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私立幼親幼兒園 32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私立幼親國際幼兒園 58

新北市 三芝區 新北市私立芝柏幼兒園 70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子禕天地幼兒園 37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重愛幼兒園 38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仁慈幼兒園 29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復國幼兒園 36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艾力克幼兒園 75

新北市 三重區 新北市私立愛箂兒幼兒園 74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私立童話村幼兒園 44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私立文強幼兒園 60

新北市 三峽區 新北市私立小甜甜幼兒園 61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私立征洋幼兒園 80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私立奇士華幼兒園 40

新北市 土城區 新北市私立新華園幼兒園 69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私立安安堡幼兒園 32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私立小小幼兒園 30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私立聖中幼兒園 50

新北市 中和區 新北市私立欣明幼兒園 50

新北市 五股區 新北市私立強生幼兒園 38

新北市 五股區 新北市私立小百科幼兒園 28

新北市 五股區 新北市私立良華幼兒園 29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中中幼兒園 71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文揚幼兒園 29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宏幼幼兒園 40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育苗幼兒園 50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合安幼兒園 30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親親幼兒園 30

新北市 永和區 新北市私立荳荳幼兒園 34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童圓幼兒園 46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向日葵幼兒園 72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立強幼兒園 60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花仙子幼兒園 75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安格幼兒園 46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幼煊幼兒園 30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私立華興幼兒園 47

新北市 汐止區 新北市汐止區農會附設新北市私立汐農幼兒園 36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慧晟幼兒園 45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忠山幼兒園 57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大恩幼兒園 42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立信幼兒園 38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菩提幼兒園 49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大業幼兒園 4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葳肯幼兒園 37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亞特幼兒園 29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小康幼兒園 48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立聖幼兒園 12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幸福幼兒園 65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育群幼兒園 66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力品幼兒園 6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精緻之家幼兒園 34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全能愛彌兒板橋幼兒園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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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全能愛彌兒板橋幼兒園永豐分班 45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智翔幼兒園 5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欣勵德幼兒園 28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幼華幼兒園 39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道安幼兒園 7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致理幼兒園 56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緹家寶幼兒園 6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省思幼兒園 4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愛森堡幼兒園 75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靜立幼兒園 41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遠東幼兒園 37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忠孝幼兒園 60

新北市 板橋區 新北市私立漢林堡幼兒園 34

新北市 金山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聖母聖心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天仁幼兒園 60

新北市 泰山區 新北市私立泰山慈惠幼兒園 90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私立歡樂寶貝熊幼兒園 55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私立萊恩得幼兒園 65

新北市 淡水區 新北市私立快樂小熊幼兒園 40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寶媽媽幼兒園 33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小天才幼兒園 35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嘉瑄幼兒園 53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樂童幼兒園 65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尼斯堡幼兒園 83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碧安幼兒園 60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新乖乖幼兒園 33

新北市 新店區 新北市私立容石園幼兒園 28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傑安幼兒園 30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文理幼兒園 75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惠群幼兒園 45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凱達格蘭幼兒園 27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傑出幼兒園 38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及人幼兒園 68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親親袋鼠幼兒園 145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生活家幼兒園 32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新育幼幼兒園 57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幼愛幼兒園 80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尼爾生幼兒園 53

新北市 新莊區 新北市私立塏地安幼兒園 40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北市私立金幼聲幼兒園 49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北市私立樺興幼兒園 60

新北市 瑞芳區 新北市私立米其幼兒園 40

新北市 萬里區 新北市私立大鵬幼兒園 216

新北市 萬里區 新北市私立天心幼兒園 50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名人幼兒園 90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冠軍幼兒園 85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富雅幼兒園 190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迴龍幼兒園 60

新北市 樹林區 新北市私立博智幼兒園 30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愛心園幼兒園 60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幸運草幼兒園 57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佳佳安幼兒園 57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中華兒童幼兒園 42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美敦幼兒園 47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來得幼兒園 50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環愛幼兒園 38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新冠鈞幼兒園 45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全國幼兒園 40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凱文幼兒園 79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博聖幼兒園 28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蘆幼幼兒園 66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日安幼兒園 30

新北市 蘆洲區 新北市私立快樂佳園幼兒園 92

新北市 鶯歌區 新北市私立長青幼兒園 88

新北市 鶯歌區 新北市私立愛迪生幼兒園 165

新北市 鶯歌區 新北市私立學詮幼兒園 160

新北市 鶯歌區 新北市私立宏鶯幼兒園 55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比特幼兒園 2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泰安幼兒園 9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欣光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育強幼兒園 9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求真幼兒園 37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忠義幼兒園 15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社中幼兒園 4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慈暉幼兒園 3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飛達幼兒園 9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星莆幼兒園 4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育成幼兒園 60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弘明幼兒園 99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怡寶幼兒園 28

臺北市 士林區 臺北市私立怡寶資優幼兒園 40

臺北市 大安區 社團法人台北市兒童托育協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安東幼兒園 280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惠真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經緯幼兒園 31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童馨幼兒園 50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育樂幼兒園 90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桔子蒙特梭利幼兒園 26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佳安幼兒園 60

臺北市 大安區
有限責任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附設臺北市私立員工

子女幼兒園
40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親親幼兒園 27

臺北市 大安區 臺北市私立小天心幼兒園 25

臺北市 中山區
有限責任臺北市立五常國民中學員生消費合作社附設臺北市私立員工

子女幼兒園
40

臺北市 中山區 臺北市私立正光幼兒園 38

臺北市 中山區 臺北市私立立興幼兒園 240

臺北市 中正區 財團法人台北基督教女青年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幼兒園 106

臺北市 中正區 臺灣高等法院附設臺北市私立員工子女幼兒園 60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私立寶貝幼兒園 31

臺北市 中正區 臺北市私立乖乖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內湖區 臺北市私立心惠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內湖區 臺北市私立明昶幼兒園 25

臺北市 內湖區 臺北市私立民祥幼兒園 90

臺北市 內湖區 臺北市私立保進幼兒園 16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清華幼兒園 39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諾貝兒幼兒園 22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寶馨幼兒園 17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吉太幼兒園 6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惠生幼兒園 9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宛的弗幼兒園 22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家家幼兒園 9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比利馬幼兒園 24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千千幼兒園 52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三義幼兒園 5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仁美幼兒園 9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子愛幼兒園 20

臺北市 文山區 臺北市私立快樂諾貝兒幼兒園 4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聖德幼兒園 174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培爾幼兒園 15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藍天幼兒園 32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石牌旭東幼兒園 53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旭東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一德幼兒園 12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華民幼兒園 99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卡蕾兒幼兒園 21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樂家幼兒園 29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新成功幼兒園 9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北投青青幼兒園 30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正大幼兒園 58

臺北市 北投區 臺北市私立潘蜜拉幼兒園 90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立敦化國民中學教師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員工子女幼兒園 32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私立郁欣幼兒園 60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私立優寶幼兒園 72

臺北市 松山區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妙行幼兒園 34

臺北市 松山區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臺北市私立妙慧幼兒園 40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私立民族幼兒園 60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私立多多優質幼兒園 75

臺北市 松山區 臺北市私立育華幼兒園 30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寶兒寶幼兒園 60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慧光幼兒園 120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信義恩予幼兒園 35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政府附設臺北市私立市政大樓員工子女幼兒園 120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清心幼兒園 40

臺北市 信義區 臺北市私立六三幼兒園 90

臺北市 南港區 臺北市私立大方凌雲幼兒園 62

臺北市 南港區 臺北市私立惠群幼兒園 16

臺北市 南港區 臺北市私立樹德幼兒園 9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娃娃果幼兒園 64

臺北市 萬華區 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艋舺教會附設臺北市私立愛心幼兒園 9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慈愛幼兒園 6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大理幼兒園 99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聖保羅幼兒園 35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育光幼兒園 9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博愛幼兒園 12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英才幼兒園 90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歡樂童年幼兒園 27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名人幼兒園 29

臺北市 萬華區 臺北市私立德明幼兒園 90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三立幼兒園 109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集賢幼兒園 24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名人幼兒園 90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育欣幼兒園 166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悅興幼兒園 105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佳和幼兒園 140

桃園市 八德區 桃園市私立德育幼兒園 90

桃園市 大園區 桃園市私立中華幼兒園 6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桃園市 大園區 桃園市私立大中華幼兒園 130

桃園市 大園區 桃園市私立溪海大自然幼兒園 110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私立佛克力幼兒園 90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私立文和幼兒園 150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私立千心幼兒園 200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私立愛森堡幼兒園 150

桃園市 大溪區 桃園市私立笛凱爾幼兒園 15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璞育幼兒園 181

桃園市 中壢區 國立中央大學附設桃園市私立幼兒園 85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幼幼幼兒園 6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青暉幼兒園 4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中山幼兒園 3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安琪兒幼兒園 5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順德幼兒園 57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愛寶兒幼兒園 12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喜樂幼兒園 10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小草幼兒園 8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環愛幼兒園 90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福星寶貝幼兒園 105

桃園市 中壢區 桃園市私立創意家幼兒園 66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聖揚幼兒園 18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新光幼兒園 3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海頓幼兒園 415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大群幼兒園 166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模範生幼兒園 65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日揚幼兒園 15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愛心幼兒園 6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柏學幼兒園 80

桃園市 平鎮區 桃園市私立幼幼家幼兒園 84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御寶兒幼兒園 21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樂航幼兒園 6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柏克來幼兒園 26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童安園幼兒園 8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民族幼兒園 3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童年幼兒園 4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歸真幼兒園 16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凱莉幼兒園 75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托福幼兒園 36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格利佛幼兒園 3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金向日葵幼兒園 6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宜欣園幼兒園 8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立人蒙特梭利幼兒園 5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育銘幼兒園 3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松果幼兒園 3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希望城堡幼兒園 630

桃園市 桃園區 桃園市私立建興幼兒園 60

桃園市 新屋區 桃園市私立夏恩幼兒園 800

桃園市 新屋區 桃園市私立艾力豪幼兒園 102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蕙幼幼兒園 62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愛尼歐幼兒園 85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奇德爾幼兒園 45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啟幼幼兒園 35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楊梅慈恩幼兒園 45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金寶貝幼兒園 106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瑞梅蒙氏幼兒園 61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大惠幼兒園 120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吉星幼兒園 120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小荳荳幼兒園 125

桃園市 楊梅區 桃園市私立育成幼兒園 90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私立仁愛幼兒園 90

桃園市 龍潭區 桃園市私立莘莘幼兒園 18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清心幼兒園 4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清心新嶺幼兒園 10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永佳幼兒園 2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領航幸福幼兒園 11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慈心園幼兒園 6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皇冠幼兒園 39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立群幼兒園 12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六合幼兒園 60

桃園市 龜山區 私立長庚學校財團法人長庚科技大學附設桃園市實驗幼兒園 8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福星幼兒園 130

桃園市 龜山區 桃園市私立文馨幼兒園 40

桃園市 蘆竹區 桃園市私立惠思頓幼兒園 146

桃園市 蘆竹區 桃園市私立信華幼兒園 30

桃園市 蘆竹區 桃園市私立愛佳幼兒園 88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和美幼兒園 160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米迪幼兒園 85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康大幼兒園 52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宏林幼兒園 120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60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佑佑寶貝幼兒園 19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多恩長頸鹿幼兒園 120

桃園市 觀音區 桃園市私立張校長森林幼兒園 18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熊寶寶幼兒園 30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明典幼兒園 6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溫哥華幼兒園 9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大甲愛兒堡幼兒園 15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優生幼兒園 39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愛力美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大甲區 臺中市私立人德幼兒園 245

臺中市 大肚區 臺中市私立明星幼兒園 100

臺中市 大肚區 臺中市私立育成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大肚區 臺中市私立龍鳳兒幼兒園 300

臺中市 大肚區 臺中市私立愛德華幼兒園 108

臺中市 大肚區 臺中市私立東森幼兒園 236

臺中市 大里區 臺中市私立東南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大里區 臺中市私立恐龍幼兒園 60

臺中市 大里區 臺中市私立至聖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大里區 臺中市私立寶比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大雅區 臺中市私立育昇幼兒園 60

臺中市 大雅區 臺中市私立育山幼兒園 100

臺中市 大雅區 臺中市私立大大幼兒園 60

臺中市 大雅區 臺中市私立育田幼兒園 90

臺中市 中區 臺中市私立史朵莉森林幼兒園 31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善言經典幼兒園 100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善文經典幼兒園 20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愛門幼兒園中平分班 55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全佑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長憶幼兒園 150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小宥宥幼兒園 3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太平華興幼兒園 84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尤麗卡幼兒園 122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彩森林幼兒園 45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精湛幼兒園 28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慈祐園幼兒園 30

臺中市 太平區 臺中市私立學士堡幼兒園 95

臺中市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范德比幼兒園 60

臺中市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北屯吉貝兒幼兒園 150

臺中市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聖約克幼兒園 30

臺中市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愛兒園幼兒園 28

臺中市 北屯區 臺中市私立慧明幼兒園 90

臺中市 北區 臺中市私立學兒樂幼兒園 21

臺中市 北區 臺中市私立安安幼兒園 60

臺中市 北區 臺中市私立金像獎幼兒園 45

臺中市 北區 臺中市私立斯麥特幼兒園 30

臺中市 后里區 臺中市私立神奇寶貝幼兒園 180

臺中市 后里區 臺中市私立一德幼兒園 90

臺中市 后里區 臺中市私立小幼優幼兒園 70

臺中市 后里區 臺中市私立艾迪生幼兒園 120

臺中市 后里區 臺中市私立后里三采幼兒園 190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逢甲幼兒園 69

臺中市 西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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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小叮噹幼兒園 120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吉得福幼兒園 28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小熊多元智慧幼兒園 30

臺中市 西屯區 臺中市私立大弘幼兒園 30

臺中市 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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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臺中市 西區 臺中市私立歌德幼兒園 180

臺中市 西區 臺中市私立敦煌幼兒園 80

臺中市 西區 臺中市私立德明幼兒園 40

臺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私立尚恩幼兒園 70

臺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私立尚恩北勢幼兒園 55

臺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私立新幼華幼兒園 180

臺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私立新欣園幼兒園 90

臺中市 沙鹿區 臺中市私立新秀山幼兒園 40

臺中市 東區 臺中市私立常春藤幼兒園 90

臺中市 東區 臺中市私立真善美幼兒園 60

臺中市 東區 臺中市私立地球村幼兒園 150

臺中市 東區 臺中市私立甲子園幼兒園 110

臺中市 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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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臺中市 東區 財團法人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附設臺中市私立衛道幼兒園 78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江老師幼兒園 80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藍天幼兒園 80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吉麗幼兒園 30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新家家幼兒園 84

臺中市 東勢區 臺中市私立米堤幼兒園 45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南屯華興幼兒園 130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唐睿幼兒園 77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英橋幼兒園 57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巨元幼兒園 90

臺中市 南屯區 臺中市私立群佳幼兒園 83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私立山育幼兒園 100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私立春天幼兒園 232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私立布拉格幼兒園 70

臺中市 南區 臺中市私立西雅圖幼兒園 125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文揚幼兒園 10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祥愛幼兒園 16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童話幼兒園 194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亞士可幼兒園 4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精三育幼兒園 29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諾貝爾幼兒園 12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三育幼兒園 30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和新儷園幼兒園 110

臺中市 烏日區 臺中市私立快樂童年幼兒園 120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私立百科學幼兒園 20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私立文惠幼兒園 113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私立一安堂幼兒園 120

臺中市 神岡區 臺中市私立神岡諾貝爾幼兒園 95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私立芝蔴街幼兒園 120

臺中市 清水區 臺中市私立芝蔴街幼兒園西社分班 60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私立東育幼兒園 35

臺中市 潭子區 臺中市私立愛恩堡幼兒園 6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36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立佳幼兒園 17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苗圃幼兒園 7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嘉仁幼兒園 12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科喬幼兒園 160

臺中市 龍井區 臺中市私立紅博士幼兒園 120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私立奇美幼兒園 64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私立巧兒幼兒園 67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私立愛笛兒幼兒園 82

臺中市 豐原區 臺中市私立幼寶幼兒園 30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私立愛迪克幼兒園 150

臺中市 霧峰區 臺中市私立愛因斯坦幼兒園 120

臺南市 中西區 臺南市私立寶寶幼兒園 40

臺南市 中西區 臺南市私立小牛頓幼兒園 30

臺南市 中西區 臺南市私立新大華幼兒園 42

臺南市 六甲區 臺南市私立安心幼兒園 90

臺南市 北門區 臺南市北門區農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幼兒園 120

臺南市 北區 臺南市私立開元幼兒園 150

臺南市 北區 臺南市私立東松幼兒園 30

臺南市 北區 臺南市私立快樂讀經幼兒園 90

臺南市 北區 臺南市私立群力幼兒園 76

臺南市 永康區 臺南市私立優學幼兒園 194

臺南市 永康區 臺南市私立第一堡幼兒園 120

臺南市 永康區 臺南市私立派樂特幼兒園 162

臺南市 玉井區 臺南市私立玉沙幼兒園 145

臺南市 白河區 臺南市私立日光幼兒園 130

臺南市 白河區 臺南市私立舉人幼兒園 70

臺南市 安平區 臺南市私立喬登幼兒園 45

臺南市 安定區
台南縣幼兒托育職業工會附設臺南市私立直加弄非營利幼兒園(臺南

市政府委託辦理)
152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安南幼兒園 18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安南幼兒園安南分班 3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安南幼兒園安中分班 6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巧可碩幼兒園 22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娘親幼兒園 10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佑佳幼兒園 70

臺南市 安南區 臺南市私立樂耕幼兒園 39

臺南市 西港區 臺南市私立吉姆大秝荳幼兒園 58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臺南市 西港區 臺南市私立福祺幼兒園 140

臺南市 東區 臺南市私立慈心幼兒園 20

臺南市 東區 臺南市私立童話世界幼兒園 96

臺南市 東區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臺南市私立妙慧幼兒園 40

臺南市 東區 臺南市私立新世代人文藝術幼兒園 100

臺南市 東區 臺南市私立文林幼兒園 270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欣苗幼兒園 30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寶貝德蘭幼兒園 60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新育光幼兒園 110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大成幼兒園 38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博學幼兒園 56

臺南市 南區 臺南市私立幼芽幼兒園 120

臺南市 後壁區 臺南市私立名人幼兒園 80

臺南市 柳營區 臺南市私立小袋鼠幼兒園 50

臺南市 柳營區 臺南市私立貝特幼兒園 90

臺南市 麻豆區 臺南市私立皮卡丘幼兒園 60

臺南市 麻豆區 臺南市私立大地暘光幼兒園 80

臺南市 善化區 臺南市私立東東幼兒園 120

臺南市 新化區 臺南市私立萌芽希望種籽幼兒園 35

臺南市 新化區 臺南市私立育善幼兒園 190

臺南市 新化區 臺南市私立吉姆幼兒園 91

臺南市 新市區 臺南市私立心之寶幼兒園 62

臺南市 新市區 臺南市私立愛心幼兒園 45

臺南市 新營區 臺南市私立哈佛幼兒園 100

臺南市 新營區 臺南市私立愛群幼兒園 150

臺南市 楠西區 臺南市私立佳安幼兒園 102

臺南市 學甲區 臺南市私立法源幼兒園 150

臺南市 歸仁區 臺南市私立新才華幼兒園 221

臺南市 歸仁區 臺南市私立中美幼兒園 193

臺南市 歸仁區 臺南市私立媬能幼兒園 40

臺南市 關廟區 臺南市私立昇良幼兒園 135

臺南市 關廟區 臺南市私立正大幼兒園 78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民族幼兒園 30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亞特蘭幼兒園 27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妙行幼兒園 88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育祥幼兒園 135

高雄市 三民區 財團法人聖徒會附設高雄市私立曉明幼兒園 12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友愛幼兒園 8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禾園幼兒園 35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圓美幼兒園 6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美佳園幼兒園 12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東東幼兒園 12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保羅幼兒園 7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圓山幼兒園 240

高雄市 三民區 高雄市私立小專家幼兒園 38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新培育幼兒園 360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新幼幼兒園 90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金妮幼兒園 38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龍婕幼兒園 103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加恩幼兒園 244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天下幼兒園 90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優等生幼兒園 78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卡爾頓幼兒園 413

高雄市 大寮區 高雄市私立喜愛爾幼兒園 62

高雄市 大樹區 高雄市私立愛慈兒幼兒園 2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高雄市 小港區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附設高雄市私立中鋼幼兒園 420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萊茵城堡幼兒園 316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經嚞幼兒園 37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高松幼兒園 120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明星幼兒園 196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華升幼兒園 75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佑昇幼兒園 60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佳倍佳幼兒園 30

高雄市 小港區 高雄市私立文親幼兒園 34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私立光仁幼兒園 44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私立新資優生幼兒園 250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私立仁武同心園幼兒園 100

高雄市 仁武區 高雄市私立日光森林幼兒園 150

高雄市 內門區 高雄市私立小朋友幼兒園 40

高雄市 左營區 舊城基督長老教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左營幼兒園 10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新長榮幼兒園 3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慈惠幼兒園 3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長榮幼兒園 114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羽生幼兒園 88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親民幼兒園 6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岡山保進幼兒園 123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主人翁幼兒園 409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時代幼兒園 3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欣容幼兒園 8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台上幼兒園 3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小天才幼兒園 3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欣園幼兒園 150

高雄市 岡山區 高雄市私立玉慈幼兒園 149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私立吉的堡幼兒園 91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私立橘子園幼兒園 244

高雄市 林園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奧思會附設高雄市私立理達幼兒園 150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私立中華幼兒園 180

高雄市 林園區 高雄市私立仁惠幼兒園 270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童心藝術幼兒園 120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小可愛幼兒園 70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智慧星幼兒園 200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培幼幼兒園 84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劍橋幼兒園 150

高雄市 阿蓮區 高雄市私立可愛幼兒園 200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私立肯特幼兒園 42

高雄市 前金區 高雄市私立嘉安親幼兒園 60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私立學成幼兒園 90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私立嘉惠幼兒園 90

高雄市 前鎮區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妙善幼兒園 120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私立前鎮心心幼兒園 60

高雄市 前鎮區 高雄市私立國民幼兒園 70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美濃欣欣幼兒園 90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美濃幼兒園 100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美濃親親幼兒園 30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新親親幼兒園 53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櫻綸幼兒園 44

高雄市 美濃區 高雄市私立華倫幼兒園 35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私立東昇幼兒園 35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私立樂奇幼兒園 76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私立佳兒幼兒園 3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高雄市 苓雅區 高雄市政府員工消費合作社附設高雄市私立幼兒園 60

高雄市 梓官區 高雄市私立新迪斯耐幼兒園 82

高雄市 梓官區 高雄市私立迪斯耐幼兒園 75

高雄市 梓官區 高雄市私立佳貝幼兒園 40

高雄市 梓官區 高雄市私立心博愛幼兒園 60

高雄市 梓官區 高雄市私立童心園地幼兒園 153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大自然幼兒園 100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鳥松大自然幼兒園 88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幸福幼兒園 216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年潤幼兒園 50

高雄市 鳥松區 高雄市私立維也納幼兒園 150

高雄市 湖內區 高雄市私立公館幼兒園 12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小種籽幼兒園 53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愛吉兒幼兒園 6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嘉欣幼兒園 105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育正幼兒園 110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楠梓長春藤幼兒園 45

高雄市 楠梓區 高雄市私立牛頓幼兒園 150

高雄市 路竹區 高雄市私立寶仁幼兒園 120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天才幼兒園 174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景竹幼兒園 84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黛安娜幼兒園 37

高雄市 鼓山區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附設高雄市私立妙慧幼兒園 75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振才幼兒園 120

高雄市 鼓山區 財團法人高雄市私立慰親幼兒園 90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龍泉幼兒園 160

高雄市 鼓山區 高雄市私立宏學幼兒園 196

高雄市 旗山區 高雄市私立蒲公英家藝術幼兒園 230

高雄市 旗山區 高雄市私立緣親親幼兒園 4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鳳山中興幼兒園 8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新育幼兒園 556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星螢幼兒園 7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鳳山仁愛幼兒園 8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童心園幼兒園 79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優質童心園幼兒園 3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仁智幼兒園 239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新苗幼兒園 32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芯瑜幼兒園 4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百特幼兒園 2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松青幼兒園 7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仁慈幼兒園 120

高雄市 鳳山區 高雄市私立威格爾幼兒園 270

高雄市 橋頭區 高雄市私立喬智幼兒園 250

高雄市 橋頭區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高雄教區附設高雄市私立道明幼兒園 100

高雄市 燕巢區 高雄市私立晨光幼兒園 270

高雄市 燕巢區 高雄市私立家家幼兒園 80

高雄市 彌陀區 高雄市私立偉生幼兒園 150

高雄市 彌陀區 高雄市私立綵彤玲幼兒園 74

高雄市 鹽埕區 高雄市私立美僑幼兒園 35

宜蘭縣 冬山鄉 宜蘭縣私立慈怡幼兒園 420

宜蘭縣 冬山鄉 宜蘭縣私立康軒幼兒園 45

宜蘭縣 冬山鄉 宜蘭縣私立大象幼兒園 113

宜蘭縣 冬山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靈醫修女會附設宜蘭縣私立瑪利亞幼兒園 142

宜蘭縣 壯圍鄉 宜蘭縣私立云馨幼兒園 30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達文西幼兒園 28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宜蘭縣 宜蘭市 宜蘭縣私立安琪卡幼兒園 130

宜蘭縣 員山鄉 財團法人大三鬮慈惠寺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130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私立育立幼兒園 155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私立亞艾幼兒園 85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私立狄士尼幼兒園 120

宜蘭縣 頭城鎮 國立頭城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80

宜蘭縣 頭城鎮 宜蘭縣私立赫伯特幼兒園 90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天主教蘭陽青年會附設宜蘭縣私立聖音幼兒園 21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小圓圓幼兒園 35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光樺幼兒園 120

宜蘭縣 羅東鎮 財團法人羅東高商教育基金會附設宜蘭縣私立幼兒園 10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快樂格林幼兒園 12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育霖幼兒園 6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福爾摩莎幼兒園 10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龍之堡幼兒園 12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菩提幼兒園 120

宜蘭縣 羅東鎮 宜蘭縣私立小甜甜幼兒園 115

宜蘭縣 羅東鎮 醫療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附設宜蘭縣私立博愛幼兒園 50

新竹縣 北埔鄉 新竹縣私立新欣幼兒園 60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私立凱蒂幼兒園 29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私立小王子幼兒園 65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私立康乃馨幼兒園 50

新竹縣 竹東鎮 新竹縣私立文華幼兒園 30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私立小瓢蟲幼兒園 28

新竹縣 湖口鄉
財團法人新竹縣天主教耶穌聖心烏蘇拉傳教修女會附設新竹縣私立聖

心幼兒園
123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私立精英幼兒園 90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私立宏儒幼兒園 12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私立民生幼兒園 90

新竹縣 湖口鄉 新竹縣私立佳德堡經典幼兒園 6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竹縣私立親愛幼兒園 6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竹縣私立源興幼兒園 6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竹縣私立芮蒂幼兒園 60

新竹縣 新埔鎮 新竹縣私立仁美幼兒園 60

新竹縣 新豐鄉 新竹縣私立學府幼兒園 29

新竹縣 關西鎮 新竹縣私立立人幼兒園 60

苗栗縣 三義鄉 苗栗縣私立三義愛彌兒幼兒園 30

苗栗縣 三義鄉 苗栗縣私立三義名人幼兒園 60

苗栗縣 公館鄉 苗栗縣私立一二三幼兒園 150

苗栗縣 公館鄉 苗栗縣私立小木偶幼兒園 60

苗栗縣 公館鄉 苗栗縣私立全有幼兒園 9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巧兒幼兒園 15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風車幼兒園 20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惠揚幼兒園 47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惠揚小耶魯幼兒園 108

苗栗縣 竹南鎮 財團法人苗栗縣私立文鳥幼兒園 9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高爾夫幼兒園 8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如興幼兒園 118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佳聲幼兒園 12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群林幼兒園 6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群立幼兒園 13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永一幼兒園 10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珍珍蘿蔓幼兒園 20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妙妙成長幼兒園 15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青欣幼兒園 4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智慧幼兒園 45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佳佳幼兒園 104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瑞彼特幼兒園 10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尼采幼兒園 80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輔仁幼兒園 79

苗栗縣 竹南鎮 苗栗縣私立奇奇幼兒園 100

苗栗縣 卓蘭鎮 苗栗縣私立多倫多幼兒園 92

苗栗縣 後龍鎮 苗栗縣私立森杰幼兒園 90

苗栗縣 後龍鎮 苗栗縣私立後龍芝麻街幼兒園 120

苗栗縣 苑裡鎮 苗栗縣私立小瓢蟲幼兒園 6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欣兒園幼兒園 5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布穀鳥幼兒園 9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芝蔴街幼兒園 75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芳仁紀念幼兒園 15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愛琪兒幼兒園 82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愛彌兒幼兒園 6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育仁幼兒園 9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耶魯幼兒園 60

苗栗縣 苗栗市 財團法人台灣省苗栗縣苗栗市福星山淨覺院附設苗栗縣私立良兒幼兒 16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三之三幼兒園 120

苗栗縣 苗栗市 苗栗縣私立三之三寶貝幼兒園 150

苗栗縣 通霄鎮 苗栗縣私立優生幼兒園 356

苗栗縣 通霄鎮 苗栗縣私立小亨利幼兒園 90

苗栗縣 造橋鄉 苗栗縣私立中祥幼兒園 60

苗栗縣 造橋鄉 苗栗縣私立東金幼兒園 60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巧園幼兒園 127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瑪奇兒幼兒園 50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優優幼兒園 67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名人幼兒園 170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全人幼兒園 160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明欣幼兒園 105

苗栗縣 頭份市 苗栗縣私立牧羊幼兒園 150

苗栗縣 頭份市
財團法人糖葫蘆文教基金會附設苗栗縣私立頭份幼兒園（苗栗縣頭份

鎮公所委託辦理）
320

苗栗縣 頭屋鄉 苗栗縣私立珍珍幼兒園 60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芝麻街幼兒園 180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東逸幼兒園 90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永育幼兒園 150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文揚幼兒園 276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儒林幼兒園 168

彰化縣 二林鎮 彰化縣私立光華幼兒園 60

彰化縣 大村鄉 彰化縣私立芝麻街大村幼兒園 60

彰化縣 大村鄉 彰化縣私立喬森幼兒園 100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小豆豆幼兒園 30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理想園幼兒園 55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華桀幼兒園 85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北斗育心幼兒園 70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佳新幼兒園 95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貝比幼兒園 60

彰化縣 北斗鎮 彰化縣私立強森幼兒園 120

彰化縣 永靖鄉 彰化縣私立望達福幼兒園 172

彰化縣 永靖鄉 彰化縣私立溫徹斯特幼兒園 100

彰化縣 田中鎮 彰化縣私立愛笛兒幼兒園 60

彰化縣 田中鎮 彰化縣私立嘉貝幼兒園 70

彰化縣 田中鎮 彰化縣私立田中成長幼兒園 4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彰化縣 田尾鄉 彰化縣私立嘉年華幼兒園 120

彰化縣 田尾鄉 彰化縣私立仁仁幼兒園 60

彰化縣 伸港鄉 彰化縣私立富樂比幼兒園 110

彰化縣 伸港鄉 彰化縣私立伸港大同幼兒園 50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私立牛頓幼兒園 120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私立福安幼兒園 60

彰化縣 秀水鄉 彰化縣私立哈佛幼兒園 80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米強生幼兒園 200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460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和美保進幼兒園 318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發現藝術幼兒園 105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55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巧宜家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和美鎮 彰化縣私立晨光幼兒園 60

彰化縣 社頭鄉 彰化縣私立小學儒品格幼兒園 78

彰化縣 社頭鄉 彰化縣私立精英幼兒園 162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萊恩幼兒園 70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萊恩寶貝幼兒園 60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貝威幼兒園 100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一家人完全幼兒園 100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育成幼兒園 175

彰化縣 花壇鄉 彰化縣私立美兒堡幼兒園 200

彰化縣 芳苑鄉
彰化縣私立芳苑鄉立示範幼兒園（彰化縣芳苑鄉公所委託彰化縣私立

芝麻街幼兒園辦理）
35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四季熊幼兒園 218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杜威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慈愛幼兒園 8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迪士尼莒光幼兒園 30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迪士尼幼兒園 24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愛婗幼兒園 2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樂育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員林市 彰化縣私立名人幼兒園 180

彰化縣 埔心鄉 彰化縣私立永安幼兒園 60

彰化縣 埔心鄉 彰化縣私立小牛津幼兒園 72

彰化縣 埔鹽鄉 彰化縣私立獅子王幼兒園 59

彰化縣 埤頭鄉 彰化縣私立青青幼兒園 260

彰化縣 埤頭鄉 彰化縣私立大統幼兒園 297

彰化縣 埤頭鄉 彰化縣私立和欣幼兒園 210

彰化縣 鹿港鎮 彰化縣私立小天使幼兒園 200

彰化縣 鹿港鎮 彰化縣私立皇家幼兒園 75

彰化縣 溪州鄉 彰化縣私立維格幼兒園 250

彰化縣 溪湖鎮 彰化縣私立綠太陽幼兒園 60

彰化縣 溪湖鎮 彰化縣私立名晟幼兒園 50

彰化縣 溪湖鎮 彰化縣私立溪湖保進幼兒園 14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悅恩幼兒園 49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探索幼兒園 188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格瑞特幼兒園 18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頂尖保進幼兒園 317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美利亞幼兒園 145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三才幼兒園 225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和平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先鋒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陳興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山姆叔叔幼兒園 3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彰山宮文化慈善事業協會附設彰化縣私立彰山宮幼兒園 16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鵝媽媽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幼祥幼兒園 120

彰化縣 彰化市 彰化縣私立劍聲幼兒園 120

彰化縣 福興鄉 彰化縣私立幼安幼兒園 88

彰化縣 福興鄉 彰化縣私立安祈兒幼兒園 70

南投縣 水里鄉 南投縣私立小名人幼兒園 80

南投縣 名間鄉 南投縣私立寶仁幼兒園 350

南投縣 名間鄉 南投縣私立主人翁幼兒園 100

南投縣 竹山鎮 南投縣私立保進東海幼兒園 280

南投縣 竹山鎮 南投縣私立培真幼兒園 9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學揚幼兒園 12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格林幼兒園 157

南投縣 南投市 財團法人南投基督長老教會附設南投縣私立長愛幼兒園 18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基督教大衛王幼兒園 76

南投縣 南投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台中教區附設南投縣私立聖愛幼兒園 20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清華幼兒園 3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愛因斯坦幼兒園 20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貝斯特幼兒園 390

南投縣 南投市 國家發展委員會附設南投縣私立中興幼兒園 19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翊新華盛頓幼兒園 90

南投縣 南投市 南投縣私立益國幼兒園 150

南投縣 南投市 有限責任南投縣南崗勞工消費合作社附設南投縣私立南崗幼兒園 12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信愛幼兒園 21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12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愛迪生幼兒園 12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親子田幼兒園 17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培幼幼兒園 9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福祿貝爾幼兒園 6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大樹幼兒園 45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童心幼兒園 90

南投縣 埔里鎮 南投縣私立小叮噹幼兒園 9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格瑞特幼兒園 10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蜜雪兒幼兒園 15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大蘋果幼兒園 6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育德幼兒園 132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11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育仁幼兒園 10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約克幼兒園 3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衛斯理幼兒園 190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小天使幼兒園 112

南投縣 草屯鎮 南投縣私立耕讀園幼兒園 25

南投縣 國姓鄉 南投縣私立明德幼兒園 98

南投縣 國姓鄉 南投縣私立親親幼兒園 90

南投縣 魚池鄉 南投縣私立育智幼兒園 113

南投縣 魚池鄉 南投縣私立名仁幼兒園 100

南投縣 鹿谷鄉 南投縣私立鹿谷幼兒園 120

南投縣 鹿谷鄉 南投縣私立佳和幼兒園 60

雲林縣 二崙鄉 雲林縣私立乖乖幼兒園 90

雲林縣 口湖鄉 雲林縣私立奇豐幼兒園 86

雲林縣 口湖鄉 雲林縣私立聖文幼兒園 190

雲林縣 口湖鄉 雲林縣私立葳尼爾幼兒園 150

雲林縣 土庫鎮 雲林縣私立青園幼兒園 150

雲林縣 土庫鎮 雲林縣私立正大幼兒園 120

雲林縣 大埤鄉 雲林縣私立亞歷山大幼兒園 150

雲林縣 大埤鄉 雲林縣私立丹迪幼兒園 9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雲林縣 元長鄉 雲林縣私立班米羅幼兒園 120

雲林縣 元長鄉 雲林縣私立啟芳幼兒園 96

雲林縣 元長鄉 雲林縣私立宏祐幼兒園 145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小博士幼兒園 304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愛德堡幼兒園 150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哈佛幼兒園 156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來來幼兒園 120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誠敬幼兒園 45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長和幼兒園 176

雲林縣 斗六市 雲林縣私立康橋幼兒園 120

雲林縣 斗南鎮 雲林縣私立中興幼兒園 180

雲林縣 斗南鎮 雲林縣私立博仁幼兒園 90

雲林縣 斗南鎮 雲林縣私立小天才幼兒園 120

雲林縣 斗南鎮 財團法人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附設雲林縣私立斗南幼兒園 180

雲林縣 水林鄉 雲林縣私立仁智幼兒園 100

雲林縣 北港鎮 雲林縣私立奧斯卡幼兒園 150

雲林縣 北港鎮 雲林縣私立人之初幼兒園 45

雲林縣 北港鎮 雲林縣私立惠幼幼兒園 78

雲林縣 北港鎮 雲林縣私立新奇豐幼兒園 150

雲林縣 北港鎮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雲林縣私立善導幼兒園 120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私立大鳥幼兒園 120

雲林縣 西螺鎮 雲林縣私立東昇幼兒園 90

雲林縣 西螺鎮 財團法人天主教中華道明修女會附設雲林縣私立西光幼兒園 150

雲林縣 林內鄉 雲林縣私立為登幼兒園 40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童心幼兒園 175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姿善幼兒園 60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宏慈幼兒園 90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立人幼兒園 120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上智幼兒園 60

雲林縣 虎尾鎮 雲林縣私立大屯幼兒園 60

雲林縣 崙背鄉 雲林縣私立惠華幼兒園 200

雲林縣 麥寮鄉 雲林縣私立卡爾蕎幼兒園 226

雲林縣 麥寮鄉 雲林縣私立海光幼兒園 90

雲林縣 麥寮鄉 雲林縣私立大立幼兒園 100

雲林縣 莿桐鄉 雲林縣私立國恩幼兒園 120

雲林縣 臺西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雲林縣私立聖愛幼兒園 90

雲林縣 褒忠鄉 雲林縣私立愛尼爾幼兒園 120

雲林縣 褒忠鄉 雲林縣私立童話世界幼兒園 89

嘉義縣 大林鎮 嘉義縣私立欣苗幼兒園 90

嘉義縣 大林鎮 嘉義縣私立昇學幼兒園 150

嘉義縣 大林鎮 嘉義縣私立佳禾幼兒園 90

嘉義縣 中埔鄉 嘉義縣私立名人幼兒園 150

嘉義縣 中埔鄉 嘉義縣私立全美幼兒園 150

嘉義縣 中埔鄉 嘉義縣私立新藝幼兒園 60

嘉義縣 太保市 嘉義縣私立一二三幼兒園 60

嘉義縣 太保市 嘉義縣私立智群幼兒園 170

嘉義縣 太保市 嘉義縣私立哈佛幼兒園 150

嘉義縣 太保市 嘉義縣私立明日萌幼兒園 90

嘉義縣 水上鄉 嘉義縣私立寶貝王國幼兒園 120

嘉義縣 水上鄉 嘉義縣私立幼勝幼兒園 140

嘉義縣 水上鄉 嘉義縣私立慈愛幼兒園 60

嘉義縣 水上鄉 嘉義縣私立幼安幼兒園 90

嘉義縣 布袋鎮 嘉義縣私立芝麻幼兒園 110

嘉義縣 民雄鄉 嘉義縣私立百勝幼兒園 165

嘉義縣 民雄鄉 嘉義縣私立真善美幼兒園 140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嘉義縣 朴子市 嘉義縣私立資優生幼兒園 200

嘉義縣 朴子市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朴子教會附設嘉義縣私立東明幼兒園 180

嘉義縣 朴子市 財團法人朴子高明寺附設嘉義縣私立高明幼兒園 210

嘉義縣 朴子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曉明幼兒園 90

嘉義縣 竹崎鄉 嘉義縣私立優生幼兒園 120

嘉義縣 竹崎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聖嬰幼兒園 90

嘉義縣 竹崎鄉 嘉義縣私立聖愛幼兒園 120

嘉義縣 梅山鄉 嘉義縣私立愛森堡幼兒園 120

嘉義縣 鹿草鄉 嘉義縣私立愛迪生幼兒園 150

嘉義縣 鹿草鄉 嘉義縣私立迪士妮幼兒園 90

嘉義縣 新港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震旦幼兒園 90

嘉義縣 新港鄉 嘉義縣私立太陽幼兒園 250

嘉義縣 新港鄉 財團法人嘉義縣私立聖光幼兒園 150

嘉義縣 義竹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縣私立星海幼兒園 120

嘉義縣 義竹鄉 嘉義縣義竹鄉農會附設嘉義縣私立義竹幼兒園 130

屏東縣 九如鄉 屏東縣私立育英幼兒園 85

屏東縣 三地門鄉 屏東縣私立原苗幼兒園 34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私立內埔小博士幼兒園 158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私立吳氏幼兒園 60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私立立群幼兒園 90

屏東縣 內埔鄉 屏東縣私立大老師幼兒園 170

屏東縣 里港鄉 屏東縣私立向日葵幼兒園 80

屏東縣 佳冬鄉 屏東縣私立啟航幼兒園 150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傳說幼兒園 70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育輝幼兒園 90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日安幼兒園 54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東港晴慧幼兒園 160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育光幼兒園 120

屏東縣 東港鎮 屏東縣私立東港區漁會幼兒園 150

屏東縣 枋寮鄉 屏東縣私立愛群幼兒園 120

屏東縣 枋寮鄉 屏東縣私立隆安幼兒園 60

屏東縣 枋寮鄉 屏東縣私立依莎貝兒藝術幼兒園 120

屏東縣 枋寮鄉 屏東縣私立枋寮楊老師幼兒園 45

屏東縣 林邊鄉 屏東縣私立仁和幼兒園 60

屏東縣 林邊鄉 屏東縣私立新小天使幼兒園 60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冠迪幼兒園 260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香潭幼兒園 165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復興幼兒園 88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德生幼兒園 70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慈育幼兒園 60

屏東縣 長治鄉 屏東縣私立人之初幼兒園 97

屏東縣 南州鄉 屏東縣私立弘全幼兒園 25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中華兒童幼兒園 12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龍幼幼兒園 173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榮學校財團法人屏東縣屏榮高級中學附設私立屏榮幼兒園 43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威利幼兒園 80

屏東縣 屏東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附設屏東縣私立道明幼兒園 18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美金才藝幼兒園 15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屏東培正幼兒園 28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幼愛幼兒園 12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愛彌兒幼兒園 10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龍華幼兒園 60

屏東縣 屏東市 財團法人屏東縣私立屏東友緣幼兒園 12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快樂幼兒園 6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快樂寶貝幼兒園 34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育才幼兒園 135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培華幼兒園 13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正心幼兒園 5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美加幼兒園 10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文化學苑幼兒園 60

屏東縣 屏東市 屏東縣私立華山幼兒園 60

屏東縣 恆春鎮 屏東縣私立童心幼兒園 105

屏東縣 恆春鎮 屏東縣私立慧橋幼兒園 116

屏東縣 恆春鎮 屏東縣私立恆春依莎貝兒藝術幼兒園 105

屏東縣 高樹鄉 屏東縣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75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育德幼兒園 90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嘉音幼兒園 30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新園欣欣幼兒園 112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金博士幼兒園 70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怡光幼兒園 60

屏東縣 新園鄉 屏東縣私立新怡光幼兒園 40

屏東縣 萬丹鄉 屏東縣私立心橋光幼兒園 250

屏東縣 萬丹鄉 屏東縣私立上品幼兒園 30

屏東縣 萬丹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高雄教區附設屏東縣私立玫瑰幼兒園 84

屏東縣 萬丹鄉 屏東縣私立宏靜幼兒園 171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弘名幼兒園 62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里禾幼兒園 90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童年綠地幼兒園 270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潮州晴慧幼兒園 42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普林斯頓幼兒園 60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米奇幼兒園 255

屏東縣 潮州鎮 潮州鎮農會附設屏東縣私立潮農幼兒園 240

屏東縣 潮州鎮 屏東縣私立安吉兒幼兒園 72

屏東縣 麟洛鄉 屏東縣私立冠名幼兒園 30

屏東縣 麟洛鄉 屏東縣私立吉兒堡幼兒園 90

屏東縣 鹽埔鄉 屏東縣私立培正幼兒園 270

屏東縣 鹽埔鄉 屏東縣私立芊昱幼兒園 75

屏東縣 鹽埔鄉 屏東縣私立乙幼幼兒園 82

屏東縣 鹽埔鄉 屏東縣私立仁美幼兒園 60

屏東縣 鹽埔鄉 屏東縣私立信華幼兒園 45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青荳芽幼兒園 165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乖乖幼兒園 180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蒙特梭利幼兒園 120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東佳幼兒園 60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福田幼兒園 60

臺東縣 臺東市 臺東縣私立牧笛幼兒園 60

花蓮縣 玉里鎮 花蓮縣私立真善美幼兒園 40

花蓮縣 玉里鎮
財團法人北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東部中會玉里教會附設花蓮縣私立和

平幼兒園
90

花蓮縣 吉安鄉 花蓮縣私立貓頭鷹幼兒園 60

花蓮縣 吉安鄉 花蓮縣私立台大幼兒園 109

花蓮縣 吉安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中和幼兒園 53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私立快樂寶貝園幼兒園 26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私立小天地幼兒園 5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私立熊熊森林幼兒園 80

花蓮縣 花蓮市 花蓮縣私立親親蝴蝶城堡幼兒園 120

花蓮縣 富里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欣欣幼兒園 60

花蓮縣 新城鄉 花蓮縣私立培德幼兒園 60

花蓮縣 壽豐鄉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花蓮教區附設花蓮縣私立書樂幼兒園 120

澎湖縣 馬公市 澎湖縣私立明圓幼兒園 395



縣市 鄉鎮市區 園名 核定人數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名將幼兒園 50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小象幼兒園 31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小象童寶幼兒園 55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安特幼兒園 23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艾佛頓幼兒園 25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貝貝幼兒園 22

基隆市 七堵區 基隆市私立神奇寶貝幼兒園 40

基隆市 中山區 基隆市私立向日葵幼兒園 40

基隆市 中山區 基隆市私立愛米爾幼兒園 120

基隆市 中正區 基隆市私立小太陽幼兒園 62

基隆市 中正區 基隆市私立海大幼兒園 40

基隆市 仁愛區 基隆市私立雙全幼兒園 100

基隆市 安樂區 基隆市私立安琪兒幼兒園 40

基隆市 安樂區 基隆市私立長春藤幼兒園 40

基隆市 安樂區 基隆市私立長庚森林幼兒園 76

基隆市 信義區 基隆市私立培利園幼兒園 120

基隆市 信義區 基隆市私立喬傑利幼兒園 28

基隆市 信義區 基隆市私立啟賢幼兒園 30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私立小象幼兒藝術幼兒園 30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私立吉貝兒幼兒園 53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私立小天使幼兒園 25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私立大華幼兒園 30

基隆市 暖暖區 基隆市私立幼新幼兒園 8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同心園幼兒園 37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喬太幼兒園 40

新竹市 新竹市 財團法人新竹市私立新竹仁愛兒童之家附設新竹市私立仁愛幼兒園 4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正大幼兒園 15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田心庄幼兒園 6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拉菲爾幼兒園 6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阿迪克幼兒園 45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新儒林幼兒園 5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艾唯兒幼兒園 20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新悅成幼兒園 90

新竹市 新竹市 新竹市私立奇德爾幼兒園 3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銘華幼兒園 2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貝萊登幼兒園 10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愛兒幼兒園 9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信義幼兒園 12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教之道幼兒園 282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小叮噹幼兒園 34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恩光幼兒園 40

嘉義市 嘉義市 財團法人天主教會嘉義教區附設嘉義市私立仁愛幼兒園 90

嘉義市 嘉義市 國立嘉義高級家事職業學校附設嘉義市私立幼兒園 8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新向陽幼兒園 49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和睦幼兒園 15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北興幼兒園 47

嘉義市 嘉義市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職工福利委員會附設嘉義市私立嘉基幼兒園 8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精英幼兒園 10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小狀元幼兒園 120

嘉義市 嘉義市 嘉義市私立桑尼種子幼兒園 150

金門縣 金城鎮 金門縣私立雅韻藝術學苑幼兒園 107

金門縣 金城鎮 金門縣私立羅伊頓幼兒園 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