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P23118 遊戲中認識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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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8 王羨妤 Z-C-13914 謝楚菲 Z-C-14209 麥梓晴 Z-C-13770 陳俊熙 

Z-C-12978 陳樂晞 Z-C-13913 謝楚兒 Z-C-13643 藍莎琋 Z-C-14221 林鈺喬 

2023 年 4-6 月活動中籤名單 (日期: 17/3/2023) 



 

  

CP23119 遊戲中認識情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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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9 劉澋霖 Z-C-13955 陳雋澍 Z-C-13302 鄭穎謙 Z-C-13394 馮卓賢 

Z-C-12971 李卓霖 Z-C-13581 方翊愷 Z-C-14138 李睿浠 Z-C-11744 劉蒨瞳 

CP23121 我是雜技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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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2 黃子誠 Z-C-13376 區豐鳴 Z-C-14071 陳昊楠 Z-C-12576 楊焯衡 

Z-C-13489 胡曉彬 Z-C-13870 施芯怡 Z-C-12065 朱梓樂 Z-C-13438 鄭穎遜 

CP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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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11 林允兒 Z-C-14208 温昊彥 Z-C-14071 陳昊楠 Z-C-13429 劉璟賢 

Z-C-13425 伍致衡 Z-C-13426 伍致誠     

CP23120 我是雜技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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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78 王羨妤 Z-C-12382 吳柏熹 Z-C-13425 伍致衡 Z-C-13701 許紫筠 

Z-C-13402 曾俊易 Z-C-11744 劉蒨瞳 Z-C-14197 黃志烽 Z-C-13730 楊梓瑜 



 

 

  

CP23122 數學智叻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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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30 楊梓瑜 Z-C-13372 廖梓峰 Z-C-13713 葉海晴 Z-C-14088 羅梓舜 

Z-C-14197 黃志烽 Z-C-13429 劉璟賢 Z-C-13196 盧卓偉 Z-C-13658 黃沛晴 

CP23123 數學智叻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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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1 鍾振耀 Z-C-13009 劉澋霖 Z-C-13279 黃罡熙 Z-C-13782 朱一銘 

Z-C-13297 馮允姸 Z-C-14138 李睿浠 Z-C-12065 朱梓樂 Z-C-13426 伍致誠 



 

 

  

SCQ23107  童情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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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6 伍致誠 Z-C-12268 許嘉榮 Z-C-13913 謝楚兒 Z-C-14206 曾以樂 

Z-C-13955 陳雋澍 Z-C-14138 李睿浠 Z-C-14071 陳昊楠 Z-C-13065 陳佩詠 

SCQ23108  照顧自己我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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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8 許嘉榮 Z-C-14197 黃志烽 Z-C-13913 謝楚兒 Z-C-13914 謝楚菲 

Z-C-13297 馮允姸 Z-C-12576 楊焯衡 Z-C-13426 伍致誠 Z-C-13782 朱一銘 

SCQ23111  開心星期六親子和諧粉彩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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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7 黃志烽 Z-C-13438 鄭穎遜 Z-C-13372 廖梓峰 

Z-C-12198 劉予馨 Z-C-13065 陳佩詠     



  

SCQ23110  親子齊玩歷奇王國(Epic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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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9 黃心祈 Z-C-12180 穆可澄 Z-C-13196 盧卓偉 Z-C-14132 許嘉喬 

Z-C-12139  黃嘉軒 Z-C-10331 葉詠桐 Z-C-13347 王嘉信 Z-C-13907 陳宥銘 

Z-C-13376 區豐鳴 Z-C-13044 何芊柔 Z-C-13129 林芯言 Z-C-12971 李卓霖 

Z-C-11113 卓樂庭 Z-C-12065 朱梓樂 Z-C-13770 陳俊熙 Z-C-12997 林詩彤 

Z-C-14209 麥梓晴 Z-C-13658 黃沛晴 Z-C-13412 吳惠琪 Z-C-13734 黃詩喬 

Z-C-11825 曾婉婷       



 

  

PC23101 復活樂滿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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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4 謝楚菲 Z-C-13642 葉向陽 Z-C-13907 陳宥銘 Z-C-13937 黃諾仁 

Z-C-13913 謝楚兒 Z-C-13999 張梓軒 Z-C-13065 陳佩詠 Z-C-13906 陳昭妍 

Z-C-13701 許紫筠 Z-C-13477 梁柏軒     

Z-C-14138 李睿浠 Z-C-13412 吳惠琪     



 

 

  

SCQ23109  

彩色小世界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89 胡曉彬 

Z-C-13425 伍致衡 

Z-C-13524 李采穎 

Z-C-05068 梁子瑩 

Z-C-13417 邱芷瑤 

Z-C-13665 談珈沂 

Z-C-12429 楊玥瑩 

Z-C-13643 藍莎琋 

SCQ23106  

滋味小廚師(B)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02 曾俊易 

Z-C-13770 陳俊熙 

Z-C-12703 陳煦瀅 

Z-C-12799 彭芊語 

Z-C-11744 劉蒨瞳 

Z-C-11740 李詩涵 

SCQ23105  

滋味小廚師(A)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489 胡曉彬 

Z-C-11281 鄭堯謙 

Z-C-12143 李昊 

Z-C-13870 施芯怡 

Z-C-13665 談珈沂 

Z-C-13574 林嘉彤 



 

 

 

 

 

 

 

 

 

 

 

 

 

 

 

 

 

 

 

 

 

 

 

 

SEN2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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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6 楊焯衡 

Z-C-12268 許嘉榮 

Z-C-13770 陳俊熙 

SEN23101  

「腦力學習」專注力班 

會員編號 會員姓名 

Z-C-13313 黃子樂 

Z-C-13643 藍莎琋 

Z-C-11740 李詩涵 

Z-C-12527 陳浩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