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元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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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天宮 天上聖母 元長鄉長北村五鄰元東路三段二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945 楊三寶

2 無極慈濟宮 無極濟公活佛 元長鄉長南村元西路三九九之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6339 李安成

3 包千宮 包府千歲 元長鄉後湖村八鄰溪底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0579 張卿琳

4 順德府 張府千歲 元長鄉合和村六鄰山川路一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105 許金鐘

5 武德宮 武德英侯 元長鄉卓運村庄內路四八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2932 陳仁忠

6 美山寺 觀音佛祖 元長鄉合和村九鄰二房路五六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0445 李啟祥

7 泰安府 張李莫馬池府千歲 元長鄉鹿南村二鄰中洽路二八號之三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3572 顏忠村

8 玉安宮 九天玄女 元長鄉後湖村中湖路1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6888 吳想

9 聖奉宮 蘇府千歲 元長鄉五塊村南火路四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6645 蔡龍烟

10 保勝宮 保生大帝 元長鄉鹿北村明鹿路二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2339 顏宗義

11 勝煌宮 李府千歲 元長鄉下寮村湖內一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61752 吳返

12 極明殿 玄天上帝 元長鄉新吉村1鄰新吉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3325 陳進

13 朝奉宮 保生二大帝 元長鄉新吉村三鄰新庄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2849 林燕堂

14 代聖府 五府千歲 元長鄉內寮村四鄰內寮五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61091 吳明正

15 武安洲廟 包府千歲 元長鄉鹿北村一○鄰竹圍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2911 顏政雄

16 包青府 包府千歲 元長鄉長北村元北路三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407 陳國松

17 鎮興宮 吳府千歲 元長鄉下寮村八鄰下寮七－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61452 吳進榮

18 義天宮 關聖帝君 元長鄉鹿南村後建路3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2756 郭祥

19 無極聖殿 玄天上帝 元長鄉內寮村一一鄰好收五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81145 邱英提

20 承德府 池府千歲 元長鄉合和村一六鄰合和六七之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1046 李逢春

21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元長鄉潭西村潭內路三一之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684 楊宗訊

22 南安府 五府千歲 元長鄉潭東村四鄰瓦磘路四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1982 蔡土龍

23 金母宮 關聖帝君 元長鄉潭東村瓦磘路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3123 吳安成

24 清山南天府 康府千歲 元長鄉山內村南山路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145 陳景福

25 武聖宮 明明上帝 元長鄉長南村進化街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194 李澤川

26 感善堂 關聖帝君 元長鄉子茂村三民路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885 許金鐘

27 鰲峰宮 保生大帝 元長鄉長北村元中路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264 傅文村

28 古安宮 九天玄女 元長鄉山內村安務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4029 黃復興

29 聖安壇 九天玄女 元長鄉後湖村七鄰後湖路三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1986 許牛

30 南天宮 五府千歲 元長鄉子茂村二鄰子茂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4013 楊永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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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安府元 張李莫府千歲 元長鄉合和村四鄰三房四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035 李健宏

32 青風天壇 九天玄女 元長鄉子茂村六鄰子茂八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3303 李榮昌

33 鎮平宮 五年千歲 元長鄉下寮村一鄰埔墘路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373 吳慶培

34 順天宮 陳元帥 元長鄉長南村順天街一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82204 傅文村

35 安西府 雲林縣元長鄉瓦磘村

36 指南府 雲林縣元長鄉頂寮村中坑19-1號

37 南安府 雲林縣元長鄉潭東村111號

38 朝奉宮 雲林縣元長鄉新吉村新吉路7號

39 鎮安壇 雲林縣元長鄉長北村元北路26號 (05)7884081 李松木

40 鎮與壇 雲林縣元長鄉內寮村好收路12號 (05)7983095 蔡明素

41 救世壇 雲林縣元長鄉內寮村2號 (05)7861706 吳榮華

42 鎮清潭 雲林縣元長鄉長北村元東路3巷7號 (05)7883101 李青龍

43 鱉峨宮 雲林縣元長鄉子茂村42之4號 (05)7881775 李國條

44 薛府宮 雲林縣元長鄉鹿北村明鹿路96之1號 (05)7983170 湯啟錫

45 長安宮 雲林縣元長鄉中山路22之6號 (05)7883185 李茂桔

46 福德祠 雲林縣元長鄉瓦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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