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1 2 3 4 5 6 7A 7B 8A 8B 9A 9B 10A 10B

年度 58-59 59-60 60-61 61-62 62-63 63-64 64-65 64-65 65-66 65-66 66-67 66-67 67-68 67-68

1 王珠群 李海明 文耀東 江運來 白福海 朱兆秋 呂蓮英 余月貴 呂北賢 毛錦華 黃兆有 毛文英 王淑真 方少林

2 何秀芳 何秀薇 王珠強 朱潤昌 呂  仲 朱秀娣 杜桂芳 余偉倫 杜木壽 伍麗華 王德釗 杜金國 甘燕琼 石志明

3 杜月芳 何冠廷 王國明 呂兆能 李美香 朱潤良 杜梅芳 余喜明 杜貴妹 甘志龍 甘燕玲 杜淑英 李月媖 呂廣洪

4 杜木有 何燦林 江遠清 李海波 余六妹 杜群嬌 何西賢 杜喜鳳 呂玉珍 呂玉英 杜勝妹 李來嬌 朱桂英

5 杜金旭 杜桂清 朱國光 何佩棠 何  九 沈承祖 范燕芳 何桂嬋 杜碧雲 任麗梅 李振輝 杜錫年 李約翰 朱愛蓮

6 杜珠妹 杜添好 朱潤忠 杜天華 何灼坤 杜仕輝 胡玉如 何彩蓮 何秀芬 朱桂賢 李家賢 何玉明 李展鵬 李巧明

7 何梅香 杜銀竹 李海清 杜灼榮 杜土亮 杜長妹 姚金生 何碧雲 何冠凡 杜土禮 何偉光 何映林 李彬巧 李柳芳

8 林土興 杜綺蓮 李建國 杜金蘭 杜伙妹 杜炳就 袁立本 杜金培 何慧興 杜伙喜 何潔芳 何美蓮 杜太有 李浩淇

9 徐滿坤 杜錦柱 杜水葵 杜柏泉 杜成就 杜根穩 高淑瑩 杜金富 何  蘇 杜石穩 杜仕安 何桂常 杜伙恩 李煥明

10 張翠華 杜樹海 杜灶勝 杜貴順 杜金水 杜桂堂 梁有蓮 杜英嬌 李瑞強 杜合梅 杜永成 何偉倫 杜金娣 李漢炎

11 葉  禮 侯添友 杜桂好 杜福祥 杜坤華 杜偉民 梁翠芬 杜春梅 林良波 杜金同 杜志圻 李立梅 杜錦昌 李艷平

12 蘇平日 徐達泉 杜桂芬 杜錦瑞 杜馬福 杜傑相 張其昌 杜容好 林錦光 杜金玲 杜奕壽 李英好 杜錫培 利揚枝

13 袁桂芳 杜群鳳 杜蘭坤 杜週才 杜運河 張美儀 杜偉忠 吳蘭芳 杜英巧 杜國超 李家隆 杜錦喜 余育鄰

14 莊滿權 杜樹穩 李民相 杜勝貴 杜榮坤 張榮發 杜就南 袁勝權 杜桂喜 杜國勝 李捷生 何桂萍 杜偉光

15 張灼祥 杜燦德 李英九 杜影蓮 杜壽祥 張燦培 杜裕光 徐慧敏 杜淑貞 杜清富 李富蘭 林炳堯 杜潤堂

16 張英娣 何天賜 李壯威 杜興福 杜葵娣 張麗芳 杜葵鳳 張玉光 杜淑英 杜就芳 李勝發 林啟超 杜禮妹

17 張桂英 何偉儒 李僑發 周水有 杜燊南 陳月明 李炎源 張宇光 杜碧霞 杜煥圻 李達林 林家明 杜添火

18 張贊肇 梁智湘 李潤棠 林敬妹 杜燦林 陳柱輝 吳國如 張奉生 杜廣達 杜錫桂 李鳳英 馬惠萍 林順妹

19 陳新華 陳惟怡 李鳳屏 張伙泰 何桂芳 陳鎮輝 林萍好 張富群 杜興妹 林服文 李鳳娣 徐美好 林錦富

20 黎錦洪 張安泰 李德六 張培中 李瑞真 陳羅英 林錦多 張就雲 杜燈禮 易鳳妹 李錦梅 麥樹德 冼國賢

21 黃永康 黃伙嬌 沈承宗 張偉堂 李鳳群 黃紀港 袁根亮 張學明 李  華 冼  漢 沈承彩 郭明光 袁木金

22 黃錦培 黃金勝 招大昌 張創志 周子良 馮雅賢 唐藹華 張錦祥 李富源 侯土穩 余展鵬 張中元 袁江川

23 蕭世豪 黃盛倫 吳任明 張傑光 易木娣 楊力發 郭偉光 梁財貴 何月娥 連玉明 吳國柱 張家矩 袁超明

24 蕭馬就 廖福照 林木嬌 梁智權 易  興 廖連喜 郭贊秋 莫海權 何娥彩 張玉新 吳瑞明 張敬儀 陸偉熺

25 黎鳳儀 林玉珍 馮灼坤 林雨蒼 廖燐圻 梁玉強 陳有房 何發祥 張金珍 周秀英 張慧芳 梁偉祥

26 黎幗賢 林良坤 馮松興 林清景 廖樹穩 梁國雄 陳長平 林國有 張連輝 邱艾文 陳永禮 張小群

27 賴玉珍 林國民 黃達源 林錦容 熊永鉅 張合崧 陳炳輝 林翠妹 陳正大 林倩婷 陳世祥 張仲明

28 歐陽漢中 林毓懷 楊沛南 冼愛卿 蔡堅成 張復蘭 黃明德 林錦培 陳  田 林倫添 陳安怡 張樹蕊

29 袁汝芬 廖東成 范榮登 蔡靜然 張  喜 黃紀新 周錫柏 陳世佳 林添球 陳潤嬌 張樹興

30 莊開枝 廖昌群 麥錦棠 歐振財 陳大禮 黃淑嫻 侯友妹 陳連妹 林銀貴 陳錦新 陳五妹

31 梁鳳儀 廖裕壽 張少冰 鄭偉誠 陳日帶 黃景輝 姚貴強 陳貴鈿 林樹興 陳  興 陳月薇

32 梁智偉 蔡樹堅 張連錦 鄭錦坤 陳官生 彭小青 高振權 陳偉就 侯添鴻 陳蘇成 陳玉清

33 馮木生 黎靜裳 張堯階 劉祥財 陳彩鳳 馮德成 唐運娟 陳運平 姚觀英 梁玉菁 陳玉蓮

34 張金蓮 藍建民 張學松 簡振雄 許立輝 甄美玉 陳仲好 郭贊英 殷半興 梁結義 陳美賢

35 張肖可 羅發坤 張錦偉 簡耀雄 麥雅倩 萬志明 陳馬帶 梁翠萍 唐裕生 梁運嬌 陳春發

36 張香珍 陳木珠 蕭觀妹 黃文彬 熊英奇 陳貴希 黃玉文 陳  卓 黃成發 陳超明

37 張連慶 陳光耀 叢玉珍 曾銳勝 鄧仲禮 陳麗娟 黃遠發 陳海榮 黃妙嫻 陳祺輝

38 黃桂昌 陳桂蘭 蘇肇祥 彭德華 鄧桂興 曾玉和 葉淑蓮 陳彩霞 黃就英 陳祺衛

39 黃秉彝 陳富蓮 葉金玉 鍾偉華 曾春榮 楊華樂 陳瑞珠 黃淑珍 馮樂德

40 黃勵文 黃秀琼 董煥笑 鍾愛珠 張國平 楊偉強 陳漢如 馮昭貞 黃  千

41 溫官九 黃梓強 廖新民 衛保華 張焯培 楊遠光 張沃邦 溫榮佳 黃英祝

42 劉少萍 黃淑霞 廖機榮 藍  文 梁玉蓮 萬正喜 張澤鏗 廖添壽 黃秀蓮

43 劉金安 黃朝威 蔡民豐 聶慧芳 梁耀武 蒲六根 張錦明 鄭宏俊 曾國忠

44 趙群芳 黃寶歡 歐丁基 關秀玲 黃水蘭 黎秋華 陸婉明 鄭松貞 葉來娣

45 鄧貴發 溫沛賢 劉玉玲 黃國良 黎森華 梁玉蓮 霍鏡萍 葉偉球

46 蔡灶培 彭壽良 黎揚波 黃潤起 黎樹元 梁瑞蘭 盧錦娣 葉滿玉

47 蔡金棠 甄國華 鄧桂英 鄒立建 魯連城 梁耀榮 廖松英

48 黎靜雲 楊慧芬 薛康明 鄒銀芳 劉和仁 黃秀珍 廖榮珍

49 魯筱玲 葉淑珍 謝根發 葉迪榮 練賢生 黃雪英 劉小楓

50 藍青雲 鄭家華 謝龍光 廖福華 歐仕梅 黃健文 劉英強

51 羅玉英 盧淑嫻 鍾有健 廖應蘭 蔡祥娣 馮鎮威 歐玉珍

52 蘇成添 鍾喜全 麥少棠 鄭柏森 韓偉明 曾惠儀 潘偉坤

53 鍾慧愛 蕭  松 鄭海基 羅惠賢 葉漢良 盧海林

54 蕭志明 羅發仁 蔡志田 蘇錦榮 雷榮江 盧國榮

55 蕭榮相 蔡來娣 楊秀芳 鍾應龍

56 譚秀英 蔡偉佳 楊帶娣 鄺兆正

57 鄧志誠 楊維源 羅婉華

58 鍾柱有 楊慧芳 龔永楷

59 鍾衛波 廖榮嬌

60 鍾鴻順 廖鳳娣

61 謝玉蘭

62 繆錦富

63 羅發麟

64 羅觀妹

65 蘇賀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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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