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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九地區的學校發展與地方社會
The school development and local society of Shui-Jing-Jiou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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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金銅礦產聞名的金瓜石、水湳洞與九份地

區，自 1897年開始進行系統性的開發。取得礦業

經營權的田中事務所與合名會社藤田組，隨著技術

投入以及新礦脈的發現，礦區範圍也不斷的擴張。

1910年代，金瓜石礦山開發範圍已包括金瓜石、水

湳洞、武丹坑等地；瑞芳礦山範圍則有九份、焿子

藔、大竿林、大粗坑、小粗坑。礦山的開發也帶動

聚落人口的成長，隨著日人與漢人日益聚集，1906

年，焿子藔分教場、金瓜石分教場、牡丹坑分教場

應運而生。這些早期的分教場，如何演變成為現在

的學校呢 ?本篇將藉 2018年瓜山國小建校百年，

回顧水金九地區中、小學校各校的歷史沿革，以及

與礦業發展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 :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小學校、公

學校、國民學校

Abstract
Jinguashi,  Shuinandong and Jiufen areas, 

renowned for their gold and copper mines, bega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in 1897. Mining rights 
were granted to the Tanaka Mining Co. and the Fujita 

Company. The scope of mining activities continued 
to expand because of technology investment and the 
discovery of new ore veins. In 1910, the Jinguashi 
Mine area covered Jinguashi, Shuinandong, and 
Wudankeng, and the Ruifang Mine area covered Jiufen, 
Gengziliao, Daganlin, Datcukeng, and Siaocukeng. 
The mine development had driven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settlements. As more and more Japanese 
and Han Chinese settled here, Gengziliao campus, 
Jinguashi campus and Mudankeng campus emerged 
in 1906 to meet educational needs. How have those 
early campuses evolved into today’s schools? In 
the year of 2018 when GuaShan Elementary School 
celebrates 100 years, the study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s and elementary 
schools in the Shui Jin Jiu region means Shuinandong, 
Jinguashi and Jiufen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min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Keywords：Jinguashi Mine,Rueifang Mine,primary 
school,Taiwan public school,Kominke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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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位於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的瓜山國民小學，於

2018年建校滿一百週年。這一所目前全校學童只

有 20多位的國民小學，在 5月 12日迎接第一個百

年校慶。當天學校邀請超過六百位的老中青校友參

與，熱鬧非凡。但這並不是水金九地區第一所百年

小學，位於基隆山另一側的九份國小，今年已過完

108年的校慶，這兩所高齡小學的存在，見證百年

礦業存廢的軌跡，在礦業歷史中具有重要的意義。

水湳洞、金瓜石及九份三地，近年來觀光發

展活絡，因地緣及歷史背景相關，一般將上述三地

合併簡稱為「水金九地區」。水金九地區，以現在

的行政區域來看，包括現今金瓜石地區的四個里、

水湳洞地區兩個里，以及九份地區五個里的全部範

圍。然而事實上，自 1897年日人開始著手礦山事

業，礦山的版圖日益擴張，昔日的金瓜石礦山，除

了現在的金瓜石、水湳洞之外，還包括雙溪鄉的牡

丹地區 ; 而瑞芳礦山，除了現在的九份、大竿林，

也包括大、小粗坑等部分猴硐地區，礦業開發範圍

遠大於今日聚落的範圍。也因為礦業的繁盛，吸引

大量的採礦人口，學校設施也應運而生。

水金九地區最早創立的學校，是日治時期

1906(明治 39)年成立於金瓜石礦山的基隆尋常高

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3，提供日人孩童就讀。

該校於 1910(明治 43)年獨立為臺北廳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 (簡稱金瓜石小學校 )。同樣成立於

1906(明治 39)年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

教場，於 1913(大正 2)年木村組所屬的牡丹坑礦

山併入金瓜石礦山之後，學校也一併併入金瓜石

小學校而結束。1918(大正 7)年，金瓜石礦山另外

於水湳洞，成立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但於

1922(大正 11)年疑似也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

金瓜石小學校在 1945年二次大戰後，因日人遣返

而廢校。校址現為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校舍所使

用。金瓜石礦山一直遲至 1918(大正 7)年，才設立

提供漢人就讀的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也就是今

年成立滿一百週年的新北市瓜山國小的前身。

而相隔一座基隆山的瑞芳礦山，最早的學校同

樣是 1906(明治 39)年成立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焿仔藔分教場，提供日人學童就讀，但在 1920(大

正 9)年時結束學校營運。推測因為當年日人經營

者藤田傳三郎退出瑞芳礦山經營，使得當地日人人

口大幅減少，少數有就學需求的日人孩童，或許

便至隔壁的金瓜石小學校就讀，瑞芳礦山自此便

不再設立提供日人就讀的小學校之故。而 1910(明

治 43)年成立的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離教室，

也是兩座礦山最早提供漢人學童就讀的公學校。

於 1919(大正 8)年獨立為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是

現今新北市九份國小的前身，至今有 108年的歷

史。1941(昭和 16)年，九份地區因為人口眾多，

又成立瑞陽國民學校，但學校經營並不長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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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三地簡稱「水金九」地區，位於新北市東北角的瑞芳區內 

 
水金九地區最早創立的學校，是日治時期 1906(明治 39)年成立於金瓜石礦

山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3，提供日人孩童就讀。該校於 1910(明
治 43)年獨立為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簡稱金瓜石小學校)。同樣成立於

1906(明治 39)年的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於 1913(大正 2)年木村組

所屬的牡丹坑礦山併入金瓜石礦山之後，學校也一併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

1918(大正 7)年，金瓜石礦山另外於水湳洞，成立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但

於 1922(大正 11)年疑似也併入金瓜石小學校而結束。金瓜石小學校在 1945 年二

次大戰後，因日人遣返而廢校。校址現為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校舍所使用。金瓜

石礦山一直遲至 1918(大正 7)年，才設立提供漢人就讀的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

校，也就是今年成立滿一百週年的新北市瓜山國小的前身。 
而相隔一座基隆山的瑞芳礦山，最早的學校同樣是 1906(明治 39)年成立的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提供日人學童就讀，但在 1920(大正 9)年時

結束學校營運。推測因為當年日人經營者藤田傳三郎退出瑞芳礦山經營，使得當

地日人人口大幅減少，少數有就學需求的日人孩童，或許便至隔壁的金瓜石小學

                                                 
3 「分教場」、「分校」、「分教室」這三個名詞，常常出現在總督府的公文書、《臺灣日日新報》

的報導，以及總督府職員錄當中，由於所指稱的對象都相同，推測應為相同意思的不同說法。其

中，應以職員錄當中常見的「分教場」，以及公文書中常出見的「分校」為比較正式的說法，「分

教室」應為"分校教室”"的簡稱。 

【圖 1】水湳洞、金瓜石、九份三地簡稱「水金九」地區，位於
新北市瑞芳區。

3　「分教場」、「分校」、「分教室」這三個名詞，常常出現在總督府的公文書、《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以及總督府職員錄當中，
由於所指稱的對象都相同，推測應為相同意思的不同說法。其中，應以職員錄當中常見的「分教場」，以及公文書中常出見的「分
校」為比較正式的說法，「分教室」應為 "分校教室 "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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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民國 35)年廢校。

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水湳洞地區在 1948(民

國 37)年也開設瓜山國民學校濂洞分校，也就是現

在濂洞國小的前身。濂洞國小及前述的瓜山國小、

九份國小的畢業生，多數直接就讀鄰近的時雨中

學，繼續升學。時雨中學是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

公司在 1949(民國 38)年，於原址設立的附屬學校，

目的在於提供地方學子就近升學的機會，省去長途

跋涉至瑞芳或基隆就學的辛苦。也是出自於相同的

原因，九份地區在 1969(民國 58)年也奉准設立欽

賢國中，讓九份地區的學童可以就近升學。

上述所提到的瓜山國民小學、九份國民小學、

濂洞國民小學、私立時雨中學，以及欽賢國民中

學，是水金九地區現存的五所學校。這些學校的成

立，都與礦業發展密切相關，部分校舍建築也仍保

有歷史的痕跡，見證礦山百年來的興衰演變。本

篇擬透過瓜山國小、九份國小收藏的校史資料為基

準，參考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日治時期的公文

書，分別從「水金九礦業發展與學校興建」、「水

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

成立」、「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礦業公司對

學校營運的挹注」等面向，試圖歸納整理礦山學校

的發展沿革與特色。

水金九地區的礦業發展與學校興
建

臺灣總督府在 1896(明治 29)年 9月公布實施

「臺灣鑛業規則」，以基隆山山頂正南北線為界，

將臺灣東北部的產金區域，分為東側的金瓜石與西

側的九份兩個礦區。10月8日，日人藤田傳三郎 (藤

田組 )的藤田合名會社，以許可第一號獲得西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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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總督府公文 000001850110332 臺灣礦業許可表 

     

位在山區的九份與金瓜石兩地，因為地處偏遠，人煙稀少，約自清乾隆初

(1736-1750 年之間)，開始出現漢人開墾的紀錄 4
。嘉慶年間(1808 年)，清政府設

置加強東北角防務的汛塘軍事道路，1815 年再增加自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傳

遞公文的舖遞路線。這些路線因為經過九份地區的南側，使得九份開始成為漢人

往來、聚集的地方 5
。 

日本統治前夕，九份與金瓜石兩地，於 1893 年和 1894 年分別發現金礦脈露

頭，吸引眾多的淘金客湧入山區開採金礦。1897 年起，日人系統性的開始經營

礦區，驅散了夢想一夕致富的流動性人口，引進的是礦業會社所需要的穩定人

力，包括日本的技術人員、礦工，以及大量從事雜役的漢人苦力。 

1898(明治 31)年，因為日人木村久太郎於金瓜石南端的武丹坑也發現金礦

脈，北臺灣遂成為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牡丹坑礦山三座金山鼎立的情況。根

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做的調查，1902(明治 35)年九份礦山的人口戶數，漢人

                                                 
4 《瑞芳鎮誌》，p.10-14 
5 1808(嘉慶 13)年，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為加強臺灣東北角的防務，添設三爪仔(瑞芳)汛，與大三

貂港口(澳底)汛、燦光寮塘連成一線。這條汛塘路，是現存臺灣北部最早的一條軍事道路。1815(嘉
慶 20)年，臺灣知府新設柑仔瀨(瑞芳)、燦光寮、三貂嶺等舖，連同艋舺(萬華)、錫口(松山)、水

返腳(汐止)與暖暖等舖，為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公文往返的主要七個遞送站。5由瑞芳開始的舖

遞路線，便是循著既有的汛塘路，從瑞芳、九份、樹梅而到達燦光寮舖(塘)。其詳細路線經後人

探勘踏查，為現今瑞芳柑坪里經九份大竿林、及九份崙頂路再往南地區，這也是九份漢人最早聚

集之地。詳參楊俊哲、陳岳〈燦光寮舖古道-清代嘉慶年間的淡蘭郵傳古道〉《北縣文化》，p.48-53，
2002 年。 
 

【圖 2】總督府公文 000001850110332臺灣礦業許可表

份礦山的經營權；10月 26日，田中長兵衛以許可

第二號獲得東區金瓜石礦山經營權。藤田合名會社

及田中長兵衛，並於隔年的 1897(明治 30)年，分

頭開始兩地礦區的開發事業。

位在山區的九份與金瓜石兩地，因為地處偏

遠，人煙稀少，約自清乾隆初 (1736-1750年之間 )，

開始出現漢人開墾的紀錄 4。嘉慶年間 (1808年 )，

清政府設置加強東北角防務的汛塘軍事道路，1815

年再增加自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傳遞公文的舖遞

路線。這些路線因為經過九份地區的南側，使得九

份開始成為漢人往來、聚集的地方 5。

日本統治前夕，九份與金瓜石兩地，於 1893

年和 1894年分別發現金礦脈露頭，吸引眾多的淘

金客湧入山區開採金礦。1897年起，日人系統性

的開始經營礦區，驅散了夢想一夕致富的流動性人

口，引進的是礦業會社所需要的穩定人力，包括日

4　《瑞芳鎮誌》，p.10-14，2002年。
5　1808(嘉慶 13)年，臺灣府知府楊廷理為加強臺灣東北角的防務，添設三爪仔 (瑞芳 )汛，與大三貂港口 (澳底 )汛、燦光寮塘連成

一線。這條汛塘路，是現存臺灣北部最早的一條軍事道路。1815(嘉慶 20)年，臺灣知府新設柑仔瀨 (瑞芳 )、燦光寮、三貂嶺等舖，
連同艋舺 (萬華 )、錫口 (松山 )、水返腳 (汐止 )與暖暖等舖，為淡水廳至噶瑪蘭廳之間公文往返的主要七個遞送站。 由瑞芳開
始的舖遞路線，便是循著既有的汛塘路，從瑞芳、九份、樹梅而到達燦光寮舖 (塘 )。其詳細路線經後人探勘踏查，為現今瑞芳柑
坪里經九份大竿林、及九份崙頂路再往南地區，這也是九份漢人最早聚集之地。詳參楊俊哲、陳岳〈燦光寮舖古道 -清代嘉慶年
間的淡蘭郵傳古道〉《北縣文化》，p.48-53，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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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技術人員、礦工，以及大量從事雜役的漢人苦

力。

1898(明治 31)年，因為日人木村久太郎於金

瓜石南端的武丹坑也發現金礦脈，北臺灣遂成為金

瓜石礦山、九份礦山、牡丹坑礦山三座金山鼎立

的情況。根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所做的調查，

1902(明治 35)年九份礦山的人口戶數，漢人有 602

戶、日人 68戶，漢人男女合計 3,795人 ;日人男

女合計 197人。而金瓜石礦山的漢人有 140戶、日

人有 129戶，漢人男女合計 884人 ;日人男女合計

908人 6。三座金山的經營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

不斷擴充礦區，勞動人口也繼續增加。在這個背景

之下，聚落人口的定著，帶動相關需求設施的出

現，當然也包括學校。(水金九地區歷史發展沿革

詳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表 )

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906(明治 39)年 2月 27日，《漢文臺灣日日

新報》刊載有關「學校新設修築之計畫」，其中提

到「基隆廳下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之三礦山，近

來內地人漸增加，學齡兒童亦不少，因希望新設小

學校或其分校」。

3月 6日，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及牡丹坑礦

山的經營者，向基隆廳長提出設立小學校分校的請

求，並附上提送臺灣總督府的公文，表示「礦山

自 1897(明治 30)年創設以來，事業逐漸發達，來

自日本的從業人員日益增多，開始有了長久居住的

打算。隨著家眷增多，學齡兒童也增加，但山區附

近卻沒有讓日人孩童就讀的學校。為了減少這份遺

憾，擬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基隆小學校分校許可，礦

業公司將會負擔學校校舍興建以及教員宿舍等費

用，並支付所有機器設備等經費，希望總督府可以

自明治 39學年度 (應指明治 39年 4月之後 )後派

遣教師至本地任教。」7

3月 26日，基隆廳長橫澤次郎同意三礦山的

申請需求後，正式向臺灣總督府提送申請書，說明

上述原委，並註明「三座礦山目前皆已著手分教室

的興建，不假時日即可完成，在新教室啟用之前將

暫借民宅使用。」84月 13日，總督府正式回覆基

隆廳長，表示同意暫時設置分教室，俟礦山營運更

上軌道之後，再從長計議。並指示「三座金山分校

僅限設置尋常科，於該年明治 39年 6月 1日起，

將派遣教員赴任，總督府將支付教員俸給及旅費，

其他經費如申請者所擬，由礦山支應。」9

因此，這三座金礦山自 1906(明治 39)年起，

就開始設立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的分教室，正式名

稱分別為「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以及「基隆

 5 

有 602 戶、日人 68 戶，漢人男女合計 3,795 人;日人男女合計 197 人。而金瓜石

礦山的漢人有 140 戶、日人有 129 戶，漢人男女合計 884 人;日人男女合計 908 人 6。

三座金山的經營者為了取得更大的利益，不斷擴充礦區，勞動人口也繼續增加。

在這個背景之下，聚落人口的定著，帶動相關需求設施的出現，當然也包括學校。

(水金九地區歷史發展沿革詳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表) 

 

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906(明治 39)年 2 月 27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有關「學校新設修築

之計畫」，其中提到「基隆廳下金瓜石、九份、牡丹坑之三礦山，近來內地人漸

增加，學齡兒童亦不少，因希望新設小學校或其分校」。 

 

圖 3 1906(明治 39)年 2 月 27 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3 月 6 日，金瓜石礦山、九份礦山及牡丹坑礦山的經營者，向基隆廳長提出

設立小學校分校的請求，並附上提送臺灣總督府的公文，表示「礦山自 1897(明

治 30)年創設以來，事業逐漸發達，來自日本的從業人員日益增多，開始有了長

久居住的打算。隨著家眷增多，學齡兒童也增加，但山區附近卻沒有讓日人孩童

就讀的學校。為了減少這份遺憾，擬向總督府申請設立基隆小學校分校許可，礦

業公司將會負擔學校校舍興建以及教員宿舍等費用，並支付所有機器設備等經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上卷》，明治 38 年，p.453 

【圖 3】1906(明治 39)年 2月 27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6　《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第二部  調查經濟資料報告 上卷》，明治 38年，p.453
7　總督府公文「小學校分校設置願」000049100010010、000049100010011、000049100010013、000049100010014、000049100010015號
8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號
9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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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這也是礦山最早

設有學校的年代與紀錄。

1906(明治 39)年 12月 13日，《漢文臺灣日

日新報》報導「三金山之學生數」，寫到「基隆廳

管內之三金山。邇事業日趨於繁盛之域。故內地人

之人口。亦隨之而。增加。其學齡兒童。亦頗多

數。該廳為對此等之兒童教育起見。計定三金山

 7 

 
圖 4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7 

 
圖 4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 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 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圖 4】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9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申請書

【圖 5】總督府公文 000049100010008號三金山小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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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表 1 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0
 

時間 名稱 地點 現況 

明 30 1897 國語學校基隆國語傳習所小學分教場   

基今 隆市

仁愛國小

 

  

  

  

  

  

  

  

  

明 31 1898 臺北縣基隆小學校 基隆堡玉田街 

明 35 1902 基隆廳基隆小學校 基隆堡玉田街 

明 36 1903 基隆廳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明 42 1909 臺北廳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基隆堡田藔港庄 

大 9 1920 臺北州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 基隆郡基隆街 

大 15 1926 臺北州基隆高等小學校 基隆市田藔港 

昭 3 1928 臺北州基隆第一尋常小學校   

昭 8 1933 臺北州基隆市雙葉尋常小學校 基隆市雙葉町 

昭 16~19 1941 臺北州基隆市雙葉國民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
基隆廳三貂堡武

丹坑庄 
不詳 

    
明 43-明 45 1910-1912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場   

明 45-大 2 1912-1913 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
基隆廳基隆堡焿

仔藔庄 
不詳 
  明 43-明 45 1910-1912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場   

明 45-大 9 1912-1920 臺北廳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明 39.6.1 1906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
基隆廳基隆堡九

份庄 

1945 年

廢校。 
明 43-大 9 1910-1920 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大 9-昭 15 1920-1940 臺北州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國民學校   

大 7 1918 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基隆堡水南洞庄 
不詳 

大 9-大 11 1920-1922 臺北州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這三所分教室到了 1910(明治 43)年，金瓜石分教室首先獨立成為「臺北廳金

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1912(明治 45)年，其他兩所分教室也分別獨立為「臺北廳

武丹坑尋常小學校」以及「臺北廳焿仔藔尋常小學校」。其中，武丹坑尋常小學

校的相關史料只到 1913(大正 2)年止，合理推測可能因為該年金瓜石礦山將牡丹

坑礦山合併，改名稱為武丹坑礦山，因此 1914 年起，武丹坑尋常小學校即廢校，

                                                 
10 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

詳)，《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表 1】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小學校的成立 10

10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
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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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各設一基隆小學校之分教室以教之。既如前

報。玆依去月末所調查在籍生徒數及每月之平均出

席數。列記於左。//在籍生徒 /出席平均數、金瓜

石男 /二三 /一八、九一。金瓜石女 /一八 /一一、

七五。焿仔藔男 /一二 /一○、二一。焿仔藔女 /

五 /三、五五。牡丹坑男 /一○ /九、○四。牡丹

坑女 /二四 /一二、八四」。三所分教室從 6月開

始到 11月底的的總學童數，金瓜石分教室共有 41

名、焿仔藔分教室共有 17名、牡丹坑分教室共有

34名。

這三所分教室到了 1910(明治 43)年，金瓜石

分教室首先獨立成為「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1912(明治 45)年，其他兩所分教室也分別獨

立為「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學校」以及「臺北廳焿

仔藔尋常小學校」。其中，武丹坑尋常小學校的

相關史料只到 1913(大正 2)年止，合理推測可能

因為該年金瓜石礦山將牡丹坑礦山合併，改名稱為

武丹坑礦山，因此 1914年起，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即廢校，或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此查

無相關資料。11而位於九份礦區的焿仔藔尋常小學

校，推測因為九份礦區的日人經營者藤田傳三郎，

在 1914(大正 3)年以七年為期，將瑞芳礦山租予顏

雲年之後，讓原本礦區日人少漢人多的情況更加明

顯，到了 1920(大正 9)年，顏雲年將所有事業整

併，創立臺陽鑛業株式會社，礦區的日籍人口更加

減少，提供日人孩童就讀的學校需求也大為降低。

或許因為如此，焿仔藔尋常小學校自 1921年起即

無相關資料，推測也許是廢校之故。當地日人孩童

若有就學的需求，可能選擇鄰近金瓜石礦山的尋常

高等小學校就讀。

金瓜石礦山在 1918(大正 7)年，於礦區內又

增設一所水南洞尋常小學校，直至 1922(大正 11)

年止，後來也疑似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而廢

校。經查金瓜石礦山在 1918年因為礦況不良，營

運陷入低潮。礦主田中長兵衛將礦山合併於日本岩

手縣的釜石礦山，同屬田中鑛山株式會社，下名金

瓜石鑛山事務所。至於為什麼在營運陷入低潮的時

期又增設水南洞小學校，尚待更多的史料方能解開

這個疑惑。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到了昭和年間，已

增設幼稚園，僅收日籍學齡前幼童。根據昭和 6年

左右的《金瓜石鑛山概況》，幼稚園幼童人數有

54名 12。

1945(昭和 20)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因為戰

敗，在臺灣的日人被迫遣返日本，金瓜石尋常高等

小學校因而廢校。其校址在 1949(民國 38)年，由

經營礦區的國營企業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附屬中學「時雨中學」，直到 1985(民國 74)

年再轉售私人辦學至今。

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有關水金九地區的公學校，本文主要參考瓜

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以及九份

國小收藏的《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兩者皆尚未

公開。前者只有大正 7年到昭和 6年之間的學校資

料，後者雖然有大正 9年到昭和 18年之間的校史

資料，但闕漏大正 10至 12年、昭和 3年、10年、

12年、14年的資料，而不同年度的記載內容多寡

也不一。

依據上述兩份文獻，以及總督府公文資料，

11　與此相關的推測，可參考唐羽，《雙溪鄉志》，P.604-605「武丹尋常小學校⋯三年 (1914)，併入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雙溪鄉
公所，民國 90年出版。

12　《金瓜石鑛山概況》，p.7，昭和 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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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金九地區並不是瑞芳第一個有學校的地方。

1903(明治 36)年，基隆廳長獲准於瑞芳庄設立瑞

芳公學校，提供當時約有 7,282名漢人居住的瑞芳

庄漢人學童就讀 13。根據《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

記載，一直到 1910(明治 43)年，九份礦區的土地

公坪，才獲准設立瑞芳公學校分離教室，這也是水

金九地區第一所為漢人學童設置的學校設施。隔年

1911(明 44)年，正式成為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

校。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記

載，「1917(大正 6)年左右，當時的九份庄 (今金

瓜石地區 )及水湳洞庄 (今水湳洞地區 )各設有一

書房 14，作為本島人兒童的修學機構。但是書房並

無法滿足設立地區居民的好學心。1918(大正 7)年

4月 10日，終於成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將

既有的仁誠學堂進行整修作為校舍，並新設運動

場。」15分校設立當年，學童數男童有 56名、女

童有 14名，共計 70名。

1919(大正 8)年，上述的土地公坪分校獨立為

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根據《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

記載，同年 4月 1日起，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改為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1921(大正 10)年，

九分公學校附設鼻頭分教場 16。1922(大正 11)年 4

月 1日起，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獨立，成為臺北

州金瓜石公學校。獨立後的金瓜石公學校，於同一

年，鼻頭分教場及南子吝書房皆改隸於金瓜石公學

校之下。圖 8的昭和 7年「基隆郡管內圖」，已經

可以清楚看到，標示「小」的有一處，即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 ;標示「公」的有兩處，分別是九分

公學校以及金瓜石公學校 ;標示「分」的有一處，

為鼻頭分教場 ;標示「文」的有一處，依圖示左下

方的凡例顯示為「書房」，推測應為南子吝書房。

日本政府於昭和 16年 4月 1日起，廢除既有

的小公學校制度，包括臺灣在內的小公學校，都依

新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改為國民學校制。原來的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改為「金瓜石國民學校」，

設有修業年限 6年的初等科以及修業年限 2年的高

13　臺灣總督府公文書 000047700020010號，明治 36年
14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臺帳紀錄，少部分學童入學前曾就讀「金瓜石書房」，說明金瓜石礦山曾經存在書房設施。
15　「書房」是清末臺灣的私塾，類似私人教育，在日治初期公學校教育尚未普及之初，仍然是臺灣漢人子弟初等教育的重要教化場所。
日治時期的金瓜石、水湳洞地區，在尚未設置公學校之前，當地皆各有一書房。以金瓜石為例，1918(大正 7)年金瓜石公學校分
校設立時，即整修原來的仁誠學堂舊址作為校舍。昭和 8年的「基隆郡管圖」上，仍可見南子吝有「書房」的記載。

16　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同時有金瓜石分校，以及鼻頭分教場。金瓜石分校於翌年即獨立為公學校 ;鼻頭分教場則為初設，
由此似乎可推論分校的編制應該大於分教場。

 10 

的九份庄(今金瓜石地區)及水湳洞庄(今水湳洞地區)各設有一書房 14，作為本島人

兒童的修學機構。但是書房並無法滿足設立地區居民的好學心。1918(大正 7)年 4

月 10 日，終於成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將既有的仁誠學堂進行整修作為校

舍，並新設運動場。」
15分校設立當年，學童數男童有 56 名、女童有 14 名，共

計 70 名。 

    1919(大正 8)年，上述的土地公坪分校獨立為臺北州九分公學校，根據《金

瓜石公學校沿革誌》記載，同年 4 月 1 日起，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改為九分

公學校金瓜石分校。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附設鼻頭分教場
16。1922(大正

11)年 4 月 1 日起，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獨立，成為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獨

立後的金瓜石公學校，於同一年鼻頭分教場及南子吝書房改隸於金瓜石公學校之

下。圖 8 的昭和 7 年「基隆郡管內圖」，已經可以清楚看到，標示「小」的有一

處，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標示「公」的有兩處，分別是九分公學校以及金

瓜石公學校;標示「分」的有一處，為鼻頭分教場;標示「文」的有一處，依圖示

左下方的凡例顯示為「書房」，推測應為南子吝書房。 

 

圖 6 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8 號瑞芳公學校分校設置許可書 

                                                 
14 依據金瓜石公學校第一屆畢業生臺帳紀錄，少部分學童入學前曾就讀「金瓜石書房」，說明金

瓜石礦山曾經存在書房設施。 
15 「書房」是清末臺灣的私塾，類似私人教育，在日治初期公學校教育尚未普及之初，仍然是

臺灣漢人子弟初等教育的重要教化場所。以金瓜石為例，1918(大正 7)年金瓜石公學校分校設立

時，即整修原來的仁誠學堂舊址作為校舍。日治時期的金瓜石、水湳洞地區，在尚未設置公學校

之前，當地皆各有一書房。昭和 8 年的「基隆郡管圖」上，仍可見南子吝有「書房」的記載。 
16 1921(大正 10)年，九分公學校同時有金瓜石分校，以及鼻頭分教場。金瓜石分校於翌年即獨

立為公學校;鼻頭分教場則為初設，由此似乎可推論分校的編制應該大於分教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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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瑞芳庄公學校分布圖，年代不詳，《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紅色虛線約為金瓜石礦山與九

份礦山的經營範圍 

 

【圖 6】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8號瑞芳公學校分校設置許
可書

【圖 7】瑞芳庄公學校分布圖，年代不詳，《金瓜石公學校沿
革誌》。紅色虛線約為金瓜石礦山與九份礦山的經營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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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17

時間 名稱 地點 現況

明 36 1903 基隆廳瑞芳公學校 基隆廳基隆堡瑞芳庄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今新北市

瑞芳國小明 42-大 9 1909-1920 臺北廳瑞芳公學校

大 9-昭 15 1920-1940 臺北州瑞芳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明 43 1910 瑞芳公學校分離教室 基隆堡焿仔寮庄

九份國小

明 44 1911-1915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校

大 5 1916-1918 瑞芳公學校九分分校

大 8-昭 15 1919-1940 臺北州九分公學校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九分國民學校

大 7 1918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堡九份庄

瓜山國小

大 9 1920 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郡瑞芳庄

大 11-昭 15 1922-1940 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東國民學校

大 10 1921 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鼻頭國小
大 11 1922 金瓜石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昭 16-19 1941-1944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鼻頭分教場

昭 16~民 35 1941-1946 瑞陽國民學校 1946 年廢校

17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17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
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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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九分國民學校

大 7 1918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堡九份庄

瓜山國小

大 9 1920 九分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基隆郡瑞芳庄

大 11-昭 15 1922-1940 臺北州金瓜石公學校

昭 16-19 1941-1944 臺北州金瓜石東國民學校

大 10 1921 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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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1 1922 金瓜石公學校鼻頭分教場 基隆郡瑞芳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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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 16~民 35 1941-1946 瑞陽國民學校 1946 年廢校

17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80707)，《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九分學學校學事要覽》(大正至昭和年間多所闕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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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昭和 7 年基隆郡管內圖 

    日本政府於昭和 16 年 4 月 1 日起，廢除既有的小公學校制度，包括臺灣在

內的小公學校，都依新頒布的「國民學校令」改為國民學校制。原來的金瓜石尋

常高等小學校，改為「金瓜石國民學校」，設有修業年限 6 年的初等科以及修業

年限 2 年的高等科。而九分公學校，則改為「九分國民學校」;金瓜石公學校，

則改為「金瓜石東國民學校」，修業年限皆為初等科 6 年。 

九份地區，在 1941(昭和 16)年另成立「瑞陽國民學校」(1941-1946)，也是初

等教育學校，存續時間雖然很短，但卻說明了當時礦山就學人口眾多的情況。

1946(民國 35)年，瑞陽國民學校廢校，併回九份國民學校。 

 

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 

瓜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雖然只有大正 7 年至昭和 6 年的

簡略資料，但是卻可以一窺日治時期金瓜石公學校的校園生活。 

公學校一年分成三個學期，固定有開學、修業及畢業典禮。每逢國家紀念日

或祭典並沒有放假，學校會講授節日緣由並安排祭典參拜。全校教職員、學生每

【圖 8】昭和 7年基隆郡管內圖

【表 2】日治時期水金九地區公學校的成立 17



水
金
九
地
區
的
學
校
發
展
與
地
方
社
會

91

等科。而九分公學校，則改為「九分國民學校」;

金瓜石公學校，則改為「金瓜石東國民學校」，修

業年限皆為初等科 6年。

九份地區，在 1941(昭和 16)年另成立「瑞陽

國民學校」(1941-1946)，也是初等教育學校，存續

時間雖然很短，但卻說明了當時礦山就學人口眾多

的情況。1946(民國 35)年，瑞陽國民學校廢校，

併回九份國民學校。

學校生活與師生來源

瓜山國小收藏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雖

然只有大正 7年至昭和 6年的簡略資料，但是卻可

以一窺日治時期金瓜石公學校的校園生活。

公學校一年分成三個學期，固定有開學、修業

及畢業典禮。每逢國家紀念日或祭典並沒有放假，

學校會講授節日緣由並安排祭典參拜。全校教職

員、學生每年至少會做一次的健康檢查，並施打預

防針。一年的教育活動包括校際聯合運動會、家長

會、學藝會、督學視察、校外參觀或遠足旅行，等

等。學校校長業務十分繁忙，必須為了籌措經費四

處奔走，而學校教師人數極少，並且調動頻繁，除

了教學工作，也從事相關學科研究會。

日籍學童就讀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為

相關的學校資料闕如，無法得知校園生活情形。但

依據 1935(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瑞芳街

的小學校，日籍學童就學率皆為百分之百，但是公

學校的漢人學童，常因為家境關係缺席或退學，整

體的出席率不到五成。或許也因為如此，每學期結

束時，公學校教師最重要的工作便是全員出動，進

行地方漢人學齡孩童的家庭訪問，以勸誘並招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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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少會做一次的健康檢查，並施打預防針。一年的教育活動包括校際聯合運動

會、家長會、學藝會、督學視察、校外參觀或遠足旅行，等等。學校校長業務十

分繁忙，必須為了籌措經費四處奔走，而學校教師人數極少，並且調動頻繁，除

了教學工作，也從事相關學科研究會。 

 

表 3 1918-1927 金瓜石公學校師生人數統計
18 

年代 教職員 男童 女童 學童總數 

1918 2 56 14 70 

1919 2 78 23 101 

1920 2 87 27 114 

1921 4 82 17 99 

1922 4 85 26 111 

1923 4 87 23 110 

1924 4 無資料 無資料 無資料 

1925 4 91 22 113 

1926 5 101 26 127 

1927 5 116 31 147 

1928 5 136 45 181 

 

日籍學童就讀的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因為相關的學校資料闕如，無法得

知校園生活情形。但依據 1935(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瑞芳街的小學校，

日籍學童就學率皆為百分之百，但是公學校的漢人學童，常因為家境關係缺席或

退學，整體的出席率不到五成。或許也因為如此，每學期結束時，公學校教師最

重要的工作便是全員出動，進行地方漢人學齡孩童的家庭訪問，以勸誘並招募新

生入學。除此之外，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也是瑞芳庄唯一設有高等科的小學

校，也是唯一設有日人幼童就讀的私立金瓜石幼稚園的學校。 

                                                 
18參考來源:《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表 3】 1918-1927金瓜石公學校師生人數統計 18

18　參考來源 :《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年代不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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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昭和 10 年的《瑞芳庄要覽》教育項 

依據 1910 年至 1944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金瓜石小學校的教師均為日

本籍，公學校仍以日籍教師為多數，而金瓜石公學校日籍教師人次較九分公學校

為多，這也相對反映出金瓜石礦山日籍人口較九份礦山為多的現象。礦山學校教

師的本籍地，臺籍人次最多者為臺北，日籍地人次最多者為日本鹿兒島縣，其次

為福岡縣，第三為熊本縣。 

卞鳳奎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曾提到日治時期渡海來臺的日

籍移民以鹿兒島籍人士佔多數的原因:「、日本國內人口過剩的壓力。2、戰爭因

素，1874(明治 7)年日本發動牡丹社事件攻打臺灣(日人稱征臺事件)，派出者以鹿

兒島籍最多，對於臺灣地理位置相對其他縣市的人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3、交

通便利，早年航路經由鹿兒島縣到臺灣，提供該縣民對外移民發展的便利性。4、
同鄉及同鄉會的功能，鹿兒島縣籍人士在臺灣組成縣人會，帶動同鄉來臺發展。」

(卞鳳奎, p.86 ) 水金九地區學校日籍教師的來源，也呼應這個考證的說法。 

 

【圖 9】昭和 10年的《瑞芳庄要覽》「教育」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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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入學。除此之外，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是瑞

芳庄唯一設有高等科的小學校，也是唯一設有日人

幼童就讀的私立金瓜石幼稚園的學校。

依據 1910年至 1944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金瓜石小學校的教師均為日本籍，公學校也以日籍

教師為多數，而金瓜石公學校日籍教師人次較九分

公學校為多，這也相對反映出金瓜石礦山日籍人口

較九份礦山為多的現象。礦山學校教師的本籍地，

臺籍人次最多者為臺北，日籍地人次最多者為日本

鹿兒島縣，其次為福岡縣，第三為熊本縣。

卞鳳奎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

曾提到日治時期渡海來臺的日籍移民以鹿兒島籍

人士佔多數的原因 :「1、日本國內人口過剩的壓

力。2、戰爭因素，1874(明治 7)年日本發動牡丹

社事件攻打臺灣 (日人稱征臺事件 )，派出者以鹿

兒島籍最多，對於臺灣地理位置相對其他縣市的人

民有相當程度的認識。3、交通便利，早年航路經

由鹿兒島縣到臺灣，提供該縣民對外移民發展的便

利性。4、同鄉及同鄉會的功能，鹿兒島縣籍人士

在臺灣組成縣人會，帶動同鄉來臺發展。」21水金

九地區學校日籍教師的來源，也呼應這個考證的說

法。

礦業公司對學校營運的挹注

與臺灣其他地方的小、公學校相同的是，日治

時期礦山的「小學校」，主要提供礦山日籍從業人

員的子女就讀，學校營運經費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支

應，授課科目也與日本本土小學完全相同。而礦山

的「公學校」，則是提供礦山漢人子女就讀，學校

營運經費除了教職員的俸給與旅費之外，依「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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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10-1944 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臺日籍教師人數比例
19
 

學校名稱 資料年份 
臺籍教師 

(人次) 

日籍教師 

(人次) 
臺日籍教師比例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1910~1944 0 182 0:100% 

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1910~1919 0 12 0:100% 

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1918~1922 0 10 0:100% 

九分公學校 1911~1944 137 173 44:56% 

金瓜石公學校 1918~1944 105 176 37:63% 

瑞陽國民學校 1941~1944 5 9 36:64% 

 

表 5  1910-1944 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日籍教師本籍地統計
20 

校名 
臺灣本籍 

人次最多者 
日本本籍地人次最多者前五名 

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 

 -  鹿兒島 福岡 大分 熊本 新潟 

   25 25 21 17 12 

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  山口 長崎 熊本 德島   

   5 4 2 1   

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  福岡 

鹿兒島/

廣島 
      

   8 1       

九分公學校 
臺北 臺灣 鹿兒島 福岡 宮崎 沖繩 大分 

97 27 47 18 25 12 10 

金瓜石公學校 
臺北 

臺中 /

新竹 
鹿兒島 熊本 佐賀 宮崎 鳥取 

90 6 43 23 21 15 12 

瑞陽國民學校 
臺北  兵庫 東京 石川 宮崎   

5  3 3 2 1   

 

                                                 
19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20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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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 

 -  鹿兒島 福岡 大分 熊本 新潟 

   25 25 21 17 12 

焿仔藔尋常小學校 
 -  山口 長崎 熊本 德島   

   5 4 2 1   

水南洞尋常小學校 
 -  福岡 

鹿兒島/

廣島 
      

   8 1       

九分公學校 
臺北 臺灣 鹿兒島 福岡 宮崎 沖繩 大分 

97 27 47 18 25 12 10 

金瓜石公學校 
臺北 

臺中 /

新竹 
鹿兒島 熊本 佐賀 宮崎 鳥取 

90 6 43 23 21 15 12 

瑞陽國民學校 
臺北  兵庫 東京 石川 宮崎   

5  3 3 2 1   

 

                                                 
19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20參考來源:「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20170307) 
 

【表 4】 1910-1944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臺日籍教師人數比例 19

【表 5】 1910-1944年間金瓜石地區學校日籍教師本籍地統計 20

公學校令」規定，須由街庄內的居民共同負擔，多

為捐款或募款而來。1920年之後地方制度改正，

小公學校的經費都統一由地方經費支應。

以金瓜石礦山為例，1916(大正 5)年的《金瓜

石鑛山一覽》就記載，礦山事務所除了負責興建小

學校的校舍、教員宿舍之外，並負擔學校營運的經

常性支出，包括通信費、搬運費、修繕費用等等。

對於住家離學校太遠的學童也會提供宿舍及費用補

助。

19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70307)
20　參考來源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瀏覽日期 :20170307)
21　卞鳳奎，p.86。
22　黃仁祥 (1883-1945)，接下其兄黃春事業，經營「金益昌」雜貨店 (當地人稱為「苦力頭店」)，承攬礦山人力事業，另外也經營金礦、
煤礦、水產貿易等，曾任金瓜石保正、瑞芳庄協議員、信用組合理事等職。於 1937年主導勸濟堂的重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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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漢人就讀的公學校，校舍用地一開始大多延

用早期學堂或廟宇空間，俟經費充裕再擴充正式校

舍、運動場等等。以 1903(明治 36)年瑞芳公學校

土地公坪分校申請書為例，日常的校舍維護、教育

所需經費皆來自當地居民每戶每月的定額捐款，或

是地方上頭人的慷慨挹注。現存的《金瓜石公學校

沿革誌》大正九年的校務概要記載 :「四月二十九

日黃仁祥捐款予學校。六月二十二日當地礦山公司

俱樂部辦理學童世界社活動寫真展，帶領學童前往

參觀。」黃仁祥 22曾任公學校家長會長，承攬礦

山勞動請負工作，也經營金益昌商號，為金瓜石礦

山早期地方頭人。《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在大正

九年學校行事概況記載 :「八月暴風雨受害關係學

校臨時停課十日。顏雲年氏及其他 7名捐款校舍整

修。」也存有九份顏雲年等當地頭人捐款予公學校

的紀錄。

此外，金瓜石礦山前後期的所長島田利吉、三

毛菊次郎及其所代表的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於昭和

年間不僅提供公學校新校地，並出資新建小、公學

校校舍，地方人士仍感懷至今。卞鳳奎曾提到日治

時期在金瓜石從事採金事業的日人，以及其背後的

企業，對於當地教育最大的貢獻，便是出資協助遷

移公學校校地、捐款興建公學校職員宿舍等等 23，

直到現在仍為地方美談。

1948(民國 37)年，瓜山國民學校水湳洞分教

室設立，也就是現今濂洞國小的前身。1955(民國

44)年，濂洞國民學校正式成立，後因地方學童人

數增加，於 1962(民國 51)年增設濂洞國小長仁分

班，一直到 1991(民國 80)年撤除分班。

1967(民國 56)年，九份地區的有識之士，考

量九份國民學校畢業學童的升學及就學不便問題，

研議就近興建國中，在各界努力奔走之下，獲得臺

陽鑛業公司前董事長顏欽賢捐助 8千坪校地作為校

址，成立欽賢國中營運至今，這也成為私人捐資助

學的典範。長期下來，礦山的學校與礦區盛衰形成

命運共同體，與礦業公司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結論

清領時期，臺灣兒童讀書習字的地方多為書

房、學堂或私塾，如水金九地區曾經有仁誠學堂、

新民學堂等，多設於地方廟宇或先生家中，以啟蒙

讀物三字經、千字文、儒學經典或史書等為學習內

容。從金瓜石公學校留存的畢業生臺帳，可發現少

部分學童進入公學校就讀之前，曾於「金瓜石書

房」就讀。如同《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記載，「九

份庄 (今金瓜石地區 )與水南洞庄 (今水湳洞地區 )

各設有書房，⋯」，合理推測水金九地區在清領時

期、日治初期，部分漢人學童，會至當地的書房或

學堂學習漢文。

日本領有臺灣後，為了達成統治教化及解決

語言溝通問題，引進西方近代學校的理念，發展

 18 

 
圖 10 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7 號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校申請書 

 
此外，金瓜石礦山前後期的所長島田利吉、三毛菊次郎及其所代表的日本鑛

業株式會社，於昭和年間不僅提供公學校新校地，並出資新建小、公學校校舍，

地方人士仍感懷至今。卞鳳奎在《日治時期日人在臺灣移民之研究》一書當中，

便提到日治時期在金瓜石從事採金事業的日人，以及其背後的企業，對於當地教

育最大的貢獻，便是出資協助遷移公學校校地、捐款興建公學校職員宿舍等

等 22，直到現在仍為地方美談。 
1948(民國 37)年，瓜山國民學校水湳洞分教室設立，也就是現今濂洞國小的

前身。1955(民國 44)年，濂洞國民學校正式成立，後因地方學童人數增加，於

1962(民國 51)年增設濂洞國小長仁分班，一直到 1991(民國 80)年撤除分班。 
1967(民國 56)年，九份地區的有識之士，考量九份國民學校畢業學童的升學

及就學不便問題，研議就近興建國中，在各界努力奔走之下，獲得臺陽鑛業公司

前董事長顏欽賢捐助 8 千坪校地作為校址，成立欽賢國中營運至今，這也成為私

人捐資助學的典範。長期下來，礦山的學校與礦區盛衰形成命運共同體，與礦業

公司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 
 

結論 

    清領時期，臺灣兒童讀書習字的地方多為書房、學堂或私塾，如水金九地區

                                                 
22 卞鳳奎，p.180-190。 

【圖 10】總督府公文 000053930070037號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
分校申請書

23　卞鳳奎，p.180-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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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別於傳統書房、學堂的新式教育，也就是小、

公學校教育。新式的學校，有教室、操場等空間設

計，安排固定的作息時間、依年級集體學習各類科

目與團體活動，而後逐步規範初等教育、師範教

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制度，成為臺灣現代學

校教育制度的基礎。然而，依據 1935年的《瑞芳

庄要覽》「教育」一欄，瑞芳區小公學校的就學

率，小學校不論男女學童，就學率皆為 100%，但

公學校男童的平均就學率為 59.80%、女童的就學

率為 31%。顯示日本統治四十年後的 1935年，臺

灣學童的就學率仍偏低。許佩賢在《殖民地臺灣的

近代學校》一書中也提到 :「實際上日本統治 20年

後的 1915年之學齡兒童就學率不到 10%(9.6%)，

1925年 29%，1935年 41%，超過 50%要到 1939年，

到 1944年宣稱就學率超過 70%。也就是說，在日

本統治四十年後的臺灣，也仍然有一半以上的未入

學兒童。」24，許佩賢也進一步指出：「1922年《新

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臺灣逐漸建立起與日本本國

相仿、由小學到大學的升學體系。⋯但是對多數的

臺灣人來說中等教育無疑是相當高的門檻⋯，初等

教育階段的公學校可以說是臺灣人最重要的近代教

育機關。」25

水金九地區是臺灣首屈一指的產業遺址，自

1890 年發現基隆河中砂金開始，淘金熱潮湧入位

居臺灣東北角的山城，至 1980年代礦產停採為止，

曾締造傲視東亞的礦產紀錄，也促成萬人以上生活

聚落的形成。1920年代臺灣總督府出版的《公學

校國語讀本》卷十，有＜鑛山＞一文，介紹金瓜石

礦山的地理位置、礦坑採礦、治煉廠冶煉作業、礦

產資源及生活設施等，足見金瓜石礦山在當年的特

殊地位。

24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的近代學校》，p.17。
25　許佩賢，《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p.77。
26　本案所參考的最主要史料為《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及《九分公學校學事要覽》，前者已在礦業史學者唐羽先生及瓜山國小校友
會的主導下，完成資料整理及修復。目前由黃金博物館逐年進行數位化掃描中。後者因破損狀況嚴重，未來希望能修復後進行更
多研讀與分析。

本文從水金九地區學校的存廢及演變，探討

與地方礦業發展興衰、礦權合併，以及日人與漢人

勢力消長之間的關連性。金瓜石礦山在 1913年合

併牡丹坑礦山，1906年設立的武丹坑尋常小學校

受此影響，於 1913年廢止。金瓜石礦山一直以來

即以日人財閥經營者為主，聚落人口也呈現日、漢

人口相對平均，甚至日人佔多數的狀態，因此小學

校的設立時間，也就早於公學校。相反的，隔鄰的

瑞芳礦山在 1920年左右，因為日人勢力退出礦山

之故，影響到 1920年焿仔藔尋常小學校的廢止，

又因為此區一直以來漢人數量遠高於日人，所以對

於漢人學童的教育需求高、也是兩地礦山最早設立

公學校的地方。

水金九地區的學校沿革資料，除了本文參考

的《金瓜石公學校沿革誌》及《九分公學校學事要

覽》26之外，尚有畢業生臺帳及修業生臺帳等資料

需要進行研讀與分析。期待後續的研究分析，可以

對於判明日治時期當地居民來源、職業別、就業情

況、社會環境等等有所助益。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在瓜山國民小學建校滿

百年的2018年4月27日至6月24日期間，規劃「上

學去 -礦山百年教育」特展，由筆者與同仁張簡傛

文小姐共同研究整理策展，本篇即為研究成果的基

礎與延伸。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教授給予寶貴修正意見 )

 20 

分公學校學事要覽》
25
之外，尚有畢業生臺帳及修業生臺帳等資料需要進行研讀

與分析。期待後續的研究分析，可以對於判明日治時期當地居民來源、職業別、

就業情況、社會環境等等有所助益。 

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在瓜山國民小學建校滿百年的 2018 年 4 月 27 日至 6 月

24 日期間，規劃「上學去-礦山百年教育展」特展，由筆者與同仁張簡傛文小姐

共同研究整理策展，本篇即為研究成果的基礎與延伸。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教授給予寶貴修正意見，資料分析不足之處由筆者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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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年 社會相關歷史沿革 學校相關歷史沿革

1684年 《臺灣雜記》明確記載臺灣產金地傳說

1890年
基隆七堵河段架設鐵路的工人發現河中砂金，引

起基隆河淘金熱潮

1892年
清朝政府於基隆廳設置金砂總局，瑞芳設立分

局，金礦開採納入政府管理

1893年 淘金客溯大、小粗坑溪而上發現九份小金瓜露頭

1894年
淘金客發現金瓜石大金瓜露頭、大粗坑及小粗坑

含金層，逐漸形成石尾、樹梅坪等聚落

1895年
馬關條約，清政府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政府，日本

政府仿清制於瑞芳設立砂金署

臺灣清領至日治初期，教育場所為書房、學

堂一類，如水金九地區有仁誠學堂、新民學

堂等

1896年

◎臺灣總督府訂定「臺灣鑛業規則及其施行細

則」並預備進行全臺地質調查

◎藤田傳三郎取得瑞芳礦山 (今九份地區）鑛業
許可；田中長兵衛取得金瓜石礦山 (今金瓜石
及水湳洞地區）鑛業許可

◎金瓜石人黃春於石尾經營苦力頭店，於其中供

奉關聖帝君

臺灣總督府頒布「國語傳習所規則」，設立

基隆國語傳習所，為近代學校發展的雛型。

1897年

◎ 4月 10日藤田合名會社藤田組著手瑞芳礦山
採礦事業

◎ 10月 15日田中長兵衛金瓜石礦山事務所著手
金瓜石礦山採礦事業

1898年
◎兩座金礦山開始金礦濕式製煉 (混汞法 )，田
中長兵衛於本山五坑口東側設置第一精礦所

◎「金瓜石社」鎮座

◎臺灣公學校令、臺灣公學校官制、臺灣總

督府小學校官制公布。

◎基隆國語傳習所附設小學分教場獨立為基

隆尋常小學校（今基隆市仁愛國小）。

1899年
◎田中組設置第二精礦所

◎黃春將苦力頭店內供奉的關聖帝君遷至赤牛仔

寮，改稱乩堂

1900年
◎金瓜石礦山設置第三精礦所

◎乩堂改稱勸濟堂，1902年遷建至現址拜亭

1901年

◎木村久太郎在武丹坑溪間發現新礦脈並取得牡

丹坑金山鑛業許可

◎金瓜石礦山、瑞芳礦山、牡丹坑礦山三金山鼎

立，俗稱 「基隆三金山」
◎田中長兵衛去世，其子二代目田中長兵衛接手

經營

附錄 1、水金九地區歷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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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

◎顏雲年與蘇源泉合組「雲泉商會」

◎藤田組興建焿仔藔精煉所，為瑞芳礦山開發的
重要建設

◎田中長兵衛設置第四精礦所

基隆廳瑞芳公學校設立 (今新北市瑞芳國小 )

1904年

◎田中長兵衛設置第五精礦所

◎三金山共同申請設備擴張，製煉法除混汞法

外，併用氰化法

◎金瓜石礦山發現硫砷銅礦，金礦山轉為金銅礦

山

1906年 ◎「瑞芳社」鎮座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室成立 (校
址現不詳 )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成立 (校
址現不詳 )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室成立 (校
址為今新北市私立時雨中學 )

1907年
◎田中組於水湳洞熔礦製煉所興建完成，開始併

用乾式製煉法，為臺灣礦業史煉銅的開始

◎金瓜石礦山開山十週年，發行紀念明信片

1910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武丹坑分教室改為分

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焿仔藔分教室改為分
教場

◎基隆尋常高等小學校金瓜石分教場獨立為

臺北廳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校

◎瑞芳公學校於瑞芳庄土地公坪設立分離教

室 (今九份國小 ) 
1911年 瑞芳公學校土地公坪分離教室改設為分校

1912年

◎武丹坑分教場獨立為臺北廳武丹坑尋常小

學校

◎焿仔藔分教場獨立為臺北廳焿仔竂尋常小
學校

1913年
◎金瓜石礦山合併牡丹坑礦山，並改為武丹坑礦

山

◎《金瓜石鑛山寫真帖》出版

1914年 藤田組以 7年為期，將瑞芳礦山租予顏雲年

1918年
◎藤田組將瑞芳礦山礦權售予顏雲年

◎金瓜石礦山併於「田中鑛業株式會社」之下，

名為「金瓜石鑛山事務所」

◎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 (今瓜山國小 )成
立，以仁誠學堂為校址

◎臺北廳水南洞尋常小學校成立

1919年
九分公學校獨立，瑞芳公學校金瓜石分校改

隸九分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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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
顏雲年將所有事業整併，創立「臺陽鑛業株式會

社」

1921年 九分公學校鼻頭分教場設立

1922年 顏雲年去世，其弟顏國年出掌臺陽鑛業株式會社

◎新台灣教育令公布，以「常用國語 (日語 )」
作為就讀小、公學校的標準

◎金瓜石公學校獨立，九份公學校鼻頭分教

場改隸金瓜石公學校

1923年
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經濟低迷影響，金瓜石礦山

停止製煉，轉賣礦砂予日本鑛業株式會社九州大

分縣佐賀關製煉所

1924年 二代目田中長兵衛去世

1925年
後宮信太郎買下金瓜石礦山，成立「金瓜石鑛山

株式會社」

1933年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買下金瓜石礦山，設立「臺

灣鑛業株式會社」，著手興建水湳洞選礦廠及

製煉廠

◎日本政府正式以「金瓜石」為官方地名

日本鑛業株式會社同意撥出舊砂礦煉製廠址

為金瓜石公學校用地，並出資營建金瓜石公

學校、小學校校舍

1935年 金瓜石礦山第五製煉所改為砂礦所

1936年
◎顏國年去世，顏雲年子顏欽賢續掌臺陽鑛業株

式會社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整建金瓜石神社社殿

1937年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出資整建金瓜石社落成

◎金瓜石仕紳黃仁祥、簡深淵、游阿秋等發動善

信捐獻整建勸濟堂落成

1938年
金瓜石礦山金礦年產量刷新日本國內紀錄，成為

「東亞第一貴金屬礦山」

1940年
發生「瑞芳事件」李建興一族及職工百餘人被捕，

影響擴及侯硐、九份及金瓜石等地

1941年
發生「金瓜石事件」26，黃仁祥、簡深淵等百餘

人遭逮捕，三十三人殉難

 臺灣公小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

 九份地區設立瑞陽國民學校

1942年 日軍將五百餘名戰俘送往金瓜石礦山從事苦役

1943年
金瓜石東青年學校設立認可，位於金瓜石東

國民學校 (原金瓜石公學校）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經濟部監理臺

陽鑛業並接管金瓜石礦山

◎金瓜石國民學校 (原金瓜石尋常高等小學
校 )廢校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鼻頭分教場奉准獨立為

鼻頭國民學校

◎瑞陽國民學校改稱基山國民學校

23　1940(昭和 15)年 5月 27日，瑞芳礦業鉅子李建興被誣告與中國政府有所聯繫，意圖叛變，遭日本政府逮捕。此案發生後不久，
依耆老回憶口述，約於 1942（昭和 17）年 7月及 9月，日本政府又指揮高等警察當局，發動金瓜石礦山掃蕩工作，將地方頭人黃
仁祥等百餘人，分兩批逮捕，導致三十三名金瓜石人殉難獄中，此即為「金瓜石事件」。地方人士皆認為與「瑞芳事件」屬於同
因但不同結果的相異案件。（節錄自頁 48-49，《1942金瓜石事件 鑛城蒙冤悲歌》，瓜山國小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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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金瓜石礦山移交資源委員會接辦，成立「臺灣金

銅鑛籌備處」，擬定修復、復工等工作

◎金瓜石東國民學校改稱瓜山國民學校

◎南子吝 (南雅 )分班改隸鼻頭國民學校
◎基山國民學校廢校，學生併回九分國民學

校 (1946-1948年改稱為永德國民學校 )
1948年 由「臺灣金銅鑛籌備處」改為「臺灣金銅鑛務局」瓜山國民學校濂洞分班 (今濂洞國小 )成立

1949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設立附屬中學－

時雨中學，提供臺金公司員工子弟就讀

1950年 時雨中學使用金瓜石小學校校址為校舍

1955年
再改組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延續

「以銅養金」經營策略 
瓜山國民學校水南洞分校獨立為濂洞國民學

校

1962年 濂洞國校設立長仁分班

1967年
地方倡議設置瑞芳第二國中，隔年由臺陽鑛

業公司捐地建校，訂定校名欽賢國中

1968年

◎臺灣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國民學校改

稱國民小學

◎時雨中學受派代辦成立國中鼻頭分部，借

用鼻頭國小校舍

1969年 欽賢國中奉准設校

1970年 欽賢國中接管時雨中學代辦鼻頭分部

1971年 臺陽鑛業公司停止採金

1972年
臺金公司興建水湳洞「濂洞煉銅廠」及排煙道完

工

1974年
臺金公司逐年興建「銅加工軋片廠」、「金鋁線

工廠」等，營運重心轉為冶煉及加工

1980年 欽賢國中鼻頭分部遷移至原南雅國小校舍

1981年
預期一年可出產 5萬噸電解銅的「禮樂煉銅廠」
開始營運

1985年
臺灣金屬鑛業公司將時雨中學產權移交私人

辦學

1987年
「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受國際銅價下跌

衝擊，被迫結束營運。

1990年
◎禮樂煉銅廠因硫酸外洩事件，被迫關閉

◎勸濟堂關公銅像竣工

1991年 濂洞國小長仁分班撤除

2002年
「金瓜石聚落」獲文建會指定為臺灣世界遺產潛

力點之一

2004年
國內首座礦業遺址型博物館黃金博物館 11月 4
日正式營運

2010年 九份國小百年校慶

2011年
文化部將九份地區納入緩衝區，前述「金瓜石聚

落」更名為「水金九礦業遺址」

2018年 瓜山國小百年校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