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屏東縣政府轄屬樂齡學習中心連繫資料一覽表

點入預覽 屏東縣樂齡學習網

縣市
別

序號
鄉鎮市  

名稱
承辦單位

樂齡中心名稱
(即中心招牌名稱，請含縣市
別，示範中心請特別標示)

樂齡學習中心電
話(民眾查詢用)

須輸入分機

樂齡學習中心
傳真(無可免

填)

樂齡學習中心地址
(中心設置上課地點,民眾查詢用)

中心簡介

    屏
東縣

1 屏東縣
 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
苑服務協會

屏東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08-7372326 08-7364819
屏東縣屏東市興樂里13鄰公園路
24-2號

點入預覽

2 麟洛鄉
 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
苑服務協會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364333轉17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華路86號 點入預覽

3 新埤鄉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小 新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81600 08-7981149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村龍潭路149號 點入預覽

4 里港鄉
 屏東縣社會資源服務
協會

屏東縣里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0916013886 屏東縣里港鄉過江路126號 點入預覽

5 竹田鄉
 屏東縣私立國淳社會
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屏東縣竹田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710308#10 08-7710309 911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自強路8號 點入預覽

6 九如鄉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社區
發展協會

屏東縣九如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390928 08-7395661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光復街66號 點入預覽

7 長治鄉
 屏東縣社會資源服務
協會

屏東縣長治鄉樂齡學習中心 0916013886 屏東縣長治鄉德榮村下厝街53號 點入預覽

8 佳冬鄉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社
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佳冬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65373   
08-8668578  

08-8667371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塭田路206號 點入預覽

9 鹽埔鄉
 屏東縣鹽埔鄉生活文
化促進會

屏東縣鹽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33399 08-7933399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67號 點入預覽

10 內埔鄉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國小 屏東縣內埔鄉樂齡中心 7991036#11 7994790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清涼路2段238
號

點入預覽

11 萬巒鄉  萬巒鄉公所 屏東縣萬巒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813758

08-7812460#29
08-7810576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2-10
號

點入預覽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0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1.pdf


    屏
東縣

12 枋寮鄉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 屏東縣枋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81324 08-

8788203
08-8782514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中山路171巷
50號

點入預覽

13 琉球鄉 屏東縣琉球鄉琉球國中 屏東縣琉球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12509#19 08-8613305 屏東縣琉球鄉大福村中正路158號 點入預覽

14 新園鄉
  屏東縣新園鄉健康營
造協會 

屏東縣新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83993 08-8685303
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仙吉路89之2
號

點入預覽

15 南州鄉 台灣創意產業發展學會 屏東縣南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0972-715916 屏東縣南州鄉同安村牛埔路2號 點入預覽

16 枋山鄉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社區
發展協會

屏東縣枋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72476 08-8770051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庄路1-2號 點入預覽

17 屏東市
 社團法人屏東縣社區
志工服務協會

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08-7231077 08-7216007
900屏東市自立路213號-民和國小樂
齡教室

點入預覽

18 林邊鄉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
會

屏東縣林邊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52995 08-8752995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中山路183號
(光林、仁和聯合村辦公處)

點入預覽

19 高樹鄉
屏東縣綠元氣產業交流
促進會

屏東縣高樹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67069 08-7967015
90644屏東縣高樹鄉舊寮村長美路
172號

點入預覽

20 恆春鎮
 屏東縣瓊麻園城鄉文
教發展協會

屏東縣恆春鎮樂齡學習中心 08-8893808 08-8881492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68號(民謠館) 點入預覽

21 東港鎮
 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
營協會

屏東縣東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08-8355442 08-833429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201號1
樓

點入預覽

22 獅子鄉
屏東縣原住民社會公益
服務協會

屏東縣獅子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01415 08-8701187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六巷22-1號 點入預覽

23 來義鄉
 屏東縣來義鄉新來義
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來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870735 08-7870735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來新路21號 點入預覽

24
三地門

鄉
屏東縣原住民老人關懷
協會

屏東縣三地門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93930  #13 08-7991609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
29巷7號

點入預覽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1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4.pdf


    屏
東縣

25 泰武鄉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
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泰武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836968 無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村3鄰36號 點入預覽

26 瑪家鄉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社
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瑪家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91508 08-7991722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16號 點入預覽

27 春日鄉 春日鄉公所 屏東縣春日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81407分機29 08-8780752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自強一路18號 點入預覽

28 崁頂鄉
 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
發展協會

屏東縣崁頂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35612 屏東縣崁頂鄉北勢村北勢路32-5號 點入預覽

29 牡丹鄉
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
會

屏東縣牡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0905-097799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1-31號 點入預覽

30 滿州鄉
 滿州鄉文化教育與產
業發展協會

屏東縣滿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0979273930 08-8801848
屏東縣滿州鄉滿州村中山路39號
(滿州國小)

點入預覽

31 萬丹鄉
萬丹鄉興全社區發展協
會

屏東縣萬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0920-678976
屏東縣萬丹鄉興全村大勇路16巷55
號

點入預覽

32 潮州鎮 潮州鎮公所 屏東縣潮州鎮樂齡學習中心 08-7882371#155 08-7803184 屏東縣潮州鎮三星里三星路39-2號 點入預覽

33 霧台鄉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社區
發展協會

屏東縣霧臺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02024 08-7902219 屏東縣霧台鄉霧臺村中山巷26號 點入預覽

34 車城鄉
屏東縣車城鄉興安社區
發展協會

屏東縣車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0919-172006 08-7902219 屏東縣車城鄉福安村福興路75號 點入預覽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2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3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3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3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3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6/106pingtong3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