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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  賴金樹  2018 03 18

理事長的話/  升 級 與 交 流

太 極 拳 的 內 化                  淺談太極拳十要與實際運用
文 / 東海場 林湘嵐

「太極」者，一陰一陽也，「太極拳」者，即藉陰陽變化之

招式，而稱為「拳」，大凡無陰陽，即無太極，在拳術內無陰陽

變化，就不是太極拳（劉培中《道功拳法真解》1992）。陰陽是

古代獲取健康養生與武術有效運用的要件。具體而言，所有的太

極拳纏絲動作皆包含三項要素：放鬆、伸展與旋轉，纏絲勁是藉

由中氣運行於周身，並體現去僵求柔的要求，亦即所謂的運勁如

抽絲。是故，纏絲勁訓練在於透過丹田尋求全身協調一致，而內

勁則源自於身體中央的丹田，以腰為軸之螺旋纏繞帶動肩，因而

太極拳就是奠基於陰陽對立統合的論述，創造出一套剛柔相濟、

內外相合、上下相隨、快慢相間、行意結合、順逆纏絲等陰陽相

合的動作套路，陰陽相合而為太極，所以將這套拳稱之為太極拳

（陳正雷《陳式太極拳全書》2009）。   

在太極拳的行拳中，是講求心靜神聚、外柔內剛，力求練

意、練氣、練身三者相結合的運動；強調「用意不用力」著重用

內在意識去引領外形動作，結合腹式呼吸法「以意行氣、以氣運

身」， 講究開合虛實、伸縮升降，藉由旋轉脊柱軸線，經肩、

肘、腕、髖、膝、踝的螺旋纏繞動作，將氣與內勁力量傳送至身

體各肢節末梢，最終再回歸儲存於丹田，整體動作運行呈弧形螺

2017年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好年，協會在[菁英與普及]的推展
下，經歷了內部的教育訓練，各級比賽的焠煉，各種活動的表
演，台灣盃的主辦-------等，我們都獲得相當好的成果.

接下來2018新的一年，我們將秉持以往戰戰兢兢的態度，面
對一切的挑戰，協會要提出[升級與交流]做為新的一年努力的方
向。

『升級』是在既有的基礎上，不論是觀念心態方式技巧方法
都要求比原來更好，每個人都要在自我要求下升級，做好每個人
應該要扮演的角色。

『交流』會員之間要交流，教練之間要交流，協會之間要交
流；會員教練之間要交流，會員協會之間要交流，教練協會之間
要交流；升級是自利，交流是互利。

1~2月教育訓練：

[陳氏太極扇/陳氏太極40刀/春秋大刀]等器械分組訓練，初學
拳架會員在稍具拳架基礎上，就要升級再學器械如24短棍或陳氏
太極扇；拳架器械稍有基礎就可進階學陳氏太極40刀或陳氏太極
劍；資深會員可以選擇練陳氏春秋大刀。

3~7月教育訓練：

[新架一路]

學過老架的會員要自我要求自己升級再練新架一路，老架開
展大方，樸實無華，沉穩內斂，每一招都是基本功。新架螺旋纏
繞胸腰折疊，化勁發勁剛柔相濟，旋腕轉臂，旋腰轉脊，旋踝轉
膝，以身領手，以腰為軸，環環相扣，任運自然。

老架一路和新架一路是學練陳氏太極拳必定要學的拳架。

8~12月教育訓練：

[陳氏56式國際競賽套路/八卦掌/八卦單劍]

學過了老架一路和新架一路就可升級學練老架二路或陳氏56
式國際競賽套路，如此一來即可體會陳氏太極拳的精華，並感受
練陳氏太極拳的功效。

內家拳包括太極拳八卦掌形意拳，學了太極拳的以慢制快，
再升級學練八卦掌的以快制慢，在整個學練追求武術的過程中將
更加融會貫通，所以協會將推展每一個教練場都至少學練一套八
卦掌。

以上是僅就學拳部分，聊一下升級的觀念，實際上我們應該
是在各個層面，都要求自己升級，才能面對越來越競爭的環境，
升級是手段，交流是過程，進步是我們追求的目標。 

安守剛

學習太極拳，首先是熟記套路，然後運行內氣收發自如，這
些都是從有到無的內化過程。也就是以形引氣、形氣合一、以氣
催形的練功過程。

以功能來說，太極拳會從五個方面改變人的內涵：一、武
術；二、養生；三、藝術；四、哲學；五、社交。

一、武術方面，使人增長決斷、勇猛、膽氣、堅毅的精神。

二、養生方面，使人動作精神、順暢、迅捷、輕靈、勻整、
貫串、安舒、剛勁、鬆柔、矯健。

三、藝術方面，透過肢體活動使人圓活、沉穩、厚重、中
正、自然、飄逸、端莊、綿細、亮麗。

四、哲學方面，思想邏輯會變得不急不燥、周延細密，考慮
事情時，能夠陰陽兼顧、虛實互應，做多方面的思考。

五、社交方面，親近太極拳的人，都有愛好中華固有文化，
注重精神生活，不貪戀物質名利的誘惑，是有福報的好人。

這五項都是由外而內，改變人的舉止、端莊中正、氣脈順
暢，身心豁達，這種「內化」功夫，使太極拳成為「內家拳」。

太極拳由外形動作，提升身、心、靈境界，如能細緻鑽研，
可由技入道、超凡入聖，是修行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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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綿延流暢，使氣與力相結合，一動百隨且靈活連貫。 

然而我們如何能讓練拳達到綿延流暢，氣力相合，一動百隨

且靈活連貫呢？在整個行拳當下結合太極拳十要，對自我身體各

部位的要求如下：

（1）頭頸部：「虛靈頂勁」，虛靈就是自然心靜；頂勁就

是頭頸保持正直，在頭頸頂勁時自然帶動胸脊上拔拉開，感覺安

舒沉穩、神聚貫頂。如諺云：「頸項不立，則神不能貫頂，尾閭

不收，則氣不能沉丹田，上下不交，則無從練功。」

（2）軀幹部：胸部要「含胸拔背」舒展鬆沉，「含胸」

者，胸要虛、要鬆，但肋要束，使氣能下沉回丹田，也就是虛其

心、實其腹；「拔背」者，使氣能貼於背脊，才能運行氣力至指

尖。腰脊部，「鬆腰」者，腰勁須向後貼脊鬆腹，使命門飽滿，

太極拳以腰脊為主宰，虛實變化全賴鬆腰，鬆腰、胯自然落，腰

不鬆、氣必上浮，將影響上下肢體轉，即腿著地無力必無根，所

以有“拳不練腰，終身藝難高”之說。腹部內，氣要「鼓盪提

放」，即如海浪拍岸，浪花送達肢梢，終又回大海（丹田）。臀

部要「斂」，有利中氣上提，貫於脊中，以及腰勁、襠勁、腿勁

的運用。   

（3）上肢部：肩膀要「沉肩墜肘」，「沉肩」就是肩部肌

肉要放鬆，如抬肩則氣流被阻塞；「墜肘」者，使氣流順肩而

下，經肘、至腕、至指尖，如肘不下墜，肩何以能鬆？故曰：

「抬肘一身空，垂肘全身鬆」。腕要隨動作的需要、身法的協調

而變化，採豎腕、旋轉腕等。手的作用在於每一舉一動，其運化

在身、表現在手。掌要求運勁與合勁時，掌心要虛；開勁與發勁

時，掌心要實。

（4）下肢部：下肢部要「鬆腰落胯」襠胯部要圓、要虛、

要鬆、要活，如何做到？裹襠就是大腿肌肉放鬆、稍往內合，斂

臀裹襠才能使尾閭中正，外加平時加強揉胯，讓襠胯運行無死

角，勁力發送自順暢。膝部，則膝尖始終要對足尖，且膝部保持

一定的彈力，利於上下肢節，氣與力的傳送。足部要求沉時兩腳

踏實，腳趾、腳掌、腳後跟皆要抓地，深沉如根，回送氣力時，

湧泉穴要虛，介由湧泉穴的虛實，傳送借地之力。   

上述肢體各部位的要求外，運拳、行拳中需再融合內部整體

的貫串：虛實分明、上下相隨、內外相合、綿綿不斷、用意不用

力以及動中求靜。

（1）虛實分明：即虛中有實，實中有虛，如太極圖所示，

實際運作則是留一分做轉折，無運行的凹凸處，必輕靈圓活，運

轉自然流暢綿綿不絕。

（2）上下相隨：即太極拳一動無有不動，如身動手即隨、

手動身必有對稱勁，使整勁而不能分散，做好周身一家，才能做

到走化蓄發，運動自如。

（3）內外相合：外三合指手與足合、肘與膝合、肩與胯

合；內三合談心與意合、意與氣合、氣與勁合，內外始終一致，

形氣飽滿，使周身如立體的太極球，四面八方、內外，虛實、對

稱、開合運行，一動全動。 

（4）綿綿不斷：行拳中如抽絲，週而復始，貫串一氣，運

行似斷非斷、意氣相連、綿綿不斷。

（5）用意不用力：用意不用力，全身神經、肌肉、筋絡放

長鬆開，呼吸從容，氣血暢通，感覺敏銳，身肢靈活，則能享受

心清、意淨、氣和、神爽。

（6）動中求靜：太極拳是以靜御動，雖動猶靜，待拳架練

純熟，就能動靜自如，變化萬千。所以老子告訴我們說：「致虛

極，守靜篤」，「濁以靜之徐清」，必須徐徐地「致」，慢慢地

「守」。因此打太極拳時要做到敬、靜、定、鬆、柔、圓、慢、

勻、整，其道理就在於此。 

綜上所述，太極拳就是融合形、意、氣的整體表現，更是練

形、運氣行氣、神聚之道家修練外顯的最佳代表。從中亦體現

了中國傳統重視自我觀念及內觀的思維方式，即特別重視心性意

念的作用和修煉，注重心與身的關係，以整體觀來考量調身、調

息、調心三者等等。推而廣之，對於東方文化思維中身心學發展

的貢獻更有：無常與轉念、身體的小宇宙觀、流動的身體觀、氣

的概念、存在當下、圓融、沉穩、平衡與和諧等，造就了東方獨

有的養生術和人生觀，而此領域的寬廣無邊，在透由太極拳十要

和親身練拳經驗的體會中，能夠逐漸見微知著，因而於此分享。                                               

丁酉年二月八日

                                                                                                                                                      

                                                            

導讀陶炳祥大師認識的太極拳
鴻展場    王紀翔  2018.1.9

陶炳祥大師追隨鄭曼青宗師左右先後達二十餘年，亦代師授

業餘年，更由鄭曼青宗師授命，指導石覺上將學習太極拳，石

覺上將亦讚佩陶老師是台灣最鬆柔的人。以其耄耋之年，50公斤

不到之身形，在七、八十年代能往返美國教授高大的美國人太極

拳，定有其玄妙之處。透過陶老師指導更能提升我輩思維，以祈

精進太極拳拳藝。

習練太極拳有幾篇重要的口訣，是太極拳的精華所在，學習

者必須對之先有初步的認識。其一是張三豐遺著太極拳經，其

二是王宗岳太極拳論，其三是武禹襄的十三勢行功心解，其四是

十三勢歌，其五是打手歌。這五篇東西的內容，雖大部份是講應

用的方法，在以柔克剛為最高原則下，要達到練拳的要求：如要

輕靈貫串、完整一氣、虛領頂勁、分清虛實、以心行氣、以氣運

身等，練習拳架時就應在口訣中每句話下功夫，時刻檢視在心，

然後去實踐力行，才有收功見效之機。

上述練功的要訣，如果從應用方面來說有兩個基本要求：就

是鬆和沉。太極拳的一切作用都要從「柔」中才能發揮。如何才

能做到柔？首先要練習的就是鬆和沉。所謂鬆，是要把精神和肢

體都放鬆。太極拳之所以打得慢，慢的本身並不是學習的重點，

在做每一個動作時，都仔細按著是否把肢體盡量的放鬆，才是最

重要的。氣血流暢，百脈貫通，是必須先從「放鬆」做起的。在

太極拳的功夫中講鬆是有層次的，它可以分為空、軟、輕、靈、

鬆、柔六個層次。初步的練習只能從空和軟練起。空是指不能有

主觀意識存在，身體才能放軟，軟了才能在有意識的感覺中求

輕、靈。鬆是在有意識控制下，是有彈性的跟隨對方做到「捨己

從人」，隨順對方，沾黏貼隨，不丟不頂，才能進入真鬆的境

界，達到柔的目的 。

沉，其實是與鬆連著。可分兩方面來說：一是四肢與身體重

心的沉；一是精神氣息的沉。精神不緊張，讓呼吸之氣藉意守

住丹田 ，肢體的肌肉筋骨也都不緊張，全身的重心自然會往下

沉。能做到「鬆沉圓活」，如再能有意識的控制與運用，那麼

「以柔克剛」自然就容易做到。鬆沉的要求，必須在練拳架去下

功夫，沉的境界要做到連腳掌都放鬆，好像兩腳如踏入爛泥中一

樣，即可感覺拳經中生根於腳之意。

鬆和沉對太極拳的作用在「致柔」。太極拳是「以柔克剛」

的拳術，致柔自然是太極拳的基本功夫。要柔到像海藻在海底隨

著水流盪漾的姿態，練拳時的前、後、左、右、進、退、顧、盼

等動作，像風吹荷葉，推手時的重心下沉像不倒翁，這些形容和

比方，都是練習鬆沉致柔的學者可以去仔細體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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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練習才能練好太極拳？張三豐太極拳經中一開始就說：

「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尤須貫串，氣宜鼓盪，神宜內斂」，把

神、形、氣三個部分的要求都提出來了。現就先以這三部份來做

說明 ：

「神」是什麼？簡單的說就是精神，也可以說是一種意念和

注意力。從拳經、拳論和口訣中，可以體會學太極拳須把意念和

注意力集中，用「心」去體會下列的要求：1.虛領頂勁，全身放

鬆。2.動作輕靈，不可用強力。3.意守丹田，用腹式呼吸。4.身體

隨著呼吸的平順吐納而動作。5.虛實是否已確實分清。6.上步是

否由腳跟推送，坐腿時重心是否落入腳底。7.是否貫串，是否完

整一氣等 。祗要練拳時摒除雜念，一心注意每一動作都能符合

「鬆、柔」的拳經、拳論的要求，全神也就貫注其中了。「神」

的問題其實與「形」和「氣」很難分開來說。太極拳是為「內家

拳」，所以應先從內心去凝聚體會自己的鬆沉貫串。太極拳還有

一種「聽勁」，神不貫注是練不出來的，所以集中精神很重要，

因此特別先予以提出，以期學者能予以重視。

「形」即外形表現。可從「身、手、步」三方面說明。

首先說「身」。太極拳以柔克剛，講求的是能走化，必須

身體非常靈活。王宗岳太極拳論中說：「立如平準，活似車輪 

」；武禹襄十三勢行功心解上也說：「氣若車輪，腰如車軸」。

講的是要有一隻靈活的軸心，就是人體脊樑。練太極拳還有四句

重要的口訣：「虛領頂勁、沉肩垂肘、含胸拔背、氣沉丹田」。

虛領頂勁須將頭頸豎直，下顎微收，使頂心向上「虛領」。沉肩

垂肘是要放鬆肩膀，手臂不可用力。如果兩肩稍向前合，不可張

開，胸部自然不會挺起，就是「含胸」。含胸祗要胸部略為含

蓄，不必故意緊縮。含胸以後，腰椎自然也會放鬆，呼吸就容易

往腹部去了。腰椎骨放鬆，膝蓋不可挺直，尾閭自然不會往後翹

起，再加上頭頸豎直、沉肩、含胸，脊樑骨自然很少彎曲，就形

成垂直狀態了。

十三勢歌裡：「尾閭中正神貫頂，滿身輕利頂頭懸」，可意

想身體好像是在頭頂穿了一條繩子掛著一樣﹝要點是身體各部

份都須完全放鬆﹞。繩子要拉得鬆緊合度，能使手足身體都可以

靈活運轉，如果繩子一拉緊，那麼就變得僵直了。但也不能放得

太鬆，一放鬆就塌下去了﹝以末學自身經驗，可以在頭頂放置寶

特瓶，瓶內水不宜超過1公分，只可少不可多，否則會有腦壓問

題。﹞這完全要靠「神」去貫注。所謂「虛領」，是由「神」在

領著，如此才能「滿身輕利」，而不僵直。脊樑骨在放鬆狀態之

下保持垂直，不但轉動靈活─所謂柔腰百折若無骨─即或做任何

方向的轉折也都能靈活。

其次講「手」。手腕部份無論上下左右都不彎曲，主要的目

的是要求關節放鬆。沉肩是不要一有動作肌肉就緊張，把肩膀

抬起來垂肘是在手提起來時肘尖必須朝下，目的也在肘部不可挺

直，避免緊張。手雖放鬆，但注意力仍須直達指尖，這是神的貫

注，較易氣達指尖。拳經上說：「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

腰，行於手指。」手的姿勢關係神的貫注和勁的貫串，非常重

要。手在練拳架時不要自動，只須放準位置就好，切忌自動使用

拙力。從前的拳家有句口訣，叫「以手領肘」，練拳時祗須把自

己的手腕豎直，手臂和手肘都只跟著手腕在動，不必用力，這在

練拳架時就須隨時注意。若應用時，手有如動物的觸鬚，一接觸

到對方就要有靈敏的感覺，這在太極拳裡叫做「聽勁」。如果肌

肉筋腱不放鬆，神的貫注沒有到達指尖，感覺就不會靈敏，那麼

聽勁也就無從練起了。

再次講「步」。練太極拳要有圓活之趣，腳部的關節都需要

相當的鬆，尤其是大腿與骨盤連接的髖關節，是上下連貫最重要

的部份，這可從馬步「坐胯」來求鬆開這個關節。太極拳要求姿

勢要鬆下去，把腰胯轉正也是這個原因。腳的第二個重要關節是

膝，膝關節放鬆，有助尾閭中正。站立時只要把大、小腿肌肉和

膝部的筋都放鬆，膝部不彎曲，也不要挺直就容易做到。腳另一

重要關節是踝關節，踝關節鬆開的程度很重要。發勁的起點，第

一個要通過的地方也就是踝關節。鄭曼青宗師的打手歌裡就說：

「湧泉無根腰無主，力學垂死終無補」，可見湧泉的根非常重

要，其作用，除了它是發勁的根源以外，踝關節要能鬆開，也必

須由腳掌心湧泉穴部份貼地的要求中去鍛鍊。

說到「氣」，實際上打太極拳要講能行氣符合要求，是練

到相當程度以後的事。意守丹田是只要心裡想著這個地方就夠

了，呼吸要很自然，絕不要勉強，也不必做深呼吸，使呼吸很

自然地到達丹田，絕不要勉強壓縮 。意守丹田的作用，使呼吸

到腹部去，主要的目的是做到一個「沉」字。所謂「沉」，不

但是氣沉，而且也是整個身體重心的下沉，只要氣不上浮，體

重﹝指意到，氣到，勁自到，三者合而為一，在自身產生的結

果﹞自然也會下沉，要渾身肌肉筋骨都放鬆，體重才能自然沉

下去。全身鬆沉，才能湧泉貼地， 這樣如再能分清虛實，腳步

就能靈活沉穩。

太極拳的「氣」不只是上述所說呼吸之氣。人體之內另有一

種拳鬆開之後「由腳而腿而腰，總須完整一氣」的先天之氣，也

是太極拳中的氣。「氣宜鼓盪」，只要注意到節節貫串，很自然

地做到「往復須有摺疊，進退須有轉換」，只要拳架純熟鬆沉以

後自能體會。鼓盪之氣未必僅是呼吸之氣，其中更有動盪中的氣

勢的氣，是由腳而腿而腰，總須完整一氣的氣，更有帶動週圍氣

場的氣。

另外，陶炳祥大師對推手的看法：「推手是讓人體會自己拳

架是否已經鬆柔，和練習走化技巧的方法。『走即是化，化即是

打』，以柔克剛的作用完全要在走化中產生。這其中當然技巧很

多，技巧要熟練到不假思索即能自然反應的程度，才可以發揮以

柔克剛的功能。這要靠長時間的磨鍊和體驗，初學者對於接受這

種磨鍊，必須先能捨己從人，否則如果先有好勝心，不肯捨己從

人，那功夫是練不出來的。推手技巧的關鍵是「聽勁」。這要靠

「神」與「氣」去感覺。因為在練拳架時並無對手接觸，這種感

覺無從產生，所以才要練推手。推手練習時運用肢體，不過是外

在的形式，重要的是要把精神全部貫注在上面，所以其實練的是

精神，肢體的鬆柔在拳架時早就應該練好了。」

有關精神訓練的訣竅，在王宗岳太極拳論和武禹襄十三勢行

功心解中都有提示。要能記著這些經論、要訣去體驗和實行，功

夫才能日漸進步，祗勤練而不從經論、要訣中去檢討和改進，難

免徒勞無功。太極拳之所以被稱為內家拳，氣的功夫能發揮多大

的作用是以後的事，而這種必須用「心」去感覺的訓練，才是內

家的功夫。

太極拳是一種深含太極陰陽哲理的拳術，它謙抑自持而不失

立場，中正平和而不為己甚，以走化代替衝突，以柔軟對應剛

強，這是太極拳與一般武術最不同的地方。練拳要練「功」，練

「功」必須花時間，時間是拳術功力成熟最好的催化劑。要想學

好拳，要做到符合要求，才有效益，也必須經過相當時間的熟

練，方能達成。因此學拳要有所成，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耐

心，第三是要有恆心。在養生方面，更值得多花一㸃時間使身體

健康。

上述這篇文章是陶炳祥大師數十年學習心得的一小部份。末

學本想將自己所學淺見記述發表，但近日取得此文章閱後，自己

的淺學實不足參考，抱著好東西應該與同好分享的心情，以求共

同精進，特整理精要以饗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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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陳氏太極拳之去僵求柔-
以達鬆、活、彈、抖 

                                              霧峰以文圖書館場    劉柯裕    

太極拳要求心靜體鬆，精神放鬆專注一方，用意不用力，以

意行氣，以氣運身為主的要領，放鬆的目的就是要去僵求柔，尤

其忌用僵勁拙力，通過長年持之以恆的以意行氣，以氣運身的練

拳，以達到積柔成剛，剛柔相濟，周身一家。初練太極拳者，精

神和肢體均有某種程度的緊繃，身體僵勁難以去掉，要去掉這種

僵勁必須從放鬆開始著手，才能去掉身上原有的僵勁，進而獲得

太極拳剛柔相濟的太極內功。不鬆就練不出太極拳的柔勁，不懂

鬆柔就練不出陳氏太極拳的鬆活彈抖勁。

一、肢體及精神的放鬆

    在練拳時要在放鬆的前提下行拳，但要達到肢體放鬆的要

求，必須先提升下盤的腿力功夫，在下盤不吃力的情況下，肢體

才有可能放鬆。如臉部表情自然似微笑，這是頭部的放鬆，胸部

放鬆要做到含胸塌腰，否則易產生挺胸、抬肩架肘。周身放鬆要

在意念的支配下進行放鬆，氣沈丹田，必須鬆而不懈。中樞神經

的放鬆，用意念來引導放鬆，用意念去想身體各個部位放鬆，從

頭部、頸部、胸背部、沉肩捶肘、鬆腰胯、開胯圓襠、手、腕、

足等部位，用意念引導身體各部位放鬆，達到全身放鬆，以上可

以練靜站無極樁或混元樁來揣摩，亦可以招式之完成勢為定步

樁來體驗檢驗以上所說之放鬆要領，例如懶扎衣、六封似閉、單

鞭、白鶴亮翅、斜行、掩手肱拳等等。

二、練拳過程中需保持心靜體鬆

    從活動關節伸展肢體即練功前的準備，預備式開始平心靜

氣，排除一確雜念，營造一個放鬆的心靜，用意念想身體各部位

的放鬆，體悟肩、肘、腕、頭頸、胸腹、腰胯膝踝等全身鬆靜。

1、鬆肩垂肘

   有意識的向外伸展，讓肩井穴、鎖骨、前胸、後背拉開下

沉，如以懶扎衣、單鞭來體悟是很明顯的，將手肘之曲池穴鬆開

即有開展、鬆沉、鬆展之氣勢。

2、鬆胯圓襠

將腰腹部整體往下放鬆下沉，命門穴及尾閭要有意識的如

坐在凳子上的放鬆下沉，力貫腳底、氣貫湧泉、下盤穩固，腰

襠勁能否協調、周身能否相合、上下能否相隨，虛實能否轉換

靈活皆在兩胯，兩胯鬆開則襠圓，襠圓則腰如軸承轉動自如，

圓活無滯。

三、做到節節貫穿的放鬆

    人體四肢和軀幹分為三節，即手臂為梢節，軀幹為中節，

腿為根節。三節之中各節又可分為三節。手臂之三節為：手為

梢節，肘為中節，肩為根節。軀幹之三節為：頭為梢節，胸腰為

中節，腹部為根節。腿之三節為：足為梢節，膝為中節，胯為根

節。練拳時以丹田為核心，做到內不動外不動，以內催外由下而

上，或由上而下，如水流動有序，用意念關注竅穴，如意想肩

井穴鬆開，手自然開展；意想肘的曲池穴鬆開，手之肘關節自然

鬆開。以意想竅，循竅而行，假以時日就會練出掤勁來，即太極

拳經所講其跟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行於手指，由腳而腿而

腰，總須完整一氣，周身須節節貫串，勿令絲毫間斷。

四、紮紮實實的練好纏絲圈

從每天練拳前的關節活動伸展開始，大部分的動作均要有纏

絲圈的概念，這樣每天均有練纏絲圈，陳氏太極拳另有纏絲勁的

基本功訓練更是必修的課程，在練套路時每個招式均要有纏絲的

概念，把纏絲圈的要領帶進套路中的所有招式，當然纏絲圈有大

中小圈，初學時先練大圈旋婉轉臂螺旋纏繞，學員可以從單手正

面纏絲、雙手正面纏絲、單手側面纏絲、左右後履翻手纏絲、雙

手前後纏絲等等為素材入門，這些基本的纏絲練到精熟後自然帶

入套路中。另外有內纏、裡纏、外纏，丹田鼓盪胸腰摺疊等均須

以丹田為核心。須先練好大圈，才能把身體內的重要關節，練柔

練活達到身肢放長的表現，之後才能練好中圈、最後達到小圈的

境界。

五、鬆、活、彈、抖

以上所談均為練放鬆的過程及途徑，陳氏太極拳是由鬆入柔、

再由鬆柔練至圓活、加上其他條件的配合發勁產生彈、抖勁。

（1）鬆-是太極拳的要求，放鬆包括意念的放鬆及肢體的放

鬆，意念放鬆是練好太極拳的要素，用意念引導各個部位骨節的

放鬆，惟有放鬆才有利於經絡氣血疏通，有利於心氣下降，氣沈

丹田，湧泉有根。兩肩兩胯是否有放鬆，直接關係到靈活性和穩

定性，兩肩的轉換如果不鬆活，丹田為核心的運轉不能通過腰胯

的變化而達到全身。

（2）活-是鬆的表現

能鬆才能柔，能柔才能靈活，去掉身上的僵勁拙力，才能練

出鬆活圓活柔順的太極拳。全身上下協調統一，一動無有不動，

一靜百駭皆靜，如行雲流水，綿綿不斷，圓活一氣，達到輕靈而

不浮，鬆而不鬆懈，沉而不僵硬。

（3）彈-是鬆活的表現

如彈簧被壓縮的張力，透過周身放鬆下沉，筋骨伸縮拉拔，

在肢體的一鬆一緊的陰陽開合中發出勁力，瞬間產生一種彈簧

力，彈簧具有很強的爆發勁，也叫彈抖勁。

（4）抖-是鬆活彈的綜合表現

瞬間的爆發力發勁，是速度、螺旋、力量、意念、氣的結合

綜合運用，抖勁的呈現需配合目標定位點的位置、腰襠勁、由腳

而腿而腰發出，如金獅抖毛，如果腳底沒有借地之反彈力，就沒

有節節貫串的力量傳導。

六、結語    

鬆、鬆、鬆是我們追求的目標，這個目標是永無止盡的，鬆活

彈抖也是自我追求、揣摩、體悟、自我提升的境界，因每個人的身

體條件有個別差異，如基礎套路未達一定程度者，建議二路炮錘

不要冒然免強急著練。太極拳是中華文化武術的結晶，具有健身

之效能及深懊之哲理，太極拳不只可以祛病延年，更可提升身心

靈之境界，溝通自然，放下自我，專氣至柔，吞天之氣，接地之

力，壽人以柔，這些是太極拳的智慧結晶，值得我們探討揣摩。

練習太極拳的次第與要領    

鴻展場  姚貝霙  

太極拳是一種融合傳統武術、道家氣功與太極陰陽哲理的技

擊功夫。這種深具柔拳綿掌特性的武術，以剛柔並濟，捨己從人

的手法，達到以柔克剛，以弱勝強，剋敵致勝的目的。隨著時代

的演進，太極拳的活動已逐步跳脫技擊的目的，而逐步分化出養

生、運動、藝術表演、人群互動、醫學治療、處事哲學、心理調

整、組織管理……等等作用，是一種功能多元，經濟實用﹝省

時、省地、省錢、功能多﹞的功夫。它也是一種融合傳統拳術與

文化內涵而形成系統化與科學化的拳法，具有文化拳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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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練習太極拳的人非常普遍，在現代繁忙、緊張、喧囂的

生活中，太極拳用來放鬆精神、促進健康、調息身心平衡，已

成為社會的主流，運動人口眾多。它不受空間、年齡、性別的限

制，隨時可在清靜的環境下，享受悠閒快樂的活動。

練習太極拳的過程中，如何掌握學拳的次第，與理解一些要

領，以充份了解太極拳的拳技、拳理、拳性，對保護自己免受

運動傷害，及較快練好太極拳，充份獲得練拳的好處，是很重要

的。茲將一些心得分享如下。

練拳之前的基本練習

演練拳架之前要先練一些基本功。包括：1.熱身。用熱身運

動將全身九大關節和肌肉系統熱開，使運動更靈活，並避免受

傷。2.柔韌練習。將筋拉開，如拉筋、壓腿、遛腿、搬腿…。

3.鬆身。用鬆身法將全身放鬆。4.培氣、固氣。培養丹田氣，如

意守丹田，腹式正、逆呼吸，站樁，靜坐，氣功導引等。5.精神

練習。將心神保持鬆、靜、自然。6.纏絲勁的練習。

鬆身的次第 

太極拳是一種內家拳，是一種以內氣、內勁為主導的拳種。

因此如何讓身心達到「鬆、沉、柔、善」的狀態，得以讓太極

流氣全身流暢，帶動氣血運行，按摩內臟及身體細胞，便需要掌

握一些讓身心放鬆的技巧。太極拳的動作又是在半蹲的動作下完

成，加上陳氏太極拳的拳架又是大架子，又有發勁和閃戰騰挪的

動作，因此對心肺的功能及肌肉系統的幫助更大，透過肌肉系統

的活化，強化了五臟六腑的作用與心理的愉悅。拳架練習時，固

然可以練到招式、呼吸吐納、筋肉運動，但如能掌握一些練拳的

順序，效果會更好，茲敘述如下：

第一、安靜下來。

心情不要太激動，腦子裏不要想太多，像準備休息一會兒一

樣，放鬆。把站樁基本姿勢擺正，各大要領略為走一、二遍。

一開始肯定到不了位，沒關係，只要不駝背、不挺胸、不前俯後

仰即可。有的朋友恨不得今天練，明天就出功夫。這「功夫」一

詞，在意義上是「時間加努力」，絕無任何捷徑。內家拳這東

西，就跟種樹一樣，得按月、按年算，踏踏實實的練，一定可以

成功，想一步登天，反而會欲速則不達。

第二、先鬆肩

想像二臂脫臼了掛在身上，可以輕輕的左右搖晃一下身體，

看看胳膊是不是有那種柳枝隨風擺的感覺。這是入門第一關，把

這個找好了，後面特別順。有的朋友跳過這一折，直接找腰胯，

就好像從一樓想跳到三樓一樣。

第三、手沉

慢慢體會手是不是發沉、發脹。如果沒有，繼續從鬆肩上

找。有了手沉的感覺，就等於摸到門了，這時候應當勇猛精進，

千萬別二天打魚，三天曬網。

第四、貼肩胛

手沉了以後，肩部會進一步放鬆，這時候要體會肩胛貼圓了

沒有。這個時候會出現空胸圓背的狀態。開始貼，胸、背、肩會

緊張，在這種狀態下，再一次放鬆。這時候可能出現一系列不舒

服的現象，那是胸背一些平時不吃勁的肌肉開始被喚醒的緣故。

這個時候不能怕，得積極的調，調好了，過去了，又上一層樓。

抖一抖，是自然調節的好方法。

第五、命門後貼

等空胸、圓背要領穩固，同時肩鬆手沉的感覺仍然存在的時

候，開始調整命門後貼。這個時候同時出現翻襠擰胯，丹田前

捲。前幾步腰放鬆就行，現在可以動腰了。提醒初學的拳友一

點，此時的臀是內斂的，別上翹。

第六、多次練習

胯翻到一定程度，會感覺翻不過去。這時候適時的往下蹲一

點，膝蓋有上提之意，胯就翻過來了，同時會出現五趾抓地的現

象。這個過程很長，可以每次都找一遍。但不要想一次做到位，

要一步步來。呼吸不要著急，通暢就好。一旦發現呼吸不暢，就

證明我們現在求的要領超過身體的負荷，應該減小強度，或者加

強上一階段的內容訓練。

練拳的要領

若要練習太極拳的功夫當以拳經、拳論、太極十要及一些口

訣為本。對初學者，要注意一些要領，如：注意身心的中正安

舒、全身鬆沉、以腰領稍﹝以丹田為核心﹞、虛實分清。在陳氏

太極拳，盤架子時要注意內走纏絲、外走螺旋。練拳時，肌肉、

骨骼、四肢要如霧般輕柔，「一舉動周身俱要輕靈」，不用拙

力。一舉一動倶是圓象，再以腰為軸的旋轉帶動，其運動軌跡，

始終要保持圓形或弧形。手法、身法、步法，處處見圓，方能循

環往復，生生不息‧借力打力，化力於無形。從而達到制敵自衛

之目的，以氣為援，以樁為本，動靜結合，守中、用中，動如脫

兔，靜如山岳，無微不至，無堅不摧。

養生架的要領

養生，除了調養心、氣、身外，還要調養人際關係及生命價

值，太極拳在養生的功能上是有很大的作用。除了練拳者和練

拳社群有良好互動外，太極拳本身「鬆、柔、圓、活、善」的特

色，也對練拳者身心有極大的助益。養生架除了要注意太極流

體、太極流氣的訓練外，也要注意意識流的調整─也就是要有良

善的念頭，對自己、他人及宇宙萬物都要有善念。在許多有關念

力的研究中，發現念力對細菌的生長或水的結晶態是有影響的。

在我們上太極拳課時對學生勁力的測試時，也發現學員若唸喜、

怒、哀、樂等字，其中的怒、哀二字會讓學員的勁力減弱。光色

音都是波動的形式，它們具有能量與訊息的特性，所以練拳要特

別先注意正念的培養。

就練拳而言，練拳要如「陳氏心意混元24式太極拳」作者馮

志強大師所言：「靜養慢練，抓住丹田練內功」。

而盤架子的要領，就要注意：靜、靈、歛、整、合、鬆、

柔、圓、活、勻、穩、慢、沉、連綿不絕。

總結

在現代社會，太極拳是一種功能強大的技術。如果用數學表

示：太極拳=醫學+武學+哲學+美學+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經濟

學+…。所以上課常常提醒年輕的學員要把它當第二專長來學，

武術的部分固然迷人，不易察覺的非武術的作用更多，正如莊子

所說的「無用之用，是為大用」，是值得我們花一生的歲月去練

習、研究、體察，並大力推廣，造福人群的。

習練太極拳的「用意」與「用心」
健康馨蓮-李志平

在「認識太極拳–張三豐太極拳論」一書中論及練拳時一舉

一動周身俱要輕靈貫串、氣宜鼓盪、神宜內斂。「神」就是一種

意念和注意力 。也就是行拳須「意念集中」和「用心體會」，

〝意〞和〝心〞的統合運用非常重要，且行拳的「意念」集中亦

有它一定的要求，例如：

1.虛領頂勁，全身放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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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動作輕靈，不可用強力。

3.意守丹田，用腹式呼吸。

4.身體隨著呼吸的平順吐納動作 。

5.虛實是否已確實分清。

6.上步是否由腳根推送，坐腿時重心是否落入腳底。

7.是否貫串，是否完整一氣。

8.行拳時要屏除雜念，注意每一動作符合"鬆"的拳經要求，全神

貫注其中。

如何逐步踏實「用心」體會拳經拳論裡的行拳要訣，以下就

個人進入「健康馨蓮太極拳隊」隨老師行練太極拳多年後的一

些心得分享，請協會諸前輩先進不吝指點，亦供後進學員參考

運用：

1太極拳論本質上是由〝形意〞入門的，形是外，從拳架的

招式動作、拳形移位是否正確練起，每一招式拳形的起、承、

轉、合都要確實演繹正確，不可馬虎。意是內，隨著招式拳形的

每一個動作移位，意念都要守住丹田，氣宜鼓盪，神宜內斂，如

此虛實才能分明，精神才能提得起。

2每個太極招式拳形動作都確實做到形．意相合後，慢慢就

能感受覺察到身體裡面的〝氣〞，在每個招式拳架的形意動作

裡加上內部衍生出來的氣，才能繼續往下一步鬆、柔、勁的境

地前進。

3從招式拳架（形）加上意念貫注（意）的行拳練習產生

〝氣〞動之後，接下來就是〝識〞的提升。識就是人的意識，也

就是對老師談論太極拳經、拳論要點的明瞭體悟，此時，也就是

理論與實務，內部與外部相互印證的時候。例如：內省檢視自己

打拳時是否有「虛靈頂勁全身放鬆」、「動作輕靈不用強力」、

「意守丹田腹式呼吸」、「隨著呼吸平順吐納」、「虛實是否確

實分清」、「上步由腳根推送」、「坐腿時重心落底」、「是否

貫串完整一氣」？

4練習太極拳由招式拳形動作的外「形」開始，加上「意」

念的貫串集中，練習一段時間之後感受了身體內部的「氣」動，

如此，用心的檢視、默想、體會、了悟太極拳經拳論的論述後就

自然地提升了自我內部的「識」覺，如此，也就會在日常的行、

住、坐、臥間都能自然的關注到自己的言行舉動及行拳演練時是

否意識到「形動意隨、意動氣行」的招式拳形。

5練太極拳從外部的拳形到頭腦的意念，從頭腦的意念到身

體的內氣，從身體的內氣到心靈的覺識，再從心靈的覺識敏銳

深入探究「虛實相合、有無相生」的太極玄妙之理可通達自我

內部的〝神〞識，神識通達之後可進一步體會「身心相合、萬

物一體」之空靈境地，進而「心」領「神」會太極拳經論裡的

內功心法與動作要領而漸次的體會拳經拳論裡論述的「輕靈貫

串」、「意念集中」、「氣柔鼓盪」、「神識內斂」的太極行

拳境地了。

練太極拳從有（外、形、實）歸無（內、意、氣、識、神、

虛），再從無（虛、神、識、氣、意、內）返有（實、形、

外），從不知到知、從知到信、從信到悟、從悟到用，如此，內

外兼修、動靜皆練漸次的達致強身健體、技擊防衛、怡情養生、

延年益壽之太極妙用，這是練習太極拳架招式拳形的「意、心」

精煉要點。

以上論述為個人的體會分享，請諸前輩先進不吝指點補述。

合十 感恩！

太極2017                           霧峰圖書館-羅清雲

2017年，春。加入陳式太極拳發展協會，在臺中市立圖書

館霧峰以文分館，跟著教練長、教練及師兄師姐練拳。天微微

亮，已經開始暖身、拉筋、舒展身體、練基本     功，接著練習

競賽套路。

凡事起頭難，有恆心的持續每天準時到教練場練拳，確實是

學習太極拳的基本功課，不然三天打魚兩天曬網，很難把功夫練

到位。所以，效法東晉祖逖與劉琨聞雞起舞的精神，養成早睡早

起練拳的習慣。

本場教練長劉柯裕老師經常提醒大家，練拳絕不可貪多貪

快。所謂學多不如學精，初學者學習項目寧少勿多，針對所學拳

架，一定要不斷練習，直到動作流暢不需記憶，進而內觀全身注

意細節。學員對於沒學過的套路，不要跟著師兄師姐一起練習，

勉強依樣畫葫蘆練習，不但無法學習正確招式，反而容易造成身

體傷害。學習每一個招式，寧可慢慢地仔細揣摩，切勿匆匆帶

過，只學到表面皮毛。

劉老師經常帶著學員單練每個招式，盡可能讓大家的動作到

位；透過分組教學，可依照個別學員的需求，一招一式紮實的練

習，這樣才能真正有所精進。

夏日炎炎正好眠。別睡了，中興大學總場開課研習陳氏太極

拳老架一路，敦請總教練謝棟樑老師親自授課，大家肯定是要

參加。新學員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跟著謝老師按步就班學這套

拳。已經會的師兄師姐也藉著每周日的一節課，溫故知新，深一

層地學習及體會老架一路的精髓。

據專家研究：陳氏太極拳剛柔並濟，並有發勁的動作。打拳

著重全神貫注，在意念主導下，由鬆入柔、柔中寓剛，行氣運

勁以鍛鍊纏絲勁為主。行拳時，有時快有時慢，在發勁時快，動

作過度時慢；每招動作終點時剛，過程中柔。一套拳在剛柔、快

慢、開合之中，相互依存轉換，一氣呵成。如此說來，如果沒有

名師與明師的指點，對於陳氏太極拳獨具特色的深厚內涵，恐難

窺其一二。

數年前，曾經參觀朱銘美術館，特別欣賞大師的太極系列，

就覺得太極的動作真是美呀！今日一見，謝老師運轉拳架有如行

雲流水，柔中帶剛，讓太極系列作品活靈活現起來，更美。謝老

師除武功深厚、身手不凡之外，教學非常細心，對於每一招都耐

心地予以詳細講解及示範，而且不厭其煩地修正學生的動作，同

時嚴格要求學生認真研習，期盼大家把每一個動作做正確及到

位。謝老師在每節下課前，演練一次當天全部的課程，由熱心的

師兄師姐錄影，PO到LINE群組，方便學員複習。

大家為感謝及回饋老師系統性的教學及嚴格的訓練，果真全

力以赴，每周都有進步。不負老師的殷殷期盼，在結訓測驗時，

感覺大家確有顯著的精進，也具體提升身心靈的素質。

北雁南飛。雁群南飛，路途遙遠，可能千里，可能萬里。據

專家研究，牠們總是以「人」字形飛行，前面的雁鼓動雙翼時，

對尾隨的同伴都具有鼓舞的作用，一群雁一起飛比孤雁單飛，增

加了百分之七十一的飛行距離。每當有雁子累了、不想飛了，雁

群就會匯集一股鼓舞及支撐的力量，讓牠留在隊伍裡，繼續團結

振翅往前。如果帶頭的領導疲倦了，牠會退回隊伍，馬上由自告

奮勇的另一隻雁，取代牠的位置，帶領雁群繼續向目的地前進。

本場練拳模式，似乎與雁群理論符合。一起練拳的師兄師姐

團結和諧，相互關心與鼓勵，互相切磋，改正姿勢，分享心得，

形成一股正面能量，激發學習效能。教練長請洪師兄帶著大家練

十三式，黃師兄帶三十七式，其他不同的套路也分別由不同的教

練、師兄、師姐來帶。所謂學問有先後，術業有專攻。由各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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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力較高者，分別領頭與示範，有助於提昇學習成效。

只要細心觀察、研究、分析、歸納及用心領會，我們應該都

可以講一套理論、定理、定律。在我看來，雁群理論最有勵志作

用，這個理論告訴我們，留在這裡，別落單，團結力量大；勤練

拳，升級功力，每人都有機會當領導。在此之前，別忘了，所謂

最好的地方，就在這裡，最好的時刻，就是現在，練個氣沉丹田

基本功吧！首先要放鬆身心，沉肩垂肘。然後由鼻子深深吸滿一

口氣，同時要收縮小腹，微微提肛。吸滿氣後慢慢鬆開小腹，讓

氣下達丹田，讓小腹灌滿吸的氣。等到小腹裡面的氣滿而不能忍

受時，再由嘴巴慢慢吐氣。

練習氣沉丹田動作，不可以操之過急。剛開始練習3到5個循

環。日後次數慢慢增加，以順暢為主，而且呼吸動作，越慢越

好。也許經過一段漫長歲月，不間斷的練習，有朝一日，一呼一

吸之間，氣自然下沉丹田，打通任督二脈，奇經八脈隨之通暢，

百病不生。

時序入冬。一陣東北季風，吹來涼意，天空灰濛濛的，想必

是PM2.5持續居高不下。這陣子，經常看到紅色警示旗。環保署

長有個良心的建議，請民眾盡量留在室內，一定得外出時，記得

戴口罩。

環保署長不知道整天躲在家裡，容易讓人憂鬱嗎?聯合國世

界衛生組織（ＷＨＯ）2017年2月23日宣布，全球有3億2千2百萬

人罹患憂鬱症，超過全球人口的百分之四。憂鬱症患者提不起興

趣或失去活力，影響正常生活或工作，造成的全球經濟損失，每

年超過1兆美元。

太極拳的愛好者，一起來晨練，吸取新鮮空氣，呼出混濁之

氣。雖然沒有劇烈的動作，可是練完拳，滿身大汗，通體舒暢。

藉由練拳相互切磋，閒話家常，曬曬冬陽，不但把身體鍛鍊強

健，同時可以抒發情緒，使人變得開朗、樂觀，遠離憂鬱。好東

西要與好朋友分享，真希望有愈來愈多的朋友，加入太極行列。

2017年6月21日，印度總理莫迪攤開瑜伽墊，跟全球數百萬

人一起慶祝「國際瑜伽日」。莫迪指出：「不會說我們語言、不

了解我國傳統或文化的許多國家，現在都透過瑜伽跟印度連結。

瑜伽連結身心靈，扮演重要角色把世界拉在一塊。」世界各地都

有太極拳的愛好者，我們也要找個大人物，辦理「國際太極日」

或「世界太極日」活動，讓更多人成為我們的師兄師姐，一起弘

揚太極文化。我們把太極之美推廣到全世界，太極會把我們跟全

世界連結起來。

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機能和心理狀態自然會衰退、老化，

這是無法抗拒的自然規律。但是有沒有「延緩老化」的辦法?

有沒有輕鬆抗老化的秘訣?打太極拳是最好的選擇。練拳不受季

節、天氣、時間、場地、設備的限制，不論國籍宗教、男女老

少、富貴貧賤，一個人可以練，三五同好可以練，跟著一群師兄

師姐一起切磋，更好。記得，要天天勤練才能產生「延緩老化」

的作用，實際的成效，擬寫在「太極2020」

總場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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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台中市全民運動會太極拳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賽員姓名 名次

1 陳氏38式女子組 謝玫晃 第一名

2 林楓蘭 第三名

3 張華敏 第四名

4 梁美雲 第六名

5 陳氏38式男子組 賴志豪 第一名

6 楊浩任 第二名

7 張鈞榜 第三名

8 許正揚 第六名

9 99式競賽套路 女子組 徐苙容 第三名

10 劉慧君 第五名

11 99式競賽套路 男子組 劉柯裕 第一名

12 楊泰雄 第六名

13 13式男子組 林明志 第二名

14 36式 女子組 張麗蘭 第五名

15 推手五級 柯乃元 第二名

16 推手七八九級 王紀翔 第一名

17 42式女子組 陳雲湄 第二名

英雄榜
106年-第十屆鄒阿真盃錦標賽各項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單位/賽員 名次

1 總錦標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 第一名

2 99傳統競賽套路團體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 第一名

3 99太極拳42式團體組 中科大場 第二名

4 13式太極拳社女組(A)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金慧芳 第四名

5 13式太極拳社男組 南苑公園隊-林明志 第六名

6 36式太極拳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施銘貴 第一名

7 36式太極拳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吳婉玉 第二名

8 陳氏38式太極拳社女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王美玉 第二名

9 陳氏38式太極拳社男組 嘉義市體育會-徐秉弘 第一名

10 東峰場-許正揚 第二名

11 雲觀太極學苑場-鄭彥君 第五名

12 99式傳統競賽套路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豫梅 第一名

13 99式傳統競賽套路長青組 雲觀太極學苑場-蔡居財 第二名

14 42式競賽套路社女組(A) 台灣陳氏麗園場-劉慧君 第二名

15 42式競賽套路社男組 雲觀太極學苑場-尤彥傑 第五名

16 42式競賽套路男子長青組 麗園場-楊泰雄 第一名

17 其他太極拳架社女組 麗園場-陳雲湄 第二名

18 其他太極拳架社男組 麗園場-羅兆輝 第二名

19 其他陳氏太極拳架社男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吳承紋 第一名

20 中科大場-邱慶毓 第二名

21 雲觀太極學苑場-安古那 第三名

22 鄒氏八卦掌社男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張鈞榜 第一名

23 鄒氏八卦掌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曾貴稚 第一名

24 麗園場-張麗蘭 第二名

25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素真 第三名

26 其它八卦掌社會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楊雯淨 第二名

27 其它器械社女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王美玉 第一名

28 原太極養生學苑-楊雯淨 第二名

29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素真 第四名

30 其它器械社男組 雲觀太極學苑場-周文德 第一名

31 中科大場-蔡重珍 第三名

32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張鈞榜 第四名

33 太極扇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曾貴稚 第一名

34 雲觀太極學苑場-賴淑芬 第三名

35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施銘貴 第四名

36 太極扇社男組 雲觀太極學苑場-尤彥傑 第一名

37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陳建霖 第二名

38 太極劍社女組 麗園場-陳雲湄 第一名

39 文心森林公園場-尚冬香 第三名

40 太極劍社男組(A) 原太極養生學苑-吳承紋 第一名

41 雲觀太極學苑場-鄭彥君 第三名

106年-第十三屆台灣盃錦標賽各項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單位/賽員 名次

1 陳氐38式團體賽(乙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 第三名

2 陳氐38式團體賽(丙組) 市民廣場 第二名

3 老架精要13式及18式團體賽 市民廣場 第二名

4 陳氐38式團體賽(甲組) 東海大學場 第二名

5 陳氏太極單劍團體賽 原太極養生學苑場 第二名

6 老架一路團體賽 原太極養生學苑場 第一名

7 陳氐38式團體賽(甲組) 健康馨蓮場 第三名

8 老架一路團體賽 健康馨蓮場 第三名

9 老架、和式混合組團體賽 雲觀太極學苑 第二名

10 99式競賽套路團體賽(甲組) 雲觀太極學苑 第二名

11 陳氐38式團體賽(乙組) 雲觀太極學苑 第四名

12 陳氐38式團體賽(丙組) 演武文創場 第六名

13 陳氐38式團體賽(乙組) 演武炫太極 第五名

14 陳氐38式團體賽(甲組) 霧峰圖書館場 第四名

15 陳氐38式團體賽(丙組) 廍子公園場 第三名

16 精要18式社女C組 中科大場-劉秀郁 第五名

17 99式競賽套路社女C組 中科大場-劉秀郁 第二名

18 99式競賽套路社男C組 中科大場-黃家懋 第三名

19 精要18式社男B組 中科大場-林俊文 第五名

20 99式競賽套路社女C組 中科大場-伍梅華 第三名

21 精要13式男女B.C混合組 中科大場-黃家懋 第一名

22 陳氐38式社女B組(丙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尚冬香 第五名

23 精要18式社女C組 世貿中心場-邱綉閨 第二名

24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B組(甲組) 世貿中心場-賴勝文 第五名

25 陳氏太極單劍社女B組 世貿中心場-林宜錦 第五名

26 精要18式社女B組(乙組) 市民廣場-石叔笑 第四名

27 陳氐38式社男B組(丁組) 市民廣場-林翔勳 第五名

28 精要18式社男C組 市民廣場-洪一誠 第二名

29 老架二路社男B組 東峰太極拳場-許正揚 第四名

30 精要18式社男A組 東海大學場-李育伸 第一名

31 精要18式社女C組 東海大學場-金幼姈 第一名

32 陳氐38式社男B組(乙組) 東海大學場-廖福士 第三名

33 混元架男女A.B混合組 東海大學場-廖麗珠 第三名

34 陳氏太極單劍高中男子組 東海大學場-吳惟新 第一名

35 陳氏太極單劍社女B組 東海大學場-王瓊英 第四名

36 陳氐38式社女B組(乙組) 東海大學場-黃美雲 第二名

37 精要18式社男B組 東海大學場-郭鎧源 第一名

38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B組(甲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蔡重珍 第二名

39 新架一路國中社會男女A混合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楊雯淨 第一名

40 99式競賽套路社女B組(甲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 第四名

41 陳氐38式社男B組(乙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邱慶毓 第一名

42 99式競賽套路社女C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林慶美 第一名

43 太極雙器械男女混合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吳承紋 第一名

44 五種推手(對練)女子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 鄒麗花 第二名

45 精要18式社男C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鴻傑 第一名

46 精要13式男女B.C混合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鄒麗花 第五名

47 精要18式社女B組(乙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周蕙萍 第三名

48 精要18式社女B組(甲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黃淑媛 第三名

49 精要18式社女C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蔡碧娥 第四名

50 陳氏太極單刀國中.小男女混合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楊雯淨 第一名

51 太極八卦單刀男女混合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蔡重珍 第一名

52 精要18式社男B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王建惟 第三名

53 陳氐38式社女C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林慶美 第二名

54 精要18式高中男女混合組 健康馨蓮場-高光山 第一名

55 陳氐38式社男B組(丙組) 健康馨蓮場-楊世榮 第二名

56 精要18式社女C組 健康馨蓮場-李筱蓉 第三名

57 老架一路社女B.C混合組 健康馨蓮場-吳琬玉 第一名

58 99式競賽套路社女B組(乙組) 健康馨蓮場-許金滿 第四名

59 老架一路社女B.C混合組 健康馨蓮場-許金滿 第五名

60 陳氐38式社男A組(乙組) 健康馨蓮場-張鈞榜 第一名

61 陳氐56式社女B組 健康馨蓮場-王豫梅 第二名

62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B組(乙組) 健康馨蓮場-楊世榮 第二名

63 陳氐38式社女B組(甲組) 健康馨蓮場-曾貴稚 第二名

64 陳氐38式社女B組(丙組) 健康馨蓮場-曾麗齡 第四名

65 老架一路高中.社男女混合組 逢武太極學苑-陳信佑 第一名

66 五種推手(對練)男子組 逢武太極學苑-陳冠傑 陳信佑 第一名

67 精要18式社男A組 逢武太極學苑-陳冠傑 第三名

68 99式競賽套路社女C組 雲觀太極學苑-洪洋華 第四名

69 陳氐38式社男C組 雲觀太極學苑-蔡居財 第五名

70 陳氏太極扇社男B.C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尤彥傑 第一名

71 99式競賽套路男女A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童華玉 第二名

72 99式競賽套路社女B組(甲組) 雲觀太極學苑-林美織 第五名

73 陳氏太極扇社女A.B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賴淑芬 第一名

74 老架二路社男B組 雲觀太極學苑-楊敏華 第三名

75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A組 雲觀太極學苑-鄭彥君 第二名

76 陳氐38式社男B組(甲組) 雲觀太極學苑-何順天 第三名

77 陳氐38式社男A組(乙組) 雲觀太極學苑-鄭彥君 第三名

78 老架二路社男A組 雲觀太極學苑-林詩凱 第一名

79 老架二路社男B組 雲觀太極學苑-紀榮典 第五名

80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B組(甲組) 雲觀太極學苑-何順天 第一名

81 陳氏太極扇社男B.C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曾文昌 第二名

82 陳氐38式社男B組(乙組) 雲觀太極學苑-簡顯紀 第二名

83 99式競賽套路社男C組 雲觀太極學苑-陳明達 第二名

84 老架二路男女C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陳丁鴻志 第三名

85 陳氐38式社男B組(丙組) 雲觀太極學苑-李窓榮 第三名

86 老架二路社女B組 雲觀太極學苑-章貞敏 第一名

87 陳氏太極槍男女B混合組 雲觀太極學苑-周文德 第一名

88 陳氏太極扇社女A.B混合組 演武文創場-曹儷馨 第二名

89 老架二路社男B組 演武文創場-杜穎韜 第一名

90 精要18式國中男女混合組 演武炫太極-李昀璇 第二名

91 精要18式國中男女混合組 演武炫太極-廖士璿 第一名

92 陳氏38式社男A組-甲組 福星公園-黃瑞瑜 第六名

93 老架二路社男A組 福星公園-陳旭如 第四名

94 陳氏太極單劍社男B組(乙組) 福星公園-張繼元 第五名

95 陳氏太極槍男女A混合組 福星公園-陳旭如 第二名

96 老架一路社男B組 鴻展場-陳元彰 第三名

97 老架一路社男B.C混合組 鴻展場-賴仙佳 第四名

98 精要18式社女B組(乙組) 鴻展場-陳麗君 第二名

99 精要18式社男B組 鴻展場-陳朝涼 第二名

100 99式競賽套路社男C組 霧峰圖書館場-何栢滄 第五名

101 精要18式社女B組(甲組) 霧峰圖書館場-陳素蘭 第四名

102 陳氏太極單劍社女A組 麗園場-謝玫晃 第一名

103 五種推手(對練)女子組 麗園場-詹錦容 謝玫晃 第一名

104 陳氏太極槍男子組 麗園場-羅兆輝 第二名

105 陳氏精要18式男子組 麗園場-羅兆輝 第四名

106 陳氏精要18式男子組 麗園場-呂緯武 第三名

107 混元架女子組 麗園場-羅春梅 第二名

108 混元架女子組 麗園場-陳雲湄 第三名

109 陳氏38式社男組 麗園場-楊浩任 第一名

110 五種推手(對練)男子組 觀止推手場-簡志偉 劉景原 第二名

111 混元架男女A.B混合組 觀止推手場-曾詠聖 第一名

112 陳氏56式社男A組 觀止推手場-簡志偉 第三名

113 陳氏精要13式男女B.C混合組 廍子公園場-陳伶惠 第四名

114 陳氏38式社女組 廍子公園場-徐苙容 第一名

115 陳氏38式社男組 廍子公園場-蔡榮昌 第四名

116 陳氏太極劍社男組 廍子公園場-蔡榮昌 第一名

117 陳氏精要13式男女B.C混合組 廍子公園場-蔡朝琛 第三名

106年-福爾摩沙盃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賽員姓名 名次

1 陳氏38式長青男子組 陳丁鴻志 第一名

2 37式太極拳長青男子組 賴俊枝 第二名

3 13式太極拳社會男子組 徐秉弘 第二名

4 64式太極拳社會男子組 賴俊枝 第四名

5 全民版99式太極拳社女組 李亮璇 第四名

6 陳氏38式社會女子組 黃美雲 第三名

7 陳氏38式社會女子組 林宜錦 第四名

8 陳氏38式社會男子組 蔡秉澂 第二名

9 徐秉弘 第三名

10 鄭彥君 第四名

11 李窓榮 第六名

12 陳氏老架二路社會男子組 曾鉦元 第一名

13 鍾國楨 第二名

14 安古那 第三名

15 陳氏老架二路社會女子組 公淑蘭 第五名

16 陳氏56式社會男子組 陳誌浚 第一名

17 陳氏太極劍社會男子組 曾裕仁 第二名

18 鄭彥君 第三名

19 楊敏華 第五名

20 陳氏太極扇社會女子組 賴淑芬 第一名

21 陳氏太極雙刀社會男子組 蔡秉澂 第四名

團體組

22 全民版99式太極拳 雲觀太極學苑-2 第二名

23 雲觀太極學苑-1 第六名

24 陳氏38式太極拳 雲觀太極學苑 第一名

25 陳氏老架二路 雲觀太極學苑 第二名

26 陳氏老架一路 雲觀太極學苑 第三名

106年-長青盃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賽員姓名 名次

1 37式太極拳長壽男子組 李芳義 第二名

2 13式太極拳長青女子組 林慶美 第四名

3 13式太極拳長青男子組 林明志 第三名

4 全民版99式太極拳 長青女子組(一) 陳佩文 第三名

5 全民版99式太極拳 長青女子組(二) 劉秀郁 第四名

6 42式太極拳長青女子組 陳雲湄 第一名

7 42式太極劍長青男子組 蔡居財 第三名

8 42式太極劍長青女子組 陳雲湄 第五名

9 陳氏太極拳長青女子組 黃玉琴 第一名

10 陳氏太極拳長青男子組 郭炳福 第一名

11 陳氏太極劍長青男子組 楊敏華 第一名

12 武當劍 長壽男子組 李芳義 第一名

13 64式太極拳長青男子組 賴俊枝 第一名

團體組

14 陳氏太極拳 雲觀太極學苑 第一名

106年-廈門國際武術大賽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賽員 成績

1 女子D組-太極八卦刀 謝玫晃 銀獎

2 女子D組-六合雙頭槍 謝玫晃 銀獎

3 女子D組-游身八卦掌 謝玫晃 銅獎

4 男子C組-陳氏老架二路 張鈞榜 銀牌

5 男子C組-陳氏太極刀 張鈞榜 金牌

6 男子E組-游身八卦掌 陳其彰 銅獎

7 女子D組-八卦雙鉞 吳麗仙 銅獎

8 女子D組-陳氏56式太極拳 徐鳳鳴 銅獎

9 女子D組-陳氏太極扇 徐鳳鳴 銀獎

10 男子D組-陳氏38式太極拳 陳朗陞 金獎

11 男子D組-武當太極劍 陳朗陞 銀獎

12 男子C組-陳氏太極拳 陳信佑 銅獎

13 男子C組-陳氏太極拳 賴志豪 金獎

14 男子C組-陳氏太極劍 賴志豪 銀獎

15 男子C組-陳氏春秋大刀 賴志豪 銅獎

16 傳統太極拳類 賴志豪 全能獎

17 女子D組-陳氏太極拳 李莉薐 銀獎

18 男子E組-陳氏38式太極拳 柯文傑 金獎

19 男子E組-陳氏太極扇 柯文傑 銅獎

20 女子D組-陳氏太極拳 李惠心 銅獎
21 男子E組-太極刀       劉孔台     金牌

22 男子E組-37式太極拳 劉孔台 銀牌

2017年第七屆總統盃全國太極拳錦標賽成績表
序號 比賽項目 單位/賽員 名次

1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松年女子組 台灣陳氏-張華敏 第一名
2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高年男子組 台灣陳氏-楊浩任 第一名
3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高年男子組 台灣陳氏-許正揚 第三名
4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高年女子組 台中市太極拳協會-黃美雲 第二名
5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中年女子組 台灣陳氏-董香妤 第二名
6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青年男子組 台灣陳氏-賴志豪 第一名
7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青年男子組 台中市太極拳協會-張鈞榜 第三名
8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青年男子組 嘉義市體育會-徐秉弘 第四名
9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青年女子組 台灣陳氏-謝玫晃 第三名
10 陳氏三十八式太極拳國小男子組 台灣陳氏-吳承紋 第一名
11 陳氏太極劍高年男子組 台灣陳氏-賴勝文 第二名
12 陳氏太極劍  團體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 第一名
13 太極刀  團體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 第二名

106年議長盃錦標賽各項成績
序號 比賽項目 單位/賽員 名次

1 13式太極拳社女組(Ｂ) 台中科技大學場-林慶美 第四名

2 13式太極拳社男組(Ａ) 霧峰圖書館場-何泚晃 第四名

3 13式太極拳社男組(Ｂ) 連鑫太極拳社-林明志 第一名

4 13式太極拳長青男子組 霧峰圖書館場-洪健昇 第四名

5 36式太極拳長青女子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魏彩媛 第二名

6 37式太極拳社男組(Ｂ) 霧峰圖書館場-劉柯裕 第三名

7 陳氏38式太極拳社女組 麗園場-謝玫晃 第二名

8 霧峰圖書館場-林楓蘭 第三名

9 太平區-徐苙容 第五名

10 文心森林公園場-尚冬香 第六名

11 陳氏38式太極拳社男組(Ａ) 屯區藝文中心停車場-楊浩任 第一名

12 東峰場-許正揚 第二名

13 市民廣場-林翔勳 第五名

14 陳氏38式太極拳社男組(Ｂ) 原太極養生學苑-吳承紋 第一名

15 太平區-柯乃元 第四名

16 陳氏38式太極拳長青組 太平區-陳雲湄 第一名

17 99式競賽套路社女組 太平區-劉慧君 第四名

18 霧峰圖書館場-廖容炘 第五名

19 其他陳氏拳架社女組(Ａ)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豫梅 第一名

20 原太極養生學苑-鄒麗花 第二名

21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素貞 第三名

22 演武場-曹儷馨 第四名

23 其他陳氏拳架社女組(Ｂ)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曾貴稚 第一名

24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 第二名

25 原太極養生學苑-王嬌美 第三名

26 觀止推手場-吳凱麗 第四名

27 其他陳氏拳架社男組(Ａ) 逢武太極學苑-陳信佑 第一名

28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陳誌浚 第二名

29 原太極養生學苑-蔡重珍 第三名

30 觀止推手場-郭耿彰 第五名

31 其他陳氏拳架社男組(Ｂ) 觀止推手場-簡志偉 第一名

32 原太極養生學苑-邱慶毓 第二名

33 中興大學雲觀隊-安古那 第三名

34 原太極養生學苑-周廷諭 第四名

35 市民廣場-楊世榮 第五名

36 其他陳氏拳架學生女子組 演武場-鄭印庭 第一名

37 鄒氏八卦掌社女組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施銘貴 第一名

38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曾貴稚 第二名

39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王素貞 第三名

40 轉掌八式八卦掌社女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張藝薰 第一名

41 健康馨蓮太極拳隊-吳琬玉 第四名

42 轉掌八式八卦掌社男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張䕒夫 第一名

43 太平區-柯乃元 第二名

44 段位制八卦掌1-4段社女組 霧峰圖書館場-林楓蘭 第一名

45 太平區-張麗蘭 第二名

46 段位制八卦掌1-4段社男組 霧峰圖書館場-劉柯裕 第一名

47 台霧峰圖書館場-楊進登 第二名

48 其他八卦掌社女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童珈嫚 第一名

49 其他八卦掌社男組 霧峰圖書館場-劉柯裕 第一名

50 其他八卦器械社女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王美玉 第一名

51 其他八卦器械社男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張振方 第二名

52 太極器械社女組 文心森林公園場-尚冬香 第二名

53 太平區-張麗蘭 第四名

54 太極器械社男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吳承紋 第一名

55 文心森林公園場-許豪亮 第三名

56 原太極養生學苑-蔡重珍 第五名

57 八卦單劍社女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張藝薰 第一名

58 台原太極養生學苑-童珈嫚 第二名

59 八卦單劍社男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張䕒夫 第一名

60 太極拳發展協會東海場-吳惟新 第二名

61 原太極養生學苑-邱慶毓 第三名

62 太極八卦單刀社會組 麗園場-謝玫晃 第一名

63 台原太極養生學苑-李慶星 第二名

64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 第三名

65 文心森林公園場-王美玉 第四名

66 陳氏推手八法社女組 東海場-林湘嵐 第一名

67 霧峰圖書館場-林楓蘭 第二名

68 原太極養生學苑-鄒麗花 第三名

69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 第四名

70 陳氏推手八法社男組 逢武太極學苑-陳信佑 第一名

71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何昊軒 第二名

72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政宏 第三名

73 逢甲大學太極拳社-陳誌浚 第四名

74 原太極養生學苑-李慶星 第五名

75 陳氏五種推手雙人組 原太極養生學苑-邱慶毓 ‧王建惟 第一名

76 霧峰圖書館場-劉柯裕‧洪健昇 第二名

77 原太極養生學苑-陳佩文‧鄒麗花 第三名

78 麗園場-詹錦容 ‧謝玫晃 第四名

79 觀止推手場-劉景原‧簡志偉 第五名

80 競技推手男子3級 觀止推手場-董全緯 第一名

81 競技推手男子4級 觀止推手場-蔡昇倫 第一名

82 觀止推手場-謝毅琦 第三名

83 競技推手男子5級 觀止推手場-洪郁翔 第三名

84 競技推手男子6級 北屯兒童公園場-王紀翔 第一名

85 競技推手男子1,2級 觀止推手場-魏評國 第一名

86 太平區-溫堂堃 第二名

87 逢武太極學苑-陳信佑 第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