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法俊 陳美琼 許文凱 陳碧清 許雅麗

許仲曦 劉家俊 伍玉芝 劉頴嫺 劉仕哲

李銀鳳 舒義發 舒伊莉 熊雪雲 鄒達明

許映碧 鄒詠昭 鄒詩婷 鄒兆恒 鄒鳳音

廖建超 鄒漢明 高雲 鄒鳳美 黃浩文

鄒鳳嬌 黃日晞 程偉雄 伍燕玲 程沃林

梁嘉燕 程樂途 程嘉霖 陳徐龍 張妙珍

陳嘉瑩 陳浩銘 劉德明 陳倩瑩 陳進源

張日明 張啟奧 陳秀惠 張瑞文 張永恒

陳珍愉 張慧娟 張慧華 黎銘銓 黎德輝

黎德樺 呂仲平 呂耿楓 呂菁敏 施少萍

張淑儀 湯朗軒 鄭建華 周錦珊 陳炳祥

李偉全 梅卓能 張家良 沈行音 張文昇

呂瑩敏 張天哪 杜清偉 沈邦俊 胡美娥

沈經國 趙楚霞 郭清嫺 郭應麟 陳煥斌

蔡秀麗 何瑞琼 何瑞珍 何瑞玲 周偉富

藍志源 羅珮珊 黃硯 陳愛蓮 邱禮芳

邱秀如 吳金鳳 林家瑜 林乾銘 鍾永倫

杜少彎 袁焜威 袁蘇艷君 徐蘇偉芬 石偉茹

鄭家怡 陸學銘 陸國樑 翟芷莘 黄森妹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劉朱月華 朱翠華 鄺朱鳳華 朱朱燕華 劉培德

麥杏芳 龍惠玲 龍麗婷 龍沛林 龍啟業

龍美婷 勞海寧 李昱辰 林永城 陳偉業

陳槐汝 陳芷尹 李詠薇 鍾佩靈 吳詠芝

吳詠敏 謝子民 謝淳熙 謝榗熙 謝晴熙

張小顏 楊倩英 張婉霞 張健偉 張夏桐

梁順霞 梁順珍 麥樹洪 李嘉希 潘卓華

潘卓雯 郭靜雯 麥玉琼 梁福泉 陳淑敏

陳淑賢 陳識文 蔡結玲 劉家榮 陳家駒

黃翠屏 唐祖填 唐文升 唐文財 唐文榮

唐惠珠 唐惠麗 謝秀瑩 李心榮 李蔚楠

李樹勳 黃慧義 張行如 黃頓發 黃心怡

楊頓福 張蘭華 張慧華 張采華 黃守敬

黃惠芳 鍾志堅 陳柏延 黃安妮 譚行啟

陳永輝 熊翠盈 卓成 熊翠豐 卓凱怡

鄧秀蘭 陳兆球 鄭少媚 陳楚冰 陳楚敏

黎瑤冰 黎兆城 李國雄 李美儀 李蕪儀

李浩然 李浩凌 黃鍞靄 梁月梅 吳英

蔡金鎮 陳彩群 蔡永根 黎志雄 王婉清

謝國安 莫燕萍 鄺炳南 莫志強 張鴻健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莫子琪 鄺嘉敏 莫君賢 文劍華 羅金蘭

文偉堅 文偉釗 胡健榮  張 銀 羅耀南

羅耀光 羅玉蘭 羅凱瑩 羅秀蘭 羅凱晴

謝嘉賢 謝嘉欣 楊瑩瑩 利志新 利仲康

梁慕潔 王有德 王有成 王有松 王月平

王少康 王瑞英 王瑞貞 王瑞芳 王瑞琴

王瑞華 王詩韻 王詩慧 王羨婷 王嘉琦

王雅弘 王騦鳴 王騦華 陳顥丹 陳一鳴

關愷婷 賴嬋香 謝美娟 周海敏 區堅梅

趙美容 姚錦成 嚴子傑 嚴子豪 嚴子博

黃兆麟 黃廷鑒 黃陳思穎 黃廷鈞 黃梁琼意

嚴富然 嚴瑋稀 嚴梓淘 林藝玲 林全新

林根全 林翠華 謝淑英 林傑文 林翠蘭

林翠娣 林傑強 林傑宏 林傑成 林子喬

陳寶珍 譚斯謙 鄧萬華 鄧旭明 黃運寶

周星華 黃佩賢 周熒軒 周懿軒 譚雅蓮

徐佩珊 徐佩兒 徐佩雲 徐佩芬 徐佩玲

歐陽國禎 徐少偉 徐少文 鄧淑儀 陳永業

陳苡琪 陳珈錡 Johnathan Hung King Sang 李建明 劉潔貞

李文志 李濼沂 蘇振龍 李 樹 林偉明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梁綺蓮 林頌威 溫廣根 李艷葵 溫冠韜

黃美芳 陳瑤姿 梁燕屏 賴司正 戚月好

梁俊傑 賴文謙 張傳娣 梁劍忠 鄺美定

陳德泰 陳綺彤 陳志豪 翁時得 翁天朗

范明紅 范明霞 范明英 范功東 范彪洪

蘇美蓮 葉秀琼 李俊儫 鄭慧儀 林顯夷

曾錦興 李 宇 鄧展宏 鄧春光 李惠珍

王銀心 葉燕梨 范秋慧 范秋如 馮慧明
Brett Leivars Betty Le Masurier Mark Leivars Kay Annette Leivars 梁錦開

佘潔芳 施素玲 張慶就 劉志強 劉志遠

劉彥恆 劉惠蘭 劉家傑 張秀娟 江歡媚

黃慧玲 李 卿 劉運嬋 葉振華 麥國華

蕭司洛 陳 勤 林蘭明 劉惠芳 繆婉媚

曾展雲 方源隆 陳麗好 方焯銘 方焯芝

梁志達 梁瑞英 張文枝 梁柏儒 陳惠蘭

黃玉貞 黃漢榮 黃靜雯 黃懿雯 黃偉強

羅子澄 羅紫敏 許進文 羅嘉敏 黃浩賢

黃梓澄 羅考峰 杜艷桃 余麗娟 周 森

黃秀珍 孫有全 符桂蓮 陳慧賢 馮小賢

吳大偉 吳小敏 陳瑤桃 李志芬 劉漢平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劉浩輝 劉浩賢 劉浩榮 李志堅 李佩琼

李敬文 陳漢謀 歐淑勤 梁達煒 孫靜雯

范券球 甘佩英 范炳堂 范炳權 范炳堅

范偉祺 蔡松欣 蔡靜儀 蔡 氏 何漢松

何綺雯 梁麗娟 梁志強 何慧基 梁祖鴻

梁祖業 梁啟誠 姚英林 何少雯 姚宇曦

姚宇晴 姚宇晧 林愛娥 林愛芬 梁麗霞

陳玉霞 甘伯根 殷蘭桂 甘志深 林莉卿

甘灝謙 甘灝怡 甘皓婷 袁卓華 俞德儀

陸文添 潘瑞貞 陸穎寶 Jason Butler 陸秉達

陸文浩 陸秉祺 陸秉傑 潘瑞華 關莜薇

潘凱欣 潘瑋樂 楊廣武 楊梓喬 潘瑞芳

潘瑞明 丁玉曉 潘雅瑄 潘其旭 潘瑞祥

莫福合 馬美珍 馬庭湛 鄭夢華 劉章池

劉章鋒 劉慧嘉 余愛華 徐國熙 余世寧

李永昌 李永康 李寶儀 李凱儀 孫聯湛

譚乃正 梁雅儀 李正心 李正文 黃 晚

鄭木根 黃志輝 黃志威 吳美珍 黃玉麟

黃愛媚 黃佩玲 黃容珍 黃愛蓮 黃志彬

鍾桂瑜 陳慧珍 蕭金蓮 楊偉強 潘麗芳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楊惠森 鍾蓮諦 楊俊民 楊雅雯 彭娥

羅厚天 吳艷卿 羅仲曦 羅沛筠 楊智朗

楊考樂 鍾健民 劉美嬌 鍾佩思 鍾慶文

梁迪銨 梁汶洛 梁偉信 廖國全 陳麗芬

廖詠欣 歐伊洛 謝麗芬 歐鴗澲 曾廣燦

李建卿 梁穎鷹 區嘉嫒 區家瑋 李玉卿

李連卿 李子鍵 李繞君 李月珍 陳海澄

韓冠輝 鄭中正 黃思瑋 林淑儀 黃繼祥

梁麗萍 郭淑容 鄭國生 洪亞彩 陳綺玲

何文瀚 何文亮 李瑞芳 何守正 何詠琪

李明開 林淑霞 何妙善 楊妙行 李妙喜

梁錦英 邱桃英 林相坤 阮麗芳 林若冰

陳志城 林至絢 邱偉平 邱浩賢 邱芷君

林冬霞 陳健民 林潔兒 梁嘉龍 梁鎰熙

陳一泓 林銘添 釋戒世 姚媛芹 李漢日

鄭天祥 蕭壽武 蕭健輝 高佩玲 蕭健儀

高志華 高俊傑 陳子君 林漪澄 高一帆

高煥瑤 高曉楠 何家漢 梁麗莎 陳耀來

張慶發 張敬森 陳才 陳 明 陳啟智

陳麗敏 蔡景鋒 文俊堯 徐 瑤 李耀文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文志偉 張秋菊 陳光明 鍾洪娣 蔡浩城

蔡貝宣 張光仁 王愛蘭 王月蘭 周劍平

周劍和 陳麗麗 王啟強 王啟全 王啟齊

吳慧嫻 王愛美 何廷鈞 蕭燕珊 徐慕轉

李春娣 丘照強 劉秀群 丘佩琪 丘佩婷

丘佩悠 李偉樂 李欣澄 李柏侖 黃健斌

黃翊朗 劉健生 李穎昌 李愛玲 周美鳳

江順意 江順琼 江群弟 江順嫻 李秋英

葉婉嫻 李國和 李美嫻 何國強 何銳晶

李美婷 潘澤康 李美媚 李美娜 李美姸

梁佩珍 潘澤華 潘澤明 潘麗紅 潘麗嫦

潘澤全 江澤球 黃紫霞 江瑞榮 吳惠群

江芷澄 江子洋 江瑞鏗 陳麗雲 江曉彤

江瑞麟 陳耀宗 陳美琴 洪金寶 陳美誼

吳碧群 吳芷群 吳曼群 陳美鈺 吳雲山

麥沛年 林淑霞 麥駿威 劉運轉 陳德俊

劉俊萍 曾聰敏 陳雅怡 鐘曉鋒 陳雅婷

曾希朗 嚴富然 嚴瑋稀 嚴梓淘 林藝玲

翟雅頴 黃守真 方鳳屏 黃若詩 黃詠詩

黃春林 何佩貞 黃皓怡 賀燕群 陳文懷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陳其源 陳其駿 陳韋蘭 陳韋璇 李佩詩

鐘維娟 陳憬諾 藍舒詠 陳詠心 李宋娥

李德誠 鄭初九 黃美女 馮建公 黃漢輝

黃漢耀 梁佩霞 何錦榮 蔡秀雲 余浩銘

梁保強 連達吟 李欽輝 李浩勳 李樹勳

李舜雯 黃麗映 陳自玉 林澤樑 林燕明

林燕芳 林佳澭 鍾澤銓 鍾澤鏘 鍾澤樺

許灝霆 古馬財 鄭婉青 譚碧桃 譚碧珊

譚碧儀 譚碧婷 何建勳 董延豐 何沛彤

李麗英 周麗芬 葉慧欣 葉志行 周啟良

周麗珠 周麗嫻 周麗冰 周玉敏 吳佩珍

蔡巧嬌 范進國 林素華 范卓民 范嘉麗

范禮宏 范禧彤 范祉隆 蔡亞巧 林章雄

林國威 林國偉 林子皓 范尚德 范創明

釋傳慧 釋衍安 鄧麗芳 冼素嫻 冼英偉

冼善美 冼家恩 陳 靜 杜義芳 林邵月

林慧嫦 林錦輝 林慧儀 梁智道 梁鈞順

張行孝 張弘願 唐士文 梁美鈴 黃美德

鄧家宙 袁煥桂 袁仲甜 陳瑞卿 杜家賢

鄧麗萍 杜沚澄 朱焯邦 杜匡耀 謝詠欣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杜家誠 李賢明 杜婉文 鍾德新 鍾瑋桐

杜家輝 楊佳源 楊莉琦 李曉源 方鳳梅

馮慧明 范秋慧 江志良 江志健 葉子揚

葉子豐 錢麗斯 陳佩珊 沈益苹 楊國熙

何 瑞 羅銘珍 何承熹 陳慧兒 羅銘全

伍佩筠 李偉康 李偉卿 馮耀先 劉淑貞

張 娣 羅志勇 黎達權 黎重謙 黎重禧

羅瑞琼 周偉明 陳彩棠 黃振耀 嚴 蕙

嚴可期 嚴重行 嚴定偉 嚴茵 嚴斯泰

張嘉勻 羅玉琪 羅玉瑩 黎敏聰 林天樂

梁雁萍 林朗鈜 林昕曈 梁 景 陳順景

梁慧芳 梁佩琛 梁敬文 葉淑霞 梁碩煊

梁漢明 傅程婷 梁力仁 李秉熹 李李美詩

李愷之 朱苑綠 郭漢華 張國偉 張惠琳

張浚銘 鄺家森 鄺健銘 阮家明 阮燕冰

甘卓翹 甘聖徳 甘鴻國 甘鴻基 甘鴻裕

歐陽鳳娟 朱靈飛 甘鴻輝 凌佩儀 羅妙芳

容 漢 傅振寧 林玉娟 傅傳博 戴玫雲

傅佩儀 傅仲儀 傅倩儀 霍恆聰 鄭淑明

謝偉強 謝芷津 鄭祖頤 吳惠敏 李斯斌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張錦榮 鄭慧英 張嘉慧 溫鳳萍 李婉華

張嘉志 劉道可 鄭演泓 鄭葉演權 張蓓蓓

鄧宝玉 陳玉儀 許士福 黃錦愛 葉愛群

葉宝群 陳志雄 葉淑英 林靜雯 林靜宜

葉兆彬 葉談少琼 葉夢琴 葉談笑娟 劉巧賢

容偉碩 朱婉茵 黎惠儀 孫啟貞 彭志為

李美琪 卓健芝 朱銘鏗 朱銘泓 朱銘宅

朱銘羿 朱銘若 鄺家權 鄺家耀 鄺詠兒

陳志源 陳嘉恩 謝春容 李潔玲 徐德健

陳信宏 馬來全 馬心莜 梁栢茜 鄭靖藍

鄭嘉存 鄭嘉興 鄭麗雯 鄭卓然 鄭卓軒

張 娛 陳美玲 賴子洪 袁仕英 賴惠賢

黃才安 賴惠玲 賴鎵俊 融靈老和尚 暢懷老和尚

李銀英 梁 偉 梁沛珏 梁念祖 梁迦晉

梁智婷 鄭穎軒 胡澤蓉 王綺梅 何笑娟

何偉光 羅官韜 周金鳳 黎常春 郭桂蓮

黎敏鈴 黎啟灝 馮洪林 潘振鑾 鄔惠貞

臧偉蓮 潘倩雯 臧世庭 臧振威 鄭兆君

臧玉輝 臧崇傑 臧鈺淇 劉連鋒 臧振楓

劉柏熇 劉栢滔 潘倩真 潘志偉 陳淑雰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陳麗娟 李善興 李天耀 李卓珊 傅婉珍

鄧 孫 何 南 鄧佩儀 鄧佩貞 鄧偉基

鄧偉昌 張嘉韻 鄧浩賢 鄧銘郗 鄧仲翹

陳鎮平 陳艷桂 陳祉瑩 鄭福賺 陳艷玲

鄭紀暘 朱汝斌 卓美芝 朱崇基 朱崇儉

莫榮富 潘慧馨 莫小明 莫少寶 莫小萍

劉寶珠 溫漆發 潘偉健 張笑琼 葉鈺輝

茹娉婷 葉星姸 呂寶玉 張明樂 羅沛琪

區少蘭 鄭漢權 鄭漢威 鄭漢傑 鄭佩珊

尹柏穩 尹浩均 尹梓禧 譚佩娥 劉家欣

余月金 譚佩嫻 王建文 王詠喬 譚迪生

李幗虹 譚銳生 尤艷珠 尹祥穩 尹伯仁

香衛明 香子聰 李嘉婷 張永雄 裴金杏

張文聲 張海恩 姜 積 姜宜銀 陳業生

余啟輝 陳玉心 余俊傑 李慧彬 余焯知

余焯鈞 余俊偉 梁卓盈 余文欽 陳詠峰

葉亮珍 黃偉奇 楊志鴻 李英梨 楊劍明

楊劍偉 樊玉蘭 楊焯茵 楊焯然 楊鎧瑜

鍾偉義 楊慧敏 鍾誠軒 鍾希彤 楊劍昌

李詠芝 楊鍚霖 楊樂希 薛麗芳 楊佩玲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王鎮江 李水鳳 楊家輝 楊嘉怡 楊浩然

鍾卓良 楊樂婷 陳惠蓮 劉玉蘭 袁嘉瑜

黃榮富 袁嘉玲 黃丁高 袁仲棋 馬韻芝

袁康晴 黃思允 陳仲良 李瀟 陳俙佑

陳玉蘭 張晨光 朱素瑛 張凱晴 張華英

吳秀琼 張祐洸 張彩雲 譚永明 張華英

江建強 江鋕亮 江穎燕 盧家俊 盧禧賢

黎蕙兒 朱曼秀 葉信輝 龔嘉朗 葉俊朗

朱達輝 朱家希 溫杰強 朱曼玲 區錦棠

區學賢 王佩施 區慧思 謝澤雄 謝禧晴

謝凱晴 謝仁朗 李妙英 麥玉玲 麥錦佩

王家良 王愛之 阮永禧 阮永壽 阮永祺

阮洦中 阮文清 何浩輝 黃纘建 溫玉麟

溫耀麟 黃志華 朱秀雲 黃穎詩 朱慕貞

高占飛 高淑芬 高健忠 黃靖曈 周美容

黎曉雅 黎倩伶 關秀逢 關秀彩 關秀華

關秀霞 關鳳珊 關振新 關秉源 林細妹

鄧廣潮 鄧玉蓮 鄧玉蘭 鄧玉琼 鄧玉英

鄧玉芬 鄧玉美 鄧顯全 鄧顯峰 尤儉才

杜益強 杜美玲 林子語 鄧穎欣 鍾月鳳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鍾看新 鍾永錶 梁煒材 林 玉 麥植發

林秀芳 麥毓倩 李玉清 吳英奇 馬秀卿

馬秀琴 馬慶度 吳淑娟 馬敏儀 陳榮國

馬秀香 陳建曦 鄭國泰 鄭樹邦 馬秀鳳

鄭家儀 鄭家昕 鄭家禧 馬慶強 趙玉

馬興宇 張思奇 陳雲英 張家榮 吳思蕙

張莫妮 張朗尼 陳俊宇 吳柏蕙 陳榮森

陳俊濠 陳曲琪 樂翠娟 樂善強 吳麗華

何芷楹 何宝珊 鍾旻軒 鍾妍萱 陳國明

鍾賢普 鄭癸昌 杜玉珍 鄭駿昇 蕭麗生

鄭穎茼 鄭嘉麒 林秀琪 鄭嘉麟 賴康琪

鄭國欽 溫 鳳 杜司徒 朱麗詩 阮金珠

賴立豐 賴岳生 梅綺玲 賴文俊 黎泳豪

林日巨 葉敏儀 林喜喜 林家純 林日仲

陸惠華 任健林 李燕萍 李継宗 李承宇

余鄧英 陳文輝 李少芬 陳啟聰 陳瑞媚

陳靄澄 李秀珍 信廣浚 許華豐 梁惠賢

許晉祺 許兆恒 梁志剛 梁曉峰 許麗麗

傅詠文 許欣怡 李沛恒 黎順葵 李潤麗

梁潤堅 梁惠文 周 杰 趙明基 梁惠玲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趙世彰 陳 璐 黎嘉儀 趙海瑩 梁滿強

梁嘉誠 劉秀姬 趙倬其 趙雅兒 李顥文

旻沅迎 旻嘉傑 旻志輝 陳惠燕 陳惠雯

陳惠儀 梁國權 梁嘉欣 梁嘉韾 陳惠嫻

林少能 林嘉駿 林嘉晞 陳惠明 龍 栢

龍 霆 曹慧珊 龍 霏 黃素英 陳蕙芷

麥文強 麥漢森 陳惠琪 盧廣鉅 盧錦培

盧錦鏢 盧錦輝 盧笑娟 羅淑芬 盧偉傑

陳志明 陳華英 吳有好 林碧玉 朱永明

鄺煥彩 朱敏銓 周羗玲 郭珮瑩 陳育成

黃信軒 陳映孜 周子明 林月媚 周嘉熙

周嘉慰 周子良 文玉蘭 周嘉豪 周曉彤

郭仲豪 李 蕭 郭子涵 郭瑞怡 關豪威

關通明 陳駿寅 黎智恆 黃芷琪 譚浩之

郭漢霖 李文蘭 黎慧欣 韓冠輝 鄭中正

黃思瑋 林淑儀 黃継祥 石 磊 林寶輝

蒙家輝 蒙偉恩 陳梓欣 蒙靜文 蒙晙翱

張月娘 梁禎祥 林小燕 林 爵 陳燕芬

陳鍶銣 鄧淑霞 張暢光 張秀玲 張頌賢

周健生 張頌詩 何志明 陳月好 歐 德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黎銘釗 林羡顏 黎穎琪 邱彩霞 黎謂然

戴明真 陳慶蘭 鍾俊良 陳錦玲 鍾大鋒

鍾慧賢 趙煜宏 龔偉輝 趙紅寬 龔美莉

龔美珍 黃凱賢 黃凱明 蘇月貴 蘇 好

宋業枝 彭惠玲 宋偉良 廖小微 宋凱恩

楊基永 蔡威倫 岑慧敏 彭麗芳 李煥珍

楊國強 李慧珍 楊柏浩 楊柏鏗 楊寶美

譚韻姿 鍾德進 黃雪英 鍾美莉 鍾美慧

楊偉聲 盧惠琼 楊詠琳 楊德劭 陳 成

陳秀枝 陳秋蓮 陳文雄 陳子敬 張麗梅

曹國華 陳文英 曹凱恩 曹忠賢 王偉光

張淑玲 王洛舜 王偉良 周詠儀 王諾軒

鍾美嫻 劉柏劭 劉柏嘉 巢 賢 劉麒鳴

林月華 林小虎 呂來安 何思慧 何嘉敏

林致方 陳媽娣 林南興 林南隆 林暉婷

黃鴻泳 黃楚斌 蔡少玉 陳月光 Milan Shuster

Marina Shuster Mark Fillippo Mark Shuster Kurt Shuster Patricia Shuster

何冠南 李惠波 何偉略 何偉誠 李少波

劉慶恩 曹慧儀 劉惠英 林宇熒 李敏堅

李樂然 林雅翹 李大海 何玉華 姬斯汀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梁紹明 梁雪麗 盧煥玲 梁慧珍 周桂蓮

曹佩萍 趙智匡 趙明強 趙智熙 李龍登

李健聰 李詠珊 謝明慧 陳 玉 林兆文

鐘穎恩 鐘穎恒 鐘仕新 關紅練 蔡玉明

蔡德紅 張倚齊 楊 松 蔡淑霞 蔡來多

張潔蘭 梁奕安 盧泳芝 馮燕玲 何婉珊

何如一 甄惠芳 甄浩賢 李慧賢 游偉洪

馬淑茵 李詠豪 湯鈞廉 譚榮龍 林彥彤

何偉全 周潔玲 何几天 何家俊 何家業

霍穎施 倫淑賢 鄭金勝 何詩微 鄭芷穎

韓世華 鄭浩文 楊平安 黎少娟 楊文輝

龍 婷 楊文傑 張雅麗 楊晞弘 楊穎羲

伍冠賢 陳志強 陳明慧 陳家慧 司徒凱施

司徒國旋 司徒海珊 黃潤蓮 黃銀桂 黎 妹

陳 歡 陳德明 何淑貞 白玲玲 陳水助

廖偉基 廖凱楠 陳寶珍 楊美穎 郇愛芳

陳家恩 楊潔心 陳均培 陳君行 馮棣華

吳智豪 吳爾榛 馮焯瑩 李寶鈴 馮耀彤

馮曉晴 馮子鍵 林欣欣 黎國超 黃炳輝

黃炳釗 馮卓然 黃運琼 金浩良 梁嘉迎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黃樹安 黃志成 黃隨喜 陸婉兒 陸煥鏘

楊諫石 張啟垣 陳楚文 林健生 麥志恆

陳耀輝 陳瑞意 王志慧 王志勤 梁耀寬

陳海妹 陳麗荷 胡國華 胡迦藍 胡迦怡

彭淑琼 張慶權 張涴惠 張敬文 李怡慧

謝忠達 黎絲莹 陳佩如 陸少容 駱翠儀

李立敏 李立軒 林澤行 廖文栩 林逸童

林澤安 謝靜華 李淑敏 李兆華 湯淑梅

湯應銓 林少芬 盧志康 林小娟 盧思樺

李麗珍 張和寶 張金美 張金英 張雲嬌

張帶有 張進謙 陳慕潔 陳錦謙 陳錦泉

陳錦宏 陳錦淞 陳錦芳 陳子琦 鄧惠貞

陳紫楓 王永朗 盧香兒 鍾淑莊 陳梓平

陳芷萱 Aung Myo 傅婉儀 盧采雯 傅國基

盧藹雯 梁永佳 古樂民 陳翠彤 黃展鴻

盧惠賢 黃碧珠 盧瑞良 盧瑞祥 梁麗珊

劉琼珍 王佩霞 王 炳 王佩蓮 徐為清

徐繼堯 岑雪硯 陳海晴 陳尚文 朱梓恩

曾俊民 曾俊然 陳四妹 李順洋 葉綺清

胡樹人 譚志芬 胡栢堯 譚志霞 何玉勤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蔡振幫 蔡振騰 蔡榆影 蔡虎城 蔡嘉琳

蔡鋒銳 羅國全 黃淑芬 羅承運 羅俊年

羅寶曜 羅明慧 陳文煒 黃淑霞 區唐生

黃淑嫻 區彥彤 區文杰 伍啟賢 伍佐賢

陳志華 陳淑逑 陳君傑 陳君豪 蔡均賀

許 琼 陳美桃 陳旻銳 陳笑桃 陳宥丞

陳裕良 鄭小雄 鄭俊文 鄭珀賢 馮 燁

何明達 譚美玉 何芷穎 何文彬 梁蕙冰

金泳希 金值良 陳莉雯 劉侃佳 劉汝旺

成偉玲 劉敏琦 劉智豪 林玉琴 劉淑晴

利玉英 劉偉文 張佩華 劉子軒 黃 銳

劉偉蘭 黃錦浩 陳慧敏 楊式輝 王金珠

楊志峰 楊冰梅 葉素琴 蕫鈞偉 董國建

沈麗婷 蔡富文 容倩愛 梁庭偉 劉麗娜

梁婉珊 梁煒傑 陳協祥 葉蓮好 陳國傑

詹楚明 陳蕙心 詹皓霆 石燕屏 馮梓楊

何 洋 陳詠欣 陳詠森 林麗卿 林麗雲

林清泉 林章發 葉展廷 葉清廉 陳偉誠

羅文瑛 陳榮泰 陳雅怡 陳銘善 陳慧儀

陳灝謙 桃兆源 彭偉光 鄭奇光 潘樹明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易國權 黃明芳 易肇華 陳惠玲 易志航

易焯琳 易灝華 杜淑儀 易嘉慈 易靜慈

易芊妤 易幹華 馮潔茵 易東怡 易雅姸

易漢華 易穎姸 易智賢 楊炳強 易瑞儀

楊馥惠 楊雯惠 高榮華 易瑞微 羅斌超

黃明珊 羅婉嫻 羅季淳 鍾鍚釗 趙 茜

林艷笑 杜家文 鍾愛群 鍾可盈 鍾愛蓮

杜健朗 鍾可悅 鍾可瑤 杜康晴 黃小玲

黃洪佳 郭玉蓮 單廣發 郭單好 陳蘭香

曾迪龍 邱團義 邱迪財 邱慈玉 梁宇華

蕫達成 蔡榮煌 蔡王秋娥 蔡俊興 蔡菁菁

蔡婷婷 林 璨 葉美霞 陳詠芝 薩啟強

羅思言 薩成昌 鍾佩玲 薩百彤 羅敏言

湯詠基 麥 芳 麥秀珍 麥 明 麥淨棋

湯卓琪 張偉剛 關舜云 梁彥賽 吳秀云

伍麗明 黃小燕 林惠忠 林卓怡 英兆麟

黃 泓 英穎晞 英正浩 英汝能 蔡潔英

陳 淳 繆富豪 繆凱甄 吳天恒 繆富邦

駱潔怡 劉婉珊 繆健峰 陳琼好 曾桂森

曾穎淇 鄧佩華 方藝玲 何家銘 盧家傑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盧家俊 盧家琪 黃信寧 李映紅 邱美思

盧灝賢 盧奕駿 盧善柔 黃思鉻 黃超炫

文燕萍 劉惠敏 文齊光 梅偉豪 李權達

黃惠玲 李素冰 劉倩兒 溫桂萍 曾錦泉

曾志光 曾佩詩 潘倩儀 楊文君 麥志源

莫惠霞 鄭盈盈 香兆銘 吳有笑 吳凱茵

羅文國 劉蘊健 顧德偉 賴嘉寶 聶卓勤

何俏玲 賴德發 張惠如 許麗珍 劉慧航

劉慧敏 劉慧蘭 劉慧達 劉慧超 劉慧鳴

梁金養 梁保根 鄭碧梅 崔韶晃 劉冬日

劉冬彥 劉鍶銘 劉楚楓 劉錦照 趙家明

趙婉儀 盧彥熹 凌潤芝 凌潤開 周德寶

謝月娥 謝秉芳 周德輝 周德勝 周柴程

譚嘉麗 周雪萍 盧銘康 周雪梅 吳堡男

吳振新 梁煥操 梁詩雅 梁詩琪 梁詩敏

梁詩然 梁詩意 周來鳳 梁來珍 徐力鳴

徐偉倫 徐濠倫 徐洛倫 周來英 陳順文

陳順儀 張煒城 張詠雅 潘智蓮 張少英

潘家榮 張耀明 楊燕萍 張民傑 張文琪

張志華 趙美蓮 鄭德華 黃燕琴 鄭文意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鄭連輝 葉世強 葉凱敏 葉凱崎 張佩英

曾麗蓉 張振邦 張振威 陳淑紫 郭泰德

張悅曈 黃 群 姚潔貞 姚斐然 姚少敏

趙澤榮 姚潔麗 趙彥欣 趙灝淇 馮詠儀

陳彩雲 馮長穩 馮建生 馮裕生 張曉如

馮佑琛 蘇耀榮 暢懷長老 道行法師 姚順嫻

雷愽善 雷愽然 林國鈴 呂虹虹 韓喆

曹潔儀 呂富權 朱惠玲 源家莉 林樂晴

林樂心 蘇錦容 鄺麗紅 鄺麗娥 梁偉能

陳麗聰 梁婉雯 梁家銘 梁晉綽 黃淑英

梁偉標 連蘊琦 杜淑嫻 孫嘉寶 梁軍山

杜智仁 陳卓祺 李家照 胡立邦 梁群英

歐惠卿 宋艷韋 林佩君 江承羲 成永樂

劉穎龍 陳志明 黃仲文 黃梓峻 黃莊瑋文

黃蕙芳 黃蕙貞 李溢榮 李沛聰 勞信衡

勞婉儀 勞婉樺 勞儉成 譚錦華 簡嘉碧

陳君海 陳國輝 黃麗霞 黃淑卿 黃翠琼

黃國良 尹 珍 呂 戚 黃淦蘇 李 森

尹 洪 NELSON 陳潤田 尹聯丁 黃吉鑽

吳容根 馮 妹 吳玉珍 吳玉鳳 梁翠紅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何寶珍 何淑卿 何少娟 黃志明 黃浩賢

張蕙苼 黃笑娟 陳桂儀 王明心 胡雪儀

黃倩儀 高小君 龍富銘 黃少芳 李美燕

黃順意 屈群馨 屈鎏成 屈鎏就 屈鎏富

陳少燕 梁美兒 龍笑卿 譚秀儀 楊麗雲

梁 運 楊 崧 馬敬司 董欣靈 梁曉桐

許景輝 盧震泰 陳愷康 陳子謙 盧安泰

陳曉桐 潘 紅 黃慧芬 胡芷瑋 蔡汶妏

蔡一瑆 蔡耀和 朱嘉麗 梁鑑波 莊偉勝

郭大清 林淑蘭 黎健斌 盧淑芬 甄少明

黃守敬 劉啟文 劉德文 劉文英 劉頌賢

劉希賢 劉達文 徐杏華 林邵月 林慧儀

林慧珊 呂卓瑩 呂卓謙 呂姘晞 黎美儀

楊靈心 霍建民 李慈慶 霍瑞麟 梁勵賢

霍瑞賢 劉耀華 霍瑞棠 梁展峯 傅杏嬌

陳鳳貞 馮寶華 馮志健 馮詩敏 王少霞

劉權照 楊雪英 周翠英 黃思瑋 韓冠輝

鄭中正 余智發 黎德誠 林淑儀 石 磊

黃繼祥 黃繼榮 黃繼強 黃淑芬 林健鴻

林淑顏 林淑玲 林淑敏 蔡佩珍 林寶輝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林寶基 黃思瑋 林淑儀 雷贊機 梁肖嫦

梁廣輝 梁肖芬 梁廣森 梁廣偉 潘慧珊

梁植翰 梁金妹 吳錦添 何錦文 陳薏卿

朱珮誼 劉致傑 朱鑫秀 朱謹麟 劉仕環

雷忠海 王少嫦 方更兆 樊玉霞 方銀虹

方慧虹 郭麗芝 溫甜鬆 方麗虹 邵詠舜

黃振東 余信慈 黃嘉慧 黃嘉榮 黎國泉

方江河 黎家銘 周慧鳳 李麗淑 姚淑蘭

張建強 呂寶燕 潘成國 王善和 王珮詩

李惠儀 姜順安 甄玉貞 甄玉蘭 林炳泰

林健堯 趙秀群 何詠儀 何群硏 羅亦琳

羅亦喻 羅安珏 郭麗容 郭玉英 趙小蓮

黃偉章 劉炳豪 梁順劍 王映菘 王祾祾

王月華 崔偉強 譚笑英 崔域奇 李嘉雯

蔡淑貞 謝迅羽 謝文文 周浩炘 崔民熙

謝振羽 崔學倫 崔冠雄 崔瑞瑤 崔嘉珮

崔嘉祐 陳雍禮 崔綽言 崔綽廷 崔麗珍

何俊傑 鍾迪恒 羅貫峰 張盈盈 羅俊洛

羅俊鎬 羅心研 何貴平 陳運雄 張錦昌

溫達國 張倩鈺 溫穎儀 溫穎恩 溫穎珊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黃樂培 黃奕燊 朱敖文 朱韋諾 朱韋澄

陳燦明 莫佩秀 陳鳳儀 高秀娟 陳澤釗

陳鳳琴 潘熙敏 潘鄧玉貞 譚妙儀 楊福全

李惠秀 鍾麗珠 陳柏錡 陳靜嵐 陳凱喬

陳展烽 伍芬儀 林金蓮 嚴美玲 倫嘉恩

劉樹烘 周麗萍 吳綺華 陳國良 饒國和

陳艷媚 饒家輝 林繼張 饒慧敏 魚谷陽子

林 悅 林 逸 陳維生 陳舜華 嚴金堯

嚴玉渟 陳雪卿 蒲冠文 何昭潁 何志文

張發容 鄺達明 張葆怡 賈愛軍 張褔順

張 美 張嘉維 張麗珍 許順德 張敏儀

許惠賢 許惠明 許惠欣 許惠晶 許浩翔

陳慧琪 陳芝琪 陳紹宗 陳紹鏻 張家迪

黃 希 咸錦洲 咸綿嫒 鄧雅詩 黃鳳娟

鄧永超 洪江淑英 姚 褔 棌嘉輝 關素梅

李昕桐 李昕衡 李嘉慧 莫綺華 李漢生

謝浚傑 謝旭昇 黃軍耀 黃麒峰 林詩穎

梁家銘 林惠誠 林鎮中 林惠德 黎安婷

林惠明 林慧姬 陳寶軒 鄭錦添 林慧貞

鄭凱茵 朱志軒 甄敏蘭 謝允昇 李讓定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張奕森 陳雪珊 林詠珊 王招娣 王天皓

梁國榮 張麗珍 梁紹東 吳嘉麗 梁紹康

林潔怡 張耀棠 朱嫦芳 張耀華 梁崇勲

張 嬋 黃富基 黃鎮邦 杜綺珊 黃子信

黃子諾 黃俊彥 黃凱詒 黃薈澄 黃薈熹

周玉蘭 林智瑜
Ng Cheng Hin Jerome Nen

Chong 程少英 葉玉霞

許文儒 許光榮 粘麗明 湯振威 湯皓堯

陳淑華 湯雪茵 李玉蘭 陳青霞 趙君恆

趙翠瑾 張傑州 甄新鳳 趙冠明 伍美芬

伍玉華 伍業寰 許惠紅 梁佩華 溫淑卿

曾雯珊 何婉鴻 莊雪琼 盧興賢 葉麗煥

蘇潤國 黎潔珍 張國新 黎潔玲 林美華

周堅敏 黎潔冰 周卓彥 黃思行 張詠嫻

黎潔霞 莫迪琪 黎慧卿 黎志洪 黎瑞甜

蘇煒文 伍詠琳 鄧俊年 鄧卓民 陳潔英

鄧仕深 陸瑞芳 陳家明 林佩君 陳志雄

岑秀霞 陳珈希 許炎炬 許民安 許明藝

許東萍 蔡漢成 蔡継榮 蔡玉眉 廖 強

廖笑芬 潘 玉 張淑鳴 林錦珠 蔡永月

謝汶君 沈瑞芬 盧偉富 王莉貞 王莉華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盧怡廷 盧怡倩 黃俊達 葉懿賢 梁玉霞

黃慧霞 王慧芳 陳彥衡 黃麗芳 李綺薇

李綺薔 李俊峰 蘇慶年 黃重生 趙寶琴

趙曼莉 金立成 金彩燕 金玉燕 陳惠珍

陳永強 吳文鏗 黃秀敏 吳奇柏 陳秀絹

蔡麗芳 蕭美娟 蕭勵文 馮 愛 蕭振聰

霍美君 蕭詠心 蕭棨天 陳 祝 李金紅

陳志英 盧冠文 李家鳳 李金權 彭潔貞

李進聲 徐玉華 李金蘭 何錦銘 李金愛

周麗霞 柯文博 柯文欽 陳日初 周麗臻

林進忠 周愛吟 林卓鋒 林卓然 柯嬋娟

柯明娟 柯麗娟 陳丁財 楊子澄 楊書譽

劉慧芳 梁楚明 吳淑芳 郭子鵬 陳桂珍

陳 能 陳顯信 羅倩彧 文少玲 文智聰

文曉琳 陳采倫 梁玉貞 梁淑賢 歐陽慧冰

梁啟瑋 梁啟鴻 徐華玉 葉智綸 葉靜慧

林燕蘭 周靖璇 周旭生 林潔貞 柯少雄

唐麗瑩 吳其鴻 江忠文 邱桂枝 江玉香

江停香 釋道通 釋頓覺 周麗玲 周韓儒

孫秀麗 譚曉燕 林楚暢 林淑平 柯玉雲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陳展雄 陳展聰 林少玲 朱侃儀 周婧妍

王寶珠 溫亮德 黃凱寧 溫婉而 溫阡而

溫笙羽 羅光耀 冼金妹 黃亞女 郭來好

黃美英 郭昭然 郭偉樂 胡國生 胡施琪

胡芷嵐 黃貴嬌 黎韋柏 黎綽裕 黎安瀠

姚潔儀 王秋雲 周好 王少梅 王少琴

王凱儀 王志輝 盧佩珊 王浩弘 張應林

張瑋文 庚劍坤 王三妹 庚渭婷 庚渭詒

張浩彬 文家威 庚妙蓮 庚劍財 楊安烈

霍松鈴 翁文財 翁浩鋒 翁錦威 翁曉吟

翁明荃 翁子郎 鄭冰玲 高光祥 高貽虹

鄭冰珊 鄭柏發 鄭柏洲 陳 嫻 曾翠嬋

毛麗媚 徐君蕎 文柳清 陳 雄 羅思昕

羅慧珍 陳珮玲 羅行堂 汪明荃 李敏儀

羅敬堂 羅惠貞 胡國新 樂燕薇 羅紹棠

龍栢基 龍潔鈴 龍潔盈 危 潔 黎磐石

黎 慧 黎黃雪英 黃美鳯 陳月好 文偉森

黃美儀 黃紹洪 黃鑽好 黃進賢 黃進輝

黃靖霖 梁桂冰 鄺柏霖 鄺民雄 黃靖羲

鄺凱婷 張郁玲 張郁權 張郁鴻 張證羽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張棋量 項 華 李崇卿 韓素珍 韓 球

黃 巧 蔡傳頴 蔡傳暉 蔡慧殷 麥思雅

梁家和 黃森妹 黃凱絲 辛美慧 辛崇智

黃錦洪 鍾志蘭 陳錦榮 Sandhu Harbhajan Kaur 江一言

江仲言 孔睿謙 Leonard Thomas Rees Alexander Gardner 江月屏

許鵬志 趙超雄 馮惠英 趙楚琪 趙堯峰

譚志成 黎淑儀 譚學隆 譚學澧 梁國明

梁卓文 梁泳琳 梁佩慈 魏漢輝 何榮添

杜智雲 何溮潓 王秋萍 何栢希 羅月洋

梁燕敏 周暐皓 吳美嬋 沈瑞玉 王淑儀

陳慧施 邵國雄 鄭琨樺 陳健邦 梁潔芳

伍美顏 鍾鳳鳴 鍾陸琴 顧志英 方妙婷

陳子健 鄧慧倫 鄧淑芳 蔡 坤 黃錦華

鍾展鴻 劉月美 鍾健榮 馮茵茵 鍾曉陽

鍾慧玲 趙惠東 趙復禮 鍾健華 祁翠怡

鍾晞哲 鍾浩程 鍾健偉 鄭潔瑩 劉月明

周俊明 許介真 黃 香 馮國明 方惠施

何燰兒 何麗兒 黃 見 彭素玲 歐韻彤

張燕微 陳潔靈 鄭麗華 鄭寶豪 林艷芳

周家樂 周家軒 周家駒 林祚芳 黃宝珠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林道資 林 鈺 林 艷 陳子劍 阮佩瑤

馮碧莹 曾運英 曾國隆 曾瑋匡 葉詩茵

陳詠靖 源而初 鄭素英 April Cheng 郭家因

黎明鳳 楊少珍 胡巧儀 林佩賢 阮健扶

葉惠英 葉皓文 李錦輝 伍鳳清 謝鳳蓮

邱印玉 陳炎波 梁定華 鄧黎平 黎肖霞

黎忠明 劉采蒨 黎志剛 黎惠文 劉榮偉

黃 容 黃慧敏 關慧芬 陳詩韻 李兆文

林志文 鄧志輝 謝以覺 李健茵 李鳳嬌

林清泉 陳美卿 邱翠芳 邱義寶 胡榮昌

邱翠寶 邱海國 葉海芬 廖愛蓮 陳栢勤

林燕清 陳雋羲 陳栢健 陳康齊 丘瑞娟

賴志瑤 張凱琳 性 清 善 廣 李柏霆

司徒振中 司徒緯泰 司徒宝婷 梁靈慧 何雯淇

司徒梓泓 李世傑 李國耀 梁定國 梁馥蕙

梁瀞文 梁淑儀 黎瑞芬 黃松根 黃露明

林少文 梁偉雄 張堅明 張亷明 張美華

余國雄 王惠文 余庚陽 余嘉莉 余嘉昊

鄭曜寶 江偉民 鄭彩霞 江智富 鄭彩琴

葉榮生 江炳鋒 江炳輝 江翊图 許美貞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王麗楨 溫玉蓮 吳美珍 唐煥珍 倫 好

唐煥笑 唐煥容 唐偉良 唐偉深 唐嘉蔚

劉素娥 李志傑 何燕婷 李天詠 李天裕

陳暉鏇 馬佩貞 馬鍚興 馬鍚昌 郭珠仙

朱映姬 麥巧齡 關宝華 許炳基 李浩暉

何麗兒 鍾繼來 李 燕 鍾啟剛 馮翠珊

鍾卓凝 鍾凱弘 鄧潔文 鄧國釗 鄧國泰

鄧巧麟 鄧綺雲 許蔓薇 區玉珍 陳美英

姚鳳卿 唐文軒 唐文斌 何艷萍 冼宛雲

曾文彥 黎常春 廖玉閏 歐志康 勞寶淋

歐采泠 歐曉陽 歐可穎 區耀彬 區愷晴　

區靖朗 區俽悅 歐創東 歐卓霖 廖行傳

廖貴生 曾婉霞 廖恩簥 廖貴平 沈鳳鳴

陳 曖 何潔群 譚漢明 譚漢森 林梅華

戴鳴新 戴明珠 徐少英 戴昊超 黎瑞玲

石燕雯 施俊達 黃紹聰 凌偉文 凌偉昌

凌 慰 莊永章 莊蕙鍹 莊樹炬 張珠煥

周金鳳 黎敏鈴 黎啟灝 郭桂蓮 鄧國華

楊美玉 鄧御沖 莫大衛 胡美芝 莫卓文

林錦萍 鐘偉生 關永雄 杜鍚倫 黃觀送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梁潔貞 黃穎琪 黃銘謙 葉綺琪 司徒港成

黃惠珍 區秀慧 梅炳新 梅梁雪卿 梅詠怡

黃元帶 江長帶 李月華 何詠儀 盧愛玲

盧文志 張晞然 張晞澤 陳少穎 陳可童

陳少強 陳少明 邱龍兒 陳葉枝 朱偉祺

黎彩嬋 何勝鵬 陳留香 朱心昌 何宇萍

甄耀俊 甄鍚雄 甄鍚偉 甄苡琳 甄樂兒

甄卓翹 吳佩詩 李東庭 李綽綸 麥珍愛

李偉有 麥美玲 黃偉權 黃國權 簡秉恒

簡詠怡 簡綽曉 陳佩儀 黃瑞蓮 王遠新

羅桂興 羅鍵威 鄺碧珍 張妹妹 石影平

周介文 吳旋娥 梁生慧 郭梅珠 郭萍儀

潘榮燦 何寶容 潘惠貞 張國東 陳秀娣

吳鳳賢 蔡宛叡 尹文杰 鄺錦雄 鄧韻文

蘇錦榮 蘇浚汶 蘇愷寧 黃秀兒 盧德威

陳翠豪 尹子儀 尹惠儀 程寶珠 黃佩雯

黃焯鍵 石燕芳 劉國宝 劉國龍 劉國晶

劉國威 彭詩詠 劉耀輝 吳偉強 吳秀群

麥雯鈺 趙文光 麥樂輝 蔣偉文 鄧秀英

鄧瑋畯 陳翠霞 丁 儉 許家如 關露華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許意鳳 許意伶 許瑞元 馮紫雅 馬俊朗

孔乙恩 凌耀燊 凌耀威 凌美鈞 李玉群

譚達執 鄭秀英 譚志輝 張忠愛 廖思頴

張愛珍 王 勝 王葦烈 陳依麗 王施允

王葦傑 張漢文 陳錦滿 張頌邦 張茵如

張漢華 朱麗珠 張天盈 張向日 李江瀾

張漢新 梁小燕 張愛珠 鄧學優 鄧朗言

譚志煒 李佩伶 譚卓瑤 譚熙喆 譚淑敏

李嘉賢 李潁潼 李立謙 宋偉文 宋何燕敏

甄莉莉 黃潤甜 黃卓涵 黃美玲 黃雅琪

杜李璇莊 陳杜雪華 陳鉅源 佘森泉 佘淑瑩

杜源興 杜源通 杜美彰 杜光宗 杜光悅

杜健彰 佘杜少儂 杜美儂 羅杜黛儂 杜光智

羅梓剛 羅梓剛 羅善敏 杜煥彰 杜光偉

劉南洋 陳招治 劉智毓 陳桂初 潘碧桐

陳建樂 劉智靈 羅日榮 劉智珊 羅梓軒

劉宝珍 廖愛玲 溫穎慈 陳志輝 廖小玲

黃賢婷 姚偉強 黃少英 姚嘉信 馮力恆

陳柏羲 李國恩 李敏玲 徐炳球 徐愛蓮

徐玉玲 蘇 全 林志明 林美娟 蕭耀輝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蕭慧琪 蕭耀彤 蔡婉微 蕭愷淳 蕭愷翹

白奧倫 譚美玲 謝妙賢 暢懷長者 融靈長老

吳容根 馮 妹 吳玉鳳 吳梓軒 吳志文

吳玉珍 吳玉珍 梁偉強 洪秀英 梁凱欣

梁皓琪 釋定仁 李國財 李葉美卿 李宛珊

李宛陶 陳達明 陳李凱玲 陳美樺 陳穎心

林子熙 黃雅珍 黃國亮 黃麗珍 黃啟亮

陳滿潮 呂漢光 呂漢泉 呂希渝 呂均言

江柏豪 黃永強 黃永健 張如好 李 管

張香蓮 張少雄 張欣榮 張欣華 張語軒

劉麗燕 李衍樺 曾木玲 曾俊豪 陳楗偉

二柏鴻 何 四 游聲建 王金蘭 劉翠芬

許天補 許春曉 許淳權 許淳政 黃家銓

李麗芬 黃玉英 蔡彩滿 蔡彩霞 釋衍微

蔡玩萍 陳梓禧 林睿聰 林昭彤 陳偉亮

林錦和 陳佩芬 周曉虹 鄧冠倫 丘文禮

丘文瀚 丘文龍 蔡英珍 何宇鵬 梅盈珠

張曼韶 黃傑仲 余平良 張秀英 余文娟

李子龍 吳美玲 許寶儀 黎 妮 姚自強

釋妙光 張珮琳 梁杏娥 胡美美 胡文慧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胡瑋航 何詠儀 盧愛玲 張晞然 張晞澤

廖佩恩 黃秀菊 伍素琼 伍國樑 周美嫻

王志恆 莊高松 何宝珍 陳宝儀 李振威

楊善瑜 黃睿曦 黃睿翹 彭天正 陳雅姿

黃凱翎 柯玉枝 梁芷穎 梁國偉 梁珀郗

梁珀榛 黃書賢 張慧賢 黃樂昕 黃樂晞

蘇沃權 穌明彥 蘇明慧 胡仲儀 梁 雲

鮑惠玲 黃美莉 黃梁詠詩 黃劉舞鳳 區銳豪

楊秀霞 區慧儀 區芍婷 區慧嫺 姚梓駿

孔祥偉 洪玉芝 趙敏賢 趙木林 葉秀媚

張得明 蕭佩芳 蕭佩群 陳 麗 張偉杰

張德輝 陳親文 陳翼生 譚適賢 林秀鳳

張素英 戴智熙 張光遠 張靜雯 張凱傑

陳文玲 張芷語 張芷欣 張家銘 張晉銘

張高銘 張芷瑈 馮有根 梁麗珍 馮淑雯

馮宏業 饒方玄 梁慧英 劉振邦 饒頌靈

劉君龍 劉君儷 饒頌誠 陸玉堃 陳慧媚

何英健 何 岳 溫潔玲 余紹強 趙碧虹

余學禮 劉創基 吳春英 劉霏霏 徐守滬

方倩儀 陳家樂 陳家俊 何雪芝 姜錦貴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郭麗兒 姜卓非 柳萍英 梁紫婷 鄭寶雲

呂 華 呂瑩影 盧敏琪 盧永泉 陳惠霞

姜 達 姜寶珊 陳炳祥 梁廣笑 吳淑芳

陳炳興 黃燦光 梁容笑 盧惠蘭 梁煥笑

周潔榆 魏佩琪 張文德 陳佩蓮 張定兒

張定淇 伍穎琳 陳佩香 岑鑽慧 韓城彬

韓顯浩 岑廣聰 岑廣勁 陳皓棓 陳崇昌

韓恩潔 陳崇貴 陳慧玉 梁悅珩 梁國超

張翠珊 陳啟軒 胡門坤 胡慶坤 胡偉光

胡偉業 胡偉信 胡芯瑋 胡樂喜 胡樂頌

張岳瑤 戴燕玲 文梅芬 吳伊坤 吳 羽

蔡雪鳳 陳漢羽 謝宝儀 陳汶希 李偉儀

李偉文 李鈺基 黃可為 陳凱嫚 黃衍隆

施秀媚 潘冠中 施秀芬 廖月華 陳淮拔

黃珍珠 蕭振英 嚴秀芬 周振洪 嚴家文

嚴家元 何偉蓮 周玉弦 嚴秀英 嚴秀琼

嚴家楓 周玉盈 嚴世文 甘佩湄 程家文

張錦兒 程寶鈿 程明楷 張靄兒 盧慧妍

釋能悟 鄧澤民 黃碧君 鄧守軒 鄧守智

黃玉珍 潘玉華 黃澄波 黃碧珊 黃碧茜



萬 人 緣 供 燈 功 德 主 芳 名（2018）

黃碧燕 黃碧儀 黃偉文 黃碧玉 黃桂琼

王振東 蘇永芳 王穎儀 王振峯 王智恒

黃穎兒 麥榮恩 王敏玲 麥婉瑩 王智豪

林雅蘭 劉錦華 劉芷蕙 劉芷晴 雷綺娜

何月儀 沈炳銳

備註︰各位功德主，因為字體撩草，而未能辨識，故此敬請來電告知作出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