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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康就博士是一名针灸骊 9同峙 9也是中大中署荸院 、中大道

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兼任耩雨 9和中大荨菜莛修荸院的内丹氟功

裸程蕖雨 °不遇 9如果要封袁博士作—侗更加蕖碓而贴切的描

逋 ,虑孩葫他是—名武痴 °





袁康就小覃畴期罔始召武 ·初畴跟随兄昊荸召雉家

功夫 。他形容60年 代的香港徙置匠黑社窨和珉仔横

行 ·荸武是菖峙一槿 白保 的方法 °上中雩後他便罔

始到武露跟鲕父肇塾 之後30年 一直未 曾固断 °其

中雩背蔡李佛 的畴固最畏 徙初中一直覃到大粤 ·

前後跟遇三位肺父 ·最出名的一位是李冠雄肺傅 。上大雩之後他罔始胃太棰 觫打坐和氟功 ·随後因舄太棰

的圃像随繇寮刚鲕傅智八卦掌 ·又因舄蔡李佛的踟像随趟竹溪鲕傅召太棰螳螂 °袁康就所覃的太 lolx拳 包括隙

式 `裼式和武营太棰 ·其中隙式太 lO9x昔 日在香港十分冷罔 9所以在80年代初 9他便趁在±匕京召譬期圊随王起

富鲕傅荸隙式太棰 9一 菖心雁 °後来他接蝎武营武衍 9具刂是因舄道教的圃镙 °89 90年 圊袁康就人道青松

觐 9同 期锺霎髓道畏在武营山詹刂辨武营道教武镐业首次封外教授武营功夫 9他便即峙前赴荸薹 琨在 .他 已

是武菖三羊派在香港馑有的雨佃傅人之一 °此外 ·袁康就也是第一代到少林寺雩武的荸生 其鲕樟延明琨已

在纽约刳辨了美圃少林寺 °

即使没有正式上遇擂台 袁康就翎一直有接受正窥的擂台技孽匐

"觫

°早期他有固搏擎的功夫主要柬自蔡李

佛 9但後来泰拳傅入香港 ·遵他的鲕父李冠雄都感到技邂一篝 ·於是袁康就就瞒著篾位酾父跑去荸泰拳 他

的雨位泰拳酾父分别是保昌拳露的王薨赓和泻碧拳薷的强蒿鸿 °不遇袁康就葫他所挛的泰拳亚不是纯粹的泰

拳 ·而是糅合了中圉功夫的泰拳 ·因舄王薨赓的鲕父徐保 昌曾怨同峙跟趟徙武荸胃太祖拳 ·又跟方野覃召正

宗泰拳 °琨在人亻卩习都葫中圉功夫虚有其表 9而袁康就刖韶舄中圉功夫的出路或者可以在太祖拳裎面找到 ·因

舄太祖拳其寅是菖年宋太祖逍匡胤用来匐觫士兵打仗的拳 rllI· 没有套路 著重宣戟 ·就好像解放罩用的制敲

招式 ·一式雨招就能擎敫敲人 °但他同峙也指出 9睾竟因舄太少人去懿真整埋中圉功夫 9凛致其匐觫方法和

搏孽宣戟都完仝不到位 9相反其他拳槿翎不氍在擂台上宣戟 9亚且德箱缍黢以改善弱黠 9逭就是中圉功夫在

癸展遇程中的一大缺陷 °

武常舆太棰

箍使身慷多槿武功 9但随著年妃澌最 ·加上因舄信奉道教的固像 ·袁康就後来擐是将大部份的精神和心力放

在武营和太棰雨套功夫上 9亚詹刂立了袁康就太棰内丹挛窨 9希望透遇研背勤功太棰和和静功打坐 9徙 而推虞

道家的道德和奏生鹳念 9艟而建到性命璧修的目的 °

「太桠的概念最早出白 《易傅》 : 『易有太棰 9是 生两馕 °雨橇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 °』武营和太棰都是源

出於浜三丰逭佃 C○ N9雎 然娠三羊在武富落挹脚 ·又碓葺是武功高手 ·但太棰拳铯封不是徙振三丰的十三

势裎面出来 9琨在我亻卩习打的太棰拳是由隙家满〈河南省温繇 )裎 出柬的 9裎面可能虑用了娠三丰的鹳念 9但其

寅除的套路御亚不是由恨三丰所盒刂°

「太 +。lx拳 的蝥展 一直都舆太 +·
x焦 酮 ·徙隙家清的第一代傅人隙王廷 ·到第十四代的隙畏舆都演有提遇太

1。lx· 都是打他亻卩弓的绑下拳 °逭侗绑下拳我没有眨羲 ·我以前舄文章都提遇 ·隙家太棰是一侗井常好的拳

槿 ‘它是营年戚艟光打仗匐觫士兵用的三十二势昃拳 ·而逭套拳是 由少林寺的大小洪拳 `通臂拳演化 出

来 9而 大小洪拳和通臂拳具刂是由宋太祖觫兵用的最拳演燮而成 °所以葫隙家清所觫的拳源流井常之好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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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舄後来没有仗打 9士兵唯有回到绑下打 ,隙王廷都是逭檬 ,泼仗打唯有回

绑耕篌 9得 茼就教弟子功夫 9文献更葫他有峙鲁看看 《黄庭艇》 .《黄庭艇》

是道教很重要的文献 。人锐隙王廷罔刳了隙式太棰 9但其寅他波有刳 ·只是

戚艟光的功夫流傅到隙家清 ·他再改膈了少少 °晾王廷把揎套拳傅铪隙昃典 ,

隙辰舆又把它教铪惕露蟑 ·而裼露蟑在 1852年 又拾到武禹襄的一本 《太棰拳

萧》 ·徙此以後才围始用太棰拳逭倜名 ·而不再用隙家炮锺 。

「武营的傅筋裎有不少道教高人 9他亻尸弓都遇捍落删於武菖山 ·包括吕洞寅 `隙

搏 `嘬三丰等 9所以武营的拳衍就箱合了内丹修觫 °靠内丹打拳葺通了一勤一

静 ,勤静筻修 .有奏生也有技擎 9正合我的胃口。

「武营和太桓雨者的追求其寅都是一檬 ·境界都是一檬 ·只是命名不同 。武营有

太乙玄罔刽 ·太乙即是太棰 9太乙 `太一 `太棰三者都是一榱 °武菖和太棰都是

探取被勤的形式 ,即鹰手即仆 `後蝥先至等概念 °外家拳通常都要狼 `要抬 `要

撞 ·而内家拳因舄修舄的嗣像 ,都注重和黯的觐念 9弥嗣以柔湾刚 `以弱媵弥 9

令刭打拳的主勤性减弱 9要你打我我才鲁打你 ·不舍第一招就取人性命 °因舄道

教的翮繇 ·武菖拳也是揉取相同的觐念 ,所以武营和太棰在精神上是吻合的 `—

致的 °雒使它亻卩习招式不同 9但打起来也很相似 9可捐大同小昊 :太棰拳主要都是

柔 .徒阪家清罔始 ,到裼家 `昊家 `繇家 9到今日都仍然是柔 ·只是仍然保留著

打炮锺的感簟 ;至於武营到今日郢J是刚柔参半 ·例如武菖的太柩窨用拳骨打你 ·

硬功多些 9不似太桠拳以用掌舄主 9不易旯血 °」

真正的太捶拳

琨畸袁康就主要教授太棰典内丹 9但他强铜煊袒的 「太枢」是一礓境界上的描

迹 .而不是一槿功夫上的描迹 °隙式太棰 `枵式太棰那倜 「太榧」是一篌形式 9

透妲揎槿形式 `招式和勤作 ,他期望能豹建到一侗稆舄 「太棰」的最高境界 °

「揎是一侗很高的境界 。雎然自1852年到现在都已怨百多年 9但仍然泼有人可

以打到真正的太枢拳出来 °我舄遇一篇文章 ,解释扁什瘿没有人可以打到真正的

太桠拳 ,原因是人人都流於一槿形式 °逭槿形式可能是圃家套路的形式 ,只 要你

赢到金牌就鲁有人拍手掌 ;又或者是由隙家後人打的隙家太榧 9他亻卩:雎然打得到

位 9但都只是去到隙家太棰的模式 ·而你逵到隙家太棰的模式业不代表你逵到真

正的太榧模式 °

「我懿舄唯一可以打得到真正的太棰拳的人 ·不是隙家子垤 9也不是金牌高手 ·

而是李小髓 °李小薷可以做到煞舄而扁 `舡限而限 `煞拳而舄拳 ,揎一槿煞舄而

舄的高度 ,就是太棰拳的高度 ·所以我懿舄唯一可以打驷J真 正的太棰拳的人就是

李小能 。

「我很熹欺太榧拳渲倜名 9也很喜欺逭佃境界 °我教徒弟都是逭檬葫 : 『你别以

舄我在教你逭套太棰拳的24式 `或者88式 `108式 9勰之你要跟著揎套勤作循规

蹈矩去荸 9有力煞力 ·有波有距雕 9瘾孩怎檬蝥勤 ·荸好了 9然後就要扔掉它 9

要怨舄而舄 ,揎檬才可以打到太榧拳出来 。』根璩逭倜道理 9其寅泳春 `武营 `

蔡李佛 `螳螂 ·全部都可以去到逭涸境界 ·只要你扔棹概念就成 .例如逭倜刁手

是螳螂拳的刁手 ·但其寅只要你打势J人 9揎是否螳螂拳刁手壶不重要 °

太棰舆内丹

去年袁康就接受港 台笳 目《功夫傅奇》的葫固 ·筋 目中指出很重要的一黠 .是 中

圃武衍的要旨在於提肛 °

提肛亦即是束勒蜴嗣 ·具艘来葫就是有意谶地往上提收肛 F弓 的一槿小勤作 °不要

小看揎倜微徊的小勤作 ·袁康就葫 ,如果将渲侗小勤作臆用在勤功上面 ·即是在

打拳的峙候有意谶地提肛 9所麈生的力量可以比波有提肛所麈生的力量大得多 :

若然瞧用在静功上面 ,即是在打坐峙做逭小勤作 9就鲁廑生真氟 °逭倜概念在道

教裎面稻掏内丹 9其宣即是一般人所敲的内功 °内丹是道教的核心修觫 9初陪可

用作一般譬病奏生 9而 高隋刖可用以觫精化氟 `觫氟化神 `觫神擐虚 9再 耩下

去 9可 以出神入化 ,踢神出蕺云云 。袁康就在科技大荸宗教哲荸系完成博士孽

位 9其辜棠揄文正是研究道教舆内丹 °至於由他所刳瓣的袁康就太棰内丹孽鲁 9

也是希望通遇内丹和太棰的修觫 ,去建至一槿更高屑至的境界 °

「太棰作栩一篌手段 9目 的是要建到一佃境界 °泳春 `螳螂 `蔡李佛都一檬可以

建到揎佃境界 ·只要忘记 自己所有的招式 ,羝舄地 `倏件反射地打出来 ·就是逭

倜境界 °所以其寅我觫太棰内丹又得 `泳春内丹又得 `蔡李佛内丹又得 9因 扁内

丹是一倜功能性来的 9你一提肛 ,爆炸力就舍繁捍得比你原来的强 °我所耩的是

一侗原型 9你 将揎倜原型APPLY到哪倜罔派都可以 °营然 ·武营和太棰都是薷

求内在的 ,所以和内丹修觫比较吻合 .也比较合题 °

「我看遇很多人打太棰 ,包括那些金牌逼勤景 ,都不能绚打出真正的境界 °瞧用

我刚才所菹拥的原具刂:提肛 `鼓遢 9使 自己由二去到一 9再 由一去到煞 °我懿舄

逭檬才是太桠拳瞧骸要走的路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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