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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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安宮 吳府三千歲 東石鄉型厝村十一鄰一三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4808 顏青山

2 奉安宮 劉府元帥 東石鄉掌潭村七鄰白水湖十一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3323 黃海龍

3 大眾爺廟 大眾爺 東石鄉掌潭村十一鄰白水湖二十七號附九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3323 呂忠財

4 正義公祠 正義公 東石鄉東崙村三鄰(栗子崙段中洲小段12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2800 黃世明

5 遊天宮 刑府千歲 東石鄉永屯村一鄰8號附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0590 蔡嘉成

6 普濟寺 南無佛掱觀世音菩薩 東石鄉三家村五號之八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0237 謝蕭玉珠

7 三法宮 太上老君 東石鄉下揖村十四鄰六七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01292 李振宏

8 后山宮 天上聖母 東石鄉型厝村山寮三鄰山寮22號附2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0257 高銘志

9 忠義佛堂 明明上帝 東石鄉副瀨村一七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0341 李興嘉

10 福安宮 淵府千歲 東石鄉塭仔村十三鄰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4522 吳龍水

11 開天寺 三佛祖 東石鄉猿樹村一鄰六之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910 吳鸿軒

12 福安宮 溫府千歲 東石鄉溪下村十鄰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01923 曾金成

13 建安宮 邢天王爺 東石鄉下揖村2鄰下揖子寮121號附1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01465 林高山

14 國姓廟 延平郡王 東石鄉猿樹村四鄰三五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941 吳安泰

15 清德寺 觀音佛祖 東石鄉港墘村一鄰一０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98688 李旺根

16 雲龍宮 池府千歲 東石鄉頂子寮頂揖小段一七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601056 林興福

17 安龍府 張府九千歲 東石鄉頂揖村一鄰十三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02199 郭曾水錦

18 臨水宮 三奶夫人 東石鄉東石村二十鄰黎明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3252 黃連發

19 聖金壇 天上聖母 東石鄉網寮村一鄰三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4397 陳山明

20 鎮安宮 盧府千歲 東石鄉網寮村十鄰三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1273 蔡金龍

21 九龍江廟 三千歲 東石鄉掌潭村九鄰白水湖四七號附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1970 蔡清河

22 慈安宮 五府千歲 東石鄉塭仔村五鄰四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0330 陳明吉

23 圓明寺 釋迦佛祖 東石鄉塭仔村三鄰六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4681 李靜芳

24 靈慈宮 開台聖王 東石鄉西崙村四鄰栗子崙九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451376 莊新堂

25 福安壇 池府千歲 東石鄉東崙村五鄰二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450940 王天和

26 臥龍港代天府 李府千歲 東石鄉洲仔村四鄰十四號之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06841 陳壁

27 慶福宮 金王爺 東石鄉龍港村13鄰11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3751 林純金

28 保安宮 邢府王爺 東石鄉掌潭村3鄰掌潭3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蕭智富

29 松湖宮 五府千歲 東石鄉蔦松村三鄰下蔦松四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06733 蔡春期

30 笨港口港口宮 天上聖母 東石鄉港口村八鄰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01002 張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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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壽天宮 張王 東石鄉鰲鼓村二鄰鰲鼓六十四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601189 蔡春福

32 富安宮 五府千歲 東石鄉副瀨村六鄰五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587 林泰平

33 祝天宮 鄭成功 東石鄉海埔村四鄰二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1322 曾金能

34 永靈宮 李府千歲 東石鄉永屯村五鄰四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3469 陳田

35 福靈宮 觀音佛祖 東石鄉三家村八鄰七三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2248 蕭天讚

36 福安宮 五府千歲 東石鄉型厝村十鄰一０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0901 顏樹根

37 保安宮 邢王 東石鄉塭港村二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537 陳安然

38 福海宮 李府千歲 東石鄉塭港村十二鄰二八號附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069 黃順和

39 萬善同居 陳主帥 東石鄉塭港村一鄰二０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3732044 王永順

40 贊天宮 李王 東石鄉猿樹村三鄰二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2941 吳安泰

41 先天宮 五府千歲 東石鄉東石村二四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3732543 吳森源

42 贊天府 嘉義縣東石鄉三家村24號

43 福安宮 嘉義縣東石鄉下欍埔19號 (05)3451273 曾金成

44 農安宮 嘉義縣東石鄉四股村27號 (05)3601712 林昆卿

45 贊天宮 嘉義縣東石鄉頂東石27號 (05)3732249 吳振宏

46 港鎮壇 嘉義縣東石鄉龍港村215之2號 (05)3730139 曾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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