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筆劃序；排名不分先後) 

業績時段﹕2018 年 1 月  

 

New Star3 星躍直銷商 

馮祥昇 楊蘊芝 雷仲賢 鄺綺祺 林德龍 陳美儀 

鄭丹 區永龍 許慧明   

 

新星躍直銷商 

丁杰光 李艷芳 王真真 余寶儀 吳劍芳 

吳潔儀 李雄超 黎思 邢惟智 周豪傑 駱日茹 

邱連根 董秀倫 洪月卿 洪啟恩 陳曉媚 張楚雪 

張碧珊 梁熙 梁燕平 莊珞琪 馮燦基 

許佩芝 許容歡 陳秀雯 陳偉基 

陳靄華 黃玉寶 黃海寧 黃鈞信 招齊詠 

黃順威 黃詩韻 楊凱麟 賴淑芬 楊蘊汶 

廖曉瑩 歐陽海暉 鄧萬全 李慧媛 鄭玉 

鄭詠瑜 賴茵怡 譚德源 鄧雪紅 蘇靜儀 

顧振明 吳美蘭    

 

 

業績時段﹕2017 年 12 月  

 

New Star3 星躍直銷商 

朱順貴 呂利紅 李國光 高長平 徐文萍 袁均樂 

梁威 陳合歡 馮俊維 鄧珮惠 劉郁陶 劉森橋 曾大華 



蔡慧玲 胡永正 鍾潔婷   

 

新星躍直銷商 

何志光 羅美寶 林麗霞 施子超 梁穎 

莊銘育 鄭敏儀 陳志鴻 陳嘉儀 陳慧嫦 

麥翠圓 曾憲喬 葉展雯 詹上儀 

鄒昀燃 蔡麗端 劉文俊 劉珮茜 羅錦銀 

RINLAPAT SUTJAPOJNUKUL   

 

 

業績時段﹕2017 年 11 月  

 

New Star3 星躍直銷商 

伍志偉 黃麗娜 吳月娥 周景良 林皓怡 

邵成文 李銅秀 張詠思 張麗儀 李家輝 陳健輝 

傅柏恒 陳麗芳 彭建屏 黃玉青 陳志彬 葉懷本 

鄭維良 羅斌 黎俊文 黎智豪 賴觀連 

譚華 MAHAKKAPONG NARUSS   

 

新星躍直銷商 

孔穎祺 李紹暉 王美京 丘匡汶 司珮瑜 

白俊禧 朱蒙華 朱麗雅 何昭良 

何載文 吳海英 吳鳳蘭 吳禮業 李艾欣 

李偉紅 李從成 陳凱筠 李鎮洪 羅美娟 卓美珍 

周俊傑 連淑鈴 屈佩儀 梅嘉麟 易詠茵 林靜宜 

洪順萍 胡國生 王茹 高志偉 鍾玉燕 區永龍 許慧明 

區雅文 梁景豪 張其帆 張建滔 陳美雲 張詠琳 楊啟邦 

張興輝 黃艷玲 梁嘉詠 梁醒賢 梁韻宜 

陳育元 黃思良 陳健泉 趙潔貞 陳錫琴 陳鍚槐 李慧英 

陸克畏 勞潔銀 曾卓傑 陳欣欣 曾憲斌 羅翠霞 

湯子才 馮國愛 譚詠潔 馮燦宗 馮讌雯 

黃典尉 黃柏健 許淑敏 黃凱彤 黃德琪 

黃麗媚 黃麗嫦 黃耀興 溫美嫻 

葉建玉 詹伙娣 雷仲賢 鄺綺祺 劉金煥 

劉偉傑 彭敏怡 劉梓華 梁潔晶 厲昕怡 潘盈姿 

鄭丹 鄭惠萍 黎雪蓮 蕭敏心 

鍾婉薇 羅偉忠 黃群慧 羅凱忻 譚永基 黃美玲 

蘇關南 鄭綺文 LIMBU ROJANI & BOKHIM BISHAL  

 



 

業績時段﹕2017 年 10 月 

 

新星躍直銷商 

何堅 何翠霞 潘國亮 吳儀華 李冬秀 

李志敏 周文斌 鄺妙蓮 林則輝 林德龍 

徐守熙 徐寶琪 馬炳財 王潤嫦 張政剛 

許皓程 陳映霖 陳美儀 陳彬沛 蕭允梨 

陳嘉祈 陳穎妍 陸藝文 何子龍 馮俊維 鄧珮惠 

馮祥昇 楊蘊芝 劉存敬 劉曼婷 劉紹基 陳嘉華 

劉森橋 曾大華 蔡慧玲 胡永正 蔣金鳳 鍾美玲 

藍平香 劉志華 ANCHAREE PIYAWATKUL GURUNG PRATAP SING LIMBU RASTRIYA 

RAI YUK PARSAD & RAI GYANTA   

 

 

業績時段﹕2017 年 9 月 

 

新星躍直銷商 

丁英 孔祥輝 陳彥珮 方亦脩 毛彭華 謝玉琴 

王良璧 謝明娘 石志榮 羅順貞 任子俊 伍志偉 黃麗娜 

朱順貴 呂利紅 江雨冰 何美思 吳月娥 

吳兆康 陳怡方 吳奕 吳詠雯 鄺敏聰 宋文鶴 

李良 李盈桂 張美  李國光 高長平 李淑英 

李湘玲 李焯瑩 李敬東 陳淑嫻 李瑞妹 

李嘉明 林洋洋 李麗瑩 杜艷 鄭國森 卓月萍 

周景良 周澤君 岳柳余 林家秀 

林惠芝 林皓怡 邵成文 李銅秀 邵俊衡 

邵浩洵 李碩 姚淑芳 洪建聰 胡純菁 

胡健強 吳岸萍 胡詠琳 胡達鴻 易詠娟 唐愛珊 

孫懷宇 孫艷 徐文萍 桂華 

茹志華 李秀宜 袁均樂 區國耀 何美薇 張佩怡 

張海峰 張詠思 張嘉晴 張澤鋒 位麗娟 

張穎雯 張麗儀 李家輝 曹熙達 梁威 陳合歡 

梁莉玲 梁惠儀 梁嫚玲 梁樂怡 

梁燕鳴 郭宏州 陳子浩 陳民力 羅淑芬 

陳志文 鄭毅敏 陳宥誠 陳倩影 陳健杰 

陳健輝 陳景倫 陳智超 陳嬡 

陳艷娟 麥詠亨 傅柏恒 陳麗芳 彭建屏 

曾瑞源 羅秀娟 黃玉青 陳志彬 黃立偉 姚冠儀 黃柏燊 



黃傍笑 黃劍輝 關佩儀 黃德輝 曾燕群 黃慧娜 麥健謀 

黃潔玲 黃潔儀 黃聰敏 張靜芬 黃懷玉 

楊振健 劉怡 葉弘豐 崔惠淇 葉懷本 詹上鋕 

鄒孟純 廖偉忠 湯慧玲 熊慧滿 趙大濤 丘美滿 

劉永強 葉惠娥 劉郁陶 劉敏樺 劉詠誠 

劉詩敏 蔡淑青 蔡慧香 鄧柏良 賀朝陽 

鄧家明 李婉雯 鄭嘉成 鄭維良 羅斌 黎安娜 

黎俊文 黎智豪 賴觀連 謝志標 程敏儀 

鍾志明 許蕙玲 鍾潔婷 羅佩青 羅協生 李桂英 

羅群英 羅錦亮 馬詠華 羅韻芝 譚華 

譚綺玲 嚴韻倩 龔育泉 劉鳳英 龔婷 

CHAU CHI FUNG & WAI YEE LIMBU BHAKTA BAHADUR & SUBBA NIRMALA 

LIMBU SURYA PRASAD & LIMBU NAINA KALA LIU KWOK BUN & SIT MEE CHUN 

MAHAKKAPONG NARUSS OSSIO W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