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后 中 英 文 幼 稚 園 
    2022-2023年度 幼兒班取錄名單 

 
上午班                  全日班 
011 梁泳心 025 羅一懿 040 葉少騏 029 黃喆揚 023 韓妍希  

042 李昊澄   015  劉子熙 008 曹悦婷 003 阮柏熹 

047 陶天樂   006 鄭心媃 016 蔡浩仁 010 黃晉賢 

041 楊浠瑜   022 張柏宇 002 楊啟正 033 楊舒嵉 

030 李穎欣   021 劉柏亨 026 陳雅琳 049 張元浠 

027 鍾芊玥   014 吳樂晴 018 白翱天 045 劉禹逍 

020 唐若桐   038 阮晞喻 009 王譯 備取生 

044 葉詩敏   031 岑月喬 050 譚芯悦 046 王昊鋒 

035 陳梓瀅   012 盧穎桐 037 王啟人 017  趙志誠 

007 趙梓澄   048 鄧芷諾 032 陸俙仴 039 周建豪 

         



 
天 后 中 英 文 幼 稚 園  

2022-2023年度新生註冊事宜 
 

本園已獲取錄之「2022-2023年度幼兒班」家長，請留意以下有關註冊事項。 

1. 註 冊 日 期 ： 2022 年 1 月 6 日(星期四)至 1 月 8 日(星期六) 

2. 註 冊 時 間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4 時/星期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 

3. 所需註冊文件： i) 本園註冊通知書 

  ii) 教育局「2022/23 註冊證」 

4. 註 冊 費 ： 上午班 ( 970元)正 

  全日班 (1570元)正 

 備  註 ：       ※1.逾時未到校辦理手續者，該學位將由備取生補上。 
敬請 貴家長留意。      

    2.註冊後，如需退學需以書面通知。 

    3.無論任何原因退學，只會退回有關註冊證，註冊費將不獲退還。           

  ※  i)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校務處，電話：2462 2949。 
          ii) 有關教育局「2022/23 註冊證」申請，請留意教育局網頁 

【幼稚園幼兒班(K1)收生安排】http:// www.edb. gov.hk 

 



    Regina Coeli Anglo-Chinese Kindergarten 
     

  The admission list of the academic year 2022-23 

 
 Half-day class              Whole-day class 

011 梁泳心 007 趙梓澄 040 葉少騏 029 黃喆揚 023 韓妍希  

042 李昊澄 025 羅一懿 015  劉子熙 008 曹悦婷 003 阮柏熹 

047 陶天樂   006 鄭心媃 016 蔡浩仁 010 黃晉賢 

041 楊浠瑜   022 張柏宇 002 楊啟正 033 楊舒嵉 

030 李穎欣   021 劉柏亨 026 陳雅琳 049 張元浠 

027 鍾芊玥   014 吳樂晴 018 白翱天   

020 唐若桐   038 阮晞喻 009 王譯 備取生 

044 葉詩敏   031 岑月喬 050 譚芯悦 046 王昊鋒 

035 陳梓瀅   012 盧穎桐 037 王啟人 017  趙志誠 

045 劉禹逍   048 鄧芷諾 032 陸俙仴 039 周建豪 

         



 
Regina Coeli Anglo-Chinese Kindergarten  

Registration arrangements for admitted students of academic year 2022-23 

 
Parents of admitted students, please pay attention of the following registration arrangements  

1. Registration date: 6th-8th January 2022 (Thursday-Saturday) 

2. Registration Time: 10:00a.m.-4:00p.m. / 9:00a.m.-12:00p.m.(Saturday) 

3. Documents required: i) Notification of registration of our school 

  ii) The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of 2022/23 of EDB 

4. Registration fee: Half-day class(HKD$970) 

  Whole-day class (HKD$1570) 

 Remarks：       ※1.Those who fail to arrive at the school to complete the formalities, the degree will 
be supplemented by prospective students, parents please pay attention   

    2.After registration, please notify in writing if you need to withdraw from school.  

    3.Regardless of any reason for withdrawal, only the relevant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will be returned, the registration fee will not be refunded.            

  ※  i) If you have any enquiry, please call 2462 2949 

          ii)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Certificate for Kindergarten Admission, please refer 
to the EDB website: http:// www.edb. 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