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中市教育基金會設立名冊
編檔
基金會名稱
序號
2 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永煌教育基金會

主事務所會址
臺中市東區振興路148-1號

4

財團法人臺中縣鄭氏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開元路807號

5

財團法人如來佛教文化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梅川西路一段23號6樓

6

財團法人慈光文化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147號

7

財團法人靈仙宗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247號

8

財團法人廖朝欽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太平區大智街44號

10

財團法人淨業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太平區永隆里七星路150號

11

財團法人明道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497號

12

臺中市神岡區中山路52號

18

財團法人岸裡文昌教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後備軍人(子女)獎學金文教基
金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等學校文教
基金會
財團法人大肚鄉磺溪書院文教基金會
財團法人國立沙鹿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文教基金
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慈善寺文教基金會

19

財團法人新新生活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館前路19號7樓

20

財團法人皮膚科技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中港路三段160號

21

財團法人東青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東區樂業路134號

22

24

財團法人富麗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一段1061號5樓
財團法人國立大甲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文教基金
臺中市大甲區開元路71號
會
財團法人台中市佑生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52號5樓之5

25

財團法人聖光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潭子區民生街223號

26

財團法人臺中高工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高工路191號

27

財團法人文會紀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工業38路順和二街2號

28

30

財團法人台中市李炳南居士紀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學府路199號2樓
財團法人台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學校教育發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61號
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興農台灣農業圖書教育文化基金會
臺中市大肚區南榮路101號

31

財團法人文一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平安里和平路17號

32

財團法人台中縣教育會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720號

33

財團法人中興科技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昌街71號

34

財團法人台中市教育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潭子區潭興路一段165巷320號
財團法人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學校教育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忠勇路97號
發展基金會

14
15
16
17

23

29

35

臺中市西屯區青海路二段111號
臺中市豐原區圓環南路50號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240巷44 號
臺中市沙鹿區臺灣大道7段823號
臺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1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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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財團法人寶光天旺文教基金會

主事務所會址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益民路二段347號

37

財團法人慈訊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559號5樓之1

38

財團法人五美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三段116號

39

財團法人中興土木科技發展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東區東光園路290號

40

財團法人時展保齡球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大墩二十街116號4樓之1

41

財團法人鐵砧山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中山路1段720號

42

財團法人臺中市立清水國民中學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鰲峰路250號

43

45

財團法人創作力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太原八街22號
財團法人國立臺中第二高級中學校友文教基金
臺中市北區英士路109號
會
財團法人臺中市金石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四平路161號

46

財團法人文華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175號1樓

47

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成功西街31號

48

財團法人台中市新民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崇德路一段88號

49

財團法人慈興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梧棲區中華路一段160號

50

財團法人楊丁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清水區鎮北街五福巷5號

51

財團法人聖開導師紀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正福街29號

52

財團法人陳新發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水源路422號

53

財團法人台圓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公益路161號14樓之1

54

財團法人金沙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中區民族路3號

55

財團法人台中市今成文教基金會

40247臺中市南區復興路3段318號8樓

56

財團法人新新臺灣文化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東區台中路73號

57

59

財團法人台杏文教基金會
台中市北區進化路663號
財團法人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學校文化教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423號
育基金會
財團法人護國清涼寺煮雲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太平區長龍路三段259號

60

財團法人向上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西屯路一段502號

61

財團法人萬和文教基金會

408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56號

62

財團法人維品雪峰向榮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街77號

63

財團法人春霖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一路381號3樓之5

64

財團法人民生科技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農環大樓10樓

65

財團法人張志通紀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中清路1段89號5樓之1號

66

財團法人郭吳秀鑾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路四段753號

67

財團法人聯聚和平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一街89號1樓

4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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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財團法人春雨文教基金會

主事務所會址
臺中市南屯區文心路一段218號6號之6

69

財團法人元盛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進街295之1號14樓

70

財團法人臺中市幼兒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神岡區民生路47號

71

財團法人棕樹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二段180號

72

財團法人何金旺愛鄉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路438號1樓

73

財團法人台中縣玉皇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村峰谷路328號

74

財團法人沙鹿國小校務發展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中正街3號

75

財團法人臺中市天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南嵩里水源路7巷51號

76

財團法人中聖光輝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中區大墩里三民路二段42號

77

財團法人新境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榮華街174巷12號

78

財團法人林姓宗親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55號

79

財團法人錦江堂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五廊街123巷1號

80

財團法人祥和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19號4樓之6

81

財團法人佛藏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路50號

82

財團法人大都會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聖街338號1樓

83

財團法人臺中市童軍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2樓(童軍會)

84

財團法人寶遵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里仁美路62號

85

財團法人臺中市青年會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一段174號5樓

86

財團法人佛教僧伽林教育基金會

40848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7街54號1樓

87

財團法人臺中市春霖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甲區武曲里大安港路208號

88

財團法人能高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國光路250號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館

89

財團法人台中縣神岡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里中山路1460號

90

財團法人沙鹿鎮北中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英才路150號

91

財團法人臺中市德光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太和六街89號

92

財團法人莊慶昌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烏日區中山路一段和平巷150弄27號

93

財團法人臺中市仁仁游泳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華美街135號B1之1

94

財團法人臺中市大雅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學府路230號

95

財團法人臺中一中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育才街2號

96

財團法人臺中市沙鹿國中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中正街1號

97

財團法人德慧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梧棲區港埠路二段419巷8號

98

財團法人台中縣長青健康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清水區鎮南街147號

99

財團法人和康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健行路870號

100 財團法人立人教育基金會

408臺中市南屯區五福街2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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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財團法人文化正心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文芳街80號

102 財團法人臺中市僑泰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樹王路342號

103 財團法人快樂學習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英才路455號7樓

104 財團法人李氏慈愛青少年醫學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里文心南路二段368號

105 財團法人加馬刀腦神經醫學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二街3之6號16樓

106 財團法人大台中智庫教育基金會

406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一段498號

107 財團法人道禾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8街19號

108 財團法人台中縣林賴足女士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夏元路6之6號

109 財團法人得根教育基金會

412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756號

110 財團法人臺中市國立興大附中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路369號

111 財團法人逢甲大學EMBA學術發展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951號

112 財團法人學富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梧棲區永安里永興路一段265巷151號

113 財團法人豐邑文教基金會

403臺中市西區五權西路一段110號地下1樓

114 財團法人新時代賽斯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頂厝里崇德路一段631號10樓之1

115 財團法人中科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梅川西路四段183號12樓

116 財團法人葳格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忠明路496號

117 財團法人臺中市發展體育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2樓(運動局)

118 財團法人台中縣聚合發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2段201號15樓之3

119 財團法人台中市棒球教育基金會

40671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835號

120 財團法人台中縣港洲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沙鹿區四平街53之2號

121 財團法人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精科路7號

主事務所會址

121 財團法人上銀科技教育基金會
122 財團法人迎曦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203號

123 財團法人拓凱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工業區20路18號

124 財團法人嚴淨菩提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瀋陽路三段134號

125 財團法人中華傳統文化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漢口路四段367號3樓

126 財團法人幹細胞及再生醫學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區英才路102巷195號

127 財團法人永思教育基金會

129 財團法人真光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達明路62號
臺中市北區五權路190號8樓之1(國泰世華大
樓)
403臺中市西區台灣大道2段501號21樓之1

130 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一段208號

131 財團法人大毅幸福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三段1號

132 財團法人陸府生活美學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五街123號

128 財團法人登美腦瘤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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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財團法人愛彌兒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一段26號

134 財團法人建榮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三段257號4樓之6

135 財團法人臺中市後備憲兵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區愛國街78號

136 財團法人台中回教清真寺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457號

137 財團法人聯聚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一街89號1樓

138 財團法人樹和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路386號9樓之6

139 財團法人永福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松順一街119號

140 財團法人天律文教公益基金會

42204臺中市石岡區九房里豐勢路929之20號

141 財團法人宣化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四段600號16樓

142 財團法人心覺醒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福順路832號

143 財團法人順天文教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二段201號3樓

144 財團法人慧福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清水區鰲新路25巷16號

145 財團法人鑫茂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松山街180號3F之2

146 財團法人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

435臺中市梧棲區文雅街90巷23號

147 財團法人啟里文教基金會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興路101號

148 財團法人慶鴻守義教育基金會

408臺中市南屯區精科一路3號3樓

149 財團法人承洋科學教育基金會

406臺中市北屯區河北東街30號

150 財團法人台灣鞋業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安和一街89號1樓

151 財團法人RBI瑞金抗齡照護研究教育基金會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4街115號3樓之1

152 財團法人光正國小教育基金會

41357臺中市霧峰區豐正路566號

153 財團法人寶德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豐原區南田里富陽路161-2號

154 財團法人中良九天教育基金會

43346臺中市沙鹿區忠貞路325號

155 財團法人康堤教育基金會

台中市南區仁和路290號11樓

156 財團法人臺中市林李娥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北屯區崇德路3段618號4樓

157 財團法人臺中市蒙特梭利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620巷9弄23號3樓

158 財團法人臺中市易學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樂群街288號6樓之6

159 財團法人台中市傑人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大隆路20號A棟10樓之10

160 財團法人臺中市潤生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東興路2段186號4樓之4

主事務所會址

161 財團法人台中市光合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區華美西街1段137號7樓之1
財團法人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文教基金
162
臺中市西屯區寧夏路240號
會
163 財團法人臺中市愛之光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路2段290號9樓之1
164 財團法人臺中市龍泉國小百年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龍井區龍新路162號

165 財團法人臺中市澄德科技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大里區仁化路158號5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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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教育基金會設立名冊
編檔
基金會名稱
序號
166 財團法人臺中市廣善教育基金會

主事務所會址
臺中市北屯區光西巷76號

167 財團法人臺中市何合季、何合誠季教育基金會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街29號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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