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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近年來各國十分重視的文化遺產之一，其內容是相對於物質文化

財產，根據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文化遺產的定義是指文化遺產承載了人類社會和發展的

各種信息，這些信息同時與物質載體相互依存。同時，這些遺產亦民族文化認同的象徵，

亦可增強民族的自我意識和凝聚力。這些文化遺產，應是「全人類所共有的」，保護亦

應是全人類共同承擔的責任。1而隨著全球化各社會轉型進程在為各群體之間開展了新

的對話創造條件的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亦面對損壞、消失和嚴重的威脅，2這無疑削

                                                 
1文化部外聯局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公約選編》，(北京：法律出版社，2006 年)，頁 35。 
2文化部外聯局編：《聯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世界文化公約選編》，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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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了各民族對自身民族之文化認識，更甚帶來身份之危機。故此對於非文質文化遺產，

我們既為其中的擁有者，我們更有責任進行保護與承傳。 

 

在是次報告中，我們選取了「打小人」儀式作為研究之切入點，探討一下這種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歷史發展及其活動內容之文化意義。同時，本組經過多次考察及一些文獻

的紀錄，發覺這種活動在香港城市發展之中呈現許多轉變，這些轉變是否附合非物質文

化遺產之轉變軌及特性？本文亦會加以探討及評價，同時，就其在香港社會發展中提出

如何進行保護及承傳之方案，以及就方案之內容來評估其中可能出現之問題。 

 

2. 香港打小人儀式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 

 

本文所研究之打小人活動乃被本組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因其附合聯合國教科文

組織 2003 年頒佈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之定義及特質，非物質是相對於物質，

亦即是無形文化，打小人活動首先是一種民間宗教的儀式，其次，其是隨著歷史發展及

周遭環境之轉變而不斷地再創造成新的打小人儀式之內容。3另外，除聯合國教科文組

織外，中國國務辨公廳《關於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見》之附件提到《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行辨法》中提出非物質文化遺產可分為兩類，前者

是指傳統文化表現形式，當中包括民俗活動、儀式、節慶，4而香港的打小人活動正可

視為民間宗教儀式的一種。更重要是打小人活動亦附合了第二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空間」，這概念是源於 1998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宣佈人類口頭和非物質文化

遺產代表作條例》中的劃分。5因著鵝頸橋成為了香港打小人活動之重心，不論是驚蟄、

或是通書所寫之「除日」，甚至全年均有打小心活動，亦是許多香港人視為打小人活動

之「聖地」，故此，此地成為打小人活動之「文化空間」。這種概念就如聯合國第二批人

類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錄的“摩爾鎮的馬隆人傳統＂一般。6 

 

故此，從以上看見，香港打小人活動是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這不單在於這種民間

宗教之儀式在歷史與社會整合之過程中不斷地變化，從而增強本地文化多樣性內容，還

在香港建立了一個打小人之「文化空間」。下文將會就其本身之源流及在香港的發展與

                                                 
3所謂“非文物文化遺產＂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有時是個人，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

觀念表述、表現形式、知識、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

世代相傳，在各社區和群體適應周圍環境以及與自然和歷史的互動中，被不斷地再創造，為這些社區和

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對文化多樣性和人類創造力的尊重。在本公約中，只考慮符合現有

的國際人權檔，各社區、群體和個人之間相互尊重的需 

要和順應可持續發展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按上述第（一）項的定義，“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以下方面:1)

口頭傳統和表現形式，包括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媒介的語言；2)表演藝術；3)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

4)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識和實踐；5)傳統手工藝。參考自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4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北京：文化藝術， 2006 年)，頁 397。 
5 “文化空間＂，又稱文化場所，所指是某種集中了民間和傳統文化活動的地點，但也確定為一般以某

一個周期(周期、季節、 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為特點的一段時間，這段時間和這一地點存在取決於按

傳統方式進行文化活動本身的存在。參考自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47。 
6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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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作一闡釋。 

 

3. 打小人的起源及初期的發展 

 

i)  打小人儀式之起源於中國驚蟄活動 

    驚蟄是中國傳統二十四節氣的其中之一。相傳由每年驚蟄起,天空會打起旱 

天雷將所有冬眠的蛇蟲鼠蟻驚醒過來，直至驚蟄完結為止7。今年的驚蟄則從陽 

曆的三月六日至三月二十日。由於世上一切動物都因這聲雷而甦醒, 因此驚蟄 

亦代表著春天的開始。中國各地流傳不同的驚蟄傳說。但一般而言,各地都認為, 

各類害物都會在驚蟄當日出現, 影響農民的耕種,甚至威脅人民的安全(下文詳 

述)。因此, 中國各地會在驚蟄期間進行一些活動,驅除害物,祈求平安。 

 

ii)  驚蟄與打小人的關係 

    歷來中國各地對「驚蟄」有不同的解說,各地因而衍生出不同的驚蟄習俗(下 

文詳述),就廣東民間傳說所述, 除了一般蛇蟲鼠蟻在驚蟄當日甦醒外, 白虎—中 

國凶神之一,以及行事卑鄙陰險的小人亦會在這天驚醒過來,四出害人。於是「祭 

白虎」及「打小人」成了廣東一帶傳統的驚蟄活動8。其實打小人的習俗早在唐 

代已非常盛行，但當時此活動被稱為「厭詛」或「厭勝」,意即藉著神靈的力量, 

以詛咒形式去對付小人9。 後來, 祭白虎與打小人的關係進一步被拉近,畢竟相傳 

只要在驚蟄當日於白虎面前打小人,小人便會被白虎制服, 以後不再加害他人10。 

於是每逢驚蟄當日, 廣東地區一帶, 人民會同時祭白虎及打小人。此活動一直發 

展下去,此與宋代出現的黑巫術亦有相似的地方11。 

 

iii) 香港打小人的時間 

    就香港而言,各廟宇的打小人時間不定,最初打小人只在驚蟄與祭白虎儀式同 

時進行12。今時今日,每年驚蟄仍是打小人最盛行的日子。除此之外,曆書所記載的 

「除日」亦是打小人的較佳的日小13, 在寶雲道姻緣石助人打小人的謝姑娘提到,  

除日打小人取其「除過小人」的意思。然而,在其他日子亦能進行打小人儀式,例  

如鵝頸橋每天都有專門替人打小人的婆婆在這裡為有需要的人提供這項服務。由 

此可見,香港的打小人活動無時不有。 

 

iv) 打小人的活動範圍 

    打小人活動能在多個地方進行。部份人可會前往提供打小人服務的廟宇,如 

灣仔洪聖廟。此外,打小人儀式通常亦會在陰暗的三岔路口或十字路口進行, 據姻 

                                                 
7 http://hk.lifestyle. http://hk.lifestyle.yahoo.com/070305/330/232we.html 
8 http://yahoo.com/070305/330/232we.html 
9 http://www.fonghoiyue.com.hk/magazine/ghost/2000hitsmallman.htm 
10 http://hk.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7006080500419 
11 劉黎明著,<宋代民間巫術研究>>,頁 236-239 提到宋代一些精通巫蠱的人會製作一些「紙人」,這「紙人」

代表現實生活的「真人」, 「紙人」會被「刺心釘眼、擊手縛足」,這是為「偶像傷害術」。  
12 喬健、梁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 頁 115。 
13 http://www.cciv.cityu.edu.hk/website-2006-2007-a/?redirect=/~cciv/product/fest/gano/index.php 



 4

緣石的謝姑娘表示, 在三岔路打小人可以讓小人更快離去; 另一說法是三岔路口 

較易招惹鬼神;亦有謂這裡煞氣較大,於是能剋制小人等,因此位於鄰近三岔口的 

鵝頸橋與姻緣石都是歷來香港打小人的熱門地點。但近年來, 打小人活動以鵝頸 

橋最為聞名, 畢竟這裡位於人流較多的市區中心, 而且全年亦有「專人」提供打 

小人服務,因此本文各部份亦會提到鵝頸橋打小人活動的情況。 

 

v) 打小人祭品及其功能、含意 

    本組以香港人較常前往打小人的三個地方—鵝頸橋、寶雲道姻緣石及一般屋 

村主持打小人儀式的人為研究對象, 察看三地打小人儀式所採用的祭品。本組特 

地請教姻緣石謝姑娘及一名參與打小人儀式多年的梁太有關打小人祭品的名目 

及意義。下列是三地祭品異同之處: (詳細內容參見附件二) 

 

三地相同的祭品： 

1. 蠟燭— 1 對 

2. 長壽香— 3 枝 

3. 香— 6 枝(灣仔洪聖廟的曹女士則上 5 枝香)  

4. 長命富貴衣—祈福、祈求事主長命百歲、富貴多福。 

5. 長貴人—保祐事主長年好運。 

6. 圓貴人—保祐事主事事完美。 

7. 祿馬符—得貴人扶持、龍馬精神。 

8. 貴人符—得貴人指引。 

9. 福壽金—添福添壽。 

10. 金 

11. 銀 

＊ 金、銀都是代表有金有銀、富貴榮華的意思。 

12. 金、銀拾寶—數量為 2 隻,又即福壽寶—祈求多福多壽。 

13.  (啡色)拾寶,通常會用 10 張拾寶按特定模式堆放好,用作盛托其他吉祥如意的 

衣紙, 在儀式最後一同給化掉。 

14. 五鬼紙—畫有一隻老虎、一隻豬、一條蛇、一隻雀鳥、一條鎖鏈、一掃把、5 

個沒著衫的人(鬼)。 

 

老虎寓意: 代表白虎, 打小人依重白虎神將小人咬著,不讓小人再作惡 

豬的寓意: 豬代表懶惰, 小人多數亦是好逸惡勞之人, 而且亦寓意小人侵害事主。 

蛇的寓意: 蛇代表惡毒。 

雀鳥寓意: 代表小人經常「啄」著事主、以口傷人。 

鎖鏈的寓意: 希望將這些小人鎖著,不讓他們作惡害人。 

掃把的寓意: 代表將一切小人、害人之物掃走。 

五個沒著衫的人(鬼): 代表害人的人。 

15. 百解符—為事主祈福, 解去一切小人厄運,如口訣云「千解萬解, 唯有百解」 

打小人時, 會將百解往事主全身掃一次, 於是所有小人便會離事主而去。 

16. 長命富貴衣—包裹著驚蟄衣,它亦會放在拾寶中與其他吉祥的衣紙一同被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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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冥通陰司紙 

18. 溪錢 

＊ 冥通與溪錢會一同被化去, 同樣寓意多財,以財解厄。 

19. 肥豬肉—用來將白虎餵飽,賄賂白虎菩薩, 並使白虎不再作惡害人。 

20. 米 

21. 穿過的鞋—準備 1 隻已穿著的鞋用以拍打小人像。 

 

三地相異的祭品： 

 

1. 梨— 只有屋村婦人提到打小人時必定要備有一個梨子, 除了以梨插放香燭 

外,更重要是取梨之音「離」, 寓意小人離去的意思。 

2. 觀音衣—只有屋村婦人採用的驚蟄衣包括觀音衣,這代表觀音祈求小人遠去。 

3. 天神衣—本組在姻緣石及屋村婦人提供的驚蟄衣中亦發現天神衣,唯獨在鵝 

頸橋的驚蟄衣找不到天神衣; 天神衣即天神穿著的衣服, 代表天神降臨, 保祐事主、驅

趕小人離開。 

4. 男小人、女小人—在鵝頸橋與民間婦人的驚蟄衣中都發現男、女小人, 唯獨 

在姻緣石購買的驚蟄衣欠缺這祭品, 這主要因為男、女小人通常在打小人儀式中被拍打; 

而姻緣石的負責人謝姑娘提到,她不如鵝頸橋及民間婦人一樣, 以鞋拍打及咒罵小人像。 

5. 紙老虎—唯獨在姻緣石的驚蟄衣中缺乏這項祭品, 主要原因大概因為這裡不 

會以鞋拍打及咒罵小人像。 

6. 紙三叉—在鵝頸橋及姻緣石皆缺乏這祭品, 據民間婦人所言,這是用作叉著小人,使小

人不能作惡害人。 

＊ 通常在打小人時, 亦會將五鬼紙、男、女小人一同堆放在地上, 並用穿著過的 

鞋子打這 3 項東西,然後用紙三叉放在這三項東西上。 

7.  黑芝麻 

8.  綠豆—撒芝麻與綠豆寓意散走小人、與小人和解的意思。 

9. 和合符—只有在姻緣石的驚蟄衣包含此祭品, 本組推斷這大概是姻緣石負責 

人謝姑娘加插的祭品,與打小人儀式的關係不大。  

圖 18 和合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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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簡述打小人儀式過程 

    香港各處打小人的儀式過程略有不同，然而各處的儀式都是大同小異。各地的打小

人儀式大致分為 8 個部份14,分別是: 

1. 奉神 

-  先點燃點 2 蠟燭、3 枝香,且備有金豬、燒肉、水果等祭品供奉神靈 

2. 稟告 

-  打小人的人會詢問事主的姓名, 但盡量不指名道姓小人的名字(個別因素,例如事主強

烈要求、丈夫包二奶等例外),畢竟謝姑娘表示, 盡量希望助事主化解恩怨,而非結怨。 

3. 打小人 

-  用已穿著的鞋子拍打五鬼紙、男、女小人,口中同時唸著口訣, 當中包括咒罵小人的

語句及替自己祈福的內容; 本組在鵝頸橋進行考察時,看到其中一位拜神婆不停拍打

五鬼紙直至溶爛 ,才將其燒去。 

4. 祭白虎 

- 通常會用肥豬肉或豬血往紙老虎口中抹掃, 民間婦人亦會往紙老虎灑燒酒,寓意白虎

菩薩飲飽食醉,不再將口咬人, 並且將小人咬著, 使其不再作惡,可見此行為具賄賂白

虎的意義。 

- 一般而言,紙老虎在整個儀式中不會被化(燒)去,唯獨在鵝頸橋處,本組發現拜神婆以

紙老虎包裹著爛掉的五鬼紙,然後以火化掉它(下文詳述此特殊情況)。 

5. 化解 

-  目的是將一切不祥的東西消除; 因此打小人儀式必包括撒芝麻、綠豆、米等, 寓意茵

走小人; 拜神婆亦會用百解符往事主身上掃, 最後化去百解符,目的是為事主祈福,解

去小人及一切不祥的東西。 

6. 祈福 

-  主要是迎接貴人,儀式包括化去貴人衣、圓貴人、長貴人、長命富貴衣等吉祥的衣紙,

祈求事主可得貴人相助, 趨吉避凶。  

7. 進寶 

-  化去金銀元寶、冥通錢等以供奉鬼神。 

8. 打(聖)杯 

-  這是打小人儀式的最後步驟。只要打到「聖杯」(即一塊凹面向上; 另一塊凸面向下),

代表神靈已允許事主的要求, 趕走小人, 保佑事主平安大吉。 

 

 但隨著年代過去，這八個步驟及儀式內容有所簡化，下文將會進一步分析。 

 

vii) 打小人口訣 

   各處各人的口訣亦有所不同,畢竟各人會按自己的習慣、喜好等加插一些句子。然而,

大部份的打小人口訣亦覆蓋以下 3 個主要部份： 

1. 咒罵小人 

無論鵝頸橋與民間婦人都會在儀式開首部份咒罵小人(除了寶雲道姻緣石)。 

                                                 
14 喬健、梁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頁 117-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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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堅拿道西祝詞的內容為例15: 

「打到佢口低舌低,唔曉講唔曉問….打陽小人、打陰小人、打男小人、打女小人,街頭巷

尾小人…」 

本組在鵝頸橋亦聽到當地拜神婆咒罵各類小人,包括:  

「打港島小人..打十字路口…飲飲食食小人….」 

 

2. 請神 

一般而言, 打小人須請多位神靈協助鎮壓白虎、驅趕小人。而口訣提到各類 

神靈,以鵝頸橋口訣為例,當中述及的神靈包括  

「玉皇大帝..黃大仙、齊天大聖…如來佛祖、三皇爺、四皇爺、天后娘娘、觀音 

娘娘…文殊菩薩、南海菩薩、北斗星君..五龍大將、鄭隱大聖、洞蔭娘娘、鍾 

馗菩薩、南斗星君、北斗星君..四大金剛..」等等(詳見附件一) 

 

3. 祈福 

祈福部份相對咒罵小人的部份為多, 主要是為事主祈求「事事順利」、「平 

安大吉」 , 又如鵝頸橋口訣提到:  

「解牛鬼蛇神..解陳蛇白虎..打過小人全年好、打過小人萬年利….」 

民間婦人的口訣的祈福部份亦較之前兩部份為多: 

「今年流年犯太歲、打散小人、貴人旁身、小人遠離; 一年當中百(音)、消災解難、無

災無難、貴人旁身、小心走開、(流年)豬年好運、身體健康、出入平安、工作順利、

安居樂業..」 

 

   以上皆為個別例子，而有關三地打小人的步驟及口訣內容比較，可參見附件三。 

 

4. 香港打小人活動的文化意義 

 

文化意義一： 民間宗教既多樣性, 體現香港本土特色 

 

 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打小人的這民間宗教活動有著其地域性及獨特性之特

質，上文提到, 中國各地有其獨特的驚蟄傳統與活動。例如在北京,當地人稱驚蟄的首日

為為「龍抬頭」,傳說中沉睡的龍會在這天驚醒過來,於是北京人在這天會以「龍」為名

的食品;每逢農曆二月初二驚蟄期間,當地人又會燃點蠟燭照著房梁以及牆壁,驅除害蟲; 

而江蘇地區在驚蟄會獻上祭品拜祭雷公, 祈求人畜平安、雨水充足; 他們又會將石灰撒

向牆角以防蟲蟻，又會在當天炒豆子、炒麥子以及用熱水煮連毛的芋子，認為這樣就可

以消滅小蚊小蟲。16  

 

     廣東地區的傳統驚蟄活動則以祭白虎及打小人為主。根據資料顯示, 在廣東

                                                 
15 喬健、梁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 頁 122-頁 123。 
16 http://hk.lifestyle. http://hk.lifestyle.yahoo.com/070305/330/232w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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省的東莞、增城等地曾一度流行打小人的活動17。但這在 1949 年之後新中國成立之後亦

較為少見，甚至南番順及四邑地區亦難以看見有這種儀式進行。18然而時至今日, 香港

發展成為中國各地打小人風氣最盛的地方19。 每年驚蟄仍有大批市民,包括各年齡、各

階層、各種類的人前往各地打小人,可見打小人的「普及化」。即使上述提到各處打小人

的儀式略有差別,但整體上各處的打小人儀式都有特定的儀式。由此可見,打小人活動已

發展成為具有香港本土特色的民間宗教。使其在中國境內成為一個有自身獨特性及地域

性特色之非物質文化遺產。 

 

文化意義二：民間宗教的文化空間 

 

香港曾有多處打小人的「勝地」,例如之前提及寶雲道姻緣石及各廟宇, 但隨 

著社會發展下去, 多個打小人的地方亦告式微(下文詳述)。然而, 時至今日, 如上文所

指，鵝頸橋成為香港打小人地區之“文化空間＂，人人聽到「鵝頸橋」,亦即時聯想到

打小人的活動,可見鵝頸橋因「打小人活動」聞名。據灣仔洪聖廟廟祝曹女士所言,每年

驚蟄都會有很多人前往鵝頸橋等地打小人,當中包括在寫字樓工作的白領人士、行政人

員等。驚蟄當日,前往鵝頸橋要求打小人的人,更須等候多時才可如願以償，人們在平日

亦可前往鵝頸橋打小人。可見這個文化空間不單吸引著該區的人士，更是全港各地之市

民前來參與，或是參與儀式、式是觀賞性質，使之成為香港打小人主要的文化空間。 

 

文化意義三：女性主導的民間活動 

 

    香港的打小人活動主要由女性進行。即使打小人活動本身並沒有限制男性的參與,

亦有一些男廟祝主持打小人儀式, 然而女性主持的打小人儀式仍佔主導地位。據灣仔洪

聖廟的曹女士指出,打小人活動主要由女性主持,因為這一般人認為女性較迷信、好說話, 

因此相對地,更多女性主持打小人儀式。 

 

    即使部份受訪者提到近年來,越來越多男性參與打小人活動, 然而當中仍以女性居

多(尤其是主持打小人儀式)。由此可見, 女性在打小人活動中佔有顯著的主導地位。 

 

    此外,打小人活動是一項普遍的民間宗教活動, 任何人若掌握一些基本的打小人技

巧、儀式亦能自行進行打小人活動。因此民間一般婦女多會在驚蟄自行在三岔路口進行

打小人儀式。民間婦人梁太表示, 她每年驚蟄都會與其他婦人一同前往鄰近的三岔路口

進行打小人儀式,期間,她們可會互相幫助、提點對方。可見這是一個讓婦女們聚在一起

的機會。 

文化意義四: 具社會功能 

 

    香港的打小人活動不僅體現了其本土特色外, 活動本身具有相當的社會功能。香港

                                                 
17 喬健、梁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 頁 115 提到東莞及增城兩地在 1949 年前頗溉行打小人活

動。 
18 Chiao Chien, 1986“ Beating the petty person: a ritual of Hong Kong＂ in special issue on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China, New Asia Bulletion 6:pp21 
19 喬健、梁健安著,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 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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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藉著打小人活動替自身祈福。從傳統驚蟄活動的原意(驅除蛇蟲鼠蟻) 、驚蟄衣的祭

品類別分佈(大部份是吉祥的祭品)、口訣內容(以吉祥字句為主)等可見, 整個儀式只圍繞

著一個主題—「驅除小人、迎來貴人」。由此可見打小人亦含有功利的成份, 實為自身

祈福的民主宗教活動。 

 

    另外, 打小人亦有助香港人抒緩壓力。畢竟香港人活在競爭激烈的社會下,難免背負

著沉重的壓力。不少人亦藉著「拍打」、「咒罵」小人發洩情緒, 解開心中的鬱結,這跟心

理醫生教病人透過撕開報紙洩氣的原理相同20。本組曾追訪剛從鵝頸橋打小人的年輕顧

客到該處打小人之原因, 她坦言為了抒發內心化鬱而來。  

 

文化意義五: 傳統上配合中國的農業社會而衍生這個活動 

 

    打小人活動體現中國傳統「重農」的文化意識,畢竟中國人以農立國，氣候時常影

響農業耕作。上文提及驚蟄是中國二十四節氣之一, 而節氣是百姓憑藉經驗創造出來的

系統, 農民以此作為種田行耕的依據。這可謂一種累積自農業社會的民間智慧21。在今

日的現代化與都市化洗禮下, 現今社會的經濟模式不再以農業為主。節氣對人類生活的

影響因而漸漸消失，但個別節氣的傳統習俗卻依然保留下來22。驚蟄作床打小人活動的

其中重要的一天有助喚起人們對中國傳統節氣的關注,因此其具有相當的文化意義。 

 

5. 近年香港打小人儀式的轉變 

下文將會從打小人的儀式內容、地區、形式、動機、顧客的性別及年齡、經營者等

各方面，分析近年打小人的轉變。 

 

儀式內容 23(詳細內容可參考附件二及三) 

用具方面，昔日部分職業性打小人者會在打小人之前，用銅劍或銅幣將五鬼紙和小

人紙壓著，又或用一張網狀的紙將小人紙罩著；處置小人的時候，他們又用一把小銅劍

來將小人紙及五鬼紙刺破。小銅劍約為工十公分長，劍柄末端繫著一個小銅鈴。時至今

日，小銅劍及銅幣等用具都已經不再復見。 

 

祭品方面，以往較常用的祭紙包括百解靈符、貴人紙、小人紙、五鬼紙、靴傘符、

元寶、溪錢、冥錢等。此外，長貴人、長祿馬、男人丁、女人丁、小人祿馬、五寶碟、

小人衣、貴人衣、神魂執照、路票、金紙、銀紙等亦有採用者。然而，現時祭紙的種類

已經減少了，只保留部份基本的祭紙，如貴人紙、小人紙、五鬼紙等。以往酬神的食物

主要包括米、紅豆、綠豆、黑豆、糖果、橙、蘋果、花生、合桃、芝麻、白酒等，肥豬

肉及豬血則用來祭白虎；適逢農曆的成日，還會有燒肉、湯圓，甚至上海包、上海麵等

                                                 
20 http://www.cciv.cityu.edu.hk/website-2006-2007-a/?redirect=/~cciv/product/fest/gano/index.php 
21 http://hk.lifestyle.yahoo.com/070305/330/232we.html 

22 http://www.cciv.cityu.edu.hk/website-2006-2007-a/?redirect=/~cciv/product/fest/gano/index.php 
23 喬健、梁礎安,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頁 117 -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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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品。現時打小人者多數只會用芝麻、綠豆、米及肥豬肉，就連豬血也沒有了。 

 

過程方面，打小人的儀式可分為奉神、稟告、打小人、祭白虎、化解、祈福、進寶、

打杯等八個基本單元，不過現時大部份的打小人者都不會做足整個過程，他們多數都只

會著重打小人、祭白虎等項目，當中打杯一項就只有鵝頸橋的打小人者才會做。 

 

同時，從打小人的口訣中分析到許多較年輕的從事者，如灣仔洪聖宮的廟祝及姻緣

可的謝姑娘都對於口訣一知半解，並不熟識，這可能是各處打小人均有不同的口訣所

致，但本組更相信是因儀式內容之轉變，引變其口訣簡化了很多，甚至與電影所說的差

不如，「如打你個小人手……打你個小人頭」等等。 

 

從打小人的用具祭品及過程三方面得知，打小人的儀式已逐漸簡化，雖然不同地區

在儀式內容上會有些微的差別，但從整體來看有很多儀式內容的細節都沒有完全做足。 

 

活動場地 

昔日港島半山，由司徒拔道王灣仔峽道一帶的寶雲道，是打小人的最大集中地之

一；此外，港島軒尼詩道與堅拿道西交界處的鵝頸橋亦是著名的打小人熱點。據學者喬

健指出24，部份廟宇如灣仔的侯王廟及濟公廟(前者本組未能找到，後者則已搬往上環)，

以及本組所發現的灣仔洪聖廟，都有提供打小人的服務。不過，本組最近到過寶雲道一

帶考察，發現那兒只有一檔會提供打小人的服務，而且還要顧客主動要求才會打小人，

平日那兒只會售賣拜祭姻緣石的香燭和寶碟；相反，鵝頸橋則取而代之，成為打小人的

著名“文化空間＂，打小人的熱點已經由市區的邊緣轉移到市區的中心及人流較旺的地

方。當然，其他地區也有打小人的服務，不過分佈則較散落。 

 

顧客 

以往的顧客以女性為主，尤以中年婦人佔大多數，更有不少是家庭主婦。不過近年

參與打小人的顧客已經逐漸多元化，當中有男有女，也有年輕化的趨勢，據灣仔洪聖廟

的廟祝曹女士所指，不少年輕人都是受到母親的指引下前來打小人的。25此外，顧客亦

不再局限於低下階層的家庭主婦，灣仔的辦公室林立，不少行政人員亦會前往鵝頸橋光

顧打小人的神婆，以求掃除人在顧主面前惡意中傷自己的小人。顧客亦不再只是本地

人，不少外國居民及遊客，也會冒名前往鵝頸橋打小人。 

 

經營者 

昔日負責打小人的多數是年紀老邁的神婆，不過據寶雲道姻緣石的謝姑娘指出，她

們不少都已經退休，又或已搬遷到新界的新市鎮居住，不再長途跋涉到市區打小人。而

接手的後輩，如灣仔洪聖廟的廟祝曹女士，亦表示不會將打小人的儀式傳授給自己的兒

女，反而希望他們努力讀書，不用依靠這一行業過活。26 

 

                                                 
24 同上註，頁 115。 
25 口述歷史 : 灣仔洪聖廟廟祝曹女士 
26 口述歷史 : 灣仔洪聖廟廟祝曹女士 及 寶雲道檔主謝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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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科技發展迅速，互聯網也日漸廣泛使用，打小人的形式也有很大的轉變。人們不用

親身前往鵝頸橋打小人，而是只需安坐家中，面對著電腦熒幕，操控滑鼠及鍵盤，便能

在網上打小人，整個過程都十分方便快捷。報章上就曾有以下的報導： 

 

「原來中國人有打小人，英國人也一樣，網絡廣告商 Panlogic 公然在 2002 年世界盃推

出了網上打小人「服務」，「成功」令阿根廷的巴迪斯圖達在對英格蘭時被調離場，英

格蘭對巴西時朗拿度也沒有入球。這次的目標人物是法國的亨利和葡萄牙的費高，「網

上打小人」看來真的有效，亨利在法國英格蘭表現欠佳，費高在對英格蘭時更黯然被調

出場；可惜，英球迷可能應「打小人」對象應是施丹和列卡度才成。」27 

 

 可見網上打小人成為了一種風潮，亦吸引了不少外國球迷網友一嘗打小人的滋

味。網上流行的打小人遊戲使打小人這種傳統習俗娛樂化，網友視之為一種發洩情緒的

小玩意，與傳統打小人不同，網上打小人沒有甚麼儀式可言，不用任何用具、祭品或祭

紙，只需要按幾下滑鼠就能「打小人」，比起傳統打小人著實方便得多。 

 

 
http://www.t45ol.com/play/755/littleman-revenge.html 

 

                                                 
27 刊載於《信報》2003 年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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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打小人的盛行又衍生出一些網上新口訣，這些口訣與一般傳統採用的有很大的

分別。傳統採用的口訣的內容多與儀式過程配合，口訣有長短之分，長的內容隨著請神、

禀告、打小人、化解及祈福等五個單元而發展；短的則只集中在打小人與祈福兩項上。
28網上新口訣則只著重打小人一項上，其內容比傳統的更為毒辣、更為粗俗，而請神、

禀告、化解及祈福等單元則完全忽略了。以下是一些從網上摘錄下來的新口訣29： 

 

口訣 1 

打你個小人頭 等你成世無出頭 十足豬泵兜,打你個小人眼 等你眼紅兼眼坦 行路仆到喊 

打你個小人鼻 等你索野無晒味 鼻涕流到地,打你個小人耳 等你耳嗚難制止 唱歌一舊屎 

打你個小人口 等你有氣無定抖 食親飯都嘔,打你個小人手 等你有錢唔識偷 無鞋挽屐走 

打你個小人胸 等你呼吸唔暢通 肺癆兼中風,打你個小人肚 等你惡運行到老 日日畀人告 

打你個小人腳 等你有鞋唔識著 出街無人約, 

 

口訣 2 

打你個小人頭，等你有氣冇訂透，日日去撼頭,打你個小人面，等你全家中非典，成世都犯賤。 

打你個小人眼，等你成世都撞版，日日被人斬,打你個小人耳，等你日日痾爛屎，敏屎用手指。 

打你個小人嘴，等你老母變老舉，日日被人隊,打你個小人頸，等你周身都性病，花柳兼淋病。 

打你個小人胸，等你非典兼中風，後門被人通,打你個小人手，等你有錢唔識收，有樓變喳兜。 

打你個小人腳，等你日日敷中藥，有鞋冇腳著,打你個小人肚，等你好心冇好報，日日被人告。 

打你個小陽具，等你成世都不舉，有女冇得隊。  

 

動機 

                                                 
28 喬健、梁礎安,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頁 122。 
29 摘錄自 http://www.fightclub.com.pk/text/t-41749-p-1.html 及

http://www.nntp.hk/web/post.php?group=wonder.person.mens-club&xref=588&server=news.wonderspac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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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打小人都是為求自身平安、求心安理得，但現代人打小人卻流於發洩，而失

去了原先打小人有祈福的意義。或許受到報章雜誌、電視和電影等渲染，其所述的打小

人神婆一般都是鬼氣迫人的，因此她們給人的印象是惡毒的，她們的工作就是詛咒小

人，而打小人的動機便由原先只求自保演變成以攻擊他人為主。據灣仔洪聖廟的廟祝所

述，部分婦人會指定「二奶」為打小人的對象，有的甚至會攜同「二奶」的照片，但求

她會疏遠其丈夫；行政人員也是為了去除辦公室內的說是講非的同事而打小人的，他們

的最終目的是能夠順順利利升職加薪，可見打小人的動機是十分功利的。30再配合新興

的網上打小人，人們打小人的動機已經流於發洩。雖然現時一般人打小人的目的仍然是

為求平安，但以打小人祈福的意義也逐漸被淡化了。 

 

6. 香港打小人儀式轉變的原因 

由此可見，我們可以綜合出上述轉變的原因，當中城市化發展及社會轉型可算扮演

著最重要的角色。受到城市化的影響，打小人的活動場地及參與活動者都因而改變，譬

如寶雲道曾經是打小人的集中地，便因為城市化而遭到邊緣化，打小人的集中地轉移列

鄰近市中心而且人流較旺的鵝頸橋；負責打小人的神婆又因為已經搬遷到新界的新市鎮

居住，不再長途跋涉到市區打小人，這亦是使寶雲道的打小人活動消失的一個重要因素。 

 

此外，社會轉型亦可解釋上述的轉變：據中文大學新聞及傳播學系的月刊《大學線》

的報導指出，打小人每次收費四十元，平均每天約有四、五個客人，每個月最多只賺到

三千多元31，可見打小人所能賺取的收入並不高，加上香港的經濟在過往幾十年間急速

發展及轉型，其他行業的收入相對這一行還要高出幾倍，轉行至其他行業的誘因很高，

就連洪聖廟廟祝曹女士及鵝頸橋下打小人的神婆都不希望下一代承繼自己的衣缽，靠打

小人過活。 

 

科技發展也為傳統的打小人習俗帶來新的衝擊，互聯網的發展促進了網上打小人的

普及，網上打小人不論在概念上又或在形式上與傳統的打小人有明顯的分別；網上的新

口訣更扭曲了傳統打小人祈福的意義，使參與者流於發洩及詛咒敵者；而網上打小人的

方便和快捷亦減卻了參與者的誠心。 

 

打小人的承繼方法主要靠口傳心授，不像風水命理或易經算術般有正規的書籍經典

來仿傚學習，這種承繼方法的缺點就是容易以訛傳訛，誤傳儀式內容及資料，這亦解釋

為何不同地區的打小人會有不同的慣例。這種方法更使打小人的內容細節容易流失，使

儀式逐漸簡化。 

 

7. 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特性來評價近年香港打小人儀式的轉變 

從上文可見，香港打小人儀式在城市發展中受著很多的衝擊，打小人作為一種民間

宗教，正為著生存而不斷轉變，當中的轉變一方面反映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一些特質，

                                                 
30 口述歷史 : 灣仔洪聖廟廟祝曹女士 
31 謝嘉莉, <解構 打小人> , 載《大學線月刊第 69 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2005) 
http://www.com.cuhk.edu.hk/ubeat/050569/story1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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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但一方面是對其承傳做成巨大的困難。 

 

首先，非物質文化遺產存在著「活態性」的特質，33“所指是一般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項都需要在自然、現實、歷史互動中不斷生變、變異及創新，這也注定他處於永不停息

的運變中＂。從此特質來評價香港打小人儀式活動之發展，可見出其變化是合理的，但

長遠來說仍帶來隱憂。如因著城市化發展之要求以及交通不便，使寶雲道由打小人聖地

而變得衰落。或是城市發展之急速令許多人對傳統宗教之要求均有受「即食文化」之影

響，因而引致儀式及內容之簡化。受著社會轉型，顧客不在於以往的老太太或是主婦，

而變成上班一族或是青少年男女，更因為旅遊業發展而擴大客源至外國人，但大部分均

表示只想打小人，但求心安理得，並不想知道當中的儀式及意義。34這些均是社會發展

之下無可避免，而我們所作的並不是將其封鎖於某個時期，讓其靜止，這無疑是不附合

其活態性特質的。35 

 

其次，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延續性的特質，因著其有“口傳心授＂的特質，並且依

靠世代相傳，這才打了上鮮明的民族或家族的烙印。而近年發現，香港打小人的儀式活

動就出現延續性的問題，據寶雲道姻緣可的謝姑娘及鵝頸橋的婆婆稱打小人的址是上年

紀的女性，有些甚至將近百歲，其他多為七十多歲，而他們認為許多年輕的都不懂儀式

內容，而且其相信讀書能為其後代帶來更好前途，故並不主張其子女加入這儀式的活動

中。使香港打小人活動在延續性上存在隱憂。 

 

另外，非物質文化還有變化性(或稱流變性)之特質，所指是當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傳播過程中，當地的歷史、文化各民族性融合，從而出現了繼續和發展並存之現況。

但在條件上不可以完全地轉變了，不同了，也就會失去其特質。36從此點中對照香港打

小人的形式和發展，實有出現“完全地轉變了＂的危機。如上文提及網上打小人服務及

打小人逐漸以咒罵為主，祈福部分沒有了，這明顯是失卻了這個活動本身的文化意義，

以網上打小人代替，就使女性不能在其中找到一個其有的文化空間，而只顧咒罵亦失去

了作為民間宗教的一種文化意義。做成往後打小人儀式活動在香港發展的一大隱憂。 

 

再者，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民族性的特質。民族性是指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能呈現

一種該民族的烙印，體現了特定民族的獨特思維方式、語言、智慧、價值觀、情感表達

等內容。37故此，作為中國南方民間宗教，他一方面夾雜了一些巫術內容，38另一方面亦

有祈福的宗教內容，39但隨著網上出現了咒罵的口訣、外國人用打少人對付足球員，這

                                                 
32非物質文化有五個特質，這也是因其可持續發展的特點演繹出來的。當中包括 1)延續性、變化性、傳

承性、民族性等。參見喬曉光：《活態文化 :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初探》，(太原市 :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
年)，頁 72。 
33喬曉光：《交流與協作 : 中國高等院校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敎育敎學硏討會文集》，(北京市 ：西苑出

版社，2003 年)，頁 63。 
34 參考附件一：打小人的顧客 
35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63。 
36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65。 
37 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66。 
38喬健、梁礎安, <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1982)，頁 121。 
39 參考附件三之儀式步驟與口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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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使其中的惹笑成份掩蓋了中國傳統宗教上有祈福之正面價值觀，這更對外國人或是

香港的年青一輩對這種活動存在很大的誤解。 

除打小人儀式活動之外，世界各地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亦存在以上的問題，這都是全

球化及社會轉型所帶來的問題，然而，我們所要保護的並非將其維持原狀，保持一種靜

止不動的狀態，這絕對是違反了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之軌跡。我國所要做的是通各國、

國家、以及民間進行大型的搶救及教育工作，以令傳統內容及價值存在於人心中，這才

是真正不滅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下文會就其保護及承傳提出建議。 

 

8. 打小人儀式的保護與承傳及其問題 

打小人儀式的保護與承傳 

要對香港打小人儀式作保護，就必先要就其問題加以分析。從上文評價其轉變，

可見這種傳統活動出現了繼承問題、傳統文化意義的失落、以及社會上普遍抱錯誤的觀

念去看打小人這民間宗教的活動。故此，本組透過 2003 年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在 2003 年

出版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及中國國務辨公廳《關於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

工作的意見》之附件提到《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申報評定暫行辨法》的條文來

作參考，以讓打小人這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得以隨著其歷史之軌跡發展，不致快速被城市

發展而掩蓋共中的民俗價值。 

 

根據《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所謂「保護」，是指確保非物質文化遺產生命

力的各種措施，包括這種遺產各個方面的確認、立檔、研究、保存、保護、宣傳、弘揚、

傳承 ( 特別是通過正規和非正規教育 ) 和振興。40而內地認為保護措施需要透過建檔、

保存、傳承、傳播、保護等內容完成。兩者同樣都有共通之處，而以內地解說較為深入。

透過這方面的認識，我們可以從兩方面，包括政府與民間進行保護與承傳之工作。 

 

首先，政府需要建立專題檔案，去研究及分析打小人活動在香港的歷史發展與源流。

這些記錄、搜集及分類、編目等方式，以便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之申報項目作出準備，

好像香港康樂及文化事務處曾為廣東之涼茶及粵劇建立檔案，以申報成非物質文化遺

產。 

 

其次，本組建議透過政府資助及學術團體的參與，以快速保存現在打小人儀式活動

之內容，如通過數位成像技術、錄音錄影技術、相片、文字記錄等方式，對打小人活動

進行真實、全面、系統的紀錄，當中包括打小人的口訣、步驟、所用的祭品、從事打小

人的姿態等等。41 

 

再者，政府可以綜合幾個香港獨有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進行大型的學術討論，如大排

檔、打鐡行業等等。或是在博物館進行大型的展覽，在訪問之過程中，許多從事打小人

的婆婆或廟祝都願意參與宣傳之活動，故屆時他們可以表演這種儀式之內容，讓公眾知

                                                 
40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3/001325/132540c.pdf 
41王文章：《非物質文化遺產概論》，頁 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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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其中並不是迷信及無知的活動。更可參考國內定一天為“文化遺產日＂，那天公眾可

免費到博物館參觀香港擁有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更可藉此向外公開政府打小人之

研究成果。 

 

還有，政府應在教育上著手推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並且教育之層面不單於大

學、還在中學及小學等。因著許多時下青少年認為打小人是無聊及迷信的活動，我們需

要透過教育來改變其中的觀念。如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納為九年免費教育之課程之中，如

我國台江苗族文化在當地的課堂上用不少於四分一的時間教授苗族文化，42又如浙江省

將剪紙成為中小學正規教育課程，有校本課程及剪紙興趣小組。43而本組建議本港亦可

以搜集數個非物質文化遺產(當中包括打小人儀式)，成為中小學專題研集的研究內容。

更要將非文質文化保護之概念加進書本，以進行全面性教育。 

 

另外，可以利用傳媒進行宣傳，如邀請傳媒進行採訪及報道，以往無線電視曾就非

物質文化遺產──「涼茶」進行報導，報導內容明顯表示其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包括內

容及特性方面認識不足，以致傳播到公眾時產生很大的誤解，認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是商

家利用做生意之產物。故此政府應該在推廣的同時，對傳媒進行專業知識及技術援助。

又可以在電視的廣告上加以推廣，使之明天許多傳統信仰，如打小人是中國民間宗教之

傳統。另外，又可以透過各大報章宣傳，或是將政府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之學術研討會

對外公佈，更可以有效地利用互聯網來作宣傳，使之成為大家可以共享之產物。如城市

大學學生曾對打小人儀式進行研究，並將其研究內容、相片、短片等上載到網上，使公

眾明白打小人的儀式內容。又如韓國在 1981 年舉辦了為期一周的“民族之風──1981＂

大型民俗活動，許多廣播、電視、報紙、雜誌等作大型的宣傳，使大眾對國內民俗有所

認識。而特別在驚蟄時，鵝頸橋打小人場面相信會更壯觀，故可以邀請傳媒朋友對此加

以採訪。 

 

 還有，應致力保存打小人這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人(或是團體)對其世代相傳的

文化表現各文化空間所享有權益。因著他們大部份都受著經濟問題的影響，故對這個儀

式活動的前景並不看好，姻緣可的謝姑娘亦不像她婆婆以打小人為主要的工作。故我們

建議在推廣這種儀式時可以對其給與一些經濟上的協助，或是在翻新用具及祭物上進行

資助，這使他們能在本港繼續繼承這個行業。 

 

最後，本組設計了一條“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打小人儀式之旅＂給公眾參與。因著大

部份的打小人活動均集中於香港島的銅鑼灣及灣仔一帶，本組建議在灣仔及銅鑼灣設立

三個讓遊人參觀，甚至是參與的景點，來比較一下三者打小人的步驟及所用之祭品及口

訣之不同，還有導遊加以講解的，這些均是對打小人儀式有理解之大眾，如學生、家庭

主婦均可。第一站為灣仔洪聖廟(可以坐地鐡到灣仔)，然後是寶雲路之姻緣石(由洪聖廟

附近坐 63 號巴上山)，再者是鵝頸橋(再由當山坐 63 或是 15 號巴士)。這條路線適合學

生及成年人士參與，目的讓大眾對此有更深的體會，就像香港已有的中西區文物徑一樣。 

 
                                                 
42喬曉光：《交流與協作 : 中國高等院校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敎育敎學硏討會文集》，頁 268。 
43喬曉光：《交流與協作 : 中國高等院校首屆非物質文化遺產敎育敎學硏討會文集》，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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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打小人儀式的保護與承傳過程所產生的問題 

 

 本組認為如政府及民間在推廣打小人作為非物質文化內容時，可能面對兩方面的困

難。首先，是資源的匱乏。香港政府每年投放在文化發展的資源並不多，可說是最少的，

如對某一文化項目進行大型的投資是比較困難的。加上文化政策往往受著經濟發展之影

響，故此如有經濟不明朗的因素必會影響文化政策的削資。 

 

 其次，一旦政府作出大型的推廣，一定引致旅遊業的發展，經濟利益使文物本身的

“本真性＂(Authenticity) 受到影響，許多商業因著影響之下令原本非物質文化發展軌

跡，甚至儀式內容都變成迎合遊客的口味而影響文物本物的真確性。如中國境內常常有

小數民族表演是唱著苗族的歌，卻用侗族的髮式。這實扭曲了的文化遺產。44 

 

9. 總結 

 

總括而言，在多次的訪問及文獻研究之中，我們發現打小人儀式活動是香港地區珍

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而隨著歷史發展、城市化及社會結構轉變，許多打小人的儀式及

內容均帶來很大的變化，表面上，打小人的傳播面像比以往廣闊了。但是，無論是打小

人的從事者、參與者等均對其內容及文化意義一知半解。許多香港的青少年人更視其為

惡毒詛咒的遊戲，視為無知及迷信。然而，如果我們從非物質的文化角度來看，他對於

女性、或是宗教上等均文化意義，這有助我們理解中國傳統社會之思想轉向與發展。故

此透過政府及民間雙方的合作，相信定能使這塊文化瑰寶得以推廣。然而，許多政府就

文化政策制定的問題，以及遊遊業發展對其的衝擊相信會影響這種儀式之發現，故此需

要有效的監察和專責人士之推行，相信能為這些問題提出改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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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口述歷史訪問稿 
日期：2007 年 4 月 20 日 
時間：下午三時十五分 
地點：灣仔鵝頸橋 
受訪者：梁婆婆(下稱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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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梁燕凌(下稱凌)  吳惠源(下稱源) 
 
源：請問你名叫什麼？ 

梁：我叫做梁婆婆。 

源：梁婆婆，你今年有多大年紀？ 

梁：七十二啦。 

源：七十二啦，那你從事了這個打小人的工作有多久？ 

梁：先年幾兩年。 

源：兩年以來都在這處打小人？ 

梁：是的，我們本是驚蟄才出來打小人，平時執紙皮，但沒有紙皮執，所以就出來打小

人啦。 

源：那是誰教你打小人？ 

梁：我地不需要人教，自己識。好似“打到小人，趕到小人，趕到小人十字路口＂，我

唔打人，我又係小人，你又係小人，人打你又死，伙打人又死，係咪咁講。你讀書

都有講啦，所以我唔打小人，只趕小人。 

源：你兩年從事打小人，有沒有質人一齊？ 

梁：沒有，我自己做。 

源：你的用具在那裡買呢？ 

梁：在紙紮鋪。 

源：你識打小人的口訣嗎？ 

梁：比如“趕到小人去，打倒小人去＂，比如你話比我聽一個名，我就講比菩薩聽，之

後就菩薩會教我，不用自己去學，總之菩薩教我，唔駛我 xxx 的，我自自然然就識。

我話比你聽，係現在講唔到出來的，我打倒小人時要請菩薩，請得滿天神佛，玉皇

大帝，係咪玉皇呀，天上最大就係玉皇，地上最大水龍皇、閻皇就係唔駛人教。 

源：會唔會睇下別人點做，點念口訣？ 

梁：我唔駛架，自己做，人地識，我咪識，我唔同人地，人地打倒小人，我地趕小人，

比人地可以做人生意興隆，工作順利，我無話打倒 xxxx 打倒 xxxx，打倒發財咁，

我唔會的。佢係發就發，唔發就唔發的。我就係趕走小人去，貴人就來，係咪呀？

“比貴人 xx，比貴人指引＂，一年四季仕春夏秋冬保，時時保，月月保，保福保

壽，人壽 xx，係咪呀？ 

源：咁打小人有何歷史呀？ 

梁：比如你有小人，有白虎，菩薩就同你解，將佢趕走。 

源：個儀式係點？ 

梁：咪就你儀式。 

源：有什麼步驟？ 

梁：無咩步驟，就係咁咋，咪打你就信的來，唔信咪算，我係咁的。我打四十元，小分

錢唔打的。 

源：你用什麼打？ 

梁：咪用這隻，用這隻鞋打啦(即席示範，打出來的清音“噠噠＂聲)，我已經打爛了四

隻鞋了，爛過船頭。(所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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凌：是不是要用特定的鞋打？ 

梁：無話，咩鞋都打得，著過就得，打開那隻就用那隻。 

源：打小人有沒有什麼禁忌？ 

梁：無咩咁忌的。 

源：通常是什麼人來打的？ 

梁：中年會來這裡打，後生唔會在這裡打的，點解呢，因為我唔打富貴，唔打發財我就

趕走小人，比人地“好行、好運、好出、好入＂。“預防口舌，比人貴人指引，比

人祿馬扶持，一年四季，時時保、月月保，我問你，一年係咪四季，我就唔打富貴，

人地富貴就富貴，我就打走小人五鬼，唔俾佢行過去，“俾貴人來，俾人地生意興

隆 xxx，南北賺錢來＂，其他人發咩財，發咩財，我地無做的。 

源：後生好少“幫襯＂？ 

梁：多數都中年以上的人，因為佢地知道我做咩動作，因為那些後生唔知，唔理我做咩

動作的，中年那些有經驗的。那些後生要你講咩發財發財好的。我打小人唔講咩發

財。 

源：有沒有後生女來“幫襯＂？ 

梁：小數，有時有些中年女人來打二奶，我拜神係要知道對象，唔係亂拜賺到錢就算，

我要向菩薩講的。我唔打假，唔呃神騙鬼的，你睇我幾多野？(用具) 

源：入面有什麼？ 

梁：入面有貴人符，

你睇下，我唔識睇，

你睇下係咩來的？ 

源：鍾馗。 

梁：鍾馗菩薩係咪

xx，你睇下幾多菩

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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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用這止紙有何意思？ 

梁：解小人啦，由頭解到落腳，這些全部都是貴人紙，這張是貴人符，這張是平安紙，

保平安，長命百歲，這張是貴人符。這裡千個貴人，萬個貴人。 

 

源：通常一開始打小人會做什麼？ 

梁：梗係點白先啦，“千口香，萬口香，比市民、車好來好往，好出好入＂，最緊要你

知道有幾多人過，香火好，就人民好。 

源：請神先定點香先？ 

梁：點左香咪請神，請完神有人來打就打啦，當打小人時咪用這些(指衣紙)，先解左，

然後咪用貴人指引，“祿馬扶持，一年四季春夏秋冬，時時保、年年保、月月保，

保福保壽，保你人壽 xx、龍馬精神＂，打完小人就餵飽老虎仔，打完小人就燒左

佢。 

源：即係首先點香；請神、打小人、之後就... 

梁：打完小人咪化解就燒左佢，“解陽神、解氣 x，解白虎、解天羅、解地網、解牛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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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神、解 xxxx，解披麻帶孝、解貧蛇白虎＂，這裡有五鬼紙，你看，這個是人人

愚百虎、這個就是人蛇、這個就是雀仔。 

源：這五鬼紙有何用？ 

梁：用來打啦。 

源：我胞到其他會擲聖杯，你幾會擲呢？ 

梁：最後就打聖杯。 

 

源：儀式到最後就打聖杯？ 

梁：講完晒咪就打聖杯啦。 

源：生果係用來做什麼？ 

梁：祭品啦。 

源：其他人都無用齊天大聖，為何你會用？ 

梁：天上有玉皇，齊天大聖有幾多個？齊天大聖火燒天宮、三打白骨精，其他人唔用呀，

佢實際用來辟邪的，我家中都有座。 

源：這個又是什麼？(指著老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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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老虎仔。 

源：為何要用呢？ 

梁：因為祭白虎，打完小人咪祭白虎，因為有人犯白虎呀，有些人犯天羅地網、有些人

犯太歲，不過要去太歲到解，不是來這裡。 

源：你有沒有想詰教你的子孫做？ 

梁：無，佢地都在大陸。我淨係自己做，後生唔好做。 

源：點解後生唔好做？ 

梁：你有兒有女人地打你咁你點呀？老就唔同，後生有兒有女，總之唔上十八歲唔好打，

要大左才得。 

源：那顧客可以低於十八歲？ 

梁：可以，但未到十八歲唔好做打小人，好似政府繼承遺產都要十八歲啦，拜神就可以。 

源：那你與其他經濟手法有所不同？ 

點知呀，人人做法都唔同，好似人人都有唔同的工作就知啦，人人都唔同的。 

凌：你們本身有沒有組織，有人幫助你，但定係各自自己打？ 

梁：無無無，都係自己打，各人賺各人的錢。 

源：都係有人教你的？ 

梁：無，你請咩神請咩神教到你的嗎？我地一來就點香，之後講“神皇廟祝公，王大神

皇，龍皇、玉皇＂，我問你幾多個王呀？xxx，天上玉皇，地上水龍皇，xx 皇，唔

駛人教，菩薩自自然然同你講的，那我就唔駛向外學，一請神就知道。我唔係呃神

騙鬼，佢地來就來，唔來就算啦。 

源：行頭社面有無一個正宗祖師？ 

梁：無，如果那個打得好，第二次人咪再來啦，如果打得唔好，咪無返頭啦。通常人都

回來幫襯，唔係我攞當做咩呀？我攞當用來食飯的。如果打得好咪又再來啦，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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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返頭啦。 

凌：打小人通常打一個定係可以好多人的？ 

梁：可以多個，好似一個家庭咁打，你有十個人，就兩個人，四個人就一百元，如果你

淨係打一個人就四十，，打家庭就可以當四個人就一百元。就有咩神鬼就趕走啦。 

源：比如儀式開始，請神有何作用啦？ 

梁：唔知有咩作用，但求菩保福，“人望神護，醜望平凡＂，係就得啦，你話係咪？ 

源：請神係咪就係請觀音上身，係咪呀？ 

梁：個觀音上你身就上啦，唔係上唔到架，你要神好，福氣好，個觀音先上你身。我都

唔知佢上唔上。 

源：係咪人人都做得的？ 

梁：係呀，睇下你有無技術來做？ 

源：如果做要咩技術？ 

梁：你打舷人好，做咩好，趕得小人好，走，咁係咪要講技術，人人都做得。 

 
4 月 20 日鵝頸橋打小人過程的錄音 
日期：2005 年 4 月 20 日 
時間：下午三時四十五分 
地點：鵝頸橋的三岔路 
打小人者：梁婆婆 
顧客：梁燕凌 
拍攝：吳惠源 
梁婆婆下稱婆 
梁燕凌下稱梁 
吳惠源下稱源 
 
源: 開始喇婆婆! 
婆: 未得…(鄉音)..你要先插香 
梁: 插邊度?  
婆: 每邊香爐(一個在觀音像前, 另一個在齊天大聖像前)插 3 枝香 
婆:你貴姓架?  
梁: 我姓梁 
婆: 梁乜野? 
梁: 梁燕凌 
婆:…..有乜牛鬼蛇神遠離梁燕凌, 保佑你順順利利… 
  打你個小人頭,打你個..(鄉音)….將小人碰走去… 
  道德玉皇大帝….如來佛祖大皇爺、細皇爺…觀音娘娘…(請神) 
  將小人碰走去、碰到十字路口去….. 
  保佑燕凌順順利利、大吉 
  道德娘娘…保佑燕凌順順利利大吉.. 
  ….解牛鬼蛇神..解陳蛇白虎..打過小人全年好、打過小人萬年利 
  保佑燕凌順順利利、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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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人…一年四季…想 o 個樣有 o 個樣….一年四季..保福保壽..龍馬精神…打過   
  小人全年好、打過小人萬年利..保佑順順利利….南北貴人到….(化衣) 
源: 我驚錄(音,驚被火燒到)到! 
婆: 哈哈! 梗係錄(音)唔到啦!  
婆: …事事大吉呀….玉皇大帝..黃大仙、齊天大聖…如來佛祖、三皇爺、四皇爺、天后

娘娘、觀音娘娘…文殊菩薩、南海菩薩、北斗星君..五龍大將….大吉 
   (擲到聖杯) 
源: 聖杯!  
婆: 好耶!拿好野喇,聖杯,好喇,講完喇 
源: 可唔可以講多次 d 口訣呀?o 岩 o 岩呢, 請神 o 個度係點樣架? 
婆: ….72 位「倫」(音)神、玉皇大帝…黃大仙、齊天大聖、鄭隱大聖… 
源: 仲有呢? 
婆: 如來佛祖, o 個 d 菩薩咪係如來佛祖….三皇爺、四皇爺…天后娘娘、觀音娘娘、鍾

馗菩薩、南斗星君、北斗星君..四大金剛.. 
    迎神菩薩打白虎架! 
源:  其他呢, 之前你用 d 野掃佢 o 個身時講乜野口訣架? 
婆:  咪小人五鬼碰走去…打小人梗係要 la 
源:  咁打梗小人時講 d 乜架?  
婆:  打港島小人..打十字路口…飲飲食食小人(不同類之小人) 
源:  幾錢呀? 
婆: 40 蚊 丫多謝 
                                                                        
「打小人過程之特色」 
1. 儀式涉及各種各樣的神靈, 上至如來,下至齊天大聖等無一不述 
2. 儀式大致有 3 大部份, 第 1 部份狠打小人, 第 2、3 部都是為參與者祈福,期間亦有不

斷重覆「順順利利、大吉」等, 可見打小人主以祈福為主 
3. 婆婆檔口多左齊天大聖像同一隻吹氣老 
 
日期：2007 年 4 月 22 日 
地點：灣仔洪聖古廟 
時間：下午 2 時 45 分 
受訪者：女廟祝曹女士 
訪問者：辛永明、梁燕凌、吳惠源 

 (曹：受訪者   問：訪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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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入左行幾耐呀? 
曹：廿幾年 
問：即係 o 係度做廟祝嘅? 
曹：係 
問：點解會入行，係咪有人帶妳呢? 
曹：都係偶然嘅機會，即係同菩薩有啲緣份，咪 o 係度做 lor 
問：咁知道呢?係咪有啲 o 野可以同菩薩傾到? 
曹：唔係架!好多時只要你誠心好多 o 野都會達成 
 
問：打小人打左幾耐呀? 
曹：打小人就冇話打左幾耐嘅，每個人似終都有機會犯小人架 啦!但如果犯小人之餘你

就誠心啲， o 係白虎神前拜下白虎，咁打小人份寶燭就有男小人同女小人，咁你 o
係拜完之後咪打外個男小人打下個女小人 lor，咁就祈求啲小人同是非就遠離自己

喇!保佑自己工作順利，樣樣都平平安安 
問：有邊個教妳去做打小人架? 
曹：有個師傅 o 係度教 
問：咁個師傅係咩人 o 黎嘅呢? 
曹：“玄真子”lor 
問：呢度嘅主持? 
曹：係呀! 
問：咁佢就教妳打小人? 
曹：係呀!每年驚蟄 o 個日會拜白虎打小人架嘛，所以鵝頸橋每年 o 個日都會有好多人

去 o 個度打小人，同埋我地間廟都有好多人打小人，無論你係寫字樓呀，總之好多

行政人員都會係度打嘅!每個人都有機會俾人講 o 野架嘛 
問：淨係 o 個日先會打嘅? 
曹：驚蟄 o 個日白虎開口喇!每年驚蟄 o 個日係主日，但平時好多時打左小人，一來個

人心安理得，其餘呢啲小人真係趕少啲， o 個排啲工作比較順利啲 嘅 ! 事實上有

人番 o 黎講份工又保得住啦! 起碼少啲小人係背後咁 lor! 
問：打小人 o 個啲係咪可能 o 係工作呀， 婚姻呀…… 
曹：係呀!俾人篤背脊 o 個啲!譬如個老公有第二個女人，即係二奶呀，打左之後就自自

然然……總之就冇得解釋，就自然疏遠佢老公，所以好多時都好靈嘅! 
問：打小人有乜 o 野歷史? 
曹：好難講架 wor， 打小人已經係幾千年傳落 o 黎嘅文化，就好似犯太歲咁，每個人

都輪住 o 黎嘅，所以咪點解要攝太歲 lor，打小人都一樣，所以每年驚蟄祭白虎打

小人會比較好啲，不但唔會犯小人，仲希望啲小人會遠離自己，但求心安理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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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順順利利，都係取其意向嘅姐 
問：祭白虎同打小人係咪兩樣唔同嘅 o 野? 
曹：都係 o 個日祭架， o 個日白虎開口呀嘛，咁咪攞啲肥豬肉呀、蛋呀、七色豆呀祭

佢 lor，祭到佢個口肥嘟嘟!肥晒啦個咀咪唔講你 lor! 
問：咁即白虎都係小人 o 黎嘅? 
曹：白虎唔係小人，係菩薩 o 個度有嘅， 祭白虎同打小人好多時都係連埋一齊嘅 ， 都

係好似啲老人家傳落 o 黎 ja 嘛，你地啲後生都係聽老人家、聽電視機講 ja 嘛 
問：咁你地呢間廟同鵝頸橋 o 個啲打小人有乜分別呀? 
曹：一樣架啦!佢地一樣有白虎俾你祭嘅，都係大同小異，都係搵隻鞋 o 係度”part”，都

係咁”打你小人頭，有氣抬唔起頭”，都係念 o 個啲歌 
問：o 個啲歌係邊個教妳架? 
曹：咪又係以前傳落 o 黎! 
問：通常你地同行，即係打小人 o 個啲呢，係咪以女性為主? 
曹：冇分架，!我都有見過有男有女架!不過男嘅就少啲打小人，男嘅會俾人叫八婆架嘛! 

男嘅多數幫手祭白虎，廟祝都會幫你打，不過祭就會斯文啲! 
問：儀式內容係點架? 
曹：好簡單! 買一疊祭白虎 o 個啲簿，誠心上香之後呢，攞啲肥豬肉祭左隻白虎先， 祭

完白虎咪攞隻鞋打男小人女小人 lor， o 個份簿有男女小人俾你架嘛，有一份貴人

紙架嘛，拜完之後有貴人扶持喇，保佑你順順利利，唔會番 o 黎還神咁 lor.仲要確

保有香、有蠟燭 
問：咁要幾多枝香同蠟燭? 
曹：五枝香、一對蠟燭，打小人 o 個份簿包晒架喇 
問：庄完香之後點呢? 
曹：誠心啲祈求 lor，你叫咩名呀幾多歲呀，然後自己打，或叫廟祝幫你打 lor. 
問：打完之後要化簿/寶，咁點樣化呢? 
曹：將個火爐點著佢 lor，貴人紙同小人都化晒 
問：化簿/寶之後有咩做呢? 
曹：冇架啦!完架啦! 
問：會唔會話打聖杯呀? 
曹：基本上都唔駛架啦! 
問：小人個名要幾時講俾你聽呢 
曹：祭白虎 o 個時要俾 o 個小人個名我地架喇!一般都唔會指名道姓架喇!不過有啲會指

明架!如老公個二奶呀，攞埋佢張相 o 黎揼添呀! 
問：咁會唔會祈福呀? 
曹：祈埋福架啦!保佑你平平安安! 
問：咁啲口訣點樣架? 
曹：我唔講呢啲 o 野架 bor……打小人嘅口訣有好多架，我又唔識得點同你講……例如

打小人呢就:”打你個小人頭，有氣就抬唔到頭;打你個小人身，有氣冇訂伸 xx 小人

怨氣貴人扶持”肯定仲有好多，呢啲就最基本架啦! 
問：o 黎打小人嘅多數係街坊定係唔識嘅人? 
曹：總之係香港人就走過 o 黎打架喇!o 個啲住 o 係新界深圳嘅都走過 o 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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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會唔會主要都係師奶，定係番辦公室嘅都 o 黎? 
曹：會呀!好多著晒西裝呀!行政人員呀都 o 黎!我明明都升職，點不知俾你個衰鬼篤背脊

又升唔到 lor!打左好多第二年升 lor! 今年打左第二年升左咪番 o 黎多謝 xx 爺 lor! 
問：咁係女多定男多呢? 
曹：男女都有，男又多女又多，全部都著晒西裝架 
問：係咪因為呢度係灣仔? 
曹：係 lor，呢度寫字樓多喇! 
問：通常係後生嘅 o 黎? 
曹：後生又有， 驚蟄 o 個日總之廿歲到六十歲都有 
問：以前係後生多定老人家多? 
曹：一向都係上班一族嘅多 
問：除左貴人紙 o 個啲，仲有啲咩用具? 
曹：要買啲雞蛋啦、肥豬肉啦、七色豆啦來祭白虎嘅; o 個份簿呢，裏面有貴人紙金銀

衣紙男小人女小人有香有蠟燭等 lor 
問：如果政府想推廣呢一種活動，譬如想請一啲專業啲 嘅廟祝係一些場地如博物館即

席打(小人)，想教育下一代明白呢個儀式呀，咁你會唔會願意做推廣呢? 
曹：都冇所謂嘅! 
問：你願唔願意將呢項活動介紹俾下一代，即青年人? 
曹：都願意，呢樣都係中國文化之一呀嘛! 
問：你有冇個感覺依家年青一輩唔會識呢? 
曹：都唔係呀!依家啲後生仔都好明白呢樣 o 野架!甚至乎啲西人都開始呢……佢地識講

中文架 wor! 我地問佢點解會識，佢話係朋友教佢……佢地打完升左職又番 o 黎喇! 
問：你有冇教下人教下後輩去打小人? 
曹：會呀會呀!都會教下佢架!好多時我地唔教佢自己都會打架! 
問：你覺得有冇人可以承繼到呢個行業? 
曹：冇喇! 
問：會唔會教你啲子女呀? 
曹：唔會!讀好書先! 咁細個，做呢啲 o 野冇用嘅!佢地唔會做我地呢行架喇! 
問：如果係咁你會唔會覺得以後冇人承繼呢個行業? 
曹：我自己冇，重有其他人繼承架嘛! 
問：唔該晒你呀! 
(續前段) 
問：多數啲後生都好誠心架? 
曹：係呀!信架!多數都係啲媽媽叫佢 o 黎打架! 
問：咁佢地識唔識打架? 
曹：呢 d 打小人 ge 儀式同平時一般庄香、祭洪聖有冇 d 乜 o 野分別呢? 

打小人祭白虎有一種簿,祭洪聖又有另一種簿,觀音有觀音衣,係唔同性質 ge,譬如話

你有咩冤枉呀咪拜包公, 譬如話你有病咪拜華陀,譬如話你讀書咪拜文昌,如果想求

生 BB 咪拜金花娘娘 lor,每一個菩薩係唔同 ga! 
問：以前打小人多定依家打小人多? 
曹：依家越來越多,可能呢種文化越來越多人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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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有冇特定信邊個神 ga? 
曹：冇 ga!例如打小人 o 個年祭左拜左驚蟄咁咪順利得多 lor! 
問：咁以前來 ge 多數識唔識 ga? 
曹：差唔多都係我地教 ga! 
問：亦都係你地教左佢地,教左佢地識喇,之後又來番呢度…… 
曹：係呀! 
問：唔該晒曹小姐! 
 
 
4 月 22 日姻緣石謝姑娘訪問 
日期：4 月 22 日 
時間：下午 3 時 10 分 
地點：寶雲道姻緣石 
受訪者：謝姑娘 
方問者：辛永明、梁燕凌、吳惠源 
 (謝：受訪者   源：訪問者) 
 
源: 以前係咪好多人響呢度打小人 
謝: 係呀!有人響呢度(打),因為呢度有個三岔路口呀, 三岔路口就除小人嘛 
源: 咁宜家就冇喇? 
謝: 宜家 d 阿婆就退休喇、唔做喇,如果有人黎既, 我咪會教佢地拜囉 
源: 你係跟 d 阿婆學既? 
謝: 係呀係呀,不過宜家個個都退左休喇,個個都上百歲咯,我響呢度都做左 44 年咯!好長

時間喇… 
源: 咁邊個帶你入行架? 
謝: 我阿婆囉 
源: 你阿婆響呢度打小人架? 
謝: 係呀,佢不嬲都做拜神架喇 ,不過唔只係拜小人,佢又有拜貴人呀、平安呀、姻緣呀、

財運呀、除小人呀,乜都拜架 
源: 即係冇話得定打小人? 
謝: 係呀! 如果剩係做打小人邊度搵到食呀! 人地要求拜乜野,我地咪教佢地拜囉 
源: 你會教佢地拜既,個程序係點架? 
謝: 係呀, 如果你專程黎打小人既,你咪響除日黎打囉, 因為除日係「除過小人」咁解 
源: 平時係咪冇咁多人黎拜? 
謝: 平時你初六、十六都黎拜得架, 你一黎到就有個位置, 呢度有個三岔口,就可以向住

o 個個位置拜喇 
源: 咁宜家呢,有 d 廟日日都會拜(打小人)架喎,咁其實係咪唔 o 岩呢? 
謝: 唔係! 一樣之嘛,除小人冇計幾時既, 你鍾意,有 d 跟除日,有 d 唔跟之嘛 
源: 咁邊個教你 o 個 d 口訣架? 
謝: 有書讀既 
源: 響邊度有得睇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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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宜家冇喇!  
(有 2 名後生仔女經過、跟謝姑娘閒談一會) 
源: 後生仔都黎拜架 
謝: 哦,任何人都黎拜得既,你拜菩薩等於求人嘛 
源: 咁以前會唔會都係老人家多呢,我見宜家都係年青人多 
謝: 哦,因為宜家呢, 因為任何人需要拜都拜得架喇,冇話論後生定乜野,你有所求咪求菩

薩保祐囉 
源: 以前會唔會婆婆老人家多 d 
謝: 不嬲都冇論既,由後生到老人家都有黎拜 
源: 咁 o 岩 o 岩話有書(學打小人)呢,響邊度可以有得睇? 
謝: 宜家好難喇! 以前就有,因為失傳丫嘛..宜家….有時,你揭 o 岩本通勝都有既,但就唔

係好詳細,通常會教你除日,向邊面拜…所以天橋底成日有得拜,仲有三岔路口,響三

岔口拜小人,係因為可以等佢地快 d 快; 天橋底都有,不過少 d, 例如聖雅各福群會 o
個度都有人打小人,驚蟄就有囉,每年一次, 但 o 個度 d 婆婆都老喇 
我地宜家響呢度拜既婆婆,宜家都剩低 2、3 個拜,娼多都冇拜喇,因為個個都過百歲

喇、退哂休喇 
源: 咁宜家新接捧 o 個 d 呢,會唔會少左人接捧呀? 
謝: 我地就成家人接捧既, 呢 d 所有都係我既仔女(指著檔口其他人)、薪抱呀, 我 17 歲

響度做到 60 歲喇, 慢慢聽下 d 師父講、聽下佢地解釋、拜乜野,咁咪自己記住囉, 拜

財運既,咪用壽金各樣囉; 如果拜小人呀,就用 d 金銀呀、小人紙呀…有得買既,我地

都有得賣既, 有小人紙呀,有 d 公仔呀.. 
我地通常唔會用 d 口語呀、咒人地乜乜乜呀, 即係問左事主叫乜野名,然後話阿邊個

邊個, 叫佢既小人唔好再跟佢喇,又唔好乜乜乜呀.. 
源: 即係唔會有個口訣既 
謝: 唔好咒人架, 唔係好似你睇平時話「打你個小人頭呀..」o 個 d 架! 我地唔咒人架 
源: 咁你地係點講架? 
謝: 我地話(小人)唔好再跟住呢個小姐/先生呀,叫 d 小人走開、貴人得力呀,咁再拜番個

姻緣石,再求佢做貴人呀 
    我地唔會鬧人架,唔可以咁架..做呢行呢(拜神)都唔會話污穢鬧人地既、唔會好似一

般既幫人打小人既人咁開口鬧人 
源: 咁你地同佢地有乜分別呀? 
謝: 以前 o 個 d 人呢,5、60 年代既人呢,佢地通常都係好粗口爛舌,宜家唔可以架喇 
源: 以前呢,你婆婆教你時,會唔會都教你一 d 咒語架 
謝: 唔會既! 
源: 佢地都唔會既,即係一向都係趕小人姐!  
謝: 係係!趕小人呀、希望你唔好再跟住,或者希望你變為貴人呀 
源: 你婆婆都係拎書教你既 
謝: 冇架,都係點認功夫,都係講架姐 
    千祈唔好咒人地,你拜神咒人地唔好架,你吟人呢,俗語所講,就咒到自己架姐,我地奉

旨唔會咒人既,亦唔會做 d 旁門左道野,咪點會企到響度幾十年呀! 你響度做,有牌閑

既, 政府就叫做默認左你,你響度俾心機做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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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世好慘架以前….好彩菩薩保祐,宜家捱大哂 d 仔女、宜家有三代人,呢 d 係我 d
仔女 1(指住檔口內既人) 

源: 咁佢地識唔識打小人架? 
謝: 佢地通常都會交番俾我,都係咁樣講架咋,希望 d 小人再唔好煩佢呀,唔好口多呀..假

如你知道 o 個個哥哥叫乜野名呀,就叫佢以後唔好再搞你 
    我地唔會用鞋既.. 
源: 哦! 你地唔會用鞋架?! 
謝: 梗係唔好啦!  
源: 咁你地個儀式點樣做架? 
謝: 我地咪撕開張紙囉!我拆俾你地睇丫! (取出一份驚蟄衣, 拆開逐一與我們講解裡面

各項衣紙有什麼作用)宜家真係失傳喇 
源: 你都感覺到失傳左喇!  
謝: 失傳囉!因為呢樣野係好難承到衣缽囉!  
源: 點解呢? 點解咁難承繼衣缽既? 
謝: 講你知丫! 呢行生意好難做既! 信,好信既,人地以為你導人迷信; 唔信既,又會俾人

話你拜神都唔係既.. 
    拿! 呢張就係小人紙喇(五鬼紙) 
源: 哦,呢 d 係五鬼喇, 咁老虎代表乜野架? 
謝: 老虎代表老虎口囉、白虎口囉 
    蛇啦呢 d..悲咪係 o 個 d 添蛇畫足,冇 o 個樣講 o 個樣 
    豬呢,就係話 d 小人成日侵蝕你既 

呢隻雀呢, 就係成日啄你喇. 
於是就要搵條鍊(五鬼紙上方有一鍊) 鎖番住佢喇 
而呢把掃把就掃走 d 五鬼,通常我地講完,就會將張紙(五鬼紙)撕左佢,就唔會打佢, 
更唔會踏佢,因為呢,俗語所講,你唔鬧人,人亦唔會鬧你 

源: 你婆婆教你時,已經係咁講架喇 
謝: 係呀,有 d 人會將 o 個幾隻眼(五鬼紙上的五鬼)黎燒既,我地就唔做呢 d 既 
源: 咁有冇話邊隻係正宗 d 架? 
謝: 各有各幫人架姐! 有唔同既方法,我從來都唔會好似鵝頸(橋)咁用隻鞋打既,但有人

呢,自己黎拜神時,真係自己會拎隻舊鞋黎打既,佢地自己打,唔關我事既, 佢地會自

己響對面 o 個度打呢張就係百解，呢個係菩薩衣, 呢個係貴人喇,呢個係圓既貴人,
呢個係四方形既貴人,叫長手貴人,貴人有紅色有綠色既..d 貴人好長既, 就即係話 d
貴人好長既,唔會話講講下反口覆舌既,呢個係五寶碟,呢個係金元銀元,呢個係運盤,
即係拜完神等你好運囉,呢個就香燭、元寶蠟燭 

源: 香燭有冇話特定要幾多枝架? 
謝: 哦冇分架! 蠟燭就特定要一對 
    拿呢份野呢,我地就賣$10 姐,你話我地包左幾多野呢! 賣人$10 都咁難做 
源: 咦,咁你地都多過鵝頸橋喎, 佢地冇元寶 
謝: 係呀,冇,佢地冇好多野架,我地大家知架 
源: 咁其實佢地係咪…. 
謝: 佢地好搵錢姐,老實講,做呢行就各收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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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係咪多數係女仔黎拜? 
謝: 唔一定架,我地好多男仔客架,男男女女 la 
源: 咁男多定女多架? 
謝: 宜家都好平均分配架 
源: 咁以前呢?  
謝: 以前就女仔多 
源: 咁年紀呢? 
謝: 冇分架 
源: 咁以前呢?  
謝: 以前都冇分既, 以前 60 年代就最多水上人,以前仲有紅燈區 o 個 d 舞小姐都會黎拜，

到左 7、80 年代就我地呢 d 人黎拜, 一傳十、十傳百、壩來越多人黎拜…亦有外國

人黎拜，好可能好多人都會話,佢拜神、呃人既, 但係呢,每個人都有個宗旨既,我地

都有信念既,唔可以咁高調, 但都會上下 d 電視、接受一 d 訪問 
源: 咁呢個都係一個宣傳呢種文化既途徑喎!除左傳媒,政府會唔會幫手架? 
謝: 冇呀,多數都係記者… 
    如果 d 人黎呢度拜小人,佢地會同我買$10 衣,之後我地會話俾佢地知點拜小人..以前

亦有一隻係專程拜小人,$2 一份姐,但宜家冇喇,$2 冇可能做到喇! 我地每年賺婕多,
就納番幾多出黎 

源: 咁 d 儀式你 d 仔女都識既? 
謝: 識,教哂架喇 
明: 咁你地會唔會話祭白虎架?  
謝 拜小人即係祭白虎架喇! 我地唔會好刻意咁擺隻老虎響度,唔好刻意,假如個客響街

度買左隻(紙)老虎、肥豬肉番黎,我地會教佢點做 
    係驚蟄 o 個日先會架姐,平時一定唔會既…驚蟄間中會有人咁做,我有個客,黎親都響

對面,帶定隻舊鞋、肥豬肉響對面打小人,佢就會同我買$10 份小人衣過去打囉 
源: 咁佢識口訣喇? 
謝: 我唔知呀,老實講,通常人地拜 o 個 d,我地好少理人地,根本我地都唔係做鵝頸橋 o 個

d 
源: 咁你婆婆呢,佢跟邊個學拜小人架? 
謝: 哦,佢係睇人地學既, 老實講丫,老一代佢地好信拜小人既 
源: 係呀,咁宜家呢? 
謝: 冇喇宜家, 驚蟄就有,宜家鵝頸 o 個度有 d 寫字樓女仔呀,佢地剩係打都$40、$60 
源: 以前聽人地講，你呢度打小人好旺 
謝: 係呀, 95 年前就係…以前拜既人年紀大哂喇,香港以前舊樓住十幾廿伙人,宜家都係

住一家人,全部人都退哂去新界地方住,好多婆婆想再番黎拜, 但佢地屋企人擔心、唔

想佢地山長水遠黎拜  
源: 哦!即係住既位置問題(影響少左人黎呢度拜) 
謝: 係呀,以前呢度寶雲道講 30 年前, 至到 95 年時,呢條寶雲路,由 5 點、6 點,到朝早 12

點,呢度旺過中環既,人山人海既,宜家 d 人黎呢度一落萬仗, 以前呢度插針都唔入架,6
點形 11 點,呢度人來人往架,我地都 10 個人幫手架 

   以前就好做喇,以前 10 個人黎拜神,有 6 個人係幫襯我地既,宜家 20 個人都冇 1、2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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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襯 
源: 宜家真係少左好多黎拜,佢地係咪去哂市區、好少黎拜喇 
謝: 條路呢,以前 d 老人家行唔到呢度,後生呢,亦唔會長久(黎呢度打小人) 
源: 以前好多婆婆打小人,宜家係咪冇需要呢? 
謝: 以前 d 人執著(打小人)嘛,宜家冇需要 
源: 係咪好折墮做呢 d? 
謝: 唔係,各有各人修德架,而我地出錢都係為左幫人 
謝: 鵝頸橋每逢除日都好生意既, 每逢農曆三月初一又係(除日), 好似呢個月又有唔知

十幾號又係除日,總之有 3 日都係,今日就唔係 
源: 佢地就係睇通勝學既呢 d 野,但就唔係好完全既, 始終都要有個師父教既 
謝: 始終都係由老人家傳落黎既,你 o 岩既、有個機緣既人先會學得到既 
源: 咁以你一個(呢方面)專業既人,你認為香港打小人會唔會失傳? 
謝: 呢樣野好難講,都有 d 人承繼到既, 都仲有 d 廟宇, 不過去廟宇打小人好貴既,幾百蚊,

三幾百蚊好平常,佢地好多又話同你攝乜攝乜咁,我地就做唔到呢 d 
源: 如果當政府肯投入資金去推廣呢個活動,咁.. 
謝: 冇可能!  
源: 如果會呢,佢投放資源去推廣呢個活動,咁你會唔會願意幫手宣傳呢個活動? 
謝: 我唔會架, 我唔想出名.. 
源: 你會唔會鼓勵 d 人讀書多過承繼呢 d 野? 
謝: 梗係讀書好!.... 
 
 
 
日期：2007 年 4 月 22 日 
地點：灣仔洪聖古廟 
時間：下午 4 時 45 分 
受訪者：鵝頸橋的婆婆 
訪問者：辛永明、梁燕凌、吳惠源 
 (婆：受訪者   問：訪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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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婆婆，我想問你叫咩名呀？ 
婆：咩名呀，婆婆吧，叫婆婆得啦。 
問：我想你打左小人有多久？多左小人幾多年？ 
婆：多左好多年。 
問：點解你會入行？是否有人帶你入行。 
婆：唔駛人帶。 
問：個人教你口訣及儀式的？ 
婆：唔駛人教的，我本身在工廠工作，替人拾紙皮的，後來有人見到我咁辛苦，就叫我

打小人，是生意的。 
問：那有誰人教你的儀式及口訣？ 
婆：聽人講咪慢慢學啦。唔駛人教，好似“工作順利，男小人、女小人、身誘小人、四

方小人＂咁啦。 
問：那是誰人教你的呢？ 
婆：無呀，聽完就試下講啦。 
問：係咪就係這裡聽下其他人講呢？ 
婆：唔...都係啦。 
問：咁就識了？ 
婆：係啦，“依依含含＂咪識啦。 
問：你同旁邊一同經營的人相識嗎？ 
婆：唔識，都自己做的。 
問：係咪做打小人多數是婆婆？ 
婆：係淨係婆婆，無後生的。後生點會做這些，後生點會做。 
問：有無男人做這些工作？ 
婆：無無。 
問：係咪多數都係婆婆同女人？ 
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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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來這裡打小人的多是後生女還是上了年紀的。 
婆：後生女人，老太都有。因為依家的人工作淡，無咩生意，無工做所以咪來。 
問：如果後生女通常為什麼事來呢？ 
婆：打四方小人，身邊小人，打小人順順利利。 
問：會唔會講小人的名字比你聽呢。 
婆：係係。 
問：那打小人的程序是怎樣？開始是做些什麼？ 
婆：開頭咪講又男又女，比貴人符，再講“拜過神先見旺，無男無女無夫妻，無男無女

xxx，龍馬精神，生意興隆就 x 發財。發過財就轉大運，轉完大運就 x 鬼神。x 過

鬼神就行好運，.............保完家神就再發財。＂ 
問：一開頭就講這句？打小人時係咪講這句口訣。 
婆：係。 
問：入到去打小人時用什麼用具。 
婆：咪隻鞋啦，“祝人就時運轉，鋪鋪 xx 皆發財，發過財就轉大運，轉完大運就 x 鬼

神，保完家神就再發財。＂ 
問：係咪得一句口訣呢？係咪重覆住一句呢？ 
婆：唔，“鋪鋪 xx 轉大運，轉完大運 x 鬼神。x 完鬼神行好運，.........生意興隆就皆發

財，xxxx 齊保佑，保佑 xx 皆大運來，xxxx 四方無，........ 保完家神就再發財。＂ 
問：咁打完之後有咩做？ 
婆：打完之後咪打聖“杯＂，順順利利咁啦。 
問：係咪得得一句口訣，會唔會有其他野講？ 
婆：唔唔，“又男又女，貴人扶持又夫妻，貴人扶持貴人保佑＂咁啦。 
問：一開頭要點香先，是嗎？ 
婆：要點香、點蠟燭，要打聖杯。 
問：要唔要請神，步驟是怎樣？ 
婆：咪一味打小人，咪報上個名，“打倒小人時運轉，時運 xx 就鋪鋪求神，鋪鋪求神

時保佑，保佑時運就皆發財，皆發財時就轉大運。 
問：轉大運？ 
婆：打倒小人就轉大運，轉運 xxx 鬼神。xx 出門遇貴人，遇到貴人就轉好運，.........工

作順利。 
問：這就完了，之後有什麼程序？老虎如何處理？ 
婆，無咩做，撒米。 
問：之後呢，張紙怎處理呢？ 
婆：咪燒啦。 
問：老虎如何處理？燒白虎？ 
婆：咪祭白虎，燒左就好運。 
問：你會唔會教你的子女做這種工作？ 
婆：無。彼生咖做，老先做。 
問：咪會失傳？ 
婆：係呀。 
問：點香時係咪都要講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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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時運 xx 就鋪鋪求神，鋪鋪求神時保佑＂。 
問：點香時要唔要講咩口訣？ 
婆：唔駛，都係拜神。 
問：如果後生唔識做咪會失傳？ 
婆：後生唔好做，唔通你來做，做到老咪唔做。 
問：點解後生唔做得呢？ 
婆：梗係唔得啦，後生唔識做，唔識講，打小人又要夾好，日又要夾生日。 
問：咁你教佢地咪識。 
婆：教來做咩，各人有各人工作。 
問：你可以諗一次個口訣嗎？ 
婆：打個個 xx 人，用得無，xxx，打過神來神保佑，保 x 家庭皆發財，xxxx 轉大運，

轉運就有貴人，xxxxxx 合作，小人........保運 x 神來，x 神做得就 x 便做，打倒小人

就轉大運，永遠富貴就永無勞，打倒佢無勞就 xxx 生意興隆皆發財，轉大運，轉到

富貴永無勞，工作順利 xxx 永無勞，xxxxxx 無，龍馬精神就 x 得無。仇人............
遇到個貴人轉大運，xxxx，順順利利。 

問：第一句係什麼，可以講清楚嗎？什麼龍馬精神？ 
婆：龍馬精神咪好啦，工作順利，“xxxx 貴人扶，貴人保守貴人扶，打倒個打小無 x

親近來，..........龍馬精神就 xxx，逢人事事，...............大吉大利。 
問：如果將來政府願意教下一代識這個傳統，你願意嗎？ 
婆：那裡教呀？ 
問：可能博物館，或者有人來睇你打小人。 
婆：唔知呀，可能比個罵。 
問：那你願意嗎，願意比學生睇下嗎？ 
婆：唔唔，係咪啦。 
 
 
 
 
 
 
 
 
 
 
 
 
 
 
附件二：打小人所需的祭品： 
 

筆者們參考了中文大學人類學系在 1982 年對香港不同地區所做的有關“打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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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式之研究，與我們訪問鵝頸橋、寶雲道姻緣石作一對比，45看出兩個時期就祭品內容

之不同。 
 

參考來源 祭品 
 1.用品 2.食物 

祭紙 
(圖見附圖四) 

香燭 1.《香港地區的

“打小人＂儀

式》46 a. 百解靈符 
b. 貴人符 
c. 貴人紙 

(沒有圖) 
d. 小人紙 
e. 五鬼紙 
f. 靴傘符 

(沒有圖) 
g. 元寶 
h. 溪錢 
i. 冥錢 

(沒有圖) 
j. 長貴人 
k. 長祿馬 
l. 男小人 

(沒有圖) 
m. 女小人 

(沒有圖) 
n. 小人祿馬 

(沒有圖) 
o. 五寶碟 

a. 三枝香 
b. 長壽燭 
c. 兩枝蠟燭 
 

食物 
a. 紅豆 
b. 綠豆 
c. 黑豆 
d. 糖果 
e. 橙(圖見附圖四) 
f. 蘋果(圖見附圖四) 
g. 花生 
h. 合桃 
i. 芝麻 
j. 白酒 
k. 雞蛋 
l. 龍眼 
m. 片糖 
n. 白豆 
o. 米粉 
p. 蝦片 
q. 雲耳 
- 驚蟄時另加的食物 
a. 生豬肉(圖見附圖四) 
b. 豬血 
- 酬神時另加食物 
a.  金豬 

                                                 
45 因為灣仔洪聖廟之廟祝不容許我們以研究的心態去“打小人＂，這都因我們不夠“誠心＂，故不知其

中所用之祭品及食物，只知廟內有一白虎像。  
46 喬健、梁楚安〈香港地區的“打小人＂儀式〉，載《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中央研究

院民族學研究所，1982 年第 54 期，頁 115-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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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小人衣 
(沒有圖) 

q. 貴人衣 
r. 神魂執照

(沒有圖) 
s. 路票 

(沒有圖) 
t. 金紙 
u. 銀紙 
v. 打小人用的

鞋 
w. 小銅劍 

b.  燒肉 
c.  黃雞 
d.  紅雞蛋 
e.  湯圓 
f.  糖果 
g.  上海包 
h.  伊麵 
I  上海麵 

2. 鵝頸橋梁婆婆 a. 梁婆婆稱的

貴人符 
(實際上真正的

名稱百解靈

符，參見附件

四) 
d. 梁婆婆稱的

貴人紙 
(實際上真實的

名字稱為貴人

符，參見附件

四) 
e. 拾寶 
f. 長貴人 
g. 金紙 
h. 銀紙 
i. 祿馬符 
j. 福壽金 
k. 金、銀拾寶

l. 冥通陰司紙

m. 打小人用的

鞋 

a. 三枝香 
b. 長壽燭 
c. 兩枝蠟燭 
 

a. 橙(圖見附圖四) 
b. 蘋果(圖見附圖四) 
c. 生豬肉(圖見附圖四) 
d. 生米 
 
 

3. 寶雲道姻緣石

謝姑娘 
a. 百解靈符 
b. 菩薩衣 
c. 圓貴人 
d. 四方貴人 
(即上稱貴人符)
e. 長貴人 
f. 金紙 

a.香 
(沒有特定數目)
b. 長壽燭 
c. 蠟燭(一對) 

沒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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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銀紙 
h.  打小人用

的鞋 
i.  五寶碟 
j. 運盤 
k. 祿馬符 

l. 福壽金 

m. 金、銀拾寶

n. 冥通陰司紙 
4. 鵝頸橋“婆

婆＂ 
所用祭紙與梁

婆婆一樣，相信

在附近的衣紙

鋪買入的 

a. 三枝香 
b. 長壽燭 
c. 兩枝蠟燭 
 

a. 橙(圖見附圖四) 
b. 桔(圖見附圖四) 
c. 生豬肉(圖見附圖四) 
d. 生米 
 

 
 
附件三：打小人的步驟與口訣 
 

筆者們同樣地再參考了中文大學人類學系在 1982 年對香港不同地區所做的有

關“打小人＂儀式之研究，與我們訪問鵝頸橋、寶雲道姻緣石、灣仔洪聖廟作一對

比，看出兩個時期就步驟及口訣內容之不同。 

參考來

源 
1.步驟( 見碟中打小人之影片) 2.口訣 

9. 奉神 

- 先點燃點 2 蠟燭、3 枝香,且備有金豬、燒肉、

水果等祭品供奉神靈 

 

1. 奉神 

“又講玉皇大帝’觀音菩薩……

倘若姻緣亞妁亞婆來主張，台前

斬鬼又一齊來，倘若石仔可孫，

石岩山君神老爺……＂ 
“……請神來聽，今日請佢落

門，一群神仙來到聽呀……天組

天伯天公天婆……家神外神男

神女神＂ 

1.《香港

地區的

“打小

人＂儀

式》47 

2. 稟告 

-  打小人的人會詢問事主的姓名, 但盡量不指

名道姓小人的名字(個別因素,例如事主強烈

10. 稟告 

“佢話 xxx 亞哥今年二十八歲二

月十二日卯時生唔知時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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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丈夫包二奶等例外),畢竟謝姑娘表示, 

盡量希望助事主化解恩怨,而非結怨。 

 

尾，是真是假……住在呢個天宮

廟道 xx 號地下＂ 
“……花仔住在跑馬地 xxx 號二

樓門牌，佢係 xxx 呀，xxx 今晚

先知寶石山公山婆，掛高望遠，

佢那個小人小鬼，住在花園臺

xxx 號三樓呀…… 

11. 打小人 

- 用已穿著的鞋子拍打五鬼紙、男、女小人,口中

同時唸著口訣, 當中包括咒罵小人的語句及替

自己祈福的內容; 本組在鵝頸橋進行考察時,看

到其中一位拜神婆不停拍打五鬼紙直至溶爛 ,

才將其燒去。 

 

3. 打小人 

“……打到佢口低舌低，唔閱講

唔曉問……＂ 
“……打陽小人，打陰小人……

打男小人……打女小人，街頭巷

尾小人＂ 
“梁氏信女，遠處小人打傷，近

處小人打傷，同樓共住小人打

傷，同飲同食小人打傷，梁氏信

女，左鄰加里小人打傷，對門對

戶小人打傷，同佢同行同黨小人

打傷……街頭巷尾小人打傷，個

處上落小人打傷、南方小人打

傷、北方小人打傷、水上小人打

傷，岸上小人打傷＂ 
“……斬開五鬼不礙攔，男小人

女小鬼，辣瞎個五鬼眼、等佢安

全到步無阻攔，辣你個耳，辣你

個……辣你個五小人＂ 
4. 祭白虎 

- 通常會用肥豬肉或豬血往紙老虎口中抹掃, 

民間婦人亦會往紙老虎灑燒酒,寓意白虎菩薩

飲飽食醉,不再將口咬人, 並且將小人咬著, 

使其不再作惡,可見此行為具賄賂白虎的意

義。 

- 一般而言,紙老虎在整個儀式中不會被化(燒)

去,唯獨在鵝頸橋處,本組發現拜神婆以紙老

虎包裹著爛掉的五鬼紙,然後以火化掉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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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解 

-  目的是將一切不祥的東西消除; 因此打小人

儀式必包括撒芝麻、綠豆、米等, 寓意茵走小

人; 拜神婆亦會用百解符往事主身上掃, 最

後化去百解符,目的是為事主祈福,解去小人

及一切不祥的東西。 

5. 化解 

“解流年，解氣數、解輸氣，解

口舌……解臭甩＂ 

“等佢大事化開小事化開，逢凶

化吉＂ 

“把這些小人解出長江大海，等

佢地唔附家神唔附家宅＂ 

“小人小鬼化開佢……芝麻撒開

小人等佢唔招惹＂ 

“一解十災百難、二解四季凶

星…＂ 

6. 祈福 

-  主要是迎接貴人,儀式包括化去貴人衣、圓貴

人、長貴人、長命富貴衣等吉祥的衣紙,祈求

事主可得貴人相助, 趨吉避凶。  

 

6. 祈福 

“……打得小人接貴人，貴人扶

手，祿馬扶持，得心應手，橫財

就手，想個樣得個樣＂ 
“……xxx 心想事成就樣樣順，

從心所欲就遇貴人，xx 花仔行可

好步，踏石好路，步步高陞，好

好＂ 
“一年四季春夏秋冬，解到時同

運轉，達成行大貴人……四方四

邊貴人，南方貴人，北方貴人，

西方貴人，祿馬扶持貴人＂ 

7. 進寶 

-  化去金銀元寶、冥通錢等以供奉鬼神。 

 

 

8.  打(聖)杯 

-  這是打小人儀式的最後步驟。只要打到「聖杯」

(即一塊凹面向上; 另一塊凸面向下),代表神

靈已允許事主的要求, 趕走小人, 保佑事主

平安大吉。 

 

 

 

 

1. 奉神 道德玉皇大帝….如來佛祖大皇

爺、細皇爺…觀音娘娘… 
2. 打小人 有乜牛鬼蛇神遠離梁燕凌, 保佑

你順順利利…  打你個小人頭,
打你個..(鄉音)….將小人碰走

去… 將小人碰走去、碰到十字

路口去….. 
 

3. 祭白虎  

4. 化解 ….解牛鬼蛇神..解陳蛇白虎..打
過小人全年好、打過小人萬年利

  保佑燕凌順順利利、大吉… 
5. 祈福 保佑燕凌順順利利、大吉 

  道德娘娘…保佑燕凌順順利

利大吉..貴人…一年四季…想 o
個樣有 o 個樣….一年四季..保福

保壽..龍馬精神…打過......小人

全年好、打過小人萬年利..保佑

順順利利….南北貴人到…. 
6. 進寶  

2. 鵝頸

橋梁

婆婆 
(並不

依次說

出口

訣) 

7. 打(聖)杯  

3. 鵝頸

橋

“婆

婆＂ 

1.奉神 

 
“拜過神先見旺，無男無女無夫

妻，無男無女 xxx，龍馬精神，

生意興隆就 x 發財。發過財就轉

大運，轉完大運就 x 鬼神。x 過

鬼神就行好運，.............保完家神



 42

 
 
 
 

就再發財。＂ 
3. 打小人 

 
“打倒小人時運轉，時運 xx 就

鋪鋪求神，鋪鋪求神時保佑，保

佑時運就皆發財，皆發財時就轉

大運。 
3. 祭白虎  

4. 祈福 “鋪鋪 xx 轉大運，轉完大運 x
鬼神。x 完鬼神行好運，.........
生意興隆就皆發財，xxxx 齊保

佑，保佑 xx 皆大運來，xxxx 四

方無，........ 保完家神就再發

財。＂ 
“xxxx 貴人扶，貴人保守貴人

扶，打倒個打小無 x 親近

來，..........龍馬精神就 xxx，逢人

事事，...............大吉大利。 
 

5. 進寶  

6. 打(聖)杯  

1. 奉神  
2. 稟告 

 

 

3. 打小人 “打你個小人頭，有氣就抬唔到

頭;打你個小人身，有氣冇訂伸

xx 小人怨氣貴人扶持＂ 
4.化寶  

4. 灣仔

洪聖

廟 

5.祈福  
5. 寶雲

道姻

緣石

謝姑

娘 

1. 奉神  

 3. 打小人 “小人唔好再跟住呢個小姐/先
生呀,叫 d 小人走開、貴人得力

呀＂ 
 4.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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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祭品圖 
名稱 
 

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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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百解靈符  

b. 小人紙 
 

 
 

c. 五鬼紙 
 

 
e. 元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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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溪錢  
 
 
 
 
 
 
 
 
 
 
 

 
g. 冥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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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長貴人 
 

 

i. 長祿馬  

j.貴人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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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金紙 

 
l. 銀紙 

 
m. 拾寶 
(又稱五寶碟) 

 

n. 菩薩衣 
(又稱天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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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圓貴人  
 
 
 
 
 
 
 
 
 
 
 

p. 福壽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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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金銀壽拾寶 A 金福壽拾寶 
 
 
 
 
 
 
 
 
 
 

B 銀福壽拾寶 
 

o. 香、長壽燭及蠟

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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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打小人用的鞋 
 

 
 
 
 
 
 
 
 
 
 
 
 
 
 

 
q. 蘋果及橙  

 
 
 
 
 
 
 
 

r. 生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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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桔  

s. 生豬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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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相片分類 

鵝頸橋的梁婆婆 

打小人 

請神 

祭白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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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1) 

祈福(2) 

化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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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 

豬肉及米與紙老虎 



 55

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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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天大聖 

鵝頸橋婆婆 

打小人的鞋 



 57

儀式場地 
 

寶雲道姻緣石 

姻緣石 

祭祀時期 

 

灣仔洪聖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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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虎 

洪聖古廟 

太歲 
 
 
 
 

附件六：“非物質文化遺產之打小人儀式之旅＂路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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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一：洪聖古廟 

   地點三：鵝頸橋 

地點二：姻緣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