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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教學——認識香港民間信仰 

 

第五課 香港民間信仰之「太平清醮」 

 

(一) 太平清醮的意思 

 「醮」是酬神的祭禮，原來的意思是「祭神」，道教盛行後，乃逐發展成為由道

士、和尚為媒介與陰間鬼神溝通的大規模祭祀酬神活動。 

 「醮」的種類繁多，台灣最常見的醮有平安醮、瘟醮、慶功醮、火醮等四類；而

在香港，大部份的醮都屬於「平安醮」。「太平清醮」是一種保平安的「平安

醮」。除了沙頭角的吉澳、西貢的高流灣及塔門等社區稱為「安龍清醮」以外，

香港大部份的醮都叫做「太平清醮」。 

 「醮」在香港也可分為多種，包括（一）太平清醮，也叫羅天大醮（屬於陽

醮），用於普祭眾神，祈求平安，賜福降吉； （二）功德醮（屬於陽醮），用

於晚輩對長輩思念其功德而作的道場； （三）壽醮（屬陽醮），用於祝壽；

（四）火醮，用於防火、滅火、退火；（五）蟲醮，用於防治蝗蟲和侵食莊稼的

害蟲；（六）萬門醮，用於一個村或一個鎮集體做的平安醮；（七）五雷醮，用

於被雷打後而舉行的醮儀；（八）保福醮，用於求福，求壽的醮儀；（九）瘟疫

醮，用於發生瘟疫傳染時舉行的醮；（十）譜醮，用於修宗譜時給全族人所進行

的祈禱。通通都是道教為人祈福所打的醮。 

 

(二)太平清醮的舉行日期 

打醮一般是定期舉行的，最長的週期據說是上水區，每六十年才舉行一次；最短的

是在長洲，每年舉行一次；其他大部份的鄉村則每五年至十年舉行一次。 

 

 

 

長州      沙田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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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年期 最近舉行日期 神明 

長洲太平清醮 每年 - 北帝 

西貢布袋澳村太平清醮 每年 - 天后 

大澳龍岩寺太平清醮 每年 十年一大醮 朱大仙 

元朗八鄉太平清醮 八年 最近一次於 2010 年舉行 - 

大埔林村鄉太平清醮 九年 最近一次於 2008 年舉行 - 

沙田太平清醮 十年 最近一次於 2005 年舉行 車公 

元朗錦田鄉太平清醮 十年 最近一次於 2005 年舉行 - 

大埔塔門安龍清醮 十年 最近一次於 2006 年 10 月舉行 - 

石澳太平清醮 十年 最近一次於 2006 年 11 月舉行 - 

沙頭角慶春約太平清醮 十年 最近於 2010 年 10 月舉行 - 

上水鄉太平清醮 六十年 最近於 2013 年舉行 - 

 

(三)太平清醮的發展 

 「太平清醮」是中國自古以來民間祭祀的一種方式。目的是祈求降福、

消災、驅邪，藉祭祀鬼魂、酬謝神靈，希望區內風調雨順，合境平安。

太平清醮的起源與道教信仰有關。  

 東漢中晚期由於政治社會動亂，一位名叫于吉的道士，稱遭遇奇逢，有幸獲得

神仙贈書百多卷。書內載有長生不老之修煉道術，也詳細解釋陰災罹禍的學

說，去改善社會亂象，讓人能「治國太平、修煉長生」。書名為「太平清領

經」，簡稱為「太平經」，相信「太平清醮」的得名有很大的關係。 

 中國民問自古以來，相信「舉頭三尺有神靈」，也相信人死於不幸會化為遊魂野

鬼；無論神或是鬼都會影響人間事情的成敗，個人禍福；故此，認為要定期設

壇建醮的傳統習俗，可說世代相傳，由來甚久。 

 １）目的是祈福消災，及超渡亡魂，使冤魂惡鬼不致為禍人間。 

 ２）建醮的另一個目的是酬謝神靈：中國民間在傳統上相信每一個地區都有一

些法力高強的神袛鎮守，保祐區內民眾的安全。不但馴服鬼怪，也會阻止

天災人禍的發生。成為區內的守護神。 

 目前最普遍的守護神有天后、土地、北帝、洪聖、香港更有侯王、車公等。為

答謝這些神靈的保祐恩德，不同的地區村民會定期為區內的守護神舉行大規模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8C%97%E5%B8%9D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8%A5%BF%E8%B2%A2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8%A5%BF%E8%B2%A2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AA%BD%E7%A5%96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E%B3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A4%A7%E6%BE%B3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C%B1%E5%A4%A7%E4%BB%9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5%AB%E9%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5%A4%A7%E5%9F%94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BB%8A%E5%85%AC&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C%A6%E7%94%B0%E9%84%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A1%94%E9%96%80&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7%9F%B3%E6%BE%B3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6%B2%99%E9%A0%AD%E8%A7%92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6%B2%99%E9%A0%AD%E8%A7%92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4%B8%8A%E6%B0%B4%E9%84%89&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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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祭祀，俗稱「打醮」，希望神靈繼續不斷的保祐居民。定期舉行的醮會有一年

一度、三年一度、五年一度、十年一度，甚至六十年一度者。 

 若遭遇突發性的嚴重天災，加上水旱，地震等；又或發生過瘟疫，地區上的組

織也會發起建壇打醮的行動，祈求神靈消災解難，庇佑平安，他們認為若以虔

誠態度祭神，便可以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四）長洲太平清醮 

 長洲太平清醮相傳已有二百年歷史。清朝中葉，長洲發生嚴重瘟疫，死傷慘

重，村民驚恐萬分，向北帝廟的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及島上諸神求助，得到北帝

的指示，於是延請高僧設壇拜祭，超渡水陸孤魂，並奉神遊行街道，瘟疫自會

消失。村民杯卜日期舉辦太平清醮後，瘟疫果然消失。為了防止再發生瘟疫及

酬謝神恩，村民便每年都到北帝廟杯卜舉行太平清醮日期，隆重舉辦。於是演

成了現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清醮。 

 長洲太平清醮，居民祭祀的神主要是北帝而不是天后，北帝是長洲太平清醮的

主神，也是長洲島的保護神。 

 

   
 

（五）塔門太平清醮 

 塔門太平清醮起源乃於清嘉慶初年（1778）春夏之間，適逢吉澳、高流灣、三

門仔等地漁民前來塔門參加杜姓喜宴，席間風雲息變、雷電交加、駭浪驚濤，

有如翻山倒海，瀕海漁村，勢將成為澤國，人人自危。此時，眾人即朝向塔門

天后宮娘娘叩拜並許願曰：「若能保得人畜船隻平安，他日定當建醮還神」。

果然，頃刻之間，雲消雨遏，風止浪靜。於是，各灣漁民遂聯合塔門坊眾議決

建醮，並定醮期為十年一屆，道場則為四日五夜。塔門太平清醮，居民祭祀的

神主要是天后，是太平清醮的主神，也是塔門的保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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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長州太平清醮活動 

醮場 

醮場上除了神棚、戲棚和喃嘸棚外，還搭了三座大包山和數十座小包山，以祭幽魂。其

旁有三座約五米多高的紙紮神像，包括大士王(俗稱鬼王)，民間認為它是觀音大士的化

身，作用是「監管孤魂野鬼，使其有秩序地接受分衣施食」。另兩座神像是土地公和山

神，土地公手執元寶，掌管人間財富；山神背掛令旗，掌管風雨雷電，居民希望藉著參

拜神靈，使長洲風調雨順，富強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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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醮 

長洲太平清醮會於每年的農曆四月舉行，自清朝首次的長洲太平清醮後，其後打醮

的目的都是為了祈求居民平安，是平安醮，另外也是為了酬謝神恩，屬於酬謝天神的一

種儀式，主要由道士進行多日的科儀及活動，時至今日，打醮已非單單是為求平安及謝

神，長洲太平清醮已成為一種民間節慶，類似西方的嘉年華會，除團結鄉民，增強其歸

屬感外，更為與會者帶來娛樂及歡愉，成為許多香港人家庭的一個節日或假日活動，

2005年香港政府將長洲太平清醮包裝成為節慶旅遊項目。 

 

   
 

飄色巡遊 

飄色巡遊起源唐朝一種名為「耍菩薩」的民間祭祀活動。這種民間的巡遊活動展到

宋代有所演變，不少人認為用紙紮菩薩巡遊太呆板，於是他們習武之人的舞獅中的「騎

駁馬」得到啟發，在木箱中用鐵枝支撐，讓一些四至五歲的小童穿上色彩鮮艷的戲服，

作菩薩裝扮巡遊，由於小童被人抬着巡遊，遠看在空中飄行，因此被稱為「飄色」，在

整個巡遊中有如眾仙下凡的情境。但現今的飄色巡遊已變為一種民間歡聚的活動，有的

小孩子會扮演古代的英雄人物，有些則會扮演諷刺時弊的角色。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4%B2%E5%A4%AA%E5%B9%B3%E6%B8%85%E9%86%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B%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E%B2%E6%9B%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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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包山 

 在長洲舉行的太平清醮又稱為包山節。之所以名為包山節是因為打醮期間有一重要

活動－「搶包山」。「包山」是先用竹搭上一個十三公尺高（約16 米）的棚塔，共三

座，另外還有七個小的棚塔，然後把「幽包」，貢過功神，受過神靈祐的「平安包」，

插上棚塔上，疊成一座座包山。當主禮人一聲令下，人們就蜂湧爬上包山去搶包子。按

傳統說法，善信食過這些包後，可保平安，而取得的包子越多，福氣就越高，於是你推

我擠，情況通常都十分混亂，有時弄到互相打罵。直到1978 年發生了包山塌下，發生

意外，政府才禁止「搶包山」這個節目，改為分派形式，大小平安。 

  

   
 

神功戲 

太平清醮期間，主辦單位會在北帝廟外空地上建搭臨時戲棚進行神功戲（「神功」是為

神做功德的意思）是在醮儀正式開始前一夜演起，直至醮儀結束。演出神功戲的目的是

給亡魂得着功德和誤樂。現時香港的神功戲以演出粵劇為主，有時會演潮劇和福佬劇。

戲班慣於演戲的第一天晚上和正日的下午先演例戲，然後才演正本戲。「例戲」即一系

列必須演出的劇目，屬於神功戲的經常性儀式和劇目。例如：《賀壽》、《六國大封

相》、《加官》及《仙姬大送子》這四齣都屬例戲。雖然神功戲一般都是通宵達旦上

演，不是有許多觀眾，但這也不會影響演員的演出。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L2ZjqvY7sgCFaMdpgodaOcD2Q&url=http://www.881903.com/Page/ZH-TW/newsdetail.aspx?ItemId%3D799510%26csid%3D261_341&psig=AFQjCNFQO_qRzeID8N2C4C8ocj5MItcMPg&ust=1446448833500365
http://1.bp.blogspot.com/-HqZDdtLkAOc/UVfrkNBuLCI/AAAAAAAAAi8/Bg2pSpcCPBI/s1600/10a.jpg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y_G9av5F0_NaLM&tbnid=rVo3mL5a18_yVM:&ved=0CAUQjRw&url=http://www.uwants.com/viewthread.php?tid=11658856&page=22&ei=ZL-kUcm6EY6kige3iYGoAw&psig=AFQjCNFkKzAVYQgoJgvRIn7bQxOZmAyb3Q&ust=13698371500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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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菩薩 

會景巡行完成後，就是送菩薩回廟的節目，名為「走菩薩」，以住由各社團代表抬起神

像，由北社長洲太平清醮飄色巡遊中最重要嘅「走神」活動，又叫「走菩薩」，本來由

各社團代表抬起神像，由北社公所走返北帝廟沖喜。眾人為爭先入廟向神靈報喜，爭先

恐後奔馳疾走，氣氛刺激，現在因秩序緣故變成順序跑返北帝廟，警員是要特別欄開近

一百米行人路，給隊員跑回廟宇，情況有點似接力賽跑。 

 

   
 

超幽散醮(祭大幽 ,燒鬼王) 

巡遊結束後，遊人陸續離去，但參與打醮的居民則開始忙碌，因為祭祀的「壓軸戲」即

將開始。他們先將大士王抬至岸邊空地，其前面擺放了三十六圍齋菜食物，向水陸幽魂

施食。喃嘸師傅唸經為孤魂超渡，所做的儀式包含了打開地府之門，將亡魂集中在壇

前，點化亡魂不要再眷戀凡塵俗世，並將其超渡，使他們可以早日輪迴，這期間居民會

紛紛出來拜祭。到深夜十一時許便火化大士王，寓意它帶同遊魂野鬼一起離開陽間，令

社區回復潔淨安寧，此時三天的醮會結束。 

 

   
 

 

 



沙田基督教惠荃堂 

成人主日學課程 

——————————————————————— 

  

第五課 香港民間信仰之「太平清醮」 講員：譚榮輝牧師 8 

 

派平安包 

一切醮儀完結後的第二日早上會派平安包，平安包是長洲太平清醮拜過神的一種幽包，

這些已發霉的平安包，傳統說吃過後可以保平安，因此居民會將平安包取回家中後，蒸

熱去了發霉的皮就可以進食，一舨可以放半年；又或曬乾後，當有病時蒸熱之後食，傳

聞可以驅病；或曬乾後掛在窗及門上，能驅走邪魔或遊魂野鬼，而長洲漁民會將乾包整

碎，在打大風時，撒一些落海，居民相信可以令海面回復平靜。現今的平安包已成為商

家的商品，不論是吃得或用作飾物的平安包，都大受歡迎。 

 

   
 

（七）真理辯護 

 

１）人為何會懼怕鬼魂呢？太平清醮能否使我們不再怕鬼呢？ 

太平清醮的活動反映人心的虛怯，或對鬼魂的懼怕。每逢太平清醮期間，舉行各項

不同的醮儀及活動，這些活動反映了人自我行為的罪性，會否因為作了一些懷事，

而被鬼魂所攪擾，因此心有不平安及懼怕，世人怕鬼，想藉祭祀討神明的喜悅，求

神明保佑平安，或藉扮鬼扮馬（飄色巡遊）以逃避鬼魂的騷擾。馬可福音五章 36

節：「耶穌聽見所說的話，就對管會堂的說：『不要怕，只要信！』」你怕甚麼就

是相信甚麼。但若我們信靠耶穌，就甚麼都不用怕。在馬太福音十章 28 節，耶穌

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惟有能把身體和靈魂都滅在地獄裡

的，正要怕他。」  

 

２）鬼王是真神還是鬼呢？它真的能賜人平安？ 

鬼王（大士王），佛教稱它為「佈施觀音」，是眾多觀音之一，相貎有如一位觀

音，黑面，全身金甲，是將衣食佈施給遊魂野鬼，另一說法它是諸鬼的首領，又有

說法稱它為「地藏菩薩，而道教稱它為「太乙救苦天尊」化身，主宰諸鬼，眾說紛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9%95%B7%E6%B4%B2%E5%A4%AA%E5%B9%B3%E6%B8%85%E9%86%AE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D%E5%8C%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9%B3%E5%AE%8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8%92%B8
http://zh-yue.wikipedia.org/wiki/%E8%92%B8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9%85%E7%97%85&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yue.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C%81%E6%B0%91&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4%B9%99%E6%95%91%E8%8B%A6%E5%A4%A9%E5%B0%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8%BA%AB
https://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CAcQjRxqFQoTCICDzci088gCFQQplAodBL8Enw&url=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10512/15247045&psig=AFQjCNHZ853iRK_KrjjFcqwQMtb_wsVhbw&ust=1446611060931593
http://www.google.com.hk/url?sa=i&rct=j&q=&esrc=s&frm=1&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wh514Q2A07loxM&tbnid=xQebIVi8kz2UpM:&ved=0CAUQjRw&url=http://travel.yoho.hk/2012/0412/article_4870_3.html&ei=9b-kUea3JenriAfMjIFY&psig=AFQjCNFkKzAVYQgoJgvRIn7bQxOZmAyb3Q&ust=136983715005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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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到底它是神還是鬼呢？聖經清楚告訴我們，古往今來，魔鬼利用不同的方法迷

惑人，「這也不足為怪，因為連撒但也化作光明的天使。」（林後十一 14）、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他叫你們活過來。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隨從今

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就是現今在悖逆之子心中運行的邪靈。」（弗

二 1-2），人以為拜鬼王就能得平安，這是撒但去迷惑人的假像，以為它真的有能

力賜人平安，其實最終是引誘人進到永遠的死亡，唯有相靠基督才有真正的平安。

「你要認識神，就得平。」（伯 22:21）「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我

裡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約十六

33） 

 

３）平安包能保平安？能醫百病嗎？ 

有病去看醫生是無錯的，但平安包不能真的醫病，只是為安人心，而且所派發的平

安包，經過多天掛在包山上，也開始發霉，吃下不單不能醫病，吃下這些已變懷的

包，有機會引致腸胃發炎，甚致有生命危險。而一些居民也相信將平安包掛在門窗

上，能驅走鬼魂，或將包碎散在海上，能平靜風浪，一個發霉的包，真的能有這麼

大的威力，相信這些都是居民迷信的傳說，但聖經告訴我們，上帝的獨身子耶穌，

祂曾經多次替人趕鬼，能平靜風浪，甚致使死人復活，耶穌有這能力是因為祂是獨

一的真神，當然撒但也可以行奇事，「這不法的人來、是照撒但的運動、行各樣的

異能神蹟、和一切虛假的奇事。（帖後 2:9），因此要認清誰是真神，誰是假神。 

 

思想問題： 

1) 現今長洲太平清醮被視為一項旅遊活動，基督徒可否參與太平清醮的活動呢？可否

吃平安包？或購買平安包的飾物呢？ 

                                                                          

2) 長洲居民舉辦太平清醮，為求平安心安，聖經告訴我們如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平

安，真正的福氣呢？ 

  

3) 太平清醮的活動演變為旅遊節目，就如西方的萬勝節一樣，不少信徒也被魔鬼的假

面具所欺騙，參與在活動中，今天魔鬼在我們生活中用了什麼欺騙的手法，使我們

在不知不覺中跟隨它呢？試舉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