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布袋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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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山宮 山有神君 布袋鎮東９鄰10２號附９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9266 林博書

2 布袋福安壇淨慈寺 濟公活佛 布袋鎮考試潭段考試小段一○九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4105 周進發

3 聖恩宮 天上聖母 布袋鎮振寮里四鄰後壁寮一八一號之六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4312 邱永合

4 歲化宮 陳聖王公 布袋鎮西安里廈厝六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0966 陳俊宏

5 中東宮 木府元帥 布袋鎮東港里景山段三二五之一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7366 邱錦沛

6 聖港宮 天上聖母 布袋鎮樹林里港後十五號附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2436 周竹茂

7 鎮天宮 朱府千歲 布袋鎮岑海里新南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6390 蔡瑞朝

8 普天宮 趙子龍 布袋鎮岑海里十一鄰海利街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6378 蔡興輝

9 東港溪安宮 城隍爺 布袋鎮東港里二三鄰埔仔厝二二七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4105 邱神助

10 嘉義縣布袋鎮過溝安溪城隍廟 安溪三城隍爺 布袋鎮東安里四鄰過溝東勢頭一四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1774 林龍宮

11 王天宮 王府元帥 布袋鎮溪墘段溪墘小段四二四地號(菜舖里8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5916 張文波

12 龍珠宮 九龍三公 布袋鎮過溝段二十六號（中安里一鄰）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1763 莊金守

13 大眾爺廟 大眾爺公 布袋鎮考試里一鄰（考試潭段五九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陳崑

14 東安宮 李府千歲 布袋鎮東港里十鄰東港一一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1578 邱彬

15 聖林宮 城隍爺 布袋鎮樹林里四鄰樹林頭二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2519 莊再福

16 保安宮 真武大帝 考試里3鄰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2289 柳安邦

17 武聖宮 關聖帝君 岑海里中山路28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5626 柯博賢

18 長春祠 邱春娘 布袋鎮新厝里四鄰新厝仔二九五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9286 蔡萬章

19 新塭城隍廟 安海三城隍 布袋鎮新民里新塭三四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1510 顏玉訓

20 新塭大眾爺廟 大眾爺 布袋鎮新民段481、482地號(新民里18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31883 蕭電鶯

21 新塭九郎公祠 九郎公神龕 布袋鎮復興里二十五鄰六六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2159 蔡吉成

22 過溝保安宮 陳奶夫人陳靖姑 布袋鎮過溝東勢頭一八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1115 呂萬撑

23 布袋鎮溪北 鎮北宮 吳府千歲 布袋鎮東港里埔仔厝八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2019 林全成

24 武聖宮 關聖帝君 布袋鎮岑海里中山路二八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5626 柯博賢

25 洝海宮 天上聖母 布袋鎮好美里二十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32436 蔡文郎

26 海國宮 五府千歲 布袋鎮新岑里六鄰八十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0022 郭清光

27 魍港太聖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好美里十鄰一三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1714 死亡尚未
改選

28 朝天宮 天上聖母 布袋鎮新民里十五鄰新塭三八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1912 洪榮富

29 新塭嘉應廟 九龍三公 布袋鎮復興里十七鄰八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31302 蔡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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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鹿安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考試里六鄰鹿寮仔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3792 陳梗

31 保安宮 真武大帝 布袋鎮考試里三鄰考試潭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2289 柳安邦

32 蕭府大帝殿 蕭府大帝 布袋鎮振寮里十一鄰十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7088 蕭金水

33 振寮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振寮里後壁寮一四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2415 邱金川

34 永安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永安里四鄰大寮一一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4393 周萬國

35 鎮海宮 董元帥爺 布袋鎮東港里埔仔厝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4601 張清勇

36 護安宮 五府千歲 布袋鎮東港里埔仔厝一二０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7355 姚三組

37 龍山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東港里一鄰東港三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2156 翁新丁

38 福德宮 福德正神 布袋鎮貴舍里半月六十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2324 劉博文

39 靜德禪寺 釋迦牟尼佛 布袋鎮西安里過溝西勢一五０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1223 蕭玉枝

40 卿雲廟 諸府千歲 布袋鎮龍江里三００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1702 蕭孟學

41 清華祠 陳蕊娘 布袋鎮新厝里十三鄰新厝仔六五附二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3853 蕭利等

42 安南府 張李莫府千歲 布袋鎮新厝里八十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5733 蕭溪壽

43 見龍宮 五府千歲 布袋鎮見龍里十四鄰內田二之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1841 張仁義

44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縣布袋鎮
過溝建德宮

諸府千歲 布袋鎮西安里三鄰過溝西勢三十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451026 張丁連

45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縣布袋鎮
見龍里金華山堂

觀世音菩薩 布袋鎮見龍里內田一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471830 柯登錄

46 安天宮 天上聖母 布袋鎮光復里東安庄四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4520 蔡長安

47 東宮廟 太子爺 布袋鎮興中里後寮路四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6219 張幸福

48 永安宮 張聖真君 布袋鎮岑海里太平路三一二巷二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74538 周添發

49 岑兜廟武聖殿 太師爺 布袋鎮岑海里五鄰太平路三二二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8695 蕭茂松

50 嘉應廟 九龍三公 布袋鎮九龍里二鄰入船路三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76225 蔡清忠

51 永安宮 嘉義縣布袋鎮龍江里350之3號 蕭坤維

52 保安壇 嘉義縣布袋鎮九龍35號 (05)3475412 周朝成

53 龍福壇 嘉義縣布袋鎮新厝里321之5號 (05)3476713 蕭水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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