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序號
鄉鎮市

區名稱
樂齡中心性質 承辦單位 樂齡中心名稱

樂齡學習中心

電話

樂齡學習中心

電話分機

樂齡學習中心

傳真
樂齡學習中心地址 中心簡介

1 屏東市 續辦、示範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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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7364819 屏東市公園路24-2號 點入預覽

2 麟洛鄉 續辦、優質 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 屏東縣麟洛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08-7364333 專線 08-7364819 屏東縣麟洛鄉麟趾村中華路86號 點入預覽

3 竹田鄉 續辦
財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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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711818
10 08-7710309 911屏東縣竹田鄉竹田村自強路8號 點入預覽

4 新埤鄉 續辦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小 屏東縣新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81600 專線 08-7981149 屏東縣新埤鄉龍潭路149號 點入預覽

5 里港鄉 續辦 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 屏東縣里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370359 17 08-7364819 屏東縣里港鄉永豐村永豐路1段1號 點入預覽

6 九如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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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無 屏東縣九如鄉九明村光復街66號 點入預覽

7 林邊鄉 續辦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屏東縣林邊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52995 專線 08-8752995

屏東縣林邊鄉光林村中山路183號

(光林、仁和村村聯合辦公處)

屏東縣林邊鄉仁和村41號

(仁和村多功能活動中心)

點入預覽

8 南州鄉 續辦 社團法人屏東縣屏東市長青學苑服務協會 屏東縣南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370359 17 08-7364819 屏東縣南州鄉同安村牛埔路2號 點入預覽

9 恆春鎮 續辦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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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80293
專線 08-8881492 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68號 點入預覽

10 枋山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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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8770051 屏東縣枋山鄉楓港村舊庒路1-2號 點入預覽

11 萬巒鄉 續辦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 屏東縣萬巒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812460 29 08-7810576 屏東縣萬巒鄉萬全村褒忠路12-10號 點入預覽

12 滿州鄉 續辦 屏東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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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802448 專線 08-8802448 屏東縣滿州鄉中山路39號 點入預覽

13 東港鎮 續辦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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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8334296 屏東縣東港鎮興東里興東路201號2樓 點入預覽

14 新園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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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8683993 932台灣屏東縣新園鄉仙吉村(路)89之2號 點入預覽

15 琉球鄉 續辦 屏東縣琉球國民中學 屏東縣琉球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12509 19 08-8613305 屏東縣琉球鄉中正路158號 點入預覽

16 佳冬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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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8667371 屏東縣佳冬鄉塭豐村塭田路206號 點入預覽

17 枋寮鄉 續辦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 屏東縣枋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81324 專線 08-8782514 屏東縣枋寮鄉安樂村中山路171巷50號 點入預覽
屏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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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民眾查詢使用

屏東縣政府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聯繫資訊一覽表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0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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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鹽埔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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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7933399 屏東縣鹽埔鄉新二村維新路67號 點入預覽

19 內埔鄉 續辦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國小 屏東縣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91036 11 08-7994790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村清涼路2段238號 點入預覽

20 崁頂鄉 續辦 屏東縣崁頂鄉四季紅生活文化促進會 屏東縣崁頂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635612 專線 無 屏東縣崁頂鄉北勢村北勢路32-5號 點入預覽

21 萬丹鄉 續辦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761987 12 08-7775966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東路567號 點入預覽

22 車城鄉 續辦 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小 屏東縣車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821005 專線 08-8822501 屏東縣車城鄉保力村龍井路1-32號 點入預覽

23 高樹鄉 續辦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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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7967015 90644屏東縣高樹鄉舊寮村長美路172號 點入預覽

24 潮州鎮 續辦 屏東縣潮州鎮公所 屏東縣潮州鎮樂齡學習中心 08-7882371 155 08-7803184 屏東縣潮州鎮中山路38號 點入預覽

25
三地門

鄉
續辦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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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7610036 16 08-7610038 屏東縣三地門鄉三地村中正路二段29巷7號 點入預覽

26 春日鄉 續辦 屏東縣春日鄉公所 屏東縣春日鄉樂齡學習中心 08-8782145 58 08-8780752 屏東縣春日鄉七佳村自強一路18號 點入預覽

27 獅子鄉 續辦 社團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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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8701187 屏東縣獅子鄉草埔村六巷22-1號 點入預覽

28 霧台鄉 續辦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 屏東縣霧臺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902230

08-7902024
12 08-7902219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村百合路1號 點入預覽

29 泰武鄉 續辦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社區展發協會 屏東縣泰武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836968 專線 無 屏東縣泰武鄉萬安村3鄰36號 點入預覽

30 來義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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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7870735 屏東縣來義鄉義林村來新路21號 點入預覽

31 牡丹鄉 續辦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社區發展協會 屏東縣牡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0988-953086 專線 無 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1-31號 點入預覽

32 瑪家鄉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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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線 08-7991722 屏東縣瑪家鄉北葉村風景1-16號 點入預覽

33 屏東市 新辦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08-7229210 12 08-7226944 屏東市自立路213號 點入預覽

34 長治鄉 新辦 社團法人屏東縣希望家園協進會 屏東縣長治鄉樂齡學習中心 08-7372562 專線 08-7362950 屏東縣長治鄉潭頭路5號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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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1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2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3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3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3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3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pingtong/pingtong34.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