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永靖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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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栢龍寺 觀音佛祖 永靖鄉福興村中肚巷4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22174 江清勤

2 醒化宮 三尊恩主 永靖鄉永南村永西路177巷5弄136-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8693 邱金章

3 清福宮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永靖鄉光雲村永興路2段20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321259 詹樹根

4 慈德寺 釋迦牟尼佛 永靖鄉新莊村邱厝巷16號 募建 執事會 (04)8233682 蕭淑雅

5 天明寺 觀音佛祖 永靖鄉崙子村九分路33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3648 劉興達

6 普化宮 觀音大士 永靖鄉東寧村浮圳路2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24433 董坤飛

7 彰善聖堂 明明上帝 永靖鄉四芳村羅永路2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36875 邱政祥

8 霖濟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竹子村竹中巷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2351 劉水交

9 同霖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同安宅段同安宅小段102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36625 王杞標

10 廣霖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同安宅段湳墘小段195、196、20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31244 張長命

11 元天寺 釋迦牟尼佛 永靖鄉永北村瑚璉路54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25408 陳邱遂香

12 受清宮 北極玄天上帝 永靖鄉永北村水尾路148巷1號 未填 管理人(住持)制 (04)8232361 劉銀練

13 謏懿宮 三尊恩主 永靖鄉永北村王厝路21巷1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29260 周睿程

14 鎮南宮 玄天上帝 永靖鄉湳墘村忠心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32105 游佑男

15 參天宮慈惠宮 瑤池金母 永靖鄉崙子村九分路216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32967 鄭于

16 芳濟宮 五尊恩王 永靖鄉四芳村四湳路10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31218 紀清潭

17 鳳邑宮 濟公仙師 永靖鄉永北村水尾路18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35440 王供

18 甘澍宮 天上聖母 永靖鄉湳港村永社路20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0107 李逢春

19 乾巽宮 天上聖母 永靖鄉東寧村浮圳路49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1208 顧珍

20 慈聖宮 天上聖母 永靖鄉崙美村獨鰲路二段27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34400 黃澤智

21 永福宮 福德正神 永靖鄉永西村瑚璉路358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謝上野

22 開天祖皇媽宮 王母娘娘 永靖鄉東寧村浮圳路320巷1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4517 劉世杰

23 甘霖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永北村永福路一段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8241 劉嘉龍

24 意善堂 玄天上帝 永靖鄉光雲村意善巷7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8931 詹仁銓

25 永安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永東村永靖街7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5393 張慶蜂

26 恩烈祠 十三名義民 永靖鄉獨鰲村獨鰲路二段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無 陳堆

27 五福宮 福德正神 永靖鄉五福村五福巷9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41950 江萬安

28 永興宮 三山國王 永靖鄉東寧村永興路二段16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31743 曾圳啟

29 輔天宮 關聖帝君 永靖鄉瑚璉村錫壽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4676 余高墻

30 天聖宮 玄天上帝 永靖鄉五汴村中山路三段46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3479 施松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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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舜天宮 三山國王、天上聖母、玄天上 永靖鄉獨鰲村獨鰲路一段139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229878 林錦添

32 新莊村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永靖鄉新莊村永社路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詹鎮鈴

33 無極皇媽宮 王母娘娘 永靖鄉東寧村浮圳路三二０巷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224517 邱垂

34 太元宮 彰化縣永靖鄉崙美村獨鱉路316號 (04)8227695 邱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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