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新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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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山龍鳳堂 順天聖母 新港鄉南港村八鄰南港一八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1810 陳清麟

2 清水殿 清水祖師 新港鄉溪北段七五○、七五一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531 陳瑞麟

3 松王廟 松樹尊王 新港鄉月眉村十六鄰月眉潭一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409 林德義

4 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新港鄉大潭村大潭段精忠小段七○二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萬有

5 保安宮 朱、邢、李府千歲 新港鄉菜公村菜公厝段三五五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江永樹

6 萬仁公廟 萬仁公 新港鄉中洋村中工段二○三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120 董文

7 鎮武宮 玄天上帝 新港鄉溪北村溪北段五二六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1495 陳秋豐

8 九天宮 關聖帝君 新港鄉月眉潭段眉潭小段五九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502 林國富

9 懷濟堂 觀音佛祖 新港鄉潭大村二鄰潭子墘十之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45638 黃品諭

10 萬善公廟 萬善公 新港鄉潭大村十鄰大客二十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3711 陳宗男

11 法音寺 西方三聖佛 新港鄉福德村九鄰登雲路一一一巷十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46379 陳麵

12 寶天宮 伍年千歲 新港鄉板頭村十三鄰九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吳文祥

13 福德祠 福德正神 新港鄉西庄村二鄰西庄段三七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何坤紀

14 玄聖宮 玄天上帝關聖帝君 新港鄉埤子村一鄰埤子頭段二一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鄭勝吉

15 保壽宮 保生大帝 新港鄉海瀛村九鄰海豐子段二九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方俊生

16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新港鄉海瀛村七鄰海豐子段五五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何清志

17 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新港鄉海瀛村九鄰海豐子段海豐小段96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陳東利

18 松王廟 松王、檨王 新港鄉大潭村十九鄰大潭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萬有

19 三王公祠 三王公 新港鄉大潭村四鄰大潭一六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萬有

20 鎮北殿 北極玄天上帝 新港鄉潭大村潭子墘段九三七號等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江清煙

21 新港法華寺 千手觀音 新港鄉宮前村13鄰古民街8巷1號之18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42799 陳悅女

22 東興廟 池府千歲 新港鄉宮後村大興路七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6030 林宗勳

23 法海淨寺 釋迦牟尼佛 新港鄉安和村八鄰番婆一二三之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71891 陳秀萊

24 太公廟 姜子牙 新港鄉福德村十六鄰中正路115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1830 林世欽

25 王爺廟 諸府千歲 新港鄉南港村十二鄰大崙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劉國川

26 福德祠 福德正神 新港鄉南港村四鄰南港八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明記

27 水仙宮 三官大帝 新港鄉南港村五鄰舊南港五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1751 林明記

28 復興宮 諸府千歲 新港鄉潭大村三鄰潭子墘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0511 郭新田

29 三官大帝廟 三官大帝 新港鄉潭大村8鄰大客2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榮輝

30 安和宮 天上聖母 新港鄉安和村六鄰番婆一一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2704 郭永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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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永興宮 保生大帝 新港鄉三間村三鄰三間厝三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947 李冬林

32 紫雲亭 都天靈聖 新港鄉菜公村三鄰咬仔竹二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莊俊義

33 六興宮 天上聖母 新港鄉溪北村九鄰溪北六十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1680 徐忠誠

34 寶月宮 謝府元帥 新港鄉月潭村十六鄰月眉潭二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1206 李明坤

35 光天宮 敵天大帝 新港鄉月眉村四鄰月眉潭五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70677 魏守玄

36 三官大帝廟 三官大帝 新港鄉西庄村六鄰西庄六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何坤紀

37 精忠廟 岳武穆王 新港鄉大潭村十鄰大潭八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1733 林德旺

38 永祿宮 三山國王 新港鄉中庄村十二鄰中庄九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6603 林烈義

39 永福宮 三山國王 新港鄉古民村十一鄰古民一五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2945 郭忠和

40 補天宮 女媧娘娘 新港鄉福德村十九鄰福德路140巷7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5576 郭介良

41 西安宮 福德正神 新港鄉福德村七鄰福德路九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2142 施平郎

42 代天府 五府千歲 新港鄉大興村十四鄰中正路一一五巷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1096 林勇吉

43 大興宮 保生大帝 新港鄉大興村十二鄰中正路七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44878 何長鴻

44
財團法人臺灣省嘉義縣新港
鄉中洋村北極玄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新港鄉中洋村4鄰中洋子100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770517 陳明秋

45
財團法人臺灣省嘉義縣新港
奉天宮

天上聖母 新港鄉大興村三鄰新民路五十三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742034 何達煌

46 代天宮 諸府千歲 新港鄉南崙村一鄰崙子九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陳照雄

47 水月庵 觀世音菩薩 新港鄉共和村六鄰頂菜園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11800 陳哲正

48 三仙國王廟 三山國王 新港鄉共和村一鄰董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洪啟明

49 廣福宮 三山國王 新港鄉共和村八鄰後庄三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郭錦周

50 長天宮 天上聖母 新港鄉板頭村四鄰板頭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2768 施堂興

51 太天宮 道德天尊 新港鄉南港村九鄰菜園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11358 李能池

52 福聖宮 嘉義縣新港鄉中洋村10鄰4號 (05)3772771 江清正

53 福興順 嘉義縣新港鄉共和村董厝26號 (05)7812420 蔡達昌

54 玄聖宮 嘉義縣新港鄉埤子村4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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