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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壇耆宿

焦嘉誥

雖然焦嘉誥教授已棄世，但焦教授的

長子焦祖謙老師提供許多第一手資訊。因此

本文的撰述是以直接關係人所提供的資料為

主，再以文獻補足缺漏的拼圖，並訪談其友

人、學生等為輔。

  守時以為信，人無信不立，人而無信不知

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豈可以行之

哉。

～～焦嘉誥教授家訓

壹、前言

對日抗戰與國民政府遷臺是影響中華民

國體育教育的重要事件之二。如果說，要尋

找兩個重要事件都參與其中，且居影響與領

導地位的體育教育人士，那麼焦嘉誥教授（

註1）必定會列名其中。

焦教授的重要生平堪稱是從動盪中展

開，他在完成學業投身服務體育教育界未

久，中國即開始對日抗戰；其後受邀至臺灣

省立師範學院未幾，又逢國民政府遷臺。但

也因「疾風知勁草」故，焦教授於此環境

中，以其智慧與責任心完成許多艱鉅的任務

及創建制度。焦嘉誥教授在對日抗戰期間完

成一些地下任務並受命帶領青年學子後撤。

這些工作不僅保全了許多青年學子及人才，

更為國家保存元氣，俾利抗戰勝利後的發展

與建設。在國民政府遷臺後，其圍繞著體育

各個面向所作出的貢獻，也產生始料所未及

的影響。

本文共分前言、生平、成就與貢獻、結

語、附錄、參考文獻六個部分。焦嘉誥教授

的生平部分除了敘述重要經歷外，也透過學

生的角度，略敘焦教授個人風格與特色。關

於焦教授的成就與貢獻則依時間軸敘述，分

成學校體育、社會體育、體育教學三個區塊

介紹。附錄則為焦嘉誥教授大事記與重要的

軼事。

圖1　焦嘉誥教授玉照（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註1	 以下稱焦教授或焦嘉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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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生平

焦嘉誥教授，河北省長垣縣焦樓集人  

（註2）（1909-1987年）（註3），別號佩

青，是二次大戰後最早來臺的體育教師之

一。焦教授站在體育教育專業的崗位上，專

力於臺灣許多體育發展的面向，並成為培育

諸多體育教師的先鋒者。

焦嘉誥教授於1929（民國18）年就讀

北平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畢業後留校工作，

兼任北平市立體育專科學校講師，曾至河北

省正定第八師範任教；其後於北平教育局社

會科工作，也擔任過北平先農壇體育場總監

工，並於體育場興建完成後任第一任場長，

以及北平師範大學附屬小學訓導主任兼體育

主任，資歷十分完整，譽之為體育科班出

生，當之無愧。

焦嘉誥教授在來臺之前，在北京有敵後

工作的任務，直到1941年，已被日人懷疑其

身分。焦教授不動聲色，不為驚弓之舉，直

到1942年年初的傳統農曆過年時，以攜眷回

老家過年為由，於是得以安然離開北平，輾

轉至後方中央軍區。之後任設於河南界首的

蘇魯皖豫邊區招訓分會進修班主任，負責接

待從淪陷區逃亡至後方的青年學子，並輔導

其進修升學。後被第一戰區長官胡宗南派任

為第一戰區招訓分會第二組組長，辦理事務

為青年之訓練工作。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的隔年秋天，應

教育部特約來臺，（註4）並受當時新成立

的臺灣省立師範學院（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李季谷校長邀請來臺協助校務，（註5）成

為該校四年制「體育專修科」的專任教師，

（註6）也是最早來臺的體育教育工作者之

一。焦嘉誥教授曾於1957年擔任過該校體育

衛生教育學系主任，接著於1959年兼任總務

長職務。

因來臺較早，焦嘉誥教授對臺灣學校體

育、社會體育之提倡頗多貢獻。以社會體育

而言，有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的參與、第十九

屆墨西哥奧運、第一屆亞青杯籃球賽、全國

籃球裁判會之草創、籃球運動的推廣；以學

校體育而言，有全省統一早操教材之編訂、

參與部頒體育課程標準之修訂與起草、全省

各級學校體育教學之輔導。其他乃至於歷屆

省運、區運之籌備、奧運會代表隊選手的選

拔、籃球及體操裁判長的長期擔任等。要言

之，1945年後的臺灣社會體育、學校體育，

均可見到焦教授投入長期心血的身影。

焦嘉誥教授幼讀經史，文學修養著稱一

時，有體育文人之稱，（註7）學生曾形容

之：「文質彬彬、氣勢非凡，一點也沒有體

育教師的豪放，」尤其是談起話來，則是「

抑揚頓挫有序，咬文嚼字清晰，動作典雅正

確，有板有眼的談吐，」（註8）在課堂之

中也不例外，講起課來「語音清晰、文藻簡

鍊的解釋，記起筆記非常方便，按其字句聽

寫，每一單元都是一篇好文章，讀起來韻味

十足，很快就記得。」（註9）焦教授深入淺

出地將文學蘊藏在教學之中，令人有如沐春

風之感。

註2	 因中共執政後的行政區改變，焦嘉誥教授的出生

地被劃入現在的東明縣劉樓鎮焦樓村。參見山

東省情網──山東省省情資料庫，〈焦嘉誥〉

，<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ch9

&A=2&rec=512&run=13>，2010.10.08檢索。

註3	 根據〈九九重陽敬老壽星名單〉，《河北平津文

獻》，36（臺北，2009.01）：151。焦教授出生年

月為1914（民國3）年1月18日。根據山東省情網

──山東省省情資料庫，焦教授出生年月為1906

年。<http://lib.sdsqw.cn/bin/mse.exe?seachword=&K=c

h9&A=2&rec=512&run=13>。本文生卒年俱採取焦

嘉誥教授長子焦祖謙老師提供的資料：焦祖謙老

師（焦嘉誥教授長子），面訪，國立政治大學退

休教職員聯誼室，2009年2月5日。

註4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體壇耆宿〉，《國民

體育季刊》，12.1（臺北，1983.03）：66。

註5	 根據焦嘉誥老師所言：「因光復後需要教育的重

整，師資的培養，所以成立了臺灣省立師範學

院，更巧的是首任院長李季谷先生，竟是抗戰時

我所追隨的長官，也是我北師大時的老師，所以

一通電報，我就來到這個嚮往的地方。」焦嘉

誥，〈師大任教四十年回顧〉，《師大體育》

，22（臺北，1986.05）：1。

註6	 臺灣省政府當局就日治時期高等學校的舊址，擴

充利用作為院舍，於1946年6月5日正式成立「臺

灣省立師範學院」。學校開辦之初，原擬設置教

育、國文、英語、史地、數學、理化、博物等七

個學系，但為因應事實需要，籌備委員會決定另

外招收四年制專修科（現為體育學系），同年6月

即招收四年制體育專修科一班（22人）。

註7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體壇耆宿〉，《國民

體育季刊》，12.1（臺北，1983.03）：67。

註8	 許樹淵，52級學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

授。許樹淵，〈憶　經師人師吾師〉，《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育學系特刊》，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141。

註9	 許樹淵，52級學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

授。許樹淵，〈憶　經師人師吾師〉，《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育學系特刊》，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141。

圖2　1940年8月焦嘉誥教授（右）玉照

（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圖3　1977年1月23日於國藝中心公演「天霸拜山」。焦

嘉誥教授飾黃天霸（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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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讀書外，焦嘉誥教授的另一嗜好為國

劇，曾被推為教育部成立之北區大專聯合國

劇研究社社長暨師大教職員國劇社副社長，

是著名的京劇票友。曾演出梅龍鎮、法門寺

及天霸拜山之黃天霸等劇，（註10）並於

師大校慶時演出「遊龍戲鳳」的正德皇帝，   

（註11）唱作俱佳頗受好評。

1987年農曆除夕正月23日，焦嘉誥教

授原本打算下午睡醒帶孫子去買鞭炮，因此

於午飯先稍作休息，睡覺的時候肚子痛，又

註10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體壇耆宿〉，《國民

體育季刊》，12.1（臺北，1983.03）：66。

註11	 引自未出版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五十年文

稿。1996年，運動競技學系系主任蔡禎雄博士已

收集諸多珍藏史料，然因經費與人力之故，未能

付梓。

註12	 可參考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

育》，臺北：稻鄉，2004，45-46。

註13	 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臺北：稻鄉，2004，7。

註14	 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臺北：稻鄉，2004，76-78。

註15	 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臺北：稻鄉，2004，7。

無法排便。焦教授長子焦祖謙老師主張送榮

總，但焦教授選擇離家近的三總看診。惟除

夕夜三總只有實習醫師，檢查不出病因；吃

止痛藥、打止痛針都沒甚麼效果。折騰一整

晚都找不出原因，隔日緊急轉送榮總，醫生

透過照X光片發現是「腸阻塞」，即腸子被小

血塊堵住。旋即進開刀房手術，拿掉三分之

二的小腸、二分之一的大腸，可惜之後因為

轉為腹膜炎、併發敗血症。焦祖謙老師說焦

教授一輩子沒住過醫院，遺憾第一次住院就

在三週後棄世。

圖4　焦嘉誥教授賢伉儷（1）（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圖5　焦嘉誥教授賢伉儷（2）（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ㄧ、抗戰時的教育界聯絡工作

對日抗戰中，日軍對北平的進攻與破

壞，始自1937（民國26）年7月7日的蘆溝橋

事變，7月29日北平淪陷後，北平天津周圍學

校迅即遭受轟炸與破壞。這段期間。北平地

區的教會大學因為有列強勢力的保護而成為

淪陷區安全的城堡，同時也擔任秘密聯絡管

道的功能；教職員們更成為戰時的秘密工作

人員。（註12）焦嘉誥教授就是在這樣的時

空環境下留在北京從事協助青年學子撤退與

聯絡的工作。

關於戰區的教師與學子相關事項權責

劃分為教育部，依據教育部的指示，淪陷區

的教師學生相關工作重點有以下三項：「遭

受戰爭摧殘之際，遷移教育機構與師生；在

戰火危急之中，努力拯救、招致學子；在激

烈戰場之上，動員專院校師生，貢獻力量」   

（註13）。據此，焦教授的主要負責任務有

以下幾項：

（一）淪陷區的教員學生聯絡、吸收

1938年針對淪陷區劃分了50個教育指導

區，並逐年擴增。北平為其中之一，設置有

督導員4人、指導員、視察員、幹事等，從

事聯繫當地黨政機關、派遣教員、游擊隊等

單位，以招致學子的地下工作。（註14）那

時候北平是以設置「秘密教育團體」來吸收

淪陷區的中小學教師，這些秘密教育團體的

名目有「教育研究會」、「文化協會」、「

青年服務社」等，以利吸收大學教授、中學

教員等。青年學生的招訓工作則以成立「讀

書會」、「補習班」等組織吸收淪陷區青年

學子，並由教員輔導課業與思想工作。（註

15）當時焦嘉誥教授還留在北平繼續教職本

業，並同時以此為掩護的身分。

（二）教員、學生的撤離

當時的局勢分析認為，多留一位教員

學子在淪陷區，不僅造成抗日的力量失去一

分，甚至會助長日敵的力量增長一分。因此

撤離教員、學生是重點工作之一。先拯救各

學校不及撤離的教職員生，以免當地青年學

子失學、教師失業，其後再伺機轉運學子至

大後方。避免人力為日偽政府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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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集情報

戰爭時期的情報工作非常重要，孫子

兵法中的「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說的就是

這個道理。當時的情報收集工作的三要項

為：1.深入日偽學校組織、2.訓練教員與學

生、3.策反與情報收集。惟戰區的工作非常

艱辛，特別是在敵後，經費與物資經常性的

短缺，無法依時送達，而且也接應不易；其

次孤身在敵後工作，縱然有教職的身分掩

護，仍然工作風險高，生命常遭受威脅。

終於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焦嘉誥教授察覺日人已懷疑其身分，於

是直到次年年初，趁著農曆年時以合於中國

人一般習俗，需要攜眷回老家過年為由，將

一家人安全的帶離北平。

二、先農壇體育場的肇建與主持

北平市自1930年來，一直沒有修建正規

的體育場。因1935年的第十九屆華北運動會

由北平市負責舉辦，雖然最後因華北局勢動

盪而停辦，但修建正式體育場的政策依舊順

勢進行中。1933年11月9日，內政部指令禮字

第176號照准撥給北平壇廟管理所管轄的先農

壇西邊空地，修建公共體育場。當時的市長

袁良於1934年11月1日在市立體專開學典禮散

會後，親偕主管教育的社會局局長樂永年、

體育督學李洲（後任市立體專校長），去先

農壇東壇進行勘察，決定改在地面較為平坦

的先農壇東南角空地修建北平市公共體育

場。後因人事變動的影響，北平市長袁良離

任，秦德純繼任，修建公共體育場這項工程

也暫停實施，一直延至1936年春才正式奠基

（奠基石原立於體育場北門樓西北牆角，之

後擴建時移去）。

先農壇體育場的工程由北平公和祥建

築廠承包，社會局委派北平市體育委員會委

員焦嘉誥教授及全酒森先生（30年代北平市

籃球代表）兩人監工。截至1937年七七事變

前夕，除看臺的罩面、安裝門窗，以及看臺

下（運動員宿舍）的地面鋪水泥外，其餘工

程均已竣工。可是當時的看臺因為缺乏精確

的計算，浪費很多空間，除每階層距離過高

外，走道也太寬，所以僅能容觀眾15000人。

日軍侵占北平後，北平市由江朝宗領銜組成

「地方維持會」，當時對「公共體育場」的

相關事務皆盡擱置。直至1938年春，「地方

維持會」撤銷，始由偽「北平市政府教育

局」批准，委派焦嘉誥教授為場長，以及天

津南開大學任教的周炳麟為管理員（另有孟

慶華、邱鴻泉兩位是當時五名場地工人之

二），進駐場內開始辦公。至此「先農壇公

共體育場」的匾額，終於在1938年4月於東大

門正式懸掛。（註16）

三、招訓分會的工作

從北平淪陷區離開後，焦嘉誥教授攜眷

至河南界首的蘇魯皖豫邊區招訓分會。

招訓分會的全名是「戰地失學失業青

年招致訓練委員會」，是在1939年12月於重

慶設立，1940年3月正式成立，1943年2月合

併入「戰區教育指導委員會」。每個戰區設

置一個招訓分會，共設置了10個招訓分會及

魯、蘇、皖、豫邊區分會。

對日抗戰期間，許多在戰區的青年學

子不僅失去了工作與穩定的學習環境，甚至

連基本生存都遭到威脅。招訓分會的存在，

即是因應戰區許多流亡失學失業青年的救濟

輔導工作，包括基本生活維持、學業的繼續

與職業技能的培養。由當時的教育部專設機

構—青年復學就業輔導委員會，主持其事。

「該會原稱戰地失學失業青年招致訓練委員

會，抗戰期間，招致因抗戰流亡之失學失業

青年，予以訓練，再輔導就學就業。」（註

17）至於招訓分會的完整配置則有「招訓會

時代所設之第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戰區暨蘇、魯、皖、豫邊區招訓

分會九處，豫南、桂南、贛南、粵桂邊區招

訓專員辦事處四處，及招致站四十處，接待

所九處，訓導所七處，高初中進修班六處。」

（註18）

註16	 〈先農壇體育場〉，http://www.baike.com/wiki/先农

坛体育场，2014.10.15檢索。

註17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王聿均、孫斌合編，臺

北：中央研究院，1977，198。於1945年底改組，

辦理收復區暨綏靖區之流亡青年輔導救濟事宜。

註18	 《朱家驊先生言論集》，王聿均、孫斌合編，臺

北：中央研究院，1977，198。於34年底改組，

辦理收復區暨綏靖區之流亡青年輔導救濟事宜。

另關於招訓分會的相關事宜，可以參考胡國臺，

《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臺北：稻

鄉，2004。

圖6　1937年先農壇體育場工地視察。焦嘉誥教授為前排第一位（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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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訓分會的工作重點是「招致戰區在學

學生及教職員」。同時教育部為此也投注大

量人力與經費。（註19）此外隨著淪陷區逐

步擴大，除了學子外，失業青年也被納入吸

收的對象。

焦嘉誥教授到達河南之後，一開始擔

任設於河南界首的蘇魯皖豫邊區招訓分會進

修班主任，負責接待從淪陷區逃亡至後方的

青年學子，並輔導其進修升學。1944年徐州

會戰吃緊，為撤退赴西安北院門，焦教授奉

命率領學生七百餘人徒步前往。學生年齡層

從初一到高三都有，每人自背行李，帶不走

的就變賣。每日走幾十里路，隨機留宿。11

月出發，農曆年到，約走一個多月。「沿途

經過王橋河、查牙山、秦嶺（註20）等艱險

地帶，跋山涉水，為躲避日寇耳目，夜行晝

伏，辛苦備至，凡35日，始抵達目的地之西

安。」（註21）其後焦教授被第一戰區長官

胡宗南派任為第一戰區招訓分會第二組組

長，辦理事務為青年之訓練工作。

招訓分會總部設在現在的西安書院門

（碑林附近），屬下有兩個單位，一是進修

班，位在寶雞；一是輔導處，址在鳳翔。主

任委員是李季谷，焦嘉誥教授為總部第一組

主任，辦理事務為青年之訓練工作；後又改

第一處處長，負責管理學生的吃住用穿等生

活所需。

四、受聘擔任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

1961（民國50）年5月，「國民體育委

員會始復會，重新掌理全國體育業務。從教

育部民國體育委員會屢置屢廢的情況看來，

當時推展體育的工作應是困難重重。復會後

的國民體育委員會聘請27位資深的教育及體

育專家為委員（包括常務委員、專任秘書，

下設學校體育組、社會體育組、研究實驗組

三組），恢復體育政策之規劃與推動，學校

體育組的主任先後由吳文忠、焦嘉誥兩人擔

任，但因該會的性質是以設計、諮詢為主，

只有建議權，並無行政權。雖然，整體而言

『並未規劃整體之體育政策』，僅以配合政

治、軍事之需求，但學校體育的推動仍是實

踐體育政策的主要途徑。」（註22）

五、參與部頒體育課程標準之修訂與起草

焦嘉誥教授共參與兩次體育課程標準的

相關工作，一次是1962年的起草工作；一次

是1971年的修訂工作。

（一）中學體育課程的起草工作

中學課程標準修訂的起因是，從1948年

以後，中學課程標準已逾十餘年未曾修訂，

因此有必要檢討各科的課程內容與編制方式

是不是還能適應當前實際需要、順應世界教

育潮流、配合國策。於是自1962年，教育部

同時著手進行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

修訂機構以「修訂中小學課程標準委員

會」為修訂課程標準之最高決策機構。由教

育部長擔任主任委員，聘請專家學者及富有

實際經驗者四十人擔任委員。體育科方面，

教育部指派參加人員為郝更生。主要工作重

點負責「研討中小學課程重點」、「確定中

小學課程標準修訂原則」、「規劃中小學教

學科目及教學時數」、並「審定中小學各科

課程標準草案」。

以「修訂中學課程標準委員會」負責修

訂課程標準的實際工作，根據「修訂中小學

課程標準委員會」之各項決議案，由中等教

育司司長及國民教育司司長擔任主任委員，

另聘各學科專家擔任委員。體育科方面聘請

郝更生、周鶴鳴等辦理各項事務工作。

「各科修訂小組」主要是從事修訂課

程標準的起草工作。中學課程方面共有17小

組，體育科召集人周鶴鳴，其他委員包含王

增裕、吳貴壽、郝更生、孫瑞炳、楊基榮、

焦嘉誥、周桂荷、錢一勤等。（註23）修訂

後公布的課程標準如表1。

註19	 胡國臺，《浴火重生：抗戰時期的高等教育》，

臺北：稻鄉，2004，102。

註20	 焦祖謙老師補充整條路線行經：西平、南陽、西

川、查牙山、籃田、霸橋等地。

註21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體壇耆宿〉，《國民

體育季刊》，12.1（臺北，1983.03）：66。

註22	 張妙瑛等，《臺灣體育史》，臺北：五南，2009，21-

22。

表1 1962年公布之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註24）

類        別 內                          容

公布時間年號 1962年7月31日    臺51中字10398號

教育目標

培育優秀青年，陶融公民道德，施以一般

文化陶冶科學教育及軍事訓練，以奠定其

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業技能之基礎，並

養成文武兼備、效忠國家、服務社會之中

堅人才。 

體育課程目標

壹、鍛鍊身體，以提高活力，使體格充分

發育。 

貳、從運動競賽中培養公民道德及團體合

作之精神。 

參、養成愛好運動之習慣，培養健全之心

理，建立康樂生活之基礎。 

肆、訓練運動技能，增進體能使用效率及

安全自衛等生活之適應能力。 

時間分配

體育正課 三學年，每週2小時 

早操 每日15分鐘 

課外活動 每週至少120分鐘 

教材內容

一、必授教材 

1.體操 

2.遊戲 

3.田徑運動 

4.球類運動 

5.舞蹈 

二、選授教材 

1.自衛活動 

2.水上運動 

3.冰上及雪上運動 

4.其他運動 

評量方式

1.運動技能 

2.學習精神 

3.體育道德 

課程百分比

明訂必授教材內容及時數分配，其中必授

教材最低佔全部教材70%，選授教材最高佔

全部教材30%。 

修訂委員
周鶴鳴、王增裕、吳貴壽、郝更生、孫瑞

炳、楊基榮、焦嘉誥、 周桂荷、錢一勤。 

資料來源：教育部，《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1962。

註23	 玉雯，〈政府遷臺後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演變

之歷史考察（1949-2002）〉，臺北：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14-26。

註24	 林玉雯，〈政府遷臺後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演

變之歷史考察（1949-2002）〉，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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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籃球裁判會的成立

日治時期，臺灣的學校體育相當受重

視，運動風氣也非常盛行，在田徑、游泳、

器械操、棒球、乒乓球等運動項目，成績相

當優異。可是唯獨籃球的發展未受到重視，

也極少提倡。1946年初臺灣可以看到很多游

泳池和單槓設備，卻很少有籃球場的設置。

臺灣籃球運動始於「七虎」籃球隊來

臺推展籃球運動。當時臺電和鐵路算是最早

的籃球隊，不過這兩支籃球隊的隊員都是外

省籍；本省籍球隊組織最早的是成功中學的

曉星籃球隊。籃球裁判同樣是屈指可數。本

省籍的唯一籃球裁判是賴春宏，其他全為外

省來臺擔任裁判，有李覺、宋景濤、焦嘉誥

等。不過由於這幾支籃球隊的帶領和籃球本

（二）1971年的體育課程修訂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自19 6 2年修正公

布、1963年實施，歷經7年之久，自然有需要

檢討改進之處。尤其1971年，首屆九年國民

教育的國中畢業生將進入高中就讀，為使高

中課程與國中課程充分銜接，教育部將修改

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工作列入1971年度施政計

畫。各項籌備工作於1970年6月著手進行。當

時與體育科修訂的委員名單有周鶴鳴、王增

裕、林鴻坦、焦嘉誥、鄧玉珍、吳文忠、郝

更生、楊基榮、孫瑞炳、李堂儼（聯繫人）

等人。（註25）

六、賽事籌備、帶隊

以大型賽事帶隊而言，焦嘉誥教授參與

最早的大概就是第七屆全國運動會。1948年

臺灣首度組隊參加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

運動會，由謝東閔擔任總領隊，焦嘉誥教授

為代表團秘書兼女子排球隊教練。臺灣女子

排球隊並於該屆全國運動會榮獲冠軍。（註

27）

1968年的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焦教授

擔任總管理。（註28）當屆奧運中華民國獲

得的唯一獎牌是由「飛躍的羚羊」紀政在女

子八十公尺跨欄奪得銅牌，是臺灣繼楊傳廣

後第二位在奧運得牌選手，也是臺灣女子選

手第一人在奧運奪牌，更是奧運史上亞洲女

子短跑第一面獎牌。

註25	 林玉雯，〈政府遷臺後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演

變之歷史考察（1949-2002）〉，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51-59。

註26	 林玉雯，〈政府遷臺後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演

變之歷史考察（1949-2002）〉，臺北：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論文，2004，191。

註27	 焦嘉誥，〈臺省代表隊選拔及啟程追述〉，《

七屆全運回憶專輯》，南投：臺灣省政府教育

廳，1981，11。

註28	 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1968年第十九屆墨

西哥奧運〉，<ht tp : / /www. tpenoc .ne t / cen te r_

b01_01_01_1968_00_03.jsp>，2014.12.12檢索。

註29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劃──內容發展分項計

劃，〈廿五屆省運籌備會　昨在中市開始辦

公〉<http://ndap.dils.tku.edu.tw:8080/ndap/querynews2.

jsp?id=3328>，2014.10.28檢索。各項競賽的裁判長

為：籃球焦嘉誥、足球田少卿、棒球林來本、排

球溫兆宗、橄欖球柯子彰、軟式網球許來傳、游

泳廖忠雄、柔道黃滄浪、體操簡關章、拳擊林朝

業、自由車趙明倫、射擊邵光明、田賽兵明田、

徑賽高墀英、羽球陳元安、舉重林象賢等。

註30	 典藏臺灣，〈臺灣廿五屆省運會　定十月三十日

揭幕：競賽項目昨籌備會決定〉，<http://catalog.

digitalarchives.tw/item/00/24/e1/53.html>，2014.10.30

檢索。

表2 1971年公布之高級中學體育課程標準（註26）

類         別 內        容

公布時間年號 1971年2月1日    臺60中字2305號

教育目標

在國民中學教育基礎之上，施以一般文

化陶冶，科學教育及軍事訓練，以奠定

其研究高深學術及學習專門知能之基

礎，並養成文武俱備、德智兼修、效忠

國家、服務社會之優秀人才。 

體育課程目標

壹、鍛鍊身體，以提高活力，促進體格

充分發育。 

貳、從運動競賽中培養公民道德及團體    

合作之精神。 

參、養成愛好運動之習慣，培養健全之

身心，建立康樂生活之基礎。 

肆、訓練運動技能，增進體能使用效率

及安全自衛等生活之適應能力。 

時間分配

體育正課 三學年，每週2小時 

早操 每日15分鐘 

課外運動 每週至少120分鐘 

教材內容

一、必授教材 

1.體操、2.遊戲、3.田徑運動 

4.球類運動、5.舞蹈、6.國術 

二、選授教材 

1.自衛活動、2.水上運動 

3.冰上及雪上運動、4.田徑運動 

5.球類運動、6.其他運動 

評量方式

1.運動技能 

2.學習精神及體育道德 

3.體育常識 

課程百分比

明訂必授教材內容及時數分配，其中必

授教材最低佔全部教材80%，選授教材最

高佔全部教材20%。 

修訂委員

周鶴鳴、王增裕、林鴻坦、焦嘉誥、鄧

玉珍、吳文忠、郝更生、楊基榮、孫瑞

炳、李堂儼。 

1970年的第二十五屆省運會籌備會中，

焦嘉誥教授擔任籃球裁判長。（註29）籌備

會中焦教授提出建議：將來聘請裁判時，力

求提高裁判素質，避免聘請人情裁判，另外

在閉幕時增加表演節目。（註30）

資料來源：教育部，《高級中學課程標準》，臺北：正中，1971。

圖7　臺灣師大女籃大專運動會四連霸合照。焦嘉誥教授在前排右3。（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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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體育價值和吸引力，這項運動很快就風

行全省各地。與籃球興盛同步成長的，就是

對於籃球裁判的需要，以後大陸體育界來臺

的裁判日漸增多，也慢慢增強了裁判方面的

陣容。

因應籃球運動興盛，因此有1949年臺

灣省體育會籃球協會成立。同時隨著籃球活

動的日漸發達，社會性的錦標賽、表演賽、

友誼賽、以及學校方面的公開分組比賽等，

每月平均不下數十場，因此籃球裁判的需求

亦日益增多。於是籃球協會委託焦嘉誥教授

和吳貴壽先生草擬章程，負責籌劃並邀請愛

好籃球及對籃球裁判服務熱心的男女同好30

餘人先行登記為籃球裁判會的基本會員，於

1950年7月20日假中山堂舉行籃球裁判會的

成立大會。通過籃球裁判會章程，並選出牛

炳鎰（臺北工專）、王守方（臺灣師大）、

吳貴壽（臺灣師大附中）、劉秋麟（臺灣大

學）、王屏周（臺灣師大）、曾憲嘉（臺灣

師大）及焦嘉誥7人擔任籃球裁判會委員，組

織委員會。並推舉焦嘉誥教授為主任委員，

處理經常會務，自此臺灣省籃球裁判會應運

而生。

籃球裁判會是各種運動協會中最早成立

之裁判會，主管辦理服務籃球裁判事宜、籃

球裁判員登記、籃球裁判員的考試及訓練、

籃球規則及裁判法的研究等。由於裁判員有

體育專業與非專業出身的不同背景，因此採

取試驗制和審查制兩種：試驗制是針對未受

體育專業訓練而對籃球有興趣者，需筆試與

場試合格；審查制則是曾受體育專業訓練並

服務裁判有正名者，經審查合格後得免試入

會。

籃球裁判會的會務有選舉委員、吸收

會員、籃球裁判的研究與服務等。根據會章

自成立後每2年改選委員一次。第一屆委員

如上述，第二屆委員為焦嘉誥（並擔任主任

委員）、牛炳鎰、王守方、吳貴壽、劉秋

麟、王屏周、劉世珍7人連任。關於會員的

吸收，1950年7月成立時僅有臺北市會員31

人；其後分別在同年9月錄取裁判員及助理

13人；1951年10月錄取59人；1953年審查合

格33人。至此籃球裁判會逐漸壯大，會員分

布全臺各地。研究及服務的情形，因會員人

數眾多、地點分散，因此研究討論以通訊方

式為主，此外在臺北市定期舉行研究會，請

江良規先生為顧問，指導關於規則精神與裁

判法。會員擔任裁判工作時，由臨場參觀委

員或會員作客觀記錄，以做為研究與改正的

資料。裁判規則初採用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規

則；以後採用江良規先生翻譯之1952年新規

則；1954年採用美國之最新規則；1955年起

為適應東亞國際間環境需要，採用1953-1956

年比較固定性之國際規則。

在焦嘉誥教授的努力下，籃球裁判會強

化組織和專業，諸如裁判員的權利和義務、

工作倫理、專業形象、罰則等等，均有清楚

的要求與規定。五年內的統計，擔任正式比

賽裁判總數約2,600餘場，在臺灣籃球發展史

上，有不可泯滅的貢獻。（註31）

臺視新聞在1971年7月23日有一段「訪

問焦嘉誥與劉世珍談籃球裁判費問題」。焦

嘉誥教授在訪問中表示：籃球裁判費用問題

應當受到籃球協會的重視，應當隨著社會整

體現況如物價、油價、車資等採取合理的調

整，如果這樣的尊重無法獲得，加上籃球委

員會表示裁判工作可以自行承擔，籃球裁判

會也只好配合退出籃球比賽。可以發現他對

於籃球裁判的專業與地位相當重視。（註32）

八、體育教學

焦嘉誥教授在臺灣師大的體育課程，主

要有教授「技巧」課、體操遊戲、教材教法

三科。

莊美玲老師提到，在她就讀臺師大體育

的那個年代，師生之間的氣氛是有分際，而

且非常明確而簡單。老師就是老師、學生就

是學生，師生之間的關係除了教與學，就是

教學當中的問題與討論，別無其他。雖然如

此，並不是僵硬呆板、沒有交流的關係；焦

嘉誥教授給人的感覺是莊重、嚴謹，嚴肅但

不緊繃，特別焦教授很喜歡學生提出問題，

他總是給人隨時都準備好回應、解答學生疑

惑的感覺。

76級程瑞福老師亦提到：焦嘉誥教授在

上「教材教法」室內課時……聲如洪鐘，室

外課時身穿雪白色運動服，精神抖擻……。

（註33）

肆、結語

ㄧ、教學科目與著作總整

焦嘉誥教授一生奉獻於體育教學，在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任教長達四十

年，學術兼優，在校曾擔任術科徒手體操、

遊戲、器械體操及學科運動裁判法、童子軍

教育、體育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等科

目。並著有《初中體育》、《體育分科教材

教法》、《中等學校、國民學校統一早操教

材圖解》、〈體育教學理論與實際的分析研

究〉、〈漫談中學體育〉、〈體操之價值〉

、〈怎樣做一個優良的體育教師〉、〈籃球

裁判法精論〉等相關教學書籍及論文。其

中，《體育分科教材教法》乙書被譽為「體

育教學最實用之空前巨著，暢銷全國及東南

亞各國，視為體育教師必備之良伴」，（註

34）也被視為是「國中、高中體育教學奉為

圭臬經典」，（註35）從此書之中，可以體

會許多教學方法和哲理。

註31	 參考徐耀輝，〈臺灣籃球發展過程與社會變遷研

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博士論

文，2005，71-159。

註32	 臺視全球資訊網──TTV文化資產，〈訪問焦嘉

誥與劉世珍談籃球裁判費問題〉，<http://www.

ttv.com.tw/news/tdcm/viewnews.asp?news=0065050>

，2014.10.19檢索。

註33	 程瑞福，〈師大一生　一生師大〉，《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育學系特刊》，臺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142。

註34	 國民體育季刊編輯小組，〈體壇耆宿〉，《國民

體育季刊》，12.1（臺北，1983.3）：66。

註35	 許樹淵，〈憶　經師人師吾師〉，《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育學系特刊》，臺北：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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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說明課程內容、演示、修正、練習，

一直到競賽檢討等，乃是合乎體育教學與學

習的邏輯程序，並且無不以實用、切合教學

場域為目標。

二、教學特色

關於焦嘉誥教授的教學，評價幾乎很一

致的朝向嚴謹、標準、規矩。如52級葉憲清

老師：「焦嘉誥教授很注重儀容，一口標準

北京話，體育教材教法的理論與實務兼備，

教學能引人入勝。」（註36）57級蔡麗華亦

言：「焦老師的教材教法中規中矩，那真一

點也不含糊。」（註37）43級吳萬福曾言：

「焦嘉誥老師所擔任的體育科教材教法，包

括理論與實務，對畢業後在北師執教時均能

致用。」（註38）

鄧時海老師認為，好的教授通常有兩

大類型，一類教授的講課風格是旁徵博引、

廣包兼納。有主題，但是會發散，會觸碰論

及的資料相當龐雜，需要自己在課後下功夫

重新整理；另一類教授的講課風格則是嚴守

主題，相當清楚明確的交代與這個主題有相

關的部分，極少岔題。這種嚴守主軸類型的

教授講課的好處是，只要專心聽講、筆記完

整，很容易就可以完整地吸收一個主題的主

要知識。焦嘉誥教授的風格就屬於後者。   

（註39）

劉一民老師與鄧時海老師也都不約而同

的提到，焦嘉誥教授的教學特色就是主題明

確、流程清楚、實用。講課始終維持在主幹

上，同學們都很好理解與吸收，也很好整理

相關的資料。例如教材教法，焦嘉誥教授強

調其十段式教學，在體育單元的教課場域，

便會很清楚具體的將十段式教學融入整個過

程當中。當然不是每次都會把所有的十段放

入，有時可能十取其七、有時取其八。但要

言之，這些原則提供了旋即要投身入體育教

學場域的準教師們非常好依循的教學原則與

方法。像是班級集合之後，老師與學生的位

置安排；一堂課從暖身準備開始一直到分組

競賽或練習的順序該怎麼安排。這些原則都

是理解之後就可以置入教學場域當中，自己

再加以活學活用的實用概念。（註40）

由於焦嘉誥教授的教學風格比較固定制

式、接近軍事化訓練，因此有些不同觀點認

為這樣的教學難免會稍微無趣。不過絕大多

數臺灣師大畢業的老師們認為，這些實用清

楚的方向，在體育教學發展的初期，即使少

了某些特質，仍然瑕不掩瑜。

三、教學的氣氛

班級經營與班級管理，在教育理論氾濫

的今日，算是一個基本課題與技巧。但在當

時，所謂的班級管理、班級經營，卻不是一

種刻意的教學手段或方法，而是老師本身帶

動的氣氛。與其說過去的學生比較聽話、好

教，不如說這是焦嘉誥教授個人作為老師的

身分，在自己的言行舉止具有一致性，使得

學生也都沈浸在他的教學氣氛當中。（註41）

以守時為例，即使焦嘉誥教授晚年行

動不便，需要有學生陪同到教室，或者是教

材教法的外堂課，焦教授仍然會準時或提早

到達位置，準備上課。即使是困於坐骨神經

痛，他仍然堅持站著上課、精神抖擻、音量

適當、口語清晰、抑揚頓挫。因此極少有學

生知道焦教授長期受到這個痼疾的影響。

由此可知，焦嘉誥教授敬業精神極佳，

教學之認真、口齒之清晰以及風度儀表等，

足為吾等之典範與模式；加上服飾之整潔，

不管室內、外課程均能配合得宜，堪作人師

表率。

四、關於《體育分科教材教法》

體育分科教材教法不僅是一本書，也是

臺灣師大體育系的學生以及生涯規劃以體育

教師為職志的學子們的一門必修課。當時焦

嘉誥教授不僅在臺灣師大教授此門課，包括

輔仁大學體育系、臺北體育學院也都延請焦

教授兼任這門課。我們可以說，焦嘉誥教授

的體育教材教法系統，堪稱是臺灣早期體育

教學的奠基。

（一）《體育分科教材教法》的主要內容

十段式教學法堪稱是焦嘉誥教授的體育

分科教材教法之精髓所在，其內容為：準備

活動、引起動機、示範說明、嘗試練習、研

究改正、分組練習、輪流比賽、整理結束、

檢討批評、整隊解散。

焦教授上課非常的規範。所謂的規範，

是指有一套清楚既定的流程，這套流程正是

以十段式教學為主軸。從暖身、說明課綱與

圖8　體育分科教材教法（圖片來源：研究者提供）

註36	 葉憲清，52級，國立體育大學校長退休。葉憲

清，〈從體育專修科到體育系──師大學生生活

四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

育學系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

，63-68。

註37	 蔡麗華，57級，臺北市立體育學院舞蹈系系主

任、教授。蔡麗華，〈弦歌組曲〉，《體育學系

特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三十週年校慶》，臺

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976，38。

註38	 吳萬福，43級學生，後任教於國立臺北師範學校

（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40年。吳萬福，〈就

學省立師範學院──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回

顧〉，《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六十週年校慶體育學

系特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6，19。

註39	 鄧時海，面訪，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014年8月

17日。

註40	 劉一民，面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汀洲路分部競

技系大樓研究室，2014年7月25日；鄧時海，臺北

市和平東路二段，2014年8月17日。

註41	 莊美玲，面訪，臺北市復興南路二段，2014年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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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擔任此門教材教法課的助教鄧時海

老師說，焦嘉誥教授帶遊戲帶得很好（按：

指「遊戲」這一門課），尤其是這門課當

中的比賽都編排得非常好。例如主教材是運

球、傳球的技巧，最後用這些技巧做一個遊

戲或比賽的練習，學生都非常有興趣。不一

定一堂課裡面十段式教學的技術都使用到，

但是一個完整的教學單元裡十段都會涵蓋

到，可能這一堂課用七個，下次上課則用了

八個不等。焦嘉誥教授是位可以把教學環境

情境掌握非常好的老師，課程的進行幾乎都

很正常的、按照他的理想進行教學。有人認

為焦嘉誥的上課制式，但其實利用分組、比

賽遊戲這些教學技巧，在制式的規格裡面，

都還是可以激發學生興趣。可以說焦嘉誥教

授的教學是規格明顯，但並非嚴肅無趣的。

除了十段式教學，興趣教學法是焦嘉誥

教授另一個教學的主軸。興趣教學法有兩個

重點，一是分組教學、一是比賽。分組才能

提高學習興趣，因為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或

是讓技術水準高的同學帶領技術水準較低的

同學進步。比賽不是每個項目都需要的，但

是焦嘉誥教授很講究比賽的設計，好的比賽

設計可以增加學習的樂趣與新鮮感。

（二）教材教法的相關內容

1.基本教練

早期焦嘉誥教授的體育教學，部分是從

德國的兵式體操而來，雖然不像軍中那麼嚴

謹，但是內容大致上差不多。基本的整隊、

集合、隊形行進，他都要求學生有能力操

作。因此教材教法中重視立正稍息等基本教

練，準老師們一定要具備喊集合整隊行進等

口令的能力，像是立定、齊步走等。在基本

教練掌握之後，分列式也是重點。大致上跟

成功嶺的大專兵學生軍訓差不多。掌握基本

教練的能力，在講課或示範說明時，該是什

麼隊形；而分組活動又該是什麼隊形，就能

有清楚的概念與指揮的能力。

2.徒手體操

焦嘉誥教授曾經編排很多套徒手體操，

大概民國七〇到八〇年代的國中小生都曾經

練習過。徒手體操同時也是教材教法當中的

重點項目。每學期焦教授都會要求學生自己

編排課間操，列入考試的重點之一；考試時

要具備教學與帶動的能力，比如說站在臺灣

師大操場的司令臺上，焦嘉誥教授在臺下觀

看評審。因此臺灣師大體育系的學生多具有

帶操的能力。

不僅僅只是準體育教師的上課與考試項

目，在體育課場域中，焦教授上課也很重視

體操。上課之初一定要徒手體操暖身開始，

但不一定要跟早操或課間操相同，每位體育

教師都可以依據自己的想法編排動作。焦嘉

誥教授本身就設計了大約七至八套不同的健

身操。他很重視這簡單的運動，做完體操之

後才正式示範說明上課。臺灣很長一段時間

體育教學的模式，就是採用這樣的流程。

圖9　教學實習（圖片來源：焦祖謙提供）

圖10　課間操唱片（圖片來源：研究者提供）
圖11　課間操教材圖解（圖片來源：研究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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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教法的影響

1.掌控大團體的能力

鄧時海老師提到，因為在學期間，焦嘉

誥教授對於喊口令、指揮調度能力的重視與

要求，體育系的學生對於整隊行進、基本教

練與帶操很快就能掌握，因此能夠迅速確實

的掌控大團體集合的任務；無形中，學校大

團隊的集合、辦活動等往往需要體育老師的

能力。所以體育老師們在分發到學校之後，

通常都被安排到訓導處等行政單位。由於這

些單位通常負責學校的朝會、運動會等活

動，正是需要管理全校的集合整隊行進。焦

嘉誥教授的要求對早年的體育系來講，培養

出很多進入學校之後的行政領導人才。

2.陞遷管理職

鄧時海老師進一步說明，因為前述的原

因，體育系的學生分發至各學校擔任老師之

後，經常短時間內就會從體育組調派至訓導

處，也經常被指派擔任訓導主任的工作。正

因為具備訓導主任的資歷，也就更容易累積

到三長的資格，所以很短的時間內就累積足

夠考校長所需的行政資歷。大約在1995年以

前的時期，全省的國高中校長學科背景有此

一說：人數最多的是教育系，再其次就是體

育系。主因就在於焦嘉誥教授體育分科教材

教法的影響。

禮記說：「經師易得，人師難尋。」

焦嘉誥教授不僅是一位優良的經師，亦是以

自身的行為舉止帶動周遭學子為人處事的人

師。焦教授長於亂世，卻能以自身的學術涵

養、人文素養堅定於斯。本篇傳記雖不足以

記述其十之一二，卻希望能引起重視，發掘

出更多如焦教授之優秀體育前輩。

附錄

一、焦嘉誥大事記
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09 前2 出生於河北長垣縣。

1929 18 20 就讀北平師範大學體育學系。

1936 25 27 委任先農壇體育場監工。

1937 26 28 留在北京以教職掩護地下任務。

1938 27 29 4月，任先農壇體育場第一任場長。

1942 31 33
攜眷脫離北平日據地區。

任蘇魯皖豫邊區招訓分會進修班主任。

1945 34 36 抵臺協助臺灣省立師範學院校務。

1948 37 39 擔任第七屆全國運動會臺灣代表團秘書兼女排教練。

1950 39 41 成立臺灣省籃球裁判會，並被推舉為第一屆主任委員。

1957 46 48 兼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衛生教育學系及體育專修科主任。

1959 48 50

兼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總務長。

擔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生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國民體育委員會委員。

1960 49 51
擔任中等學校體育課程標準修訂委員。

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總務長兼職。

1968 57 59 擔任第十九屆墨西哥奧運臺灣代表隊總管理。

1970 59 61 擔任第二十五屆省運會籃球裁判長。

1971 60 62 擔任高等學校體育課程標準修訂委員。

1987 76 78 2月卒於臺北榮總。

二、附記：軼事篇

1.籃球裁判軼事：1949年的第四屆省運

會由臺北市主辦。籃球比賽因參賽隊伍眾多

因此分成甲乙兩組，最後甲組的決賽由七虎

與空軍官校籃球隊爭奪冠亞軍。這兩隊都是

人氣相當高的球隊，原本的比賽場地「鐵路

局球場」只能容納800人，在開賽前就已人滿

為患，因此臨時決定移至可容納1500人的「

憲兵球場」。不料反而造成兩邊的球迷一起

擠滿球場，翻牆衝場，最後連球場上都是想

要看球的觀眾。這場冠亞軍之爭原本預定由

焦嘉誥與劉世珍擔任裁判，卻連球賽都無法

開打。最後在一番混亂與折衝後，有王老虎

暱稱的王叔銘總長以氣勢與手槍震懾全場，

才由江良規與劉世珍順利負責球場上的執

法。足見當時的籃球比賽風氣之盛行，完全

不亞於現在。（註42）

註42	 續伯雄，〈臺灣早年的籃球運動〉，<http://www.

atlantachinesenews.com/News/2012/10/10-05/B_ATL_

P03.pdf>，2014.10.17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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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六事件軼事：四六事件（註43）

時，焦嘉誥教授曾暗助若干學生。有一天晚

上突然有幾個學生敲焦教授的門。原來是警

察搜索的時候，躲在臺灣師大學生宿舍天花

板的體育系學生幸運沒有被抓。因為餓到受

不了晚上偷偷跑去找焦教授。焦教授請師母

煮水餃給學生，吃完之後送學生離開。

3.教材教法課軼事：1968年臺北市立體

育專科學校成立，第一任校長林鴻坦親自找

焦嘉誥教授要求為北體學生上教材教法。另

輔大第一任體育系主任唐恩江，在1969年亦

提出同樣要求，並且在焦教授家中，直接放

話「你不教，我不離開你家」。焦教授遂兼

任兩校體育系之教材教法教授。

4.總務長軼事：焦嘉誥教授在臺灣師

大期間，曾經擔任過總務長與系主任。當然

仍是人情為先的年代，收送禮物金錢的風氣

很尋常。據焦祖謙老師提到，擔任總務長時

期，曾經有工友的木工頭到他家送東西，焦

嘉誥教授堅決推辭，隔著門牆就扔到門外。

總務處工友群私底下議論，這年頭送錢還有

人不要。焦教授擔任總務長期間，曾經懲處

兩個工友。在吃公家飯是鐵飯碗的年代，這

是相當大的人事壓力。也因為這樣的人事糾

葛感到疲累，萌生辭意。遂裝病請辭，以腿

不好不能走為由，學校還特別配給三輪車予

焦嘉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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