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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溪區

瑞芳區

基隆山

萬瑞快速公路

貓村/貓咪衛教宣導資訊站

00        600       1200    1800比例尺

1 : 60,000   

火車

搭乘臺鐵北迴線火車於瑞芳車站或猴硐車站下車。

公車
1.856 黃金福隆線：瑞芳→九份→黃金博物館→黃金瀑布→水湳洞→

  南雅南新宮→鼻頭→龍洞海洋公園→龍洞四季灣→澳底→福隆

  遊客中心

2.891 金水浪漫號：黃金博物館→勸濟堂→黃金瀑布→長仁社區→

3.788金瓜石－基隆線：金瓜石→九份→瑞芳火車站→基隆火車站

4.1062臺北－金瓜石線：捷運忠孝復興站→松山火車站→瑞芳火車站→

  黃金博物館→勸濟堂

5.965板橋－金瓜石線：板橋公車站→捷運北門站→瑞芳火車站→

  九份老街→黃金博物館

6.T99濱海奇基線:基隆火車站→臺鐵八斗子站→建基煤礦→深澳漁港

  水湳洞停車場→水湳洞遊客中心

開車
1. 國道 1號→大華系統交流道

       →台 62線( 萬瑞快速公路 )→瑞芳

2. 國道 1號→大華系統交流道

       →台 62線( 萬瑞快速公路 )→台 2線

           →水湳洞→金瓜石、九份

來去自如
來去瑞芳　條條大路攏嘛通

尺
公

廣告

瓢飲簞食樂 

  咀嚼傳統新味

美食好味

4 瑞芳後站美食

瑞芳老街位於瑞芳火車站後站，許多特色美食
從過去飄香至今，像是經營超過一甲子的保雲
芋圓，不少旅客是為著口感Q彈又大顆的芋圓
慕名而來，而後起的兩個銅版美食專賣店，有
道地炸丸子及料多味美的碳烤三明治，另一間
利克商號，則使用天然食材製作的手作冰淇淋
，受到大人小孩都喜愛，旅客若來到瑞芳後站
老街，可多駐足一些時間，走訪昔日風華的老
街，品嚐在地口味的美食。

位置：瑞芳火車站後站出口（瑞芳街）

5  龍鳳腿

外型像熱狗棒或是香腸的龍鳳腿，是瑞芳區的特
產之一，龍鳳腿是因以蝦（龍）、雞肉（鳳）製
成的絞肉，和高麗菜、紅蘿蔔、荸薺碎丁、洋蔥
等配料混合而成，再以「豬網油」包裹內餡；甫
從滾燙熱油中撈起的龍鳳腿，散發出陣陣香味，
酥炸金黃的外皮裹著飽滿多汁的餡料，保證讓您
意猶未盡。

地址：瑞芳車站前廣場攤販

6 礦工便當

以金瓜石地圖布巾包裹著印有礦坑風情的不鏽
鋼製便當盒，一入手就可感受到濃厚懷舊氣息與
別具特色的創意。以附送的竹製筷箸夾起炸得通
透的排骨肉片，配上一口香滷豆干，一口清脆菜
脯，含在嘴裡的古早味讓您彷彿重溫礦業風采。

電話：(02)2496-1820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金瓜石金光路 8-1 號

（黃金博物館礦工食堂）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10:30 - 17:00；
週六、週日 10:30 - 18:00 

7 金瓜石土雞城

黃色的木造外牆在蜿蜒的綠色山中小徑分外顯
眼，這便是聞名金九地區的土雞城所在。食材新
鮮講究的土雞城提供了鮮嫩多汁的上等雞，緊密
扎實的肉質淋上特調醬汁，口感油而不膩，唇齒
留香。除了必點的土雞肉外，還可嚐嚐老闆推薦
的鐵板鴕鳥肉或手工黑糖麻糬，全由老闆娘精心
手工製作，僅此一家，絕無僅有。

電話：(02)2496-2535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山尖路 13-1 號
營業時間：11:00 - 21:00，每週三公休 ( 詳細營業時間請電洽 )

1 九份茶館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及基山街
交通：搭乘北迴線鐵路於瑞芳火車站前方道路(明燈路)左轉約220公尺至

區民廣場公車站搭乘公車 

2 古早味麵攤（大麵發）

猴硐車站前，有間經營半世紀的古早麵攤，
掌廚的老夫婦在氤氳的霧氣中煮起了新鮮彈
Q的麵條，拌著濃郁肉香的肉臊與清脆的韭
菜末，撲鼻而來的香氣嚐一口盡是簡單的幸
福。來到這兒點盤粉腸豬心或海帶，品嚐彈
牙鮮美肉質，為旅程更添美味。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光復里柴寮路 52 號
（猴硐火車站斜對面）

3 瑞芳美食廣場

瑞芳火車站是旅客前往九份、平溪及深澳的
交通樞紐，進而形成人潮聚集的地方，位於
站前的美食廣場容納了37個獨特的攤位，每
一攤皆是好口碑美食，如：林記福州胡椒餅
、紅茶攤、連莊豬腳湯(鹹冬瓜)、阿伯熱油
麻糬、豐味肉羹、卡特紅燒牛肉麵及加拿大
女婿手作的披薩和甜點等。遠道而來的旅客，千
萬別錯過這些在地人的味道喔！

電話：(02)2496-5670（自治會辦公室）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民生街35巷2號

最佳伴手禮

住一晚瑞芳 賞一晚好景

好居再上路

圖片提供 金瓜石土雞城

         如何貼近「驚豔」水金九之美

行動導覽相關訊息：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日 09:00 - 18:00，除除夕外，全年無休。

       ( 服務時間如經調整，以現場公告為準 )

新北市各地旅遊服務中心

板橋旅遊服務中心 (02)2965-7806

淡水旅遊服務中心 (02)2626-7613

新店旅遊服務中心 (02)2918-8509

瑞芳旅遊服務中心 (02)2497-3813

烏來遊客中心 (02)2661-6355

十分遊客中心 (02)2495-8409

九份遊客中心 (02)2406-3270

猴硐旅遊資訊站 (02)2497-4143

水湳洞遊客中心   (02)2496-1588

輕便路遊客中心   (02)2497-3949

烏來瀑布遊客中心 (02)2661-6942

菁桐天燈館  (02)2495-2358

深澳漁港、海天步道

蝙蝠洞公園

瑞芳棒球場

註：水金九地區計程車運價表，請掃描右側QR Code：

瑞芳火車站旅遊服務中心 

電話：(02)2497-3813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明燈路

三段 82 號（瑞芳火車站內）

九份遊客中心 

電話：(02)2406-3270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

汽車路 89 號（九份派出所旁）

輕便路遊客中心 

電話：(02)2497-3949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

輕便路 194 號 2 樓

水湳洞遊客中心

電話：(02)2496-1588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

洞頂路 155-8 號

猴硐旅遊資訊站

電話：(02)2497-4143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柴寮路 42 號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小提醒：
消費者若有任何消費爭議，
請撥打以下電話尋求協助：
1.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
2.九份派出所：（02）2497-2609

06:00-23:00營業時間：

走進九份古色古香的茶館小徑中，您一定
會為傳統老茶館古樸的設計所吸引，大紅
燈籠高掛，日本浮世繪面具與搖曳的綠竹
相襯，偶爾能聽見木製風鈴響著清脆的聲
音。您可以點一壺清香熱茶配香脆瓜子，
欣賞窗外山嵐繚繞美景，三五好友共遊或
獨自旅行，都別有一番風味。

2022年1月

新北市觀光旅遊網 https://newtaipei.travel         

八斗子火車站

瑞芳山 秀崎
山登
山步
道

(瑞芳
公園
)

Tips

經典遊程 登山步道 在地民宿

為宣傳水金九（水湳洞、金瓜石和九份）地區觀光資訊，新北市政府提

供QR Code及互動式導覽機等各種導覽服務，以及有免費wifi無線上網

空間，整合觀光地區之店家資訊、即時訊息、重要地標等資源，充分掌

握水金九之美。

山尖路步道

猴 貓鳳梨酥 
猴硐車站近年以「貓旅行」出名，許多因
「貓」而生的伴手禮便成為當地熱門商品，
其中包括深受旅人所愛的貓造型鳳梨酥。
外型精巧可愛的貓鳳梨酥，讓人吃在嘴裡
甜在心裡。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光復里柴寮路
（猴硐火車站前）

草仔
扁平巴掌大小的草仔粿，客家話又俗稱艾粄，
是個臺灣味相當濃厚的傳統地方小吃。因摻入
鼠麴草而有墨綠色的外表，軟黏有彈性的外皮
與豐富蘿蔔絲餡料，嚐起來有種鹹甜並存的雙
重滋味，是來到瑞芳不可錯過的最佳伴手禮。

阿蘭草仔粿
電話：(02)2496-7795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90 號
營業時間：09:00-20:00( 詳細營業時間請電洽 )

芋圓
已成九份代名詞的芋圓，絕對是您非買不可的
伴手禮，完全純手工製作的芋圓，經過炊、攪、
搓、揉等 16 道繁複的手續，讓芋圓保持在軟硬
最佳的 Q 軟口感。烹調只需丟入滾水加點糖粉
或其它配料，即可讓您在家也品嚐到具有濃厚
九份風情的甜蜜美味。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豎崎路

學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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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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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道

涵館民宿
電話：(02)2496-5160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 282 號

1

九份未眠者花園民宿
電話：0938-020-91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石埤巷 78 號

2

九份民宿－龍門客棧
電話：(02)2496-603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崙頂路 110 號

3

天水民宿
電話：(02)2496-2839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洞頂路 253 號

4

櫻沐居民宿
電話：(02)2496-5130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 95 號 2 樓

5 井上天花民宿
電話：(02)2497-8007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三爪子坑路 6號

11

9 綠野村山莊民宿
電話：(02)2406-1248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靜安路 4段 56 巷 6 號

10 允誠民宿
電話：0920-365-36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烏勢巷 60 之 1 號

12 美好時光民宿
電話：(02)2496-032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崙頂路 39-2 號

13 九份山城逸境民宿
電話：0920-231-712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基山街 195 號

14 九份老舍民宿
電話：0960-576-258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街頂巷 20 號

15 晴天二館
電話：(02)2497-4115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建基路 2段 27 號

16 望幽谷民宿
電話：(02)2496-6296、0916-214-952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汽車路 108-3 號

6 利未莊園民宿
電話：(02)2496-1658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山尖路 97 號

7 我們的家 187 民宿
電話：(02)2496-2628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山尖路 187 號

8 雲山水小築民宿
電話：0919-131-84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山尖路 72 之 1 號

深澳鐵道自行車
14

水湳洞展演藝廊(山城美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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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時山步道

11

北37

小粗坑登山步道

大粗坑登山步道

樹梅坪古道

石尾路登山步道

楊廷理古道

無耳茶壺山步道

瑞猴自行車道

苧仔潭古道

9

代天府

大竿林

福山宮

九份老街站(往瑞芳)
九份派出所站 九份遊客中心

九份派出所

台陽停車場
九份老街站(往金瓜石)

猴硐國小
猴硐煤礦博物園區

遊客服務中心
甕仔潭橋

1

5

13

12 

11

10

15

金字碑猴硐一百階

樹梅坪

地圖路線及標示僅為
示意並非實際地理位置

昇平戲院

頌德公園

國際終戰和平園區

5

五番坑公園



深澳鐵道自行車

2 金瓜石 /水圳橋
水金九地區的水圳橋，是當年

金礦開採時期，為了將洗煉礦

石用水從水源地運輸到洗煉場

儲水塔的水道，為橫跨溪澗低

谷所興建的橋梁，尤其以山尖

路步道上的水圳橋最為特別。

興建於日本時代的山尖路水圳

橋，和其他兩座橋樑形成上下並列的「三重橋」景觀，橋下的潺潺

流水與如茵草木，讓此處形成特殊的人文風景。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金水公路距水湳洞 1公里處
交通：搭乘往返金瓜石及水湳洞的 891 金水浪漫號，於黃金博物館站下車，

續行金水公路(北34線)至金泉寺、119咖啡旁樓梯而下即可抵達

3  金瓜石/金瓜石地質公園、無耳茶壺山

金瓜石地質公園位於「本山礦

場」，位處黃金神社的上方，

原為一處露天採礦區，目前整

治為一座以地質、地形為主題

的生態旅遊園區，展現地質保

育規劃的成果。公園內的步道

是昔日採礦的舊路，沿著寬廣

的石板路緩緩上坡，沿途的解說牌介紹各種礦物與昔日採礦種種，

亦可遠眺無耳茶壺山與半屏山的山稜線，景色壯麗怡人。而遙望相

對的無耳茶壺山則是另一條知名的登山健行步道，走在沿著稜線開

闢的步道上，登高望遠，一面可見山頭中櫛比鱗次的九份村莊，另

一頭則是遼闊的基隆港灣，金九區所有知名的景點皆映入眼簾。

交通：金瓜石地質公園 (102 市道 18 公里處 )

4  鼻頭角 /鼻頭角燈塔
白色的鼻頭角燈塔曾在二次世界大戰

時遭炸毀，直至民國 60 年才在原址

30公尺外興建新塔。白色錐形外型，

頂層有環狀陽臺，塔高 12.3 公尺，

可見射程為 16.6 海浬的塔燈光芒，

為往來太平洋船隻指引方向。目前燈

塔尚未對外開放參觀，但遊客仍可觀

賞鄰近的豆腐岩地形；此地斷崖地形

起落大，需留心腳步注意安全。

交通：台 2線 84.6 公里處鼻頭路左轉

美麗史地
黑金與黃金

築出的瑞芳故事

多山多風多雨的瑞芳山城，曾經為淘金採礦的礦產

重鎮，煤礦豐富的猴硐仍能在頹圮荒廢的礦坑煤場

中看見昔日風華，而今三五貓群，走跳在老屋陋巷

中，為失落小鎮帶來人氣；聞名遐邇的九份老街，

茶樓童玩小吃店林立，拾級而上，忽見熠熠生輝的

萬家燈火，越夜越美麗。金瓜石水湳洞與礦業歷史

的糾葛繁榮了小鎮，循著鐵道上的礦車，亦或油毛

氈屋褪色的蛛絲馬跡中，後人得以窺見當年礦工辛

酸。擁有豐富自然寶藏與歷史人文價值的瑞芳，正

等著您前去探尋。

無限綠意

軼事奇聞豐
  積累古城文化

人文靈氣

水窮雲起時  
驚見轉角美景

起居飲食處
耽美民生智慧

在地生活

1  金瓜石/金瓜石神社
金瓜石神社興建於日本時代，

神社為日本人信仰中心，金瓜

石神社主祀大國主命（為開拓

三神之一）、金山彥命（冶金

守護神）與猿田彥命（日本神

話中防止惡靈入侵的神祇）；

由目前神社遺址範圍可見當時

興建規模，包含參道（步道）、

拜殿、幣殿、主殿等，戰後神社遭毀壞，現存兩座鳥居、一座旗幟

臺、石燈四座，和神社基座上殘餘的數根基柱，臺灣目前留存的日

式神社相當稀少，因此更顯金瓜石神社的時代價值與意義。

參觀資訊：黃金博物館園區內神社石階步道往上走約 20 分鐘

2  金瓜石/國際終戰和平園區
國際終戰和平園區原為日軍二

戰期間的戰俘營，臺灣話稱作

「督鼻仔寮」，意思是外國人

住所。戰俘營在二次大戰期間

關押了一千多名的各國戰俘，

進行採集礦石的工作，但因礦

坑工安不佳，與醫療衛生、水

土不服等問題，許多戰俘命喪於此。1997 年於此地設立紀念碑，

目前現址僅保留當時營區規模的一小部分。園區內現有歷史圖文解

說牌，訴說著當年的哀戚與憂傷。每年固定於11月舉辦追思儀式，

在此深具歷史意義的景點中，融入臺灣民主意象的碑石，更象徵和

平與自由的難能可貴。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祈堂路 40 號
交通：搭乘往返金瓜石及水湳洞的 891 金水浪漫號，於勸濟堂站下車
      捷運板南線忠孝復興站，搭基隆客運 1062, 於黃金博物館站下車

1 水 洞/黃金瀑布、十三層遺址、陰陽海

位於九份與金瓜石兩大金礦聚

落間的基隆山，俗稱「大肚美

人山」或「雞籠山」，駕車由

水湳洞進金水公路，九彎十八

拐的地形讓這座山藏了相當多

古樸神秘的景點。沿著海岸進

入水湳洞景點區，即可遠眺依

山而建的十三層遺址，廢棄停用多年的大型選煉場宛如羅馬龐貝

古城，盤踞山頭的廢煙道全長 2 公里，在山嵐下忽隱忽現，有如

臺灣版的萬里長城。從山上遠眺海岸則有臺灣唯一的黃金瀑布，

岩石因長年重金屬礦砂沉積而呈金黃色，水流激起的水花在陽光

直射下閃閃發光。而金瓜石山區溪水中富含的礦物質，在入海口

處形成一半金黃、一半碧藍的奇景，亦成為當地特殊的黃金海岸

( 陰陽海 ) 景觀。

交通：
開車
1.可由基隆方向往宜蘭沿北部濱海公路（台2線）往水湳洞78.5公里處（可

明顯看見十三層遺址處）右轉上山，沿路可見金瓜石各處美景
2. 國道 1 號由大華系統交流道下，接台 62 號萬瑞快速公路至瑞芳，轉往九

份方向，經金九公路可沿途欣賞水湳洞各處美景（從九份到金瓜石車站
車程約 5分鐘）

公車  可乘坐往返金瓜石及水湳洞的 891 金水浪漫號

5  南雅 /南雅奇岩
南雅漁港鄰近濱海公

路，受山勢地形影響，

海岸線為奇石嶙峋的岩

岸地形。退潮時海岸邊

可欣賞此地特有因侵蝕

作用形成的針柱狀岩

峰、筍石、蕈岩等地形，

節理作用下，岩塊紅、

黃、褐、灰色彩相間、

變化萬千，還有層次分

明像是霜淇淋的岩塊，也有外形酷似海螺、海狗岩等各式姿態奇石，

伴隨著拍打上岸的驚濤與浪花，無論是從哪個角度觀看，南雅奇石

風情萬種姿態百變，備受攝影同好喜愛。

交通：新北市瑞芳區南雅里（台 2線 81.25 公里處）

6   猴 /金字碑古道
淡蘭古道的三貂嶺古道路

段又稱為「金字碑古道」。

清 同 治 6 年（ 西 元 1867

年），臺灣鎮總兵劉明燈

出巡三貂嶺，視其山路艱

險難行，是以刻碑抒懷，

並於文字上貼金箔，因有

「金字碑」之稱。碑上詩

文「雙旌遙向淡蘭來，此日登臨眼界開；大小雞籠明積雪，高

低雉堞挾奔雷；穿雲十里連稠隴，夾道千章蔭古槐；海上鯨鯢

今息浪，勤修武備拔良才」，用以讚嘆三貂嶺地勢險峻，氣象

磅礡。金字碑刻佇古道向南的山壁頂，自舊猴硐國小入山，需

爬經相當長一段的石階梯，有種朝聖意味。雖然碑身歷史悠久

，加上受侵蝕影響底座些微崩壞，但仍可見金字碑典雅悠遠的

外觀，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交通：北迴鐵路猴硐車站下，舊猴硐國小為金字碑登山口

1  九份 /九份老街
聞名全球的電影《悲情城市》，

將默默無名的九份提升為國際

知名觀光景點，九份巷道各式

店頭林立，以「丰」字路連接

山城各處。九份國小至九份派

出所之間為貫穿九份的豎崎

路，其長達 300 多階的石階路

為早年九份運送物資的要道；

而今咖啡館茶樓林立，古樸的

街道讓此路成為九份的既定意

象。另三條橫軸開展的道路便

是各式商店聚集的基山街、遊

客必經的汽車路，以及昇平戲

院所在的輕便路。除此三橫一豎的大路外，穿梭於屋樓間的穿屋巷、

前門對著後院的胡同巷弄，隨意拐彎折返則可通達四條主要道路，

在九份老街漫步，每個轉角皆是驚喜。

交通：於瑞芳火車站前方道路(明燈路)左轉約220公尺至
區民廣場公車站搭乘公車

金瓜石 /勸濟堂

驅車行駛在基隆山與無耳茶壺山之

間，可見一座古銅色的巨型關公像，

背山望海座落在鬱鬱蔥蔥的山林中，

此座純銅鑄造關公像高 35 臺尺，重達

25 噸，是目前東南亞最大的關公像，

也是金瓜石的地標之一。勸濟堂建於

清光緒年間（西元 1902 年），奉諭旨

賜號「勸濟堂」，取「勸眾行善，濟

民助困」之意，盼金瓜石的居民世世

代代保有慈善風俗。勸濟堂殿內另有

二鎮殿之寶，位於神像前兩大浮雕石

柱，花鳥人物雕於其上，神態作工細

緻饒富趣味，為已故國寶級雕刻大師黃龜理遺作，縷縷青煙繚繞其

間，別有莊嚴道遠之意。

電話：(02)2496-1273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銅山里祈堂路 53 號
交通：搭乘往返金瓜石及水湳洞的 891 金水浪漫號，或搭乘捷運板南線忠孝

復興站，轉乘基隆客運 1062 於勸濟堂站下車

3  九份 /昇平戲院

電話：(02)2496-9926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輕便路137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7:00 週六及週日09:30-18:00

3 猴 /猴 煤礦博物園區、貓橋、

貓咪公廁、貓村、貓咪衛教宣導資訊站

位於瑞芳區猴硐整煤廠的煤

礦博物園區，保留昔日礦業

村莊的生活全貌與歷史文化

資產，從猴硐車站遠望，即

可看見不遠處荒廢多時的選

煉廠，牆上仍保留著「產煤

裕國．瑞三礦業公司」幾個

大字，並瞥見當時煤礦廠選煤運煤的生產線與各式大型機具。礦場

鄰近處仍保有當時日據時代遺留下的鐵路舊山線隧道、運煤橋等，

目前沿線整治為自行車道，沿路的舊鐵道、山洞與猴硐區的山林風

景相互映襯，感受自然古樸氛圍下的騎乘樂趣。此外，園區內的木

造保全崗哨亭常見貓咪玩耍，成為保全人

員與貓咪共同駐守的貓咪崗哨亭，而巡點

自行車貓 BIKE 可愛逗趣仿貓身圖樣，很

難不讓人多看兩眼；園區旁除了全臺首座

人貓共用的天橋貓橋外，火車站變得煥然

一新，新設的貓咪公廁，外牆上插畫家貓

小 P 繪製的貓咪系列插圖，活潑可愛讓人

驚豔；二樓候車大廳外的觀景平台，還可

遠眺山城自然風光與選煤場遺跡。今年除貓村整修的煥然一新，也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北迴線猴硐車站旁

4  九份、金瓜石特色民宿

備註：民宿資訊請上新北市觀光旅遊網查詢

4  金瓜石 /黃金博物館
黃金博物館館內展示當年金瓜石採礦的繁華與沒落，除了有豐富的

歷史人文，更與周遭自然美景連成一氣；館內有讓民眾體驗礦工辛

勞的「本山五坑坑道」，認識金屬工藝之美的「金屬工藝館」以及

日式傳統建築的「金瓜石太子賓館」，以及供民眾親手觸摸大金磚

的「黃金館」，或是位於館區周邊的金瓜石神社、無耳茶壺山與國

際終戰和平園區等，民眾透過這些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產，可深刻

體驗自然與歷史記憶的結合所帶來的全新視野。

電話：(02)2496-2800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金光路 8號
營業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 - 17:00；週六、週日 09:30 - 18:00

( 詳細營業時間請電洽 )
交通：由瑞芳火車站步行至區民廣場，搭乘基隆客運(788、1062路線)或臺北

客運（965路線）至金瓜石「黃金博物館」下車
備註：全票80元（依現場及官網公告符合免費對象者，須出示證明文件）

九份 /頌德公園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九份頌德公園
電話：(02)2497-2250（瑞芳區公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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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藏山城藝文歇腳處

來到瑞芳，享受山城美景與靜謐之餘，也別錯過潛藏其間充

滿藝術氣息的歇腳之處。

Tips

水 洞展演藝廊 (山城美館 )
臺電閒置舊禮堂改建的紅磚建築，

由在地藝術家團隊「山城美館」經

營，分為展覽、用餐、文創及DIY區。

展覽區有瑞芳意象、五行主題及藝

術家個展，除在地藝術家作品外、

也邀請外地藝術家展出，偶有全球

性議題如公平貿易的展覽。用餐區

放置一張木製「山城長桌」，希望

各地旅客用餐時能彼此交流；特色餐點包括手捏陶杯盛裝的「山城

咖啡」，是公平貿易來的產地咖啡，左或右手持杯品嚐會有不同滋

味，「早安山城」是烤饅頭配上台灣有機豆漿，另有當季食材做成

的手工現烤 pizza 以及媽媽手工土鳳梨酥；長桌周邊設有「食材藝

廊」，展示各種友善食材。文創區則有與生活結合的文創產品。展

演藝廊讓遊賞不只是走馬看花的景點觀光，更可找到生活美學的體

驗和土地故事的分享。

電話：0963-663-003      地址：新北市瑞芳區洞頂路 155-8 號
開放時間：09:00 - 17:30( 週一公休 )

火車：於瑞芳站搭乘深澳支線鐵路至八斗子火車站下車    
公車：搭乘基隆客運791、1051或T99臺灣好行（濱海奇基線）

至八斗子火車站或建基煤礦（深澳站）下車
備註: 欲搭乘民眾須於深澳鐵道自行車官網訂票，

開放訂購票期為乘車日前30天。

位
於新北市東北方區域的瑞芳區，三面靠山一面臨海，境內山多平原少，基隆河蜿蜒流經其中，使瑞芳區散落於山林間的

各城鎮發展不同特色。瑞芳為往來宜蘭與臺北間的通道，而「瑞芳」名稱的由來，據說是要道上有間知名商鋪，名號「瑞

芳」，是長途跋涉的商人或礦工重要的生活商品補給站，因名聲響亮，往來者常把瑞芳商鋪作為目的地，「去瑞芳」或「從瑞

芳返來」便琅琅上口，促使「瑞芳」成為現今的地名。

早期臺灣工業發展，多以煤炭做為燃料取得動力，因此蘊藏豐富煤礦的猴硐，便成為當時盛極一時礦業大城。從日本人經營的

基隆炭礦株式會社，至光復後的瑞三礦業公司，加上宜蘭鐵道開通，猴硐成為規模最大、品質最佳的煤礦場，大量人口湧入此

地就業，民國 50、60 年代繁華一時。而後因礦產殆盡，山城的發展急遽萎縮，現今只剩百人居住於此。今日礦業榮景不在，

但其獨特的人文歷史所發展出的特殊風貌，伴隨著秀麗峽谷、壺穴奇石等天然景觀，與近年的「貓村」美名，使猴硐成為新興

的觀光景點。

金瓜石與九份，面東海環基隆山、茶壺山，從水湳洞轉進曲折蜿蜒的山路，一路欣賞氣勢磅礡的黃金瀑布、十三層遺址，以及

具有濃厚礦業歷史的金瓜石一帶，最後到達繁榮的九份，隔山相對的金九兩區，古樸敦厚與熱鬧繁華的衝突感，更讓人感受這

風姿萬千的山城小鎮。金九地區從以前便是知名的金礦產地，因此成為東北地區主要聚落。礦業沒落後，被人逐漸淡忘的黃金

城，卻在不經意地躍上螢幕後，蛻變為聞名國際的觀光景點。懷舊

街景和山海景觀，與百年歷史的昇平戲院，以及結合中國與日式建

築風情的茶樓小館，或是激起金黃水花的黃金瀑布，與媲美龐貝古

城的十三層遺址，都能令人駐足良久。

來到瑞芳，不僅可體驗礦工的辛勞與領略山城之美，其中孕育出的

人文風采和當地特有的美味小吃，再加上依山傍

海各有獨到風景的特色民宿，無論是一日悠遊或

深度旅行，瑞芳區精彩獨特的風貌值得您一再回

味。

新增貓咪衛教宣導資訊站。

沿著浪漫公路 ( 山尖路 ) 從

水湳洞至金瓜石九份，除了

沿途獨特的山海風光，還有

許多特色民宿藏隱其中，日

式風格、油毛氈屋、懷舊古

厝，和依舊坑道口而建的建

築等；走在水圳橋旁的小徑

，不經意的轉彎處總能發現藏身於山林中的旅宿空間，有些能欣

賞幻化莫測的黃金海，有些能飽覽山嵐裊繞的風景，除了不同主

題與設計風格的建築住所和民宿景觀外，親切好客的民宿主人更

是水金九最美的風景，無論是自家研製的招牌菜，或是私房景點

，熱情洋溢的招呼讓人體會最道地的山城之美。

深澳線鐵道原為運煤鐵路，2007年因

深澳火力發電廠進行拆除改建，2016

年恢復部份鐵道載客，八斗子火車站

為深澳線終點站。2018年，新北市觀

旅局與臺鐵合作，活化廢棄深澳線鐵

路，打造行走在鐵軌的Railbike—全

臺唯一依山傍海的鐵道自行車，從八

斗子車站連接到深澳車站約1.3公里，單程騎乘約20分鐘。搭乘深澳

Railbike，沿途可以看到無敵海景、山景，隧道內用光影打造海洋

聲光效果，充分感覺深澳在地魅力，串連周邊景點，讓遊客以低碳

、樂活的方式，體驗北海岸之美！

走在九份昔日輕便車運行的輕便路，

穿越熱鬧的豎崎路後，逐漸遠離人聲

鼎沸「九份老街」，經步行約10分鐘

後抵達頌德公園，公園命名為歌頌台

陽礦物事務所創辦人顏雲年功德碑而

得名，公園內設置許多雕塑作品，是

過去企圖將九份塑造成紐約蘇活區式

的藝術家天堂未果的外來藝術工作者

所留下的產物，公園上方的小涼亭則

可俯看瑞濱灣全景，也是欣賞九份地

區的最佳景點之一。頌德公園也是連

接猴硐、小粗坑及九份的重要入口，可

由頌德公園旁的小粗坑古道前往猴硐。

昇平戲院初建時為木造建築，民國40

年改建為空心牆，四周房屋建立於日

據時代。為藝術工作者常取景的地

方，許多電影如「多桑」﹑「悲情城

市」﹑或「藍山咖啡」都曾以此為

景，拍出經典鏡頭。後由新北市政府

文化局及觀光旅遊局整建此歷史建

築，恢復電影院功能，現內部陳述請

吳滄富家族捐出舊時的放映機，也委

請九份鄉土館賴先生做五六零年代的

情境佈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