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麗霞 Liz 周翠 林佩銘 Jennifer

歐笑媚 Oasime 周惠慈 Witty 林子軒 Bruce

區慧明 Linda 鄒嶧基 劉晏庭 Ann

歐榮全 Orange 周苑如 Elisa 劉志雄

歐陽秀儀 蔡紹雄 Tyran 劉俊文 Eric

白雁行 朱銘然 Rachel 劉姍姍 Lisa

陳靜妍 徐志遠 Thomas 劉素蘭

陳轉煥 Cecilia 崔惠貞 Ruth 劉詩雅

陳頌思 Joyce 鍾振耀 Roy 劉穎珊 Sammy

陳希欣 范健兒 Irene 劉詠欣 Winnie

陳家欣 Katy 方偉堅 Boswell 劉詠欣 Yan

陳嘉恩 方惠嫦 劉詠賢 Zoe

陳琴 Teresa 馮頌熹 羅志豪 Derek

陳琪薇 Kimi 馮品嘉 Biancha 羅頌怡 Jane

陳朗僖 Joei 馮耀宗 Ivan 羅鳯蓮 Della

陳文莉 Money 馮玉華 Elinor 羅凱琳

陳敏玲 張寶華 Florence 羅莉群 Lena

陳敏儀 何俊諺 John 羅寶雯

陳珮茵 Erica 何畏 李志斌

陳細珍 何慧嫻 李志華

陳素瑩 Catherine 何意華 Eva 李靜宜

陳瑞芳 許鳳琪 李感恩

陳潤英 YY 許荷潔 李建宏 Bosco

周錫佳 許銀鳳 Anna 李美珍

鄭紀珣 許秀薇 李秉麒

鄭小麗 Dilys 許依琪 李佩茵

鄭慧文 孔建強 李偉媚 May

鄭浣婷 Joanne 高志毅 李浴德 Jeffrey

鄭裕康 Michael 高朗恩 Carmen 梁卓勇

張清心 Apple 高翠 梁曼華 Mandy

張明茵 Daphne 江柏星 梁美心 Maxim

張秀琼 Ziki 江少雲 Jessie 梁佩玲

張旨廷 古頴欣 梁梓淇

張慧敏 Phyllis 關嬈虹 Panda 梁潤輝 Ricky

張煒榮 郭嘉欣 Elsa 李富源

詹雅婷 Althena 鄺建禧 Kenny 李興

趙嘉豪 黎嘉豪 Michael 林潤橋

趙金蓮 黎佩玲 Isabel 廖建麟 Alan

趙文慧 黎雪芬 Carmen 盧海蓮 Gloria

趙世銘 Ben 賴瑞玫 盧學良 Ronnie

蔡幜泓 Richard 黎韻妍 盧嘉汶 Carmen

莊穎心 Crystal 林愷欣 呂安莉

周振康 Boris 林麗明 陸佩琳

周世浩 林麗萍 陸仕祺 Notes



麥詠詩 黃志文

滿文芝 黃凱欣

藍志洪 王漢基 Jim

吳春霞 Michelle 王麗姍

吳芳芬 Irene 黃明慧 Chella

伍潔儀 黃碧華 Alice

吳廣輝 黃珊珊

吳秀蘭 黃樹芬 Bonnie

吳子浩 黃善衡 Eric

吳慧玲 Chris 黃淑儀 Shirly

伍慧玲 Auleika 黃慧敏 Vicky

顏達榮 黃詠恩 Christine

敖明珠 黄艷珍 Pamela

彭紫筠 黃燕軒 Lynette

彭穎森 黃耀強 Philip

潘栩欣 胡靜鸞 Sammi

潘樂丰 胡志慧

潘淑萍 Veronica 吳文成

潘慧敏 Novia 楊沛澤 Jacky

潘吉 Nichola 葉興發

施美香 葉麗敏

成麗媚 Elsa 姚多加 Dorcas

蕭寶芳 Saran 余淑汶

邵汝泉 余詠林 James

沈淑婷 Joyce 阮慧美 Mavis

薛志超 翁惜貞 Annie

宋美筠

譚珮珊 Sandy

鄧卓昕

鄧偉賢

鄧偉霖 William

Tin Yuk Sara

杜雅詩 Cecilia

杜佩琼

杜雪珍

童安妮 Annie

唐文娟 Margaret

謝綽琳

謝兆啟 SK

謝慧珍 Quesifer

謝永輝

蔣智華 Connie

徐芷菱 Cherry

温妙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