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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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先天玉虛宮 北極玄天上帝 東區盧厝里紅毛埤5號之2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62838 周錦賜

2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城隍廟 城隍爺 東區吳鳳北路168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28419 葉源助

3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天后宮 天上聖母 東區林森東路113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1152 蕭鎮煌

4 天龍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公園街18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64437 劉富川

5 化古寺 觀音佛祖 東區崇文街119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4336 許銀助

6 慈善堂 明明上帝 東區林森東路691巷157弄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8628 陳秋茂

7 順庵寺 普庵菩薩 東區盧厝67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2921 魏崑山

8 保南境福德正神廟 福德正神 東區朝陽街11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84422 張木根

9 嘉邑聖天宮 孚佑帝君 東區彌陀路20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57080 陳福來

10 奉天宮 天上聖母 東區文化路95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0368 蔡金鍊

11 寶生聖堂 玉皇上帝 東區吳鳳南路547巷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37298 王壽

12 大福興宮 土地公 東區圳頭里92號之22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69638 曾東茂

13 善明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軍輝路24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2904 陳清葉

14 玉龍宮 玉龍尊王 東區紅毛埤151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9715 張文富

15 慈覺寺 觀世音菩薩 東區和平路182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86661 唐紹禎

16 吉聖宮 齊天大聖 東區林森東路691巷139弄6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3028 林火旺

17 朝陽宮 五府千歲 東區荖藤里後厝仔1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0104 黃順德

18 萬里千君祠 萬里千君 東區吳鳳南路365巷55弄2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9023 游謹瑜

19 財團法人妙雲蘭若 釋迦牟尼佛 東區圳頭里盧厝135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65143 張素貞

20 天上聖母太子宮 天上聖母 東區大雅路二段4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78049 顏福利

21 嘉邑南興宮 天上聖母 東區興仁街24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09316 林啟堯

22 嘉義市九天殿共義堂 地藏王菩薩 東區朝陽街10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4237 陳哲夫

23 嘉義褒忠義民廟 義民公 東區南田路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58046 鄒國才

24 嘉義市福正宮 福圓正神 東區盧厝160號之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68737 江振德

25 慈玄宮 濟公 東區溪興街28號之2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3957 洪三貴

26 文財殿 文財神 東區林森東路470巷6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6028 吳憲育

27 福慧寺 阿彌陀佛 東區保健街65號 募建 執事會 (05)2774080 陳切

28 普照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盧厝92號之21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62031 釋會文

29 圓善庵 釋迦佛祖 東區安樂街7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82643 許淑卿

30 彌陀禪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芳草里彌陀路1號 募建 執事會 (05)2764437 蔡印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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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鎮安寺 觀音佛祖 東區盧厝39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8366 李宗憲

32 佛光山圓福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圓福街37號 募建 執事會 (05)2769675 覺居法師

33 廣寧宮 三山國王 東區南田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92594 呂文雄

34 慈龍寺 觀世音菩薩 東區長榮街20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4775 林山生

35 大明禪寺 釋迦佛 東區立仁路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79848 蔡宗桓

36 靜德佛堂 觀音菩薩 東區民權路67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89891 吳也合

37 順田宮 福德正神 東區宣信街45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78409 彭新省

38 懷安宮 五府千歲 東區北榮街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89411 蕭建森

39 順興宮 天上聖母 東區興安街129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56410 吳森炎

40 東安宮 福德正神 東區公明路1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2396 陳政寬

41 三台宮 保生大帝 東區忠孝路54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64139 孫文正

42 雙忠廟 張、許二元帥 東區忠孝路8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71767 劉耀聰

43 嘉義市圳頭里福德宮 福德正神 東區盧厝7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1358 李新丁

44 三賢宮 保生大帝 東區保義路60巷72號 募建 執事會 (05)2751880 蔡子聰

45 三性宮 保生大帝 東區保義路23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59365 林金鐓

46 朝陽宮 池府千歲 東區荖藤里荖藤宅29號 募建 執事會 (05)2325527 郭演賓

47 惠元宮 神農大帝 東區芳草里草地尾4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55823 張永和

48 北安宮 福德爺 東區吳鳳北路4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6361 郭鴻立

49 玄武宮 玄天上帝 東區崇文街191巷1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24336 許銀助

50 南開宮 關聖帝君 東區市宅街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85767 吳文玉

51 聖賢宮 黎山老母 東區維和街7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5841 方振榮

52 上帝廟 北極玄天上帝 東區忠孝路34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70178 宋傳貴

53 廣寧宮三山國王 三山國王 東區成仁街14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51651 吳武正

54 嘉義市北門口先天宮五年千歲廟 五年千歲 東區林森西路7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1619 林塗虱

55 仁武宮 保生大帝 東區北榮街5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76283 楊勝夫

56 萬台宮 萬善軍 東區台斗街79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3717 黃慶隆

57 光正萬教宮 玉皇大帝 東區彌陀路162巷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2072 林教慧

58 福山宮 玄天上帝 東區立德街9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11099 翁惠清

59 三仙宮 陳靖姑菩薩 東區小雅路5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4286 黃魁春

60 混天宮 太子元帥 東區長竹里水源地30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8949 林崑山

61 鎮山宮 池府千歲 東區大雅路二段33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1087 黃紹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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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嘉邑震安宮 玄天上帝 東區民族路41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9020 林永海

63 太平祠 齊天大聖 東區維新路16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16000 張永芳

64 真武宮 玄天上帝 東區林森東路364巷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52543 吳武男

65 協安宮 天上聖母 東區文昌街9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6458 羅雅雄

66 龍山大廈宮 城隍爺夫人 東區安和街6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2711 江坤振

67 玉皇宮 玉皇太子 東區安和街6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2249 劉明鏜

68 布街境開基古廟 福德正神 東區公明路255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3109 羅勝雄

69 頂安宮 觀世音菩薩 東區南興路145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59148 林振福

70 嘉義市東門忠義十九公廟 忠義十九公 東區公明路11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83991 蔡慶昌

71 財團法人嘉義天玄宮 天上聖母 東區體育路1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78005 鄧慶田

72 財團法人嘉義市南順宮 天上聖母 東區國光新村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42033 賴錫榮

73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邑鎮天宮 關聖帝君 東區芳安路195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25140 賴旭星

74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南嶽殿 地藏王菩薩 東區安和街64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9918 林紹勇

75 財團法人嘉義市普濟寺 觀世音菩薩 東區中山路144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79682 林美

76 財團法人嘉義市普德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民國路45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5931 釋傳謹

77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太元寺 釋迦牟尼佛 東區成仁街207巷3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75833 張清琴

78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增光寺 觀音菩薩 東區民族路5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6170 許修喜

79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南屏宮 濟公 東區林森東路17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64126 蔡文瑞

80 財團法人嘉義市聖廟太元宮 玉皇大天尊 東區安樂街74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0490 洪秀美

81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大天宮 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 東區和平路84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2303 盧朝南

82 財團法人嘉義市朝天宮 天上聖母 東區延平街276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85977 曾中和

83 財團法人九華山地藏庵 地藏王菩薩 東區民權路255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2555 黃英聰

84 地臟庵 地藏王菩薩 東區民權路255號 募建 其他 (05)2163357 黃小明

85 財團法人嘉義市聖神宮 五府千歲 東區共和路118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39733 劉耀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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