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六腳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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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龍旨宮 關聖帝君 六腳鄉溪厝村五鄰溪墘厝四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802458 侯碧月

2 五安宮 薛王爺 六腳鄉蒜頭村十三鄰一八七之二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800026 黃明雄

3 蘇厝村朝安宮 蘇府千歲 六腳鄉蘇厝村一鄰蘇厝寮八四號附十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0248 蘇鴻仁

4 般若精舍 釋迦牟尼佛 六腳鄉崙陽村崙子三十三之五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13995 林萬得

5 慈聖宮 天上聖母 六腳鄉溪厝村一三四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3115 周至雲

6 頂安宮 蕭府大帝 六腳鄉豐美村二鄰豐美小段681、68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蘇金肚

7 查仙宮廟 查仙公 六腳鄉港美村二鄰港尾寮段豐美小段3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1354 林哲祥

8 新興宮 康元帥 六腳鄉六斗村新厝二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黃文錦

9 魚寮東安福宮 尤府千歲 六腳鄉古林村三十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郭西川

10 玄安廟 玄天上帝 六腳鄉古林村一鄰古林段古林小段15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7)無 郭金元

11 龍鳳宮 圓通自在天尊 六腳鄉塗師村十一鄰大塗師段二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3221 侯得錄

12 玉王宮 玉王千歲 六腳鄉更寮村七鄰更寮小段304之19及310之2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吳正雄

13 代天府 五府千歲 六腳鄉港美村八十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3414 黃松林

14 德龍宮 邢王 六腳鄉溪厝村溪墘厝七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侯藩陽

15 保安宮 保生大帝 六腳鄉正義村十一鄰下雙溪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侯勝雄

16 無極天大威殿 神龍仙姑 六腳鄉正義村十六鄰下雙溪三八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3145 陳泉成

17 池王廟 池府千歲 六腳鄉潭墘村一一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侯嘉文

18 玄天宮 玄天上帝 六腳鄉魚寮村魚寮六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80289 黃火輪

19 德安宮 武德英侯 六腳鄉竹本村十五鄰竹子腳一０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80658 陳水能

20 五福宮 天僊五帝 六腳鄉蘇厝村六鄰蘇厝寮一四三之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蘇富雄

21 威靈宮 朱王 六腳鄉正義村七鄰占富厝四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陳義平

22 德安宮 五王爺 六腳鄉古林村林內一一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7)無 吳致祥

23 順天宮 五王爺 六腳鄉崩山村七鄰後崩山四十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8)無 謝英彬

24 順天宮 五王爺 六腳鄉六腳村六腳五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9)無 呂宴與

25 玄天宮 玄天上帝 六腳鄉六斗村六斗尾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3607 楊瑞榮

26 紫極殿 玄天上帝 六腳鄉港美村一０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3711 黃朝英

27 永安宮 周府千歲 六腳鄉三義村十鄰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吳等

28 代天府 池府千歲 六腳鄉三義村七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800702 黃岑英

29 聖安宮 福德正神 六腳鄉崙陽村五鄰菕子四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阮進添

30 福安宮 福德正神 六腳鄉塗師村大塗師段六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侯啟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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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九玄宮 九天玄女 六腳鄉塗師村六鄰三十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侯進來

32 保安宮 五府千歲 六腳鄉雙涵村四鄰四十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陳麗煌

33 鳳山宮 武德英侯 六腳鄉灣北村十一鄰灣內一九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2034 陳仁慈

34 娘媽堂 娘媽 六腳鄉灣南村八鄰灣內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2034 陳德海

35 配天宮 天上聖母 六腳鄉工廠村蒜頭糖廠一二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永郎

36 永安宮 刑府大人 六腳鄉蒜南村蒜頭三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800747 黃銘靜

37 護安宮 天上聖母 六腳鄉蒜東村蒜頭二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黃衍增

38 副港口宮 天上聖母 六腳鄉蒜頭村五鄰四十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黃寬培

39 靈威府 嘉義縣六腳鄉正義村中溝7號

40 玄安廟 嘉義縣六腳鄉古林村12號之1

41 真靈府 嘉義縣六腳鄉塗師46號 (05)3801050 侯太平

42 鎮安宮 嘉義縣六腳鄉潭墘村125號 (05)3804260 侯水深

43 供安宮 嘉義縣六腳鄉塗師村50號 (05)3800992 陳福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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