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義縣竹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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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王宮 五府千歲 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一二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58035 陳意如

2 奮起湖保安宮 福德正神〈土地公〉 竹崎鄉中和村八鄰奮起湖八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61095 張文寶

3 山知崙奉天宮 媽祖 竹崎鄉義隆村四鄰山知崙二七之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2867 陳利

4 嘉義世明慈惠堂 西王金母 竹崎鄉灣橋村26鄰埤堂23巷51之6號〈五間厝段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91442 蔡金鍊

5 慈雲淨苑 西方三聖 竹崎鄉光華村一鄰頂笨仔三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62378 林侑定

6 三寶山靈嚴禪寺 釋迦牟尼佛 竹崎鄉桃源村十三鄰一四七號 募建 執事會 (05)2542781 鄭榮昌

7 慈山岩皇德宮寺 三清道祖 竹崎鄉昇平村九鄰頂埔一○九號之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43100 林綉連

8 太子山慈雲寺 觀音佛祖 竹崎鄉塘興村九鄰頂坪二號之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42559 林木水

9 佛寶寺 正法明如來 竹崎鄉白杞村十二鄰樟樹坪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41467 何瑤琳

10 妙光寺 釋迦牟尼佛 竹崎鄉緞繻村外埔一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30136 林珠碧

11 聖安宮 五顯大帝 竹崎鄉塘興村賴厝五鄰（樟樹坪段三六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41601 賴文明

12 麻箕埔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竹崎鄉鹿滿村麻箕埔六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7079 陳文勇

13 進福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竹崎村民生村酒店(和平段一三七五地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3679 江正松

14 慈安宮 觀音佛祖 竹崎鄉光華村五鄰柑仔宅二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62441 陳得成

15 准提寺 准提菩薩 竹崎鄉義隆村大坪頂三之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1773 黃忠信

16 三福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竹崎段四0九之三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1365 陳英宗

17 埔岩宮 池府千歲 竹崎鄉昇平村六鄰頂埔九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41990 林文築

18 凌雲岩 觀音佛祖 竹崎鄉文峰村樟樹坪段二六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66580 王熙

19 大天宮 神農聖帝 竹崎鄉獅埜村十四鄰獅仔頭段九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鄭日樹

20 壽德宮 公王 竹崎鄉仁壽村三鄰交力坪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劉通箱

21 玄龍寺 釋迦牟尼佛 竹崎鄉灣橋村二八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90295 陳惠玉

22 拱隆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竹崎村三鄰中山路五十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陳厚全

23 石棹吳鳳廟 吳鳳公 竹崎鄉中和村十九鄰石棹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62505 許春芳

24 坑仔坪福興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和平村六鄰坑仔坪七十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何正雄

25 保安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中和村永和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儀富

26 興洲宮 莆府千歲 竹崎鄉內埔村十五鄰溪洲路二十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42467 柳盈森

27 三水宮 順天聖母 竹崎鄉義仁村九鄰坪頂三十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110311 蔡慶堂

28 福興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灣橋村二十八鄰崎腳一七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范勝標

29 天奉宮 天上聖母 竹崎鄉鹿滿村十二鄰鹿鳴路三十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林永富

30 竹崎慈惠堂 王母娘娘 竹崎鄉復金村五鄰水底寮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3361 翁銘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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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廣福宮 玄天上帝 竹崎鄉金獅村十一鄰金獅寮三十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66491 張順卿

32 南善寺 觀音菩薩 竹崎鄉灣橋村二六鄰埤堂六十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790720 劉淑賢

33 奉天岩 觀音佛祖 竹崎鄉緞繻村四鄰紅南坑二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30392 劉寧欽

34 真武廟 玄天上帝 竹崎鄉緞繻村十六鄰科底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李得枝

35 真武廟 玄天上帝 竹崎鄉緞繻村九鄰阿拔泉二十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李文來

36 光祿廟 伏魔公 竹崎鄉復金村十六鄰湖底十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3301 林敬忠

37 復金真武廟 玄天上帝 竹崎鄉復金村十一鄰復鼎金五十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4508 張崑

38 振興宮 關帝君 竹崎鄉塘興村十三鄰無底潭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林鐘溶

39 塘下寮武當山廟 玄天上帝 竹崎鄉塘興村塘下寮十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540311 劉信

40 香光寺 觀世音菩薩 竹崎鄉內埔村十七鄰溪州四十九號之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41267 陳麗雪

41 青岩宮 池王爺 竹崎鄉內埔村五鄰中興路十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詹益炘

42 昇平山 觀音佛祖 竹崎鄉昇平村十六鄰昇平五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541222 黃文華

43 碧山岩 觀音佛祖 竹崎鄉紫雲村十六鄰菜堂九之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6016 林金男

44 龍山岩 觀世音菩薩 竹崎鄉龍山村十六鄰過坑十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4798 莊朝枝

45 東嶽殿 地藏王菩薩 竹崎鄉龍山村六鄰頂崎腳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蔡安生

46 福興宮 福德正神 竹崎鄉鹿滿村十四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劉興成

47 興宮寺 觀音佛祖 竹崎鄉灣橋村朴子埔三十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90392 林印筒

48 灣橋北極殿 玄天上帝 竹崎鄉灣橋村二十鄰灣橋二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朱有福

49 慶雲宮 康趙元帥 竹崎鄉文峰村四鄰檨仔寮十四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無 陳招松

50 德源禪寺 釋迦牟尼佛 竹崎鄉義仁村三鄰下寮仔四十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110767 林芬妙

51 慈保宮 保生大帝 竹崎鄉義仁村十鄰番仔潭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110971 程天送

52 安世宮 開台聖王 竹崎鄉義和村二鄰二十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763714 鄭東程

53 真武宮 玄天上帝 竹崎鄉沙坑村八鄰水坑六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5776 邱勝賢

54 保安宮 保生上帝 竹崎鄉師埜村八鄰許厝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110930 何阿鐘

55 晨興廟 上帝爺 竹崎鄉和平村十六鄰盧厝挖十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2612630 盧萬祿

56 鎮安岩 觀音佛祖 竹崎鄉和平村十二鄰二十七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1906 郭文芳

57 真武廟 玄天上帝 竹崎鄉和平村五鄰坑仔坪一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2612042 何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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