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澳門博彩股份有公司 捐 澳門幣 286,800.00  

立橋銀行 捐 澳門幣 100,000.00  

大地置業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50,000.00    

張美婷、盧景昭 各捐 港元 30,000.00    

敏迪(嘉利)澳門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0,000.00    

陸俊強、戚健寧 合捐 澳門幣 30,000.00    

CHANEL LIMITADA、金山發展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122.00    

馬秀群、謝美心、謝千惠 合捐 澳門幣 1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29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20.00    

何宅、黃家兄弟姊妹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伍啟釗、陳佩珊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麥小姐 捐 港元 9,000.00     

陳燕芳、蕭明 合捐 澳門幣 7,000.00     

馮桂顏 捐 澳門幣 6,000.00     

有心人之先兄林鉅先生、霞姑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黃慕賢、余翠婷、岑梓舜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20.00     

黃家鑫 BL 捐 澳門幣 4,000.00     

湯譚有 捐 港元 3,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009.16     

邱永瑜、施宅、教育出版社、梁淑嫻、彭楚航、馮淑雯、霍宅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麥心華、蘇麗英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楊小姐 捐 港元 2,000.00     

TAM KIN WA、U UT SAO、何宅、徐偉康、何宅合家、李女士、 周

宅、林宅、區宅、麥女仕、彭宅、曾宅、蘇宅、 郭劍玲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1月01日至 01月31日)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1月01日至 01月31日)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無名氏、徐小慧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鴻記窗簾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497.00     

白丁 捐 澳門幣 1,333.30     

無名氏、李先生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黃錦飛 捐 澳門幣 1,080.00     

劉俊僑 捐 港元 1,000.00     

無名氏 捐 人民幣 1,000.00     

CHAN SU IN、CHE MAN LAN、LO KUN SIM、黃國泰、  曲強奎、有心

人、何家五姊弟合捐、李秀容、梅宅、周愛華、徐先生、徐寶英、

張宅、梁鄭、 無名氏、恒星、陳先生、陳惠玲、陳穎姿、陸敬謙、

彭素娟、詠沁制服專家有限公司、馮淑雯、黃文清、謝宅、 楊門謝

慕儀、葉露為鄧惠容做善事捐款、劉惠賢、 盧小姐、關凱瞳、鄔劍

琴、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麥志鋒、李詩明、麥凱淇、麥俊宏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林、盧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學仁、陳婉屏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霍璟樂、許瑞霞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謝炎、陳金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馮志成、黎煥娣、馮慧雯、馮佩雯、馮靜雯、黃民俊、嘉祐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40.00        

關儲碩、關善施、張慧霞 合捐 澳門幣 900.00        

大細華 捐 澳門幣 867.60        

強記燒味店 捐 澳門幣 835.50        

CHOI KUN CHEONG 捐 澳門幣 720.00        

高偉杰、梁志堅 各捐 澳門幣 700.00        

陳應杰、陳瑋姍、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68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658.28        

勝老師 捐 人民幣 620.00        

陳玉玲、劉鳳玲、盧宅、譚泓畯、譚泓宙、譚善栢、譚善桐、曾子

喬、高美恆、健康捐款 各捐
澳門幣 6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1月01日至 01月31日)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08.00        

黃澤坤、廖建國 各捐 港元 500.00        

CHAN WENG HONG、Fanny、GPAE、IAN FONG TAT、LAI KA MENG、LAM

SHEA KWONG、LO SAO LENG、Ricky、TI20012300000127、LEONG IM

KUN、江小玲、李少媚、李先生、李德明、沈宅、周宅、周志傑、周

淑頻、周惠文、林宜芳、林霞、唐宅、袁雪芳、梁心怡、梁宅、郭

家偉、郭頌欣、陳宅、善緣、馮志成、馮淑雯、黃文讓、黃佩芳、

黃家曦、黃碧姿、葉露、黃嘉雯CM-75526、楊陽陽、葉定懿、廖鎮

國、趙宅、劉淑芬、劉鳳群、劉銳麟、劉蕙嫻、錢永文合家、 潘漢

堅、黎煥娣、霍繼昌合家、戴熙霖、謝幸芷、 謝國鴻、譚倩儀、吳

紫霞、無名氏、楊偉媚 各捐

澳門幣 500.00        

張煜庭、張智鴻、張詠琪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卓停、李穎兒 合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古達成、古天華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金麗灣 捐 港元 4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1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胡女娟合家 合捐 澳門幣 400.00        

鄭志華 捐 澳門幣 3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呂潤好、溫振英、溫偉英、溫紹源 各捐 港元 300.00        

伍振才合家、何志德、李偉文、林展智、梁惠琼、 曾婉婷、溫碧

雲、鄭家宜、魏鳳卿、太太捐款、   李紹龍、無名氏、潘樹平合家

各捐

澳門幣 300.0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LO IAN I 捐 澳門幣 224.30        

LAO KIN CHEONG 捐 澳門幣 2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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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郭瑞文 捐 港元 200.00        

LUISA SOU、1-2月、3-4月份、CHAN CHONG MENG、TANG IN CHI、無

名氏、江穎姿、何少明、余氏官振偉合家、周陸、李連笑、余裕

坤、高宅、杜國富、杜淑怡、張宅、曹秋娣、梁嘉敏、郭潔蘭、陳

宅、陳淑敏、黃偉添家庭、黃翠蘭、溫德馨、葉宅、鄭少玲、鄭志

錦、賴凱欣、鮑燕卿、楊啟欣、梁聯興 各捐

澳門幣 200.00        

何偉松、徐鳳儀、何善琪 合捐 澳門幣 200.00        

何啟、吳瑞興、何鋅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陳偉添、陳潤妹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徐鳳馨、萬國強、萬嘉裕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徐潤章、袁雪冰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彭德成、莫惠蘭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嘉樂、譚美娟、萬子鉉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79.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59.50        

MR AU CHEUK、鍾宅 各捐 澳門幣 15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120.00        

ROSA、王海、永、教雪松、郭子澄、郭茵穎、陳子豪 各捐 港元 100.00        

KOU WAI HONG、CHAN SUT U、IEONG CHI SAN、LAM CHEOK KIN、LEI

SI IENG、LEONG SIN KUAN、MR AU CHEUK、UN KAM WA、WONG HOI

MAN、LUISA MARIA CHEANG SOU、無名氏、古文靜、同安有限公司、

好心人、江穎恩、何善琪、何榮強、何潔儀、何焯櫻、吳兆祥、李

佩儀、李嘉鳳、李倢、林家全、林瑤玉、徐彩、徐嘉明、徐嘉明、

徐鳳屏、徐鳳儀、張燕、梁兆添、梁秀慧、梁展鴻、梁雅晞、許

宅、許健兒、陳淑婷、曾蘭蘭、馮美儀、黃宅、黃俊峰、黃彥信、

黃婉婷、黃景賢、楊小馨、楊文泰、楊文軒、楊秀清、廖紅丹、劉

詩齡、鄧文謙、鄧敏儀、鄧榮遠、鍾素華、鍾翠嫻、鍾燕儀、顏玉

玲 各捐

澳門幣 100.00        

徐潤章、袁雪冰 合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合捐 澳門幣 100.00        

鄭晞晴、鄭朗晴、鄭絲晴、鄭樂晴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潘林、沈玉蓮 合捐  澳門幣 1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97.7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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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O SHANSHAN 捐 澳門幣 60.00          

WONG LUN KANG、馮少娟、豬女、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孫嘉敏、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          

王柔霖、翁郭淞、陳于浩、黃芷悠、黃芷悠、黃健誠、戴詠瞳 各捐 澳門幣 15.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81          

Happy CNY、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1月01日至1月31日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