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年度-學 評鑑順

期-流水號 序編號

108-1-01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成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138203 [401]臺中市東區樂成里7鄰旱溪西路一段300號

108-1-02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7013534#77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3鄰西屯路2段300號

108-1-03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國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 24621681 [406]臺中市北屯區永安里34鄰國祥街1 號

108-1-04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527322#771 [407]臺中市西屯區至善里16鄰上安路156號

108-1-05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東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364911 [406]臺中市北屯區東光里4鄰東光路926號

108-1-06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僑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447049#770 [406]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13鄰北屯路435號

108-1-07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新興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258514 [406]臺中市北屯區同榮里15鄰新興路20號

108-1-08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仁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923861#121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愛里17鄰四平路71號

108-1-09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中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72534 [423]臺中市東勢區中嵙里6鄰東崎路4段92巷16號

108-1-10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中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72471 [423]臺中市東勢區泰昌里9鄰泰昌里中泰街88號

108-1-11 東區 財團法人附設 臺中市私立瑞光基金會附設瑞光幼兒園 (04)22110419 [401]臺中市東區東門里11鄰建德街387號

108-1-12 東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附設臺中市私

立衛道幼兒園
(04)23600446 [401]臺中市東區合作里11鄰力行路69號

108-1-13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德蕾莎幼兒園 (04)23605567 [401]臺中市東區東勢里17鄰進化路221巷25號

108-1-14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振興幼兒園 (04)22126754 [401]臺中市東區東信里17鄰振興路412巷19號

108-1-15 東區
高中(職)附設

(屬)

國立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附設臺中市私立

實習幼兒園

(04)22810010#58

6
[401]臺中市東區東興里4鄰台中路28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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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6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甲子園幼兒園 (04)22110858 [401]臺中市東區東信里2鄰長福路243號

108-1-17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區劍橋幼兒園 (04)22816001 [401]臺中市東區東門里26鄰東福二街9號1樓

108-1-18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探索幼兒園 (04)22152199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2鄰十甲東路729號

108-1-19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米亞幼兒園 (04)22112115 [401]臺中市東區十甲里13鄰旱溪街360號

108-1-20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真善美幼兒園 (04)22806398 [401]臺中市東區東橋里19鄰建興街44號1,2樓

108-1-21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常春藤幼兒園 (04)22151300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17鄰龍安街69號

108-1-22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保進幼兒園 (04)22153086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21鄰十甲東路816號1,2樓

108-1-23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貝登堡東英幼兒園 (04)22139999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7鄰東英路456號1,2樓

108-1-2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獅子王幼兒園 (04)24365032 [406]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6鄰景和街169、171號

108-1-25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育大幼兒園 (04)24366796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33鄰軍福九路578號1,2,3樓

108-1-2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一畝田幼兒園 (04)22397585 [406]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3鄰軍功路二段806號

108-1-27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慧明幼兒園 (04)22910905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陽里2鄰大連路一段351號

108-1-28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頂尖幼兒園 (04)24229455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16鄰豐樂北一路30號1,2,3樓

108-1-29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子幼兒園 (04)22453081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福里1鄰崇德一路151號1,2,3樓

108-1-30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格瑞特幼兒園 (04)22413133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茂里5鄰松竹北路236號1,2,3樓

108-1-31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親親幼兒園 (04)22323035 [406]臺中市北屯區北京里23鄰北興街15號1,2樓

108-1-32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昌平渥德福幼兒園 (04)24225551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美里10鄰昌平路二段46之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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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33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彼得幼兒園 (04)24360770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14鄰和福路179號1,2,3樓

108-1-3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吉貝兒幼兒園 (04)22449088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和里21鄰松竹路二段299號

108-1-35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育仟幼兒園 (04)24362355 [406]臺中市北屯區軍功里18鄰軍和街87號

108-1-3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貝斯特幼兒園 (04)22411470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7鄰瀋陽路三段212號1,2樓

108-1-37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兒寶幼兒園 (04)22380088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昌里9鄰天津路四段219號

108-1-38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巨匠幼兒園 (04)22433788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心里6鄰旅順路二段100號

108-1-39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宏仁幼兒園 (04)22950468 [406]臺中市北屯區大德里10鄰平德路59巷2號

108-1-40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育華幼兒園 (04)23915443 [406]臺中市北屯區部子里13鄰太和路一段58、60號

108-1-41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貝登堡幼兒園 (04)24377855
[406]臺中市北屯區舊社里6鄰松竹路一段1488、1490、

1492號1,2樓

108-1-42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悅心幼兒園 (04)24212863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16鄰豐樂北一路102號

108-1-43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快樂城堡幼兒園 (04)22393688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23鄰東山路1段363號

108-1-4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芝加哥幼兒園 (04)22470407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5鄰瀋陽路二段133號1、2F

108-1-45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福祿貝爾幼兒園 (04)24268811 [406]臺中市北屯區同榮里34鄰更生巷190號1,2,3樓

108-1-4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娃得福幼兒園 (04)24373360 [406]臺中市北屯區水景里1鄰松竹五路81號

108-1-47 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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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順愛彌兒幼兒園
(04)22973253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陽里4鄰旅順路一段26號1,2,3樓

108-1-48 北屯區 社團法人附設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北屯幼

兒園
(04)22314580 [406]臺中市北屯區北興里1鄰北屯路96號1,2,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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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49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馬里蘭幼兒園 (04)24211430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26鄰山西北二街160號

108-1-50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夏卡爾幼兒園 (04)24213681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4鄰后庄路850號

108-1-51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兒園幼兒園 (04)22490199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心里10鄰瀋陽路3段173號

108-1-52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蒙特立幼兒園 (04)24791367 [408]臺中市南屯區中和里13鄰楓樹南街333號1-3樓

108-1-53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道禾幼兒園 (04)23259298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3鄰大聖街378號

108-1-54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迦美地娃得福幼兒園 (04)24711111 [408]臺中市南屯區同心里14鄰大墩四街299號1,2,3樓

108-1-55 南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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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彌兒幼兒園
(04)24738623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興里15鄰永春東路185號

108-1-56 南屯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臺中市四季藝術教育基金會附設臺

中市私立市政四季藝術幼兒園
(04)23808800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厝里25鄰大墩十一街467號

108-1-57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勁寶兒東興幼兒園 (04)24729750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同里7鄰大墩七街147號1,2,3樓

108-1-5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豐樂幼兒園 (04)23818886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20鄰文心南五路346號

108-1-59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薇雅幼兒園 (04)23205413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9鄰大光街103號

108-1-60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安徒生幼兒園 (04)24721879 [408]臺中市南屯區向心里5鄰豐富路299巷25-1號

108-1-61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群佳幼兒園 (04)24738945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興里13鄰大墩南路472巷7號

108-1-62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梵谷幼兒園 (04)24710559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誠里3鄰五權西路二段138號

108-1-63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豆芽幼兒園 (04)24732773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同里5鄰向上南路一段163之8號

108-1-64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的堡達仁幼兒園 (04)23861418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13鄰文心南三路7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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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65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地幼兒園 (04)23873577 [408]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21鄰忠勇路160號

108-1-66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瑪歇爾幼兒園 (04)22556457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2鄰大墩十一街378號

108-1-67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鹿鳴村幼兒園 (04)23818706 [408]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1鄰大墩七街437號

108-1-6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快樂斑比幼兒園 (04)23805760 [408]臺中市南屯區寶山里4鄰五權西路三段27號

108-1-69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屯光隆幼兒園 (04)23898338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19鄰向心南路981巷34號

108-1-70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屯華興幼兒園 (04)24790123 [408]臺中市南屯區中和里23鄰中和北二巷70號

108-1-71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英格蘭幼兒園 (04)23868888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4鄰向上路五段89號

108-1-72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劍橋幼兒園 (04)24736561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興里20鄰永春東路205巷2號

108-1-73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種子幼兒園 (04)23871399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厝里19鄰三和街32號

108-1-74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貴麟幼兒園 (04)23261998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4鄰大墩十街184號

108-1-75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英橋幼兒園 (04)23868598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2鄰忠勇路89號

108-1-76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尼荳人文幼兒園 (04)22517168 [408]臺中市南屯區溝墘里15鄰惠中路二段101號1,2,3樓

108-1-77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威爾森幼兒園 (04)23899988 [408]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2鄰大墩七街387號

108-1-7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唐睿幼兒園 (04)23208266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4鄰大聖街41號

108-1-79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恐龍幼兒園 (04)24812863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8鄰東明路177號

108-1-80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綠第亞幼兒園 (04)24912557 [412]臺中市大里區仁化里30鄰仁愛路160巷16號

108-1-81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綠第亞幼兒園仁愛分班 (04)24918036 [412]臺中市大里區仁化里30鄰仁愛路160巷1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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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82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永佳幼兒園 (04)24820164 [412]臺中市大里區長榮里15鄰益民路二段52巷5弄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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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