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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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寮宮 菁埔夫人 口湖鄉下崙村一鄰下寮二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91294 劉俊雄

2 通天府 吳府千歲 口湖鄉後厝村一鄰後厝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5442 李老讚

3 聖修宮 關聖帝君 口湖鄉台子村台興路二八○之一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2275 林岳賢

4 聖賢公廟 福德正神 口湖鄉頂湖村一○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1725 黃通安

5 萬善祠 地藏王菩薩萬善爺 口湖鄉台子村五鄰蚶寮一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840 林世平

6 北安宮 鄭府元帥 口湖鄉台子村蚶寮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2075 林水波

7 南安宮 三帥夫人 口湖鄉台子村蚶寮路一一六－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297 林建富

8 鎮海宮 豐都大帝 口湖鄉台子村蚶寮路一二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2069 楊松木

9 聖安宮 天上聖母 口湖鄉口湖村七鄰下口湖一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1194 呂老乾

10 興安代天府 五府千歲 口湖鄉崙東村民生路七九巷二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91275 王換只

11 鎮天宮 五年千歲 口湖鄉埔北村五鄰沙崙一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3590 陳火樹

12 金湖萬善爺廟 萬善爺 口湖鄉港東村民主路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320 曾健次

13 順天宮 吳府三千歲 口湖鄉謝厝村謝厝路三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5569 洪明潭

14 水尾順天宮 三太子 口湖鄉謝厝村七鄰水尾三四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91105 蘇金連

15 海天宮 關聖帝君 口湖鄉蚵寮村五鄰四維街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366 蔡景源

16 開元宮 鄭成功 口湖鄉後厝村8鄰後厝1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6007 李培榮

17 福天宮 金府千歲 口湖鄉台子村蚶寮路二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009 王清泰

18 龍台宮 玄天上帝 口湖鄉港西村三民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244 吳永禎

19 福天宮 五府千歲 口湖鄉蚵寮村四維街四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412 蔡仁忠

20 富安宮 五年千歲 口湖鄉湖東村二五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3354 蘇有振

21 代安府 五府千歲 口湖鄉湖東村六鄰一九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3967 呂金城

22 太子宮 陶兵太子 口湖鄉湖東村七鄰湖東一四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3103 蔡火村

23 鎮安宮 蕭府千歲 口湖鄉頂湖村六鄰瑞興一○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1043 呂振謨

24 順天宮 李府千歲 口湖鄉梧南村一四鄰瑞興街二六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7458 林金窓

25 保安宮 康府元帥 口湖鄉青蚶村六鄰五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152 王明和

26 順天宮 李府千歲 口湖鄉蚵寮村崇文路2段1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340 李清裕

27 會水宮 朱府千歲 口湖鄉湖東村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387 王正雄

28 福德宮 土地公 口湖鄉口湖村四鄰口湖一二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007 呂輝

29 馨香宮 朱府千歲 口湖鄉埔南村九鄰外埔一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2406 陳宗熙

30 天台宮 天上聖母 口湖鄉台子村一六鄰台興路八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971 林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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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萬善爺廟 萬善同歸公 口湖鄉下崙村2鄰下寮路70之6號 募建 未填 (05)無 王清呈

32 順安宮 五府千歲 口湖鄉口湖村五鄰口湖路一三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1051 蘇金皮

33 新興宮 七府千歲 口湖鄉港東村一二鄰民主路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307 許文村

34 北天宮 玄天上帝 口湖鄉過港村八鄰過港九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1947 李承宗

35 奉天宮 玄天上帝 口湖鄉水井村二一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6648 陳昌盛

36 安龍宮 池府千歲 口湖鄉成龍村五鄰八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71270 李振祈

37 下崙福安宮 丁府八千歲 口湖鄉崙中村福安路二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91628 王政敏

38 調天府 李府千歲 口湖鄉梧北村8鄰復興路14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7152 李朝能

39 三國廟 五府千歲 口湖鄉蚵寮村六鄰蚵寮二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95502 郭水圳

40 合天宮 徐府千歲 口湖鄉湖口村一鄰九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05401 吳木材

41 普安宮 雲林縣口湖鄉港東村厝子

42 福天宮 雲林縣口湖鄉蚵寮村中華街280巷5號

43 興安府 雲林縣口湖鄉埔北村林圍28號

44 聖安宮 雲林縣口湖鄉口湖村聖安路106號

45 合天宮 雲林縣口湖鄉湖口村5鄰26號

46 鎮安宮 雲林縣口湖鄉梧南村山寮1號

47 會水宮 雲林縣口湖鄉湖東村烏麻園街30之1號

48 順天宮 雲林縣口湖鄉梧南村興農路26號之3

49 清聖堂 雲林縣口湖鄉下崙福安路95巷2號 (05)7991246 鄭清山

50 順天宮 雲林縣口湖鄉下崙民生路190號 (05)7991785 蔡謀

51 代天壇 雲林縣口湖鄉拔仔腳23號 (05)7892393 李棟

52 鎮台宮 雲林縣口湖鄉蚵寮村台興路122巷4號 (05)7971018 許居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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