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土庫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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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府 城隍尊神 土庫鎮崙內里頂寮路十之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54849 林慶田

2 福德宮 福德正神 土庫鎮崙內里五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4240 吳芳德

3 無極玉宸宮 無極老母娘娘 土庫鎮崙內里頂寮五六之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3633 許擇和

4 清雲萬聖堂 清雲萬聖爺 土庫鎮大荖里七○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1577 王一明

5 代安宮 朱府千歲 土庫鎮西平里山仔腳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無 王尾

6 靈隱寺 濟公禪師 土庫鎮石廟里溪心路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5322 張復原

7 天聖府 聖仁保生大帝 土庫鎮後埔里雙人厝二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0759 王天送

8 興濟宮 明明上帝 土庫鎮溪邊里溪埔寮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22284 吳秋月

9 振興宮 瑤池金母 土庫鎮奮起里秀潭一六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0118 郭楊秀

10 聖帝宮 盤古公 土庫鎮新庄里新庄一○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55523 鍾子禮

11 官埔代天府 五府千歲 土庫鎮崙內里崙內路一一五之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4764 吳英華

12 靜法寺 南海普陀山觀世音菩薩 土庫鎮崙內里一鄰二十四之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54495 莊俊民

13 義雲宮 義民爺 土庫鎮興新里新興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6015 陳榮源

14 馬光南天宮 關聖帝君 土庫鎮東平里新光三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3535 許春和

15 福德廟 福德正神 土庫鎮越港里成功路二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7456 陳林素貞

16 城隍廟 城隍尊神 土庫鎮興新里一鄰新興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219 康石枝

17 聖安宮 張吳媽祖 土庫鎮崙內里五鄰崙內路三○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5228 吳文語

18 鉅天宮 池府千歲 土庫鎮後埔里後埔七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0619 王志斌

19 有求堂 大眾公 土庫鎮大荖里大荖16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856 王淺

20 鎮湖府 池府千歲 土庫鎮奮起里綺湖九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609 楊金銅

21 溪心佛祖宮 觀音佛祖 土庫鎮石廟里溪心48-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4138 陳彥中

22 順安宮 天上聖母 土庫鎮東平里馬光路六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0360 張榮味

23 過港六房天上聖母廟 六房天上聖母 土庫鎮越港里成功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7456 林奕圳

24 少林宮 蔡府元帥 土庫鎮崙內里崙內二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3336 吳寶石

25 奉祈宮 媽祖 土庫鎮新庄里10鄰新庄311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5343 張幸友

26 玄武宮 玄天上帝 土庫鎮大荖里大荖九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1270 王淺

27 慶安宮 媽姐 土庫鎮新庄里八鄰新庄二四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1077 王政修

28 仙姑娘廟 仙姑娘 土庫鎮新庄里十鄰西新庄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52200 廖居財

29 珠聖堂 關聖帝君 土庫鎮埤腳里一四鄰扶朝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614 吳壁穎

30 福安宮 三山國王 土庫鎮埤腳里九鄰埤腳一一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019 姚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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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保生宮 保生大帝 土庫鎮奮起里四鄰秀潭五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6440 楊振耀

32 興安宮 鄭成功 土庫鎮興新里三鄰新興七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806 陳進興

33 良德堂 觀世音菩薩 土庫鎮越港里三鄰大同路一○五巷二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22013 吳政靖

34 鳳山寺 廣澤尊王 土庫鎮宮北里中正路二二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3071 郭建太

35 土庫順天宮 天上聖母 土庫鎮順天里中正路一○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658 李清山

36 九玄宮 雲林縣土庫鎮埤腳里13鄰竹圍路163號

37 興安宮 雲林縣土庫鎮興新里1鄰37之5號

38 頂順宮 雲林縣土庫鎮崙內里頂寮1號之5

39 鎮后宮 雲林縣土庫鎮後埔里18鄰雙人厝71之15號

40 震安宮 雲林縣土庫鎮溪邊里12鄰下庄23號

41 上天宮 雲林縣土庫鎮石廟65號 (05)6625711 陳新榮

42 晉安宮 雲林縣土庫鎮溪邊里竹腳寮31之1號 (05)6622340 林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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