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嘉仁，中國文化大學技擊運動暨國術學系。E-mail：rogerjia@faculty.pccu.edu.tw。

國術俠者

傅松南

莊嘉仁



1992年，傅松南在復興劇校擔任國術教

師兼學校醫師，直到2001年，因旅居委內瑞

拉的親人要求其返回僑居地與家人團聚。直

到2018年又感受到傳承中華國術的使命，毅

然隻身返回臺灣進行國術傳承的使命。

貳、生平事蹟

傅松南譜名君正，筆名齊魯生，出生於

1935年7月26日(農曆)，山東省招遠縣人。

傅家為習武家庭，其祖先曾在道光年間遠赴

少林寺習武，並在家鄉開設武館傳承少林武

藝，自幼對國術充滿興趣，年少即跟隨父

親傅嘉賓（註1）學習家傳少林武藝。1944

年，家鄉受到紅軍與日軍的掌控，一些地主

都受到牽連甚至批鬥，傅松南的祖父要父親

離開家鄉前往青島投靠親人，逃避動亂，同

年父親即應徵上青島市警備司令部的國術教

壹、前言

傅松南，山東招遠人，生在民國動亂

的年代，家鄉身受紅軍與汪精衛政權之影

響，12歲就隨父親傅嘉賓逃往青島投向國民

黨軍隊，父親在青島的部隊擔任國術教官，

期間跟隨父親習武，在青島傅松南開啟了人

生第一段故事-烽火父子情。1949年青島大撤

退，隨劉安祺部隊來臺，因父親身分並非正

式軍職，無法獲得保障，於是父親申請退伍

與京都德勝堂張家班合作投入走江湖事業，

由於經濟狀況不佳，傅松南也無法上學讀

書，因此傅松南與父親開啟了一段江湖父子

情。當時國術會恰好成立，許多來自大江南

北的國術家匯集臺北，成立了臺灣省體育會

國術協會，傅家父子見證到當時國術的盛況

並結識了許多來自中國各省市武術家，傅松

南在走江湖期間，磨練深厚的武術基礎，得

警察學校教官韓慶堂之賞識納為門徒。1955

年參與中國國術大賽，獲得拳術少年組冠軍

(類似現代的散打賽)。早在大陸逃難期間許

多同輩小孩生病無法獲得妥善治療而過世，

在走湖期間又從許多江湖前輩得知中醫藥的

功效，因此在1956年經同鄉介紹下跟隨孫培

榮中醫師學習針灸。多年後在海外表演與警

校、劇校服務也都將中醫派上用場，正因為

恩師的協助，也曾在警察學校與警官學校服

務。1975年教育部成立綜合藝術團並巡迴世

界表演，以鞏固外交，宣慰僑胞，傅松南在

此機緣下，開啟了世界巡迴表演的歲月，巡

迴表演的國家包括北美洲、中美洲、日本、

歐洲、非洲等地區，浪跡世界。1979年在國

術表現突出獲得國術界肯定，也受到海外僑

社委內瑞拉僑領的聘請前往委內瑞拉教授中

華國術。

國術俠者

圖1　在中央警官學校與師父韓慶堂

註1	 傅嘉賓(1908-1985)，生於山東省招遠縣，武術啟

蒙是堂叔傅豐賢，讀中學時跟隨山東黃縣學校武

術老師丁子成學習螳螂拳，中學畢業後約在1925

年時跟隨河北吳橋的劉俊齡學習北少林拳術器

械，也在1932年時觀看吉萬山挑戰俄國大力士之

過程，深感佩服，與吉萬山學習技擊術。《力與

美》，32期(1992)、91期(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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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生活安定後，傅松南前往青島投靠父

親。1947年秋，父親與紅軍戰事中被俘，傅

松南也投入軍旅生活當個童兵，同年底父親

逃出紅軍掌控，回到青島。由於軍旅生活的

不穩定，該年父子倆離開軍旅生活，父親在

青島開設車行也開始在民間教授武術，這時

候傅松南也開始練武，並在青島的四五保小

學就讀，也在流亡學校（註2）就讀一段時

間。1948年就讀青島的崇德小學，跟一位胡

姓老師學習彈腿（註3）。1949年6月父子倆

隨部隊來臺，在臺居住一星期後被派往海南

島，同年年底又因前線情勢緊張隨部隊遷回

臺灣，居住於臺中大里（註4）。在臺中時期

結識了來自河北吳橋的京都德勝鏢局的張秉

信師傅，開啟了父子倆在臺灣的走江湖之開

端。走江湖期間見證了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

會、中華國術進修會等成立（註5），在臺灣

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成立大會表演時，因武藝

精湛深受韓慶堂（註6）教官賞識，由韓慶堂

納為第一批門徒，也在警官學校期間跟隨摔

角大師常東昇（註7）學習摔角。在1955年

參與臺灣第一場的國術大賽，榮獲少年組拳

術冠軍，隨後跟隨孫培榮中醫師學習針灸三

年，藝成後，1957年7月韓慶堂教官帶傅松

南進入臺北市廣州街的警察學校擔任國術助

教，在警校協助韓教官教授擒拿術，擔任警

校35期的教育班長及韓慶堂老師的助教；同

年8月時，35期開學，因廣州街校區不夠用，

因此35期便被分配到新竹的分校，指導教官

換成韓老師的高徒王建緒負責，傅松南擔任

王建緒的助教，夜間擔任跌打損傷醫師，警

校35期結訓後隨即改分發到警官學校服務   

（註8），在警官學校期間參與了省運會摔角

賽並獲得亞軍的成績。1959年1月，收到入伍

通知，擔任憲兵，兩年後退伍，退伍後再回

到警官學校繼續擔任第29期事務長。

圖2　傅松南先生（圖片來源：

傅松南提供）

圖3　1933年吉萬山與傅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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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因父親健康欠佳，於是返回士

林接掌山東正義堂中藥店，隔年警察學校因

增加許多戰技課程，導致受傷學生增多，於

是看重傅松南的中醫專業，聘傅松南為警校

特約醫師，累積了更多傷科醫療技術。1967

年憲兵學校也看中傅松南的國術專業與傷科

技術，聘為憲兵學校的特約醫師，並擔任國

術教官，發揮其國術專業。工作穩定後，由

長拳螳螂門掌門高道生老師的介紹，與于秀

蘭小姐完成婚姻大事。

1968年臺北市升格院轄市，臺北市國術

會從臺灣省獨立出來，並進行改選，由黃善

德擔任理事長，傅松南當選為臺北市國術會

首屆理事。

1975年開始，因應教育部推動宣揚中

華民國與海外僑胞的宣慰工作，於是成立「

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開啟了傅松南老師

的海外表演，這一表演就從1975年斷斷續續

地到1991年，期間也因為在1979年應海外委

內瑞拉華僑之邀前往委內瑞拉的神龍武館授

徒長達十餘年，在1992年時受李棠華之邀請

至復興劇校應試，在復興劇校服務術近十

年，2001年放棄教職，回到旅居的委內瑞拉

與家人團聚。2018年傅老師感受到他必須傳

承這個文化，於是回到臺灣繼續傳承國術。

傅松南從小跟隨父親傅嘉賓學習家傳少

林武藝，跟隨父親漂泊於山東、青島等地，

跟隨父親在部隊裡面工作，期間也在青島就

讀四五保小學、崇德小學與山東煙臺的流亡

小學（註9），國共內戰時，隨政府軍隊來

臺，並居於臺中。

註2	 流亡學校，係從山東煙臺到青島的一所學校，後

來這所學校隨國民黨軍隊到澎湖，後來軍隊強行

徵招該校學生從軍，校長張敏之力保學生下，以

匪諜罪遭到槍斃，史稱澎湖713事件。

註3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訪問人為莊嘉仁。

註4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

註5	 傅松南，《江湖父子情》，臺北：逸文出版

社，2003。

註6	 韓慶堂，中央國術館畢業生，來臺後在警察學校

擔任擒拿術教官，韓教官傳承的北少林長拳門，

近代國術界稱之為韓門。

註7	 常東昇，河北保定人，專長保定跤，人稱摔角大

王與花蝴蝶。在中央警官學校服務多年，於1982

年赴美國成立世界摔角協會。

註8	 傅松南，《國術針灸師徒情》，臺北：逸文出版

社，2003。頁125-150

註9	 傅松南老師表示，當時他就讀的學校就是俗稱的

流亡學校，該學校原在山東煙臺，在青島開設

分校，當時的校長為張敏之，傅老師在當時就

讀一段時間。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

園，2019年5月13日。

圖4　傅松南與傅嘉賓韓慶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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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松南的父親傅嘉賓在臺中巧遇同為來

自青島的德勝鏢局武術團，由於父親與德勝

堂的堂主張秉信皆師承於河北六合門的劉俊

齡老師，有師兄弟之關係。父親來臺灣後，

雖然是跟部隊來臺，但本身並非正式軍職，

這時期部隊用不到武術教官，只能管理軍

眷，甚感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申請退伍，

傅松南跟隨父親進入京都德勝堂，步入江

湖。於是搬出眷舍，將家族成員安居在臺中

力行北路（註10）。開始與來自北京的德勝

堂張家班（註11）進行合作，德勝堂的老闆

是張秉信（註12）師傅，傅松南選擇與父親

一起走江湖放棄了就學的念頭。期間與張家

班的前輩學習各種武術與表演技能。每天練

拳表演下磨練出比一般人更堅強的意志與技

術。也因為跟隨德勝堂行走江湖，結識了來

自大江南北的武術家與臺灣在地的拳頭師，

走遍了臺灣各地與澎湖期間，一次又一次的

練功、演練、表演。練就各種器械與拳術，

其中以七節鞭、繩鏢、春秋大刀、滾倘雙刀

等武藝。奠定了日後參與教育部成立的藝術

訪問團重要基礎。

父子倆與京都德勝堂第一次江湖賣藝是

在高雄，傅松南第一次表演北少林小虎燕。

自此開啟了父子倆從南到北走遍臺灣各角落

的江湖行。

1950年的10月得知卸任之臺灣省警務處

長王成章先生即將發起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

會的成立，於是整個德勝堂武術團與傅嘉賓

父子前來參與這次的盛會，並參加成立大會

的表演，會後加入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成

為首批會員，當時協會理事長由王成章先生

擔任。傅松南搭車前往臺北參加成立大會路

途上結識了國術專家劉木森與孫福成，與兩

位武術前輩結為好友。（註13） 

1950年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成立大

會時，父子倆表演單刀拐子破花槍，奠定了

父子兩人在國術界之地位。父子倆表演後結

識韓慶堂教官，傅松南並深獲韓慶堂教官之

賞識，同年12月與幾位師兄弟同時拜入韓慶

堂門下學習北少林拳術，成為韓門武藝的第

一批傳承者，期間跟隨韓老師到警察學校擔

任助教跟隨學習北少林器械及擒拿術多年。   

（註14） 

圖5　1950年警察學校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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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0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訪問人為莊嘉仁。

註11	 張家班，來自北京吳橋的表演團隊，旗號是德勝

堂，為來自大陸的特技團體之一。

註12	 張秉信，民國前20年生，河北吳橋人，師承劉俊

齡。

註13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

註14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

註15	 傅松南，〈永樂座、高砂演出盛況空前〉，《江

湖父子情》，頁109。

註16	 吳體胖，中央國術館畢業，官拜國術少校教官，

為梅花門在臺創辦人。

拜師儀式很特別，根據《江湖父子情》

這本書，應該是當時最早記錄拜師的儀式紀

錄。紀錄如下:

「韓慶堂教官要開堂收徒，地點就是

廣州街警察學校宿舍，約在晚上七

時，開始進行儀式，堂內高掛關夫子

武聖像，桌上是三牲四果，兩支紅蠟

燭，一個大香爐，韓師持香到天井請

神，引進師是范之孝老師，司儀是顧

忠年，同時期拜師的大師兄是徐一

飛、二師兄黃克忠、三師姊是董玉

珍、四師兄姜振根、五師兄沈茂惠、

六師兄朱正修，傅松南排行第七。唱

名後跪膝兩行，司儀宣讀拜帖內容，

需讀畢，行三拜九叩大禮。」（註15）

1955年中國國術大賽後，傅松南經由

同鄉康少為先生之引薦，行古禮拜在針灸名

師孫培榮門下學習針灸，學習針灸時入住孫

老師的安東街15號住家，開始的教材就是一

本《針灸大成》，開始了針灸學徒生活，同

時期同住在安東街的師兄姜長根與中央國術

館名師吳體胖也都住在安東街，由於地利之

便，習針灸閒暇之餘，也跟隨吳體胖（註16）

學習武術，不過由於吳體胖老師門戶觀念很

重，不是門內不輕傳，只有教授傅松南一些

實戰手法而已。

圖6　1950年國術協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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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第十一屆省運會在臺中體育場

舉行，傅松南隨韓慶堂老師南下拜會高芳先

（註17）將軍，透過恩師韓慶堂的引介下，

在臺中跟隨高芳先短暫學習少林六合棍。  

（註18）同年在跟隨孫老師學針灸期間，傅

松南每天清晨六點會自行前往臺北體育場自

主訓練，練習少林長拳。那時候同一時間有

一位拳擊教練也在運動場中自主練習，後來

才互相打招呼，得知該教練名叫王守信，也

是來自青島，在青島入伍海軍並學習西洋拳

擊，後來傅松南老師與王守信亦師亦友，也

跟隨王老師學習一點拳擊技術。（註19）

1957年7月，跟隨韓老師在警察學校擔

任擒拿、奪槍術、奪刀術的助教，並擔任35

期的國術助教。同年12月傅松南被派到警官

學校擔任23期事務長，由於警官學校著重中

國摔角，當時在警官學校教授摔角的就是常

東昇大師，其弟子鄭行平也在警官學校擔任

助教，因此傅松南就地利之便也在警官學校

跟隨常東昇與鄭行平練習摔角。而後收到入

伍通知，以25歲入伍擔任憲兵，在總統府服

役。二年後退伍，再回警官學校繼續擔任

29期事務長，此一期間再與常東昇學習摔

角，1961年在校期間勤練摔角，於是參與第

十六屆省運會摔角賽，獲得摔角亞軍的佳

績。（註20）

由於傅松南在年少時期無法受到正規

教育的洗禮，包括青島期間因戰事問題也讀

了三所小學，來臺後因生活問題奔波於江湖

中，大部分的知識與技藝都在民間與跟隨姜

春亭老師學習古文觀止。父親退伍後，跟隨

父親在江湖中學習，也在江湖中學習到特有

的江湖術語與文化，跟隨針灸老師讀中醫

時，也跟隨中央國術館名師吳體胖學習武

術，他常說「禮失求諸野，魂失江湖尋」。

後來有機會到警察學校求職時，因為學歷問

題遭到耽擱，當時想請從山東流亡到澎湖的

流亡小學校長張敏之開證明，沒想到校長因

為澎湖713事件（註21），因保護學生而被

槍斃，後來憑藉在中醫師孫培榮門下學習中

醫，而承認其學歷，再憑藉參與國術大賽獲

冠軍而破格任用，擔任警察學校國術助教，

也就是韓慶堂教官的助教，學習韓門武藝   

（註22）。

1962年5月因父親老邁臥病在床，只好辭

去警官學校事務長的工作，回士林家中接掌

父親的「山東正義堂傷科中藥店」。1963年

圖7　傅松南在統統府擔任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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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警察學校擴大招生，學生受傷情況很多，

於是校長趙龍文禮聘傅松南擔任警校的特約

傷科醫師。

1967年受憲兵學校之邀約擔任針灸傷科

特約醫師，並且擔任學校國術課程教官。

註17	 高芳先將軍，(1914-1980)，1945年在青島是擔任保

安旅長，因抗日有功，後世尊稱為「嶗山之獅」

。高將軍在1933年參加第17屆華北運動會獲得拳

術及摔角冠軍兩項冠軍，在1935年參加第6屆全國

運動會再度獲得中量級摔角冠軍。

註18	 傅松南，《國術針灸師徒情》，臺北：逸文出版

社，2003。

註19	 傅松南，《國術針灸師徒情》。

註20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27日。

註21	 澎湖713事件，是1949年外省人在臺灣發生的白色

恐怖事件，山東煙臺流亡學校校長張敏之因帶領

流亡學生到澎湖，當時澎湖軍隊軍人缺乏，部隊

想要強徵流亡學生入伍從軍，張校長帶領抗議，

但卻被以匪諜罪槍斃，這件事直到2007年才獲得

平反。資料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

wiki/，澎湖七一三事件。

註22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20日。

註23	 潘文斗師承中央國術館楊法五。

師承 傳授者 門派體系拳種、器械

家傳 傅嘉賓 父親 六合門

拜師 韓慶堂 師父 長拳

拜師 孫培榮 中醫師 中醫、針灸

學習 胡老師 在小學校學習 彈腿

學習 張秉信 師爺 流星鏢

學習 姜錫三 老師 流星錘、大哨子棍

學習 常東昇 老師 中國摔角

學習 范之孝 老師 青萍劍

學習 高芳先 六合棍

學習 王守信 老師 拳擊

學習 吳體胖 老師 梅花拳手法

學習 呂璞玉 老師 敬德鞭

學習
潘文斗（註23）

教官（憲兵學校）
擒拿、摔角（佟忠義體系摔角）

表一：傅松南主要師承

圖8　傅松南在憲兵學校與潘文斗

093

國術俠者 --- 傅松南



參、國術方面的成就與貢獻

一、近代中國武術從大陸到臺灣的見證

傅松南老師，生於戰亂的年代，移居

臺灣後，父親在部隊擔任的國術教官只能算

是軍眷處職員，非正式軍職更沒有好的福

利，所以毅然決定離開部隊，利用自己本身

技能謀生，對父親而言，這是一個很痛苦的

決定，拋頭露面賣藝是習武者的窮途末路，

且父親還是一位軍隊武術教官，更要放下身

分確實很難，傅松南更理解父親是為了照顧

妻小，必須如此，剛好碰到河北吳橋來的京

都德勝堂張前輩，於是毅然退伍，隨同德勝

堂四處表演賣藝與賣藥，這個行業在臺灣民

間稱為「王祿仙」（註24），是有貶抑的意

思。自此父子倆放下身段，學習走江湖表

演，傅松南的筆記記下了種種術語、專有名

詞與當時走江湖的情況，目前這個行業以及

文化已經在臺灣消失，透過本次的訪談口

述、傅松南老師的筆記及其三部已出版的自

傳式著作，勾勒出從山東青島到臺灣各地國

術發展的狀況，以及國術從最窮途末路的走

江湖到成立民俗技藝協會、教育部籌組中華

民國綜合藝術團的這些過程。傅松南老師見

證了這段歷史與已經消失的文化，礙於篇

幅，日後再進一步將其整理、發布。

此外傅松南老師的實際貢獻，主要在於

國術方面的表現，表現包括走江湖的表現、

參與勞軍的國術表現、參與比賽獲得的獎

勵、參加教育部籌辦的綜藝團到世界各處演

出慰勞僑胞，遠赴海外傳承中華國術，回到

臺灣後在復興劇校傳承國術，灑下國術的種

子，今日許多國術教練都曾經接受過傅松南

老師的指導。

二、參與臺灣第一場國術大賽

1955年國術大賽的緣起，根據1955年的

《中國國術比賽大會特刊》記載，國術比賽

有三個意義，第一、為響應國家元首號召，

發揚我國國術。第二、為促進國民體育，增

強國民健康。第三、為促進國民外交，加強

反攻力量。國術比賽三個目的，第一、普及

國民體育，促進國民健康。第二、發揚民族

尚武精神；增強反攻抗俄動員力量。第三、

促進國民外交，提高中華國際地位。籌備過

程如下。

「臺灣光復初期之國術組織有中華國

術進修會、臺灣省國術會、時中拳

社、國立臺灣大學 國術會、陽明山國

術會等等。民國43年11月28日 發起籌

備會，籌備委員有吳大朝、劉添發、

吳體胖、葉峻、丘斌存、龔爾康、張

峻峰、張詳三、李國民、顧忠年、劉

木森、韓慶堂、陳禮鋆、黃生發、周

慶順、吳敘寬、張興義等人為籌備委

員，並由王成章擔任主任委員，丘存

斌為副主任委員，張詳三、韓慶堂、

葉峻、吳體胖、吳大朝、劉添發、黃

性賢、顧忠年、章寶森、周慶順、劉

木森、李國民等十四位擔任比賽規則

之起草委員，丘存斌擔任起草組織章

程之工作。」（註25） 

「中國國術比賽」的比賽項目，分為拳

術、摔角、器械（長短兵器）及太極揉手四

組，這些項目又分為表演組與比賽組兩種，

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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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國國術大賽」在臺北總統府

前三軍球場舉行，比賽時間是1955年6月24

日，這個比賽為臺灣光復後第一場當時最盛

大的國術比賽。當時分為拳術組、摔角組、

推手組三項，傅松南獲得拳術組少年組的冠

軍。當時的比賽均以對打項目為主，表演項

目沒有計分，對打分為拳術、摔角與推手三

項，拳術比賽以年齡分組，分為少年組、壯

年組、老年組，不分體重，至於摔角與推手

則以體重分組競賽。（註26） 

傅松南老師談到這項比賽的緣由，發起

人應該是當時的財政廳廳長丘存斌，丘存斌

看到1954年在澳門發生的一件轟動武林的大

事，一位太極拳大師吳公儀與一位白鶴拳大

師陳克夫公開比武事件，此次的比武事件在

澳門引起轟動，原本只是單純的武林切磋，

後來變成公益表演及話題性十足的商業性擂

台競賽，雙方約定在1954年的1月17日於澳

門花園新城比賽，總門票收入達到27萬澳

幣（註27）；丘廳長嗅到商機，於是發起

這個計劃，成為在臺灣的第一場國術大賽，

透過國術界的號召，各路人馬紛紛前來，而

且還是臺灣第一場綜合格鬥賽，當然引發轟

動。不過因為國術的擂台賽，只分年齡不分

體重，確實很不公平，而揉手賽（現在稱為

推手賽）與摔角賽卻是分體重。各拳術、推

手、摔角三個項目還要分出個別的前三名，

單項組別與各量級冠軍交叉對戰，取出各組

冠軍一名，而後拳術、揉手、摔角的各單項

總冠軍再交叉比賽，當時這個比賽確實引起

話題，同樣場場爆滿，最後拳術（擂台賽）

冠軍由中央國術館畢業的張英健奪冠，傅松

南則取得拳術組（擂台賽）少年組的冠軍，

不過當年這些參賽選手大多已經過世，無法

再進行當時事件的回顧，僅能透過傅松南老

師的回憶錄與口述歷史重建當時的歷史現

況。（註28） 

當年擂台賽選手的保護裝備，在頭上有

一個簡單的護頭圈，綁上紅藍帶，區分兩邊

選手，傅老師印象中比較有記憶的選手有壯

年組有吳漢忠、王建緒、楊紫垣、馬作起、

羅子龍、沈茂惠、劉漢等人，少年組有余

文通、李蘇泰等人，老年組則僅有王松亭、

彭其樸二人；而揉手賽類似現今的太極推手

賽，只能動手，不可動腳，手只可推撥，不

能打，當時參賽選手有洪懿祥、黃性賢等名

家；短兵賽則是手拿竹劍，竹劍外包布套，

劍的前端有包棉布，上場前劍尖沾上紅粉，

只要將劍尖碰觸到對方身上，使紅粉沾上對

方衣服即可獲勝，代表選手有于江（註29）

、劉漢、馬作起、王建緒，姜長根、傅老師

也有參賽，但是短器械敗在于江手下；分體

重競賽的摔角賽，拳腳不可以打，只能摔，

當時摔角甫進入臺灣，主要有常東昇與潘文

斗、高芳先、張英健、劉漢等人，這次比賽

選手則以劉漢、姚常明、湛金濤、鄭行平等

註24	 王祿仙，稱呼走江湖的藝人，靠特技表演，有些

醫師淪落江湖，被稱為江湖郎中，也會被稱為王

祿仙。

註25	 《中國國術比賽大會特刊》，第一、第二期，臺

北：中國國術比賽大會發行，1955。

註26	 《中國國術比賽大會特刊》，第一、第二期。

註27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公儀。	 2019

年6月10日檢索。

註28	 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吳公儀。	 2019

年6月10日檢索。

註29	 于江，山東人，師承山東螳螂拳名家李崑山，李

崑山於民國24年國術國考時，獲得槍術比賽之冠

軍，因此號稱山東一條槍。

095

國術俠者 --- 傅松南



人。長兵賽比賽方式與短兵相同，長竿前端

包棉布，棉布沾紅粉，觸到對方前胸或後背

就一勝，當時代表的選手有劉漢、黃玉來、

喬俊海、李純德、林善民等人。傅老師記得

一場代表性的比賽就是劉漢，劉漢在1946年

時參加青島的運動會就曾經獲得摔角總冠

軍，幾乎所有賽事他都有參加，只有揉手賽

沒有，參賽過程真的很忙，幾乎沒得休息，

由於身強體大，倒也能應付，不過他在參與

長兵賽第一場比賽時，對手是一位名不見經

傳人物，個子不高，還有點駝背，大家都很

擔心這位對手，沒想到一開賽，對手左手單

手持槍，劉漢有點輕敵，對手隨即左手換右

手直刺，直接命中劉漢前胸，一招定勝負，

所以說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傅松南回想起，他當時少年組擂台賽第

一場對上的是一位練拳擊的選手，一不小心

臉部被揍了二拳印象深刻，後來改變策略大

量使用腿法才獲勝，第二場與上形意拳高手

余文通，也是驚險獲勝，第三場又遇到拳擊

手，同樣使用腿法獲勝，最後獲得少年組冠

軍。接下來與壯年組的張英健對戰，覺得不

是對手而棄權。只有取得少年組拳術（擂台

賽）的冠軍。

拳術賽中，壯年組張英健獲得冠軍，少

年組與老年組冠軍都放棄與張英健對賽，於

是張英健獲得拳術組冠軍，接下來是揉手賽

總冠軍黃性賢與摔角組總冠軍陳戊寅三人要

對戰，第一場賽事張英健對上黃性賢，張英

圖9　1955年國術大賽優勝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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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應該是規則對陳戊寅不利，因為總冠軍

賽的規則是可以踢打摔，雖然陳戊寅的柔道

真的很強，但面對踢打技術甚優的張英健，

是否能獲勝很難有把握的，最後由張英健獲

得這次比賽的總冠軍，由總統蔣中正頒發「

崇尚武德」的匾額，傅松南老師的獎牌是由

司法院長王寵惠頒發的「力量集中」匾額。

（註30）

健具有拳術與摔角的實力，推手需要近身才

能發揮推的功效，但是一近就被拳擊，推手

技術無法派上用場，於是張英健順利獲勝，

接下來是張英健與陳戊寅的對戰，但是陳戊

寅一直坐在椅子上並未上場，當時的柔道專

家上場拉陳戊寅上台，但不為所動，於是大

會宣布陳棄權，這個比賽過程到目前都有點

爭議，於是我詢問傅老師當時過程是否為有

人給與政治壓力而讓陳戊寅棄權，而傅老師

認為這個情況（政治壓力）應該不至於，他
註30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石牌住家，2018年12月18

日。訪問人莊嘉仁。內文係傅老師口述加上《江

湖父子情》內容彙整。

圖10　中國國術大賽冠軍

圖11　1955年國術大賽少年組冠軍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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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　1961年第十六屆省運會摔角重量級

亞軍獎狀

圖13　1986第五屆世界國術錦標賽冠軍獎狀

圖14　1977國術損傷接骨技術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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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國內大型國術賽事

1961年傅松南在警官學校擔任事務長，

在校期間跟隨常東昇老師學習摔角，暑期放

假期間傅松南沒有選擇放假，自願留校自

主訓練，當時常東昇的弟子鄭行平也在警官

學校擔任常東昇的助教，於是鄭行平指導傅

松南摔角技術，當傅松南的摔靶，也因為如

此獲得很好的技術傳承，於是在開學後，自

動請纓參加第十六屆省運會國術摔角比賽，

傅松南身為警官學校事務長，不能與在學學

生搶參賽名額，於是選擇沒有警官學校學生

參賽量級比賽，以65公斤挑戰80公斤的重量

級，在此情況下還是獲得省運會摔角亞軍之

佳績。（註31） 

1979年傅松南前往委內瑞拉擔任神龍

武館教練，1986年臺灣舉辦第五屆世界盃國

術錦標賽，傅松南率領五位委內瑞拉選手返

回臺灣參加「中華國術第五屆暨中正百年紀

念盃世界錦標賽」。此次比賽除了學生參賽

外，傅松南教練也親自下場比賽，擊敗當時

在文化大學國術組就讀的年輕好手林堃鎮，

奪得個人器械金牌。器械對練比賽方面，傅

松南與弟子史巴達對上中華隊好手施政忠與

張福城，同樣傅松南再度獲得對練金牌。這

次委內瑞拉代表隊獲得團體亞軍之佳績。   

（註32） 

1998年臺灣區運動會，傅松南以64歲高

齡參與臺北市國術隊選拔，並入選為正式團

員，最後如願參加拳術與器械個人比賽，兩

項均獲得第三名佳績。（註33）

四、學校、民間及海外國術的傳承

1992年李棠華邀請傅松南進入復興劇

校，當時李棠華將自己的李棠華特技團併入

復興劇校的表演團內，國術教師都沒有所謂

的講師資歷，是透過考試演練技術，經過測

驗，檢定傅松南為三等二級武術演員，開始

在復興劇校的表演團與國劇科內傳承國術與

協助傷科醫療。（註34） 

傅松南有感於傳承的重要，於是在2018

年從僑居地委內瑞拉返回臺灣，在臺北士林

圓山一帶進行傳承。

1979年，教育部組成「中華民國綜藝

團」，在臺北市僑光堂選拔團員，傅松南獲

選為團員，但恰好應旅居委內瑞拉僑領陳宴

圖先生聘請傅松南前往委內瑞拉之神龍武館

任教，長達10餘年。其中主要的傳承者有委

內瑞拉的學生史巴達，及一位華僑子弟鄭爾

康。（註35）

註31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

月20日。傅老師表示：摔角賽第一輪遇上柔道二

段的選手獲勝，第二輪遇上憲兵學校潘文斗的學

生，也是獲勝，第三輪遇上鳳山陸官學生，敗

北，最後獲得亞軍。

註32	 傅松南，《江湖父子情》，臺北：逸文出版

社，2003。

註33	 傅松南，《江湖父子情》。

註34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6月

18日。

註35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6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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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參與國術會的各項舉辦表演 

傅松南老師前半生在戰亂中渡過，來臺

後也因為生活困頓投入走江湖，也因為走江

湖時期艱苦的鍛鍊，為日後的海外表演奠下

基礎。

1950年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成立大會

時，父子倆表演單刀拐子破花槍，奠定了父

子兩人在國術界之地位。父子倆表演後結識

韓慶堂教官，傅松南並深獲韓慶堂教官之賞

識，同年12月與幾位師兄弟同時拜入韓慶堂

門下學習北少林拳術，成為韓門武藝的第一

批傳承者，期間並跟隨韓老師到警察學校擔

任助教跟隨學習北少林器械及擒拿術多年。

（註36） 

臺灣省國術協會成立大會表演成功後，

國術界再度發起公演，預計在光復節進行公

演，地點選在永樂戲院（現今迪化街），連

續公演三天六場，這次表演是賣票的，而且

票房非常好，當時參與表演的國術家有張詳

三的雙刀與飛鏢，劉木森與吳大朝的油錘摜

頂，吳體胖、孫福成、劉木森的三戰槍等節

目。（註37） 

臺北永樂戲院表演成功後，省國術會收

到基隆的邀請，前往基隆高砂戲院進行國術

公演，除原本表演人員外，又增加了當地拳

師包括廖五常、陳枝老師，其中廖五常的藤

牌刀與猴拳非常出色，陳枝老師的大關刀非

常有爆發力，韓慶堂老師與范之孝老師表演

三才對劍令人驚艷，其他表演者有王松亭、

戴學仁、劉木森等人。（註38） 

也因為當時師從韓慶堂，韓老師組織表

演隊前往各地勞軍與國術表演，最具代表性

的就是臺灣省國術會在1953年舉辦「臺灣各

圖15　1953年在澎湖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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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四十二年端午前線康樂國術勞軍表演團」

，當時的團員包括總領隊劉木森；副領隊

章寶森；總幹事龔爾康；指導韓慶堂，團員

有姜長根、唐克杰、沈茂惠、傅松南、孟顯

明、俞文寶、孫玉秀、王劍鋒、董玉珍、章

淑貞、張鴻圖、王建緒等人（註39），進行

多天表演，如此傅松南老師累積了很多的表

演經驗。

這場由臺灣省國術會主辦的國術勞軍，

其實主要的團員都是韓慶堂的學生為體，也

因為如此多場的勞軍表演，累積了韓慶堂

的師徒實力，也培養了當時國術界的棟梁，

日後這些表演者，多半成為近代國術界的主

力。

六、參與海外綜藝團的海外巡迴表演 

由於當時政府極力拓展外交，教育部透

過組織表演藝術團，進行海外宣傳，當時社

會表演團體籌組綜藝團，也在大專院校籌組

「青年友好訪問團」，不過徵選團員只限大

學生；

1975年教育部成立「中華民國綜合藝術

團」代表政府前往海外宣慰僑胞與促進國民

外交，因此選拔各種才藝人員，由藝術家俞

大綱教授籌組，在4月18日選拔特技、國術

等人才，國術項目選出七人，成員包括傅松

南、謝辛庚、蘇能振、謝宗夏、柯義仁、廖

美秀等人，表演節目以特技為主，國術、國

樂、民族舞蹈次之，選拔後在5月份集訓，暑

假期間進行環島表演，9月赴美表演，第一站

在夏威夷檀香山預演兩場，表演四場，轟動

檀島場場爆滿，此後赴美國的洛杉磯、西雅

圖、華盛頓、舊金山、加拿大的溫哥華、關

島、日本等地表演數場。國術表演的內容為

柯義仁的小虎燕、廖美秀的劍術、傅松南的

七節鞭、蘇能振的鐵拳打釘、謝辛庚與謝宗

夏兄弟對打拳、撲刀對花槍、鐵喉頂矛等節

目。（註40）巡迴表演長達四個月，這是第

一次以官方名義籌組的表演團體。（註41）

註36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6日。

註37	 傅松南，《江湖父子情》，臺北：逸文出版

社，2003。頁99-103。

註38	 傅松南，《江湖父子情》。頁104-107。

註39	 張伯夷，〈臺灣省國術會何時成立國術勞軍團〉

，《當代臺灣國術史料彙編》，臺北：逸文出版

社，1998，頁17-19。

註40	 周利亮，〈中華綜藝團功夫赴美加公演記實〉

，《當代武壇》，第65期，香港：鶴鳴書報發

行，1976，頁29-30。

註41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20日。

圖16　1975年教育部長為中華綜藝團授旗（左二傅松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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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中華技藝訓練中心」主任李

棠華和南非「博士維基馬戲團」合作組團在

南非巡迴公演，李棠華特邀傅松南前往表演

並擔任醫務工作，團員有高空演員賴正義、

武術演員傅松南、復興劇校畢業的武丑李森

貴、丁一保、柯義仁、動作巨星成龍師弟林

元武、胡心城等，合計約60人。行程踏遍了

南非城市，表演結束後，奉教育部與外交部

請託就近前往非洲友邦賴索托、史瓦濟蘭、

馬拉威三個友邦，進行表演及宣慰僑胞並敦

睦邦交。（註42）

1978年，從非洲返國，獲得「中國國民

黨」頒獎狀表揚。同年夏天，協助李棠華成

立「民俗技藝訓練班」（今南京東路體育館

附近），獲得臺北市教育局的核准及補助，

同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培訓班，傅松南成

為培訓班國術教練。同時期之國術老師有范

之孝老師。（註43）後來范之孝老師與吳文

忠老師及黎東方教授發起成立文化大學體育

系國術組。（註44）

1979年教育部再度籌組「中華民國綜

藝團」，在臺北市僑光堂選拔團員，傅松南

再度獲選，但恰好旅居委內瑞拉的僑領陳宴

圖先生也邀請傅松南前往委內瑞拉的中華會

館附設之神龍武館任教，在兩張聘書之抉擇

下，傅松南決定前往委內瑞拉的神龍武館任

教，協助當時在委國的武館教練戴士哲。於

是傅松南放棄了此次的表演團，帶著師父韓

慶堂的劍與孫老師的針，前往委國教授國術

長達10多年。

圖18　委內瑞拉神龍武館（圖片來源：戴士哲提供）圖17　松南委內瑞拉練拳照（圖片來

源：戴士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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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當時委內瑞拉對於中國武術如此

熱衷，我這麼問傅老師，傅松南老師表示：

「因為李小龍電影造成委內瑞拉的功夫熱，

當時委國只有一間中國功夫武館，教授白鶴

拳，華僑陳宴圖認為應該還是很有市場，知

道中國功夫在南美應該可以很風行，於是透

過姜錫三老師尋找合適對象，第一批教練是

武壇的戴士哲與蘇昱彰，傅老師是第二批去

的教練，只是一去就是10幾年，後來也都把

老婆小孩帶過去了，最後小孩在委內瑞拉落

地生根了，後來委內瑞拉習武風氣逐漸式

微，政治上也不穩定，才又動心回到臺灣，

持續推展武術。」（註51） 

委內瑞拉傳承之行緣起，起因於1974年

美國華盛頓州史波肯世界博覽會（註45），這

是臺灣最後一次以中華民國名義出團參展的

博覽會，當時政府還來不及組織表演團體，

於是教育部委託國內知名的表演團體「海家

班」（註46）前往史波肯博覽會表演，而當

時「海家班」找了一位同為來自青島的武術

家姜錫三（註47）共同前往史波肯博覽會共

同表演，表演過程中委內瑞拉僑領陳宴圖結

識了姜錫三，力邀姜錫三前往委內瑞拉教授

武術，但是姜錫三在臺灣工作順利，無法放

棄臺灣的工作，於是推薦傅松南前往委國，

但是當時傅松南的次子即將出生，無法長期

待在委國，於是透過劉雲樵（註48）與張詳

三（註49）之推薦八極拳與螳螂拳門下大弟

子戴士哲前往委國創立了神龍武館。（註50）

註42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20日。

註43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5月

20日。

註44	 文化大學體育系國術組於1983年正式成立，由吳

文忠擔任第一任主任。這個說法有待考證

註45	 1974年美國Spokane博覽會。

註46	 海家班，1949年從中國來臺的表演團體之一。

註47	 姜錫三，來自青島的武術家，專長哨子棍，1949

年來臺，與傅嘉賓同為武術好友，曾經在青島與

傅嘉賓表演大刀進槍，成為好友。

註48	 劉雲樵，河北滄洲人，師承八極拳李書文，來臺

創辦武壇訓練中心，傳承八極拳。

註49	 張詳三，山東黃縣人，為六合螳螂拳在台傳人，

與傅嘉賓同師承山東黃縣國術館的丁子成。

註50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6月

18日。

註51	 傅松南，面訪，臺北市圓山花博公園，2019年6月

18日。

圖19　87年區運拳術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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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2月，教育部再度籌組「中華民

國民俗技藝訪問團」，由金龍雜技團團長張

金長（註52）聘請傅松南擔任隨團醫師與武

術指導，於1990年率團前往美國、加拿大、

貝里斯、格瑞那達、巴哈馬等國巡迴表演。

1990年1月，「中華民國民俗技藝訪問

團」前往美國、加拿大、貝里斯、格瑞那

達、巴哈馬等國演出，歷時四個月，演出93

場。1990年5月表演團返國，獲得教育長毛高

文頒獎表揚。但表演團結束，也隨即失業，

於是專心研讀中醫藥，同年通過中醫師檢

覈。

1991年，應「中華國術國際聯盟總會」

會長吳鴻昌之聘，擔任「中華國術巡迴表演

隊」擔任總教練，副總教練為施政忠與翁正

茂。於文化大學華岡國術館進行集訓。當時

團員有李全福、黃文泉、李俊輝、王敬德、

馬祥家、卓玉雀、李芳菲等人。培訓後於當

年前往香港、美國、非洲等地進行巡迴表

演。

七、著作

傅松南老師在著作表現上，起初是想

記錄一下他一生漂泊的習武人生，而撰文

在《力與美》雜誌上連載，後來受到廣大武

術讀者的喜愛，授權由逸文出版社出版《烽

火父子情》、《江湖父子情》、《國術針灸

師生情》三本著作，第一本描寫他個人與父

親在山東青島從軍與武術相關的紀錄、第二

本描寫從山東到臺灣後，因為生活困頓投入

走江湖行業，踏遍臺灣各縣市，也因為這種

江湖機緣記錄了臺灣光復後臺灣各地的國術

發展狀況與各地武術前輩的事蹟，也記錄了

1955年「中國國術大賽」的比賽狀況；第三

本書是記錄他跟隨孫培榮老師學習針灸的過

程及與韓慶堂老師學習的經歷，書後還記載

了1957年重要的臺港澳國術大賽的過程，這

對於研究近代臺灣武術史，確實是一項寶貴

資料。

圖20　1985年中醫師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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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傅松南，為中國來臺灣第一代國術傳

承者，師承父親傅嘉賓，來臺後拜入中央

國術館名家 韓慶堂先生門下，學習韓門武

術，1955年參加在臺灣舉辦的第一場國術大

賽「中國國術大賽」，獲得拳術(擂台賽)少

年組冠軍。來臺初期因經濟困頓行走江湖數

年，經歷過在臺灣的國術官方與民間的發展

歷程見證者，精通韓門長拳體系與山東體系

拳術、器械、七節鞭、繩鏢等技藝，1975年

入選教育部的技藝團代表政府前往海外表演

宣慰僑胞發揚國術，1979年前往委內瑞拉傳

授國術數年，也率領委內瑞拉國術隊回臺參

與中華國術世界盃錦標賽，獲得個人組冠軍

與對練冠軍，1992年從海外回國後在復興劇

校擔任國術教師作育英才無數，退休後在民

間持續傳授國術至今，為近代國術表演與國

術專業課程做出了貢獻。 

從事國術表演、競賽、教學近超過一甲

子，桃李滿天下，至今仍在民間持續從事國

術教學與傳承，功不可沒，為近代國術傳承

貢獻者。

圖21　烽火父子情 圖22　江湖父子情封面 圖23　國術針灸師生情

註52	 張金長先生為張家班的老三張連起的兒子，張連

起進入復興劇校綜藝科，推廣特技，後來獨立成

立金龍特技團，後來金龍特技團由第三代張金長

接任團長，後來移民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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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傅松南大事記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35 24 7月26日出生於山東招遠縣，本名傅君正（譜名）。

1945 34 10 在家鄉跟隨長輩習武，學習八式、彈腿、六合錘、六家式為北少林六合門拳械。

1946 35 11 跟隨父親到青島，父親傅嘉賓到青島市警備司令部應聘國術教官 。

1947 36 12 跟隨父親在青島的部隊入伍從軍。

1948 37 13 在青島就讀四五保小學與崇德小學並跟隨學校胡姓武術老師學習彈腿，也短暫就讀青島的流亡學校。

1949 38 14
6月，隨劉安祺部隊來臺灣基隆、停留一週左右，隨即與父親隨部隊前往海南島服役。

11月，海南島情勢緊張，傅松南隨父親部隊返回臺灣高雄。後定居於臺中大里。

1950 39 15

傅松南父親在臺中巧遇上青島的「京都德勝鏢局武術團」，由於傅松南的父親並非正式軍職，這時期部隊用不到武

術教官，英雄無用武之地，於是父親申請退伍，傅松南跟隨父親跟隨「京都德勝堂」，步入江湖。於是搬出眷舍，

搬到臺中市力行北路暫居。

父子倆與「京都德勝堂」第一次在高雄走江湖，江湖賣藝。 傅松南第一次表演北少林小虎燕。開啟父子倆的江湖

行，專職走江湖一年。

10月前往臺北參與「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的成立。並加入「臺灣省國術會」成為首批會員，當時協會理事長由

臺灣省警務處長退休之王成章擔任。前往臺北參加成立大會路途上結識了國術專家劉木森。

國術協會成立大會時，父子倆表演單刀拐子破花槍，奠定了父子兩人在國術界之地位。

11月12日，中華國術進修會在臺中市由陳泮嶺成立。結識韓慶堂教官，同年12月拜入韓慶堂門下學習少林拳術。

1951 40 16

傅松南停止走江湖，在臺中二中旁聽生入學一個月，韓慶堂來臺中，隨韓老師學習十路彈腿與赤兔趕月劍，跟隨谷

自然師兄學習小學數學，跟隨姜春廷學習古文觀止。

6月，臺灣省體育會國術協會籌備重組為臺灣省國術會。9月成立大會，同樣由王成章擔任理事長。

1952 41 17 父子倆脫離京都德勝堂，創立了山東正義堂，行走江湖。

1953 42 18
「臺灣省國術會」舉辦端午節勞軍活動，由韓慶堂等人籌組勞軍國術表演團前往澎湖防衛司令部表演。傅松南隨父

親前往勞軍表演。

1954 43 19 傅嘉賓家族舉家搬至臺北，並在臺北的士林開設「山東正義堂損傷接骨所」。並積極備戰中國國術大賽。

1955 44 20

「中國國術大賽」，在臺北總統府前三軍球場舉行，比賽時間是1955年6月24日，這個比賽為臺灣光復後第一場當

時最盛大的國術比賽。當時分為拳術組、摔角組、推手組三項，傅松南獲得拳術組少年組的冠軍。獲得當時司法院

院長王寵惠之頒獎。

1956 45 21 開始跟隨同鄉孫培榮中醫師學習針灸。同時期也跟隨「中央國術館」名家吳體胖學習武術。

1957 46 22

8月1日，跟隨韓慶堂教官到警察學校擔任助教，以教育班長之職缺暫代。

11月22日從警察學校轉到中央警官學校擔任正科23期的事務長。到警官學校後，跟隨摔角名家常東昇學習中國摔

角。

1959 48 24 當時到臺灣時，因工作需要年齡短報，於是延遲至25歲時，才受徵招當兵，以憲兵忠貞案第六梯次入伍。

1960 49 25 憲兵服役。

1961 50 26

退伍後，回到「中央警官學校」擔任第29期事務長，再跟隨常東昇學習摔角，暑假期間，學員放假，傅松南在此一

時間，受到在警官學校擔任摔角助教鄭行平之協助，練習摔角，準備參加省運會摔角賽。

10月25日，代表臺北市參加第十六屆臺灣省運動會摔角賽，因在警官學校擔任事務長，跳級挑戰從60公斤到80公斤

重量級取得亞軍。

1962 51 27 5月，因父親年邁需要照顧，於是辭去中央警官學校事務長，回士林接掌父親的山東正義堂傷科中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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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52 28

7月，因任務需要，臺灣省警察學校擴大招生，當時戰技課程不少，如摔角、柔道等戰技課程不少，學生受傷情況

不少，於是警察學校校長趙龍文聘請傅松南，擔任警校特約醫師，每週一、三、五到警校服務。這期間服務長達16

年。

1967 56 32
8月1日受聘在憲兵學校擔任針灸傷科特約醫師並擔任國術課程教官。

12月，由長拳螳螂門掌門高道生的介紹下，與于秀蘭小姐完婚。

1969 58 34
長子元德出生。

臺北市國術會改制，獲得理事長黃善德之推薦，擔任國術會理事。

1970 59 35 3月15日教育部文化局舉辦民俗技藝觀摩大會，應邀參與表演七節鞭，獲得肯定。

1972 61 37 11月5日高票當選臺北市國術會第二屆理事。

1974 63 39

11月將父親的「山東正義堂傷科中藥店」交給弟弟傅海南經營。

姜錫三力邀傅松南前往委內瑞拉教授中國武術，但因次子即將出生，放棄前往。

12月次子文德出生。

1975 64 40

教育部成立「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並招考團員，傅松南以七節鞭入選為團員，赴美國、加拿大、拉丁美洲、南

非等國表演。

「中華民國綜合藝術團」 團員有謝辛庚、謝宗夏、蘇能振、柯義仁、賴政宏及一位國中女生合計七人。同年4月25

日於桃園縣立體育館進行集訓，集訓四個月後開始至全臺各縣市巡迴表演，最後回到臺北國父紀念館表演，當時盛

況空前。

8月29日在教育部大禮堂由教育部長蔣彥士授旗，由交通大學陳義揚教授帶隊，前往美、加、日等國近四個月的表

演。足跡踏遍美國36州，73個城市。

1977 66 42

中華技藝訓練中心主任李棠華和南非「博士維基馬戲團」合作組團在南非巡迴公演，李棠華特邀傅松南前往表演並

擔任醫務工作，團員有高空演員賴正義、武術演員傅松南、復興劇校畢業的武丑李森貴、丁一保、柯義仁、動作巨

星成龍師弟林元武、胡心城。合計約60人。行程踏遍了南非城市，表演結束後，奉教育部與外交部請託就近前往非

洲友邦賴索托、史瓦濟南、馬拉威三友邦，進行表演及宣慰僑胞並敦睦邦交。

1978 67 43

1978年，從非洲返國，獲得「中國國民黨」頒獎狀表揚。同年夏天，協助李棠華成立「民俗技藝訓練班」(今南京

東路體育館附近)，獲得臺北市教育局的核准及補助，同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培訓班，傅松南成為培訓班國術教

練。同時期之國術教練有范之孝老師。 

1979 68 44

教育部 再度籌組「中華民國綜藝團」，在臺北市僑光堂選拔團員，傅松南再度獲選，但恰好旅居委內瑞拉的僑領

陳宴圖先生也邀請傅松南前往委內瑞拉的中華會館附設之神龍武館任教，在兩張聘書之抉擇下，傅松南決定前往委

內瑞拉的神龍武館任教，協助當時在委國的武館教練戴士哲。於是傅松南帶著師父韓慶堂的劍與孫老師的針，前往

委國教授國術長達10餘年。 

1982 71 47 傅松南將妻兒接到委國團聚，並在委國勤奮讀書，考取美國加州的針灸醫師執照。

1984 73 49 6月25日僑務委員對傅松南表彰 中華國術之推展貢獻。

1985 74 50

1月，父親傅嘉賓因病過世。

2月返回臺灣參加中醫師考試，獲得檢考及格。

當時兩岸並未開放，傅松南思念母親，於是在1985年秋時取得委內瑞拉居留身分，於是展開回鄉之旅，從委國前往

中國返回山東煙台，離家30年見老母，與他的弟弟傅君立。

1986 75 51

傅松南率領五位委內瑞拉選手返回臺灣參加由「中華國術世界促進會」 舉辦的「 中華國術第五屆暨中正百年紀念

盃世界錦標賽」。此次比賽傅松南親自下場比賽，擊敗當時在「文化大學國術組」就讀的年輕好手林堃鎮，奪得個

人器械金牌。雙人器械對練比賽方面，傅松南與弟子史巴達表演擊敗中華隊好手施政忠與張福城，獲得對練金牌。

委國並獲得團體亞軍之佳績。

1989 78 54 1989年12月，教育部再次籌組 「中華民國民俗技藝訪問團」，團長張金長邀請傅松南當任隨團醫師與武術指導。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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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79 55

1月，「中華民國民俗技藝訪問團」，前往美國、加拿大、加勒比海、貝里斯、格瑞那達、巴哈馬等國演出，歷時

四個月，演出93場。5月表演團返國，獲得教育長毛高文頒獎表揚。但表演團結束，也隨即失業，於是專心研讀中

醫藥，同年通過中醫師特考。

1991 80 56

1月23日，應「中華國術國際聯盟總會」 會長吳鴻昌之聘，擔任「中華國術巡迴表演隊」擔任總教練，副總教練為

施政忠與翁正茂。於文化大學華岡國術館進行集訓。當時團員有李全福、黃文泉、李俊輝、王敬德、馬祥家、卓玉

雀、李芳菲等人。3月，中華國術表演隊赴香港參加第七屆全港國術醒獅表演會，表演結束後，傅松南個人再從香

港轉至山東老家探望母親。

參加「中華國術會」第二屆國家級教練講習十天，取得國家級教練證。

4月「大專體育總會國術委員會第一屆大專盃國術賽」在文化大學舉行，傅松南擔任大會裁判。

7月「中華民國國術會的中華國術巡迴表演隊」再度進行集訓，一樣在「文化大學國術館」進行集訓，新增部分隊

員如張克治、涂金盛、唐正倫、黃玉萍等人。8月，傅松南隨同「中華國術巡迴表演隊」出國表演，前往美國巡迴

表演，舊金山、巴爾的摩、芝加哥、佛羅里達等地表演。

10月，南非中華國術總會會長蘇金淼在南非辦理「第一屆非洲盃國術錦標賽」，「中華國術國際聯盟」特派「中華

國術巡迴表演隊」前往表演。會後，非洲賴索托中華會館邀請表演隊前往表演。

1992 81 57

3月，李棠華特技團在教育部的支持下併入「復興劇校」的綜藝科合併成立復興綜藝團，李棠華為首任團長，李團

長邀請傅松南應徵復興劇校教職考試，以54歲之高齡應考，經評定為三等二級國術演員，兼推拿醫務工作。

九月復興劇校改聘為專業國術教練。

1993 82 58 復興劇校成立國術社，擔任指導老師。

1994 83 69
11月，臺北市國術會舉辦「1994中華武術氣功國際觀摩賽」，傅松南擔任表演組長，並親自表演七節鞭、與唐正倫

表演三才對劍。

1996 85 61 4月傅松南擔任「第十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的審判委員。

1998 87 63
擔任臺北市國術代表隊教練，率隊參與「第十二屆中正盃國術錦標賽」，學生在本次比賽獲得多項冠軍。

傅松南親自參與「87年度臺灣區運動會」（末屆區運）獲得第三名與第四名兩項佳績。

1999 88 64 參加青島國際武術賽 公開表演太極拳。

2001 90 66 從復興劇校退休返回僑居地委內瑞拉與家人團聚。

2018 107 83 返回臺灣進行民間國術傳承工作。

年代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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