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行政區 單位名稱 級別 開班期間 停課日 上課時間 上課地點 承辦人 聯絡電話

1 大成國小 中級班 3/12-5/9 無 每週一、二、三18:30-21:00 大成國小3年4班教室 袁啓陶 3661155#120

2 瑞豐國小 初級班 3/12-5/07 4/5 每週一、二、四18:40-21:10 瑞豐國小社會教室2 蕭惠珍 3682787*610

3 大勇國小 中級班 3/26-5/23 4/4、4/6 每週一、三、五18:40-21:10 大勇國小六年九班教室 林忠正 03-3622017#611

4 八德國中 初級班 4/9-5/31 無 每週一、三、四08:25-10:45 八德國中閱覽室 楊映潔 03-3685322#819

5 中平國小 初級班 3/12-6/6 4/4、4/6 每週一、三、五18:00-19:30
中平國小二年一班教室、二樓電

腦教室
張弼勝 03-4902025#320

6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中壢社區大學
初級班 3/3-7/29 無 每週六08:30-11:30

中壢家商(桃園市中壢區德育路36

號)
李室呈 03-4025451

7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中壢社區大學
初級班 3/7-7/29 4/4 每週三18:30-21:30

新明國中(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487巷18號)
李室呈 03-4025451

8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中壢社區大學
初級班 3/2-7/29 4/6 每週五18:30-21:30

新明國中(桃園市中壢區中正路

487巷18號)
李室呈 03-4025451

9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中壢社區大學
初級班 3/5-7/29 6/18 每週一15:00-18:00 桃園市中壢區復華一街32號 李室呈 03-4025451

10 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 初級班 3/6-7/3 4/7、5/1 每周二、六18:30~21:00
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桃園市中壢

區自立五街5號1樓)
洪巧旻 03-4350929

11 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 高級班 3/5-7/2 4/6、6/18 每周一、五18:30~21:00
台灣新住民萌芽協會(桃園市中壢

區自立五街5號1樓)
洪巧旻 03-4350929

12 武漢國小 初級班 3/6-5-29 4/5 每週二、四18:30-21:00 武漢國小樂齡教室 王紫蘭 03-4792873*520

13 漢英高中 初級班 4/10~6/28 無 每週二、四18:00-20:30 漢英高中104教室 陳文傑 03-4711388#113

14 南美國小 初級班 4/10-6/2 無
每週二、四19:00-20-30

每週六08:00-12:30
南美國小新大樓6年1班教室 鄭玉凌 03-3126250#611

15 新路國小 初級班 3/5-5/30 4/4、4/6 每週一、三、五08:30=11:20 新路國小成教班教室 沈秀琴 03-3203890#211

16 新路國小 初級班 3/6-5/30 4/5 每週二、四08:30-11:20 新路國小成教班教室 沈秀琴 03-3203890#211

17 樂善國小 初級班 3/20-6/12 無 每週二、四17:00-21:00 樂善國小502教室 巫佳穎 03-3281002#610

18 龜山國小 初級班 3/5-5/28 4/4 每週一、三18:00-20:30 龜山國小3-1教室 賴怡伶 03-3203571#212

19 龜山國小 中級班 3/5-5/28 4/4 每週一、三18:00-20:30 龜山國小2-7教室 賴怡伶 03-3203571#212

20 幸福國小 初級班 3/1-4/26 4/5 每週一、二、四18:00-20:30 幸福國小三樓教師教學預備室 鄧郁璇 03-3194072#611

21 幸福國小 中級班 4/30-6/25 6/18 每週一、二、四18:00-20:30 幸福國小三樓教師教學預備室 鄧郁璇 03-3194072#611

22 員樹林國小 初級班 3/16-5/14 無 每週一、三、五18:00-20:30 員樹林國小六-4教室 邱俊雄 03-3801502#12

23 田心國小 初級班 3/13-6/5 4/6 每週二、五19:00-21:30 田心國小104教室 林永金 03-387200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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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僑愛國小 初級班 3/6-5/11 4/4、4/5、4/6
每週二、三、四、五

16:30-20:00
僑愛國小社區圖書館 蔡志賢 03-3801896#611

25 僑愛國小 中級班 5/15-7/13 無
每週二、三、四、五

16:30-20:00
僑愛國小社區圖書館 蔡志賢 03-3801896#611

26 富岡國小 初級班 3/6-5/31 4/3、4/5 每週二、四18：30-21:00 富岡國小低年級圖書館 許嘉琪 03-4721193*220

27 笨港國小 初級班 4/10-6/27 無 每週二、三18:30-21:00 笨港國小自然教室 林俐儀 03-4769113#210

28 忠貞國小 初級班 4/9-6/4 4/30 每週一、二、三18:15-20:45 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王怡貞 03-4506279

29 忠貞國小 初級班 3/17-6/10

3/31、4/1、4/7、

4/8、4/28、4/29、

5/26、5/27

每週六、日08:30-11:30 桃園市新住民學習中心 王怡貞 03-4506279

30 忠貞國小 中級班 4/9-6/4 4/30 每週一、二、三18:15-20:45 忠貞國小101教室 王怡貞 03-4506279

31 忠貞國小 中級班 3/17-6/10

3/31、4/1、4/7、

4/8、4/28、4/29、

5/26、5/27

每週六、日08:30-11:30 忠貞國小407教室 王怡貞 03-4506279

32 祥安國小 初級班 3/5-5/28 4/5 每週一、二、四19:00-20:30 祥安國小一年級教室 陳美文 03-4192136#330

33 文化國小 初級班 3/12-5/11 4/3、4/27 每週一、三、五18:30-21:00 文化國小一年級教室 蔣琳琳 03-4921750#2610

34 桃園區 文山國小 初級班 4/10-5/31 無 每週二、三、四18:30-21:00 文山國小一年級教室(暫訂) 孫佩琳 03-3601400#212

35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新楊平社區大學
初級班 3/8-7/26 4/5 每週四18:30-21:30

楊明國中(桃園市楊梅區新農街

337號)
徐楚茵 03-4755651

34
桃園市社會教育協進

會-新楊平社區大學
中級班 3/9-7/27 4/6 每週五18:30-21:30

上湖活動中心(桃園市楊梅區楊湖

路三段679號)
徐楚茵 03-4755651

*課程全程免費，報名請逕洽各校(單位)承辦人

新屋區

平鎮區

楊梅區

大溪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