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有心人 捐 港元 100,000.00            

鮑燕卿 捐 澳門幣 50,000.00              

張美婷 捐 港元 30,000.00              

羅氏家族 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捐 澳門幣 24,943.9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0                

朱耀華 捐 澳門幣 7,680.00                

澳門國際銀行紅街市支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7,470.5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6,030.8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020.00                

LEONG SIO CHI、無名氏、盧大鈞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林杰華、林翠微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00.00                

雷小姐 捐 澳門幣 2,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412.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2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2,015.30                

王文浩 捐 港元 2,000.00                

CHEONG CHIO KUAN、周宅、梁宅、無名氏 、馮女士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吳紫霞 捐 澳門幣 1,800.00                

胡玉沛 捐 澳門幣 1,762.00                

歐陽後佳 捐 澳門幣 1,500.00                

余有才、余加璐、徐瑞霞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黃榮、王秋妹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張慧霞、關儲碩、關善施、李觀容 合捐 澳門幣 1,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0                

胡錦銘合家 捐 澳門幣 1,0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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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20.00                

王嘉月 捐 港元 1,000.00                

LEONG WANG KUAN、NG KAM PENG、NG MEI

IENG、PUN IAN、SIN MAI I、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上海緣素菜館、有心人、李先生、李秀

容、胡女士、胡麗嬌、徐靄雯、區慧瑩合家、張敬濂

合家、陳欣禧、陳惠玲、彭素娟、無名氏、馮小姐、

黃引娣、劉銳麟、羅樹桂、關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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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萬華、繆瑞琛、高善儀、高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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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宅、陳麥慧芬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志強、劉志成、劉紅利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霍繼昌合家、霍璟樂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50.00                  

CHOI KUN CHEONG 捐 港元 810.00                  

梁宅、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03.40                  

梁志堅 捐 澳門幣 7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55.50                  

無名氏 捐 人民幣 620.00                  

LAM KAM HUNG 捐 港元 600.00                  

LAM CHENG HEI、郭女士、飛晙榮 、梁麗紅 各捐 澳門幣 600.00                  

鄺宅、蔡宅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556.89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30.00                  

張俊豪 捐 港元 500.00                  

TAM POU I、先人鄺少珍、江小玲、李玉珊、李先生、

周宅、周淑頻、林霞、張凱欣、梁心怡、梁建熙、胡

宅、陳愛仙、無名氏、黃家曦、黃偉邦、黃碧姿、新

麗髮型屋、楊偉媚、楊陽陽、劉淑芬、劉煜鵬、劉蕙

嫻、蔡穎怡、鄭志華、黎煥娣、戴熙霖、鍾雲芳、羅

鳳儀、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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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胡女娟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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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錦球、李雙女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鄺家偉、陳佩蓮、鄺煒烽 合捐 澳門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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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5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20.00                  

李泓鎬、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400.00                  

張美始、張凱晴、張灝諺、張灝信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梁明煌、白小惠、曹志翔、黃鴻升 合捐 澳門幣 400.00                  

姚衛儀、陳瑋姍、陳應杰 合捐 澳門幣 360.00                  

LEONG HON SAN、VONG VAI HONG 各捐 港元 300.00                  

CHAN WAI HOU、方家麗、何志德、李偉文、李紹

龍、林氏、林展智、林浩廷、柯遠光、袁偉超、張先

生(善心人)、張麗雯、梁惠琼、陳浚韜、曾婉婷、曾雁

玲、無名氏、華僑報讀者鄧宅、黃家曦、溫碧雲、劉

浩祥、劉嘉欣、劉嘉悅、潘華傑、蔡宅合家、盧啟

俊、鍾連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梁杏韶、梁杏珊、梁杏慈 合捐 澳門幣 300.00                  

陳少美、許善恆、許善彤、許福源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梁桂媚、張嘉茵、張啟俊 合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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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明 捐 澳門幣 25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潘世雄 捐 澳門幣 2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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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CHONG MENG、CHAN SAO IENG、LEI SI

IENG、LEONG HON SAN、TANG IN CHI、WONG HOI

MAN、TANG CHON WAI、江穎姿、何敏儀、何雪貞、

余裕坤、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周錦玲、柯穎

芯、高先生、張宅、郭浩龍、郭潔蘭、陳宅、陳淑

敏、無名氏、黃翠蘭、感恩福澤生命有限公司、鄭少

玲、鄭志錦、賴凱欣、譚鑑林、歡歡 、陳思宇、楊啟

欣 各捐

澳門幣 200.00                  

周德雄、吳少真夫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伍振才、官惠娟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46.55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30.00                  

吳瓦妮、岑燕卿、梁艷玲、葉天澤、葉明珠、葉葦

晴、葉劍城、葉劍峰、葉劍國、鄧兆強、鄧兆雄、鄧

耀成 各捐

澳門幣 108.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00                  

11 B、Colaco Joao Augusto、ITO YUKIKO、LAM

CHEOK KIN、UN KAM WA、WONG HOI MAN、古文

靜、同安有限公司、江穎恩、吳兆祥、李嘉鳳、林浩

文、阿V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高喆、張燕、梁秀慧、

梁展鴻、梁雅晞、梁嘉興、梁興隆、陳淑婷、曾慶

昌、無名氏、華僑報讀者ALAN、馮東怡、馮活靈、黃

景賢、黃琦偉、感恩福澤生命、葉焯然、劉詩齡、劉

嘉豪、鄧敏儀、鍾素華、鍾翠嫻、鍾燕儀、顏玉玲 、

永念庭 各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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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林、沈玉蓮 合捐 澳門幣 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                    

無名氏 捐 港元 80.7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0.00                    

4 A、8 B、KOU WAI HONG、吳柳燕、梁小雲、陳麗

嫦、陸可沂、曾仲卿、曾慶鐘、馮少娟、豬女、鄭潤

瑜、霍競怡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3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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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32                    

澳門國際銀行紅街市支行(捐款箱) 捐 港元 21.50                    

梁苑文、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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