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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嘉仁

臺灣警棍術開創者
與長拳武藝傳承者

唐克杰

課程，唐克杰的父親係經營餐館，觀念較開

放，因此並不反對小孩子學拳練武。

一、國術的啟蒙

唐克杰自幼對國術充滿興趣，在小學三

年級即參加校內國術課程，奠定良好基礎。

年紀稍長時經同學之介紹，投入北派鑣師「

鎖喉槍」高手任承德門下，學習彈腿等北派

武術。

1935年小學畢業後，進入南京鍾英中

學。就讀期間，與數名同學耳聞市郊有一寺

廟和尚，法號一塵，俗名徐步潮，擅長武

術，功夫出神入化。衆人在好奇心驅使下前

往拜訪，但法師卻不予理會，唐克杰等人想

一見法師神奇武術，苦苦哀求下，法師遂同

意傳授拳術，並約定晚上10點之後在廟後空

曠之墳地練習武術。

壹、前言

唐克杰大師，為近代國術、警棍術的創

作者，若以中央國術館體系的國術傳承者而

論，更是中央國術館韓慶堂體系在臺傳承中

的佼佼者，韓慶堂體系在臺灣稱之為韓門，

韓慶堂弟子有所謂的韓門五虎，唐克杰為五

虎之一，其又精於警棍術、擒拿術，以及長

拳拳術、器械功法等北派長拳體系。來臺後

在警界服務長達30年，對於警察應用技能如

擒拿術、柔道、射擊、補繩術等技術，亦不

遑多讓。其一生致力於傳統國術之研究教學

及警察應用技能的研究，其主要著作為1970

年的《警棍術》，至今仍是警界的標準課

程；自1960年代，開始在許多大專院校指導

國術社團長達28年，作育英才無數；警界退

休後，在文化大學國術學系傳授國術長達20

年，為大專國術專業課程做出了重大貢獻。

學校退休後，持續在民間社團協助辦

理國術賽會與講習，並從事國術教學。其在

臺期間近一甲子，均為國術貢獻，桃李滿天

下，至今仍在國術界服務；對於在民間持續

從事國術教學與傳承，亦功不可沒，為臺灣

延續中央國術館武術、研發警察系統警棍術

的重要貢獻者與開創者。

貳、國術九段大師──唐克杰生平

唐克杰，原名宗水，1923（民國12）年

6月20日生於南京市莫愁湖南岸水西門的莫愁

路。由於南京為當時國民政府所在地，人文

薈萃，且武風盛行，尤其是國術的龍頭機關

──中央國術館就在南京的西華門，許多門

派武術家均匯集於此。當時南京「中央國術

館」積極推動國術運動，各級學校均有國術

圖1　唐克杰1968年代表臺灣前往馬來西亞表

演的團員照（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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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師徒的考驗

初期，唐克杰等人懷著無比興奮的心，

準時到廟後習武，然而，法師並無傳授拳術

套路，僅要大家站樁、練練馬步而已。日子

一久，法師的教學進度非常慢，而且常常沒

有出現。有時候，他們學得很起勁時，法師

卻常常突然失蹤，常常在約好的時間，總是

見不到法師前來教學。

經過大半年的光陰，法師總要讓他們等

個三、五次才會出現一次，而且每次只教個

「半招」，或站個馬步一小時，學生們的耐

性都快被他磨光了。於是這群原本熱愛武術

的孩子們，都在考慮是否繼續學習。

又過了兩三個月後，除唐克杰以外，

其他二人感覺法師沒有教學熱誠，幾個簡單

的招式就讓他們重複做了好多次，十點以後

還在恐怖的墳地上練拳。最後，兩個同學也

放棄習武了，僅剩唐克杰一人，依舊堅持準

時到場練習，勤練腰馬。其習武的熱忱感動

了法師，便開始傳授八步連環掌、九步連環

掌、四路査拳及各式刀、槍、劍、棍等技

藝，這就是國術常說的習武就是耐性與毅力

的考驗。

兵器方面，徐步潮法師教授一套太陰

刀及棍術。三年的師徒生涯中，徐步潮經常

嚴厲地教導唐克杰，那怕是一點點小錯都不

放過。唐克杰心裡明白師父是「愛之深，責

之切」，不論徐步潮如何嚴苛，唐克杰都一

一接受。唐克杰表示：「徐師父是我一生中

所遇到最嚴厲的一位老師，也是我的啟蒙師

父，他所教授的一招一式、至今難忘，仍歷

歷在目。」（註1）

三、啟蒙師父期許成為英雄豪傑

徐步潮老師平日除教授唐克杰武術與

武德之觀念外，也期許他能「以武技為國效

命，克服萬難，進而成為英雄豪傑」，因此

特賜名「克杰」字。

1937年日本對華發動戰爭後，並集結成

群機隊轟炸南京。不久，中央政府基於長期

抗戰需要，遷都重慶，唐克杰乃隨家人遷居

江北鄕下避難。往後數年間，他終日與田埂

爲伍，經常打拳舒展筋骨。1945年抗戰勝利

後，唐克杰返回南京，並順利考上「南蘇高

中」 就讀。1948年高中畢業後在家中幫忙生

意，因志不在商場，經任職首都警察廳特別

警備大隊大隊長的姑丈謝昌之引薦，進入南

京「首都警察廳」特別警備大隊服務，從事

文書辦事員工作。1949年4月20日，共軍攔腰

切斷長江防線，向南京逼進。三日後，對南

京外圍的江浦、浦鎭、浦口發動猛攻，國軍

撤防杭州。唐克杰乃隨同仁經杭州轉至福建

省，又再撤至海南島的海口市的警察局擔任

辦事員一職。

四、來臺後報考警校進入警界服務

唐克杰於1950年來臺，因人地生疏、語

言不通，曾到南部工作、從商一陣子，但志

不於此，因此來到臺北，希望能恢復警職，

但因證件遺失殆盡，一時無法安排正式職

務，後來只能在中山堂擔任警報器臨時管理

員。

圖2　竹劍為唐克杰老師在年少時練習的兵器，在兩岸

開放探親時，才由南京帶回臺灣，保存近80年 

（圖片來源：唐正倫提供竹劍；莊嘉仁攝影）

註1	 謝東發，〈警棍術宗師國術大師唐克杰──經典

套路薪火相傳〉，《臺北市國術會60週年紀念特

刊》，臺北：臺北市國術會，2011，28-37。

圖3　臺灣省警察畢業證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4　1950年代在新公園（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5　警棍術講師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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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管理員的期間，唐老師經常利用清

晨空檔到臺北新公園（今228紀念公園）練

練拳、活動筋骨，剛好被在新公園教授國術

的警察學校教官韓慶堂教官看見。韓老師見

唐克杰練習的拳術與基本功不錯，就跟唐老

師閒話家常，韓教官聽聞唐老師的工作狀況

不順利，便鼓勵唐老師報考警校，於是唐老

師在1952年重新報考臺灣省警察學校第十九

期班就讀，也因為與韓老師之緣分，重新與

韓師學習長拳，成為韓門武藝的傳承者，並

考試通過進入員警學校受訓，畢業後，唐老

師被分派到臺北市警察局服務。唐老師在臺

灣的警界與武術界能有優異的成就表現，韓

慶堂老師功不可沒。自1953年警察學校畢業

後，即擔任警察學校警棍術講師，也在警察

學校、中央警官學校及憲兵司令部擔任國術

教官，在警界服務長達30年。

五、韓門五虎

唐克杰來臺後，在機緣下與韓慶堂大師

學習中央國術館所傳承的武術與韓老師專長

的長拳，由於韓慶堂（註2）是第一位在臺

灣大專院校成立國術社團的國術老師，其後

亦創立多所大專國術社團，並擔任國術社團

指導老師，也在警察學校、警官學校擔任教

官，所以當時跟隨的大弟子包括沈茂惠等人

都經常跟隨韓慶堂四處教拳。韓慶堂當時工

作地點為警察學校，課餘時間則在新公園、

植物園、臺灣大學等地傳授武藝，也因為這

樣，韓慶堂老師招收到很多學習者，韓慶堂

老師將勤學向上的學員收為門下弟子，唐克

杰老師在第二期拜入韓慶堂老師門下。韓老

師對於門下弟子都會積極傳授，唐克杰在往

後的十餘年間，先後學習連步拳、十字趟、

埋伏拳一路及二路、擒拿對打、太祖長拳、

三路炮拳、八卦單刀、七星刀、三才劍（對

劍）、昆吾劍、戚門劍、楊家槍、六合槍、

少林槍、大刀進槍、棍對棍、雙匕首進槍、

雙刀進槍、三節棍進槍等等數十個套路，另

外韓師視為壓箱寶的七星劍、梨花槍（離滑

槍）等傳統武學上不輕易傳授、幾近失傳的

經典套路，韓老師也都傳授給唐克杰老師。

（註3）

訪問唐克杰老師時，他回憶當時，與

韓慶堂老師在臺北新公園認識，韓老師建議

他報考警校，之後即開始跟隨韓老師學習武

術長拳，學習的地點主要在新北新公園，植

物園及柳州街警察宿舍，有時間也會跟隨韓

老師當助教，這期間學習者愈來愈多，當韓

老師要正式開門收徒時，唐克杰自知自己經

濟狀況還未步上軌道，雖然有意願拜入韓老

師門下，同時期的沈茂惠師兄知道唐老師狀

況，因此表示願替唐老師出敬師禮，當時大

家的經濟狀況都不是很好，因此唐老師沒有

接受沈茂惠的協助，但對沈老師的情義相

挺，念念不忘至今；之後唐老師在第二期才

正式拜入韓慶堂老師門下。（註4） 

1953年6月，臺海戰雲密佈，氣氛緊張，

臺灣省國術會爲慰問常年戍守疆土之三軍將

士，組成「國術勞軍團」，聘中央國術館名

師韓慶堂爲指導。唐克杰在師父召喚下，與

同門師兄弟姜長根、沈茂惠、王建緒、孟顯

明、傅松南、董玉珍及其他國術界同道吳體

胖、劉木森、顧忠年、龔爾康、王化龍等友

人遠赴離島公演國術，曾巡迴澎湖、高雄、

嘉義等營區，歷時一個月，所到之處受到官

兵熱烈歡迎。沈茂惠、唐克杰、姜長根、 王

建緒、孟顯明等五人，因身手不凡經常參與

各項演出，媲美七俠五義中之「五義」，被

國術界稱爲「韓門五虎」。（註5）

唐克杰老師於警界服務期間，也在各大

專院校擔任國術社團教練，作育英才無數；警

界退休後，因吳文忠主任之力邀，進入中國文

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擔任講師長達20年，也在

學校國術社團擔任教練以及中華國術會與臺北

市國術會等組織擔任表演組長與顧問等職務，

至今仍在民間傳承國術。（註6）

註2	 韓慶堂老師相關資料請參照莊嘉仁、楊正隆、韓

基祥，〈臺灣警察武與學校國術開創者──韓慶

堂〉，《臺灣百年體育人物誌》第三輯，張素珠

主編，臺北：臺灣身體文化學會，2008，122-143

。

註3	 謝東發，〈警棍術宗師國術大師唐克杰──經典

套路薪火相傳〉，28-37。

註4	 唐克杰，臺北自宅，2014年12月12日。訪問人莊嘉

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副教授。

註5	 張伯夷，〈臺灣國術名人錄──唐克杰〉，《力

與美》，122（臺北，2000.06）：84-95。

註6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臺北：武

壇雜誌社，2004，40-47。

圖6　1955年香港來臺參加勞軍團拜訪韓慶堂老師（前排右2）、後排右4唐克杰（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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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事蹟分述如下：

一、積極參與國術競賽與表演

（一）參與國術競賽與表演

唐克杰老師習武目的是以強身健身自衛

為取向，因此偶而也參加國術競賽，其中，

最具規模的是1955年中國國術比賽，唐克杰

老師參與了國術表演競賽，也參加第八屆、

第九屆、第十屆全省運動會的國術表演。此

外，唐克杰對於社會服務也相當具有熱誠，

包括在1953年隨同韓慶堂老師前往各地勞

軍。

六、尋訪名師

1966年，唐克杰曾經跟隨韓慶堂老師

到臺中拜訪高芳先將軍與武紹林老師（武老

師原住桃園，後來也搬到臺中），因欣賞兩

位老師的武術風采，在韓老師之引薦下，唐

老師只要有時間就在星期六中午下班後，下

午背包一背就前往臺中與高芳先和武紹林兩

位大師學習，從週六晚上練習到週日晚上再

回臺北，由於兩位老師都是青島武館的武術

高手，唐克杰老師的六合棍、連五掌、劍對

槍、雙鉤、雙劍就是在那時學習的。1950年

代韓慶堂大師與王松亭大師都在新公園教

拳，在韓老師的引薦之下，唐老師也與七星

螳螂拳名家王松亭學習螳螂拳。

唐老師對武術的喜好簡直讓人難以置

信，套路一套一套的練，只要看到喜好的都

會想跟對方學，當然習武者也想學唐老師的

套路，所以唐老師的套路，有很多是交換學

習而來的；尤其後來在很多的國術活動中，

唐老師大多是表演組組長，接觸到更多的名

家，因為喜歡唐老師的為人，也就跟唐老師

互學套路。唐老師最常提到交換學習的例

子，就是以一套三才劍換到楊紫垣（註7） 

老師的盤龍棍（註8）和小虎燕，當時有幾

位老師知道楊紫垣老師跟唐老師互學套路，

也去跟楊老師互換盤龍棍，盤龍棍現在經常

出現在比赛場就是與那時的互換有關。唐老

師還提到幾套重要套路的來源：孫紹棠的孫

臏拳、北派昆吾劍、五路、六路查拳；諶輝

雄的九節鞭、初級拳對打、三節棍、刀裡加

鞭；武紹林的二路查拳、六合棍、行鉤、連

五掌、梢子棍等。（註9）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唐克杰從1953至1984年，長達30年在警

界服務。擔任警察期間即開始研發警棍的相

關功能，1963年發明四用警棍獲得經濟部中

央標準局的專利，1971年出版《警棍術》，

成為警察學校的指定教材，並擔任警察學校

與警官學校的警棍術教官。

學校國術社團方面，唐老師從1958年即

擔任憲兵司令部的軍官團國術教官、保二總

隊的國術教官及多所大專院校的指導老師，

指導過的學生與軍警人員數以萬計。

社會服務方面，1968年，唐克杰獲選

成為中華民國國術表演團團員，遠赴馬來西

亞表演，奠定的國術表演的基礎；1970年擔

任臺北市國術會表演組副組長並開始接觸表

演事宜，1971年改任中華國術會的表演組組

長，1979年則擔任第一屆亞洲國術錦標賽表

演組組長。自文化大學退休後，持續在臺北

市國術會擔任顧問，為國術貢獻心力。

唐老師除了在國術表現優異外，在射擊

方面也是有獨到之處，在1970年曾經獲得全

國手槍射擊比賽冠軍，相當傑出。

1983年到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擔任專

任講師，直到2002年才正式退休，服務長達

20年。（註10）

圖7　1958年憲兵司令部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8　臺灣省第八屆全省運動會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9　1955年中國國術比賽大會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註7	 楊紫垣字耀臣、號劍秋，祖籍山東省高密縣景芝鎮

南院村，1912年生，精通山東武藝，在臺北松山開

設「劍秋武館」，培育許多國術名家。資料來源：

吳周昇，〈82歲螳螂拳及孫臏拳名師楊紫垣〉，《

力與美》，33（臺北，1993.01）：54-64。

註8	 「盤龍棍」也有人寫成「蟠龍棍」。

註9	 謝東發，〈警棍術宗師國術大師唐克杰──經典

套路薪火相傳〉，28-37。

註10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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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選中華民國國術代表團

在唐老師歷年的國術表演之中，最值得

一提的是1968（民國57）年10月到馬來西亞

的表演。1968年10月，馬來西亞雪州「精武

體育會」及「社會學術研究所」，力圖振興

馬來西亞的國術尚武精神，便聯合支持國術

的華人工商團體，在吉隆玻舉行「東南亞華

人武術表演大會」，並致函我國政府，促請

我國國術專家前往示範表演，振興馬國的中

華國術。

教育部鑒於此次行程乃政府遷臺後中

華國術首次赴國外表演，並且以國術宗主國

之地位受邀，因此指派「中華民國技擊委員

會」組團。技擊委員會主委胡偉克將軍認為

茲事體大，必須遴選一批國術菁英及各門各

派具代表性的人物，方能技服馬國武術界。

所以選手的選拔，均由老一輩的國術大師推

薦，從全臺的高手中精挑細選，再經由國術

界大老投票決定。這支國術代表隊一共選了

七人，胡偉克將軍因有軍人身分無法出席，

改由八極拳大師劉雲樵先生擔任領隊，隨隊

教練諶輝雄，隊員唐克杰、姜長根、徐紀、

蘇焜明及本土老拳師廖五常共七人。

應邀單位除了我國代表隊之外，還有來

自各國、各門派的高手，包括來自臺灣、香

港、沙勞越、南馬、北馬、中馬及西海岸等

區域的武術名家及團體，表演節目多少也都

含有相互較勁的意味，使得演出過程十分精

彩，表演地點選在雪州的精武體育館及馬來

西亞國家體育館舉行。唐老師除了身負表演

北派長拳、瘋魔棍、楊家槍、滾堂雙刀及七

星劍的重任外，也統籌安排全隊節目流程順

序；由蘇焜明的「白馬下山」開場，將單練

及對練，拳術及器械，各門各派的武功，交

互穿插，安排進行，這使得全場節目一氣呵

成、緊凑精彩，觀眾看得不斷拍掌叫好，著

實讓馬國人民開了眼界。（註11）

1968年12月13日，馬來西亞南洋商報，

刊登「東南亞華人武術大表演」時，即以唐

克杰老師的七星劍英姿照片做為報導。國術

隊的表演一舉成名、造成轟動，各報章媒體

天天報導中華隊的表演及人物專訪，尤其對

於唐老師的表演特別讚許，並大幅報導他的

故事，這些報導傳回臺灣後，震撼整個臺灣

的國術界，也使他們七人回國後受到國人的

讚揚與喝采，也為臺灣國術界做了一次成功

的國民外交。

圖10　臺灣省第九屆全省運動會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2　唐克杰與社團學生參加第六屆國術觀摩表演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3　中華民國國術代表團出發前往馬來西亞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1　臺灣省第十屆全省運動會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註11	 邱定一，〈「韓門五虎」七十歲唐克杰的武事與武藝

（中）〉，《力與美》，24（臺北，1992.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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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明四用警棍、出版《警棍術》對警界

貢獻良多

（一）發明四用警棍

唐克杰在警界服務期間，非常具有研

究精神，認為警棍的功能不應只有一種，而

警察需要攜帶的配備很多，如果能將警棍結

合警察須經常攜帶的裝備，可以減輕裝備，

因此唐克杰在1963（民國52）年研發四用警

棍（棍子、哨子、瓦斯槍、指揮棒），1964   

（民國53）年取得專利。當時曾經製造幾支

成品，測試效果不錯，可惜的是，當時生產

製造需要發明者自己出錢製造，在官方成本

考量下，始終沒有大量製造，甚為遺憾。   

（註12）

（二）出版《警棍術》，成為警界正式教材

警棍是政府配給警察的制式裝備，當時

警察為了查戶口、交通指揮、打擊罪犯，並不

是所有的警察都會配給手槍，為了讓民眾安

心，一般基層員警都只配備警棍，然而，只有

配給警棍卻無實際應用操作技術手冊；在1960

年代左右，警務處長郭永前往日本警政單位訪

問，發現日本警察必須學習的技術很多，如

合氣道、柔道、劍道、短棒術等，然而，臺灣

的警察僅學習擒拿術與摔角術與柔道而已，因

此，郭永處長回臺後，由省警務處通令全省徵

求教材。唐老師得知這個訊息後，即著手開始

編寫，利用業餘時間將多年擔任警察的實務經

驗，融合國術中之防衛、擒拿、逮捕術等實際

運用技巧要領，大約編寫近兩年完成，該教材

於1971年9月自行出版《警棍術》一書，內政

部臺內字第3880號。送警務處審查。當時送審

註12	 唐克杰，面訪，臺北自宅，2015年8月18日。訪問

人莊嘉仁。

圖14　東南亞華人武術表演大會海報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5　1968年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報導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6　東南亞華人武術大表演之臺灣團員（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7　四用警棍專利證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18　1971年唐克杰出版之《警棍術》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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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棍術教材約有7～8版本，經過專家審查，

一致認為唐克杰的版本最佳，因此唐克杰的 

《警棍術》成為警察機構的教材，此書將警棍

之使用方法與技術做一有系統的介紹與說明，

內容共分七章，對攜帶法、使用法、攻防法、

拘捕法、持棍反制法、徒手反制法等各種動作

要領詳加說明，也因為如此，唐克杰開始成為

警察學校的警棍術教官，至今，警察學校仍沿

用唐克杰所編著的警棍術教材。（註13）

「警棍術」為員警配戴警棍，執行任務

時最簡便有效的應用技術，為當時第一線員

警提供了極佳的技術保障，這套教材後來由

警務處出版成為教材，於1971（民國60）年10

月獲内政部（60）臺內警字第419372號令核准

試行。《警棍術》自1971年起沿用至今，現仍

為國内僅有且最普及的實用警棍教材，《警

棍術》近40年來亦為警界、警校必修的課程之

一。當時唐老師因這套教材的核准使用，開始

被臺灣省警察學校、中央警官學校聘任為警棍

術講師、教官。

（三）在警察機構傳授相關技術

 在《警棍術》通過警務處的審查後，「

警棍術」成為警察必修的課程，因此唐克杰

老師開始在警察學校與中央警官學校擔任警

棍術與警械教官，一般警察也都需要定期回

到警校的技術幹部訓練班，再接受警棍術課

程複訓。

唐老師除了擔任警棍術教官之外，也在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服務；也經常參加警務處

為加強員警執勤能力的技術幹部訓練班（一

期三個月），接受柔道、擒拿、射擊等應用

技能的訓練，柔道訓練也獲得二段的實力。

結業後，因有國術基礎，表現優異，即調任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技術教官，負責規劃及執

行臺北市全部員警的技能訓練，包括柔道、

擒拿、射擊與警棍術的訓練業務。口頭訪問

時，唐老師展示的警棍術教案，係由唐老師

自行製作並經師母的縫製，至今仍保存良

好。（註14）1968年開始，唐克杰老師在臺

灣省保安警察第二總隊擔任太極拳教官；自

1975年開始，在臺灣省警察學校擔任警棍術

講師；從1972年開始，在中央警官學校擔任

警棍術教官。

（四）獲頒「特別榮譽狀」

1963年3月，唐克杰以研製「四用警棍」

優良事績，獲得臺灣省政府委任爲臺北市警

察局一等警員，更以專業講師一職，教授員

警擒拿術及警棍術。1964年8月，「四用警

棍」獲經濟部中央標準局認證，視為專利產

品。1965年3月，臺灣省警務處為表彰研製

四用警棍的傑出表現，榮獲全省模範警察獎

狀。

1965年3月22日，「表揚好人好事運動推

行委員會」為表揚唐克杰在任職警察期間為

人民保母之模範，對匡正人心、造福社會功

效至大，特專函致賀。1968年11月5日，唐克

杰擔任臺北市警局技術教官達11年以上，獲

臺灣省警務處提報為「五十七年度優良警察

教育人員」，獲處長羅揚鞭將軍頒發獎狀。

圖19　唐克杰在警官學校教授警棍術（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1　五十四年度全省模範警察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圖20　唐克杰保存的警棍術教案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2　五十七年度優良警察教育人員獎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註13	 唐克杰，面訪，臺北自宅，2015年8月18日。訪問

人莊嘉仁。

註14	 唐克杰，面訪，臺北自宅，2014年12月12日。訪問

人莊嘉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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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各機關學校傳授課程，桃李滿天下

唐克杰大師在官方機構傳授軍警技術

外，也在各級機關學校擔任國術或技擊防身

術的指導老師，可稱得上桃李滿天下。

（一）在各級學校與機構擔任國術教官或社

團老師

唐克杰老師除了在警界服務之外，從

1958年，即接到憲兵司令部軍官團國術教官

的聘書後，陸續在各大專院校及公家機構擔

任國術教官或指導老師，1964～1991年在中

興大學法商學院擔任中興國術社指導老師長

達28年、1966年在臺灣省立師範大學（現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創立國術研究社、1978年

在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擔任國術社指

導老師、1982年在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創立國

術社、1983年在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擔任

女子制暴護身社指導老師並推展國術、1986

年在國立陽明醫學院擔任國術社指導老師。

（二）在體育院校教授國術課程

1928年中央國術館成立於南京，許多

在臺的國術專家一直寄望能在臺灣重新恢復

中央國術館，但一直無法獲得官方的首肯，

直到汪敬煦將軍擔任中華國術會理事長，為

促進國術的發展，期望能在大學設立專業國

術系所，直到1983年文化大學創辦人張其昀

支持在中國文化大學（以下簡稱文化大學）

體育系下設立國術組，邀請剛從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退休的吳文忠教授擔任系主任。吳文

忠是中央國術館體育專科學校畢業的校友，

與中央國術館有其淵源，因此吳文忠接下主

任一職，開始邀請國術專家前來協助。初

期，吳文忠即邀請中央國術館畢業的傅淑雲

前來擔任專任教師；另外，吳文忠在臺灣師

範大學期間認識唐克杰老師，也見到其在國

術方面的表現，又國術組成立初期，唐克杰

剛好從警察單位退休，便邀其擔任文化大學

體育系國術組的專任技術教員。1986年升任

為專任技術講師，從1983年開始，直到1994

年屆齡退休，才改聘為兼任技術講師，直到

2002年才真正退休，於文化大學國術系服務

近20年。在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草創期

間，國術前輩有傅淑雲（中央國術館畢業）

、孟昭勳（專長白猿通臂拳）、劉雲樵（專

長八極拳）、范之孝（中央國術館畢業專長

小紅拳、青萍劍）、常東昇（專長摔角）、

賀順定（專長八卦掌、形意拳）、張敦熙（

專長太極拳）、王鳳亭（專長功力拳、耙子

拳）、孫紹棠（青島國術館，專長孫臏拳、

查拳）、王大琛（中央國術館）、陳天一（

河南國術館）、唐克杰（韓慶堂的長拳體

系）、翁啟修（專長摔角）、朱玉龍（專

長摔角）等名家都在文化大學國術組服務，

然而，初期僅有傅淑雲老師與唐克杰老師為

專任技術講師，而且只有唐克杰老師擔任專

任技術講師長達11年，教授的國術項目以長

拳為主，包括三路砲拳、小虎燕、復興拳、

連步拳、一路埋伏拳、二路埋伏拳、八卦單

刀、七星刀、昆吾劍、楊家槍、單刀進槍、

行鉤等套路，也曾經擔任針灸課程的講師。

（註15）

圖25　臺灣省利師範大學國術研究社

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3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聘書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4　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國術社聘書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6　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聘書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表1 唐克杰老師指導的學校與機關

年代 學校名稱與機構 年資

1964～1991
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擔任中興國術社指導
老師

28年

1966～1968 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創立國術研究社 3年

1968～1970 保二總隊太極拳教官 3年

1972～1973 中央警官學校警棍術課程教官 2年

1977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國術社指導老師 1年

1978～1994 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體育教師 17年

1978～1984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 7年

1982～1983 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創立國術社 2年

1983～2002 中國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專兼任講師 20年

1983～1985
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擔任女子制暴護
身術社指導老師

3年

1986～1991 國立陽明醫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6年

1989～1995 臺灣省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7年

註15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4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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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柔道及國術教練裁判、針灸講習

唐克杰老師來臺後，除了跟隨韓慶堂學

習國術外，對警察應用技能也都願意投入學習

研究，包括學習柔道，且在1970年晉升柔道二

段。1975年擔任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筋骨學

術組委員，也在1988年當選針中國針灸學會監

事及1992年擔任針灸研習班教授。

（四）在民間持續推展國術活動

唐克杰老師來臺後，跟隨韓慶堂大師在

警察學校服務，亦先後在臺灣師範大學、成

功大學、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政治大學教授

其北派武術，並培養出眾多優秀弟子。尤其

自文化大學退休後，仍持續在民間從事國術

相關活動，包括協助臺北市的裁判與教練工

作；2008年也開始在民間無私地繼續教學，

傳承後進，這期間包括中興大學法商國術社

的學生謝東發、莊俊達，以及筆者（文化大

學國術組畢業）等人也都持續跟隨唐老師學

習長拳武術多年；其次子唐正倫從文化大學

國術組畢業後，亦在文化大學、國立體育大

學、中華國術會表演團等地擔任教練，2003

年元月，唐正倫夫妻在臺南的關廟開設力行

武館，傳承唐克杰老師武藝，唐克杰老師雖

然住在台北，也經常南下指導後進（註17）

。2014年唐克杰老師受政大盃暨國際武學名

家展示會之邀請表演楊家槍（註18），同年

12月擔任103學年度度大專校院國術錦標賽的

審判委員，至今仍持續為國術界奉獻專業與

心力。

唐老師為人和善，又因為可以教授的課

程很多，因此都讓其他老師選完課程後，其

餘課程再由唐老師負責，尤其很多冷門課程

都是由唐老師負責。此外，也在文化大學與

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的一般體育課程中教

授防身術、太極拳等課程，在臺北市立體育

專科學校服務也長達17年。而唐老師在文化

期間印象深刻的是，文化大學受邀參與1992

年的國慶表演，那一年動員所有的學生與老

師，由孫紹棠與唐克杰兩位老師負責編排節

目，成功的對外宣傳當時的文化大學體育系

國術組；唐老師退休後最感到欣慰的是，在

各大國術競賽場合，不管是臺北市舉辦的菁

英盃國術賽、高雄市舉辦的港都盃國術比賽

或中華國術會舉辦的競技武術選拔賽、全國

賽、亞運武術賽上，文化大學國術系畢業生

都曾經獲得很好的成績，也都在國立體育學

院、臺灣體育學院、臺北市立大學等專業體

育科系為國術傳承而努力，而在民間傳承者

也都已經擔任教練，獨當一面，帶領著國術

新血繼續在國術界努力。（註16）

圖28　唐克杰老師與文化師生合影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7　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聘書1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29　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感謝狀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30　中國針灸學會教授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31　臺灣省體育會柔道二段證書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註16	 唐克杰，面訪，臺北自宅，2015年8月18日。訪問

人莊嘉仁。

註17	 唐正倫、楊靜媚，面訪，臺南力行武館，2015年7

月22日。訪問人莊嘉仁。

註18	 《2014政大盃暨國際武學名家展示會》，臺北：臺

灣傳統武術太極拳刀劍桿散手協會，2014，DVD。



0 8 8 0 8 9

臺灣警棍術開創者與長拳武藝傳承者－唐克杰

（五）近年的雜誌與國術刊物報導

唐克杰老師除了在學校社團、軍警單位

的教學外，對自己的子女也是一視同仁，四

個子女也都持續練習國術。也因為唐老師對

國術界的貢獻，引起一些媒體的報導，包括

《翡翠雜誌》在1989年的228期報導臺灣國

術界的第一家庭，介紹唐克杰老師的習武歷

程與家庭；中華民國國術會的《力與美》雜

誌23～25期也曾經由邱定一記者專題報導、   

《力與美》雜誌的122期則由張伯夷撰寫〈臺

灣國術名人錄──唐克杰〉。

四、長期參與相關研習、協助國術團體推展

國術

唐克杰老師在警界服務期間就積極參與

各項研習，包括柔道、針灸、射擊、警棍術

等研習或幹訓班訓練，也取得相關證照，進

而擔任講師與教官，此外國術的裁判與教練

制度在當時都是草創時期，臺北市國術會與

中華民國國術會陸續開辦國術的教練、裁判

講習，中華國術會為了承辦世界盃國術錦標

賽，也舉辦了第一屆的國術國際裁判講習，

進而協助相關國術會推展國術與比賽。

（一）在各級國術團體擔任表演組組長與競

賽組組長

1970年，唐克杰從馬來西亞表演回來

後，開始受聘擔任臺北市國術會的表演組副

組長，展現推動國術活動展演的能力；1978

年，唐克杰受中華國術會之邀擔任第二屆世

界錦標賽大會籌備會表演組組長、1979年

擔任中華國術第一屆亞洲錦標賽表演組組

長、1983年擔任中華國術第四屆世界盃錦標

賽表演組組長，1986年擔任中華國術第五屆

世界盃錦標賽表演組組長，1988～1990年，

擔任中華國術會第二屆、第三屆、第四屆中

正盃國術錦標賽表演組長，1992年擔任中

圖36　2015年與唐克杰老師在臺南力行武館訪問後合影（圖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圖35　唐克杰老師於家中親自示範自行改良

的兩節槍（圖片來源：莊嘉仁攝影）

圖34　筆者訪問唐克杰老師與沈茂惠老師

（圖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圖33　在唐克杰老師家進行訪談  

（圖片來源：莊嘉仁提供）

圖32　2014年唐克杰老師於中正紀念堂親自示範楊家槍

（圖片來源：莊嘉仁攝影）

圖37　1989年翡翠雜誌報導（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38　第二屆世界錦標賽大會籌備會表演組

組長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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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國術第七屆世界盃錦標賽大會表演組組

長，1996年擔任中華國術國際聯盟總會之中

華國術第八屆世界盃錦標賽表演組長，1997

年擔任中華民國國術總會第十一屆中正盃國

術錦標賽表演組長等，此後陸續擔任各大比

賽的表演組或競賽組組長，累積不少表演的

經驗。唐老師認為國術要推廣需要透過表演

方式呈現，表演和練習與傳承不同，練習與

傳承要完整保存，表演則需要依時間、場

地、環境、音樂節奏等做改變；練習與實用

也不同，學習者要懂得變化，拳是死的，人

是活的，不可固執將練與演混用。（註19）

（二）取得相關國術證照

臺灣光復初期並沒有明確的國術規則，

評判上常常出現問題，1951年第六屆全省運

動會就有國術表演賽，在1955年中華全國技

擊委員會成立後，才開始著手規則的擬定，

直到1957年正式的「國術規則」才出爐；然

而，當時的規則是以擂臺賽與摔角的規則為

主，並沒有針對國術套路進行制定規則，所

以包括第九屆、第十屆等省運會國術比賽都

只有徒手賽與摔角賽，1969年第廿四屆全省

運動會才正式增加國術套路表演賽，1971年

臺灣省主席盃國術賽，也將套路演練納入正

式比賽項目，（註20）因此臺北市國術會在

1970年開始舉辦第一屆國術裁判講習，唐老

師立即參與此一講習並取得第一期的國術裁

判資格。

1982年，中華民國國術會打算舉辦世界

國術錦標賽，當時的理事長汪敬煦有感於國

術競賽的裁判並沒有國家級與國際級的裁判

與教練證照，因此中華民國國術會在1982年

3月15日，於新店清溪山莊舉辦「第一屆中華

國術國際裁判訓練班」講習，當時除了唐克

杰參加外，參與的同門師兄弟還有沈茂惠、

姜長根等人。同年12月，中華民國國術會舉

辦「第一屆國家級教練講習」，唐克杰也取

得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一屆國家級教練證書。

陸續在1992年擔任全國中等學校第一屆國術

錦標賽國術裁判、1993年擔任81年學年度大

專院校國術錦標賽裁判、在1994年擔任83年

度臺灣區運動會國術裁判以及在2002年退休

後繼續在臺北市及高雄市的國術競賽中擔任

審判委員的工作，尤其在2015年唐老師身體

不適休養期間，仍持續前往臺北市舉辦的菁

英盃國術比賽擔任審判委員，其對國術的關

心與精神，令人感佩。

註19	 唐克杰，面訪，臺北自宅，2015年8月18日。訪問

人莊嘉仁。

註20	 莊嘉仁，《臺灣武術的發展與變遷》，96-98。

圖39　中華國術第七屆世界盃錦標賽大會表演

組組長聘書（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40　臺北市國術會表演組聘書（圖片來源：

唐克杰提供）

圖41　臺北市國術會裁判講習證書（圖片來源：

唐克杰提供）

圖42　中華民國國術會國家級教練證書（圖片來源：

唐克杰提供）

圖43　中華民國國術會國際裁判證書（圖片來源：

唐克杰提供）

圖44　中華民國國術會舉辦「第一屆國家級教

練講習」（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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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加射擊比賽

唐克杰老師除了國術之外，擒拿術、警

棍術、柔道、補繩術都有涉獵，尤其手槍射

擊技術也都有獨到見解與研究，一般人都是

採用單眼瞄準，而唐老師是用雙眼瞄準，卻

是出奇的精準，除了通過警察的射擊考核之

外，也參加射擊比賽，1970年4月15日《中華

日報》報導：

中華全國射擊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射擊

比賽，中火手槍昨天於石牌保一總隊

靶場比賽完畢，全國射擊好手共32人

參加，各組比賽結果為：團體甲組（

一）臺灣省警務處2195分（二）臺北

警察局2111分（三）臺中市警局1652

分；團體乙組（一） 臺北警局2085

分（二）新竹縣警局1977分（三）保

二總隊1743分；個人甲組（一） 鄭積

森561分（二）張慶勳577分（三）陳

中剛545分……；個人乙組……；個人

丁組（一）唐克杰524分（二）許日成

521分（三）蔡商仁501分（四）陳仁

富472分。（註21） 

1970年，射擊成績達到第六屆亞洲運動

會射擊選拔標準而入選；1976年11月8日臺

北市警局射擊比賽，唐克杰就獲得手槍組冠

軍，接受當時局長的表揚。

肆、結語

唐克杰老師從小開始就歷經傳統武術的

薰陶與訓練，雖然顛沛流離來到臺灣，幸遇

名師韓慶堂的指導，傳承其中央國術館的武

術；進入警察教育體系後成為一般警員，但

不因此為滿，認為自身能力應該可以貢獻社

會，研發四用警棍開啟了為警械技術研發器

材的使命，也為日後臺灣警界研發警棍術，

並擔任教官教授警棍技術，提升警察的防衛

與逮捕能力，為臺灣近代警察應用技術教育

的貢獻者；除了警棍技術外，亦活躍於民間

國術社團，除了在中華國術會擔任訓練組與

表演組組長外，也在臺北市國術會擔任表

演、教練、裁判、競賽組組長等職務，協助

了國內許多國術競賽事宜。其對傳承國術也

有很高的使命，利用警察下班閒餘時間至各

大專院校教授國術，如在中興大學法商學院

國術社，擔任指導老師長達28年，也在文化

大學國術學系服務近20年，其間培育無數國

術種子與專業人才，是真正的國術教育家。

自學校退休後，唐克杰老師持續在民

間社團協助辦理國術賽會與講習以及從事國

術教學，將在臺近一甲子的時間均貢獻給國

術，桃李滿天下，至今仍在國術界服務，持

續在民間從事國術教學與傳承，功不可沒，

為臺灣延續中央國術館武藝、長拳體系及研

發警察系統警棍術的重要貢獻者。

（後記：感謝唐師母在這對段時間協助

整理唐老師的文件、照片及相關證書，許多

歷經50年的文件依舊保存良好，著實令人感

佩，此外也非常感謝唐正倫、楊靜媚、謝東

發等人提供相關紀錄資料與唐克杰老師年輕

時練習的兵器提供拍攝，特此一併致謝。）圖45　2015年11月菁英盃國術比賽，唐克杰老師前往擔任審判委員（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46　1970年《中華日報》報導手槍比賽成績

（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圖47　1976年臺北市警局射擊比賽，唐克杰就獲

得手槍組冠軍（圖片來源：唐克杰提供）

註21	 〈中火手槍賽　成績已揭曉〉，《中華日

報》，1970.04.15，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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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唐克杰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23 12 出生於南京市莫愁湖。

1932 21 9 啟蒙學習國術，跟隨任承德學習北派武術──彈腿。

1935 24 12 就讀南京鍾英中學，跟隨徐步潮法師學習武術。

1937 26 14 對日戰爭爆發，隨家人遷居江北鄉下避難。

1945 34 22 戰爭結束返回南京，並考上「南蘇高中」就讀。

1948 37 25
南蘇高中畢業。

進入南京「首都警察廳」特別警備大隊服務，從事文書辦事員工作。

1949 38 26 共軍進逼南京，隨單位至福建再轉至海南島海口市擔任警察局辦事員。

1950 39 27 國共戰況激烈，國軍撤守海南島，唐克杰乃隨部隊來臺。

1952 41 29 4月重新報考「臺灣省警察學校」第十九期班。

1953 42 30 1953年臺海戰雲密佈，臺灣省國術會籌組國術勞軍團，唐克杰等人均加入公演。

1953 42 30

5月12日從臺灣省警察學校第十九期警員班畢業分發至古亭分局南昌派出所服務。

6月與國術勞軍團前往各地勞軍。與師兄弟等五人共同表演，被國術界稱為韓門五虎。

10月31日參加臺灣省第八屆全省運動會國術表演成績優良。

1954 43 31 10月25日參加臺灣省第九屆全省運動會國術表演成績優良。

1955 44 32
6月25日參加中國國術比賽之國術表演競賽。

10月25日參加臺灣省第十屆全省運動會國術表演成績優良。

1958 47 35
2月6日擔任憲兵司令部國術教官。

12月13日臺灣省警務處技術幹部訓練班第二期結訓。

1962 51 39 11月6日在臺北市設立健衛國術館。

1963 52 40 4月升等一等警員（52）府字甲第30110號

1964 53 41
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1964～1991）。

8月13日獲得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專利證書──四用警棍。證書字號：臺專字第2036號

1965 54 42
獲臺北市警察局提報爲年度「全省模範警察」，獲省警務處長周中峰將軍頒發「特別榮譽狀」。

6月20日擔任菲律賓中華興漢國術館第一屆顧問。

1966 55 43
3月25日擔任臺灣省立師範大學國術研究社指導老師。

前往臺中與高芳先與武紹林學習武術。

1967 56 44
11月22 日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12月19日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術研究社指導老師。

1968 57 45

1月15日受聘擔任臺灣省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太極拳教官。

11月5日獲得臺灣省警務處的優良警察教育人員表揚。

12月11～14日代表教育部赴馬來西亞宣揚國術。

1969 58 46 中華全國技擊委員會改組成立國術委員會，受聘為副總幹事。

1970 59 47

2月12日受聘擔任臺北市國術會表演組副組長。

3月28日臺北市國術會國術裁判第一期合格。

5月24日取得柔道二段。

受聘擔任臺灣省保安警察第二總隊太極拳教官。

中華全國射擊委員會舉辦的全國射擊比賽獲得個人丁組冠軍。

1971 60 48
9月自行出版《警棍術》一書，內政部臺內字第3880號。

10月由臺灣省警務處出版《警棍術》一書，内政部（60）臺內警字第419372號。

1972 61 49

3月24日擔任中央警官學校督察幹部講習第四期警棍訓練考察法課程教官。

4月27日擔任中央警官學校督察幹部講習第五期警械訓練考察法課程教官。

擔任臺北市第六屆運動會國術裁判工作。

擔任中華全國技擊委員會副總幹事兼表演組組長。

1973 62 50
1月8日中華射擊比賽乙組第一名。

4月25日擔任中央警官學校督察幹部講習第八期警棍訓練考察法課程教官。

1974 63 51
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訓練組副組長。

6月8日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四屆監事。

1975 64 52

9月19日擔任臺北市中國醫藥研究會筋骨學術組委員。

11月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一屆世界觀摩及擂臺邀請賽大會總務組組長。

12月1日擔任臺灣省警察學校警棍術講師。

1976 65 53
擔任中華民國太極拳協會教練委員會委員。

11月8日臺北市警局射擊比賽手槍組獲得冠軍。

1977 66 54

1月17日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冬令青年自強活動「國術教練研究會」教練。

10月11日擔任臺北市第二屆中正盃國術表演競技大會競技組組長。

擔任臺北市立弘道國中國術社指導老師。

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訓練組組長。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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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67 55

擔任臺南市中等學校國術表演比賽大會裁判。

擔任中華國術第二屆世界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8月5日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秘宗拳委員會舉辦中美武術觀摩大賽裁判。

8月1日擔任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體育教師。

擔任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指導老師。

1979 68 56

擔任中華國術第一屆亞洲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擔任中華國術第一屆亞洲錦標賽選拔賽評判委員。

11月3 日擔任宜蘭縣68年度國術表演競技觀摩大會評判長。

1980 69 57 9月11日擔任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指導老師。

1981 70 58 10月20日擔任臺北市國術會中正盃國術競技觀摩大會表演組組長。

1982 71 59

3月27日參加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一屆國際裁判講習結業。

7月1日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研究發展委員。

9 月擔任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國術社指導老師。

9月14日擔任中臺北市立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指導老師。

12月參加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一屆國家級教練講習結業。

1983 72 60

3月27日擔任中華國術第二屆亞洲錦標賽裁判。

7月1日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研究發展委員。

8月6日臺灣省警察學校應用技能師資講習班第七期結業。

9月14日擔任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指導老師。

9月26日擔任實踐家政專科學校國術社指導老師。

9月擔任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女子制暴護身術社指導老師。

11月5日擔任中華國術第四屆世界盃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擔任臺北市72年度國花盃武藝較技觀摩大會競賽組組長。

1984 73 61

7月1日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研究發展委員。

8月27日擔任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國術社指導老師。

9月12日受聘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專任技術教員。

10月2日擔任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女子制暴護身術社指導老師。

10月在臺北市警察局連續任職滿30獲頒一等服務獎章。

1985 74 62 4月2日擔任銘傳女子商業專科學校女子制暴護身術社指導老師。

1986 75 63

9月1日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11月7日國立陽明醫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擔任中華國術第五屆世界盃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8月1日升任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技術講師。

1987 76 64 10月1日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1988 77 65

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二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10月1日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12月17日當選中國針灸學會監事。

1989 78 66

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三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擔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1989-1995）。

9月28日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八屆監事。

10月1日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擔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棍術教官。

4 月13日國立陽明醫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8月1日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體育教師。

8月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國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0月1日擔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國術社指導老師。

擔任中華民國國術會第四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擔任中華國術第三屆亞洲盃國際錦標賽器械裁判。

1992 81 69

1月6日擔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警棍術教官。

8月1日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體育教師。

9月9日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八十一年中正盃太極拳全國錦標賽團體拳架評審委員。

擔任中華國術第七屆世界盃錦標賽表演組組長。

《力與美》雜誌第23～25期報導〈「韓門五虎」七十歲唐克杰的武事與武藝〉。

12月17日中國針灸學會第十二屆針灸研習班教授。

1993 82 70

5月14日中華民國大專院校81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大會裁判（勤益工專）

8月1日臺北市立體育專科學校兼任體育教師。

10月 1日擔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10月15日 當選中華民國國術會第九屆監事。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0 9 8 0 9 9

臺灣警棍術開創者與長拳武藝傳承者－唐克杰

1994 83 71

4月1日擔任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8月自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專任技術講師退休，8月12日起改聘為兼任技術講師。

10月擔任中華民國83年臺灣區運動會國術裁判。

1995 84 72 4月1日擔任臺灣省警察專科學校兼任教官

1996 85 73 3月10日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84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嘉義師院）。

1997 86 74

3月擔任中華民國國術總會第十一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表演組長。

3月20日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85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光武工專）

6月1日擔任全國高級中等學校第六屆國術錦標賽裁判。

8月18日擔任文化大學國術學系兼任技術講師。

2000 89 77 《力與美》第122期報導〈臺灣國術名人錄── 唐克杰〉。

2002 91 79 自文化大學國術學系兼任教師退休，在文化大學服務近20年。

2003 92 80 開始在民間傳承長拳武藝──中正紀念堂、臺南力行武館。

2004 93 81
與臺北市國術會前往南京參觀中央國術館舊址。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94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05 94 82 臺北市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08 97 85 臺北市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12 101 89 臺北市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13 102 90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2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14 103 91
臺北市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擔任中華民國大專院校103學年度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2015 104 92 臺北市菁英盃國術錦標賽審判委員。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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