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雲林縣西螺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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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店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西螺鎮永安里仁和街2之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4646 黃晴輝

2 慈寶寺 地藏王菩薩 西螺鎮安定里堤防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3996 廖勉

3 社口水德堂 萬善公 西螺鎮福田里社口段一二六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3208 李當淵

4 公業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西螺鎮三塊厝段鹿場小段一一一○地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42092 廖海忠

5 慈興宮 地藏王菩薩 西螺鎮新社段一五二○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6236 程忠志

6 程氏家廟 佛公福德正神關聖帝君 西螺鎮埔心段六二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8772 程源宏

7 報恩寺 釋迦牟尼佛 西螺鎮中興里新興路一六○巷四號 募建 其他 (05)5869763 釋傳孝

8 社口百姓公廟 地藏王菩薩 西螺鎮福田里社西段六二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6259 李當淵

9 萬善寺 地藏王菩薩 西螺鎮大新里二七七之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2363 廖聰榮

10 奉天宮 天上聖母北極玄天上帝 西螺鎮振興里振興一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4921 廖根重

11 福德爺廟 福德正神 西螺鎮頂湳段一○四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0381 廖風淡

12 福德祠 福德正神 西螺鎮西螺段877－2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066 李木和

13 新社百姓堂 地藏王 西螺鎮新豐里二二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6414 黃溪平

14 埔心百姓公廟 地藏王 西螺鎮安定里安定六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4537 程永福

15 震天宮 北極玄天上帝 西螺鎮鹿場里鹿場83-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46794 曾水溝

16 慈和宮 觀音佛祖 西螺鎮九隆里5鄰大和6-3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181 廖欽從

17 振興宮 阿善師 西螺鎮廣興里八鄰廣興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6997 廖泉裕

18 埤頭埧萬靈宮 地藏王 西螺鎮埤頭里十鄰埤頭七九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7047 張樹根

19 天聖宮 張天師 西螺鎮埤頭里五鄰埤頭一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5948 張敬弘

20 聖濟寺 觀音佛祖 西螺鎮公館里三源九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9587 黃輝銘

21 拱興宮 天上聖母 西螺鎮詔安里四鄰詔安二六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790 謝坤林

22 慈惠堂 無極瑤池金母 西螺鎮漢光里光復西路三七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755 蕭澤梧

23 長山宮 三山國王 西螺鎮七座里七座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2062 林一郎

24 震安宮 伏魔大帝 西螺鎮九隆里二鄰二八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294 黃進國

25 金山宮 瑤池金母 西螺鎮正興里公正路九七巷三之一號 募建 其他 (05)5863996 廖勉

26 弓孝宮 伏魔大帝 西螺鎮九隆里四鄰九隆五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6751 廖明

27 信義佛堂 明明上帝 西螺鎮大園里光復東路五一巷一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3171 廖添丁

28 太元寺 觀音佛祖 西螺鎮中和里仁和街三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5351 王叮因

29 華藏庵 釋迦牟尼佛 西螺鎮正興里興農西路一○八號 募建 其他 (05)5862743 劉月

30 明善堂 釋迦牟尼佛 西螺鎮中興里五鄰延平路五六四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7868 黃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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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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缽子寺 觀音佛祖 西螺鎮下湳里三鄰安南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0646 陳勝雄

32 明照堂 觀音佛祖 西螺鎮吳厝里一鄰一五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7011 廖瑩智

33 明聖堂 釋迦牟尼佛 西螺鎮公館里一二鄰三源路四九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0795 黃本義

34 靈山寺 濟公聖佛 西螺鎮廣福里民生路十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3124 陳秀琴

35 眾善寺 大眾爺 西螺鎮正興里興農西路一○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3304 曹明輝

36 廣興宮 三山國王 西螺鎮正興里源成東路一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3393 施寶童

37 正興宮 中壇元帥 西螺鎮正興里公正路一五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5221 龐永芳

38 鎮南宮 玄天上帝 西螺鎮中和里修文路二八巷二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5391 廖金和

39 啟興宮 池王爺 西螺鎮福興里建興路三三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3957 高漢

40 伽藍爺廟 伽藍爺 西螺鎮光華里遠東街二巷一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74790 潘見旺

41 福天宮 天上聖母 西螺鎮福田里七鄰社口八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9147 王金福

42 福心宮 天上聖母 西螺鎮安定里十一鄰安定一八二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0138 廖水蓮

43 朝興宮 天上聖母 西螺鎮吳厝里六鄰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73027 廖忠杉

44 廣玄宮 玄天上帝 西螺鎮大新里一五鄰大新一六三之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4558 林農章

45 懿德堂 五恩主 西螺鎮廣福里興農西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765 李騰芳

46 振文書院 五文昌帝君 西螺鎮廣福里興農西路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765 李騰芳

47 永興宮 福德正神 西螺鎮永安里大橋路八號 私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5862261 廖萬封

48 受天宮 玄天上帝 西螺鎮大園里二鄰大園街一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5864027 蔡連標

49 西螺福善寺 地藏王菩薩 西螺鎮中和里大橋路五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5862054 廖芳德

50 西螺福興宮 天上聖母 西螺鎮福興里十九鄰延平路一○八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5865490 楊文鐘

51 西螺廣福宮 未填 西螺鎮廣福里十一鄰新街路三二號 募建 董事會制 (05)5863483 詹捷凱

52 威天宮 雲林縣西螺鎮福興里

53 媽祖行宮 雲林縣西螺鎮頂湳里

54 天聖宮 雲林縣西螺鎮漢光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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