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屆別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年份 08-09 09-10 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 陳頌衡 陳嘉琪 陳秋伶 陳健明 陳立言 陳嘉慧 陳小慧 陳昊孺 Darren 蔡金洪

2 陳康程 陳國安 陳憲明 陳敏慧 陳子健 陳梓鍵 鄭嘉蕙 陳芷茵 陳家晞 陳熙禹

3 陳文龍 陳明文 陳嘉浚 陳思銘 陳慧敏 張雅婷 鍾凱琳 朱樂兒 陳綿澤 陳慧欣

4 陳華婷 陳毅進 陳露 趙崇明 張頌筱 趙莎莎 黃贇 鍾榮健 周誕國 陳子榮

5 鄭佩佩 陳世景 張頌輝 蔡慧瑩 鍾竣樺 何傑生 賴宇軒 鍾欣兒 陳煜升 朱志健

6 張詠雪 陳華姿 張文兵 傅詩雅 馮雅雪 龔興霸 葉穎青 范芝藍 張嘉穎 鍾穎怡

7 張若离 鄭君柏 詹承和 馮小文 何逸彤 羅慧穎 吳振邦 侯晨晨 傅泳誼 范揚笙

8 蔡明麗 張霆鋒 蔡中傑 許先浩 古家希 李詩雅 吳偉軒 何聲晴 何敬朗 傅浩華

9 鄒嘉慧 趙崇安 徐詠怡 江寶兒 關詠詩 吳展鵬 鄧芷瑩 黃秀華 胡碧琪 郭榮嘉

10 鍾澤玉 鍾兆徽 何駿業 郭子樂 林咏珊 吳漪婷 丁綺雯 江珏盈 林逸朗 何粵瑩

11 鍾凱耀 呂善娜 關海玲 賴文軒 劉勇 湯偉恆 曾俊恒 關志豪 劉志炫 何嘉俊

12 鍾偉江 樊沃龍 郭文康 林偉宏 李信凱 潘恩慈 曾家威 賴希妍 劉宝財 何慧琳

13 馮俊杰 傅菲彤 賴家杰 劉孝賢 萬幸寧 鄧瑪莉 黃宜臻 林曉彤 羅潔盈 胡港星

14 高若涵 許偉燊 林紀賢 李安妮 吳文姸 王琮荏 汪嫣 李雅欣 林睿欣 梁芯怡

15 黎斯佳 葉偉倫 林偉鋒 梁永成 吳育丞 黃銘慧 邱凱琦 陸麗丹 陸茵紅 林曉盈

16 黎雨晴 江家希 劉可兒 梁綺敏 孫漫芝 楊倩 余境煌 陸殷儀 潘浩明 林文希

17 林翠女 鄺祖兒 劉濤 李嘉琪 施長江 余延恒 余雨濤 麥根豪 潘浩天 劉家健

18 林永誠 林易琴 李佩儀 李鼎烽 施佰謙 施柏信 文迪燊 杜倬建 呂樂怡

19 李浩南 李俊民 李文靜 廖柏威 丁耀文 蔡靜宜 莫振賢 杜俊邦 文穎琛

20 李梓健 梁智勇 盧文傑 嚴健輝 曾俊豪 伍文希 謝智鋒 莫振鋆

21 梁文詩 梁志偉 莫詠恩 盧樂丞 曾天旗 邱詩怡 謝許識 邱添

22 梁佩珊 梁仲豪 蒙港平 羅雅文 韋諺 曾俊豐 黃靜雯 成浩康

23 李聿綉 梁光明 吳潔怡 盧燕婷 黃宗輝 黃嘉銘 黃繼穩 孫耀隆

24 馬曉賢 梁華基 伍文杰 羅玉潔 黃樂賢 胡樂兒 吳君雄 湯駿鵬

25 馬慧鈴 李凱雯 吳文婕 蒙邱俊勇 黃玥瑤 葉子敏 許景堯 王集鑫

26 吳昭儀 盧寶儀 魏月亮 吳禧 楊嘉瑤 施勤信 楊嘉銘 葉婷

27 吳曉東 吳雅詩 潘巧兒 吳思彤 葉鳳儀 施悅靈 余嘉聰

28 吳倩儀 吳振希 覃莹 蕭景峰 余雨浩 余怡樺

29 吳思祺 施咏琦 鄧芷晴

30 彭文俊 黃宗寶

31 彭子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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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