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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天人親和院助理研究員

摘 要
筆者在上一屆（第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中提交一份研究心得：天帝教之無形宇宙
組織初探，探討的是無極理天的無形宇宙組織（無生聖宮、帝教總殿、金闕、清虛宮）。
因為囿於篇幅所限，未論及氣天諸天，所以希望在這一屆（第八屆）天人實學研討會上
繼續探討氣天諸天。本文仍然以《無形宇宙組織總成》的架構為主，參考教內其他書籍，
採用「以經解經」的方式，對以中天為首的氣天諸天（中天、東天、西天、南天、北天）
的組織做一簡單的分類整理和補充說明，使我們對氣天諸天有一個基本的認識。這是筆
者撰寫本文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已經參加過正宗靜坐班的天帝教同奮，都知道
自己的原靈來自何方。根據光證副院長在第七屆天人實學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從天人
關係探討原靈合體，我們得知：大部分同奮的原靈是來自氣天諸天。想必大家應該對原
靈的來處有很濃厚的興趣，這就是筆者撰寫本文的另一個原因。
中天位於氣天諸天的中央，中天的主宰為玄靈高上帝，管轄東西南北諸天。
東天為三官大帝－堯帝（天官）
、舜帝（地官）
、禹帝（水官）－所居。氣天諸天的無形
氣界與本太陽系交匯的地方是南天，南天為光、聲、色、相、五彩奪目的氣化世界，南
天為人曹通往天界之咽喉。西天為清淨之域，一部份屬於無極天，一部份位於氣天，屬
無極天部分不受中天主宰之管轄，直接受金闕 玉帝之詔命。北天的主持是玄天上帝。
從無形宇宙組織裏，我們可以明白無形的行劫與救劫是層層負責。天上尚且如此，何況
人間。我們一方面了解無形宇宙組織，一方面真修實煉、犧牲奉獻，提昇熱準，可以增
強原人和原靈之間的良好互動。唯有透過不間斷的天人親和、奮鬥不懈，才能早日完成
天帝教的時代使命，同奮們，我們一起努力，以不負師恩與天恩。
關鍵詞：氣天、中天、東天、西天、南天、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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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卿（敏肅）

壹、何謂氣天諸天
關於氣天諸天，本師世尊的五位元靈中的「無始古佛」在民國 75 年由本師世尊親
自主持的「天帝教第一期師資暨高級幹部訓練班」中曾說明：
「本太陽系形成一股靈氣，這股靈氣有的在本系中的旋和系之內，有的是在旋和系之
外，而中天則是這股靈氣的樞紐地位，有如圖盤一般，其中以地球來觀察中天的部
位，而分別為東西南北天，而由中天構成一轉輪。」1
另外，「應元 32 天」中的「第一天震天天天王」也進一步說明：
「以地球為基準去觀天，則有東、西、南、北天之別，此東、西、南、北並
不是方位，而是依天之氣質而劃分：偏丙丁火氣，其氣結成南天；偏甲乙木
氣，其氣結成東天；偏戊己土氣，其氣結成中天；偏庚辛金氣，其氣結成西
天；偏壬癸水氣，其氣結成北天。東天、南天、北天、西天為中天之所出，
故中天為氣天，乃諸天之首，掌轄四方。…今日之系星地球，人氣偏火，火
炎沖天，應在南天，故南天得令，直轄人間。事實上，到了無極天，一片中
2
和之炁，則不分東、西、南、北、中了！」
綜合上述，我們得知：氣天諸天之首的「中天」位居本太陽系靈氣的樞紐地
位，由中天構成一個有如圖盤一般的轉輪，掌轄東西南北天。此東、西、南、北
並不是方位，而是依天的氣質來劃分：火氣結成南天，木氣結成東天，土氣結
成中天，金氣結成西天，水氣結成北天。到了無極天，則不分東、西、南、北、
中，而是一片中和之炁。

貳、中天之組織
首先，我們來認識中天的主宰。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中天的主宰為玄靈高
上帝，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關聖帝君。「關聖帝君為人間所顯化的名相，於宇宙的修行
歷史中，歷一千盤古之數，應 25 次三期之劫，為中天主宰，人間之正名應為中皇大天
1
2

《第一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頁 106。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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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玄靈高上帝。」3 「濟公禪師」在《關聖與中天法統》中也曾說明：
「關聖帝君原為先天火老分靈下凡，曾為南天主宰，並為金闕之武上相，其全銜為
『南天文衡聖帝』。因受命在世間，開鸞設教，建立莫大奇功，故 上帝嘉許，有
意提拔，乃是於甲子年元旦由 昊天『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
，於金闕凌霄寶殿
召集群仙萬佛開會時，由五教教主推舉關聖帝君為『中天主宰』之職，奉 無極
聖母（無生聖母）及 玉帝之御定，敕封為『中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4
「濟公禪師」在《關聖與中天法統》中繼續說明：
「宇宙的橫斷面可以分為理天（無極天）、氣天、象天。氣天與象天皆是中天所主
轄，乃是超越星界、國界之範圍也。
『玄靈高上帝』為中天主宰，應化於氣天以及
象天（現象界），處處都有分身，在所屬的領域內，亦都有其權限。在 18 位中天
主宰5中，關帝能夠榮任『中皇大天尊』高職，是宇宙之福，亦是中國人好道的結
果也。」6
在《天帝教教綱》附件中，天帝立教道統衍流：第 54 代天德教，天德教
主蕭昌明氏，傳 18 真，附六輔宗，…道世輔宗：協天大帝、文昌大帝、觀音大士、天
樞呂祖、南屏濟祖、北宗洪祖。關於協天大帝，金闕應元禮部尚書曾指明：「協天大帝
即是關羽之初敕封天爵。」7 玄靈高上帝也同時聲明：
「協天大帝乃吾之敕封封號，協天
8
大帝即是吾，吾即是協天大帝。」
綜合上述，中天的主宰迄今共有 18 位，而現任第 18 代主宰為中皇大天尊玄靈高上
帝。關羽的初敕封天爵是協天大帝，協天大帝是天帝立教道統衍流第 54 代天德教道世
六輔宗之一。協天大帝後來又被敕封為關聖帝君，關聖帝君被五教教主推舉為中天主宰
之後，又被敕封為中皇大天尊玄靈高上帝。氣天與象天都是中天所主轄。
接下來，我們來認識中天的組織。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
，中天主宰玄靈高上帝
主持昭明聖殿。茲表列中天的組織如下：

3
4
5

6
7
8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1988，頁 16。
《關聖與中天法統》台北：帝教出版社，1993，頁 13-14。
《關聖與中天法統》頁 15-17，濟公禪師說明中天主宰已傳了 18 代，而關聖帝君為第 18 代主
宰。
《關聖與中天法統》台北：帝教出版社，1993，頁 21-22。
《天帝教教訊》193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35。
《天帝教教訊》193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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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設組織

主持

職掌

1. 昭明
聖殿

(a) 前殿
(b) 中殿
(c) 後殿

(a) 參議處
(b) 相府議事處
(c) 決議處

2. 朝禮宮

諸府第

中天大臣仙吏之辦事處

3. 五府院

(a)長生府
(b)劫務府

(a)主宰生死之籍，責由南天執行
(b)受清虛宮指令辦理劫務
指示南天執行
(c)研究科技
引渡世間為和平努力的科學人才
(d)負責諸天與人間的弘道
設有帝教講習班
聘請 18 真君為教席
(e)傳軍令調兵遣將之中天最高單位
指揮南天雷電、風雨、霜雪三部
清虛宮「法」字輩童子伍仟員助陣

清虛宮特使陳恢泰

(c)科學院
(d)弘道府

清虛宮特使楊紹時

(e)軍機府

周倉（御馬前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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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天劫務府主持：清虛宮特使陳恢泰，乃十八真君之一。本師世尊駐世時曾
9
經說過：
「陳恢泰是蕭教主的五傳弟子，時任江西省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副司令。」 在
民國 77 年由本師世尊親自主持的「第二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開訓期間，
「清
虛宮特使陳恢泰」曾來和本師世尊及受訓同奮親和：
「吾追隨蕭教主宏教有年，然於修道歷程中，亦未嘗不曾時遭天、人兩道磨考，但
終秉矢志矢奮之一貫精神，自我期許，以堅途踰道障之心。吾自知德薄福淺，才
愚能拙，卻於民國 22 年南京光殿，與首席及夫人同受詔封為十八真君之一，益令
吾惶悚之至，不知所措，惟恐行誼無法盡合天意，以致有辱聖恩！今於無形中忝
任清虛宮弘法院教席之職，仍一本如履深淵之心，疾力挽救人心，期使眾生免遭
10
浩劫之厄而奮鬥不已！」
在民國 82 年由本師世尊最後一次親自主持的「第四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
訓練班」開訓期間，「清虛宮特使陳恢泰」再度前來和本師世尊及受訓同奮親和：
「欣聞首席召喚，特來與諸同奮親和。吾曾於德教時代追隨蕭教主宏教數年，有幸
能與首席伉儷同于南京光殿蒙受 上帝敕封為十八真君之一，逝世後得此封號，

9
10

＜我的天命二＞，《天帝教教訊》107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1992/12/25，頁 23。
《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8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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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無形之軀體，誠惶誠恐之心情，嚴守職責，為力挽浩劫，為宏揚宇宙真道而
努力，不敢稍有懈怠。回憶吾自進入德教追隨蕭教主之時，曾立下誓願：欲以此
身心奉獻於宏揚天道之事業。殊不知，當時之一派真誠，而於宏教時飽受天、人
兩道之磨考，但仍承蒙無形之顯化與護持，使得磨難均能一一突破、化解，甚而
能於歸道之時，經由首席之保舉及無形中安排，得能適時參予無形中應化救劫之
神聖使命，實感榮幸之至。」11
恭讀這二則聖訓，可以感受到陳恢泰真君非常謙虛，當我們面對如他所言
「飽受天、人兩道之磨考」時，也應該學習他的堅忍與感恩。
關於「清虛宮特使楊紹時」，根據《上方恩深紀白雲》12 記載：
「西安光殿告成，教基初奠。…是時入社人員漸增，如…山西楊紹時…，均慕道先

後來皈，日益加眾。…導師以為培養幹材，特舉辦天德聖教陜西省第一期開導師訓
練班，于農曆 6 月 15 日開班，參加受訓者計有…楊紹時…戴震山等 13 人。…楊子
紹時，山西猗式人。楊、邵兩公主陜時，任政府參議。於 24 年夏，參加本社第一
屆訓練班。曾奉教主及導師先後命令，促赴山西省佈道。返里籌設光殿，奠定教基。…
（導師上華山後）本社第二屆理事楊子紹時代執教務，度化闡揚不遺餘力，備著辛
勞。」13
本師世尊駐世時曾對天人研究學院和天人修道學院兩院學生上課時說道：
「楊紹時是山西人，和關聖帝君是同鄉。他是擔任山西省的第二中學的校長，書讀
得好，教育家。我上華山，我開導師就是委託他代理，他代理開導師，我在華山的
期間，他就代理陜西省開導師。…後來他同戴震山一起受封， 上帝派他叫『八卦真
人』
，封他八卦真人，後來也派他為弘法院的教師。我在西北弘教時代第一期開導師
訓練班，現在當了弘法院教師，現在在天界最高的就他們兩位。」14
從師尊所言我們得知，當年師尊上華山以後，就是楊紹時代理開導師職務。

叄、東天之組織

11
12

13
14

《第四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教訊雜誌社/帝教出版社，1994，頁 100-101。
《上方恩深紀白雲》包含＜闡教 12 年大事紀要＞和＜社務教務會務備忘錄＞二本書，乃本
師世尊在西北華山時期弘法佈道的重要文獻。
《上方恩深紀白雲》台北：帝教出版社，1996，頁 5, 6, 9, 14, 16, 28。
《天人學本》下冊，南投：天帝教極院，1999，頁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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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東天為堯、舜、禹三官大帝所居。茲表列東天的組織
如下：
主持

下設組織

天官堯帝

a)
b)
c)
d)

總務文書府
證道歸真府
諸真昇降府
錫福延年府

福神帝君
公道老人
18 天天王
誓歸真人

2. 青虛宮
地官舜帝
（配合清虛上宮）

a)
b)
c)
d)

總務文書府
褒忠獎孝府
赦罪解業府
消災解厄府

逢道真人
虛華天尊
目蓮尊者
麒祿大元帥

3. 青華宮

水官禹帝

a)
b)
c)
d)

總務文書府
江河洪水府
死生功過府
人道幽局府

知了真人
啟道真君
天智真人
禹帝

4. 太陽宮

太陽星君

5. 神農殿

神農氏

6. 東斗星君府

東斗星君

7. 天君府

馬天君

1. 紫微宮

主持

其中，紫微宮諸真昇降府的主持是第 18 天天王。根據《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
況》，第 18 天是龍虎天。第 18 天龍虎天天王講述「龍虎天」如下：
「風雲集宮，風雲聚會，龍虎會天，降龍伏虎！這裏是修神煉仙之處，與崑崙山主
脈一炁相承，為引接仙人之應元單位。凡修煉仙道之徒與崑崙地仙、喜馬拉雅山
之地行仙，一旦為天界錄選，則歸此天所轄，除派令仙官加以調教之外，並時時
賦予天命，由他們去執行。修習仙道的人很多，三教九流雜亂而繁，每年開科選
仙，諸仙人之元神調集於風雲集宮，請清虛宮上仙來此主試，凡一經錄取，即可
列入天仙之冊，並交付任務，依應元使命，回陽待機而動！此種集會，來自全世
界之仙人，於每年的 12 月初一日，本宮熱鬧非凡，紫氣千千，是名符其實的風雲
聚會。」15
由此可知，18 天天王兼任東天紫微宮諸真昇降府主持應與其職務性質有關。

15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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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南天之組織
首先，我們來認識南天。「無始古佛」在「天帝教第一期師資暨高級幹部訓
練班」中曾說明：
「以地球來觀察中天的部位，而分別為東西南北天，而由中天構成一轉輪，
其無形氣界與本太陽系交匯的地方，就是南天的部份。氣天的大法輪，轉到
這三期末劫的時代，其無形、有形的交點，就屬於無形南天的部份，所以說
南方火令當道，無怪乎人心火氣旺，氣息暴烈。」16
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
「南天為光、聲、色、相、五彩奪目的氣化世界，與人類的關係較為直接。
南天為人曹通往天界之咽喉。南天門為一般自由神格和子通氣天之門。凡間
修道循階而上者，必歷此門。經應元帝教光殿直昇者不在此限。」17
「南天悟空真人」在「第二期師資暨高級教職幹部訓練班」開訓期間曾說明：
「吾原為外太空精靈，受太上老君之調教，以蓮花化身成聖，現職南天，鎮
守南天門。」18
綜合上述，氣天諸天的無形氣界與本太陽系交匯的地方就是南天。南天為
光、聲、色、相、五彩奪目的氣化世界。南天為人曹通往天界之咽喉。南天門為一般自
由神格和子通氣天之門。南天悟空真人鎮守南天門。
接下來，我們來認識南天的組織。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南天的主持為文
衡聖王關平，位居南天中央之文衡聖宮。茲表列南天的組織八部六府如下：

八
部

16
17
18

1.三才部

主持

職掌

清虛宮特使
林時權

統管天地人三部法統

受命於

2.七政部

主管星宿運行

清虛宮紫微殿

3.雷電部

雷電執行處

中天軍機府

4.霜雪部

霜雪執行處

中天軍機府

《第一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頁 106-107。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1988，頁 15、17、19。
《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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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水火部

水火監理處

中天劫務府

6.風雨部

風雨執行處

中天軍機府

7.將帥部

天兵神將指揮部

中天軍機府

8.監察部
六
府

趙天君

王總天君

1.行政府

天律執行處

2.仙籍府

審核名冊

3.神職府

世人之修行預先到此報到

4.普度府

(a) 振文院
(b) 鸞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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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負責人間一切鸞文的發行
(b)主持人間鸞務

5.化育府

萬物演化、輪迴考核之處

6.文書府

凡間上疏之文，先於此修繕，
經帝教光殿者除外

關於「南天將帥部」，從歷年巡天節聖訓錄，我們可以知道，萬法教主、九天玄女
等率領金闕元帥府、雷霆威武院各級金甲護法，調度南天將帥部，進行巡天節前置作業
的綏靖與淨化諸方的工作。
關於「南天普度府」，「應元第七天鸞鳴天天王」曾說明「第七天鸞鳴天」如下：
「這個天是普化教育的機構，…鸞教院就是以飛鸞施教於人間的機構，負責
以種種天人親和方式來人間傳達天音。…贊育所管理南天鸞務院與振文院。鸞務院
為主持人間鸞務，而振文院負責人間一切鸞文的發行。…凡是天人親和院的無形、
有形來往資料不經過此處，乃天人親和院為極院所直轄，由金闕直接交通，諸天無
19
權過問，所以侍文由光殿之光幕熱線傳真。」
由此可知，南天普度府的鸞務院與振文院是由第七天鸞鳴天的贊育所管理。鸞務院
主持人間鸞務，振文院負責人間一切鸞文的發行。

伍、西天之組織
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西天為清淨之域，一部份屬於無極天，一部份位於氣
天。屬無極天部分皆不受中天主宰之管轄，直接受無極金闕 玉帝之詔命。茲依位置由
上而下表列西天的組織如下：

19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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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極天

1. 西極妙境
瑤池聖宮

瑤池金母所居

無極天

2. 西天上院
= 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所居
內設天佛院

無極天

3. 雷音寺

釋迦牟尼佛所居

位無極天之邊緣

無極天

4. 紫竹林

南海觀世音菩薩所居

位無極天之邊緣

氣天

5. 西天下院

設有(a)
(b)
(c)
(d)
(e)

西天之修道場
受中天管轄

氣天

*西天文王殿

周文王逍遙之宮邸

皈依所
監修所
修道所
證道所
天道院

不受氣天管轄

關於佛國的創始，「第 30 天妙儀天天王」曾說明：
「玄玄上帝是佛國的創始人，而我則是佛國第一任主持，宇宙間的佛國很多，皆是
由佛國之創始人玄玄上帝所延伸分支而成。西方佛國即是其中之大支脈。」20
「瑤池金母」在《天堂新認識》中談到「瑤池聖宮」：
「吾位於瑤池聖宮，為坤元主宰。這裡面住了 26 萬元君，逍遙自在。宮中
設置五院，分桃、李、杏、梅、蘭，結天果，開天花，四季長春。凡是在
世修行，能力行廿字真言中之兩字者，不論修命與否，臨終之日，三呼吾
21
名，其自然會有護法接引，來宮再行修行，成就金丹。」
「釋迦牟尼佛」在《天堂新認識》中談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形成：
「西方極樂國是阿彌陀佛之願力形成，是引導眾生之方便法，行功佈德，為
了社會的和平，而能犧牲奮鬥的人，才有資格被接引到佛國去修行。」22
「無極無聖英皇」也在《天堂新認識》中談到「西方極樂世界」的形成：
「在宇宙形成約十億億萬年之久，梵天的性靈，來至某個…星球，…在其中
有個警覺性極高的性靈，為了拯救這批沉淪人潮，…於是發了 48 大願，而
20
21
22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65。
《天堂新認識》台北：教訊雜誌社/帝教出版社，1994，頁 56-57。
同上，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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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動三曹。 上帝甚為嘉許，特賜鐳光百道，促成西方極樂國土的早日完成。
…西方極樂世界…亦是用鐳力所造成的。」23

陸、北天之組織
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北天的主持是玄天上帝（玄天真武）。茲表列北
天的組織如下：
1. 玄極宮

玄天上帝所居

鎮天府：擁有天兵金甲大神共 20 萬員

2. 北天北斗宮

北斗星君所居

北斗註死籍

3. 北天東嶽宮

東嶽大帝所居

4. 北天廣寒宮清虛府 太陰星君所居
5. 北天南斗宮

南斗星君所居

6. 北天天辰宮

北辰、中宮、天
樞、天極、極星
五大星君所居

南斗註生，為轉世考核之地

關於「北天」的主持「玄天上帝」
，我們常常會誤以為祂就是「北極紫微星君」
。其
實祂們是二位不同的仙佛。茲分別說明如下：
關於「玄天上帝」，本師世尊駐世時曾對天人研究學院和天人修道學院兩院學生上
24
「玄天大帝顯應（陰
課時說道：
「真武大帝就是玄天上帝」 金闕應元禮部尚書曾指示：
曆 9 月 9 日）可恭誦『金闕真武大元帥有巢氏』寶誥，以示禮敬。」25
由此可知，真武大帝就是玄天上帝。因為寶誥中沒有玄天上帝誥文，所以，我們要
禮敬玄天上帝時，可以恭誦『金闕真武大元帥有巢氏』寶誥。
關於「北極紫微星君」，根據《無形宇宙組織總成》：
「北極紫微星君並非坐鎮北天，而是位於中天之上緣無極天之下界，總領天經地
緯、日、月、星宿，統管延生註福之權。」26
＜北極寶誥＞清楚明示：
「大羅天闕 紫微星宮 尊居北極之高 位正中天之上
佛號金輪熾盛 道稱玉斗玄尊 璇璣玉衡齊七政 總天經地緯
23
24
25
26

同上，頁 86。

《天人學本》下冊，南投：天帝教極院，1999，頁 514。
《天帝教教訊》193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35。
《無形宇宙組織總成》1988，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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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星宿約四時 行黃道紫垣 萬象宗師 諸天統御
大悲大願 大聖大慈 萬星天王 無極上聖 清虛無為元皇
無上應元天尊 延生注福 清平督監帝君 中天紫微北極大帝
無上至聖 御使統管萬星星王 經緯天開黃道天尊」
「金闕應元禮部尚書」曾說明：
「北極大帝與紫微大帝乃是一位分列二職。紫微大帝以紫微星祈九轉法輪，同樞
轉運，其之顯應日對應人間，有化戾徵祥之功。」27
我們持誦「天人親和北斗徵祥真經」的「紫微星祈」即是。「北極大帝」
進一步說明：
「吾乃北極大帝，亦是紫微大帝，因應天體之運行而分任二職，以二名號
示現人間。北極大帝、紫微大帝係先後受御命敕封，本為一尊，同本同源，
也可化為二尊。」28
北極紫微大帝的主要職責有二，一是「總領天經地緯、日月星宿之命數、
延生祚福之機運。」29 所以祂兼任清虛宮天樞院（調和天體運行）轄下清虛府紫微殿主
持30。祂的另一職責是「在天上掌管金銀財寶。」31 所以祂也是帝教總殿福德道宮的主
持，掌理助道資糧，與「先天帝教總殿福德天宮」共同運化。我們各地地方教院每年大
年初四在迎接財神儀式中迎接的財神就是紫微大帝和第二天慎之天天王。
至於「北天」東嶽宮的「東嶽大帝」，本師世尊駐世時曾對天人研究學院和天人
修道學院兩院學生上課時說道：「東嶽大帝是各地城隍的主管。」32
關於人間各地的城隍，「應元第 13 天琳聲天天王」介紹「琳聲天」時說道：
「這裏設有震獄府，以管理人間各地城隍為主，並負責造冊呈報清虛宮。如果清
虛宮有行劫冊，則交震獄府，再監督南天行政府辦理執行之工作。人間城隍之
職，經地府聚善所初步訓育之後，再入地曹廿字講堂接受訓練，結業之後轉地
曹東獄宮（東獄大帝本身則居北天）受封，此後經歷人間三佰年，有功無過，
可保舉到震獄府修行，人間所有大、小等級的城隍名冊皆在此處，派有考核神

27
28
29
30
31
32

《天帝教教訊》193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35。
《天帝教教訊》193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36。
《》
《清靜資糧編要》南投：天帝教極院，1988，頁 139，北極紫微大帝聖訓。
《清靜資糧編要》南投：天帝教極院，1988，頁 66。
《第二期師資班高教班聖訓錄》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312。
《天人學本》上冊，南投：天帝教極院，1999，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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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督導之。」33
由上可知，第 13 天琳聲天的震獄府，管理人間各地城隍，並且負責造冊
呈報清虛宮。人間所有大、小等級的城隍名冊皆在震獄府。
關於「北天」南斗宮的「南斗星君」，本師世尊駐世時曾對天人研究學院
和天人修道學院兩院學生上課時說道：「我的祖父（伯房公）就是南斗星君。」34
根據《天帝教簡史》＜前紀＞ 頁 9 記載：「祖伯房公宰浙江諸暨，清廉自持，以開
倉賑災坐劾，病歿任內，無以為殮，民殮之。」本師世尊駐世時曾經談到他的祖
父伯房公：
「我的祖父在遜清時代經過考試取得功名，帶了我的祖母及四個孩子到浙江諸暨
當縣長。有一年，諸暨地方洪水氾濫，災民沒有飯吃，當年清朝，每一縣有幾座
糧倉，我的祖父就命令把糧倉打開賑災。這是十萬火急的緊急措施，來不及請示，
等到水退了，上級就來調查：縣長你沒有報准，擅作主張把皇帝的糧倉開倉救濟，
就把我的祖父的縣長撤職，我祖父身體本來不好，一氣生病死了，死了以後，身
後家裡沒有錢料理，是諸暨老百姓出錢替我祖父成殮。」35
「南斗星君」在「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開訓期間，受首任首席使
者之邀，曾兩度前來與閉關同奮親和。第一次親和，「南斗星君」說道：
「吾乃北天南斗宮主持，掌兆民註生之權。…生、老、病、死乃大自然之法則，
明乎此，即能勘透生死大事，近而省思如何把握人身難得今已得，戮力於『立
德、立功、立言』，超越肉體生命之極限，精神長存！」36
第二次親和，「南斗長生大帝」說明參加 55 天閉關同奮勘破生死之道考：
「勘破生死是大事，…帝教修行天人關係，亦含生死大事，要活得有意義、有尊
嚴，死得其時，得其所。人身難得，藉假修真，可以了斷生死。吾掌『註生』
之責，會同檢測 55 天閉關學子於『勘破生死』之道考，成績並不理想。…吾亦
奉命於會試之後，配合福祿壽三清辦理『延生』
『注福』之作業，並配合北斗星
君調整『註死』之作業。同奮應先『勘破生死』
，有所開悟，否則難以承受啊！」
37

33
34
35
36
37

《應元 32 天之組織與權責概況》台北：天帝教首席使者辦公室，1989，頁 31-32。
《天人學本》上冊，南投：天帝教極院，1999，頁 111。
《天帝教教訊》106 期，南投：教訊雜誌社，2000/01/23，頁 13。
《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144。
《第二期傳道傳教使者訓練班聖訓錄》台北：帝教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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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度前來親和，南斗星君諄諄告勉：人身難得！要我們能勘破生死，藉
假修真，了斷生死，精神長存。當我們在滾滾紅塵勞碌奔波，飽受生、老、病、
死折磨時，莫忘教誨，再接再厲，勇往直前！

柒、結語
天帝教的教主是 玄穹高上帝，玄穹高上帝位居無極理天的金闕。天帝教
復興迄今 29 年，歷年來上聖高真所傳示的聖訓，大部份來自無極理天的金闕、
帝教總殿、清虛宮、以及反宇宙的無生聖宮。來自氣天諸天的聖訓很少。無形宇
宙，看不到，摸不著。沒有聖訓傳示，我們很難認識。筆者僅能就現有的少數資
料，稍做整理與介紹，希望能讓同奮對氣天諸天有簡單的認識，也能對大部份同
奮的原靈來處與職責有基本的了解，以拉近我們和原靈的距離。原靈來合體，天
上人間，一起努力，完成教劫使命！同奮們，奮鬥再奮鬥，加油！加油！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