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隊伍

及區域
隊伍主任 聯絡電話 服務人數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地址

1 上水惠州幼稚園（分校） 幼稚園 新界上水天平邨天祥樓地下

2 九龍城浸信會嘉福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粉嶺嘉盛苑嘉耀閣地下

3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慧光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粉嶺華明邨禮明樓地下

4 真理浸信會何袁惠琼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粉嶺雍盛苑商場109號舖

5 牽晴間培元英文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粉嶺一鳴路23號牽晴間購物廣場地下G22-24號

6 基督教宣道會太和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大埔太和邨新和樓地下

7 大埔商會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大埔富亨邨第2座地下

8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愛鄰幼兒學園 幼兒園 新界沙田顯和里顯徑鄰里社區中心3樓

9 真理浸信會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沙田正街11-17號偉華中心3,4座3樓

10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沙田沙田正街11-17號偉華中心3樓A幼稚園

11 真理浸信會榮光幼兒園 幼兒園 新界沙田圍路9-11號田園閣2樓平台

12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煊昌幼稚

園

幼稚園 新界沙田馬鞍山錦英苑

13 大埔浸信會幼稚園運頭塘邨分校 幼稚園 新界大埔運頭塘邨運亨樓地下

14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大埔安富道2-8號金富樓2-3樓

15 香港宣教會優質幼兒學校 幼稚園 新界粉嶺欣盛苑商場KG01號舖

16 真理浸信會恩典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沙田沙角街7-11號翠華花園2樓

17 基督教神召會合一堂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沙田愉翠苑2期停車場及服務設施大樓1樓

1 天主教彩霞邨潔心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觀塘牛頭角彩霞邨停車場平台4號

2 基督教宣道會茵怡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將軍澳貿泰路8號茵怡花園第7座平台1樓

3
基督教宣道會香港區聯會將軍澳宣道

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將軍澳裕明苑裕榮閣地下

4 藍田靈糧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觀塘麗港城麗港街12號A區地下

施艷琴 5 善一堂安逸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觀塘順安邨安逸樓1號地下

3974 6004 6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牛頭角) 幼稚園 九龍觀塘牛頭角上邨第1期常滿樓地下

Nicole 7 香港青年協會鄭堅固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牛頭角彩興路8號彩德邨彩誠樓地下1號舖

8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安強幼兒學校 幼兒學校 九龍鑽石山鳳德邨鳳德社區中心5樓

9 粵南信義會腓力堂啟業幼兒學園 幼兒學園 九龍九龍灣啟業邨啟寧樓地下15-18及24-27號

1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將軍澳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將軍澳唐明苑唐富閣地下B及C翼

11 大埔商會張學明幼稚園(將軍澳) 幼稚園 新界將軍澳廣明苑廣賢閣(C座)地下

12 順德聯誼總會梁潔華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秀茂坪寶琳路寶達邨達峰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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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

及區域
隊伍主任 聯絡電話 服務人數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地址

1 北角聖彼得堂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北角炮台山道23號

2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鴨脷洲邨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鴨脷洲鴨脷洲西邨利寧樓1-12號地下

3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銅鑼灣禮頓里6號

4 浸信會培理學校 幼稚園 香港西灣河西灣河街175號

5 偉思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中環堅道129-133號地庫1至3層

6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基恩幼兒學校 幼兒學校 香港高街2號西營盤社區綜合大樓3樓

7 筲箕灣崇真幼兒學校 幼兒學校 香港筲箕灣巴色道4號筲箕灣崇真堂2樓

8
筲箕灣街坊福利會張錦添紀念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筲箕灣南安街103號地下及1樓

9 愛群道浸信會呂郭碧鳳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灣仔愛群道36號地下及3至5樓

10 禮賢會學校 幼兒學校 香港般咸道86號A來恩樓地下至4樓

11 宣道會上書房中英文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杏花邨盛泰路100號

1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興華幼兒學校 幼兒學校 香港柴灣興華一邨美華樓地下樓

13 卓基英文學校暨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堅尼地城西環邨東苑台地下及閣樓KG01號舖

14
柴灣浸信會學前教育中心呂明才幼稚

園

幼稚園 香港柴灣翡翠道30號1樓及4樓天台

15 新翠培元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柴灣吉勝街新翠商場政府大樓第4層及第5層
16 偉思幼兒園 幼兒園 香港中環堅道129-133號地下及1樓

1 天后中英文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屯門大興邨興盛樓地下及2樓

2 順德聯誼總會屯門梁李秀娛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屯門安定邨定康樓地下

3 佳寶幼稚園第二分校（建生邨） 幼稚園 新界屯門建生邨裕生樓A及B翼地下

4 佳寶幼稚園（屯門分校） 幼稚園 新界屯門兆安苑定賢閣地下

5 佳寶幼稚園第三分校（天瑞邨） 幼稚園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瑞邨第4期瑞林樓第11座地下

6
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朗屏邨真光幼稚

園

幼稚園 新界元朗朗屏邨喜屏樓地下

7 宣道會陳李詠貞紀念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天水圍天耀邨耀昌樓地下A及B翼

8 荃威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荃灣安育路荃威花園第2期地下10號舖

9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荃灣麗城花園第1期1座閣樓

10 基督教安得兒幼稚園（灣景） 幼稚園 新界荃灣青山公路633號灣景花園地庫2層

11 善正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葵涌荔景邨風景樓地下8號

12 主蔭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葵涌石蔭邨石蔭商場平台B及C單位

13 宏福中英文幼稚園（本地課程） 幼稚園 新界青衣青敬路75號宏福花園第4座地下

14 青衣商會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青衣島青華苑停車場大厦地下

15 中華基督教會福幼第二幼兒園 幼兒園 新界荃灣石圍角邨石蓮樓地下3-16,18及20號

16 激活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天水圍天龍路9號嘉湖山莊美湖居B座

17 滿樂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荃灣海壩街滿樂大廈

18 仁愛堂吳黃鳳英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5樓

19 仁愛堂葉德海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屯門湖景邨湖畔樓低座地下

20 伊斯蘭博愛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青衣長安邨安清樓地下

21 宏福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青衣青怡花園青怡廣場1樓21-2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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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伍

及區域
隊伍主任 聯絡電話 服務人數 學校名稱 學校類別 地址

1 宣道會雷蔡群樂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元州邨元盛樓地下

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南昌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南昌邨第1座昌頌樓地下

3 聖公會深水埗基愛堂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李鄭屋邨忠孝樓1座

4 佳寶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美孚新邨萬事達廣場5號B平台

5 深培中英文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大角咀柳樹街10號

6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協和學校 幼稚園 九龍西洋菜街231號

7 崇真會白田美善幼稚園 幼稚園 石硤尾白田邨盛田樓地下

8 聖多馬堂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石硤尾下邨24座101-116室

9 協康會康苗幼兒園 幼兒園 九龍旺角海富苑海欣閣地下部分及1樓

10 雅各中英文幼稚園（深水埗校）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順寧道16號樂年花園地下

11 仁愛堂龐盧淑燕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海麗邨海麗商場1樓114號

12 五邑工商總會張祝珊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鑽石山龍蟠苑商場第5層109室

13 德福幼稚園（本地課程） 幼稚園 九龍觀塘九龍灣德福花園(北)L2-4

14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九龍塘浸會大學道陳瑞槐夫人胡尹桂女士持續教育大樓3樓及

4樓

1 大埔禮賢會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大埔汀角路7號

2 港九街坊婦女會丁毓珠幼稚園 幼稚園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峻峰花園第6層平台

3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幼兒園 幼兒園 香港柴灣新翠花園政府合署2樓

4 聖嘉勒小學 幼稚園 香港般咸道光景台3-6號

5 力行幼稚園(正校) 幼稚園 新界大嶼山梅窩南便圍3號

6 力行幼稚園(Leafy分校) 幼稚園 新界大嶼山梅窩梅窩鄉事會路72-74號地下C及D室

7 協康會上海總會康苗幼稚園 幼稚園 新界葵芳邨10-16號葵德樓地下

8 智樂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南昌街72號兆昌大廈1樓A,B及C舖

9 智樂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深水埗大南街221號地下

10 耀榮中英文幼稚園(愉田苑) 幼稚園 新界沙田愉田苑E座及G座愉群閣平台

11 金巴倫英文幼稚園 幼稚園 九龍九龍塘金巴倫道5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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