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閃 鑽

捐 款 H K $ 1 0 , 0 0 0 或 以 上

     贊 助 機 構 : AMTD尚乘集團

 協 助 團 體 :

寰宇交響樂團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     明愛單親家庭互助中心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明愛鄭承峰長者社區中心（深水埗） 

明愛安老服務 – 寧安服務計劃    明愛樂薈牽殘疾人士地區支援中心

 

捐 款 H K $ 5 0 0 , 0 0 0 或 以 上

            

 

捐 款 H K $ 6 0 0  , 0 0 0 或 以 上

             工銀亞洲 海航集團(國際)有限公司 無名氏

利 孝 和 夫 人   永 嘉 集 團 代 理 品 牌 Y - 3    

鑽 石 贊 助

九龍塘會太極班  旺角瓊華中心  周健銘先生  蕭師亮先生  Mr David Poon    Mrs  Helen Poon  Fuji Xerox (Hong Kong) Limited    Man Tong Co Ltd    
Mr Lo Chung Ping Kevin    Dr Karen Shum    Mrs Chan King Catherine    Dr Guy Look    Ms Agnes Chan Sui Kuen   Mrs Sally Wong Leung         

Mr John Chu    Mr Yau Yin Kwun Joseph    Mr Chau Chi   Chung Andrew    Mr Chau Chi Kan    Mr Chau Shu Ching    Mrs Eleanor Mok
Dr Kitty Wu    Mr & Ms Raymond Y Y Chan    Ms Low Rita Wai Ling     Mr Leung Sai Kwong    Ms Theresa Ng

明愛馬鞍山中學(附設宿舍)全體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明愛柴灣 馬登基金中學家長教師會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師生及家長教師會 

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明愛樂豐展能中心、明愛樂盛宿 舍、明愛樂行工場及明愛樂頌宿舍服務使用者、家長及教職員

明愛培立學校、明愛樂群學校、明愛樂勤學校教職員及家長  明愛樂進學校教職員及家長  明愛樂義學校教職員及家長

閃 鑽

捐 款 H K $ 1 0 , 0 0 0 或 以 上

     熱 線 贊 助 : 尚乘基金會

    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    明愛白英奇專業學校    明愛專上學院    明愛第三齡服務支援網絡    明愛黃耀南中心  耀男聲樂隊  愛耆職 ─ 愛拍攝  NG Music星級歌唱學院    協 助 團 體 :

 

捐 款 H K $ 5 0 0 , 0 0 0 或 以 上

            

 

捐 款 H K $ 6 5 0 , 0 0 0 或 以 上

             

鑽 石 贊 助

捐 款 H K $ 3 0 , 0 0 0 或 以 上

 金 輝 贊 助

 

 

捐 款 H K $ 1 0 0 , 0 0 0 或 以 上

捐 款 H K $ 5 0 , 0 0 0 或 以 上

 紅 寶 贊 助

 

珊 瑚 贊 助

 

 

 

 

   永嘉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利孝和夫人  無名氏

      

 

  

楊國琦會計師事務所     旺角瓊華中心     朱嘉樂博士     李瑩華女士
Mr Kiang Ping Fai      Ms Maggie Chan    無名氏

Dr Shum Hau Yan Karen 陳有慶博士 九龍塘會太極班同學會 Dr Leung Wong Sally   Mr & Mrs Glenn Chan    Dr Wu Kit Ying Kitty  邱在光合伙會計師行有限公司 

建時地產有限公司 朱繼陶先生夫人  潘長風先生 潘薛麗影女士 蕭師亮先生 周健銘先生 James Rice Contracting Co Ltd    Mr Lam Hong Chung William 

Ms Ko Chow Cheuk Ping   Ms Mok Wai Kun Barbara   Mr & Mrs Raymond Y Y Chan     Mr Chau Chi Chung Andrew    Mr Chau Chi Kan     Mr Chau Shu Ching  

 Ms Yeung Kit Yi Carol   Mr Tse Man Shing     Ms Agnes Chan 無名氏 明愛樂進學校教職員及家長  明愛馬鞍山中學(附設宿舍)全體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全體教職員、學生及家長 明愛柴灣馬登基金中學家長教師會  明愛樂群學校、明愛樂勤學校及明愛培立學校教職員及家長

明愛陳震夏展能中心、明愛樂豐展能中心及明愛樂盛宿舍、明愛樂務綜合職業訓練中心服務使用者、家長及教職員

陳德權先生夫人  無名氏

羚邦集團有限公司  莎莎美麗人生慈善基金

Ms Priscilla Lau  張健利先生   

徐偉雄先生   無名氏

捐 款 H K $ 3 0 0 , 0 0 0 或 以 上

 翡 翠 贊 助

 

 

    瑞華行  

    紀惠集團 慧賢慈善基金    

 

 工銀亞洲   TL3 Limited
    

耀才證券全力贊助〈$1：$1〉熱線捐款配對  



丁小紅 王彥瑋 朱長順 余嘉雄 呂惠玲 李焌鋒
丁世強 王益是 朱頌勲 利玉蓮 呂貴麗 李渭良
丁俊傑 王航杰 朱鳳儀 利佩貞 呂麗英 李菊英
丁嘉城 王國偉 朱鏡亮 利昳禧 岑煒溢 李雁娟
丁雙彩 王彩雲 朱麗珍 利德樹 岑燕妮 李溵語
丁艷萍 王紫寧 江中偉 吳子君 巫秀萍 李詩鵬
三妹 王楚玲 江如羚 吳正強 巫新招 李嘉泉
大貓哥 王楹樂 江君浩 吳汉城 李太 李漢娟
小芳 王献子 江俊峯 吳玉媚 李宅 李漢營
孔燕桃 王樂怡 江美蘭 吳光濤 李有 李瑤銘

尹桂香 王蕙芳 江龍妹 吳宇軒 李小玲 李翠萍
尹桂蓮 王麗荷 何太 吳告屏 李天睿 李鳳琼
尹國昌 王麗蓉 何妙芬 吳志芬 李文浚 李鳳蓮
尹艷霜 古珞琳 何秀雯 吳岸恩 李月英 李德明
文太 叶有芝 何明克 吳城屏 李君婷 李德銘
文美怡 叶定明 何東廷 吳城玲 李志聰 李樂琳
方太 叶芳燕 何金英 吳為攀 李杏燕 李潔瑩
方雪兒 司徒麗云 何祉欣 吳桂森 李秀美 李潤棠
方鉅穎 布健康 何哲多 吳偉良 李秀嬋 李鋕軒
毛浚梃 平 何晉僖 吳偉明 李秀蘭 李黎容
毛綺芬 甘玉珍 何偉明 吳彩英 李卓棠 李燕香
王芳 甘祇浩 何偉賢 吳彩琴 李宛婷 李穎晞
王洪 田居梓俊 何啟榮 吳梓宇 李亮明 李耀澤
王籽 白寶齊 何培根 吳添安 李保春 杏
王煒 石松鑫 何裕琴 吳祥宇 李信義 杜佳怡
王靜 任正彥 何鳳玲 吳雪娟 李建軍 杜佳燕
王濤 任正謙 何慧明 吳智成 李星煒 杜婉儀
王歡 任弟 何衛聞 吳溢朗 李柏烜 杜燕飛
王子瑋 伍慶 何錦珍 吳銀娣 李秋珍 沈小會
王子銘 伍尚聰 何應翰 吳賢豪 李美英 沈慧儀
王小龍 伍美彩 何麗珍 吳輝揚 李英毅 阮小娥

王文鳳 伍朗程 何麗浣 吳曉菊 李恩悅 阮耀強
王月弟 伍雅儀 佘慧芬 吳靜文 李浩源 亞英

王仲倫 伍頌恩 余子謙 吳靜潔 李笑鳳 亞儀
王志堅 成玉樹 余之仁 吳靜蕙 李笑蓮 亞嬌
王志傑 成展祥 余永添 吳應桐 李健民 冼圳延
王肖兒 成振雄 余柏城 吳濱如 李健興 冼君全
王肖芬 朱子騫 余家銳 吳鵬程 李國明 冼偉堂
王佩瑤 朱玉珍 余恩誠 呂月華 李梓睿 冼逸妤
王青玲 朱卓翹 余婷婷 呂美詩 李梓瞳 冼麗珊

其他善長芳名



周乙玲 林秀鳳 施心榮 夏建鈞 崔立清 張樂瑤
周小敏 林佩玲 施宝宝 娟姐 崔兆昌 張潔初
周文駿 林幸然 施俊樂 孫宇鋒 崔澤明 張潔玲
周可兒 林社鈴 施清爽 孫建文 張丹艷 張曉晴
周永財 林青君 柯烔煌 徐婧 張太 張蕙儀
周妙琼 林俊豪 柳小燕 徐偉光 張信 張麗玲
周明明 林家珠 柳麗芳 徐靄欣 張晉 張曦月
周芳 林珮姍 洪玉英 祖芳 張文軒 張靈楓
周俊豪 林偉健 洪丞希 笑貞 張冬梅 曹雁容
周家祥 林國俊 洪安怡 笑媚 張永昌 曹燦花
周國生 林惜芬 胡佩明 翁閏金 張玉珍 梁唐

周景雄 林盛邦 胡佩芳 翁詩韻 張玉琴 梁月兒
周智銪 林詠汶 胡桂雁 袁敏 張汝馨 梁月怡
周雁東 林詠芝 胡國強 袁賡 張何麗萍 梁亦婷
周群興 林照強 胡焯皓 袁玉琼 張明慧 梁兆民
周嘉寶 林熙俊 胡曉磊 袁偉昌 張欣琦 梁忍全
周慧芬 林遠志 胡麗華 袁莜秞 張長春 梁佩霞
周樂思 林慧慈 胡觀有 袁進歡 張厚得 梁長陽
周樹雄 林曉珊 英妹 郝晶瑩 張盈盈 梁保松
周寶連 林澤銘 英偉傑 馬娣 張美娥 梁冠中
招俊安 林靜汶 范炳基 馬世恩 張庭芬 梁柬成
易峯 林靜玲 范淑明 馬俊偉 張晉曦 梁柬亮
易嵐 林麗萍 范曉珍 馬俊錦 張偉昌 梁美賢
林太 邱秀英 韋敏儀 馬偉龍 張國偉 梁美馨
林鋒 邱浚誠 韋詠琪 馬貴蓮 張敏鈴 梁倩兒
林穎 邱華清 香鈞堯 馬瑞賢 張淑筠 梁晋賢
林乃立 邵敏儀 候念珊 馬萬玲 張淑儀 梁校楨
林子洋 邵嘉麗 倪俊源 馬嘉駺 張雪凝 梁浩坤
林子誠 金翠芬 凌娥 馬錦明 張凱宏 梁能昌
林少芬 侯志超 唐娜 馬藝光 張惠芳 梁偉洲
林少貞 侯美玲 唐文瑜 馬藝翔 張惠賢 梁健文
林文琴 俞樹生 唐文曦 馬顥恩 張詠沂 梁敏搴
林日朗 姚永森 唐兆英 高玉清 張詠恩 梁淑怡
林月娥 姚美英 唐兆源 高美鳳 張雲莉 梁淑怡
林月嫦 姚美英 唐海寶 高啟浩 張煒豪 梁紹如
林永健 姚錦俊 唐偉荃 高國珍 張漢榮 梁雪文
林兆豐 姜志紅 唐梓峯 高詠怡 張福蓮 梁雪卿
林有合 姜欣琪 唐嘉鴻 區志禮 張誥麟 梁傑鳳
林妙玲 威駿安 唐錦漢 區展鴻 張鳳嬌 梁惠蓮
林秀媚 封雯馨 唐蘭英 區蘭芳 張影雪 梁惠蓮



梁鈞然 許健安 陳玉玲 陳偉文 陳麗玲 曾燕玲
梁雅倩 許淑鳳 陳玉珠 陳偉紅 陳麗貞 曾麗常
梁順利 許統承 陳玉絹 陳偉雄 陳麗晦 棠棠
梁傲坤 許統智 陳玉霞 陳啟邦 陳麗儀 湯先鎔

梁煥斌 許博然 陳亦禮 陳婉儀 陳麗燕 湯美玲
梁瑞芳 許華政 陳吳文慧 陳敏珊 陳寶汶 湯偉生
梁靖悠 許瑞芬 陳妙貞 陳淑和 陳耀明 湯慶華
梁嘉慧 許麗貞 陳志恒 陳惠根 陶劍幗 程坤順
梁嘉寶 郭有 陳志媚 陳惠蓮 陸少卿 程芯祈
梁翠鸞 郭玉珍 陳志福 陳景雄 陸葉貞 程福榮
梁鳳英 郭卓珩 陳秀宜 陳智恆 陸慧琪 肅杏容

梁慧嬈 郭俊晟 陳秀蘭 陳紫欣 麥月妮 閑姐
梁慧蓮 郭政軒 陳佩君 陳紫紅 麥世昌 閑素
梁慶添 郭盈希 陳佩玲 陳舜禹 麥君妍 馮少梅
梁潔瑩 郭秋香 陳依玲 陳詠怡 麥淦洪 馮志標
梁潔蘭 郭家健 陳卓鋒 陳雲坡 麥善寧 馮典禮
梁豬仔 郭家禧 陳卓謙 陳順儀 麥詠貞 馮振盈
梁樹偉 郭偉業 陳欣悅 陳瑞霞 麥僖琳 馮健兒
梁燕妮 郭梓灝 陳泇瑜 陳頌仁 麥麗芳 馮雪如
梁賽紅 郭曉鋒 陳芷棋 陳嘉倩 傅子敬 馮惠
梁贊芳 郭鎭瑜 陳俊明 陳嘉睦 傅龍偉 馮逸楠
梁耀文 閆子游 陳俊傑 陳嘉濠 彭彩云 馮雋皓
梁艷芳 陳太 陳冠雲 陳翠珍 彭潔儀 馮燕玲
梅筱冰 陳容 陳冠諺 陳銘賢 彭謙 馮勵勤
畢嘉琪 陳敏 陳彥諾 陳鳳彩 彭璽 馮簡
符曉峰 陳意 陳思雅 陳慧思 彭艷 黃力行

符曉悠 陳嬡 陳思龍 陳慧雯 惠儀 黃子富
細貓哥 陳靜 陳春日 陳槺霖 曾木賀 黃小桐
莊卓憲 陳子琪 陳柏熹 陳曉欣 曾向泉 黃小燕

莫愛玲 陳小秀 陳柱民 陳樹兆 曾俊豐 黃天君
莫麒樺 陳小琳 陳珊珊 陳樹忠 曾振軒 黃少芬
許友玉 陳少芬 陳美珍 陳澤銘 曾朗廷 黃月屏
許先智 陳少珠 陳美桂 陳熾權 曾朗晴 黃以玲
許宏爽 陳文娟 陳香玲 陳燕平 曾梓亮 黃弘瀚
許佩莹 陳文雯 陳家勝 陳錦梅 曾淑玲 黃玉英
許佩婷 陳文意 陳家嘉 陳錦樞 曾華生 黃守展
許佩琪 陳月英 陳容軍 陳靜嫻 曾詠恩 黃早俐
許禹灿 陳月清 陳桂梅 陳麗君 曾詠詩 黃志偉
許海生 陳月霞 陳素君 陳麗明 曾綺方 黃志榮
許海霞 陳世源 陳陞陽 陳麗芳 曾慧芳 黃秀明



黃秀儀 黃嘉楠 萬吉珍 劉乃翔 潘海源 鄭文彣
黃育蓮 黃碧燕 葉錚 劉乃璋 潘啟勝 鄭先生
黃見魁 黃鳳仙 葉承慧 劉子俊 潘煥珍 鄭名茜
黃卓明 黃劍清 葉俊寧 劉友霆 潘慧玲 鄭汝霖
黃泳玲 黃慕潔 葉桂群 劉作為 潘樹超 鄭均耀
黃俊傑 黃慶珠 葉笑媚 劉宏基 盤炳森 鄭邦偉
黃俊樂 黃潔英 葉紹明 劉坤儀 練麗歡 鄭佳玲
黃思敏 黃澤熹 葉凱健 劉泳恩 蔡太 鄭建云
黃美玲 黃燕芳 葉凱琳 劉芷伶 蔡允童 鄭彥滔
黃美貞 黃翰霆 葉劍安 劉芷藍 蔡起銘 鄭格蓮
黃英偉 黃錦華 葉慧敏 劉奕清 蔡啟松 鄭偉文

黃迦澄 黃錦蓮 葉麗華 劉柏灝 蔡淑慧 鄭偉根
黃家敏 黃禮鴻 葉響麗 劉家欣 蔡福永 鄭彩琴
黃家禧 黃翹林 葉懿寶 劉家晞 蔡曉薇 鄭傑新
黃振外 黃鎮權 虞志琼 劉婉華 蔡鑫彪 鄭凱欣
黃浩威 黃韻頤 詹世江 劉惠珍 蔡鑫瓏 鄭然蔚
黃素珍 黃麗光 詹惠芳 劉斯芳 蔡鑫權 鄭楚珊
黃素香 黃麗娟 鄒月芬 劉萍珍 蔣定邦 鄭嘉慧
黃素雯 黃寶華 雷文濤 劉詠欣 衛少芬 鄭翠雲
黃健雲 黃寶儀 雷遠韜 劉雲英 衛少儀 鄭蓮滿
黃國器 楊川漒 雷穎雯 劉運來 談艷仙 鄭靜文
黃敏芝 楊太 廖弘 劉運娣 鄧玉強 鄭麗君
黃敏儀 楊蓉 廖國揚 劉嘉文 鄧柏亷 黎尚

黃梅珍 楊麗 廖彬煇 劉翠茵 鄧柏廉 黎一歌
黃清琴 楊文星 廖漢威 劉慧儀 鄧美芳 黎可盈
黃善貞 楊冬梅 廖曉燕 劉曉晴 鄧美娟 黎宇熙
黃惠英 楊永強 甄炳輝 劉璧嫚 鄧健才 黎志文
黃琛瑜 楊志婷 甄雙彩 劉耀強 鄧啟深 黎志恒
黃皓文 楊汶紡 翟志威 劉露檢 鄧敏玲 黎志華
黃華開 楊卓瀅 翟健發 慧珍 鄧焯琦 黎志輝
黃詠詩 楊宝玲 趙旭初 歐思妙 鄧順香 黎威龍
黃愷琳 楊敏旋 趙梅娟 歐陽淑薇 鄧瑞蓮 黎栩津
黃新業 楊紹雄 趙敬業 歐陽樂然 鄧碧蓮 黎彩媛
黃煒珊 楊業城 趙詩琪 歐陽樂諾 鄧綺玲 黎焯靈
黃筱英 楊銘聲 趙翠珊 歐穎思 鄧遠懷 黎煥潔
黃葵好 楊劍芳 趙韻詩 潘琦 鄧慧文 黎綺瑩
黃詩雅 楊顏英 鳳姐 潘雄 鄧毅新 黎肇浠
黃詩濼 楊顯傑 劉太 潘少閒 鄧燕萍 黎德龍

黃達佳 溫雋 劉紅 潘美玲 鄧麗瑩 黎穎朗
黃嘉倩 溫俊強 劉一俐 潘重重 鄭子霖 黎錦聯



盧永康 鍾鳳萍 譚富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會員
盧秀娟 鍾麗怡 譚光傑 明愛元朗長者社區中心(天澤中心)會員
盧俊希 霞姐 譚明偉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會員
盧思源 韓家亮 譚果珍 明愛打鼓嶺幼兒學校學生及家長
盧映延 簡雅恩 譚泳心 明愛西貢長者中心會員
盧浩堅 簡學鋒 譚桂芳 明愛利孝和護理安老院院友
盧淑貞 簡寶笑 譚梓聰 明愛沙田幼兒學校家長
盧雲燕 聶敬斌 譚智偉 明愛沙田長者中心會員
盧鳳珍 鄺月華 譚嘉媛 明愛胡振中中學全體師生
盧應球 鄺永良 譚暢根 明愛香港仔長者中心會員
盧韻芝 鄺明得 譚錦洪 明愛香港祟德社幼兒學校全體師生及家長

盧逹全 鄺春菊 譚錦輝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家長教師會

蕭茵茵 鄺煉翔 關小玲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校友會

蕭國雄 鄺達鴻 關兆安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學生
賴天嵐 顏樂恆 嚴有白 明愛堅尼地城幼兒學校全體師生
賴可嵐 魏仲賢 嚴梅芳 明愛梨木樹長者中心會員及家屬
賴嘉明 魏偉信 嚴期龍 明愛莊月明中學1A

錢宅 羅玉群 寶珠 明愛莊月明中學1B

霍潔珍 羅仲波 蘇仲霖 明愛莊月明中學1C

霍麗萍 羅希文 蘇芊同 明愛莊月明中學2A

戴雨彤 羅芊晴 蘇信熙 明愛莊月明中學2B

戴榮希 羅亞金 蘇春惠 明愛莊月明中學2C

戴碧蓉 羅佩琪 蘇家欣 明愛莊月明中學3A

戴嬋珠 羅長沙 蘇清寶 明愛莊月明中學3B

繆凱恩 羅浩洋 蘇凱恩 明愛莊月明中學3C

薛皓銘 羅浩桐 蘇達慶 明愛莊月明中學4A

薛慧盈 羅偉文 蘇澤榮 明愛莊月明中學4B

謝水晰 羅婉芬 饒自然 明愛莊月明中學4C

謝志宣 羅彩燕 饒欣華 明愛莊月明中學5A

謝卓凝 羅淑雯 黨盈洛 明愛莊月明中學5B

謝秋菊 羅菁華 顧萬成 明愛莊月明中學5C

謝晶晶 羅鈺妍 龔翠虹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學生及家長
謝詠詩 羅鉦淳 張顯楊一家 明愛賽馬會恩暉苑暨陸陳淑穎長者日間護理中心職員及會員
謝詠誼 羅翠霞 呂匡和、鍾仲賓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學童及家長

謝穗紅 羅慧君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二胡班(中班)
謝麗英 羅慧敏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二胡班(初班)
鍾永根 羅慧楠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英文學習班
鍾至珵 羅燕芬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唱歌學日文
鍾志豪 羅燕嫦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集體舞進階班
鍾肇麟 羅翹鋒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會員



Agnes Chui Chu Yau Yee Elda Lau Hoi Ki Eva Peter S. T. Lee Yeung Suet Chu

Alice Chui King Wan Lau Li Lian Priscilla Lam Yip Kar Ho

Apple Cheng Correia, Eltina Teresa Laughing爸 Pun Chi Hong Yip Man Keung

Ariel Diu Suk Mui Law Ka Man Carmen Raphael Cendrillon Yip Tsui Yee Tracy

Au Yee Man Edward Chiu Law Lai Fun Sa Yop B. Dawang

Au Yeung Wai Yi Erica Yip Leung Kit Yee Sae-lim Premin Yu Man Wa

C H Cheng Fiona Bagman Leung Siu Yee Samuel Yuen Pui Fong

Cecilia Fung Tsz Lok Li Ka Lai Shum Yuk Oi Yuk Chi Hang

Chan Chi Fung Hannah Li Wing Tung Sin Yuen Yee Rosana Yung Ying

Chan Hon Ngai Heung Ka Yi Li Yan Tung Siu Fung Chun Michelle & Carrie Yip

Chan Ka Kok Ho Sheung Sang Liu Pui Yee Siu Man Yi Cheng Wing Wah & Lo Ka Pui

Chan Kit Wah Ho Yuen Yu Liu Sum Yee Wendy So Yan Ha

Chan Po Ming Hu Miu Yi Lo Kit Ha Supatmawati Jasmine

Chan Sai Kuen Hu Xiaomeng Lo Kit Wan Tang Mei Yi

Chan Wai Ha Huang Dahui Lok Tang Nga Yan Annie

Chan Wing Yin Wendy Inex Omamoke Jaho Herbert Lui Wing Sum Tobby

Chan Yim Mei Ip Hon Chung Ma Chor Ling Tong Wai Man

Chap Kin Fai Isabella Ma Oi Man Tsang Hoi Yam

Charlotte Kwan Jia Ming Qi Mabel Tung Yuk Ying

Chen Chang Jo Jo Mak Cho Yam Winnie

Cheung Pui Sze Joanna Man Kit Ming Wong Chi Kuen

Cheung Siu Ming Joshua Maribel Rocreo Wong Ka Yan

Cheung Yuen Yi Juliana Tsoi May Wong Pak Hung

Chim In Leng Kathy Chan Sze Yuk Fai Wong So Wan

Choi Mang Lin Kwok Hon Chiu Nancy Lee Wong Tze Mei

Chow Hoi Shan Kwok Mo Kei Naroid Uruen Wong Yau Kei

Chow Lai Ching Kwong Kit Ming Natalie Wong Yee Sheung

Chow Tsui Ming Laliwani Lydia Vedad Ng Lung Fei Woo Pui Shan

Chu Lok Yan Lam Chi Wah Ngai Yuen Mei Xiaocuan Qiu

Chu Siu Lam Lam Wai Shunk Pang Ka Ho Yeung Kimb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