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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發展與文化承傳 – 香港盂蘭勝會之興衰 

(題目為 18 級標楷體粗體置中) 
 

 

OOO 

(發表人姓名為 14 級標楷體粗體置中) 

 

珠海學院中國歷史研究所博士生 

(代表單位 14 級標楷體置中) 

 

摘要 

(摘要二字 14 級標楷粗體置中) 

 
(摘要內容 12 級標楷體，單行間距) 

盂蘭勝會起源眾說紛紜，佛、道兩家各有說法。農曆七月

十五日為中元節，源自道教的「三官」說。每年農曆七月香港各

區舉行盂蘭勝會，不同族群會按照自身的傳統進行祭幽活動，

常見有廣府、水上人、海陸豐和潮州。二零一一年香港潮人盂

蘭勝會成功納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不過，香

港盂蘭勝會的前景並不樂觀，不少地區的盂蘭勝會因不同的原

因被迫取消或正面對萎縮的命運。是次論文，嘗試分析社區發

展如何導致香港盂蘭勝會衰微的關係。 

(空一行) 

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盂蘭勝會、文化傳承(限最多四個關

鍵詞，12 級標楷體) 

 

 

 

(文章每頁邊界設定 :  上 3.81 公分、下 2.54 公分、左 3.17 公分、右 3.17 公分 

首頁僅題目、發表人姓名、代表單位、摘要、關鍵詞，論文內容自下一頁開始。

全文限 8000~12000 字，含註釋，左右對齊，使用正體字，請注意簡繁轉換間的

文字校對) 

 

 

 

  



 

一、前言 

(第一層標題 : 14 級細明粗體置中) 

 

  (內文全部 12 級細明體，包括第二層、第三層小標題，固定行距 22，數字及

英文全部使用 12 級 Times New Roman，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每逢農曆七月初一，傳說鬼門關大開，無主孤魂會從陰間來到陽間。這一個

月，香港各區依俗舉行盂蘭勝會，超度亡靈。偶爾留意，這時候很多球場暫停開

放，球場搭上竹棚，一下子變成祭祀場所。一些舊區大街小巷設有神壇，提醒街

坊盂蘭勝會即將開始，鼓勵他們踴躍捐款。部分家庭會在路邊燒衣化寶，祭祀孤

魂野鬼，俗稱「燒街衣」。這段期間，長輩千叮萬囑大家周圍的「陰氣」較重，有

很多禁忌必須遵守，否則時運低的話，就好容易被遊魂野鬼騷擾。如晚上小朋友

盡量不要在街上流連；又如穿著衣服的顏色也要講究，某種顏色易吸引遊魂注意

等……凡此種種，皆為中國鬼節平添幾分迷信的色彩。 

(段與段間空一行) 

  相比之下，西方鬼節「萬聖節」歡樂得多。踏入九月份，各大商場已經換上

萬聖節主題的佈置。有的商場專門製作鬼屋，顧客消費到某一個金額，便可免費

參觀鬼屋，藉此吸引顧客蒞臨消費。香港兩大主題公園亦展開廣告攻勢，於各大

傳媒大肆宣傳今年度萬聖節主題的活動。消費主題公園的鬼屋，彷彿成為感受萬

聖節氣氛的重要媒介。感覺上西方萬聖節好像一個節慶活動，多於一個悼亡節日。

參加者可以盡情玩樂，沒有任何禁忌，當晚很多人會刻意「扮鬼扮馬」，奇裝異

服，通宵達旦參加萬聖節派對。反觀中國鬼節，參與者十居其九是長者，問及對

此前境，大多數深感悲觀，感慨風光不再，擔心後繼無人。與此同時，盂蘭勝會

多存活於舊區，蓋因人口老化嚴重，部份建築物已見殘舊，當局進行市區重建，

間接加速盂蘭勝會衰亡。 

 

二、盂蘭勝會 

(第一層標題 : 14 級細明粗體置中) 

 

  盂蘭勝會起源眾說紛紜，佛、道兩家各有說法。農曆七月十五日為中元節，

源自道教的「三官」說。三官者，天官、地官和水官也。三官各有職責；天官賜



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三元節是三官的誕辰。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七月十

五日為中元節，十月十五日為下元節。中元節本為地官赦罪之日，大意指每年農

曆七月十五，地官負責審核凡人功過，如這天舉行醮會，可赦免亡魂的罪惡。 

(段與段間空一行) 

  至於佛教的說法，引鄧家宙〈說佛教盂蘭法會儀式〉： 

(獨立長引文，使用 12 級標楷體，每行頭、尾皆空三格) 

盂蘭一字，源於梵文 Ullambana，直譯作國語的古音「烏藍婆拏」。 

由於譯本與地區口音的關係，將「婆拏」的 Bana兩個發音合併起

來，變成「盆」音，慢慢漸變為「盂蘭盆」。而盂蘭，意思解作「倒

懸」，即餓鬼的情狀，猶如被人倒吊時頭下腳上，十分痛苦。而盆

則解作「救器」。因此，盂蘭法事，就是幫助餓鬼們解開倒懸之苦，

即佛經所說的「解倒懸」。由於「Ba」這個音譯成中文的「盆」字，

加上盂蘭法會的儀式的確會使用大盤，後世便以為「盆」是指用來

載物的「盆」，這是美麗的誤會1。 

 

  盂蘭勝會原為供養僧人的宗教活動。佛教傳入中國，經過漢化的洗禮，其內

涵不斷豐富。後來，加入了「目連救母」的典故。有學者指出，由於盂蘭節與中

元節的日子相近，導致兩者成為相混節日。 

(段與段間空一行) 

  到了宋代，儒釋道三教合流，盂蘭節更與道教中元節的祭祀亡者靈魂、儒家

祭祀父母祖先等活動結合。民間傳說七月鬼門關大開，無主孤魂到陽間接受施食，

民間會在這天祭祀祖先，並有「燒衣」儀式。盂蘭勝會的功能也配合社會和時代

需要，從「供僧」慢慢轉化為普度地區孤魂。 

 

三、香港盂蘭勝會概況 

(第一層標題 : 14 級細明粗體置中) 

 

                                                        
1 鄧家宙，〈說佛教盂蘭法會儀式〉，載《風俗演義》，（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2），

頁 16。 

(論文註釋 : 使用頁下註、以數字編號，芝加哥格式， 

 中文使用 10 級細明體，英數使用 10 級 Times New Roman) 



 

  清初屈大均《廣東新語》云：「（七月）十四祭先祠厲為盂蘭會2。」由此可見，

早在四百年前廣府人在農曆七月舉辦盂蘭勝會已甚為普遍。《新安縣志》載：「十

四日，為盂蘭會，化衣以祀其先者，必宰鴨為敬云3。」化衣意即燒街衣。現存上

環文武廟藏有一牌匾由「四約中元勝會值理」敬奉，由此可見早在百多年維多利

亞城區已有組織統籌盂蘭勝會。 

(段與段間空一行) 

  每逢農曆七月初一，傳說鬼門關大開，無主孤魂會從陰間來到陽間，因此各

地方都紛紛在這一個月舉行「普渡」的祭祀儀式。部分家庭會選擇於農曆七月十

四晚上在路邊燒衣化寶，祭祀孤魂野鬼，俗稱「燒街衣」4。每逢農曆七月，香港

各區依俗舉行盂蘭勝會，不同族群會按照自身的傳統延聘法師或道士進行祭幽活

動。 

(段與段間空一行) 

  二零零六年四月，香港特區政府確認《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將有效適

用於香港，意味着當局有責任為非遺進行保育工作。二零零九年八月，香港特區

政府委託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按十八區分期進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

普查」工作。二零一一年香港首次成功申報四項民間信仰活動5，成為國家級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二零一三年六月發表〈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建議清單〉，

以《公約》五大類別，普查出 209 個主項目及 316 個次項目6。盂蘭勝會屬於第

三類「社會實踐、儀式、節慶活動」，可分為本地傳統、潮州人傳統、海陸豐 / 鶴

佬傳統和水上人傳統四大類，全港共有 85 個盂蘭勝會。7 

                                                        
(論文註釋 : 使用頁下註、以數字編號，芝加哥格式， 

中文使用 10 級細明體，英數使用 10 級 Times New Roman) 
2 屈大均，《廣東新語》，（香港：中華書局，1985）。 
3  靳文謨，《新安縣志》，卷十四，風俗條。 
4  祭祀地點多選擇在陰暗角落，孤魂野鬼多聚集於此。 
5  此分別為長洲太平清醮、大澳龍舟遊涌、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和大坑舞火龍。 
6  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建議清單： 

http://www.heritagemuseum.gov.hk/chitxt/cultural/survey.aspx 
7  此四大類的儀式各有特色： 

I. 本地傳統：廣府人稱盂蘭勝會為「打盂蘭」，有豎幡、開壇、請神、誦經和祭幽等儀式

活動。 

II. 潮州傳統：為潮州人族群的傳統，有請神、誦經、豎幡、投福物、登座、祭好兄弟、派

米、祭幽和送神等儀式活動。2011 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列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

產名錄。 

III. 海陸豐 / 鶴佬傳統：為海陸豐/鶴佬的傳統，有破土、請神、開壇建醮、行朝、誦經、



(表格說明置於表上，靠左對齊) 

表一：〈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建議清單〉中的盂蘭勝會紀錄 

 

類型 數量 

本地傳統 37 

潮州人傳統 33 

海陸豐 / 鶴佬傳統 12 

水上人傳統 3 

總數 85 

 

 

潮籍盂蘭勝會  (圖示說明置於圖下，靠左對齊) 

 

  事實上，〈普查清單〉並非完全紀錄香港盂蘭勝會數量，真實的數字眾說紛

紜，莫衷一是。陳蒨《潮籍盂蘭勝會－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回憶與物份認同》，

調查全港盂蘭勝會共有 118 個，分別是 56 個潮籍盂蘭勝會和 62 個非潮籍盂蘭勝

會8。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祭祀儀式作為分類，統計全港盂

蘭，潮州人傳統 52 個、海陸豐 / 鶴佬傳統 16 個、本地傳統 41 和佛教 6 個9。 

                                                        
走午朝、放生和祭幽等儀式活動。 

IV. 水上人傳統：為水上人的傳統，有開壇、誦經、祭水幽、放生和祭幽等儀式活動。 
8  陳蒨，《潮籍盂蘭勝會 –非物質文化遺產、集體回憶與物份認同》，（香港：中華書局，2015 年

12 月初版），頁 16-26。 
9 周樹佳，《鬼月鈎沉：中元、盂蘭、餓鬼節》，（香港：中華書局，2015），頁 310-315。 



 

(段與段間空一行) 

  二零一一年，香港潮人盂蘭勝會（潮州人傳統）納入第三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項目。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七日，香港潮屬社團總會舉辦第一屆「盂蘭文

化節」，為了吸引青少年認識此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加入「搶孤」競

技比賽環節，共有十八隊來自香港不同地區潮州盂蘭勝會和中學參與是次比賽10。

然而，香港盂蘭勝會的前景並不樂觀，盂蘭勝會負責人大多表示，申遺以後，實

際上特區政府沒有撥出任何資源支持地區承辦盂蘭勝會，故對文化傳承沒有太大

的幫助，更有地區的盂蘭勝會因不同的原因被迫取消或正面對萎縮的命運。 

 

四、香港盂蘭勝會傳承困難 

(第一層標題 : 14 級細明粗體置中) 

 

A. 政府管制 

 

I. 背景 

(內文全部 12 級細明體，包括第二層、第三層小標題，固定行距 22，數字及英文

全部使用 12 級 Times New Roman，每段第一行第一字前空兩格。) 

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各區的盂蘭勝會發展非常蓬勃，每年數字不

斷上升。據港英政府報告指出，一九六九年，港、九地區共有 50 個地區組織申

請球場及空置官地，舉辦盂蘭勝會。到了一九七零年，申請數目急升至 67 個組

織，此數字尚未計算較小規模的盂蘭勝會，還有道觀、寺院、佛堂等所舉辦的盂

蘭勝會也不包括在內，可想而知當時的盛況11。申請場地的數字急增，衍生出很

多社會問題。 

 

1. 佔用場地 

 

  一般較大型的盂蘭勝會都建有戲棚，禮聘潮劇團表演神功戲，目的是娛神娛

                                                        
10  搶孤仿效長洲搶包山活動，改良故有傳統文化活動，迎合時代需要。 

(論文註釋 : 使用頁下註、以數字編號，芝加哥格式， 

中文使用 10 級細明體，英數使用 10 級 Times New Roman) 
11  Yu Lan Policy, HKRS NO. 582/d-s no.1-7 



人。一九七四年，全港戲棚演出的適合地點共有 54 處12。當時全港硬地小型球場

有 71 個，38 個球場將已為戲棚所佔用，即是在農曆七月超過一半的球場不能作

康樂用途。港英政府擔心公共場地被盂蘭勝會霸佔，大眾市民無法享用。該等演

出戲劇的球場，大多數座落於人烟稠密的地區，如西區、中區、筲箕灣、觀塘、

牛頭角、石硤尾、旺角、荃灣等地域，然而這些地區，在平常的時間球場已普遍

有不足的情況，而至農曆七月，最少有半個月以上的時間，數以千計的青年的正

當及日常性的體育活動，更受相當阻礙13。 

 

  據當時的指引，借用球場和空置官地演出限期有十五天，各申請者有六天時

間搭建竹棚，另有三天時間拆卸棚架和清理場地14。每個大型盂蘭勝會平均使用

場地時間達二十多天，青少年在盂蘭勝會期間無法參與康樂活動。一九七二年四

月二十五日，九龍城區潮僑盂蘭勝會撰寫信件，向九龍城民政司署申請場地。 

(獨立長引文，使用 12 級標楷體，每行頭、尾皆空三格) 

每年夏曆七月十六日起至同月廿日，在區屬亞皆老街聖三一堂側

球場地方，舉行盂蘭勝會，建醮超幽演梨酬神，施孤濟貧，歷行無

間，本年循例舉行…准自公曆本年八月十四日起至九月六日止，一

連二十三天，借用簡圖所繪場地，作為蓋搭及拆卸祇用枱棚……15 

 

  可見，舉行四天盂蘭勝會，加上事前搭建棚架，事後清理場地日子，總共借

用二十三天。 

 

2. 環境污染 

 

  部分戲棚位置靠近民居，演出通宵達旦，附近居民頗受滋擾，有的居民去信

有關當局或報章投訴聲浪過大，影響他們睡覺安寧。在盂蘭勝會期間，舉辦團體

                                                        
12 《華僑日報》1974 年 8 月 30 日第六版〈盂蘭節演戲借用球場，妨得體育活動，深夜聲浪喧

鬧均應有予以改善必要〉：「香港方面 19 處，九龍方面 35 處，皆為官地及硬地之小型球場，

港島 7 塊官地，12 個球場，九龍 9 塊官地，球場 26 個。」 
13 《華僑日報》1974 年 8 月 30 日同註 12。 
14 《華僑日報》1974 年 8 月 30 日同註 12。 
15  Yu Lan Policy, HKRS NO. 582/d-s no.1-7 



 

會燒大量衣紙，當局沒有制定任何指引，舉辦團體為求方便，露天燃燒衣紙，使

附近街道和車輛鋪滿紙灰。 

(獨立長引文，使用 12 級標楷體，每行頭、尾皆空三格) 

每年盂蘭節，xxx球場例必搭棚演戲，該區居民便叫苦連天…每天

均鬧至深夜，聲浪擾人，實非筆墨所能形容。今年更變本加厲，本

月二十日晚該戲棚更通宵演至翌晨六時十分才停止，鑼鼓及唱戲

聲浪之大，實使人無法入睡，而有關當局亦未見有加以干涉…在政

府大力推行的清潔運動當中，這條大垃蟲是應受到最嚴重的處

分…希望市政事務處日後接獲同類申請備用公眾地方時，能銳意

考慮，盡量被免在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區舉行太嘈雜的集會，祇為一

小部分人士而忽略大部分市民寧靜的生活16。 

 

  早在一九七零年初，香港盂蘭勝會引發起的社會問題，有必要加強規管，並

制定新的指引，要求舉辦團體必須遵守。經各區民政司署多番研究，阻止情況惡

化下去的最佳的手段是確保香港盂蘭勝會的數目不能增加。 

 

II. 場地管理 

 

  港英政府著手檢討現行的租用公共場地條例，限制舉辦團體使用公共場地，

一九七五年修訂租用公共場地條例正式出籠。新政策節錄如下： 

 

1. 購買保險五十萬元第三者保險17 

2. 使用場地時間不可超過二十一天 

3. 繳交五千元擔保金 

4. 最少三個月前申請借用場地 

5. 以前未獲批准或一年或未有申請者即不作考慮 

6. 建議合併活動或一個場地輪流舉行 

                                                        
16  1973 年 8 月 22 日 xxx 邨居民寫給《華僑日報》編輯的一封投訴信。 
17  以筲箕灣為例，保險費約六百八十元，該保險須由籌辦人和市政署聯合購買，小型慶典無棚

帳者則通過民政署分署向市政局申請豁免。 



7. 棚帳符合建築事務署及消防事務處長的規定 

 

  新租借場地的政策甫出台，立即惹來各區盂蘭勝會的反響，更於一九七六年

十一月七日民政事務署與港九新界潮僑盂蘭聯誼總會召開聯席會議。席間出席六

十個盂蘭勝會代表普遍關注購買保險問題，卻完全忽略新政策潛藏「魔鬼細節」，

埋下日後式微的遠因。在情在理，針對場地安全和噪音管制本來無可厚非。新政

策提出「以前未獲批准的新團體，其申請將不予接納」、「舊團體於過去一年或以

上未有舉辦勝會者，其申請將不予考慮」，意即是以前獲批准舉辦的盂蘭勝會可

以繼續舉行，反之有興趣的後來者則沒有機會申請租用場地舉辦盂蘭勝會。如一

年停辦盂蘭勝會，來年就不能再申請借用場地，間接扼殺盂蘭勝會的發展空間。

部分位於人流密集的公共球場不再借用作宗教儀式用途，一九八二年港島有六區

居民因找不到適合的場地，當局也有提供協助，曾建議九個不同地方舉辦盂蘭勝

會，不過這些地方一不是位於太偏僻，就是不屬於該地區，所以別無選擇下只好

停辦盂蘭勝會18。 

 

  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始於戰後時期19，早期舉行的場地為「東邊街接

通海旁之一段」，後搬遷到佐治五世公園20。規模最大的時候，與其他兩個盂蘭勝

會共用這個公共空間21，輪流共用棚架，以便節省成本。可是，佐治五世公園靠

近民居，常遭附近街坊和醫院投訴。於是，場地又改在孫中山紀念公園舊址舉行，

後因興建公園，再遷徙到孫中山紀念公園（中山紀念公園體育館）對出空地。據

渣甸橋東邊街街坊盂蘭勝會負責人憶述，新場地風水不佳，二零零八年渣甸橋東

邊街街坊盂蘭勝會舉行期間，掛九號風球，棚架差點兒被吹動；翌年在同一場地

再舉行，又遇上八號風球。於是，主辦單位決定縮細規模，只作簡單的燒衣祀鬼

儀式22。自二零一零年開始，東邊街渣甸橋街坊盂蘭勝會移師東邊街行人天橋旁

舉行簡單祭祀儀式。二零一四年，當日張貼通告，因人手不足，決定停辦盂蘭勝

                                                        
18  《華僑日報》1982 年 9 月 4 日第七版。 
19  其時剛經歷「三年零八個月」的痛苦回憶，很多西區碼頭苦力工人親眼目睹日軍殺人惡行，

就地將屍頭推落海。苦力工人心有戚戚然，常在發惡夢，遂發起農曆七月其間舉辦盂蘭勝會，

超度孤魂野鬼。 
20  街坊俗稱「公園仔」。 
21  其餘兩個盂蘭會為佛教三角碼頭街坊盂蘭勝會和西區正街街坊盂蘭勝會。 
22  2015 年因人手不足而停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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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市區重建與盂蘭勝會傳承 – 以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為例 

 

I. 背景 

 

  觀塘曾經是最早期衛星城市之一。上世紀五十年代，大量難民湧入，香港經

濟轉型；港英政府借用外國例子，將觀塘打造一個自給自足的城市。但經過幾十

年的發展，生產工序北移，致使大量工業大廈空置。觀塘頓變成舊區。回歸以前，

觀塘已面對經濟轉型問題，社區老化，人口過度稠密，促使土發公司重新策劃觀

塘。然而，只聞樓梯聲響，久久不見有任何實際重建行動。於是，劃為觀塘重建

區一帶的商、住戶不敢貿然投放資源，改善現有商住環境。他們害怕一旦宣佈重

建項目上馬，之前所付出的將化為烏有。近幾年，很多存活舊區的香港盂蘭勝會

因市區重建而相繼停辦，或者規模日漸委縮。 

 

II. 市區重建 

 

  觀塘重建區內原有三個盂蘭勝會，分別是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觀塘潮僑

工商界盂蘭勝會和觀塘潮聯小巴盂蘭勝會。二零一零年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已

踏入第 31 個年頭24，參與者多為觀塘小販，沒有族群界限，當初籌備目的，期望

生意順利，出入平安。曾幾何時，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非常興盛。事關以前附

近一帶有很多流動小販，他們在這個地方「搵食」，自然希望這裡平平安安，所

以他們很樂意捐助，支持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時至今日，這裡流動小販故然

「掃蕩」一空，重建區域內的店舖也紛紛接納賠償，一間緊接一間閉門大吉。所

以，早在二、三年前他們已有結束打算，一來擔心重建以後，申請場地愈見困難

                                                        
(論文註釋 : 使用頁下註、以數字編號，芝加哥格式， 

中文使用 10 級細明體，英數使用 10 級 Times New Roman) 
23  黃競聰，《拾遺城西：西營盤民間文獻與文物選錄》，(香港：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2015)，

頁 179。 
24  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值理林先生訪問，2010 年 8 月 23 日。 



25；二來觀塘重建以後，舊樓換上新廈，發展商自然用不同的借口，拒絕准許在

該處搭建棚架。 

 

  盂蘭勝會本身有其祭祀地域或自我設定的祭祀界限。仁愛圍盂蘭勝會是觀塘

商販主導的，有行業屬性的，與位於附近的小巴司機主導的盂蘭勝會是沒法結合

在一起。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負責人鄭先生指出，因為兩者的祈求不盡相同，

前者期望生意興隆，後車駕車出入平安。他續說如果兩者結合，規劃大了便需要

籌備神功戲，可是場地不許，根本無法舉行。最終二零一一年，觀塘商販協會盂

蘭勝會終於宣告停辦26。 

 

III. 文化空間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的關係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無形的文化財產，眼看不見，不能獨立存在，必須依靠文

化載體盛載。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人為載體，其進行的活動也必須有空間（文化空

間）盛載。文化空間就是文化表現形式的載體，兩者合為一，才算是非物質文化

遺產。我們要確切介定文化空間的範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因為文化空間可

以是有形的空間（建築物）或無形的空間（橫街里巷）構成。 

 

  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舉行地點位於仁愛圍觀塘體育促進會前的公共空間，

故稱仁愛圍盂蘭勝會27。每年農曆七月十三至十五，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一連

三天在這個地方舉行，風雨不改，位置不變。由於此文化空間位於人流暢旺之地，

行人必經之處，其設計盡量以減省空間為本，孤魂台和附薦台合而為一。舉行盂

蘭勝會期間，這個文化空間會出現一個很有趣的畫面。在同一個場地，喃嘸師父

念經超度孤魂，那邊廂行人熙來攘往。這幾天，原本這個地方的使用者都樂意讓

                                                        
25  如果主辦團體不獲批准在這個地舉行盂蘭勝會，按照一九七六年的協定，民政事務署必須另

闢一個適合的場地，讓他們如期舉行。相反，主辦團體主動宣告停辦，即表示主動放棄這方

面的權利，民政事務署有權不再批出場地。 
26  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鄭先生訪問，2011 年 7 月 7 日。 
27  在觀塘重建前，這個文化空間在不同時段有不同功能用途。早上六時開始，它的「身分」是

天光墟，小販擺賣的場地。到了中午十二時前，小販趕快收起露天攤檔。下午時份，它立即

變身，轉作寬頻、收費電視等臨時推銷站。晚上又是另一番風光。太陽下山時，臨時推銷站

的營業員自動騰出位置，附近食肆取而代之擺放檯櫈，作擴展業務的場地。這個空間頓時成

為臨時熟食中心。 



 

位給觀塘商販協會，甚至會捐款支持。 

 

  我們必須明白每個地區盂蘭勝會都有帶有地域性的界限。這個界限是由主辦

團體和信眾自行釐定，儀式是其中一個面向，展示潔淨社區的範圍和受保護對象。

以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為例，雖然仁愛圍位於觀塘重建區，但是觀塘商販協會

可以申請在同區其他地方舉辦盂蘭勝會，此情況就如觀塘潮聯小巴盂蘭勝會把盂

蘭場地移師到別處舉辦，即是仁愛圍仍可照常舉行盂蘭勝會。為甚麼觀塘商販協

會主動停辦盂蘭勝會呢？廣義來說，仁愛圍只是觀塘商販協會盂蘭勝會的文化空

間中的一部分，或者仁愛圍可視作其文化空間內的祭祀場所。除此以外，信眾生

活空間也是構成當中的主要部分。這是最容易為人忽略，而且很困難介定哪處是

信眾生活空間，哪處是祭祀埸所。每個信盂蘭勝會持份者心目中都有一個看法，

要科學地呈現出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隨着觀塘重建項目如火如荼，重建區內店舖基本上已關門大吉，有部分商舖

幸運地找同區附近單位，便會門前貼上指示，通知新知舊雨，店舖座落的新位置。

但更多商舖是「光榮結業」，因為收到的賠償，不足以舊舖換新店舖。這些店舖

本來是這個盂蘭勝會的支持者。如每年有一間潮州粉麵舖捐出近十萬元，佔去整

個盂蘭勝會支出高達三分之一。當這些熱心信眾的商舖陸續遷離該區，意謂他們

已經脫離了這個盂蘭勝會保護的範圍，因而他們失去捐助盂蘭勝會的動機。重建

以後，打散了信眾生活空間，就算祭祀空間存在，沒有信眾的支持，非物質文化

遺產根本無法承傳下去。 

 

五、結語 

(第一層標題 : 14 級細明粗體置中) 

 

  盂蘭勝會原為供養僧人的宗教活動。佛教傳入中國，經過漢化的洗禮，其內

涵不斷豐富。盂蘭勝會的功能也配合社會和時代需要，從「供僧」慢慢轉化為普

度地區孤魂。二次大戰後，內地人民為避內亂，逃難來港，面對陌生環境和突發

事件，非人力所能解決，遂發起盂蘭勝會，以民間宗教儀式，慰藉人心。盂蘭勝

會完結當日，大會更會派發受經師誦經的平安米給社區大眾，成為貧苦大眾重要



的救濟品。時移世易，社會進步，政府提供大量資源支援弱勢社群，香港人漸漸

忘記過去不完善的福利制度日子，盂蘭勝會備有救濟弱勢社群的角色。 

 

  特區政府一向奉行宗教自由，對於民間信仰只要沒有抵觸法律，基本上採取

不干預的態度。但是盂蘭勝會所引起爭議，包括：污染、公共空間使用權和環保

等問題，迫使當局訂立規條，從多方面加強規管盂蘭勝會的運作。在盂蘭勝會處

於鼎盛的年代，籌備者還可以透過財力和人力解決政策的種種限制。不過，市區

重建摧毀原有社區網絡，破壞了原有經濟活力，舊有原住民被迫遷離社區，盂蘭

勝會信眾亦不能幸免，使盂蘭勝會難逃萎縮的命運。二零一一年，潮人盂蘭勝會

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正好給予我們一個機會重新審視盂蘭勝會的價值，

同時反思如何有效保育傳統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