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 序 縣市 教會名稱 1919服務中心 國小補助人數

1 台北市 南京東路禮拜堂 惠林 7

2 台北市 台北神愛教會 那魯灣 10

3 台北市 我願意教會 我願意I DO 9

4 台北市 萬芳浸信會 萬芳 7

5 新北市 貴格會海山教會 海山 12

6 新北市 台北高榮教會 汐止傳愛 15

7 新北市 深坑喜樂教會 深坑喜樂 12

8 新北市 城光行道會 城光 10

9 新北市 龜山教會 喜樂龜山 7

10 新北市 雙和基督之家 夢想 15

11 新北市 基督教信義會明穗教會 明穗 10

12 新北市 貴格會土城清水教會 土城清水 10

13 新北市 三峽禮拜堂 三峽 15

14 新北市 三光長老教會 三光 15

15 新北市 淡江教會 淡江 15

16 新北市 淡水毘努伊勒靈糧堂 毘努伊勒 10

17 基隆市 基隆幸福浸信會 基隆幸福 7

18 基隆市 台北神的教會學生中心 學生中心 8

19 基隆市 愛加倍基督教會 基隆愛加倍 15

20 基隆市 聖公會聖司提反堂 聖司提反 10

21 基隆市 大武崙和平堂 和平 12

22 基隆市 浸信會聖光堂 聖光 8

23 基隆市 碇內浸信會 傳愛社區 15

24 基隆市 基隆教會百福之家 百福 14

25 宜蘭縣 宜蘭方舟聖教會 宜蘭方舟 15

26 宜蘭縣 五結長老教會（星中） 五結 9

27 宜蘭縣 蘇澳芥菜種靈糧堂 芥菜種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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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110學年度  1919 國小陪讀班數160    人數1757

北基宜  班數合計

北基宜  人數合計

北基

宜區



28 桃園市 宣道會生命堂 宣愛 9

29 桃園市 中壢真理堂 幸福家庭 7

30 桃園市 龍潭豐盛靈糧堂 龍潭豐盛 13

31 桃園市 基督教拿撒勒人會楊梅宣聖堂 楊梅宣聖堂 8

32 桃園市 新屋長老教會 新屋 9

33 桃園市 桃園市府靈糧堂 桃園市府 8

34 桃園市 貴格會保羅堂 希望種子 13

35 桃園市 門諾會文華教會 龜山傳愛 11

36 桃園市 砂崙子長老教會 砂崙子 9

37 桃園市 草漯靈糧堂 草漯 9

38 桃園市 拿撒勒人會員樹林教會 員樹林 8

39 新竹市 改革宗長老會新竹教會 好鄰居 7

40 新竹市 基督教新竹榮光教會 榮光愛心 13

41 新竹縣 竹北長老教會 竹北 13

42 新竹縣 新豐長老教會 新豐 10

43 新竹縣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五尖教會 五尖 12

44 新竹縣 中華聖潔會竹東教會 竹東聖潔 11

45 新竹縣 二重靈糧堂 二重 8

46 新竹縣 竹東靈糧堂 竹東靈糧 9

47 苗栗縣 便以利基督教會(原青草地基督教會) 青草地 7

48 苗栗縣 基督教福星教會 福星 8

49 苗栗縣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頭屋教會 頭屋 11

50 苗栗縣 卓蘭神召會 卓蘭 10

51 苗栗縣 福星教會頭屋分堂 外獅潭 7

24

230

桃竹苗  班數合計

桃竹苗  人數合計

桃竹

苗區



52 台中市 台中浸信會 晨星 8

53 台中市 中國佈道會台中思恩堂 台中傳愛 8

54 台中市 台中平安堂 台中平安 10

55 台中市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台中教會 喜樂園 8

56 台中市 重新長老教會 台中新希望 12

57 台中市 重慶教會 重慶 9

58 台中市 救世軍台中教會 小太陽 15

59 台中市 門諾西屯教會 西屯門諾 9

60 台中市 台中靈糧堂 台中靈糧 9

61 台中市 太平全人關懷中心 太平全人 10

62 台中市 協同會竹仔坑教會 竹仔坑 7

63 台中市 眉山基督教會 后里眉山 7

64 台中市 東勢卓越希望行道會 東勢行道 7

65 台中市 新社行道會 新社行道 12

66 台中市 潭子行道會 潭子 12

67 台中市 大雅上楓教會 大雅上楓 8

68 台中市 清泉崗聖潔會 清泉崗 10

69 台中市 雅比斯長老教會 天恩 12

70 台中市 基督教梧棲敬拜教會 梧棲 12

71 台中市 浸信會得恩堂 浸信得恩 7

72 台中市 泰安長老教會 泰安 7

73 彰化縣 彰化主恩靈糧堂 彰化主恩 10

74 彰化縣 彰化中山長老教會 彰化中山 7

75 彰化縣 線西靈糧之家 線西 13

76 彰化縣 田中靈糧堂 田中 9

77 彰化縣 路上長老教會 路上 10

78 南投縣 南投靈糧堂 南投靈糧 10

79 南投縣 草屯聖教會 草屯聖 15

80 南投縣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埔里教會 埔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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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彰

投區

中彰投  班數合計

中彰投  人數合計



81 雲林縣 台西靈糧之家 台西靈糧 13

82 雲林縣 中華浸信宣道會林頭教會 林頭浸宣 10

83 雲林縣 中華浸信宣道會西螺教會 西螺浸宣 13

84 嘉義縣 台灣信義會太保教會 太保 12

85 嘉義縣 民雄靈糧堂 民雄AO 15

86 嘉義縣 台灣信義會溪口榮光堂 溪口 7

87 台南市 台南神召會 台南神召 15

88 台南市 基督教台南大林教會 大林 14

89 台南市 和順長老教會 和順 15

90 台南市 新化基督愛心之家 新化愛心 8

91 台南市 東山長老教會 東山 13

92 台南市 基督教興旺教會 興旺 14

93 台南市 台南平安堂 台南平安 8

94 台南市 豐盛教會 豐盛 14

95 台南市 台灣信義會大道善牧堂 大道 12

96 台南市 台南懷恩基督教會 懷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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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嘉

南區

雲嘉南  班數合計

雲嘉南  人數合計



97 澎湖縣 基督教浸信會溢恩堂吉貝佈道所 吉貝 15

98 高雄市 高雄NewOne靈糧堂(原楠梓大使命教會) 高雄NewOne 12

99 高雄市 大林蒲長老教會 大林蒲 7

100 高雄市 果峰禮拜堂 果峰 15

101 高雄市 大寮循理會 循大寮 15

102 高雄市 木柵長老教會 高雄木柵 15

103 高雄市 中華聖召會高雄教會 高雄聖召 9

104 屏東縣 (魯凱)安息日會茂林教會 安茂林 9

105 屏東縣 (魯凱)安息日會萬山教會 安萬山 7

106 屏東縣 (排灣)中華循理會下屏東教會 循下屏東 13

107 屏東縣 (排中)大同長老教會 大同 15

108 屏東縣 (排中)平山長老教會 平山 8

109 屏東縣 (魯凱)中華循理會大武教會 循大武 15

110 屏東縣 (排中)安坡長老教會 安坡 15

111 屏東縣 (魯凱)安息日會青葉教會 安青葉 15

112 屏東縣 (排中)瓦酪露長老教會 瓦酪露 15

113 屏東縣 (排中)莎卡蘭(口社)長老教會 莎卡蘭 11

114 屏東縣 (排中)中村長老教會 中村 15

115 屏東縣 (排中)佳義長老教會 佳義 15

116 屏東縣 里港靈糧堂 里港靈糧 9

117 屏東縣 (排中)汾陽長老教會 汾陽 15

118 屏東縣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瑪樂發教會（義林聖道堂） 瑪樂發 8

119 屏東縣 東港希伯崙國度事奉中心 東港希伯崙 15

120 屏東縣 東港牧鄰行道會 東港牧鄰 15

121 屏東縣 (屏中)大鵬灣長老教會 大鵬灣 7

122 屏東縣 (排中)南世長老教會 南世 15

123 屏東縣 (排中)八瑤長老教會 八瑤 8

124 屏東縣 屏東神召會 屏東神召 10

125 屏東縣 水門靈糧堂 水門靈糧 11

126 屏東縣 愛豐盛基督教會 愛豐盛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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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

區

高屏  班數合計

高屏  人數合計



127 花蓮縣 花蓮美崙神召會 美崙神召 15

128 花蓮縣 協同會球崙教會 球崙 15

129 花蓮縣 美崙浸信會 美崙 15

130 花蓮縣 中華基督教協同會卡來萬教會 卡來萬 15

131 花蓮縣 花蓮希奇基督教會 希奇 9

132 花蓮縣 花蓮新生命小組教會 新希盼 10

134 花蓮縣 東昌長老教會（美中） 東昌 10

135 花蓮縣 壽豐長老教會（東中） 壽豐 15

136 花蓮縣 鳳林長老教會（東中） 鳳林 9

137 花蓮縣 美崙浸信會北昌福音中心 美浸北昌 15

138 花蓮縣 尼克布長老教會 克尼布 7

139 花蓮縣 豐田長老教會 豐田 15

12

150

141 台東縣 城市生命泉教會 生命泉 14

142 台東縣 宣道會台東堂 東宣 9

143 台東縣 基督教台東Arise興起教會 Arise 8

144 台東縣 台東靈糧堂 東靈 9

145 台東縣 豐里浸信會 沙崙 12

146 台東縣 基督教雅比斯教會(原榮耀教會) 榮耀 10

147 台東縣 下野長老教會 下野 7

148 台東縣 浸信會靈光堂 靈光堂 15

149 台東縣 加典教會 加典 7

150 台東縣 加拿長老教會（布中） 加拿 13

152 台東縣 自由成功靈糧堂 自由成功 12

153 台東縣 溫泉長老教會（東排） 溫泉 12

154 台東縣 達旺浸信會 太麻里 13

155 台東縣 蒙恩宣教中心大溪教會 大溪 10

156 台東縣 嘉蘭長老教會（東排） 嘉蘭 10

157 台東縣 嘉蘭浸信會 迦南 12

158 台東縣 嘉蘭循理會 新富 13

159 台東縣 歷坵浸信會 魯拉克斯 13

160 台東縣 愛國蒲長老教會（東排） 愛國蒲 7

161 台東縣 蒙恩宣教中心阿露伊教會 阿露伊 10

162 台東縣 基督教蒙恩宣教中心台坂教會 台坂 10

163 台東縣 永康長老教會(布中) 永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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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

台東  班數合計

台東  人數合計

花蓮

花蓮  班數合計

花蓮  人數合計



區 序 縣市 教會名稱 1919服務中心 國中補助人數

1 台北市 南京東路禮拜堂 惠林 6

2 台北市 台北神愛教會 那魯灣 6

3 新北市 貴格會海山教會 海山 11

4 新北市 台北高榮教會 汐止傳愛 9

5 新北市 深坑喜樂教會 深坑喜樂 12

6 新北市 雙和基督之家 夢想 12

7 新北市 三峽禮拜堂 三峽 12

8 新北市 三光長老教會 三光 6

9 新北市 淡江教會 淡江 12

10 新北市 淡水毘努伊勒靈糧堂 毘努伊勒 6

11 基隆市 愛加倍基督教會 基隆愛加倍 6

12 基隆市 浸信會聖光堂 聖光 8

13 基隆市 碇內浸信會 傳愛社區 12

14 宜蘭縣 五結長老教會（星中） 五結 11

15 宜蘭縣 蘇澳芥菜種靈糧堂 芥菜種 8

15

137

17 桃園市 基督教拿撒勒人會楊梅宣聖堂 楊梅宣聖堂 8

18 桃園市 貴格會保羅堂 希望種子 6

19 桃園市 門諾會文華教會 龜山傳愛 6

20 新竹市 改革宗長老會新竹教會 好鄰居 8

21 新竹縣 竹北長老教會 竹北 8

22 新竹縣 新豐長老教會 新豐 6

23 新竹縣 竹東靈糧堂 竹東靈糧 6

24 苗栗縣 基督教福星教會 福星 6

25 苗栗縣 台灣基層福音差傳會頭屋教會 頭屋 7

26 苗栗縣 卓蘭神召會 卓蘭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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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基宜  班數合計

北基宜  人數合計

北基宜

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110學年度  1919陪讀國中班數67    人數547



27 台中市 中國佈道會台中思恩堂 台中傳愛 10

28 台中市 重新長老教會 台中新希望 8

29 台中市 重慶教會 重慶 10

30 台中市 協同會竹仔坑教會 竹仔坑 6

31 台中市 協同會立新教會 立新 7

32 台中市 烏日聖教會 烏日 6

33 台中市 新社行道會 新社行道 8

34 台中市 潭子行道會 潭子 8

35 台中市 大雅上楓教會 大雅上楓 8

36 台中市 清泉崗聖潔會 清泉崗 10

37 台中市 雅比斯長老教會 天恩 6

38 台中市 基督教梧棲敬拜教會 梧棲 8

39 彰化縣 彰化主恩靈糧堂 彰化主恩 7

40 彰化縣 線西靈糧之家 線西 12

14

114

41 雲林縣 中華浸信宣道會林頭教會 林頭浸宣 7

42 台南市 台南神召會 台南神召 12

43 台南市 台南平安堂 台南平安 6

44 台南市 台灣信義會大道善牧堂 大道 12

45 台南市 台南懷恩基督教會 懷恩 6

46 台南市 後營畢士大教會 後營以勒 6

47 台南市 白水溪長老教會 白水溪 6

7

55

48 高雄市 果峰禮拜堂 果峰 8

49 高雄市 大寮循理會 循大寮 12

50 高雄市 木柵長老教會 高雄木柵 10

51 屏東縣 (排中)大同長老教會 大同 7

52 屏東縣 (排中)平山長老教會 平山 6

53 屏東縣 (魯凱)中華循理會大武教會 循大武 12

55 屏東縣 (排中)瓦酪露長老教會 瓦酪露 6

57 屏東縣 (屏中)大鵬灣長老教會 大鵬灣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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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屏

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中彰投

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雲嘉南

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58 花蓮縣 花蓮美崙神召會 美崙神召 12

59 花蓮縣 協同會球崙教會 球崙 6

60 花蓮縣 中華基督教協同會卡來萬教會 卡來萬 12

61 花蓮縣 花蓮新生命小組教會 新希盼 7

62 花蓮縣 東昌長老教會（美中） 東昌 10

5

47

63 台東縣 城市生命泉教會 生命泉 6

64 台東縣 宣道會台東堂 東宣 6

65 台東縣 浸信會靈光堂 靈光堂 6

66 台東縣 加拿長老教會（布中） 加拿 9

67 台東縣 自由成功靈糧堂 自由成功 11

68 台東縣 嘉蘭浸信會 迦南 6

69 台東縣 歷坵浸信會 魯拉克斯 6

70 台東縣 愛國蒲長老教會（東排） 愛國蒲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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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台東

花蓮

班數合計

人數合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