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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市定市定市定市定古蹟一覽表古蹟一覽表古蹟一覽表古蹟一覽表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期期期期    所所所所                在在在在                地地地地    涵涵涵涵                    蓋蓋蓋蓋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1.  淡水龍山寺 寺廟 74.8.19 淡水區中正路 95 巷 22 號 淡水區滬尾段 397、398、399 地號 

2.  淡水福佑宮 寺廟 74.8.19 淡水區中正路 200 號 淡水區中正段 437、435、439、441、440、845 地號、滬尾段 912 地號 

3.  新莊武聖廟 寺廟 74.8.19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340 號 新莊區文德段 776、777 地號 

4.  新莊文昌祠 寺廟 74.8.19 新北市新莊區碧江街 20 號 新莊區文德段 250 地號 

5.  頂泰山巖 寺廟 74.8.19 

106.8.10(變更範

圍) 

泰山區應化街 32 號 泰山區南林段 399、736、743、745、746、747、754、761、763、774、778、786、787、

788、793、794、796、798 地號(變更為:新北市泰山區南林段 399、736、736-1、736-2、

736-3、736-4、736-5、736-6、736-7、736-8、743、745、746、747、754、761、763、774、

778、786、787、788、793、794、796、798 地號) 

6.  五股西雲寺 寺廟 74.8.19 新北市五股區西雲路 185 巷 3 號 五股區洲子段洲子小段 73 地號(103 年重測後為成福段 1242 地號) 

7.  新莊慈祐宮 寺廟 74.8.19 

97.4.18（變更範

圍）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218 號 新莊區文德段 519-1、532、533、534、535、536、539、540、540-1、541 地號（531 地號

為古蹟保存區，非公告範圍） 

8.  大觀義學 書院 74.8.19 板橋區西門街 5 號 板橋區府中段 896、895、889、890、896-2 地號 

9.  馬偕墓 墓葬 74.8.19 淡水區真理街 26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857 地號 

10.  吳沙墓 墓葬 74.8.19 

103.4.28（位置更

正） 

貢寮區仁義街與仁和路 106 巷交叉口附

近，石碇溪旁 

貢寮區仁里段 522 地號 

11.  虎字碑 碑碣 74.8.19 貢寮區遠望坑段草嶺頂小段 109 地號 貢寮區雙玉村 

遠望坑段草嶺頂小段 109 地號 

12.  雄鎮蠻煙碑 碑碣 74.8.19 貢寮區遠望坑段 

草嶺頂小段 103 地號 

貢寮區雙玉村 

遠望坑段草嶺頂小段 103 地號 

13.  金字碑 碑碣 74.8.19 瑞芳區猴硐里三貂嶺頭 無 

14.  深坑黃氏永安

居 

宅第 81.5.23 深坑區北深路三段８號 深坑區永安段 16 地號 

15.  枋橋建學碑 碑碣 84.4.22 板橋區文化路 1 段 23 號 板橋區府中段 849 地號 

16.  前清淡水關稅

務司官邸 

衙署 86.2.25 

94.08.10 變更公

告古蹟名稱 

淡水區真理街 15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840 地號 

17.  永和網溪別墅 宅第 87.8.29 永和區博愛街 7 號 永和區中正段 764、765、766、813 地號 

18.  三重先嗇宮 寺廟 87.8.29 新北市三重區五谷王北街 77 號 三重區二重埔段五谷王小段 23 地號（重測後為五谷王一段 237 地號） 

19.  淡水外僑墓園 墓葬 87.8.29 淡水區真理街 3 巷 淡水區紅毛城段 859 地號、大義段 306 地號 

20.  淡水禮拜堂 教堂 87.8.29 淡水區馬偕街 8 號 淡水區中正段 533 地號 

21.  滬尾偕醫館 其他 87.8.29 淡水區馬偕街 6 號 淡水區中正段 533 地號 

22.  滬尾湖南勇古

墓 

墓葬 87.8.29 淡水區中正東路 

與竿蓁一街交叉口 

淡水區海鷗段 337、338、339-1 地號 

23.  原英商嘉士洋

行倉庫 

其他 89.6.27 淡水區鼻頭街 22 號 淡水區海鷗段 314、315、415、416、417、418、419、426 地號 

24.  淡水海關碼頭 其他 89.6.27 

99.01.13 變更公

告古蹟本體範圍 

淡水區中正路 259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1016 地號 

25.  淡水氣候觀測

所 

其他 89.6.27 淡水區 

中正東路 42 巷 6 號 

淡水區海鷗段 445、446、447、448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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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淡水水上機場 其他 89.6.27 淡水區 

中正東路 42 巷 7 號 

淡水區海鷗段 414、420-425、427-444 地號、446（部分）、448（部分）、449-451、471、

602-610 地號 

27.  瑞芳四腳亭砲

台 

關塞 90.11.28  瑞芳區瑞亭段 1、66、76 地號 

28.  安坑孝女廖氏

嬌紀念碑 

碑碣 91.4.8 新店區安忠路 36 號 新店區安德段 877 地號 

29.  關渡媽祖石 碑碣 91.4.25 淡水區自強路 33 號 淡水區關渡段 674 地號 

30.  瑠公圳引水石

硿 

其他 91.8.6 

（99.12.1 變更公

告) 

新店路 65 號「開天宮」下方 新店區北宜段 646、646-1~11、672 地號 

31.  淡水公司田溪

橋遺蹟 

橋樑 91.9.18 淡水區新市段 50 地號（淡海新市鎮） 淡水區新市段 50 地號 

32.  山佳車站 車站 91.12.06 

98.1.20(更正) 

(109 年 2月 14日

修正公告) 

樹林區山佳街 28 號 樹林區山佳段 408、408-1、440、454 號(均為部分)；樂山段 83、100 號(均為部分) 

33.  菁桐車站 車站 92.05.01 平溪區 

菁桐村菁桐街 52 號 

平溪區石底段菁桐坑小段 56 地號(重測後為菁桐段 508 地號) 

34.  新店獅仔頭 

山隘勇線 

其他 92.8.13(105.05.17

修正公告) 

 新店區平廣段 8-69 號、三峽區大寮段 75-8 地號 

35.  臺陽礦業公司

平溪招待所 

宅第 92.9.25(102.2.27

更正公告) 

平溪區 

菁桐村菁桐街 167 號 

平溪區石底段菁桐坑小段 45-5、48-21、48-24、48-25、48-26、48-68 地號(重測後為菁桐

段 483、487、488、490、492、493 地號) 

36.  汐止茄苳腳臺

灣鐵路遺蹟 

其他 93.6.15 汐止區大同路 2 段 607 號前 汐止區新峰段 219-2、茄苳腳段 66-6、99-69、61-1、62-40、62-41、62-42、62-43、62-44、

66-4 地號 

（分割、重測後為新峰段 219-2、建成段 1156、507-1、907、1120、1120-1、1120-2、1159

地號） 

37.  滬尾水道 其他 93.9.16 淡水區庄子內段四、二四七-六地號 庄子內段 4 地號、鄧公段 154 地號 

38.  淡水街長多田

榮吉故居 

宅第 94.4.21 淡水區馬偕街 19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786 地號 

39.  金瓜石礦業圳

道及圳橋 

其他 94.8.11 瑞芳區金瓜石段 15-5、20-8 地號 瑞芳區金瓜石段 15-5、20-8 地號 

40.  海山神社殘蹟 其他 94.9.13 （員山路 455 巷員山公園內） 中和區員山段 308（分割增加 308-1 地號）、311（分割增加 311-1 地號）、320 地號 

41.  中和瑞穗配水

池 

其他 94.9.13 （莒光路自強公園內） 中和區自強段 44、54、55、56 地號 

42.  淡水崎仔頂施

家古厝 

宅第 94.9.21 

100.08.22 公告新

增石園範圍 

淡水區中正路 8 巷 9 號 淡水區中正段 14 地號、滬尾段 819、828�、836、843、844、845 地號 

 

43.  鶯歌汪洋居 宅第 95.7.17 鶯歌區文化路 275、277、279 號 鶯歌區中正段 1251、1252 地號 

44.  滬尾小學校禮

堂 

其他 95.8.11 淡水區建設街 1 巷 7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386 地號 

45.  新莊水道記碑 碑碣 95.9.13 新莊區十八份坑段十八份坑小段 126-1

地號 

新莊區十八份坑段十八份坑小段 126、126-1、126-2 地號(重測後壽山段 181、182、184

地號) 

46.  金瓜石太子賓

館 

宅第 96.3.14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6 號 瑞芳區金瓜石段 25-1、25-2、25-3、25-4、25-10、25-20 地號 

47.  金瓜石神社 其他 96.3.14 瑞芳區金瓜石段 36-3、37-1、39-14、

39-24、39-67 地號 

瑞芳區金瓜石段 36-3、37-1、39-14、39-24、39-67 地號 



 3

編編編編        號號號號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公告指定日期期期期    所所所所                在在在在                地地地地    涵涵涵涵                    蓋蓋蓋蓋                    範範範範                    圍圍圍圍    

48.  三峽拱橋 橋樑 96.5.4 三峽區礁溪段 264-8 地號 三峽區礁溪段 264-8 地號(拱橋另ㄧ端為未登錄地)（分割增加礁溪段 264-18 地號）(已變

更為三峽區安溪段 4 地號、5 地號) 

49.  新店臺北菸廠

鍋爐間及煙囪 

產業設

施 

96.11.07 新店區安康路 2 段 235 號 新店區安德段 634 地號 

50.  三芝三板橋 橋樑 97.1.16 三芝區土地公埔段三板橋小段 92-1、北

新庄子段店子小段 1 地號 

三芝區土地公埔段三板橋小段 92-1、北新庄子段店子小段 1 地號 

51.  淡水日商中野

宅 

宅第 97.7.7 淡水區中正路 20 巷 1 號 淡水區中正段 627 地號 

52.  樹林抗日先烈

十三公紀念墓

園 

碑碣 97.9.16 

110.01.05 變更公

告 

新北市樹林區樹新路、俊英街交叉口 樹林市圳岸腳段 647-37 地號 

樹林區圳福段 821、8853、56、857 地號 

53.  坪林尾橋 橋樑 97.9.16 新北市坪林區北勢溪上游河床(坪林茶

業博物館左前側) 

坪林區水聳淒坑水聳淒坑小段 51-11 地號 

54.  淡水重建街 14

號街屋 

宅第 98.1.12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 14 號 淡水區中正段 161、183 地號 

55.  淡水重建街 16

號街屋 

宅第 98.7.1 新北市淡水區重建街 16 號 淡水區中正段 167、183 地號 

56.  泰山大窠坑新

築道路記念碑 

碑碣 98.7.5 新北市泰山區大科路 38 號 新北市泰山區大窠坑段大窠坑小段 546-8 地號 

57.  樹林後村圳改

修碑及水汴頭 

碑碣及

堤閘 

100.2.17 

（100.3.28 更正

公告) 

後村圳改修碑：樹林區水源街 86 號旁 

水汴頭：後村圳改修碑對面，樹林體育

場場區內 

後村圳改修碑： 樹林區水源段 781（分割增加 781-1）地號。 

水汴頭：樹林區水源段 757-3 地號、大同段 1103、1103-1、1130、1130-1 地號 

58.  淡水臺銀日式

宿舍 

宅第 100.8.3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35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983 地號 

59.  于右任墓 墓葬 101.4.24 新北市淡水區草麓段 2 地號、三芝區烘

爐段 1 地號 

新北市淡水區草麓段 2 地號、三芝區烘爐段 1 地號 

60.  郭宗嘏墓 墓葬 101.5.15 八里區大八里坌段渡船頭小段 591及

591-1 地號 

八里區大八里坌段渡船頭小段 591及 591-1 地號 

 

61.  平溪南無大悲

救苦觀世音菩

薩碣 

碑碣 101.6.8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嶺腳寮小段 207 地

號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嶺腳寮小段 207 地號，以山壁及面前廣場至道路為範圍 

62.  深坑黃氏興順

居 

宅第 102.2.1 深坑區北深路二段 133 號 深坑區埔新段 998、999、1001-1、1017、1018、1018-1、1019、1020、1021、1037-1 地號。 

 

63.  碧潭吊橋 橋樑 102.8.5 

105.06.24(補充公

告) 

新北市新店區新店捷運站旁碧潭風景

區內 

新北市新店區碧潭段 11～16、111、114、127、148、156、157～160、161-1、162、563、

太平段 542～544、546～550、553 地號 

補充公告：新店區碧潭段 144-1、145、147、148、155-1、156-1、158-1、159-1、160-1、

162-1、162-2 地號 

64.  板橋迪毅堂 寺廟 102.12.25 新北市板橋區館前西路 92 號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段 194-1、194-3、232 地號 

65.  桂永清墓園 墓葬 103.08.06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段 823、823-1、790、

788、787、786 地號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段 823、823-1、790、788、787、786 地號 

66.  樹林太平橋碑 碑碣 103.08.06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段 2、43 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太平段 2 地號，面積 0.15平方公尺，太平段 43 地號。 

67.  三峽宰樞廟 寺廟、祠

堂 

103.09.24 新北市三峽區秀川街 28 號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段 206、207、208、210、211 地號 

68.  金瓜石鑛山事

務所所長宿舍 

宅第 104.01.14 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 38、38-1 號。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段 51、2-121 地號及未登錄地 

69.  台 北放送局板 衙署 104.8.5 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 130 巷 67 號 板橋區民族路板橋區民族段 570-1、570-5、658-2、752、752-2、752-3、752-4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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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放送所 (105.01.21及

105.05.04 變更公

告) 

70.  板 橋浮洲劉氏

古厝 

宅第 104.8.5 

(104.08.19 地址

更正公告)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一段 38 巷 156弄

13、15 號 

板橋區僑中段 683、684、685、686、677-4、682(距離豬舍 10 公尺為範圍)、687(距離豬

舍 10 公尺為範圍) 、677-3 (距離豬舍 10 公尺為範圍)地號。 

71.  泰 山李石樵故

居 

宅第 105.3.11 

(107.11.14修正

公告) 

新北市泰山區民生路 166 號 新北市泰山區泰山段二小段 734 地號、734-2 地號(均為部分) 

72.  蘆洲保和宮 寺廟 105.3.11 新北市蘆洲區成功路 182 號 新北市蘆洲區保和段 443 地號 

73.  中和太武山莊 宅第 105.5.2 新北市中和區民有街 55 號、57 號、59

號 

新北市中和區員山段 115、124、126、127、民有段 627 地號，均以坐落古蹟本體圍牆(含)

內土地為範圍 

74.  中 和 區圓通禪

寺 

寺廟 105.11.09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67 巷 64 號。 新北市中和區盛昌段 1006、1007、1042、1043、1044 地號(以上均為部分) 

75.  貢 寮 新社慈 仁

宮暨奉憲示禁

碑 

寺廟、碑

謁 

106.03.29 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街 13 號 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段新社田寮小段 19、20、21-1、23-1、46、47 地號(部分) 

76.  林口謙益居 宅第 106.03.30 新北市林口區頂福 90 號 新北市林口區小南灣段頂福小段 22、22-1、22-4、1128 地號(均為部分) 

77.  蘆洲陳頭 北 古

厝 

宅第 106.07.28 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 485 號 新北市蘆洲區保新段 585、586 地號(部分) 

78.  雙 溪 雙 貢生莊

厝 

宅第 107.03.30 新北市雙溪區梅竹蹊 67 號 新北市雙溪區平林段麻竹坑小段 124、126、139-6 地號(均為部分)及未登記土地 

79.  三峽庄役場 衙署 107.04.03 

(107.06.22 更正

公告) 

新北市三峽區中山路 18 號 新北市三峽區文化段 683、684、686、686-1、686-2、687、687-1 

80.  三峽長福 巖 清

水祖師廟 

寺廟 107.04.13 

(107.05.31補充

公告) 

新北市三峽區長福街 1 號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段 289、289-1、353、354、355、356、361、362、363、364、417 地號 

81.  淡 水 忠 寮李舉

人宅 

宅第 107.04.17 

(107.09.10補充

公告古蹟本體面

積) 

新北市淡水區忠寮里 5鄰竹圍子 8 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田寮段竹圍子小段 57 地號 

108 年重測為忠寮段 1066 地號 

82.  雙 溪 保我黎民

碑 

碑碣 107.12.5 新北市雙溪區雙平段 968、970、1326 地

號 

新北市雙溪區雙平段 968、970、1326(皆為部分)地號 

83.  樹林 後 村 圳 分

汴及十二 股 圳

取入口 

碑碣、堤

閘 

108.3.26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段 737-7、737-8、

737-9、737-17、772 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佳園段 737-7、737-8、737-9、737-17、772 地號(皆為部分) 

84.  三峽大豹忠魂

碑 

碑碣 109.11.18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段外插角小段 66-3

地號(部分)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段外插角小段 66-3 地號(部分) 

85.  平溪 嶺 腳蔡家

紅磚洋樓 

宅第 109.11.19 新北市平溪區嶺腳寮 69 號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嶺腳寮小段 169-2 地號(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