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鄉鎮市

區名稱
承辦單位 樂齡中心名稱 電話 傳真 地址 中心簡介

1 苓雅區 苓雅國中 高雄市苓齡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353307#410 無
高雄市苓雅區四維三路

176號
點入瀏覽

2 三民區
財團法人和春文教基

金會
高雄市三民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801370 07-3874401

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391

號
點入瀏覽

3 美濃區 美濃老人福利協進會 高雄市美濃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818452 07-6813405
高雄市美濃區中正路2段

351號
點入瀏覽

4 旗津區 旗津國小 高雄市旗津區樂齡學習中心 07-5715133#721 07-5711317
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三路

623號
點入瀏覽

5 小港區 青山國小 高雄市小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07-8014543#613 無
高雄市小港區飛機路153

號
點入瀏覽

6 楠梓區 加昌國小 高雄市楠梓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627169#5041 07-3612332
高雄市楠梓區樂群路220

號
點入瀏覽

7 新興區 大同國小 高雄市新興區樂齡學習中心 07-2823038#41 07-2722607
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

231號
點入瀏覽

8 大寮區 大寮區公所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07-7813041#163 07-7839714
高雄市大寮區鳳林三路

315號
點入瀏覽

9 岡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綠繡

眼發展協會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224415 07-6230937

高雄市岡山區柳橋東路36

號
點入瀏覽

10 桃源區
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

協會
高雄市桃源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883223 07-6883223

桃源區高中里95號（高中

部落）
點入瀏覽

11 前鎮區 仁愛國小
高雄市前鎮區樂齡學習示範

中心
07-8414911#711 07-8226048 高雄市前鎮區新衙路93號 點入瀏覽

12 前金區 前金國小 高雄市前金區樂齡學習中心 07-2829001#811 07-2017039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61

號
點入瀏覽

13 鼓山區 鼓岩國小 高雄市鼓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7-5515513#41 07-5320373
高雄市鼓山區河邊街155

號
點入瀏覽

14 左營區 左營國中 高雄市左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433080#710 無 高雄市左營曾子路281號 點入瀏覽

15 茄萣區 茄萣國小 高雄市茄萣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900057#20 07-6908786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路二段

307號
點入瀏覽

16 內門區 觀亭國小 高雄市內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671672#30 07-6671424
高雄市內門區觀亭里中正

路203號
點入瀏覽

17 仁武區 灣內國小 高雄市仁武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718228#20 07-3722199 高雄市仁武區仁心路31號 點入瀏覽

18 湖內區 大湖國小 高雄市湖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933808#50 07-6932092 高雄市湖內區民權路2號 點入瀏覽

19 彌陀區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176300#41 07-6103621
高雄市彌陀區中正路213

號
點入瀏覽

20 阿蓮區 阿蓮國小 高雄市阿蓮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312049#210 07-6312044
高雄市阿蓮區民族路163

號
點入瀏覽

21 燕巢區 燕巢國小 高雄市燕巢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161495#120 07-6141281
高雄市燕巢區東燕里中華

路177號
點入瀏覽

22 大樹區 水寮國小 高雄市大樹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515536#50 07-6523002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里中華

路國小巷1號
點入瀏覽

23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
教育文化促進會

高雄市鳳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7-7631955 無
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630

號
點入瀏覽

24 路竹區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

校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979328 07-6979366

高雄市路竹區環球路452

號
點入瀏覽

25 橋頭區 仕隆國小 高雄市橋頭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113517#40 07-6120334
高雄市橋頭區仕隆里進校

巷16號
點入瀏覽

26 鹽埕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

教青年會劉阿蘭社會
高雄市鹽埕區樂齡學習中心 07-7137466#210 07-7137326 高雄市鹽埕區新樂街46號 點入瀏覽

27 林園區 林園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412125#10 07-6431503
高雄市林園區忠孝西路20

號
點入瀏覽

28 鳥松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終身

學習教育協進會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07-7639199 07-7632199 高雄市鳥松區文前路32號 點入瀏覽

高雄市樂齡學習中心一覽表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電話：07-7995678#3097

點入瀏覽 高雄市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kohiu0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0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0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1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on/Kaohsiung/Kaohsiung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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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樂齡學習中心一覽表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電話：07-7995678#3097

點入瀏覽 高雄市樂齡學習網

29 永安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深耕

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永安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142095 07-6169702

高雄市永安區保寧里保興
一路3號

點入瀏覽

30 大社區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

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大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07-3525529 無

高雄市大社區中里里三民
路62巷25號

點入瀏覽

31 旗山區
高雄市杉林好家園營

造協會
高雄市旗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661108 無

高雄市旗山區鯤州里鯤州
街35-1號

點入瀏覽

32
那瑪夏
區

高雄縣原住民文化藝
術發展協會

高雄市那瑪夏區樂齡學習中

心
07-6701786 07-6701786

高雄市那瑪夏區達卡努瓦
里二鄰秀嶺巷82號

點入瀏覽

33 杉林區
高雄市杉林好家園營

造協會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775898 無

高雄市杉林區大愛里大愛
路47-2號

點入瀏覽

34 甲仙區 高雄市甲仙愛鄉協會 高雄市甲仙區樂齡學習中心 07-6754099 無
高雄市甲仙區中正路99巷
12號

點入瀏覽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on/Kaohsiung/KaohsiungIndex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2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3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3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3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3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4/104kohiu3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