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朗東莞同鄉會王少強夫人幼稚園 
2019-20 年度幼兒班(K1)取錄名單 

 

上午班 

何采鴻 楊熙麟 王永謙 陳泓晞 陳姿燕 

蘇逸朗 陳家慧 鄧倬庭 羅適翹 林頌軒 

何佳駿 李梓瑜 陳佳意 李澤謙 鄒忞峯 

李梓喬 黃棹溵 陳柏行 邱啟桓 李澄浩 

吳芷諭 周芷穎 吳睿軒 鄧塱立 周卓衡 

黃逸晞 劉灝男 楊喬森 楊琪琳 曾德懿 

陸晉謙     
 

全日班 

吳洪奇 黎峻然 吳子陽 文子諾 劉柏霆 

石昕雨 林  進 李嘉康 黃耐遙 梁鎧淇 

黃榆雅 卓友健 黃卓宇 姚葦䮯  
 

下午班 

白耀天 Hussain Ayesha 李沛希 伍凱晴 何哲妤 

陳晉威 陳敏甄 李韋辰 張睿釗 MAHAR ALI 

山本泓一 梁子哲 趙晞桐 羅詠茵  
 

備取生(全日班) 

周裕涵 曾楷博 麥智賢 李俙頤 余偉欣 

戴嘉俊 麥政霖 張雨甜 王子舜 翁浚軒 

馬丞佑 徐麗玟 許鉦源 王子俊 何曉玥 

李昕澄 劉卓穎 林鎰烽   
 

●註冊日期：2019 年 1 月 10 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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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註冊證」正本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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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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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School year  

AM Class 

何采鴻 楊熙麟 王永謙 陳泓晞 陳姿燕 

蘇逸朗 陳家慧 鄧倬庭 羅適翹 林頌軒 

何佳駿 李梓瑜 陳佳意 李澤謙 鄒忞峯 

李梓喬 黃棹溵 陳柏行 邱啟桓 李澄浩 

吳芷諭 周芷穎 吳睿軒 鄧塱立 周卓衡 

黃逸晞 劉灝男 楊喬森 楊琪琳 曾德懿 

陸晉謙     
 

Whole-day Class 
吳洪奇 黎峻然 吳子陽 文子諾 劉柏霆 

石昕雨 林  進 李嘉康 黃耐遙 梁鎧淇 

黃榆雅 卓友健 黃卓宇 姚葦䮯  
 

PM Class 

白耀天 Hussain Ayesha 李沛希 伍凱晴 何哲妤 

陳晉威 陳敏甄 李韋辰 張睿釗 MAHAR ALI 

山本泓一 梁子哲 趙晞桐 羅詠茵  
 

Waiting List (Whole-day Class) 
周裕涵 曾楷博 麥智賢 李俙頤 余偉欣 

戴嘉俊 麥政霖 張雨甜 王子舜 翁浚軒 

馬丞佑 徐麗玟 許鉦源 王子俊 何曉玥 

李昕澄 劉卓穎 林鎰烽   
 

●Registration Date：    10-12 January,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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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r“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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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January,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