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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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樹宮 福德正神 大埤鄉尚義村蘆竹巷二六之一六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7068 許錦堂

2 三仙宮 天上聖母 大埤鄉北鎮村後庄一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2932 林清山

3 慈天必生宮 王母娘娘 大埤鄉三結村中埤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6045 黃雲霖

4 萬天宮 玄天上帝 大埤鄉南和村民權路一一一巷一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7602 蘇松恩

5 玉旨靖雲宮 陳靖姑娘娘 大埤鄉嘉興村一鄰大埤路三九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5665 陳曾鳳嬌

6 慈善堂 地藏王菩薩 大埤鄉豐岡村五七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289 黃阿輝

7 大悲寺 阿彌陀佛 大埤鄉南和村妮姑庵六八之二○號 募建 其他 (05)5916490 吳鳳雪

8 德聖堂 關聖帝君 大埤鄉豐田村大埤路五九巷五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208 張樹木

9 保延宮 保生大帝 大埤鄉聯美村聯美路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5152 黃萬國

10 任聖宮 任聖公 大埤鄉聯美村四鄰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1777 顏要助

11 松山廟 松山元帥 大埤鄉聯美村聯美路一八之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5152 黃萬國

12 濟善堂 南海古佛 大埤鄉北和村和平路一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2657 邱勝政

13 保安宮 元帥爺公 大埤鄉南和村妮姑庵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2074 陳坤豐

14 帝君廟 關聖帝君 大埤鄉吉田村六鄰田子林六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491 邱文祺

15 鎮福宮 保生大帝 大埤鄉北鎮村鎮平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3153 林本

16 真武宮 玄天上帝 大埤鄉嘉興村豐興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6162 江瑞賢

17 彌勒佛院 彌勒古佛 大埤鄉尚義村一鄰七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2827 沈信舟

18 上德宮 福德正神 大埤鄉嘉興村豐興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568 蘇秋分

19 廣福宮 保生大帝 大埤鄉西鎮村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3098 劉允

20 成功廟 開台尊王 大埤鄉豐田村二鄰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0385 黃建成

21 保赤堂 關聖帝君 大埤鄉豐岡村四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3892 黃阿輝

22 三濟宮 保生大帝 大埤鄉興安村興安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6847 蔡錦棠

23 三官大帝廟 三官大帝 大埤鄉北鎮村後庄一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3102 林詠靖

24 保生大帝廟 保生大帝 大埤鄉北鎮村後庄5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6719 林詠靖

25 開山大帝廟 開山大帝 大埤鄉怡然村怡然路八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0075 陳文杞

26 泰德堂 玄天上帝 大埤鄉三結村埤頭三一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8868 黃萬教

27 玄武宮 中壇元帥 大埤鄉三結村中埤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279 林森寶

28 泰安殿 池府王爺 大埤鄉三結村頂埤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6811 徐文龍

29 泰安宮 天上聖母 大埤鄉嘉興村嘉興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3939 謝登科

30 文英宮 關聖帝君 大埤鄉尚義村七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4347 張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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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北極殿 玄天上帝 大埤鄉大德村大德路五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6155 吳茂崧

32 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 大埤鄉大德村新街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2327 陳福星

33 慶福佛堂 佛祖 大埤鄉北和村中山路二巷三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12661 康秀椛

34 賜福宮 三官大帝三山國王 大埤鄉北和村中山路八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11168 黃茂春

35 太子宮 雲林縣大埤鄉聯美村14鄰聯丰路50之1號

36 保竹宮 雲林縣大埤鄉松竹村3鄰松西60號

第 2 頁  /   共 2 頁 


	總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