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11A 11B 12A 12B 13A 13B 14A 14B 15A 15B 16A 16B 17A 17B 18A 18B 19A 19B 20A 20B

年度 68-69 68-69 69-70 69-70 70-71 70-71 71-72 71-72 72-73 72-73 73-74 73-74 74-75 74-75 75-76 75-76 76-77 76-77 77-78 77-78

1 朱觀友 毛燦亮 尹錦棠 朱桂芳 文惠英 余少祥 王少珍 朱志強 王錦全 朱兆康 余美宜 毛錦昌 丁容基 王錦文 王子慶 王子敏 何月珠 丁容鳳 朱國良 余小芬

2 李向台 呂慶文 石志英 朱國才 王麗珍 余宜 王潤娣 朱掌珠 毛錦成 朱劍華 余達清 王健珊 毛紅運 伍麗嫦 毛文鳳 王奕帆 杜永安 余偉立 余松福 余少蘭

3 李妙嬋 杜水偉 杜金耀 呂北明 朱劍文 何玉蓮 毛燦豪 余玉梅 尹錦章 伍麗霞 余煒正 王健碧 朱潤深 何玉霞 毛善良 朱新年 杜永基 何水清 何志昌 余偉玲

4 李振明 杜木貴 杜賀年 呂美芬 朱潤嫦 何西容 伍麗豐 余世妹 余奇峰 杜光泰 何惠芬 朱先有 何來健 何東昌 呂月群 余煒建 杜彩蓮 何志成 何清光 何月明

5 李慧儀 杜偉智 杜樹坤 呂美玲 伍淑賢 何祖堅 何偉玲 何玉玲 何穎駒 杜成富 何蕙琛 吳德興 何偉傑 何悅雄 何佩芬 何華熙 杜偉森 何悅龍 何麗貞 杜植妹

6 李慕潔 杜清蘭 李文筠 杜才穩 何梓南 何志成 杜蓮鳳 杜玉英 杜寶珠 杜鎮華 杜桂蘭 何昌有 何錦棠 何福安 周康寧 杜正華 杜煒三 杜金春 吳國強 杜寶玉

7 杜月貴 杜福勝 李英妹 杜秀貞 何東成 何國輝 杜銀鳳 杜彩勤 李文田 呂福林 杜錦彩 杜女好 杜子英 杜乙貴 吳秀蓮 杜銀新 杜嘉玲 杜添財 杜金鳳 李永輝

8 杜水蓮 杜錫連 李建興 杜秀貞 何惠娟 何冠雄 杜定壽 杜植宜 李廣田 李素萍 李見明 杜添英 杜正文 杜月好 吳耀華 杜蓮娣 呂月雄 杜淑坤 杜根富 林文漢

9 杜柱安 杜麗英 何冠君 杜克謀 杜仕德 何炳梅 杜興霖 杜達才 易景明 李彩蓮 李培新 杜梅春 杜美鳳 杜玉芬 姚翠霞 杜麗娥 何佩玲 吳彩娟 杜錦華 林嬋基

10 杜惠珍 何旭球 何梓楷 杜定貴 杜根梅 吳慧芬 李文清 杜發 吳彩霞 杜錦彩 李素珍 杜淑燕 杜偉洲 杜正華 胡玉棠 李雪清 李美嫦 周林弟 杜興權 周玉珍

11 杜偉儒 何英彩 利能照 杜金蘭 杜惠齡 杜定才 李沛然 杜德財 吳婉琼 李錦蓮 李慕娟 杜閏壽 李文俊 杜金偉 孫尚義 李裕倫 李浩基 周秋蘭 杜蓮妹 洪文輝

12 何偉仁 何冠梅 林潔雯 杜業妹 杜婉梨 杜根彩 李貴華 杜蘭英 姚翠雲 李觀生 李潔文 杜偉英 李天恩 杜冠元 梁淑嫺 李廣豐 李妙嫺 招樹柏 李月珠 倪淑琼

13 何樹東 李玉琼 林樹金 杜敬欲 杜福崇 杜錦華 李廣宏 李玉珠 姚慧琴 余辦妹 李耀良 杜榕興 李浩波 杜美玉 梁智強 李德強 李素儀 倪淑英 李文燊 袁群娣

14 林梅好 李秀聰 易運東 杜偉儒 杜蘭好 杜桂傑 李艷蓮 李玉卿 范美蘭 易金玉 林滿和 杜廣勝 易玉燕 杜貴年 梁學文 林勤波 林家亮 侯桂好 李玉平 唐永煌

15 周錫銓 李耀昌 姚貴生 杜慧妹 李啟明 杜英富 林月兒 李英好 侯森萍 林嬋貞 林潔慈 李玉英 周群英 杜銀英 陳世卿 林燕珠 林燕珠 徐金有 李玉珍 陸鳴茜

16 邱光明 吳安祥 姚創良 杜燕群 李逢奇 杜海球 林柱石 李金鳳 胡潤娣 林燕貞 冼青蓮 李世勳 吳彩雲 杜銀鳳 陳國雄 林錦培 林潔冰 徐金清 李偉強 梁美娟

17 侯水娣 林玉鳳 侯柏榮 何玉娟 李慧敏 杜廣妹 梁少珊 李潤發 徐恩平 林嬋貞 吳彩虹 李美蓮 吳雅倫 杜錦貴 陳啟棠 林嬅蓮 周肖月 曹偉光 招美薇 梁美嫻

18 姜永平 林敬發 侯偉賢 何海基 林小鳳 杜鳳良 梁志衛 林金蘭 徐衛民 林燕貞 吳錦輝 李啟行 范偉良 杜蘭貴 陳偉安 姚慧蓮 姚翠薇 梁志昆 房健華 梁啟昌

19 袁汝華 林嬋珍 胡月明 何偉文 林志強 杜慧娟 梁啟勝 林嬋娥 袁汝玲 林潔環 姚秋明 李劍清 姚文生 李玉英 陳偉強 徐金貴 范秀蘭 梁桂林 姚文興 梁桂倫

20 翁麗嫦 周玉燕 范桂芳 李巧明 林麗芳 杜潤銓 梁淑儀 邱瑞華 梁詩劍 邱光賢 侯惠邦 李綺萍 袁惠玲 李美玲 陳雅儀 袁金蓮 梁傑榮 梁啟樂 范蘭香 梁學宏

21 徐恩賜 胡潤梅 袁羽嬌 李俊良 侯桂蘭 杜蘭芬 陳日新 侯添堷 梁霖榮 容國強 胡玉如 李漢華 梁炎梅 李鳳霞 陳愛梨 唐來娣 梁翠瑩 梁滿堂 袁忠明 梁健華

22 張俊平 侯添財 梁玉冰 李倩婷 范偉國 李倩華 陳玉星 姚有平 陳玉蘭 唐運達 袁炳超 林少均 梁昌順 李劍雄 陳漢強 梁國雄 陳永輝 梁耀全 袁家樂 馮惠強

23 張桂芳 袁錦榮 梁相榮 李家和 梁大銘 李艷玲 陳桂貞 徐金棠 陳尚志 梁彩玲 莊素娟 范偉光 梁淑蘭 林玉華 陳蘇偉 陳日能 陳玉芬 梁露凝 曹玉嫺 陳永傑

24 陳世海 唐玉娟 梁啟順 李劍屏 梁國明 周秀光 陳美娟 唐永發 陳秀嫺 梁啟錢 莊素鳳 侯月好 梁影雪 林志光 黃明坤 曾桂林 陳偉芳 萬正娣 梁碧君 陳永鵬

25 陳佩芝 張美珍 梁淑萍 李錦華 梁鎮榮 林根財 張美英 梁敏輝 陳潤求 梁學鳳 莊翹初 袁朝英 梁翠儀 姚鳳如 黃錦蘭曾趙麗冰陳秋香 陳永得 陳玉梅 陳國華

26 陳佩欽 張直 梁國華 余幼蘭 麥美棠 冼麗明 張敏強 陳林仔 陳觀麟 梁耀松 陳志光 梁玉清 梁潔蓮 倪淑芬 黃麗娟 張忠穩 陳貴育 陳玉梅 陳世光 陳舜卿

27 陳貴平 張耿 梁學強 余雪梅 陳月英 姚雲嬌 張泰山 陳松禧 張就環 陳永瑞 陳尚希 梁尚昆 梁耀輝 徐亞女 馮惠明 張家安 陳鎮成 陳桂芬 陳貴華 張立明

28 麥  勳 陳  仁 張九妹 余毓茂 陳秀珍 姚慧貞 黃根來 陳秋霞 張紹基 陳桂芬 陳巧玲 梁啟強 陳美逑 袁建國 葉淑儀 張劍虹 陳鎮興 陳偉娥 陳偉民 張樹明

29 陸婉儀 陳秀琼 張石祥 林立波 陳淑梅 侯伏穩 黃華豐 陳偉松 張淑嫺 陳貴芳 陳美霞 陳成基 陳偉成 唐水嬌 葉維斌 張潤蘭 張矜持 陳運英 陳偉珍 黃冠英

30 彭碧珍 陳美好 張紹良 林偉光 陳鎮坤 梁玉松 黃應雄 陳偉強 張富華 薛喜女 陳惠珠 陳世嬋 陳廣熙 梁玉輝 楊有福 陳玉堂 張焯楷 陳衛春 張年嬌 黃鳳強

31 曾明珠 陳冠大 張錦興 易運福 張振洪 梁英宜 黃樹輝 陳潤龍 張業駒 薛連女 陳貴芬 陳嬋卿 陳榮漢 梁玉潔 雷永健 陳永雄 張璧君 陳耀章 張志興 黃樂全

32 黃安石 陳福強 張醮全 范旺登 張耀穩 陳釗威 曾美玉 曾小燕 溫偉群 陳日輝 陳運財 陳麗梨 張志文 梁惠嫻 雷永麟 陳永華 黃玉娟 張玉蘭 張榮輝 黃靜萍

33 黃紀瑩 陳漢康 陳小燕 范桂芳 黃達培 陳桂梅 葉祖光 曾惠芬 黃玉琼 陳美娟 陳鎮平 張志光 張家智 梁淑萍 賴長天 陳惠卿 彭道威 溫偉明 溫偉揚 彭載宏

34 黃華威 陳綺麗 陳金平 范偉強 葉淑貞 陳福能 廖惠生 張玉明 黃添發 陳偉平 張錫南 張美結 張素嫺 梁耀光 賴鏡田 陳耀文 甄國全 黃美女 黃偉其 曾文有

35 黃麗嫻 陳鴻發 陳容發 徐群好 葉惠民 陳帶上 廖澤光 張偉明 黃國財 陳淑卿 黃志良 張炳榮 張焯和 莫美鳳 管世文 黃冠貞 楊玉英 曾建銘 彭連雲 楊碧琴

36 楊慧容 戚光榮 陳敏怡 梁國雄 廖偉光 陳劍珍 歐丁榮 黃少強 彭國華 張育仁 黃海乾 張惠芳 張錦榮 陳桂娟 廖官嬌 黃靜華 楊玉娣 葉淑蘭 曾婉冰 劉其昌

37 廖國昌 梁翼文 莫天葵 戚光基 廖笑英 陳潤昌 蔡敏儀 黃旭華 曾惠芳 張家鴻 黃創偉 張劍明 馮麗霞 陳貴賢 熊菁玲 鄒維康 楊浩彬 廖錦坤 劉苑芸 廖莉芬

38 潘英才 馮玉貞 黃應森 郭智玲 廖業吉 陳潤蓮 蔡偉富 黃秋霞 甄美群 張澤銘 黃國輝 馮劍橋 黃偉東 陳蓮英 劉苑菁 廖仲明 楊鳳嬌 鄧桂香 劉國雄 蔡偉貴

39 劉小文 黃賜偉 黃艷梅 麥慧斯 蔡美然 張達明 鄧淑明 黃創開 楊永祥 黃旭強 黃靜雲 黃冠文 甄美寶 陳謙明 劉華榮 廖志協 劉勝昌 薛貴明 劉國儀 鄭玉山

40 劉月好 葉金娣 曾德文 張玉東 黎立祖 黃忠志 黎淑儀 黃健輝 楊潤蓮 黃佩妍 楊麗雲 雷玉萍 楊六嬌 張添華 劉麗萍 趙燕君 廖澤銘 蕭羡儀 廖榮坤 鄭玉嬋

41 蔡本良 葉桂生 彭國光 陳丹玲 黎春華 黃國安 鄭笑英 楊浩楷 廖劍坤 黃瑞霞 曾添永 雷玉華 楊健忠 張達文 蔡美華 劉秀英 趙秀英 羅玉芬 廖慧薇 鄭伯祥

42 蔡祥英 萬景光 楊志圓 陳偉大 黎聖心 黃滿福 賴遲生 楊潔芬 廖澤堂 黃國樑 劉建圃 楊有娣 劉月愛 張耀明 蔡雪春 鄭國堅 鄧仲德 羅妙珠 熊泉斌 衛乃健

43 蔡堅強 廖玉清 楊健文 陳蓮嬌 歐玉芳 黃寶明 魯連仲 劉添麟 廖麗芬 黃滿林 歐仕群 楊思聰 趙愛群 黃月華 蔡銘然 賴順財 黎滿全 羅惠光 鄧仲果 盧劍英

44 鄭秀琼 廖桂生 楊鳳蓮 黃如慶 劉小明 黃豐容 盧耀榮 蔡旺庭 蔡衛儀 黃海權 歐振和 廖建文 黎微英 黃志光 鄧鳳雅 簡松光 熊菁玲 羅春梅 鄭載茂 蕭月芳

45 鄭國雄 廖裕納 葉漢忠 曾添源 鄭健中 雷玉琼 鍾喜明 鄧仲和 蔡燾寰 葉祝蘭 蔡志然 潘鳳平 黎立強 黃志強 鍾喜發 蕭旭堂 鄭美儀 羅育生 賴順成 蕭育深

46 鄭碧珠 廖麗群 賴淑珍 曾碧群 賴德珍 楊銳清 藍惠瓊 羅惠棠 鄭慧琼 楊水生 鄧淑雯 鄧仲勤 鄭美琼 黃錦榮 鍾潔儀 羅天富 盧賽玲 羅鳳嬌 羅天財 羅桂芬

47 賴經民 漆祥德 蔡文光 萬健寧 鍾承楚 楊麗珍 羅麗娜 羅惠琳 鄭麗娟 楊友娣 鄧鳳英 鄧汝仁 謝宋珍 曾紅英 蕭育清 羅惠光 盧賽鳳 譚沛基 羅錦全

48 魯筱婉 熊永發 鄧麗貞 馮醉琴 聶志明 廖玉珍 關秀儀 羅帶娣 謝容南 楊師琴 黎小玉 鄧鳳蓮 聶秀玲 劉貴珍 蕭振忠 羅鳳嬌 藍田茂 譚紫筠

49 歐仕濃 賴鳳珍 鄭玉琼 楊志仁 羅錦宏 潘鳳來 謝觀平 潘國才 賴慧貞 鄭健新 藍田廣 廖建文 羅  芳 羅仲文 關靜珊

50 蕭有興 鄧欣華 鄭惠勳 楊志威 羅翠玲 蔡堅偉 鄧欣富 鍾愛玲 鄭鳳嬌 羅英澤 蔡英澤 關志恒 羅麗美 蘇嘉鳳

51 鍾愛娣 鄭秀玉 潘玉珍 楊蓮有 鄧力文 鄭玉清 薛喜女 盧劍明 蘇子建 鄧淑群 譚紫媚

52 簡超雄 鄭紫華 盧海明 楊靜儀 鄧照民 黎嘉尚 蕭集初 簡月香 鄭瑞英 蘇子文

53 繆錦少 盧劍青 鍾笑歡 雷玉琼 鄭玉女 蕭振文 羅天德 鄭健明

54 關秀薇 錢錦江 鍾崇光 廖添偉 賴慧玲 鍾承彰 羅庭生 羅惠英

55 錢錦昌 鄺兆祺 廖應娣 簡靜儀 鍾愛玲 羅傑英

56 錢錦波 譚可玲 廖艷潭 蕭榮富 鍾應堅

57 鍾貴生 蕭琼芳 廖艷澶 羅惠文 簡華新

58 羅蓮芳 羅錦榮 黎敏芝 羅英蘭

59 羅蓮香 蘇功傑 潘惠琼 譚惠芳

60 蔡群英

61 劉益明

62 劉雁明

63 劉瑞英

64 劉福珍

65 鄭秀娣

66 鄭繼銓

67 盧淑賢

68 盧瑞卿

69 羅天有

70 羅夢玲

71 蘇鳳娟

以上資料由學校提供，名字以畢業時為準，若有錯漏請通知校友會秘書處，資料會盡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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