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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1 古坑鄉 續辦、示範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05-5826320 290 05-5821361 64650雲林縣古坑鄉中山路135號B1 點入預覽

雲林縣 2 土庫鎮 續辦、優質 雲林縣土庫鎮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05-6323713 專線 05-6333013 63360雲林縣土庫鎮新庄318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3 莿桐鄉 續辦 雲林縣莿桐鄉婦女會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05-5712696 專線 05-5713307 64745雲林縣莿桐鄉興北63之7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4 台西鄉 續辦 雲林縣台西鄉溪頂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台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05-6984897 專線 05-6981895 63667雲林縣台西鄉溪頂村151之2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5 北港鎮 續辦 雲林縣北港鎮公所 雲林縣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05-7836102 128 05-7837806 65145雲林縣北港鎮文化路246號2樓 點入預覽

雲林縣 6 四湖鄉 續辦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雲林縣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05-7871642 專線 05-7875437 65446雲林縣四湖鄉中洋南路1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7 口湖鄉 續辦 雲林縣口湖鄉崇文婦女協會 雲林縣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05-7891070 專線 05-7982070 65341雲林縣口湖鄉蚵寮村崇文路151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8 麥寮鄉 續辦 雲林縣麥寮鄉老人會 雲林縣麥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05-6933946 專線 05-6933946 63842雲林縣麥寮鄉公園路2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9 虎尾鎮 續辦 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樂齡學習中心 05-6329120 專線 05-6321917 63244雲林縣虎尾鎮水源14號2樓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0 崙背鄉 續辦 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 雲林縣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05-6965980 專線 05-6965980 63745雲林縣崙背鄉長青街10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1 林內鄉 續辦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雲林縣林內鄉樂齡學習中心 05-5892001 312 05-5898886 64341雲林縣林內鄉中正路34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2 元長鄉 續辦 雲林縣元長鄉子茂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0921-328499 專線 無 65544雲林縣元長鄉子茂村136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3 元長鄉 續辦、優先 雲林縣元長鄉長北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0963-249920 專線 無 65545雲林縣元長鄉元北路2巷3之2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4 斗南鎮 續辦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民小學 雲林縣斗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05-5982020 專線 05-5966678 63044雲林縣斗南鎮文昌路15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5 東勢鄉 續辦 雲林縣鄉土人文關懷協會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 05-6991150 專線 無 63561雲林縣東勢鄉月眉路1之17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6 東勢鄉 新辦、優先 雲林縣東勢鄉龍潭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05-6993085 專線 無 63553雲林縣東勢鄉龍潭村仁愛路41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7 斗六市 續辦 雲林縣點亮愛弱勢關懷協會 雲林縣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0976-752726 專線 無 64060雲林縣斗六市榴北里南環路 86 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8 西螺鎮 續辦 社團法人雲林縣西螺愛心慈善會 雲林縣西螺鎮樂齡學習中心 05-5876437 專線 無 64856雲林縣西螺鎮廣興路18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19 水林鄉 續辦 雲林縣水林鄉灣東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水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0952-853223 專線 無 65244雲林縣水林鄉宏仁路4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20 二崙鄉 新辦 雲林縣正駿關懷協會 雲林縣二崙鄉樂齡學習中心 0922-834900 專線 無 64944雲林縣二崙鄉三和村11鄰三塊厝81之50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聯繫資訊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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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0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1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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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21 褒忠鄉 續辦 雲林縣私立童話世界幼兒園 雲林縣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05-6975428 專線 05-6971080 63443雲林縣褒忠鄉龍岩路97之1號 點入預覽

雲林縣 22 大埤鄉 續辦 雲林縣多聞協會 雲林縣大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05-5825578 專線 05-5828296 63141雲林縣大埤鄉嘉興村嘉興30號 點入預覽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2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9/109hunlim/hunlim2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