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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在缺乏先進定位儀器的遠古，玄武恆定北天的特性，是作息間可

觀察的，經人類的思考，很自然地被運用於方向的定位，然而面對自

然界這種不可思議的神秘力量與效應，令人驚懼又贊歎，而陷入無法

解釋的迷思，於是如同神話傳說被視同法則律令，迷信也取代科學說

明難解的現象。這樣的假設或許可以提供我們思考「玄武」神格形成

之遠因。 

 

進入歷史時代之後，經由文字的力量，人類思考活動變得更有憑

藉，更加具體，且對於自然現象的成因已具備某種程序之理解，因此

我們可以試著推想，人們需要一個可以具體溝通，且更容易掌握的「

人神」，希望祂是人性化的具像，而不僅是無法捉摸的超自然力量。神

的世界起於不解而存於泛想之中，性質上本非科學知識所能約束，解

釋的範疇相當自由，因此如果民俗上需要一個可接近的神，經由擬人

化的解釋過程，便能以人神的形態發揮信仰的效應，這種現象在台灣

民間信仰相當普遍，除了玄天上帝之外，文昌帝君、太陽星君、南極

仙翁等，亦皆為自然神演變為人格神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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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從玄天上帝在宗教意義上的演變過程來看，可以歸納出最早應

是起於對自然的崇拜，隨之至少在戰國時代，已轉由龜蛇合體作為崇

祀象徵，與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同列四神獸，並普遍運用於漢代

銅鏡的紋飾與墓室壁畫，之後經歷千餘年的人文加工，漸漸在宋代以

後明確具備人神的特性，而原本龜蛇的象徵，反由主體退化為附屬。

亦即隨著時代推移，人文思考與社會需求的變化，神的形象也隨之產

生「理應如此」的相對演變。 

 

在人格化的過程中，神話傳說通常是提供合理化的唯一途徑，神

話傳說在神格蛻變的過程中，通常扮演一種轉化機制的功能角色，之

前提到神的性質上本非科學知識所能約束，解釋的範疇相當自由，往

往跳脫合理的邏輯思考，而展現其超自然特性，因為神格不依人類常

態的發展，似乎更能說明其超乎常人的神秘力量，而歸類為神聖領域

的範疇。 

自漢以降，這種玄妙的圖象隨著讖緯神仙之術的受到重視，玄奧

的神話情節也進一步演生發展，在「人本」的文化認知前提的調整下

，出現了擬人化的神祇。於是「真武帝」具備了人間神的性格，並且

在道家神話的詮釋下，使巫術信仰與科學判斷相結合，形成一套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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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西方對天地宇宙四方的認知方式，代表屬於中國人的宇宙觀，與獨

樹一幟的天文學知識。《圖誌》曰：「真武為淨樂王太子，功成飛昇，

奉上帝命鎮守北天門」，稱玄武帝來自人間，因修行得道，終於飛天成

仙，鎮守北天，這與先秦古籍中所載自然神性質頗有出入，概係經過

道家信仰詮釋後所演生的說法；另外《神異傳》稱：「真君仗劍，追天

關軸之妖，冠履俱喪，伏地收之，故塑猙獰，冠裳不整；座下伏龜、

蛇各一，龜，天關也，地軸，蛇也。」真帝與龜蛇原本角色正負對立

，善惡分離互不統屬，但經過道家「降魔伏妖」的程序，復將妖怪納

入正編，也是符合道家的神話演變的傳統，而且將這種巫術的「假科

學」，摻入天關地軸的宇宙觀，更使其合理性得到某種程度的認證。 

 

玄武帝信仰代表北天之神，地位崇高，歷代崇祀不墜，至明代，

朱元璋建國後更是受到重視，甚至列為南京十廟之首。明太祖《御製

西征記》曰：「少頃，有蛇自西北淨江趨柁，朕親視之。斯非神龍之化

若是歟，果天不我捨……次日，舟師抵采石，泊牛渚磯。未幾，一龜

一蛇浮擬柁後，略不畏人。」此外，乾隆十七年王必昌所修《台灣縣

志》注「北極佑聖真君」曰「宋真宗避諱，改為真武。靖康初，加號

佑聖助順靈應真君。明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陰佑為多，建廟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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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饈，遣太常官致祭。及太宗靖難，以神有

顯相功，永樂十三年於南京艮隅並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

遣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祀事。憲宗嘗範金為像。正德二年，改京城

真武廟為靈明顯佑宮。」即玄武信仰入明以後進一步發展，獲列正祀

，據云這是與明太祖得天下曾得真武帝相助有關，除上文所述之外，

民間亦相傳明太祖朱元璋起事抗元之初，除鄱陽湖為元軍所敗，隱身

武當山，遇一殘破「上帝公廟」，悵惶撩撥蛛網而入，驚魂未定之際祈

求「上帝公」庇佑。未料禱後，撩破的蜘蛛網竟復原，使追兵不疑有

人在內，遂逃過一劫。朱元璋抗元成功，一統天下登基為帝後，甚感

神恩相持，即令舊廟重建，塑新像，並敕封「玄天上帝」，御題「北極

殿」。爾後終明一代崇祀不斷，神格至為尊貴。 

明末鄭成功，矢志「反清復明」，舉兵失敗後，渡海來台，在台江

鹿耳門登陸，驅逐荷蘭人，建立反攻據點，其得以雄峙東海一隅，延

續二十三年的臨時政權，除海洋的天然屏障外，依賴船隻航海進行對

外貿易，獲取利益，以維持武裝力量亦是主要的原因，可說是海洋貿

易形態的政治集團，本質上充滿著海洋性格。事實上這種「立國精神

」可追溯到其父親鄭芝龍以商戰集團形態縱橫東海從事海上貿易的時

代便已呈現。換言之，海上航行代表鄭氏集團的經濟命脈，同時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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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其政治上「反清復明」大業的成敗。 

 

鄭氏渡台，百工未備，諸多生活物資、軍工裝備皆有賴船運自外

地引進，而鹿皮、蔗糖、茶葉等產品之輸出亦同，對海洋的依附甚重

，因此除了促進海外貿易的興盛之外，更使這種依附海洋而生的文化

形態，在宗教精神層面上，形成海神崇拜的對象。在面對性情喜怒難

以捉摸的汪洋大海，而航海技術又未精密到足以完全掌握天候與方位

的情形下，自然也就在盡人事之後，於精神層面上尋求慰藉，被動而

消極地祈求神明保佑航行順利。明萬曆年間楊思謙《泉州府志．輿地

志》提及晉江縣有海神「在萬歲山之左，山之盡處有三石傑出，故名

。上有真武殿，舊為郡守望祭海神之所在」又方鼎之《晉江縣志》則

補充說明這座真武殿乃「宋時建」，為宋代祭祀海神之所在，另外南安

、同安等沿海等縣亦有玄天上帝的相關文獻記載，可知閩南一帶在明

末（甚至可推至宋代）確實有一個以玄天上帝為信仰對象的海神祭祀

圈存在。鄭氏克復台灣之後，自祖籍福建南安奉上帝公來台，建廟祭

祀，並鼓勵民間信仰，成為台灣的守護神，鄭開極的《福建通志》載

：「上帝廟在府治東安坊，偽時建，以祀北極大帝」，故知鄭成功在台

奉明為正朔，承皇室信仰的傳統，並配合出身地的信仰風俗，以奉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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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且時至今日台南仍有為數不少的古廟。又王必昌《台灣縣

志》：「邑之勝有安平鎮、七鯤身為天關，鹿耳門、北線尾為地軸，酷

肖龜蛇，鄭氏據台，因多建真武廟以為此邦之鎮」。鄭氏復台後，不管

是基於府治所在實際的地理形勢便於軍事防衛，或者是以玄奧的道家

思惟作為鞏固政治中樞「天命所在」的神聖地位，皆顯示出玄天上帝

在政治決策上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而依這種在政府上的影響力，我

們應可以合理推測在民間應有一股不小的信仰勢力作為基礎，在思想

層面上支持其存在的合理性。 

 

玄天上帝信仰，在明鄭時代，由於政治因素介入，因而多建有其

廟，即以陳文達修《台灣縣志》所記上帝廟共十二所，其中竟多達七

所書明是「偽時建」，足見陳志成書的康熙年間，亦即清領初期，玄天

上帝仍是台灣民間最主要的信仰。 

 

康熙二十二年，清軍大舉進攻台灣，領軍的福建水師提督為對抗

以玄天上帝為守護神的明鄭水師，刻意渲染天妃海上顯靈、助戰神蹟

，迨領台之後，官方乃大力提倡媽祖信仰，漸次取代玄天上帝地位。

台灣南部地區，因開發較早，建於明鄭時代的玄天上帝廟宇較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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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也根深蒂固，故康熙年間台灣的玄天上帝信仰，大抵仍承明鄭餘緒

，依然鼎盛。 

 

康熙末年以降，台灣的開拓，逐漸往北發展，新開發地區，受官

方崇信媽祖政策影響，新興重要廟宇，幾以媽祖廟為主，玄天上帝廟

則寥寥可數，舊志中文獻可稽者，不過三所而已，一是諸羅縣大奎璧

莊玄天上帝廟，康熙二十三年建，四十九年重建１。一是彰化縣鹿港龍

山寺後殿，也祀奉玄天上帝，建於乾隆五十一年２。一是淡水廳山仔頂

莊，莊民林寬建於乾隆間的上帝廟３。此外，諸羅縣東梅仔坑亦有建於

乾隆年間的上帝廟一所４，因諸羅縣志成書康熙三十六年，不及列入。 

 

媽祖信仰既取代玄天上帝的海神地位，玄天上帝庇護海上安全的

功能不再，不僅建廟崇祀銳減，甚至其功能也逐漸由海神轉化為山神

，扮演庇護墾民的角色，此由台灣中、北部玄天上帝廟宇多集中在山

區可證，以光緒《苗栗縣志》為例，該志卷五「上帝廟」共記載廟宇

四所，除山子頂莊一所，已見諸《淡水廳志》外，其餘三所，都是嘉

                                                 
１周鍾瑄《諸羅縣志》卷十雜事志。 
２周璽《彰化縣志》卷五典禮志。 
３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六典禮志。 
４玉虛宮「元宵香燈石碑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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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以後新建５。即以香火而言，目前台灣香火鼎盛的玄天上帝廟宇，也

多出現於近山地區，推究其因，約有二端：一是與玄天上帝靈攝龜蛇

，關係密切，蓋蛇類在早期台灣的移墾社會當中，是為重大禍害之一

，證諸民間早有玄天上帝前身為屠夫，剖腹成仙，所遺胃腸化為龜蛇

為害人間，經玄天上帝加以收伏傳說，因此墾民藉著玄天上帝的崇祀

，以期鎮攝蛇類騷擾，乃奉玄天上帝甚篤。另一種情形，近山地區移

墾，多在清代乾、嘉以後，墾民大量自福建漳州等山區移來，即逕自

赴山地開墾，落地生根，仍保有原鄉虔誠的玄天上帝信仰，對於官方

極力提倡的媽祖信仰，並無積極反映，而造成為近山地區玄天上帝信

仰凌駕瀕海地區的主因。 

 

台灣玄天上帝信仰的發展，明鄭時代盛行於南部，所建廟宇自亦

較多，中、北部漸次開發之後，玄天上帝信仰漸趨停滯，僅山區尚保

有一席之地，以致愈往北玄天上帝廟就愈少。反之，媽祖信仰的興盛

，媽祖（天上聖母）廟的興建也較為增加。 

 

 

 

                                                 
５沈茂蔭《苗栗縣志》卷五典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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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與天上聖母為主神之宮廟統計表 

       年度 

神別 

1918年 

大正七年 

1981年 

民國七十年 

2006年 

民國九十五年 

玄天上帝 172 397 307 

天上聖母 320 510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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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 2006年玄天上帝廟分佈統計如下： 

 

縣市別 數量 縣市別 數量 

台北市 9 台南市 7 

台北縣 4 台南縣 15 

桃園縣 1 高雄縣 18 

新竹市 1 屏東市 4 

苗栗縣 1 屏東縣 6 

台中市 1 台東市 4 

台中縣 6 台東縣 6 

南投縣 2 花蓮市 1 

彰化縣 9 花蓮縣 2 

雲林縣 23 澎湖縣 7 

嘉義市 5 宜蘭縣 1 

嘉義縣 15 高雄市 7 

合計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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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省 2006年玄天上帝為主神之宮廟分佈統計如下： 

縣市別 數量 縣市別 數量 

台北市 16 台南市 18 

台北縣 14 台南縣 15 

桃園縣 4 高雄縣 22 

新竹市 4 屏東市 4 

苗栗縣 4 屏東縣 13 

台中市 1 台東市 4 

台中縣 7 台東縣 8 

南投縣 49 花蓮市 2 

彰化縣 12 花蓮縣 2 

雲林縣 42 澎湖縣 6 

嘉義市 7 宜蘭縣 6 

嘉義縣 23 高雄市 9 

桃園市 1 南投市 10 

基隆市 4   

合計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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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天上帝的信仰，在台灣相當興盛，其稱號亦甚繁夥，有玄天上

帝、玄天大帝、玄武帝、玄武、元天上帝、元武神、元帝、黑帝、真

武大帝、真武帝君、真武帝、真武、真如大師、北極大帝、北極聖神

君、北極星君、北極佑聖真君、開天大帝、開天仙帝、開天炎帝、開

天真帝、上帝公、上帝爺、小上帝、帝爺、帝爺公等，在台灣民間信

仰中，屬稱謂最多的神。稱謂最多與稱謂繁夥，這可能反映一系列複

雜而多元的思想演變與信仰觀念，也涉及族群的廣佈與地域區別，且

又可能涉及宗教的牽引與混合的歷史現象。 

 

今日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玄天上帝都已化為人格神之面貌，但祂的

本質本體，都是值得我們加予分辨的。就人類信仰的發展上，其實玄

天上帝的「產生和衍變，是經歷了一個十分長期複雜的過程」６，亦是

值得我們在民間信仰的人文學術上，作一項系統的歸納敘述。 

 

古人認為自然宇宙是由陰陽兩儀所組成，「天與地」正象徵「陽與

陰」，而人類亦有男女之分，古有伏羲女媧之神體交纏像、擁抱像，象

徵天地陽陰精靈之交泰調和。又古有「玄武」，作龜蛇交纏像，亦為類

似之衍化，後「玄武」複合為人格神之人像，龜蛇分開為二將。因此

                                                 
６引用馬書田《華夏諸神》夏六十六一段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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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何定杰認為：玄武龜蛇之象，原為代天地陰陽男女神像；而玄

天上帝之神，其原形不過是一條長蛇擁抱著一隻烏龜而已。是以，歸

納認為「真武帝實係天地神變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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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圖次 

 

圖 1(北極星方位) 

 

 

圖 2(北極星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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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北極星方位) 

 

圖 4(禺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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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北宮玄武) 

 

圖 6(龜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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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玄天上帝帝王像) 

 

圖 8(玄天上帝武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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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玄天上帝文身像)  

 

 

圖 10(玄天上帝文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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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武當山紫霄宮) 

 

圖 12(武當山太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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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玄天上帝聖紀基礎問答： 
1.玄天上帝稱什麼祖師？ 

答：真武祖師 

2.玄天上帝在何地出世？ 

答：淨樂國 

3.帝爺公是不是玄天上帝？ 

答：是 

4.上帝公是不是玄天上帝？ 

答：是 

5.玄天上帝在母腹幾個月才出生？ 

答：14個月 

6.玄天上帝出生日期？ 

答：三月三日午時 

7.玄天上帝幾歲入山修道？ 

答：15歲 

8.玄天上帝去什麼山修道？ 

答：(前)太和山,(現)武當山 

9.武當山是在中國的哪一省？ 

答：湖北省 

10.玄天上帝在武當山修道幾年得道？ 

答：四十二年 

11.玄天上帝飛昇得道日期？ 

答：九月九日清晨 

12.玄天上帝得道昇天有幾條龍捧聖？ 

答：五龍捧聖上天宮 

 

13.玄天上帝的師父是何人？ 

答：玉清聖祖 紫虛元君 

14.玄天上帝鎮守何方？ 

答：北方 

15.玄天上帝操社稷，普福生靈，億劫不怠，人稱乎師名 

答：主教宗師，濟物度人 

16.玄帝「當年修道」作什？ 

答：悟正宗 

17.玄天上帝在「淨樂宮中」辭誰？ 

答：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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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玄天上帝去武當山上作什麼？ 

答：修行 

19.玄天上帝初入修道有苦想回淨樂國，途中遇到何人？ 

答：老阿婆(鐵杵磨針) 

20.玄天上帝向老婦人說：鐵杵磨成針太困難，老婦人回答四個字是什麼？ 

答：功至自成 

21.玄天上帝醒悟功至自成之意，返巖精修道業，路中表達志堅，折下一株

梅枝置樃樹上向天為何？ 

答：立誓，決心修道 

22.玄天上帝昇天得道後，梅寄樃樹開花結子，此樹名是什麼名？ 

答：樃梅樹 

23.淨樂國王派五百名兵士請玄天上帝回朝，當太子解兵卸甲，同玄帝靜修

後得道，名為什麼？ 

答：五百靈官 

24.玄天上帝腳踏什麼？ 

答：龜、蛇 

25.玄天上帝右腳踏什麼： 

答：蛇 

26.玄天上帝左腳踏什麼： 

答：龜 

27.玄天上帝手執劍名？ 

答：北方黑馳虬角斷魔雄劍 

28.此劍是誰給玄天上帝？ 

答：豐乾大天帝 

29.此劍長七尺二寸，重二十四斤，寬四寸八分，以上代表什麼？ 

答：長七尺二代表七十二候 

二十四斤代表節氣 

四寸八分代表四時八節 

30.此劍民間俗稱什麼名？ 

答：七星劍 

31.玄天上帝全名為何？ 

答：武當山北極玄天真武大帝蕩魔大天尊 

32.玄天上帝神號有哪些？ 

答：北極大帝、真武大帝、開天炎帝、水長上帝、真如大帝、北極佑聖真君、

混元九天萬法教主、玉虛師相、元武神、小上帝、上帝公、上帝爺、帝

爺公(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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