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PANG VENG SI 捐 港元 160,000.00  

關栢帛金 捐 澳門幣 64,298.00    

黃天水、許南兮伉儷 合捐 港元 5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0,938.10    

熱心人 捐 澳門幣 32,670.00    

馮均、李十一 伉儷 合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0,677.4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0,473.00    

羅氏家族  捐 澳門幣 20,000.00    

陳思賢、冼偉倫 合捐 澳門幣 20,000.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4,732.4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3,329.30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0,122.30    

梁瑋浩、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彭家妍、施寶兒、家美咖啡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9,599.1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20.00     

有名氏 捐 澳門幣 6,93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620.00     

有名氏 捐 港元 6,260.00     

陳根 捐 澳門幣 6,000.00     

湯譚有 捐 港元 5,000.00     

王文浩、吳家麗(吳璴柔)、郭旺坤、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捐款箱) 捐 港元 4,326.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120.00     

美獅美高梅(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210.90     

岑景暉、周明珠、無名氏、黃宅、譚艷女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600.00     

陳澤龍 捐 澳門幣 2,500.00     

伍碧玉、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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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20.00     

關栢帛金 捐 港元 2,002.00     

SIN MAN I、江小玲、周宅、洪小姐、陳宅、劉凱紅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徐少光、周愛華、嚴善美、徐靄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林美慧、林美怡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強記 捐 澳門幣 1,939.10     

梁振風 捐 澳門幣 1,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80.00     

何妙意、李先生、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胡錦明 捐 澳門幣 1,0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20.00     

郭大泉、沈佳玲 合捐 港元 1,000.00     

Fanny、CHIO IEONG、KAM MAN LOU、LOU KAM IN、TAM POU I、上海

緣素菜館、同心人、周明珠、官柏軒、官曉彤、區伯母、張敬濂合

家、郭家偉合家、陳惠玲、麥淑霞、彭素娟、無名氏、葉愛群、澳

門友誼之旅健康會、澳門片仔廣國藥堂、簡麗芳、蘇松坤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 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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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祖垣、湯淑貞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永培、黃麗媚、劉松輝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永鏘、劉展釣、譚潤芬、劉泳沁 合家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張兆星、張家陽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鍾宅合家 捐 港元 8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20.00        

黃桂蓮  捐 澳門幣 800.00        

梁志堅 捐 澳門幣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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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捐款箱) 捐 澳門幣 604.50        

關栢帛金 捐 人民幣 600.00        

麥向東 捐 澳門幣 600.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513.50        

戚美麗、戚志威 合捐 捐 港元 500.00        

LEONG KA IAN、SA ANG、TAM POU I、TANG U HIM、 U UT SAO、

VONG KA HEI、WONG KAM NGAI、王嘉月、江小玲、何鎧恩、吳家

朗、吳容喜、吳紫霞、智火、李禮儀、周宅、周淑頻、林美儀、林

霞、法界眾生、張小姐、梁心怡、梁宅、無名氏 、黃宅、黃佩芳、

黃碧姿、楊偉媚、劉志英、劉淑芬、鄭志華、戴熙霖、鍾志剛、譚

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GREY GREY、大B、細B、何伊明 合捐 澳門幣 500.00        

何耀燊合家、謝慧筠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高萬華、繆瑞琛、高善儀、高應瑋 合家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繆瑞文、蔡宗杰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戚昌、李葵弟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10.00        

楊啟欣、余氏官振偉合家、郭潔蘭 各捐 澳門幣 400.00        

陳瑋姍、陳應杰、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330.00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322.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        

MACAU YAO HUA PRINT TRAD 捐 港元 314.82        

LEONG HON SAN、伍振才合家、何志德、健康捐款、李偉文、張宅、

李紹龍、林展智、林鏵隆、袁詩敏、梁惠琼、曾婉婷、曾雁玲、無

名氏、潘樹平合家、 楊陽陽、溫碧雲、鄭家宜、鍾宅合家 各捐

澳門幣 300.00        

陳少美、許善恆、許善彤、許福源 合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293.1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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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明 捐 澳門幣 250.00        

美獅美高梅(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43.8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5.0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222.1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LUISA SOU、江穎姿、何敏儀、 伍振才合家、余

裕坤、李連笑、杜淑怡、林志剛、 林健銘、高美恆、張志雙、梁兆

添、梁聯興、郭瑞文、陳淑敏、無名氏、黃翠蘭、鄭少玲、鄭志

錦、 賴凱欣、鮑燕卿、譚鑑林、飛晙榮、梁雅晞、徐潤章、梁興隆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15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30.00        

美獅美高梅(捐款箱) 捐 港元 117.2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10.00        

有名氏 捐 人民幣 100.00        

11B、4A、8B、CHAO I TENG、ITO YUKIKO、      LAM CHEOK KIN、

LAM KAM I、LEI SI IENG、LUISA MARIA CHEANG SOU、NG I MAN、

UN KAM WA、永、  江穎恩、同安有限公司、何瑞燕、吳兆祥、李嘉

鳳、林浩文、張燕、教雪松、梁宅、梁秀慧、梁美琼、 梁展鴻、梁

麗紅、郭子澄、郭茵穎、陳子豪、陳思宇、陳淑婷、麥健嫦、無名

氏、黃景賢、楊秀雯、 楊高寶、董肇禧、廖紅丹、劉詩齡、鄧敏

儀、盧少貞、鍾素華、鍾燕儀、顏玉玲、陳麗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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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明浰 捐 澳門幣 88.00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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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永念庭、梁家宅、傅明浰、馮少娟、豬女、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8.85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4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3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1.00          

善心人 捐 人民幣 20.00          

美獅美高梅(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0.00          

LIN JIAN HAO、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20.00          

美高梅(捐款箱) 各捐 人民幣 10.00          

LEONG MEI LENG、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美高梅(捐款箱) 捐 港元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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