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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01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新盛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76642 [423]臺中市東勢區新盛里6鄰新盛街342號

108-2-02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新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53447 [423]臺中市東勢區上城里6鄰上城街260號

108-2-03 后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后里區泰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562364#221 [421]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2鄰安眉路5號

108-2-04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西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11747#111 [437]臺中市大甲區西岐里6鄰順帆路96號

108-2-05 外埔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外埔區馬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34114#213 [438]臺中市外埔區中山里2鄰東西巷13號

108-2-06 外埔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外埔區鐵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35033#735 [438]臺中市外埔區鐵山里11鄰長生路576號

108-2-07 外埔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外埔區安定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31446#220 [438]臺中市外埔區土城里9鄰土城西路55號

108-2-08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公館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154353
[433]臺中市沙鹿區西勢里2鄰臺中市沙鹿區西勢里2

鄰中航路二段1號

108-2-09 潭子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潭子區潭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17779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秀里8鄰中山路2段435號

108-2-10 潭子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潭子區東寶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24564#791 [427]臺中市潭子區東寶里8鄰雅潭路3段2號

108-2-11 大雅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雅區陽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61554#139 [428]臺中市大雅區秀山里16鄰秀山路365號

108-2-12 烏日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烏日區喀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51016#770 [414]臺中市烏日區螺潭里5鄰溪南路二段370號

108-2-13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永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92461#271 [432]臺中市大肚區永順里11鄰文昌路二段586號

108-2-14 龍井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龍井區龍井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97131#770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西里16鄰龍門路51號

108-2-15 龍井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93394#108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津里9鄰中央路一段165巷50號

108-2-1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白百合幼兒園 (04)22935785
[406]臺中市北屯區大德里13鄰平德路18巷33弄49

號

108-2-17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吉幼兒園 (04)24258396 [406]臺中市北屯區后庄里3鄰敦化路34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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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18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弘幼兒園 (04)23130886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明里9鄰大弘三街77號1,2樓

108-2-19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夏山維尼幼兒園 (04)23170993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14鄰永昌二街2號

108-2-20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劍聲幼兒園 (04)23296853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成里28鄰大祥街125號

108-2-21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叮噹幼兒園 (04)24629199
[407]臺中市西屯區永安里14鄰西屯路三段160之1號

及宏安巷10

108-2-22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都會逢甲幼兒園 (04)24510288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10鄰福吉街159號

108-2-23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熊森林幼兒園 (04)27018986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1鄰上安路53號1-2樓

108-2-24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西屯向日葵幼兒園 (04)23509688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9鄰安和路59之2、之3號

1,2樓

108-2-2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熊多元智慧幼兒園 (04)36093058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1鄰臺灣大道三段556巷1

弄14號

108-2-26 西屯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臺灣省臺中市水湳佛教蓮社附設

臺中市私立慈蓮幼兒園
(04)22913622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福里4鄰大鵬路57號

108-2-27 西屯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水湳浸信會附設臺中

市私立宏恩幼兒園
(04)22917341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福里18鄰中清路二段213號

10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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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逢甲愛彌兒幼兒園
(04)27026781 [407]臺中市西屯區至善里6鄰逢甲路251號1,2,3樓

108-2-29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慈英幼兒園 (04)24633779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雅里2鄰永福路22巷37、39號

108-2-30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貝兒達幼兒園 (04)23583865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和里9鄰中工三路153巷8號1-2

樓

108-2-31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如果幼兒園 (04)27081100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1鄰上安路33號1樓

108-2-32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雅善幼兒園 (04)27018700
[407]臺中市西屯區至善里16鄰至善路47號1-2樓及

49號1樓

108-2-33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維多利亞協和幼兒園 (04)23506919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2鄰協和北巷6-1號

108-2-34 西屯區 私人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

妙慧幼兒園
(04)23116799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厝里2鄰何厝街6巷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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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3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維多利亞安和幼兒園 (04)23506919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2鄰協和北巷6之2號

108-2-36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康爾嘉幼兒園 (04)35005800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1鄰上安路39巷16號

108-2-37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蝸牛幼兒園 (04)24615129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林里27鄰福科路658巷9弄7號

108-2-38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寶貝袋鼠幼兒園 (04)22373363 [404]臺中市北區錦祥里11鄰育強街112號1樓

108-2-39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孩的家幼兒園 (04)22337011 [404]臺中市北區頂厝里5鄰北興街266號

108-2-40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奧克蘭幼兒園
(04)22082430#50

0
[404]臺中市北區賴福里17鄰太原路二段50號1-3樓

108-2-41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葳格幼兒園
(04)22036886#31

0
[404]臺中市北區健行里37鄰忠明路494號

108-2-42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安安幼兒園 (04)22368526 [404]臺中市北區建成里3鄰東成一街39號

108-2-43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維妮幼兒園 (04)22317321 [404]臺中市北區梅川里11鄰永興街337號1,2,3樓

108-2-44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丘尼兒幼兒園 (04)22994641#9 [404]臺中市北區賴興里17鄰文昌東二街105號1,2樓

108-2-45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巴比倫幼兒園 (04)22330883
[404]臺中市北區金華里10鄰雙十路二段40巷6號

1,2,3樓

108-2-46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佶米幼兒園 (04)22077155 [404]臺中市北區賴村里10鄰大德街161巷2號1,2樓

108-2-47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立堡幼兒園 (04)22068593 [404]臺中市北區錦平里18鄰中華路二段195號1樓

108-2-48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益華幼兒園 (04)22307212 [404]臺中市北區金龍里9鄰益華街77號

108-2-49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同德幼兒園 (04)22052034 [404]臺中市北區賴村里28鄰尚德街91巷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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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50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學兒樂幼兒園 (04)22336216 [404]臺中市北區建興里24鄰梅亭街198號1,2樓

108-2-51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瑞比特幼兒園 (04)22936033 [404]臺中市北區長青里10鄰陜西路59號1樓

108-2-52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卡帕立人幼兒園 (04)22956366 [404]臺中市北區立人里2鄰陜西路92之3號1,2,3樓

108-2-53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維也納幼兒園 (04)22070102 [404]臺中市北區明德里5鄰忠明路193號1,2樓

108-2-54 北區 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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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2-55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尤加利幼兒園 (04)22053822 [404]臺中市北區健行里10鄰華富街20巷15號1,2樓

108-2-56 北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愛彌兒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

立德化愛彌兒幼兒園
(04)22028618 [404]臺中市北區健行里20鄰德化街562號

108-2-57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德明幼兒園 (04)22274889
[403]臺中市西區平和里18鄰柳川西路二段193巷30

號

108-2-58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卡帕幼兒園 (04)23011367 [403]臺中市西區中興里11鄰中興街183號3樓之2

108-2-59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普霖斯頓幼兒園 (04)23190675 [403]臺中市西區公正里15鄰大墩十街95號

108-2-60 西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修女會附設臺中

市私立惠華幼兒園
(04)22258187 [403]臺中市西區平和里3鄰中華路一段5號

108-2-61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歌德幼兒園 (04)23752172 [403]臺中市西區公舘里17鄰三民西路178號

108-2-62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迪生幼兒園 (04)23016757 [403]臺中市西區民龍里14鄰大和路22號

108-2-63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敦煌幼兒園 (04)23024735 [403]臺中市西區後龍里7鄰民權路229巷15號1,2樓

108-2-64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柏德幼兒園 (04)23718161 [403]臺中市西區土庫里15鄰五權七街176號

108-2-65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冠伶幼兒園 (04)23297285 [403]臺中市西區公正里5鄰精誠路304巷5號

108-2-66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幼采幼兒園 (04)22013118
[403]臺中市西區和龍里15鄰篤信街43巷7、9、

11、13號1,2,3樓

108-2-67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璞石華德福幼兒園 (04)23202305 [403]臺中市西區忠誠里4鄰精誠六街34、36號1,2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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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68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西區何嘉仁幼兒園 (04)23197896 [403]臺中市西區忠明里18鄰美村路一段116-1號1樓

108-2-69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班比優幼兒園 (04)24714888 [403]臺中市西區公正里17鄰大昌街191號

108-2-70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三育幼兒園 (04)23360031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14鄰長春街279號

108-2-71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諾貝爾幼兒園 (04)23378372 [414]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12鄰興祥街55巷21號

108-2-72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和新儷園幼兒園 (04)23353073
[414]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10鄰溪南路一段460巷80

號

108-2-73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快樂童年幼兒園 (04)23383615
[414]臺中市烏日區前竹里6鄰中山路一段和平巷143

號

108-2-74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祥愛幼兒園 (04)23356319 [414]臺中市烏日區螺潭里9鄰溪南路二段292號

108-2-75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精三育幼兒園 (04)23367129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2鄰中華路128巷5號

108-2-76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森倫幼兒園 (04)23370077 [414]臺中市烏日區烏日里1鄰長春街999號

108-2-77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文揚幼兒園 (04)23355136 [414]臺中市烏日區溪埧里9鄰溪南路一段263巷56號

108-2-78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亞士可幼兒園 (04)23368272
[414]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8鄰中華路95巷10弄10號

樓

108-2-79 烏日區 團體附設 正和書院附設臺中市私立光明幼兒園 (04)23362936 [414]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三榮路二段420號

108-2-80 石岡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幼欣幼兒園 (04)25818306
[422]臺中市石岡區梅子里7鄰豐勢路梅子巷四○之一

號

108-2-81 北屯區 財團法人辦理

財團法人宏觀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

三光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

託辦理）

(04)22372216 [406]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17鄰三光一街77號

108-2-82 北區 財團法人辦理

財團法人星光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

五權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

辦理)

(04)22021277 [404]臺中市北區五常里10鄰英才路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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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