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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香港，這個以華人為主的社會中，民眾對「狐仙」的想像都比較單一，大

多離不開潑婦、情婦、腋臭過重等負面的意思。這些印象的形成與中國傳統文學

作品中的狐形象和香港流行媒體的渲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但作為信仰的象

徵，狐仍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 

狐仙信仰在中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歷史，亦是一種流行於百姓階層中的民間信

仰。早在先秦時期，狐已帶有道德上的意義。自唐代以來，狐一直為華北地區的

一種古老民間信仰，古人相信老狐可以修道成為神仙助人，亦可以成為妖精祟人，

這反映了狐仙的兩個面向。此信仰雖然植根在中國北方，但亦同時出現於華南地

區，包括香港。在現今都市化的發展下，狐仙信仰在香港已呈現出一幅跟北方不

一樣的面貌。 

在今日香港，華人為社會上的大多數，相關的民間信仰神祇為數甚多，狐仙

信仰亦為其中之一。但長久以來，由於中國宗教往往會簡單地分為制度性宗教與

民間宗教，而狐仙信仰則標籤為後者，是制度性宗教的從屬，故相關的研究結果

亦不多。故此，有必要進行研究以了解狐仙信仰在今日香港社會的情況。 

由於相關的文獻資料不多，故筆者主要會進行實地的田野調查，以了解香港

狐仙信仰的具體內容。本文將會分為七個章節，除去緒論以及結論的部份，筆者

會先了解「狐仙」在歷史上的形成與發展，之後會討論香港民眾對狐仙為何會抱

有負面的印象。其後再深入探討狐仙在信仰上的內涵，包括有關狐仙的傳說故事

和儀式實踐，並會探討此信仰的善信群體。在了解到香港狐仙信仰的基本資料後，

筆者會嘗試引用臺灣以及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從側面的角度，去以了解香港狐

仙信仰的獨特性。 

 

關鍵詞：狐仙、文化意義、信仰內涵、善信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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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Hong Kong, a society with the majority of Chinese, people do have a simple 

and single imagination towards the idea of “fox”, which mostly involved vixen, 

mistress, excessive underarm odor and other negative meaning. The formation of 

these impressions has a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images of “fox” which we found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rendering of the popular media. However, as a 

symbol of faith, fox still has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ignificance. 

“Fox belief” has a long history and also popular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fox” is originated before the Pre-Qin Period. 

Since the Tang Dynasty, it has become a popular religion among the people in 

Northern China. Our ancestors believed that the old foxes had the ability to transform 

into supernatural creatures, which can become either a “God” or a “Monster”. 

Although fox cult was originated at the Northern China, it can also be found in the 

Southern regions, including Hong Kong. Under the morden urban development, the 

ritual practices of fox cult in Hong Kong and other regions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n 

another.  

Hong Kong, which belongs to the Sinosphere as well, contains thousands of 

Chinese folk deities, including fox belief. However, due to the traditional systematic 

Chinese religion system, research is limited in this area as fox belief was perceived to 

be a popular religion, subordinate to the systematic religion. Hence, there is a need for 

us to find out the real picture of fox cult in Hong Kong. 

In this research, field work is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 to acquire related 

knowledge since there are limited archives base on this area. The research will be 

divided into 7 parts, except the introduction and the conclusion,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wards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x Cult” will be first 

discussed. Then, the common negative impression of Hong Kong people towards “f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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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will also be discussed. The main argument will be focusing on the faith 

connotation of fox cult in Hong Kong, including the legends and ritual practices. 

Moreover, the faith communities will also be a concern of this research. Lastly, in 

order to ascertain the uniqueness of fox belief in Hong Kong, fox cult in Taiwan and 

Shandong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under a comparative method. 

 

Keywords：fox cult, cultural significance, faith connotation, faith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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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研究目的與動機 

長久以來，「狐」在中國人的文化史上都佔有一席之位。對中國人而言，「狐」

擁有著一種「兩面性」的形象，既是會賜福於人的神獸；又是會迷惑於人的妖怪。

但這種曖昧、含糊的身份，卻吸引了很多人去崇拜狐，並供奉狐為「狐仙」。這

形成了一種在正統政權上不被重視，但卻在民間歷久不衰的信仰 – 狐仙信仰。

直到現在，狐仙信仰仍然存活在中國人的社群之中，包括香港。 

 對大部份香港人而言，狐仙並不陌生。許多人，特別是成長於八十與九十年

代的一輩，都曾經聽聞與狐仙相關的故事與傳說。當中最著名的，要數銅鑼灣溫

莎公爵大廈的狐仙傳說。根據很多報章內容與故事書的描述，在 1981 年的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廈，亦即是今天的皇室大廈，地下正門口牆上的大雲石上，曾出現

了狐臉的圖案，因而流傳出有關狐仙家族在溫莎公爵大廈內的傳說。1
 然而，傳

說故事的流傳，與宗教信仰並不相同，上述的狐仙故事只能反映出狐仙作為都市

傳說在香港的出現，而未能反映出狐仙作為民間宗教的形式在香港的流傳，但除

此以外，直接與香港狐仙相關的文獻資料已是闕如。 

事實上，不止是狐仙，在香港可以找到的神祇數量甚多，但相關的記錄與研

究卻少之又少。除了少數比較有名、引人注目的神祇之外，大部份的神祇仍然被

人忽略，甚至還沒有專門的研究課題。不過，這些傳統的民間信仰，卻與普羅大

眾有著密切的關係。民間信仰不單止是香港人生活的一部份，更是香港民俗的一

大範疇。 

在今天二十一世紀的香港，雖然已經高度發展成為現代商業化的國際大都市，

然而，傳統的廟宇仍隨處可見；不少在新界地區的傳統村落，仍舊保留著祖先傳

統的信仰和宗教習慣，例如會定期舉行「醮祭」以向神明祈求平安。而且根據統

計，超過一成的香港人稱自己信奉中國民間宗教，而當中的九成人都會在不同的

                                                        
1
 有關這個故事的記述，可以參見羅問：《妖界驚魂接觸》(臺北：希代出版社，1997)，頁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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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參與祭祖、拜神等與中國民間信仰相關的祭祀活動，可見民間宗教文化在

香港是非常之豐富的。2  

這些民間宗教信仰的對象來自於五湖四海，與香港的歷史發展有著密切的關

係。自開埠以來，不同地方而來的移民都會帶同他們所信奉的神祇來到香港，經

過長年的發展，現在的香港已擁有數以百計的神祇，產生了滿天神佛的景象。3   

 然而，與這些民間神祇相關的研究卻一直都不是香港的學術研究主流，故鮮

有獨立而成的研究被發表出來。4 故此，本文希望藉著研究狐仙，一種大部份香

港人都曾經聽聞但卻沒有深入了解過的神祇，一方面了解民間信仰在今日香港的

發展；另一方面，為在香港被忽略的民俗文化資料，補上一頁。 

 

二、研究問題與方向 

 談及狐仙，香港民眾大都對其抱有負面的看法，這可以由他們使用「狐仙」

這個詞彙的情況而理解得到。一般而言，香港民眾對「狐仙」會有兩種慣常的用

法。一種是用以形容因腋窩部位所分泌的汗腺物而散發出特殊臭味的人，泛指處

於青春期的青少年。另一種是用以形容介入在男女愛情或婚姻中的女性第三者，

泛指外貌妖艷且具備色誘能量的女性，與「狐狸精」一詞有著相同的意思。由於

以上兩種用法都是作貶義用，可見在香港民眾心中，「狐仙」是帶有非常負面的

含意。 

 然而，上述民眾對「狐仙」一詞的使用，卻不足以解釋「狐仙」在信仰層面

上的價值。信仰，乃是指社會民眾的觀念文化，能夠反映出民眾對社會觀念、價

                                                        
2
 學者鄭明真和黃紹倫於一九九五年訪問了超過二千名香港市民，以了解不同宗教在香港的流行

情況。此數據雖然是來自二十年前，但仍可以反映到香港不同的宗教社群。詳見鄭明真、黃紹倫，

〈香港人的宗教信守與情操〉，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香港：牛津大學出

版社，2002)，頁 33-55。 
3
 據香港民俗學家周樹佳的調查，香港由於擁有廣州、潮州、蜑家、客家、閩南等多個族群的信

仰習俗，故此神祇眾多。他在《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一書中，一共介紹了二百多位在

香港普遍和流行的佛、道和民間信仰中的神祇。詳見周樹佳著：《香港諸神：起源、廟宇與崇拜》

(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9)。 
4
 在香港，有關民間宗教的專門研究機構大概只有香港中文大學的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宗教與中

國社會研究中心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華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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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態的奉行和遵從。5
 透過以上的兩種用法，雖然可以了解到「狐仙」在現今

香港大眾之間的理解，但卻未能表示出民眾對「狐仙」在宗教上，有何種的奉行

和遵從。故此，要理解「狐仙」作為信仰象徵的一種，便需要找尋在香港拜祭狐

仙的廟宇，從而窺探狐仙在信仰上的位置。 

 在筆者嘗試找尋香港拜祭狐仙的廟宇時，發現在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所註冊

的數百所廟宇中，竟無一有供奉狐仙。結果，在透過網絡的搜查後，筆者才終於

找到兩個香港祭祀狐仙的地點，它們分別是位於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閣地

鋪 A 的「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以及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仙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鋪的「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此兩處祭祀地點不單止沒有在香港的廟宇

名冊之上，更不是一般的宗教祭祀空間，而分別只是一所普通的祭品銷售店和提

供簽品及哲理服務的解簽檔。從查找祭祀狐仙廟宇的過程，到找到祭祀狐仙的地

點，已足以反映出狐仙信仰在香港，並非主流的信仰。 

 那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狐仙信仰成為香港的非主流信仰？民眾對狐仙抱有

負面的看法，這跟香港狐仙信仰，這種非主流的信仰，又有何種的關係？又為何

民眾會對狐仙抱有負面的想像？要解答上述的問題，就必需要從根本出發，由中

國的歷史文獻方面入手，去了解「狐仙」這個概念的由來與發展。其次，便要去

深入理解現今香港狐仙信仰的情況，狐仙信仰在香港雖然並不是主流的信仰，但

卻仍然存在，沒有消失，原因為何？這與在中國歷史脈絡中的狐仙信仰，有沒有

關係？但若果只籠統地把香港狐仙信仰與中國狐仙信仰放在一起，並不能夠突顯

出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之處。故此，亦要以比較的角度，了解現今香港以外地方

的狐仙信仰，從而找出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性。 

 

三、相關研究探討 

雖然時至今日，仍沒有與香港狐仙信仰直接相關的學術文獻面世，不過有關

                                                        
5
 詳見馮天策：《信仰導論》(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 1- 4。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

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10)，頁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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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的學術研究，其實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紀。荷蘭漢學家高延(J.J.M.de Groot) 來

華進行有關中國宗教體系的研究時，便已經將有關「狐」的傳說記載下來。他把

有關「狐」的記錄和故事放置在「魔鬼信仰」(Demonology) 的範疇之下，以中

國人對靈魂的觀念作出發點去探討不同精怪的形成，而「狐」便是精怪的一種，

乃屬於鬼，是作「惡」的靈，跟「善」的神是相反的。他在書中引用了大量自先

秦到唐代的文獻和記錄去解釋「狐」是一種「惡」的靈，對人有不良影響，甚至

引致疾病，具破壞性。6
 高延雖然在書中並沒有將歷朝中不同類型的狐的故事作

分類，而是單一地把與狐有關的內容全都歸納在「鬼」之下，但他卻能以一個主

要的概念，即「惡的靈魂」去解釋「狐」作為精怪的形成和變化，從而探討出中

國宗教中蘊涵的民俗性。 

為了釐清高延對「狐」作為「鬼」的解釋，需要先理解「鬼」這個字詞在中

國社會上的概念與意義。「鬼」這個概念很早就出現在中國人的文化裏，而且意

義非常廣泛。臺灣學者蒲慕州以先秦至漢代的文獻作梳理和比較，指出「鬼」這

個字所包含的內涵是相當豐富的。到戰國時代，已知「鬼」已用來指各種不同來

源的精靈，包括已死去的人、動植物、或者現代人以為的「無生物」，如木石風

火，其中甚至有可稱為「神」的。7
 另一學者許朝榮亦指出，「鬼」字在秦漢時

期的用法可以基本分為廣義的用法，即具人性的「人鬼」、狹義上由人死後所變

的「厲」、精物所裝變的「魅」、散播瘟疫的「疫鬼」。8 由此可見，「鬼」的含意

是相當之廣泛的，而且更與「魅」、「物怪」等詞彙有共通之處，在某些脈絡下更

是意義相同。9 

                                                        
6
 高延在書中除了「狐」，更以不同的環境的特性，例如在森林、水中等等，去梳理不同動物「精 

怪」的故事，包括「虎」、「狗」、「鳥」等。詳見 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ume 5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82), pp. 465-651 
7
 蒲慕州：〈中國古代鬼論述的形成〉，載蒲慕州編：《鬼魅神魔 – 中國通俗文化側寫》(臺北：

麥田出版社，2005)，頁 19-40。 
8
 許朝榮：《漢人的鬼魂觀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1)，頁 11-37。 

9
 有關「鬼」這個字詞的研究已有豐碩的成果。很多學者都透過梳理先秦和兩漢的典籍去探討古

人對「鬼」的看法和當中所蘊含的意義，甚至藉此了解中國的鬼魂觀和古人對死後世界的看法和

態度。兩漢時期的中國仍未受到外來宗教，如佛教的觀念所影響。故此，先秦和兩漢的文獻是相

對上能夠反映漢人原始的鬼魂觀。除了上述提及過的學者外，亦可參見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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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學者林富士便提出「魅」跟「物怪」的概念是相通的。他指出「魅」可

以分為「螭魅」、「鬼魅」和「精魅」，三者各有不同意思。「螭魅」是指有形態的

生物，屬於「異物」或「異類」，或對外族之用。「鬼魅」則是沒有形態的，或是

隱形的「虛物」。而「精魅」，可稱為「物魅」或「老魅」，能千變萬化，早期以

「物」化為人形為主，但隨後發展成萬物之間可以互通其形，亦即「物久成精」

的概念，「魅」的原形可以是動物、植物、礦物、器物，世間上不同的東西。「精

魅」的概念自東漢，經歷六朝、隋唐，到明清時已成為中國傳統上對「魅」的看

法。10
  

由此可見，高延把「狐」當作是「鬼」的解釋，大概是基於他以「狐魅」的

一種形象去解釋「狐」在中國文化上的特性。他把「狐」當作為一種「精魅」來

探討，自然可以了解到「狐」在中國文化上作為「惡」的靈的解釋，明白到狐的

其中一個文化意涵上的面向。然而，高延的研究，卻沒有對「狐仙」的概念進行

很詳細的解說，亦沒有從一種民間信仰的角度去了解狐的內涵，亦沒有了解到狐

如何成為一種信仰象徵。 

近年來，隨著中國民間信仰漸漸被重視的情況下，有不少以中國各地和歷朝

的狐仙信仰為研究對象的研究結果漸漸被發表出來，從中可以窺探到狐仙信仰在

中國的流行情況。這些有關狐仙的研究文獻大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以歷史的研

究方法為主，以歷朝的文獻為主要研究對象，去探討狐仙信仰在不同朝代的發展

和面向。另一類即是以現代社會學的田野研究方法為主，去看現今中國不同地區

狐仙信仰的情況。亦有學者嘗試結合兩類研究方法，以求為狐仙信仰在中國的整

體情況，勾劃出一幅更完整的畫面。 

 山民於 1994 年出版的《狐狸信仰之謎》，便是以歷史學的方法來梳理中國歷

朝狐仙信仰的種種特性以及不同文學作品中狐的各類型態和各種性格。他由先秦

                                                                                                                                                               

及神仙思想探原》(臺北：文津出版社，1990) ﹔龔韻蘅：《兩漢靈冥世界觀探究》(臺北：文津出

版社，2006)。 
10

 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六朝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載蒲慕州編：《鬼魅神魔 – 中

國通俗文化側寫》，頁 107-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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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一直追溯到明清時期，根據不同朝代的文獻去解釋「狐」在不同朝代的演變。

他更嘗試從文獻，特別是唐代和清代小說的內容出發，將狐仙與神、鬼、人作一

比較，從而去看狐仙那處於神與鬼之間的曖昧特性。不過書中主要的記載為歷史

文獻的記錄，而鮮有去探討狐仙在社會建構上擔任甚麼功能。另一方面，他研究

的方法亦比較單一，謹以文獻梳理為主，並沒有去了解狐仙信仰在不同朝代的社

會中有何特性和功能。11 

同樣地以文獻研究方法為主的還有李建國。他在《中國狐文化》一書中，同

樣地以有關狐仙的文學作品為主要的研究對象。不同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更偏重

於文本上的演繹和解釋。他除了把有關「狐」的文獻記錄依朝代的順序歸納在一

起外，更特別注重由歷代的文學創作去看「狐」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由此去探

討不同朝代中「狐」文化的轉變。故此，李建國在書中引用了由唐代到清代的文

學作品，包括《夷堅志》、《封神演義》、《聊齋誌異》等，從中探討「狐」由瑞祥

形象到被妖魔化的經過，以及「狐」如何成為中國文學創作的重要一環。李建國

雖然嘗試將自唐代到清代有關民眾對狐仙的崇拜的文獻記錄整理出來，不過他的

研究仍是以文獻整理為主，而比較少分析的部份。12 

臺灣學者李壽菊在她的著作《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中，除了注重歷史文

獻的整理外，更嘗試探討狐仙信仰在現代社會的情況。她在書中主要以山東出生

的人為研究對象，從中去分析在現代人的生活中，狐仙信仰有何意涵。李壽菊嘗

試以現代個案的研究結果放諸歷史文獻的分析中，從中去印證人對「狐」抱有兩

個矛盾的觀念，亦即是象徵善的「狐仙」和惡的「狐魅」，不單是因為受到傳統

文學作品的影響，而且會因人自身的經驗而有所不同。李壽菊雖有以現代的狐仙

信仰作個案研究，但研究個案比較少，數據難以反映一般民眾對狐仙信仰有何看

法。而且她的研究方法亦是以梳理文本為主，而現代個案的研究只是為了證明狐

仙故事仍植根於現代人心中，會影響現代人對狐的看法。由於這些訪問個案只是

                                                        
11

 山民：《狐狸信仰之謎》(北京：學苑出版社，1994)。有關狐仙與神、鬼和人的關係，請參閱

頁 94-101。 
12

 李建國：《中國狐文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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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輔助性質的研究資料，故此敘述的篇幅較少。13 

雖然上述學者均對狐仙信仰在不同朝代的面貌進行研究，但主要仍是以記述

歷史的方式去梳理不同的文獻。在臺灣，金洪謙在《「狐狸精」原型及其在中國

小說裏的文化意涵》這篇博士論文中，便嘗試為歷朝文學作品中出現的狐狸精形

象提出解釋。他以「神話思維」的理論去探討狐狸精故事在不同朝代的形象與變

化。他假定了在中國的神話中，狐狸精的形象只有一個「原型」，但在歷朝歷代

中，因不同的社會因素，而使狐狸精的形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變，當中最受到

社會大眾所接受的狐狸精形象即成為了一種「約定俗成」的概念。因此，歷代文

學作品中的狐狸精形象會出現不同的變化，便是由此概念而來。他更探討「狐狸

精」一詞的現代意義與女性的關係，探討傳統的狐狸精形象在現代的社會現象下

的殘留和轉變，而他研究的角度和立場是以女性主義為出發點。他的研究無礙解

釋了狐狸精為何會成為在中國文學史上受歡迎的題材以及狐狸精形象多元化的

原因，亦將這個傳統文學上的命題延伸至現代社會作討論。不過，他的論文並非

以狐作為民俗學上、信仰上的象徵為研究方向，而是以文學理論為主。14 

而在西方的學術界，亦有有關狐仙故事的研究。學者 Rania Huntington 便出

版了一本名為 Alien kind : foxe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的論文。她在書

中主要以魏晉到清代的筆記小說為主，以西方性別研究的角度出發，探討狐在文

學作品中的形象是如何被建構出來，所以她提到了狐跟兩性的關係。她指出狐在

中國小說中的形象同時有男性和女性，是與時人對異性的想像有關。狐往往化身

為外表出眾的異性，與在文學作品中的人類主角交往，這是一種異類(alien)進入

到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人心中對異性的慾望(desire)，而這一種慾望是以曖昧的

形式表達出來。但在故事的最後，人狐往往不能共處亦反映出這一慾望始終是空

虛和無效(void)。Huntington 的論述是以文學記錄為主，然而對於狐為何和如何

                                                        
13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有關現代談狐個案的研究，

請參閱頁 94-102。 
14

 許建崑：《「狐狸精」原型及其在中國小說裏的文化意涵》(臺北：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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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信仰上的象徵卻鮮有突破的觀點。15 

另一位學者康笑菲(Kang Xiaofei)即從不同的歷史文獻，特別是清代的文獻，

去探討狐仙信仰在封建體制下的中國，是如何成為不同階層人物的權力工具。在

她的著作《狐仙》(The cult of the fox: 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一書中，她以不同的筆記小說、地方誌、宗教文獻等，

嘗試把對狐仙的記述還原到相應的朝代和社會上，以探討為何狐仙在不同朝代作

為一種「淫祀」，一種不合禮法的神祇，仍然受到不同階層人士的青睞。據她的

分析，由於狐仙的性質曖昧，使不同階層的人士都會向狐仙祈求私密的問題。故

此，狐仙不論在家庭或地方社會，都會受到官方人士和非官方人士的操作。所謂

官方人士就像是在家的長輩或在地方社會上的官員；非官方人士即是家中和地方

社會上的邊緣人士，例如妾侍或靈媒等。不同人士會因自身的利益而操作狐仙，

可見狐仙與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關係。這便是狐仙在清代社會造成了曖昧不清、對

立矛盾這種特質的原因。16 

康笑菲的研究一方面突顯了狐仙在古代不同階層之間的權力關係。另一方面

亦反映了狐仙因為其隱晦、位處於宗教階層的邊緣位置而得到不同人士的青睞。

不過她卻忽略了狐仙信仰作為民間宗教的儀式內容和儀式所反映的內涵。17
 康笑

                                                        
15

 Rania Huntington, Alien kind : foxe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Cambridge and London,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Xiaofei Kang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臺北：博雅書屋，2009)。譯自：Xiaofei Kang, The 

cult of the fox: 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中國學者任志強對《狐仙》一書發表了相當全面的評論。他認為康笑菲在書中有很多為狐仙

信仰這種民間宗教提供了新的視點，例如評論了武雅士(Arthur P. Wolf) 對中國民間宗教的「神、

鬼、祖先」模式。武雅士曾指出民間信仰中的超自然體系乃是人間的影射，可分為神明、鬼和祖

先三者。神明代表官吏乃是皇帝和帝國的象徵、鬼代表陌生人或外地人，甚至是帶有危險性的強

盜或乞丐，而祖先則代表家庭和親人。故此，不同的祭祀儀式會依照對象的不同而有所改變，三

者之間是有一定的可換性。而且神的分級架構乃像人世般的「行政科層架構體系」(Bureaucratic 

Structure)。康笑菲則以權力操作為中心，解釋了狐仙可以同時是代表神、鬼和祖先。然而，任志

強亦提到康笑菲忽略了中國民間宗教的儀式過程，以及認為康笑菲所進行田野考察並不足夠。有

關武雅士的論點，請參閱 Arthur P. Wolf (武雅士)著，張珣譯：〈神、鬼和神先〉，《思與言》，第三

十五卷第三期(1997 年 9 月)，頁 233-292。譯自 Arthur P. Wolf,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In 

Arthur P. Wolf, ed., Religion and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31-182. 而對康笑菲的評論，即參閱任志強：〈狐仙信仰的多重面向 – 評康笑菲《狐仙崇拜：

帝國晚期及現代中國的權力、性別與大眾宗教》〉，《民間文化論壇》，總第 221 期(2013 年)，頁

101-105。類近的評論還可以參閱邵佳德、鄭菲：〈多面向的民間神祇〉，《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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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的研究集中在考究清代的狐仙信仰，但單從歷史文獻的考究，是比較難以看到

民間宗教的儀式內涵。 

故此，近年亦開始有不少學者不再以歷史典籍為研究素材，而是以中國各地

的狐仙信仰情況為研究對象。了解不同這些地區之間的狐仙信仰，對了解香港狐

仙信仰有莫大的幫助。高延於中國的宗教體系(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一書

中，曾提到中國各地的信仰雖有差異性，但整體上仍看作「一」或「多」。即是

說在中國宗教系統中，即便是同一種宗教信仰，在不同地區會仍有其相同或相異

之處。18
 故此透過探討狐仙信仰在香港以外的情況，是可以了解到此信仰在本地

跟其他地區相比下有何特質，明白到同一種信仰在同一文化圈但不同地區之中，

有何相同和相異之處。 

這些論文多以社會學的角度出發，以一個地區為中心，去探討狐仙信仰如何

成為凝聚當地社會的一種引力。而在全中國，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是最為流行的，

當地保留了大量有關狐仙的故事和信仰傳說。時至今日，青島的狐仙信仰仍因為

時代轉變而不斷豐富其信仰內涵。19
 李壽菊亦曾提到狐仙信仰的傳統在北方，特

別是山東，仍被廣泛流傳。以有關狐仙在當代的社會情況亦是以北方地區為主，

包括了山東和遼寧等位處中國北方的鄉鎮。20 

這些研究的獨特之處，是研究者非常注重田野考察的結果和民眾在信仰儀式

過程中的角色。學者王加華透過兩次在山東省濰坊市禹王台的田野考察21，發現

狐仙信仰在當地的流傳是有三種不同的形態，包括靈異傳說，即是在濰坊市民眾

                                                                                                                                                               

總第 127 期(2011 年)，頁 152-155。 
18

 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ume 1, p. 7. 
19

 趙秀麗：〈集體記憶：青島的狐仙傳說與民俗信仰〉，《弘道》，2014 年第 4 期，總第 61 期，頁

106-113。 
20

 所謂北方地區，乃是指地理位置上，處於山東省以北的地區，包括天津、北京、內蒙，以及

東三省一帶的華北地域。近年來，有關此地域的民俗學研究漸漸被重視，詳見蕭放：〈華北歷史

民俗文獻述論〉，《溫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 4 期，頁 23-29。 
21

 根據王加華的記述，他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五到十八日和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六到二十九日，

前後共兩次到訪濰坊市，對當地民眾進行訪問調查。他的研究結果均是由兩次田野調查而來。詳

見王加華：〈賜福與降災：民眾生活中的狐仙傳說與狐仙信仰 – 以山東省濰坊市禹王臺為中心的

探討〉，《民間文化論壇》，2012 年第 1 期，頁 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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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口耳相傳的狐仙傳說。物質載體，是與狐仙信仰有關的廟宇、冢墓、洞穴等，

實質存在的信仰物。最後是儀式行為，即是在不同時段的人民所進行的拜祭儀式。

他認為這三種形態中，拜祭儀式是最為重要的，因為這是狐仙信仰的最外顯之處。

信仰要通過儀式的行為，才可以使前兩者，即靈異傳說和實質的信仰物的神聖性，

得以在民眾之間表達出來。22
 由此可以看到禹王臺的狐仙信仰在濰坊市的情況，

以及此信仰在當地民眾的生活中是有其重要性的。23 

有關狐仙信仰在山東省的研究，除了在濰坊市外，還有青島即墨馬山的廟會。

同樣地有學者認為儀式的具體內容是這個廟會中最重要的一環。青島即墨馬山廟

會同樣地以狐仙信仰為中心，同樣地在即墨地區有其獨特有關狐仙的傳說故事。

24
 這些都可以反映出狐仙信仰在不同地區有著其區域性的特質。而在此廟會中，

狐仙故事以傳說的性質深入當地的居民心中，成為了他們當地歷史的一部份。而

廟會則是把這些傳說以宗教儀式的方式表現出來，與當地人的日常生活相結合，

而且這些狐仙故事往往帶有強烈的道德意味。25 可見狐仙信仰在不同地區有其獨

特性，而且會成為一個在地文化的標誌。 

除了在山東，在華北的其他地區都同樣保留著傳統的狐仙信仰。在遼寧一條

位處山區的村落 — 天保村，村民依然保留了對狐仙的祭祀。據了解，當地的狐

仙信仰是非常繁盛的，而且對狐仙的祭祀活動並沒有因現代化而減少，反而愈來

愈興盛。當地的狐仙信仰最獨特之處是狐仙成為了當地人共同的祖先崇拜對象。

這是由於當地人的祖籍不同，姓氏也不一樣，故不存在著共同的祖宗。但為了凝

聚村民，當地官員和商人都興建了多所狐仙堂，祭祀多位仙家。由於官員和商人

                                                        
22

 王加華：〈賜福與降災：民眾生活中的狐仙傳說與狐仙信仰 – 以山東省濰坊市禹王臺為中心

的探討〉，《民間文化論壇》，頁 82-88。。 
23

 有關山東省濰坊市禹王台狐仙信仰的研究還可以參看張宇：〈民間信仰的歷史變遷 – 山東省

濰坊市禹王臺村狐仙信仰綜述〉，《商業文化(上半月)》，2011 年第 6 期，頁 108。李雲海：〈狐仙：

多重互動中信仰傳統的村落建構—以魯中禹王台村為例〉，《民族藝術》，2012 年第 2 期，頁 64 - 

67。 
24

 在即墨地區的狐仙，稱為「胡三爺」，而當地的廟會便是以「胡三爺」的事蹟為中心。詳見李

傳軍、馬文杰：〈廟會與鄉土社會的建構 – 以青島即墨馬山廟會的狐仙信仰為中心〉，《民間文化

論壇》，2009 年第 6 期，頁 47-54。 
25

 李傳軍、馬文杰：〈廟會與鄉土社會的建構 – 以青島即墨馬山廟會的狐仙信仰為中心〉，《民

間文化論壇》，頁 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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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參與，當地的狐仙信仰得以蓬勃發展。26 可見狐仙信仰在天保村，呈現出

一個跟山東地區不一樣的面貌。 

從現今中國各地不同的狐仙信仰中，可以看到各地的狐仙信仰會因當地的歷

史、傳說而有所差異，並沒有一個共同的形象。而且狐仙信仰作為一種區域性宗

教，是當地文化和風俗的一部份。再加上狐仙信仰會因信仰者的需要而有所改變，

康笑菲已證實了這點，並指出這是狐仙信仰中的個人化特性，是為人的需要而存

在。27
 凡此種種，均反映出狐仙信仰在社會上的特性和人在信仰儀式中的重要性。

上述所記述有關狐仙信仰的研究對象都是屬於華北地區，而且大都是在農村之中，

是當地的在地宗教，是當地本土文化的一部份。相對地，位處於華南地區的香港，

一方面，大部份民間宗教的神祇都是經由外來移民帶進本地。另一方面，在城市

化和現代化下，這些民間神祇以及其信仰都以不同的形式融入在今天的香港社會

之中。 

有關香港民間宗教的研究，其實已有幾十年的歷史。而當中大部份的研究重

點，都放在仍保留傳統宗教祭祀習俗的原住民村落之中。這些村落大都聚集在新

界地區，學者們透過參與和觀察在這些地區舉行的節日慶典，從中了解這些祭祀

活動如何凝聚當地的社群、如何反映社區群體之間的關係，從而了解到香港本地

的鄉土文化。這方面的研究往往注重所謂「集體祭祀」如何成為一種地域凝聚的

核心。科大維(David Faure)在〈宗教與地域的表徵〉一文中曾提及以上的觀點。

他在文中指出，不論是以傳統的宗祠、抑或是廟宇為中心的祭祀，都是表現出地

域凝聚的「集體祭祀」。28
 而在香港的眾多節日慶典中，社區中的「醮祭」傳統

是最能夠反映出這種社群凝聚的表徵。 

醮祭是道教的祭祀儀式，是存在於民間社會的大型宗教活動。在香港不少的

傳統社區都會舉行大型的醮祭，最為人熟悉的應該是在長洲毎年舉行的太平清醮。

                                                        
26

 朱月：〈天保村的狐信仰〉，《文化學刊》，2007 年第 1 期，頁 151-160。 
27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158。 
28

 科大維(David Faure)，〈宗教與地域的表徵〉，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頁

140-162。 

http://big5.oversea.cnki.net.lib-ezproxy.hkbu.edu.hk/kns55/detail/detail.aspx?QueryID=1&CurRec=4&DbCode=CJFD&dbname=CJFD2007&filename=WHXU20070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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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地學者蔡志祥指出醮祭是在特定的日子中舉行，有一種週期性，部份在新界

的醮祭毎十年才舉辦一次。30
 透過像醮祭一般的節日宗教活動，可以知道不同地

方的組織方法和行為規範，從中了解該社會群體的結構。隨著包括歷史的發展、

政府的文化政策等宏觀環境的改變，舉辦醮祭的地區社會亦會出現轉變。此週期

性的醮祭會不斷因社群本身的改變和社群對節日定義的改變而不斷轉變。31 在香

港急速的都市發展下，這些傳統的醮祭除了要面對外在環境變化的衝擊，更面臨

傳承的問題。故此，不少學者都在為保留這些本地傳統的祭祀習俗而努力。32 

 以傳統社區的宗教活動為中心，仍是現今研究香港民間宗教的主要面向。但

隨著香港的城市發展、人口的流動、傳統社區的改變等不同的因素，以「集體祭

祀」為中心已不再是研究香港民間宗教的唯一面向。與此同時，以民間宗教儀式

為中心，以及透過探討不同神祇在香港地區在地化的形成，亦漸漸成為研究香港

民間宗教的另一個方向。 

 由於一直以來，中國宗教都被簡單地分為制度化宗教(儒、釋、道)與民間宗

教、大傳統與小傳統的二分法架構，而民間宗教往往會被視作為制度化宗教的從

屬。故此，一些與民間宗教儀式有關的研究都不被重視。33 然而，近年來此情況

開始有所改變，一些民間信仰、儀式漸漸受到學者的關注，扶乩信仰便是當中的

一例。西方學者焦大衛(David K. Jordan)在臺灣的保安村進行田野考察時已留意

                                                        
29

 歷來已有數篇有關長洲太平清醮的學術論文被發表，當中在蔡志祥教授的論文中，特別提及

在長洲有兩個明顯的社群，包括陸上人和水上的蜑家。而陸上人的社群中又會分為惠洲人、潮洲

人和廣府人等不同的團體。在醮會中，不同社群會有明顯的階級分野，當中廣府人和水上人只能

有限度地參會醮會，此反映出節日的宗教活動如何同時凝聚和分化不同的社群。詳見蔡志祥，〈族

群凝聚的強化：長洲礁會〉，載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4)，頁 293-314。 
30

 在大埔林村鄉和粉嶺圍彭氏所舉行的太平清礁均是毎十年才舉辦一次。 
31

 蔡志祥，〈祖先的節日、子孫的節日：香港新界粉嶺圍彭氏的洪朝、清明和太平清醮〉，載蔡

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民族誌》，頁 3-5。 
32

 有關本地不同地區醮祭的研究可參考蔡志祥、韋錦新編：《延續與變革：香港社區建醮傳統的

民族誌》一書。書中以不同族群的分類，包括單姓宗族聚落、複姓村落、單姓主導的複姓聚落、

長洲墟市、客家族群和其他社區，合共六章，分別記錄了香港不同地區的醮祭活動。 
33

 日本學者志賀市子在香港進行有關道教扶乩的研究時，留意到研究中國宗教的傳統二元分法，

並指出此分法的缺憾將會是忽略了民間宗教的獨特性。詳見志賀市子著，宋軍譯，志賀市子譯校：

《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頁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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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扶乩信仰的獨特性。34
 據他的記述，扶乩是一種媒介，是神明傳遞諭示給人的

渠道，而且負責扶乩的乩童更是「被神化」，協助處理村落的集體性問題。所以

即使乩童是村民和神明溝通的媒介，他的能力是來自社區的。35
 焦大衛及後更以

臺灣的扶乩信仰為研究對象，探討扶乩信仰的淵源和臺灣不同廟宇的扶乩行為。

36
  

 而香港亦開始出現有關扶乩信仰的研究。日本學者志賀市子以香港道教和扶

乩信仰為主軸，探討中國人社會中以巫術和道教為基礎的「道堂」是如何運作。

她的研究主要有兩個部份，第一部份，是搜集香港有扶乩儀式的道堂並詳細解釋

扶乩的儀式過程和扶乩信仰的群眾。另一部份，是歷史的考察，去看由清代到現

在廣東以及香港地區道堂的轉變。37
 由她的研究成果中，可以見到香港民間信仰

的多元化以及傳統信仰在今日社會的傳承。 

 除此之外，香港為數眾多的民間信仰神祇亦吸引到學者的關注。如筆者在上

一章節中提及，香港擁有數以百計的民間宗教神祇，部份的神祇由於廟宇眾多和

在普羅大眾中比較流行，故容易受到學者的關注。天后和黃大仙可算是當中最流

行的兩位，香港甚至有地下鐵路的車站以這兩位神祇來命名。38 天后信仰在整個

大中華社區都極有影響力，反之黃大仙信仰的影響範圍即主要在香港。此兩種信

仰的流行巧妙地反映出香港在信仰上如何同時跟大中華文化地區有著共享性，但

                                                        
34

 焦大衛在臺灣保安村的研究，主要是去探討在中國人文化中，神、鬼和祖先在信仰之中的功

能和角色，從而去看在傳統村落中，宗教所擁有的社會功能。同時，亦去看在大中華文化之下，

不同地區在信仰上有何獨特性和共享性。詳見 David K. Jordan, (焦大衛)著，丁仁傑譯：《神・鬼

・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2) 譯自：David K. Jordan, Gods, 

ghosts, and ancestors : the folk religion of a Taiwanese village.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35

 David K. Jordan (焦大衛)著，丁仁傑譯：《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頁

93-118。 
36

 在臺灣，扶乩普遍被稱為「飛鸞」。焦大衛教授與歐大年教授(Daniel L. Overmyer) 以三個臺灣

的組織，分別是奧法堂、慈惠堂和一貫道為主要研究對象，去探討扶乩信仰在臺灣的情況。詳見

David K. Jordan (焦大衛)，Daniel L. Overmyer (歐大年)著，周育民譯，宋光宇校讀：《飛鸞：中國

民間教派面面觀》(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5) 譯自：David K. Jordan, and Daniel L. Overmyer, The 

flying phoenix : aspects of Chinese sectarianism in Taiwa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

 志賀市子著，宋軍譯，志賀市子譯校：《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 
38

 全香港一共有三個以神祇來命名的地鐵站，除了天后和黃大仙外，尚有以車公來命名的地鐵

站。這亦反映出民間神祇在香港的普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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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着一部份屬於自己的獨特性。 

近年，有不少論文都以此兩位神祇為研究對象。華琛(James L. Watson)在〈神

祇標準化 – 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昇（960-1960）〉一文中提出天后本是來自福

建的地方信仰，但在國家權力的介入之下，漸漸於不同地方普及起來並出現「一

致性」，成為了一個「標準化」神祇。不過在實際的運作上，天后信仰卻有其地

方上的靈活性。華琛以在香港元朗的天后崇拜作研究對象，指出地方上的精英階

級會在國家對宗教信仰所定出的框架之下，為天后信仰作出自己的安排和調整，

在這當中，宗教意識已不再是信仰的唯一憑藉，這可見天后信仰在地方上的獨特

之處。39 本地學者廖迪生教授亦提出類近的觀點，他認為天后作為國家體系中的

宗教符號，在地方上的實際運作上卻不一定會成為「標準化」信仰。他以香港不

同地區的天后廟作例子，指出香港天后信仰一方面獨立於國家天后的象徵。另一

方面，各個天后廟又互不統屬，這令香港天后信仰出現了只屬於本地的獨立性和

地域性特質。40 

黃大仙信仰在香港即呈現出跟天后信仰不一樣的面貌。兩者都是地方信仰，

但後者卻是受到國家的「欽准」，流行於整個大中華社群；反之前者的影響力僅

局限於香港。故此跟天后信仰相比，黃大仙信仰在香港得以盛行是有着截然不同

的原因。梁景文和羅思在研究黃大仙信仰時，發現到黃大仙雖不是香港本地的神

祇，而是來自廣東的神祇，但卻能夠在香港聲名大噪，而箇中的原因，即與其管

理階層有關。他們認為黃大仙的歷代管理層，都能夠在不同的年代中，因應著時

代的需要，而作出相應的管理方法。比如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當英國殖民政府

意圖掌管黃大仙祠的土地時，管理黃大仙祠的嗇色園即能夠改變管理模式，與香

港本地的華人慈善團體–東華三院合作，逐漸由宗教組織轉型成慈善組織。又例

如，在國共內戰後，在大批由中國大陸而來的難民到來香港時，嗇色園又能提供

                                                        
39

 華琛(James L. Watson)，〈神祇標準化 – 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昇（960-1960）〉，載陳慎慶編：

《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頁 163-198。 
40

 廖迪生，〈地方認同的塑造：香港天后崇拜的詮釋〉，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

究》，頁 222-235。有關香港天后信仰的專書還可參考廖迪生：《香港天后崇拜》(香港：三聯書店

(香港)有限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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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的支援，令到黃大仙信仰成為這批香港新移民所信奉的神祇。這些都是令到

黃大仙信仰能夠從眾多民間神祇中脫穎而出的原因。41  

根據他們在〈攀上社會階梯的難民神祇 — 香港黃大仙〉一文中的記述，黃

大仙信仰能夠在香港社會不斷發展是由於能夠配合香港的城市化發展。隨著都市

化的發展，不少傳統社區被迫瓦解，傳統的廟宇亦因為失去所屬的社群團體而日

漸衰落。42
 但黃大仙信仰卻能夠在多方面進行改變以配合時代的發展，在信仰上，

黃大仙信仰走向了儒、釋、道三教合流的折衷形式；在管理上，管理黃大仙祠的

嗇色園除了贈醫施藥外，亦不斷有新的管理政策。43 這反映出黃大仙信仰的發展

與香港的歷史發展是一致的，而這種與時代並進的管理方式，就是黃大仙信仰成

功的關鍵。 

本地學者陳慎慶在〈道教在現代社會的轉變：以香港嗇色園作為個案研究〉

一文中，以嗇色園在過去數十年的發展過程為主幹，亦指出嗇色園得以與時並進，

配合香港不斷轉變的社會條件去改革組織，成功由一個傳統的道壇轉變成一個在

社會不同層面，包括醫療、教育都有所貢獻的慈善宗教團體，這使嗇色園在今天

社會中不但不被淘汰，而且更得以不斷發展。44 這些都是令到黃大仙信仰得以在

香港流行的原因。 

 當然，在香港的神祇數量眾多，天后和黃大仙只不過是當中比較受到重視的

兩位。然而，尚有很多神祇，包括狐仙，依然沒有個別的研究成果被發表。而且

傳統宗教的集體節慶仍然是研究香港民間宗教的主要面向。但不論是香港以外地

方的狐仙信仰發展，或是香港本地的民間宗教研究，都對研究香港在地的狐仙信

                                                        
41

 Graeme Lang and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Hong Kong,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42

 比如在九龍黃大仙區的衙前圍村，這條擁有逾六百年的古老村落因城市的重建政策而被完全

拆卸。而附屬於村落的天后宮以及其他民俗祭典亦因失去原有的社群而漸漸消失逝去。詳見蘇萬

興：《衙前圍 – 消失中的市區最後圍村》(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 
43

 梁景文、羅思在，〈攀上社會階梯的難民神祇 – 香港黃大仙〉，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

香港宗教硏究》，頁 266-292。有關黃大仙信仰的專書還可參考吳麗珍：《香港黃大仙崇拜》(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44

 陳慎慶：〈道教在現代社會的轉變：以香港嗇色園作為個案研究〉，《輔仁宗教研究》，總第 16

期(2007 年)，頁 109 -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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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都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 

 

四、研究方法和各章要旨 

  臺灣學者李亦園曾經指出，在研究不同的宗教信仰時，人類學家往往會

注重宗教的三項功能。首先是「生存功能」，即是宗教以彌補和安慰人類在自然

環境下，以求生存過程中所遇到的挫折和憂慮。其次，是「整合功能」，亦即人

類籍由宗教信仰以整合羣體和社會規範。最後，是「認知功能」，亦即是人類對

自己、社會、自然環境都抱有一種主觀的假設，當人遇到不符合這種假設的現象

時，便會以宗教儀式去維持故有觀念系統的和諧。45 

在研究香港的民間宗教時，不少學者都注重宗教信仰的「整合功能」，亦即

採用社會學家看宗教的方式，以宗教為中心去看一個群體的凝聚和分化。這方面

研究的焦點大都是建基於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所提出的觀點，信仰

是如何構成一種集體表徵(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s)，使處於信仰之內的社群共享

同一個道德心(morality)，產生「集體」的情感。46 在上一節中提及有關醮祭能凝

聚和分化社群的觀點，便是建基於涂爾幹的理論基礎。不過，不論是涂爾幹所研

究的澳洲土著社群或香港的醮祭，都是以圍繞著一批指定的、特定的群體，而宗

教儀式即有凝聚這些群體的功能。另一位學者史璜生(Guy. E. Swanson)對涂爾幹

所提出的群體，有進一步的定義和解釋。他指出宗教所團結的，會是在一個自主

社羣單位(sovereign group)內的成員，亦即是一個社會中擁有自主權的羣體，比

如是家庭、村落或部落。47 不過，香港狐仙信仰並沒有固定的宗教儀式，比如是

                                                        
45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臺北：巨流出版社，1978)，頁 9 – 35。 
46

 涂爾幹以澳洲土著對圖騰的信仰為研究對象，觀察到部落成員都對圖騰有著共同的信仰。他

提出的主要命題或論點就是宗教是社會的事物，而宗教表象是表達集體實在的集體表象，而儀式

是產生於集合群體中的行為方式，是要激發、維持和創造群體中的某些心理狀態。詳見 Emile, 

Durkheim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顧曉鳴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臺北：桂冠出版

社，1994) 譯自：Emile, Durkheim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oseph,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London : Allen and Unwin, 1976). 
47

 史璜生在「神的誕生」(The birth of the gods) 一書中，說明了社會羣體的不同形態會影響著不

同的宗教形式。他以此說明宗教信仰的形式乃是配合社會羣體的不同需要，並同時支持著社會羣

體的形態。他在書中以自主社羣單位(sovereign group) 一詞來形容社會羣體。詳見 Guy E. Swanson, 

The birth of the gods : the origin of primitive beliefs (Ann Arbor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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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典，去凝聚信徒，這群香港狐仙信仰的善信都不是一批特定的自主社群。所以，

當以涂爾幹學派對宗教是集體表徵的理論去分析和了解時，難免會有所落差。 

而康笑菲在研究清代狐仙信仰時，即曾提出以特納 (Victor W. Turner)對閾限 

(liminality)的觀點去看不同人士以狐仙作為權力的挪用。48
 以李亦園對宗教功能

的定義分類來看，特納的理論是有關人類以宗教為方式，去探討對不同事物的「認

知功能」。特納透過觀察非洲部落的祭祀儀式和結合對西方宗教的認識，提出了

閾限是一種中立、中間的狀態(betwixt and between)，一切外在的力量會在此階段

失效。另一方面，他提出交融狀態(communities)一詞，指出此狀態突出了社會的

二元模式，即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和交融狀態本身。前者指社會上的各種狀

態和關係，後者即指在閾限內那種平等、流動的關係。而儀式主體在進入閾限時

會暫時、象徵性地摒棄了自身在社會結構的地位，從原本的規範和道德中解放，

而且不同儀式主體之間亦變得平等，社群性更強。49 然而，康笑菲在提出此觀點

後，卻沒有在解釋狐仙信仰的模糊性上運用到此理論。這可能是由於理論提出的

背景不同，而不適用於解釋中國的民間信仰。這足以印證以西方的儀式理論去解

釋中國的民間信仰時，會有到很多不能圓滿解釋的地方。可見研究中國人的民間

宗教，是難以直接將西方的宗教研究理論套入其中。 

除了嘗試以西方社會學的理論為研究方法去了解香港狐仙信仰外，綜合性的

民間宗教研究方法亦是研究和梳理有關狐仙信仰資料的另一方法。歐大年教授提

出研究中國宗教應是以「歷、文、實」三者並重的研究方法，那即是以歷史和文

獻的資料去協助實地觀察研究，而實地觀察又可以了解到文獻中提到的歷史脈絡。

                                                                                                                                                               
pp. 20 – 21. 
48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22-23。 
49

 特納主要的論述是深化了范特納(Van Gennep)所提到的生命歷程理論(The rites of Passage)。范

特納認為所有宗教通過儀式/轉換儀式都會通過三個階段，首先是分離階段(separation)，表示個

人或群體從原先的處境(社會結構內先前的固有位置)中象徵性地分離出去。第二階段是過渡

(transition)，儀式主體(即儀式通過者 passanger)會在一個閾限(liminal)的時期裏，這時期的特徵並

不清晰。而最後一個階段即是重新結合組合(incorporation)，儀式主體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狀態，

成功過渡到新的身份。而特納即對不清晰的閾限提出了更多的概念。詳見 Victor W. Turner (維克

多・特納)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6) 譯自：Victoria W. Turner, The ritual process –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Chicago :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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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以這種方法去看狐仙信仰在香港的發展，是有可取的地方。狐仙信仰在中國已

有長遠的歷史，以歷史的角度去梳理和了解狐仙信仰的發展，是可以了解到此信

仰的整個歷史脈絡。當要探討香港狐仙信仰的發展時，便可以從一個宏觀的歷史

脈絡中，了解到香港狐仙信仰的特點。而時至今天，仍有很多不同的省份依然保

存着狐仙信仰的習慣。以這些資料跟香港狐仙信仰的資料作引用和比較，是能夠

更詳細看到香港狐仙信仰與其他地方的狐仙信仰之間，有著怎樣的共享性和獨特

性。 

儘管香港大部份人都有聽過有關狐仙的都市傳說和民間故事，但卻沒有任何

文獻或典藉曾提及狐仙信仰在香港的情況。唯一有關狐仙在香港的文字記錄都是

與上世紀八十年代都市傳說相關的故事。51
 所以究竟香港狐仙信仰的傳說內涵、

此信仰的具體拜祭儀式、拜祭狐仙的社群是怎麼樣的，凡此種種都難以單靠文字

記錄去達成。透過文字記錄，充其量只可以了解到狐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已在香

港出現。故此，以實際的田野調查，才能夠了解到狐仙信仰在香港的真實面貌。 

筆者在上一節中，曾提及兩個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而本文的研究，即以此

兩個地點為主要的田野考察對象。關於調查的方式，主要有兩類。第一類是訪問，

筆者會以擬定的調查表，讓在兩個田野考察地點的善信自由講述拜祭狐仙的原因、

拜祭後有何改變。除了訪問前去拜祭的善信外，筆者會特別訪問兩位負責狐仙堂

和狐仙法院的兩位主持人。由於沒有有關香港狐仙信仰的文字記錄，所以筆者會

詳細記錄兩位主持講述有關香港狐仙信仰的故事，並嘗試找出當中的異同，從而

了解香港狐仙信仰的概況和祭祀狐仙的儀式和意義。另一類方法即為觀察，由於

拜祭民間神祇是比較私人和敏感的事情，有不少民眾都不太願意接受訪問，故此

筆者會以觀察的方式，從側面去了解拜祭狐仙的群眾的特徵。 

雖然筆者未能查找到所有在香港有拜祭狐仙的道堂或神壇，那是由於狐仙信

仰在香港沒有一個主要拜祭的核心地點或節慶，例如以狐仙為信仰中心的公眾廟

                                                        
50

 歐大年(Daniel Overmyer)著：〈歷史、文獻和實地調查：研究中國宗教的綜合方法〉，《歷史人

類學學刋》第二卷，2004 年第一期，頁 197-205。 
51

 有關這些故事的內容，參閱羅問：《妖界驚魂接觸》，頁 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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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或以狐仙為祭祀中心的節慶活動。不過，就筆者所蒐集的田野資料和有關香港

以外地區的狐仙信仰資料，仍可以找到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性和跟其他地區之間

的共享性。筆者希望能夠透過探討其他地區的狐仙信仰，從側面去看香港狐仙信

仰的特質。在不同資料的相互參看之下，藉此概括出一幅香港狐仙信仰的整體狀

況，從而呈現出一種偏向同一信仰本質下的比對。在這方面的研究問題上，筆者

會不斷往來於田野研究成果和其他文獻資料以嘗試達成這個目的。 

 綜合而言，本文的章節共會分為五個主要部份，在第二章中，將會以一個歷

史的角度出發，去探討狐仙信仰的發展，從而理解「狐仙」，這個概念的形成與

演變，以及對後世的影響。在第三章中，即要探討今日香港大眾眼中對狐仙的印

象，了解這種印象與狐仙在歷史上的發展有著怎樣的連繫。在第四章中，即要更

進一步，討論狐仙信仰在香港的情況，包括拜祭狐仙的地點是怎樣的地方，祭祀

狐仙的社群又是怎麼樣的。在第五章，即要深入探討香港狐仙信仰的內涵，了解

狐仙在香港是一種怎樣的信仰象徵。而在第六章，即會將香港狐仙信仰與其他地

區的狐仙信仰作一比較，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去看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之處。連

同緒論和結論部份，本文的五個章節配置將會如下所示： 

 

第一章：緒論 

       一、研究目的與動機 

       二、研究問題與方向 

       三、相關研究探討 

       四、研究方法和各章要旨 

第二章：「狐仙」於歷史上的演變 

       一、「狐仙」的發展與演變 

       二、小結 

第三章：香港狐仙的一般分析 

       一、香港大眾對狐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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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今人對狐仙的「刻板印象」 

   三、小結 

第四章：「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與「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一、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與格局 

   二、狐仙信仰的主持師傅 

   三、狐仙信仰的善信 

   四、小結 

第五章：香港狐仙信仰的內涵 

       一、香港狐仙的傳說故事 

       二、香港狐仙信仰的儀式和意義 

       三、小結 

第六章：香港與大中華地區的狐仙信仰 

       一、香港與臺灣狐仙信仰 

       二、香港與山東狐仙信仰 

       三、小結 

第七章：結論 

       一、香港狐仙信仰的不流行與延續性 

       二、研究的展望與缺失 

  

 本文的目標是希望歸納和提出有關香港狐仙信仰的記載，以為日後的研究提

供基礎。同時又會將有關狐仙信仰的傳說內涵和儀式行為作一整理，探究狐仙信

仰在香港民俗信仰文化上的意義，並將這個信仰和其他地區的狐仙信仰作一個初

步的比對和參照。最後，在香港的神祇數量非常之多，每個信仰的背後都有其獨

特的意義，擁有極豐富的研究價值。然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仍處於萌芽的階段，

筆者希望透過此研究，以了解更多有關香港一些被人忽視的民間宗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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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狐仙」於歷史上的演變 

 時至今日，人們在使用「狐仙」一詞時，大多只會作貶義用，可見他們對「狐

仙」只有單一「惡」的想像；但在中國歷史上，狐仙的形成與發展卻從來沒有出

現過一個單向的形象；狐仙一直擁有著一種「兩面性」的形象，既是神，又是妖。

「狐」，本質上只是一種野獸，但成為「狐仙」，一種帶有形而上的超自然特性，

是經歷了長年累月的演變。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為「狐」添上了不同的意義，

使其成為了「狐仙」，這一種曖昧不清，且充滿矛盾性的概念。那究竟「狐仙」

的由來是怎麼樣的？其特質又是如何？本章將會以歷史的角度出發，梳理「狐」

在歷朝歷代的演化，從中去看「狐仙」的發展與由來。 

        

一、「狐仙」的發展與演變 

 狐作為文化上的象徵意義，最早可以追溯至先秦時期，時人將狐視作為仁獸。

據《禮記》．〈檀公〉所記 

 

「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52 

 

古人觀察到狐死後，頭會朝向牠出生之地。這一方面符合古人以直觀的形式去看

待世間萬物；另一方面，他們認為這是狐不忘本、思念故鄉的表現，因此以「仁」，

這種崇高的美德，去讚揚狐。 

注《山海經》的晉人郭璞亦曾表示狐早於先秦時期已帶有祥瑞之兆，而《山

海經》中的九尾狐正有祥瑞的象徵，據他曾寫下的〈九尾狐贊〉所記 

 

「青丘奇獸，九尾之狐。有道祥見，出則銜書。作瑞於周，以摽靈符。」53 

 

                                                        
52

 陳戍國撰：《禮記校注》(長沙：岳麓書社，2004)，頁 37。 
53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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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引文中可見，郭樸指出九尾狐自周代起，已作為一種祥瑞的象徵，是一種靈獸，

帶有道德上的意義。可見在先秦以前，狐雖然還沒有成為信仰的象徵，但仍享有

非常高的道德以及文化的象徵意義。 

 到了兩漢時期，狐作為符瑞的象徵仍然濃厚。在記錄東漢儒學家見解的《白

虎通》中，曾寫道 

 

「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 

所，子孫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54 

 

由此引文中，可見在漢代學者的看法中，仍然會視九尾狐為「狐死首丘」的仁獸，

更把當中的內涵上升至與帝王之治有關，強調了妃子在皇室中的作用是延續血脈，

以達致政權長治久安。 

但在另一方面，狐於漢代亦出現了另一種的象徵意義，那就是妖獸的象徵。

西漢時期焦延壽所撰的《易林》中，曾記下以下兩句 

 

「老狐屈尾，東西為鬼。病我長女，哭涕詘指，或西或東，大華易誘。」55 

「老狐多態，行為蠱怪。為魅為妖，驚我王母，終無咎悔。」56 

 

據《易林》的記載，狐被清楚地記錄為神出鬼沒，並且會迷惑他人、作祟於女性

的妖魅。東漢文學家許慎更在定義狐的性質時，把狐界定為鬼所憑藉的妖獸。他

在《說文解字》中寫道 

 

「狐，䄏(妖)獸也，鬼所乘之。」57 

                                                        
54

 [東漢]班固撰：《白虎通德論》，卷五，〈封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頁 43。 
55

 [西漢]焦延壽撰：《易林》，卷十，〈睽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5)，頁 11。 
56

 [西漢]焦延壽撰：《易林》，卷十二，〈萃之〉，頁 7。 
57

 [東漢]許慎著：《說文解字》，卷十上 (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1989)，頁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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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狐於漢代漸漸衍生出兩面性的象徵，在作為祥瑞之意的同時，亦被視

為作祟於人的妖獸。 

學者李壽菊認為，狐於漢代出現兩面性的形象，是與神仙方術的興起有關。

她指出漢代的學術思想不及先秦時期多樣化，在經歷過秦代焚書坑儒後，先秦時

期的理性思維模式逐漸消失，並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這個空缺便被非理性的神

仙方術之說而填補。在此學術思想背景下，事事都會占易推吉凶的儒生方士便會

為動物的行為提出更多的解釋。58
 故此，狐便是在方士的鼓吹之下，在被神化的

同時，亦會被妖化。 

狐的象徵意義自漢代起出現了兩面性，但不論是神化或妖化的狐，其象徵的

本質仍然是狐的野獸形態。但自東漢以後，巫風鬼道的風氣有增無減，成仙修道、

精怪變形，成為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潮。文人對狐的想像，亦於此時期出現了

形態上的轉變。魏晉六朝的文人認為，狐是能夠由野獸的形態幻化成人的型態。

葛洪於《抱朴子》中寫道 

 

「狐、狸、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為人形。」59 

 

郭璞亦於《玄中記》中表示狐可以化身為人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 

 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60 

 

葛洪和郭璞都指出了物能不死，並可以因生存的時間長久而幻化為人，亦即「物

老成精」的概念。郭璞更進一步指出狐幻化成人後，不論是雄性或雌性，都會跟

                                                        
58

 見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22 - 23。 
59

 [東晉]葛洪撰：《抱朴子》，內篇卷一，〈對俗〉(臺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8)，

頁 45。 
60

 [宋]李昉等編著，華飛等校點：《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七，〈說狐〉(北京：團結出版社，1994)，

頁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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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進行性行為，以使人迷惑和失去理智。 

 學者李建國便由此指出了六朝時期，是狐的妖化程度被加深的時期。他指出

六朝時的志怪小說，如《玄中記》或《搜神記》中的狐，大多妖化成人，而且以

男性的身份出現。狐亦從此時期開始，具備了人格化的特質，由野獸的型態轉變

為人的型態。在此其中，狐作為作祟於人的妖獸象徵亦不斷地深化。如郭璞所記

的，便是狐作祟於人的行為，牠們幻化為人，並與人相交，從而令人迷惑失智。

61 臺灣學者林富士更指出「魅」是帶有凶惡的性質，自兩漢以來形成了一種「精

魅」的概念，但並不是用來形容宗教信仰上的產物，而是形容「物久成精」之物。

故此，「狐魅」乃是指被妖魔化，且是「惡」的狐。62 

 狐作為妖獸的象徵始終漢代，成於魏晉六朝，並且一直影響著後世對狐的看

法。到了唐代，傳記小說中有關狐狸精的故事不單數量繁多，而且在六朝的基礎

之上，形象更為多元化，更開始有雌性化的傾向。這些狐妖作祟的故事屢見不鮮，

如在《廣異記》中，便有以下的一則記載 

 

「唐宋州刺史王璿，少時儀貌甚美，為牝狐所媚。家人或有見者，丰姿端麗。

雖童幼遇之者，必斂容致敬。自稱新婦，祗對皆有理。由是人樂見之。每至

端午及佳節，悉有贈儀相送，云：『新婦上某郎某娘續命。』眾人笑之，然

所得甚眾。後璿職高，狐乃不至。蓋某祿重，不能為怪。」63 

 

以上的故事，記載了狐幻化為美女，並對年輕男子進行誘惑，這足以證明了狐作

崇於人的事件於唐代仍然存在。 

然而，縱使狐作為妖獸的象徵盛行了幾百年，但在此期中，狐神性的象徵並

沒有因此而失落，於唐代更再度受到了推崇。在唐代《朝野僉載》中，則有一則

                                                        
61

 李建國：《中國狐文化》，頁 63 – 70。 
62

 林富士：〈釋「魅」：以先秦至六朝時期的文獻資料為主的考察〉，載蒲慕州編：《鬼魅神魔 – 中

國通俗文化側寫》，頁 107-149。 
63

 [宋]李昉等編著，華飛等校點：《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一，〈王璿〉(北京：團結出版社，1994)，

頁 2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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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狐信仰最早、最正式的記載 

 

「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

當事有諺云：無狐魅不成村。」64 

 

從此引文中可見，將狐視為神性的象徵於唐代是非常流行的。而且跟漢代以前不

同的是，狐不再只作為祥瑞的象徵，更是作為了民眾的信仰對象。這個現象盛行

於初唐之際，而且信奉者多為平民百姓，這足以證明狐信仰在社會層面上的廣泛

性。而祭祀的地點都是在家中，可見祭拜狐是屬個人性的祭祀。「事者非一主」

一句，表示了大眾所祭祀的狐並非同一個祭祀對象，可見狐信仰是沒有一種共通

的形象。而且，狐雖然作為信仰的對象，被尊為「狐神」，但其本質仍然會被視

作為是「狐魅」。凡此種種，都表示出狐信仰是與政權欽准的神祇信仰有所不同，

是屬於不合禮法、沒有被政權認可的淫祇，只是一種流行在大眾之間的民間信

仰。 

 李建國認為狐於唐代能夠成為信仰的象徵，是因為狐作為祥瑞之物的歷史因

素。他指出即便由漢到六朝期間，狐失落了箇中的神聖象徵，而成墜入妖獸之列，

但其神聖性並沒有消失。狐信仰於唐代的出現，正就是民眾對於狐的古老神聖的

記憶復甦。65
 李建國的看法解釋了狐信仰於唐代出現的原因，並且將之與唐以前

的狐文化作一回應。但為甚麼在《朝野僉載》的記載中，百姓會祭祀的作祟於人

的狐魅，更稱之為狐神？換句話說，百姓為何會尊稱和祭祀對他們有害之物？李

壽菊則為此作出了補充，她指出「狐魅」的故事於唐代已發展到了風聲鶴唳的地

步。當百姓遇上荒謬怪誕之事，便會嫁禍於狐，這造成了人人聞狐色變的結果。

而解決狐作祟於人的方法，就是與狐妥協，去供奉狐，以求得到保佑，故此唐代

                                                        
64

 [宋]李昉等編著，華飛等校點：《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一，〈王璿〉，頁 2156。 
65

 李建國：《中國狐文化》，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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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百姓才會祭祀「狐魅」。66 可見李壽菊的說法，反映出狐信仰的起源，其實是

源自於對會加害於人的「狐魅」的一種敬畏。 

自唐代以後，狐信仰的發展更是由唐初的「房中祭祀以乞恩」的家祭，發展

成有專廟祭拜的神祇。狐王廟的興盛正反映出狐信仰於宋代的發展。不過，由於

狐信仰是淫祇，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故在宋代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壓。據《宋

史》．卷六十六．志第十九．五行四中所記 

 

 「宣和七年秋，有狐由艮嶽直入禁中，據御榻而坐，詔毀狐王廟。」67 

 

艮嶽是指於北宋時期，一座位於京城汴梁東北部的人工山水皇家園林。而在艮嶽

的狐竄入皇宮，更登上了帝位，被視為是不祥之事，故要下詔拆毀狐王廟。由此

可見，沒有得到官方認可的淫祇，是很容易受到政權所排斥的。 

在清代，狐一方面仍然被大眾視作為妖魅，在《虞初新志》中，曾有以下的

記述 

 

「狐，淫獸人，以淫媚人。」68 

 

從引文中可見，清代仍承繼著六朝以來對「狐魅」的觀念，會相信狐是會迷惑人

的妖獸，但同時，清人亦會祭拜狐。 

到了清代，狐信仰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而且影響的範圍亦不斷地擴大。「狐

神」不再是信仰對象的名稱；反之，「狐仙」之名則漸起。這可以由紀昀於《閱

微草堂筆記》中的記載所見 

 

                                                        
66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47 - 49。 
67

 [元]脫脫等撰，分史主編倪其心：《宋史》，卷六十六．志第十九．五行四 (上海：漢語大詞典

出版社，2004)，頁 1239。 
68

 [淸]張潮輯：《虞初新志》，〈烈狐傳〉；載自《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頁 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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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類，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異類，狐

則在仙妖之間。」69 

 

紀昀對「狐」的看法，正是綜合了歷朝對「狐」的不同觀念。狐既是帶有「善」

的仙，亦是帶有「惡」的妖，牠處於一種曖昧難分的狀態，但仍受人崇拜。 

學者康笑菲指出，「仙」一詞可以是指道教的神仙，亦可以用來解釋狐精的

魔力、超自然力和曖昧不清的含意，而自唐代以後，已與「妖」字的意思合流，

這足見「狐仙」包容性之廣泛。70 另一學者李建國即認為，「狐神」乃是唐代民

眾對狐信仰的表現形式。唐代人民認為狐是來自天上的神，故尊稱狐為「天狐」，

此名稱一直維持到明初。但之後由於道教觀念的滲入，以及時人認為仙比神的地

位更高，「狐神」一詞漸被「狐仙」所取代。自此以後，「狐仙」一詞便用以解說

狐形而上的特質。71
  

而與此同時，狐仙信仰亦於清代開始傳遍了全國。狐為北方的動物，自唐代

到清代，對狐的信仰在長江以北的地區到東北三省地區均十分流行。這些地區為

狐仙信仰的核心區域，具有明顯的地域性。72
 從唐代至淸代的文獻中，均多番提

及狐在華北地區的廣泛性。唐代《北夢瑣言》中曾記載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73 

 

紀昀亦曾寫道 

                                                        
69

 [清]紀昀撰，北山標點：《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如是我閒四〉(北京：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

2001)，頁 254。 
70

 康笑菲以英語撰寫了《狐仙》一書，但由於在英語詞彙中，難以有適當的字詞可以圓滿地去

解釋「狐仙」這個概念的多重意義，故此她只能在書中源用中文「狐仙」一詞，從中可見中國民

間信仰的獨特性和複雜性。詳見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69-73。 
71

 詳見李建國：《中國狐文化》，頁 199-206。 
72

 大陸學者姚立江指出，從歷朝地方誌和各類文獻的記載中，除了在河南、河北、山西、陝西、

京津、山東以及東北三省等地域外，在江蘇和安徽均有廣泛流傳有關狐信仰的習俗，可見狐仙信

仰在地區上的分佈，是十分之廣泛。詳見姚立江：〈中國北方的狐仙崇拜〉，《文史知識》，1996

年第 5 期，頁 65-66。 
73

 [宋]李昉等編著，華飛等校點：《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五，〈狐九〉，頁 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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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悟北地多狐女。」74 

 

但在經歷長時間的傳播後，在南方亦可以找到此信仰的足跡，清代薛福成在《庸

盦筆記》卷四中記下： 

 

「北方人以狐蛇猬鼠及黃鼠狼五物為財神。民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

五顯財神廟。南方亦間有之。」75 

 

可見狐跟蛇、刺猬、老鼠和黃鼠狼一起被作為財神信仰，而且在清代已不再是一

種只局限在北方的地區信仰，更是遍及各地，逐漸發展成一種全國性的信仰。 

由此可見，在經歷了數千年的演化和傳播過程後，狐仙信仰才會成為傳遍全

中國的民間信仰。特別是自唐代起，狐才開始成為信仰的象徵。而狐仙信仰出現

之初，其實是基於百姓對「狐魅」的畏懼。但在之後的發展中，狐仙信仰神性的

部份不斷加重，這由唐代到清代時，百姓使用「狐神」、「狐仙」等字詞去形容此

信仰中可見。不過，從狐仙在多個朝代，都有被政權所打壓的事件中，可見狐仙

是一種屬於不合禮法、沒有被政權認可的淫祇。而與此同時，文學作品中的「狐

魅」形象仍舊不斷地發展。在兩者互為影響之下，使得狐仙信仰成為一種帶有模

糊、曖昧特質的民間信仰。可見此信仰是充滿流動性以及會因信仰者的取態而作

出改變。 

 

二、小結 

從歷史發展上，可以了解到縱使不同的典籍曾以「狐神」、「狐魅」、「狐精」、

「狐妖」等詞來形容狐的超自然性，但只有「狐仙」一詞才擁有廣泛的包容性，

                                                        
74

 [清]紀昀撰，北山標點：《閱微草堂筆記》，卷十四，〈槐西雜志四〉，頁 406。 
75

 [清]薛福成著，丁風麟、張道貴編：《庸盦筆記》，卷四，〈物性通靈〉(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1983)，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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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夠解釋狐在信仰上的功能和此信仰對社會上不同人士而言有何意義，是兼具

多重特性的解釋。而「狐仙」的那種曖昧不清的定義，更令它成為了淫祇。在官

方政權上不被承認，但在民間卻依然流行。狐仙這一種由歷史發展而演變出來的

特質，亦影響著後世對狐仙的想像與理解。然而，自近代以後來，經歷了五四運

動、中共的無神論統治、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後，包括狐仙信仰在內的民間信

仰都一度出現了斷層，那今天在香港的狐仙信仰，究竟在何等程度上跟狐仙在歷

史上的脈絡有所連繫？要解答這個問題，就要深入探討狐仙在香港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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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香港狐仙的一般分析 

在今天香港的普羅大眾心中，「狐仙」是帶有非常負面含意的詞語。從他們

使用「狐仙」這個字詞的情況，不單反映出他們對狐仙的態度，亦突顯出狐仙在

他們心中的面貌。故此，本章要探討的範疇，是有關狐仙在香港的基本情況，了

解香港大眾對狐仙的普遍認知。筆者會嘗試透過不同有關狐仙的出版物以及傳播

媒體，包括報章雜誌、已出版的小說書籍以及在香港上映的電影等，從最外顯的

一層入手，去看香港民眾對狐仙的看法，以及嘗試探討出現這個看法的原因。 

 

一、香港大眾對狐仙的看法 

從香港民眾使用「狐仙」這個詞彙的情況，可以看出對他們而言，「狐仙」

是「惡」的象徵，有著相當負面的意思。他們會以「狐仙」來形容身分散發出臭

味的人，但更為廣泛的用法，即是用以形容介入在男女愛情或婚姻中的第三者，

大多用以指摘女性。 

本節將會以不同的資料，從三個主要方面，去看香港的一般民眾為甚麼會對

「狐仙」，這種同時擁有「善」與「惡」特質的神祇，抱有如此負面的看法和想

像。如筆者在本文第一章所指，香港並沒有確實有關狐仙的文獻記錄。然而，有

關狐仙在香港的都市傳說卻已流傳多年。除此之外，中國歷史脈絡中的「狐仙」

形象亦影響著香港民眾對「狐仙」的想像，特別是傳統文學作品中，女性「狐魅」

的形象。近年來，不少以傳統「狐魅」為題材的流行文化產物，包括電視劇和電

影，都在香港發行。再加上，不少香港的傳媒都會廣泛地報導有關娛樂名人拜訪

狐仙的新聞。凡此種種，都可以窺探到香港普羅大眾對「狐仙」的認知。 

  

 1) 香港狐仙的都市傳說 

有關狐仙在香港的傳聞，其中之一，就是以都市傳說的形式而廣泛流行於香

港大眾之中。根據美國學者布朗凡德(Jan Harold Brunvand)所下的定義，「都市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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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urban legend)乃是將「都市」，這種帶有濃烈現代意義的詞彙，與「傳說」，

一種與遙遠的過去，兼帶有古老、神秘和樸素意味的詞彙融合在一起。都市傳說

是以諷刺(ironic)或超自然(supermatural)的形式去說一些未經證實或現實故事，是

民俗傳統的一部份，可以從中了解到都市與現代文化。76
 由此可見，透過狐仙作

為一種在香港出現的都市傳說，是可以窺探到狐仙在香港的文化內涵。 

 都市傳說的出現與其時代背景和城市環境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學者 Gail de 

Vos 認為當代的都市傳說會有兩種傳播的方式，分別是民眾透過面對面的交談，

或是以現代資訊科技作傳播媒介。但無論是那一種傳播都市傳說的方式，當中的

內容都會是有着完整的故事元素 (story format)，以製造一種情感上的反應

(emotional respond)。另外，都市傳說大多是經過轉述而傳播的故事，傳播者會透

過複述當中的故事內容，以增加其可信度(credible)。所以，講述都市傳說的人往

往不是經歷(experienced)在其中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隨着反覆敘述都市傳說

的內容，會使都市傳說的散播速度和程度變得更快和更為廣泛，但同時內容亦會

出現改變，成為了流言(rumor)的一種。77 故此，都市傳說的真實面貌往往是難以

追尋得到的。需要留意的是，由於傳說的內容對傳播者而言，具有一定吸引力，

故在覆述的過程中，他們會不斷複雜這些都市傳說的內容。 

 而在香港出現的狐仙傳說亦附合上述有關都市傳說的特徵。在今天，二十一

世紀的香港，雖然仍流傳著有關上世紀八十年代發生的狐仙傳說，但確實有關這

些傳說故事的真實面貌，現已難以考究。臺灣作家羅問曾在 1997 年編寫的《妖

界驚魂接觸》中，記載了四宗八十年代在香港出現的狐仙傳說。第一宗是發生在

1981 年的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亦即是今天的皇室大廈，在大廈的雲石上出現

了狐臉圖案，因此流傳出狐仙家族在溫莎公爵大廈的傳說。之後更有謠傳一名嬰

                                                        
76

 Jan Harold Brunvand, The vanishing hitchhiker : American urban legends and their meanings (New 

York : Norton, 1981), p.xi. 
77

 Gail de Vos, What happens next? : contemporary urban legends and popular cultur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 Libraries Unlimited, 2012), pp. xix – xxi. 另一學者 Timothy R. Tangherlini 在研究有關

「傳說」的理論和特徵時，亦指出了都市傳說正就是流言的反映，不過當中的內容(narrative)是

更為完整，詳見 Timothy R. Tangherlini. “ ‘It Happened Not Too Far From Here ...’: A Survey of 

Legend Theory and Characterization,” Western Folklore 49, no. 4 (1990) :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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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在溫莎公爵大廈擺過滿月酒後離奇死亡。第二宗是在北角的粵華酒店，該處曾

傳出狐仙附在酒店的雲石上，並會摔倒路過的途人。第三宗是發生在 1984 年的

銅鑼灣一間日資百貨公司中，相傳在興建商場的過程中，曾出現一塊有狐狸圖案

的花崗岩石，之後該百貨公司在落成後經常出現鬧鬼傳說。第四宗是在新界的麒

麟崗公園，相傳在處理一塊被狐仙附上的麒麟石時，引致多人生病或受傷。78 

 然而，以上這些故事的內容以及真確性卻成疑。雖然，羅問所記述的所有有

關狐仙的故事背景都是發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然而當筆者嘗試翻查八十

年代的報章時，並沒有發現任何有關以上狐仙故事在香港的報導。當筆者再嘗試

查找九十年代的報章時，亦只有一宗有關有關香港狐仙傳說的記載。直到查閱千

禧年代的報章剪報，才多有發現與上述狐仙傳說相關的新聞。79 根據筆者的查閱，

直至 2015 年，一共有九則有關狐仙傳說的報導，如下表示： 

 

編

號 

時間 媒體 版名/版次 標題 相關狐仙傳說 

1 1993.03.11 星島日報 娛樂 「大迷信九三」的紀

錄與戲劇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2 2003.09.16 香港經濟

日報 

C17 

影視樂 

《集體回憶 – 文化

經典》 11 城市傳

說：地運、鬼故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3 2005.11.17 太陽報 專欄 不敬對待 惹怒狐仙

殺幼嬰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78

 羅問：《妖界驚魂接觸》，頁 23-48。 
79

 筆者透過查閱《八十年代香港報章剪報目錄》、《當代中國剪報資料庫》，以及香港中央圖書館

的多媒體資訊系統的舊報刊數據庫，均找不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關香港狐仙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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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10.03 新報 C07 

娛樂 

異靈傳說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5 2010.01.01 新 Monday P028-031 新 Mon 怪談 – 狐

仙靈異事件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1981 年虎豹

別墅狐仙傳說 

6 2011.06.22 Am730 M39 香港玄案(一)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7 2011.12.11 新報 C08 

娛樂 

香港狐仙鬼怪事件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1981 年虎豹

別墅狐仙傳說 

8 2011.12.12 新報 C08 

娛樂 

香港狐仙移民台灣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9 2015.12.25 蘋果日報 B02 

財經 

回顧歷史 – 狐仙事

件廣為人知 

1981 年銅鑼

灣溫莎公爵大

廈狐仙傳說 

表 1：香港狐仙傳說相關的新聞報導(共 9 則) 

 

由九十年代到 2015 年間，總共有九則新聞報導是與香港狐仙傳說相關，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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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狐仙傳說在香港的流行程度並不算廣泛。而且這些報導，

大都是在娛樂版面或報章的專欄之中提及到的。然而，在最近期的 2015 年蘋果

日報財經版中，卻有報導有關狐仙傳說的事件，這是筆者所找尋到的報章中，唯

一一篇於正文版中提及狐仙傳說的報導。該文是在介紹有關華人置業公司的歷史，

當中提及到銅鑼灣的皇室大廈因為曾經出現與狐仙相關的傳說而廣為人知。另一

方面，以上的報導都是圍繞著兩宗狐仙故事，一宗是羅問曾經提及過的 1981 年

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另一宗是即是有關香港大坑虎豹別墅的狐仙傳說，

同樣是以 1981 年為時代背景，而傳說的內容則是在虎豹別墅的牆壁發現了狐狸

的圖案。 

由以上各篇與狐仙相關的報導中，都可以印證到上述提及到有關都市傳說的

特徵。狐仙在香港的傳說雖然以八十年代為背景，但直到九十年代，才開始在報

章上出現，到千禧年代，才多在報章上出現有關狐仙傳說的報導。而在千禧年代

初期，這些報導只是屬於娛樂新聞或出現在專欄之中，但到了近期，居然出現在

正文版之中，這足以證明都市傳說經過多次的轉述之後，在民眾之間的可信度已

經增加了，但卻追尋不了其傳說的起源。 

另外，在眾多報導中，大部份都是圍繞著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在

筆者最早能夠查找到的一則狐仙傳說的報導，便是在 1993 年，有關香港編劇李

居明以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為故事藍本，拍攝電影《大迷信 1993》。這證明了

在九十年代初期，香港民眾已曾聽聞狐仙的都市傳說，80
 而之後的八則報導都是

與此故事有關。而且不少人，包括羅問，更為這個傳說添上更多的故事元素，以

提供更完整的故事邏輯。81 由此可見，隨著時代愈久遠，後人會為都市傳說的故

事提供更完整的內容，以增加故事的邏輯性。 

即使羅問於九十年代記載了有關香港的狐仙傳說故事，但與香港有關狐仙傳

                                                        
80

 〈「大迷信九三」的紀錄與戲劇〉，《星島日報》，1993 年 3 月 11 日，頁從缺。 
81

 羅問提到 1981 年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故事中的狐仙因為遇上劫數而被封於石牆之內，

最後被一位道士釋放，詳見羅問：《妖界驚魂接觸》，頁 23-36。亦有另一個版本是這一群狐仙被

道士引導，並到了臺灣修煉，詳見〈香港狐仙移民台灣〉，《新報》，2011 年 12 月 12 日，頁 C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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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故事的報導仍不盡相同。在羅問提及的四篇狐仙傳說中，有三篇均沒有出現在

香港的報章新聞之中，連同羅問沒有記載到有關虎豹別墅狐仙傳說在內的四則的

狐仙故事，不論在內容或形式上，都與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有很多相同之處。

這些故事的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都是指有狐仙棲身在岩石或雲石之中，而且這

些狐仙都是會對人造成傷害，甚至會取人性命。 

筆者認為，這幾則故事的出現可能是在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為基礎

上衍生出來，亦可能是故事作者道聽途說而出現，不過這些故事都製造了一種情

感上的反應，就是使人相信狐仙是靈異的存有，遇上狐仙是一件怪異、不詳的事

情，會對人造成傷害。這些故事都被人歸類為玄案或異靈事件，而且不斷被人反

覆傳播，使狐仙在香港民眾之間形成了一種負面的形象。在都市傳說的散播之下，

狐仙作為會傷害人的妖怪、作為「惡」的象徵，漸漸在香港民眾之中建立起來。 

  

 2) 傳播媒體中的「狐魅」 

都市傳說固然是反映出城市文化的其中一個載體。除此之外，在不同傳播媒

體中出現的狐，亦構成了香港民眾對狐的一種態度和看法。香港作為一個以華人

為主的都市，長久以來，中國傳統上以狐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亦在香港廣為流傳。

這些作品更屢次被改編成電視劇或電影，並在香港上映。所以在中國歷代文學作

品中所出現的狐魅，亦成為了香港民眾對狐的其中一種看法。而另一方面，在香

港本地的創作之中，亦有以狐魅為題材。他們的形象雖然與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

的狐魅不盡相同，那是因為在創作上，作者對狐魅的主觀形象往往佔了很大的成

份。然而，這些香港作家所塑造的狐魅形象，或多或少都有以傳統中國文學作品

為依據。由此可見，從不同的作品中，是可以了解到狐在香港民眾心中的一個面

貌。 

根據筆者所查找的資料，發現由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已開始出現以狐仙為題

材的戲劇作品。而由上世紀五十年代至千禧年間，有多達十七部有關狐仙的戲劇

與影視作品於香港上映，現依出版年份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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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年份 出品 表 演 類

型 

劇名 其他 

1 1957 大聯公司 電影 《狐仙奇緣》 改編自 1906 年戲曲

片《青石山》 

2 1969 第 一 影 樂

公司 

電影 《人鬼狐》 臺灣電影於香港上

映；改編自《聊齋志

異》卷二第 27 回「蓮

香」 

3 1975 麗的電視 電視劇 《聊齋之蓮香》 改編自《聊齋志異》

卷二第 27 回「蓮香」 

4 1985 永 佳 影 業

有限公司 

電影 《小狐仙》 / 

5 1989 灣仔劇團 舞台劇 《聊齋新誌》 改 編 自 《 聊 齋 志

異》，於 2008 年再度

公演 

6 1992 電 視 廣 播

有限公司 

電視劇 《人鬼狐》 改編自《聊齋志異》 

7 1993 廣 視 娛 樂

有限公司 

電影 《大迷信 1993》 當中一則故事取材

自銅鑼灣溫莎公爵

大廈狐仙傳說。 

8 1996 電 視 廣 播

有限公司 

電視劇 《聊齋》 當中「狐仙報恩」一

回乃改編自《聊齋志

異》卷七第 33 回的

「小翠」 

9 1998 電 視 廣 播 電視劇 《聊齋（貳）》 當中「魅影靈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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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回乃改編自《聊齋志

異》卷二第 27 回的

「蓮香」 

10 2000 春 天 舞 台

製 作 有 限

公司 

舞台劇 《阿繡》 改編自《聊齋志異》

卷七第 31 回的「阿

繡」 

11 2000 金 鳳 鳴 劇

團 

粵劇 《武王伐紂》 改編自《封神演義》 

12 2001 千 群 粵 劇

團 

粵劇 《李剛三打白狐

仙》 

之後於 2005 年及 

2011 年再度公演 

13 2001 電 視 廣 播

有限公司 

電視劇 《封神榜》 改編自《封神演義》 

14 2008 寧 夏 电 影

制片廠、 

上 海 電 影

集 團 公 司

等 

電影 《畫皮》 中港合拍電影，改編

自《聊齋志異》卷一

第 40 回的「畫皮」 

15 2010 電 視 廣 播

有限公司 

電視劇 《蒲松齡》 改編自《聊齋志異》 

16 2012 寧 夏 电 影

制片廠、 

上 海 電 影

集 團 公 司

等 

電影 《畫皮 II》 中港合拍電影，《畫

皮》的續作 

17 2016 中 國 星 集 電影 《封神傳奇》 中港合拍電影，改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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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 中 國 

博納影業 

自《封神演義》 

表 2: 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於香港上映以狐仙為題材的戲劇與影視作品。  

 

 由上述的列表中，可以看到狐仙一直都是香港戲劇與影視作品的一個熱門的

題材。而且，這些作品更是有著豐富且多變的表演形式，由電影、電視劇、舞台

劇到傳統的粵劇都有。而最早於面世有關狐仙的作品，可以追溯至 1957 年的電

影《狐仙奇缘》，該片是取材自 1906 年戲曲片《青石山》，講述狐仙與凡人相戀

的故事。82 而在這之後，不同年代均有與狐仙相關的作品上畫。而在上述的十七

部作品中，有多達十三部是與兩部傳統中國狐仙的名著有關，分別是《封神演義》

和《聊齋志異》。 

 在中國文學作品中，狐一向是普遍的創作題材。自魏晉六朝起，都有以狐幻

化為人型，即是以狐狸精的故事，去作為文學作品上的題材。學者李壽菊指出，

唐代和清代雖是創作狐狸精故事的兩個高峰時期，但縱觀歷朝狐狸精故事的內容，

都是以民間的狐魅故事為主題。83
 如筆者在前章所指，將狐視為「魅」，即視定

狐為「惡」的靈，而這亦是中國文學作品中，對狐的一種主要看法。故此，在歷

代的文學作品影響下，狐作為狐魅的形象漸漸成為了國人對狐的一種固有看法。

而眾多文學作品中，《封神演義》和《聊齋志異》中的狐魅故事對後世影響最為

深遠。雖然，在中國傳統文學上，狐魅是同時以男性與女性的形象出現，但在《封

神演義》和《聊齋志異》中的狐魅，均是女性。而且，從以上十三部在香港上映

的電影、電視劇或和舞台劇都以此兩部作品為藍本一事，足證這兩部作品的影響

力之大。故此，此兩部作品中的女性狐魅形象，是最能夠深入香港民眾心中。 

 《封神演義》是一部成書於明代的章回小說，故事以商末周初為背景，講述

姜子牙扶周滅商的故事。而當中的主要角色妲己，即是九尾狐的化身。李壽菊指

                                                        
82〈狐仙奇緣畫面精彩〉，《工商晚報》，1957 年 4 月 16 日，頁 6。 
83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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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以九尾狐作為信仰上的象徵自魏晉時期已有，但作為文學上的題材，即自唐

代起才有。到了宋代，九尾狐的神格被完全除去，成為了妖獸，是完全「惡」的

象徵。84
 而《封神演義》中的九尾狐，化身為外貌美艷的妲己，色誘商紂王，以

一種禍國殃民的形象出現。自此，九尾狐是妖獸的形象便成為了後人對九尾狐的

主要想像。 

 《封神演義》中的九尾狐形象得以在香港民眾之間流行的契機，乃是由於《封

神演義》曾多次成為香港舞台劇和電視劇的主題。2000 年，「金鳳鳴」劇團以《封

神演義》為故事藍本，於香港文化中心上演《武王伐紂》的粵劇劇目。85 而香港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更於2001年，拍攝並製作了大受歡迎的古裝電視劇《封神榜》，

並多次重播。86 直到 2016 年，《封神傳奇》的上畫仍然標誌著《封神演義》對現

今社會的影響。自此，九尾狐作為一隻妖獸、是「惡」的象徵，就更在香港民眾

之中留下了印象。 

另一部以狐魅為題材的文學作品，《聊齋志異》，比起《封神演義》對後世的

影響更大。《聊齋志異》是由清代作家蒲松齡所著的短篇小說集，跟前代的狐狸

精故事相比，當中所描述的狐更為人性化，更擁有人類喜怒哀樂等不同情感。學

者李建國指出，在《聊齋志異》中出現的狐，乃是經由蒲松齡進行了文學上的審

美和改造。蒲松齡在塑造狐的形象時，加入了更多人情和倫理上的意念，所以《聊

齋志異》中的狐故事都是以有情有義的女狐為主角。李建國認為這些女狐都是美

麗多情，而且這些故事亦反映出傳統的道德觀。87
 學者李壽菊亦指出蒲松齡筆下

的人狐相戀故事，一方面注重表現出狐外在的形象；另一方面，亦勾畫出狐的內

在性情。88
 由此可見，在《聊齋志異》中的狐魅與《封神演義》中的九尾狐妲己，

是有著不一樣的形象。 

相比起《封神演義》，以《聊齋志異》為藍本而改編的舞台劇和戲劇的數目

                                                        
84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160 – 162。 
85〈中西合璧新嘗試〉，《大公報》，2000 年 3 月 10 日，頁 D03。 
86〈《封神榜》結局篇發威 四十點收視稱霸兩台〉，《香港商報》，2001 年 9 月 18 日，頁 B08。 
87

 李建國：《中國狐文化》，頁 295 – 311。 
88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164 -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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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而當中有不少都是以狐魅故事為題材。在舞台劇方面，在 2000 年，已有

改編自卷七第 31 回「阿繡」的舞台劇在香港演出。89
 在 1989 年和 2008 年，香

港著名編劇杜國威的劇作《聊齋新誌》先後兩度公演，當中的故事亦是以狐魅為

主要題材。90 在電視劇方面，早於 1975 年，麗的電視便創作了以《聊齋志異》

卷二第 27 回的「蓮香」為藍本的電視劇 — 《聊齋之蓮香》。91 另一電視台，

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除了於 1992 年創作了電視劇《人鬼狐》外，更於 1996

年和 1998 年先後製作了電視劇《聊齋》，當中「狐仙報恩」和「魅影靈狐」兩回，

更是改編自《聊齋志異》中有關狐的兩則故事，包括上文提及的「蓮香」以及卷

七第 33 回的「小翠」。而在 2010 年，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更推出了命名為《蒲

松齡》的電視劇集在香港播出。以上的這些改編的作品，大都是根據《聊齋志異》

中的狐魅故事而進行改編的作品，而故事中的狐魅，都擁有松齡筆下的多情和重

義的性格特質。 

但是，香港民眾對於《聊齋志異》中的狐魅，所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卻是來

自於《聊齋志異》的電影。在 2008 年，改編自卷一第 40 回「畫皮」的電影 — 《畫

皮》，於香港上映。該電影的演員都是華人影視圈中的一線明星，而且在正式上

映前，亦在香港舉行多次的宣傳，結果取得甚佳的票房。92 

電影《畫皮》的故事是圍繞著一隻名為「九霄美狐」的狐妖小唯而發生的，

她需要食人心以維持身上的人皮。然而，在《聊齋志異》的原著中，「畫皮」並

不是有關人狐相遇的故事，而是有關人鬼之間的故事。內容是有關一位年輕人遇

到了披上人皮的餓鬼，然後被後者取其人心殺死。93 但電影版卻變成了一隻狐妖

披上人皮，以妖術色誘主人公的故事。可見除了「披上人皮」這一個設定外，整

套電影的角色和內容都與原著不盡一致。而當中狐妖的形象，亦與《聊齋志異》

                                                        
89〈《聊齋》故事改編歌劇《阿繡》下月初開演〉，《大公報》，2000 年 2 月 24 日，頁 B08。 
90〈舞台劇《聊齋》重演〉，《大公報》，2008 年 11 月 22 日，頁 C05。 
91

 〈潘冰嫦試古裝〉，《工商晚報》，1975 年 1 月 9 日，頁 3。 
92《畫皮》的主要演員，甄子丹、周迅、趙薇、陳坤和孫儷，都是現今華語影視圈中的一線名星。

《畫皮》亦以香港為全球首映的地方，最終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的票房更超越兩億。 
93

 [淸]蒲松齡：《聊齋志異：鑄雪齋抄本》，卷一，〈畫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

48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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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內其他充滿人性的女狐不同，成為了一隻要吃人心、且會誘惑他人的妖怪。 

電影版所作出的改動，乃是由於中國大陸不鼓吹迷信的風氣，對電影予以審

查，以致以鬼神為題材的電影，一直被禁止在中國上映。94 由於《畫皮》以妖代

鬼，而得以在內地上映。但在故事中，狐的形象卻完全被「妖魔化」，成為了「惡」

的妖怪。這一個改動不但使狐魅的形象脫離了蒲松齡筆下狐魅那種多情和重義的

形象，更重要的是，電影的成功使狐魅作為「惡」的妖怪形象更加深入民心。由

於該戲的票房甚佳，電影公司於 2012 年推出了《畫皮 II》，使《聊齋志異》中的

狐魅形象再次被顛覆。 

由此可見，縱使《封神演義》和《聊齋志異》，兩本小說原本是以截然不同

的角度去描述狐的形象。前者所描述的是「惡」的九尾狐妲己，後者所記錄的是

「善」的女狐。但經過了現代傳播媒體的改編和修飾之後，傳統文學作品中的狐

魅形象已出現了改變，大部份在香港上映的電影或電視劇集，都將這兩本小說中

所出現的女狐，塑造成會誘人、害人的妖怪，使狐魅「惡」的象徵，進一步呈現

在香港民眾面前，令到香港民眾對狐形象的想像趨向單一化。 

這些傳統文學作品中的狐魅形象，一方面，透過不同的媒體繼續在香港流傳；

另一方面，亦影響著在香港所創作有關「狐」的作品。從上述表 2 中，可見只有

少數以狐仙為主題，且於香港出品的戲劇與影視作品，並非是以傳統中國文學作

品中的狐魅為藍本。而且在時間上，自以銅鑼灣溫莎公爵大廈狐仙傳說為題材的

《大迷信 1993》於 1993 年上映後，便鮮有以香港本地的狐仙故事為題材的作品

面世。 

在文字的創作上，亦鮮有香港本地以「狐」為主要題材的作品。據筆者翻查

後，香港只有一本長篇小說集以此為題材，就是倪匡所著的《寶狐》。這個故事

是倪匡所著的《原振俠傳奇》系列中的其中一部，講述了一位名叫冷自泉的富豪，

在年輕時邂逅了寶狐，但後者其實是來自外星的生物，而整個故事就以兩人相愛

                                                        
94

 根據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廣電總局關於重申電影審查標準的通知》中的第二條第五項列

明：「二、電影片禁止載有下列內容：(五)違反國家宗教政策，宣揚邪教、迷信的。」可見所有

與鬼神相關的電影都受到了製作上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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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共患難為主軸。事實上，這個故事並非直接把傳統「狐魅」的形象表現出來，

而是以外星人這樣的設定，去取代傳統文學作品中，狐的超自然性。但就角色的

形象而言，寶狐的形象與在《聊齋志異》中的女狐非常接近，都是會為了愛人而

改變自己。95 

但除了《寶狐》外，香港並沒有其他與「狐」有關的長篇小說。然而，亦有

零聲的短篇故事，是與「狐」有關的。這些短篇的文學作品，大都散見於報章的

專欄或文學期刊之內，而且在內容的取材上，往往與《聊齋志異》中的狐仙故事

有關。如 1958 年，在文學雜誌《茶點》中，曾有一篇名為「狐仙報恩記」的短

篇小說，便是講述一隻狐仙化為少女，向曾經幫助自己母親的恩人報恩。96 另外，

在 2013 年，《新少年雙月刊》中亦有一篇名為「狐夢」的故事，篇名更是與《聊

齋志異》卷五第 11 回「狐夢」同名，而當中的內容亦是以《聊齋志異》為基礎，

進行改編和延伸。97 但除此之外，卻鮮見與「狐」有關的香港文學作品出現。 

由此可見，從香港文學作品中，有關「狐」的創作數量和「狐」在這些作品

中的形象，可以看到兩個現象。首先，在內容上，這些作品雖然有為「狐」創作

出不同的形象，但整體上，仍與中國傳統文學上的狐魅有所相似，而且都以女性

狐魅為故事主角。另一方面，由於在香港文學中，以「狐」為題材的作品數量並

不多，這可以看出傳統中國文學作品中的狐魅，特別是女性的「狐魅」形象，依

然成為了香港民眾心中對狐形象的主要想像，這可以看作是傳統狐魅形象的一種

延續。 

 

 3) 狐仙的相關報導 

 在香港，「狐仙」的都市傳說仍然流行於社會大眾之中。而傳統文學作品中

的「狐魅」，在經過現代流行文化的改編和修飾之後，即以一種更為不同的形式

呈現在民眾眼前。但除了此兩者外，在香港，不同報章亦會刊登有關於狐仙的報

                                                        
95

 衛斯理(倪匡)著：《寶狐》(香港：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1983) 
96

 湘江老人：〈狐仙報恩記〉，《茶點》，總第 29 期(1958 年)，頁 45 – 49。 
97

 梁科慶：〈狐夢〉下集，《新少年雙月刊》，總第 13 期(2013 年)，頁 24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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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這些報導的記載大都是與拜祭狐仙有關，當中大部份的內容都是與娛樂名人

相關的新聞。透過這些新聞報導，可以窺探出在大眾傳媒對狐仙的態度，以及在

媒體的影響下，狐仙的形象是如何被建構出來。 

透過找尋不同的資料庫，筆者發現到在 1960 年的一則報導，是能夠反映出

當時香港媒體對狐仙的看法。該則新聞是一則國際新聞，報導巴基斯坦的一戶人

家家中被不明來歷的碎石磚頭破壞，而該則新聞的標題則以「狐仙作祟」為題，

這表示出當時的媒體對於不知因由的怪事，仍會抱有傳統上「狐仙」作怪的態度。

98 

但與供奉狐仙相關的報導，卻到 1990 年才開始出現，但仍只有一宗相關的

新聞報導，到了千禧年代，才開始有更多與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出現。由 2004

年到 2015 年間，一共有 24 則有關拜祭狐仙的報導。99 這數字上的增加，反映出

狐仙信仰在香港的流行程度開始有上升的趨勢。由於有部份的報導都是有關同一

件事件，所以筆者會以「事件」為主，再去整理這些報導，並製作成以下的簡表。

同一事件之下的報導，會再標以次編號。這合共 25 則有關拜祭狐仙的報導，實

可分辨為 17 宗新聞事件，如下表示： 

 

編

號 

日期 媒體 版名/版次 標題 

1 1990.02.19 華僑日報 娛樂 陳雅倫派利是開心 俾狐仙壓

咗四件幾 

2 2004.09.26 蘋果日報 

 

E10 「拜狐仙」 

3-1 2004.11.20 東方日報 A08 神棍主持迷姦數十美女 

                                                        
98〈巴京狐仙作祟 住宅飛砂走石〉，《華僑日報》，1960 年 11 月 1 日，頁 3。 
99

 筆者透過查閱筆者透過查閱《八十年代香港報章剪報目錄》、《當代中國剪報資料庫》以及香

港中央圖書館的多媒體資訊系統的舊報刊數據庫，均找不到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有關拜祭狐仙的新

聞，而在九十年代的新聞，亦只有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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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 

3-2 2004.11.20 太陽報 A19 

兩岸新聞 

兩女舉報遭強姦警檢作法木

陽具 台電視神棍涉騙財色 

4 2005.02.16 文匯報 

 

A27 即墨「狐仙廟」驚見小狐 

5 2006.07.08 新報 C08 

娛樂 

梁思浩 前世係靈獸 

6 2008.07.15 東方新地 P12 《怪談》主持暗示章子怡拜狐

仙上位 

7 2010.01.01 新 Monday 

 

P028-031 林千博師傅講狐仙 

8 2010.04.21 新假期 E078-081 

 

爆趣拜狐仙！ 

9-1 2011.03.04 蘋果日報 A26 

兩岸要聞 

小三節第三者狂參拜台狐仙

廟香火鼎盛 

9-2 2011.03.04 大公報 A17 

台灣新聞 

「小三」惹爭 議狐仙廟香火

盛 

10 2011.06.12 蘋果日報 A22 

兩岸要聞 

大婆拜「狐仙」戰小三 

11-

1 

2011.08.06 香港商報 A17 

台海新聞 

元配小三鬥法月老廟狐仙廟

香火盛 

11-

2 

2011.08.06 大公報 A16 

台灣新聞 

元配小三大鬥法 月老狐仙香

火盛 

11-

3 

2011.08.06 文匯報 A11 

台灣新聞 

七夕拜月老狐仙 正室小三鬥

上天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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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 

2011.11.16 東方日報 C18 

娛樂 

Elke Ice 請狐仙上身 

12-

2 

2011.11.16 太陽報 C12 

娛樂 

謝芷蕙（Cammi）想試請狐仙 

13-

1 

2011.12.18 太陽報 F18 

體育 

「狐仙上身」又驚又搞笑 

13-

2 

2011.12.18 東方日報 F07 

體育 

「靈異」上身未驚過 

14 2012.08.31 忽然一周 SW072-073 

 

邪招谷人氣 《夜蒲 2》 

o 靚模拜狐仙迷宅男 

15-

1 

2013.12.18 FACE 週刊 F030-032 邪谷桃花爭視后 徐子珊紙紮

鋪拜狐仙 

15-

2 

2013.12.13 新報 Q24 

 

徐子珊拜狐仙催桃花 

16 2014.09.18 壹週刊 

 

B122-123 入廟拜神   

17-

1 

2015.08.27 東方新地 P026-030 TB 助手教路 吳若希拜狐仙

借運 

17-

2 

2015.08.30 星島日報 D04 

娛樂 

吳若希撞車賴「狐仙」作怪 

表 3：香港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報導(共 17 件，25 則) 

 

從以上的各則報導中，可以看到三個特點。首先，從事件的類型而言，以上

的報導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主要事件。第一類，是屬於介紹性質，介紹在香港、中

國內地以及臺灣拜祭狐仙的地點，事件 4、7、8、16 都是屬於這一類的報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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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類，則是報導拜祭狐仙的事件，事件 2、4、5、6、12、13、14、15、17 則

是屬於這一類報導。而事件 9、10、11 即是同時擁有這兩種類型報導的內容。其

次，從事件發生的地點而言，這些出現在香港報章雜誌中的報導，有超過三分之

一都是在報導香港以外的新聞，事件 2、3、4、6、9、10、11，都不是在報導發

生在香港的事情。再者，上述的報導中，事件 1、5、6、12、13、14、15、16、

17 都是與娛樂名人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報導。 

 由以上幾項特點中，可以了解到在過去的多年間，有關拜祭狐仙的新聞報導

其實不多，絕大部份都是集中在千禧年代，這反映出狐仙信仰自千禧年代起，漸

漸在香港吸引到信眾，且有上升的趨勢。而唯一一篇於九十年代的報導，並不是

直接與拜祭狐仙有關，而是一位香港女藝人指自己招惹到狐仙，但卻因而得到大

量幫助。100 然而，這些報導大多是以一種偏向負面的態度去報導這些新聞內容。

在介紹有關臺灣的狐仙地點時(事件 9、10、11)，都會強調狐仙是婚姻之中，女

性第三者所祭祀的對象，這把狐仙與代表破壞婚姻關係的第三者連上關係。此外，

亦有報導是有關在臺灣，有負責拜祭狐仙的主持，對在拜祭過程中的善信作出了

迷姦的行為(事件 3)。這種報導亦會導致讀者對「拜祭狐仙」這件事件，產生負

面的態度。另一方面，在報導有關娛樂名人拜祭狐仙的新聞時，媒體都會用上「靈

異」、「邪招」等，這些帶有非常貶意的字詞。由此可見，媒體對「拜祭狐仙」這

類新聞，是抱有負面的看法。而當中，藝人徐子珊和吳若希拜祭狐仙的事件都曾

引起香港大眾的關注。(事件 15、17) 這是由於這兩位藝人的知名度都很高，而

相關的新聞報導更是佔據了當時娛樂版的封面。 

從香港的傳媒報導有關拜祭狐仙的新聞中，可以看出雖然有愈來愈多的人會

拜祭狐仙，但從報導人所選取的題材內容和當中的用字遣詞中，則可見他們對「狐

仙」是抱有一種負面的態度。而這些報導亦會同時影響著讀者大眾對狐仙的看法，

從而令到香港民眾認為狐仙是「邪」、「惡」的象徵。 

 

                                                        
100〈陳雅倫派利是開心 俾狐仙壓咗四年幾〉，《華僑日報》，1990 年 2 月 19 日，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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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人對狐仙的「刻板印象」 

 由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到不論在都市傳說、文學作品、或大眾傳媒，這幾

種香港的文化載體之中，狐仙大都是以一種負面的形象出現。在都市傳說中，狐

仙是對人有傷害的妖物；在香港流行的文學作品中，狐是狐魅，往往是屬於異類

的一種；在大眾傳媒中，拜祭狐仙是「邪」，是不良好的行為。在此種種情況下，

都可以了解到香港的民眾會想像狐仙為「惡」或「邪」的化身，而對其有所避諱。

筆者在上一章中，曾解釋狐仙在中國歷史上，作為一種形而上的存有，是擁有著

「善」與「惡」的矛盾特質。然而，從上述不同的文化載體中，都可以看到狐仙

在香港民聚之間，只有作為「惡」這方面的象徵，而沒有了「善」的特質。這一

種對狐仙單一的印象，可以看作是一種「刻板印象」(stereotyping)的表現。 

根據學者王沛所指，「刻板印象」的概念，乃是與人類對社會各項事物的認

知有關。這種現象的出現乃是由於人類的心靈需要以分類、範疇(category)的思

維方式去看不同的事物。王沛指出人類對自身以外的事物認知和歸類的基礎，非

以該事物自身的單一特性去判斷；而是會以該事物作為某種群體中的一員去看待。

由於每個人、每件事物都有其所屬的無數個群體，因此以這種對事物的分類和範

疇的關係去看待人與事，是會找到當中共通的社會結構和元素。101
 換言之，當人

去了解某一種事物時，往往會以它所屬群體的特徵為基礎，而作出相應的想像。 

而在上述的討論中，由於狐仙不論在都市傳說、文學作品、或大眾傳媒，幾

種的文化載體或傳播媒介中，都只有「惡」這單一的象徵，這導致當香港的民眾

再去接觸有關狐仙的事物時，便會產生了一種先入為主的看法。他們會以曾經接

觸過的狐仙形象為想像的基礎，從而認為狐仙是負面、「惡」的象徵。這引致的

效果，正如王沛補充，這種分類或範疇出現後，雖然方便了人類去認識和了解世

界，但同時亦會招致對事物「以偏概全」的認知簡約性。再進一步而言，在觀察

                                                        
101

 王沛對「刻板印象」的研究乃是以人的社群為基礎，而非以形而上的存有為對象，筆者只是

借用此理論去解釋狐仙形象在香港民眾之間的只有單一的想像。詳見王沛：《現代人的心理迷信：

偏執心理現象分析》(長沙：湖南敎育出版社，2000)，頁 172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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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時，往往會出現成見(preconception)。102 

那為何狐仙在上述的文化載體中，會是「惡」的象徵﹖亦即是說狐仙作為「惡」

的刻板印象是怎麼形成的﹖王沛指出「刻板印象」的形成過程，是與人類的心理

形成有關。人類對各種事物的基本印象，乃是源於成長早期有影響力的成人所致，

而形成了對事物的基本印象；而這些印象會再透過不同的媒介，在特定情景下，

不斷重複和刻劃，而使這些印象得以在人類心中強化和保持。103 那所以，狐仙在

香港民眾心中會成為「惡」的象徵，亦可由此去解釋。 

人對不同事物的基本印象，自是在成長時期，經由他人所影響而得到。當大

部份人對某一種事物都抱有相同的想像和看法時，便會形成一種約定俗成的現象，

而這當中必定是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而香港民眾對狐仙的看法，乃是源自於歷

史上，狐作為「惡」的象徵，這種經歷過長時間發展而來的觀念。李壽菊指出，

狐作為妖獸的形象而出現，始於兩漢時期。而在這之前，狐在中國的典籍上，都

是以自然動物和仁獸的形象出現。104 到了隋唐時期，狐作為端詳的形象已漸漸失

去；到了明、清以來的文學作品，狐更多是以狐魅、邪惡，且是女性的形象出現，

自此狐的形象逐漸被定型。 

李壽菊雖然沒有為當中的演化提供解釋，但另一學者金洪謙即以「約定俗成

機制」這理念去解釋狐形象的變化和成為了「惡」的象徵的定型，而這概念正正

就是「刻板印象」的形成過程。他指出，狐在歷史上的形象是由多元變成一元，

當中有很多形象都會在發展的過程當中被淘汰。他認為這是與人的認知和接受程

度有關，亦是與整個社會的認知有關。不同的狐形象出現並進入到社會大眾之中，

受到大眾的取捨，被接受的很容易形成固定的形象，而且會隨著發佈、流傳的過

程而愈見深刻；反之，其他形象則會被淘汰。「俗成」就是指這當中的淘汰過程，

「約定」即是指狐形象的生成。105 由此可見，狐成為「惡」的象徵，從歷史角度

                                                        
102

 王沛：《刻板印象的理論與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頁 1 – 4。 
103

 王沛：《現代人的心理迷信：偏執心理現象分析》，頁 171 – 172。 
104

 李壽菊：《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頁 25 - 27。 
105

 許建崑提出的「約定俗成機制」，雖然只是以中國傳統文學作品中的狐形象為研究對象，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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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看，是經由社會的認知，經歷長年的發展而決定出來。在文學作品中，狐作為

女性「狐魅」的形象，會隨著朝代而不斷加深，而這種影響亦一直延續下去。故

《聊齋志異》和《封神榜》中的女性「狐魅」形象乃影響著後人對狐仙的想像，

而這正就是「刻板印象」形成的過程。從這個歷史因素上看，便可以了解到為何

狐仙在香港的都市傳說、文學作品和大眾傳媒之中都是以偏向負面和「惡」的形

象示人，這正是一個中國傳統上「狐魅」形象的延伸，而這種印象仍深深地影響

著香港人對狐仙的態度和想像，故今人才會以此詞來作貶義用。 

另一方面，狐仙在香港不同的文化載體之下所擁有的負面形象，一方面是在

「刻板印象」影響之下的結果，但另一方面，亦是引致「刻板印象」出現的原因。

在今天網絡資訊發達的環境下，只要在網絡的搜尋器上輸入「香港狐仙」一詞來

搜尋一下的話，便能瞬間獲得上萬個搜尋資料。從如此龐大的搜尋結果來看，也

可以是看成是現今香港社會對狐仙的一種反應。這些與狐仙相關的網絡資料相當

多元化，包含了上述提及過的狐仙傳說、文學作品、影視作品、新聞報導，甚至

有圖片、影片，以致狐仙在不同的論壇和社交媒體的討論。雖然，這些網絡上有

關狐仙的資料，錯綜複雜，亦難以去整合和分析。但從這龐大的數據資料，仍可

以了解到，網絡媒體在帶動著和反映出民眾討論狐仙的熱度。不同文化載體中的

狐仙，透過網絡媒體，得以不斷地重覆著，歷久不衰。而在民眾的好奇心驅使下，

促成了主流媒體再去關心、報導和追蹤這些奇聞怪談。由此看來，在網絡媒體的

影響下，狐仙在香港不同的文化載體之下所擁有的負面形象得以持續維繫，從而

加強了「刻板印象」的形成。 

 

三、小結 

 本章主要討論的，是狐仙在香港大眾之中的基本印象。筆者主要由三個方向，

分別是與狐仙相關的都市傳說，香港狐仙的作品，特別是在香港被改編成影視作

                                                                                                                                                               

如筆者在上一節所指，傳統文學作品中的狐形象仍深遠影響著後世對狐仙的想像，所以將此理論

放在本文作討論是可取的。詳見許建崑：《「狐狸精」原型及其在中國小說裏的文化意涵》，頁 124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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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傳統文學作品，以及與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去了解大眾對狐仙的看法。透

過不同的出版物以及傳播媒體，是可以了解到不論在哪一個範疇，狐仙在香港民

眾心中，都是以「狐魅」的「惡」為象徵。而這一種對狐仙單一化的想像，可以

視為「刻板印象」的一種。傳統中國「狐魅」形象仍影響著今人對狐仙的想像，

故狐仙在不同香港的文化載體中，都作為了「惡」的象徵，這是「刻板印象」的

結果；但另一方面，在網絡媒體的普及化下，狐仙作為「惡」的象徵同時又會成

為「刻板印象」的成因。 

雖然在都市傳說、文學作品或新聞中出現的狐仙並不完全等於在信仰中的狐

仙，但事實上，兩者的關係並不能斷裂。因為一方面，後者往往會影響著前者的

出現和發展。另一方面，前者亦會影響著人們對後者的看法和態度。故此，在了

解到香港大眾對狐仙的看法後，便需要深入理解狐仙信仰在香港的發展。而在下

一章，筆者將會詳細介紹香港狐仙信仰的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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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與「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在上一章中，透過了解狐仙在香港不同文化載體之中的形象，可以看到香港

大眾對狐仙的普遍看法，但這些只能理解到狐仙在香港人心中的面貌。作為信仰

上的象徵，狐仙又會是怎麼樣的？本章將會探討狐仙作為民間信仰的一種，是以

怎樣的形式存在於現今香港社會。筆者會以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至十月期間，所得

到的田野考察數據為基礎，去了解狐仙信仰於香港的祭祀情況。筆者會先了解在

沒有廟宇以狐仙為祭祀對象的情況下，拜祭狐仙的地點是怎麼樣的。之後會以祭

祀地點為中心，了解狐仙信仰的社群，包括訪問主理祭祀地點的兩位主持師傅以

及狐仙信仰的善信，從中去了解拜祭狐仙的社群究竟是如何構成的。 

 

一、香港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與格局 

 言及傳統信仰的祭祀地點，立即聯想到的會是散佈在香港街道或郊外，供奉

着中國歷史上不同的神靈、神話傳說的人物、歷代賢哲以及歷史名人的佛教寺院

或道教廟宇和道觀。這些宗教場所會因應其宗教活動和宗教儀式而提供物質空間

與環境，而且從建築的外觀上已有明顯的特徵，使人容易辨認出來。106 但是，根

據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的資料，在全香港數百所註冊的廟宇中，都沒有供奉狐仙

的廟宇。107
 所以筆者所考察的兩個與狐仙信仰相關的拜祭地點，都是以另一種形

態樹立在香港。 

透過網絡上的搜尋，筆者發現到香港共有三處祭祀狐仙的地點，然而，只有

                                                        
106

 樓慶西：《中國傳統建築》(香港：漢榮書局有限公司，2005)，頁 74 – 95。 
107

 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成立於 1928 年，是根據《華人廟宇條例》而設立的機構。委員會的成立

和條例的訂立，是為了針對和解決因城市發展過程中所出現有關華人廟權和產權的問題。自上世

紀 20 年代，《華人廟宇條例》被頒布起，香港的廟宇管理制度已漸漸由傳統的村廟管理模式，發

展成現代化的管理模式。到今天，所有華人廟宇均須按《華人廟宇條例》向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

註冊。當中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共直接管轄 24 所廟宇，另外亦被委託管理 19 所廟宇。筆者在華

人廟宇委員會的網站查詢有關狐仙信仰的廟宇時，並無所獲，可見香港並沒有奉狐仙為祭祀神靈

的廟宇。有關香港華人廟宇委員會的發展，詳見危丁明，〈《華人廟宇條例》與香港廟宇管理〉，

載游子安、卜永堅編：《問俗觀風：香港及華南歷史與文化》(香港：華南研究會，2009)，頁 157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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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兩處的主理人願意讓筆者前往考察與參觀。108
 它們分別是位於九龍紅磡蕪湖

街 68 號光明閣地鋪 A 的「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以及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的「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前者是一間座落在紅磡觀

音廟前，售賣香燭冥鏹的祭品店；後者即是一所提供簽品及哲理服務的解簽檔。

兩個拜祭地點都沒有明顯的外部特徵，所以不太為人所知。在此，筆者會詳細解

釋兩個拜祭地點的獨特之處。 

 

1)「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地點與格局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位於九龍紅磡蕪湖街，行政上屬於九龍城區，是一個

位於香港九龍半島東南部的區分。紅磡區以住宅樓宇為主，當中以私人屋苑居多，

如黃埔花園。另建有少數公共屋邨，如紅磡邨。在商業用地方面，在鶴園街、民

樂街一帶的用地，仍有保留作工業用途。另一方面，紅磡灣的大面積填海使原來

的紅磡碼頭亦已搬遷。現在新填海土地建有私人屋苑半島豪庭、海濱南岸以及香

港理工大學學生宿舍。由此可見，整個紅磡社區以住宅為主，匯集於此的基本上

都是本區居民或香港理工大學的學生，反而鮮有遊客光臨。而蕪湖街則是出入紅

磡的主要道路，交通非常繁忙，但卻距離紅磡港鐵站較遠。由港鐵站步行前往蕪

湖街約需 10 到 15 分鐘，沿途經過的都只是一棟棟舊式的唐樓和一些小店鋪，而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就是位於蕪湖街與觀音街交界的光明閣地鋪。(圖一) 

在蕪湖街與觀音街的交界，正面對着已有百多年歷史，現已被列為香港一級

歷史建築的紅磡觀音廟。故此，這區域的店舖都是以售賣香燭冥鏹的祭品店為主；

以到訪觀音廟參拜的善信為主要客源。109
 從外觀上看，「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跟

一般售賣香燭冥鏹的祭品店差不多。店舖內外，從地上到屋頂，都條理分明地堆

                                                        
108

 除了本文提及的「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與「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外，香港尚有位於香港太子，

由林千傅師傅打理的道壇都有祭祀狐仙。不過由於筆者未能聯絡上林千傅師傅，故不能在此論文

中討論到該祭祀地點。 
109

 紅磡觀音廟建於 1873 年(清同治十三年)，現已有百多年歷史。該廟主祀觀音，配祀列聖和太

歲。據記載，二次大戰時期，紅磡的黃埔船廠是盟軍的空襲目標，紅磡一帶曾受到破壞，只有觀

音廟絲毫無損，故觀音顯靈庇佑之說被傳頌多年。詳見九龍城區風物誌編撰小組編：《九龍城區

風物誌》(香港：九龍城區議會，2005)，頁 117 –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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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了形形式式的祭祀紙祭品，最低的一層是金元寶，中間的一層是不同種類的香

燭和線香，最頂的一層即是不同種類的紙錢。110
 (圖二) 不過，在門口的三側都

分別掛上了一幅巨大的海報。這些海報除了有防止紙祭品被天雨弄破的功能外，

更寫上了「祥旺衣寶燭品店」和「賴布衣風水命相玄學會」兩個名字以及與負責

人的聯絡方法。由此可見，該店除了是一間出售不同拜祭用品的祭品店外，更有

為人提供風水命相服務。(圖三) 

進入店舖後，會發現內部的佈置跟外觀有一些落差，它並非像一般的祭品店

般，只有售賣祭祀用品。在店舖的右側，擺滿了大量的香燭商品，當中以奉獻給

觀音的寶牒為主；左側即是店舖主持師傅的辦公桌，桌上貼了一張「各項神功法

事價目一覽表」，而牆上亦掛上了一個籤詩櫃和書櫃，內裏裝滿了各式籤文以及

不同的命理書籍。在工作枱後方的牆即貼上了一張來自「中國江西省鷹潭市龍虎

山嗣漢天師府 – 萬法宗壇」的証書。而店舖的正前方即放置了一個放滿了神像

的「道壇」，壇後有一塊頂上寫上「崑崙法院大顯威靈」的牌匾。據店舖主持賴

建明師傅指，「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是道壇的名稱，而當中的「閭山」和「崑崙」

分別是指道壇的兩位主要神祇，閭山先師許遜和陳靖姑娘娘，當中許遜先師是比

較重要的一位主祀神。而壇上共有神像十七尊，神像前即放有一個香爐和燭台。

賴師傅指，供奉毎一位神祇都有其特別的原因，而「道壇」的擺放和設計都會有

特別的解釋。(圖四) 

「許遜先師」是道壇的主祀神，故他的神像會放在正中間。由於賴師傅是學

習神功的，所以神功宗師「石古大王」的神像放在「許遜先師」的左邊。在「石

古大王」旁邊的是「趙公明元帥」像，「趙公明元帥」曾幫助道教門派之一的正

一道的張天師護教，故此成為首席護法神。在「趙公明元帥」旁邊的是「六壬先

師」像，他是香港神功主要的祖師爺。左邊的前列位置分別有掌文昌的「文昌先

                                                        
110

 紙祭品是中國傳統宗教文化下的物質產物，以紙祭品供奉神、鬼和祖先，是傳統宗教儀式的

一部份。在香港，售賣紙祭品的店舖，通稱「紙紮鋪」。一般而言，為了迎合各項宗教儀式，紙

祭品的擺放會經過經營者的設計，例如祭給祖先的紙衣會擺放在祭給鬼魂的紙衣附近。有關紙祭

品的研究，詳見施天賜：〈拜祭亡魂：新時代的「紙紮鋪」〉，載石翠華、高添強編，鄭瑞華、高

添強譯：《街角・人情：香港砵甸乍街以西》(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0)，頁 220 -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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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像、掌治病的「藥王先師孫思遜」像，還有「陳靖姑娘娘」像、「關帝」像

和「天后」像。而在「許遜先師」像的右邊即有「狐仙娘娘」像，她與「趙公明

元帥」分別是張天師的護法和護印大使。「狐仙娘娘」像的旁邊是掌管和合姻緣

的「和合二仙」像和掌婚姻的「月老」像。右邊前列位置還有「觀音」像、「金

童玉女」像以及「比干」像。賴師傅指此道壇所供奉的神祇主要有四個目的，分

別是「招財」、「治病」、「文昌」和「和合」。而「狐仙娘娘」是掌姻緣的，屬於

「和合」的部份，故她會與和合二仙、月老擺放在一起。同時牌匾上亦寫有二十

位其他神祇的名稱。由此可見，此道壇所供奉的神祇是非常之多。(圖五、圖六)111 

由神像和牌匾組成的部份是屬於道壇的「上壇」部份，在壇前的長桌上即放

了不同的祭品，包括一些糕點和酒，更有一張寫上「開光狐仙娘娘手串」的告示。

同時，一個寫上「乙未年太歲楊賢大將位」的牌位亦放在香爐旁邊。而道壇的下

方即是「下壇」的部份，是供奉著「嬰靈」112
 的牌位以及「地主神」，「下壇」的

部份亦設有另一個香爐。而在店舖的天花板和道壇的前方亦分別懸掛和貼上了兩

行道符，賴師傅指由於道壇屬於閭山壇，故道符亦是屬於「閭山符」。符是起壇

的格式之一，亦是道壇的「護壇符」，有着保護道壇的功用。113 而在店舖的門外

右側，即有一個供奉土地公的牌位。整個「閭山崑崙法院」就由以上幾部份構成。

(圖七) 

 

2)「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地點與格局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位於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仙簽品哲理中心內。黃

大仙區是九龍半島東北部的區分，是全香港十八區中，唯一一個沒有沿海的區份。

                                                        
111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112

 嬰靈泛指因流產、胎死腹中，或出生不久即夭摺的嬰兒靈魂。近年來，在不同華人社區漸漸

流行起祭祀嬰靈的儀式，同時學術界亦開始對嬰靈信仰的問題提出關注。由於本文以狐仙信仰為

研究對象，故不會對嬰靈信仰的命題多作分析。有關嬰靈的研究，詳閱余曉嵐：〈美日學界近來

關於「水子供養」的研究 – 兼論「水子」與「嬰靈」異同〉，《法光 Dharma Light Monthly》，2001

年第 10 期，頁從缺。 
113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6.02。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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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區擁有大量公營住宅樓宇，而在新蒲崗工業區一帶亦有部份工業樓宇。黃大仙

區同時擁有為數不少的旅遊景點，當中大都是與宗教有關的歷史古跡和廟宇，而

最著名的要數是嗇色園黃大仙祠。黃大仙祠以「有求必應」而享負盛名，當中的

建築群亦已被列作為香港一級歷史建築。故此，黃大仙區除了本區居民在活動外，

不少遊客亦會因黃大仙祠而慕名而至，特別是在每年的農曆年底和農曆新年，黃

大仙祠都會份外熱鬧。114 

由港鐵黃大仙站一出，已可以看到黃大仙祠。在黃大仙祠的旁邊，則蓋有一

棟由東華三院負責營運和管理的黃大仙簽品哲理中心。簽品哲理中心的前身是黃

大仙祠附設的解簽檔，但之後由於要求解簽的善信增加，東華三院便將原先的解

簽檔拆卸，並於 1991 年建立共兩層，容納了百餘個解簽檔的「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115 由底層的入口走進簽品哲理中心，再從隔壁的樓梯前往上層，

沿途會看到形形式式的解簽檔，當中不少解簽檔的門前更寫上了「國語」、

「English」、「日本語」、「한글」等多國語言，以表示駐在解簽檔內的術數師傅能

以不同的語言與客人溝通，這同時反映出黃大仙祠是深受世界各地旅客歡迎的旅

遊景點。到了二樓，往左邊的走廊通道直行，找到 149 號鋪，門口掛上「閭山」

兩字的解簽檔，那便是「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圖八)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面積跟在簽品哲理中心內其他的解簽檔差不多，大

概只有三十多平方公尺。檔內的格局大致分為兩個部份，左邊是檔主黎宜銘師傅

的辦公桌，左邊的牆壁即掛了一個裝滿籤文的籤詩櫃。而在右邊即是一個道壇，

壇後掛了一幅頂上寫上「狐仙宗壇大顯威靈」的牌匾。道壇分為兩個部分，「上

壇」的部份供奉著一個以金鑄造的「狐仙娘娘」像。據檔主黎宜銘師傅指，此神

像是傳說中夏朝開國皇帝夏禹的妻子，九尾狐塗山氏女嬌。而在神像前放有一個

                                                        
114

 黃大仙祠以儒、釋、道三教融合為特色。除了主要供奉東晉時道教著名神祇黃初平，同時亦

有供奉儒、釋兩教的神祇如孔子、觀音等。黃大仙祠佔地龐大且設計美觀，以傳統的五行為格局，

而且祠內歷史文物豐富，大量的碑刻、匾聯都是屬於二戰以前的文物。故此，黃大仙祠成為了黃

大仙區最有名的旅遊景點。在每年的農曆正月初一，不少善信為搶得功德最大的「頭炷香」而徹

夜守候在祠前。詳見遊子安、張瑞威、卜永堅編：《黃大仙區風物志》(香港：黃大仙區議會，2003)，

頁 98 – 102。 
115

 同上注，頁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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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爐，神像的左側亦放了一個花瓶，壇前的位置即擺放了一些化妝品作祭品用。

另外，神壇上的神像雖然只有九尾狐塗山氏女嬌一位，但所供奉的神祇更包括了

在神牌上寫上的「陳林李三奶娘娘」和「山寨爾越狐仙歷代掌門」，所以此壇亦

是同時供奉多位神明的。(圖九) 而下壇即置有另一個香爐，是供奉著土地公。116
 

(圖十) 同時在右方的牆壁即懸掛了一張「道符」、兩張寫上「中國嗣漢天師府」

的「提派狀」以及四具法器。(圖十一) 可見「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佈局跟「閭

山崑崙法院」相比，是比較簡單的。(圖十二) 比較起兩個拜祭狐仙的地點，亦

發現到當中有不少異同之處。 

 

3) 兩個祭祀狐仙地點的特點和異同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兩個地方都有祭祀狐仙和其

他神祇，是屬於宗教的祭祀地點。而事實上，兩個祭祀地點亦是有著一種特殊的

連繫，兩位負責主理的主持師傅是師徒關係，黎宜銘師傅是賴建明師傅在神功上

的師傅。117
 故此，兩個祭祀地點在道源上是有著相同之處。兩個地點均同樣自我

標榜為「道教」的法壇，這從兩個地點的名稱上均有「閭山」兩字便可得知，因

為「閭山」乃是指華南道教的其中一個重要流派，這反映出兩位主持師傅的道學

淵源。然而，不論在地理環境、形式以及佈局上，這兩個祭祀地點都有別於香港

一般的小型道教祭祀地點 – 「道堂」或「道壇」。 

在香港的道教團體非常多，而且會因應其團體組織、宗教建築規模的大小，

以及其自身道脈的來源而稱為道觀、道堂、道壇、仙館或仙院。當中如嗇色園黃

大仙祠、位於荃灣三疊潭旁的圓玄學院或位於新界屯門麒麟圍的青松觀等，都已

發展成具有很大規模的宮觀廟宇建築群，亦已被定位為具現代管理模式的慈善機

                                                        
116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117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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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118 但同時，香港還有為數甚多的小型道教團體，俗稱「道堂」或「道壇」。

119 根據日本學者志賀市子的研究，這些道堂和道壇在地理位置上，多位於市區林

立的唐樓中。在建築形態上，道堂亦是一個宗教形式的祭祀空間，以供奉著道教

系統中的神仙為主。以志賀市子研究的對象「信善紫闕玄觀」為例，這個道堂是

一個位於九龍深水埗的一座唐樓上。「信善紫闕玄觀」所屬的道教派别是全真道，

而供奉的信仰傳統是呂祖(即中國神話中，八仙之一的呂洞賓)信仰。故此，「信

善紫闕玄觀」的格局亦以此為中心，從而展開不同的宗教活動，包括具巫術性的

扶乩儀式；慶祝歲時節日的禮儀活動，包括神誕和中元法會；為公眾提供的功德

服務，好像是不同類型的殯葬服務；以及不同類型的慈善服務。120 

但「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不單在地理位置上跟上述

的道堂不一樣，而且更不是以宗教形式的祭祀空間為主。在地理位置上，「道教

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不是位於唐樓中，而是位於一個香火鼎

盛的傳統廟宇旁邊。前者設置在紅磡觀音廟旁，而後者即位於全香港香火最鼎盛

的黃大仙祠旁邊。兩個祭祀地點在地理位置上都是依傍着其他廟宇，這樣可以吸

引到前往觀音廟或黃大仙祠的善信前去參拜。 

其次，在形式上，這兩個地方都是以非宗教式的祭祀建築為空間形態。「閭

山崑崙法院」是一所售賣祭祀用品的祭品店，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則是一所

解簽檔。由此可見，在宗教祭祀地點的性質上，這兩個祭祀地點卻跟香港普遍的

道教祭祀地點是不一樣的。而且在進行宗教活動方面，兩個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

都沒有進行前段所述的宗教活動。除了供奉神祇外，兩個狐仙祭祀地點的主持師

傅，賴建明師傅與黎誼銘師傅，反而有提供不同的神功法事服務。出現這個分別

的原因，乃是由於道脈的來源上的不同。根據兩位師傅的解釋，他們的道學淵源

                                                        
118

 黎志添、游子安、吳真等著：《香港道堂科儀歷史與傳承》(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07)，頁 1 – 2。 
119

 研究道教的本地學者黎志添教授和日本學者志賀市子都曾指出香港的小型道教團體，即道堂，

是源自清末廣東的道堂活動，而且大多以全真派為主。有關香港道堂的背景和發展詳見志賀市子

著，宋軍譯，志賀市子譯校：《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頁 145 - 178。黎志添：《廣

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7)，頁 111 – 124。 
120

 志賀市子著，宋軍譯，志賀市子譯校：《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頁 105 -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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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來自於正一派和閭山派，而不是來自全真道，故此這兩個祭祀地點的形式和

宗教活動才會跟上述的道堂有所不同。 

再者，在佈局上，這兩個祭祀地方都比較特別，這可以從神牌的運用上看得

到。在志賀市子研究的「信善紫闕玄觀」中，並沒有發現神牌的設立。121
 根據黎

宜銘師傅解釋，神牌的設置只有福洲的閭山派才會使用，而且神牌的格式通常會

在上端寫上「(甚麼)大顯威靈」或「(甚麼)威靈顯赫」，而兩旁則寫上「千里眼順

風耳」，中間即是主神的名字。122 由此可見，由於道源上的不同，兩個祭祀狐仙

的地點不論在築形式、環境佈局、宗教活動上，都跟一般香港全真派的道堂有所

不同。 

雖然兩個祭祀地點有不少相同之處，但在格局上，亦有其相異之處，這亦反

映出兩位師傅對狐仙信仰的不同取態。這可以由兩個祭祀地點神牌上的文字和狐

仙像的擺放上看出。「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內的道壇所供奉的神祇甚多，而狐仙

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壇後的神牌以「敕封閭山仙師崑崙法主」一句為主，可見此

壇的主祀神乃是「閭山仙師」許遜先師和「崑崙法主」陳靖姑。而狐仙娘娘並非

當中的主祀神，只不過是眾多配祀神之一。反之，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道

壇卻不一樣，狐仙是主祀神，而且是同時供奉着多位狐仙的。從神牌上的文字「奏

請陳林李三奶娘娘山寨爾越狐仙歷代掌門光臨降神位」中，可見狐仙乃與陳林李

三奶娘娘共同為祭壇的主祀神。而且從「山寨爾越狐仙歷代掌門」十字中，已顯

示出此壇是供奉着多位來自「山寨爾越」的狐仙。故此，從兩個祭祀地點中，可

見即便是相同的信仰對象，由於主理人的不同取態，亦會使狐仙信仰在不同的道

壇之上，出現不一樣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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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賀市子著，宋軍譯，志賀市子譯校：《香港道教與扶乩信仰：歷史與認同》，頁 xix。 
122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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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地點 

 

異同之處 

「道教閭山崑崙

法院」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香港一般的道堂 

(以志賀市子研究

的對象為主) 

地理位置 傳統廟宇旁 

(紅磡觀音廟旁) 

傳統廟宇旁 

(黃大仙祠旁) 

市區林立的唐樓

中 

建築形式 

 

非宗教式的祭祀

建築 

(祭品店) 

非宗教式的祭祀建築 

(解簽檔) 

宗教式的祭祀建

築 

環境佈局 

 

有神牌 有神牌 沒有神牌 

道源 

 

閭山派 閭山派 全真道 

狐仙的位置 

 

配祀神 (一位) 主祀神 (多位) 沒有祭祀狐仙 

( 以呂祖信仰為

主) 

表 4：「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跟香港一般的道堂 

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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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位於蕪湖街與觀音街交界的「道教閭山崑崙法院」。(2015 年 8 月攝) 

 

 

圖二：「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外觀跟一般祭品店無異，堆滿了形形式式的祭品。

(2015 年 8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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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法壇」的外觀。(2015 年 8 月攝) 

 

 

圖四：「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法壇」的格局，可見左邊是工作桌，右邊放滿了祭祀

用品，正前方即是「道壇」。(2015 年 8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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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法壇」的道壇和牌匾。(2015 年 8 月攝) 

 

 

圖六：牌匾上的文字。(圖片由賴建明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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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法壇」的平面圖。 

 

 

圖八：位於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的「閭山狐仙

法派宗壇」。(2015 年 7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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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神牌。(2015 年 7 月攝) 

 

 

圖十：「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內的道壇。(2015 年 7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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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內道壇右方的牆壁上的「提派狀」、道符和法器。

(2015 年 7 月攝) 

 

 

圖十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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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狐仙信仰與主持師傅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與「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都不是典型的宗教祭祀空間，

與香港一般的道堂相比，更是有著很多的差異。而構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乃是與

主理這兩個祭祀地點的主持師傅有著重大的關係。透過了解這兩個祭祀地點的主

持師傅，是可以了解到狐仙信仰是如何在香港發展與傳播。一方面，「道教閭山

崑崙法院」的主持賴建明師傅以及「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主持黎宜銘師傅，兩

人是師徒關係，故在道學淵源上，兩人同樣地與道教的各家各派有關，但當中主

要與道教的正一派和閭山派的關係更大。但在另一方面，兩人雖然都有供奉狐仙，

但對狐仙信仰卻有著不同的看法和解釋。 

 

1) 主持師傅的道學淵源 

 賴建明師傅以及黎宜銘師傅都是道教信仰的信徒，是所謂的「學道之人」，

亦即是俗稱的「道士」。道教是中國一個歷史悠久的多神信仰宗教，會應因其信

奉的神祇、法術以及科儀而分為眾多不同的派系。而兩位師傅的道學淵源即主要

與道教的正一派和閭山派有關。 

正一派為道教最早的一個派系，起源於張道陵在東漢時期於四川鶴鳴山所創

立的「五斗米道」，或稱為「正一盟威道」。張道陵亦為第一代「張天師」，其子

孫亦相繼世襲了「張天師」的稱號。正一派的信徒都是奉歷代的「張天師」為宗

教領袖，故該派又名為「天師道」。自魏晉時期起，正一派長期以江西龍虎山為

傳道中心，並建立起以龍虎山嗣漢天師府為主的萬法宗壇。正一派與江蘇茅山的

上清派、江西閣皂山的靈寶派一樣，都是以符籙之術為主要的修習方術，故三派

合稱為「三山符籙」。由於歷代的「張天師」屢次受到唐、宋、元、明等多位帝

王的冊封，故成為了官方意義上的道教正統，擁有管理其他道教符籙派系的職權，

為道教的主要流派之一。123
 而兩位師傅的道學根源與正一派的關係，可以從他們

                                                        
123

 正一派是道教眾多流派中，歷史最為悠久的派系。第一代的「張天師」張道陵以巴蜀地區為

傳道中心。自魏晉時期起，第四代「張天師」張盛以龍虎山為傳教根據地，漸漸受到江南士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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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授籙證」中看到。 

在正一派中，「籙」有幾種意思。一、是「記錄」，記載了道教一眾天神的名

諱和形貌的秘文。二、是「符籙」，指與「符」共同使用的正一派法術。三、是

「經籙」，指的道教的典藏。四、是「籙牒」，亦即是正一派道士信徒的憑證。五、

是行法時，所建的醮壇名稱。124 

由於「籙」是記載了一眾在天曹之中的官屬佐吏之名的文書，又是記錄了學

道之人修身立業、遷昇道職的資格證明。那所以「授籙」，便是指道教弟子領受

職牒，證明了該名弟子正式皈依道門，領受了仙籙，擁有了道位神職，可以名登

天曹。「籙」的種類繁多，在初授之後，更會根據道教弟子的道學與德行而升授

與加授。故此，領受不同的「籙」，亦表示了該弟子在教派中的地位。「受籙」者

亦會根據其時辰八字而分配成為其中一位元帥所屬下的仙官。現在初授時，都會

配以正七品從六品的頭銜，之後再不斷升遷。由於各種的「籙」都有神靈在其中，

故只有「授籙」的道教弟子才能成為道教的傳道者，才可以在行使齋醮科儀時，

召請這些「籙」中的神靈到助，得到神靈的護佑。而同時，只有「授籙」弟子所

說的章詞，才可以奉達天庭。由於正一派受到歷代政權的賜封，被視為道教的正

統派系，故千百年來，所有符籙派的「授籙」儀式均由正一派負責。125
 由此可見，

「授籙」是道教弟子由凡人步入仙家的必要途徑。 

而在今天，道教正一派仍是以龍虎山的萬法宗壇為中心，以龍虎山道教協會、

龍虎山嗣漢天師府為主要的「授籙」機構。賴建明師傅就是於江西省龍虎山嗣漢

天師府萬法宗壇中「授籙」為「蕩魔滅邪」周元帥所屬正七品的仙官職銜。(圖

十三) 在筆者訪問賴師傅有關「授籙」的程序時，他曾說： 

                                                                                                                                                               

支持和信奉。自第十五代「張天師」張高受到唐玄宗冊封起，多位天師先後受到唐、宋、元、明

等歷代帝王的冊封。特別是自第三十六代「張天師」張宗寅被元世祖冊封為「沖和真人」起，元

朝歷代「張天師」都被冊封為「真人」以及被賦予擁有管理整個江南道教「三山符籙」的職權。

所以茅山的上清派、閣皂山的靈寶派都歸於龍虎山正一派所管轄。可見正一派成為道教的正統乃

是由於其宗教領袖「張天師」，受到了帝王，即政治權力核心的欽賜。有關正一派的沿革與發展，

詳見張金濤：《中國龍虎山天師道》(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頁 7 – 35。而與張天師職權

相關的研究，詳見莊宏誼：《明代道敎正一派》(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頁 7 - 69。 
124

 張金濤：《中國龍虎山天師道》，頁 101 - 104。 
125

 同上注，頁 156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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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是要經過三年學道才可被『授籙』。不過到了今天，由於很多人需要

『搵食』(即工作)，故此程序簡化了很多。比如我經師傅推薦，便得以到龍

虎山進行『授籙』。」126 

 

由此可見，現今於龍虎山「授籙」的程序，比起以往已經簡化了很多。 

但另一邊廂，黎宜銘師傅雖然同樣擁有於萬法宗壇中所頒授的「授籙證」，

不過他的「授籙證」卻不是來自於江西省龍虎山，而是由另一個「授籙」機構，

即是在臺灣的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的天師，張道禎所頒授。賴建明師傅是由黎宜

銘師傅推薦下，到龍虎山的萬法宗壇「授籙」。然而，他本人的「授籙證」卻是

來自於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他除了擁有「授籙」為「神威驅邪」周元帥所屬的

正二品仙官職銜之外，更擁有兩張分別寫有「監道大法師」和「香港區大法師」

的提派狀，這顯示出他在這個道教組織之中的地位。(圖十四、十五) 

這個不同的出現，乃是與正一派「張天師」在現今的傳承有莫大的關係。自

民國時期起，「張天師」便沒有再被政權所敕封。由於中國近代政局改變的關係，

在國民黨退守臺灣後，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亦輾轉到了臺灣。而在他逝世後，

就再也沒有被國家政權所肯定的「張天師」出現。龍虎山嗣漢天師府一方便認為，

由於再也沒有經政權所敕封的天師出現，所以「張天師」的世襲已經停止。但在

臺灣，有道教人士認為即使沒有了受政權敕封的「張天師」，天師之名仍需傳襲

下去，以保「道脈」。但由於沒有了政權的敕封，便會引致多人出面爭奪天師襲

位的局面，而張道禎就是其中一人。127
 故此，由於沒有了宗教領袖出現情況，再

                                                        
126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127

 根據黎宜銘師傅的說法，張道楨是第六十四代天師。黎師傅指出昔日第六十三代天師被國民

黨帶到香港，再輾轉跟叔伯和侄一行四人到台灣。之後他本想把天師之位傳給張道楨父親，但對

方卻希望他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故張道楨便成為了第六十四代天師。黎師傅指，張道楨在繼任天

師之位時，是由龍虎山的張天師家族所提名、由族中的張明熹師傅去封張道楨為天師。為了了解

更多有關張天師在近代中國的變遷，筆者與香港道教聯合會屬下道教靝一善壇伏英觀的壇主曾理

清師傅進行了一次面談，而對方即道出了跟黎師傅不一樣的說法。曾師傅指，自第六十三代天師

張恩溥逃難到臺灣並逝世後，就再也沒有天師的冊封。由於歷代多位天師都是受到皇帝的欽賜，

但近代中國已再沒有欽賜天師一職。即使現今龍虎山嗣漢天師府的主持張金濤，亦只是被中國人

民共和國政府欽賜為天師府主持。曾師傅指張金濤本姓魯，他的妻子是第六十三代天師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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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在兩岸政局分裂的時代背景下，道教正一派便在兩岸形成了四分五裂的情

況。 

事實上，黎宜銘師傅本來亦於龍虎山萬法宗壇「授籙」，但由於他同時於臺

灣的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中「授籙」，故被龍虎山萬法宗壇除名。128
 所以，雖然

賴建明師傅與黎宜銘師傅同是正一派的法師，亦是師徒關係，但從他們透過不同

的宗教組織去進行「授籙」的程序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正一派「道統」的立場上，

是有所不同的。 

除了道教的主流系統，正一派外，兩位師傳的道學傳統亦跟道教的閭山派有

關。閭山派可以視為正一派的分支。該派源自於福建，是一個巫道融合的教派，

一方面受到閩越地區傳統的巫文化所影響；另一方面又吸收了道教的理論與思想，

特別是吸收了正一派的科儀與符籙術。129 而閭山派亦會因不同的科儀形式、教派

內容、以及祭祀的神祇，而衍生出不同的支派。130
 

從「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這兩個祭祀地點的名稱上

有「閭山」兩字，已可以了解到兩位師傅的道源與閭山派有關，因為兩人都設立

了閭山派的道壇。根據學者葉明生所指，道壇結構是閭山派重要的一環，因該派

                                                                                                                                                               

但他卻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歸為張天師家族的成員，改名為張金濤，更成為了國家政協和中國

道教協會副會長之一。曾師傅亦表示在臺灣封為「天師」的人，包括張道禎，都絕不會是張天師，

因為他沒有受到國家欽賜，亦沒有到龍虎山的祖庭。由此可見，對於正一道張天師道統的繼承是

有至少兩種說法。筆者認為這些不同說法的出現，主要是與近代中國歷史的變遷有關。根據學者

王見川的見解，張天師的官方權位早於第六十代天師時，已不斷被削減。至中華民國成立後，更

禁止了天師崇拜和天師封賜的作法，這代表著張天師已失去了官方支持。而至第六十三代天師離

開中國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天師」一職已再沒有被賜封。這才引致到龍虎山正一派

的「張天師」同時在兩岸不同的宗教人士中，有著不同的演繹。由於本文並非是與「張天師」有

關的研究，故不會詳細闡述當中的發展。而有關不同師傅對張天師在近代以來發展的看法，可參

見附錄的訪問稿，和見王見川：〈近代(1840-1949)變局下的張天師 – 兼談其對華南道教之影響〉，

載黎志添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 386 -404。 
128

 龍虎山道教協會曾於 2015 年 12 月 4 日發出公告，要撤銷黎宜銘師傅的「授籙證」。詳見道教

祖庭天師府 – 龍虎山道教協會 (http://www.lhsdj.org/)。 
129

 根據研究閭山派的學者葉明生所指，閭山派與閩越地區的巫文化關係，可從當中的神仙信仰

系統中了解得到。葉明生指出，閭山派的神仙信仰多是以閩越地區的在地化神祇為主，例如是「王

母」信仰、「徐甲」信仰或「張趙二朗」信仰，這反映出閭山派與閩越地區的密切關係。詳見葉

明生：〈道教閭山派與閩越神仙信仰考〉，《世界宗教研究 》，2004 年第 4 期，頁 64 - 76。 
130

 根據葉明生的梳理，閭山派在福建各地會因應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宗教形態，而衍生出不同的

派別，包括「龍岩閭山教」、「夫人教」、「法主公教」、「徐甲教」等等。詳見葉明生：〈共生文化

圈之巫道文化形態探討 – 福建閭山教與湖南梅山教之比較〉，《宗教學研究》，2005 年第 4 期，

頁 118 - 124。 

http://www.lhsdj.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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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道壇為宗教活動的中心。道壇不單是道法的活動場所，更是道法承傳與發展

的載體，是展示儀式的宗教舞台。而道壇亦會因不一樣的信仰對象、不同地區的

風俗差異而有所不同。131
 

而從兩個祭祀地點的道壇上的神牌之中，亦反映出兩位師傅的道源與閭山派

其中一個分流 – 「夫人教」有關。「夫人教」又被稱為「三奶派」，乃是由於

該派以陳林李三奶娘娘為信仰核心，同時又有信奉許遜真君。132
 而兩個祭祀地點

中的神牌均分別寫上了「敕封閭山仙師崑崙法主」和「奏請陳林李三奶娘娘」一

句。(圖六、圖九) 如筆者在上一節中指出，「閭山仙師」，即是許遜先師，而「崑

崙法主」即是「陳林李三奶娘娘」之一的陳靖姑娘娘。由此可見，兩個神壇所祭

祀的神祇都是閭山派「夫人教」所祭祀的神祇，這可以看到兩位主持師傅在道源

上跟閭山派中的「夫人教」有關。 

除了正一派和閭山派外，兩位師傅在道源上還有跟其他道教的派系有關，這

可以看到他們在道學上的多樣性。這一種多樣性反映在他們所進行的各項神功法

事之中。賴師傅表示自己跟隨著不同的師傅去學習茅山派與六壬派的神功及法事，

更學習過風水、命理等不同範疇的技術。而神功方面的知識，他是跟隨黎誼銘師

傅學習的。133 

另一方面，黎師傅亦懂得不同道教派系的神功與法事。同時，他亦表示自己

曾跟隨湯漢宗師傅學習道教「南宗」的內丹之術。134
 內丹術乃是指道教中，一種

以氣功為主的修煉方式。內丹術的修煉，乃是把人的身體比作為「爐鼎」，在精

神意識的控制之下，控制體內的「精、氣、神」，從而達成強身健體、延長壽命，

乃至長生不死之目的。135
 而在道教之中，以內丹修煉之術為主要修習方式的道教

                                                        
131

 葉明生，勞格文編著：《福建省建陽市閭山派科儀本彙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7 年)，

頁 191 。 
132

 同上注，頁 118。 
133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134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135

 王卡主编：《中國道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敎文化出版社，1999)，頁 160 -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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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系，被稱之為「丹道派」。該派興於唐宋之際，而在南宋時期，由於宋朝與金

朝的對峙，而使「丹道派」分成了北方的「全真道」派，以及黎師傅所學習的南

方的「南宗」一脈。136
  

由此可見，賴師傅以及黎師傅在道學的來源上，雖然以正一派和閭山派為主，

這由兩人的「授籙證」和兩個祭祀地點中的道壇運用中可看到。但同時，兩人亦

有學習到各家各派的神功、法術，這可以看到他們在道學上的多樣性。然而，對

於狐仙信仰，兩人卻有不同的看法。 

 

2) 主持師傅對狐仙信仰的看法 

 賴師傅和黎師傅之所以會為狐仙設壇供奉，乃是由於狐仙的傳說與他們的道

學來源「正一派」有關。兩個祭祀地點的狐仙都是以在龍虎山嗣漢天師府流傳的

狐仙傳說為信仰的象徵和基礎。據兩位師傅指，在現今江西龍虎山的嗣漢天師府

主殿旁邊，仍設有一座狐仙堂，以供奉狐仙娘娘。137 

 雖然「道教閭山崑崙法院」與「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有著相同的信仰對象，

亦有善信會同時在這兩個道壇祭祀狐仙。138
 但事實上，兩個祭祀地點並沒有直接

的聯繫。兩個道壇並非像「祖廟」與「分廟」的關係那樣，會出現「分香」或「割

香」的情況。139 更重要的是，兩位師傅對於狐仙信仰亦抱有不一樣的看法。 

 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狐仙並非主祀神，而只是一名配祀神，這與主

持賴師傅對於供奉狐仙的看法有關。在訪問時，賴師傅表示自己是由2008年起供

奉狐仙的，他曾說 

                                                        
136

 黎師傅學習的內丹南宗，乃創始於北宋張伯端，其後的繼承人為石泰、薛道光、陳楠和白玉

蟾，五人統稱為「南宗五祖」。有關道教「南宗」的思想，詳見莊宏誼：〈北宋道士張伯端法脈及

其金丹思想〉，載黎志添主編：《道敎研究與中國宗敎文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03)，

頁 214 – 250。 
137

 有關天師府狐仙傳說的內容，將會在下一章「香港狐仙信仰內涵」中詳述。 
138

 訪問個案(7)。 
139

 在民間信仰體系中，同一信仰下的廟宇之間，會藉由香火去表示當中的淵源關係。「分香」是

指從一個原始神廟分出香灰到別處供奉。「割香」即指分出的廟宇在一段時期之內又要回來重新

增加香火淵源的關係。而在現今社會中，要數臺灣的「大甲媽祖遶境進香活動」最能體現出廟宇

的淵源關係。有關香火的意義，詳見李亦園：《信仰與文化》，頁 126 – 127。有關「大甲媽祖遶

境進香活動」的研究，詳見：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晚報，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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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林千傅師傅和黎宜銘師傅會設狐仙壇是因為我們都是龍虎山的授籙

弟子。狐仙娘娘是張天師的契女，是『未嫁女』，所以還是在待嫁的階段，

故此又怎可能公開被人參拜﹖所以即使在江西龍虎山的道教第一宗壇裡，狐

仙娘娘亦只是放在主殿旁的閣樓，表示她『未出閣』，把她當成『雲英未嫁』

的女兒看待。好像是以往富有人家的女兒一樣，所謂『出閣』即女兒將嫁才

會從閣樓出來。」140 

 

他之所以會供奉狐仙，乃是由於他自己是龍虎山「正一派」的「授籙」弟子，了

解天師府狐仙娘娘的傳說與功德，所以才會在設壇供奉許遜先師和陳靖姑娘娘時，

亦「請」了狐仙娘娘到壇上，作為配祀神之一去供奉。 

但他卻認為狐仙娘娘不可以成為公開祭祀的對象，亦不會成為主祀的神祇。

他指出，在天師府狐仙傳說中，狐仙娘娘成為了張天師的契女，是仍未「出閣」

的「未嫁女」，所以是處於「待嫁」的階段，故此不可能公開被人參拜。他更表

示在江西龍虎山上的宗壇裡，狐仙娘娘所在的狐仙堂是被設置在主殿旁邊的閣樓

之上，這是由於狐仙娘娘就像是「雲英未嫁」的女兒一樣，住在家中的閣樓上，

故不能亦不可以設廟去公開祭祀。141 

賴師傅對於供奉狐仙的態度，並不是由一個信仰的角度出發，而是以一種傳

統家庭的關係，去了解狐仙娘娘為何不可被公開祭祀。學者李甲孚曾表示，中國

古代女性的地位是比較低落的。女子在十歲之後，就要到家中的內居，即閨房中

居住，不能外出，亦不能過問外間的一切。而且更要學習祭祀的規矩儀式、不同

的女工和侍候父母之道等種種婦德。這一種深閨的生活和訓練都是為了女子出嫁

後，能夠持家有道，不致被譏於母家失教。而在女子出嫁之時，自家中的深閨之

                                                        
140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141

 同上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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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遷出，得以跟外人接觸，稱之為「出閣」。142 

而賴師傅即以此為理由，認為龍虎山天師府為狐仙娘娘的母家，而狐仙堂在

樓閣，即是代表了狐仙娘娘在家中的內居之處，尚未出嫁。既然狐仙娘娘是不能

接觸外間事物，是未「出閣」的女兒，自然不可以公開被人參拜。但由於賴師傅

是「正一派」的「授籙」弟子，是天師府的一員，故對他而言，狐仙娘娘是他信

仰的對象之一，那所有他就可以設壇供奉狐仙娘娘。即便如此，狐仙亦都只能夠

以配祀神的身份去祭祀。故此，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狐仙不會成為一個

主要的祭祀對象。由於不會公開祭祀，所以當有善信欲參拜狐仙時，賴師傅亦會

請對方先作預約，才可以到壇前參拜。143 

然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卻有著不一樣的情況。黎師傅不單對於龍

虎山嗣漢天師府狐仙堂設在閣樓的看法與賴師傅不一樣，他更創立了「狐仙法派」，

以弘揚狐仙信仰為己任。故此，與認為不應該公開祭祀狐仙娘娘的賴師傅相比，

黎師傅更重視狐仙信仰的傳播。黎師傅曾說： 

 

「狐仙娘娘本來是放在二樓，因為高級，省長一般的達官貴人都會前去參拜。

天師府一直都把狐仙娘娘安放在二樓，後來設立『狐仙堂』後再設在地下。

但現在天師 府的『狐仙堂』又再設回在二樓。……龍虎山上的那位狐仙是

『守印大仙』，幫官老爺守官印。在東北的狐仙不會直接用『狐』這個字，

而會用『胡』稱呼狐仙，東北地區的狐仙通常身穿清服。狐仙已有很長遠的

歷史，秦始皇前已存在，大禹的老婆是狐仙，蚩尤的老婆都是狐仙，不過壇

上的這位是大禹的老婆，由此可見狐仙是有多位的。」144 

                                                        
142

 李甲孚：《中國古代的女性》(臺北：黎明文化事業，1978)，頁 1 –  6。 
143

 對於賴師傅的解釋，筆者抱有懷疑的態度。因為根據賴師傅所提供有關狐仙娘娘的傳說故事，

內容並沒有提及狐仙娘娘是張天師的契女，而故事中更出現了黃狐和白狐兩只狐仙，她們是母女

的關係。但賴師傅的解釋，一方面跟他自己所提供的傳說故事有所出入；另一方面，以傳統家庭

觀念去解釋動物信仰對象的說法，確實比較牽強。由此可見，賴師傅對於狐仙信仰不能公開祭祀

的說法，是著有不少矛盾之處。 
144

 黎誼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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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黎師傅認為天師府狐仙堂設在閣樓，乃是出自於對狐仙娘娘的尊敬。他

以昔日在中國歷朝社會中，被達官貴人供奉的「守印大仙」為例，指出在古代，

官員都會在官府衙門建一個「大仙閣」、「大仙祠」的地方去供奉狐仙。而這位狐

仙的形象一般是一位坐著，手捧着官印的女性，所以被稱為「守印大仙」。黎師

傅表示供奉這些「守印大仙」的「大仙閣」、「大仙祠」或「大仙樓」全都設在二

樓，而不設在地下，是代表了狐仙崇高的地位。145 

所謂「印」乃是指中國傳統官員的權力象徵，官印。根據學者姚立江所指，

「守印大仙」乃是指在東北地區的官署、府庫中所供奉的狐仙牌位，流行於清代

的官府之中。146
 另一學者康笑菲即指，清代的官員會尊稱狐仙為「守印大仙」，

乃是由於地方的官員想透過狐仙去保護他們的權力象徵 – 「官印」。這亦表示出

狐仙雖然是不合禮法的「淫祀」，但仍會受到官方代表所重視，以一種私密祭祀

的形式，不公開地供奉。147
 她更加指出，把「守印大仙」的神壇放在二樓，乃是

由於官員只會把官印放在高位給狐仙去保護，再用心供奉。官員除了在履任時，

每逢初一、十五都必定要拜祭，以表對狐仙的誠心。148 

雖然，賴師傅亦有表示狐仙是張天師的護印大使，但他卻沒有以此理由去解

釋天師府中的狐仙堂為何會放置在二樓。反之，黎師傅則認為狐仙堂會放置在二

樓的，乃是與清代官員看待「守印大仙」的態度一樣，是出於一種對狐仙的敬虔。

可見他跟賴師傅對於龍虎山天師府狐仙堂為何會放置在二樓樓閣的看法，是完全

不一樣的。 

另一方面，黎師傅對傳揚狐仙信仰的態度，亦比賴師傅更為積極。黎師傅把

祭祀的道壇命名為「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從這個名稱之中，便可以了解到整個

                                                        
145

 黎誼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146

 姚立江：〈中國北方的狐仙崇拜〉，《文史知識》，頁 66。 
147

 康笑菲指出，清代「守印大仙」的形象多是一位年老的長者，而非黎師傅所說的女性。詳見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210 - 215。 
148

 同上注，頁 213 -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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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祀空間都是以拜祭狐仙為主。黎師傅表示，他於 2009 年 3 月創立「狐仙法派」，

換言之，他於 2009 年開始開放狐仙予外人參拜，比起賴師傅晚了一年。所謂「狐

仙法派」，是指以狐仙為信仰中心的一個教派，目的是傳揚狐仙信仰。據黎師傅

所述，他創立的原因，乃是由於自己在三十年前，於家中修煉時，曾經「感應」

到來自龍虎山的狐仙娘娘在他的跟前顯靈。他說： 

 

「我拜狐仙的契機要追溯到大約三十年前的某一天。那時在我正在練功，練

到通靈的一刻，漸漸進入沉睡狀態。突然感到有人在觸摸我，用一隻有溫度

的手在撫摸我的臉。於是我張開眼睛，看到窗外開始變藍，可見是天光時分。

之後看到一個身穿古代衣服的年輕女士坐在我床邊看著我，然後飛走。整個

過程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她不是鬼，因鬼是沒有肉體，不會有溫度。那是我

第一次接觸到狐仙的經驗。」149 

 

他認為自己受到了狐仙娘娘的指點，故要去傳揚狐仙信仰，以改變時人對狐仙的

負面看法。150 

由於黎師傳的道學來源，一方面與「符籙派」的正一派和閭山派有關，另一

方面，又和「丹道派」的道教南宗有關。故此，他所設立的「狐仙法派」，除了

祭祀狐仙外，更以此信仰為基礎，發展出屬於「狐仙法派」的符咒術和煉丹術。

151
 黎師傳指符咒可以保命防身，故會在進行祭祀狐仙的儀式時，使用到「狐仙符」。

而「狐仙法派」主要是會修煉內丹以幫助修煉者沿病。他亦表示自己因修煉了內

                                                        
149

 整個「狐仙法派」的信仰基礎，一方面是建基於天師府狐仙傳說之上，另一方面是以黎師傅

一人透過一種跟狐仙的「感應」去闡述而來。有關此部份的描述將會在下一章「香港狐仙信仰內

涵」中詳述。 
150

 黎誼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151

 所謂的「法派」乃是有別於「正統道教」的意涵。根據漢學家施博爾(Kristofer M.Schipper) 在

臺灣的研究，發現不少在「法派」的宗教人士乃是「道法二門」兼修，道士與法師的身份兼備，

這使「法派」的來源顯得更為複雜。而「狐仙法派」的來源即與創立人黎誼銘師傅的道學背景相

關，黎師傅在道學上的多樣性亦令到「狐仙法派」的內涵顯得複雜。有關「法派」的研究，詳見

施博爾(Kristofer M.Schipper)：〈道教與臺灣〉，《台南文化》，第 8 卷第 2 期(1966 年)，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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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之術而使自己的眼睛連淺度的近視和散光都沒有。152 黎師傅亦有廣收弟子加入

「狐仙法派」，以傳揚狐仙信仰。 

 由此可見，由於賴師傅和黎師傅對於天師府狐仙信仰抱有不一樣的看法，所

以當他們設壇祭祀狐仙時，亦抱有不一樣的態度。一方面，賴師傅認為狐仙不應

該公開去拜祭，故不會主動去推廣狐仙信仰；但另一方面，黎師傅即認為狐仙信

仰是要傳揚開去的，他更創立「狐仙法派」去進行傳揚的工作。兩位師傅分別於

2008 年和 2009 年開放狐仙予他人拜祭，而香港能夠祭祀狐仙的地點亦只有三個

地點，故因而可以推測到為何在上一章中提及的拜祭狐仙的新聞，都集中在千禧

年代。而兩位師傅對狐仙信仰的不同態度，亦導致到訪「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善信人數，出現了顯著的不同。 

 

 

圖十三：賴建明師傅於江西省龍虎山嗣漢天師府萬法宗壇所頒授的「授籙」證。

(2015 年 8 月攝) 

 

                                                        
152

 黎誼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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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四：黎宜銘師傅在臺灣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所頒授的「授籙」證。 

(2015 年 7 月攝) 

 

 

圖十五：黎宜銘師傅在臺灣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所頒授的「監道大法師」證。 

(2015 年 7 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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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六：黎宜銘師傅在臺灣中國道教嗣漢天師府所頒授的「香港區大法師」證。 

(2015 年 7 月攝) 

 

三、狐仙信仰的善信 

本節將會以二零一五年五月至十月期間，在兩個祭祀地點所進行的田野考察

為基礎，分析當中所得到的數據。「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雖然都有祭祀狐仙，但由於兩位主持師傅對狐仙信仰抱有不一樣的看法，這直接

影響到前去參拜的善信社群。筆者首先會分析田野考察的基本資料，包括考察的

次數、日期、時間以及訪問個案和觀察個案的數量，從基本的數據去看這兩個祭

祀地點的不同之處。 

之後，筆者會綜合兩個祭祀地點的訪問以及觀察個案，為一些預設的基本問

題作出分析。而這些問題可以歸納為三方面。第一，是針對善信的基本資料，亦

即是他們的性別、年齡、職業、出生地點以及信仰背景，從中去看狐仙信仰是否

對特定的群體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其次，就是要了解善信為何要祭祀狐仙以及詢

問善信有關參拜狐仙的年資。除此之外，筆者還想了解他們在祭祀狐仙後的改變，

這可以明白到狐仙信仰對善信而言，有何獨特性和此信仰在善信心中的功能。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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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去以了解在沒有廟宇以狐仙為祭祀對象的情況下，他們是如何得悉拜祭狐

仙的地點，這可以了解到狐仙信仰在香港的傳播。153 

 

1) 田野考察的基本數據 

在為期五個月的考察時段中，筆者合共二十次到訪兩個祭祀地點。154
 自二零

一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八日期間，筆者總共到訪「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十二

次；亦自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十月二十一日期間，合共八次到訪「閭山狐

仙法派宗壇」。整體的考察時間為 64 個小時，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十二次

考察，合共為 40.5 個小時，平均一次的考察時間為 3.3 個小時；而在「閭山狐仙

法派宗壇」的八次考察，合共為 23.5 個小時，平均一次的考察時間為 2.9 個小時。 

在日期上，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考察，以平日(星期一至五)居多，合

共為十一次；週末(星期六、日)，即只有一次。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考

察，亦是以平日居多，合共為六次；亦有兩次為週末。在時間方面，在「道教閭

山崑崙法院」的考察，有六天是由上午(十二時以前)開始進行考察，而且考察時

間都是由上午一直進行到下午(十二時以後)；其餘的考察次數都是由下午開始。

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考察，都是在下午進行。 

而考察的結果，即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訪問個案」，乃是指筆者於考察期

間，成功親身訪問到的善信。另一類即為「觀察個案」，此類個案分為兩種，一

種為筆者以觀察的方式去了解不願意接受訪問的善信；另一種即為在考察的五個

月時間內，由兩人主持師傅在筆者沒有到訪祭祀地點考察時，替筆者所記錄到的

數據。而所有「觀察個案」，均需要主持師傅能夠提供善信拜祭的日子和時間，

故此有部分主持師傅所提供的資料都不能成為「觀察個案」去處理。155 而筆者在

                                                        
153

 由於部份受訪者不願意提供部份個人資料，同時，以觀察形式去進行調查亦難以得到所有預

設問題的答案，故下文的各項資料分析將會出現不一樣的數據項目。有關訪問以及觀察所預設的

問題，請參見附錄的「簡短問卷」。 
154

 有關筆者進行田野考察的基本數據，請參見附錄的「田野考察簡表」。 
155

 在筆者沒有到訪兩個祭祀地點考察的期間，會委託兩位主持師傅，根據筆者所擬定的「簡短

問卷」，收集善信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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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考察時段中，成功訪問到 1 位前往壇前拜祭的善信以及

觀察到2位前往壇前拜祭的善信。同時，主持賴師傅亦成功提供5個「觀察個案」。

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即有 8 個「訪問個案」，同時黎師傅亦成功提供 48

個「觀察個案」。故此，下文的數據分析將會以此 64 個案為分析對象。156 

筆者到訪兩個祭祀地點的次數、日期、時間，以及所收集的個案數量都出現

顯著的不同。這些數據的出現，正是與兩位主持師傅經營「道教閭山崑崙法院」

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不同有關。此兩個祭祀地點都是進行商業活動的祭品

店和解簽檔，當筆者需要進行考察時，往往要在兩位主持師傅開鋪營業時，才得

以進行。但由於兩位主持師傅亦經常要到外地進行神功、法事等工作，在他們外

出工作期間，筆者都不能夠進行考察活動。那所以，筆者在進行考察的日期與時

間，都會因主持師傅的工作關係而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此外，從兩個祭祀地點所得到的訪問以及觀察個案的數量來看，已可以了解

到，到訪「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善信遠比到訪「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善信為

多。由於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考察初期，筆者所得到的數據太少，為求得

到更多的數據，筆者到訪「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考察次數和時間，都比到訪「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為多和長。可是，在 12 次考察中，只有 3 次是筆者親自看到

有善信前往壇前參拜。而到訪「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善信數量卻比較多，得到

的資料亦比較豐富。在筆者 8 次的考察中，僅有 2 次沒有接觸到前往壇前參拜的

善信。這個數字上的差距，乃是與兩位主持師傅對狐仙信仰的不同看法有關。 

如上一節所指，「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主持賴建明師傅認為狐仙是不應該

公開祭祀，故導致到訪的善信人數較少。而且，賴師傅亦認為拜祭狐仙這件事情

不應該公開，故在筆者拜託賴師傅提供一些「觀察個案」的資料時，他大都只能

夠提供到一些非常含糊和不清晰的數據。反之，由於黎宜銘師傅認為狐仙信仰是

需要傳揚開去，這令到拜訪「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善信人數比較多。同時，黎

                                                        
156

 為方便筆者了解兩個祭祀地點的善信，「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訪問個案」以及「觀察個案」

會以中國數字(一、二、三等)為編號；「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訪問個案」以及「觀察個案」

則會以羅馬數字(1、2、3 等)為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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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傅所提供的「觀察個案」資料亦較為豐富。由此可見，主持師傅對於狐仙信仰

的看法是會直接影響到訪的善信人數。 

綜合以上資料，兩個祭祀狐仙地點的基本考察數據如下： 

 

             祭祀地點 

考察數據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考察次數 

 

12 8 

整體考察時間 

 

40.5 個小時 23.5 個小時 

平均考察時間 

 

3.3 個小時 2.9 個小時 

考察日期 

 

平日：11 次 

週末：1 次 

平日：6 次 

週末：2 次 

考察時段 十二時以前開始：6 次 

十二時以後開始：6 次 

十二時以前開始：0 次 

十二時以後開始：8 次 

訪問個案 

 

1 宗 8 宗 

觀察個案 

 

筆者觀察：2 宗 

賴師傅提供：5 宗 

筆者觀察：0 宗 

黎師傅提供：48 宗 

表 5：二零一五年五月至十月期間，「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

壇」的考察數據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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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田野考察數據分析 

 在此節，筆者將會綜合在兩個祭祀地點所得到的 64 個訪問以及觀察個案去

分析香港狐仙信仰的善信社群。由於有部份的受訪者不願意提供部份資料，以及

以觀察形式去進行的個案亦難以得到所有預設問題的答案。故在下文的各項分析

中，有部份分析將不能以全部 64 個案為分析資料。 

 

a) 善信的背景資料 

 此部份將會分析狐仙信仰善信的背景資料，包括善信的性別、年齡、職業、

出生地點以及信仰背景，並從中了解狐仙信仰在香港有沒有對某類群體造成特殊

的吸引力。這可以了解到該信仰有沒有在香港的形成特定的信仰群體。 

 

i) 性別比例 

在善信的性別比例上，統計結果顯示，在 64 個案的善信中，男性共 20 人，

佔比例 31%。女性則佔了半數以上，共 44 人，比例達 69%。可見狐仙信仰擁有

較多的女性善信。 

 

 

 

男性，20人， 

31% 

女性，44人， 

69% 

表6.1 拜祭狐仙的善信性別比例圖 

男性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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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年齡分佈 

 關於 64 位拜祭狐仙善信的年齡分佈，如下表所示，以 20 至 29 歲最多 (28

人)，30 至 39 歲次之 (25 人)，而 0 至 19 歲的有 4 人。然而，40 歲至 49 歲的，

只有 3 人；50 至 59 歲的亦只有 4 人；60 歲以上即沒有。從這個數據上，可以看

到狐仙信仰的善信，大多是 20 歲以上、40 歲不到的青年人。這個結果頗不符合

大眾對於祭祀傳統信仰的善信皆為中、老年人士的印象。這反映出狐仙信仰在香

港，是以青年人為主要的信仰社群。 

 

 

 

iii) 職業分佈 

根據統計，在 64 位善信中，有 54 位的職業狀況都有被記錄下來，如下表所

示。從中可見，從事一般服務性的行業，包括零售、美容、酒店服務的居多，佔

了 31% (17 人)。其次是文員，佔了 17% (9 人)。再者是教育工作者和無業人士各

佔了 9% (5 人)，後者包括了家庭主婦。值得留意的是學生亦佔了 9% (4 人)，這

可以看到在年齡較低的善信中，有一部份為學生。但整體而言，在職業的分佈上，

這批善信都沒有集中在特定的職業範疇之中，這可見狐仙信仰並非是被個別的從

0

5

10

15

20

25

30

10至19歲 20至29歲 30至39歲 40至49歲 50至59歲 60歲以上 

表6.2 拜祭狐仙的善信年齡分佈圖 

人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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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所供奉的「行業神」。157 

 

 

 

 iv) 善信的出生地點 

 如下表所示，絕大多數的善信都是來自香港，佔了 69% (44 人)。而其餘的，

大多是來自中國內地的善信，而當中又以來自廣東省的善信居多，佔了 15% (10

人)，其他省份的則佔了 11% (7 人)。而來自海外的善信則只有 5% (3 人)。雖然

兩位師傅都曾經表示有外藉人會前來祭祀，但就筆者所作的記錄中，64 位善信

全都是華人，並沒有其他族群的人士前來參拜。158 

                                                        
157

 「行業神」乃是指某特定行業的從事者所供奉用以保佑自己和行業利益，並與行業特徵有一

定關聯的神祇，比如是從事「三行」的工人會拜祭魯班。有關「行業神」的研究，詳見李喬春：

《中國行業神崇拜》(北京：中國華僑出版公司，1990)。 
158

 賴師傅表示自己曾接受日本雜誌訪問，故亦有日本遊客前去參拜。黎師傅亦表示有曾有德國

人前來祭祀狐仙。 

金融業， 4，7% 
服務業(銷售、美

容、酒店服務)，

17，31% 

教育，5，9% 

學生，4，9% 

文員，9，17% 

無業(家庭主婦、

待業)，5，9% 

其他，10，18% 

表6.3 善信的職業比例圖 
 

金融業 

服務業(銷售、美容、酒店服

務) 

教育 

學生 

文員 

無業(家庭主婦、待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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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善信的宗教背景 

 在 64 位善信中，有 59 位都有表示出自己的宗教背景。從下圖中，可見拜祭

狐仙的善信大多表示自己是道教徒，共佔了 75% (44 人)，另有少數，約 5% (3

人)稱自己是佛教徒。但同時，有多達 20% (12 人)稱自己並沒有任何宗教信仰。

由於兩位主持師傅都表示了狐仙信仰乃是源自於道教正一派的信仰之一，故道教

徒佔了善信中主要的一群，亦是與狐仙信仰的信仰來源相符合。 

 

香港，44，69% 

廣東省，10，

15% 

其他省份，7， 

11% 

海外，3，5% 

表6.4 善信的出生地點比例圖 

香港 

廣東省 

其他省份 

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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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五項分析中，可見香港狐仙的善信雖然以女性和 40 歲以下的青年人

居多，但從職業分佈上來看，其實並沒有集中在固定的群體之中。而且善信大多

是香港居民和道教徒，亦符合「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都

是以香港為中心和以道教為宗教背景的情況。 

需要特別留意的是，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所收集到的 56 個訪問和考察

個案中，共有 9 位善信表示自己是黎師傅所創立的「狐仙法派」的弟子。159
 這可

以看到「狐仙法派」的確是有做到傳揚狐仙信仰的效果，但從數字上來看，「狐

仙法派」的弟子為數卻不多，可見善信前去參拜狐仙與「狐仙法派」的關連不大。 

黎師傅亦表示自己有弟子在中國內地設壇祭祀狐仙，故前往「閭山狐仙法派

宗壇」的善信中，亦有人表示自己是透過在中國內地的狐仙祭祀地點，從而了解

到香港祭祀狐仙的地方。160
 亦有善信表示自己雖然居住在中國內地，但由於「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是「狐仙法派」的「宗壇」所在，故常會到訪。161 

 

                                                        
159

 訪問個案(1)、(8)，觀察個案(2)、(7)、(10)、(11)、(15)、(20)、(25)。 
160

 訪問個案(8) 
161

 訪問個案(1) 

道教，44，75% 

佛教，3，5% 

沒有宗教，12，

20% 

表6.5 善信的宗教背景 

道教 

佛教 

沒有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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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祭祀狐仙的因由 

 此部份將會集中去了解善信為何要祭祀狐仙、他們祭祀的目的是甚麼；以及

善信祭祀狐仙後有甚麼樣的改變。前一部份的問題是可以了解到對善信而言，此

信仰有何吸引之處，更可從中看到狐仙信仰的獨特之處。後一部份的問題會集中

訪問非第一次參拜狐仙的善信，透過了解他們拜祭狐仙的資歷，可以理解到此信

仰對善信的作用。 

 

 i) 善信祭祀狐仙的目的 

 正如前段的分析所指，狐仙並非是被個別的從業者所供奉的「行業神」，亦

非某特定社群所祭祀的神祇。故此，祭祀狐仙的善信不會是特定群體之內的成員，

他們祭祀的原因亦因而有所不同。在筆者訪問善信為何會拜祭狐仙時，不單出現

了眾多截然不同的原因，甚至有不少善信道出了出 2 個以上的祭祀原因。 

 在 64 個個案的善信中，僅有 4 個觀察個案的善信沒有表示出自己祭祀狐仙

的原因。162
 另有 10 個個案的善信都指出自己拜祭狐仙乃是有多於一個的原因。163 

從下表中，可以看到善信有著眾多拜祭狐仙的原因，但當中有 4 個原因，可以視

之為善信拜祭狐仙的主因。這 4 個原因分別是祈求平安和健康，共有 12 人表示

這是他們拜祭狐仙的原因；祈求工作和生活順利，有 13 位善信選擇這個原因；

有 12 位善信則表示自己拜祭狐仙以祈求人緣；而最多的是，有 15 人表示祈求姻

緣是他們拜祭狐仙的原因。這些原因都是與善信個人的願望、需求有關。 

這些拜祭狐仙的原因與其他拜祭傳統民間信仰的原因是相同的。根據學者鄭

明真和黃紹倫於 1995 年所做的統計結果顯示，在香港，善信祭祀民間信仰的兩

個主要原因，分別是想尋求內心的平安以及希望趨吉避凶。164
 而上述有關善信拜

祭香港狐仙的原因，亦可以放諸在此兩個項目當中。善信祭祀狐仙以祈求平安和

                                                        
162

 4 個個案分別為觀察個案(一)、(二)、(五)、(七)。 
163

 10 個個案分別為訪問個案(1)、(7)，觀察個案(四)、(16)、(19)、(20)、(30)、(31)、(32)、(41)。

當中觀察個案(四)的善信更表示自己拜祭狐仙是有三個目的，分別是求財運、人緣和姻緣。 
164

 鄭明真、黃紹倫，〈香港人的宗教信守與情操〉，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

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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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即是尋求內心的平安。而善信希望工作和生活順利，祈求好的人緣和姻緣

等，即是與生活上，希望趨吉避凶有關。從這些原因中，可見善信拜祭狐仙的大

部份原因都是與一般祭祀民間信仰的原因一樣，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願望。 

 但除此之外，有 2 個拜祭狐仙的原因卻是與上述所言的原因有所不同。有 8 

位善信表示，他們祭祀狐仙乃是由於他們崇拜狐仙，認為狐仙靈驗。165 他們表示

自己仰慕狐仙，認為狐仙有特別的靈力，希望從中得到狐仙的庇佑。當中更有善

信是因為想加入黎師傅所創立的「狐仙法派」而去拜祭狐仙。166 

另外，在 64 位受訪善信中，其中一位善信所提出的原因亦非常特別。他表

示自己會拜祭狐仙仍是與自己的成長背景有關。由於該位善信是東北人，自少在

家中已拜祭在東北地方的「胡大爺」，故即使來到南方的香港仍然繼續拜祭狐仙。

他表示拜祭狐仙已成為了他自己的生活習慣。167
 可見他拜祭狐仙並非是要滿足自

己的願望或是特別認為狐仙靈驗，而是他從小已有的習慣。 

 以上這兩個原因與其他敬拜狐仙的原因有所不同。從這 2 項原因中，可以了

解到在部份善信心中，狐仙信仰是與其他信仰有著不同。對他們而言，香港狐仙

信仰是有著與其他信仰不同的特質。 

荷蘭漢學家高延早已指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乃是透過驅除或安慰某一種力

量以達到今世的安寧或來世的拯救。168
 這是人藉着信仰所得到的最基本的一種功

能，以臺灣學者李亦園的說法，這是信仰給予人某種力量，使人在遇到挫折時，

仍有信心繼續生活的「生存功能」。169
 而這一種藉信仰所得到的生存需求是可以

放諸於所有宗教信仰之上。那所以在訪問善信為何會拜祭狐仙時，八成以上的回

                                                        
165

 觀察個案(11)、(12)、(15)、(18)、(24)、(25)、(27)、(28)。 
166

 觀察個案(11)、(15)。 
167

 詳見訪問個案(8)。根據康笑菲所指，「胡大爺」乃是指在十九世紀的東北地區，作為「家祭」

的狐仙。「胡大爺」多會以老年人形象出現，並作為家庭興旺、多子多孫的象徵。詳見康笑菲著；

姚政志譯：《狐仙》，頁 115 - 119。雖然，「胡大爺」同樣是以「狐」為對象的信仰象徵，但與香

港狐仙信仰中的祭祀對象並不一樣。該名受訪者明確指出在香港拜祭的狐仙，跟在家鄉的是不一

樣。有關中國其他地區狐仙信仰的情況，會在本文第六章「比較視野下的狐仙信仰」中再作探討。 
168

 J.J.M. de Groot, The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its ancient forms, evolution, history and present 

aspect: manners, customs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connected therewith, Volume 1, p. vii. 
169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臺北：巨流出版社，1978)，頁 4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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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都是與尋求內心的平安以及希望能夠趨吉避凶有關。 

 但當要探討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性時，便需要解釋到為甚麼善信會選擇祭祀

狐仙而非拜祭其他神祇。雖然，有部份善信指出，他們祭祀狐仙信仰乃是由於他

們崇拜狐仙，認為狐仙靈驗，甚至指出拜祭狐仙乃是習慣的一種，而這兩個原因

都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狐仙信仰在善信心中的獨特性。但更為重要的是，

既然眾多中國人的宗教信仰，都能賦予人「生存功能」，那為何善信會選擇狐仙

而非其他神祇為他們的信仰對象﹖換言之，狐仙對他們而言有著何種吸引力﹖ 

 筆者認為，這與狐仙信仰的曖昧性有關。善信拜祭狐仙，往往是與個人慾望

有關。祈求人緣、姻緣，都是比較私密且屬於個人性的慾望。在本文第二章的討

論中，狐仙在歷史上，是一種不被官方所承認的神祇，但於民間卻持續流行。這

是由於主流道德的價值並支持狐仙，這種兼具「善」與「惡」的曖昧特質的神祇 

。但康笑菲卻認為，正是由於這項曖昧的特質，吸引到古人會向狐仙請求私密且

不受道德規範的願望，例如是追求性與財富。170 這一種情況，正反映出狐仙是受

個人操作的神明，且人可以在主流社會價值之下，向狐仙進行私密的祈願。 

 漢學家魏樂博教授(Robert P. Weller)，曾以在廣西的甘王信仰以及在臺灣的

十八王公信仰，這兩種以性、賭博為聞名的神祇，表示出在中國的多元信仰上，

人們會追求非道德的慾望。他們會向淫祇，不受官方所承認的神祇，進行私密的

拜祭。這反映出在道德規範下，人們對主流價值反抗的一面。而這非主流的一面

是與主流的道德價值相並存於社會之上。171 

 故此，當要去了解為何善信會選擇拜祭狐仙時，便可以由此角度去理解。 

雖然，善信表示自己的願望是祈求人緣、姻緣等個人的慾望。但事實上，他們並

無言明箇中的詳情。那所以，筆者是難以探究他們向狐仙祈願的具體內容是甚麼。

但從狐仙於歷史上的淫祇特質去理解，善信可能是在祈求一些與主流社會價值相

                                                        
170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105 -111。 
171

 Robert P. Weller, “Matrical Magistrations and Gambling Gods: Weak States and Strong Spirits in 

China” In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pp. 250-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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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觸的祈願。而這便會使他們傾向選擇狐仙，而非其他主流神祇，為他們的信仰

對象。 

 

 

 

ii) 善信祭祀狐仙資歷及改變 

從探討善信選擇祭祀狐仙的原因，故然能夠了解到狐仙信仰對他們而言，有

何獨特之處。不過正如前段所述，善信所指的大部份原因，同樣可以用作為解釋

祭拜其他信仰的原因。那為了進一步了解狐仙信仰對善信有何獨特性，便要從善

信祭祀狐仙的資歷及祭祀後所發生的改變這兩方面去探討。透過這兩個方向，才

能夠明白到狐仙信仰能夠持續吸引到善信前去拜祭的原因。 

根據下表的統計，除去 7 個沒有提供拜祭狐仙資歷的個案後，在其餘 57 個

個案中，有 18 位善信表示自己是第一次前往參拜狐仙。而拜祭了半年或以下的

亦有 11 人。172
 此外，分別有 3 位和 4 位的善信表示自己只是拜祭了 1 年和 2 年。

                                                        
172

 觀察個案(二)、(三)、(32)的善信沒有說明自己祭祀狐仙的資歷，只表示非第一次參拜狐仙，

故筆者把這 3 個個案善信祭祀狐仙的資歷歸類為「半年或以下」。 

0

2

4

6

8

10

12

14

16

表7.1 善信拜祭狐仙的原因 

祈求平安、健康 

祈求工作、生活順利 

祈求人緣 

祈求姻緣 

祈求學業運 

祈求財運 

改善外貌 

祈求家庭和睦 

祈求國泰民安 

自幼已拜 

崇拜狐仙 



91 

 

另一方面，有 10 位善信表示自己拜祭狐仙已有 3 年的時間。173
 而拜祭了 4 年、5

年和 6 年的善信則分別有 2 位、5 位和 2 位。同時，有 2 位善信表示自己拜祭狐

仙已有 7 年或以上的時間，當中有一位更表示了自己祭祀狐仙已有 20 年之久。174 

由此可見，大部份拜祭狐仙的善信(39 位)都並非是第一次接觸狐仙信仰，在

他們當中，更有不少人(21 位)接觸狐仙達 3 年或以上。 

 

 

 

由此可見，此 39 位善信都會持續參拜狐仙，乃是由於此信仰對他們來說，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而根據筆者的田野考察結果，從多位受訪的善信的回覆中，

可以了解到一眾善信會持續祭祀狐仙，乃是由於三個主要的原因。175
 首先，是

由於善信感覺到祈願得以成真，自己向狐仙祈求的願望得到了應驗： 

                                                        
173

 訪問個案(8) 的善信雖然表示自己自幼已拜「胡大爺」，但拜祭香港的狐仙只有 3 年的時間。 
174

 訪問個案(一)的善信表示自己拜祭的是「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上的一眾神祇，而狐仙只是其

中之一。受訪善信已拜祭了該道壇多年，但賴師傅亦是自 2008 年起才供奉狐仙娘娘，可見善信

參拜狐仙的資歷只有 7 年。觀察個案(38)的善信則表示自己已拜祭狐仙達 20 年之久，但黎師傅

自 2009 年起才創立「狐仙法派」，可見該位善信在這以前已有拜祭狐仙。但由於此個案僅為觀察

個案，筆者未能更詳細了解該位善信對狐仙信仰的認識。 
175

 筆者在下文會直接引用訪問個案中受訪者所說的話，這是因為相比起觀察個案，接受訪問的

善信都更能表達出自己多次拜祭狐仙的經驗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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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本科畢業後，希望可以到香港繼續進修有關宗教研究的學科。果然在拜 

過狐仙後，成功申請到香港中文大學的宗教研究學科。」176
 

(2)「我覺得自己異性緣和人緣果然都改善了。」177 

(3)「可能因為我很誠心去拜，所以感覺到健康和運氣都改善了。」178 

 

 另一個原因，是善信感覺到與自己相關的所有事情都變好： 

 

(1)「我以前在浸會大學珠海分校讀書，可能當地風水比較差，我和其他同學都 

經常『撞邪』，而且年年都會大病一場。到了畢業前一年，即是我入『狐仙  

法派』的那一年，大病了很久也不能痊癒。之後透過網絡找到了黎誼銘師 

傅，在他的幫助下，拜了狐仙。過了一陣子，身體真的好起來了。而且我 

很堅持毎星期都由珠海到香港黃大仙來參拜狐仙娘娘，果然一切都好了起 

來。」179 

(2)「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變順利了。之前在學校會被一位女老師針對，但拜過狐 

仙娘娘後就沒有再被該位老師針對。」180
 

 

 第三個原因，是善信除了感受到自己的祈願得到應驗外，更多種種正面的變

化發生在自己身上： 

 

(1)「(我)希望諸事順利，心安理德。俗語說『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所以我經 

常都會拜神。……我覺得自己異性緣改善了。好像是前幾天坐公共小巴時，

有一位男子很客氣地幫我抬行李箱上車和下車。」181 

                                                        
176

 訪問個案(1) 
177

 訪問個案(3) 
178

 訪問個案(7) 
179

 訪問個案(1) 
180

 訪問個案(5) 
181

 訪問個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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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本身是東北人，家裏一向有拜祭「胡大爺」，那來到南方之後，得知南 

方也有狐仙拜祭，那便繼續拜。雖然這裏的狐仙跟家裏頭不一樣，不過始終

從小開始拜，拜狐仙已是習慣。……我本身雙眼一大一細，但拜祭後雙眼大

小變回正常，而且個性變得更好。」182 

 

 從以上的摘錄中，可見善信會持續拜祭狐仙，正是由於他們覺得自己藉由這

種信仰，得到了不同方面改變。而對善信而言，這些改變都是正面、有幫助的。

正因如此，他們才會持續不斷地拜祭狐仙。 

 

c) 善信獲知拜祭狐仙地點的渠道 

從上段的眾多分析中，可見祭祀狐仙的善信對於拜祭狐仙抱有不同的原因，

亦有不少善信是持續祭祀了一段時間。然而，以狐仙為祭祀對象的廟宇共沒有在

香港出現，在此情況下，去了解善信如何得悉拜祭狐仙的地點，是可以了解到狐

仙信仰在香港的傳播方式。 

在64位善信中，有 53位都表示了自己獲知拜祭狐仙地點的渠道。如下表示，

大部份，多達 69%(35 位)的善信都表示自己是經由網絡的媒體而得知香港祭祀狐

仙的地點。有善信是經由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 上，看到了黎師傅接受訪問的影

片，進而得知狐仙在香港的祭祀地點。183 亦有善信是因為看到報章報導一些明星

去拜狐仙，再由網絡上查找到祭祀狐仙的道壇。184
  

這足以證明網絡發展對傳播民間信仰，特別是好像香港狐仙這種沒有廟宇供

奉的神祇，所造成的影響。在前段中，可以了解到 64 位善信中，有多達 57 位是

40 歲以下的人士。(圖 6.2) 他們接觸網絡的機會多，得以從龐大的搜尋中，找到

香港狐仙信仰的資訊。反之，年紀較大的一輩，對網絡的理解相對較弱，故此他

們對非廟宇供奉的神祇，理解較少，所以參拜人數亦較少。由此可見，網絡是為

                                                        
182

 訪問個案(8) 
183

 訪問個案(5) 
184

 訪問個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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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狐仙信仰開拓了另一種吸引善信的模式。 

 此外，有27%(14位)的善信即表示自己是經由他人，包括家人和朋友所介紹，

而得知祭祀狐仙的地點。其中一位善信表示自己是一直有祭祀狐仙的習慣，而他

經由深圳一個祭祀狐仙的地點中，得悉黎師傅於黃大仙祭祀狐仙的地方後，便前

來參拜。185
 可見經由他人的介紹，亦是使香港狐仙信仰得以傳播的原因。 

 除了以上兩個主要原因之外，有兩位善信表示自己是只不過是路過祭祀狐仙

的地點，而前去參拜。186 由此可見，狐仙的祭祀地點都設在香火鼎盛的傳統廟宇

(紅磡觀音廟和黃大仙祠)的旁邊，確實能夠吸引善信前去參拜，但人數的不多，

亦反映出祭祀地點的地理位置並非吸引善信前去參拜狐仙的主因。 

 

 

 

 

 

 

 

                                                        
185

 訪問個案(8) 
186

 觀察個案(3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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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主要呈現的是與香港狐仙信仰的有關的基本資料，亦即是從三方面，

包括香港祭祀狐仙的地點、狐仙信仰與主持師傅的關係，以及狐仙信仰的善信，

去了解與香港狐仙信仰的相關資料。在祭祀地點上，狐仙在香港並沒有專屬的廟

宇，筆者找到的兩個祭祀狐仙的地點都是非宗教性的建築，兩者分別是祭品店和

解簽檔。兩個地方，「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雖然標榜為

道教的祭壇，但與香港一般的全真派道堂相比，在地點、格局、道源等各方面都

不盡一致。而狐仙分別是依存在這兩個道壇上的神祇。 

兩個地點所祭祀的狐仙都是以道教龍虎山天師府狐仙故事為信仰內容。而兩

位主理的主持師傅，賴師傅與黎師傅，都是道教正一派的「授籙」弟子。但由於

兩人對狐仙信仰抱有不一樣的看法，賴師傅認為狐仙不應該公開祭祀，但黎師傅

卻認為狐仙不但可以公開祭祀，更創立了「狐仙法派」以傳揚狐仙信仰。 

兩位師傅對於狐仙信仰的不同態度，直接影響到前往道壇參拜的善信群。相

比起「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前往「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善信人數更多。而根

據不同數據的分析所顯示，在香港祭祀狐仙的善信並非是特定群體之內的成員，

他們祭祀狐仙的原因亦因而有所不同。但是，在這群善信中，不少都並非是初次

拜祭狐仙的人士，而促使他們不斷拜祭狐仙的原因正是因為藉著狐仙信仰，使他

們產生了正面的影響。而令到善信得悉香港狐仙祭拜地點的主要方法就是現今的

網絡媒體。 

由上文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狐仙信仰在現今香港社會中的狀況。該信仰是

以依附著中國主要的制度性宗教，道教，為主要的發展方式。但要進一步了解香

港狐仙信仰的具體內容，則需要深入了解該信仰的傳說故事以及儀式行為。在下

一章中，筆者將會對此兩部份作一個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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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香港狐仙信仰的內涵 

在了解到狐仙在香港民眾心中的普遍形象，以及狐仙作為信仰的一種，是以

怎樣的形式存在於現今香港社會後，便可以再進一步，深入探討香港狐仙信仰的

具體內容究竟是甚麼﹖筆者於本文第二章中，曾提出狐仙信仰的歷史淵源，從中

可知狐仙信仰的信仰對象是會因時代而出現改變的。那香港狐仙信仰的信仰對象

又是怎樣的﹖本章要探討的命題，便是有關於香港狐仙信仰的內涵，並將會循兩

個主要方向去分析。首先，筆者將會根據在祭祀地點所得到的資料，探討香港狐

仙信仰背後的傳說故事，了解香港狐仙信仰的信仰對象，探討狐為何會成為被人

崇拜的神祇。之後，會根據考察的內容，詳細分析祭祀狐仙的儀式以及當中所蘊

含的意義。 

 

一、香港狐仙的傳說故事 

學者李亦園曾經以傳統寒食節的儀式行為和當中有關春秋時期人物介之推

的傳說故事，以表達出信仰會以象徵的方式去表達人類心理或社會的需要。而這

種象徵的手法會有兩個構成部份，一種是代表行動象徵的「儀式」，藉外在的戲

劇化行動來表達某種需要；一種是語言象徵的「神話」，藉語言或文字的表達去

合理化儀式中所要表達的同一種需要。由此可見，儀式和神話互為表裏，以兩種

象徵的手法去表達信仰的內涵。187 

當筆者在研究香港的狐仙信仰時，亦發現兩個考察地點都有以相同的傳說故

事去支持或合理化狐仙信仰的認受性。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供奉的狐仙，

便是以一個在江西省龍虎山天師府的狐仙傳說，為當中的信仰對象。而在「閭山

狐仙法派宗壇」中的狐仙信仰即更進一步，在天師府的狐仙傳說為基礎下，發展

出狐仙信仰的教派，並稱之為「狐仙法派」。本節將會以在兩個狐仙研究地點了

解到的傳說故事為核心，去探討狐仙信仰的內涵以及解釋狐仙能夠成為信仰的象

                                                        
187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頁 163 –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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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是與中國人對事物的認知觀念有關。 

 

1) 天師府的狐仙傳說 

 上述兩個祭祀狐仙的地點都是以在龍虎山嗣漢天師府的狐仙傳說為狐仙信

仰的傳說象徵。如前一章中所述，由於兩位主持師傅的道學淵源以道教的正一派

和閭山派為主，故兩個祭祀地點的道源是相同的，都是與此兩派有關。所以「道

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都同樣地以道教正一派龍虎山天師府

的狐仙傳說故事為狐仙信仰的一種憑藉和依據。此傳說故事的內容如下： 

相傳在北宋崇寧年間某年的三月，天色突變，驚動到了龍虎山第三十代張天

師虛靖公。之後一隻修煉了兩千年，並懷有身孕的狐狸精，以一個身穿黃衣的年

輕美女形象，出現在虛靖公面前。她說自己被天庭派來的雷公雷婆追殺，為了保

護腹中胎兒而求助於虛靖公。虛靖公本因狐狸精是妖魔，而要消滅她。但聽到狐

狸精的哭訴後，心生憐憫，故與狐狸精訂下三件事，作為交換的條件。第一，要

狐狸精持齋，不許殘害其他動物；第二，要求狐狸精擇地隱居，不得騷擾百姓；

第三，要她受戒入道，早晚誦經，改惡從善，為人們做好事。狐狸精答應後，虛

靖公便向天庭的玉皇大帝發文，申奏赦免狐狸精的罪。狐狸精之後感謝並辭別了

虛靖公，並隱居在龍虎山附近的雲台山中，潛心修道，更誕下了一隻小女白狐。 

過了一百多年，在南宋紹定年間，江西一帶水患、瘟疫不斷。百姓請在龍虎

山的三十五代天師張可大前去「辟邪」。張可大天師知道瘟疫乃是由瘴氣擴散引

起，而治療此瘟疫的藥就是生長在懸崖絕壁洞穴中的「吊蘭」。可是，儘管派了

很多人去摘「吊蘭」，摘得的遠遠未足以撲滅瘟疫。當大家繼續採摘「吊蘭」時，

忽見一大群狐狸縱跳如飛口懸「吊蘭」送到了張可大天師的腳下。張可大天師雖

感困惑，但又仔細一想，想到了這可能是先祖虛靖公曾救過的狐狸精報恩。病人

服用「吊蘭」後果然藥到病除。 

又過了一段時間，到了元代元世祖統治的某一年。當時，北方大旱，顆粒無

收，首都「大都」還有熱死人事件發生，連皇太后、太子都因而得病。於是百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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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請皇帝，請張天師進京消滅妖邪。此時，在龍虎山掌任的是第三十六代天師張

宗演，他進京查看後，找不到「妖」作怪。在無法可施下，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

少女雙雙來到張宗演天師的跟前行禮。她們指出這次大旱的成因乃是由於前朝文

天祥兵敗退入海邊時，曾祭拜東海龍王。後來元世祖又殺了文天祥，因而激怒了

龍王，所以才有此災難。於是張宗演天師一方面啟奏皇上御祭文天祥以消怨氣，

亦即元世祖三祭文天祥的故事。另一方面，該對母女即變回一對狐狸，並到東海

哀求龍王降雨，但被龍王拒絕。但她們並不灰心，再三懇求龍王以天下眾生為念，

不可因元世祖枉殺文天祥一事而株連到廣大百姓。龍王終被感動，拔出一柄降雨

牌並令龍王九太子協助張宗演天師降雨。由於張宗演天師祈雨有功，張天師受封

為「正一教主」，主管三山即茅山、閣皂山及龍虎山。由於張宗演天師感謝狐狸

母女，便專門把龍虎山上的繡花樓送給狐狸母女居住，成為了「狐仙樓」。 

之後又到了明代洪武年間，杭州太守向朝廷表示西湖常鬧鬼怪，致使人們不

敢游玩。明太祖便下旨龍虎山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赴杭州為民除害。張宇初天師

先觀察西湖鬧鬼怪情況，看到湖中有一像老鼠的怪物在興風作浪，便斷定此「老

鼠精」作怪。他之後焚香禱告，祈望在雲台山的狐狸母女前去降妖。結果，狐狸

母女在接到天師符命後即到杭州，跳入湖中，不消一陣子便將老鼠精擒拿上岸。

張宇初天師於是命令斬了老鼠精，平息了人們的恐懼。張宇初天師回到龍虎山後，

隨即趕到雲台山答謝狐狸母女。後來，這對狐狸母女更走遍全國的名山宮觀，協

助張宇初天師搜集到許多上古失傳的經典，協助編篡《道藏》。張宇初天師在羽

化之時，留下意旨，指百多年來，雲台山的狐狸母女對天師府貢獻良多，已成仙

果，天師府內可為其此狐狸母女塑金身以祀。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遵從遺命，把

天師府的西客廳辟為「狐仙堂」並塑造狐仙神像，成為了「狐仙堂」。188
 

 

 

                                                        
188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6.02。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而有關此故事的記載亦可參閱張行之：〈天師府狐仙堂的傳說〉，《中國道教》，2003

年第 3 期，頁 58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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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狐仙 — 由精怪到信仰的象徵 

上述的狐仙傳說充滿了宗教象徵的意味：狐由動物化為人型，再由人的形態

升天為「仙」。故事中出現了黃狐和白狐兩隻狐，黃狐是白狐的母親。根據故事

的內容，黃狐在初出場時，已修煉了二千年並且能夠以人類女性的姿態現身於人

前。而故事最初的時代背景是北宋崇寧年間(約公元 1102 – 1106 年)，到了故事最

後是明洪武年間(約公元 1368 – 1398 年)，黃狐和白狐再經歷了這二百多年，才

能夠成「仙」，成為信仰的象徵。 

在本文第二章的解釋中，了解到在歷史上，狐作為信仰的對象並不是只有神

聖的部份，更有著作為妖魅的特質。而從上述的這個故事中，亦可以了解到在香

港狐仙信仰的傳說故事中，亦同樣有著這種曖昧、模糊的性質。黃狐和白狐的本

質或原形是動物，透過修煉而成為了一種「精怪」，不過這是不足以成為信仰的

象徵的。所以，她們之後要再受到一些宗教上的感化和行道德的善行才能夠成為

「仙」。這當中涉及到兩個重要概念，分別是狐如何由野獸成為狐狸精，以及狐

狸精如何進一步成為仙，從而成為被人祭祀的信仰象徵。 

 

a) 狐作為「精怪」 

狐本為野獸，但卻能變形為人，如故事中的黃狐能以人的姿態出現，這與中

國自古以來的「物老成精」之說有關。所謂「物」乃是指人類自身以外的所有東

西，包括有生命的動植物和沒有生命的各種器物，故又被稱為「異物」。異物因

自身獲得了某種靈性和神力，或被某種靈性和神力所憑藉依附，便會成為「精怪」。

189
 而成為「精怪」亦需要符合一個時間性的條件，就是必須得經過長久的修煉。

修煉時間愈久，靈性和神力便會愈強。它們之後便會具備種種神奇的能力，其中

之一就是「變化」或「幻化」的能力，能夠幻化成人。190 自魏晉六朝起，異物變

                                                        
189

 曾永義：《俗文學概論》(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 328。 
190

 林美容、李家愷：《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臺北：五南圖書，2014)，頁 23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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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人的故事在中國文學上屢見不鮮。191 

但更為重要的是，「物老成精」這個概念更涉及到異物能夠擁有人的意志，

亦即人格化。不論是動植物還是各種器物，本應不會擁有人的意志，但經過了長

久的修煉後，這些異物便會擁有人的意識。由於它們不僅在外表上與人相似，甚

至在內在的意識上都非常接近人，故才會被稱為「精怪」或「妖怪」。192
 根據「物

老成精」的說法，便能夠理解到天師府狐仙故事中的黃狐，為甚麼會以身穿黃衣

的人類女子形象示人。 

然而，對人而言，「物老成精」的東西仍是屬於「異物」，是「惡」的象徵。

即使他們已化身為人的外型，仍然會對人帶來威脅。這種思想可以由東晉的道士

葛洪所著的《抱朴子》中見到： 

 

「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

易其真形耳。是以是以古之人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以上，懸於背後，則

老魅不敢近人。」193 

 

葛洪指出，在山中遇到的精怪是帶有危險性的。由於他們的外表與人無異，故此

在入山時，必需要帶備「明鏡」以辨識人與精怪，避受到傷害。由此可見，動物

經過修煉而具備了神奇的能力，可以化為人型，但它們仍會被視為精怪，是「惡」

的象徵。 

那究竟「精怪」為何會是「惡」的象徵﹖這與中國人對事物的分類方式有關。

在本文的第一章，筆者曾以學者李亦園的理論，指出信仰其中一種功能是「認知

                                                        
191

 著名的《白蛇傳》便是敍述蛇變化為人的故事。據學者石育良的研究指出，自六朝以後的變

異故事中，絕大部份都是鬼怪或動植物變幻成人，而與人交往的故事。詳見石育良：《怪異世界

的建構》(臺北：文津出版社，1996)，頁 11。 
192

 妖怪的定義乃出自於東晉干寶所著的《搜神記》，「妖怪者，蓋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

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裡之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載自[東晉]干寶：《搜神記》，卷六(北

京：中華書局，1985)，頁 37。學者劉仲宇曾指出，「精」和「妖」兩字在含意上是可以互通的，

兩字都表示了各種反常的現象，而現象的背後會有一個有意志的力量在支配着，並會帶來災禍。

詳見劉仲宇：《中國精怪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頁 81 - 82。 
193

 [東晉]葛洪撰：《抱朴子》，內篇卷十七，〈登涉〉，頁 321。 



101 

 

功能」，即人類透過信仰去了解世間事物。這種「認知功能」其實是可以追溯至

人類的原始信仰以及在沒有現代科學下，對各種事物的分類。人類學者泰勒

(Edward Burnett Tylor)曾經指出原始人會以「萬物有靈」的解釋去看生活中的一

切以及大自然的運轉，人把靈魂的觀念擴展到大自然的世界，認為一切的物質，

包括所有看得到與看不到；有生命以及無生命，都有「靈魂」的存在，而這些「靈

魂」更是有「善」、有「惡」，它們支配着人的生活以及命運。194
 故此，人會發展

出一套方法去認知以及分辨這些「善」和「惡」的靈。 

而「善」、「惡」之分的表現形式就是透過「禁忌」去表達出來。學者道格拉

絲(Mary Douglas)曾以《聖經》中以色列人定為「不潔」的動物作例子，指出以

色列人為了維持一種社會秩序，會產生出對各種事物的認知分類系統。她指出只

要有物不符合以色列人心中對「走獸」的標準，便會被歸類為曖昧、模稜兩可，

因而被視為「不潔」，是不可食用的。而所謂的「禁忌」便是涉及到當中系統的

原則和標準。「禁忌」將「潔淨」與「不潔」作出了分隔和劃分，只要有事物不

符合標準，就是違反了人所定下的原則，會被視為「不潔」，必須要加以「禁忌」。

195
  

這種分類模式的標準和原則，在毎個民族是不一樣的。換言之，中國人對於

所謂「潔淨」與「不潔」、「善」與」惡」是有屬於自己的一套法則。臺灣學者李

豐楙便曾以「常與非常」的結構去分析中國人如何去界定這一種分類的模式。他

以六朝的精怪故事的內容為例，指出「非常」的產生，乃是出自人類的對立性思

維模式。而人就以此建構出自身與其他物種的不同，亦即是一個「類」的意識，

                                                        
194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早於 1871 年已提出了「萬物有靈論」作為人類宗教最早的信仰形

式。他認為人類以「靈魂」的概念，解釋了自然界的一切。隨著人類文明和社會的進步，信仰的

形式日漸複雜，多神教便是以此信念為基礎下所產生出來，而一神教即是在文明社會才出現。有

關「萬物有靈論」的解釋，詳見：Edward Burnett Tylor (愛德華.泰勒)著，連聲樹譯，謝繼勝、尹

虎彬、姜德順校：《原始文化：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桂林：廣西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第十一到第十七章。譯自：Edward Burnett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New 

York : Harper, 1958), chapter 11 – 17. 
195

 道格拉絲在她的著作中並沒有提到「善」與「惡」的分類，而是以一個社會的整體思想結構

去解釋在「潔淨」與「不潔」與食物禁忌的習俗。筆者只是借用此二元分類模式去解釋中國人的

認知觀。詳見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 New York : Routledge,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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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物類」是不同，後者包括了精怪。李豐楙以此結構去解釋中國的《白

蛇傳》，他指出只要有事物不符合「類」的意識，就會被歸納為「異類」。所以在

《白蛇傳》中，許宣是人，而白娘子即使已幻化為人，仍是屬於「非常」的、「異

類」的蛇，是違反常理的。196
 這種對事物的認知觀念，正正就是道格拉絲所提到，

只要有事物不符合標準，就是「禁忌」的二元模式。因此，在天師府狐仙傳說中

的黃狐，即使已擁有幻化為人的能力，已處於人格化的狀態，但對於人而言，她

仍是屬於「異類」的「精怪」，是「非常」的存有，故此不會成為信仰的對象。 

 

b) 狐精成「仙」 

一般而言，對待「精怪」的方法就是要去消滅它們。所以黃狐在初登場時，

她正被玉黃大帝所派遣的雷公雷婆追殺。而當時的張天師虛靖公看到黃狐時，亦

形容她是一個屬於「惡」的妖魔，更聲稱要消滅她。但之後黃狐不單沒有被消滅，

她和她的女兒白狐更可以成仙，當中所涉及到的，便是物得以成仙的思想。 

神仙信仰是道教系統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亦是人所信仰的對象。「神仙」的

概念由先秦時期時已有，但兩者是有所分別的。「神」乃指恆古即有的超凡入聖

者，有天神、地祇和人鬼之分；而「仙」即由修道而來，不老不死。197
 但道教的

「成仙」之說乃是以人為中心，仙是人透過修煉而成，可以超出生死，飛騰變化，

是具有異於常人智慧和能力的得道者。而修煉的方法主要有兩種，分別是借外力

以求不死，例如是秦始皇追求長生不死藥。另一種，即以憑藉自身內在的修煉以

達到「仙人」的境界。198 所以一般的道教神仙，多指憑藉自身修煉而成仙的「仙

人」，香港著名的黃大仙便是一例。 

 人透過修煉成「仙」，但「物」透過修煉則成為「精怪」。作為「異類」的狐

精又如何成為仙的一份子﹖學者 Rania Huntington 在解釋中國的狐仙故事時，便

                                                        
196

 李豐楙：《神化與變異：一個「常與非常」的文化思維》(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 210 – 230。 
197

 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頁 166。 
198

 自先秦時期起，已有人成為仙人的修煉之說，到兩漢時期，修煉之法更趨成熟。詳見蕭登福：

《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頁 202 – 228，208 -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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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狐由精怪成仙會依從兩個原則，一個是因果論(karma)，狐精因緣而遇到

某位人類，而要去幫助對方。另一個是自我的修煉(self-advancement)，狐要修身

行善，進行附合道德標準的活動，以積功德，比如是考取功名或入道修行。她綜

合了不同的故事，指出自唐代的小說起，已有狐精要成為仙的故事內容，但這個

命題在清代的筆記小說中更為明顯。她以《太平廣記》和《閱微草堂筆記》中的

狐仙故事為例子，指出在這些故事中的狐往往是千年狐精，而他們多要行善舉以

成仙。199 

在天師府的狐仙故事中，狐得以成為仙，亦可以由這兩個原則去理解。黃狐

本會被玉帝殺死，但因緣得到了張天師虛靖公的指點。當她被虛靖公拯救時，答

應了虛靖公三個要求，分別是持齋，不殘害其他動物；擇地隱居，不騷擾百姓；

以及受戒入道，早晚誦經，改惡從善，為人們做好事。這幾項要求都是宗教上的

行為，帶有濃厚的道德意義，附合中國人的道德標準。在之後的二百多年間，黃

狐以及她的女兒白狐更是不斷地幫助歷代的張天師，實踐道德上的善行，最後終

於得以成仙。所以，由這個故事中，可見狐能夠成為信仰的象徵是要得到象徵宗

教領袖的虛靖公點化和引導，再經過實踐道德上的行為才得以成「仙」，才會成

為被人拜祭的對象。由此可見，狐成「仙」的過程，與人成「仙」的過程是不一

樣的，當中具有非常濃厚的宗教與道德意義。 

 狐能夠成「仙」的過程，反映出中國人的認知系統並非一成不變，反之更是

存在着彈性。筆者在上段曾以「潔淨」與「不潔」；「常」與「非常」的概念去解

釋中國人怎樣建構出一套屬於自己的認知觀念。不過，這個觀念並非牢不可破的。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指出「不潔」與「潔淨」並非是絕對的對立，

而是同一類別的兩個變體。所以，即使是神聖之物仍會有吉利和不吉利之分。這

兩種相互對立的形式，只不過是一體兩面，是可以在自身物質不改變的情況之下，

                                                        
199

 Huntington 在解釋狐成為形而上的「善」的象徵時，稱狐是成「神」(Xian) 而非成「仙」。但

由於筆者在上文已提及，在中國文化中，「神」和「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所以在本文中，並

沒有採用 Huntington 狐成「神」的說法，而一律稱之為狐成「仙」。有關 Huntington 的解釋，詳

見 Rania Huntington, Alien kind : foxes and late imperial Chinese narrative, pp. 290 –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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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過渡。200 若以此理論去解釋，便可理解到天師府狐仙故事中的狐為何能夠成

仙。 

 故事中的狐需要成仙的條件，就是擺脫其「異類」的成份，脫離自身「不潔」

的成份，而當中的方法就是被張天師點化和行善舉。法國學者范特納(Van Gennep) 

以生命歷程理論(The rites of Passage)，指出在人生的重要時刻：出生、成年，結

婚和死亡，都需要通過禮儀(rites)，由一個狀態轉換到另一個狀態。當中的結構

是由三個部份組成，分別是分離階段(separation)，個人或群體從原先的處境(社會

結構內先前的固有位置)中象徵性地分離出去；過渡階段(transition)，儀式主體(即

儀式通過者(passenger)會在一個閾限(liminal)的時期裏，這時期的特徵並不清晰；

重新結合階段(incorporation)，主體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狀態，成功過渡到新的身份。

201
 而特納(Victor W. Turner)即深化了閾限的意思，他指出了閾限是指儀式主體處

於一種中立、中間的狀態(betwixt and between)，一切外在的力量會在此階段失效，

而自身在社會結構的地位亦會暫時、象徵性地被摒棄了。特納又以交融狀態

(communities) 形容此階段，指出儀式主體即使在社會結構中地位低下，亦會在

在交融狀態得到地位的提昇。202 

 把這個生命歷程理論放在狐成仙的過程中，便可以理解到狐由「異類」的狐

狸精到成為信仰象徵的狐仙，亦經歷了身份轉化的過程。黃狐經修煉成為了狐狸

精，雖然是「脫離」了「獸類」這一個層次，外型上跟人相似，但仍使她處於「不

潔」的狀態。「不潔」的東西是一種「禁忌」，是要消滅的，所以黃狐一直被玉皇

大帝追殺。但由於張天師虛靖公的指點，黃狐得以免受被消滅的厄運。虛靖公的

指點象徵了黃狐進入了分離階段，由「異類」的狀態分離出去。在之後的二百多

年是屬於過渡階段，由於這一個階段是一個中介、含糊的性質。黃狐和她的女兒

白狐原本「異類」的狀態被摒棄了。她們在歸隱的同時，要進行不同的善行，而

                                                        
200

 Emile, Durkheim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顧曉鳴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頁 535 

- 541。 
201

 Victor W. Turner (維克多・特納)著，黃劍波、柳博贇譯：《儀式過程：結構與反結構》，頁 1 – 

6。 
202

 同上注，頁 126 –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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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要幫助歷代的張天師，以使身份地位得到提昇。到了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把天

師府的西客廳辟為「狐仙堂」並塑造狐仙神像，成為祭祀對象時，黃狐和白狐才

正式成為「仙」，進入結合的狀態，成功進入到「潔淨」的部份。 

 由此可見，狐由代表着「惡」、「非常」、「不潔」的「精怪」到成為代表着「善」、

「常」、「潔淨」的「仙」，是會經過「脫離」、「過渡」、「重新結合」三個階段。

黃狐得到張天師虛靖公的指點是得以「脫離」「精怪」的契機，而她多行善舉，

多次協助歷代的張天師，是在中介「過渡」時期的行為，這帶有非常濃厚的道德

和宗教意義。過了二百多年，被張宇清天師塑像建堂時，才能成「仙」，進入到

一個新的狀態。 

而在此其中，狐的本質其實是經過了由動物成為精怪，再由精怪變成仙。這

種狀態上的改變，證明了狐的本質是充滿模糊、曖昧的特質。而在信仰的價值上，

則只有「善」的部份，亦即仙的狀態，才會是信仰的象徵，才會被人祭祀。所以

在了解香港狐仙信仰的信仰對象時，狐仙的形象不會是野獸，亦不會是人型化的

精怪，而是「仙」的形態。在下一節中，將會透過具體的圖象，去了解香港狐仙

的形象以及在祭祀地點的應用。 

 

生命歷程 脫離 過渡 結合 

狐的狀態 狐狐狸精 

(惡/非常/不潔) 

因果論：得到虛靖公的指點 

自我的修煉：行善、修道 

為狐仙 

(善/常/潔淨) 

表 9：天師府狐仙故事中狐成為信仰象徵的過程。 

 

3) 狐仙傳說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應用 

泰勒又曾經指出，在多神信仰之下，人類會將自己的特性放諸神靈之中，神

靈因而擁有人格化的特質。而且人類會因應不同的自然現象，而分類出不同的神，

即自然神。隨著文明的發展和人類生活模式的日漸複雜化，多神信仰下的神亦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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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成配合人類生活的特質，如出現農業神等。203 泰勒所指的是人類「造神」的

過程，神乃是由人觀察自然和體驗生活而衍生出來，而且會配合人的需要而出現

不同的功能。隨著社會和文明的進步，神祇的功能亦會配合人的生活而作出改

變。 

而在中國民間信仰中的神祇，往往會根據人的需要和標準而被「製造」出來，

而「造神」的準則就是以該神祇的傳說故事中的事跡和特徵為根據。204 但時同傳

說故事的內容亦不斷會有所改變的。學者李亦園曾指出在現代的宗教信仰中，會

不斷地創造新故事和神話以肯定和豐富其信仰內涵。他在解釋寒食節的故事時，

曾指出神話故事並不只是單純以古代的傳說為基礎，而是會由現代人不斷地創造

新的神話，加強信仰的認受性。205 

以神祇相關的傳說故事為基礎，再配合現實的需要用，就是「製造」信仰對

象的準則。而這兩者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會不斷有所改變。在「道教閭山

崑崙法院」中所祭祀的狐仙，不論在能力或形象上，都是以天師府狐仙故事中的

狐仙為基礎。但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所祭祀的狐仙，雖然仍然與天師府狐

仙故事的內容有關，但在狐仙的形象和能力上，卻與故事的內容有很大的分別。

而且更以此故事為基礎，「製造」出更多擁有不同能力的狐仙。此節將詳述兩個

地點中所祭祀的狐仙形象和各自的能力，以了解狐仙故事在兩個祭祀地點的具體

應用。 

 

a)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狐仙 

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內供奉的狐仙只有一位，就是天師府狐仙故事的黃

狐仙，而在故事中出現的白狐仙並沒有在此道壇中成為被祭祀的對象。道壇內的

「狐仙娘娘」神像以身穿古裝的黃衣女子為形象，符合黃狐仙在故事中出現的時

                                                        
203

 Edward Burnett Tylor (愛德華.泰勒)著，連聲樹譯，謝繼勝、尹虎彬、姜德順校：《原始文化：

神話、哲學、宗教、語言、藝術和習俗發展之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第十

六到第十七章。 
204

 李喬春：《中國行業神崇拜》，頁 15 – 17。 
205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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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而神像座下有一隻狐狸，以表示此神像為狐仙神像。(圖十七) 如上一節所

述，黃狐仙受到龍虎山張天師的指點；賴師傅亦指出狐仙娘娘是張天師的護印大

使，所以狐仙的功能便是守護官員的權力。而黃狐仙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

道壇內，同樣是作為張天師的「守印大仙」而被祭祀，她的功能是去守護張天師

的權力。 

但黃狐仙在此道壇上所擁有的能力並非是守護或賦予人不同的「權力」，而

是賦予人圓滑的社交能力，亦即是「人緣」。賴師傅在接受訪問時，曾指出： 

 

「一般的善信會選擇某一位神去拜，而選擇的準則是根據每一位神祇在升仙

之前在凡間立功德時，最擅長的行善方法。例如黃大仙主治病，善信便向他

求藥方。車公是將軍、關公亦是，故求生意或比較偏門的會拜車公和關帝，

呂祖則負責藥方和讀書，魯班則是三杆工人會去拜祭。」206 

 

據賴師傅所指，善信選擇祭祀某一位神祇的準則是根據該位神祇在成仙前，在凡

間立功德時，最擅長的行善方法。而黃狐仙在天師府狐仙故事中，多番以「說客」

的身份幫張天師解決難題，故她最大的能力便是替人「結人緣」。賴師傅表示，「人

緣」的範圍很大，有善信會因為工作上的需要，例如做經紀、做明星，而求人緣

以為財。亦有善信為了要改善跟上司的關係，拜狐仙以求工作順利。亦有要善信

因為惹上官非，而希望跟審理的官，甚至證人的關係變好，令對方不會對自己不

利，凡此種種都可歸類為「人緣」。由此可見，「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內的狐仙不

論在形象上和所擁有的能力，仍然是以天師府故事中為基礎。 

 

b)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狐仙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情況即複雜得多，如筆者在上一章所述，「閭山狐

                                                        
206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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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法派宗壇」是以「法派」自居，而且同一時間祭祀着多位狐仙。雖然「狐仙法

派」亦是以天師府狐仙傳說的故事為當中的信仰基礎，但卻會從中再發展和創造

出更多的祭祀對象。 

主持黎師傅在天師府狐仙故事之上，作出了更多的故事內容。他指出天師府

狐仙故事中的黃狐仙其實是來自一個稱為「山寨爾越」的東北狐族群，而黃狐由

東北走到南方的江西省，在雲台山修煉，成為了「狐仙法派」的掌門。之後掌門

之位傳予給黃狐仙的女兒白狐仙，然後一直嫡傳下去。到今天，已共有十七位「狐

仙法派」掌門。而每年的農曆三月初一日，即為「山寨爾越」狐仙第十七代掌門

的登位纪念日，亦即是「狐仙法派」的誕期。所以，在此道壇內的牌匾上，寫上

了「山寨爾越狐仙歷代掌門」，表示出這個道壇的信仰對象是所有「狐仙法派」

的掌門。 

黎師傅進一步指出指天師府狐仙故事中的黃狐仙是「狐仙法派」的一位掌門，

第二位即是黃狐仙的女兒，白狐仙。第三代是玄狐仙，第四代是紅狐仙，第五代

是一位男性狐仙，和合狐仙。第九代亦是男性狐仙，如意狐仙。以及沒有名字的

第十四代女狐仙和第十七代狐仙。 

黎師傅在介紹狐仙法派中的狐仙掌門時，會以比較戲劇性的手法去解釋自己

如何接觸到不同的狐仙。 

  

 「是突然「啪」一聲，我開打了「天眼」，看到第十七代掌門。所以我才說 

是第十七代(狐仙掌門)而非十六、十五代。」207 

 

他指自己有時會突然打開了「天眼」，從而看到了不同的狐仙法派掌門。同時他

亦多用上「看到」或「感應到」等比較曖昧和含糊的字眼，去解釋自己如何接觸

到不同的狐仙。而且他亦只「感應」到八位狐仙法派的掌門，而當中他亦只能說

                                                        
207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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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六位狐仙所擁有的能力和外形是甚麼，這六位分別是掌「權力」的黃狐仙、掌

「人緣」的白狐仙、掌「財運」的玄狐仙、掌「桃花運」，即愛情運的紅狐仙、

掌「家庭和合」的和合狐仙和掌「萬事如意」的如意狐仙。 

他亦強調自己只是「狐仙法派」在凡間的「代理人」，是主持人而已。他只

是依照自己所「看到」的狐仙外形，而「製做」出不同的狐仙形象。(圖十八至

二十) 從不同狐仙的畫像和神像中，可以看到四位女性的狐仙都是以身穿古裝的

女性為形象，與一般中國女性神祇的形象非常接近，而分辨的標準主要為顏色和

背景的差異，這些差異反映出狐仙所代表的能力。黃狐仙的畫像中，一位女性坐

在一隻狐之上。白狐仙的畫像中，即是一位身穿白衣的女子手抱一隻白狐。玄狐

仙的畫像中，則是一堆金元寶包圍著一位女性和一隻狐。紅狐仙則是一位古代女

性，背後有一堆桃花。而兩位男性狐仙的神像則是以古代長髮的男性形象為主，

而身邊有一隻小狐。 

當筆者問及其餘狐仙的形象如何以及狐仙法派其餘的狐仙掌門是誰時，黎師

傅會如此的回應： 

 

 「『衪』(狐仙法派掌門)還沒有『告訴』我……只是我遇到哪一位狐仙，祂 

們便會顯示給我看是哪一位掌門。」208 

 

他會以還未受到「感應」、還沒有「被告訴」等，一些非常比較含糊的解釋，為

不了解這些問題的理由。 

而除了天師府的狐仙故事外，「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更以中國古代其他著明

的狐仙傳說為教派內容，藉此豐富信仰的內涵。在道壇內的狐仙像便不是由天師

府狐仙傳說的故事而來，而是以和夏朝開國皇帝大禹結婚的塗山女嬌為形象，因

為在傳說中，大禹的妻子女嬌是一隻九尾白狐。209
 以時間性而言，女嬌的故事是

                                                        
208

 同上注。 
209

 傳說大禹在治水期間，在塗山遇到了代表吉祥的九尾狐。塗山有民謠流傳，誰遇到了九尾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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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最早有關狐的傳說，「狐仙法派」以狐有關的故事為教派內容，故亦以此故

事為信仰的基礎之一。根據黎師傅解釋，女嬌算是中國傳說中第一個國母，而她

又是一位女詩人，故掌握了「權力」和「文昌」兩項功能。 

而在道壇內，便以女嬌的神像為主祀的神祇。神像以金鑄造，身穿古代女子

的衣裳，手上握着一卷竹簡，代表著女嬌掌握了「文昌」的功能。女嬌像的另一

隻手握着一把劍因她是夏朝開國的「國母」，代表她手握「權力」。(圖二十一) 此

外，黎師傅更指出「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所拜祭的狐仙，也包括了全世界所有地

方的狐仙，包括在中國東北流傳的「胡大爺」，在遼寧鐵剎山流傳的黑狐，還有

日本以及馬來西亞等地方的狐仙。但黎師傅除了說明黑狐是掌健康外，並不能說

明其他狐仙所掌握的能力。 

由此可見，「閭山狐仙法派宗壇」所祭祀的狐仙已不單是以天師府的狐仙故

事為唯一的信仰內容，更以這個故事為基礎，進一步「製造」出更多的狐仙，以

深化狐仙信仰的內容。而箇中的方法則有兩種，首先，就是由主持黎師傅以一種

含糊、曖昧的方式 – 被不同的狐仙掌門「通知」；第二種，即是運用不少在今

天中國仍流傳著的狐仙故事為當中的信仰內涵，藉此去解釋和合理化「狐仙法派」

的認可性。 

 

拜祭地點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祭祀的狐仙。 

(能確定名稱和

功能) 

1) 黃狐仙 – 人緣 

 

 

 

1) 黃狐仙 – 權力 

2) 白狐仙 – 人緣 

3) 玄狐仙 – 財運 

4) 紅狐仙 – 桃花運 

5) 和合狐仙 – 一家和合 

6) 如意狐仙 – 萬事如意 

                                                                                                                                                               
誰就可以當皇帝；誰聚了塗山的女兒，誰就可以使家道興旺。之後大禹便聚了塗山一位名叫女嬌

的姑娘為妻。詳見袁珂：《中國神話傳說(二)》(臺北：里仁書局，1987) ，頁 495 -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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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狐仙法派」的六

位掌門)  

7) 女嬌 – 權力、文昌 

8) 黑狐 – 健康 

祭祀的狐仙。 

(不能確定名稱

和功能) 

沒有 1) 「狐仙法派」第十四代

狐仙掌門 

2) 「狐仙法派」第十七代

狐仙掌門 

3) 全中國所有的狐仙 

4) 中國以外的所有狐仙 

表 10：「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內的狐仙一覽表。 

 

c)  狐仙故事的詮釋和改變 

上述兩個狐仙的祭祀地點所祭祀的狐仙，不論在形象和所擁有的能力上都是

以天師府的狐仙故事中的狐仙為基礎。然而由兩個地點的狐仙數量和所擁有的功

能中，特別是「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所祭祀的狐仙，已可見天師府狐仙故事已

不再是唯一的信仰內涵，反之新的信仰內容卻創造了出來。比較起兩個地方的狐

仙故事和功能，可以了解到兩個地方對天師府狐仙故事有不同的詮釋。而出現這

一種不同的詮釋的原因卻是相同的，都是為了合理化狐仙信仰的認受性以及吸引

更多的善信。 

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所拜祭的狐仙，仍然是以天師府的狐仙故事為唯

一的信仰內容，而且所作出的改動是不大的。在這個道壇內的狐仙只有一位，就

是天師府的狐仙中的黃狐仙。不論在傳說背景或是狐仙的外在形象，黃狐仙在這

個壇中，依然是以天師府的狐仙故事為藍本。只有黃狐仙作為張天師「契女」的

內容；以及黃狐仙作為「守印大使」，協助張天師掌握權力的故事內容，沒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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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的天師府狐仙故事中提及。黃狐仙以「說客」的身份協助張天師，幫助他解

決危機的事跡成為了狐仙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道壇上，所擁有的功能的憑據，

亦即是賦予人良好的「人緣」。由此可見，「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的狐仙的能力

仍是以天師府的狐仙故事為信仰內容，只有在背景故事中作出了些微的改變。 

出現上段的情況是因為主持師傳為了合理化狐仙信仰的認受性以及吸引更

多的善信。首先，狐仙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並非主祀神，而是配祀神而已，

所以為了增加狐仙在道壇上的認受性，賴師傅便在故事上作出了些微的改動。這

加深了狐仙作為神祇與道教的連繫性。進一步而言，是加強了狐仙在一個道教神

壇上的認受性。其次，狐仙在此道壇所擁有的能力亦是為了配合道壇的格局。筆

者在前章第一節中，已指出此道壇的其中一個功能是求「和合」。而在道壇中，

狐仙像會跟和合二仙像、月老像放在同一位置，而後兩者分別是掌「和合姻緣」

和「婚姻」。而狐仙擁有「結人緣」這項功能，即是可以彌補這兩位神祇沒有掌

握的能力。由此可見，狐仙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仍然是以天師府狐仙傳說

的內容作骨幹，而所作出的改變是為了增加狐仙在道壇上的認受性以配合道壇的

整體格局和方便參拜的善信到道壇求和合因緣。 

但另一方面，「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情況卻複雜得多。天師府的狐仙故事

只不過是狐仙信仰在此道壇所挪用的信仰故事之一，而且在這個故事之上，更有

不斷的再發展。所謂的「狐仙法派」，乃是以天師府的狐仙故事為開端，而不斷

地再創造新的傳說內容。整個「狐仙法派」的系統，包括一眾被祭祀的狐仙掌門，

他們的形象和能力，全是由主持黎師傅一人透過一種「感應」去闡述出來。這一

種透過靈感經驗去印證和肯定信仰的真實性，在中國的民間信仰中經常出現。 

人類學家喬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曾提出交感巫術的理論(sympathetic 

magic)，指出巫術分為「模擬巫術」(imitative magic)和「接觸巫術」(contagious 

magic)，兩種巫術都是透過一種與自然的交感力去產生。巫術性的行為在許多原

始民族中都有出現，而他認為這是一種「偽科學」(pseudo-science)，因為原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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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去分辨自然巫術和實證技術之間的不同。210
 這一種正正是靈感經驗的解釋。

傳統的扶乩活動便可以由此去理解為一種以靈感經驗去進行的儀式行為。211
 而在

臺灣的「母娘」信仰亦是以「關落陰」212 和扶乩等靈感經驗的宗教行為為基礎，

去宣揚其信仰的真實性，以此去確立信仰的系統。213 

由此可見，透過靈感經驗去建立信仰的認受性，是中國民間信仰中一個傳揚

信仰的方法。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亦是以一種相類近的經驗去肯定「狐仙法

派」的真實性。不過其獨特之處，是在於將靈感經驗去鞏固和發展已有的信仰故

事，亦即天師府的狐仙傳說，從中去確立信仰的內涵。這一種「再創造」的方式，

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是以主持師傅一人為中心，由他一人去解釋和完善

整個信仰內涵。然而，這種「再創造」仍是處於不完整的階段。從上段的討論中，

黎師傅提及他只「感應」到十七位狐仙掌門中的八位，而且只能夠確定到其中六

位的名稱和功能，而其他的狐仙掌門即沒有被提及。可見這個信仰系統仍然是不

完整的。 

而彌補這個系統不完整的方法，就是去借用更多有關狐仙的傳說去繼續解釋

和深化信仰的內容。所以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同時會以天師府的狐仙傳

說以外的狐仙故事，亦即是九尾狐女嬌和故事遼寧鐵剎山黑狐等的傳說，去作為

信仰的內容。由此可見，「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對狐仙傳說進行了「再創造」，而

且這個過程是非常複雜和豐富的。 

總括而言，「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兩個祭祀狐仙的

地點都以同一個傳說故事為信仰基礎，但兩位主持師傅卻對此進行了不同的詮釋。

然而，他們的目的卻是一樣，都是為了進一步肯定和鞏固信仰的認受性以及一種

                                                        
210

 James George Frazer (弗雷澤)著，汪培基譯，陳敏慧校：《金枝(上)：巫術與宗敎之硏究》(臺

北： 桂冠出版社，1991)，頁 21 - 6。譯自：James George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New York : Macmillan Co., 1950), pp.12 – 55. 
211

 宋光宇：〈從正宗書畫社這個案例談扶乩是什麼〉，詳自李豐楙、朱榮貴編《儀式、廟會與社

區：道敎、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臺北：中央硏究院中國文哲硏究所籌備處，1996)，頁 189。 
212

 「關落陰」是中國民間古老巫術的一種，有兩種運作的方法，一種是將亡靈附到靈媒的身上

開口說話；一種是將生靈引到地府去會亡過的親人。詳見許地山：《扶乩迷信底研究》(臺北：臺

灣商務印書局處，1996)，頁 4。 
213

 鄭志明：《民間信仰與儀式》，頁 279 –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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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善信。 

在上一章的討論中，筆者探討了善信前往兩個道壇參拜狐仙，乃是由於很多

不同的原因。而事實上，兩個祭祀地點的狐仙數量非常之多，而不同的狐仙都擁

有不同的功能，這解釋了為何前去參拜的善信會有眾多不同的祈願。 

張珣曾以臺灣的大甲媽祖進香儀式為例，指出在進香儀式舉行時，有關媽祖

顯靈的傳說內容是會不斷地被香客傳頌，成為善信之間的共同意願和回憶，構成

一個以媽祖信仰為中心的空間。214
 另一學者林美容在透過臺灣彰化的媽祖信仰，

以解釋信仰圈的構成時，亦指出神祇的靈異傳說與故事的傳播是集體活動的一種，

有助傳播和加強信仰的內涵。215 

由此可見，對一個信仰而言，傳說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可以加強善信

對信仰儀式的參與和豐富信仰的內容。「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

宗壇」都是在同一個傳說故事之下，詮釋和改變出不同的信仰內容，儘管在詮釋

方法上有所不同，但目的都是為了增加狐仙信仰在道壇上的認受性以及吸引更多

的善信。 

                                                        
214

 張珣：〈大甲媽祖進香儀式空間的階層性〉，載自黃應貴編：《空間、力與社會》(臺北：中央

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5)，頁 360 – 361。 
215

 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 - 臺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載自張炎憲編：《中國海

洋發展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5)，頁 115 –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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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內供奉的「狐仙娘娘」像。(攝於 2015 年 8 月) 

 

 

圖十八：「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其中四位狐仙的形象。左上：黃狐仙、右上：

白狐仙、左下：紅狐仙、右下：玄狐仙。(圖片由黎宜銘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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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九：「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中的和合狐仙。(圖片由黎宜銘師傅提供) 

 

 

圖二十：「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其中如意狐仙。(圖片由黎宜銘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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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一：「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內的女嬌像。(攝於 2015 年 7 月) 

 

二、狐仙信仰的儀式和意義 

信仰的內容乃由兩種象徵的部份所構成，傳說故事是代表著信仰的語言象徵，

而外顯的行動象徵即為「儀式」。學者李亦園表示儀式行為是表達、實踐以及肯

定信仰內容的一種行為。儀式行為可以定義為兩種類型，一種是與人溝通、屬於

社交性的「世俗儀式」，為生、老、病、死舉行的個人生命禮儀或為社區舉行的

社群性歲時祭祀，都是「世俗儀式」的一種。另一種即為與超自然存有進行溝通

的「神聖儀式」，在宗教場合所進行的種種儀式行為都可視作為「神聖儀式」的

一種。216
 以此定義為標準，筆者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以及「閭山狐仙法派宗

壇」觀察到的拜祭狐仙的儀式應該歸類為「神聖儀式」。因為在這兩個地點所進

行的儀式行為都是以向狐仙祈願為目的，是與狐仙作溝通的儀式行為。本節將會

以在兩個狐仙研究地點觀察到的儀式行為為核心，探討狐仙信仰祭祀儀式中的神

聖性以及兩個儀式的異同之處。 

                                                        
216

 李亦園：《宗教與神話論集》(臺北：立緒文化，1998)，頁 50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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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的祭祀狐仙儀式217  

據主持賴師傅的示範和解釋，在祭祀狐仙前，需要先預備衣寶、鮮花和生果

作祭品用。鮮花是代表孝敬和熱情的表達。而生果則取其「生」的諧音，代表「生

生猛猛」，拜祭完狐仙之後吃下拜祭用過的生果，會使人健康。若果善信還想以

其他祭品去拜祭狐仙，同樣是可以，例如化妝品、糕點或拜祭用的三牲，即魚、

雞和豬或燒肉，亦可以作祭品用。 

拜祭時，首先把所有祭品放在壇上，然後把花棒着並且垂手。手勢要維持如

古時向皇帝敬拜的「把手」形式，不可以合掌，要躬身拜神，口唸「善信(名字)

敬花與狐仙娘娘」。之後取七枝香，在上壇上香三枝、下壇上香三枝及門口上香

一枝，稱為「到壇香」。由於狐仙只不過是「道教閭山崑崙法院」道壇的配祀神，

而非主祭神。所以在祭祀時，要先敬拜祭祀主祭神閭山先師和道壇上其他神祗。

手持香，口唸「善信(名字)現上香參拜壇上眾神，上壇上香三枝、下壇上香三枝

及門口土地上香一枝」。上壇是敬拜閭山先師和其他在壇上的神，下壇是拜祭地

主，即一地之主，而門口即是拜祭土地公。 

之後再取香三枝進行敬拜狐仙的儀式，並唸「善信(名字)現上香參拜狐仙娘

娘」。同時，棒起衣寶和祭品並說「善信(名字)出生於農曆(年、月、日、時)，今

日敬備香燭衣寶、鮮花及祭品虔誠參拜狐仙娘娘，祈求狐仙娘娘保佑扶持」。之

後就可以說出自己祈求的願望。祈願後，把衣寶捧到店舖後巷作「化寶」儀式。 

之後把祭品進行「過香火」儀式。「過香火」是將神的法力放入祭品中的儀

式，分為「收法」和「放法」兩個步驟。「收法」就是將祭品放在道壇上，依順

時針方向轉三圈，以收取法力。之後再依逆時針方向轉三圈以放回法力，稱為「放

法」。之後拜三拜，再唸「祭品過了狐仙娘娘香火，善信(名字)敬取回自用，萬

望狐仙娘娘重重保佑」。這就完成了整個祭祀狐仙的儀式。 

 賴師傅特別強調，整個祭祀過程是屬於比較「私人」的行為。當有善信到道

                                                        
217

 賴建明師傅。男。53 歲。採訪時間：2015.05.28。採訪地點﹕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

閣地鋪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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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前參拜時，賴師傅只會在善信在進行祭祀儀式前去教導善信拜祭的過程，而不

會參與在祭祀儀式過程之中。而且當善信在壇前祭祀時，賴師傅本人更會短暫離

開店舖，讓善信一人留在壇前拜祭。有時候，賴師傅會協助善信，在道符上寫上

不同的祈願並燒掉。同時，賴師傅亦有出售「開光狐仙娘娘手串」給予善信，但

由於這個是商品而非祭祀的物品，故不屬於儀式的一部份。 

 

2)「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的祭祀狐仙儀式218 

 據主持黎師傅解釋，祭祀狐仙需要先預備祭品，包括齋菜、五十度以上的酒

和鮮花，而善信亦可帶備自己預備的祭品，包括、化妝品或水果。把花放在道壇

上的花瓶是有特別喻意的，因為花瓶外形像葫蘆，倒轉看即像女性的子官，而水

代表羊水，花即是花仔、花女，代表兒女，而用紅色是喜慶的意思。所以用花來

拜神可以催桃花，花和花瓶有求兒女的作用，那表示要結婚。不過有幾樣物品是

不可作祭品用，分別是肉，因為在此道壇上，狐仙是大神，而祭祀大神是不可用

肉。第二樣是梨，因為梨有「分離」之意。第三樣是瓜，因為「瓜」的讀音跟死

亡一樣。  

在道壇前奉上祭品後，就會進行拜祭狐仙的儀式。善信首先要上香，雙腳要

微微分開成「八字」，腰板挺直。雙手提香，左手搭着右手，拇指按着香的下端，

把香放在印堂前左右的位置。之後會一枝一枝上香。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先取一

枝香，先在香爐的中間放一枝，用的是竹籤香。之後再把第二枝香放左壇的左邊，

第三枝放在壇的右邊，三枝都要直立。之後再要「三跪九叩」，雙手要呈要「抱

拳手」，雙腳跪下，腳不可分開，再拜三下。善信每跪一次，黎師傅都會敲響一

次法器。之後善信會跪在地上並許願，而黎師傅則會先唸八組不同的咒語，稱為

〈八大神咒〉，內容分別是〈澄清韵〉： 

 

                                                        
218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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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滿目。十分肅清。河海靜默。山岳吞烟。萬靈鎮伏．招集群仙。天無 

氛穢。地無妖塵。冥慧洞清。大量玄玄也。萬物消疵痢。三聖降吉祥。步 

虛聲一徹。朗誦洞玄章。」219 

 

唸完後會再唸〈淨心神咒〉： 

 

「太上臺星 應變無停 驅邪縛魅 保命護身 智慧明淨 心神安寧 三魂永久 

  魄無喪傾」220 

 

之後再唸〈淨口神咒〉： 

 

「丹朱口神 吐穢除氛 舌神正倫 通命養神 羅千齒神 卻邪衛真 喉神虎賁 

  炁神引津 心神丹元 令我通真 思神煉液 道炁常存」221 

 

再會唸〈淨身神咒〉： 

 

「靈寶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五臟玄冥 青龍白虎 隊仗紛紜 朱雀玄武 

  侍衛我真」222 

 

再唸〈安土地咒〉： 

  

「元始安鎮 普告萬靈 岳瀆真官 土地祗靈 左社右稷 不得妄驚 回向正道 

  內外澄清 各安方位 備守壇庭 太上有命 搜捕邪精 護法神王 保衛誦經   

                                                        
219

 張金濤，曾廣亮編：《龍虎山正一日誦早晚課》(出版地點從缺，龍虎山道教協會研究室，1994)，

頁 3 – 4。 
220

 同上注，頁 4。 
221

 同上注，頁 5。 
222

 同上注，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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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大道 元亨利貞」223 

 

之後再唸〈淨天地神咒〉： 

 

「天地自然 穢氣分散 洞中玄虛 晃朗太元 八方威神 使我自然 靈寶符命   

  普告九天 乾羅怛那 洞罡太玄 斬妖縛邪 殺鬼萬千 中山神咒 元始玉文  

  持誦一遍 卻病延年 按行五嶽 八海知聞 魔王束首 侍衛我軒 凶穢消散  

  道炁常存」224 

 

再唸〈祝香咒〉： 

 

「道由心學 心假香傳 香爇玉爐 心存帝前 真靈下盼 仙旆臨軒 令臣關告  

  逕達九天」225 

 

再唸〈金光神咒〉： 

 

「天地玄宗 萬炁本根 廣修億劫 證吾神通 三界內外 惟道獨尊 體有金光     

  覆映吾身 視之不見 聽之不聞 包羅天地 養育群生 誦經萬遍 身有光明   

  三界侍衛 五帝司迎 萬神朝禮 役使雷霆 鬼妖喪膽 精怪亡形 內有霹靂  

  雷神隱名 洞慧交徹 五炁騰騰 金光速現 覆護真人」226 

 

唸完八組不同的神咒後，黎師傅會唸一遍〈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223

 張金濤，曾廣亮編：《龍虎山正一日誦早晚課》，頁 6 – 7。 
224

 同上注，頁 7 – 8。 
225

 同上注，頁 9。 
226

 張金濤，曾廣亮編：《龍虎山正一日誦早晚課》，頁 9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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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藥三品 神與氣精 恍恍惚惚 杳杳冥冥 存無守有 傾刻而成 回風混合 

百日功靈 默朝上帝 一紀飛昇 知者易悟 昧者難行 履踐天光 呼吸育清 

出玄入牝 若亡若存 綿綿不絕 固蒂根深 人各有精  精合其神 神合其氣

氣合體真 不得其真 皆是強名 神能入石 神能飛形 入水不溺 入火不焚 

神依形生 精依氣盈 不凋不殘 松柏青青 三品一理 妙不可聽 其聚則有 

其散則零 七竅相通 竅竅光明 聖日聖月 照耀金庭 一得永得 自然身輕 

太和充溢 骨散寒瓊 得丹則靈 不得則傾 丹在身中 非白非青 誦持萬遍 

妙理自明」 

 

之後黎師傅會再唸〈狐仙寶誥 志心皈命礼〉： 

 

「崑崙之丘西王母 旁有侍衛九尾狐 下降凡間察善惡 斬邪鎮煞救良民 

受君香火替君憂 恤寡憐孤又贈貧 狐仙自有神通顯 法力無邊救凡塵 

處世交朋義當先 英雄義氣蓋雲天 治家報國廉為本 忠貞自守對狐仙 

相由心生善惡分 善對家丁與傭人 不義而富且貴者 我心都是作浮雲 

道門有路仙緣近 天上人間兩可通 弘揚狐仙恭且敬 永作弟子不二心」 

 

在唸最後一句，「永作弟子」時，會要求向前來參拜的善信說出自己的名字，才

會繼續唸「不二心」。 

之後才開始唸〈請神咒〉： 

 

「伏以拜請 一爐廣通天地 二案亁坤在凡麈 三通法界齊來到 四海遙聞盡 

知情 五念山遙水遠駕馬到 六丁六甲大顯威靈 七值爐裏祥雲 八寶裝成 

金階殿 九宵雲外透天庭 十方遍滿緣法界 吉日良辰 天地開張 點燭焚香 

躬身拜請 昊天金闕玉皇大帝 左金童 右玉女 左文官 右武將 衛兩衙 守 

駕童子 把駕童郎 一切尊神 又來拜請 玉皇上帝 至德星君 當年太歲 尊 



123 

 

神爺爺殿下 一切眾神 東極青華大帝 西極洗靈大帝 南極長生大帝 北極 

紫微大帝 上元一品賜福天官 中元二品赦罪地官 下元三品解厄水官 三 

元三品三官大帝 日月兩天光 南斗星君 北斗星君 三十六位天罡星 七十 

二位地煞星 羅候計都星君 主福主祿星君 彩園彩木星君 交運交限星君 

諸天星君 滿漢星君 本天召喚張天師 許天師 郭天師 薩天師 又當拜請 

南山祖師 南宗祖師 眾位仙師在此 大顯威靈 前面老師公 後面老師爺 

請欲本通 又當拜請 天地神明 日月三光 虛空過住 見聞等眾 一切諸神 

在天者黱雲駕鶴 在地者誇馬搖鞭 在水者搖船駕槳 在宮者離宮出殿 宮 

宮湏到 殿殿湏來 揭開雲頭 含香降駕 到來壇前座位 得蒙到助 二來領 

受 扶持壇下學法弟子 濃茶美酒 素菜晶瑩 復當拜請 黃大仙祖師爺到來 

復古財神 趙公明神到座 閭山先師 茅山先師 深山法師 齊天大聖 六壬 

先師 銅牛先師 鐵牛祖師爺 日月千里眼 順風耳先師 二十八宿星君 陳 

林李三奶娘娘 三位夫人 山寨爾越狐仙歷代掌門 又當拜請 臺灣省中國 

嗣漢天師府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江西省鷹潭市龍虎山上清鎮留 

候天師祖廟狐仙樓狐仙殿及嗣漢天師府狐仙堂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 

到座 上古之神 大禹之妻 塗山氏九尾狐女嬌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二十八宿星君之心月狐星君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福州市裴仙宫男狐仙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天后宮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遼寧省鐵剎山 

黑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東北地區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北京市 

天津市內蒙古山西省山東省 眾位狐仙 眾位仙家 急急到座 湖南省天湖 

山白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江西省新余市嚴嵩洞嚴嵩老師狐仙娘 

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又當拜請 從古至清朝 官府衙門 平民百姓 各有 

大仙樓大仙閣大仙祠供奉狐仙娘娘 名為「守印大仙」 替官老爺守官印 躬 

身拜請 歷朝歷代各川各府各縣各省各徑守印大仙 狐仙娘娘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又當拜全中國狐仙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又當拜港澳台狐仙 眾 

位狐仙 急急到座 又當拜請日本加拿大馬來西亞南韓 眾位狐仙 眾位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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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 急急到座 又當拜請 全世界的狐仙 眾位狐仙 急急到座 又當拜請 天 

后娘娘 王母娘娘 九天玄女 老母娘娘 巫山聖女 貞仙祠貞仙師娘娘 眾 

位先師 急急到座 綠珠池綠珠仙娘娘 眾位先師 急急到座 又當拜請 東 

西南北星君 五方五土星君 雷霆各神 天兵天將 地兵地將 戚符子 戚符 

童 眾位道家仙家法家 老師公前傳口教 歷代祖師 壇下弟子黎宜銘 師承 

香港道教南宗湯漢宗師傅 受籙在臺灣省中國嗣漢天師府 由現今道教教 

主 張道楨天師 在萬法宗壇親授二品仙官職銜 張道楨天師親題靈狐法壇 

牌匾 口授弟子黎宜銘為狐仙掌教 統領道教狐仙一切事務 張道楨天師亦 

委任弟子黎宜銘為香港區大法師 統領香港區道教一切事務 張道楨天師 

亦委任弟子黎宜銘為監道大法師 張道楨天師設法名黎鼎碩 題贈道號白 

狐老人 弟子黎宜銘亦為狐仙法派凡間創派宗師 狐仙法派已流傳至第十 

七代 由第十七代狐仙娘娘管理事務 弟子黎宜銘只是凡間創立狐仙法派 

並弘揚 弟子黎宜銘亦只是主持 又當拜請 天兵天將 地兵地將 一切神祇 

急急到座 今日有壇下善信許願」 

 

黎師傳指〈請神咒〉是奏請所有狐仙前來壇上。當黎師傳唸至最後一句，「今

日有壇下善」時，會要求向前來參拜的善信說出自己的名字，才會繼續唸「許願」。 

唸完請神咒後，善信便會唸一段〈上香咒〉： 

 

「雲臺山洞苦修煉、龍虎山上任逍遙、森森松柏遮金殿、宗壇月夜禮狐仙」， 

 

之後善信許願後便可以起來，而黎師傳即會根據善信不同的要求而燒一道狐仙符。

這就是整個祭祀狐仙儀式的過程。而在儀式以後，黎師傅亦有提供不少「開光」

過的狐仙物品予善信，以作售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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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祭祀儀式的神聖性 

在本章第一節中，筆者提出了在香港的狐仙信仰，乃是以天師府狐仙故事為

言語、文字上的象徵。當中表現出人對狐仙信仰的認知，乃是與人對狐如何由「惡」

的精怪成為「善」的仙，這種對事物的認知概念有關。而作為行動象徵的儀式行

為，即以一種外在的行為，去表現出人與狐仙的接觸。這是一種以行動象徵的方

式去突顯或肯定狐仙作為一種信仰的象徵。上述兩個祭祀狐仙的儀式行都是以向

狐仙祈願為目的，是屬於與狐仙作溝通的「神聖」行為。這一種與狐仙接觸的方

式乃是透過構造一種「神聖」的儀式行為，去表達與狐仙進行一種「神聖」的溝

通。 

學者伊利亞德(Mircea Elidae)曾以神聖空間的概念去解釋這一種由宗教儀式

所衍生的神聖性。他認為宗教儀式的重要性是在於建構了一個神聖空間，以和凡

俗的空間作一個分野和對比。而人就是能夠在當中感受到一種神聖性。227
 這一種

神聖的經驗，跟日常的凡俗經驗是分開的。而宗教儀式就是人得以從凡俗的空間

走到神聖空間的過程和契機。伊利亞德指出這種神聖空間是針對著宗教人

(religious man)而言的。宗教人體驗到在「凡俗」的空間中存在著斷裂點

(interruption)和突破點(break)，以進入到「神聖」的空間。而門檻(threshold)就是

這個「神聖」與「凡俗」空間之間相通的通道。而走進門檻，去感受神聖的方法

就是透過儀式(rituals)。儀式中有一些記號(sign)會表示出某地方的神聖性。由此

可見，宗教儀式乃是由人對「神聖」與「凡俗」兩種概念的認知中衍生出來。228 

換言之，儀式是使人感受到信仰的神聖性的方法。而伊利亞德所指的宗教人，

乃是針對着一眾信仰的追求者。在狐仙信仰的祭祀儀式上，能夠感受到神聖性的

就是一眾前去參拜的善信。在上述兩個儀式的內容，都可以了解到神聖空間是如

何去建構和善信是如何從中感受到與狐仙的接觸。 

                                                        
227

 Mircea, Elidae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胡國楨校：《聖與俗：宗教的本質》(臺北：桂冠出

版社，2000)。譯自：Eliade, Mircea,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Willard R. Trask, 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 : the nature of religion.(San Diego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9. 
228

 Mircea, Elidae (伊利亞德)著，楊素娥譯，胡國楨校：《聖與俗：宗教的本質》，頁 71 –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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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空間建構上，當善信進入到「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或「閭山狐仙法

派宗壇」時，他們會走到道壇前擺放好祭品和點香。由於點香代表著與神祇的溝

通，故此，這亦標誌著善信由「凡俗」空間中的突破點進入到「神聖」空間。具

體而言，點香標誌著「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由一個凡俗

的祭品店和解簽檔變成神聖的儀式場所。 

其次，在儀式的行為上，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進行的躬身禮和在「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中進行的「三跪九叩」，象徵著整個儀式正處於異於世俗的狀

態。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除善信外，所有人都要離開店舖。只有善信一

人在道壇前，與狐仙進行溝通，這種行動上的象徵意義就更為明顯。因為整個空

間只有善信一人在，其他的人都不可以打擾，空間的神聖性更為明顯。而在「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中，黎師傅不斷唸咒術，藉此引導善信進入到一個與狐仙交往

的狀態。這個過程就是以咒術去引導善信進入到神聖的空間。 

再者，祭品的供奉是肯定了整個儀式的神聖性。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

祭品會進行「過香火」的儀式，將神祇的法力放入祭品中。而在「閭山狐仙法派

宗壇」中，祭品亦會放在道壇上。在儀式的各種行為結束時，祭品是會以充滿法

力的狀態跟隨善信一同離開祭祀場所。這表示祭品已不是凡俗的水果或化妝品，

而是賦予了神聖的力量在其中。這一種力量是在離開了祭祀場所後，依然存在的。

對善信而言，祭品是一種受到狐仙的力量所感謝的神聖記號。 

這種神聖的記號還可以在經過「開光」儀式後，再售賣予善信的狐仙物品之

中找到。「開光」就是指一些普通的物品經過宗教儀式後而變成了擁有神聖性的

物品。而兩位師傅售予給善信的「開光」之物，跟進行過「過香火」儀式的祭品

一樣，都已是由平凡的物品變成了神聖之物。 

由此可見，兩個地點的祭祀儀式都是將「凡俗」的空間變成與「神聖」的接

觸。當中透過空間建構、儀式行為、祭品的運用，從而肯定了狐仙的神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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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儀式內容的異同 

然而，在具體的儀式內容上，兩個祭祀儀式卻有不少差異之處。這些差別反

映出即便是相同的祭祀對象、相同的神祇，在兩個不同的道壇中，仍會有不同的

地位、不同的待遇。 

自商周之際起，人們對於不同的祭祀對象會採用不同的儀式內容。對於天神、

地祇、人鬼等不同類別的神祇會用不同的祭品、採取不同的儀式行為，這些差別

反映出時人對不同的神祇，抱有不同的態度。229
 學者武雅士(Arthur P. Wolf)指出

這一種差別的看法是反映出民間信仰中的神靈世界是人間行政體系的影射，當中

的分級架構乃像人世般的「行政科層架構體系」(Bureaucratic Structure)，是依照

人間的行政體系所塑造而成的。230
 而儀式內容的不同，正是反映出這一種差別的

具體表現方式。 

若以武雅士的看法作參考，當人針對著不同的信仰對象時才會使用不同的儀

式內容，以反映出神靈世界的架構。然而，比較起「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兩個同樣都是祭祀狐仙的地方，卻有不同的儀式行為。這一方

面，反映出狐仙在這兩個道壇中地位的不同；另一方面，顯示出神靈世界不一定

是以人間行政體系為構造的標準。以下將會把上述兩個道壇對狐仙的儀式內容作

一比較，以了解兩個地方狐仙祭祀儀式的不同。 

在祭品方面，不論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或「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都需

要以鮮花、生果和化妝品作祭品用，不過化妝品並非必須要的祭祀用品。在「道

教閭山崑崙法院」中，還必須要以衣寶作必要的祭品，同時還可以用上糕點和三

牲。然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卻不一定要用上糕點，而且三牲是絕對不可

以使用的，因為這是會對神祇構成不敬之意。反之齋菜和酒是必須要用到的祭品。

同時，除三牲外，梨和瓜果亦是不可用上的。 

                                                        
229

 據《周禮》記載，祭祀對象的不同，會以不同的祭祀方法、不同的祭祀樂舞曲以及不同的祭

祀牲口去表達出來。由此可見，古人對於不同的信仰對象，早已有一套完善的認知系統，而這個

系統就是由祭祀儀式中反映出來。詳見蕭登福：《先秦兩漢冥界及神仙思想探原》，頁 40 – 49。 
230

 Arthur P. Wolf (武雅士)著，張珣譯：〈神、鬼和神先〉，《思與言》，頁 233-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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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供品外，香亦是祭祀用的必需品，是象徵與神靈的溝通的工具。231
 然而，

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的祭祀狐仙儀式中，香不僅是與狐仙溝通的工具，更

是與道壇上其他神祇溝通的工具。善信要點上七枝「到壇香」，以「告知」壇上

的一眾神祇，之後才可以再點香給狐仙。但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由於只

有狐仙是祭祀的對象，所以即使祭祀的狐仙數量多，但仍沒有需要點上「到壇香」。

而且，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的祭祀儀式中，需要為祭品進行「過香火」的儀

式，但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卻沒有。 

在儀式行為方面，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祭祀狐仙時要把手勢呈「把手」

形式，並且要躬身。但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即要進行「三跪九叩」的儀式。

在封建時代，「三跪九叩」是一種只有對皇帝才會行的禮節。232 由此可見，在「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中的儀式行為，要比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的要莊嚴得多。 

同時，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祭祀儀式中，亦有使用到不同的咒術。但

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卻沒有，只有唸口訣。咒術的使用是正一派道教的其

中一項特色，是道法活動的其中一個構成部份。咒唸於口，是有取通天地神明和

號令鬼神的意思。233 而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祭祀狐仙時所運用到咒術，

一共有四套，分別是〈八大神咒〉、〈高上玉皇心印妙經〉、〈狐仙寶誥 志心皈命

礼〉和〈請神咒〉。〈八大神咒〉和〈高上玉皇心印妙經〉都是記錄在《龍虎山正

一日誦早晚課》內的咒文。《早晚課》又稱為《早晚功課經》，唸誦這經文是道教

信徒重要的宗教修持活動之一。234〈狐仙寶誥 志心皈命礼〉即是一份向壇上狐仙

祭祀的經文，描寫了狐仙修行以及功德顯化的典故，是向壇上狐仙表達虔誠之意。

而〈請神咒〉即是在祭祀時，邀請不同的神仙來到壇前，使各方的神靈都可以都

                                                        
231

 李亦園：《信仰與文化》，頁 126 – 127。 
232

 張麗：〈「三跪九叩」的國禮〉，《文史知識》，2009 年第 4 期，頁 79。 
233

 葉明生編：《福建省壽寧縣閭山梨園教科儀本彙編》，頁 194。 
234

 學者劉仲宇指出《早晚功課經》是道教其中一個基本的科儀。《早晚功課經》在香港傳播和實

踐的意義非常大，因為它不但作出了一個統一的規範，更突出了香港和內地道教的連貫性。劉仲

宇所指的香港道教乃是全真道教作研究對象，雖然「閭山狐仙法派宗壇」自我標為榜閣山道教，

但仍然有使用相同的科儀，可見「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複雜性。詳見劉仲宇：〈香港觀宮《早

晚功課經》之討論〉，載自黎志添編：《香港及華南道教研究》，頁 2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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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助在道壇參拜的善信。 

 此外，「閭山狐仙法派宗壇」還有使用靈符作為祭祀儀式的一部份。靈符是

相對於咒術的一種道法活動。符書於紙，是將文字符號形於外，與密唸於內的咒

術，聯袂使用。235
 符法是屬於道教正一派的方術，故又稱為天師符。而狐仙符的

運作原則與天師符同出一徹，其功能就是取決於符上的文字。由此可見，「道教

閭山崑崙法院」在道源上，是與道教正一派有關。236 黎師傳指出不同的符依照符

上的文字內容，如寫上「千變萬化」或「前世顯現」，以表示該道狐仙符有不同

的作用。符是人的創作，寫符時不可以跟他人聊天，一定要集中精、氣、神才可

以完成一道符。寫時亦要專心，把精、氣、神貫入符中，例如寫「發財」時要想

著發財，寫「擋煞」時就要想著擋煞，寫「保平安」、「催孕」等亦同樣道理。用

自己的精、氣、神，唸咒語時亦是用精、氣、神。畫完符後，要在符上再蓋上一

個印上「上清三洞五雷經籙九宮樞元配道察訪使印」的朱砂印。237
 (圖二十二、

二十三) 但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符一方面作為道壇的擺設。另一方面，

即使主持賴師傅在儀式進行時，亦會使用到符，但這並不是儀式行為中必須要的

部份。 

 同時，兩位主持師傅都有製作不同的「開光」物品，並出售給善信。由於在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祭祀狐仙一次，需付香油錢一百元港幣；而在「閭山狐

仙法派宗壇」，則沒有一個香油錢的規定。238 那所以，兩位師傅為了生計，都有

製作不同有關狐仙的物品，部份的價錢更高達數萬元港幣。239 

所以，由以上不同的儀式內容，都可以看到「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

                                                        
235

 葉明生編：《福建省壽寧縣閭山梨園教科儀本彙編》，頁 194。 
236

 臺灣學者李豐楙指出符法的運用是反映了道教的「氣化」和「感應」的神學宇宙觀。符法的

基本觀念就是基於由「氣」到「炁」的具象化宇宙論，再配合星象、五行、八卦等不同符號的結

體。有關符法的運用，詳見李豐楙、張智雄：〈書符與符號：正一符號的圖像及其象徵〉，《清華

學報》，新四十卷第 3 期(2010 年 9 月)，頁 327 - 364。 
237

 黎宜銘師傅。男。57 歲。採訪時間：2015.07.21。採訪地點﹕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

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鋪。 
238

 黎師傅表示，他會把一個紅包交給向前來參拜狐仙的善信，讓他們隨心把錢放進紅包。但殷

師傅亦表示即使不放錢亦沒有關係。 
239

 黎師傅表示，不同的製品會用上不同的符，製煉時間亦不一樣，故價錢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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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法派宗壇」在祭祀狐仙的儀式上，是有所不同的。而且，在「道教閭山崑崙

法院」中的儀式，主持賴師傅是沒有參與在其中。賴師傅只會教導善信參拜的儀

式，之後便會讓善信一人留在壇前拜祭，可見這是一個完全屬於私人的祭祀儀式。

反之，「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即不同，黎師傅會參與在儀式其中，負責唸誦不同

的經文，而且整個儀式是公開的，外人(包括筆者) 得以從旁觀看。 

 同一種信仰對象，但卻有不同的祭祀儀式，這種差別的出現是反映出兩個祭

品地點對於狐仙信仰抱有不同的態度。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狐仙只不過

是道壇上的眾位配祀神之一。所以在祭祀的儀式上，即使是以狐仙為儀式對象，

仍然會在儀式內容中突顯出狐仙作為配祀神的身份地位。那所以在「道教閭山崑

崙法院」中的儀式要運用到「到壇香」，以向道壇的主祀神作敬拜之意。而在「閭

山狐仙法派宗壇」，儀式的內容卻反映出狐仙在道壇是作為主祀神。不論在使用

的祭品上、儀式行為上以及咒術的內容上，均突顯出狐仙在此祭壇是主祀神。由

此可見，即使是相同的信仰對象，在不同的道壇上會有不一樣的地位，這會出現

不一樣的祭祀內容。 

  

拜祭地點 「道教閭山崑崙法院」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 

祭品 1) 衣寶 

2) 鮮花     必須 

3) 糕點 

4) 化妝品  非必須 

5) 生果        

6) 三牲 

 祭品要進行「過香火」儀式 

1) 齋菜 

2) 酒     必須 

3) 鮮花 

4) 化妝品   非必須 

5) 水果 

6) 肉 

7) 梨     不可用 

8) 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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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火 1) 上壇上香三枝 

   下壇上香三枝  「到壇香」 

   門口上香一枝 

2) 三枝香 

1) 三枝清香 

行為 

 

1) 手勢要呈「把手」形式，不 

   可以合掌 

2) 躬身 

1) 「三跪九叩」 

咒術 沒有，但要唸口訣 1) 〈八大神咒〉 

2) 〈高上玉皇心印妙經〉 

3) 〈狐仙寶誥 志心皈命礼〉 

4) 〈請神咒〉 

靈符 

 

有使用，但並非必要的儀式行

政院 

使用狐仙符 

出售已「開光」

的狐仙物品 

 

有出售 有出售 

儀式公開與否 

 

非公開 公開 

主持師傅角色 不參與其中 

 

參與其中 

 表 11：「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祭祀儀式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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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寫上「千變萬化」的狐仙靈符。(圖片由黎宜銘師傅提供) 

 

 

 

圖二十三：寫上「前世顯現」的狐仙靈符。(圖片由黎宜銘師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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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本章主要敘述的是香港狐仙信仰的信仰內容，亦即是從兩個主要方面，包括

了信仰當中的傳說故事以及儀式行為，去了解狐仙信仰的具體內容。不論是在「道

教閭山崑崙法院」中，還是在「閭山狐仙法派宗壇」中，兩個地點所祭祀的狐仙

都是以道教龍虎山天師府狐仙故事為當中的信仰內容。從這個傳說故事中，可以

了解到狐由野獸成為精怪，再成為信仰象徵「仙」的過程。而為了進一步肯定狐

仙作為信仰象徵的認受性，兩個地點都為相同的狐仙故事作出了不同的詮釋。同

時，與傳說故事相配合的，是祭祀狐仙的儀式。雖然兩個地點在儀式內容上有所

分別，但都突顯出狐仙信仰的「神聖」一面。而且儀式的內容，特別是在「閭山

狐仙法派宗壇」中的儀式，多與道教的科儀有關。 

從作為語言象徵的傳說故事和行動象徵的儀式行為上，都可以看到香港狐仙

信仰的信仰內容與中國主要的制度性宗教，道教，有密切的關係。如筆者在上一

章所指，主理「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兩位主持師傅本

身是道教正一派的受籙法師，而他們設壇供奉狐仙，乃與自身的道源有甚大的關

係。亦因為兩人設立了祭祀狐仙的道壇，而使得這兩個地點成為了一般大眾得以

在香港祭祀狐仙的地方，使得狐仙信仰得以在今天香港的社會中發展。 

但是，狐仙信仰作為一種在整個華人社會都出現的民間信仰，在各地都會其

差異性，那此信仰在香港有何獨特性﹖另一方面，狐仙信仰在香港仍是非主流的

信仰象徵，這由香港並沒有供奉狐仙的廟宇中可見。這個情況與其他地方的狐仙

信仰相比，有何不同﹖要探討這兩個問題，需要將香港狐仙信仰跟其他地區的狐

仙信仰作一比對。在下一章中，筆者將會以比較宏觀的視野去探討香港狐仙信仰，

並從中尋找其獨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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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香港與大中華地區的狐仙信仰 

 在本文的第二章中，筆者透過不同的典籍，說明狐仙以信仰的形式出現，已

有悠久的歷史。然而，即便是同一種信仰，在形式以及內容上，在不同地區之間，

仍然會出現差異性。為了進一步探討香港狐仙信仰的獨特之處，本章將會比對香

港與香港地區以外的狐仙信仰，從側面去了解香港狐仙信仰的情況。狐仙信仰起

源於北方地帶，所以北方地區，特別是山東一帶，到今天仍然流行著狐仙信仰。

同時，在經過長年的傳播後，南方地區亦可以找到此信仰的足跡。除了在香港之

外，同屬南方地域的臺灣亦流行著狐仙信仰。藉着介紹這兩個地區的狐仙信仰，

是能夠看到同一種信仰的不同面向。本章的目的並非是要為香港以及其他地區的

狐仙信仰作一個全面性的比較，而是想透過了解其他地區的狐仙信仰，以找到香

港狐仙信仰的獨特性。 

 

一、香港與臺灣的狐仙信仰 

香港和臺灣都是以華人為主要族群的地區，兩地都擁有豐富的民間信仰系統。

從地理位置上，兩地都是位處於南方地域。但跟香港相比，當地狐仙信仰的流傳

即更為廣泛。筆者於本文第三章的討論中，提及到在香港的報章媒體亦曾經作出

有關臺灣狐仙信仰的報導。240
 透過查找臺灣的新聞報導，筆者亦發現在臺灣當地

的媒體中，亦經常有大篇幅的報導是與當地的狐仙信仰有關，當中與娛樂名人前

往祭拜狐仙相關的新聞更是屢見不鮮，這足以證明此信仰在當地的普及程度。同

時，筆者亦發現，臺灣當地的狐仙信仰，不論在傳說內容或來源上，都與香港狐

仙信仰同出一徹。然而，即使背景相同，同一種信仰卻在兩地出現了不一樣的情

況。 

 

 

                                                        
240

 有關這些報導的整理，詳見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狐仙的相關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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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灣狐仙信仰的相關報導 

筆者嘗試透過資料庫，去查找到有關臺灣當地狐仙信仰的資料，發現到非常

多的搜尋結果。241 由2004年起，與祭拜狐仙相關的新聞報導從未有在臺灣的媒體

中間斷過。由2004年到2015年間，一共有53則有關於狐仙信仰的報導出現，當中

又可以分辨為27宗新聞事件；從數字上去看，這比起香港拜祭狐仙的報導來得更

多。242
 如下表示： 

 

編號 時間 媒體 版名/版次 標題 

1-1 2004.08.18 聯合報 TMP01 選立委、拜狐仙？蕭薇：

NO﹗NO﹗ 

1-2 2004.08.19 民生報 TMP59 蕭薇：在家我是狐狸精 

1-3 2004.08.26 台灣日報 14  

影視焦點/ 

TV 

蕭薇確實走進狐仙廟 

1-4 2004.08.26 民眾日報 TMP58 蕭薇不拜狐仙魅力依舊 

1-5 2004.09.01 台灣日報 A07 盜亦無道 

1-6 2004.09.14 民生報 TMP01 

台北訊 

蕭薇告算命師效應大公開 

1-7 2004.09.14 民生報 TMP01 在五大報公開道歉求償2千

萬蕭薔要告算命師 

1-8 2004.09.15 中國時報 TMP259 拜狐仙錄影帶對她形象太

傷 蕭薔興訟求償2000萬元 

葉雲堯斬雞頭求饒 

                                                        
241

 筆者透過查閱《Wisers Information Potral》，發現自 2004 年起，有關狐仙信仰的報導開始在臺

灣流行。 
242

 筆者於本文第三章的整理中，發現由千禧年代起，在香港有關拜祭狐仙的新聞共有 24 則，分

為 16 件事件，而且內容亦不完全與香港本地的狐仙信仰新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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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4.09.15 民眾日報 TMP71 蕭薔要告算命師 

1-10 2004.09.15 台灣日報 A15 

影藝縱橫 

自清 3 蕭薔：逛狐仙廟不代

表拜過 決告「鶴仙居士」

葉雲堯 

1-11 2004.09.23 聯合報 TMP01 看問題揪出術士的狐狸尾

巴 

1-12 2004.09.23 台灣日報 A15 

影藝縱橫 

狐仙事件葉雲堯登報道歉 

蕭薔：到此為止 

1-13 2004.09.23 聯合報 TMP01 蕭薔、葉雲堯簽下 2000 萬

切結金 

2 2004.08.19 民生報 TM01 艾莉絲拜狐仙小嫻怕狐臭 

3 2005.04.05 台灣蘋果日報 EN03 

娛樂新聞 

潘彥妃被指拜狐仙救婚姻 

4 2005.04.22 民眾日報 TMP62 葉老師提醒聽眾不可亂拜 

一定要拜修成正果的狐仙 

否則會惹來麻煩 

5 2005.07.05 台灣蘋果日報 EN05 

娛樂新聞 

洪曉蕾贏收視被爆靠狐仙 

6 2005.09.22 台灣蘋果日報 EN13 

娛樂新聞 

于台煙拜狐仙 斬爛桃花求

愛 老大不小 人財兩失 

7-1 2006.02.13 台灣蘋果日報 EN07 

娛樂新聞 

李妍瑾狐媚術  求好姻緣 

于台煙點燈開運 陳瑩託月

老牽線 

7-2 2006.05.31 台灣蘋果日報 EN04 

娛樂新聞 

李妍瑾半年撈 300 萬 稱拜

狐仙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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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06.03.06 第一手報導 娛樂大代誌 白靈 李麗珍 李妍瑾 相馬

茜 小潘潘光明燈要價三千

六與白龍王爭搶信徒裸體

拜狐仙求星運添桃花更增

性魅力 

9 2006.03.10 台灣蘋果日報 EN19 

娛樂新聞 

葉雲堯拜狐仙風生水起 油

漆承包商餵跛腳狗 事業轉

彎 

10 2006.05.28 台灣蘋果日報 MN09 斬桃花拜狐仙 

11 2007.02.15 聯合報 從缺 李冠儀拜狐仙 斬斷小開追

求 

12 2007.08.17 台灣蘋果日報 EN08 

娛樂新聞 

林家嘉 狐仙恩准 領魅符

招桃花 

13 2008.05.08 台灣蘋果日報 C3 

娛樂 

大炳求狐仙賜福 盼回《最

大黨》 

14 2008.12.2 中國時報 D2 

娛樂新聞 

台灣命理師語成讖？ 飯島

愛被卜出死亡預言 葉雲堯

澄清 占算健康差卻成大誤

會 

15 2008.12.27 聯合報 D4 

星blog 

谷炫淳每周一拜求大仙卡

招桃花 

16 2009.02.13 聯合報 D2 

星話題 

楊謹華敗犬窩 吸引熟女活

招牌 

17 2009.05.07 第一手報導 從缺 眾女星施秘術求桃花嫁豪

門 李妍瑾點狐仙光明燈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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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小開 蔡依林床頭粉晶改

運 楊謹華綁紅線拜月老 

18-1 2009.05.23 台灣蘋果日報 C9 

娛樂 

張芸京拜狐仙 媚力灌體求

男緣 

18-2 2009.05.24 台灣蘋果日報 C7 

娛樂 

張芸京 吐沙 蚌殼精附身 

19-1 2010.02.09 中國時報 D7 

娛樂新聞 

《父母心》演惡女 被觀眾

罵慘 連靜雯拜仙求狐媚術 

修補人緣 

19-2 2010.09.02 第一手報導 娛樂大代誌 連靜雯鬼月撞鬼 被指第三

者 拜狐仙改運 爭風吃醋

遭扯髮 莫名其妙被扭打   

20-1 2010.07.10 自由時報 D03 

影視名人 

小美聽狐仙的話 高叉禮服

勾男 

20-2 2010.07.16 灣蘋果日報 C12 

娛樂 

江美琪拜狐仙媚術收效 豔

遇 ABC 帥哥 

20-3 2010.11.11 台灣時報 16 

影藝生活 

江美琪想戀愛 拜狐仙求桃

花 

21-1 2011.02.06 台灣蘋果日報 C10 

娛樂 

林韋伶是非只因多開口 拜

狐仙討好人緣 

21-2 2012.02.05 台灣蘋果日報 C7 

娛樂 

林韋伶接收 3 遺孤 追狐仙

教壞囝仔 

21-3 2012.02.23 第一手報導 特別報導 性感女星死對頭！林韋伶

拜狐仙求好運 告死巧巧不

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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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011.06.12 台灣蘋果日報 A21  

頭條要聞 

正統狐仙堂 庇佑正宮避小

三 

23 2012.05.17 第一手報導 從缺 台北狐仙堂 藝人朝拜求竄

紅 

24-1 2012.10.11 台灣時報 8 

影藝生活 

楊繡惠苦求桃花 拜月老抹

嬰屍油 

24-2 2012.10.11 中華日報 B08 

影視天地 

楊繡惠覓良緣 全台拜透透 

為桃花求月老拜狐仙 還曾

抹泰國屍油 

25-1 2012.11.24 中國時報 D3 

第49屆金馬

獎回響. 

前年拜拜奪女配獎 郝蕾拚

封后求狐仙騎金馬 被爆明

年 5 月前再婚 息影 1 年半

做人 

25-2 2012.11.26 中國時報 D4 

第49屆金馬

獎回響 

齊溪顧慮好友落馬 低調慶

功 郝蕾 不答狐仙準不準 

26 2012.06.15 中國時報 D1 

影視娛樂 

被爆花 80 萬參拜 換來月

入百萬 韋汝痛批狐仙廟無

中生有 

27-1 2014.08.13 台灣蘋果日報 地方版 蔡媽悄拜狐仙 蔡依林 錦

榮愈愛愈旺 

27-2 2014.08.14 自由時報 D05 

影視名人 

Jolin 甜蜜戀錦榮 反駁拜

狐仙所賜 

27-3 2014.08.14 中國時報 C2 

娛樂新聞 

雙方經紀人力撇「蔡媽拜狐

仙」 VJ 戀塔羅開示 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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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影響得正果 

27-4 2014.08.19 中國時報 C4 

娛樂新聞 

撇媽拜狐仙保 VJ 姻緣 蔡

依林:歌迷是我的神仙 

27-5 2014.08.19 台灣蘋果日報 C5 

娛樂名人 

蔡依林笑撇老媽拜狐仙 曾

求月老賜姻緣 

27-6 2014.08.20 聯合報 C3 錦榮不信拜狐仙 蔡依林好

事傳上網 

 表12：與臺灣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報導(共27件，53則) 

 

由上述的圖表中，可見在臺灣有關狐仙信仰的新聞不僅數量繁多，從中更可

以找到幾項明顯的特徵，與香港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報導相比，更有明顯的不同。

首先，在上述的報導中，與娛樂名人拜祭狐仙相關的新聞成為了主要的報導內容；

在27件事件中，多達24件是與此方面有關。而其餘3件事件，則是介紹臺灣地區

的狐仙信仰(事件4、9、22)。其次，記者在報導相關新聞的取態上，亦與香港的

媒體不一樣。透過不同的標題以及內容，可以看到這些報導對狐仙信仰，是出現

多種不同的取態；反之香港媒體對狐仙報導的取態則比較單一。上述的報導中，

有一些媒體會比較負面地看待拜祭狐仙這件事情(如事件8、10)；但亦有媒體會

對狐仙信仰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如事件4、22)。即便是報導相同的事件時，

亦可以看到不同媒體對於拜祭狐仙這件事有不同的取態，例如事件21中，21-1和

事件21-2便是兩則取態不一樣的報導。再者，臺灣民眾對狐仙信仰忌諱程度較香

港的為低。從上述的各項報導中，一方面看到不少被訪者都不願意或否認自己拜

祭狐仙(如事件1、25的被訪者)；但另一方面，卻有不少被訪者公開表示自己藉

由拜祭狐仙，以求人緣和工作運(如事件7、15的被訪者)。 

由此可見，透過分析臺灣當地的新聞報導，可見當地狐仙信仰的報導不單比

香港的為多。當地媒體對於狐仙信仰的態度，亦與香港的有所不同。而且當地的

http://libwisesearch.wisers.net.lib-ezproxy.hkbu.edu.hk/wortal/fs-search-result.do?adhoc-clip-folder-id=search-result&result-count=&sort-count=&page_No=&fs-search=true&result-filter-by-db=&result-filter-by-media=&filterby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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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訪者對於狐仙信仰的接受程度亦比較高。由此可見，從媒體的平台上，臺灣狐

仙信仰跟香港狐仙信仰相比，是更為流行與普遍的。另一方面，以上的新聞事件

中，有不少都有提及到臺灣祭拜狐仙的地點以及主持的資訊，而當中主要牽涉到

一位名叫葉雲堯的師傅以及他所屬的「陽明山狐仙堂」(如事件1、4、9等)。為

了進一步了解臺灣的狐仙信仰，筆者亦對此進行了一次田野考察，並發現到當地

的狐仙信仰在信仰背景上與香港的狐仙信仰是一樣的。 

 

2) 臺灣狐仙信仰的內容 

筆者於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於臺北市長春路57號6樓狐仙堂台北總堂進行了

一次實地考察。筆者選取了在臺北市的狐仙堂作為代表臺灣狐仙信仰的考察對象，

是因為當地的狐仙堂為「陽明山狐仙堂」於臺灣的總堂，是臺灣地區狐仙信仰的

中心，可見是有其代表性的。而透過時次的考察，筆者發現到臺灣狐仙信仰跟香

港狐仙信仰有著不少異同之處。 

首先，在祭祀地點的位置和格局方面，臺北狐仙堂是一個只作宗教活動之用

的祭壇，而且整個格局是完全公開的。該祭祀地點位於臺北市中心地段的中山區，

在走進中山區長春路後，就可以看到一個寫有「狐仙堂」的名牌懸掛在一棟大廈

的旁邊，而臺北狐仙堂就是在該大廈的6樓位置。(圖二十四) 而堂內的佈局亦非

常簡單，只有中央的神壇以及後方工作人員的工作桌，可見整個格局是一個單純

的祭祀空間。(圖二十五) 而且拜訪臺北狐仙堂是無需事前預約，是可以隨時到

訪的。由此可以看出，臺北狐仙堂是一個開放的祭祀地點。 

以上這一方面，可以看到臺北狐仙堂跟香港狐仙的祭祀地點是很不相同的。

雖然筆者所考察到的兩個香港狐仙祭祀地點，都是在市區位置，但「道教閭山崑

崙法院」是一間祭品售賣店；「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則是一個解簽檔，兩個地點

都不是宗教建築。而且，跟臺北狐仙堂不同的是，香港祭祀狐仙的地點都沒有在

外觀上，以名牌之類的宣傳品，去標榜為祭拜狐仙的空間。再加上，到訪香港的

狐仙祭祀地點，很多時都需作事前預約，但到訪臺北狐仙堂卻不需要。凡此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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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看出臺北狐仙堂比起香港狐仙的祭祀地點，更能公開地表示出是祭祀狐仙

的空間。 

 但是，在信仰的內涵上，臺灣與香港的狐仙信仰都有著完全一樣的信仰系統。

在與臺北狐仙堂的葉雲堯師傅，以及他的徒弟的訪問中，筆者發現臺灣的狐仙信

仰，跟香港的狐仙信仰一樣，都是以在江西省龍虎山天師府的狐仙傳說為信仰的

基礎，而信仰的對象，亦同樣是傳說故事中的狐仙娘娘，而且亦從中發展出相應

的信仰活動。葉師傅跟他的徒弟亦不斷跟筆者表示，臺北狐仙堂所供奉的狐仙，

是「正宗的」、「有根有據的」，強調臺灣狐仙信仰的正統性。而葉雲堯師傅亦

跟在香港主理狐仙信仰的賴建明師傅和黎宜銘師傅一樣，同樣是道教正一派的

「授籙」弟子。243 這都足以證明臺灣的狐仙信仰，跟香港狐仙信仰一樣，同樣是

依附著制度性宗教之一的道教，而且在信仰系統上亦是一致。 

 

3) 香港與臺灣狐仙信仰的普及程度 

由此可見，臺灣狐仙信仰與香港狐仙信仰，雖然在信仰的內涵上是一樣，但

在普及的程度上，後者卻不及前者。臺北狐仙堂除了是開放的祭祀地點外，前往

拜訪的善信，亦明顯地比香港狐仙信仰的兩個祭祀地點為多。筆者雖然只在臺北

狐仙堂進行了一次考察，而且沒有為前往參拜的香客進行全面的訪問。但仍能透

過觀察，看到前往祭祀狐仙的香客是絡繹不絕的。(圖二十六) 而且，臺北狐仙

堂只是狐仙信仰在臺灣的其中一個祭祀地點，在臺中、臺南、高雄、桃園都有其

分堂。這可以看出狐仙信仰在臺灣普及程度是高於香港的。 

香港與臺灣的狐仙信仰，在信仰的內容上是一樣，但為何在普及的程度上會

如此不同﹖筆者認為，當中涉及到兩個外在和內在因素。 

首先，在外在因素上，是與兩地民眾對狐仙的接受程度不同有關，這一點可

以由媒體的報導中看到。在本文第三章的討論中，了解到香港的媒體對狐仙的看

                                                        
243

 葉雲堯師傅。男。年齡從缺；孫小姐。女。年齡從缺。採訪時間 2016.07.05。採訪地點：臺

北市長春路 57 號 6 樓狐仙堂台北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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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取態都頗為單一，都將狐仙視為「惡」的象徵。但在臺灣卻不同，當地與狐

仙信仰相關的新聞報導不單比起香港的為多。而且，從上節的分析中，亦可見到

臺灣媒體會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去報導狐仙信仰的相關新聞，而且不少報導的

受訪者都會願意表示出自己有祭拜狐仙。臺北狐仙堂的孫小姐亦表示狐仙信仰在

臺灣，是比較公開的。244
 這都表示出臺灣的民眾對狐仙的看法與香港的民眾是有

所不同，對狐仙沒有太多的忌諱，接受程度較高。 

第二，在內在因素上，是與主理祭祀狐仙地點的負責人有關。在香港，兩位

主理祭祀狐仙地點的主持師傅對狐仙信仰的取態都不太一樣。「道教閭山崑崙法

院」的賴師傅認為狐仙不可以公開祭祀，故此並沒有為狐仙信仰作出任何宣傳。

「閭山狐仙法派宗壇」的黎師傅則認為要傳揚狐仙信仰，亦有創立「狐仙法派」

去推廣狐仙信仰。而在臺灣，臺北狐仙堂的主持葉雲堯師傅，即以更大的力度去

推廣狐仙信仰在臺灣的發展。從上述的報導中，已可以看到在報導有關拜祭狐仙

的事件時，往往會提及臺北狐仙堂以及訪問葉師傅，這自然造成了一種為臺北狐

仙堂宣傳的效果。而且，據筆者在臺北狐仙堂的觀察，看到除葉師傅外，他的徒

弟，包括孫小姐等人，亦在協助他打理臺北狐仙堂的事務。加上葉師傅在臺灣各

地都設立狐仙堂的分堂，這表示出臺北狐仙堂的發展，已漸漸趨向一種宗教組織

的發展。反之，香港的「道教閭山崑崙法院」和「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在現階

段還只是屬於私人祭祀狐仙的地點。另一方面，葉師傅甚至表示自己已與臺灣的

一些宗教研究的學者合作，準備出版與狐仙信仰相關的學術著作。245 可見他在推

廣狐仙信仰一事的態度上，比起香港的兩位主持師傅更為積極。 

故此，在此兩個因素下，即便香港與臺灣狐仙信仰的內涵是一樣，但在兩地

的普及程度上，卻出現了頗大的差異。 

 

                                                        
244

 孫小姐。女。年齡從缺。採訪時間 2016.07.05。採訪地點：臺北市長春路 57 號 6 樓狐仙堂台

北總堂。 
245

 葉雲堯師傅。男。年齡從缺。採訪時間 2016.07.05。採訪地點：臺北市長春路 57 號 6 樓狐仙

堂台北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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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四：臺北狐仙堂的外觀。(攝於2016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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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五：臺北狐仙堂的內觀。(攝於2016年7月5日) 

 

 

圖二十六：拜訪臺北狐仙堂的香客。(攝於2016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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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與山東的狐仙信仰 

在本論文較前的章節中，已了解到狐是一種流行於北方的動物，所以在地理

位置上，狐仙信仰流行的地域，亦為北方一帶，學者姚立江因而指出狐仙信仰是

一種具有明顯地域性的信仰。246
 而在北方的廣大地域中，山東地方可以算得上是

狐仙信仰傳承最久的地域之一。在《山東民俗》一書中，記載了在山東人日常所

祭拜的靈物中，「狐仙」是其中之一，而且由古到今，仍然在不少地區流行著狐

仙廟。247 這證明了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狐仙仍占有一席之位。學者趙秀麗亦表

示出山東有關狐仙的信仰也是比較興盛，體現了北方民間傳承的持久性和普遍性。

248
 由此可見，以了解山東的狐仙信仰為契機，不單可以明白到北方狐仙信仰的情

況，更可以藉此與南方狐仙信仰作一個參照和比對。 

 

1) 山東狐仙信仰的概況 

在筆者翻查有關於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時，發現到有兩個地方的狐仙信仰是

特別興盛的，分別是青島以及濰坊。而且狐仙信仰在這兩個地方都出現了相同的

情況，就是作為了一種「在地化」的信仰象徵。狐仙在這兩個地方，不單擁有了

獨特的傳說故事，成為了當地信仰象徵的憑藉。更重要的是，當地出現了由此信

仰所衍生出來的宗教活動 — 廟會，這令到當地民眾能夠藉著參與宗教活動去認

識以及了解到狐仙信仰在當地的內涵。 

在青島地區，狐仙有其特別的稱呼，被稱為「胡三太爺」，他亦在當地有其

獨特的傳說故事。趙秀麗指出，在青島的各地方志中，其實並沒有記錄到任何有

關「胡三太爺」的傳說內容。而「胡三太爺」的出現，都是在民間的傳頌之中。

249 這可以看出狐仙在山東一帶並沒有受到官方的推崇的，是一種流行於民間之中

的信仰而已。根據《胡三太爺的故事》一書的記載，「胡三太爺」本是來自東北

                                                        
246

 姚立江：〈中國北方的狐仙崇拜〉，《文史知識》，頁 65-66。 
247

 山曼、李萬鵬、姜文華、葉濤等著：《山東民俗》(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1988)，頁 364-365。 
248

 趙秀麗：〈集體記憶：青島的狐仙傳說與民俗信仰〉，《弘道》，頁 106。 
249

 同上注，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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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並遷居到青島的狐，他在即墨的馬山一帶，戰勝了盤踞當地的老虎，死後

得道成仙，並成為了「胡三太爺」。他不單止才能出眾，而且更做出很多劫富濟

貧、除惡揚善的善行，故備受青島大眾的推崇。250「胡三太爺」的故事雖然流傳

在整個青島地區，但是不同地方之中，「胡三太爺」的故事會出現不同的演繹，

例如在馬山，強調的是他作為狐仙的身份象徵；在嶗山，則強調他與當地名人胡

嶧民的傳說故事的關係。251
 這可以看出狐仙信仰在青島地區性上的差異，是會依

照當地民俗大眾的推動，而作出改造。 

同時，除了青島地區外，在山東的另一個地區，濰坊，亦同樣出現了屬於當

地的狐仙信仰。當地的狐仙信仰是與一名稱為「老三哥」的狐仙有關，跟青島地

區的「胡三太爺」故事類近的是，「老三哥」的傳說內容亦是記載了他的善行。

根據學者王加華所作的調查，「老三哥」的傳說故事流行在濰坊市的禹王台以及

周邊的村落，而當中的傳說內容，都是有關於「老三哥」行善積德的事情，包括

他於禹王台一帶治病救人、又會賜人錢財等。而且「老三哥」的傳說內容同樣都

會因應地方的不同而作出改動。王加華指出，狐仙的傳說故事，於濰坊地區不同

的村落中，會出現內容上的差異，而當中都是會與當地某一些人物和事件有關，

從而增加傳說的可信性。252 

由此可見，青島的狐仙信仰，在傳說故事方面，是有三項特徵。首先，這些

傳說內容都沒有在官方的文獻中得到記錄，而是流行於民間之中的故事。其次，

這些故事在山東的不同的主要地域之中，都是有不同的狐仙作為信仰的對象，但

背後的傳說內容，都是會與狐仙行善有關。而且，在山東的不同主要地域之中，

都會有流傳著一個主要有關狐仙傳說的版本，而在這個地域之內的不同地方，都

會因應著當地的元素和風俗，而出現內容上的差異。這可以看出狐仙傳說在山東

不同地方的「在地化」發展。 

                                                        
250

 馬鴻禎：《胡三太爺的故事》(出版地從缺：即墨馬山胡仙仙苑，2004)。 
251

 趙秀麗：〈集體記憶：青島的狐仙傳說與民俗信仰〉，《弘道》，頁 111。 
252

 王加華：〈賜福與降災﹕民眾生活中的狐仙傳說與狐仙信仰 — 以山東省濰坊市禹王臺為中心

的探討〉，《民間文化論壇》，頁 8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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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故事是狐仙信仰形成的推動力，但能夠表現出這一種信仰象徵的，就是

外在的宗教儀式與行為。而在山東地區，這一種行為的表現方式，就是以「胡三

太爺」或「老三哥」信仰為核心的廟會。臺灣學者李豐楙指出，在一個區域之內

的寺廟所祭祀的神祇是會與該區域的發展有關，而不同區域的形成自會有其獨特

的原因；透過研究區域內的寺廟神與社區的關係，就可以理解到社會與宗教的雙

重意義。253 而以地方寺廟為中心的廟會，就是一種代表着該區域的宗教活動，當

中涉及到區域民眾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信仰，反映出該區域的社會建構與塑造。 

而在山東，不論是在青島或濰坊，都出現不少「胡三太爺」和「老三哥」的

寺廟，並且遍佈在這兩個地區之內。然而，由於中國大陸在近代歷史上，曾經歷

不同的歷史事件，因此這些廟宇有不少都是近年才重建起來的；而伴隨著廟宇而

出現的廟會亦是自近年起，才再次得以興盛。254 這些廟會在不同地區都有舉辦，

是當地民俗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山東各地廟會舉辦的時間和儀式內容都會有所不

同。例如，青島即墨馬山的廟會，會由農曆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舉行；濰坊

市禹王台的廟會即是在農曆正月十六、三月初三和九月初九舉行。這些廟會除了

包含宗教上的祭祀儀式，包括獻祭或燒衣焚香外，更衍生出各類的藝術表演活動。

這些活動本是敬神的表演，包括了演唱山東地區的秧歌、呂劇等，到現在更成為

了促進旅遊的活動，每年吸引了數以萬計的參與者。255 

所以在廟會的氛圍下，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氣氛得以營造出來。而且，上述

的活動都是圍標着狐仙的信仰行為。趙秀麗指出，狐仙信仰的傳說與廟會正表現

出當地民眾的集體記憶，因他們推動著狐仙廟的重建與廟會的發展，是當地民眾

                                                        
253

 李豐楙：〈導言〉，詳自李豐楙、朱榮貴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敎、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

頁 6。 
254

 趙麗秀和王加華均指出，山東不少狐仙廟宇都經歷過抗日戰爭、文化大革命等歷史事件的洗

禮、受到了不少程度上的破壞。自近年起，因民俗學者的提倡、政府的政策等因素，這些狐仙廟

宇才得以復建。詳見趙秀麗：〈集體記憶：青島的狐仙傳說與民俗信仰〉，《弘道》，頁 112。王加

華：〈賜福與降災：民眾生活中的狐仙傳說與狐仙信仰 — 以山東省濰坊市禹王臺為中心的探討〉，

《民間文化論壇》，頁 86。 
255

 李傳軍、馬文杰：〈廟會與鄉土社會的建構 — 以青島即墨馬山廟會的狐仙信仰為中心〉，《民

間文化論壇》，頁 52-53。李雲海：〈狐仙：多重互動中信仰傳統的村落建構 — 以魯中禹王台村

為例〉，《民族藝術》，頁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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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常生活與精神需要。256 由此可見，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正表現出當地民眾的

共同意志，成為了當地民俗文化的一環。 

 

2) 香港與山東狐仙信仰的「個體性」與「集體性」 

臺灣學者林美容曾經指出，民間信仰的活動，是有著「群體性的活動」與「個

體性的活動」之分。257
 而另一學者丁仁傑則進一步指出，民間信仰中的主體，是

「集體性」的宗教活動；即使是「個體性」的活動，亦會在群體的信仰框架之下

而實踐出來。他在進行有關臺灣會靈山活動的研究時，留意到在當代臺灣社會中，

地方之間的界線開始變得模糊，他以「去地域代」一詞，表示出民間信仰中的地

域觀念得到了瓦解。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因為人口的流動、外來的移民等因素，

而表現出來的方式，就是私人神壇的興起、分香子廟的出現。在這情況下，民間

信仰失去了它本來的區域性群體，而出現了善信個人直接與神明溝通的情況，信

仰沒有明顯擔任到整合社群的功能。但即便如此，他仍認為當代民間信仰的核心

仍然會是「集體性」的活動，因為同一種的信仰，使民眾產生了集體的情感，而

這一種情感是會透過儀式和表演所建構出來。258 

筆者非常認同兩位學者對今天民間信仰的理解，丁仁傑的論點其實是深化了

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的理論，後者認為「集體性」是宗教產生的根

源與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宗教的神聖性得以產生與存在的憑據。259 然而，

筆者認為民間信仰的性質，是「集體性」大於「個體性」的看法，是需要有兩個

條件。首先，是在信仰之內的社群，對於信仰對象要抱有一種集體的情感。其次，

是要在外顯的儀式行為上能夠反映出這一種集體的情感。 

                                                        
256

 趙秀麗：〈集體記憶：青島的狐仙傳說與民俗信仰〉，《弘道》，頁 112。 
257

 林美容：〈台灣民間信仰的分類〉，載自林美容編：《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臺北：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頁 ix。 
258

 會靈山是一種出現在臺灣當代民間信仰的新形式，民眾會在特定地點與特定神明相通而產生

靈動的現象，即是扶乩行為。丁仁傑透過分析這會靈山活動，以了解民間信仰於當代變遷的新方

向和民間信仰的一些不變的元素。詳見丁仁傑：《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

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9)，頁 105 - 182。 
259

 涂爾幹著，芮傳明、趙學元譯，顧曉鳴校：《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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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個條件方面，筆者認為不論是香港或山東的狐仙信仰，都能夠反映到

出來。而從上一節的討論中，可見山東的狐仙信仰是非常之興盛，而當中的原因，

就是因為與狐仙相關的傳說故事與宗教活動成為了當地的民俗文化。不論在青島

或濰坊的狐仙信仰，都有屬於當地的傳說內容、而且都是與當地的歷史文化有關，

當地的人民即共享着這種文化，對自己當地的狐仙傳說有著共鳴感。 

而在香港，狐仙信仰並沒有成為一種在地的文化，如本文第三章中所述，在

香港與狐仙相關的傳聞甚多，包括都市傳說、新聞等，但作為信仰的象徵，狐仙

並沒有融入在本地的文化之中。這可以由香港狐仙的信仰對象來源中了解得到，

在本文第五章的討論中，可以知道香港狐仙信仰中的傳說故事，並非是一個與香

港本地有關的狐仙傳說，而是一個與江西龍虎山天師府狐仙相關的故事，當中的

內容與香港根本沒有關連。然而，從本文第四章中可見，善信拜祭香港狐仙的理

由雖然有所不同，但仍可以看出他們大多都是為了生存需要而求助於狐仙，這一

種態度是很一致的。由此可見，他們對狐仙信仰是抱有相同的情感，而此信仰背

後的來源根本不是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然而，在第二點，即外顯的儀式行為上，香港和山東的狐仙信仰，即有所差

異。當信仰下的群體對於信仰對象有著同一種的情感時，是需要透過外顯的儀式

行為去表達出來，藉以達到凝聚社群的功能。在山東地方，以狐仙信仰為核心的

廟會便擔當了這個功能。在廟會中，民眾可以共同參與，可以一起表達對於狐仙

信仰的共同情感。 

反之，香港狐仙信仰即沒有一種共同、集體的儀式行為，在本文第五章的分

析中，可見祭祀狐仙的儀式是完全個人的活動，在「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中，在

拜祭的儀式進行時，甚至不容許第三者在祭祀空間之內出現。加上香港兩個祭祀

狐仙的地點，都沒有出現因狐仙信仰而衍生的節日慶典。沒有集體性的儀式行為，

便不能夠將善信的集體情感投射出來。儀式行為上的限制，令到香港狐仙信仰只

能夠成為一種「個體性」，而非「集體性」的信仰。 

由此可見，即便香港和山東都有着同一種的信仰對象，但是在不同地方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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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仙信仰的性質是會完全不一樣的。香港狐仙信仰只是一種限於「個體性」的信

仰；但在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則是一種「集體性」的信仰，而這一種差異，便

反映在狐仙信仰的儀式行為當中。 

 

三、小結 

狐仙信仰是一種遍佈於不同華人社會之中的民間信仰，而在各地之間，應有

其於當地的獨特之處。本章要探討的，就是狐仙信仰在香港，究竟有何獨特性。

而探討的方法，就是透過了解香港以外地區的狐仙信仰，從側面的角度，去探討

香港狐仙信仰的特質。 

筆者選擇了臺灣以及山東的狐仙信仰去作為與香港狐仙信仰的比對，是因為

臺灣在地理位置上與香港相近，而兩地的狐仙信仰在內涵上更有不少共通之處；

而山東則是狐仙信仰其中一個傳統的根據地，當地至今仍然流行著狐仙的種種傳

說與宗教活動，是當地的民俗文化之一。 

藉著了解這兩個地方的狐仙信仰，筆者發現到香港狐仙信仰的兩項獨特的性

質。首先，是狐仙信仰在香港的普及程度很低，即使狐仙信仰在臺灣與香港有著

同一種信仰來源，但由於兩地民眾對狐仙的看法和態度都不同，令到同一種信仰

在兩地出現不同的普及程度。其次，是香港狐仙信仰是一種以「個體性活動」為

主的信仰。山東的狐仙信仰會藉由大型的宗教活動—廟會，以凝聚和激發當地民

眾對狐仙的集體情感。但在香港，狐仙信仰卻沒有一種「集體性」的祭祀儀式，

而只有「個體性」的祭拜儀式。 

由此可見，狐仙信仰在不同的社會之中，並沒有一種統一的情況出現，反而

是出現了各式各樣的信仰現象，這可以看到狐仙信仰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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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結論 

 在經過對香港狐仙信仰的基本考察後，大致上可以為此信仰畫出一定的輪廓。

首先，狐仙雖然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民間信仰，但在香港，狐仙並非是作為信仰的

象徵而流行於香港大眾之中。透過香港的都市傳說、媒體作品和新聞報導，可以

理解到狐仙是以「狐魅」的形象深入香港民眾心中。而這一種帶有負面的形象，

亦成為了民眾對狐仙的一種刻板印象。 

 其次，在香港雖然沒有以狐仙為主的廟宇，但仍有其專屬的祭祀地點，分別

是「道教閭山崑崙法院」以及「閭山狐仙法派宗壇」。兩個地方都是屬於私人祭

祀空間的道壇，而負責主理的兩位主持師傅都對狐仙信仰抱有不一樣的看法，這

令到兩個地方的信仰群體出現了不一樣的面貌。但相同的是，兩位主持師傅的背

景與祭壇的源流都是與制度性宗教的道教有關。 

 再者，狐仙作為信仰上的象徵，是有其傳說故事，去作為信仰的對象；同時，

亦有其儀式行為，以作為信仰的外顯行為。而香港狐仙信仰則是以一個在江西天

師府的狐仙傳說為基礎，這突顯出香港狐仙信仰是以依傍着道教為發展的方式。

而當中的儀式行為，亦只是屬於一種「個體性」的信仰活動。 

 而透過了解臺灣以及山東地區的狐仙信仰，更能夠將上述香港狐仙信仰的特

點顯示出來。因此，透過前述的各個篇章，筆者可以為本文之初提出的問題，狐

仙信仰為何會是香港的非主流信仰，但卻仍然存在，沒有消失，嘗試提出一個解

答。 

 

一、香港狐仙信仰的非流行與延續性 

 筆者認為，狐仙信仰雖然沒有於香港，成為主流的信仰對象，但卻仍然能存

活於香港社會上，沒有消失，是有兩個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在信仰的性質上，

香港狐仙仍保留著中國傳統上，狐仙作為「淫祇」的特性，換句話說，香港狐仙

是延續了中國傳統狐仙的曖昧、含糊的特質，故未能受到香港大眾的接受。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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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作為「淫祇」的狐仙，亦非常「個人化」，這一種特質使民眾可以單

獨、私密地向狐仙祈願，這亦使狐仙信仰吸引到一群善信，以祈求一些私密的願

望。其次，雖然，一方面沒有很大的助力去推動或傳播香港狐仙信仰；但同時，

現今的媒體，特別是網絡的發展，促使到香港狐仙信仰能夠傳遞到不同人士之

中。 

 

 1)  作為「淫祇」的狐仙 

 在本文第二章中，了解到狐仙在歷史發展上，是充滿著矛盾性的。當它被人

排斥時，就是「狐魅」，但當它被人供奉時，又會是「狐仙」。它一方面受到百

姓的依賴，但在歷朝歷代都沒有進入到被政權欽準的神明之列，而且更曾受到打

壓，比如是宋代拆毀狐神廟。這種矛盾性令到狐仙信仰從沒有在歷史上，成為一

種官方認可的神祇，亦沒有出現「正統」的祭祀活動，而只是一種在邊緣上的「淫

祇」，不能夠成為被公開祭祀的對象。故此，長久以來，狐仙都是一種在官方正

統上不被重視，但卻活躍於民間的非主流信仰。 

 人類學家華琛(James Watson)，曾提出「神明標準化」的理論，表示在中國

帝制期間，大一統的中國文化系統，會向地方滲透，且改造各地的民間習俗，使

之成為一個統一的文化，而這一種統一性是由國家權力所制定並賦予的。他以天

后信仰為例，指出官方權力會透過宗教的符號去滲入到各個地域階層之中，藉以

達致文化上的統一。天后本是來福建的地方神祇，但在歷代經過了政權的多次受

封，一步一步由地方的神祇，發展成遍及全國的正統神祇，更成為了經朝廷確認

的官方神祇。天后信仰自此受到禮部的監管，成為「國家欽准」的神祇，流行於

不同地方。260
  

 但天后信仰在不同的地域和民眾之間，卻有不同的演繹。對政府而言，天后

是「合法」、「文明」的代表。華琛又以香港兩個天后廟為例，指出在新界的地

                                                        
260

 如在香港新田和夏村的天后信仰，則吸收了「沙江媽」的信仰。華琛(James L. Watson)，〈神

祇標準化 - 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昇（960-1960）〉，載陳慎慶編：《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

頁 171-176。 



154 

 

方宗族會接受天后，一個官方的宗教象徵，是由於在信仰象徵上，天后被視為社

會安定的象徵；同時，在實際需要上，天后是國家欽准的神祇，受到地方菁英的

青睞，表示出自己願意跟隨政權的步伐，參與正統的宗教活動。但對於被統治的

佃農，又會對天后信仰有著不同的詮釋。而在天后被地方民眾所承認的過程中，

地方上沒有國家認定的神祇亦會被其吸收或消失，這令天后成為了在地的神明。

自此，地方的神祇便由國家認可的神明所取代。261 

由此可見，天后信仰在地方上的「轉化」過程中，是存在著彈性的。信仰的

形式受到了政權的欽准，但箇中的內容，即會因人而異。這解釋了為何天后信仰

會於各地有不同的稱呼和形象。在這過程中，地方的神祇由國家認可的神明取代，

而當中地方的菁英份子即擔當起這轉化過程的推力。但天后信仰又會對不同地方

的人產生出不同的意義，因此亦成為了一個多樣化的神祇。這個正是國家將宗教

符號放諸全國後所出現的多元一統的宗教現象。262 

 華琛對「神明標準化」的見解，其實是區別了中國文化上出現的兩種神祇，

分別是被國家認定的正統神祇以及與之相反的淫祇。當然，正統神祇與淫祇並不

是處於完全對立的關係，後者可以成為前者的一部份，如天后信仰便是一例。不

過，神祇信仰在得到政權的欽准下，自不然得到大眾的認可，能夠不斷發展。但

同時，淫祇亦會以其他方式去發展。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研究福建地區

五通神的信仰時，發現到五通神信仰雖然沒有受到官方的欽准，但仍能夠蓬勃發

展。當中的原因，就是因為五通神信仰藉著改變神明的名稱，轉換成為國家祀典

                                                        
261

 華琛(James L. Watson)，〈神祇標準化 - 華南沿岸天后地位的提昇（960-1960）〉，載陳慎慶編：

《諸神嘉年華：香港宗教硏究》，頁 176 – 182。 
262

 華琛的「標準化」理論，其實是為了解釋中國帝制時期，文化上的多元一統情況。他除了以

「神明標準化」去理解外，更以儀式行為的結構去理解體制下何謂「正確」的行為。有關的研究，

詳見 James L. Watson(華琛)著，湛蔚晞譯，廖迪生校：〈中國喪葬儀式的結構 — 基本形態、儀

式次序、動作的首要性〉，《歷史人類學刊》第一卷，2003 年第二期，頁 98 – 99。譯自 James L. 

Watson.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Funerary Rites Elementary Forms, Ritual Sequence, and the 

Primacy of Performance.” In James L. Watson and Evelyn S. Rawski, eds.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3 – 19. 以及 James L. 

Watson,“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8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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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顯大帝的信仰。在五顯大帝信仰的外表之下，五通神信仰得以持續發展。263
 由

此可見，不在國家祀典當中的淫祇還會以另一種模式去作為發展的方法，其中之

一，就是依附著官方正祀的神祇。在官方正祀的神祇的外表之下，進行對淫祇的

祭祀，這反映出中國民間信仰在實際操作上的多元性。 

而狐仙信仰雖為非官方權力許可的神祇，但仍有著發展的空間。康笑菲指出，

這是由於狐仙信仰處於「個人化」的模式之下。她指出帝國晚期的狐仙信仰，是

處於民間信仰儀式的個人化本質與百姓對神明靈驗的期望之中。狐仙信仰的性質，

是任何人都能夠與狐仙之間建立「一對一」的關係，而且人能夠在日常生活中，

向這種特別的權力進行最私密且最個人化的祭祀，而因這種特性而出現的現象，

就是令到狐仙擔當著多種身份，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象徵。264 

 她進一步指出，從沒有進入到被政權欽准的神明之列的狐仙容易受到政權的

批評和鎮壓，但狐仙那種自我為中心以及個人化的特質，仍得到了不少人的青睞，

亦難以被制度化的壓力所完全消滅，這令到狐仙有著極大的生命力，繼續發展。

265 正如魏樂博教授所指，中國的神祇並非只是主流社會制度的縮影；對不在正統

之列的神祇的祭祀，正反映出主流以外，道德規範之外的面向。而中國人就會透

藉由對淫祇的信奉，去表達道德規範以外的慾望。266 而狐仙信仰，亦有著這種「淫

祇」的特質。 

 這種矛盾性令到夾雜在張力之中的狐仙信仰並沒有消失，更是以不同的形式

發展，這造成了狐仙在不同地區出現不一樣的情況。乃至到現代的狐仙信仰，仍

是處於一種如此多元的狀態。那所以，香港狐仙信仰亦延續了這曖昧的性質，使

其成為不流行於主流神祇之列。 

由此便可以了解到，今天香港的狐仙信仰，與歷史上的狐仙一致，是充滿著

                                                        
263

 Michael Szonyi, “The Illusion of Standardizing the Gods, the Cult of the Five Empero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6:1 (1997): 113-135. 
264

 康笑菲著；姚政志譯：《狐仙》，頁 220 - 221。 
265

 同上注，頁 222。 
266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 Weller, “Introduction: Gods and Society in China” In Meir Shahar and 

Robert P. Weller, eds., Unruly Gods: Divinity and Society in China, pp. 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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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淫祇」的特質。由第三章中，得以明白到，普遍的香港民眾對狐仙都抱有

負面的印象，香港狐仙的都市傳說、媒體的批評，都在渲染狐仙是「惡」的象徵。

然而，由第四章中，了解到香港狐仙信仰仍吸引到一批善信前往參拜，而他們參

拜的原因多是比較個人的祈願，而且可以私密地進行祈願。同時，祭祀狐仙的空

間，亦不是公眾場所，是私密的道壇。在第五章中，更能夠了解到香港狐仙信仰

在其背後的傳說故事中，是由狐變成精怪，再由精怪變成狐仙，被人供奉，可見

是充滿著矛盾、含糊的特質。而祭祀狐仙的儀式，亦是一個個人化的信仰活動。

所以，此脈絡去看，香港狐仙信仰其實是一種歷史悠久的淫祇信仰於現代社會中

的延續。 

  

2) 香港狐仙信仰的發展模式 

 另一個導致到狐仙信仰不能夠流行於香港大眾之間的原因，是與其發展的模

式有關。筆者認為，負責主理香港狐仙信仰的主持師傅，一方面沒有積極地推動

狐仙信仰的發展；另一方面，亦沒有為狐仙建廟，使其成為一個在地化的信仰。 

 梁景文和羅思在研究香港黃大仙信仰時，發現到黃大仙得以流行於香港的一

大因素，是由於黃大仙祠於上世紀初，能夠進佔九龍城區的中央地段，而建廟之

後，附近地區亦發展成不同類型的屋苑，巧妙地配合到香港歷史發展中的移民潮。

而另一大因素，是由於管理黃大仙祠的嗇色園能夠在管理上，作出靈活且配合時

代的政策，如在中國內戰後，為新移民贈醫施藥，又會積極融入社會，興辦教育

等。267 

 但在這兩方面，香港狐仙信仰都不能夠滿足得到。在第四章中，兩位主理狐

仙信仰的師傅都對狐仙信仰，抱有不同的態度。賴建明師傅並不認同要積極地向

民眾推廣狐仙信仰，他以香港狐仙信仰背後的故事內涵為理由，認為狐仙信仰是

不可以公開被他人祭祀。這一種較消極的態度，令他沒有為這種信仰提供更多的

                                                        
267

 Graeme Lang and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pp. 149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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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了狐仙信仰於香港的傳播。另一方面，黎宜銘師傅雖然比賴師傅，在向民眾

推廣狐仙信仰上，顯得更為積極，但他除了創立「狐仙法派」，以吸引善信參與

外，並沒有其他行動去推廣狐仙信仰。除此之外，在地理位置上，香港狐仙信仰

亦出現了限制。就筆者所考察的香港兩個祭祀狐仙的地點，一方面，都不是宗教

的建築空間，只是一般的祭品店和解簽檔；另一方面，店的面積亦不大，這限制

了前往參拜的善信人數。 

 與有著相同信仰內涵的臺灣狐仙信仰相比，這一種差別就更為明顯，在本文

第六章中，可以了解到臺灣狐仙的祭祀地點，是一個公開的祭祀空間，比起香港

兩個祭祀狐仙的空間都為大。而且葉雲堯師傅亦積極地在臺灣的不同地方開設分

堂，以傳播狐仙信仰，而黎師傅與葉師傅沒有進行到這種的傳播活動。由此可見，

狐仙信仰在香港的不流行，亦與負責主理香港狐仙信仰的兩位主持師傅沒有積極

地傳播發展有關。 

 在主持師傅沒有積極地宣揚狐仙信仰的同時，此信仰亦在以另一種形式，傳

遞到民眾之中，那就是網絡。在二十一世紀，網絡已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一部份，

透過網絡上的搜尋，很容易找到有關香港狐仙信仰的資料。在本文第三章中，可

以看到多達69%的受訪善信，是透過網絡的搜尋而得悉香港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

甚至連筆者也是透過同樣的方法，去找到上述兩個祭祀地點。這反映出網絡的發

展，已使到香港狐仙信仰能夠傳遞到不同人士之中。 

 由此可見，即便香港狐仙信仰的主理人沒有積極推動此信仰的發展，網絡媒

體已成為了傳播民間信仰，特別是對於香港狐仙信仰這類非在廟宇中祭拜的神祇，

的一個主要途徑。這一方面，是令到香港狐仙信仰仍然能吸引到善信的原因。另

一方面，亦反映出現今的網絡發展，對於傳統民俗文化的傳播，已有著不容忽視

的影響。 

 

二、研究的展望與缺失 

 在香港，雖然有不少以傳統民間宗教信仰與祭祀儀式為主的論文或研究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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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出來。但是，與個別神明相關的研究，除了比如是天后信仰般受到外界關注的

神祇之外，其餘的數量仍然是較少。故此，筆者希望透過研究香港狐仙信仰，以

了解更多民間宗教中的神祇於香港本地的情況。 

 在進行是次研究時，筆者發現到，以狐仙信仰為對象的研究，其實尚有很多

有趣的題材以及資料是可以作為日後的討論空間。不論是作為妖魅的形象，還是

作為信仰對象，在研究狐仙的故事以及形象時，都會發現都狐仙以女性形象出現

的情況遠較以男性形象出現的情況為多。而在這之中，會發現到文學上對刻劃狐

仙形象的影響力，遠大於狐仙在信仰上的象徵性。以性別研究的角度去探討這個

範疇，是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在探討香港狐仙信仰與香港以外地區的狐仙信仰時，

會發現到不同地域之間的狐仙信仰相同和相異之處很多，是非常值得去作一個全

面性的比較。 

除此之外，而時至今日，狐信仰已經不單止在中國，亦同時廣泛地傳遍於其

他亞洲國家和地區。例如，日本亦深受中國文化所影響，當地亦廣為流傳有關狐

仙的故事。而且，當中有關狐的信仰更結合了中國陰陽學的思想，發展出一種獨

特和普遍的民間信仰，稱為稻荷信仰。268
 以跨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不同地域有關狐

的文化，相信能夠為狐仙信仰提供到一個更全面的畫面。故此，筆者希望透過是

次研究的資料，能夠為日後的狐仙研究提供到一個良好的基礎。 

 在進行有關香港狐仙的研究時，由於時間不足以及其他客觀因素的關係，筆

者亦留意到本文尚有不少不足之處仍有待改進。在進行田野考察時，由於往往要

顧及兩位主持師傅的工作時間，考察的日子和時間都因而受到了限制。而且香港

的大眾對於狐仙這個命題，或多或少都存有忌諱之心，故在訪問和觀察的過程時，

                                                        
268

 在日本，對狐的信仰傳統亦是源自中國。但經過數以百年的發展後，狐在日本擁有了獨特的

神話故事和信仰系統，成為獨特的在地化宗教，而稻荷信仰現已是日本最廣為流傳的信仰之一。

有關日本的狐文化，現已有豐富的研究成果。日本學者吉野裕子曾以日本的狐信仰為研究對象，

探討當地狐信仰與陰陽五行思想的關係以及狐文化在日本的不同面貌，詳見吉野裕子：《狐：陰

陽五行と稻荷信仰》(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1980)。另一學者島田裕巳亦曾將稻荷信仰在日本

的普遍性作一研究分析，詳見島田裕巳：《なぜ八幡神社が日本でいちばん多いのか》(東京：幻

冬舎新書，1989)，頁 91-114。有關狐在日本的神話傳說還可參見谷川健一：《神．人間．動物－

伝承をいきる世界》(東京：株式会社平凡社，1975)，頁 161-175。 



159 

 

受訪者都未必會完全把內心的想法分享出來。這些在田野考察時遇到的困難，都

會影響到研究資料的搜集和分析。再加上，在筆者搜尋有關狐仙信仰的資料時，

發現到香港尚有第三處祭祀狐仙的地點，但由於該位主持人沒有回覆筆者的電郵，

而該地點亦是位於私人性質的商業大廈之中，故在幾番交涉不果後，只能放棄到

該地點進行考察，這亦是對本研究的一個非常遺憾的事情。 

 除此之外，由於筆者將研究的範圍鎖定於香港之內，故對香港以外的狐仙信

仰著墨較少。在撰寫本文的第六章時，筆者除了到過臺北狐仙堂外，並沒有為香

港以外地區的狐仙信仰，進行過實地的田野調查，而只有援引其他學者的研究資

料。這令到筆者未能夠為香港以及香港以外地區的狐仙信仰，進行到一個全面性

的比較，而只能進行一種比較單向的比對。有關這一方面的不足，仍是需要再作

改善與修訂。 

 在現今都市化的情況下，狐仙已經以另一種型態流傳於民眾之中。時至今日，

由於資訊的快速流動，在經過網絡、影視作品、報章等媒體的傳播與改造，狐仙

這個命題已出現了信仰以及文學作品以外的意義與價值。在這種轉變之下，狐仙

這種帶有濃厚傳統意味的象徵究竟具有甚麼樣的文化意義﹖又狐仙是朝著甚麼

方向在演變﹖這一些嶄新的問題，仍值得再作關注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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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與賴建明師傅的第一次訪問 

 

日期 28/05/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賴建明 

時間 14: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五十三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術數師傅、閭山祖

師壇壇主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2008 年起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賴建明師傅 

 

Q : 請問師傅從事祭祀有關的工作多久﹖ 

A : 大約二十年左右，除了傳授與符錄有關的工作外，還會教導別人風水、命理、

相學以及神功。風水、命理以及相學等相關的知識是我二十多年前在印尼工作時

開始學習的，之後再跟從不同師傅學習，而神功即是跟黎誼銘師傅學習而來的。

而符錄是有相關的證書，這張證書就是我從江西龍虎山「授籙」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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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甚麼是「授籙」﹖ 

A : 「授籙」即是受仙錄，獲頒授張天師從太上老君學到的法、符錄。要經過「授

籙」這一過程才可以正式成為道教弟子，成為仙官。「授籙」就像是認祖歸宗，

而龍虎山是道教的祖廷，張天師在此地建立道教。今天只有在龍虎山才可以「授

籙」，沒有被「授籙」的只可以成為傳道者。一般凡間的人經過此過程後都可以

成為七品仙官。而且在「授籙」過程時會進行儀式，根據授籙者的時辰八字而獲

分配成為任何一位元帥的仙官。我自己就是「蕩魔滅邪」周元帥的揮下。 

Q : 那甚麼人才可以進行「授籙」﹖ 

A : 本來是要經過三年學道才可被「授籙」。不過到了今天，由於很多人需要「搵

食」(即工作)，故此程序簡化了很多。比如我經師傅推薦，便得以到龍虎山進行

「授籙」。 

Q : 那師傅從事的所有儀式和工作都是跟道教有關的嗎﹖ 

A : 對，基本而言，道教的內容是十分廣泛的。不一定是道教弟子或標籤為道教

徒的人才會進行道教相關的儀式。 

Q : 那甚麼東西會被歸納為道教儀式﹖ 

A : 基本上會祭祖、上香和拜神已被歸納為道教儀式。你將狐仙信仰歸納為甚

麼﹖ 

Q : 我把她當作民間信仰看待。 

A : 這也是可以的。因為道教在世界五大宗教中是唯一萬神共處的。 (調查人按： 

其他四大宗教為基督教、天主教、佛教和伊斯蘭教) 而且只有道教會祭祖，其他

都不會。所以嚴格而言，實踐道教信仰的人有很多，只要進行祭祖的都會被歸納

其中。遠至南洋的降頭、蠱亦是與道教相關的儀式，是以往由中國傳入南洋。另

外，只有道教會以儀式和法器去顯神蹟。 

Q : 儀式和法器具體是指些甚麼東西﹖ 

A : 是指法事和符咒。凡人是沒有神力的，所以要依靠別的東西去借用神力。符

是符令，即神的命令，咒則是神的口令。人沒有法，故要用口令去行符令，以請



171 

 

神達到目的。故此令咒的最後一句都一定會是「吾奉太上老君之名急急如律令」。

這表示以太上老君之名去請神。你知道為甚麼是以太上老君之名嗎﹖ 

Q : 因為他是道教的始祖嗎﹖ 

A : 他是道祖。要知道在道教體系中，神的地位比仙大。而神有很多種，第一種

主要的是創天地之神，如盤古大王、三清、女禍、玉帝等。另一種是被冊封在封

神榜內的神，第一代如元紫天尊、通天教主以及太上老君，即道祖。第二代即有

元紫天尊的十二弟子如太乙真人、南極仙翁等。而道教的教祖則是龍虎山的張天

師張道陵。  

Q : 那所有道教的壇都是來自龍虎山的嗎﹖ 

A : 那又不是，我們有四大宗壇，即四山。包括龍虎山的萬法宗壇、閭山的淨明

宗壇、閣皂山的寧寶宗壇和茅山的上清宗壇。不過張天師於元代被封為一品大元，

那時蒙古人管治漢人，在宗教上，想以中國的本地宗教去制衡所在中國的宗教，

所以冊封了張天師為宰相級的一品大元，御賜萬法宗壇，令他「一教管三山」。

茅山和閣皂山亦被歸入他管轄範圍。道教已是由張天師一手創立，元朝時又被冊

封去管理所有道教的事宜，故此成為了道教的教宗。 

Q : 那這位張天師是漢代人嗎﹖ 

A : 對，傳說他是張良第九代孫。嚴格而言，他並不是在龍虎山創立道教，而是

在四川的娥媚山。不過他在龍虎山煉成龍虎大丹而成仙，再到四川行道。後來第

四代張天師認祖歸宗，才把「祖廷」帶回他太公煉成龍虎大丹的祖寮龍虎山上。

剛剛說到封神榜，妲己亦在封神榜上，因為她完成了令商朝滅亡的任務，所以亦

被封。 

Q : 原本如此。那有關此祭壇，是狐仙的祭壇嗎﹖ 

A : 不是。此祭壇名叫「閭山崑崙法院」，「閭山」乃指閭山先師許遜，「崑崙」

即指陳靖姑娘娘，這兩位才是本壇的主要神祇。而狐仙娘娘即比較像是本壇的上

賓，我只是「請」她來。狐仙娘娘是張天師的契女，是來自龍虎山的。除了狐仙

娘娘之外，還有這裏的其他神像都是我「請」回來或有善信「請神」之後，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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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處理而交給我，比如此比干像。 

Q : 但我看到陳靖姑娘娘雖然是這個壇的主人，但她的像並不像閭山先師般放在

壇的正中，為甚麼﹖ 

A : 因為這個壇雖有兩位主要的神祗，但相比之下，閭山先師還是相對上比較主

要的一位。另一方面，神像的排位其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在神像背後的牌匾，

上面寫道「勅封呂山先師崑崙法主」已表示此壇之主有兩位，閭山先師和崑崙法

主，後者就是陳靖姑娘娘，她跟許遜先師學法，在崑崙受道。她與另外兩位金蘭

姊妹一起並尊稱為「陳林李三奶娘娘」。在這個壇上的排位基本是以求哪位神居

多而把他的神像放得更中間。閭山先師在中間，我把石古大王放在他的左邊，因

為他是神功的宗師，而我是學習神功的。在石古大王旁邊的是趙公明元帥，他幫

助張天師護教，故此成為首席護法神。在他旁邊的是六壬先師，是香港神功主要

的祖師爺。在許遜先師右邊的是狐仙娘娘，她與趙公明元帥分別是護法和護印。

我把所有有關和合姻緣的神祇都放在許遜先師的右側。 

Q : 那二位主要神祗都不是香港本地的神明嗎﹖ 

A : 基本上香港是沒有本地神明的，大概只有黃大仙是在香港得道。許遜先師是

來自江西的，而陳靖姑娘娘則來自福建。而狐仙娘娘亦是來自江西的。 

Q : 可以告訴我更多有關狐仙娘娘的故事嗎﹖ 

A：狐仙娘娘本為修行多年的狐狸精，她在北宋崇寧年間得到龍虎山第三十代張

天師虛靖公拯救，免受雷公雷婆劈死。之後她為報答張天師救命之恩，分別於南

宋、元代和明代幫助張天師解決不同的困難。故此到了第四十三代張天師羽化之

時，便命第四十四代天師張宇為狐仙娘娘設「狐仙堂」和塑造神像，這就是狐仙

娘娘的故事。而狐仙娘娘應該是有兩位的，分別是黃、白二位。白狐仙娘娘是黃

狐仙娘娘的女兒。黃狐仙娘娘被張天師救了之後在雲台山中誕下白狐仙娘娘的。 

Q : 那這個狐仙娘娘的像是那兩位狐仙娘娘嗎﹖為我看到一位是女性形態，另一

位是動物形態。 

A : 女性形態是因為黃狐仙娘娘由狐狸型態修煉成人形，再成仙。至於狐仙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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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狐狸，我也不太清楚。這個像只有一位狐仙娘娘。 

Q : 據師傅你所知，拜祭狐仙娘娘在香港流行嗎﹖ 

A : 據我所知，在香港只有三位師傅為狐仙娘娘設壇，一位是我，一位是我神功

的師傅黎宜銘師傅，他在黃大仙設壇，還有一位是在太子的林千傅師傅。據善信

們所說，在香港尚有其他人為狐仙娘娘設壇，不過聽回來的評價也不太好，故此

我不太建議你去。 

Q : 謝謝師傅，那聽你所言，狐仙娘娘的信仰在香港不算流行，那是甚麼原因所

致﹖ 

A : 因為狐仙娘娘沒有設廟，亦不能設廟。但我和林千傅師傅和黎宜銘師傅會設

狐仙壇是因為我們都是龍虎山的授籙弟子。狐仙娘娘是張天師的契女，是「未嫁

女」，所以還是在待嫁的階段，故此又怎可能公開被人參拜﹖所以即使在江西龍

虎山的道教第一宗壇裡，狐仙娘娘亦只是放在主殿旁的閣樓，表示她「未出閣」，

把她當成「雲英未嫁」的女兒看待。好像是以往富有人家的女兒一樣，所謂「出

閣」，即女兒將嫁才會從閣樓出來。 

Q : 但為何同是女性，天后卻有其廟﹖ 

A : 那是因為天后娘娘不是其他神祇的契女，她是漁民之神，而且被皇帝冊封。

而狐仙娘娘行善是為報答張天師救命之恩，故她的功德是歸張天師所有。她不是

為幫助人而幫助，而是為了向張天師報恩，所以只是幫張天師而已。她被張天師

收為契女，不是面對羣眾，她當日被張天師救回之時，許下的其中一個諾言便是

「歸隱深山，不與羣眾打道，不會嚇人，不打擾凡人」。既然她不與人打交道，

又怎會有人設廟供奉她﹖ 

Q : 我明白了。我知道在全國不同地方都有拜狐仙的傳統，那其實都是同一位

嗎﹖ 

A : 我想應該不是。在北方，狐仙是比南方普遍和流行的，因北方人會拜「三聖」，

即黃鼠狼、狐和蛇。 

Q : 這個我知道，是五大仙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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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對，也可能是五個的。但我們現在身處南方，主要拜的是在南方的，你看過

香港有拜黃鼠狼嗎﹖ 

Q : 好像沒有，蛇也好像沒有。 

A : 蛇也沒有，但在北方這些都是很流行。這是信仰在各地的不同。 

Q : 所以在江南沒有這些信仰﹖ 

A : 是的，江南即是長江以南，江西亦是在江南。 

Q : 那現在在壇上的狐仙娘娘跟在其他地方拜祭的是同一位嗎﹖ 

A : 跟在江西龍虎山上的是同一位，但應該跟其他地方不同。 

Q : 那就是有不止一位狐仙﹖ 

A : 應該是。 

Q : 明白了。那會有特別的日子去拜祭狐仙娘娘嗎﹖ 

A : 有人會在農曆三月初一，好像是狐仙娘娘誕生或升仙的日子，但我就沒有特

別了解，所以不太清楚。基本上大部份的神都會有屬於自己的誕期，但我就不會

故意去查找，因為在我拜神的領域內，不會「擇日拜神」。已經要去求人家，還

要擇日子，那太不好。 

Q : 那通常甚麼人會拜狐仙娘娘﹖他們拜的原因是甚麼﹖ 

A : 基本上甚麼人都會拜狐仙娘娘，但的確女性會多一點。他們都是希望可以増

加人緣。 

Q : 人緣是最大的原因﹖因為據我所知，有人拜狐仙是求財運。 

A : 「人緣」的範圍很大，有人因為工作上的需要，例如做經紀的、做明星的，

那便是為財。有人為了要改善跟上司的關係，亦拜狐仙娘娘。這些都是跟工作上

的人緣有關。亦有要打官司的人來拜，希望跟審理的官的人緣變好，甚或跟證人

的關係變好，令對方不會對自己不利。其實我在教善信拜祭狐仙娘娘時，我會回

避一下，讓她們自己跟狐仙娘娘交流，因為有些人不太希望別人打擾。 

Q : 那其實拜祭狐仙娘娘的過程是怎麼樣的﹖ 

A : 就是跟一般的拜神儀式沒有分別，要準備花和生果作祭品。花是代表孝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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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的表達。而生果則取其「生」的諧音，代表「生生猛猛」，拜完之後吃下拜

祭用過的生果，會使人健康。拜祭時要先把所有祭品放在壇上，然後取七枝香，

在上壇上香三枝、下壇上香三枝及門口上香一枝，稱為到壇香。狐仙娘娘是本壇

的上賓，是客人。敬拜是要先敬拜主人後敬客，所是要先敬拜閭山先師和本壇眾

位天神地祗。上壇是敬拜閭山先師和其他在壇上的神，下壇是拜祭地主，即一地

之主，而門口即是拜祭土地公。之後便可向狐仙娘娘敬花，再取香三枝敬拜狐仙

娘娘。 

Q : 那在這其中有特別的事情要做嗎﹖ 

A : 供品要「過香火」，這是類似道教神功的一種儀式，將神的法力放入祭品之

中，稱為「收法」和「放法」。所謂「收法」就是將祭品放在壇上，依順時針方

向轉三圈，以收取法力。之後再依逆時針方向轉三圈以放回法力。之後進行拜神，

要把花棒著並且垂手。手勢要維持如向皇帝敬拜的「把手」形式，不可以合掌，

要躬身拜神。 

Q : 那拜祭時有甚麼禁忌﹖ 

A : 其實沒有，不過不可以在拜祭的時候將狐仙娘娘和別的神祗作比較和討論其

他的宗教。 

Q : 我曾經看過拜祭狐仙時不可以用肉，為甚麼﹖ 

A : 那其實是沒有關係的。一般拜祭時都會用三牲，即魚、雞和豬或燒肉。只是

通常拜祭狐仙娘娘並不會用肉類而已，其實也可以用的。當只拜祭狐仙娘娘時，

是不用肉類，但很多時侯，如壇上同時有地主或其他神明，也要拜祭他們，這時

用上肉類也是可以的，不會構成對狐仙娘娘不敬。很多時，你向神明請願，其實

會涉及超過一位神。因為你有事相求的那一位神跟幫助你實踐的神會是不一樣，

最主要會是地仙來協助。正如你求助於警察，替你查案和落口供的會是不同的

人。 

Q : 那祭品中包含化妝品是甚麼原因﹖ 

A : 因為很多人拜狐仙娘娘是希望變得美麗，而狐仙娘娘主理的是人緣。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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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會選擇某一位神去拜，而選擇的準則是根據每一位神祇在升仙之前在凡間立

功德時，最擅長的行善方法。例如黃大仙主治病，善信便向他求藥方。車公是將

軍、關公亦是，故求生意或比較偏門的會拜車公和關帝，呂祖則負責藥方和讀書，

魯班則是三杆工人會去拜祭。 

Q : 所以狐仙娘娘的功德是結人緣。 

A : 狐仙娘娘是一位精明的「說客」，一般會用結人緣的方法去幫助張天師解決

問題，所以民眾拜她以求人緣。而且根據傳說，用經過拜祭狐仙娘娘的化妝品後，

會變得愈來愈美麗，所以祭品便包括化妝品，但我覺得這個可能性不大。 

Q : 為甚麼﹖ 

A : 因為求人緣其實是希望給人更好的印象，這跟外貌有沒有改變關係不大，更

重要的是求待人接物會更順利。 

Q : 明白了，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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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與賴建明師傅的第二次訪問 

 

日期 2/06/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賴建明 

時間 13: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五十三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術數師傅、閭山祖

師壇壇主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2008 年起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賴建明師傅 

 

Q : 賴師傅，有關對狐仙娘娘的信仰，有一些問題想更了解。除了華人外，有其

他的人士會來參拜狐仙娘娘嗎﹖ 

A : 也有日本人會來參拜狐仙娘娘。因為在日本也有人會拜觀音、狐仙的，日本

也是神道立國。傳說在日本入侵香港時，當他們轟炸紅磡也沒有轟炸在這街上的

觀音廟。有人說是由於觀音有靈，另一個原因是日因為日本人即使要轟炸也不會

選擇廟宇。他們都是神道立國，天皇對他們來說是神，正如中國人以前把皇帝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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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神，是玉帝之子，所以他們亦拜很多神。 

Q : 但為甚麼日本人會知道這裏可以拜祭狐仙﹖ 

A : 因為我這個壇曾經被日本的旅遊書介紹過，所以他們會來。 

Q : 明白了。那有關拜祭狐仙娘娘時的禁忌，是不是不可說粗言穢語﹖ 

A : 應該在拜祭所有神明時都不可以這樣做，因為是不尊重的。 

Q : 明白，那其實師傅為甚麼會請狐仙娘娘來﹖ 

A : 因為我是龍虎山弟子，請狐仙娘娘來除了自己供奉外，更可以給善信參拜。 

Q : 但為甚麼特別會請狐仙娘娘﹖ 

A : 因為她是張天師的契女。其實你看到壇上有這裡多神，供奉那一位都有其特

別的原因。我把狐仙娘娘、和合二仙和月老放在一起，形成「品」字形的結構。

祭壇的主要目的只有幾項，分別是「招財」，在這個壇上有趙公明元帥；「治病」，

這裡有藥王先師，他名叫孫思遜。「文昌」方面即有文昌先師，而「和合」那部

份我就「請」了狐仙娘娘。和合二仙是掌管「和合姻緣」，月老即掌婚姻，所謂

「千里姻緣一線牽」，而狐仙娘娘即掌人緣，不是姻緣。 

Q : 所是師傅你「請」狐仙娘娘來是因為要補足月老和和合二仙沒有掌管的力

量﹖ 

A : 可以這麼說吧。但最主要的是香港沒有地方可以拜祭狐仙，所以我為狐仙娘

娘設像，既方便想參拜的人來拜祭，又可以當作做生意的招牌，但其實都沒有太

多利潤。 

Q : 所以善信來到就是祈求姻緣。 

A : 主要是這樣吧。其實一般來我這個壇拜祭的人都是「熟客」。雖然這個是閭

山壇，但大部份善信都是來拜狐仙娘娘。來拜我祖師爺的善信亦有，不過很少，

而且他們都會拜狐仙娘娘。 

Q : 你所指的「熟客」即是拜了很多年的那些善信﹖ 

A : 對，一般只有他們會來拜狐仙娘娘。我這裡是私人的祭壇，不是公開的廟，

有時都有街外人想來上香，不過不熟悉的人一般也不會拜狐仙娘娘，因為要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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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元。至於他們拜閭山先師，是因為不能「厚此薄彼」，因為祖師爺始終是這

個壇的壇主。 

Q : 原來如此，我還想了解更多有關此祭壇的資訊。我看到有很多符咒掛在壇上，

是否有其特別意義﹖ 

A : 這些是「閭山符」，由於這個是「閭山壇」，符是「起」這個壇的格式之一。

每個壇的格式都不一樣，嚴格而言這些符是「護壇符」。其實這些「神功壇」的

開設原理跟武館差不多，經常會接收到不明來歷的挑戰。人們用符咒是希望可以

改變到人力不能改變的事情。能不能改變都是「神明」的決定，我們這些師傅只

不過是中間的媒介而已，我們只不過是想透過一些行為去令神明幫助人改善一些

事情。不過當你想作出改變時，別人亦想作出改變，這中間便會涉及鬥法，故此

要用符去護著。 

Q : 原來符是有這種作用的。那師傅你可以進行一次拜祭狐仙娘娘的儀式嗎﹖ 

A : 可以。我會為來拜的善信提供一束鮮花和一盤「衣寶」作敬拜用。第一個步

驟是將祭品放在壇前的桌子，包括我提供的這些和善信自己帶來的糕點、化妝品

等。之後善信要捧着花一邊向狐仙娘娘拜三拜，一邊說「善信(自己名字)現在敬

花給狐仙娘娘」，之後把花挿好。第二個步驟是上香，由於此壇不是狐仙娘娘的

主壇，所以要先上七枝香給所有壇上的神祇。把香由下向上拜三拜，並說「善信

(自己名字)現在上香參拜壇上眾神」。先把三枝挿在上壇的香爐，再把三枝香挿

在下壇的香爐上，最後一枝則揷在門外的土地公前。完成後就可以上三枝香給狐

仙娘娘，又是拜三拜，並說「善信(自己名字)現上香參拜狐仙娘娘」。上完香後，

捧起之前的「衣寶」，拜三拜，並說「善信(自己名字)今日敬備鮮花、香燭衣寶、

糕點、化妝品來參拜狐仙娘娘。希望拜過狐仙娘娘後，保佑我(說出自己願望)」。

許願後就可以將「衣寶」放到化寶桶化了。之後把供奉的祭品在壇上順時針轉三

圈，之後再逆時針轉三圈，再拜一拜狐仙娘娘，並說「這些祭品在拜過狐仙娘娘

後會自用，希望會愈吃愈美麗，愈用愈漂亮(許願)」。之後便完成了整個儀式。 

Q : 謝謝師傅。但為甚麼要向神明說數遍「善信(自己名字)前來參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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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因為上香時說自己名字，只是跟神明通報誰來了，這時不應該許願，而只應

該敬神和通知神自己來了。捧着「衣寶」時，不應只說帶了「衣寶」，應該向狐

仙娘娘說帶了甚麼不同的祭品來敬拜。一般會有鮮花、香燭、衣寶、糕點、糖果、

化妝品等，這時候就可以許願。故此，一般人在上香時已許願是不對的，因這時

候你只是跟神明通報自己來了而已。 

Q : 那我看到這裏有一些「狐仙娘娘開光手串」，都是祭品嗎﹖ 

A : 這些是法器，善信可以帶回家以求平安。除了手串，還有符，上面寫了「狐

仙娘娘有靈有應，扶持弟子千變萬化」，這些都要另外收取費用的。一來是成本，

二來是開光的費用。 

Q : 明白，謝謝師傅。其實你這個壇為甚麼會以地面鋪的形式運作﹖ 

A : 其實這樣做主要是要招「生客」，讓他們知道這裏有「閭山壇」，可以參拜

狐仙娘娘。一般來說知道我這裏有狐仙娘娘神像的人都是透過我的網頁而得知。

我雖是這個壇的壇主，但在網頁上卻是標示我太太陳靜蘭道長為狐仙堂的堂主，

因為拜祭狐仙的始於是女性居多。而以地面鋪的形式是因為一來可以售賣一些祭

品，二來可以令一些客人容易找到這裏。而且我都請善信先預約才前來參拜，故

在網站上，我也都列明「善信前來參拜請先致電本堂，以免接待不周。」 

Q : 但為甚麼選擇在觀音街設壇﹖ 

A : 因為鄰近觀音廟，方便參拜觀音的善信可以順道到我們這個壇來。不過隨著

地面鋪的租金不斷上升，要是這鋪位加租的話，我也會考慮要不要把「閭山壇」

移到樓上鋪。善信祭壇和售賣祭品其實不是我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反之，幫人家

看風水、做神功等才是我主要的收入。不過地面鋪卻可以幫到我招「生客」。我

以前在馬頭圍道也有一個壇是只設給狐仙娘娘的，本是我一個徒弟開的。不過他

沒有交租之類不同原因，所以現在沒有了，就把所有神明都放在這裏。 

Q : 原來如此，謝謝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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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與黎宜銘師傅的訪問 

 

日期 21/07/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黎宜銘 

時間 14: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五十七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狐仙法派主持白

狐老人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2009 年起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黎宜銘師傅 

 

Q : 請問黎師傅從事有關祭祀的工作多久﹖ 

A : 全職的話由一九九一年開始，同年十月移民到加拿大並在當地發展。之後回

流返回香港。民間宗教在當地愈來愈有發展空間，因為愈來愈多華人移民。他們

生活空虛，總要有宗教作精神支柱。 

Q : 明白，那請問可以介紹一下拜祭狐仙的法壇嗎﹖ 

A : 可以，你面前的這個便是狐仙宗壇。這個神像是大禹的老婆九尾狐女嬌，夏

朝開國皇帝啟的生母。她是大禹的老婆，故是皇后，又是啟的母親，故成為了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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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后，所以她是「國母」。 

Q : 那她有特別的故事嗎﹖ 

A : 她是塗山氏國的人。當時，大禹娶妻後幾天便告别妻子，繼續治水。而女嬌

在誕下啟後便一直照顧兒子，她亦是中國第一位女詩人。這個狐仙法壇是供奉女

嬌的。本來應該貼滿符，不過由於公眾地方，怕會影響他人，故沒有張貼出來而

把符只放在旁邊。至於供奉時可以用花作貢品，不會用肉的，因為供奉天神是不

會用肉，只會用齋。天神即天上的神，不是地上的神。很多人用三牲來作拜祭供

品，拜關帝、天后娘娘等。現在有很多茅山六壬的人仕都會拜這些「鬼仙」。有

一些師傅修煉後，但又未到神仙的級別，他們死後會回到壇上享用「香火」，包

括牲口，例如雞之類的靈魂，所以會用牲口來拜祭。但天神只會頌經、點蠟燭。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都是火供，即是佛教也只用油燈。而香即是另一種祭品，是樹

木來的。 

Q : 原來如此，但壇上只有女嬌一位天神嗎﹖ 

A : 不止，還有神牌上的神，不過神像只有女嬌娘娘一尊。據我所知，通常這種

神牌原本只有福州閭山派才有，之後再由該派再傳到其他地方。通常牌的上端都

會寫上「(甚麼)大顯威靈」或「(甚麼)威靈顯赫」，兩旁寫上「千里眼順風耳」，

中間有位主神，這種格式全都是源自福州閭山派。閭山派的法主是陳靖姑，教主

是許天師。當年清政府攻打臺灣，把福建沿海一帶的人遷移到廣東、廣西一帶。

那些法師就來到現在的廣東省茂名市電白縣的一條客家人村落，在村中的客家人

中有一位名叫謝光明，他學習了閭山派後，創立了三派，分別是在香港常聽到的

六壬、茅山和崑崙。這解釋了為甚麼很多師傅都是客家人，因謝光明授徒予客家

人，他們又在客家社群中發揚。 

Q : 明白，那牌面上寫上「奏請陳林李三奶娘娘」，是甚麼意思﹖ 

A : 陳林李中的陳靖姑便是閭山派。我本身於閭山派學習，源流是閭山派，所以

牌上便寫上閭山。但現在香港流行的茅山、六壬就沒有完整地寫上源流是閭山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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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就是說閭山派是起點。 

A : 對，閭山派的祖庭是在江西省南昌市萬壽宮，由中國四大天師的許遜先師創

建。 

Q : 那狐仙是來自閭山嗎﹖ 

A : 其實他是寄在閭山，依傍在閭山。因為以前是沒有狐仙教派，狐仙的出現遠

早於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出現。之後中國道教創造了出來，狐仙便依附在道教。

因為漢族人的神始終依附在漢族的宗教，不會依附在外來宗教。而且狐仙原產地

是中國，其他地方的拜狐仙文化，比如說日本，只不過是秦始皇時期，由移居日

本的人把那時期拜狐仙的文化帶到日本去。日本現在是全世界拜狐仙最盛行的地

方，據我了解，日本的學生到現在為了讀書考試亦會去拜狐仙。而且在日本十之

五六的廟宇都與狐仙有關，當地稱為稻荷神。 

Q : 但這些分佈在不同地方的狐仙，會是同一位嗎﹖ 

A : 狐仙跟人一樣，是一族人，有很多位，可能比人更多。 

Q : 明白，那請問師傅你正在畫的符，是甚麼樣的符﹖ 

A : 是狐仙符，符上寫了「山寨與狐仙」。 

Q : 這些符有甚麼用途﹖ 

A : 不同的符依照符上的文字內容，會有不同的作用。符是人的創作，中文大學

的黎志添教授說符是自唐代之後才有，叫天師符。明清時才有這些一張一張比較

小的符。符好像就是這樣演化過來的。據了解，寫符時不可以跟他人聊天，一定

要集中精、氣、神才可以完成一道符。寫時不可以呼吸和跟別人交談，因為要把

精、氣、神貫入符中。不過這是沒有可能的，因為人沒有可能不呼吸。不過確實

要專心寫，把意識貫入其中，例如寫「發財」時要想著發財，寫「擋煞」時就要

想著擋煞，寫「保平安」、「催孕」等亦同樣道理。用自己的精、氣、神，唸咒語

時亦是用精、氣、神。 

Q : 那請問師傅你為狐仙設壇已有多長時間﹖ 

A : 由二零零九年三月開始，那是創立狐仙法派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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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狐仙是有自己的一個法派﹖ 

A : 以前是沒有的，好像觀音以往也沒有派，但人都會去拜。我拜狐仙的契機要

追溯到大約三十年前的某一天。那時在我正在練功，練到通靈的一刻，漸漸進入

沉睡狀態。突然感到有人在觸摸我，用一隻有溫度的手在撫摸我的臉。於是我張

開眼睛，看到窗外開始變藍，可見是天光時分。之後看到一個身穿古代衣服的年

輕女士坐在我床邊看著我，然後飛走。整個過程我是清醒的，我知道她不是鬼，

因鬼是沒有肉體，不會有溫度。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狐仙的經驗。 

Q : 但為甚麼你肯定那位是狐仙﹖ 

A : 我本來是不知道的。因我一向也不拜狐仙，所以只以為是一位普通的仙女。

直到幾年前，我問祖師爺，即壇上的神祇，亦即第一位的黃狐仙娘娘後，才知道

以前感應到的那位是狐仙娘娘。 

Q : 那之後師傅你就創立狐仙法派。 

A : 不是，我是零九年先創立狐仙法派，過了兩三件後才從祖師爺處了解到自己

早已遇到過狐仙娘娘。 

Q : 但你為甚麼會創立狐仙法派﹖ 

A : 那應該是機緣巧合吧，可能狐仙想我幫她平反。以往秦始皇有拜狐仙，之後

歷朝的達官貴人、公子哥兒，一些有文化的人都會拜。他們會建一個「大仙閣」、

「大仙祠」的地方去供奉一位女狐仙。她的形象一般是坐著，手捧着官老爺的印，

所以稱為「守印大仙」，不是一般平民拜，是達官貴人才拜的。「大仙閣」、「大仙

祠」或「大仙樓」全都在二樓，不在地下，代表她們高級。我從網上看到前總理

溫家寶六代人都住在天津，他們家族都會拜狐仙，在他們家的二樓拜，叫「狐仙

洞」，他們拜的原因是由於出身書香世家。我早兩星期到過天津，本想拜訪此「狐

仙洞」，但已被拆掉，不過天津的朋友跟我說溫家寶家族是有拜狐仙的。其實個

個達官貴人都有拜。 

Q : 那這是國內的情況，香港有人拜狐仙嗎﹖ 

A : 有很多，前兩年才有雜誌拍到女星徐子珊到紅磡去拜狐仙。記者自己也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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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蛇」，從而了解到其實很多明星都有拜狐仙。 

Q : 所以香港設壇拜狐仙的人有很多嗎﹖ 

A : 對，紅磡拜狐仙的賴建明是我的徒弟，還有很多地方都有拜。香港流傳拜狐

仙的文化是因為第三十代張天師收了狐仙，收了一位黃狐仙入道教。這是狐仙成

為道教神祇的原因。這位狐仙法力很高，一直幫第三十一代、三十二代天師，一

直幫到第四十三代天師。第四十三代天師於是說狐仙的法力已超越自己，而且立

下很多功勞，於是他便對第四十四代天師說狐仙已得道，可以位列仙位。所以第

四十四代天師便設立了「狐仙堂」，此堂設在地下。本來張天師自己供奉的「狐

仙樓」是設在二樓。 

Q : 那即是在哪裡﹖ 

A : 在江西省鷹潭市龍虎山嗣漢天師府，這就是狐仙出現在道教的由來。狐仙娘

娘本來是放在二樓，因為高級，省長一般的達官貴人都會前去參拜。天師府一直

都把狐仙娘娘安放在二樓，後來設立「狐仙堂」後再設在地下。但現在天師府的

「狐仙堂」又再設回在二樓。 

Q : 但為甚麼要搬回二樓﹖ 

A : 因為現在的文化又改變了，普遍人認為拜狐仙是不正統。這都是由於小說文

化，像是《封神演義》的渲染，令人對狐仙產生了不良好的感覺。但其實放在二

樓亦表示狐仙比較高級。若放在地下，就好像由被人踏着，那是不好的。 

Q : 但龍虎山那位狐仙娘娘跟師傅你現在供奉的狐仙不是同一位﹖ 

A : 對，是不一樣的。龍虎山上的那位狐仙是「守印大仙」，幫官老爺守官印。

在東北的狐仙不會直接用「狐」這個字，而會用「胡」稱呼狐仙，東北地區的狐

仙通常身穿清服。狐仙已有很長遠的歷史，秦始皇前已存在，大禹的老婆是狐仙，

蚩尤的老婆都是狐仙，不過壇上的這位是大禹的老婆，由此可見狐仙是有多位的。

所以我認為《封神演義》應該是明末清初，而非明朝的作品。因為由夏朝到清朝

的官員都會拜狐仙，而且夏朝的國母女嬌娘娘是狐仙，夏、商兩朝都自認為狐族

的後人，所以《封神演義》說商朝有狐狸精作怪是沒有可能的。我認為這本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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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是明末清初的作品或清朝以後才流行，因為以前的官老爺一定會拜狐仙娘娘，

而且狐仙壇放在二樓供奉，一般人一定不敢咒罵狐仙為狐狸精。所以坊間對狐仙

其實是有很多誤解。不止狐仙，很多今天流行的學派都有假的，比方說姓名學，

此學派以《康熙字典》收錄的字為根據，而且說簡體字是沒有文化基礎，這只是

臺灣方面的說法。《康熙字典》有四萬多字，當中也包括現在用的簡體字。那其

實不止拜狐仙文化，很多其他的文化都是由於大家以訛傳訛而產生誤解。 

Q : 明白，不過我的研究都是集中在香港的狐仙文化。 

A : 其實香港狐仙文化的源流，如剛才所說，是來自江西省鷹漳市龍虎山嗣漢天

師府狐仙樓狐仙堂。以前叫狐仙樓，自四十四代天師後才叫狐仙堂。香港拜狐仙

的文化是由江西那邊演變過來，臺灣拜狐仙的文化源頭都是一樣來自江西。 

Q : 那請問師傅香港還有甚麼人在拜狐仙﹖ 

A : 在太子有一位林千傅師傅在拜，但他那邊並不只是拜狐仙而已，也會拜其他

神祇，好像是象神。全香港只有我這裡是單純拜狐仙。我曾跟林千師傅學鐵板神

數，但在拜祭方面，他即算是我的徒孫輩。 

Q : 原來兩樣是不同的。 

A : 對，你看看這個「萬法宗壇」的授籙證，我是全香港輩份最高的一位。 

Q : 「萬法宗壇」是甚麼來的﹖ 

A : 「萬法宗壇」是頒發「仙官証」的機構，代表了我在天上有官位。 

Q : 師傅你在哪裡被封仙官﹖ 

A : 在國內的龍虎山可以受封，不過我這張證是在臺灣被張道楨天師封的。 

Q : 這張證是近年才發的嗎﹖ 

A : 這張已是七年前發的，我這裡還有其他授籙證，會不斷升級的。這一張是三

品仙官級，一張是二品仙官級。二品是最高級的。 

Q : 為甚麼要有授籙證﹖ 

A : 因為這是道教的傳統。即使是一位管理一間廟的主持道士，要是沒想被封為

仙官，也仍然代表道行未夠。現在國內每年只會頒發一百張授籙證，數量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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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最高地位的道士亦只是從四品。而我是正二品，是在臺灣受封的。有了授籙

證即表示我已被張天師封為神仙，在天上有道位，已是天上的神仙官，來弘揚道

教。自民初到近代，經歷西方宗教、無神論等不同思想的衝擊，很多道教傳統都

消失了，所以沒有道教的學校之類，通常要成為道士都是要跟傅學習。所以現在

就會頒授籙證，以證明自己是道教弟子。人人都可以領，不過一定要有師傅推薦。

一般要有三至五年學道經過才可以領第一張授籙證，從前會由九品開始，不過現

在即簡化至由正七品開始，最高是正二品。正一品只會有一位，那就是張天師。 

Q : 那現在是哪一代張天師。 

A : 現在是第六十四代張道楨天師，他人在臺灣。以前六十三代天師被國民黨帶

到香港的調景嶺，再到臺灣。他那時跟叔伯和侄一行四人一起到臺灣。之後他本

想把天師位傳給張道楨父親，但對方卻希望他傳位給自己的兒子，故張道楨便成

為了第六十四代天師。張道楨天師繼位時，是龍虎山的張天師家族提名的。現在

中共和臺灣的政權都不再封天師，但「道脈」一定要留下去。故此便由在龍虎山

的張明熹師傅去封張道楨為天師，前者是後者的堂哥。張道楨天師所在的組織是

現今臺灣最大的道教社團，人數超過四千人，轄下的廟宇有三百多間。 

Q : 我知道香港最大的道教社團是道教聯合會。 

A : 對，不過我這個「狐仙法派」並沒有入會。我是張道楨天師那個組織在是香

港區輩份最高的一位。 

Q : 不過據我所知很多大型的廟宇，好像是黃大仙嗇色園、九龍堂省善真堂都是

從屬道教聯合會的。 

A : 對，那些都是全真派的，該派把儒、釋、道三者合在一起。而我們是屬於正

一派的。張天師創立的道教就是正一派，而後來宋末元初全真派堀起，而丘處機

被封為國師，全真派才成為教。 

Q : 明白。但我比較好奇的是師傅剛才說在江西龍虎山的狐仙娘娘跟現在壇上的

狐仙是兩位不同的狐仙娘娘來的。但這個壇是閭山壇，那為何不拜祭閭山的那位

狐仙娘娘，而去拜祭女嬌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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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我其實是借用閭山壇而已。現在我這個「狐仙法派」是一個法派，一定要有

符咒、煉丹。而我本身是學習道教「南宗」，你知道甚麼是「南宗」嗎﹖ 

Q : 不知道。 

A : 道教「南宗」是白玉禪祖師創立。他本身是海南島人，他的師傅是沒有派別

的。他之後走到江西天師府四年，在天師府玉皇殿前掘了一口井，作打水用，現

在仍可在龍虎山找到。他之後創立了「南宗」，開始寫符，在他之前的師傅都沒

有寫符，他應該是在龍虎山學寫符的。所以我是學習「南宗」一派的，主要是煉

內丹。「狐仙法派」亦主要是煉內丹的。煉內丹可以幫助修煉者治病的，比方說

我是零度近視和散光。而我有一名徒弟煉了三個月左右，近視亦減了七十多度。

至於畫符咒是用來保命防身的。 

Q : 所以師傅你是借用閭山壇去供奉狐仙娘娘。 

A : 對，不過其實是我「製造」了狐仙的神像出來給人供奉。到現在我總共「製

造」了四尊狐仙像，包括黃狐仙、白狐仙、如意狐仙和女嬌娘娘。 

Q : 「製造」狐仙娘娘﹖ 

A : 是我「看」到或「感應」到狐仙娘娘，她們叫我去做的。之後我依照她們的

外形，再請人幫我做。但當然一些比較仔細的部份是我添加的。比方說現在壇上

的女嬌像手上握着的一定是一卷竹簡，而非書，因上古時間根本還沒有書，你可

以拍照，但不可觸摸。另外，女嬌像的另一隻手握着一把劍因她是「國母」，手

握權力。 

Q : 那通常甚麼人會來拜祭狐仙娘娘﹖ 

A : 甚麼人都有，不過一般而言，女性善信較多。也有一些明星來拜。 

Q : 那師傅你知道她們來拜的原因是甚麼嗎﹖ 

A : 有一部份人是因為她們看過一些故事書或電影是有關狐仙，例如「畫皮」，

認為狐仙是充滿人情，有情有義。多女性善信的原因是由於狐仙通常以美麗的女

性外形出現在人前。我親眼見過有肉身的狐仙娘娘也是現代女性二十八歲左右。

不過主要拜狐仙的原因都是因為她們喜歡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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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狐仙有沒有特別掌管那一種能力﹖ 

A : 有很多。其實神祇都是萬能的，不過只是有個別的能力。比方說女嬌娘娘是

中國第一位女詩人，正在讀書學習的學生應該去拜祭她。而且她是「國母」，手

握權力，希望升職升官的人也應該拜祭她。白狐仙即掌人緣，玄狐仙以金色為主

色，即掌財。 

Q : 原來有這麼多位狐仙。 

A : 這是由於我們是「狐仙法派」，一共有十七位狐仙掌門。我雖是創派的人，

但只是主持，非掌門。第一位掌門是黃狐仙娘娘，即是第三十代張天師收的那位，

掌權力。第二代是白狐仙，黃狐仙的女兒。第三代是玄狐仙，第四代是紅狐仙，

掌桃花運。第五代是和合狐仙，掌一家和合，是一位男性狐仙。第九代是如意狐

仙，即萬事如意，亦是男性來的。第十四代是女性來的，現在是第十七代。祂們

是不停「跳代」的。 

Q : 那女嬌不是掌門﹖ 

A : 她不是，狐仙族有很多位，但她是一位很有權威的狐仙。還有剛才提及的胡

大爺，在遼寧鐵剎山的黑狐，是掌健康的。還有在日本、馬來西亞等不同的狐仙。 

Q : 那現在第十七代是那一位﹖ 

A : 「衪」還沒有「告訴」我。第十七代是現在的掌門。 

Q : 那毎一代都是該位掌門親口「告訴」你的﹖ 

A : 是突然「啪」一聲，我開打了「天眼」，看到第十七代掌門。所以我才說是

第十七代，而非十六、十五代。 

Q : 那就是祂們會「跳代」﹖ 

A : 不是，只是我遇到哪一位狐仙，祂們便會顯示給我看是哪一位掌門。 

Q : 明白。那師傅你自己拜祭狐仙娘娘是由於你曾經遇到過狐仙。那狐仙有特別

的祭祀日子嗎﹖ 

A : 農曆三月初一是狐仙節。是我們「狐仙法派」的狐仙節，不是狐仙誕。是第

第十七代掌門登基的日子，不過我還未知誰是第十七代掌門，因我還未遇到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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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可以看看這些配飾，全是我造的，是有九尾的狐。市面可以找到狐的飾物，

但沒有九尾的。這些是銀器、金沙石、玻璃，這個即是狐仙娘娘的頭像。 

Q : 其實我也嘗試去接觸其他的師傅，但有一些沒有回覆我。 

A : 可能有一些師傅不願意讓別人接觸，我也不知道不接受訪問的原因。但我這

裡不是邪教，是開放給公眾的。那你研究狐仙的目的是甚麼﹖ 

Q : 主要是想了解香港狐仙信仰是怎樣的一個情況。 

A : 現在狐仙信仰都算流行。 

Q : 不過我比較少看到這方面的研究報告之類。 

A : 因為一般人都誤解和忌諱，這都是拜小說所賜。但其實細看歷史故就會知道

不是這樣的一回事。臺灣人比較了解，所以不太會抗拒。我創「狐仙法派」都是

狐仙娘娘想我幫祂們平反。《封神演義》把狐仙形象成害人的妖魔，不過妲己都

只是奉女媧的命行事。 

Q : 那請問拜祭狐仙的儀式過程是怎麼辦的﹖祭品又是要用甚麼東西﹖ 

A : 要用齋不用肉，用五十度以上的酒。 

Q : 為甚麼要用五十度以上。 

A : 因為古人很喜歡酒，啤酒的酒精濃度太低。而用齋是因為拜祭大神不可肉。

只有大神的手下才用肉作祭品。 

Q : 那拜祭狐仙娘娘有禁忌嗎﹖ 

A : 拜神是沒有禁忌的，只有拜鬼才有。好像有傳聞女性經期時不可以拜祭，其

實是指拜鬼，因為說女性經血是用來捉鬼治邪。即是女性經期來時上山拜祖先都

不可以。祖先對自己而言是家仙，但對別人來說都是鬼。不過有你當然不可以同

時拜神時又「養鬼仔」，因為這是對神不尊重。而且不可以否定神的功勞，例如

向狐仙娘娘求姻緣，不可以在得到姻緣後就否定狐仙娘娘的功勞。心有邪念亦不

可以拜狐仙的。 

Q : 那拜狐仙娘娘的過程是怎樣的﹖ 

A : 就跟一般道教拜神儀式一樣，讓我現在示範一次。首先要上香，鞋要穿黑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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褲要青色，即深藍色，衣服要蜈蚣扣的模樣，這是道服的打扮，一般善信不用穿

成這樣。雙腳要微微分開成「八字」，腰板挺直。雙手提香，左手搭着右手，拇

指按着香的下端，把香放在印堂前左右的位置。然後說「雲臺山洞苦修煉、龍虎

山上任逍遙、森森松柏遮金殿、宗壇月夜禮狐仙」，這是口令。之後上香，一枝

一枝上。用左手的拇指和中指先取一枝香，先在香爐的中間放一枝，用的是竹籤

香。之後再把第二枝香放左壇的左邊，第三枝放在壇的右邊，三枝都要直立。之

後再要「三跪九叩」，雙手要呈要「抱拳手」，雙腳跪下，腳不可分開，再拜三下。 

善信每跪一次，我會敲一次法器。這時善信可以許願，而我會唸「請神咒」，奏

請所有狐仙前來，之後善信再要「三跪九叩」，而我即燒一道狐仙符。這就是整

個敬拜過程。我有時會穿上道袍、法衣再拜，這些衣服都很長，所以拜完後要先

提起左腳，再提起道袍，才可以站起來。總共要跪三次，拜九次。要三跪九叩是

因為有三枝香，所以如果放一枝香就只需要「一跪三叩」。 

Q : 我見師傅你只拜「上壇」，那「下壇」不用拜嗎﹖ 

A : 「下壇」是土地，跟「上壇」是不一樣的。土地公應該是放在店舖外面的位

置，不過由於地方淺窄便放在這裏。 

Q : 那祭品用齋就可以了﹖ 

A : 對，不要用梨，因為「分離」。不要用瓜，因為「瓜」的讀音跟死亡一樣。

而且不要用肉。一般善信來拜祭會用衣服和化妝品來拜祭，這些祭品是用來給狐

仙享用。亦會用花，不過我也沒有去考究花的意義，反而用花瓶是由於風水原因。

花瓶外形像葫蘆，倒轉看即像女性的子官。水代表羊水，花即是花仔、花女，代

表兒女，而用紅色是喜慶的意思。所以用花來拜神可以催桃花，花和花瓶有求兒

女的作用，那表示要結婚。 

Q : 那一般善信來參拜時要付多少錢﹖ 

A : 我會把一個紅包交給前來參拜的信眾，他們可以隨心把錢放進紅包，即使不

放亦沒有關係。 

Q : 明白，那師傅你剛剛給我看的玉、飾物，包括你現在掛在身上的這一塊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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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麼作用﹖ 

A : 這塊銀器上刻有「狐仙法派」的字樣。開光後，九尾靈狐便在此銀器上，可

以保佑佩戴者。說白一點就是賣給別人以維持生計。不同的飾物有不同價錢，比

如這個狐仙娘娘的銀器賣一千二百元，這個牌賣三萬元。不同的飾物用不同的符，

祭煉時間亦有所不同。這些一尾狐擺設在別處都有售，不過九尾狐銀器、擺設都

是我自己做的。九尾狐代表道行、法力最高，祂們煉到元神出竅，可以變成人。

我看過一本道書說，神仙地位最高，神仙以下是不同的靈獸，包括鳳凰、九尾狐。

再以下是天地的動物，人跟蟲都屬於這類別。再以下是植物，最下是鬼。人經修

煉可以向上跳兩級成為神仙，同時沒有修煉亦會向下跳兩級成為鬼。但你知道為

何人跟蟲在同一等級嗎﹖ 

Q : 不知道。 

A : 我本身是唸醫科出生的，人是由精蟲進化而來，所以人根本是蟲。所以為何

其他動物經修煉都可以變成人的模樣，因為所有動物本就是一樣的。 

Q : 這真是很有趣。可以請問師傅你為何會選擇黃大仙命理中心這裏設壇﹖ 

A : 我在一九九六年十月由加拿大回流香港後，一直從事風水算命相關的行業。

直到一九九八年農曆一月一日經朋友介紹後，開始在黃大仙設鋪。要在命理中心

設鋪，一定要東華三院的許可證。而且沒有人介紹是難以在這裡設鋪的。這裡本

來是由嗇色園管理，之後才轉讓予東華三院管理到現在。 

Q : 明白，那通常來拜祭狐仙的都是本地人嗎﹖ 

A : 不是，有本地人，也有國內和外國人。曾經有兩名中文大學的外籍學生來拜，

其中一名女生是已半出家的全真派道士，另一位是德國人男子。其實在二十八星

宿中的「心」是代表狐仙，在請狐仙時要把手按在心口上。 

Q : 他們來拜的主因是甚麼﹖其實我想訪問一下其他善信。 

A : 很多人都不願意接受訪問，比方說有明星、模特兒來拜狐仙時會把臉蒙起來。

他們來拜有時是因為人緣。一般拜道教的神祇都是祈求凡間的妻財子祿。但通常

這些善信有可能拜過狐仙後，覺得作用不大，而沒有繼續參拜，轉而去敬拜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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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亦有比較誠心的善信，會一直來拜。 

Q : 那師傅你是不是曾在社交網站上載一段把雞蛋豎直的短片。 

A : 對，自從這段短片被上載到社交網站後，很多人都有模仿。我個人覺得是好

事，因為可以弘揚「狐仙法派」。那當然亦受到不少批評，說我在騙人。但是的

確有人特意前來了解，現在我有徒弟在國內建了「狐仙法派」的分壇，繼續弘揚。

「狐仙法派」跟單純拜狐仙的分別就在於我們會有法力，但單純拜狐仙就不會有

法力，所以我跟我徒弟的視力才會好轉。 

Q : 明白了，謝謝師傅接受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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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與曾理清師傅的訪問 

 

日期 08/06/2016 

(星期三) 

受訪者姓名 曾理清 

時間 16: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灣仔天樂里

六至十六號恒安

大廈一字樓 B 室 

年齡 六十八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道教靝一善壇伏

英觀壇主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不適用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曾理清師傅 

 

Q : 我今天主要有三樣事情想請教曾師傅的。首先，是有關道教正一派「張天師」

的事情。我發現「張天師」好像傳位到第六十三代後，便出現了多位自稱「天師」

的人士。比如是中國內地有張金濤、臺灣地區又有多位人士自稱為「張天師」，

那究竟誰人才是正宗「張天師」，或是現在已再沒有「張天師」﹖ 

A：首先，天師的成立是由國家去任命。東漢時的張道陵被其孫追封為「張天師」，

但其實「張天師」只是正一道的天師。但道教天師，保守來說，共有四位天師。

有葛天師、張天師、薩天師、許天師。而正一派的張天師，在傳承上，以「嗣」

為主，即代表世襲。正一派有不成文的規矩，「傳男不傳女，傳長不傳庶」。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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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代以來有三次變遷，當中都是由於戰亂或改朝換代之過，而導致傳承上無以為

繼。故此，張天師變成了由皇帝去任命。皇帝依靠史官去尋回天師家族的族譜和

尋根，之後再去繼承。由此，一直傳至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約於文革時期，

他逃難到香港，住在西環的雲泉仙館，之後又遷到青松觀，最後逃到臺灣。他的

長子亦於文革時期時被迫死，但其兒子，張華山，就逃至臺灣。張華山之後亦有

認祖歸宗。而張金濤本身姓魯，但他改姓為張，他是妻子是第六十三代天師的女

兒，故他是張天師家族的女婿。但政府後來把他歸為張天師家族的成員，改名為

張金濤。這是天師家族中不被承認的事情，但國家政府的規定並不能反對。那所

以張金濤亦會是國家政協之類。 

Q：那這裏指的「國家」已是中國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A：對，那所以外界抱有錯誤的看法，誤把張金濤看成了天師的承繼人。但其實

他應該是張主持或住持。他是天師府的主持和中國道教協會的十位副會長之一。

但他絕非張天師，他自己都不承認，只是外界有所誤解。但反之，張華山應該是

第六十四代天師，因為他是張恩溥的長孫。然而，他有很多行事都不為道教中人

所接受。道教是以「德」為先，「德」先於「道」，那所以他的行為都難登大雅之

堂。張恩溥尚有一位兒子的兒子在世，張繼禹，那他是中國道教協會的首席副會

長。他是張恩溥第二位兒子的長子，在道教中很有威望，亦是中國道教學院第二

批的學生。但國家不會再批第六十四代天師，因為要防止結黨。而在臺灣，即有

好幾位自封為「天師」的人。例如張源先，他稱自己為是第六十四代天師，但他

沒有可能會是天師。在江西的上清鎮有一個族譜，但在當中找不到他的名字，可

見他「天師」身份的合法性，是存有質疑的。而之後還有一位名叫張道楨，他已

被天師府和天師家族除名，不能夠踏入江西省。 

Q：張道楨被驅走，但他是姓「張」的﹖ 

A：即使姓「張」也沒有關係，因為他是「偽」天師。 

Q：但我從網上看到，臺灣的領導人也有出席到他的襲職儀式。如果這樣去看，

張天師地位正統的繼承問題會不會是與近代中國歷史發展上，中華民國政權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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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有關﹖這會不會是一個政治上角力的問題﹖ 

A：這一方面是政治角力，另一方面是由於天師要「認祖歸宗」，但他連「宗」

也到不了，天師家族的「祠」都不承認他。天師並非任命於天師府，而是以族長

為標準，因為只有族長會管理族群。 

Q：那所以張道楨在臺灣自稱為正一派張天師。那現在正一派分為了兩個系統，

一個是在臺灣，以張道楨為首的中國嗣漢天師府。另一個是以張金濤為主持的江

西龍虎山嗣漢天師府。 

A：對，但國家並沒有欽賜第六十四代天師。 

Q：那「國家」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非中華民國。 

A：須知道天師的任命，乃是以「祖庭」為標準，「祖庭」即是天師府。但天師

府完全沒有為任命第六十四代天師的事件發出過聲明。比如是天主教對主教的任

命只會以梵蒂岡為標準。至於另外還有一位女性，忘記了名字(筆者按：曾師傅

可能是指張源先的長女張懿鳳)，但她一定不是，因為天師是傳男不傳女的。 

Q：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政治權力關係。 

A：當然，但政治權力跟宗教權力是兩種事情。宗教上，天師一定要是世襲，但

自第六十三代後已沒有。在臺灣，雖然亦有中國嗣漢天師府，但去年江西天師府

到臺灣收了超過一千名法師，把他們「糾正」過來，歸納到「正統」之下。所以

臺灣那邊已再沒有特別，大家都知道誰才是正統。那所以那名女子跟張道楨都不

是天師，甚至被下了禁令，廣東省都不可進入。那所以六十四代張天師是不會存

在的。 

Q：直到現在，我覺得主因是由於歷史的因素。 

A：那國家歷史當然是其中之一。但從宗教角度去看是不會有第六十四代的，因

此掛象中只有八八六十四掛，六十三就是完結，不會有六十四。六十四是重新開

始的計算。就像是數學般，九是最大，之後會回到零，重新排列。我們指曆法，

好像外國的瑪雅曆法，會有一個終結和停頓，後人都不懂計算方式，但世界又沒

有到末日。而天師，就到六十三而盡，不會有六十四代。 



197 

 

Q：那既然沒有了天師，那現在的天師「授籙」是如何的﹖ 

A：現在「授籙」是有限制的，有兩個不同的準則，一個是應用在中國大陸的本

土法師。那規定了每個省份只可以「授籙」一定數量的法師。這是國家的規定，

而且考核是非常之嚴峻。另一方面，海外「授籙」，是在每年的十月十五日，限

額大約是一百個，但是可以向中國道教協會申請增加限額。而且好像去年，在臺

灣已有千人「授籙」。這些資料都可以在龍虎山天師道的網頁中查找得到。但海

外「授籙」者則需要特定單位驗證。比方說，我既是弘道會，又是天師府對外的

一個中介機構。我們會收集人名，了解清楚他們的道行、入道多久等問題，然後

會進行考核。而在國內，「授籙」者先要「歸依」，之後會去進行「道士證」的

考核。再之後，才會由道士轉到法師的職位。而香港，即不用「歸依」和考核「道

士證」，由我們這些中介機構去考核，去進行初步的評估。之後會填表，由我們

去推薦他們，那需要兩個機構推薦，一個是當地道教團體，一個是其他團體。前

者是我們，後者是香港道教聯合會或其屬會去推薦。那由於是海外「授籙」，表

格會先到天師府的統戰部，由他們去調查「授籙」者的背景。之後第三步，進行

考核，再到十月十五日「授籙」，之後會再由宗教局審批。過程是頗為複雜。 

Q：但我之前聽另一位師傅指，現今的「授籙」是挺簡單的，只要師傅推薦便可。 

A：師傅推薦只是其中一步，還有其他事項，比如是合法的道長推薦。以前是比

較簡單，現在即比較複雜。這個制度是自 2000 年起才有。 

Q：那 2000 年以前呢﹖ 

A：以前並沒有頒發「法師證」和「授籙證」。 

Q：但我從張金濤於 1994 所著的《中國龍虎山天師道》中，指出改革閞放後已

有頒發「授籙證」。 

A：一定沒有，因為我和兒子是最早的一群香港「授籙」者，他於十四年前「授

籙」，我則比他早一年。不過我們是屬於對外「授籙」，但本地「授籙」可能就

有。 

Q：但之後是否會不斷加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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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對，三年後會加，五年後會再加。而第一冊「授籙」的是「三五都功經籙」，

是七品職位，之後的是「正一盟威經籙」是五品，而「上清五雷經籙」則是三品，

已是最大的職。那我現在頒授的是「上清五雷經籙」。 

Q：明白，那我之後想問有關「閭山派」的問題。我知道「閭山派」是福建的在

地道教，那該派與正一派有何關係﹖ 

A：「閭山派」是陳林李奶三位夫人，我們拜神時常常會請到陳林李奶三位夫人

到助。該派與四大天師許遜天師的淨明宗關係密切。淨明宗壇在龍虎山山腳的萬

壽宮。萬壽宮亦曾受到歷朝帝王的庇蔭，故那邊有很多壁畫之類。那「閭山派」

是許天師的妻子因某些原因而創立了「閭山派」。那我們正式的「三山符籙」是

龍虎山、茅山和閣皂山，那還有淨明宗。而「閭山派」與正一派的關係，是由於

陳林李奶三位夫人本是正一派的道士，她們之後獨立創立了「閭山派」。由江西

到福建只有一山之隔，就是武夷山，那所以「閭山派」便在福建創立。還有另一

個「呂山派」即與閣皂山有關係。 

Q：那其實「授籙」是龍虎山、茅山，還是閣皂山去做。 

A：正式而言，好像是自明朝以後，由萬法宗壇去掌管「三山符籙」，一直傳下

去。那茅山的上清宗、閣皂山的靈寶宗都有其宗壇，不過一直由萬法宗壇去管，

乃至建國以後都是如是，欠缺了其他的「籙」。不過去年，國家和中國道教協會

已批准了茅山上清宗由今年起，可以「開籙」。「籙」是文獻的紀錄，當中牽涉

到「經」和「籙」，以「經」為「籙」。根據不同的「經」，而出現不同的「籙」，

例如正一派以《老子想爾注》為中心，或上清宗以《黄庭經》為中心，每一派都

有以「經」為「籙」，代表紀錄，表示你會做那一類法事。「籙」和「職」是兩

回事，「職」代表你可以去做甚麼；「籙」是記錄。天師府可以做的，其實是「授

職」。比如有一位道士到來天師府，他跟隨一位很厲害的師傅，已經學懂很多法

術。那他要告訴天師府，自己師承何處、薦書，然後去考核不同的「籙」，那天

師府就頒發一個「職」。天師府「授籙」是一般人的說法，行內人是叫「授職」。

天師府並沒有教導你任何東西，而是你的師傅教導你。那來到天師府經考核，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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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授職」。那所以「法官證」是在世的，「仙官證」即已燒掉。我們有所謂黑、

白兩份，一份早已被燒掉，另一份即是死後再燒。那所以「法官證」中的符只有

一半，另一半已燒掉。他日仙遊之時，會把兩份相比、相對。到一個道長死時，

所有東西都會燒掉。 

Q：明白，謝謝曾伯伯。 

 

 

 

 

 

 

 

 

 

 

 

 

 

 

 

 

 

 

 

 

 



200 

 

附錄五 臺北狐仙堂的訪問 

 

日期 05/07/2016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葉雲堯師傅、孫小

姐、另一名女徒弟 

時間 15:20 

 

性別 男性、女性、女性 

地點 臺北市長春路 57

號 6樓狐仙堂台北

總堂 

年齡 從缺、從缺、從缺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陽明仙府狐仙堂

堂主及其徒弟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臺灣 

拜祭狐仙資歷 不適用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葉雲堯師傅 

B：孫小姐 

C：女徒弟 

 

Q：你好，我是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研究生，現正進行有關香港狐仙的研究。這

次來到臺灣，也想了解一下這邊的狐仙信仰。請問可以介紹一下這個狐仙堂嗎？ 

B：我們這個狐仙堂的來源，是源自於江西龍虎山。那在龍虎山的網站也可以查

到我們的「大仙」。所以是有資料的。香港那邊也是在網站上有嗎﹖ 

Q：我在香港進行研究時，那邊的師傅也是有網站的。 

B：我是說在江西天師府的網站上。因為在那邊的網站是有我們的，而「大仙」



201 

 

就是從那邊請過來。所以是有憑有據的。 

Q：香港那邊的師傅也是說狐仙是從龍虎山來的。 

B：你上江西龍虎山的網站就可以找到我們的資料。還有之前「大仙」修行的床，

也都還在那邊。這個是給香客看的一些簡介，讓他們對「大仙」有一些概念。 

Q：那我自己進來看時，都覺得這裏跟香港祭祀狐仙的地點不一樣。香港的那邊

比較小。 

B：那他們是不是要採取預約制﹖ 

Q：對，其中一個祭祀地點是需要預約的。 

B：對，我知道他們要預約，而我們是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過來、進來拜拜。 

Q：香港那邊也是可以去，但去的時候比較希望善信先打電話去。據我所知，香

港有三個地方都有祭祀狐仙的，一位在太子，但我聯絡不了那位師傅。另外有一

個在紅磡，還有一個在黃大仙，這兩個地點我都有去訪問。 

B：所以你就聯絡不了一位。 

Q：對，因為我不是去參拜的，而是去做研究的。可能對方以為我是去參拜吧。 

B：那另外兩間都是用粵語的嗎﹖ 

Q：對，都是用廣東話。 

B：那相貌也跟我們的「大仙」不一樣吧。 

Q：對，是有所不同。但我現在看有關狐仙傳說的故事卻是一樣的。 

C：他們那個，就黃大仙那個，他們的符好像跟我們的「魅符」也很像。 

Q：那邊的師傅說他不是從龍虎山「授籙」，而是在臺灣「授籙」的。他說自己

是在臺灣，給張道禎天師「授籙」的。 

B：但其實在第六十四代天師張源先死後，天師之位就有很多爭議。而這照片是

我們的葉老師，你可以看看這些資料相片，相信會很清楚。因為我們是很開放。 

Q：我在香港的時候，就跟這裏有些不一樣。 

B：就很隱密是不是﹖ 

Q：就那邊其實不是一個「拜拜」的地方。一個是賣香燭的地方，另一個是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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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 

B：那他們可能是私人供奉。 

Q：對，兩個地方都是私人供奉，但我看這裏是公開的祭祀地方。 

B：對，這很不一樣。其實「大仙」她的信徒很多，她願意幫助很多的人，所以

我們用公開的方式。 

Q：那這裏只有一位「大仙」嗎﹖ 

B：狐狸是承傳的，所以你們來拜是整個家族，而「大仙」是家族的長老，控管

這個家族。 

Q：這跟我從香港的師傅那聽回來的說法很像。 

B：那有可能是我們被抄襲。因為我們這邊也有很多香港的香客啦。有時候也會

拜託我們請一下東西過去。那就可能他們請回去在那邊自己拜。 

Q：其實在網絡上尋找「香港狐仙」也會出現很多資料，我就是用這個方法去找

的。 

B：其實我也有看到很多不同的造型。 

Q：所以孫小姐你是葉老師的徒弟。 

B：對。 

Q：這是我的名片，我是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 

B：其實上星期也有你們學校的同學來拜拜。我們這邊香港的「香客」也蠻多的。

那個可能是你同學，但好像科系不同啦。 

Q：我看你們的簡介上，在高雄、臺南、臺中都有分堂。 

B：對。 

Q：所以這裏拜的不止狐仙。 

B：我們還有拜其他的神尊，比方是有「張天師」、「玄天上帝」、「太陽公公」、「太

陰娘娘」，後殿還有「觀世音菩薩」—「千手千眼觀音」。這邊有分前殿和後殿，

有不同的神尊給「香客」去參拜，但主要是參拜「大仙」。 

Q：「大仙」是在壇的中間，那其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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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間三尊都是「大仙」，旁邊的兩尊比較小。而黑鬍子的那個是「張天師」，

在右邊。左邊有比一個劍指的是「玄天上帝」。 

Q：謝謝。其實我今天會來是因為上星期在政治大學參加研討會時，一些臺灣的

同學跟我推薦這裏的。 

B：對，有時候有一些宗教系的學生會過來。 

Q：他們就推薦我來參觀一下。 

B：其實你研究的目的是﹖ 

Q：我主要是研究香港的狐仙，目的是想香港狐仙信仰有何特別，但因為時間的

關係，我沒有到中國大陸其他地方去看，只留在香港。但幸好這次來臺灣參加研

討會，就可以順道來這邊的狐仙堂看看。因為華人宗教的社群很大，所以想看看

同一宗教在不同地方有何不同面貌。然後，我都覺得這裏跟香港的有不一樣。 

B：臺灣的都比較開放式。 

Q：對，因此在香港，普遍都覺得拜狐仙是比較「壞」的事情，會覺得不好意思。

但在臺灣，就好像不一樣。比方是前幾年，我看《敗犬女王》，第一集就有拜狐

仙的畫面。 

B：對，是《敗犬女王》。 

Q：我看到就有女主角媽媽在拜狐仙的畫面。 

B：對，臺灣就比較公開的。 

Q：香港的比較不會這麼公開。 

B：拜的人會比較偷偷摸摸吧。 

Q：也是的。我覺得這個挺不一樣。 

B：有時候，拍戲的也會來這邊取景。 

Q：所以我就好奇來這邊看一下。 

B：那香港對其他神明就沒有這麼忌諱啦﹖ 

Q：據我了解，對狐仙是比較避諱。香港的神明應該比臺灣的少，那比較起來，

就更明顯。我剛剛來的時候，看到外面有一個很大的牌子，大大的表示這裏是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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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狐仙的地方。 

B：那在香港是沒有招牌的﹖ 

Q：沒有的。 

B：那要是有善信去參拜時，是怎麼辦的﹖ 

Q：去拜的人就會打電話、會預約，因為有時候師傅會不在。那在這裏的師傅也

已經是在龍虎山「授籙」的嗎﹖ 

C：有，有被「授籙」是大法師。而且狐仙應該是從我們這個地方，使大家有一

個比較正確的認知和了解，突破以往大家那種從神話、故事、小說得知的觀念。

等於說龍虎山的狐仙也是慢慢的從我們這邊推廣出去、發揚光大。 

Q：那請問這裏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拜狐仙的﹖ 

C：其實老師拜狐仙已經有一段時間。而正式公開就是從一些新聞傳出去之後。 

Q：那大概有幾年﹖ 

C：老師已經拜了很久，而公開參拜都大概有十幾年。 

Q：那就是從臺北，再傳到臺中、臺南、高雄。 

C：因為香客愈來愈多，後來連其他地方，包括香港、新加坡、大陸的香客都來

這邊。然後有其他人開始模仿。剛剛提到香港的地方，其實也是有人想模仿。 

B：他們那邊資料也跟我們一樣吧。 

Q：就有關狐仙的傳遞故事是一樣。 

C：可能是從我們網站上面直接複製過去吧。 

Q：因為我為了寫論文，也從一些期刊上看到這個故事。 

C：其實你想寫論文的話，我們已經著手寫有關狐仙的資料。應該很快就會就會

出版。 

Q：其實我現在主要是寫香港的狐仙。 

C：香港的話，其實來源也有很多是模仿這邊。他們在跟你解釋上，比較說是模

仿這邊。所以你要說狐仙是怎樣推廣出去的話，就可能要從這裏入手。 

B：像是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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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在香港時，那邊的師傳也是拜了一段時間。 

C：可能是我們這邊傳過去的。就是從我們過去。 

A：其實同學，你可以看到這一篇報導上，這位是張金濤來臺灣，連戰、郝百村

都在，然後這是我。這裏寫了，請我在近期內把靈狐大仙分靈回到江西龍虎山。

在臺灣，我是主力。這本可以送給你。 

C：如果你想了解我更詳細的話，我們已經準備出書了。我們有請老師幫我們寫

這本書，到時候論述會更完整。 

A：我們是請了宗教研究所的院長替我們寫的。 

C：或許等我們書籍出來的時候，就可以通知你。 

Q：謝謝。因為我在找有關狐仙的資料都比較少。 

C：可能到時候的資料會比較完整和正確。要是你從其他地方找的，也是模仿這

裏，也有可能是拼湊的東西。 

A：我們是最早去發揚的。其他人看到我們發揚了以後才搞的，就自己弄狐仙。

香港狐仙、新加坡狐仙、馬來西亞狐仙、加拿大狐仙，都是從這邊仿的。泰國那

邊有九尾狐仙，說是作夢夢到的，根本就是胡扯。自第六十三代天師張恩溥來到

臺灣，狐仙也到了。狐仙是天師的守護神，天師到哪邊，狐仙就到哪裡。他死在

臺灣，沒有回到大陸過，所以狐仙在臺灣生根了。香港那隻狐仙是我師傅把它給

收回來的。我們都有記載。我們的瞼書粉絲團跟網站都有記載的，你可以看。狐

仙的樣子，怎樣承接、招狐仙的密令。真正的狐仙在臺灣、並沒有回到大陸去。 

Q：那葉師傳你也是在龍虎山「授籙」的﹖ 

A：對，我是正一派「授籙」的。天師其實根本不會有第六十五代，因為八八十

四掛，第六十五就是混沌了。 

C：而且在龍虎山狐仙堂看到的那幾尊狐仙，是我們拜過去的。 

A：像也都是我們畫的。 

Q：那所以現在龍虎山上有狐仙在﹖ 

A：龍虎山是天師府，張天師原本修行的廟就在龍虎山。後來因為國民黨撤到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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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他也到臺灣。他把狐仙帶過來。我們飲水思源，然後張金濤想恢復江西狐仙

堂的容貌，所以他來拜託我。他現在是江西龍虎山的主持。 

Q：我看到龍虎山天師到了六十三代以後就出現了不同的人自稱是天師。特別是

臺灣有很多人自稱是天師 

C：對，後來變亂了是因為歷史淵源的問題。那你現在在龍虎山看到的狐仙堂也

是我們去整修的。 

A：狐仙的「千功床」也是我去奉獻的。值八十萬人民幣。 

Q：那這裏的參拜儀式是怎麼樣的﹖ 

B：參拜就是先拿香去祈願，跟「大仙」說話。但我們外界想像那麼神秘，因為

外界有很多的傳說，要滴血，好像是邪教的儀式。我們這邊是沒有，每個人參拜

你都看得到的。就是很公開，以這方式去發揚光大，讓大家都知道「大仙」正面

的地方。不會弄得神神祕祕的，讓很多人接觸不了「大仙」。你可以看到信徒都

是來來往往。 

Q：那來這裏的人多嗎﹖ 

B：多啊，但就有點熱。晚上會很多。 

Q：我看就是不停有人進來，跟普通的廟宇差不多，就是在樓上而已。 

B：對啊。你在瞼書上輸入「狐仙」也會找到我們的粉絲團，你可以參考。你看

這個簡介也會多了解一些。 

Q：謝謝。 

 

 

 

 

 

 

 



207 

 

附錄六 簡短問卷 

 

1) 姓名(提供姓氏即可) : ___________ 

 

2) 性別: 男 / 女 

 

3) 年齡組別: 10-19 / 20-29 / 30-39 / 40-49 / 50-59 / 60-69 / 70 或以上 

 

4) 香港出生: 是 / 不是 (請注明__________) 

 

5) 職業: _____________ 

 

6) 信仰: 道教(包含各類民間信仰)/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沒有信仰 

 

7) 參拜時間:__________  , 參拜日期:__________ 

 

8) 是否第一次拜祭狐仙娘娘? 是 / 不是 (請注明拜祭了多久 __________) 

 

9) 拜祭原因是甚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拜祭狐仙後有何變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如何得悉狐仙信仰的祭祀地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其他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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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收集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並只會作研究分析用途。有關資料只有研究者本

人以及指導教授和學系的其他老師有可能接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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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研究同意書 

 

研究案名稱：香港狐仙信仰研究 

 

執行單位：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 

 

研究者：姓名：陳康言 

       地址 : 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 224 號善衡校園溫仁才大樓 OEM709 室 

   電子郵件 : 14485842@life.hkbu.edu.hk 

       電話 : 69007796 

 

指導教授：姓名：黃國鉅博士 

         地址 : 香港九龍塘窩打老道 224 號善衡校園邵逸夫大樓 607 室 

     電子郵件 : kkwong@hkbu.edu.hk 

         電話 : 34115066 

 

研究目的：本研究之目的是為了了解狐仙信仰的儀式以及香港大眾對狐仙信仰的看法。 

 

研究步驟：參與者會被要求接受簡單訪問，過程將會被錄音。 

 

研究所需時間：整個訪問過程大約十到十五分鐘。 

 

保護隱私聲明：研究過程中將會蒐集參與者以下的資料 

            1) 姓名、2) 性別、3) 年齡、4) 職業  

       研究所收集的資料將會絕對保密並只會作研究分析用途。有關資 

mailto:14485842@life.hkbu.edu.hk
mailto:kkwong@hkbu.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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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只有研究者本人以、指導教授和學系老師有可能接觸得到。 

 

自願參與：參與者是自願決定參與本研究，可以於任何時間退出參與研究，任何                   

   不想回答的問題都可以不作答，且其權益不會受到任何損害。您可以 

   全權決定是否參與本研究。如果您現在同意參與但之後改變心意，您是 

     可以於任何時間停止會退出本研究的。如果您決定停止參與研究，您不 

   需要提出任何理由，也不會受到任何懲罰。 

 

研究者簽名   參與者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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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田野考察簡表 

 

考察地點 : 香港九龍紅磡蕪湖街 68 號光明閣地鋪 A 

考察日期 考察時間 參拜人數 其他事項 

28/05/2015 

(星期四) 

14:00 – 18:00 

 

0 見附錄一：與賴建明師傅的第一次訪

問 

2/06/2015 

(星期二) 

 

13:00 – 18:00 0 見附錄二：與賴建明師傅的第二次訪

問 

據店主賴師傅指在訪問當天 10:00 有

一位善信前來參拜。(見觀察個案一) ; 

在 15:00 左右有一位年約三十到四十

的女士來到壇前本想購買剛在觀音

廟求籤的籤文解釋，看到壇上的神像

便想了解有沒有跟人緣和財運有關

的神明可以拜祭。但當了解到拜祭要

另行收取費用時便不選擇拜祭。 

5/06/2015 

(星期五) 

 

11:30 – 14:3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前一日(4/06)12:00和

14:00 分別有兩位善信前來參拜。(見

觀察個案二和三) 

9/06/2015 

(星期二) 

 

15:00 – 18:00 1 

(見觀察個案

六) 

據店主賴師傅指前一日(6/06)14:00和

15:00 分別有兩位善信前來參拜。(見

觀察個案四和五) 

30/06/2015 

(星期二) 

 

11:00 – 15:0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日前有一位模特兒

經理人跟幾位模特兒因要到海外工

作而前來拜祭。但由於賴師傅未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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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準確的拜祭日子和時間，故不列作

觀察個案處理。 

6/07/2015 

(星期一) 

 

14:00 – 16:3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由於據「通勝」所

寫，這幾天不宜拜祭，故沒有人到來

拜祭狐仙娘娘。 

15/07/2015 

(星期三) 

 

10:30 – 13:00 1 

(見訪問個案

一) 

據店主賴師傅指前幾天雖有信眾前

來祭祀。但由於沒有師傅沒有為信眾

寫下道符，而且又未能提供準確的拜

祭日子和時間，故不列作觀察個案處

理。 

25/07/2015 

(星期六) 

11:30 – 15:3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前一星期由於天雨

的關係，所以沒有信眾前來參拜。 

07/08/2015 

(星期五) 

 

15:00 – 18:0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過去兩星期只有幾

位善信前來參拜。但由於賴師傅未能

提供準確的拜祭日子和時間，故不列

作觀察個案處理。 

18/08/2015 

(星期二) 

 

11:00 – 14:3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過去兩星期只有幾

位善信前來參拜，而且都是「熟客」。

但由於賴師傅未能提供準確的拜祭

日子和時間，故不列作觀察個案處

理。 

03/09/2015 

(星期四) 

 

11:00 – 14:00 1 

 (見觀察個案

七) 

據店主賴師傅指過去兩星期只有幾

位善信前來參拜，而且都是「熟客」。

但由於賴師傅未能提供準確的拜祭

日子和時間，故不列作觀察個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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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08/10/2015 

(星期四) 

 

13:00 – 16:00 

 

0 據店主賴師傅指過去一個月只有幾

位善信前來參拜。但由於賴師傅未能

提供準確的拜祭日子和時間，故不列

作觀察個案處理。 

 

考察地點 : 香港九龍黃大仙東華三院黃大仙簽品哲理中心上層 149 號 

21/07/2015 

(星期二) 

14:00 – 17:00 0 附錄三：與黎宜銘師傅的訪問 

23/07/2015(星

期四) 

12:00 – 14:00 3 

(見訪問個案 

1, 2, 3) 

據店主黎師傅指前日(22/07)下午四

有兩位由新加坡來的善信前來參

拜。(見觀察個案 1) 

03/08/2015(星

期一) 

12:30 – 17:00 1 

(見訪問個案 

4) 

由於店主黎師傅日前不在香港，故沒

有善信前去拜祭狐仙。 

09/08/2015(星

期日) 

14:00 – 17:30 2 

(見訪問個案 

5, 6) 

黎師傅指前幾日共有 7 位善信前來

參拜。(見觀察個案 2-8) ; 在 14:55 左

右，有一位善信前來上香和跟師傅聊

天，但由於沒有拜祭，故不列作觀察

個案處理。 

19/08/2015(星

期三) 

13:00 – 15:30 1 

(見訪問個案 

7) 

黎師傅指前幾日共有 10 位善信前來

參拜。(見觀察個案 9-18) 

30/8/2015( 星

期日) 

15:00 – 17:30 0 黎師傅指前幾日共有 10 位善信前來

參拜。(見觀察個案 19-28) 



214 

 

22/9/2015( 星

期二) 

14:00 – 17:30 3 

(見訪問個案 

8) 

參拜的人當中有兩人已在之前完成

訪問。此外黎師傅指前幾日共有 10

位善信前來參拜。(見觀察個案29-38) 

21/10/2015(星

期三) 

13:00 – 16:00 2 參拜的人當中有兩人已在之前完成

訪問。此外黎師傅指之前共有 9 位善

信前來參拜。(見觀察個案 3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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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訪問個案 

 

訪問個案(一) 

 

日期 15/07/2015 

(星期三) 

受訪者姓名 李太 

時間 11: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五十九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家庭主婦 

調查方法 訪談、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佛教 

拜祭狐仙資歷 

 

7 年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Q : 調查人 A : 信徒李太 

 

Q : 請問李太是從甚麼時候開始拜祭狐仙娘娘的﹖ 

A : 其實我主要是拜祭的是師公，特別是閭山先師。我本身其實是一名佛教徒，

毎逄初一、十五都會去拜神。很久以前我是住在離這裏不遠的必嘉街，工作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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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興，毎天回家時必定會經過蕪湖街，因緣際遇之下認識了賴師傅的母親。她知

道我生活上有點事不太順利，便跟我說賴師傅可以幫到我。果然自從賴師傅幫我

請了閣山先師到我家後，一切便順利起來。我毎一次回香港都一定會前來拜祭。

今天我便請賴師傅代我向各位師公祈求家人的平安和健康。 

Q : 所以李太你已經移居了海外。 

A : 對，我是在二零零六年移民到加拿大的，不過毎年仍會透過朋友到這裡請賴

師傅替我向眾位師公祈福。 

Q : 謝謝李太。 

 

* 據賴師傅補充，師公即是壇上諸神，包括狐仙娘娘和其他在閭山壇上的神祗。

不過李太自二零零六年起已開始拜祭眾位師公，但賴師傅卻是從二零零八年起才

「請」到狐仙娘娘到壇上。 

* 賴師傅亦指李太在加拿大毎逄要跟移民局的官員面談，都一定會先打長途電話

回香港請賴師傅向眾位師公祈求面談時一切順利。 

* 在李太拜託賴師傅替她向壇上的眾神祇祈求家人的平安和健康時，付了港幣五

百元給師傅。 

* 李太雖有進行上香部份的儀式，但卻沒有進行其他部份的儀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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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1) 

 

日期 23/07/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文先生 

時間 13:3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八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金融工作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深圳 

拜祭狐仙資歷 

 

四年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文先生 

 

Q : 請問文先生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我以前在浸會大學珠海分校讀書，可能當地風水比較差，我和其他同學都經

常「撞邪」，而且年年都會大病一場。到了畢業前一年，即是我入「狐仙法派」

的那一年，大病了很久也不能痊癒。之後透過網絡找到了黎誼銘師傅，在他的幫

助下，拜了狐仙。過了一陣子，身體真的好起來了。而且我很堅持毎星期都由珠

海到香港黃大仙來參拜狐仙娘娘，果然一切都好了起來。我本科畢業後，希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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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香港繼續進修有關宗教研究的學科。果然在拜過狐仙後，成功申請到香港中

文大學的宗教研究學科。之後再一步一步深入供奉狐仙。 

Q : 那請問文先生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琛圳人，透過網絡找到了黎誼銘師傅後，毎星期都會來香港。由珠海到

香港路程挺遠，動輒便花兩到三個小時在交通時間上。但由於當時自己身心都很

差，包括運氣。我自己小時侯都會遇到一些靈異事件，但在大學時期，情況特別

差。而且在大學四年級時，爆發了一件特別嚴重的事，所以才堅持來找黎師傅。 

Q : 請問你遇到了甚麼事情﹖ 

A : 那時跟幾名朋友一起到學校附近的鬼屋探險，那鬼屋是一所百年的大宅，是

民國時期的大宅，不過現在已經人去樓空。屋內有很多骨灰龕，大宅的後人移居

海外後，那裏便成為了我們同學之間的探險地帶。我們會在那裡測試膽量，比如

說模仿貞子拍片。結果大家都遇到不好的事情，例如撞車、生病。所有同學都有

遇到，不過我是最嚴重的一人，連續發高燒一星期也未能痊癒。所以便來找黎師

傅和拜狐仙。 

Q : 那拜完狐仙後情況改善了嗎﹖ 

A : 對，改善了很多，所以我亦決定拜師入道。再加上我自己亦對宗教抱有濃烈

興趣。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已有四年時間。 

Q : 那自己在家中亦有拜嗎﹖ 

A : 有，我在家中亦有設壇。但即使家中有設壇，我亦會到這裏參拜。因為這裏

是「狐仙法派」的宗壇。「宗」是基本，是我們的家，所以一定要到這裏拜。一

年最少要到宗壇一次。我在珠海唸書時，一星期來一次。之後在中文大學唸書那

一年，來的次數更頻密。 

Q : 那文先生你拜狐仙的原因是由於自己遇到靈異事件和希望可以達成願望。 

A : 對，除了拜狐仙外，我亦有跟黎師傅「學法」，之後希望可以為「狐仙法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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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來貢獻。我發現普羅大眾對狐仙的認知度很低，他們都對狐仙抱有比較負面的

感覺，這可能是由於傳媒的影響。所以我當時希望可以搜集多一些有關狐仙的資

料，讓更多人了解。我在搜集資料時，發現身邊的朋友和家中長輩都不太了解狐

仙，而且比較偏向負面。不過近年有更多有關道教的宣傳，大眾更能了解這些事

情。 

Q : 明白，你剛剛有提及在家中亦有設壇。那你在家中是每天都有拜祭狐仙嗎﹖ 

A : 基本上每天都有。我家中的壇基本上跟宗壇這裏是一樣的，只是之前只有神

牌，沒有神像。不過師傅之後有幫我「請」狐仙娘娘到我家去。 

Q : 那請問「請」了哪一位狐仙娘娘﹖ 

A : 「請」了祖師爺黃狐仙娘娘，即是張天師收的一位。 

Q : 明白，謝謝你的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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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2) 

 

日期 23/07/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4: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八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銷售員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一個月 信仰 沒有特別宗教信

仰 

Q : 調查人 

A : 陳小姐 

 

Q : 請問陳小姐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希望諸事順利，心安理德。俗語說「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所以我經常都

會拜神。 

Q : 請問陳小姐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香港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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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大約一個月左右，今天是第二次來拜。 

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我覺得自己異性緣改善了。好像是前幾天坐公共小巴時，有一位男子很客氣

地幫我抬行李箱上車和下車。 

Q : 那陳小姐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就是有時看到報章報導一些明星去拜狐仙。之後自己上網查找到黎師傅的狐

仙壇。 

Q : 謝謝陳小姐接受訪問。 

 

* 受訪者跟訪問個案 4 的受訪者是一同前來參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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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3) 

 

日期 23/07/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許小姐 

時間 14: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八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一個月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Q : 調查人 

A : 許小姐 

 

Q : 請問許小姐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希望改善人緣。 

Q : 請問許小姐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香港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大約一個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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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我覺得自己異性緣和人緣果然都改善了 

Q : 那許小姐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就是經由朋友告知的。 

Q : 謝謝許小姐接受訪問。 

 

* 受訪者跟訪問個案(2)的受訪者是一同前來參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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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4) 

 

日期 03/08/2015 

(星期一) 

受訪者姓名 曾先生 

時間 15:3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三十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高級傢俱銷售員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四年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Q : 調查人 

A : 曾先生 

 

Q : 請問曾先生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希望改善人緣。 

Q : 請問曾先生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香港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超過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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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變順利了。 

Q : 那曾先生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就是從電視上看到黎師傅的訪問，知道拜狐仙可以改運，之後再從網絡上找

到狐仙宗壇的地址。 

Q : 謝謝曾先生接受訪問。 

 

* 拜祭時由黎師傅唸咒，受訪者只需進行「三跪九叩」的動作。 

* 黎師傅指更正式的拜祭應該要向法師進行「一跪三叩」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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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5) 

 

日期 9/08/2015 

(星期日)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4: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三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學生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半年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Q : 調查人 

A : 陳小姐 

 

Q : 請問陳小姐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希望自己和家人都可以事事順利。 

Q : 請問陳小姐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香港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大約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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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我覺得所有事情都變順利了。之前在學校會被一位女老師針對，但拜過狐仙

娘娘後就沒有再被該位老師針對。 

Q : 那陳小姐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就是從社交網絡(youtube)上黎師傅的訪問，之後再找到這個地址。 

Q : 謝謝陳小姐接受訪問。 

 

* 拜祭時由黎師傅唸咒，受訪者進行了「三跪九叩」的動作。 

* 之後黎師傅用唸咒的方式把一件狐仙飾物「開光」，受訪者向黎師傅進行「一

跪三叩」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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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6) 

 

日期 9/08/2015 

(星期日) 

受訪者姓名 張小姐 

時間 17: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代  (受訪者

不願交代實際年

齡)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中學教學助理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Q : 調查人 

A : 張小姐 

 

Q : 請問張小姐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希望可以改善人緣。 

Q : 請問張小姐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香港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今天是第一次來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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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張小姐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就是從網絡上得知黎師傅的地址。 

Q : 那張小姐你之後還會再繼續拜祭狐仙嗎﹖ 

A : 若果生活有改善，應該會繼續拜。 

Q : 謝謝張小姐接受訪問。 

 

* 拜祭後，張小姐放下了二十元香油錢。 

* 黎師傅跟受訪者說若果要有主持師傅幫助拜祭，香油錢即是一百港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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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7) 

 

日期 19/08/2015 

(星期三) 

受訪者姓名 林小姐 

時間 14: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約三十多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美容業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福建 

拜祭狐仙資歷 

 

五年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林小姐 

 

Q : 請問李小姐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因為希望可以改善自己的健康和運氣。 

Q : 請問李小姐你是哪裡人﹖ 

A : 我是福建人。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已經很久了，前後大約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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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那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是之前有朋友拜過，覺得「靈」，再介紹我來的。除了在這裏，我亦有去紅

磡的狐仙堂參拜。 

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可能因為我很誠心去拜，所以感覺到健康和運氣都改善了。 

Q : 謝謝林小姐接受訪問。 

 

* 拜祭時由黎師傅唸咒，受訪者進行了「三跪九叩」的動作。 

* 林小姐分別預備了兩批祭品(都是紙錢)，一袋較大是奉獻給上壇狐仙；一袋較

小是奉獻給下壇土地。 

* 拜祭後，林小姐放下了約二百元香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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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個案(8) 

 

日期 22/09/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祝先生 

時間 16:3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二十一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夜場侍應 

調查方法 訪談 

 

出生地 吉林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Q : 調查人 

A : 祝先生 

 

Q : 請問祝先生為甚麼會拜狐仙﹖ 

A : 我本身是東北人，家裏一向有拜祭「胡大爺」，那來到南方之後，得知南方

也有狐仙拜祭，那便繼續拜。雖然這裏的狐仙跟家裏頭不一樣，不過始終從小開

始拜，拜狐仙已是習慣。 

Q : 那請問你拜狐仙了多久﹖ 

A : 已經很久了，從小開始拜。不過這裏的狐仙即是由三年前開始拜，之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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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狐仙法派。 

Q : 那你是如何得知香港有狐仙信仰﹖ 

A : 我本身是在深圳一個狐仙法壇拜祭。之後得知宗壇在香港，在師傅介紹下，

便來到香港拜祭。 

Q : 那拜完狐仙後有甚麼改變﹖ 

A : 我本身雙眼一大一細，但拜祭後雙眼大小變回正常，而且個性變得更好。 

Q : 謝謝祝先生接受訪問。 

 

* 拜祭時由祝先生自己唸咒和狐仙寶誥，再由黎師傅唸請神咒。祝先生進行了「三

跪九叩」的動作。 

* 拜祭後，祝先生放下了約一百元香油錢。 

* 黎師傅之後燒符咒，兩人更喝下符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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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觀察個案 

 

觀察個案(一) 

 

日期 2/06/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0: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到三十

究 

調查人員 賴建明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敬拜目的 從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據賴建明師傅所述，該善信已參拜多次。賴師傅基於拜祭乃屬個人隱私的原因，

故在該善信參拜時離開祭壇，因此不能理解善信敬拜狐仙娘娘的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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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二) 

 

日期 4/06/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2: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四十歲 

調查人員 賴建明師傅 

 

職業 水警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從缺 

敬拜目的 從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但不是第

一次參拜)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據賴建明師傅所述，該善信已參拜狐仙娘娘多次，是「熟客」。基於個人隱私

的原因，在該善信參拜時，賴師傅離開祭壇，因此不能理解善信敬拜狐仙娘娘的

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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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三) 

 

日期 4/06/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4: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歲 

調查人員 賴建明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從缺 

敬拜目的 希望改善事業上

的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但不是第

一次參拜)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據賴建明師傅所述，該善信已參拜狐仙娘娘多次。由於賴師傅要幫助該善信寫

道符參拜，故了解到善信敬拜狐仙娘娘的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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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四) 

 

日期 6/06/2015 

(星期六)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4: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歲 

調查人員 賴建明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敬拜目的 希望改善事業上

的人緣、姻緣和財

運。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由於賴師傅要幫助該善信寫道符參拜，故了解到善信敬拜狐仙娘娘的目的是甚

麼。 

 



238 

 

觀察個案(五) 

 

日期 6/06/2015 

(星期六)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5:0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湖

街 68 號光明閣地舖

A (閭山崑崙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歲 

調查人員 賴建明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從缺 

敬拜目的 從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據賴建明師傅所述，該善信已參拜狐仙娘娘多次。由於個人隱私的原因，在該   

善信參拜時，賴師傅離開祭壇，因此不能理解善信敬拜狐仙娘娘的目的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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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六) 

 

日期 9/06/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5: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從缺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該善信不願意接受訪問。據賴建明師傅所指該善信的參拜對象是「師公」，「師

公」乃指以往做神功的弟子，他們由於道行高深，故成為了閭山先師的護法。而

狐仙娘娘亦是閭山先師的護法之一，故亦是該善信其中一個參拜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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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七) 

 

日期 03/09/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3:3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紅磡蕪

湖街 68 號光明閣

地舖 A (閭山崑崙

法院) 

年齡 大約三十歲 

調查人員 陳康言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有沒有敬拜狐仙

娘娘 

有 信仰 從缺 

敬拜目的 從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 該善信沒有接受訪問。據賴建明師傅所指該善信是「熟客」。 

* 該善信除了付八十港元作祭祀費用外，更額外付了一百元購買元寶盤作祭品。 

 

 



241 

 

觀察個案(1) 

 

日期 21/07/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6:00 

 

性別 男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五十至五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新加坡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其他事項 沒有 

 

* 受訪者跟觀察個案(2)的受訪者是一同前來參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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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 

 

日期 21/07/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從缺 

時間 16:00 

 

性別 女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五十至五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新加坡 

拜祭狐仙資歷 

 

從缺 信仰 沒有任何宗教信

仰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其他事項 沒有 

 

* 受訪者跟觀察個案(1)的受訪者是一同前來參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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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 

 

日期 05/08/2015 

(星期三) 

受訪者姓名 林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十至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學生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半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學業進步，因

塗山氏女嬌為中

國第一位女詩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轉好，學業進

步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為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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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 

 

日期 06/08/2015 

(星期四) 

受訪者姓名 王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美容院工作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加拿大 

拜祭狐仙資歷 

 

一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因為狐仙外形貌

美如仙，希望外貌

變漂亮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樣貌變美，生意好

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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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5) 

 

日期 07/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楊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一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人緣和合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順利，萬事

變如意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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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6) 

 

日期 07/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4: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兩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國泰民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自己心境更祥和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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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7) 

 

日期 07/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林小姐 

時間 14:5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公司老闆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國家富強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仍在期望中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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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8) 

 

日期 07/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6:5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收銀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五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保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事事變順利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為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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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9) 

 

日期 08/08/2015 

(星期六) 

 

受訪者姓名 鄭小姐 

時間 15: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教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兩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因本身從事教育

行業，而九尾狐女

嬌即為中國第一

位女詩人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學生都變得聽話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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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0) 

 

日期 10/08/2015 

(星期一) 

受訪者姓名 曹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教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河北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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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1) 

 

日期 11/08/2015 

(星期二) 

受訪者姓名 林小姐 

時間 16: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會計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出入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變得平安大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為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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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2) 

 

日期 12/08/2015 

(星期三) 

受訪者姓名 黎小姐 

時間 15: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美容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六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入狐仙法派並成

為法師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能夠保命防身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為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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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3) 

 

日期 14/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黎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美容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因狐仙是道教正

神，而且靈驗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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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4) 

 

日期 14/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李女士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四十至四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酒店工作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子女聽話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子女變得聽話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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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5) 

 

日期 14/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美容工作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兩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出入平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一切變得平安大

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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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6) 

 

日期 14/08/2015 

(星期五) 

受訪者姓名 梁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十至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大學生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半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希望皈依狐仙法

派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從缺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為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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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7) 

 

日期 17/08/2015 

 

受訪者姓名 黃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十至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從缺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半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美貌、魅力、

桃花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感覺良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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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8) 

 

日期 從缺 (約 10/8 至

18/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梁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教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半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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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19) 

 

日期 從缺 (約 10/8 至

18/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方女士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家庭婦女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請求狐仙庇佑、加

持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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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0) 

 

日期 23/8/2015 

 

受訪者姓名 李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沒有工作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佛教 

敬拜目的 祈求工作和生活

順利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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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1) 

 

日期 28/8/2015 

 

受訪者姓名 霍小姐 

時間 13: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銀行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一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和合、賺

取更多金錢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企圖心變大，希望

所有事情不斷往

上發展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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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2)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蔣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四十至四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藥房生意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大吉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一切變得平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263 

 

觀察個案(23)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王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日文翻譯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和合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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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4)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助理會所主任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和好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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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5)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陸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安全主任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仰慕狐仙娘娘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更安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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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6)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許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接待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六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狐仙的保祐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改善了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狐仙法派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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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7)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黎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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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8)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林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潮州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仰慕狐仙娘娘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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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29) 

 

日期 從缺 (約 20/8 至

29/8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李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廣東潮州 

拜祭狐仙資歷 

 

二個月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一切事情好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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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0) 

 

日期 04/9/2015 

 

受訪者姓名 楊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事業順利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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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1)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馬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廚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拜祭 信仰 佛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事業愛情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路過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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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2)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周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酒店服務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拜祭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事業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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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3)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曾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零售業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沒有提供，是第二

次拜祭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事業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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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4)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馮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拜祭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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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5)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林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拜祭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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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6)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王女士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家庭主婦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福建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工作順利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工作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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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7)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呂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建築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海豐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拜祭 信仰 沒有信仰 

敬拜目的 陪家人拜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妻子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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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8)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朱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十至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老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事業順利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沒有提供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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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39) 

 

日期 從缺 (約 31/8 至

21/9 之間) 

受訪者姓名 陳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法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二十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相信狐仙法力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自己法力變強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父親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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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0) 

 

日期 03/10/2015 

 

受訪者姓名 陸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文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供奉狐仙娘娘為

正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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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1) 

 

日期 09/10/2015 

 

受訪者姓名 何女士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導購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國內(沒有特別註

明) 

拜祭狐仙資歷 

 

二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282 

 

觀察個案(42) 

 

日期 11/10/2015 

 

受訪者姓名 黃先生 

時間 12:30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護士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 

敬拜目的 祈求人緣和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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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3) 

 

日期 11/10/2015 

 

受訪者姓名 陳小姐 

時間 16:3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核數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沒有宗教信仰 

敬拜目的 祈求姻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朋友介紹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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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4) 

 

日期 11/10/2015 

 

受訪者姓名 蔡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學生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五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姻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有桃花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路過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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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5) 

 

日期 12/10/2015 

 

受訪者姓名 余先生 

時間 從缺 性別 男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四十至四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營業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五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平安、健康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變得平安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從缺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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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6) 

 

日期 21/10/2015 

 

受訪者姓名 傅小姐 

時間 13:00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時裝業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香港 

拜祭狐仙資歷 

 

第一次參拜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桃花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不適用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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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7) 

 

日期 從缺 (約 22/9 至

21/10 之間) 

 

受訪者姓名 張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二十至二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售貨員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國內(但沒想註明) 

拜祭狐仙資歷 

 

五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人緣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人緣變好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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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個案(48) 

 

日期 從缺 (約 22/9 至

21/10 之間) 

 

受訪者姓名 李小姐 

時間 從缺 性別 女性 

 

地點 香港九龍黃大仙

東華三院黃大仙

簽品哲理中心上

層 149 號 

年齡組別 三十至三十九歲 

調查人員 黎誼銘師傅 

 

職業 待業中 

調查方法 觀察 

 

出生地 國內(但沒想註明) 

拜祭狐仙資歷 

 

三年 信仰 道教 

敬拜目的 祈求工作順利 

 

參拜狐仙後有何

改變 

仍在期望中 

從何得知香港有

拜祭狐仙的地方? 

網絡 其他事項 拜了多年仍事事

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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