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2-01 西屯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華德福大地幼兒園 (04)23580530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9鄰安和路83-1號

109-2-02 西屯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首席春上樹幼兒園 (04)22541033 [407]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40鄰河南路四段211號

109-2-03 梧棲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有一加幼兒園 (04)26459999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村里40鄰文昌路101巷16號1至3樓

109-2-04 梧棲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夏洛特幼兒園 (04)26570777 [435]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36鄰仁美街135巷26號

109-2-05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雅怡安幼兒園 (04)25678568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3鄰神林南路355號

109-2-06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丰原格林幼兒園 (04)25209191 [420]臺中市豐原區田心里4鄰育英路145號

109-2-07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立盈幼兒園 (04)25263269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28鄰陽明街178號

109-2-08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豐原欣欣幼兒園 (04)25273515 [420]臺中市豐原區北陽里15鄰中陽路461號

109-2-09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亞恩蒂幼兒園 (04)25158095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26鄰永康路311號

109-2-10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豐原蒲公英幼兒園 (04)25250188 [420]臺中市豐原區北湳里22鄰圓環北路二段173號

109-2-11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民宜幼兒園 (04)25265500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1鄰豐原大道二段189號

109-2-12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幼寶幼兒園 (04)25154682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12鄰南陽路301巷20號

109-2-13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桃太郎幼兒園 (04)25283530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3鄰中正路543號3樓

109-2-14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伯特幼兒園 (04)25225902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2鄰北陽一街38號

109-2-15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笛兒幼兒園 (04)25204801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19鄰仁洲街1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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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6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真愛幼兒園 (04)25293035 [420]臺中市豐原區中陽里11鄰愛國街8號

109-2-17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美倫幼兒園 (04)25242999 [420]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4鄰自強南街65號

109-2-18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揚百翰幼兒園 (04)25153870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7鄰愛國街336號

109-2-19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馬爾斯幼兒園 (04)25236479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2鄰北陽一街37號

109-2-20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艾貝兒幼兒園 (04)25152220 [420]臺中市豐原區中興里23鄰大明路112號

109-2-21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三光幼兒園 (04)25228950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23鄰安康路20巷10號

109-2-22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奇美幼兒園 (04)25150435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湳里5鄰葫蘆墩二街218號1、2樓

109-2-23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豐原大千幼兒園 (04)25381922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4鄰豐南街92巷207弄13號1-3樓

109-2-24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豐原何嘉仁幼兒園 (04)25152838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陽里28鄰陽明街156號1、2樓

109-2-25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三愛幼兒園 (04)25290387 [420]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8鄰瑞安街23號1、2、3樓

109-2-26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東之寶幼兒園 (04)25253705 [420]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17鄰豐勢路二段362號1,2樓

109-2-27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巧兒幼兒園 (04)25131523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田里13鄰田心路二段311號

109-2-28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立立幼兒園 (04)25322121 [420]臺中市豐原區三村里3鄰三和路64巷1之1號

109-2-29 豐原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亞特藍幼兒園 (04)25278289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1鄰豐西街101號1、2樓

109-2-30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育群幼兒園 (04)23397011 [413]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1鄰草湖路158號

109-2-31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竹恩幼兒園 (04)23323906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鄉里16鄰曾厝街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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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32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美斯特幼兒園 (04)23391291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34鄰林森路750號

109-2-33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康爾藝術幼兒園 (04)23397104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鄉里1鄰民生路116號

109-2-34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因斯坦幼兒園 (04)23306389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33鄰育仁街60號

109-2-35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霧峰新弘明幼兒園 (04)23395275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22鄰育成路28號

109-2-36 霧峰區 私立 私立朝陽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04)23323000#7402 [413]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11鄰吉峰東路168號

109-2-37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迪克幼兒園 (04)23339432 [413]臺中市霧峰區四德里10鄰四德路482號

109-2-38 霧峰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新佳育幼兒園 (04)23333218 [413]臺中市霧峰區北柳里21鄰四德路315號

109-2-39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福祿貝爾幼兒園 (04)25346239 [427]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6鄰得天街91巷16號

109-2-40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福祿貝爾潭子幼兒園 (04)25333307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7鄰潭興路3段115號

109-2-41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源兒堡幼兒園 (04)25351788 [427]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15鄰得天街32號

109-2-42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芸笙幼兒園 (04)25351363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8鄰勝利12街43號

109-2-43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孩子國幼兒園 (04)25346680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1鄰勝利路253號

109-2-44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欣幼幼兒園 (04)25322927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9鄰興華一路459號

109-2-45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欣冠鈞幼兒園 (04)25363069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1鄰光陽路56號

109-2-46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恩堡幼兒園 (04)25342153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22鄰勝利5街41號

109-2-47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潭子小叮噹幼兒園 (04)25353520 [427]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19鄰大富路1段48-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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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48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文文幼兒園 (04)25391101 [427]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23鄰新興路一段265號

109-2-49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立承幼兒園 (04)25375324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4鄰圓通南路94巷42號

109-2-50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陽光森林幼兒園 (04)25368357 [427]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16鄰復興路一段140巷28號

109-2-51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親日光幼兒園 (04)25352711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25鄰勝利八街58號

109-2-52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孟昇幼兒園 (04)25383685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7鄰潭興路二段329號1,2,3樓及331

號1,2,3,4樓

109-2-53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東育幼兒園 (04)25388296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4鄰圓通南路86號

109-2-54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小貝貝興華幼兒園 (04)25318811#9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2鄰興華一路241巷37號

109-2-55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小天才幼兒園 (04)25369888 [427]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15鄰復興路一段117號

109-2-56 潭子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豐幼兒園 (04)25319010 [427]臺中市潭子區大豐里11鄰潭富一街53號

109-2-57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大幼兒園 (04)25669938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2鄰田心街79號

109-2-58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怡安幼兒園 (04)25674466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3鄰神林南路367號

109-2-59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雅安徒生幼兒園 (04)25685700 [428]臺中市大雅區四德里23鄰學府路113巷25號

109-2-60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雅維多莉雅幼兒園 (04)25660216 [428]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20鄰中山北路552之1號

109-2-61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育田幼兒園 (04)25602726 [428]臺中市大雅區雅楓里7鄰神林南路101巷21號1樓

109-2-62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育山幼兒園 (04)25602726 [428]臺中市大雅區雅楓里7鄰神林南路101巷1號1、2樓

109-2-63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育昇幼兒園 (04)25602726 [428]臺中市大雅區雅楓里7鄰神林南路101巷2號1、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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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64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統領幼兒園 (04)25682266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3鄰神林南路395號1、2樓

109-2-65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石竹村幼兒園 (04)25675893 [428]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10鄰民生路四段151號1、2樓

109-2-66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克麗斯玎幼兒園 (04)25651788
[428]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2鄰學府路250巷97弄1號1、2、3

樓

109-2-67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中科幼兒園 (04)25606639 [428]臺中市大雅區四德里23鄰神林南路669號1、2、3樓

109-2-68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雅文幼兒園 (04)25670456 [428]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2鄰中山路十九號

109-2-69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雅曼哈頓幼兒園 (04)25690656 [428]臺中市大雅區上雅里13鄰雅環路二段328巷38號

109-2-70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安欣幼兒園 (04)25665713 [428]臺中市大雅區文雅里20鄰中清南路227號

109-2-71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光大幼兒園 (04)25661246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23鄰雅環路一段332巷1號

109-2-72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森林幼兒園 (04)25690229 [428]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2鄰學府路250巷97弄2號

109-2-73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大雅格瑞特幼兒園 (04)25679977 [428]臺中市大雅區四德里23鄰神林南路673號

109-2-74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優勢光譜幼兒園 (04)25607878 [428]臺中市大雅區大雅里3鄰雅環路二段49號

109-2-75 大雅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欣怡安幼兒園 (04)25674468 [428]臺中市大雅區二和里3鄰神林南路362號

109-2-76 后里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來來幼兒園 (04)25571617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南里6鄰公安路一段58號

109-2-77 烏日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宏典幼兒園 (04)23370480 [414]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20鄰公園三街100號

109-2-78 東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天擎幼兒園 (04)22800738 [401]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3鄰六順路141號

109-2-79 西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國郁幼兒園 (04)23195858 [403]臺中市西區忠誠里24鄰華美西街一段70巷8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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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80 北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葳薾幼兒園 (04)22303588#124 [404]臺中市北區賴厝里10鄰東漢街1號

109-2-81 北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金像獎幼兒園 (04)22935999 [404]臺中市北區長青里10鄰陜西路23號

109-2-82 太平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尤麗卡幼兒園 (04)23958889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9鄰太順路900號1~3樓

109-2-83 新社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愛苗幼兒園 (04)25818333
[426]臺中市新社區復盛里7鄰中和街三段三九巷二三、三四

號

109-2-84 北區 私立 臺中市私立小羚羊幼兒園 ((04)22387575  [404]臺中市北區建興里19鄰德化街242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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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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