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社區大學聯絡網

社區大學
聯絡方式

臺中市大墩社區大學
電話:04-22200603
地址:台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 174 號 5 樓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台中市西區、北區、西屯區、北屯區、南屯區
台中特殊教育學校、健行國小、忠明國小、松竹國小、永安國小、福
雅里社區活動中心；台中 YMCA 三民會館、民權會館、北屯會館。
請逕上大墩社區大學網址:www.tcymca.org.tw

社區大學
聯絡方式

臺中市光大社區大學
電話:04-22012571
地址:台中市大雅路 58 號 B 棟 18 樓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北區、南屯區
豐原區
請逕上光大社區大學址:http://bl.fgs.org.tw/guangda/

社區大學

臺中市山線社區大學
電話:04-25230460

聯絡方式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豐東路 75 號(豐東國中 3F)
豐原區、潭子區、大雅區、神岡區、后里區、石岡區、東勢區、新社

分佈區域

區、和平區
豐原區：豐東國中、羽媗舞蹈學會（圓環教室）、瑞穗國小、北陽社
區活動中心、功學社音樂中心、三豐教室、來賓游泳池
潭子區：潭陽藝文廣場、身心障礙綜合福利中心
大雅區：大雅活動中心
神岡區：神岡圖書館、社口國小

學習點

后里區：內埔國小、鎮安宮
石岡區：石岡國小
東勢區：東勢國小、復興宮、青楓舞蹈學會
新社區：新社高中
和平區：谷關社區發展協會

103 年度開課情形

http://www.ce.cyut.edu.tw/cc2/

社區大學
聯絡方式

臺中市海線社區大學
電話:04-26582246
地址:臺中市梧棲區民生街 12 號

分佈區域

學習點

外埔區、大安區、大甲區、龍井區、沙鹿區、清水區、大肚區、梧棲區
梧棲國中校本部

臺中市梧棲區民生街 12 號

伊姿舞蹈社

臺中市梧棲區中興路 128 巷 11 號

梧棲游泳池

臺中市梧棲區中興路 219 號

梧棲國小

臺中市梧棲區民生街 45 號

草湳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梧棲區自立一街 61 號

定安宮

臺中市梧棲區梧南路 135-5 號

王桂蘭工作室

臺中市沙鹿區中棲路三條圳巷 67 號

陳松雕刻工作室

臺中市沙鹿區六晉路 2 號

103 年度開課
情形

沙鹿寶成游泳池

臺中市沙鹿區光華路 132 號

沙鹿山葉音樂教室

臺中市沙鹿區沙田路 53 號之 7

深波圖書館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 2 段 488 號

李素專工作室

臺中市沙鹿區中興路 812 號

自由曲線拼布坊

臺中市沙鹿區光華路 381-1 號

臺中港區國標舞學會

臺中市清水區民有路 46 巷 19 號

玉園茶道教室

臺中市清水區民有路 46 巷 42-1 號

李素專音樂工作室

臺中市清水區中華路 532 號

大甲山葉音樂教室

臺中市大甲區民生路 9-1 號

文昌國小

臺中市大甲區育德路 113 號

致用高中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新村 71 號

文武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甲區德興路 61 號

格蘭英語教室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街 61 號

大肚農會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一段 546 之 2 號

日光郡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肚區頂街村大明三街 1 號

外埔區三崁里活動中心

臺中市外埔區三崁村三崁路 57 號 1F

龍井圖書館

臺中市龍井區觀光路 2 號

大肚閱覽室

臺中市大肚區華山路 131 號

大肚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肚區沙田路二段 646 號

新美社區活動中心

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光明路 281 巷 26 號

高仕高爾夫球練習場

臺中市西屯區龍洋巷 52-1 號

請逕上海線社區大學網址: http://ndu.hk.edu.tw/Sea/

社區大學
聯絡方式

臺中市犁頭店社區大學
電話:04-23895637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 號（嶺東科技大學）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南屯區、西屯區
嶺東科技大學、黎明里活動中心、南屯陶畫館、港尾行動教室、南屯
里活動中心、寶山社區藝文中心、文山國小
請逕上犁頭店社區大學網址 http://210.60.22.53

社區大學
聯絡方式

臺中市文山社區大學
電話:04-23550789
地址:407 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校本部)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西屯區、南屯區、西區

世貿校區：臺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台中世貿中心)
中工校區：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三路 199 號 2 樓(福安地區各里聯合活
動中心/台中世貿中心後方，福安市場樓上)
公訓校區：臺中市西區東興路三段 246 號 7、8 樓(臺中市政府公務人
力訓練中心)
大業校區：臺中市南屯區大業路 100 號(大業國中)

請逕上文山社區大學網址 www.wtctxg.org.tw

社區大學名稱
聯絡方式

臺中市屯區社區大學
電話:04-24074600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國中路 365 號(市立大里高中內)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大里、霧峰、烏日、太平
市立大里高中、內新國小、立新國小、國立大里高中、國立霧峰農工、
光德國中、烏日國小、溪南國中、中平國中、長億高中、新光國中、
福隆里活動中心、興隆里活動中心
請逕上屯區社區大學網址
http://tucc99.blogspot.tw/

社區大學名稱
聯絡方式

臺中市大坑社區大學
電話:04-22394971
地址:臺中市北屯區廍子路 666 號

分佈區域
學習點
103 年度開課情形

東區、北區、北屯區
衛道堂、中達社區、崇德國中、東山高中
請逕上大坑社區大學網址
http://cec.ctust.edu.tw/bin/home.php

社區大學
臺中市五權社區大學
名稱
聯絡
方式
分佈
區域

電話:04-22211088*9
地址: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2-3 號 4 樓
西區、南區、南屯區、北區、西屯區
五權本部：臺中市西區五權路 2-3 號 4 樓
中科分部：臺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21 號

學習點

臺中市愛心家園：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一段 450 號
崇仁活動中心：臺中市南區柳川西路一段 59 號
大勇國小分部：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515 號
北區：舊社里活動中心

請逕上五權社區大學網址
103 年度開課
情形

網址：http://www.ce.cyut.edu.tw/cc1/
FB： https://www.facebook.com/cewuchyuan1
103-2 期課程表
http://www.ce.cyut.edu.tw/cc1/courseview.asp?classnum=CC103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