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適能活動大使名單(截至 2016年 11月 21日) 

方榮貴 仇健生 李世安 邱澄泓 敖美蘭 陳偉弢 黃愛玲 潘婉雯 羅寶慧 

方顯慶 方維涵 李永鴻 邱耀基 曹富成 陳偉業 黃瑞明 潘錦漢 譚佩珊 

王瑞蓮 王之陽 李亦愛 邵子明 梁子謙 陳敏婷 黃詩萍 潘耀雄 譚美玲 

古天賜 王國良 李竹平 金叶 梁心美 陳淑英 黃達強 蔡千帆 譚智聰 

何經略 王葉礎 李志偉 侯雀雲 梁田啟 陳惠芳 黃鈺淇 蔡宇均 關瑞麟 

吳卓峰 司徒敏華 李佩儀 侯綺雯 梁沛忠 陳詠兒 黃嘉儀 蔡百浚 關錦冰 

吳健成 司徒麗芳 李卓然 侯蓉蓉 梁金木 陳詠詩 黃漢南 蔡志昇 嚴卓寶 

呂子佳 田詠茵 李俊傑 姚汝基 梁美娥 陳貴冰 黃綿德 蔡振寧 蘇兆雄 

李文浩 任天培 李建樂 姚美群 梁美華 陳雅廸 黃樂潼 蔡振輝 蘇惠晶 

李家漢 任仲輝 李美笑 姚智雯 梁苑華 陳愷晴 黃燊華 蔡素卿 蘇瓊珠 

李浩賢 任浩邦 李振鴻 姚智豪 梁家麒 陳瑜 黃燕萍 蔡國堅 龔康翹 

李詠汶 伍心明 李笑鳳 姜麗斯 梁家寶 陳嘉志 黃錦珍 蔡華樂 
 

李慕慈 伍浩然 李偉健 洪祖裕 梁偉文 陳遠鴻 楊永光 鄧沛盈 
 

李燕光 朱坤儀 李偉基 洪惠清 梁敏莎 陳廣隆 楊永光 鄧卓蘅 
 

林金池 朱國賢 李偉達 胡文杰 梁淑貞 陳慧源 楊佩雯 鄧浩賢 
 

林政德 朱學東 李健民 胡文俊 梁媚芳 陳樹強 楊美琪 鄧國強 
 

林偉業 朱歷恆 李敏碧 胡季民 梁貴榮 陳靜茵 楊英傑 鄧筱薇 
 

凌家雄 朱歷恆 李雪貞 胡啟明 梁賀偉 陳鴻儀 楊婉明 鄭炳程 
 

夏漢彬 江珈玲 李雪貞 胡潔英 梁嘉敏 陸尚義 楊傑仁 鄭素真 
 

區顯政 江偉雄 李渭怡 范惠珊 梁嘉慧 麥元科 楊嘉華 鄭高志 
 

張少峰 艾詩敏 李楚程 容莉 梁翠恩 麥文科 楊曉東 鄭偉權 
 

張偉忠 何自芳 李嘉業 徐志忠 梁耀強 傅秀芳 楊麗芳 鄭嘉豪 
 

張健生 何志強 李鳳玲 徐志堅 莫一磊 傅健殷 源榮岳 鄭鳳儀 
 

張德倫 何宗鑑 李鳳儀 徐承勉 莫日輝 傅榮標 溫玉珍 鄭鍵明 
 

張蕙安 何前陽 李慧心 徐桑 莫卓威 彭惠珍 溫美華 黎也他 
 

曹慧珠 何炳根 李曉怡 徐婉媚 許光亮 曾一希 溫燕青 黎文星 
 

梁淑貞 何家祺 李藝榮 徐紹基 許惠娟 曾伊蓉 葉志全 黎志榮 
 

梁達東 何偉文 李耀宗 徐琬舜 許惠興 曾茜瀅 葉定忠 黎芬芳 
 

郭嘉明 何淑嫻 沈祖健 徐廣超 許麗娜 曾婉儀 葉詠恩 黎金美 
 

陳志恆 何榮華 車幼蓮 徐樂金 連俊德 曾廣浩 詹嬋英 黎善功 
 

陳定紅 何碧珊 阮志華 袁偉雄 連凱鋒 湯日威 鄔永泉 黎嘉慧 
 

陳展基 佘兆禧 冼鳳燕 馬天富 郭旭暉 湯結雲 廖淑冰 黎樹成 
 

陳祐強 余振榮 周少峰 馬志強 郭金好 馮希文 廖燕玉 盧子峰 
 

陳國威 余笑雲 周木坤 高俊宏 郭健發 馮家傑 趙立輝 盧玉利 
 

陳國權 余景松 周志成 區兆明 郭穎欣 馮裕彰 趙偉強 盧活明 
 

陳德美 余詠峯 周淑嫻 區淑誼 郭穎欣 馮碧露 趙國雄 盧慧思 
 

彭一迪 余愛媚 周智偉 區嘉健 郭勵賢 馮禮賢 趙莊翔 盧赐來 
 

曾思玲 余碧玉 周達初 區龍江 郭耀文 黃子光 趙曉龍 蕭紫萍 
 

曾維琼 余麗珊 周嘉順 崔炳耀 陳大偉 黃子能 劉志昌 蕭漢山 
 

曾瀚程 余麗嬋 周德祥 崔麗梅 陳文星 黃文珊 劉保祿 蕭蘋 
 

馮俊彥 利仕龍 周德豐 康耀榮 陳文輝 黃永良 劉春濤 霍維芳 
 

馮穎欣 利易穎 周慧寶 張一龍 陳方萍 黃永忠 劉珮兒 龍偉倫 
 

黃卓礽 吳小燕 易振東 張文傑 陳世民 黃永輝 劉軒宇 戴偉陽 
 

黃思明 吳文豪 林文敏 張玉珍 陳巧兒 黃永權 劉國寶 戴愛英 
 

黃荃生 吳平海 林仲安 張光 陳永達 黃永權 劉婉兒 薛新華 
 

黃燕萍 吳兆豐 林旭光 張志強 陳永樂 黃玉君 劉凱儀 謝志遠 
 

黃蕬茹 吳志坤 林良章 張佩儀 陳永鴻 黃志華 劉詠嘉 謝佩玲 
 

楊景皓 吳家威 林定港 張卓東 陳玉儀 黃志權 劉敬宇 謝家鳴 
 

楊穎奇 吳家輝 林政峰 張威龍 陳冰彩 黃佩儀 劉嘉寶 謝偉銘 
 

劉嘉寶 吳偉豪 林啟欣 張家成 陳志恆 黃美玉 劉榮業 謝潔雯 
 

潘迪威 吳清日 林紹棠 張家治 陳志偉 黃容輝 劉鏡泉 鍾文豪 
 

蔡惠玲 吳惠珊 林惠儀 張偉忠 陳佩琪 黃振僑 劉麗霞 鍾慧芳 
 

鄧欣歡 吳碩鏗 林溢智 張敏玲 陳俊生 黃國祺 劉寶德 鍾錦昌 
 

鄧偉雄 吳綺雯 林萬有 張淑儀 陳姵樺 黃域奇 歐陽重樂 鄺大為 
 

鄭偉權 吳耀輝 林嘉慧 張港球 陳美儀 黃紹聰 歐陽敏儀 鄺玉玲 
 

鄭詠儀 呂以坤 林德財 張皓儀 陳英豪 黃凱冉 歐陽慧華 鄺美玲 
 

謝敏姬 呂玉霞 林慧儀 張德祥 陳韋汶 黃凱琳 歐達仁 顏錦輝 
 

鍾淑華 呂詠雯 林麗影 張錦珍 陳家杰 黃惠好 潘建立 羅苑雯 
 

關美華 李子樂 林麟 張靜儀 陳家輝 黃智惟 潘思聰 羅敏枝 
 

石家權 李文洋 邱榮清 戚偉安 陳偉平 黃華達 潘迪威 羅靜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