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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

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這天是中國農曆正

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誕辰。玉皇大帝是道教位

階最高的神祇之一，所以信眾們每逢初一、十五

要供奉玉帝。玉皇大帝誕又名為「天公誕」，是

香港民間宗教的重要節日之一。當天，我們一行

二人到位於九龍塘律倫街的道教宮觀省善真堂作

田野考察。是次考察的目的是觀察及研究玉皇大

帝寶誕儀式慶典如何促進信眾的身份認同。省善

真堂為一非牟利慈善團體，於1952成立，至今已

超過60年。省善真堂前身是在東莞成立之「蓬瀛

閣」。戰後，道侶在九龍深水埗營盤街租一小樓

啟乩，得佛祖賜名「省善真堂」。於1970年遷到

九龍塘律倫街現址。省善真堂主要供同道人業餘

修身勵德、明道從善之用，平日亦為善信提供扶

乩問事服務和中醫診治服務。此外，亦會在特別

日子慶祝仙神寶誕，以及舉辦齋筵，例如每月瞻

星禮斗、大除夕開放上頭炷香、新春競投聖燈

等。我們是次所研究的玉皇大帝寶誕儀式便是該

堂其中一年一度的盛大慶典，除了慶祝、供奉和

祈求玉帝會賜福、消災解厄外，亦藉此凝聚一群

信眾。 

二、祭祀儀式

我們從省善真堂正門進入，期間經過不同的

殿堂如文昌殿丶觀音殿丶三清殿丶文殊殿等。各

處都擺放著不同的仙神神像供信眾供奉及參拜，

體現出神聖空間的莊嚴。當我們踏進進行玉皇大

帝寶誕儀式的元辰殿，便看到不同的經生正忙著

準備儀式所需。有的設壇，有的負責擺放祭品，

有的預備香燭。當中很重要的是信眾的禮斗。1

這是信眾們都珍而重之的神聖物品，在玉皇大帝

寶誕儀式中有重要的作用。禮斗是神祇與信眾之

間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溝通橋樑，是神祇向信眾祝

福、保佑信眾的物品。信眾們相信競投禮斗是功

德，這樣能得到神祇的庇佑。關於禮斗的細節，

將在下文詳述。玉皇大帝寶誕儀式包括：開壇儀

式和「供諸天」科儀2。

1. 玉皇大帝寶誕開壇儀式

約早上9時，省善真堂進行開壇儀式。儀式

是比起原定的時間遲了少許。首先，眾多的經生

和主科一同步入主壇內。3主壇內安放了許多祭

品。這些是供奉神明的傳統祭品，一般包括「十

供」，即「香、花、燈、水、果、茶、食、寶、

珠、衣」。每種祭品十份，寓意「十全十美」。

經生指出，每種祭品皆有不同的像微意義。獻

上食品，是祈求「有衣食」、風調雨順、國泰

民安和豐衣足食。隨著奏樂響起，經生一同唸開

壇經，表示向玉皇大帝請安，和寓意新一年的開

始，有「斗壇開啟」的意思。唸經的另一個含意

是為新一批禮斗祝福、開光，表示神祇的祝福。

主科在燭台上以特別器皿上香，以示尊重。

唸經過後，主科繼續對不同物品（如聖水、

香、意文4）進行各種儀式。首先，經生再次唸

經，請玉皇大帝祝福各禮斗。然後，主科穿梭於

壇內安放各禮斗的區域，不斷灑著聖水，寓意潔

淨壇場及禮斗。第一個步驟是灑聖水，代表洗淨

一切不潔和污濁的意思。然後是「朝神」的儀

式。眾經生與樂師一同列隊徐徐步向廟內各殿，

包括文昌殿、觀音殿等，向廟內諸神問安。這是

表達禮敬、尊重的意思。經生與樂師向不同神祇

朝拜、躹躬之後，再次步回壇場內，繼續唸經。

之後，眾經生與樂師再次重複此步驟兩次，每次

儀式主科手上拿著不同的物品，分別是聖水、香

燭和意文，分別寓意開光（對聖物禮斗給予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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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和上告（對神祇的問候、呈上進行科儀的目

的）。儀式有一段步行唸經的時間，主科與經生

們會一同步行到各殿，供奉不同的神。這條路線

行走重複三次，三次當中，主科手上所拿的物品

分別是聖水、香、意文。

在1 0時左右，經生繼續唸經和宣讀道堂信

眾名字，為他們祈福。所宣讀的名字，是上一年

在道堂投得禮斗的信眾。他們在上一年所投得的

禮斗」記上了他們的名字，經過經生的唸經等儀

式後，放到堂內一年，這時才會給信眾取回。不

是，經生所宣讀道堂信眾名字是上一年內曾經投

得禮斗的信眾，並不是單單在現場的信眾。

信眾們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納入廟堂內。一

方面，他們因上一年投下禮斗的功德而得到神祇

祝福；另一方面是確認信眾在道堂的身份。宣讀

完道堂信眾名字後，儀式暫時結束。但經生們仍

會一直唸經，直到中午12時正。我們發現，整個

開壇儀式的過程中，只有十餘名信眾參與觀看，

主要是年長的信眾。堂內經生王先生指出，開壇

儀式是省善真堂獨有的儀式，而且時間較早，信

眾未必在這時前來。他們大多數會在「供諸天」

科儀時到來。其次，以往儀式時間要嚴格遵守，

舉行時間是在前一晚的11時正。但因為時代變遷，

儀式舉行的時間要遷就信眾。由此可見，社會變

遷對儀式的影響。

2. 「供諸天」科儀

在12時正，「供諸天」科儀正式開始。「供

諸天」科儀也是玉皇大帝寶誕儀式的其中一個儀

式。首先，眾經生一同唸《北斗經》5、樂師奏

樂。這是道侶與眾神祇溝通的一種儀式。透過誦

經及特定的拜祭儀式，將人間的疾苦上告神祇，

並祈求神祇的祝福。這時，已有很多信眾站在主

壇外，他們大部分是成年人，主要是各個家庭的

成員，氣氛熱鬧。信眾到達廟堂後，會先購買香

燭祭品，然後上香、祈求祝福。

對信眾來說，禮斗儀式有重大的意義。競

投禮斗是信眾的一種功德。本年所競投的禮斗是

在上年所開光、祝福的，不是屬於信眾的，已放

在堂內整整一年，每天受到經生祝福。信眾投得

這些禮斗後，會放在堂內，受到經生祝福。信眾

相信，投得禮斗，便會得到神祇的祝福，保佑信

眾來年的生活平安。一般到來的信眾均有競投禮

斗。禮斗分有不同類別和價格（見下表）：

種類 價格

吉祥如意特別斗6 ＄8,800
大斗主 ＄5,000
副斗主 ＄3,000
福斗 ＄1,000
祿斗 ＄500
壽斗 ＄200

在各種禮斗中，以「吉祥如意特別斗」競

爭最為激烈。信眾王先生是「特別斗」的斗主。

他表示，「特別斗」是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來競投

的，而不是價高者得。以先到先得的形式投下禮

斗是為了讓信眾們顯出其誠心，而不是以價高者

得這種財雄勢大人士受惠的方式去投得。王先生

還指出，「特別斗」會在儀式過後，安放在斗姆

元君聖像旁邊。他認為愈接近元君愈好，因為愈

能得到元君的庇佑。他指出，雖然這似乎是一種

向神祇取得福氣的行為，但反而使他在日常的

生活和工作上更努力。他明白要有收穫，必先要

付出。對神祇的獻祭，是一種感謝、回饋。今年

投得「特別斗」的信眾陳女士高興地表示，自從

每年投得禮斗後，她的美容生意甚好，「順風順

水」。她認為透過競投禮斗這種付出的行為，使

個人能達至心安理得，對生活也能感受到神祇的

賜福。她從儀式上體會到要向神祇獻上最好的祭

品和心態。推而廣之，她在工作上時常留意個人

的努力和付出，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經生王先

生則指出，不同的價格迎合不同信眾的需要。只

要投下禮斗，不論哪一價格，也同樣會得到神祇

的祝福。他更表示，禮斗的收益會撥入道堂的營

運經費，以及作慈善用途。

完成唸經和上香的儀式後，經生宣讀各斗

主的名字。這是信眾們參與度最高的環節。各斗

主前來主壇。由價格最高的「特別斗」斗主，到

價格最低的「壽斗」斗主，按先後次序到主壇上

香。各斗斗主在主壇內，帶上各種禮斗的彩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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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玉皇大帝上香、躹躬，儀式便完成了。但

是，因為禮斗數量眾多，只有「特別斗」、「大

斗」和「副斗」的斗主需要到壇前向玉帝躹躬。

3. 齋宴

「供諸天」科儀期間，道堂為信眾預備了齋

宴。齋宴圍數眾多。全堂有100桌，每桌12人，

能招待約1 ,200名信眾。齋宴分數個時段8進行。

信眾憑席劵9一張，便能一嘗齋宴滋味。信眾表示

喜愛齋宴的安排，一方面，吃齋能清淨己身和不

殺生；另一方面，信眾們有互相溝通的機會。信

眾梁先生表示，當天前來參與儀式，不僅是為了

祈福，也是希望與道堂信眾朋友見見面，聚首一

堂，在聚餐中互相分享喜悅。他認為這是團聚的

活動。

三丶玉皇大帝寶誕的社會學意涵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iem）認為

宗教是一種「集體表徵」，人們透過宗教儀式能

建立具有凝聚力的社群，促進成員在群體內的身

份認同。涂爾幹著重從宏觀角度看宗教群體的集

體性。他認為，透過宗教儀式與慶典，參與成員

會進入另一個精神世界。儀式過程包含一系列的

集體活動，群體內的成員會分享共同的信念、符

號和情感。在參與儀式的過程，成員會有集體

亢奮的情緒。儀式參與者會暫時放下個人世俗的

身份，在這宗教群體內建構另一個特定的身份。

在儀式中，重要的是共同分享集體符號。對於某

個群體來說，集體符號是獨特的、具有象徵意義

的。一方面體現其群體的獨特性，另一方面則鞏

固參與者對群體的內聚力。簡言之，宗教儀式能

確立個人在群體內的歸屬感與身份認同，建立具

團結性的道德社群。10

從玉皇大帝寶誕來看，這一年只有一次，信

眾對此更珍而重之。從受訪信眾中得知，他們均

有陪同親朋戚友前來參拜，更與其他信眾緊密連

繫，是聖（sacred）的。相反，一些信眾在日常

生活中普遍會做的私人事，是俗（profane）的。

更有受訪信眾指出，他們認為這是一年一度的盛

事，每年必定會抽時間前來。一方面為禮斗祈

福、酬謝神祇庇佑，另一方面是他們喜愛與信眾

的互相交談及其熱鬧氣氛，具有團聚的功能。他

們的共同信念是對玉皇大帝的敬重。他們相信只

要誠心參拜、獻上最好，投得禮斗讓玉帝祈福，

便能給予他們平安的心靈和順利的生活。另外，

更高的價值觀是信眾在日常生活中仍要像對神祇

奉獻般的努力，認為在生活中要做一個好人。

「努力」和「付出」是這個群體中最重要的道德

價值，由此體現出信眾們的共同信念，使他們維

持著對省善真堂的歸屬感。

除此之外，各斗主的禮斗能反映信眾對省善

真堂的歸屬感。信眾在每年玉皇大帝寶誕均會投

得禮斗。其中一項最重要的儀式是由經生逐一宣

讀各斗主的名字，然後在玉帝前上香和參拜。首

先，宣讀名字反映信眾屬於這個道堂，體現其團

體成員的身份。投得的禮斗則會在儀式過後，寄

存在堂內，直至下一年。當中經師會每天為各斗

主及禮斗祈福，反映信眾對道堂的寄託和連繫。

「禮斗」這個宗教符號有重要的象徵意義。一方

面它象徵信眾每天得到神祇的祝福，另一方面也

象徵著信眾在省善真堂的身份。由此可見，涂爾

幹的「集體表徵」概念能夠解釋玉皇大帝寶誕對

建構身份認同的作用。省善真堂的信徒透過參與

儀式，他們的關係變得更緊密，並形成具有凝聚

力的道德社群。

從玉皇大帝寶誕儀式中，我們發現儀式的

一些轉變。現時大部分經生都是由中年至老年人

來擔當的，原因是現今社會年輕的一輩都忙於工

作，沒有時間來當經生。此外，玉皇大帝寶誕以

往是在前一晚的凌晨開始舉行，但因為要配合信

眾的需要，變成在正日的早上至中午時段進行。

由此可見，雖然玉皇大帝寶誕這個傳統宗教儀式

流傳至今，但也因著時代的變遷作出了改變。

四、總結

玉皇大帝寶誕儀式能讓信眾透過定期的集體

慶典活動來增加團聚的機會。透過祭壇上的各種

聖物，包括禮斗與其他祭品，能把神聖事物從世

俗的事物中區分出來。這使得信眾們找到共享信

仰的群體，以及具有道德價值的生活。因此，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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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們能在共同參與的儀式中，分享共同的情感，

從而建立宗教群體成員的身份。但是，在建構信

眾身份認同中有其局限。道教儀式的個人性和競

投禮斗所反映的階層性，都是值得思考的地方。

雖然如此，從宏觀的角度看，涂爾幹的「集體表

徵」概念能夠解釋玉皇大帝寶誕儀式如何促進信

眾身份認同和形成具有凝聚力的道德社群。

註釋：

1. 禮斗：主要是禮拜道教的斗姆元君及南北二斗星

君。因為南斗星君主福壽，故又名南斗延壽賜福

星君； 而北斗星君主災厄，又稱為北斗消災解

厄星君。經文及儀式的目的，是希望北斗星君體

恤民間疾苦，為人民消災解厄，祈求南斗星君眷

顧百姓，降福萬民。而科儀用紅色的斗桶，內放

有米、鏡、尺、剪、燈、劍等，一般不會用秤的

2. 供諸天科儀：是道教眾多祈福科儀中，場面最盛

大、壇場擺設最華麗、供品最豐富的。道堂敬奉

的目的是向諸天仙聖感恩禮謝，虔謝聖真為眾生

濟世普度。

3. 主科：一眾經生的代表，有領導的意思。 

4. 意文是上奏天庭的呈文、公文。意文內載有進行

科儀的目的、原因、進行法事的人。

5. 北斗經：經文的一種，意思是為禮斗祈福。

6.   吉祥如意特別斗：合共26個不同祝福語句的特別

斗，包括：四海昇平、香港繁榮、國泰民安、福

澤人間、工作順利、心想事成、吉星拱照、從心

所欲、萬事勝意、福星高照、鴻運高照、一帆風

順、大展鴻圖、生意興隆、步步高陞、東成西

就、財源廣進、祿位晉賢、駿業永昌、鴻圖大

展、四季平安、五福臨門、出入平安、年年有

餘、琴瑟和諧、金玉滿堂、松柏長青、壽比南

山、福祿壽全、龍馬精神。並隨斗附送金符牌一

面、禮物包一份。因應信眾的需要，才分不同的

價格。特別斗會在上一年十二月中旬對外公佈，

信眾能自由到道堂辦事處買下，先到先得。若是

上一年有信眾買下禮斗，也會優先給他們買下特

別斗。

7. 彩帶：只有到壇前向玉帝躹躬的斗主才能得到的

肩帶。「特別斗」斗主屬於金色彩帶；「大斗」

和「副斗」斗主則是紅色或藍色。

8. 齋宴時段：正午11時45分、1時正及下午6時和7

時15分。

9. 席劵：每張70元正。

10. 涂 爾 幹 著 ， 芮 傳 明 譯 ， 《 宗 教 生 活 的 基 本

形 式 》 （ 臺 北 ： 桂 冠 圖 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995），頁354-357。

圖1. 「供諸天」科儀道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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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禮斗，主要是禮拜道教的斗姆元君及南北二斗星君。內放

有米、鏡、尺、剪、燈、劍等。

圖2. 吉祥如意特別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