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 門 大 學 學 生 會 校 友 會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Alumni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
澳門大學學生會校友會
第一屆領導機關成員
創會主席

陳俊拔（1 屆會長）

張學森（3 屆會長）
會員大會

主席

陳俊拔（1 屆會長）

副主席

李悅孺（4 屆會長）

黃泰宙（5 屆會長）

盧善滔（6 屆會長）

張思明（2 屆內地生會會長）
理事會
理事長

譚志廣（8 屆主席）

副理事長

湯榮耀（9-10 屆理事長） 黃成彬（13-14 屆理事長） 陳斌（11 屆主席）
葉晉言（17 屆主席）

梁景倫（19 屆主席）

陳嘉敏（15 屆理事長）

何兆冬（19 屆理事長）

陳子成（12 屆理事長）

廖健鳳（14 屆主席）

梁煒樂（16 屆主席）
秘書長

邱天（13 屆監事長）

財務長

陳文根（11 屆監事長）

副秘書長

黃瑞麒（18 屆主席）

胡偉興（16 屆理事長）

高雪芝（11 屆理事長）
黃宵琦（13 屆主席）
黃俊彥（18 屆理事長）

余靜雯（14 屆副監事長） 黃偉棋（17 屆副理事長）
黃瑋（8 屆住宿學生會會長）

副財務長

張嘉欣（8 屆財務長）

常務理事

方泳茵（14 屆副主席）

高長汀（8 屆副理事長）

鍾健文（9 屆副理事長）

曾栢毅（13 屆秘書長）

理事

李雲暢（14 屆財務長）

王琪璟（17 屆財務長）
劉理超（8 屆秘書長）

鄭玉娟（14 屆副理事長）

蕭瑶晨（14 屆副理事長）

胡啟邦（15 屆副理事長）

龐朝暉（17 屆副理事長）

梁詠芝（8 屆工商管理學院學生會會長）

麥嘉華（8 屆教育學院學生會會長）

黃任鴻（10 屆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會會長）
黃偉境（16 屆法學院學生會會長）

李鍵宏（18 屆文娛聯會會長）

林進一（17 屆副秘書長） 張天兒（17 屆副秘書長） 李穎嫦（14 屆副財務長）
電話 Phone: +853 8822 4599

地址 Address:

傳真 Fax:+853 8822 2372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東 31 座學生活動中心 1 樓 1014 室
Room 1014, 1 Aandar,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E31,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電郵 Email: alumni@umsu.org.mo

澳 門 大 學 學 生 會 校 友 會

Associação dos Antigos Alunos da Associação de
Estudantes da Universidade de Macau
Alumni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of Macau Students’ Union
陳盈盈（15 屆監事）

梁倩華（17 屆部長）

梁婷姿（8 屆英文學會會長）
梁煒熙（8 屆社會學學會會長）

李偉豪（8 屆一番會會長）
許鴻燕（8 屆經濟學會會長）

陳卓恆（16 屆地理研究學會會長）

林振中（19 屆攀登會會長）

李子軒（19 屆畢業生委員會副主席）
張恩嘉（16 屆畢業生委員會委員）

黎家樑（8 屆畢業生委員會委員）
黃榮洋（16 屆畢業生委員會委員）

何鎮東（15 屆榮譽學院學生會副會長）
黃慧芝（14 屆秘書）

劉偉傑（17 屆總務部部長）

霍永健（16 屆社會學學會副會長）

區雅文（10 屆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學生會部長）

陳曉君（14 屆工商管理學院學生會策劃部部長）
監事會
監事長

鄺玉球（1 屆秘書）

副監事長

施琼琼（8-9 屆監事長） 何智偉（12 屆監事長） 蔡立亨（14 屆監事長）
黃天俊（2-3 屆劇社社長） 張龍威（3 屆秘書） 李兆祖（15 屆副財務長）
徐銘（15 屆主席）

歐思妤（17 屆監事長）

韓霆鋒（8 屆科技學院學生會會長）
監事

駱慧貞（12 屆副主席）

王君賀（8 屆副理事長）

梁美欣（9 屆副秘書長）

譚淑媚（8 屆監事）

戴美儀（8-9 屆財務長）

歐浩俊（15 屆總務部部長）

郭華興（17 屆監事）

（為曾任澳門大學學生會職務，且只列出最高級別）

電話 Phone: +853 8822 4599

地址 Address:

傳真 Fax:+853 8822 2372

中國澳門氹仔大學大馬路澳門大學東 31 座學生活動中心 1 樓 1014 室
Room 1014, 1 Aandar, Student Activity Centre, E31,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電郵 Email: alumni@umsu.org.m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