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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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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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齡學習中心

傳真
樂齡學習中心地址 中心簡介

1 麻豆區 續辦、示範 臺南市幸福樂齡推展協會 臺南市樂齡學習示範中心 06-5718655 專線 無 臺南市麻豆區安東里113號 點入預覽

2 東區 續辦 臺南市東區光華高中 臺南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386501 229 06-2344417 臺南市東區勝利路41號 點入預覽

3 安南區 續辦 臺南市安南區南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873204 104 06-2871343 臺南市安南區公學路五段627號 點入預覽

4 新市區 續辦 臺南市幸福樂齡推展協會 臺南市新市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18655 專線 無
臺南市新市區富強路16巷1號

(社會文化教育館)
點入預覽

5 龍崎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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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941001 專線 06-5941896 臺南市龍崎區崎頂里新市子33號 點入預覽

6 南區 續辦 臺南市南區喜樹國民小學 臺南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622462 1803 06-2629429 臺南市南區喜樹路133號 點入預覽

7 永康區 續辦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樂齡學習中心 06-3111569 930 無 臺南市永康區華興街2號 點入預覽

8 新營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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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6373770 專線 06-6320667 臺南市新營區民族路21-61號 點入預覽

9 鹽水區 續辦 臺南市鹽水區仁光國民小學 臺南市鹽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523620 11 06-6530975 737臺南市鹽水區三明里舊營117號 點入預覽

10 中西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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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352800 專線 06-2352900 臺南市中西區民權路3段370號 點入預覽

11 安平區 續辦 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國民小學 臺南市安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996735 810 06-2996734 臺南市安平區怡平路392號 點入預覽

12 佳里區 續辦 臺南市佳里區信義國民小學 臺南市佳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211918 101 06-7211831 臺南市佳里區信義一街336號 點入預覽

13 關廟區 續辦 臺南市關廟區關廟國民小學 臺南市關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52209 703 06-5962206 臺南市關廟區文衡路121號 點入預覽

14 北區 續辦 臺南市北區成功國民中學 臺南市北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517906 120 06-2515320 臺南市北區和緯路一段2號 點入預覽

15 歸仁區 續辦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民小學 臺南市歸仁區樂齡學習中心 06-3301666 810 無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街2段136號 點入預覽

16 仁德區 續辦 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 臺南市仁德區樂齡學習中心 06-2794772 118 無 臺南市仁德區中正路二段209號 點入預覽

17 後壁區 續辦 臺南市後壁區安溪國民小學 臺南市後壁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361535 204 06-6361746 臺南市後壁區長安里5號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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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0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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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左鎮區 續辦 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 臺南市左鎮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31019 11 06-5732332 臺南市左鎮區中正里7號 點入預覽

19 六甲區 續辦 臺南市六甲區六甲國民中學 臺南市六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982040 103 無
臺南市六甲區民權街43號

樂齡專用教室
點入預覽

20 南化區 續辦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國民小學 臺南市南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71118 103 06-5773347 臺南市南化區南化里17號 點入預覽

21 大內區 續辦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民小學 臺南市大內樂齡學習中心 06-5761007 8141 06-5762064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里63號 點入預覽

22 善化區 續辦 臺南市善化區善糖國民小學 臺南市善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816653 專線 06-5810052 臺南市善化區溪美里71號 點入預覽

23 玉井區 續辦 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 臺南市玉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42047 340 無 臺南市玉井區玉田里1鄰中正路1號 點入預覽

24 下營區 續辦 臺南市下營區老人福利協進會 臺南市下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790653 專線 06-6790659 臺南市下營區中山路二段122巷9號 點入預覽

25 柳營區 續辦 臺南市柳營區柳營國民中學 臺南市柳營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223209 15 06-6224427 臺南市柳營區東昇里中山東路二段956號 點入預覽

26 學甲區 續辦 臺南市學甲區頂洲國民小學 臺南市學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10231 12 06-7810709 臺南市學甲區三慶里頂洲108號 點入預覽

27 將軍區 續辦 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 臺南市將軍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942034 112 06-7943661 臺南市將軍區將軍國民小學 點入預覽

28 東山區 續辦 臺南市東山區青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東山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861041 12 06-6860045 臺南市東山區青山里16號 點入預覽

29 安定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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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931038 303 06-5931399 臺南市安定區六嘉里30號 點入預覽

30 西港區 續辦 臺南市西港區後營國民小學 臺南市西港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952131 706 無 臺南市西港區營西里1鄰3號 點入預覽

31 新化區 續辦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國民小學 臺南市新化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973113 202 06-5973114 臺南市新化區正新路97號 點入預覽

32 白河區 續辦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國民小學 臺南市白河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851290 專線 06-683143 臺南市白河區竹門里10鄰113號 點入預覽

33 官田區 續辦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國民小學 臺南市官田區樂齡學習中心 06-6901195 130 06-6900426 臺南市官田區官田里11號 點入預覽

34 楠西區 續辦 臺南市楠西區楠西國民中學 臺南市楠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51712 202 06-5751240 臺南市楠西區中興路107號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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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1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2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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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北門區 續辦 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學 臺南市北門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50400 12 06-7850130 臺南市北門區慈安里381號 點入預覽

36 山上區 續辦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國民中學 臺南市山上區樂齡學習中心 06-5781023 11 06-5782952 臺南市山上區山上里130號 點入預覽

37 七股區 續辦 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 臺南市七股區樂齡學習中心 06-7872076 210 06-7874234 臺南市七股區大埕里395號 點入預覽

38 大內區 新辦 臺南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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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760165 專線 06-5760165 臺南市大內區環湖里56號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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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nam/tainam3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