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斗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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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斗六市湖山寺 南無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湖山里十一鄰岩山路四八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5572626 謝心斌

2
財團法人台灣省雲林縣

斗六市真一寺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鎮東里一鄰永樂街二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5322826 彭進來

3 廣玄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湖山里檨仔坑林森路三四之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0171 周玉華

4 無極開基黃帝玉寶殿 軒轅黃帝 斗六市江厝里江厝路二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422 劉長平

5 石榴班萬善宮 萬善爺 斗六市榴北里中興路一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936)926285 賴清雲

6 行義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保長里雲林路二段六巷七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2393 李龍彥

7 信義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八德里育英北街七八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0669 陳明哲

8 濟化宮 明明上帝 斗六市崙峯里崙北路七之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0160 黃秋霞

9 朱子宮 玄天上帝中壇元帥 斗六市鎮南里南揚街一六二之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1046 麥王玉燕

10 震天府 五府千歲 斗六市成功里自強街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8859 譚琳平

11 順音寺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虎溪里文生路五一七巷一五號 募建 其他 (05)5512565 林瑞菊

12 萬年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萬年路四一六巷四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1745 張家盛

13 承天宮 劉府仙公 斗六市梅林里埤頭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1033 朱清枝

14 龍目井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鎮南里中堅西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73058 黃佩欽

15 公業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龍潭里六鄰龍潭北路三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6459 林福財

16 受天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成功里莊敬路五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4761 葉松海

17 福德爺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保庄里七鄰建興路一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9992 張德發

18 梅林里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梅林里15鄰梅林路四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025 林仁山

19 中和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斗六市虎溪里二四鄰崙仔路二三之四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3795 胡秀全

20 玄關宮(已廢止) 玄天上帝 斗六市鎮南里五鄰中山路二一四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323506 張珠霞

21 石榴班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榴北里四鄰中興路一四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473 張朝明

22 石榴班金上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榴中里一七鄰石榴路104之20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573181 許慈真

23 順儀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鎮南里一七鄰新昌街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4793 籃三春

24 普世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梅林里三鄰梅林路九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160 林達志

25 護安宮 百姓公 斗六市十三里五鄰十三南路三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0565 張秀雲

26 保安宮 地藏王菩薩 斗六路市溪洲里萬年路九七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9105 鄭守雄

27 聖德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榴中里一六鄰南仁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3995 周素珍

28 順安宮 蔭林慚愧祖師 斗六市虎溪里六鄰文生路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8913 李茂容

29 振王宮 五府千歲 斗六市榴北里九鄰田部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3171 陳文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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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慈玄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斗六市鎮南里明德路五七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320823 王黃秋桂

31 靖安寺 地藏王菩薩 斗六市社口里一四鄰鎮南路一六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286 蘇宴民

32 金熙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江厝里三鄰江厝路六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220389 劉金源

33 供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斗六市溪洲里九鄰竹圍路七二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1578 蔡烱釧

34 慈天宮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梅林里九鄰溪底路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572956 林樹木

35 玄安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江厝里一五鄰瓦厝路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390 廖景坤

36 復天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湖山里四鄰湖山路八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345 吳琦文

37 二城福德廟 福德正神 斗六市重光里榮譽路九五八巷七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8261 廖淵用

38 榴中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榴中里北環路九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3697 林文讚

39 保清宮 清水祖師 斗六市保庄里七鄰建興路八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3342 李秀雄

40 太昊殿 先天八路財神 斗六市育德路2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70378 張淵男

41 雲林縣城隍廟 城隍尊神 斗六市中華路三一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1792 林大翔

42 濟安宮 七仙姑 斗六市重光里竹頭路一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0712 湖素慧

43 朝龍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久安里久安路三一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095 陳文雄

44 玉鳳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三平里洛陽路七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0484 黃秀雄

45 玉玄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社口里鎮南路一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4668 陳楊玉

46 福龍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虎溪里一九鄰虎溪路六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7780 張杰欽

47 回春寺 明明上帝 斗六市湖山里檨林路八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637 周德和

48 天聖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長平里長平北路一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9921 林朝聰

49 靈慧寺 阿彌陀佛 斗六市長平里長林路四五號 募建 其他 (05)5328339 陳登壽

50 明聖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重光里二鄰重光路四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3308 吳永安

51 林頭北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斗六市林頭里林頭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2052 詹信夫

52 玄太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八德里興和路1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7752 曾信菖

53 三殿宮 紫衣菩薩 斗六市久安里一六鄰永興路四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130 林國良

54 龍聖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久安里一四鄰深圳路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130 林國良

55 昭安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嘉東里七鄰劉厝路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1101 劉水龍

56 天興宮 溫府王爺 斗六市社口里府前街四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8328 戴朝福

57 大年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崙峯里仁義路四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0009 邱永森

58 嘉東北天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嘉東里嘉東中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51969 陳麒麟

59 順天宮 三山國王 斗六市社口里中山路一七一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3313 李榮森

60 福天宮 觀音佛祖 斗六市梅林里內林路五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1810 林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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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福興山 玄天上帝 斗六市湖山里九鄰楓湖路九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4566 林承賜

62 玉興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三光里七鄰板橋路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1109 徐榮來

63 玉當山 玄天上帝 斗六市湖山里檨林路5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033 林照良

64 保安宮 金府王爺 斗六市忠孝里內環路六二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890 幸素蘭

65 南聖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林頭里南聖路三○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335 沈王文英

66 長和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榴中里長和路1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3990 何寬政

67 大乾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鎮北里鎮北路二三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1596 王昭雄

68 進天宮 池府千歲 斗六市長平里十鄰石林路二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230 張福參

69 玉安宮 北極玄天上帝 斗六市龍潭里龍潭路五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51446 林文南

70 長安福興宮 天上聖母溫府千歲 斗六市長安里二鄰長安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5275 陳添壽

71 南仁寺 觀音佛祖 斗六市榴南里南仁路一九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2548 張朝明

72 引善寺 釋迦佛 斗六市八德里引善路一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322690 陳俐吟

73 崇修堂 明明上帝 斗六市社口里中山路一四九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196 陳茂松

74 天龍宮 趙聖定遠帝君 斗六市久安里永興路八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253 林火堯

75 新興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四維里二鄰中正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2278 賴建文

76 永福寺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中和里城頂街一五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2220 沈永興

77 斗六福興宮 開漳聖王 斗六市鎮西里雲林路二段一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2763 林癸君

78 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六市太平里成功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3805 陳金鈴

79 善修宮 關聖帝君 斗六市鎮東里一鄰永樂街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2601 葉文寬

80 雲林宮 文殊菩薩 斗六市雲林路2段515號 募建 執事會 (05)5322302 林花

81 慈德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林頭里榮譽路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9396 高三吉

82 鳳媽宮 天上聖母 斗六市長安里萬年東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8962 林漢章

83 福德寺 福德正神 斗六市溝壩里光明路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0618 劉文龍

84 三玄宮 玄天上帝 斗六市林頭里南聖路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4230 游還海

85 清天宮 清水祖師 斗六市保庄里二十鄰後庄一九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50433 張國揚

86 文殊寺 釋迦牟尼佛 斗六市榴北里石寮路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0355 鄭明英

87 善覺精舍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鎮北里鎮北路三八五之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0953 周素珠

88 李天宮 李府千歲 斗六市保庄里保竹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5439 張錦明

89 龍雲宮 中壇元帥 斗六市江厝里廍子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21022 廖文傳

90 天聖宮 天羅至尊 斗六市明德里河堤南路二段201之5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1349 黃文義

91 寶安府 福德正神 斗六市溪洲里貞寮路一三六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11578 蔡朝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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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証法寺 千手觀音 斗六市榴中里一鄰榴南路一四巷四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576609 馬惠卿

93 紫雲堂 觀音佛祖 斗六市重光里重光路二一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261869 李廖秋妹

94 雲林太子宮 中壇元帥 斗六市大學路二段三○三巷一六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37502 吳文才

95 觀音禪寺 阿彌陀佛 斗六市虎溪里虎溪路四－七巷二號 募建 叢林制 (06)5511634 馬明興

96 培光寺 觀世音菩薩 斗六市虎溪里文生路五一七巷一五號 募建 叢林制 (05)5512565 林瑞菊

97 慈惠宮 瑤池金母 斗六市保庄里后'庄路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320540 詹安義

98 順天堂 雲林縣斗六市雲林路2段6巷48號 (06)5323240 張正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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