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21A 21B 22A 22B 23A 23B 24A 24B 25A 25B 26A 26B 27A 27B 28A 28B 29A 29B 30A 30B

年度 78-79 78-79 79-80 79-80 80-81 80-81 81-82 81-82 82-83 82-83 83-84 83-84 84-85 84-85 85-86 85-86 86-87 86-87 87-88 87-88

1 方惠玲 王子帆 毛善桐 王國良 何悅香 丁容相 王奕幟 王子道 朱偉玲 丁容發 江慧如 方玉儀 王文傑 王慕蓮 王保珍 田心怡 朱偉明 王文音 江露明 田育才

2 王錦華 余珍妹 江潔如 余貴生 余子達 江碧如 毛紅蓮 吳文生 余文園 田淑燕 朱振球 余振隆 王保榮 田淑美 古冠芬 杜日新 朱偉萍 田偉成 伍靜雅 田錦明

3 余松貴 何悅明 朱國亮 余筱梅 余亞江 吳文通 呂玉群 吳志仁 余貴金 余君華 呂楚明 余敏玲 朱振源 田淑儀 朱光 杜玉君 朱振成 余雪蓮 余慧美 余振豪

4 余秀英 杜金妹 余貴芬 余麗麗 李永忠 杜明星 呂鳳群 吳俊傑 吳文達 余楚源 杜文偉 余萍妹 呂玉霞 余志強 朱滿森 李天賜 朱惠珊 余詠梅 杜偉倫 李業成

5 何昌富 杜遇歡 何彩萍 何路清 李妙芬 杜淑儀 朱念慈 余月華 杜蘭新 余慧儀 杜恩發 余翠薇 呂偉雄 余曉賢 朱麗華 李天麗 朱煥英 余瑞光 李健聰 吳偉雄

6 何美玲 李玉蘇 何偉強 杜淑蓮 杜永森 周銘輝 朱國光 余志泉 李秀娟 杜錦輝 杜廣傑 余慧明 江敏如 余  翠 伍時雨 李兆康 呂金鳳 余曉瑩 宋聯發 吳國榮

7 杜廷芳 李耀邦 杜惜巧 杜繼忠 姚文有 卓健坤 何玉珍 周玉鳳 何子龍 李玉強 吳曉明 吳慧敏 吳文熙 吳文祥 杜偉能 李志鏗 余愛蓮 吳文波 卓嘉麗 吳慧娟

8 杜建邦 李艷群 杜梅桂 李艷芳 姚美芳 林文軍 何月好 姚仁娣 何志聰 林淦生 李艷兒 李楚卿 吳志勝 吳偉傑 余敏華 何玉燕 余健康 吳慧儀 周世昌 林淑逢

9 杜淑芬 卓錦坤 杜綺薇 林惠蘭 洪文樂 林惜珠 何秀芳 姚國宊 何偉鵬 卓秀珍 何英萍 周銘中 余耀華 李敏兒 何志基 何婉秋 宋美兒 何玉雄 周美芳 林碧英

10 李妙英 周惠賢 杜群芳 林錦華 袁少桃 房美雲 何潤芳 倪偉雄 周炳明 易國興 何家明 林文忠 何小碧 李慧逸 何錫基 林俊江 杜英 林志成 侯玉蘭 林寶玲

11 李俊賢 周康發 呂志強 吳孟傑 袁家昇 房奕文 余耀基 徐雪梅 姚依敏 房奕輝 姚文娣 林俊清 何志賢 何玉宏 姚松添 周康明 杜錦亮 林志榮 姚文偉 侯偉林

12 李育輝 房春梅 呂志雄 侯傑良 侯英嬌 徐梅芳 杜蓮鳳 容宛鴻 姚培基 房德新 姚松宊 姚仁財 何悅高 何樹基 姚國雲 周寶珍 何悅蓮 林美娟 姚文燕 侯滿昌

13 李惠玲 吳  玲 李妙芬 侯傑漢 唐連娣 袁桂芳 李艷霞 梁振強 姚業森 周玉愛 洪澤明 姚雪鳳 何美珍 房運宊 姚傑雲 房運平 何瑞倫 林淑貞 姚偉文 袁家榮

14 李海民 姚美蓮 李秀晴 徐國榮 高寶良 袁福裕 易根好 梁健洪 徐煒光 袁銀妹 侯玉英 姚淑媚 林志宊 周愛容 高志康 姚仁芳 洪裕明 周永坤 袁桂梅 倪楚雄

15 周永娟 徐金鳳 周惠蘭 袁偉強 張潤強 倪淑媚 周永蓮 張瑞祥 袁國雄 唐連發 馬潤基 袁華強 林碧玉 周銘偉 袁桂媚 姚春霞 胡俊華 胡玉嬌 袁偉龍 馬潤輝

16 周建雄 袁溪德 徐燕芬 梁玉珍 張艷玲 張年財 姚文輝 陳日華 倪淑芳 梁美玲 袁桂英 容量衍 周慧琴 胡錦榮 袁愛儀 倪珠 袁炳坤 侯巧娣 袁婉琴 張永良

17 胡容根 孫尚志 梁碧玉 梁志堅 張漢文 陳志人 姚瑞芬 陳啟文 梁幗儀 張素芬 莫毅峰 侯傑偉 胡海傑 馬美芳 莫慶明 莫惠婷 袁愛蓮 袁永廣 唐秀麗 張永根

18 吳國平 唐運財 陳美玲 陳月華 梁玉明 陳秋蓮 袁金偉 陳偉光 張志強 張瑞強 梁碧影 高寶純 洪淑儀 莫惠玲 梁海峰 梁振華 唐文偉 袁夢靈 馬美華 陳文清

19 姚文英 陸鳴儀 陳偉邦 陳沛餘 梁志豪 陳順景 袁惠才 陳偉玲 張學帆 陳玉梅 梁劍豪 徐玉娟 姚淑儀 容婉宜 張文秀 梁焯明 徐淑敏 唐萬祥 莫毅超 陳月鳳

20 侯金福 梁彩艷 陳偉清 陳偉蓮 陳玉光 陳偉文 馬潤明 陳舜鳳 陳日春 陳玉清 張永平 徐國美 姚耀祖 梁偉信 張文傑 張啟華 梁紀翔 容宛祺 張文廣 陳志強

21 倪淑燕 梁偉強 陳貴蘭 陳運珍 陳玉屏 陳舜華 梁淑清 陳耀凱 陳永豪 陳玉蘭 張卓強 莫惠芬 徐淑貞 張偉林 陳子傑 張偉光 張子康 莫家榮 張志偉 陳志慧

22 陳世華 梁潔嫻 陳劍珠 陳麗珍 陳啟源 曾鳳娣 梁劍均 黃玉群 陳世強 陳志剛 陳玉興 梁振雄 袁柳雯 張偉棠 陳佩儀 張雅潔 張碧玉 梁美儀 張俊輝 陳東華

23 陳貴顯 馮美艷 張世榮 張月明 陳貴寅 衛綺雯 梁碧茜 曾秋眉 陳忠明 陳幹忠 陳守誠 陳天喜 唐永昌 陳元嬌 陳貴蓮 陳  旺 陳文興 張永琴 張偉凡 陳偉昌

24 陳麗萍 陳玉群 張笑容 曾德良 陳劍忠 鄭振輝 陳天虹 曾惠秋 陳麗霞 陳漢揚 陳志輝 陳日興 梅約翰 陳玉美 陳偉財 陳東強 陳秋風 張敏儀 張德怡 陳遠鴻

25 陳麗蓮 陳永昇 溫玉蘭 黃貴榮 黃玉民 鄭肇其 陳志偉 廖莉芳 陳貴賢 黃紹輝 陳美嬋 陳永輝 張文彬 陳志光 陳燕嫻 陳美寶 溫淑芬 張偉深 陳忠賢 陳婉儀

26 張永強 陳秋雲曾趙玉龍廖志琛 黃玉和 黃楚輝 陳美珊 廖建輝 黃翠卿 黃紫紅 陳貴亨 陳合意 張艷妮 陳志英 楊蓮英 陳偉光 彭本善 張  關 陳美鳳 黃俊華

27 張美和 陳啟宗 曾蓮英 劉鴻昌 黃素碧 鄧桂嫦 陳秀妙 趙秀霞曾趙鳳儀黃澤玲 陳貴榮 陳美嫺 陳子健 陳鴻 楊雪茵 陳偉芳 馮世榮 陳日昌 黃美儀 黃麗娟

28 張柳容 陳雲生 廖偉文 趙瑞恩 黃祥通 鄧事領 陳婉儀 鄭玉娟 葉樹容 曾安仁 曾美玲 陳春梨 陳花遂 陳啟雲 楊燕儀 陳偉彬 黃玉珠 陳元東 黃祥健 黃耀強

29 張學文 黃紹球 廖偉光 趙賜恩 楊瑞玲 萬正福 陳運金 謝健林 楊玉才 廖嘯南 黃文鳳 陳彩虹 黃美儀 陳春娣 鄭玉和 陳梅芝 黃宏龍 陳東英 黃雲鳳 曾志華

30 黃玉華 黃紹娟 廖添榮 鄭月琼 潘沛祥 羅妙香 陳靜嫻 羅德昌 楊漢祥 楊月芳 黃貴南 陳國柱 黃翠玲 陳新強 鄭海然 陳瑞珍 黃美儀 陳東梅 黃凱玲 曾美兒

31 黃貴明 黃楚雄 廖建威 鄭玉才 葉梅英 羅明德 曾麗萍 譚漢朝 萬志光 鄧慧賢 黃偉立 陳偉英 溫志強 陳  新 劉漢洪 陳嘉碧 黃紀梁 陳春蘭 黃健欣 曾鳳珍

32 廖素蓮 黃潤妹 廖慧萍 鄭載慶 鄭記明 曾慶華 廖玉泓 劉國滔 黃偉基 陳群芳 鄧美玲 陳偉權 盧錦珠 陳嘉健 黃細細 陳啟武 馮世興 葉文龍

33 劉建漢 曾小英 鄭美華 賴秉田 鄭偉然 黃貴忠 廖慧珍 鄭雪瑩 萬紅英 黃子銘 楊漢賢 陳嘉明 蔡榮森 陳麗群 黃國權 陳偉生 葉韶康 廖建成

34 曾趙麗芬曾壽平 鄧俊祥 簡鳳妹 鄭國邦 葉天佑 廖嘯雄 賴百仁 葉惠蘭 曾文發 楊燕萍 陳靜文 黃子倫 黃子琪 黃靜儀 陳偉國 楊雪筠 廖禮坤

35 曾發洪 廖莉菁 雷永輝 羅仲平 鄭詠然 葉秀娟 劉燕媚 盧瑞燕 楊玉妹 廖炳華 葉肇章 陳麗賢 黃志雄 黃俊文 萬千發 陳新梅 鄧淦昆 劉月蓉

36 楊玉明 廖麗珠 盧雄忠 羅鳳娟 鄧佩珍 葉燕雯 鍾肇基 鍾小玲 楊漢樂 薛國豪 廖愛梅 黃國傳 黃國忠 黃振華 萬祥麟 陳艷紅 蔡宇奇 劉美有

37 楊瑞梅 黎靜宜 蕭月芬 嚴雪蓮 劉依樺 葉滿鴻 羅貴英 謝國銓 鄭國良 盧炳生 蔡汝虹 曾玉美 黃凱欣 黃耀眉 萬詩豪 陳  龍 蔡振聲 劉振華

38 潘群英 劉麗霞 蕭振宇 劉依達 賴順輝 關志堅 羅鳳美 鄭國明 鍾小燕 劉杰輝 曾鳳女 黃穎倫 楊志新 葉思聰 黃子文 蔡維益 劉煥泰

39 鄧佩珊 鄭瑞歡 賴順奇 鍾雲偉 黎美祝 盧敏釗 鍾艷萍 劉偉平 廖志文 溫振雄 趙璧乾 鄧鑑培 黃子正 蔡潔瑩 鄭瑞德

40 黎潔清 鄭寶其 鍾艷紅 簡華英 蔡傳量 盧雄釗 羅妙蘭 謝偉堅 廖建永 馮世昌 鄧婉詩 蔡惠萍 黃俊祥 鄭翠雯 鍾新龍

41 蕭煜倫 簡深仔 羅錦福 鄺  明 鄭寄娣 鍾肇璠 羅鳳媚 羅再鋒 黎結平 葉裕婷 蔡景威 劉燕玲 葉沛康 盧浩霖 羅文輝

42 蕭鳳儀 衛乃業 羅潤新 譚沛裕 蕭煜忠 羅卓城 鄭瑞澄 葉裕菁 蔡漢輝 鄭雪瑩 楊錦華 鮑詠賢 羅婉玲

43 羅卓英 賴旭田 關志聰 蕭煜成 羅玉英 羅桂芳 戴亞蓮 葉觀蓮 鄭瑞蓮 鍾佩雯 鄧健波 韓偉芬 謝現柳

44 羅德宊 鍾美芳 羅蔚群 羅杏芳 羅家敏 葉麗鳳 鍾小珊 謝美玲 鄭振斌 蘇蔭彪

45 關樂天 謝香生 羅達霖 羅潤文 鍾肇斌 戴亞花 謝偉強 霍小媚

46 羅潤好 羅有妹 羅貴宊 羅振文 盧笑萍

47 嚴偉聯 羅楚娟 謝秀玉 羅永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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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第21-30屆畢業生名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