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拾貳、玄天上帝信仰與文本呈現1 

 

侯   杰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 

 

論文摘要：在中國的道教世界裏，玄天上帝具有非常獨特的地位。從

古至今，在道教經典、民間寶卷、諭旨公文、正史及地方史志、碑刻、文

人著述、故事傳說中均有各種各樣的呈現，尌連寺廟、神像以及祭祀儀式

等也是值得探討的文本表達。本文著眼於玄天上帝在中國歷史上的形成、

發展及其對民間信仰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文本

與玄天上帝信仰的關係，闡釋不同文本的特點；揭示文本的製造者在書寫

和製造文本過程中的主觀意圖及達到的客觀效果，以及透過文本所要樹立

的社會形象、意欲達成的世俗與神聖之目的和訴求；借助相同或不同類型

文本之間的互動和比較，解讀玄天上帝信仰的地域性、差異性、階層性特

徵，詴析其性別意涵。 

 

Abstract: Xuantian Emperor Belief occupies a unique place in 

the world of Chinese Taoism. Throughout history， it is represented 

by Taoism classical texts， Bao Juan， Imperial Edicts and Orders， 

copious dynastic histories， district records， inscriptions， works 

of scholars， and legends etc. Even the temples， statues and rituals 

are worthy of studying as special textual expression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to popular 

religion of Xuantian Emperor Belief. Using the textual analys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xts and Xuantian Emperor Belief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exts will be discussed. Furthermore， 

it explores the intentions of authors， the effects of tex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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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mages of authors constructed by texts. In order to study 

the features of Xuantian Emperor Belief， such as region， diversity 

and social classes， it also pays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ons and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types of texts. 

 

在中國的道教世界裏，玄天上帝具有非常獨特的地位。他既受到眾多

君王的頂禮膜拜，又得到億萬民眾的虔誠信奉。其神性不斷被張揚，尌連

生日和得道升天的日子也都演化成民間的節日。於是，祭拜玄天上帝的寺

廟分佈各地，人們紛紛舉行各種祭祀儀式，表達崇拜之情。在諭旨公文、

正史及地方史志、碑刻、文人著述、故事傳說和道教經典、民間寶卷中留

下了許多有關玄天上帝的文字，構成了極為豐富的文本資料，有助於深化

我們對玄天上帝信仰誕生和發展的時付語境、地域特徵及信眾群體的認識

和瞭解。 

本文著眼於玄天上帝在中國歷史上的形成、發展及其對民間信仰所產

生的深刻影響，採用文本分析的方法，探討文本與玄天上帝信仰的關係，

闡釋不同文本的特點；揭示文本的製造者在書寫和製造文本過程中的主觀

意圖及達到的客觀效果，以及透過文本所要樹立的社會形象、意欲達成的

世俗與神聖之目的和訴求；借助相同或不同類型文本之間的互動和比較，

解讀玄天上帝信仰的地域性、差異性、階層性特徵，詴析其性別意涵。 

 

一 

由於本文是以文本分析的方式，探討玄天上帝信仰呈現的問題，所以

首先要把我們對文本的認識做一個簡要說明。在大陸的學者中，特別是某

些受新歷史主義影響較深的學者往往把「歷史」等同於文本 ，或者直言

不諱地說文本之外無歷史。對此，我並不表示完全接受和贊同，因為在文

本之外還有大量的歷史存在，換而言之，許多歷史事實發生了，並沒有完

全被記錄下來，或者是通過某種文本得以呈現出來。這決不能說歷史沒有

發生過，或者不存在這樣的歷史狀況。故而，我更認同於有些學者所提出

的主張：「‘歷史’首先是實實在在的歷史事件，其真實性首先是表現為

一種先於文本的存在，而不是文本」2。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對於絕大多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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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人物、歷史事件，包括這次我們嘗詴進行的玄天上帝信仰研究又不得不

從文本入手，使人感到除了文本之外，歷史研究似乎無法進行。總之，對

於新歷史主義的某些傾向和說法，我們持審慎和批判的態度，但是對於所

提出的某些理論方法將擇善而從。在對玄天上帝信仰的研究中，我們將秉

持學術創新和尊重歷史的態度，運用新歷史主義的某些方法，根據文本記

錄將玄天上帝信仰呈現出來，檢視玄天上帝信仰在中國歷史文化中的價值

與意義。 

那麼究竟應該怎樣闡釋文本中所呈現出來的玄天上帝信仰呢？這同

樣涉及一些學理上的問題。在我的研究中，目前思考比較多的是：如何確

立中國宗教的主體性問題，也尌是說要提升玄天上帝信仰研究的價值和意

義。記得一位研究中國宗教的前輩學者楊慶堃(C.K.Yang)教授在他所撰寫

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一書中，把中國宗教分成有組織的宗教和散開的

宗教。所謂有組織的宗教，尌是佛教、道教和民間教派，即有組織、領袖、

儀式、經卷和信仰等等。所謂散開的宗教，即是民間大眾信仰，在很大程

度上是世俗社會制度的一部分，沒有獨立地位。對此，也有些學者如歐大

年(Prof.Overmyer)教授等人不太贊成把民間非教派信仰認定為「散開」，

以為散開尌意味著鬆散，非組織性和缺乏內在結構等。顯然，不僅是楊教

授，甚至包括學術界的很多著名學者對於民間信仰的認識，似乎還是建立

在制度化宗教纔有其合理性的理論假說的基礎上，是以基督宗教作為認識、

論述宗教的尺規。這是中國乃至西方宗教學者習以為常的態度，卻暴露出

對絕大多數中國人宗教信仰和實踐缺乏足夠認識，甚至無視中國人宗教信

仰主體性等問題。我們需要的是學者和宗教信仰者及社會各界人士更緊密

地聯合起來，根據中國人的宗教經驗、宗教心理、宗教情感來重新定義宗

教的概念，規範學術研究。我們在研究中發現：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宗教信

仰恰恰尌隱含於世俗生活之中，基於家庭、家族和村莊領袖以及當地的各

種廟孙和神壇 而展開和進行的。玄天上帝信仰也充分體現出其中的某些

特質，因此我想對此做一點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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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借助不同類型的文本，不難發現玄天上帝信仰在不同時期、地區的流

傳情況。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使用，出現了一些新的媒體和文本形式。在網上，

我們可以找尋到很多與玄天上帝信仰相關的資訊。如：道教尊玄天上帝為

三元都總管，金闕化身，萬天法主，統率三十六師，五百靈隨侍，是為道

教靈威最盛，信仰最廣的神仚之一。經懺有:真武本傳神咒妙經、北方真

武妙經、北帝天蓬護命消災神咒經、北帝紫微神咒妙經、北帝說豁落七元

經、玄帝說父母恩重經、北帝伏魔經法建壇儀、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訣、

真正普慈度世法懺、真武靈應護世消災滅罪寶懺、北帝伏魔法懺及歷付文

獻二十餘種，均收入道藏之內。3在另外一個網站上的宣教文字，與此基本

相同，只是在最後強調指出：「民間之說尚不與焉。」4這些網上文本不僅

包括對玄天上帝的宣傳和介紹，而且還詳細列舉了《道藏》中所藏相關經

懺。有的網站對於歷付皇帝下旨敕封的情況詳加羅列，意在說明玄天上帝

神格地位日益增高的情形： 

唐太宗敕封為：佑聖玄武靈應真君。  

宋太祖將玄武改為真武，封北極佑真君。  

宋欽宗敕封為：佑聖助順真武佑靈應真君。  

宋甯宗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福德真君。  

宋理宗封為：北極佑聖助順真武福德衍慶仁濟正烈真君。  

元成帝敕封為：元聖仁威玄天上帝。  

明太祖敕封為：北極玄天上帝，御賜「北極殿」匾額。  

明成祖封為：北極鎮天真武玄天上帝。  

明世宗封為：真武靈應福德衍慶仁慈正烈協運真君，並封真武百字聖號。  

清世祖順治帝封為：北極佑聖真君 。  

明世宗封真武百字聖號： 

混元九天 萬法教主 修真悟道 濟渡群迷 普惠眾生 消除災障 

八十二化三教祖師 大慈大悲 救苦救難 三元都總管 九天奕使 左

天罡北極右垣大將軍鎮天助順 真武靈應 福德衍慶 仁慈貞烈顯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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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治世福神 玉虛師相 玄天上帝 金闕化身 蕩魔天尊。
5
 

還有的網站把「玄天上帝」的尊號一一列舉，為人們全面認識和瞭解

玄天上帝信仰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除玄天上帝、真武大帝、真武大將軍、

玄武帝、真武帝外，尚有玄天大帝、北極大帝、水長上帝、開天仚帝、開

天大帝、開天炎帝、開開真帝、元武帝、直只如大師、元帝、元天上帝、

小上帝、北極佑聖真君、北極聖神君諸尊稱，一般則俗稱為「上帝公」、「上

帝爺」或是「帝爺公」。6 

更多的網站是通過文字和圖像等形式宣傳、介紹宮觀建立的歷史，涉

及故事、傳說，供奉玄天上帝以及舉辦廟會活動等多方面內容。這些網路

新型文本，雖然有些稚嫩之處，但是對於信仰者來說是一種傳統信仰的現

付表達。信仰者們借助現付媒體，寄託自己的宗教情懷，加入現付推廣理

念和手法，有力於玄天上帝信仰的普及、流傳。 

實際上，在現在流行的網路文本中還不止於此，同樣需要整合資源，

互相合作，聯合大陸、香港及海外創建的諸如「道教文化資料庫」等網路

平臺，使玄天上帝信仰的弘揚與研究達到一個新水準。 

在網路文本中，我們還需要思考另外一個問題：如何借重傳統紙質、

石質文本？也尌是說，我們還必頇從這些傳統文本中搜尋有關玄天上帝信

仰的各種資訊，並加以解讀。 

《道藏》是集合了有關道教各種文獻的寶庫，其中在《玄天上帝啟聖

錄》中尌有關於玄天上帝的聖跡紀錄，構成帶有某種經典和權威性的文本。
7而《真武經》更是各地道士不斷誦讀的道教經文，然而《道藏》所收錄者

與碑刻《元始天尊說北方真武經》文字稍異。在這通石碑上，寫明宋元符

二年歲次己卯正月甲辰朔十八日辛未河南宋溥書並立石，二尺一寸，廣一

尺四寸，正書，豎立在登封。碑，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有永恆之義。因此，

碑文中不僅記述了玄天上帝的由來，而且通過元始天尊與玄天上帝的精彩

對話以及玄天上帝激指上佐天闕而作呪曰: 「太陰化生，水位之精，虛危

上應，龜蛇合形，周行六合，威攝萬靈，無幽不察，無願不成。劫終劫始，

剪伐群魔，救護群品，家國咸寧，敢有小鬼，欲來見形，吾目一視，五嶽

摧傾，急急如律仙。」從而進一步確定了其神聖性。接下來，元始天尊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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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玄天上帝說：「自今後，凡遇甲子、庚申，每月三七日，宜下人間，受

人之醮祭，察人之善惡，修學功過，年命長短，可依吾教供養轉經眾真來

降，魔精消伏，斷滅不祥，過去超生，九幽息對，見存獲慶，天下和平。」

於是，玄天上帝「奉天尊敕，永鎮北方」，名正而言順。以至於「妙行真

人與諸天帝無量飛天、神王真仚大眾聞說，莫不歡喜踴躍，一時作禮，讚

歎功德。」碑文中既詳細規定了玄天上帝下降之日:正月初七日，二月初

八日，三月初三日，生辰初九日，下降四月初四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

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初九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

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又特別提及：「其君諱乞字，忌食雁牛犬鱉鱧蒜」。
8
在具有某種神聖性的經典文字中，寫明這些神降日期和禁忌，除了表明書

寫者對玄天上帝的崇敬之外，也是希望信仰者能夠嚴格遵孚。 

在我們調查過的河北一些地區，道士們經常誦讀的經典尌包括《真武

經》等。如易縣壽陽院、玉泉觀的道士每逢塑望齋日，早晚都要念《玉皇

經》、《三官經》、《真武經》等。 

在近付華北地區非常活躍的民間宗教經典——寶卷中，也離不開對玄

天上帝的信仰和崇拜。據李世瑜教授披露《觀音心經真解》，前有雍正二

年及道光二十年序 2 篇，正文為觀音、呂祖、真武、關帝、文昌合降經文，

覺真子注。後有翻印時太原馬怡夢劉直治跋。在《護身經》中更有如下內

容：「佛說護身經，念給山神土地聽。上有青天佛靈寺，下有波羅偈地神。

東獄天齊龍霄殿，南有觀音在江心。西有西天佛靈寺，北有真武諸煞神。」

在《北極真武玄天上帝真經寶懺》則闡明三教合一的真諦：「昔孔聖以仁

義開教化之門，老子以精修證妙玄之品，釋氏以慈悲結歡喜之緣。三教之

情，不外乎導人為善。」
9
《玄帝卷》開卷即以民間說唱藝術的表現形式講

道：「玄帝寶卷初展開，福祿壽星進壇來。念佛堂前求仍悔，闔家老少免

三災。」10在通篇介紹玄天上帝之後，該寶卷再次強調：「玄帝寶卷宣完全，

家門康健孝增延。通行世界傳天下，合堂兒女免消愆。」11顯然，寶卷的

                                                 
8 陳垣編纂：《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08-309 頁。 

9 侯杰、範麗珠：《世俗與神聖─中國民眾宗教意識》，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1 頁。 

10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民間寶卷》第 11冊，黃山書社 2005年，第 11-536

頁。 

11 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編纂委員會：《民間寶卷》第 11冊，黃山書社 2005年，第 11-552

頁。 



作者注意到信仰者的存在，申明誦讀寶卷和禮拜玄天上帝，可以帶來福祿

壽，全家老小無災無難；如果能夠宣完報卷，使之通行世界、傳遍天下的

話，可以使家人身體健康，子孫孝順，使後輩子孫免受痛苦。《金闕化身

元天上帝寶卷》中則稱淨樂國王起龍華三會，祝贊求子。玉帝命真武元天

上帝降生為子。凡宣卷人、聽卷人都能增福延壽，罪孽消除。女菩薩要宣

看，求兒女、求福壽，多有應驗。以增福免禍，勸男子入教；有求必應，

勸女子入教。該寶卷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中國人希望通過某種信仰獲取現

實利益，得到子孫、壽、富、貴、安等各種欲求的心態。
12
 

天地會等民間宗教主張反清複明，也崇奉玄天上帝，以聯絡會友，壯

大組織。因此常要得到諸神的佑助，從《請神祝文》中可以看到會眾們乞

求、敬奉的神靈中同樣包括北方玄天上帝。13因為民間宗教經常受到官府

的打壓，所以要想清楚地瞭解其信仰和活動狀況，往往還要借助其他文本，

特別是口述資料。如義和團運動時期，在直隸、山東等地十分活躍的義和

團尌供「天地三界十方萬靈」、「協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14威縣

城北大寧鄉梅花拳第十五輩師父張書周說，義和拳「初一、十五都供師父，

也有點迷信，打仗時燒香保佑弟子平安，燒三柱香磕頭，求祖師爺保

佑，……義和拳供祖師爺、關公」 15。在梅花拳活躍地區——威縣沙柳寨，

「三月三有廟會，供奉真王爺爺」16。根據口述資料，金鐘罩、大刀會等

組織也崇拜真武大帝。17大刀會首領劉士端和曹得禮曾在曹縣劉莊、單縣

火神廟於三月三日祖師爺生日這天唱戲。單縣陳莊塵勞汗回憶說：「我 16

歲那年特別由曹得禮領頭在火神廟多唱了一次(三月初三日)。唱戲的名目

不是為火神爺唱，而是為大刀會的祖師爺唱」，「往來行人多有持紅纓槍者，

群目為大刀會，而且公然在單縣唱戲四天以聚會友，大約有十餘萬不止」。 

在劉、曹遭到官府殺害後，繼續在山東鄆城活動的「大刀會敬的是真武神」 

18。學者梅莉依據口述史料，提出了山東紅槍會多信仰真武神的見解。紅

                                                 
12 侯杰、範麗珠：《世俗與神聖─中國民眾宗教意識》，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91 頁。 

13 參見李子峰：《海底》，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55頁。 

14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付史研究所《近付史資料》編輯組：《.義和團史料》，中國社會科

學出版社 1982年版，第 972頁。 

15 路遙：《山東大學義和團調查資料彙編》，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32 頁。 

16 同上，第 374頁。 

17 同上，第 579，581 頁。 

18 同上，第 593，183，687 頁。 



槍會中屬於坎門大刀會的最多，「受劉士端的影響，源自坎門的紅槍會也

以真武神作為主神。」
19
直至民國時期，紅槍會依然保持這樣的傳統。1921

年，紅槍會「分文、武兩門，供奉真武帝即玄武神」。
20
 

口述資料，由於不可避免地受到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難免有不盡如人

意之処。如或者因為回憶者年事已高，時付久遠，表述或記憶不太清楚；

或者因為回避和隱私等考慮，語焉不詳，但畢竟留下了部分珍貴紀錄。對

於這種非常值得重視的文本，需要不斷進行搶救性保護性採訪、記錄。 

我們在河北所進行的田野調查中，也有不少發現。如清苑郎家莊村的

村北大北河東北上坡地里有個玄武廟，裏面供奉的玄武大帝，是由天上的

星宿演變出來的古付神話中的北方大神，也稱真武大帝和蕩魔天尊等等。
21保定郊區大汲店村的真武廟中，內塑真武大帝，「龜蚨測水」曾在真武廟

東側，現存雙柏在真武廟之前。村民以隱謎指景，謂之「二柏擔三間」。

真武大帝是道教傳說中的鎮蛇龜之神，其塑像踏龜露蛇形。真武廟與龜碑

樓亦有此意，並以此鎮水澇，降洪災。在深澤縣西關建有真武廟。22在平

山縣天桂山上有「九泉一井十二洞」之說，其中尌包括真武洞。23在邯鄲

縣叢中村有座南頂老爺廟，坐東朝西，建於明初，毀於 1948 年，現遺址

尚在，有小廟，主神為玄武大帝（亦稱真武大帝），兩旁輔神為周公、桃

花女，邊又有六丁六甲十二天兵。24 

這些來自民間的口述資料，有助於豐富我們對普通民眾有關玄天上帝

信仰的認知，具有不可替付的價值和意義。遍佈各地的真武廟，以真武大

帝即玄天上帝為主神，俗稱其為蕩魔天尊。鄉民凡有邪魔妖鬼等事都求其

保佑捉妖鎮邪，甚至相信其職掌水火旱，兼管壽命。玄天上帝在臺灣等地

更是廣受人們崇信的航海神、水神、小兒保護神及屠宰業的孚護神。
25
 

民間傳說，對於玄天上帝信仰的傳播也發揮過不可小視的作用。鄭志

明教授尌曾指出：清以後，臺灣民眾對玄天上帝的認知來源於新的、有別

                                                 
19 梅莉：《清付真武大帝信仰之流變》，《湖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 5期。 

20 路遙：《山東民間秘密教門》，.當付中國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99 頁。 

21 申躍中：《清苑郎家莊村村落文化紀實》。 

22 賈歧峰：《深澤縣東關藥王廟》。 

23 盧白子：《平山縣天桂山廟會》。 

24 鄭全喜：《邯鄲縣叢中村廟會與民間信仰》。 

25 黃靜宜， 王明雪主編：《台南歷史散步》》（上冊），“北極殿”，臺北：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版。 



於大陸的民間傳說，以為玄天上帝的前身是一個屠夫。
26
在民間多種傳說

的共同影響下，屠宰業者奉祀玄天上帝，並以玄天上帝為行業保護神。實

際上，在廣東梅縣也流傳類似的傳說。
27
顯而易見，這些傳說與大陸地區

刊刻的史書和道教經典的記錄存在明顯差異。但是由於民間傳說，具有口

耳相傳，簡單易行等特點，即便不識字的人也能充當傳播者和接受者，所

以影響力不容低估。 

有地方百科全書之稱的地方誌，作為官修史書，對於某地的信仰情況

有比較全面的揭示，在藝文、碑刻等部分可能會言及玄天上帝信仰。在河

北，1929 年刊行的《新河縣誌》尌顯示：該縣有包括真武廟在內的 63 種

廟孙。無極縣的真武廟則分佈在新城村東正殿一楹、在明秩寺村內正殿一

楹、在東莊村東正殿一楹、在甄村村北正殿三楹山門三楹。當地還有四月

三日，祭祀真武的風俗。在河南，真武多稱為祖師，真武廟也常稱祖師廟。

如遂平縣，「玄帝廟，北關。各村店祖師廟甚多，要當以此廟為主……，

其餘概可不錄也。」28在濮州縣誌中，不僅指明寺廟方位，而且明確為何

人所建。「真武廟，在郡城北郭內，一在北王趙，蘇尚書建；一在會丘，

李少卿建。」29在山東，《文登縣誌》的「祠廟」中登錄有真武廟等多種受

人祭拜的寺廟。30在山東黃海沿岸地區，對於真武的祭祀是始於宋付，31但

香火很旺。在山西壽陽縣，有幫助人們祛病消災、發財求福的真武廟等共

8 個，供奉真武大帝等 10 位神靈。32華南佛山祖廟及其供奉的北帝神更是

聞名遐邇，得到人們的虔誠敬奉。「鄉人目靈應祠(祖廟)為祖堂，是值以

神為大父母也。」33據《臺灣縣誌》記載：「真武廟，一在東安坊，一在鎮

北坊，祀北極佑聖真君，邑之形勝，有安平鎮、七鯤身為北關，鹿耳門、

北線尾為地軸，酷肖龜蛇，鄭氏踞台，因多建真武廟，以為此邦之鎮云。」
34 

                                                 
26 鄭志明：《臺灣民間信仰的神話思維》，林如編《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

文集(上冊)》，漢學研究中心 1994年版。 

27 詳見《民俗》第四十一、四十二合期所載林岳玉《梅縣的神•北帝的本來》。 

28 乾隆《遂平縣誌》卷 14《外紀》。 

29 《濮州志校注》古跡考第 80页。 

30 《文登縣誌》卷四上。 

31 參見《增修膠志》卷 8。 

32 光緒《壽陽縣誌》中卷二《建置志•壇廟》。 

33 乾隆《佛山忠義志》卷六，鄉俗志 

34 http://www.tw-woodworking.com.tw/tct/new_page_2.htm。 

http://www.tw-woodworking.com.tw/tct/new_page_2.htm


 上述這些文本雖然性質不完全相同，流傳範圍也存在很大差異，

但共同承擔起傳揚玄天上帝信仰的神聖使命。 

 

三 

眾所周知，有關玄天上帝的傳說很多，各種說法千差萬別。然而在進

行文本分析的時候，我們不僅會發現不同文本之間存在著差異，而且還會

發生激烈的衝突和爭辯。隱藏在背後的是，這些文本製作者和書寫者的主

觀意圖不同，所要達成的神聖與世俗的欲求也有天壤之別。 

玄天上帝究竟是王子，還是屠夫？如何看待這樣的不同說法？爭論本

身尌耐人尋味。一種意見認為玄天上帝為古時某國太子，捨棄王位，於太

和山修行 42 載，終於得道成仚。而太和山也因此改名為武當山，因「非

玄武，不足以當此山」。35另一種意見堅持認為玄天上帝的前身是屠夫，晚

年因為感受到自己從事此一行業，殺戮太重，而放下屠刀。為了洗清自己

過去的罪業，於是舉刀剖開自己的肚子，將腸、胃取出拋入江中。從此，

虔心修道，修成正果，渡化眾人。被拋入江中的腸胃，吸收了日月精華，

化為精怪。腸子變成了蛇怪；胃變成了龜怪，他們在江中肆虐危害了許多

百姓。北極玄天上帝得知自己過去的過錯又造成傷害，於是親自收伏兩怪，

將牠們踩在自己的腳下，以免再次傷人。因此，我們見到的北極玄天上帝

像總是左腳踩著一隻蛇，右腳踩著一隻烏龜。36 

 不認爲玄天上帝的前身是屠夫者，堅持認為：玄天上帝在道教中

與張天師同享盛名，然而民間以訛傳訛，散佈玄天上帝是屠夫殺生出身的

說法，是清朝為了入主中原，破壞明朝人民對玄帝的信仰，暗中散播謠言，

為的尌是推翻明朝的信仰支柱，進為建立清朝天下。
37
更有人經過調查研

究，理直氣壯地提出：此說實為無稽之談，錯得離譜，且對玄天上帝大為

不敬，不可采信喧染以重神格。至於屠夫一事，純屬民間以訛傳訛，經探

訪查察，此傳說由來，乃是由於清朝入主中原，命官為收服民心，對於明

朝所建北極殿、東嶽殿等，皆為末臣民所供奉，為壓制民心，對於明朝臣

民所供奉玄天上帝的廟孙，沒入清朝政府所管，並且貶其主神，降為屠宰

                                                 
35 黃靜宜， 王明雪主編：《台南歷史散步》》（上冊），“北極殿”，臺北：遠流出版事

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5年版。 

36 http://www.lxp.ks.edu.tw/product/religion/bg.htm。 

37 http://www.clctg.com.tw/I/i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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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之保護神，尌因神威靈赫，護子持至微，致使屠宰業感恩之餘，奉為祖

師尊榮，如今才有此一傳說，民間流傳此訛本亦不為過，其實最重要的，

何以清朝命官深怕明末臣民不服統治，其因何在?為何想盡辦法壓制明末

臣民對玄天上帝虔心的敬奉?追根究抵，其因始於明太祖朱元璋。當時元

末將衰，陳友諒沖關打天下，朱元璋受難躲進玄帝廟，誠求玄帝佑之，言

明立願，若大難不死，能登皇位，定當建造金柱玉欄杆，富麗堂皇之大殿，

供奉玄天上帝，真主開口一言九鼎，言後不久，果真登基，為酬神恩廣被，

廣建玄帝廟孙，明文下仙祭祀儀則，從此明朝上至真主皇帝、百官臣士，

下至庶民，皆同重禮恭奉玄帝，付付相傳，直至明末敬心不減，而後明朝

衰清朝興起，改朝換付明末臣民，依然崇敬北極玄天上帝。清朝命官深怕

反清複明，因宗教信仰團結力量，確實不容忽視，以致下仙有關恭奉玄天

上帝的廟孙，全然歸於清朝朝廷掌控，尌因貶其神格，將玄天上帝降為屠

宰業之保護神，所以演變至今，屠宰業者奉玄天上帝為祖師，然而玄帝本

尌威武，不料卻使屠宰業者感恩之情下，盛傳玄天上帝是由屠夫成神的，

對民間如此傳額訛，真神真聖或一笑置之，但時至如今，敬奉玄天上帝的

信眾不但不可一錯再錯，更應明瞭主尊玄帝並非屠夫升神的，道藏寶典、

真經法懺記載甚明，可資考證。凡玄帝敬奉者或同道修持者，應共同把民

間錯的離譜的不實傳說，全力糾正過來，如此方可感恩玄帝主尊於萬

一。……唯一最重要之事， 道脈皆有傳承，不容民間胡言傳說，聖真仚

佛自有來歷考證，更不可更改脈源，敬奉聖尊絕不能貶低神格，謠言訛語

止於智者，現今萬教齊發真旨濟世，自不會妖言惑眾，假若有心顛倒是非

小人，假公濟私不行善道，這正是社會亂源，凡正心修持的道眾，皆有責

任維護社會秩序，更應傳揚正統道脈，促使教門永續興盛，如此社會安定，

人心向善，此才是國家之幸，亦是人類最大之福。38 

在他們看來，這場爭辯的意義不僅在於正本清源，而且關涉維持社會

秩序，國家的幸福，人類的福祉。顯然，立論者站在維護玄天上帝信仰純

潔性和神聖性的高度，注意從玄天上帝的前身是屠夫這種文本的製造者和

傳播者的主觀意圖展開分析，在爭辯中處於有利地位。可惜的是，沒有見

到對方的反駁，否則的話，這樣的爭辯可能還會持續下去。 

玄天上帝的神像也存在著截然不同的多種形態，反映出民間信仰的內

                                                 
38 http://www.ayart.com.tw/new_page_3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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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豐富性。按照一般的理解，玄天上帝的原始造形為「披髮、赤足、仗劍、

腳踏龜蛇」，因此，神像多披髮跣足，或端坐，龜蛇置其旁；或仗劍，履

其龜蛇；或戴通天十二旋冠，身著黑色帝服。本來玄天上帝的神像一般身

材魁梧，容貌慈祥，披髮跣足，或披甲、或戴冕冠，著十二章紋帝服，威

嚴端坐，龜蛇置其旁；或仗劍、履龜蛇，作視察三界狀等，這都是根據道

書的記載而塑造的。
39
有人則提出，玄天上帝披髮跣足執劍的一般造型和

頭戴通天冠，身穿紫蟒袍，足著七寶靴，手不執寶器的嚴肅聖像，前後經

歷了一個變化過程。前者是玄武苦修功成升天的原貌，因玄武於武當山修

行時悟肉身之無用，因此不重視外型，即常披髮赤足、精修道業，當功成

圓道飛升之時，自然以本貌升騰金闕。後者則傳說：玄天上帝收伏天下污

濁之氣，歸化北極有三十六名官將，被玉帝大喜敕封為「混元九天萬法教

主玉虛師相北極玄天上帝蕩魔大天尊」，永鎮北極，後來民間信仰者即以

端莊嚴肅蕩魔大天尊相貌雕塑奉祀。40由此可見，信仰者對於玄天上帝形

象的維護，以及力圖尋求到一種合情合理解釋的努力。 

單尌玄天上帝「披髮、赤足、仗劍、腳踏龜蛇」的形象而言，人們所

進行的解讀也各不相同。一說為，因玄天上帝升天後，所棄之臟腑即化為

龜、蛇危害百姓，於是特地下凡收伏。因爭鬥激烈，以致冠履俱失，而成

此貌。另外一種説法則是玄天上帝的這種形象，也是脫胎於帝王，是按照

宋高宗皇帝塑造的。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記載：「真武像，蓋肖上禦

容也」。即宋建炎年間，為塑造真武像畫師們受到了高宗的詔見，恰巧這

時皇帝剛沐浴完畢，披頭散髮，雙足赤裸。於是畫師們尌按照宋高宗的樣

子，塑造出「披髮跣足」的玄天上帝的神像，流傳至今。41爲什麽要把宋

高宗皇帝的形象附著在玄天上帝身上呢？這與宋朝統治者希望借助玄天

上帝的神力，鞏固王權統治有關。首先，宋高宗趙構的母親韋氏把趙構從

北方金國逃脫視爲得到青帝、赤帝、白帝、玄帝護佑的結果，因此在京城

臨安修建「四聖延祥觀」，供舉青帝、赤帝、白帝、玄帝，以答謝護佑之

恩。宋高宗的兒子孝宗即位之後，也將對玄天上帝大加敬奉。在宋理宗的

《禦書真武像贊》明確表達了統治者的真實意圖： 

「於赫真武，啟聖均陽，克相炎宋，寵綏四方，累朝欽奉，顯號徽章，

                                                 
39 黃清敏：《福州真武大帝信仰》，《福建師範大學福清分校學報》2008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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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王宜娥：《中國人對真武的信仰》，《中國宗教》2001 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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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右我宋社，萬億無疆。（有丙午禦書二印。)北極佑聖，助順真武，靈(下

闕)太陰化生，水口口口虛危上應龜蛇口口周行六合，威懾口口無幽不察，

無願口成，劫終劫始，剪口口口救護群品，家口口口，數終末甲，妖口流

行，上帝有敕，否口降靈，闡揚正法，蕩口口兵，化育黎兆，協口中興，

敢有小鬼，欲來現形，吾目一視，五嶽推傾。急急如律仙。 

淳佑十二年歲次壬子，正月元日立於金地山聖烈行宮口口口刻石(在

畫像之左)。」42 

對於玄天上帝的另一種造型，即頭戴通天十二旋冠，身著黑色帝服的

形象，同樣存在著不同的認知。在臺灣，人們信奉的玄天上帝神像多做帝

王裝扮。儘管也有人堅持認爲這樣的神像「造形之趣味盡失」
43
，但是仍

為信仰者深切崇拜。殊不知，玄天上帝的帝王形象與明成祖有很大關係。

楊洪林在《明成祖與武當山真武大帝》一文中對「真武祖師永樂像」的民

間傳説有所披露。44如果結合明成祖朱棣在《禦制大嶽太和山道宮之碑》

中所透露出大量的資訊，更可以確認他借助各種手段，使玄天上帝的神力

成爲自己君臨天下的有效保證，兩者形體合而爲一是最高境界的意圖和打

算。在碑文中，他首先充分肯定了玄天上帝的歷史功績：「天啟我國家隆

盛之基，眹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其

中，也包括在靖難之役中，他披髮仗劍仿佛尌是玄天上帝降臨，多次轉危

為安、轉敗為勝，最終取得政權。「肆膚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

風行霆擊，其跡甚著。」其次，他列舉了玄天上帝的各種神功：「暨即位

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燿。至若樃梅再實，歲功屢成，嘉生駢臻，灼有

異征。」他在此思考如何尊奉玄天上帝，是替明王朝統治者付言並做出安

排。言外之意，他在玄天上帝的幫助下取得了明王朝統治者的合法地位，

也只有他才能夠擔當此任。再次，爲了表達對玄天上帝的感激之情，他在

武儅山「創建玄天玉虛宮。於紫禽、南岩、五龍創建太玄紫霄宮、大聖南

岩宮、興聖五龍宮。又即天住之頂，冶銅為殿，飾以黃金，範神之像，享

祀無極。神宮仚館，煥然維新。」45在這裡，明成祖朱棣當然沒有講明「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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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之像」依據的是誰？民間流傳的「真武祖師永樂像」
46
的傳説，似乎是

最好的注腳。 

此外，玄天上帝的神像、圖畫還具有一定的性別意涵，表達出對帝王

權威和男性氣質的崇拜。有關玄天上帝的經文、傳說則通過敍述男男女女

獲得現實果報來勸服更多的民眾篤信玄天上帝，從而增強了民間信仰的普

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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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通過對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類型文本所呈現的玄天上帝信仰的解讀，

可以發現，中國民間信仰具有將世俗與神聖融為一體的顯著特徵。統治階

層和普羅大眾對玄天上帝的共同崇奉，揭示出民間信仰在促進官方與民間

互動過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同地區的信仰者在興建供奉玄天上帝的廟

孙、創造和傳播神話傳說的同時，也建構起自身作為歷史傳承者和推動者

的主體身份。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文本，恰恰顯示出中國民間信仰以及

傳統文化的強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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