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善長芳名 

丁世強 丁熳華 孔志峰 尤靜凝 尹李碧英 

尹泳希 尹桂香 尹桂蓮 尹啟良 尹楠希 

文子方 文正豪 文麗珍 文麟英 方楚銓 

方鈺麟 方碧娣 方讚東 王以琳 王巧音 

王志希 王定郁 王芳雪 王俊 王俊宏 

王映霞 王洁橙 王洪雲 王籽 王美紅 

王家星 王婉儀 王惠娟 王湧桐 王紫寧 

王煥熙 王群瑞 王裕歡 王熙晨 王熙雯 

王曉芬 王樹森 丘朗慧 叶燕 司徒麗云 

左明翠 甘佩欣 甘佩容 白永昌 石雪娥 

任正彥 任正謙 伍冠威 伍浩瑋 伍淑儀 

伍智謙 伍詩韵 向俊霖 成玉樹 成国洪 

成展祥 成振雄 有心人 朱僑棟 朱澤森 

江玉蘭 江宏鉅 江建業 江美蘭 何永嘉 

何玉蘭 何仲葵 何志榮 何卓衡 何芝音 

何建洛 何柏賢 何祉欣 何晉僖 何根旺 

何偉賢 何婉瑜 何梓緣 何堯 何雁英 

何瑞基 何廣 何慧施 何慧儀 何錦明 

何應翰 何禮青 何鎮宇 何寶貞 何艷珍 

余希晨 余柏怡 余英龍 余恩誠 余笑琼 

余敏華 余凱洋 余凱琳 余然生 余琼芳 

余劍英 利秀媚 利佩如 吳永權 吳杏珍 

吳秀清 吳卓華 吳易菲 吳昕霞 吳泫澔 

吳倩雯 吳家健 吳浩坤 吳健謀 吳彩英 

吳梓宇 吳惠明 吳筱馨 吳維穎 吳翠鷥 

吳樹華 吳燁銅 吳靜 呂俊星 呂浩然 



其他善長芳名 

呂頌衡 呂滶峰 宋汶修 宋恆山 岑國政 

岑國偉 岑雪梅 岑嫺 岑錫朋 李少芬 

李少新 李少霞 李文浚 李月 李永光 

李永富 李永發 李光明 李君儀 李志強 

李秀琼 李秀嬋 李亞男 李佩如 李佳祺 

李宗 李昆達 李杰軒 李雨晴 李俊憶 

李昭儀 李炳輝 李珈泯 李珍 李美 

李美玲 李英樑 李家華 李振洋 李書嗚 

李海珍 李偉健 李國倫 李敏瑜 李梓朗 

李淑儀 李紹欣 李堯 李智偉 李愷憫 

李敬文 李煒杰 李煥聰 李瑞宜 李瑞盈 

李鉅源 李嘉淇 李嘉澄 李漢強 李翠然 

李銘坤 李德銘 李慕蘊 李慶平 李澤林 

李燕蘭 李豫廣 李禮容 李麗娟 李爝銘 

杜成行 杜志明 杜華吉 汪裕光 沈雪玉 

沈慧儀 沈隴 肖詩樺 阬佩貞 阮小娥 

阮梓逸 阮耀強 冼允浩 冼君全 冼品妹 

冼惠楠 冼琳婷 卓文其 周可兒 周玉屏 

周志衡 周灼英 周洪雙 周倩瑩 周家麟 

周雪仲 周森 周煥娣 周嘉好 周穎康 

周靜嵐 尚昀樂 幸嘉敏 招卓輝 林子淇 

林天愛 林少芬 林文琴 林日朗 林月鳳 

林北 林玉奎 林申民 林余忠 林沛筠 

林秀琴 林邦生 林芯賢 林俊賢 林彥君 

林映彤 林英僑 林倬謠 林茜 林偉雄 

林婕妤 林御翔 林凱瑩 林皓文 林華壘 



其他善長芳名 

林詠芝 林運豪 林嘉儀 林福生 林翠萍 

林劍 林瑩詩 林曉珊 林燕玉 林錦安 

林艷芬 林艷虞 林艷儀 芮踢林 邱文浠 

邱月嬌 邱如珠 邱曉敏 邵玉賢 金港中 

金鳳仙 金鳳蓮 金德松 金鎔潘 信耶穌的人 

姚正芳 姚如為 姚金滿 姚棟華 姚雯姬 

姚瑞貞 姚錦俊 姜淑燕 姜靜恩 施萍萍 

柯佩娟 洪少河 洪金花 洪琅燦 洪奧森 

胡娟 胡淑玲 胡鉅發 胡德光 胡潔玉 

胡穎蕎 范淑明 范葦樂 范嘉瓊 韋冬梅 

韋建浩 香淑貽 凌釗婷 唐文寶 唐永鈞 

唐兆英 唐兆源 唐兆瑜 唐志强 唐錦漢 

孫靖琋 徐玉卿 徐來 徐玲玲 徐若善 

徐梓晉 徐澤霖 徐穎君 徐鐘榮 秦海琛 

翁君頤 翁昌灝 袁迎璋 袁珮淇 袁劍洪 

袁錦海 馬灿榮 馬楚玲 馬嘉駺 馬鎬女 

高平長 高玉清 高美鳳 高超然 高戩廷 

高禮勤 區幼齡 區良 區銳銘 崔詠欣 

巢永康 庾焯琳 庾葦傑 庾翠雁 張文通 

張志恆 張亞好 張昕明 張芯晞 張金星 

張厚得 張盈盈 張庭芬 張振健 張晉傑 

張桂娣 張偉君 張偉超 張國昌 張彩愛 

張敏青 張淑儀 張凱怡 張凱珊 張凱嵐 

張詠恩 張嘉恩 張漢威 張綺亮 張肇倍 

張誥麟 張鳳香 張德明 張慧霞 張樂謙 

張曉梅 張穎昕 張蕙芳 張蕙儀 張錦容 



其他善長芳名 

張麗英 張顯楊 戚筠雪 曹永裕 曹沛炎 

曹朗延 曹朗晴 曹隽皓 曹偉俊 曹顯佑 

梁女嫦 梁子光 梁少娟 梁月怡 梁火好 

梁四妹 梁兆椿 梁伴燕 梁劭澤 梁金 

梁柏年 梁洺榤 梁美賢 梁倬林 梁家偉 

梁展衡 梁國霖 梁淑怡 梁淑堯 梁惠敏 

梁景聰 梁棋茵 梁琛 梁詠儀 梁愛群 

梁粵蘭 梁靖悠 梁嘉慧 梁滿珍 梁德昌 

梁慧予 梁慧菁 梁慧瑩 梁潔瑩 梁錦妹 

梅筱冰 畢煜勁 莊月雲 莊美蓮 莊婉雅 

莊燕 莫志榮 莫珍 莫家漢 莫浩揮 

莫錫材 許子濤 許文文 許政顯 許美美 

許貞文 許悅兒 許海霞 許國良 許添滿 

許統智 許棋民 許紫恩 許瑞芬 連雁文 

郭少奇 郭水有 郭安賢 郭成標 郭有娣 

郭伯光 郭利芳 郭良寬 郭佩珊 郭芷瑜 

郭英家人 郭家健 郭偉傑 郭偉賢 郭梓善 

郭琋同 郭勝 郭惠瑾 郭焯林 郭嘉晴 

郭鳳珍 郭樹強 郭樹添 陳一麟 陳友平 

陳月媚 陳月賢 陳水 陳冬騏 陳可風 

陳玉霞 陳玉蘭 陳立禮 陳宇穎 陳安雅 

陳君予 陳宏儫 陳志強 陳志彬 陳育權 

陳佩君 陳卓光 陳卓謙 陳官義 陳定乾 

陳明希 陳林妙 陳治仁 陳治宏 陳泳荍 

陳俊明 陳俊桐 陳信揚 陳冠豪 陳冠諺 

陳响蓬 陳昱霖 陳禹軒 陳秋蓮 陳美玲 



其他善長芳名 

陳美容 陳娟 陳家恒 陳容綿 陳栢修 

陳海毅 陳素琴 陳偉俊 陳健聰 陳梓希 

陳梓謙 陳細妹 陳連好 陳雪珍 陳凱晴 

陳凱琳 陳凱聰 陳棟庭 陳琛然 陳紫縈 

陳舜禹 陳詠然 陳進 陳逸朗 陳雯霏 

陳愛華 陳頌思 陳嘉恩 陳翠雲 陳慧勤 

陳潔瑩 陳潤鴻 陳銳彬 陳樹兆 陳駿熹 

陳駿諾 陳鎧盈 陳麗娟 陳麗燕 陳藹莉 

陳蘭芳 陶麗嫻 陸一龍 陸永南 陸芷凝 

陸遠康 麥小朋友 麥少卿 麥先生 麥君妍 

麥秀梅 麥亞娣 麥卓其 麥泳桐 麥泳嫦 

麥建輝 麥淦洪 麥竣傑 麥煥珍 麥瑞珍 

麥僖琳 傅琮禧 彭思程 彭柏強 彭國平 

彭梅英 彭萍琛 彭誠浩 彭鈺林 曾向泉 

曾俊家 曾英 曾虹虹 曾倩鈺 曾桂珍 

曾偲銘 曾啟源 曾梓軒 曾凱楹 曾智仁 

曾華生 曾傲澧 曾路傳 曾潔儀 曾麗玉 

游梅英 游梓熙 游嘉文 湛國榮 湯子明 

湯睿源 無名氏 程佩英 程福榮 童露琴 

舒詠喬 舜翁卿 馮少芬 馮仲榮 馮志生 

馮佩珊 馮昌華 馮俊霖 馮柏朗 馮美錡 

馮桂妹 馮凱威 馮德 馮蕙明 馮錦華 

馮勵勤 馮麗芬 黃女 黃子勤 黃少芬 

黃文定 黃文靜 黃好 黃秀明 黃秀儀 

黃秀錦 黃肖顏 黃芊羽 黃見魁 黃金友 

黃俊融 黃保夫 黃建深 黃星融 黃炳雄 



其他善長芳名 

黃美春 黃胤民 黃家怡 黃泰寧 黃浩超 

黃偉俊 黃國器 黃梓皓 黃梓蕎 黃莉芳 

黃森宜 黃華棣 黃頌康 黃嘉熹 黃嘉穎 

黃漢儒 黃福娘 黃福培 黃影霞 黃慧盈 

黃衛冰 黃樹忠 黃穎言 黃遵儀 黃麗娟 

黃靄恩 楊少梅 楊江熹 楊汶紡 楊炎玲 

楊芷菁 楊家寶 楊敏旋 楊淑慧 楊婷 

楊愷彤 楊雋逸 楊靜嫻 溫秀連 溫財芳 

溫慶泓 萬吉珍 葉子豐 葉文強 葉仲良 

葉沛權 葉秀平 葉秀昌 葉明儀 葉祖鈞 

葉偉騰 葉凱健 葉綽喬 葉燕明 葉禧恩 

葉懿寶 鄒德翔 鄒鑑 雷文濤 廖仕軒 

廖宇鈞 廖克明 廖峻弘 廖清秀 廖雲子 

廖遠文 翟文豪 褚亞麗 趙必祥 趙廷強 

趙咏 趙坦 趙國輝 趙詩琪 趙蓮珍 

劉乃翔 劉友琴 劉友霆 劉文俊 劉水妹 

劉平 劉永平 劉安之 劉妙 劉志祐 

劉佩蘭 劉坤儀 劉廸琪 劉泳恩 劉建燦 

劉秋菊 劉桂武 劉桂蘭 劉浩忠 劉培芝 

劉連芬 劉凱甄 劉福娣 劉範人 劉曉麗 

劉燕萍 劉靜瑤 劉麗娟 劉耀邦 歐韋岐 

歐陽兆興 歐陽慕玲 歐穎思 歐諾熙 歐鎮海 

潘寿娣 潘岩冰 潘明賢 潘美玲 潘海源 

潘陳肖嬋 潘琦 潘煥儀 潘德榮 潘慧玲 

潘燕雄 蔡小霞 蔡日楠 蔡氏英 蔡竹筠 

蔡克文 蔡沛姸 蔡依純 蔡芷彤 蔡芷樂 



其他善長芳名 

蔡活家 蔡財壽 蔡國基 蔡淑慧 蔡細妹 

蔡詠文 蔡嘉寶 蔡碧蓉 蔣宜容 輝哥 

鄧妹 鄧柏廉 鄧恩熙 鄧珠 鄧啟深 

鄧慧文 鄧鋽喜 鄧霜梅 鄭文廣 鄭月英 

鄭永華 鄭均耀 鄭杙恒 鄭秀媚 鄭亞戀 

鄭知 鄭金鳳 鄭俊榮 鄭彥滔 鄭郁英 

鄭悅言 鄭浩泓 鄭惠賢 鄭菀宜 鄭逸晞 

鄭雅文 鄭愛珠 鄭楚珊 鄭義和 鄭榕泉 

鄭慶豐 鄭曉彤 鄭錦城 鄭錦輝 鄭靜文 

鄭賽雲 黎九仔 黎可盈 黎光 黎佩嫻 

黎美玉 黎倬宜 黎栩津 黎桂英 黎偉文 

黎淑儀 黎僖泓 黎漢宗 盧少美 盧永基 

盧玉珍 盧安 盧志方 盧俊軒 盧映延 

盧美玉 盧國強 盧惠芬 盧瑞霞 盧達全 

盧劍雄 盧靜雯 盧韻芝 盧耀強 蕭希桓 

蕭師亮 蕭敏英 蕭教義 蕭細梅 蕭塏曈 

蕭樹錚 衞少儀 賴可翹 錢秀英 錢慧鈿 

駱來予 龍超群 戴自富 戴國祥 戴善行 

戴樂謙 謝少芳 謝易軒 謝金仲 謝洛而 

謝淑雯 謝惠芳 謝鴻慈 謝寶明 謝艷芳 

鍾小嬌 鍾少蘭 鍾亦禮 鍾志洪 鍾芷瑩 

鍾思博 鍾美玉 鍾苡澄 鍾尉恩 鍾智遠 

鍾詠茵 鍾裕雄 鍾慧貞 韓曉昕 韓麗桃 

簡詩睿 簡樂然 藍鴻淑 鄺春菊 鄺煥養 

鄺潤泉 鄺潤國 羅日懿 羅旺娣 羅明亮 

羅秉強 羅浩中 羅啟祥 羅梓晧 羅惠顏 



其他善長芳名 

羅逴澄 羅麗琼 譚秀蓮 譚美蘭 譚景霖 

譚智峰 譚智謙 譚竣徽 譚煒玲 譚嘉媛 

譚碧芝 譚曉旋 譚懷恩 關兆安 關婉菁 

關智浩 關瑞潔 關穎婷 嚴釵 蘇日晴 

蘇芊同 蘇柏林 蘇敏 蘇懿洋 饒欣華 

顧子辰 顧紅娟 龔翠虹 Amor Dela Cuesta Apple Cheng 

Calvin Lee Chan Ka Kok Chan Po Ying Chan Yu Kwei Pick Chan Yuk Lun 

Chap Kin Fai Chow Kwok Ying Chow Ming Wai Chrysan Mok Connie Kwok 

Deric Lau Edward Chiu Elizabeth Law Fok Ching Tung Fung Siu Fan 

Gurshan Singh Hannah Ip Hon Chung Isabella Joshua 

Kathy Chan Ko Hon Kin Kwan Hoi Tin Kwan Yu Chiu Lam Mei Ling 

Lau Li Na Lau Suet Mui Lau Yi Kwong Law Ka Man Carman Leung Kar Po 

Leung Kwok Ching Leung Wing Yin Li Wing Tung Li Yan Tung Mohammad Pervaiz 

Ms Wong Ka Yan Ng Kam Sing Ng Wai Sze Peggy Ng Wan Choi Ng Wing Laam 

Ng Yuk Lam  Pang Mei Fung Peter S. T. Lee Pineda Marites Quibuy Poon Wing Hong 

Rocreo Maribel Erese So Him Tai Wing Shan Ullah K. M. Ahsan Wan Hoi Ting 

Wong Ki Tung Ivy Wong Ling Ling Wong Tze Mei Wong Tze Yim Yeung Kelvin 

Yuen Chun Fong Yuen Moon Che Yung Ying   

明愛中區長者中心會員  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   

明愛牛頭角長者中心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家長教師會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校友會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學生及家長  

明愛翠林幼兒學校家長 明愛鯉魚門幼兒學校家長   

明愛觀塘長者中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