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中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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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雨道場 釋迦牟尼佛 中埔鄉同仁村二十一鄰柚子宅五十之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0029 蔡明德

2 楓帝宮 楓樹尊王 中埔鄉裕民村(石頭厝段五十三之二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4291 翁永德

3 佛潭山慧林禪寺 觀世音菩薩 中埔鄉塩舘村塩舘段一之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5453 傅慧敏

4 長安宮 玄天上帝 中埔鄉義仁村安家厝8鄰7-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0872 羅煇浩

5 玄帝宮 玄天上帝 中埔鄉隆興村12鄰下厝仔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521 魏龍偉

6 聖濟宮 濟公活佛 中埔鄉鹽館村11鄰下　仔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6513 吳金城

7 福德宮 福德正神 中埔鄉石頭厝段一八八之七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0295 朱湘江

8 福仙宮 水仙尊王 中埔鄉鹽館段二三二之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0786 方寬銘

9 天安宮 盤古聖帝 中埔鄉和美村13鄰後庄28-3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5995 嚴添福

10 山西夫子天文宮 文衡聖帝 中埔鄉和美村二九鄰中山新邨四七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84037 黃議鋒

11 光正萬教殿 玉皇大天尊 中埔鄉社口村十五鄰十塊厝十五號之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5649 林教慧

12 將軍府 刑府千歲 中埔鄉富收村四鄰頂中下街六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40361 李天來

13 慈安宮 觀音佛祖 中埔鄉同仁村十八鄰二十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607 陳集賢

14 慈聖宮 觀音佛祖 中埔鄉同仁村六鄰六十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6469 汪崑松

15 龍門福興宮 福德正神 中埔鄉龍門村九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1019 張謙勝

16 西林寺 釋迦牟尼佛 中埔鄉中埔村坪頂一鄰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6248 陳文盛

17 靜慮寺 釋迦牟尼佛 中埔鄉沄水村九鄰頭崎七之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8122 何桂香

18 嘉義縣中埔鄉三賢宮 三山國王 中埔鄉復收村興化廍二十三鄰六0之二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7953 陳月滿

19 福安宮 福德正神 中埔鄉中埔村六鄰（在六鄰20之1號之東）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4141 林文博

20 義安宮 池府千歲 中埔鄉義仁村中正路七三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4286 陳樹杉

21 義靈宮 關聖帝君 中埔鄉社口村十五鄰（社口段六一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9279 李乾盛

22 保安宮 池王爺 中埔鄉和睦村一鄰司公廍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05703 何火獅

23 赫隆寺 南無觀世音菩薩 中埔鄉石硦村15鄰石硦45附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648 林連德

24 福安宮 福德正神 中埔鄉中埔村十鄰中埔80-5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8063 劉茂是

25 靈光禪寺 地藏王菩薩 中埔鄉隆興村十四鄰下厝仔二十七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3482 莊慶松

26 仁天宮 五府千歲 中埔鄉義仁村田寮仔十四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832 陳文堂

27 達天宮 玄天上帝 中埔鄉金蘭村三鄰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3869 陳源榮

28 瑤池宮 金母娘娘 中埔鄉中崙村七鄰（中崙段167之2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4791 陳泓仁

29 泗洲佛祖寺 泗洲文佛 中埔鄉灣潭村十六鄰客庄十五附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2201 方清居

30 福正忠太子宮 中壇元帥 中埔鄉富收村五鄰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91590 陳　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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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天南宮 觀音佛祖 中埔鄉和睦村17鄰(和溪段一0三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04176 陳永昌

32 萬善公廟 萬善公 中埔鄉和睦村（和興段二九一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5462 郭木枝

33 中埔村萬善祠 萬善公 中埔鄉中埔村十五鄰（中埔段59之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1590 黃添財

34 聖天宮 關聖帝君 中埔鄉和興村中華路34鄰305巷2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01823 陳明全

35 裕民紫竹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裕民村四鄰石頭厝四十一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1460 翁德謀

36 金天宮 玄天上帝 中埔鄉沄水村十四鄰竹頭崎六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3419 陳成炤

37 開凰宮 池府千歲 中埔鄉深坑村十九鄰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3647 朱坤山

38 義仁萬善祠 萬善爺 中埔鄉義仁村十三鄰樹頭埔段三六一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4296 蕭興煌

39 武安宮 康府千歲 中埔鄉義仁村十五鄰(中埔鄉樹頭埔段42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2713 梁德和

40 德雲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社口村5鄰內埔4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6903 沈茂榮

41 紫竹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灣潭村十鄰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4353 張基龍

42 順天宮 天上聖母 中埔鄉沄水村十一鄰竹頭崎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629 陳石吉

43 紫熙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瑞豐村3鄰3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3544 游土水

44 開天保安宮 開天聖帝 中埔鄉和睦村十四鄰公館二十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1852 蕭金財

45 護生宮 岑府大使 中埔鄉富收村九鄰庄內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95645 謝石榮

46 震安宮 玄天上帝 中埔鄉頂埔村八鄰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600 羅健志

47 清山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鹽館村九鄰下庄仔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1750 林茂雄

48 能仁寺 釋迦牟尼佛 中埔鄉鹽館村一鄰溪洲仔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1364 林連照

49 白雲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頂埔村一鄰橫坑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1245 黃金葉

50 吳鳳廟 吳鳳公 中埔鄉社口村二十三鄰二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3321 李文堂

51 德雲寺 觀音佛祖 中埔鄉社口村五鄰內埔四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35126 沈茂源

52 鎮安宮 林府千歲 中埔鄉中埔村四鄰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5008 李文錦

53 鎮安宮 嘉義縣中埔鄉灣潭村後坑仔15號 (05)2536871 阮木琴

54 紫德宮 嘉義縣中埔鄉和美村大義路375巷2弄6號 (05)2390196 江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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