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31A 31B 32A 32B 33A 33B 34A 34B 35A 35B 36A 36B 37A 37B 38A 38B 39A 39B 40

年度 88-89 88-89 89-90 89-90 90-91 90-91 91-92 91-92 92-93 92-93 93-94 93-94 94-95 94-95 95-96 95-96 96-97 96-97 97-98

1 文思婷 王靜文 古麗華 方兆榮 古卓然 毛世傑 田佩珠 王文傑 田敬賢 方玉華 朱定邦 田麗麗 王可昕 江永豪 田敬坤 江卓芬 王富江 江永翹 丘嘉俊

2 朱栯威 杜美蘭 危永佳 方兆興 朱定昌 田育欣 伍望雅 田建利 江文基 江卓敏 危秀蘭 朱秀雯 王富泉 朱麗珊 田敬福 余小玲 古向榮 余國章 司徒耀良

3 朱麗娟 杜宣民 吳子輝 毛敏芝 朱靜雯 余應群 朱宗盛 田素珍 李鍾瑞 朱嘉雯 李達成 江卓賢 江文靜 余碧雯 田德財 余小燕 古麗衡 余碧蓮 江文珊

4 呂偉榮 杜國基 吳曉玲 田育安 余綺華 吳玉蘅 朱念儀 田錦輝 李艷芬 朱麗雅 李鍾泰 李吉財 朱君裕 余碧華 丘嘉欣 杜鎮偉 丘嘉敏 李惠琪 朱麗玲

5 呂綺筠 李兆東 何志輝 田偉南 吳榮杰 吳偉良 朱晉業 江穎詩 車嘉豪 杜思恩 沈美雲 李卓敏 朱晉昇 余應萍 李文威 李玉輝 朱定輝 姚嘉傑 余美琪

6 李富定 李兆南 姚珮雯 田喜君 李達輝 李天欣 危秀嫻 余允勛 何寶珊 杜珮珮 車嘉威 李佩珍 車嘉濤 李素婷 李嘉榮 吳慧芳 余仲霆 倪燕婷 余嘉雯

7 李慧敏 李慧昶 姚淑芬 田錦燕 何金麗 李旭燕 李幸儒 余瑞榮 林詠恩 李玉芳 林志亮 吳凱茵 林楚雲 李慧敏 李嘉慧 姚敏飛 吳大妹 倪德武 何嘉慧

8 李潔儀 余志輝 張可欣 余瑞乾 周善鳴 李細傑 李菊詞 余應琴 周美玲 李吉華 林碧香 房麗娟 洪達明 林銀蓮 何永漢 陶美儀 吳昌雄 陶展鵬 何樂庭

9 何小萍 余翠婷 張敏明 余耀景 林德蘭 杜彩英 李瑋庭 吳偉昌 邱敏儀 李旭佳 林德明 姚秋茹 梁松潔 姚潔汶 汪俊權 張淑怡 吳嘉儀 莫佩琛 何樂俞

10 何沛嫻 余應春 陳志良 杜建良 卓依玲 林偉基 李錦堂 吳國東 胡沛銘 李邦彥 林麗芳 倪德文 梁麗詩 施智鵬 林主偉 張智航 沈偉康 張永康 吳美芳

11 卓嘉琪 吳悅明 陳伯偉 李愛花 姚文俊 周文輝 吳立勇 杜美香 姚偉良 李錦棠 卓嘉俊 張  沖 張偉兒 倪舜珊 房伯樂 張婉誼 林金煇 陳柱琪 吳梓慧

12 洪偉強 吳國基 陳麗華 吳玉明 姚綺琪 周錦泉 何志成 李玉華 姚嘉瑩 李錦輝 邱巧儀 陳少玲 陳展雄 張智雄 易嘉麗 陳東如 林凱韻 陳錦南 吳嘉偉

13 洪淑英 林志龍 黃志明 車素雯 姚漢明 侯燕妹 林志明 林主金 姚凱燕 吳華傑 易嘉文 陳世杰 陳碧珍 陳泰文 洪道明 陳偉強 邱寶羅 陳麗玲 車嘉和

14 胡佩恩 邱愛儀 黃浩尊 何妙蓮 胡俊偉 邱振輝 林金淮 林俊汶 袁仲榮 吳紫薇 洪日儀 陳安群 陳  盛 陳開心 胡倩盈 陳威成 周一龍 陳慧平 姚庭望

15 姚基雲 侯偉興 黃佩玲 林淑鳳 馬美琪 倪兒 周鳳儀 侯燕兒 袁亮明 車梓軒 胡佩珊 陳偉和 陳翠恩 陳欽珍 姚凱儀 陳碧君 胡靄盈 黃文斌 徐志森

16 侯永輝 侯國英 黃翠萍 林寶珍 袁仲謀 袁鳳儀 洪日明 袁家奇 莊美卿 周偉雄 梁麗貞 陳碧華 黃秀枝 陳欽雄 陳煥芝 曾素琴 袁佩英 黃金鳳 陳忠玲

17 張志成 侯國華 溫振威 房鎮邦 梁斯春 梁建明 洪雯娜 袁國明 莊景怡 周愛蓮 張小芬 陳漢倫 黃偉明 陳偉鐘 陳翠珊 黃金運 麥萃玲 黃荻山 陳翠蓮

18 張耀光 侯滿新 彭小燕 周劍輝 陳文倡 張永新 胡靜然 倪仕騰 張敏華 邱振雄 陳玉蘭 陳慧冰 黃敏如 陳詩敏 莊建華 黃偉明 張瑩瑩 楊德嬌 黃學青

19 陳文偉 姚仁龍 栗家傑 姚松德 陳忠怡 張景強 馬美莉 倪燕芬 陳忠尉 姚家良 陳柏基 莫佩玉 黃潤嫻 陳穎儀 黃家迎 黃嘉慧 陳碧寶 鄭錦輝 單惠芳

20 陳世傑 倪華 葉育華 梁子飛 陳道行 陳少華 莊美彩 梁嘉敏 陳采喬 倪仕榮 陳炳坤 黃文麗 程月明 陳麗芬 黃遠輝 黃靜容 黃志斌 蔡明娟 葉偉雄

21 陳國良 倪舜君 葉凱恩 張桂嬌 陳嘉儀 陳冬勝 張達明 陳不凡 陳文 莫佩琪 陳美儀 黃美宜 單嘉永 陳燕玉 葉  偉 馮圳強 黃少平 劉也

22 陳新興 袁家輝 蔡維富 張惠敏 陳翠茵 陳明春 張漢龍 陳少文 陳偉玲 張雅慧 黃宏俊 黃美娟 萬莉芙 陳鎮熙 葉潤華 楊玉玲 黃俊雄 謝建弟

23 黃佩儀 梁少芳 蔡詩韻 陳冬海 黃子榮 陳偉輝 陳佩儀 陳少洪 黃偉光 陳志峰 黃偉明 黃福星 萬翠珊 黃文振 遠沛華 楊啟鐘 馮光耀 龔貴意

24 黃國耀 梁建安 劉志強 陳  揚 黃紀業 陳欽斌 陳燕芬 陳冬發 黃源富 陳春儀 萬佩詩 黃嘉詠 葉耿忠 曾志傑 黎寬賢 鄭世強 曾敬文

25 黃惠娟 張少容 鄭家樂 陳愛 黃惠怡 陳碧玲 陳麗文 陳偉良 溫曉雲 陳俊玉 溫振業 楊曉榮 葉智良 曾國輝 蔡玉霞 蔡正兒 萬健邦

26 黃翠英 張劍忠 盧秋霞 曾志玲 黃靜倫 陳國青 黃紀元 陳偉權 彭文興 陳新玉 溫曉楓 鄭中泰 葉鈺蓮 鄭玉梅 蔡嘉琪 萬藝康

27 彭文銳 張煒健 鍾愛琴 曾家明 彭文政 陳舜儀 黃源珊 陳恭喜 粟家輝 陳國芬 葉麗雪 鄭  瑞 葉麗明 鄭昌發 盧啟發 葉智雄

28 萬子軒 陳啟華 鍾肇康 馮笑芳 葉柱坤 黃業宏 彭榮基 陳詠倫 楊志洪 陳紫茵 鄧潔雯 劉嘉奇 劉美蓮 鄭美珍 鍾志豪 鄭之娟

29 葉子強 陳偉文 謝玲玲 葉沛寧 蔡原昇 曾家勝 彭慧琪 黃小蘭 楊艷芬 陳嘉豪 歐國華 薛玉珊 劉嘉俊 劉嘉茵 韓偉玲 練子恒

30 葉詠珊 陳國春 謝偉嫻 鄧婉珊 蔡維正 楊曉虹 楊漢星 黃嘉俊 葉秀芬 陳穎珊 蔡桂寶 薛寶珊 蔡展勇 鄧松年 謝瑩瑩 蔡廣生

31 楊少雲 陳麗芬 羅桂欣 趙婉蘭 鄧鳳瑜 葉沛建 葉秀娟 曾建榮 鄧進偉 黃美鳳 劉志鵬 韓小芳 盧啟忠 蔡國春 羅振武 蔡寶彩

32 蔡浩賢 黃文慧 羅佩娟 蔡景民 鄧穎瑜 蔡景寧 葉韶良 馮慶雲 鄭子厨 黃嘉保 劉雪韻 謝寶珠 謝漢平 韓學威 蘇家恩 鍾  瑜

33 劉代歡 黃國志 羅家儀 鄭珍嬌 劉李真 鄭國強 葉麗嫦 馮慶華 劉俊傑 黃詩慧 練明心 羅麗萍 蘇家文 羅小 蕭文傑

34 劉燕屏 曾家文 蘇家其 鄭國倫 鍾美儀 鄭瑞愛 鄧進康 黎進佳 劉藝文 廖勁峰 蕭文康 羅啟明 謝漢威

35 盧浩彬 葉少平 盧幼萍 韓偉平 鄭麗明 劉雪華 劉嘉鋒 黎寬懷 蔡玥琦 鍾志強 羅麗芬 羅麗娟

36 鮑詠申 葉沛韻 羅志強 謝美華 劉振花 鄭翠珊 蔡雍婷 盧啟泰 鄭再吉 鍾榮康 龔貴勝

37 謝道勤 趙漢偉 嚴珮珊 盧術賓 蔡碧琪 羅  秀 顏永鴻 鄭秀珍 龔貴慶

38 鍾景華 劉振梅 謝現營 練明恩 謝玉珠 劉振健

39 鍾榮基 劉鎮強 羅文冰 歐國輝 謝美寶 韓學志

40 羅彩英 鄭惠如 錢珊珊 羅慧敏

41 鄭寶泰 韓惠燕 羅麗娟

42 戴運福 羅秋梅 羅耀強

43 羅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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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