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民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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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意宮 三清道祖 民雄鄉大崎村五鄰大丘園十一之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52460 王麗華

2 民安凌宵寶殿 觀音大士 民雄鄉東榮村建國路一段95巷73之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67172 詹益智

3 興南府 五府千歲 民雄鄉大崎村十二鄰十四甲三九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17878 賴旭星

4 九龍山濟公禪寺 濟公 民雄鄉大崎村內埔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1717 陳素貞

5 福東宮 觀音菩薩 民雄鄉興中村一鄰義橋三十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03470 莊水盛

6 三元帥廟 三元帥 民雄鄉頂崙村八鄰二十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2533 劉季峯

7 玄靈宮 九天玄女 民雄鄉興中村二鄰劉竹仔腳七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劉又誠

8 福安祠 大眾爺 民雄鄉寮頂村十三鄰民權路四十二號之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許英訓

9 聖公聖媽廟 聖公聖媽 民雄鄉中樂村十一鄰(民北段二一０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鄭美佳

10 福安祠 大眾爺 民雄鄉雙福村﹝鴨母坔段鴨母坔小段161號之4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許英訓

11 廣興宮 戴大王 民雄鄉松山村十鄰東湖仔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劉能溪

12 溪龍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秀林村十三鄰溪底寮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9728 吳森助

13 玄明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頂崙村十一鄰一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劉季峯

14 忠義公廟 忠義公 民雄鄉金興村二十二鄰忠義街一四０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01420 朱財平

15 鐵圍山行府廟 焦面大士 民雄鄉文隆村十七鄰建國路二段187之9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60799 吳素梅

16 千年宮 觀音佛祖 民雄鄉中央村一鄰新庄三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王靖森

17 開山廟 鄭成功 民雄鄉鎭北村七鄰二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061953 蘇應鐘

18 豐厚宮 福德正神 民雄鄉興中村一鄰義橋﹝江厝店段543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10618 劉憲龍

19 鎮南宮 騎虎王爺公、土地公 民雄鄉東榮村二十六鄰﹝民南段七四六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何坤澤

20 玄聖宮 天上聖母 民雄鄉東興村葉子寮二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鄧克綠

21 嘉義縣民雄鄉慶誠宮 天上聖母 民雄鄉中樂村中樂路六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064348 許英訓

22 海恩淨寺 釋迦牟尼佛 民雄鄉松山村松子腳二十七號之二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21116 許富

23
財團法人台灣省嘉義縣民雄
鄉大士爺廟

觀音菩薩 民雄鄉中樂村中樂路八十一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061717 許英訓

24 玄聖宮 開漳聖王 民雄鄉平和村四鄰雙援十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郭金課

25 震天府廟 五府千歲 民雄鄉豊收村十四鄰好收一四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李火權

26 北天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大崎村八鄰內埔仔二十八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0346 黃添益

27 玄武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平和村六鄰番仔溝十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郭財福

28 三主宮 觀音佛祖 民雄鄉寮頂村一鄰頂寮五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王振添

29 新福宮 保生大帝 民雄鄉北斗村六鄰北勢子六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賴文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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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慈雲亭 觀世音菩薩 民雄鄉西昌村六鄰竹子腳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3148 何國根

31 廣興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福興村六鄰牛稠溪六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5770 張榮祿

32 天仙禪寺 釋迦牟尼佛 民雄鄉三興村二鄰陳厝寮十八之五號 募建 執事會 (05)2720521 劉壬之

33 德和禪寺 釋迦牟尼佛 民雄鄉東榮村三鄰中庄二十五號 募建 執事會 (05)2262230 李貴珍

34 普安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秀林村四鄰林子尾四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蘇水石

35 陳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民雄鄉三興村五鄰陳厝寮四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陳憲星

36 大明殿 真武大帝 民雄鄉東榮村二鄰中庄十九號之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3740 劉春重

37 鎮安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大崎村十鄰十四甲二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03929 陳谷全

38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民雄鄉福權村三鄰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4005 蔡勝註

39 保生大帝爺廟 保生大帝 民雄鄉豊收村二十鄰山子腳四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周培明

40 壽天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三興村八鄰溪底廍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郭文龍

41 大使爺廟 大使爺 民雄鄉北斗村覆鼎金四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吳見明

42 耀明宮 池府王爺 民雄鄉興南村二鄰頭橋九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0193 劉德利

43
財團法人嘉義縣民雄保安宮
騎虎王廟

騎虎尊王 民雄鄉中樂村文化路三十七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2267726 許日盛

44 觀音寺廟 觀世音 民雄鄉大崎村五鄰大丘園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游松文

45 廣安宮 三山國王 民雄鄉興中村四鄰江厝店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04198 許仁和

46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民雄鄉雙福村七鄰雙福六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201410 黃水雄

47 檨仔王廟 檨仔王 民雄鄉菁埔村菁埔一三０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何自涼

48 順天宮 五府千歲 民雄鄉中央村十二鄰田中央七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何秋利

49 玄德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文隆村十鄰鴨母坔四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7796 謝土城

50 土地公廟 神農聖帝 民雄鄉菁埔村菁埔一０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6)無 何華錐

51 嘉義縣民雄鄉福興宮 福德正神 民雄鄉東榮村8鄰建國路一段31巷25之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063721 張金富

52 好嘉宮 保生大帝 民雄鄉平和村一鄰頂店仔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溫岸

53 廣濟宮 池王爺 民雄鄉山中村六鄰牛斗山七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16164 鄭永欽

54 嘉義縣民雄鄉虎尾寮佛慈宮 南海觀世音菩薩 民雄鄉鎮北村3鄰虎尾寮16-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黃薯

55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民雄鄉中和村二鄰社溝三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何榮二

56 五穀王廟 五穀聖帝 民雄鄉豊收村四鄰三十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0098 鄭春龍

57 觀音禪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民雄鄉寮頂村三鄰六十七號 募建 執事會 (05)2262364 盧金鶯

58 寶林禪寺 三寶佛、觀世音菩薩 民雄鄉松山村八鄰後山仔三十八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21275 洪秋菊

59 上升宮 玄天上帝 民雄鄉松山村四鄰松子腳四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21519 盧清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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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上帝爺廟 玄天上帝 民雄鄉東興村五鄰葉子寮四十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劉萬渭

61 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民雄鄉豊收村十六鄰好收七十三號之十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6)無 黃明吉

62 保生大帝廟 保生大帝 民雄鄉西安村十九鄰民族路五十四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1620 林深淮

63 三界公廟 三官大帝 民雄鄉東湖村十六鄰東勢湖一五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261965 劉邦和

第 3 頁  /   共 3 頁 


	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