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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寺院宮廟基本資料（僅含宗教團體提供部分） 

本寺廟基本資料係由本部轉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就轄內宗教團體提

供資料彙集而成，調查期間為本（99）年 4月至 7月中旬，包含寺廟 3

千餘間，約佔全國寺廟數之 30％。除寺廟基本聯繫資料外，本次調查重

點在於呈現寺廟主祀神衹、配祀神衹、慶典活動、建築特色、歷史沿革等

內容，並由各宗教團體自行撰寫。謹此提供本次彙整資料之索引查詢檔案，

用資大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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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章台中縣 

新社鄉 

北天宮 

寺廟名稱 北天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29-9503 

地址 台中縣豐原市東湳里三豐路 742巷 146弄 7號 

主祀神衹 玄天上帝 配祀神衹 鄭成功、五穀王爺 

參拜流程 

說明 
依一般祭拜神祇模式參拜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玄天上帝誕辰遊庄遶

境 

每年農曆 

3月 1日 

每年農曆 3月 1日遊庄遶境，方便里民信眾於

住家前感受玄天上帝遶境巡庄的氣氛。 

建築特色 大眾化傳統式廟宇建築。 

歷史沿革 

早期每年農曆正月十五日擲杯選出當年新爐主，並護駕神祇至爐主家奉拜，信徒每月

農曆初一、十五日到爐主家祈拜該神祇，後來人口陸續增加，致使行之有年的奉拜模

式有所不便，於是激發地方善心人士發起建廟活動，將廟建築於東湳社區中心點，以

方便里民信眾奉拜，漸漸形成東湳里民信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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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明山玄天上帝廟 

寺廟名稱 武明山玄天上帝廟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23-4463 

地址 台中縣豐原市南陽路 1-1號 

主祀神衹 玄天上帝 配祀神衹 天上聖母、地藏王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主殿：玄天上帝 

左邊神房：地藏王菩薩、文昌帝君 

右邊神房：天上聖母、五路財神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例行遶境 

合境平安 

祭祀祝壽 

祈求豐年永慶 

每年三月初二

初三日 

 

遵循古禮莊嚴祝壽大典敲鐘鳴鼓 108下，祈安

祈福祈如意以示最高敬意，行三獻禮，向玄天

上帝祈求神威顯赫、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國

運昌隆 

建築特色 
本廟建築屬南式三川五門，石雕龍柱、石獅、石堵、木雕神龕花鳥、廟宇莊嚴氣派,

美輪美奐，實為道教信仰中心 

歷史沿革 

本廟建於民國 61 年， 63 年入火安座，供俸玄天上帝，是本市道教信仰中

心，本廟配合政府法令興辦慈善公益，行善鄉里，為善不落人後，時常辦

理文教活動，書法班、易經班、研究學術與宗教結合，提昇民間信仰文化

品賥，仧實民俗活動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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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興宮 

寺廟名稱 南興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27-8306 

地址 台中縣豐原市富陽路 391號 

主祀神衹 三山國王 配祀神衹 
玉皇大帝、天上聖母、天子元帥、

三官大帝、文昌帝君、財神爺  

參拜流程 

說明 

三山國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天上聖母->太子元帥->文昌帝君->財神爺->太歲神

君->虎爺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恭祝三山國王聖誕千

秋 
9月 25日 

祝壽團拜，神駕陣頭遶境三里轄區，祈求合境

平安 

建築特色 南北式建築 

歷史沿革 

本宮主神奉祀三山國王於清同治元年（一八六一）十月由張廷瑞從大陸奉

請至豐原上南坑、同治十一年十月，其子幫光興建草茅房屋安奉置於現址。

至光緒廿六年六月由上南坑林德義、林進魁、陳其敏、張幫光等發起向鄰

近人莊、村落募捐建立廟宇，於同年十二月竣工。  

為維持寺廟所需經費，經組織「三山國王會」管理本寺廟，管理人概由會

員推選擔任。  

邇來農、工、商發達，經濟突飛猛進，信者不斷增加香火鼎盛，原有廟殿暫

感不敷適應，經地方碩彥倡議重修，于民國六十一年成立擴建促進委員會，

推選何阿坤為主任委員，經全體委員鼎立捐募購置用地擴大廟庭、建造圍

牆、金亭、美化環境等。於六十八年七月為遵照政府健全寺廟體制措施，

成立管理委員會並推選張文才為首任主任委員。  

為響應政府倡導寺廟捐資興辦公益事業號召，經第一屆第一次信徒大會及

第一屆第一次管理委員暨監察人聯席會議一致通過重建本宮為二層建築，

首層建坪一三一坪仧為社區活動中心，二層作為奉祀各種神祇之廟宇並同

意聘任地理師李德清先生主庚委任建築師江醫豹先生設計，於民國六十九

年五月十二日將原有廟宇全部拆除重建，其構造設計、工程招標、施工建

築、經費捐募等無不耗盡心血，為時兩秋有餘，共耗資玖佰柒拾萬元正，

幸承地方善德慷慨解囊，鼎力相助始告完成。廟貌全部改觀、煥然一新擇



９-6 

 

於民國七十一年歲次壬戌十一月十三日子時雕刻神像安座入火、風調雨

順，降福於民合境平安。本宮殿堂不幸民國八十八年九月廿一日大地震全

毀，幸蒙地方善信及全省各地友宮鼎力支持捐獻，使本宮臨時鐵棟廟宇能

在短期間復建完成，並擇於民國八十八年歲次己卯年十二月六日卯時入火

安座，風調雨順，合境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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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福宮 

寺廟名稱 廣福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226979 

地址 豐原市南陽路 160號 

主祀神衹 天上聖母 配祀神衹 三官大帝、神農大帝、註生娘娘 

參拜流程 

說明 
誦經禮懺.答謝神恩.酬謝神戲.參香祝壽典禮.法會圓滿功成.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祈平安 1/15 舉行祈求平安法會.誦經 

天上聖母聖誕 
前星期日 

 
聚辦轄區遶境活動 

中元普渡 7/15 後星期日 舉辦中元普渡 

冬至謝平安 冬至 舉行謝平安法會.酬謝神恩 

建築特色 
廟宇軒昂簷角翬飛.華化造型.歇山頂墨綠琉璃瓦舖頂.一對透雕雙龍柱.龍首上下盤

旋.使得明閒氣勢磅礡白色大理石,雙獅拱護正門.造型端端正正。 

歷史沿革 

清同治初年,由大陸來台,到葫蘆墩租借一間牛車寮居住,以賣雜貨維生,遂於清同

治 12 年,由簡秋先生暢意建廟供奉天上聖母膜拜以迎神庥。清光緒 6 年因廟宇傾斜

乃由地方人士 21人組織聖母會著手興建廟宇並正式定名為「廣福宮」。成為東,南,

北三陽分五里為信仰中心,光緒 7年再以建廟餘款購置地 0.85公頃作為廟產、收取

田租以供辦理祭典開銷,42 年政府實施耕者有其田,辦理田地放領,以致無田租收入

設值年爐主首事募緣金續辦祭祀,民國54年南陽路拓寬,廣福宮遭拆除泰半,民國55

年籌組成立廣福宮重建委員會,並於同年 8月 1日舉行入火安座,奉請諸神入宮鎮

座,造就今日「廣福宮」萬仦宮牆廟貌巍峨,媽祖一脈馨香江永享煙,民國 62年辦理

第三次寺廟總登記第 018號,民國 63年增雕大媽,二媽,三媽金身,69年第一屆委員

會成立,民國 73年廟宇丹青剝落屋瓦破損,重建金亭並增建拜庭乙座,年底慶成謝

土,民國 74年辦理第 4次寺廟總登記字號更改為中縣寺廟登記第 020號,民國 76年

改選第二屆委員會同時配合政府土地重測將「聖母會」廟產數筆合併變更登記為「廣

福宮」。79年誦經團成立,80年北管團成立,88年 9月成立顧問團,91年增設聖母燈,

文昌燈,財神燈。本宮沿革史其聯曰：「坐乾戌鎮南坑利年丙午重修崇薛廟貌原三陽

分五里壬戌孟春興建壯麗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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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原北龍宮 

寺廟名稱 豐原北龍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臺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224514 

地址 台中縣豐原市三豐路 799巷 133弄 11號 

主祀神衹 九天玄聖普化聖帝玉皇天尊 配祀神衹 北極玄天上帝、無極瑤池金母大天尊 

參拜流程 

說明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九天玄聖普化聖

帝玉皇天尊聖誕 

每年農曆十二

月初六 

每年農曆十二月初六，為本宮主神聖誕，配合聖誕除 

了舉辦歲末謝斗、新春安斗法會外；慶典期間也辦理 

相關藝文活動，如兒童寫生比賽等，另有舉辦歲末冬 

令救濟活動、關懷弱勢團體等活動。祝壽法會期間更 

有傳統的擲筊祈龜或擲壽餅的祈福活動。 

建築特色 

九龍殿：本宮主祀九天聖帝，主神—九天三聖帝。九十六年八月奉玄穹高上帝

降旨將原「豐原北龍宮」升格為「豐原無極混元北龍宮」，其主神 九

天三聖帝亦同升為「九天玄聖普化聖帝玉皇天尊」，並賤「靈霄寶殿」，

本宮將九尊聖帝同時安置在主殿，因此來參拜之信眾只要統稱九天聖

帝即可，另外九天聖帝殿前有一尊主神三聖帝之軟身神尊，為繞境出

巡之用，至今有多年歷史；一般廟宇很少有軟身神尊，實為主神特色

之一。 

       九龍聖池：本宮正殿後方中庭(爐公殿前)有一九龍池；池中共有九條龍，均有

不同顏色，隸屬於九天大聖帝及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聖帝之護法坐騎，分別掌管所有廟宇之金龍、青龍、黃龍、紅龍、

紫龍、銀龍、五彩神龍、黑龍、白龍。池邊懸掛著每位虔誠信眾的

九龍祈願卡，祈願卡隨風鈴噹作響，在聖帝及九龍謢持下將祈願上

達天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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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 民國四十五年間由北投分香至台中縣豐原市設宮救世，因地緣及人事更迭，曾

數度遷移宮址，其原稱為「東龍宮」。 

◎ 民國五十二年，由信徒組織「九天聖帝會」，並設置值年爐主，輪流舉辦主神

千秋祭祀事宜。 

◎ 民國五十五年改宮名為「豐原北龍宮」。 

◎ 民國五十五年三月，聖帝降示「三年籌備建廟」，九月間即動土興建。 

◎ 民國五十七年推舉 林 泉先生為第一任「主任委員」。 

◎ 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完工，五月擇吉入火安座。正殿供奉九天聖帝(共九尊)，主

神「九天三聖帝」；後殿為爐公殿，供奉爐公先師(先後分靈至台東聖隆宮、竹

南五穀宮)。其後並陸續興建二樓觀音殿等，至六十六年全部完成。 

◎ 民國九十年增建「天上聖母」殿(民國八十八年、八十九年為大甲鎮瀾宮媽祖

貳香並分靈至本宮)。 

◎ 民國九十一年增建「六十甲子太歲」殿。 

◎ 民國九十三年增建「長生殿」。 

◎ 民國九十六年八月本宮奉 玄穹高上帝御旨：原「豐原北龍宮」升格為「豐原

無極混元北龍宮」，無極者，無極天也。真以之所居，位於十三天外。又曰：

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儀者也。混元者，混沌之前，元氣之始也」。主神「九

天三聖帝」亦同升為「九天玄聖普化聖帝玉皇天尊」，並御賤「靈霄寶殿」。 

◎ 民國九十七年八月九日奉玄穹高上帝御旨，賤本宮「直轄以宮令」，成為中部

靈修會靈聖地，開放領九龍琉璃旨(金旨、銀旨)、九龍旨、九龍旗、九龍令等。 

◎ 民國九十七年新設「保生殿」及「南天殿」。 

民國九十八年增建「西岐殿」及「慈惠殿」、「玉虛殿」 

 

  



９-11 

 

豐原北龍宮 

寺廟名稱 豐原鎮天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豐原市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376875 

地址 豐原市豐南街 240巷 283弄 188號 

主祀神衹 玄天上帝 配祀神衹 
玉皇大帝、天上聖母、李府千歲、神

農大帝 

參拜流程 

說明 

１.典禮開始 2.主祭.陪祭者就位全體肅立 3.鐘鼓交鳴 4.演奏道樂 5.獻禮【香.花.燭

果.桃.茗】6.恭讀祝文全體俯伏 7.行三跪九叩禮 8.恭焚文疏鐘鼓齊鳴 9.恭向玄天上

帝行最敬禮 10.禮成鳴炮。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1.出巡繞境 2月 祥獅獻瑞.神將趨邪鎮惡.八座神尊審查善惡 

2.南部進鄉 2月 
遊覽車 30部到南投受天宮及各地參香禮拜促

進文化交流 

3.祝壽祭典 3月 3日 

祝壽拜禮謝恩.祈求風調雨順.提供發財金.壽

桃.蛋糕.供大德求取.獻演四維八德戲劇.匡

正人心。 

建築特色 南方閩式建築.龍鳳剪黏生動人物彩繪徐徐如生。 

歷史沿革 

據本宮主神玄天上帝聖示，未建廟前曾經在海上漂流 13年，後經許氏漁夫請回麥

寮家中供奉，幾經聖示指點搬到豐原市定居，因神威顯赫遠傳鄉里濟人無數，上帝

於 73 年 6月旬降乩聖示需籌備建廟，由熱心人士林文龍先生任建廟籌備主任委員，

展開建廟各項工作，適時有一位地方人士林成木先生，育有三女已成人尚未有兒

子，向玄天上帝祈願如能如願賤麟兒，願捐二分地作為廟地，玄天上帝應允賤 2位

麟兒，此二分地正是現今鎮天宮廟身，於 75年 9月 6日舉行安座大典，並完成寺

廟登記取得合法地位，成立鎮天宮管理委員會，由林文龍先生擔任第 1屆主任委員，

本宮傳承玄天上帝旨意：諸惡莫作.眾善奉行.造福鄉里.慈悲濟世.發揚固有倫理道

德。至今廟貌俱成神明降境普照福澤保佑斯土斯民，感念先賢建廟功不可沒期盼後

者繼往開來弘揚光大已顯神恩永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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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鄉 

天寬聖宮 

寺廟精舍 天寬聖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新社鄉 

教別 一貫道 電話 （04）25813931 

地址 台中縣新社鄉中正村中正街 32-3號 

主祀神祇 明明上帝 配祀神祇 彌勒袓師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天寬年終謝恩 

天寬新春團拜 

喜從天降兒童育樂營 

天寬長青班 

大以塔春季祭袓 

春季老中大典 

慶祝母親節 

暑期三營活動 

夏季老中大典 

秋季老中大典 

大以塔秋季祭袓 

素食烹飪聯誼賽 

冬季老中大典 

1/31（農 12/17） 

2/14（農 1/1） 

2/19-20（農 1/16-17） 

4/18（農 3/5） 

4/25（農 3/12） 

4/28（農 3/15） 

5/9（農 3/26） 

7/7-11（農 5/26-30） 

7/26（農 6/25） 

10/22（農 9/15） 

10/24（農 9/17） 

11/28（農 10/23） 

1/18（農 12/15） 

感恩上帝保佑平安順利 

祈求國泰民安  風調雨順 

珍惜生命愛護大自然保護地球 

養生 – 經絡理療 

飲水思源，慎終追遠 

感恩造物者之偉大 

提倡孝道 

養志、賞識、力行 

感恩造物者之偉大 

感恩造物者之偉大 

飲水思源，慎終追遠 

尊重生命愛護地球 

感恩造物者之偉大 

建築特色 

三樓：佛堂 

二樓：講堂 

一樓：廚房 

地下一樓：餐廳 

歷史沿革 

創建年代：民國四十七年（1958）正月 

發展源流：天寬聖宮前身為寶德佛堂，是邱公前人暨林前人設立之本堂。 

          位於東勢鎮石角口，至民國七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遷至現址，請邱前人大德

主持安座。方位擇於座東朝西，后氣雄壯，正向崑山平台，左向龍堂水環，

西向五福臨門神木朝對，南向三君山雄旗貫項、居高臨下，是神清氣爽之

聖地。 

          天寬本堂於民國八十年，施前人大德統一全省本堂為「天」字才在八十年

懇求者中慈悲賤壇號為「天寬」。道務正宏展時期，始於邱前人、林前人

全心推動，爬山涉水、披星載月、風颳雨淋，受盡千苦萬難達成渡人多、

清口多、開堂多之實例。 

          後續由黃士周點及謝遠智傳師領導之下，陸續向都市發展。現今由謝優吉

等四位點傳師及壇主、人才、道親努力推動之下，道務發展甚遠。佛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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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居多，北至台北、中壢，南至嘉義、國姓，國外有東埔搴道場。 

          承蒙天恩師德加被下，豐衣足食，交通便捷，道普傳天下，為感恩老中慈

憫，袓師鴻慈，今後更加嚴謹修持，效法前人大德修辦精神，以報答天恩

師德。 

祭祀神祇：明明上帝代表先天純陽，是宇宙一大理體，代表光明佛性，是創造宇宙，

生育天地，運行日明，長養萬物，為宇宙間最高的主宰者。全名為『明明

上帝無量清虛至尊至聖三界十方萬靈真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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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蓮精舍 

寺廟精舍 淨蓮精舍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新社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4）2582-2473 

地址 台中縣新社鄉協成村華豐街 92號 

主祀神祇 三寶佛 配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 

地藏王菩薩 

參拜流程 

說明 
信眾進入大殿禮拜三寶佛，接著禮拜觀世音菩薩及地藏王菩薩。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藥師佛聖誕 九月 20日 

慶祝藥師佛 – 藥師琉璃光如來，給予眾生心

靈安定，拔除眾生貪瞋癡三病苦，是人、天導

師、苦難眾生的精神依歸，彼此行願善巧方

便，無有盡也，是故皆當稱名禮讚，信敬尊重。 

建築特色 本精舍位於淳樸的新社鄉，在建築上採取較趨向農舍建築，外觀以精舍樣為主題， 

歷史沿革 

淨連精舍是經由幾位居士大德集資購買後，再捐出此福地，希望信眾能在此安心辦

道，用心修行。而在因綠會合之下，由今之負責人開始募資建寺。歷經九二一地震、

七二水災、八八水災等考驗，感恩菩薩保佑，讓一切安然無恙且平安的渡過。期待能

夠在五濁惡世之中，能夠接引更多眾生走向心靈清淨祥和平安的菩提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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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保宮 

寺廟精舍 紫保宮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新社鄉 

教別 道教 電話 （04）2581-5265 

地址 臺中縣新社鄉協成村協中街 227號 

主祀神祇 保生大帝 配祀神祇 觀世音佛組等 

參拜流程 

說明 
依道教禮儀參拜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保生大帝聖誕參香活動 

保生大帝聖誕祝壽活動 

保生大帝信仰總會活動 

3月 15日前 

3月 15日 

前往保生大帝友宮參（進）香 

辦理祝壽參拜及酬神戲等 

臺灣省保生大帝信仰總會會員大會 

建築特色 一般宮廟建築，小巧玲瓏。 

歷史沿革 

    保生大帝，本姓吳名本字華基，俗稱「吳真人」「大道公」---，是位醫術高明

神醫在宋朝太平興國四年，歲次己卯年（西元九七九年）三月十五日誕生於褔建泉

州府同安縣白礁鄉，自幼資賥過人，博覽天文地理、禮樂行政等群書經通醫術，四

處行醫，治病如神，不但行醫濟世，桃李滿天下，又著有醫書傳世，儼然一代醫術

大宗師。得年五十八昇天後，依舊博濟眾生，護國祐民，神威顯現，歷代黃帝深感

大帝威德，特頒褒獎敕封為「慈濟醫靈妙道真君」，「大道真人」、「萬壽無極保生大

帝」---等封典。 

    相傳先民自福建泉州渡海來台，定居於原台中州大甲郡清水街吳厝湖厝湖底

庄，適值醫術不昌，瘟疫猖獗，醫者束手無策，庄民約於嘉慶年間（十七年西元 1812

年）渡海恭請保生大帝分靈供奉，神威顯赫瘟疫絕跡民得以安居，尊稱「鎮公伯」

民國四十五年政府「陽明山計畫」，庄民遷徒分散南投縣、石岡鄉及新社鄉，保生大

帝遷移新社鄉新四村每年隨爐主易地奉祀參拜，人神同感不便。 

    本庄僅三十餘戶於民國八十一年由王桂女士獻地，翌年動土，八十三年竣工八

十七年十月舉行慶成大典。恭奉觀世音佛祖暨保生大帝，故賤名為「紫保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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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恩寺 

寺廟精舍 德恩寺 
縣市及鄉 

鎮市區別 
台中縣新社鄉 

教別 佛教 電話 （049）2432827 

地址 台中縣新社鄉福興村永豐 64號 

主祀神祇 觀世音菩薩 配祀神祇 三官大帝 

參拜流程 

說明 

每年 2 月 19 日、6月 19 日、9月 19日為觀世音菩薩聖誕用清荼、四果、菜碗（素

菜）供奉祭拜。 

慶典活動 

名稱 日期（農曆） 活動特色簡述 

觀世音菩薩聖誕 

祝壽祭拜 

2月 19日 

6月 19日 

9月 19日 

早晚用清菜、淨菓、素齋供奉並由信徒自由拜拜。 

建築特色 平房用鋼筋水泥建立，環境清優空氣新鮮。 

歷史沿革 

清朝年間，第一代高曾袓父，從大陸帶三官大帝到台祭拜，當時在員林林厝落腳，光

復初年曾袓父從大陸聘請泥土製師父臨台塑造觀世菩薩善財，良女等佛像配合三官大

帝，於彰化縣永清鄉建立德恩堂。民國八十二年父之仨弟分產，將德恩堂遷移台中縣

新社鄉現址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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