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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在臺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關係初探：

以新竹寺佐久間尚孝和朱朝明為中心 

大野育子* 

摘 要 

    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界中，「栽培人才」是維繫日臺佛教關係的重要紐帶之一，

因此日治時期的佛教教育事業，受到臺灣佛教研究者的注目。然而，在學校教育之

外，是否還有其他聯繫日臺佛教人士的紐帶呢？ 

    在研究過程當中，筆者很幸運地認識了朱泰正先生。他的父親朱朝明先生為曾

經在新竹寺，師事日僧佐久間尚孝，具有豐富佛教經驗的人物。本文將透過整理朱

朝明先生所留下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其與日僧間的往來信函、照片等，分析日僧與

臺籍弟子之間的師徒關係，釐清在日治時期佛教教育體系之外，以師徒關係作為日

臺佛教人士互動網絡之新的面向。 

 

關鍵詞：佛教教育、日臺師徒關係、新竹寺、佐久間尚孝、朱朝明 

 

  

                                                   
* 宇都宮大學國際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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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臺籍佛教人才栽培 

三、日臺師徒關係一例 

四、跨越世代之交流 

五、結論 

六、參考書目 

一、前言 

現在整治成公園的新竹市青草湖，可說是新竹的風景名勝之一。不過很少人

知道，青草湖畔有一個日治時期遺留下來的日人墳墓，目前由一對臺灣父子管理。

為什麼是這對父子來管理這座墳墓呢？其實這背後隱含著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界

的演變，以及跨越時代及世代之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間的師徒關係。 

日治時期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來臺布教。其中，曹洞宗與臨濟宗這兩

派，因繼承禪宗脈絡之故，比較容易與臺灣在來宗教契合，因此不僅只對在臺日

人，也對臺灣人進行布教，此舉促進了日臺佛教之互動關係。 

然而，在日臺佛教互動關係出現的同時，雙方的語言隔閡、信仰形式之差異

皆成為互動上的重大障礙。為除去日臺佛教之間的障礙，使關係開展得更為順利，

首要之務是栽培「懂日語，理解內地式佛教的臺籍人才」，故大正 6 年（1917）

4 月 10 日，由曹洞宗臺北別院院主大石堅童、靈泉寺住持江善慧等日臺佛教代

表人士，開設了臺灣第一間佛教教育機構，即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1
 

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界中，「栽培人才」是維繫日臺佛教關係的重要紐帶之

一，因此以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為中心展開的教育事業，受到臺灣佛教研究者

的注目。其中，釋慧嚴提出的研究成果最具有代表性，其針對教育事業以及日臺

佛教之間的互動關係，提出了〈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日

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等論文。2這兩篇論文都以曹洞宗臺灣佛教中

學林等教育事業為中心，分析日臺佛教的互動關係。 

                                                   
1 〈求道者の為に臺灣佛教中學林開設〉《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 2月 28日，日刊第七版，第

5986號。另參考釋慧嚴，《臺灣與閩曰佛教交流史》（高雄：春暉，2008年），頁 320-321。 
2 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第 16 期（臺北：

中華佛學研究所，2003 年）;〈日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 11

期，（臺北：中華佛學研究所，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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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曾經針對日治時期赴日留學且就讀於東京駒澤大學的臺灣學生，探討

受過日式佛教教育的臺籍佛教留學生，在日臺佛教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思想

演變過程。3然而，在學校教育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聯繫日臺佛教人士的紐帶呢？ 

五年前，筆者認識了朱泰正先生，他在戰後留學東京，就讀於駒澤大學。畢

業後於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修行，獲得曹洞宗僧籍，而他的留日之舉多受其父朱

朝明先生之影響。日治時期，朱朝明先生曾經拜新竹寺住持佐久間尚孝為師，在

新竹寺修行。雖然朱朝明並未進入佛教教育機構就讀，但他是被稱呼為「臺灣方

丈」的曹洞宗僧侶佐久間尚孝4少數的臺灣弟子之一。據朱泰正先生所言，佐久

間尚孝曾打算將朱朝明送至駒澤大學留學，培養為繼承日本曹洞宗脈絡的僧侶。

戰後，這對師徒的關係非但沒有截斷，反而延續至下一世代，持續影響日臺佛教

的往來交流。 

透過朱泰正先生的協助，筆者很幸運的收集到朱朝明先生所遺留下來的珍貴

資料。本文將透過整理朱朝明先生所留下的第一手資料，包括其與日僧間的往來

信函、照片等，分析佐久間尚孝與朱朝明的師徒關係，釐清在日治時期佛教教育

體系之外，以師徒關係作為日臺佛教人士互動網絡之新的面向。 

二、臺籍佛教人才栽培 

在分析佐久間尚孝與朱朝明間的師徒關係之前，首先得了解日治時期臺灣佛

教界的臺籍人才栽培情形。 

如上所述，明治 28 年（1895）年到昭和 20 年（1945）約五十年期間，共有

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在臺展開布教活動。5其大部分的宗派重視在臺日人進行

布教，不過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派，因繼承禪宗脈絡的關係，較為容易與臺灣在來

宗教契合，而得到不少臺灣信徒。 

  故以曹洞宗與臨濟宗兩派為中心，日本佛教在臺活動上出現了日臺佛教互動

關係。不過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語言的隔閡、信仰形式上的差異等問題，影響雙

                                                   
3 拙著〈日治時期臺灣佛教菁英的崛起——以曹洞宗駒澤大學臺灣留學生為中心〉（臺北：淡江

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2月），頁 201-202。 
4 〈小野隆孝致朱朝明函〉，1981年 12月 27日，朱泰正先生提供。 
5 八宗是華嚴宗、天臺宗、真言宗、臨濟宗、曹洞宗、淨土宗、淨土真宗、日蓮宗。十四派是華

嚴宗、天臺宗、真言宗高野派、真言宗醍醐派、臨濟宗妙心寺派、曹洞宗、淨土宗、淨土宗西

山深草派、真宗本願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木邊派、日蓮宗、本門法華宗、顯本法華宗。松

金公正，〈日據時期日本佛教之臺灣佈教——以寺院數及信徒人數的演變為考察中心〉《圓光

佛學學報》，第 3期（中壢：圓光佛學院，1999年），頁 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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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互動。為建立圓滿的往來關係，開設佛教教育機構，透過教育課程來培養精

通日語、了解日式佛教的臺籍人才6。 

(一)佛教教育機構的設立與內地留學 

大正 5 年（1916）9 月 18 日，曹洞宗臺北別院院主大石堅童、靈泉寺住持

江善慧、凌雲寺住持沈本圓、齋教先天派長老黃玉階等人，向總督府提出曹洞宗

臺灣佛教中學林設校申請，並在同年 11 月 4 日獲得許可，開始招收學生。同年

臨濟宗也在臺北圓山開辦鎮南學林，7但該學校一方面受到總督府教育制度改變

之影響，另一方面因經費問題和學生思想變遷，大正 11 年（1922）被併入於曹

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8因此曹洞宗在臺所開設的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可說是

日治時期在臺具有代表性的佛教中等教育機構之一。 

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設立經費，一半由日本曹洞宗出資，剩下一半由臺灣

佛教人士籌集，是日臺佛教雙方共同籌設的純然為臺灣子弟之宗教學林。該校設

立宗旨為「懷柔教育臺灣人僧侶、齋友，進而以他們在學校所受的教育，再去感

化教育臺灣人」。9對臺灣佛教人士而言，這是提升佛教界層次的良機，而對日

本佛教來說，透過該學校未來將可以提供以臺灣人教化臺灣人的新布教方式。 

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設立後，能直接的、大量的栽培臺籍佛教人才，可說

該學校為日臺佛教關係鋪了新的發展軌道，雖然自創校第二年（1918）起即不限

定僅收佛教子弟，開始積極招收一般學生，使得該校設立不久後便開始走向一般

教育機構的路線。至昭和 10 年（1935）時更轉變為「臺灣佛教中學林注重社會

學，其學徒亦多是在家人，畢業生中過僧侶生活的人，如同鳳毛麟角一般的狀態」。
10   

不過，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是曹洞宗系統下的學府，當時日本曹洞宗在日

本創辦了一個大學林，四個中學林，該教是曹洞宗所設立的第五間中學林，因此

                                                   
6 除了曹洞、臨濟宗之外，淨土真宗本願寺派、淨土真宗大谷派、淨土宗等宗派也有栽培臺籍人

才的例子。例如大正 10 年(1921)淨土真宗本願寺派將 4 名臺灣青年派遣至日本留學。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人物為王兆麟，返臺後任職於大稻埕布教所布教師、彌陀寺住持等，返臺後的他相當

重視女子教育，故在昭和 7年(1932)創辦「臺南家政女子學院」。大橋捨三郎，《真宗本派本願

寺臺灣開教史》（臺北：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別院，1935年），頁 554。 
7 初辦於大正 5年（1916）10月 31日，當時該校稱為「鎮南學寮」，它並非中學，大正 6年（1917） 

4月 1日改制為中學課程，「鎮南學林」正式開校。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 

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第 16期，頁 185。 
8 釋慧嚴〈再檢視日治時代臺灣佛教界從事的教育事業〉《中華佛學學報》第 16期，頁 187。 
9 釋慧嚴〈日本曹洞宗與臺灣佛教僧侶的互動〉《中華佛學學報》第 11期，頁 305。 
10 《南瀛佛教》，第 13卷第 4號（臺北：南瀛佛教會，193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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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於該校臺籍學生，頗有機會赴日繼續深造11。例如第一屆畢業生十名之中，

就有兩人赴日留學，之後幾乎每年均有赴日深造的留學生。至昭和 20 年（1945）

為止，就讀於駒澤大學的臺灣學生多達五十一名，其大部分為曹洞宗臺灣佛教中

學林之畢業生。 

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立，促成赴日升學的另一種臺籍佛教人才栽培方

式。透過此一管道所栽培出來的臺籍人士，可說是佛教界的知識份子。他們離開

臺灣，前往日本接受以脫離往日修行為主的僧侶教育，採取西洋教育概念的「近

代化」佛教教育。通過此一管道栽培出來的佛教人才，學術性質較重，無論是撰

稿、出書、演講、教書等皆能勝任，且因精通日語，具豐富佛學素養之故，在日

臺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十分活躍。 

(二)從師徒關係看人才栽培 

日治時期佛教界的人才栽培，不僅只在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駒澤大學等

教育機構所進行，臺灣各地寺院也仍然存在著「師父收弟子」的師徒關係。在此

處必須注意的是，日治時期的師徒關係有兩條脈絡，一個是臺灣僧侶與臺灣弟子

間的師徒關係，另一個則是日本僧侶與臺灣弟子師徒關係，雖然同是日治時期佛

教界下的師徒關係，但前者與後著之間仍有著微妙的差異。 

日治時期以前的臺灣，雖有各別寺院的建立和來自中國福建的僧侶駐錫，不

過基本上寺院之間沒有聯絡關係，更不具備組織化的系統，臺灣寺院多為單一性

的存在。進入日治時期後，臺灣出現所謂「四大法派」，「大法派」佛寺本身有

明顯的寺院系統，並且在發展上尚有「中心寺院」、「隸屬寺院」以及「聯絡寺

院」之分，就像有總部及分部連鎖的跨區域大公司一樣。目前臺灣佛教學界公認

之日治時期「四大法派」為基隆月眉山靈泉寺派、臺北觀音山凌雲寺派、新竹大

湖山法雲寺派以及高雄大崗山超峰寺派。然而，日治時期除了「四大法派」之外，

                                                   
11 曹洞宗大學林於 1903年改稱為「曹洞宗大學」，同時升為政府公認的專門學校。之後改進學校

設備、師資，1913 年為了擴大學校規模，再度購買東京駒澤村一帶土地，並將學校遷移到該地。

1925年日本頒布「大學令」，「曹洞宗大學」升格為擁有文學院的專科大學，同時改稱為「駒

澤大學」，戰後學校轉變為以文學院為主體的綜合大學。於戰前日本受政府認可的佛教私立大

學共有：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龍谷大學」、東本願寺派「大谷大學」、日蓮宗「立正大學」、

天臺宗、真言宗、淨土宗三宗合辦的「大正大學」、曹洞宗「駒澤大學」等五所。除了以上五

所學校之外，還有「東洋大學」是由淨土真宗大谷派佛教徒井上圓了所創立的私立大學，它雖

是佛教系統大學，但它非佛教教團所經營。《駒澤大學百年史》（東京：駒澤大學年史編纂委

員會，1983年），頁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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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臺南開元寺派、六甲赤山派等不同法派。12
 

由於上述之四大法派的中心寺院，可說是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界的核心之一，

因此這些寺院均積極栽培臺籍弟子。例如基隆月眉山靈泉寺派核心寺院的首任住

持江善慧，他收了沈德融、李添春等臺灣弟子，這兩人均受師父江善慧支持赴日

留學，尤其是李添春返臺之後，陸續任職於臺灣總督府文化局社會課、臺北帝國

大學等處，除佛教界之外，也活躍於教育界。13新竹大湖法雲寺派的住持林覺力，

也收了不少臺灣弟子，其中較著名的是曾任圓光寺住持的葉妙果，以及赴日留學

返臺後擔任臺灣總督府文化局社會課囑託，並曾任臺南開元寺住持的高執德等人。
14另外，臺南開元寺住持魏得圓也將林秋梧、張金出等，具有留學經驗且活躍於

佛教界的代表人物收為弟子。15
 

整體來看，臺灣僧侶收臺灣弟子的例子比較多，而日本僧侶來收臺灣弟子的

例子則較為罕見。根據筆者目前所蒐集的資料，除了本文所論之佐久間尚孝與朱

朝明的師徒關係外，高雄的「南禪寺」也日本僧侶收臺灣弟子的例子。南禪寺創

立於明治 45 年（1911），建立於高雄市湊町，第一任住持為梅田瑞巖，大正 4

年（1915）改由加藤奇運出任住持。16加藤奇運在南禪寺曾收過兩名臺灣弟子，

一名日本弟子。 

第一個弟子為吳添財，明治34年（1901）出生於高雄岡山郡，大正3年（1914）

畢業於舊城公學校，同年至大正 7 年（1918）間於左營郡「安邦書房」學習漢文，

大正 11 年（1922）進入「高雄州巡查教習所」，三個月後，擔任高雄州巡查，

大正 14 年（1925）因傷辭去巡查職位。昭和 10 年（1935）起，開始學習佛學，

昭和 12 年（1937）1 月，擔任曹洞宗南禪寺翻譯兼布教助員，同年 12 月被委託

                                                   
12 江燦騰，《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 1895-1995》（臺北：南天書局，1996年），頁 490-491。 
13 李添春：明治 31年（1898）出生於高雄縣美濃鎮，大正 6年（1917）進入曹洞宗佛教中學林，

大正 9 年（1920）赴日就讀於多多良中學，大正 11 年（1922）入學於曹洞宗大學林。昭和 4

年（1929）畢業於駒澤大學，同年返臺擔任文教局社會課囑託，負責協助增田福太郎之宗教調

查。之後，曾任南瀛佛教會記者、南瀛佛教雜誌主編、臺北帝國大學助教等職位。戰後繼續留

在臺灣大學，升任農學院副教授。此外，他擔任泰北中學(前身為臺灣佛教中學林)董事。代表

著作有《臺灣省通志稿卷二：人民志宗教篇》。 
14 高執德：明治 29年（1896）出生於彰化員林永靖，明治 42年（1909）畢業於永靖公學校後，

進入書房，又在明治大正 6 年（1917）入學於臺中州教員養成講習所，翌年擔任公學校教員。

大正 15年（1926）考進駒澤大學，返臺後擔任南瀛佛教會記者、教師。戰後任職於開元寺。 
15 林秋梧：明治 36年（1903）出生於臺南市，大正 7年（1918）考入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在學

時期參加文化協會之活動。昭和 2年（1928）拜臺南開元寺住持魏得圓為師，隔年赴日留學就

讀於駒澤大學。張金出：明治 42 年（1909）出生於臺南新化，昭和 8 年（1933）入學於廈門

閩南佛學院，昭和 11年（1936）赴日留學，返臺後擔任南瀛佛教會記者等職位。 
16 曹洞宗宗務廳，《曹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東京：曹洞宗宗務庁，1980），頁 24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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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錫於楠梓布教所開教府。17
 

具有擔任巡查經驗的吳添財，自昭和 10 年（1935）起研究佛學，昭和 12

年（1937）與南禪寺有所接觸，並受住持加藤奇運與該寺信徒的重視，因此昭和

13 年（1938）吳添財赴日本駒澤大學留學。在出發留學之際，加藤奇運特地為

其撰寫推薦函，內容如下： 

 

右之者操行端正道心堅固ニシテ国語ニ堪能ナルヲ以テ當寺通譯トシテ

助勤シ最近信徒ノ希望ニ依リ南梓布教所ヲ開設在勤スルニ至レリ目下

本島人皇民化高揚ニ際シ将来有望之者ト認メ候間本宗教義研鑽ノタメ

御校佛教科専攻科ニ入学セシメ度候。 

 

（譯文） 

該生操行端正、求道之心堅定，由於擅長日語而任本寺通譯。最近依照信

徒之要求，在楠梓開設布教所，由其負責管理布教所。面臨本島人皇民化

的發揚，我認為這個學生前途無可限量，希望讓他進入貴校，鑽研本宗教

義。18
 

 

由推薦函中可知，加藤奇運面臨 1930 年代後期臺灣島內的皇民化風潮，且

認定吳添財為可造之材，故將之送往日本留學。 

第二個弟子為陳吉村，大正 12 年（1923）出生於高雄州潮州郡，昭和 11

年（1936）畢業於溪洲公學校畢業後，同年進入潮州公學校高等科，昭和 13 年

（1938）該學校高等科畢業後，同年開始接受東京大日本通信中學校的通信課程。

昭和 14 年（1939）修業至五年級之後，進入基隆曹洞宗講習所。昭和 15 年（1940）

拜加藤奇運為師，並登記曹洞宗僧籍，至高雄鳳山郡烏松庄田草埔曹洞宗布教所

修行，昭和 16 年（1941）加藤奇運的推薦下，赴日進入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

科。19
 

加藤奇運在南禪寺積極收臺灣弟子，為了栽培日後的人才，將他們送至日本

留學，這樣的日本僧侶與臺灣弟子的師徒關係相當特殊。更為特殊的是，吳添財

的兒子吳志誠，十五歲時進入南禪寺成為加藤奇運的徒孫，與父親一樣，在南禪

                                                   
17 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科入學願書（東京：駒澤大學，1938年）。 
18 《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科入學願書》（1938年）。 
19 《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科入學願書》（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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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的推薦之下，昭和16年（1941）赴日留學。20而加藤奇運的最後一位弟子，即

為其子加藤龍平，為出生於臺灣的所謂「灣生」，昭和19年（1944）赴日留學。
21

 

 

圖一、南禪寺關係簡圖 

 

在師父與弟子的師徒關係中，藉由修行、受戒等儀式過程，除了佛學素養之

外，也由此傳授日本佛教儀典等信仰上的形式。而透過學校教育所培育出來的臺

籍人士，則是較專注於學術，與日方也多以文化交流的形式互動來往。 

相對而言，在寺院內受到師父的指導，透過師徒關係所培養出來的臺籍人士，

他們的宗教特質較重，直接承繼師父的佛教脈絡。那麼，日治時期拜日本僧侶為

師的臺灣弟子，他們受到日本佛教怎樣的影響呢？日僧與臺籍弟子的關係，又到

                                                   
20 吳志誠大正 12 年（1923）出生於高雄岡山郡，法名為普弘，昭和 11年（1936）畢業於楠梓公

學校，昭和 13 年（1938）進入楠梓私設書房學習漢文，學習漢文之餘，也在南禪寺學習佛及

佛教儀式等。昭和 14年（1939）1月至 7月間，赴基隆靈泉寺，接受約半年的佛教講習，修畢

佛教講習會之課程後返回楠梓，擔任禪海堂布教所的布教助員。昭和 15 年（1940）父親吳添

財完成學業返臺並駐錫在楠梓禪海寺，隔年吳志誠即進入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科，保證人為

父親吳添財。 
21 《駒澤大學專門部佛教別科入學願書》（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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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是何面貌呢？以下以新竹寺住持佐久間尚孝與其臺籍弟子朱朝明為例，透過朱

朝明所留下來的往來信件，分析兩者之間的師徒關係，以及跨越時代及世代的日

臺佛教交流關係。 

三、日臺師徒關係一例 

2008 年 5 月，筆者拜訪朱泰正先生，他是曾在新竹寺當「小和尚」的朱朝

明先生之次子，由於朱泰正先生本身也擁有日本曹洞宗僧籍之故，因此對於戰前

父親與佐久間尚孝的關係相當了解。 

本文將根據朱泰正先生的口述內容、朱朝明先生所留書信，以及《曹洞宗海

外開教傳道史》等資料來論述在日治時期新竹寺所展開之日僧與臺籍弟子的師徒

關係。 

（一）佐久間尚孝經歷 

佐久間尚孝，明治28年（1895）出生於日本宮城縣，據《曹洞宗海外開教傳

道史》的記載，來臺前所屬為宮城縣皎善寺。大正10年（1921）3月，畢業於曹

洞宗大學林（駒澤大學前身）。翌年，二十九歲時首次來臺，任職於臺灣布教總

監部及臺灣佛教中學林教授。佐久間尚孝為曾任臺灣布教總監、臺灣佛教中學林

長的大石堅童之弟子，22因此佐久間尚孝來臺的原因，或多或少受到大石堅童之

影響是可以想見的。 

大正11年（1922）來臺，直到昭和20年（1945）4月才離開臺灣。佐久間尚

孝在臺灣生活長達二十一年，曾任新竹寺住持，同時管理新竹一帶曹洞宗聯絡寺

院，如靈隱寺、23峨眉鄉獅岩洞元光寺、南庄獅頭山勸化堂、開善寺等。24關於

佐久間尚孝在新竹的布教活動，可參照《曹洞宗海外開教傳道史》之記載，在該

書中佐久間尚孝被稱作「活躍於昭和初期至戰後的人士之一」。在臺灣期間，佐

久間尚孝曾向日本曹洞宗宗務廳作了以下報告； 

                                                   
22 大石堅童，明治 40年( 1907)3月首次來臺，在當時的東門町建設了曹洞宗布教所的本堂、祖堂、

庫，同年 5月改建築物升為臺北別院，翌年回日本。接著大正 2年(1913)10月以布教總監的身

分來臺，創設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曹洞宗宗務廳，《曹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頁 71。 
23 靈隱寺：大正 13年( 1924)創建孔明廟感化堂。昭和 2年( 1927)9 月由鄭保真、翁妙全部協力，

並由鄭肇基、陳宜、陳甜居士等等幫助，增築寺宇，昭和 4(1929)8 月供奉觀世音菩薩舉行入佛

寺朱蔣元。張文進，《臺灣佛教大觀》（臺北：正覺出版社，1957 年），頁 96。 
24 從昭和 10年(1935)9 月起，佐久間尚孝兼任元光寺住持，直到 1945 年為止。曹洞宗宗務廳，《曹

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頁 24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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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は、州庁所在の市であり、人口十万人そのうち日本人は約一万人。

ほとんどが曹洞宗であった。生活は維持されていたので、十分に布教活

動ができた。観音講、こども会・国語講習会・附属幼稚園なども拡充し

た。また州仏教護国団の創設や、皇民化運動にも努力した。また、仏教

講習会を開き、修了書のないものは葬式行事ができない、というところ

までいったが、中途にして終戦となった。布教活動では、日本人に対し

ては内地での檀信徒関係が影響するので難かしいが、本島人に対しては

その実績がものをいうので、努力の甲斐があった。 

 

   （譯文） 

新竹為州廳所在地，人口十萬人中日本約佔一萬人左右，其大部份歸屬於

曹洞宗。由於生活得以維持，得以充分布教。在此地擴充了觀音講、小朋

友會、國語講習會以及附屬幼稚園等。另外還召開講習會，沒有修業證明

者不能舉行葬儀行事，雖說如此，但中途遇到終戰。對日本人的布教雖會

受到在內地的檀家信徒關係影響而有困難，但是對本島人由於有實績，努

力有效果。25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知道佐久間尚孝在新竹推行了各種布教活動，其對象除

了日人信徒之外，也針對臺灣人信徒進行布教。 

 

 

 

 

 

 

 

 

                                                   
25 曹洞宗宗務廳，《曹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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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新竹佛教護國團向上會（中央為佐久間尚孝） 

資料來源：朱泰正先生提供。 

 

佐久間尚孝除了住持一職之外，另擔任新竹州・市會官選議員、方面委員、

昭和義塾長（日語學校）、南門町區會長等職位。26
 

 

 

圖三、新竹市街役所前（最後一排由左第 4 位為佐久間尚孝） 

資料來源：朱泰正先生提供。 

 

                                                   
26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傘松》，第 518號（福井縣：大本山永平寺，

1986年 11月），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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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20年（1945）4月返回日本後，佐久間仍然活躍於佛教界，任教於栴檀

高校十年，宗務廳執務十年，後任職於宮城刑務所擔任教誨工作，並擔任泰心院

住持等職位。 

由於資料之不足，無法知道佐久間向孝在新竹活動的具體內容，不過就《臺

灣總督府統計書》從日治初期至昭和20年之內容觀之，新竹一帶一直都有數量穩

定的臺灣信徒存在，布教狀況十分興盛。或許新竹地區布教情況良好的背後，存

在著佐久間尚孝在臺二十一年布教活動的正面影響。而佐久間回國後也一直懷念

著在新竹的生活，寫信給朱朝明的書信中，有著以下內容： 

 

私は毎朝臺湾式の開経偈のお経を読み上げて、當時の皆様のこと思いだ

しております。毎日、何かにつけて臺湾のことを思い出して居ます。皆

でお話をする時臺湾では云々という事を申すものですから、又臺湾の話

が出たと笑はれることもあり、それは、食べ物にしても、果物にしても、

気候の事にしても、臺湾ではと口癖になって居ます。それ程私には臺湾

のことが身に付いております。その筈です、若い時に二十七年も居たの

ですからね、新竹の人、街、山、川、その人情、風景が私の身心に沁み

ついているわけです。日本に帰ってから三十年近くなりますが、私の若

い時に暮らした臺湾、新竹は忘れないのですね。 

 

      （譯文） 

到現在我每天還是讀臺灣式的開經偈，回想著當年在臺灣的種種回憶。因

為在生活中經常提到臺灣，臺灣的水果啦、臺灣的氣候啦……成為我的口

頭禪，所以常被大家取笑。不過，年輕時候，在臺灣住了二十一年那麼久，

對我來說，新竹的人、街、山、川、人情、風景都銘刻在我心。回到日本

雖然已過了三十個年頭，但我仍無法忘記年輕時在新竹生活的一切。27
 

 

戰後，因為對臺灣無法忘情，所以佐久間向孝與臺灣的緣分並沒有截斷，除

了定期與弟子朱朝明保持聯絡，也屢次來臺參加佛教性活動等，繼續扮演著日臺

佛教之間的橋梁。 

 

                                                   
27 〈佐久間尚孝致朱朝明函〉，1974年 2月 18日，朱泰正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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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籍弟子朱朝明 

依據目前所收集的資料，佐久間尚孝在臺灣至少有以下兩位臺灣弟子。一位

是戰後擔任新竹市存齋堂住持的黃孝猷，另外一位是戰後擔任養樂多彰化經銷處

代表的朱朝明。28
 

朱朝明，大正 15 年（1926）生，新竹人。昭和 12 年（1937），年屆十一歲

時，拜日本曹洞宗僧侶佐久間尚孝為師，入佛門。新竹寺原為新竹布教所位置於

新竹州新竹市南門町，是明治 29 年（1896）9 月曹洞宗所創設的布教所，第三

代住持今西大龍的時代，也就是明治 41 年（1908）起開始興建本堂，直到第五

代松山宏堂的時代（1915 年至 1924 年），才得到寺號公稱的許可。值得一提的

是，該寺院原為布教所，是日人所成立的日式寺院，非臺灣在來寺廟29。 

朱朝明自昭和 12 年（1937）起，直到昭和 18 年（1943）應召從軍前，皆在新竹

寺修行。關於在新竹寺的修行生活，自言「入新竹寺拜佐久間老師為師，這八年

對我而言是無法忘記的重要時光。就這樣跟著老師，無論早晚，邁向佛道。」30
 

  2008 年，筆者拜訪朱泰正先生時，他繼承父親的養樂多經銷工作，家裡仍

然擺放著相當多的佛教物品。其中有 1980 年佐久間尚孝當選宮城縣宗務所長的

紀念品及佐久間尚孝的私人物品。戰後佐久間尚孝離開臺灣，新竹寺也被國民政

府接收，不過因師徒關係仍然存在，因此經常有書信來往，且朱朝明也代替佐久

間尚孝，管理著新竹青草湖的日本人塚。這個塚是佐久間尚孝返回日本前，將他

信徒的遺骨奉祀於青草湖畔的大象廟一帶，所作成的日本人公墓。另外，關於戰

後的新竹寺，朱朝明有以下之說法； 

 

残念に思いますのは師匠佐久間老師の生前活躍した数々が示され

ず當時の手ずるになる根拠が実に乏しいのが不堪でなりません。新竹寺

本体日産管理局に渡したのが大きい誤りでした。當時山手の霊隠寺や一

同堂に譲渡すれば今の員林寺の様な寺院にも成った事と思います。 

 

 

                                                   
28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1。 
29 明治 29 年(1896)9 月創設新竹布教所，第一任住持足立普明、第二任田中光明、第三任今西大

龍、第四任加藤奇運、第五任松山宏堂、第六任佐久間尚孝。第五任住持期間(1915-1924)升為

新竹寺。曹洞宗宗務廳，《曹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頁 240。 
30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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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文） 

讓我感到非常可惜的是，生前佐久間老師在臺的種種功勞，已被遺忘了。  

那都是因為戰後將新竹寺讓給日產管理局，若當時給靈隱寺或者一同堂管

理的話，或許可以像員林寺那樣。31
 

 

從上述內容中可以看到，日治時期臺灣的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間的師弟關係非

常密切，兩人的關係，戰後也未曾截斷。朱朝明甚至讓自己的兒子朱泰正，透過

佐久間的管道送往日本，讓他就讀於駒澤大學，並在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從事修

行，取得曹洞宗僧籍。朱朝明向佛的意志及其與日本佛教的緊密關聯，讓兒子朱

泰正承繼，這可說是透過宗教跨越國境及時代的一個交流例子。 

那麼，為何佐久間尚孝與朱朝明的交流如此密切呢？這或許可以從佐久間尚

孝所寫的文字中找尋答案： 

 

雖然在信仰上可以認為「我是佛一人之子」，但像「我為佛弟子」、「我是

繼承釋尊教法之人」這種歷史的、現實的信念，則是身為現實的我以及身

為佛教徒所強烈感受到的，那麼，傳授釋尊教法的師父也必然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說，有師父才有釋尊，雖有釋尊而無師父，則無法繼承，之所以會

有身為佛弟子的我，是因為有師父的關係，就是這樣的信仰使佛者堅強的。

此外，應該將我釋尊所傳授之法傳予何人呢？也就是將來能夠活用真正釋

尊的後繼者是誰呢？這當然就只有弟子了。即使是佛弟子也絕不可輕忽師

徒之關係，擁有師父的釋尊與擁有弟子的釋尊，若是輕忽釋尊、師父、弟

子這三位一體的關係的話，就沒有資格宣傳真正的佛教。然而，臺灣的師

徒關係雖然有其形式，其關係卻不密切，而且也不被重視，弟子雖有師父，

卻三心二意地跟隨其他的師父，師父雖有弟子，卻不顧其弟子的將來，弟

子也輾轉於乙師、丙師等師父之間，往對自己有利的地方去覓食，只是漫

無目的地度過一天又一天，為報師恩而努力學習的弟子沒有精力，又沒有

師父來培養繼承重要法教的弟子，像這樣，終究沒有獲得優秀人才之道，

又如何能期待佛教之發展呢？師為父，徒為子，唯有像這樣密切不離才會

有努力、有活動、有發展。32
 

                                                   
31 〈朱朝明致祖山傘松會中嶋繁雄〉，年月日不明，朱泰正先生提供。 

32 佐久間尚孝，〈臺灣佛教發展策〉《南瀛佛教》，10卷8號（臺北：南瀛佛教會，193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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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中佐久間尚孝表示，雖然臺灣形式上有師徒關係，但兩者的關係並不密切，

師父不顧弟子的將來，同時弟子也為自己的利益而在多位師父之間來來去去，沒

有為報恩而努力學習的精神，故無法培育出優秀的人才。唯有師徒之間密切不離

的關係，才可帶來佛教的正面發展。佐久間尚孝十分重視師徒關係，同時憂慮著

臺灣佛教界中師徒關係的淡泊。而他對師徒關係的理解，自然相當明顯的呈現在

與弟子朱朝明之間的關係上。 

（三）中日佛教親善使節 

    佐久間尚孝與朱朝明的師徒關係，主要是日治末期在新竹寺的短暫八年而已，

據朱泰正先生的口述內容可知，朱朝明日後的養樂多經銷工作，其創業背後也有

佐久間的居中牽線與支持33。 

1963 年 4 月，佐久間尚孝率領中日佛教親善使節，二度來臺。此親善使節

之目的為巡迴臺灣各地，視察臺灣佛教狀況34。此時朱朝明跟隨親善使節，協助

佐久間之視察，當時的情況可以從朱朝明所留下來的文章中得知； 

あの時は島内各地に空前の大歓迎の波を起し、行く処に山鐘・大鼓・爆

竹が響き、色とりどりの催しが開かれ、法燈を点し、佛光を輝かし、お

互い毎日毎日感謝感激の熱涙にむせび合いました。そして旧地重遊再会

の余りに嬉しさに、「私が死去したら臺湾へ分骨する。」と大きな言葉を

¥遺されました。これはきっと、昔日に築かれた佛の道を永遠に見守り、

延いては中日両国の友誼の絆にもなろうとの、慈悲心の発露に外ならな

いと推察申し上げます。 

 

      （譯文） 

佐久間老師來臺的那次，臺灣各地出現歡迎老師的大風潮。打山鐘、大鼓，

放鞭炮，舉行各種活動來歡迎老師的來臨。在舊地再見到佐久間老師，大

家都感謝感激地流淚了。佐久間老師也十分感動，留下了「若我死亡，希

望我的遺骨分納於臺灣」的重要言詞。我想這一定是，佐久間老師希望永

遠守護著，過去老師在臺灣所建立的「佛之道」，同時也想要成為臺日兩

                                                                                                                                     

頁28-29。 

33 關於朱朝明於彰化得到養樂多經銷權，根據朱泰正先生口述記錄，背有佐久間尚孝的協助。不

過這件事情沒有能正明的相關資料。故本文不做進一步探討。 
34 曹洞宗宗務廳，《曹洞宗海外開教伝道史》，頁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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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交流橋梁之意思。35
 

 

從此一文可見，1963 年佐久間尚孝來臺之際，重逢了臺灣信徒。看到大家

的熱情招待，佐久間尚孝也十分感動，與他們表示當自己死亡，希望把遺骨分納

於臺灣。 

佐久間尚孝是戰後第一個赴臺灣視察的日本僧侶。1963 年來臺這年，已是

日華平和條約締約後的第十一年，日臺關係較為穩定，36雖然如此，但是宗教人

士入國仍不容易，若無臺灣信徒的熱情支持，佐久間尚孝可能無法得到臺灣政府

的特別許可以及日本曹洞宗官長的允可。而對於佐久間尚孝與臺灣信徒此次的交

流，朱朝明有以下看法： 

 

昭和十年前後と思われますが、日本統治下の臺湾において、総督府は皇

民化政策を急ぐあまり、臺湾在来の寺院や廟を廃して神社を建設しよう

としました。それに対して先師は何度か総督府に足を運び、現地民の宗

教習俗を破壊することは島民の反感を招き、皇民化に障害となるばかり

でなく、将来によい結果をもたらさないことを説き、曹洞宗寺院として

残すことを提案しました。幸いに、直接所管の新竹州教育課に仙臺出身

の知人がいて理解を示し、努力が実を結んで、遂に総統府の諒解を得る

事に成功しました。それから新竹州下の各地で、僧職者を集めての精力

的な講習会が催され、曹洞宗としての教育が施されました。僧職者たち

の積極的な努力もあって、在来寺院はほとんど曹洞宗寺院として総督府

から認められるまでになったのだということです。一時は廃絶されるか

と思われたこれらの寺院は存続を許されて、先師を頼ることになり、そ

のため後に新竹州下約二十ヶ寺の名目上の兼務住職を引き受けざるを

得なくなりました。こうして僧職者だけでなく、沢山の信者に囲まれる

存在となったわけでした。 

 

     （譯文） 

                                                   
35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2。 
36 1963年 10月發生周鴻慶事件，之後臺日關係一時陷入緊張狀態。佐久間尚孝來臺時間為該年 4

月，還沒有受到此一事件影響。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文建會發行、遠流出版，

2004年），頁 434-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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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昭和 10 年前後，臺灣總督府急著要推進所謂皇民化運動，因此開

始廢止臺灣在來的寺廟，新建日本神社。對於此一政策，佐久間先師屢次

赴總督府，主張破壞臺灣在來的宗教習俗，不但引起臺灣人的重大反感，

造成皇民化的障礙，且對將來留下嚴重影響。因此先師向總督府提出，將

新竹州下的臺灣在來寺廟，改登記為曹洞宗連絡寺院，在曹洞宗名義下保

護在來寺廟的解決方案。幸運的新竹州教育課內有一位出身於宮城縣仙臺

的職員，他願意傾聽先師傾訴內容，最後佐久間先師的努力見了成果，得

到總督府的理解。在那之後，在新竹州各地陸續舉辦了佛教講習會，被日

本曹洞宗積極的推廣佛教教育，臺灣在來寺廟也逐漸歸屬成曹洞宗，也得

到總督府的認可。一度遭遇被廢止危機的各寺廟，經由這次事件，都依賴

著佐久間先師。因此先後先師不得不接受新竹州下多達 20 多間的兼任住

持職務了。我想，那是佐久間先師受這麼多歡迎的主要因素吧。37
 

 

  根據朱朝明的說法，佐久間尚孝連戰後都受到臺灣信徒的信賴，那是因為臺

灣總督府推行寺廟整理運動時，佐久間向政府提出反對意見，以新竹州內的在來

寺廟變成為日本曹洞宗聯絡寺院來保護。不過這樣的說法，不見得正確說明當時

狀況。 

    昭和17年（1942）年12月，曾任新竹州中壢郡郡守的宮崎直勝提出了《寺廟

神の昇天》一書，是描寫中壢郡下寺廟整理運動的記錄著作。昭和13年(1938)12

月，面臨中壢郡下臺灣在來寺廟的拆除，日本臨濟宗在臺代表高林玄寶訪問宮崎

直勝表示抗議，主張將被拆除的寺廟為臨濟宗的連絡寺廟，不允許加以整理。 

  其實這件事情背後尚有別情，實際上是臺灣寺廟向日本臨濟宗請願，願意將

所有寺產提供給臨濟宗，才換來臨濟宗高林玄寶主張「不整理寺廟」之舉。這是

以日本佛教之名義，保護了面臨拆除危機的臺灣寺廟。38
 

  如同朱朝明的說法一般，可以說是寺廟整理運動之際，佐久間及高林等日本

僧侶拯救了臺灣寺廟。但換一種說法是，對於一直都在摸索獲得臺灣信徒之方法

的日本佛教來說，寺廟整理運動是一種能獲得臺灣信徒的大好良機。本文並非以

闡述寺廟整理運動與日僧之關聯性為目的，而是欲對日僧與臺灣弟子之關係加以

整理，作一初步的探討，故佐久間尚孝在寺廟整理運動時的活動，尚留待後續研

究。 

                                                   
37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3。 
38 宮崎直勝，《寺廟神の昇天》（臺北：東都書籍株式會社臺北支店，1943年），頁 4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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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跨越世代之交流 

    筆者整理朱朝明所留下來的資料時發現，朱朝明除了佐久間尚孝之外，還有

與許多日方佛教人士有來往，而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日治時期的新竹寺。接下來，

想要探討以新竹寺為中心展開的跨越時代和世代的日臺佛教交流關係。 

（一）日臺師兄弟之交流 

前章已提過，佐久間尚孝於宮城縣拜曾任臺灣布教總監的大石堅童為師，跟

隨師父來臺從事布教活動。大石堅童原為宮城縣泰心院住持，故回國後佐久間尚

孝繼承師父職位，擔任泰心院第三十七任住持。宮城縣泰心院與新竹寺相當有關

係，第三十八任住持大石孝章、第三十九任小野寺隆孝，曾都赴臺任職於新竹寺。 

大石堅童，明治 40 年（1907）首次赴臺，設立臺北別院、創設曹洞宗佛教

中學林、擔任布教總監等，可說是代表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的代表人物。佐久間尚

孝是他大弟子，兒子大石孝章、徒孫小野寺隆孝也曾都赴臺，在新竹一帶進行布

教活動。39
 

                                                   
39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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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泰心院歷任住持簡圖 

資料來源：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傘松》，第 518

號等。 

 

昭和 12 年（1937）朱朝明在新竹寺當「小和尚」之際，新竹寺除了佐久間

尚孝之外，尚有大石孝章、小野寺隆孝等日本僧侶。戰後，朱朝明與大石孝章、

小野寺隆孝等人皆有來往，尤其後者於朱朝明的關係特別密切。 

小野寺隆孝為佐久間尚孝之弟子，也是姪子。大正 8 年（1919）生，昭和

15 年（1940）4 月來臺，朱朝明與小野寺隆孝差七歲，在新竹寺，曾住同一房三

年。小野寺隆孝、朱朝明，都是佐久間尚孝之弟子，他們的關係為師兄弟，從以

下小野寺隆孝所留下來的文章中，可以窺見這對日臺師兄弟之間的關係： 

 

新竹寺で真禅という可愛い小僧さんに逢いました。絣の単衣を着て

下駄をはき、東北弁の私よりは遥かにきれいな標準語で話しました。お

経も立派にあげていました。客が来て、「お国は？」と聞かれると、「仙

臺です。」と答えていました。（中略）同じ屋根の下で四年半ほど暮ら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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ましたが、初等学校（小学校・公学校）に勤めていた私が何度か応召、

帰還を繰り返している間に彼の姿はなくなりました。海兵隊に応召した

のでした。終戦になって先師や私が日本へ帰ると、彼は一人になり、朱

朝明にもどりました。 

 

（譯文） 

我在新竹寺認識了叫做真禪（朱朝明）的可愛小和尚，穿著和服、木屐，

說著比我流暢的標準日文，他還能讀經。客人來問他「你是哪裡人？」他

都回答說「我是仙臺人」。（中略）我們在新竹寺一起生活四年，我是一

邊在新竹寺，一邊在新竹小學教書。真禪後來應征海兵，佐久間老師和我

返回日本，他才改名為原來的朱朝明。40
 

 

    日治末期，朱朝明與小野寺隆孝一同在新竹寺生活四年，時間並不算久，然

而，佐久間尚孝門下的日臺師兄弟關係，在戰後反而更顯密切。 

    戰後，小野寺隆孝數度赴臺，1980 年、1986 年兩次率領日本信徒，訪問與

佐久間尚孝相關的臺灣寺院。1980 年之所以來臺，主要原因是佐久間尚孝逝世，

為了尊重他的遺願，當時繼承第三十八任泰心院住持的大石孝章和小野寺隆孝兩

人，率領十二名關係者赴臺，訪問存齋堂（新竹佛教向上會），並將佐久間的遺

骨奉安。此時於存齋堂集合了一百多人，以十名尼僧為中心，舉行了法式。關於

當時的狀況，小野寺隆孝曾言： 

 

獅頭山に着いてみると、新竹市長さんをはじめとして、三百人余りの

人々が集まり、私達一行を出迎えて下さいました。獅頭山勧化堂に於い

ての法要は来臺の私達が中心でした。その法要の祈りに、在臺の弟子真

禅さんにより追悼文が献げられました。 

 

（譯文） 

到了獅頭山，我們受到新竹市長以及三百多民眾的歡迎。在勸化堂，以訪

問者的我們為中心，進行了法式。接著由在臺弟子真禪（朱朝明）來讀追

                                                   
40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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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文。41
 

 

   由此可知佐久間尚孝門下師兄弟重逢的狀況。隔年，為了紀念佐久間尚孝，

朱朝明將磬子、大太鼓，寄贈給泰心院，關於朱朝明的寄贈，小野寺隆孝回覆「謝

謝您的寄贈，這就是對佐久間老師最大的報恩供養吧！」等語，傳達謝意。 

（二）跨越世代的新關係 

  《傘松》第五一八號登載了小野寺隆孝所寫的以下文章： 

 

苦労に苦労を重ねて、最後には知人のいない彰化に居を構え、ヤクルト

を配達しはじめました。先師の教えを燈とし、一本一本に佛の光を込め

て販路を拡張したというのでした。遂に彼は業績臺湾全島第一のヤクル

ト販売経営者になりました。今でも一人一人の従業員に佛教精神を浸透

させ、佛様の温かい気持ちで顧客に接するよう指導を加えているそうで

す。今、彼は自身の事業を長男に継がせるべく計画し、次男は日中友好

の懸橋にしようと、駒澤大学経済学部に学ばせていますが、第一に心に

しているのは、新竹市郊外青草湖の日本人寺です。 

 

（譯文） 

朱朝明，經過好幾次困難，現在成為業績臺灣第一的養樂多經銷處經營者，

到現在他還是抱著佛教精神來對待客戶，指導員工。他希望讓長子繼承事

業，由次子繼承他的佛教精神。為了讓次子成為日臺友好橋樑，打算讓他

讀駒澤大學，將來則由次子繼續管理青草湖畔的日人墳墓。42
 

 

    本文前言已提過，朱朝明戰後代替佐久間尚孝管理新竹市郊外青草湖畔的日

人墳墓。從《傘松》所登載的文章可知，朱朝明為了繼續管理日人墳墓，所以將

次子送往日本駒澤大學留學。 

    朱朝明的次子朱泰正，1959 年出生於彰化市，1984 年赴日就讀於駒澤大學

經濟學部商學科。畢業前，他赴宮城縣仙臺市南鍛冶泰心院，進入小野寺隆寺門

                                                   
41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1。 
42 小野寺隆孝，〈佐久間尚孝大和尚を追慕して〉，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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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從事修行。1988 年 2 月 7 日，在該寺受戒，之後取為泰禪之法名。43
 

 

         

        資料來源：朱泰正先生提供           圖五、朱泰正藏品   

 

    從上圖可以看到，朱泰正拜小野寺隆孝為師，在與父親朱朝明有緣的泰心

院受戒，獲得正傳的曹洞宗僧籍。同年 3 月，他畢業於駒澤大學，翌月，在小野

寺隆孝的推薦之下，入於曹洞宗大本山永平寺別院長谷寺專門僧堂修行。 

佐久間尚孝門下的兩位弟子中，日本弟子小野寺隆孝繼承師父衣缽，擔任住

持一職，而臺灣弟子朱朝明，雖然戰後離開佛教界，但將兒子送至師父佐久間尚

孝之寺院宮城縣泰心院，在師兄小野寺隆孝門下受戒，繼承泰心院的佛教脈絡。

如此的特殊關係，可說是透過佛教而呈現的跨越時代與世代的日臺交流的一個例

子。 

 

                                                   
43 根據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會員證、駒澤大學學生証以及掛撘志願書內容，朱泰正先生提供。 



 

 

日治時期在臺日僧與臺籍弟子之關係初探：以新竹寺佐久間尚孝和朱朝明為中心  89 

 

               圖六、師兄弟關係簡圖 

 

（三）平和觀音奉安之旅 

    1986 年 8 月，小野寺隆孝二度率領信徒，以「平和觀音奉安旅行團」的名

義赴臺，再度訪問新竹。旅行團團員由泰心院的信徒所組成，其目的為訪問新竹

一帶的寺院及寄贈觀音像。 

 

表一、平和觀音奉安旅行團行程表 

日期 地點 參訪內容 

1986 年 8 月 25 日 青草湖日人墳墓 參拜 

靈隱寺 舉行「世界平和觀音奉安牌」揭幕

式 

8 月 26 日 開善寺 奉安世界平和觀音、舉行開眼式 

八卦山 參拜後，於釋迦堂讀經 

白雲寺 參拜 

曇花佛堂 讀經、燒香 

8 月 27 日 開元寺 參拜 

竹溪禪寺 燒香、參拜 

法華寺 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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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覺寺 參觀日人遺骨安置所等 

8 月 28 日 靈泉寺 參拜平和觀音等 

臺北忠烈祠 參觀 

資料來源：萩原森三〈平和觀音奉安之旅〉《傘松》，第 518 號（福井縣：大本山

永平寺，1986 年 11 月），頁 49-59。 

 

     四天三夜的臺灣之旅，除了與佐久間尚孝有濃厚關聯的新竹一帶之外，還

訪問了臺北、臺中、臺南等地之著名寺廟。此時朱朝明與他次子朱泰正也跟著旅

行團，協助各地訪問，扮演了日臺佛教之間的橋梁。 

五、結論 

    近年來日治時期的臺灣佛教史受到學術界注目，陸續輩出許多研究成果。如

日本佛教在臺布教情形、四大法派崛起等臺灣佛教演變、總督府宗教政策的變化

等，其研究涉及多方面。不過，目前的研究課題比較偏重探討宗教政策的變化、

佛教制度的確立、教育事業的展開等，以「事物」為中心，少見以「人物」為主

題的研究成果。當然透過「事物」才能正確的把握整體面貌，可以了解歷史流程，

能俯視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界情形。不過我認為透過「人物」，對所列出的歷史事

實上能加點溫度，讓我們可以感覺到歷史色彩。 

    日治時期共有八宗十四派的日本佛教傳入臺灣，臺灣總督府在普及日語、改

善臺灣民眾信仰或灌輸國家精神上，經常利用在臺日本佛教勢力，但是對於日本

佛教本身在臺發展，並沒有特別支持。日本佛教在臺灣的布教活動上無法以總督

府作為後盾，為了進行圓滿的布教活動，推廣宗教勢力，必須要與臺灣佛教界建

立協助關係。因此，日臺佛教之間存在的語言的隔閡、信仰形式上的差異等問題

被重視，開始著手精通日語、了解日式佛教的臺籍人才栽培。 

     臺籍人才栽培，主要有學校教育以及透過師徒關係的傳統修行的兩種方法。

日治時期的人才栽培上，最有代表性的是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這間學校不但

日臺佛教人士共同籌設，校長以及教授都是由日臺雙方分擔擔任，而且畢業於該

校臺籍學生，頗有機會赴日繼續深造。因此關於以曹洞宗臺灣佛教中學林為中心

所展開的教育事業，已被許多學者加以討論。而如此透過學校教育所培育出來的

臺籍人士，較為專注於學術，與日本方面也多以文化交流的形式互動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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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而言，在寺院內受到師父的指導，透過師徒關係所培養出來的臺籍人士，

藉由修行、受戒等儀式過程，除了佛學素養之外，也傳授日本佛教儀典等信仰上

形式。他們的宗教特質較重，直接承繼師父的佛教脈絡，不過由於資料的不足，

過去以師徒關係為中心的人才栽培，很少被加以探討。 

本文整理朱朝明所遺留下來的來往書函，整理出日僧佐久間尚孝與臺籍弟子朱朝

明、朱朝明與其師兄小野寺隆孝之間的互動關係。此乃較為初步的研究，後續將

繼續探究日治時期臺灣佛教界中，透過學校教育所培育的新式人才，與通過師徒

制傳承佛法、儀典的臺籍佛教弟子，對於佛教思想、儀式、宗教改革等面向有何

異同，分別對臺灣佛教界帶來何種影響。 

  此外，透過本文之分析，可知日治時期日臺佛教交流下所產生的日僧與臺籍

弟子之關係，至戰後仍然留存並持續互動。而由本文所討論的朱朝明之例觀之，

可見以新竹寺為中心所出現的跨越時代與世代的日臺交流關係，且戰後朱朝明之

所以有機會取得養樂多在臺的經銷權，也與日僧居中牽線相關。由此可知，日治

時期藉由佛教脈絡所遺留下的臺日關係，在戰後可能以其他形貌，如：商貿、觀

光參訪等形式續存。至於以師徒制所傳承的日臺佛教關係，也不僅止反映在朱朝

明一人身上而已，而是可能深入許多臺灣的寺院之中，使得戰後臺灣佛教之發展

除了中國佛教的影響外，日治時期所留存的日本佛教影響也不可忽視，這些議題

皆有待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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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ese Buddhist Priest and Taiwanese Disciple 
Relations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Focusing on 

Sakuma Naotaka and Zhu Ming Chao in Xinzhu Temple 

Ikuko Oono 

Abstract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was one of the important tie for Japanese-Taiwanese 

Buddhism relations in the Taiwan Buddhist world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rule. 

Therefore, Buddhism education at that tim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of Taiwanese 

Buddhist scholars. However, was there another tie connecting Japanese and Taiwanese 

Buddhists other than school education? Fortunately, the author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Mr. Zhu Tai Zheng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study. Mr. Zhu Tai Zheng's father, Zhu 

Ming Chao, has plenty of experience in Buddhism because he had once studied under 

Naotaka Sakuma, the Japanese Buddhist in Xin Zhu temple. 

This study will attempt to analyze a mentor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Japanese 

Buddhist and his Taiwanese disciple via the original sources such as letters and 

photographs about the interaction with Naotaka Sakuma. These had been left by Zhu 

Ming Chao and further clarify the interaction of Japanese and Taiwanese Buddh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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