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 101 年度捐資興辦公益或慈善事業績優宗教團體核定獎勵名冊 

編號 區別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金額 

1 鳳山區 財團法人鳳山佛教蓮社 釋慧嚴 92,221,345 

2 大樹區 佛光山寺 釋心保 67,817,335 

3 三民區 高雄道德院 翁素珠 59,306,947 

4 苓雅區 高雄關帝廟 黃富濃 41,499,765 

5 左營區 佛光山南屏別院 釋覺元 30,772,373 

6 岡山區 岡山壽天宮 戴清福 19,505,476 

7 茄萣區 金鑾宮 施水金 18,912,800 

8 阿蓮區 光德寺 釋淨心 15,608,829 

9 內門區 內門紫竹寺 劉旺昌 14,046,181 

10 前鎮區 明善天道院 張明煌 13,732,082 

11 苓雅區 高雄意誠堂 洪榮豊 13,415,402 

12 鳥松區 正德佛堂 釋常律 12,581,782 

13 大樹區 高雄東照山關帝廟 李吉田 12,127,206 

14 三民區 玉皇宮 許文良 11,846,900 

15 前鎮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草衙朝陽寺 吳進雄 11,652,284 

16 三民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三塊厝興德團（三鳳宮)  陳明春 11,259,776 

17 鼓山區 打鼓岩元亨寺 釋淨明 11,082,242 

18 六龜區 財團法人一貫道神威天臺山天臺聖宮 林再錦 10,093,377 

19 前鎮區 天臺聖宮 姚武年 10,064,099 

20 三民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覆鼎金保安宮 鄭武才 9,806,311 

 



 

編號 區別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金額 

21 楠梓區 楠梓天后宮 林皆勝 9,696,610 

22 左營區 啟明堂 柯壽福 9,152,529 

23 鳳山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鳳山天公廟 黃順德 9,112,727 

24 彌陀區 濟山宮 孫福添 8,057,621 

25 鼓山區 代天宮 周和勝 7,971,755 

26 鹽埕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文武聖殿 黃綱担 7,842,354 

27 鳳山區 雙慈亭 蘇榮銓 7,339,110 

28 新興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鼓壽宮 蔡瑞彬 7,210,735 

29 旗山區 天后宮 葉冠億 7,200,000 

30 楠梓區 元帥廟 陳善慧 7,001,743 

31 苓雅區 財團法人高雄佛教堂 釋慧僧 6,057,968 

32 內門區 月慧山觀音禪院 釋慧深 5,766,792 

33 阿蓮區 薦善堂 林國棟 5,660,000 

34 苓雅區 萬應公廟 唐子建 5,486,105 

35 三民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大港保安宮 嚴榮源 5,472,283 

36 苓雅區 高雄港口慈濟宮 林秀珠 5,376,906 

37 鳳山區 紫竹林精舍 釋見頤 5,034,500 

38 三民區 高雄市褒忠義民廟 鄧崑耀 4,871,516 

39 茄萣區 賜福宮 吳福順 4,092,330 

40 左營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廍後北極殿 薛清正 4,090,000 

 



 

編號 區別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金額 

41 三民區 高雄市三民區灣子內朝天宮 鄧再昌 4,010,448 

42 鳳山區 龍成宮 黃振塊 3,718,085 

43 新興區 覺元寺 釋禪慧 3,684,084 

44 前金區 萬興宮 許崑源 3,614,451 

45 前鎮區 信徹禪寺 釋徹宗 3,560,090 

46 仁武區 古嚴寺 釋德華 3,500,000 

47 左營區 舊城城隍廟 李榮宗 3,494,780 

48 鼓山區 龍泉宮 王本煌 3,289,538 

49 左營區 天府宮 柯天爽 3,178,141 

50 左營區 左營元帝廟 黃慶國 2,933,912 

51 前鎮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佛公天后宮 郭枝聲 2,878,990 

52 楠梓區 楠梓代天府 林皆勝 2,861,954 

53 小港區 福德祠 歐文青 2,800,000 

54 前鎮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前鎮鎮南宮 張太能 2,474,932 

55 楠梓區 慈雲寺 釋戒慧 2,424,550 

56 仁武區 慈惠堂 楊光鎮 2,422,447 

57 左營區 靈霄寶殿 柳瑞惠 2,262,647 

58 苓雅區 安瀾宮 周正榮 2,228,070 

59 大社區 財團法人高雄縣大社鄉青雲宮 陳福財 2,186,498 

60 左營區 慈濟宮 張春粗 2,141,427 

 



 

編號 區別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金額 

61 前鎮區 慈明宮 黃土城 2,042,428 

62 前鎮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率性佛堂 吳明安 2,028,836 

63 林園區 林溪禪寺 釋淨心 2,000,000 

64 左營區 保善宮 楊義智 1,983,790 

65 三民區 龍池宮 何 平 1,964,289 

66 田寮區 斗姥廟 黃富濃 1,920,782 

67 苓雅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高雄教區 劉振忠 1,756,666 

68 苓雅區 鼓山亭 柯振昌 1,659,800 

69 苓雅區 北極金殿 林進良 1,644,900 

70 美濃區 千佛山福慧寺 釋若勍 1,620,000 

71 大社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大社區保元宮 梁振榮 1,599,250 

72 阿蓮區 超峰寺 釋天池 1,517,595 

73 小港區 九華山本願寺 釋寬融 1,500,000 

74 湖內區 財團法人一貫道興毅純陽聖道院 王昆德 1,489,414 

75 楠梓區 右昌一甲福德廟 俞 晟 1,456,679 

76 左營區 青雲宮 李進風 1,454,760 

77 苓雅區 北極殿 楊文柱 1,436,300 

78 鼓山區 地嶽殿 王焜燦 1,422,500 

79 左營區 埤子頭鎮福廟 柯振豐 1,420,339 

80 梓官區 通安宮 曾振輝 1,382,780 

 



 

編號 區別 宗教團體名稱 負責人 金額 

81 左營區 清水宮 李 進 1,335,840 

82 前金區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壽山中會 莊瀛仁 1,300,000 

83 楠梓區 聖雲宮 黃奕凱 1,297,100 

84 三民區 三教靈玄聖堂 陳鐘奇 1,256,794 

85 小港區 大坪頂正成宮 陳龍興 1,229,302 

86 楠梓區 三山國王廟 陳善慧 1,229,000 

87 阿蓮區 新超峰寺 釋能學 1,214,500 

88 楠梓區 鳳屏宮 黃奕凱 1,173,500 

89 阿蓮區 華山聖堂 林山鎮 1,137,900 

90 左營區 三山宮 余仕福 1,134,875  

91 旗津區 勸善社志德堂 莊先茂 1,130,560 

92 前鎮區 高雄市崗山仔南天府 陳春龍 1,118,358 

93 楠梓區 福德祠 黃奕凱 1,106,300 

94 左營區 元慶寺 陳志彗 1,101,890 

95 新興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華循理會聖光神學基金會 陳定川 1,076,943 

96 左營區 葫蘆尾福德廟 陳上柱 1,070,258 

97 林園區 三元殿 許再源 1,050,000 

98 內門區 內門南海紫竹寺 蔡瓊鳳 1,049,580 

99 旗津區 天聖宮 翁國振 1,034,798 

100 楠梓區 楠梓東門公廟 林皆勝 1,012,839 

 



合計 735,872,5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