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員林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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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天宮 三尊恩主 員林鎮員水路1段449巷4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3671 賴柱

2 財團法人彰化縣妙化堂 關聖帝君 員林鎮惠來田光明街141巷20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4)8322045 張椿堂

3 財團法人彰化縣員林寺 釋迦牟尼佛 員林鎮和平里和平街20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4)8341050 朱文科

4 玉皇宮 關聖帝君 員林鎮源潭里南潭路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4481 陳柏任

5 增盛堂 觀世音菩薩 員林鎮振興里山腳路二段386巷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63588 翁吉雄

6 華成百姓公廟 百姓公 員林鎮仁美里萬年路3段32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31133 王安石

7 開林寺 釋迦牟尼佛 員林鎮湖水里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1516 吳春景

8 華成百姓公媽廟 百姓公 員林鎮仁美里萬年路三段32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31133 賴聰吉

9 聖后宮 天上聖母 員林鎮出水里湶洲巷21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4542 吳木墻

10 合興山慈惠堂 無極瑤池大聖西王金母大天 員林鎮南興里南潭路119巷22弄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8612 李金燦

11 福聚淨寺 釋迦牟尼佛 員林鎮林厝里山腳路一段坡姜巷379弄219 募建 執事會 (04)8311494 吳美麗

12 鎮靈宮 田督元帥 員林鎮大饒里員集路二段552巷136弄8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52950 羅焜

13 至賢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中央里田中央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33641 曹坤蓮

14 廣安宮 三山國王 員林鎮中山里光明街26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6040 葉慶明

15 慈濟宮慈惠堂 瑤池金母 員林鎮浮圳里員東路一段537巷44弄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31025 洪其南

16 集興宮 關聖帝君 員林鎮湖水里湖水巷87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0298 黃榮鎮

17 員林蓮社 四方三聖佛 員林鎮三愛里大安街13號 募建 執事會 (04)8329690 吳其鑑

18 震興宮福德祠 福德正神 員林鎮振興里山腳路二段589巷20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37655 高敏耀

19 福德宮 福德爺 員林鎮鎮興里員東路一段65巷4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無 周素秋

20 南聖宮 天上聖母 員林鎮南平里復興路117巷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82143 張文能

21 明聖宮 三山國王 員林鎮林厝里山腳路一段坡姜巷246弄110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15477 張清江

22 修善祠 石碑(有求必應) 員林鎮忠孝里員水路二段40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33452 黃繁雄

23 北極宮慈法堂 北極玄天真武上帝 員林鎮東北里山腳路六段254巷26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362380 吳昌勝

24 湧泉宮 觀音佛祖 員林鎮湖水里湖水巷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蕭芳遠

25 慈妙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民生里四平街19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劉春桐

26 寺廟興賢書院 文昌帝君 員林鎮中正里三民街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1019 張次郎

27 承天宮 玉皇大帝 員林鎮源潭里三潭巷2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6700 黃仁和

28 集興宮 土地公 員林鎮新生里員鹿路2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1458 吳芳澤

29 瑤皇宮明義堂 文衡關聖帝君 員林鎮溝皂里溝皂巷3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2542 蕭坤發

30 受賢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新生里員鹿路15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4382 詹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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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玉鶴寺 觀音佛祖 員林鎮大峰里大峰巷45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3178 黃登鑾

32 玉皇宮 關聖帝君 員林鎮源潭里南潭路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4481 陳江澤

33 佛導寺 釋迦牟尼佛 員林鎮大饒里員集路二段552巷21號 募建 執事會 (04)8321484 魏春美

34 昭安宮昭安堂 玄天上帝 員林鎮中央里田中央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8648 程永都

35 三聖宮 關聖帝君 員林鎮南興里員大路一段20巷2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41409 古炳懷

36 震華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三條里員水路二段13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張耀北

37 廣寧宮 三山國王 員林鎮光明里中正路3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0298 張森桂

38 福寧宮 天上聖母 員林鎮和平里中山路二段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55163 張双煌

39 震天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三和里大同路一段25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6250 洪其南

40 地藏庵 地藏王菩薩 員林鎮中正里萬年路三段8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59935 吳亮寬

41 東山鎮興廟 輔順將軍 員林鎮南東里山腳路四段3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3208 黃錦昌

42 慈天宮 觀音佛祖 員林鎮大埔里員大路二段5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8105 游振園

43 廣天宮 恩主公 員林鎮出來里出水巷13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12335 翁金雄

44 香山寺 觀音佛祖 員林鎮大饒里員集路二段244巷1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41462 王錦坤

45 雙林寺 釋迦牟尼佛 員林鎮中正里育英路38號 募建 執事會 (04)8320772 郭富美子

46 濟揚宮 文衡聖帝 員林鎮三和里成功路1巷38弄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81522 江文卿

47 衡文宮 玄天上帝 員林鎮民生里萬年巷51之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6948 陳明仁

48 天化宮 三尊恩王 員林鎮振興里山腳路二段60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37655 張尚法

49 南聖宮 關聖帝君 員林鎮萬年里員水路二巷二一弄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63820 張文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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