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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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區 中西區進學國小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樂齡學習中心 06-2133007#850 無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里1

鄰南寧街47號
點入瀏覽

2 南區 南區喜樹國小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622462#1803 無
臺南市南區喜東里8鄰

喜樹路133號
點入瀏覽

3 北區 北區開元國小 臺南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375509#221 無
臺南市北區勝安里3鄰

開元路71巷32號
點入瀏覽

4 安平區 安平區西門國小 臺南市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06-3914141#13 無
臺南市安平區西門里22

鄰安北路180號
點入瀏覽

5 安南區 安南區南興國小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樂齡學習中心 06-2873204 無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里11

鄰公學路五段627號
點入瀏覽

6 永康區 永康區復興國小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06-3111569#901 無
臺南市永康區中華里1

鄰華興街2號
點入瀏覽

7 歸仁區 歸仁區文化國小 臺南市歸仁區樂齡學習中心 06-3301666 無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里9

鄰文化街二段136號
點入瀏覽

8 新化區 新化區正新國小 臺南市新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73113 無
臺南市新化區豐榮里12

鄰正新路97號
點入瀏覽

9 南化區 南化區南化國小 臺南市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71118 無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1

鄰17號
點入瀏覽

10 仁德區 仁德區德南國小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794772 無
臺南巿仁德區後壁里24

鄰中正路二段209號
點入瀏覽

11 官田區 官田區官田國小 臺南市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901195 無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1

鄰11號
點入瀏覽

12 佳里區 佳里區信義國小 臺南市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211918#103 無
臺南市佳里區忠仁里14

鄰信義一街336號
點入瀏覽

13 西港區 西港區西港國小 臺南市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952005#702 無
臺南市西港區慶安里12

鄰進學街60號
點入瀏覽

14 七股區 七股區龍山國小 臺南市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72108#203 無
臺南市七股區龍山里2

鄰12號
點入瀏覽

15 將軍區 將軍區將軍國小 臺南市將軍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942034#102 無
臺南市將軍區將貴里5

鄰58號
點入瀏覽

16 學甲區 學甲區中洲國小 臺南市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33214#13 無
臺南市學甲區光華里17

鄰645號
點入瀏覽

17 東山區 東山區青山國小 臺南市東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861041 無
臺南市東山區青山里1

鄰16號
點入瀏覽

18 柳營區 柳營區柳營國小 臺南市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222124#102 無
臺南市柳營區士林里13

鄰柳營路一段755號
點入瀏覽

19 善化區 善化區陽明國小 臺南市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817165#202 無
臺南市善化區胡家里4

鄰300號
點入瀏覽

20 安定區 安定區南興國小 臺南市安定區南興樂齡學習中心 06-5931038 無
臺南市安定區六嘉里6

鄰30號
點入瀏覽

21 大內區 大內區大內國小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61007 無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里1

鄰63號
點入瀏覽

22 白河區 白河區玉豐國小 臺南市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852524 無
臺南市白河區玉豐里10

鄰85號
點入瀏覽

23 左鎮區 左鎮區左鎮國小 臺南市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31019 無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1

鄰7號
點入瀏覽

24 後壁區 後壁區樹人國小 臺南市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856445 無
臺南市後壁區烏樹里11

鄰145號
點入瀏覽

25 關廟區 關廟區五甲國小 臺南市關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52155 無
臺南市關廟區松腳里7

鄰和平路246號
點入瀏覽

臺南市樂齡學習中心一覽表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電話：06-6373025

點入瀏覽 臺南市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0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1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on/Tainan/TainanIndex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on/Tainan/Tainan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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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樂齡學習中心一覽表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電話：06-6373025

點入瀏覽 臺南市樂齡學習網

26 六甲區 六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六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982040 無
臺南市六甲區六甲里4

鄰民權街43號
點入瀏覽

27 山上區 山上國民中學 臺南市山上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81203 無
臺南市山上區南洲里0

鄰42號
點入瀏覽

28 楠西區 楠西國民中學 臺南市楠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51712 無
臺南市楠西區楠西里5

鄰中興路107號
點入瀏覽

29 新市區 新市區公所 臺南市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94711#162 無
臺南市新市區中興街12

號
點入瀏覽

30 北門區 北門區公所 臺南市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62001 無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里

108號
點入瀏覽

31 東區 光華女子高級中學 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386501#247 無
臺南市東區圍下里1鄰

勝利路41號
點入瀏覽

32 鹽水區 真理大學 臺南市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03122 無
臺南市鹽水區治水路

254之1號
點入瀏覽

33 下營區 下營鄉老人福利協進會 臺南市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790653 無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二

段122巷9號
點入瀏覽

34 玉井區 玉田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玉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47041 無
臺南市玉井區玉田里民

權路134號
點入瀏覽

35 龍崎區 龍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47270 無
臺南市龍崎區龍船里苦

苓湖10號
點入瀏覽

36 新營區 大宏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373770 無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里民

族路21-61號
點入瀏覽

37 中西區
財團法人基督教青年會

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

會

臺南市中西區YMCA樂齡學習中

心
06-3583000 無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三

段370號
點入瀏覽

38 麻豆區 麻豆區老人福利協進會 臺南市樂齡示範中心 06-5718655 無
臺南市麻豆區巷口里興

南路16號
點入瀏覽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on/Tainan/TainanIndex
http://tn.senioredu.moe.gov.tw/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8.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29.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0.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1.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2.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3.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4.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5.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6.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7.pdf
https://moe.senioredu1.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3/103tainam3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