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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古碑調查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一、 計畫摘要 

本案針對宜蘭縣境內，1945 年設置的古碑進行清查工作，首先蒐集解讀古

碑相關的文獻後，以鄉鎮為單元，到每一個古碑所在的位置，進行觀察、訪談和

測量，來蒐集資料，接著進行初步的分析和歸納，填寫資料表上的各項資料，查

閱參考文獻，然後分析歸納，進行問題的解析和現象解釋，最後提出文物保存的

政策建議。 

本計畫由佛光大學文創所陳進傳教授主持，文史工作者郭耀清及蘭博研究

典藏組組長林正芳擔任協同主持人，專任助理為李孟紋，佛光大學文創所碩士生，

調查過程中，有不少的文化志工參與。 

我們認為古碑的屬性，尤其是目前己設置於各公共場所的古碑，適合在調

查時辦理推廣教育，所以在執行期間，辦理了田野講堂(每次田調時公布時間地

點，請有興趣者自行前往)、古碑之旅(105 年 11 月 16 日)和宜蘭縣古碑清查研習

(106 年 6 月 4 日)三種。 

總計本案共清查了 130 件古碑，其中清代 35 件，日治時期 95 件，經本案

學者專家的會商後，建議提報   件，送交宜蘭縣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以尋求

進一步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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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緣起和目標 

碑碣資料是地方史研究之瑰寶，宜蘭歷經西班牙、清代、日本時代、國民政

府等不同政權治理，留下許多與土地、族群、習俗、信仰、產業經濟相關古碑。

這些古碑可以補地方文獻之不足，突顯地方歷史發展的特色，應該進行全面性地

清查，實施必要的研究，辦理推廣教育或展覽，使國人瞭解這些古碑的歷史價值。 

本計畫的目標是：清查 1945 年以前宜蘭縣行政轄區內設立的古碑， 根據清

查結果，進行後續的研究調查工作，以突顯宜蘭縣古碑的意義和價值，進而研擬

宜蘭縣古碑的保存維護機制和推廣教育策略。 

 

三、 古碑調查沿革 

1950 年代成立的宜蘭文獻委員會，主要任務是編修宜蘭縣志，在修史的過程

中，該會蒐集相關參考用書、公文檔案、圖表、剪報、舊照、拓碑片等文獻，同

時蒐集縣內的古碑和相關資料。這批史料在 1972 年文獻會裁撤後，沒有相關單

位接手管理，曾長期存放在縣府的倉庫中。直到 1983 年宜蘭縣立文化中心成立

後，才由專人整理並移交給文化中心。 

1980 年代，縣內一群懷抱理想，積極投入宜蘭縣史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的老

師，在前縣長陳進東支持下，利用課餘及寒暑假，對宜蘭縣史蹟文物、文史掌故，

進行調查。 

1982 陳定南縣長就任後，接受書法大師康灩全的建議，就集合這批人組成「草

嶺碑林小組」，負責整理宜蘭縣文獻委員會史料，舉辦史蹟源流文物特展，發動

學生蒐集具歷史價值老照片，完成縣內碑碣調查並拓印保存。 

碑林小組針對宜蘭的文化史蹟進行調查、記錄和保存的工作，出版了《蘭陽

史蹟文物圖鑑》一書。此外，陳進傳也以這批資料，1989 年撰寫成《清代噶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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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古碑之研究》一書。陳進傳教授接著又在《史聯雜誌》發表〈日據時期宜蘭古

碑之研究〉一文。 

此後就沒有針對古碑進行大規模的調查及研究計畫，但是個別的碑，因為建

設計畫的關係，某些相關的古碑，為了確保它的安全，就會策略性地將它送進文

資審議委員會，給它一個文資上的身份，以便爭取補助經費來提供更好的保存環

境，由於是個別的、偶發的事件，所以古碑的文資身份也就有了歷史建築、古蹟、

古物三種，這也是本案必要處理的課題之一。 

名稱 設立年代 說明 

1. 獻馘碑 明治 42年(1909)3月 93年指定為縣定古蹟 

2. 西鄉廳憲德政碑 大正 13年(1924)7月 90年登錄為歷史建築 

3. 宜蘭濁水溪治水工

事竣功紀念碑 

昭和 11年(1936) 93年指定為縣定古蹟 

4. 忠靈塔 昭和 11年(1936) 93年登錄為歷史建築 

5. (頭城)忠魂碑 昭和 11年(1936)4月 106年指定為一般古物 

6. 二結紙廠殉職碑 昭和 13年(1938)8月 104年指定為縣定古蹟 

 

 

四、 古碑調查方法 

1. 文獻蒐集與與訪談 

本案之執行，雖由古碑調查經驗豐富的陳進傳教授擔任主持人，還是在文獻史料上

蒐集宜蘭縣古碑的相關資料。這方面尤其以日治時期的資料收獲最多，甚至還紀錄

了清代的古碑資料。 

另外戰後的史書、調查報告、個人回憶文集等，也都有紀錄，在參考文獻方面，取

得了更多的佐證。 

2. 實地調查測量 

親至現地，取得一手資料是無可取代的，一手資料後續的整理分析與歸納，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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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成為可接受檢驗的內容。進而結合歷史、文物與民俗等領域的資料，深入探究

古碑背後的豐富內容 

我們的實地田野調查以鄉鎮為單位，105 年 7 月由最南的南澳鄉開始，到 106 年 3

月調查大體完成，接著又針對區域調查遺漏的部份，進行第二波的清查，106 年 6

月完成實地調查測量的工作。 

3. 田野調查日程表 

 

次 日    期 天氣 鄉鎮 碑                    名 位          置 

1 
105.07.27 

(三) 
晴 

南澳 
羅提督開路碑 蘇澳南強媽祖廟 

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碑 南澳碧侯堤防 

蘇澳 

開路先鋒爺碑(遭難碑) 蘇花公路近東澳 

羅提督里程碑 晉安宮 

羅提督義學碑 晉安宮 

2 
105.08.03 

(三) 
晴 

蘇澳 

張公聖君碑 晉安宮 

樺山伯爵遺址紀念碑 蛙仔湖中油 

劉爵帥著鞭飲馬碑 冷泉 

警察招魂碑 砲台山 

冬山 
紅仁土大坪義塚碑 冬山第二公墓 

大安庄建廟捐題碑 鹿埔埔仔埤 

3 
105.08.24 

(三) 
晴 

蘇澳 金刀比羅 砲台山 

冬山 波江野家之墓墓碑 梅花路大眾爺 

大同 
寒溪神社誓詞碑 寒溪國小後方 

寒溪神社銃獵ノ碑 寒溪國小後方 

4 
105.09.07 

(三) 
陰晴 三星 

表彰碑 大洲國小 

圓型忠魂塔 三星役場、分局 

四方型忠魂塔 三星役場、分局 

重修帝君碑 三星分局附近 

叭哩沙公學校記念樹 三星國小草場旁 

護患殉職碑 三星國小草場旁 

捐資興學記念碑 三星國小 

5 
105.09.12 

(一) 
晴 五結 

茅仔寮圳開設記念碑 三興村 

永安橋捐題碑 松仔腳橋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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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橋捐題碑 松仔腳廟前 

孝威國小記念碑 孝威國小 

記念碑*5 孝威國小鄉土資料室 

6 
105.09.19 

(一) 
陰晴 

五結 
殉職碑 四結 

萬善祠碑 四結 

羅東 

德被斯文 羅東國小 

創立五拾週年記念 羅東國小 

天下為公 羅東國小 

7 
105.10.05 

(三) 
晴 宜蘭 

宜蘭濁水溪治水工事竣工記念碑 蘭陽溪北岸蘭陽橋旁 

承耕聖王祀業章程碑 負郭里靈鎮廟前 

壯一福德廟沿革碑 自強新路壯一福德廟 

8 
105.10.12 

(三) 
雨 宜蘭 

獻馘碑 中山公園內 

忠靈塔 中山公園內 

功在樹人(陳金波) 中山國小 

創立滿三十周年記念碑 中山國小 

兌安門 宜蘭市立圖書館 

坎興門 宜蘭市立圖書館 

忠魂碑 宜蘭市立圖書館 

重修孔廟捐題碑 宜蘭市立圖書館 

9 
105.10.19 

(三) 
雨 宜蘭 

重建先農壇碑 五穀廟 

重修林氏家廟碑記  林氏家廟 

南興廟捐題碑 南興廟 

10 
105.10.26 

(三) 
晴 宜蘭 

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 城隍廟 

城隍廟磁磚捐題碑(兩面) 城隍廟 

碧霞宮屯旗神兵營捐題碑 碧霞宮 

文昌廟捐題碑 文昌廟 

西關廟捐題碑 西關廟 

11 
105.11.02 

(三) 
陰雨 宜蘭 

臥碑 孔子廟 

同興廟先賢石碑 同興廟 

慈安寺捐題石碑 慈安寺 

西鄉廳憲德政碑 宜蘭河畔 

禁止踐踏塚地乞食祭餘及捐題碑 員山公墓大眾廟前 

12 105.11.09 雨 頭城 石空金嶺接天廟捐地碑 石空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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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頭城梗枋福神碑 

梗枋段石塔海邊 

(台 2 線濱海公路 129.6

公里) 

13 
105.11.16 

(三) 
晴 

頭城

∣ 

貢寮 

白雲飛處 草嶺隧道南口(石城) 

制天險 草嶺隧道北口(福隆) 

故吉次茂七郎君之碑 草嶺隧道北口(福隆) 

雄鎮蠻煙 草嶺古道(貢寮) 

虎字碑 草嶺古道(貢寮) 

草嶺頂台北宜蘭界碑 草嶺隧道草嶺頂 

遊草嶺 大里天公廟 

14 
105.11.23 

(三) 
雨 頭城 

北門福德祠捐題碑*2 頭城北門福德祠 

慶安堂捐題磁磚 頭城慶安堂 

喚醒堂捐題碑木牌*2 頭城喚醒堂 

忠魂碑 頭城消防局後方 

龜山遊覽遭難者之招魂碑 大溪漁港停車場旁 

功施神明 大里天公廟 

神社洗手缽 大里天公廟 

15 
105.12.21 

(三) 
多雲 

宜蘭 宜蘭縣中正堂奠基紀念 光復國小 

礁溪 
重修石橋捐題銀員碑 武暖福德廟 

郭本堂旗竿座   

16 
105.12.28 

(三) 
雨 

頭城 
湖底嶺開路碑 北宜公路石牌 

圓寂紀念碑 圓通寺 

礁溪 重修協天廟捐題碑*2 礁溪協天廟 

蘭博 

畜魂碑  蘭博庫房 

禁止蓄養婢女不為擇配碑 蘭博庫房 

禁止漢人侵削社番保留地碑 蘭博展區平原層 

憲禁使用牛油碑 蘭博庫房 

嚴禁放牧牲畜踐踏公塚碑 蘭博庫房 

嚴禁胥差苛索船戶陋規碑 蘭博庫房 

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 蘭博庫房 

17 
106.01.11 

(三) 
陣雨 

蘇澳 晉安宮捐題碑 晉安宮 

五結 

派出所 利澤簡派出所 

永安宮捐題磁磚 永安宮 

廣惠宮捐題磁磚 廣惠宮 

仙水寺改築捐題碑 仙水寺 

18 106.01.19 晴 羅東 十六份痀橋碑 羅東十六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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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慈德寺重建捐題碑 慈德寺 

三星 張公圍圳 張公圍 

19 
106.03.05 

(日) 
晴 宜蘭 

公館圳水橋題碑 公館圳 

金同春圳第一支線水橋題碑 金同春圳 

20 
106.03.16 

(四) 
陰 羅東 

震安宮捐題碑 羅東震安宮 

奠安宮捐題碑 羅東奠安宮 

21 
106.03.23 

(一) 
晴 頭城 

募善堂重修樂捐芳名碑 頭城募善堂 

慶雲宮重建築寄付芳名碑 大里天公廟 

22 
106.03.27 

(一) 
晴 礁溪 重修協天廟捐題碑*2 礁溪協天廟 

23 
106.04.01 

(六) 
陰晴 礁溪 

白石腳猴洞坑圳圳頭碣 礁溪猴洞 

頭城石家墓園墓誌銘 石家墓園 

24 
106.04.05 

(三) 
陰晴 頭城 中山縣長林樹之墓 頭城公墓 

25 
106.04.21 

(五) 
晴 龍潭 義役賴忠墓碑 龍潭公墓 

26 
106.05.05 

(五) 
晴 二結 二結鎮安宮捐題碑 二結鎮安宮 

27 
106.05.16 

(二) 
雨 員山 林步灜舉人之母墓-旗桿夾石碑 員山公墓 

 

  



8 
 

二、 推廣教育 

我們在進行古碑田野調查時，有專家學者在場，適合辦理推廣及普及的古碑

教育，它能提昇民眾對於文化資產的認識和興趣，所以在本計畫進行田野調查的

同時，也針對不同的調查形式辦理教育推廣。 

 

1. 田野講堂 

    每一次進行田野調查時，我們會將集合地點、路線公布在臉書上，由主持人

陳進傳教授主導調查事宜，有興趣的民眾可以在旁觀察我們的調查工作，有疑問

時，可以請陳進傳教授現場進行解說，以達到資源共享的教育推廣方針。 

●蘇澳晉安宮、宜蘭靈鎮廟 

   

●宜蘭林姓家廟、龍潭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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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碑之旅 

105 年 11 月 16 日安排調查草嶺古道上的「虎字碑」，必須以步行的方式從

新北市的福隆往南走，工作小組和老師討論後，決定把它設計為一條勘查路線，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自由參加，但是此行的目的是調查，所以不提供餐費、交通費

自理，但本案的團隊會在每個調查點進行必要的解說，很意外的，吸引了進 40

位的學員，事後並對學員進行問卷調查。 

（1）勘查動線：至福隆火車站集合，後自費租腳踏車往草嶺隧道，過隧道抵南

口勘查白雲飛處，順道看石城遺址，再返回北口勘查制天險、故吉次茂七郎君之

碑。折返福隆，步行至東北角風景區服務處，搭接駁車至遠望坑口（如活動當日

無接駁車，改為四人一組搭計程車至古道入口處），再步行草嶺古道勘查雄鎮蠻

煙、虎字碑、草嶺頂台北宜蘭界碑，下山至大里天公廟勘查功施神民碑、洗手缽，

再到大里老街，瞭解大里舊橋、草嶺古道故事及日本時代輕便車最北之大里站。 

（2）活動照片： 

●福隆火車站集合、舊草嶺遂道 

   

●石城遺址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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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雲飛處、制天險前合影 

   

●雄鎮蠻煙、虎字碑解說 

   

●大里老街、大里舊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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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回饋意見分析：參加人數為 36 人，收回 16 份回饋單。 

從回饋單裡，可以發現大家對於碑碣並非相當了解，並得到一個有趣的訊息，

大家對於草嶺古道的印象是來自於「想看虎字碑」，而對於虎字碑的知識來源卻

是因為媒體，且過半的學員不知道虎字碑是不屬於宜蘭縣的，可見媒體對於民眾

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學員心得： 

A. 文化資產保存課程可以多辦，開放民眾參與，讓文化資保存觀念從民眾

做起。 

B. 好。點贊。 

C. 行程很棒，但太趕，腳程太快、休息時間太少、太累。 

D. 對於古碑的保存，如能於週邊置放解說牌，讓遊客知道古碑的歷史文化，

相對的保存的價值會更明確。 

E. 文資的保存必須靠大家知的力量來維持，如果遊客不知道這古碑的文化

歷史，那就不覺得重要。 

F. 對於古碑的維護真的很重要，因為可以大概了解之前的人事物及生活方

式。 

G. 希望能將此活動持續辦理，讓更多人得以了解古碑的歷史文化，將文化

資產的議題深入人心，進而激發大眾對文資維護的重視。 

H. 走訪古碑，認識古碑，了解歷史，知悉文資。 

 

3. 宜蘭縣古碑清查研習課 

我們認為適當的推廣教育，有助於文化資產的維護和發揚，長達一年田野調

查的成果，除了專家的審查外，也安排研習課程， 針對這一年的田野調查的碑

碣介紹，和宣導文化資產的議題，參訪部份則到蘭陽博物館常設展三樓平原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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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有關加留餘埔的「禁止漢人侵削社番保地碑」導覽解說。 

下午的室外課程則是安排以廟宇及墓園為主的古碑巡禮，為了讓學員能多認

識頭城及減能減炭，我們以腳踏車為交通工作來進行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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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動照片 

上午-室內課程    古碑認識及維護 

     

下午-室外課程    頭城古碑巡禮 

●楊士芳墓園 

     

●忠魂碑 

      

●林樹縣長墓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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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墓園 

     

●喚醒堂捐題木碑 

     

 

三、 古碑的整理 

根據教育部辭典，「碑」的是：刻上文字或圖案的石塊，豎立起來作為標誌、公

告法令、紀事或紀念之用。如：「界碑」、「里程碑」、「紀念碑」。古碑者，指有一

定年代以上，本案將之界定於 1945 年以前，清代、日本時代設置者，調查區域

以宜蘭縣轄區內設立之具文化性、歷史性、藝術性之古碑為主。 

可知碑的原意以石材為主，但是本案執考慮到以下幾點，調查範圍略為放寬： 

1. 範圍 

(1) 淡蘭古道之雄鎮蠻煙碣、虎字碑，現在行政轄區雖位新北市貢寮區，然清

代屬噶瑪蘭廳疆域。又雄鎮蠻煙碣、虎字碑，與劉明燈北巡有連貫性，且

蘭中居民對此兩碑碣，有濃濃化不開的情懷，故列入。 

(2) 與宜蘭地方發展有密切關係的鐵路宜蘭線，於大正 6 年(1917)開工，大正

13 年(1924)竣工。其隧道南口白雲飛處額、北口制天險額，與故吉次茂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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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君之碑，有一致性，與宜蘭的歷史發展關係密切，列入。 

(3)具有時代意義，且可補充史料之墳塚古碑、墓誌銘亦列入調查，如清代礁

溪義役賴忠墓旌表碑、日本時代頭城石家墓園、故中山縣長鼎華林樹之墓

園，壯圍陸軍軍署故江鐵登君之墓。 

(4) 蘭中自清代水利灌溉設施發達，日本時代官方收回官有，並加強建設，有

些指標性的引水圳路橋有題字，如宜蘭金同春圳第一支線水橋、公館圳七

張支線水橋，亦列入。 

(5)雖然古碑已不復存在，但文獻、雜誌、日日新報若有登載者，經查證屬實

也列入，如清代蘇澳劉爵帥著鞭飲馬碑。 

2. 命名方式 

過去雖有不少專家或單位行過宜蘭地區的古碑調查，但各自依據而命名，以致產

生一碑多名，為免產生歧異，本案將碑名進行統整，參照原則排序如下： 

(1)有碑名者，照原碑碑名。 

(2)無碑名者，參照陳進傳《清代噶瑪蘭古碑之研究》、陳進傳《日據時期宜蘭

古碑之研究》、宜蘭縣政府《宜蘭縣志》、國家圖書館《台臺灣記憶---臺灣

碑碣拓片(宜蘭縣)》的名稱。 

(3)宜蘭縣文化資產委員會登錄之相關資料。 

(4)同名的碑，如日本政府對陣亡人士立忠魂碑表彰。在宜蘭縣頭城、宜蘭、

三星三地各有忠魂碑，因而加上地名以區別之，如頭城忠魂碑。 

3. 其它 

(1)仿碑處理：有些古碑因個別因素無存，但後人依樣畫葫蘆仿之，雖己非原

碑，製作時代也非 1945 年以前，然因有學術之價值，故收錄之，但在資料

表加上（仿碑），以示區別。 

(2)為便於紀錄，採一碑一表方式。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category.hpg&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subject_url=document_ink_category.hpg&project_id=twrb&dtd_id=12
http://memory.ncl.edu.tw/tm_cgi/hypage.cgi?HYPAGE=document_ink_category.hpg&subject_name=%e8%87%ba%e7%81%a3%e7%a2%91%e7%a2%a3%e6%8b%93%e7%89%87&subject_url=document_ink_category.hpg&project_id=twrb&dtd_id=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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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文化資產價值論述 

總計本案共清查了 130 碑，其中清代 35，日治時期 95，為便於討論，依其

性質，分為以下 9 類。 

 

 

1. 民情 

紀錄當時的社會經狀況，3 件均為清代古碑，都是法令公告的古碑，包括：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4 10506B20S0

7-0022013 

禁止蓄養婢女

不為擇配碑 

STG01020-

G-106-0003 

1840 道光20年 碑身斷裂破

損。 

5 10506B20S0

7-0022014 

嚴禁胥差苛索

船戶陋規碑 

STG01020-

G-106-0004 

1841 道光21年 碑前部份剝

落。 

33 10506B20S0

7-0023725 

憲禁使用牛油

碑 

STG01020-

G-106-0030 

1890 光緒16年 碑面下方剝

落。 

 

（1） 「嚴禁胥差苛索船戶陋規碑」, 1841 

清代船舶管理制度與水運狀況之唯一碑石史料，從碑文內容來看，先後

於嘉慶 21 年閏和道光 21 年頒布來看，可證明清朝航運河船管理積習難除；碑中

使用的貨幣為「番銀」，可深入探索當時幣值與物價問題，船隻載重量，以儎

米為計量單位。 

（2） 「蓄養婢女不為擇配碑」, 1840 

清代少數關於女性權益的古碑，清領前期有渡海攜眷禁令，男女失衡，整

個社會充斥著單身的羅漢腳。禁令解除後，到道光年間，男女比例逐漸平衡，有

了蓄養婢女的惡習。官方為了遏止蓄婢風氣，立碑保障婢女人權，對於臺灣道姚

瑩的政績及移墾社會女權有其研究價值。 

 

（3） 「憲禁使用牛油碑」, 1890 

研究當時蘭陽平原農村生活、社會領導階層及地方戲曲的珍貴史料。碑文

強調牛隻於人有功，不得濫宰，以安農事，但當時能源不足，民間竊宰牛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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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油照明，情況嚴重，政府因而立碑明令禁止。碑文中「查蘭陽田貳甲五分飼牛一

頭以資耕稼」，佐證農事耕作之能力與計算單位。碑中很多知名的地方仕紳，是他

們參興社會活動的參考。 

2. 交通類 

與交通設施有關的古碑不少，證明古代社會「修橋舖路」是一件大事，事

成之後，自然要立碑，以茲紀念。由捐助銀元可反應當時經濟狀況，物價水平與

幣值問題，捐資姓名可作為社會領導階層與譜系之研究素材，由可探討當時交通

路線狀況。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1 無 林廣懷鋪路捐

題碑(無存) 

無 1830 道光10年 僅存拓本。 

16 10506B20S0

7-0023830 

虎字碑  

STG01176-

G-106-0014 

1867 同治6年 絕佳。 

17 10506B20S0

7-0024359 

雄鎮蠻煙 STG01175-

G-106-0015 

1867 同治6年 甚佳，左下角

崩損。 

18 10506B20S0

7-0023679 

兌安門 STG01135-

G-106-0016 

1868 同治7年 左下角缺損。 

19 10506B20S0

7-0023680 

坎興門 STG01135-

G-106-0017 

1868 同治7年 甚佳。 

22 10506B20S0

7-0023691 

羅提督里程碑   

STG01039-P

-106-0020 

1874 同治13年 尚好 

23 10506B20S0

7-0023692 

羅提督開路碑 STG01138-P

-106-0021 

1874 同治13年 絕佳 

25 10506B20S0

7-0023714 

永安橋碑 STG01143-P

-106-0023 

1881 光緒7年 尚佳。 

42 10506B20S0

7-0023732 

金面大觀(湖

底嶺開路碑) 

STG01150-

G-106-0036 

1900 明治33年 碑文磨滅另刻

他字 

50 10506B20S0

7-0023736 

開路先鋒爺碑

(遭難碑) 

STG01151-P

-106-0042 

1916 大正5年 甚佳。 

61 10506B20S0

7-0023863 

國雲飛處(白

雲飛處) 

STG01180-

G-106-0052 

1924 大正13年 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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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0506B20S0

7-0023864 

制天險  STG01180-

G-106-0053 

1924 大正13年 甚佳。 

82 10506B20S0

7-0023859 

故吉次茂七郎

君之碑 

STG01180-

G-106-0073 

1924 大正13年 尚佳。 

 

 

茲舉其中略述： 

（1） 「林廣懷鋪路捐題碑」, 1830, 無存。 

宜蘭年代最早之古碑，雖己無存，但有拓本見證此碑的存在。傳統社會中，

舖橋造路為民間為民間出力集資而成，對地方建設甚有助益。由捐助銀元可反應

當時經濟狀況，物價水平與幣值問題。 

 

（2） 「羅提督開路碑」, 1874；「羅提督里程碑」, 1874 

牡丹社事件後，官方進行開山撫番，闢建北路蘇花古道。「羅提督里程碑」

紀錄蘇花古道完成時間及沿途古地名，是公路史及原住民政策的研究史料。 

「羅提督開路碑」紀錄蘇花古道的開闢過程、前後期負責人的變更及開闢過

程蘇花古道的風貌；並且記錄羅大春以說番撫番開闢古道的策略。 

（3） 「永安橋碑」, 1881,  

永安橋為往來通蘭古道南路的橋樑，此碑紀錄建橋原因與過程，由碑文揭

示當地捐款者林姓為大宗，另外宜蘭富商李及西也名列其中，反映永安橋在交通

上的重要性，是研究通蘭古道、當地宗族關係及富商李及西的珍貴史料。 

（4） 「金面大觀(湖底嶺開路碑)」, 1900, 

日本入台初期對謂的土匪進行勦撫手段，然後利用這批人力修築北宜公路。

竣工後在北宜公路北縣宜縣交接處石牌立碑，以彰顯其功。這個碑的碑體尚存，

但在戰後，西面被宜蘭縣第四任縣長林才添先生勒石「金面大觀」，第五、六任

縣長陳進東先生則將正面碑文磨去，題刻「亢懷千古」，詞意雖佳，然已失碑文

原貌。整個演變過程亦為時代風氣變化的佐證 

 

（5） 「開路先鋒爺碑(遭難碑)」, 1916, 

位於蘇花公路烏岩角 116 公里處，蘇澳慶安堂旁，日治中期，修築蘇花公

路，對殉職者除在大清水公路邊豎「殉職碑」外，也在烏岩角台 9 線 116 公里慶

安堂奉「遭難碑」。除緬懷外，也為當年開路殉職之見證，戰後在既有的基礎上

續修及拓寬，與舊片比對，舊碑遭到更動，除更改碑名為「開路先鋒爺碑」，奉

祀人名也有所曾加，見證時代演變對古碑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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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記事類 

針對某一事件，立碑記事，在後續的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地「」追憶

與補述，形塑了歷史形象。 

如立於 1858 年的「昭績碑」，當時的頭圍縣丞王兆鴻就認為吳沙開蘭的功

績未受重視，實在很可惜，所以特別設立碑推崇。此碑據說原來放置在頭城鎮烏

石港前，媽祖廟旁的「接官亭」。其後不知何故，移至頭城鄉紳盧纘祥先生家中

庭院，現已不知去向，但留有拓本。 

吳沙開發蘭陽平原的事蹟，原本比較不受重視，後來在宜蘭縣政府的努力

下，「吳沙開蘭」已成為大部分宜蘭人民認同的歷史記憶。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8 無 昭績碑(無存) 無 1858 咸豐8年 下落不明 

9 10506B20S0

7-0022029 

重建先農壇碑 STG01038-P

-106-0007 

1858 咸豐8年 甚佳。 

15 10506B20S0

7-0023677 

承耕聖王祀業

章程碑 

STG01116-P

-106-0013 

1867 同治6年 碑體完好但碑

面文字模糊。 

53 10506B20S0

7-0023741 

猴洞圳頭碣 STG01153-

G-106-0045 

1917 大正6年 甚佳。 

73 
10506B20S0

7-0023858 

西鄉廳憲德政

碑 

STG01179-

G-106-0064 
1923 大正 12 年 良好。 

74 10506B20S0

7-0023769 

張公圍圳隧道

額 

STG01245-

G-106-0065 

1923 大正12年   

104 10506B20S0

7-0023795 

茅子寮圳開設

記 

STG01246-

G-106-0091 

1930 昭和5年 需要重新修復

並覓妥善地點

重置，「念」

字以下遭埋。 

117 10506B20S0

7-0023873 

宜蘭濁水溪治

水工事竣功記

念碑  

STG01179-

G-106-0102 

1936 昭和11年 經多次整修，

良好。 

103 10506B20S0

7-0023799 

利澤簡派出所

碑 

 

STG01168-

G-106-0090 

1931 昭和6年 上半節斷裂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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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10506B20S0

7-0023800 

七張支線水橋

額 

STG01248-

G-106-0093 

1932 昭和7年 甚佳。 

107 10506B20S0

7-0023804 

金同春圳第一

支線水橋額 

STG01250-

G-106-0094 

1933 昭和8年 甚佳。 

 

  

（1） 「重建先農壇碑」, 1858, 

先農壇主祀神農氏，為重要的農業信仰、祭祀活動地點。嘉慶 17 年（1812）

首任通判翟淦在廳治南門外起造先農壇。1858 年富謙通判重建。透過此碑可以

發現：當時宜蘭城內具備官方色彩的武廟、昭應宮及先農壇之間具有合作關係；

先農壇修建是由地方人民官隘界田地收税及官員捐銀集資；另外此碑與「嚴禁放

牧牲畜踐踏公塚碑」、文昌宮內的「文昌帝君」版位為研究通判富謙之史料。 

但因目前此碑所在的五穀王廟正在重建，「重建先農壇碑」的保護更加重

要。 

（2） 「承耕聖王祀業章程碑」, 1867 

1802 年九旗首率領的漢人開拓部，攻入五結仔(宜蘭)，均分土地開墾。鄭

喜召集鄉親五十人，帶著開漳聖王的香火，開闢五結仔成庄，建廟奉祀感謝神明

的庇護。並且將開墾的土地收租做為廟宇祭祀的費用，但因歷經水災，所以重新

劃定為 40 份，每份出資若干，作為開漳聖王的香火錢。此碑是五圍五結仔庄的

開庄史料，也揭示當時五結仔庄田賦的金額與用途和靈鎮廟的祀業息息相關。 

 

（3） 「茅子寮圳開設記」, 1930,  

清代宜蘭水利事業居全臺之冠，萬長春圳是清代宜蘭灌溉面積最大的水圳，

茅子寮(今五結鄉三興村)因排水不良，常受淹沒之苦。192 羅東郡補助開設茅子

寮圳，造福農民甚大，因而「産業日興，民人頌徳，爰立碑垂爲紀念云」。這個

碑雖已拓得碑文，但字跡模糊難認，碑名則僅題刻「茅子寮圳開設記」，下無「碑」

字。又因設置於交通要道，碑體曾遭撞斷，需要辦理緊急處理。 

 

 

（4） 「宜蘭濁水溪治水工事竣功記念碑」, 1936  

宜蘭長期以來深受水患之苦，其中以宜蘭濁水溪最爲嚴重。日治中期決定

全面築堤圍堵，1936 年宜蘭濁水溪治水工事竣成，於溪北邊的河堤豎立「宜蘭

濁水溪治水工事竣工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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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類 

清代部份以孔廟「卧碑」及蘇澳「羅提督義學碑」最為重要，日治後，學

校普遍設立，遇有重要行事， 輒立碑紀念，數量頗多，其中以羅東公學校的「德

被斯文」碑及其碑文最為重要，其它的學校紀念碑，對於進一步探討地方的、社

區的歷史，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24 10506B20S0

7-0023693 

羅提督義學碑 STG01039-P

-106-0022 

1875 光緒元年 碑身左下斷裂 

26 10506B20S0

7-0023713 

臥碑 STG01142-

G-106-0024 

1881 光緒7年 頗佳。 

54 10506B20S0

7-0023762 

德被斯文碑 STG01158-

G-106-0046 

1918 大正7年 甚佳。 

75 10506B20S0

7-0024025 

孝威國小-第

一回卒業記念 

STG01230-

G-106-0066 

1923 大正12年 碑體皆完好 

76 10506B20S0

7-0024028 

孝威國小-大

正十三年三月 

STG01230-

G-106-0067 

1924 大正13年 尚好 

77 10506B20S0

7-0024030 

孝威國小-紀

念庭園 

STG01230-

G-106-0068 

1925 大正14年 尚好 

78 10506B20S0

7-0024011 

孝威國小-第

四回卒業生記 

STG01230-

G-106-0069 

1926 大正15年 尚好 

79 10506B20S0

7-0024032 

孝威國小-第

五回卒業生記

念樹 

STG01230-

G-106-0070 

1927 大正16年 尚好 

80 10506B20S0

7-0024033 

孝威國小-開

校三十週年紀

念 

STG01230-

G-106-0071 

1948 民國37年 尚好 

87 10506B20S0

7-0023777 

大洲公學校表

彰碑 

STG01164-

G-106-0076 

1925 大正14年 尚好，據稱背

面紀念碑文已

模糊，所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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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固定於柱子 

95  

10506B20S0

7-0023783 

宜蘭公學校創

校滿三十周年

記念碑 

 

STG01165-

G-106-0083 

1928 昭和3年 良好。 

124 10506B20S0

7-0024281 

叭哩沙公學校

記念碑 

STG01241-

G-106-0109 

1940 昭和15年 碑體完好，記

念碑碑文清晰

可辨。 

125 10506B20S0

7-0024100 

叭哩沙公學校

捐資記念碑 

STG01241-

G-106-0110 

1940 昭和15年 正面記念碑碑

文清晰可辨，

背面碑文已遭

風化無法可

辨。 

 

 

5. 原住民類 

宜蘭因開發較台灣西部晚，高山原住民及平埔原住民受到衝擊的時間也較

西部晚，所以留下關於原住民與侵入者，如漢人、日本人的資料也相對較多。相

關古碑紀錄不同族群、習俗、信仰、產業經濟相關的內容，突顯地方歷史發展的

特色。現存原住民類古碑如下表：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2 10506B20S0

7-0022011 

禁此漢人侵削

社番保留地碑 

STG01020-

G-106-0001 

1833 道光13年 完好但無碑

座。 

3 10506B20S0

7-0021991 

憲禁胥差需索

社番戳記碑 

STG01036-P

-106-0002 

1838 道光18年 尚佳，碑座與

碑體脫離。 

7 10506B20S0

7-0022020 

嚴禁胥差需索

社番貼費碑 

STG01020-

G-106-0006 

1856 咸豐6年 完好。 

49 10506B20S0

7-0023856 

獻馘碑 STG01178-

G-106-0041 

1909 明治42年 甚佳。 

110 10506B20S0

7-0024087 

寒溪神社遺跡

-誓詞碑 

STG01240-

G-106-0097 

1933 昭和8年 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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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10506B20S0

7-0024094 

寒溪神社遺跡

-銃獵ノ廢碑 

STG01240-

G-106-0098 

1933 昭和8年 尚好 

121 10506B20S0

7-0023810 

愛國乙女サヨ

ン遭難之地 

STG01170-

G-106-0106 

1938 昭和13年 碑體大體上尚

好，碑之角線

被破損，正面

「愛國」、「サ

ヨン」與左側

面「昭和」文

字被消失 

 

 

 

（1） 「禁止漢人侵削社番保留地碑」, 1833,  

為宜蘭現存最早的古碑，紀錄開蘭三大老中的楊廷理與翟淦的政績。透過此

碑可以了解到早期宜蘭開發時，平埔族面對漢人大舉入侵時的情況與困境，並且

可以得知官方提出加留餘埔制度後，後續對於制度的維繫與更新，對於平埔族的

研究具有歷史價值及其珍貴性。 

 

（2） 「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 1838 

清朝將噶瑪蘭納入版圖，設置通事、土目等官位藉此約束平埔族三十六社，

並給予戳記做為收取番地租金的書面收據的憑證。但官方卻把戳記的轉換作為苛

刻平埔族的手段。藉由此碑與「憲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的內容，探討平埔族

的社會組織架構及和漢人之間的關係。 

 

（3） 「嚴禁胥差需索社番貼費碑」, 1856,  

平埔族東、西勢各社正副頭人及總通事等聯名上書，陳述廳衙人員對於各

社的刁難索賄，除了每年各社分攤津貼外；每逢換發戳記時，還要額外打點。逢

新官上任、新年開工，要求各社頭人到署接受點閱，並供應竹木以維修廳署。有

應辦公務執行時，也得額外貼補承辦人銀兩。更有差役勾結地方保甲，捏造投訴

書，串通地痞流氓到社裡辦案，目的仍是索賄。 

此碑與「憲禁胥差需索社番戳記碑」僅僅相隔 18 年，顯示繳換戳記的事依

然頻繁的進行，更甚至連官方大小行政人員都利用各種名目敲詐平埔族。透過此

碑可以得知當時官方與番社的組織架構、漢人社會頭人階層的組成。 

 

（4） 「愛國乙女サヨン遭難之地」, 1938,  

臺灣總督府為表彰理蕃政策成果，將一件單純的學生送別老師的事情，改

編成淒美的師生戀。不但在遭難處立碑，總督更接見サヨン家屬，並贈サョン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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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並在事故發生地點，以水泥造一座高約 1 米的四角柱石碑，正表面勒「愛國

乙女サヨン遭難地」，本碑在民國 61 年台日斷交時，曾被憤怒民眾毀損部份。  

 

6. 塚地類 

漢人基於慎終追遠的傳統觀念，對於塚地的維護一向用心，因而會重其事地立碑

禁止破壞。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10 10506B20S0

7-0022027 

嚴禁放牧牲畜

踐踏公塚碑 

STG01020-

G-106-0008 

1858 咸豐8年 碑身斷裂。 

12 10506B20S0

7-0023825 

頭城梗枋福神

碑 

STG01250-

G-106-0010 

1863 同治2年 碑座良好但文

字已模糊難辨

認。 

14 10506B20S0

7-0023542 

禁止踐踏塚地

乞食祭餘及捐

題碑 

STG01115-

G-106-0012 

1866 同治5年 碑面風化嚴

重。 

20 10506B20S0

7-0023687 

義役賴忠旌表

碑 

STG01137-P

-106-0018 

1872 同治11年 墳墓完整，旌

表碑完整歪斜

在墓左前。 

21 10506B20S0

7-0023681 

礁溪庄義塚定

界碑 

STG01136-

G-106-0019 

1872 同治11年 碑身斷裂。 

27 10506B20S0

7-0023715 

萬善祠碑 STG01144-P

-106-0025 

1881 光緒7年 碑文模糊。 

28 10506B20S0

7-0023722 

紅仁土大坪義

塚碑 

 

STG01147-

G-106-0026 

1887 光緒13年 尚佳。 

36 無 木村總藏戰死

之地碑(無存) 

無 1895 明治28年 無 

101 10506B20S0

7-0024035 

石家墓園墓誌

銘（昭和5年） 

STG01236-P

-106-0088 

1931 昭和6年 環境尚佳，但

墳塚多處崩裂

未見修復。 

102 10506B20S0

7-0024037 

石家墓園墓誌

銘（昭和7年） 

STG01236-P

-106-0089 

1932 昭和7年 環境尚佳，但

墳塚多處崩裂

未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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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0506B20S0

7-0023815 

林樹之墓誌銘 STG01246-P

-106-0111 

1941 昭和 16年 甚佳。 

128 10506B20S0

7-0023820 

波江野家之墓

碑記 

STG01246-P

-106-0112 

缺 缺 尚佳。 

 

 

 

（1） 「嚴禁放牧牲畜踐踏公塚碑」, 1858,  

壯圍二結庄，今從開拓成庄時，結首林彪就選定公墓位置，但因牧童於是

就近放牛；牛隻任意破壞墓園。民眾上書官方希望遏止這樣的行為，通判富謙因

而勒石永遠禁止在公墓放牧，以安死者靈魂。此碑是少數提及壯二開拓領袖-林

彪的史料，十分珍貴。 

 

（2） 「禁止踐踏塚地乞食祭餘及捐題碑」, 1866 

宜蘭城地小人稠，因而將公墓置於員山鄉新城。新城仔庄塚地因為附近居

民隨意放牧，使得墳墓遭受毀損。又有遊手好閒之徒，在塚地乞討祭品，如有不

滿則破壞墳墓。地方仕紳李春波等人於是稟請官府立碑禁止，並且指派差保巡視。

 此碑與「嚴禁放牧牲畜踐踏公塚碑」相隔兩地，時間相差八年，顯示在墓園

放牧的事情是持續地、普遍地發生。倡議立碑者不乏是當時重要仕紳，是研究當

時社會領導階層對於地方事務的珍貴史料。 

 

（3） 「礁溪庄義塚定界碑」, 1872 

道光五年時，總理楊德昭稟告官府請求柴圍山一帶做為無主孤魂的墳墓。

經由通判洪煌界定公墓範圍，並且立下木碑。但因宜蘭氣候潮濕，不出幾年，木

碑損壞。又聽說有人在墳墓佔地種茶，當地仕紳楊士芳等人，前去查看，發現所

言屬實，隨即稟告通判洪熙儔重立石碑，以安亡者之靈。 

 

（4） 「頭城梗枋福神碑」 1863,頭城梗枋段石塔海邊 

在台二線濱海公路 129.6 公里附近，背倚大洋龜山島，面向有「落水金獅」

地理之蝙蝠山下礫石海灘上，風景秀麗，風水絕佳。其外觀特徵；後背位刻意鑿

切，外形如一般石塊，無明顯之方碑外觀，且隱身於海邊群石之中，少為人所注

意，除文字遭鹽化已漫渙不清無法辨識外，整座碑並無明顯之破壞。石碑上之刻

字為陰刻，文字為楷書，「福神」卻為描邊陰刻，殊為少見。 

此碑由宜蘭縣政府在 2014 年 1 月公告為歷史建築，理由有二： 

A. 為當地耆老口述，該碑為來自唐山的文人所建造，「福神」即土地

公，梗枋乃昔日淡蘭古道的重要驛站，商旅往來絡繹於途，該石碑

遂成為淡蘭古道過路客商旅人祈求平安與當地居民祭拜信仰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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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B. 濱海公路開通前，此處在以前為山下墳墓區，由碑文內容初步判斷，

可能為某人物墓塚之「福神」碑，即一般所謂的「后土」。本次調

查，認為此碑有「點金」及「孝男」等字眼，應為墳墓的「后土」，

此墓可能被新闢道路穿越而破壞，目前僅剩此碑。 

 

（5） 「波江野家之墓碑」,冬山梅花路大眾爺廟旁 

波江野吉太郎，九州鹿兒島人，1896 年來臺，擔任臺灣貿易株式會社臺灣

支店樟腦部主管。一輩子致力於蘭地之實業發展。此外，明治 42 年(1909)捐款

建獻馘碑，並在碑文落款。大正 7 年(1918)在員山宜蘭神社，捐獻之石宮燈。對

於羅東奠安宮、震安宮、慶安宮均捐輸踴躍。昭和 17 年(1942)4 月 15 日往生，

葬於廣興火葬場家族墳塋。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家人挖出骨灰罈回日本。 

2000 年初，電信局在日本時代的火葬場興建工程，挖出波江野家之墓碑，

證明火葬場為日治期日本人的公墓。由墓碑碑文證明波江野家族實行佛教葬禮。 

 

（6） 故中山縣長鼎華林樹之墓 

林樹為頭城鎮下埔人，是頭城人第一位擔任縣長者，1926 年自日本陸軍士

官學校本科畢業後，轉赴中國担任軍職，1931 年任國民革命討逆軍第六路獨立

第一師中將師長，1941 年獲派任廣東省中山縣縣長，不幸於同年 6 月 16 日因公

殉職於澳門，得年 43 歲。據稱：骨骸返台時，日本政府派憲兵護送，暨日本政

府以隆重軍禮安葬于頭城頂埔公墓之故鄉。 

 

7. 捐題碑 

傳統寺廟的興築，都是由在地居民或信徒出資，為標記建廟的功德，寺廟一

向有捐題碑，稍有歷史的廟宇，可能會有不同年代的捐題碑，捐題碑只有年代、

姓名和金額，捐題碑上的姓名通常是該地的人士，金額的多少可能捐款人的財力

和社會地位有關。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6 10506B20S0

7-0022024 

太安庄建廟捐

題碑 

STG01037-P

-106-0005 

1856 咸豐6年 甚佳。 

29 10506B20S0

7-0023716 

重修協天廟捐

題碑 

STG01145-P

-106-0027 

1887 光緒13年 碑面略有剝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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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506B20S0

7-0023717 

福德廟碑 STG01146-P

-106-0028 

1887 光緒13年 部份已脫落。 

32 10506B20S0

7-0023726 

西關廟捐題碑 STG01148-P

-106-0029 

1890 光緒16年 碑面風化嚴重

文字已無法辨

識。 

34 10506B20S0

7-0023848 

重修石橋捐款

銀員碑 

STG01153-

G-106-0031 

1891 光緒17年 碑身上方與右

側磨損。 

40 10506B20S0

7-0023818 

喚醒堂捐題木

牌 

STG01172-P

-106-0034 

1898 明治31年 捐題碑完好，

但因烏黑文字

辨識困難 

41 10506B20S0

7-0024287 

喚醒堂新雕聖

像及舊神像修

繕捐題木牌 

STG01172-P

-106-0035 

1901 明治34年 捐題碑完好，

但因烏黑文字

辨識困難 

45 10506B20S0

7-0023922 

慶雲宮重建築

寄附芳名磁磚

(仿碑) 

STG01188-P

-106-0039 

1902 明治35年 宜蘭景陽顏金

鐘之仿古新書

作品。 

51 10506B20S0

7-0023740 

北門福德祠龍

邊捐題碑 

STG01152-P

-106-0043 

1916 大正5年 甚佳。 

52  

10506B20S0

7-0024356 

北門福德祠虎

邊捐題碑 

STG01152-P

-106-0044 

1917 大正6年 甚佳。 

55 10506B20S0

7-0023763 

南興廟捐題碑 STG01159-

G-106-0047 

1921 大正10年 良好。 

56 10506B20S0

7-0023764 

慶安堂捐題磁

磚 

STG01160-P

-106-0048 

1922 民國11年 良好。 

57 10506B20S0

7-0023767 

碧霞宮屯旗神

兵營捐題碑 

STG01161-P

-106-0049 

1922 大正11年 已被用白漆塗

抹。 

58 10506B20S0

7-0023923 

奠安宮龍邊捐

題碑 

STG01189-P

-106-0050 

1922 大正11年 龍邊堵捐題碑

為砂岩組成，

捐題碑字跡除

前幾行稍漫渙

外，餘清晰可

讀。 

59 10506B20S0

7-0023940 

奠安宮虎邊捐

題碑 

STG01189-P

-106-0051 

1923 大正12年 虎邊堵捐題碑

為砂岩組成，

字跡右塊及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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塊上半部模糊

不可讀，餘清

晰可讀。 

60  奠安宮溫和社

龍柱捐題碑

(無存) 

 1922 大正11年 僅存碑文 

63 10506B20S0

7-0023945 

震安宮前殿龍

邊廡廊捐題碑

上碑 

STG01222-P

-106-0054 

1923 大正12年 甚佳。 

64 10506B20S0

7-0023946 

震安宮前殿龍

邊廡廊捐題碑

下碑 

STG01222-P

-106-0055 

1923 大正12年 碑文字模糊甚

至脫落 

65 10506B20S0

7-0023947 

震安宮前殿虎

邊廡廊捐題碑

上碑 

STG01222-P

-106-0056 

1923 大正12年 甚佳。 

66  

10506B20S0

7-0023948 

震安宮前殿虎

邊廡廊捐題碑

下碑 

STG01222-P

-106-0057 

1923 大正12年 甚佳。 

67 10506B20S0

7-0023953 

震安宮後殿龍

邊廡廊重建紀

事碑 

STG01222-P

-106-0058 

1923 大正12年 甚佳。 

68 10506B20S0

7-0023959 

震安宮後殿虎

邊廡廊捐題碑 

STG01222-P

-106-0059 

1923 大正12年 甚佳。 

69 10506B20S0

7-0023977 

震安宮後殿龍

邊門額百鳥柱

及花匾捐題碑 

STG01222-P

-106-0060 

1924 大正13年 甚佳。 

70 10506B20S0

7-0024006 

震安宮後殿虎

邊門額百鳥柱

及花匾捐題碑 

STG01222-P

-106-0061 

1924 大正13年 甚佳。 

71 10506B20S0

7-0023951 

震安宮後殿龍

邊沿革碑、天

上聖母傳說碑 

STG01222-P

-106-0062 

1925 大正14年 甚佳。 

72 10506B20S0

7-0023969 

震安宮後殿虎

邊廡廊慶成祭

典費收支計算

碑 

STG01222-P

-106-0063 

1925 大正14年 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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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506B20S0

7-0023901 

仙水寺改築捐

題碑(仿碑) 

 

STG01185-P

-106-0072 

1924 大正 13 年 良好。 

84 10506B20S0

7-0023771 

慈安寺捐題碑 STG01162-P

-106-0075 

1924 大正13年 良好。 

85 無 
福德橋捐資碑

(無存) 
無 缺 缺 無 

88  

10506B20S0

7-0023775 

文昌廟捐題碑 STG01163-P

-106-0077 

1925 大正14年 良好。 

89 10506B20S0

7-0023773 

晉安宮捐題碑 STG01039-P

-106-0078 

1925 大正14年 碑面字跡清析

可辨，尚有水

泥及磚塊待處

理 

91 10506B20S0

7-0024357 

城隍廟重建龍

邊捐題磁磚 

STG01036-P

-106-0079 

1927 昭和2年 良好。 

92 10506B20S0

7-0024358 

城隍廟重建虎

邊捐題磁磚 

STG01036-P

-106-0080 

1928 昭和3年 良好。 

96 10506B20S0

7-0023786 

二結鎮安宮龍

邊捐題磁磚 

STG01166-

G-106-0084 

1929 昭和4年 甚佳。 

97 10506B20S0

7-0024360 

二結鎮安宮龍

邊捐題磁磚 

STG01166-

G-106-0085 

1929-1

932間 

無 甚佳。 

98 無 
宜蘭東嶽廟捐

題碑(無存) 
無 無 無 無 

99 10506B20S0

7-0023793 

利澤簡永安宮

龍邊捐題磁磚 

STG01167-P

-106-0086 

1930 昭和5年 碑面字跡清析

可辨 

100 10506B20S0

7-0024361 

利澤簡永安宮

虎邊捐題磁磚 

STG01167-P

-106-0087 

1930 昭和5年 碑面字跡清析

可辨 

108 10506B20S0

7-0023803 

慈德寺重建龍

邊捐題磁磚 

STG01169-P

-106-0095 

1933 昭和8年 甚佳。 

109 10506B20S0

7-0024273 

慈德寺重建虎

邊捐題磁磚 

STG01169-P

-106-0096 

1933 昭和8年 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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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10506B20S0

7-0023916 

浮洲再興宮捐

題碑 

STG01186-P

-106-0099 

1934 昭和9年 甚佳。 

113 10506B20S0

7-0023918 

林尾新興三山

國王廟龍邊捐

題磁磚 

STG01187-P

-106-0100 

1935 昭和10年 甚佳。 

114 10506B20S0

7-0024362 

林尾新興三山

國王廟虎邊捐

題磁磚 

STG01187-P

-106-0101 

1935 昭和10年 甚佳。 

115 無 募善堂重修樂

捐芳名磁磚

(無存) 

無 1935 昭和10年 無 

116 無 大坑罟大玄廟

改築寄附芳名

磁磚(無存) 

無 1936 昭和11年 無 

123 10506B20S0

7-0023812 

石空接天廟捐

地碑記 

STG01246-P

-106-0108 

1939 昭和14年 甚佳。 

 

 

8. 廟祀類 

與寺廟或祭祀有關的古碑，如蘇澳晉安宮的「張公聖君碑」，原已亡佚，

但又在無意間現，雖然僅剩半截，但可以見證傳統時代的信仰方式。 

另外，蘇澳砲台山居高臨下，成為日治時建廟立碑的好所在，經調查有「蘇

澳金刀比羅社」社名石柱，和「警察遭難碑」。 

金刀比羅神社為海上交通的守護神，後來也成為祈求雨水的對象，因此主

要港口都有設金刀比羅神社。 蘇澳金刀比羅社神社採座北朝南，整體建築已被

破壞，石柱、石燈籠分置附近，幸「蘇澳金刀比羅社」鎮座碑依然屹立，旁有許

大山寄附之石桌、石椅保持完整。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11 10506B20S0

7-0024129 

張公聖君碑 STG01039-P

-106-0009 

1862 同治元年 尚好，但下截

缺「君」。 

37 10506B20S0

7-0023727 

同興廟先賢石

碑 

STG01149-P

-106-0032 

1895 光緒年間 嚴重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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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0506B20S0

7-0023920 

慶雲宮功施神

民碑 

STG01188-P

-106-0037 

1902 明治35年 部份磨損，碑

面斷裂。 

44 10506B20S0

7-0023921 

慶雲宮洗手缽 STG01188-P

-106-0038 

不詳 不詳 甚佳 

83 10506B20S0

7-0023899 

重修林氏家廟

碑記（仿碑） 

STG01184-P

-106-0074 

1924 大正13年 良好。 

93  

10506B20S0

7-0023868 

蘇澳金刀比羅

社名碑 

STG01181-

G-106-0081 

1927 昭和2年 碑體完整，碑

前為斷厓，碑

座稍向前傾

斜，碑文遭水

泥壞 

 

 

 

 

9. 忠魂碑系列 

1895 年日本統治台灣之後，歷經抗日及原住民的征討，有所死傷，為撫慰

亡靈，同時也讓治下的台灣人了解，日人統治台灣的犠牲。在 1936 年代，皇民

化時期，又有一波的重建改建，戰後，這些皇民化意味較強的碑，多數遭到破壞，

宜蘭市忠魂碑原橫倒在公園獻馘碑旁，隨公園數度重整，而跟著到處移住，時而

翻上，時爾朝下，時遭碰撞，遍體鱗傷。忠靈塔三字也被人用水泥敷面，還有字

尚可辨認。頭城忠魂碑也被推到棄置於河邊，直到 1990 年代，才又被發現，保

存。 

 

序

號 

*普查表編

號 

*文物名稱 *文物普查

編號 

*年代 文物紀年 *保存現況 

39 10506B20S0

7-0023729 

宜蘭忠魂碑 STG01135-

G-106-0033 

1897 明治30年 良好。 

46 無 戰亡建碑(無

存) 

無 1905 明治38年 無 

47 無 招魂碑(無存) 無 1907 明治40年 無 

90 無 多賀先生遭難

ノ碑(無存) 

無 1927 昭和2年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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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10506B20S0

7-0023870 

警察遭難碑 STG01181-

G-106-0082 

1927 昭和2年 碑座完整，但

碑文已被鑿平

磨損，加上受

海上來之鹽水

霧侵蝕，及長

年風化，辨識

困難。 

118 10506B20S0

7-0023874 

忠靈塔   

STG01178-

G-106-0103 

1936 昭和11年 左下角缺損，

部分碑文被埋 

119 10506B20S0

7-0023807 

頭城忠魂碑 STG01150-

G-106-0104 

1936 昭和11年 碑完整但背面

碑文漫渙及右

側文字遭破

壞。 

120 10506B20S0

7-0023875 

二結紙廠殉職

碑 

STG01182-P

-106-0105 

1938 昭和13年 良好。 

122 10506B20S0

7-0023808 

龜山遊覽遭難

者之招魂碑 

STG01150-

G-106-0107 

1938 昭和13年 甚佳。 

105 10506B20S0

7-0023797 

畜魂碑  STG01020-

G-106-0092 

1931 昭和6年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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