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捐 澳門幣 300,000.00            

大地置業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250,000.00            

吳少珍 捐 港元 100,000.00            

王彬成、李俊鳴、李傑興、馬有友、莫均益、莫志

偉、何泉記企業有限公司、李萬勝夫人黃惠英、許文

帛、陳明金、陳澤武、賀定一、黃如楷、葉紹文、劉

藝良、鄭秀明、蕭婉儀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高振權、蘇毅文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鄭玉梅 捐 澳門幣 38,279.00              

羅氏家族 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9,402.30              

石崇榮、曹寶雄先生眾哲嗣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同善堂成教部 捐 澳門幣 16,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710.00              

LEONG SIO CHI、有心人先妹何翠媚、杜寶芬、陳亦

立、鄧紹媚、譚世妹、鄺達財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8,168.90                

劉惠賢 捐 澳門幣 6,21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6,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730.00                

黃玉英 捐 港元 5,000.00                

曾志和闔府、無名氏、馮淑雯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500.00                

TANG VENG SI、周宅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950.00                

先外祖母李群有大人 捐 澳門幣 3,659.50                

譚桂冰 捐 人民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92.7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50.00                

周宅、張長華、善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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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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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采龍區域(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231.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00.00                

權添地產 捐 港元 2,000.00                

KAM MAN LOU、NG MEI IENG、SIN MAN I、有心人、

林宅、林結強、馬宅、區宅、陳漢強、徐靄雯、劉銳麟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尹家其、譚麗賢、尹子熙、尹子軒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孫玉娟、林彩嬌、林笑媚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馬喜林、林寶蓮、馬穎詩、馬穎琪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戚美芬、戚美觀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蕭娣勝  捐 澳門幣 1,963.00                

市政署墳場(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799.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710.00                

Swag-Macau 捐 澳門幣 1,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550.00                

SIN MAN I、李敏蕊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尹家文、楊秀美、尹子揚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尹景威、譚錦芬、尹詩詠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靈均會計專科(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449.80                

CHOI KUN CHEONG 捐 澳門幣 1,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98.12                

無名氏 捐 港元 1,300.00                

陳宅 捐 澳門幣 1,220.00                

LAM KAM HUNG 捐 港元 1,200.00                

PUN IAN   捐 澳門幣 1,2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 合捐 澳門幣 1,200.00                

黃玉彪、何燕清、黃少美、黃鎮國 合捐 澳門幣 1,2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145.10                

華莉莉 捐 港元 1,100.00                

浚宏一人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10.00                

鄭玉梅 捐 港元 1,000.00                

LEONG WANG KUAN、上海緣素菜館、吳錦松合家、

李先生、李秀容、官蕾 (官翠玲)、林惠蓮、張敬濂合

家、郭家偉合家、陳勝勇、陳惠玲、陳嬌、無名氏、

葉愛群、錢永文合家、嚴善美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胡女娟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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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振亨、劉煜鵬、鮑進傑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學仁、陳婉屏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李賢禮、繆瑞華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家揚 捐 澳門幣 88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0.00                  

梁振風 捐 澳門幣 800.00                  

梁志堅 捐 澳門幣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20.00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 捐 澳門幣 600.00                  

PUN CHAN FAI 捐 澳門幣 5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10.00                  

CHOW KWOK SHING ALLAN、Fanny、MOU PUI IENG

MADALENA、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VONG

KA HEI、甘建國、任綺文、先人鄺少珍、江小玲、何錦

洪、吳嘉燕、李文光、李平香、李玉珊、李嘉恩、李德

明、周陸、周淑頻、易宅、林敏儀及全體醫護人員、林

霞、孫浚軒、區慧瑩合家、張兆星、梁心怡、梁宇堯、梁

詠詩、梁錦球 合家、陳宅、陳劍秋、彭金瑤、無名氏、

黃佩芳、黃碧姿、楊偉媚、葉定懿、劉淑芬、談美寶、鄭

志華、戴熙霖、謝幸芳、鍾志剛、藍詠豪、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區慧敏合家、郭英瑜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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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繆瑞文、蔡宗杰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 合捐 澳門幣 50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4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10.00                  

KAM MAN LOU 、張兆星 各捐 澳門幣 4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90.8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88.80                  

LEONG HON SAN 捐 澳門幣 388.00                  



捐贈者霍光成 捐 澳門幣 380.00                  

LAO KIN CHEONG、MW-64-96、PANG IN WAN、

TANG PENG CHONG、太太健康捐款、何永開、何志

德、吳紫霞、李偉文、李紹龍、林肖蘭、林展智、林

浩廷、健康捐獻、梁惠琼、郭浩龍、陳凱澄、曾雁

玲、無名氏、溫碧雲、潘華傑、鄭家宜、譚明 、飛晙

榮 、張桂芬、梁嘉靖、梁嘉慧 、劉慧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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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陳月好、歐陽其樂 各捐 澳門幣 270.00                  

太陽、余嘉銘 各捐 港元 250.00                  

TANG CHON WAI、唐潔瑜 各捐 澳門幣 250.00                  

梁慶怡 捐 澳門幣 230.00                  

周泳詩 捐 澳門幣 2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吳家朗、無名氏 各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LEI SI IENG、LEONG HON SAN、TANG

U HIM、江穎姿、何敏儀、何瑞燕、何焯櫻、余裕坤、吳

家朗、吳錦屏、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林鈁蓉、胡

志華、高美恆、張宅、梁兆添、郭潔蘭、陳淑敏、陳淑

婷、無名氏、黃翠蘭、感恩福澤、鄒文龍、鄭少玲、鄭

志錦、賴凱欣、鮑燕卿、楊啟欣、梁興隆、鄭一鳴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李小芳、鄒耀城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吳少真、周德雄夫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鍾宅 捐 澳門幣 1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                  

吳家朗、無名氏 各捐 港元 100.00                  

11 B、4A、8B、CHAN SUT U、CHEONG CHOI WONG、ITO

YUKIKO、LAM CHEOK KIN、LAM KAM I、TEOH WHAI

CHEE、UN KAM WA、YU CHI CHON、KOU WAI HONG、小

狗BB、尤素女、古文靜、同安有限公司、江穎恩、何

星星、何嘉寶、吳兆祥、李嘉鳳、林浩文、阿V澳門工

作室一人有限公司、胡家朗、張燕、梁秀慧、梁展

鴻、梁雅晞、傅明浰、無名氏、華僑報讀者ALAN、黃

景賢、感恩、楊高寶、楊善之、廖紅丹、劉詩齡、鄭

燕萍、鄧敏儀、盧少貞、蕭美華、鍾素華、鍾翠嫻、

鍾燕儀、顏玉玲、梁興隆合家 各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朱英年、朱桂珍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朱超寧、凌濺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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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小君 捐 澳門幣 88.00                    

傅明浰 捐 澳門幣 80.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70.00                    

HO WING YAN、ZHUO SHANSHAN、林小君、梁苑文、無

名氏、馮少娟、豬女、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7.5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0.00                    

梁慶怡 捐 澳門幣 2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5.00                    

市政署墳場(捐款箱) 捐 港元 22.00                    

無名氏、潘世雄 各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友邦保險采龍區域(捐款箱) 捐 港元 8.00                      

靈均會計專科(捐款箱) 捐 港元 7.7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