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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 

1.1 研究目的 

1. 通过制造网站和视频让年轻人了解香纸的起源与意义， 以及知道香纸

在中华文化扮演的角色，最终保存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 

2. 通过访问香纸店摊主，了解本地香纸业逐渐没落的原因，以及未来的

发展/变化，从中研究如何确保香纸业不会失传 

 

1.2 内容简介 

香纸是东南亚地区人们用来祭祀鬼神、祭拜祖先的祭祀品之一。从古至今，

中华文化里就有了 “事死如事生” 的观念， 人们相信一个人过世后，要如生

前般侍奉他，给予金钱让他享用。世代相传，这习俗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

史，对华人是个孝敬祖先的象征。如今，烧纸钱不限于中华文化，宗教信

仰，例如道教，已受到这个习俗的影响。 

 

那烧香纸这个习俗为什么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呢？在我国又有什么发展趋势

呢？近年来，香纸业的销售率不断下降。据联合早报 2016 年 8 月 15 日刊登



 

的报道，家庭顾客比往年少，导致生意下跌百分之二十。如今，本地的香纸

店只剩 274 间。 

 

因此，通过这项专题作业，我们的组希望能通过了解店主对自己生意的展望

以及对香纸业的未来的看法，让国人对香纸的发展有更全面的了解，同时强

调保存这个行业的重要性。其次，我们也将会提出一些建议给店主，鼓励他

们采取措施让生意转型，好让他们能跟得上时代的变迁，继续把生意经营下

去。 

 

1.3 文献研究 

我们搜索了许多网页，由于所有的报道都刊登于可靠的新闻报社，因此报道

上的内容都拥有极高的可信度。每个网页把香纸业的处境描述得较为悲观，

它们通过访问店主，了解他们营业的历史以及特点，让本地人了解香纸业的

情况。但是，这些报道的内容残缺，只说明香纸业过去和现今的情况，无法

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了解。 

 

我们的组希望通过了解店主对自己生意的展望以及他们对香纸业的未来的看

法（e.g. 香纸店不再通过摊子进行售卖，而是通过网站推销产品/香纸店只卖



 

少烟环保祭品），让国人对香纸业的发展有个更全面的了解，同时强调保存

这个行业的重要性。 

 

1.4 研究方法与框架 

研究方法： 

● 问卷调查 

● 访问店主 

研究框架： 

● 历史研究 

● 时代影响 

● 未来发展 

  



 

内容 

2.1 香纸的起源与意义 

相传东汉年间蔡伦因改进了造纸的技术，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他的哥哥嫂

子十分羡慕，于是妻子便让丈夫向蔡伦学习造纸之术，无奈丈夫恒心不够，

心急赚钱，技术不精，做出的纸品质低劣，屋子里堆满劣质纸张无人问津，

夫妻俩只能暗自神伤。后来两人心生一计，丈夫当着街里邻居的面扶着棺材

大哭，说妻子昨晚暴毙而死，一边哭诉一边烧纸，说妻子托梦说阳间的纸到

了阴间可以当钱使。后来棺材里传出了妻子的声音，于是妻子从棺材中爬了

出来。 

 

妻子说到了阴间，阎王让她做苦力推磨，后来丈夫烧了好多纸钱，便雇用小

鬼推磨，而且贿赂了阎王，他们收了好处，便放她重返阳界。众人一听纸钱

在冥界能当钱财，于是纷纷购买这种劣质纸张，为过世的祖先亲人烧纸钱，

这一习俗也就流传至今。 

 

香纸又称纸钱、冥纸、冥钱，是东亚祭祀鬼神、祖先火化的祭祀品之一。古

人迷信，认为烧纸钱就能确保死者的灵魂在来世有财富，传统有“事死如事

生”观念，当人死后要如生前般侍奉他，给予金钱让他享用。 



 

  

这个习俗已传了两千年，对华人是个孝敬祖先的象征，不仅用于在祭拜以及

悼念祖先，还用于祈求祖先保佑家族。 如今，烧纸钱不限于中华文化，宗教

信仰，例如道教，已受到这个习俗的影响。 

 

2.2 香纸业逐渐没落的原因 

宗教信仰与香纸传统息息相关，但是近几年，我国社会里有越来越多年轻人

表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比起中年人，没有宗教信仰的年轻人高出将近百分

之十。因此，这种习俗也逐渐消失了。 

 

在政府方面，一些政府官员也鼓励国人少烧香纸。烧香纸排放出的烟不仅有

害环境，也危害了国人的健康。研究者指出，长时间吸入这种烟能导致患肺

癌机率上升。为了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我国的环境部部长倡导人们少烧香

纸，也建议人们使用少烟的环保祭祀品，这导致传统的香纸业失去竞争力。 

 

 

2.3 香纸业的未来发展 

我们如何确保香纸业不会失传？ 



 

通过网站和视频： 

1. 鼓励店主销售质地较高的少烟甚至无烟祭品和香 - 促使环保意识强的

国民继续烧香纸，增强这些香纸店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店主的应对：环保意识强的国民数量少，想要更新产品而垄断市场是天方夜

谭的一件事。再说，质地较高的烧烟祭品价格比较高，人们也不一定会愿意

付出更多钱，店主担心摊子会失去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 鼓励店主使用互联网推售产品 - 如今有许多年轻人烈爱网上购物，店

主可以趁机垄断网上的市场，同时推广自己的名声 

a. 为了协助店主开设网店，我们制作了一个双语的 PPT: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7CVw-

dEC4LUxg5xN3SbETtr2xaoPbyO 

b. 此 PPT 包含了开设网店的每个步骤，目的是让店主通过简单易

解的方法来制作网站，把自己的生意推入网上市场。 

店主的应对：店主本身不拥有平板电脑，在可预见的未来里不应该会采取这

个措施和转型方法。但是，他也表示，长期以来这是一个必须采取的措施，

他希望自己的子女会继承他的摊子，利用他们的科技知识在网上推广本摊子

的名声。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7CVw-dEC4LUxg5xN3SbETtr2xaoPbyO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o7CVw-dEC4LUxg5xN3SbETtr2xaoPbyO


 

3. 鼓励店主销售更加时髦的物品 -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人的口味已有

巨大的改变，为了吸引更多顾客，店主必须与时俱进 

店主的应对：店主虽然对本措施有热烈的反应，但本身对时髦物品的了解不

深，他表示，若我们为他介绍一些比较流行的物品，他会更倾向于采取本措

施。听了他的意见，我们补充了网上的内容，加了适合年轻人口味的物品，

让店主参考。 

4. 让年轻人了解香纸在中华文化扮演的角色以及它的文化意义 —— 一旦

年轻人意识到烧香纸的重要性，以及香纸业正在面对的问题，他们就

会倾向于烧香纸 

 

  



 

最终报告 

3.1 最终材料 - 资料编辑成网站 

https://projectjosssticks.wixsite.com/yesyes 

3.2 最终材料 - 访问视频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9tiI46uSGDfVfEXT261VMHOP-xvKzUa  

https://projectjosssticks.wixsite.com/yesyes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f9tiI46uSGDfVfEXT261VMHOP-xvKzUa


 

3.3 最终材料 - 试点测验

 



 

  



 

反思 

4.1 反思报告 

林师冠 

经过了今年的专题作业，我受益匪浅。首先，我了解到了敢于尝试的重要

性。起初我们打算做这项专题作业是，其实苦思了很久，毕竟这项专题作业

需要我们到户外访问店主来探究香纸业的文化传承。我们身为较为内向的学

生，毋庸置疑多多少少会对于和陌生人接触有些犹豫。但是经过了这次的经

验后，我们发现与这些我们从未见过的人接触其实也并非那么可怕。我相信

我们这次跨越了心理障碍，有助于提高我们的自信，想必对往后的专题作业

有很大的帮助。其次，我了解到团队精神是至关重要的。由于我们都课业繁

重，再加上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项考试，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很难配合彼此。

如果我有机会再做这项专题作业，我一定会更清楚地分配工作，好让我们都

能在自己空闲的时间独立做出贡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胡富翔 

我本身从今年的专题作业获益不浅。华文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

题目，所以我们在完成作业的过程中遇到不少挫折。首先，网上的资料有

限，无法提供对我们研究目的有助的资料。由于我们的华文水平不够理想，



 

我们也缺乏能力完全了解网上的资料。因此，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都来自我们

所访问的店主。再说，新加坡有许多香纸店已结束业务，不少店主也拒绝了

我们的访问要求，增强了这个专题作业的难度。但是，我们克服了这些困难

后，才发现我们通过这个专题作业，看待问题的态度改变了，思想也比较成

熟了。最后，我认识到了保存我国华文文化的重要性，让我更注重传统习

俗。 

 

赵天成 

在制作这个专题作业的过程，一路上的艰难、坎坷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此

次可说是收获颇丰。因为我们处于不同班，所以其实从一开始我们之间的距

离已被一道围墙隔着，根本就不像一个组。况且，我的华文水平也不高，对

这种从来没碰过的东西更是一无所知。因此，从刚开始做的时候我就遇到了

很大的麻烦。通过老师的教导以及组员的相互鼓励，这堵围墙渐渐被推倒，

而我对这个题目也有了一些概念。所谓“团结就是力量”，我们在做专题作业

时团结一心，齐心协力把任务完成到极致，正因如此，我们今天才会有所成

就。虽然这项专题作业不可说是完美，但我已不留遗憾，从中我获益良多，

不仅对传统华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且还增进了我与组员之间的友

谊，真是不虚此行！ 



 

 

陈彦豪 

这次的专题作业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我从小对华文文化的接触很少，所以

对这些是一无所知，但是通过了这次的研究，我学到了华文文化其实有深根

柢固的价值观和意义。但是得到这些知识也不容易。在网上查资料时，看到

不少陌生的词汇，结果对网上的内容理解很浅，但这样也是扩大词汇量的机

会。我的语言表达是较差的，在讨论中无法把自己的意见表达出来，所以这

对我算是个挑战。在今年的专题作业中对我大有裨益，不只是学到了传承传

统的重要性，同时也提高自己的华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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