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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帝國大學一覽 

（昭和十八年，1943 年，民國 32 年） 

沿革略 

明治二十八年本島改隸以來初等普通教育、高等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

師範教育等各種ノ學校ハ年ヲ逐ヒテ備ハルニ至リ大正十一年田總督ノ時勅令

第二十號臺灣教育令ノ公布トナリ始メテ臺灣ニ於ケル大學教育ノ據ルベキ所

ヲ規定セラル、爾來臺灣總督府ハ大學設置ニ關スル計畫ヲ進メ伊澤總督ノ時ニ

至リ其ノ英斷ヲ以テ組織內容等ヲ定メラレ大正十四年度ヨリ大學創設準備費

ヲ、又大正十五年度ヨリ大學新營費ヲ夫々豫算ニ計上シテ教官ノ外國派遣、校

地ノ買收、校舍ノ建築等著々準備ノ步ヲ進メ昭和三年三月十七日上山總督ノ時

勅令第三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ヲ公布セラレ茲ニ愈々本大學ノ開設

ヲ見ルニ至レリ、學部ハ文政學部、理農學部ノ二學部ヲ開始シ、昭和三年四月

一日附屬農林專門部ヲ設置セシガ超エテ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中川總督ノ時更

ニ醫學部ヲ增設シ、同年四月一日附屬醫學專門部ヲ設置セリ 

昭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八日小林總督ノ時熱帶醫學研究所ヲ附置セラレ尚同總督

ノ時大學豫科設置ノ計畫ヲ樹テラレ昭和十六年四月五日長谷川總督ノ時之ガ

設置ヲ見タリ 

本大學ノ沿革ノ重ナルモノヲ略記スレバ左ノ如シ 

 

明治 28 年(1895 年)台灣納入日本統治以來，初等普通教育、高等普通教育、實

業教育、專門教育、師範教育等各類型學校建置已漸完備，大正 11 年(1922 年)

總督府著手進行大學設置計畫，田健治郎總督時期以敕令公布第 20 號『臺灣教

育令』明定在臺灣設立大學。接著大正 14 年(1925 年)伊澤多喜男總督任內訂定

組織內容，於府預算中列有「帝國大學創設準備費」，翌年大正 15 年（1926 年，

即昭和元年），預算中列有「大學新營費」項目，展開派遣教授出國、收買校用

土地、興建校舍等籌設工作。昭和 3 年(1928 年)3 月 17 日上山滿之進總督以敕令

第 31 號公布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先設立文政、理農兩個學部，4 月 1 日設置農

林專門部。昭和 11 年(1936 年)1 月 1 日，中川健藏總督任內增設醫學部，4 月 1

日附設醫學專門部。昭和 14 年(1939 年)4 月 28 日，小林躋造總督任內附設熱帶

醫學研究所；隨後計畫設置大學預科。昭和 16 年(1941 年)4 月 5 日長谷川清總督

任內預科設置完成。臺北帝大沿革大事紀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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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3 年（西元 1928，民國 17）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ニ關シテハ帝國大學令ニ

依ルノ件ヲ公布セラル 

 以敕令第 30 號發佈：依據『帝國大學令』設立臺北帝國大學。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ヲ公布セラレ總長

以下教授十三人、助教授九人、事務官一人、司書官一人、助

手六人、書記六人、司書一人ノ定員ヲ定メラル 

 以敕令第 31 號發佈『臺北帝國大學官制』，規定：總長以下設

教授 13 人、助教授 9 人、事務官 1 人、司書官 1 人、助手 6

人、書記 6 人、司書 1 人。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ノ學部ニ關スル件ヲ公

布セラレ文政學部及理農學部ヲ置クコトヲ定メラル 

 以敕令第 32 號發佈『關於臺北帝國大學學部事宜』，明定文政

學部及理農學部之設置。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三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ヲ公布セラレ文

政學部七講座、理農學部六講座ヲ設置セラル 

 以敕令第 33 號公布『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設置文政學部 7

講座，理農學部 6 講座。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四號ヲ以テ臺灣總督府部內臨時裁員設置制中改

正セラレ大學創設ニ關スル事務ニ從事スル屬ノ定員ヲ削除

セラル（大正十五年七月六日勅令第兩百五十號ヲ以テ屬二名

ヲ設置セラル昭和二年九月二日勅令第兩百七十六號ヲ以テ

屬一名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34 號修正『臺灣總督府內臨時職員設置制』。刪除從

事大學創設事務之屬員編制（大正 15 年 7 月 6 日，以敕令第

250 號設置屬 2 人。昭和 2 年 9 月 2 日，以敕令第 276 號總增

設屬 1 人）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五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總

長、教授、助教授、事務官、司書官ノ俸給ニ關スル事項ヲ規

定セラル 

 以敕令第 35 號修正『高等官官等俸給令』，規定總長、教授、

助教授、事務官、司書官之薪俸事項。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六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ヲ公布セ

ラレ教授及助教授ノ本俸及職務俸ニ關スル件ヲ規定セラル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沿革略（昭和 18 年/1943 年/民國 32 年） 

2010.5.19. / 2011.12.22.updated 

3 

 

昭和 3 年（西元 1928，民國 17） 

 以敕令第 36 號公布『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規定教授

及助教授之本俸及職務俸。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七號ヲ以テ朝鮮、臺灣、滿洲、樺太及南洋群島在

勤文官加俸令中改正セラレ教授及助教授ノ在勤加俸ニ關ス

ル事項ヲ規定セラル 

 以敕令第 37 號修正『朝鮮、臺灣、滿洲、樺太及南洋群島在

勤文官加俸令』，規定教授及助教授之在職加俸。 

三月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事務官、臺北帝國大學司

書官及臺北帝國大學司書特別任用令ヲ公布セラル 

 以敕令第 38 號公布『臺北帝國大學事務官、臺北帝國大學司

書官及臺北帝國大學司書特別任用令』 

三月十七日 文學博士幣原坦臺北帝國大學總長ニ任ゼラレ、教授文學博士

藤田豐八文政學部長ニ、教授農學博士大島金太郎理農學部長

ニ補セラル 

 任命文學博士幣原坦為臺北帝國大學總長，文學博士藤田豐八

為文政學部長、農學博士大島金太郎為理農學部長。 

三月十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及臺北帝國大

學理農學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通則』、『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及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 

三月二十五日 臺灣總督府構內ニ置キタル本大學事務室ヲ臺北高等農林學

校內ニ移轉ス 

 原設於臺灣總督府內之臺北帝大事務室，移至臺北高等農林學

校內。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四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授

九人、助教授七人、事務官一人、助手十八人、書記十一人、

司書兩人ヲ增員シ附屬植物園及附屬農場竝附屬農林專門部

ヲ置クコトヲ定メ四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勅令第五十號ヲ

以テ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臺北高等農林學校ヲ削ラ

ル） 

 以敕令第 48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額教授 9 人、助

教授 7 人、事務官 1 人、助手 18 人、書記 11 人、司書 2 人。

設立附屬植物園及附屬農場、附屬農林專門部，自 4 月 1 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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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3 年（西元 1928，民國 17） 

 

 開始施行。（以敕令第 50 號，修正『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

裁撤臺北高等農林學校。）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四十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文

政學部五講座、理農學部四講座ヲ增設シ四月一日ヨリ施行セ

ラル 

 以敕令第 49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增設文政學部 5

個講座、理農學部 4 個講座；自 4 月 1 日開始施行。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五十一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臺北

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職員ニ關スル規定ヲ定メラレ四月

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51 號修正『高等官官等俸給令』，規定臺北帝國大學

附屬農林專門部職員之相關規定，自 4 月 1 日開始施行。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五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中改正セ

ラレ學生監植物園長及農場長ノ職務俸ニ關スル件ヲ定メ四

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52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訂定學生

監、植物園長及農場長的職務薪俸，自 4 月 1 日起施行。 

四月一日 教授大島金太郎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事務取扱ヲ命ゼラル 

 任命大島金太郎教授為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 

四月三十日 上山總督ハ臺北帝國大學ニ關スル宣明書ヲ發セラル 

 上山滿之進總督發表臺北帝國大學宣明書。 

四月三十日 第一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一次入學宣誓儀式。 

四月三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定『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 

五月五日 各學部ノ授業ヲ開始ス 

 各學部開始授課。 

五月十三日 文政學部假教室竣功ニ付同學部事務室ヲ之ニ移ス 

 文政學部臨時教室竣工，該學部辦公室移入。 

六月十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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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3 年（西元 1928，民國 17） 

六月十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規則ヲ制定ス 

 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規則』。 

十月二日 文政學部研究室竣功ニ付同學部事務室及教室ヲ之ニ移ス 

 文政學部研究室竣工，該學部辦公室及教室移入。 

十月三日 天皇皇后兩陛下ノ御真影ヲ奉戴ス 

 懸掛天皇、皇后兩陛下玉照。 

十月十日 理農學部地質學教室及氣象學教室ヲ元文政學部假教室ニ移

ス 

 理農學部地質學教室及氣象學教室移至原文政學部臨時教室。 

十二月二十七日 勅令第二百八十六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十三人、助教授十二人、助手十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286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設教授 13 人、

助教授 12 人、助手 10 人。 

十二月二十七日 勅令第二百八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

レ文政學部四講座、理農學部九講座ヲ增設セラル 

 以敕令 287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文政學部增設 4

講座、理農學部增設 9 講座。 

 

                                                                        

 

昭和 4 年（西元 1929 年，民國 18） 

三月二十三日 第一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一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學生控室、化學物品倉庫、化學工場竣功ス 

 學生休息室、化學物品倉庫、化學工廠完工。 

四月十一日 勅令第五十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授

五人、助教授五人、助手十二人、書記一人、司書一人ヲ增員

セラレ事務官二人ヲ一人トシ學生監ヲ削リテ學生主事一人

及學生主事補一人ヲ置カレ尚附屬農林專門部ノ生徒監ニ關

スル事項ヲ削ラル 

 以敕令第 59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5 人、助

教授 5 人、助手 12 人、書記 1 人、司書 1 人。改事務官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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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 人，刪去學生監，置學生主事人及學生主事補 1 人；另刪

去關於附屬農林專門部生徒監事項。 

 

昭和 4 年（西元 1929，民國 18） 

四月十一日 勅令第六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文政

學部四講座、理農學部一講座ヲ增設セラル 

 以敕令第 60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文學部增設 4

講座、理農學部增設 1 講座。 

四月十一日 勅令第六十一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臺北

帝國大學學生主事ノ俸給ニ關スル事項ヲ加ヘラル 

 以敕令第 61 號修正『高等官官等俸給令』，增訂臺北帝國大學

學生主事俸給之規定。 

四月十一日 勅令第六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中改正セ

ラレ學生監ノ俸給ニ關スル事項ヲ削ラル 

 以敕令第 62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刪除學生

監俸給之規定。 

四月十四日 文政學部本館竣功ニ付同學部事務室及教室ヲ之ニ移ス 

 文政學部本館竣工，該學部辦公室及教室移入。 

四月十五日 第二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第二屆入學宣誓儀式。 

四月十九日 附屬圖書館ヲ文政學部本館ニ移ス 

 附屬圖書館遷至文政學部本館。 

四月二十五日 理農學部動物學教室ヲ文政學部本館ニ移ス 

 理農學部動物學教室移至文政學部本館。 

七月十五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藤田豐八卒去ス 

 文政學部長藤田豐八教授逝世。 

八月二十三日 教室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文政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文學博士村上直次郎教授繼任文政學部長。 

十二月十九日 動物飼育室竣功ス 

 動物飼育室竣工。 

十二月二十七日 腊葉館竣功ス 

 蠟葉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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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5 年（西元 1930 年，民國 19） 

一月十九日 附屬圖書館竣功ニ付同事務室及閱覽室ヲ之ニ移ス 

 附屬圖書館竣工，該辦公室、閱覽室遷入。 

一月二十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副手規程ヲ制定ス 

 制定『臺北帝國大學副手規程』。 

二月二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授

八人、助教授五人、助手五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31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8 人、助

教授 5 人、助手 5 人。 

二月二十七日 勅令第三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文

政學部ニ四講座、理農學部ニ四講座ヲ增設セラル 

 以敕令第 32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增設文政學部 4

講座、理農學部 4 講座。 

三月十一日 本學運動競技場竣功ス 

 運動場竣工。 

三月二十日 第二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二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四月一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農學科竝林學科ノ學科目及每週教授

時數ヲ改正ス 

 修訂『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農學科及林學科之學科目及每

週授課時數。 

四月十九日 第三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三屆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十七日 勅令第九十六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助手

四人、書記一人、司書一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96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助手 4 人、書

記 1 人、司書 1 人。 

九月二十七日 理農學部農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農學教室竣工。 

十二月十八日 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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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5 年（西元 1930，民國 19） 

十二月二十六日 天皇皇后兩陛下ノ御真影ヲ奉還ス 

 奉還天皇、皇后兩陛下玉照。 

十二月二十六日 新ニ 天皇皇后兩陛下ノ御真影ヲ奉戴ス 

 懸掛新天皇、皇后兩陛下玉照。 

 

                                                                       

 

昭和 6 年（西元 1931 年，民國 20） 

一月二十一日 銃器倉庫竣功ス 

 槍械倉庫竣工。 

二月二十五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 

三月十七日 理農學部動物試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動物實驗室竣工。 

三月二十一日 理農學部冷藏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冷藏室竣工。 

三月二十二日 理農學部農產製造工場竣功ス 

 理農學部農業製造工廠竣工。 

三月二十五日 第一回學部卒業式竝第三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一屆學部畢業典禮及第三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正門及守衛所竣功ス 

 正門及守衛室竣工。 

四月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及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中

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及『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

部規程』。 

四月十八日 第四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四屆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三日 理農學部化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化學教室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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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日 理農學部理化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理化教室竣工。 

五月二十七日 敕令第百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中改正セラ

レ六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109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自 6 月

1 日施行。 

六月六日 賀揚宮恒憲王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文政學部ニ於テ古

圖古文書及蕃人ノ土器其ノ他ノ陳列品ヲ御巡覽終テ理農學

部腊葉館ニ於テ臺灣ニ產スル珍奇植物ノ陳列品ヲ台覽アラ

セラル 

 賀揚宮恒憲王殿下蒞臨本校，參觀文政學部之古圖、古文書及

蕃人土器等陳列品；及參觀位於理農學部蠟葉館所陳列的臺灣

產珍奇植物。 

九月十日 圖書館書庫及閱覽室竣功ス 

 圖書館書庫及閱覽室竣工。 

十一月五日 朝鮮臺灣關東州及滿洲國ニ於テル學位授與ニ關シテハ學位

令ニ依ルノ件ヲ公布セラル 

 公布：關於朝鮮、臺灣、關東州及滿洲國之學位授與乃依『學

位令』。 

十一月十日 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附屬硝子室網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生物學教室附屬玻璃室、網室竣工。 

十一月十一日 理農學部配電室及ポン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配電室及馬達動力室竣工。 

十一月二十六日 運動場スタンド竣功ス 

 運動場看臺竣工。 

 

                                                                       

 

昭和 7 年（西元 1932 年，民國 21） 

一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讀規則中改正シ二月一日ヨリ施

行ス 

 修訂『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規則』，自 2 月 1 日施行。 



《臺北帝國大學一覽》沿革略（昭和 18 年/1943 年/民國 32 年） 

2010.5.19. / 2011.12.22.updated 

10 

三月二十三日 第二回學部卒業式併第四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二屆學部畢業典禮及第四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農學教室附屬硝子室網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農學教室附屬玻璃室、網室竣工。 

四月十六日 第五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五屆入學宣誓儀式。 

六月十八日 臺北帝國大學學位規程ヲ制定ス 

 制定『臺北帝國大學學位規程』。 

六月二十七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村上直次郎依願文政學部長解補、教授安藤正

次文政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村上直次郎教授請辭文政學部長，由安藤正次教授接任。 

八月四日 敕令第二百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ル助教

授二人、助手六人、書記二人及農林專門部助教授一人ヲ  減

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210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官制』，減少助教授 2 人、

助手 6 人、書記 2 人及農林專門部助教授 1 人。 

十月十日 理農學部昆蟲飼育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昆蟲飼育室竣工。 

十一月二十二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 

十二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十二月十一日 理農學部肥料試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肥料試驗室竣工。 

 

                                                                       

 

昭和 8 年（西元 1933 年，民國 22） 

三月二十五日 第三回學部卒業式併第五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三屆學部畢業典禮及第五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第二農場作業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第二農場作業室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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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五日 文政學部心理學及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竣功ス 

 文政學部心理學及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竣工。 

四月十七日 第六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六屆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三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五月三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 

 

                                                                       

 

昭和 9 年（西元 1934 年，民國 23） 

一月二十七日 理農學部長及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事務取 教授大島金太郎薨

去ス 

 理農學部長及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大島金太郎教授逝世。 

二月八日 教授青木文一郎理農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青木文一郎教授補任理農學部部長。 

二月八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八谷正義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ニ補セラ

ル 

 附屬農林專門部八谷正義教授補任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 

三月二十四日 第四回學部卒業式併第六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第四屆學部畢業典禮及第六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水利實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水利實驗室竣工。 

四月二十五日 文政學部本館增築(會議室及學生控室)竣功ス 

 文政學部本館增築會議室及學生休息室竣工。 

四月二十五日 文政學部心理學及土俗學、人種學教室增築竣功ス 

 文政學部增築心理學及土俗學、人種學教室竣工。 

四月二十五日 理農學部氣象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氣象學教室竣工。 

五月三日 第七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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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第七屆入學宣誓儀式。 

六月一日 勅令第百五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醫

學部開設準備ノ為書記二人ヲ增員セラル 

昭和 9 年（西元 1934，民國 23） 

 

 以敕令第 151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官制』，為籌設醫學

部，增加書記 2 人。 

六月五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安藤正次依願文政學部長解補、教授今村完道

文政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安藤正次教授請辭文政學部長職務，由金村完道教授繼任。 

十月二日 梨本宮守正王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心理學及南洋史ニ

關スル研究資料竝土俗、動植物、木材等ニ關スル諸種ノ陳列

品ヲ台覽アラセラル 

 梨本宮守正王殿下蒞臨本校，參觀心理學及南洋史相關研究資

料及土俗、動植物、木材等各種陳列品。 

十二月二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規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閱覽規則』。 

 

                                                                       

 

昭和 10 年（西元 1935 年，民國 24） 

一月十九日 昌德宮李王垠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土俗及臺灣竝熱帶

特殊作物、植物等ノ標本竝林業及農業經濟研究資料ニ關スル

諸種ノ陳列品ヲ台覽アラセラル 

 昌德宮李王垠殿下蒞臨本校，參觀土俗及臺灣與熱帶特殊作

物、植物等標本及林業及農業經濟研究資料。 

二月二日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 

二月二十五日 理農學部第一農場作物整理室及更衣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第一農場作物整理室及更衣室竣工。 

三月七日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附屬畜舍竣功ス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附屬畜舍竣工。 

三月二十三日 第五回學部卒業式竝第七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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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行第五屆學部畢業典禮及第七屆附屬農林專門部畢業典禮。 

四月十日 理學部農業工學及數學教室竝農業工學教室附屬工作室竣功

ス 

 理農學部農業工學及數學教室及農業工學教室附屬工作室竣 

 工。 

昭和 10 年（西元 1935，民國 24） 

 

四月十五日 第八回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第八屆入學宣誓儀式。 

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令第三百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

授七人、助教授七人、事務官一人、書記三人、司書一人ヲ增

員シ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317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7 人、

助教授 7 人、事務官 1 人、書記 3 人、司書 1 人。自昭和 11

年 1 月 1 日施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令第三百十八號ヲ以テ昭和四年勅令第三十二號（臺北帝國

大學學部ニ關スル件）中改正セラレ「理農學部」ノ次ニ「醫

學部」ヲ加へ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318 號修正昭和 4 [3?]年敕令第 32 號『有關臺北帝

國大學學部事宜』，於理農學部之外加設醫學部，自昭和 11 年

1 月 1 日施行。 

十二月二十六日 勅令第三百十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

醫學部ニ七講座ヲ設置シ昭和十一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

ル 

 以敕令第 319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醫學部設置 7

講座，自昭和 11 年 1 月 1 日施行。 

 

                                                                       

 

昭和 11 年（西元 1936 年，民國 25） 

一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定『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規程』。 

一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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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日 總長幣原坦、醫學部長事務取扱ヲ命ゼラル 

 幣原坦總長暫奉派兼任醫學部長。 

一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圖書館規程』。 

二月一日 本學內ニ置キタル醫學部事務室ヲ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專門 

 學校內ニ移轉ス 

 原本設於本校內之醫學部事務室移轉至臺灣總督府臺北醫學

專門學校內。 

三月二十三日 第六回文政、理農兩學部卒業式竝第八回附屬農林專門部卒業

式ヲ行フ 

 舉行第六屆文政、理農兩學部畢業典禮，及第八屆附屬農林專

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二十三日 教授醫學博士三田定則醫學部長ニ補セラレ、總長幣原坦醫學

部長事務取扱ヲ免ゼラル 

 總長幣原坦免兼任醫學部長，改由醫學博士三田定則教授接

任。 

三月二十八日 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建物ヲ買收ス 

 收購日本紅十字會臺灣支部之醫院建物。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長教授青木文一郎依願理農學部長解補、教授農學博

士山根甚信理農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青木文一郎教授請辭理農學部長職務，由農學博士山根甚信教

授接任。 

四月一日 勅令第四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學生

主事一人、助手十四人、書記二人、學生主事補一人ヲ增員シ

附屬醫學專門部ヲ置クコトヲ定メラル（勅令第四十三號ヲ以

テ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臺北醫學專門學校ヲ削ラ

ル） 

 以敕令第 42 號修訂『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學生主事 1

人、助手 14 人、書記 2 人、學生主事補 1 人，及設置附屬醫

學專門部。(以敕令第 43 號修正『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

刪除臺北醫學院專門學校。) 

四月一日 敕令第四十四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臺北

帝國大學附屬專門部職員ニ關スル規定ヲ定メラル 

 以敕令第 44 號修正『高等官官俸給令』，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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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專門部職員規定。 

四月一日 教授三田定則、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取扱ヲ命ゼラル 

 任命三田定則教授為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 

四月十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定『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規程』。 

四月十五日 理農學部昆蟲學及養蠶學教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昆蟲學及養蠶學教室竣工。 

四月十六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五日 元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保管ニ係レ校舍及敷地ヲ醫學部及附屬

醫學專門部ニ於テ使用スルコトヲ認可セラル 

 同意醫學部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使用原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之校

舍及土地。 

五月十七日 文政學部、理農學部ノ設備モ略整備ヲ告ゲ本年醫學部ノ設置

ヲ見ルニ至リタルニ付之ヲ機トシテ本學開學式ヲ舉行ス 

 文政學部、理農學部之設備略告齊備，再加上今年設置醫學

部，因此舉行大學開學儀式。 

七月十七日 教育ニ關スル 勅語謄本ヲ奉戴ス 

 拜頒＜教育敕語＞謄本。 

十二月八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林學實驗室竣功ス 

 附屬農林專門部林學實驗室竣工。 

十二月二十八日 勅令第四百五十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五人ヲ增員シ昭和十二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459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5 人，

自昭和 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十二月二十八日 勅令第四百六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

病理學外四講座ヲ設置シ昭和十二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

ル 

 以敕令第 460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增設病理學外

4 講座，自昭和 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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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2 年（西元 1937 年，民國 26） 

三月三日 醫學部細菌學寄生蟲學教室竣功ス 

 醫學部細菌學寄生蟲學教室竣工。 

三月二十四日 文政、理農兩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兩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畢業典禮。 

四月一日 勅令第九十三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助教

授五人、助手十一人ヲ增員シ醫學專門部ニ於テ教授七人ヲ減

ジ助教授三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93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助教授 5 人、

助手 11 人。醫學專門部減少教授 7 人，增加助教授 3 人。 

四月二十二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辦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二十日 醫學部細菌學寄生蟲學教室附屬培養室及動物飼育室竣功ス 

 醫學部細菌學、寄生蟲學教室附屬培養室及動物飼育室竣工。 

六月四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今村完道依願文政學部長解補、教授文學博士

矢野禾積文政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金村完道教授請辭文政學部長職務，由文學博士矢野禾積教授

接任。 

六月九日 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各學部及專門部

別ニ陳列シタル諸種ノ標本、圖表其ノ他ノ研究資料ヲ台覽ア

ラセラル 

 東久邇宮稔彥王殿下蒞臨本校。參觀各學部及專門部所收藏陳

列之諸種標本、圖表及研究資料。 

六月三十日 醫學部藥理學學生實習室竣功ス 

 醫學部藥理學學生實習室竣工。 

七月十三日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及同附屬家畜衛生試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及附屬家畜衛生試驗室竣工。 

七月二十一日 理農學部山地農場用地トシテ臺中州ヨリ臺中州能高郡蕃地

トロツク社、タウツワ社及サラク社山林千二百四十甲步ノ所

屬換ヲ受ク 

 自臺中州換得臺中州能高郡蕃地太魯閣社、道澤社及撒拉課社

山林 240 甲步，為理農學部山地農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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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九日 勅令第四百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授

三人、助教授三人、助手四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408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3 人、 

 助教授 3 人、助手 4 人。 

八月九日 勅令第四百九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文

政學部ニ商法一講座、理農學部ニ地質學一講座、化學一講座

ヲ增設セラル 

 以敕令第 409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文政學部增設

商法 1 講座；理農學部增設地質學、化學各 1 講座。 

八月二十一日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 

九月一日 總長幣原坦依願免本官、教授醫學博士三田定則總長ニ任ゼラ

ル 

 總長幣原坦請辭，改由醫學博士三田定則教授接任。 

九月一日 總長三田定則醫學部長事務取扱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

取扱ヲ命ゼラル 

 任命三田定則總長兼任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 

十月九日 總長三田定則醫學部長事務取扱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

取扱ヲ免ゼラレ教授醫學博士永井潜補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

專門部主事事務取扱ヲ命ゼラル 

 總長三田定則卸除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職務。改任

醫學博士永井潛教授為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 

十一月二十日 前總長幣原坦ヨリ臺北州七星郡北投庄紗帽山所在ノ建物三

十二坪及同敷地五百三十八坪ノ寄附ヲ受ク 

 前總長幣原坦捐贈位於臺北州七星郡北投庄紗帽山之 32 坪建

物及 538 坪土地。 

十一月二十五日 醫學部生理學教室附屬動物飼育室竣功ス 

 醫學部生理學教室附屬動物飼育室竣工。 

十二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十二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 

十二月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規程中改正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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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學專門部規程』。 

                                                                       

 

昭和 13 年（西元 1938 年，民國 27） 

一月十二日 勅令第二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教授

八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27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8 人。 

一月十二日 勅令第二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醫

學部ニ八講座ヲ增設セラル 

 以敕令第 28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醫學部增設 8

個講座。 

二月二十二日 醫學部生理學藥理學教室共用講義室竣功ス 

 醫學部生理學藥理學教室共用講義室竣工。 

三月十日 醫學部法醫學教室附屬動物飼育室竣功ス 

 醫學部法醫學教室附屬動物飼育室竣工。 

三月二十四日 文政、理農兩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辦文政、理農兩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百六十四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助

教授九人、助手二十五人、書記七人ヲ增員シ醫學專門部ニ於

テ教授五人ヲ減ジ助教授一人ヲ增員セラレ醫學部ニ附屬醫

院ヲ置クコトヲ定メ昭和十三年四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臺

灣總督府告示第百二十八號ヲ以テ明治三十一年臺灣總督府

告示第三十八號醫院ノ名稱位置中改正臺北醫院ヲ削ラル） 

 以敕令第 164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助教授 9 人、

助手 25 人、書記 7 人，醫學專門部減少教授 5 人，增加助教

授 1 人，於醫學部下設置附屬醫院，自昭和 13 年 4 月 1 日開

始施行。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百六十五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臺

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藥局長ニ關スル事項ヲ加ヘ昭和

十三年四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165 號修正『高等官官等俸給令』，臺北帝國大學醫

學部附屬醫院藥局長相關事項，自昭和 13 年 4 月 1 日開始施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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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百六十六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中改正

セラレ醫學部附屬醫院長ノ職務俸ニ關スル事項ヲ加ヘ昭和 

昭和 13 年（西元 1938，民國 27） 

 十三年四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166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醫學部

附屬醫院院長職務俸相關事項，自昭和 13 年 4 月 1 日開始施

行。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附屬サイロ及乾草貯藏庫竝圖書館倉庫

竣功ス 

 理農學部畜產學教室附屬筒倉及乾草貯藏庫及圖書館倉庫竣

工。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長教授山根甚信依願理農學部長解補、教授農學博士

素木得一理農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理農學部長山根甚信教授請辭，改由農學博士素木得一教授接

任。 

四月一日 官制改正ニ依リ元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保管ニ係ル國有建物

及敷地ノ所屬換ヲ受ク 

 依官制改訂承接原臺灣總督府臺北醫院保管的國有建物及土

地。 

四月八日 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諸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醫學部附屬醫院諸規程』。 

四月三十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四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教授八谷正義北海道帝國大學教授ニ轉

ジ附屬農林專門部教授農學博士野田幸猪主事ニ補セラル 

 附屬農林專門部主事八谷正義教授轉任北海道帝國大學，附屬

農林專門部主事職缺由附屬農林專門部農學博士野田幸豬教

授接任。 

六月一日 醫學部附屬醫院產婦人科手術室竣功ス 

 醫學部附屬醫院婦產科手術室竣工。 

八月二十日 醫學部正門及守衛詰所竣功ス 

 醫學部正門及守衛室竣工。 

十月十日 醫學部附屬醫院外科臨床講義室及手術室竣功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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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部附屬醫院外科臨床講義室及手術室竣工。 

十一月四日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 

十二月二十四日 勅令第七百七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四人ヲ增員シ昭和十四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777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教授增加 4 人，

自昭和 14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十二月二十四日 勅令第七百七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

レ醫學部ニ四講座ヲ增設シ昭和十四年一月一日ヨリ施行セ

ラル 

 以敕令第 778 號修正修訂『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醫學部增設

4 講座，並自昭和 14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昭和 14 年（西元 1939 年，民國 28） 

三月二十四日 文政、理農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畢業典禮。 

四月二十七日 勅令第二百六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助

教授四人、助手十二人、書記一人、藥劑手一人、看護長一人

ヲ增員シ農林專門部ニ於テ教授四人、助教授四人ヲ增員セラ

レ醫學專門部ニ於テ教授二人ヲ減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260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助教授 4 人、

助手 12 人、書記 1 人、藥劑手 1 人、看護長 1 人。農林專門

部增加教授 4 人、助教授 4 人。醫學專門部裁減教授 2 人。 

四月二十八日 勅令第二百七十八號ヲ以テ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公布セラレ

臺北帝國大學ニ附置セラル 

 以敕令第 278 號公布『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設置於臺北帝

國大學之下。 

四月二十八日 勅令第二百八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中改

正セラレ熱帶醫學研究所長及所員ノ職務俸ニ關スル事項ヲ

加ヘラル 

 以敕令第 281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高等官俸給令』，加入熱

帶醫學研究所長及所員之職務俸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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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ニ農藝化學科增設ノタメ同部

規程ヲ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附屬農林專門部規程』增設農藝化學科。 

七月三十一日 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取扱教授永井潜依願免

本官トナル 

 永井潛教授請辭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職務。 

七月三十一日 教授醫澩博士森於菟補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

取扱ヲ命ゼラル 

 醫學博士森於菟教授接任醫學部長及附屬醫學專門部主事。 

九月十二日 青少年學徒ニ賜ハリタル 勅語謄本ヲ奉戴ス 

 拜領賜與青少年學生之敕語謄本。 

十一月十四日 理農學部硝子工作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玻璃工作室竣工。 

 

                                                                       

 

昭和 15 年（西元 1940 年，民國 29） 

二月二十二日 竹田宮恒德王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文政學部土俗學、人

種學標本ヲ台覽アラセラル 

 竹田宮恒德殿下蒞臨本校，參觀收藏於文政學部之土俗學、人

種學標本。 

三月十九日 勅令第百三號ヲ以テ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中改正セラレ所員

一人、技手一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103 號修正『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增加所員 1 人、

技手 1 人。 

三月二十三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ノ卒業式ヲ行フ 

 文政、理農、醫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二十七日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 

三月三十一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矢野禾積依願文政學部解補、教授移川子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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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政學部ニ補セラル 

 矢野禾積教授請辭文政學部長職務，由移川子之藏教授繼任。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長教授素木得一依願理農學部長解補、教授理學博士

早坂一郎理農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素木得一教授請辭理農學部長職務，由理博士早阪一郎教授繼

任。 

四月一日 勅令第二百二十一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一人ヲ增員シ助手三人ヲ減員セラル 

同官制農林專門部中助教授一人ヲ減員セラレ、同醫學專門部

中教授一人助教授一人ヲ增員セラル 

 敕令第 221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1 人、裁減

助手名額 3 人。 

農林專門部裁減助教授 1 人，醫學專門部增加教授 1 人、助教

授 1 人。 

四月一日 勅令第二百二十二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

レ理農學部中「農產製造學、製糖化學一講座」ヲ「製糖化學

一講座、釀造學一講座」ニ改メラル 

 以敕令第 222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改理農學部之

農產製造學、製糖化學 1 講座為製糖化學 1 講座、釀造學 1

講座。 

四月十五日 理農學部化學實驗室竣功ス 

 理農學部化學實驗室竣工。 

四月二十三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九月二十八日 勅令第六百四十一號ヲ以テ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中改正セラ

レ所員二人、書記一人、技手五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641 號修正『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增加所員 2 人、

書記 1 人、技手 5 人。 

十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七百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事

務官一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717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事務官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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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 16 年（西元 1941 年，民國 30） 

三月十一日 閑院宮春仁王殿下同妃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文政、理農、

醫各學部陳列ノ標本、古文書統計等ヲ台覽アラセラル 

 閑院宮春仁王殿下及王妃殿下蒞臨本校，參觀文政、理農、醫

學部各陳列之標本、古文書統計等資料。 

三月二十四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卒業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及附屬農林、醫學兩專門部畢業典禮。 

三月三十一日 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規程』。 

四月五日 勅令第三百八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一人、助教授一人、學生主事一人、書記三人ヲ增員シ助

手八人ヲ減員セラレ、新ニ臺北帝國大學ニ豫科ヲ置キ教授十

二人、助教授一人ノ定員ヲ定メラレ醫學專門部中教授二人ヲ

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388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1 人、

助教授 1 人、學生主事 1 人、書記 3 人，裁減助手 8 人。臺北

帝國大學新設預科，置教授 12 人、助教授 1 人。醫學專門部

增加教授 2 人。 

四月五日 勅令第三百八十九號ヲ以テ高等官官等俸給令中改正セラレ

豫科教授ニ關スル事項ヲ加ヘラル 

 以敕令第 389 號修正『高等官官等俸給令』，加入預科教授相

關事項。 

四月五日 勅令第三百九十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

「家畜衛生學一講座」ヲ加ヘラル 

 以敕令第 390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講座令』，增設家畜衛生

學 1 講座。 

四月五日 勅令第二百九十一號ヲ以テ昭和三年勅令第三十二號ヲ改正

シ「醫學部」ノ次ニ「工學部」ヲ置クコトヲ定メラレ昭和十

八年一月一日ヨリ之ヲ施行セラル 

 以敕令第 291 號修正昭和 3 年敕令第 32 號，醫學部成立後，

設立工學部，自昭和 18 年 1 月 1 日開始施行。 

四月五日 臺北帝國大學豫科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臺北帝國大學預科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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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五日 總長三田定則豫科長事務取扱ヲ命ゼラル 

 總長三田定則兼任預科長。 

四月十一日 臺北帝國大學學位規程中改正シ「醫學博士」ヲ加フ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學位規程』，增設醫學博士。 

四月十八日 學生主事西田正一豫科教授ニ任ゼラレ豫科長ニ補セラル 

 學生主事西田正一擔任預科教授及預科長。 

四月二十一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四月二十六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四月二十六日 總長三田定則依願免本官、安藤正次總長ニ任ゼラル 

 三田定則請辭總長職務，由安藤正次繼任。 

四月三十日 理農學部長教授早坂一郎依願理農學部長解補、教授農學博士

素木得一理農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早阪一郎教授請辭理農學部長職務，由農學博士素木得一教授

繼任。 

五月二十日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規程』。 

六月二十日 第一回豫科入學式ヲ行フ 

 舉行第一屆預科入學宣誓儀式。 

六月二十二日 構內假建物ニテ豫科ノ授業開始 

 預科於臨時建築內開始授課。 

七月十一日 醫學部長教授森於菟依願醫學部長解補、教授醫學博士冨田雅

次醫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森於菟教授請辭醫學部長職務，改由醫學博士富田雅次教授接

任。 

七月十一日 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取扱森於菟依願醫學專門部主事事務取

扱ヲ免ゼラレ教授醫學博士安達島次醫學專門部主事ニ補セ

ラル 

 森於菟教授請辭醫學專門部主事，改由醫學博士安達島次教授

接任。 

九月二十九日 閑院宮春仁王殿下本學ニ台臨アラセラレ文政、理農、醫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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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陳列ノ南洋ニ關スル標本、文書、寫真等ヲ台覽アラセラル 

 閑院宮春仁王殿下蒞臨本校，參觀文政、理農、醫學部之南洋

相關標本、文書、照片等陳列品。 

十一月十五日 勅令第九百六十八號ヲ以テ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中改正セラ

レ所員三人、技手八人ヲ增員セラル 

 敕令第 968 號修訂『熱帶醫學研究所官制』，增加所員 3 人、

技手 8 人。 

十二月二十六日 修業年限短縮ニ伴フ各學部、各專門部ノ卒業式ヲ行フ 

 隨著修業年限縮短舉行各學部、各專門部畢業典禮。 

 

                                                                       

 

昭和 17 年（西元 1942 年，民國 31） 

三月五日 醫學專門部臨床講義室、解剖室、講義室(以上泉町所在)竣功

ス 

 醫學專門部臨床講義室、解剖室、講義室（位於泉町）竣工。 

三月三十日 勅令第二百八十三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助手五人ヲ減ジ書記一人、學生主事補一人、看護長四人ヲ增

員シ尚豫科中教授八人、助教授二人、醫學專門部中教授五人、

助教授一人ヲ增員セラル 

 以敕令第 283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裁減助手 5 人，

增加書記 1 人、學生主事補 1 人、看護長 4 人。預科增加教授

8 人、助教授 2 人；醫學專門部增加教授 5 人、助教授 1 人。 

三月三十一日 文政學部長教授移川子之藏依願文政學部長解補、教授岡野留

次郎文政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移川子之藏教授請辭文政學部長職務，改由岡野留次郎教授接

任。 

三月三十一日 理農學部長教授素木得一依願免本官、教授青木文一郎理農學

部長ニ補セラル 

 素木得一教授請辭理農學部長職務，由青木文一郎教授接任。 

四月二十四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ノ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五月二十一日 士林街ニ於ケル豫科ノ假校舍竣功ニ付移轉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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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於士林街之預科暫時校舍竣工。 

六月二十日 醫化學及生理學其ノ他實習室竣功ス 

 醫化學及生理學實習室竣工。 

七月十一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七月三十一日 畜產學教室附屬中小動物實驗室竣功ス 

 畜產學教室附屬中小動物試驗室竣工。 

八月十三日 附屬醫院各科研究室及病室竣功ス 

 附屬醫院各科研究室疾病室竣工。 

九月二十六日 修業年限短縮ニ伴フ各學部、各專門部ノ卒業式ヲ行フ 

 隨著修業年限縮短，舉行各學部、各專門科畢業典禮。 

十月三日 醫學部長教授冨田雅次依願免本官、教授醫學博士小田俊郎醫

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富田雅次教授請辭醫學部長職務，由醫學博士小田俊郎教授繼

任。 

十一月一日 行政簡素化實施ニ伴ヒ勅令第七百六十五號ヲ以テ臺北帝國

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助教授一人助手一人、書記三人ヲ減員

セラル 

 貫徹行政簡化之要求，以敕令第 765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

制，裁減助教授名額 1 人、助手 1 人、書記 3 人。 

十一月五日 文政、理農、醫學部ノ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醫學部之入學宣誓儀式。 

 

                                                                       

 

昭和 18 年（西元 1943 年，民國 32） 

一月二十一日 勅令第四十號ヲ以テ大學令中改正、大學豫科ノ修業年限ヲ二

年ト定メラル 

 以敕令第 40 號修正『大學令』，大學預科修業年限訂為兩年。 

三月十五日 勅令第百二十四號及第百二十五號ヲ以テ南方人文研究所官

制並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官制公布セラレ臺北帝國大學ニ附

置セラ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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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敕令第124號及 125號公布臺北帝國大學下附設南方人文研 

 究所及南方資源科學研究所，及兩研究所之官制。 

三月三十日 工學部假事務室其ノ他倉庫竣功ス 

 工學部臨時辦公室、倉庫竣工。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二百九十七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官制中改正セラレ

教授十九人、助教授十九人、助手三十八人、書記四人、司書

一人、豫科教授六人、醫專教授二人、醫專助教授一人ヲ增員

セラル 

 以敕令第 297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官制』，增加教授 19 人、

助教授 19 人、助手 38 人、書記 4 人、司書 1 人；預科教授 6

人；醫專教授 2 人、助教授 1 人。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二百九十八號ヲ以テ臺北帝國大學學部ニ關スル件改

正セラレ理農學部ヲ理學部及農學部ニ分タル 

 以敕令第 298 號修正『臺北帝國大學學部相關規定』，將理農

學部分為理學部及農學部兩部。 

三月三十一日 勅令第二百九十九號ヲ以テ講座令中改正セラレ理學部ヲ十

二講座、農學部ヲ十九講座、工學部ヲ十六講座ト定メラル 

 敕令第 299 號修訂『講座令』，明定理學部 12 講座、農學部

19 講座、工學部 16 講座。 

四月一日 附屬農林專門部ハ分離獨立シテ臺中高等農林學校トナリ十

月一日臺中ヘ移轉セリ 

 原附屬農林專門部獨立為臺中高等農林學校，10 月 1 日遷至

臺中。 

四月一日 教授青木文一郎理學部長ニ、教授農學博士三宅捷農學部長ニ

補セラル 

 青木文一郎教授擔任理學部長，三宅捷教授接任農學部長。 

五月十三日 臺北帝國大學通則中改正ス 

 修正『臺北帝國大學通則』。 

五月二十八日 工學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工學部規程』。 

五月三十一日 理學部規程及農業部規程ヲ制定ス 

 制訂『理學部規程』及『農業部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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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 九州帝國大學教授工學博士安藤一雄工學部長ニ補セラル 

 九州帝國大學工學博士安藤一雄教授接任工學部長。 

八月三十一日 工學部假校舍竣功ス 

 工學部臨時校舍竣工。 

九月二十五日 修業年限短縮ニ伴フ各學部ノ卒業式ヲ行フ 

 隨著修業年限縮短，各學部舉行畢業典禮。 

九月二十七日 同上醫學專門部卒業式並ニ豫科修了證書授與式ヲ行フ 

 舉行醫學專門部畢業典禮及豫科修了證書授予儀式。 

十月十日 水道町單身官舍竣功ス 

 水道町單身官舍竣工。 

十月十日 工學部共通講座北棟竣功ス 

 工學部共通講座北棟竣工。 

十月二十日 假教室(元農林專門部教室)ニテ工學部ノ授業開始 

 工學部於臨時教室（原農林專門教室）開始上課。 

十一月十日 文政、理、農、工、醫各學部入學宣誓式ヲ行フ 

 舉行文政、理、農、工、醫各學部入學宣誓儀式。 

 

                                                                       

昭和 19 年（西元 1944 年，民國 33） 

昭和 20 年（西元 1945 年，民國 34） 

 

【附註】臺大圖書館校史資料區的《臺北帝國大學一覽》，目前只收錄至昭和 18 

年版(1943 年)。國民政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945 年 11 月 15 日完成臺北帝國

大學接收工作，改制成立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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