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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全體教會、祈禱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3 日 

發文字號：真臺人字第 109-0640 號 

速  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2021 年傳道駐牧安排表 

奉主耶穌聖名 

主旨：通知 2021 年度起傳道者工作區域分擔事項，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 2020.11.20 第 23 屆宣牧會議第 1 次會議及 2020.11.21 第 23 屆

總會負責人會第 10 次會議之決議辦理。 

二、 任期：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 附上 2021 年度傳道者駐牧工作安排表。 

四、 請區負責安排各異動駐牧區之傳道同工於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辦

妥交接手續，並向新駐牧教會報到。 

五、 請各地長執、負責人及同靈協助代禱，使各樣聖工進行順利，榮主

聖名! 

正本：全體教會、祈禱所、傳道者、區辦事處、學生團契 

副本：總會負責人、總會所屬各單位、基金會及各事業單位 

順 頌 

以 馬 內 利 

 

總負責  

地址：406506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 180 號 

承辦人：江伯鈞 

電話：（04）2243-6960 分機：1215 

傳真：（04）2243-6968 

 



簽
閱 

教牧股負責人 宣道股負責人 教育股負責人 事務股負責人 資訊股負責人 

     

會計股負責人 出納股負責人 長執 傳道 

 
    

收文 

辦理 
承辦人： 

年   月   日 

字第    號 



 

2021 年(民國 110 年) 傳道者差派一覽表 

傳道者 單位 職務名稱 備註 

趙明洋 總會 總負責  

林章偉 總會 總幹事  

黃誌新 教牧處 處負責  

簡明瑞 教牧處 成教科/高教科/聖樂科/科負責  

賴倉億 教牧處 兒教科/青教科/科負責  

陳錦榮 宣道處 處負責兼任視聽科科負責  

簡明德 宣道處 開拓科科負責  

江克昌 文宣處 處負責  

吳 豪 文宣處 編審科科負責  

王明昌 神學院 院長/研究所所長  

吳永順 神學院 教務組/訓練中心主任  

王耀真 神學院 輔導組/總務組主任  

    

楊恩超 紐西蘭 外調駐牧 聯總借調 

姚信義 柬埔寨 外調駐牧 聯總借調 

陳建光 泰國 外調駐牧 聯總借調 

楊佳聲 泰國 外調駐牧 聯總借調 

    

    

 



北 區 區負責 趙四海 2021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  註 

基隆小區 

周黃清 基隆、萬里 開拓【金山】 

陳道生 汐止 全區原民關懷 

高明誠 
八斗 

三總基隆分院/小區大專團契/社青聯契/

協助全區原民關懷 

臺北小區 

內湖  

陳恩禧 臺北(信義)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婚姻輔導 

林崇道 松山 開拓【馬祖】 

林頌懷 南港  

大同小區 

劉恩平 石牌、天母 大專聯契 

張承軒 北投、（竹圍）、淡水（三芝)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陳健源 大同、雙連 長庚/浩然/葡萄園/生命教育 

三重小區 

簡瑞斌 二重 宣道組/開拓事工 

陳道生 蘆洲 全區原民關懷/協助新北原家中心 

胡清明 五股(八里)  

田靈生 三重、新莊(福營) 中堅聯契 

張建二 林口(新林) 
關懷長庚佈道/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蕭長岳 
分子尾  

永和小區 

安康(烏來) 方舟團契/協助烏來原家中心 

郭建男 木柵、永和 兆如安養院/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林頌懷 景美 大專聯契/網路輔導 

陳麗蓉 南勢角、中和 雙和醫院 

車富銘 
東園 1-3 月駐牧工作由區負責安排， 

車富銘長老自 4 月 1 日起駐牧。 

板橋小區 

後埔 

陳忠揚 板橋、新埔 長青聯契 

胡清明 山佳  

翁輝明 樹林、土城  

趙宏仁 鶯歌、三峽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聖樂輔導 

桃園小區 

黃恒誌 桃園、北桃園  

林賢明 中壢(楊梅)、一聖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張朝欽 內壢 開拓【湖口】/開拓事工 

李信德 龍潭、龜山 大專聯契 

張建二 南崁  

魏腓利 
大園  

新竹小區 

新竹(竹北) 

李迪銘 竹東 教牧組/開拓【關西】 

羅家榮 關東橋、南寮 小區高級班與大專團契 

宣道組：簡瑞斌   教牧組：李迪銘   總務組：江永生    財務組：楊秉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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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區 區負責 姚家琪 2021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中苗 

小區 

李傳宏 苗栗、沙鹿 客家地區佈道/大專團契 

黃釋恆 永福、清水 福音組(一)/大專團契 

吳岳峰 自強  

杜如明 卓蘭、大雅 協助開拓事工/臺中區中堅聯契 

王俊忠 北臺中 宣道組/教育訓練中心主任/開拓事工 

姚家琪 西臺中 區負責/大專團契 

張超雄 
豐原 

開拓【神岡】/臺中區迦勒聯契 

中投 

小區 

黎明 

黃嘉明 臺中 
大專聯契/葡萄園事工/ 

臺中區原住民關懷 

嚴信義 內新、太平 社青聯契/網路輔導/大專團契 

趙英傑 南臺中(烏日)  大專團契 

顏建中 埔里、南投 福音組(二) 

彰員 

小區 

陳明佳 彰興、員林 彰化區迦勒聯契 

陳文斌 溪湖、二林  

林智元 彰化、花壇 彰化區中堅聯契/福音組(三) 

田輝煌 
白沙 

彰化區原住民關懷/聖樂輔導 

彰濱 

小區 

鹿和 

吳岳峰 伸港  

李盈朱 鹿港、草港 福音組(四) 

趙英傑 崙尾 協助教育訓練中心事工 

何榮裕 塭仔、和美 教牧組/婚姻輔導 

宣道組：王俊忠  教牧組：何榮裕   總務組：郭志雄  財務組：張智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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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區 區負責 林恩賜  2021 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第一 

小區 

高一玟 斗六、斗南 
樂齡學習/婚姻輔導/中堅聯契 

/大專團契 

陳義道 虎尾、豐榮 
大專團契/逐家佈道/ 

開拓【西螺】/雲林縣生命教育 

李宣真 大林 
宣道組/逐家佈道/ 

大林長照中心院牧 

黃智明 大德、土庫 逐家佈道 

林恩賜 梅山 區負責 

第二 

小區 

鄭辰宥 新港、北港 逐家佈道/樂齡學習 

蕭有福 朴子(布袋)、六合 長青聯契/逐家佈道/社區佈道 

顏望仁 四股、椬梧 婚姻輔導/逐家佈道輔導 

第三 

小區 

李銘祥 民雄、三興 大專團契/嘉義縣生命教育 

顏永光 北興、灣橋 
嘉義市生命教育/樂齡學習/ 

灣橋榮醫/大專聯契/聖樂輔導 

李敬明 嘉義 教牧組/大專團契/喜信福音團契 

柯志信 西門、內埔 社青聯契/內埔學生團契 

陳啟峯 南興、(金門) 開拓【水上】/婚姻輔導/大專團契 

第四 

小區 

白誠文 
(山美)、新美、新山、 

茶山、觸口 
第四小區學生、社青團契輔導 

陳璿方 樂野、達邦、里佳 婚姻輔導/協助觸口 

宣道組：李宣真  教牧組：李敬明  總務組：高志光   財務組：林章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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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區 區負責 翁正晃    2021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臺南 

小區 

何緒理 臺南、永康 
福音組(2)/大專團契/ 

以諾團契（臺南小區） 

陳嘉弘 開元、麻豆 大專團契/中堅聯契 

黃志傑 南門、喜樹 教牧組/婚姻輔導/大專團契 

林宜哲 東昇、歸仁 大專團契/社青聯契 

李迦南 和順、（馬公） 
宣道組-福音組(1)/關懷全區宣道

事工/開拓【澎湖】、石滬團契 

林英奎 新營、五甲 五甲生命教育 

高屏 

小區 

顏嘉冠 岡山、杉林 
開拓旗山、美濃/福音組(3) 

逐家佈道團(2) 

江有謙 迦美 
臺南小區大專聯契/網路輔導 

聖樂輔導 

翁正晃 十全 區負責/大專團契/原聲團契 

黃基甸 高雄、莒光 
高醫佈道/大專團契/ 

九六九團契(高屏小區) 

柏明智 三多  

蔡佩秀 鳳山、楠梓 大專團契/關懷婦女團契 

王義安 民生、民權、茂林（建山） 開拓【那瑪夏、茂林、建山、梅山】 

林家恩 屏東、烏龍（老埤） 
全區大專聯契/高屏小區大專聯契 

屏東生命教育 

嚴仁生 潮洲、古樓（枋寮、竹坑） 
福音組(4)/ 

逐家佈道團(1)、開拓【牡丹鄉】 

陳正亮 前鎮、小港 

小港醫院佈道/小港生命教育 

前鎮生命教育、長青關懷據點 

原住民婚姻輔導 

宣道組：李迦南   教牧組：黃志傑   總務組：張志遠   財務組：傅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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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區 區負責 何順輝  2021 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宜蘭 

小區 

胡德雄 宜蘭、羅東、順安、(松羅) 
開拓【大同鄉、礁溪、龍潭】/ 

方舟團契/小區生命教育 

袁松榮 碧候、南澳、金岳、武塔(金洋) 
開拓【東澳】/南澳市區/ 

開拓【金岳】社區/中堅聯契 

花北 

小區 

柯仲平 崇德、克來寶(澳花) 宣道組/開拓【澳花、和中】 

羅思成 銅門、南華、銅光 
聖樂輔導/ 

開拓【水源、銅門、文蘭】社區 

許仁杰 三棧(加灣)、富世(民有) 
教牧組/社青聯契/原輔/婚姻輔導 

開拓【佳民、秀林】 

花中 

小區 

葉專宏 花蓮、平和、月眉、豐坪 

開拓【美崙】 

花蓮學生團契/高中聯契/ 

東區老人之家/翔雲養護中心 

何順輝 北埔 
區負責 

榮民之家/開拓【北埔】 

簡初光 新社、磯崎、芳寮、德安(鹽寮) 開拓【豐濱】/大專聯契 

花南 

小區 

韋詠恩 西林、南富、紅葉 
開拓【馬遠、鳳林、瑞穗、光復、

萬榮】/長青聯契 

葉雄福 立山、山里、玉里、萬寧 

開拓【崙山】/萬寧療養院 

/玉里祥和社區佈道/玉里榮民醫院 

立山、山里老人日托 

宣道組：柯仲平   教牧組：許仁杰     總務組：盧謙僕     財務組：葉誠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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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區 區負責 賴賢忠  2021 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長濱 

小區 

蔡順榮 靜浦、南溪、大俱來、三間 
社青聯契（方舟）/ 

開拓【大港口、樟原】 

謝漢卿 真柄、忠勇、田組、竹湖 
生命教育小組/ 

開拓【長光、永福】/長濱市區 

成北 

小區 

潘世明 忠孝、美山、三仙、重安 
開拓【宜灣、膽曼】/晨光聯合團契/

小區生命教育/宗教教育輔導 

林有志 芝田、忠智、忠仁 
教牧組/開拓【成功市區】/ 

小區生命教育/神學訓練班長青組 

成功 

小區 

陳進榮 
成功、豐田、豐泉、小馬、 

美蘭 

開拓【都歷】婚姻輔導/ 

社區宣牧(成功牧區) 

賴安泉 八邊、和平、鹽濱、嘉平 
/開拓【和平里】/ 

社區宣牧(和平牧區) 

東河 

小區 
曾路加 

隆昌、興昌、都蘭、漁橋、 

(蘭嶼) 

宣道組/東南區會訊 

關懷住(就學)臺東的蘭嶼國高中生 

臺東 

小區 

林進學 石川、大橋、美和(建農) 小區生命教育/臺東學生團契 

賴賢忠 東光、高臺 區負責 

張信德 臺東、華源、太麻里(大武) 

大專聯契/聖樂輔導 

開拓【綠島、三和】 

馬蘭聖修【榮民之家】 

金良 

小區 
謝仲永 

良溪、金崙 

(加津林、土坂、延平) 

開拓【達仁鄉、延平鄉】 

/小區生命教育 

鐵路 

小區 
劉明德 

豐南、池上、德高、月美、 

瑞源  

聖樂推展小組/ 

開拓【關山鎮、富里市區】 

宣道組：曾路加   教牧組：林有志   總務組：陳恩隆   財務組：曾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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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區 區負責 陳建忠  2021 年 

小區 傳道者 擔任區域 備註 

復興 

小區 

胡光孝 
上巴陵、中巴陵、光華 

(爺亨)、三光(高義) 
開拓【砂崙子】/中堅、長青團契 

鄭雅倫 
雪霧鬧、大灣(奎輝)、 

義盛(卡普) 
開拓【長興、高遶】 

林輝光 
復興(霞雲)、崎頂、 

八德、大溪(大溪團契) 

開拓【三民】/方舟團契 

大溪學生團契 

竹苗 

小區 

陳木群 那羅(養老、李埔) 宣道組/開拓【玉峰村、秀巒村】 

胡清水 義興、錦屏(尖石) 社青聯契/【梅花村、新樂村】 

鍾清章 花園、五峰、桃山、清泉 聖樂輔導/開拓【竹林、芧埔】 

魏志慷 東江(東河)、頭份 開拓【蓬萊村】 

中苗 

小區 

張學明 
達觀、竹林(大興)、士林 

永安(大安) 
開拓【梅園、天狗】 

陳俊彥 東勢、自由、雙崎 開拓【新社、石岡】 

胡清珍 
南勢、裡冷、博愛、環山 

(佳陽) 

婚姻輔導/開拓【大梨山地區】 

關懷中區都會區原住民 

南投 

小區 

陳明輝 力行、翠巒、紅香、慈峰 大專團契/開拓【瑞岩】 

黃振光 望美、新生、仁愛、(武界) 
教牧組/開拓【武界、中正】 

埔里學生團契 

蘇印光 春陽、廬山、精英、親愛 開拓【靜觀】 

宣道組：陳木群   教牧組：黃振光  總務組：張勇光   財務組：林約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