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4,748.46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751.68       

WONG WAI FUN 、LAO CHI WAI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00.00       

CHOW KWOK SHING ALLAN、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7.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758.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71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327.59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9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4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0.00       

CHAN SIO WA、Helena、LEONG WANG KUAN、SIN MAN

I、許東昇、無名氏、黃家鑫康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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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5.00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黃國泰闔家 各捐 澳門幣 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50.00          

劉皓雯捐款 捐 澳門幣 600.00          

梁健輝、梁朗廷、潘慧珊 合捐 澳門幣 600.0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57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3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0 月份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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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nny、LAM SHEA KWONG、LO SAO LENG、Ricky、江小

玲、周淑頻、張凱欣捐款、梁心怡、無名氏、黃碧姿、楊偉

媚、劉淑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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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凱欣及其子女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1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88.00          

IP KIM FONG 捐 澳門幣 324.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CHOY WENG IN、何志德、李紹龍、林展智、梁惠琼、曾婉

婷、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0          

尹肖琼 捐 澳門幣 288.00          

TANG CHON WAI 捐 澳門幣 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4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8.00          

CHAN CHONG MENG、IP HOU SENG、ROSA CHAN、PUN

SU PENG、江穎姿、何敏儀、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高美

恆、陳淑敏、無名氏、黃翠蘭、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尤

念碧 各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3.00          

KUAN CHEOK HONG 、譚凱欣 各捐 澳門幣 150.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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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 HOI 捐 澳門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8.00          

LAM KAM I、LEE YUK YEE、PANG IN WAN、PUN IAT

CHON、江穎恩、吳兆祥、李嘉鳳、林浩文、張燕、梁展鴻、

陳家文、無名氏、黃宅、黃景賢、劉詩齡、潘樹平合家、潘穎

妍捐款、蔬士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10月捐款、鍾素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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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樹平、尤念碧 合捐 澳門幣 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            

PUN HOI CHENG 捐 澳門幣 88.00            

梁國偉 捐 澳門幣 55.00            

CHAN UN MEI、KOU WAI HONG、PUN HOI CHENG、傅明

浰、無名氏、馮少娟、黃卓威合家隨喜 各捐
澳門幣 50.00            

黃卓威與陳家文與黃澤鏘與黃澤煥及隨喜 合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各捐 港元 30.00            

CHAO CHOI KUAN、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Donation、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