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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養生? 養身! 

演講者 : 李健儒 
 

宗岳門太極拳總會   會長 

宗岳門太極拳           傳印師 

宗岳太極                   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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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體驗示範 

 養生範例 

 太極拳養生?養身! 

 毛巾的啟發 

 東方運動科學 

 太極拳應有的特色 

 宗岳門太極拳 

 宗岳門技術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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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示範 

 結構定樁 

 發勁結構 

 帶掌環摔 

 拿腰纏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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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tc.wangchao.net.cn/baike/detail_1632439.html 

養生範例一 

轉目旋指術冠心
病、高血壓、頑固
性失眠、胃下垂等
患者，每服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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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http://udn.com/NEWS/HEALTH/HEA2/6922983.shtml 

傳統民間認為 
手轉球有健身功效； 

 
醫師認為 

適度轉球可增加手指靈活度及協調性 

「十指連心」古人認為，手指末梢及手掌，
分布有一些敏感穴位、刺激穴位，活動經絡，
使氣血暢通 

養生範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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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養生? 養身! 

以上兩例的共通特點 : 
 
因此 太極拳 要能養生 首要條件是 
 
並不是 緩慢的 動作 就能養生 
 

傳統觀念裡 養生是統稱 其實他包含了四種 生、長、收、藏。 
所以應該是養生、養長、養收、養藏。簡稱養生。 
 
以四季來說是 春夏秋冬 或者 放在一個小範圍裡 例如 每天的時間切割
成四個等分也是有生長收藏的過程而形成一個循環才能生生不息。 
 
現今則將養生理解為對自我                                                    。 
 

 

正確的翻筋轉骨 

動指 翻轉筋骨 強化內臟按摩 

身體方面的健康與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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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養生? 養身! 

資料來源: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1023/20/7947234_158525331.shtml 

動作緩慢 卻造成 膝傷的問題 
 
根本原因是 不正確的身體操作方式 
 
非但不能養生 反而傷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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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養生? 養身! 

 
所以說 養身 是                                                           才能達到 養生的效果 
 
若是 一味的追求養生之道 可是方法錯誤 則 效果不彰  

身體正確的操作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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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 養生? 養身! 

歸納上述 太極拳 能養生 內隱的原則/概念 

1. 避免勞損筋縮 

2. 筋長一寸壽延十年 

3. 養身! 合乎法度的動 

“筋長一寸壽延十年” 資料來源: 香港名醫 朱增祥 拉筋復位法 

宗岳以指領勁 

宗岳十法之翻筋軌跡 宗岳十法之翻筋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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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巾的啟發 

 攤平不擰的毛巾 (無結構) 

 適當使力擰的毛巾 (有結構) 

 

 過度使力擰的毛巾(壞結構) 

宗岳門太極拳強調的
翻筋轉骨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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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運動科學概述 

 勁由筋力由骨 (拳論論及) 

 勁利用率高的結構力(宗岳論述) 

 不討論肌肉力---注意!! 

 以結構力取代原始之肌肉力 

 不易因肌肉使力不當造成損傷 (勞損) 

 各類運動可套用並符合東方運動科學---宗岳太極 

 

 降低肌肉使用減少能量損耗 (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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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應有的特色 

 透過翻筋轉骨調整結構力 (法門)-避免關節過度磨損 

 武術技擊檢視筋骨結構力 (嚴謹)-強化肢體的結構 

 由嚴謹的結構力取代肌力 (轉化)-鬆柔有力的原因 

 無肌肉力的使用降低勞損 (養身)-養身到養生的邏輯 

 經由以上過程的鬆培養達到技擊、防身、健身、
養身於一身，是高效率的人體操作行為 

 養身才能進一步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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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岳門太極拳 

依據 王宗岳 所著 太極拳論 以及 師門傳承 檢視 內家武學 擴大至 人體操作準則 

建構出可學習成功的 太極拳 理論與技術 體系 

透過 四論的哲學基礎 以及 四術的技術綱領 經由十法的淬鍊鍛造  

四論 : 王宗岳 所著 四篇 太極拳的拳論 

四術 : 依據四論建構出的四個核心技術 

十法 : 對應四術的基本軌跡 

完全符合 太極拳應有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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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岳門技術綱領 

以指領勁---節節貫串 

翻筋轉骨---無有斷續 

內外三合---上下相隨 

以槍入拳---以曲為直 

符合前述養生範例的通則且更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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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參與~~ 

http://buwuztaiji.weebly.com/ 

TEL : 0928-559132  

E-mail : zongyuetaiji@gmail.com 

http://ztaiji.pixnet.net/blog/post/8297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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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宗岳門太極拳機密資料 禁止複製、轉載、外流    │ ZONGYUETAIJI  CONFIDENTIAL  DOCUMENT  DO  NOT  COPY  OR  DISTRIBUTE  

太極拳養生治療的醫學論證 
1. 長庚醫院復健科Lan之研究，經由乳酸測試證明，太極拳是最好的有氧運動。(資料來源: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29-403-10,2001) 

2. 台北護理學院Chao之研究：太極拳是中強度以下最適合的有氧運動，能使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的心臟梗塞病
人增加10%耗氧量。(資料來源: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medicine 30(4)：451-61,2002) 

3. 長庚醫院王博士之研究：太極拳能加強年老男性的血管擴張，可預防末梢血管疾病。(資料來源: Journal of the 

AmericaGeriatrics Society, 50(6)1024-30, 2002) 

4. Qin之研究：太極拳可延緩停經後婦女的骨質流失。(資料來源: Archiveo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tatin (10)：1355-

9,2002) 

5. 美國愛默雷大學醫學院Dr.許延森等的研究：(1)老人學習太極拳摔跤機率降低47.5%。(2)太極拳相較於走路、
游泳、健身操等運動，更能預防老人摔跤。(資料來源: 太極拳雜誌第116期31頁) 

6. 台北榮總研究部郭正典之研究：實驗組二十人練習太極拳之後，發現自律交感神經活性下降，副自律交感
神經活性上升，對照組二十人從事其他運動之後，未明顯發現相同現象。(資料來源: 太極拳雜誌159期) 

7. 美國波士頓新英格蘭狄康尼斯 (哈佛醫學院心靈身體中心) 赫柏*班森主任之研究：太極拳可降低心跳速度，
降低血壓，促進新陳代謝。(資料來源: 太極拳專刊74期13頁) 

8. 上海醫科大學附設華山醫院之研究：發現練習太極拳者，打二十四式太極拳一遍，其唾液中的特異免疫血
清球蛋白大量增加，表示其免疫力提高。(資料來源: 顧學裘著，中人名人養生術，台灣商務印書館) 

9. 春濱醫科大學之研究結論：高血壓病人練完一次二十式太極拳後，平均收縮壓降低10-15mmHg。(資料來源: 

中國太極拳第20頁，李德印著) 

10.台大醫院復健部賴金鑫，藍清笙醫師對勤練太極拳之中老年人做一系列的研究結果： 
 108式之太極拳符合有氧運動之強度，持續時間及頻率等訓練標準。 
 勤練太極拳者之心肺耐力 (最大攝氧量及無氧閥值)、柔軟度及肺活量等明顯地優於同年齡之中老年人。 
 勤練太極拳之老年人在兩年內心肺耐力之老化小於對照組。 

 勤練太極拳者，除少數個案因膝痛 (退化性關節炎) 無法照常練習外，其他極少發生運動傷害。 

11. 讀者文摘 (http://www.readersdigest.tw/article/2387) 

在英國，太極已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健身運動。太極的好處是動作徐緩，姿勢簡單，卻有很好的健身效果。 
哈佛醫學院的研究建議，太極比快步行走更能有效改善下半身的力氣和彈性，而且每小時可消耗二百五十卡路里的熱量。 
英國太極聯盟的祕書羅尼．羅賓遜說，太極很多動作是為了增進身體的協調性、減壓和強化免疫系統而設計，不同體質
的人都適合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