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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可气非常气，拳可拳非常拳 

朱殿蓉  著 

 

原文刊载于台湾《太极拳杂志》第206期2013年12月出版 

 

【摘要】内家拳术以柔克刚，总是令人怀疑，因常人能说不能行。吐纳炼气运气行功，总是令人

迷惑，因常人有法无可循。旧架新架大架小架，总是令人迷失，因常人有师不能得。笔者引用古

经典今文献，藉由最新科学知识，讨论炼气练拳方法，养生技击并重，协助读者既致柔且至刚。 

 

一位高头大马、孔武有力的魁梧壮汉，猛力迎面击来，请问你要如何应付？急忙转个身或退了步

就能化危为安吗？对方不会紧跟着再上身吗？诚然搏击时临场的变化很多，但瘦弱的小个子，先

天体能条件本来就吃亏，尽管有着外在的利落手脚，此时用力抵抗常不管用，光凭着肢体外型动

作上训练出来的技巧，仍然会不济于事，除非是另有特殊的内在本领才能以弱胜强，那么这个特

殊的内在本领会是什么？当年，杨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杨禄禅，个子并不高大，但号称“杨无敌”

。孙式太极拳创始人孙禄堂，个子瘦小，在当时武林中曾享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之誉。

郑曼青先生亦是小个子，抗日战争时以太极拳技惊服了美、英大兵；后来移居美国时，孔武有力

的洋大个子，在试力之后均拜入门下。对于这个如何以小搏大的问题，聪明的中国祖先们，早就

从生存竞争中找出了答案；从这些太极拳大师们的表现中，证明了体小可以搏大。这个答案，今

世人应已知道，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 

 

一. 你相信柔能克刚吗？ 

 

常人都知晓，若在敌强我弱硬拚会吃亏的情况下，只有在顺应来力的反射条件下，才有希望先求

化解，再进一步蓄而后发，达到以柔克刚的效果。许多武术文献，认为太极拳的理论来源于道家

思想，最常见的引证是老子启示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入无间(《道德经》第

43章)」，以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道德经》第78章)」。

但是老子却又提到：「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道德经》第78章)」；意即

“这个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却没有人能实行的”。虽然这个道家的观念

，是要用至柔之阴来克服最坚刚的阳，但是你认为这些道家理论会帮助你做到以柔克刚吗？ 

 

郑曼青大师当年在未习拳之前，也曾怀疑过以柔克刚之说，郑氏在1934年为杨澄甫代笔《太极拳

体用全书》，其中〈郑序〉一文之首即云：「天下唯至刚乃能制至柔，亦唯至柔乃能制至刚。易

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书曰：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诗曰：刚亦不茹，柔亦不吐〈注一〉。

然则刚柔之用，理无二致，何老氏独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又曰柔弱胜刚强，余甚疑

之。」但是郑氏在学太极拳未久的两年后就改变了想法，对柔能克刚不再怀疑。因其在〈郑序〉

一文中又接著说：「两年之间，与有力十倍于我者较，则数胜矣，始信柔之足以胜刚。」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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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氏是如何在短暂的两年之内，就获得了以柔克刚之能？ 

 

这个问题在〈郑序〉中似乎有个答案，因郑曼青又云：「承澄师之教导，口授内功，始知有不用

气之义矣。不用气，则我处顺，而人处逆，唯顺则柔。柔之所以克刚者渐也，刚之所以克柔者骤

也。骤者易见，故易败；渐者难觉，故常胜。不用气者，柔之至也，惟至柔故能成至刚，余至是

遂恍然大悟。」(注：此处所谓“不用气”，笔者认为应是指“不用力气”)；而郑氏悟到不用力

气能逐渐达到以柔克刚，系来自承澄师口授的内功；那么，这内功又是什么？当年杨澄甫大师由

北到南传授太极拳教了上千学生，但是能正式拜师入门的弟子却很少，而少数入室弟子除了学到

杨门拳架外，又有几人得到了口授内功呢？ 

 

郑曼青在1947年《郑子太极拳十三篇》一书中曾有如此的按语：「从来武术家，得有妙法，多秘

不示人，所谓传子不传女也。然子未必皆肖而贤，以致屡屡失其真传。倘或有得意弟子乃传其法

者，亦必留一手，以备不测。」难怪外行人对高深莫测的内家拳法，往往会认为内家即含有秘不

外传之意，而内行人也因其珍贵，所以珍秘；于是许多人对拳谚中「内炼一口气，外炼筋骨皮」

的气，亦是一知半解，不明其意。 

 

二. 内功修炼的典籍 

 

今人已比较幸运，若找不到功夫好又能传道解惑的明师，至少可以轻易的获得前人所珍藏、不愿

示与外人的太极拳经、论、歌、诀等“密诀”。但在这些经、论、歌、诀中，提到“内功”的只

有在《乾隆旧钞本太极拳经歌诀》中有句：「拿住丹田炼内功，哼哈二气妙无穷」。不管这几首

古歌诀是民国初期或明朝中叶之前的作品，其精确的阐述了太极拳的本质及奥秘是值得肯定的，

这句话指明了炼内功与“丹田”、“呼吸”、“气”等有关；但是，这内功要如何的炼，才能达

到“妙无穷”的境界呢？ 

 

翻阅中国拳术史料，在明、清之前十分稀少，因为从春秋、战国直到唐代，剑术、刀法、枪术在

民间技击中居统治地位，而拳术出现得很晚，在民间发展成为流派是在宋朝以后，渐盛于明、清

〈注二〉。内家拳一说众所皆知是始于明末清初黄宗羲的《王征南墓志铭》，至于是否源于宋朝

张三丰，笔者不在本文内讨论。而“太极拳”一词，首次系出现于清朝中叶王宗岳的《太极拳论

》。但更早的明代剑客毕坤所著《浑元剑经》，已详细的论述了剑术功法道理，其言：「练剑莫

先于炼气，炼气要首在于存神；存神之始功，根于固精」及「气愈下兮身愈轻，神居上兮心生灵

，精常固兮法术行，形自空兮玄生妙」，这是开内家拳法之先。其〈气贯周身法〉一文论及「夫

气起于丹田，升于泥丸，降于背，入于肩，流于肘，抵于腕，至十指尖，此气之上贯也；气生于

丹田，入于两肾间，降于涌泉，此气之下贯也」，这是技击内功锻炼之精辟论述。后来以内功为

名的拳术文献，笔者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苌氏武技书》及《内功四经》两书。《苌氏武技书》是

清人苌乃周(1724年至1783年)所著，计131篇，包括〈中气论〉、〈养气论〉、〈炼气诀〉诸篇。

苌氏是从实战中练成精湛的武艺及悟出高深的武术理论。这些“炼气之术”的理论，纵横开阖之

妙，均发前人之未发。其言拳术主于养气，务使气藏于腹；主张「练形以合外，炼气以实内」。

其论及出手则云：「内固精神，外示安逸；彼不动，我不动，彼欲动，我先动」，故苌氏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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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极拳之要义大体上是一致的。 

 

《内功四经》由〈内功经〉、〈纳卦经〉、〈神运经〉、〈地龙经〉四部共同组成，原著者已不

可考，但经由清代王南溪注解、宗景房参订，藏于沈阳故宫工部库多年。后来宋氏形意拳开派宗

师宋世荣先生由友人处获得此书〈注三〉，这文句绝妙、义理精辟的武学秘典才渐传开于世，其

〈内功经〉极重培养内气、敛神修心的武学内功修练。宋氏精研习试，先以内功起手，纳卦次之

，神运又次之，最后地龙收功；久而久之，融会贯通，练就出神入化的内功，常人很难近其身，

手臂无人能握得住，所以宋氏的形意拳也以“柔”见称。孙禄堂21岁时曾往山西，得宋氏讲论〈

内功经〉等心法〈注四〉。《内功四经》中所陈述的深妙技义、精绝道理，由外而内的综合锻炼

法则，与部份太极拳经、论、歌、诀有异曲同工之妙。 

 

《浑元剑经》、《苌氏武技书》、《内功四经》阐述了很多“丹田”、“呼吸”、“气”相互之

间的关系。苌乃周先生精研拳理，博采众长为己用，于少林、太极之外，另辟出一方武学新天地

，创出独具一格的“苌家拳”。宋世荣先生钻研《内功四经》理论，在练拳的实践中，体会其精

髓，练就高强的武艺。但是，近代似未闻有任何人据此《苌氏武技书》、《内功四经》练成了绝

顶的内功或高深的武功；可能是这两本书、经的文句深奥，令人开卷茫然、易于懈怠、不能日日

用功以见其元妙之理。而且许多人并不了解拳术中的“气”和道家养生所述的“气或炁”是不尽

相同的。笔者将在本文后半段讨论拳术炼气的独到锻炼方法和效果，因为拳术所炼之气是要发挥

在技击中能实际起作用的气，并非道家养生所论及的气。 

 

三. 养生炼气的迷思 

 

道家养生的文章可说是车量斗载、不可胜数，传统养生术可追溯到先秦，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

一中国以前就兴起了不同的养生流派，包括道家的“清静无为”和儒家的“修身养性”。当时的

医学、养生理论学曾记载于《黄帝内经》，这是中国流传到今天最早的中医和养生学经典；直到1

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14件简帛，如《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导引图》等

，我们才看到更古老医学典籍原件。《黄帝内经》在古代医学和养生学中的地位，就相当于道家

的《道德经》、儒家的《四书五经》、基督教的《圣经》等，是不可替代的至尊经典；历代医书

、养生书籍几乎没有一本不引用《黄帝内经》的章句。自古以来讲究养生的人，都会牵扯到炼气

，或进一步论及修炼精、气、神三宝，至于气是什么？在《黄帝内经》当中，“气”字出现了300

0多次，是出现最多的一个字，整个《黄帝内经》都在讲这个气。但是《黄帝内经》中没有提到“

丹田”这个词，因为后世丹田学说的发展是在外丹术遭到惨痛的失败之后，道教徒将修炼成仙的

希望转移到自身体内，把炼外丹的鼎炉搬到体内，把丹田引申为身体的某个部位，借鉴胎息、坐

忘、服气、导引、存想、内视等修炼方法，创立了内丹理论。 

 

“气”字人人都会说，譬如元气、营气、卫气、宗气等，可是无人能确实把它真正说清楚，只好

认为《黄帝内经》的气是一种维持生命活动的精微物质及能力。但《黄帝内经•素问》又说，精

是身体的根本，没有精这种最基本的精微物质，就不可能有人的身体。可是“气”和“精”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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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精微的物质又不完全一样。既然是物质，就应该能用科学仪器探测到，但现代中医养生学又根

本做不到这一点，于是有人说“气”只有特异功能的人才能看到，这就使中医和养生理论基础遭

到了无数的诟病。又中医和养生认为气的运行通道就是经络，但是经络又是什么？目前也还是说

不清楚，今人投入了数亿的研究经费，仍然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 

 

虽然人们一直说不清楚气是什么、经络又是什么，但养生者人认为，气可以通过修炼在身体上体

会到、感觉到，仍可以藉此使身体坚壮并延长寿命。实际上，中国的养生家在炼养的过程中，一

直在运用了现代控制论中的“黑箱理论”，虽然打不开人体内的黑箱秘密，但用了笼统的气、经

络等言语来讨论如何增进人体生命的寿命延长，认为这是“命功”。此外，尚有心性修养、道德

修养、人格修养等，这叫作“性功”。中国养生家们拿性功贯串命功，所谓“性命双修”、“修

得一分性、保得一分命”，于是比西方养生学多了一份玄秘性。虽然学会了入静和调神对身体会

有益处，但是中国养生家到底炼的是什么气？炼这种气可以炼出技击功夫吗？显然，养生学中有

关气的锻炼，与拳术“拿住丹田炼内功” 

并不相同。实际上，拳术之内功比养生学之炼气要丰富得多，所以郑曼青曾谓：「内家拳是以技

养身」的。 

 

四. 气功炼劲的迷思 

 

现代的养生学有个新名词，称为“气功”，无论气功这个字词的首次出现是在晋朝许逊的书或更

晚的宋朝著作，气功名词的广泛使用是在1955年之后，基本上是循用养生学的调身、调心、调息

等方法来锻炼身体，与内家拳的内功含有相似的内容，但两者的功法和锻炼目的并不相同；无论

如何，用气功的方法是练不出内家拳之特殊内劲。近代气功运动的风潮有起有落，其发展是先被

神化、然后是失望，一些气功大师们的神功奇迹，都经不起考验而结束。只有外行人才会相信养

生法的身心锻炼可带动出特异功能，也误信内家拳之内劲锻炼会产生凌空劲。但是气功这个统一

的名词，却将中国养生学推广至世界各地。而常人并不知道气功之气和太极拳之气的区别，美国

国家卫生研究院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亦将气功和太极拳合并归类为另类医学来研究。 

不久前，一篇综合报导评论自1993年至2007年在英文学术刊物发表过的576篇气功和太极拳的研究

论文，虽然认同了气功和太极拳在预防医学上的一些疗效，但亦指出了历年来科学界对太极拳的

健康效果研究要多于气功效果的研究〈注五〉。 

 

随著气功运动的风潮，1960年起李经梧等人开始将气功纳入了太极拳内功炼法〈注六〉，虽然其

目的是为了推广气功和太极拳的健身作用，但是这个托辞却混淆了常人对真正内家拳技击内功的

认知。由于炼法不尽相同，无论气功是和太极拳的正确动作分而行之或同时进行，均练不出真正

的内劲。譬如魏树人等著书〈注七〉，介绍了汪永泉先生的太极内功，讲述到：(1)肩、腰、胯会

形成三个体外气圈，汪永泉的儿子汪仲明又加上了“脚踩阴阳八卦图”的第四个气圈；(2)头部周

围会像佛光一样形成光圈；(3)气体会由体外出入身体，发出犹如佛像身后之背光；(4)胸前十字

会发出阳动之形；和(5)大小气球般的浩然正气会发出内劲等。这些意想式的气功类炼法，与传统

内家拳的内功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有些太极拳大师们在作推手发劲表演时，都是选用初学者或不

懂松柔走化者，只能炫耀于外行人。在1992年4月山东济南皇亭武馆内，曾举行了中国首届全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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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单位太极拳推手观摩交流会，几位陈、杨、吴、孙式太极拳名师难得地被安排相互推手较技，

录影片也被保留下来了。观看当年魏树人与门惠丰的推手，55岁的门氏站在原地只守不攻，让年

长13岁壮硕的魏氏任意攻打，有时门氏甚至两手都放开不碰魏氏的身体，只见习拳多年的魏氏怎

么推也推不动门氏，孰高孰低早已分明。而魏氏号称练有气功的体外气圈等，却都不管用了。接

著又有门惠丰与信玉和的推手，两人异门的实力较技，留下了一段精彩的记录，最后信氏将门氏

捋出场外略胜一筹，信氏的老师刘仲桥是李雅轩的高足，而汪永泉本人的真实功夫应该和体外气

圈等无关。 

 

五. 揭开炼功的面纱 

 

想要揭开锻炼内功的面纱，应先明白松柔内家拳的功力由何而来，瘦小羸弱的内家拳高手能打败

高大强壮的对手，显非力胜。中国老祖先以弱胜强的经验是要先求固本，先立于不败，再求出奇

制胜。笔者研究中国剑术、枪术、拳术中有关内功的文献，及多年来教导太极拳、剑、刀、枪、

推手的体会，逐渐明白内功中最基本的固本之法是要练好“向下扎根”及体会到“根愈深沉、体

愈轻灵”，但如何能真正练有所成却是个知易行难之事。譬如“百兵之王”的枪法，明代戚继光

《纪效新书》谓：“长枪之法………其妙在于熟之而已，熟则心能忘手，手能忘枪。”戚继光注

重军事武术，其说近乎外家，虽实用但不高明。而明末吴殳《手臂录》之〈枪根说〉则云：「世

人但知用枪头，而于枪根殊不留意，技艺所以虚浮也。根、腰、胸、头四者，犹树之有根、干、

枝、叶，舍本而逐末可乎？」吴殳的阐述近乎内家，其许多高明论点被后来的太极拳术引用。又

郑曼青的〈体用歌〉亦指出了「涌泉无根腰无主，力学垂死终无补」之病，而且整本《郑子太极

拳十三篇》是在循循的教导如何从专气致柔、心与气相守于丹田等，先练好松、沉的功夫，然后

才有可能进而懂劲及学会借地之力来发劲。郑氐谓这些就是澄师口授指点之秘，但愿广其流传。

现今，内家拳包括太极拳的经、论、歌、诀等“密诀”早已公开，郑氏亦将杨家秘传内功口诀著

书于世，但是内家拳的水准为何仍是每况愈下？ 

 

从理论经实践到功成，要有一套实际有效的方法，对内家拳来说，这基本的方法就落实在拳架里

面。孙禄堂曾云：「拳中之内劲，是将人散乱于外之神气，用拳中之规矩，手足身体动作，顺中

用逆，缩回于丹田之内，与丹田元气相交，自无而有，自微而著，自虚而实，皆是渐渐积蓄而成

。以修内劲为宗，不求奇异之形、惊人之式，则修习之法必能简约。」所以，内家拳的拳架训练

要注重内聚收敛，内劲的锻炼是自无而有、自微而著、自虚而实、渐渐积蓄而成。有了充足的内

劲后，才能谈到运用，否则仍是花拳绣腿。王宗岳的《太极拳论》的首段就指明了要「由招熟而

渐悟懂劲，由懂劲而阶及神明」，《十三势行功心解》亦云要「先求开展，后求紧凑」。初学者

在明师(明白拳理且得有内劲的老师)的指导下，先求外形的正确及大开大合的贯彻，这样可增进

肌肉的舒展和关节的灵活运转，通过逐步调整肌肉和关节的放松度，不断的提升全身动作的顺畅

度，这是必经的形体方面“招熟”之锻炼，亦是拳中之规矩。接着才能从明师处学会如何拿住丹

田炼内功，待了解了专气致柔、心与气相守于丹田等法则，拳架的动作要求就自然的会由开展转

为紧凑，唯有紧凑且放松的形体，才能真正达到气沉丹田，能渐渐的由外而内积蓄内劲。有了一

定程度的内劲后，会开始悟到根深体灵的妙用，这才初步进入了懂劲的阶段。孙禄堂又云：「内

家明劲、暗劲、化劲随气机饱满逐级而上。」笔者认为，明劲是习者拳架中外动多内动少；暗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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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拳架中内动多、外动少；化劲是拳架中只有内动，且将暗劲练到至柔至顺，运用起来人不知我

而我独知人。但这“由招熟而渐悟懂劲”的路程，若得不到正确的方法和坚持的锻炼，仍将是条

漫漫长路，懂劲一词成了遥不可及的幻境。 

六. 大架乎、小架乎？ 

 

从拳架外形来看，若手脚动作的幅度大，架低步大底盘虽稳，但周身难协调配合，身形必不灵活

。虽然大开大展的运动量大，这种大架式的练法总究都是外动，达不到松、沉的严格要求。杨澄

甫当年随著环境的变化，将杨家外传大架修改定型为大众化的普及架，易学好看，达到运动健身

的目的，但杨澄甫并没有公开杨家的原始拳架。杨家另有只内传的练架、用架〈注八〉，幅度较

小，架势守中而紧凑，强调练功及搏击。众所皆知“健候走中架、少候走小架”，杨家的中、小

架只择人而传，中、小架招式绵柔、放松、圈多、功力隐藏，习者随著对拳理的了解和功夫的增

长，动作幅度会自然逐渐缩小。若有人说杨澄甫所传的普及架，大开大展、体用兼备，他的一些

入室弟子们，其高深功夫都是得自这种动作充分开展的大架，这是外行人的话。杨氏弟子李雅轩

曾云：「在初练功时，架子是宜下的大点，如功夫久了，就不宜太大、太伸展，如架子太伸展了

，要点紧凑含虚收藏才行；在练功时，不要一定要架子多么大，多么低下，主要仍还是练出手上

的拳意来。」而杨氏弟子郑曼青公开杨家秘传内功口诀后，广传杨式“郑子太极拳”，其拳势守

中、紧凑、缜密，强调以腰为主，讲求从显、到隐、至内，演练时方寸常守、浑身是手手非手。

但是，唯有经明师指导练出充沛内劲后，进入了懂劲的阶段，才能体会出劲由内而开、由展转密

的往返自然运作，而开展与紧凑并非在于拳架外形的大小。《太极正功解》云：「方为开展，圆

为紧凑，方圆规矩之至，其孰能出此以外哉！」亦点出了太极拳内劲的相互变换。内劲的质量愈

高，外形的动作愈小，圈小到几乎看不出，“其小无内”，这是劲势紧凑缜密的关窍。而内劲开

展时，感觉上却又是无限的放长，“其大无外”，这是劲势扩张变化的功夫。《苌氏武技书》的

〈大小势说〉有言：「合势不嫌其小，欲气合得足也；开势不嫌其大，欲力发得出也；非徒长身

为大，屈身为小。力是自然之力，故初学必以不着力为是。」由此，苌氏早就指出这“不着力、

不求形”的诀窍。但是许多人会有疑问，若不着力就是不动用肌肉，那内家拳的劲由何而来？笔

者稍后将会讨论，这不着力应该是指不用什么样的肌肉，以符合孙禄堂之言：「起落进退皆不可

着力…虽然周身动转不着力，亦不能全不着力，总在神意之贯通耳。」 

 

回顾太极拳的近代史及沿革，先从杨氏太极拳说起；杨禄禅三下陈家沟十余年，陈长兴终于将“

绵拳”之奥秘悉心尽数传授。杨禄禅返乡后，武禹襄兄弟爱其拳术奥妙，从而学之，但杨氏不肯

轻易授人，武氏仅得绵拳之大概。后武禹襄前往赵堡镇向陈清萍请益月余。依照常理，无论是如

何聪明之士，短短的一个多月，也只能学会深奥拳术的基本要义而已。但武氏从学杨、陈两人时

间虽短，却能获得重大成就，其放弃仕途毕生醉心研习当系必要，而启悟得自舞阳盐店的王宗岳

《太极拳论》亦是主因。从武禹襄的八篇精辟雋永的传世论文中，虽然找不到“内功”两个字，

但“气”字却很多，不过这些气字的含义、作用和特色，显然异于一般气功著作之言。武氏后将

其所悟得的太极拳艺毫无保留的传授于外甥李亦畬，李氏个子瘦短，发人时当之者辄腾空而出；

其六篇经典论文，亦只言气之运用，不提内功。从武、李两人的经论中，明显的在阐述衍译王宗

岳《太极拳论》，所以《太极拳论》不愧为太极拳理论的准绳。值得一提的是，武氏多年来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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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从杨禄禅、陈清萍学来的拳法，待融会贯通拳理精髓后，创编了姿势小巧紧凑，以胸、腹部

旋转带动外形的“武式太极拳”，使《太极拳论》中抽象的阴阳开合具体化，便于练习者有章可

循，充分发挥了小架式之特点，实践了以气贯串的理论。如前所言，笔者认为这种小中见大的拳

架更易于帮助初学者达到拳架的基本要求，易进一步培养出太极拳的内劲。武式小巧灵活、虚实

分明的拳架，经由李亦畬的衣钵传人郝为真的推广，遂普及于世，衍为武式一派。后郝为真又将

平生所学传与孙禄堂，而孙氏结合形意、八卦的太极拳架，又称“开合活步太极拳”，亦是小架

拳。又杨禄禅经武禹襄二哥武汝清介绍至北京授拳，当时对王府弟子悉数传授不敢传假，后来杨

班侯进京助父教拳，对其父将太极拳奥妙外传非常不满，遂改为专教大架，意为“收拳”〈注九

〉。杨露禅所传的外姓弟子不多，仅富周、王兰亭、夏国勋、刘进宝、万春、凌山、全佑等人，

而全佑先跟杨禄禅习得老架，又从杨班侯学得小架，承传下来的吴氏太极拳，拳式小巧紧凑，以

柔化著称。 

七. 太极拳发展的迷失 

 

环顾现代太极拳的发展，中国大陆把拳术定为体育项目，把体操规则和表演要求用来训练内家拳

术，只注重外表动作的神韵优美，结果套路比赛的优胜者往往不善技击，这是武术领导人完全不

了解传统内家拳术应是动作简朴且强调内劲的锻炼，不适合体操式的表演比赛。近年来所提倡的

推手、散手比赛，亦是斗力的摔打，连中国简化太极拳主要创始人李天骥都认为，中国流行的各

式国家体委系统的简化太极拳，完完全全是长拳慢练的新品种，没有什么太极拳的味道，更妄谈

太极拳的内在之劲，李氏曾慨叹：「你们毁了我的太极拳！〈注十〉」李氏所指应是其主创的24

式简化太极拳。 

 

古往今来，许多人在研究内家拳术和内气的修炼，而奥妙的“气”与“拳”本身就不容易说清楚

，无数的中国古今研究著作应用了“宏观与含糊”的传统性思维模式，也只有以宏观的常理才能

模糊而简单的反映出整体性的经验和事实，而“阴”与“阳”就是最简单笼统的表示，万事万物

都可类比为阴和阳，于是构起了一幅美丽圆形的阴阳太极图，其更含蓄的圆形也被巧妙的用来阐

释内家拳的技击，笔者也深深佩服中国的阴阳学说与太极文化哲理。但是，有些人凡事都要寻找

出一个崇拜偶像，无论是否真有事实根据，中医尊崇着黄帝、中药尊崇着神农、太极拳尊崇着张

三丰。有些人亦认为中国的哲理也是愈古老愈有权威性，于是《易经》也成为气与拳的最高准则

，但是五行、八卦只是巫术与数学的复合体，这些占筮的理论以现代的知识来说是可繁可简，不

必故弄玄虚，说穿了这和气与拳的真正理论并没有多大关系，顶多只是表达了事务的变化多端而

已。随着时空的演变，行之有年的内家拳竟非今日之普及拳，使用已久的内家拳内气竟非今人所

闻之气，后代的我们如果对“往圣的绝学”只是依样画葫芦，而不用心去了解，笔者只有兴叹“

气可气非常气，拳可拳非常拳”了。 

 

气与拳应该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解释和引导。早在1928年，抗日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

著有《科学的内功拳》一书，认为内功拳的锻炼不在肌肉之发达，而在内脏的坚实和舒适。1947

年，郑曼青在《郑子太极拳十三篇》中〈劲与物理〉一篇，谈到太极拳的化与打皆是利用圆形的

向心力、离心力、杠杆等原理。最近60年多年，科学的发展更是突飞猛进，世界各国对太极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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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的科研兴趣都注重在医疗保健方面。到现在，中国玄学中的“气”仍无法得到西方科学界的

认定，内家拳之气的能量概论也一直受到质疑；因此，内家拳内功技击的科学研究仍停滞不前。

笔者谨根据有限的资料及个人练拳教拳的体会，用科学的语言来简略的阐释“气与拳”。 

 

八. 现代科学的启示 

 

习拳者人皆知，内家拳要求心静、神聚、体松，现代西方医学告诉我们，当做到身心放松并感受

到内在安舒，人体大脑前额的脑波也由快转慢，会从日常的Beta(β)快波转变为较慢的Alpha(α)

波；随着Alpha波的逐渐增加及分泌出令人心情愉快的β-安多酚(endorphin)， 

此时身心能量耗费就逐渐减少，且意识清醒、动作顺畅，感应灵敏度也逐渐增进〈注十一〉。科

学证明了Alpha波是人们学习与思考的最佳脑波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李亦畬《五字诀》的要

求，亦提供了做到王宗岳《太极拳论》“渐悟懂劲”的条件。若练内功得法能更进一步提升身心

的放松程度，则可诱发出更慢的Theta(θ)波，并产生更多Alpha波〈注十二〉。Theta波与脑部边

缘系统有非常直接的关系，科学界称Theta波为通往记忆与学习的闸门。在这种高层次的入定精神

状态下，即拳谚所谓“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此时心灵由显意识经潜意识转为天人合一的本体

意识，形成了条件反射，举动可随心所欲、不求用招而招法自然，提供了达到《太极拳论》“阶

及神明”之境的条件。 

 

所以入静是练功之首要，入静后接着要依照正确的练功方法不断地寻求更佳的静、动态放松，现

代西方医学证实了放松反应(relaxation response) 可引起下列的生理效应： (1)“调整神经 

系统”-- 心静和体松时的脑部活动状态随着脑波的减慢由紧张兴奋 转至良性的抑制， 

诱发了神经递质的再分配(正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减少、胆硷酯酶(Cholinesterase)增加)

，分泌了β-安多酚令人感觉舒适， 亦调节了自律神经系统， 即交感神经的兴奋性降低， 

副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增强，脑部反应从交感神经应急作用的“对抗或逃避”转为副交感神经的“

休养和生息”，使得身心既可以应付压力，又可以获得足够的休息；(2)“增进新陈代谢”--

由于正、副交感神经的同步协调及与躯体神经系统(somatic nervous system) 之间的交互作用， 

亦促进了更佳的身心动态平衡，所以入静后的练功动作会经由副交感神经的功能来增进醣份、脂

肪的氧化作用，提高肌纤维中线粒体(mitochondria)产生三磷酸腺苷(ATP)的能量储存，加速新陈

代谢废物的排除和自由基(free radicals)的中和；(3)“提高免疫功能”-- 气体交换率的增 

加亦促进了白血细胞、淋巴细胞、T细胞等的生产，提高了人体的抗病免疫能力；和 (4)“促进 

血液、淋巴循环”-- 在心静、体松状态下， 毛细血管及毛细淋巴管的舒张及通透性增强、 

微循环改善、 心率减慢、 血压降低、 血液循环增进、 血量分配再调整， 血液的氧气及淋巴的 

养份可随时适应各组织器官的需要。 

九. 气可气非常气 

 

靠著静水压以及渗透压的关係，血液中一部分的液体会透过血管壁在组织细胞中成为组织液，组

织液进入淋巴管之后就是淋巴液，三种液体形成自然生态平衡。绝大部分组织液呈凝胶状态，不

能自由流动，只有邻近毛细血管的小部分组织液呈溶胶状态，可自由流动。当心静、体松练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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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了自律神经系统，尤其是第10对脑神经的迷走神经，经由神经细胞内的电位差传输和神经

细胞间的递质传送，控制骨骼肌的活动，导致毛细血管周围的组织液、血液、淋巴液之流通量增

加，因而刺激到躯体感觉系统(somatosensory system)， 经由上皮细胞及骨骼肌内末梢神经的感 

受器，起了麻、涨的感觉。又自律神经系统头节的下丘脑将人体器官和血液保持在摄氏37度恆温

，而四肢皮肤的温度则随环境变化，通常是低于血液温度；所以当副交感神经兴奋使得毛细血管

舒张，血体流量增加，皮肤就有温暖的感觉。这种麻、涨、热的反应，得来并不需费多大工夫，

许多人认为这就是道家养生、针灸学所谓的得“气”〈注十三、十四〉。如前所述，得到这样的

“气”对健身有些好处；但是，这就是拳经、论、歌、诀中要求的气吗？这种气感可以用来技击

防身吗？显然，这种气常人可以说，但说的不是内家拳之气。 

 

十. 拳可拳非常拳 

 

内家拳技击功能的修炼比较复杂，从现代西方医学知识可了解到，练拳时按照武禹襄说的「心贵

静、气须敛、神宜舒、沉着松静、静中触动动犹静」，可使脑内产生Alpha波并调节自律神经系统

。若能进一步做到《授密歌》的「无形无象、全体透空」，则能产生Theta波。然后在副交感神经

兴奋的状态下，再“拿住丹田炼内功”，以求练出似松非松的劲，似极柔软，亦极坚刚。若“入

定”程度加深，此劲可运如百炼钢，无坚不摧。但是，要弄懂这个以柔克刚的劲还真不容易。如

笔者先前所述，内功技击的固本之法是要练好“向下扎根”。从拳经、论、歌、诀来看，要先由

王宗岳《太极拳论》的重要指示，即「气沉丹田」做起，其日常作法是郑曼青教的「心与气相守

于丹田」，以致「涌泉有根腰有主。」再按照武禹襄《十三势说略》之各步骤练法：「犹须贯串

一气………气宜鼓荡，神宜内敛………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由脚而腿而腰

，总须完整一气………周身节节贯串，勿令丝毫间断。」这样就具有郑曼青「体用歌」的「浩然

气能行乎手………不化自化走自走………身似行云打手安用手，浑身是手手非手。」最后才能实

现王宗岳《太极拳论》的「人不知我，我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盖皆由此而及也。」 

这些密诀，许多人都能琅琅上口，但就是做不到，总是练不出内劲。因为目前流行的各式推广性

、普及性拳架，其练法上只注重外表的动作，这种拳常人可以说，但说的不是内家拳的拳。 

十一. 炼气与练拳的科学密诀 

 

从现代科学知识来说，“身似行云打手安用手”之意，就是技击时身体躯干在轻灵的运作，但不

要依赖手臂之周边骨骼肌肉(peripheral skeleton muscles)，不用手臂骨骼肌群， 

即手上不用力。而“浩然气能行乎手，浑身是手手非手”，据笔者的经验及研究，这就要锻炼出

核心肌群 (core muscles) 的稳定性功能，以能利用接地之力。在1996年，两位澳洲教授 

(Carolyn Richardson, Paul Hodges) 〈注十五〉 首次报导核心肌群带来的稳定性可防止背痛， 

于是兴起了更多对躯干神经肌肉(neuromuscular)控制的研究。十多年来，西方的普拉提（Pilate

s）、东方的瑜珈亦採取了核心肌肉能力的训练，核心肌群已受到临床背痛治疗、运动伤害预防和

复健、各项运动功能辅助训练的重视。但在2010年，一位英国教授 (Eyal Lederman) 

撰文质疑核心肌群对神经肌肉和骨骼肌肉系统 (neuromuscular and musculoskeletal 

systems)的特殊康复效果、或对运动功能的提高；他认为一般性的复健训练也有相同的好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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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这些争论是在于对个别核心肌肉、局部肌群、或整体肌群的运作，强度需求，运用时效

，及锻炼方法等的不同见解。 

 

从解剖学可知，躯体深层的核心肌群(腹横肌、多裂肌、骨盆底肌肉、横隔膜、腹内斜肌、横脊椎

肌群)是直接附着在脊椎骨上，其主要功能为维持脊柱和骨盆的稳定。浅层的核心肌群(阔背肌、

竖脊肌、髂腰肌、髋内收肌、髋外展肌、臀大肌、腹直肌、腹外斜肌、腿筋等)并没有直接与脊椎

骨接触，而是从肋骨连接到骨盆，或从腰椎连接到大腿上缘，是控制脊柱和骨盆的动作，如身体

的前屈、后仰、左右扭转等。如何正确有效的运用这些核心肌群，就是从前内家拳高手练拳的密

诀之一。最近17年来的医学研究让我们了解到，练拳要先恢复深层核心肌群的功能，但非增进个

别肌肉的强度；而要学会放松浅层核心肌群，及有效运作深层核心肌群，以加强整个脊椎、躯干

的稳定性。正确的做法是按照武禹襄提示的要点：「尾閭中正神贯顶、满身轻利顶头悬、立身中

正安舒、支撑八面」。这些深层核心肌群中的横隔膜，分隔了胸、腹腔，在运作时随着呼吸而上

下运动，能帮助肺呼吸，而丹田呼吸就是以横隔膜升降的力量来吸气与吐气。腹腔上部的横隔膜

、基底的骨盆底肌肉、周围的腹横肌与多裂肌，形成了一个圆柱体的空腔。近代医学的研究告诉

我们，当身体将产生任何行动之前，神经系统启动了这些深层核心肌群，在胸腰筋膜(fascia)的

引导下提前作反射性的共同收缩。气沉丹田让横隔膜随着呼吸带动核心肌群肌的协同收缩，使整

个圆柱空腔的体积减少，造成腹腔压力(intra-abdominal pressure) 升高， 可提供良好的脊椎 

支撑力， 保护腰椎的动作控制， 增进了脊椎的稳定性。 因而亦增加了膝关节的稳定度， 

改善下半身力量和肌纤维的征召能力， 提供躯体稳定流畅的动力链(kinetic chains)。 有时虽 

然身体没有动作（例如：安静地坐着或站着，这些深层核心肌群仍保持某个程度的收缩，以维持

身体最起码的张力。近年来有人研究用各种运动方式来试测最佳的横隔膜呼吸作用以稳定身躯〈

注十七〉，但目前的科学研究还没有确认出该用什么样的典范运动方法，求取更好的核心稳定性

效益。笔者认为这些研究的失焦，是局限于一般性中枢神经系统对深层核心肌群的启动，根据笔

者的体验：「应以王宗岳的“气沉丹田”和武禹襄的“气宜鼓荡”方法来调节腹腔内压的变化， 

虽然自律神经不受大脑意识的控制，但是自然缓慢的横隔膜呼吸及腹腔压力的调节能增进副交感

神经的活性〈注十八〉，如此可提升自律神经的均衡效益，并加强练拳时脊柱、躯干的稳定度。

」但习者要留意到腹腔压力升高应有良好的控制，避免引起任何不适，所以郑曼青要求“心与气

相守于丹田”是正确的练法，而非外家拳的强制性腹式呼吸或刻意的气沉丹田。此种刻意的作法

，虽由中枢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个意念，但又会引起一个反动的意识，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若控制

失衡反而会走偏，得不偿失。 

 

心静、体松、身稳后，练拳自然由开展转为紧凑，整个身体的重量经由胸、腰、双腿落在脚掌，

开始向下扎根，而腿部的腿筋和髋、臀部的核心肌群进一步协助身躯稳定，但腿部的骨骼肌群包

括支持身体的单腿都要松开，这样稳定的身体核心可将整个体重的动量顺畅有效的传递到脚掌。

然后，按照牛顿第三定律，此体重的动量，又从地面有效的向上反弹传递，若核心肌群导致身躯

愈稳定，动量传递的效率会愈好。笔者认为接地之力的窍门应是在自律神经最佳的平衡状态下，

先以脚掌为支点，籍立身中正将体重落在涌泉穴之处，再由小腿肌群 (腓肠肌、比目鱼肌) 

和跟腱(Achilles tendon) 带动第二类骨骼杠杆的省力作用， 将接地之反弹力上传。 

经由腿筋(hamstrings)和髋、臀、腰、腹、胸、背的浅层核心肌群协同收缩，续由肌腱牵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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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的骨骼和由韧带稳定住各个关节，通过躯体核心肌群和主要滑膜关节(Synovial Joints)， 

踝、 膝、 髋、 脊柱间的系列杠杆作用，迅速的将动量按照牛顿第一定律传送到手臂 

和身体任何动作需求上。整个的动量传送过程中，肩、肘、桡尺、腕部的滑膜关节及肩、臂肌肉

要呈放松状态。这种体内“动量传递”的感觉和运用，就是内家拳的“气”，这和道家养生及中

医所谓的元气、营气、卫气、宗气等完全不同。而武禹襄和李亦畬早就体会出：「欲要神气收敛

入骨，先要两股前节有力，两肩松开，气向下沉。劲起于脚根，变换在腿，含蓄在胸，运动在两

肩，主宰在腰。上于两膊相系，下于两胯、两腿相随。劲由内换，收便是合，放即是开。」所以

在明师的指导下，内家拳的练法要放松身心，调节自律神经系统，不用周边骨骼肌肉之力，藉由

核心肌群的活动，动作的幅度逐渐缩小，增强身体重力下沉，传递体内重力向下产生的动量。动

量的传递，随着躯体体重节节的下沉，在全身肌骨“相向运动”的作用及节节发生的相互反作用

下，使得这股动量由地面反弹，经由各个滑膜关节为支点的连续骨骼杠杆作用，再节节由动力链

往上继续传送〈注十九〉，一波接一波地随着腰、胯的转动，周身节节贯串，运用躯干浅层的核

心肌群，有效率的将动量加速传送到手上。这种动量传递的锻炼，开始阶段身体外形尚有明显的

变化；随着功夫的提高，外形变化减小到难观察到的程度，成为自然的条件反射。 

 

常人习惯性的用力是靠手臂、肩、上背肌群与所牵连的腕、肘、肩关节之间的杠杆作用，这些局

部的屈伸和旋转力量，大都来自机械效率不佳的第三类杠杆作用，所以常人总想锻练出强壮的臂

、肩、上背肌肉，以求发出更大的爆发力量，但这仍是小肌肉群的锻练，其功效不大。因此，外

家拳好手会进一步的锻练腰、腿力量，增加上下肢的协调，但是其出力时仍会动用了臂、肩、背

的肌群，发出的力量仍是局部性的，易于被对手察觉及化开。 

 

而内家拳尤其是太极拳的用力方法则有所不同，如笔者先前所述，内家拳讲求心静、体松及充分

运用由脚底向上传送的动量，即充分发挥了大关节、大肌群的潜力；依照关节由大到小的顺序及

核心肌群为中心的动力链活动，可迅速供给手臂动作需求的冲量。这种由下而上、整体协调运作

、能倏忽达于上肢之力，内家拳者谓之“劲”。此整体之劲的强度随着心静、体松、身稳、副交

感神经兴奋的程度而增加，异于由中枢神经所导致周边骨骼肌肉作用的拙力。进而言之，劲者由

脚而上，得自躯体大关节、大肌群的操作，协调至放松的臂腕小关节、小肌群，形成鞭打性的动

作，可使动力链末端环节产生较大的速度和打击力量。因此，劲者圆活连贯、轻灵而捷，全身皆

可随意发出，一发即收；这和力者陷于肩、臂的局部主动性拙力大不相同。所以，杨澄甫《太极

拳术十要》提示「用意不用力」，要求全身松开，不使有分毫之拙劲，此拙劲乃常人习惯性的拙

力用法。而李亦畬《五字诀》之「心静」云：「此全是用意，不是用劲」，这裡“劲”的意思亦

是指拙劲或拙力。随后，《五字诀》之「劲整」云：「于彼劲将发未发之际，我劲已接入彼劲，

恰好不先不后，如皮燃火，如泉涌出。」此处，“彼劲”是指对方的拙劲或拙力，而“我劲”係

我从脚底而上传的整体之劲，劲之动量传送倏忽而至、感同泉涌。 

 

散打实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有平动、转动、上下、时间等变化，而内家拳者借着核心肌群及踝

、髋、脊柱滑膜关节的屈伸、旋转、外展、内收等效应，其动量传送包括了线性和旋转的动量。

而角动量是与旋转中心位移有关的动量，其大小与体重、距离、转速有关，动量的方向则朝上，

可拔起对方的根。在转动发劲的过程中，核心肌群有助于固定身躯的转轴，根据角动量守恆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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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懂得舍己从人让对手接近我身躯转轴时才顺势发劲，则可轻易将对方加速放出。所以太极拳

在实战时要随方就圆，圆为紧凑，紧凑时才能掌控住最好的支点及体会到《乱环诀》的「欲知环

中法何在，发落点对即成功」。换言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太极拳之劲来源于脚下，或说动力

点在脚，对方则为阻力，或说阻力点在与对方的接触处(自身的手掌或身体的任何部位)，而支点

就随着情势的变化，在沾连粘随的听劲中决定，或在手腕、手肘、脊柱，随时在调整支点及维持

自身的有效动力臂，充分利用线性或角动量传送，以最小动力取得最大效益。对方虽有大力，亦

不足恃，一经接手，在知己知彼中，全凭杠杆之有效运用，打中有化、化中有打，达到四两拨千

金的效果，以小胜大、以柔制刚。 

 

十二. 你现在相信柔能克刚吗？ 

 

锻炼外型肌肉者，虽有强壮的大腿和小腿肌肉及凸显的六块腹直肌，但无助于核心肌群的稳定性

及重力动量的传递。现在一位高头大马、孔武有力的魁梧壮汉，猛力迎面击来，其体重100公斤，

因核心肌群的稳定性及重力动量传递不够好，而且局部用力动作都是低效率的第三类杠杆作用，

只能上传体重的30%，于是手上的打击力只有30公斤。一位太极拳好手，体重60公斤，能有效借地

之力上传体重的70%，手上的打击力就有42公斤。这位魁梧壮汉，仅靠局部肩、臂骨骼肌肉的出手

速度为每秒15公尺，产生动量为450kg•m/s。而太极拳好手靠松柔的整劲反射，瞬间出手速度可

达每秒30公尺，则产生动量为1,260kg•m/s。高头大马壮汉除了“听”不到太极拳好手的重心和

松柔劲外，其出手的打击力和冲量相对的不如，当然要居下风，这就说明了太极拳好手为何能以

小搏大、以柔克刚。 

 

在散打时，无一定法，魁梧的壮汉虽然手上的接地之力较弱，但是身体冲撞的来力仍强，不可忽

视。这时瘦小的太极拳好手，在实战中肢体相互接触的瞬间，仍是笃定沉稳。靠着深层核心肌群

的稳定性及浅层核心肌群的松柔性，不会去正面顶撞或截碰。借着自律神经提升之效益，随着对

方冲击来力方向而变动，使对方来力从我圆弧的切线方向落空，既能化开且能粘住，步随身换，

吞吐自如，在活步中充分利用重力动量传递及高效率的杠杆作用，粘提听放等化打之法都在其中

了，这就是郑曼青太老师所教的“接劲” ，亦即太极拳应用于搏斗实战的“以柔克刚” 之能。 

十三. 结语 

 

儒道文化源远流长，也无所不在的影响着传统武术思想。内家拳兴起于宋朝、盛于明清，远在孔

、孟、老、庄之后1300至1600年，而儒道大师们并不善于拳术。世人喜欢将内家拳的理论和儒道

思想挂钩，认为中国哲理是愈古老愈有权威性。时代在进步，科学在发展，传统的经典要通过科

学的存疑和验证，才能去芜存菁、永续长存；而气与拳的科学研究也有很长的路要走。近代太极

拳的发展曾步入歧途，外行领导内行，但是随着时代的考验，总会逐渐回归正途。笔者认为“练

不出内劲的气不是我们所要的气，练不出内劲的拳不是我们所要的拳”，仅此以有限的练拳教拳

经验，借用现代科学的语言，讨论气与拳的正确练法，期收拋砖引玉之效。 

 

〈注一〉《太极拳体用全书》中〈郑序〉云：「诗曰：刚亦不茹，柔亦不吐」，查《诗•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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烝民》原句为：「人亦有言，柔则茹之，刚则吐之。维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

，不畏彊御。」〈郑序〉中「刚亦不茹，柔亦不吐」可能系「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之误。 

〈注二〉于志钧著《中国传统武术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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