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三期　2013.10.15第14頁

　　牛頭角福德廟位於牛頭角下邨，屬於香港規

模較細小的「迷你」福德廟（圖1）。然而，其坐

落於車水馬龍的馬路旁，由是成為了它的一大特

色，而更令人注目的莫過於福德廟每年舉行祭祀

活動時門庭若市的熱鬧情景。福德廟一年共舉辦

五次大型的祭祀活動，包括：天地父母誕（農曆

正月初九日）、福德老爺寶誕1 （農曆三月二十九

日）、盂蘭勝會（農曆七月初四、五、六日）、

地母誕（農曆十月十八）和年尾還神（農曆十一

月十五日）。本文將介紹牛頭角福德廟的福德寶

誕和盂蘭勝會兩種祭祀儀式2 ，藉以讓我們了解中

國傳統民間宗教在21世紀香港城市的發展，以及

它整合社群的功能。3 

一、牛頭角福德廟及其信仰由來

　　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福德廟內除了

奉祀主神福德正神外，也供奉天地父母、地母娘

娘和諸位福神（圖2）。朝廟宇的正門看，一對

醒目而莊嚴的對聯　　「福庇萬民如潮滋潤威福

蔭，德佑黎庶斯僑佳俊念德恩」馬上映入眼簾，

這對對聯正正反映了牛頭角福德廟的意義。

　　福德正神的靈驗傳說：約於20世紀上半葉，

不少潮州人由家鄉來到香港謀生，他們大多成為

碼頭搬運工人。相傳，有一次，統一碼頭發生大

火，火勢旺盛。當時，附近的尖沙咀海防道有一

間福德古廟。4 有工人看見福德正神顯靈引海水把

火撲滅。另外，亦有傳在日本佔領香港的時候，

有日本士兵告訴帶街的婆婆，他們看到福德正神

顯靈。這些靈驗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當時一

部份潮州人的福德信仰。

　　現時牛頭角福德廟所奉祀的福德正神已有悠

久的歷史，可追溯至20世紀40年代。1948年，一

批住在觀音山木屋區（即現今的紅磡家維邨）的

九龍倉潮籍碼頭搬運工人，為求出入平安，就在

居所附近搭建了一間小福德廟，並專程到海防道

福德古廟請香坐鎮。

　　1956年，這批木屋居民遷徙到京士柏石屋居

住 （即現今的愛民村）。相傳，他們當時居住的

地方以前是墓地，於是他們便重建福德廟，作為

該村的守護神，保佑村民平安，約有12年歷史。

當時，福德正神只有一香爐，周圍用木板和鐵皮

製成的棚遮蔽。

　　在上世紀6 0年代末，由於京士柏石屋要重

建，於是，約九成居住在京士柏的潮州人被安排

遷入牛頭角下邨。他們要求政府讓他們把所奉祀

的福德正神也一併遷往牛頭角下邨。結果，福德

廟於1969年落成，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5 也相繼成

立，以便管理福德廟。至2013年，牛頭角福德廟

已有44年的歷史。

二、福德老爺寶誕

　　牛頭角福德廟所舉行的福德老爺寶誕祭祀儀

式屬於較為簡單的祭祀儀式。

　　寶誕儀式舉行前，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的理

事以及工作人員，除了準備豐富的祭品，如茶、

酒、全隻燒豬、潮州湯圓、潮州茶果和發糕等

（圖3），也會在福德廟周圍進行佈置，如掛上

各色各樣由金銀衣紙摺疊而成的精緻祭品。福德

廟正門的上方亦會安置一大型的碑帖　　「恭祝

福德老爺寶誕」，以及掛上五支旗幟，迎風飄

揚。此外，理事們會特別為福德老爺訂做一套神

衣　　伯公袍。

　　福德老爺寶誕（農曆三月二十九日）當日清

晨，便開始有信眾6 陸續前往拜祭。他們大多會

自攜祭品，祭品明顯較平日豐富，有燒豬、魚、

雞、水果、包點和長壽麵等等。還有，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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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都會添香油錢，以表示他們對福德寶誕的重

視。另一方面，潮僑聯誼會的理事亦準備了數箱

福品派給前來拜祭的信眾，包括潮州人及非潮州

人，每包福品都有兩個蘋果及兩個橙，信眾相信

吃了這些福品可得到福德正神的保佑。

　　當日，廟內不時人頭湧湧，匯聚了不少信

眾，以潮州人為主。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們有時會

在辦公室聊聊天，有時則會到廟堂留意拜祭的情

況，以及與前來拜祭的善信們聊聊天，尤其是一

些相熟的潮州同鄉或街坊。

　　至早上11時，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的全體理

事聚集在廟的正中央，一起進行敬拜以及進香儀

式，然後派代表7 分別在眾神的香爐上大香，向福

德正神稟報他們今天為祂舉辦了寶誕，希望祂賜

福予信眾們，以及保佑這區平安。與此同時，其

他信眾也可以一起祭祀。

　　約12時，潮僑聯誼會的理事聚集在福德廟的

辦公室吃午飯，大約有二十多人。他們不時用潮

州話溝通，場面相當熱鬧。下午約1時至2時，潮

僑聯誼會的理事便開始進行化衣儀式。他們把所

供奉的元寶和神袍等逐一領到神前敬拜，稟請神

明接收，並放於神前點燃的香支上燻，然後放進

化寶爐化掉。

　　下午約2時至3時，化衣完畢後，潮僑聯誼會

的理事便陸續把所供奉的祭品收進福德廟的辦公

室，進行分配祭品的程序。他們把所有祭品平均

分配為大約一百多份。每份大概有幾個蘋果、

橙、燒肉、發包和發糕等。據筆者訪問所知，只

有潮僑聯誼會的成員才能獲得分配那些祭品，一

人一份。取得祭品的潮僑聯誼會成員表示，吃了

這些祭品後可保合家平安，身體健康等。至此，

潮僑聯誼會的寶誕儀式便結束，而其他善信可繼

續前往敬拜。

三、盂蘭勝會

　　牛頭角福德廟所舉行的盂蘭勝會則屬於社區

性的大型宗教儀式。自從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成

立後，該會每年都會於廟後的八號籃球場搭棚建

醮，舉行具潮州特色的盂蘭勝會（詳細程序見附

錄1），其目的是超度孤魂野鬼，透過宗教儀式

來驅除社區內的不淨，為這個社區的成員祈求平

安。

　　一進入會場的門口，便可看到金榜題名，它

記錄了捐款人的名字和金額。8 而其旁邊是普渡眾

生壇（圖4），是法師和居士主要進行儀式及唸經

的地方，壇內四周掛了不同的佛像。普渡眾生壇

的對面，順次序是袍冠台、城隍殿、招魂幡、大

士台、附薦台、孤魂台、附薦台和施物台9。而神

壇和戲棚是互相對着的。神壇左右兩旁分別是聯

誼會的臨時辦事處和會客廳10 ，會客廳旁是用鐵皮

搭成的廚房。11（圖4）

1、農曆六月二十九日

　　當天晚上10時半至11時半12 進行的請神儀式是

迎請牛頭角福德廟的天地父母、福德老爺和諸位

福神的香爐到廟後籃球場所搭建的神壇參與盂蘭

勝會。13 出席的人士有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的13位

理事、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的成員和工作人員約

數十人，以及信眾。兩位理事打鑼數聲，表示請

神活動即將開始。迎神隊伍由一個理事用「十二

色水」14 灑地開路。另外，有理事和工作成員抬出

兩座「神轎」。一個放上一盤橙、兩碟白糖和紅

紙，象徵好彩頭：大吉大利、甜甜蜜蜜等；而另

外一個則是放香爐的。一行人列隊來回三次進行

請神，請神的次序為：天地父母、福德老爺和諸

位福神。當請神完畢後，聯誼會的13位理事、成

員、工作人員和信眾等再次輪流往神壇向神明敬

拜及上香，祈求庇佑。之後，他們便一起在神壇

前分享由聯誼會工作人員煮好的潮州湯圓，寓意

大家吃完湯圓後，都會平安、健康。15 

2、農曆七月初四

　　這天是盂蘭勝會的第一天，活動包括有：迎

接用作競投的伯公香爐去神壇、請神和巡境儀

式、經壇進行開壇儀式、戲棚上演潮劇、擲筊杯

儀式和頒贈儀式。

　　早上9時半，一眾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成員

等乘坐旅遊巴由籃球場出發，前往油塘陳理事的

家，迎接他上年競投得的伯公香爐16 回去神壇，參

與盂蘭勝會，全程大約1小時。早上11時半，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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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神和巡境儀式17 。牛頭角區潮僑聯誼會每年在盂

蘭勝會開壇前，都會迎請區內於佐敦谷公園的福

德伯公古廟的伯公去醮棚看戲。在迎神和巡境的

隊伍中，首先是一位理事在沿途以十二色水、烏

豆、米和鹽等灑地，有潔淨社區的象徵。然後，

是兩名提燈籠的理事，以及數名小童和數名工作

人員分別提着柳絮和旗幟。接着，是身穿戲服的

潮州歌舞團的表演者吹嗩吶和敲鑼打鼓，其後有

兩名理事和工作人員輪流抬神轎。殿後的是一眾

隨行的潮僑聯誼會理事和成員（圖5）。浩浩蕩蕩

的隊伍在交通警沿途實施特別交通指引的情況下

進行 。

　　隊伍到達佐敦谷福德伯公古廟後，一眾潮僑

聯誼會的理事和成員等，一起向該廟的各神明敬

拜，稟請伯公前往參與盂蘭勝會。理事把伯公的

香爐安放到神轎後，便繼續巡境（圖6）。隊伍非

常壯觀，鼓樂喧天，所到之處，吸引了不少途人

的目光，有的善信更向經過的神轎朝拜。請神和

巡境隊伍由牛頭角福德廟出發，經淘大商場、彩

霞道、佐敦谷公園、佐敦谷福德伯公古廟、牛頭

角街市、牛頭角上邨和牛頭角下邨，最後回到牛

頭角福德廟（圖7）。巡境結束之後，迎神隊伍小

心翼翼地把迎請得的伯公香爐抬到神棚安放，一

眾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成員等馬上一起向各神明

敬拜和上香。

　　下午3時15分，經壇進行開壇儀式。18 居士們

在經壇上唸着佛經，並化了一隻紙紮白馬，目的

在於迎請經壇的神明參與盂蘭勝會，從而為這區

帶來平安。

　　下午4時，戲班首先上演「五福戲」、「八

仙賀壽」和「仙姬送子」等。19 然後，由居士帶

領一眾劇團演員、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成員進行

拜祭。他們首先在神壇前唸經拜祭。在儀式進行

時，劇團的花旦把一個娃娃（他們稱為「龍王太

子」）交到作代表的聯誼會總理手上（圖8）。該

總理接過「龍王太子」後，把他放於神壇的神枱

供奉，象徵好彩頭，有添丁發財的寓意。

　　傍晚7時，戲棚開始上演潮劇。20 在戲目上演

前，一眾劇團演員都會再一次向各神明拜祭。而

第一天的戲目是「八寶追夫」。戲棚前，聚集了

不少街坊前來看戲，亦有一些觀眾表示他們是特

地從其他地區前來的。前往看戲的觀眾大部份都

是長者，但亦有不少是一家大小同行。21 

　　晚上8時，進行擲筊杯儀式。潮僑聯誼會的理

事會於神前，以擲筊杯22 的形式，選出下年盂蘭勝

會的理事。晚上9時，進行頒贈儀式。潮僑聯誼會

邀請了區議員陳鑑林和秀茂坪警區主任等出席，

由陳鑑林先生致辭23 ，他對潮僑聯誼會舉辦的盂蘭

勝會給予充分的肯定。此外，現屆的潮僑聯誼會

理事也與來賓相互頒授錦旗和紀念座。

3、農曆七月初五

　　今天是盂蘭勝會的正日。所以，前來祭神、

先人和鬼魂24 （潮州人稱之為「好兄弟」）的善信

是三日中最多的。他們大多是一家大小攜帶豐富

的祭品前來（圖9）。但是，通常是由父母進行拜

祭儀式，有些子女會從旁協助父母，有的則只是

在一旁等候。在等候神明或先人享用祭品時，善

信們大多會與一些都是前來拜祭的相熟的同鄉和

街坊閒聊。

　　由清晨7時開始，居士便分時段於早、午、晚

進行唸經儀式，分別稱為「早供」、「午供」和

「晚供」。他們除了會在經壇唸經外，也會分別

到附薦台、孤魂台唸經。25 早上11時半，居士再一

次帶領一眾理事向神壇、附薦台和孤魂台參拜上

香。

　　晚上7時至10時，戲棚又有劇目上演了。今天

的劇目是「延春救主」。台下幾乎座無虛席。有

些家庭更是相約一起去的。他們一邊欣賞大戲，

一邊閒聊。

　　晚上8時半，聯誼會進行聖物競投儀式。 2 6

被競投的物品大部份是一些有心的公司或善信捐

贈的。潮僑聯誼會的理事會預先把用作競投的物

品，如金銀首飾和玉器等懸掛在神壇供奉。而一

些大型的裝飾擺設則放於神檯上供奉，象徵其沾

有神靈的神聖力量，會為擁有者帶來好運，故這

些物品被視為聖物。競投聖物儀式在神壇前方的

空地進行，接受競投的聖物會被逐一放於臨時香

案上，並以價高者得的方式進行競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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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農曆七月初六

　　早上1 0時，聯誼會在警方維持秩序的情況

下，派發領取「平安米」的籌，前來排隊的幾乎

全是長者。

　　早上11時至11時半，進行拜神儀式。儀式開

始，數十名理事列隊於經壇上的左右兩旁，他們

各人雙手捧着放有一件祭品的托盤。然後依從居

士的安排，捧着祭品進入經壇裡面，由一位身披

紅伽裟的居士逐一向神明稟報。之後，一眾捧着

祭品的理事們跟隨該居士在經台上繞行數圈，又

向經台的佛像敬拜。接着，該居士帶領他們到神

壇去。他們把各人的祭品放於神壇前的香案上，

並跟隨居士參拜上香。

　　下午1時，進行分衣施食的儀式。在儀式進行

前，理事和工作人員分別在大士台、附薦台、孤

魂台擺放了各式各樣的祭品，那些祭品都是給予

鬼魂的。這次儀式由最高法力大師帶領，一眾理

事跟隨法師和居士們，依次序由神壇開始，然後

到大士台、附薦台和孤魂台拜祭、上香，告知各

神明一會兒有分配祭品的安排，接着去施物台點

算祭品。28  

　　之後，最高法師進行「放焰口 」29 儀式。他會

透過唸「焰口經」，施食餓鬼。這時，經壇下的善

信已經準備就緒，等着接最高法師拋出的「孤蕾

果」。30 當最高法師拋出「孤蕾果」時，經壇下一

眾理事、工作人員和善信們都十分雀躍地接收。31 

拋完「孤蕾果」後，最高法師和居士再次唸經，超

度孤魂，使他們能投胎再生。之後，就把孤魂送

走。接着，大約3時半，理事和工作人員把放於大

士台、附薦台和孤魂台的祭品收起，並拆下「招

魂幡」、「大士爺」，以及把貼在金榜題名板的綠

色榜紙拿去化掉，至此分衣施食的儀式便結束。之

後，經壇的居士把部份經壇的祭品交給理事，也分

了一些祭品予前來參與的善信。

　　傍晚5時45分，潮僑聯誼會在舉行盂蘭勝會的

籃球場舉行晚宴，準備了葷筵，招待一眾聯誼會

理事、成員和工作人員。葷筵上有豐富的菜餚，

如燒肉、雞、鴨、魚等等。32 在筵席上，他們濟濟

一堂，除了品嚐美食外，也暢快地閒聊，會場瀰

漫着歡樂的氣氛。

　　傍晚7時1 5分，晚宴結束，進行分配祭品。

理事和工作人員把這三日以來的祭品匯集於會客

廳，準備進行分配祭品予各理事、成員和工作人

員的程序。這次的祭品是全年最豐富的，有各式

各樣的潮州糕點如壽包、酥餅、孤蕾果和發糕，

也有長壽麵、水果等。

　　傍晚7時，戲棚又開始做戲，劇開始上演「宗

英下山」，以及再次上演「八仙賀壽」。 由於今

天是盂蘭勝會的最後一天，所以，劇班會延長表

演時間至凌晨12時半。在凌晨12時正，戲班再次

上演「八仙賀壽」，目的是敬神。

　　晚上7時40分，經壇上進行「走供」33 的祈福

儀式。「走供」即以走動方式供佛。台上數十個

居士各人手持各式各樣的法器順序出場，如法鈴

和扇子。他們時而踱步，時而疾走，時而左穿右

插，時而轉換花式，其中一位居士更多次在台中

央快速旋轉，使人目不暇給。有一位善信表示，

這次走供的目的是為這區的街坊祈福，以及酬謝

佛祖等神明連日來的庇佑。

　　晚上8時，聯誼會進行第二次的聖物競投儀

式。競投的高潮是福德正神香爐的競投，投得者

可攜帶福德正神香爐回家供奉一年。當晚，其中

一位理事以港幣12,380元競投得該香爐。

　　晚上8時15分，經壇上進行「走散旗」的送神

儀式。這儀式都是以走動的方式進行，其中兩位

居士分別手握「金童」和「玉女」紙像，與其他

手持五色令旗的居士一起奔走。其目的是結合佛

祖和眾居士之力，驅趕孤魂，勿再留下。隨之，

也恭送各神明離開。至此，法事功德圓滿。居士

把經壇上的祭品交給理事們。理事表示，傳統上

這些祭品會分配予今年的13位理事。

　　凌晨12時正，理事們進行「送禮」儀式，即

把神袍等化掉，象徵送往天上由神明接收，感謝

他們參與是次盂蘭勝會，也祈求祂們繼續保佑這

區平安。理事們逐一拆下袍冠台的神袍和由金銀

元寶摺疊成的供品，並一起拿到神壇前，向神明

參拜。然後，拿到燒衣處化掉，而放於城隍殿的

紅色大馬也一併化掉。隨着「送禮」儀式的結

束，一連三天的盂蘭勝會也完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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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筆者透過身體不同的感觀，從多角度去欣

賞中國的祭祀文化，置身其中，所感受的是超乎

我們所想像的，往往更能啟發我們進一步思考和

探索，如這些傳統宗教儀式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以及宗教儀式的傳承和轉變等課題。

註釋

1 「福德老爺寶誕」又稱「伯公誕」，香港稱土

地為伯公的多是客家人，潮州人則稱土地為福

德正神，意思是福氣、品德高尚和正直無私之

神。

2 該廟的神誕和酬神儀式大致相同，故以主神福

德老爺的寶誕為代表；而盂蘭勝會則是該廟全

年最盛大的祭祀儀式，故選取這兩個祭祀儀式

作深入描述。

3 筆者採用了質性研究中的田野調查方法，主要

透過參與觀察和訪談法去搜集資料，如參與該

廟舉行的神誕慶祝活動，以及向該廟的理事和

參與儀式的善信進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訪談去蒐

集該廟的歷史和宗教活動等的一手資料。研究

資料蒐集自2012年2月至2012年12月期間進行。

4 相傳，海防道福德古廟的伯公像是日治時期從

海上拾得的，後來九龍倉的潮籍搬運工人合資

建廟敬奉，不少潮人認為這神特別的照顧他

們。

5 現在的成員主要由年長的潮州人組成，他們有

些是由京士柏搬到牛頭角的第二代，有些是牛

頭角區的潮州籍街坊。

6 透過與信眾的訪談，筆者發現前往拜祭的信眾

以居住在牛頭角區的潮州人為主（當中有小部

分是已經外遷的潮州籍舊街坊），及一些非潮

州籍街坊。

7 進香的代表是現屆潮僑聯誼會的理事。

8 該榜記錄了捐款人的姓名和金額。據負責記錄

款項的理事們表示，捐款者大多是潮籍善信和

區內的街坊。而根據榜上的記錄，捐款額較多

的主要是聯誼會的理事，有的是數萬元，有的

是數千元，而其他善信的捐款額則由千元至百

元都有。

9 施物台內放置了很多用麻包袋載的白米、水

四、小結

　　透過儀式，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傳統民間

宗教在21世紀香港城市的發展。現時，舉行祭祀

儀式的主要是年長的理事，言談間，他們不禁慨

嘆欠缺年輕一輩參與籌辦工作。而就現場所見，

雖然不是每個年輕人都熱衷於這些宗教儀式，如

有年輕人34 表示：「我個人就不太相信這些（鬼

神信仰），只是家人要我一起來拜祭。」但是， 

也有不少年輕人會自動自覺幫助父母進行拜祭，

跟隨父母的指示進行儀式。如有年輕人35 表示：

「我是陪家人來拜神的，這裡的儀式都蠻有趣

的……。我有跟婆婆上香，向神明祈求身體健康

和學業進步。」另一名年輕人36 也說：「與家人前

來這裡拜神和先人很熱鬧……。這裡的佈置和活

動很有趣，我都想見識一下……。如果下年有時

間的話，都會陪家人來。」可見，儀式的舉行，

可讓我們，尤其年輕一代，多了解中國傳統民間

宗教活動。

　　牛頭角福德廟雖然由潮州人建立和管理，然

而，除了潮州族群外，區內的其他族群也視福德

神為區內的保護神，而進行奉祀。在擁有共同信

仰的基礎下，福德廟成為整合潮州族群和牛頭角

街坊的媒介，尤其是在每年舉行福德寶誕和盂

蘭勝會的時候，宗教儀式和活動把他們匯聚在一

起。這不但凝聚了一眾潮僑聯誼會的理事，也強

化了潮州人對族群身份的認同和區內街坊的歸屬

感。

　　當然，其整合社群的功能是有局限的。例如 

福德廟的宗教儀式和活動對潮州族群的凝聚是有

局限的，這可以在宗教儀式和祭品的分配上反映

出來。在潮州族群內，不同身份的人對儀式有不

同程度的參與。而且，只有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

成員才獲分配祭品和獲邀出席盂蘭勝會的晚宴，

由是造成了族群內的分層化。再者，雖然福德廟

以福德信仰維繫着區內不同的族群，而且，其所

舉行的寶誕和盂蘭勝會是對外開放的，歡迎不同

的族群參與，但儀式的象徵核心仍是以潮州人為

主。

　　在考察福德寶誕和盂蘭勝會兩種祭祀儀式的

過程中，讓筆者大開眼界，見識到一幕幕精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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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雨傘、水果、竽頭和書包等。這些物品部

份是聯誼會用善信的捐款購買，而部份則是善

信或附近商店捐出的。

10 會客廳則是開放給善信休憩或警察當值時的辦

公室。

11 由聯誼會聘請廚師負責盂蘭勝會期間理事的飲

食，以及最後一日的葷筵。

12 理事指出，他們每年都是於農曆六月的最後一

天的晚上10時半至11時半請神，因為農曆六月

的最後一天的子時是開鬼門關的時間。

13 理事們表示，是次請神並沒有請地母娘娘。原

因是經過問杯後，地母娘娘表示想留在廟中，

看守福德廟。

14 把由12種樹的葉綑綁成一紮，用其所沾得的水

稱為「十二色水」。他們認為用這紮樹葉沾水

並灑在地上，有辟邪和清除不潔的作用，有神

聖的意義。

15 當日晚上10時15分香港天文台掛8號風球，牛

頭角不時刮大風及下雨。然而，在請神期間，

並沒有刮風及下雨，相當平靜。一眾理事、成

員、工作人員和信眾都認為這是神靈顯靈。

16 該香爐會於今年的競投聖物儀式再作競投。

17 理事表示巡境儀式有多重意義：請神去參與盂

蘭勝會、告知鬼魂有施食和戲劇看、向附近街

坊曉諭盂蘭勝會即將舉行和透過神明巡境，為

地區帶來平安。

18 或稱為開光儀式。

19 有觀眾表示這些都是例戲，是戲班特別做給神

明看的，有向神明祈求平安的含意。

20 神功戲是盂蘭勝會期間娛樂陰陽的活動，令人神

共樂。而是次負責神功戲的是香港新天藝劇團，

戲團的領班表示，其劇團的演出主要是宣揚中國

傳統文化和作教育作用，如這次在盂蘭勝會演出

的劇目「八寶追夫」、「延春救主」、「宗英下

山」，便是一些忠孝節義的劇目。

21 戲班是在傍晚7時左右才開始上演神功戲的，至

晚上11時。白天不會有神功戲上演，有理事表

示，這是因為避免干擾到附近的居民。

22 理事們指出，擲筊杯這儀式必須由被認為是

「好命」的長輩進行。所謂「好命」，即是

父母健在、沒有喪偶、有兒孫和生活條件良好

等。在擲筊杯期間，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善信

都匯聚在旁圍觀。在旁協助的理事由小袋裡抽

出寫有潮僑聯誼會成員名字的紙條。由負責擲

筊杯者過目後，便進行擲筊杯。如是者，逐個

職位進行問杯（一共擲三次，只有第一和第二

次擲到「聖筊」，及第三次擲到「沒茭」，才

代表獲得福德正神接納）。然後，在旁協助的

理事會高聲讀出獲選理事的名字，並叫獲選者

馬上到神壇上香。大家不時雀躍歡呼，場面十

分熱鬧。雖然獲選的理事在未來一年的盂蘭勝

會時要出錢出力，但他們覺得被福德正神選中

是一件非常榮幸的事，相信他們在未來的一年

會得到福德正神的庇佑。

23 陳鑑林講述牛頭角社區的發展概況及進展。他

指出，本來居住於牛頭角區的居民因房屋的拆

遷而遷往其他地區，但是，每年潮僑聯誼會舉

辦的盂蘭勝會則發揮了聯繫居民的作用。很多

現在或以前在牛頭角區居住的街坊都會在這個

盛會聚集起來。

24 有位年長的潮州善信表示，有圈地的祭品只是

供奉給其祖先；而沒有圈地的，則是其他鬼魂

也可以享用。

25 居士們表示他們主要是透過唸經去超度亡魂，

講道理給鬼魂聽，希望能馴化他們，以及幫助

無依之遊魂，使其早登極樂。

26 潮僑聯誼會的理事表示，歡迎所有蒞臨的善信

參與。競投聖物所得的金錢，將留備作為日後

籌備寶誕或盂蘭勝會的資金，所以他們都希望

那些聖物和福品可以投得一個好價錢。

27 除了潮州人外，這儀式也吸引了不少非潮州人

圍觀。在儀式進行時，主持初時以潮州話為

主。其後，為了讓一些非潮州籍的人士都可以

參與，於是改為潮語、粵語並用。是次競投氣

氛相當熱烈，如有理事以港幣4,000元競投得一

瓶名酒、有善信以港幣950元競投得一個「馬到

成功」的金飾座等。

28 理事表示，此儀式的目的向鬼魂述說那些祭品

將會分配給他們。期間，也有善信跟隨他們進

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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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放焰口」是一種根據《救拔焰口餓鬼陀羅尼

經》而舉行之施食餓鬼之法事。透過僧人們一

同唸經說法，希望打開鬼的喉嚨，把食物變成

甘露令餓鬼得以進食，助他們脫離餓鬼道。相

傳這種「放焰口」的儀式是由解救目蓮母親而

來。現時，在不少盂蘭勝會上都會舉行「放焰

口」的法事，普渡孤魂野鬼。

30 「孤蕾果」是由麵粉搓成的糕點。善信表示，

吃了這些「孤蕾果」後，會身體健康和平安。

31 如果人們能夠直接用手接到那些「孤蕾果」，

則代表他們將會有好運。

32 理事們表示，因為要進行儀式的緣故，這餐是

他們三日以來首次吃肉的一餐。

33 「走供」是一種源於潮汕地區的祭祀舞蹈。

34 受訪者31號，2012年8月21日。

35 受訪者29號，2012年8月21日。

36 受訪者33號，2012年8月21日。

圖1：牛頭角福德廟。林佩玲拍攝，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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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牛頭角福德廟平面圖

圖3：聯誼會準備的祭品，如茶、酒、潮州湯圓、潮州茶果和水果等。林佩玲2012年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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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牛頭角福德廟孟蘭勝會場地平面圖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三期　2013.10.15 第23頁

 

 

 

 

 

 

 

 

 

 

 

 

 

 

 

 

 

 

圖 27 (迎神和巡境的隊伍 - 資料出處：筆者於 2012 年拍攝) 

圖5：迎神和巡境的隊伍。林佩玲2012年拍攝。

 

 

 

 

 

 

 

 

 

 

 

 

 

 

 

 

 

圖6：迎神和巡境隊伍所請得的佐敦谷福德伯公古廟的

伯公香爐。林佩玲2012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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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牛頭角福德廟
2.淘大商場
3.彩霞道
4.佐敦谷福德伯公古廟
5.牛頭角街市
6.牛頭角上邨
7.牛頭角下邨
8.牛頭角福德廟

圖7：牛頭角福德廟盂蘭勝會迎神和巡境路線圖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三期　2013.10.15 第25頁

 

 

 

 

 

 

 

 

 

 

 

 

 

 

 

 

 

 

 

 

 

 

 

 

 

 

 

 

 

 

 

 

 

 

 

 

 

圖9：各善信帶備了祭品前往拜神。林佩玲2012年拍攝。

圖8：劇團的花旦把「龍王太子」交到聯誼會總理手上。林佩玲2012年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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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盂蘭勝會程序表

農曆六月二十九日 請神儀式 - 迎請牛頭角福德廟供奉的神靈

10:30p.m. � 預備請神。一眾理事、成員和信眾們向各神靈參拜上香

10:45p.m. � 進行請神儀式。分別迎請天地父母、福德老爺和諸位福神的香爐到盂蘭勝會的神壇

11:15 p.m. � 請神儀式結束。 一眾理事、成員和信眾們分享潮州湯圓

農曆七月初四   

9:30-10:30 a.m. 一眾潮僑聯誼會的理事和成員等去迎接用作競投的伯公香爐

11:30a.m.-1:30 p.m. 進行請神和巡境儀式

3:15 p.m. � 經壇進行開壇儀式

4:00-5:00 p.m. 戲班上演迎神戲及送「龍王太子」

7:00-11:00 p.m. 戲棚上演「八寶追夫」

8:00 p.m. � 進行擲筊杯儀式

9:00-9:35 p.m. 進行頒贈儀式

農曆七月初五   

7:00 a.m. � 居士進行唸經儀式，即「早供」。

� 居士於中午和晚上也會進行「午供」和「晚供」

� 居士分別於經壇、附薦台和孤魂台唸經

11:00 a.m.- � 居士帶領一眾理事向神壇、附薦台和孤魂台參拜和上香

7:00-11:00 p.m. 戲棚上演「延春救主」

8:30-10:00 p.m. 進行聖物競投儀式

農曆七月初六   

7:00 a.m. � 居士分別於經壇、附薦台和孤魂台進行「早供」。

10:00-10:45 a.m. 聯誼會在警方維持秩序的情況下，派發領取「平安米」的籌。

11:00-11:45 a.m. 進行拜神儀式

1:00-3:15 p.m. 進行分衣施食的儀式

3:35 p.m. � 理事和工作人員把於大士台、附薦台、孤魂台的祭品收起，並拆下「招魂幡」、

「大士爺」，以及貼在金榜題名板的綠色榜紙拿去化掉。

4:00 p.m. � 聯誼會在警方維持秩序的情況下，派發「平安米」。

5:45 p.m. � 舉行晚宴。出席者有聯誼會的理事、成員和工作人員

7:00-12:00 p.m. 戲棚上演「宗英下山」。以「八仙賀壽」作為煞科劇目

7:15 p.m. � 分配祭品

7:40 p.m. � 於經壇上進行「走供」的祈福儀式

8:00-10:00 p.m.� 進行第二次的聖物競投儀式

8:15 p.m. � 於經壇上進行「走散旗」的送神儀式

12:00 p.m. � 理事們進行「送禮」儀式，把神袍等化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