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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拜命典禮、教政移交儀式

維光普照天命有承
燮理陰陽宣德繼道

天帝教於民國106年2月11日，分別在天曹道場與人曹道場舉行天帝教駐人間第四

任陳光理首席使者拜命、教政移交及陞座法序。神聖莊嚴的天帝教首席使者推選大典

與傳承大典，歷經天人儀軌，宣告圓成。

天帝教首席使者推選大典，已於民國105年11月12日順利推選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

者，由陳光理樞機使者恭承天命，膺任新一代　上帝的傳令兵。

隨後，天帝教又於民國106年2月11日舉行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分為

拜命典禮、教政交替典禮及陞座典禮三階段。

傳承大典的任務組織中，「拜命工作組」，由黃緒我道通擔任召集人；「教政交

替工作組」，由謝敏榜開導師為召集人；「陞座工作組」，則由賴緒禧開導師召集，

負責各項典禮規劃、執行與服務工作。

教政交替揭開序幕　拜命典禮莊嚴隆重

106年2月10日上午10時，天曹道場～鐳力阿的天人研究總院總院長室，率先展開

「教政交替儀式」，為傳承大典揭開序幕。

第三任與第四任首席使者分別指派代表人～翊教陸光中樞機使者（第三任首席使

者指定代表人）、大藏院主任黃光啟樞機使者（第四任首席使者指定代表人），陸續

針對教政清冊，展開核閱程序。

教政清冊，分為人事、教財、教產、教政暨歷年奮鬥實績等相關文件，經極院內

執本部一一匯編成冊，進行清點移交。

移交儀式按照司儀唱序，分由道通黃緒我與謝敏榜開導師召集提閱，由上述指派

的2位代表人，詳實檢視、清點、簽章、收受，極院內執本部代表亦列席備詢。

天帝教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拜命、教政移交典禮在鐳力阿道場隆重舉行。

圖1~3/翊教陸光中樞機（左）、大藏院主任黃光啟樞機（右）逐一審視教政移交相關資料。

圖4/教政移交後，全體工作人員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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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2月11日上午，復於

鐳力阿道場舉行拜命典禮暨教

政交替典禮。

由 於 場 地 幅 員 不 大 ， 僅

邀請天帝教神職人員（樞機使

者、主教、副主教、掌教、副

掌教、開導師、預命開導師、

傳道師）；部分教職人員～極

院各委員會主委、副主委、道

場 主 任 委 員 、 輔 翼 組 織 理 事

長、祕書長參禮。

11日清晨，連日來的寒流稍退，和風微雨灑淨鐳力阿道場；上午8時40分，鐘鼓齊

鳴49響，震攝迴盪，亦發彰顯聖潔氛圍。

觀禮人員以「ㄩ」字形，在參機正殿排班就位。聖幕前，為主儀的第三任首席使

者正首位；拜命的第四任首席使者位居次位；樞機使者們在後。同時，右側為開導師

等神職人員；左側為傳訊使者、各委員會、輔翼組織代表。

光照首席使者、光理樞機使者在護迎人員引導下，穿過鐳力阿道場天人大道，步

入參機正殿。

在司儀張緒期同奮、贊禮張乾備同奮宣禮布達下，開啟新任首席使者向道統始

祖宇宙主宰　玄穹高上帝立誓～尊奉道統，矢志忠誠，奉詔拜命，效教始終的拜命典

禮。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典禮典禮開始

執事者各執其事

全體同奮請就位

恭請光理樞機使者入壇

主儀人　恭請第三任首席使者入壇……

恭迎道信

恭迎道鼎、法印、炁寶入壇

一連串高昂的宣禮，全體參禮神職教職同奮捫心肅立恭迎道信。3位道信典守人～

柳光赦、楊正開、蔡化誠，依序恭奉「道鼎」、「法印」及炁寶「大經、大法、大

寶」，由參機正殿左邊入口處入壇，恭置「道信」於几案；全體恭向道信行四跪八叩

禮。

宣頒詔命傳承道信　六大序次轉移天命

拜命儀式主要分為舉薦、宣詔、頒詔、奉詔、拜命、道信傳承六大序次進行：

舉薦：

光照首席使者恭讀〈感恩舉薦表文〉，向教主　上帝保薦推舉陳光理樞機使者為

天帝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

〈感恩舉薦表文〉，列敘10年教政；以「深耕深根」先求穩定，再求發展為原

則，踵武本師的奮鬥精神，圓滿教化，不論「誦誥救劫」、「渡人救心」等各項奮鬥

參機正殿莊嚴肅穆迎接新任首席使者拜命。

光照首席使者恭讀〈感恩舉薦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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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尚能達預定之成果。光照首席使者語帶哽咽地感恩無形上聖高真運化，以及全

教同奮的支持。

〈感恩舉薦表文〉全文如下：

歲際丁酉，時值元宵，天帝教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

童光照以感恩舉薦表文，偕同全體樞機使者在天帝教鐳力阿天曹道場參機正殿，虔

敬禮拜，拜表跪呈於

道統始祖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　御陛下

曰：光照於丁亥年元月十五日．公元二○○七年三月四日元宵節拜命接任天帝教

駐人間第三任首席使者於焉十年，回顧十年前膺任首席使者，深感天命可畏不可

違，以謹遵天命，服從師命之心，誠惶誠恐，戰兢履淵，盡心盡力，勤能補拙，

期能完成承繼首席之天命。

十年以還，持續推動拜命時的願力：「願在本師世尊與維生先生奠立的基礎上，

提出深耕深根作為推動教政之原則，期奠教基，求發展，作救劫弘教先鋒，以期

救劫弘教豐碩之成果。」

十年，回首來時路，有憂患、有辛酸、有期待，更有感愧。謹向	 	 	

上帝恭陳十年回顧，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九十六年至九十八年。承接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之教政，先求穩定，再

求發展；在教政上以「深耕深根」、「穩定中求發展」為原則，光照冀求「教政			

穩定、人事穩定，教財穩定」。

九十六年開始籌備「奮鬥初乘靜心靜坐班」，經二年規畫，自九十八年開始在

北、中、南三教區實施，同時合併兩階段正宗靜坐班，恢復正宗靜坐班連續的百

日築基課程。

同此階段推動極院組織規程修改，成立七院暫代始院之功能，以對應各教院三教

長、五中心；並將天人訓練團納入天人研究總院，貫徹研究、教育、訓練三合一

之整合，提高教化功能。

第二階段九十九年至一○一年。持續以「深耕深根，穩定中持續發展」為推動教

政的原則，期望奮鬥成果「成長一點點」。

此一階段持續規畫訓練體系之課程，包括奮鬥初乘靜心靜坐班、正宗靜坐班、傳

教使者訓練班、傳道使者訓練班、神職人員培訓班等，藉以提升講師與教育成

效。

第三階段一○二年至一○五年。仍秉持「深耕深根」、「穩定中持續發展」的原

則，奮鬥成果達到「每年成長一點點」，並落實教化，踵武本師的奮鬥精神。

感謝無形上聖高真之運化，以及全教同奮的支持，圓滿完成十年任務，不管是

「誦誥救劫」、「渡人救心」等各項奮鬥目標，尚能達預定之成果。

光照屆滿退任後，誓願做永不退志的天人老兵，盡到退任首席使者為「現任首

席之教政諮詢顧問」之責任，並與全教同奮一起「終生奮鬥，終生學習，終生

成長」，通過「以身作則」、「以教為家」，而達「以宇宙為家」最終的修持目

標！

光照再拜叩陳：

依據《天帝教推選首席使者辦法》，人間極院已於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依循程

序，完成推選陳光理樞機使者為天帝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

陳光理樞機使者為本師世尊在台灣復興天帝教的前期菁英，學、經、道歷厚實，

早為天命所鍾、本師器重，在天人同慶下，膺任天帝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天

命，嗣緒垂禪，傳承道統、法統、炁統，賡續「奠人間教基，做救劫弘教先鋒」

之使命，弘開教運。

光理樞機使者自進入帝教以來，一面盡人道；一面修天道，三十六年來出心、出

力、出錢等犧牲奉獻不遺餘力。他為人溫厚，宅心仁善，執事恭敬，生活儉樸，

品性謙讓。

光理樞機使者在後天精研藥學，在社會上發展所學，領導社會企業團體深獲肯

定。在人道歷練中，他光華內斂，腳踏實地。在天道修持上，守道卓堅，行道圓

滿，實為本教中興的幹才，亦是本師世尊忠誠的弟子。

光照以第三任首席使者掄才舉賢之法權，謹敬保薦於

上帝御前，祈請

聖慈授予首席使者當選人陳光理樞機使者為第四任首席使者之天命，假以時日，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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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緒嗣禪，光大

天帝真道。拜表以

聞

宣詔：

極初大帝 ： 

一〇六年二月五日 

丁酉年一月九日午時 

奉頒	

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詔命	

：	

授陳子光理天命為天帝教駐人間第四

任首席使者。	

詔曰：	

陳子光理		授爾天命

系垂道統		揆領教政

思格本師		宣德繼道	

傳承道統　法統　炁統　一以貫之

弘化大經　大法　大寶　道化天人

期爾：	

率性自然　講信修睦	

作育英才　厚植教基

領導同奮　卓堅奮鬥	

化延核戰毀滅之浩劫	

確保臺灣復興之基地	

鼓勵同奮　勇猛精進	

正己化人　作救劫弘教先鋒	

親天和人　啟黃冑一統盛世	

協調聖凡　效忠宇宙	

順轉康同　教運無疆	

天人盍共勉夫	

欽哉此詔

天運丁酉年元月九日午刻

此時，參機正殿內外悄然，全體專

注傾聽光照首席使者宣讀教主　上帝詔

命。

頒詔：

光照首席使者代表教主　上帝，頒

授光理樞機使者新膺天帝教駐人間第四

任首席使者詔命。

奉詔：

光理樞機使者俯伏跪承謝恩。

拜命：

奉詔後，光理首席使者以本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身分晉居參機正殿聖幕前正

首位，使用首席使者專用之金黃色拜墊，恭向　無生聖母、道統始祖宇宙主宰　玄穹

高上帝行拜命禮，並跪呈〈拜命表文〉。此時，光照首席使者退居光理首席使者側後

方，以示尊禮。光照首席使者頒詔命給跪承的光理首席使者。

光照首席使者（手捧詔命者）在鐳力阿道
場參機正殿恭讀天帝教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詔
命。

光理首席使者恭讀〈拜命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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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命表文〉全文如下：

維天運丁酉年元月十五日．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十一日，受命弟子陳光理在

天帝教天曹鐳力阿道場之參機正殿，敬謹以惟精惟一，至誠至真之身、心、靈，

俯伏於

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　御陛下

虔敬奉受天運丙申年十月十三日．中華民國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旨詔：天

命可畏不可違！體行天命，唯謹唯乾，傳承「道統、法統、炁統」，善繼組織制

度，兼能復古迎新，俾以順應時代潮流之多元多變；以德以誠，以親以和，領導

全教同奮勤奮勤參，致力完成天帝教二大時代使命與玉靈殿三大特定任務，化延

三期毀滅浩劫，拯救天下蒼生，促進兩岸真正和平統一，再造華冑一統盛世。

弟子矢志奉獻全心全力執行天命任務，值此拜命之時，坦誠此心此願：

而今而後，一德一心，慎始慎終，恪遵天命，服膺真道。

依據本師世尊極初大帝傳承的大經、大法、大寶與天帝教獨有的宇宙法寶，

凝聚英才，廣納賢言，帶領全教同奮共同為救劫弘教的時代使命任務持續不斷奮

鬥。

弟子追隨本師世尊極初大帝，深刻體會「創業」之道，必要做好守業之道，伏

懇

教主　上帝直降親和光，時錫信心、智慧、力量，引領弟子循序漸進，以歷任首席使

者奠立之教基為起點，體天理物，不行倖，不躁進，以「體行天理」、「福澤人

群社會」為目標，回歸《教綱》，建立體制，厚植教基，與時俱進，提升「救劫

弘教」行動力，秉持「正大光明」、「積極樂觀」之三奮精神傳統，勤儉建教，

崇實弘教，開化人心，回天轉運，化延浩劫。

耿耿精誠，伏乞垂鑒。謹表以

聞

道信傳承：

「恭請第三任首席使者傳道鼎」、「第四任首席使者跪承」全場肅穆。光理首席使者完成拜命，晉位參機正殿聖幕正首位（黃色拜墊）。

圖1/光照首席使者頒道鼎給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左）。

圖2/光理首席使者恭捧道鼎叩謝。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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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請第三任首席使者傳炁寶」，「第四任首席使者跪承」道信傳承儀式依

序進行。

光照首席使者傳授炁寶～大

經、大法、大寶，並諭光理首席

使者：「炁氣相傳」。

兩代首席使者交替時刻，觀

禮同奮莫不神情敬肅，頻頻拭淚

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

整個拜命典禮，在恭向本師

世尊．首任首席使者行四跪八叩

禮後圓成。

接著，「天帝教首席使者教

政交替典禮」在鐳力阿道場大同

贊禮贊聲方歇，光照首席使者恭捧道鼎傳授光理首席使者，口諭心傳：「見鼎如見

師」。

「恭請第三任首席使者傳法印」、「第四任首席使者跪承」。

光照首席使者恭捧法印傳授光理首席使者，囑咐：「正大光明」。

圖1/光照首席使者（右）頒炁寶給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

圖2/光理首席使者恭捧炁寶叩謝。

圖3/光照首席使者（右）頒法印給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

拜命典禮圓成後鳴炮，天人同慶。

光理首席使者、敏福伉儷在參機正殿外合影，留下珍
貴歷史畫面。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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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拜命典禮、教政移交儀式

堂舉行。全體同奮穿著道袍與會見證，光照先生、光理首

席使者交換簽署一式二份的《天帝教教政典冊》，並蓋上

兩位首席使者的代表章「維光普照」、「燮理陰陽」，完

成交替，儀式隆簡。

傳承大典結束後，教政交替文件一式二份，一份送教

史委員會典藏；一份交內執本部保管。

參與拜命典禮的樞機們，與新任首席使者～光理首席使者（第1排右6）大合照。

光理首席使者、敏福伉儷（第1排左4、5）與拜命小組工作人員合影留念。圖1~3/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左）圓成教政交接，留下歷史紀錄。

上午10時40分，教政交替典禮圓成。

拜命典禮教政移交　再度呈現網路直播

延續第四任首席推選大典開創的網路直播，拜命典禮亦由極院傳播出版委員會臨時

籌組的工作團隊，於106年2月9日進入鐳力阿籌備。

經過2天24小時的多次導播排演，原以為可以更提高直播的觀看人次；怎奈，連日

陰雨使得光纖網路頻寬不穩，緊急搶修，拜命典禮初始的鏡頭，未能完全有效傳播，乃

美中不足。 

光理首席使者代表章。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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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陞座典禮

傳承陞座  天人共證

炁氣相傳  正大光明

眾所矚目的天帝教第四任陳光理首席使者傳承大典陞座典禮，2月11日下午2點在

人曹道場天極行宮隆重舉行；人潮、花海、道氣、喜悅將典禮滿溢在濃郁的慶讚氛圍

中，留下珍貴紀實。

下午1點20分，首先由坤聯安排陣容堅強的天極行宮天人神鼓隊，以及曾獲世界

扯鈴大賽冠軍的旋和扯鈴隊登場；神乎其技的表現，讓許多同奮、大德、外賓驚呼連

連，紛紛捕捉力與美的畫面，讚不絕口。

第三任光照首席與第四任光理首席的座車，緩緩駛入天極行宮之際，受到大家熱

烈歡迎；隨後，大家魚貫進入陞座典禮會場～天人大同堂，幾乎將之爆滿，樓上樓下

座無虛席，有的只好站著觀禮；有的另外搬椅子欣賞崇隆典禮，好不熱鬧！

接著，鐘鼓齊鳴49響，司儀陳緒艷同奮一聲清亮高亢的「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

大典陞座典禮；典禮開始……」整個會場立即靜肅；再喊「恭迎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

者～光理首席使者入場」眼見青年團英挺的學子們，早已環繞光理首席使者四周，以

「廿字煉心步」步伐護迎新首席使者踏入陞座典禮法台。

司儀又高唱「恭迎天帝教第三任首席使者～光照首席使者入場」青年學子們亦以

「廿字煉心步」步伐護迎至陞座典禮法台。

1 2

圖1/陣容堅強的天極行宮天人神鼓隊。

圖2/曾獲世界扯鈴大賽冠軍的旋和扯鈴隊，精湛的演出。

陞座法台設計由林月儀同奮操刀。

陞座典禮在天人大同堂舉行，盛況空前，座無虛席，創下「滿座」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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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陞座典禮

在全體恭唱《天帝教教歌》後，司儀莊嚴鳴唱：恭迎「道信」～恭迎「道鼎」、

恭迎「法印」、恭迎「炁寶」，觀禮貴賓、全體同奮起立致敬，並恭向「道信」行8鞠

躬禮。

司儀再發號：「道信」傳承……

恭請光照首席使者「傳道鼎」（光照首席傳承時，口諭心傳「見鼎如見師」）。

「傳法印」（光照首席傳承時，口諭心傳「見證正大光明」）。

「傳炁寶」（光照首席傳承時，口諭心傳「傳承炁氣相傳」）。

此時，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一一恭謹跪承，聖潔的一刻，展現在天人之間。

敬慎承接教政轉移

接著，司儀又以高昂的音調揚頌：「教政」移交……。

授財團法人天帝教教印暨教政典冊，恭請光照首席使者授印（光照首席傳承時，

口諭心傳「維護財團法人天帝教的尊嚴與利益」）。

1

2 3

1

2

3

圖1/恭迎「道鼎」，見「鼎」如見「師」。	圖2/恭迎「法印」。	

圖3/恭迎炁寶「大經、大法、大寶」。

圖1/光照首席使者恭捧道鼎傳授光理首席使者，口諭心傳：「見鼎如見師」。	

圖2/光照首席使者恭捧法印傳授光理首席使者，囑咐：「正大光明」。	

圖3/光照首席使者傳授炁寶～大經、大法、大寶，並諭光理首席使者：「炁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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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陞座典禮

授 冊 （ 光 照 首 席 傳 承 時 ， 口 諭

心傳「正大光明、勤儉建教、清白教

風」），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亦分別

敬慎承接。

隨即，司儀口喊「光照先生」，

象徵天帝教邁入另一個新紀元、新氣

象。續喊：恭請「光照先生」、光理

首席使者復位。

恭請「光照先生」講話…… 

光照先生精神抖擻，但略顯百感交集，可以說有欣慰、有祝福、有不捨，不過都

化為鏗鏘有力的鼓勵。。

光照先生致詞如下：

各位貴賓、宗教大德、各位同奮：

今天是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陞座典禮，感謝各位蒞臨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

更要感謝全教同奮在光照接任第三任首席使者10年的全力支持，推動深耕深根，穩定

中持續成長，並完善本師世尊期望代代相承的組織與制度！

回首前塵有喜有淚

回首來時路，光照有非常多的感恩與感謝，今天上午在天曹鐳力阿道場完成首席

使者傳承大典拜命典禮，光照恭向　上帝呈表，敬陳心聲。

10年，回首來時路，有憂患、有辛酸、有期待，更有感愧。謹向　上帝恭述十年

回顧，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96年至98年。承接第二任首席使者維生先生之教政，先求穩定，再求

發展。在教政上以「深耕深根」、「穩定中求發展」為原則，光照冀求「教政穩定、

人事穩定，教財穩定」。

96年開始籌備「奮鬥初乘靜心靜坐班」，經2年規劃，自98年開始在北、中、南3

教區實施，同時合併兩階段正宗靜坐班，恢復正宗靜坐班連續的百日築基課程。

同此階段推動極院組織規程修改，成立七院暫代始院之功能，以對應各教院三教

長、五中心；並將天人訓練團納入天人研究總院，貫徹研究、教育、訓練「三合一」

之整合，提高教化功能。

第二階段～99年至101年。持續以「深耕深根，穩定中持續發展」為推動教政的原

則，期望奮鬥成果「成長一點點」。

此一階段持續規畫訓練體系之課程，包括奮鬥初乘靜心靜坐班、正宗靜坐班、傳

教使者訓練班、傳道使者訓練班、神職人員培訓班等，藉以提升講師與教育成效。

第三階段～102年至105年。仍秉持「深耕深根」、「穩定中持續發展」的原則，

奮鬥成果達到「每年成長一點點」，並落實教化，踵武本師的奮鬥精神。

感謝無形上聖高真之運化，以及全教同奮的支持，圓滿完成十年任務，不管是

「誦誥救劫」、「渡人救心」等各項奮鬥目標，尚能達預定之成果。

光照在表文中，恭向教主　上帝舉薦光理首席使者：

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承接教政典冊。

交接後，光照先生發表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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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光理樞機使者為本師世尊在台灣復興天帝教的前期菁英，學、經、道歷厚實，

早為天命所鍾、本師器重，在天人同慶下，膺任天帝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天命，

嗣緒垂禪，傳承道統、法統、炁統，賡續「奠人間教基，作救劫弘教先鋒」之使命，

弘開教運。

光理樞機自進入帝教以來，一面盡人道；一面修天道，36年來出心、出力、出錢

等犧牲奉獻不遺餘力。他為人溫厚，宅心仁善，執事恭敬，生活儉樸，品性謙讓。

光理樞機使者在後天精研藥學，在社會上發展所學，領導社會企業團體深獲肯

定；在人道歷練中，他光華內斂，腳踏實地；在天道修持上，守道卓堅，行道圓滿，

實為本教中興的幹才，亦是本師世尊忠誠的弟子。

天人老兵滿懷感恩

光照以一個天人老兵的心情，敬向　上帝立願，善盡退任首席使者為「現任首

席使者之教政諮詢顧問」責任，誓與全教同奮一起「終生奮鬥，終生學習，終生成

長」，通過「以身許道」、「以教為家」，而達「以宇宙為家」最終的修持目標。在

此時刻，光照滿懷感恩，除說謝謝外，仍是再度謝謝各位！謝謝全體同奮！

光照先生致詞結束，全體報以熱烈掌聲，司儀高喊「敬向光照先生帶領教政10年

辛勞，行三鞠躬致謝禮」。

移交圓成，典守人護送新任首席使者就位，司儀一聲「卸肩」；光照先生卸下

代表法權與教政權柄的道袍後，司儀又喊「承肩」，光照先生在台階上，往下走一階

為光理首席使者披上並扣鈕，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立即承肩（按：在無形上，意謂法

權、教政一併轉移）。

此時護衛人員請將「主座」移至法台中央位置，光照先生下台階，扶著光理首席

使者上一階到「主座」位置後，再走下一階向光理首席使者鞠躬敬禮，全體再度報以

熱烈掌聲。

「恭請光理首席使者講話」司儀嘹亮喊著；光理首席使者至誠至敬說：

光照先生、各位同奮、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大家齊聚在這裡-天帝教天極行宮，是來共同參與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的陞

座典禮。

1

2

3 4

5

6

圖1/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卸肩」，褪下道袍。

圖2~3/光照先生為光理首席使者披上道袍，代表光理首席使者從此「承肩」，肩負首席使者重責。

圖4/光理首席使者（左）「承肩」。　圖5/光照先生為光理首席使者繫上道袍，完成法權與教政轉移。

圖6/披上象徵法權的道袍後，光理首席使者向大家行禮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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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帝教樞機使者陳光理，在去年11月12日，天帝教依據首席使者的推選辦

法，由全體樞機使者推選出我為天帝教的第四任首席使者，將從今天開始的10年時

間，傳承首任首席使者李極初涵靜老人、第二任首席使者李維生、第三任首席使者童

光照的天命，帶領全教同奮，溝通天人，依著「無形應化有形，有形配合無形」的信

念，共同朝著救劫、弘教的使命任務來奮鬥，也是朝著「聖凡平等，天人大同」的終

極目標努力前進！

天帝教是在公元1980年，民國69年12月21日在臺灣寶島復興，是一個救劫的宗

教，首任首席使者公開告訴世人，天帝教兩大時代使命為：化延核戰毀滅浩劫，確保

臺灣復興基地。

尤其是確保臺灣復興基地的時代使命，從民國78年1月1日開始啟建為期18個月

的第三期保臺護國法會，經兩度延長一年，在81年7月1日正名為長期祈禱保臺護國法

會，歷經第二任首席使者、第三任首席使者，天帝教同奮早早晚晚祈禱誦誥，始終不

間斷的奉獻正氣力量，期能化解對立衝突，以啟祥和。

共同天命神聖任務

這是全體天帝教同奮共同的天命，從今天開始，更是光理直接領受教主　天帝的

詔命任務；光理自當以「功成不在我」的思想，和全體同奮持續不斷的努力奮鬥！這

是「作救劫的先鋒」。

光理還有一個特定任務，就是持續「奠人間教基」的建設，這也是從首任首席使

者確立了天帝教的道統與法統以來的教基建設大業。

道統以《新境界》為本；法統以《天帝教教綱》為本；天帝教同奮以首任首席

使者為典範。首任首席使者在復興第7年即民國76年，開始實施《教綱》訂定的「教

乘」，舉行初皈皈師儀式，在復興第13年即民國82年，成立《教綱》訂定的「教

院」～極院，初步完成兩大組織系統：極院系統、始院以下宏教系統。

第二任首席使者、第三任首席使者接著做。

如：第二任首席使者注重《教綱》訂定的「教本」，充實了天人研究總院與天人

實學。

光理首席使者「承肩」後，登上「主位」，光照先生位居下一階的側座。 光理首席使者宣示教政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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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任首席使者積10年之功，建立了自然養生靜心靜坐的修行法門，這是《教

綱》「教程」的修法。

引領人心祥和社會

這些奮鬥的事蹟，相信在座的同奮，以及始終支持我們的貴賓們，都是參與者和

見證者。

天帝教全球各地的同奮；全球人群社會，還有臺海兩岸的中華同胞們，迎面而來

的是，擴充核子武器的聲浪又再度高張，兩岸關係的進展停滯不前，加上臺島內自由

民主制度的轉型，各種社會性的議題在公民社會中帶來意識的對抗；天帝教以「道德

重整，精神重建」號召社會大眾，以天帝教同奮開始做起，謀求對應，引領時代環境

的人心趨向，希望能獲得一個自由、安定、和諧的人群社會環境。

為了能夠達到這樣的宗教理想，在組織內部，要以人才培育與深化天人實學為重

點。在社會上，加強推動人生守則的廿字教化，真實的回應社會民眾需求，這是在生

活中具體落實社會的道德重整與精神重建。

天帝教雖然已經在人間復興36年，但是我們知道有關人才的資源仍有不足之處，

有待進一步開發神職與教職人員的知識、領導、創新、調和等先天智慧，這是天帝教

在春劫「萬教齊發」的情勢中，需要再努力的責任。

我們還要持續與國際間，包括大陸地區的學術單位與教育機構合作，通過學術交

流、教育合作，讓全球社會大眾認識天帝教、認同天帝教、研究天帝教的時代使命與

終極目標，進一步來參與、支持天帝教同奮的奮鬥行列。

在我們走出這一步之前，將要配合時代使命與特定任務，整理「大經、大法、大

寶」及經典的詮釋與發揚，彙編成書，經由網際網路的道路，和全人群社會做多元的

精神交流，形成可以化延三期末劫的精神力量。

廣泛接引緣人來歸

期待如此能迎進更多緣人，特別是國際社會，從亞洲的日本，美洲的美國、加拿

大，結合更多的有識之士，讓全球的天帝教同奮一起來為這個人類生存的地球做到向

自然奮鬥、向天奮鬥。

光理受命第四任首席使者的詔命，主

要有：

一、傳承道統、法統、炁統，一以貫之。

弘化大經、大法、大寶，道化天人。

二、率性自然，講信修睦。

作育英才，厚植教基。

領導同奮，卓堅奮鬥。

鼓勵同奮，勇猛精進。

三、正己化人，作救劫弘教先鋒。

親天和人，啟黃冑一統盛世。

這是教主　天帝交付光理的天命任

務，光理當從在臺灣寶島復興的天帝教團

結奮鬥，將本師世尊．涵靜老人「宗教大

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的思想，從台

灣推行到大陸地區與全世界。

請全教同奮與光理一起共同開創天

帝教的新境界，也請各位貴賓一如以往的

鼓勵天帝教、支持天帝教，尤其是各個宗

教，本著宗教大同的信念共同奮鬥。謝謝

各位！謝謝！

語畢，全場第3度報以熱烈掌聲。

1

2

圖1/光照先生感謝同奮10年來的支持。

圖2/恭送光照先生（穿禮袍者）

接著，司儀一連串：恭送「道信」……、恭送光照先生……；最後光照先生走到

法台中央，表示對「首席使者」的尊重，特別恭向光理首席使者行禮；光理首席使者

也回禮致敬。然後，光理首席使者步下台階，暫與光照先生同階，代表全教同奮恭送

光照先生。

兩人相互一鞠躬後，光照先生轉身向全體貴賓與同奮行禮，下台階隨著護迎至觀

眾席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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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表演盪氣迴腸

典禮結束，復由坤聯安排系列精彩表

演。第一個邀請的是，已經成立15年；坤元

輔教駐世時，即予命名的高雄市掌院「天韻

合唱團」，登場獻唱《愛的真諦》、《心

窗》、《恩典》。其次，是受邀於英國女

皇登基25年紀念音樂會表演的麥艾倫國際樂

團，高品質的美樂，觀禮來賓、同奮一飽眼

（耳）福，安可聲不斷！

節目主持人江鏡俐巧妙掌握現場氣氛，

帶動節目猶如在五星級殿堂，讓人享受立體

聲覺與視覺，堪稱最佳主持人。

光照先生平日勤於教政，鮮少與孫輩親

和，此時孫女們一席花海攻勢，敬獻給「爺

爺」，同時也敬獻給「光理爺爺」，十分可

愛，整個儀式在溫馨、有趣、歡樂中，劃下

休止符。

龍虎奮鬥群天命移轉  

隨扈新首席圓成使命

龍虎都令特使：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奉極初大帝指示，人間首

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

圓成之刻起，龍虎奮鬥群天命

隨之移轉，隨扈第四任光理首

席使者為今後十年之使命。

原光理樞機使者之隨扈小

組，回歸原建制。

1

2

3

4

5

6

7

圖1/成立15年；坤元輔教駐世時，即予命名的
高雄市掌院「天韻合唱團」，由傅碧雲指
揮率領演唱《愛的真諦》、《心窗》、
《恩典》。

圖2/小孫女們致贈兩位「爺爺」鮮花，討喜又
可愛。

圖3~5/麥艾倫國際室內樂團高品質的表演。

圖6/陞座典禮第一位主持人劉鏡仲，經驗十
足，圓融呈現主持功力。

圖7/第二階段表演節目的主持人江鏡俐，甜美
的聲音讓觀賞者陶醉在曼妙節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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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1

2 3

4

圖1/各界代表齊向天帝教第三任光照首
席使者、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第1
排坐者，第4、5）歡欣致意。

圖2~3/由坤聯副主委張敏令（右1）領
軍的接待貴賓團隊，採用香醇咖
啡、手工小餅乾，親和交流，賓
主盡歡。

圖4/「有孫萬事足！」光照先生被孫女
們簇擁，一同與送行的天極行宮重
要幹部們合照留念。

圖1/維光樞機使者（前左2）偕同家人共襄盛舉，特
別在師尊銅像前行禮致意。

圖2/維光樞機使者（中）專程到天極行宮首席使者辦
公室向新首席～光理首席使者（右）祝賀。

圖3/維光樞機使者（第1排左4）偕同家人，特地上台
與新、卸任首席使者伉儷、天韻合唱團團員們合
影。

圖4/維光樞機使者欣慰地向大家招手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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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軌範
傳承大典侍天應人　拜命陞座依序進行

傳承大典依第二任維生首席構想，分為「侍天」和「應人」的陞座典禮。

因為首席使者由教主　上帝授命為駐人間的代表，應對　上帝拜命，在天曹鐳力

阿道場舉行，是為「侍天」的陞座典禮。

「應人」的陞座典禮，是因首席使者法權來自同奮，應在人曹道場舉行。

前者，邀請傳道師以上神職人員、委員會正副主委、輔翼組織理事長、祕書長觀

禮前赴天曹道場；後者，則廣泛邀請執事以上教職，以及各界大德、貴賓蒞臨人曹道

場參與。

1

2

3

4

5

6

圖1/來自全省各地同奮、大德、貴賓逾1300
人，將簽名禮簿簽得密密麻麻。

圖2/陞座典禮召集人賴緒禧副主教領導有
方，使得整個典禮亮麗、莊嚴呈現。

圖3/陞座典禮副總幹事許光晶（右）認真勤
快，不負所託。

圖4/「爺爺！爺爺！」光照先生小孫女左擁
右抱，好窩心，讓光照先生笑得合不攏
嘴。

圖5/坤聯負責接待，召集人張敏令副主委
（左2）特選好手全力以赴。

圖6/陞座典禮圓成後，參與的同奮紛紛趕赴
雲林燈會天帝教燈區；前立委楊瓊瓔扮
演大會工作人員，協助發放小點心。

4大幅寓意本師在旁監督「傳承」的設計，壯觀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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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色拜墊首席尊位　儀禮周延象徵圓滿

天帝教首席使者僅有一位，因此在傳承儀式中前後兩任首席使者「傳」與「承」

的秩序、位置，非常講究。

比如光殿上首席使者金黃色拜墊只能有一個，象徵正首位。先由光照首席位居正

首位，而在光理樞機使者拜命後，退居側位。

拜命典禮由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向教主　上帝感恩舉薦光理樞機使者後，經過請

詔、宣詔、奉詔而至拜命，光理首席使者昇表發願後，儀禮圓成。

光殿排班因應觀禮，面對聖幕呈ㄩ字形；拜命儀禮在ㄩ字形中央進行，觀禮人員

依序排班，看似乾、坤不分，實有脈絡。侍香人員、道信典守人員由左邊入口進、右

邊出口退，動線趨圓，象徵圓滿。

卸肩承肩法權交替　本師道袍衣缽傳承

陞座典禮中，在「交替圓成」，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將身上道袍脫下「卸肩」，

並親自為光理首席使者穿上道袍，由光理首席使者「承肩」，承擔引領全教同奮為時

代使命奮鬥的重責大任；這一幕法禮使全場動容，不少同奮感念光照先生10年為教付

出的辛勞，不禁潸然淚下。

其實，10年前的傳承大典籌備期間，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強調，「那是法權的

衣缽傳承，必須考慮設計一個截止點，讓全場同奮、來賓清楚感受到首席使者已經交

替。」規劃團隊絞盡腦汁，包括名導演李行～維光樞機，也加入意見，各種方案出

籠，考慮外加披肩式的道袍；或者參考古代儀典的韠袍……等，一度決定採用韠袍的

規範，設計禮袍。

韠ㄅㄧˋ，乃是古時遮蔽膝蓋用的朝服，多以柔皮製成。《說文解字．韋部》：

「韠，韍也。所以蔽前者，以韋，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頸五寸。一命縕韠，再命

赤韠。」《論語注疏·泰伯》：「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俱以韋為之，制同而色

異。」《說文解字·韋部》： 「韠：韍也。」

當年負責規劃設計的趙光武開導師，繪出草圖委託專人製作禮袍，但傳承大典前

一天（民國96年3月3日），維生首席使者與光照樞機使者親赴人曹道場天極行宮，身

穿設計的禮袍演練，許是合身的禮袍罩在長袍外，行動相當不便，維生首席使者覺得

並不適宜。

當晚子時，適逢　無生聖母聖誕，維生首席使者最後一次以首席使者身分，帶領

同奮在參機正殿恭祝　無生聖母聖誕後，下光殿時靈光乍現，臨時告知隨從準備一件

師尊的道袍，作為衣缽傳承的「法衣」。

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神來一筆」的靈覺，震撼工作小組所有成員。素樸的師尊

道袍對同奮而言，是那麼親切又與　上帝同在，深具傳承意義。因此，光照首席使者

在丁酉年（106年）的傳承大典中，延續此一傳統。

採用韠袍規範設計的禮袍，雖然未曾派上用場，但目前仍保存在鐳力阿道場清虛

妙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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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師聖示人間詳實紀錄

天帝教復興36年來，經歷4位首席使者，儘管後輩晚生戰戰兢兢，戮力啟建天帝

教駐人間首席使者推選與傳承大典作業，但本師仍再三叮嚀，務期人間將每個作業環

節，加以詳實紀錄，裨益代代依循先人的腳步，踵武儀制，正大光明，神聖莊嚴圓成

天帝教駐人間首席使者推選與傳承大典的作業。

本師聖示如下：

105年11月天人會談預備會談擷錄

一、時    間：105年11月28日．申年10月29日巳時

二、地　點：清明宮

三、人間主持：光照首席使者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提醒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推選工作之

檢討，應詳予紀錄，並妥善列為教史存檔。

本席在人間時，非常重視史料保存，並列為

研究學院、修道學院之必修功課。

同時，過去推選首席使者部分史料流失

的教訓，更應謹記，避免重蹈覆轍。尤其十

年後再行推選首席使者，人事變動難料，唯

有留存教史，足利後人使用考證而昭公信。

推選大典完成後的傳承大典，包含拜命

與陞座兩部分，亦是重要環節。尤其在天極

行宮舉辦的陞座典禮，屬公開性質，不僅對

社會大眾或其它教門宣揚本教道風，也凝聚

全教同奮的向心力與奮鬥願。希望參與工作

同奮誠敬謹慎，思慮周密，圓成使命。

交接教學承先啟後　智慧互動型塑典範

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與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之間有「交接、教學」的傳承，包括

「交與教」、「接與學」的內涵。光理樞機使者同時接受「交與教」、「接與學」，

透過傳承會議的參與，交換意見，逐步形成交替過程。

教政交替工作組，在民國106年1月底先行模擬交替，列出清冊：全教動產、不動

產（含美、日國際教區），全教神職、教職人事清冊、教政（歷期靜坐班總人數、各

地教院、堂及皇誥數）、印信（財團法人天帝教圖記及象徵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法權

的「維光普照」印章）。

106年2月10日「教政交替儀式」，由第三任與第四任首席使者指派代表，完成清

點移交後簽章，內執本部代表列席備詢。2月11日「首席使者教政交替典禮」時，由

現、卸任首席使者正式簽署圓成。

傳承大典後，光理首席使者權領教政，然而「交與教」、「接與學」仍持續進

行。

比如：天人會談，106年1月底光照首席使者主持，由光理樞機使者列席；2月底，

就由光理首席使者主持，光照先生列席。

月行超薦法會，亦然。又如財團法人天帝教董事長任期，依照法定程序，106年4

月改選；7月份完成註冊登記等。

光理首席使者乃天帝教菁英，守道卓堅，學、經、道歷厚實，早為天命所鍾、本

師器重。

光照首席使者深具「溫、良、恭、儉、讓」君子之德，遵循維生先生建制的典章

與儀軌，再加美化與完善；引領教政10年以還，功成身退，依續傳承、奠教基的風範

更受景仰。

深信兩位首席使者必會以智慧互動的經驗、默契，為天帝教樹立更可長、可久、

可循的傳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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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12月天人會談預備會談擷錄

一、時　間：105年12月28日．申年11月30日巳時

二、地　點：清明宮

三、人間主持：光照首席使者

極初大帝：

首席使者傳承任務第五次籌備會議及首席使者交接工作組第一次會議，皆由曾經

參與過十年前會議的資深同奮擔綱。相信在既有的經驗基礎上，可以完備各項傳承工

作，包括教職清冊、教產清冊、侍天法源等「人、財、事」三項重點。

本席要特別提醒，世界上各大宗教在其歷史經驗中，都發展出各自的傳承制度，

而與世俗的政權轉移有所區別。本教由第二任維生首席使者開始起步，首先明訂出

現任者與新任者之間有「交接、教

學」的傳承，包括「交與教」、「接

與學」的內涵，足為本教各級神職、

教職人員「先期引導後期」的最高榜

樣。

回顧本席初任首席使者，一切的

一切都是自己摸索、學習，一步一腳

印逐漸建立組織制度。希望未來每十

年一次的「交接、教學」，都要切實

檢討及充實完備，使首席傳承之典章

制度，代代相繼，道統綿延，維繫本

教三統傳承於不墜。

首席使者傳承制度，至關緊要，

人間敬慎以對。

樞機院公告〈天帝教退任首席使者禮遇辦法〉

〈天帝教退任首席使者禮遇辦法〉早在民國97年經樞機院會議通過，今（106）年

1月24日復行修正後再度公布實施。 

公布情形如下：

〈天帝教退任首席使者禮遇辦法〉

中華民國97年1月20日第127次樞機院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1月24日第174次樞機院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6年1月24日公布實施

（立法目的）

第一條　依據極院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於首席使者退任後，於教務活動以 及「一

面修道，一面生活」所需，由極院負責必要之禮遇，為遵循「組織」、「制度 

」之精神，共議成文，引為規範。

（責任單位）

第二條　在極院內執本部設置「退任首席使者辦公室」。

人員編制：置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 、祕書若干人。

一、主任總理辦公室各項事務，由首席使者特任之。

二、專任祕書：每位退任首席使者聘派專任祕書一人，承辦文書機要等事

務。 

三、兼任祕書：由主任依實際需要與現行人事作業聘派。

（基本事項）

第三條　採供給制，分為：

一、教務費用：

（一） 凡屬「教務」活動所支應之費用，按實支數供給。



FEB.MAR　2016
41

侍天和人

天帝教教訊／Nｏ.395、396

40

天帝教第四任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移交、陞座儀禮專刊

（二）提供健保、勞保、團保。

（三）提供前項各保險以外之醫療保健費用。

（四）提供生活津貼，由內執本部依專案辦理。

（五）於極院所在之鐳力阿道場內，食、宿等事項由鐳力阿道場管理委員會辦

理。

二、教務車輛：

（一）統由內執本部提供需用車輛。

（二）前項提供車輛所需之油脂等費用，由內執本部辦理。

（經費運用）

第 四 條　辦法所需各項費用，由內執本部負責編列預算與辦理結報作業。

（公布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經樞機院會議通過，首席使者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退任首席使者均以「先生」尊稱

首 席 督 統 鐳 力 前 鋒 ：

 一〇六年二月六日 

丁酉年一月十日午時 

核備「退任首席使者定位」乙案，指示：	

一、人間樞機院會議通過，爾後各任之退任首席使者均以「先生」尊稱，定位為「現

任首席使者之教政諮詢顧問	」，無形均已核定在案。	

二、人間可公布全教周知。	

三、樞機院可再行討論「退任首席使者自律條款」與「現任首席使者自律條款」，用

以充實完備首席使者傳承任務之制度，以為全教同奮尤其是神職同奮之表率，與

時俱進。

道統傳承邁入新紀
拜命陞座意義深遠

極初大帝：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天帝教於　無生聖母聖誕日，莊嚴肅穆舉行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無

形諸天仙佛聖真應元神媒應邀雲集觀禮，人間神職、教職與同奮、嘉賓一同參與，見

證天帝教邁入道統傳承第四任首席使者新紀元，天人同慶同賀！

先天無生聖母是「宇宙之母」，生天、生

地、生萬物，不但創造無形宇宙，更創造有形宇

宙，孕育萬性萬靈。同奮都是萬性萬靈之一，尤

其要明白　先天無生聖母即「宇宙之道源」，天

人感恩同慶，一體奉行　無生聖母的宇宙大道，

亦即是　天帝真道，善盡大孝而無愧，則今日圓

成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饒富深遠意義。

當前春劫行運，多元多變，無形運化亦隨

時應機調燮，俾使「天運、道運、世運、人運」

於順逆之間，仍不偏不倚維持正道。惟一切的一

切，都有賴全教同奮共同努力，發揮救劫正氣，

以配合無形運化，正是「無形運化有形，有形配

合無形」之宇宙至理。

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誠敬拜命，一心一德，

慎始慎終，恪遵天命，服膺真道，其兢業以赴之

心，天人同鑑。期勉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踵武前

任的腳步，在既有基礎上領導全教同奮，持續精

進奮鬥，克服春劫總清之世變，奮創兩大時代使

命新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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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紹先烈賡續使命

天命所寄十年大成
一炁宗主：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無形應元諸天上聖高真一同申賀，天人

炁氣相親，瑞氣萬千。吾代表應元地曹諸神媒恭賀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十年奮鬥，

厚植教基，教運綿延，穩定中求發展，天人肯定；亦祝賀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素孚

眾望，為天命所寄，賡續「奠人間教基，作救劫弘教先鋒」使命，期許克紹先烈，十

年之期，必有大成。

天帝教教義指出：「在此進化的社會，尤其在現今科學世界之中，宗教仍能具有

無上權威。此種永久長存的精神，足

以影響天下後世，而其價值之偉大，

更可想而知！」誠哉斯語。

見證當前春劫總清，激進宗教

狂熱分子，肆意製造恐怖暴行，實已

影響天下後世。天帝教應運開元，復

興人間，奠基臺灣，乃為極初大帝的

慈悲與睿智，關懷人類前途。同奮緬

懷師恩，更要化為奮鬥行動，齊心一

志，擁護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共為

「宗教價值之偉大」而樹立典範，以

昭天下。

吾於無形，樂予襄贊運化，以

竟全功。

同奮感恩服膺領導

齊挽末劫大同可登
三期主宰：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為天人間一大盛事，吾特表申賀之意。

人間倏忽十年，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歷經三階段奮鬥，於穩定中求進步，逐步圓

成「深耕深根」願行，天人肯定。同時祝賀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系垂道統，榮膺天

命，立願秉持「天命可畏不可違」精神，承擔重責大任，善繼組織制度，繼續領導全

教同奮共為「化延核戰毀滅浩劫，暨確保臺灣復興基地，早日完成兩岸和平統一」之

二大時代使命而奮鬥，同登「宗教大同、世界大同、天人大同」終極目標，吾如祝如

盼。

春劫總清當令，天災人禍頻仍，萬生萬靈飽受迫害，臺灣是天心所鍾，更是天帝

教復興基地，同奮須有感恩之心，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仁愛天性，服膺第

四任光理首席使者領導，貫徹始終，搶救三期，化延毀滅，順轉康同，共登聖境。

澎湖天風堂陳正筆同奮不克遠來，特
地繪圖恭祝新任陳光理首席使者陞座的漫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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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中發外正己化人

堅守道風教基穩固
無始古佛：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涵靜老人《清虛集》詩云：「此身本是梅花身，瓣瓣梅花見我心，自古梅花天地

骨，梅花乃是五行神。」

吾等駐節人間諸仙佛、仙吏，於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前來表

達恭賀之意。並藉全臺籠罩寒流之際，恭賀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榮退，並期勉第四任

光理首席使者暨全教同奮，傳承爾師「不畏苦，不怕磨」的奮鬥精神，如同寒梅愈冷

愈香，道法自然，此乃修道人成仙登真之關鍵。

天帝教同奮先天皆源自　無生聖母孕育之金盤原種，夙具道根，彼此間道緣深

厚，今日十方同聚，共為二大時代使命奮鬥，務必把握難得之人身與曠劫難逢機會，

各自奉行爾師「言教、身教、心教」，不僅獨善其身，更要兼善天下，則春劫總清之

勢，必然順轉康同，普天同慶。

吾等各級教院殿主、副殿主、總護法，皆奉御命持續配合人間教政，多方施予

運化之力。惟就吾等見聞，直言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仍須持續關注教院的「尊師重

道」、「犧牲奉獻」等精神傳承，及天人禮儀的侍天精神，期使每位同奮皆具「誠於

中，形於外」的帝門道風，達到正己化人目標，於春劫行運萬教齊發的多變環境中，

必然穩若磐石，屹立不搖。

光理首席角色轉換

使命不同本質如一
首席督統鐳力前鋒：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天帝教首席使者傳承大典拜命陞座典禮圓滿完成，天人同申慶賀，本席尤表欣

慰。天帝教的首席使者傳承，已逐步建立制度，凡參與建制之神職、教職及負責拜命

陞座典禮之同奮，無形皆予嘉勉肯定，並提示應有後續檢討，以茲改進，完備傳承制

度。

祝賀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十年奮鬥得天人肯定，亦望「退而不休」，持續「樂

觀奮鬥」而「同了三期」，最終回歸宇宙道源。

亦祝賀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普受樞機使者愛戴而榮膺天命，由以往「以財資

道」的角色，轉變為「權領教政」的傳令兵頭兒，使命雖然不同，但本質如一，都

是為天帝教千秋萬世基業而貢獻。相信以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之人道奮鬥所得人生智

慧，用之揆領教政，必

能有守有為，理事圓

融，圓滿天帝教復興人

間，搶救三期末劫，廣

渡原人來歸的目的。

呂化實所繪祝賀光理
首 席 使 者 當 家 領 軍 的 賀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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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垂道統慎思妥謀

適才任事道果必圓
首席正法文略導師：

一〇六年二月十四日

丁酉年一月十八日午時

第三任光照首席使者自陳十年任期為教奮鬥的心情，有憂患，有辛酸，有期待，

更有感愧，並誓願做永不退志的天人老兵，善盡「現任首席使者教政諮詢」的顧問責

任，與全教同奮一起「終生奮鬥，終生學習，終生成長」，十年奮鬥，言行一致，本

席深表嘉許。

天帝教首席使者十年任期，轉眼間已二度傳承，何其短暫。期勉每位繼任之首席

使者，自拜命陞座之刻起，即應慎思，而詳謀規劃十年任期內如：教財籌募、人事組

織、教育訓練、人才培育、弘揚真道、廣渡原人、救劫使命乃至國際弘教、學術研討

等等。教政固然千頭萬緒，但只要能善用組織制度，適才適任，團結同奮的智慧與力

量，則可事半功倍，這是首席使者的重要功課。

期許第四任光理首席使者，一本宅心仁厚、生活儉樸、執事恭敬、品行謙讓之身

心言行，凝聚全教向

心力，堅定同奮道

心，勤儉建教，崇實

弘教，開導人心，普

化真道，重光地球。

本席於無形中常相親

和，運化助祐。

第四任首席使者詔命
極初大帝：

							一〇六年二月五日．丁酉年一月九日午時

奉頒宇宙大主宰　玄穹高上帝天帝教教主詔命：

　　授陳子光理天命為天帝教駐人間第四任首席使者。

　　詔曰：

　　陳子光理　授爾天命

　　系垂道統　揆領教政

　　思格本師　宣德繼道

　　傳承道統　法統　炁統　一以貫之

　　弘化大經　大法　大寶　道化天人

　　期爾：

　　率性自然　講信修睦

　　作育英才　厚植教基

　　領導同奮　卓堅奮鬥

　　化延核戰毀滅之浩劫

　　確保臺灣復興之基地

　　鼓勵同奮　勇猛精進

　　正己化人　作救劫弘教先鋒

　　親天和人　啟黃冑一統盛世

　　協調聖凡　效忠宇宙

　　順轉康同　教運無疆

　　天人盍共勉夫

　　欽哉此詔

																						天運丁酉年元月九日午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