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gnes Fung Leung Tsz Fung 區光榮 張家興 黎善功 李玉霞 蘇惠芳 胡少峯 梁智鵬 黎鳳儀 Barry Gi 周碧珠 黃秀玲

Alice Lee Libra Leung 歐達仁 張家成 林廣添 李竹平 司徒敏華 殷富榮 梁慧莊 錢滿琼 David Yau 施美麗 黃雅君

Amy Wong Loretta Mak 歐陽燕釧 張錦珍 林麗影 李福光 譚美玲 楊菁 畢穎欣 鍾燕珍 Edwin Choi 高宇永 黃愛玲

Angie Chan Marcia Ng 陳展基 張景輝 林紹棠 李秀英 譚美仙 邱少苗 莫鑑明 簡偉豪 Hung Kwong Chung 區珈翹 黃德森

Annie Chan Ng Ngok Wah, Alan 陳方萍 張永傑 林德財 李倩雯 鄧偉雄 邱耀基 陳志雄 鄺榮章 Kitty Wong 張永強 楊顯智

Chan Chun Hung David Pau Wai Lan 陳可頤 趙穎怡 林偉權 廖偉卿 杜婉儀 葉蕙芳 陳振坤 譚萬紅 Saya Lo 張治民 葉永成

Chan Lai Cheung Pau Wai Nui 陳愷晴 莊智強 林慧儀 盧永泉 曾婉儀 阮偉彪 陳素芬 蘇志雄 Vincent Yim 梁兆文 葉良

Chan Yin Wan Pau Wai Sze 陳鴻儀 周淑嫻 劉春濤 馬基鴻  曹知禮 袁偉雄 陳淑瓊 莫偉希 王鎮海 梁達強 雷雄德

Chau Yin Pan Pau Wai Yu 陳錦枋 周月娟 劉軒宇 麥嘉霖 崔炳耀 翁愛群 陳群芳 劉以薰 江 峯 梁鳳蓮 劉春蘭

Chow Tsz Yan Peter Wong 陳珏瑋 徐詠璋 劉健梅 麥文科 黃進德 王鎮海 陳錦波 區兆明 江關煥園 許偉光 蔡偉傑

Chung Ho Wa Rachel Tam 陳貴冰 秦玄非 劉麗霞 文劍清 黃凱冉 朱彩連 黄玉燕 江寶儀 陳金花 衛向安
Eddie Chan Serina Tam 陳敏婷 方欽石 劉子耀 吳家樂 黃漢南 余仙鳳 勞珮雯 何偉樑 陳炳祥 鄧薇先
Ellen Leung Simon Chan 陳佩琪  何自芳 劉奕玲 吳嘉敏 王葉礎 余俊豪 曾瑞霞 何靈光 陳偉德 鄭志洪

Erica Lui Simon Zhou 陳淑英 何志遠 劉玉玲 伍嘉寶 黃家鳳 李汎汶 程天 余俊豪 陳國璋 黎志榮

Fung Chi Man Siu Yuk Ting Grace 陳德權 許惠娟 羅靜雯 吳秀麗 黃家勝 李美珍 程秀敏 吳玉敏 陳創羽 黎健汶

Ho Yin Man Spencer Mak 陳梓軒 洪光宗 羅寶慧 吳耀輝 黃錦光 李銳壯 馮家傑 吳紹雄 陳嘉寶 黎培榮

Jimmy Chan Suuny Yong 陳媛貞 葉克紹 羅苑雯 彭志祥 黃國祺 阮美珍 馮穎恩 吳福榮 陸慧心 鍾伯光

Joe Lau Tam Bak Yung 陳燕冰 江嘉晉 李漢明 彭敏華 黃愛玲 林永泰 趙慧敏 李本利 勞珮雯 韓思思

Joey Kwok Tso Yiu Chuen 陳耀明 關浩宜 李錦屏 潘婉雯 黃瑞明 林兆強 趙麗娟 李安康 曾綺玲 鄺金榮

Lam Hok Yin Winnie Lo 陳婉芬 關建華 李國偉 潘慧敏 黃達強 姜世春 蔡玉娟 李志偉 湯詠旋 羅佩詩

Lam Yuen Wai, Ann Wong Shi Kong 陳飛 郭旭暉 李敏碧 孫逸豪 黃子能 姜世春友人 蔡根凡 李致機 程偉健 羅琛賢

Law Lai Seung Wong Shun Ying 鄭青怡 鄺美玲 李文耀 陳新華 黃偉傑 洪友邦 黎旭輝 李斯奇 馮家傑 嚴晉

Lee Pik Man Woo Fock Yau 鄭鍵明 鄺玉英 李永鴻 薛新華 黃永權 容志光 黎志榮 李銳壯 馮穎恩 蘇志雄

Lee Wing Kai Yam Shun Ying 鄭偉權 黎振明 李詠汶 蕭建培 王潤 馬荔紅 黎芬芳 沈劍威 黃力柱

Lee Yuen Bing Yu Wei Chun 鄭永傑 黎啟昌 李亦愛 蕭蘋 黃容輝 梁倩盈 黎健汶 阮伯仁 黃安東

日期: 2017年4月24日(星期一)

時間: 晚上七時至九時

地點: 香港浸會大學 夏利萊博士演講廰 (WLB103)

Samsang第六十屆體育節

體適能專題講座

肌少症與阻力訓練
報名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