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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第66屆執行委員會
主    席：粘碧鳳牧師  (02)2932-2793分機205   教育訓練部長：穆俊彥牧師  (04)2263-5002 婦女部長：傅李怡瑩師母 (04)2462-5559

副主席：黃烱榕牧師  (03)4920-146   財務管理部長：楊錫輝弟兄  (03)4518-921 弟兄部長：方智弟兄         (02)2225-3335

國內傳道部長：楊德仁牧師  (04)2287-6653   社會服務部長：王大偉傳道  (02)2275-5254 青年部長：黃心誠牧師     (06)2133-172

  研究發展部長：彭彥禎牧師  (02)2368-7582 兒童部長：陳淑貞牧師     (03)8222-162

大陸事工部長：詹天來牧師  (02)2600-1132

聯會辦事處
位　址：100007台北市中正區懷寧街47-1號二樓 總  幹  事：晏子年牧師     分機211      yen@twbap.org.tw

電　話：(02)2381-3283 行政主任：李景雯姊妹　  分機212      ginalee@twbap.org.tw

傳    真：(02)2331-6912 事工主任：童慶鈞弟兄　  分機216      tung1967@twbap.org.tw

E- Mail：cbc@twbap.org.tw 牧養主任：蔡麗敏傳道      分機213      liming@twbap.org.tw

網　站：http://www.twbap.org.tw 庶　　務：王謹暉姊妹      分機215      jillwang@twbap.org.tw

郵政劃撥奉獻專戶：00009748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浸信會聯會 會　　計：江旻芬姊妹      分機214      michelle0327@twbap.org.tw
統一編號：04139815 媒體資訊：潘彥旻弟兄      分機217

教會名稱 傳道同工 電話 傳真 郵號 縣市 區域 地址

台北市 (教會 :45所   佈道所 :14所 )
懷寧浸信會 朱治中牧師 (02)2361-0431 (02)2314-3386  100007 台北市 中正區 懷寧街49號
浸信會華山雙福堂 李朝成牧師 (02)2396-1006 100012 台北市 中正區 林森北路9巷9號
浸信會仁愛堂 柯定中傳道 (02)2397-1282 (02)2341-0968 100013 台北市 中正區 八德路一段11號
廈門街浸信會 彭彥禎牧師 (02)2368-7582 (02)2368-0102 100038 台北市 中正區 廈門街81巷20號
安提阿浸信會 黃淑靖牧師 (02)3365-2942 (02)3365-2943 100043 台北市 中正區 師大路159號2樓
台北浸信會我們教會 莊懷駟牧師 (02)2537-5469 (02)2537-5496 104001 台北市 中山區 中山北路一段121巷32號
浸信會真光堂 李乾虎牧師 (02)2597-7404 (02)2598-3038 104028 台北市 中山區 中山北路二段183巷3號
浸信會頌德堂 陳慧子牧師 (02)2713-0460 (02)2713-0484  105001 台北市 松山區 民族東路706號2樓
浸信會頌恩堂 徐敬衡牧師 (02)2713-6095 (02)2712-4500  105002 台北市 松山區 敦化北路145巷30號
美仁浸信會 廖澤一牧師 (02)2579-2065 (02)2579-6689 105048 台北市 松山區 八德路三段106巷106號
浸信會沐恩堂 翁漢義牧師 (02)2768-6926 (02)8787-0776 105062 台北市 松山區 南京東路五段251巷45號
浸信會錫安堂 應梅君牧師 (02)2768-8684 105609 台北市 松山區 南京東路五段343號4樓
新希望浸信會 何清道牧師 (02)2760-7380 (02)2760-7405 105013 台北市 松山區 民生東路五段119號4樓
　林口新希望浸信會 何清道牧師 (02)2608-9601 (02)2608-9621 244017 新北市 林口區 文林六街62巷11號
　浸信會愛加倍教會 阮琦賢牧師 (02)2675-9088 238007 新北市 樹林區 大安路113號2樓
三民路浸信會 鍾昌貴牧師 (02)2763-0414  (02)2769-4800  105014 台北市 松山區 三民路107巷7號之13，2樓
浸信會慕義堂 周素芬牧師 (02)2363-4559 (02)2367-9006 106012 台北市 大安區 羅斯福路二段117巷1號
　浸信會信愛堂 周素芬牧師 (02)2363-4559 (02)2367-9006 106012 台北市 大安區 羅斯福路二段117巷1號
正義浸信會 張宏源牧師 (02)2741-3314              106085 台北市 大安區 仁愛路三段123巷13弄1之5號
　玉成分會 (02)2785-4146              115009 台北市 南港區 玉成街237號2樓
世界之光浸信會 黃    恩牧師 0909-880-402 106019 台北市 大安區 羅斯福路三段283巷14弄20號B1

浸信會懷恩堂 吳榮滁牧師 (02)2362-5321 (02)2362-7975 106021 台北市 大安區 新生南路三段90號
浸信會潮恩堂 程惠明牧師 (02)2738-2641 (02)2738-2754 106051 台北市 大安區 通化街123巷32號1樓
浸信會信德堂 姜敬哲牧師 (02)2325-3012  (02)2704-0953 106096 台北市 大安區 敦化南路一段362號6樓
浸信會光復堂 戴義奎牧師 (02)2711-0185 (02)2731-9397 106061 台北市 大安區 光復南路280巷35號
　浸信會長庚光復堂 洪添順牧師 (03)2115-726 333604 桃園市 龜山區 長庚醫護新村223號1樓
東園街浸信會 黃榮麟牧師 (02)2307-6830 (02)2309-9913 108042 台北市 萬華區 寶興街188巷29號
青年公園浸信會 王  宏牧師 (02)2301-5173  (02)2304-5117 108052 台北市 萬華區 中華路二段416巷7號1樓之一
浸信會宣恩堂  (02)2738-4660 (02)2733-3111 110010 台北市 信義區 吳興街214號
浸信會台北東區牧心堂 葉鴻棋牧師 (02)2729-4466 (02)8780-4310 110021 台北市 信義區 松仁路228巷7弄2號地下1樓
　浸信會台北南區牧心堂 葉鴻棋牧師 (02)2939-9300 116012 台北市 文山區 新光路一段147號1樓
    新酒浸信會 盧哲盛牧師 0953-901-719 414613 台中市 烏日區 三榮路一段423號
浸信會聖恩堂 吳銘恩傳道 (02)2738-5123  (02)2736-6553  110008 台北市 信義區 嘉興街214號
虎林街浸信會 何紹倫牧師 (02)2727-8676 (02)2727-4371 110030 台北市 信義區 虎林街222巷35號1樓
浸信會信望愛台北教會 王振亞牧師 (02)2765-5919 110072 台北市 信義區 虎林街74巷16-28號B1

浸信會慈光堂 李慎政牧師 (02)2841-2290 (02)2841-2977 111003 台北市 士林區 中社路一段43巷1號1樓
士林浸信會 陳俊明牧師 (02)2833-0304 (02)2831-6643 111008 台北市 士林區 中山北路五段751巷9號
各各他浸信會 林嘉恩牧師 (02)2831-3458 (02)2838-5792 111014 台北市 士林區 仰德大道二段21號
陽明浸信會 蕭富禮牧師 (02)2834-8306 (02)2834-0583 111079 台北市 士林區 福國路19號B1.

　沙崙浸信會 徐秀娟傳道 (02)2805-5766 251015 新北市 淡水區 中正路二段12號3樓
劍潭浸信會 李純求牧師 (02)2885-2654 (02)2885-0237 111055 台北市 士林區 承德路四段12巷71號
浸信會真理堂 張昭華傳道 (02)2891-6431 (02)2891-0052 112056 台北市 北投區 復興四路24號
　浸信會道路堂 郭玉植牧師 (02)2894-9082 112055 台北市 北投區 中央北路四段456巷5弄1號
　浸信會生命堂 張百年牧師 (02)2944-3889 235076 新北市 中和區 景新街423巷4號1樓
石牌浸信會 李亞娜傳道 (02)2821-3734 (02)2827-9341 112033 台北市 北投區 吉利街259巷7之2號2樓
　浸信會北投青草地教會 李林麗玲師母 (02)2891-4231 (02)2891-3506 112063 台北市 北投區 磺港路8號9樓
浸信會振恩堂 郭宗岳傳道 (02)2820-4141    (02)2820-4141 112053 台北市 北投區 榮華三路47號1樓
內湖浸信會 魯王明珠師母 (02)2790-5510             114023 台北市 內湖區 內湖路二段380號3樓
浸信會榮恩堂 柴仲治牧師 (02)2790-6286 (02)2792-6187 114023 台北市 內湖區 內湖路三段143巷11號
大道浸信會 徐榮成牧師 (02)2791-1559 (02)2791-1580 114031 台北市 內湖區 新明路161號7樓
西塔浸信會 陳美萃牧師 (02)8792-3258 114022 台北市 內湖區 星雲街152號B1

南港浸信會 毛恩賜牧師 (02)2783-9117 (02)2653-0733 115028 台北市 南港區 興華路62號
　東湖浸信會 (02)2631-8144  (02)2634-0256 114039 台北市 內湖區 康樂街124號2樓
　浸信會南港慕義堂 張君尉傳道 (02)2785-7320 115011 台北市 南港區 忠孝東路七段570號2樓
　佳恩浸信會 李文鎊傳道 (02)2469-0766 202014 基隆市 信義區 深溪路51號2樓

   教會187所 ﹝含國外8所﹞  佈道所61所     總計248所

中華基督教浸信會堂會、機構通訊錄

國外傳道部長：陳建萱傳道  0920-122-261

    oliver@twbap.org.tw



木柵浸信會 周瑪琍牧師 (02)2938-4545 (02)2937-9222 116020 台北市 文山區 木新路三段258號
萬芳浸信會 連虔誠牧師 (02)2230-3518 (02)2239-8547 116025 台北市 文山區 萬美街一段19巷5號一樓
浸信會義美堂 戴主榮牧師 (02)2932-2793 (02)2933-8772 116558 台北市 文山區 景興路233號1樓
景美浸信會 黃主用牧師 (02)2931-4144 (02)2931-6791 116053 台北市 文山區 育英街63號

新北市 (教會 :30所   佈道所 :7所 )
恩光浸信會 鍾金貴牧師 (02)2969-8295 (02)2969-8295 220051 新北市 板橋區 北門街61號
浸信會板橋牧心堂 賴正輝牧師 (02)2955-5350 (02)2955-5350 220066 新北市 板橋區 國慶路206號2樓
浮洲浸信會 王大偉傳道 (02)2275-5254 (02)2275-3605 220100 新北市 板橋區 大觀路二段153巷45號
板橋浸信會 蘇怡忠牧師 (02)2966-2057 (02)2272-8365 220056 新北市 板橋區 南雅南路一段27號
仁愛浸信會 錢麗蓉牧師 (02)2955-0629 (02)2956-9564 220789 新北市 板橋區 貴興路80號地下樓
忠山浸信會 阮寶珠牧師 (02)2643-2159 (02)2643-2159 221024 新北市 汐止區 忠三街7號1樓
中興浸信會 謝建中牧師 (02)2695-8577             221017 新北市 汐止區 康寧街541巷12弄22號2樓
汐止浸信會 張德鈺牧師 (02)2642-6470 221029 新北市 汐止區 民生街7號
讚美浸信會 錢介熙牧師 (02)2643-9822 (02)2641-7404 221032 新北市 汐止區 伯爵街2巷1號
新店浸信會 袁台清牧師 (02)2911-6250 (02)2914-2434 231026 新北市 新店區 光明街286巷13號
　高雄種子浸信會 楊婷琇牧師 (07)5551-603 (07)5552-473 804405 高雄市 鼓山區 美術南三路230號
　浸信會大村教會  (02)2218-4798  (02)2218-4798 231023 新北市 新店區 民權路161號5樓
中央浸信會 郭洪生牧師 (02)2219-8073 (02)2219-5342  231034 新北市 新店區 中央新村三街15號
青潭浸信會 周秉毅傳道 (02)2217-3724 (02)2217-7332 231041 新北市 新店區 北宜路二段267巷2號
喜樂浸信會 張宇科傳道 (02)8666-2541 (02)8666-2541 231052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康路一段207巷8-1號
安康浸信會 黃啟芳傳道 (02)2211-6182 (02)2211-6182 231046 新北市 新店區 安德街71巷22號1樓
浸信會中和堂 陳重富牧師 (02)2921-3407 (02)2927-1322 234014 新北市 永和區 永和路一段155號
永和浸信會 陳怡怜傳道 (02)2923-5705 (02)2920-9928 234045 新北市 永和區 中正路277號地下樓
浸信會中和牧心堂 葛慧芳牧師 (02)2221-7186 (02)8228-1608 235032 新北市 中和區 連城路523巷13弄2號
　浸信會土城牧心堂 王識超傳道 (02)2260-1264 (02)2260-1264 236012 新北市 土城區 清水路98巷3弄31號
　浸信會桃園市牧心堂 葛慧芳牧師 (03)3715-883 330042 桃園市 桃園區 介壽路352號
浸信會中和感恩堂 裘士元傳道 (02)2242-1617            235046 新北市 中和區 中興街161巷9弄5號
浸信會南景堂 蕭詠耀牧師 (02)2949-0568 (02)2949-3814 235050 新北市 中和區 興南路一段34巷2號
浸信會信心堂 汪筱蘭牧師 (02)2946-9749              235082 新北市 中和區 秀朗路三段10巷21弄2號
土城浸信會 劉黃雲基傳道 (02)2260-3183             236034 新北市 土城區 中央路二段278巷6之3號2樓
　三峽幸福浸信會 金鍾勳牧師 0970-133-896 237006 新北市 三峽區 民生街106-2號4樓
　浸信會奔跑教會 李星九牧師 (03)5821-712 310019 新竹縣 竹東鎮 富榮街95巷1號
中央全美浸信會 陳正楊牧師 (02)2675-4373 238009 新北市 樹林區 大安路530號1樓
好鄰居愛心浸信會 譚志輝牧師 (02)2974-7363 (02)2974-8234 241522 新北市 三重區 重新路三段188號2樓之2

三重中央浸信會 金學千牧師 (02)2978-9262 (02)2975-2250 241010 新北市 三重區 集美街148號2樓
新莊浸信會 (02)2993-1485 (02)8991-9707 242009 新北市 新莊區 建興街4號

浸信會光塩教會 賴張崇岐傳道 (02)2998-2723 (02)2990-3778 242027 新北市 新莊區 立信三街25之3號1樓
新樹浸信會 陳莎崙牧師 (02)2202-1180 (02)2202-1180 242064 新北市 新莊區 新樹路295號之3

　桃園朝恩浸信會 于明德牧師 (03)3543-121  338002 桃園市 蘆竹區 海山路一段174號
浸信會歸主堂 李路得牧師 (02)2201-2548 242072 新北市 新莊區 四維路97巷2號4樓
林口浸信會 詹天來牧師 (02)2600-1132  (02)2609-0084 244022 新北市 林口區 文化二路一段266號5樓之2

德音浸信會 徐瑞翔牧師 (02)2292-5638 (02)2292-5638 248009 新北市 五股區 自強路90巷12號

基隆區 (教會 :8所   佈道所 :5所 )
浸信會復興堂 劉肇陽牧師 (02)2422-4731 (02)2421-1811 200013 基隆市 仁愛區 復興街48號
浸信會榮光堂 偕立群牧師 (02)2422-4384 (02)2422-4220 200011 基隆市 仁愛區 仁一路297號
基隆浸信會 黃榮基牧師 (02)2422-3045 (02)2427-5335 201015 基隆市 信義區 信二路272號
浸信會豐盛教會 廖錦來牧師 (02)2469-7566 202011 基隆市 中正區 新豐街251巷2弄3號3樓
浸信會聖光堂 譚國才牧師 0905-253-133      

　過港聖光堂 柯耀庭牧師 (02)2458-1854 (02)2458-4060 205002 基隆市 暖暖區 過港路92號
　安樂聖光堂 黃德城牧師 (02)2430-1854 (02)2430-1854 204014 基隆市 安樂區 樂利二街62巷273號地下樓
　暖暖聖光堂 林高玄牧師 (02)2457-3539 205006 基隆市 暖暖區 東勢街28-1號
　東岸聖光堂 曾傳明傳道 (02)2421-1812 201015 基隆市 中正區 信二路296-1號2樓
碇內浸信會 宣承義牧師 (02)2457-8155 (02)2459-0797 205008 基隆市 暖暖區 源遠路277巷25-1號
　榮美浸信會 李賢民牧師 (02)2468-5331 202010 基隆市 信義區 教忠街194巷8號
　浸信會海大國際教會 邵昇萍傳道 0935-792-597 202301 基隆市 中正區 北寧路2號海大學生活動中心
浸信會七星堂 (02)2456-2846 206004 基隆市 七堵區 南興路86號
宜蘭浸信會 張啟煒牧師 (039)330-320 (039)328-267 260010 宜蘭縣 宜蘭市 軍民路5巷66號

中桃區 (教會 :12所   佈道所 :6所 )
中壢浸信會 (03)4934-764 (03)4916-381  320005 桃園市 中壢區 民族路53號
　永豐浸信會 湯佐進牧師 (03)3796-595              330035 桃園市 桃園區 龍壽街81-11號2樓
　青埔浸信會 (03)422-0395 320014 桃園市 中壢區 永平街22號
華勛浸信會 楊樹明牧師 (03)4650-177 (03)4361-460 320035 桃園市 中壢區 華勛街163巷60號
浸信會恩惠堂 姜復華傳道 (03)4518-921 (03)4553-343  320071 桃園市 中壢區 新中北路416巷10號
　三安福音中心 呂月珍傳道 (03)4604-630 324027 桃園市 平鎮區 龍南路430巷53號
浸信會迦南堂 周緯嘉牧師 (03)4561-161 (03)4373-022 320053 桃園市 中壢區 龍岡前龍街21號
平鎮浸信會 黃烱榕牧師 (03)4920-146 (03)4024-303 324009 桃園市 平鎮區 廣泰路303號

    沙龍浸信會 潘俊達傳道 0952-293-695 325025 桃園市 龍潭區 中豐路317號3樓
石門浸信會 陳明正牧師 (03)4712-542 (03)4713-158 325006 桃園市 龍潭區 文化路87號
　內壢浸信會 江登考牧師 (03)4620-561 320031 桃園市 中壢區 莊敬路766號2樓
浸信會百年教會 林子傑牧師 (03)4993-062 (03)4991-533 325020 桃園市 龍潭區 百年三街49號
龍潭浸信會 洪程學禮牧師 (03)4706-156 325027 桃園市 龍潭區 龍華路228號
埔心浸信會 李崇信牧師 (03)4829-405 (03)4829-405 326010 桃園市 楊梅區 埔心漢昌街15號
浸信會我們教會 莊懷駟牧師 (03)3345-354 (03)3345-205 330004 桃園市 桃園區 三民路三段182號3樓
浸信會溢恩堂 李路加牧師 (03)3353-106 (03)3327-911 330014 桃園市 桃園區 東國街55號



　浸信會吉貝佈道所 穆玲玲牧師 (06)9911-500 884044 澎湖縣 白沙鄉 吉貝村8-15號
真愛浸信會 宋提多牧師 (03)2173-736 (03)2173-071 330033 桃園市 桃園區 國豐三街140號5樓

新竹區 (教會 :7間   佈道所 :2所 )
新竹浸信會 洪志宏牧師 (03)5236-737 (03)5259-419   300024 新竹市 北區 北大路202號
　浸信會新豐磐石教會 王獻堂牧師 (03)5590-005 (03)5590-005 304108 新竹縣 新豐鄉 建興路二段710號
　浸信會自由教會 簡銘良牧師 0938-510-263 234637 新北市 永和區 中和路421巷3弄15號1樓
浸信會新人堂 王維真牧師 (03)5326-580 (03)5326-580 300013 新竹市 北區 武陵路27號
東山街浸信會 楊良楚牧師 (03)5736-578              300039 新竹市 東區 東山街62號
比拉迦浸信會 林文欽牧師 (03)5257-677 300031 新竹市 東區 公園路218號2樓
浸信會新城國度使命教會 孟德芸牧師 (03)5748-174 (03)5748-175 300043 新竹市 東區 新源街132號

浸信會LGC主恩教會 王盛興牧師 (03)5163-312  300195 新竹市 東區 光復路二段285號8樓之2

湖口浸信會 林東尼牧師 (03)5990-445 (03)5905-770 303031 新竹縣 湖口鄉 民生街152號

台中區 (教會 :31所   佈道所7所 )
竹南浸信會 裴仲民牧師 (037)460-650   (037)460-650 350011 苗栗縣 竹南鎮 自由街92號
苗栗浸信會 陳宏龍牧師 (037)350-584 (037)370-312 360003 苗栗縣 苗栗市 郵電街8號
建德浸信會 徐國豪牧師 (04)2281-5161 (04)2281-9011  401014 台中市 東區 建德街200號
恩光堂浸信會 楊德仁牧師 (04)2287-6653 (04)2285-1465  402010 台中市 南區 國光路225號
浸信會恩典堂 穆俊彥牧師 (04)2263-5002 (04)2263-0021 402015 台中市 南區 美和街131號
台中浸信會 蔡愛珍傳道 (04)2222-3331 (04)2222-1584 403002 台中市 西區 自由路一段99號
浸信會華恩堂 高平豐牧師 (04)2201-9690 (04)2201-9690 404008 台中市 北區 中華路二段132號
大使命浸信會 吳永昆傳道 (04)2298-8713 (04)2298-8930 404696 台中市 北區 中清路一段447號9樓之2

北屯浸信會 (04)2231-7366 (04)2233-0901 406017 台中市 北屯區 興安路一段18號
貿易九村浸信會 張文弟牧師 (04)2425-5546 (04)2425-5560 406040 台中市 北屯區 經貿路一段600號
　浸信會嶺東迦南教會 張定松牧師 (04)2381-3473 (04)2254-0938 408020 台中市 南屯區 義芳街79號1樓
上石里浸信會 梁克丞牧師 (04)2451-4593 (04)2451-4593 407037 台中市 西屯區 慶和街91號
青海路浸信會 (04)2312-6635   (04)2312-6635 407036 台中市 西屯區 青海路二段151號4樓
水湳浸信會 施能智牧師 (04)2291-6821 (04)2291-6821  407047 台中市 西屯區 中清路二段213號
　磐石浸信會 張柏盛傳道 (04)2560-3677 428321 台中市 大雅區 學府路76巷15號
麥子浸信會 傅康展牧師 (04)2462-5559 (04)2462-5559 407003 台中市 西屯區 福順路637號
活水浸信會 唐定新牧師 (04)2473-7528 (04)2472-7524 408448 台中市 南屯區 文心南五路一段321號
　活水育田社區關懷中心 唐定新牧師 (04)8830-205 522012 彰化縣 田尾鄉 南曾村光復路二段91號
合一浸信會  (04)2483-6114 (04)2483-4477 412002 台中市 大里區 中興路二段438號7樓
大里浸信會 黃敏隆傳道 (04)2486-5700 (04)2482-8130 412001 台中市 大里區 新南路74-1號
豐原浸信會 呂重生牧師 (04)2524-3497 (04)2527-5576 420001 台中市 豐原區 瑞安街179巷45號
東勢浸信會 黃秀霞傳道 (04)2587-9411 (04)2577-3189 423021 台中市 東勢區 吉祥街10號
大成浸信會 (04)2536-3975             427005 台中市 潭子區 大成街92巷4號
浸信會得恩堂 黃德勝牧師 (04)2532-9468 (04)2533-6976 427007 台中市 潭子區 大德南路16號
潭子浸信會 李家文傳道 (04)2532-9880             427011 台中市 潭子區 潭子街三段潭秀巷53號
理想國浸信會 湯智翔牧師 (04)2631-7821              434012 台中市 龍井區 藝術北街23號
浸信會我們教會台中堂 王敬賢牧師 (04)2622-3712 (04)2622-3712 436109 台中市 清水區 中山路79號
堅信浸信會 蘇春男牧師 (04)7618-334 (04)7618-334 500043 彰化縣 彰化市 彰鹿路120巷150弄39號
彰化浸信會 王惠嵩牧師 (04)7232-784 (04)7236-721  500054 彰化縣 彰化市 公園路一段10號
鹿港浸信會 姚建森牧師 (04)7775-354             505029 彰化縣 鹿港鎮 民權路101號
中興新村浸信會 陳素敏牧師 (049)235-9767 (049)235-8125 540007 南投縣 南投市 中正路220號
嘉義浸信會 李耿全牧師 (05)2220-128 (05)2283-245  600013 嘉義市 西區 文化路81號

　浸信會鹿谷E愛教會 簡廉政牧師 (049)275-0932 558004 南投縣 鹿谷鄉 廣興村中正路一段8號
　傳愛浸信會 黃國雄牧師 (05)2723-072 621014 嘉義縣 民雄鄉 正大路一段372號
民生浸信會 林朝富牧師 (05)2352-447 (05)2837-167 608014 嘉義縣 水上鄉 民生村成功街7巷22號
虎尾浸信會 廖閔郎傳道 (05)6328-081 (05)6320-853 632004 雲林縣 虎尾鎮 水源路2號
　雲林浸信會 林銀桂牧師 (05)6312-880 632111 雲林縣 虎尾鎮 工專路120號
　崙背浸信會 洪正志傳道 0982-700-413 637104 雲林縣 崙背鄉 大同路105巷14號

台南區 (教會 :9所   佈道所 :0所 )
台南浸信會 黃心誠牧師 (06)2133-172 (06)2146-172 700016 台南市 中西區 府前路一段235號
健康路浸信會 吳宗霖傳道 (06)2149-443 (06)2150-451 700022 台南市 中西區 健康路一段340號
浸信會恩慈堂 林志遠傳道 (06)2341-694 (06)2088-607 701006 台南市 東區 大學路14號
浸信會三一堂 石名昇傳道 (06)2153-131 (06)2158-541 702029 台南市 南區 大同路二段366號
浸信會宏恩堂 林環洲牧師 (06)2523-253 (06)2523-253  704006 台南市 北區 北門路二段374號
公園路浸信會 高佳美牧師 (06)2517-313 (06)2517-313 704030 台南市 北區 公園路540號
新營浸信會 蔡志清牧師 (06)6322-160 (06)6322-160 730025 台南市 新營區 富源街14號
岡山浸信會 張堅石牧師 (07)6250-650 (07)6268-337 820007 高雄市 岡山區 介壽西路54號
浸信會真道堂 鄭劉順雲傳道 (07)6109-155              827009 高雄市 彌陀區 中正南路45號

高屏區 (教會 :22所   佈道所 :4所 )
浸信會文化堂 李天賜牧師 (07)2018-251 (07)2219-053  800004 高雄市 新興區 文橫二路146號
高雄浸信會 高百克牧師 (07)2377-234 (07)2366-065  800010 高雄市 新興區 中正三路102號
和平浸信會 蔡仁傑牧師 (07)7618-842 (07)7213-689 802042 高雄市 苓雅區 四維二路101號
明誠浸信會 劉午平牧師 (07)5530-371 (07)5538-976 804617 高雄市 鼓山區 文信路335號7樓A座
　左營浸信會 王貞勇牧師 (07)5564-989 813018 高雄市 左營區 富民路291號3樓
福德浸信會 蔡美惠傳道 (07)7230-323 (07)7262-600 806015 高雄市 前鎮區 瑞信街25號
愛群浸信會 黃淑華牧師 (07)3336-115 806001 高雄市 前鎮區 南天街87號

小港浸信教會 蘇承恩牧師 (07)8037-177 (07)8015-725 812019 高雄市 小港區 廠前路38號
　浸信會林園福音中心 蘇子期傳道 (07)6467297 832009 高雄市 林園區 仁愛路268巷30號
澄清湖浸信會 陳美幸牧師 (07)7777-542 (07)7806-118 830009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安街18號
鳳山浸信會 (07)7778-850 (07)7806-797 830014 高雄市 鳳山區 文中街201號



五甲浸信會 王蕭怡華傳道 (07)8120-629 (07)8122-293 830056 高雄市 鳳山區 南光街20巷1-1號2樓{鳳山郵政信箱9-30號}

旗山浸信會 方文傳道 (07)6615-758 842047 高雄市 旗山區 東新街21號
美濃浸信會  (07)6812-097 (07) 6811-254 843008 高雄市 美濃區 民族路28號
六龜浸信會 楊子江牧師 (07)6891-054 (07)6893-558  844001 高雄市 六龜區 華南街38號
　土壟浸信會 林秀貞傳道 (07)6891-054             844003 高雄市 六龜區 東溪山莊1號
澎湖浸信會 吳正一牧師 (06)9270-414  (06)9261-745 880006 澎湖縣 馬公市 光復路257號1樓
屏東浸信會 張獻武傳道 (08)7220-075 (08)7238-407 900001 屏東縣 屏東市 林森路14之5號
屏之光浸信會 鍾心潔傳道 (08)7387-855 901007 屏東縣 三地門鄉 青山村民族巷2鄰28之12號

屏東忠孝路浸信會 朴羲源牧師 (08)7327-156 (08)7327-305 900067 屏東縣 屏東市 忠孝路育英巷10號
信國浸信會 詹宏明傳道 (08)7734-362 (08)7731-284  905005 屏東縣 里港鄉 土庫村信國49之3號
萬民福音浸信會 顏聰生牧師 (08)7212-900 908123 屏東縣 長治鄉 香揚村瑞源路75號
潮州浸信會 何春枝牧師 (08)7804-417 920012 屏東縣 潮洲鎮 富春里扶輪路44號
　屏東牡丹石門浸信會  (08)8831-993 945012 屏東縣 牡丹鄉 石門村石門路111號
浸信會佳興教會 何勝朗傳道 0911-921-964              921024 屏東縣 泰武鄉 佳興村36號
南和浸信會 張珮芳牧師 (08)8792-106 922025 屏東縣 來義鄉 南和村123號

花東區 (教會 :15所   佈道所 :7所 )
台東浸信會 李明福牧師 (089)326-609 (089)347-322  950003 台東縣 台東市 中山路273號
　大溪浸信會 李金發傳道 (089)345-786 963006 台東縣 太麻里鄉 多良村大溪18鄰245之2號  0987-217243

　嘉蘭浸信會 陳秀鳳傳道 (089)751-343 964001 台東縣 金峰鄉 嘉蘭村1鄰160號
台東博愛浸信會 邱德福牧師 (089)322-942 (089)343-770 950003 台東縣 台東市 博愛路11號
　中福佈道所 邱雅各牧師 (089)810-550 957002 台東縣 海端鄉 崁頂村中福路一鄰13-1號
　花蓮玉里浸信會 余金福傳道 (03)8888-511 981004 花蓮縣 玉里鎮 城南五街25號
台東新站浸信會 柯明德牧師 (089)235-071 950010 台東縣 台東市 興安路一段200巷21弄37號
浸信會豐田讚美教會 高忠輝牧師 (089)383-450 (089)381-302 950026 台東縣 台東市 中興路四段792號
豐里浸信會 陳露得牧師 (089)340-638 (089)340-638 950024 台東縣 台東市 中華路三段208巷28號
浸信會靈光堂 施智萍牧師 (089)380-302 954028 台東縣 卑南鄉 太平村太平路429號
溫泉浸信會 溫美玉傳道 (089)771-811 (089)771-305 963005 台東縣 太麻里鄉 金崙村溫泉16鄰89 之3號
興旺浸信會達旺堂 劉正宏牧師 (089)783-763 (089)780-298 963004 台東縣 太麻里鄉 大王村5鄰太峰路190號
　興旺浸信會賜恩堂 劉正宏牧師 (089)781-722 964001 台東縣 金峰鄉 正興村7鄰 85之7號
　興旺浸信會台東堂 劉正宏牧師 0921-203-872 950005 台東縣 台東市 正氣北路432號
浸信會歷坵教會 杜義輝牧師 (089)771-332 (089)771-332 964005 台東縣 金峰鄉 歷坵村4鄰53號
東華浸信會 何吉田牧師 (03)8315-886 (03)8316-057 970011 花蓮縣 花蓮市 國風街16號
花蓮博愛浸信會 張木泉牧師 (03)8336-576 (03)8336-474 970007 花蓮縣 花蓮市 博愛街225號
美崙浸信會 蔡志堅牧師 (03)8222-162 (03)8225-917 970020 花蓮縣 花蓮市 民族路52號
　鳳林客人之家浸信會 陳動生區牧 (03)8763-031 975004 花蓮市 鳳林鎮 公正街18號
碧雲莊浸信會 張甯甯傳道 (03)8570-967              970048 花蓮縣 花蓮市 介林五街237號
吉安浸信會 楊順賢牧師 (03)8528-430              973049 花蓮縣 吉安鄉 宜昌村南山二街3號  (03)8539214

浸信會玉里懷恩堂 蘇振泰牧師 0933-061-481 981001 花蓮縣 玉里鎮 中華路124號

國內傳道部所屬佈道所 (2所 )
茂林浸信會 何玉葉傳道 (07)6801-259 851001 高雄市 茂林區 茂林村53之1號
綠島浸信會 翁黃素秋師母 (089)671-564 951001 台東縣 綠島鄉 中寮村195號

無母會獨立開拓之佈道所 (9所 )
房角石浸信會 黃玲慧牧師 0982-145-307 106033 台北市 大安區 和平東路三段90號3樓
浸信會新北投教會 紀淑真牧師 (02)2896-2561              112011 台北市 北投區 雙全街19巷4號1樓
基隆幸福浸信會 練榮順傳道 (02)2427-1219 201012 基隆市 信義區 信二路50號1樓
浸信會新美堂 黃有生牧師 (02)2433-3228             204017 基隆市 安樂區 樂利三街132巷2弄3號
金冠冕浸信會 潘光明牧師 0933-735-011 238449 新北市 樹林區 保安街二段277之1號
浸信會文化教會 劉得鍾牧師 (02)2602-0862 244016 新北市 林口區 文化二路二段184號
浸信會佳美教會 (03)4656-393 320073 桃園市 中壢區 中山東路三段102巷21號一樓
生命樹浸信會 陳淑娟傳道 (04)2239-6883 406053 台中市 北屯區 廍子路731號1樓
浸信會磐石教會 劉寶來牧師 (04)2520-0070 429005 台中市 神岡區 五權路20號2樓

浸聯會所屬國外教會 (8所 )
韓國釜山中華浸信會 蔡熙錫牧師 82-51-4680462                  韓國釜山市東區草粱一洞602-5番地
馬來西亞寶石浸信會 張建成牧師 (604)8284056 (604)8284056     1228,C-1,Jalan Terubong,MK13, 11060  Penang.  Malaysia

馬來西亞新港浸信會 張建成牧師 (604)6440748 300X-2, Jalan Relau Desa Ria, Sungai Ara, 11900 Penang. Malaysia

日本東京浸信會新橋教會 張家棟牧師 +81-3-62648414 +81-3-62648414 103-0003 日本東京都中央區日本橋橫山町3-13 日工藥會館4F

緬甸臘戍美崙浸信會 余成榮傳道 (95)-8226109 No.82, Yea Kan Street, Reging(16),(5)Qarter, Lashio Township, 

緬甸臘戍滿愛浸信會 楊紹強傳道 (95)-9445107849

緬甸滿馬浸信會 張喬順傳道 (95)-9440268367

緬甸東枝浸信會恩友堂 楊春壽傳道 (95)-9428313617

相關機構
美南浸信會 趙宏恩牧師 (02)2371-7227 (02)2381-9432 100007 台北市 中正區 懷寧街47號之1，3樓

　  　 100007 台北市 中正區 郵政信箱39之875號
浸信會神學院 蔡瑞益牧師 (02)2720-7824 (02)2722-4646 110019 台北市 信義區 吳興街394巷1號
浸信會嶺頭山莊福音中心 (02)2831-9459 (02)2831-4941 111014 台北市 士林區 仰德大道二段11巷11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