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園區林園區

8/20 週六 10:00-11:00

泡泡的誕生
林園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海洋濕地公園
　　(林園區半廓路)
 　6421638　　　 　15組2-7 組 電 免 

1.7/23(六)上午9:30起開始受理報名
2.請注意防蚊，並攜帶水壺

科學小實驗

共同注意事項:
1.採事先報名制，報名方式詳見各中心規定及注意事項。
2.需照顧者專心陪同幼兒玩耍及互動，禁止成人在一旁使用手機。
3.報名期限:活動前3天前或額滿截止。
4.若因故無法參加活動請3天前通知各中心。
5.報到時間:活動開始前15分鐘未報到者，名額開放現場親子報名參加。
6.防疫期間須遵守相關規定，因應疫情政策，主辦單位保留改變活動之權利，細節以各中心粉絲專頁公告為準。

公益彩券
盈餘基金補助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

協辦單位 

主辦單位 

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兒童福利服務中心
高雄市21家育兒資源中心

彌陀區彌陀區

8/3 週三 9:30-10:00
父親節手作
彌陀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梓平社區
　　(梓官路城隍巷123號)
　6106837　　　 　8組0-7 組 電 免 

前鎮區前鎮區

8/6 週六 -11:3010:30
兒童安全

之變裝Party
前鎮草衙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興仁公園
　　(前鎮區鎮榮里)
 　8127225
　 8組 0-7組 

電 

免 

岡山區岡山區

8/18 週四 10:30-11:30
戶外限定

親子童樂趣
岡山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勵志新城乙區南門廣場
 　6298551　　　 　10組2-7 組 電 免 

左營區左營區

8/5 週五 10:30-11:30
故事+手作

我的超級爸鼻！
左營富民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福山公園(榮總路203號)
　5566105　　　 　14組2-7 組 電 免 

1.相關活動訊息詳見左營富民育兒資
　源中心粉絲專頁
2.請穿著舒適的衣服、褲子及布鞋

三民區三民區

8/19 週五 16:30-17:30

公園維護
小達人

三民陽明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陽明公園
 　3801856　　　  15組2-7 組 電 免 

繪本+體驗

1.相關活動訊息詳見三民陽明育兒
　資源中心粉絲專頁
2.請穿著舒適的衣服、褲子及布鞋

旗津區旗津區

8/13 週六 10:00-11:00
大家一起動起來
旗津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旗津貝殼館
　　(旗津三路887號)
　5711191　　　 　8組2-7 組 電 免 

大風吹、老鷹抓小雞、氣球傘

前鎮區前鎮區

8/14 週日 9:30-10:30
親子體適能

黃金右腳
前鎮竹西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高雄市文化中心
 　(苓雅區五福一路67號)
 　7161625　　　  10組2-7 組 電 

1.7/23(六)前鎮竹西育兒資源中心
　粉專開放報名，父幼優先
2.請於8/6(六)前繳交50元器材租
　借費逾期不保留參加名額

0-7

2-7

1.5-7

3-7

0-未滿7歲幼兒及照顧者
2-未滿7歲幼兒及照顧者
1歲半-未滿7歲幼兒及照顧者
3-未滿7歲幼兒及照顧者

組 活動組數　電 電話報名　免 免費

標號說明



前金區前金區

8/24 週三 10:30-11:30

歡樂氣球傘
前金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二二八紀念公園(中正四路)
 　2153998#83　　　 　15組2-7 組 電 免 

7/26(二)上午10:00起粉絲專頁網路報名

親子律動+團體遊戲

三民區三民區

8/21 週日 16:00-17:00

秘境探險尋寶樂
三民兒福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中都濕地公園
　　(同盟三路和十全三路交叉口)
 　3958366#202　　　 　15組0-7 組 電 免 

1.7/27(三)下午2:00起粉絲專頁網路報名，
　如有餘額開放7/29(五)下午2:00電話報名
2.請自備防蚊液、防曬用品及水壺

超嗨公園育兒趣

小港區小港區

8/2  週日 09:30-11:308
作伙來健走

小港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大坪頂熱帶植物園
　　(小港區高坪十九街103號)
 　8055828　　　 　15組0-7 組 電 免 

1.7/27(三)9:00開始報名
2.於大坪頂熱帶植物園大門口集合，
　請戴帽子，著薄外套，噴防蚊液，
　攜帶飲用水

仁武區仁武區

8/28 週日 10:00-11:00
律動好好玩

仁武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仁武運動公園(仁祥街)
 　3759480#20.21　 　15組

2-7

組 電 

免 

楠梓區楠梓區

9/2 週五 10:00-11:00
一起玩

楠梓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楠梓兒童公園(後昌路)
 　3640791#101,105
　 15組 2-7組 

電 

免 

1.請自備防蚊液、防曬用品及水壺
2.親洽或電話報名

桃源區桃源區

9/3 週六 10:00-11:30

大球小球滾滾樂
桃源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桃源區建山社區
 　6861280　　　 　　10組1.5-7 組 電 免 

透過情境故事，運用音樂、遊戲道具
帶領親子一起玩想像遊戲

親子活動

大寮區大寮區

9/4 週日 9:00-11:00
「童」心未泯
「玩」出民俗

大寮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三隆兒童公園
 　7828330#16　 10組 2-7組 電 免 

1.8/25(四)下午1:30開放粉絲專頁報名
2.請自備防蚊防曬及飲用水

美濃區美濃區

9/  週四 10:00-11:008
夏日大挑戰

美濃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文創中心(永安路212號)
 　6819456　　　 　10組2-7 組 電 免 

電話或粉絲專頁私訊報名

路竹區路竹區

9/17 週六 10:00-11:00

歡樂動一夏
路竹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路竹運動公園(大同路155號)
 　6071101#111　　　  10組2-7 組 電 免 

1.親洽、電話或臉書私訊報名
2.請自備防蚊防曬及飲用水

體能遊戲

那瑪夏區那瑪夏區

9/18 週日 10:30-12:00
親子拼圖暨
積木創作大賽
那瑪夏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那瑪夏育兒資源中心
　(達卡努瓦里大光巷236號)
 　6701708,6701579
　 5組 0-7組 

電 

免 

電話、現場報名

旗山區旗山區

9/25 週日 10:00-11:00
彩色啵啵

旗山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旗山育兒資源中心
　　(中正路199號)
 　6625016#21　 10組 3-7組 電 免 

1.電話或粉絲專頁私訊報名
2.調製彩色泡泡水、創作彩色泡泡畫、
　自製泡泡棒(創作出不同形狀的泡泡)
3.請注意防曬、防蚊及補充水分

大樹區大樹區

9/24 週六 10:00-11:00
親子趣味律動
大樹育兒資源中心辦理
地點:久堂路128號3樓
 　6525569　 8組 2-7組 電 免 

8/25(四)早上09:30起開放電話或
粉專私訊報名至額滿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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