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雄市107年第二期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開班一覽表 
（普通班、新住民專班） 

實施方式：年滿15歲以上，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 

報名方式：請直接向鄰近區域開班學校電話報名。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課程開始前。 

本期上課期間為107年9月至12月，修滿72小時頒以結業證書（研習證明書）。 

編號 區域 校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開課期程  星 期 上課時間(下午) 地址 

1 三民區 鼎金國小 劉組長 3836330*712 9/7-12/13 一、四 6:30-9:00 三民區鼎山街375號 

2 三民區 三民國小 許主任 2810378*11 9.11-11.29 二、四 7:00-9:20 三民區建國路三段216號 

3 三民區 民族國小 李組長 3860526*551 9/11-11/30 二、五 7:00-9:10 三民區平等路197號 

4 前鎮區 仁愛國小 吳主任 8414911*711 9/25-12/25 二、五 7:00-9:30 前鎮區新衙路93號 

5 前鎮區 樂群國小 張組長 7225846*401 9/10-12/3 一、四 7:00-9:10 前鎮區育樂路61號 

6 前鎮區 光華國小 林主任 7222846*11 9/27-12/18 一、四 7:00-9:20 前鎮區廣西路57號 

7 前鎮區 南洋協會 楊先生 0955869210 9/21-12/9 五、日 9:00-22:00 小港區港中街36號 

8 小港區 桂林國小 王主任 7910766*411 9/3-11/26 一、四 7:00-9:00 小港區桂林里桂陽路390號 

9 小港區 港和國小 鄭主任 8131506*41 9/3-11/29 一、三、四 7:00-8:30 小港區平和南路300號 

10 小港區 鳳鳴國小 吳主任 8714561*121 9/20-12/7 四、五 7:00-9:10 小港區鳳鳴路191號 

11 楠梓區 楠梓國小 楊組長 3511140*1100 9/1-12/29 六 9:00-12:10 楠梓區東寧里楠梓路262號 

12 楠梓區 楠陽國小 陳主任 3520675*111 9/11-11/29 二、四 6:30-8:30 楠梓區楠陽路100號 

13 左營區 左營國中 許主任 3433080*320   9/18-12/6 二、五 7:00-9:30 左營區新光里曾子路281號 

14 旗津區 中洲國小 王主任 5712225*741 9/10-12/6 一、四 6:30-9:30 旗津區旗津二路275號 

15 旗津區 旗津國小 陳組長 5715133*741 9/17-12/10 一、四 7:00-9:20 旗津區中洲三路6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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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苓雅區 苓洲國小 廖組長 3351804*313 9/17-12/4 一、二、三 7:00-9:00 苓雅區四維四路61號 

17 鹽埕區 鹽埕國小 劉組長 5210626*141 9/25-12/13 二、三、四 7:30-9:00 鹽埕區五福四路183號 

18 鼓山區 牧愛協會 張先生 5218931 9/4-11/22 二、四 2:00-5:00 鼓山區濱海二路23之2號 

19 鳳山區 鳳山國小 陳主任 7419119*22 9/10-12-10 一、二、三 6:30-8:00 鳳山區中山路231號 

20 鳳山區 文山國小 郭組長 7460444*93 9/10-12/5 一、二、四 6:40-9:00 鳳山區鳳松路25巷20號 

21 鳳山區 新甲國小 蕭組長 7668170*20 9/10-11/28 一、二、三 7:00-8:40 鳳山區新富路255號 

22 大寮區 永芳國小 吳主任 7812814*20 9/17-12/3 一、四 7:00-9:20 大寮區永芳里鳳林三路499號 

23 大寮區 翁園國小 林主任 7811685*20 9/5-11/27 二、五 9:00-11:40 大寮區翁園里翁園路79號 

24 大樹區 大樹國小 林組長 6513752*40 10/15-12/13 一、二、三、四 7:00-9:30 大樹區中正一路249號 

25 大樹區 九曲國小 李組長 6512541*502 9/17-12/14 一、二、三 7:10-8:40 大樹區九曲路498號 

26 仁美區 仁美國小 黃主任 7315633*50 9/21-12/11 二、四 7:30-9:20 鳥松區學堂路2號 

27 大社區 大社國中 鍾主任 3530100*71 9/12-12/5 三、五 6:30-9:00 大社區翠屏路100號 

28 鳥松區 鳥松國小 李主任 7321780*20 10/2-12/20 二、四 7:00-9:10 鳥松區文前路32號 

29 橋頭區 仕隆國小 陳主任 6113517*50 9/17-11/12 一、三、四 7:00-9:20 橋頭區仕隆路進校巷16號 

30 岡山區 竹圍國小 楊主任 6233032*2450 9/3-12/31 一、三 3:00-4:30 岡山區大仁北路1號 

31 路竹區 蔡文國小 王組長 6076268*20 9/17-11/14 一、二、三 6:50-9:20 路竹區國昌路548號 

32 湖內區 海埔國小 康老師 6992346*20 9/17-12/11 一、三、四 6:50-8:30 湖內區海埔里忠孝街256號 

33 梓官區 蚵寮國小 何主任 6175301*70 9/3-11/21 一、二 6:50-9:00 梓官區光明路177號 

34 田寮區 崇德國小 王主任 6367155*20 9/5-11/30 一、三、五 8:30-10:10 田寮區崇德里崇德路10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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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阿蓮區 阿蓮國小 陳主任 6312049*240 9/10-12/4 二、四 6:30-9:30 阿蓮區阿蓮里民族路163號 

36 杉林區 上平國小 古主任 677-2971*40 9/12-12/5 二、三 6:40-9:10 杉林區上平里山仙路212號 

37 茂林區 多納國小 劉主任 6801178*115 9/1-12/20 六、日 1:00-4:00 茂林區多納里1-2號 

38 旗山區 月慧山協會 潘小姐 0937678918 9/4-12/5 二、四 6:30-9:30 美濃區獅山里十全街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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