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企业全称 等级 通讯地址 面向专业大类 二级院 考察结果情况

1 集美米谷乐幼儿园 一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滨水一里90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 思明区东浦星颖幼儿园 一级园 厦门市思明区梧村东浦路浦南路二路14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 圆博蔚南时代幼儿园 一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园博六里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 湖里区博艺幼儿园 一级园 厦门市湖里区围里社1027-10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 同安顶柯幼儿园 一级园 厦门市同安区顶柯西里188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6 翔鹭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祥露社区；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7 集美海宝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前山路160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8 新苗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青礁村大路175-1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9 思明区甜甜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思明区华新路9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0 海沧区巾帼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石塘村北片8号之二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1 翔安区爱尚同美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同美里112-1-102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2 海沧金摇篮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渐美村14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3 思明区万寿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思明区莲花北路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4 同安区新春天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后宅里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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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高浦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高埔村9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6 思艺馨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滨街道锦英南路夏商.新纪
元附近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7 世纪嘉园开心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湖里区世纪嘉园小区西区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8 海沧未来新垵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新垵村西片306-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19 集美区灌南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上头亭里11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0 集美区深菁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深青里20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1 海沧大风车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翔安区新圩镇井上路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2 集美苑东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苑东路28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3 柑岭爱之湾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同安区新民镇柑岭村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4 海沧新世纪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新大街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5 启翔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海沧区坂南路与汤岸北路交叉口南50
米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6 集美甜甜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田头村田头社7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7 集美康昱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大道324国道1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8  集美区阳光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前场村瑶山中路7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29 同安区童馨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同安区西柯镇洪塘二里78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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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同安区欣双桥幼儿园 二级园 厦门市集美区灌口镇安然大道89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1 耶鲁四季童话幼儿园 高端园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街道宁海三里40号（禹洲
中央海岸二期）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2 学思课后成长中心 教培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鳌美路8-101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3 芸博教育咨询公司 教培 厦门市思明区华润大厦A座170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4 五缘幼儿园 区示范园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西三里1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5 海沧区未来九幼儿园 区示范园 厦门市海沧区新景路新安南里912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6 厦门市翔安区乐智幼儿园 区优 厦门市翔安区新店镇新兴街394号后栋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7 海沧佳慧托育 示范园 厦门市海沧区南海三路1188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8 keepon体智能有限公司 体能 厦门市海沧区东坪山南里8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39 厦门小红巾体育文化有限公司 体智能 厦门市集美区岑西路71号1301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0 红树林托教中心 托管 厦门市集美区碧海蓝天一期11号401室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1 简艾托管 托管 厦门市湖里区南山路52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2 禾竹儿童之家 托育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湾新景国际外滩36梯104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3 奥格成长托育 托育 厦门市集美区宁海六里5-233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4 宜贝亲子园 托育 厦门市集美区印斗路古龙明珠35号别墅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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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厦门市溯源新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岐山北路766号206-209室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6 厦门市翔安区汇德乐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新澳路1527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7 湖里五缘幼儿园 厦门市湖里区五缘西三里11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8 翔安区森德堡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舫阳北路2-3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49 艾迪斯幼儿园 厦门市湖里区枋湖东路958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0 霞光幼儿园 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霞元村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1 海湾幼儿园（霞阳总园） 厦门市海沧区霞阳东路478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2 厦门市翔安区亲亲宝贝幼儿园
厦门市翔安区马巷镇郑坂社区郑坂东三里21
号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3 厦门新起点树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市海沧区泰地海西中心2号楼2-701 学前教育 教育艺术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4 厦门航空金雁酒店 厦门市湖滨南路99号 烹饪工艺与营养 海丝烹饪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5 厦门华侨大厦（大酒店） 厦门市新华路70-74号 烹饪工艺与营养 海丝烹饪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56 厦门上青本港海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后江埭路29号4号楼第1层C单元
及2层A单元

烹饪工艺与营养 海丝烹饪学院 考察指标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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