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虎尾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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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按宮 李府千歲 虎尾鎮安溪里一六六之二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62510 林壯鐘

2 慈聖堂 無極瑤池西王金母大天尊 虎尾鎮延平里下南45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8287 張本聰

3 明天宮 吳府千歲 虎尾鎮埒內里尾園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0673 邱玲

4 帥天宮 中壇太子元帥 虎尾鎮興中里興中路13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14266 李春戶

5 持法媽祖宮 關夫子菩薩、湄洲天上聖母 虎尾鎮頂溪里一五鄰西園四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6020 蘇遠明

6 包青天廟 包青天 虎尾鎮東屯里大屯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655515 陳春風

7 行興宮 玄天上帝 虎尾鎮平和里1鄰光復路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1821 王顯助

8 代天宮 五府千歲 虎尾鎮三合里吳厝庄9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4811 陳永全

9 福興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林森路一段103巷21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221616 林冠余

10 惠聖宮 天上聖母 虎尾鎮惠來里1鄰惠來17-3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1210 張永承

11 三寶宮 明明上帝 虎尾鎮三合里八鄰吳厝七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9510 林吳秀美

12 韓唐寺 觀世音菩薩 尾鎮德興里自由路4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22937 林錦雲

13 北興宮 北極玄天上帝 虎尾鎮興中里一五鄰興中225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27792 葉榕家

14 廣雲宮 張李莫府千歲 虎尾鎮延平里下南五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4310 張正春

15 湳子萬善堂 萬善爺 虎尾鎮延平里五鄰下南一四之二二號側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5211 周武育

16 延平震天宮 鄭成功 虎尾鎮延平里四鄰下南一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2228 郭勝全

17 三姓公廟 三姓公 虎尾鎮埒內里10鄰156之3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222215 王高雄

18 萬應宮 萬應公 虎尾鎮廉使里一鄰一六四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25697 林耀雄

19 萬善堂 百姓公 虎尾鎮惠來里惠來公墓內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3673 王水誠

20 大屯子福德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西屯里一○鄰333之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1791 陳清順

21 懇地里萬善堂 萬人爺公 虎尾鎮懇地里一○鄰六十甲區45之2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6420 程朝永

22 合安宮 林府千歲 虎尾鎮三合里八鄰吳厝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5258 林月照

23 三合里福德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三合里舊部二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5629 林海水

24 天乙福德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三合里1鄰(安慶段187號)40-12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35713 顏秋轄

25 薛玉聖媽廟 薛玉聖媽 虎尾鎮新吉里七鄰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5706 林陣

26 金羅殿 中元普渡公 虎尾鎮東仁里民族路1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66028 鄭國安

27 武聖宮 關聖帝君 虎尾鎮平和里六鄰青埔路二七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9362 翁正宗

28 帥興宮 中壇元帥 虎尾鎮興中里3鄰205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8373 林文豐

29 虎尾慈惠堂 無極瑤池金母 虎尾鎮頂溪里11鄰過溪75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2101 陳朝輝

30 聖母宮 六房天上聖母 虎尾鎮頂溪里頂溪路87之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2700 賴三元

共77座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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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濟公禪寺 濟公活佛 虎尾鎮德興里北平路六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3123 朱厚璽

32 城隍廟 城隍 虎尾鎮東屯里三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1528 王香

33 福德爺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延平里下南一四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23009 羅樹福

34 姚正宮 姚府千歲 虎尾鎮下溪里三塊厝7鄰7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2672 陳福來

35 龍善宮 伯聖尊王 虎尾鎮東仁里東仁路一三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1161 王清忠

36 福安宮 湄洲天上聖母 虎尾鎮中山里新生五路1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1791 王明崑

37 新翰宮 金府千歲 虎尾鎮新吉里竹圍仔145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1161 黃銘得

38 惠來里福德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惠來里1鄰惠來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2747 張治田

39 安溪慧日講堂 釋迦牟尼佛 虎尾鎮安溪里104-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33622 林銘忠

40 崇德寺 地藏古佛 虎尾鎮三合里大松腳棋杆厝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8122 王仁義

41 北極殿 玄天上帝 虎尾鎮下溪里大庄7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1361 張義雄

42 妙宗寺 未填 虎尾鎮東仁里民族路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8219 曾伯琨

43 萬壽堂 萬壽公 虎尾鎮建國里光復路七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7804 廖文俊

44 龍安宮 中壇太子元帥 虎尾鎮北溪里北溪2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6008 陳炎榮

45 三寶堂 中壇太子元帥 虎尾鎮立仁里復興路106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5161 李德忠

46 新興宮 吳府三王爺 虎尾鎮新興里新生路1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4282 林永福

47 永興宮 玄天上帝 虎尾鎮廉使里廉使157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2553 林英一

48 泰安寺 清水祖師 虎尾鎮穎川里頂南11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5740 陳炳宜

49 清雲宮 清雲伯 虎尾鎮興中里興中22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2813 李永芳

50 虎尾寺 觀世音菩薩 虎尾鎮新興里民生路48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22845 周素鳳

51 救世堂 關聖帝君 虎尾鎮新興里新生路2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5705 黃文擇

52 天后宮 天上聖母 虎尾鎮德興里北平路1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2815 吳松福

53 安泰寺 清水祖師 虎尾鎮延平里中南19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7930 陳宗進

54 晉天宮 李府千歲 虎尾鎮惠來里惠來一五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3475 王田

55 德興宮 池府千歲 虎尾鎮中山里中正路17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3450 翁文瑞

56 順天宮 關聖帝君 虎尾鎮立仁里復興路10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4230 郭有智

57 北極殿 玄天上帝 虎尾鎮下溪里大庄7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1361 張義雄

58 拱雲宮 趙府元歲 虎尾鎮埒內里一七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0327 王境棋

59 龍善堂 觀世音菩薩 虎尾鎮公安里新興路九四號 募建 其他 (05)6322513 楊寶珠

60 妙宗寺 西天佛祖 虎尾鎮民族路6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8219 曾伯琨

61 紫雲寺 觀音佛祖 虎尾鎮堀頭里四鄰五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1890 李萬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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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鎮興宮 關聖帝君 虎尾鎮西安里五間厝28之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11071 李青松

63 福德宮 福德正神 虎尾鎮立仁里復興路12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4977 黃昭良

64 興南宮 池府千歲 虎尾鎮興南里興南路42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20919 沈清賢

65 萬聖堂 聖公聖媽 虎尾鎮東屯里大屯路35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651161 陳清秀

66 大天宮 無極聖祖 虎尾鎮安溪里安溪7鄰119之1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39293 王水獅

67 大安宮 玄天上帝 虎尾鎮東屯里74之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223826 方林貴

68 天佛聖宮 濟公菩薩 虎尾鎮下溪里大庄三五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8179 黃再興

69 玉聖堂 天上聖母 虎尾鎮懇地里一鄰三號之十一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331162 林國生

70 龍田寺 觀音佛祖 虎尾鎮東仁里後庄街五一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323233 王黃虳

71 鎮行宮 雲林縣虎尾鎮公安里博愛路146號 (05)6322716 張阿來

72 合龍宮 雲林縣虎尾鎮東屯里大屯路12之42號 (05)6659091 侯致成

73 七王府 雲林縣虎尾鎮東屯里

74 聖安宮 雲林縣虎尾鎮西屯里

75 福德祠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

76 擇元堂 雲林縣虎尾鎮北溪里

77 福德宮 雲林縣虎尾鎮墾地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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