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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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倫聖宮 明明上帝 彰化市茄南里金馬路二段66號 募建 未填 (04)8936321 陳榜

2 啟順宮 開漳聖王 彰化市大竹里三竹陸52之6號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81597 吳良財

3 開化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光華路中路13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2141 彰化市公所

4 彰化八卦山大佛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溫泉路3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2290 張世良

5 崙仔平福德祠 福德正神 彰化市崙平南路20巷11之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612553 邱海

6 天恩佛堂 彌勒佛 彰化市香山里彰南路二段348巷9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86638 陳進添

7 彰化慈惠堂 瑤池金母 彰化市南郭路一段146巷13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7642 蔡徵祥

8 武鎮宮 天官五路武財神 彰化市快宮里彰南路五段2巷51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20392 李志民

9 天一宮 瑤池金母 彰化市快官里彰南路四段25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0112 陳呂不

10 元清觀 玉皇大帝 彰化市光華里民生路20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54093 彰化市公所

11 梨芳園 西秦王爺 彰化市忠權里西勢街270巷2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62897 彰化市公所

12 鳳山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香山里彰南路2段590巷3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386416 黃炳輝

13 東山學苑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桃源里龍涎路142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7490 洪曼瑤

14 大無極聖殿 元始天王 彰化市福山里彰南路六段424巷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0424 曾晉寶

15 華虹宮 福德正神 彰化市延平里7鄰岸頭巷15弄9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5550 吳浤景

16 平和厝福德廟 福德正神 彰化市西門口段587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638980 黃正義

17 淨土寺 阿彌陀佛 彰化市石牌里田坑路一段臨308號 募建 執事會 (04)7386521 杜淑媛

18 武玄宮 玄天上帝 彰化市新華里彰美路一段8巷42弄30之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45345 何送

19 安西宮 空中萬歲 彰化市西興里西興東路71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524553 蔯金城

20 妙行宮 閭山三元張公法主聖君 彰化市南美里崙美路438巷20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616785 吳銘宗

21 廣鳳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台鳳里互助一街4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7812 許明昌

22 天真佛院 明明上帝 彰化市福山里福山街35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1027 賴錦福

23 天安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國聖里聖安路365巷7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2417 康石卿

24 彰化香山明聖宮 保生大帝 彰化市安溪里安溪東路461巷1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24581 柯寶漢

25 法華淨舍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安溪里8鄰安溪莊59之3號 募建 執事會 (04)7324361 賴月嬌

26 開彰祖廟 福德正神 彰化市民權里民族路40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4191 陳添明

27 茄苳王公廟 茄苳王公 彰化市茄苳里茄苳路二段292號 募建 其他 (04)7355903 林深山

28 節孝祠 孝貞烈婦 彰化市公園路一段51號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922-587122 吳充第

29 修水岩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南興里中山路一段395巷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629151 陳來興

30 泰源宮 聖王公 彰化市桃源里公園路二段19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89070 蔡水潭

共124座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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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順天宮 太子太保 彰化市牛埔里一德南路31巷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1816 林朝桂

32 北壇十八英雄公祠 英雄公 彰化市民生里陽明街3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49090 吳由根

33 興隆堂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長樂里中正路二段8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80555 林達人

34 福山宮 玄壇元帥 彰化市福山里西南莊14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21547 詹瑞鵬

35 三清宮 太上道祖 彰化市桃源里寶山路37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110916 曾天勝

36 福山榮園 明明上帝 彰化市福山里山中街38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22584 韓萬年

37 紫雲寺 觀音菩薩 彰化市石牌里37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71101 林秀凰

38 天保佛堂 北斗星君 彰化市桃源里桃源街7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7906 臧黃彩雲

39 彰化四面佛寺 四面佛 彰化市石牌里石牌莊9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8356 林逢永

40 永和堂 福德正神 彰化市下廍里自強路一九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1810 李武雄

41 開化佛院 明明上帝 彰化市田中里田中路96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0517 謝滿

42 無極宮 關聖帝君 彰化市大竹里安溪東路1巷1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3249 彰化市公所

43 東興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牛埔里彰南路三段226號 募建 其他 (04)7382820 林鎮隆

44 啟順宮 開漳聖王 彰化市大竹里三竹路52之6號 募建 其他 (04)7381597 吳良財

45 善化佛堂 文衡聖帝 彰化市桃源里寶山東路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635642 施久旺

46 八卦南天宮 齊天大聖爺 彰化市卦山里公園路一段187巷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2587 黃淵麟

47 彰化香山慈惠堂 瑤池金母娘娘 彰化市香山里彰南路三段2巷2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1428 王進興

48 泰興宮 福德正神 彰化市古夷里泰和路三段39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21358 張萬芳

49 古龍山 玄天上帝 彰化市龍山里中山路二段792號 募建 其他 (04)無 彰化市公所

50 北極宮 玄天上帝 彰化市忠權里辭修路128巷24弄3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56532 彰化市公所

51 城隍廟 城隍爺 彰化市大同里民生路129巷8號 募建 其他 (04)7228815 彰化市公所

52 福德祠 福德爺 彰化市富貴里中華路243號 募建 其他 (04)無 彰化市公所

53 必應廟 百姓公 彰化市萬壽里中正路二段190巷5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5057 林佳伯

54 關帝廟 關聖帝君 彰化市民權里民權路467號 募建 其他 (04)7241394 彰化市公所

55 朝天堂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復興里竹和路7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34752 林榮福

56 受天宮 玄天上帝 彰化市永生里民權路87巷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2638 陳孟圭

57 茗山岩地藏王廟 地藏王菩薩 彰化市卦山里公園路一段8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2760 張正雄

58 紫雲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福山里山中街26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71101 黃慈光

59 懷忠祠 十八義民 彰化市富貴里民權路169巷2之3號 募建 其他 (04)無 彰化市公所

60 聖王廟 開漳聖王 彰化市富貴里中華路239巷19號 募建 其他 (04)7268742 彰化市公所

61 鎮安宮 三山國王 彰化市永生里民族路44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41037 林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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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白雲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桃源里龍涎北路292號 募建 執事會 (04)7223537 陳秀金

63 南正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三村里三村路852巷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2342 林水木

64 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彰化市竹巷里彰南路四段412巷160之20號 募建 其他 (04)7259345 彰化市公所

65 元清觀 玉皇大帝 彰化市光華里民生路209號 募建 其他 (04)7254093 彰化市公所

66 太極恩主寺 關聖帝君 彰化市桃源里公園路二段86號 募建 其他 (04)7223880 林春生

67 彰山宮 蘇府王爺 彰化市華北里光華街13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2141 彰化市公所

68 慶安宮 保生大帝 彰化市大同里永樂街78號 募建 其他 (04)7259345 彰化市公所

69 南瑤宮 天上聖母 彰化市南瑤里南瑤路43號 募建 其他 (04)7222893 彰化市公所

70 福德廟 福德爺 彰化市西安里南瑤路371號 募建 其他 (04)7222141 彰化市公所

71 慈恩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延和里埔內街2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620708 章清貴

72 福成宮 五府千歲 彰化市阿夷里福成街8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9900 羅進吉

73 妙圓禪寺 三寶佛 彰化市彰南路二段348巷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88126 李正義

74 久長安宮 清水祖師公 彰化市寶廓里寶廓路14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50577 李進同

75 太子爺廟 太子元帥 彰化市西安里中正路二段39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48969 林永河

76 慧德精舍 阿彌陀佛西方三聖 彰化市公園路一段66號 募建 執事會 (04)7241387 張雪

77 福善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西安里中正路二段376巷11號 募建 執事會 (04)7229309 謝淑瑛

78 中和堂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興北里和平路196巷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0071 郭仕明

79 信願行寺 西方三佛 彰化市大竹里彰南路二段262巷38號 募建 執事會 (04)7373845 陳富美

80 彩鳳庵 六將尊神 彰化市新華里彰新路一段2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3866 吳尤欽

81 慈航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國聖里聖安路178號 募建 執事會 (04)7324714 釋見光

82 北門福德祠 福德爺 彰化市長樂里和平路3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42893 陳榮棟

83 龍鳳寺 阿彌陀佛 彰化市央里中華路23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6247 王素雲

84 曇花佛堂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大同里永樂街44巷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5684 林靜雯

85 朝陽宮 三府王爺 彰化市大竹里三竹路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74256 林英奇

86 慈濟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華北里博愛街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3711 蔡瑞芳

87 龍泉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桃源里公園路二段7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4407 釋宏智

88 東山學苑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桃源里龍涎北路14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37490 洪曼瑤

89 靈山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桃源里龍涎北路26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71151 圓明

90 鎮東宮 池府王爺 彰化市永福里永福街68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51471 陳輝躍

91 彰化佛堂 彌勒佛 彰化市延平里大埔路521巷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114194 鄭能昌

92 清雲寺 三寶佛 彰化市中庄里中山路三段401巷1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23211 黃素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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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永興宮 李府千歲 彰化市三村里三村莊77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81688 蔡竹男

94 南山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中正里中山路二段65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3747 黃淑貞

95 八卦禪寺 觀世音菩薩 彰化市桃源里龍涎路10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24568 楊阿織

96 佛光山彰化福山寺 釋迦牟尼佛 彰化市福山里福山街348號 募建 執事會 (04)7322571 釋心隆

97 南安寺 觀音佛祖 彰化市南安里彰鹿路120巷2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23652 周家世

98 開化寺 觀音佛祖 彰化市光華里中華路13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2141 彰化市公所

99 后港福德宮 福德正神 彰化市永芳路臨6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523643 陳偉烈

100 財團法人台灣省彰化
縣寺廟白龍庵三山匯

五靈公 彰化市中華路185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4)7224236 曾健民

101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天
德教凌雄寶殿

一氣宗主 彰化市福田里維新路503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4)7383410 余榮生

102 財團法人台灣省彰化
鄭成功廟

延平邵王鄭成功 彰化市成功里中山路二段4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4)7223271 鄭國雄

103 集義宮 未填 彰化市永生里民權路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42954 陳塗水

104 天后宮 未填 彰化市大同里永樂街1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0933 吳火炎

105 賜福宮 未填 彰化市大同里中華路111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37863 陳採蓮

106 八卦山桃源洞指南宮 未填 彰化市桃園市里公園路2段28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4214 呂兆宗

107 定光佛廟 觀音佛祖 彰化市長樂里光復路140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87000 黃子貞

108 開基祖廟 未填 彰化市文化里長壽街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2753 莊啟能

109 大東門福德　 福德正神 彰化市民生路212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2141 彰化市公所

110 福田天惠講堂 明明上帝 彰化市福田里彰興路36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70497 王陳阿味

111 天地堂 水流公 彰化市復興里竹和路200巷41之6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246199 吳必禮

112 慈元寺 觀音佛祖 彰化市延平里大埔路459巷1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136234 蔡松霖

113 志同宮 朱刑李三千歲 彰化市莿桐里彰水路53巷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617934 葉景閎

114 福安宮 三山國王 彰化市東興里東民街44巷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223693 目前從缺

115 法主廟 都天聖君 彰化市快官里彰南路5段37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2854 張守鎮

116 萬興宮 朱池李三千歲 彰化市田中里田中路345巷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384691 黃金柱

117 永安宮 玄天上帝 彰化市國聖里國聖路175巷1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388068 王瑞彰

118 梨芳園 西秦王爺 彰化市忠權里(莊)114號 募建 其他 (04)無 彰化市公所

119 龍鳳宮 彰化縣彰化市五權里

120 聖安宮 彰化縣彰化市忠權里

121 聖安宮 彰化縣彰化市西勢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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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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鈺鳳宮 彰化縣彰化市南興里

123 茄南宮 彰化縣彰化市茄南里

124 鎮南宮 彰化縣彰化市福安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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