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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教學——認識香港民間信仰 

 

第四課 香港民間信仰之「黃大仙」 

 

(一) 黃大仙的生平 

 黃大仙原名叫「黃初平」是生於晉朝的人，他是以牧羊為生，他年紀少少，八

歲就幫助父母在浙江省金華縣北部的赤松山放羊，直到十五歲那年，他在赤松

山上巧遇「仙翁」道士指引，獨留山上洞中修練成仙，其後哥哥黃初起尋弟歷

經四十年，在赤松山洞中找到其弟，兩人一起到山頭尋找羊群，黃初平向大石

堆高聲呼喚，沉睡四十多的羊群醒來，石頭瞬間變成羊群，哥哥也跟隨弟弟在

山中修練成仙，因黃初平在赤松仙得道成仙，所以又被稱成赤松黃大仙。 

 

 

赤松黃大仙像 

 

黃大仙畫像 

 

(二)黃大仙信仰的起源及發展的過程 

 黃初平成仙後數年，赤松山的村民看到大仙化身為老人，穿着道袍到處幫助那

些貧苦的人和治愈患病村民，村民為記念他的功德，建道觀以示崇敬他的濟世

之心。 

 

 到宋朝當地大旱，村民到黃大仙祠祈雨，隨即降下大雨，解村民乾旱之困，村

民十分感激大仙的庇佑，宋帝也賜下聖旨，上書「有求必應」以示頌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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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年於西樵積極推動黃大仙信仰的一位經營中藥的梁仁菴道長，當時國內

正面對政局的動亂，不少廟宇被破懷，梁道長得到黃大仙降乩啟示：「此地不

宜久留，必須向南遷」，於是梁道長在 1915 年帶着黃大仙的畫像逃難到香港，

因此現今香港的黃大仙廟中並沒有黃大仙像，只供奉黃大仙畫像。 

 

 梁道長在港多年，開設道壇贈醫施藥，但未能找到合適地點建祠，直到 1921

年梁道長再次得大仙降乩啟示：「此乃鳳翼，吉地也，最宜設壇開揚教義」，於

是在竹園設壇建祠(即今日黃大仙廟)，並名為「嗇色園」，大殿稱為「赤松仙

館」後改為「赤松黃大仙祠」。 

 

 日治期間，大批市民湧到黃大仙祠，希望獲庇佑，道士為災民供茶水糧食，贈

醫施藥，及傳說多次大仙顯靈，把欲註軍大仙祠的日軍，嚇得慌忙逃走，紛紛

說大仙顯靈，信眾因而大大增加。 

 

 

扶乩之工具 

 

透過扶乩啟示大仙意旨 

 

昔日竹園初建的黃大仙廟 

 

現今黃大仙區的黃大仙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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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祠發展大事記 

年份 事件 

1921 於竹園現址建祠，屬私人參拜場所 

1935 全面開放，任市民入內參拜 

1941 日本軍機轟啟德機場，大批市民紛湧到黃大仙祠避難 

1948 由於廟宇條例規定，該祠只能作私人參拜，故被迫關閉 

1956 政府欲將祠廟改建屋邨，但祠廟最後得以保存，並與政府商議下得以重新

全面開放。 

1964 黃大仙警署啟用後，區內即發生多宗重大案件，及警署內大小的問題，最

後決定請黃大仙畫像座鎮警署，是全港唯一沒拜關公的警署 

1965 嗇色園正式註冊為慈善團體 

1969 該祠所在社區，被命名為黃大仙區 

1973 翻新大殿落成，成為宮殿式建築，吸引不少中外信眾參拜 

1989 實行全面禁燒元寶蠟燭的規定 

1997 成為首個主辦道教婚禮的法定場所 

2004 以宗教慈善團體的名義，全面發展教育、醫藥、扶老幼的慈善社區工作。 

 

(三) 信仰內容 

 「普濟勸善」是黃大仙信仰的宗旨，透過贈醫施藥，推動慈善工作讓人積德行

善，以達致「普濟」 

 嗇色園，「嗇」有慳吝的意思，「色」有所好之物的意思，人如果沉迷於物

慾，就會被其控制，易失本性，所以「嗇色」這兩字有友愛情，虛靜，省思

和寡情慾的意思，是希望信奉黃大仙之人能藉其悟道修身，以達致「勸善」 

 而有關如何達致「普濟勸善」，這些教導是跟據大仙在扶乩中啟示，將乩文記

錄在書冊中，主要記在《驚迷夢》及《醒世要言》中，還有一些記載關於神靈

扶乩啟示的《三教明宗》。 

 《驚迷夢》的內容大部分是勸世的苦口箴規。《醒世要言》是有關集中於綱紀

倫常的說教。而《三教明宗》是將儒釋道三教神聖箕示的文章，彙集成編，分

述三教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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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迷夢》《三教明宗》《醒世要言》 

 

嗇色園轄下中學宗教倫理科課本 

 

（四）參拜的善信及用品 

 參拜的信眾不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到黃大仙祠參拜，透過求簽方式，求問大仙

指引，黃大仙求簽可分為「藥簽」及「運簽」兩種。 

 求簽醫病的發展，主要因香港早期西方醫療還未普及，不少信眾到黃大仙求靈

藥妙方， 以求簽的方式，求得藥方以治其病。 

 黃大仙藥簽總有 500 簽，分為不同的科類，有男科、婦科、兒科、外科、眼科

等，按你所要求問的科類取簽向大仙求問。 

 善信首先要依據本身的病情到祠內拿着簽筒求簽，然後憑着簽上號碼，到仙方

配藥處依着簽上解說「執藥」﹐其間完全不需要經醫師診治。 

 「藥簽」的藥方，有藥療方，也有食療方，藥簽部分內容富有符咒性質，如命

求藥方者焚化或佩戴靈符，念經持咒或向神明作福，服食爐灰淨水，甚至取藥

和服藥都需要按照藥方所定的方位時辰去作，病才能得治癒。 

 當然今天香港醫務系統完善，西醫中醫隨處都有，又有綜援制度，所以黃大仙

祠已不鼓勵用仙方治病，但仍有求藥簽的服務，祠方現已建成普濟樓，提供極

簾價的正規治療。 

 

類別 
有處方藥簽 

沒有處方藥簽 藥簽合計數量 
單純處方簽 含符咒性處方簽 

男科 81 7 12 100 

婦科 83 5 12 100 

幼科 88 6 6 100 

眼科 90 4 6 100 

外科 87 6 7 100 

 429 28 43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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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科單純處方簽 

 

男科含符咒處方簽 

 

外科沒有處方簽 

 

 所謂「運簽」即由大仙指示，可以斷定運數，預卜吉凶禍福的簽，是有別於「藥

簽」，一般民間廟宇也有相類的運簽，供信眾求神問卜，簽的數量也不一定相

同，簽文內容也不相同，主要是七言四句的古詩，黃大仙的運簽總共有 100 簽。 

 

 

上上籤 ３枝 上吉籤 １０枝 

中吉籤 ３２枝 中平籤 ３６枝 

中下籤 １枝 下下籤 １８枝 

 

 

簽筒 
 

茭杯 
 

黃大仙靈簽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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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藥簽或運簽的方式大置相同，在廟前方找一個位置，擺列祭物，下跪叩拜，先

擲茭杯，將求問大仙之事及病情告訴大仙，求大仙指引，若擲出是聖杯，表示大

仙同意，然後拿着簽筒，誠心在心中念着要求的事，從簽筒中搖出一支簽枝，按

着簽枝上的號碼，到解簽的地方求解簽先生講解簽文意思，如何才得大仙指引或

如何趨吉避凶，若是藥簽，就到指定的地方，聽講解及取仙方。 

 

（五）拜祭儀式 

 拜祭日期可在農曆每月初一或十五，農曆的八月廿三黃大仙誕，及每年的農曆年

初一，當日不少信眾會到廟中上頭柱香，祈求一年好運。 

 祭品一般用香、檀香及已包扎好的「招財進寶」、「合家平安」、「心想事成」、「長

命富貴」等，家財富有者可備上燒豬，雞，水果等祭品，但嚴禁在廟內燒任何衣

紙祭品。 

 求簽問運程，是最主要的一環，在參拜前到廟前放簽筒的地方借用簽筒，每簽筒

內有一百支簽，求簽後將簽筒放回原處，將求得簽的號碼記下，然後到廟旁的解

簽檔找解簽佬解簽，解簽費視乎所問的事情多少。 

 拜祭後可到廟外的販賣檔攤，多以售買平安符，平安葫蘆，轉運風車等，可隨意

購買回家，以保平安，凡事順利。 

 

 

年初一頭炷香 

 

祭祀用的紙品香燭 

 
黃大仙靈符 

 

黃大仙平安葫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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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真理辯護 

 

１） 「降乩」是否真的靈驗可信？ 

黃大仙以「降乩」方式得知啟示，意即透過神靈降身在施法者身上，靈體附身後，

藉一枝丁字形或丫字的木筆，在沙盤上寫字，使求問者能得知求問事情的答案。他

們所求問的神靈到底是什麼的靈呢？當然不是真理的靈，是邪靈，在聖經申命記

18:9-12 記載「你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之地，那些國民所行可憎惡的事，你不可學

著行。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

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陰的。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

惡。」 當然詭詐的魔鬼會透過這些機會去迷惑人，透過降乩的指示使事情「靈

驗」，以取得人的信任，當人相信後就把神明「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其實背後已

被邪靈迷惑，嚴重會被邪靈上身，被邪靈控制，十分危險。在聖經林後 11:14-15

「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裝作仁義的差役、也不算希

奇．他們的結局、必然照著他們的行為。」，這裏提到魔鬼會裝作光明天使迷惑

人，所以要小心免受迷惑。 

 

２） 聖經中也提及過制簽的事，為何基督徒不可到黃大仙求簽呢？ 

「制簽」在舊約中是一個很普遍的習慣，祭司袍裡有「烏陵」和「土明」，是求

問神所用的，這方法往往是當聖經中的法則不足以直接引導的情況下才使用，為

的是避免領袖走偏差。在舊約的例子有：選擇代罪的羊、分配應許地、選擇參戰

的人、定祭司的班次、職責等等情況下使用。在新約裡，門徒也曾制簽選出馬提

亞來代替猶大。請留意這些決定以先，都已經有神的話語作規範，例如耶穌的門

徒要選舉一位代替猶大的，他們就必須考慮那人是否曾經與耶穌同進出、見證耶

穌復活的。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認識箴言 16:33 所說：「簽放在懷裡，定事由耶

和華。」不是「簽」決定事情，乃是耶和華自己成就祂的旨意。用簽來決定的事

不能和聖經上的話語衝突，神的話必須站在首要的地位，簽只是補助和肯定神的

話。因此，聖經中所提制簽的事和異教中的制簽是完全不一樣的。 

 

３） 黃大仙的「藥簽」是否真的能醫病？ 

有病去看醫生是無錯的，但以求「藥簽」的方法去醫病，就缺凡科學理論，亦會

因為誤診而使病情變得惡化。在《驚迷夢》一書中提到「惟問病之事，不是示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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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得全愈，倘得全愈，則天下無死人之理也。吾居仁慈之心，故問必答，以安人

心，免至徬徨號泣而已。」所以藥簽並不能真的醫病，只是為安人心。致於一些

藥簽的藥方，不單不能醫病，甚惑會使人生病，如其中，婦科就有一簽叫「簷前

沙石」，需要病者拾來一塊石頭放在鍋內與水一起煮沸，然後飲用。另一支簽的

仙方，則叫病者買一把古時用的木梳，辦法同樣是與水一起煮沸，然後飲下，難

到這些方法真的能醫病嗎？ 

 

４） 黃大仙「靈簽」是否靈驗呢？ 

根據簽枝的數目比例，是一個很巧妙的理性分佈，付合現今世代生活的規律和求

簽者的心理要求，100 簽之中「下簽」只得 18 支，若求的大部份是下簽，就會

嚇怕人，「上簽」有 13 支，「中簽」就有 69 支，人生喜極的事不多，反而平凡

的事就常發生，這是很合理的佈局。簽文內容也是古時詩人所寫的詩，他們都是

人也不是神，難道這短短 100 支簽文內容，就能夠預測或判斷變幻測的人生。 

 

 

思想問題： 

1) 黃大仙是晉朝人，穩居山中４０年得道成仙，是否真的有此人存在?為何現今再沒有

聽聞有人在山中得到成為神仙的傳聞呢？是真有其人還是傳說呢？ 

                                                                          

2) 求簽能解決萬事，甚致病得醫治，黃大仙是否有求必應呢？求必靈驗呢？ 

                                      

3) 今天不少中外信眾到黃大仙求平安，求祝福，求發達，聖經告訴我們如如何才能得

到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