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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壹、前言

呂松吉，為南宗少林傳人，世居臺中神

岡，武術啟蒙為太祖拳朱接旺先生，18歲事

師吳漢忠先生門下，傳承自南宗少林俗派吳

大朝宗師（吳漢忠老師尊翁）學習虎鷹拳體

系武術。1965年參加慶祝臺灣光復二十周年

首屆全臺舞龍舞獅大賽，代表臺中縣出賽勇

奪金牌。

1980年接掌南宗少林俗派第八代掌門，

兼任臺灣忠義館總館館長，在臺灣中部推展

忠義堂武術與八段錦，2005年國際媽祖文化

節代表臺灣國術界演武，此後經常受邀日

本、韓國、中國等地進行交流，後在民間持

續傳授國術至今，為近代國術表演與國術國

際交流做出了貢獻。 

至今仍致力於國術教學、表演與推廣逾

一甲子，桃李滿天下，並於民間持續從事國

術教學與傳承，功不可沒，為近代國術傳承

貢獻者。

呂松吉，1942年出生於臺中神岡，出生

在日據時期動亂的年代，臺灣光復後就讀豐

原國小，由於呂松吉自幼一直有腸胃疾病，

導致身材弱小，1954年南宗少林俗派第六代

掌門吳大朝由臺北南下進駐豐原呂松吉家

中，授藝呂松吉南宗少林八段錦及禪門吐納

功法，歷經五個多月，多年痼疾不藥而癒，

身體逐漸康復起來，從此一頭栽進中華武術

文化悉心探究。

1955年，跟隨臺中朱接旺老師學習南

派太祖拳，1957年又跟隨黃玉老師學習鶴形

拳及跟隨摔角大王常東昇學習中國跤，直到

1958年跟隨吳漢忠學習南宗少林虎鷹拳系

統，1960年根據古禮及門入室（拜師大禮）

事師吳漢忠成為入室弟子，開啟了南宗少林

的傳承之路。

圖2　前排左起陳智覺、吳大朝宗師（1876-1971）、

朱接旺（1882-1961）。後左呂松吉1962豐原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1　坐者長者：吳漢忠宗師（1915-2009,俗派

第七代掌座）。站者呂松吉34歲（1976）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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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

呂松吉，字雪峰，號寒梅（居士）出生

於1942年8月20日，臺中縣神岡三角村呂家村

人。清代由福建再到臺灣，呂松吉是遷臺後

第五代，世居臺中豐原，生平潛心研究糕餅

與麵雕，因緣之下學習了南宗少林俗派的武

術，也投入琴、棋、書、畫與針灸的研究。

呂松吉的父親呂水生有六子，呂松吉排

名第五，呂水在1900年時於臺中豐原地區創

立了「雪花齋餅行」，在日據時期，呂水將

雪花齋的月餅帶去參加了食品比賽，獲得銅

牌獎，因此名聞遐邇，直到1959年，呂水將

「雪花齋」餅舖交給長子繼承，呂水帶領三

子在豐原另創「老雪花齋餅行」給老三、老

四、老五經營，因此豐原地區有「雪花齋」

與「老雪花齋」兩家系出同源的餅舖，均名

聞遐邇，成為當地人中秋節送禮的知名月

餅。（註2）

呂松吉8歲時、就讀豐原國小，小學畢業

後，狀元及第榜首（第一名）考取省立豐原

商業職業學校，在校期間開始展現其藝術能

力，以水彩畫參加全省美展獲得第八名，省

商畢業後考入臺中二中，但由於個性叛逆，

無法適應正規教育而輟學返家，於是父親要

求其依照自己的興趣去民間拜師學藝，像是

繪畫的啟蒙老師楊啟山，18歲時跟隨中央製

片廠美術老師趙怡胤學習繪畫素描與美工設

計、拜師浙江的施榮裳學習水墨畫，這段輟

學期間還跟隨彭明輝老師學習揚琴，在此之

前，呂松吉12歲之前身體體質不佳，有胃潰

瘍之疾，恰好南宗少林俗派第六代掌門吳大

朝（註3）前來臺中推展，寄宿在呂松吉家

圖3　呂松吉（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4　老雪花齋餅行（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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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見其身體狀況，於是教導呂松吉吐納八

段錦及禪門吐納功法，期間長達五個月，身

體逐漸好轉，於是開始對武術產生興趣。

此外呂松吉也涉獵針灸、書道、揚琴、

繪畫、麵雕，然而最終還是以武術作為一生

職志。

註1	 呂松吉，面訪，臺中石岡桂梅莊，2020年7月23。

訪問人為莊嘉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

學系教授、陳冠呈，臺北市立興華國小教師/中國

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圖5　呂松吉揚琴演奏（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註2	 馬占魁，《呂松吉這個人》，臺中：飛龍出版

社，1995，11-17。

圖6　民國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991）台中縣立文化中心成立九週年紀念，

特別舉辦「呂松吉」麵雕技藝展（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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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武與習醫歷程

呂松吉，習武歷程特殊，不僅有南宗

少林、太祖拳、太極拳、業師槌等武術體系

的傳承，也有醫學、音樂、繪畫等藝術都有

一定的造詣，因其父親曾經跟隨南派太祖拳

宗師林恩木學習，而同門師兄弟有忠義堂蔡

家拳體系吳大朝，有此機緣下呂松吉才跟隨

吳大朝學習八段錦，改善了他的胃病，直到

14歲時，跟隨父親的師兄同為林恩木體系的

朱接旺老師學習太祖拳，開啟了習武的人

生，17歲時又跟隨吳大朝的女婿陳智覺與吳

大朝的三子吳漢忠（註4）老師開始學習南宗

少林虎鷹拳（俗稱蔡家拳），直到19歲才及

門入室（正式拜師）事師吳漢忠，成為南宗

少林第八代弟子。

根據 呂松吉的訪談表示:

「家父呂水與吳大朝（臺北）朱接旺

（豐原）同是林恩木的學生，豐原本

是南太祖拳大本營 ，太祖拳系統我

尊稱吳大朝師伯，平時見面稱呼「大

朝伯」。我是早産兒，年少身體虛弱

患嚴重胃下垂及胃潰瘍症狀，13歲那

年吳大朝來訪後開始短駐豐原約五個

多月，悉心指導南宗少林八段錦，多

年痼疾不藥而癒。14歳正式拜師朱接

旺（家父師兄）勤修太祖拳。17歲接

受陳智覺（吳大朝女婿-豐原）及吳漢

忠老師指導啟蒙南宗少林虎鷹拳（蔡

家拳）基礎訓練。19歲正式行及門入

室大禮（拜師）事師南宗少林俗派第

圖7　「呂松吉」麵雕技藝展。主題「龍吟」（東海風雲）及「破雲」（破雲而出、繼往開來）

作者呂松吉2012（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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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代掌座吳漢忠老師（吳大朝三子）

學習虎鷹拳內庭功法。38歲拜師岡山  

陳創業宗師的養子陳裕淵老師行及門

入室大禮（拜師），深究童子拈香棍

法即臺灣俗稱的業師槌（原南宗少林

單頭虎尾槌嫡系）。（註5） 

太極拳的學習

1984年，王延年老師與先師吳漢忠老

師相交甚篤，於43歲那年由恩師引薦下拜師   

王延年（註6）老師，學習楊家祕傳太極，並

由王師賜號：天助。

註3	 吳大朝宗師：1876-1971。南宗少林俗派在臺傳承

者。

註4	 吳漢忠宗師：1915～2009。吳大朝的三子，南宗少

林俗派第七代掌門。

註5	 呂松吉，面訪，臺中石岡桂梅莊，2020年7月23。

註6	 王延年(1914-2008)，楊家太極拳傳人，曾任中華民

國太極拳協會第五屆理事長。

圖10　呂松吉與王延年（1914-2008）合影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9　陳裕淵1925-2005（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8　業師：陳創業字金龍1885-1957原

籍福建泉州南安霞宅鄉英橋（照片

來源：呂松吉提供）



2 1 8

針灸的學習

呂松吉老師學習各種技藝，都有其特殊

因緣，包括針灸，當時呂松吉的恩師吳漢忠

老師與吳惠平（註8）博士本是宗親，時常往

返，在1979年特引薦呂松吉跟隨吳恵平博士

學習針灸，1980年正式拜師學藝。

呂松吉老師的武藝內容：

 呂老師習武經歷豐富，精通南派武術，

體系包括南宗少林俗派，南派太祖拳體系

等，融合拳、械、舞獅、八段錦、鷹爪功等

技藝。

中國摔角的學習

呂松吉老師，學習的機緣很多，包括也

曾經跟隨摔角大王常東昇學習摔角，談到跟

常東昇老師的機緣:

「1957年臺北三軍球場舉行臺港澳地

區國際擂臺賽，記得當時我才16歲，

陪伴師祖（南宗少林系統）吳大朝老

先生入場參觀，當時常東昇老師前來

向我師祖（吳大朝）致意，因此因緣

得識常叔（我如此尊稱），我體型瘦

小本不適合練習摔跤因本俱鷹爪功，

致引起常師青眼相待，特意點撥相關

應用腳法。」（註7）

圖11　民國六十九年呂松吉（後排左一）拜針灸

名家吳恵平博士（前排右一）為師，由梁

實秋教授夫婦（前排左二,三）鑑場後與各

長者有人合影（照片來源：張昭雄提供）

根據呂松吉口述整理其師承製表

師 承 傳授者 門派體系拳種、器械

受藝 吳大朝 八段錦

拜師 朱接旺 太祖拳

受藝 黃玉 鶴形拳

受藝 常東昇 摔角

受藝 陳智覺 南宗少林-虎鷹拳

拜師 吳漢忠 南宗少林-虎鷹拳

拜師 陳裕淵 業師槌

受藝 陶祖生 北派槍法、滾堂雙刀

拜師 王延年 太極拳

拜師 吳惠平 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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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內庭功法：拳，槌（註9）（棍）

，刀。

一、拳：虎鷹拳（俗稱蔡家拳）⋯

（一）正拳七路：

1.三步勁（俗稱三戰）。

2.開山一路拳（俗稱一路）。

3.斬截。

4.怯龍。

5.羅漢踩身（十八步）。

6.斬筋截脈（副十八步）。

7.雙龍出海。

（二）附拳三路：1:四門破。2:五祖

手。3:六步舞。

（三）對練套路三套：1.一路盤手。2.解

脫散手。3.長技短打。（註10）

註7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4日。訪問人為莊嘉

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教授。

註8	 吳惠平，臺灣著名針灸名醫，在1971年受政府委

託前往高棉為其總理針灸治療中風後復建，效果

良好，其後高棉總理弟弟龍努來臺感謝其貢獻，

後在臺灣外交部在臺北賓館接待，並頒發「醫術

遠揚」匾額給予吳惠平。資料來源:	 國家文化資料

庫〈http://nrch.culture.tw/view.aspx?keyword=%E5%8

C%BE%E9%A1%8D&s=545635&id=0005902782&proj

=MOC_IMD_001，2021.07.05檢索。

註9	 臺灣武術界通常將棍子稱為”槌”。

註10	 郭應哲，《2001年一個被遺忘的武術原鄉-大甲成

果專輯》，臺中縣立港區藝術中心出版，2002。

圖13　南宗少林徽章請拳禮善壓惡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12　南宗少林匾額（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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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槌：

（一）丈二長槌-五步箭。

（二）單頭虎尾槌-童子拈香。  

三、刀：南派水月刀-流水殘月。

淺析內庭功法虎鷹拳三步勁

三步勁：俗稱三戰

「三戰」一詞屬於閩語系群體的慣性

稱詞，南派武術入門必修功法，套路簡單易

學，俗稱”拳母”為南派武術築基功法。

三戰之謂：「戰」煉也

一煉：心志＝意念、耐力

二煉：氣勁＝吞吐、運勁

三煉：拳架＝腰馬、手勢

以上論述系屬南宗少林俗派闡述，其他

各武術家派也有其三戰論述，其論述與解讀

均不一致。

南宗少林俗派係出泉州東禪少林寺傳承體系

（註11） 

蔡九儀-蔡德宗-蔡柏泰-蔡節高-蔡亞尾

（福建）-吳大朝（臺灣）-吳漢忠-呂松吉-

                           陳昆良

臺灣忠義館

臺灣忠義館係在臺灣所創立的體系，創

始者系吳大朝，當時在1950年設館，由總統

府侍衛長徐培根所提字。

歷任總館掌座：

第一任：吳大朝

第二任：吳漢忠

第三任：呂松吉（1980）

第四任：陳昆良（註12）（2000）（現任）

基本上保持暗館（註13）形態，外圍門

生頗眾對外通稱忠義堂。

圖14　徐培根（保定三期四星上將台地首任總統府侍衛長。原籍浙江，1991年

過世於台北）1950賜墨，1982刻製成匾（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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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在國術方面的特殊成就與貢獻

紀錄近代中國武術從大陸到臺灣

呂松吉老師，生於戰亂的年代末期，臺

灣光復後，雖然天資聰穎，但個性叛逆，求

學過程並不順遂，因緣際會下跟隨國術大師

吳大朝學習武術改善了身體狀況，深刻體驗

到武術不僅是自我防衛的技術，也有養生保

健的具體功能，於是在14歲時開始對武術產

生興趣，跟隨多位名師學習，包括朱接旺老

師、陳智覺、陳裕淵老師、常東昇、王延年

等老師，後來獲得吳大朝之賞識，呂松吉拜

師於吳大朝之子吳漢忠先生門下，成為南宗

少林第八代傳承弟子。

南宗少林的傳說

南宗少林俗派一脈傳說，頗為複雜，

根據呂松吉老師表示，南宗少林及一般俗稱

的南少林，也就是「鎮國東禪少林寺」，因

為南宗少林有僧派與俗派之分，也就是出家

弟子與俗家弟子的分別，在明朝末年嘉靖年

間福建沿海受到倭寇之亂，南宗少林寺寺僧

以刀、棍合擊方式協助當時的明朝軍隊，平

定倭寇之亂，一戰成名，此後少林寺開始招

收俗家弟子入寺學習武術，因此有了僧派、

俗派之分，清代時期，南少林寺被認定為反

清復明組織，於是南少林寺被毀，少林寺一

位僧人至悟禪師逃出少林寺，由福建興化蔡

姓家族所救，因此至悟禪師將少林武藝傳給

了蔡姓家族，而傳承者就是蔡九儀，此後少

林拳改稱為蔡家拳，因此蔡九儀為少林俗派

第一代，清末時期，蔡家拳傳至第五代陳施

陸時，移居臺灣艋舺，收了第一位學生吳大

朝（臺灣忠義館創始人），陳施陸歿於1895

年，臨終前交代吳大朝前往福建莆田正式投

入師門，當時第五代掌門為蔡亞尾，因其二

位兒子吸食鴉片成癮，無法習武，於是吳大

朝在福建習得武藝，當時福建的生活條件不

註11	 林緯萱，《八段錦》，臺中：南宗少林俗派演武

會，2011，72。

註12	 陳昆良，與呂松吉同為蔡家拳第八代傳人，1975

年中華國術第一屆世界觀摩及擂臺邀請賽獲得擂

臺賽中甲級冠軍。

註13	 暗館，臺灣武術界用語，指沒有對外公開招生的

習武組織，大部分透過門生介紹來學習，相對詞

是明館，指公開練習或公開招生型態的武術組

織。這個專有名詞係從日治初期禁止臺灣民眾公

開習武，導致武館變成隱密的傳承或利用夜間學

習，俗稱暗館。

圖15　東禪少林寺（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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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臺灣，因此吳大朝將蔡亞尾帶回臺北奉

養，但吳大朝的經濟不足以支付老師的生

活，於是吳大朝帶其師蔡亞尾下臺中由眾師

弟服待奉養，（時豐原一地乃是臺灣太祖拳

一代宗師林恩木系統太祖拳大本營，門生頗

衆，亦是日後南宗少林俗派-虎鷹拳-的札根

之地）。因此蔡亞尾將其虎鷹拳技藝全數教

給吳大朝等人，直到1904年左右，蔡亞尾思

念家鄉，欲返回福建，臨走前將南宗少林俗

派傳承的烏心石木棍給了吳大朝，成為第六

代掌門。（註14） 

吳大朝晚年俗派譜系傳承三子吳漢忠，

吳漢忠再傳給呂松吉成為第八代掌門。1950

年徐培根將軍（時任國府第一任總統府侍衛

長）題字賜墨「臺灣忠義舘總舘」，1982年

刻製成匾，基本上是屬於暗館型態，由於當時

外圍門生頗眾，對外統稱忠義堂。（註15）

圖16　俗派鎮山之寶「戒武棍」科目烏心石，確實

棍齡不詳，據估至少三百年以上，此棍係當

年（1763）寺僧護身而出。俗派傳承（照片

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17　徐培根（右）、呂松吉（左）1982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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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呂 松 吉

參與國內大型國術賽事

1965年，慶祝光復二十周年臺灣舉辦了

首屆全臺舞龍舞獅大賽，代表臺中縣出賽勇

奪金牌，當時省主席黃杰用金萡「王」字貼

龍頭封王。

1988年參加臺中縣武館陣頭踩街競賽再

度榮獲金牌。

武術的國際交流

1970-80年代，琉球空手道開始與臺灣

密切交流，尤其是剛柔流體系空手道與鶴拳

息息相關，因此在70-80年代，日本武術常進

行武術尋根，最常來訪的地點就是臺灣，根

據大塚忠彥的《南派少林拳的研究》一書之

記載，就可以發現臺日術交流頻繁，因為臺

灣保留了相當多的福建體系武術如鶴拳、太

祖拳、金鷹拳、羅漢拳等體系武術（註16） 

，其中琉球的空手道小林流的上江洲安健先

生在1980年率團來臺訪問，接待的臺灣武術

家就是南宗少林俗派的第七代掌門吳漢忠先

生，並率同高森煌隨行（呂松吉師兄）一道

來訪（註17）。

次年1981年12月中旬日本人上江洲安健

再度來訪，並帶來八木明德先生（剛柔流）

（註18）來訪，這次主要是探討南宗少林俗

派源流及內庭功法相關內情。

註14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4日。訪問人為莊嘉

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教授。

註15	 〈呂松吉談三戰〉，《臺灣國術傳奇與名家故事

專輯》，臺北市國術會出版，2011，88-93。

註16	 大塚忠彥、陳宏宗，〈白鶴拳〉，《南派少林拳

的研究》，日本：剛柔拳舍，1978。

註17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2日。訪問人為莊嘉

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教授。

註18	 日本空手道體系分為松濤流、剛柔流、和道流、

系東流等四大派，比較小的流派有小林流、上地

流、淺井流等等。

圖18　慶祝光復二十週年首屆全台舞龍舞獅大賽代表台

中縣出賽奪冠，當時省主席黃杰用金萡「王」字

貼龍頭封王。民國54年公元1965年台中體育場  

（今體育大學）（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2 2 4

由於上江洲安健多次來臺，前二次多以

口頭研討為主，1986年與八木明德第三度來

臺，這次感覺比較像是驗證功夫，相互展現

深厚功法演藝。

呂松吉老師口述: 

「1986年八木明德來訪帶其夫人及上

江州安健另外2個日本人來訪，第二天

臨行前雙方演藝對方一人約四十歲左

右（不知其名）表演正拳擊瓦15片，

我也展示鷹爪功（揑生馬鈴薯）（註

19）。這是武術拜舘的最高禮節。「

鎮舘」（註20）。當埸有記者及貴賓

在場，時任逢甲大學國文教授也是指

導我國語文恩師陳立森先生在埸目

睹，特書一賦以為誌念

興 至 笑 折 月 中 桂，閒 來 欣 賞 

嶺 上 梅」（註21） 

註：月中桂乃日之本也，呂松吉字雪

峰號寒梅（居士）籍誌引諭當時盛

況。

註:鷹爪功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練，最主

要是「指甲」，質地必需要厚丶硬，

武界術語稱為「凍甲」，指甲質地不

達標通稱「水甲」，不適宜，更重要

的是呼吸吐納功法這是屬於陰勁（暗

勁）功夫所催化出來的瞬間爆發。呂

松吉的鷹爪手（功）在民國六十三年

（1974）被地方政府警察局長當面以

口頭告誡列管，視為危險武器。鷹爪

奇人一時名聞遐邇榮獲華視新聞雜誌

於2003/4/24專訪後於電視播出。（註

22） 

圖20　逢甲大學國文教授陳立森在埸目睹鷹爪功，特書一賦以為誌

念興至笑折月中桂閒來欣賞嶺上梅（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19　上江洲安健、吳漢忠、王延年、呂松吉⋯媽祖文化演藝1984

豐原（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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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呂 松 吉

此後呂松吉老師經常受邀國內外武術活

動進行交流，海外人士來桂梅莊拜訪呂老師

也是絡繹不絕。

2005年，臺中縣包括日本琉球剛柔流、

尚地流、小林流、古武道、中國河南嵩山少

林寺：釋延江丶釋延續等武術專家，而臺灣

的代表就是呂松吉老師進行交流表演。

2010年4月14日，臺中縣文化局在豐原

再度舉辦「國際媽祖文化節」，邀請嵩山少

林寺前來共襄盛舉，呂松吉老師再度獲邀表

演。

註19	 呂松吉老師表示，當時日本人表演擊破，功力確

實不凡，為了展示其門派功夫，於是請學生挑幾

個馬鈴薯，請對方試著將馬鈴薯掐碎，日本人試

了好久無法成功，於是呂松吉老師一手握住馬鈴

薯使勁一掐，馬鈴薯立即掐碎，著實令日本人大

吃一驚。

註20	 鎮館，是傳統武術用語，代表有人來館禮貌性訪

問，並非踢館，雙方各自展示其功力之意。

註21	 呂松吉電話訪談:2021年7月2日。訪問人為莊嘉

仁。

註22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12日。訪問人為陳冠

呈，臺北市立興華國小教師/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

動暨國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圖22　左起：八木明達-剛柔流二代目（八木明德之子）

、盧文瑞、呂松吉、八木明仁-剛柔流三代目、陳

昆良、林昌湘。國際媽祖文化節大甲演藝2010大

甲（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21　中琉武術文化交流，沖繩空手道聯盟四大流

派（剛柔流，小林流，尚地流，古武道）

參訪南宗少林俗派本山道埸。2005桂梅莊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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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受日本國際明武館剛柔流空手道

連盟邀請赴日本琉球演武。

2014年，7月受韓國武術界邀請，參加

「2014韓國國際傳統武術交流戰」在韓國首

爾進行表演。

2015年8月18日，與臺北市國術會理事長

黃鯤忠率隊前往北京什剎海武術學院進行文

化交流，受邀在場內進行展示南宗少林武術

演武。

圖23　2012年受日本國際明武館剛柔流空手道連盟邀請赴日本琉球演武後合影，呂松吉被安排正中座位備

受尊崇（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24　「2014韓國國際傳統武術交流戰」-首

爾演武獎牌（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25　2015北京什剎海武術學院文化交流，受邀在場內演武展

示南宗少林武術（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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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呂 松 吉

民間傳承

呂松吉老師有感於傳承的重要，進行

了多次的收徒儀式，略舉如下:第一次是在

1960年因緣機會下，年齡相近的朋友因宿疾

跟呂老師學習八段錦，卻不藥而癒，因此感

念呂老師的教導而尊稱老師。正式的收徒是

在1987年，在臺中豐原的老雪花齋舉行。這

位弟子是來自加拿大騎警密洩路（註23）

。1988年，有來自美國的留學生（東海大

學）麥凱白（註24）。2003年，就讀臺灣藝

術大學學生林緯萱及門入室。2009年榮獲世

界華人武術大賽南拳金牌盧文瑞、方妦鵲夫

婦及白鶴拳金牌林錦祥等三人舉行拜師入門

大典。2018來自岡山才俊青年陳信維行及門

入室（拜師）大典幸蒙本山道埸方丈常定親

臨「鑒場」後留影。

其實呂老師表示:來武館學習的外國人不

少，2004年還有一位法國人專程來臺短駐數

月名字叫艾文．強律克，嚮往中國武術，因

此在館內學習了好一陣子，當時來學習的過

程，還獲得當時臺灣日報的報導。（註25） 

可見得呂老師在國際推廣上與國民外交上，

有其貢獻。

註23	 加拿大騎警拜師很特別，機緣是，他先到琉球找

到上江洲安健，約停留十天左右由安健轉帶到豐

原來，記得當時他停留約六周的時間，學習態度

非常認真，住在豐原一家太子飯店。

註24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2日，訪談人莊嘉仁。

註25	 《臺灣日報》，93.4.3。

圖26　蜜洩路-加拿大國家公園騎警本身柔

道二段及空手道二段1987及門入室

豐原（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27　麥凱白及門入室1988豐原（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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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世界華人武術大賽南拳金牌盧文瑞、方妦鵲夫婦及白鶴拳金牌

林錦祥等三人及門入室2009豐原（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29　及門入室（拜師）大典，方丈常定親臨鑑埸（燃香開爐），

禮成後留影2018俗派本山道場（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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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呂 松 吉

及門入室大典（拜師禮儀）

保留中華武術文化的拜師儀式，其實正

確名稱是「及門入室」。

南宗少林俗派的拜師儀式保留了非常濃

厚的幫會儀式，大部分武術拜師已逐漸簡化

到鞠躬行禮而已，然而呂松吉老師體系依舊

保留了此一重要儀式，或許未來將不復見，

因此予以保留之一過程儀式，儀式內容係由

呂松吉老師口述記錄（註26）：

一、門生準備一木盤，盤上放置給師父

的一套衣褲，布鞋、襪子、紅包

（束修）以及寫有姓名與出生年月

日時的門生帖。

二、由長老開香爐。

三、引進門生。

四、呈禮，此時師父收下門生帖

五、焚香-師父上香拜祖師。

六、師父點香交給門生。

七、起孽滅香（註27） 

八、拜師禮成

兩岸的武術交流貢獻

呂松吉老師系出南宗少林，從吳大朝

追朔至蔡亞尾，南宗少林武術一脈相傳，近

年來福建也掀起南派少林的考證，也恢復了

南少林寺，泉州的南少林體系近年來與呂松

吉老師進行多次的聯繫，並展開了數次的交

流。2016年呂松吉率領門生前往福建泉州

本山道場（泉州少林寺）首次謁祖，2017

年、2018年泉州少林寺兩度前來臺灣拜訪呂

松吉的臺灣忠義館總館（俗派本山道場），

並進行了武術交流。2019年二度晉謁福建泉

州本山道埸於方丈室前留影

註26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15日。訪問人為陳冠

呈，臺北市立興華國小教師/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

動暨國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註27	 「起孽滅香」

												起孽：自發重誓之謂。

												滅香：倒插香爐，其義天地同誅。

	 	 儀式中進退有据，前進後退各行五歩－行軌－天、

地、國、親丶師。此行態意象展現出固有道德倫

常，習武之人必須終生恪守維護並身體力行，此

即所謂尚武精神。其精神表徴即-忠孝節義。

												這就是「道」。

圖30　首次謁祖2016福建泉州少林寺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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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首次謁祖2016福建泉州少林寺（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32　方丈常定率隊回訪俗派本山道場2017桂梅莊（照片來源：陸銘澤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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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宗少林嫡系（俗派）傳承者   呂 松 吉

圖33　探索⋯（左）：呂松吉（右）：常定方丈2017桂梅莊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34　贈刀（水月刀）2018俗派本山道埸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35　二度晉謁福建泉州本山道

埸方丈室前留影2019泉州

少林寺（照片來源：呂松

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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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雙全媒體寵兒 

「禪、醫、律、武」（註28）是南宗

少林的中心思想，呂松吉尊崇此精神奉行不

渝，因此允文允武集武藝、針灸、書藝、麵

雕、琴藝於一身，造就桃李滿天下，其發揚

武術文化更是不遺餘力，於1982年頒布南宗

少林門訓（註29）奠定了精神內涵，2002榮

獲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特聘文化諮詢委員。

南宗少林俗派的功夫雖是以暗館形式

傳承，仍經常率團參與藝陣活動展現道地的

真功夫，如1983媽祖文化節時呂松吉時年42

歲壓軸演出「順風展旗」絕技藝驚四座讓

觀眾嘖嘖稱奇，自此深受媒體青睞爭相報

導，1984年光華畫報雜誌社武俠小說大翻案

專訪（註30），2003年華視新聞雜誌單元專

訪，2005年TVBS周刊387期刊載，2010三立電

視臺名人專訪，2016新唐人電視臺專訪，儼

然成為媒體寵兒。（註31）

2018年體育署推動「體育文物運動數位

典藏計畫」，預計訪問臺灣具有代表性的武

術家，呂松吉老師獲得推薦，進行採訪。訪

談製作成數位影像，放置於YOUTUBE的教育部

體育署頻道公開播放。（註32）

圖36　南宗少林門訓1982年頒布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37　2002榮獲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特聘文化諮詢委員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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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脊椎自我整復」也就是關節眼拉開並

將全身各關節使之柔化。由於呼吸吐納的張

力推移同時達到內臓按摩的功能。

註28	 「禪、醫、律、武」分別代表禪定功夫、醫學素

養、文學內涵、健體保命，呂松吉老師偈文闡述

如下:	 禪修清源八閩揚、醫灸詩書墨花香、律令萬

機俱轉拙、武耀山色更昀光(八閩福建概稱，鎮國

東禪少林寺座落清源山)。

註29	 〈南宗少林門訓〉，	 呂松吉立歲次壬戌，1982。

孝悌忠信、禮義亷恥、師道維彰、淫盜是戒、慎

驕慎暴、勿悪勿強、空淨自在、氣歛神凝、不動

如山、敦親睦隣、扶傾濟困、少林鷹揚。

註30	 1984年光華畫報雜誌社武俠小說大翻案專訪當時

臺地武界精選受訪者1.王延年、2.劉雲樵、3.呂松

吉。

註31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16日。訪問人為陳冠

呈，臺北市立興華國小教師/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

動暨國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註32	 體育署體育文物運動典藏，〈https: / /youtu.be/

WogYlzmundk〉，2021.07.05檢索。

著作

指導弟子林緯萱編撰著作南宗少林八段

錦。

淺析南宗少林八段錦：

據本家傳承南宗少林內庭吐納功法分

靜、動二法，其動功法「七孔吸精神功」-功

行圓滿耳、鼻、口丶眼頓感清涼如洗之故。

其主要動作八式立地而作，以「陰脈」即指

關元穴下會陰穴穴上一小段部位為主軸，透

過呼吸吐納功法（靜功）所衍生內張力（世

俗喜稱氣場），順著肢體動作（作最大幅度

擴張伸展）而推移，這種感覺是非常微妙，

易學難精。八式動作立式而作，主要功能著

圖38　1983媽祖文化節時呂松吉時年42歲壓軸演出「順風展旗」絕技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圖39　指導弟子林緯萱編撰著作南宗少林

八段錦（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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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式動作編排次序依循機體循環機制

而為不宜亂序而為之。為方便記憶故付以不

同屬性標題，後人視如絲綢錦緞之珍貴故名

「八段錦」，整體動作俐落丶大氣、順暢清

晰，這本就是出自佛門產物殆無疑義，事實

本身是出自於南派的功法，其動作及功法屬

性正確的說是道道地地「老泉州」的風格，

文化瑰寶當之無愧。然武術界的八段錦種類

繁多，名稱大同小異，動作也相近，然各門

各派動作演示與其內涵互異，均有其解讀。

（註33）  

肆、結語

從2019年開始，我們兩位撰稿人前往臺

中石岡桂梅莊訪問，老師為人健談，知無不

言，從清末民初時期的口述資料訪談紀錄到

現代的文書資料，尤其文書資料豐富，相當

具有代表性。

呂松吉老師，為1949年兩岸分治後，第

一批跟隨大陸武術家學習的國術界人士，而

且是當時最年輕的一輩，他見證了國術在臺

灣的興衰、雖然呂老師初期很積極參與武術

與舞獅大賽，後來繼承了家族事業，也承接

了南宗少林俗派第八代的掌門與臺灣忠義舘

總館第三任掌座，慢慢淡出武術競賽，然而

對於武術學習的熱忱依舊不減，可從跟隨多

位名師學習就可得知。不僅是拳、棍、刀、

舞獅均精通，而且涉獵藝術如音樂、繪畫、

針灸等技藝，也多次與國內協會共同出訪表

演，及鞏固邦交，近年自家族事業退休後，

仍積極參與各項武術活動，竭力傳承其武術

門派，作育英才無數，桃李滿天下，至今雖

年暮八十，仍對於武術傳承教學熱忱不減，

晚年對於武術的傳承更是不遺餘力，持續在

臺中地區傳承國術。

註33	 呂松吉，電訪，2021年7月16日。

圖40　莊嘉仁（右）、陳冠呈（左）兩位撰稿人與呂松吉老師合影，2020台中石岡桂梅莊

（照片來源：呂松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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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	 呂松吉，面訪，豐原桂梅莊，2021年3月7日。訪

問人為陳冠呈，臺北市立興華國小教師/中國文化

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兼任副教授。

附錄
呂松吉大事紀（註34）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42 31 　 8月20日（農7.9）神岡三角村呂家第一祖厝生。

1949 38 8 就讀豐原國小。

1954 43 13
吳大朝（住5個多月）教吐納八段錦胃潰瘍（不足月出生）吃高麗菜，後恢復。

第一名考取豐原初級商業學校。

1955 44 14 事師太祖拳啟蒙老師-朱接旺（林恩木的學生）學習太祖拳。

1957 46 16

考上臺中二中。

事師黃玉（玉師）學習鶴形拳。

事師常東昇指導保定快跤。

1958 47 17 事師吳漢忠（94歲過世1915-2009）學習南宗少林虎鷹拳系統。

1959 48 18 事師臺中中央影業公司美工組趙怡胤先生學美工設計。

1960 49 19 2月20日（農曆1月16吳大朝生日）古禮拜師吳漢忠老師（及門入室）。

1962 51 21 收徒（陳氏）教八段錦。

1963 52 22 6月5日農曆4月14結婚。

1964 53 23 10月19日服役海軍。

1965 54 24
慶祝光復二十周年首屆全臺舞龍舞獅大賽，代表臺中縣出賽勇奪金牌，當時省主席黃杰用金萡
「王」字貼龍頭封王。

1967 56 26 10月18日退伍。

1969 58 28 接掌老舖-老雪花齋，為兼顧本業，將餅店、武館合而為一。

1973 62 32 水月刀型制及-北仔刀型制-制圖採樣。

1979 68 38 事師針灸大師吳惠平博士。

1980 69 39 接掌南宗少林俗派第八代掌門，兼臺灣忠義舘總舘館長。

1982 71 41
以古訓「八端」開首，立南宗少林俗派本山道場門訓。

新社「九庒媽」活動夜間大會演武，媽誕辰採街行鼓演藝。

1983 72 42

3月大甲媽祖文化演藝-順風扯旗平衡靜止功力展現。

10月21日臺地舉行首屆秋祭-遙祭炎黃陵-祭祖大典，一級縣市特薦民間人士2人，辱承榮邀陪祭
躬逢其盛。

1984 73 43 事師時任國際太極拳協會副理事長王延年先生。

1987 76 46 馬占魁先生回山東探親，返臺後出書特邀提字。

1988 77 47
受聘兩廣旅臺國術醒獅團後備軍人醒獅隊名譽團長。

臺中縣武館陣頭踩街競賽榮獲金牌（陳庚金時任縣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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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80 50
12月27日臺中縣立文化中心成立九週年紀念，特別舉辦「呂松吉」緬雕技藝展。麵雕：主題
「龍吟」（東海風雲）麵雕：主題「破雲」（破雲而出、斷往開來）今天文化單位專訪麵雕技
藝。⋯

1995 84 54 遷至-石崗桂梅莊。

2001 90 60 將老雪花齋交棒第三代，將忠義堂總館搬到石岡「桂梅莊」，專心推廣八段錦。

2002 91 61 3月1日榮獲臺中縣政府文化局特聘文化諮詢委員。

2003 92 62 4月24日華視新聞雜誌專訪，正式播出。

2004 93 63 九龍劍收藏家黃德傳先生慨贈-由鑄劍名匠陳潮波大師煆鑄仿真九龍劍。

2005 94 64

國際媽袓文化節慶特邀武術文化交流（文化廣埸 豐原） 
琉球隊：剛柔流（十段）尚地流（九段）小林流（十段）古武道（十段） 
河南嵩山：釋延江丶釋延續 
南宗俗派：呂松吉 
都是「主將」上場（武術禮節）。

2010 99 69 4月14日國際媽祖文化節，嵩山少林寺演藝，榮邀列席參訪。（文化中心廣場 豐原）

2012 101 71
代表著作-指導林緯萱撰著南宗少林八段錦。

3月4日國際明武館剛柔流空手道連盟特邀赴日本琉球演武。

2014 103 73 7月19日受邀「2014韓國國際傳統武術交流戰」-首爾演武。

2015 104 74

8月18日受邀北京什剎海武術學院演武。

兩岸武術交流 同臺競技「流水殘月」（南派水月刀）演藝-臺北體育館。

10月30日～11月2日日本空手道小林流妙武館特邀赴日本琉球演武。

2016 105 75 5月22日回福建泉州本山道場（泉州少林寺）謁祖。

2017 106 76 4月22日受邀張之江武學思想研討會暨紀念中央國術館兩岸武術交流演武。

2018 107 77
體育署體育文物運動數位典藏計畫專訪。

4月14日南宗少林及門入室大典（常定方丈蒞臨觀禮）。

2019 　108 78 4月13日 百年再聚首！臺灣南宗少林弟子到泉州少林寺朝拜祖庭，福建泉州少林寺演武交流。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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