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化縣鹿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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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義宮 順府王爺 鹿港鎮菜園里菜園路7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6040 施炯山

2 玄奘寺 地母 鹿港鎮東石里鹽埕巷4號 募建 其他 (04)7783186 黃西風

3 金門館 蘇府大王爺 鹿港鎮龍山里金門街5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3210 林敏夫

4 保安宮 廣澤尊王 鹿港鎮郭厝里永豐路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3149 郭修渡

5 七巡府 金王爺 鹿港鎮玉順李永豐路82號 未填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5528 黃炯揚

6 樂天宮 黃府千歲 鹿港鎮廖厝里學子巷3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89000 王寶斗

7 玄奘寺 地母 鹿港鎮東石里鹽埕巷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83186 黃西風

8 代天宮 朱府千歲 鹿港鎮街尾里金門巷13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9999 黃清文

9 代天府五府千歲 五府千歲 鹿港鎮玉順里永豐路6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楊朝元

10 裕安宮 蘇府二王爺 鹿港鎮廖厝里鹿和路二段41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56134 趙瑞坤

11 紫竹寺 觀世音菩薩 鹿港鎮頂草路二段421巷1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4622 蔡施秋

12 佛寶精舍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鹿港鎮廖厝里廖厝巷31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17738 釋貫靈

13 順安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頭南里頭庄巷3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3534 王金山

14 港後福邢宮 邢府千歲 鹿港鎮頂厝里14鄰港后路263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52048 許育維

15 鹿港武聖宮 協天大帝 鹿港鎮永安里永安三路5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5233 王松祝

16 漁寮天和宮 觀音菩薩 鹿港鎮洋厝里新厝巷臨60-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2618 郭世雄

17 鄧安宮 鄧府天神 鹿港鎮山崙里山寮巷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4109 蔡阿秀

18 鹿港鎮廖厝里樂安宮 梁夫人媽 鹿港鎮廖厝里17鄰楊厝巷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5152 楊文卿

19 鹿港鎮廖厝里慈靈宮 觀音菩薩 鹿港鎮廖厝里3鄰廖厝巷8號 募建 執事會 (04)7716953 陳瑞達

20 福安宮 溫府王爺 鹿港鎮頭南里南勢巷1之2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5475 尤文騫

21 富美宮 蕭府王爺 鹿港鎮順興里復興路57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9999 張煥崇

22 草港慶安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草中里慶安街6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6041 倪進發

23 清德宮 西天真人地藏王公 鹿港鎮玉順里三條巷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6925 許勝雄

24 潯海樹德堂 伽藍尊神 鹿港鎮順興里鹿草路一段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4392 施長溪

25 興安宮 湄州天上聖母 鹿港鎮長興里中山路8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蘇子州

26 竹安宮 九龍魏府三公爺 鹿港鎮詔安里竹圍巷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87606 陳清溪

27 元帥宮 都天元帥 鹿港鎮海埔里鹿草路二段2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1526 黃振義

28 長安宮 廣澤尊王 鹿港鎮洋厝里鹿草路三段17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16420 郭平順

29 福崙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山崙里崙尾巷77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3258 黃達宗

30 護安宮 吳府王爺 鹿港鎮街尾新興街2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61996 陳正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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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慶港鎮乾元宮 北斗星君 鹿港鎮頭南里頭庄巷13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4130 施添興

32 海埔厝慶安宮 大宋太后娘娘 鹿港鎮海埔里海埔巷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81297 王木朝

33 護福宮 李府千歲 鹿港鎮景福里景福巷2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8065 粘榮華

34 永安宮 薛府王爺 鹿港鎮新宮里民生路3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2010 施國男

35 玉渠宮 田都元帥 鹿港鎮大有里車圍巷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61120 李政志

36 文武廟 文昌帝君 鹿港鎮街尾里青雲路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2006 王惠美

37 潤澤宮 十三王爺 鹿港鎮大有里後宅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86677 施並卿

38 天后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玉順里中山路43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2971 張偉東

39 李王爺廟 李王爺 鹿港鎮東石里東石巷38號 募建 其他 (0936)967435 黃上溫

40 鹿港忠義廟 協天大帝 鹿港鎮郭厝里郭厝巷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3566 陳俊亮

41 聖神廟 廣澤尊王 鹿港鎮大有里民族路30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83569 施南溪

42 龍山寺 觀音大士 鹿港鎮龍山里金門巷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2472 施輝雄

43 紫極殿 上帝公 鹿港鎮菜園里三民路20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黃榮心

44 念佛寺 釋迦牟尼佛 鹿港鎮頂厝里鹿東路251號 募建 執事會 (04)7771195 趙麗華

45 鹿港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鹿港鎮順興里中山路2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6666 施勇錫

46 景靈宮 蘇府三王爺 鹿港鎮景福里景福巷1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無 粘圳龍

47 鹿港城隍廟 城隍爺 鹿港鎮順興里中山路36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88545 洪能坤

48 真如殿 玄天上帝 鹿港鎮洛津里桂花巷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2971 施永傳

49 新祖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洛津里埔頭街9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2497 黃文秋

50 安平賜福宮 武安尊王、文安尊王 鹿港鎮復國街安平巷3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48369 許大廷

51 洽義堂 蘇府王爺 鹿港鎮新宮里文開路4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5679 施媽讓

52 文德宮 溫王爺 鹿港鎮街尾里文明街44號 募建 其他 (04)7780029 李坤燄

53 慈普寺 釋迦牟尼佛 鹿港鎮頂厝里鹿東路26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26224203 王瓊梅

54 南靖宮 文衡聖帝 鹿港鎮洛津里埔頭街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5474 黃文秋

55 地藏王廟 地藏王菩薩 鹿港鎮街尾里力行街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4764 許森樹

56 南泉宮 普庵祖師 鹿港鎮洛津里公園三路117巷3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3232 黃三德

57 廣善寺 釋迦牟尼佛 鹿港鎮海埔里顏厝巷32之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6111 釋體讓

58 奉天宮 蘇府大王爺 鹿港鎮玉順里中山路460號 募建 執事會 (04)7776085 吳能才

59 大將爺廟 大將爺 鹿港鎮菜園路9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2227 黃忠勇

60 鳳朝宮 三位夫人 鹿港鎮玉順里復興路65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無 施雲軒

61 鹿港福靈宮 王恩公(王府千歲) 鹿港鎮興里復興路465號之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1011 紀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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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上帝公廟 北極大帝 鹿港鎮新宮里泉州街1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4)7772536 黃國雄

63 保聖宮 順府王爺 鹿港鎮頂厝里鹿興路9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5201 許文卿

64 金門館 蘇府大王爺 鹿港鎮龍山里金門街5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73210 林敏夫

65 聖安宮 天上聖母 鹿港鎮洋厝里鹿草路三段513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12348 黃國家

66 福德祠 福德正神 鹿港鎮玉順里三條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4)7754848 施純銘

67 李王爺廟 李王爺 鹿港鎮東石里崇文路三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黃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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