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大林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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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玄宮 土地公 大林鎮大埔美段五八七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3989 簡泰河

2 十方行道堂 觀音大士 大林鎮上林里十鄰四四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1093 施傳杰

3 元帥府 保儀尊王 大林鎮西結里菜園ㄧ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7778 魏松山

4 中林福德爺廟 福德爺 大林鎮中林里20鄰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4567 施福智

5 大林順天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角里四鄰三角四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251 簡輝雄

6 大林天后宮 媽祖 大林鎮三村里湖子二八之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6593 施茂鎮

7 朝興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排路里一鄰排子路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6465 蔡成男

8 大林鎮大眾爺公廟 大眾爺 大林鎮平林里過溝仔5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朱樹彬

9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大林鎮中林里15鄰中林10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7357 吳銘鑄

10 受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大林鎮中坑里14鄰田寮12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9847 李再興

11 中坑大眾萬善爺堂 大眾爺 大林鎮中坑里4鄰沙崙114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3678 梁碧三

12 佛方宮 慚愧祖師 大林鎮湖北里4鄰大湖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1767 簡榮坤

13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大林鎮中林里15鄰中林10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7357 吳銘鑄

14 受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大林鎮中坑里14鄰田寮12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9874 李再興

15 玄濟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內林里3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簡和仁

16 廣安宮 騎虎尊王 大林鎮三和里6鄰林子前31號之6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299 李水池

17 普際宮 明明上帝 大林鎮義和里1鄰三塊厝15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4588 林麗珠

18 福德爺廟 福德爺 大林鎮吉林里中正路514巷12號(市場內)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2600 許正良

19 大美濟公院 濟公活佛 大林鎮大美里11鄰大埔美208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2903 吳文仁

20 武聖宮 關聖帝君 大林鎮吉林里8鄰平和街32巷2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孫坤錦

21 善興宮 松樹王 大林鎮三村里1鄰潭墘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5473 張鴻鵰

22 金虛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村里7鄰湖子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8365 蕭順德

23 隆天宮 雷府千歲 大林鎮義和里2鄰三塊厝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0446 江瑞泗

24 金林寺 觀音佛祖 大林鎮溝背里13鄰2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6349 朱真老

25 保安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和里林子頭1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4538 郭金助

26 鎮安宮 觀音佛祖 大林鎮三和里10鄰水碓1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0480 周進坤

27 永壽宮 松樹尊王 大林鎮中林里7鄰中林4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1649 張鴻章

28 安林宮 田督元帥 大林鎮上林里10鄰頂員林44號之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0426 陳煦湘

29 代天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上林里11鄰麻園寮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21754 倪考

30 寶山寺 釋迦牟尼佛 大林振中坑里17鄰芎蕉山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8893 陳威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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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龍山巖 釋迦牟尼佛 大林鎮中坑里芎蕉山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1541 簡堯霖

32 奉天宮 王爺公 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6鄰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543 許維釧

33 萬寧宮 保生大帝 大林鎮中坑里4鄰沙崙1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3577 劉聰妙

34 泰寧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大美里14鄰大埔美1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3540 簡福森

35 媽祖廟朝天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湖北里10鄰早知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6379 劉基旺

36 保安宮 王孫大使 大林鎮西結里4鄰7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4995 陳建昌

37 五府千歲廟 黃欽府千歲 大林鎮排路里9鄰16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4713 張永欽

38 朝傳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明和里3鄰甘蔗崙7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6318 邱兆宗

39 紫玄保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明華里12鄰下埤頭8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0650774 徐溢

40 明德佛寺 釋迦牟尼佛 大林鎮溝背里6鄰119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4446 游水源

41 朝聖宮 江元帥 大林鎮平林里7鄰下潭底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1497 陳春生

42 天德寶宮 關聖帝君 大林鎮西林里中山路26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2565 朱真祿

43 安霞宮 開漳聖王 大林鎮西林里9鄰仁愛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4110 何文雄

44 福玄宮 土地公 大林鎮大埔美段五八七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3989 簡泰河

45 十方行道堂 觀音大士 大林鎮上林里十鄰四十四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1093 施傳杰

46 元帥府 保儀尊王 大林鎮西結里排子路段五○八之一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7778 魏松山

47 中林福德爺廟 福德爺 大林鎮中林里二十鄰ㄧ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4567 施福智

48 大林順天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角里五鄰三角二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251 簡輝雄

49 大林天后宮 媽祖 大林鎮三村里湖子二八之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6593 施茂鎮

50 受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大林鎮中坑里十四鄰田寮十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21847 李再興

51 朝興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排路里一鄰水汴頭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6465 賴坤章

52 大林大眾爺公廟 大眾爺 大林鎮平林里過溝仔五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9785 朱樹彬

53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大林鎮中林里十五鄰中林一０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57357 吳銘鑄

54 中坑大眾萬善堂 大眾爺 大林鎮中坑里四鄰沙崙一一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973 梁碧三

55 玄濟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內林里三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簡和仁

56 廣安宮 騎虎尊王 大林鎮三和里六鄰林子前三十一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399 賴國義

57 普濟宮 明明上帝 大林鎮義和里一鄰三塊厝一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2935 林麗珠

58 隆天宮 王爺公 大林鎮義和里二鄰三塊厝十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0446 江瑞泗

59 福德爺廟 福德爺 大林鎮吉林里中正路五一四巷十二號（市場內）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2048 許正良

60 大美濟公院 濟公活佛 大林鎮大美里十一鄰大埔美二０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2903 吳文仁

61 武聖宮 關聖帝君 大林鎮吉林里八鄰平和街三十二巷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9)3363096 孫坤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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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善興宮 松樹王 大林鎮三村里一鄰潭墘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4739 張鴻鵰

63 金虛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村里七鄰湖子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8365 蕭順德

64 金林寺 觀音佛祖 大林鎮溝背里十三鄰二八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6349 朱真老

65 保安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三和里一鄰林子頭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2078 劉 溪
66 鎮安宮 觀音佛祖 大林鎮三和里十鄰水碓四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0480 周進坤

67 永壽宮 松樹尊王 大林鎮中林里七鄰中林四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1649 張鴻章

68 安林宮 田都元帥 大林鎮上林里十鄰頂員林四十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0426 陳福成

69 代天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上林里十一鄰麻園寮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21754 倪 考
70 寶山寺 釋迦牟尼佛 大林鎮中坑里十七鄰芎蕉山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1119 陳威孜

71 龍山巖 釋迦牟尼佛 大林鎮中坑里十七鄰芎蕉山四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3088 簡堯霖

72 奉天宮 王爺公 大林鎮中坑里六鄰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1543 許維釧

73 萬寧宮 保生大帝 大林鎮中坑里四鄰沙崙一七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3577 劉聰妙

74 泰寧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大美里十四鄰大埔美一四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953540 簡福森

75 媽祖廟朝天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湖北里十鄰早知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6379 劉基旺

76 佛方宮 慚愧祖師 大林鎮湖北里四鄰大湖十五號 募建 其他 (05)2651767 鄧安顯

77 保安宮 王孫大使 大林鎮西結里四鄰七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4995 陳建昌

78 五府千歲廟 黃欽府千歲 大林鎮排路里九鄰一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94713 游家爵

79 朝傳宮 天上聖母 大林鎮明和里三鄰甘蔗崙七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6318 陳福星

80 紫玄保宮 玄天上帝 大林鎮明華里十二鄰下埤頭八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0774 徐溢

81 明德佛寺 釋迦牟尼佛 大林鎮溝背里六鄰一一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954446 張龍福

82 朝聖宮 江元帥 大林鎮平林里下潭底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7182 陳春生

83 天德寶宮 關聖帝君 大林鎮西林里中山路二六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2565 朱真祿

84 安霞宮 開漳聖王 大林鎮西林里仁愛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54110 何文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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