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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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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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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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部

臺 中

01臺中樂成宮
臺中市東區旱溪里旱溪街 48號

02梧棲真武宮
臺中市梧棲區中和里西建路 104號

03路思義教堂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04南屯文昌公廟
臺中市南屯區文昌街 100號

05磺溪書院
臺中市大肚區磺溪里文昌路 60號

彰 化

06彰化慶安宮
彰化縣彰化市永樂街 78號

07芬園寶藏寺
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三段 135巷 100號

08虎山巖
彰化縣花壇鄉岩竹村虎山街 1號

09鹿港文武廟
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青雲路 2號

10鹿港南靖宮
彰化縣鹿港鎮埔頭街 74號

11社頭枋橋頭天門宮
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 43號

12社頭清水岩
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路 1號

南 投

13藍田書院
南投縣南投市崇文里文昌街 140號

14朝陽宮
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 9鄰史舘路 223號

15竹山連興宮
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下橫街 28號

16竹山社寮紫南宮
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大公街 40號

雲 林

17西螺振文書院
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興農西路 6號

18土庫順天宮
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 109號

19北港義民廟
雲林縣北港鎮義民里旌義街 20號

20口湖牽水車藏

雲林縣口湖鄉民主路 5號（金湖萬善爺廟）、雲林縣口

湖鄉蚶仔寮 126號（蚶仔寮萬善祠）、雲林縣口湖鄉下

崙村 2鄰下寮路 70-6號（下寮仔萬善爺廟）

宗教文化資產地址

臺中市

雲林縣

彰化縣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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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南屯文昌公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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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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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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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臺中樂成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臺中市東區旱溪里旱溪街 48號

 導覽
臺中樂成宮供奉湄洲天后宮分靈之「老二媽」金尊，主體建築初建於清乾隆 55

年（西元 1790年），為當時林姓氏人為主逐步拓墾初步完成，後來集資興建廟宇，
即今日樂成宮前身，香火鼎盛至今。因九二一大地震影響，造成樂成宮重新整修，

除部分彩繪改裝，左右護龍改為磚包土造牆體等，但大致維持原貌。

02 梧棲真武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臺中市梧棲區中和里西建路 104號

 導覽
創建於清道光 29年（ 西元 1849年），歷經地震損壞後整修，始有今廟貌。

真武宮主祀玄天上帝，陪祀武安王、大使公。建築格局結構完整，特別其木結構粗

大而美，在臺灣寺廟屬較少見，並且三川殿屋頂的正脊上塑成雙龍搶珠，在龍的後

方塑有尚未躍登龍門的鯉魚。真武宮每 18年舉辦一次大拜拜，稱為「十八年普」。

05 磺溪書院
資產類別／古蹟－書院

所在地址／臺中市大肚區磺溪里文昌路 60號

 導覽
磺溪書院是結合學堂與廟宇的閩南式四合院建築，殿內供奉五尊神明︰文昌帝君、

孚佑帝君、文衡帝君、朱衣星君、魁斗星君，合稱為「五文昌」。拜殿是磺溪書院深具

特色的建築構造，為八柱歇山屋頂之設計，屋頂裝飾不求華麗卻非常精緻，燕尾屋脊則

裝飾著象徵能鎮壓火災的魚尾蛟龍一對，值得細細觀賞品味。

09 鹿港南靖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鹿港鎮埔頭街 74號

 導覽
南靖宮與龍山寺、地藏王殿、天后宮，合稱鹿港四大靈廟。清乾隆時期，福建漳州

府南靖縣商人從故鄉奉請關聖帝君神像來臺，並集資建廟，為三川殿與正殿構成的二進

一院格局，與一般廟宇不同之處在廟門兩側的門扇無精緻生動的雕飾，僅有簡單的紅底

金字書法，以及門楣上方斗拱與南靖宮字樣，宮內並保留許多文人與匠師之作品。

13 藍田書院
資產類別／古蹟－書院

所在地址／南投縣南投市崇文里文昌街 140號

 導覽
主祀文昌帝君，創建於清道光 11年（西元 1831年），可稱「南投首學」。藍田寓

意「藍田種玉」，以教育後代就像種玉一般，希望能青出於藍，因此定名為「藍田書院」。

初創時的建築格局為三進二廂式，但經過幾次大的變動而遷至現址後，成為今單進二廂

式格局，外環以牆圍繞，結構壯麗，屬於三合院式的對稱型態。

17 西螺振文書院
資產類別／古蹟－書院

所在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廣福里興農西路 6號

 導覽
前身是文昌帝君祠，最早是由地方仕紳於清嘉慶 2年（西元 1797年）捐獻所

興建。清嘉慶年間，西螺當地詩社王有成等人，有感於地方需要明禮教化而成立振

文書院，成為地方仕紳聚會及地方學子就學之所。振文書院格局為單進二護龍，在

正殿與護龍間，各有一個過水亭為樞紐連接，正殿前面設有拜亭，保存古風。

18 土庫順天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雲林縣土庫鎮順天里中正路 109號

 導覽
土庫舊稱「塗褲」，因而人們稱土庫順天宮天上聖母為「塗褲媽」。相傳創始

於清順治年間，爾後陸續修建，至日昭和 11年（西元 1936年）為今所見廟貌，平
面布局為三川門、拜亭、正殿、後殿，之間以檐廊相接，左右為龍虎門與廂房，建

築處處可見許多知名匠師的作品，豐富土庫順天宮的藝術與文化價值。

19 北港義民廟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雲林縣北港鎮義民里旌義街 20號

 導覽
北港義民廟是「墓廟合一」的建築，屬於二落帶護室之格局，三川門與正殿之

間並無設置廊道與內埕，形成連貫性的空間。清乾隆 53年（西元 1788年）感念林
爽文事件中保鄉殉難的義民與忠犬，建造旌義亭為義民廟設立之始，同治年間，合

祀戴潮春事件中陣亡之義民於旌義亭，改稱義民廟。

20 口湖牽水車藏
資產類別／民俗－信仰

所在地址／雲林縣口湖鄉民主路 5號（金湖萬善爺廟）、雲林縣口湖鄉蚶仔寮 126
號（蚶仔寮萬善祠）、雲林縣口湖鄉下崙村 2鄰下寮路 70-6號（下寮仔萬善爺廟）

 導覽
清道光 25年（西元 1845年）農曆 6月 7日連夜大雨，導致口湖沿海地區死亡

慘重，爾後每年農曆 6月 7至 8日，民眾會舉行牽水車藏超度祭典。6月 7日下午於
蚶仔寮、金湖港舉行出海放水燈；下寮仔萬善祠有擔飯擔祭祖活動，6月 8日由法
師主持法會後牽狀，接著倒狀、燒狀，是臺灣規模最大的水難祭儀。

14 朝陽宮
資產類別／歷史建築－寺廟

所在地址／南投縣草屯鎮北投里 9鄰史舘路 223號

 導覽
草屯為鹿港與埔里社之間的重要交通道， 在清代由洪、林、李、簡四大姓氏一同開

墾，並於清嘉慶年間發起興建朝陽宮，經歷幾次翻修成今廟貌，主祀天上聖母，配祀觀

音菩薩、地藏王菩薩、金母娘娘等眾神。朝陽宮是草屯地區最早的媽祖廟，深具開拓史

上重要意義的文化點，迄今保留建築古物仍多，內部木構架雕飾精美。

10 鹿港文武廟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鹿港鎮街尾里青雲路 2號

 導覽
由文祠、武廟及文開書院所組成的一大建築群，格局寬闊宏偉，文祠奉祀文昌帝君、

武廟奉祀關聖帝君，文開書院的建築包含三川殿、正殿及後堂，三川殿的木構件保存清

道光年間的建築風格。文祠前方有一座泮池，昔日古人應試前會到文昌祠祭祀，循古禮

於泮池邊摘取芹葉，插於帽緣，故考取秀才功名者，又稱「入泮」。

06 彰化慶安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彰化市永樂街 78號

 導覽
正殿主祀同安人的守護神，即俗稱大道公的保生大帝。坐北朝南的二進一院格局，

前殿與正殿為燕尾翹脊的硬山屋頂，而 8柱拜殿為燕尾翹脊的歇山形式屋頂，三川殿門
前簷柱不用蟠龍柱，採用樸素的方柱，皆是慶安宮的建築特色。此外，三川殿中門左右

兩旁的石獅經歷戰爭，石獅嘴角留有缺痕即為盟機炸彈所致。

07 芬園寶藏寺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三段 135巷 100號

 導覽
芬園寶藏寺地處八卦山東麓，面向貓羅溪與九九峰，視野遼闊、氣勢非凡。祀有清

同治 12年（西元 1873年）鹿港天后宮供奉於寺中的媽祖神像，以及清咸豐期間漳泉械
鬥犧牲者的牌位。寺中同時保存諸多古文物，包括清朝年間的「寶山第一」古匾及樟木

供桌等。現今搭配一旁的參山國家風景區，讓此名勝更注入社教功能。

11 社頭枋橋頭天門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 43號

 導覽
清乾隆年間，漳、泉、粵械鬥不斷，當地的 8庄頭 72聚落組成七十二組織，並到

鹿港天后宮迎請媽祖回來庇佑鄉土。清道光年間建廟，稱為枋橋頭天門宮，而且由 8庄
頭分別各自雕塑媽祖神像，一同供奉於天門宮裡。枋橋頭天門宮每 10年連續 3年進香，
人數眾多，每次大約兩、三萬人之間，神轎與陣頭數量相當盛大。

15 竹山連興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南投縣竹山鎮竹山里下橫街 28號

 導覽
興建於清乾隆年間，為二進二廊的街屋格局，是南投縣歷史最悠久的媽祖廟，亦是

竹山、鹿谷地區民眾主要信仰中心。宮內保有清朝諸多古物，例如「福佈山海」古匾、「正

堂馬示」石碑等。廟內前殿奉祀媽祖與千里眼、順風耳神像，以及一尊已有 300多年歷
史的軟身黑面媽祖，相當特別。

08 虎山巖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花壇鄉岩竹村虎山街 1號

 導覽
虎山巖創建於清乾隆 12年（西元 1747年），因其山形恰似臥虎而得名，在清代即

為彰化八景之一。初期只建本殿及左右兩室，為木構造、土埆墻、紅瓦，至清道光年間

增建拜亭及外護龍，雖然後續有整修，但整體構造皆保有清道光時代的風格。廟中主祀

觀世音菩薩，配祀十八羅漢、註生娘娘、五穀王、城隍爺、福德正神等。

12 社頭清水岩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彰化縣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路 1號

 導覽
創建於清雍正 6年（西元 1728年），最初僅為草庵，清乾隆時奉祀釋迦牟尼及南

海觀世音菩薩，不久後香火鼎盛改建為寺宇，曾多次移址，至清嘉慶年間才建於現址，

廟內有許多當時文人騷客所留下的題詩，和達官貴人所題匾額。清水岩為八卦山脈地區

主要信仰中心之一，同時也因地出泉水、風光明媚而有「清水春光」的美名。

16 竹山社寮紫南宮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南投縣竹山鎮社寮里大公街 40號

 導覽
明鄭時期即有漢人來臺墾拓紀錄，由地方頭人發起興建「竹腳崎土地公廟」，至清

咸豐 5年（西元 1855年）整修，更名為「紫南宮」。紫南宮有許多傳說，如石頭公、
金錢龜，及雙蛇護廟、小龍會等神蹟，最聞名的是向土地公祈求「借發財金」，廟方以

扶助居民之意借款給當地居民，至今「借金」活動擴及全臺，成為知名的神明銀行。

03 路思義教堂
資產類別／古蹟－教堂

所在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號

 導覽
座落於東海大學的路思義教堂，設計以兩對四面曲面牆組成教堂結構，因為顧

及採光與表現結構，所以曲面牆組合往上收束後並沒有屋脊，而是設計了天窗，有

「一線天」的景致，使祭壇有神祕的光線投射。內部空間則是加大跨距，拋物面牆

的內面則以格子樑結構組成，樑、柱、牆結合一體，具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

04 南屯文昌公廟
資產類別／古蹟－寺廟

所在地址／臺中市南屯區文昌街 100號

 導覽
清嘉慶 2年（西元 1797年）由地方募捐建，初命名「犁頭店文昌祠」並置社學，

為臺中教育發祥地，昔建築格局為坐東北朝西南，三開間正殿帶拜亭及左右二廂房。

民國 61年廟方遷建於現址，改以迴廊樓閣式的二層建築，主祀文昌帝君，建築裝飾
以不華麗的剪黏、交趾陶呈現，木雕皆以單一的朱色或朱紅色為主。

中部臺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