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二  以媽祖為副祀神的高雄縣地方公廟 
 
    鄉鎮     村里名         廟名         主神            媽祖香火源起方式      媽祖進香地點       媽祖千秋祭典 
  ─────────────────────────────────────────────────────── 
   湖內鄉    草仔寮       忠興宮       三侯公                                                          無 
   路竹鄉    頂寮村       三公宮       魏府三公                                                        有 
   路竹鄉    下寮村       清雲宮       普庵真人                                                        有 
   阿蓮鄉    崙仔頂       武當山       北極玄天上帝                                                    無 
   阿蓮鄉    港後村       北極殿       北極上帝                                                        無 
   阿蓮鄉    中甲村       北極殿       玄天上帝                                                        有 
   永安鄉    市仔寮       新港宮       五府千歲                                                        無 
   彌陀鄉    五分仔       文吉士廟     柳府千歲          李姓私佛                                      有 
   彌陀鄉    瀨南場       代天府       池府千歲                                                        無 
   彌陀鄉    南寮         南天宮       池府和李府千歲                                                  無 
   梓官鄉    同安厝       同安宮       關聖帝君                                                        無 
   梓官鄉    蚵仔寮       通安宮       廣澤尊王                                                        無 
   梓官鄉    茄苳坑       嘉隆宮       中壇元帥          赤崁赤慈宮分身        永安  十八灣仔          有 
   岡山鎮    山隙         超峰佛祖廟   觀音              角宿龍角寺分靈                                無 
   岡山鎮    灣裡         碧雲宮       清水祖師                                                        無 
   岡山鎮    程香         尪公寺       尪元帥                                                          無 
   岡山鎮    街尾崙       代天府       池府千歲                                                        有 
   橋頭鄉    芋寮村       壽生廟       法主公            凌姓祖先自大陸請來                            有 
   橋頭鄉    白樹仔       代天府       池府王爺          自角宿龍角寺分靈                                無 
   燕巢鄉    燕巢         威靈寺       玄天上帝 
   燕巢鄉    深水坑口     北極宮       玄天上帝 
   仁武鄉    仁武         福清宮       清水祖師                                                        無 
   仁武鄉    新庄         元帥府       謝府元帥                                                        無 
   仁武鄉    八卦寮       上帝宮       北極玄天上帝                                                    無 
   仁武鄉    大灣         武聖廟       武聖關公                                台南 鹿港               有 
   鳥松鄉    山仔腳       青雲宮       神農大帝                                宜蘭頭城慶元宮          無 
   鳥松鄉    大埤         福德宮       福德正神          依北港朝天宮媽祖指示                          無 



                                                         謂有新莊媽祖降臨 
   鳥松鄉    夢裡         琅環宮       神農大帝                                                        無 
   鳥松鄉    大丘園       法主公廟     張公法主                                花蓮王母娘娘廟          無 
   鳥松鄉    大竹坑       池王宮       池府千歲                                                        有 
   鳳山市    新庄仔       新復寺       觀音              神像迎自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天后宮              有 
   鳳山市    新甲         北極殿       北極玄天上帝      同治時媽祖顯神通驅疫                          有 
   林園鄉    林內仔       鳳林寺       觀音                                                            無 
   林園鄉    苦苓腳       龍潭寺       觀音              與境內神明併祀於寺    北港朝天宮              輪流性 
   林園鄉    田中央       瑞鳳宮       林奶夫人                                                        無 
   林園鄉    下厝         林鳳宮       陳夫人                                                          無 
   大寮鄉    後庄         興濟宮       保生大帝                                                        無 
   大寮鄉    頂大寮       慈誠宮       池府千歲          李姓私神                                      無 
   大樹鄉    麻竹園       崑崙宮       池府王爺          居民先祖自大陸帶來    里港天后宮              有 
   大樹鄉    竹圍仔       鎮安宮       廣澤尊王                                                        有 
   大樹鄉    興化寮       北極殿       北極玄天上帝                                                    無 
   大樹鄉    大庄         武山廟       三山國王                                燕巢鳳山厝              無 
   大樹鄉    新吉庄       保安宮       廣澤尊王                                                        有 
   大樹鄉    大坪頂       三清亭       清水祖師                                                        無 
   大樹鄉    無水寮       北極殿       玄天上帝                                                        無 
   大樹鄉    竹仔寮       北極殿       玄天上帝                                                        有 
   大樹鄉    九曲堂       北極殿       玄天上帝                                                        無 
   旗山鎮    雞柔腳       宣化堂       觀音              北港朝天宮分身                                無 
   旗山鎮    口隘         慈雲寺       觀音                                                            無 
   旗山鎮    旗尾         代天后宮     五府千歲          明末先民攜來,原為本   北港朝天宮              有 
                                                         宮起基主神 
   旗山鎮    武鹿坑       九龍宮       太子爺                                                          無 
   杉林鄉    蜈蜞潭       龍鳳寺       觀音                                    北港朝天宮              有 
   杉林鄉    白水泉       北辰宮       北極玄天上帝                            北港朝天宮              無 
   杉林鄉    八張犁       紫林寺       觀音                                                            無 
   杉林鄉    十張犁       龍山廟       玄天上帝          原係私奉聖像                                   有 
   杉林鄉    中庄         威聖廟       開漳聖王          陳姓私佛              新港奉天宮              輪流性 
   杉林鄉    枋寮         伍龍宮       北極玄天上帝                                                    無 



   杉林鄉    新厝仔(埔尾) 照雲寺       觀音                                                            有 
   杉林鄉    杉林         紫竹寺       觀音                                    台南、北港、鹿港        無 
   甲仙鄉    小林         北極殿       玄天上帝                                北港                    無 
   甲仙鄉    阿里關       震威宮       北極玄天上帝                            新港、北港、鹿港、南    無 
                                                                               化、平溪 
   甲仙鄉    中埔         三聖宮       玄天上帝                                                        輪流性 
   甲仙鄉    大邱園       慈雲殿       觀音                                    北港                    無 
   甲仙鄉    頂埔         五聖宮       五府千歲                                                        無 
   六龜鄉    蘇羅娑       保安宮       玄天上帝                                                        無 
   六龜鄉    頂荖濃       清奉宮       觀音                                                            有 
   六龜鄉    下荖濃       聖君廟       張公聖君                                                        無 
   六龜鄉    六龜         神農宮       神農大帝                                                        無 
   六龜鄉    土■灣仔     北辰宮       玄天上帝                                新港奉天宮              無 
   六龜鄉    狗寮         北極三海宮   五府千歲                                                        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