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帝教各教院、教堂、道場、單位通訊處： 一一一一、【、【、【、【北部教區北部教區北部教區北部教區】】】】 臺北市掌院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35079．80 傳真：(02)29130557 天心堂    臺北市內湖區成功路4段216號5樓    11458  電話：(02)87925049   傳真：(02)87913279 天人堂    臺北市北投區西安街一段179號4樓    11288  電話：(02)28286960   傳真：(02)28286936 天溪堂    新北市雙溪區光復街30號              22744  電話：(02)24932286    傳真：(02)24932286 基隆初院   基隆市信義區月眉路190號5樓      20150  電話：(02)24650593   傳真：(02)24664593 新北初院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1段150巷7號4樓  22041  電話：(02)22542857   傳真：(02)22548925 桃園初院   桃園市八德區建興街135號             33454  電話：(03)3680575．3680576 傳真：(03)3732605 天鎮堂    桃園市平鎮區崇德街15號              32444  電話：(03)4945388    傳真：(03)4946945 新竹初院   新竹市經國路3段67號                30056  電話：(03)5398379    傳真：(03)5398380 天湖堂    新竹縣湖口鄉中山二街75號              30343  電話：(03)5995768    傳真：(03)5907153 竹科天人親和所 新竹市東區光復路1段544巷25號  30072  電話：03-36661027    二二二二、【、【、【、【中部教區中部教區中部教區中部教區】】】】    臺灣省掌院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22號      40651  電話：(04)22442506(代表號) 傳真：(04)22437295 苗栗初院   苗栗縣苗栗市文發路458巷196號      36061  電話：(037)372051     傳真：(037)372052 天祿堂    苗栗縣苑裡鎮客庄里中正路41號       35861  電話：(037)851152     傳真：(037)868645 臺中初院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中坑巷12號        42078  電話：(04)25285636．25241891 傳真：(04)25264203 天甲堂    台中市大甲區甲后路五段277巷103號   43762  電話：(04)26870033     傳真：(04)26872639 天安堂    臺中市大里區塗城路304巷69號        41275  電話：(04)24922396    傳真：(04)24939243 天蘭堂    苗栗縣卓蘭鎮新厝里7之7號           36941  電話：(04)25894761    傳真：(04)25891399 天行堂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街132號             42353  電話：(04)25885339    傳真：(04)25888361 彰化初院．天真堂   彰化縣彰化市中央路93號      50093  電話：(04)7630314~5   傳真：(04)7625789 天祥堂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路586號             51052  電話：(04)8334110    傳真：(04)8334110 天鄉堂    彰化縣二林鎮南安路404號             52642  電話：(04)8968772 天根堂    彰化縣溪湖鎮大溪十街16號            51452  電話：(04)8817369    傳真：(04)8822949 天錫堂    彰化縣鹿港鎮埔崙里安寧街13號        50547  電話：(04)7755998 南投初院   南投縣南投市彰南路3段537號         54068  電話：(049)2254462．2258117 傳真：(049)2254463 

天南堂    南投縣埔里鎮中正路183之20號        54550  電話：(049)2900431     傳真：(049)2421140 天集堂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16-70號           55242  電話：(049)2760009     傳真：(049)2763162 雲林初院   雲林縣斗六市林頭里林頭11之12號     64065  電話：(05)5262716     傳真：(05)5264225 天立堂    雲林縣莿桐鄉和平路41巷8號          64741  電話：(05）5846133 三三三三、【、【、【、【南部教區南部教區南部教區南部教區】】】】    高雄市掌院  高雄市左營區重治路82號              81365  電話：(07)3456956(代表號) 傳真：(07)3458804 小港天人親和所  高雄市小港區高松路154號         81271   電話：(07)8063611     傳真：(07)8063611 嘉義初院   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2段145號         62153  電話：(05)2267066     傳真：(05)2262105 嘉義天人親和所  嘉義市光彩街563號7樓      66048  電話：0989-388389 新營初院   臺南市新營區民生路163巷29號        73051  電話：(06)6564069     傳真：(06)6564059 臺南初院   臺南市東區崇學路46號                 70156  電話：(06)2693600、2904903 傳真：(06)3357737 天門堂   臺南市安南區安吉路1段290巷38弄7號  70953  電話：(06)2474243 傳真：(06)2473437 鳳山初院   高雄市鳳山區中樂街73號              83066  電話：(07)7905629．7905686 傳真：(07)7905628 天化堂    高雄市旗山區延平二路56號            84244  電話：07-6622611 屏東初院   屏東縣屏東市武順街23號              90093  電話：(08)7539758    傳真：(08)7539759 天然堂    屏東縣潮洲鎮田單路65號              92053  電話：(08)7894568        傳真：(08) 7894568 澎湖初院    澎湖縣馬公市興仁里雙頭掛70號     88045  電話：(06)9212428    傳真：(06)9212413 四四四四、【、【、【、【東部特別教區東部特別教區東部特別教區東部特別教區】】】】    花蓮港掌院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11號              97049  電話：(03)8353579    傳真：(03)8339225 天福堂    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1段152號         98144  電話：(03)8880212 宜蘭初院   宜蘭縣宜蘭市民權新路277號           26050  電話：(03)9360712    傳真：(03)9352408 天森堂    宜蘭縣羅東鎮中山路1段383號         26561  電話：(03)9505205    傳真：(03)9505205 臺東初院   臺東縣臺東市南海路36號              95042  電話：(089)345330    傳真：(089)361240 天震堂    台東縣關山鎮三民路1之6號           95642  電話：(089)812149    傳真：(089)814373 五五五五、【、【、【、【國際教區國際教區國際教區國際教區】】】】    洛杉磯掌院 9200 GLENDON WAY ROSEMEAD CA 91770 U.S.A.  電話：00216265715983    傳真：00216265738609 西雅圖初院．美國主院籌備處 3105 240ST SE BOTHELL WA 98021  電話：00214254856659    傳真：00214254856659 天實堂籌備處 1207 SE 136th Ave Vancouver WA 98683  電話：00213602561887 

日本國主院  枥木縣那須町大字湯本ッムヅ平212の180  電話：00281287767108    傳真：00281287767118 東京都掌院.葛飾區初院 東京都葛飾區新小岩二丁目23番5號  電話：00281356079586    傳真：00281356079586 千葉縣初院  千葉縣山武市埴谷 1622-11  電話：00281475892965    傳真：00281475892965 大宮市初院  埼玉縣市北區宮原町3-226-3   331-0812  電話：00281486657906    傳真：00281486676457 宮崎縣初院  宮崎縣都城市吉尾町20-4  電話：00281986383178    傳真：00281986383178 六六六六、【、【、【、【極院極院極院極院、、、、始院始院始院始院、、、、中華民國主院中華民國主院中華民國主院中華民國主院】】】】    鐳力阿道場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55543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傳真：(049)2898448 2897752 2895986 2898039 天極行宮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吳厝路366號          43641  電話：(04)26200019(代表號) 傳真：（04）26200540 天安太和道場 苗栗縣三義鄉鯉魚村鯉魚口1之10號       36743  電話：(037)881363       傳真：(037)881502 青年團體指導委員會 ◎北區新境界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44776 ◎團本部、中區新境界 臺中市龍井區東海街41巷35號    43449  電話：(04)26526195     傳真：（04）26527802 ◎南區新境界 臺南市東區裕農一街160巷19號           70175  電話：(06)2601129           傳真：06-2601130 弘教經費籌募與節用委員會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22號   40651  電話：(04)22424986     傳真：(04)22448862 傳播出版委員會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55543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傳真：(049)2898448  (臺中辦公室)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22號 40651  電話：(04)22423867.76    傳真：(04)22414683 始院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35079~80    傳真：（02）29154290  (鐳力阿辦公室)  南投縣魚池鄉中明村文正巷41號       55543  電話：(049)2898446(代表號) 傳真：(049)2898448 中華民國主院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2段22號   40651  電話：(04)22411390           傳真：(04)22412448 ◎金門初院籌備處      金門縣金湖鎮環島南路5段187號  89141  電話：(082)335169 七七七七、【、【、【、【輔翼機構輔翼機構輔翼機構輔翼機構】】】】    中華天帝教總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49874     傳真：(02)29154290 極忠文教基金會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35079     傳真：(02)29130557 中華民國宗教哲學研究社 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2段155號   23143  電話：(02)29136652           傳真：(02)29130557 中華民國紅心字會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43號5樓之2  10045  電話：(02)23709191     傳真：(02)23719191   台中辦事處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1段400號5樓之1      40651  電話：(04)22420029     傳真：(04)22420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