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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01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00883 [413]臺中市霧峰區吉峰里23鄰民生路349號

109-1-02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霧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3069#780 [413]臺中市霧峰區本堂里9鄰中正路736號

109-1-03 霧峰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393417#800 [413]臺中市霧峰區萬豐里15鄰中正路224號

10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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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413]臺中市霧峰區北勢里6鄰豐正路566號

10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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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 [411]臺中市太平區宜欣里6鄰新平路二段100號

109-1-06 太平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太平區頭汴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703129#770 [411]臺中市太平區頭汴里7鄰北田路20號

109-1-07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崇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818836#506

0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19鄰大明路181號

109-1-08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內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852863#770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11鄰日新路8號

109-1-09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美群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912129 [412]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7鄰美群路99號

109-1-10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瑞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923397#904 [412]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35鄰美村街196號

109-1-11 大里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里區草湖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953078#760 [412]臺中市大里區西湖里2鄰西湖路32號

109-1-12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福祥幼兒園 (04)24922755 [412]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10鄰瑞和街120巷1號

109-1-13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喬治亞幼兒園 (04)24074372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3鄰大明路580號

1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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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東湖路一八六號

109-1-15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獅子王幼兒園 (04)24067967 [412]臺中市大里區大里里17鄰國光路一段一六一號

109-1-16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華人幼兒園 (04)24929451 [412]臺中市大里區塗城里32鄰三民二街41巷27、29號

109-1-17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陽光幼兒園 (04)24837733 [412]臺中市大里區長榮里27鄰中興路二段1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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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8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慧幼幼兒園 (04)22780342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仁里24鄰公教街201號

109-1-19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童心園幼兒園 (04)24863016 [412]臺中市大里區長榮里28鄰德芳南一街165號

109-1-20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發現幼兒園 (04)24863100 [412]臺中市大里區國光里16鄰勝利二路88號

109-1-21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耕心園幼兒園 (04)24066027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23鄰永隆路177號

109-1-22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好兒美幼兒園 (04)24071133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8鄰東明路520號

109-1-23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喜悅兒幼兒園 (04)24068121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21鄰永隆路211號

109-1-24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兒幼幼兒園 (04)24821936 [412]臺中市大里區國光里9鄰永興路6號

109-1-25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優斯特幼兒園 (04)22754772 [412]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22鄰自強街75號

109-1-26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南幼兒園 (04)24923862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湖里13鄰東南路327.331號

109-1-27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中幼兒園 (04)24065540 [412]臺中市大里區大里里8鄰大里路西里巷50號

109-1-28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梵尼爾幼兒園 (04)24838262 [412]臺中市大里區長榮里27鄰中興路2段133號

109-1-29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佳園幼兒園 (04)22799526 [412]臺中市大里區立德里4鄰合作街20號

109-1-30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愛心幼兒園 (04)24064161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31鄰愛心路147號

109-1-31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慧欣幼兒園 (04)24818095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28鄰永興路205巷21弄32、36號

109-1-32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弘明幼兒園 (04)24073655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29鄰永大街201巷18號

109-1-33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丹尼兒幼兒園 (04)24068568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5鄰永隆路四七○號

109-1-34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麥米倫幼兒園 (04)24834333 [412]臺中市大里區中新里12鄰現岱路43號

109-1-35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偉幼兒園 (04)24818619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20鄰大明路223巷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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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36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海幼兒園 (04)24068433 [412]臺中市大里區永隆里22鄰爽文路870-1號2樓

109-1-37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愛幼兒園 (04)24919796 [412]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39鄰成功路566號

109-1-38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益成幼兒園 (04)24831788 [412]臺中市大里區內新里27鄰益民路1段498號

109-1-39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華幼兒園 (04)24936311 [412]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31鄰向學路76號

109-1-40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常愛幼兒園 (04)24839737 [412]臺中市大里區大元里13鄰中興路二段150號

109-1-41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至聖幼兒園 (04)24077588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里里13鄰永隆一街78號

109-1-42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乖乖幼兒園 (04)22790885 [412]臺中市大里區新仁里21鄰立仁路245巷42號

109-1-43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寶比幼兒園 (04)24814225 [412]臺中市大里區西榮里24鄰西榮路150號

109-1-44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多倫多幼兒園 (04)24876390 [412]臺中市大里區東昇里7鄰日新路242號

109-1-45 大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里東昇幼兒園 (04)24962669 [412]臺中市大里區瑞城里9鄰成功路128號

109-1-46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太平光隆幼兒園 (04)22779871 [411]臺中市太平區光隆里5鄰光明路10之1號

109-1-47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正心幼兒園 (04)22752988 [411]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10鄰成功東路三九六號

109-1-48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善文經典幼兒園 (04)23936283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城里18鄰樹孝路378號1.2.3樓

109-1-49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哈佛幼兒園 (04)22768007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17鄰長億六街六六號

109-1-50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語晴幼兒園 (04)22777298 [411]臺中市太平區建國里1鄰成功東路210號

109-1-51 太平區 高中(職)附 私立慈明高級中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04)22713918 [411]臺中市太平區光隆里11鄰光德路388號

109-1-52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吉瑞福幼兒園 (04)22797623 [411]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6鄰東平路343號

109-1-53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忠政幼兒園 (04)22700329 [411]臺中市太平區建國里1鄰成功路三九五巷一○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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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54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門幼兒園 (04)22798347 [411]臺中市太平區中政里10鄰中平路一五八巷一弄三三號

109-1-55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公會幼兒園 (04)22711109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隆里11鄰光興路530巷8號

109-1-56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慈祐園幼兒園 (04)23923197 [411]臺中市太平區豐年里16鄰大源19街28-6號1.2樓

109-1-57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美恩幼兒園 (04)22715732 [411]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5鄰德明路一七三號

109-1-58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富兒登幼兒園 (04)23932818 [411]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5鄰中山路二段57-2號

109-1-59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彩森林幼兒園 (04)22758185 [411]臺中市太平區成功里14鄰復興街98.100號

109-1-60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紅蘋果幼兒園 (04)22751593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8鄰中平路廿六巷十七弄廿二號

109-1-61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太平好兒美幼兒園 (04)23958499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10鄰立德街75-1號及77號

109-1-62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寶貝熊幼兒園 (04)23932391 [411]臺中市太平區豐年里1鄰大源一街6號1.2樓

109-1-63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太平華興幼兒園 (04)23920311 [411]臺中市太平區坪林里5鄰中山路二段一七巷一二號

109-1-64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丁寶幼兒園 (04)22704046 [411]臺中市太平區東平里14鄰東村路86號

109-1-65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學士堡幼兒園 (04)23981769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2鄰樹德路137巷61號

109-1-66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英順幼兒園 (04)22786142 [411]臺中市太平區中平里17鄰成功東路70巷58號1.2樓

109-1-67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太平彩虹屋幼兒園 (04)23924430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坪里1鄰樹孝路341號

109-1-68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柏拉圖幼兒園 (04)23928790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城里18鄰樹孝路336巷7弄37號

109-1-69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來恩幼兒園 (04)22768169 [411]臺中市太平區中平里14鄰中平路169之1號

109-1-70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長憶幼兒園 (04)22792633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成里6鄰太平五街97號



學年度-學 評鑑順

期-流水號 序編號
鄉鎮 設立別 幼兒園名稱 幼兒園電話 幼兒園住址

109-1-71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宥宥幼兒園 (04)22793050 [411]臺中市太平區長億里11鄰太平一街208號

109-1-72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宜欣幼兒園 (04)22772363 [411]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6鄰宜佳街八巷六號

109-1-73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峰幼兒園 (04)22713900 [411]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11鄰德隆路八二巷六六號

109-1-74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兒童世界幼兒園 (04)22734485 [411]臺中市太平區宜佳里23鄰十甲路600號

109-1-75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精湛幼兒園 (04)22708363 [411]臺中市太平區中興里8鄰大智街46及48號

109-1-76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菲亞幼兒園 (04)22751735 [411]臺中市太平區永平里3鄰建興北路十七巷一八號

109-1-77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袋鼠幼兒園 (04)23957738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興里1鄰樹德九街一二號

109-1-78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04)23914461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吉里11鄰中山路3段6巷2號

109-1-79 太平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全佑幼兒園 (04)22754065 [411]臺中市太平區太平里26鄰永豐路三二七巷二之一號

109-1-80 潭子區
私立大專校院

辦理

中臺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私立潭秀非營利幼

兒園(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04)25346011 [427]臺中市潭子區甘蔗里12鄰雅潭路一段175號

109-1-81 潭子區 非營利 私立潭子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07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於市立潭子國民中學校地

109-1-82 大雅區
公益社團法人

辦理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

附設臺中市私立上楓非營利幼兒園(臺中市政

府教育局委託辦理)

(04)25664567 [428]臺中市大雅區上楓里19鄰楓林街232號

109-1-83 太平區 非營利 私立中華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07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於太平區中華國民小學校地

109-1-84 烏日區 非營利 私立溪南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07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於市立溪南國民中學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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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