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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與靈性:身體的科學、藝術與文化的聯結與動養



我對大會主題的理解

•聯結偏向概念

•聯手偏向行動

•聯心偏向情意。

連也。从耳，耳連於頰也；从絲，絲連不絕也
（《說文解字》網站：
http://www.shuowen.org/view/7761）



太極拳‧靈性‧體驗教育

如何聯?



聯結:身體的動養

藝術

文化

科學

呼吸及基本操

套路
推手



靈性如何來??

多被相信與靜思/養有關係



甚麼是靈修?圖像化下的意思……



•靈性維度所指者，乃非物質現象。它叢生於人類
的心智和良知，屬於觀念、信念、價值及倫理的
範疇，尤指那些高尚觀念。

•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o imply a 
phenomenon that is not material in nature but 
belongs to the realm of ideas, beliefs, values and 
ethics that have arisen in the minds and conscience 
of human beings, particularly ennobling idea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84)



靈性身體

•「靈性」使人成為真正的人；
人若失去「靈性」，就如「行
屍走肉」一般。「靈性」並非
物質，卻透過人的肉身呈現出
來。

•身體與靈性是不能被切割的。
雖然身體殘障或衰竭並非一定
阻礙靈性的發揮（加有少數身
體殘疾的人仍表現出活潑而感
人的靈性生活），身體的健康
情況是會影響人的心靈狀態。

•我們不必太著意去分開身體的
操練和靈性的操練，因為根本
沒有一種只有靈性而無需身體
的操練，所有的靈性操練必定
是身體力行的。並且，當我們
操練身體的時候，我們並沒有
暫時把「靈魂」撇在一旁。中
國人應該明白，功夫修練是身
體與靈性並進的。

•譚沛泉（道風山基督徒叢修導
師）基督教周報第 2285期
（2008 年 6 月 8 日）

http://christianweekly.net/2008/ti20080608.htm


靈性Vs.身體(關瑞文, 2016)
• WHO的靈性觀，從本體論層次上預設了靈性／物質的二元分立。

• 「身體與靈魂，兩者皆必須被治療（both the body and the soul must be treated）。」

• 漢語世界的人觀，大概沒有那靈性／身體、靈性／物質的二元論底蘊。

• 《太平經》有說：「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王
明1960，19）。「凡事大小，皆有精神⋯各自保養精神，故能長存。精神減則老，精神
亡則死」（王明1960，699）。「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
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
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
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王明1960，716）

• 漢語世界的人觀以至靈性觀，與以WHO為首所建構出來的靈性觀，是非常不一樣的。前
者視靈性與身體，或靈性與物質，在本質上是一的。後者的理解則建基於某種二元論上。
因此，兩者的靈性關顧以至全人關顧，在理論和實踐上可能是貌同實異。

• 作為基督徒的醫護人員，到底該以基督教信仰傳統哪個部分來與中國特色的一元論全人
靈性觀來對話呢？要回歸到舊約的一元人觀嗎？聖經的人觀究竟是一元還是二元的呢？





議題1:人是怎麼從體驗學習的?

機械比喻
Vs.

有機體比喻



二元論Vs.互動觀

• Cogito, ergo sum, (Latin: “I 
think, therefore I am)(French 
philosopher René Descartes in his 
Discourse on Method (1637) as a 
first step)

• 康德 <純粹理性的思考>

• In the body / mind view : “ I sense , 
I perceive , I feel , I respond , I act , 
I evaluate , I am … and therefore I 
am able to reflect on my being . ” 
In short , “ I am , therefore I think ! ”

身體
心靈







動靜自然展呼吸



導引:你感到了甚麼?
Express your feeling

•你的鼻腔有何感覺?

•你的胸腔有何感覺?

•你的腹腔有何感覺?

•你的肩頭有何感覺?

•你的皮膚有何感覺?

• ……

•你的心靈有何感覺?



聯結與動養:
基本操的科學、藝術與文化釋義

旋腕轉膀鬆沉



活動一借地力

化在腳還是身化.mp4


聯結與動養:套路的的科學、藝術與文化釋
義

招式:海底針 應用於擒拿



活動二 : 簡單美

•套路五式
•太極起式
•手揮琵琶
•海底針
•十字手
•合太極

8IATC-whatsapp-short 5.mp4


太極與靈性

•沾連黏隨不丟項

•引進落空

•借力打力,四兩撥千斤
•地力
•對方力
•自身力

•<易經>位‧時



太極拳經論的詮釋

•本體論(靈性):中正安舒‧虛實分明

•方法論(科學):
• 攻:其根在腳,發於腿,主宰於腰,形於手(指掌)
• 守:有上即有下，有前即有後，有左即有右，如意要向上即寓下力，若將
物掀起即加以挫之之意；斯其根自斷，乃壞之速而無疑。

• 陰陽互補，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柔中寓剛，剛柔並濟
• 實宜分清楚，一處有一處虛實，處處總此一虛實。周身節節貫串，無令
絲毫間斷耳

•知識論(文化):不易、變易、簡易。無極而太極，太極分陰陽，動
之則分，靜之則合，無過不及。

•價值論(藝術): 蠅蟲不能落,一羽不能加



本體一元論與陰陽互濟相尅論

太極拳

身體

靈性

心靈



在「和合」概念下的關鍵詞轉變

範式轉移

體驗教育

全人康泰

•本體論:技藝→情理

•方法論:訓練→陶養

•顯現:行為→身心感悟

•過程: 4F模式→動養模式

•運動→身心社哲靈

•身體→全腦連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