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和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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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聖宮 明明上帝 和美鎮山犁里10鄰七寮路409號 募建 其他 (04)7558229 陳榜

2 開臺國聖宮 鄭成功 和美鎮犁聖里十茂路5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61034 盧沈梅雪

3 北極宮 玄天上帝 和美鎮環社里北堂路8巷1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55091 林四川

4 保安宮 玉皇大帝 和美鎮竹營里和頭路7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4802 黃真忠

5 福澤宮 南斗天神 和美鎮月眉里和厝路一段27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62326 蔡仕元

6 朝天宮 姚府千歲 和美鎮湖內里湖竹路塗厝厝小段147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64033 姚情全

7 天福宮 伏羲氏 和美鎮嘉寶里福北路2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63589 林金鎗

8 順天宮 媽祖三府千歲 和美鎮好修里月北路400巷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65137 葉進發

9 興安宮康府元帥 康府元帥 和美鎮頭前里義安路256巷4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0855 洪合成

10 保生宮 保生大帝 和美鎮鐵山里鎮東路19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0372 鄭燈輝

11 華德寶宮 明明上帝 和美鎮柑井里彰美路四段342巷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4486 葉童庭

12 德安宮 清水祖師 和美鎮大霞里彰和路三段43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2239 陳裕雄

13 三順宮 天神爺開天聖王朱李池三千歲 和美鎮面前里雅安路2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73179 謝忠栗

14 天聖宮 明明上帝 和美鎮山犁里10鄰七寮路40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8229 陳榜

15 天鎮宮 天上聖母 和美鎮南佃里彰頂路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9082 楊永芳

16 大福宮 福德正神 和美鎮大霞里南軒路123號鄰邊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4439 邱清男

17 龍華慈惠堂 瑤池金母 和美鎮月眉里和港路94巷6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6780 張晉維

18 西方杏佛院 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藥師 和美鎮中興路一段26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50838 黃麗娟

19 濟明寺 阿彌陀佛 和美鎮詔安里6鄰彰和路二段1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50369 李煜東

20 唐寶巖 觀音大士 和美鎮湖內里湖北路131巷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8408 張海松

21 普慶宮 普唵佛祖 和美鎮塗厝里15鄰思北路17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67528 黃麒銘

22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和美鎮竹圍里彰新路四段1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60792 顏永儀

23 人乘寺彌陀院 阿彌陀佛 和美鎮中興路三段15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54808 李文達

24 嘉安宮 蘇府千歲 和美鎮嘉犁里東坡路17巷臨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53263 李桑明

25 聯興宮 蘇府王爺 和美鎮和西里和線路149巷1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3700 尤伯馨

26 開臺聖母 鄭成功 和美鎮犁聖里十茂路5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61034 盧沈梅

27 近天宮 天上聖母 和美鎮塗厝里和厝路二段38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56953 陳建勝

28 普道院 太子元帥 和美鎮犁里仁宇路177巷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1412 葉國賓

29 萬興宮 萬興公 和美鎮西美路和西段1316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563062 謝清水

30 慶安宮 謝府王爺 和美鎮源埤里南安路10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25421 王樹林

共35座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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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池王宮 池府王爺 和美鎮中圍里綏東路3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61198 林慶發

32 善德寺 釋迦牟尼佛 和美鎮柑井里柑竹410巷3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53440 馬素珠

33 平安宮 池府千歲 和美鎮和東里忠勤路3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54773 陳西英

34 武當宮 玄天上帝 和美鎮柑井里柑竹路31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58321 吳沙

35 財團法人和美天佑宮 和美鎮鹿和路6段375號 募建 (04)無 李澄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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