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6日賣旗籌款活動捐款名單
鳴謝支持香港長者協會 (排名不分先後)

捐款者 捐款者 捐款者 捐款者

袁玉玲 康桂湘 Fairton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林逸天

蘇愛歡 吳楚玲 陳俊武 胡燕玲

陳煥貞 梁愛蓮 陳綺雯 梁炳華

楊廣娣 劉淑芬 黃金才 梁麗嬋

唐麗卿 黃敏英 林啟賓 杜崧

湯蕙芬 卓靜宇 鄭慧蘭 麥燕玉

梁香逑 梁鳯何 馬佩貞 陳麗星

張秀芳 李國芬 李美娜 陳家齡

吳麗儀 Teresa & Bess 蔡家駱 張愛娥

梁麗容 李志源 梁景福 袁秀琼

梁美玲 羅淑華 李千悅 張錦屏

謝文光 林美玲 丘秀雲 彭潔雲

麥惠嫻 周少鳯 孫彩勤 歐五女

蘇玉萍 李少芬 天德聖教廿字學會 廖梅月

梁艷鸞 朱棣光 葉康婷 尹惠萍

朱慶珍 高金蘭 李嘉琳 李太

吳麗賢 趙麗貞 黃惠芬 林銘共

郭燦 蔡醒棠 扶康健樂 孔嬌娣

馮二女 潘惠琼 仇志平、李廣林 張志文

張慧敏 林瑞萍 中科健康國際(亞洲)有限公司 忠友信

盧永楊 何昌澤 郭孔英 新國際工程公司

胡漢威 劉陳鳯 梁麗萍 潘惠芬

胡桂芳 梁鳯蓮 鍾美詩 何建

戴詠蘭 李鳯梅 霍亦敏 李智誠

任靄嫻 林桂 陳葆琛 張文康

鄧屏秀 馮雁植 林文芳 葉婉儀

黃敏郎 李雪貞 楊大華 梁伯威

何耀強 李妙蘭 劉浩榮 鄺森

S.T. Music & Art Center 蘇杏菊 秦美玲 周國強

泰山企業貿易公司 陳諫冰 固天有限公司 輝仔

Dr. Fung-yip Cheng 李華英 余玉荷 馮樹平

梁金塘 王錦美 孔淑華 康城石廠公司

黃錢碧君 林麗兒 陳葉味玲 葉宅

仇建榮 郭漢強 霍曾秀英 九龍殯儀館有限公司

Wong Shui Lin Daisy 毛寶儉 麥淑芳 劉桂容

范繼陶 鍾笑娟 劉文鳳 方佩賢

岑偉全 覃藹容 顧如玉 鄺月心

顏文雄 先生 陳瑞蘭 凌可兒 毛慧賢

楊禮求 先生 吳美容 無名氏 毛慧仙

Leung Wai Hing 吳肖平 坤寶(香港)有限公司 朱倩儀

車淑梅 李麗梅 巴黎花店 張瑞蘭

黃研科 何麗英 林苑 曾惠貞

歐陽枝 梁美儀 何炳昭 譚蓮秋

杜楚芸 黃麗娟 莊志傑 張麗嬋

周榮富 賴綺梅 楊彩霞 陳秀琼

盧宇珊 馮金艷 周思齊 陳國權

雲國花 何淑梅 周昊齊 陳秀珠

盧先生 黎立蘭 鍾燕屏 陳秀珍

Kitty Choi 鄧金春 劉冰兒 陳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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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 Cheung 梁惠全 林玲 王楊志紅

Janet Au 譚素琨 姚淑儀 蔡淑蘭

黃金才 溫文 金立強 陳成材

黃偉靈 陳楚芳 張玉珠 陳倩宜

張一心 張樹明 黃潤添 胡國烽

王子輝 王邦銘 林秀芳 廖德昌 陳珮儀

藍端娜 陳秀芬 林源發 駱樹滋

許德康 袁靜儀 馬貴平 陳筱怡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李儉信 何潔廉 陳中正

溫達嘉 黃麗冰 周東樂 葉鳳嫻

李先偉 胡惠英 黃杰森 黃樂文

石楚欣 畢光宇 黃子聰 劉慧盈

黃仕娣 葉婉君 朱偉成 羅建俊

劉柱國 余潔萍 朱耀宗 Rowena

謝敏芬 謝哲文 吳麗芳 無名氏

陳潔鳳 陳志強 張蕾 楊嘉瑩

李可珍 陳志成 李國強 陳尚濓

王德純 譚景洋 周智豪 沈慧敏

鍾小莉 關美濃 黃海堂 黃嘉駒

江建天 黃佩明 張自立 陳雅君

Sit Lai Wah 蘇玉萍 郭啟興 梁嘉峻

張心瑜 陳秀貞 黃惠娟 陳經博

陳秀貞 吳美嫻 黃月萍 林如玉

無名氏 鄭家俊, 徐桂鳳 Louie Lo 林國柱

無名氏 Wong Kwong Hang 郭燕琼 鍾媛梵

無名氏 Lee Nyetmee 江約翰 沈之弘醫生

無名氏 Lisa Liu 任連 鍾惠玲

無名氏 蔣慶華 羅文琴 趙鎮明

Liu Kin Wing 基督教宣道會黃埔堂 郭玉英 關福成

石惠珊 鍾萬華、毛彩鳳 湯蕙芬 陳麗葉

To & Ho Corporation Service Ltd 陳鎮鎏 郭以諾 黎芷苓

Peggy Leung 劉小麗 朱信 關秉亮

黃仲 Ho Chak Chong Philip 陳冰冰 鄧恩田

張一萍 安迪斯安全吊具有限公司 謝凱倫 鄧淮謙

吳炎華 興業起重工具有限公司 梁金用 鄧恩海

林慧玲 孫麗虹 梁金榮 鄧屏艷

梁艷玲 關健城 梁金鳳 林雪梅

梁艷琼 霍玉芬 梁蕙蓮 無名氏

吳嫣屏 勞德鴻 謝翠珍 半島豪庭義工隊

梁笑嫻 葉柴秀玲 梁柱 Chu Chung Wa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