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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華成眾哲嗣 捐 澳門幣 107,220.00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50,000.00          

黃炳明 捐 澳門幣 49,000.00          

有心人 捐 港元 30,000.00          

無名氏、澳門婦女聯合總會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萬勝集團(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5,325.6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0,612.30          

羅氏家族 捐 澳門幣 20,000.00          

周華成眾哲嗣 捐 人民幣 17,600.00          

周華成眾哲嗣 捐 港元 17,50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6,472.80          

澳門幣 15,708.2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3,092.50          

卜宅、黃宅 合捐 港元 10,000.00          

LEI CHEOK TONG、葉女士、蘇浩忠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馮均、李十一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8,531.00 

黃炳明 捐 人民幣 8,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350.5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300.00 

杜錠林、無名氏、黃濂、黃麗霞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910.00 

LAO CHI WAI、何光東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0 

無名氏、劉啟賢合家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浩嘉、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王綺琪 捐 澳門幣 2,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2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00 

有心人、周宅、莫女士、無名氏 、鄒景儀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黃榮、王秋妹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1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2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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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1,1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0 

無名氏、黃錦飛 各捐 澳門幣 1,080.00 

SOU CHI 捐 港元 1,048.00 

Ginnie Morais、LEONG WANG KUAN、TST Donation、LAM

SHEA KWONG、TAM POU I、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文勇、

沈宅、徐靄雯、張敬濂合家、梁華源、許東昇、郭家偉合家、彭

素娟、無名氏、馮志成、馮志成合家、黃先生、黃家鑫闔家、綿

薄之力捐款、劉銳麟、黎宇軒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官柏軒、官曉彤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陸善怡、朱春曼、陸善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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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祥勝 捐 澳門幣 9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50.00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黃國泰 BL 各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99.03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1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15.00 

李先生、郭女士、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06.00 

黃炳明 捐 港元 500.00 

Fanny、TANG LAI NA、江小玲、吳美君、李秀容、周少梅、

周宅、周彥滔、周淑頻、紀念吳全洪梅、張志立、梁心怡、陸

暉強、曾世名、無名氏、黃天佑、黃佩芳、黃家曦、黃碧姿、

楊偉媚、劉淑芬、劉蕙嫻、鄭志華、鄧宅、黎煥娣、澳門建華

文娛體育會、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李泳、吳卓堅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梓晞、李泓鎬、龔灝霆、龔思雅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洪福興、莊彩英、洪進財、洪進添、洪卿芷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高錦汶、徐珍妮、高梓榣、高梓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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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 

有心人全家、姨媽、無名氏 、趙善基 各捐 澳門幣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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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KIM FONG 捐 澳門幣 324.00 

WONG UN I、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20.00 

For children2 捐 澳門幣 306.00 

MA OI IAN、CHEONG CHOI WONG、伍振才合家、朱錦榮

一家人、李紹龍、林展智、張思澄、梁惠琼、麥向紅、曾婉

婷、無名氏、劉偉光、飛晙榮 各捐

澳門幣 300.00 

郭兆明、郭偉俊、梁美嫦合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鄺家偉、陳佩蓮、鄺煒峰 合捐 澳門幣 300.00 

LIU KUOK LEONG、尹肖琼 各捐 澳門幣 288.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77.00 

胡啟樂 捐 澳門幣 270.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253.00 

黃偉邦、黃偉興 各捐 澳門幣 25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港元 247.8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胡錦明 捐 澳門幣 216.00 

CHAN CHONG MENG、有心人全家、江穎姿、何敏儀、余氏

官振偉合家、吳偉文、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翁子峰、高

美恆、張宅、郭浩龍、郭潔蘭、陳淑敏、無名氏、黃翠蘭、感

恩同樂、蔡允戩、蔡亦適、蔡家、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

梁麗紅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林錦怡、關華娣、星斗居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黃金章、謝美潔、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梁國強、梁歡合家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9.97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 

KUAN CHEOK HONG、梁見麟、梁藝瀅、梁儷瀅、陳妙英、

張桂芬、麥志藝、麥靖儀、麥鈺儀 各捐
澳門幣 150.00 

萬勝集團(捐款箱) 捐 港元 132.2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08.00 

港元 100.10 

KONG LAM、林幹生、無名氏 各捐 港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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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UT U、FONG MEI HANG、PUN HOI CHENG、

TANG CHON WAI、方瑞心、古文靜、永、好心人、江穎

恩、何雪貞、吳兆祥、李祥、李嘉鳳、林浩文、張燕、梁兆

添、梁展鴻、梁興隆合家、陳思宇、陳淑婷、陳麗嫦、曾繁

濤、無名氏、馮良、黃景賢、感恩福澤生命有限公司、劉詩

齡、潘穎妍捐款、鄧敏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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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鳳屏、楊文軒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楊詠芯、楊詠濠 合捐 澳門幣 100.00 

劉程遠、星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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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9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85.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76.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1.01 

許瑞君合家、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6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0.00 

KOU WAI HONG、KUAN KAM WENG、無名氏、馮少娟、

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人民幣 40.00 

CHOI HIO U、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 

人民幣 20.00 

萬勝集團(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0.00 

CHOI HIO U 捐 澳門幣 15.00 

LEI CHI IAN、WONG WAI LON 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