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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專案大願牆增補名單】          1050125製表 

海外 譚偉祺 鍾麗芬 陳兆坤 鄭澤光 郭玉英 李燕玲 

胡毅 譚荻霏 胡永順 潘雅潔 宋文輝 尹家其 岑嘉恩 

李群好 何玲怡 胡翊倫 劉國文 古煥燊 尹子揚 陳紫霞 

何少嫻 吳艷群 余慧華 梁均耀 黃彩霞 張球達 何秀娟 

陳光華 吳遠珍 林美荷 馮寶鳳 劉啓悠 方性佟 林素金 

羅志遠 李秀容 羅揚駿 何惠芳 劉漢超 李寶歡 馮佩華 

羅鳳君 梁文 梁麗雯 林洛瑤 周麗娟 黃哲明 盧均宜 

吳軍亮 馮容英 黃關照 李永聰 劉嘉嘉 梁轉定 林俊資 

許國華 李妙嫻 吳裕堅 張昭曼 柯老太 黃佩淇 談淦輝 

黃倩敏 鍾燕娜 張志蓮 唐嘉朗 楊煜城 黃芯慧 談淦沁 

熊淑蘭 盧崇樂 張志鈞 鄭滿嫦 林鳳華 黃哲賢 談淦曦 

吳訊貽 盧婉君 張芷桐 陳仲祺 劉惠群 麥月琼 談仕勤 

關偉霖 盧維溢 李超然 區詠霞 郭靖彤 黃鈞健 潘立行 

梁巧照 盧維邦 李鳳祺 區詠儀 林沛華 黃寶瑩 陳妙霞 

羅麗明 盧婉琪 李國良 李杏容 林銘軒 黃哲堅 麥健朗 

關善之 周健霞 李成康 謝偉明 林凱欣 洪銀彩 梁美瑤 

關善因 盧思行 李成偉 林好 甄建安 黃兆麟 劉慧明 

黃清旗 盧思允 謝李鎮 方家耀 劉誠春 黃曉瑩 楊永強 

談振康 文桃 崔可欣 羅佩芳 林志鴻 王執照 陳妙冰 

鄧文輝 許珍好 李文希 方思雅 屈楚群 朱艷容 蔡旭亮 

梁沛霖 許松想 謝李田 劉潔霞 林銳康 黃沛盈 鄧鶴齡 

梁竟成 許月圓 謝李森 陸金甜 林思靈 朱詠容 莫綺華 

陳麗卿 許敏濤 徐健意 孫寶珊 陳學欣 石慧貞 胡舜傑 

陳麗園 馬健基 劉福華 孫紫珊 林盛開 鄺麗珊 何觀好 

邱遠強 鄭寶琴 杜國偉 劉潔艷 蔡炳棠 矢野源 蘇穎鴻 

黃慧 易幸宜 翟錦燊 劉漢傑 汪綺紅 周妹 蘇穎怡 

何月嬋 梁玉英 余凱濤 余燕珍 梁玉桃 梁少娟 譚金娣 

譚美芬 譚惠群 張奇峰 李維覺 黃子軒 鄺榮雄 陳蓮 

余潔芳 袁玉娟 沈杏蓮 何萃萁 蘇銀鳳 劉勇洋 趙英 

鄧綺雲 吳慧雯 黃緯健 何啓豪 朱惠珠 黃綺棉 法鼓山香港分會 

李仲田 黃韻琳 馮美鳳 張稐 吳小紅 周梅 阮寶(石羡) 

林月娥 吳紹寬 黃緯嘉 趙陽 陳銳芳 劉莉娟 楊玉倩 

林月琼 吳慶蕎 蔡球 趙傳豹 許敏儀 馮錦棠 高美兒 

林少蘭 吳紹偉 陳仲 趙穎 岑妙貞 吳錫明 陳麗儀 

李金漢 林家嘉 沈君巧 趙靜 區玉貞 岑嘉儀 屈焯榮 

叶華 張杏賢 高愛萍 李景輝 李鳳蓮 岑錫文 楊仲德 

叶尚 阮秋英 王雪清 朱若群 馮譽文 李詠璇 莫潔如 

叶茜 區日彩 余建文 李山明 麥鳳儀 岑雅婷 羅麗芬 

羅上 劉科娃 沈美嬌 徐作花 廖桂芳 岑政賢 鄭善廷 

陳鉅光 梁小玲 蔡森波 李雪怡 高德然 林潔貞 陳沛而 

譚鏡生 黃文秀 蕭維納 柯智信 高德豪 岑錫榮 施援程 



 貳 

 

海外 佛弟子 何錦明 方玉莊 呂嫣紅 梁翠蓮 陸兆林 

伍女群 黃兆斌 謝愛好 吳桂花 陳凱慧 陸金珍 張玉珍 

伍萍 黃詠蘭 釋定堅法師 梁詠欣 陳英樂 蘇東娥 買霞 

李好燕 蔡倩 何萍 岑孚能 周閔群 陳惠華 梁錦榮 

林志強 楊競雄 蘇潔梅 鄧麗興 周冠銘 陳德鴻 林錦洪 

陳惠珍 林榮俊 王祖烈 岑子健 陳倩盈 冼金勝 周鳳鳴  

梁淑娣 林佩玲 吳真真 岑貞凝 梁貴珠 梁容妹 劉寶玉 

曾國強 盧慧冰 賴潔清 鄧達賢 鄭柏年 冼志洪 杜惠姬 

曾世豪 梁文英 黎長華 岑潔明 易傑輝 谢培倩 郭麗芝 

曾芷珊 吳少萍 黎家豪 梁基明 何秀媚 香福根 鄭詠珊 

邱肄雯 王雅芬 黎家豪 梁智豪 阮國熾 香定宇 鄭詠怡 

廖超良 彭美梨 黎家澧 鍾永安 何善 郭勳港 鄭迪謙 

彭嘉敏 周俊宇 黎家儀 曾清源 何秀玲 郭家兄弟姐妹 季馮少梅 

彭嘉賢 周俊燊 黃淑君 歐陽慧賢 戴麗莎 陳自愛 鄧潔芳 

鄭靜雯 陳燕麗 叶少英 湯彬 黃淑梅 陳自覺 江鏡清 

陳敏施 鍾偉賢 陳山海 湯穎琪 劉豪傑 陳自立 江穎蓉 

何翠儀 劉展滔 陳諾詩 胡建珠 吳清山 陳自華 江穎蓓 

蔡寶善 李雲龍 李碧君 程幗虹 吳森艾 高偉英 蘇衍慶 

蔡卓軒 李麗明 黎家寶 陳建華 梁小玲 陳自勉 蘇頌喬 

蔡瑋聰 黃冰 黃維姫 黃俊豪 李甄善 老志堅 蘇煒喬 

黃伯昌 梁惠珊 梁大明 譚佩珊 梁倩彤 老穎詩 李小曼 

姚金花 李詠欣 梁瑋諾 黃淑賢 包青河 楊志榮 黃梅珍 

馬素鳳 黃金豪 陳美徵 區同恩 鄭惠紅 老詠誼 陳克惠 

蘇沃輝 廖嘉寶 鄧若嫻 區栢軒 郭瑞彤 潘淑蓮 黃愛萍 

蘇詠詩 馮佰基 黃偉全 區慧敏 蔡恆洛 樊玉霞 吳嘉晞 

蘇詠珊 徐玉蘭 梁嘉儀 馮偉強 黃志強 陳轉張 陳弘光 (陳國華) 

蘇詠津 黃德儀 李倩華 郭善怡 陳潤賢 柯有謙 石明輝 

關坤慧 關秀華 黎少芝 郭善知 陳毅賢 柯立珍 馮安妮 

馬順崧 杜群 黃麗薇 郭善盈 施秀珍 關証偉 盧淑佩 

譚巧芝 馮銘慧 卓靖儀 李采恩 吳載才 曾素秋 吳炫樺 

李守義 梁凱欣 黃清琴 鍾青梅 陳銀開 馬燦光 馬慧琪 

陳華榕 林寬 陳旺珠 陳婉儀 梁超岳 李婉萍 黃偉基 

鄺秀冰 李穎瑤 黃清琴 陳潤賢 黃月好 梁翠儀 陳鳳明 

黃桂英 蘇尊倫 陳旺珠 梁少華 古惠英 余信慈 林月珈 

朱秀嬋 黃金屏 阮海琳 徐梓浩 黃滿祺 蔡煒倫 陳惠瑤 

鄭肖群 陳麗嫦 張慧霞 胡慧嫻 郭婉屏 胡芷瑋 傳穎琳 

鄭淑媛 吳家杰 李銳奮 李順好 盧卓欣 蔡卓穎 鍾錦兒 

岑銘松 馮偉 李家昌 蔡仲保 洪梅 蔡耀霆 鍾子宏 

吳韻儀 麥玉卿 劉鎮宇 官劍雄 黃映蘭 王金昌 鍾子豪 

侯培煥 林社華 關少平 李慧芬 林澤生 黃秀珍  黃佩霞 

鍾素芳 譚慧蘭 方玉瑩 李慧詩 陳福來 陶振權 梁志標 

劉慧敏 黎漢華 方玉儀 李偉傑 梁有 何淑貞 梁家晉 

陳健曦 吳家豐 方玉燕 呂玉清 梁少娟 陸志賢 梁嘉雯 



 參 

 

海外 彭寶萍 謝佩珊 朱麗珍 朱啟昌 黃文彥 伍惠康 

布細九 徐凱華 李益桄 黃若慧 周李苑蓮 黃健聰 何燕萍 

楊翹匡 余珠 丘秀梅 謝淑英 張秀芳 黃健彰 郭志傑 

陳惠芳 徐綺華 李昀慧 林鋈明合家 萬行菩薩 黃健琛 楊玉明 

曾悅影 (翠儀) 徐貞華 湯錦華 李儀香 劉藝霖 黃贊芬 許漢文 

關妙珍 馬明輝 甘瑞雲 文中豪 王楚翹 葉釗銘 陳玉玲 

黎鏡華 馬佩儀 梁雅麗 黃佩玲 葉潔玲 釋妙慶 吳李愛琼 

甄為盈 方銀虹 盧冰妮 陳樓芳 夏國德 吳乾濃 韓艾真 

李紹藻 方慧虹 曹靜雯 陳美芳 孫楚茵 伍于祥(區婆婆) 邱國強 

劉慧蘭 謝月霞 陳潤美 趙麗珊 孫伯熙 區果慧 樹華文教藝術協會 

黃曉君 丁紹武 黃蘭卿 盧婉琼 合家 孫書權 曾家祥 曾秋明 

李宏志 李小寶 源慧蘭 陳國才 盧可馨 羅婉貞 王秀期 

朱惠勝 李滿河 譚寶兒 徐枝 Cheung Heung Ling 葉佩珊 羅燕萍 

郭家進 丁善賢 鄒景文 陳駿逸 伍玉珍&葉澔蓁 曾小梅 鄭淑薇 

郭慧珊 李天恩 劉友儀 曾桂蘭 陳麗雯 陳佩詩 鄭詠然 

楊婉華 柳志廣 劉勵清 陳小玲 吳哲穎 陳正杰 陳幼玲 

區美玉 陳國華 冼袓謙 劉愛平 梁國基 陳耀樑 呂詠芳 

黃庭德 羅寶玉 林霞 葉耀明 汪玉媚 丁鳯儀 李麗娟 

林錦英 陳潔洳 伍慕蓮 葉曉嵐 趙麗娟 簡淑芬 何鶪負 

陳錦珍 黃華炳 梁鳯儀 葉鎬溱 錢麗霞 彭連好 熊洛銘 

羅淑馨 李業健 葉桃新 譚彬 趙麗珊&梁志偉 簡富強 何曉東 

李秀娟 趙浩榮合家 葉婉娥 衛燕梅 黃嘉賀 簡富榮 葉綺芬 

何惠珠 黃巧如 梁佩碧 林素芳 李芷荺 簡樂謙 源稀媛 

鍾齋鶯 陳芷涵 劉建志 楊天明 李漢明 李隸榮 梁小玉 

黃靖藍 郁詩頤 施碧璇 徐燕瑜 陳麗萍 李鶴彬 梁艷冰 

葉玉霞 程建琼 胡慧怡 陳傑華 曾健鵬 陸肇麟 梁秀冰 

趙慧冰 黃鍚華 胡慧琛 洪嘉麗 黃綺雯 方富堯 李康宜 

關笑英 陳秀玲 胡建生 胡鳯萍 張美雲 李鶴恆 李敬宜 

吳麗媚 黃貴添 胡奇珍 陳信亨 梁翠薇 林月禪 李佩宜 

石韞玉 鄭綺薇 Ki Pik Yi Jenny 葉秀媚 崔玉琼 黃翠儀 盧錦棠 

麥湘 文瑞香 張春玲 張鴻虹 許予一 郭焯軒 許國輝  

范偉濤 葉金嬋 丘水榕 李耀輝 李玉芳 尹志光 Law Sau Lan 

彭桂英 顏咏渝 許樂康 伍潔文 林苑鶯 梁子藝 李美娟 

林婉華 梁玉霞 潘秀珍 陳漢琪 梁秀英 楊芮敏 謝敏強 

李頴昌 黃曼頤 曾國添 馮雪美之仔 羅南輝 梁允平 謝巧言 

關秀珍 陳娟 梁鍚麟 馮雪美之女 梁美雲 陳鳳娟 李富祥 

馬思嫻 陳俊賢 梁達昌 鄭明 章竹娜 劉以樂 李林惠明 

伍麗華 陳誦恩 江炳榮 季芝圓 蔣肖雲 釋智然 馮灼釗合家 

林鳯瑍 文凱琳 鍾慧貞 黃國良 何慧冰 尹志賢 黃嬿庭 

釋妙通師公 陳崑長 劉少珍 黃翠琼 林美慧 文火娣 王江 

謝金玲 傳婷婷 李正中 梁振興 吳一娟 馬家霖 林景高 

Li Siu Ling 楊英 劉婉媚 蔣雪英 王芬信 馬家威 傅子義 

果菩 謝煒霖 鍾榮昌 黃志良 黃國倫 王曼麗 杜小玉 



 肆 

 

海外 鄧幹儀 梁麗娟 魏志衡 袁佩琼 柯君行 張桂蓮 

黃郁芯 張志明 周瑞琼 伍儀婷 (陳淑芝) 林妍冰 柯梅梅 蔡映麗 

Fung Man Yee 張如舜 鄭鋳輝 黎樂敏 楊玉玲 王靜蓉 鄺慧賢 

楊鎮 張衛天 Chang Pui Shan Melissa 陳麗卿 謝煥權 王鎮邦 陳明倫 

鄭武州 周麗裘 Teo Ai Sze 黎潔蕙 林玉玲 王建邦 楊潔貞 

關美蓮 王純明 Chang Cheun Chon Michael 區燕明 陳淑怡 王秀琼 楊慕珍 

許仕球 葉美鳳 詹錦娣 陳思攸 郭佩珊合家 麥英華 李淨妍 

夏峻 趙麗茱 林裕偉 梁充楷 冼麗貞&陳儀強 李若琳 陳俊文 

黃讌雯 陳俊宇 李玉珍 盧桂文 李國強&李穎珊 譚永明合家 劉德蘭 

何婉玲 侯進蓮 陳國健 吳劍蘭 (陳德光合家) 香福根 劉國駒合家 盧友生 

曾山寶 麥國洪 Sze Nga Fai 吳藏沂 劉佩貞 任祝順 劉琼 

徐日 麥玉鈴 蘇成功 鄧美華 李富屏 任楊淑霞 黃嬌蓮 

魏莊萍 麥玉清 霍艷馨 陳德森 張應財 任小寶 陳天龍 

曾婉貞 麥桂林 孔繁康 馬木炎 張艷玲 任小雯 黃佩韶 

徐惠華 梁見娣 Chim Man Lai 劉美儀 范依行 戴偉明 李嘉雯&李嘉寶 

李達民 蔡中宏 陳俞融 鄭玉梅 羅旭林 戴鈺芹 關家俊 

蔣知衡 麥修銘 李榮生 王蘇汝 賴運良 戴浩得 彭金容 

鄧群英 麥思健 李依 蔡偉林 蘇人雄 戴鈺琳 羅寶英 

謝文禮 吳滿明 李挺綸 蔡伯賢 鍾美蓮 莊其燁 麥淑兒 

司徒港生 吳朗瑜 李蘭 蔡嘉汶 許純毅 梁美玲 鍾沛淇 

戴慧珍 盧就光 黃慧儀 李若嵐 嚴莉 袁錦鋒 合家 鍾駿銘 

戴慧儀 郭文燦 陳麗容 梁明澤 合家 胡麗嫦 吳麗英 郭永新 

程廖秀珍 盧順娣 黃鈴 釋悟心&釋牲衍&四眾弟子 范琦龍 廖銀鳳 潘怡竹 

譚洛煒 黃煒熙 徐桂芳 釋牲霞 李葵娣 呂惠琼 程詠雯 

伍燕玲 陳偉仁 吳錦輝 黃瑞顥 高小玲 麥秀蘭 程建偉 

Chan Kwok Choi 陳秋嬋 劉柏強 合家 黃俊皓 Leung & Wah, Solicitiok 吳美玲吳潔玲 麥其義合家 

黃志遠 蘇燕琳 曾婉兒 何敏儀 黃張婉華 甄偉芳 唐秀蓮 

曾明信 蘇均而 唐鶴偉 王清 黃守仁 黃翠鍔 莫泇權 

梁健遠 陳儒芬 湯麗斯 鮑忠懋 胡梓敬 梁偉志 莫泇威 

香福根 Ms Chung Yuk Bing 唐麗芬 魯慶榮 辜善恩 莊禮和 郭子猷 

馮兆文 麥美珊 葉晉禮 葉坤傑 梁惠鈴 莊銘漢 李敬縑 

莫秋霞 邱麗儀 陳雅儀 鄒炳文 唐善文 莊淑殷 潘晴 

盧小瑪 梁葉萍 張本嬌 李茵 陳漢然&陳楊隱鴻 廖祟興 潘朗 

吳月娟 陳惠芬 盧蓮彩 曾逸文 何冠文 楊肖蓮 胡詠愉 

潘志容 黃家銓 陳佩林 戴夢麟&陳詩淇 李玟錡 楊潔嫻 王志富 

郭文楓 謝寶英 譚勤好 張應心 李音帶 梁伯全 陳素華 

黃秀軒 張文龍 譚玉蓮 何國基 合家 李采樺 冼炳坤 李月好 

梁善恆 吳玉儀 胡月冰 陳玉芬 李趙宏 陳暉 廖錦添 

梁善昕 鄺玉儀 黃雁紅 許慧 李冠宏 林啟韻 關子滿 

陳廣豪 黃美冠 蕭石丹 陳鈞良 何其妙 張秀英 關麗芬 

陳廣傑 朱素敏 劉振寧 劉洭傑 梁蕙玲 區佩儀 秦欣森 

陳惠芬 蔡宛君 蕭振飛 鍾小梅 謝培倩 葉淑珍 鮑麗芬 

陳惠英 王詠懿 羅金蓮 林運桃 香定宇 鄧幼賢 葉建榮 



 伍 

 

海外 張美雲 賴玉英 容麗鈴 程建成 吳英群 方靖彤 

葉桃梅 趙麗貞 謝欣葆 羅仁 莊雪琼 范惠儀 陳嘉彤 

葉堅 陳翼明 謝欣彤 麥美娜 戴安琪 劉寶珠 梁鈞朝 

楊玉華 梁振峰 謝曜陽 王佩芬 盧嘉雯 胡美美 招惠玲 

駱彥冰 陳月娥 葉錫桃 張文鍵 陳子聰 陳敏華 陳仲婷 

李君卉 陳繼蓮 施秀霜 祁寶珠 李新鳳 王金鳳 郭靜川 

邱凱鈴 林麗明 阮懿東,懿德 李菁蓮 林雋彥 卓鳳珍 馮帶娣 

梁瑞冰 蔡忠偉 蘇郁雯 鞠以中先生 張家頴 陳梓欣 蔡碧英 

翁培 黃玉娟 劉湘雲 鞠郭珍 張家浩 鍾旻禧 劉玲玲 

汪慧芬 吳少芬 黃嘉雯 陳兄妹共六人 張錦成 李家齊&李思齊 楊娣 

茵曉萍 林色香 楊壽  陳朋友共六人 岑偉納 李發平 雷玉蓮 

吳奕雄 曾宥福 楊壽詠 Liu Kit Wan 林麗珍 周建研 黃梓霖 

何奕榮 何志偉 鄧忻瑜 馮雅頌 郭添勝 曾雪穎 黃梓晴 

韓健程 郭少蘭 鄧柏謙 黃愛媚 郭翊翹 曾志榮 袁詠珊 

鄺美燕 葉慧莊 陳苡倪 李慧貞 郭仲翹 馮建華 陳珠 

麥慧芳 劉錫威 黃炳培 黃建豪 香光精舍 嚴樂軒 葉向榮 

張佩穎 褚玲玲 羅倩萍 林慧晶 萱秀鶯 范淑玲 周志興 

張福根 劉鴻仟 蕭麗芳 楊敏 何兆康 黃秀芳 張龍華 

陳典澤合家 劉于嘉 朱麗萍 陳學良全家 羅家怡 陳志雄 張寶華 

李慶麗合家 麥志偉 區潤樹 陳海宇全家 陳華南 馮金愛 莊雪芳 

李慶珠合家 程建發 郭鳳儀 鍾帶娣 陳世霖 傅雪詠 張文生 

簡劍鴻合家 程建華 麥淑霞 袁柏頤 陳世軒 何嘉淇 許麗如 

鄧紹恩 陳仙麗 龍凱騰 袁燦坤 關慕貞 丘生 暨華凝 

方美蘭 高詠詩 葉俊傑 林沛聰 載月旻 沈德棣 陳彥彤 

陳少英 劉劭匡 黃國榮 黃偉賢 李然瑞 袁中平 黃美君 (智信) 

陳妙儀 麥桃娟 馮玉麗 周愷敏 文麗仙 郭少文 吳婉雯 

賴越洲 何浩澄 鄧國英 黃艷妮 黃淑華 楊惜娟 鄭兆銓 

黃孝傑 彭雅琳 馬文善 李淑珍 錢麗文 區慧儀 鄭恆茵 

蔡萍萍 彭浩然 李銳恆 羅亮娟 庾學堅 呂文麗 鄭重聲 

陸愛雲 袁杏娟 戴夢麟&陳詩淇 招愛琼 張露櫻 黃卓羚 洪適妍 

萬素馨 劉淑賢 黃競誼 譚玉雲 郭炳聰 黃卓晞 任芷君 

愛怡醫務中心 釋宏順 鄭德惠 馮林淑萍 甘鳯有 鄧心蓮 鄧彩英 

梁麗花 黃楚和 黃韻芬 周振浩 顧國豐 楊雪英 黃惠霞 

鄭慧珠 王麗翠 郭潔馨 崔志強 何潔卓 梅詠怡 黃秀雲 

方偉建 姚麗明合家 鍾潔玲 伍偉驤 原健欣 陳玉雲 謝玉華 

凌偉亨 李翠儀 羅麗萍 黎寬容 鄧國榮 陳倩雲 李玉華 

梁國禧 嚴子凌 羅浩昌 霍湧棠 梁玳寧 蕭慧鳴 溫秀英 

元素華 林慈慧 劉穎思 何麗卿 許予一 陸秀文 張惠珍 

元素賢 鄧昌基 老翠華 馮若慧 陸麗娟 余艷清 洪德明 

林彩霞 無名氏 林雪英 張雪萍 郭華良 (果願) 李亞妹 洪敬嚴 

吳月華 談文澍 唐兆華 關碧瑜 黃國柱 吳碧源 洪敬慈 

劉錦欣 陳訓廷 張雪瑩 葉麗紅 黃國枝 方耀榮 簡惠娟 

黃瑞流 衝訊時裝有限公司 鍾其芳 陳民星 蔡文燕 方靖芝 關慕貞 



 陸 

 

海外 李德燐 呂慧詩 梁家俊 陳蔚華 陳玉婷 許慧敏 

劉潔冰 季德銓 劉細女闔家 鄭蕙文 陳曉華 陳頌華 鄭寶琪 

駱麗容 黃賜韻 張瑞貞 李麗蘭 徐秀琼 盧淑儀&盧芝穎 Candy Lo 

葉靜儀 何民泰 黃紀瑩 李麗華 梁錦美 楊苑明 鄒兆恩 

李世忠 李寶瑛 黃國庭 李少卿 張寶春 楊苑茵 黃鳳儀 

區芍婷 代素敏 鍾小梅 郭氏闔家 呂靜瑩 楊力民 黃麗芳 

鄭慧嬙 陳錦雲 李燕萍 黃蔚婷 紀惠蘭 楊學民 陳惠芝 

李鳳萍 譚景煥 霍家顯 彭少娟 梁美嫺 曾少卿 佛弟子 

楊少芳 王少萍 黃敬慈 李月瑛 小松本黃楚珊 阮藍思 唐寶蓮 

Lee Siu Lee 劉玉蓮 陳少卿 張瑞霞 葉文意 黃妙蓉 馮翠娟 

Lee Siu Lee 陸杏花 黃欣然 張芷晴 朱明 黃瑞華 陳碧珊 

洪菊定 陳佩蘭 陳金城 周愛華 郭琼鳳 鄺蓮順 黃美換 

Irene Sit 楊唐琼 羅美芳 蔡清蘭 魯顧明美 蔡昀 陳蘊慧闔府 

劉廣志&劉慧蘭 翟焯楠 吳清偉 梁惠儀 阮淑嫻 張雪芹 周玉萍 

徐秀蓮 黃玉玲 王穎敏 尹沛紅 黃慕慈 李佩雯 王浩鵬 

鍾永恆 李潔華 徐曉晴&徐寧琪 黃左鴻 梁秀芬 方文秋惠 張伙娣&趙嘉燕   

張惠蓮 袁亦欣 施秀楣 劉秀英,蘭萍嬌,蘭萍珍 阮美嫻 方貴鷲 葉振鋒 

林秀華 鄺艷梨 洪蓮 許美寶 留平敏 方瑞英 蘇鳳珠 

盧嘉妍 葉煥貞 尹惠娟 趙嘉燕 李蔚藍 方及辰 李小衛 

鄧永華 洪寶華 甘鴻裕 霍鑑垣 李淑娟 方文言 劉婉芬 

楊德輝 徐華玉 莫陳美靈 鄭美嫦 林巧兒 方正範 王麗萍 

張文珊 金昌真 吳清偉 黎潤根 Tsang Bo King Karia 唐鳳芝 凌錦鴻 

Mok Sau Sheung 徐松標 何志宏 李大衛 吳笑琼合家 嚴杏兒 鄧氏合家 

善慧(傳瑩) 劉惠珍 李金蘭 訐建業 黃鎮威合家 楊淑凝 馬笑玲 

崔燕紅 Liu Man Hing 黃君逸 陳炳根 李華根 伍鳳鳴 冼淑莊 

馬美珠 黎寶圓 張俊傑 龔翠珊 李愷琪 陳敬芬 梁雪文 

曾鳳英 張譯文 孔寶鑾 吳芷佳 楊劍堯 田世麟 衛瑞心 

李菁蓮 何樂詩 Liu Tor Nam 林惠賢 Tam Lap Fong Felix 田鎮曦 黃婉芬 

文慧明 奇樂工程有限公司 蕭慧玲 陳勵勤 Tam Man Shu Wilson 田家瑋 關愛蓮 

何笑娟 賴展鵬&徐桂英 歐福英 陳永樂先生 Lau Mun Yee 蘇君林 鄧碧霞 

譚少卿 郭永安 李銘璋 殷苡淳 嚴佩玲 葉秀美 鄧碧琼 

魏瑞雲 黃仲健 關詠彤 張詠渝 鍾冠玉 金瑞芝 鄧碧蘭 

劉玉蘭 無名氏 世界體育用品公司 黃何麗常 劉玉兒 賴燕琼 鄧昌泰 

何志明 張鳳平 林志成 Ng Ka C hun 繆婉媚 金秀珍 關浩明 

李秀英 何潔嫦 梁鈞皓 麥偉安 繆健楊 譚徐鳳靈 張幗婉 

梁小玉 鄭淑貞 Tang Kong Ming 麥偉明 何國梁 楊周德珠 釋卯明 

林玉娟 謝立忠先生 張惠蓮 鄭健聯 廖國深 范玉玲 王美詩 

林保祥 楊寶珠 林素馨 家政坊 楊建州 范玉英 雷淑明 

羅啟源 廖詠芝 梁彩英 林潮光 金瑞芝 郭偉強 張鎏 

羅偉基 黃小怡 林子強 蘇國輝 李媛霞 何志偉 蕭雋匡 

羅啟林 蕭鈺燁 林筱婷 蔣文敏 佛法同學會 呂亦宜 何潔賢 

劉卿&潘悅英 吳雪蓮 林子健 譚正堂 志蓮淨苑功德堂義工 蘇澤珊 楊馥瑜 

黃佩儀 劉坤 蔡俊濠 陳子錕 釋惟智 郭善兒 劉應波 



 柒 

 

海外 陳美玲 謝麗芬 胡慧婷 梁潔雲 錢義華 李雅健 

呂浦輝 林樹人 葉國興 Aosi Mak 劉秀坤 錢義芳 符容彰 

呂仲賢 徐月玲合家 林潔娥 葉嘉華 黃玉琼 朱池愛 符策海 

楊潔蓮 吳學寧 黃蘊華 黃珊珍 林偉傑 曾偉軒 王明華 

陳炳南 余貴珍 黃妍蕙 何愛玲 黎梅英 何金海 朱達儀 

陳緯邦 樊麗靜 趙如心 袁秋玲 陳月顏 何林 凌英豪 

陳嘉儀 譚寶玲 陳碧臣 鍾倩馨 王燕暉 何建行 李志文合家 

楊澤 羅明珠 陳黃歡 周文芳 梁幗紅 何健良 雷協强合家 

Yuen Siu Chun 佛弟子 何慧敏 張喜珍 麥宅 何福有 毛子亮 

秦秀玲 佛弟子 譚祺豐 許靜嫻 陳志慧 何帶平 余達卿 

梁勝蘭 葉肖英 蘇蘭珍 詹美虹 林慈慧 何帶強 凌倩恩 

呂有梅 馮翠玲 Catherine Leung 楊麗嬋 梁劍君 郭連勝 凌煜汶 

何家榕 陳雅文 劉香群 許靜娥 麥靜賢 郭美福 謝倬茵 

毛衍懿 黃蔚婷 劉元清合家, 劉慧琪 黃麗娟 陳美卿 吳煒源 鄭本昌合家 

鍾翠琼 王子才 黃曉玲, 徐曉嵐 倪偉強 黃美英 吳志強 李儀香 

黃清淩 羅潤芳 鄧心蓮 王錦源  黃玉英 陳美卿 鍾興 

張文灝 謝嘉欣 蕭達成 孫聯湛 陳玉珍&余永添 張偉源 方柏鴻 

姜佩鳳 謝嘉賢 梁潔明 周有恆 梁瑋珊 周帶有 楊肖蓮 

盧文偉 梁愛琼 陳雪霞 吳愛珍 趙芷尉 李美昌 梁溫律師事務所 

李麗群 萬倩儀 譚大智 黃國強 呂銘 朱少英 周穎詩 

Belinda So  潘藝強 伍子朗 梁幗瑩 吳美君 何開琴 黃玉芬 

Sandy Chan 甄凱珊 林淑敏 Lau Oa Suen 潘鳳明 石根坤 覃春燕 

羅賽珠 柯婷婷 喬晴 孫秀珍 梁蘭香 杜綺華 胡重新 

劉玖玖 羅苑芳 伍淑嫻 張麗芬 胡鴻屹 陳玉芳 李世順 

江敏玲 吳蘇蘭 伍晴輝 梁慶芳 林德樂 黃雪斌 賴德權 

徐曉晴 黃詠欣 張家惠 胡桂珊 劉沛希 凌穎詩 陳麗娥 

Leslie Tam 譚智勇 楊潔儀 胡美珍 楊若明 吳天星 陳倩思 

伍子祥 吳耀森 黃妍穎 胡文慧 江景楠 凌穎清 王麗菁 

黃玉冰 唐美華 劉煥儀 穆菁華 趙利軍 凌建水 陳威照 

鍾雅婷 謝煥霞 楊月嫦 穆菁君 李耀璋 吳麗卿 陳少娟 

周子傑 黃月顏 符庭潔 翁玉蓮 曾少卿 凌穎芬 沈雪欣 

黃惠卿 程裕華 林志華 梁錦輝 何偉光 雲彩美容之家 李玉琴 

郭玉雪 郭柏如 黃曼珊 劉倩筠 羅官韜 戴福英 劉啟亮 

龔翠瓊 杜維真 黎晴 楊飛玉 鄧佩蕾 黃儉喜 柴巧霞 

佛弟子 戴菊花 李舒鸝 伍阿四 劉玉英 林英 陳慧賢 

三寶弟子 陳鳳昌 麥潔梅 洪慶明 茹素雲 許思萍合家 朱美玲 

陳少娟 余梅芳 劉高錢,蒙高錢 譚業霖,霍建華 馮愛雲 鍾麗儀 馮景榮,許永耀 

卓永晴 Cheung Wai Fun 何偉文 鄒作強,林燕屏 Hui Yue Yat, Michael 文泉邦, 鄧卿儀 趙慧冰 

董偉光 Tsang Fung Ling 郡淑芬 祈小玲 祈松鶴 黃仲賢,陳順卿 余毅欽 黃素嬋 

董安立 蘇恆輝 李嘉敏 沈德棣 Li Yu Chiu 李知禮(翠儀孫) 葉榕生 

李雅健&鄒曉晴 楊光 李嘉俊 程翔瑋 顧鐵華 Mrs Sue Wu, Mrs Laura Chan 林宛嫺,先父林亞孫, 先母沈華芙 

楊雪玲合家 楊振鴻 吳雨橋 楊倩文 劉美珠 Tsang Tsz Cheong 陳亭霏 

關鳳儀&吳偉洪 楊振澎 吳沛樺,韓卓穎 黎碧君 甄奕珠 Chang May Fong 張芷淇 



 捌 

 

海外 楊偉鴻 姜新民 黃梓龍 區鑽芬 袁淑嫻 郭笑琼 

陳敏傑 梁寶霞 李燕芬 黃麗玲 郭煥玉 畢曉靜 馬文卿 

陳美玲 廖蓮容 林佩珊 鄒琮翰 袁敏賢 許桂芳 王君傑 

庾育貞 廖歡容 俞國權 徐華玉 鍾蓮娣 鍾曜陽 王美珊 

顏景光 許珞珩 印明居士 張慧儀 梁寶芬 劉美娟 丘珍慧 

顏緯圖 余寶華 李沛楨 游齊 李正彥 林麗森 戴嘉華 

陳塏琳 莫耀明 王妙珍 黎晚香 蘇顏四 程群英 陳來榮 

呂展鋒 莫志洪 李煜昇 鄭彩琴 徐志 黎孫 松峰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鄭錦鳳 洪寶貞 李顥華 徐秀蓮&游嘉樂 陳衍庭 黎惠蓮 何偉恆 

龔翠珊 莫美儀 余武傑 吳定貞 徐詠儀 黎惠娟 陳文偉 

陳惠珍,唐麗芳 鄭少珠 許惠儀 釋淨平 袁容根 黎轉紅 顧愛珍&薛茜文 

錢佩群 周厚余 林璟宜 楊慧茵 何建好 吳淑玲 尹巧雲 

黃秀雲 姚坤儀 伍鳳全 林漢貞 徐澤祥 葉子晴 宋偉良合家 

陳佩玲 楊煥彩 唐惠芬 林楚茹 徐子健 倫群英 甄麗娟 

李詠欣 青衣氣功十八式善眾 陳日花 阮月嫻 徐嘉儀 張韻香 許珊 

關威倫 楊綺華 陳嘉渲 李秀英 袁耀華 張梓燊 Luk Chun Sang 

林慧雯 莫嘉宜 潘欣渝 徐志強 李衍鏗 高鳯英 黃玉玲 

黃志民 莫茵穎 唐錦全&趙淑英合家 賴振強 岑芷欣 郭佩賢 翟子詠 

陳翠霞 莫嘉文 陳嬋 李芍穎 林俊善 虞子昂 翟焯楠 

Karen Poon Wing Yun 陳皓月 容子熠 彭桂英 陳普吉 虞點 林葆瑜 

葉智綸 盧麗娜 容子銘 雲龍 陳優君&張一帆 林宇翔 林成基 

葉靜慧 梁雯慧 曾金友 錦雯 黃妙華 李少蘭 林成業 

吳羌河 張 聰 林美津 李沛楨 陳鴻勲 葉莉娜 張耀輝 

李寶儀 秦志瑩 李流鍚 李煜昇 鄒朗曉&晴晴 黃珊玲 張耀華 

劉惠蘭 范北 李慧賢 陳柏堯 無名氏 何椲頌 張志強 

曾淑貞 蔡漢偉 李拔韜 張愷悠 歐棣茹 陳國基 歐淑楹 

邱世希 伍瑞媚 李偉良 陳寶健 鄧可欣 甄靄嬋 杜雁玲 

鄭彩麗 馮智聰 許美霞 王仲賢 何詠妍 鄺月婷 雷富强 

陳彩娟 馮浠銣 楊廖佩芳 郭書銘 胡炳楷 蘇影雲 張少慧 

黃蘭卿 嚴蒨穎 黃玉蓮 程潔瑩 陳惟善 李錦娥 黎志國 

庾淑儀 沈穎儀 天利地產代理公司 周桂英 陳惟智 王雯詩 江偉明 

余森祈 沈 顧玉鳯 王端妃 朱昭怡 卓富强 吳亞蓮 

郭翊翹 楊月嫦 邱廣溢 曾彥文 黃少梅 郭姿欣 黃國強 

董安心 梁健兒 袁惠容 曾琬婷 林卓珈 金蕙楨 倪小雄 

黃紫君 梁凱婷 張飛 潘潤通 利汶惠 黃滿玲&崔健民 潘志剛 

黃軍龍 林琴英 張月傑&方漢芳 李傅通 張金蘭 丘麗華 蘇維金 

阮彥婷 張素英 陳美美 佛弟子 張麗珍 黃滿娟 蔡嘉敏 

阮彥文 戴智熙 賴文豐 秦志欣 何艷萍 黃就江 張佩詩 

梁浩欣 張小燕 陳懿懿 江柳瑩 李馥安 陳寶源 曾康弘 

饒文芳 陶健衡 馮燕芳 陳朗瑤 許鳳屏 黃滿玲 曾康然 

丁寶蓮 陶宇健 譚世顯 連卓瑩 李昕桐 李月妍 鄭成根＆吳九妹 

蔡金文 姜穎芝 蘇文信 容偉 吳惠玲 蔡曉欣 無名氏 

莫錦松 李惠琴 施美菊 梁冰霞 李浣英 蔡曉斌 無名氏 



 玖 

 

海外 國內 國內     

金菁&金捷&張金毅 林沛 王淑敏     

陳威&黃凱雯&陳樂儀 甘熟燕 陳淑蓮     

陳威&陳志英&袁成瑛 甘淑媚 林暘彬     

張湘春 林繼在 梁朝榮     

易沛華 黃陽明 梁佑平     

易慧寧 高秀秀 梁佑成     

易慧嘉 黃敬棋 汪奕男     

梁玉琼 黃品靜 胡佩珍     

劉羡洪 彭已庭 劉力菁     

劉國璊合家 王鈺文 劉力嘉     

麥綺華 李玟馨 蔡蕙如     

簡美琪 李紹煌 王以翔     

陳門曾鳳嬌 李美銀 王海年     

陸潔紅 吳瑞智 馮耀朝     

Cheng Ching Wan合家 郭一惠 賴彩玉     

何家安 洪瓊華 林敏峯     

楊馥瑜 施采璇 馮秀雲     

林景鵬合家 陳快 黃姚玉華     

吳大同 柯慧欣 黃自福     

吳芊 吳聖財 黃室瑋     

陳燕妮 吳萬泰 黃彥達     

布倩瑜 吳萬薇 黃彥喬     

蔡綺紅 劉容琪 溫福項     

葉建立 劉瓊儀 溫政憲     

林燕儀 劉瓊萱 溫政達     

楊潔貞 劉應墩 甘羅結     

張偉文 劉秉濂 甘太平     

 
周裕德 甘瑞玉     

 
藍圓 林廖勝子     

 
廖昱瑄 郭敏芳     

 
沈芳如 王維平     

 
倪瑞峯 王維新     

 
曾治維 王髖陌     

 
許世祿 陳重嘉     

 
吳佳倖 孫國珍     

 
塗坤耀 邱水華     

 
藍雅驊      

 
藍昱澄      

 
王憲男      

 
許春木      

 
黃罔市      

 
名單如有疑慮請洽護法總會,電話： 02-2896-6119#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