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現金奬 張煥娣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6 $116.80

現金奬 溫玉珊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7 $79.70

現金奬 梁容娟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營地大街店） 2021-03-17 $60.40

現金奬 鄭煒軒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07 $235.60

現金奬 利嘉豐 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花城店） 2021-04-15 $58.20

電子錢包 陸曉燕 致富商業中心 2021-04-18 $71.40

電子錢包 楊漢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23 $63.80

電子錢包 趙向榮 萬寧 2021-04-18 $195.00

電子錢包 王景青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保怡中心店） 2021-04-10 $70.2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電子錢包 高麗儀 金葡咖啡美食 2021-05-10 $52.00

電子錢包 易婷 萬寧 2021-04-09 $85.90

電子錢包 蓝滌航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勞動節街店） 2021-05-04 $85.10

電子錢包 錢梓盈 新花城超級市場 2021-04-28 $53.60

電子錢包 LAM KIANG CHUN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勞動節街店） 2021-04-05 $82.60

電子錢包 馬思麗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營地大街店） 2021-03-21 $369.10

電子錢包 吳牛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22 $57.20

電子錢包 黎寶儀 景興珠寶金行 2021-03-28 $1,168.00

電子錢包 黃明達 利豐超級市場 2021-04-17 $62.90

電子錢包 凌錦祥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0 $117.00

電子錢包 徐日朗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29 $316.50

電子錢包 麥兆蘭 萬寧（下環街分店） 2021-04-04 $74.90

電子錢包 林智偉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保怡中心店） 2021-05-10 $115.40

電子錢包 錢大衛 福臨城海鮮酒家 2021-04-17 $152.00

電子錢包 黃宇恆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02 $71.80

電子錢包 歐陽永欣 聯豐食品超級市場 2021-04-26 $53.48

電子錢包 鄧權德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12 $75.50

電子錢包 周儉平 萬寧 2021-04-28 $192.4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電子錢包 周羨敏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美副將） 2021-05-01 $55.60

電子錢包 黃曉琳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2 $98.70

電子錢包 溫孝德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關閘廣場） 2021-04-03 $312.70

電子錢包 郭秀琼 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花城店） 2021-04-02 $285.20

電子錢包 徐醉英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07 $105.50

電子錢包 朱毅貞 新苗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2021-04-29 $109.20

電子錢包 蓝钰倫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永定街店） 2021-04-24 $68.80

電子錢包 黃杏棃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3 $113.00

電子錢包 陳玥蓉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07 $195.30

電子錢包 梁紀明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9 $232.30

電子錢包 李海雲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永定街店） 2021-04-14 $453.60

電子錢包 周心玲 新苗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2021-05-02 $200.90

電子錢包 馮曉欣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勞動節街店） 2021-04-25 $75.40

電子錢包 李賜能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羅白沙街店） 2021-04-21 $153.80

電子錢包 趙達源 萬寧 2021-04-16 $201.30

電子錢包 梁嘯丁 屈臣氏 2021-05-08 $336.20

電子錢包 嚴小慧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俾利喇街） 2021-04-27 $56.30

電子錢包 溫玉晶 來來超級市場（大明閣） 2021-03-24 $119.8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電子錢包 周婉明 新花城超級市場 2021-03-21 $71.40

電子錢包 張金全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16 $109.60

電子錢包 繆鋼波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營地大街店） 2021-03-17 $118.60

電子錢包 林薛芳 非凡藥房 2021-03-16 $278.00

電子錢包 陳雯彥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羅白沙街店） 2021-04-24 $56.80

電子錢包 黎玉葵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6 $57.00

電子錢包 吳金玉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俾利喇街） 2021-04-10 $172.90

電子錢包 李錦輝 利豐超級市場 2021-04-24 $78.00

電子錢包 楊鳳娟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新口岸皇朝店） 2021-03-23 $76.70

電子錢包 鄭嘉娜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保怡中心店） 2021-03-31 $61.40

電子錢包 张诗桦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保怡中心店） 2021-03-27 $126.50

電子錢包 溫玉美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19 $142.30

電子錢包 馮堅紅 便民藥房（海名居店） 2021-05-01 $116.00

電子錢包 馮惠芳 萬寧（高地烏街分店） 2021-04-10 $70.20

電子錢包 杜美英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7 $243.60

電子錢包 冼燕芬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1 $193.20

電子錢包 馮雪蓮 萬寧（高地烏街分店） 2021-03-31 $83.90

電子錢包 張健祥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羅白沙街店） 2021-03-21 $158.4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電子錢包 黃頴華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5 $318.00

電子錢包 甘玉明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9 $55.30

電子錢包 鍾順華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慕拉士） 2021-05-11 $64.20

電子錢包 郭美玲 新苗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2021-05-05 $284.80

電子錢包 廖國威 新花城超級市場 2021-04-25 $73.90

電子錢包 劉立娣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26 $140.50

電子錢包 盧敏兒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7 $143.30

電子錢包 CHO UN MEI 致富商業中心 2021-03-30 $317.80

電子錢包 郭志安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30 $53.90

電子錢包 歐陽曼芝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5-05 $264.40

電子錢包 黃宇頌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28 $230.70

電子錢包 何少歡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31 $69.50

電子錢包 黃煒石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01 $112.70

電子錢包 余文秀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19 $352.10

電子錢包 曹雲正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3-19 $184.50

電子錢包 張素珊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25 $52.00

電子錢包 盧智健 新苗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2021-04-21 $111.60

電子錢包 郭瑞儀 來來超級市場有限公司（聯薪廣場） 2021-04-23 $152.5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獎項  登記名稱 消費商號 消費日期  消費金額

電子錢包 張綺萍 新苗超級市場有限公司 2021-04-19 $116.40

電子錢包 LAU CHI KIN 新花城超級市場 2021-03-23 $143.20

電子錢包 王燕盈 百佳超級市場有限公司（花城店） 2021-05-02 $152.81

電子錢包 黎少明 利豐超級市場 2021-05-13 $50.00

備註：獲獎者須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27 日期間攜同得獎發票正本、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到澳門高士德何鴻燊夫人大廈 4
樓領獎，逾期者將被視為放棄。(代領者須同時攜帶已按得獎者身份證明文件簽署之領獎授權書正本及代領人身份證明文件)



  

 

 

 

 

 

授權書 / Procuração 

 

 
本人（授權人）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現

授權  （澳門居民身份證編號  ）代本人領取

 。 

Eu (o mandante),  , (BIR n.o    ), 

declaro que autorizo o/a senhor(a)   , (BIR 

n.
o
    )  a  levantar,  em  representação  do  mandante,     

 

 . 

 

 

 

 
授權人簽署 / Assinatura do mandante: 

 

 

 
 

 

 

日期 / Dat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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