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1-01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甲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61834#111 [436]臺中市清水區菁埔里16鄰臨海路26號

111-1-02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建國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62334#251 [436]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18鄰建國路10號

111-1-03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東山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00517 [436]臺中市清水區東山里10鄰神清路6-1號

111-1-04 清水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82963#250 [436]臺中市清水區武鹿里8鄰五權路336號

111-1-05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竹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628319 [433]臺中市沙鹿區竹林里16鄰中棲路301號

111-1-06 沙鹿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沙鹿區鹿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224210#107 [433]臺中市沙鹿區鹿峰里27鄰星河路209號

111-1-07 梧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梧棲區中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655929#218 [435]臺中市梧棲區大村里19鄰文明街100號

111-1-08 梧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梧棲區中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560844#18 [435]臺中市梧棲區福德里17鄰中央路二段15號

111-1-09 龍井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龍井區龍峰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14707#18 [434]臺中市龍井區新庄里23鄰中沙路2號

111-1-10 龍井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353340 [434]臺中市龍井區龍泉里17鄰龍新路162號

111-1-11 大肚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肚區追分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936516 [432]臺中市大肚區福山里2鄰沙田路一段364號

111-1-12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華龍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11270#231 [437]臺中市大甲區日南里19鄰工二路1號

111-1-13 大甲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甲區大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2048#723 [437]臺中市大甲區文武里1鄰育德路233號

111-1-14 外埔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6508 [438]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15鄰二崁路63號

111-1-15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太平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248532#11 [404]臺中市北區錦平里16鄰太平路74號

111-1-16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956975 [404]臺中市北區賴旺里19鄰北平路一段60號

111-1-17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健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038064#770 [404]臺中市北區健行里35鄰健行路66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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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8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中華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979601#790 [404]臺中市北區明德里9鄰漢口路三段2號

111-1-19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省三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346132 [404]臺中市北區建興里26鄰崇德路一段107號

111-1-20 北區 國小附設(屬)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290341#202 [404]臺中市北區中正里6鄰民族路282號

111-1-21 北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北區篤行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2013483#790 [404]臺中市北區中達里5鄰篤行路321號

111-1-22 神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626834#22 [429]臺中市神岡區社南里20鄰社南街136號

111-1-23 神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神岡區岸裡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2215#870 [429]臺中市神岡區岸裡里3鄰中山路52號

111-1-24 神岡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神岡區豐洲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23351 [429]臺中市神岡區豐洲里15鄰豐洲路482號

111-1-25 豐原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豐原區瑞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5289619 [429]臺中市豐原區西安里西安街72號

111-1-26 大安區 國小附設(屬) 臺中市大安區海墘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04)26876085 [429]臺中市大安區海墘里大安港路1100號

111-1-27 東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地球村幼兒園 (04)22133931 [401]臺中市東區東英里2鄰東英十五街155號

111-1-28 東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台灣省國籍主顧傳教修女會附設臺中市私立

德育幼兒園
(04)22816879 [401]臺中市東區振興里19鄰忠孝路197號

111-1-29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開普敦幼兒園 (04)22633366 [402]臺中市南區永興里28鄰高工南路55號

111-1-30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林幼兒園 (04)22874571 [402]臺中市南區城隍里21鄰正氣街45號

111-1-31 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區哈佛幼兒園 (04)22614655 [402]臺中市南區樹德里11鄰德吉街121號1-2樓

111-1-32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大蘋果幼兒園 (04)23215358 [403]臺中市西區公正里34鄰大墩十一街99號

111-1-33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狄仕耐幼兒園 (04)23712396 [403]臺中市西區吉龍里23鄰五權八街128號

111-1-34 西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台灣聖公會附設臺中市私立聖雅各幼兒園 (04)23726081 [403]臺中市西區吉龍里1鄰五權西路一段23號

111-1-35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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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幼

兒園
(04)22225913 [403]臺中市西區平和里7鄰民生路13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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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36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牛頓幼兒園 (04)23222256 [403]臺中市西區忠明里23鄰博館三街86號

111-1-37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鴻德幼兒園 (04)23723777 [403]臺中市西區昇平里7鄰美村路一段438號

111-1-38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孩子國蒙特梭利幼兒園 (04)23230789 [403]臺中市西區忠誠里26鄰忠明南路115號

111-1-39 西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哥倫比亞幼兒園 (04)23730065 [403]臺中市西區吉龍里23鄰五權七街148號

111-1-40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超群蒙特梭利幼兒園 (04)22055089 [404]臺中市北區健行里18鄰忠太東路51號1樓

111-1-41 北區 國小附設(屬) 私立育仁國民小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04)22327675#1109 [404]臺中市北區錦祥里20鄰雙十路二段50號

111-1-42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安君兒幼兒園 (04)22952566 [404]臺中市北區明德里27鄰太原六街11號

111-1-43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作新幼兒園 (04)23608371 [404]臺中市北區錦村里9鄰自強一街53號

111-1-44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天津幼兒園 (04)22956590 [404]臺中市北區梅川里3鄰天津路二段192號

111-1-45 北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斯麥特幼兒園 (04)23607909 [404]臺中市北區金華里17鄰進化路363巷4號

111-1-46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葳肯幼兒園 (04)36086558 [406]臺中市北屯區和平里20鄰軍功路一段750號

111-1-47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幼兒園 (04)22953736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13鄰文心路四段281號

111-1-48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史丹彿幼兒園 (04)22429122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安里28鄰興安路二段400號1-2樓

111-1-49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飛鼠幼兒園 (04)22962686 [406]臺中市北屯區水湳里5鄰瀋陽北路37號

111-1-50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愛美兒幼兒園 (04)24371377 [406]臺中市北屯區三和里9鄰東山路一段50巷47號

111-1-51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北屯四季藝術幼兒園 (04)22433333#503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和里4鄰旅順路一段208號

111-1-52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文太幼兒園 (04)22451848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和里8鄰松和街91號

111-1-53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華頓幼兒園 (04)22448309 [406]臺中市北屯區平陽里10鄰河北路二段2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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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54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陽光城堡幼兒園(原名吉瑞福) (04)22425560 [406]臺中市北屯區松安里15鄰崇德六路一段56號

111-1-55 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太和幼兒園 無 [406]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3鄰軍福7路37號

111-1-56 西屯區 社團法人附設 臺中市臺中地區農會附設臺中市私立西屯幼兒園 (04)2702351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安里14鄰西屯路二段303號

111-1-57 西屯區 財團法人附設
財團法人華盛頓文教基金會附設臺中市私立市政幼兒

園
(04)22580638 [407]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37鄰惠文五街65號

111-1-58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今日幼兒園 (04)23131055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仁里8鄰甘肅路一段209號

11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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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60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培德幼兒園 (04)2707800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1鄰西安街118號

111-1-61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善美真幼兒園 (04)23506869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聯里7鄰中港路三段256號

111-1-62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臺中榮民總醫院榮中幼兒園 (04)24610411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瑞里7鄰西屯路三段301號

111-1-63 西屯區 大專/大學附設(屬) 私立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04)23590268 [407]臺中市西屯區福安里17鄰東海路97號

111-1-64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經典人文藝術幼兒園 (04)23119222 [407]臺中市西屯區何源里6鄰華美西街二段245號

111-1-65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西屯四季藝術幼兒園 (04)27068000 [407]臺中市西屯區上安里5鄰上安路89號

111-1-66 西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金色童年幼兒園 (04)24517200 [407]臺中市西屯區西平里24鄰福星北二街28號

111-1-67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屯大千幼兒園 (04)23821726 [408]臺中市南屯區豐樂里1鄰永春東路889號

111-1-68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四季藝術幼兒園 (04)23802222
[408]臺中市南屯區三厝里25鄰大墩十一街463、463-

2、463-3號

111-1-69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迪兒邨幼兒園 (04)23808061 [408]臺中市南屯區田心里10鄰大墩六街319巷58號

111-1-70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南屯經典人文藝術幼兒園 (04)24731010 [408]臺中市南屯區文心里1鄰向上南路一段30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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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71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小河馬幼兒園 (04)23850352 [408]臺中市南屯區南屯里31鄰河南路四段652號

111-1-72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茱麗亞幼兒園 (04)23101138 [408]臺中市南屯區大業里8鄰大進街565巷1號

11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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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74 南屯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傑揚幼兒園 (04)22518389 [408]臺中市南屯區惠中里16鄰大墩十二街365號

111-1-75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童話幼兒園 (04)23368897 [414]臺中市烏日區仁德里12鄰興祥街39號

111-1-76 烏日區 私人 臺中市私立摩根幼兒園 (04)23385699 [414]臺中市烏日區榮泉里20鄰健行路386號1~3樓

111-1-77 大雅區 私人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附設

臺中市私立台積電幼兒園
(04)27026688#3885 [428]臺中市大雅區橫山里13鄰科雅六路1號

111-1-78 北區 非營利 臺中市雙十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11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設置於市立雙十國民中學校地

111-1-79 東區 非營利 臺中市東峰非營利幼兒園 (04)22805517 [401]臺中市東區東興里17鄰仁和路330號

111-1-80 北屯區 非營利 臺中市陳平非營利幼兒園 (04)22930373 [406]臺中市北屯區忠平里8鄰陳平路58號

111-1-81 潭子區 非營利 臺中市潭陽非營利幼兒園 (04)25360703 [427]臺中市潭子區潭陽里11鄰潭陽路19號

111-1-82 大雅區 非營利 臺中市大雅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10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設置於市立大雅國民中學校地

111-1-83 龍井區 非營利 臺中市龍海非營利幼兒園(預計111學年度開辦) 無 預定設置於龍井區龍海國民小學校地

111-1-84 太平區 非營利 臺中市育賢非營利幼兒園 (04)23936214 [411]臺中市太平區新高里22鄰立文街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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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