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東莞同鄉會王少強夫人幼稚園 
2018-19年度幼兒班(K1)取錄名單 

 

上午班 

勞子瑋 曾敬翔 朱胤諠 盧思羽 謝駿傑 

羅梓恩 王心蔚 繆子情 陳欣潼 江愷嵐 

陳家興 魏楚喬 施韶澄 馮曉茵 李衍倫 

劉梓駿 周宏銘 梁耀仁 李啟睿 彭煒錡 

劉芷欣 陳瓏月 葉世樂 林昊言 何芷瑜 

歐陽幸兒 林嘉晞 葉芷穎 葉芷悠 冼靖楠 

梁榡纓 沙  堯 陳耀鐫 陳學軒 梁子成 

羅駿寶 阿  星 趙保銳 張熙妍  
 

全日班 

黃語芯 黃儆沂 葉洛萱 黃宇謙 羅翊軒 

莊宗銳 梁雅程 王景浩 林綽翹 歐劍韜 

馬雪蕊 朱柏橋 曾熙雯 黃婉琳 陳美詩 

陳柏迪 敖俊熹 劉俊希 鄭天浩 李瑩曦 

吳卓銘 黃方恆 曾  雋 林珈誼 曾禧晴 

梁芊釺 賴婧妍 郭婷玉   
 

備取生(上午班) 

王浩程 陳子銘 張偉樂 趙展熙 林浚然 

文靖怡 張志傑 莊家彤 謝曉澄 鄭永輝 

備取生(全日班) 

何卓謙 徐嘉駿 劉昭怡 劉昭瑩 陳仲然 

陳諾天 曾梓怡 鄧樂賢 陳泰源 郭鐛燊 

何俊霆 魏芷嫣    
 

●註冊日期：2018年 1月 11至 13日(星期四至六) 

●註冊時間： 星期四至五：上午 9:30-12:00 或 下午：1:30-4:30 

星期六：上午 9:00-12:00 

●註冊時請帶備： (1)「2018/19註冊證」正本  /「2018/19入學許可書」 

 (2) 註冊費：半日班 $970      /  全日班 $1570        
 

*若放棄學位，請家長致電(24458553)通知本校，本校即由備取生遞補。 

 

＃本校將於 2018年 1月 15日前致電備取生的家長辦理註冊手續。 

  



Yuen Long Tung Koon District Association 

Mrs. Wong Siu Keung Kindergarten 

K1Admission list for 2018-19 School year  

AM Class 

勞子瑋 曾敬翔 朱胤諠 盧思羽 謝駿傑 

羅梓恩 王心蔚 繆子情 陳欣潼 江愷嵐 

陳家興 魏楚喬 施韶澄 馮曉茵 李衍倫 

劉梓駿 周宏銘 梁耀仁 李啟睿 彭煒錡 

劉芷欣 陳瓏月 葉世樂 林昊言 何芷瑜 

歐陽幸兒 林嘉晞 葉芷穎 葉芷悠 冼靖楠 

梁榡纓 沙  堯 陳耀鐫 陳學軒 梁子成 

羅駿寶 阿  星 趙保銳 張熙妍  
 

Whole-day Class 
黃語芯 黃儆沂 葉洛萱 黃宇謙 羅翊軒 

莊宗銳 梁雅程 王景浩 林綽翹 歐劍韜 

馬雪蕊 朱柏橋 曾熙雯 黃婉琳 陳美詩 

陳柏迪 敖俊熹 劉俊希 鄭天浩 李瑩曦 

吳卓銘 黃方恆 曾  雋 林珈誼 曾禧晴 

梁芊釺 賴婧妍 郭婷玉   
 

Waiting List (AM Class) 

王浩程 陳子銘 張偉樂 趙展熙 林浚然 

文靖怡 張志傑 莊家彤 謝曉澄 鄭永輝 

Waiting List (Whole-day Class) 
何卓謙 徐嘉駿 劉昭怡 劉昭瑩 陳仲然 

陳諾天 曾梓怡 鄧樂賢 陳泰源 郭鐛燊 

何俊霆 魏芷嫣    

●Registration Date：    11-13 January, 2018 (Thursday to Saturday) 

●Registration Time： Thu to  Fri: 9:30 a.m.-12:00 noon or 1:30 p.m.-4:30 p.m. 

Sat: 9:30 a.m.-12:00 noon 

●Documents required : (1) Original“2018/19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r“2018/19 Kindergarten Admission Pass” 

 (2) Registration Fee：AM Class $970 

 Whole-day Class $1570 

 

*If parent gives up the school place, please notify us by phone no. 24458553. We reserve it 

to the applicant who is put on waiting list.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on waiting list will be notified for registration by phone before  

15 January, 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