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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區的宗教活動不僅是宗教信仰活動，

通過一系列酬神儀式與活動，除可團結社區內

部，重新確定成員的資格，活動更將不同層次的

地緣組織及社會結構呈現出來。

一、元洲仔地理

元洲仔位於吐露港西北，大埔林村河口附

近，昔日原為一個小島。鄰近是新界東部的重要

墟市　　新墟和舊墟。而1940年代設立的大埔漁

巿場亦在其旁邊（位於運頭角海旁東昌街萬四長

園側）。吐露港是新界地區與粵東地區的重要水

路運輸網絡，這運輸路線直至1960年代才衰落。1

吐露港一帶海域，群山環抱，水質優良，1950年

前是一處優良的漁場，盛產九棍、牛鰍等魚類，

還有帶子及海膽。因此，元洲仔成為本地和海陸

豐漁民泊船的灣頭。兩個族群無論在語言上、生

活方式和作業方法皆有很大差別，所以成為兩個

獨特的群體。其中來自海陸豐的鶴佬漁民，他們

祖籍惠陽的澳頭及下涌等地，所用方言屬閩南

語系，俗稱為鶴佬話。海陸豐漁民多以圍罟、照

魚及吓門鱔等方式捕漁，他們會將捕得的漁獲拿

到大埔漁巿場售賣。此外，海陸豐漁民早期亦有

從事運輸工作，運輸的貨物有海鹽、鹹魚及海味

等，回程則運木材。這類船當地人稱為「石火

船」，海陸豐話稱為「烏卡」。2

1950和1960年代，大量漁民聚居於元洲仔，

漁民居住在艇上或棚屋。由於居住環境擠迫和衛

生情況惡劣，備受各方關注。31964年船灣淡水湖

主壩工程動工，在吐露港北岸建造全港第一個淡

水湖，面積達1,215公頃。1974年，政府在吐露港

北岸、元洲仔以北展開大埔工業邨工程。兩項工

程皆導致吐露港漁獲數量大減。1976年政府宣佈

發展大埔新市鎮。4在新市鎮計劃下，元洲仔外圍

海域進行大規模的填海工程，元洲仔漁民逐漸被

遷徙到其他地方或屋村。

二、大王爺誕背景

大王爺為海陸豐漁民的庇護神。大王爺廟位

於現今元洲仔公園以南和吐露港高速公路北側之

間。本來是一個細小社壇，以鋅鐵蓋搭，原位於

元洲仔島上北面，何時建成已不可考。被颱風摧

毀後，於現址重建。

據2 0 1 5年《大埔元洲仔籌建會所暨重修大

王爺廟紀念特刊》所載，大王爺是瘟神系統中的

大宗。唐太宗年間，有三人赴京應考，途經某

鄉，因知井中有瘟毒而捨身投井，令鄉人因此免

於疫毒，太宗因他們捨身救鄉民，賜他們三人為

千歲，封其為神祗，後世人設壇奉祀。大王爺

神壇，始於何時無從稽考，原設於元洲仔山之北

面，僅豎一碑祭祀，以表敬神，在百多年前再由

蘇、李、徐、鍾、石五姓漁民，發起募捐，遷到

現址。

另一說法是某年颱風後，有漁民在海邊拾得

木製神像，後核實為大王爺，故建廟供奉。最初

廟宇非常簡陋，後來因為信奉的人越來越多，香

火鼎盛，於是在原址重建廟宇。初時演木偶戲賀

誕，其後信眾生活水平提高，便在廟前搭建戲棚

邀請名伶公演粵劇賀誕。5誕期一般在農曆五月至

七月期間舉行。6在1955及1956年《大公報》皆曾

報導元洲仔大王爺廟賀誕活動。1956年大王爺廟

賀誕更邀得新界民政署署長彭德主持剪綵開幕。7

據元洲仔漁民鍾偉強 8稱，在中國政權易手

後，海陸豐漁民因為知悉有不少同鄉住在元洲

仔，所以紛紛來到元洲仔。他們大多住在船上，

有些住在棚屋。9在1950年代，由元洲仔至現時王

肇枝中學等地方皆建有棚屋。1960年代，因為政

大埔元洲仔大王爺誕考察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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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要改善居住環境，部份漁民被遷往下坑新村或

光頭山的愛德華新村居住。101966年，因興建船灣

淡水湖，漁業作業範圍減少，漁獲銳減，部份漁

民因生計困難，有些轉往從事海魚養殖業，有些

則改業從事塑膠花加工，或體力勞動的工作，但

仍住在漁船上。11徐傑文指出，在1970年代末，因

為政府發展大埔新巿鎮，建吐露港公路，需全面

清拆元洲仔漁民棚屋和公眾地帶，漁民被遷徙到

富善邨臨時安置區，其後被安置在大元邨、太和

邨及廣福邨等地。亦有部份人留居在沒有被清拆

的美援新村，而大王爺廟亦留守原址。在富善邨

未建成之前，信眾在富善安置區搭棚恭賀大王爺

誕。12富善邨建成後，由於沒有廣濶的地方可供搭

建戲棚，於是改在較多海陸豐漁民居住的大元邨

和太和邨之間的大埔天后宮前的風水廣場搭建戲

棚，由「慶祝大王爺寶誕演戲委員會」聘請戲班

演戲賀誕。

三、組織、經費來源及開支的大概情況

根據《乙未年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演戲委

員會特刊》（下簡稱《特刊》）所載，委員會有

主席1人，副主席5人，總理1人，副總理5人，財

政主任1人，總務17人，值理部首13241人。

一個節誕活動需要鉅額支出，必須社區內

眾人捐款支持。據徐傑文指，在60年前，元洲仔

海陸豐漁民在籌辦演戲時，按五姓姓氏比例選出

委員，當中蘇氏7人、徐氏6人、李氏6人、鍾氏3

人和石氏3人。徐傑文父親退位後由他接掌其父

的職位，若他不出任該職位，也多由他們的直系

親屬接任；而主席，總理，財政主任職位由部首

投票選出。此外，五個姓氏也有一人出任副總理

一職和副財務主任一職；而值理部首，每人有一

本簿，簿内多是其家人或親屬名字。值理部首負

責向其簿內登記的丁口收集丁口錢，以2015年為

例，每人須定額資助70元。每位捐助者可獲得大

會贈送戲票。此外，每個部首均可以獲贈兩張戲

票和一包一斤重的平安米，若一戶超過十人可多

得兩張戲票。

在賀誕會場臨時辦事處14貼有通告列明2015

年該誕截至6月2 2日的收支狀況。是年總收入

約1,084,770元，總支出約1,085,060元。共收

12,657人丁，每丁70元，共丁口錢885,990元，

1 3個花炮會 1 5炮金共6 5,0 0 0元，大王爺廟善信

15,580元，儒釋道功德同修會70,200元，加上賀

誕期間大王爺殿每天萬多元的香油錢，合共收

入1,084,770元。此外，還有附近及友好村落和

組織的捐助，寶誕特刊刊載佛教長霞淨院捐助

15,000元、豐源地產10,000元、大埔鄉事委員會

4,000元、大埔七約鄉公所3,000元、大埔社團聯

誼會3,000元、大埔聯益鄉3,000元、大埔舊墟天

后宮3,000元、帝記海鮮3,000元、文春輝162,000

元、大埔商會1,500元等。總支出包括搭建戲棚

440,000元、粵劇團團費395,000元、惠海鴻利職

業白字戲劇團17團費113,800元、戲棚帶位及保安

費用100,000元，保安酒水3,200元、大會汽水及水

3,260元等支出。由委員會統理各項收入和支出費

用。

《特刊》所載的各界友好贊助名單，可見地

方社會聯盟關係。與主辦單位關係最好的是儒釋

道功德同修會和大埔鄉事委員會；其餘組織捐款

3,000元，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文春輝捐款2,000

元。其他以個人名義捐助的還有大會榮譽會長梁

官華18、陳笑權19及張國棟20等。而大會總理蘇馬俊

和副總理蘇來是大埔聯益鄉委員。「聯益鄉」是

由大埔頭、南坑和新圍仔等村落所組成，以大埔

舊墟天后宮為祭祀中心。大會總務鍾偉強是現屆

大埔鄉事委員會總務組主任。大會主席蘇志強是

大埔社團聯誼會副主席和大埔舊墟天后寶誕演劇

花炮會副會長。

四、會場佈局

此次寶誕會場設在大埔墟天后廟21前的風水廣

場，戲棚可容納1,500人，戲棚面對大埔舊墟天后

宮。戲棚前是用竹搭建的臨時大王爺殿，兩旁是

小食檔及花炮棚，花炮棚內有九件神袍，是供奉

給三位大王爺、天后、觀音、財神、佛祖及水仙

爺爺等九位神明，但大會只請三位大王爺和天后

神像到神棚內供奉。

神壇上三位大王爺神像位於正中，面對著醮

棚，因為他們與元洲仔鶴佬漁民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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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天后神像，就如James Watson指出，天后作為

國家正統神靈，在社區中建築一座天后廟，可以

使該社區被視為「開化」的地區，而控制此廟宇

的大族，亦能獲得正統的身份。過往漁民被視為

「化外」之民，邀請天后到來，可能是希望獲得

「開化」正統的身份認同。22

戲棚內近舞台左邊位置設有一臨時辦事處，

是工作人員當值之處，管理一切事宜之總部。辦

事處內張貼了寶誕捐款和收入支出總表通告，粵

劇和白字戲海報。而在戲棚正門出入口更貼有各

界友好贊助芳名及捐贈金額。

而1 3個花炮會還炮後，會把炮膽放在神壇

前，神位前放有紅、黃、綠三色大王爺符，香油

箱，殿前有供品桌。戲棚門前有兩柱貼有兩副對

聯，向街道的一對是：「神恩賜五福、蘇徐李鍾

石」；向戲棚的一對是：「風調雨順、國泰民

安」。

戲棚有一個巨型花牌，該花牌由八個花牌組

成，橫寫有「恭祝大埔元洲仔大王爺寶誕誌慶」

字，竪書有「神光普照」、「風調雨順」、「神

恩庇祐」「福澤萬家」、「酬謝神恩」和「國泰

民安」等字，由新界李氏宗親會大埔分會，蘇

來，徐志文，蘇帶，蘇偉強，徐志強、大埔元青

花炮會、大埔鄉事委員會、大埔西江體育會，香

港惠霞花炮會，安全花炮會等送來賀誕。

五、儀式

每年誕期一連十天均會上演神功戲，前五天

上演粵劇，後五天則是白字戲，風雨不改，今年

由6月21日（農曆五月初六日）至30（十五日），

上演神功戲。

1. 農曆五月初六日（6月21日）

早上9時迎神，委員先上香稟告神明，為酬謝

神明保祐，元洲仔蘇、徐、李、鍾、石五姓漁民

現迎接大王爺到風水廣場觀賞神功戲。之後由值

理整理三位大王爺的行身，再由鑼鼓開路捧上汽

車，載到廣場。將神像安置後，再到大埔舊墟天

后廟，由總理蘇馬俊迎接天后神像到大王爺殿，

迎神儀式便完結。

下午2時，儒釋道功德同修會由黃維溢道長

帶領會眾與經生到來賀誕。道長們先在大王爺殿

前舉行三獻禮及讀祝文儀式，然後在花炮棚內進

食帶來的酬神供品，而職員則收集會眾捐獻。據

徐傑文稱，該會由一群篤信赤松黃大仙祖師的弟

子及信衆分支出來，原在黃大仙龍翔道，現在會

址已遷到深水埗。因有元洲仔五姓漁民是該會會

眾，故該會於十多年前來到這裡參與大王爺誕。

約下午4時，道長先在會場灑符水和混有符

灰的五色豆，為會場灑淨去穢，接著由梁志德道

長請呂純陽祖到壇扶乩，由值理詢問賀誕乩文，

該會道長解釋乩文。值得注意的是，原本請來呂

祖，但是降乩途中，天后接替呂祖來到乩壇，而

且天后到來時更降雨潔淨。神明要求五姓人要團

結，繼續辦好大王爺誕。

一個廟宇的興盛涉及很多因素。過往海陸豐

神明的廟宇安置在山邊或海邊，廟宇簡陋，如何

透過扶乩幫善信求問醫藥靈方或吉凶而令到廟宇

香火鼎盛，則要進一步探究。

晚上7時15分開始上演粵劇，沒有進行特別儀

式。

2. 農曆五月初七至十三日（6月22至28日）

大會安排了13個花炮會分三天還炮，情況如

下：

第一天有三個花炮會，分別為蘇氏蘇雄堂花

炮會、鍾氏花炮會和李氏花炮會。

第二天有八個花炮，包括香港惠霞花炮會、

蘇氏二房花炮會、大埔徐氏合勝堂花炮會、鍾氏

工友聯合會、安全花炮會、蘇氏祥鳳公飛燕堂花

炮會、徐氏東海堂花炮會和李氏聯誼堂花炮會。

第三天有兩個花炮會，包括大埔元青花炮會

和石氏宗親會。

各花炮會首先在大元邨或太和邨集合，然

後由警察開路前往風水廣場。領隊是手持大旗的

男丁隊伍，他們帶領花炮，接著是手持木槳、雨

傘、羽扇或長竹，重覆扒龍舟動作的如「陸上扒

龍舟」的女子隊伍，她們跳得興高彩烈，引得途

人紛紛舉起智能電話拍攝。婦女穿著鶴佬傳統服

式，將頭髮紥髻，插上頭飾，或戴上濶邊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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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扮花姿招展，以示尊重神明。接著還有舞龍舞

獅及鶴佬麒麟隊伍，最後為帶備大量供品（包括

生豬、燒豬、生果、紅雞蛋、平安包和薑等）的

隊伍，浩浩蕩蕩前往風水廣場。

各花炮會到達會場後，均先將供品放在神明

前，上香參拜完後，一眾成員下跪，由資歷最老

的成員　　多是男性，也有女性　　主持向神明

祈求問福儀式，主要是詢問神明是否滿意供品，

若擲得勝杯表示來年一切順利，若得寶杯或笑杯

表示不滿供品。擲杯後，成員到神壇香油箱捐香

油，並取了一叠代表三個王爺的符，與供品一同

分派給各成員，祈求來年得到大王爺庇佑，完成

後花炮會隊伍便離去。有些隊伍會先到天后宮拜

祭天后，然後再到大王爺殿拜祭大王爺。在天后

宮拜祭時亦有問杯，探問神明是否滿意供品的

程序，希望來年順利。大會限定每隊花炮會的參

拜時間為半小時，所以還炮和拜祭的程序都很緊

湊。

各花炮會在參與人數與供品上存著競爭，一

些經濟較富有、族群政治佔優的花炮會，其隊伍

一般較其他花炮會更具規模，如蘇氏祥鳳公飛燕

堂花炮會是13隊參與隊伍中最具規模的，這是由

於蘇姓是元洲仔鶴佬漁民人丁最多的，在一人一

票的選舉制度下選拔村代表、委員執事等公職自

然佔有一定優勢，其花炮會表現了其在經濟和政

治方面的實力。

3. 農曆五月初八（6月23日）正誕

是日為正誕，日場劇目有賀誕例戲，包括

「八仙賀壽」、「跳加官」和「天姬送子」等，

除了為大王爺賀誕，也表明了族群希望有加官進

爵和人丁興旺的俗世想法。

當八個炮會完成還炮儀式後，有一班由黃姓

師傅帶領，來自大埔寶湖道街巿觀音殿的13名信

眾來到賀誕，他們當中多是中年的婦女，其中一

人為男性。他們身上掛有一個三角形符咒的袋和

一串珠。黃姓師傳口中唸唸有詞，信眾亦跟隨唸

頌，並手持原先掛在身上的符咒與帶來的一些衣

物在神棚內的香火前轉圈，似要取得神力，帶來

好運，解危化劫。黃師傅取大王爺符分與信眾。

筆者曾到訪觀音殿考察，廟內除供奉觀音外，還

有供奉其他神明，有數把類似簾刀的物品插在香

爐上，但是由於坐在殿外的男士拒絕受訪，故

未能取得進一步資料。究竟他們來到賀誕是為了

得到大王爺庇佑，是希望吸引更多信眾的宣傳技

倆，還是希望令人留下他們是正統教派，非旁門

左道的印象，這有待進一步研究。

晚上8時許，大會頒授感謝旗典禮，出席者

有大埔區議會主席張學明、惠州巿統戰部副部長

陳滌成、惠州巿惠陽區委統戰部部長黃雄、惠州

巿大亞灣區管委會兩辦副主任黃俊來、大埔鄉事

委員會副主席張國棟、大埔七約鄉公所主席梁官

華、大埔社團聯誼會主席文春輝、大埔各界協會

主席李國英、大埔體育會主席王平雲及大埔警區

警民關係主任曾海亮等人。

首先由大會總理蘇馬俊致詞。接著大埔民

區政事務助理專員邱詩穎、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

克勤、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西貢北約鄉事

委員會主席李耀斌和大會副總理蘇來先後發言。

蘇馬俊和蘇來的發言，主要是表示大家是建制派

的人，要支持建制派，指責泛民投票反對政改方

案，扼殺了香港巿民一人一票權利。其他人的發

言，只有提及要保育傳統。頒授感謝旗變成了政

治表態和拉票活動舞台，兩位總理藉這舞台表達

其為建制派代言人的身份。

4. 農曆五月十一至十五日（6月26至30日）

這天是由惠海鴻利職業白字戲劇團演出五天

白字戲的首天。當演員演得精彩時，觀眾會即場

「打賞」，甚至將一串紙錢掛在台上，這對演員

們有鼓勵作用，亦是「有面子」的舉措。但是亦

有觀眾只感到阻礙觀賞。

5. 農曆五月十三日（6月28日）抽炮

下午3時大會舉行了抽炮儀式，花炮號碼放在

紅封之內，各花炮會按上年所得的花炮次序抽花

炮，抽得紅封便知道今年得到那一個花炮。抽完

花炮後，各隊伍取回相應號碼的炮膽，炮膽是三

個王爺造像，但第十三炮是天后，曾詢問值理，

但沒有人知道原因，這個有待日後探究。一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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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會的成員是有姓氏限制的，如鍾氏花炮會，其

他如香港惠霞花炮會和安全花炮會則是五姓人均

可參與。有些隊伍是即場分取花炮福品。安全花

炮會友好的商人和魚欄，透過競投福品支持其花

炮活動；元青花炮會亦有投福品活動，支持其花

炮賀誕活動，除此之外，每位成員均要捐助1,800

元左右，支持活動費用。其他花炮會並沒有投福

品括動，但成員每人要捐助2,000元左右支持活

動。

早年大會有15個花炮，有十六、七隊人競投

花炮，以價高者投得花炮，其後風火堂與李氏合

慶堂花炮會等退出。現時變成了每隊花炮會支付

5,000元以抽籤形式競投花炮。花炮會退出原因各

有不同，據徐傑文指，風火堂徐志洪師傅亦是元

洲仔漁民，以前是其中一個花炮會成員，但自徐

志洪兄長遭遇交通意外後，他們還炮後便再沒有

參與抽炮活動。但他們每年仍會組成風火堂體育

會前來賀誕，已參加了35年。今年他們於6月28日

當天前來。晚上有慶祝活動，多數魚欄會透過投

福品支持其賀誕活動。花炮會活動呈現了既凝聚

成員，又有分化的因素。

6. 農曆五月十五日（6月30日）

上午9時，總理蘇馬俊在鑼鼓聲中將天后神像

送回天后宮，再將三位大王爺神像捧上汽車，在

鑼鼓引路下將大王爺神像送回廟宇，而九件神袍

也隨即焚化，賀誕在上演完神功戲成後也隨之結

束。

六、總結

元洲仔大王爺誕呈現了不同層次的地緣關

係。族群成員通過參與賀誕活動，體現了地域社

區與社區成員身份的重新確認，通過捐助款項，

將社會的聯盟組織、友好村落等地緣關係具體地

勾勒出來。

元洲仔的大王爺誕不單是酬謝神恩，亦有

維持社會關係的功能。大會總理蘇馬俊在頒感謝

旗典禮中指，要加強族群聯繫，族群是建制內的

人，我們要鼎力支持建制派，可見宗教活動變為

政治發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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