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羅詠笙捐獻 捐 澳門幣 50,000.00  

羅氏家族 捐 澳門幣 30,000.00  

馮均、李十一 伉儷 合捐 澳門幣 30,000.00  

謝宅 捐 澳門幣 20,000.00  

盛豐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6,108.00  

驚蟄市民捐助 捐 人民幣 14,500.00  

李德甦、施燦欣、彭宅、馮競創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李溢利、甘金惠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393.40    

澳門友誼之旅健康會、蘇松坤、簡麗芳、高嫦冰 合捐 澳門幣 6,400.00    

李海 捐 澳門幣 6,003.00    

無名氏 捐 港元 6,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5,930.39    

LEONG SIO CHI、無名氏、歐陽麗芳、蘇鄧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合勝堂、岑景暉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先母:黃菊 捐 澳門幣 3,9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747.00    

周宅 捐 澳門幣 3,5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438.06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0    

周宅、廖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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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元 2,9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717.00    

蕭明 捐 澳門幣 2,5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491.35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328.48    

李宅、周宅、洪女士、陳宅、曾建波、無名氏、楊小姐、嚴善美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徐少光、周愛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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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振乾、馮芷晴、湯慈歡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黃伊翹、黃君翹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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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華、小華 合捐 澳門幣 1,693.5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1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550.00    

何宅 捐 澳門幣 1,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49.00    

無名氏、蕭麗莎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官柏軒、官曉彤 合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72.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12.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030.5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0.00    

郭大泉、沈佳玲 合捐 港元 1,000.00    

楊維祺、繆少軒 合捐 港元 1,000.00    

繆炳泉、黃三姑 合捐 港元 1,000.00    

CHEONG CHIO KUAN、Helena、LEI VUN NOI、LIANG GANG、

NG MEI IENG、SIO CHAN HONG、VONG MAN IEONG、TAM

POU I、任志豪、何萍、李宅、李敏蕊、李德明、杜彩雲、官蕾(官翠

玲)、林良、俞尚賢、徐靄雯、康礎、黃家鑫、張敬濂合家、梁宅、梁

麗華、郭凱晴、郭凱琳、陸暉強、彭素娟、無名氏、黃引娣、黃家

曦、葉建珍、劉銳麟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李梓晞、李泓鎬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高萬華、繆瑞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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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維祺、繆少軒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劉永培、莫麗媚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繆炳泉、黃三姑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龔灝霆、龔思雅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66.00       

周小姐、梁德強、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9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0.00       

SOU CHI、黃國泰闔家 各捐 澳門幣 800.00       

胡桂創、彭建強、李秀珊、彭斯敏、彭心賢、彭栢賢 合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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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 Wong 捐 澳門幣 600.00       

區慧敏合家、區鳳群合家、郭英瑜合家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劉烱洲、劉伯濤、李嘉榕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劉曼茵、張智恒、周銀芳 合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10.00       

林玉榮、無名氏 各捐 港元 500.00       

Fanny、HO CHI VAI、LOU WA FAI、NIP SOK PENG、Ricky、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毛孩Happy、朱春曼、江小玲、

何嘉榮、吳家麗、李先生、李秀容、李飛、李國熊、周宅、周淑頻、

周燕貞、林美儀、拜驚蟄善信、徐小慧、高美恆、區門何清儀、區慧

瑩合家、崔佩芳、張靖澄、梁心怡、梁宅、梁朗廷、梁景濠、梁群

喜、梁福根、陳美玲、勞誠志、曾世名、無名氏、馮盡珍、黃佩芳、

黃碧姿、劉卓宇、劉展鈞、劉淑芬、劉蕙嫻、鄭志華、鄭寶瑩、鄧

宅、蕭燕華、龍眼、戴李小玲、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布宅、吳惠珍、莫穎欣、布灝軒、布灝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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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梁健輝、潘慧珊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張兆文、張寶華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麥志文、殷健熙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20.00       

善心人 捐 港元 4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高先生、高美恆、無名氏、歡歡 各捐 澳門幣 400.00       

何佩鈴、何佩娟、何佩儀、李敏琴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林昊謙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林江 捐 澳門幣 390.00       

CHAN WAI HOU 捐 澳門幣 388.00       

陳瑋姍、陳應杰、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3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39.9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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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PUN HOI CHENG、朱錦榮一家人、何志德、吳先生、李偉文、李啟

祥、林宜芳、林展智、林浩廷、馬志麗、梁兆添、梁惠琼、曾婉婷、

曾雁玲、無名氏、黃淑儀、楊偉媚、劉娟、鄭家宜、關婉萍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梁潔雯、李嘉朗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梁歡、梁國強、梁靖彤、梁樂兒 合捐 澳門幣 300.00       

許宅、一心、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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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港元 290.87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3.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6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51.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8.00       

陳瑋姍、陳應杰、姚衛儀 合捐 澳門幣 220.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2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       

林幹生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FONG HIO KIN、LAM CHENG HEI、NG

KA WENG、伍振才合家、曲強奎、有心人、江穎姿、何敏儀、余氏

官振偉合家、吳錦屏、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林倩華、張宅、梁

麗紅、郭潔蘭、陳淑敏、麥向東、無名氏、黃翠蘭、鄭少玲、鄭志

錦、賴凱欣、驚蟄市民捐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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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章、謝美結、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鄧志昌、許美芬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葉天澤、葉葦晴、葉劍國 各捐 澳門幣 19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0.00       

符永康 捐 澳門幣 16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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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良 捐 澳門幣 149.20       

LAM HOI 捐 澳門幣 120.00       

澳門幣 10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7.4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3.00       

CHAN UN MEI、無名氏 各捐 港元 100.00       

CHAN SUT U、CHAN UN PEK、ITO YUKIKO、LAM CHENG HEI、

LAM CHEOK KIN、LAM KAM I、NG HOI IAN、NG KA WENG、

PANG IN WAN、TANG U HIM、UN KAM WA、WONG HOI

MAN、TANG CHON WAI、王國Planet、古文靜、任希承、好心

人、江穎恩、何建邦、何瑞燕、吳兆祥、吳穎雯、李小芳、李嘉鳳、

林浩文、張燕、梁美瓊、梁展鴻、梁雅晞、梁興隆合家、梁聯興、梁

麗紅、許麗芳、陳伯榮、陳祖正、麥智豐、傅明浰、無名氏、華僑報

讀者ALAN、黃美球、黃景賢、楊芷穎、楊高寶、楊善之、鄒文龍、

劉詩齡、蔬士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3月捐款、鄭鳳仙、鄭寶瑩、鄧

文謙、鄧敏儀、鄧諾賢、盧少貞、鍾素華、鍾翠嫻、鍾寶蓮、顏玉

玲、繼續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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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0.00         

KOU WAI HONG、陳家玉、無名氏、馮少娟、鄭思敏合家、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8.85         

有心人 捐 港元 4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3.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25.00         

CHOI HIO U 捐 港元 20.00         

CHOI HIO U、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20.00         

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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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穎詩、李睿甯、周樂兒、陳鵬飛、麥柏言、黃思予、羅芯柔 各捐 澳門幣 15.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36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         

KUAN CHEOK HONG、有心人、無名氏、善心人、鄭思敏合家 各捐 澳門幣 10.00         

大華、小華 合捐 港元 4.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