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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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安宮 福德正神 台西鄉光華村6鄰光華5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832 丁朝秋

2 鎮安宮 三品夫人 台西鄉光華村6鄰49之10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81517 丁清標

3 明福宮 吳、張、莫府千歲 台西鄉和豐村復興路10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3065 丁三郎

4 順安宮 李府千歲、觀音菩薩 台西鄉山寮村11鄰下山寮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6045 丁曜清

5 有應公廟 有應公婆土地公 台西鄉五塊寮段17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991 吳志忠

6 崙豐慈惠宮 西王金母 台西鄉和豐村海產路13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2023 陳嘉安

7 泉和府 五府千歲 台西鄉泉州村舊泉州20之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151 林老評

8 玄德宮慈惠堂 西王金母娘娘、北極玄天上帝 台西鄉溪頂村1鄰溪頂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5980 林一定

9 南天府 池府千歲 台西鄉海南村民族路30巷4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5396 吳志忠

10 侯興宮 五年千歲、薛、盧府千歲 台西鄉溪頂村尚德段12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5296 林清化

11 南雲宮 南雲千歲 台西鄉富琦村普令厝段五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2292 黃山財

12 順安府 五府千歲、天上聖母、南海觀世音菩薩 台西鄉和豐村復興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2383 李水清

13 代安宮 蕭、吳、七、三府千歲 台西鄉和豐村萬興路八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0394 吳金寶

14 鎮安府 杏、莫、蘇、朱府王爺、太子爺 台西鄉海口村12鄰中山路299巷6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6890 丁定福

15 鎮海宮 五府千歲、觀音佛祖 台西鄉海口村4鄰中山路299巷34之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3039 林矮前

16 聚福宮 薛、盧、邢、蘇、狄府千歲 台西鄉五港村海豐路28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845 林柏國

17 興安宮 林、李、池府千歲 台西鄉和豐村萬興路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1014 林世雄

18 順安宮 五夫人媽 台西鄉五港村中央路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4656 凌本仁

19 進寶府 池、朱、李、招、吳府千歲 台西鄉富琦村崙豐路291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1529 丁福銘

20 泉安府 李府千歲 台西鄉泉州村7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4109 林後崑

21 慈安堂 釋迦牟尼佛、觀音菩薩 台西鄉五榔村8鄰五榔86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81660 吳文忠

22 顯靈宮 土地公、土地婆 台西鄉富琦村18鄰三和28-1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197 林文可

23 海天府 池府千歲 台西鄉民族路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380 賴俊傑

24 濟陽府 丁府八千歲、蓁府千歲、朱府千歲 台西鄉山寮村1-1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931 戴茂榔

25 慈聖宮 三媽、玉皇大帝 台西鄉永豐村崙豐路79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1028 李培元

26 旭安府 溫、雷、三、杏、王、池府等五府千歲 台西鄉蚊港村三姓85之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0028 許舒博

27 明德寺 觀世音菩薩 台西鄉和豐村忠孝路9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1750 李照英

28 明聖宮
魁星夫子、文昌帝君、關聖帝君、朱衣
神君、

台西鄉溪頂村165-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719 林耀明

29 南清宮 三品夫人七姊妹、天上聖母 台西鄉永豐村溝南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004 洪槍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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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泉和宮 蕭太傅千歲、武王、三王 台西鄉牛厝村1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5345 吳文華

31 保安公廟 有應公 台西鄉蚊港村三姓寮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5199 許舒博

32 三大姓公廟 福德正神、三大姓公、片姆婆 台西鄉海口村10鄰中山路299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6191 丁海魴

33 仁善堂福德堂 祖太、福德正神 台西鄉五港村瓦厝路五港段240-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292 林振輝

34 華陽府 丁府八千歲、蓁王、朱王 台西鄉光華村光華路100-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175 丁國書

35 慈海宮 觀音佛祖 台西鄉海口村399巷35-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627 林安田

36 萬安宮 萬教帝君、地藏王菩薩、閻羅天子 台西鄉和豐村信義路7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1641 林英茂

37 聚安宮 蕭府太傅、徐、包、吳府三千歲 台西鄉五榔村3鄰24-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731 鄭國傳

38 進安府 朱、李、池、抄、吳府千歲 台西鄉永豐村崙豐路6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144 丁輝雄

39 福安宮 福德正神 台西鄉海北村民權路7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3288 林平和

40 正真堂 觀世音菩薩 台西鄉溪頂村尚德段1790號 募建 信徒大會制 (05)6986798 林長如

41 安南宮 莫府千歲 台西鄉牛厝村20鄰成功路17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1010 吳塗城

42 鎮安府 李、朱、池、番、溫五府千歲 台西鄉蚊港村蚊港13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0494 曾進材

43 安海宮 天上聖母、玉皇大帝 台西鄉台西村民權路6巷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214 林有福

44 昭安府 李、王、池府千歲 台西鄉溪頂村（路）200之2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2140 林明德

45 五條港安西府 張李莫千歲 台西鄉五港村中央路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83195 丁睿昇

46 聚東宮 五府三千歲 台西鄉和豐村三三鄰萬興四六之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00573 吳勝國

47 泉安府 雲林縣台西鄉泉州村9鄰泉州85號

48 候興宮 雲林縣台西鄉溪頂村蘇厝275號 (05)6985296 林振洪

49 千歲府 雲林縣台西鄉富琦村三和281號 (05)6986310 林清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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