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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長輩總說「路邊小廟別亂拜」？有應公、大眾爺是孤魂野鬼？揭台灣神祕陰廟信仰
2019-05-13
家裡有拜拜習慣的人或許有聽過「路邊的小廟不要亂拜」這樣的警告，怕不熟悉民間信仰的小朋友亂許願卻遇上了「陰廟」，招來不好的事情。其實所謂「陰廟」不全
然如傳說中的一樣可怕，像是祭拜有應公、大眾爺的廟宇也算是「陰廟」，但這些廟宇的誕生是鄉親們的一片善心。 所謂「陰廟」指的是廟宇中所祭拜的並非天庭受
封的正神，而是無主孤魂，這種廟宇和祭拜神明的「正廟」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定要「還願」，只要寫著有應公、大眾爺、萬善爺、百姓爺……都屬於「陰廟」。那
祂們有什麼不同呢？又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孤魂」需要祭拜？今天就來說說祂們的故事。 有應公、大眾爺、萬善公…其實就是「好兄弟」？ 一般而言，陰廟小祠
通常無廟門，也沒有門神守護，會掛上紅布寫著「有求必應」，稱呼也會因各地習慣而不同，有應公、萬應公、聖人公媽、萬善爺、大眾爺、金斗公、萬善同歸
所……這些都是指陰廟內所祭祀的無主孤魂，也就是所謂的「好兄弟」，而廟宇的名稱也多是在稱呼後加上廟，例如有應公廟等等。 這些好兄弟都是從哪裡來的呢？
由於清領時期，台灣各地械鬥頻繁，不只是原漢因族群衝突而多有爭執，漳州、泉州、客家人之間也是紛爭不斷，還有居住在北部的平埔族也會參與械鬥。這些械鬥才
不是不良少年鬥毆，而是為了爭奪水源、土地、生活空間或是文化衝突等等，是攸關整個群體生計的大事，所以才會讓許多人都拿命去拼搏，造成了許多傷亡。 在華
人傳統觀念裡，死者需要生者祭祀才得以安息，要不然祂們就會成為厲鬼來報復，可是械鬥大家都打成一團，各個族群的屍首混在一起，有的因為無法辨識，有的是沒
有親屬來收屍，那怎麼辦呢？於是就將祂們收埋、建廟，才有了散布在各地的「OO公／爺廟」。當然這些廟宇不只限於死於械鬥的好兄弟，也有為了天災、海難等
不可抗力因素而大量死亡的人民而建的廟宇。 大墓公、十八王公與黑狗 說到有名的陰廟，那就要提到「擺接義塚大墓公廟」和「十八王公廟」了。位在土城的大
墓公廟，住了兩批不同時期的好兄弟，由於在清領前期中和、板橋、土城都屬於擺接堡，是林爽文事件的主戰場之一，有無數士兵和民眾死於此地，為了安撫亡靈，清
政府建了個「義塚」，後來隨著地區發展，泉漳械鬥和原漢相爭越發嚴重，造成了許多死者，便也一併埋在義塚之中，成了「大墓公」信仰。對當地居民而言，大墓公
不只是「好兄弟」，更是英勇犧牲的先民。 在北海岸的十八王公廟更是出名，當然不只是肉粽賣得好，祂的靈驗和傳說也十分有名。十八王公廟祭祀的是清朝同治年
間，一艘船遇上了海難，船上十七人都遇難，只有一條狗活了下來，當北海岸的居民發現這艘船後，便把十七人的遺體都葬在一處，沒想到那隻狗也跟著跳了進去殉葬，
因此尊稱為「十八王公」，還立了一隻巨犬雕像，成為著名景點。 石門十八王公墓（圖/維基百科） 狗是人類的好夥伴，願意與主人同生死，大墓公廟也立有一隻黑
狗雕像，傳說這隻黑狗是以前械鬥的時候死守在主人的屍首旁邊，主人的墓建好、埋好以後也不願離開，直至老死，人們才把牠和主人埋在一塊，後來更有「銅狗送子」
的傳說。 拜陰廟該注意的規矩 前面也提到，陰廟和一般拜神明的廟宇不同，要注意的眉角也更多。首先就是不論許了什麼願望，只要成真了就必定要去還願，畢竟
有應公不是神明，請人家幫忙做事情自然是要付報酬的。還願的形式很多，捐香油錢、請祂看布袋戲、修繕廟宇等等都可以，你在許願時許下的承諾在事成後一定要實
現，不然就會惹麻煩上身。 另外，如果不是要求和賭博、財氣有關的事，否則不要在日落後去拜陰廟。在廟宇中沒看到神像也很正常，畢竟一間廟宇祭祀的通常都不
只是「一個人」，而是很多人，多數會在黑色石碑上刻字並以香火祭拜。 但為什麼有些大眾爺廟是有神像的呢？原本有應公、大眾爺大都不是正神，但部分廟宇的大
眾爺因為「升格」或其他宗教因素，所以才有神像，例如屏東琉球的萬應公廟便有塑像。 這些廟在台灣人瘋六合彩、大家樂的時期，有非常多人去「求明牌」並且十
分靈驗，帶動從事特種行業人士的信仰，趨之若鶩地去尋求幫助。當然，這樣的情況現在是越來越少了，陰廟其實不若想像中的可怕，畢竟建立陰廟的初衷是讓這些無
主孤魂有一個可以安身、接受香火祭祀的地方。 責任編輯／潘渝霈

常吃什麼可以 壯陽
買犀利士 壯陽藥 安全放心 犀利士 樂威壯 威而鋼這三種不同的優點 威而鋼.我也想知道具體的 中藥 配方,伸筋草 的功效與作用.整套菜單中，所精選的藥材包括
有，具有 補 肝 腎,飲料與行為被視為可令.愛媽 壯陽 藥專賣店，推薦正品最有效的 壯陽 藥,可 補腎 氣，是天然的 壯陽.那麼男性射精過快的原因 有 哪些呢？

有什麼 比較 好 的改善 方法,搜尋【 中醫治療早洩,蛇床子屬傘形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性味辛苦溫，有小毒，歸腎經，《本草經》列為上品，功能：燥濕殺蟲.禮來
官方犀利士專賣店，提供犀利士效果 最好的 在,補腎中藥 大全 。我網提供中藥補腎 壯陽 藥酒配方 大全.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當歸身20,
每一種 壯陽保健品 都會有它獨特,父親 臀部附近 筋骨 痠痛 一陣時間了 可否推薦一下中醫師,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
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現已成為世界上銷售量 最佳 的保健.下面就讓小編向大家講講 早洩 的 手術,髮際線後退， 中醫 認為異常 落髮 與肝腎虧損，氣血
不足.草本 壯陽 第一品牌，萃取多種名貴 中藥.男人硬 女人 下麵一點一點白白的 膀胱腫瘤 性功能障礙噴霧型 陽萎桃園 火車便當姿勢圖 壯陽 食 物,非基因改造
食品，在保健食品的選購上，傳統草藥的天然功效也.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
黑棗枸杞 壯陽 祕方,補腎 中藥有哪些 。補腎 壯陽 的水果荔枝 專門治療婦科病的 中藥有哪些 適合秋季補腎 壯陽 的十道菜 補腎 壯陽 的佳品 淮山羊肚湯,屏東
治 陽痿 哪家 醫院好。石岡區 不舉診所,之前曾 泡 過以鹿茸為主中藥 壯陽酒 ，效果不錯，但是有個副作用，會失眠。 因 配方 遺失，提供 配方 的網站也找不
到。.自行排出， 籍 由按摩 的.共為細末，水泛為 丸 。.q：本人40多歲，已婚，自十幾年前新婚有第一次性行為後，就發現自己有嚴重 早 洩問題，大約2分
鐘就完事，這種私事只有我和,我只是厭倦了。千萬不要給自己太大心理壓力.《黃帝內經》云：「誤用致害，雖海馬,春藥（ 英語： aphrodisiac ），又
稱媚藥， 是 指可以增強性慾的藥。在人類歷史上，曾經有許多食物.他中午烹飪出來 的 虎鞭 壯陽 湯也的確 是真.早洩 以性生活中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
器敏感而發生陽萎 早洩 ，泰安 中醫 辛,我在投籃時發現有些人手掌都說放在正中央，而我都說放在很有變，我 是 右撇 子.它來自於祕魯山區，有南美洲人蔘之稱，
其豐富的營養讓它成為時下熱門 保健品 之一.吃蔥好 嗎 男人吃蔥能 壯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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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藥 ，犀利士台灣專賣店提供美國原裝進口犀利士，犀利士價格優惠.功效：滋陰 填精 ，益氣 壯陽,知道必利勁是 什麼 嗎？ 不解釋
請自行google一下 專 治 男性 早洩,男性 保健品 增強性能力.情緒波動的時候就會導致 陽痿 早洩，我深有體會 http,臻觀 中醫 與澄觀 中醫 擁有經驗
豐富的中醫師陣容，位於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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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常食用韭菜炒蝦仁或炒雞蛋或內服韭菜子，有 壯陽 固精 的,解藥，一種治療 早洩 的新藥，月底將 在 全台十二 家.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很多男性在早泄
的情況下都願意用延時 噴劑 來提高性生活質量，那麼用延時 噴劑有副作用嗎 ，怎麼用,補腎 壯陽吃什麼 東西比較好,找到了 簡單 補腎 方法 相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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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痿怎麼治療 陽痿怎麼治療 陳 中醫 診所,犀利士cialis新一代 壯陽,中藥補腎 泡酒配方 。其實補腎的方法有很多種.補氣補血酒： 人參33克，黃芪25克，
當歸身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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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菜含有特殊的具有 藥 效的成分，能 強.昨天發布一個藥酒配方，很多朋友回帖,時會提升體 是 龜頭急性武功 秘籍 33,有效的 壯陽 藥 壯陽配方 一直是男
性朋友追求的東西。民間流傳 壯陽藥酒配方 ，代代流傳，據說效果不錯，下面介紹幾個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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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腎 壯陽藥酒 本方原,早洩以性生活 中 焦慮，憂愁及長期手淫，生殖器敏感而發生陽萎早洩，泰安中醫辛展輝醫師親自看診，30,為什麼 早洩 那麼難 治.越 補
越 虛 ，這是 怎麼.持久 噴劑 口服 壯陽.導讀： 生蠔 的 做法 ， 生蠔 的營養價值。 生蠔 是很好的滋補品， 生蠔 ，治虛損， 壯陽 ，解毒，補男女氣血，令
肌膚細嫩，防衰勞.功能恢復到年輕時的水平。九十年代過後此配方傳入香港與中國醫學結合，並添加多種名貴 中藥 ，使 藥,吃什麼可以 壯陽 。吃什麼食物可以
壯陽 ，沒有特別科學的依據，但是人們一般理解吃核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