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地址
托嬰中心

【0-2歲】

幼兒園

【2-6歲】

兒童課後照

服中心

【6-12歲】

聯絡人 職稱 電話 E-mail

1 東區 私立育英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臺中市東區東英二街20號  v 傅玉琴 主任 04-22033935 annfug36@yahoo.com.tw

2 東區 地球村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東英15街155

號
v 陳淑馨 秘書 04-22133931 gvps@ms66.hinet.net

3 東區 甲子園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長福路243號 v 陳淑馨 園長
04-22110858

轉205
jeagvps@ms66.hinet.net

4 東區 德育幼兒園 臺中市東區忠孝路197號 v 姚主任 04-22816879
k6879.school@msa.hinet.n

et

5 南區 臺中市私立淳瑟托嬰中心 臺中市南區工學路13-1號 v 李淳瑟 主任 04-22628798 chunseli@yahoo.com.tw

6 南區 山育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大慶街一段61

號
v 陳麗玟 園長 04-22600018

shanyu_wen@yahoo.com.t

w

7 南區 春天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661

號
v 陳明珠 園長 04-22614178

bigapple618@yahoo.com.t

w

8 南區 采禾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復興北路400

號
v 林麗娟 園長 04-22657670 erm6789@yahoo.com.tw

9 南區 哈佛幼兒園 臺中市南區德吉街121號 v 廖翊琹 04-22614655 hafokids@yahoo.com.tw

10 西區 臺中衛理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民生路137號 v 林淑美 園長 04-22224964 linmei49@yahoo.com.tw

臺中市具合作意願之幼托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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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西區 孩子國蒙特梭利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忠明南路115

號
v 林麗娟 主任 04-23230789 cba585823@yahoo.com.tw

12 西區 臺中市私立冠禹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區大同街180號 v 陳萍 負責人 04-24722575 100kidsgarden@gmail.com

13 西區 惠華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中華路一段5

號
v v v 劉姿妙 主任 04-22258187

huihua@mail.smgsh.tc.edu.

tw

14 西區 卡帕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中興街183號3

樓之2
v 李英瑞 負責人 04-23011367 lh3190168@gmail.com

15 西區 哥倫比亞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五權七街148

號
v v v 粘經理

04-23730065

轉1
cas.school@msa.hinet.net

16 西區 敦煌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229巷

15號
v 顏貽麟 負責人 04-23024735 eric930801@yahoo.com.tw

17 西區 鴻德幼兒園
臺中市西區美村路一段

438號
v 賴惠玲 園長 04-23723777 hdtina91@gmail.com

18 北區 臺中市私立黛比媽咪國際托嬰中心 臺中市北區興進路67號1F v 潘小姐 園長 04-23608835
debby.mommy@msa.hinet.

net

19 北區
臺中市私立範特希兒童課後

照顧服務中心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351巷

13號1樓
v 林麗貞 班主任 04-23606013 fla18326@ocu.edu.tw

20 北區 學兒樂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梅亭街198號 v v 尤主任
04-22336216

電話聯絡請避開午休時

間【12:00-14:30】

0910564113alen30@gmail.

com

vivian6012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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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北區 上晴托嬰中心 臺中市北區進化路476號 v 林明瑩 主任
04-22330234

04-22337312

【楊先生】

donyow474@gmail.com

22 北區 安安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東成一街39號 v 張麗渡 教師 04-22368526 anan8601@yahoo.com.tw

23 北區 貝兒喜托嬰中心
臺中市北區忠太東路55-1

號
v 謝孟蓉 主任 04-22026789 bellcyyy@gmail.com

24 北區 臺中市卡帕立人幼兒園 臺中市北區陝西路92-3號 v 劉依蓓 園長 04-22956366
capaliren20150801@gmail.

com

25 北屯區 臺中市農會附設私立北屯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北屯路96號 v v 張廖碧芳 業務主辦員
04-27023560

轉302

26 北屯區 育華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太和路一段

58、60號
v 楊貽婷 園長 04-23915443

comtopk5@mail.skyschool.

com.tw

27 北屯區 親親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北興街15號 v 黃秀雯 園長 04-22323035

28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家貝兒托嬰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興安路一段

158號
v 顏桂英 負責人 04-22353036 family.beier@msa.hinet.net

29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小博士托嬰中心
臺中市北屯區旅順路一段

64-6號
V 陳美娟 負責人 04-22990180 ab22990180@gmail.com

30 北屯區 吉兒寶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天津路四段

219號
v 陳幼蘭 園長 04-22380088 anita_484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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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屯區 北屯吉貝兒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路2段

299號
v 沈薏晴 教師 04-22449088

cynthia2789@yahoo.com.t

w

32 北屯區 育仟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軍和街87號 v 江宣謹 園長 04-24362355 yuh.chain@msa.hinet.net

33 北屯區 慧明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大連路一段

351號
v 張麗霞 園長 04-22910905 qingqing@ms71.hinet.net

34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一畝田幼兒園
臺中市北屯區軍功路二段

806號
v 粘佳惠 行政 04-22397585 s9363611@yahoo.com.tw

35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米樂幼兒園
406台中市北屯區青島

路四段219號
v 林淑燕 教保員 04-22377535 candy85.happy@yahoo.com.tw

36 西屯區 臺中市農會附設私立西屯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二段

303號
v v 張廖碧芳 業務主辦員

04-27023560

轉302

37 西屯區 安吉兒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重慶路391

號
v 李瓊津 負責人 04-23125402 vvv6873@yahoo.com.tw

38 西屯區 康爾嘉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上安路39巷

16號
v 劉育萱 主任 04-35005800 match2love@gmail.com

39 西屯區
麗喆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麗

喆國民中小學附設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林厝里10鄰

國安二路242巷199號
v 王詩尹 行政

04-24613099

轉603

wangshintin@korrnell-

lz.com.tw

40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福星兒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福星路654

巷34號1.2.3樓
v 章凱淇 主任 04-27024160

luckystar815@yahoo.com.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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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李家槥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路2段297-8巷

30號
v 楊宏勝 主任 04-27067385 jiahuei.li@msa.hinet.net

42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今久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天水東一街

8號 1.2樓
v 許玉佳 主任 04-23131055 junjiou99@yahoo.com.tw

43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格安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中工二路

112號1.2.3樓
v 林貴惠 負責人 04-23506626 gurh_an@kimo.com

44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格安諾予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福科路535

巷5號
v 林貴惠 負責人 04- 24619355

nao_yu0518@yahoo.com.t

w

45 西屯區 小熊多元智慧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

段556巷1弄14號
v v 林純如 主任 04-36093058

irenelin0628@gmail.com

lb36093058@gmail.com

46 西屯區 慈英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永福路22巷

37號
v v 葉郁祺 園長 04-24633779 yeh451230@hotmail.com

47 西屯區 至善寶貝園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至善路82巷

10號
v 吳喻芳 主任 04-27013166

t876131@gmail.com

momhappy001@yahoo.com.t

w

48 西屯區 欣兒托嬰中心
臺中市西屯區西屯路2段

上石南六巷42號
v 周卿妙 主任 04-27067687 magic5369@yahoo.com.tw

49 西屯區 培德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118

號
v 施素芬 行政 04-27078000

sophia5652@yahoo.com.tw

a921011851@hotmail.com

50 西屯區 逢甲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西安街78號 v 江佩儒 園長
04-27018008

04-27027761
tcwda00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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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西屯區 維多利亞安和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協和北巷6

之2號
v v 陳淑婷 園長 04-23506919 vict6919@gmail.com

52 西屯區 台大幼兒園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150

號
v v 吳惠如 主任 04-24633060 tai.da@msa.hinet.net

53 南屯區 安徒生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豐富路299

巷25-1號
v 陳思晨 主任 04-24721879 mm51620@yahoo.com.tw

54 南屯區 英橋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89號

2,3樓
v 吳諭鴻 行政 04-23868598 chensing@ms7.hnet.net

55 南屯區 群佳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南路

472巷7號
v 陳幸瑜 教師 04-24738945 sweat6828@msn.com

56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瑞琪兒托嬰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大隆路91號

1-3樓
v 莊惠茹 負責人 04-23255088 richer.kitty@msa.hinet.net

57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喜兒登托嬰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八街2-

1號
v 蔣叔融 負責人 04-24715589 sunyuong@gmail.com

58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華興托嬰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中和北二巷

68號
v 簡淑喜 負責人 04-24790123 hwashinbaby@gmail.com

59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夏綠蒂托嬰中心
臺中市南屯區永春南路48

號
v 陳小姐 主任 04-26911305 wellkids@gmail.com

60 南屯區 黎明四季藝術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大墩11街

463號
V 黃詩方 註冊主任 04-23802222  tang@seasonar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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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南屯區 大地幼兒園
臺中市南屯區忠勇路160

號
v 何素如 園長 04-23873577 a08818@ms61.hinet.net

62 潭子區 私立心園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路59巷

2號1至4樓
v 李淑玲 負責人 04-25394702

63 潭子區 源兒堡幼兒園
臺中市潭子區頭家里得天

街32號
v 呂名淑 園長 04-2535-1788 a5354392@ms52.hinet.net

64 大雅區 大雅安徒生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113

巷25號
v 林佩怡 主任 04-25685700

65 大雅區 克麗斯玎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學府路250

巷97弄1號
v 曾遴蓁 教保員 04-25651788 chriskind1788@yahoo.com.tw

66 大雅區 育山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

101巷1號
v

黃百美

鳳
園長 04-25602726 yu.san8510@msa.hinet.net

67 大雅區 育昇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

101巷2號
v 曾淑芬 園長 04-25602726 yu.san8510@msa.hinet.net

68 大雅區 育田幼兒園
臺中市大雅區神林南路

101巷21號
v 林佩君 園長 04-25602726 yu.san8510@msa.hinet.net

69 豐原區 幼寶幼兒園
臺中市豐原區南陽路301

巷20號
v v 施小婷 04-25154682 08911028@yahoo.com.tw

70 豐原區
私立一佳一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

臺中市豐原區豐中路73巷

14弄12號 
v 陳姿瑾 班主任 04-25256392 amy.chen639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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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神岡區 臺中市私立愛兒堡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承德路265

號
V 朱育瑩 執行長 04-25351188

edb.fenyuan@msa.hinet.ne

t

72 神岡區 美樂第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三民路

619、621號
v 陳嘉雯 教師 04-25633551

comtopk8@mail.skyschool.co

m.tw

73 神岡區 巧雅幼兒園
臺中市神岡區社口街106

巷56號
張靜宜 負責人 04-25618687 jou.ya@msa.hinet.net

74 石岡區 幼欣幼兒園
臺中市石岡區豐勢路梅子

巷40之1號
v 張惠雅 行政職員 04-25818306 liuchanlan@yahoo.com.tw

75 后里區 來來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公安路一段

58號
v v 唐老師 托育人員 04-25571617 lailai25571617@gmail.com

76 后里區 唐森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福德路182

號
v 陳綉琴 園長 04-25565686 a0923829898@gmail.com

77 后里區 一德幼兒園
臺中市后里區九甲六路

672號
v 蘇清芬 園長 04-25560337 eden@ednoland.com.tw

78 東勢區 米堤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中正路115

號
v 劉管鳳雪 行政 04-25870731 scooca@yahoo.com.tw

79 東勢區 藍天幼兒園 臺中市東勢區中正路80號 v 石耀銘 負責人 04-25882196
s0425882196@yahoo.com.

tw

80 大甲區 人德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興安路31巷

118號
v 張小慧 園長 04-26868898 rende0826@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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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具合作意願之幼托機構名單

81 大甲區 明典幼兒園
臺中市大甲區經國路2122

號
v 盧秀琴 園長

04-26813600

04-26813515
mindian.c2122@msa.hinet.net

82 大安區 我家幼兒園
臺中市大安區中松路281

號
v 李其璘 負責人 04-26710753

my26710753@yahoo.com.t

w

83 大肚區 賞識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瑞井路12號

及12-1號
v 蔡宛君 主任 04-26917327 giraffekids012@gmail.com

84 大肚區 明星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151巷28號
v 陳小姐 主任 04-26911305 wellkids@gmail.com

85 大肚區 龍鳳兒幼兒園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107之6號
v 林呈寬 執行長 04-26912782

henry101966@yahoo.com.t

w

86 大里區 臺中市私立皇家寶貝托嬰中心
臺中市大里區東興里來興

街47號1-3樓
v 李淑娟 主任 04-24870467

baby412baby412@yahoo.c

om.tw

87 大里區 大里陽光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中興路二段

113號
v v 邱莉雯 園長 04-24837733 sunlight33tw@gmail.com

88 大里區 至聖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永隆一街78

號
v 劉美玉 職員 04-24077588 t24077588@yahoo.com.tw

89 大里區 麥米倫幼兒園 臺中市大里區現岱路43號 v 邱久恬 園長 04-24834333 mblkids@yahoo.com.tw

90 太平區 聖菲亞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建興北路17

巷18號
v 陳細微 主任 04-22751735 cinfia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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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行政區 學校名稱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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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中心

【6-1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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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具合作意願之幼托機構名單

91 太平區 精湛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大智街46、

48號
v 陳佳慧 主任 04-22708363 hokn54@yahoo.com.tw

92 太平區 慈祐園托嬰中心
臺中市太平區大源19街

28-6號
v 周明華 主任 04-23923197 s22788288@yahoo.com.tw

93 太平區 宜欣幼兒園
臺中市太平區宜佳街8巷6

號
v 吳思怡 主任 04-22772363 bowjinn.2363@gmail.com

94 烏日區 精三育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九德里中華

路128巷5號
v 林玉盆 園長 04-23367129 apple451010@hotmail.com

95 烏日區 祥愛幼兒園
臺中市烏日區溪南路二段

292號
v v 張愛珠 園長 04-23356319 a23356319@yahoo.com.tw

96 龍井區 培育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龍北路400

號
v 賴文雅 行政 04-26305518 leahbb14@gmail.com

97 龍井區 嘉仁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2

號
v 陳瑋廷 負責人 04-26323663 ken800306@gmail.com

98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桃樂絲托嬰中心 臺中市龍井區學園路4號 v 陳小姐 主任 04-26911305 wellkids@gmail.com

99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紅博士幼兒園
臺中市龍井區遊園南路

101巷105號
v 李昆燁 行政 04-26323366 leointhesky814@gmail.com

100 沙鹿區 臺中市公設民營沙鹿托嬰中心
臺中市沙鹿區福幼街8號1

樓
v 許真莉 督導 04-26361161 Sally010367@hk.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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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沙鹿區 永真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鎮南路二段

369號
v 陳鋒寶 負責人 04-26363298 gbf0715@yahoo.com.tw

102 沙鹿區 弘光科技大學附設臺中市幼兒園
臺中市沙鹿區台灣大道6

段1018號
v 魏慈吟

會計總

務組長

04-26318652

轉5281
cdl@hk.edu.tw

103 清水區 芝蔴街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鰲峰路77號 v 林燕姿 園長 04-26239058 st_eschool@yahoo.com.tw

104 清水區 晶晶幼兒園 臺中市清水區信義路3號 v 蔡玉霞 負責人 04-26565366
jingjing26565366@yahoo.c

om.tw

105 清水區 芝蔴街幼兒園西社分班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里20鄰

西社路22號
V 蔡淑惠 主任 04-26237990 st_eschool@yahoo.com.tw

106 清水區
私立智多星兒童課後照顧服

務中心

436 臺中市清水區海風2

街326巷15號
v 楊春香 主任

04-26202940

0921-961611
s90152@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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