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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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山祥雲寺 釋迦牟尼佛 古坑鄉華山村華山路六號 募建 其他 (05)5901997 江甜

2 受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古坑鄉草嶺村石璧八一之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31021 陳良善

3 福神宮 福德正神 古坑鄉草嶺村石璧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31021 陳良善

4 東和村福德宮 土地公 古坑鄉東和村東陽段一七六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2492 鐘俊興

5 彌陀寺 西方三聖 古坑鄉荷苞村荷苞厝七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726 張竹友

6 清參宮 天上聖母 古坑鄉東和村文化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995 楊清淵

7 福德廟 福德正神公公 古坑鄉永光村崁頭厝段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23641 高瑛洲

8 普明寺 觀世音菩薩 古坑鄉荷苞村荷苞路七六之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260199 康茹瑄

9 水碓濟公堂 濟公活佛老師 古坑鄉水碓村三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3641 高瑛洲

10 開天宮 關聖帝君 古坑鄉朝陽村大埔 路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6777 徐茂修

11 吉祥宮 南無觀世音菩薩 古坑鄉桂林村九鄰桂林七一之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00189 黃鳳嬌

12 苦苓腳福德宮 福德正神 古坑鄉桂林村七鄰桂林六七之十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366 徐湖

13 桂林蟾蜍嶺明德宮 土地公 古坑鄉苦苓腳段一之一六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135 林大聖

14 荷苞聖堂 純陽帝君 古坑鄉荷苞村16鄰小坑2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1285 許水池

15 九蓮華山聖道院 關聖帝君 古坑鄉華山村華山15鄰1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0407 洪駿傑

16 朱子宮 真武大帝 古坑鄉古坑村朝陽路一之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1467 麥王玉燕

17 玄武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麻園村中洲三六之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1099 謝發雄

18 國聖宮 開台國聖鄭成功 古坑鄉荷苞村一二鄰尖山坑二七-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262577 鄭傳錦

19 一旨山千佛寺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古坑鄉棋盤村興園三四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1565 黃登貴

20 開山道院 無極老母 古坑鄉東和村二三鄰尖山抗四一號之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1993 呂陳秋葉

21 慈龍宮 天上王母娘娘 古坑鄉荷苞村尖山坑路八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367 高燕玉

22 天道堂 中壇元帥 古坑鄉永昌村四鄰光興路八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3359 方正宏

23 天浩宮 地母至尊 古坑鄉東和村文化路二之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324 黃俊立

24 鎮東宮 國姓爺 古坑鄉桂林村五鄰桂林四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653 徐中旺

25 持明寺 大梵天王 古坑鄉草嶺村草嶺路二一號之九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31165 蔡黃珠敏

26 福德宮 福德正神 古坑鄉草嶺村一鄰一二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60701 江國瑋

27 大悲精舍 釋迦牟尼佛 古坑鄉華南村八鄰四七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297 張永木

28 萬善堂 地藏王菩薩 古坑鄉棋盤村新厝二○－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521 賴江淵

29 受山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永光村光山路一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162 張建湶

30 保生宮 保生大帝 古坑鄉永昌村光昌路二四六巷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6683 吳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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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南北宮 觀世音菩薩 古坑鄉湳仔村崙仔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3149 吳景富

32 福華宮 康府千歲 古坑鄉華山村華山三四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680 李茂輝

33 南天宮 中壇元帥 古坑鄉華南村一鄰華南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633 李明誌

34 鎮安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華南村七鄰華興二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01196 劉清極

35 玉龍宮 太子中壇元帥 古坑鄉水碓村水碓16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1103 陳常松

36 北極殿 玄天上帝 古坑鄉朝陽村大埔四五－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3140 楊木松

37 玄天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荷苞村尖山坑八十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260127 吳泉發

38 南昌宮 保生大帝 古坑鄉崁腳村南昌4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8777 劉明海

39 天性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荷苞村荷苞厝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4036 呂永芳

40 玉相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田心村田心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6671 劉天喜

41 慈光寺 釋迦牟尼佛 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一之一號 募建 執事會 (05)5821124 李玉琴

42 建德寺 地母至尊 古坑鄉荷苞村小坑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760 吳瑞基

43 保安宮 保生大帝 古坑鄉高林村高林六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1970 魏有亮

44 通天宮 五府千歲 古坑鄉崁腳村新興路4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6283 葉秋雄

45 南天宮 關聖帝君 古坑鄉棋盤村興園三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0985 張藤昭

46 玉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古坑鄉棋盤村棋山8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2993 張考淑

47 議天宮 玄天上帝觀音佛祖 古坑鄉棋盤村新厝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63891 邱蒼梧

48 三泰宮 三官大帝 古坑鄉新庄村新庄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3388 賴威在

49 崁腳保安宮 保生大帝 古坑鄉崁腳村崁腳35號 公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2950 劉新發

50 廣濟宮 天上聖母 古坑鄉東和村宮前路三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2492 鍾俊興

51 崁頭厝振興宮 玄天上帝 古坑鄉永昌村光昌路15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2247 黃昭勝

52 嘉興宮 池府王爺 古坑鄉朝陽村中山路一八二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21334 余宗孝

53 道聖府 雲林縣古坑鄉崁腳村南昌路9號 (05)5822652 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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