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別 鄉鎮市區 執行單位 名稱

中山區 基隆市通明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中山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信義區 基隆市信義區仁壽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仁愛區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救國團 基隆市仁愛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正區 基隆市中正區砂灣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安樂區 基隆市安樂區永康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安樂區樂齡學習中心

暖暖區 基隆市暖暖區過港社區發展協會 基隆市暖暖區樂齡學習中心

七堵區 基隆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基隆市七堵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安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總館諮詢服務課 臺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文山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景新分館 臺北市文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北投區 關渡國中 臺北市北投區樂齡學習中心

士林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葫蘆堵分館 臺北市士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同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大同分館 臺北市大同區樂齡學習中心

松山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三民分館 臺北市松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山區 吉林國小 臺北市中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正區 歐伊寇斯OIKOS社區關懷協會 臺北市中正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港區 成德國小 臺北市南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內湖區 臺北市立圖書館東湖分館 臺北市內湖區樂齡學習中心

信義區 吳興國小 臺北市信義區樂齡學習中心

萬華區 老松國小 臺北市萬華區樂齡學習中心

板橋區 後埔國小 新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新莊區 豐年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豐年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石門區 石門國小 新北市石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莊區 新泰國小 新北市新莊區新泰樂齡學習中心

永和區 網溪國小 新北市永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和區 復興國小 新北市中和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店區 安坑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安坑樂齡學習中心

土城區 土城國小 新北市土城區樂齡學習中心

樹林區 山佳國小 新北市樹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汐止區 北峰國小 新北市汐止區樂齡學習中心

三重區 集美國小 新北市三重區樂齡學習中心

鶯歌區 建國國小 新北市鶯歌區樂齡學習中心

八里區 米倉國小 新北市八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平溪區 十分國小 新北市平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三峽區 中園國小 新北市三峽區樂齡學習中心

淡水區 淡水國小 新北市淡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石碇區 石碇國小 新北市石碇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店區 新和國小 新北市新店區新和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蘆洲區 鷺江國小 新北市蘆洲區樂齡學習中心

坪林區 坪林國小 新北市坪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萬里區 野柳國小 新北市萬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貢寮區 澳底國小 新北市貢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三芝區 三芝國小 新北市三芝區樂齡學習中心

瑞芳區 瑞芳國小 新北市瑞芳區樂齡學習中心

五股區 德音國小 新北市五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基隆市

108年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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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單位

雙溪區 雙溪國小 新北市雙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口區 瑞平國小 新北市林口區樂齡學習中心

泰山區 明志國小 新北市泰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深坑區 深坑國小 新北市深坑區樂齡學習中心

金山區 金山國小 新北市金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烏來區 烏來國民中小學 新北市烏來區樂齡學習中心

平鎮區 社團法人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會 桃園市平鎮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中壢區 桃園市樂活領航教育學會 桃園市中壢區樂齡學習中心

觀音區 育仁國小 桃園市觀音區樂齡學習中心

龜山區 大崗國小 桃園市龜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八德區 桃園市成人暨社區教育推廣協會 桃園市八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園區 大園國小 桃園市大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溪區 田心國小 桃園市大溪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屋區 桃園市樂齡發展協會 桃園市新屋區樂齡學習中心

桃園區 桃園市社團法人教育志工聯盟 桃園市桃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楊梅區 富岡國小 桃園市楊梅區樂齡學習中心

龍潭區 武漢國小 桃園市龍潭區樂齡學習中心

蘆竹區 頂社國小 桃園市蘆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復興區 羅浮國小 桃園市復興區樂齡學習中心

竹東鎮 新竹縣排舞教練協會 新竹縣竹東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新埔鎮 財團法人新埔潘欽龍教育基金會 新埔鎮樂齡學習中心

寶山鄉 新竹縣寶山鄉新城社區發展協會 寶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竹北市 社團法人新竹縣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竹北市樂齡學習中心

新豐鄉 新竹縣新豐鄉幸福養生推廣協會 新豐鄉樂齡學習中心

橫山鄉 新竹縣橫山鄉太極氣功十八式運動協會 橫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芎林鄉 新竹縣終身學習與樂活人生協會 芎林鄉樂齡學習中心

湖口鄉 新竹縣知心會 湖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尖石鄉 新竹縣尖石鄉客家事務發展協會 尖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五峰鄉 新竹縣五峰鄉五峰國民小學 五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北埔鄉 新竹縣北埔鄉南興社區發展協會 北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峨眉鄉 新竹縣峨眉鄉月眉觀光休閒產業文化協會 峨眉鄉樂齡學習中心

關西鎮 社區法人新竹縣終身學習推展促進會 關西鎮樂齡學習中心

東區 社團法人新竹市晟暉志願服務發展協會 新竹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北區 社團法人新竹市福祿壽長青協會 新竹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香山區 新竹市香村社區發展協會 新竹市香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苑裡鎮 苗栗縣苑裡鎮山腳國小 苗栗縣苑裡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三灣鄉 苗栗縣三灣鄉三灣國民小學 苗栗縣三灣鄉樂齡學習中心

泰安鄉 苗栗縣泰安鄉汶水國民小學 苗栗縣泰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頭屋鄉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苗栗縣頭屋鄉樂齡學習中心

公館鄉 苗栗縣公館鄉公所 苗栗縣公館鄉樂齡學習中心

苗栗市 苗栗縣苗栗市文山國民小學 苗栗縣苗栗市樂齡學習中心

銅鑼鄉 苗栗縣銅鑼鄉興隆國民小學 苗栗縣銅鑼鄉樂齡學習中心

三義鄉 苗栗縣三義鄉建中國民小學 苗栗縣三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後龍鎮 苗栗縣後龍鎮同光國民小學 苗栗縣後龍鎮樂齡學習中心

造橋鄉 苗栗縣造橋鄉錦水國民小學 苗栗縣造橋鄉樂齡學習中心

大湖鄉 苗栗縣大湖鄉大湖國民小學 苗栗縣大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獅潭鄉 苗栗縣獅潭鄉獅潭國民小學 苗栗縣獅潭鄉樂齡學習中心

卓蘭鎮 苗栗縣卓蘭鎮豐田國民小學 苗栗縣卓蘭鎮樂齡學習中心

竹南鎮 苗栗縣竹南鎮佳興社區發展協會 苗栗縣竹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苗栗縣

新北市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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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霄鎮 苗栗縣通霄鎮烏眉國民小學 苗栗縣通霄鎮樂齡學習中心

南庄鄉 苗栗縣南庄鄉南庄國民小學 苗栗縣南庄鄉樂齡學習中心

頭份市 苗栗縣頭份市頭份國民小學 苗栗縣頭份市樂齡學習中心

西湖鄉 苗栗縣立西湖國民中學 苗栗縣西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北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曉明社會福利基金會 臺中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大甲區 大甲區農會 臺中市大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安區 臺中市安甲溪快樂學堂促進協會 臺中市大安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肚區 蔗廍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大肚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里區 台中縣大里生活美學協會 臺中市大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雅區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大雅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區 台語文化協會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太平區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小 臺中市太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北屯區 社團法人台中市厝邊關懷協會 臺中市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外埔區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臺中市外埔區樂齡學習中心

石岡區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石岡區樂齡學習中心

后里區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臺中市后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西屯區 臺中市善護協會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沙鹿區 弘光科技大學 臺中市沙鹿區樂齡學習中心

和平區 臺中市和平區健康促進推廣協會 臺中市和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東區 臺中市國際語文教育協會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東勢區 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東勢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屯區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 臺中市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區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神岡區 台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樂齡中心

梧棲區 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 臺中市梧棲區樂齡學習中心

清水區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臺中市清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社區 社團法人臺中市天使守護關懷協會 臺中市新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霧峰區 中化民國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臺中市霧峰區樂齡學習中心

龍井區 龍井區農會 臺中市龍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潭子區 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臺中市潭子區樂齡學習中心

豐原區 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 臺中市豐原區樂齡學習中心

烏日區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 臺中市烏日區樂齡學習中心

西區 台灣社區大學教師協會 臺中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魚池鄉 南投縣樂齡教育文化發展協會 南投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草屯鎮 南開科技大學 南投縣草屯鎮樂齡學習中心

南投市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台灣省南投縣支會 南投縣南投市樂齡學習中心

鹿谷鄉 南投縣鹿谷鄉鹿谷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鹿谷鄉樂齡學習中心

竹山鎮 南投縣竹山鎮富州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竹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國姓鄉 南投縣國姓鄉國姓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國姓鄉樂齡學習中心

埔里鎮 社團法人南投縣生活美學協會 南投縣埔里鎮樂齡學習中心
集集鎮 南投縣集集鎮八張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集集鎮樂齡學習中心
名間鄉 南投縣名間鄉田仔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名間鄉樂齡學習中心
水里鄉 水里國小 南投縣水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信義鄉 南投縣信義鄉明德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信義鄉樂齡學習中心

中寮鄉 南投縣中寮鄉福盛社區發展協會 南投縣中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芬園鄉 芬園鄉公所 彰化縣芬園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福興鄉 福興鄉公所 彰化縣福興鄉樂齡學習中心

秀水鄉 秀水鄉公所 彰化縣秀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埤頭鄉 埤頭鄉公所 彰化縣埤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伸港鄉 伸港鄉公所 彰化縣伸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溪州鄉 溪州鄉公所 彰化縣溪州鄉樂齡學習中心

大村鄉 大村鄉公所 彰化縣大村鄉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南投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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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頭鄉 社頭鄉公所 彰化縣社頭鄉樂齡學習中心

田尾鄉 田尾鄉公所 彰化縣田尾鄉樂齡學習中心

埔心鄉 埔心鄉公所 彰化縣埔心鄉樂齡學習中心

北斗鎮 北斗鎮公所 彰化縣北斗鎮樂齡學習中心

線西鄉 線西鄉老人會 彰化縣線西鄉樂齡學習中心

埔鹽鄉 彰化縣中華樂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埔鹽鄉樂齡學習中心

二水鄉 二水鄉生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二水鄉樂齡學習中心

員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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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城鄉 大城鄉公所 彰化縣大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鹿港鎮 彰化縣鹿港鎮生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鹿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溪湖鎮 彰化縣基督教青年會 彰化縣溪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花壇鄉 花壇北玄宮 彰化縣花壇鄉樂齡學習中心

和美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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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苑鄉 彰化縣芳苑生活美學協會 彰化縣芳苑鄉樂齡學習中心

二林鎮 彰化縣儒林社區文教協會 彰化縣二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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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中鎮 彰化縣芙蓉兩性關懷成長協會 彰化縣田中鎮樂齡學習中心

竹塘鄉 台灣家庭關懷成長協會 彰化縣竹塘鄉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市 人間文教基金會 彰化縣彰化市樂齡學習中心

永靖鄉 彰化縣永靖鄉福興社區發展協會 彰化縣永靖鄉樂齡學習中心

古坑鄉 雲林縣古坑鄉公所 雲林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土庫鎮 雲林縣土庫新庄社區發展協會 雲林縣土庫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莿桐鄉 雲林縣莿桐鄉婦女會 雲林縣莿桐鄉樂齡學習中心

台西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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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港鎮 雲林縣北港鎮公所 雲林縣北港鎮樂齡學習中心

四湖鄉 雲林縣四湖鄉公所 雲林縣四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口湖鄉 雲林縣口湖鄉崇文婦女協會 雲林縣口湖鄉樂齡學習中心

麥寮鄉 雲林縣麥寮鄉老人會 雲林縣麥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虎尾鎮 雲林縣身心障礙福利協會 雲林縣虎尾鎮樂齡學習中心

崙背鄉 雲林縣崙背鄉老人會 雲林縣崙背鄉樂齡學習中心

林內鄉 雲林縣林內鄉公所 雲林縣林內鄉樂齡學習中心

元長鄉 雲林縣虎尾鎮溪義文教工作學會 雲林縣元長鄉樂齡學習中心

斗南鎮 雲林縣斗南鎮斗南國小 雲林縣斗南鎮樂齡學習中心

東勢鄉 雲林縣鄉土人文關懷協會 雲林縣東勢鄉樂齡學習中心

斗六市 雲林縣點亮愛弱勢關懷協會 雲林縣斗六市樂齡學習中心

西螺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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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褒忠鄉 雲林縣私立童話世界幼兒園 雲林縣褒忠鄉樂齡學習中心

元長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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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埤鄉 雲林縣多聞協會 雲林縣大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水上鄉 水上鄉公所 嘉義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大林鎮 大林鎮公所 嘉義縣大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竹崎鄉 竹崎鄉公所 嘉義縣竹崎鄉樂齡學習中心

中埔鄉 社團法人嘉義縣中埔鄉老人會 嘉義縣中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義竹鄉 義竹鄉南興國小 嘉義縣義竹鄉樂齡學習中心

太保市 太保市公所 嘉義縣太保市樂齡學習中心

番路鄉 番路鄉公所 嘉義縣番路鄉樂齡學習中心

梅山鄉 財團法人梅山文教基金會 嘉義縣梅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大埔鄉 大埔國民中小學 嘉義縣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阿里山鄉 阿里山鄉農會 嘉義縣阿里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鹿草鄉 鹿草松竹社區發展協會 嘉義縣鹿草鄉樂齡學習中心

新港鄉 新港鄉古民國小 嘉義縣新港鄉樂齡學習中心

布袋鎮 布袋鎮新塭國小 嘉義縣布袋鎮樂齡學習中心

民雄鄉 台灣樂齡發展協會 嘉義縣民雄鄉樂齡學習中心

朴子市 社團法人中國青年安和策進會 嘉義縣朴子市樂齡學習中心

東石鄉 東石鄉龍崗國小 嘉義縣東石鄉樂齡學習中心

溪口鄉 財團法人柴林腳教育基金會 嘉義縣溪口鄉樂齡學習中心

彰化縣

雲林縣

嘉義縣



縣市別 鄉鎮市區 執行單位 名稱

108年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單位

六腳鄉 關愛故鄉公共服務協會 嘉義縣六腳鄉樂齡學習中心

西區 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 嘉義市西區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東區 財團法人雙福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嘉義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麻豆區 臺南市幸福樂齡推展協會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東區 臺南市東區光華高中 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安南區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市區 臺南市幸福樂齡推展協會 臺南市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龍崎區 臺南市龍崎區龍崎永續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龍崎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區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永康區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營區 臺南市新營區大宏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新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鹽水區 臺南市鹽水區仁光國民小學 臺南市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中西區
財團法人臺南市基督教青年會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

金會
臺南市中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安平區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佳里區 臺南市佳里區信義國民小學 臺南市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關廟區 臺南市關廟區關廟國民小學 臺南市關廟區樂齡學習中心

北區 臺南市立成功國民中學 臺南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歸仁區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民小學 臺南市歸仁區樂齡學習中心

仁德區 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後壁區 臺南市後壁區安溪國民小學 臺南市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左鎮區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 臺南市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六甲區 臺南市六甲區六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六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南化區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臺南市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內區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民小學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善化區 臺南市善化區善糖國民小學 臺南市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玉井區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 臺南市玉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下營區 臺南市下營區老人福利協會 臺南市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柳營區 臺南市立柳營國民中學 臺南市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學甲區 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 臺南市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將軍區 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 臺南市將軍區樂齡學習中心

東山區 臺南市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東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安定區 臺南市安定區南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定區南興樂齡學習中心

西港區 臺南市西港區後營國民小學 臺南市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化區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白河區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國民小學 臺南市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官田區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 臺南市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楠西區 臺南市立楠西國民中學 臺南市楠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北門區 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學 臺南市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山上區 臺南市立山上國民中學 臺南市山上區樂齡學習中心

七股區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 臺南市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內區 大內區環湖社區發展協會 臺南市大內區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前鎮區 仁愛國民小學 高雄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苓雅區 苓雅國中 高雄市苓雅區樂齡學習中心

三民區 財團法人和春文教基金會 高雄市三民區樂齡學習中心

美濃區 高雄市美濃老人福利協進會 高雄市美濃區樂齢學習中心

旗津區 旗津國小 高雄市旗津區樂齡學習中心

小港區 青山國民小學 高雄市小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楠梓區 加昌國民小學 高雄市楠梓區樂齡學習中心

左營區 左營國中 高雄市左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岡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綠繡眼發展協會 高雄市岡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

嘉義縣

嘉義市

臺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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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金區 前金國民小學 高雄市前金區樂齡學習中心

林園區 林園國小 高雄市林園區樂齡學習中心

茄萣區 茄萣國小 高雄市茄萣區樂齡學習中心

永安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社區深耕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永安區樂齡學習中心

梓官區 社團法人台灣湧泉關懷協會 高雄市梓官區樂齡學習中心

新興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善護關愛協會 高雄市新興樂齡學習中心

鼓山區 財團法人中華文字理哲學教育基金會 高雄市鼓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旗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杉林好家園營造協會 高雄市旗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湖內區 大湖國小 高雄市湖內區樂齡學習中心

彌陀區 彌陀國小 高雄市彌陀區樂齡學習中心

阿蓮區 阿蓮國小 高雄市阿蓮區樂齡學習中心

燕巢區 燕巢國小 高雄市燕巢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樹區 高雄市大樹區水寮國民小學 高雄市大樹區樂齡學習中心

鳳山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鳳山教育文化促進會 高雄市鳳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路竹區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高雄市路竹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社區 社團法人台灣道爾思永續發展協會 高雄市大社區樂齡學習中心

橋頭區 仕隆國小 高雄市橋頭區樂齡學習中心

鹽埕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基督教青年會劉阿蘭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
高雄市鹽埕區樂齡學習中心

鳥松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終身學習教育協進會 高雄市鳥松區樂齡學習中心

內門區 觀亭國小 高雄市內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杉林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杉林好家園營造協會 高雄市杉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那瑪夏區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高雄市那瑪夏區樂齡學習中心

高雄市甲仙區 社團法人高雄市甲仙愛鄉協會 高雄市甲仙區樂齡學習中心

田寮區 高雄市田寮區崇德社區發展協會 高雄市田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六龜區 高雄市荖濃國小 高雄市六龜區樂齡學習中心
田寮區

社團法人台灣湧泉關懷協會 高雄市田寮區牛稠埔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茂林區 多納國小 高雄市茂林區樂齡學習中心

桃源區 高雄市原住民文化藝術發展協會 高雄市桃源區樂齡學習中心

大寮區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 高雄市大寮區樂齡學習中心

仁武區 台灣長期健康照顧產業發展協會 高雄市仁武區樂齡學習中心

屏東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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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麟洛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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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田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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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埤鄉 屏東縣新埤鄉餉潭國小 屏東縣新埤鄉樂齡學習中心

里港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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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如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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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邊鄉 屏東縣仁和關懷協進會 屏東縣林邊鄉樂齡學習中心

南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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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恆春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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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枋山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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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巒鄉 屏東縣萬巒鄉公所 屏東縣萬巒鄉樂齡學習中心

滿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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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

屏東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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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港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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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園鄉 屏東縣新園鄉健康營造協會 屏東縣新園鄉樂齡學習中心

琉球鄉 屏東縣琉球國民中學 屏東縣琉球鄉樂齡學習中心

佳冬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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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枋寮鄉 屏東縣枋寮區漁會 屏東縣枋寮鄉樂齡學習中心

鹽埔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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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埔鄉 屏東縣內埔鄉隘寮國小 屏東縣內埔鄉樂齡學習中心

崁頂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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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丹鄉 屏東縣萬丹鄉四維國小 屏東縣萬丹鄉樂齡學習中心

車城鄉 屏東縣車城鄉車城國小 屏東縣車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高樹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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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州鎮 屏東縣潮州鎮公所 屏東縣潮州鎮樂齡學習中心

三地門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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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日鄉 屏東縣春日鄉公所 屏東縣春日鄉樂齡學習中心

獅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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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霧台鄉 屏東縣霧臺鄉霧臺國民小學 屏東縣霧臺鄉樂齡學習中心

泰武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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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義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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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牡丹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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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瑪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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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東市 屏東縣屏東市民和國小 屏東縣屏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長治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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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山鄉 宜蘭縣冬山鄉公所 宜蘭縣冬山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壯圍鄉 宜蘭縣壯圍鄉古亭國民小學 宜蘭縣壯圍鄉樂齡學習中心

宜蘭市 宜蘭縣立復興國中 宜蘭限宜蘭市樂齡學習中心

羅東鎮 宜蘭縣羅東鎮成功國民小學 宜蘭縣羅東鎮樂齡學習中心

蘇澳鎮 宜蘭縣立蘇澳國中 宜蘭縣蘇澳鎮樂齡學習中心

礁溪鄉 宜蘭縣礁溪鄉礁溪國民小學 宜蘭縣礁溪鄉樂齡學習中心

三星鄉 宜蘭縣立三星國中 宜蘭縣三星鄉樂齡學習中心

員山鄉 宜蘭縣員山鄉員山國民小學 宜蘭縣員山鄉樂齡學習中心

大同鄉 宜蘭縣大同鄉大同國民小學 宜蘭縣大同鄉樂齡學習中心

南澳鄉 宜蘭縣南澳鄉南澳國民小學 宜蘭縣南澳鄉樂齡學習中心

五結鄉 宜蘭縣五結鄉公所 宜蘭縣五結鄉樂齡學習中心

頭城鎮 宜蘭縣頭城鎮頭城國民小學 宜蘭縣頭城鎮樂齡學習中心

壽豐鄉 財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花蓮縣壽豐鄉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花蓮市 花蓮縣花蓮市明禮國民小學 花蓮縣花蓮市樂齡學習中心

吉安鄉 花蓮縣吉安鄉仁里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吉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新城鄉 社團法人花蓮縣持修積善協會 花蓮縣新城鄉樂齡學習中心

鳳林鎮 花蓮縣牛根草社區發展促進會 花蓮縣鳳林鎮樂齡學習中心

光復鄉 花蓮縣志願服務協會 花蓮縣光復鄉樂齡學習中心

瑞穗鄉 花蓮縣瑞穗鄉富源社區發展協會 花蓮縣瑞穗樂齡學習中心

玉里鎮 花蓮縣玉里鎮高寮國民小學 花蓮縣玉里鎮 樂齡學習中心

富里鄉 花蓮縣富里鄉東竹國民小學 花蓮縣富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豐濱鄉 花蓮縣豐濱鄉豐濱國民中學 花蓮縣豐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秀林鄉 花蓮縣秀林鄉崇德國民小學 花蓮縣秀林樂齡學習中心

卓溪鄉 花蓮縣卓溪鄉崙山國民小學 花蓮縣卓溪鄉樂齡學習中心

萬榮鄉 萬榮鄉老人會 花蓮縣萬榮鄉樂齡學習中心

池上鄉 臺東縣池上鄉公所 臺東縣池上樂齡學習中心

關山鎮 臺東縣民族音樂發展協會 臺東縣關山鎮樂齡學習中心

太麻里鄉 社團法人臺東縣太麻里鄉曙光社區關懷協會 臺東縣太麻里鄉樂齡學習中心

臺東市 財團法人一粒麥子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臺東縣臺東市樂齡學習中心

屏東縣

宜蘭縣

花蓮縣

臺東縣



縣市別 鄉鎮市區 執行單位 名稱

108年度全國樂齡學習中心辦理單位

東河鄉 臺東縣東河鄉東河國小 臺東縣東河鄉樂齡學習中心

大武鄉 臺東縣大武鄉生活美學協會 臺東縣大武鄉樂齡學習中心

卑南鄉 臺東縣卑南鄉老人會 臺東縣卑南鄉樂齡學習中心

鹿野鄉 臺東縣鹿野鄉社區健康促進協會 臺東縣鹿野鄉樂齡學習中心

金峰鄉 臺東縣金峰鄉生活美學協會 臺東縣金峰鄉樂齡學習中心

長濱鄉 臺東縣原住民族夏娃綠岸全人關懷協會 臺東縣長濱鄉樂齡學習中心

長濱鄉 臺灣原住民族東美文教終身學習協會 臺東縣長濱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優先區)

海端鄉 臺東縣海端鄉生活美學協會 臺東縣海端鄉樂齡學習中心

綠島鄉 臺東縣綠島鄉大樂齡協會 臺東縣綠島鄉樂齡學習中心

馬公市 馬公市公所 澎湖縣馬公市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湖西鄉 湖西鄉公所 澎湖縣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望安鄉 望安國中 澎湖縣望安鄉樂齡學習中心

白沙鄉 白沙鄉健康舞蹈協會 澎湖縣白沙鄉樂齡學習中心

七美鄉 國立空中大學 澎湖縣七美鄉樂齡學習中心

西嶼鄉 西嶼鄉公所 澎湖縣西嶼鄉樂齡學習中心

金城鎮 金城鎮公所 金門縣金城鎮樂齡學習優質中心

金寧鄉 金寧鄉公所 金門縣金寧鄉樂齡學習中心

烈嶼鄉 烈嶼鄉公所 金門縣烈嶼鄉樂齡學習中心

金沙鎮 金沙鎮公所 金門縣金沙鎮樂齡學習中心

金湖鎮 金湖鎮公所 金門縣金湖鎮樂齡學習中心

註:部分縣市之樂齡學習中心上於補件函送或調整設置地點，未納入上開名單

澎湖縣

金門縣

臺東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