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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家有沒有聽過「攝太歲」或者親身攝太歲呢？你又多少關於攝太歲的故事

呢？攝太歲有甚麼程序呢？其實，攝太歲的歷史源遠流長，但又甚少文字記

載，一般只靠口述傳播，一代傳一代。 

香港時下的青年人受外國文化影響，較少從家人身上學習中國傳統文化，令

中國的傳統習俗，例如攝太歲，逐漸式微。  

有見及此，我們透過是次專題研習報告比賽，向大家介紹攝太歲的歷史、攝

太歲的目的、攝太歲的過程，並藉著文獻回顧、人物訪問及實地觀察，瞭解

現代人對承傳攝太歲習俗的看法，希望大家更瞭解攝太歲這個傳統習俗，甚

至幫助承傳這獨特的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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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為什麼要攝太歲 

「太歲」是一種民間信仰，由於華人對太歲神降禍畏懼，攝太歲以求太歲神

保佑自己消災免禍，此活動便是所謂的攝太歲。而根據香港的學者周樹佳先

生的資料（見圖）攝太歲實際是一個『動作』。 

 

 

 

 

 

 

節錄自 《香港民間風土記憶 - 貳》 周樹佳 

早在商朝已出現「太歲」。相傳紂王一個妻子與 

孩子被拋棄，其後孩子長大成人，協助周文王有 

功，被姜太公封為「治德太歲」。其後東漢起義 

成功，封戰將為「二十八宿太歲」，之後道家陸 

續封有德之士為「太歲」。 

 

「攝太歲」相傳金朝皇太后患了一場病，吃藥不好， 

於是向她的本命太歲祈福，果然詮愈。為了報答神， 

下令建廟供奉六十位甲子神，稱為北派。 

 

原本南北朝有六十位甲子神，因為太歲與甲子之間關係密切，在明朝到清代

初期，六十甲子神被六十位太歲取代，成了現在各地有安奉太歲的廟宇裡面

的六十太歲，稱為南派。 

2012年的值年太歲彭泰大將軍（攝

於圓玄學院） 



承傳與未來．攝太歲的存亡 

5 

 

3.  南派和北派的攝太歲歴史 

北派的來源： 

金章宗（1189 年－1208年）在位時，母親生重病，於是金章宗命人在道教

長春宮（今北京道教白雲觀）祀奉太后的本命元辰神，此後北京就有了祭祀

本命元辰神的「順星」習俗。因為太歲神與本命神在後來融合在一起了，於

是清代以後就變成祭祀太歲神。由於太后的生辰是正月初八，因此往後北京

的順星和其他地方的攝太歲，最初都在正月初八舉行。 

 

南派的來源： 

大約宋代以後，江南風水大盛，「鎮宅」的觀念很普及，而太歲則被認為是

會帶來凶煞的神祇，因此如果房子的座向不好、或者隨著流年變遷造成風水

困厄，就可以使用太歲鎮宅符來鎮煞、改變風水。後來這種安奉太歲鎮宅符

的習俗，漸漸變成安奉太歲符，所以現在台灣、香港等地看到的太歲符，上

面也都還有「鎮宅」的字樣。最後脫離原本的鎮宅因素，成為單純的消災解

厄活動。 

 

 

 

 

 

 

 

5 



承傳與未來．攝太歲的存亡 

6 

 

簡單說，華北的來源提供了民間廣泛祭祀道教的太歲神以及六十太歲 神的由

來，而江南的來源則直接促進了攝太歲的習俗。而拜太歲必須在農曆正月舉

行，最好挑選良辰吉日。南派和北派於攝太歲的做法有不少分別， 

 

圖(一)南派和北派的分別 

南派 

攝太歲時間：正月 

 

特獨做法： 

太歲符上面有「鎮宅」字樣 

(上圖) 

北派 

攝太歲時間：正月初八 

特獨做法： 

燒一種繪有馬的紙錢 

(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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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攝太歲的做法 

攝太歲的儀式，可以分“在家版”和“廟宇版”兩種，分別在唸祭辭的內容

長或短，因應個人喜好而定。 

 

4.1  攝太歲過程 

步驟（一） 

到道教廟宇宮壇、金紙店購買或索取，也可由農民曆所 

附贈、或網路下載「太歲符」，並填上欲攝太歲者之身 

分資料，通常是姓名、籍貫、生辰、地址。 

 

步驟（二） 

在農曆正月初九天公生日或正月十五元宵節，以祭祀一 

般家中神明的方式祭祀。 

 

步驟（三） 

祭祀時有一段祭辭： 

“拜請太歲星君到此安鎮合家平安大降吉祥。” 

至於進階版,內容較詳細： 

“七星五雷護兩旁，六甲神將到宮前，六丁神兵守後營， 

天官賜福神共降，招財進寶聚當時，弟子一心三拜佛， 

拜請太歲星君保安寧，鎮宅光明人尊敬，合家平安萬事興， 

太歲星君降來臨，急急如律令，急急如律令！” 

 

新年期間，有很多在該年犯太歲的

善信都往廟宇求取太歲符。 

拜太歲時，善信可帶備清香及太歲

衣，生果及鮮花等供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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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供奉於廳堂（或佛祖漆）清淨之處，平日晨、 

昏與奉神、祭祖一樣祭祀。每遇朔望，逢年 

過節，如祭祀神明，均須一併祭拜太歲。 

 

步驟（五） 

在農曆七月十九日太歲誕辰日，多加祭祀一次。 

 

步驟（六） 

農曆十二月廿四日送神日，眾神返回天庭述職， 

於此日祭祀太歲，感謝其一年庇佑。並與金銀 

紙及紙馬（圖）或紙錢等交通工具一同，燒掉 

太歲符，請太歲歸天。 

 

完成以上六個步驟，攝太歲儀式便告一段落。 

 

 

 

 

祭祀太歲的交通工具紙馬，請太歲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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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古時與現代攝太歲的分別 

早期「 攝太歲 」相當簡易，要「 攝太歲 」的信眾，多於春

節前後，以紅、黃色紙書上「本年太歲星君到此」或「本年

太歲星君神位」或「一心敬奉太歲星君」之類字樣，貼在家

中，晨昏焚香禮禱。年底送神日時，祭拜一番，將太歲紙條

撕下，與紙錢、紙馬一同焚化，「送神上天」。儀式繁複化

以後，簡便的紙條也演變出各種專門的太歲符咒、牌 

位甚至神像。 

 

今日社會型態變遷，信眾無法配合每日晨昏與節慶的諸多祭

禱，多半繳納一定費用，將「攝太歲」的祭祀活動，委托由

寺廟代為舉行祭祀活動，久而久之，也就遺忘「攝太歲」活

動，原本是可以在家自己舉行的。 

 

而香港人多數會到圓玄學院、蓬瀛仙館或雲泉仙館的太歲殿

攝太歲 。 

 

4.3  香港的攝太歲儀式 

在道教中，斗姥元君即眾星之母，台灣道教、台灣民間信仰

中，祭拜太歲星君等諸星辰者，多半先禮斗姥，這種傳統是

從北京白雲觀流傳出來的，原本是道教全真道龍門派的作

法，後來則廣為流行於台灣與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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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方法 

我們在是次研習當中，總共訪問了一位中年男士、香燭店老闆易生和易太及

在圓玄學院太歲殿工作的中年男士，並實地到圓玄學院，觀察太歲殿拜太歲

的善信，以尋找本研究的答案。以下是我們訪問的詳細內容。 

 

5.2.1 訪問中年男士 

在圓玄學院裡，我們訪問了一位中年男士，關於拜太歲的習俗，以下是訪問

的詳細內容： 

 

1. 問：請問你知不知道攝太歲需要甚麼用品？ 

答：他指出攝太歲沒甚麼用品，只需要【太歲衣】等。 

 

2. 問：你為甚麼攝太歲？ 

      答：沒甚麼特別原因，只是一種習慣而已。 

 

3. 問：請問你知不知道攝太歲後，不還神的後果是什麼？ 

      答：其實我也不是太清楚有什麼後果。 

 

4. 問：如果不連續每年攝太歲，會否影響運情？ 

      答： 我相信不會，因為心成則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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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請問你知不知道現在攝太歲與上一代的有否分別? 

答：在這方面我不清楚。 

 

6.  問：你們會否教導你的下一代攝太歲的技巧呢？ 

 答：我會教導青年人學習攝太歲，畢竟是國家獨有文化嘛！ 

 

5.2.2 香燭店老闆易生和易太 

1.    問：攝太歲需要什麼用品？  

答：一般來說，包括太歲符、太歲衣等，大概 20 元。 

幾種紙祭品可以一併 焚燒。如果善信認為有需要， 

還可以帶水果、香燭、元寶等。而在年尾「還神」 

時，可以帶備糖果及剛才說的祭品。（見右圖） 

 

2.     問：請問每樣祭品有什麼意義和功能？ 

答：它們都是用來求平安的。 

 

3.     問：攝太歲後，不還神後果是什麼？ 

答：沒甚麼，只是心裡象有根刺。 

 

4.     問：現在與上一代的攝太歲有否分別？ 

答：就我們的生意額來看，以前攝太歲的人數比現在

多，但現時攝太歲的人，不一定是中年或老年人，二

十多歲出頭的也有。 

大概 20 元的太歲衣包內有香燭、太歲衣

及禱文等攝太歲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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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 有哪個日子是最適合攝太歲？ 

答：一般而言，人們應該在正月（農曆新年）攝太歲，年尾還神。 

 

7.       問：你們會否教導你的下一代攝太歲的技巧呢？ 

答：就算我肯教，現在年輕人大都沒興趣學習此習俗。 

 

8.       問：你的攝太歲知識是從哪裡學的？ 

答：我們對攝太歲的知識，都是父母教的，還有邊做邊學。 

 

 

5.2.3 圓玄學院太歲殿的工作人員 

1. 問：攝太歲需要什麼用品？ 

答：衣紙、香油等 

 

2. 問：為什麼攝太歲？ 

答：為求心安理德，是中國傳統習俗，善信希望藉太歲將軍的威力，升

官發財。 

 

3. 問：如果攝太歲不連續進行，運情是否有影響？ 

答：沒甚麼影響，只是如果你不連續攝太歲的話，心裡有些不安。 

 

4. 問：現在與上一代的攝太歲有否分別？  

答：沒甚麼分別，也是跟現在的攝太歲方式一樣。 



承傳與未來．攝太歲的存亡 

13 

 

 

5. 問：你的攝太歲知識是哪裡學的？ 

答：由於以前不流行 太歲，所以根本沒得學現在才興。是來這裡工作

後才聽人家說的。 

 

6. 問：你會否教導你的下一代攝太歲的技巧？ 

答：我的孩子都因為信了基督教，所以我都不教了。 

 

       

 

     

 

我們訪問在圓玄學院太歲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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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分析結果 

「XX（當年太歲姓名）大將軍，善信 XXX（善信姓名）

今年本命流年命犯煞星， 現向太歲仙師誠心祈求平安， 

保佑逢凶化吉，平安大吉」，看似幾個簡單的動作，在

香港可能失傳，因為從太歲衣、轉運寶袋到太歲符，樣

樣習俗都是學問。 

 

6.1  攝太歲會消失的原因 

根據我們的分析，攝太歲在香港失傳可以有幾個因素  :   

 

第一  ，以粉嶺蓬瀛仙館、黃大仙祠、青松觀等攝 

太歲場地都需要收費，以黃大仙祠為例，善信入殿 

需先付 100 元入場費，攝太歲需再另付 300 元， 

相比圓玄學院，市民可能會認為收費不合理而減 

低攝太歲意慾。 

 

第二，時下青年人一般認為，購買太歲衣和香燭、 

上香、參拜斗姥元君或太歲將軍等習俗繁多，而且 

要定時還神等後事相當複習，不適合現時生活繁忙 

及追求高效率的青年人，因此決定不前住攝太歲， 

使攝太歲習俗面臨失傳。 

 

黃大仙祠電子化攝太歲，每人需付 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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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據我們訪問所得，香燭店老闆也不會將相關 

知識教授下一代，可見連行內人也對這習俗沒信心 

，所以有失傳的機會。我們的組員更認為攝太歲的 

知識實用性低，而且拜完太歲後是否真的能提升運 

氣，我們也有懷疑，所以沒什麼興趣學習有關習俗。 

 

第四，以重視環保的角度來看，燒香化寶時，往往 

製造大量灰塵、廢氣，為改善空氣質素，善信沒焚 

燒紙紮祭品，並改用其他代替祭品，使攝太歲習俗 

失傳。  

 

6.2  攝太歲不會消失的原因 

攝太歲在香港也有機會繼續承傳下去，原因如下  :   

第一  ，攝太歲可維持商業化，經過傳媒、電台、電 

視、報章雜誌及互聯網等大肆推廣宣傳，然後推出 

商品，例如衣紙祭品等，對商界仍有利可圖。 

 

第二，雖說攝太歲沒有科學根據，但總有善信為求心 

安理得，從而繼續參拜，以永心靈上的安慰。 

 

最後，攝太歲習俗雖有失傳的跡像，但若只要傳媒繼續鋪天蓋地宣傳， 

或換個方式，參考清明節網上祭祖，推出「攝太歲」的網上遊戲，可以 

潛移默化地吸引新一代學習攝太歲，助此習俗起死回生。但最終結果， 

就要看香港的發展再下定論了! 

玄學家在雜誌中宣傳攝太歲 (TVB 周刊) 

為了環保，部分善信改用糖果代替燒紙紮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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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實地考察與分析 

考察日期：2012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農曆二月三日) 

時間：下午 2 時 40分 至 下午 2 時 50分 

地點：圓玄學院太歲殿外 

天氣：多雲有驟雨 

 

種類 (年齡)  男性 女性 

小孩 (0-12) 1 1 

青年 (12-25) 0 1 

中年人 (25-49) 14 3 

老人 (>50) 0 0 

總人數 15 5 

圖(二) 參拜太歲人數統計表 

據實地考察結果顯示，在 2 月的星期五下午時段，十分鐘內入殿內參拜共

20 人，有中年男性有 14 人，中年女性有 3 人，而青年女性及小孩則各有 1

人。 

調查顯示，拜太歲的男性較女性人數多，中年男性則最多，高達 14 人。而

結果與小組最初預計的一樣。另外在圓玄學院太歲殿的訪問中，以中年男性

來參拜的結果完全吻合，而且據在陰雨的天氣，及不是旺季時節也有這麼多

人，可說是習俗沒有失傳的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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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總結 

透過是次探究活動，讓我們了解到攝太歲的知識、歷史背景、所需用品及參

拜場所，以至承傳此傳統習俗等問題。我們曾透過文獻回顧、人物訪問和實

地考察等方式，了解不同人對攝太歲承傳問題的看法。 

 

時下青年人追求高效率，香燭店老闆指，大都沒興趣學習複雜的傳統習俗，

容易使攝太歲習俗失傳。但從一位中年男士表示攝太歲畢竟是國家獨有文

化，會教導青年人。雖然從訪問中我們得不到一個結論，可是我們從觀察中

得知在非拜太歲旺季及天氣陰雨的日子裡，入太歲殿參拜的人數也絕不算

少，可說是沒有失傳的跡象。 

 

我們相信，如本港的傳媒繼續大肆宣傳，宗教團體例如黃大仙祠繼續賣力經

營現有設備及場地，能吸引需要心靈安慰的新一代，學習攝太歲的習俗，相

信它不會輕易失傳，甚至可能以網上祭祀方式承傳下去。 

 

希望讀者閱畢本報告後，可以增加對攝太歲的認知，也能了解現代人如何看

待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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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附件 

 9.1   報章：<正月前攝太歲催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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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報章： <太歲並非兇神惡煞>、<當值太歲有情有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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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周刊：<攝太歲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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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訪問問題 

 

長春社 - 風俗通通識 專題比賽 

攝太歲 - 訪問問題 

 

1. 攝太歲需要什麼用品？  

2. 每樣用品有什麼功能和意義？ 

3. 為什麼攝太歲？ 

4. 攝太歲後，不還神後果是什麼？ 

5. 除了指定用品外，是否可以加其它東西？ 

6. 現在與上一代的攝太歲有否分別？ 

7. 有那個日子是適合攝太歲？ 

8. 如果攝太歲不連續攝，運情是否有影響？ 

9. 你的攝太歲知識是哪裡學的？ 

10. 你們會否教導你的下一代攝太歲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