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朴子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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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光寺 釋迦牟尼佛 朴子市梅華里16鄰一五三之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1347 劉富川

2 指靈宮 南無濟公禪師 朴子市溪口里6鄰一八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3146 張麒璉

3 三王府 三千歲 朴子市竹村里12鄰鴨母寮471巷59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3383 黃賜珍

4 碧安宮 天上聖母 朴子市梅華里十九鄰牛挑灣一二九之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1851 陳德昆

5 聖福宮 福德正神 朴子市大鄉里十七鄰大槺榔四六六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0831 涂叁貴

6 敦睦宮 天僊伍帝 朴子市崁後里五鄰崁後四十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1759 洪明雄

7 布伯公廟 福德正神 朴子市平和里海通路二之四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陳晃田

8 南極代天宮 池府千歲 朴子市新庄里七鄰新庄段農牧小段46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蔡樹逢

9 雙溪口福天宮 吳府三千歲 朴子市雙溪里三鄰二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0498 侯天註

10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縣朴子高明寺 釋迦牟尼佛 朴子市文化里十五鄰山通路七三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792068 陳德洽

11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縣朴子配天宮 天上聖母 朴子市開元里六鄰開元路一一八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3792350 王如經

12 萬善廟 福德正神 朴子市竹圍里十六鄰南通路3段386號 募建 其他 (05)3701741 曾明福

13 聖善寺 釋迦牟尼佛 朴子市大鄉里二十二鄰大槺榔253之3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5811 李智善

14 北天宮 玄天上帝 朴子市新庄里一鄰新庄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3813 王春風

15 春川宮 春姑婆 朴子市安福里十三鄰黎明路一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3589 陳木成

16 代天宮 邢府王爺 朴子市文化里八鄰文化北路二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1121 王新福

17 樸靈宮 呂仙祖、樸靈公 朴子市文化里十鄰海通路一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5578 劉三導

18 大華宮 吳府千歲 朴子市南竹里三鄰南勢竹二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91756 陳春生

19 龍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松華里十二鄰牛挑灣二一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1347 黃輝旭

20 育黎宮 城隍爺 朴子市大鄉里3鄰大槺榔19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涂鋒良

21 北極殿 玄天上帝 朴子市安福里11鄰黎明路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4057 趙榮標

22 大發寺 太子爺 朴子市德家里六鄰吳竹子腳五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95191 林海龍

23 龍安宮 李府千歲 朴子市大鄉里十四鄰大槺榔二八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3461 沈金獅

24 聖媽堂 三姑娘 朴子市竹村里一鄰鴨母寮三之一號旁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2333 陳清峯

25 山西夫子 山西夫子 朴子市竹村里八鄰鴨母寮九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3839 張啟春

26 澤山宮 護國尊王 朴子市竹村里一鄰鴨母寮七之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3238 陳登雄

27 保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崁前里十鄰崁前二十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2921 謝同林

28 聖德堂 聖德元帥 朴子市佳禾里一鄰苦瓜寮六０之一號旁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2681 許　看

29 太子宮 魏王爺 朴子市佳禾里一鄰苦瓜寮四二之六號旁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莊塭湶

30 城隍宮 城隍 朴子市佳禾里七鄰東安寮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92718 黃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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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石車公廟 石車公 朴子市大葛里十一鄰大槺榔1之3號附近 募建 其他 (05)3700807 涂 本
32 吉安寺 通天教主 德家里3鄰吳竹子腳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92400 蔡榮宗

33 涂姓開基祖廟 天上聖母 朴子市大鄉里三鄰大槺榔一九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1900 涂清國

34 金王公廟 金王 朴子市大鄉里八鄰大槺榔745號之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9097 陳清芳

35 福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仁和里一鄰小槺榔十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5294 黃仁又

36 石碼宮 林府元帥 朴子市溪口里七鄰雙溪口一九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8583 侯明堯

37 萬善堂 黑川伯公 朴子市溪口里一鄰雙溪口一二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6276 侯玉昆

38 石碼宮 林府元帥 朴子市雙溪里四鄰雙溪口三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4313 侯義文

39 新福宮 公子爺 朴子市新寮里六鄰新寮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黃樽威

40 鎮安宮 林府九千歲五年千歲 朴子市竹圍里一鄰下竹圍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3085 蔡 樹
41 永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永和里八鄰應菜埔七九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6220 陳火炎

42 竹安亭 五府千歲 朴子市永和里三鄰應菜埔二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2749 林德義

43 德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永和里十二鄰應菜埔一０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38353 黃東榮

44 春秋武廟 關聖帝君 朴子市永和里四鄰應菜埔三六之一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9945 鄭權宏

45 青田寺 觀音佛祖 朴子市文化里十六鄰南通路三段七八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9582 侯水田

46 順天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博厚里十三鄰開元路四四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0013 涂國義

47 圓光寺 釋迦牟尼佛 朴子市永和里四鄰八德路三四０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2502 王柳枝

48 保安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中正里十鄰中正路一七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3005 陳俊生

49 巡天宮 五府千歲 朴子市順天里七鄰南通路三段九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4090 莊松柏

50 龍樹亭 觀音佛祖 朴子市內厝里七鄰內厝五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2158 黃錫禧

51 靜修精舍 釋迦牟尼佛 朴子市平和里二鄰市東路三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2851 李金蓮

52 安福宮 池府千歲 朴子市安福里五鄰山通路八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98561 辜生地

53 福安宮 魏王爺 朴子市佳禾里一鄰苦瓜寮四二之六號旁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1875 翁仁柾

54 福安壇 嘉義縣朴子市雙溪里83號

55 奉天宮 嘉義縣朴子市崁前11號 (05)3693002 蔡榮宗

56 德安宮 嘉義縣朴子市德興里4號 (05)3796533 侯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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