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瑪沙利羅學校(幼稚園)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須知 
 

面談日期：2021 年 3 月 13 日及 20 日(星期六)上午 

面談時間：請幼兒按下表之編排日期及時間到校面談 

面談程序：1.健康檢測：基於新冠肺炎疫情，請家長及幼兒進入校園前需

填妥並出示澳門健康碼，必須佩戴口罩，在校門區域進行體

溫檢測及消毒雙手。學校每時段會進行 1 次消毒清潔，

以保障大家的身體健康。 

          2.報到：請家長必須帶同幼兒本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正本報到， 

  領取面談編號貼紙貼在幼兒及家長衣服上； 

          3.領取報名表：家長可覆核及修正教青局幼兒首次入學中央登記 

  報名表的資料，並將報名表交回面談老師； 

          4.幼兒面談:可由1位家長帶幼兒進入面談室，請跟隨教職員指 

            引保持距離排隊。當幼兒進行面談時，家長可在等候區隔坐 

          靜候，嚴禁拍攝及聚集…。 

        註：若屬天主教者，請交父母/幼兒之領洗紙副本1份  
           

面談形式：輕鬆遊戲及互動談話          

面談地點：聖瑪沙利羅學校 下環街 103 號(請由 D門入，即豐順新邨對面) 

查詢電話：2834 5168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的變化，校方會根據衛生局及教青局的指引而作出適當 
的應變安排，請密切留意教青局/本校網頁及校內外張貼的招生資訊。 

 

多謝合作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9:00~9:3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001 

CALLA 
ANSLEY DE LA 

CRUZ 
CABALLERO 

018 黎紫芊 035 吳燦紅 

002 陳梓諾 019 黎奕希 036 吳梓朗 

003 陳俊諺 020 黎佩淇 037 吳宇謙 

004 陳睿晞 021 黎鈊渝 038 冼潼希 

005 曾梓賢 022 林苡愛 039 蕭宇皓 

006 鄭浩宇 023 林詩桐 040 湯迦鈅 

007 陳宥憲 024 李海恩 041 王凱文 

008 張亦汯 025 梁晉熹 042 胡映喬 

009 趙頌賢 026 梁俊謙 043 張皓 

010 蔡玉琪 027 梁頌恩 044 朱振康 

011 葉姿汶 028 梁海滺 --- --- 

012 王皓賢 029 盧奕和 --- --- 

013 何厚然 030 倫蘊晴 --- --- 

014 許梓睿 031 龍韻瑤 --- --- 

015 楊樂潼 032 盧心悅 --- --- 

016 容啓迪 033 文梓婷 --- --- 

017 郭俊毅 034 梅子懷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9:30~10:0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045 歐愷靖 062 葉泳棋 079 潘芷珊 

046 陳浩鉉 063 郭瀚文 080 秦之謙 

047 陳詩恩 064 林紫玥 081 石晉鳴 

048 陳蒨愉 065 林逸曦 082 冼柏言 

049 周正賢 066 劉睿熹 083 薛灝霖 

050 謝芊悅 067 李心如 084 譚玥兒 

051 鄭芷晴 068 李竣傑 085 袁榆茵 

052 鄭柏翹 069 梁進熙 086 黃禧諾 

053 陳潁曈 070 梁晉霆 087 王卓睿 

054 程柏霖 071 梁恩豪 088 楊樂澄 

055 李卓謙 072 梁諾怡 089 楊樂庭 

056 蔡曉琳 073 梁芯柔 --- --- 

057 鍾卓林 074 梁芯榆 --- --- 

058 
DISMAYA 
DANGARAN 

JOHN HARLEY 
075 黎翰林 --- --- 

059 樊穎欣 076 林康庭 --- --- 

060 黃子洛 077 盧凱琳 --- --- 

061 楊曦堯 078 麥穎熙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0:3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090 歐陽睿曦 107 楊善朗 124 伍淽瀅 

091 陳子渝 108 黎詩詩 125 聶子博 

092 陳家慧 109 劉思恩 126 潘凌栩 

093 周貝珈 110 李潮諾 127 邱洛潼 

094 鄭柏琛 111 李鴻儀 128 蕭汶浩 

095 鄭子航 112 李灝霖 129 戴景皓 

096 張子謙 113 梁灝賢 130 黃心怡 

097 張晉諾 114 梁洛琪 --- --- 

098 徐景琨 115 黎彥君 --- --- 

099 馮芯睿 116 羅丞亨 --- --- 

100 馮少彤 117 呂安祈 --- --- 

101 何彥紳 118 盧梓霖 --- --- 

102 許柏基 119 盧峻永 --- --- 

103 許葦倫 120 馬孝然 --- --- 

104 黃璐 121 馬文謙 --- --- 

105 邱愷潼 122 
MERAÑA KYRENE 

BRIELLE 
CABALDO 

--- --- 

106 楊皓晴 123 吳靖延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11:0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131 
BALDOS REINA 

ARIANE 
CARDENO 

148 郭柏喬 165 孫紫晨 

132 陳澤軒 149 郭芯柔 166 譚莃潼 

133 陳祉霖 150 郭信謙 167 曾梓晧 

134 陳樂天 151 黎俊熙 168 黄楚姿 

135 陳韋諾 152 林子源 169 黃凱怡 

136 鄭尚文 153 劉彥恆 170 黃煒恩 

137 張灝峰 154 李朗賢 --- --- 

138 張瑋桐 155 梁焯恆 --- --- 

139 莊梓翎 156 梁心夏 --- --- 

140 莊柏言 157 李天恩 --- --- 

141 何家豪 158 羅翊烽 --- --- 

142 何子朗 159 陸晞妍 --- --- 

143 何嘉睿 160 麥前浩 --- --- 

144 何泳怡 161 萬子鉉 --- --- 

145 許美淇 162 莫芷晴 --- --- 

146 甘言 163 莫沁甯 --- --- 

147 加芷蕎 164 蘇宇恆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11:00~11:3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171 陳嘉倫 188 梁樂琳 205 唐裕泰 

172 陳詩睿 189 梁銘渝 206 袁駿睿 

173 馮苡琳 190 梁巧潼 207 黃澄怡 

174 馮心 191 林子軒 208 黃芊穎 

175 何珩睿 192 廖卡辰 209 黃柏然 

176 許宇燊 193 羅宸胤 210 黃詩晴 

177 孔紹睿 194 勞巧兒 211 黃語桁 

178 容譽嘉 195 馬俊賢 --- --- 

179 葉胤彤 196 馬申羽 --- --- 

180 柯銘威 197 吳孟言 --- --- 

181 顧瑋庭 198 潘曦曈 --- --- 

182 郭富鉦 199 蕭子雯 --- --- 

183 林睿昭 200 蕭芷愉 --- --- 

184 李鎧丞 201 舒浚莛 --- --- 

185 李芯妤 202 談綽熹 --- --- 

186 梁智軒 203 談栢恩 --- --- 

187 梁莃兒 204 張語芯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9:00~9:3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212 鄭致寧 229 黄馨潼 246 吳韋霖 

213 陳嘉謙 230 楊沛霖 247 
SHARMA 
MISHKA 
ELLASUS 

214 陳立信 231 楊雨澄 248 蘇明亮 

215 陳善瑜 232 郭思二 249 涂紫瑜 

216 周彥宏 233 郭芊滺 250 王景轩 

217 鄒柏洋 234 林子皓 251 黃子晴 

218 鄒柏淳 235 林驛博 252 黃梓毅 

219 鄭芯善 236 林柏熹 253 黃奕馨 

220 陳繹驍 237 李曉茵 254 黃珞僖 

221 程柏睿 238 李凱瑩 255 黃美棋 

222 卓芯沂 239 梁芊蕊 256 胡芷晨 

223 樊瑆 240 梁嘉晉 257 伍玥霖 

224 馮穎詩 241 劉浚祺 258 楊丹悅 

225 吳昱廷 242 羅睿鴻 259 袁梓軒 

226 何靖熙 243 吳俊熹 260 曾铭熙 

227 何思彤 244 吳芯妍 261 張芯語 

228 許震霆 245 吳天慈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9:30~10:0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262 何靖琳 279 何彥希 296 梁鈺盈 

263 陳凱淇 280 何耀德 297 梁宇轩 

264 陳元浩 281 楊卓霖 298 梁洺瑋 

265 張峻熹 282 嚴子俊 299 李哲宇 

266 鄒鎧鋮 283 葛芯語 300 羅倚霖 

267 鄭皓洋 284 賴家謙 301 羅胤添 

268 鄭雪依 285 黎心晴 302 麥晉禮 

269 陈镇丞 286 林凌政 303 施曉婧 

270 陳子信 287 林凌羽 304 施瀚森 

271 陳芯妍 288 林紹匡 305 溫柏熹 

272 鄭振楠 289 李卓瑤 306 黃梓栢 

273 張梓軒 290 李雋騫 307 黃梓宏 

274 蔣文昊 291 李嘉晞 308 黃思彥 

275 崔芷千 292 李滶祈 309 王颖贤 

276 夏晉熙 293 李泓政 310 吳梓榮 

277 何靖賢 294 李穎琪 311 張尹柔 

278 何俊宇 295 梁豪浚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10:3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312 歐陽愷嬣 329 何凱俊 346 李梓睿 

313 歐陽樂曦 330 何敏怡 347 李俊言 

314 陳芷柔 331 何倩宜 348 李津諾 

315 陳芷琳 332 洪婧雯 349 李承澤 

316 陳駿謙 333 熊健翔 350 梁子洋 

317 陳頌恆 334 姚汶禧 351 梁浩然 

318 陳洢霖 335 容靖芯 352 梁宥丞 

319 周博泓 336 袁日妍 353 盧樂熙 

320 陳浩權 337 古卓謙 354 陸銳城 

321 張梓康 338 鄺俊軒 355 馬啓彰 

322 張嘉濠 339 黎諾澤 356 莫承謙 

323 蔣丞睿 340 林裕舜 357 鄧崇禧 

324 簡子皓 341 林琬芯 358 源奕韜 

325 曹幸翹 342 林琬婷 359 黃鉦軒 

326 馮俊凱 343 劉日朗 360 黃康晴 

327 侯宇軒 344 劉芯瑜 361 黃芯穎 

328 何子軒 345 劉俊錡 --- --- 



聖 瑪 沙 利 羅 學 校( 幼 稚 園 ) 

 2021/2022 學年 幼兒班(K1)新生面談日期及時間  

3 月 20 日(星期六) 上午 10:30~11:00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考生編號 姓名 

362 花加澧 379 葉鎬宇 396 彭愷澄 

363 司徒彩文 380 葉心語 397 祁俊泰 

364 歐樂然 381 袁瑋翊 398 沈浠杰 

365 陳倬瀅 382 高睿謙 399 岑賴信 

366 陳漢鏘 383 郭朗俙 400 岑賴言 

367 陳漢鏗 384 郭梓希 401 冼莃喬 

368 陳炎臻 385 藍震剛 402 蕭愷雋 

369 陳岳霆 386 林韻 403 薛子扣 

370 周皓康 387 凌梓謙 404 黃梓軒 

371 謝震霖 388 梁芷嫣 405 黃灝 

372 趙南臣 389 梁凱翹 406 黃恩霖 

373 趙柏晞 390 梁衍博 407 黃日言 

374 鍾柏賢 391 
LEUNG 

CHONHONG 408 黃奕霖 

375 董鍶瑤 392 老健文 409 王祈樂 

376 霍詠壹 393 盧圓暄 410 黃順銘 

377 馮宛驊 394 魏孝柔 --- --- 

378 胡月喬 395 顏悅瀅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