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北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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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安宮 朱府千歲 北港鎮溝皂里13鄰21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吳冠成

2 震威府 金府千歲 北港鎮後溝里灣內路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蔡鴻圖

3 順天宮 耿府千歲 北港鎮番溝里九鄰番溝2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20706 翁水上

4 興天府 李府千歲 北港鎮府番里一八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6389 李白川

5 聖天宮 玄天上帝 北港鎮新街里二二鄰北辰路一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9304 魏宗利

6 真武殿 玄天上帝 北港鎮溝皂里四鄰一六○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21225 蔡清水

7 慈德堂 觀世音菩薩 北港鎮光明路16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36011 蔡麗華

8 五福宮 天僊五帝 北港鎮扶朝里一九二之一號 未填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3822 蘇煥成

9 北港朝天宮 未填 北港鎮光民里中山路一七八號 公建 董事會制 (05)7832055轉11 曾蔡美佐

10 五福宮 天僊伍帝 北港鎮扶朝里一九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3822 蘇煥成

11 侯天府 鄭府聖侯 北港鎮草湖里西湖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4454 郭燈諒

12 受天宮 大周府千歲、二周府千歲 北港鎮新厝里六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2220 張國欽

13 武四宮 池府王爺 北港鎮樹腳里過溝五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2947 張金進

14 北港武德宮 天官武財神 北港鎮新街里華勝路三三○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21445 林安樂

15 順天宮 五府千歲 北港鎮水埔里五鄰水埔四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21184 蘇西專

16 聖德宮 關聖帝君 北港鎮仁安里中正路一三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2721 張敏煤

17 乾元宮 三山國王 北港鎮樹腳里大庄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1478 徐松竹

18 奉三宮 三山國王 北港鎮好收里好收5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22141 黃太郎

19 復興宮 天上聖母 北港鎮府番里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1451 李啟明

20 聖平宮 天上聖母 北港鎮後溝里四鄰後溝路七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1784 蔡榮謀

21 五福宮 天僊伍帝 北港鎮扶朝里一九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3822 蘇煥成

22 德安宮 五府千歲 北港鎮劉厝里劉厝一一六之一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30672 高東山

23 巡天宮 蕭府千歲 北港鎮新街里華勝路五七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1766 朱明令

24 巡安宮 陳靖姑 北港鎮文星路一四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2503 潘榮盛

25 聖安宮 五文昌夫子五年千歲 北港鎮華勝里民治路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2895 蔡文男

26 昭烈宮 開漳聖王 北港鎮大同里公民路一○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21611 陳慶容

27 代天宮 五府千歲 北港鎮公館里復興街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1256 鄭江河

28 鎮安宮 楊府七千歲 北港鎮西勢里館前街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7184 蔡清河

29 義民廟 義民公 北港鎮旌義街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8213 蕭成昆

30 彌陀寺 釋迦牟尼佛 北港鎮光民里中秋路九四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33038 楊秋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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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鎮北宮 雲林縣北港鎮大北里92號

32 碧水寺 雲林縣北港鎮新街里新德路3號

33 鎮南宮 雲林縣北港鎮扶朝里153號

34 順安宮 雲林縣北港鎮光復一路34號

35 順安宮 雲林縣北港鎮北糖2街10號 (05)7837281 何江河

36 順安宮 雲林縣北港鎮樹腳里介壽街22號 (05)7824480 李德隆

37 震安宮 雲林縣北港鎮中山南路停車場 (05)7834114 林政雄

38 聖安宮 雲林縣北港鎮華勝里華興路17號 (05)7832895 吳聖德

39 鎮安壇 雲林縣北港鎮扶朝里196號 蘇啟東

40 順天府 雲林縣北港鎮大同路317號 (05)7831302 李顯卿

41 鎮泰宮 雲林縣北港鎮扶朝里158號 (05)3832574 姚東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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