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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消防官僚與臺灣消防制度之發展* 

蔡秀美** 

摘 要 

近年來，日治時期日本國內與臺灣、朝鮮兩殖民地的官僚之流通與互動，以及

三地之間官僚的施政經驗相互作用和影響，已逐漸成為研究者重視的課題之一。有

鑑於此，本文以松井茂和前田豐彥二人為例，究明 1920 以迄 1930 年代日本國內的

消防警察官僚對殖民地臺灣近代消防制度之影響，論析其來臺考察的發言和建議對

臺灣消防制度之作用及影響，希有助於釐清殖民母國與殖民地施政之間經驗的傳承

及轉折之關係。據初步探討結果顯示，為了提升殖民地警察和消防人員的素質，臺

灣總督府特地延攬素有日本近代「消防之父」美譽的內務省監察官兼警察講習所長

松井茂、東京警視廳消防司令前田豐彥等日本國內高級消防官僚，來臺考察臺灣各

地消防發展情況，提供改進建議，擔任講習會講師，講授消防新知，介紹新式消防

器械和滅火技術等，他們的發言和建議有助於提升臺灣消防人員之素質，促進臺灣

消防制度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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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松井、前田二人在日本國內之消防經歷和角色  

參、考察臺灣之消防與關於臺灣消防之建言 

肆、指導臺灣消防事務 

伍、結論 

壹、前言 

如所周知，日治前期臺灣各地主要城市的消防組乃是民間日人自主成立的

義勇團體。迨至 1921 年，臺灣總督府正式頒佈全臺性的消防法規，作為推動臺

灣各地消防事務的法源，惟該消防法規僅止於約束各地民間日人消防組之活動，

並未明文規定在臺灣總督府或各地方當局設置專責辦理消防事務的機關，以致關

於消防組之管理監督、消防訓練等事務，仍延續前期的做法由各地方警察機關權

宜辦理。1當時，奉命兼辦地方消防事務的警察官吏，一般稱為「消防專務巡查」，

顧名思義，亦即是負責辦理消防業務的警察，這些判任官以上辦理消防業務的警

察，即所謂「消防官僚」。 
臺灣總督府正式設置專門辦理消防行政業務的部門，始於 1943 年。是年臺

北市當局首先創設臺北消防署， 2不久，高雄、基隆、臺南三市亦跟進設置消防

署， 3從此，臺灣開始出現一批專門辦理消防事務為主的消防官僚。以臺北消防

署為例，消防署下設 4 處出張所，消防署之編制概有地方警視、警部、警部補、

消防機關士、消防曹長、消防手，至於 4 處出張所亦分別設置消防曹長、消防手。

其中，消防署長由地方警視擔任，為奏任官；警部、消防機關士、警部補均為判

任官，承署長之命令，從事署務；消防曹長、消防手則為判任官待遇，兩者為消

                                               
1 1921 年 5 月日本中央當局先以勅令公布「臺灣消防組規則」，臺灣總督府始據之以府令制定「臺

灣消防組規則施行規則」，將 1921年以前臺灣各地因地制宜的民間消防組賦予統一的組織法源，

並將消防列入各州廳警務局保安課的事務之一，詳閱蔡秀美，《從水龍到消防車：日治前期臺

灣消防制度之研究（1895-192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專刊（34）（臺北：臺灣師範

大學歷史學系、五南，2011），頁 6。 
2 〈府令第四十一號消防署ノ名稱、位置、管理區域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0、文號 13，行政警察，1943.1.9。〈府令第四十三號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第二十條ノ二
第二項ノ規定ニ依ル市ノ負擔ニ關スル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0、文號 15，行

政警察，1943.2.2。  
3 高雄消防署成立於 1943 月 4 月；基隆、臺南消防署均成立於 1944 年 5 月，詳見蔡秀美，〈日

治時期臺灣消防制度之研究（1895-1945）〉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7），

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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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機關的基層職員。4要言之，日治末期以前，臺灣的消防業務長期由警察兼辦，

臺灣本地並未特別培養一批以從事消防技術訓練或專責辦理消防業務的官僚，民

間日人義勇消防組和少數須全天候排班輪值的常備消防組員，始終是推動臺灣消

防工作的主要成員，尤其是 1921 年以前近代消防制度創建階段，各地消防事務

端賴民間日人成立的義勇消防組。 
就消防專責機關設立之先後觀之，日本內務省於 1880 年設東京警視廳消防

本部， 5朝鮮於 1932 年設京城消防署， 6然而，臺灣遲至 1943 年始設置消防署，

顯然為時甚晚。既然臺灣總督府並未及時配合臺灣近代消防制度的創建而設立消

防專門機構，以及有計畫地培養推動消防事務的警察官僚，因此，有必要從日本

國內聘請重要的消防警察官僚來臺支援，藉以提升殖民地警察和消防人員的素質。

正因為如此，日治時期，素有日本近代「消防之父」美譽的內務省監察官兼警察

講習所長松井茂、東京警視廳警視兼消防司令前田豐彥等高級消防官僚，不時來

臺考察臺灣各地消防情況，提供改進建議，講授消防新知，介紹新式消防器械和

滅火技術等，他們的發言和建議無疑的有助於提升臺灣消防人員之素質，自不待

言。 
近十餘年來，關於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如何從日本國內聘請專家學者來臺

協助推動各項殖民統治政策，已累積一些研究成果，例如吳文星首先從學術官僚

的研究視角，實證地探究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及札幌農學校等著名大學

師生對臺灣近代殖民統治政策之表現和影響。 7另如，呂哲奇以土木技術官僚為

對象，探討日本國內延聘的外國人衛生工程顧問技師爸爾登（ 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バルトン）對臺灣近代城市水利工程之影響。 8上述研究均

有助於解明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延攬日本國內的官僚擔任顧問以推動臺灣各項

                                               
4 〈訓令第二十九號消防署勤務規程制定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0490、文號 6，行
政警察，1943.1.9。  

5 蔡秀美，〈從常備消防手到特設消防署：日治時期臺灣常備消防之引進與發展〉《臺灣師大歷

史學報》第 41 期（2009.6），頁 73。  
6 緒方惟一郎，〈朝鮮消防を視る〉（一），《大日本消防》9 卷 11 號（1935.11），頁 9。  
7 吳文星，〈東京帝國大學與臺灣「學術探檢」之展開〉，收入《臺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

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 11-28。吳文星，〈東京帝国大学の

台湾に於ける学術調査と台湾総督府の植民地政策について〉《東京大学史紀要》17（1999.3），
頁 1-9；吳文星，〈京都帝國大學與臺灣舊慣調查〉《師大臺灣史學報》1（2007），頁 29-49。
吳文星，〈札幌農學校畢業生與臺灣近代糖業研究：以臺灣總督府糖業試驗場技師技手為中心〉

《臺灣學研究》6（2008.12），頁 1-25。  
8 詳閱呂哲奇，〈日治時期臺灣衛生工程顧問技師爸爾登（William Kinninmond Burton；バルトン）

對臺灣城市近代化影響之研究〉私立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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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之實況。 
這些研究成果中，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朝鮮兩殖民地與日本國內的官僚之

流通與互動，以及三地之間官僚的施政經驗相互作用和影響，已逐漸成為殖民地

政治史研究重要的課題。向來關於殖民地官僚史的研究成果，大致集中於探究殖

民地官僚制度的形成及其與殖民統治政策之關係，例如，蔡志文、蔡慧玉先後撰

文討論日治時期臺灣文官考試與行政官僚之任用即屬之。92008 年岡本真希子出

版《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と帝國日本》一書，聚焦於日本殖

民統治時期臺灣與朝鮮兩個殖民地官僚制度之演變和特色，分別從日本中央政府

與殖民地統治當局、兩個殖民地固有的地域差異、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差別待遇

等角度，綿密地分析兩個殖民地官僚的人事組成、任用流動，以及其與日本國內

官僚之間的競合關係。10至於殖民地官僚對殖民統治政策之參與概況，亦有不少

研究者分別探討殖民地教育、土木、司法等官僚推動殖民統治政策時之角色和表

現。11除此之外，另有少數研究者開始利用稀有的官僚個人資料從事個案實證研

究，例如松田利彥爬梳朝鮮總督府官僚守屋榮夫之日記，實證地敘述守屋在朝鮮

的任官表現和官場互動，進而探討三一運動後朝鮮總督府所標榜的「文化政治」

如何透過官僚的人際網絡和政治角力關係去推動；12鍾淑敏以臺灣總督府專賣局

長池田幸甚為例，詳實地建構一位東京帝大畢業生如何從臺灣文官系統的基層官

僚「屬」逐步升遷至高等官的專賣局長，以及其在臺灣總督府的專賣和南進政策

所扮演之角色。 13 
顯然的，向來關於殖民地官僚制度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探討殖民地官僚

如何參與殖民統治，以及探討日本帝國官僚如何在日本國內及其殖民地流動和升

                                               
9 詳閱蔡志文，〈日據時期臺灣「文官普通考試」之研究〉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蔡慧玉，〈日治時期臺灣行政官僚的形塑：日本帝國的文官考試制度、人才流動和

殖民行政〉《臺灣史研究》14：4（2007.12），頁 1-65。 
10 岡本真希子，《植民地官僚の政治史：朝鮮‧臺灣總督府と帝國日本》（東京：三元社，2008）。 
11 關於此類研究成果，例如大浜郁子，〈戦前期日本の沖縄と台湾における初等教育政策の比較

史的考察：学務官僚を中心として〉，收入辛德蘭編，《第十屆中琉歷史關係學術會議論文集》

（臺北：中琉文化經濟協會，2007），頁 221-240。蔡龍保，〈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之技術官

僚：以土木技師為例〉《興大歷史學報》19（2007.11），頁 309-390。王鉄軍，〈台湾総督府

司法官僚の形成：領有初期における司法制度を中心として〉《中京法学》43：3-4（2009），

頁 543-680。黃士娟，《建築技術官僚與殖民地經營 1895～1922》（臺北：臺北藝術大學、遠
流，2012）。 

12 松田利彦，〈朝鮮総督府官僚と「文化政治」：守屋日記を中心に〉，收入松田利彦、やまだ

あつし（山田敦）編，《日本の朝鮮 • 台湾支配と植民地官僚》（京都：思文閣，2009），頁

107-156。  
13 鍾淑敏，〈殖民地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10（2010.12），頁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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遷之概況，卻忽略在所有參與殖民統治的官僚中，尚有另一群並未調任殖民地官

員而僅應聘擔任殖民當局之顧問職位者，亦對殖民統治產生影響。這些日本國內

的官僚主要係以「囑託」或「雇」等約聘人員身份來臺，從事特定或短期的任務，

任務期滿即返回日本，儘管他們並非殖民政府編制內的官僚，卻對殖民施政發揮

實質的影響力。 
如前所述，日治時期臺灣消防行政之發展遠不及同一時期已設置消防署的

日本國內和朝鮮，而是長期仰賴警察機關中負責辦理消防事務的消防專務巡查，

例如 1920 年從海軍機關部調任臺北市消防專務巡查的西田享一、1935 年從東京

警視廳調任臺北市消防專務巡查的川口龜一等均屬之。14然而，消防專務巡查不

過是地方基層警察官吏，其對全臺整體消防事務之影響十分有限。職是之故，遂

有必要不時邀聘日本國內重要的消防官僚來臺考察和指導，其中，松井茂、前田

豐彥二人尤其值得注意。本文所探討的人物松井茂和前田豐彥均是以顧問身分來

臺的日本國內高級消防官僚。松井茂被稱譽為日本近代「消防之父」，係推動近

代日本與殖民地朝鮮警察和消防制度的靈魂人物，其於 1907 年前往韓國擔任警

務局長前後，雖兩度婉拒臺灣總督府延攬來臺任職，但其後不時應邀來臺灣考察，

對臺灣消防有不少建言。前田豐彥係日本東京警視廳警視兼消防司令，係日本國

內消防界數一數二的權威，1927 年獲聘總督府囑託來臺，擔任臺灣消防協會囑

託，為該協會的靈魂人物，不時在《臺灣消防》、《朝鮮消防》等雜誌發表文字。

他們對殖民地消防事務之看法或建言究竟產生什麼作用，無疑的頗為值得進一步

探討。 
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松井茂和前田豐彥二人為中心，究明日本國內的消防警

察官僚對殖民地臺灣近代消防制度之影響，論析其來臺考察的發言和建議對臺灣

消防發展之作用，以及其對臺灣消防制度之影響，藉期有助於釐清殖民母國與殖

民地施政之間經驗的傳承及轉折之關係。 

貳、松井、前田二人在日本國內之消防經歷和角色 

松井茂（1866-1945），係廣島藝州藩家臣之後代，其父為陸軍軍醫。松井

於 1890 年 7 月畢業於第一高等中學校本科第一部（法文學科），1893 年 7 月畢

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第三部（獨逸法科），10 月升入法科大學研究科繼

                                               
14 西田享一，〈消防專務は語る：拜命以來の思出〉、川口龜一，〈消防專務は語る：遇感一束〉

《臺灣消防》第 71 號，1937.12，頁 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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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深造，鑽研行政法，尤其是警察法；同年 11 月進入警界，出任東京警視廳屬，

敘薪四級。1895 年發表〈日本警察法〉之論文，旋獲拔升為警視，位階高等官

七等，出任東京四谷警察署長。其後兩年，歷任香川縣警部長、內務省事務官、

警保局警務課長、警視兼內務書記官。1898 年，擔任警視廳第二部長，並兼任

消防本署長。翌（1899）年獲聘兼任警察監獄學校講師。1901 年奉派出國一年，

一則代表日本出席德國柏林舉辦的「萬國消防博覽會」，向歐美各國介紹日本傳

統的消防組織和消防方法，一則於博覽會閉幕後進入德國的消防機關學習消防實

務，然後，巡迴遊歷德國及歐洲各國，以及前往美國考察警察及消防制度。1902
年返國後三年間，致力於整理撰述此次歐美考察心得，出版《日本警察要論》、

《東洋警察見聞錄》、《歐美警察視察談》、《柏林警察沿革史》等專書。1904
年敘陞高等官三等。1905 年，出任警視廳第一部長兼消防本署長，不久升任警

視廳警視總監官房主事。1906～1910 年前往韓國統監府任職，赴韓任職翌（1907）
年敘陞高等官二等，在韓期間先後擔任釜山理事廳理事官、韓國警務局長、統監

府書記官、參與官等職。1910 年獲頒東京帝國大學法學博士。151911 迄 1918 年

間，歷任靜岡縣、愛知縣知事。1914 年敘升高等官一等。1919 年擔任警察講習

所所長，並兼任內務監察官。松井一生致力於警察法、消防法理之研究，出版專

書（含英、中、韓譯版）及手冊 57 種、期刊文章 766 篇。其中，關於消防的論

述，概有《消防教育に就て》（1898）、《消防手の分類に就て》（1899）、《消

防叢譚》（1907）、《獨逸消防の近況と所感》（1919）、《自治と消防》（1923）、

《國民消防》（1926）、《我國の消防制度》（1927）、《歐米の警察及び消防

の現況と我國との比較》（1933）等， 16均是當時日本消防立法重要的依據。 
正因為松井的行政資歷完整，論述豐富，且出任警察講習所所長，長期致力

於提升日本國內警察教育，在日本警界頗具影響力，可說是眾望所歸，因此，1900
年以降經常被推舉出任警察或消防等團體之幹部，例如 1900年警察協會成立時，

松井擔任委員兼幹事；該協會於 1911 年改組為財團法人團體，1924 年松井被推

舉擔任財團法人警察協會副會長。由於其擁有參與和處理消防協會姐妹團體「財

團法人警察協會」之經驗，1926 年 9 月被日本全國各地消防組領導人公推為籌

組「大日本消防協會」的核心人物，1927 年出任大日本消防協會副會長，其後

長期擔任該會副會長。17該會的歷任會長、正副支部長每隨內務大臣之更替而有

                                               
15 谷元二，《大眾人事錄》第 14 版‧東京篇（東京：帝國秘密探偵社，1942），頁 1123。 
16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東京：松井茂先生自傳刊行會，1952），頁 520-548。 
17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440-442、527、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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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變動， 18唯有松井長期擔任副會長而久任不替，該會於 1939 年改組為大日本

警防協會，松井亦續任大日本警防協會之副會長，直至 1945 年去世為止，實際

主導該會之會務。1929 年擔任財團法人皇民會會長。1945 年 9 月去世，10 月榮

獲以「警察消防葬」方式舉辦葬禮，19顯示松井在日本警察和消防界的尊崇地位。

要之，日本近代警察界和消防界中，松井茂無疑的是僅次於「警察之父」川路利

良的第二號權威人物。無怪乎 1924 年松井茂首度來臺時，《臺灣日日新報》報

導即讚譽其素有日本「警察界權威」及「世界消防通」之美稱。 20 
松井不僅在日本國內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其對朝鮮和臺灣兩殖民地的警察消

防制度亦頗有建樹，例如，其自 1906 年 8 月起，歷任釜山理事廳理事官、韓國

統監府書記官、參與官，以及警務局長等職，1910 年提出關於韓國警察的意見

書，內容強烈反對韓國當局採用憲兵本位的警察統治政策（即憲兵警察），而主

張實施以警察為主的警察行政，惟不為當局所接受，乃辭職返回日本東京。7 月，

獲韓國政府頒贈一等勳章「八卦章」，表揚其致力於改善和充實韓國的警察機

關。 21 
至於前田豐彥，其生卒年和經歷不詳，據《臺灣警察協會雜誌》與《臺灣日

日新報》之報導可知，1924 年前田首度至臺灣考察時，已是警視廳警視兼消防

司令，其地位僅次於警視廳消防部部長。消防部之設置，係源於 1913 年 6 月消

防講習事務從警察練習所分離，警視廳乃別設「消防部」，專辦消防事務。22其

後，消防部漸次擴充編制，1913～1925 年間，該部編制概有消防部長 1 人、消

防司令 3 人、消防士 12～23 人、消防機關士 5～11 人、消防手 312～1,018 人；

翌（1926）年，該部編制增為消防司令 3 人、消防士 22 人、消防機關士 10 人、

消防手 1,018 人，合計 1,053 人，編制較 1925 年增加 39 人。 23其中，關於消防

司令，昭和初年仍維持 3 人，1932 年始增為 6 人，24無疑的是警視廳消防部的高

級消防官僚。要之，前田豐彥雖然於 1924 年 7 月底至臺之前似乎並未特別發表

關於殖民地臺灣或朝鮮消防事務之言論，惟就其職位觀之，前田已是當時日本國

                                               
18 財團法人日本消防協會百周年記念事業常任委員會，《日本消防百年史》2（東京：財團法人日

本消防協會，1983），頁 125、133。 
19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537-541。 
20 〈松井博士來臺〉《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5 號，1924.3.12，2 版。 
21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237-276。 
22 警視廳編纂委員會，《警視庁史》，大正篇（東京：該庁，1960），頁 108。  
23 警視廳編纂委員會，《警視庁史》，頁 143-144。東京消防庁編，《東京の消防百年の步み》

（東京，該庁，1980），頁 153。 
24 警視廳編纂委員會，《警視庁史》，頁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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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消防實務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24 年以前，松井茂和前田豐彥兩人雖未曾到過臺灣，但據資料顯示，1924

年前後，兩人對臺灣總督府或是臺灣地方的消防組領導人已有一些瞭解或接觸。

其中，關於松井茂，曾兩度獲臺灣總督府延攬擔任臺灣警視總長之邀聘。第一次

係於 1906 年 8 月其獲聘擔任韓國釜山理事廳理事官之前，5 月下旬臺灣總督府

民政長官後藤新平曾照會日本內務省徵詢松井前往臺灣任職的意願，不料為松井

婉拒。 25松井茂回憶此事之經緯時，略謂： 

 
5 月 25 日高橋（光威）內務大臣秘書官的親函中提及原（敬）內務大臣

急欲面談，翌日我拜訪芝公園的官邸，原氏表示：「後藤（新平）臺灣

總督府民政長官前來拜託，想任用你擔任臺灣的警視總長，你的就任意

願如何？」接著，原氏指出：「現在臺灣的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氏

正前往歐美考察，其不在期間實際上仍擔任警視總長一職，所以大島氏

返國後可能轉調他職，似乎也可符合你的希望。」上述原氏的談話我記

得很清楚，是十分善意的建議。我與其約定仔細考慮後再回覆，回程途

中前往內務省拜訪古賀（廉造）警保局長，以及警視廳安樂（兼道）警

視總監，古賀、安樂兩氏均熱心建議我赴任。然而，當時我甫辭卸警視

廳官房主事一職一個多月，不想立即再度踏入官場，尤其是我打算利用

辭官之機會，到支那、朝鮮等地旅行，親自考察各地警察事務，希望對

未來的發展有所幫助。儘管原（敬）內務大臣一番盛情，但我翌日再造

訪原氏官邸表明我的心意，表示：「對於您的好意，我衷心感謝。我寧

願前往清國或朝鮮的警察機關發展，殷望您玉成我的心願」，婉拒他的

好意，同時致函臺灣的後藤民政長官，表達歉意並請其諒解。26 

 
顯然的，1906 年之際，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已注意到松井茂在警

察界之表現和地位，而拜託內務大臣原敬說服松井。雖然後藤、原敬及當時警視

廳的長官均希望松井前往臺灣任職，但松井考慮後仍以寧願前往清國或朝鮮發展

為由，予以婉拒。事實上，若仔細衡量上述松井茂之回憶文字，松井特別提及臺

灣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之動態和動向，顯示其心中真正考量的似乎是不願介入臺

                                               
25 〈松井茂採用ノ儀ニ付內務秘書官ト往復ノ末斷リノ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 1229、

文號 72，永久保存（進退），1906.5.27。 
26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22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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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統治當局的政爭。蓋 1906 年 5 月松井被徵詢來臺擔任警視總長之意願時，正

值第五任臺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甫於同年 4 月上任後的一個月，是時民政長官後

藤新平仍獲留任， 27但不在臺灣， 28其職務由大島代理。 29大島本身自 2 月 17 日

起奉派前往歐美各國考察，4 月 13 日轉往埃及出差， 30因此，3～4 月底民政長

官職務改由後藤之親信、31臺灣總督府總務局長兼財務局長 32中村是公暫代。33易

言之，此次後藤徵詢松井擔任臺灣警視總長之舉，實有意利用大島不在臺灣之機

進行人事調整。然而，松井似乎知悉後藤新平與大島久滿次兩人之間的矛盾， 34

不願意被後藤當作逼退大島的棋子，乃加以婉拒。 
至於後藤何以考慮延聘松井茂擔任警視總長，考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承

襲臺灣總督府向來積極延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來臺任官的慣例，據研究者指

出，日治初期臺灣總督府即有計畫地延攬東京帝國大學出身者參與殖民地臺灣之

                                               
27 1906 年 11 月，後藤新平始辭卸民政長官一職，轉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詳見黃昭堂，

《台湾総督府》（臺北：鴻儒堂，2003），頁 89。  
28 後藤新平於 1905 年 7 月 21 日奉命前往東京，參見臺灣總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八年

七月十七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794 號，1905.7.22，頁 59。 
29 臺灣總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五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797 號，1905.7.27，

頁 65。  
30 臺灣總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九年二月十七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914 號，1906.2.21，

頁 55。臺灣總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三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954
號，1906.4.25，頁 59。 

31 中村是公，1867 年生於廣島，1893 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畢業後，進入大藏省，1896 年
自秋田縣收稅長轉任臺灣總督府事務官，擔任總督官房財務部租稅課課長，其後歷任臨時臺灣

土地調查局次長及局長、專賣局長等職。詳見鍾淑敏，〈中村是公〉詞條，許雪姬總策劃，《臺

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中研院近史所、遠流，2005），頁 123；內閣印刷局編，《職

員錄》甲/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東京：內閣印刷局，1897），頁 576。1901 年時論明白指

出，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統治方針由一人獨斷轉變成合議制，將政事交由其六大親信總攬政務。

六大親信分別為石塚英藏、祝辰巳、中村是公、宮尾舜治、新渡戶稻造、愛久澤直哉。中村是

公是執行後藤新平政治理念的 6 名年輕高等官僚之一；1906 年 11 月，中村是公隨後藤新平轉

任關東都督府，擔任民政長官。1918 年亦有時人評論中村與後藤兩人的關係十分密切，猶如「魚
水之交」、「諸葛亮之於劉備」，指出中村為後藤擔任臺灣民政長官時期所一手提拔，擔任總

督府民政局的要職。參見〈五頭政治〉《臺灣民報》第 183 號，1901.5.2，1 版。五十嵐榮吉，

《大正人名辭典》（東京：東洋新報社，1918.12 第四版），頁 47。 
32 中村於 1905 年 12 月升任總督府總務局長；1906 年 4 月兼任財務局長。臺灣總督府，〈敘任及

辭令：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六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878 號，1905.12.8，頁 35。臺灣總

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十四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948 號，1906.4.17，
頁 33。  

33 臺灣總督府，〈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九年三月三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921 號，1906.3.3，
頁 7。此外，1906 年 4 月 30 日以後，民政長官改由殖產局長祝辰巳暫代，參見臺灣總督府，

〈敘任及辭令：明治三十九年四月三十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960 號，1906.5.3，頁 16。 
34 大島久滿次雖受後藤新平重用，但並非「後藤閥」的成員。大島擔任民政長官後，與後藤新平

的餘黨形成對立之勢。詳見黃昭堂，《台湾総督府》，頁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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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其結果，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在總督府的行政和技術部門紛紛位居要津。35

松井茂出身東京帝大，其與臺灣總督府總務局長兼財務局長中村是公兩人不僅是

同鄉，而且求學時期自廣島中學校、第一高等中學校，以迄東京帝大法科大學均

是同窗摯友。36中村是後藤新平的親信之一，當時擔任總督府總務局長兼財務局

長，若有其推薦，松井自然受到後藤新平的青睞。 
其二，松井的學歷和資歷足以與現任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相提並論。大島久

滿次，1865 年生於愛知縣，1888 年自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第一部（英法科）

畢業後，歷任法制局參事官雇員、臨時帝國議會事務局試補、眾議院書記官兼法

制局參事官，其後，獲同是愛知縣出身的臺灣民政局長水野遵之拔擢來臺， 37歷

任總督府民政局參事官、38總督官房參事官，並兼任民政部警保課及法務課事務

官、製藥所所長等職，391901 年 8 月敘升高等官二等，4011 月派任民政部警察本

署警視總長，411903 年 3 月兼任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所長， 42堪稱

是從日本中央政府的基層官吏轉調臺灣總督府逐步升遷上來的殖民地高級官員。

若觀乎松井茂的資歷和學歷，無疑的與大島相當，是臺灣總督府警視總長的適任

人選。 
松井第二次被徵詢來臺任職之意願係於 1910 年 10 月。是時，松井甫辭卸韓

國公職返回日本東京，正等待派任新職。遞信大臣後藤新平有意借重松井的長才

赴臺革新臺灣警政，於是召見松井，徵詢其赴臺任職的意願，表示：「現在臺灣

警察與地方行政混同難分，隨著時勢之發展，兩者有必要加以分離，使警察獨立。

                                               
35 吳文星，〈東京帝国大学の台湾に於ける学術調査と台湾総督府の植民地政策について〉《東

京大学史紀要》17（1999.3），頁 4。 
36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52、60、69、78-79。  
37 參見秦郁彥，《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

頁 58；鍾淑敏，〈大島久滿次〉詞條，許雪姬總策劃，《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中

研院近史所、遠流，2005），頁 92。 
38 內閣印刷局編，《職員錄》甲/明治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東京：內閣印刷局，1897），頁 574；

秦郁彥，《戦前期日本官僚制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1），頁 58 
39 參見「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網路檢索系統，2013/08/30，檢索自：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dtdIdStr=000088&viewer.q_fie
ldStr=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5%A4%A7%E5%B3%B6%E4%B9%85%
E6%BB%BF%E6%AC%A1。 

40 臺灣總督府，〈辭令：明治三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019 號，1901.9.12.，
頁 14。  

41 臺灣總督府，〈辭令：明治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062 號，1901.11.22，
頁 64。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明治 35 年 3 月（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2.6），

頁 3。 
42 臺灣總督府，〈辭令：明治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臺灣總督府府報》第 1315 號，1903.3.31，

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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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桂（太郎）總理大臣商議後，認為你最適任，希望你能接任警察（即警視總

長），承擔重任。」43甫新官上任的臺灣民政長官內田嘉吉亦頻頻勸進松井，表

示松井所開出的任何條件都願意接受，警察改革事務完全拜託松井。惟松井考慮

後，仍表示寧願留在日本國內擔任地方官處理警察事務，而予以婉拒。44儘管歷

史的後見之明並非絕對，但若 1906、1910 年對近代警察和消防制度有深刻認識

的松井茂願意來臺擔任警視總長，很可能臺灣的警察和消防制度將出現不同的發

展局面。 
同一時期，前田豐彥是否曾被洽詢赴臺任職之意願？目前仍欠詳。惟據資料

顯示，1920 年代初期，前田已略知臺灣消防界之概況。1931 年前田回憶 1920
年代初與臺灣消防界接觸之經過時，表示： 

 
我第一次知道臺灣，是在距今 9 年前，大正 13（1924）年我擔任警視廳

消防司令期間，該年 7 月，臺灣總督府召集全臺的消防主任，舉辦第一

次消防講習會，我受聘擔任講師。接到出差令的剎那，臺灣……熱帶地

的盛夏、瘧疾、生蕃等，都是不知不覺浮現我的腦海的第一印象。不過，

在這之前，我聽聞臺北的船越（倉吉）組長、篠塚（初太郎）、井上（常

吉）、岡田（彌三郎）君等消防幹部上東京考察一事，所以得悉消防組

正組織中。45 

 
由上可知，前田來臺前雖對臺灣的熱帶傳染病、原住民等感到不安，但對臺

灣重要的消防組幹部之動態似乎並不陌生。 

參、考察臺灣之消防與關於臺灣消防之建言 

一、考察臺灣消防 
1924 年松井茂來臺考察之前，松井茂在臺灣警察界可說已是頗具盛名之人

物。其文章、演講紀錄已不時刊載於臺灣警察協會的機關誌，例如，1917 年 11
月《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6 號刊載松井在日本國內演講關於推廣警察教育之文

                                               
43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277。 
44 松井茂，《松井茂自傳》，頁 277-278。 
45 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臺北：作者，1931），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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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461919 年 4 月松井轉任警察講習所所長後，同年 5 月以迄翌（1920）年 4

月出刊的《臺灣警察協會雜誌》頻繁地刊載松井的文章或轉載其演講內容，主題

涵蓋當時日本國內一般的警察行政、警察協會、社會政策、警察教育、消防講習、

青年團與警察人力的補充等，
47
顯示臺灣的警察界頗為重視松井關於警察學理論

及其介紹日本國內警察實況之意見。其中，消防方面，概有松井於 1920 年 2 月

5 日在東京的警察講習會特科第 2 回消防講習會上，向講習生介紹消防講習會的

講師及其課程，
48
以及倡導日本傳統義勇消防精神及推廣消防教育等之文字。

49 
1924年 3月 12～29日松井茂首度來臺考察。其來臺期間重要行程詳見表一。

據報載，1924 年 3 月 12 日，內務省監察官兼警察講習所長松井茂法學博士與甫

上任臺灣總督府警務局長的尾崎勇次郎兩人相偕抵臺，各界官民代表均前往迎

接。50此次松井茂來臺之目的在於考察臺灣警察及消防事務概況，時論讚譽松井

乃「我國的國民警察之提倡者，以及消防界之權威」，
51
並稱頌其氣質磊落，談

吐不俗，經驗豐富，頗具內涵，曾考察歐美的警察制度，法學博士之頭銜可謂名

副其實。
52  

 
 

                                               
46 松井茂，〈警察教育ノ普及ニ就テ〉《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6 號，1917.11.20，頁 1-7。  
47 詳見松井茂，〈我國警察ノ將來ト警察行政ノ發展ニ就テ〉《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24 號，

1919.5.25，頁 1-3；松井茂，〈國民警察協會設立の必要〉《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25號，1919.6.25，
頁 47-48；松井茂，〈社會政策問題に就て〉《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28 號，1919.9.25，頁 49-52；
松井茂，〈警察教育に就て〉上，《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30 號，1919.11.25，頁 11-13；松

井茂，〈消防講習に就て〉上、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34、35 號，1920.3.25、1920.4.25，
頁 11-14、頁 15-17；松井茂，〈青年團と警察力の補充〉《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35 號，1920.4.25，
頁 23-24。  

48 松井茂，〈消防講習に就て〉上、下，《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34、35 號，1920.3.25、1920.4.25，
頁 11-14、頁 15-17。  

49 松井茂，〈警察教育ノ普及ニ就テ〉《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6 號，1917.11.20，頁 1-7；松井

茂，〈我國警察ノ將來ト警察行政ノ發展ニ就テ〉《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24 號，1919.5.25，
頁 1-3。 

50 〈松井博士來臺〉《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5 號，1924.3.12，2 版。〈警務局長と監察官初乘込 

出迎が盛んであった〉《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6 號，1924.3.13，2 版。 
51 松井考察英、美等西方國家的警察制度，指出向來日本警察對民眾逞威風的態度乃係時代的錯

誤，而主張日本的警察宜民眾化、民眾宜警察化，並致力於推廣「國民警察」之理念。所謂「國

民警察」，即「民眾警察」，係指民眾諒解警察，且本身亦具有從事警察工作的自覺去協助警

察，例如英國於 1830 年代設置的義勇警察、美國的少年巡查等均是。松井認為臺灣亦有類似
民眾警察理念的制度，即「保甲制度」。詳見〈警察官もコリャコリャ式の威張った態度で 人

民に臨むのは時代錯誤と警察民眾化を説く松井博士〉《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6 號，1924.3.13，
7 版；〈松井博士へ記念品贈呈〉《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8 號，1924.3.15，9 版。 

52 〈警察官もコリャコリャ式の威張った態度で 人民に臨むのは時代錯誤と警察民眾化を説く

松井博士〉《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6 號，1924.3.13，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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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924 年 3 月松井茂來臺考察行程表 

時間 重要行程 

3.12 與新任總督府警務局長尾崎勇次郎相偕抵臺。參拜臺灣神社、拜會臺灣總督府  

3.13 考察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監獄、消防詰所（消防事務所）等臺北市各重要

機關 

3.14 考察臺中。臺中州廳會議室演講。臺中公會堂演講「國民與警察」  

3.15 考察臺中市重要機關，經豐原、東勢，抵埋伏坪  

3.16 考察東勢，東勢公會堂演講；抵嘉義。 

3.17-18 考察阿里山 

3.19 考察嘉義，嘉義郡役所會議室演講。嘉義公會堂演講「大詔與國民精神之作興」 

3.20 考察高雄，高雄州廳會議室演講。第一小學校演講「民眾與警察」  

3.21 考察屏東，屏東郡役所演講 

3.22 考察臺南州廳、消防教練等概況。臺南州廳會議室演講。臺南公會堂演講「自

治與警察」 

3.23 考察臺南歷史古蹟、西市場消防詰所。離開臺南，前往新竹考察  

3.24 考察新竹州廳、壯丁團教練、消防詰所等。新竹州廳會議室演講。新竹公會堂

演講「大詔與國民的自警精神」 

3.25 抵臺北北投 

3.26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演講「關於警察教育」、「對臺灣警察幹部諸君的期望」 

鐵道俱樂部演講「關於安全主義」。南門小學校演講「自治觀念及消防之真髓」 

3.27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演講「警察教育的世界趨勢」、「對臺灣警察幹部諸君

的期望」 

3.28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演講「警察官之天職」。南門小學校演講「大震災與國

民犧牲的思想」 

3.29 考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以及基隆的夜學校、消防詰所等機關  

下午 3 時離臺返東京 
資料來源：〈松井博士來臺〉《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5 號，1924.3.12，2 版。〈松井博

士行程〉《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7 號，1924.3.14，2 版。〈松井博士講

演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8566 號，1924.3.23，2 版。〈松井博士講演〉

《臺灣日日新報》第 8569 號，1924.3.26，2 版。〈彙報：松井法學博士

の視察と講演〉《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3 號，1924.4，頁 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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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4 日上午，松井茂從臺北車站南下，先後前往臺中、豐原、嘉義、阿

里山、臺南、高雄、屏東、新竹視察及發表演說，25 日返臺北； 5326 日起，應

總督府警務局之邀，假警察官練習所、南門小學校、鐵道俱樂部，針對不同的聽

講對象發表 7 場演講，講題內容主要是宣傳近代警察、消防的觀念和知識，例如

26 日先後向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練習生、消防組員及一般大眾、一般民眾分

別講演「關於警察教育」、「自治觀念及消防之真髓」、「關於安全主義」；27
日向警部補以上之警察幹部、一般警官分別講演「對臺灣警察幹部諸君的期望」、

「警察教育的世界趨勢」；28 日向一般警察、一般民眾講演「警察官之天職」、

「大震災與國民犧牲的思想」。 54 
同年 3 月底松井茂離臺後不久，為了促進臺灣消防事務之發展， 55同年 7 月

31 日起，總督府警務局舉辦為期兩週的消防講習會，聘請東京警視廳消防司令

前田豐彥、消防曹長月岡鐵太郎來臺擔任講師，要求各州廳選派負責監督消防事

務的官員 1 人，以及目前正從事或將來有意從事消防事務的警察數人至臺北受

訓。 56前田來臺期間重要行程詳見表二。 

 
表二  1924 年 7～8 月前田豐彥來臺考察行程表 

時間 重要行程 

7.28 與消防曹長月岡鐵太郎抵臺，擔任消防講習會講師  

7.31 臺灣總督府消防講習會開始 

8.13 消防講習會結束 

8.14 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演講 

8.15 對臺北消防組員講授幫浦操作法及消防相關知識  

8.17 高雄的婦人會館演講 

8.19 考察高雄聯合消防演習。抵臺南，臺南公會堂演講，檢閱臺南消防組及壯丁團演

習 

8.20 下午抵嘉義，嘉義公會堂演講「我所經歷大正帝都大震火災之感想」  

8.21 檢閱嘉義的消防組，嘉義郡警察課訓示室演講。考察彰化，彰化市民室演講。臺

                                               
53 〈松井博士行程〉《臺灣日日新報》第 8557 號，1924.3.14，2 版。  
54 〈松井博士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8566 號，1924.3.23，2 版；〈松井博士講演〉《臺

灣日日新報》第 8569 號，1924.3.26，2 版。 
55 〈消防講習開始〉《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997 號，1924.8.1，1 版。 
56 〈近く開かれろ 消防の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687 號，1924.7.22，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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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役所市民室演講「我所經歷大正帝都大震火災之感想」  

8.22 考察臺中消防組、東勢蕃地。抵新竹，新竹公會堂演講「震災時消防活動之實況」 

8.24 考察新竹消防組員及壯丁團員的消防演習 

8.27 從基隆離臺赴東京 

資料來源： 〈近く開かれろ 消防の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687 號，1924.7.22，

1 版。〈消防講習終了〉《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1 號，1924.8.15，2 版。〈高

雄港埠頭で 十八日消防演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2 號，1924.8.16，5

版。〈前田氏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4 號，1924.8.18，2 版。〈臺

中消防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5 號，1924.8.19，1 版。〈新竹消防

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15 號，1924.8.19，1 版。〈前田司令講

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1 版。〈海と陸と呼應し

て 壯烈な消防演習 十三臺のポンプから 一齊に放水を行ふ〉《臺灣日

日新報》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2 版。〈消防講話〉《臺灣日日新報》

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4 版。〈前田司令講演〉、〈彰化消防演習〉、

〈臺中消防演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8 號，1924.8.22，2 版。〈壯丁團

の訓練はよく行屆てゐる〉《臺灣日日新報》第 8723 號，1924.8.27，7 版。 

 
8 月 13 日講習會結束後，翌（14）日，前田在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發表

演講，15 日對臺北消防組員講授幫浦操作法及消防相關知識。 5717 日晚南下高

雄，發表關於消防的演講；19 日上午考察高雄消防組及各會社的消防隊在高雄

港碼頭聯合舉行的消防演習； 58接著，是日傍晚抵臺南，在臺南公會堂演講；20
日上午考察臺南消防組及壯丁團演練消防的概況後，59當日下午抵嘉義公會堂演

講關於其在東京大地震之親身經歷和感想。6021 日上午檢閱嘉義消防組，並對嘉

義警察及消防組員發表演講。61當天下午前往考察彰化、臺中的消防事務，並在

彰化、臺中發表演講。6222 日，抵新竹公會堂講演關於東京大地震時消防活動之

                                               
57 〈消防講習終了〉《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1 號，1924.8.15，2 版。 
58 〈高雄港埠頭で 十八日消防演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2 號，1924.8.16，5 版；〈高雄消

防演習 小蒸氣船も參加〉《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5 號，1924.8.19，2 版。 
59 〈消防講話〉《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4 版。 
60 〈前田司令講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1 版。 
61 〈前田氏の講演〉《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4 號，1924.8.18，2 版。 
62 〈臺中消防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5 號，1924.8.19，1 版；〈前田司令講演〉、〈彰

化消防演習〉、〈臺中消防演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8 號，1924.8.22，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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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況，24 日考察新竹消防組及壯丁團之消防演習後，搭火車北上。 63 
前田豐彥可說繼松井茂之後第二位來臺的東京消防官僚，其應聘來臺擔任消

防講習會講師，講習之課程安排十分緊湊，以兩週時間向全臺各地負責消防事務

的警察代表講授消防課程。講習會結束後，以十日時間前往臺北、高雄、臺南、

嘉義、彰化、臺中、豐原、新竹等地考察當地消防事務及消防演習概況，並向警

察、消防人員及一般民眾發表關於消防之演說。不僅對臺灣的警察、消防人員、

一般民眾灌輸消防新知和觀念，其本人並實地瞭解臺灣各地消防發展之概況。對

臺灣消防界而言，其意義頗為深遠，可說反映出日本中央政府的消防官僚開始來

臺協助臺灣消防界走出向來自行發展之階段。 
 

二、關於臺灣消防之建言及其作用 
如前所述，松井茂與前田豐彥來臺考察期間，分別發表多場演說。其演說內

容對臺灣消防提出不少建議，尤其是松井茂發表演說時，似乎頗善於巧妙地引用

歐美和日本國內的見聞以論證其觀點，使聽眾能清楚地掌握其重點。64至於前田，

其來臺的任務主要在於訓練臺灣的消防人員，因此其演說內容似乎較偏重消防器

械的操作技巧或消防實務的演練。兩人的部分演說稿轉載於《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 65 
整體而言，兩人都強調消防機關對國家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從事消防改革的

必要。松井茂對當時臺灣的消防協會組織、常備消防概況、消防經費與普及消防

教育之關係等均提出一些看法，例如其向警察發表演講時，指出向來日本即具有

義勇奉公的國民性，所以不必像英國那樣制定關於補助警察的法律，而是從道義

上自主發起義勇警察團；日本國內各地以保安組合、自衛組合、自警組合、警友

會、消防義會等為名的義勇警察團體正蓬勃發展，令人感到十分可喜。66上述言

論無疑的正面肯定 1920 年臺北廳所成立的消防後援機關「臺北廳消防協會」（其

後改名為「臺北州消防協會」）。 

                                               
63 〈新竹消防講習會〉《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15 號，1924.8.19，1 版。 
64 據當時一名隨行採訪松井的記者指出，松井一旦站在講壇上，即滔滔不絕，其學識淵博，非使

千百位聽眾徹底地理解不可。關於松井的演講內容，詳見松井茂，〈我國警察の根本義〉《臺

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3 號，1924.4，頁 2-7。  
65 松井茂，〈我國警察の根本義〉、〈警察教育の世界的傾向〉〈大震災と國民の自警的精神〉、

〈自治觀念と消防の真髓〉、〈安全思想より觀たる警察と鐵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

第 83 號（1924.4）、第 84 號（1924.5）、第 85 號（1924.6）、第 89 號（1924.10）、第

90 號（1924.11）。前田豐彥，〈獨逸型腕用唧筒操法〉、〈大震火災の實驗と消防の改善〉

《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8 號（1924.9）、第 89 號（1924.10）。  
66 松井茂，〈我國警察の根本義〉《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3 號，1924.4，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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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返回日本後一個月內即 1924年 4月，臺南州警務部首度召集州內臺南、

嘉義兩消防組之組長及消防幹部 12 人，舉行第一次臺南州消防會議，臺南消防

組明白表示希望當局設置「臺南州消防義會」， 67顯然是受到松井演講之影響。

同時，臺灣各地方當局漸開始重視設置常備消防人員之課題，1924 年下半年紛

紛提出設置常備消防人員之建議，例如 5 月臺南市當局規劃設置常備消防員，原

來計畫設置常備消防員 6 人，因一時經費不足，而不得不先任命常備員 2 人在消

防詰所（按：意指消防事務所或消防人員集會所）執勤，以及學習保養和操作幫

浦的方法。688 月臺中警察署在消防署設置幫浦車後，亦任命常備消防人員 3 人。69

此外，同年基隆消防組亦任命負責夜警（即夜間警戒巡邏）的人員 2 人等均是。70 
關於常備消防，松井強調在大城市設置常備消防組織，乃是歐美文明國家及

日本國內消防發展史的歷程，亦即是比照巡查設置辦法，以府縣經費設置常備消

防人員，給與其判任官待遇；認為臺北將來勢必也會出現上述局面，並直言批評

常備消防制度尚欠完備的臺北消防組，毋寧是屬於義務消防的一種半常備消防組

織。 71事實正是如此，創設於 1922 年 4 月的臺北市常備消防組員，僅屬於臺北

市役所的雇員，而未具有判任官待遇；直至 1941 年，由於常備消防組員連署陳

情要求設置退休金辦法，臺北市當局始同意將常備消防組員比照市街庄有給吏員

的退休金辦法辦理。 72易言之，迄至 1941 年以前，臺灣常備消防制度似乎長期

未與日本、朝鮮同步發展。73松井雖委婉點出臺灣常備消防的不足，但顯然未立

即獲得具體的回應。考其原因，似乎與臺灣當局經費困難有關，蓋常備消防人員

所需之經費，一時並非當局所能支應。 
另如當時臺灣消防界長期爭議的消防經費之課題亦然。消防組因屬官督民辦

之團體，其經費來源除了各地方當局具象徵意義的經費補助之外，不足的經費必

須仰賴消防組自行設法。因此，消防組成立之後，如何有效解決消防組公費不足

之問題，長期是各地方爭議的話題。松井經實地考察結果，已瞭解臺北消防組經

                                               
67 此次臺南消防組向臺南當局陳情設置之「臺南州消防義會」，係指「臺南州消防協會」。當時，

報章雜誌中，有時以「消防義會」稱「消防協會」。〈彙報  臺南州消防會議〉《臺灣警察協

會雜誌》第 84 號，1924.5.25，頁 105-107。  
68 〈臺南常設消防〉《臺灣日日新報》第 8609 號，1924.5.5，4 版。 
69 〈臺中消防組の常備員任命と排斥の聲〉《臺灣日日新報》第 8700 號，1924.8.4，3 版。 
70 土居靏雄，《基隆消防概況》（基隆：基隆消防組，1937），頁 8-9。  
71 松井茂，〈自治觀念と消防の真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9 號，1924.10，頁 12。  
72 蔡秀美，〈從常備消防手到特設消防署：日治時期臺灣常備消防之引進與發展〉《臺灣師大歷

史學報》第 41 期（2009.6），頁 69-108。  
73 蔡秀美，〈從常備消防手到特設消防署：日治時期臺灣常備消防之引進與發展〉，頁 69-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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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不足之窘況，其指出在世界消防發展史中，此一經費不足的情況乃是消防制度

發展初期的現象；市街庄民若不明瞭消防的本質，則無法對消防產生共鳴，理所

當然地最後連消防幫浦亦不願購置。用是，若不徹底普及消防觀念，即無法從事

消防之改革；因此，只要市町村民本身對消防事務欠缺自覺，就難以有充裕的經

費支出。74易言之，其認為臺灣的消防組經費不足問題乃是消防發展初期的現象，

若欲打破僵局，端賴向民眾推廣消防教育。 
事實上，松井之所以如此強調普及消防教育的重要，乃與同一時期日本國內

發生重大事件有關。當時，松井和前田來臺前一年即 1923 年 9 月 1 日，日本東

京發生歷史上傷亡最慘重的關東大地震。關東大地震的災情及善後處理，成為臺

灣社會大眾頗為關注之議題。兩人亦針對關東大地震發表相關演講，1924 年 3
月 28 日松井假臺北南門小學校以「大震災與國民的自警精神」為題發表演講，

強調面對不測之災時，民眾發揮公共道德和自律精神的重要性；75同時，以關東

大地震為借鏡，提醒臺灣人宜特別注意家屋建築尤其是屋頂的建材、建設新式自

來水設施時切莫毀棄傳統的水井以維持消防用水，以及重視保甲制度中壯丁團的

訓練等；指出臺灣處處都有地震，無論花蓮港或臺北均不時出現地震，地震後火

災隨之發生，臺灣人平日即有必要盡最大的努力預防火災及準備消防工作。76前

田則以「大地震火災之經驗與消防之改善」為題，說明東京大地震之災害之實況

及其親身經歷，呼籲當局向一般民眾加強推廣消防觀念。 77其實，對臺灣各地當

局而言，松井和前田的建議並不具新意，蓋 1921 起臺灣各地已開始致力於推廣

消防觀念。儘管如此，他們的建議仍對臺灣各地方當局產生警惕作用。例如，1920
年代後期臺南州等地方當局將推廣消防觀念作為防火宣導活動之重點，要求製糖

會社之蔗農警戒火災，以減少災害，並利用保甲會議等其他場合督促民眾注意防

火、向民眾舉行演講、散發圖片或宣傳單，致力於培養其平日預防火災之習慣。78 
值得注意的是，兩人均一致呼籲臺灣各地消防組宜開放臺灣人加入成為組員，

以促進臺灣消防事務之革新，例如松井指出： 

 

                                               
74 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臺北：作者，1931），頁 37。松井茂，〈自治觀念と消防の

真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9 號，1924.10，頁 10-11。  
75 松井茂，〈大震災と國民の自警的精神〉《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5 號，1924.8，頁 2-24。 
76 松井茂，〈大震災と國民の自警的精神〉，頁 21-22。 
77 前田豐彥，〈大震火災の實驗と消防の改善〉《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9 號，1924.10，頁 49-65。  
78 臺南州廳，《昭和三年臺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南：該州廳，1929），頁 237-238；

臺南州廳，《昭和六年臺南州管內概況及事務概要》（臺南：該州廳，1932），頁 286-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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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我亦考察臺中、臺南、高雄等其他方面之事務，尤其注意到壯丁團，

其係在本島人（按：指臺灣人）之間以消防為主從事活動，我特別考察

新竹州壯丁團的實況，並觀察其操作消防器械的方法及隊伍編成等之情

形，大體上感覺成績頗為良好。然而，前述本島 11 個消防組中，每一個

消防組皆悉數由內地人（按：指日本人）組成，我認為此種做法究竟是

否恰當值得考慮，實有必要由內地人和本島人共同組成消防組。目前在

朝鮮京城即是由內地人與朝鮮人共同組成有嚴整紀律和訓練的消防組。

基隆消防組現況正是如此，不過，本島的情況多少異於朝鮮，無論如何，

希望當局能予以考慮。79 
 
前田亦表示： 
 

本島人（按：係指臺灣人）幾乎都未參與消防，單在使其理解消防事務 
方面，仍有必要使本島人參與消防。臺灣的工場建築物漸次增加，生產

品興隆發展，雇用本島人的工場增多。亦即是，若從在工場使用火的方

法加以考量，毋寧有必要讓本島人加入消防。又，另一方面，即使從消

防的意義來看同化本島人一事，我認為也極為適當。使本島人加入消防

組，俾讓公設消防組得以充分發展，不僅是我的意見，松井博士也如此

認為。總之，殷望臺灣消防在實際上更進一步發展。80 
 

由上顯示，松井主要從消防技術肯定臺人壯丁團本身已具有不輸日人消防組

力，前田則是從增加臺灣消防組規模與同化政策的方面，強調開放臺灣人成為消

防組成員的重要性，認為如此一來，不僅有助於同化政策之推動，並有助於臺灣

近代消防事務的發展。事實上，松井、前田來臺前，臺灣已有一些消防組打破向

來只招收日人組員的慣例，開始讓臺灣人加入，例如 1909 年基隆消防組採用臺

人 30 人擔任幹部和組員；81另如 1921 年臺東支廳的消防隊亦由日人和臺人共同

組成（惟其臺人組員人數欠詳）等均是，82但全臺的臺人組員數可能不多。蓋就

全臺各地消防組觀之，除了臺灣東部地區因日人人數不多而不得不與當地的臺人

                                               
79 松井茂，〈自治觀念と消防の真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9 號，1924.10，頁 2-18。 
80 前田豐彥，〈大震火災の實驗と消防の改善〉《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9 號，頁 49-65。  
81 例如基隆消防組於 1902 年總人數 35 人俱為日人，迄 1909 年，始增加臺人副組長 1 人及臺人消

防員 29人，全組總計 67 人。參見〈基隆消防組の出初式〉《臺灣日日新報》第 1370號，1902.11.25，
5 版；〈基隆消防組の增員〉《臺灣日日新報》第 3318 號，1909.6.4，5 版。 

82 〈臺東  消防組編制〉《臺灣日日新報》第 7526 號，1921.5.18，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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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原住民合組消防組之外，83其他地區的消防組無不以日人為主要成員，唯有十

分優秀的臺人方得以加入消防組，例如 1930 年羅東消防組任命臺人壯丁團員游

浩然、官阿牛擔任消防組員，輿論即語帶驚奇地評道：「全島本島人（按：指臺

灣人）被任消防組員者，其數極罕，而蘭陽三郡以右二氏（按：指游、官二人）

為嚆矢。」 84顯然的，日治時期臺人消防組員的人數為數甚少。直至 1935 年全

臺 23 個公私設消防組、組員總數 1,300 餘人中，臺人組員 60 餘人、原住民組員

15 人，兩者合計 80 餘人，不過佔全臺消防組員總數的 6%罷了。 85 
換言之，若就結果觀之，儘管松井、前田兩人關於開放臺人加入消防組的建

議並非創見，但並未立即被臺灣當局和在臺日人所採納，則是不爭的事實。為何

日治時期臺人消防組員（含原住民）人數始終不多？考其原因，委實與在臺日人

的民族偏見有關。蓋對日本人而言，消防組是「以仁俠義勇的消防精神作為生命

的公益團體」86，因此，消防組幹部及組員必須為公共福祉出生入死、犧牲奉獻。

正由於消防組員必須具有為社會犧牲奉獻的消防精神，因此，日本人認為有必要

由日人組成消防組。 87甚至討論臺灣消防設施不振的原因時，亦有日人詭稱由於

臺人的民族性不適合擔任消防組員所致，略謂：「消防組員是具某種獨特仁俠氣

概的生命，異於此一傳統風氣的本島人並不適任消防人。」88由上可略窺在臺日

人之態度異於在朝鮮的日人，其認為日本人具優秀的民族性始有資格參加消防

組，而對招募臺灣人擔任消防組員一事長期抱持疑慮。要之，松井、前田的建議，

似乎有意破除在臺日人長期以來對消防組應由日人組成的刻板印象；同時，兩人

以日本國內中央高級消防官僚的胸襟和見識，乃得超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畛域

之見，而異於同一時期大多數在臺從事消防工作的日人官民，並預見到臺灣消防

組未來長期發展勢必面臨到的人力問題。 89 

                                               
83 例如 1925 年鳳林消防組成立之初，即由臺人與日人共同組成。時論甚至明白指出此一由「內、

臺人聯合的內地式（按：日本式）消防組頗為罕見。」詳見〈内臺人合同の消防組 今度鳳林
に出來〉《臺灣日日新報》第 8897 號，1925.2.17，5 版。 

84 〈羅東  臺人消防〉《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10748 號，1930 年 3 月 19 日，4 版。 
85 吉田生，〈市街庄議員選舉と消防人〉《臺灣消防》第 55 號，1936.2，頁 10、13。  
86 吉田生，〈市街庄議員選舉と消防人〉《臺灣消防》第 55 號，1936.2，頁 14。  
87 國井生，〈郡部消防施設に就いて〉《臺灣消防》第 63 號，1937.1，頁 25。 
88 吉田生，〈市街庄議員選舉と消防人〉《臺灣消防》第 55 號，頁 13。 
89 由於全臺各地並非均成立消防組，1935 年已有負責消防業務的警察呼籲宜加強對臺人壯丁團施

予「部隊訓練」，或建議採用「在鄉軍人」組成消防團體，甚至明白建議日人宜排除「消防組

應全以內地人（按：日本人）組成」的狹隘觀念。然而，上述建議提出之背景，乃係日本逐漸

進入戰時體制，以日人為主體的消防組將面臨人力不足，而不得不向臺灣人開放。詳見志能鏑

川，〈偶感二つ〉《臺灣消防》第 47 號，1935.3，頁 19。OA 生，〈臺灣の消防組は斯くあり

たい：時代の推移に適合せるや〉《臺灣消防》第 53 號，1935.11，頁 13。國井生，〈郡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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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 年松井、前田二人先後來臺，亦對臺灣各地消防組帶來不少刺激和啟

發。蓋向來臺灣總督府雖不時派警察前往日本國內各地考察消防事務，但始終未

特別指派從事消防實務的消防組幹部赴日本國內考察。1924 年 4 月松井返回日

本一個月後，臺灣總督府首度派遣重要的消防組幹部前往日本國內考察消防事

務。此次係為了改善臺灣島內消防組織之體質，以臺北消防組長船越倉吉為首，

率領該消防組幹部篠塚初太郎、井上常吉、岡田彌三郎等人前往日本國內考察兩

個月。 906 月，船越一行人考察結束後返回臺灣。井上向臺灣各地消防組報告此

次考察心得時表示，其與臺北消防組長船越倉吉同行到日本，抵達東京時，東京

正進行震災後復原工作，消防設施尚未完全建置，於是帶著松井茂博士的推薦

信，北上參加北海道廳主辦的道廳消防大會。抵達北海道，眾人見到函館消防組

設備之齊全，感到十分驚訝，並為臺灣的消防組貧弱之情況感到羞恥。91反映出

此次考察幸得松井茂之協助，方得以順利進行考察工作，同時，團員一行頗有收

穫，擴展了臺灣消防組幹部之視野。 
要言之，松井茂、前田豐彥等日本國內的高階警官及消防專家先後來臺考察，

並從臺灣社會的立場提出建言。儘管其建言僅獲臺灣當局選擇性的回應，但無庸

置疑的，其建言促使臺灣各界正視消防事務的重要性，擴大臺灣消防界及社會大

眾吸收近代消防新知和觀念，從而激發臺灣消防界推動消防革新之動機。 

肆、指導臺灣消防事務 

一、擔任臺灣消防講習會講師 
茲以東京警視廳消防司令前田豐彥為例，1924 年 7 月 31 日起前田偕該廳消

防曹長月岡鐵太郎來臺擔任臺灣消防講習會講師，講習生為各州廳警部以下 36
人，這些講習生大多是各州廳負責監督消防事務的警察官，以及目前正從事或將

來有意從事消防事務的警察，另亦開放一般消防關係者出席，實地參觀學習。928

                                                                                                                         
防施設に就いて〉《臺灣消防》第 63 號，1937.1，頁 26。 

90 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井上常吉報告考察心得時，並未特別列出篠塚和岡田兩位同行者，

惟對照前田於 1931 年的回憶文字，可知同行者有船越倉吉、篠塚初太郎、井上常吉、岡田彌

三郎四人，詳見〈完備せる函館の消防 臺北なとは比較にならぬと 感嘆して來た井上副組
頭〉《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658 號，1924.6.23，2 版。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臺

北：作者，1931），頁 177。 
91 〈完備せる函館の消防 臺北なとは比較にならぬと 感嘆して來た井上副組頭〉《臺灣日日

新報》夕刊第 8658 號，1924.6.23，2 版。 
92 〈消防講習會 三十一日より開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8696 號，1924.7.31，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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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3 日講習會結束。15 日向臺北消防組員講授幫浦操作法及消防相關知識後南

下，迄至 24 日，先後考察高雄、臺南、嘉義、彰化、臺中、豐原、新竹等地的

消防組及壯丁團演練消防之概況。 
面對這位遠從東京來臺的中央級消防官僚，臺灣各地消防團體無不使盡渾身

解數，力求表現。以高雄聯合消防演習為例，1924 年 8 月 19 日上午 8 時，高雄

所有消防團體集合在高雄港沿岸，消防演習分成陸地演習和海上演習，陸地方面，

以高雄消防組為首，倉庫會社、水泥工場、土木局出張所（按：土木局支所）、

鐵道部高雄工場、肥料會社等各公私機關會社消防隊，以及壯丁團預先在指定的

地點等候，準備操練消防幫浦；海上方面，港口岸邊停泊 5 艘配備幫浦裝置的小

蒸氣船。據載，是日上午，先以海上消防演習作為開場，5 艘小蒸氣船一齊噴射

水柱，晨曦映照著從水帶管口射出來的水柱，海面不時出現彩虹，呈現壯麗的景

色；接著，小蒸氣船暫停在岸邊預定的位置，陸上各消防團體也開始各就定位，

海陸計 13 部幫浦以汽笛為信號，同時揚起水帶口，朝著岸邊倉庫的屋頂噴射水

柱，水勢直沖天際，水霧瀰漫的光景頗為壯觀，演習約 30 分鐘結束。前田豐彥

與高雄州知事富島元治、高雄郡守岩本多助等官員蒞臨參觀，現場一般民眾亦為

數不少。 93顯示高雄海陸各消防團體聯合舉辦消防演習，可說盛況空前。其他消

防組的演習情景亦不例外。 
整體而言，此次前田豐彥來臺講授的消防講習會之成效，無疑的頗為良好。

首先，就講習會的內容觀之，如前所述，7 月 15 日前田對臺北消防組員講授幫

浦操作法及消防相關知識。儘管目前無法進一步得知此次講習的具體內容，但觀

乎前田離臺一個月後臺北消防組舉行講習會的內容，顯然是受到松井、前田兩位

消防專家的影響。據載，1924 年 9 月 29 日以迄 10 月 16 日，為期二週，每日夜

晚 7 時至 10 時在臺北消防組第一部消防詰所舉行消防組員特別講習會，講習內

容分成學科和實科（按：術科），學科概有消防諸規則之概要、消防手服務須知、

消防學大要、急救術、關於消防之演講等，實科則係在舊臺北廳舍空地練習警察

操練法及操作消防機械等；講習結束後，舉辦結業證書頒發儀式。 94向來臺灣舉

辦以消防組員為對象的講習會，大多偏重在練習消防器械、舉行實地消防演練等

術科，然而，此次臺北消防組的組員特別講習會中，除了傳統的術科之外，特別

對組員講授消防規則、消防學、服務須知、急救法等專業知識，明顯的突破過去

                                               
93 〈海と陸と呼應して 壯烈な消防演習 十三臺のポンプから 一齊に放水を行ふ〉《臺灣日

日新報》夕刊第 8716 號，1924.8.20，2 版。 
94 〈消防特別講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53 號，1924.9.26，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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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重消防實用技術和動作訓練的慣例，可說開啟臺灣消防人員教育的新變革之端

緒。此一新變革之實施，無疑的與松井茂、前田豐彥等日本國內高階警察、消防

官員來臺倡導消防新知識和觀念有關。 
至於 7 月 31 日以迄 8 月 13 日為期兩週的消防講習會，各州廳選派參加講習

的警察亦獲得不少啟發。以參加講習的臺中警察署巡查部長土橋兼盛 95為例，8
月 13 日講習會結束後，土橋隨即於同月 17 日在臺中州廳召集臺中消防組常備消

防組員舉辦講習會，特別解說新、舊式操作手拉水帶車的方法，並指導組員立即

操練。96土橋可說是最早將講習會成果學以致用的講習員。其他地方當局亦以此

次參加前田講習會的警察為講師，對轄區內消防組員、壯丁團員等在第一線實地

從事消防工作的人員展開消防講習。這些講習會大致於前田離臺一個月後舉辦。

例如，1924 年 9 月 27 日以迄 10 月 7 日，為期 20 天，高雄警察課派外勤警部橋

本九八負責對高雄消防組員實施消防演習，消防組員每日演習至夜晚 9 時。 97 
又如 1924 年 10 月 10 日起以至 11 月 4 日，臺中州警務部舉行州內各郡的巡

迴消防講習，依序在東勢、竹山、大甲、員林、新高、能高、大屯郡及臺中警察

署、北斗郡舉行為期兩天之講習會，講師為臺中州衛生課警部補大神惟鎮、彰化

郡巡查部長土橋兼盛及巡查犬飼貞作等三人。98雖然目前無法得悉此一巡迴講習

會的講習員身分，惟若觀乎講習會巡迴舉辦的地點，除了臺中警察署之外，東勢、

竹山、大甲、員林、新高、能高、大屯、北斗等地幾乎都是未設置日人消防組而

僅仰賴臺人壯丁團從事消防工作的地方，可知講習員很可能有各郡負責消防事務

的基層警察，甚至還包括當地的臺人壯丁團員。另以新竹州中壢郡為例，同年

10 月 12～18 日，為期一週，中壢郡警察課派警部補高塚一平負責監督和指導，

以「前頃出席督府消防講習會之今野（常松）部長為講師（按：係引自原文）」，

召集該郡警官 9 人、壯丁 21 人開辦消防講習，講習結束後假保甲事務所舉行結

業典禮。 99其中，擔任講習會講師的巡查部長今野常松，乃是不久前甫代表中壢

                                               
95 根據當時講習生名單，1924 年 8 月 18 日《臺灣日日新報》揭載之巡查部長「土持」錯誤，應

係土橋兼盛。詳見〈消防講習會狀況〉《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8 號，1924.9，頁 112-113。
〈消防夫の練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4 號，1924.8.18，3 版。 

96 〈消防夫の練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14 號，1924.8.18，3 版。 
97 〈高雄特訊  消防演習〉《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68 號，1924.10.11，4 版。 
98 據報載，巡查部長「土屋」有誤，應係土橋兼盛。參見〈消防講習會狀況〉《臺灣警察協會雜

誌》第 88 號，1924.9，頁 112-113。〈巡迴消防講演〉《臺灣日日新報》夕刊第 8766 號，1924.10.9，
2 版。〈消防講習會狀況〉《臺灣警察協會雜誌》第 88 號，1924.9，頁 113。秋澤次郎編，《臺

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大正 14 年 1 月 10 日現在（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25.2），頁 44、50-51 
99 〈消防講習〉《臺灣日日新報》第 8778 號，1924.10.21，4 版。〈消防講習會狀況〉《臺灣警

察協會雜誌》第 88 號，1924.9，頁 112。秋澤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大正 14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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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北上參加總督府消防講習會的講習員；至於參加此次中壢郡消防講習會的講習

員「壯丁 21 人」，則係臺人壯丁團成員。 
要之，上述新竹州巡查部長今野常松、臺中州警部補大神惟鎮、巡查部長土

橋兼盛、巡查犬飼貞作、高雄州警部橋本九八等警察幹部，均是參加 1924 年總

督府消防講習會的結業生，回到各州廳後成為種子講習員，在各州廳所舉辦的消

防講習會中擔任講師，將其習自消防專家前田豐彥的消防新知和技術，傳授給基

層的消防組員和壯丁團員。 
鑑於 1924 年消防講習會的效果不錯，1930 年 3 月初，臺灣消防協會再度籌

辦巡迴消防講習，講習會之地點係以之前未列入巡迴講習範圍的臺灣東部各消防

組為主，前田豐彥擔任講習會講師，講習時間為期兩週。據資料顯示，3 月 6 日

前田抵花蓮港，9 日起夜間假花蓮港廳公會堂，召集花蓮港消防組、吉野消防組

等之組員，以及鐵道部、專賣局的消防隊員，實施消防講習。 10013 日移往花蓮

港鳳林支廳，召集鳳林消防組的在臺日人、臺灣人、蕃人組員合計 45 人、鳳林

壯丁團 11 人，以及林田消防組 6 人、阿美族蕃社太巴塱、馬太鞍、拔子等部落

的壯丁團員 30 人，總計百餘人，施予講習， 101使向來被視為較落後的臺灣東部

消防組成員瞭解消防新知，提升其消防效率。前田對參加消防講習的原住民消防

人員（含壯丁團員）之印象頗為深刻，翌（1931）年 2 月曾將其於 1930 年 3 月

13～15 日的講習會日記投稿於《大日本消防》雜誌，向日本國內消防界介紹原

住民消防組員之組織和演練、花蓮港原住民部落的實況。 102 
其後，前田不時應聘來臺擔任消防講習會講師，例如 1933 年 3 月 19 日以迄

23 日，臺北州在宜蘭郡公會堂舉辦消防講習會，延聘前田豐彥擔任講師，臺北

州保安課警部兼保安係長森山周作隨行，率領臺北州的警察職員、消防組、壯丁

團員等 50 餘人前往宜蘭， 103加上宜蘭郡當地從事消防事務之人員，講習生總計

62 人，均獲前田頒發結業證書。 104同年 7 月下旬，在嘉義公會堂向嘉義警察署

警察和消防組員演講關於消防之要義。105顯示前田擔任消防講習會講師之表現，

                                                                                                                         
月 10 日現在，頁 29。 

100 〈警視廳前田氏の消防講習會 花蓮港で開く〉《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33 號，1930.3.4，5
版。〈人の動き  前田消防協會囑託〉《臺灣日日新報》第 10738 號，1930.3.9，5 版。 

101 前田豐彥，〈臺灣生蕃族の消防隊〉《大日本消防》5 卷 2 號，1931.2，頁 20-22。 
102 前田豐彥，〈臺灣生蕃族の消防隊〉，頁 20-25。 
103 〈消防講習會  十九日公會堂で開催〉《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27 號，1933.6.20，3 版。篠原

哲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昭和 8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2），頁 9。 
104 〈消防講習會  二十三日終了〉《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31 號，1933.6.24，3 版。 
105 〈消防講演會〉《臺灣日日新報》第 11960 號，1933.7.23，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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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獲總督府之信任和肯定。 
事實上，像前田豐彥那樣從東京出差臺灣傳播消防技術，並非特殊之案例。

蓋明治初年以降，東京警視廳成為日本國內引進消防技術訓練之中心，該廳經常

派員到各地講授消防新知和技術。近代消防技術之傳布和引進，大多是透過東京

警視廳與各府縣警察部之間的人事交流，將警視廳的消防技術逐漸引進各地方警

察部。106前田雖未正式調任臺灣總督府，但其頂著東京警視廳消防司令的光環，

以顧問之身分來臺擔任消防講習會講師，對臺灣近代消防制度的掌握和瞭解仍頗

受到注目。 
 

二、擔任臺灣消防協會顧問 
1927 年 10 月，臺灣總督府延聘前田豐彥擔任臺灣消防協會之首席囑託兼總

督府警務局警務課囑託， 107該職銜迄至 1937 年為止長期不變。 108考前田之所以

獲得臺灣總督府之聘任，原因在於前田不僅是當時日本一流的消防警察專家；同

時，前田曾於 1924 年 7 月應總督府之聘來臺灣擔任第一回消防講習會講師，對

臺灣各地方的消防概況有一定的熟悉。前田擔任臺灣消防協會囑託期間，不時應

聘至各地方訓練消防組員。顯然的，借重前田過去處理日本國內消防事務之經驗，

有助於臺灣消防協會之順利運作和發展。 
前田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規劃臺灣消防講習等事宜，109或是東京舉辦全國性的

消防協會大會「大日本消防協會代議員會」時，代表臺灣出席參與報告。1101929
年 10 月，前田以「臺灣消防協會囑託」為頭銜所發表〈消防學概論〉之文章，

刊載於《朝鮮消防》，講述火的由來、消防事業未受重視、警報機關之設施，以

及火災預防機關之困難等。111此外，同一期《朝鮮消防》亦刊載松井茂應朝鮮消

防協會之邀，到京城社會館演講之講稿〈從民眾來看警察及防火問題〉，內容旨

在倡導國民消防的觀念，呼籲惟有使消防組頭、消防組員成為所有民眾的組頭、

                                               
106 財團法人日本消防協會百周年記念事業常任委員會，《日本消防百年史》第 1 卷（東京：財團

法人日本消防協會，1982），頁 294。 
107 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臺北：作者，1931），頁 181。篠原哲次郎編，《臺灣總督

府警察職員錄》昭和 8 年版，頁 1、155。 
108 篠原哲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昭和 9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3.12），

頁 1、155。篠原哲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昭和 10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

1934.12），頁 1、161。  
109 橋本白水，《船越倉吉翁小傳》，頁 181。  
110 百武勇一，〈大日本消防協會代議員會の狀況〉《臺灣消防》第 42 號，1934.6，頁 30。  
111 前田豐彥，〈消防學概論〉《朝鮮消防》10 月號，1929.10，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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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組員，方能促進消防之發展。112儘管前田和松井的文章主要談論一般消防學

理，而似乎未涉及臺灣消防，但臺灣、東京、朝鮮的消防經驗和資訊得以藉此相

互交流，自不待言。 
1937 年以降，前田於臺灣消防協會的囑託地位似乎稍有改變，是年一度從

首席囑託退居第二席囑託，首席囑託改為太田直作。113翌年雖恢復首席囑託，但

1939～1941 年又再居第二席囑託，首席囑託則改為谷口琴次。 1141941 年以降，

因欠缺相關人事資料，不知其詳，惟可能仍長期由谷口擔任首席囑託。考太田和

谷口兩人之經歷，太田直作於 1921 年擔任臺北州警務部警部補，其後歷任文山

郡、淡水郡、七星郡役所警察課、基隆警察署警部補，1927 年升任七星郡役所

警察課警部，1938 年轉任臺中州警務衛生課警部；115谷口琴次於 1920 年擔任臺

南廳打狗支廳警部補，其後長期任職於高雄州警務部，1926 年轉任總督府警務

局保安屬，1929 年擔任臺北州警務部警務課警部，1932 年兼任總督府警察官及

司獄官練習所教官，1936 年升任高雄州警務部高等警察課地方警視，1938 年時

擔任臺南州臺南警察署地方警視。116要之，無論太田直作或是谷口琴次，兩人均

長期任職臺灣警察官，逐步遞升，且對消防技術和學理也有相當之研究。117由此

觀之，1937 年以前，臺灣的消防界長期似以東京警視廳出身的消防官僚和專家

馬首是瞻，1937 年以後，臺灣本地的消防官僚才逐漸脫穎而出。前田雖退居第

二席，但始終以日本國內消防專家之姿，參與臺灣消防協會。 

伍、結論 

綜上可知，日治時期所有參與殖民統治的官僚中，松井茂和前田豐彥兩人均

是應臺灣總督府之邀來臺考察和擔任消防講習會講師的日本中央層級官員。松井

                                               
112 松井茂，〈民衆より見たる警察及び防火問題〉《朝鮮消防》10 月號，1929.10，頁 7-9。  
113 篠原哲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職員錄》昭和 13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7.12），

頁 1、183。  
114〈臺灣消防職員錄〉《臺灣消防》第 90 號，1939.12，頁 1。篠原哲次郎編，《臺灣總督府警察

職員錄》昭和 17 年版（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41.12），頁 2、196。  
115 參 見 「 臺 灣 總 督 府 職 員 錄 系 統 」 網 路 檢 索 系 統 ， 2013/08/30 ， 檢 索 自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 
116 參 見 「 臺 灣 總 督 府 職 員 錄 系 統 」 網 路 檢 索 系 統 ， 2013/08/30 檢 索 自 ：

http://who.ith.sinica.edu.tw/s2g.action?viewer.q_authStr=1&viewer.q_dtdIdStr=000088&viewer.q_fi
eldStr=allIndex&viewer.q_opStr=&viewer.q_valueStr=%E8%B0%B7%E5%8F%A3%E7%90%B4
%E6%AC%A1。 

117 例如谷口琴次於口述之「消防學講義」即是，該文連載於〈消防學講義〉《臺灣消防》第 94~96
號，1940.6、7、9，頁 23-28、頁 19-24、頁 2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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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田兩人來臺前均已是日本頗具聲望的消防官僚，尤其是松井茂，是近代日本

警察學和消防學的權威專家，並與臺灣總督府中高級官僚頗有交情，甚至兩度被

視為總督府警視總長的熱門人選，因此，儘管其來臺時間短暫，但其言論和考察

報告，無不深受臺灣總督府及各地方當局的重視，其來臺期間，對臺灣的消防協

會、常備消防、消防觀念和教育之推廣等均有所針砭，影響所及，1924 年其離

臺後一年間，各地方當局紛紛推動各種消防革新措施。 
至於前田豐彥，其名望和資歷略遜於松井茂，不時來臺講授消防新知和技術，

以及指導消防實務，為臺灣各地培養為數不少的消防種子講習員。正由於其表現

突出，1927～1941 年間臺灣總督府及臺灣消防協會長期敦聘其擔任囑託。 
儘管如此，兩人的建言並非均立即獲臺灣當局及在臺日人的認同，例如兩人

均建議臺灣消防組不宜悉數由在臺日人組成，而宜仿效朝鮮消防組之做法，打破

臺灣人和日本人的區別，開放臺灣人加入擔任消防組員，集合兩者之力以推動臺

灣近代消防事務。惟受限於臺灣的特殊社會結構和民情，臺灣的消防組仍始終由

在臺日人組成，直至 1930 年代以降始漸次開放臺灣人加入，並非松井和前田兩

人三言兩語即可立即加以改變。 
向來關於殖民地統治與官僚的研究，大多未深入探討臨時應聘來臺的日本國

內官僚之角色和影響力，本文透過松井茂、前田豐彥等日本國內的高階警官及消

防專家先後來臺之事例，得知這些臨時約聘的高級官僚之建言對臺灣的消防制度

確實發揮影響力，不僅使消防人員及臺灣各界正視消防事務的重要性，擴大臺灣

消防界及社會大眾吸收近代消防新知和觀念，並且激發 1920 年代中期以降臺灣

消防界推動消防革新之動機，促進臺灣消防制度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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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rn Japanese Firefighting Bureaucra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Taiwan’s Fire Fighting System 

Tsai, Hsiu-mei* 

Abstract 

The circulation and interaction of bureaucrats between Japan and its two major 
colonies, Taiwan and Korea, as well as the experience, interactio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bureaucrats from these three districts are recently 
gathering the attention of researchers. By taking Matsui Shigeru and Maeda 
Toyohiko's cases, this article first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the modern firefighting 
system of colonial Taiwan brought by Japanese domestic firefighting police 
bureaucrats. It then analyzes their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effect on 
Taiwanese firefighting system. Finally, it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transmission and 
conversion of experiences between the colonial mother country and the colonial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The rudimentary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colonial police and firefighter, the Governor General of Taiwan 
invited Japanese high-ranking firefighting bureaucrats such as Matsui Shigeru, the 
inspector of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and the director of police training school who 
was called ‘the father of modern Japanese firefighting’ with honor and Maeda 
Toyohiko, the Tokyo Police Department Fire Defense Commander. They visited 
Taiwan often and investigated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ment of local districts,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took charge of the lecturer of a training course, 
gave lectures on new knowledge of firefighting, and introduced a new type of 
firefighting apparatus and fire extinguishing skills. Their remarks and suggestions 
helped raise Taiwanese firefighters' level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aiwanese firefighting system. 
 
Keywords: Matsui Shigeru, Maeda Toyohiko, firefighting bureaucrat, Goto Shimpei, 

Japanese residents in Taiwan. 

                                               
* Research Fellow, The Memorial Foundation of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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