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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鬥八極拳風格理念闡釋—以「天王托塔」運用為例 
格鬥八極拳宗家師範   鄭朝烜  指導 
格鬥八極拳弟子   歐吉書  撰寫 

壹、 前言 

自從格鬥八極出現於台灣武術界，就有不少人提出疑問。這些質疑正面負面都有，例如到底

什麼是格鬥八極拳？為何要獨立於各八極拳門派之外？號稱〝格鬥〞很能打嗎？創始人鄭朝烜老師

自稱〝宗家師範〞不但東洋味濃而且好像有些自大？關於這些疑問，身為格鬥八極拳的弟子，覺得

有必要也有義務對這些疑問加以說明解釋，不要讓耳語揣測誤導了大眾。 
 

貳、 風格闡釋 

一、 為何命名「格鬥八極拳」？ 

鄭老師民國 74年至 79年間親自在文化大學教空手道，而文化空手道社自民國 74年至民國 94

年長達 20年時間皆秉持鄭老師的風格，在空手道比賽也有不錯的表現。現在鄭老師已將文化大學

空手道教練職務交付王一郎、何聯穎兩位學生先後繼續經營，並勉勵社員勿侷限於空手道而滿足，

要以開放心胸追求武藝的更高層次，將文化空手道社建立成沒有門派偏見並致力追求武術真實的武

術淨土。鄭老師除回饋空手道界之外，仍繼續留心國術、鑽研國術，並且勤於收集資料、訪師尋友，

企圖解開傳統武術的迷障。而今累積三十年的學拳經驗，與二十多年的教學經驗，鄭老師無私的試

圖將自己的經驗貢獻出來回饋國術界，並希望國術界能摒棄秘傳與門牆的觀念。因為鄭老師自己教

學的內容非傳統舊式八極拳，而是出自其所累積實戰經驗加以詮釋的八極拳，之所以不命名為〝鄭

氏八極拳〞乃是因為鄭老師認為此武學並非一人之私有，而是眾人之資產，所以將之命名為〝格鬥

八極拳〞。  

有人覺得命名為〝格鬥〞很刺耳，在網路上也有人提出：格鬥八極拳若要以〝格鬥〞為名就

必須先去參加世界的格鬥擂臺賽，否則不配稱為格鬥。關於這個說法我曾以一個寓言作為回應： 

有一個母親辛苦孕育一個小孩，等小孩出世之後母親希望她將來長得很美麗，所以幫小孩取

了個名字叫做"美女"。但是，隔壁的阿婆聽到這件事卻說：「喂！你的小孩要叫做美女，她參加過

選美嗎？得第幾名？要叫做美女，先去參加比賽再說！」 

隔壁阿婆這樣說有道理嗎？其實格鬥八極拳以〝格鬥〞為名是希望以實戰格鬥為目標，是鄭

老師對於其武學、門生的期望與未來發展方向，並不代表我們是最強的，國術界前輩衛笑堂大師也

是將其武術以〝實用〞為名，稱為〝實用螳螂拳〞。日本出現〝空手道極真會〞自稱是「最強空手

道」，那樣才是充滿挑釁的意味。事實上格鬥八極拳也不斷對將八極拳格鬥化做努力，我們所做的

事情有： 

1.出版八極拳專書 

鄭老師所出版的書中對一些八極拳較少人提及運用的動作，提出許多實戰組手範例，給予

八極拳學習者更多實戰概念，也給予八極拳更多的解釋空間。 

2.發表八極拳武學專論 

a.小纏絲手匯論： 

分析八極拳所用的纏為何，更進一步以實例解說腕纏、肘肩纏、身纏、大纏、小纏、

單纏、雙纏、毒蛇纏腕、袖吞金等之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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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沈墜勁試析--以馬步為例： 

以務實的實驗方式證明沈墜勁的威力，並藉以說明達成沈墜的要項為何，更兼論格鬥

八極拳的馬步規格與其他們派的差異。 

c.格鬥八極拳內勁試析： 

闡述沈墜、十字、爆炸三種勁道的關係，並以各種圖像、拳照配以線條詮釋格鬥八極

拳的內勁如何開展運行，清晰闡釋內勁，使內勁不再深晦不可理解。 

d.格鬥八極拳「拔而擊之」風格闡述： 

對於「拔而擊之」的概念如何運用於實戰對打，以圖文加以解析，建立格鬥八極拳的

實戰風格。 

3.交流溝通 

鄭老師和逸文出版社劉康毅社長在 2004年 9 月與 11 月間合辦舉辦了兩次「新書發表會」，

在發表會中暢言武學理念與其著作的風格特色，並當場回應讀者的問題，用意在促進武術交流，

摒除門派阻隔。 

格鬥八極拳正式向外推展至今已近一年，鄭老師一直在盡其努力希望武術界能捐棄門派之

見，開啟交流之風，並且朝向科學、理性的方向發展，貢獻一己之力。絕非以能打善打自矜自誇，

藉以開啟事端牟取聲名利益，這是要在此特別說明的。 

 

二、 為何自稱〝宗家師範〞？ 

其次，因為鄭老師所教授的武學不是所謂正統、秘傳、嫡系八極拳，而且有別於現在所流傳

者，所以能不叫〝正統八極拳〞、〝秘傳八極拳〞、〝嫡傳八極拳〞。因為鄭老師所創之武學見解自成

一家，所以自稱〝宗家〞。至於〝師範〞也是謙虛的稱謂，〝師範〞是指以教學為職業。因為沒教過

你，所以不敢讓你稱做〝老師〞，沒將你列入門牆，讓你拜師叩首，也不敢自稱〝師父〞，更不能對

你擺架子自稱〝掌門〞，所以謙稱〝師範〞。當然〝宗家師範〞這個稱謂日本味濃厚，但是卻頗能符

合鄭老師的狀態，何況現在已是全球化且多元化的時代，名稱其實是枝微末節之事，習武者應豁達

大肚又何必斤斤計較？ 

希望大家能體會現代武術家勇於提出自己見解的風範，與期望能灌溉武術這塊園地的苦心。

〝格鬥八極拳〞的存在不是為了消除異說、正本清源、一統江湖、萬流歸宗，所以無意捲入紛擾之

中，希望有志一同之武友能一齊努力能為往聖繼絕學，延續傳統武術命脈，重振傳統武術的昔日光

輝。  

 

三、 八極拳與空手道 

鄭朝烜老師在高中時期便接觸八極拳，也曾到武壇及師大國術社向楊曉東先生學習拳法，與

現在武壇葉啟立教練、許秋德教練約同一時期。因為鄭老師有鑑於國術教學在實戰對打上的不足，

所以在考上時大學做了一個相當不一樣的選擇--參加文化空手道社。在社會風氣開放的此時兼學中

外武術是很平常的事，可是在當時社會風氣仍相當封閉保守，捨棄博大精深的中華武術而改學東洋

武術，實在是需要勇氣的。 

鄭老師學習空手道半年後，才掛黃色帶就上場比賽，現在的空手道比賽要升上黑色帶才可以

比賽，可是當時是沒有色帶上限制的。首場比賽抽籤選中的對手就是黑帶選手而且是前屆青年盃空

手道社會男子乙組的冠軍翁先生，可是鄭老師在那場比賽只出三拳而對手僅出四拳，在不到一分鐘

的時間內就獲勝了，之後鄭老師參加的國內空手道比賽也鮮少有敗績。鄭老師當選國手參加國際比

賽也經常名列前矛，現在國內空手道名人也是國際裁判六段高手的"嚴建國"先生與鄭老師為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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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物。據鄭老師說，他之所以能以相當資淺的空手道學齡在空手道比賽常勝，得力於兩個因素，

其一是文化空手道社紮實的訓練，其二是將八極拳啟蒙老師楊明祐老師的八極拳剽悍風格融入於空

手道的實戰中。雖然鄭老師走的路不是傳統國術的路子，去追尋名師繼承嫡系祕傳，而是以自身體

驗去了解國術，縱然過程辛苦但收穫也是很豐碩的。 

鄭老師曾學過空手道，有人以為格鬥八極拳是引空手道風格加入國術之中，其實只要瞭解空

手道與八極拳風格的差異處，自然能理解其實不是如此的。空手道講求「突、刺、擋、踢」，是以

〝拳打〞為主，其風格為〝鷲〞字訣。鷲鳥覓食時在空中盤旋，一見到水中獵物，直衝而下，快準

迅捷，旋進旋出，毫不暫留。但是格鬥八極拳多有「頂、靠、摔、纏」，是以〝衝撞〞為主，其風

格如虎、如熊，招招求近身纏鬥，決不放過。所以基本上空手道與格鬥八極拳在攻擊概念上有顯著

的不同。而且即使鄭老師所學武術種類眾多，但是鄭老師注重回溯其武藝的真實風格，強調〝做什

麼就要像什麼〞，所以其空手道與八極拳的風格是迥然不同的。鄭老師空手道的風格是「騰閃彈躍、

疾脆迅捷，稍進即離，出手難測」，而八極拳的風格則是「猛打硬破，貼身纏摔，三盤絞扣，發勁

渾厚」。鄭老師風格是否真的如此，空手道部分可以詢問北部的早期空手道選手求證，而八極拳部

分鄭老師在 2004年九月的小八極新書發表會中曾公開演示〝馬步衝捶〞，出拳猛烈渾厚驚動全場，

當日有許多武友及武術前輩出席可以為證。 

 

四、 小結 

老子〝道德經〞雖僅有五千言，但是歷朝歷代註釋者以不同的思維觀點加以闡釋，所以道德

經可以是宗教聖典、可以是文學巨著、哲學津梁、也可以是治世規準，因之演繹出來的著作多如河

砂。但〝道德經〞不會因為不同觀點的闡述而減低其重要性，相反的，道德經因為不同時代的註譯

闡釋，為其增添新意涵、新活力，所以能歷久彌新。以此相較於武術，套路可比喻為經典，武術傳

習者只要認真體悟自然有心得，對傳統武術提出新見解是有助於武術的成長與進步的。但現今傳統

武術界的氣氛仍以追求嫡傳、秘傳為主流，多致力於復古尋真，仍未朝創新務實之方向大步邁進。

試想若〝道德經〞只尊一家之言，如何能傳佈天下，如何能豐富精彩而卓然於世。以此觀之，其實

武術傳習者應該對武術套路多加演繹發揮，以創新作為復古的動力，藉此賦予傳統武術新生命與新

希望。 

格鬥八極拳是鄭朝烜老師以自己實務經驗闡釋的八極拳，不論拳路風格與對招式的解釋明顯

與傳統八極拳不同，以下就「格鬥八極拳之小八極拳」一書中對〝天王托塔式〞的說明來印證此點。 

 

參、 各派「天王托塔」舉例 

一、 長春系八極拳 
1.霍慶雲 

現今流傳的霍慶雲大師〝八極拳小架〞的拳照可謂現存最古的八極拳拳照，霍慶雲先生為霍

殿閣宗師之繼子，霍氏八極拳霍殿閣宗師是開創長春系八極拳一脈之始祖，我們應當可以從霍慶雲

先生拳照想見霍殿閣宗師的八極架勢。鄭老師將此套拳照收錄於其著作的附錄中，我想是為了請讀

者比較古傳八極拳相與今日流傳之八極拳其間異同的意味。 
小八極拳的〝天王托塔〞與霍慶雲先生八極小架的〝挖目掌〞為相對應招式。觀察圖一中霍

慶雲的左、右手相對拉繃張，左手的手型底掌吐勁而且四指上指，右手四指扣而後拉，可推測是以

右手下扒防禦來擊，順勢以左掌擊面，且隱含以指力抓臉挖目的暗手，所以單此一勢即表達了防禦

與攻擊。圖二拳照應該是反面圖，可視為左手攻擊被架擋後，以左手扒捉對方之手，此時再瞬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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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出右手底掌攻擊。觀察右手手型與角度，應是由下上穿攻擊面部；轉身併步有利於讓出中線改以

側進攻擊。 
 

  
圖一 圖二 

 
2.譚吉堂 

在譚吉堂大師的八極小架 28式中的〝併步挫掌〞與〝天王托塔式〞相似。譚吉堂為八極拳代
表人物周馨武與霍殿閣的弟子，與霍慶雲為同輩，所以譚吉堂的動作理應與霍慶雲極為相近。但兩

人師出同門而同樣招式卻一名為〝挖目掌〞，另一名為〝併步挫掌〞。名為〝挖目掌〞應該是指此招

含挖目取眼之意，而名為〝併步挫掌〞應該是指動作流程中要注意手要〝挫〞、腳要〝並〞。對照圖

一與圖三，霍慶雲前手手腕微坐四指朝上，尚有未盡之勢隱含不發，譚吉堂前探之手五指分開且微

扣，以爪攻擊抓扯的意圖比霍慶雲更明顯。〝挫〞是兩手前後猛力扯拉的意思，影片中譚吉堂先生

下挫之力強猛，後手回拉直至腰側（圖四），與圖二霍慶雲先生之後手位置與相近。同時圖二中霍

慶雲之轉身較完全，前手也較為彎曲；譚吉堂先生之結束動作前手打直，而且未完全轉側。由此推

論，霍慶雲動作目的是為由腰部穿對方手臂之下曲線斜上取面，故手肘略彎；而譚吉堂的動作目的

由腰是斜直上出取頭面，故手打直且上抬，這是因為出手的角度不同，而造成身體轉側程度不一。

以實做而論，霍慶雲先生的出手的路徑比較不易被發覺也較為難防。霍慶雲拳照沒提到併步，但譚

吉堂提到，推測併步作用應類似於形意拳的跟步，是為藉地發力之用，兩人都應該同樣以併步輔助

出手，只是一個有提出另一則沒有提出而已。 

 

 

圖三  併步挫掌一 圖四  併步挫掌二 
 
3.小結 

此招之手法也稱之為〝扒沙手〞，在許多拳種也有類似招式，如心意六合拳之鷹捉、形意拳之

連環劈、六合螳螂拳之三把手….等，其不同處在於長春八極拳是以爪做攻防含以撲帶抓之意，且

以側身併步讓出中線做出其不意的結束攻擊。相傳八極拳宗師李書文先生以〝猛虎硬扒沙〞一招成

名，在長春八極拳之學員都會兼練操手功、靠樁功，所以手下扒之力道很大，不是可以輕易架擋的，

勉強架擋容易有皮破肉綻之險，由此想現當年李書文宗師爪掌威力之強大應當是不同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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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村八極拳 
1.吳連枝 

吳連枝先生為現今孟村八極拳的嫡傳掌門，也是將孟村八極拳推向國際的重要代表人物。在

孟村開門八極拳小架一路中之〝沖天掌〞與小八極拳的〝天王托塔式〞相似。觀察圖五、圖六可以

看出吳連枝左手掌是先向上而後翻掌向下收回腰際，推測其所做的手法應該是〝採手〞，而不同於

長春八極的扒沙手。由圖六也可見吳連枝換式出掌時身體並沒有完全側身且出掌高度約在頭頂，應

該是為了直接以掌打擊頭部。在影片中可以見到吳連枝轉側身躍起下跺，此步法也被稱為「跺步」，

在格鬥八極拳中稱為「磨搓步」。其作用應該在於兩腳同時下跺而手撐以增加出掌的的力道，與長

春八極拳前腳先行後腳併步的情況也不相同。 
此招的用法在圖七、圖八中有範示舉例。但以審問的態度加以審視，在圖八中如果對手起右

手格擋則攻擊立刻化解，此時雙方勝負還難定論，但是圖八中之對手不以格架做反應，而是以後仰

閃避做反應，是很難理解的。此招若要奏效，似乎必須要用右手以採手手法化解對方右手的攻擊，

並將其手下帶，再側轉至對手右側，同時跺步以左手攻擊其頭部。 
 

 

圖五  沖天掌一 圖六  沖天掌二 
 

 

圖七 圖八 
沖天掌用法舉例 

 
2.李俊義 

孟村開門八極拳研究會的秘書長李俊義先生為在 1980 年初期與吳連枝先生齊名，是近代中國

八極拳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此舉出與〝天王托塔式〞相似的招式為〝通天掌〞（圖九、十、十一）。

圖九命名為〝摘手〞，顧名思義即摘採之意，與圖中李俊義的左手掌心朝前五指朝上，雖與吳連枝

不同但是意義相近。圖十中李俊義的〝行步〞為其個人特色，行步有膝打的暗招，穿插在招式之中

對手甚難防備。圖十一的通天掌與吳連枝的沖天掌名稱相近且身形相似，用法應無不同。整體而言，

兩位孟村八極拳同時代的代表人物在此招式的動作上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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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摘手 圖十  行步 圖十一  通天掌 
 
3.競賽套路 

八極拳武術競賽套路的編寫，吳、李兩位都是重要關係人，吳連枝先生是執行主編而李俊義

先生是編委，所以可以說此套路的動作是兩人都認同的動作，故與孟村八極拳並論。競賽套路的高

級規定套路中〝轉身擊步沖掌〞與〝天王托塔式〞相似（圖十二、十三），圖十四是圖十三的反面

圖。在此招式中我們看到了完全不一樣的八極拳風格。此招的先手在孟村八極拳來說理應是採手（摘

手），在圖十二中卻是已經改成以四指前刺的攻擊手了，觀察圖六與圖十一吳、李兩位先生都是以

撲掌攻擊，而在圖十三可看出是改以切掌攻擊。再觀察圖十四左手的位置在肩膀，圖六、圖十一吳、

李兩位先生的手都在腹部附近，可見吳、李兩位先生採手後會將對方的手向下拉以破壞對手體勢，

故手在腹部，而競賽套路將左手置於肩膀，可見沒有拉下的動作，而是以側轉躍進做直打攻擊，所

以圖十二與圖十四左手的高度一樣。國術的特色是重視手法運用，與以打擊為主的西洋武術並不相

同，但是此招在競賽套路中竟然將原有手法取消，展現出打擊式的西洋武術風格，實在令人詫異！

另外，競賽套路中與沖掌並用的步法並非併步或是跺步，而是〝擊步〞。擊步之要求為「擊步雙跺」，

但是兩腳一撞擊，下跺之力便會減輕，如此就無法藉助地力了，出掌之力純為手推之力，更顯出與

其他們派之不同。 

  

   

圖十二  轉身擊步沖掌一 圖十三  轉身擊步沖掌二 圖十四（圖十三之反面）

 
4.小結 

此招孟村八極拳是以〝採手〞做接手繼之以〝沖掌〞攻擊，與長春八極拳以〝扒沙手〞做接

手繼之以〝撲掌〞做攻擊，兩者相似卻又不同。兩派的相同處在於出第一手之後會側轉身體出手，

而出手瞬間所採的步法卻又不盡相同，長春八極的〝併步〞強調在身體重心快速跟上腳步以利出手

力道，是屬於轉身橫移的力量；孟村八極拳的吳連枝與吳俊義都是先跳起縮身然後下跺上擊，顯然

是藉下跺以助掌力，是屬於全身縮蹤的力量。綜合言之，長春八極拳出手較為沈猛而孟村八極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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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較為脆快，而競賽套路八極拳則是將此招的手法、步法改掉，招式精神已經不在長春或孟村的範

圍之內了。競賽套路為傳統武學的傳習者詬病已久，認為競賽套路可能會消滅傳統武術的精華，由

此招觀之可知所顧慮實在不無道理！ 
 

三、 武壇八極拳 
1.劉雲樵 

武壇八極拳劉雲樵宗師與霍氏八極拳創始者霍殿閣同是師承於李書文宗師，理論上應該是極

為相近的，但是比較長春八極拳與武壇八極拳卻在拳風上相當不同。下列圖十五、十六為劉雲樵宗

師小八極拳照，圖十五名為塌掌，圖十六名為托掌。以此相較霍慶雲之挖目掌其實動作規格頗為相

近。在中華民國聯合警衛安全指揮部民國 73 年出版之〝八極拳的訓練教材〞中對〝塌掌〞的動作

說明為「轉身向右約十五度，右手向右側，由上向下履按，後收置於腰部，左手順右手被前身成探

掌，腳成右虛步，兩眼視左掌」；〝托掌〞動作說明為「重心移至右腳後，雙腳以搓步法向前搓進，

左手同時下按，後收置於胸部，右掌上托成拖塔式掌法，內含掐勁，眼視右掌」。由上列兩段文字

觀之，此招在長春八極拳所採的手法是扒沙手，是剛強硬破的手法，而武壇則是右手履按而左手探

掐的柔性手法，兩者明顯不同。而且履按是楊氏太極的手法，八極拳應該是沒有這樣的手法，由此

可大膽推斷武壇八極拳已經兼採楊氏太極拳手法融入八極拳了。武壇〝塌掌〞之後的〝托掌〞掌型

與長春八極拳的挖目掌、挫掌均有所不同，挖目掌、挫掌都是用剛法以取眼面，但托掌卻是走巧鋒

以掐頸顎，兩者之風格大異其趣，由此也可印證武壇八極拳的演變。  
 

  

 

圖十五  塌掌 圖十六  托掌  
 
2.小結 

由以上的比較可知此招武壇八極拳與長春八極拳卻實有不同處，而且之所以不同是因為引其

他武術觀念入八極拳的關係，引入者到底是李書文宗師或者是劉雲樵大師尚無確論，但由此都可以

想見其不畏改革，為八極拳增加新內涵的創新精神，後世八極拳學者應當慎思而效法之才是！ 
 

四、 其他 
1.薛乃印 

圖十七至圖十九節錄自薛乃印先生的《圖解‧八極拳—八極小架》一書，此招名為〝飛虎展
翼下山岡〞與〝天王托塔式〞相似。薛乃印先生為武氏太極拳名家，據其書中所言，其八極拳是向

中學時的好朋友孫柏江的楊姓老師學習，這位楊老師是霍青雲（霍慶雲）的弟子，乃是霍氏八極拳

的第三代傳人。但是依據圖片動作分析，薛乃印先生與上列之長春系八極拳第二代人物之動作又有

明顯的差異，所以特別舉出以分析其動作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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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乃印書中對圖十七的描述為「左掌微坐腕，掌心朝前偏上，兩眼平視前方」。其中〝微坐腕〞

則仍有以底掌攻擊的意味，但是卻以標指取眼的方式前進，類似八極拳基本八式中「塌掌」的手法。

圖十八應該是本招的過渡式，圖十九則是繼圖十八後將「左手臂外旋屈肘回收，左掌變拳收回置於

左腰際外側，拳心朝上，屈肘約 45 度左右；右手臂內旋，右掌隨跟步坐腕前推。高與肩齊」。依據

此說明則此招第二手與出直拳類似，所不同只在於跟步震腳與變拳為掌而已。因為兩手均為正面直

出，所以結束體勢正面朝前，而這點與長春、孟村側轉身體而進的共同風格又有不同。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2.高溥懋 

高溥懋先生學武經歷豐富，在其武學經歷簡介中提到舉凡南派洪拳、北少林羅漢拳、彈腿、

陳氏太極拳、楊氏太極拳、吳氏太極拳、武壇李氏八極拳、霍氏八極拳、吳氏八極拳等，高先生均

有涉獵。以下拳照取自《八極小架—霍氏八極入門書》一書，招式名稱為〝併步措掌〞與譚吉堂的
拳招名稱相同。據其書中所言，此拳學自霍氏八極拳傳習者姜先生，但書中並沒有列出姜先生之名

諱，而且也僅以先生稱呼之，所以難以瞭解確切體系。因為高溥懋之著作為台灣本地人向外學習霍

氏八極拳的僅有資料，所以在此列舉以供讀者參考。 
觀察圖二十其左手四指直斜上，在書中之說明為「左手向前伸出大約與眼睛同高」，推測其作

用應該是以指取眼，應該類似競賽套路之用法，但其拇指外開幅度較大，拇指外開太大在實戰中容

易被搶指，懂實戰者通常是要避免的，所以在此應該有其他特殊用意，可列為與傳統八極拳不同的

特點之一。再觀察圖二十、二十一中左手位置變換，可知道其左手應該是直接下壓而非畫弧而下收

回，因為如果是畫弧收回，手肘的位置會再後面一些，其動作目的在書中有說明「左手放於於右肋

處防護」。但如果是為了要防護是不容易理解的，因為在圖二十一中其右手掌所推的位置近於頭頂，

如果對戰時推掌如此高，一來對手容易格架且容易躲過，二來腋下空隙太大，腋下如果被重拳擊中

是會吐血致命的，因為完全側轉左手掌離右側腋下太遠可能無法防護，如何解救是個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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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 圖二十一 

 
3.小結 

市面上的八極拳書籍眾多，但是比較研究之後可以見到其演變的過程，越是早期其架勢所包

含的手法越豐富，越是後期的架勢越是以打擊為主。正如之前所說，中國武術的特色在於手法，這

樣的演進代表有許多八極拳的手法正在消失。海峽兩岸學習八極拳的人口眾多，但是如此多人學習

的武術卻逐漸喪失其精髓，是值得深思與警惕的。 
 

肆、 格鬥八極拳〝天王托塔式〞解析 
由以上述各派天王托塔的舉例比較，我們可以清晰見到各派手法的不同，但是在三十年前資

訊不發達的時代，大陸八極拳資料斷絕而台灣八極拳資料也不完整，在當時對要進行武學比較研究

可以說是是困難重重，要瞭解武術的真相更是難以求得。當年的鄭老師並不知道長春八極拳〝扒沙

手〞的原貌如何，也不清楚〝爬山手〞原來是〝扒沙手〞的轉音，更不會明白劉雲樵宗師是以履、

按手法施展此招，只知道〝爬山手〞是李書文宗師賴以成名的絕招，所以在學習施展此招手法時，

如不能達到應有的勇猛剽悍的威力，則反恭自省研究探討並且不斷的試驗求實，以求符合八極拳拳

訣與應有風格。所以鄭老師總結其學習與教學心得後提出格鬥八極拳的〝天王托塔〞，此招是名副

其實以「爬山」的姿態施展（圖二十二～二十四），而且在施展時融合〝虎撲〞與〝大劈〞的勁道

以求剛強猛破；加之以、〝開門〞、〝得門〞、〝鎖門〞、〝定身〞之觀念以求控制；結合〝纏絲〞、〝螺

旋〞、〝磨盤〞、〝雙飛掌〞、〝十字扣〞等技巧以求入手；運用特有的〝月牙鏟〞、〝流星墜地〞手法以

破氣罩、取喉嗉、折斬腰；更發揮〝併步〞、〝捆步〞、〝鎖步〞以拔跟破勢。當初鄭老師力求復古以

符合八極拳真相的努力，回顧今日加以比較各家招勢內涵，卻變成獨有的風格，實在是始料未及的。 
鄭老師雖體認自己的八極拳風格與其他派別之八極拳不同，但是他仍覺得他的體悟就是八極

拳而非其他拳種，套用形意拳的說法，拳法是「內意而外形」，但求內意符合拳法的真精神，不用

外形一成不變。鄭老師以八極拳祖師爺的心法口訣闡釋拳法，雖然外形與各家八極拳不同，但是自

古八極拳各家原本就有差異，不獨鄭老師如此，只要心法仍是八極拳心法，就不能不以八極拳命名。

所以鄭老師在其書中說將其心得匯結「命名為『格鬥八極拳』，為示不忘本源」。 
在鄭老師的書中限於圖片的單格動作，不能詳見過程中技巧的細微轉換變化與內勁運用，所

以鄭老師與逸文出版社劉康毅社長在 2004 年的九月與十一月間合辦了兩場新書發表座談會，公開

示範自己的見解。座談會中鄭老師曾對「天王托塔」詳細解釋，且慢動作分析說明，將自己的辛苦

籌思精華無私的奉獻以期有助益於國術學者。由此可知格鬥八極拳是以復古創新為風格，以交流分

享、摒除門派觀念為理念。以下再藉著對〝天王托塔式〞運用的闡釋，再一次印證格鬥八極拳的風

格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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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圖二十二  1257  圖二十三 1259圖二十四 

金豹露爪 倚馬問路  

 

  

1258圖二十五   
天王托塔   

 
格鬥八極拳的〝天王托塔式〞在實戰上運用的武學技巧、觀念依施展之時序之可分五類十六

項，外顯規格與其他派別有相當大的差異。分項而說有：對峙、虎撲大劈入手、磨盤入手、托塔手

法、地盤腳法等五類，開門、得門、鎖門、虎撲、纏絲、螺旋、大劈、定身、磨盤、雙飛掌、十字

扣、月牙鏟、流星墜地、併步、捆步、鎖步等十六項。分類細說如下： 
 

一、 對峙 
1.開門 

每一種招式都有其適用的防守範圍，以本招為例，其防守範圍為胸、腹之間的攻擊，如果攻

擊超出於此範圍則須變換其他招式應對，這是在理解招式含意時不可不知的。但是出手變招總嫌

遲，所以必須以我之對戰體勢誘導對手在我預設的範圍內做攻擊，因此鄭老師提出對戰體勢必須有

〝開門〞的觀念。亦即我所擺出的體勢是開上門、中門、左門、右門自己需分曉，如何誘敵、如何

防守、如何應變事先必已熟練清晰。 
2.得門 

其次，須瞭解攻擊時的〝得門〞的觀念。《萇氏武技書》中有所謂的〝得門而入論〞，其說法

是以腕為大門、肘心為二門、膀根為三門，「不論他先著手，我先出手，只在此處（膀根）留心，

邀住他手，粘連不離，隨我變化，任意揮使，無不如意，他自不能逃我範圍。」，由敘述可知此萇

乃周先生的得意見解。若我為主攻時要當然直取三門，若有機會觀察對手出手時也要善察其攻擊交

手在何門，以判定其攻擊威力與程度。 
3.鎖門 

以防守者的角度，不可等到攻擊已到大門才防守，攻擊手若已到大門則防守者已經有危險了。

因此，鄭老師提出了〝鎖門〞的獨到觀念。而這個觀念其實是從足球的守門員得到印證，足球守門

員為了防止球被踢進門內，所以必定站在門外，參考射門者的位置調整守備位置，而其守備位置必

須是最能順利攔截射門者任何方向來球的位置。實戰運用上也是類似的情況，對手要攻擊我的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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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無窮，但是對方要有效攻擊，其出手必定會經過一個我與對手間的固定的區域，以圖二十六示

意，在此區域是交手攔截的最佳位置，所以稱之為〝鎖門〞。若是瞭解〝鎖門〞的概念就不必去追

攻擊手的路徑，去追攻擊路徑不但慢一拍而且容易被矇騙，但只要在此必經區域封截閉鎖，就可以

十拿九穩的將攻擊攔阻於外。所以這個觀念有「以靜制動」、「後發先至」的神奇功效，是非常實用

的實戰觀念。以上是對戰雙方均未發動攻擊，我應事先具備的概念。所謂「妙算多者勝」，實戰對

敵是鬥智與鬥力的競爭，光憑臨場反應是不足以應付其間的瞬息萬變，擁有這些概念者，可以佔足

先機。這些概念原本必須在格鬥八極拳黑帶以後的實戰組手班才會傳授，但是在徵詢過鄭老師首肯

之後，在此提出印證格鬥八極拳之理念，並促進實戰經驗的交流，願得其意者能善加利用。 
 

 
 
 
 
 

      

三門 二門 大門  大門 二門 三門 
身 肘 腕  腕 肘 身 
我   鎖門   對手 

圖二十六  鎖門、得門示意圖 
 

接下來要談的是本招運用時，與對方接觸的第一手其內在勁力與接手技巧。格鬥八極拳之小

八極〝天王托塔式〞的接手可分為〝虎撲、大劈〞與〝磨盤〞兩個系列。虎撲、大劈取自〝倚馬問

路〞而磨盤則取自〝金豹露爪〞，以下先就虎撲、大劈討論起。 
 

二、 虎撲大劈入手 
1.虎撲 

〝虎撲〞顧名思義為「虎爪之形、撲之意」所施展出來的招式。虎撲就手型而言是以虎爪坐

腕的方式前探，相較其他派別本招的先手，長春〝挖目掌〞、孟村〝採手〞、武壇〝塌掌〞均有不同。

再單就虎爪之形與長春傳人趙福江先生所提出的〝耙型手〞也有不同，其關鍵在於虎爪帶〝爪指扣

抓〞而非〝硬扒〞。對照武壇之虎形，引述劉雲樵大師在其著作《八極拳》一書中，有關「八極拳

取象」的一段文字說「虎形（通背）    這是上半身的訓練，以抽出肩、背的勁道為目的。通背也

稱通臂，就是打通背脊的意思。一般也有寫成“捅臂＂的，那是因為從外表看來，好像是左右兩臂

向前捅打。」。由以上文字可以理解台灣武壇一系的八極拳的虎形其實是著重在〝捅〞，其力量根源

在於背脊，故其虎撲多稱之為〝推窗〞。格鬥八極拳的虎撲其力量根源雖也在背脊，但是卻以肘領

背脊之力而出（圖二十七），所以上半身挺起前撲，所重視之力量來源不在於〝捅〞而是在於〝撲〞。

其外顯型態如登山攀爬，故也稱之為〝爬山手〞或〝猛虎硬爬山〞。此虎撲出手雖直進，但是腕、

肘、肩成曲線，如彎刀之割，媲美螳螂手之雙鐮；坐腕含虎爪，底掌可吐大天星力；指爪力道貫串

脊背含勁雄渾，可撕可抓。單此一手即可有多種應用變化，單此一手就可以硬破直入，其威力是相

當強大的，因此格鬥八極拳回歸其本仍稱之為〝虎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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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七  虎撲 
 
2.纏絲 

此虎撲之手雖然直行而去，但是其中還可有纏絲與螺旋兩種變化。虎撲用於主攻當然要求直

行硬破，以剛求勝，但是運用防守時也可用以接引對方勁道，用柔以化。虎撲用以接手時，在直行

的過程中要畫小圈以利做纏絲與螺旋，所畫之圈不宜太大要儘量求小，熟練者只有手會微微動，不

易觀察出其他異樣。虎撲纏絲之目的與虎撲直出不同，不在直取對手之身體，而是要運用防守者〝鎖

門〞的觀念，在對方出手必經之區域上方埋伏以待。因為虎撲纏絲畫圈用於守，若對戰時一旦察覺

有機會可進，則不必畫圈逕可直取。 
鄭老師在《格鬥八極拳內勁試析》一文中曾提及雖傳統八極拳有〝纏法〞，但此纏法未必是〝陳

太纏絲勁〞，同樣道理，鄭老師對纏法與纏絲也有其獨到見解。觀察當今大陸所謂陳家太極拳四大

金剛，鄭老師認為格鬥八極拳的纏絲技巧雖然也是參考陳氏太極拳招式理論而體悟的，但與四大家

有顯著不同，所以只可稱為鄭老師的創見，讀者不必強與現代陳氏太極拳所說的〝纏絲勁〞做聯結。

〝纏絲〞在鄭老師的理解為一種身體內蘊的之力，其力如〝纏粘之絲〞，其作用在於將對方之勁引

進落空，或將其引為己用以助攻擊，故虎撲纏絲施展之先要手中有〝纏絲〞。此纏絲之鍛鍊，不在

本文討論範圍，只是言明鄭老師出虎撲時手是帶著如絲纏粘的力道，所以與對方之手接觸時對方之

手並不會彈開，對方也不會有出下一手的反應。此招如果改以下擋方式做防禦，就會將攻擊手撥打

離原來發力路徑，而造成發力路徑的截斷或消失（圖二十八），發力路徑一旦被截斷或消失，對手

就會有察覺馬上有反擊的動作出現。所以纏絲勁是本招中最難也最重要關鍵，只要纏絲做好對手就

已經進入接下來的招式佈局之中，難以脫身了。在此招運用纏絲勁時不需將力引進落空，而是要引

其力助施技者第二手大劈之力。圖二十八與圖二十九為 2004 年鄭老師與逸文出版社劉康毅社長合

辦新書發表座談會的實況剪影，當時鄭老師也曾向當場的武術界朋友說明此纏絲勁的運用。 
 

 

圖二十八  虎爪下擋 圖二十九  虎撲纏絲 
 
3.螺旋 

接下來再說明〝螺旋〞。螺旋與纏絲同是指運勁的路線，同樣是以圓形曲線行進，但其不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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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用分，纏絲在於纏、粘而螺旋作用在碾咬、緊鎖；以運用路徑分，纏絲用圓的底邊而螺旋用圓

的側邊；以運用時機分，纏絲運用於接手的瞬間，一旦纏粘之後為保對方勁道不能回抽，再加螺旋

以使對手之體勢與力量更深入，使其沒有轉換變化的空間。在接手瞬間施技者畫了兩個圓，一是纏

絲一是螺旋，但接觸都以短圓弧處理，所以可以快速且不滯。 
在外顯動作上，虎撲、纏絲與螺旋是同一動作，但是在施技者而言已經運用了三種觀念與勁

道，這是武術家的內在風光，以往都是需要修為高深者才可窺探。所謂「鴛鴦鏽出從君看，不把金

針度與人」，歷來武術家的內在世界都是不輕易示人的，而今詳述之，有心人當不可輕易放過。 
4.大劈 

本招第一手為虎撲而第二手便是〝大劈〞。大劈的力量來源在背，筋肉伸長全身拔起，配合吸

胯擰腰而劈，連結前一勢虎撲回收之力，則有雷霆萬鈞之勢，此劈可以一劈到底，對手決難招架。

其缺點在於此招雖難擋，但是一遇格擋便難以單用此手格斃對方。所以在此招運用時大劈速度要

快、威勢要強，但下手留有彈性，以〝定身〞為主要目的。 
5.定身 

〝定身〞的觀念也是鄭老師所獨創，在現有的武學文獻中並不曾有記載，此乃鄭老師透過實

戰的體悟，所匯歸出來的見解。以透過大劈完成的定身為例，大劈的力線延伸方向要通過對手的重

心（圖三十），對手上抗此劈擊力必定有反作用力向下，此反作用力造成對方的身形穩固不易變換，

故稱之為〝定身〞。被定身時對手注意力與氣上移，此時順勢進手或進腳對方都難以有反應。在第

三人觀察會覺得對手快速攻擊後突然停止攻擊與反應，竟然乖乖的讓施技者完成招式，也就是眼睜

睜的見對手打來而無法反應，這是非身歷其中難以感受的。由於其奧妙難言，所以特在圖三十中標

出力線，以利讀者觀察學習。最後要說明的是，定身並非只有大劈可以完成，在鄭老師的武術中藏

有許多定身的觀念，讀者可參照鄭老師著作印證。 
 

圖三十  大劈定身 
 

三、 磨盤手入手 
1.磨盤手 

雙手先後畫同一圓圈以制住敵人攻擊手的手法稱之為〝磨盤手〞。其施展要點在於兩手所畫的

路徑要圓，且兩手路徑須在同一圓上，此點觀察圖三十一和圖三十二兩手接手點的高度起伏可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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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磨盤用兩手接一手，接手之前力後力要相連承接不斷續，以引對方之手深入為佳。接手先以〝沾

粘〞之力連接對方之勁，方能使對手無從反應，接引來力如果有斷續或格擋之力產生，則對手容易

回力、消力、變招或出手，如此則磨盤手法所設之局便不能成，招則破矣！。磨盤手的作用在於利

用兩手取一手的過程中，以彼來擊之手遮擋其第二攻擊手，並且讓施技者可以多出一手可做攻擊之

用。為了要達成遮擋第二手攻擊的效果，所以施技者之第一手須將對手之攻擊引偏（參看圖三十

一），並且兩手互換將手藏於視覺遮蔽處（圖三十二），拳諺有云：「出手不見手，手到不能走」即

是此意。 
2.雙飛掌 

磨盤手之後常銜接的手法即是此〝雙飛掌〞（圖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以圖三十三來看，

鄭老師施展雙飛掌之左手由隱藏之處突然上揚於對手眼面進而下劈，這是有特別用意的，因為揚手

於眼面則對手必定急忙舉手架擋，向上架擋時重心浮起則有〝拔其跟〞的效果，下劈則可以施展〝定

身〞之術。如此方式在有些武友看來可能覺得不必拔跟、定身，在磨盤手之後若換以點睛手、破刀

手…等手法都可以直接重創對方，其實這是為了做出是為了做出〝天王托塔〞才需要如此。這也牽

涉到組手設計之目的與實戰不同，組手是為了模擬與練習該招式，所以之前的佈局鋪陳也可以獨立

也可搭配變換，若論及實戰當然要以速戰速決為首要。圖三十四中鄭老師以右手做了一個〝旋切〞

的手法，其做法是以右肘為不動的支點，右手坐掌向外側下切畫圓弧。其作用在以此捲切之力抽拉

出對手的重心，使對手之力集中於右手前端，但不使其崩潰。對手重心瞬間前移則必有回穩之需求，

所以對手之右手有上抬之抗力存在，此時鄭老師右手下切之勢亦已盡，其下切之力會陡然消失，變

成兩手上行之磨盤手，對手右手上抬之力無可化消便會彈起，造成〝捲彈〞的效果（圖三十五）。

此效果猶如將對手視為一個彈板，使其下壓上彈，施技者順此上彈之力入身合其回去之力，對手不

易察覺。 
磨盤手與雙飛掌在南派武術的手法中常見，雖然如此但是鮮少有人對外論及其作用、效果如

何，鄭老師以自身體悟將其併入格鬥八極拳，並以自身見解詮釋此手法，但是經過如此的併入與詮

釋並不改變八極拳應有的威猛纏打風格，而是這是鄭老師練拳、解拳的重要規準，不會將八極拳施

展出其他拳種的的風格。 
3.十字扣 

雙飛掌入身之後的〝十字扣〞也是鄭老師的創見，是對八極拳手法的貢獻。論其厲害之處在

於施技者之兩腳一手均可騰出做攻擊，而對手卻被一手制住兩手與身體。此處之十字扣做法是順著

對手捲彈回力的瞬間，左手旋切而下使對手之左手腕與右手大臂疊合，再以左手五指抓住對手左大

臂上提，左肘沈墜連接全身力量灌於左手，壓住對方兩手（圖三十六）。 
 

 

圖三十一  磨盤手 01 圖三十二  磨盤手 02 圖三十三  雙飛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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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  雙飛掌 02 圖三十五  雙飛掌 03 圖三十六  十字扣 
 
四、 托塔式 

托塔式在格鬥八極拳存有兩個概念其一為月牙鏟，其二為流星墜地，而月牙鏟又分破氣、取

喉等二部分。此式在長春、孟村八極拳皆為以掌擊面的概念，唯獨武壇八極名為托掌，棄了以掌擊

面的做法，而改以掌托喉、以指掐嗉，以此也可瞭解八極拳在武壇一支是有加以演化改變的。鄭老

師早期曾學武壇八極拳，所以也承接了托掌的概念，但是鄭老師在此概念下加以補強加上自身體悟

經驗，進而形成了月牙鏟與流星墜地的獨特手法，這是其對武術創新改革的貢獻。月牙鏟之手型（圖

三十七）與武壇托掌手型（圖三十八）相較，讀者可以自行發覺其不同處。 
 

 
圖三十七  月牙鏟手型 圖三十八  托掌手型

 
1.月牙鏟破氣 

天王托塔與托掌皆是以喉為標的而非取面，取喉會有對手頸部肌肉強難以掐扣的問題。坊間

有許多硬氣功表演皆是以喉做主題，表演者喉部肌肉之強可以抵擋槍刺或折彎鋼筋，其次許多武術

選手或運動選手頸部肌肉也很強壯，不是一般人可以用指力扣掐使其致命或重傷的。基於此理由，

鄭老師認為應該先破對手之氣罩再取喉方可十拿九穩，所以天王托塔月牙鏟的第一手需先破氣。其

做法為以手掌重力急拍接近喉嚨下方之上胸部位，且虎口對準喉嚨成〝月牙〞形狀。此處較胸部正

面脆弱，掌力若夠渾厚不只破氣且當場吐血之虞。下拍之力要要疾且沈一拍到底，不可中途放鬆導

致回彈，拍彈的力量是不足以造成大傷害的。下拍之後要順虎口方向對準喉嚨上取（圖三十九）。 
2.月牙鏟取喉 

月牙鏟取喉的字訣為〝鏟〞。〝鏟〞有向喉嚨內鏟擠壓而後向上托舉之意（圖四十、四十一），

其所用以內鏟之部位為圖三十七所標示的紅色線段處，而其力量來源在於背膂與身體沈墜上頂的力

量，是整個身體結構集中彈爆之力的結果。所造成的效果為推擠氣管，如同擠牙膏一樣。喉嚨氣管

為環狀相連的結構，這樣的推擠拉扯氣管所受傷害比單純內壓要嚴重，而且此推擠力經過喉結部位

對喉結的傷害更大，如果施技者曾經鍛鍊過指力也可在鏟上之後扣捉氣管拉出，則傷害更加劇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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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單單此月牙鏟取喉就有致命的能力。 
3.流星墜地 

月牙鏟破氣、取喉都足以致命，但是施展之時或有得手或有失手，所以武術家會安排後招以

應變。如果對手罩體強或應變快致使月牙鏟失利，則施技者至少可以取得上托之架勢與位置，此時

就可以〝流星墜地〞取其魂。流星墜地的做法是施技者身體往前撲進而手上托，如推鉛球一般將對

手的頭上推，一直推到對手失重後跌時，順著後跌下落的力量向下猛蓋，讓對手之後腦重重擊地以

致命。以圖四十五做說明，紅色實線箭頭為手上托之方向，也兼表力量來源起於腳並以全身結構撐

推；虛線箭頭代表對方頭的路徑是先向上而後下墜著地。此招向上托起的意義在於拔跟、折頸腰（圖

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與加大墜落高度以增加傷害程度，若沒有有標出力線、路徑，常會被誤

以為是此招是由頸部直接向後橫推。直接向後橫推的缺點在於對方可以弓馬之結構與之抗衡不一定

推得倒，若真的被推倒也可以迅速下坐以消減力量，難以造成致命傷害。 
當初我跟隨鄭老師學空手道時也常聽鄭老師說他「不是真的拳不教，不能一招致命的拳不

教」，但是習拳多年歷經了對打的訓練之後才知道，空手道雖標榜一擊必殺，但是實力在伯仲之間

兩個選手要真的「一擊必殺」並不容易。但是鄭老師不只施展空手道每招精心佈局至確實能一擊必

殺，其所學的各項武術都秉持著此精神。以此招為例每一個動作都暗藏後招，一入手便會不知不覺

步入招式安排的佈局之中無可逃脫。習武同儕曾問過鄭老師為何要設計這麼狠的招式，鄭老師說的

解答是：「力能致人死地而不為之，才是真仁慈、真武德；如果不能勝人空口說『我放你一馬』，只

是阿 Q式的精神勝利。武以止戈，如不能止，好為空談，自救尚且不及哪有仁慈、武德問題。」

所以格鬥八極拳是鄭老師秉持一貫求真、犀利、精密的風格所闡釋的武學，相信是不同於一般的，

所以特地在此引出以為特色，讀者可以細細體察。 
 

 
圖三十九  月牙鏟破氣 圖四十  月牙鏟取喉說明 01 圖四十一  月牙鏟取喉說明 02

 

圖四十二  流星墜地折頸腰 圖四十三  折頸之說明 圖四十四  折腰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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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十五  流星墜地（撲蓋） 

 
五、 地盤腳法 
1.併步 

天王托塔地盤腳步攻擊動作可分併步、捆步、鎖步三種。〝併步〞是天王托塔在套路上的運用

範例，但是各家八極拳多將併步解釋為身形側轉後輔助出手勁道的步法，其作用有點像形意拳跟

步，在格鬥八極拳中併步則是輔助托塔式的步法。在圖四十六中併步的作用在於固定對手的腳，使

天王托塔式可以發揮其威力。其做法在以施技者的雙膝夾住對手的腳，使對手無法後退消力，如此

則可造成頸、腰之折傷。 
 

圖四十六  併步托塔 
 

2.捆步、鎖步 
八極技擊歌云：「上打云掠點提，中打挨戳擠靠，下打吃根埋根，講求三盤連擊。」在此歌訣

中我們可以理解到在八極拳的技擊精神講求三盤連擊，而〝地盤〞的進擊即是以〝吃根〞、〝埋跟〞

的模式為之，而格鬥八極拳的捆步、鎖步就是鄭老師對八極拳地盤進擊的闡釋發揮。其實傳統八極

拳在文獻中向來也強調捆步、鎖步，但現今所存的實戰拆解資料中鮮少有人將捆鎖步做清晰的解釋

與示範，所以必須再次強調以下所介紹的捆步、鎖步為鄭老師自身體悟的見解，目的在於展現格鬥

八極拳捆步、鎖步三盤連擊的精神，而非強調這才是真正的古老、傳統之捆步、鎖步。若能以此拋

磚引玉有八極拳嫡系門內的名家提出傳統八極拳的捆步、鎖步運用方法，相信這是八極拳界之福，

也是鄭老師所樂見的。 
格鬥八極拳捆步與鎖步的解釋：由外而內如粗繩纏柱者為〝捆〞，由內而外如鑰匙開鎖者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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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捆〞切外捲內，裹纏對方前腳以〝埋跟〞，〝鎖〞佔中盤外，碾絞對方前腳以〝吃根〞，兩

者均有拔跟、破勢的作用功能。另外，圖四十七上劈、中托塔而下捆步，圖四十八上托塔、中十字

扣而下鎖步，在此二圖中也可以觀察出格鬥八極拳〝三盤連擊〞的落實程度。讀者觀察此二圖當可

以理解上述文字的意涵，也可證實了格鬥八極拳以八極拳技擊精神融入招式中的風格理念。 
 

 
圖四十七  捆步托塔 圖四十八  鎖步托塔 

 
伍、 結語 

八極拳從開創之今衍生了許多流派，以地域分有羅瞳、孟村、狼兒口、長春、山東、岳山、

台灣武壇…等，以姓氏分又有吳氏、強氏、季氏、李氏、霍氏、劉氏、趙氏、金氏、馬氏…等，各
門派對八極的見解不同而且用法也各有不同。晚近又有螳螂八極拳，陳太八極拳、八卦八極拳、六

合八極拳、燕青八極拳或八極螳螂拳等將八極拳混合其他門派武術的新拳種出現，又參照傳統八極

〝參劈掛〞的現象，可見八極拳是傳流悠遠、兼容並蓄的優秀武術，在不同時期、不同地區，有不

同背景的武術家都曾經以自身體悟詮釋過八極拳，而使得八極拳更加豐富與精深。放諸整個八極拳

大家族中格鬥八極拳只是近代新興的其中一種派別。 
相較於晚近將八極拳混合其他拳種再加以闡釋的風氣，鄭老師走的是較為純粹的路線。雖然

鄭老師有不少創新的見解，但是都是基於闡釋傳統八極拳風格與恢復其格鬥實戰性質而產生，是一

種以創新為復古的思維。再加上鄭老師以復興傳統武術為己任，所以用積極交流的開放態度、求真

求實的研究精神灌溉這項他所熱愛的藝術，縱使舊俗不與東風暖，世情寒如霜，但獻身甘為萬矢的，

所作所為只求立一個典範風格而已。身為格鬥八極拳的弟子，感念鄭老師的情操胸懷，所以特將格

鬥八極拳的風格理念以「天王托塔」闡釋之，其中寓意有心人當可理會。 
 
 
 
參考文獻：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1.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2.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3.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4.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5.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6.wmv 



 19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7.wmv 

http://myweb.hinet.net/home13/baji/ebook/040904-8.wmv 
《八極拳規定套路》 中國武術系列規定套路編寫組  人民體育出版社  
《八極小架—霍氏八極入門書》  高溥懋  新潮社文化事業  
《長春八極拳—練功篇》  譚吉堂  日本福昌堂株式會社 
《格鬥八極拳之小八極拳》  鄭朝烜  逸文出版社  
《開門八極拳--八極拳小架一路》  吳連枝  人民體育出版社 
《開門八極拳--八極拳小架二路》  李俊義  北京聞雞起舞文化藝術 
《圖解‧八極拳—八極小架》   薛乃印   林鬱文化事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