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22406 講故事我至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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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6 楊焯衡 Z-C-13327 翁詠晞 Z-C-13489 胡曉彬 Z-C-12610 顏海睿 

Z-C-13313 黃子樂 Z-C-13425 伍致衡 Z-C-13770 陳俊熙 Z-C-13402 曾俊易 

CP22406a 講故事我至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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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5 李芊潼 Z-C-13524 李采穎 Z-C-13045 余俊凱 Z-C-14031 李文杰 

Z-C-13870 施芯怡 Z-C-14085 薛詠軒 Z-C-12268 許嘉榮 Z-C-13781 朱一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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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22407 親子遊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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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4 蔡依靜 Z-C-13302 鄭穎謙 Z-C-13973 吳翊綋 Z-C-13065 陳佩詠 

Z-C-14048 周子懿 Z-C-13526 梁栢豪     

CP22412 手指動一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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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31 李文杰 Z-C-13963 陳家博 Z-C-12971 李卓霖 Z-C-13394 馮卓賢 

Z-C-13328 翁焯謙 Z-C-13426 伍致誠 Z-C-13065 陳佩詠 Z-C-12065 朱梓樂 



 

  

CP22416a  我是科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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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3 黃頌然 Z-C-13502 黃頌謙 Z-C-13919 李星慧 Z-C-13394 馮卓賢 

Z-C-14085 薛詠軒 Z-C-13426 伍致誠 Z-C-13782 朱一銘 Z-C-13524 李采穎 

CP22416  我是科學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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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0 顏海睿 Z-C-13955 陳雋澍 Z-C-13045 余俊凱 Z-C-12065 朱梓樂 

Z-C-13489 胡曉彬 Z-C-12268 許嘉榮 Z-C-13376 區豐鳴 Z-C-13327 翁詠晞 

CP22412a 手指動一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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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70 施芯怡 Z-C-14067 陳晞樂 Z-C-13944 馮晞童 Z-C-13392 盧逸朗 

Z-C-13782 朱一銘 Z-C-13917 李寶螢 Z-C-13438 鄭穎遜 Z-C-13297 馮允姸 



 

  

PC22155 聖誕多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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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2 李宛芯 Z-C-13065 陳佩詠 Z-C-14121 葉文晞 Z-C-14006 陳帥君 

Z-C-13913 謝楚菲 Z-C-13944 馮晞童 Z-C-13963 陳家博 Z-C-14117 蕭雯琪 

Z-C-13894 蔡依靜 Z-C-13590 陳凱怡 Z-C-14087 王柏然   

Z-C-13394 馮卓賢 Z-C-13973 吳翊綋 Z-C-13279 黃罡熙   



 

 

  

SCQ22405  

壓力鬆一鬆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574 林嘉彤 

Z-C-12819 黃雋樂 

Z-C-13489 胡曉彬 

  

  

  

  

  

SCQ22403  

滋味小廚師(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065 朱梓樂 

Z-C-13322 胡展維 

Z-C-13920 李泓希 

Z-C-13919 李星慧 

Z-C-13524 李采穎 

Z-C-12687 曾雨彤 

SCQ22402  

滋味小廚師(A)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89 胡曉彬 

Z-C-12799 彭芊語 

Z-C-11658 劉凱欣 

Z-C-13526 梁栢豪 

Z-C-13574 林嘉彤 

  



 

 

 

 

 

 

 

 

 

 

 

 

 

 

 

 

 

 

 

 

 

 

 

  

SEN22402  

「傳情達意」社交溝通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2971 李卓霖 

Z-C-13297 馮允妍 

Z-C-12576 楊焯衡 

Z-C-12527 陳浩駿 

SEN22401  

「腦力學習」專注力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1740 李詩涵 

Z-C-13313 黃子樂 

Z-C-12527 陳浩駿 

Z-C-12610 顏海睿 



 

活動 更改內容  

CP22407  

親子玩具遊戲小組

親子遊戲樂 

名額 
 

SEN22401 

「腦力學習」 

專注力班 

時間 

 

2023 年 1 - 3 月活動更改資料 

5:00 - 6:00 PM 5:30 - 6:30 PM 

8 對親子 6 對親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