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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道教聯合會鄧顯紀念中學舊生會 
H.K.T.A. Tang Hin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 

2011-2012 年度師友計劃年度師友計劃年度師友計劃年度師友計劃 

學長學長學長學長分組分組分組分組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學長姓名學長姓名學長姓名學長姓名 學員名單學員名單學員名單學員名單 所屬組別所屬組別所屬組別所屬組別 

1.  蔡福星（88 德社七孝） 梁國豪 (6B), 王曉君 (6B) 工程學院 

2.  陳海鳴（88） 張紹俊 (6A), 廖子蕎 (6D), 鄭嘉奇 (6D) 工商管理學院 

3.  陳鎮熙（94 七孝） 古樂新 (7C), 黃瑞康 (7C) 工程學院 

4.  林慧敏（95 德社七孝） 林婉明 (5C), 柯粵蠑 (6B), 錢曉恩 (7C) 工商管理學院 

5.  陳逸俊（95 德社） 杜曉欣 (6A), 彭俊諾 (6B), 羅廷倬 (6C) 建築學院 

6.  周銘耀（97 明社五孝） 陳曉彤 (6D), 何樂政 (7A), 王素嫺 (7A) 理學院 

7.  鄧仲華（97 明社五信） 侯藹欣 (7A), 何樂文 (7A), 廖瑋榆 (7A) 社會科學院 

8.  方恩浩（98 道社七弟） 李子健 (6A), 張俊彥 (6E), 林鴻杰 (7B) 工商管理學院 

9.  陳月華（99 立社七孝） 李子樂 (6A), 梁燁 (6A), 邱卉欣 (6A) 社會科學院 

10.  張中英（00 道社七弟） 鍾倩程 (6C), 陳莉琼 (6D), 蔡善欣 (6E) 文學院 

11.  鄧佩欣（00） 潘寶琦 (6B), 吳永亮 (7C) 醫學院 

12.  盧婉怡（01 明社七弟） 邢 霖 (6B), 陳殷愉 (7B), 廖欣儀 (7C) 文學院 

13.  梁天卓（01 德社七弟） 岑家進 (6A), 陳曉華 (6D), 羅志偉 (7B) 工商管理學院 

14.  鍾俊傑（01 明社五弟） 吳家俊 (7A), 葉智鴻 (7A), 何少婷 (7C) 理學院 

15.  黃鎮中（01 明社五孝） 廖靖朗 (6A), 彭宗偉 (6A), 劉依旋 (7B) 工商管理學院 

16.  莫詩婷（01 道社五弟） 盧文蔚 (6A), 梁詠琳 (6E), 盧天樂 (6E) 醫學院 

17.  譚鴻綵（02 明社七弟） 劉仲欣 (5C), 潘家曦 (6B), 張素兒 (6E) 工商管理學院 

18.  洪靜雲（02 七弟） 周詠堯 (6C), 羅欣欣 (6C), 葉詠詩 (7A) 工商管理學院 

19.  孔穎瑜（02） 曾淑瑩 (6A), 張柏鴻 (6B), 蘇國謙 (7C) 工商管理學院 

20.  何文鋒（02） 譚樂貝 (6A), 鄧仕璘 (6A), 霍偉樑 (7A) 醫學院 

21.  梁兆燾（02 立社六孝） 鄒樂敏 (6B), 丘浚彬 (6B), 梁玉梅 (7C) 工商管理學院 

22.  王威廉（02 立社六弟） 劉瑞媛 (6A), 彭令欣 (6A), 唐耀文 (7C) 工商管理學院 

23.  陳穎紅（02 道社五弟） 陳善瀅 (6A), 陳燕韶 (6A), 譚倩婷 (7C) 工商管理學院 

24.  廖卓基（03 道社七孝） 黎芷晴 (5E), 胡泳琪 (6E), 黃詩諾 (7A) 工商管理學院 

25.  黃德偉（03 道社七弟） 陳柏熹 (5E), 高嘉蔚 (7B), 林 元 (7C) 社會科學院 

26.  何少杰（03 立社七孝） 許文軒 (6A), 何諾進 (6B) 工程學院 

27.  鄧凱怡（03 立社七孝） 蔡嘉欣 (6A), 王潔儀 (6B), 黃浩立 (7A) 醫學院 

28.  蔡詠琪（03 德社七孝） 蕭文煊 (5C), 李漢良 (6E), 李卓麟 (6E) 工商管理學院 

29.  方偉鵬（03 明社六孝） 黃子城 (6A), 蔡子昊 (7C) 工程學院 

30.  林廷堅（03 立社六孝） 黃靜珊 (5C), 尚皓珵 (6B), 鄧道昆 (7A) 工商管理學院 

31.  梁啟鋒（04 明社七弟） 黃子悅 (5C), 盧一銘 (6C), 余玳萳 (6C) 建築學院 

32.  陳巧貞（04 道社七孝） 李沅樺 (5D), 黃懿靖 (6B), 陳家德 (6C)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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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劉世昌（04 道社七孝） 余芷翠 (5D), 麥振康 (7C), 鄧文曦 (7C) 工商管理學院 

34.  蕭淑瑜（04 立社六弟） 陳鈺雯 (6A), 陳煒棋 (6B), 余漢文 (6B) 法律學院 

35.  葉芷敏（04 立社六弟） 李嘉欣 (5C), 鄧穎琳 (6B), 邱秀賢 (6B) 工商管理學院 

36.  李雅慧（05 道社七孝） 徐嘉揚 (6B), 李安茹 (6B), 黃清沂 (6B) 理學院 

37.  蕭健威（05 道社七弟） 陳雅文 (5D), 洪智廣 (6C), 廖家勤 (6C) 工商管理學院 

38.  姚日昌（05 立社七孝） 陳梓健 (6A), 崔域舜 (6A), 林敦健 (6A) 理學院 

39.  王敏寶（05 立社七弟） 楊志燕 (6E), 李麗娟 (7B), 魏駿騂 (7B) 文學院 

40.  詹志勇（05 明社六孝） 陳 兼 (6B), 姚嘉麗 (6B) 理學院 

41.  劉美琪（06 德社七孝） 黃珊珊 (5C), 陳建樺 (6E), 郭展僑 (7A) 工商管理學院 

42.  黃天鴻（06 德社七孝） 何瑋樂 (6A), 鍾偉鴻 (7A), 馮家晴 (7A) 醫學院 

43.  周凎輝（06 德社七弟） 陳致曉 (5D), 楊 靜 (5D) 工商管理學院 

44.  方恩庭（06 德社七弟） * 工商管理學院 

45.  蔡富榮（06 德社七忠） 黃藝星 (6A), 周鎧潼 (6E) 工程學院 

46.  麥志樑（06 德社七忠） 張寶兒 (6C), 何穎彤 (6C) 工商管理學院 

47.  李仁傑（07 道社六孝） 何兆峯 (6A), 陳衍曜 (6B) 工程學院 

48.  余碩標（07 立社六孝） 梁 睿 (6C), 石凱怡 (6C), 蕭靄怡 (6C) 工商管理學院 

49.  李健熙（07 德社六孝） 劉偉文 (6E), 文安琪 (6E), 黃莉雅 (6E) 社會科學院 

50.  張君陽（08 明社七孝） 羅 諾 (6D), 謝凱怡 (6D) 工商管理學院 

51.  黃偉明（08 明社七孝） 林家駿 (6A), 葉俊宇 (6B) 工程學院 

52.  劉佩斯（08 明社七弟） 謝嘉欣 (5C), 鄒珮雯 (7B), 葉劍飛 (7B) 工商管理學院 

53.  何頴雯（08 明社七忠） 邢勵雯 (5C), 王穎琛 (6D), 胡詠琳 (7A) 醫學院 

54.  陳嘉臻（08 道社七孝） 戴訝詩 (7B), 彭梓蓉 (7B) 工商管理學院 

55.  朱凱濙（08 道社七孝） 湯凱恩 (6D), 張嘉靖 (7A) 文學院 

56.  何焯文（08 道社七孝） 梁琬婷 (6A), 王鈞嬈 (6B), 李智剛 (7C) 醫學院 

57.  梁婉儀（08 道社七孝） 許立君 (6B), 曾嘉希 (6C), 李俊賢 (7A) 醫學院 

58.  姚永晧（08 立社七忠） 陳詩雅 (5D), 吳世浩 (7C), 王 瑩 (7C) 工商管理學院 

59.  鄭曉兒（09 立社七弟） 李嘉怡 (6C), 關郁為 (6C), 劉苡萍 (6E) 文學院 

60.  陳日駿（09 立社七忠） 朱 敏 (6A), 鄧浩元 (7C) 工程學院 

61.  蔡惠彤（09 德社七弟） 蔡穎儀 (6D), 洪詠欣 (6D), 賴嘉禧 (6E) 社會科學院 

62.  劉秀玲（09 德社七忠） 鄺敏華 (7B), 吳婉雅 (7B),  工商管理學院 

63.  黃嘉駿（09 德社七忠） 丘海倫 (6C), 吳紀宏 (6D) 工商管理學院 

64.  謝惠玲（09 明社六忠） 梁啓業 (7A), 陳秀華 (7C), 梁曉敏 (7C) 醫學院 

65.  秦 靖（09 立社六孝） 李穎怡 (6A), 袁翠勵 (6B) 工商管理學院 

66.  張彥婷（09 德社六忠） 鄭皓婷 (6A), 盧志輝 (6D), 曾偉傑 (6D) 社會科學院 

67.  蔡偉豪（09） * 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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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陳校然（10 明社七孝） 張嘉敏 (7A), 呂家鴻 (7A), 文兆晴 (7A) 醫學院 

69.  鄧志傑（10 明社七孝） 陳家穎 (6D), 何思彤 (6D) 工商管理學院 

70.  吳婉英（10 明社七孝） 何慶玲 (6C), 李樂敏 (6E), 郭詠詩 (7C), 曾蔭璇 (7C) 社會科學院 

71.  曾治洪（10 道社七弟） 司徒玉婷 (6D), 梁俊琪 (7B) 工商管理學院 

72.  麥振聰（10 立社七孝） 官 宰 (6C), 李嘉雲 (7C) 工商管理學院 

73.  陳鎮威（10 立社七弟） 潘曉瑩 (6D), 賴欣彤 (7B), 蔡珮珊 (7C) 工商管理學院 

74.  吳煒豪（10 立社七忠） 楊 澄 (6C), 呂宛穎 (6D) 工商管理學院 

75.  陳曉昕（10 德社七孝） 莫凱瑩 (6B), 鄭永杰 (7A), 鄭宇航 (7C) 醫學院 

76.  高宗澤（10 德社七孝） 鄭佩姍 (6C), 林巧欣 (6D), 鄭海鳴 (6E) 工商管理學院 

77.  劉卓兒（10 德社七孝） 黎式之 (6D), 文安生 (6D) 工商管理學院 

78.  黃珉基（10 德社七孝） 張曉文 (6C), 盧芷安 (6D) 工商管理學院 

79.  陳幗儀（10 德社七弟） 杜珈敏 (5C), 歐陽灝節 (7B),  文學院 

80.  林婉冰（10 德社七弟） 楊倩恩 (6D), 謝樂垚 (7B) 工商管理學院 

81.  李瀠昫（10 德社七弟） 何早儀 (6C), 劉凱倫 (6E), 黃仲麟 (7B) 社會科學院 

82.  黃天煬（10 明社六孝） 劉繕儀 (6C), 曾靜紅 (6C) 社會科學院 

83.  周品俊（10 道社六孝） 陳博熙 (6E), 莫偉豪 (7C) 工商管理學院 

84.  林珮薇（10 立社六孝） 梁詠彤 (5A), 陳奕琪 (6B), 陳寶美 (7A) 醫學院 

85.  劉偉強（10 德社六忠） 劉燕霞 (6B), 黃浚銘 (6D) 工商管理學院 

86.  張麗怡（11 明社七孝） * 工商管理學院 

87.  潘慧儀（11 明社七弟） 蔡銘謙 (6D), 賴虹如 (6D), 葉彬莉 (7C) 法律學院 

88.  歐陽佩儷（11 明社七忠） 張家欣 (5D), 潘美雪 (6C), 麥寶田 (5E) 工商管理學院 

89.  陳健禧（11 明社七忠） 黃韻彤 (6C), 盧嘉慧 (6E) 工商管理學院 

90.  李嘉信（11 明社七忠） 馮浩弘 (6B), 陳心怡 (6B) 理學院 

91.  楊詩婷（11 明社七忠） 甘佩婷 (6D), 蘇希濤 (7B) 工商管理學院 

92.  周黛晴（11 道社七孝） 余東璿 (5C), 江寶兒 (7C) 工商管理學院 

93.  林希昕（11 道社七孝） 周楚寒 (6A), 周晉陞 (6A), 劉樹禮 (6B) 醫學院 

94.  鄭穎怡（11 道社七弟） 范覺恩 (6D), 韋寶昕 (6E) 工商管理學院 

95.  阮慧媚（11 道社七弟） 黎宛璋 (6B), 鄺嘉樂 (7B) 工商管理學院 

96.  程兆裕（11 道社七忠） 周倬而 (6D), 李頌鈴 (6E) 工商管理學院 

97.  馮展圖（11 道社七忠） 李凱盈 (7A), 梁文謙 (7A) 理學院 

98.  李達成（11 道社七忠） 羅敦奇 (6D), 馬悅怡 (6D), 張家俊 (7B) 工商管理學院 

99.  張曉彤（11 立社七孝） 陳嘉儀 (6B), 陳美盈 (6B), 容綺雯 (7B) 醫學院 

100.  劉藝卿（11 立社七孝） 楊璧雅 (6E), 郭明駿 (7C) 工商管理學院 

101.  柯智輝（11 立社七孝） * 社會科學院 

102.  陳偉豪（11 立社七弟） 盧婉華 (6D), 李芝蘭 (7B), 黃啓邦 (7C) 法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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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陳詠詩（11 立社七忠） 曾文惠 (6A), 廖芷瑩 (6E) 工商管理學院 

104.  黃 慧（11 立社七忠） 葉露詩 (6D), 張文雅 (7B), 嚴宇程 (7B) 工商管理學院 

105.  余倩瑩（11 立社七忠） 施靜雯 (7A), 李健鏗 (7B), 李子豪 (7B) 社會科學院 

106.  葉凱寧（11 德社七孝） 梁婉君 (6D), 盧汶謙 (6E) 工商管理學院 

107.  曾敏兒（11 德社七弟） 馬佳豪 (7B) , 鄧美君 (7B) 工商管理學院 

108.  林俊宇（11 德社七忠） 林肇麒 (6D), 唐嘉敏 (6E) 工商管理學院 

109.  陳錫源（11 明社六孝） * 醫學院 

110.  何健彰（11 立社六孝） 文學謙 (6A), 俞志浩 (6B) 工程學院 

111.  梁似薇（11 德社六孝） 林菁喻 (6D), 郭穎芝 (6E) 工商管理學院 

112.  鄧子翱（11 道社六弟） 郭富傑 (6E), 楊詠菁 (6E) 工商管理學院 

113.  黃奕康（11） * 理學院 

114.  王錦俊（11） * 工商管理學院 

115.  何倩瑤（11） * 工商管理學院 

 

*本會感謝各熱心校友出席師友計劃開幕典禮，部份校友更即場報名成為學長。學長可根據開幕典禮當天的分組，

繼續與學員保持聯絡，並為他們提供適當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