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梁舉輝、陳妹伉儷、梁雪珍 合捐 港元 30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澳門幣 55,442.80       

PANG VENG SI 捐 港元 36,480.00       

伍志光 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成教部 捐 澳門幣 26,500.00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23,960.00       

呂小姐 捐 澳門幣 16,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5,446.3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910.00       

梁明輝 捐 港元 10,000.00       

陳惠蘭 捐 澳門幣 10,000.00       

有名氏 捐 澳門幣 9,09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港元 6,320.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010.00         

FATIMA DA CRUZ VONG & FAMILIE、有心人、曾志和闔府、

無名氏、黃濂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友邦保險采龍區域(捐款箱) 澳門幣 5,000.00         

MARIS BOUTIQUE 捐 澳門幣 4,25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4,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900.00         

澳門幣 3,500.00         

江小玲 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707.55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港元 2,425.00         

雷州文娛會(捐款箱) 澳門幣 2,392.00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2,336.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0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2,060.00         

WONG WAI FUN、江福樑HENRY、吳公公、呂宅、沈氏、周

宅、馬宅、陳澤龍、黃麗容、嚴善美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劉善緯、劉君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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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顯威、唐碧菁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蔡宏江、曾建琳、蔡耀輝合家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鄭權光、陳皚桐、黎寶謙、陳晉嘉、李淑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毛秀華 捐 澳門幣 1,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譚嘉淳 合捐 澳門幣 1,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80.00         

周許桂香合家 捐 澳門幣 1,030.00         

IP KA MENG、有名氏、關麗群 各捐 港元 1,000.00         

CHAN CHI KIN、CHIO IEONG、PUN IAN、U UT SAO、Dos

Santos, Dalia Bibi、伍先生、有心人、朱春曼、何光東、何燕

德、余連娣、李玉珊、徐靄雯、張惠芬、張敬濂合家、梁玉儀、

陳先生、陸暉強、彭素娟、無名氏、善心人、黃遨峰、廖合深、

劉銳麟、權添地產、冼志輝、冼門黃桂先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徐加明、高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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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女、鍾旺喜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鄺宅、蔡宅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關麗群 捐 港元 951.00            

李傑興 捐 澳門幣 910.00            

KAM MAN LOU 、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800.00            

羅婷意、BB 合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64.01            

何紀華、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700.00            

陳漢基 捐 澳門幣 6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08.00            

何紀華、李禮儀、無名氏、黃焯恆 各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4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20.00            

IEONG SI MAN、IP KA MENG、林月嬋、無名氏 各捐 港元 500.00            

戚昌、李葵弟、戚志威、戚美麗 合捐 港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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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 MAN LAN、De Carvalho Prres do Amaral,Rui Pedro、

Fanny、SIN MAN I、TAM POU I、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江小玲、吳佩蓮、李宅、李秀容、李愷俊、李德

明、李德明、周宅、周淑頻、林鳳儀、康礎黃家鑫、張雪玉、張

華杰、梁心怡、梁北妹、梁根林、無名氏、黃佩芳、黃家曦、黃

國泰闔家、黃碧姿、葉雄亮、趙艷碧、劉先生、劉宅、劉淑芬、

劉蕙嫻、歐秀珊、蔡育霖、蔡穎怡、鄭志華、鄭愛華、鄭寶瑩、

盧關體堅、譚秀碧、譚倩儀、蘇詠思 各捐

澳門幣 500.00            

何樂昌、李婷、何永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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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ima Josefina da Cruz Vong 捐 澳門幣 425.00            

陳宅 捐 澳門幣 400.00            

CHAN WAI HOU 捐 澳門幣 38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PANG IN WAN、PUN HOI CHENG、TANG PENG CHONG、

TANG U HIM、VONG KA HEI、WONG KA MAN、伍振才合

家、鄺少珍、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偉文、李紹龍、李嘉琪、

林展智、林浩廷、林慶嬋、梁惠琼、梁錦球、麥小姐、曾婉婷、

曾雁玲、無名氏、楊偉媚、潘樹平合家、蔡宗杰、鄭家宜、霍光

成、飛晙榮 各捐

澳門幣 300.00            

吳卓堅、李泳合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捐以前:葉露捐、葉露而捐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李仲彩、何錦華 合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0.0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譚明 捐 澳門幣 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44.25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2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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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CHONG MENG、LAM KAM I、PUN HOI CHENG、

LAM CHENG HEI、伍彥栩、江穎姿、何敏儀、余華源、李泓

鎬、李梓晞、李連笑、李雙女、杜淑怡、周戰輝、林志剛、高先

生、高美恆、張宅、郭潔蘭、陳健婷、陳淑敏、麥向東、無名

氏、馮大群(馮潤華父親)、黃智洛MARCO VONG、黃翠蘭、鄭

少玲、鄭志錦、賴凱欣、歡歡、梁麗紅、楊啟欣 各捐

澳門幣 200.00            

黃金章、謝美結、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8.00            

符永康 捐 澳門幣 166.00            

LAM HOI、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            

胡錦明、高君良、無名氏、葉劍峰 各捐 澳門幣 108.00            

11/B、CHAN SUT U、CHEONG CHOI WONG、CHEONG I

IM、ITO YUKIKO、LAO IOK LAM、KOU WAI HONG、尤念

碧、古文靜、永、永念庭、好心人、江穎恩、何詠恩、何詠然、

何潔儀、余朗逸、吳兆祥、李佩儀、李嘉鳳、林浩文、翁子峰、

張燕、曹若梅、梁展鴻、梁雅晞、梁興隆合家、陳思宇、陳淑

婷、陳麗嫦、陸家河、陸鳳英、無名氏、善心人、黃景賢、黃達

新、楊秀雯、葉露而、甄宅、甄麗娟、劉詩齡、廣州903、蔬士

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4月捐款、鄧芷芊、鄧敏儀、謝菊珠、鍾

素華、鍾翠嫻、鍾燕儀、顏玉玲、傅明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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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人民幣 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0.00              

寶馬汽車(澳門)有限公司(捐款箱) 澳門幣 55.80              

TANG CHON WAI、曾惠卿、馮少娟、豬女、鄭潤瑜、鍾宅 各

捐
澳門幣 50.00              

曾仲卿 捐 澳門幣 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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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8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製表 :                                                    覆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