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學單位名稱 類型 學費 招生階段 聯絡資訊

台北市

和平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2-27335900

博嘉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全年約 2,000元 國小 02-22302585

泉源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2-28951258

溪山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3,000～4,000元 國小 02-28411010

湖田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2-28616963

芳和實驗國中 公辦公營 全年 1萬元 國中 02-27321961

民族實驗國中 公辦公營 全年 2,000元 國中 02-27322935

濱江實驗國中 公辦公營 免學費，代收代辦費
一學期約 5,800元 國中 02-85021571

昶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 E1 團體自學
全年 26萬元

國小 02-27186283

昶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 E2 團體自學 國小 02-27186283

昶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 S1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2-27186283

台灣蒙特梭利國際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全年 36萬元 國小、國中 02-27606250

啟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A） 團體自學 國小 0965-388686

啟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B） 團體自學 國小 0965-388686

締佳樂學 TICA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高中 02-25501260

宸恩實驗教育（01） 團體自學
全年 16萬元

國中、高中 02-23652313

宸恩實驗教育（02）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2-23652314

新生命全人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尚未公開
宜家蒙特梭利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全年 30萬元 國小 FB：宜家蒙特梭利實驗教育

嘉禾書院 團體自學 全年 20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2-28362242

滿兒園蒙特梭利團體實驗教育 E1 團體自學
全年 29萬 2,000元

國小 02-27010857

滿兒園蒙特梭利團體實驗教育 E2 團體自學 國小 02-27010857

寰宇博雅國際學苑 團體自學 全年約 25萬元 國小、國中 0933-753611

志道書院 團體自學 全年 14萬 4,000元 國小、國中 0963-066426

展藝學群 團體自學
全年 10萬 8,000元

國中、高中 https://zhidao.tw

習飛學群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https://zhidao.tw

羽白學群 團體自學 國小 https://zhidao.tw

國際教育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高中 尚未公開
展賦行動學苑 團體自學 全年 12萬元 高中 http://school.zhanfu.tw/

展賦玩學學苑 團體自學 國小每月 1萬 5,000元
國中每月 1萬 9,000元 國小、國中 http://school.zhanfu.tw/

黑羊計畫 團體自學 國小 尚未公開

身·生 團體自學 全年 26萬元 國小 https://www.hlworld.net/
non-school 

愛騰共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 尚未公開
君格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國小 02-2761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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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單位名稱 類型 學費 招生階段 聯絡資訊

台北市

小旋風非學校型態多元
實驗教育共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 尚未公開

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9萬 6,000元 高中 02-77055355

史代納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依年級而定，
每年 16萬～ 20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2-23010652

長華國際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02-27132646

濯亞國際學院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9萬 8,000元 國小 02-27017891

學學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30萬元 高中 02-87516898

同心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全年 15萬元
國中全年 17萬元 國小、國中 02-23083200

無界塾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高中 bts.flip@gmail.com

青禾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依年級而定，
全年約 16萬～ 20萬元 國小、國中 02-85015822

運算思維實驗教育機構（不招收新生） 機構自學 全年 16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2-66316624

華砇國際數位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36萬元 國小 02-87865872

VIS世界改造實驗室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50萬元 國中、高中 http://vis.school/

道能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02-27678688

哈柏露塔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7萬 6,000元 國小 02-27943993

核心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26萬元 國小 www.coresteam.com

新主流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尚未公開
珍古德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02-23966236

小實光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02-27097123

葉學堂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不對外招生
陪伴者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中、高中 02-27082776

新北市

忠山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5,000元 國小 02-26216139

信賢種籽親子實驗小學 註2 公辦民營 全年 12萬 4,000元 國小 02-26616648

新惠佑蒙特梭利小學新希望教室 團體自學 全年 23萬 6,000元 國小 02-89285545

可能非學校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15萬元 國小、國中 02-22722700

炫心星自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全年 18萬元
國中全年 20萬元 國小、國中 02-22390171

心語蒙特梭利自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 02-26025299

心語蒙特梭利中小學實驗教育 A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2-26025299

生活實踐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高中 02-22588704

新北市籌設森林小學期前
教學研究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36萬元 國小 02-23670151

聯合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中、高中 0800-820000

汗得建築工事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20萬元 高中 02-23379862

原聲國際學院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3萬 4,400元 高中 02-28086618

原來學苑 機構自學 全年 24萬元 國小、國中 02-26726116

蓋亞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02-22122127



辦學單位名稱 類型 學費 招生階段 聯絡資訊

基隆市

八堵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7,000元 國小 02-24573287

南榮國中 公辦公營 全年 9,000元 國中 02-24282188

瑪陵國小 公辦民營 全年 4,600元 國小 02-24565663

桃園市

新屋高中華德福教育實驗教育班 註 1 公立學校 高中
壽山高中學校日文實驗班 註 1 公立學校 高中
仁美國中附設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註 1 公立學校 國小、國中
愛鄰舍學苑 團體自學 每月 5,000元 國小、國中 03-4275770

FunSpace樂思空間團體
實驗教育α團 團體自學 國小 03-3173718

FunSpace樂思空間團體
實驗教育β團 團體自學 國小 03-3173718

大伙房書院 
Whole Family School 團體自學 國小 FB：大伙房書院

禾豐書苑 團體自學 國小 03-3653091

葳士頓美語共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 FB：wisdom
葳士頓美語共學

人文蒙特梭利農耕教室 團體自學 國小 03-3553863

趣創者國際實驗教育 A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4880896

趣創者國際實驗教育B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4880896

趣創者國際實驗教育 C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4880896

趣創者國際實驗教育D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4880896

觀音經典書院國中小
經典文化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全年 9萬 9,000元 國小、國中 03-4738900

人文蒙特梭利農耕教室B團 團體自學 國小 03-3553863

有得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30萬元 國小六年級、
國中、高中 03-4523566

諾瓦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平均每月 2萬元 國中 03-4072882

新竹市

新竹市華德福實驗學校 公辦公營 全年約 8,000元 國小、國中 03-5370531

心啟子親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14萬 國小 FB：心啟子親實驗教育團體

新竹縣

北平華德福實驗學校 公辦公營 依年級而定，全年平均
約 4,000~5,000元 國小、國中 03-5882897

大坪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學區
外學生額外收費3萬元 國小 03-5802264

尖石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約 2,000元以內 國小 03-5841563

桃山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3-5856040

峨眉國中 公辦民營 全年 2,628元 國中 03-5800208

三峰華德福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5760066

麗水華德福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3-5760066

麗山華德福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3-5760066

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每學季學雜費約 10萬元 國小 03-6116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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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照海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8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3-5891023

親民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高中 03-6688669

卡爾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50萬元 國中、高中 03-5589868

約翰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50萬～ 60萬元 國小 03-5589868

苗栗縣

南河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 國小 03-7226806

泰興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200元 國小 03-7992852

象鼻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 國小 03-7962270

全人實驗高級中學 私立實驗
學校

國小、國中、
高中 04-25896909

台中市

東汴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4,000元 國小 04-22702664

中坑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4-25874992

博屋瑪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8,000元 國小 04-25911487

善水國中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國中 04-26396160

和平國中 公辦公營 全年 4,600元 國中 04-25941512

磊川華德福實驗教育學校 私立實驗
學校 全年約 23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4-24350110

華德福大地實驗教育學校 私立實驗
學校

國小全年 17萬元
國中全年 18萬元
高中全年 24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4-23377520

光明學苑 團體自學 國小 04-23362936

慈興學苑 團體自學 國小 04-26358520

紅泥巴自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926-089987

牧心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22萬元 國小、國中 04-25344450

錫安山台中伊甸家園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4-22033062

迦美地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約 16萬元 國小、國中 04-22522165

道禾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約 22萬元 國小 04-22520026

海聲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依年段而有不同收費基
準，每半年（冬季&夏季）
學費約 9萬～ 11萬元，
不包含材料費

國小、國中、
高中 04-26565711

善美真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04-26263111

楓樹腳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約 20萬元 國小、國中 04-23374425

澴宇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全年 20萬元
國中全年 24萬元 國小、國中 04-24612766

彰化縣

民權華德福實驗國中小 公辦公營

免學雜費，三年級以上每
學期約 1,200元（小提琴
費用）／七年級以上每學
期約 1,800元（小提琴 +
合奏課）

國小、國中 04-8932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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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接 P30）

鹿江國際中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2,600元 國中 04-7770557

樂耕蒙特梭利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4-7513475

基石華德福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16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4-8805429

苗圃蒙特梭利管厝社區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二～四年級 04-7525250

苗圃蒙特梭利莿桐社區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一～三年級 04-7525250

苗圃蒙特梭利安溪社區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四～六年級 04-7525250

苗圃三合院大地之子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中 04-7525250

苗圃蒙特梭利秀水社區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一～三年級 04-7525250

雅典娜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8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4-8876660

愛因斯坦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04-8531157

賽德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中 04-8362756

南投縣

都達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49-2970053

久美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49-2831506

復臨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中、高中 049-2899778

森優生態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全年 17萬元
國中全年 19萬元
高中全年 20萬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49-2691721

親愛音樂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中、高中 049-2316387

均頭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28萬元 國小、國中 04-22517429

雲林縣

古坑華德福實驗高中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中、高中 05-6341003

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5,000～ 6,000元 國小 05-5822075

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低年級全年 470元
中年級以上全年 1,100元 國小 05-6972644

華南實驗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每月500元午餐費 國小 05-5901529

樟湖生態國中小 公辦民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國中 05-5811044#11

蔦松藝術高中 公辦民營 國中、高中 05-7841801

拯民國小 公辦民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5-6326451

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實驗國中 私立實驗
學校 國中 05-5828222#6205

財團法人雲林縣福智實驗國小 私立實驗
學校 國小 05-5828222#6102

雲林技術型華德福高中自學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2萬元 高中 05-6972644

國際中草藥暨管理人才養成
團體式實驗教育計畫 A班 團體自學 高中二年級 05-5828222#6205

國際中草藥暨管理人才養成
團體式實驗教育計畫B班 團體自學 高中一年級 05-5828222#6205

心理藝療暨媒體行銷團體 團體自學 高中 05-5828222#6205

台灣復興藝術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高中 05-784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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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

湖山承淨書院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高中 0916-855023

嘉義市    無（目前只有個人自學）

嘉義縣  

太平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5-2571004

太興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5-2571087

仁和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 國小 05-2661130

豐山實驗教育學校 公辦公營 全年 1,200元 國小、國中 05-2661071

大埔國中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國中 05-2521014

美林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8,000元 國小 05-2691150

阿里山國中小 公辦公營 全年 6,000元 國小、國中 05-2561180

達邦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8,000元 國小 05-2511017

北回國小 公辦公營 國小 05-2356941

台南市  

虎山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免學費，代辦費
全年約 4,000 元 國小 06-2661490

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2,000元 國小 06-7800530

口埤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550元 國小 06-5901445

南梓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3,000元 國小 06-6562904

西門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6-3914141

志開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約 1,160元 國小 06-2619431

文和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6-5551937

光榮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國小 06-5731658

華德福共學園 團體自學 國小 0902-339136

百合華德福 團體自學 國小 0902-339136

心潔蒙特梭利 團體自學 國小 06-2740126#287

迦南地伊甸家園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高中 06-5908290

亮點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中、高中 0919-929782

可能實驗教育台南團 團體自學 國小、國中 06-3305515

ShareFun雙語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國小 06-2958000

快樂書院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6-2522045

多元智能與深度經典 團體自學 國小 0980-939799

鴻仁國際漢學書院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6-2936611#101

威爾森美式國際多元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6-2130301#127

BANYAN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4萬元（不含書籍、
午餐費等） 國小 06-2086922

上華蒙特梭利實驗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24萬 6,800元 國小 06-2466345

中信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25萬元 國中、高中 06-2872300

哈佛蒙特梭利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8萬 5,000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6-2641213



辦學單位名稱 類型 學費 招生階段 聯絡資訊

高雄市  

巴楠花部落中小學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會因
不同階段課程設計而稍有
差異

國小、國中 07-6776031

多納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7-6801178

樟山國小 公辦公營 原民生免學費
一般生全年約 1,600元 國小 07-6866118

茂林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100元 國小 07-6801043

壽山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600元 國小 07-5514393

吉東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7-6831144

光禾華德福實驗學校 私立實驗
學校 國小 07-7885128

聖功樂仁蒙特梭利小學階段
實驗教育團體 團體自學 國小 07-2317033

全人賦能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13萬元 高中 0939-218185

創造蒙特梭利共學團體 團體自學 全年 20萬元以下 國小 07-5569351

綠光親子生活圈        團體自學 國小 0922-758492

日光華德福共學團 團體自學 國小 info@kseatw.org

但以理基督書院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 07-3330708

錫安山高屏伊甸家園實驗機構 機構自學 免學費 國小、國中、
高中 0932-951303

野人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國小、國中 07-7531735

國際心教育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2萬元 國小、國中 0913-406032

麗澤品格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9萬 8,000元 國小 0955-233758

屏東縣

長榮百合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800元 國小 08-7997253

地磨兒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 國小 08-7991462

北葉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3,000元 國小 08-7991649

賽嘉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9,000元 國小 08-7992220

建國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2,656元 國小 08-7521464

丹路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600元 國小 08-8771455

青葉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8-7961997

餉潭國小 公辦民營 全年 5,000元以下 國小 08-7981600

大路關國中小 公辦民營 全年 4,000元 國小、國中 08-7957412

宜蘭縣

南澳高中實驗教育專班  註 1 公立學校 高中 03-9981024

武塔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3-9981632

大同國中 公辦公營 原民生免學費 國中 03-9809611

大進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3,000元 國小 03-9512268

東澳國小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以下 國小 03-9986217

湖山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3-9221174

內城國中小  註 2 公辦公營 國小、國中 03-9221846

人文國中小 公辦民營 全年約 1萬 5,000元 國小、國中 03-9773396



預計 109學年施行實驗教育／型態轉變者。  
註 1：實驗專班。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與《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育辦法》修正條文設立。  
註 2：「實驗教育三法」通過之前，即依據地方計畫設立、推動實驗教育課程。

《親子天下》2020實驗學校調查說明：
1.最新各縣市政府實驗教育審議通過的學校與團體自學，獲得立案許可的機構。2.以學校型態／非學校型態（團體與機構自學）／公立學校委託私人辦理為主。3.學
費資訊以《親子天下》與財團法人林堉璘宏泰教育基金會執行之「2020實驗教育現況大調查」為主。4.各辦學單位之學費僅供參考，可能隨課程或其他規劃而有
所變動，詳情請洽各辦學單位。5.團體自學的辦學單位，可能因課程規劃、人數限制或招生階段等原因，細分為多個自學團體（如 A、B、Ｃ團）。
資料來源／各縣市教育局處、各學校團體與教育部    調查整理／陳瑩慈、陳詩妤、陳盈螢、許家齊、賴怡廷（資料更新至 2020年 8月 27日）  製表／王薏雯

辦學單位名稱 類型 學費 招生階段 聯絡資訊

宜蘭縣

慈心華德福實驗高中 公辦民營
國小、國中免學費，
其他費用 550元
高中全年 1萬 6,510元

國小、國中、
高中 03-9596222

岳明國小 公辦民營 全年 2,718元 國小 03-9903044

宜蘭縣非學校型態清水青少年團體
實驗教育D團（109學年度不續辦） 團體自學 全年 16萬 6,000元 國中、高中 03-9892303

不老部落原根團體實驗教育 團體自學 高中 0919-090061

花蓮縣

萬榮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3-8751449

豐濱國小 公辦公營 國小 03-8791111

鶴岡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3-8872740

三民國小 公辦民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3-8841183

三民國中 公辦民營 國中 03-8841198

五味屋 (花蓮縣鄉村社區大學發展協會） 團體自學 免學費 國小、國中 03-8656922

花蓮縣波斯頓國際實驗教育機構 機構自學 全年 18萬元 國小、國中 03-8227111

台東縣

三和走讀學堂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89-512291

VUSAM民族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89-761225

富山國際教育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約 4,000元 國小 089-281086

初鹿夢想家實驗國中 公辦公營 全年約 2,000元 國中 089-571125

達魯瑪克民族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1,000元 國小 089-382402

南王 Puyuma花環實驗小學 公辦公營 全年 2,400元 國小 089-223203

溫泉國小 公辦公營 依政府規定收費，五、六
年級額外加收 1,500元 國小 089-512354

蘭嶼高中（TAO民族實驗教育高中）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中、高中 089-732016

椰油國小 公辦公營 免學費 國小 089-732017

桃源國小 公辦民營 全年 1,080元 國小 089-561275

均一國際教育實驗高中 私立實驗
學校 全年 18萬元 高中 089-223301

金門縣    無（目前只有個人自學）

澎湖縣   

合橫國小 公辦公營 公立學校收費標準 國小 06-9881471

連江縣    無（目前只有個人自學）

資料更新日期／ 2020 年 8 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