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年度-學 評鑑順

期-流水號 序編號

110-2-01 中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中區光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263630 [400]臺中市中區大墩里28鄰三民路二段148號

110-2-02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臺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815312 [401]臺中市東區振興里17鄰大公街100號

110-2-03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137569#770 [401]臺中市東區泉源里15鄰樂業路60號

110-2-04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進德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135723#791 [401]臺中市東區東勢里23鄰進化路135號

110-2-05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力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604412#770 [401]臺中市東區東勢里17鄰進化路223號

110-2-06 東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區大智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804546#11 [401]臺中市東區東橋里17鄰大智路359號

110-2-07 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區國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872475#776 [402]臺中市南區德義里24鄰國光路261號

110-2-08 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區和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613139#792 [402]臺中市南區和平里3鄰復興路二段57號

110-2-09 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區信義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625452 [402]臺中市南區平和里4鄰五權南路325號

110-2-10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中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212042#13 [403]臺中市西區民龍里15鄰英才路423號

110-2-11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大勇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755959#670 [403]臺中市西區吉龍里25鄰忠明南路515號

110-2-12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忠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724548 [403]臺中市西區公民里13鄰林森路155號

110-2-13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忠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172860 [403]臺中市西區忠明里11鄰臺灣大道二段556號

110-2-14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忠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273092#11 [403]臺中市西區三民里3鄰三民路一段171號

110-2-15 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區大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222313 [403]臺中市西區民生里25鄰自由路一段1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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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16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大坑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390598 [406]臺中市北屯區大坑里8鄰東山路二段112號

110-2-17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370812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20鄰軍福十三路300號

110-2-18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文心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445906#770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2鄰文心路四段575號

110-2-19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四張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227046#791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14鄰后庄路910號

110-2-20 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332110#900 [406]臺中市北屯區北京里7鄰進化北路2號

110-2-21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何厝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166492#770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安里2鄰重慶路1號

110-2-22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大仁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134545#790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福里19鄰重慶路200號

110-2-23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587342 [407]臺中市西屯區協和里2鄰安和路99號

110-2-24 西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西屯區大鵬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988451 [407]臺中市西屯區大鵬里1鄰中平路268號

1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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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407]臺中市西屯區港尾里9鄰廣福路150巷99號

110-2-26 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517363#780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義里1鄰黎明路二段555號

110-2-27 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屯區南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94356#770 [408]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10鄰黎明路一段968號

110-2-28 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屯區春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94408#762 [408]臺中市南屯區春安里7鄰春安路109號

110-2-29 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3860796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2鄰忠勇路97號

110-2-30 南屯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南屯區鎮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4792122#791 [408]臺中市南屯區鎮平里1鄰黎明路一段425號

110-2-31 東勢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東勢區石角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873011#205 [423]臺中市東勢區隆興里4鄰東坑路西盛巷2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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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32 潭子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潭子區僑忠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324740#111 [427]臺中市潭子區福仁里17鄰中山路二段31號

110-2-33 神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神岡區圳堵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30710 [429]臺中市神岡區圳堵里5鄰三民路639號

110-2-34 神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神岡區神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14231 [429]臺中市神岡區神岡里2鄰神圳路1號

110-2-35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神奇寶貝幼兒園 (04)25586208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9鄰文化路76巷11號1、

2、3樓

110-2-36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艾迪生幼兒園 (04)25573380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4鄰三光路56號1樓

110-2-37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幼優幼兒園 (04)25587919
[421]臺中市后里區義里里17鄰甲后路181巷18號1

樓

110-2-38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唐森幼兒園 (04)25565686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25鄰福德路182號1、2、

3、樓

110-2-39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一德幼兒園 (04)25560337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13鄰月湖路85巷14號

110-2-40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日月昇幼兒園 (04)25577911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15鄰福德路174巷18號

1、2、3樓

11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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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2-42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立林幼兒園 (04)25589973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西里4鄰南村路427-1號1、

2、3樓

110-2-43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后里三采幼兒園 (04)25587857
[421]臺中市后里區泰安里10鄰福美路5之8號1、2

樓

110-2-44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佳欣幼兒園 (04)25569314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東里5鄰民生路96號

110-2-45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挪威森林幼兒園 (04)25586670 [421]臺中市后里區中和里2鄰大圳路257號

110-2-46 后里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宸光幼兒園 (04)25582066 [421]臺中市后里區墩北里5鄰文化路54號

110-2-47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熊寶寶幼兒園 (04)26881666 [437]臺中市大甲區武曲里1鄰橫圳街163號1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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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48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馬克幼兒園 (04)26715007 [437]臺中市大甲區文曲里8鄰東安路171號

110-2-49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安心幼兒園 (04)26871131 [437]臺中市大甲區武曲里10鄰新政路360號

110-2-50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人德幼兒園 (04)26868898
[437]臺中市大甲區新美里10鄰興安路三十一巷一

一八號

110-2-51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柏克萊幼兒園 (04)26818595 [437]臺中市大甲區龍泉里8鄰渭水路25號之15

110-2-52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力美幼兒園 (04)26871483
[437]臺中市大甲區岷山里11鄰中山路一段九○八巷

一○號

110-2-53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溫哥華幼兒園 (04)26883381 [437]臺中市大甲區中山里9鄰甲后路五三之十二號

110-2-54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自然幼兒園 (04)26867455 [437]臺中市大甲區江南里6鄰南北一路20之6號

110-2-55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甲愛兒堡幼兒園 (04)26804123 [437]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22鄰三民路二二八號

110-2-56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哈佛幼兒園 (04)26803577
[437]臺中市大甲區頂店里1鄰中山路1段1332號

1.2.3樓

110-2-57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甲何嘉仁幼兒園 (04)26876802 [437]臺中市大甲區順天里16鄰五福街47巷19號1樓

110-2-58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優生幼兒園 (04)37059168 [437]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9鄰工二路1之1號

110-2-59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文采幼兒園 (04)26888438 [437]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25鄰德興路205號

110-2-60 大甲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明典幼兒園 (04)26813515 [437]臺中市大甲區孟春里11鄰經國路2122號

110-2-61 大安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我家幼兒園 (04)26710753 [439]臺中市大安區龜殼里2鄰中松路281號

110-2-62 大安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美強生幼兒園 (04)26711212 [439]臺中市大安區中庄里6鄰中山南路四九一號

110-2-63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東森幼兒園 (04)26982788
[432]臺中市大肚區永順里1鄰文昌路二段260號1,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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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64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明星幼兒園 (04)26911305#9
[432]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16鄰遊園路一段151巷28

號1樓

110-2-65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皇冠幼兒園 (04)26933276
[432]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12鄰沙田路一段428巷5

弄16號

110-2-66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德華幼兒園 (04)26917425
[432]臺中市大肚區自強里6鄰遊園路二段237號

1,2,3樓

110-2-67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賞識幼兒園 (04)26917326
[432]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15鄰瑞井路12號及12-1

號

110-2-68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龍鳳兒幼兒園 (04)26912782
[432]臺中市大肚區瑞井里16鄰遊園路一段107之6

號1,2,3樓

110-2-69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天祥幼兒園 (04)26980318
[432]臺中市大肚區社腳里9鄰沙田路一段854巷24

之1號1樓及24之2號

110-2-70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培英幼兒園 (04)26991212 [432]臺中市大肚區頂街里14鄰榮華街37號

110-2-71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綠拇指幼兒園 (04)26997810 [432]臺中市大肚區磺溪里4鄰文昌二街168號

110-2-72 大肚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育成幼兒園 (04)26998016
[432]臺中市大肚區大東里21鄰沙田路二段562巷

123號

110-2-73 外埔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欣達幼兒園 (04)26839992 [438]臺中市外埔區永豐里10鄰六分路123之1號

110-2-7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米樂幼兒園 (04)22377535 [406]臺中市北屯區北屯里6鄰青島路4段219號1F

110-2-75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聖約克幼兒園 (04)22355505 [406]臺中市北屯區三光里4鄰九龍東街35號1樓

110-2-7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快樂斑比幼兒園 (04)22415556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田里19鄰旅順路二段351號

110-2-77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春上樹幼兒園 (04)24370470 [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13鄰太順東街60號

110-2-78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崇德愛子幼兒園 (04)24225777 [406]臺中市北屯區仁和里17鄰崇德九路617號

110-2-79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麗園幼兒園 (04)22337768#129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安里19鄰北平路四段89-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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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80 豐原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兒童花園幼兒園 (04)25323269
[420]臺中市豐原區三村里11鄰豐原大道1段625街42

號

110-2-81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新幼華幼兒園 (04)26525214
[433]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15鄰臺灣大道七段432巷

113號

110-2-82 沙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尚恩北勢幼兒園 (04)26315232 [433]臺中市沙鹿區北勢里21鄰北勢2街12-1號1~3樓

110-2-83 沙鹿區
大專/大學附設

(屬)
私立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平等幼兒園 (04)26326580 [433]臺中市沙鹿區六路里11鄰平等二街226號1~3樓

110-2-84 梧棲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附設臺中

市私立海聲華德福幼兒園
(04)26565711#33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村里26鄰文雅街127巷10號

110-2-85 清水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芝蔴街幼兒園西社分班 (04)26239058 [436]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20鄰西社路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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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