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2-01 東區 非營利
臺中市東英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

金會辦理)
(04)22137807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17鄰旱溪街506號

111-2-02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您好幼兒園 (04)22805771 [401]臺中市東區振興里17鄰忠孝路268號

111-2-03 南區 非營利
臺中市樹德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

教育基金會辦理)
(04)22606525 [402]臺中市南區樹德里25鄰復興北路560號

111-2-04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鳥幼兒園 (04)23752222 [403]臺中市西區公民里29鄰五權西一街61號

111-2-05 北區 非營利
臺中市雙十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

教育基金會辦理)
0916658270 [404]臺中市北區樂英里6鄰力行路258號

111-2-06 北區
社團法人附

設
顥澤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中市私立愛爾瑪幼兒園 (04)24863016 [404]臺中市北區錦村里27鄰興進路67號

111-2-07 北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大德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

教育基金會辦理)
0916757633 [406]臺中市北屯區大德里5鄰雷中街2-23號

111-2-08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仁美愛子幼兒園 (04)24227399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17鄰山西北一街128號

111-2-09 北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廍子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中臺科技大

學設立之中臺科技大學辦理)
(04)24351338 [406]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9鄰和順路277號

111-2-10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范德比幼兒園 (04)22330665 [406]臺中市北屯區北屯里6鄰青島路4段219號1F

111-2-11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四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302319#790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昌里1鄰文心路四段956號

111-2-12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447043#717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和里26鄰昌平路二段12號

111-2-13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保進精英幼兒園 0972716509 [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23鄰太順路222號

111-2-1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松竹葳肯幼兒園 (04)24375000 [406]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29鄰松竹五路一段235號

111-2-1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莎苙卡薩國際幼兒園 (04)27077959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2鄰福星北一街108號

111-2-16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森典幼兒園 098964152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8鄰福星北路136號

111-2-17 西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中山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

教育基金會辦理)
(04)23156882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德里22鄰寧夏路179號

111-2-18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都會幼兒園 (04)22588288 [407]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12鄰惠民路51號1-2樓

111-2-19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經貿子曰幼兒園 0911119603 [407]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10鄰經貿八路55號1-3樓

111-2-20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泰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7017045#805 [407]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11鄰環中路二段368號

111-2-21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福樂蒙特梭利幼兒園 0970806678 [407]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8鄰港尾溪街69號1-3樓

111-2-22 西屯區
財團法人附

設

財團法人愛彌兒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愛彌兒

慎齋幼兒園
(04)24525321 [407]臺中市西屯區廣福里10鄰中科路1329號

111-2-23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華爾頓幼兒園 (04)22514007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義里10鄰惠來路一段8號

111-2-24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快樂兒童幼兒園 (04)23824199 [408]臺中市南屯區永定里7鄰龍富十五路35號

111-2-25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初心幼兒園 (04)23891359 [408]臺中市南屯區新生里6鄰龍富十八路139號

111-2-26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精彩幼兒園 (04)23802108 [408]臺中市南屯區新生里7鄰龍富路三段690號

111-2-27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惠來熊國際蒙特梭利幼兒園 (04)22538686 [408]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15鄰惠文路737號1至3樓

111-2-2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黎明幼兒園 (04)22522122 [408]臺中市南屯區黎明里8鄰干城街198巷33-1號

111-2-29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屯大千幼兒園永春分班 (092)8940700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1鄰永春東三路467號

111-2-30 南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豐樂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嶺東科技大

學設立之嶺東科技大學辦理)
(04)23829656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22鄰文心南九路128號

111-2-31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東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67834#771 [411]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6鄰中興東路213號

111-2-32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福瑞斯特藝術幼兒園 (04)22733183 [411]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23鄰環中東路四段353號

111-2-33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長億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37653#800 [411]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23鄰太平三街295號

111-2-34 太平區 非營利
臺中市建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彰化縣全方

位教育協會辦理)
(04)23510127 [411]臺中市太平區建國里23鄰精美路201號

111-2-35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頂尖地真美幼兒園 (04)24071666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16鄰爽文路989號

111-2-36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光仁幼兒園 (04)24952468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9鄰東湖路168巷17號、

19號

111-2-37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奇妙玩得福幼兒園 (04)24930818 [412]臺中市大里區金城里39鄰向學一路1號1樓

111-2-38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光明幼兒園 (04)24074133
[412]臺中市大里區樹王里6鄰樹王路333巷6號1至3

樓

111-2-39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僑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35553#800 [413]臺中市霧峰區甲寅里11鄰民生路156號

111-2-40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峰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9271#771 [413]臺中市霧峰區峰谷里7鄰峰谷路4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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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41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書聖幼兒園 (04)23375666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2鄰中華路128巷5號

111-2-42 烏日區
社團法人附

設

歐森烏日教育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附設臺中市私立鷗

森烏日幼兒園
(04)23379972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2鄰中華路150號

111-2-43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東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53092
[414]臺中市烏日區東園里6鄰溪南路一段238巷198

號

111-2-44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道町森幼兒園 (04)23367129 [414]臺中市烏日區湖日里5鄰榮泰街182巷26號

111-2-45 豐原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冠鈞藝術幼兒園 (04)25356699
[420]臺中市豐原區三村里11鄰豐原大道一段595街

29號

111-2-46 豐原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日初幼兒園 (04)25261600 [420]臺中市豐原區南村里12鄰北陽路237號1-2樓

111-2-47 豐原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日光城堡幼兒園 (04)25297256 [420]臺中市豐原區陽明里4鄰自強南街66號

111-2-48 后里區 非營利
臺中市后里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臺中市健康

全人教育基金會辦理)
(04)22984774 [421]臺中市后里區眉山里3鄰中眉路169號

111-2-49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彩虹森林幼兒園 (04)25586670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西里8鄰中正路76號

111-2-50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采豆幼兒園 (04)25589550
[421]臺中市后里區廣福里6鄰內東路96之8號1、2

樓

111-2-51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東勢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73442#219 [423]臺中市東勢區廣興里16鄰第五橫街1號

111-2-52 和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和平區和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941304#131 [424]臺中市和平區南勢里6鄰東關路三段54號

111-2-53 新社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新社區大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11574#782 [426]臺中市新社區大南里3鄰興中街47號

111-2-54 潭子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潭子一畝田幼兒園 (04)25364552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3鄰圓通南路20號

111-2-55 大雅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頂尖圓通達幼兒園 (04)25665666 [428]臺中市大雅區四德里23鄰神林南路639號

111-2-56 大雅區 非營利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臺中園

區員工子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
(04)25686850 [428]臺中市大雅區秀山里1鄰平和路227號

111-2-57 大雅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雅區汝鎏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61454#205 [428]臺中市大雅區秀山里1鄰平和路238號

111-2-58 神岡區 非營利
臺中市神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仁德醫護管

理專科學校設立之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辦理)
(04)25620168 [429]臺中市神岡區神岡里4鄰神清路61號

111-2-59 神岡區 團體附設
臺中市星光教育發展協會附設臺中市私立星光國際

幼兒園
(04)25201465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27鄰豐原大道七段567及

569號

111-2-60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瑞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11291 [432]臺中市大肚區蔗廍里16鄰太平路1號

111-2-61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頂尖合得鑫幼兒園 (04)26361222 [433]臺中市沙鹿區三鹿里14鄰保安路233號

111-2-62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加州幼兒園 (04)26338890 [433]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10鄰平等八街88號

111-2-63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迷鹿森林幼兒園 (04)26333397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17鄰東晉路136號

111-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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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65 梧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中華文藻幼兒園易寶貝分班 (04)26583300 [435]臺中市梧棲區中正里17鄰中和街181號

111-2-66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清水怡安幼兒園 (04)26263979 [436]臺中市清水區南社里37鄰中華路85號

111-2-67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高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112505 [436]臺中市清水區高美里5鄰護岸路37號

111-2-68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槺榔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2684#111 [436]臺中市清水區槺榔里8鄰中央路23-12號

111-2-69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東陽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6823#714 [437]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18鄰甲東路520號

111-2-70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日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13704 [437]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2鄰中山路2段568號

111-2-71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文武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710928#217 [437]臺中市大甲區武陵里9鄰文曲路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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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