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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 

 

2021-2022 年度新任理事會選舉 

 

 

引言： 

‘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委員會’根據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新修訂之會章規定所組

成，職權包括籌組活動以維繫歷屆校友之情誼；管理一切有關之財產；管理及審議‘鍾蔚文基金’

之申請以資助會員修讀有關之護理課程，致力提高護理水平；透過委員會之努力遊說向院方及其他

商號謀取會員福利等 

鑑於 2019-20 年度之委員任期即將屆滿，特此公告各會員掌握機會，行使一己之權利及義務，

踴躍提名及參與選舉，以期選出賢能為本會效力，使會務發展更上一層樓 

 

 

選舉法規： 

根據會章規定委員會之人數最多為 15 人及不少於 10 人，委員之任職期由選舉年度之一月一日

起至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為期兩年，各委員於理事會之職位則於當選後隨即舉行第一次常務理

事會議中互選決定；校友服務本會累積滿十年者，可獲終身豁免參選；而連續任職兩屆之委員亦需

暫停服務至少一屆 

 凡於養和醫院護士學校畢業校友會之永久會員/會員均有資格參與 2021-2022 年度之選舉及投

票；合資格會員名單將隨提名表格發出，知會各會員 

 

 

選舉活動時間表： 

 

1. 發出選舉通知：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一日﹝星期一﹞ 

 

2. 候選人提名期：  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星期三﹞至十月廿七日﹝星期二﹞ 

 

3. 截止收表限期：  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 

 

4. 公佈選舉提名：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星期五﹞ 

 

5. 進行選舉投票：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至十二月一日﹝星期二﹞ 

 

6. 公佈當選結果：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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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選舉通知： 

 選舉通知將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四日﹝星期一﹞，亦即候選人提名期開始之十四日前，透過

本會網頁公告全體會員，合資格會員名單及提名表格亦可於本會網頁內下載 

 

 

候選人提名期： 

 候選人提名期為兩週，由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星期三﹞至十月廿七日﹝星期二﹞止，已包括

書信寄遞之寬限期 

候選人必須經過提名程序，提名必須以書面作出，被提名之會員需符合參選資格及至少獲得五

位合資格會員以附議者身份於提名表格上簽署，被提名之會員必須於提名表格上簽署，表示同意接

受提名及一旦當選後接受任命 

 

 

截止收表限期： 

 所有提名表格最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以郵遞、WhatsApp 852-9761-3479

或親身交予本會現任文書處，逾期者將不獲處理 

 

 

公佈選舉提名： 

 提名期結束以後，提名表格經過審核為符合資格者，候選人名單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六日

﹝星期五﹞透過本會網頁公告全體會員；若候選人數符合會章之規定，即最多為 15 人及不少於 10

人，則所有候選人均視為自動當選，無需進行選舉投票 

 

 

進行選舉投票： 

 選舉投票期為兩週，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三﹞至十二月一日﹝星期二﹞止，已包

括書信寄遞之寬限期，逾期者將不獲處理；為確保選舉於公平、公正及公開之情況下運作，此階段

所有選票必須附有本會蓋章及賦予登記編碼以析別其真確性，並以郵遞方式或親身交予本會現任文

書處，並不接受傳真或影印之選票 

 提名期結束以後，若候選人數超出會章之規定，即多於 15 人，則所有候選人均需經過選舉投

票由合資格會員選出；點票過程由本屆委員及邀請客席會員負責監察，點票結果以最高票數之 15

人當選，若點票結果顯示最低票數之候選人獲相同票數，則現任之 15 位委員必須各自重投決定性

一票，直至選出具代表性之候選人為止 

 

 

公佈當選結果： 

 點票結束後，本屆文書將負責通知各當選人，並將當選結果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星期

五﹞透過本會網頁公告全體會員 



Page 3 of 6              HKS&HNAA/Executive Committee Election 2021-22 

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 

 

2021-2022 年度新任理事會選舉 

 

 

提名表格 

 

選舉提名：   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委員會 

 

合資格會員名單： 案選舉法規，凡於養和醫院護士學校畢業校友會之永久會員/會員均有資格

參與 2021-2022 年度之選舉及投票；合資格會員名單請參閱附表 

 

候選人提名期：  二零二零年十月七日﹝星期三﹞至十月廿七日﹝星期二﹞ 

 

7. 截止收表限期： 所有提名表格最遲於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或之前，以郵遞

﹝寄：香港跑馬地山村道 2 號‘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收﹞、WhatsApp 852-9761-3479

或親身交予本會現任正文書處﹝郭偉紅 – 護理行政部﹞，逾期將不獲處理 

 

 吾等﹝必須獲得五位合資格會員以提名人身份於表格上簽署﹞提名              校友

參選為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二年度‘養和醫院護士畢業校友會’委員會之成員 

 

提名人姓名﹝中英文﹞ 身份證號碼 簽署 

1.   XXX (X)  

2.   XXX (X)  

3.   XXX (X)  

4.   XXX (X)  

5.   XXX (X)  

 

 本人                  ﹝中文﹞                            ﹝英文﹞，

﹝身份證號碼     XXX (X)﹞ 願意接受上述提名，並同意一旦當選後接受任命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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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校友會委員會合資格參選及投票之會員名單 

愛新覺羅扎騏  陳少卿  鄭嘉儀  蔡嘉欣  杜雪婉  許智群  

區芷筠  陳少虹  鄭嘉盈  蔡金瑞  范倩怡  孔家康  

區美儀  陳少華  程潔冰  蔡潔惠  范愷倫  洪嘉麗  

區小珊  陳素珍  鄭筠誼  蔡桂英  范潔梅  洪麗盈  

區德齡  陳雪雯  鄭敏琪  蔡麗嫦  樊美儀  洪玫莉  

區慧筠  陳雪如  鄭美英  蔡樂洇  范珮怡  洪實瑜  

歐詠璋  陳瑞冰  鄭玟欣  蔡文珠  樊蕙蘭  熊桃英  

  陳穗瑩  鄭敏思  蔡萬歡  范玉鳳  洪翠桃  

區玉美  陳淑珠  鄭雅麗  蔡美玲  霍敏兒  洪梓灼  

車鍚英  陳淑娟  鄭藹詩  蔡敏兒  霍慕莊  洪子倫  

陳超文  陳淑文  鄭笑賢 # 蔡德儀  霍慕蓮  洪蕙忻  

陳翠鳳  陳芯影  鄭月華  蔡惠芬  方聰慧  洪慧賢  

陳翠雯  陳思琪  鄭毓珍  蔡慧潔  方嘉碧  洪欣礽  

陳進驅  陳思敏  卓敏之  莊嘉雯  方國珍  熊櫻容  

陳頌歡  陳仕影  卓美萍  莊順甯  方雅儀  葉瓊芝  

陳忠道  陳吐嬋  卓詠芳  莊   瑛  方愛華  葉美雲  

陳孝鶯  陳翠霞  張寶卿  仇德瑩  馮翠儀  葉寶茹  

陳衍汶  陳翠瓊  張寶莉  周安琪  方慰君  葉轉花  

陳曉璇  陳芷雅  張志英  周頌懿  方如靜  金亞莉  

陳曉桐  陳祉達  張靜雯  周鳳婷  方玉娟  金芷晴  

陳曉彤  陳子茵  張翠珊  周可施  傅詠蓮  甘慧霞  

陳曉穎  陳芷茵  張鳳薇  鄒海燕  傅潔瑩  簡碧如  

陳曉燕  陳東萍  張曉靜  周嘉雯  傅玉珍  簡蓮麗  

陳曉瑩  陳葦杭  張曉儀  鄒嘉欣  傅玉玲  簡妙軒  

陳曉瑜  陳惠玲  張家如  周恩欣  馮冰瑩  簡淑芳  

陳灝權  陳惠玲  張嘉鈺  周立慧  馮麗盈  簡思慈  

陳可寧  陳惠敏  張金鳳  周敏婷  馮美蓮  簡燕歡  

陳凱瑩  陳慧萍  張翹樂  周    茜  馮雅儀  高莉娜  

陳海英  陳惠珊  張麗芬  周倩儀  馮秀儀  姜文意  

陳漢勇  陳慧珊  張麗笙  周翠芳  馮燦強  江荷賢  

陳康婷  陳韋誠  張麗華  周慧心  馮宇瑩  江嘉兒  

陳紅枚  陳慧儀  章汶玉  曹穎怡  馮月華  江佩玲  

陳加利  陳慧賢  張美貞  周媛儀  夏浚銘  江佩瑩  

陳嘉舜  陳慧賢  張美嘉  周有葉  夏梓銘  江燕玲  

陳家惠  陳慧燕  張美蘭  周賢芳  哈韻茵  古煥金  

陳嘉欣  陳韻心  張雅儀  周婉玲  香鳳琪  古雅姿  

陳嘉儀  陳詠芝  張寶梅  周月霞  何綽靈  古穎珊  

陳家兒  陳穎雯  張秀明  周玉鳳  何靜雯  桂秀娟  

陳錦珍  陳詠珊  張瑞芝  周鈺罡  何靜儀  關靜文  

陳嘉穎  陳永嫦  張淑玲  蔡駿灝  何彩儀  關正瑩  

陳淇淇  陳永恩  張小紅  蔡泳儀  何轉珍  關家寶  

陳紀鈴  陳詠欣  張笑儀  朱貞霓  何珍妮  關敏華  

陳健盈  陳穎欣  張廷匡  朱翠瑤  何俊成  關美馨  

陳潔芳  陳茵茵  張梓筠  朱   潔  何俊業  關施慈  

陳君辭  陳欣欣  張芷齡  朱潔兒  何曦汶  關慧儀  

陳君雅  陳懿嫻  張偉敏  朱麗珊  何加玲  郭靜宜  

陳幗瑛  陳綺汶  張惠明  朱麗儀  何家盈  郭曉欣  

陳麗嬌  陳綺雲  張惠儀  朱文寶  何錦儀  郭嘉玲  

陳麗婷  陳綺蔚  張慧賢  朱雅蘭  何景頤  郭錦雯  

陳蓮卿  陳奕斐  張韻盈  朱煒儀  何麗兒  郭文意  

陳露嫻  陳    艷  張穎姿  朱運英  何莉莉  郭美英  

陳樂婷  陳燕芳  張詠瑤  朱慧齡  何美諭  郭明世  

陳美旋  陳燕芳  張若菡  朱穎欣  何美霞  郭葆儀  

陳曼鈞  陳英媚  張婉瑩  徐鳳儀  何倩嫻  郭秀芳  

陳敏婷  陳瑩穎  張玥琦  崔南芬  何淑貞  郭少珊  

陳文穎  陳如倩  張旭紅  覃曉倩  何韻珊  郭思韻  

陳美珊  陳婉華  遲瑞芬  秦詠琳  何詠檭  郭偉紅 # 

陳美雯  陳月珍  詹勲奕  秦玉麗  何詠欣  郭詠嫻  

陳美嫦  陳月霞  詹奕寧  鍾政琛  何綺容  郭   怡  

陳鎂甄  陳乙酉  錢淑文  鍾翠霞  何燕冰  郭奕敏  

陳妙詩  陳玉清  程鳳珊  鍾翠琳  何婉珊  郭   妍  

陳慕貞  陳昱光  趙馨兒  鍾嘉穎  何玉燕 # 郭元元  

陳梅心  陳玉凝  趙喆艷  鍾連芳  韓愷珊  鄺莊凝  

陳 枏  陳正怡  趙雯鳳  鍾美玲  康潔美  鄺藹兒  

陳雅晶  仇靜華  趙鳴心  鍾美兒  黃婉琪  鄺建蘭  

陳毅峰  周凱淇  趙珮琪  鍾明嘉  許智美  鄺詠賢  

陳愛華  周錦珍  趙秀珠  鍾寶怡  許鳳萍  鄺月雲  

陳靄瑤  周朗妍  趙瑞芳  鍾佩如  許琪舜  賴翠欣  

陳寶芬  周安妮  趙瑞芬  鍾新桃  許樂兒  黎嘉結  

陳珮芝  周淑君  趙瑞瑩  鍾慧玲  許碧華  黎珈麟  

陳培明  車妙娥  趙翠華  鍾慧明  許秀琼  黎嘉詠  

陳佩怡  車敏玲  招華茵  鍾慧冰  許惠芬  黎嘉欣  

陳倩霞  鄭智慧  趙慧珊  鍾慧兒  許友儀  黎琪恩  

陳瑞琪  鄭晞茼  趙炎珍  鍾詠珊  許漪賢  黎桂霜  

陳淑儀  鄭曉玲  蔡晶晶  鍾悅珊  許瑤瑤  賴文珊  

陳淑英  鄭凱琪  蔡曉彤  沙葦樂  許若青  黎美玲  

 

# 代表該校友已連續任職兩屆，於本年度須暫停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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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校友會委員會合資格參選及投票之會員名單 

黎美寶  劉佩明  李婉儀  李詩敏  馬惠貞  伍伊琳  

黎美雲  劉佩梅  李月娥  李婷婷  馬艷琴  吳綺玲  

黎銘然  劉秀雄  李玉薇  李芷逞  馬婉琴  吳燕棠  

黎寶霞  劉淑芬  李玉萍  李艷娟  馬苑文  吳宇媚  

黎佩禎  劉倩華  李艷貞  李婉華  麥靜婷  吳裕慧  

黎佩詩  劉小婉  梁敏貞  李玉梅  麥翠玲  伍婉媚  

黎秀弟  劉淑玲  梁淑儀  李潤芝  麥浩怡  吳月嫦  

黎煒昕  劉淑華  梁焯寧  林素煥  麥家恩  吳玉蓮  

黎慧怡  劉翠屏  梁瀞文  連瑜芬  麥潔琳  伍玉萍  

黎穎聰  劉紫君  梁靜儀  連玉華  麥潔文  倪佩珠  

賴綺珊  劉蔚雯  梁賽麗  凌慧賢  麥佩華  顏麗芬  

黎艷容  劉慧芸  梁翠珊  聶佩茜  麥斯詠  顏美心  

黎月嫻  劉慧儀  梁頌平  廖依華  麥詠晴  顏淑鈴  

林秋紅  劉慧賢  梁鳳燕  廖杏旋  麥婉雯  顏樂瑤  

林志豪 # 劉偉瑩  梁曉澄  廖競芬  文詠茵  柯澌霆  

林祖華  劉慧瑩  梁曉嵐  廖佩珊  文艷芳  柯芷晴  

林全慶  劉穎欣  梁曉琳  廖佩華  梅燕雯  彭果娟  

林    凡  劉詠妍  梁曉瑩  廖紫婷  巫鳳英  彭麗湘  

林軒霆  劉綺媚  梁凱琪  廖蘊琪  巫桂芳  彭   玲  

林曉珊  劉應昭  梁凱琳  廖詠芝  毛美影  彭碧芳  

林曉慧  劉悅梅  梁凱盈  廖婉雅  巫幼蓮  彭葆蓮  

林凱瑩  羅曉霜  梁積金  廖育英  莫嘉寶  彭佩明  

林家欣  羅嘉希  梁嘉晴  盧彩蝶  莫淑萍  彭聖安  

林嘉欣  羅美芳  梁嘉汶  羅翠恩  莫泳姍  朴慧臨  

林家燕  羅美珊  梁家詠  盧鳯群  莫穎思  龐鳳蘭  

林嘉玥  羅銨瑩  梁金鈴  羅可茵  梅子明  潘鳳儀  

林建馼  羅寶嘉  梁潔儀  盧嘉兒  梅慧芬  潘皓瑜  

林健兒  羅仕芳  梁潔盈  盧錦雯  吳志航  潘嘉雯  

林    勁  羅筱芝  梁美娜  盧瑾儀  吳志勤  潘嘉雯  

林潔芳  羅素靜  梁雯詩  勞建璋  吳彩玲  潘荔華  

林幗瑛  羅天琪  梁簢鎐  盧幗炘  吳翠怡  潘佩琳  

林麗娟  羅詠姍  梁美玲  羅麗嘉  伍鰈  潘惠芳  

林麗珊  羅婉菁  梁美鳳  盧樂群  吳鳳晶  潘燕華  

林洛敏 # 李靜紅  梁美寶  盧美彤  吳格舜  鮑浩勤  

林文懿  李翠晶  梁慕慈  羅雅然  吳曉娟  潘靜青  

林美佳  李頌文  梁雅婷  勞寶珍  吳曉童  潘美鳳  

林美雲  李復嫦  梁愛真  盧佩齡  吳凱瑤  潘慧盈  

林明珠  李巧玲  梁佩玲  羅秀儀  吳家禧  司徒緯儀  

林愛欣  李曉珩  梁雪影  羅淑儀  吳家琦  沈建筠  

林    博  李曉雯  梁瑞芬  羅倩婷  吳嘉麗  謝碧蓀  

林沛兒  李皓怡  梁倩晴  羅雪冰  吳嘉文  佘盛華  

林珊珊  李鴻虹  梁倩婷  盧淑棋  吳嘉寶  石嘉兒  

林小麗  李健敏  梁少美  羅婷芝  吳嘉寶  商婉蘭  

林少愛  李潔貞  梁雪欣  羅婉琴  吳嘉倩  邵思菊  

林小萍  李潔瑩  梁雪怡  盧慧蘭  吳嘉慧  沈海宜  

林少冰  李桂英  梁翠萍  羅惠玲  伍珈慧  岑珮琪  

林笑慧  李國香  梁子慧  羅惠玲  吳嘉欣  岑肇君  

林芷敏  李麗珍  梁芷歆  盧詠娥  吳嘉恩  沈怡馨  

林惠鳳  李    力  梁慧琪  盧詠欣  吳嘉恩  沈艷冰  

林偉德  李玲兒  梁慧貞  盧燕珠  吳家誼  沈遠珍  

林慧婷  李樂昕  梁惠漢  羅汝玲  吳金霞  岑玉明  

林惠瑩  李   文  粱惠敏  羅婉琪  吳杰兒  施嘉惠  

林韻荃  李汶洛  梁慧施  駱慧筠  吳潔儀  冼凱淇  

林韻欣  李美儀  梁韻婷  駱詠恩  吳君若  冼力甜  

林泳恩  李璧暉  梁穎欣  呂艾蔚  吳光麟  冼玉卿  

林綺美  利泊芠  梁燕芝  呂    菁  吳麗芬  薜穎琪  

林綺婷  李湘瑩  梁燕萍  呂錦聰  吳蘭芳  邵嘉琪  

林盈盈  李施恩  梁潤娟  呂少芳  伍美珍  蕭美妍  

林宇晞  李雪清  梁月顏  呂雪芬  吳美嫻  蕭碧桃  

林宛瑩  李雪虹  梁鈺明  呂芯怡  伍美蘭  蕭穎音 # 

林玉山  李淑卿  梁玉萍  呂詠欣  吳雅妮  蘇章穎  

林玉儀  李子豪  梁鈺婷  呂婉慧  伍秀雯  蘇頌琦  

劉瀞雅  李紫琪  李澄泇  雷越麗  吳尚偉  蘇翠鳳  

劉巧兒  李枳炘  李靜儀  陸曉儀  吳素丹  蘇梓瑩  

劉衍芬  李偉樂  李采凝  陸建宏  吳梓烽  蘇詠雄  

劉    卿  李泳楠  李曉晴  陸潔玉  吳紫彤  蘇炎卿  

劉潔玲  李穎彤  李凱珊  陸敏儀  伍慧嫻  蘇宛宛  

劉君翠  李頴茵  李嘉茜  陸慧君  吳慧森  宋思思  

劉    蓮  李詠儀  李潔琳  陸    艷  吳渭瑤  孫曉瑩  

劉弄玉  李穎怡  李麗娟  倫希文  吳潁琪  孫美芳  

劉文麗  李兒澄  李麗英  龍君茹  吳穎嵐  孫詠瑜  

劉美美  李若芝  李苗琳  馬愷汶  伍穎珊  岑慧貞  

劉鎂然  李奕彤  李銨淇  馬嘉欣  吳穎思  辛采芸  

劉明欣  李炎芳  李寶琼  馬瑞雲  吳詠欣  孫    燕  

劉雅怡  李妍慧  李秀芸  馬少婉  吳欣欣  施金寬  

劉貝敏  李婉玲  李倩婷  馬淑君  伍一君  施美蘭  

 

# 代表該校友已連續任職兩屆，於本年度須暫停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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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校友會委員會合資格參選及投票之會員名單 

施雪芬  曾媛儀  黃潔靜  吳華麟  姚凱丰     

施穎雯  曾欣儀  黃潔瑩  胡紅暉  姚海琳     

施燕婷  曾燕芬  王冠姿  胡嘉怡  姚嘉慧     

司徒美  曾婉儀 # 王桂芳  胡敏儀  姚詩敏     

司徒惠嫺  曾月華  黃韵秀  胡藹琳  余錦英     

司徒有蓮  謝靜賢  黃國銳  胡佩清  余麗婷    

戴麗娟  謝采穎  黃廣蓮  胡沛賢  余明慧     

戴雪英  謝駿逸  黃麗川  胡世玉  余保賢     

戴潤琪  謝嘉文  黃莉棋  胡淑機  余秀玲     

譚可欣  謝家欣  黃利各  鄔慧心  余德馨     

譚皓員  謝敏儀  黃文筠  胡韻賢  余得意     

譚凱桐  謝愛真  黃慢娜  吳韻玉  余天美    

譚健清  謝碧華  黃美華  胡詠怡  余惠雲     

譚桂芬  謝丹鳳  黃    梅  吳雨穎  余詠珊     

譚美玲  謝四嬌  黃雅瑩  鄉艷莉  余如菲     

譚寶珍  謝瑞琼  黃愛兒  任俊儀  余月娥     

譚寶燕  謝雪貞  黃柏浩  任柳儀  余鍾祈     

羅銨瑩  謝蔡雄  黃碧霞  任敏儀  袁家俊     

譚守貞  謝穎森  黃碧齡  任瑞君  袁嘉寶     

譚慧潔  謝詠如  黃碧英  任淑珍  袁麗華     

譚婉華  蔡鎮暉  黃寶怡  甄鳳秋  袁妙芳     

談月珊  蔡寶瑩  黃寶怡  甄淑婷  阮佩玲     

陳惠惠  蔡慧蓮  王博文  楊芷恩  袁秀琼     

鄧碧潔  蔡惠英  黃佩玲  邱卓盈  袁秀麗     

鄧斐然  蔡欣倩  王珮華  邱靜嫻  袁    弢     

鄧嘉琪  徐誦婷  黃佩茵  邱翠瑤  袁惠玲     

鄧嘉慧  徐麗娟  黃佩儀  邱家健  袁煥興     

鄧潔娉  徐樂頌  王佩蓉  邱靜宜  袁裕雄     

鄧鈞齡  徐銘基  王    珊  游   君  容祖儀     

鄧幗寶  徐佩嫻  王澍潤  丘愛萍  容潔真     

鄧愛蓮  徐倩雅  黃淑貞  游佩兒  翁敏珊     

鄧佩雯  崔茜熒  黃淑芬  丘雪盈  翁秀慧     

鄧佩盈  徐小玄  黃淑芬  邱芷荃  容梓淇     

鄧秀蓮  徐潤慈  黃倩儀  丘綺媚  翁穎雯     

鄧淑芬  董海珊  黃羨兒  邱汝君  翁月雲     

鄧華燕  董穗淇  王少芳  余衛姿      

鄧穎芝  董玉英  黃少霞  楊佩芳      

鄧苡均  衛金齡  黃少嫺  楊碧霞      

鄧月儀  韋佩珊  黃少娟  楊焯銨      

田秀莉  衛玉明  黃小珊  楊似蘭      

丁毓嘉  溫嘉瑜  王小燕  楊清麗      

丁淑萍  温麗冰  黃素貞  楊鑽芳      

張妙珠  温銘兒  黃宣穎  楊翠齡      

杜曉婷  温佩賢  黃雪瑩  楊春芳      

涂小杰  温淑燕  黃淑梅  楊震華      

唐   靜  温雪欣  王心怡  楊佳繁       

唐金蘭  雲詩勤  黃丹鳳  楊錦茹       

湯麗芳  温惠玲  黃定雯  楊禮婷      

唐麗軍  温慧敏  王翠萍  楊文潔       

唐曼莉  温黃瑜  黃子健  楊雯蕙       

湯寶欣  温婉媚  黃子恩  楊美玲       

湯珮恒  溫煒燕  黃衛恩  楊美玲       

唐玉菁  黃秋秋  黃惠賢  楊明欣       

唐玉昭  王芷茵  王有珍  楊佩琪       

蔡玲玲  黃卓筠  黃意莊  楊瑞儀       

曾    靜  王卓欣  王意虹  楊舜儀    

1244 
Candidates 

曾曉晴  黃清清  王綺雯  楊惠蘭    

曾凱琳  王靜雯  黃綺珊  楊詠童    

曾嘉慧  黃靖彤  黃怡偉  楊宛貞    

曾嘉燕  黃靜儀  黃綺雲  嚴杏宜    

曾啟彤  黃翠盈  王燕玲  嚴希勵    

曾錦蘋  王頌華  黃燕和  嚴麗娟    

曾潔玲  黃杏元  黃遠紅  邢曉琨    

曾麗英  黃僥彤  黃婉玲  葉卓昆    

曾曼貞  黃凱欣  黃婉嫦  葉志雄    

曾美珍  黃妍璁  黃婉兒  葉翠君    

曾美潔  黃珈熙  王琬喻  葉麗賢    

曾倩怡  黃嘉敏  黃月清  葉安茹    

曾少琼  黃家妍  黃育晶  葉碧芳    

曾雪梅  王嘉慧  黃玉珍  葉秀儀    

曾思婷  黃嘉慧  黃玉梅  葉小敏    

曾    詠  黃嘉欣  胡詠雯  葉    素    

曾詠詩  黃嘉儀  鄔燕蓉  葉惠青    

曾穎桐  黃錦群  胡浣鈴  葉慧玲    

曾詠彤  黃勁潔  胡靜文  葉欣霈    

曾煥好  黃潔芝  胡凱婷  姚凱晴    

# 代表該校友已連續任職兩屆，於本年度須暫停被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