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何少芳 捐 澳門幣 99,000.00 

黃漢興慈善基金 捐 澳門幣 55,86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2,600.00 

盧景昭 捐 港元 30,000.00 

白雪公主有限公司、區華焜建築公司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610.00 

蘇悅婷、蘇倩賢、蘇冠濤、蘇宅 合捐 港元 20,000.00 

麥雪芬、恒昇酒業貿易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7,91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7,242.10 

鍾俊傑合家 捐 澳門幣 15,368.00 

李宅合家、無名氏、黃李淑然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彭家妍、施寶兒、家美咖啡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0   

IEONG HOI IENG 捐 澳門幣 7,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9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400.00   

郭家偉合家、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4,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90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89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7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682.53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0   

LOU KAM IN、吳珠女、施宅、張長華、陳美蓮、馮淑雯、盧嘉賢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陳何金喜 捐 澳門幣 2,800.00   

蔡文明、何瑞珠、蔡章峰 合捐 澳門幣 2,500.00   

陳友信、麥珮琳、有心人、合捐 澳門幣 2,400.00   

博彩罪案調查處 捐 澳門幣 2,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0   

高志恒 捐 港元 2,000.00   

N G、合家、李先生、周宅、徐偉康、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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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維祺、繆少軒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繆炳泉、黃三姑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00.00   

CHEONG WAI FAN、王綺琪、邱永瑜、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周愛華、徐靄雯、嚴善美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黃煥琼、李玉玲、黃偉德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何妙意 捐 澳門幣 1,440.00   

賀宅 捐 澳門幣 1,38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6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70.1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10.00   

李浩成合家 捐 人民幣 1,200.00   

LAM KAM HUNG 捐 港元 1,200.00   

區慧敏合家、郭英瑜合家、區鳳群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60.00   
Helena、KAM MAN LOU、LEONG WANG KUAN、LIANG

GANG、NG TAN TAN、SIN MAN I、卜星宇、方梓、王俊豪、吳

志宏、吳錦松合家、李梓瑩、易傑輝、徐少光、張敬濂合家、郭家

偉合家、陳先生、陳宅、陳嬌、陳穎姿、陸暉強、麥旨樑合家、彭

素娟、無名氏、善心人、詠沁制服專家有限公司、馮立熹、馮志成

合家、黃光合家、劉銳麟、黎宇軒、盧小姐、盧燕玉、區慧瑩合家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招光、林煥展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元凱、蔡章花、林嘉宏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偉傑、林昊燊、黎淑祺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陳炳富、林沛坤、陳俊文、蔡昀庭 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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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添、林慶嬋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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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駱耀高、蔡章英、駱曉彤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977.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10.00      

任氏 捐 澳門幣 88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8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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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 捐 澳門幣 806.00      

黃家鑫BL、葉宅 各捐 澳門幣 800.00      

IEONG SI MAN 捐 澳門幣 688.00      

馮浩友 合家 捐 澳門幣 680.00      

陳應杰、陳瑋姍、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660.00      

楊有成合家、楊淑芬合家 各捐 澳門幣 620.00      

郭女士、陳玉玲、楊有志合家 各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80.0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57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61.00      

楊有興合家 捐 澳門幣 5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23.8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00.33      

IAN FONG TAT、方永端、無名氏 各捐 港元 500.00      

Fanny、MOU PUI IENG MADALENA、Ricky、

TI21022300000085、TO FONG I、尤肅容、同善堂捐款、朱春

曼、江小玲、江炳、何宅、吳家麗(吳璴柔)、吳澤熙合家、李加文、

李秀容、沈宅、周宅、周淑頻、周陸、張宅、梁心怡、梁宅、梁群

喜、許沛慶、郭頌欣、陳宅、無名氏、馮玉蘭、馮淑雯、黃宅、黃

佩芳、黃祖強合家、黃國泰、黃嘉祐、葉定懿、劉俊僑、劉淑芬、

劉惠賢、劉蕙嫻、潘漢堅、鄭志華、鄭寶瑩、鄧君浩、龍眼、譚倩

儀 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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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煜庭、張智鴻、張詠琪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許頴欣、許偉東姐弟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許兆佳、林佩嫦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蔡月紅、鄭嘉茵、鄭家宜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譚泓畯、譚泓宙、譚善栢、譚善桐、曾子喬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梁建明、麥連勤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戚麗華合家 捐 澳門幣 490.00      

楊淑儀合家 捐 澳門幣 450.00      

鍾俊傑合家 捐 港元 410.00      

任氏 捐 港元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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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M MAN LOU、高美恆 各捐 澳門幣 400.00      

CHONG KA IENG 捐 港元 388.88      

CHAN WAI HOU、KUOK KA MAN 各捐 澳門幣 388.00      

呂永洪、陳婉琪、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3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50.00      

何寶珠合家 捐 澳門幣 34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CHOI CHAO HA、LEONG HON SAN、伍振才合家、有心人、朱錦

榮合家、何志德、李偉文、林展智、林浩廷、袁偉超、張斯雅、張

麗婷、梁宅、梁惠琼、曾婉婷、曾雁玲、鄧芷芊、譚鑑林 各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0      

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288.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70.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IEONG WAI HAN、江穎姿、何敏儀、何

雪貞、余氏官振偉合家、余麗霞、吳彩、李連笑、李嘉朗、杜淑

怡、周戰輝、高先生、張宅、張志雙、張譽堯、曹秋娣、梁麗紅、

梁麗紅、梁寶強、郭潔蘭、陳加儀、陳淑敏、麥向東、麥嘉雄、無

名氏、黃倩茵、黃翠蘭、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歡歡、梁麗紅

各捐

澳門幣 200.00      

何偉松、徐鳳儀、何善琪 合捐 澳門幣 200.00      

何啟鋒、吳瑞興、何梓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徐鳳儀、何善琪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黃金章、謝美結、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國強、徐鳳馨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嘉裕、黃子欣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嘉樂、譚美娟、萬子鉉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70.00      

TANG CHON WAI 捐 澳門幣 150.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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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8.00      

陳群好 捐 澳門幣 12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3.33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14.84      

胡錦明 捐 澳門幣 10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7.47      

NG HOI IAN 捐 港元 100.00      

ALAN、CHEONG I IM、CHOI HIO U、FUSION、Fanny、ITO

YUKIKO、LAM CHEOK KIN、LAM WAI MAN、LEONG IO

WENG、PUI HOI CHENG、UN KAM WA、古文靜、古綺崧、伍炳

祥、江穎恩、何叔、何國財、何愛弟、何潔儀、吳兆祥、呂華松、

李新霞、李嘉鳳、李鳳球、沛源貿易行、林宅、林浩文、洪吉民、

徐嘉明、徐嘉明、徐鳳屏、袁雪冰、袁婷婷、張萍、張永堅、張博

然、張燕、張盧耀、梁展鴻、許宅、許迪生、許健兒、陳淑婷、陶

展展、無名氏、華僑報讀者AL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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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詩齡、蔬士沙

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2月捐款、蔡少良、蔡銘薌、鄧敏儀、黎小萍、

蕭桂鳳、鍾志堅、鍾素華、鍾翠嫻、鍾燕儀、 顏玉玲 各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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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錦成、陳愛芝 各捐 澳門幣 90.00        

李桂玲 捐 澳門幣 80.00        

梁達明、程國耀 各捐 澳門幣 75.00        

CHOI HIO U、KOU WAI HONG、LAM CHENG HEI、馮少娟、豬

女、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SIN KAM IN 捐 澳門幣 4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7.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33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