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學校歷屆初中畢業生名錄 

（共 250 人） 

第一屆（1927）共 10 人 

林金源 許統一 鍾能萬 鄭錦漢 蔡茂森 鄭天發 侯荐慶 

李贊育 陳欽生 劉桑楚  

 

第二屆（1931 年）共 11 人 

馮業錦 林文興 羅煥江 陳潤昌 梅錫祥 羅煥端 戴國水 

林國盛 黃佐景 謝慶生 郭占春  

 

第三屆（1932 年）共 15 人 

劉 輝 劉貝來 顏 宣 羅曾教 吳楚鵬 王國梅 黃紹泉 

楊清明 方子珊 梁 華 李定業 劉鴻逵 李鴻儒 鄭本立 

洪水源  

 

第四屆（1934 年）共 25 人 

黃紹槐 林纘寬 鄭梅泉 黃民立 王燕南 劉 錘 黃春泉 

黃文達 黃紹昌 黃紹隆 陳文祿 林瑞龍 黎材舟 馬業浩 

黃啟俊 黃慶福 陳應傳 黃天來 黃榮溫 佘鎮業 李玉團 

劉正坊 顏章江 陳松年 孫宗盛  

 

第五屆（1935 年）共 16 人 

黎材賢 黃應祥 顏潤澤 周金年 林金川 許輔仁 沈欣惠 

潘金成 曾錦秀 李文行 李源德 吳先投 鄭枚宗 謝樹猷 

黃松柏 趙炳南  

  



第六屆（1936 年）共 21 人 

劉正編 陳學濃 林天雄 陳 桃 楊德高 溫福田 莊際昂 

謝炳林 鄭文馨 潘金龍 方嘉謀 黃春盛 李鴻源 顏來答 

顏金枝 傅盛裕 王裕炯 林家修 郭斯昌 李文才 李奎通 

 

第七屆（1937 年）共 19 人 

林清泉 林金針 林天豪 林松濤 黃樹浩 黃紹鴻 黃志華 

梁傑華 郭景陶 劉青雲 鄧明新 鄭泰陽 符劍炎 莊耿球 

陳 鵬 謝明姜 謝樹材 李雲峯 鄧明錦  

 

第八屆（1938 年）共 20 人 

翁順福 湯錫強 劉秀清 楊海水 劉寶樹 林纘豐 趙世英 

李士英 鄺華庚 楊式鎮 鄭成祖 林維揚 林梓材 黃裕福 

李增德 李文椰 林金鍊 劉漢坦 林玉欽 王回天  

 

第九屆（1939 年 6 月）共 14 人 

李謀遠 王國漢  陳錦新 潘金順 張明浩 陳家追 鄧良標

黎濟川 陳思寅 謝成水 林金和 林 近 鄭恩賜 鄭文皆 

 

第十屆（1939 年 12 月）共 25 人 

林道進  劉正玄  王以爵  陳家茂  吳紀華  林振榮  劉路加 

周清柅  吳顯祖  顏木生  鄭士照  岑運愈  謝達江  張廷蘭 

朱生寶  蔡紹興  周靖波  譚勳淵  鄭國慶  黃樹欽  岑廷勳 

陳和明  鄭春居  鄭金鈎  潘金福 

  

 



第十一屆（1940 年 6 月）共 10 人 

林纘能 李文健 岑運錚 顏章玉 謝其華 吳永福 吳金和

黎嘯宇 邱福慶 劉 集 

 

第十二屆（1940 年 12 月）共 25 人 

黃克昌 劉妙才 張健民 鄭明泰 吳華雄 吳華漢 顏其英 

梁進益 鄭進章 李成義 鄭和平 邱金情 杜丕垂 余昌雁 

陳有土  黃國楨 吳芳豪  姚金星 陳康美  柯桑平 謝元貴 

楊德林 李玉楷 陳連春 楊萍春 

 

第十三屆（1941 年 6 月）共 18 人 

劉 漕 梁雙成 李成書 李金興 林冠東 劉貝祿 陳振燮 

何漢華  尤金錶 程賢桂  林有勇 楊錦坤  鄭謙火 陳振慶 

邱超然 鄭進益 林奇堆 林玉麟 

 

第十四屆（1941 年 12 月）共 21 人 

關啟鴻 蔡再興 林纘興 莫澤民 劉慶雲 鄧育麟 黃啟雄 

黃金燦 姚金城 關志遠 羅煥廉 吳榮源 黃文輝 李華光 

湯金城 王金鍊 戴如松 張朝良 顏榮泉 吳接星 高穉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