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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義勝

生命壯自然

王子和

其後開宗楊氏太極拳的楊露禪先生，早

年在河南懷慶府陳家溝，從陳長興先生習得

太極拳術。為求武藝完備精進，循宗岳先生

武藝流傳足跡，遍歷黃河兩岸大江上遊，搜

尋太極武藝，融會廣博，造詣精澈，以實戰

較技，創造了太極拳的盛譽，並據以釐定了

太極拳、太極槍、太極劍、太極刀的教材教

法。

壹、前言

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不同的社會、羣

體、文化、傳統，互相接觸，相互作用，往

往產生交流變化，人類學稱之為涵化。（註1

）學術的發展也是如此，不論自然科學、社

會科學、人文科學，最初為究深細，越研究

分科越瑣碎；結果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對

學科本身的大方向，對學科作用於人生行為

的真正意義，反而視而不見。

為彌補這些缺失，自然科學、社會科

學、人文科學各內部不同的學科，以及自然

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之間，相互交

叉、滲透、融合，而成新的交叉學科。

例如：在生物學和化學的邊緣地帶，產

生了生物化學；倫理學和美學交叉，產生了

倫理美學；用數學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經濟

學中的某些問題，產生了數量經濟學；另外

像系統科學，既和數學、物理學、現代生物

學有關，又涉及哲學、經濟學，其涵蓋面也

就更廣了。

文化、學術的發展如此，武學的發展如

此，太極武藝本是世界諸文化體系的一元，

也是學術中的一科目，其成熟與發展的過

程，自然也有類似的軌跡，自然也有交流聯

繫的涵化與滲透融合的交叉。

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獻言，太極武藝，

在本體結構上的意識成素，主要出自道家、儒

家、兵家的思想。其思想淵源，可遠溯到兩千

年以前；而將思想形態化成太極拳術，應是在

宋朝周濂溪先生做太極圖說以後開始，至清初

山西王宗岳先生的太極拳論出現，太極武藝理

論與實際遂逐漸完成。（註2）

圖1　王子和先生（圖片來源：歐業超提供）

註1	 涵化（acculturation）早在1936年美國著名人類學

家M.J.赫斯科維茨就在他和R.雷德菲爾德、R.林頓

兩人合著的《涵化研究備忘錄》中對“涵化”定

義為：「由個體所組成的而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

間發生持續的直接接觸，從而導致一方或雙方原

有文化形式發生變遷的現象」。子和先生則就此

觀念，定義為：在兩個以上不完全相同的文化接

觸之過程中，選擇那好的文化特質予以無限的接

受，與自己的文化作無限的融合。在這樣的基礎

上為人類的幸福作無限的發展與創造。簡言之即

「涵容光大，化成天下」。

註2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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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年來，不知多少武術名家，與修

習太極武藝者合手之下，勝負立判。法門高

低，不待語言文字，於事已足。大方之家，

也不待洞曉其法門實體究竟何如，即足認

定。至若門外之人，縱使於武術法門一無所

知，見諸事實的表現，誰不信服。因此眾多

武術高手，由較技而信服，由信服而皈依參

修。並以通曉太極拳，廁身其列為榮。

所以楊露禪先生實是繼宗岳先生，「飽

和了太極武藝應有的項目，表證了太極武藝

的高超，確立起教材教法的規模，擴大了太

極武藝傳習空間，以發揚正功正法正果，光

大正門正宗正統之第一人。」（註3）

但是時移勢遷，隨著科技進步，冷兵

器時代逐漸遠颺，較技盛行的歲月成為過

去。當年大師名家，接手間發人尋丈，制敵

須臾，已不復見。太極武藝卻在前賢傳奇的

神祕色彩下，成了玄奧不可測的拳術，而越

不可測，越誘發人們的嚮往，也越擴大了流

傳。但這種興盛，根基不固，「加酒藥羼涼

水」，造成了「毀譽參半」的局面，「名雖

廣存實則漸亡」，這種「道廣」，「適使道

萎」的現象。（註4）若長此以往，太極拳的

「真象」，可能連根告吹，成為武俠小說作

家筆下的神話，而不再是「益人益世的技藝

道法」（註5）。

子和先生有鑑於此，深以為憂，以為

其關鍵在於「是否可以進入科學性的研究而

科學化，與夫是否可以適應時代的社會而發

展」。要想進入科學性的研究，及適應時代

社會的發展，只有「學術化」、「普遍化」

。不「學術化」，其道不尊，不「普遍化」

其道不廣，又要尊又要廣，只有「涵化」

才能辦到。因此倡議以「露禪學派」開新

局、闢新天，確立了學術的中心、內容、目

標……，將太極武藝的性理思想、治學方

法、做事態度，透過傳習、涵化，貫其神

髓，去蕪存菁，才能使其豐富，使其久遠。

而子和先生實為這個領域裏，輯藝為舟，廣

法實踐第一人。

子和先生除了太極拳理論與實際提升之

外，還做了一件在今天鮮為人知，且不時興

的事，不過這鮮為人知且不時興的事，卻影

註3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註4	 王子和，〈太極拳書及其他〉，民國53.06，影印

講義。

註5	 王子和，〈太極拳書及其他〉，民國53.06影印講

義。

註6	 子和先生生前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尚書首治曆明

時，紀元實為重要內涵，歷代慎之，西元紀曆雖

行於今，僅為基督教文明產物，以之對照則可，

實不足以涵蓋其他文化系統。述先生生平，謹遵

先生義。

註7	 劉昊，〈故王子和先生行述〉，民國92.08.08，為

訃聞資料未發行。

註8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註9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響深遠，因為王老師就是臺灣省國語運動實

際策劃和業務推動的人。行政院研考會的研

究報告曾指出：臺灣「經濟奇績」的創造，

國語推行的成功是一個主要因素。目前臺商

赴大陸經商「語言通行無礙」也是遠勝日

商、韓商及香港的廣東商人的原因之一。

有感於先生對這一時代卓越的貢獻，本

文略由生平簡介，對太極武藝理論與實際的

貢獻，旁及國語的推行，作一敘述，以為後

學者繼述之所本。

貳、生平

子和先生諱炬，字子和，本名惠林，山

東省濰縣人，民國2（西元1913）年12月10日

生。（註6）父允盛公為當代名士，擅書畫金

石。母徐太夫人蘭聲，亦名門望族，持家教

子，著有賢名。

先生少而岐嶷，質兼文武。民國7（1918）

年，入小學，即常見親友習武，心甚好之。

民國12（1923）年，入山東省立第一中

學。校長完顏祥卿，聘竇峰山先生教武術。

其時，校內有「拳術」課，每週四堂，教彈

腿等拳術。子和先生課餘參加拳術社，於一

中後文廟教員齋庭內明倫堂前，從竇先生習

彈腿外，更學少林拳、八段錦、四門槍、萬

勝刀、太乙拳劍等武術。（註7）

竇先生，生於清光緒26（1900）年，名

來庚，字峰山，山東省臨朐縣竇家窪村人。

圖2　王子和先生（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臨朐竇家明末自山右遷魯，以武傳家，世代

顯赫。先生14歲高等小學畢業後，入臨朐縣

師範講習所，19歲考入濟南一中，當年轉入

濟南鎮守使馬良創辦的山東省武術傳習所，

並拜高鳳嶺為師。修習太乙門武術，成嫡傳

弟子，後承領太乙門。（註8）

子和先生高中畢業後，赴滕縣龍崗鎮，

孔繁蔚先生所辦學校教書。孔先生，山西武

備學堂畢業，留日，參與辛亥革命。山東武

風極盛，「教員當中，個個是好手！」（註9）

課餘，子和先生與教師陳慕唐先生，

以武會友，四處拜訪滕縣拳館子。一回，來

到王鴻佩老師的拳場子，他的學生一伸手，

子和先生的槍就撒在地上；這真令人大為洩

氣，想不到跟著名師，練了六、七年，在人

家學生手下，一招就玩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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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練武，子和先生又特地到高手雲

集的微山湖覓師訪道，才發現鄉下好手多的

是。就這樣子，看得多了，聽得多了，心中

的疑問也多了。

在龍崗待了一年半，民國19（1930）

年，子和先生時年18，返濟南，再向竇先生

求教，繼續練拳。經竇先生鼓勵，參加山東

省國術比賽，獲預賽第二名。是年入山東大

學中文系就讀。

民國21（1932）年，子和先生進入山

東省立民眾教育館（註10）工作。其時館長

為董渭川先生。子和先生加入山東省立民眾

教育館後，以語文教育為中心，推動社會改

革。與當時陶行之先生南京曉莊中學「改造

鄉村生活」，晏陽初先生河北定縣「平民教

育」，梁漱溟先生山東鄒平「鄉村建設」遙

相呼應。

該館在當時山東民眾教育的發展過

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由民國21

（1932）年，至民國26（1937）年，短短數

年間，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推動的民眾圖書

館、紀念館、兒童讀書所、運動場、電影

院、民眾茶園、民眾閱報處、民眾問字處、

通俗講演所、博物館、科學館、美術館、公

園、民眾學校、成人補習夜校等民眾教育工

作相繼開辦，並於濟南附近歷城縣祝甸鄉設

立實驗區。對普及鄉民教育，增進農業生

產，完成地方自治，改善鄉村風俗，都有深

刻的社會影響和歷史意義。

民國26（1937）年日寇侵華，濟南棄

守，先生投筆從戎，隨軍南下參加徐州保衛

戰，於臺兒莊辦理軍郵轉口工作。臺兒莊大

捷後，徐州棄守，先生隨軍突圍，旋進入教

育部社會教育工作團赴湖南、貴州農村進行

宣教工作。

民國28（1939）年夏，先生由貴陽到

重慶，參加軍事委員會後方勤務政治部傷兵

教育工作，艱險不避，勞怨不辭，足跡遍及

全國十二行省，然先生始終未放棄以語文教

育改造社會的理想，除民國27（1938）年在

漢口中國文字改革問題座談會上痛斥「拉丁

化」代替中國文字的謬論外，並自民國28

（1939）年在四川瀘州和江安的榮譽軍人教

養院、教不曾讀書的榮譽軍人，從注音符號

起，學到能讀書看報。

民國30（1941）年，先生應邀至教育部

國語推行委員會，由於先生學有素養，既能

「耳目頭腦並用去求深入的認識問題，又能

計畫推廣國語教育的展進」，（註11）所以

很受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委員吳稚

暉先生倚重，並題「安危須仗此羣才」斗方

以贈。

於此，子和先生得識影響一生武藝修行

的同事，馬德芸先生。德芸先生太極拳師從

呂老師殿臣先生及李香遠先生（字寶玉）。

李氏習藝于楊兆林先生（字振遠），兆林先

生乃露禪先生長子鳳侯先生子，鳳侯先生早

逝，由露禪先生次子班侯先生，授拳藝兆林

先生，為楊家小架系統。另外，香遠先生曾

受藝于郝為真先生，為真先生從李亦畬先生

學太極，亦畬先生得藝於母舅武禹襄先生。

以是子和先生太極拳遂又有「武氏太極」的

傳授。

是年夏某天，陰雨，在重慶川東師範

教育部職員宿舍，與馬德芸先生「搭手」，

手手被制，數次被扔到床上，挫折、洩氣，

又一次感到功夫白練了。正在這個時候，德

芸先生卻說了一個改變子和先生一生的好消

息：馬先生的老師，呂老師殿臣先生，正隨

著國防最高委員會黨政考核工作委員會秘書

長張厲生先生，在重慶下迴水溝黨政考核工

作委員會工作。

先生遂在因緣俱足下，拜殿臣先生為

師，學習楊家太極武藝。

呂太老師殿臣先生，河北束鹿人。生於

民國前26年，即清光緒12（西元1886）年，

為楊澄甫先生幼徒。呂家為武術世家，「纏

槍隨手」之技素享盛名。殿臣先生皈依太極

武藝，朝夕苦修，不獨止於技藝之末，且道

及神明而德入歸藏。

又以其重義愛羣、平易近人，老於世

故，同門尊之為「老殿」，有「神槍拳瘋子

呂老殿」之名。（註12）

子和先生至此，重新由「騎馬蹲𦡁」

入手，練楊家老架子。跟殿臣先生前後學了

三年半，「那其中的苦，絕非ㄧ般人所能想

像」，全身關節，沒有一處沒痛過。練拳

時，殿臣先生總在旁抽菸、喝茶，看也不看

一眼；有時還不知道怹老，人在那裏；但你

式子一不對，怹就在你旁邊，一伸手，一掃

腳，你就得躺下。所以只能不作假，扎扎實

實的練，練了半天，沒幾個式子，腳就哆嗦

了。練發勁，川東師範大禮堂的牆，就被打

壞了四次。練槍，一擡手，就被殿臣先生扣

住，走也走不了，進也進不去。三年多下

來，殿臣先生從沒說練對過，更沒說過個「

好」字。頂多說「稍微懂點門徑了」。（註

13）

這樣練到民國34（1945）年，對日抗戰

勝利，10月，先生奉政府令與魏建功、何容

二先生赴臺幫助被迫以日本話為國語的臺灣

同胞，恢復說中國國語。

民國35（1946）年1月16日，終於抵臺，

先生與魏建功、何容三人組成臺灣國語推行

委員會，擔任常務委員兼訓練宣傳組組長，

於電臺開設讀音示範廣播；尤其難得者，其

以卓識自重慶攜來注音漢字銅模，使《國語

日報》得以順利創刊印行。（註14）

註10	 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由山東公立通俗圖書館、社

會教育經理處、通俗教育講演所合併，於民國18

（1929）年成立。

註11	 劉昊，〈興神物以前民用〉，《涵化太極》，13

（臺北，民國90.12）：8。

註12	 劉昊，〈一代俠隱呂宗師殿臣先生〉，《太極拳

涵化文集》，臺北：養正堂，民國91，68-69。

註13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註14	 劉昊，〈興神物以前民用〉，《涵化太極》13（

臺北，民國90.12）：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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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註16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註17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註18	 涵化小築暨士一堂同仁整理，〈王太老師子和先

生〉，《太極拳涵化文集》，臺北：養正堂，民

國91，4。

當時臺灣光復，師資缺乏，全省1440所

有志教國語的老師，早上6點到校，收聽「國

語讀音示範廣播」，然後再由老師現學現教

給學生上課。子和先生回憶當年的情境，曾

說：

臺灣老師認為：光復了，不能用自己

國家的國語教學生，是莫大的羞恥。

所以拼命學國語，拼命教國語。如果

說德國復興在小學教員手裏，我要

說，臺灣的國語普及，是小學老師們

扎的根。他們這種肯擔當的精神，令

我感佩。也令我難忘。（註15）

推行國語運動之餘，先生特闢「華步

亭」，承傳「楊氏太極廣法一系」的太極武

藝，並揭示「露禪學派」開創新局。

「華步庭」是子和先生住家所在，也是

教拳最久的地方。

子和先生來臺灣後，最初只是自己在工

作所在地的植物園練拳。後逢李壽籛師伯，

與壽籛先生苦練兩年。壽籛先生武藝乃少侯

及班侯之徒僧妙蓮所授，也是小架系統。

至此，子和先生的太極拳，就楊家而

言，承班侯先生、少侯先生、澄甫先生三者

之傳。並兼及郝為真「武氏太極」。

但別人請怹教拳，子和先生總是謙虛的

說：「不會教，也沒有自信去教。」

子和先生教拳，緣於民國37（1948）

年，殿臣先生在遊西湖時仙逝，由時任省

府主席沈鴻烈先生為其主持後事。民國38

（1949）年，沈先生至臺，子和先生為表感

謝發送恩師之情，特往拜候。一去，話語方

歇，沈先生站起來打了個雲手，要子和先生

也打個雲手給怹瞧。沈先生跟殿臣先生學過

拳，這一瞧，當然瞧出了門道，說：「呂老

師一生忠義，武功純正，怹的傳統不可淹

沒。」（註16）言下之意，當然就是勸子和

先生應該把呂老師的絕藝傳下去。

這段話，給子和先生動念教拳，起了

極大的激勵作用。不過一想到呂老師不只一

次說過：「這個年頭兒，教人練拳，可說比

練兵還不容易。就拿給人說拳架子來說吧！

大而化之，自己心上過意不去；處處嚴格，

人家又怨受不了……」（註17）不免又猶豫

起來。荀子的名言「狹隘偏小，則廓之以廣

大」，固然可以當修身上的要義，可是教拳

畢竟不同於教書，教書只是動口動腦，教拳

卻要動手，自揣教學經驗不足，不敢貿然從

事。幾經躊躇，終於給自己訂了這樣三個原

則：（註18）

圖3　王子和對國語教學之撰述（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4　華步庭匾額（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5　華步庭近照（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6　王子和親撰之〈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

（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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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拳還是可以教，但是絕不向人

宣傳推銷，作拳販子賣拳；教拳要論

緣份，還要看對象，彼此不能勉強。

第二，教就教楊家拳的老架子，照老

規矩教；用常用的詞講，不違背原有

古義，也不排除科學用語，總求說得

讓人了解。

第三，嚴守學術立場，從真、從善、

從充實（孟子：充實之謂美）上去定

分寸；重義理，避空談不作鄉愿。

自此以後，陸陸續續在軍方、樹林酒

廠、臺北酒廠、菸場、臺視……等單位教

拳。但教拳需要實證，實證需要特殊的設備

以策安全；因此在家中充實了修煉實拳的設

備，讓想深究拳技的，有個研習的地方。

民國49（1960）年，子和先生同門師

兄蕭錦城先生到訪，見著那麼些人練著老師

傳下來楊家拳老架子太極拳，心下高興，就

說，這庭園總該有個名稱才好。幾經斟酌，

也曾考慮過「步武庭」的名稱，最後才確定

了「華步庭」的名字。並由子和先生用水泥

工的鏨子，把這三個字刻在一塊大磐石上，

之後又刻了塊木匾。

「華步庭」義取范仲淹道服贊：「虛

白之室，可以居處；華胥之庭，可以步武。

」莊子人間世說：「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室，喻心，心能空虛，則純白獨生，引申

形容清靜的心境。杜甫有詩言：「虛白高人

靜，喧卑俗累牽。」華胥的意思，簡單的說

就是理想國。典出列子黃帝：「（黃帝）晝

寢而夢，遊於華胥之國…其國無帥長，自然

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

不知惡死，故無大殤；不知疏物，故無愛

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劉

克莊詩：「夢入華胥國土來，咍臺不省夜何

其。」以此名庭，子和先生的胸懷素志也可

略窺一、二了。

從民國四○年代至八○年代初，由車

水馬龍的羅斯福路，曲折的轉到浦城街的小

巷，每當華燈初上，在一溜圍牆的日式宿舍

前，人們或許會聽到砰砰的撞擊聲響，那聲

音就像是有什麼東西，迅速地被拋擊在榻榻

米之類的墊子上。來來去去的人們，大概很

難猜到，圍牆中正有一羣人在練著太極拳中

難得一見的「發勁」。

如果有幸進入庭中，首先映入眼簾的

是個40多平方公尺的小庭園，東、北兩面是

以松木板為頂，上覆油毛氈跟石棉瓦的練功

迴廊，南面則是「發勁架」，兩面迴廊交會

處，供奉著子和先生的老師－－呂老師的神

位及遺像，神位頂端懸著王老師手書的「法

統頌」，神案前的梅仔木樑椽下，高懸著一

塊木匾，上鐫三個綠色大字－－華步庭。   

（註19）

然而花開花謝，幾經風雨，40多年過

去，華步庭竟在政府收回公有房舍的一紙公

文下，逼迫子和先生在垂暮之年他遷，華步

庭也被推倒，任令荒蕪。為撰寫本文，故地

再往，華廈平地而起，滄海桑田，那堪說！

在子和先生教拳講拳的年代，小園子

裡，總有約莫十來個老老少少的人們，或打

拳、或站椿，或正在「發勁架」前練習「發

勁」。

提了好幾次「發勁架」，發勁架是什麼

東西呢？原來太極拳要入門就要懂勁，在沒

有發勁架之前，太極拳練習發勁，頂多只能

把人往牆上打，往床墊上扔。人撞牆，那個

難受不在話下，偶爾甚至不免受傷，自然就

增加了練習的難度。子和先生為了解決練拳

者的困難，於是根據力學原理設計了木頭架

子，綁上榻榻米，用以保護被「發勁」出去

的人。如此一來，不僅被發的人安全無虞，

也舒服了許多，能嚐嚐「勁」的滋味，練習

「發勁」，而後「懂勁」的人也就多了。

練發勁時，但見兩人，一塔手，靠發勁

架的一方，轟然一聲，便彈上了榻榻米，沒

練過的人一看，那個震撼，真是沒得說的。

是啊！幾十上百斤的人，為什麼能在發勁者

一哆嗦間便飛了出去呢？

子和先生教拳趣事極多，只能以「神

妙」來形容。例如：有時同門，練了半天，

老使不上勁，先生下場示範，一邊演示，一

邊講解，一邊抽煙，眾位師兄不論如何出

手，先生談笑間便將之拋上了墊子，老長的

煙灰既不掉下來，也從沒看煙燙到過誰。太

極拳講究「內練精神，外示安逸」，子和先

生可以說是作了最好的顯影。

子和先生的發勁，不僅自己發得瀟灑

從容，教學生也教得出神入化。每每同門在

發勁架前練了半天，就是沒辦法將對手發送

出去，老師在旁一站，講一兩句竅門，手往

發勁的同門身上一放，馬上有若神助，對手

應聲「上架」，發勁的人也立刻有「茅塞頓

開」之感。但功夫就是功夫，功夫不深，領

悟不夠的，往往來的快去的也快，三兩次後

就走了樣，子和先生總是很有耐心的鼓勵

道：「不要灰心，一個字－－練」。

更妙的是，有同門練槍，因為時間尚

早，子和先生還在屋內沒有出來。二位師兄

槍來槍往，大家看得眼花撩亂，啥是啥都還

弄不清楚，只聽得老師的聲音自屋中傳出

來：「不對，不對」，「再來」，「這個有

意思」……恍如目見。

又有一次，曾獲美洲際比賽冠軍的美

籍劍擊家柯山，前來就教，反覆詢問執劍之

法，必要試之，孰知兩劍才合，柯山之劍，

已謋然脫手，飛落屋上。柯山嘺口結舌不知

所以久之。

註19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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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軼事如：日本某道之士握手時，

以暗勁襲先生，先生順勢隔著桌子將其提了

起來；一隻米達尺，將挑釁者逼出門外；一

掌，將人打入植物園荷花池，一挺肚，將某

名家彈出去，差點把腦袋撞到刻有「華步

庭」名字的磐石上……。更是及門親聞親

見。

民國85（1996）年，先生因於武術傳承

卓有貢獻，獲「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第一屆中華武藝獎。

先生受業弟子歐業超先生曾說：（註20）

王老師最重要的貢獻就是涵化太極

拳，老師不只是語文學方面的造詣

高，科學方面的素養也很廣，太極拳

功夫的精深更是沒話說。具有這樣背

景提出「涵化」的理念當然有深厚的

意義，王老師的教拳注重傳統材料的

真實性，析解形象因、材質因、運動

因、目的因與究竟因，配合現在時空

環境的不同，將之現代化與科學化。

充分發揮「涵化」的精神。使太極拳

能歷久彌新，隨時代而展現其新貌。

這評價對子和先生在太極武藝的貢獻，

可以說是至為允當。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露禪學派

太極武藝，是太極性理所醇化形成的武

藝，包括手搏技擊及兵仗擊刺。屬於前者有

徒手武藝的太極拳術，屬於後者有太極槍、

太極劍、太極刀。

太極武藝的形成和發展，在「露禪學

派」提出之前，可以分成兩個大的階段。

這兩個大的階段，第一階段是太極武藝

理論與實際的完成，最關鍵的人物是王宗岳

先生。第二階段是完備教材教法，以實戰證

明太極武藝高超，推廣擴大了太極武藝的傳

習空間，最關鍵的人物就是楊露禪先生。

在第一階段，清初山西的王宗岳先生，

將兩千年前道家、儒家、兵家的思想，宋朝

周濂溪先生創作的太極圖說，與武術結合起

來，將思想形態化成太極武藝，總結出《太

極拳論》，太極武藝的理論與實際遂初步完

成。所以子和先生說：「從太極武藝的成熟

和發展上看，王宗岳先生是繼承了古聖先哲

的智慧結晶，汲取了各家的精粹，而綜合集

成了太極武藝理論體系的首要人物，也是指

引後學確認正門正宗，以進入正途修煉的第

一人。」（註21）

註20	 歐業超，〈對薪傳獎的喜悅〉，《涵化太極》，8

（臺北，民國85.12）：23。

註21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圖7　王子和打拳英勢（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8　王子和先生與郎濟蒼先生演示大扌履

（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9　王子和與弟子歐業超（右）徐國武（左）合影於華步庭

（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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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文獻言，這位承先啟

後的王宗岳先生，實為學貫儒道兵，術兼文

武藝，寄迹全真，講學廣法，雲遊四海，結

交天下英雄的志士。河南溫縣陳家溝、汜水

萇村、舞陽縣、峨嵋、青城……，皆是先生

以武會友，萍踪偶寄的地方。後來宗岳先生

反清志業，雖未及身而成，但先生鎔鑄古聖

先賢智慧，汲取各家精粹的太極武藝，卻在

山西、陝西、河北、河南、四川、浙東……

等地，流傳開來。

等到清嘉慶年間，楊露禪先生自河南

懷慶府陳家溝學拳後，循著宗岳先生足跡所

至，訪友遊學，走遍河、洛、江、漢、青

城、峨嵋……等地，搜尋太極武藝。「經歷

得越廣，彙集得也就越博，融會貫通得越精

澈，而造詣也就越高深」。（註22）

太極武藝傳留在各地的拳、槍、劍、

刀，各項教材教法，逐一齊備。後來武澄清

於河南舞陽鹽店中得到宗岳先生的《太極拳

譜》，由其弟武河清（禹襄）鈔奉露禪先

生。至此，不僅太極武藝的理論文獻，與實

際功法復歸於一，而對露禪先生的太極武

藝，也得到一個有力的徵信。這是太極武藝

的發展第二階段。子和先生於〈太極武藝和

露禪學派〉一文說：（註23）

楊露禪先生是繼宗岳先生之後，飽和

了太極武藝應有的項目，表證了太極

武藝的高超，確立起教材教法的規

模，擴大了太極武藝傳習空間，以發

揚正功正法正果，而光大正門正宗正

統之第一人。

然而太極武藝於教材教法確立後，時

移世變，專業武士以擊技證其道尊的時代不

再，盲目的提倡促其名揚，反而造成道廣實

萎的現象，如何在冷兵器逐漸沒落，大炮、

飛彈、雷射大行的時代，取得其應有的地

位，實為其轉化晉升，或為時所棄的關鍵。

子和先生遠矚及此，指出太極武藝今

後發展的關鍵，在於「是否可以進入科學性

的研究而科學化，與夫是否可以適應時代的

社會而發展」。要想進入科學性的研究，及

適應時代社會的發展，只有「學術化」、     

「普遍化」。不「學術化」，不能杜絕其庸

俗化，庸俗化則其道不尊；不「普遍化」其

道不廣，其道不廣則不免於江湖化。又要尊

又要廣，只有「涵化」才能辦到。因此倡議

繼踵露禪先生，以「露禪學派」開新局、闢

新天。

主張今後太極武藝科學性的研究，方面

可五：（註24）

（一）太極武藝理論與實際的體系，本有其

哲理的構成基礎。然必求以哲學上現

代的觀念，剖析認定太極武藝理論與

實際的哲理體系。

（二）太極武藝健身養生的方法，本有其高

度的功效，廣泛的適應性；然必求以

現代的生理學、醫學、衛生、體育的

理論與實際，論證太極武藝健身養生

高度功效的方法。

（三）太極武藝擊技上的法術，本有其獨特

性；然必求以現代的物理學、人體機

動學以及有關應用科學等的知識，尋

求太極武藝擊技上法術的依據，表示

個清楚。

（四）太極武藝傳統的教材教法，本甚成

熟；然必求以現代教育有關科學的知

識，分析評斷太極武藝傳統的教材教

法。

（五）太極武藝的適用，本具多面性；然必

求以社會時代的需要，重新評定太極

武藝的價值。（註25）

先生同時明白告訴大家：

露禪學派，就是對於太極武藝，在發

揚光大意義之下，關於學術的精研闡

揚與皈依參修的結合。露禪學派的學

術，是以太極武藝為中心的學術，同

時是以發揚藝道三極的精神，而作用

於人生行為，為目的的學術。露禪學

派的太極武藝裏，各種科目的修煉是

有一貫性的;在修煉上有始無終固然

難以達到至善的地步，躐次而進或部

分截取，也不會澈底精純而有大成。

而各種科目的修煉，以太極拳術一科

為根本，視槍，劍，刀，各種兵仗，

為太極拳術的演化，為肢體的延伸。

露禪學派的學術，凝聚在各種武藝科

目的教材編訂上，教學內容上，教學 

目標上，和修煉下手上。那些教材，

教學內容，教學目標和修煉下手，是

體系完整的;而且是要從力行上修煉，

然後才能認清的，最不作興先空言後

作。（註26）

註22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註23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註24	 王子和，〈太極拳書及其他〉，民國53.06，影印

講義。

註25	 王子和，〈太極拳書及其他〉，民國53.06，影印

講義。

註26	 王子和，〈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民國66.12.10，

影印講義。

圖10　王子和先生於涵化小築說拳（1）

（圖片來源：歐業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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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乎太極武藝廓然廣大，確立了學

術的中心、內容、目標，將太極武藝的性理

思想、治學方法、做事態度，透過傳習、涵

化，貫其神髓，猶六經之開生面，盤皇之另

辟新天，不再拘於代代傳述某家私學，而融

鑄哲學、美學、生理學、醫學、衛生、體

育、教育、擊技於一爐，再開閎肆，而先生

實為這個領域裏，輯藝為舟，涵化廣法的第

一人。

二、開啟科學性學術化的研究

事實上，太極武藝的體系裏，所包含的

並不是幾門獨立的學科，而是由多門學科凝

聚而涵化之，在內形成其完整體系。在其體

系本身之外，那體系也關係著治學的方法，

也關係著為人處世的情操。此所以子和先生

提出露禪學派，主張對太極武藝科學性學術

化的研究，以還其本來面目，並充而美之。

先生曾說：

科學性的研究，足資徵信於現代，而

實為太極拳去邪補元白冤重光之機，

一切有關太極拳的邪說、謬論、迷

惑、徬徨、諱言與譏訕，皆可因之不

掃而自光。設若太極拳透過科學性的

研究，較其他體育、拳種，竟無其他

獨特優異可言，那一切研究結果，也

正好可以充作他「可以休矣」的判決

書。（註27）

先生講述理論與實證甚多，雖曾輯錄

部分文章，成《太極拳涵化文集》，然未收

錄者更多。今謹就先生捋梳之架構，略述一

二，以窺其廟堂莊嚴。

（一）確定研究對象，如：何謂太極拳

太極拳流傳雖久且廣，但何為太極拳？

何謂太極拳？實無確切的定義。如果只說他

是我國的武術，是鍛鍊身體的運動，是修

養心靈卻病延年的法門，固無不可。甚至只

要知道「我國」、「武術」、「鍛鍊」、「

身體」、「運動」、「修養」、「心靈」、

「卻病延年」、「法門」這些語詞，及語詞

與語詞間的關係，或許也可以有個籠統的概

念。但若要以之為研究的對象，倘使只是如

此泛泛的述說，或只是徵引前賢章句，則無

法闡明其理論與實際，及其有益於人類生生

不息的特質。

子和先生綜合舊學新知將其定義為：

太極拳本來是一宗技擊性的武藝，是

一宗具同時有徒手搏鬥的實體，而且

具有它那特殊效能的武藝。同時它又

是一宗導致世人獲得卻病延年的法

門。這宗武藝，由於它那創制的哲學

基礎是「太極」的性理，所以把它叫

做「太極拳」。（註28）

它應該從三個方面去研究，這三方面的

範圍裏，也各有理應研討的項目：（註29）

第一、太極拳的本質為如何：

１．關於徒手搏鬥的技藝者。

２．關於鍛鍊身體的運動者。

３．關於修養心靈的法門者。

第二、太極拳的組構為如何：

１．關於形而上的拳理拳法者。

２．關於形而下的實拳實功者。

３．關於上道下器的體認方法

者。

第三、太極拳的價值為如何：

１．關於變化氣質的體育者。

２．關於卻並延年的功效者。

３．關於自強自衛的效力者。

          ──以上有關個人的價值。

１．關於衛護傳統的文化者。

２．關於加強民族的意識者。

３．關於團結志士的愛國者。

    ──以上有關社會的價值。

圖11　王子和先生於涵化小築說拳（2）

（圖片來源：歐業超提供）

圖12　聽演學員列隊迎接王子和先生

（圖片來源：歐業超提供）

註27	 王子和，〈太極拳書及其他〉，民國53.06影印講

義。

註28	 王子和，〈序言〉，《太極拳縮影》，臺北：養

正堂，民國87，4。

註29	 王子和，〈何謂太極拳〉，《太極拳涵化文集》，

臺北：養正堂，民國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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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太極拳哲學體系的建構

太極拳既然是為太極的性理所醇化所

統攝，太極的性理思想為何？太極拳的本體

為何？太極的性理與太極拳本體的關係又如

何？太極武藝的體用論為何？……古雖有

說，但必以今日學術語言，始利於後續研

究，子和先生均為其一一爬梳剔抉，其說

如：（註30）

１、太極性理的思想體系

（１）太極宇宙觀的理念

太極的開端：元一混沌

太極的初成：一元二氣

太極的大成：陰陽孳變

太極的生化：萬物化生

（２）太極人生觀的理念

立天之極：陰與陽

立地之極：柔與剛

立人之極：仁與義

２、太極拳的本體（太極性理思想的具

體化）

（１）理法──形而上（意識成分）

拳理（技藝根本的原理）

拳法（依理制而用之的法則）

（２）具象──形而下（樣態成分）

實拳（技藝實在的形象）

實功（表現實拳的心神體能）

３、太極武藝的體用論

子和先生指出，太極武藝的體用有三

層。第一層是個人的層次：體，指人的本

身，包含了形與質兩部分；用，指形與質結

合在一起的結構所發揮的效能。第二層從兩

人對待上說：體，指功夫；用，指對待。第

三層次指在應事上達到「全體大用」，在自

然界是陰陽、剛柔，在人是仁與義。這三層

次的修煉內容在法程上，又可分為正形體、

正氣勢、知守一、覺變通，會類系、通型

範、神變化十個層次。體用合一在太極武藝

「全體大用」顯象上，即「打人不對，不打

人不對，讓人口服心服才對」。露禪先生所

以號「楊無敵」，固由於武學造詣之高，與

人較技從來不輸，更在於從不傷人結怨。   

（註31）

（三）太極武藝各種科目教材編訂，教學內

容，教學目標，和修煉下手等方面的

釐定：

子和先生著述甚多，其有關太極武藝專

著有：《明倫八段錦手稿》、《太極拳的形

象》、《太極拳實拳三十六式類類型式措定

靜姿身形影像》、《太極拳涵化文集》等。

參與前輩著述製作有李老師壽籛先生

《武當嫡派太極拳術》等。指導審定的有《

八段錦的研究》、《太極拳的步樁》、《明

倫八段錦》、《太極拳縮影》、《太極劍》

，及期刊《涵化太極》等等。於此尤值一提

者，同門有所述作，先生之審訂不是掛名而

已，怹提供資料，示範講解，朱墨訂定恐其

不盡，多方舉例畏其不悟，先生審訂心力，

更甚於自己之創作。

先生又有僅在同門間流傳之講拳手稿

如：〈手法名稱式類說明〉、〈武當大擒拿

手指要〉、〈說推手〉、〈散手對待基本修

煉〉、〈散手對待參修進階〉、〈真劍幽

元〉等等。

拍攝影片有應教育部體育司製作的《露

禪傳統太極拳套拳》、自力拍攝的《露禪學

派傳統太極拳套拳》。

１、教材編定部分

今據《太極拳縮影》一書說明於後，該

書分七大部分：〈史實與傳承〉、〈拳理拳

法〉、〈實拳實功〉、〈太極拳常用術語〉、

〈築基功操〉、〈太極拳套拳〉、〈𦡁胯身腰

正誤與拳掌手正誤比較〉。

以〈太極拳套拳〉部分為例，每一式

子規格化的闡明：式序，式子名稱、分節動

作、釋名、手法系統、操作程序、手眼、身

腰、樁步、腳尖指向、步長、步寬，再配合

圖片，使學者對整套套拳均可盤架練習。如

「雲手」：（註32）

第二段　第一串　第三式

式子名稱　左右雲手（１）　

釋　　名　本式以比擬兩手之動作如雲

在空中偕風而動，翻騰上下

變動萬方之態而命名。

手　　系　雲手開合系

分節動作

順序　１

名目　外轉左雲手

操作順序　向左轉腰，帶動左腳外轉，同

時左手雲揜手，變雲採手；

右手抄起至胸前。

目視方向　盼６：００

手的位置　左：齊腰

　　　　　右：胸前

肘內角　　左：１６５ﾟ

　　　　　右：１２０ﾟ

操作要領　右手胸前起掤，左手深採。

身軀類別　正身

身面方向　９：００

起　　　　外轉正身

繼　　　　正身前坐

頂位垂　左腳

胯法　　左腳向左沉𦡁外轉

步　　子　卍字步

腳尖指向　左：９：００

右：１２：３０

步　　寬　三分

膝內角　　左：約９０ﾟ

右：約１６５ﾟ

作　　用　向左坐實

所有敘述，務求明確可操作，不做虛妄

語。正是先生「能想的都能說──都能表現

在語言裡，能說的都能寫。」「講究用辭，

講究造句，講究語句與語句連繫成章法，講

究前後排列，講究佈局清楚」，以免「說些

自己未必懂，而別人絕聽不懂的話，誤了正

事」的具體實踐。

註30	 王子和講述、歐業超筆錄，〈太極拳的性理思

想〉，《太極拳縮影》，臺北：養正堂，民國87，56-

61。

註31	 子和先生口述筆記。

註32	 王子和審定、歐業超總編輯，《太極拳縮影》，

臺北：養正堂，民國8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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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教學設計、實施、評鑑和改進等程

序的確立，如：（註33）

〈入門引路教程〉

宗岳先生的法言：入門引路須口授，功  

夫無息法自修

法度的旨要：傳藝執四嚴，督課循八到；

四嚴引路磬，八到入門階。

（１）四嚴

四嚴的名目

四嚴的本質：四嚴總體，系傳藝

引路的教程；諸目

內涵，為教程實有

的法功

四嚴的結構：各目分立，教程上

自成教段；

四段銜接，一貫間起承轉合。

四嚴解

（２）八到

八到的名目

八到的本質：八到總體，是要求

學者秉持的行誼。

諸目內涵，乃執行

督課主要的事項。

八到的結構：各目分立，教程上

項項與四嚴呼應。

諸項連續，進度上

步步與知行結合。

八到解

明確的四嚴八到，對教育模式，從教育

目標的訂定、預估、程序評鑑、回饋循環均

提出了系統的、可操弄的、可預測的、可複

製的、可溝通的、可累積的、可推導的、可

歸納的，尊重差異強調實效的論述。

三、重要觀念及用語的釐清

太極武藝古譜中許多紀載，或因古今

異辭無法徹底說明，或以言傳口述趨於神

秘，使癡者益其困，智者深其惑，子和先生

以為要將太極武藝學術化，首先要去掉門戶

之見，將之視為一門學術，結合不同學科的

學者專家，從不同的學術領域切入，以平實

不尚空言的態度，嚴謹治學的精神，探討研

習問題。自太極拳實拳入手，以學術化的無

私，秉持涵化的神髓，藉著現代的學術和語

言，將向來無法徹底說明的神秘，逐步轉化

成有科學學術基礎簡單而明確可行的典範，

使其內容得以不斷充實，不斷增益。所以以

學術規範的語言，釐清觀念及用語至關重

要。

今以「知覺運動」、「以心行氣」為例

略作說明。

〈十三勢行功心解〉言「以心行氣，

務令沉著，乃能收斂入骨。以氣運

身，務令順遂，乃能便利從心。」

〈八門五步用功法〉「八卦五行，是

人生成固有之良。必先明知覺運動四

字之本由，知覺運動得之後，而後方

能懂勁，由懂勁後，自能階及神明

矣！」

〈固有分明法〉「夫運而知，動而覺，

不運不覺，不動不知，運極則為動，覺

盛則為知，動知者易，運覺苦難，先求

自已知覺運動得之於身，自能知人，要

先求知人。恐失於自己，不可不知此理

也，夫而後懂勁然也。」

〈對待無病〉「所謂對待者，不以頂

偏丟抗相對於人也，要以粘黏貼隨等

待於人也，能如是，不但無對待之

病，知覺運動自然得矣，可以進於懂

勁之功矣。」

這些文獻中均提及「以心行氣」、「知

覺運動」，歷來皆有許多不同的說法，甚至

將「以心行氣」，說成「以意行氣」。「以

意行氣」，在其它的功法，或亦有說。但在

廣法一系傳統正功正法的太極武藝裏，「以

心行氣」、「知覺運動」卻是一切太極拳運

動的根本要求，也是太極拳藝高低的重要指

標。對「以心行氣」、「知覺運動」有明確

而深刻的精修者，對太極拳所謂「實功」「

實拳」的修鍊體認上，才能知其所謂「實」

的真正意涵。子和先生指出：

以心行氣是傳統的太極拳的體系裏，

在修煉上必須憑依老師口傳心授之下

的下手方法去實踐力行，才能體認的

「知覺運動」的一宗獨有的入門功

夫；並不是可以憑靠識文解字而由文

辭話語上去辨名推理，所謂「明理」

，就能瞭解那實際為如何的事。（註

34）

但自來不乏以這種「明理」方式去認識

以心行氣的人，則真所謂「差之毫釐，謬之

千里」。先生又指出：

單憑靠文字所指的通常概念上或他那

字典意義去理認與推敲「以心行氣」

的真實，頂多也不過造成若干玄虛的

說詞，而絕不會符合它那原意之所指

的。在「以心行氣」這宗為太極拳在

那修煉上的入門功夫裏，那個「心」

所指的是「行氣的心」，那個「氣」

所指的是「為心所行的」氣。那心、

那氣各有其特指的性能，而且在性能

上是兩兩相互呼應而形成它那現象

的。（註35）

以心行氣的「心」，並非單指人類主

司血脈循環流通的心臟，而是假借以用為指

稱：

人類精神活動上的那知覺性能及意識

行為的神經中樞；因為那神經中樞的

器官，發揮著領覺、統覺的所謂知

覺，以及決意、執意所謂意志行為。

（註36）

領覺、統覺、決意、執意先生另有說，

於此不贅。

註33	 王子和，〈入門引路教程〉，影印講義。

註34	 王子和，〈單說以心行氣的心〉，《太極拳涵化

文集》，臺北：養正堂，民國91，189。

註35	 王子和，〈單說以心行氣的心〉，《太極拳涵化

文集》，臺北：養正堂，民國91，189。

註36	 王子和，〈單說以心行氣的心〉，《太極拳涵化

文集》，臺北：養正堂，民國9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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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行氣的作用是在運動的過程上分

劃成若干點，由前一個的執意的命意去如何

動、位移多少；動了之後又須憑感覺之其運

動是否合乎要求。然後又繼續一個執意的動

向，以及發展到另一個空間位置；又繼續另

一個感覺去認知是不是合於原意所要求的。

這種內在的意志概念與動作上的知覺性運動

相結合，就叫做「以心行氣」。（註37）

子和先生在「華步庭正功初修心法大目

提要」中，對知覺運動有說：

知覺運動解：（指知覺與運動間的呼

應關係。）覺字指因感而至辨認，知

字指因覺而立意命，運字指因意而命

舉措，動字指因運而現形象。知覺運

動則循著下面歷程發展：1.感呼覺

應；2.覺呼慮應；3.慮呼意應；4.

意呼命應；5.命呼運應；6.運呼勢

應；7.勢呼動應；8.動呼象應。（註

38）

這種知覺運動歷程，正是以心行氣由

領覺到統覺，由統覺到決意，再由決意到執

意的相連一貫，由每一點寂然不動的靜的感

通，到變動不居，到無有斷續的周流六虛的

太極運行，真正體現太極武藝的太極蘊涵。

四、國語教育

前已述及子和先生除了太極拳理論與實

際的提升之外，還是臺灣省國語運動實際策

劃和業務推動的人。這一工作的規畫實踐與

先生武學修持、及教學引導，看似無關，但

武學學的是人，修持的也是人，其人人品、

文化素養、視野，於武術之修持，武學思想

之理悟，實有重大關係。子和先生若無雅言

敦教，遠近大小若一的襟懷，則不致倡言露

禪學派，主張學術化。故略述於此，而著於

附錄，以供參酌。

肆、結語

先生識略深遠，教拳謹襲師風，必以

正法，不稍改法門。每有所授，必靜觀學者

志、氣、趨、向，察其多、寡、易、止，堅

其志，忍其性，長善救失，增益其所不能。

用心深細若此，卻從不居功，嘗言：「我不

過代祖師爺傳藝，作一引路人而已，大家若

有所得，拜祖師爺認祖歸宗，能承先啟後，

廣法傳薪，也就夠了！」是以或請益或從游

于華步庭者眾。如：

吳紹先、郎濟蒼、湯松森、曹作漢、金玉銘、

高武章、郭秉道、蕭保源、劉祥銘、張極漢、

楊懷遠、古紅姬、鄧時海、傅榮光、陳琪、 

林文治、謝敏雄、蘇桐鳳、黃武雄、詹益長、

孫端吉、黃湘、王貴潔、陸惠瑾、韓德行、 

梁劍波、李豐章、許身、劉建園、杜鈺、      

王中平、汪宜、彭鈺人、王增張（中道）、

張國璋、張炳文、楊貴標、張清治、鍾弘年、

邱幹聰、徐國武、胡光怡、沈曼君、周林儀、 

南貞佑、江火得、方家宏、歐業超、林崇彬、

蔡明宏、劉長遠、陳政維、劉正彥、 韓淑芬、

王繼光、王鎮華、曹維新、梁勝雄、黃順意、

林玉山、林燕、林文華、吳克、蔡碧珠、張勝

彥、毛禹、聞錦銘、白珊珊、戴素貞、劉義

勝等。

圖13　王子和先生生活照（1）（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14　王子和先生生活照（2）（圖片來源：

歐業超提供）

註37	 歐業超，〈淺談心行氣〉，《涵化太極》，3（臺

北，民國80.11）：11。

註38	 王子和，《太極拳實拳三十六式類──類型式措

定靜姿身形影像》，臺北：養正堂，民國82。

圖15　王子和先生與其子王恒（後排中）、弟子蔡明宏

（後排右）、劉昊（後排左）合影（圖片來源：

劉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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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著述極豐，多才藝。譜曲填詞有「

誓願」、「法統頌」。從學道家靜功法于李

壽籛先生，為玉清正宗龍沙三度第二十代班

次及門弟子。

先生平素體質健朗，精神矍爍，不意於

民國92（2003）年8月7日遽而歸真，享年90

有2，可謂上壽。

嗟呼！仰瞻先生，于戎馬倥傯鄉邦危

困之際，興學育才，以一書生，縱橫萬里，

融鑄古今，國語運動一統語言，立秦皇未逮

之基業，露禪學派皈依參修，開太極武藝未

有之新天。昔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天地

間不朽之盛事，踵武前哲先生得之，紓其素

志，俯仰無愧矣！

當年弟子曾敬致祭文：

上國耆英 千古真人 兼職文武 華冑望門

民國肇造 豆剖瓜分 倭寇侵華 荼毒蒼生

書生從戎 丹心赤忱 萬里縱橫 英姿卓倫

愚弱貧私 時代病深 國語運動 拯以語文

言文一致 華夏同春 秦皇未逮 文化長城

太極武藝 楊式傳承 露禪學派 涵化葆真

步武華亭 絕逸超塵 輯藝為舟 濟渡後崑

偕道廣法 所存者神 玉京遙召 白日飛昇

山頹哲萎 擲瑟遺笙 德馨輝映 典範永存

法統踵繼 共矢精誠 馨香一束 醴酒盈樽

來格來歆 哀哉尚饗

並輓以聯：

言文一致 講國語 寫國語 

ㄅㄆㄇㄈ 國語運動稱元老

太極薪傳 學術化 科學化 

掤捋擠按 道化人生一真人

圖16　王子和先生與親友於壽宴合影（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17　王子和先生所作之法統頌（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18　王子和先生之字畫（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19　王子和先生紀念集（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圖20　華步庭門下敬輓（圖片來源：劉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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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年） 年齡
（虛歲）

重要事項
西元 民國

附錄
一、王子和先生大事紀

年代（年）
年齡

（虛歲）
重要事項

西元 民國

1913 2 1 陽曆12月10日，夏曆11月13日生於山東濟南。

1918 7 6 入小學，受軍國民教育。

1923 12 11 上中學，學校有「拳術」課，從竇峰山先生習彈腿、少林掌、八段錦、四門槍、萬勝刀等武術。

1925 14 13 在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從竇峰山先生習太乙拳劍。

1929 18 17 高中畢業。到滕縣西南龍岡鎮孔繁蔚先生辦的學校教書。

1930 19 18
在竇峰山老師鼓勵下，參加山東省國術比賽。

進入山東大學中文系就讀。

1932 21 20 在濟南山東省立民教館工作。

1937 26 25 投筆從戎，隨軍南下參加徐州保衛戰。

1938 27 26 於臺兒莊趙墩辦理軍郵轉口工作。

1939 28 27 參加教育部社會教育工作團。夏後轉軍委會後勤政治部訓練榮軍。

1940 29 28 年末奉調教育部。

1941 30 29
應邀至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工作。

經馬德芸先生引見，拜呂殿臣先生為師，學習太極武藝。

1945 34 33
呂殿臣先生傳手抄太極拳譜。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借調先生至臺，協助推行國語。

1946 35 34 擔任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訓練宣傳組組長。

1949 38 37 寫〈誓願〉詞曲。

1951 40 39 出版〈國語運動的理論與實踐〉。

1956 45 44 子王恒生。

1960 49 48
任國語日報「教育服務委員會」服務委員。

師兄蕭錦城先生至浦城街，取名浦城街居所為「華步庭」。

1964 53 52 發表〈太極拳書及其他〉。

1970 59 58 抄明倫八段錦手稿，賜孫端吉。

1971 60 59 撰〈盤架二十四表〉，〈八段錦研究〉序。

1976 65 64 撰〈真劍幽元講稿節錄〉、〈誌三丰先生生日〉。

1977 66 65
師大講演〈怎樣修煉太極拳的套拳法（上）〉。

撰「太極武藝和露禪學派」。

1978 67 66
自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推廣服務組主任退休。

拍攝露禪學派太極拳動作示範。

1980 69 68 華步庭講〈說推手〉。

1983 72 71 撰〈吳稚暉先生與國語運動〉。

1984 73 72 呂殿臣師祖百年誕辰印〈法統頌〉。

1987 76 75 撰〈齊公鐵恨跟他主編的語文週刊〉，〈無題──方桂大師光耀永恆〉。

1988 77 76

撰〈法統頌附誌〉、〈四十年臺灣的國語教育〉、〈臺灣光復以來國語推行上一點我的見聞及察
究〉、〈國語日報大事記〉、〈臆說岳飛規創八段錦的始末〉、〈八段錦：明倫八段錦的源流，
明倫八段錦各段及細目名稱，明倫八段錦的動作裡三個基本性的靜姿，明倫八段錦在其教程中的
三個層面，練功注意事項〉。

1989 78 77 撰〈太極拳流傳史話」、〈漫談太極拳的套拳〉。

1990 79 78

〈一次國語演說競賽成績的講評錄〉出版。

〈華步庭四十年〉訪談。

〈單說以心行氣的心〉。

〈華步庭正功修煉傳述錄〉。

1991 80 79 撰〈太極拳十三勢八門手法的輕重浮沈〉。

1992 81 80 撰〈正形氣的鍊己築基與盤架串拳〉。

1993 82 81

〈何謂太極拳〉。

〈說太極拳的打手及其修鍊〉。

《太極拳實拳三十六式類類型式措定靜姿身形影像》。

1994 83 82
撰〈打手入門正功功操綱目〉。

修訂〈太極拳書及其他〉。

1995 84 83 撰〈太極拳本體實現其現象要有人體生命上的三種高品質的靈根作為支持〉。

1996 85 84

〈太極拳縮影的引言〉。

〈太極拳裡攬雀尾一個式子的手法兒尋真〉。

修訂〈無題──方桂大師光耀永恆〉。

獲「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

1997 86 85
撰〈修煉純正的太極拳〉。

〈太極拳的身法指要〉。

1998 87 86

修訂〈真劍幽元〉。

〈太極拳套拳初修築基功操〉。

審訂《太極拳縮影》出版。

1999 88 87 發表〈山右王先生宗岳太極拳論的注疏〉。

2000 89 88 《太極拳歷練「遊於藝」的較技規範〉。

2001 90 89
審訂《太極劍》出版。

撰〈太極拳的知覺運動〉。

2002 91 90 審訂《涵化太極》14出版。

2003 92 91 8月7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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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子和先生於國語教育貢獻略述

《春秋繁露•盟會要》說：「蓋聖人

者，貴除天下之患。」要除患，必知天下患

之所在，所以《易經•繫辭上傳》言：「惟

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要通志，必要溝

通；要溝通，必有待於通用的語言文字。

中國文字，秦統一天下，完成了初步整

理統一工作，但南北異聲，古今殊語，雖孔

子「雅言」詩書藝禮，南北朝發起「正音運

動」，元周德清作「中原音韻」，清雍正建

「正音書院」，可是土地廣大，歷史悠久的

中國，依舊是南腔北調，各說各話。

先生生當民元鼎革之際，眼見新舊交

替，深感中國歷來著述「見道之作，固然不

少，而浮言虛飾，既蔽性情，又掩真理者，

尤其氾濫」，面對歐美科技超前，舉世競爭

的今日世界，「中國文化不用科學方法與科

學性的語言來整理，將使後人不能認識中國

文化的精深與價值」，所以主張自茲以往，

應使全國國民達到「言文一致」的境界，使

大家「能想的都能說」、「能說的都能寫」

，以免「說些自己未必懂，而別人絕聽不懂

的話，誤了正事」。

然而此一理想在大陸阻于日寇侵華，

國共內戰，未能推展，抵臺之後，方實際推

行，故有賴於吳稚暉先生、蕭迪忱先生等的

精心擘劃。然實際來臺初僅魏建功先生、何

容先生及子和先生三人。

三人抵臺後，隨即組成「臺灣省國語

推行委員會」，魏、何二先生分任正副主任

委員，子和先生則任委員兼宣傳組長。隨即

在臺中縣、臺東縣、新竹縣、高雄縣、彰化

市、嘉義市、高雄市、屏東市等八個地方，

成立「國語推行所」。推行所設主任一人，

由縣市長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縣市教育

科、局長兼任；另設推行委員三至七人，擔

任傳習和推行國語的事務；又幹事一人，由

推行員兼任。

組織初定，就得有實際推行的人才幹

部。臺灣光復之初，國語推行的人才幹部遴

選殊為不易。就地取材固甚困難，引進外來

之教育人員，對國語之認識亦難達標準。更

何況此乃「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轉移一代

風氣之大事業，所需要的人才，一個兩個固

不夠用，一種兩種亦不夠用，必須有一批人

共同奮鬥，不達目的絕不休止。因此必有少

數身體力行者，為之倡導，以氣類相聚，作

育培養，使無才變有才，小才變大才，各有

其用。

以是之故，子和先生等人，一面編訂教

材在臺灣的電臺作讀音示範廣播，當時全省

一千四百四十所學校，都分別請任課教師，

每天早上六點，集中到學校收聽廣播，而後

再現學現教的給學生上課。

另一面，又以考試方式，遴選以國小教

師為主的國語推行員，工作期間並適時予以

短期講習，務使其理論與實際兼具。

在齊一步調方面，根據兩綱四目十件事

的國語推行工作方針，確認了普及化以廣其

道，學術化以尊其道的意義。並依據「全國

國語運動綱領」提出了「臺灣省國語運動綱

領」，以適應地方的特殊性質，響應中央對

全國的領導。

在實際推行方面：由調查研究，編輯

審查，實驗、諮詢和訓練宣傳等工作，以期

達到建立語政制度，增進語運認識，推動全

面業務，充實工作人員，輔導國語進修，提

高教學技術，培養社會風氣，創建理想效用

的作用。至於推行細目則有：公務員語文訓

練、國語教師的訓練、民教班的實施、國語

教學觀摩、省縣及各鄉鎮市國語演說比賽、

山地國民學校教師訓練等。這中間民教班國

語演說比賽，更是使國語教育廣收宏效的重

要環節。其時先生制定之「語文競賽成績均

一標準計分法」，至今仍在各級單位使用。

凡此種種，由理論樹立、方針擬定、

教材編撰、乃至基層奔走，先生無不躬任艱

鉅，足跡所至，更是遍及全省各中小學校。

臺灣國語運動之宣導推行成功，先生居功厥

偉。然而先生不自是，亦不自伐。唯服膺國

父「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人生觀，以為「

我們做事要為理想為信念而做，所以得失不

能太重，任令苦惱、憂患、拂逆，怎麼來，

就怎麼去適應。」因此不自是、不自伐，寧

無赫赫之名，默默的作個「後知後覺」的宣

傳家與實行家。

臺灣偏安七十餘年，經濟發展，民生

安定，國語推行成功，消除臺灣閩、客、山

地、內地各族群之隔閡，彌平誤會于無形，

是一主要因素。兩岸互通以來，臺商「語言

通行無阻」，遠勝日商、韓商、以及香港的

廣東商人，國語更是關鍵。我們蒙受餘澤，

實不宜囿於少數別有用心人的歪曲，及個別

推動者方法的失宜，而抹殺了子和先生一輩

人「興神物以前民用」的偉績。今介紹先生

武學成就，略著墨於語文推行，乃因一人的

文化素養，決定所學境界的高低；太極武藝

的薰陶，變化氣質，更甚於技藝之末。所以

說「打人不對，不打人不對，讓人口服心服

才對」。太極武藝所以「無敵」，固由於習

者武學造詣之高，與人較技不輸，更在於「

神武不殺」不傷人結怨。「天根月窟閑來

往，三十六宮皆是春」（邵雍《觀物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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