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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遺失的十七年――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的校史探源
陳清義

臺北市福星國民小學校長

摘要
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是一所百年老校，以前網路與數位資料不足，學校歷
經兩次回祿之災，校史考究不易。此次從日本統治時期的資料考究，進行文獻分
析、社區踏查，發現學校設校歷史應該從 1915 年向前推進到 1898 年，多出來
17 年。惟設校地點的大稻埕建昌後街的台阪公司，由於道路變更，無法復尋，
以及臺灣光復後合併大和國民學校的資料，尚未尋獲，其他就《臺灣總督府職員
錄》和《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考究，應可確認學校設校日期在 1898 年 10 月
10 日。

Abstract
Taipei City Wanhua District Fuxing Elementary School is a century-old school.
Previously, the Internet and digital data were insufficient. The school experienced two
disasters that made school history difficult to explore. The study adopted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community investigation, and found that the history of school setting
should be dvanced from 1915 to 1898, which is 17 years more than what is currently
known. However, the Taiban Company in Jianchang Back Street, Dadaocheng, where
the school was located, cannot be retrieved due to road changes. And the informations
about the merger of Yamato National School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aiwan hasn’t
been found. The materials in the "Taiwan Governor's Office Staff Directory" and
"Taiwan Ri Ri Xin Pao" were explored, and it should be possible to confirm that the
school was set up on October 10, 1898.

壹、緣起
「校長，我們學校的校史年代不太正確哦！」四年前老師的一句話，勾起我
心裡的疑問，學校裡當然也有其他老師持不同的意見，認為校史年代沒錯，正反
意見都有。因為國內維基百科網站及各大學圖書館藏資料，包括研究百年老校的
博、碩士論文，都和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以下簡稱福星國小）的校史相同，
但仔細比對發現，其資料來源大多出自福星國小原先的校史資料及學校網站公告
的校史資料，因此咸以 1915 年為設校年代。
百年老校是歷史遺跡的重要紀錄，福星國小曾經在 1996 年出版 80 週年紀念
校刊，依據該紀念校刊，2015 年辦理了慶祝 100 週年活動，2016 年也出版了 100
週年校慶紀念專刊。當學校老師得知校史係根據一本相片黏貼本，上面手寫昭和
10 年（1935 年）創校 20 週年紀念照，依此來推算學校在 1995 年是 80 週年時，
51

教師天地 2019.12 (212 期)p51-59

對於校史年代的正確性，難怪有老師持不同見解，難道沒有更加有力的證據資料
可以考究福星國小的校史嗎？於是福星國小好奇地展開校史探源的研究。

貳、研究過程
一、任務編組
首先，由教務主任邀請校內老師和家長成立工作組，分為校史室整理、社區
的踏查、校友的訪問、文獻的搜集和日本統治時期文獻的翻譯等工作。

二、資料查考
由校內老師到位於新北市中和的國立臺灣圖書館，影印《臺灣日日新報》，
並且在網路上查考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並列印《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也查考
了《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等歷史地圖。

三、社區踏查
由學校家長志工到大稻埕地區訪問在地商家，意圖了解設校所在位置。也訪
問在末廣國民學校時期畢業的校友，以了解當時光復後，學校轉換的過程。

四、文獻翻譯
日文的相關文獻資料請家長和校友協助翻譯為中文，以利分析。

參、資料分析
文獻蒐集與分析分為福星國小校史室內的文件和圖書館、網路的日本統治時
期文件兩大類查考。

一、校史室內的文件
在校史室中找到「臺北市萬華區福星國小慶祝創校八十週年校慶專輯」（張
金調，1996），序裡記載：
創校時期的校史資料蒐集困難，那是以日籍學生為主的時代，日籍校友在戰後都已回歸日
本，而且年歲已大，尋找不易；另因本校曾遭遇兩次大火，以致史料幾乎銷燬殆盡（引自張金調，
1996，頁 3-4）
。

在當時因為數位資料不發達，僅能以學校尚存的資料考據校史，所以當時是
根據一本相片黏貼本，上面手寫昭和 10 年(1935 年)創校 20 週年紀念照，推算學
校在 1915 年創立「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
，因此在 1996 年出版了 80 週年紀念刊。
此外在創校八十週年紀念刊中，福星國小第一任校長，李明珠校長的專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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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論及校史的演進。
福星國小之前身是「末廣高等小學校」
，師生全部是日本人，……臺灣光復，日本人全部撤
回日本，而該學區台灣學童就讀「大和國民學校」
，借用老松國民學校上課，光復後，本人奉臺
北市政府之命接受「末廣」之校舍和「大和」之師生，合併改稱「福星國小」
（引自李明珠，1996，
頁 13）
。

從校內資料可知福星國小前身為末廣高等小學校，以及 1915 年時，校名為
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
創校 100 週年的紀念刊和學校網站上也有以下的記載（引自黃小芳，2016，
頁 47）：
大正 4 年（1915）9 月 1 日，各尋常小學校以其座位方位分別改稱為城東（第二）
、城西（第
五）
、城南（第三）
、城北（第四）小學校，而位在西門外的「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則改稱為「臺
北高等小學校」
。
大正 11 年（1922）
，依臺北市街町劃分的結果，校址位於末廣町四之四番地的「臺北高等小
學校」改名為「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校」（大正 11 年，1922.04~1941.04）
。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政府開始實施皇民化政策，並著手初等教育，頒布「國民教育
令」
。日本當地的小學校更名為國民學校以後，臺灣總督府亦對「臺灣教育令」進行修正，將公
學校及小學校同時更名為「國民學校」
，且實施國民義務教育制度，因此校名遂改為「臺北市末
廣國民學校」（昭和 16 年，1941.05~1946.01）
。
昭和 19 年（1944）四月，創立「臺北大和國民學校」（昭和 19 年，1944.04~1946.02）
，因
末廣高等小學校尚未遷離，暫借老松國民學校校舍上課。
民國 35 年（1946）
，對日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為紀念抗日英雄羅福星烈士，二月將校名更
改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
（民國 35 年，1946.02~1968.08）
，開辦附設幼稚園及夜間福
星初級中學。

對於 1915 年以後的校史，在學校的紀念專刊中，考究較為完備，因此需要對
1915 年以前的校史，多一些的探尋。

二、圖書館和網路查詢日本統治時期的文件
在《臺灣教育沿革誌》中記載：明治 31 年 8 月 16 日（西元 1898 年）臺灣
總督府小學校的名稱位置告示第 55 號，其中有臺北小學校、基隆小學校、新竹
小學校及臺南小學校等四所小學校，同日告示第 53 號記載，臺北小學校位置在
大稻埕，有 3 名教師，31 名學生（臺灣教育會，1939）。
此外，在《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9）的查詢
發現：
（一）

1898 年（明治 31 年）臺北小學校校長是辻村寬堯，學校位於大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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埕。
（二）1901 年（明治 34 年）臺北小學校仍在大稻埕，但 1902 年（明治 35 年）
改名為臺北第一小學校，校長改派鈴木稻作。
（三）1903 年（明治 36 年）校長仍為鈴木稻作，學校移到西門外街，並改名
為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
（四）1910 年（明治 43 年）校長改派岩瀨六藏。校地及校名未改變。
（五）1915 年（大正 4 年）校名改為臺北第一高等小學校，校長改派本田茂
吉，校地仍在西門外街。
（六）1916 年（大正 5 年）校長仍為本田茂吉，校地仍在西門外街，校名改
為臺北高等小學校。
（七）1918 年（大正 7 年）校長改派大塜堅次郎。
（八）1920 年（大正 9 年）校長改派東八郎。
（九）1922 年（大正 11 年）校長仍為東八郎，校名改為臺北市末廣高等小學
校，校地行政區改為末廣町。
（十）1928 年（昭和 3 年）校長為三ッ橋安郎。
（十一）1932 年（昭和 7 年）校長為大場孫治。一直擔任校長到 1944 年（昭
和 19 年） 。
（十二）1941 年（昭和 16 年）改校名為臺北市末廣國民學校。
（十三）從 1942 年直到 1944 年，設置大和國民學校的位置有：新竹、彰化、
臺南、高雄、花蓮，可是找不到有臺北的大和國民學校。
從《臺灣教育沿革誌》和《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連結來看，臺北第一高等小
學校的前身應為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再往前的校名是臺北第一小學校，而
開始設校時應該是在大稻埕的臺北小學校。而臺北小學校是明治 31 年 8 月 16
日（西元 1898 年）臺灣總督府小學校的名稱位置告示第 53 號和 55 號所公告的，
設立於大稻埕的臺北小學校。
研究者也查詢《臺灣日日新報》，這是一份臺灣日治時期的報紙，由《臺灣
新報》和《臺灣日報》兩份報紙整併而成，自 1898 年 5 月 6 日開始發行，為臺
灣日治時期的第一大報（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翻譯後整理如下：
（一）大稻埕日本人就讀之小學校
時以台阪公司作為校舍，四五日內想要在 10 月 1 日開校，但是準備不及延期了…（臺
灣日日新報，1898，10 月 4 日，第二版）。

（二）臺北小學校的規模擴張
在大稻埕去年成立時，當時只有 15 名學生，到了年末已有 30 名學生。到了隔年年末
已增加到 150 名學生；由於學生志願入學人數增多，大稻埕的校舍狹獈不敷使用，就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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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街建立新校舍，等落成後再把大稻程的校舍移至新校舍去…（臺灣日日新報，1900a，
3 月 15 日，第二版）。

（三）臺北小學校開學紀念式
臺北小學校在 10 月 10 日舉行開校三週年紀念式，當日唱校歌是由該校教師柴田貞行
所作…（臺灣日日新報，1900b，10 月 9 日，第二版）
。

（四）臺北小學校現況
為了日本人子弟的教育，在西門外街的臺北小學校增建的校舍，內部設備己經粗略完
成，現在學生男生 208 人…（臺灣日日新報，1901，1 月 24 日，第二版）
。

（五）臺北小學校現況
明治 31 年 10 月 1 日於大稻埕借用民間公司成立臺北小學校，剛成立只有 15 名學生，
經過辻村寬堯校長辛勞經營，現已有 530 人…（臺灣日日新報，1902，1 月 10 日，第二版）

（六）開校 15 年紀念
臺北第一尋常高等小學校是本島中歷史最老，在明治 31 年在大稻埕建昌後街被創立，
明治 33 年移至現址，至今 15 週年，將於 10 月 10 日上午 9 時，舉行 15 週年開校紀念式。…
（臺灣日日新報，1912，10 月 5 日，第七版）
。

此外，根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的網
路地圖探查得知：.
（一）1897 年的《清光緒 23 年臺北街道圖》，建昌後街位於大稻埕的霞海城
隍廟西側。當時福星國小現址仍為一片空地。
（二）1903 年的《最近實測臺北全圖》
，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是第一尋常小
學校。
（三）1905 年的《臺北市區改正圖》，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是臺北小學校。
（四）1914 年的《臺北市街圖》，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是第一小學校。
（五）1916 年的《臺北市街平面圖》，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是高等小學校。
（六）1927 年的《臺北市街圖》，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是末廣高等小學校。
（七）1947 年的《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圖》
，福星國小現址在地圖上為末
廣高小。
（八）1957 年的《臺北市行政區域圖》，福星國小現址已更名為福星國校。
綜合上述，從圖書館和網路查詢日本統治時期的文件等資料整理分析發現，
茲將其敘述如下。
（一）設校地點臺北小學校最早在大稻埕的建昌後街，借用民間的台阪公司作
為校舍，在 1901 年時在西門外街擴建校舍進行內部設備建置，1902 年時，學生
從原本 15 人增加到 530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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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校紀念在 1900 年為三週年，1912 年為十五週年，而且紀念日都在 10
月 10 日。可能就是 1898 年原先 10 月 1 日開校不及，延到 10 月 10 日了。
（三）設校年數在日本人的計算方式，似乎是以開校那一年就算一週年，將前
一年的籌備期也計算進去。
（四）在 1912 年的報導，才記載學校是在明治 33 年（1900 年）開始遷移。
（五）至少從 1903 年的地圖，福星國小現址就存在第一尋常小學校，後續幾
經改名，但 1957 年地圖同址即是現在的福星國小。
（六）比較有疑問的是在 1947 年臺北市工務局製作的《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
分區圖》上，仍然是末廣高小的名稱。

肆、研究發現
從蒐集所得的各類文獻進行交叉比對分析，筆者就設校年份、設校名稱、設
校位置、遷校年份及校名轉換進行比對，製表如表 1：

表 1 臺北市福星國小設校歷史沿革之文獻比較表
文獻
校內發行紀念刊 臺灣教育沿革誌及
項目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設校年份
1915 年
1898 年
設校名稱
臺北第一高等小 臺北小學校
學校
設校位置
設在西門外街
設在大稻埕
遷校年份

無

1903 年校地登錄在
西門外街

週年紀念

1935 年開校 20
週年紀念照片

無資料

臺灣光復前的校名

臺北小學校
臺北第一小學校
臺北第一尋常高等
小學校

1898
1902
1903
1905
1914
1915
1916
1922

臺灣日日新報
1898 年
臺北小學校
設在大稻埕建
昌後街的台阪
公司
1900 年西門外
街內部設備逐
步完成
1900 年 10 月 10
日開校三週年
紀念式
1912 年 10 月 10
日開校十五週
年紀念式
臺北小學校

臺北市百年歷
史地圖
1903 年，第一
尋常小學校在
西門外街
-

臺北第一尋常
高等小學校
臺北小學校
第一小學校

臺北第一高等小
學校
臺北高等小學校
臺北市末廣高等
小學校

臺北第一高等小學
校
高等小學校
臺北市末廣高等小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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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
項目
1927

校內發行紀念刊

臺灣教育沿革誌及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1941

臺北市末廣國民
學校
臺北大和國民學
校
大和國民學校的
學生遷到末廣國
民學校。
合併稱為臺北市
城中區福星國民
學校。

臺北市末廣國民學
校

1944
臺灣光復後的校名 備

1946

臺灣日日新報

臺北市百年歷
史地圖
末廣高等小學
校

末廣高小
福星國校

1947
1957

註

臺北並沒有大和國
民學校的紀錄。只找
到新竹、彰化、臺
南、高雄、花蓮等地
有大和國民學校。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從現有的文獻分析來看，學校很有可能是 1898 年 10 月 10 日在大稻埕建昌
後街的台阪公司設校，由於學生人數增加，因此在西門外街增建校舍，校舍逐步
完成，在 1900 年開始逐漸將學生移至西門外街校舍就讀。學校幾經學制變動，
亦改換學校名稱，但是校址就在西門外街，未再有變動，從派任校長姓名、校地
登錄、學校教職員名錄和地圖圖資的連續性比對，臺北小學校和現在的福星國小
應可以確認其連貫性，為同一個學校的歷史變遷過程。
但是對於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的設立，除了在學校紀念專刊中，李明珠校長
的專文內出現外，並未找到相關的佐証文獻，因此尚待考查。而設校的台阪公司，
亦未於相關文獻中發現，亦尚待考查。
比較有疑問的是在 1947 年臺北市工務局製作的《臺北市都市計畫用途分區
圖》上，仍然是末廣高小的名稱，和學校 80 週年專刊所記載的「大和國民學校
的學生遷到末廣國民學校，合併稱為臺北市城中區福星國民學校。」不相符合。

伍、結論與建議
對於福星國小校史的考究，歷時約三年，國內網站及各大學圖書館藏資料，
大多依照福星國小原先校史資料，以 1915 年為設校年代，包括博碩士論文亦是
以原先福星國小資料撰寫，但是就日本統治時期各項資料分析比對，可能的設校
年代是 1898 年 10 月 10 日，比學校內資料原始的記載多了 17 年，今年 2019 年
應該是第 122 年。設校地點原先在大稻埕建昌後街的台阪公司，先借用當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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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然後在學校現址校舍完工後，於 1900 開始逐漸遷校至現在的校址，臺北市
中華路上。
但是對於臺北市大和國民學校的設立，除了在學校紀念專刊中，李明珠校長
的專文內出現外，並未找到相關的佐証文獻， 而且和地圖的圖資也不符合，由
於 1944 年之後《臺灣日日新報》停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亦僅記錄至 1944
年，對於 1946 年大和國民學校與末廣國民學校合併的紀錄，未來尚待考查其他
相關可能的資料。
然而，1898 年設校的台阪公司，由於戶政事務所的資料，經洽詢後，基於
個資法的保護，非本人不得查詢相關門牌變更的內容，因此亦未能發現，皆待未
來研究進一步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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