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澳台校友名录

澳门生

2003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林雪婷 蘇慧儀 韋華珍 梁平芳 蘇月蟾 李詠琪 黃鳳暉 吳慧霞 潘靈僑 梁敏慧

聶詠嫦 李喜寧 許誠讓 洪穎姿 林妙玲 趙瑩明 謝美心 謝婉鈴 陳麗貞 甘惠珠

甘美欣 丘順敏 高慧燕 佘文熙 莫  藝 郭播春 曹治良 梁劍楓 張詠珊 鄭  煜
陳達途

2003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江麗娜 劉沛恩 龔抗行 黃健信 陸麗儀 劉淑惠 林秀蘭 蘇曼妍 梅茜紅 史貽芳

劉嘉寶

2004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林瑞芬 張貴新 林偉英 趙國光 蘇健敏 戴玉燕 何佩甄 陳彩梨 林佩嫦 馮錦權

陳帶有 梁雄思 梁艷紅 蔡翠怡 王家強 林桂英 劉晶莉 梁嘯丁 林國華 陳  蕊
易傑輝

2004（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梁艷芬 袁美玉 何錫林 鍾燕青 勞思賢 張煒珊 梁焯林 羅玉昆 張敏輝

2005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劉慧敏 黃庭珮 張曉敏 梁慧心 彭雁群 羅玉蓮 歐陽淑婷 梁淑儀 黃美娟 梁娟明

陸兆昌 麥潤喜 劉培達 梁逸鸞 楊佩珍 梁桂英 呂淑芬 周月婷 鄺鉅源 賴潔英

林華京

2005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戢長齡 何雪艷 伍曉琦 史貽明 李嘉琪 梁慧婷 陶軍 何淑如 伍穎智

2006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許良本 曾潔儀 李思嘉 勞雪梅 林  抽 楊世傑 蔡軍苗 譚敏堅 梁欣欣 黎嘉偉

張春潔 何婉茜 梁少萍 鄧應南 馬柏芝 鮑嘉燕 顏洪文 胡詩慧 曾建文 李趣容

林冠業 歐建業 許  寧 余小燕 夏仲美



2006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吳國俊 李顏兒 盧艷卿 葉佩珠 林碧珊 賀燕華 吳青松 陳凱風 黃秀峰
王碧霞

翁曼琪 區慧玲 嚴麗君

2007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麥建華 張潤貞 陳嘉敏 王路平 陳杏妮 羅智慧 黃信斌 張小欣 區碧雲 李  濤

譚穗貞 余蓮娣 陳麗敏 崔慧然 林俊強 陳幼綿 賴芷瑜 梁偉珍 莫懷穎 鄺漢民

何詠雯 區輕颺 張麗影 李嘉恬 馬倩瑜 周羡梅 黃美欣 馮淑婷 曾莉莉 李意恒

馮家健 林海清 黃潔貞 裴承賢 劉振怡 崔  崚 李桂妹 蕭志剛 趙保東 黃桂芬

李春英 彭繩武 何燕萍 洪慧媚 葉惠青 吳媛媛 楊穎琪 廖玉群 蔡欣欣

2007（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黃燕玲 呂燕萍 陳慧嬌 陳凱翎 練杏敏 梁美玲 徐淑敏 龔志勇 黃潔雯 梁帶好

梁嘉倩 蕭仁信 陳炳敏 馬艷琼 黃傑文 梁怡安 梁嘉敏 何敏華

2008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鄭秀賢 唐思敏 朱麗珍 何慧妍 梁素芳 林文漢 蔡嘉悅 葉少葵 梁小婷 李玉銀

梁勁峰 張培涓 朱少興 李灶威 吳美琪 馮海琼 郭紫菱 岑淑燕 何少玲 李濟時

梁慧斯 李展欣 黃敏玲 郭翠娟 麥小玲 鄧穎欣 鄭明慧 陳海岸 蕭煥英 劉觀勝

羅寶雁

2008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陳毓輝 高少媚 區兆基 萬麗芬 劉敏儀 華  蔚 林桂濤 張  維 戚容錦蘭 陳靜儀

談翠菊 吳慧靈 許聰景 許冬梅 韋思敏 王文波 羅秀珊 黃苑芳 林美琪

2009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楊一君 鄧詠琳 何詩慧 黃彩芬 黃綺棋 潘特賓 伍輝燕 張佩施 李錦容 黎瑞曉

吳詠恩 曾燕轉 黃綺珊 潘月明 吳宇星 吳日蓮 蔡靜文 陳家敏 藍惠欣 李美燕

蕭苑婷 李美儀 朱娟娟 伍綺紅 吳淑賢 張培源 陳杏芳

2009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陳嘉敬 王錦鳳 黃芷娟 黎潔雯 伍少蓮 周煉齊 楊秀儀 黎金玉 梁瓊芳 黃潔麗

許景輝 伍淑珍 朱月香 周艷韞 方秀娟 陳子明 陳雪梅 梁嘉雯 梁瑩瑩 馮韻樺



2010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王靜華 陳苒斐 鮑振華 歐琳琳 唐志光 陳麗娟 梁錫延 余展強 蘇  晨 林橋亨

周少容 陸少娟 麥倩琦 周少梅 張  嫣 梁啓發 劉麗君 李雪梅 盧永珊 游頌豪

梁式瑜 陳安妮 關文輝 李家敏

2010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趙慧雯 薛泯鑾 何佩芝 古燕紅 周健茵 陳雪儀 岑嘉珮 黃阿燕 鄧肇婷 毛有宇

譚錦花 邱瓊如 李伶征 何碧琪 楊惠貞 歐陽燕兒 張英杰 李金笑

2011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徐婉瑩 錢恩淇 蔡曉瑜 廖文健 楊婉如 譚鎮東 曾嘉明 黎文揚 張珍妮 梁詩韻

賴綺霞 李月婷 程月寶 林綺蓮 曾萬春 陳翠蓉 曹倩欣 李椅嘉 劉佩芳 冼秋夏

鄭詩韻 黎家榮 梁雅文 季迎君 梁健強 吳文芬 林秀琴

2011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戴子君 林少霞 許俊明 鄭國強 湯麗英 羅雪玲 郭曉穎 趙秀雯 陳悅和 何燕環

古成威 曾玉金 姚麗珍 姚麗娜 陳小欽 陳文根 林麗娟 余綺琪 岑嘉儀 歐陽展達

黃雪玲 紀嘉慧 吳志邦

2012级（硕士）：应用心理学

庄雅雯 黄宇凰 梁绮莲 郭小娟 郭礼明 冯志豪 容玉华 曾嘉蔚 黄伟雅 梁永达

胡月华 黄镜濠 董伟业 杨洁仪 洗宪恒 梁壁重 唐小莹 胡寒冬 林艳珍 欧阳少敏

陈锦祥 袁伟文 谭雅婷 林翼翔

2012级（硕士）：发展与教育心理学

谭丽仪 尹一龙 杨丹平 林锦芬 张惠芳 陈燕燕 陈燕莹 李敏珊 胡月媚 胡杏珊

黎钧陶 施媚妮 陈玉洁 何慧仪 吴冬冬 雷瑞乔 梁金燕 高美玲 高美儿 苏倩雄

潘淑贤 李慧敏 张晓婷 郑良兴 梁佩慧

2005级（博士）：

柳蕴瑜

2007级（博士）：

曾淑玲 龚抗行 魏志富



2012级（博士）：

许宁

2013级（博士）：

何慧妍 陈毓辉

台湾生

2009级（硕士）：

陳桓浩 洪嘉禧 吳洺儀 黃國堯 廖云釩 劉育綺

2010级（硕士）：

林鑠丞 陳威仲 陳展貴 薛有為 徐珍美 高榮芳 黃晨淳 林敏慧 易善文 葉勁君

李若瑟

2011级（硕士）：

鄭秐之 林書熲 歐陽夢龍 楊淑慧 黃子涵 巫宜芳 林秋禎

2012级（硕士）：

賴立峯 鄭吉媖 陳昀靖 吳美齡 李欣玫 盧冠穎 梁立承 高郁凱 吳宜凡 張淑芬

施長安

2013级（硕士）：

陈冠祯 李东贤 游祥禾 郭昱汝 李丽娟 黄丽香 黄静婷 刘亮慧 潘华庭 邱衣宸

宋庭逸 杨世冠 徐秀卿 吕素兰 张慧兰 简淑芬 卓芫菱

2005级（博士）：

刘姿君

2009级（博士）：

郭証銂 何正言 朱訓龍 郭碧味 陳昱彣 張玉燕 沈璡椿 洪佐翰 紀玉足 黃棟銘



2010级（博士）：

陈惠尹 陳美娟 王淑媛 向頡華 徐玲媚 呂金城 朱志成 林砡琝 王愛珠 陳翊諠

干文恵 孫長郁 唐有毅

2011级（博士）：

高玉美 張瑞芯 林古惠綠 莊麗月 王中平 張家甄 陸金竹 王碧莉 黃培嘉

2012级（博士）：

王麗堂 趙傳文 郭明諭 徐立德 顧燕蘋 張似璘

2013级（博士）：

黄慧玲 刘亮苹 杨蕙祯

香港生

2007级（博士）

：

陈子阳

2010级（博士）：

趙衛星

注：校友名单正在收集完善中，如发现错漏，请发电子邮件到xlscn

u@126.com，以便更正，谢谢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