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鄉鎮

市區
園所名稱 2足歲 3足歲 4足歲 5足歲

3足歲~

入國小前

總核定

幼生數
園所電話 園所地址 備註

1 三重區
新北市碧城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20 120

新北市三重區三信路166號(碧華

國中內)

110學年度新設園，係配合

本學年度招生作業辦理預

約登記報名

2
新北市龍埔成長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

法人成長文教基金會辦理)
30 30 30 90 (02)86716711#890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6號

3
新北市安溪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桃園市教保服務人員協會辦理)
90 90 (02)26718607 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42號

4
新北市漢翔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16 60 76 (02)26729891

新北市三峽區龍學里31鄰大學路

218號1至3樓

5
社團法人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

會附設新北市私立北大非營利幼兒園
150 150 (02)86717373

新北市三峽區國光街100號A棟1

樓至2樓

6
新北市中園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成長文教基金會辦理)
16 120 136 (02)86720070

新北市三峽區中埔路9鄰弘園街

22號

7
新北市中正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60 60 (02)22707998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二段247號1

樓

8
新北市海工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新北市幼兒成長協會辦理)
60 60 (02)22730517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里9鄰學府路

一段241號1樓至2樓

9
新北市山北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16 74 90 (02)22468097

新北市中和區莊敬路49巷29弄2

號2樓至3樓

10
新北市積穗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文教基金會辦理)
16 90 106 (02)32340533

新北市中和區民安街66號1樓至2

樓

新北市110學年度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基本資料一覽表
※本表所登載之幼生人數係為核定總人數，第二階段招生缺額數(核定總人數扣除第一階段報到人數)請於110年6月15日起至招生E23網站查詢；本表如有異動，依本

局公告為準(110年6月10日修正)。

※各班別招收年齡範圍：

(1)2足歲：民國107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日。

(2)3足歲：民國106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3)4足歲：民國105年9月2日至106年9月1日。

(4)5足歲：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5年9月1日。

(5)3足歲以上至入國小前：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三峽區

土城區

中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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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0學年度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基本資料一覽表
※本表所登載之幼生人數係為核定總人數，第二階段招生缺額數(核定總人數扣除第一階段報到人數)請於110年6月15日起至招生E23網站查詢；本表如有異動，依本

局公告為準(110年6月10日修正)。

※各班別招收年齡範圍：

(1)2足歲：民國107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日。

(2)3足歲：民國106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3)4足歲：民國105年9月2日至106年9月1日。

(4)5足歲：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5年9月1日。

(5)3足歲以上至入國小前：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11 永和區
新北市育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辦理)
16 90 106

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25號(永平

國小內)

110學年度新設園，係配合

本學年度招生作業辦理預

約登記報名

12
新北市新林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中華音樂舞蹈暨表演藝術教育協會辦理)
16 120 136 (02)26099522 新北市林口區三民路185號

13
新北市文仁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臺灣兒童教育發展協會辦理)
90 90 (02)26010137

新北市林口區民治路3號、3之1

號、3之2號、3之3號、3之5號

14
新北市文創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90 90 (02)26013380

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一路一段201

號、201之1號、201之2號、201

之3號

15
新北市菁湖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106 106 (02)29306999 新北市林口區林口路70號

為保障留園直升幼兒就學

權益及園務運作，該園於

總核定人數不變下，調整

招收3歲以上至入國小前幼

兒106名(110年5月3日修

正)。

16
新北市佳林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臺灣兒童教育發展協會辦理)
90 90

新北市林口區中山路268號(佳林

國中內)

110學年度新設園，係配合

本學年度招生作業辦理預

約登記報名

17
新北市大觀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新北市中華國際嬰幼兒發展學會辦理)
16 90 106 (02)89650800 新北市板橋區僑中一街1號

18
新北市新月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辦理)
32 150 182 (02)29665136

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437號1樓至

2樓

110學年度該園所在學校

(板橋國中)將進行校舍修

繕工程

19
新北市柏翠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心路社會福利基金會辦理)
16 150 166 (02)22565058 新北市板橋區華江一路150號

板橋區

林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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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0學年度非營利幼兒園招生基本資料一覽表
※本表所登載之幼生人數係為核定總人數，第二階段招生缺額數(核定總人數扣除第一階段報到人數)請於110年6月15日起至招生E23網站查詢；本表如有異動，依本

局公告為準(110年6月10日修正)。

※各班別招收年齡範圍：

(1)2足歲：民國107年9月2日至108年9月1日。

(2)3足歲：民國106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3)4足歲：民國105年9月2日至106年9月1日。

(4)5足歲：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5年9月1日。

(5)3足歲以上至入國小前：民國104年9月2日至107年9月1日。

20
新北市安興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臺灣兒童教育發展協會辦理)
60 60 (02)22126606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129號1至3

樓

21
新北市新店及人非營利幼兒園(財團法人

新北市私立及人高級中學申請辦理)
120 120 (02)22125795 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1號

110學年度新設園，係配合

本學年度招生作業辦理預

約登記報名(0610新增)

22
財團法人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附設新北

市私立昌平非營利幼兒園
120 120 (02)85219488

新北市新莊區昌平街200號1樓至

2樓

23
新北市福營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中華兆陽文教發展協會辦理)
90 90 (02)22022202 新北市新莊區富國路105號1樓

24
新北市中平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新北市中華國際嬰幼兒發展學會辦理)
120 120 (02)89910098 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385號

25
新北市新樂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財團法人

三之三生命教育基金會辦理)
32 180 212

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一段75號

(新莊體育館內)

(一)110學年度新設園，係

配合本學年度招生作業辦

理預約登記報名。

(二)配合施工期程並維護

幼生安全，開園日期延至

111年2月1日辦理。

26 樹林區
新北市三多非營利幼兒園(委託廣亞學校

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辦理)
90 90 (02)86883350 新北市樹林區三多路101號

27 蘆洲區
財團法人彭婉如文教基金會附設新北市私

立鷺江非營利幼兒園
16 90 106 (02)82854336 新北市蘆洲區長樂路235號1樓

28 鶯歌區
新北市昌福非營利幼兒園(委託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文教產業發展協會辦理)
90 90 (02)26708189 新北市鶯歌區永明街22號

新莊區

新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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