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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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慶安寺 觀音佛祖 社頭鄉湳底村湳底巷6之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0008 沈　雄

2 勝安宮 王母娘娘 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3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23981 謝南音

3 輝山堂 太子元帥 社頭鄉崙雅村民生路487號 募建 未填 (04)8720645 蕭湘江

4 社頭福德宮 福德正神 社頭鄉社頭村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29329 張慶楨

5 龍華玄化堂 西王瑤池金母 社頭鄉仁和村3鄰石坑1巷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695422 吳麗美

6 開天闢地龍鳳宮 太元老母 社頭鄉山湖村葫蘆巷28號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20055 邱宗彥

7 社頭鄉枋橋頭湧泉岩 觀世音菩薩 社頭鄉橋頭村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6255 張向善

8 清聖宮 玄天上帝 社頭鄉清水村清興路50巷7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6944 陳俊整

9 乾坤宮 北極玄天上帝 社頭鄉新厝村潘厝巷19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722583 黃啟榮

10 金甯山寺 地藏王菩薩 社頭鄉龍井村吉井巷1之23號 未填 管理人(住持)制 (04)8723809 許雅雯

11 慈城宮 瑤池金母 社頭鄉協和村後路巷4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20967 丁蕭涯

12 太平坑萬善堂 地藏王 社頭鄉埤斗村山腳路20號 募建 執事會 (04)8726817 蕭榕涼

13 有應廟祠 地藏王菩薩 社頭鄉社頭村員集路二段38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2056 蕭燈金

14 護天宮 紫微大帝 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2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20982 劉邦夫

15 社頭鄉北玄宮 玉皇上帝 社頭鄉埤斗村鴻門巷1之1號 募建 執事會 (04)8721295 蕭鈕

16 進興宮 周府老爺 社頭鄉里仁村邱厝巷5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2821 賴池芳

17 泰安岩 觀音佛祖 社頭鄉廣興村廣興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4472 張聰平

18 三山國王祀 三山國王 社頭鄉社頭村員集路二段25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2672 陳義昌

19 崙雅庄天門宮 天上聖母 社頭鄉美雅村員集路一段68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6235 蕭再添

20 武郡宮 大眾公 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路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9573 劉沛霖

21 文聖宮 三恩主 社頭鄉新厝村新興巷1弄2號 募建 執事會 (04)8733513 蕭松喜

22 念佛寺 觀音佛祖 社頭鄉埤斗村北源路3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2217 林善姬

23 清水岩寺 釋迦牟尼佛 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寺1號 募建 執事會 (04)8732306 蕭秀梅

24 福天宮 玄天上帝 社頭鄉仁和村石坑1巷12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8582 陳宗裕

25 社頭鄉枋橋頭鎮安宮 三山國王 社頭鄉橋頭村員集路三段413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725346 張和卿

26 枋橋頭大眾爺廟 大眾爺 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58巷臨4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2660 劉子龍

27 龍鳳山寺 祖師公 社頭鄉平和村山腳路二段22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3776 蕭成洽

28 社頭鄉枋橋頭天門宮 天上聖母 社頭鄉橋頭村媽祖廟街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6255 張向善

29 協天宮 關聖帝君 社頭鄉社頭村員集路二段213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7624 蕭文欣

30 舊社天門宮 天上聖母 社頭鄉廣福村中央巷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1128 蕭敏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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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善德院 釋迦佛 社頭鄉泰安村善德巷126號 募建 執事會 (04)8732089 張月霜

32 龍泉宮 池府王爺 社頭鄉清水村清水岩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1298 張正義

33 泰安宮 石頭公王 社頭鄉仁和村山腳路二段8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4878 趙新發

34 舊社福德廟 福德正神 社頭鄉廣福村東平巷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1128 蕭敏庭

35 寺廟福德祀 福德正神 社頭鄉社頭村員集路二段16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8732837 蕭養

36 崙雅庄福德宮 福德正神 社頭鄉崙雅村民生路421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4)8734338 陳春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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