先從學科組織與學會活動著手，以作為未來進一步討論的基礎。 

本文整理史學科的講座、教師、學生與學會活動，製成表格，附錄於後，並在每一部份略

加以說明。限於目前時間與能力，只能作粗略形式的分析而已。由於日本在戰前的帝國大學制度

實際上是以個別的講座為主，講座是獨立的教學與研究單位。這種講座制也是台北帝國大學的特

色之一，因此，在整理史學科時，我們也將從講座開始。 

本文所使用的材料是以各年度的《台北帝國大學一覽》（昭和3年—昭和18年），《學內

通報》（第35號—第325號，昭和6年—昭和18年），松本巍《台北帝大沿革史》與吳密察〈帝

大時期的歷史系〉1等的資料為主，其中吳密察的文章雖然只是大綱而已，但其附錄已對史學科

的師資、課程、學生等作了初步的整理。 

二、講座 
（一）沿革 

                              

* 台大歷史學研究所研究生 

1此文發表於本社團（台大台灣研究社）於1990年暑假舉辦的「台北帝國大學學術研討會」中，

那一次的研討會可說是本調查計畫的先聲。關於史學科的整理與介紹，原先打算整理當時的錄

音，但是因為錄音帶似乎遺失，所以史學科的部份，主要依據吳密察老師的大綱，參照當時出版

品整理而成。另外為求体例的一致，配合其他學科學科的整理項目，作了若干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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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帝國大學依「台北帝國大學講座令」的規定，設置講座，作為基本的教學與研究單位。

（關於講座制度，參照邱景墩、陳昭如〈帝國大學的若干問題〉）其中，文政學部的史學科設置

了東洋史學、國史學及南洋史學三個專攻的講座之外，還設了屬於補助學科性質的土俗學人種學

講座（昭和3年）以及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講座（昭和5年），一共五個講座。此五個講座中，

南洋史學與土俗學人種學是在創設大學當時特別設立的學問，延請當時重要學者擔任講座教授

2。設置的沿革如下： 

 

1、昭和 3 年 

   （國史學講座） 

   東洋史講座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南洋史講座） 

2、昭和 4 年 

   國史學講座 

   東洋史講座 

   南洋史講座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3、昭和 5 年—昭和 20 年 

   國史學講座 

   東洋史講座 

   南洋史講座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講座 

 
（二）講座擔任人 

根據各年度的《台北帝國大學一覽》（昭和3年→昭和18年）的職員記載，各輯《史學科

研究年報》的「彙報」欄以及吳密察先生的〈台北帝大時期的歷史系〉附錄，我們可以將各講座

的擔任人以及沿革製成一表，如附表一。以下根據附表一將各講座稍加介紹，各講座的運作內容

則參考相關資料略加說明。 

 

1.東洋史學講座 

東洋史講座自昭和3年，設校之初即設置，由同時也擔任文政學部部長的藤田豐八教授擔

任。藤田教授的專攻是東西交涉史，來台灣任職前的職位是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昭和4年7月，

藤田因病死於東京出差中，講座教授由助教授桑田六郎接任，持續到昭和20年。 

                              

2見「設置大學之理由書及說明書」，松本巍《台北帝大沿革史》，頁：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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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座的成員還有擔任助教授的青山公亮，以及助手前島信次等人。青山的專長是中國史，

特別是元代史。前島是東京帝國大學出身，藤田豐八的學生，與藤田一起來台灣。專長也是東西

交涉史。另外，東京帝大的名譽教授市村瓚次郎也曾客座一年，講授兩宋思想史與中國古代史。。 

 
2.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是台北帝大設置的特色講座之一，也是在帝大設校之始即設置的講座。

講座教授由美國哈佛大學（Havard U.）人類學博士出身的移川子之藏擔任，關心的主題是環太

平洋的文化交涉史。另外，此講座還有慶應大學畢業的宮本延人為助教，後升講師、助教授3。

史學科第一回學生馬淵東一，可以算是由此講座訓練出來的學生，畢業後擔任史學科副手，昭和

18年受聘為助教授。三人共同調查的《台灣高砂族所屬系統調查書》曾得到昭和11年度的（日

本）帝國學士院賞的榮譽。東北帝國大學出身的台灣人陳紹馨也於昭和18年受招聘擔任整理土

俗人種標本的工作，戰後陳紹馨也是負責接收文學院的人之一。此講座的訓練融合今日的文化人

類學、考古學、語言學與體質人類學於一爐，這也是當時人類學或著民族學發展的學風之一。 

在此講座下設有南方土俗學會，除舉行報告的例會活動之外（參見本文學會活動部份），

並發行《南方土俗》雜誌。集當時台灣人類學研究者於一堂，可以說是台灣制度化的人類學發展

的開始。從研究的主題與雜誌中介紹的資料來看，土俗學人種學講座與當時世界上人類學發展的

潮流幾乎可說是亦步亦趨的緊緊跟著。 

 
3.國史學講座 
國史學講座設置於昭和4年，由助教授中村喜代三擔任。中村在昭和三年台北帝大創校之

初，即在史學科擔任國史學一科的講師，設置講座之後，升任講座擔當人，一直到昭和20年。

此講座還有助教授小葉田淳。以及講師渡邊世祐（招聘一年）。 

 
4.南洋史學講座 

南洋史學講座在創校之初即設置，是台北帝大的特色之一，由東京帝大出身，原任東京帝

大講師及史料編纂官的村上直次郎教授擔任。村上曾留學歐洲各國，長於荷蘭、西班牙等數國語

言。村上教授所擅長為西、荷語史料、南洋史以及日本與南洋關係史及天主教史等。另外，他也

負責教授一年級生史學概論的課程。村上教授授課的風格是很嚴格的，強調學生的外語能力。4 

                              

3宮本延人當時在台灣的活動，可見他的《台灣的原住民族》，台中：晨星，1993。 

4關於南洋史學講座的風氣，昭和七年入學的中村孝志先生的回憶文章〈台北帝大的日子〉，有

著很生動的說明。此文見本期陳俐甫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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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另有助教授岩生成一及講師箭內健次。昭和10年，村上教授回日本之後，此講座的

講座教授由岩生成一擔任，講師箭內健次則升任助教授。兩人皆長於南洋歷史與西、荷語史料。

其中岩生教授的專長是南洋日本町、日本人的活動的研究。 

此講座的學生，佔了史學科學生的一半以上，學生需要接受西班牙文及荷蘭文的訓練，大

致上來說，與菲律賓有關的題目要學西班牙文，與印尼有關的主題要學荷蘭文。 

 
5.西洋史學、地理學講座 

西洋史學、地理學講座於昭和5年設置，起先由村上直次郎擔任講座教授，昭和10年後由

助教授菅原憲擔任。 

另外由於村上教授實際上是南洋史學講座的擔任人，所以在初期由台北高等學校教授庄司

萬太郎擔任西洋史的教學。地理學的教學則由講師小野鐵二擔任課程。庄司的研究主題是西洋史

中與台灣史有關的事件或人物，菅原的專長則是德國近代史。 

三、課程 
我們要瞭解一個學術機構的發展方向與關心的主題，如果它有教學的職能的話，那麼考察

其教學的內容是一個重要的面向，因為教學是它用以自我再生產的機制。台北帝大依據《文政學

部規程》（昭和3年3月17日認可）規定，文政學部分四學科：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政學

科（第1條）。文政學部學生修業年限，最短三年，最長六年，休學期間不計在內（第2條）。

以及各學科必修科目及單位（第3條）。其中，史學科分設國史學、東洋史及南洋史學三個專攻

科目。設有南洋史專攻，是比較特殊的科目，此也成為台北帝大的特色之一，此科之設也吸引了

當時對南洋有興趣的學生。從史學科學生在歷史讀書會上報告的題目與他們的卒業論文來看，以

南洋史為專攻的學生幾乎佔了史學科學生的一半以上。另外，在昭和6年時，必修科目及專攻曾

經修改過一次，將共同必修科目明確規定出來。史學科的必修科目及單位如下分表列出： 

 

史學科 

（分三專攻：國史學、東洋史、南洋史專攻） 

A、昭和 3 年—昭和 5 年 

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單位 

  國史學概說 

  國史學特殊講義        七 

  國史學講讀及演習 

  土俗學人種學        一 

  東洋史學         三 

  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       二 

  南洋史學         一 

  其他學科內選修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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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東洋史概說 

  東洋史特殊講義        六 

  東洋史講讀及演習 

  土俗學人種學        一 

  國史學          三 

  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       二 

  南洋史學         一 

  其他學科內選修        五 

南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南洋史概說 

  南洋史特殊講義        五 

  南洋史講讀及演習 

  土俗學人種學        一 

  國史學          三 

  東洋史學         三 

  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       三 

  其他學科內選修        四 

 

B、昭和 6 年—昭和 16 年 

共通必修科 

    史學概論         一 

    國史概說         一 

    東洋史概說        一 

    南洋史概說        一 

    西洋史         一 

    地理學         一 

    土俗學人種學        一 

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國史學特殊講義        六 

  國史學講讀及演習 

  東洋史學         二 

  其他學科內選修        五 

東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東洋史特殊講義        六 

  東洋史講讀及演習 

  國史          二 

  其他學科內選修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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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史學專攻者必修科目 

  南洋史特殊講義        四 

  南洋史講讀及演習 

  國史          二 

  東洋史          二 

  其他學科內選修        五 

 

另外，依據《文政學部規程》規定，除了必修科目之外，史學科學生仍必需在英語、德語

與法語中擇一修習兩年。關於史學科學生修習外語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從中村孝志先生的回憶

文章中得知一二。由於入學的學生在中學時已學過英文與德文，所以進入大學之後，外國語的選

修主要是法文為主。在有「歐洲語言學大師」之名的村上直次郎教授主持之下，以南洋史為專攻

的學生仍必須學西班牙文與荷蘭文。在史學科實際上所開出來的課程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這類語言

課程（參考中村孝志〈台北帝大的日子〉）。 

    史學科昭和3年至16年的講議題目（實際授業），參見附表。 

四、學生 

史學科分為三個專攻，國史學、東洋史學與南洋史學，學生入學時即選定專攻科目，所以

這裡我們將史學科畢業的學生依據專攻不同，整理如下。另外，關於史學科學生的入學與簡單的

畢業動態參考附錄5。 

 

國史學專攻 

S3— 中治赳夫—S7 

S3— 大山綱武—S7 

S6— 齋藤和太郎—S9 

S11— 中澤孝一郎—S14 

S13— 松茂良興則—S16 

S14— 高添多喜男—S16 

S ? — 井上須巳次—S17       →入轉學時間不明 

 

東洋史學專攻 

S3— 柯設偕—S6 

S3— 馬淵東一—S6 

S3— 波田野丈夫—S7 

                              

5此學生名簿及畢業後的簡單動態我們是依據各年度的《台北帝國大學一覽》以及昭和17年調查

的《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製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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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 古屋次雄—S7 

S3— 松本盛長—S7 

S3— 鈴木謹一—S7 

S4— 佐渡理三郎—S8 

S7— 原  徹郎—S10 

S9— 鈴木猛雄—S12 

S14— 高索辰正—S16 

 

南洋史學專攻 

S5— 張樑標—S8 

S5— 淵協英雄—S8 

S5— 山村光敏—S8 

S5— 鄉原正雄—S9 

S6— 速水家彥—S10 

S7— 中村孝志—S10 

S8— 齋藤悌亮—S12 

S10— 少名子正義—S13 

S12— 江本  傳—S15 

S13— 當摩義村—S16 

S？— 長岡新治郎—S17       →入轉學時間不明 

S？— 阪野正雄—S17       →入轉學時間不明 

S？— 山中  正—S17       →入轉學時間不明 

                 

此名單由文末史學科學生名錄中整理出來。 

符號說明：S3— 馬淵東一—S6，表示馬淵東一於昭和三年入學，六年畢業。 

五、學會活動 
史學科下組織有三個學會，歷史讀書會（史學讀書會）與南方土俗學會。其中歷史讀書會

是以史學科學生為中心的組織6，不定期集會，發表研究與討論。原則上，每位學生都會參加此

學會活動。另外，也有史學科的老師參與報告。詳細的歷次例會，如附表四。在歷史讀書會中的

報告，以老師來說大致上是個人的研究主題，學生方面的報告，則多是個人的卒業論文相關的題

目7。從這些報告，我們可以看出台北帝大當時史學科的學術活動的重點所在。 

南方土俗學會則是以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為基地，結合相關對民族學有興趣的學者、各方人

士的學會，除大致上每月進行一次的討論會之外，也發行期刊《南方土俗》（第5卷改題為《南

                              

6《史學科研究年報》第一輯「彙報」，頁：457。 

7參看史學科學生卒業論文目錄，附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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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民族》），討論會中報告的主題，常常在會後即整理發表於學會刊物中。歷次發表的報告，參

見附表六。雖然，土俗學人種學只是帝大史學科下的補助性學科而已，但是，由於土俗學人種學

講座的創設，是台北帝大的特色之一，同時參加此學會的會員來自各學科，有史學科、文學科、

哲學科、政學科、理農學部、醫學部，甚至總督府的職員參加，所以反而是史學科中比較活躍的

學會。從《南方土俗》、《南方民族》雜誌來看，也有不少的史學科學生參與此學會的活動，因

此，頗有跨學科訓練的學風在。 

整個史學科活動除了正式的課程與學會活動之外，於昭和11年6月，於史學科中開闢了「台

灣史料調查室」8，會同五個講座收集整理台灣關係資料以及進行島內史蹟的調查。後來因為戰

爭的原因，比較少進行野外調查。另外，配合大學於暑假期間中，為中學校教師舉辦的夏季講習

會活動，有幾次是以史學為主題，參見附表六。 

六、出版品 
    史學科相關的出版品計有： 

1、《史學科研究年報》1-7輯 

2、《南方土俗》1-4卷，第5卷開始改題為《南方民族》5-7卷 

                              

8見《史學科研究年報第四輯》「彙報」欄中，台灣史料調查室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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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講座沿革 

講座擔任人及沿革列表如下： 
 

    國史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3   中村喜代三  

S4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5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1 小葉田  淳  

S6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渡邊世祐 2  

S7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8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9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0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1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2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3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4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5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6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7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S18 中村喜代三 小葉田  淳   

 

    東洋史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3 藤田豐八 1 桑田六郎  前島信次 

S4 桑田六郎   前島信次 

S5 桑田六郎   前島信次 

S6 桑田六郎 ＃ 青山公亮 市村瓚次郎 2 前島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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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7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8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9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0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1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2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3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4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5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6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7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S18 桑田六郎 青山公亮   

   ＃ S5.10.23在外研究（一年二個月） 

     1 S4.7.15逝世 

     2 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 

 

    南洋史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3 村上直次郎    

S4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   

S5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   

S6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   

S7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S8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S9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S10 村上直次郎 岩生成一   

S11 岩生成一    

S12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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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3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S14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S15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S16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S17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S18 岩生成一 箭內健次   

     ＃ 在外研究中 

 

    土俗學、人種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3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4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5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6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7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8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9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0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1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2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3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4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5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6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7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S18 移川子之藏  宮本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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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洋史學、史學地理學講座 

年度 教授 助教授 講師 助手 

S3     

S4     

S5   庄司萬太郎1  

S6 村上直次郎  庄司萬太郎 

小野鐵二 

 

S7 村上直次郎  庄司萬太郎 

新見吉治 2 

小野鐵二 

 

S8 村上直次郎  庄司萬太郎 

小野鐵二 

 

S9 村上直次郎  庄司萬太郎 

小野鐵二 

 

S10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1  菅原  憲 ＃ 小野鐵二  

S12 菅原  憲 ＃  小野鐵二  

S13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4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5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6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7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S18 菅原  憲  小野鐵二  

   ＃ 在外研究中 

     1 台北高等學校教授 

     2 廣島文理科大學教授 

 
附表二  史學科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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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 入學學生 動態 其他 

S3（1928） 柯設偕（台北） S6-3畢（東史） 

S6淡水中學（＝戰後淡江中學） 

 

 馬淵東一（長崎） S6-3畢（東史） 

S6-4土俗人種教室囑託 

S15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 

S18-6台北帝大南方人文研究所

所員 

S18-6台北帝大助教授 

＃1 

 中治赴夫（兵庫） S7-3畢（國史） 

S17台北第一師範學校 

 

 大山綱武（鹿兒島） S7-3畢（國史） 

S17嘉義商業學校 

 

 波田野丈夫(鳥取） S7-3畢（東史） 

S17彰化商業學校 

 

 古屋次雄（大分） S7-3畢（東史） 

S17台北第一中學 

 

 松木盛長（東京） S7-3畢（東史） 

S17屏東中學校 

 

 鈴木謹一(靜岡） S7-3畢（東史）  

S4（1929） 佐渡理三郎（富山） S8-3畢（東史） S15死亡 

S5（1930） 張 樑 標（台中） S8-3畢（南史）  

 淵協英雄（熊本） S8-3畢（南史） 

S17外事部調查科 

 

 鄉原正熊（島根） S9-3畢（南史） 

S17台中工業學校 

 

 若林修二（兵庫） ？  

 山村光敏（愛知） S8-3畢（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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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新竹中學校 

S6（1931） 速水家彥（東京） S10-3畢（南史） 

S17陸軍囑託（    駐在） 

 

 齋藤和太郎（岡山） S9-3畢（國史） 

S17金光教台北布教事務所 

 

S7（1932） 原  徹郎(琦玉） S10-3畢（東史） 

S17東亞研究所 

 

 南  一光(鹿兒島） ？  

 中村孝志（福島） S10-3畢（南史） 

S10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副手 

S14滿鐵東亞經濟調查局 

S18大東亞練成院講師（非常

勤—S19） 

S18橫濱商業專門學校講師（非

常勤—S20） 

 

S8（1933） 齋藤悌亮（千葉） S12-3畢（南史） 

S17私立台北中學校 

 

S9（1934） 鈴木猛雄（山形） S12-3畢（東史） 

S17台北工業學校 

 

S10（1935） 小名子正義（大分） S13-3畢（南史） 

S17天理圖書館 

 

S11（1936） 中澤孝一郎（群馬） S14-3畢（國史） 

S17台南師範學校 

 

S12（1937） 江本  傳（德島） S15-3畢（南史） 

S17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S13（1938） 當摩義村(琦玉） S16-3畢（南史） S16死亡 

 松茂良興則（沖繩） S16-12畢（國史） 

S17台北工業學校 

S18死亡 

S14（1939） 高添多喜男（佐賀） S16-12畢（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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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7高雄商業學校 

S17入營 

 高索辰正（福島） S16-12畢（東史） 

S17入營 

 

S15（1940） 土佐光舜（兵庫） ？  

 藤山雄治郎（山口） ？  

S16（1941） 御供田忠喜（鹿兒島） ？  

S17-4（1942） 青野  晃（廣島） ？ 4月入學 

 大饗利正（岡山） ？  

 小橋川  亮（三重） ？  

 清水鞏一（靜岡） ？  

 關  恭彥（大阪） ？  

 西村兵部（大阪） ？  

 通田  豐(愛知） ？  

 星出幸雄（山口） ？  

 溝淵正大（高知） ？  

S17-9 井上須巳次（神奈川） S17-9畢（國史） 

S17入營 

入轉學不明

 長岡新治郎(大阪） S17-9畢（南史） 

S17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 

入轉學不明

 阪野鎮雄（愛知） S17-9畢（南史） 

S17入營 

入轉學不明

 山中  正(宮城） S17-9畢（南史） 

S17新竹師範學校 

S17入營 

入轉學不明

S17-10 

（1942） 

江佃  疆(秋田） ？ 10月入學 

 福澤時良（鹿兒島） ？ 10月入學 

 宮永又郎（神奈川） ？ 10月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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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18-9 兒玉太刀男（鹿兒島） S18-9畢 入轉學不明

 田中則雄(山口） S18-9畢 入轉學不明

 富名腰尚武（沖繩） S18-9畢 入轉學不明

S18-10 

（1943） 

管野貞俊（福岡） ？ 10月入學 

 川越敏男（鹿兒島） ？ 10月入學 

 鈴木幸久（東京） ？ 10月入學 

 中    健（三重） ？ 10月入學 

 稻墻正治（鳥取） ？ 10月入學 

 岩村光介（東京） ？ 10月入學 

 重田次男（山口） ？ 10月入學 

 藤原正義（岡山） ？ 10月入學 

 森  牧夫(佐賀） ？ 10月入學 

 

資料來源：《台北帝國大學一覽》 S6、S7、S11、S14、S18年度。 

文政學部教務係編《台北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卒業生名簿》昭和十七年十二月調。 

黃富三〈柯設偕先生訪問記〉《台灣風物》34（2），1984。 

〈中村孝志先生  經歷〉《南方文化》21，1994。 

＃1鈴木二郎〈馬淵教授人業績〉 

◎原4月入學，S17年改4月、10月入學。卒業月份不定。3、6、9月都有。 

◎？＝動態不明。 

◎入轉學不明＝入學名單無，不知從何而來，待查。 

 
附表三  畢業生卒業論文 

畢業年度 學生 卒業論文 

S6 柯設偕 台灣名稱歷史的並地理的考察及古代漢民族

台灣關知識變遷 

 馬淵東一 支那古代於片系雙系 

S7 中治赳夫 德川幕府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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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山綱武 日本都市經濟研究 

 波田野  丈夫 景教名稱變遷考 

 古屋次雄 第十九世紀初葉於英支貿易 

 松本盛長 四書見人格思想 

 鈴木謹一 王安石新法付 

S8 佐渡理三郎 宋代都市研究 

 張樑標 第十六七世紀於南支南洋歷史的關係 

 淵協英雄 佔領初期於比島統治 

 山村光敏 十七世紀於台灣經由南洋貿易 

S9 齊藤和太郎 教派神道三派發生其發達 

 鄉原正雄 十六七世紀於呂宋島日本人 

S9 原徹郎 十六．七世紀於支那比律賓關係 

 速水家彥 鄭成功台灣攻略其後對和蘭人交涉 

 中村孝志 台灣於西．蘭兩國人教化事業 

S12 鈴木猛雄 享保時代奢侈禁令（國史專攻） 

 齊藤悌亮 鄭成功台灣攻略（南洋史專攻） 

S13 少名子正義 比律賓於基督教傳道事業就（南洋史專

攻） 

S14 中澤孝一郎 德川幕府參觀交替政策（國史專攻） 

S15 江本   傳 十六．七世紀中心比律賓就（南洋史專攻） 

S16 當摩義春 比律賓革命史（南洋史專攻） 

S17 松茂良興利 琉清通交（交通？）貿易史研究（國史專攻） 

 高添多喜男 清朝於台灣荒政就（國史專攻） 

 高索辰正 十七．八世紀於蘭支通商關係（東洋史專攻） 

資料來源：史學科研究年報「彙報」欄 

 
附表四  歷史讀書會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地點 出自 

S5-5-14（ 1

回） 

柯設楷 〈淡水史話〉  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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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回） 佐渡里三郎 〈印刷術發達大要〉  史1 

S5-6-7（2回） 馬淵東一 〈台灣蕃人喪服期間〉  史1 

（2回） 松本盛長 〈氏西域研究〉  史1 

S5-10-4（ 3

回） 

大山綱武 〈支那古田制問題〉  史1 

（3回） 波田野   丈夫 〈景教中國對採態

度〉 

 史1 

S5-11-18（4

回） 

鈴木謹一 〈古代人服飾〉  史1 

（4回） 小田葉   淳 〈我國中世於社寺講〉  史1 

S5-12-23（5

回） 

前島信次 〈詹羅斯戰原因就〉  史1 

（5回） 渡邊世祐 〈後奈良天皇御盛德〉  史1 

S6-1-9（6回） 古屋次雄 〈廣東公行就〉  史1 

（6回） 松本盛長 〈人格文化〉  史1 

S6-3-2（7回） 中治赳夫 〈豐臣時代檢地沿革〉  史1 

（7回） 庄司萬太郎 〈—探見旅行記〉  史1 

S6-5-9（8回） 學生   

波田野丈夫 

〈景教名稱變遷就〉（〈景

教名稱變遷〉） 

台日社 《學內通報》

34 ／

S6-5-15、 

史1 

（8回） 助手   

宮本延人 

〈台灣於先史時代遺跡分

佈就〉（〈埔里社話〉） 

 同上 

 

S6-6-26（ 9

回） 

山村光敏 〈近世於西班牙人台灣佔

據就〉 

 史1 

（9回） 大山綱武 〈封建經濟制約下於資本

經濟就〉 

 史1 

S6-9-22(9-2

8)（10回） 

 

學生   

若林修二 

〈-師第三回日本來朝

就〉 

臺 日

社—第

十回例

會 

《學內通報》

44 ／

S6-10-15 

史1 

（10回） 學生   

松本盛長 

〈最近儒教研究傾向就

〉 

 同上 

S6-10-26

（11回） 

學生   

波田野丈夫 

〈景教別稱大秦教就〉 臺日樓

上 

《學內通報》

45 ／

S6-10-31 

（11回） 學生   〈宋代於財政狀態就〉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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鈴木謹一 

S6-11-30

（12回） 

助手    

前島信次 

〈-琉球〉() 臺日社 《學內通報》

48 ／

S6-12-15(史

1） 

（12回） 助教授  

青山公亮 

〈常世國就〉(常世國）  同上 

S6-12-22

（13回） 

中治赳夫 〈德川幕府農政機關就〉  史1 

（13回） 新見吉治 〈史學管見〉  史1 

S7-1-28（14

回） 

學生   

古屋次雄 

〈十九世紀初期英支貿易米

國〉 

臺日社

樓上 

《學內通報》

50 ／

S7-1-31 

（14回） 助教授   

小葉田淳 

〈上   氏財政礦山（特謙信

礦山經營就〉 

 同上 

S7-2-28（15

回） 

學生   

鈴木  讓 

〈我國古代人神聖觀念關

一考察〉（歷史研究法所感） 

臺日社

三階 

《學內通報》

53 ／

S7-3-15、史

1 

（15回） 教授   

中村喜代 

〈中世於印刷文化民眾

交涉〉（中世以前印刷術就） 

 同上 

S7-5-28（16

回） 

教授   

桑田六郎 

〈-五島〉 昭和町

大學俱

樂部 

《學內通報》

59 ／

S7-6-15 

S7-6-25（17

回） 

助教授   

岩生成一 

〈南洋於日本人遺產〉(安

南於日本人遺跡 

昭和町

大學俱

樂部 

《學內通報》

61 ／

S7-7-15、史

1 

S7-9-25（18

回） 

 

教授   

村上直次郎 

〈紅毛城趾并蕃字洞〉(村上教授指

導基隆社寮島史蹟見學 

基隆社

寮島 

《學內通報》

66 ／

S7-9-30、史

1 

S7-10-8（19

回） 

庄司萬太郎 〈西洋史上興味教材二三

就〉 

 史1 

S7-10-22

（20回） 

學生   

淵協英雄 

〈西班牙植民史上於

諸島價值〉 

文政學

部第一

番教室 

《學內通報》

68 ／

S7-10-31 、

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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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回） 學生   

鄉原正雄 

〈西人比島佔據當初於日

比交涉〉 

 同上 

S7-11-12

（21回） 

村上直次郎 〈澎湖島於紅毛城址〉  史1 

S7-11-25

（22回） 

張樑標 〈發音上林鳳同一

人事說〉 

 史1 

S7-12-17

（23回） 

奧田 〈我國於甘薯傳播

探〉 

 史1 

S8-1-21（24

回） 

助教授   

岩生成一 

〈一六一六年於暹羅國日本

遣使考〉（〈一六一六年於

暹羅國日本遣使考〉—在暹羅日本

移民一研究） 

文政學

部第一

番教室 

《學內通報》

73 ／

S8-1-31、史

1 

S8-2-18（25

回） 

波田野丈夫 〈吳氏銅山所在地就〉 文政學

部第一

番教室 

《學內通報》

75 ／

S8-2-28 

 

（25回） 副手   

馬淵東一 

〈族族他於

屍體埋葬方向〉 

 同上 

S8-10-20

（26回） 

教授   

桑田六郎 

〈崑崙考〉 文政學

部土俗

人種學

演習室 

《學內通報》

91 ／

S8-10-31 

S10-5-10

（27回） 

助教授   

小葉田  淳 

〈沖繩視察談〉 台灣日

日新報

社三階 

《學內通報》

127 ／

S10-5-15 

S10-12-2

（28回） 

副手   

松本盛長 

〈-氏-再論〉 市內教

育會館 

《學內通報》

141 ／

S10-12-15 

S11-5-10

（29回） 

助教授   

小葉田  淳 

〈為朝琉球人〉  史3 

S11-6-2 

（30回） 

教授   

岩生成一 

〈三浦按針遺族遺產〉  史3 

史1 出自《史學科研究年報》第一輯「彙報」，頁：457-459，1933。 

史3 出自《史學科研究年報》第三輯「彙報」，頁：382，1936。 

若資料出處《史學科研究年報》與《學內通報》內所記載的有出入的話，則一起寫出，原

則上，以《學內通報》記載為主，隨後括弧為《史學科研究年報》中的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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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昭和12年7月以後的活動情況，因《史學科研究年報》與《學內通報》中沒有繼續

登載，所以目前狀況不明。 

 
附表五  南方土俗研究會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地點 出自 

S4-12-2（1

回） 

教授   

移川子之藏 

阿眉族稱呼—關

二三考察 

 史1 

（1回） 阿部明義 

(安倍明義？) 

猿祭  史1 

S5-1-27（2

回） 

宮原敦 玉就  史1 

S5-2-27（3

回） 

幣原坦 攷  史1 

S5-3-31（4

回） 

尾崎秀真 腕輪就  史1 

S5-4-30（5

回） 

宮本延人 花蓮港花岡山遺跡  史1 

（5回） 阿部文夫 及  史1 

S5-5-26（6

回） 

三吉朋十 島主南洋風

俗 

 史1 

S5-7-1（ 7

回） 

早阪一郎 —島旅行談  史1 

S5-10-23

（8回） 

移川子之藏 紅頭嶼族南列

島 

 史1 

S5-11-29

（9回） 

藤崎濟之助 族就  史1 

S5-12-22

（10回） 

增田福太郎 本島人個（固？）有宗教  史1 

S6-2-2（11

回） 

   史 1上沒有

資料 

S6-3-16

（12回） 

幣原坦 族意義及其移動  史1 

S6-4-13

（13回） 

三吉朋十 島及台灣蕃人  《 學 內 通

報 》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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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6-6-15 

S6-6-1（14

回） 

助手   

前島信次 

〈苗族文字就〉 教育會館 《 學 內 通

報 》 36 ／

S6-6-15 

史1 

S6-9-5（15

回） 

岡田謙 年齡階級社會史的意義  史1 

 教授   

今村完道 

〈支那國民性就〉  《 學 內 通

報 》 36 ／

S6-6-15 

★ 

S6-11-5

（16回） 

山中樵 〈黃淑璥台灣地圖〉 教育會館 《 學 內 通

報 》 46 ／

S6-11-15 

史1 

S6-12-21

（17回） 

小川尚義 番語表土俗數例  史1 

S7-3-14 助手   

宮本延人 

〈恆春地方族就〉 教育會館 《 學 內 通

報 》 53 ／

S7-3-15 

★ 

S7-3-14

（18回） 

助教授   

力丸慈圓 

〈左手利左眼利就〉  史1 

S7-6-1（19

回） 

安藤正次 語源考序說  史1 

S7-10-9

（20回） 

山根甚信 家畜起源傳播  史1 

S7-12-24

（21回） 

桑田六郎 鄭和就  史1 

S8-2-16

（22回） 

小葉田 淳 比律賓於金銀就  史1 

S8-10-7

（23回） 

助手   

宮本延人 

〈台灣原始土器信仰就〉 文政學部

土俗學教

室 

《 學 內 通

報 》 90 ／

S8-10-15 

S8-11-29

（24回） 

東恩納寬淳 南支南洋方面旅行談  史1 

S9-1-20

（25回） 

帝國學士院囑

託   

〈宗教民俗學一傾向〉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 學 內 通

報 》 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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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野清人 室 S9-1-31 

S9-6-7（27

回） 

平田  甫 〈-群島話〉 文政學部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室 

《 學 內 通

報》 106／

S9-6-15 

S9-12-8 台北高等商業

學校教授   

須藤利一 

〈沖繩旅行談〉 文政學部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室 

《 學 內 通

報》 118／

S9-12-15 

S10- 

（30回） 

助教授   

力丸慈圓 

〈五家庄及對馬事情〉 文政學部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室 

《 學 內 通

報》 129／

S10-6-15 

 水越幸一 〈台灣行政地域地名

〉 

文政學部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室 

 

S10-6-23

（31回） 

三吉朋十 〈比律賓海山〉 文政學部

土俗學人

種學研究

室 

《 學 內 通

報》 130／

S10--6-30 

S11-2-20 

（32回） 

水越幸一 〈-最後〉 文政學部

土俗學教

室 

《 學 內 通

報》 145／

S11-2-29 

S11-6-6 

（33回） 

尾崎秀真 〈台灣石敢當就〉 文政學部

土俗學教

室 

史3 

 宮園  敦 〈族燒成傳  

壺就〉 

 史3 

S12-1-23 

（34回） 

淺井惠倫 〈比律賓 ‧ 族

調查報告預報〉 

 史4 

 移川子之藏 〈未開社會於私有觀念發

達經路就〉 

 史4 

S12-5-14 

（35回） 

大里武八郎 

崛田真猿 

〈臨時台灣舊慣調查會就〉  《 學 內 通

報》 174／

S12--5-31 

史4 



  文政學部—史學科簡介    95 

 

史1《史學科研究年報》第一輯「彙報」，1933。 

史3《史學科研究年報》第三輯「彙報」，1936。 

史4《史學科研究年報》第四輯「彙報」，1937。 

另外，昭和12年7月以後的活動情況，因《史學科研究年報》與《學內通報》中沒有繼續登載，

所以目前狀況不明。 

★ 《學內通報》上有而《史學科研究年報》上沒有，有疑問待查，先存目。 

 
附表六  夏季講習會 

時間 報告者 題目 地點 出自 

S10-7-1

5→7-25 

教授   

村上直次郎 

日本國民南洋發展事蹟 本學 《學內通報》

130 ／

S10-6-30 

 助教授   

小葉田 淳 

足利時代日本南支南洋關係   

 教授  桑田六郎 支那人南方發展   

 教授   

移川子之藏 

有史以前有史以後文化   

 助手   

宮本延人 

有史以前遺跡及遺物（實地貝塚見

學） 

  

S13-7-1

3→7-22 

教授   

移川子之藏 

人種民族論 本學 史4 

 教授  菅原  憲 獨逸於猶太人問題   

 教授   

中村喜代三 

最近國史學上二、三問題   

 助教授   

青山公亮 

帝國極東干繫   

 助教授   

小葉田  淳 

歷史上見我國福建

交涉 

  

 助教授   

箭內健次 

南洋華僑發展一形相   

史4 《史學科研究年報》第四輯「彙報」，19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