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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 1 芬園鄉 續辦、優質 彰化縣芬園鄉公所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049-2521044 專線 049-2510332 50241彰化縣芬園鄉彰南路四段25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 福興鄉 續辦 彰化縣福興鄉公所 彰化縣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04-7772066 303 04-7765053 50647彰化縣福興鄉福興路51巷6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3 秀水鄉 續辦 彰化縣秀水鄉公所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04-7697024 303 04-7683732 50445彰化縣秀水鄉中山路99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4 埤頭鄉 續辦 彰化縣埤頭鄉公所 彰化縣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922117 123 04-8927320 52341彰化縣埤頭鄉安康街72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5 伸港鄉 續辦 彰化縣伸港鄉公所 彰化縣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04-7985657 專線 無 50941彰化縣伸港鄉忠孝東街50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6 線西鄉 續辦 彰化縣線西鄉老人會 彰化縣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04-7583051 專線 04-7581658 50743彰化縣線西鄉中央路２段15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7 埔鹽鄉 續辦 彰化縣中華樂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埔鹽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652301 147 無 51642彰化縣埔鹽鄉彰水路１段340巷32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8 溪湖鎮 續辦 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彰化縣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04-7225625 專線 04-7225635 51442彰化縣溪湖鎮德華街17號3樓 點入預覽

彰化縣 9 北斗鎮 續辦 彰化縣北斗鎮公所 彰化縣北斗鎮樂齡學習中心 04-8884166 138 04-8870855 52148彰化縣北斗鎮光復路363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0 二水鄉 續辦 社團法人彰化縣南彰化生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796125 專線 04-8792437 530彰化縣二水鄉員集路三段452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1 彰化市 續辦 財團法人人間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04-7376545 專線 04-7386348 50076彰化縣彰化市福山街348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2 彰化市 續辦、優先 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彰化縣彰化市第二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04-7225625 專線 04-7225635 50048彰化縣彰化市民族路267號3樓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3 溪州鄉 續辦 彰化縣溪州鄉公所 彰化縣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896100 183 04-8899009 52446彰化縣溪州鄉圳南路138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4 員林市 續辦 彰化縣員林市新生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員林市樂齡學習中心 04-8385785 專線 無 51064彰化縣員林市雙景街50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5 大村鄉 續辦 彰化縣大村鄉公所 彰化縣大村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520149 296 04-8524844 51547彰化縣大村鄉中正西路338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6 花壇鄉 續辦 彰化縣花壇鄉公所 彰化縣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04-7870645 專線 04-7874757 503彰化縣花壇鄉長沙村中正路72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7 芳苑鄉 續辦 彰化縣芳苑生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芳苑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991556 專線 無 52863彰化縣芳苑鄉成功一路45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8 社頭鄉 續辦 彰化縣社頭鄉公所 彰化縣社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732621 127 04-8722615 51143彰化縣社頭鄉員集路１段710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19 埔心鄉 續辦 彰化縣埔心鄉公所 彰化縣埔心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296249 13 04-8282533 51344彰化縣埔心鄉員鹿路２段332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0 田尾鄉 續辦 彰化縣田尾鄉公所 彰化縣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832171 專線 04-8835953 52241彰化縣田尾鄉公所路186巷25號4樓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1 田中鎮 續辦 彰化縣田中鎮公所 彰化縣田中鎮樂齡學習中心 04-8742138 專線 04-8748402 520彰化縣田中鎮中新路229號 點入預覽

彰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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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0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1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1.pdf


縣市別 序號
鄉鎮市

區名稱

新辦或

續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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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聯繫資訊一覽表

公告民眾查詢使用

彰化縣 22 竹塘鄉 續辦 台灣家庭關懷成長協會 彰化縣竹塘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752343 專線 無 525彰化縣竹塘鄉土庫村東陽路1段安平巷2-1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3 鹿港鎮 續辦 國立空中大學 彰化縣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04-8330257 專線 04-8335483 505彰化縣鹿港鎮頂草路2段150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4 和美鎮 續辦 彰化縣和美鎮南佃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和美鎮樂齡學習中心 04-7557352 專線 04-7557352 50860彰化縣和美鎮嘉佃路157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5 大城鄉 續辦 彰化縣大城鄉公所 彰化縣大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942980 113 04-8946719 52761彰化縣大城鄉中平路118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6 二林鎮 續辦 社團法人彰化縣儒林社區文教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04-8958926 專線 04-8951560 52653彰化縣二林鎮竹林路３段393號 點入預覽

彰化縣 27 永靖鄉 續辦 彰化縣永靖鄉共好協會 彰化縣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04-8221166 120 無 512彰化縣永靖鄉永社路266號 點入預覽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10/110tsionghua/tsionghua27.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