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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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區 新北市集美國民小學
新北市樂齡學習

示範中心
02-89725390#400 02-29748170 新北市三重區集美街10號 點入瀏覽

2 板橋區 新北市後埔國民小學
新北市板橋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9614142#31 02-29611318 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157號 點入瀏覽

3 土城區 新北市土城國民小學
新北市土城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2700177#841 02-22606784 新北市土城區興城路17號 點入瀏覽

4 新莊區 新北市新泰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莊區新

泰樂齡學習中心
02-29971005#113 02-29914564 新北市新莊區公園一路91號 點入瀏覽

5 新莊區 新北市豐年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莊區豐

年樂齡學習中心
02-22017102#23 02-22018113 新北市新莊區瓊泰路116號 點入瀏覽

6 中和區 新北市復興國民小學
新北市中和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2472993#241 02-22452802

新北市中和區復興路301巷

6號
點入瀏覽

7 永和區 新北市網溪國民小學
新北市永和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89264470#400 02-89255782 新北市永和區竹林路79號 點入瀏覽

8 新店區 新北市安坑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店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2110560#105 02-22122794 新北市新店區安忠路36號 點入瀏覽

9 汐止區 新北市北峰國民小學
新北市汐止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941817#261 02-26948541 新北市汐止區環河街1號 點入瀏覽

10 樹林區 新北市山佳國民小學
新北市樹林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806673#24 02-26806884 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3段5號 點入瀏覽

新北市樂齡學習中心一覽表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電話：02-29603456#2592

點入瀏覽 新北市樂齡學習網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6&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0&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4&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2&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9&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7&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8&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75&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2&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6&PreView=1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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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三峽區 新北市中園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峽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86712590#242 02-86712591

新北市三峽區大同路222巷

22弄2號
點入瀏覽

12 鶯歌區 新北市建國國民小學
新北市鶯歌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709228#141 02-26709296 新北市鶯歌區育英街2號 點入瀏覽

13 蘆洲區 新北市鷺江國民小學
新北市蘆洲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2819980#403 02-22831766 新北市蘆洲區民族路7號 點入瀏覽

14 林口區 新北市瑞平國民小學
新北市林口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052779#12 02-26051561

新北市林口區太平里後坑路

34-1號
點入瀏覽

15 淡水區 新北市淡水國民小學
新北市淡水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212755#113 02-26202789 新北市淡水區中山路160號 點入瀏覽

16 三芝區 新北市三芝國民小學
新北市三芝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362005#140 02-26368891 新北市三芝區育英街22號 點入瀏覽

17 萬里區 新北市野柳國民小學
新北市萬里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4922512#12 02-24922541 新北市萬里區港東路167號 點入瀏覽

18 瑞芳區 新北市瑞芳國民小學
新北市瑞芳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4972058#140 02-24970888 新北市瑞芳區中山路2號 點入瀏覽

19 平溪區 新北市十分國民小學
新北市平溪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4958305#11 02-24958424 新北市平溪區十分街159號 點入瀏覽

20 坪林區 新北市坪林國民小學
新北市坪林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656213#15 02-26657115 新北市坪林區坪林街114號 點入瀏覽

21 深坑區 新北市深坑國民小學
新北市深坑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624675#251 02-26625808 新北市深坑區文化街45號 點入瀏覽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0&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4&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5&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9&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8&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9&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1&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3&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1&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6&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4&PreVie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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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八里區 新北市米倉國民小學
新北市八里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182202#221 02-26181318

新北市八里區龍米路2段

129巷1號
點入瀏覽

23 石碇區 新北市石碇國民小學
新北市石定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6631244#29 02-26632348 新北市十碇區十碇西街15號 點入瀏覽

24 雙溪區 新北市雙溪國民小學
新北市雙溪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4931005#12 02-24933951 新北市雙溪區東榮街54號 點入瀏覽

25 泰山區 新北市明志國民小學
新北市泰山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9061133#54 02-29061136 新北市泰山區新生路2號 點入瀏覽

26 金山區 新北市金山國民小學
新北市金山區樂

齡學習中心
02-24981125#204 02-24985372 新北市金山區中山路234號 點入瀏覽

27 新店區 新北市新和國民小學
新北市新店區新

和樂齡學習中心
02-29400170#850 02-29479890

新北市新店區安和路三段

100號
點入瀏覽

28 五股區 新北市德音國民小學
新北市五股區樂

齡學習中心
22924152轉880 22925350 新北市五股區明德路２號 點入瀏覽

29 貢寮區 新北市澳底國民小學
新北市貢寮區樂

齡學習中心
24901432轉220 24902287

新北市貢寮區真理里延平街
10號

點入瀏覽

30 石門區 新北市石門國民小學
新北市石門區樂

齡學習中心
26381263轉14 2638-3180

新北市石門區尖鹿里中央路
9號

點入瀏覽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http://tpc.senioredu.moe.gov.tw/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8&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2&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7&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5&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93&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287&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300&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301&PreView=1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front/bin/ptdetail.phtml?Part=15040302&PreView=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