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年度 98-99 99-00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1 朱志偉 張嘉浩 陳敏兒 陳浩基 陳駿安 陳振華 陳德蓉 陳華 陳俊光 區家怡

2 杜世昌 蔡珊珊 陳婉如 陳凱蓉 陳浩明 陳輝龍 陳慧 鄭麗欣 陳家豪 陳美婷

3 李玉婷 鍾家強 鍾志洪 陳傑 陳家榮 陳家豪 張天佑 鍾偉誠 陳戒科 陳淑婷

4 李嘉雯 姜兆安 馮景彬 陳文婷 陳小祝 陳嘉怡 鍾楚君 鍾慧茵 陳丞瑋 陳儀芬

5 余美雲 黎婉婷 簡俊文 陳文慧 陳懿德 陳文欣 鍾楚婷 鍾雲智 陳倩怡 鄭龍寶

6 何淑瑩 劉淑珍 龔美香 陳燕珊 陳婉華 蔡明智 鍾婉君 范雪琪 陳少強 張启俊

7 吳梓卿 劉庭威 龔添輝 鄭麗君 鄭祥健 方瑞武 何志明 范偉民 陳詩琪 張達然

8 吳嘉麗 李欣榮 劉國斌 朱偉忠 蔡嘉儀 林靜欣 林佩欣 方瑞芬 鄭龍祺 鍾雲龍

9 易嘉鳳 李嘉玲 劉美玉 賴惠友 蔡潔霞 林佩雯 李世傑 方瑞耀 張晨峰 郭瑤

10 周健龍 廖富林 羅國鑫 林志威 鍾楚儀 劉翠珠 廖富雄 何錦峰 鍾錫城 郭文輝

11 姚綺婷 羅建瑩 李錦秋 林嘉盈 馮景怡 劉倍宗 廖浩文 許景青 馮勇爵 黎文鋒

12 許紫全 駱婉如 李聿耘 劉錦紅 何淑慧 李子豪 馬宜廣 黎仕麟 馮勇博 林樂怡

13 麥萃文 吳梓卿 李文彪 羅國棟 洪俊豪 廖富誠 蘇雁凌 李健源 侯雪盈 羅兆東

14 梁啟文 吳美芬 李世豪 羅明德 姜珮琪 駱鎮強 曾慧莎 梁智輝 香敏兒 梁超健

15 萬美珍 單凱欣 李雪丹 李嘉榮 高瑩楓 楊港英 曾家樹 梁翠玉 何安寧 梁麗珠

16 黃志偉 尹秋倩 李玉龍 廖潔婷 林嘉駿 楊桂珠 黃振東 凌靜怡 江東永 梁靄雯

17 蔡珍妮 黃巧媚 劉智雄 勞敏怡 劉曉盈 楊利轅 黃悕媛 沈文正 李嘉芮 梁永廣

18 蔡景榮 黃少明 倪德財 盧潤發 劉錦星 姚志龍 黃莎莉 宋俊賢 李雅麗 彭漢

19 鄭佩佩 黃日鋒 鄧秀娜 呂詠超 李欽城 余松燕 楊港雄 黃志豪 李梓峰 沈文才

20 鄭麗兒 楊文嬌 黃翠敏 顏永耀 廖潔姍 余妙夠 黃俊峰 梁致琛 譚家威

21 劉育斌 楊栢軒 黃俊賢 龐嘉文 駱間儀 袁曉文 黃莎婷 吳子豪 杜文謙

22 羅秀萍 余美嫻 黃春燕 曾家立 呂詠欣 葉雄子 潘達尉 曾雋言

23 羅家偉 余雲嬌 胡志豪 尹偉杰 莫俊華 余智恒 丘常玉 曾曉紅

24 袁慧珊 楊德龍 黃海龍 吳詩雅 梁慧晶 丘常青 曾浩峻

25 朱巧雯 姚莉 黃嘉敏 鄧周怡 鄧立高 曾芷茵

26 林綺倩 胡靜文 黃海彪 鄧倩菁 曾慧美

27 羅翠梅 邱碧怡 黃美燕 鄧欣儀 溫嘉俊

28 楊慧盈 楊百樂 曾綺婷 黃河

29 葉翠霞 袁金紅 謝曉鋒 黃嘉雯

30 袁煒秋 袁子杰 王晁鵬 黃傲敏

31 黃家進 王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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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