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斗南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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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基南天門太子宮 哪吒三太子 斗南鎮舊社里新生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50017 呂水龍

2 廣天宮 天上聖母 斗南鎮西岐里文昌路29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3332 何文箴

3 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南鎮新光里文安段974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502 陳信義

4 護安宮 觀世音菩薩 斗南鎮林子里國宅一○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55680 張耿碩

5 濟天宮 濟公活佛 斗南鎮田頭里埤寮路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756 陳新出

6 普賢寺 釋迦牟尼佛 斗南鎮西伯里西伯路一五七之二八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51571 蔡秋美

7 劉仙姑 劉仙姑 斗南鎮南昌里二八鄰莒光街五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66637 林坤

8 建順宮 張吳二位媽祖 斗南鎮建國一路二七六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79700 吳滄得

9 寶光紹興濟德講堂 彌勒祖師 斗南鎮東明里成功路三九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8633 沈煌明

10 竹林寺 三寶佛 斗南鎮光華路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5722 蔡培粘

11 妙一慈堂 明明上帝 斗南鎮小東里德業路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3135 張添旺

12 慈濟宮 明明上帝 斗南鎮西歧里大同路一○二巷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3259 黎林彩微

13 隴西宮 輔信王公(李伯瑤) 斗南鎮田頭里後庄路156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2698 李炳榮

14 大眾祠 百姓公 斗南鎮小東段八七七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2533 郭朝朋

15 福慧宮 福德正神 斗南鎮新崙里新崙西路三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3467 沈合成

16 德昭堂 五福大帝曾子 斗南鎮東明里10鄰成功3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5696 曾博豐

17 溫勝宮 玄天上帝 斗南鎮將軍里溫厝8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3049 沈華山

18 芳林宮 天上聖母 斗南鎮林子里23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1015 謝樹吉

19 悟性堂 南海觀音佛祖 斗南鎮西伯里西伯一四○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2765 沈春風

20 奉天宮 天上聖母 斗南鎮埤麻里新厝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1768 沈孟棠

21 照瑤宮 七娘媽 斗南鎮明昌里紅磘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3878 沈德山

22 真武殿 玄天上帝 斗南鎮明昌里二重溝九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349 沈哲堂

23 忠義祠 忠義公 斗南鎮明昌里延平路七○二∣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2241 林添登

24 小南天福德廟 福德正神 斗南鎮中天里福德街九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1145 吳啟東

25 五間厝福德宮 福德正神 斗南鎮明昌里明昌路三五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51490 吳錦宗

26 進興宮 玄天上帝中壇太子元帥 斗南鎮阿丹里崙仔七六號之二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7142 張順堂

27 新興宮 陳聖王 斗南鎮新光里光聖路6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2641 陳信義

28 興國宮 觀世音菩薩 斗南鎮舊社里興國路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2076 柏家淵

29 玄興宮 玄天上帝包府千歲關聖帝君 斗南鎮阿丹里崙仔七六號之二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4830 許添泉

30 關天宮 孚佑帝君、關聖帝君、司命真君 斗南鎮公館里公興路221巷1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2532 沈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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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觀音佛祖廟 觀音佛祖 斗南鎮新崙里溝心一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866 黃福窮

32 泰安宮 武德侯 斗南鎮大東里大東二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4263 沈俊昇

33 德化堂 關聖帝君 斗南鎮南昌里中山路七六巷一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8642 周宏明

34 靖興宮 玄天上帝 斗南鎮靖興里厝興路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5336 宋道周

35 元帥爺廟 中壇元帥 斗南鎮石溪里四維路9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8479 葉長安

36 溫磘宮 溫府千歲 斗南鎮將軍里將軍七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0595 黃清枝

37 護國宮 騎虎尊王 斗南鎮新崙里港墘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62045 蔡訓正

38 太興宮 三山國王中壇元帥 斗南鎮田頭里田興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0172 李木榮

39 聖德堂 關聖帝君 斗南鎮小東里小東242之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0912 張居順

40 照天宮 池府千歲 斗南鎮新南里南勢三五－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0539 王龍

41 順安宮 天上聖母 斗南鎮明昌里長安路1段12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2541 蘇建源

42 順化堂 關聖帝君 斗南鎮明昌里新興街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7160 張永坤

43 文武聖廟感修堂 孔夫子、關聖帝君 斗南鎮明昌里大成路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2013 謝銀益

44 天后宮 天上聖母 斗南鎮石龜里光天路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8479 葉長安

45 贊天宮感化堂 關聖帝君 斗南鎮石龜里四維路四六巷五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8108 黃素貞

46 勸醒堂 三恩主觀世音菩薩天上聖母 斗南鎮中天里永安街一八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3220 黃炳坤

47 北安宮 玄天上帝 斗南鎮阿丹里阿丹14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283 歐平淙

48 保安宮 保生大帝 斗南鎮東明里成功路三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1362 曾文雄

49 小西天廟 觀世音菩薩 斗南鎮東明里新庄二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5121 楊舜海

50 天福宮 關聖帝君 斗南鎮埤麻里埤麻84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78141 沈建武

51 龍虎堂 關聖帝君、釋迦牟尼佛 斗南鎮舊社里長榮二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973741 沈玄琛

52 寒林寺 地藏王菩薩 斗南鎮北銘里中正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3055 沈榮南

53 祥雲寺 釋迦牟尼佛 斗南鎮北銘里文昌路一一七號 募建 執事會 (05)5972677 江甜

54 賜安宮 福德正神 斗南鎮石龜溪段1207之2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6071 鄭錦泉

55 順安堂 清水祖師 斗南鎮明昌里一八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977979 陳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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