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黃漢興慈善基金 捐 澳門幣 57,890.00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0,000.00    

麥雪芬 捐 澳門幣 20,000.00    

莫鳳嬌 捐 澳門幣 18,000.00    

程蟬 捐 澳門幣 17,332.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000.00    

林燕蘭、蔡艷妮、恒昇酒業貿易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李溢利、甘金惠、李加俊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郭愛、譚世妹 各捐 澳門幣 6,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30.00     

合勝堂 捐 澳門幣 4,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4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468.00     

有心人、李潤堅、陳美蓮、無名氏、廖冠萍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76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40.00     

易小姐 捐 港元 2,000.00     

合家、周宅、陳倩瑩、無名氏、黃國泰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賀宅 捐 澳門幣 1,688.00     

程蟬 捐 港元 1,502.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80.00     

李先生 捐 港元 1,000.00     

LO SAO LENG、林燕萍、張超群、張敬濂合家、郭家偉合家、陳惠

玲、彭素娟、無名氏、馮志成合家、黃引娣、黃文讓、黃家曦、黃

家鑫BL、鄭綺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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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3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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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堅 捐 澳門幣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10.00        

陳用規、馮樣堯 合捐 澳門幣 6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 合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10.00        

林玉榮 捐 港元 500.00        

Fanny、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IN、TI20022400000097、周

宅、周淑頻、林月嬋、林霞、崔佩芳、梁心怡、梁志林合家、陳財

有、無名氏、黃佩芳、黃碧姿、黃數儀、楊偉媚、葉定懿、劉淑

芬、劉惠賢、劉銳麟、劉蕙嫻、鄭志華、戴熙霖、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鄭嘉茵、鄭家宜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45.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8.00        

陳宅、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400.00        

陳瑋姍、陳應杰、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3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1.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何志德、吳先生、李偉文、李紹龍、林展智、梁惠琼、曾婉婷、黃

宅合家、鄭家宜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梁歡、梁國強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郭瑞文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LUISA SOU、SIN WENG TONG、江穎姿、何敏儀、

余裕坤、李連笑、杜淑怡、高美恆、張宅、張譽堯、陳伯榮、陳淑

敏、無名氏、黃翠蘭、鄭少玲、鄭志錦、鄭鳳仙、賴凱欣、鮑燕卿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 合捐 澳門幣 200.00        

Valeria J.Gomes、Viviana N.Gomes、黃玉玲 各捐 澳門幣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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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        

教雪松、郭子澄、郭茵穎、陳子豪、無名氏、董肇禧 各捐 港元 100.00        

LAM CHEOK KIN、LUISA MARIA CHEANG SOU、UN KAM WA、古文靜、

江穎恩、吳兆祥、李嘉鳳、徐潤章、袁雪冰、張燕、曹若梅、梁秀

慧、梁展鴻、陳祖正、傅明浰、無名氏、華僑報讀者黃宅、黃景

賢、楊芷穎、廖紅丹、劉詩齡、鄧敏儀、鍾素華、鍾翠嫻、顏玉玲

各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梁美嫦合家、楊詠芯、楊詠濠 合捐 澳門幣 100.00        

萬嘉樂、譚美娟、萬子鉉 合捐 澳門幣 100.00        

萬國強、徐鳳馨 合捐   澳門幣 100.00        

萬嘉裕、黃子欣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潘林、沈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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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60.00          

馮少娟、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48.85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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