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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界的蒲公英 
武道推手

喬長虹

壹、前言

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中國武術

的發展淵源甚早，上古時代為防禦野獸及保

衛性命，運用四肢而生的技擊之術，而後至

軒轅黃帝時，為討伐異民族蚩尤而有磨石鑄

劍的武器興起，期間經春秋戰國時期的戰事

紛亂，魏晉南北朝時印度達摩大師傳入十八

羅漢手、易筋經，（註1）其後少林寺的拳術

技術廣為流傳，直至清末民國初年創設精武

體操會、中央國術館，武術運動在中華民族

早已奠下深厚的基礎，武術可說是中國歷史

最悠久的運動項目之一。

中國傳統哲學思想家，儒、釋、道、

法、墨等，深深影響體育的發展：儒家「學

而優則仕」、「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釋家「重來世，輕肉體」；道家「清靜無

為、靜性養功」等，這些思想間接成為阻礙

我國體育發展的原因之一。其中道家思想家

所推崇的「導引之術」及「養生之道」，求

養形以延壽長生，雖偏重精神方面的修養而

較忽視肉體的鍛練，惟對於後世「氣功」的

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喬長虹，臺灣洗髓功開山始祖，坊間黃

帝神功、帝王神功、九九神功等等，均直接

或間接傳承其下，（註2）喬大師為集武術及

氣功一體的武道家，不論在拳、劍、功、小

九天武道等外家拳上頗有著墨，最為人所知

的莫過於「洗髓神功」，喬大師內外兼修，

加上常透過武術進行國際交流及傳授功夫，

喬大師實為武術界舉足輕重的先驅之一。喬

大師生前曾說道：「我要在臺灣播下一顆武

學的種子，而且要讓這顆種子深根發芽。」

喬大師口中所謂的武學種子指的就是首席大

弟子，現任軒轅教教宗大師、軒轅教第卅四

代掌門人談清雲，而談清雲承襲師願，現已

桃李滿天下，如今，喬大師的徒孫輩已如蒲

公英種子飄飛世界各地，一顆顆茁壯發芽，

散布整個武術界，無遠弗屆。

貳、生平

一、家世根源

喬 長 虹 ， 道 號 賚 行 天 ， 道 名 黃 中

天，1916（民國5）年2月5日誕生於遼寧省昌

圖縣八面城，知名電視節目「大陸尋奇」曾

於節目中探訪山西省太谷縣五代同堂之「喬

家大院」，即為喬大師其祖籍根源所在地。

其祖父永桓公因經營投資失利，家道遂告中

落，其父世昌公則以一商號掌櫃之收入，維

持家計。（註3）

1937～1945（民國26～34）年，正值

對日八年抗戰時期，喬大師抗戰期間曾任國

民政府的地下工作，主要是以蒐集情報為

主。1949（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臺

灣，喬大師亦隨之南遷橫過海峽，從此定居

復興基地臺灣，來臺前，喬大師父母已壽終

正寢，先妻秦氏因病亦辭世多年，（註4） 

僅存二子，慶幸是喬大師已為人祖父，來臺

後續絃，生有二子一女，盡為社會中堅，未

負父望。

註1	 吳文忠，《體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6

，516-517。

註2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訪

問人張智瑋。

註3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17。

註4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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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大師學習外家拳功夫應可追溯至中學

時期，首度上醫武閭山拜三清觀主為師，學

習拳、劍、功、小九天武道等功夫，直至32

歲時再次參拜恩師三清觀主，方正式開始修

練中國道術洗髓神功，是為喬大師習得「洗

髓神功」之始。

四、武術思想家

喬大師初次見到談清雲並聽聞其經歷

後，認為談清雲資質優秀，是塊難得的練武

奇才，便主動收談清雲為徒，傳授洗髓功、

靜坐功夫（內功）、外家拳、劍等武術，談

清雲回憶起拜師典禮上，喬大師對他說的一

席話：「我要在臺灣播下一顆武學的種子，

而且要讓這顆種子深根發芽」。（註8）簡

短的一句話，卻深深影響談清雲一輩子，至

今，即便談清雲已為軒轅教第卅四代掌門

人，仍不忘喬大師當初拜師典禮上的一席

話，印證了「生命之意義，在創造繼起生

命」之信念。

據喬大師長子表示：

父親生前非常想將玄黃小九天學發揚

光大，但他個性率直，脾氣不是太

好，思維上也比較單純，不懂得如何

做生意，更不用談行銷或如何經營，

反而是很多向他學功夫的徒弟後來都

自立門戶經營的有生有色，坊間黃帝

神功、帝王神功、九九神功……等，

皆是直接或間接傳承其下，不過喬大

師是臺灣洗髓功的開山始祖，應該是

無庸置疑。（註9）

談清雲也曾提及：

喬大師是有霸氣的人，有雄才大略，

性情耿介，脾氣剛烈，個性直率，他

當調查局督察長都不曾貪污，他是一

位很好的領導者，也是一位武術的引

導者，他懂得非常多的武術技巧。喬

大師對武術界最大的貢獻在於傳播武

術的種子，喬大師開枝散葉在世界各

地，且不乏在海外的徒弟徒孫輩回臺

灣尋根者。（註10）

二、結識啟蒙恩師，奠定武學基礎

中學時期的喬大師，自食其力，過半工

半讀生活，曾隨校團旅行至北鎮縣轄醫巫閭

山，參觀三清觀，其觀主姓名籍貫不詳，外

貌乍看約50歲，鶴髮童顏，其實際年齡當在

百歲之上。（註5）三清觀主發現喬大師為可

教之材，將其收為俗家弟子，於是喬大師拜

三清觀主為師，棄文學武，學拳、劍、功、

小九天武道，苦練二年完成武道基礎，奠定

日後從事武道文化復興之契機，（註6）惟此

時喬大師尚未習得「洗髓神功」。

喬大師為家中獨子，家族皆非練武世

家，求學過程亦非習體育或武術相關，係因

緣際會下結識三清觀主並向其拜師習武，奠

定了喬大師的武學基礎，也為武術界蘊育了

最重要的搖籃，對現今武術界的思想觀、技

術面及成立推展武術團體等，影響至鉅。

三、二訪三清觀主，獲奇書秘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喬大師15歲，赴

日本的鐵道傳習所就讀，畢業後返回偽滿州

國（時被日本侵略占領的東北地區），並以

鐵路局稽查名義為掩護，從事反滿抗日之地

下工作，1945年，喬大師29歲，受命擔任中

統局錦州區負責人，主持遼西六縣市調查工

作。1948年，喬大師32歲，共軍林彪部隊攻

佔東北地區後，喬大師隻身逃亡，二度上醫

武閭山，晉見三清觀主，叩問國運及個人前

途，獲三清觀主開示，並取得歷代仙家資料

與古代性理學等奇書秘笈。（註7）

圖1　軒轅武道傳承道譜歌（圖片來源：談清雲大師~軒轅教武道院網站，http://hsuan-yuan-men.blogspot.tw/）
圖2　喬長虹（左1）大師賜劍弟子談清雲（圖片

來源：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註5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18。

註6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17-118。

註7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18-119。

註8	 談清雲，面訪，談清雲宅，2015年5月17日。訪問

人張智瑋。

註9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註10	 談清雲，面訪，談清雲宅，201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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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喬大師謫傳大弟子談清雲開創「

中華黃帝道丹功五術協會」，在中部地區頗

具名氣，造福良多。（註15）顯見，昔日喬

大師指導徒弟並無區分性別、年齡、國籍及

場域，可知喬大師對武學的投入及武學傳播

習道的熱衷程度。

二、組織協會  推廣畢生所學

喬大師生前除了傳授洗髓功外，推廣

國術運動亦不遺餘力，時常率領國術代表隊

出國比賽外，更擔任國際國術擂臺錦標賽第

一、二屆總裁判長，在國術界的資歷相當資

深（註16）。

喬大師對於武術的觀念，並非僅只於學

習與傳授拳腳功夫，將武術之內在精神與內

涵傳授予下一代，亦為喬大師非常重視的部

分，廣納武學同好，宣揚正派之武道精神，

不斂財，不圖利，也間接成就諸多當今以氣

功為底之武術組織，造福良多。顯見，喬大

師對於發揚武術的願景早已在心裡畫下宏遠

藍圖。

五、晚年時期

喬大師晚年因運動傷害雙腿不良於行，

藉宗教修持寄託晚年生活，常自嘲兩袖清

風，老本沒有，老友凋零，只擁老伴相依為

命。從喬大師晚年賦小令之字句道出其看淡

俗世紅塵之超然脫俗。（註11）

適意行，沙發坐，渴時飲，飢時餐，

醒時功，困來就向躺椅臥，日月長，

天地闊，閒生活。

意馬收，心猿鎮，跳出塵世惡風波，

大廈午睡我先覺，離了名利場，進入

安樂窩，閒生活。

書房讀，斗室修，世態人情經歷多，

能者是他，愚的是我，爭什麼。

參、重要成就與貢獻

一、承襲薪火 播下武學種子

1953年，喬大師37歲，自軍中退伍後，

回歸調查局，工作任務為保防維護國家安全

措施之指導工作，其活躍於中央部會及省級

廳處間，作巡迴性督導安全室、考察其對機

關保防工作之執行情形。（註12）喬大師曾

自述：少時曾擔任國民黨之調查工作，是為

軍中之政治工作，並無何顯著功蹟。反之，

於學生時期所學之小九天武道及日後再拜三

清觀主取得歷代仙家資料與古代性理學等奇

書秘笈，來臺後，喬大師與軒轅教之武道院

志同道合，遂與軒轅教結合，對於中華武道

之宣揚與傳承有相當重要之貢獻。

喬大師曾拜三清觀主習劍道，後更赴日

本士官學校學習九宮劍法，談清雲回憶道：

跟喬大師學功夫不容易，他是調查局

的督察長，要等他有空的時候打電話

給你，等他打電話來才能學，喬大師

高興時才會指導學生，我們倆有時會

在餐桌上「以箸為劍」，用筷子比劃

練劍，有時候旁觀的同門師兄弟常不

解，認為這樣的行為是對喬大師的不

敬重，但我們倆則是熱衷在這樣的武

術學習氛圍中。（註13）

據喬大師書中所提，曾輔導美國弟子麥

克傑模創辦「中國小九天武道學校」於洛山

磯，指導法國人史瓦滋成立中國功夫館於巴

黎，指導徒弟高三倫於馬來西亞宏揚武道及

推廣洗髓功，與另位文學女碩士合力《中國

洗髓功夫》一書譯為英文版。（註14）喬大

師亦曾派駐菲律賓，旅菲期間推廣《中華文

化論衡》專輯，持續散播中華武道種子。

圖3　喬長虹（圖中坐者）與小九天門美國掌門人、小九天功夫學校創辦

人暨首任校長麥克傑模合影。（圖片來源：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

壽學別笈）

圖4　小九天門下美國弟子群，中持枴

杖坐者為喬長虹（圖片來源：喬

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註11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25-126。

註12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23。

註13	 談清雲，面訪，談清雲宅，2015年5月17日。

註14	 喬長虹，《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臺北：四章堂文化事業，2001，124。

註15	 談清雲，〈開創「中華黃帝道丹功五術協會」

心路歷程〉，<http://www.99ch.com.tw/info-detail.

asp?lang=1&doc_id=1205>，2015.07.31檢索。

註16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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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顯見，喬大師傳授武學及宏揚武道精神

不僅於國內，其宏遠的國際觀，可謂為昔日

國際交流之先軀。

四、著專書成就三不朽立言之心願

喬大師個性率直，剛正不阿，因是習武

之人，妒惡如仇、正義感強烈，也因此思維

較為單純，非生意人亦不懂得行銷與包裝，

並無將其畢生所學功夫用以營利之念頭，   

（註20）純粹只想將中國武道精神與洗髓功

夫之真諦推廣世人，造福需求者，以發揚武

道之光大。

喬大師之子女雖已為社會中堅份子，貢

獻社會良多，然未能繼承喬大師畢生絕學與

其獨門功夫，可謂喬大師生前一大憾事矣。

（註21）

喬大師將畢生鑽研之獨家絕學──小

九天武道中之洗髓功夫著書問世，堪稱鉅

作，對武術界貢獻極大，著作《中國洗髓功

夫之真諦》、《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

別笈》。此外，喬大師之相關專書著作尚包

括：《角觝》、《武道史觀》、《小九天學

真觧》、《中華文化論衡》等。（註22）

1949年，因國共內戰而隨國民政府撤退

到臺灣之武術精英，推動籌組成立中華民國

國術會，藉以互相切磋武技，增加交流，延

續當年中央國術館之精神，喬大師並擔任第

一、二、三屆常務理事兼總教練，1951年，

組織臺灣省國術會，喬大師亦為成員之一。

（註17）其後，會員中有太極拳同好，籌組

太極拳俱樂部，於1960年成立「中國太極拳

俱樂部」，喬大師為總幹事。（註18）1969

年，成立中華全國九宮拳委員會，後成立了

中華武道玄黃小九天社，主要傳授小九天門

靜坐心法，號稱洗髓功。

此後，一連串的武術協會及俱樂部如

雨後春筍般開展，且因彼時國家內外動盪不

安、社會氛圍低落且後續面臨國際的打壓，

因此，國術運動成為了民族復興的重要寄

託，而喬大師在籌組與推廣民間國武術團體

圖6　第三屆中華國術世界錦標賽時在夏威夷舉辦，喬大師擔任裁判長之獎狀

（圖片來源：喬氏自家荷爾蒙健康長壽學別笈）

及協會這一部分，貢獻良多，確實占了重要

的一席地位。

三、國際武術交流

菲律賓華僑界於1974年，禮聘喬大師

蒞菲國擔任菲華自強健身社總主教達三年之

久，傳授武術及宏揚武道精神足跡遍及全菲

國與各大島嶼，作學術性之宏道講演，對諸

子百家學說立論精闢，並將資料輯印成冊曰

《中華文化論衡專輯》，廣作流傳。（註19）

另據喬大師書中，除率隊參加新加坡

主辦的亞洲錦標賽，獲得七金，為國爭光之

外，在指導海外門生徒弟上亦多有貢獻，輔

導弟子美國人．麥克傑模，創辦「中國小九

天武道學校」於落山磯、指導法國人．史瓦

滋，成立中國功夫館於巴黎；、指導徒弟高

三倫，在馬來西亞宏揚武道及推廣洗髓功

註17	 郭應哲，〈太極拳：武術運動在臺灣的發展〉，<http://

smal lsh ieh .b logspot . tw/2010/05/b log-pos t_19.

html>，2014.08.30檢索。

註18	 林景泰，<臺灣太極拳先期萌芽、成長及發展

史略>，http://www.taiji-yangmi.com/collection01.

htm，2015.09.19檢索。

註19	 喬長虹，自序，《中國洗髓功夫之真諦》，臺

北：中華武道玄黃小九天學社。

註20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註21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註22	 喬長虹，自序，《中國洗髓功夫之真諦》，臺

北：中華武道玄黃小九天學社。

圖5　第一屆國術世界擂臺賽時在臺北體育館，喬大師執行裁判長之姿態（圖片來源：中國洗髓功夫之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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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術界的蒲公英  武道推手－喬長虹

肆、結語

喬長虹，臺灣洗髓功開山始祖，坊間

黃帝神功、帝王神功、九九神功等等，均直

接或間接傳承其下，（註23）現任軒轅教教

宗大師談清雲，即為喬氏謫傳大弟子，其師

承喬長虹與軒轅教大宗伯福證，開創「中華

黃帝道丹功五術協會」，在中部地區頗具名

氣，造福後世良多。（註24）

喬大師個性率直，剛正不阿，妒惡如

仇，正義感強烈，是傳統的習武之人，惟思

維較為單純，與生意人不同亦不懂得行銷與

包裝，並無將其畢生所學功夫用以營利之念

頭，單純的想將中國武道精神與洗髓功夫的

真諦推廣予世人，造福需求者，並藉以發揚

武道。因此，喬大師生前最大心願之一，即

是將在大陸所習得之洗髓神功，著作專書完

成《中國洗髓功夫之真諦》一書，將洗髓功

的精髓及技術內容做有系統的分類，並搭配

部分的現代醫學知識與觀念做為依歸，可說

是此領域的健康養身書籍中第一本，對後世

武術技巧、武學思想及武道精神的發揚與推

展，影響至鉅。

喬大師的子女雖已為社會中堅份子，

貢獻社會良多，然未能繼承喬大師畢生絕學

與獨門功夫，不免為喬大師生前一大憾事。   

（註25）此外，喬大師生前另個心願就是開

闢創建一座道場，做為傳授武術及發揚武學

的根基地，可惜生前沒有機會完成，但值得

慶幸的是，喬大師首席大弟子談清雲繼承其

心願，延續了武術的命脈，承襲喬大師的武

術技巧、武學思想及武道精神，種下無以計

數的武學種子，引證「生命之意義，在於創

造宇宙繼起之生命」一言，一株株滿載喬長

虹大師武術意念的蒲公英種子，持續地在世

界各地發揚、落地、生根。

註23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註24	 喬長虹，自序，《中國洗髓功夫之真諦》，臺

北：中華武道玄黃小九天學社。

註25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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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年）
年齡 重要事蹟

西元 民國

1916 5 出生。

1928 17 12
中學。

拜三清觀主為師，奠定武道基礎。

1931 20 15 九一八事變期間，因參加學潮被開除學籍，遂赴日受教育，入日本鐵道傳習所。

1945 34 29 任國民黨中統局錦州區負責人，擔任調查工作。

1948 37 32 再上醫巫閭山晉見三清觀主，獲得奇書祕笈，開示良多。應為喬氏習得洗髓神功之始。

1949 38 33 隨國民黨撤退臺灣。參與推動籌組「中華民國國術會」，其後任第一至三屆常務理事兼總教練。

1951 40 35 組「臺灣省國術會」，為會員之一。

1953 42 37 自軍中退役，回歸調查局。

1960 49 44 與太極拳同好共組「中國太極拳俱樂部」，任總幹事。

1969 58 53 成立「中華全國九宮拳委員會」、「中華武道玄黃小九天社」。

1971 60 55
撰〈我對老莊哲學之研究〉一文。

獲香港中文大學名譽哲學博士。

1974 63 58 擔任菲華自強健身社總主教。

1976 65 60 賚命「談清雲」為軒轅教武道院掌門人，談氏為第卅四代宗師。

1990 79 74 受聘擔任美國舊金山「美國法界大學」中文系教授。

2001 90 85 辭世。

談清雲，〈開創「中華黃帝道丹功五術協會」心路歷

程〉，

<http://www.99ch.com.tw/info-detail.asp?lang=1&doc_

id=1205>，2015.07.31檢索。

三、訪談

喬正中，面訪，喬中正辦公室，2013年9月5日。訪問人

為張智瑋，時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

班研究生。

談清雲，面訪，談清雲宅，2015年5月17日。訪問人為張

智瑋，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碩士班畢業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