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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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西宮 李伍府千歲 麥寮鄉崙後村二六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4270 許火

2 聖帝宮 關聖帝君 麥寮鄉興華村山寮一五號之十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8361 鄭永忠

3 慈雲宮 觀世音菩薩 麥寮鄉橋頭村六鄰橋頭一○九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12938 李秀好

4 玄天宮 玄天上帝 麥寮鄉新吉村五鄰新吉五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2038 林育文

5 永福宮 濟公活佛 麥寮鄉興華村一八鄰永吉路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4148 鍾溪湖

6 聖奉宮 天上聖母 麥寮鄉施厝村二三九之一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2894 林合源

7 安聖宮 雷府千歲 麥寮鄉海豐村忠和路五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840 鍾慶郎

8 安南祠 三法大將軍 麥寮鄉橋頭村一鄰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12311 莊萬品

9 利眾公廟 利眾公 麥寮鄉麥豐村二鄰興化寮二三之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1316 吳貶

10 許厝福興宮 吳三府千歲 麥寮鄉三盛村許厝三鄰五三之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13577 許　

11 吉安宮 李府千歲 麥寮鄉新吉村七鄰新吉六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2945 蔡吉和

12 閭山宮 感天大帝 麥寮鄉麥津村中山路200巷8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816 林正宗

13 護安府 康蘇池府千歲 麥寮鄉興華村山寮八鄰一八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321 蔡明宏

14 老賽公廟 老賽公佛 麥寮鄉中興路二三二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062 吳蒼田

15 鎮南宮 玄天上帝 麥寮鄉麥豐村二二鄰新興路二七之六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318 林聯興

16 福安宮 五府千歲 麥寮鄉興華村興化厝三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536 楊龍屈

17 福德祠 土地公 麥寮鄉麥津村中興路五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32356 陳錦璋

18 道濟禪院 濟公活佛 麥寮鄉施厝村一六鄰施厝二四○之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2159 蘇秋竹

19 北玄宮 北極玄天上帝 麥寮鄉崙後村六鄰沙崙後一四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1448 許進文

20 大眾廟 大將爺公 麥寮鄉麥豐村九鄰中山路大眾巷三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31507 吳煙海

21 鎮東宮 北極玄天上帝 麥寮鄉麥豐村6鄰中山路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418 朱萬雄

22 開元宮 朱伍府千歲 麥寮鄉崙後村沙崙後43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8098 鍾德利

23 泰安宮 蕭府太傅 麥寮鄉橋頭村9鄰橋頭247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3661 林水生

24 順天宮 媽祖 麥寮鄉雷厝村6鄰62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1177 林明西

25 竹林寺 南海佛祖 麥寮鄉麥豐村新興路一號 私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36453 林美惠

26 鎮安宮 五年、朱府千歲 麥寮鄉三盛村中山路5鄰30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21168 許金印

27 成德堂 釋迦牟尼佛 麥寮鄉麥豐村5鄰光大寮41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061 林火生

28 福安宮 吳、三府千歲 麥寮鄉三盛村八鄰四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3091 林清池

29 福興宮 李府千歲 麥寮鄉瓦磘村十鄰霄仁厝四七之一七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569 林老生

30 鎮北宮 五府千歲 麥寮鄉麥津村3鄰中正路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252 林諒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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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鎮盛宮 媽祖 麥寮鄉橋頭村二鄰五一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5566 許繫明

32 福安宮 池、朱、康、伍府千歲 麥寮鄉瓦磘村2鄰瓦磘38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3605 許擇勝

33 鎮西宮 蕭府千歲 麥寮鄉麥津村中正路一九四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304 劉雙寬

34 麥寮拱範宮 媽祖 麥寮鄉麥豐村中正路三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033 許忠富

35 福興宮 李府千歲 麥寮鄉後安村二鄰四九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559 林玉取

36 北嶽殿 地藏王 麥寮鄉海豐村一鄰忠和路二四之七號 募建 管理人(住持)制 (05)6935797 林重慶

37 聚寶宮 五府千歲 麥寮鄉施厝村11鄰17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10555 林再發

38 聚寶宮 蕭府太傅 麥寮鄉麥豐村五鄰光大寮36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2058 吳錦章

39 玉安宮 張聖真君 麥寮鄉興華村一六鄰興華五○號 募建 管理委員會制 (05)6939872 周國最

40 永安宮 雲林縣麥寮鄉海豐村楊厝寮

41 福安宮 雲林縣麥寮鄉瓦磘村3鄰瓦磘55之2號

42 麥寮拱範宮 雲林縣麥寮鄉麥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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