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一  高雄縣媽祖廟 
 
 
鄉鎮  村  庄    廟  名  祭 祀 範 圍       地域層次  結爐起祀  建廟時間    香火源起時間  主神緣起類型      祖  廟        過爐地點            刈  香 
────────────────────────────────────────────────────────────────────────────────────
茄萣  頂茄萣    賜福宮  嘉賜嘉安嘉樂        庄廟              乾隆23年    乾隆23年以前  沈船漂流而來                    不定點 
                        嘉泰嘉福和協六村 
      下茄萣    金鑾宮  嘉定保定大定        庄廟    乾隆42年  乾隆48年                  不詳 
                        光定吉定五村 
────────────────────────────────────────────────────────────────────────────────────
路竹  路竹      天后宮  竹東竹西文南三村    庄廟    康熙10年  道光2年     明崇禎        林姓私佛 
────────────────────────────────────────────────────────────────────────────────────
阿蓮  埤仔尾    崗后宮  崗山村2-4,7-9鄰     庄廟              昭和12年                  不詳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
田寮  古亭坑    隆后宮  古亭村              庄廟              光緒12年    明鄭時        林姓私佛          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大天后宮 
      狗氤      進天宮  崇德村6-13鄰        庄廟    百餘年前  民國41年                  江姓私佛                        角宿龍角寺          刈水香 
      小滾水    發天宮  崇德村1-5鄰         庄廟              200多年前   明鄭時        林姓私佛                        北港朝天宮          刈海香 
      山河樹    聯聖宮  南安村11-15鄰       庄廟              民國45年    200餘年前     陳姓私佛                        台南、高雄 
      大崙頂    聖母宮  大崙頂、外安        聯庄廟            民國63年    百餘年前      不詳                            鹿港天后宮、台南    刈山香、刈水香 
      蔀洋      昆山宮  新興村6-8鄰         庄廟              民國49年    數百年前      黃姓私佛                        北港朝天宮          二層行溪刈水香 
────────────────────────────────────────────────────────────────────────────────────
永安  鹽田      南瑞宮  鹽田村              庄廟              民國62年                  北門聖母分燈 
      新厝仔    永安宮  永安村、永華村      庄廟              同治10黏                  下茄萣媽祖分香    下茄萣金鑾宮  下茄萣、角宿 
────────────────────────────────────────────────────────────────────────────────────
彌陀  鹽埕過港  安樂宮  鹽埕村過港村        聯庄廟            民國50年    二三百年前    海港撿到                                            刈水香 
      下鹽埕    清和宮  光和村              庄廟              民國56年                  彌陀彌壽宮分香    彌陀彌壽宮    茄萣 
      彌陀      彌壽宮  彌壽彌靖彌仁彌陀    大廟              咸豐7年     咸豐7年以前   海港撈到、官設                  白沙屯              燕巢湖子內刈山香 
                        鹽埕過港光和海尾 
      海埔仔    朝天宮  海尾村1-5鄰         庄廟    大正元年  民國64年                  北港媽分香        北港朝天宮                        茄萣崎漏海邊刈水香 
      南寮      南聖宮  南寮村一部分        角頭廟            民國73年                  不詳                                                台南土城海邊刈水香 
      新庄仔    天南宮  南寮村18-22鄰       角頭廟            民國78年    日據時        不詳                                                二仁溪、蘇澳刈香 
────────────────────────────────────────────────────────────────────────────────────
梓官  大舍甲    大壽宮  大舍村              庄廟              昭和元年    明末          林姓私佛                                            布袋海邊刈香 
      赤崁      赤慈宮  赤東赤西赤崁村      庄廟              昭和4年     160年前       林姓漁民海中撈獲                                    興達港、林園汕尾刈水香 



────────────────────────────────────────────────────────────────────────────────────
岡山  前峰仔    惠峰宮  嘉峰里1-10鄰        庄廟              昭和3年                   角宿龍角寺分香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永安烏林投刈水香 
      五甲尾    聖母宮  嘉興里              庄廟              光緒3年                   孫姓私佛湄州引奉                北港、角宿、湄洲    不定點刈香 
      大埔      聖明里  華岡里8-10鄰        庄廟                          320多年前     杜姓私佛                                            興達港、旗後刈水香 
      岡山      壽天宮  唯仁壽天岡山平安    街廟              康熙51年                  台南天后宮分香    台南天后宮 
      下庄仔    聖母宮  大遼里1鄰           庄廟              民國61年    道光15年      五位異姓先民攜來                                    台南土城刈水香 
      劉厝      寶公宮  劉厝里              庄廟              30多年前    200多年前     劉姓湄洲攜來                                        彌陀南寮刈水香 
────────────────────────────────────────────────────────────────────────────────────
橋頭  五里林    天后宮  東林村西林村        庄廟              明治39年                  不詳              不詳 
      內庄      天后宮  筆秀村1-7鄰         庄廟              同治8年     明鄭          先民渡海攜湄洲媽                不定點 
      林仔頭    護安宮  筆秀村8-15鄰        庄廟                                        不詳                                                五里林典寶溪刈水香 
      橋頭      鳳橋宮  橋頭興糖橋南三村    庄廟              乾隆60年                  台南天后宮分香    台南天后宮                        橋頭鄉內刈山香 
      頂鹹田    天月宮  頂鹹村1-10鄰        庄廟              明治42年    康熙13年      角宿龍角寺分香    角宿龍角寺               彌陀舊港口、阿公店水庫刈水香 
────────────────────────────────────────────────────────────────────────────────────
燕巢  和尚庄    朝天宮  尖山村10-12鄰       庄廟              清末                      角宿龍角寺分香    角宿龍角寺    北港朝天宮          赤崁、蚵寮刈水香 
      麒麟巷    天后宮  金山村6-7鄰         庄廟                          日據時期      林姓私佛                        北港、台南          內門 
      角宿      天后宮  燕巢鄉里港鄉十三庄  大廟              乾隆38年    曹公任職之前  不詳                                        蚵寮、赤崁、安平、永安刈水香 
      下烏山    天后宮  深水村3鄰           庄廟              二十年前    與角宿媽同時  賴姓私佛                                            里港溪、高屏溪刈水香 
────────────────────────────────────────────────────────────────────────────────────
仁武  公館      聖松宮  仁福村6鄰           庄廟              民國81年    200多年前     吳姓私佛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考潭      天后宮  考潭村              庄廟              道光年間                  先民攜來                                            蚵仔寮 
────────────────────────────────────────────────────────────────────────────────────
鳳山  大廟口    雙慈亭  鳳山市              大廟                          乾隆18年      泉州媽祖廟分香    台南大天后宮  台南大天宮 
      一甲      美泰宮  正義一甲老爺富甲    庄廟              民國71年                  惠安烏石宮分香    惠安烏石宮    北港朝天宮 
      五甲      龍成宮  鎮南里富甲里        庄廟    乾隆年間  光緒12年                  先民攜來湄州媽 
      相思林    瑞安宮  瑞竹里8-10鄰        庄廟              光復後      300多年前     不詳                            台南大天后宮 
────────────────────────────────────────────────────────────────────────────────────
林園  海漧仔    進發宮  中門里6-11鄰        庄廟              同治年間                  不詳                            麻豆 
      中芸      鳳芸宮  中芸村鳳芸村        庄廟    百餘年前  明治31年                  沈船船客起祀                    北港或麥寮 
────────────────────────────────────────────────────────────────────────────────────
大寮  拷潭寮    慈后宮  三隆村一部分        庄廟              十幾年前                  張簡姓私佛                      東石鄉某廟 
      瑯岡仔    媽祖宮  過溪村1-4鄰         庄廟              民國76年    湄州媽        陳姓自湄洲攜來                  北港朝天宮 
────────────────────────────────────────────────────────────────────────────────────
大樹  嶺口      慈仙宮  鐘鈴村6-9鄰         庄廟              民國63年                  角宿龍角寺分香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樓仔      朝天寺  三和村4鄰           庄廟              日據時期                  不詳                            北港朝天宮 
      龍眼坑仔  順天宮  三和村9-11鄰        庄廟              十幾年前                  不詳                                                刈水香 
      山豬窟    和山寺  和山村              庄廟              昭和18年                  陳姓私佛                        北港朝天宮 
────────────────────────────────────────────────────────────────────────────────────
旗山  大林      天后宮  大林里7-9鄰         庄廟              民國72年                  羅姓私佛 
                                                                                        角宿龍角寺分身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旗山      天后宮  旗山街九里          街廟              嘉慶21年                  里港雙慈宮        鹿港天后宮    里港雙慈宮 
      手斤寮    廣清宮  廣福里              庄廟              光復後                    先民攜來                        北港、鹿耳門 
────────────────────────────────────────────────────────────────────────────────────
內門  溝坪      興天宮  溝坪村1-4鄰         庄廟              民國35年    200多年前     北港朝天宮分靈    北港朝天宮    北港朝天宮 
      龍潭      天后宮  東埔村1-5鄰         庄廟              民國65年                  角宿龍角寺分靈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 
      小烏山    北天宮  中埔村9-12鄰        庄廟    昭和4年   民國66年                  不詳                            台南大天后宮 
      中埔      龍角寺  中埔村1-6鄰         庄廟              大正10年    大正初年      角宿龍角寺香火    角宿龍角寺    角宿龍角寺包香火 
      虎頭山    慈雲宮  內東村1-4鄰         庄廟                                        不詳                            台南大天后宮 
────────────────────────────────────────────────────────────────────────────────────
杉林  木梓      朝峰宮  木梓村5-9鄰         庄廟              民國64年                  潘姓私佛                        北港朝天宮 
────────────────────────────────────────────────────────────────────────────────────
甲仙  甲仙      奉后宮  和安東安西安三村    庄廟              民國59年                  北港媽分身        北港朝天宮    北港、新港、鹿耳門 
      匏仔寮    玉天宮  寶隆村6-11鄰        庄廟              民國71年                  民家私壇奉祀                    北港朝天宮 
────────────────────────────────────────────────────────────────────────────────────
六龜  獅額頭    鳳新宮  新發村1-3鄰         庄廟              民國62年                  中港媽分身        中港慈裕宮    中港慈裕宮 
      紅水坑    聖天宮  六龜村21鄰          庄廟              大正2年                   鹿港天后宮分身    鹿港天后宮    鹿港、新港 
      中庄      天后宮  中興村1-18,21-22鄰  庄廟              民國34年    昭和一年      不詳                            鹿港、新港、北港 
      尾庄      聖母宮  中興村18-20鄰       庄廟              民國65年    民國40年      二林路德堂分身    二林路德堂    鹿港、二林 
                                                                                        鹿港天后宮分身    鹿港天后宮 
      大津      鳳津宮  大津村1-7鄰         庄廟              民國68年    民國54年      東石港口宮                      東石港口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