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市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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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嘉義市南順宮 天上聖母 西區宣信里國光新村1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42033 王榮耀

2 財團法人聖廟太元宮 玉皇大天尊玄靈高上帝 西區安樂街74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780490 洪秀美

3 玄武宮 玄天上帝 西區崇文街119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4336 許銀助

4 東安宮 福德爺 西區公明路13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2396 陳政寬

5 新厝南嶽殿 地藏王 西區世賢路一段580巷35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1314 陳春萬

6 嘉義市海口寮聖安宮 朱府千歲 西區海口寮路10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4629 陳添福

7 梁聖殿 梁聖公 西區大同路438巷78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9677 劉勝義

8 先天三元瑤池金母宮 瑤池金母 西區北港路715巷140之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85695 吳英

9 天恩宮 關聖帝君 西區世賢路一段580巷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35687 賴永霖

10 鎮南宮 五年千歲 西區博愛路一段492巷1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1314 林正雄

11 太師府 巧聖先師 西區文化路378巷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5302 盧強木

12 順天宮 天上聖母 西區林森西路452巷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7492 洪清吉

13 國邑武當山真武廟 北極玄天上帝 西區泰瑞一街5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33961 江開

14 五王聖德宮 五府千歲 西區長安街1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9783 陳宗雄

15 將軍廟 董將軍 西區下埤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1184 童良清

16 保福宮 保生大帝 西區鳥岫仔58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8207 蕭飛傳

17 吉安宮 城隍尊神 西區吉安街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3879 施有成

18 平安宮 觀世音菩薩 西區大同路438巷8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36159 蕭振福

19 太清宮 太上道祖 西區大同路635巷17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30608 蕭興座

20 嘉義市真如禪寺 釋迦牟尼佛 西區永康二街3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55949 謝梅真

21 伏魔北威宮 北極玄天上帝 西區西門街10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2995 陳鴻銘

22 聖興宮 天上聖母 西區上海路37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0243 呂豊

23 保德宮 保生大帝 西區竹子腳45號之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72068 蕭曜興

24 鎮安宮 保生大帝 西區頂埤5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2270 張永成

25 朱子公廟 朱子公 西區北港路89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2223 陳添根

26 嘉義市鎮北宮 城隍爺 西區北社尾路35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9907 王晉隆

27 炳靈宮五顯帝廟 五顯大帝 西區龍江街10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9965 陳茂德

28 元一宮 明明上帝 西區友忠路96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4309 邱憲璋

29 保安宮 保生大帝 西區自由路24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1655 蕭長河

30 慈靈宮 保生大帝 西區友孝路1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2090 蕭國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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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代天宮 五府千歲 西區友孝路2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5276 林芳玉

32 富安宮 五府千歲 西區博愛路二段8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05668 林木良

33 聖安宮 天上聖母 西區後驛街140巷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32074 甘進登

34 北嶽廟 地藏王菩薩 西區北興街7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14538 張錦村

35 王靈宮五顯帝廟 五顯大帝 西區向榮街25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4696 呂鎮淵

36 嘉義市堯天府 五府千歲 西區坤明街6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21070 江聰明

37 武當山玄天上帝廟 玄天上帝 西區新民路555巷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60764 陳秀珠

38 保安廟 羅安公 西區民生南路62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66214 劉明澄

39 上帝廟 玄天上帝 西區民生南路84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61776 劉明澄

40 應天宮 圓通自在天尊 西區重慶路37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3189 許榮麟

41 開山尊王廟 陳聖王 西區車店街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854689 李田郎

42 萬善公廟 萬善公 西區上海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0828 李田郎

43 配南宮 天上聖母 西區垂楊路57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2230 蘇文龍

44 堯天宮 五府千歲 西區建成街67巷一號附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1526 蘇錦文

45 先天宮 五年千歲 西區西門街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3753 蔡文章

46 嘉興宮 延平郡王 西區民生南路33巷3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0429 林峰輝

47 南隱宮 濟公活佛 西區永春二街3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7207 洪海清

48 嘉義市白蓮宮 羅周千歲 西區大同路1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60297 蔡金鍊

49 紫微宮 玄天上帝 西區大溪厝329號之1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70027 林木陽

50 財團法人嘉義市龍安宮 玄天上帝 西區信義路58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358527 賴振松

51 彰武宮 玄天上帝 西區育人路61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60288 邱聰明

52 太極宮 玄天上帝 西區育人路165巷4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57429 謝清村

53 劉厝代天府廟 五府千歲 西區劉厝70-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63542 陳進忠

54 伏龍宮 天上聖母 西區博愛路二段408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34519 蔡水壽

55 鎮安宮 池府千歲 西區姜文街238號附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32791 林文明

56 順安宮 五府千歲 西區民生北路3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8888 孫金塗

57 慈濟宮 五府千歲 西區國華街216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25162 莊春林

58 關廂境廟 福德正神 西區中央第二商場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81291 陳皇源

59 南遊宮 天上聖母 西區康樂街27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45377 李廣二

60 西安宮 四城隍 西區中正路689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35148 龔太郎

61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鵬思宮 五府千歲 西區友忠路723巷20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321247 沈文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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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水得寺
觀音佛祖廟

觀世音菩薩 西區民生南路938巷7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857373 蔡厚福

63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真武宮 玄天上帝 西區頭港里玉山路1013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361662 游永仁

64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南天門
太子行宮

哪吒三太子 西區友愛路156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314847 李嘉德

65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福社宮 福德正神 西區忠義街179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78416 賴永德

66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遊天宮 天上聖母 西區民族路750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84781 張河東

67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市保生大
帝震安宮

保生大帝 西區西門街168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83474 蕭瑞煌

68 白沙王廟 協天大帝 西區新庄5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857256 羅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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