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北市歷史建築一覽表新北市歷史建築一覽表新北市歷史建築一覽表新北市歷史建築一覽表    

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1.  公司田溪程氏古厝 
建築物類 92.3.17 

淡水區「淡海新市鎮」內 

淡水區新民街 1 段 138 巷 7 號 

淡水區公司田段 208 地號 

2.  五堵鐵路隧道 建築物類 92.5.01 汐止區保長坑段保長坑小段132-1地號及基隆

市七堵區台五線段 1001-1 地號內（汐止區長

興街 2 段與基隆市堵南里） 

汐止區保長坑段保長坑小段 132-1 地號（地號合併分割重測

後為保長段 104、116 號與長安段 5、26 地號）及基隆市七堵

區台五線段 1001-1 地號內 

3.  臺陽公司瑞芳辦事處歷史建

築群 

建築物類 92.8.28 招魂碑：新北市瑞芳區第十九號公墓內。 

八番坑：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 54 號。 

頌德碑：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頌德公園內。 

瑞芳辦事處：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 54 號。 

修路碑：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 54 號庭院內。 

瑞芳區子寮段 160-3、166、317-1、317-19 地號 

4.  明志書院 建築物類 92.9.01 泰山區明志路二段 276 號 泰山區南林段 478 地號 

5.  蘆洲八角樓 建築物類 93.3.17 新北市蘆洲區中山二路 195 巷 12 號 蘆洲區和平段 479 地號 

6.  瑞芳翁山英故居 建築物類 93.8.31 瑞芳區基山街 142 號 瑞芳區焿子寮段 165 地號 

7.  樹林聖蹟亭 其他歷史遺

跡 

94.4.1 樹林區備內段 223 地號 

（樹林市保安街一段 285 號旁潭底公園內） 

樹林區備內段 223 地號 

8.  八里大眾廟 建築物類 94.8.23 八里區龍米路 2 段 200 巷 5 號 八里區大八里坌段渡船頭小段 14、14-7 地號 

9.  瑞芳瑞三礦業 建築物類 94.11.07 選煤廠：瑞芳區柴寮路 36-2 號。 

運煤橋：選煤廠左側。 

選煤廠辦公室暨倉庫： 

瑞芳區柴寮路 42、36-1 號。 

廢水處理廠：倉庫（瑞芳區柴寮路 36-1 號）

後方。 

瑞芳區三爪子段柴寮小段 1 地號、猴硐段 106-3 地號（重測

後為新猴硐段 644、867 地號，尚未辦理變更） 

10.  五股守讓堂 建築物類 95.5.23 （俟拆遷重建後另案公告）新北市五股區新

五路二段 169 號 

（俟拆遷重建後另案公告） 

11.  鶯歌成發居 宅第 95.7.17 

（100.2.18 變更

公告) 

(110.1.11 補充公

告) 

鶯歌區文化路 233 號 鶯歌區中正段 1184 地號(部分)中歷史建築本體(騎樓構造本

體)正投影面積 

 

12.  新店區龜山發電廠 產業設施類 95.8.22 發電廠房：新店區直潭段廣興小段 1-33、1-106

地號(106 年地籍重測後為新店區新龜山段 

16 、 19 地號等 2 筆土地 ) 。 

吸彎管：新店區上龜山橋下方。 

攔水壩：新店區新烏路 3 段旁。 

取水口：新店區新烏路 3 段旁。 

發電廠房：新店區直潭段廣興小段 1-33、1-106 地號(106 年

地籍重測後為新店區新龜山段 16 、 19 地號等 2 筆土地 )

（1745 平方公尺）。 

 

13.  新店區屈尺道碣 碑碣類 95.8.22 新店區灣潭路 2-9 號後方 新店區直潭段灣潭小段 8-25 地號（621 平方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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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14.  空軍三重一村 其他 95.8.28 

109.10.29 位置或

地址、所定著土

地 之 地 號 調 整

公告 

新北市三重區正義南路 86 巷 三重區光興段 1103、1148、1149、1150、1151、1152、1237、

1238、1239、1240、1241、1242、1243、1244、1245、1246、

1247、1248、1249、1250、1251、1252、1253、1254、1255、

1256、1257、1258、1259、1260、1261、1262、1263、1264、

1265、1266、1267、1268、1269、1270、1271、1272、1273、

1274、1275、1276、 1150-1、1242-1、1243-1、1244-1、1245-1、

1246-1、1256-1、1257-1、1258-1、1262-1、1269-1、 1269-2、

1270-1、1270-2、1274-1、1275-1、1276-1 地號 

15.  深坑國小禮堂 其他 96.3.9 深坑區文化街 45 號 深坑區埔新段 500 地號 

16.  水湳洞選煉廠 產業設施 96.3.14 瑞芳區水南洞段 20-25、22-1、22-3、180 地號 瑞芳區水南洞段 20-25、22-1、22-3、180 地號 

17.  臺陽礦業國英坑 產業設施 96.7.3 瑞芳區子寮段 172-1、172-2 地號 瑞芳區子寮段 172-1、172-2 地號 

18.  八里國民小學紅磚教室 其他 96.6.27 新北市八里區中山路 2 段 338 號 八里區小八里坌段舊城小段 70-1、73 地號 

19.  安坑國小宿舍 宅第 96.11.01 新店區安忠路 36 號 新店區安德段 877 地號 

20.  新店臺北菸廠 產業設施 96.11.07 新店區安康路 2 段 235 號 新店區安坑段車子路小段 55-1、55-2、70-1 及安德段 446、453、

608、608-1、608-2、608-3、609、618、618-1、619、629、629-1、

630、630-1、632、635、637、637-1、637-2、641、642、643、

644、646 地號 

21.  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 衙署 

 

96.12.12 新店區復興路 131 號 新店區莊敬段 474、475-1、481、514、515、516、517、518、

519、520、520-1、520-2 (99 年分割地號)、521、521-1、522-1、

533、533-1、534、535、535-2、551、551-1、553、584 

22.  淡水日本警官宿舍 宅第 96.12.28 淡水區中正路 12 巷五號 淡水區淡水段三層厝小段 29-1 地號 

23.  汐止白雲派出所 衙署 98.8.20 新北市汐止區十三分段 596-3、596-16 地號。

（汐止區汐碇路 436 巷 36 號附近）待更正公

告：汐碇路 373 號森林小學旁 

汐止區十三分段 596-3（面積 1164 平方公尺）、  

汐止區十三分段 596-16（面積 553 平方公尺） 

(地號重測後為汐碇段 479、480 地號) 

24.  新莊樂生療養院 產業設施 98.09.07 

99.03.26（地號及

面積更正公告）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794 號 新北市新莊區頂坡角段頂坡角小段 236-3、236-9、242、242-1、

242-2、242-3、242-6、242-8、242-9、242-12、242-13、294-10、

294-21、294-25、294-29、294-32、294-33、294-36、294-38 地

號(重測為新北市新莊區青山段 413、414、415、416、419、

420、442、443、446、457、493、494、502、503、504、505、

506、507、508 地號)及桃園市龜山區迴龍段 317、317-2、318

地號 

25.  新莊武德殿 其他 99.12.03 新北市新莊區大觀街 31 巷 11 號 新北市新莊區文德段 508、509、510、512 地號(上述 4 筆合併

為 508 地號，分割 508、508-1 地號) 

26.  淡水木下靜涯舊居 宅第 99.12.08 

100.1.7 變 更 公

告 

新北市淡水區三民街 2 巷 2 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段 472 地號 

27.  樹林柑園國小育英堂 其他 100.2.18 新北市樹林區柑園街一段 353 號 育英堂：樹林區溪墘厝段溪墘厝小段 48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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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原日治時期神社碑座（今蔣公嘉言碑）：樹林區溪墘厝段溪墘

厝小段 40 地號 

28.  平溪臺陽鑛業鑛長宿舍 宅第 100.02.18 

104.01.22（變更

公告） 

新北市平溪區白石村白石腳 5 號 新北市平溪區石底段白石腳小段 101-26、101-27、101-31、

101-35、101-37、101-38、101-39 地號(重測後白石段 747、748、

749、750、753、754、755 地號) 

29.  猴硐神社鳥居 牌坊 100.02.18 

109.11.02 變更公

告 

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523、612、613(均為部

分)地號 

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523、612、613(均為部分)地號 

30.  猴硐介壽橋紀念碑 碑碣 100.02.18 

109.10.29 變更公

告 

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613(部分)地號 新北市瑞芳區新猴硐段 613(部分)地號 

31.  丁惟汾墓 墓葬 100.8.2 

100.11.25 更正公

告 

新北市新店區文中路能仁家商東南側坡地 

 

所在地號：新北市新店區廣明段 393-1 地號 

32.  淡水中正段日式宿舍群 宅第 100.8.3 

108.5.23 新增公

告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 21 巷 2 號、3 號、4 號、

5 號、6 號 

新北市淡水區中正段 659、663、666、667、668、684 地號 

淡水區中正段淡水區中正段淡水區中正段淡水區中正段 663663663663----1111、、、、663663663663----3333、、、、684684684684----1111、、、、684684684684----2222 地號地號地號地號((((分割新增分割新增分割新增分割新增))))    

33.  新店劉氏家廟（啟文堂） 宗祠 100.8.19 

100.10.11 補充公

告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86 巷 43 號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 55、57 地號 

34.  粗坑發電廠 產業設施 100.12.6 新店區永興路 45 號 新店區直潭段小粗坑小段 67、67-6 地號 

35.  桂山發電廠 產業設施 100.12.6 新店區桂山路 37 號 新店區龜山段大粗坑小段 15-4 地號、新店區龜山段大粗坑小

段 17 地號( 現分割為龜山段大粗坑小段 15-4 、 15-5 、 

17 、17-1 地號等 4 筆土地 ) 。 

36.  烏來發電廠 產業設施 100.12.6 

107.10.3 變更公

告 

烏來區啦卡路 9 巷 9 號 烏來區南勢段 490 地號(100.12.6) 

烏來區南勢段 490、490-1 地號(107.10.3 變更公告) 

37.  浮洲榮工修配廠房 產業設施 100.12.20 新北市板橋區力行段 408 地號及板橋區力行

段 408-26 地號(已分割為 408-42)（B 棟原地保

存，餘同意在原有基地內遷建，並俟拆遷重

組後另案公告） 

新北市板橋區力行段 408 地號及板橋區力行段 408-26 地號（B

棟原地保存，餘同意在原有基地內遷建，並俟拆遷重組後另

案公告） 

38.  平溪灰窯 產業設施 101.5.8 平溪區十分寮段平溪子小段 146 地號 平溪區十分寮段平溪子小段 146 地號 

39.  新店劉氏利記公厝 宅第 101.8.3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75 巷 13 號（俟拆遷重組

後另行公告） 

新店區莊敬段 768 號(俟拆遷重組後另行公告) 

40.  舊宜蘭線猴硐隧道群 產業設施 101.8.15 新 北 市 瑞 芳 區 三 爪 子 段坪林 小 段 54-1 、

54-19、54-21 地號及瑞芳區三爪子段蛇子形小

段 2-4 地號、未登錄土地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段坪林小段 54-1、54-19、54-21 地號及

瑞芳區三爪子段蛇子形小段 2-4 地號、未登錄土地 

41.  清法戰爭滬尾古戰場城岸遺

蹟 

關塞 102.1.30 

變 更 公 告

淡水區望高樓段 510-3、511-9、511-10、511-12、

511-13、511-14、478、558、558-1、559、559-1、

淡水區望高樓段 510-3、511-9、511-10、511-12、511-13、511-14、

478、558、559、560、563、567、568、578、580、581、697、



 4

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109.08.27 

調整公告 

109.12.28 

560、560-1、563、563-1、567、568、578、580、

581、697、698、699、692、775、831、832、

832-2 及 833 地號 

淡水區天生段 217 地號(部分) 

淡水區望高樓段 510-13、511-23、511-25、

511-27、511-28、511-29 地號；淡水區望高樓

段 478(部分)、558(部分)、559-1(部分)、560-1、

563(部分)、563-1、567(部分)、568(部分)、578(部

分)、580(部分)、581(部分)地號；望高樓段

697(部分)、698(部分)、699(部分)地號；望高

樓段 692(部分)、775(部分)、831(部分)、832(部

分)、832-2(部分)、833(部分)地號；天生段 217

地號。 

698、699、692、775、831、832、832-2 及 833 地號 

淡水區天生段 217 地號(部分) 

淡水區望高樓段 510-13、511-23、511-25、511-27、511-28、

511-29 地號；淡水區望高樓段 478(部分)、558(部分)、559-1(部

分)、560-1、563(部分)、563-1、567(部分)、568(部分)、578(部

分)、580(部分)、581(部分)地號；望高樓段 697(部分)、698(部

分)、699(部分)地號；望高樓段 692(部分)、775(部分)、831(部

分)、832(部分)、832-2(部分)、833(部分)地號；天生段 217 地

號。 

42.  平溪頌德碑 碑碣類 102.2.27 平溪區石底段平溪子小段 152 地號 
平溪區石底段平溪子小段 152 地號(重測後為平溪段 165 地號) 

 

43.  平溪公園頂歷史建築群 產業設施 102.2.27 
平溪區石底段平溪子小段 152 地號及未登錄

地、平溪區石底段石笋尖小段未登錄地。 

 

平溪區石底段平溪子小段 152 地號及未登錄地、平溪區石底

段石笋尖小段未登錄地。(重測後為平溪段 105、165 地號及

石底一段 141-1、141-2 地號) 

 

44.  三芝新庄里石滬 產業設施 102.8.12 三芝區新庄里蕃社路 31 之 1 號八仙宮附近沿

海 

三芝區新小基隆段蕃社後小段 89 地號毗鄰未登錄土地(89 地

號逕為分割 89 及 89-1 地號) 

45.  新莊潮江寺 寺廟 

 

102.8.13 新莊區碧江街 47 號 新莊區文德段 1023-6、1023-19、1023-20、1023-22、1024-5 地

號 

46.  基隆港務局淡水宿舍 宅第 102.12.24 淡水區中正路 251-1 號 淡水區紅毛城段 1003 地號 

47.  水湳洞本山六坑口及索道系

統 

產業設施 102.12.25 瑞芳區勸濟堂下方停車場至十三層遺址之間

的舊臺車索道位置 

瑞芳區水南洞段 22-3、180、185、190、20-10、20-18、20-17、

197、20-24 地號，面積共 44萬 1,630 平方公尺(俟本山六坑口

及索道位置土地確認後再行調整，本範圍已有歷史建築水湳

洞選煉廠及文化景觀瑞芳區臺金濂洞煉銅廠煙道) 

48.  樹林石灰坑拱橋 橋樑 103.3.14 新北市樹林區民和街 83 巷對面護欄缺口下方 新北市樹林區石灰坑段石灰坑小段 138-2 地號毗鄰未登錄土

地 

49.  新店大坪林劉氏文記堂 宅第 103.3.17 新北市新店區民生路 262 號（俟拆遷重組後另

行公告） 

新北市新店區中央段 379 地號（俟拆遷重組後另行公告） 

50.  三峽善德橋 橋樑 103.09.24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 1 段 276 巷內第四公墓前

留芳橋旁 

北市三峽區礁溪段 31 地號毗鄰未登錄地號土地  

51.  樹林日式警察宿舍 宅第 104.01.23 新北市樹林區鎮前街 31 之 1 號 新北市樹林區博愛段 389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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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52.  新店國小宿舍 宅第 104.08.05 

105.05.04(變更

公告) 

新店區國校路 65 巷 7 號、9 號 新北市新店區北宜段 547 地號 

53.  鶯歌國小舊校舍 其他 104.08.13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 106 號 新北市鶯歌區陶瓷段 485 地號 

54.  土城普安堂 寺廟 105.8.17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里龍泉路 47 號 新北市土城區祖田段 1029、1046、1061、1065、1067、1068、

1072、1073、1074 地號 

55.  鶯歌烘爐窯 產業設施 105.11.16 新北市鶯歌區文化路 213 巷 40 號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段 1163 地號(部分) 

56.  鶯歌合興窯煙囪 產業設施 105.12.21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與文化路平交道附近 新北市鶯歌區中正段 71、72 地號(均為部分) 

57.  後村圳灌溉改善工程紀念碑

及水門 

碑碣、堤閘 107.3.22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 517、522、524 地號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段 517、522、524 地號(皆為部分) 

58.  汐止忠順廟及神社石燈 寺廟 107.5.17 新北市汐止區公園路 10 號 新北市汐止區中正段 901、901-1、933、934、934-1、935、936、

1238、1268 地號(均為部分)，以歷史建築本體定著正投影面

積及廟埕前方通道為範圍。 

59.  三峽挹翠樓 宅第 107.5.23 

(107.07.04 補 充

暨更正公告)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街 84 巷 7 號 新北市三峽區民權段 650、653、660、661、662、664(除 650、

661、662 地號外皆為部份)地號 

60.  淡水「楓樹湖庄禁牌」 碑碣 107.7.5 新北市淡水區水頭段大溪小段 13-1 地號 

(新北市淡水區水源里 18鄰楓樹湖 1 號附近) 

新北市淡水區水頭段大溪小段 13-1 地號，以歷史建築本體

正投影中心點前後左右各 2 公尺為範圍，面積 4 平方公尺。 

61.  金瓜石金泉寺及火葬場 寺廟、其他 108.3.22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段 20、20-9、20-10、20- 

11、20-91 地號 

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段 20、20-9、20-10、20- 11、20-91 地號 

62.  新店胡璉將軍故居 宅第 108.4.10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路一段 195 巷 10 號、12 號 新北市新店區安康段 667-5、696、759、760 地號（均為部分） 

63.  三瓜子隧道及三貂嶺舊隧道 其他設施-隧

道 

108.5.23 

(108.08.20 補充

公告)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段魚寮子小段 151-1、

151-8 地號、雙溪區石壁坑段 223-1 地號、武

丹坑段尪子崙坑小段 57、82-1 地號 

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段魚寮子小段 151-1、151-8 地號、雙溪

區石壁坑段 223-1 地號、武丹坑段尪子崙坑小段 57、82-1 地

號(均為部分) 

64.  樹林石頭溪圳道及改修碑 碑碣、其他

設施-產業設

施 

108.5.6 新北市樹林區西園段 1186、1187、1188、1191、

2194 地號 

新北市樹林區西園段 1186、1187、1188、1191、2194 地號(皆

為部分)，面積共計 331.65 平方公尺 

65.  金包里慈護宮 寺廟 108.6.17 新北市金山區金包里街 16 號 金山區溫泉段 24、24-1、25-1(部分)、25-2、32、33-1(部分)、

33-2、55、57 地號 

66.  八里樂山園 其他設施-療

養機構設施 

108.7.10 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 3 段 187 號 新北市八里區楓林段 571(部分)、585(部分)、586、587(部分)、

590(部分)、591(部分)、592(部分)、593、594(部分)、595、843(部

分)、844(部分)、845、846、847、848、850(部分)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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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名稱 類別 公告登錄日期 所在地 涵蓋範圍 

67.  三芝後厝里石滬 產業設施 108.7.12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里淺水灣南側大片頭 新北市三芝區後厝段大片頭小段 9014-2 地號毗鄰未登錄土

地，自左側防空所往右測量至散落石頭 

68.  新莊嚴禁截流塞狹圳道碑記 碑碣 108.7.12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43 號保元宮旁 新北市新莊區文明段 359 地號(部分) 

69.  擺接義塚大墓公 墓葬 108.12.11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路 61 號 新北市土城區忠義段 430 地號(部分) 

所有權人於 109 年 9月 28日北大墓公字第 021 號函通知 403

地號土地分割為 430、430-1、430-2 等 3 筆土地 

70.  汐止水道布設記碑 碑碣 108.12.18 

109.06.02 修正公

告 

白雲淨水場上游 200 公尺處 未登錄地號土地 

71.  馬崗街 11、12 號民宅 宅第 108.12.19 新北市貢寮區馬崗街 11、12 號 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段萊萊小段 34、42-17、42-59、42-60、

348 地號(均為部分) 

72.  烏來加九寮臺車道橋樑遺構 橋樑 108.12.20 新北市烏來區烏沙段 2、21 地號 新北市烏來區烏沙段 2、21 地號 

73.  新莊挑水巷隘門 關塞 109.10.29 

110.03.19 定著土

地調整 

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 278 巷 新北市新莊區文德段 653-1 (部分) 、655 地號 

74.  新店和美煤礦 產業設施 109.11.23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段灣潭小段 8-23 地號 新北市新店區直潭段灣潭小段 8-23 地號 

75.  卯澳吳家樓仔厝 宅第 110.2.24 新北市貢寮區福連街 10 號 地號：新北市貢寮區田寮洋段卯澳小段 292、452-1 地號(均為

部分) 

76.  三峽蘇萬利古厝 宅第 110.3.22 新北市三峽區介壽路 2 段 24-5 號 新北市三峽區溪南段 940 地號(部分) 

77.  新莊原興直公學校舊校舍 學校 110.4.29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86 號 新北市新莊區恒安段 610 地號土地(部分)  

 

更新日期：110.05.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