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200,000.00     

梁麟炳 捐 港元 300,000.00        

澳門國際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195,659.30        

<<童心-35年保險路>>新書發佈會 捐 澳門幣 5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500.98          

德來鮮肉店 捐 澳門幣 33,300.00          

趙傳豹帛金 捐 澳門幣 31,013.10          

KAN NGAN KUAI 捐 澳門幣 3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7,161.5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882.00          

陳笑珍、澳門勵群校友會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許華景、林靈芝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馮均、李十一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931.65             

趙傳豹 捐 澳門幣 7,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098.77             

蕭明、陳燕芳 合捐 澳門幣 7,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4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329.01             

陳玉鳳 捐 澳門幣 5,110.00             

伍女士合家 捐 澳門幣 5,020.00             

許宅、無名氏、劉十滔、劉殷豪、譚偉民、蘇鄧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趙穎、劉喜鈞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500.00             

澳門國際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港元 3,121.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077.02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055.99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0             

CHAO I TENG、LAM SHEA KWONG、彭楚航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浩嘉、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6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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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生 捐 澳門幣 2,100.00             

善信、趙傳豹帛金 各捐 人民幣 2,000.00             

盧綺華一家人 捐 港元 2,000.00             

LAO CHI WAI、有心人、李露、周宅、郭家偉合家、無名氏、

鄧宅 、上海緣素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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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891.10             

麥展鵬 捐 澳門幣 1,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97.97             

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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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327.70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 捐 澳門幣 1,300.00             

IEONG SI MAN 捐 澳門幣 1,298.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70.10             

澳門國際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人民幣 1,220.00             

梁宅捐款、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28.00             

無名氏、黃錦飛 各捐 澳門幣 1,080.00             

LAO CHI WAI、ZHANG YILE、梁紫琼、盧綺雯一家 各捐 港元 1,000.00             

HOI PAK MAN、LEONG WANG KUAN、LAM SHEA

KWONG、大師兄、何萍、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吳淑欣、吳晴

雯、張敬濂合家、梁景耀、許東昇、陳勝勇、彭素娟、無名氏、

劉銳麟、歐陽玉冰、譚壯凌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呂宅、呂芷茵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李東明、陳惠英子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高萬華、繆瑞琛、高應瑋、高善儀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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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林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郭敏儀、廖家諾、廖家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                

CHOI KUN CHEONG 捐 澳門幣 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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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64.35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2.27 

謝雪盈 、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10.66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10.99 

黃家鑫闔家、黃國泰康礎 各捐 澳門幣 600.00 

龔宅、郭英瑜合家、李蕙儀合家 合捐 澳門幣 600.0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576.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 捐 澳門幣 510.00 

趙傳豹 捐 人民幣 500.00 

張慧霞、 歐南 各捐 港元 500.00 

戚昌、戚葵弟、戚志威、戚美麗 合捐 港元 500.00 

Fanny、Hilda、KAM MAN LOU、LO KUN SIM、NIP SOK

PENG、Philip Lei、TAM POU I、VONG KA HEI、王文浩、

有心人、朱春曼、江小玲、吳麗梅、呂振龍、李先生、李秀

容、李德明、周宅、周淑頻、高萬華合家、區慧瑩、張兆星、

張靖澄、梁心怡、梁宅、梁美琳、梁根林、陳嫻蕙、陳德雄、

陸善怡、陸暉強、麥惠愛、無名氏、黃天佑、黃佩芳、黃碧

店)、葉雄亮、劉根旺闔家、劉淑芬、劉蕙嫻、鄭志華、黎煥

娣、盧小姐、蕭惠儀、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Ian Yeung、Gloria Ng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泳、吳卓堅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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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重喜、歐英妹、林先妹、林寶俊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展邦、林麗盈、林展民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鳳瑤、林少宏、吳綺萍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高萬華、繆瑞琛、高應瑋、高善儀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陳潤葵、陳偉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子良、梁燕紅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張兆文、張寶華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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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88.50 

李俊辰  捐 澳門幣 400.00 

譚鑑林 捐 澳門幣 3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LAM KIN FAI、先人鄺少珍、朱錦榮一家人、李紹龍、林展

智、林浩廷、梁永燊、梁兆添、梁惠琼、梁錦球、曾婉婷、無

宜、飛晙榮 各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0 

關善施、關儲碩 各捐 港元 25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7.00 

LEONG HON SAN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王燕玲、江穎姿、何敏儀、余氏官振

偉合家、余華源、呂翠蕓、李連笑、李雙女、杜淑怡、周蓮

卿、周戰輝、柯遠光、高美恆、張宅、郭潔蘭、陳宅、傅明

浰、無名氏、馮宅、黃翠蘭、趙善基、鄭少玲、鄭志錦、鄧芷

芊、賴凱欣、鍾寶連、關皓謙 陳思宇、楊啟欣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梁健輝、梁朗廷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0.00 

PUN HOI CHENG 捐 澳門幣 173.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70.00 

傅明浰 捐 澳門幣 162.86 

KUAN CHEOK HONG 捐 澳門幣 150.00 

胡錦明、無名氏、黃錦飛 各捐 澳門幣 108.00 

徐良記、蘇十二 合捐 澳門幣 108.00 

小狗Mui Mui (妹妹)、無名氏 各捐 港元 100.00 

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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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O YUKIKO、LAM KAM I、LU ZHIQIANG、UN KAM WA、

WONG HOI MAN、TANG CHON WAI、大狗Nam Nam(嵐

嵐)、尤念碧、尤素女、古文靜、江穎恩、何小姐、何偉謙、何

紫瑩、何嘉寶、何潔儀、吳兆祥、李嘉鳳、林浩文、容華錦、

捐款、高煥英、張桂芬、張燕、梁宅、梁貝麟、梁展鴻、梁雅

晞、梁興隆合家、梁聯興、梁藝瀅、梁儷瀅、陳妙英、陳淑

婷、陳麗芬、麥志藝、麥靖儀、麥鈺儀、無名氏、善心人、華

僑報讀者ALAN、黃景賢、黃錦飛、劉詩齡、蔬士沙拉餐飲管

理有限公司7月捐款、鄧敏儀、霍競怡、鍾素華、鍾翠嫻、鍾

燕儀、顏玉玲 各捐

澳門幣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合捐 澳門幣 100.00                

黃榮、何倩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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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                  

TANG CHON WAI、無名氏 各捐 港元 50.00                  

KOU WAI HONG、張桂芬、梁見麟、梁藝瀅、梁儷瀅、陳妙

英、麥志藝、麥靖儀、麥鈺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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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97                  

182411102453199 捐 港元 10.00                  

李梓茵、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