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22277 繪本學說話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55 羅偉兆 Z-C-13412 吳惠琪 

Z-C-13805 黃卓煥 Z-C-13394 馮卓賢 

Z-C-13425 伍致衡 Z-C-13466 黃鑫城 

Z-C-13871 陳可恩 Z-C-12959 何思叡 

Z-C-13581 方翊愷 Z-C-13809 施浩楠 

IC22278 小一樂學預備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770 陳俊熙   

Z-C-13517 馬惟斯   

Z-C-12439 張翠媚   

Z-C-13427 區竣睎   

Z-C-13466 黃鑫城   

2022 年 7-9月活動中籤名單 (日期: 10/7/2022) 



 

  

IC22279 兒童綜合舞蹈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894 蔡依靜 Z-C-12978 陳樂晞 Z-C-13391 盧潔瀅 Z-C-13493 潘安橋 

Z-C-13704 施靜嵐 Z-C-13812 劉梓浚 Z-C-13777 陳瀅 Z-C-13128 蕭凱喬 

Z-C-13526 梁栢豪 Z-C-13045 余俊凱 Z-C-13008 鄭焯霖   

IC22282 趣味中文樂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809 施浩楠 Z-C-13616 楊曉澄 Z-C-13894 蔡依靜 Z-C-13581 方翊愷 

Z-C-13466 黃鑫城 Z-C-13391 盧潔瀅 Z-C-13412 吳惠琪   

Z-C-13045 余俊凱 Z-C-13812 劉梓浚 Z-C-13770 陳俊熙   



 

 

 

 

 

 

IC22283 滋味小廚師 A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40 黃靖淇 Z-C-13818 左鎧炘 

Z-C-13045 余俊凱 Z-C-13616 楊曉澄 

Z-C-13615 楊洛維 Z-C-12650 朱梓樂 

Z-C-13394 馮卓賢 Z-C-13777 陳瀅 

Z-C-13318 文樂 Z-C-13723 曾禮賢 

IC22281 兒童戲劇魔術師 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40 黃靖淇 Z-C-13417 邱芷瑤 Z-C-12093 鍾顯俊 Z-C-11568 葉向晴 

Z-C-13520 尹灏信 Z-C-13489 胡曉彬 Z-C-13425 伍致衡 Z-C-13805 黃可靜 

Z-C-13581 方翊愷 Z-C-12456 張思博 Z-C-13391 盧潔瀅 Z-C-13398 蕭曉晴 

Z-C-13481 劉柏霆 Z-C-13427 區竣睎 Z-C-13905 盧卓淇 Z-C-11835 羅樂謙 

IC22284 滋味小廚師 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557 陳芷晴 Z-C-13871 陳可恩 

Z-C-13526 梁栢豪 Z-C-13574 林嘉彤 

Z-C-13362 朱芯瑩 Z-C-13477 梁柏軒 

Z-C-13517 馬惟斯 Z-C-12959 何思叡 

Z-C-13412 吳惠琪 Z-C-13511 林允兒 



 

 

  

SCQ22211 暑假日遊北潭涌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866 廖韶嵐 Z-C-13346 王嘉寧 Z-C-13424 伍致洋 Z-C-12975 楊斯峻 

Z-C-12466 張晨曉 Z-C-11191 梁子姸 Z-C-10648 鍾嬡 Z-C-11835 羅樂謙 

Z-C-11122 劉卓軒 Z-C-13371 廖韻淇 Z-C-13395 袁泓峰 Z-C-12204 鄭儲邦 

Z-C-12798 彭彥丰 Z-C-10689 王泰騫 Z-C-12310 林蔣瞳 Z-C-13667 施美君 

Z-C-12739 李詩敏 Z-C-11493 施堯宗 Z-C-12969 羅曦婷 Z-C-13390 吳智恆 

Z-C-13776 石嘉汶 Z-C-13191 嚴梓誠 Z-C-11222 王灃晞 Z-C-13290 李晉琛 

Z-C-13583 李梓軒 Z-C-13360 曾柏僖 Z-C-11233 林錦賢 Z-C-11740 李詩涵 



 

 

 

 

 

 

 

 

 

 

  

SCQ22211 暑假日遊北潭涌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101 鄭芯苡 Z-C-12799 彭芊語 Z-C-12332 郭靜瑩 Z-C-13526 梁栢豪 

Z-C-12382 吳柏熹 Z-C-13770 陳俊熙     

        

CQ22113 基督少年軍-新隊員訓練班 (7-9 月)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526 梁栢豪 Z-C-13318 文樂 Z-C-13391 盧潔瀅 Z-C-13489 胡曉彬 

Z-C-13362 朱芯瑩 Z-C-12975 楊斯峻 Z-C-13196 盧卓偉 Z-C-13410 吳惠琪 

Z-C-13481 劉柏霆 Z-C-13584 李芯語 Z-C-13770 陳俊熙 Z-C-13290 李晉琛 

Z-C-11605 盧卓希 Z-C-12093 鍾顯俊 Z-C-13616 楊曉澄   

15/7(五)第一堂 7:30 – 8:00pm會安排家長會，請家長預留時間 



 

 

 

  

IC22220  

閱讀記憶力提升遊玩課程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975 楊斯峻 Z-C-13443 鄺思穎 

Z-C-13905 盧卓淇 Z-C-11712 張思恒 

Z-C-13390 吳智恆 Z-C-11740 李詩涵 

Z-C-13643 藍莎琋   

    

    

IC22221  

趣味數學 Runnning Man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1712 張思恒 Z-C-10648 鍾嬡 

Z-C-12975 楊斯峻 Z-C-13443 鄺思穎 

Z-C-13302 鄭穎謙 Z-C-13433 劉梓穎 

Z-C-13905 盧卓淇 Z-C-13390 吳智恆 

    

    

最少 6人開班 



 

  

IC22222  

英語故事會話演講 A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90 吳智恆 Z-C-12969 羅曦婷 

Z-C-13443 鄺思穎 Z-C-13433 劉梓穎 

Z-C-11740 李詩涵   

IC22223  

英語故事會話演講 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65 黃詩茵 Z-C-13360 曾柏僖 

Z-C-12139  黃嘉軒   

    

IC22247  

Cupcake x 蛋糕烘焙（A 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02 鄭穎謙 Z-C-13643 藍莎琋 

Z-C-09842 陳傳愛   

Z-C-12382 吳柏熹   

IC22248  

Cupcake x 蛋糕烘焙（B 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42 鄺芷穎 Z-C-13218 伍紫茵 

Z-C-12332 郭靜瑩 Z-C-12969 羅曦婷 

Z-C-12382 吳柏熹 Z-C-13643 藍莎琋 

最少 6人開班 



 

 

 

 

  

IC22249 夏日麼麼茶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643 藍莎琋 Z-C-09842 陳傳愛 

Z-C-13218 伍紫茵 Z-C-11426 陳傳希 

Z-C-10477 陳傳恩   

    

IC22250 卡通甜品製作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382 吳柏熹 Z-C-09842 陳傳愛 

Z-C-13520 尹灝信 Z-C-13443 鄺思穎 

Z-C-11426 陳傳希 Z-C-13643 藍莎琋 

Z-C-13390 吳智恆 Z-C-10477 陳傳恩 

IC22251 地壺訓練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139 黃嘉軒       

最少 6人開班 



 

 

  

IC22256 手帳簿設計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139 黃嘉軒 Z-C-09842 陳傳愛 Z-C-11426 陳傳希   

IC22255 減壓繞線畫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IC22257 木藝手作設計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382 吳柏熹 Z-C-12139 黃嘉軒 Z-C-13643 藍莎琋   

最少 6人開班 

最少 6人開班 

最少 6人開班 



 

 

 

 

  

IC22252 食物科學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90 吳智恆 Z-C-12704 姚佳廷     

IC22253 科學研究所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90 吳智恆 Z-C-13395 袁泓峰 Z-C-12139 黃嘉軒   

Z-C-12975 楊斯峻 Z-C-13643 藍莎琋 Z-C-12704 姚佳廷   

IC22254 物理化學小博士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90 吳智恆 Z-C-13395 袁泓峰 Z-C-11493 施堯宗   

最少 6人開班 

最少 6人開班 

最少 6人開班 



 

 

 

  

  

IC22281 兒童戲劇魔術師 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40 黃靖淇 Z-C-13417 邱芷瑤 Z-C-12093 鍾顯俊 Z-C-11568 葉向晴 

Z-C-13520 尹灏信 Z-C-13489 胡曉彬 Z-C-13425 伍致衡 Z-C-13805 黃可靜 

Z-C-13581 方翊愷 Z-C-12456 張思博 Z-C-13391 盧潔瀅 Z-C-13398 蕭曉晴 

Z-C-13481 劉柏霆 Z-C-13427 區竣睎 Z-C-13905 盧卓淇 Z-C-11835 羅樂謙 

IC22280 兒童戲劇魔術師 A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0477 陳傳恩 Z-C-11493 施堯宗 Z-C-13390 吳智恆 Z-C-10648 鍾嬡 

Z-C-11712 張思恒 Z-C-12139 黃嘉軒 Z-C-13643 藍莎琋   



 

 

  

SEN22201 「腦力學習」專注力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592 梁可睿 Z-C-11740 李詩涵 Z-C-13905 盧卓淇 Z-C-13218 伍紫茵 

SEN22202 「傳情達意」社交溝通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90 吳智恆       



 

 

  

IC22207 奧林匹克數學班(升小二)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02 鄭穎謙 Z-C-12533 鄧奕泓 Z-C-13390 吳智恆 Z-C-12332 郭靜瑩 

Z-C-13440 王筱晴 Z-C-12030 趙恩彤 Z-C-12270 陳思羽 Z-C-12505 陳映孜 



 

 

  

IC22214 珠心算初班一期 新生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128 蕭凱喬 Z-C-11776 黄嘉瑩 Z-C-13362 朱芯瑩 Z-C-11740 李詩涵 

Z-C-13489 胡曉彬 Z-C-12090 葉沛琪 Z-C-13517 馬惟斯 Z-C-13068 張栢熙 

Z-C-12110 林詩玥 Z-C-13348 潘俊賢 Z-C-12998 林詩倪 Z-C-13574 林嘉彤 

Z-C-13466 黃鑫城 Z-C-13277 王鋑逸 Z-C-12484 譚匡迪 Z-C-12503 柯景瀚 



 

 

是次報名及繳費會分開 2 個時段進行， 

 

報讀 7 月份的活動請於 11/7/2022 至 15/7/2022 到中心繳費。 

 

報讀 8 月份暑期活動者，請於 1/8/2022-5/8/2022 到中心繳費

報名。 

 

成功報名者請自行記錄小組日期及時間。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24 0111 與中心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