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全國聖體大會—嘉義教區聖堂與週邊景點特搜 
以本教區聖堂〈朝聖地〉為主軸，鄰近著名景點為輔。 

一、雲林縣 
1. 聖堂：虎尾耶穌聖心堂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 77 號 
電話：05-6324312 

＊鄰近景點：虎尾糖廠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中山路 2 號(虎尾糖廠廠區內) 
電話：05-6321540 
 
＊鄰近景點：虎尾源順食品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科路 498 號 
電話：05-6221108 吳亞欣 小姐 
 
2. 聖堂：北港善牧堂 
地址：雲林縣北港鎮民有路 19 號 
電話：05-7820778 
＊鄰近景點：北港觀光大橋、中山路商區 
地址：雲林縣北港鎮中山南路底、中山路 
 
3. 聖堂：斗六聖玫瑰堂 (1882 年開教，迄今 136 年)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中華路 80 號 
電話：05-5322113 
＊鄰近景點：古坑綠色隧道 蜜蜂故事館 
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湳子路 88 號 
電話：05-5828255 導覽需預約 
 
4. 聖堂：石榴聖母升天堂 
地址：雲林縣斗六市榴中里石榴路 41 號 
電話：0988-203362 狄鐸 神父 
 
5. 聖堂：古坑耶穌聖心堂 
地址：雲林縣古坑鄉中華路 23 號 
電話：05-5824552 
＊鄰近景點：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  http://fancyworld.janfusun.com.tw/index.aspx 
地址：雲林縣古坑鄉永光村大湖口 67 號 
電話：05-5825789 
＊鄰近景點：華山文學步道、華山咖啡 
地址：雲林縣古坑鄉華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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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聖堂：斗南聖三堂  (1890 年開教，迄今 128 年)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新興街 42 號 
電話：05-5972245 

＊鄰近景點：他里霧文化園區 
地址：雲林縣斗南鎮南昌路 27 號 
電話：05-5962507 
 
7. 聖堂：鹿寮聖家堂 (1890 年開教，迄今 128 年) 
地址：雲林縣元長鄉鹿北村明鹿路 82 號 
電話：05-7982421 
＊鄰近景點：鹿北社區 
地址：雲林元長鄉鹿北村明鹿路 79-1 號 
電話：0920-270166 導覽需預約 
冷藏有機白精靈茹、杏鮑茹訂購：0975-019559 湯士賢 先生 
 
8. 聖堂：四湖聖文生聯合堂 
地址：雲林縣四湖鄉中正路 509 號   
電話：05-7875132    
＊鄰近景點：馬蹄蛤主題館 
地址：雲林縣口湖鄉金湖村養魚路 5-3 號 
電話：05-7970503 
 
＊鄰近景點：黃金蝙蝠生態館 
地址： 652 雲林縣水林鄉蘇秦村 1 號  
電話： 05-7921097  
 
9. 聖堂：西螺聖伯多祿堂 (1905 年開教，迄今 113 年)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中山路 287 號 
電話：05-5862139 

＊鄰近景點：西螺大橋親子公園戲水區、西螺老街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大橋路、延平路 
 
＊鄰近景點：瑞春醬油觀光工廠 
地址：雲林縣西螺鎮社口路 68-31 號 
電話：05-5882288 
 
10. 聖堂：土庫中華殉道聖人堂 

地址：雲林縣士庫鎮大同路 12 號 
電話：05-6622983 

＊鄰近景點：源順芝麻觀光油廠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23.57613,120.1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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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雲林縣土庫鎮成功路 1-62 號 
電話：05-6622574 
 
11. 聖堂：崙背聖母聖心堂  (1890 年開教，迄今 128 年) 

地址：雲林縣崙背鄉南光路 44 號 
電話：05-6967911 

＊鄰近景點：千巧谷牛樂園牧場 
地址：雲林縣崙背鄉羅厝村東興 182-32 號 
電話：05-6969845 
 
12. 聖堂：埔羌崙聖玫瑰堂  (1877 年開教，迄今 141 年) 

地址：雲林縣大埤鄉豐岡村 49 號 
電話：05-5912501 

＊鄰近景點：大埤酸菜館 
地址：雲林縣大埤鄉大德村民生路 665、667 號 
電話：05-5911071 
 
13. 聖堂：樹仔腳聖若瑟堂  (1890 年開教，迄今 128 年) 

地址：雲林縣莿桐鄉饒平村饒平路 167 號 
電話：05-5842747 

 
14. 聖堂：褒忠聖若瑟堂 

地址：雲林縣褒忠鄉中民路 149 號 
電話：0921-769534 
 

二、嘉義市/縣 
 
15. 聖堂：聖若望主教座堂 

地址：嘉義市民權路 62 號 
電話：05-2783045 

＊鄰近景點：嘉義公園(射日塔) 
地址：嘉義市啟明路 264 號 
電話：05-2744019 
 
＊鄰近景點：蘭潭風景區 
地址：嘉義市東區小雅路 
電話：05-2294593 

 
16. 聖堂：聖奧德堂 

地址：嘉義市忠孝路 50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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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5-2783045 
 
17. 聖堂：聖母七苦堂 

地址：嘉義市民生北路 92 號 
電話：05-2223239 

 
18. 聖堂：聖神堂 

地址：嘉義市博愛路一段 315 號 
電話：0937-650679 伍主席 
 

19. 聖堂：聖若瑟模範勞工堂 (田耕莘樞機紀念堂) 
地址：嘉義市吳鳳南路 268 號 
電話：05-2279482 
 

20. 聖堂：竹崎天主之母堂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民生路 6 號 
電話：05-2611047 

＊鄰近景點：竹崎親水公園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中正路 96 號 
電話：05-2611181 
 
＊鄰近景點：半天岩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大華公路(159 甲縣道) 
 
＊鄰近景點：觀音瀑布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溪心寮 
 
＊鄰近景點：柿子工廠 (飲冰柿茶集)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下坑村菜公店 109-1 號 
 
＊鄰近景點：阿里山森鐵竹崎車站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竹崎村舊車站 11 號 
 
＊鄰近景點：竹崎老店肉圓羊肉湯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中正路 1 號 
 
21. 聖堂：內埔小德蘭堂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元興路 134 號 
電話：05-253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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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聖堂：中埔基督君王堂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中埔村中正路 80 號 
電話：05-2531178 

 
23. 聖堂：頂六聖母無玷聖心堂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 33 號 
電話：05-2531178 

＊鄰近景點：阿霞肉粽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富收村頂中下街 67 號之 1 
電話：05-2300412 
 
＊鄰近景點：獨角仙休閒農場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石硦村 15 鄰 45 號 
電話：05-2030666 
 
＊鄰近景點：綠盈牧場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鹽館村 4 鄰 2-3 號 
電話：05-2538505 
 
＊鄰近景點：石硦林場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嘉 135-2 鄉道 
電話：露營請洽觀光發展協會 葉先生 0928163886 
 
＊鄰近景點：吳鳳廟 
地址：嘉義縣中埔鄉社口 1 之 3 號 
 
24.聖堂：阿里山法蒂瑪聖母堂逐鹿分堂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梅花七路 1 巷 1 號 
電話：0921-554111 鄭梅英 姊妹 

 
＊鄰近景點：觸口自然教育中心(樹木銀行)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新福村 1 鄰五虎寮 18 號  
電話：05-2590211 
＊鄰近景點：天長地久 
地址：嘉義縣番路鄉觸口村 
 
25.聖堂：奮起湖天使堂 

地址：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 26 號 
電話：05-2561134 

＊鄰近景點：奮起湖火車站、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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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嘉義縣竹崎鄉中和村奮起湖 168 號之 1 
 
＊鄰近景點：阿里山森林鐵路 訂票網頁 https://www.railway.gov.tw/Alishan-
tw/index.aspx?sn=18065&n=20641 
票務諮詢專線：05-2768094、05-2256918 
 
26.聖堂：阿里山福若瑟服務中心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中山村 57 號 
電話：05-2679602 

＊鄰近景點：阿里山國家風景區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RA/RA_1_1.aspx?RA_ID=0500001 
地址：嘉義縣阿里山鄉中正村 59 號 
 
27.聖堂：朴子基督君王堂 

地址：嘉義縣朴子市文明路 1-9 號 
電話：05-3792704 

＊鄰近景點：蒜頭糖廠蔗埕文化園區 
地址：嘉義縣六腳鄉工廠村 1 號 
電話：05-3800735 
 
＊鄰近景點：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 
地址：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 888 號  
電話：05-3620777 
 
28.聖堂：新港耶穌救世主堂 

地址：嘉義縣新港鄉古民街 15 號 
電話：05-3743365 
 

29.聖堂：義竹聖若瑟堂 
地址：嘉義縣義竹鄉仁里村 423-1 號 
電話：05-3411108 

 
30.聖堂：布袋聖母聖心堂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博愛街 18 號 
電話：05-3475097 

＊鄰近景點：高跟鞋教堂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海興街 
 
＊鄰近景點：布袋鹽場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龍江里新厝仔 8 號 

https://www.railway.gov.tw/Alishan-tw/index.aspx?sn=18065&n=20641
https://www.railway.gov.tw/Alishan-tw/index.aspx?sn=18065&n=20641
http://recreation.forest.gov.tw/RA/RA_1_1.aspx?RA_ID=05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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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近景點：布袋漁港觀光漁市 

地址：嘉義縣布袋鎮中山路 3 號 

 
＊鄰近景點：布袋港潮間帶休閒生態館 
地址  嘉義縣布袋鎮中正路 1 號  
電話  05-3475555 
 
31.聖堂：東石耶穌聖心堂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東石村 30 號 
電話：0938872279 林神父 

＊鄰近景點：鰲鼓溼地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西方（四鼓社區） 
電話 05-3601801 
 
＊鄰近景點：漁人碼頭 
地址：嘉義縣東石鄉彩霞大道 420 號 
 
32.聖堂：梅山中華聖母堂  (1913 年開教，迄今 105 年) 

地址：嘉義縣梅山鄉社教路 3 號 
電話：05-2621410 

＊鄰近景點：太平風景區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 
 
＊鄰近景點：太平雲梯 
(需一個月前自行上網預約 https://www.taipingbridge.tw/) 
地址：嘉義縣梅山鄉太平村下坑仔 5 號 
電話：(05)2571215 
 
＊鄰近景點：觀音山及圳北休閒步道 
  地點：梅山鄉海東村圳北社區 
＊鄰近景點：梅山公園 
 地址：嘉義縣梅山鄉梅南村梅仔山 9-1 號 
 
＊鄰近景點：雲潭大瀑布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 
 
＊鄰近景點：竹坑溪步道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瑞峰村 
 
＊鄰近景點：圓潭自然生態園區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23.37681,120.15469
https://www.google.com.tw/maps/place/23.50776,120.14
https://www.taipingbridge.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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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嘉義縣竹崎鄉瑞里一號橋 
電話：(05)2502026 
 
＊鄰近景點：瑞太古道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瑞里村 
 
＊鄰近景點：碧湖觀光茶園 
 地點：梅山鄉碧湖村  
 
＊鄰近景點：二尖山 
 地點：嘉義縣梅山鄉龍眼村 
 
33.聖堂：大林聖母無原罪堂 

地址：嘉義縣大林鎮東榮街 40 號 
電話： 0912-745373 謝主席 

＊聖若瑟加爾默羅聖衣會隱修院興建中(地址：嘉義縣大林鎮中坑里沙崙 198 號 
原沙崙天主堂)  
 
34.聖堂：水上露德聖母堂 

地址：嘉義縣水上鄉水上村正義路 200 號 
電話：05-2689231 

＊鄰近景點：品皇咖啡觀光工廠 
地址 嘉義縣太保市春珠里 3 鄰 85-18 號 
電話 05-3713299 
 
35.聖堂：民雄小德蘭堂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文化路 28-1 號 
電話：05-2265508 

＊鄰近景點：旺萊山鳳梨文化園區 
地址：嘉義縣民雄鄉三興村陳厝寮 1-3 號 
電話：05-2720696 
 
歡迎來「嘉」朝聖企淘，本教區聖堂與週邊景點皆提供電話，請先電話預約或

詢問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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