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上午 9:45 –下午 12:15 

A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鄭柏謙 香港創價幼稚園 

2 歐陽子竣 九龍灣樂緻幼兒園 

3 楊竣喬 又一村學校 

4 王儁熙 大坑東幼兒學校 

5 鄒胜鵬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6 陳俊熹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7 梁俊傑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8 李俊龍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9 戴善美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0 黃彥睿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1 羅智瀛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2 張靖敏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3 馮凱諾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4 梁慧蕎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5 丘洛文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6 梁浩斌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7 莊韵鈴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8 袁穎儀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19 劉駿祺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0 李曉恩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1 郭諾樺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2 黃樂文 長沙灣街坊福利會林譚燕華幼稚園 

23 劉佩穎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24 李朗迪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25 鄧熙諭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上午 9:45 –下午 12:15 

B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許卓瑩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2 陳諾妤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3 張天恩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4 陳霏霏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5 蘇麗華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6 駱子軒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7 溫鈺渝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8 盧俊安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9 雷晴熙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0 楊諾曦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1 鄒子豪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2 梁雅文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3 賴存道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4 韋承均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5 蒙子僑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6 柯皓然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7 吳梓洋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8 廖毅宏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9 葉思行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0 張嘉皓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1 李阡薏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2 盧瀚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3 梁沛嵐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24 黃熹行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25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上午 9:45 –下午 12:15 

C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王晨睿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2 黃穎琳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3 黃曉芊 張祝珊幼稚園 

4 黃明希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5 楊泳晴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6 楊泳琪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7 黃子榮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8 張閔晴 晶晶幼稚園 順利分校 

9 劉家睿 晶晶幼稚園 順利分校 

10 吳柏言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11 凌嘉彬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12 凌嘉楠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13 陸宬熙 黃大仙聖母潔心幼稚園 

14 拉加德齊 黃大仙聖母潔心幼稚園 

15 陳彥希 黃大仙聖母潔心幼稚園 

16 歐睿正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17 林鈞然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18 李峻熙 聖公會慈光堂柯佩璋幼稚園 

19 文芷蕎 聖羅撒幼稚園 

20 廖梓攸 聖羅撒幼稚園 

21 楊芷縈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2 曾啟麟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3 鄧儁庭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4 張浩梃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5 孔瑜 基督教佈道中心樂富幼稚園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上午 9:45 –下午 12:15 

D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曾智裘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2 彭泓睿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3 許晴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4 郭芷瑜 禮賢會樂富幼兒園 

5 羅琸嵐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6 陳巧晴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7 張凱喬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8 佘文正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9 林逸童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0 曾睿喆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1 黃以皓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2 鄺思穎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3 朱子朗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4 嚴焙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5 黃晴陽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6 何芊樺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7 蔡梓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8 陳祐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9 李淑婷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0 冼致衡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1 翟文睿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22 梁啟恩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23 葉琮希 基督教小樹苗幼稚園 

24 陳永晴 基督教小樹苗幼稚園 

25 謝依羽 基督教小樹苗幼稚園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下午 1:45 –下午 4:15 

E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王俊棋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2 湯千逸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3 施柏豪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4 Chen Hei Yon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5 曾靖軒 東華三院黎鄧潤球幼稚園 

6 杜思宇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7 李浩樂 保良局王少清幼稚園暨幼兒園 

8 謝天朗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9 馬學舜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0 譚柏琛 香港小童群益會樂緻幼兒園 (九龍灣) 

11 黎家昇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2 朱苗諺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3 葉泳詩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4 伍思駿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5 潘勝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6 王蕊銅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7 羅紫菱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8 林佑義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19 余倩瑩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20 湯梓珺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21 李旨雋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22 陳仲言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23 陸子皓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24 陳瀚正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25 衛澤軒 學之園幼稚園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下午 1:45 –下午 4:15 

F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林子竣 九龍灣樂緻幼稚園 

2 王日曦 又一村幼稚園 

3 劉伊珉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4 莫家銘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5 李若恩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6 藍浚僖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7 朱沛楹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8 麥家軒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9 許詩琪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0 鄒梓淏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1 李海睿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2 鄭子烺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3 葉法清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4 何學韻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5 冼詠渝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6 張仲庭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7 黃一軒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18 李城暉 保良局李樹褔幼稚園 

19 霍浠妍 保良局金卿幼稚園 

20 吴梓淏 保良局黄樹雄幼稚園暨幼兒園 

21 許珀熙 天主教聖多默幼稚園 

22 曾天毅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3 陳駿熙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4 陳衍頴 天主教聖雅各伯幼稚園 

25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下午 1:45 –下午 4:15 

G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謝康禮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2 譚綺玲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3 關伊喬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4 吳家謙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5 馮凱諾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6 洪紫殷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7 黃樂恩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8 張晞瑜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9 伍柏賢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0 黃子騫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1 趙雅瑜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2 鐘雨桐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13 容芷淇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4 何卓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彩雲幼兒學校 

15 吳潘為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石硤尾幼兒學校 

16 陳思齊 香港聖公會聖西門西貢幼兒學校 

17 洪諾潼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趣樂幼稚園 

18 霍星阬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19 馮紫倩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0 利嘉晴 路德會救恩幼稚園 

21 吳傲登 晶晶幼稚園 順利分校 

22 徐祉萱 晶晶幼稚園 順利分校 

23 李曉凝 晶晶幼稚園 順利分校 

24 鄧伊喬 念蘅幼稚園 

25 黃煒萱 民生書院幼稚園 

26   

 
 



 

你我齊學 STEAM 分組名單 

 

 
舉行日期：2019 年 7 月 6 日(星期六) 
舉行地點：彩雲邨第二小學 彩雲聖若瑟小學 
時    間：下午 1:45 –下午 4:15 

H 組 

 學生中文姓名 就讀幼稚園學校名稱 

1 吳卓謙 黃大仙聖母潔心幼稚園 

2 李樂晴 新一代英文幼稚園 

3 潘睿琪 聖母幼稚園 

4 鍾心嵐 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 

5 伍兆天 聖母潔心會黃大仙幼稚園 

6 黃馨妤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7 李超欣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8 吳千柔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9 呂芷晴 禮賢會順天幼兒園 

10 李芯悅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1 林玥頤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2 岑巧賢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3 鄭浠妍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4 符世鏗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5 袁珮宜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6 黃柏灝 鑽石山靈糧幼稚園 

17 陳佳奇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8 陳詠渝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19 陳嘉軒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20 曾芷晴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21 許賦瑧 天主教甘霖幼稚園 

22 張靖軒 香港幼稚園協會幼兒學校 

23 劉永曦 善一堂幼稚園 

24 黃駿傑 保良局李樹福幼稚園 

25 WONG TSZ HIN 基督教小樹苗幼稚園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