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昭隆师父提示练拳呼吸注意事项  

〈1999 年刊载于郑子太极拳示范教材〉  

太极拳对呼吸的要求，首重「自然」，初学者于行、坐、立、卧时， 呼吸皆须保持平顺自

然，空气完全由鼻进出，再逐渐着意练习，使呼 吸尽量「细、长、静、慢」，不要多久，

由于意识的放松及上身含胸、 拔背、松腰、沈肩等姿势的配合，自能气沈丹田，而行腹式

呼吸；当 腹式呼吸已成自然习惯，养气充足后，可再加以意念导引，练习「河 车倒运」

以求打通任督二脉。 呼吸配合打拳动作之要领，取决于腰胯：腰胯转动时为呼气；转动之 

前，身体重量移转重心脚的过程，则为吸气。但如腰胯未左右旋转， 呼吸配合动作的原则

如下：往上为吸、往下为呼；往内为吸、往外为 呼；往后为吸、往前为呼。由于呼吸与动

作一定要配合正确，才能有 效发劲，初学者定要细心体会练习。 根据多年心得，当呼吸

自然，气沈丹田，养气充足饱满，并以「河车 倒运」 练气打通任督之后， 只要一开端行

拳， 马上即会感觉气遍周身， 指尖涨麻；更奇妙的是：每当拳架有憋扭不顺情形，

「气」也会自动 帮助冲关修正，奥妙之处有待学习者将来慢慢体会。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脚部」之基本要求  

脚是身体的根基，基础不牢靠，全身动作必有焦点散乱，因此对 脚部动作的要求， 是丝

毫马虎不得的。 太极拳 「脚」 的动作有 「虚脚」 、 「实脚」、「脚跟着地」、「脚尖

点地」及「悬空脚」之分；由字面 意义，不难了解其外形如何，但须注意：不论「实脚」

或「虚脚」， 都要松开脚趾，以全脚掌着地；相异处在于：成「虚脚」时，身体重 量丝

毫不在其上，脚掌只是松贴地面；成「实脚」时，则须将身体重 量全置其上， 并配合意

念向下栽沈， 待日久功深， 脚底涌泉自会接地， 产生立地生根之效，也才能逐渐向上增

长功夫。「脚跟着地」、「脚 尖点地」及「悬空脚」也同「虚脚」一样，应尽可能保持身

体重量不 在其上。 当然初学者一定会有因上半身未能松沈，下半身胯、膝、踝之 韧劲尚

未练出，而有「双重」（双脚同时用力）之弊；但只要观念正 确，肯下苦功，必能「虚实

分清」，早日迈入太极领域，体会阴阳之 妙。 外行人多误认太极拳只有上身动作，不善

用脚，下盘的攻击动 作屈指可数；殊不知练太极拳者，只要真正做到虚实分清后，除实脚 

外之任何其他脚部动作， 皆蕴含抬膝、 起脚攻击的意念， 可踢、 可蹬、 可撞，威力强大

无比；又因虚实早已分清，任何下盘攻击动作，上身 皆能保持不动，丝毫不漏风声，对手

根本无法察觉，防不胜防。 

脚部动作尚应注意事项如下：  

一、不论练拳、推手，讲求一动全动，但贴地实脚丝毫不能动。  

二、左脚移步时，右脚必须丝毫不动；反之亦然。  

三、前进时须以脚跟先着地；后退时则以脚尖先点地。 初学者练脚，可利用基本功之「川

字椿」、「熊经」等动作来练 习脚掌贴地之力，并以「罗汉摆腿」练习蹬踹之劲。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踝部」之基本要求  

练太极拳对踝部的要求唯有： 「顺其自然，持续锻练」而已。 「踝」 是脚掌接地力上传

的第一个关节， 也是全身重量藉脚掌下达地面的最 后一个关节；虽是人体最强，也最必



 

 

须不断加强锻练，以提升其柔韧 度的关节，但也是最容易为大家所忽略而疏于锻练的关

节；不论何种 运动，如未具备一双强韧的「踝」，肯定是不会有好成绩的。 由于练太极

拳从头到尾，胯部皆须坐沈，膝部皆须保持弯曲，实 脚的踝关节不但要承受身体下栽之

力，还要接受腰胯沈转的扭力；几 套拳练下来，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小时，踝部随着持

续缓和进行的 动作，使内在的筋、骨、肌肉、韧带等，得到长时间屈伸、扭转、压 缩的

锻练， 当然也就愈来愈强健、 柔韧。 欧美国家近年来所做的研究， 已充分证明太极拳对

人体踝、膝、胯的锻练，正是增加老年人平衡感 及防止跌倒的最有效运动。 初学者除勤

练拳架外，尚可藉基本功之「熊经」、「川字椿」、 「灵猫扑鼠」及「活动沙包」等动作

来加强「踝」的锻练。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头部」之基本要求  

「头」是身体的主宰，练太极拳如能确实把握住头部的姿势，大脑 就易于放松，全身的动

作亦得以保持柔顺与协调。动作要领在于：略 收下巴、微闭双唇、轻合牙齿、舌粘贴颚、

放松两颊、嘴角含笑、双 眼眼神向下约五度平视、口腔内如生口水，徐徐咽下。 切记：

不论身躯因行拳而有进退、上下、左右之移（转）动， 在任何状况下，头部皆必须维持中

正，并与颈部保持自然竖直；绝对 不可以前俯后仰、左右摇幌或自行转动。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颈部」之基本要求  

「颈部」是串连头部与躯体之枢纽关节，练太极拳随时都必须注意 保持颈部与后脑玉枕骨

之自然竖直（略收下巴即可达到此要求），并 须放松，不可紧张。 由于在太极拳的运用

上，头部亦为一主要攻击利器，其发劲之 根源即在于颈，故平日除于练拳时，颈部保持松

柔竖直外，并须勤加 锻练以应付技击需求； 每日得闲时， 可将头部由左至右 （或由右至

左） 缓慢画圈转动余次，练习日久，可使颈部筋、肉、关节的韧性逐渐增 强，颈围也会

显着增大，亦不易有「落枕」情形发生。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胸部」之基本要求 

 挺胸会使身体重心上移，自然不易做到气沈丹田，亦造成双脚无法完 全松贴于地，导致

根部不稳，身体因而失去安定。因此练太极拳时， 胸部姿势必须讲求「含胸」；动作要领

为：双肩松沈并微向前引，使 胸部筋肉尽可能轻松展开，身体重心自会下降，根部因而沈

稳，并气 沈于丹田，方便行使腹式呼吸。 含胸有一种蓄势待发保持机先的作用，试看一

般人动怒或吵架 时皆插腰挺胸，但要出重拳，则必定会先将身体下沈或卷缩，方能使 

劲；练太极拳气不易上浮，随时沈着冷静，且因永远保持含胸，与人 对敌必能后发先至。 

先师干啸洲先生尝谓： 「太极拳对各部姿势之要求，如探究其在 技击上之作用，正如同

手枪的板机，随时保持扣住一半，当然可永保 机先，一触即发」。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背部」之基本要求  

练太极拳背部姿势的要求是「拔背」，动作要领在于：微收下巴， 竖直颈部，使头部自然

上顶，背部保持中正，并松沈双肩，背部的筋 肉自然会向左右两侧伸展，加上丹田因行腹

式呼吸日久，养气充足， 经由意念导引「河车倒运」，使气上达腰背，背部自然浑圆鼓

起，如 同虎背一般，正是所谓的「拔背」。作者多年来所见先师干啸洲先生 即具此体

型。 要练气上背，除需姿势正确以外，还必须具备正确的养气功夫， 经过至少廿年的苦

练，或可达到此境界，虽然辛苦且耗时长久，但也 正是练太极拳者，所一致追求的目标；



 

 

一旦气能贴背，内劲必达相当 强的境界； 初习者可勤练 「护心椿」 「静坐」 、 及基本

功之 「蚌吸法」 、 「吐故纳新」、「前俯后仰」等动作以养气上背。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肩部」之基本要求 

 练太极拳对肩部的要求为 「沈肩」 肩必须先 ， 「松」 然后才能 「沈」 ， 练习要领为：

在意识上要先自觉双肩已断，双臂已与身体分家，仅剩 一丝细线维系，正如同小孩玩的博

浪鼓或洋娃娃一般；在动作上则注 意保持上肢（臂、肘、腕、手）皆不用力，久而久之肩

关节自会松开， 肩部筋肉因此拉长，而达「松沈」之效。 一般功夫到家者，双肩皆呈倾

斜下垂状，即因肩能松沈之故； 肩能松沈，手臂才会与身体契合，发劲亦不致受阻于肩，

整劲始可发 出； 反之如肩部耸起，身体的劲力， 必受阻于肩关节， 无法施于手臂。 宗师

郑曼青先生曾述说： 「某一日梦见自己双臂自肩齐断，醒来时突 然领悟到松肩的方法，

于是自此功力大增」，可见肩部松沈对练拳的 重要性。初学者可勤练基本功之「大鹏抖

翅」「千斤落石」「活动沙 包」等动作，以求短期内达到松肩之效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肘部」之基本要求  

太极拳 练太极拳对肘部的要求是「垂肘」，练拳时任何一招一式，都 要保持肘部之松

垂， 如此不但肩部得保松弛， 并促使身体的重心下降。 又由于双肘能随时随地保持下

垂，两胁要害处得受到保障，避免遭受 攻击。 练拳时尚须注意：上「肘」与下「膝」应

尽可能保持对应在一 条竖排在线，右肘对右膝、左肘对左膝。否则将来即使练出内劲，发 

劲亦必不够完整。 肘部不垂，手臂极易为对手牵采格架，故从平日练拳、推手， 就要随

时留意垂肘之保持，即便是「起势」、 「白鹤亮翅」、 「单鞭」 等招式，手臂平伸或上

抬时，肘部亦须略带弯曲；在意念上，肘尖是 下垂的。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手部」之基本要求 

 (一)「腕」：行拳时除「起势」及「单鞭」外，任何招式，不论是 「掌」或「拳」

（捶），腕背皆要放松竖直，不可垂落。 (二)「掌」：手掌要放松，掌心略向内凹，成空

虚状，五指不张不并 前伸，但不可用力，大姆指与食指衔接处略成弧形，再配合腕部之竖 

直成「美人手」状。 (三)「拳」（捶）：与一般之握拳相同，但须注意行拳时保持虚握、 

内部放松，仅发劲时才瞬间握紧。 (四)「吊手」：手腕腕背自然垂落，手指亦放松下垂，

五指之指尖如 抓物状，轻轻接触聚拢。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腰部」之基本要求  

大极拳对「腰部」的要求为随时随地保持「松」及「平正」，腰 松才能将身体重心下移丹

田，也才能气沈丹田，下肢才能沈稳有力， 同时也才能将「上半身」与「下半身」合而为

一；试想「缩腰」必定 会造成挺胸，不但重心上移，气亦上浮于胸，以致上、下身无法节

节 贯串。腰部平正才能保持上身中正，一般人行拳通病即在于腰部会有 上下起伏，或左

右高低不平，或前俯后仰，故练拳时让腰部始终平正 的维持在一固定平面上， 是相当重

要的； 否则上身不中正， 破绽必多， 重心必不稳，「胯、膝、踝」亦无法完整练出韧性

与扭力，内劲亦无 法经过腰胯向上传达。初学者练腰，可利用基本功之「狐仙拜月」、 

「玉女弄环」、「丹凤朝阳」、「万马奔腾」、「六合法」等动作。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胯部」之基本要求  



 

 

「胯」是人体相当重要的部位，它是上半身与下半身之间的关键 枢纽， 具有承上启下之

作用， 练太极拳对胯部的要求就是随时保持 「坐 沈」，以求练出胯力；太极拳动作的基

本原理之一就是「移动重心」、 「交换重心」与「左右沈转」；而左右沈转，靠得就是胯

的强韧与活 泼。 如果将人体当成机械装置，大腿（含）以下是下盘，腹部（含） 以上是

上盘，而胯部则正是该机械装置的轴心，因此经常磨练胯部的 坐沈与活泼捩转，正如同在

轴心处加了机油，旋转起来必定会轻松自 如； 上身保持中正如同圆柱体一般， 一旦感受

外力， 腰胯只要一旋转， 即可将之卸往左右两边。初学者要增强胯力，必须勤练基本功

的「熊 经」、「护心椿」、「川字椿」、「活动沙包」等动作。  

谢昭隆师父提示郑子太极拳「膝部」之基本要求  

练太极拳对膝关节的要求就是：不论练拳或推手皆必须始终保持 一定程度的弯曲，并注意

不可忽高忽低；原则上：实脚之膝弯曲的程 度，应不超过脚尖，且腰胯旋转时必须保持固

定，不可幌动；虚脚之 膝则须弯曲放松，并略下落，以维持身体中定。两膝同时要随两胯

根 之外撑而有内合之意。 练太极拳始终都是以一只脚支撑身体重量，膝部可算受力最大 

关节之一，初学者练习时应先站高架（拳架拉高一些），以减轻膝关 节之压力，如感酸

痛，即暂停并休息，俟撤销后再练，以免造成运动 伤害；随着站椿、拳架练习日久，身体

各部姿势也渐修正符合要求， 膝关节渐生力量后，自不会有酸痛不适情形。 初学者可勤

练基本功之「熊经」、「川字椿」、「喜鹊登枝」、 「灵猴拍胁」、「千斤落石」等动

作，以增强膝关节之烈度与韧性。  

谢昭隆师父恭录师爷郑曼青先生推手练习攻守基本观念  

阴阳妙用，须于拳架推手上求之；先采攻守进程之阶，不可越体用 二法。 攻者为阳，守

者为阴；攻不可强取，守不可紧张；必须手必固，攻必 取，皆从自然而能得者为上也。譬

如：采、牵、走、化，能知虚实之 用者，乃守之为阴；拨、击、发、放，可得心应手之用

者，乃攻之为 阳，须要分清。 强者先采守势，弱者取攻为势；守者使左右落空，略带牵

采者得也； 攻者拨、靠、发、放，必须如法，不可自落虚空为得也。 太极拳须知一阴一

阳之为道，守势为第一。譬如：谓一阳一阴，便成 天地否； 地天为泰， 能守方能言攻。 

现在要求进步， 必从守方面着手， 等于水火既得。  

谢昭隆师父恭录恩师干啸洲先生练拳注意要领  

摒弃杂念、舌粘贴颚。凝神专志、表里松开。 意念为先、腰为主宰。以心行气、气沉丹

田。 虚灵顶劲、沉肩坠肘。眼神宜 、耳注于息。 唇齿相合、根蒂相连。呼吸慢匀、内外

一致。 心守丹田、纯乎自然。一动全动、一静全静。 含胸拔背、曲膝坐胯。分清虚实、

圆转如意。 内固精神、外示安逸。一元万变、永保时中。 自始至终、一气呵成。持之以

恒、道技自来。 谢昭隆师父分享干啸洲大师「推手主要关键」 谢昭隆师父分享干啸洲大

师「推手主要关键」 （1990 年 5 月 17 日干大师手谕） 接敌后，最要紧确保中定，而能应

变，但要有良好黏劲。 黏劲后自然能产生强力的听劲， 而达懂劲， 就能随心所欲， 收放

裕如。 可是于应变，敌欲前欲后，或左或右，均制动得势，在我不在彼。 所以劲与力不

同，力是死的、局部的、浮的没有弹性。劲是活的、整 体的、沉的有弹性，能转弯抹角而

灵敏反映，这就是太极拳的反应， 所谓四两拨千斤，全靠太极拳的精华所致。 故我们练

功必须在基本上如：功架、站功、基本推手等去下苦功。那 么以上所言皆能自然而成也。  



 

 

谢昭隆师父恭录师爷郑曼青先生「体用歌」  

太极拳，十三势，妙在二气分阴阳，化生千亿归抱一， 归抱一，太极拳，两仪四象浑无

边，御风何似头顶悬， 我有一转语，今为知者吐，涌泉无根腰无主，力学垂死终无补， 

体用相兼岂有他，浩然气能行乎手，掤、履、挤、按、采、挒 肘、靠、进、退、顾、盼、

定，不化自化走自走，足欲向前先挫后， 身似行云打手焉用手，浑身是手手非手，但须方

寸随时守所守。 

 鱼太极汇整恩师 

郑子太极拳谢昭隆师父教学重点  

1. 化空补空，见空补空，见空不打空。 2. 前足夺后足，后足站前踪。 3. 身形一沉、接地

之力、一触即发。 4. 去三病：无恒之病、贪多之病、求速成之病。 5. 三无畏：无畏吃

苦、无畏吃亏、无畏厉害。 6. 呼吸要细、长、静、慢，行拳要平、正、均、匀。 7. 腹内

松尽气腾然。 8. 拳为体，推手为用；有体才有用。 9. 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所谓

「功」系指：「站桩」、「熊 经」、「栽跟」、「磨跟」、「五禽戏」、「单练法」、

「推手」及 「杨家秘练」。唯有加强练功才能领悟「吞天之气，接地之力，寿人 以柔」

的道理，并练出整劲、松沉劲与听劲。一般人只打拳架而不懂 练功，也不懂招式之用法，

太极拳也就成为「太极体操」了。 10. 练拳一定要循序渐进，不可揠苗助长。 11. 为因应

学能之增加与本能之消退，一定要适时休息，俾让身 体内部自然调整与适应。 12. 巧不打

功、有力中堂进、无力走两边。 13. 本门特别注重腰胯转动与腹内松净，故有健脾整肠之

功效， 因此前 2、3 年有放屁情形皆属正常。 14. 行拳时要练习全神贯注，所有思想皆须

集中在拳架的要求上， 例如：要松、要沉、要外三合、要注意身法、步法、要培养韵律

感、 要平正均匀，并于身体内外感觉到气的流动。 15. 任何时候皆应略收下巴、上身保持

中定及气沉丹田。 16. 节节贯串先要做到外形，再逐渐修至内在，外形讲求身法， 内在则

讲求意与气， 一定要按部就班、 始能水到渠成， 不可操之过急。 17. 不得机不得势之处

就迅速松沉转腰胯进退。 18. 其根在脚，发于腿，主宰于腰，形于手指。 19. 手随腰动、

步随身换。 20. 涌泉无根腰无主、力学垂死终无补。 21. 郑子太极拳 37 式的行拳时间以宗

师郑曼青所订的 7 分钟为标 准，才能达到松、沉、柔、灵的境界。 22. 不得机不得势之处

必从腰腿求之。  

郑子太极拳干啸洲大师习拳要略分享 

 (一) 太极拳最要紧的是树立「正理」、「正路」与「正确的中心 思想」。 (二) 要依求

精、求简原则，穷究苦练，切忌贪多之病。老子所谓： 「多则惑，少则得」，欲速则不

达，同此理也。 (三) 例如「履劲」没有悟澈，不学其它第二个劲。斯拳在精不求 多，若

能融会贯通，则可达一通百通之境界。 (四) 功架必须逐一精求，使拳架形如地球运行，毫

无滞板，并于 平、正、均、匀中一气呵成。 (五) 宗师 曼公常云：「太极拳有体斯有用，

如不能用，则体亦 不足言矣」。足见太极拳要体用兼顾，方为达到。 (六) 行架达到功劲

深厚，方可练习单推手及双手平圆推手，并进 而练习掤、履、挤、按四正推手。俟黏听二

劲运用裕如，懂劲自然接 踵而来，然后愈练愈精，再无顶、抗、偏、丢之虞。日而久之，

阶及 神明，但须专一方针迈进，乃能达此宏愿。 (七) 认定师授后，不但不能学他人的东

西，而连看都看不得，否 则，易引歧途，难免一生枉费岁月也。 (八) 切实做到至诚与信

心，内外合一揣摩，而探微入奥，契而不 舍，此则太极拳唯一成功之途径， 



 

 

以上拙见希我同道予以参研为盼。  

谢昭隆恭录恩师干啸洲大师「习拳正确观念与心态」  

自中医被重视以来，针灸之术流行国际间，而太极拳之袪病健身 与自卫之诸功效，遂被国

内外所重视。习之者与日俱增，教之者亦随 遇可见。参考图册充斥书肆或用照片或以插图

阐释，亦各不厌其详。 「吾道不孤」颇是可喜现象。然而啸洲有不能自己之言，愿为诸同

好 一吐焉！ 一、任何详明的书册， 皆不能使人无师自通， 学者不可恃其聪慧， 专于书本

上推求。 先贤有言曰： 「入门引路须口授， 功夫无息法自修。 」 盖自修必待老师引进入

门，而走进功夫的领域之后，始可言也。试观 武林前辈，凡能享誉于一时一方者，那一个

不是出于名师之门呢？再 试以习泳者论之，详观图解熟背理论，入水仍旧沈溺而不能自起

也。 若与善泳者游， 经其扶持提携， 不日即能浮矣。 洲从髯师学拳十五年， 教拳亦有十

余年， 以余之心得与经验并不难涂写成册， 然不为详书者， 为其无大益焉！学者实必欲

得书而为参照者，则髯师遗着郑子太极拳 十三篇已足矣。 二、 太极拳是寓含哲学道理的

技艺，历来古人有穷毕生之精力而 不能尽其玄妙者，因其难能方为可贵。常见躁进之徒，

急求速效，草 率而成，不一月一套拳架学会了，更于学会之后在人前卖弄。别人见 之亦

要求传习，他也不吝施教。如此等人以讹传讹，以致自误误人， 看来虽能依样画葫芦，然

实际未得其中三昧也。如此打数年的拳，犹 如做了数年的徒手体操罢了，毫无进境。一经

考究，上下内外皆不合 度，至此再请人改正，则朝经改正，夜旧习又犯，此所谓「习拳容

易， 改拳难」矣！ 三、 若决心学拳，宜慎求名师。始学拳架，并应依拳谱一式一式 由师

指教，悉心静气默识揣摩，而照行之。上下、内外均须注意，上 则虚灵顶劲，下则气沈丹

田；外则周身轻灵，节节贯串，由脚而腿而 腰，沈肩垂肘；内则用意不用力也。初学之人

必须就此数语，朝夕揣 摩而体会之，一式一手总需仔细推求，朝夕反复习练务求正确。习

练 至纯再求二式， 如此逐渐习练完成， 便得正格， 勿事改正， 日久不变， 初习之士希

多意会焉。  

谢昭隆恭录恩师干啸洲大师「日常练拳应注意事项」 

 一、 心悸烦躁，太饱、太饿或房事后，均不宜练拳，应暂停四小 时后再练。若胸腔不畅

气闷，宜于树荫下散步数分钟，喝几口温开水 再练。 二、 意守丹田，动腰不动手，用意

不用力，玉枕骨永保正直，体 松自然下沈；足踝全松，脚掌自然贴地；眼宜敛，神宜聚，

是为切要。 三、 道技兼修，虚怀若谷，逆来顺受，以修身袪病延年为主，技 艺为辅，切

勿骄矜好斗。 四、 不可过于将气逼沈丹田，因沈不合其时，易生流弊，如觉一 势有不适

之处，当请老师改正务达舒适为止。  

谢昭隆恭录恩师郑子太极拳干啸洲大师「推手之道」  

一、 接敌之际，即与敌手相黏，不可脱落或抗、顶、偏、丢，均 应顺势借力打人，亦即

牵动四两拨千斤也。 二、 先求稳固，次求变化，除沉着松净外，最主要的是拈听对方 来

劲的大小、前后、左右，并要「舍己从人」，如此，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矣。 三、 全身

松透，全神贯注于找出敌人焦点时，要耐心以待，专注 一方，虚灵发劲，顺其方向而发

出，无有不跌也。 四、 但发劲手要短、要轻、要随、要长、要坠肘沈肩，唯后腿不 能

动，分清阴阳，右手与左脚、右脚与左手要相贯成一线之劲，这就 是生理上之交叉神经。

然后乃可身立不败之地。 五、 结论：练内功、于个人的修为、心得而获，可是要按部就

班， 不可舍本逐末，好高骛远。总言之，太极拳最主要的是拈、黏、听、 懂四字。待火



 

 

候娴熟，对方力愈大，则我收效愈大。它抱元守一，以 不变应万变， 非一般拳术见招破

招耳， 所以太极拳功夫可以达到极微， 而一般拳术见招破招是无穷尽的学不完的。希望

学者必须由学理着 手，渐而进入奥秘。功夫到了上乘修养则愈高，进而与世无争矣，延 

年益寿何足云乎？然拳论有云： 「本是舍己从人， 吾人多误舍近求远， 故差之毫厘，失

之千里也。」学者不可不慎辨焉。  

 谢昭隆恭录恩师干啸洲大师「推手求精三步曲」  

一、 姿势正确，腰身灵活，而求轻柔裕如，动作与呼吸相配合。 相搭之处，不即不离，

如胶似漆；使每处肌肉松灵，自然获得听觉。 无论攻守皆须从一定之方针合理行之，不可

越法投巧。攻者为阳，守 者为阴，阴阳变化自然法度，一法未精，二法不研，此一曲也。 

二、 固守渐进之道，要有坚定的信心与高度的毅力，乃能累岁月 以成深功，并须以至诚

之心请师点窍，自练自悟多加揣摩。任何一手 均须实练至纯熟流畅，毫无呆滞，万不可一

手未熟又练他手，贪多求 速舍本逐末。太极拳艺之功夫，全在定步推手中奠定基础，学者

切勿 本末倒置，此二曲也。 三、 讲求虚实，圆转灵通，能补能泻，自然反应，拙力净化

内劲 滋生，日渐茁壮，艺高功深。但此须慎求良师，待之以诚。古人云： 「诚者成也，

不诚则无。」此为三曲也，望多加吟咏。 

郑子太极拳谢昭隆师父汇整长寿老人六大共同特征  

一、饮食： 1.不过饱（7 分或 8 分）。 2.杂食（米、面、杂粮）。 3.新鲜清淡（少红肉、

少盐、少烧烤、少辛辣、少腌渍物）。 4.多蔬菜水果。 5.多酸奶。 二、心境舒坦，胸怀开

朗，遇事不怒。 三、腹式呼吸（河车倒运）。 四、不嗜香烟，饮酒节制。 五、起居有常

（早上 6 时起床，晚上 10 时就寝）。 六、适度锻练（太极拳）。  

郑子太极拳思想分享  

太极是生活习惯，是中心思想，是信息中心，近日发劲有所体悟，决 定野人献曝，笨鸟先

飞。 首先、 太极拳架非西方运动， 先要改变想法彻底将西方想法搁置一旁。 第二、太极

发劲是身体体悟的一种境界，说穿了跟对明师，时间一到 一定能成。治平师兄打了三十年

太极操，跟恩师谢昭隆师父三年就会 发劲。重点是他是否练到疯狂，没有，轻轻松松，毫

无挂碍，符合太 极精神。 第三、切勿相信坊间心法及书本秘诀，小弟几乎看遍，一个心

得无书 胜有书，原因许多下回再叙。 第四、发劲先需整劲，整劲先需懂劲，整劲由小至

大，一层加一层， 至随心所欲。 如此足以自我慰藉， 笑傲尘世， 感谢师父多年谆谆教

诲， 多年提携。我知无不言，通过社团发言，将师父多年耳提面命分享， 如有疑误，再

请师父诠释。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三期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提供)  

郑子太极拳生活  

每晚打完拳架，总是能让一天繁忙的大脑做个休息，然后再专注 在拳架上的工整感觉，一

天有个很好的退出，不知各位是否如此。 也许今天任务不如意，但打完拳后又有一番新体

悟。那 so what 谁 能天天如意顺心，毕竟外在因素太多，但太极单纯多了。除了自己练 习

外，跟师兄弟推推手，聊聊人生，练身体舒压力，你看多惬意。 今天谈立地生根，如何松

肩落肘而不塌腰凸腹。为按劲，如何足 贴涌泉而转腰斜飞。为此而回想起五禽戏及栽根及

磨根，原来恩师谢 昭隆师父都已经传授只是自己火候未到。 拳架基本功两者互相游荡，

总是激起意想不到的火花。有所得时， 尤其夜深人静，我总是喜不自禁如入宝山。体悟到



 

 

愈松跟愈稳，其实 只要站桩站的正确，气一沉意一到板机随时能发。 所以千万不要想太

多，拳架练烦了，练基本功，时候一到，火苗 就出现，再来又是一番新景像。 (本文由台

湾有缘拳社三期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提供)  

郑子太极拳整劲的练法  

入门多年， 从许多书本及恩师谢昭隆师父的教诲中个人体悟供师兄们 参考。 一、心理上

要绝对放松，肢体上要练习上身松，下身沉。 二、我的练法分单练及盘拳架两种，互相交

替比较不腻且进步较快。 加上拳为体推手为用，两者交相有效性，而不沦为自己享受而禁

不起 考验的太极操。 三、单练： 1.站桩练沉心练松。 2.蚌吸法练气沉丹田，就是小腹松

净气腾然。 3.栽跟及磨根练接劲及发劲。 4.仙翁推月练斜飞式及挒手发劲。 5.狐仙拜月练

身体之整劲，五弓之身功。 四、发劲首先无非先有沉才能化及发，沉就是身体松，盘架是

让身体 去习惯接劲用身体去发劲。然后立身中正，拳架工整，找到身体仿真 的轴心，一

举身而全身轻灵。 五、记得师父所言，人有五弓，外家擅用两拳及两腿，却放了身体。 

六、身体的松，需先坐跨、松腰，身体的支撑从大腿至膝关节至小腿 至脚底涌泉。这是我

个人认为需要时间去感受完成。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三期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提供)  

郑子太极拳练功心法  

上班时基本功随时练，量变产生质变，空档较大时练拳架或打不完的 揽雀尾。 练松法： 

1.右手摆荡成右手时，左手掌轻拍右手肘放下，反之亦然。 2.旋臂松肘似轮轴务必上臂不

摇摆，1 加 2 一起练。 3.左右云手以身带，腰不动手不动，前看身形似座山，下盘似基

石， 后看背影似晨钟，左摆右晃有节奏，沉肩肘如钟摆。 4.双手自然下垂于肩膀两侧，以

身行步，川字桩之步行练习发劲之步 法，后足夺前足，重点以身体带动往前，可练沉劲，

涌泉接地之功。 以上四点所述，稍加集成即是太极技击散打。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三期

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提供)  

再谈郑子太极拳整劲  

距上回谈整劲已有一段时间， 此次再以郑太师爷的 < 自修新法 > 谈 心得之第十九页及二

十页吞天之气、接地之力、寿人以柔，谈起人身 之三才，在头为泥丸宫 < 天灵盖 > 在地为

涌泉穴在中为丹田， 个人 解释如下 : 心法上采河车倒运细节详读前篇单练，身体上分三方

面 一、发劲时必须单重心之足涌泉接地，拳架及身体的要求是三折踝、 膝、跨，以身体

略为前倾把重心压到前脚掌感受到涌泉之后立即回覆 中正，重点在于感受接地，让对手感

受到你身体加诸到对手身体的压 力，重点在于腰腿求之，手是最后轻接对方以身相随丝丝

入扣。 二、丹田为发劲之中心，小腹无松腾无法确实接地，无松无沉无接地 之力，发劲

如敌不动，己也无法破他身势，则易陷于上半身之力以斗 牛之蛮力以力攻力，浊力亦是

力，但非我太极力，不舍上半身哪得下 半身接地。 三、吞天之气乃头顶悬立身才中正，

舌抵上颚，想着笑嘻嘻的「嘻」 字诀， 呼吸采细慢静长， 养成以身体本身发动， 重点在

于用意不用力， 重点在于此，将手与身体脱钩仅剩意念，自然身动需意念动，以意导 

身，则气如车轮，气则鼓荡，将天之气引为己用身体松沉，推手如抽 丝之柔，最后练精化

气，练气化神，人不知我我独知人之灵。 野人再次献曝，本人入门十载，岁月匆匆，练功

之事需明师导引，但 修行在个人，体验亦不相同，如个人有误以恩师谢昭隆师父为准，知 

易行难，终身之志业，希同门相互砥砺。 (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三期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

提供 )  



 

 

美国华盛顿大学林天送博士习拳心得 (为郑子太极拳示范教材撰序)  

我很早就想学太极拳，但一直都没有机会，一九九八年夏天， 我返台讲学做研究的期间，

在一个巧合的安排，经由刘尚斌博士的介 绍，才有缘份去跟谢昭隆先生学拳。每个礼拜都

搭刘博士的车子去学 习，每周一次，一次二个小时，每次都以期待愉快的心情盼望着学拳 

的时光，我从来没有缺席过。 短短的三个月期间，我学了许多基本动作与招式。从如何吸

吐 运气做起，如蚌吸法、吐故纳新；也学了贯注心神的程序，运气出入 丹田，每一次练

完拳就觉得相当适畅。 谢老师谆谆善诱， 每次都能把每一个新招式的重点解释得清清楚 

楚， 他把复杂的招式以分解动作示范， 并且经常逐一矫正学生的动作， 我非常佩服谢老

师的功夫， 对他的细心、 耐心及用心教拳更令我敬爱。 谢老师教的是郑子太极拳式，我

只学了卅七式中的前十八式， 但已经受益匪浅。太极拳的身体变化注重「上肢」、「下

肢」及「腰 胯」的动作，谢老师都能一一点破每一招式的这些动作。如今谢老师 花了他

的多年心血， 以连环图的方式把这些复杂的招式与动作分解帮 助于图案与字句间，就如

他的教拳精神：细心、耐心与用心，精彩无 比。以他多年的教拳经验心得整理出这本书，

让初学者易于循序渐进 仿真学习， 实为难能可贵， 一定会大受想入太极拳之门的诸生欢

迎的。 太极拳是个缓慢柔和的运动，慢慢的动作中，细长的呼吸技巧， 韵律的招式，常

使你飘然忘我，定神去杂念；这能放松心境，能降低 一个人的精神压力。 欧美的精神科

学家发现东方的太极拳与瑜珈确实 能促进一个人的身心平衡。 一个人的健康包含肉体、

精神与心灵上的健康。其实一个人的 健康状况与寿命的长短有大半是决定于先天的体质

（基因组合），另 外一半是后天的保养，而保养端赖平衡的饮食与适当的运动。一般的 

运动都依赖某一肢体部位的急快动作，这类运动常会促进过分的代 谢，因为它消耗过多能

量，吸入更多的氧气，也就常常带来过剩的氧 自由基，引起氧化压力的伤害（注一）。太

极拳是缓和的运动，讲求 持久的运气与韵律，相当合乎运动健身的原则，我相信太极拳的

操练 对一个人的全身健康会有极大的益处。谢老师的多年规划心血，把郑 子太极拳的精

华以浅易的图片分解方式，述于本书。书付梓在即，嘱 我撰文为序，实感光荣，我以敬佩

的心，聊表浅见，不妥之处，尚祈 读者鉴谅。  

林天送  

写于日本东京市 一九九八年十月十日  

注：请参考拙着：「你的生命活力－从自由基谈起」（健康世界杂 志出版社出版，一九九

六）  

慈济医院张副院长子明为郑子太极拳示范教材撰序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今人说：「人生七十才开端」；人 类世代间对生命的认

知，随着人们对自己身体重视的程度，而有了显 着的差距。 人们对于健康重视回异，有

的人早在一、二十或三、四十岁就已开 端注意， 而有些人到了六、 七十岁才予正视； 事

实上， 年龄不甚重要， 重要的是「开端，并持之以恒」。我平日的任务可算蛮繁重的，

很早 就已对自己的健康感到忧虑；虽然从事外科医学任务多年，但对长期 性有计画的身

体保养任务却属外行；每回在电视、电影中看见功夫效 果，固然觉得有许多科学论点的存

疑，但却也是满心的羡慕。 六年前，在同学的亲戚邱师兄明来引荐之下，拜入郑子太极拳

名师干 啸洲先生门下，当时是跟着刘弘白与谢昭隆二位师兄习拳；而太极拳 的基础也几

乎在昭隆师兄不厌其烦，且谆谆指导之下奠立。当然以我 当前对太极拳的认知及修练程度



 

 

而论，还算是「门外汉」，但仍愿以 多年习医之背景，对「太极拳」有助于身体生理功能

之处，提出一些 亲身体认。 在干老师给我的亲笔手谕中，曾提及练太极拳「必须要身体

全松」， 并阐释： 「唯有通过全身的放松，才能让每一个细胞皆能吸收宇宙的 真气，并

且把与生俱来的浊气及不良的血液排出」。事实上，「松」 的动作并非使肌肉完全处于休

止的静态，而是由于「松」的结果，能 把肌肉间因不协调产生拮抗，所造成能量耗损的程

度减至最小，从而 使肌肉彼此间能得到更好的协调性。 太极拳包含「八门五步」，所谓

八门即指：「、履、挤、按、采、 挒、肘、靠」，所谓五步即指：「前进、后退、左顾、

右盼、中定」， 合称为太极十三势，其理论包括我们中国道家阴阳八卦五行之理，在 动

作上又融合了力学、医学及气功等学问，实在说，是一门艰深的武 术；但一般人如仅以健

身为诉求，太极拳却是一种以松、柔并用的方 式， 反覆运作骨骼、 肌肉、 脏腑， 并使其

进行在合乎生理的原则之下， 进而达到强健身体及长寿快乐的一种简易运动， 因此太极

拳是非常值 得大众推广的。 近年来，我虽然由于职务异动及任务环境的转变，疏于拳架

的练习， 但「太极基本功」仍是我舒解身心压力的法宝，每当作研究、手术或 处理行政

任务，感到疲累时，我都会站站椿、做做熊经、或利用腹式 呼吸来调调气，不消三～五分

钟即可恢复疲劳振作精神，效果真的很 好！ 我仍然非常感念过去干啸洲老师对我的疼爱

及不断的耳提面命；而 今更钦佩昭隆师兄能将郑师爷及干老师的健康宝学知识流传下去； 

期 待此书能顺利的流行推广，也至盼将来得闲时，能再接受昭隆师兄的 指导，继续我太

极拳未竟的课程。 

 张子明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日 于花莲慈济医院  

郑子太极拳生活化实践分享  

恩师谢昭隆师父时常提醒我们，太极拳要融入生活中。不只在练 拳架或推手时要注意练拳

姿势之基本要求。在日常生活中，也要随时 随地的注意太极拳基本功及拳架要求的「头部

中正、颈部自然竖直、 松肩垂肘、含胸拔背、松腰坐胯、手随腰动、步随身换」等要诀。 

师父于 2009 年 11 月接受福建电视台 TV8 频道「健康路 8 号」节 目专访时，畅谈郑子太极

拳养生之道，强调「松、沉、柔、灵」，与 太极生活化「行、坐、立、卧」的练习方法。

平时行走要像骆驼走在 沙漠般，坐的时候要像笑弥勒，站立时两脚要分虚实，睡觉要像弯

弓 向右侧。时时注意，时时放松，以达到太极养生与保健的功效。 以前上班时长期坐在

计算机前面，由于姿势不良，时常感到脖子 及肩膀僵硬、酸痛的毛病，在谨遵师父教诲，

以「头部中正、颈部自 然竖直、松肩垂肘、含胸拔背、松腰坐胯」的太极姿势调整下，终

于 获得舒缓，上班时不再觉得肩颈僵硬酸痛。 年轻时练跆拳道，时常参加比较，每次都

是全身伤。就业后工作 也仗着年轻力壮，经常过度操劳，年过四十以后毛病就出来了。因

为 椎间盘突出而住了二次院。出院后时常感到腰酸背痛，逛街逛个半小 时，腰就酸的受

不了。自从开始练太极拳后，平常就谨守基本功及拳 架动作要求，现在腰酸背痛毛病都不

见了。 仅提供自己的心得让初入本门的师弟妹或对太极养生保健有兴趣 的朋友们参考。

平时就要谨守基本功及拳架要求「头部中正、颈部自 然竖直、松肩垂肘、含胸拔背、松腰

坐胯、手随腰动、步随身换」等 要诀，练拳架时就比较容易驾轻就熟进入状况。 对年长

的朋友而言，由于太极拳的一些基本功及拳架对脚力、身 体平衡及筋骨的强健都有很大的

帮助。也由于太极拳的动作缓和，不 易造成运动伤害。为了大家的健康及生活质量，大家



 

 

一起来保健自己 的身体，让大家都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六期入

室弟子萧国庆师兄提供)  

学习郑子太极拳心路历程分享  

人们对于美好的事物都会迫不及待的想要拥有，这就是人性。 初见恩师谢昭隆师父的接地

功力示范，惊艳的发现这就是我梦寐 以求的太极神功。年轻时练了十几年的跆拳，近年来

也练了三、四年 其它门派的太极拳。拜入本门后，每天积极的练习，就是想要赶快学 

会。心想以自己练了多年武术的底子，应该很快就会有点小成就。但 事与愿违，再怎么努

力都无法达到既定目标。心中的懊恼与不解，令 人直想放弃，但一股不服输的力量，支持

我继续练下去。慢慢的在师 父有系统及谆谆教诲下，总算稍有起色。但仍达不到自己所期

望的程 度。一段时间之后，又再碰到瓶颈，就是所谓的撞墙期，怎么练都觉 得没进步。

还好有师父耐心又有技巧的循循善诱教导下，总算循序渐 进的步入正轨。 其实祖师爷郑

曼青先生早有去三病之说：无恒之病、贪多之病、 求速成之病。师父一开始也一再告诫提

示，但总是不肯相信，这就是 人的通病。总是要等自己体验之后，才会相信前人说的至理

名言。 虽然自己的功夫离预期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但在师父不断谆谆 教诲之下，每次

练拳之后，总有小得。毕竟太极拳是要练一辈子的， 急不得。正如祖师爷所言，不要贪

多、求速成，最主要的就是要有恒 心。有师父这样的明师指导之下，只要一步一步遵循师

父的教诲，持 之以恒的去练习，总有成功的一天。 提出自己的习拳历程心得，最主要是

要与新入本门的师弟妹们分 享。各位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会拜入本门，必定也抱着想把

师父的 好功夫赶快学会的心情。但祖师爷的告诫也要放在心上，若一段时间 内无法达到

你预期的目标，不要气馁。师父会很有系统的将你引导到 正轨上，只要随着师父步伐，安

步就班的去练习，终有成功的一天， 大家共勉之。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六期入室弟子萧

国庆师兄提供)  

郑子太极拳初学基本观念分享  

在此与各位师兄弟姊妹们分享本门的几件观念。首先就是大家经 常会对太极拳所强调的

「不动手」有所疑惑的问题。 应该说郑子太极拳重视的是身体重心的转换，以足踝为发力

的根 基，身体的腰跨旋转为发力的大圈，手臂只是身体的延伸必须松柔， 这样才易于体

会接地之力，吞天之气，寿人以柔。更高的层次就是用 意不用力，意到气到劲到。如何做

到？各位在单练要求松身的同时， 试着以身体为发动的第一步， 习惯后盘架子自然会慢

慢以体动代替手 动。 包括前进后退， 左右， 上下， 八方行转皆须注重无不以身动引导。 

开始绝对不习惯，恩师谢昭隆师父曾说过，这个阶段就是要增长学能 以取代本能。很辛

苦，但一旦体悟，肩膀自然松沉，身体得以舒畅。 另个人独练不易做到，团练则比较容

易。在观人时，间接观己，感受 是否以足换身动非手先动，手是最后接敌之用。 其次太

极拳 要如何「松」，松的体现又是什么(举例)： 我跟大家报告，我跟师父时间最久，现在

觉得有松一点，但一碰 上师父，一下子又硬了起来。为什么，难道我的松是假像，我请教

过 师父，师父说松的程度虽会与时俱进，但练习的对象如比自己还松， 自己就会相对的

显得紧张。另外个人体会太极跟别家拳法的表现，正 好相反。 同样一个拳， 一个是力量

的表征， 是以自己的形体力量输出， 虽可能感觉随着练习拳力愈足， 但事实上腰以下之

下盘如不特别注意 则很容易是虚的。本门正好相反，上身时时放松，愈松愈能接地。愈 

接到地， 反作用力愈强。 在力学的表现， 两者相反。 有机会亲身示范， 各位一定一目了

然。如何做到，那就是我前面一段所提，以体动代替 手动。 欢迎各位师兄弟进入中国文



 

 

化之宝山，练太极，享太极，行 太极，人生一定会不同凡响，往后的日子，欢迎各位提

问，一定知无 不答。 (本文由台湾有缘拳社三期入室弟子林信政师兄提供)  

习练陈式太极竞赛套路和杨氏郑子太极有感  

陈式太极拳是练立体圆，四面八方都是圆,但以立圆为主。该拳架 虚实转换明显，每进行

转换就要画圈，并且需逐渐加圈，形成大圈带 小圈，小圈领（引）大圈，内圈促外圈，浑

身均是圈，一动一个圈， 浑身均是圈。行走内气，主修内圈，所谓内圈指体内之圈，丹田

怎样 转动，裆怎样虚灵转活等。行走内气必须是在周 

身松活，骨节修炼使 体内有气感，在随着周身上下的转动而上下转动。立身要中正，手， 

身，腿一齐缠丝，由圆走方，由方归圆，快慢相间，刚柔并济，松活 弹抖等等。 杨氏郑

子太极力从涌泉起上行周身到梢节，周身容易拉活，内气 上下，左右转换灵活。本门郑子

太极强调，立身中正，以心行气，以 气运身，于以推动矣。然手足决不可自动，非待腰能

便利从心之后， 手足方得随腰而动。是之谓太极拳不动手，且足亦不自动，故太极拳 之

动作，真所谓“牵动一发，则全身俱动”。 (本文由福建有缘拳社一期入室弟子江曦师兄提

供，江曦师兄先后荣 获 2008 年闽台南少林传统武术交流大赛及 2009 年海峡论坛•海峡两 

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陈氏太极拳冠军)  

我们都是有福份的人  

――郑子太极拳福建有缘拳社弟子刘世和练拳之体会 （2010 年 8 月 28 日） 

 8 月 24 日 5：20 许，余仰卧醒摸小腹，忽觉有凸块窜走，甚感惊 奇之际，一股热气涌入

会阴自尾闾而上至夹脊而散。少许，又觉丹田 有块游走，即用河车倒运之法，热气源源浩

浩直上百会，下行任脉归 于丹田散于全身， 通体舒泰不胜怡然。 随起打坐倒运， 不觉气

行有滞。 6：20 坐毕，即发信息请教师父。7：00 师父来电，开口即道恭喜， 曰此乃小周

天打通之状。日后将气血通畅，体质渐强，不易生病，身 心更觉放松。 嘱吾一如既往， 

一应自然， 无忘无助， 久之必有所成也。 回首际拜恩师，屈指即满两载。两年来，余谨

按师传，恒练不辍， 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年有所得，实乃明师教导有方，愈坚信郑子太 

极之妙，愈坚定学拳之信心。谨遵师命，特将吾之练拳粗浅体会述而 告之，恳请同门不吝

指教。 一、我们都是有福份的人。 我们都是有福份的人。余而立之年学太极，历十一载

而磋砣。 2007 年 12 月访台际遇恩师谢昭隆师父，自此结缘郑子太极。次年 3 月师到厦授

予基本功及拳架，知其与拳论无有不符，遂下决心弃而从 零开始。同年 9 月 5 日携 7 人在

厦拜师，次年元旦郑子太极拳福建有 缘拳社成立，至今已有 27 人缘聚一堂矣。师父为弘

扬郑子太极，不 辞辛劳奔波两岸，无私传授悉心指教，两年来如一日。曼青宗师尝言 “有

福份之人才能克享太极拳的永年”，我们有缘遇到恩师，有缘得到 太极真传，何尝不是有

大福份之人呢？ 二、无明师难入太极殿堂。学习太极拳并不难，随处皆可觅到老 无明师

难入太极殿堂。 师。学习太极拳又太难，难的是遇不上道地明师。明师者，真明了太 极

之拳理，肯教尚须会教，试问如此明师者又有几何？传统太极拳并 非玄乎，实乃深合科学

之原理。 

然练太极正道唯一，而歧途甚多，故 拳论曰“入门引迳须口授”，尤其太极推手散手，若无

师父喂劲指引， 万无无师自通之理。多少人欲求明师而不得，我等如此有缘有幸而遇 明

师，岂能不倍加珍惜而孜孜努力不懈乎？ 三、松是练太极拳唯一门径。历代太极宗师无不



 

 

言松，恩师言及 松是练太极拳唯一门径。 最多亦是松字。练基功要松，盘拳架要松，习

推手要松，临敌发劲更 须松。身要松，心要松，内外皆要松透。无松就难沉，无沉则涌泉

难 接地，无接地之力无谈太极真功夫也。松确乃习练太极唯一之门径， 但要做到松委实

不易，最难就难在太简单，以致凡夫难以置信，自己 把自己挡在了太极门外，岂不痛哉悲

哉！ 四、太极功夫是积累出来的。恩师常曰练太极如叠白纸，一天一 太极功夫是积累出

来的。 张不见多，日积月累渐渐加厚，功夫也就慢慢出来也。吾之初学不以 为意，日练

拳不下两时辰，灵猫扑鼠不逾百次不歇，总薏以为功夫是 练出来的。至今年 4 月因长期登

山两膝受伤，依师嘱一切放下，悠然 轮椅太极，静心打坐养气，寓太极于日常生活，功夫

反觉长进。此次 气通两脉，亦是不知不觉中完成。始知恩师所言极是，太极无为而有 

为， 欲速而不达， 本门不是靠一时练出来的， 实乃是日久积聚出来的。 只要吾等谨遵师

嘱，日有所积，月有所累，循序渐进，早晚定皆能登 太极神妙之殿堂也。果如是，不亦期

期乎！ 习练郑子太极拳其实是一件很轻松快乐的事 常听朋友言及想学太极拳没有时间， 

好不容易学了又没有办法坚 持，一始兴致勃勃，而后不了了之，半途而废，殊为可惜可

叹！其实 学习太极拳不应当作任务，而本应是一件很轻松快乐的事，不必拘泥 时间，不

必拘泥地点，不必拘泥形式，正所谓“太极生活化，生活太 极化”是也。 太极尽可生活

化。 太极拳贵在积累， 难在有恒。 曼青宗师尝言“要 培养有恒的七分钟”，每天能抽出专

门时间练固然好，没有时间其实 一样可以学好太极拳， 关键要把太极拳揉入日常生活中

习练。 如行走， 则“行如沙漠走骆驼”， 身形保持中正， 一步一个脚印， 手臂随步而荡， 

久之涌泉接地，其根渐生也；如站立，则“处则夔立分虚实”，可练无 手之护心桩、川字桩

等，上松下沉，力达足心，久之自然接地，其根 不倒也；如端坐，则“坐对人间笑弥勒”，

含胸拔背，身心放松，心与 气相守于丹田，久之气通三关未可限量也；如临榻，则“卧如

弯弓向 右侧”，或意守丹田，或河车倒运，久之可养吾浩然之气也。如此， 行立坐卧皆可

练功，随时随地均能练拳，无早起定时之压力，无场地 大小之限制，不亦嘎嘎然轻松乎？ 

生活本应太极化。太极拳渊于传统文化，既是技击拳，也是养生 拳，更是文化拳，蕴含着

博大深邃的东方智慧。太极拳讲求圆活，待 人何尝不是如此？太极拳注重动静结合， 处

事何尝不是如此？太极拳 讲究外柔内刚，应事何尝不是如此？张三丰祖师创太极拳而“欲

使天 下英雄延年益寿”，曼青宗师强调练拳重在培养“沉静温穆”气质，恩 师谢昭隆师父亦

常言太极拳要在生活中练，更要在生活中用，无为方 有为，无用乃大用，其理至善而一贯

也。古人云“下士养生，中士养 气，上士养心”，太极拳既可养生，又可养气，更可养心，

敢问世出 世间， 又有何种运动能兼如此之功效？我辈有缘习练郑子太极并尽情 享受太极

人生，不亦陶陶然快乐乎？ “余细玩太极拳，一片空灵之气，出于自然．．．”每忆宗师此

语， 欣欣然不禁神驰，愿与 诸君共勉之。 （郑子太极拳福建有缘拳社弟子刘世和 州） 

2010 年 9 月 15 日于福州  

静坐养气的一点粗浅体会  

今年 4 月始为养膝伤，遵师嘱改练轮椅太极，静心打坐养气，至 8 月气通任督二脉，加之

有暇阅玩拳论，于静坐之法微有体味，恳请 同好不吝赐教。 拳经云：“太极者，无极而

生，阴阳之母也。动之则分，静之则 合。”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静调合，则阴阳相济

也。就郑子太极 而言，动可练拳架、走骆驼，静可练护心桩、打坐，无论动中求静， 亦

或静中求动，其理同源，其行同法，而效果一致也。恩师谢昭隆师 父曾言，练拳与静坐并

行，自可相得益彰耳。 静坐者，即古之所谓内功也，其粗者可袪病，精者乃可成道。自 

古儒释道家，均有静坐之功；各大武术流派，皆重内功修炼。郑子太 极拳亦然。宗师郑曼



 

 

青先生在《自修新法》中道“古人所谓行坐处卧， 不离丹田，是要以心与气相守于丹田，

如鸡之卵者，此所谓知止，止 于至善之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离也非道也。” 静坐

之法，儒释道家，诸门各派，其名不同，其法略异，然理为 一贯，不外气沉丹田，养气积

气耳。郑子太极拳较其它门派，更为殊 胜简易，概言之有调身、调息、调心三步骤。 调

身者，调和身姿也，此为静坐之基本功夫。可双盘膝，可单盘 膝，亦可平坐。本门采取平

坐之法，头正项竖，舌贴上颚，两眼微闭； 含胸拔背，脊骨中正，松腹松胯；左手背叠于

右掌面，右大拇指、中 指轻捏左无名指根部，松置腹前腿上；两脚平行，与肩同宽，涌泉

贴 地；身柱与大腿、大腿与小腿成二直角可也。 调息者，调整呼吸也，此为静坐入手最

重要之功夫。“气以细长 静慢为 

主，缓缓吸入丹田，与心相守，稍使逗留，久之渐能宿气，日 积月累，直养无害，未可限

量也。”曼髯宗师此言，已臻善境也。 调心者，调伏妄心也，此为静坐之究竟功夫。大凡

初坐通病，一 为昏沉，一为散乱。欲治昏沉之病，可虚灵顶颈，令心向上，则精神 能提

得起。晚间静坐，因昼劳倦易致昏沉，早晨或午睡后静坐，可免 此患。欲治散乱之病，可

用数息法，或数出息，或数入息，从一数至 十，再从一数起，若中途而断，再从一息数

起，久之纯熟，心息相依， 妄心可去也。 以上调身、调息、调心三法，实际静坐时同时

并用。其要诀为： 脊柱不屈不挺，重在放松小腹；呼吸不急不躁，重在细长静慢；丹田 

不守不离，重在勿忘勿助。静坐之次数，因情制宜，能多则多，早起、 寝前固好，闲有空

隙亦可；静坐之时间，循序渐进，能长则长，总以 舒松自然为度。 静坐之功效，在于养

气积气。日久丹田气渐满，佐以本门河车倒 运，自能越尾闾、夹脊、泥丸，气通任督二

脉，尔后达奇经八脉，全 身气血通畅，五腑六脏得以无穷补养，欲生病而不可得也。就太

极而 言，气通三关后，恒练不息，渐尔“牵动往来气贴背，而敛入脊骨”， 再尔“行气如九

曲珠，无往不利；运劲如百炼钢，无坚不摧”。至此， 大功可成矣！ “吾生也有涯，而知

也无涯”，愿与诸君共勉之。 （杨氏郑子太极拳福建有缘拳社 刘世和 2010 年 9 月 23 日于

福州）  

相信明师方能学有成就  

近习净空法师《认识佛教》，论及学佛有信、解、行、证四个层 次，认为信乃学佛之前

提，不坚信无以真正理解，不理解无以身体力 行，不力行无以成就正果。学练郑子太极拳

乃至一切善知识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太极拳根植中国传统文化，渊于古代阴阳哲学，其

博大精深远非 一般武术所可比拟。即如拳论所谓“须知阴阳相济，方为懂劲，懂劲 后愈练

愈精，默识揣摩，渐至从心所欲”之至理，所谓“一羽不能加， 蝇虫不能落，人不知我，我

独知人，英雄所向无敌”之境界，又岂是 凡识所能议哉？故曰“入门引路须口授、功夫无息

法自修”，非明师口 传身授不能登殿堂也。 太极明师可遇不可求。 如今练太极者何止千

万， 但多求外形之美， 不修内在之功，太极拳变太极操舞，太极推手成顶牛抱摔，与拳

经拳 论偏离远矣！真正太极难睹，道地明师难求，正如佛法所言，没有善 根、福德、因

缘不可得也。 若有缘际遇明师，定能得大道否？非也。君不见，得杨家真传者 屈指可

数，得郑子绝学者亦为数不多，传统太极拳未见繁荣，反而日 渐衰微。何故？恩师谢昭隆

尝言：“练太极拳 

一要师承，二要悟性， 三要有恒，缺一不可也。”吾之理解，欲要有恒，信字至关重要。

信 之诚，行之笃，始能有承，方能有获。而现世，或对拳经拳论疑而不 信，或对明师半

信半疑，或是见异思迁，终是入宝山而空归，无缘得 窥太极大道。岂不悲哉？ 天下太极



 

 

门派虽多，然殊途同归也。若既遇明师，当真正相信老 师，死心踏地跟学，方能有所成

就。佛法云，对老师一分诚敬，得一 分利益；对老师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恩师从 35 

岁起，与干啸洲 大师朝伴夕随，整十年如一日，一门深入，长期熏修，终有大成，至 今

仍孜孜潜修而心无旁鹜，其对明师之诚敬，对太极之坚信，对练拳 之专恒，实为我辈之样

板也！ “疑为罪根，信为福母”，诚哉斯言！ （郑子太极拳福建有缘拳社弟子 刘世和 2010 

年 10 月 5 日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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