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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01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復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37791 [413]臺中市霧峰區坑口里25鄰信義路50號

107-2-02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五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30336 [413]臺中市霧峰區五福里5鄰新埔路239號

107-2-03 大雅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雅區文雅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78823#712 [428]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20鄰中山北路235號

107-2-04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合作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23241#105 [420]臺中市豐原區三村里11鄰西勢路410號

107-2-05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9826#10 [420]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5鄰南陽路440號

107-2-06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豐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62891#117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13鄰田心路二段290號

107-2-07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87359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榮里12鄰新生北路155號

107-2-08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福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91101 [420]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20鄰南陽路綠山巷83號

107-2-09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大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071674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18鄰新興路50號

107-2-10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大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834568#211 [412]臺中市大里區大元里1鄰現岱路60號

107-2-11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立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69178#746 [412]臺中市大里區立仁里10鄰立新街338號

107-2-12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烏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242#720 [414]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39鄰中山路二段196號

107-2-13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66540#871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11鄰長春街300號

107-2-14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僑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241#108 [414]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7鄰中山路一段341號

107-2-15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五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62276 [414]臺中市烏日區光明里1鄰光明路40號

107-2-16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旭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81847#73 [414]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18鄰成功西路13號

107-2-17 后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后里區月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561487#78 [421]臺中市后里區眉山里8鄰甲后路940號

107-2-18 新社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新社區協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13437#23 [426]臺中市新社區協成里12鄰興義街219號

107-2-19 新社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新社區崑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14473 [426]臺中市新社區崑山里11鄰崑南街崑崙巷5-2號

107-2-20 新社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新社區東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20367 [426]臺中市新社區東興里10鄰興社街國校巷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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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21 石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724313 [422]臺中市石岡區石岡里2鄰石岡街123號

107-2-22 石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石岡區土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14423 [422]臺中市石岡區土牛里10鄰豐勢路308號

107-2-23 和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和平區博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943446 [424]臺中市和平區博愛里9鄰東關路一段松鶴三巷10號

107-2-24 和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和平區白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941184 [424]臺中市和平區天輪里4鄰天輪巷42號

107-2-25 和平區 國中小附設 臺中市立梨山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981510#209 [424]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20鄰福壽路10號

107-2-26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三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71452 [436]臺中市清水區田寮里5鄰三田路4號

107-2-27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大楊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634#111 [436]臺中市清水區楊厝里3鄰頂三庄路10之1號

107-2-28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22429 [436]臺中市清水區西寧里12鄰五權東路50號

107-2-29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清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36269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22鄰光華路125號

107-2-30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吳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864#104 [436]臺中市清水區吳厝里5鄰東山路1-3號

107-2-31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公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150963#112 [433]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8鄰忠貞路213號

107-2-32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北勢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15032#611 [433]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14鄰南陽路376號

107-2-33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沙鹿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620335#107 [433]臺中市沙鹿區美仁里11鄰中正街3號

107-2-34 梧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梧棲區梧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2834#1770 [435]臺中市梧棲區安仁里10鄰民生街45號

107-2-35 梧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梧棲區永寧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99930 [435]臺中市梧棲區永寧里19鄰中央路一段160號

107-2-36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99298 [432]臺中市大肚區山陽里1鄰榮華街630號

107-2-37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大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93693 [432]臺中市大肚區社腳里9鄰沙田路一段854巷24號

107-2-38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12550 [432]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13鄰華山路680號

107-2-39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德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4602#12 [437]臺中市大甲區德化里1鄰和平路290號

107-2-40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文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68719#710 [437]臺中市大甲區孔門里5鄰育德路113號

107-2-41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順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8546#700 [437]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18鄰經國路16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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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42 大安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安區永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4931#263 [439]臺中市大安區永安里4鄰東西4路252號

107-2-43 大安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安區大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714220 [439]臺中市大安區中庄里12鄰中山南路296號

107-2-44 外埔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外埔區外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32865#716 [438]臺中市外埔區大同里3鄰甲后路436號

107-2-45 潭子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潭子區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63607 [427]臺中市潭子區聚興里9鄰潭興路一段22號

107-2-46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石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773038 [423]臺中市東勢區茂興里9鄰石城街182巷26號

107-2-47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東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771929 [423]臺中市東勢區東新里3鄰東蘭路1-1號

107-2-48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52040#601 [423]臺中市東勢區慶東里18鄰東關路298號

107-2-49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上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7087412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石里8鄰西屯路2段上石南六巷25號

107-2-50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123517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30鄰重慶路365號

107-2-51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西雅圖幼兒園 (04)22635789 [402]臺中市南區福順里7鄰南昌街55號1-2樓

107-2-52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采禾幼兒園 (04)22657670 [402]臺中市南區樹德里30鄰復興北路400號

107-2-53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區曼哈頓幼兒園 (04)22601111 [402]臺中市南區工學里11鄰高工路149、151號1-3樓

107-2-54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布拉格幼兒園 (04)22872288 [402]臺中市南區城隍里16鄰台中路162號1,2,3樓

107-2-55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鷗森幼兒園 (04)36017766 [402]臺中市南區樹義里32鄰福田路88號1樓

107-2-56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心心幼兒園 (04)22871207 [402]臺中市南區德義里22鄰學府路121號1-3樓

107-2-57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山育幼兒園 (04)22600018 [402]臺中市南區工學里8鄰大慶街一段61號1,2,3樓

107-2-58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衛斯理幼兒園 (04)22620000 [402]臺中市南區積善里11鄰五權南一路50號1-2樓

107-2-59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加梭利幼兒園 (04)22602327 [402]臺中市南區和平里3鄰復興路二段42號1樓

107-2-60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英特兒幼兒園 (04)22653120 [402]臺中市南區樹義里45鄰福田路77巷1號1,2,3,4樓

107-2-61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康乃兒幼兒園 (04)22855231 [402]臺中市南區南門里5鄰南門路35號1樓

107-2-62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春天幼兒園 (04)22614178 [402]臺中市南區永和里11鄰五權南路6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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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63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博思特幼兒園 (04)22601836 [402]臺中市南區平和里3鄰和昌街30號

107-2-64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寶樹幼兒園 (04)22627936 [402]臺中市南區永興里2鄰美村南路110號

107-2-65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弘明幼兒園 (04)22616639 [402]臺中市南區和平里2鄰復興路二段71巷31弄25號

107-2-66 南區 高中(職)附設(屬)
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附設臺

中市私立明德幼兒園
(04)22803149 [402]臺中市南區南門里4鄰明德街84號

107-2-67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西屯格林幼兒園 (04)23508666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2鄰協和北巷1之7號1,2樓、1之8號

1,2樓

107-2-68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早稻田藝術幼兒園 (04)24636789 [407]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9鄰福雅路426、428號1,2樓

107-2-69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台大幼兒園 (04)24633060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雅里25鄰福雅路150號1,2樓

107-2-70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得福幼兒園 (04)24250812 [407]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24鄰中清路154巷69弄5號1,2樓

107-2-71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田納西幼兒園 (04)24651378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5鄰福雅路111巷9號1,2樓

107-2-72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優斯特幼兒園 (04)24653689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雅里23鄰西屯路三段145號1,2樓

107-2-73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圓明傳幼兒園 (04)24608787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3鄰福雅路65巷7號1,2樓

107-2-74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育英幼兒園 (04)22912729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河里5鄰河南路2段74巷35號

107-2-7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逢甲幼兒園 (04)27018008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7鄰西安街78號1,2,3樓

107-2-76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德堡幼兒園 (04)24633899 [407]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11鄰福雅路267號

107-2-77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安吉兒幼兒園 (04)23126873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14鄰重慶路391號1-2樓

107-2-78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永安幼兒園 (04)27081680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1鄰上安路35號

107-2-79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道兒頓幼兒園 (04)23207171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南里16鄰大墩十九街118號

107-2-80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童話城堡幼兒園 (04)24616983 [407]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15鄰西屯路三段宏恩一巷10號

107-2-81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向陽幼兒園 (04)24728558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心里14鄰文心路一段220號1-2F、向心路

109號3樓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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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82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巨元幼兒園 (04)24711010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誠里9鄰大墩一街106號

107-2-83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芽米藝術幼兒園 (04)22550151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6鄰大墩十二街3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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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