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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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區 續辦、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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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964035 112、115 04-22918556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21號 點入預覽

2 大甲區 續辦 大甲區農會 臺中市大甲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813231 專線 04-26810157 台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二段202號 點入預覽

3 大安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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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714558 專線 無 臺中市大安區東安里福東一路95號 點入預覽

4 大肚區 續辦 蔗廍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大肚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911411 專線 無 臺中市大肚區蔗廍里中沙路1-2號 點入預覽

5 大里區 續辦 台中縣大里生活美學協會 臺中市大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4823208 專線 無 臺中市大里區益民路二段57巷47號 點入預覽

6 大雅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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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69-2570 專線 04-2569-2595 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振興路228號 點入預覽

7 中區 續辦 台語文化協會 臺中市中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2283838 專線 無 台中市中區成功路338號 點入預覽

8 太平區 續辦 臺中市太平區建平國小 臺中市太平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2779532 633 04-22758002 臺中市太平區精美路201號 點入預覽

9 北屯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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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2307966 專線 04-22307606 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68號 點入預覽

10 外埔區 續辦 臺中市立外埔國民中學 臺中市外埔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833721 214 04-26833759 臺中市外浦區外埔路999號 點入預覽

11 石岡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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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815745 專線 04-25817854 臺中市石岡區萬興里萬墩街105號 點入預覽

12 后里區 續辦 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 臺中市后里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5562012 專線 無 421台中市后里區三豐路三段968號 點入預覽

13 西屯區 續辦 臺中市善護協會 臺中市西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3261600 666 04-23197605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二段659號3樓 點入預覽

14 沙鹿區 續辦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 臺中市沙鹿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318652 5573 無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P棟8樓 點入預覽

15 和平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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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941887 專線 04-25941887 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東關路三段139-10號 點入預覽

16 東區 續辦 臺中市國際語文教育協會 臺中市東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2806896 專線 無 台中市東區福明街118號 點入預覽

17 東勢區 續辦 臺中市東勢區農會 臺中市東勢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5772425 專線 無 東勢區延平里東關路7段300號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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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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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民眾查詢使用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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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8taitiong/taitiong0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0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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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轄屬樂齡學習中心聯繫資訊一覽表

18 南屯區 續辦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 臺中市南屯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4792122 740 04-24793823 鎮平國小 點入預覽

19 南區 續辦 臺中市南區西川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南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3764326 專線 無 臺中市南區西川里柳川西路一段59號 點入預覽

20 神岡區 續辦 臺中市神岡區溪洲社區發展協會 臺中市神岡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5610226

04-25613421
專線 04-25620266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路1076號 點入預覽

21 梧棲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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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6581919 4803 04-26584867 臺中市梧棲區文昌路393號 點入預覽

22 清水區 續辦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 臺中市清水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262400 740 04-26274633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路4號 點入預覽

23 新社區 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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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25820736 專線 無 台中市新社區大南里中和街二段338號 點入預覽

24 霧峰區 續辦 中華民國霧峰文化創意協會 臺中市霧峰區樂齡學習中心 0918938479 專線 無
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信義路50號(本部）

臺中市霧峰區大同路16號（上課地點）
點入預覽

25 龍井區 續辦 龍井區農會 臺中市龍井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6396511 262 04-26302451 臺中市龍井區龍門路40號 點入預覽

26 潭子區 新辦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 臺中市潭子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5324610 201 04-25311988 臺中市潭子區中山路二段 435 號 點入預覽

27 豐原區 新辦 臺中市立圖書館豐原分館 臺中市豐原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5156756 專線 04-25156776 臺中市豐原區育仁路81號 點入預覽

28 烏日區 新辦 臺中市立烏日國民中學 臺中市烏日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3381009 103 04-23380941 臺中市烏日區新興路457號 點入預覽

29 西區 續辦 台灣社區大學教師協會 臺中市西區樂齡學習中心 04-22231907 專線 無 台中市西區民權路53巷12號1F 點入預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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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19.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0.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1.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2.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3.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4.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5.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6.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7.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8.pdf
https://moe.senioredu.moe.gov.tw/Home/senior_center_pdf/108/108taitiong/taitiong29.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