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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旨在研究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之相關性，試圖以文獻分析的研究方

法，來論述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之相關必然性。研究分為二大領域：（一）鄭

曼青習畫與太極拳的背景分析；（二）《曼髯三論》之〈論畫〉與《鄭子太極拳自

修新法》之分析。研究歸納之後發現，鄭曼青的水墨畫與太極拳，背後皆蘊含經

書之哲理。透過梳理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之發展脈絡，了解他的想法、觀念，

以及藉由論畫與論拳上的相關表現，分析他對於哲理的領悟如何轉換到水墨畫與

太極拳。「畫」跟「拳」之作法與功用本來差異很大，希望可以藉由雙方面分析

探討的方式，來深入了解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相輔相成的理想過程，以及背後

蘊含的文化特質。 

 

 

 

 

 

 

 

 

 

【關鍵詞】鄭曼青、水墨畫、太極拳



書畫藝術學刊 第十四期                                                               

254 

一、前言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身為創作者，曾於日本及大陸接受東方美術教育。二○○九年筆者在臺灣開

始接觸書法藝術。透過接受傳統書藝訓練，筆者初窺東方傳統美學的堂奧。為了

提升書法表現，二○一○年聽從先進的建議在臺灣開始學習太極拳。練太極拳過

程中，聽到「鄭曼青」這位名師。透過練太極拳，漸漸認識到鄭曼青原來是集「詩、

書、畫、拳、醫」五絕於一身的藝術家。為了深入了解鄭曼青，筆者找到相關的

重要文獻《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在目錄序言，蔣復璁寫道： 

 

花卉其初有意於青藤與白陽，多勁捷之筆，後頗避之。朋友間有力追勁捷者，

婉勸之云：「吾早年亦嘗沉潛於此，孜孜數十年，乃覺勁捷之力易盡，乃復

歸於緩約渾凝」。故晚年花卉取徑八大而多蒼潤，用筆則愈趨愈簡，愈簡愈

工，生平作畫，必鍛煉深思而後出，未嘗輕易為之，故世人獲之者如得吉光

片羽，珍襲寶愛1。 

 

  筆者發現，其中「乃復歸於緩約渾凝」一句，合乎太極拳要訣中「以氣運身，

手足決不可自動」。筆者雖然在繪畫上還沒發揮，可是在練習書法中感受過「筆

以氣而生」的要訣，進境有一日千里之感，鄭曼青的觀點有其特色且值得研究，

此為筆者主要的研究動機。筆者所習練是楊式〈澄甫〉所傳之太極拳，而非鄭子

太極拳。每位宗師、典範會依自己的條件、禀賦發展特有系統，但對重視養身的

內家拳而言，其思想相距不遠。本研究有三個目的；一、更深入了解鄭曼青作品

背後蘊含的文化特質；二、進一步探討鄭曼青之水墨畫與太極拳相輔而行的理想

過程；三、以此為基礎當作創作上的養分。 

 

（二）文獻探討 

  首先，筆者發現，鄭曼青對於畫畫上的心得被記載在《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

目錄》一書裡，接著找出鄭曼青撰寫的《曼髯三論》與《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

另外，找到了鄭曼青和藝術動向之相關資料，包括各大期刊所記錄關於鄭曼青的

                                                      
1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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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養過程、創作理念以及參與聯展的各項報導。然而有關鄭曼青水墨與太極拳相

關的研究偏少，筆者希望在前賢的研究成果上，更深入研究其水墨畫與太極拳的

相關性。 

 

（三）研究方法、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文獻分析法為主；所設定的研究依據，為鄭曼青藝術與太極拳兩大

主題，關於水墨畫的部分是以鄭曼青主要文獻《曼髯三論》之〈論畫〉裡的「論

畫緒論八篇」為主；太極拳方面則是以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為主。

至於「論書」、「論詩」等層面的研究，尚待日後長時程的深度研究及實踐，藉以

修正和補充本研究之缺失與不足之處。 

 

二、鄭曼青習畫與習太極拳的背景分析 

（一）習畫背景 

  鄭曼青，一九○二年生於浙江永嘉，名岳，字曼青，壯年以字行。生於光緒

壬寅六月二十五日後荷花一日，因自號蓮父，別署玉井山人，中年蓄髯，復字曼

髯，晚年勤學不輟，時時徹夜攻讀，又號西夕長樓主，學不厭老兒等等2。 

 

  鄭曼青九歲時，因傷腦流血過多，陷入昏迷，雖然保住小命，卻記憶全無。

十歲時，從鄉裡的拔貢汪香禪學畫，但因行動遲緩，呆若木雞，只能在桌旁研墨

調粉，看別人揮筆畫畫而已3。家人為了他身體健康著想，託姨母張光送他去學

畫。張光把鄭曼青送到自己的老師汪香禪處學畫。古諺說：「塞翁失馬，焉知非

福」，沒有想到，這成就了後來鄭曼青五絕中之「畫藝」。人生萬事禍福不定，此

在鄭曼青成為五絕經歷當中，可見一斑。 

 

   

                                                      
2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序。 

3
 王善初，〈傳人名外中〉，《中外雜誌》，第 60 卷，第 6 期，總號 358（1996 年 12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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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畫四年後，師母命其畫一紫藤，

意在新羅南田之間。汪師大喜，為之訂

「紫藤花館潤例」一紙。從此鬻畫養

家，每有餘資，便往古董店蒐購任伯

年、趙撝叔作品，致力雙鈎4。教給他

「雙鈎」畫法的也是姨母張光。張光，

字德怡，晚號紅薇老人，其夫章味三與

蔡元培科舉同年，張光善畫沒骨花鳥，

章法謹嚴，傳神別緻5。 

 

圖一：鄭曼青＜少年寫生八葉＞選自鄭曼髯書

畫集。 

 

  此後鄭曼青藝事大進，以神童的面目出現了海上畫壇，結識各地名家文人，

並成好友。與他們論詩、論書、論畫，使他的藝文知識與技巧邁入新境界。十八

歲鄭曼青赴北京，執教於郁文大學授詩學。 

 

  在廿世紀的二三十年代，中國有很多年輕學者當教授，一九二三年，徐志摩

二十六歲，擔任北京大學教授；一九二八年，林風眠二十八歲，創辦杭州國立藝

術院並出任校長兼教授。一九二五年，鄭曼青也二十四歲時，因蔡元培之介擔任

暨南大學詩學教席，乃移居上海結識了吳昌碩、朱古微等人。吳昌碩欣賞他的畫

風6，二十八歲，受劉海粟之聘擔任上海美術專門學校國畫系主任。二十九歲時，

和黃賓虹合作創辦中國文藝學院，自任副院長兼授詩文書畫金石。一九一九年，

尚未弱冠的他任教北京，鄭曼青的頭髮開始見白，一九三○年，也就是創辦中國

文藝學院的翌年，他感到知識不足，稍稍擺脫教務，拜江南大儒錢名山為師，鑽

研經史子集，閉門苦讀，三年足不出戶。 

   

渡海來臺後，於一九五五年與馬壽華、陳方、陶芸樓、張毅年、劉延濤、高

逸鴻組成書畫團體「七友畫會」（圖二）。一九六五年，鄭曼青旅美以後，常藉展

覽回臺灣。當時鄭曼青用心的地方是，氣韻在於質與量，以及內心淳純的精練，

                                                      
4
 姚夢谷，〈一代大家鄭曼青〉，《中央月刊》，第 8 刊，第 2 期（1975 年 12 月），頁 102-103。 

5
 吳玉良，〈五絕大師鄭曼青〉，《中外雜誌》，第 18 卷，第 1 期，總號 101（1975 年 7 月），頁 93。 

6
 王善初，〈傳人名外中〉，《中外雜誌》，第 60 卷，第 6 期，總號 358（1996 年 12 月），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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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書畫皆祟尚素淨簡拙的「平正安穩」理念，在淨簡純粹而單一的「中鋒」線

條中，賦予無盡層次和變化。其畫作多為四君子，秀中有骨，純是氣節內蘊7。

晚年受聘於中國文化大學，回臺灣教授《易經》。一九七一年，師大教授王友俊，

當時就讀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選修鄭曼青的課，有一天鄭教授帶學生去故宮看

展覽。回校後王友俊向鄭曼青問道： 

 

「什麼是中國水墨畫的最高境界？」鄭教授當下拈出三字訣－「重、拙、大」

為中國水墨畫的最高境界；這三字意涵，可以詮釋為厚重、樸拙、落落大方，

畫品要有大格局；以此為環中，可資旁通中國文化哲學與藝術，提綱絜矩，

靈活生化各種觀門8。 

 

從以上的論述，可

以了解鄭曼青其水墨

畫理念隱含有經書哲

理。繪畫並不是為了單

一賣畫的目的而作。其

水墨理論經由哲理之

導引，學習者無意中得

到其修養，陶情治性。

由此可見，鄭曼青的水

墨畫，並不是追求外貌

的美麗，而是刻畫出其

多彩多姿的內涵。  

圖二：七友畫會合影鄭曼青（上左二）。 

（二）習拳背景 

鄭曼青因幼年多病孱弱，嘗習少林拳以強身，後得太極門宗師楊澄甫，及太

                                                      
7
 蔡耀慶，〈嘤其鳴矣，求其友聲〉，《歷史文物》，第 19 卷，第 6 期，總號 191（2009 年 6 月），

頁 20。 

8
 郭文夫，〈喜看仙山，向人間至處逍遙〉，《王友俊繪畫歷程黃澥撮奇特展》（臺北：國立歷史博  

物館，2004 年），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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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張欽霖之精秘9。鄭曼青二十四歲，在上海教書時因為過分勞累，肺病咳嗽吐

血、頭痛齒搖以及久思腦即空痛，所以二十五歲時拜安徽九代名醫宋幼庵為師，

學歷代醫藥大家診療處方的奧秘，成為國醫聖手，尤擅婦科及骨科。想不到的是，

這成就了後來鄭曼青五絕之「拳」。 

 

  二十七歲時在上海認識太極門宗師楊澄甫，乃改習太極拳，學習一年餘，洞

悉大要。當時，楊澄甫之妻重病，群醫束手，鄭曼青予以悉心治療，終告痊癒。

楊澄甫感其恩德，乃將太極拳要訣「輕、沉、靈」的運用要點，傾囊傳授又教他

太極劍劍法，混合鍛鍊，運氣強身10。鄭曼青勤練勤習，乃成太極拳大師。 

 

  鄭曼青把太極拳簡化為三十七式，以便傳習，曾任中央軍校、中央訓練團太

極拳教席，晚年赴美開館廣授生徒11。據鄭曼青的學生說： 

 

曼公授徒非常嚴格，文武結合，教拳之餘還向學生講授《四書》、《莊子》、《易

經》及書法，納武術於學術之中，以期造就更多文武兼備之人才。故其門下

弟子多為文質彬彬，無一般拳師之江湖習氣12。 

 

從這段話可以了解，其太極拳理念含有經書哲理。鄭曼青的太極拳並不是為

了單一強身目的而打。其太極拳經由哲理之導引，學習者無意中得到其薰陶，陶

情治性。由此可見，鄭曼青的太極拳，並非逞兇鬥狠之拳，而是修身養性之道。

大約鄭曼青五十歲，有人問鄭曼青教何藝最歡樂？鄭曼青在《鄭子太極拳自修新

法》上寫到： 

 

有從遊者問余曰。先生身兼五藝之長。生平究以教何藝為樂意。曰。以教太

極拳為最樂。聞之者甚以為疑。曰。似近粗豪焉。曰。是非爾所知也。此為

人生哲學之結晶者。以其精微而論。較習一切文藝之難，且有過之，絕非一

                                                      
9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鄭曼青先生小傳。 

10
 王善初，〈傳人名外中〉，《中外雜誌》，第 60 卷，第 6 期，總號 358（1996 年 12 月），頁 78。 

11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鄭曼青先生小傳。 

12
 楊氏鄭子太極拳有緣拳社， http://blog.udn.com/Chengtaichi/4499687#ixzz1cKbFz4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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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武事可此。曰。願聞其詳。曰。余弱冠任詩書畫三課教授。頗以教書法為

樂，以其含有強身運動之益。強壯將屆之年。流離入蜀。以醫餬其口。不意

醫大行。人皆譽之曰濟世活人。然余則以寢食無時，苦不堪言。且日與愁眉

苦臉相對。肩人以生死之託。待有笑容焉。則余已不得而見也。惟教太極拳。

不獨可以祛病延年，心神愉快而已。少長咸集，善與人同。效老萊子之兒嬉，

耄年不倦；勝華元化之禽戲，專氣致柔。真可謂康樂無疆13。 

 

（三）小結 

  這一章主要是藉由了解鄭曼青習畫與習拳演變過程，來分析其學習過程中所

學到的新元素如何影響到其畫與太極拳之關聯性。 

 

  鄭曼青素有「詩、書、畫、醫、拳」五絕之譽，姚夢谷對其五絕在《鄭曼髯

書畫集》序言裡說到： 

 

永嘉鄭曼青，為當代屈指可數的大名家。兼具五長，美之者，目為五絕；非

之者目為狂放。美之者認為他的詩出自然，書開生面，畫含逸趣，其他醫、

拳皆稱國手，信為世不經見之奇士。非之者則認為人之智力有限，難求其全，

而況求精？殊不知曼髯之五長，已不是滯留在技藝的範圍，而是步向道的蹊

徑。故對事物之窮究，若挈裘領，一通百通，這亦卽是孔子所謂的「吾道一

以貫之」的道理，自然，鄭氏有先天的異禀，但後天的努力，乃是成就的最

大因素。比較了解他的舊友，知道他博覽羣書，但有每天定時讀書的習慣14。 

 

從這一段論述可以了解，鄭曼青所體現的「五絕」，並非各自獨立的元素，

鄭曼青能融會貫通抓住要點，以「一」掌握五樁事。從分析鄭曼青習畫背景可以

了解到，「以一貫之」的「一」，便是經書之哲理。 

 

  鄭曼青在上海教書的過程中，感到自己缺少永恆不朽之源頭活水。他鑽研哲

                                                      
13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19。 

14
 鄭曼青，《鄭曼髯書畫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1 年），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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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過程所產生的思想，是否對於「為了賣畫而開始的水墨畫」與「為了強身而開

始的太極拳」的表現產生影響。鄭曼青曾經提過：「花卉其初有意於青藤與白陽，

多勁捷之筆，後頗避之。」15由此可見，透過哲理繪畫心得已經迥異以前。原來

教書上的困擾而要學的經書，想不到透過鑽研深悟哲理，他領悟到「太極拳是人

生哲學的結晶。」16其哲理不只影響到「畫」與「拳」，也影響到「詩」、「書」與

「醫」。也因此成就了擅長五藝、以一貫之的鄭曼青。由此可知，畫畫已經不是

為了賣畫目的而畫；太極拳也已不是為了強身目的而打。經由哲理之導引，更上

一層樓的鄭曼青，「為了賣畫而開始的畫畫」加上「為了實踐其哲理而畫畫」的

目標，以及「為了強身而開始的太極拳」，「為了實踐其哲理而打太極拳」的目標。 

 

  雖然「畫」跟「拳」之養成與展現不盡相同，但是透過鄭曼青習畫與習拳的

背景之分析，可以發現鄭曼青經由哲理介入其畫與太極拳的相關性。 

 

三、《曼髯三論》之〈論畫〉與《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之

分析 

  經過鑽研經書有得之後，鄭曼青將其哲理實踐於其畫與太極拳。鄭曼青說：

「所謂內家拳者，乃基於黃老之哲理。」17為了深入了解其哲理實踐，並進一步

探討鄭曼青的水墨畫與太極拳的相關性，以《曼髯三論》與《鄭子太極拳自修新

法》來做更詳盡之分析，以下藉由分析兩篇論著之義理內涵，並針對「道藝合一」

思想，來深入了解鄭曼青其水墨畫與太極拳的相關性。 

 

（一）兩篇論著之間的相關表現 

  鄭曼青〈論畫〉上提到： 

 

能：能事也，初學者之能事，求準為先。一求手準，景物入於眼，便出乎手，

毫釐不謬，皆得合於眼之所接者，此手準矣。一求眼準，景物之接於眼，便

                                                      
15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序。 

16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3。 

17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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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別美惡，巨細不遺，此眼之察，能應於心，則眼準矣。眼固能明察，偶若

無所見，病在心之粗放，不在眼。眼察物，未窮其輪廓條理，病在眼之未準，

不能應乎心，故手之是否已準，求剖別之者在心，心能許之，然後知眼之能

合於心也。心有所得，則能應乎手，眼亦從而知之，此為三合。倘心有所得，

而手不能應，眼亦未之許，此病不在眼，而在手之未準。故初學者，求手準

為先。手準，則能事過半矣。18 

 

從這一段可以了解，鄭曼青重視基本功。初學者，首先要透過不斷的練習，

才會拿到畫家的入門票。以筆者的經驗而言，基本功實在太無聊，但是若忽視或

刻意逃避就會開始迷路，逃避吃苦的結果顯然是太辛苦。學太極拳上，鄭曼青對

於初學者的要求，也同樣重視基本功。他在《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提到： 

 

無畏喫苦。怕喫苦，則無進程之望矣。拳論所謂其根在腳。怕喫苦。則腳之

落地不得生根。是以腳部之喫苦，有益於心臟及腦部則無疑。基本方法。初

學者早晚抽三五分鐘之暇。以一腳立地，左右調換。逐漸加久，逐漸低坐。

注意氣沉丹田，足心貼地，不可丝毫勉強。站樁時，必須出食、中二指，扶

於椅角或桌邊，使其平穩站定。嫻習後。便去一中指。只用一食指扶站。久

之者站更穩，可以不用扶而自然站穩矣。繼此則採取提手及手揮琵琶二式，

多下站功。又預備式亦為站樁之渾元功。單鞭為開展功。此於體用皆有莫大

之裨益。不可忽視也19。 

 

  練腿力是太極拳的基本功，故初學者不可忽視其功夫。倘若腳之落地得生根，

便能事過半矣。練腿力雖甚辛苦，但若忽視或逃避，就無法更上層樓。不論畫畫

也好，太極拳也好，對待每一件事情，都必須保持恆久的行為方式，要有始有終，

才會有好的結果。特別是對於基本功，如果缺乏恆心、不能保持長久，許多事都

半途而廢，那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太極拳基本功的練習首先是「腳之落地」，其

次「接地之力」，而後「足夠腿力而氣生」。這不僅是太極拳的要點，對鄭曼青而

言，也是畫畫的要點。他在論畫中提到筆力的關鍵，不是手而是腿。關於這個問

                                                      
18
 鄭曼青，《曼髯三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 年），頁 85。 

19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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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在〈論畫〉上提到： 

 

力：筆力也，手雖然準，未必能有力，因求準，筆行緩力弱，速則難準矣。

有力必於手準後，漸漸求之，充其至者，筆行愈速，力愈出，此猶易耳。力

厚矣，有槍棒氣有草土氣，非真力也，以其力形於外。形於外則力浮，力充

乎內，達乎根，望之似無力，熟翫之，覺其力之行動，所向彌阻，此之謂有

勁。勁外柔而中剛，有彈性，乃真力也。真力具則活，否則僵，然真力何從

而生？智果禪師謂迴展右肩，長舒左足，此運腰力也。李北海謂下筆時，兩

足欲踏斷地板，此言根力也，其力由足而生。顏魯公謂力生於兩足尖之間，

此中氣也，其力得由根而上，此皆發前人所未發。至若屋漏痕，折釵股，如

印印泥，如錐畫沙諸說，皆由是而擴充之。然余之所得在正坐，或直立，左

足心貼地，沉氣而後作，初學動筆要專於簡，簡則易乎準。卽準矣，習之勤

而力生，力足而志不分，則漸入神，而得化境無難矣20。 

 

於此可見，鄭曼青在論畫上，對於自身文化價值的追求中，有意無意間與太

極拳發生聯繫，也就順理成章。雖然鄭曼青個人獨特的詮釋，筆者尚無印證，但

是從太極拳的角度來探討筆力，以及探索古人筆力的來路，其觀點頗有新意。「太

極拳，其根在腳」就是其立論的依據。分析李北海之腿力的出於「腳之落地得生

根」。顏魯公「力生於兩足尖之間，此中有氣其力得由根而上」這一段相當於太

極拳所謂「足夠腿力而氣生」的概念。鄭曼青在《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上也提

到： 

 

心為令三字，乃太極拳唯一之要訣。以心行氣，以氣運身，於以推動矣。然

手足決不可自動，非待腰能便利從心之後，手足方得隨腰而動。是之謂太極

拳不動手，且足亦不自動。故太極拳之動作，真所謂牽動一髮，則全身俱動。

學者其體驗之，自有得也21。 

 

                                                      
20
 鄭曼青，《曼髯三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 年），頁 58-59。 

21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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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要訣中，也可以發現與智果禪師「此運腰力」的相關性。〈太極拳體用歌訣〉

中有「湧泉無根腰無主。力學垂死終無補」22之句；〈太極拳論〉也有「其根在腳，

發於腿，主宰於腰」23這一句，從而得知腿力與腰的重要性。 

 

  儘管「畫」跟「拳」之做法與功用不同，可鄭曼青還是秉持「足夠腿力而氣

生」，其次要「以心行氣，以氣運身，於以推動」，故兩方重點都是腿力。由此可

見，關於「其根在腳」，鄭曼青對於水墨畫與太極拳的觀點一致。 

 

（二）「道藝合一」之實踐進路 

  鄭曼青其畫多為四君子，所作梅、蘭、竹、菊皆不是單純的自然景物，而是

君子的化身。梅，象徵衝寒鬥雪、孤高自賞；蘭，象徵清雅幽香、潔身自好；竹，

象徵虛心勁節、直竿凌雲；菊，象徵凌霜而榮、孤標傲骨，藉此抒發自己心中，

表達自身的清高文雅。鄭曼青的寫意四君子，亦汲取傳統筆墨的優點加以運用發

揮，更藉題畫詩句使畫面圓滿、充實，藉由詩情的發揮，得到更深一層的境界。

尤其是鄭曼青學養深厚，在四君子的題材上，容易將他內涵貫注到作品中。 

 

圖三 鄭曼青＜白梅＞103.8 x 62.9cm  1971 年 選自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 

 

                                                      
22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十三篇》（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72。 

23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十三篇》（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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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曼青選四君子為繪畫題材的理由，除上述理由之外，還有「為了實踐哲理

而畫」之因素。因為四君子有傳統筆墨的法，故適宜呈現「道藝合一」之哲理。

《莊子》的庖丁解牛，是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的最佳寫照。鄭曼青在〈論畫〉

上提到： 

 

變有不可者三，有不可不變者三。能力未至，不可變也；學識未敷，不得變

也；功候未到，不能變也。此之為謂三不可變。學於師已窮其法，不可不變

也；友古人已悉其意，不得不變也；師造化已盡其理，不能不變也。此之謂

不可不變者三。故才大則大變，才小則小變，不能變者，其才其學，或未得

而能也。有才而不變者，余未之見也。不可變而欲變者，余未見其有成也24。 

 

從這一段敘述可見，無論拜師或臨摹，剛開始學繪畫時，就是學習一種技術。

當技術的「法」純熟之後，便進入藝術的範圍。繪畫的學習過程，要掌握的精神

即是庖丁解牛的「技進於道」。藝術創造性的發展是一種「入乎其中，出乎其外」

的體悟。在此「其」指的是「法」，即是道家所謂「有為」。鄭曼青認為傳統筆墨

已窮其法，不可不變。那麼如何進入「無為」呢？其實，練太極拳過程，要掌握

的精神也是庖丁解牛的「技進於道」。鄭曼青在《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上提到： 

 

古人所謂「要言不繁」，以余之四十年來經驗所得而潛心分析之，此言確乎

有卓絕之至理。憶余初習此拳時，楊澄師每日囑余曰：「要鬆！要鬆！」有

時又曰：「不鬆。不鬆。」時或戒之曰。「不鬆」，便是挨打的架子。極其至，

則曰：「要鬆淨。」相繼何止複數千遍。余於兩年內，聞此語，甚至覺頭大

如斗。自恨愚蠢，抑何至此。一夕忽夢覺兩臂已斷，醒驚試之，恍然悟得鬆

境。其兩臂所繫之筋絡，正猶玩具之洋娃娃，手臂關節賴一鬆緊帶之維繫，

得以轉捩如意。然其兩臂若不覺已斷，惡得知其鬆也。次日，與優於余者較，

相顧大為驚異。再三訊問，始知已鬆。其進境不啻有一日千里之感25。 

 

                                                      
24
 鄭曼青，《曼髯三論》（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4 年），頁 61。 

25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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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拳架的「形」熟練後，身心必須朝向「無為」。雖然要言不繁，但是體悟

到「鬆」此一字，卻不簡單。當拳架的「形」熟練之後，忘「形」卻沒那麼容易。

同樣，當繪畫的「法」純熟後，忘「法」也不簡單。為了不執著「形」與「法」，

一切順其「鬆」。身體要放鬆，頭腦也要放鬆。 

 

  「道藝合一」之實踐進程，真能領悟卻不簡單，即使「入乎其中盡其理」也

不容易，何況「出乎其外」？庖丁解牛十九年，才終於達到「以神遇而不以目視，

官知止而神欲行」的境界，只要經過歲月的累積，誰都能進入道境？ 

 

  從有為到無為的關鍵，便是「主觀意識不介入」。筆者在習畫過程中先體會

此道理，沒想到從太極拳當中得到要訣也是一樣。身體要鬆，頭腦放空，主觀意

識不介入。目前筆者還在初學太極拳的過程中，這些要訣尚處於試行階段。因為

此做法與一般的想法截然不同，所以儘管嘗試過，可還沒完全領悟到。鄭曼青也

在《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上提到： 

 

故余雖得此一鬆字之妙用，曾於三十年前，已將此事在拙著鄭子太極拳十三

篇內詳於闡發。人亦不以此為秘要之談，故得知者至今猶屬寥寥。故再於此

重提，希與余有同志者，望加意焉26。 

 

  鄭曼青鑽研的哲理，不是紙上談兵，而是實踐辯證的道理。「莊子思想的兩

把鑰匙，一是忘，一是化。合起來，就是忘生而後能化其生」27。鄭曼青為了大

家容易拿到此鑰匙，透過實踐而體悟的「鬆」之妙用，儘管解人不多，他也不吝

於再分享，並將它轉化運用於水墨畫上。 

 

  「道藝合一」之實踐進程，真令人難懂。不論如何，鄭曼青順著「道藝合一」

之思想觀念，使得他的畫風也變緩轉拙。筆者認為鄭曼青悟得鬆境以後，便進入

「以氣運身，手足決不可自動」的境界。水墨畫也隨之變成「筆以氣而生」之畫

風，鄭曼青已經不重視外在的美，注重其蘊蓄的質與量。 

                                                      
26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22。 

27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臺北：三民書局，2009 年），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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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晚年作品確多簡筆，對於喜歡鄭曼青「勁捷之筆」28的人來說讓人失望，

他們覺得鄭曼青的畫越畫越差。溫州名士劉景晨和胡蘭成也評論過鄭曼青的畫，

且他們的話被記載於胡蘭成《今生今世》上： 

 

溫州畫家有張紅薇，年已七十，她的表侄鄭曼青亦在上海有名。一日我在劉

先生處正值鄭寄畫來請教，劉先生打開看得一看，「曼青學畫原有天分，早

先的還不錯，近來流於放誕，愈畫愈壞了。」一涉狂悖妄誕，是有才亦不足

觀，其才已被殺死了，雖存典型，亦都走了味，走了樣了29。 

 

  由張光的年齡可以推測，鄭曼青當時四十六歲，以哲理見其事實對鄭曼青而

言，他繪畫的最大意義已經在於「道藝合一」的文化實踐，不知誰能到此境界。

此老子所謂：「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

不笑不足以為道」。這些批評鄭曼青來說，或許證實其「道藝合一」之實踐進程。 

 

 

圖四 鄭曼青＜黃鳥＞77.2 x 83.8cm  1947年 選自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 

 

                                                      
28
 鄭曼青，《鄭曼青先生書畫特展目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2 年），序。 

29
 胡蘭成，《今生今世》（臺北：遠景，2009 年），頁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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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鄭曼青未及弱冠任教北京以後十年之間，雖然不斷學習詩、書、畫，為了改

善身體的問題，而朝向醫、拳等不同的領域學習，但是歷經長時間的教書、學習、

創作之後，摒棄一切鑽研經史子集，選擇經書哲理來面對自己與自己的文化，對

其重新審視。雖然「畫」跟「拳」之體現不盡相同，但是經由哲理的穿針引線，

領悟到「以一貫之」的「一」，才得以在經書哲理的根源上發展出真面目，而能

直通堂奧，深究其理，于右任稱讚他說：「一代奇才，他人視為至難之事，彼則

優為之。」30，鄭曼青因鑽研經書，深諳哲理，故能窮究到底，擷取精粹。鄭曼

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自序上提到： 

 

諺又有所謂教人要留一手，又謂傳子不傳女，皆自私也。苟如此，則吾國之

文化與藝術，不日趨凌夷以至於滅絕，我不信也。曷不聞軒轅氏之言乎：「得

其人不教，是為失道；傳非其人，漫泄天寶。」我亦欲以此言。與有志於吾

道者共惕勵而勉旃31。 

 

由此可見，鄭曼青透過研究及力行實踐得到的精華回饋給公眾。鑽研經書得到的

心得理念，為的是發揮於自己技藝上，有所成就而回饋後人，也是一種美德。鄭

曼青六十六歲著《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七十歲出版《曼髯三論》，悉以弘揚傳

統文化為宗旨。 

 

  為了深入的研究水墨畫與太極拳，不只是從文獻中的義理分析，重要的是透

過力行實踐。研究歸納分析結果發現，實行水墨畫與太極拳，不只是一種文藝活

動，更是提高修養且富有實踐辯證的力行哲學。分析鄭曼青水墨畫與太極拳發展

脈絡，可以了解兩者背後蘊含之哲理。藉由論畫與論拳上的相關表現，分析他對

於哲理的領悟如何轉化到水墨畫與太極拳。這些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與詮釋，其

中必定會經過許多取捨，鄭曼青對自己作品要求的境界，已經迥然不同於眾人的

期待。如何堅持力行實踐，又如何掌握經典中的創造精神，再應用於每一門技藝

                                                      
30
 劉紹唐，〈民國人物小傳〉，《傳記文學》，第 44 卷，第１期，總號 260（1984 年 1 月），頁 146-147。 

31
 鄭曼青，《鄭子太極拳自修新法》（臺北：時中學社，2007 年），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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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鄭曼青嘗有詩云：「無欲無為古聖賢，卻從修己得知天。誰能具有千秋業，

自信能傳五百年。」32於此可見其志在千秋的偉大懷抱。 

 

  透過這篇研究，筆者獲得兩種啟示：一是筆者發現水墨畫與太極拳，不僅是

一種抽象的思想或學說或是概念分析，而且是一種自我實踐。水墨創作與打太極

拳的自我實踐像修行一般，一切偉大成就全在於不斷地自我超越、自我轉化。另

外一個則是，筆者發現太極拳與書畫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聯。關於這個課題，希

望日後透過進一步深度研究及實踐，得以修正和補充本研究之缺失與不足之處。 

 

  本論文是筆者創作理論研究方向的一部分。期望在未來創作與理論，可以作

更進一步地思考，更加完備水墨創作與太極拳相輔而行的理想過程，希望各方不

吝指教。 

 

 

 

 

 

 

 

 

 

 

 

 

 

 

 

 

                                                      
32
 徐憶中，〈五絕奇師鄭曼青〉，《中外雜誌》，第 75 卷，第 6 期，總號 448（2004 年 6 月），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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