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學年度第1學期本市公私立幼兒園受評鑑學校名冊 110.9.27修正  

學年度-學 
期-流水號 

評鑑順
序 

編號 
鄉鎮 設立別 幼兒園名稱 幼兒園電話 幼兒園住址 

110-1-01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文森幼兒園 (04)26338787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7鄰中棲路東明巷40之1號 

110-1-02  沙鹿區 
大專/大學附

設(屬)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中棲幼兒園 (04)26656301 [433]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13鄰臺灣大道七段466號1~2樓 

110-1-03  沙鹿區 
大專/大學附

設(屬)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04)26318652#5280 [433]臺中市沙鹿區晉江里1鄰臺灣大道六段1018號1~2樓 

110-1-04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永真幼兒園 (04)26363298 [433]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13鄰鎮南路二段369號 

110-1-05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迪斯耐幼兒園 (04)26622341 [433]臺中市沙鹿區鹿峰里17鄰中山路松蔭巷1號 

110-1-06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秀山幼兒園 (04)26154699 [433]臺中市沙鹿區公明里3鄰忠貞路6號 

110-1-07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尚恩幼兒園 (04)26315232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1鄰北勢二街12號  

110-1-08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沙鹿瑪歇爾幼兒園 (04)26523656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9鄰北中路38號 

110-1-09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米奇兒幼兒園 (04)26369981 [433]臺中市沙鹿區福興里13鄰鎮南路二段433號 

110-1-10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欣園幼兒園 (04)26314671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7鄰中棲路東明巷22號 

110-1-11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樹人幼兒園 (04)26263568 [436]臺中市清水區田寮里4鄰三田路三之十三號一、二樓 

110-1-12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馬丁幼兒園 (04)26579292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32鄰仁愛路109號  

110-1-13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容幼幼兒園 (04)26272150 [436]臺中市清水區秀水里17鄰中社路16-1號 

110-1-14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晶晶幼兒園 (04)26565366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32鄰信義路3號 

110-1-15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芳美芳幼兒園 (04)26239875 [436]臺中市清水區下湳里26鄰中山路332號  

110-1-16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芝蔴街幼兒園 (04)26239058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寧里20鄰鰲峰路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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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7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美德幼兒園 (04)26232232 [436]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12鄰三民路一段296巷1號 

110-1-18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田園幼兒園 (04)26276891 [436]臺中市清水區橋頭里19鄰民有路1號 

110-1-19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藍天幼兒園 (04)25882196 [423]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2鄰中正路80號 

110-1-20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家家幼兒園 (04)25884900 [423]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3鄰東崎街341號 

110-1-21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一心園幼兒園 (04)25880116 [423]臺中市東勢區粵寧里14鄰新寧街70號 

110-1-22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米堤幼兒園 (04)25870731 [423]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2鄰中正路115號 

110-1-23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江老師幼兒園 (04)25877711 [423]臺中市東勢區廣興里12鄰文新街8號 

110-1-24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勢芝蔴街幼兒園 (04)25873088 [423]臺中市東勢區延平里6鄰三民街25號 

110-1-25  東勢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麗幼兒園 (04)25873889 [423]臺中市東勢區東新里6鄰新豐街128號 

110-1-26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欣來來藝術幼兒園 (04)25585552 [421]臺中市后里區中和里12鄰公安路147-18號1樓 

110-1-27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慈興幼兒園 (04)26300177 [435]臺中市梧棲區永安里1鄰永興路一段265巷155號 

110-1-28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梧棲向日葵幼兒園 (04)26308029 [435]臺中市梧棲區草湳里21鄰自強三街70號  

110-1-29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善美真娃得福幼兒園 (04)26580588 [435]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22鄰中興路313號  

110-1-30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貴族幼兒園 (04)26360787 [435]臺中市梧棲區永安里1鄰中華路一段162號 

110-1-31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象幼兒園 (04)26301357 [435]臺中市梧棲區永寧里11鄰中央路一段148號 

110-1-32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綠太陽幼兒園 (04)26633168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庄里39鄰光榮街121號  

110-1-33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中華文藻幼兒園 (04)26581000 [435]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20鄰中和街170巷18號  

110-1-34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親子田藝術幼兒園 (04)26565538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村里39鄰立德街1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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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35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有志幼兒園 (04)26568708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庄里38鄰信義街31巷8號 

110-1-36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梧棲同德幼兒園 (04)26561838 [435]臺中市梧棲區南簡里18鄰大德路215號  

110-1-37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文惠幼兒園 (04)25239579 [429]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8鄰豐社路57號 

110-1-38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美樂第幼兒園 (04)25633551 [429]臺中市神岡區圳堵里5鄰三民路619、621號  

110-1-39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瀚林幼兒園 (04)25610355 [429]臺中市神岡區圳前里7鄰三民路365號 

110-1-40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一心幼兒園 (04)25272969 [429]臺中市神岡區大社里5鄰大洲路201號 

110-1-41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百科學幼兒園 (04)25270909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29鄰五權路101號  

110-1-42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幼任幼兒園 (04)25615395 [429]臺中市神岡區北庄里5鄰北庄路26號 

110-1-43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貝多芬幼兒園 (04)25610692 [429]臺中市神岡區庄後里8鄰厚生路59之1號 

110-1-44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一安堂幼兒園 (04)25274385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32鄰前寮路38號 

110-1-45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神岡三采幼兒園 (04)25618205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15鄰民生路90號 

110-1-46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巧雅幼兒園 (04)25618687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20鄰社口街106巷56號  

110-1-47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保貝兒幼兒園 (04)25285969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33鄰豐洲路135巷36號  

110-1-48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佳音幼兒園 (04)25626434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6鄰中山路551巷47號 

110-1-49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立人幼兒園 (04)25620490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27鄰社口街460號  

110-1-50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維笙幼兒園 (04)25351188 [429]臺中市神岡區三角里1鄰承德路267號 

110-1-51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神岡愛兒堡幼兒園 (04)25351188 [429]臺中市神岡區三角里1鄰承德路265號 

110-1-52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同幼兒園 (04)25626989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口里19鄰中山路3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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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53  神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神岡諾貝爾幼兒園 (04)25284779 [429]臺中市神岡區神洲里8鄰豐洲路916巷36號 

110-1-54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科喬幼兒園 (04)26305252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東里12鄰龍門路48之8號1,2樓 

110-1-55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苗圃幼兒園 (04)26351527 [434]臺中市龍井區山腳里7鄰龍山街50巷32號 

110-1-56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立佳幼兒園 (04)26306521#18 [434]臺中市龍井區三德里13鄰中厝路261巷26號  

110-1-57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嘉仁幼兒園 (04)26328455 [434]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14鄰遊園南路2號 

110-1-58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培育幼兒園 (04)26305518 [434]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12鄰龍北路3之5號 

110-1-59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04)26302418 [434]臺中市龍井區田中里7鄰龍北路54巷6號 

110-1-60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娃娃國幼兒園 (04)26332164 [434]臺中市龍井區東海里14鄰東海街164號  

110-1-61  龍井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紅博士幼兒園 (04)26323366 [434]臺中市龍井區新東里18鄰遊園南路101巷105號  

110-1-62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畫語幼兒園 (04)2451025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3鄰福科二路60號1至3樓 

110-1-63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亮亮幼兒園 (04)23157217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河里17鄰甘肅路二段111號 

110-1-64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子曰幼兒園 (04)22931200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石里10鄰中平路407號 

110-1-6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芳田幼兒園 (04)24616060 [407]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3鄰安林路69-13號  

110-1-66  西屯區 國中小附設 
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喆國民中小學

附設私立麗喆幼兒園 
(04)24613099#806 [407]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10鄰國安二路242巷199號 

110-1-67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都會福和幼兒園 (04)23598528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1鄰玉寶路158號 

110-1-6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尼兒幼兒園 (04)23821063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7鄰忠勇路51-6號 

110-1-69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黎明四季藝術幼兒園 (04)23808822 [408]臺中市南屯區新生里3鄰大墩十二街969號 

110-1-70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全方位幼兒園 (04)24715966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誠里1鄰大墩四街169號 

110-1-71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語林幼兒園 (04)23861683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和里1鄰文心南五路3段39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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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72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光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13996#581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隆里6鄰光興路487巷5號 

110-1-73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新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913093#771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20鄰樹孝路336巷9號 

110-1-74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坪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927677#770 [411]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8鄰坪林路45號 

110-1-75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車籠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63928#770 [411]臺中市太平區光隆里5鄰光明路10之2號 

110-1-76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健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915324 [412]臺中市大里區健民里15鄰校前路26號 

110-1-77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富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2542#761 [420]臺中市豐原區豐西里10鄰中山路455號  

110-1-78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翁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89881 [420]臺中市豐原區翁子里5鄰豐勢路二段290巷3號 

110-1-79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豐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51612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7鄰水源路341號  

110-1-80  大雅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雅區大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51300#880 [428]臺中市大雅區員林里22鄰中清路3段92號 

110-1-81  大雅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雅區三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74474 [428]臺中市大雅區三和里1鄰春亭二街1號 

110-1-82  西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至善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福智文

教基金會辦理) 
(04)37046830 [407]臺中市西屯區至善里7鄰青海路二段308號 

110-1-83  西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安和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宏觀文

教基金會辦理) 
(04)23585560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和里19鄰天助街1號 

110-1-84  北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文昌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星光教

育基金會辦理) 
(04)22338339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昌里8鄰昌平路一段91號 

110-1-85  大里區 非營利 
臺中市大里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台灣兒

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辦理) 
(04)22753239 [412]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18鄰立元路113號 

110-1-86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光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8687 [413]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豐正路566號 

110-1-87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宜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01567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平路二段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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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