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升學輔導講座（家長專場） 

參加者名單 

 
 家長姓名 子女就讀學校 

1 鄒明艷 粵華中學 

2 吳子傑 培正中學 

3 戴麗勤 聖保祿學校 

4 楊航飛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5 黃麗玲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6 吳志森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7 唐莉萍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8 白雲 嘉諾撒聖心中學 

9 黎暾 高美士中葡中學 

10 李堅 濠江中學 

11 梁小珊 聖保祿學校 

12 黃杏儀 嘉諾撒聖心中學 

13 李艷芬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4 Lam peng peng 鏡平學校中學部 

15 姜肖盈 嘉諾撒聖心中學 

16 LEI CHONG HOI 聖保祿學校 

17 溫智民 聖保祿學校 

18 許秀氣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19 CHAN MUI CHU 嘉諾撒聖心中學 

20 葉愛群 勞校中學 

21 陳麗萍 聖保祿學校 

22 曾倩婷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3 張春芬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24 周齊愛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25 陳惠儀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26 歐生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7 陳小姐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8 陳玉敏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9 李月琼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30 康绍碧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31 羅鵲貞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32 胡麗愛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33 尹可晃 氹仔坊眾學校 



34 陸敏華 海星中學 

35 王德欽 氹仔坊眾學校 

36 張嘉慧 陳瑞祺永援中學 

37 陳寶珮 聖羅撒女子中學英文部 

38 謝蔚藍 氹仔坊眾學校 

39 鄺兆風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40 蕭李卓卿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41 陳秀影 培正中學 

42 Venus 培正中學 

43 Sharon Kong 鏡平學校中學部 

44 傅小英 濠江中學 

45 黃黎美賢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46 李碧瑩 勞校中學 

47 張輝 中葡職業技術中學 

48 鄭少波 聖羅撒英文中學 

49 趙耀良 新華學校 

50 黃惠藝 新華學校 

51 張潔 新華學校 

52 林彩娥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53 洪榮民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54 施美莉 聖羅撒英文中學 

55 陳美華 陳瑞祺永援中學 

56 馮慧清 陳瑞祺永援中學 

57 譚鳳群 澳門浸信中學 

58 劉志強 澳門浸信中學 

59 陳新娣 嘉諾撒聖心中學 

60 黃清麗 鏡平學校中學部 

61 Can Shek 濠江中學 

62 Sam Ng 濠江英才學校 

63 Iris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64 鍾豪 鏡平學校中學部 

65 季偉婭 培正中學 

66 魏志富 培正中學 

67 葉華英 聖保祿學校 

68 胡寶仙 陳瑞褀永援中學 

69 簡蘭芳 聖保祿學校 

70 王凡 陳瑞祺永援中學 



71 黄偉强 新華學校 

72 蔣春麗 新華學校 

73 吳燮坤 鏡平學校中學部 

74 江妙霞 鏡平學校中學部 

75 何先生 陳瑞祺永援中學 

76 古韶興 鏡平學校中學部 

77 鍾玉環 鏡平學校中學部 

78 甘衛玲 鏡平學校中學部 

79 張澤媚 鏡平學校中學部 

80 张爱红 培正中學 

81 劉夢蘭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82 薛嬋歡 勞校中學 

83 何潔中 粵華中學 

84 陳文民 粵華中學 

85 陳雙瑜 粵華中學 

86 蔡鸿志 粵華中學 

87 馮雅芝 粵華中學 

88 黃麗梅 粵華中學 

89 材潮新 粵華中學 

90 李君濠 粵華中學 

91 戴美玲 粵華中學 

92 吳琼艷 粵華中學 

93 劉苑平 粵華中學 

94 鍾小红 粵華中學 

95 陳翠玲 勞校中學 

96 Wong im heng 粵華中學 

97 Cintia Vong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98 Pun oi ian 粵華中學 

99 蘇曉艷 粵華中學 

100 梁文鳳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01 梁金蘭 陳瑞祺永援中學 

102 林妙容 陳瑞祺永援中學 

103 劉愷彤 陳瑞祺永援中學 

104 程美紅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105 潘秀芳 教業中學 

106 黃施雅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07 聶美娟 鏡平學校中學部 



108 馬玉芳 聖若瑟教區中學 

109 容佩玲 粵華中學 

110 卞忠敏 培正中學 

111 梅毅瑜 濠江中學 

112 鍾錦富 鏡平學校中學部 

113 區曦 培正中學 

114 張琪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15 陳洁紅 教業中學 

116 趙秀梅 教業中學 

117 梁月桂 新華學校 

118 葉培均 粵華中學 

119 陳秀好 粵華中學 

120 陳根祥 粵華中學 

121 仇健舜 粵華中學 

122 蘇冬月 粵華中學英文部 

123 李漢權 粵華中學英文部 

124 陳文昌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25 梁潇元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26 陳淑芝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27 李金瑞 鏡平學校中學部 

128 何寶蝶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29 吳啟賢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30 莊莉蘋 聖羅撒英文中學 

131 李悅群 鏡平學校中學部 

132 蘇遠鸿 陳瑞祺永援中學 

133 徐熙雯 培華中學 

134 Chan Iat chi 培華中學 

135 黃鴻綉 鏡平學校中學部 

136 林笑玲 慈幼中學 

137 宋春花 陳瑞祺永援中學 

138 岑鳳珠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139 陳洪林 教業中學 

140 許明珍 鏡平學校中學部 

141 官金蓮 嘉諾撒聖心中學 

142 崔成郎 嘉諾撒聖心中學 

143 梁義群 培華中學 

144 蕭仁信 嘉諾撒聖心學校 



145 劉麗思 浸信中學 

146 鄭思雅 培正中學 

147 陳錦祥 勞校中學 

148 俞蘭芝 培華中學 

149 馮競亮 培華中學 

150 吳金燕 培華中學 

151 郭金伟 濠江中學 

152 高志華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53 陳敏 氹仔坊眾學校 

154 羅秋红 氹仔坊衆學校 

155 蕭父英 氹仔坊衆學校 

156 徐一燕 培正中學 

157 劉翠紅 同善堂中學 

158 周永剛 同善堂中學 

159 羅松輝 鏡平學校中學部 

160 林澤成 聖羅撒英文中學 

161 楊連笑 聖羅撒英文中學 

162 夏玉琼 同善堂中學 

163 周金球 鏡平學校中學部 

164 黃麗嬋 粵華中學 

165 梁細芳 粵華中學 

166 Wongngankio 同善堂中學 

167 李月華 培正中學 

168 何淑儀 同善堂中學 

169 陳俊香 培華中學 

170 趙美蓮 同善堂中學 

171 金世昌 同善堂中學 

172 梁袖嫺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173 鄭錦瑜 鏡平學校中學部 

174 劉照輝 鏡平學校中學部 

175 黃曉靜 鏡平學校中學部 

176 陳靖宇 鏡平學校中學部 

177 許亞如 培華中學 

178 陈紫玲 濠江中學 

179 陳小敏 聖羅撒女子中文中學 

180 甘健芳 聖羅撒女子中文中學 

       *排名不分先後，按報名時序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