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進入宗教文化景觀
透過宗教文化景觀平面圖及下方功能選單，

立即掌握景觀亮點。功能選單包含：分享方

式、基本資訊、景觀價值、歷史沿革、特色

導覽等，溫馨叮嚀可立即掌握所選宗教文化

景觀周邊的氣象、交通、飲食、住宿、景點

等資訊。

步驟 2   選擇主題：Temple Stay in Taiwan

步驟 2   選擇主題：臺灣宗教文化資產步驟 2   選擇主題：臺灣宗教百景

2.地圖模式
透過地圖漫遊臺灣宗教百景，進行一趟

多元豐富的宗教景觀體驗之旅。

2.地圖模式
透過地圖漫遊「臺灣宗教文化資產」，

更瞭解宗教文化資產並推廣到國際，

豐富與體驗人生旅程。

3.進入宗教文化資產
透過平面圖及下方功能選單，讓您掌握資

產地址、分享方式、基本資訊、發展源流、

主要特色或文獻資料等臺灣宗教文化資產

實用資訊。

2.地圖模式
透過詳細地圖，開始安排你的「宗教

樂活體驗行程」。

3.進入宗教樂活體驗行程
透過宗教樂活體驗行程下方功能選單，立

即掌握基本資訊、主辦單位、體驗內容與

溫馨叮嚀等訊息。

地圖導覽
北部

基 隆

01靈泉禪寺開山堂   
基隆市信義區六合路 2號

臺 北

02北投磺田福佑宮  
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67巷 8號

03劍潭寺
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805巷 6號

04台北霞海城隍廟五月十三迎城隍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61號

05臺北市福景宮
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698號

新 北

06淡水禮拜堂
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 8號

07八里大眾廟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 2段 200巷 5號

08明志書院
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 276號

09中和區「圓通禪寺」
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67巷 64號

10野柳神明淨港
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69號

桃 園

11壽山巖觀音寺
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6巷 111號

12八德三元宮
桃園市八德區中山路 1號

新 竹

13湖口三元宮
新竹縣湖口鄉湖鏡村湖口老街 278號

14新埔褒忠亭
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義民路三段 360號

15香山天后宮
新竹市香山區朝山里 8鄰中華路 5段 420巷 191號

16新竹長和宮
新竹市北區長和里北門街 135號

苗 栗

17中港慈裕宮
苗栗縣竹南鎮民生路 7號

18西湖敬聖亭及福德祠
苗栗縣西湖鄉四湖村 4鄰 10號

19通霄神社
苗栗縣通霄鎮通東里虎頭山公園內

20苑裡房里順天宮
苗栗縣苑裡鎮房里里 1鄰 26號

宗教文化資產地址

基隆市
臺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北市

苗栗縣

中部

南部

東部

01靈泉禪寺開山堂 

03劍潭寺

04台北霞海城隍廟五月 
 十三迎城隍

05臺北市福景宮

09中和區「圓通禪寺」

14新埔褒忠亭

18西湖敬聖亭及福德祠

10野柳神明淨港02北投磺田福佑宮

06淡水禮拜堂

07八里大眾廟
08明志書院

12八德三元宮

11壽山巖觀音寺

13湖口三元宮
15香山天后宮

16新竹長和宮

17中港慈裕宮

19通霄神社

20苑裡房里順天宮

臺灣宗教百景

探索 100個代表性宗教景觀，讓
您體驗臺灣這塊土地上獨有的歷

史軌跡與人文景緻。

Temple Stay in Taiwan

宗教樂活體驗行程涵蓋佛教、道

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類別，

預約一個身心靈的度假勝地，擁

抱宗教文化與食宿的非凡體驗。

臺灣宗教文化資產

典藏文化主管機關指定的國家寶

藏，提供宗教觀光實用性導覽資

訊，亦可做為鄉土教學課程參考

教材。

語系版本

可從設定功能，切換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英語、日本語與韓國

語 5種語系，提高使用便利性。

1.列表模式
頁面中列表會顯示距離您最近的宗教文

化百景，亦可透過搜尋功能，透過選擇

地區與節日，尋找其他宗教景觀。

1.列表模式
提供國內外人士在臺灣進行宗教觀光之實

用性導覽資訊，讓大家認識臺灣代表性的

有形與無形宗教文化資產，並推往國際。

頁面中的列表會秀出距離您最近的宗教文

化資產，亦可透過「搜尋」尋得其他宗教

文化資產。

1.列表模式
宗教文化體驗行程，涵蓋了佛教、道教與天主教

等宗教類別，您可以透過功能選單，依照需求選

擇所在區域、體驗天數、體驗型態或宗教屬性，

開始預約一個身心靈的度假聖地，擁抱宗教文化

與食宿的非凡體驗。

廣告

請用手機掃描如上方 QRcode，下載《臺灣宗教文化地圖》
App，讓貼身導遊伴您暢遊臺灣宗教名勝景觀！

臺灣為宗教文化的精華之地，融合了豐富的本土與移民社會的

特色，深具文化觀光內涵。《臺灣宗教文化地圖》旨在打造全臺灣

最具代表性的宗教觀光品牌，包含「臺灣宗教百景」（全臺灣 100

個代表性的宗教景觀）、「Temple Stay in Taiwan」（精選度假式的

臺灣宗教文化體驗）以及「臺灣宗教文化資產」（經過政府認證的

宗教性文化資產）等三款宗教觀光精品，讓宗教景點資訊能夠隨身

帶著走，是為臺灣宗教觀光的最佳指南。

DOWNLOAD APP
Taiwan Religious Culture Map

用手機開啟 臺灣宗教文化地圖
讓您擁有臺灣宗教觀光最佳指南！

只要 2步驟 3選擇
立即體驗臺灣宗教文化地圖 App
Taiwan Religious Culture Map

步驟 1   三大功能說明與多種語系版本



01 靈泉禪寺開山堂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宅第

所在地址／基隆市信義區六合路 2號

 導覽
靈泉禪寺開山堂為靈泉禪寺建築群之一，釋善慧擔任住持後積極弘法、建設寺

院，使得靈泉寺法務昌盛發展。為紀念釋善慧建設靈泉禪寺，也希望提供來訪賓客

有個休憩處，於是靈泉寺規畫建設開山堂，此工程於日大正 9年 (西元 1920年 )竣
工，其建築是兩層樓的磚造洋式建築。

02 北投磺田福佑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 667巷 8號

 導覽
磺田福佑宮是主祀福德正神的祠廟，磺田為地名，地名取自農民引用硫磺水灌

溉田地故名之。臺灣漢人社會懷抱著對土地的感恩，對於福德正神的信仰尤其興盛，

有「田頭田尾土地公」俗諺流傳，意指每座農田都能看到土地公的身影。今日所見

的磺田福佑宮，為單落一開間的建築，牆體使用鄰近開挖的唭哩岸石為建材。

05 臺北市福景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臺北市大安區光復南路 698號

 導覽
主祀福德正神的臺北市福景宮，創建於日大正年間（西元 1921年），創建之初位

於原瑠公圳灌溉範圍，所以被當地民眾視為「顧水土地公」。廟宇為三開間建築，並保

留 4對磨石子龍柱與花鳥柱，以及精美的交趾陶、精緻的木造神龕，使福景宮除見證地
區開拓歷史外，建築構造亦具有相當的藝術價值。

09 中和區「圓通禪寺」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圓通路 367巷 64號

 導覽
最早由妙清尼師創建，法脈傳承自大乘佛教曹洞宗，為臺灣早期少見的女尼專屬寺

廟。圓通禪寺建築群依山而建，建築揉合日式與唐式的調性，在細部裝飾及樑柱設計仿

巴洛克風格，周邊環境清幽，與一旁的烘爐地屬同一山系，並組成豐富的步道系統，讓

來此參拜的民眾，除了靜心禮佛之外，也能走入步道放鬆心情。

13 湖口三元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新竹縣湖口鄉湖鏡村湖口老街 278號

 導覽
湖口三元宮是一座典型的客家廟宇，亦是老湖口地區的信仰中心。廟中建築技法除

了有傳統棟架外，也有磚柱 RC樑，呈現當時新式建築技術。每年上元節有祈福祭典、
下元節有完福祭典，其祭典由六庄輪值負責保留早期信仰樣貌，農曆正月期間南下進香

與遊庄為在地重要信仰文化之一。

17 中港慈裕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苗栗縣竹南鎮民生路 7號

 導覽
中港慈裕宮是閩南漳州人在鹽館前草建，原為閩粵移民所共祀，後再修建成土

壁瓦頂宮殿型廟宇。建築格局面寬七開間、三進二廊，帶左右兩護龍，前殿的一對

青斗石獅是慈裕宮最早的石雕佳作。每年端午節舉行「祭江洗港」儀式，在出海口

的五福大橋旁超度中港溪和射流溝的孤魂，祈求航行平安。

18 西湖敬聖亭及福德祠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祠堂

所在地址／苗栗縣西湖鄉四湖村 4鄰 10號

 導覽
西湖敬聖亭為苗栗地區稀有文化資產，造型古樸，與福德祠皆採當地砂岩構築

而成，石構鐫刻具地方特色，局部雕刻不失精美，具有歷史建築價值。西湖敬聖亭

高度約 3公尺，以石材蓋成，整個敬聖亭分成 3層，底部是基座可儲放灰燼，中間
為焚燒字紙的燃燒室，上方為供奉倉頡的空間，頂部則以葫蘆瓶裝飾。

19 通霄神社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祠堂

所在地址／苗栗縣通霄鎮通東里虎頭山公園內

 導覽
日本時代的苗栗有 7座神社，二戰後除了通霄神社之外，另 6座都已毀損棄置。

通宵神社在民國 88年的 921大地震受損，於民國 94年整修完成為現貌。拜殿的屋
頂被改建為閩南風格的燕尾屋脊，除了拜殿被改成忠烈祠之外，拜殿前的參道左右

兩側，有石燈籠留存，其餘的建物皆不存或是只剩遺跡。

20 苑裡房里順天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苗栗縣苑裡鎮房里里 1鄰 26號

 導覽
清咸豐期間，泉州人為主的族群往南於房里街聚集，為保衛家園而興建城牆市

街，形成今日所稱的「房里古城」，位於房里古城內的房里順天宮，相傳為臺灣海

線最古老的廟宇，有「城內媽祖」之稱，建於清道光 28年（西元 1848年）。建築
屋頂為硬山擱檁，正殿兩旁的「夯土牆」厚度有 2 呎 2吋之寬，是全臺廟宇中少見。

14 新埔褒忠亭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新竹縣新埔鎮下寮里義民路三段 360號

 導覽
新埔褒忠亭義民廟於清乾隆 53年（西元 1786年）創建，起因為清乾隆 51年發生

的林爽文事變，當地仕紳組織義民部隊保衛家鄉，協助官兵平亂，事變後皇帝嘉勉出錢

出力的義民，賜匾「褒忠」，當地仕紳將不幸犧牲的義民的骨骸埋葬於此，並倡議建廟

祭祀。褒忠亭牌樓門楣上方為五彎連枋斗栱組，斗的造型為圓形，層層相疊，增加牌樓

面的立體感與華麗感。

10 野柳神明淨港
資產類別／民俗－節慶

所在地址／新北市萬里區野柳里港東路 69號

 導覽
野柳保安宮為酬謝神恩，於每年農曆正月十五舉辦「神明淨港」，儀式分成迎媽祖、

討海尾、神明淨港 3項主要祭典。出巡的神明包括開漳聖王、媽祖、 周倉將軍和土地公
等，由漁船巡洋淨港，將漁獲分享給信眾，儀式最熱鬧是齋戒淨身的上百名壯丁扛著神

轎跳入野柳港中，再由港區對岸上岸，相當具有地方文化特色。

06 淡水禮拜堂
資產類別／古蹟－禮拜堂

所在地址／新北市淡水區馬偕街 8號

 導覽
淡水教會堪稱臺灣北部成立最早的教會，也是馬偕牧師親手設立之教會。淡水禮拜

堂是一棟哥德復興式的建築，外牆以紅磚砌出變化有序的壁面，配合鐘塔上尖拱、圓拱、

平拱、線腳和菱形飾帶等，禮拜堂正面與鐘塔尖拱內側近以歐洲教堂的玫瑰窗，相當雅

致，在宗教、文化、建築藝術和地方開發史上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07 八里大眾廟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 2段 200巷 5號

 導覽
八里大眾廟主祀大眾老爺，每年農曆 5月 1日為大眾老爺的聖誕，當天會舉辦繞境，

又稱八里大拜拜，並於隔天下午在廟埕舉辦過火，由參與繞境的神像、謝將軍神將、范

將軍神踏過金火，象徵去除污穢。建築構造分為義塚與祠廟，義塚型式簡樸，位於淡水

河邊，祠廟為一殿二廂的三合院格局，正殿前方有拜亭，旁以院牆連接門樓與護龍。

11 壽山巖觀音寺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桃園市龜山區萬壽路二段 6巷 111號

 導覽
壽山巖觀音寺於清乾隆 7年（西元 1742年）創建，竣工後命名為「壽山巖」，主

祀觀音佛祖，鎮殿觀音佛祖像前方供奉的是由普陀山奉請來臺的開基神像，被尊稱為「老

二媽」。建築格局為二落二廊二護龍，棟架以豐富的彩繪與細膩雕刻呈現。每年農曆 7
月舉行普度法會，並準備豬公獻祭，成為壽山巖觀音寺的祭祀特色。

15 香山天后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新竹市香山區朝山里 8鄰中華路 5段 420巷 191號

 導覽
創建於清道光 5年（西元 1825年），主祀天上聖母，配祀註生娘娘、福德正神等

眾神。正殿中有 2尊軟身媽祖，為鎮殿媽與湄洲媽祖，媽祖神前有一小型案桌，其案桌
與媽祖交椅為一體，雕塑工法實為特殊，是廟中之寶。建築格局為二進二迴廊、面開三

間，背山面海，廟內圓型石柱非常特別，其柱頭是以西洋式的風格呈現。

08 明志書院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書院

所在地址／新北市泰山區明志路二段 276號

 導覽
明志書院是北臺灣第一間書院，興建於清乾隆 28年（西元 1763年），主祀儒學大

師朱熹、旁祀胡焯猷先生，表揚他私人興學的偉大風範。書院最早的規模頗大，為一進

五開間，共計 12間廂房，經過幾次重修後，目前書院周邊已被住家包圍，僅剩正廳與兩
側廂房。書院前庭院側邊有一個敬文亭，表示對知識的敬意，用來焚燒書寫過的紙類。

12 八德三元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桃園市八德區中山路 1號

 導覽
有「八德大廟」之稱的三元宮，創建於清乾隆年間，為桃園地區最古老的三官大帝

廟，正殿主祀道教掌管天、地、水的三官大帝，其名稱「三元」即源自於此；後殿奉祀

天上聖母。三元宮至今保存完整當代藝師的作品，特別以前殿的龍柱，雕工十分精緻華

麗，其他如石獅、抱鼓石、雕塑、書法、匾聯等，均具藝術水準，值得欣賞與保存。

16 新竹長和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新竹市北區長和里北門街 135號

 導覽
建於清乾隆 7年（西元 1742年），取名長和宮，有船頭行長久合作，和平共處的

意思。新竹長和宮在地人稱為「外媽祖廟」，主祀媽祖神像，相傳是媽祖得道升天後，

用媽祖正身的頭髮所製成，是鎮廟之寶。建築格局為三殿三開間，右側另建護龍，廟中

使用大量的石雕，從廟門的螭虎窗到石獅、石鼓及兩旁的龍虎牆，都是精美之作。

03 劍潭寺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805巷 6號

 導覽
劍潭寺舊廟位於圓山，相傳為明鄭時期門僧侶華榮迎請觀世音菩薩像來臺，幾

經重修後格局擴為三殿式，中殿為八角形，左右設置鐘鼓樓，廟貌極為華麗，明間

供奉開基送子觀音，左間主祀延平郡王，呼應民間流傳鄭成功與劍潭的淵源，後來

因其址靠近日人所建之臺灣神社，乃被拆遷至大直今址。

04 台北霞海城隍廟五月十三迎城隍
資產類別／民俗－信仰

所在地址／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61號

 導覽
台北霞海迎城隍以往每年舉行，現已改為 3年一次，與艋舺青山王、新莊大眾

爺，並稱為臺北地區三大暗訪活動。台北霞海迎城隍繞境區域涵蓋延平、建成、大

同三區（西元 1990年併為今大同區），農曆 5月 11日暗訪，隊伍抵達迪化街霞海
城隍廟通常已傍晚，沿途民眾會在門口設置香案迎接聖駕，虔誠祈求闔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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