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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體用全書鄭序釋疑 

  

著者: ：朱殿蓉 (Julian Chu) 

 

原文刊載於臺灣《太極拳雜誌》第 196 期 2011 年 8 月 1 日出版 

 

《太極拳體用全書》在初版時的原名為《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著者是

楊澄甫宗師，但太極拳界都知道此書是鄭曼青先生為楊師代筆的。鄭氏在書

中〈鄭序〉一文，概略的記述了當時研習太極拳的起因及拜師楊澄甫的經

過。〈鄭序〉之言：「庚午(即 1930 年)春，岳 (鄭氏原名岳，字曼青) 因創辦

中國文藝學院，操勞過度，甚至咯血，因復與同事趙仲博、葉大密研習斯

術。」近年來，這幾句話被葉大密的後輩門生宣揚；江瀾先生以二水居士筆

名，在大陸網站上撰文，斷言鄭氏當年在上海武當太極拳社曾向葉大密學習

太極拳、刀劍、對劍等藝共八年，並自我推算鄭氏與楊澄甫老師相處的時間

不會超過一年，還宣稱鄭氏抵台後，對此過從是忌諱尤深。對這些別有用

心、但與事實不符的報導，筆者為正視聽，曾修文『回應二水居士“台灣一

周的流光記憶”一文有關鄭曼青的記述』，此文承蒙刊登於臺灣《太極拳雜

誌》第 192 期及中國大陸的網誌，引起了葉系太極拳網友們的熱烈回應，包

括了江瀾在其網站上的回函，除了仍堅持己見外，江氏又在網站上提出了一

些新的議題，即認為鄭曼青在《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的〈鄭序〉一文中

之「秋翁介岳，執贅於門」一節，若非筆誤，其“贅”字是不是能理解為通

常意義上的“上門女婿”？還是濮秋丞先生對鄭氏真實有此意思的表示？倘

若是鄭氏誤“贄”為“贅” ；那麼，鄭氏所拜的老師，就應該是濮秋丞了。 

 

看來，許多中國大陸的拳友們似乎對鄭曼青從學于楊澄甫老師的情形、時期

及楊氏在滬居住的時間仍然認知不清，現又加上了對〈鄭序〉中“贅”字的

誤解。既然有這樣的懸題長久存在，筆者亦樂意藉此機會，針對這些議題，

在中國大陸的網誌上作了詳細的答覆。除了就實論事，闡釋一些前輩們所經

歷的事實，澄清一些無中生有的誤會，也希望能幫助中國大陸的網友及拳友

們，對鄭曼青有進一步的認識。何況鄭、葉兩位前輩生前曾同時懸壺于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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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太極拳，對太極拳的推廣都曾有過巨大的貢獻，皆為我輩楷模。現筆者

將最近的這些答覆重新整理如下，供大家參考。 

 

一.〈鄭序〉中之錯字 86 年迄未更正 

 

《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線裝本自 1934 年 2 月在上海首版發行後，多年來

又在大陸、香港、臺灣出現了七種不同的版本【註一 】。譬如，第二版本是

楊守中先生于 1948 年在香港交由上海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承印的，那時楊守

中將首版錢名山先生署寫書名中的“第一集”三個字刪除了，其再版書名

《太極拳體用全書》題寫者改為歐陽駒先生。第三至第六版本陸續于 1957 年

至 1993 年在中國大陸發行。第七版本是臺北的逸文出版有限公司在 2001 年

5 月及 2004 年 3 月翻印的，並以楊澄甫的頭照作為封面。這些再版書中〈鄭

序〉一文：「秋翁介岳，執贅於門」之句，86 年來未曾有過更正，那麼這個

“贅” 字，究竟是為“贄” 字的筆誤或是如江氏所說的是另有別意呢？ 

 

蓋一般人手寫文字的時候，除非有特殊原因，少有書寫恭正的楷書。鄭曼青

先生當年在寫序文時，想必亦是如此，甚至於可能行草並用，遂導致手民誤

認、誤植，而校對者又失誤 (當然也有可能是鄭氏筆誤) 。因為“贄”、

“贅”這兩個字從字形上看來非常近似，容易混淆；但從詞義上來說，兩者

絕不相同。古人相見，必手執物以表誠敬，所執之物謂之“贄”，且執贄之

禮早已不限於初次的拜見。而從來學生拜師是用“執贄” 並沒有用“執贅” 

的，因為“贅” 是入贅於人，為人子婿。但鄭氏是拜楊澄甫為師，所以是

“執贄” 而非“執贅” 。《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首版中有此失誤，以

後的再版本，是照原版翻印，自然就一路錯到底了；何況以鄭氏的學識修

養，何至於會鑄此大錯？而「秋翁介岳，執贅(贄)於門」這兩句話，明眼人

看了上下文，當然能想到“執贅” 為“執贄” 之誤了，且鄭氏實際是拜楊

澄甫為師，濮秋丞只是個介紹人。筆者曾為這個字請教過羅邦楨老師，羅老

師亦認為“贅” 字是“贄” 字之誤。 

 

二.  鄭曼青為代筆人而非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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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迪民先生在《楊式太極拳三譜匯真》一書有云：「1932 年，由鄭公主筆，

在《太極拳使用法》的基礎上為楊澄甫先師整理《太極拳體用全書》。【註

二 】」筆者根據資料，認為鄭氏當年可能沒有參與《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

集》的樣書校對及印刷的工作，現提出下列事實供大家參考： 

 

1.  由錢名山題簽的《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首版本，雖蓋有字跡清晰的楊

澄甫方形私章，但僅印署“著者 廣平楊澄甫，校者 吳江黃景華”，兩者中

間印跡較淺的“永嘉 鄭曼青”字樣為書成後用紅色印泥補蓋加上的。顯然鄭

氏當初整理楊澄甫的口述原稿，手寫完成之後，可能沒有參與樣書校對的工

作，否則此書正式印刷品的版權頁上，怎會沒有署上“永嘉鄭曼青”之名？

自然，鄭氏也不知曉在排印的過程中，序文中之“贄” 字被誤植為“贅” 

字。 

 

2.  談到校對之事，《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出版後所附加的“勘誤表” 

就列有 36 處字誤，而其中第一個字誤就是〈鄭序〉第三列之“強” 字被誤

為“疆” 字，即“又曰柔弱勝剛疆” 一句，應改為“又曰柔弱勝剛強”。

鄭氏當初手寫的可能是“彊” 字，因“彊”與“強” 是同字，但排版時

“彊” 字被誤植為“疆” ，這和“贄” 字 被 誤為“贅” 的情形是相同

的。後來，天津古籍書店在 1989 年 7 月根據“1934 年 2 月首版”影印的

《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發行第五個版本所附加的“勘誤表”中又新列出

4 處錯字，但該版本刪去了鄭曼青的〈鄭序〉。可是在台灣發行的第七版本

仍未查出“贅” 字之誤，可見校對之難。所以 1934 年《太極拳體用全書第

一集》首版付印時，以至第七次的再版書，百密一疏，仍有〈鄭序〉文中將

“贅” 字代“贄” 字之誤。 

 

3. 瞿世鏡先生在『楊氏太極在上海』一文中云：「恩師黃景華………協助鄭

曼青師伯筆錄《太極拳體用全書》並負校對之責」。其又在『楊門弟子素

描』一文中有此敘述：「《體用全書》不但由曼青師伯與景華師二人筆錄，

到大東書局校對勘誤等雜務，亦均由景華師奔走代勞」。瞿氏在另文『《太

極拳體用全書》謎底何在？』謂：「大東書局送來之樣書錯誤百出………將

曼青師伯大名遺漏，不得不用紅色印泥為其加蓋印章。【註三 】」而路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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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在 2008 年的『“太極拳體用全書”版本考證』一文則稱：「趙斌、傅鍾

文老師都說，協助楊澄甫先師整理《太極拳體用全書》的是鄭曼青，傅鍾文

老師是跑腿的，負責聯繫印刷等事務。」從瞿氏及路氏諸文中可知鄭曼青當

時寫完原稿後，並沒有參與首版校對、勘誤、聯絡印刷等工作，否則〈鄭

序〉文中就不會有“贄” 字誤為“贅” 字了。另外，路氏又在『《太極拳

體用全書》版本考證』一文中對楊守中在香港發行第二版本的經過有此說

明：「再版的過程很簡單，原書的銅版在上海傅鍾文處存放，楊振銘給傅鍾

文寫信要版，傅鍾文將銅版寄往廣州，這是我親自聽傅老師說的。」而楊守

中在再版本的版權頁上，將鄭氏與黃景華兩人並列為校者；顯然，楊先生並

不瞭解此書初版時的校對情況。所以路文中有如下的進一步解釋：「到 1948

年再版時，可能楊振銘 (守中) 先生又覺得把鄭曼青與楊澄甫並列為“著者”

也不妥，於是把鄭曼青和黃景華並列為“校者” 。 」 

 

鄭曼青當年專心為楊師編寫《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完稿後未參與瑣碎

的出版雜務，書首的〈鄭序〉文中被留有一個字誤，86 年後竟被有心人蓄意

誤導。希望經過此文之討論後，今後的《太極拳體用全書》再版本，能更正

此一錯誤。 

 

又此書後的版權頁上遺漏了“永嘉鄭曼青” 的疏忽，近年來引起了更多的爭

論。因在“樣本”的版權頁上所列的校者是永嘉鄭曼青，但在“正本”中校

者被改為吳江黃景華，而鄭曼青的名字卻被遺漏了，當時不得不用紅色印泥

為鄭氏加蓋印章。此事究竟是上海大東書局之疏忽或是其他的人為錯誤，在

近幾年中國大陸的雜誌及網站上有過激烈的議論。 2010 年 11 月在台北舉行

的第八屆楊式太極拳名家論壇暨鄭曼青 110 歲誕辰紀念大會上，來自上海的

傅鍾文、黃景華、濮冰如、葉大密等門生弟子們為了此事興起了激烈辯論；

看樣子，這項爭論又會延伸到 2011 年 10 月在上海舉行的第九屆楊式太極拳

名家論壇。這張版權頁早已不存在于 1957 年後翻印的第三至第七版的《太極

拳體用全書》，那麼楊家的後代弟子們，也不必再持續著這項口舌之爭了。 

 

三.  鄭曼青首晤楊澄甫應在拜師入門的前兩年 

 



5 
 

筆者認為江瀾先生宣稱鄭曼青與楊澄甫老師相處的時間不會超過一年是毫無

根據之言，其在中國大陸的網站上散佈此不實之言不知有何用心？至於鄭曼

青從學于楊澄甫的年限，及在滬相處的時期有多久，只要弄清楚了楊氏何時

來滬、去粵、及回滬，其理就會自現。 

 

楊氏何時來滬可根據馬偉煥、路迪民在『楊澄甫年表初探』一文所述，楊澄

甫正式由北京南下是從 1928 年開始的，原係由南京中央國術館館長張之江聘

請楊氏為太極門門長，但楊氏因故扺寧較晚，職位已由他人所代等小誤會而

未就職，於是楊氏在 1928 年就由南京轉來上海。雖然楊氏在 1929 年曾去杭

州擔任過浙江國術館教務長，但自 1930 年起又回到上海定居【註四】。 

 

當代的武術界，徒弟拜師父難，師父收徒弟更難，收徒前要經過一段觀察

期，待弟子符合條件通過了審察，要經人介紹，及本人寫拜師帖，才舉行拜

師儀式。一旦遞帖子拜師入門，就是宣告建立了師徒關係，成為師父的入室

弟子，這是件很嚴肅的事。若不是入室弟子，但向師父學過拳技，只能稱為

學員或學生。 瞿世鏡先生在『楊門弟子素描』一文中有此敘述：「楊公自寧

來滬，經葉大密介紹，鄭曼青、黃景華、濮冰如均請楊公指點，濮冰如因其

父濮秋丞社會地位甚高，澄甫公來滬又鼎力相助，故首先拜師入門。鄭曼青

精於歧黃之術，太師母侯夫人患病，服其所開中藥處方，霍然痊癒，澄甫公

甚為感激。景華師練功刻苦，辦事謹慎，擔任守中師伯每日對練之“相

手”，甚得楊公嘉許。故於 1930 年之後相繼拜師入門，成為楊公入室弟子。

【註三 】」所以，鄭曼青在 1932 年初正式拜入楊公師門之前，首次和楊氏

會唔應在習拳未久的庚午年(即 1930 年) ，並與黃景華、濮冰如等被楊氏指點

過拳藝兩年。楊氏的指點對鄭曼青入門前的拳藝應有助益，所以〈鄭序〉

云：「兩年之間，與有力十倍於我者較，則數勝矣。」誠然，鄭氏在入楊師

門以後，其拳藝就更猛進了。所以，《太極拳體用全書第一集》的〈鄭序〉

一文中所言：「壬申正月，岳在濮公秋丞家，得晤楊師澄甫，秋翁介岳，執

贅(贄)於門，承澄師之教導，口授內功」一節，如以白話文來譯說，就是：

「1932 年正月，鄭氏在濮秋丞先生家裡，能與楊澄甫老師見面，由濮秋丞先

生當介紹人，鄭氏執禮拜入師門，後來又受到楊澄甫老師的教導，口傳了太

極拳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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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大密 1926 年在滬開設“武當太極拳社”，鄭曼青在 1930 年曾與趙仲博(係

吳鑑泉弟子【註五】)、葉大密研習太極拳術，並經葉氏介紹與楊澄甫相識、

相學。葉氏當年推廣太極拳的開放、開明作風，與眾不同，值得肯定。雖然

葉氏並未被列入楊氏門牆成為楊氏入門弟子，但葉氏先從田兆麟學拳，後從

楊少候、楊澄甫等學藝，仍被社會認可為楊氏太極拳的傳人。而鄭曼青自

1932 年執禮入了楊門後，被傳授了太極拳內功，自然會專心從學于楊師。在

楊師遽歸道山的次年(即 1937 年)，鄭氏離滬扺寧，任國民政府南京中央軍校

國術教官，專授太極拳；1938 年又去長沙任湖南省政府諮議兼國術館館長。

江瀾宣稱鄭氏曾向葉大密學習太極拳、刀劍、對劍等藝八年之言，顯然是錯

誤的。 

 

四.  楊澄甫啟程赴粵授拳時間應在 1934 年尾 

 

 關於楊澄甫赴廣州授拳並居住的情形，曾昭然 (即曾如柏) 在其《太極拳全

書》的〈自序 〉 中寫的很詳細，是由廣州公安局某分局長王英儒出面，向

陳微明先生提出了請求，邀請楊澄甫老師南下廣州授拳。曾氏在〈自序〉 中

又謂：「楊師抵粵後，以私人團體所聘，為期難久，生活無由安定，故仍與

滬方聯絡，擬半年後北返。【註六】」根據資料，曾昭然先供職於廣西省教

育廳，後任廣東法學院院長等職，是楊氏南來廣州唯一拜師的門人。曾氏先

在致柔拳社廣州分社跟從陳微明學習太極拳，後來他和第一集團軍、 第四集

團軍、廣州公安局的一些要人商議，請楊氏來粵授拳。這個曾氏所謂的私人

團體，是指當時此三個機關的同仁們，自行組成的太極拳學習班。當時，楊

氏曾攜楊守中、傅鍾文等一同南下，若是只靠此私人學習團體所聘，楊氏等

人生地不熟，當然會擔憂將來大夥兒在粵生活的安定性。 

 

 曾昭然在《太極拳全書》的〈自序〉又接著說：「余不獲(得)已，乃薦諸陳

總司令伯南於其總部任咨議，至是楊師乃決定長住粵垣矣。 」由此，曾氏己

很清楚的說明了，雖然楊氏當年初次來粵本擬半年後北返，但在獲得陳濟棠 

(即陳伯南) 集團軍總部正式聘請楊氏任咨議的公家職位以後，楊氏的生活得

以安定，能夠安心施教，也就打消了返滬的念頭。這個解說和馬偉煥、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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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其文章『楊澄甫年表初探』中所述是一致的。關於陳濟棠在廣東主政期

間是 1929 年至 1936 年，陳將軍先任第四軍軍長兼廣東綏靖委員，駐扎廣

州，又先後任第八集團軍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 

 

為了確認楊澄甫初到廣州的時間，路迪民曾指出了二張楊氏在廣州的照片，

第一張是歡迎楊氏等初到廣州的合影 (共 41 人)，照片上寫著“廣州市政府國

術組仝人歡迎楊澄甫先生合影，中華民國 23 年 12 月 23 日”。蓋民國 23 年

即 1934 年，由地方市政府出面歡迎楊氏的場面，當為楊氏初次去廣州不久所

攝。路迪民指出的另一張照片是 1935 年楊氏在廣東法學院授拳後的合影 (共

7 人) 。因此可以從照片中瞭解到，楊氏去廣州的時間大概是 1934 年尾，而

非江瀾先生在『台灣一周的流光記憶』一文中所說的：「楊氏在 1932 年首次

赴廣州，1934 年回滬後不久，1935 年再次赴粵。」 

 

曾昭然《太極拳全書》之〈麥 (霞甫) 序 〉 所說：「越兩年，太極拳名師陳

微明先生自滬來粵，曾子首從之遊………」，那麼陳微明究竟是何時來粵及

何時離粵呢？而 〈麥序 〉又謂：「一年之後，曾子又與同道者迎太極宗師

楊澄甫先生南下【註六】」，這一年之後應是在何年？蓋陳微明南來廣州授

拳時，芸芸學生之中只收了梁勁予先生為入室弟子。台灣自由出版社曾印行

陳微明所著：《太極拳秘要》【註七】，此冊後有 1932 年陳氏受中山大學校

長鄒魯所聘，赴粵講拳其間，請梁勁予協助於太極拳式轉換、轉動之處攝

影，以補陳著《太極拳術》一書中定式照之不足。而梁勁予曾云：「1932 年

隨陳師學拳………旰宵磨礱，未或稍懈，體力日增，藝乃銳進，甚為陳孝廉

嘉許………1933 年隨同陳師回到上海繼續深造太極拳。【註八】」所以，曾

昭然和梁勁予等在致柔拳社廣州分社跟從陳微明學習太極拳的時間應是 1932

年至 1933 年間。待陳氏于 1933 年返滬後，可能才有機會親自將曾昭然和王

英儒等的邀請及其在廣州授拳的情形告知了楊澄甫。而〈麥序 〉中所謂「一

年之後，曾子又與同道者迎太極宗師楊澄甫先生南下 」，這一年之後曾氏等

歡迎楊澄甫南下的年份應該是陳微明離粵後的一年，即 1934 年了，而非江瀾

後來在網上回應中改說的 1933 年。何況在陳微明來粵的 1932 年至 1933 年期

間，未曾見任何人談論過陳、楊兩人同時在粵授拳。至於曾昭然《太極拳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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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的〈自序 〉 之說：「余侍師二年有餘………」，這大概亦是中式虛

年算法，應即 1934 年尾至 1936 年初。 

 

1934 年楊澄甫去廣州授拳時並未生病，否則怎能去粵教拳及去香港旅遊？這

個說法是有資料可考。因金承珍先生在『楊澄甫南下廣州傳拳軼聞』一文中

曾有如此的記載：「1935 年，我在國立廣東法學院（光孝寺）讀書時，聞太

極拳名家楊澄甫先生到廣州教授太極拳，並設館於陳濟棠總部、四集團軍、

廣州公安局等處。………我懇求曾如柏先生在我院設一太極拳班，後他徵得

了楊老師的同意，學員由我召集，並推薦我為班長。於是，我院特設的這一

個太極拳班，榮幸地得到了楊老師及其大兒子楊守中師傅的悉心指

導。………楊(澄甫) 老師器宇軒昂，功夫到家，………有時讓別人推其身軀

部分，就如觸棉絮，用盡最大的力，最快的速度，最突然去推，他也毫不受

力，穩如泰山。………，一次，有個學員恃學過南拳及其他外家拳，要求與

楊(澄甫)老師試比一下。剛一下馬，只見楊老師五指抓住其頭頂，如泰山壓

頂，立即使他下蹲撲地（不少人曾嘗試過），楊老師隨即提他起來，使那位

學員佩服得五體投地。楊(澄甫) 老師有一次赴香港，有一南拳名師要求與他

比手。比手時，其人如猛虎撲來，楊老師稍閃化馬步，用右手食指一指，觀

眾未覺其指觸及對方身體，對方即已跌出二丈外（是由於發力速度快，肉眼

看不見），後就不敢再較量。【註九】」由以上金承珍所述，楊澄甫于 1935

年在國立廣東法學院授拳及去香港旅遊時，體能好的很，授拳時還親自示範

功夫呢！ 

 

楊氏開始生病是後來的事，可能是 1935 年下半年。曾昭然在《太極拳全書》

曾云：「時楊師心病已漸深」，其心病時間也是在粵定居以後才漸漸發生

的。楊氏病因的猜測，其家人和傳人，至少有四種不同的說法 (譬如：水土

不服而染疾，水腫而誤用假藥，肝病，或是心臟病)。無論如何，楊氏在病情

轉壞之前，雖然當時粵、滬之間交通不便，還能在 1936 年初回到上海治病。 

 

五. 鄭曼青與楊澄甫在上海相處前後至少 5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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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數例的解釋，可知楊澄甫、楊守中、傅鍾文等一同南下來粵的時間大

概是在 1934 年尾。楊氏剛來粵因只被私人團體所聘，擔心為期難久，生活不

得安定，本擬半年後北返；但在陳濟棠將軍的協助下，給與固定的公職，楊

氏就決定留下來了，直至 1936 年初，因染疾才又回到上海治病。所以，楊氏

自 1928 年起來到上海，最後于 1936 年 3 月在上海病逝，前後的時間總共是

8 年左右；但減去其去杭州(1929 年) 及廣州 (1934 年尾至 1936 年初) 的時

間，真正居留於上海大概有 6 年之久。所以，鄭曼青向楊師學拳的前後年份

是 6 年(西式算法) 或 7 年 (中式虛年算法) ，這和陳微明及鄭曼青本人在《鄭

子太極拳十三篇》內的敘述是相符合的。若減去楊氏去廣州的時間，則兩人

在上海相處的時間大概有 5 年左右。無論如何，鄭氏能在短暫的從師期間，

取得重大的學習成果，豈不是我輩效法的榜樣？  

 

【註一 】：邵奇青寫『楊澄甫《太極拳體用全書》七種版本概況』，2010 年 10 月刊載于

邵奇青的新浪博客。 

【註二】：路迪明著《楊式太極拳三譜匯真》，中國大陸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8 年印行及

台灣大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0 年翻印。 

【註三】：瞿世鏡的『「楊氏太極在上海」』、『楊門弟子素描』、『《太極拳體用全

書》謎底何在』等文刊載于《楊氏太極兩岸一家》，台灣時中學社 2010 發行。又『楊門

弟子素描』一文亦刊載于中國大陸《武林》2001 年第 7、8、9、10 期及台灣《太極拳雜

誌》2003 年第 145、146、 147、148 期。 

【註四】：馬偉煥、西安路迪明合著『楊澄甫年表初探』，刊載于中國大陸《太極》(雙

月刊) 2000 年第 6 期。 

【註五】：趙仲博係吳鑑泉弟子，見吳圖南著《科學化的國術太極拳》商務印書館 1931

年發行，趙仲博傳為吳鑑泉首徒。 

【註六】：曾昭然《太極拳全書》，香港友聯出版社 1960 年發行。 

【註七】：台灣自由出版社係蕭天石先生于 1958 年創立，其住家就是出版社和書店，專

門出版蕭天石畢生搜集的許多道家文化資料、道藏典籍等書。自由所印之《太極拳秘

要》為增訂版，此書之本名應稱《太極拳術》。 

【註八】：梁勁予于 1932 年從陳微明在廣州中山大學學習楊氏太極拳，1933 年隨陳師到

上海繼續深造，終於成為入室弟子。1938 年遷居澳門，設立環中太極拳社。1948 年後移

居香港，成立了香港太極拳社；1985 年移居美國加州。 

【註九】：金承珍先生著『楊澄甫南下廣州傳拳軼聞』，刊載于中國大陸《武林》198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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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殿蓉(Julian Chu) 2011 年 7 月 4 日寫於美國華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