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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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復興寺 三聖佛 水林鄉春埔村山寮路一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55587 吳美津

2 水林福德廟 福德正神 水林鄉水南村東陽街六七巷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4307 陳藤本

3 天后宮 天上聖母 水林鄉松中村蔦松路一七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42551 陳金川

4 正義公廟 正義公 水林鄉山腳村蕃東路四０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1186 王文利

5 佑真府 五府千歲 水林鄉水北村顏厝寮四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6590 盧振山

6 碧雲寺 觀世音 水林鄉灣西村後湖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5083 黃壬癸

7 三善公廟 三善公 水林鄉萬興村萬興一之二十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51787 吳振裕

8 龍寶殿 項羽元帥 水林鄉水南村埔尾路五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1229 許玉仁

9 都玄天宮 玄天上帝 水林鄉海埔村六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1173 許國輝

10 聖昌宮 王母娘娘 水林鄉萬興村一鄰二之一一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51519 李政霖

11 豐德宮 李府千歲 水林鄉蘇秦村海豐路一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21124 吳王宇

12 烈悌宮 春姑婆旋伯公 水林鄉大山村一二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4803 楊坤標

13 大興宮 李府千歲 水林鄉大溝村大溝路六六之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5942 陳英貴

14 保安宮 池府千歲 水林鄉溪墘村四鄰三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2169 黃獻當

15 通天宮 天上聖母五年千歲五府千歲 水林鄉土厝村下寮一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37841 陳茂順

16 代天宮 李府千歲 水林鄉順興村順興路45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55527 李春林

17 元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水林鄉尖山村三鄰頂尖山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0426 楊貞祥

18 保安宮 五府千歲天上聖母 水林鄉塭底村塭底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0589 張文進

19 報恩堂 祖先公 水林鄉灣東村宏仁路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1546 黃永諒

20 鏜元府 五王代天巡守 水林鄉山腳村尖山腳二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1764 吳模發

21 天保宮 天上聖母 水林鄉松中村蔦松路二○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1418 黃泉泰

22 景陽宮 康趙溫元帥 水林鄉松北村松東路二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1671 陳國益

23 順天宮 媽祖天上聖母 水林鄉蕃薯村蕃薯厝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41621 洪明信

24 福興宮 池府千歲 水林鄉春埔村一鄰六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920862 吳火燈

25 七星宮 七娘媽 水林鄉後寮村後埔二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1713 林文章

26 奉天府 五府千歲 水林鄉後寮村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4905 王春富

27 順天府 李府千歲 水林鄉大山村一○之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4751 李忠林

28 通天府 溫王千歲 水林鄉水北村廟前路八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2763 黃敏順

29 碧清寺 觀世音菩薩 水林鄉灣東村宏仁路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7851564 黃永諒

30 法輪寺 釋迦佛 水林鄉水北村廟前路一○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7853463 沈強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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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聖安宮 雲林縣水林鄉溪墘村湖仔內28號

32 聖安宮 雲林縣水林鄉尖山村頂尖山34號 (05)7851470 蔡俊男

33 聚保宮 雲林縣水林鄉蘇秦村78號

34 順天宮 雲林縣水林鄉舊埔村瓊埔路56號

35 鎮港宮 雲林縣水林鄉車港村26號

36 義天宮 雲林縣水林鄉萬興村52號

37 六聖府 雲林縣水林鄉車港村興隆路28號

38 聖安壇 雲林縣水林鄉湖仔內26號 (05)7832895 王正男

39 德安宮 雲林縣水林鄉車港村車巷口70號 (05)7921109 蔡榮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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