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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 南屯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南屯幼兒園 (04)23580181 [408]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17鄰工業區十八路33號

107-1-02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 (04)26867648 [420]臺中市豐原區翁社里12鄰豐年路151號

107-1-03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東湳分班 (04)25286284 [420]臺中市豐原區東湳里6鄰三豐路742巷146弄14號

107-1-04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西湳分班 (04)25243752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10鄰三豐路799巷133弄8號

107-1-05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圳寮分班 (04)25251636 [420]臺中市豐原區圳寮里1鄰圓環北路一段125號

107-1-06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豐圳分班 (04)25253361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圳里18鄰褔德路2之1號2樓

107-1-07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社皮分班 (04)25255055 [420]臺中市豐原區社皮里35鄰社皮路123巷5弄2號

107-1-08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鎌村分班 (04)25369366 [420]臺中市豐原區鎌村里17鄰鎌村路465巷58號

107-1-09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北陽分班 (04)25244678 [420]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17鄰南陽路158巷2號

107-1-10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中陽分班 (04)25203021 [420]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8鄰惠陽街116號

107-1-11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南田分班 (04)25239890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田里21鄰水源路192巷80之1號

107-1-12 豐原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豐原幼兒園朴子分班 (04)25245781 [420]臺中市豐原區朴子里5鄰豐勢路二段535巷128號

107-1-13 東勢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東勢幼兒園  (04)25875115 [423]臺中市東勢區中寧里4鄰正一街二號

107-1-14 大甲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甲幼兒園 (04)26822517 [437]臺中市大甲區龍泉里8鄰渭水路22之2號

107-1-15 清水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  (04)26272377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26鄰鎮政路12號

107-1-16 清水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鰲峰分班 (04)26230853 [436]臺中市清水區鰲峰里18鄰大街路138之5號

107-1-17 清水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清水幼兒園高西分班  (04)2611141 [436]臺中市清水區高西里1鄰高美路750號

107-1-18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 (04)26354853#15 [433]臺中市沙鹿區斗抵里4鄰斗潭路文光巷14號1,2樓

107-1-19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竹林分班 (04)26634616 [433]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6鄰中山路76巷13之1號

107-1-20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北勢分班 (04)26318205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3鄰中棲路東明巷75號

107-1-21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福興分班 (04)26364670 [433]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13鄰鎮南路二段299弄3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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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22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晉江分班 (04)26312351 [433]臺中市沙鹿區晉江里4鄰六晉路東陽巷14之12號

107-1-23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埔子分班 (04)26317047 [433]臺中市沙鹿區埔子里5鄰正義路218號

107-1-24 沙鹿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沙鹿幼兒園樂群分班 (04)26154660 [433]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19鄰樂群新莊124號1,2樓

107-1-25 梧棲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梧棲幼兒園 (04)26562777#102 [435]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37鄰建國北街287巷99號

107-1-26 后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 (04)25579233#28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6鄰三光路95號

107-1-27 后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義里分班 (04)25578753 [421]臺中市后里區義里里10鄰甲后路57號

107-1-28 后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太平聯合分班 (04)25563967 [421]臺中市后里區太平里10鄰四月路23之6號

107-1-29 后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后里幼兒園公館分班 (04)25575762 [421]臺中市后里區公館里3鄰三豐路396-26號

107-1-30 神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 (04)25615759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20鄰社南街199號

107-1-31 神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北庄分班 (04)25613542 [429]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11鄰中山路1244號

107-1-32 神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三角分班 (04)25351798 [429]臺中市神岡區三角里12鄰三社路195號

107-1-33 神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豐洲分班 (04)25254255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21鄰前寮路1-1號

107-1-34 神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神岡幼兒園新庄分班 (04)25612512 [429]臺中市神岡區新庄里15鄰和睦路358巷20號

107-1-35 潭子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 (04)25318177#15 [427]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8鄰精忠新城101號

107-1-36 潭子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潭陽分班 (04)25348820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21鄰中山路二段237巷9號

107-1-37 潭子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潭子幼兒園潭北分班 (04)25370067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北里8鄰潭子街三段公廳巷18號

107-1-38 大雅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雅幼兒園 (04)25601917 [428]臺中市大雅區六寶里1鄰中清路四段45號

107-1-39 新社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新社幼兒園 (04)25823393#209 [426]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11鄰興社街二段27-2號

107-1-40 石岡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石岡幼兒園 (04)25817234 [422]臺中市石岡區和盛里5鄰和盛街9號

107-1-41 外埔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外埔幼兒園 (04)26834803 [438]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11鄰重光路60之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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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42 大安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安幼兒園 (04)26710363 [439]臺中市大安區福興里7鄰褔安路38號

107-1-43 烏日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 (04)23383270 [414]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5鄰信義街116號

107-1-44 烏日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榮泉分班 (04)23388703 [414]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4鄰榮泉路39巷78號

107-1-45 烏日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光明分班 (04)23384693 [414]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6鄰五光路復光四巷89號

107-1-46 烏日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東園分班 (04)23353619 [414]臺中市烏日區東園里6鄰溪南路一段238巷195號1,2樓

107-1-47 烏日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烏日幼兒園溪埧分班 (04)23352558 [414]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7鄰溪南路一段680巷110號

107-1-48 大肚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 (04)26991467 [432]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43鄰大德六街30號

107-1-49 大肚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頂街分班 (04)26991467 [432]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17鄰沙田路三段244巷9號

107-1-50 大肚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肚幼兒園瑞井分班 (04)26914635 [432]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3鄰瑞井路62巷14之1號

107-1-51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 (04)26390615 [434]臺中市龍井區忠和里7鄰海尾路45巷23號

107-1-52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竹坑分班 (04)26364187 [434]臺中市龍井區竹坑里7鄰竹師路一段164巷2號

107-1-53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田中分班 (04)26390614 [434]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4鄰龍北路20之1號

107-1-54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麗水分班 (04)26390795 [434]臺中市龍井區麗水里11鄰龍港路349巷2號

107-1-55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龍津分班 (04)26390632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4鄰中央路一段29巷31弄16之2號

107-1-56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山腳分班 (04)26356691 [434]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7鄰龍山街58號

107-1-57 龍井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龍井幼兒園龍崗分班 (04)26354223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崗里7鄰竹師路二段105巷51號

107-1-58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 (04)23334147#126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5鄰民生路1-7號

107-1-59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吉峰分班 (04)23331823 [413]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2鄰峰堤路67號

107-1-60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甲寅分班 (04)23309470 [413]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18鄰民生路125巷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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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61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本鄉分班 (04)23396117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鄉里5鄰民生路95號2、3樓

107-1-62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坑口分班 (04)23332948 [413]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7鄰新生路70號

107-1-63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南柳分班 (04)23336818 [413]臺中市霧峰區南柳里14鄰柳豐二街12號

107-1-64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四德分班 (04)23321044 [413]臺中市霧峰區四德里10鄰四德路533號

107-1-65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舊正分班 (04)23300094 [413]臺中市霧峰區舊正里11鄰光明路116巷53號

107-1-66 霧峰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霧峰幼兒園六股分班 (04)23306394 [413]臺中市霧峰區六股里2鄰峰谷路69巷9號

107-1-67 太平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太平幼兒園 (04)22758834 [411]臺中市太平區福隆里12鄰光興路1463巷12號

107-1-68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 (04)24070305#122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30鄰大新街34-6號

107-1-69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樹王分班 (04)24067565 [412]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6鄰樹王路335號

107-1-70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東興分班 (04)24814435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11鄰永興路260號

107-1-71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日新分班 (04)24863314 [412]臺中市大里區日新里33鄰日新路383號

107-1-72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塗城分班 (04)24933072 [412]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10鄰塗城路1-28號

107-1-73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金城分班 (04)24935630 [412]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19鄰塗城路923巷20號

107-1-74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草湖分班 (04)24965115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30鄰中興路1段163號

107-1-75 大里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大里幼兒園仁化分班 (04)24918702 [412]臺中市大里區仁德里13鄰文化街117號

107-1-76 和平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和平幼兒園 (04)25942133 [424]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9鄰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5號

107-1-77 和平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和平幼兒園雙崎分班 (04)25911130 [424]臺中市和平區自由里5鄰東崎路二段36號

107-1-78 和平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和平幼兒園達觀分班 (04)25911101 [424]臺中市和平區達觀里3鄰東崎路一段育英巷36號

107-1-79 和平區 直轄市立 臺中市立和平幼兒園環山分班 (04)25802985 [424]臺中市和平區平等里15鄰中興路三段環山三巷5-1號

備註：評鑑順序編號及日期會於受評鑑當學期前一個月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