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二林鎮】      2012年文化資源                                                         地理資訊系統寺廟資料庫數位典藏計畫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編號 寺廟名稱 主祀神佛像 寺廟地址 建別 組織型態 電話 負責人

1 柏埔堂 保生大帝 二林鎮後厝里3鄰新華巷6號 募建 未填 (04)8967553 洪忠信

2 慈靈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西庄里同安巷80號之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683124 陳慶元

3 天朱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華崙里光復路4-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蔡長銘

4 觀玄一品宮 王母娘娘 二林鎮豐田里福興巷10-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51509 許瑞

5 順天府 康府千歲 二林鎮東華里路東巷1-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03293 陳茂坤

6 二林天人宮 觀世音菩薩 二林鎮東華里7鄰原竹路120巷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03048 胡建塗

7 泰興宮 五府千歲 二林鎮華崙里1鄰挖仔路10-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684170 鄭新興

8 萬善堂 萬姓公 二林鎮大排沙段33-4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28548 陳宏懋

9 鎮港宮 五年千歲 二林鎮華崙里文明路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683456 張源昌

10 藍天宮 三藍祖師 二林鎮原斗里中正路12-1號 募建 其他 (04)8902895 莊仁章

11 玄興宮 玄天上帝 二林鎮東興里福建巷6-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5633 蔡為

12 保興宮 神農大帝 二林鎮振興里民保巷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682653 王金木

13 順天宮 池府千歲 二林鎮豐田里山寮巷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9132 洪鈴

14 皇天宮 林府千歲 二林鎮廣興里廣東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6131 洪正府

15 圓和宮 王孫大使 二林鎮趙甲里鎮平巷1-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7627 陳朝東

16 天奉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永興里合和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684926 陳富進

17 天瑤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頂厝里二溪路359巷臨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8083 蔡國鎮

18 至靈聖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外竹里西里巷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2282 莊樹業

19 福安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豐田里太平路15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51845 曾天數

20 十方學舍 釋迦牟尼佛 二林鎮華崙里光明路6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681182 張勝坤

21 收圓二林萬合廣懿宮 北極玄天真武上帝 二林鎮萬合里太平路二段961巷23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02667 吳麗花

22 修果寺 西方三聖 二林鎮廣興里廣興巷23-23號 募建 執事會 (04)8969622 李美春

23 仁和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西平里21鄰中正路58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1051 彭順週

24 天后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西平里5鄰再發路3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03253 陳熀啟

25 拱辰宮 林府千歲 二林鎮西平里14鄰莊敬街53巷17號 未填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2537 洪志用

26 觀音堂 明明上帝 二林鎮西平里自強街29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2033 吳双喜

27 伍天宮 伍府千歲 二林鎮北平里北安街4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1884 謝水評

28 泰安宮 媽祖 二林鎮華崙里3鄰光復路7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無 莊垂程

29 德靈宮 池府千歲 二林鎮頂厝里2鄰文明巷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1553 李進良

30 泰興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梅芳里太平路22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985379 吳朝木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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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法林禪寺 釋迦佛 二林鎮豐田里12鄰斗苑路四段67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0347 游月台

32 永興宮 蘇府千歲 二林鎮大永里5鄰大永路1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02831 杜賜助

33 玄聖宮 玄天上帝 二林鎮西庄里9鄰泉西巷5之1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683029 蔡海煙

34 天和宮 天上聖母 二林鎮廣興里7鄰溝頭巷5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2428 黃載海

35 至揚宮 關聖帝君 二林鎮中西里8鄰二城路77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0258 劉揚仁

36 雷王爺宮 雷王爺 二林鎮興華里6鄰中農路2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6058 洪義當

37 司察堂 盧三公 二林鎮北平里5鄰明泉巷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2802 謝鴻圖

38 振興宮 池王 二林鎮中西里7鄰中三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0149 洪文笙

39 南千宮 蘇府王爺 二林鎮南光里9鄰富民巷1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4389 陳啟輝

40 順天宮 五府千歲 二林鎮東和里18鄰儒林路二段513巷3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2991 洪分

41 保安宮 保生大帝 二林鎮萬興里中央北街4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682246 許建財

42 新興宮 清水祖師 二林鎮萬合里7鄰成田巷6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04191 陳迺芬

43 廣福宮 關聖帝君 二林鎮後厝里4鄰新榮巷1之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961136 譚華光

44 至王宮 紀府千歲 二林鎮後厝里6鄰新金巷1之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60689 吳金男

45 無極天慈盛宮 朱府千歲金母娘娘 二林鎮東華里路西巷1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904443 曾文昌

46 鎮港宮 彰化縣二林鎮華崙里港尾庄文明路35號 (04)684274 莊長樞

47 聖武宮 彰化縣二林鎮中西里舊2路3之1號 (04)963074 謝烏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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