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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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保宮 玄天上帝 太保市太保里一四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1654 張洽

2 東天紫微宮 紫微大帝 太保市埤鄉里一鄰埤麻腳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吳玉蕙

3 清雲宮 清水祖師 太保市中山路一段六十八巷十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3579 葉全成

4 福安宮 福德正神 太保市北新里十五鄰溪底寮二十八號附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8182 許金溪

5 水虞厝代天府 五府千歲 太保市南新里三鄰仁愛路一一六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2459 吳有量

6 法隆寺 西方三聖 太保市後潭里四二四之一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5131 楊格

7 東和宮 元帥爺 太保市東勢里二鄰（東勢寮段三三０之一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23343 陳良主

8 清福宮 清水祖師 太保市春珠里五鄰（茄苳腳七一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7552 黃元國

9 三王府 三王爺 太保市新埤里一鄰新埤段新埤小段44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11428 呂黃淑梅

10 七主宮 七主王爺 太保市祥和二路二之一號 募建 其他 (05)3621156 謝永華

11 港保宮 三山國王 太保市港尾里二鄰港尾二十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3483 黃哲贈

12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太保市舊埤里十三鄰一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11001 鄭朝松

13 福安宮 清水祖師 太保市田尾里二鄰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11720 陳勝川

14 鼎新宮 天上聖母 太保市過溝里一鄰過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8066 葉平和

15 玉泉寺 關聖帝君 太保市後潭里十五鄰四一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8549 林吉祥

16 福興宮 神農聖帝 太保市梅埔里十四鄰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4910 呂進江

17 鎮福宮 天上聖母 太保市後潭里十二鄰四七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1344 沈麗山

18 福天宮 玄天上帝 太保市安仁里五鄰頂港子墘一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20574 侯權峯

19 鎮安宮 五府千歲 太保市安仁里一鄰三塊厝一之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22092 陳光輝

20 福安宮 五府千歲 太保市過溝里十鄰瓦厝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2040 葉國忠

21 東安宮 城隍 太保市東勢里八鄰八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22510 龔水郎

22 玉賢宮 三府千歲 太保市北新里九鄰中興路一段一五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371215 董象

23 古恩宮 五府千歲 太保市麻寮里中山路二段二五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9795 葉朝木

24 福濟宮 七星娘娘 太保市太保里七鄰一五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1373 馬永調

25 聖恩宮 觀音三菩薩 太保市埤鄉里三鄰埤麻腳五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3284 蘇柏榮

26 福興宮 天上聖母 太保市田尾里八鄰溪南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11148 陳堃裕

27 北極宮 玄天上帝 太保市崙頂里四鄰二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6219 林福助

28 平安宮 三山國王 太保市前潭里後潭十鄰一一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4626 蔡富福

29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太保市後庄里二鄰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14714 楊仁格

30 安福宮 三山國王 太保市港尾里四鄰管事厝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0830 詹連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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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慧明社醒善堂 關聖帝君 太保市南新里三鄰中山路一段六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373636 陳宗欽

32 武天宮 玄天上帝 太保市後潭里四五０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12171 蔡艷全

33 福春宮 嘉義縣太保市春珠里1鄰春珠8號之12

34 順天宮 嘉義縣太保市南新村中興路12號 (05)2370674 葉錦香

35 平安宮 嘉義縣太保市前談村129號 (05)3711419 吳得意

36 明安壇 嘉義市太保市興業路148號 (05)2238598 蔡宜成

37 玉玄宮 嘉義縣太保市北新村中正路196巷4號 (05)2373367 董象

38 北玄宮 嘉義縣太保市舊埤里34-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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