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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在剛剛過去的農曆新年，有不少善信都到了各大廟宇參拜，

各處人頭湧湧。而在中國的傳統觀念中，中國人會進行各種

祭祀活動，以祈求來年的運勢更佳。鑑於有廟宇向善信收費

及祭品的價格上漲，究竟善信誠心的態度是否以金錢作準

則？另外，中國人一直相信神明會保祐自己，又會為自己的

生活帶來保障。正所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祐」，那麼各善信

進行祭祀的背後原因又是什麼呢？他們向各神明拜祭又有什

麼所求呢？ 

 

在這報告中，我們會就此探討中國人對於祭祀的看法和祭品

佔祭祀的重要性。此外，祭品對於善信來說，是否是一個祭

神的必需品呢？祭品的價格又會否是引誘祭祀因素之一呢？

在這報告中藉此探討福「誘」悠歸這個主題。「誘」是指引誘，

我們把福有悠歸中的「有」改為「誘」，藉此探討拜祭對於人

們來說是引誘他們消費的因素還是帶給他們心靈慰藉的寄

託。 



拜神背景拜神背景拜神背景拜神背景    
中國傳統民間崇拜所信奉的不僅包括眾多民間俗神，還包括一些廣為人熟悉的

佛、道神祇。而且是一個龐大複雜的神明系統，大致劃分為以下主要的崇拜範

疇，分別是: 神仙崇拜、佛教崇拜、冥司神靈崇拜、生活神崇拜、行業神崇

拜、婚姻生育神崇拜、歷史人物崇拜、自然動物崇拜、奇神異鬼崇拜。每種崇

拜範疇及其代表神祇不是偶然的產物，而是經過歷史進化和人類生活經驗所累

積而得來的，從中可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來源來源來源來源  

中國民間崇拜的思想主要來自萬物有靈的觀念，故將各種自然物乃至社會事物

神秘化，但並不深究為何具有這種神秘性。反觀在傳統佛、道教的經典中，均

詳細記述崇信對象的來歷和價值。  

崇拜目的崇拜目的崇拜目的崇拜目的  

中國民間崇拜較強調功利性，為了滿足祈福免災、趨吉避凶的心理需要，人們

會創造出任何自己需要的神明。傳統佛、道教則較強調修行與完善自我。  

組織組織組織組織  

中國民間崇拜沒有本身的創始人，一般是自發形成的。沒有嚴格的教義和組

織，傳承與傳播不需更多的組織工作，即可在民間廣泛流傳。同時亦沒有專門

的活動場所，許多民間俗神都會供奉在百姓家裡。反觀傳統宗教，通常具有本

身的創始人，如佛教的釋迦牟尼、道教的張道陵等。而且具有嚴格的教義和組

織、專門 的神職人員（如僧人、道士等）及專門的活動場所（如寺觀等）。  

民族性及區域性民族性及區域性民族性及區域性民族性及區域性  

中國民間崇拜具鮮明的民族性和區域性，故常帶有不同族群文化、區域文化的

特徵。如山東一帶人們崇信泰山娘娘，而中國沿海包括台灣地區的漁民則極為

崇信天后（媽祖）。傳統宗教則不受民族和區域的局限，並能傳播至世界各地。  

 

参考資料 

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1605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1605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1605http://hk.chiculture.net/php/frame.php?id=/cnsweb/html/1605    

 



一般大眾會拜祭的節日一般大眾會拜祭的節日一般大眾會拜祭的節日一般大眾會拜祭的節日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車公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正月初二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車公廟 

 

車公是香港的地方神，其信仰源於 400 年前。相傳當時車公鎮

壓滅除了一場在香港爆發的大瘟疫，從此港人視之為地方保護

神，並興建車公廟，拜祭車公以祈福求安康，逐蔚然成風。每

年農曆大年初二是車公誕，但由於香港市民認為大年初三是「赤

口」，不宜拜年，故改往車公廟參拜。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天后（媽祖）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三月廿三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天后廟 

 

香港自古就是中國漁業基地，後來成為著名

的海運交通樞紐。在聽天由命的時代，天有

不測風雲，海上波濤險惡，漁民、船工及海

運旅客的生命安全都沒有保障。因此，海上

保護神天后（媽祖）倍受人們的尊崇。在香

港，供奉女神的廟宇，以天后廟（媽祖廟）最

多。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佛祖釋迦牟尼聖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四月初八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佛寺 

公元前 623 年，佛祖誕生在北印度，為

淨飯王之太子，天有九龍吐出香水 為 太

子洗浴。因此典故，便有了慶祝的重要

內容之一：以香水沐浴佛身， 所以佛誕

節又名「浴佛節」。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赤松黃大仙寶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八月廿三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黃大仙祠 

 

黃大仙信仰自傳入香港後，一直以

「普濟勸善」教化信眾。黃大仙師

所倡導的贈醫送藥，安老扶幼，興

學育才，救災恤難等善舉，一直在

香港社會深得民心，有當地第一大

神之稱。每年農曆大年初一，眾多

善信前往黃大仙祠上「頭柱香」。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觀世音菩薩聖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二月十九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觀音廟 

 

香港很盛行觀音崇拜，這裡建有不少觀音

廟，而被請進家中的觀音更不計其數。每

年觀音廟都會舉行三次盛典。近年來，一

座觀音廟更興起了「借庫」之風，故一些

賭徒、急需用錢者以至一般善信，都會爭

相到這裡向觀音「借庫」。 

 

 

� 節日節日節日節日:  城隍誕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農曆農曆農曆農曆): 五月十一日(也有於七月廿四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城隍廟 

 

城隍爺是城市的守護神，其任務是在天災、

兵亂時保護城池和居民，後來又隨時代俗流

所影響，漸漸加重祂的職事，如：祈雨、求

晴、招福、穰災等等，無形中兼管地方冥

籍，賞善罰惡，為冥府派駐陽間之司法官。 



元寶蠟燭報價表元寶蠟燭報價表元寶蠟燭報價表元寶蠟燭報價表 
 

祭品 市場價格($) 

惠安水沉香環 15 

高級沉料香環 187.5 

星洲水沉香環 87.5 

新山頭檀貢香 57.5 

環保長效香 8 小時 30 

女時裝 37.5 

汽車 150 

房子 225 

男西裝 37.5 

麻 將 32.5 

女珠寶首飾 37.5 

手提電腦 105 

線金關公 1750 

二度淡彩觀音 3500 

吉龍爐(5 寸 5) 625 

金玉雙龍爐(5 寸半) 1200 

福壽祖爐(烤)中 475 

蠟燭 4 

８寸壽金 52 

3 寸對金 38 

天光金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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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福福「「「「誘誘誘誘」」」」由歸由歸由歸由歸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謝謝您! 

1. 一年會到廟宇拜神多少次? 

 A. 1-2 次  B. 3-4 次  C. 5-6 次  D. 6 次以上 

 

2. 每次到廟宇拜神大約花費多少? 

 A. $20-40  B. $41-60  C. $61-100  D. $100 以上 

 

3. 祭品的種類 

 □ 傳統祭品(元寶蠟燭) □ 紙紥屋   

 □ 紙紥麻雀 □ 紙紥錶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4. 會添香油錢嗎? (若不會, 請跳到第六題) 

 A. 會  B. 不會   

 

5. 若會, 每次添多少?  

 A. $30 以下  B. $31-60  C. $61-100  D. $100 以上 

 

6. 拜神目的是求神庇佑, 請問最想神為你達成什麼心願呢? (可選多於一項) 

 □ 家宅平安 □ 財源滾滾  

 □ 身體健康 □ 心靈慰藉 □ 其他________________ 

 

7. 初一十五會拜神嗎? (若不會, 請跳到第九題) 

 A. 會  B. 不會   

 

8. 每次會花費多少於買祭品? 

 A. $20-40  B. $41-60  C. $61-100  D. $100 以上 

 

9. 會否因信仰而遵守一些規條? (如吃齋、某日不洗頭等) 

 A. 會  B. 不會   

 

10. 若進入廟宇需付入場費, 還會去拜神嗎? 

 A. 會  B. 不會  C. 會去少於之前的次數 

 

11. 近年提倡環保, 香也有環保香, 會否刻意買環保香嗎? 

 A. 會  B. 不會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近年政府提倡網上祭祀, 這樣做市民可省下不少金錢及時間, 你同意這做法嗎? 

 A. 同意  B. 不同意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1. 一年會到廟宇拜神多少次? 

一年會到廟宇拜神次數

42%

21%

11%

26%

1-2次

3-4次

5-6次

6次以上

 
 

2. 每次到廟宇拜神大約花費多少? 

每次到廟宇花費

35%

20%
15%

30% $20-40

$41-60

$61-100

$100以上

 
 



 

3. 祭品的種類 

祭品種類(可選多於一項)

71%

7%

0%

4%

18%

傳統祭品

紙紮屋

紙紮麻雀

紙紮錶

其他

 
 

 

4. 會添香油錢嗎? 

會添香油錢嗎?

80%

20%

會

不會

 
 

 



 

 

5. 若會, 每次添多少? 

若會,每次添多少?

62%
19%

6%

13%

$30以下

$31-60

$61-100

$100以上

 
 

6.拜神目的是求神庇佑, 請問最想神為  

   你達成什麼心願呢? (可選多於一項) 

希望神為你達成甚麼心願?

34%
16%35%

13% 2% 家宅平安財源滾滾身體健康心靈慰藉其他
 

 

 

 



 

 

 

7. 初一十五會拜神嗎? 

 (若不會, 請跳到第九題) 

初一會拜神嗎?

80%
20% 會不會

 
 

8. 每次會花費多少於買祭品? 

若會,每次花費多少於買祭品

37%
19%6%

38% $20-40$41-60$61-100$100以上
 

 

 

 



 

9.會否因信仰而遵守一些規條? 

(如吃齋、某日不洗頭等) 

因信仰而遵守一些規條?

80%

20%

會

不會

 
 

 

10.若進入廟宇需付入場費, 還會去拜神嗎? 

付入場費進入廟宇拜神

15%

50%

35%
會

不會

會去少於之前
的次數

 

 

 



11.近年提倡環保,香也有環保香, 

會否刻意買環保香嗎? 

會刻意買環保香嗎?

30%

70%

會

不會

 
 

12.近年政府提倡網上祭祀,這樣做市民可省下不

少金錢及時間, 你同意這做法嗎? 

 

網上祭祀

5%

95%

同意

不同意

 
 



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問卷調查結果 
 

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 近 4 成受訪者年只會到廟宇拜神 1 至 2次。其次, 近

兩成半人會到廟宇拜神 6 次或以上。這顯示大部分受訪者中都不太迷信, 

但一旦相信, 參拜次數便會較密。 

 

 

因人而異因人而異因人而異因人而異 

 

另外，我們亦了解到善信對拜祭的消費程度較極端。對於不常拜祭的人們

來說，他們在祭品的消費在於購買香燭、金銀元寶，更甚的是會添香油

錢，但金額的數目大多低於三十元。反之，對於經常拜祭的人們來說，他

們在祭品的消費不單是香燭、金銀元寶，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祭品，如

紙紥品。 

 

「「「「必需品必需品必需品必需品」」」」  

 

雖然紙紥品的原材料價 格上漲，再加上人 民幣升值 ，使紙紮品價 格

急升 2 成。但是，他們深信這些祭品會帶給祖先，讓他們生活更好，更

視之為清明節拜祭的必需品，故此祭品價格的升幅並不影響消費者

對於祭品的 需求量，由此可 得出該市場 是低彈性。隨著時代變遷,，

以及市場為了迎合需求，更推出各式名樣的新產品。 

 

 

  
 

紙紮 i phone 紙紮寵物 

 

高清電視紙紮品  

 
 

 
 



 

� 環保香環保香環保香環保香 

另外, 近年亦提倡環保, 祭品亦多了一種環保香。但大部分受訪人士都

不會購買, 原因如下: 

 

1. 本身廟宇有提供。 

2. 較為守舊, 跟隨傳統用普通香。 

3. 環保香比普通香還要貴。 

 

在這 3 個原因當中, 大部分受訪者的原因都主是環保香比普通香貴。因

為消費者本身對環保香的功用較普通香的為低, 所以當環保香的價格

比普通香貴, 人們會傾向購買普通香。 

 

� 網上祭祀網上祭祀網上祭祀網上祭祀 

此外，近年亦有人提借網上祭祀來代替傳統祭祀, 因有些人這樣做市

民可節省不少時間和金錢。經我們調查後，發覺大部分受訪者都不會

選擇網上祭祀，原因如下： 

 

1. 傳統拜祭的成本不大。 

2. 不合乎中國傳統文化。 

3. 認為網上祭祀不夠誠意。 

4. 網上祭祀失去原本拜神的意義。 

 

考慮到以上幾個因素, 所以人們傾向傳統拜祭的方法。 

 

� 香油錢香油錢香油錢香油錢 

我們發覺大部分香港人都會添香油錢，大多添$30或以下。以及大多數

人拜神的目的並不是發財，而是家宅平安和健康，這顯示香港人不只

是向錢看，而是家庭健康為先。 

 

� 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入場費 
近來亦有一些廟宇徵收入場費, 如黃大仙廟。我們亦就這方面作出一

些調查。結果近一半受訪者會選擇不到該廟宇拜神, 這顯示到廟宇拜

神的需求屬高彈性, 即其實對市民來說是不太重要。如廟宇徵收入場

費, 到廟拜神的人數可能會大大減少。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信則有信則有信則有信則有，，，，不信則無不信則無不信則無不信則無 

 

首先，我們的題目主題是關於信仰與消費，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們採

取了很多有關香港人花費在拜神的議題，從中了解到港人的消費文化，明

白傳統信仰對消費模式很有影響力，加深了組員們對本土人的消費觀的了

解。他們在不同的節日會拜祭不同的神，這樣並不會有抵觸，只要是對人

百利而無一害的，人都會拜祭。至於在祭品上，由於在中國傳統崇拜中，

擺上祭品是以表達對神靈或先祖的感激恭敬之情，以求賜福避災。因此，

祭品不能省略，否則便不能表明祭者對神靈或祖先的敬意，其祈求也不會

靈驗，故人們會不惜花費金錢於拜祭上。 

 

那麼，一個人有多神心，是否在於其所獻的祭品上?而且，所求的事真的

能上達神明嗎?祂又真的會達成人的願望嗎?一切的答案無從稽考，又不能

武斷說人家迷信，中國人就是一直保存這個信仰到現在。唯有真的如俗語

說:「信則有，不信則無。」 

 

都市人無暇拜神都市人無暇拜神都市人無暇拜神都市人無暇拜神 

 

我們對大眾進行問卷調查,透過問卷去了解市民拜神的心理,再進行分析!從

中得到結果,例如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 近四成受訪者年只會到廟宇拜神一

至兩次。但這也不能代表大部香港市民沒有神心或不迷信!因為可能還會受

其他外在因素影響,例如港人一段工作繁忙,無暇到廟宇參拜。 

 



金錢金錢金錢金錢表心意表心意表心意表心意 

 

另一方面,大眾善信願意花於拜神方面的金錢超出我們所估計,她們不會因

想節省金錢而改為網上祭祀神明或先人!這亦顯示了她們對於拜神方面的花

費心理異於一般花費於日常用品中的! 

 

款式層出不窮款式層出不窮款式層出不窮款式層出不窮 

 

其次,拜神祭品亦越見新穎,現時的祭品不如以往只有幾款,現時的祭品琳琅

滿目!大眾亦隨潮流為神明或先人增添多款祭品,令她們在這方面支出增加,

但新穎祭品仍受歡迎,這就跟大眾的消費心理有莫大關係,人們總樂於在自

己認為值得的事物上花費,縱使所費不菲!雖然花費於拜神方面和花費於買

名牌有分別,但兩者的消費者的心理其實都是如出一徹!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