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年度(第1期)本市成人基本教育(普通班、新住民專班)研習班開班一覽表彙整 

A：公立國中小 

編

號 
區域 校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開課期程 星 期 上課時間 地址：高雄市 

1 左營區 左營國中 許主任 3433080*1710 3/1~5/24 三、四 19:00~21:30 左營區新光里曾子路281號 

2 三民區 民族國小 李主任 0932767747 

菲律賓班

3/1~5/24 
一、三 18:00~20:00 

三民區平等路197號 
新住民專班

3/2~5/25 
四、五 19:00~21:00 

3 三民區 愛國國小 張組長 3161191*405 2/13~5/2 一、二 18:30~21:00 三民區十全一路1號 

4 前鎮區 樂群國小 張老師 7225846*301 3/6~5/29 一、四 19:00~21:10 前鎮區育樂路61號 

5 前鎮區 光華國小 黃主任 7222846*11 3/2~5/25 一、四 19:00~21:10 前鎮區廣西路57號 

6 小港區 太平國小 戴組長 8019006*220 3/6~6/3 
二 19:30~21:00 

小港區松山里營口路1號 
六 09:00~12:00 

7 小港區 港和國小 鄭主任 8131506*422 3/4~6/26 
一 19:00~20:30 

小港區平和南路300號 
六 08:50~12:00 

8 楠梓區 楠梓國小 李主任 3511140*1110 2/25~6/10 六 08:30~12:10 楠梓區東寧里楠梓路262號 

9 大社區 大社國小 蔡主任 3511940*761 3/14~6/6 二、四 18:50~21:10 大社區三民路336號 

10 鹽埕區 鹽埕國小 張組長 5210626*142 3/2~5/29 一、四 18:00~21:00 鹽埕區五福四路183號 



編

號 
區域 校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開課期程 星 期 上課時間 地址：高雄市 

11 旗津區 中洲國小 胡主任 5712225*741 3/3~5/26 二、五 19:00~21:20 旗津區旗津二路275號 

12 旗津區 旗津國小 李主任 5715133*741 3/2~5/25 二、四 19:00~21:00 旗津區中洲三路623號 

13 苓雅區 苓洲國小 蔡主任 3351804*110 3/13~6/7 一、二、三 19:00~21:00 苓雅區四維四路61號 

14 仁武區 登發國小 陳主任 3726033*50 3/1~5/13 
三 16:00~18:00 

仁武區仁忠路191號 
六 09:00~12:00 

15 美濃區 美濃國小 翁主任 6810166*841 2/20~5/18 一、四 19:00~21:10 美濃區永安路190號 

16 路竹區 路竹國小 楊主任 6962128*850 2/25~6/17 六 08:30~11:30 路竹區中山路712巷16號 

17 鳥松區 鳥松國小 林主任 7321780*20 3/20~5/16 一、二、四 19:00~21:00 鳥松區文前路32號 

18 鳳山區 文山國小 郭組長 7460444*613 2/21~4/27 二、四 18:20~21:30 鳳山區鳳松路25巷20號 

19 鳳山區 新甲國小 蕭組長 2624716*8014 2/20~5/17 一、二、三 19:00~20:40 鳳山區新富路255號 

20 鳳山區 福誠國小 蔡組長 8120152*20 3/7~6/1 二、四 19:00~21:10 鳳山區忠誠路145號 

21 大寮區 翁園國小 李主任 7811685*120 2/21~6/1 二、四 09:00~11:00 大寮區翁園路79號 

22 大寮區 永芳國小 陳老師 7812814*121、122 2/20~5/18 一、四 19:00~21:00 大寮區鳳林三路499號 

23 大樹區 大樹國小 黃組長 6513752*40 3/6~5/25 一、二、四 19:00~20:30 大樹區中正一路249號 

24 大樹區 興田國小 陳主任 6561527*20 2/14~5/11 二、四 19:00~21:20 大樹區興田路59號 

25 岡山區 前峰國小 陳組長 6262415#822 3/2~5/25 二、四 18:20~20:30 岡山區仁壽里育英路35號 



編

號 
區域 校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開課期程 星 期 上課時間 地址：高雄市 

26 茄萣區 成功國小 劉主任 6902053*20 2/23~5/23 二、四 19:00~21:20 茄萣區吉定里成功路1號 

27 林園區 林園國小 游主任 6412125*20 2/20~5/11 一、四 18:30~20:40 林園區忠孝西路20號 

28 梓官區 蚵寮國小 陳主任 6101044*90 2/20~5/29 一、二 18:50~21:00 梓官區光明路177號 

29 阿蓮區 阿蓮國小 陳主任 6312049*240 2/20~5/18 一、四 18:30~21:30 阿蓮區民族路163號 

30 旗山區 鼓山國小 吳主任 6612051*20 2/25~6/10 六 08:30~12:10 旗山區延平一路111號 

31 田寮區 新興國小 張主任 6381348*30 3/4~6/24 六 09:00~12:00 田寮區大新路2號 

32 桃源區 桃源國小 曾主任 6861045*40 3/6~5/22 一、二、四 18:00~20:00 桃源區北進巷50號 

33 那瑪夏區 民生國小 李主任 6701233*12 3/14~6/6 二、四 18:50~21:10 那瑪夏區大光巷159號 

ㄧ、招收對象：本國失學民眾(紅色編號之學校)及新住民(外籍配偶)。 

二、開班期程：112年第1期(2月至6月)，ㄧ期上課節數為72節。 

三、如有疑義，歡迎來電諮詢：07-7995678分機3097 教育局社會教育科 邱老師。 

 

 

 

 

 

 



B：民間團體 

編

號 
區域 校名 聯絡人 聯絡電話 開課期程 星 期 上課時間 地址：高雄市 

1 鼓山區 牧愛生命協會 李小姐 5218931 3/6~5/31 
一、二 

三、四 
14:30-17:00 鼓山區濱海二路23之2號 

2 前鎮區 南洋姊妹關懷協會 楊先生 0955869210     

註：招收對象為新住民(外籍配偶)，請逕洽單位連絡人報名。 

 

C：關懷據點 

編

號 
區域 據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高雄市 

1 六龜區 六龜社區發展協會 柯新武理事長 
6891219 

0932971117 
六龜區華北街60號 

2 鳳山區 關懷台灣協會 林麗芬總幹事 7636044 鳳山區中崙四路5號 

3 鳳山區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老爺站) 謝和芸理事長 7461558 鳳山區興隆街42號 

4 鳳山區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瑞竹站) 謝和芸理事長 7461558 鳳山區瑞竹里中山東路213巷5號 

5 鳳山區 台灣寬霖關懷協會(國隆站) 謝和芸理事長 7461558 鳳山區國隆里國興街17號 

6 鳳山區 幸福文山社區發展協會 黃惠玲理事長 7766262 鳳山區文育街18號 

7 永安區 永安區永華社區發展協會 黃婧瑜理事長 0922911962 永安區永安路43號 



編

號 
區域 據點 聯絡人 聯絡電話 地址：高雄市 

8 梓官區 中華悠樂關懷協會 孫美玲秘書長 0989645989 梓官區嘉好路64巷1號 

9 茄萣區 茄萣婦女工作協會 郭善理事長 
0928723056 

0926305359 
茄萣區忠孝街29號2樓 

10 燕巢區 燕巢安招社區發展協會 林美春總幹事 6142095 燕巢區安南路1之2號 

11 小港區 國泰樂齡關懷協會 許招勤理事長 0936377259 小港區高松里松興路41號 

註：招收對象為本國失學民眾，請逕洽各關懷據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