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同鄉會大廈籌建捐款芳名錄（第一期） 

自六十一年至六十四年九月三十日止 
 

樂助新台幣七十五萬九千元者 

美國：美國宊良工商會 

 

樂助新台幣三十九萬元者 

香港：僑港番禺同鄉會粉嶺分會 

 

樂助新台幣三十七萬九千五百元者 

美國：美洲協勝工會 

 

樂助新台幣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五十元者 

美國：伍廷新 

 

樂助新台幣一十五萬六千元者 

香港：台山商會有限公司 

 

樂助新台幣一十一萬七千元者 

香港：陳 平 

 

樂助新台幣一十一萬三千七百元者 

美國：鄺瑤普 

 

樂助新台幣一十萬元者 

泰國：丁家駿、鄭開瓞 

台灣：有名氏、羅家驥、馬超俊 

 

樂助新台幣五萬元者 

香港：江茂森、陳正光 

台灣：侯彧華、國華製煉油漆公司鄧耀基、鄧江昆仲、李應兆、包德明 

 

樂助新台幣四萬八千七百五十元者 

香港：譚述渠 

 

 

樂助新台幣三萬九千元者（港幣五千元） 

香港：譚 華、李德田、梁英杰、梁耀實、香港新界南海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三萬八千四百元者 

香港：呂 佳 

 

樂助新台幣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元者（美金一千元） 

美國：梅友卓 

 

樂助新台幣三萬一千二百元者 

香港：張發奎、劉新湛、劉黎會棣 

 



樂助新台幣三萬元者 

台灣：余漢謀 

 

樂助新台幣二萬五千元者 

泰國：泰國海南會館、廣肇會館、泰國潮州會館暨各屬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二萬四千六百六十七元五角者 

南非：李賢盛夫人 

 

樂助新台幣二萬三千四百元者 

香港：李揚敬 

 

樂助新台幣二萬二千六百四十元五角六分（印幣二十五萬盾） 

印尼：陳炳東 

 

樂助新台幣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元者 

香港：旅港台山陳氏家族聯合會 

 

樂助新台幣二萬一千零六十元者 

香港：黃兆鴻 

 

樂助新台幣二萬零八百元二角六分者 

香港：張季民 

 

樂助新台幣二萬元者 

美國：戴健卿 

泰國：泰國客屬總會 

香港：李德明 

台灣：黃範一、伍根華、關德培、紅寶石大酒樓、蔡勁軍、劉 平、 

徐健輝、許紹勤、劉 潮、梁甲榮 

 

樂助新台幣一萬九千七百三十四元者（港幣二千五百三十元） 

香港：謝 棠 

 

樂助新台幣一萬九千五百元者 

香港：旅港合浦、欽縣、靈山、防城四屬同鄉會、陳輝泉 

 

樂助新台幣一萬九千元者 

美國：黃社徑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元者（美金五百元） 

美國：李華英、薛國良、美洲龍岡親義總公所、紐約南順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元者（加幣五百元） 

加拿大：李日如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一百一十二元四角四分（印幣二十萬盾） 

印尼：黎新芬 

 



樂助新台幣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七元二角五分者（美金四百五十五元） 

美國：紐約中山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六百元者（港幣二千元） 

香港：愛爾蘭酒店譚華、符佩予、郭熙華、香港莊嚴宗親總會、吳氏宗親會、 

周 載、梁秉樞、陳國平、李炳超、伍超群、霍寶生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者 

香港：梁生財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七百元者 

香港：港僑番禺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三百七十元者（美金三百元） 

美國：鄧紹棠、美國山姐咕中華會館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二百零五元者 

香港：張 添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元者 

香港：關 偉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九百四十七元者（加幣三百元） 

加拿大：李杏源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六百零八元者 

香港：港僑潖江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三百六十三元三角五分者 

南非：潘伯光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一百四十元者（港幣一千三百元） 

香港：謝 權、陳蔭棠、譚邱昭華、陳馬笑英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一百三十五元四角者 

香港：韓偉衡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五十元者 

香港：天喜堂藥廠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四十三元五角者（美金二百六十五元） 

美國：馬宗雅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二十一元五角者 

美國：陳樹柏 

 

樂助新台幣一萬元者 

美國：古巴華僑留美聯誼總會、李漢魂、林雨農、檀香山正埠致公總堂、 



劉照培、李 蔚、朱質堅、趙金石 

大溪地：劉紀添 

香港：張軍光、梁忠孝堂、梁省德、梁慶維、海豐同鄉會回國慶賀團、 

關能創、霍寶財、劉少英、何羅麗珍、香港勞氏宗親會、吳世良、 

李鎮芳、凃承恩、譚 就 

印尼：丘國富、丘發明、賴 啟、徐乾文、丘祖剛 

台灣：周一塵、羅忠誠、同源建設公司龔炳春、毅成建設公司、梁式恒、 

彭令占、莊劍峰、林英虎、無名氏、王幸利、連麗生、郭文忠、 

陳紀彝、張輝青、龎周喜、林偉民、李道慎、張炎元、鄭彥徽、 

張松江、包天放、黃 勳、周定遠、林治中、梁應凌、梁寒操、 

吳輝生、吳民康建築師事務所、歐豪年、練孫東、張瑞貴、謝福康、 

謝 迅、馮配武、李 英 

 

樂助新台幣九千八百六十七元者 

南非：鄧仲聲、霍瓊懷、羅侶扶諸昆仲、馬榮發、馬榮業、馬啟宊、鄭潤富、 

霍錦煜、霍永南、李氏兄弟公司 

香港：吳惠平 

 

樂助新台幣九千六百二十五元者（美金二百五十元） 

加拿大：羅鏡甫 

 

樂助新台幣九千四百七十五元者 

美國：夏威夷華僑惠善會 

 

樂助新台幣九千三百七十五元者（加幣二百五十元） 

加拿大：李偉日 

 

樂助新台幣九千三百六十元者 

香港：李福榮 

 

樂助新台幣九千三百三十七元五角者（港幣一千二百五十元） 

香港：李伯祥、吳志忠、周 良、周蕭珍 

 

 

樂助新台幣九千元者 

美國：檀香山正埠四邑會館 

 

樂助新台幣八千元者 

台灣：聯明紡織公司 

 

樂助新台幣七千八百元者(港幣一千元) 

香港：曾志強、曾志偉、孔憲榕、何兆軒、孔憲航、劉值善、黎樹偉、 

葉 有、陳 聯、張發平、林子實、張有容、蘇耀興、曹應來、 

張 賢、馮杒圖、楊 蘇、藍氏宗親會、湯國華、曹義忠、黃 蘇、 

杒 林、蘇 旺、胡銘康、陳定海、袁暘照、關榮益、陳氏宗親總會、 

周 滿、謝伯昌、陳慶成、僑港伍氏宗親會、秦永江、陳咸理、 

譚華正、趙立勳、馬平山、陳炎球、林錦洪、顧超文、謝壽慶、 

殷發泉、陳星雲、夏彥孫、何壽康、郭子樂、麥俊生、陳孟倫、 

徐瑞光、鄭 煜、薰柏勳、鐵血團、廖 廣、劉璧生、劉文翔、 



劉榮駒、劉百樂、王作新、何式南、港九中醫師工會、劉浩森、 

陳全亦、陳 祥、譚立人、鄧樹椿、鄧 啟、楊鄺娣、林惠如、 

旅港中華鐵血團、梁英杰、梁文昌、梁 池、蘇源體育會、黃達道、 

華昌有限公司、廖世光、香港寶宊同鄉會、麥劉金龍、符致興、 

劉興邦、香港中山僑商會、利華五金製品廠、易 平 

 

樂助新台幣七千七百元者（美金二百元） 

加拿大：馬德明、林仲文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九十元者 

澳洲：鮑觀賢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八十元者 

澳洲：林 高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七十三元者 

哥斯達黎加：檸檬埠中華會館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零三元者 

香港：袁愈生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元者（加幣二百元） 

加拿大：元豐公司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元者 

香港：香港陸豐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六千三百二十元者（港幣七百九十元） 

香港：羅廣田 

 

樂助新台幣六千元者 

香港：香港慈孝互助社 

 

樂助新台幣五千六百二十五元者（加幣：一百五十元） 

加拿大：黃恩堂、黃保堂 

 

樂助新台幣五千四百二十六元八角五分者 

南非：梁伯霜先生夫人 

 

樂助新台幣五千二百六十五元者 

香港：謝彼得 

 

樂助新台幣五千二百五十二元一角者（港幣七百元） 

香港：張霈芝 

 

樂助新台幣五千二百零二元六角者 

香港：香港宗親聯誼總會 

 

樂助新台幣五千零七十元者 



香港：油麻地持牌小販同業聯誼總會 

 

樂助新台幣五千零二十五元者（坡幣三百元） 

新加坡：趙仕雄 

 

樂助新台幣五千元者 

美國：李偉基、麥調雨、檀香山中山縣隆都從善堂、程 棉、容亞梅、 

程華贊、孫錦堂、楊錦堯、鄭佩輝、胡玉漢、黃愛邦 

大溪地：張福民、張郁謙、袁慶光、巫有華、巫為義、張袁有娣、羅雲開、 

鄺修習 

香港：梁 材、關勳琳、勞 德 

台灣：王雲五、商務印書館、國華電機行江國標、鍾永祥、朱 桐、余國棟、 

余國樑、楓林小館、司徒湘、謝潘影清、李挺枝、符伯良、羅德馨、 

蔡世光、陳 成、陳滿就、朱建平、周曾麗霞、陳由泮、黃 鏘、 

駱 光、馬洪煥、周正方、黃 琳、胡木蘭、王炳姬、廖源泉、 

湯炳權、陳紹驥、倫三元、雲 校、歐裔明、勞穗生、潘君南 

印尼：梁聖輝、梁庭保、陳錦濤、廖榮耀、關碧川、張龍銓、關錦開、 

何詒強、林志榜、童益我、馮鉅鴻、吳嘉祥、童仕祥、容啟明 

 

樂助新台幣四千九百三十三元五角者 

南非：梁肇基、何延昌、劉馨馥、霍玉河、黎庭淦、關窩璧、陳漢賓 

 

樂助新台幣四千八百二十九元五角者（港幣六百五十元） 

香港：戴 福 

 

樂助新台幣四千七百三十七元五角者（美金一百二十五元） 

加拿大：甄庸甫、陳惠明 

 

樂助新台幣四千六百八十七元五角者（加幣一百二十五元） 

加拿大：黃超山、曾傳威、張我志 

 

樂助新台幣四千六百八十元者 

香港：楊家傑、莫氏宗親會六十二年回國祝賀團 

 

樂助新台幣四千五百元者 

印尼：丘毅衡 

 

樂助新台幣四千二百一十六元二角五分者 

加拿大：林西屏、胡彩星、余雅卿 

 

樂助新台幣四千元者 

香港：利銘洽 

台灣：陳桂華、唐君鉑、吳文曉、朱 倓、陳述經 

 

樂助新台幣三千九百元者（港幣五百元） 

香港：潘 南、潘英發、謝海平、李 庭、梁萬新、斐延九、陳富良、 

簡澤民、司徒述、孔憲航、麥兆良、蘇 烱、陳疊富、陳 兆、 

茹耀南、謝儀棟、何怡祥、張 坤、盧 熾、葉 球、馮 均、 

僑港蘇氏宗親會、魏奕輝、柯 毅、韓裕新、李 翰、李永銓、 



嚴 志、張雅恩、劉 淙、黃朗正、劉沛泉、劉少旅、楊宗明、 

馮道正、大同公司、何 財、譚楊平、伍灼榴、李植來、伍佩時、 

余愷慶、雷庭灼、朱家藩、郭洪鈞、台山譚氏光裕同鄉會、曾 根、 

劉學宏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七十五元者 

香港：黃炳煊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五十元者（美金一百元） 

加拿大：許家駒 

 

樂助新台幣三千八百元者 

美國：馬偉能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九十五元者 

美國：邱開明、邱成法、曾鍾鳳貞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九十元者 

美國：關創漢 

加拿大：麥鳳歧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五十元者（加幣一百元） 

加拿大：那省中華公所、蔣 勤、鄧 昌、桃園餐室、喜臨門酒家雷紹箕、 

李偉琪、謝文慶 

香港：陳守義、顏城生、林文桂、沈鐵漢、僑港羅定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四十五元者 

香港:廖 謙、郭光椿、翁 樂、林仲仁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三十五元者 

香港：吳惠林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二十五元者 

香港：陳國平、陳伯宏、陳銳金、陳同文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二十元者 

香港：阮忠德、許樹棠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一十五元者 

香港：袁家齊、鄭 成 

 

樂助新台幣三千六百四十九元者 

加拿大：區 富、容如惠、馬鴻煦、袁顯明 

 

樂助新台幣三千五百八十五元者 

香港：香港新界大埔番禺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三千一百二十元者（港幣四百元） 

香港：黃 昌 

 

樂助新台幣三千零四十二元者（港幣三百九十元） 



香港：林靜生 

 

樂助新台幣三千元者 

美國：檀香山正埠林西河堂、王觀養、林楊佩琦、林華顯、萬金潤、鄭慶鑾、 

檀香山忠華僑婦女協助自由中國慈善會、檀香山岡州會館、許容暖 

山打根：關湯明 

香港：楊伯迪、許冠華、鄺效賢 

台灣：達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林夏儂、黃志平、鄧 剛、陳書疇、伍鐵民、 

謝兆吉、周施燕儀、啟信纖維工業公司、啟達實業公司、逢啟聰、 

中州紡織公司、中成銅鐵工業公司、余 鏡、潘 克、葉思訓、 

雲大選、黃定恩、曹婉珍、朱慶堂、黃瑞華、蘇曾覺、沈 弼、 

胡適良、許實拱 

 

樂助新台幣二千九百八十八元者（港幣四百元） 

香港：曾漢松 

 

樂助新台幣二千八百八十七元五角者 

加拿大：張文福 

樂助新台幣二千六百二十三元一角者 

南非：李仕華 

 

樂助新台幣二千五百九十七元四角者 

香港：香港宗親聯誼總會 

 

樂助新台幣二千五百元者 

台灣：平治企業有限公司、歐陽柱衡、蔡長本、葉啟東 

 

樂助新台幣二千四百六十六元七角五分者 

南非：霍汝錦、岑永貴、馬榮志、劉榮華、朱詩賢、朱秉珩、梁欽賢、 

陳銳南 

 

樂助新台幣二千四百元者 

香港：鄒 新、何 漢、林沙平 

台灣：鍾元欽 

 

樂助新台幣二千三百七十一元二角（港幣三百零四元） 

香港：羅侶扶 

 

樂助新台幣二千三百四十元者（港幣三百元） 

香港：黃德明、莫 京、蕭 松、曹 明、曾憲真國術體育會、楊章瑛、 

名山國術健身會、江濟妹、李仁機、劉 積、陳泰祥、黃 策、 

梁大銳、余志文、旅港中華鐵血團紀念會、雷少波、李伯堯、余璞慶、 

陳劍离、許武陽、鐵血團、祥益五金號、李潔梅、葉中生、孔憲紹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五十元九角者 

香港：鄭少雄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五十元者 

香港：陳若瑟 



加拿大：新樂飯店、讌樂飯店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四十四元者 

香港：李寶鎏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四十一元者 

香港：劉宊南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元者 

香港：李伯持 

 

樂助新台幣二千元者 

菲律賓：宿務市廣東會館 

香港：林基德、梁達光、莫少光、林 輝、許達燊、梁衍椒、陳樹彬、 

馮展鴻 

大溪地：溫伯宊、張黃蘭珍、張蓮娣、吳賴秀英、黃保國、陳紀生、李錦華、 

羅鍾運娣、袁慶昌、陳貴雲、黃範廣、嚴光裕、張子儒、鄭登貴、 

余省民、李達亮、李忠民、廖其賜、余晉堅、阮新來 

印尼：廖志標 

台灣：陳蘭皋、陳達民、溫崇信、梁福光、鄭柯漱芳、曾廣鑫、王 俊、 

彭紹盛、劉阿樹、嚴孔彩、楊 群、甘鑑溱、葉福昌、黃錫麟、 

蔡孝義、李超傑、楊 秋、李 建、陳學勤、丘毅宏、鍾存仁、 

馬仁昌、文朝籍、新豐電線電纜公司、沈旭步、鄧偉強、鄭東明、 

蔡世英、宏豐公司、朱伯鈞、符致興、符照光、符 琴、黃素超、 

鄒重光、高 榮、胡松琴、張騰發、台灣三洋電機公司、鍾皎光、 

台灣松下電器公司、梁潤燊、何瑤寬、莊劍蘭、關昭明、符瑞生、 

齊魯企業公司、瑞華公司、吳慕墀、雲昌佐、中聯汽車公司、 

裕隆汽車公司 

 

樂助新台幣一千九百七十三元四角者（南非幣四十元） 

南非：潘國煊 

 

樂助新台幣一千九百五十元者 

香港：潘國雄、鍾氏宗親會總會、劉 昌 

 

樂助新台幣一千九百二十五元者（美金五十元） 

加拿大：馬鴻想、吳賢輝、梁經綸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九十七元五角者 

美國：鍾余冰鑑、周鍾鳳美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九十五元者 

加拿大：黃義麟、蔡錫培、關崇穎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七十五元者（加幣五十元） 

加拿大：黃孔維、業香園黎全耀、片打魚舖李慎滿、利僑公司、廣萬生公司、 

黃世穗、位仁酒家、廣州酒樓、名園酒家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二十四元五角者 

加拿大：謝天白、陳發釗、李紹麟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元者 

大溪地：劉阮統、張余春嬌 

 

樂助新台幣一千七百五十元者 

加拿大：馬民權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八十六元五角者 

加拿大：林樹榮、溫高華禺山總公所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六十元者（港幣二百元） 

香港：楊殿湖、朱振東、羅英宜、司徒關佩英、馮楊雪寶、葉振中、陳惠和、 

凌建中、孔憲彪、孔憲康、孔祥河、何 祥、岑國紀、陳其煥、 

陳漢和、馮振權、馮 福、孔 氏、李仁暢、黃超雄、陳 輝、 

鄧錦芝、黃毅雲、張熾昌、Lo Chi Shing、利沙洋行、效 記、 

黃 理、香港新界農作互助社、蘇 炳、鍾子橋、黃朗正、劉駒明、 

梁 春、周惠良、謝繼洲、潘保和、譚 亨、張 岳、梁耀星、 

梁英淦、梁鴻傑、鄺 燦、梁培基、香港潮州四大夫堂宗親會、 

曹國榮、羅奎洲、蕭氏宗親會、陳 洪、李 卓、梁顯彰、梁秉賢、 

梁 棠、林若庵、呂榮源、梁 二、羅 寬、陳 松、葉林村、鄺 元、 

石鑑輝、李禹才、翁家灼、黃 明、陳大德、黃福培、吳 鎮、 

陳錫滋、梁菩南、葉君庭、伍漢傑、林勤元、陳宊邦、永宊隆、 

信光金屬電鍍廠、周炳基、鍾 添、黎 鎮、葉容沾、陳應嚴、 

翟宗浩、周浮萍、翁國堯、朱師韞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元三十四元者 

香港：李炳烺、曾 傑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元六角者 

香港：李愛珍、易錦裳、程承勳、陳月清、程捷章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元者 

香港：陳耀光、黃方圓、李祖城、吳偉利、梁 林、楊 全、李一平、 

盧有恒、盧承球、李錦超、譚 榮、陳永煌、陳浦芳 

大溪地：黃李帶 

台灣：宋 玉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九十八元者 

馬來西亞：曾憲立 

香港：凌培志、張庚常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九十六元者 

香港：楊汝東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九十四元者 

香港：吳直生、吳業廣、張 茂、朱 積、李道華、陳富良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九十元者 

香港：陳庭貴 



 

樂助新台幣一千四百八十元五分者（南非幣三十元） 

南非：侯應聲、梁基華、梁允然 

 

樂助新台幣一千三百二十六元者（港幣一百七十元） 

香港：張仲斌 

 

樂助新台幣一千二百三十三元三角七分者（南非幣二十五元） 

南非：羅萬永、馬榮貴 

 

樂助新台幣一千二百元者 

台灣：鄭壽麟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七十元者 

香港：伍偉森、劉仰山、譚伯鴻、莫國堅、何源甫、番禺同鄉會元朗分會、 

李 財、鍾 式、鄭 俠、羅 賢、李耀生、調景嶺南海同鄉會、 

潘 熾、江達滔、高 濤、陳 忠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三十七元者（美金三十元） 

加拿大：關雲龍、陳伯平 

美國：羅裕權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三十一元者（港幣一百四十五元） 

香港：譚立朝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二十五元者（加幣三十元） 

加拿大：元昌公司、廣興公司 

香港：李 添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二十二元者 

香港:李麗生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二十元五角者 

香港:陶天保、嚴 譚、盧廣慶、張振良、陶潤垣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一十四元五角者 

香港：楊 東、馮容桂、鍾 納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元者 

台灣：何蓋民、羅子英、陳燕萍、朱浩懷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九十四元七角者 

加拿大：孫凌青筠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五十三元者 

香港：袁松慶、黃達明、蔡 添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五十元四角二分（港幣一百四十元） 

香港：勞甫堯、殷發泉、伍 江、勞華祥、勞應檍、勞碧華、勞家燕、 

謝 倫、勞耀華、勞英煜、勞秉金、勞 椿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五十元者 

加拿大：馬華軒、朱進湛、馬國揚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四十元一角三分者（港幣一百三十三元三角五分） 

香港：柯氏宗親會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一十四元者（港幣一百三十元） 

香港：馬紹章、梁展雲、譚澤霖、順德龍江同鄉會、謝壽慶、朱 華、 

胡保靈、謝廣楹、謝榮斌、林 雨、李仲夷、譚濟華、黃卓成、 

段 坤、吳奕本、伍 江、蘇天祐、克程詩、湯必良、馮忠效、 

謝日東、唐陳蘭舒、譚寶文、韓 親、蔡逢甲、邱國柱、李再蘭、 

張 彰、伍祖球、彭嵩強、黃乙疇、羅 成、李沙白、崔 瀅、 

莫耀光、徐毓芬、陳亦珍、梁省德、伍文彬、許吉烻、林 海、 

李娟常、何金湖、鄭江能、楊燕琚、譚羅燕霞、黃連亨、韓 國、 

鄧遜璋、謝景新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一十一元九角者 

加拿大：余勷平、伍善予、陳應傑、黃石民 

 

樂助新台幣一千元者 

緬甸：廣東僑胞代表團 

大溪地：張 維、巫丘丁嬌、彭廖亞嬌、陳江義、張李嬌、羅金容、余明娣、 

余陳添媛、陳紀喜、鍾啟南、陳義貴 

美國：孫林少英、程康志、姚瓚琚、劉悅明、屈漢華、林磊謙、陳文光、 

鄭容添、梁焯耀、林慶倫、劉國南、黃振光、李 侃、陳華焜、 

黃兆樑、彭杏洲、王新來、楊星樞、盧潤有、胡亞福、張洪彬、 

檀香山正埠中華總公會、檀香山中山縣恭常都會館、鄭梁劍雄、 

林榮傑、雷林嘉德 

印尼：劉子球、張成培 

香港：香港許氏宗親會、黃 陶、陳遠疇、鄭 平、黃 龍、曾廣德、 

吳光福、梁 伍、馮 興、陳 偉、甘 泉、譚鶴齡、勞家鉅、 

勞崇岳、勞錦泉、盧日權、古宜佳、古宜景、周慶傅、勞永時、 

勞 志 

台灣：周啟剛、曾三省、陳 澤、陳夢若、張德泉、李宗光、盧致德、 

羅友倫、黃國樑、梁慶翔、李之衍、崔載陽、曾擧直、王偉章、 

金陵大飯店廚房部何定林及全體同仁、李福初、丁鴻訓、利立夫、 

陳夏景陽、謝敬聖、趙範之、胡楚楠、李鐵軍、宋新民、蕭次尹、 

張 健、周宜澤、黃有謀、翟克恢、新竹新陶芳、馬秀廣、劉禹輪、 

徐觀餘、趙善華、朱偉岳、何 航、賴秋蓮、王作華、余宗就、 

余宗宏、郭湯盛、黃顯灝、吳岳貞、李樸生、劉昆祥、譚成英、 

陳 槃、何 適、李加勉、廖 輝、劉達梅、阮鈞宗、林尚戎、 

溫顯堦、單志海、陳貞彬、文 鍵、大錦投資公司、豐年夾板公司、 

新華南五金號(股)公司、呂鴻昌、張昭吾、饒 簡、巫嘉賢、饒功昌、 

勞 棋、華興旅運有限公司、馮品扶、劉秀粦、黎 信、文 友、 

梁道群、朱瓊書、劉劍華、孫宕越、丘卓雲、黃應樞、鍾超如、 

王澤森、邱錦城、袁晴暉、張文哲、張敏廉、卓錫庚、鄧耀琳、 

詹尊桓、黃尚達、歐樹文、張月鳳、黃惠誠、陳黃鳳熙、陳鐵持、 



張伉龍、羅中郎、羅偉郎、羅俊郎、羅聖莊、陳贊洪、符國璽、 

符鍾潔貞、葉達光、林瓊榮、阮佩翹、鄺程慧霞、莫福如、勞 萬、 

蘇東泉、李翰源、曾偉賢、魏崇良、鄧廣華、鄺少真、秦 成、 

郭楚新、阮懿琚、姚錫浩、吳遠暉、溫譚福、溫漢華、李曼瑰、 

李華裕、劉志民、劉彥俊、李則芬、陳季通、張奮前、簡子超、 

大同公司、張其中、陳袞堯、陳寬女、林 輝、麥世昌、廖士漢、 

謝維綱、余璧扶、張寶榮、陳福添、李中文、丘斌存、謝子卿、 

吳慎機、黎謙堂、台北貿易公司、國際汽車公司、台灣汽車聯合公司、 

三陽工業公司、國產汽車公司、翁汝樑、周大業、陳新牆 

 

樂助新台幣九百八十六元七角者（南非幣二十元） 

南非：劉寶潛、霍藤強、何志成、馬榮祥、潘國偉、潘國邦、潘國景、 

譚兆華、霍銳添、關運光、劉汝掌、梁賦敏、何家錦、中錦泰、 

唐至誠、何國共、李增芳、林志明、林文仁、鄭金元、羅明成、 

潘仲垣、何仕全、何國報、何佐治、何國祥、李振芳、梁敬發、 

梁堯發、朱壽賢、朱啟粦、劉永華、黃斐元、朱偉賢、黎庭江、 

伍壽年、霍信興、劉超傑、黃禹盛、馬就正、黃信元、黃繼盛、 

陳揚盛、李天良、區 騰、鄧錦輝、珠贊賢、李善欽 

 

樂助新台幣九百七十五元者 

香港：龍印中、劉子清、劉景濂 

 

樂助新台幣九百六十二元五角者（美金二十五元） 

加拿大：羅景熊、吳褒一、薛毅夫、曾槐傳、李祁斌、胡錫鈞、楊繼周、 

張耀華 

樂助新台幣九百四十七元五角者 

加拿大：李希勛、龔培滾、鍾繁敏、譚芾南、余談和、劉 光、方國文、 

周秉憲、伍用之、黃汝舟、曾一唯、蔡炳豪、宋柏多、陳炳權、 

關子田、關鑑湖 

 

樂助新台幣九百三十七元五角者（加幣二十五元） 

加拿大：黃良石、黃紀琰、甄廷允、黃庭英、鄺惠光、馬儲本、李新民、 

余保康、雷福源、黃寶余、曾光漢、余健生 

 

樂助新台幣九百一十二元二角五分者 

加拿大：關桂新 

 

樂助新台幣九百元者 

美國：林 和 

 

樂助新台幣八百四十三元二角五分者 

加拿大：黃國祥、鄧拱宦、關勳和、黃星才、伍子富 

 

樂助新台幣八百元者 

香港：邵召開、袁伯屏 

 

樂助新台幣七百九十元者 

香港：古勝祥 

 



樂助新台幣七百八十元者（港幣一百元） 

香港：周 強、劉紫垣、李世仲、潘 增、關綺雯、林天寶、王 琪、 

連鎮南、章啟海、吳惠珍、關黃馨儀、黃思慈、關婉儀、李達人、 

黃惠芳、潘玉珍、鄧朗秋、孔怡中、何世英、陳鼎崇、彭海東、 

容展鴻、江鐘岳、何善明、招應鴻、孫志良、綠寶樓、陳祐民、 

潘 堯、李健慈、劉金麟、徐沛文、高淦洪、黃妙嫻、孔憲森、 

孔廣密、孔憲文、陳仲鈺、楊雨池、陳觀海、陳仲文、鄭之桂、 

周 德、李傳唐、甄常輝、孔憲武、譚立人、羅華壽、陳劍懷、 

朱世廉、潘中時、李懷儂、葉朗樞、蔡桓泉、馬榮芝、郭木根、 

盧國柱、袁 坤、馮 勤、曾 江、鍾寶屏、馬永倫、陸 周、 

蘇鐸夫、吳漢森、謝 佳、曾傑華、黃國財、劉仁德、陳偉棠、 

陳 泉、張 廣、龔水秀、龔新初、杒湛華、任聯慶、梁 豐、 

歐陽炎、許錫珠、梁洪芳、葉劍魃、馬仲漢、湯鑑堯、杒劍華、 

金華公司、何妙芬、關學焜、莫振良、崔群甫、王君軼、伍卓湛、 

苗樂天、陳啟仁、白應芳、曾超明、曾憲貞、黃禮洪、趙 瓊、 

黃婉芳、譚錫和、業基業、陳鼎臣、梁 流、江劍靈、卓漢光、 

吳載華、張志宏、高喚民、黃偉明、何若庸、何毓楚、樊楚人、 

盧 栗、余漢岳、周 宗、陳復新、黃天南、譚明德、劉維全、 

洪偉民、於汝生、羅志超、梁作賢、曾繼森、謝英明、朱文裔、 

伍 江、呂壽康、侯潤槐、左德明、九龍珠石玉器商會、趙慶衛、 

聶珠佩、張準華、高 勤、麥文忠、趙君喻、陳兆海、馬渭泉、 

鄧棟朝、林志文、葉 章、陳禮富、余民生、何天衢、蘇仁新、 

蘇健康、羗金娣、陳 欽、鍾卓光、李 彬、陳寶善、林天瓊、 

歐 美、朱乾斗、胡秉鈞、鄧廣鴻、歐紹永、譚聯芳、潘 祺、 

黃立宇、歐賜珍、歐 新、溫觀林、李 良、廖子強、黃杏林、 

陳仲昆、周梓芳、李 堅、林仲仁、吳 元、黃 煊、蕭玉山、 

曾 坤、陳逸民、黃英杰、蘇 波、謝 林、曹英明、劉永生、 

陳澤民、黃 浩、九龍鮮魚商會、鄧春和、黃丁田、董榮昌、何 釗、 

羅 欽、馮 林、羅 桂、徐 北、羅 通、潘 永、呂念廣、 

呂 聲、盧 球、盧 芬、潘 根、馮 生、陳偉強、馮元英、 

梁培堅、鍾焯文、馮君鳳、張 漢、何培光、黃桂明、李榮照、 

黃培愧、徐 林、羅志標、陳 漢、梁 華、梁耀垣、劉雨霖、 

董松林、郭 康、麥國政、陳國傑、鄧銀池、蔡植楠、菜幹樓、 

蔡 連、蔡關如、蔡壽庭、蔡德輝、葉桂木、曾春喜、余炳疇、 

陳亮明、甄師讓、伍國樑、劉伯英、黃 林、梁衛蒼、陳仔記、 

炎坤行、緯綸印刷公司、嘉美工業社、明新製品廠、宇宙出口行、 

誠興五金號、梁 秋、趙 蘇、張 和、盧茂記、甄天秀、葉榮相、 

張國平、梁隱盫、韓作儀、關偉雄、李庭輝、李耀光、黃文楷 

 

樂助新台幣七百七十元者（美金二十元） 

加拿大：吳劍聲 

 

樂助新台幣七百六十七元者 

香港：許 源、譚 蘇、李 漢、許 太、鄺 卓 

 

樂助新台幣七百六十三元者 

香港：甘萃津、林 澤 

 

樂助新台幣七百五十九元者 



美國：周 鴻、周哲楣、曾佶林、陸子健、嚴炳樞、周克明 

 

樂助新台幣七百五十八元者 

美國：雷 華 

加拿大：馬卓之、周怡旺、陳松煥 

 

樂助新台幣七百五十元者（加幣二十元） 

加拿大：多喜食家、龍記酒家、秘書賚路餐室、國信公司、鳳凰飯店、 

鑽石酒樓、李明甫 

香港：彭智文、周 翔、衛英培、周奇偉、江志清、朱易琳、梨 和、 

龍漢榮、陳永耀、陳流芳、何卓明、何祿基、黃帶喜、鄧立泰、 

李家超、陳啟然、廖啟煌、王潔芳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九元者 

香港：伍卓琪、胡英鎏、陳瑞霖、劉金池、麥堅盛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八元者 

香港：鄭瑞衍、麥老大、張榮健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七元者 

香港：李文舫、黃 良、朱雄達、袁金水、羅 嘉、呂迺炯、黃木曦、 

陳順培、麥 南、李 慶、羅漆漆、陳 滿、洪耀記、麥賢清、 

王遠智、李 新、李國雄、曹傳謇、王居正、張 秌、林瓊衛、 

關晃林、李德明、余炳仁、李傳德、黃有祺、黃俊滿、唐儉庭、 

鄭深淦、謝福章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五元者 

香港：王 聰、黃伯偉、盧偉林、盧煒材、陳大德、陳一魃、陳顯茂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三元者 

香港：藍 海、謝德民、莫廣池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元另二分五者（南非幣十五元） 

南非：霍兆流、梁盛棠、朱欽賢、鄭銘元 

 

樂助新台幣七百四十元者 

香港：黃子華 

台灣：嘉義榮民醫院鹿滿分院廣東同鄉 

 

樂助新台幣七百二十八元八角者 

加拿大：趙金堂、簡子怡、余漢生、凌熾桓 

 

樂助新台幣七百元者 

美國：毛甘八妹 

加拿大：黃兆俊、馬長宗、馬春生、馬才詠、馬振歐、余琳慶、黃德滋 

 

樂助新台幣六百七十四元六角者 

加拿大：廖栢茂、林 泮、伍子雷 

 



樂助新台幣六百元者 

台灣：薛仲述、鍾承光、陳桂板 

大溪地：鍾遠真 

 

樂助新台幣五百四十七元三角五分者（加幣十五元） 

加拿大：關燦禎 

 

樂助新台幣五百元者 

香港：陳不凡 

美國：李佩蘭 

台灣：尤子權、劉雲霞、葉煥文、關德鄰、關上思、余次琦、邱福選、 

賴中庸、陳敬華、藍嘯聲、江文苑、廖英魃、周達聰、劉志魁、 

林秉衍、何毓文、吳德城、林 岳、杒式仁、吳振俗、詹天花、 

陳廷有、劉為彬、孔憲欣、王新衡、阮樂化、阮良富、阮俊士、 

蘇阿照、許駿敏、吳 康、吳化龍、黃新亞、凃延卿、李煥章、 

黃嘉任、郭惠良、林 德、劉立中、伍 眉、呂萬榮、鄭蘭鶴、 

廖耀權、劉德麟、鄒天增、李慶平、林典修、廖聲顯、姚傳淦、 

陳家洋、侯承中、黃 溪、范 陵、包素蘭、麥穗歧、溫堯珍、 

曾璧中、黃茂寅、高成美、黃 溪、李雲龍、李曉昭、陸法賢、 

關文溥、曾暮丹、曾暮蓉、符永珊、符志宏、辜國華、姚樹松、 

吳仲良、黃福宊、黃錫冉、畢文全、互銘公司趙質智、唐 源、 

朱文佩貞、唐靈犀、李日光、汪崇仁、湯鼎勛、唐 山、梁啟源、 

許志成、王春錦、劉雨皋、謝炳貞、丘玉洪、台倫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麥仲文、薛錫邦 

 

樂助新台幣四百九十三元三角五分者（南非幣十元） 

南非：劉偉雄、鄺祖洪、何家驊、何國杏、廖雲泉、霍汝芬、霍聚綿、 

梁趙瑜、霍應添、霍文添、何成開、洪 海、何琪彬、岑芳林、 

羅 標、何志鈿、周漢煇、無名氏、霍應寬、官英甫、何如富、 

岑潤牛、陳金錫、廣華興、馬靖邦、馬魯仲、何自棉、陳遠祥、 

張慶羅、吳廣生、馮瓊生、譚 煦、李偉隆、廖錫淦、霍社基、 

霍永林、劉永廣、梁文离、陳漢佳、廖錫測、霍偉華、梁鼎賢、 

梁喜華、梁疊華、梁敬發夫人、梁鈺賢、李任華、朱釗粦、朱海賢、 

劉仟鴻、李玉銘、劉鉅華、何梓修、梁錦河、黃幹祥、謝金星、 

黎榮熾、霍匡志、霍匡民、馬就良、馬賢根、張桂焞、劉耀滔、 

霍潤光 

 

樂助新台幣四百四十八元二角者（港幣六十元） 

香港：黃協邦 

 

樂助新台幣四百元者 

大溪地：李靜能、巫玉記、巫雲璋、余玉良、巫奕青、鄭養成、葉玉恩 

台灣：凌鴻勛、李善昌、李繼唐、陳超群、林成章、陳清吉、廖自然、 

陳雄偉、謝兆圭、陳應棠、林竹生、夏彥孫、朱沃棠 

 

樂助新台幣三百九十元者（港幣五十元） 

香港：黃 貞、曹 玉、羅達生、鄧 錦、許錦堂、湯德森、湯福如、 

歐湯鎮、吳 光、蘇 步、李自強、湯傑良、湯海鈞、楊江正、 

杒 耀、羅貴華、李婉萍、梁 啟、陳福華、陳炳漢、許植新、 



蔡建成、陳淦城、招漢良、楊友俠、蔡一峰、陳英明、馮文敬、 

鍾 森、莫公遜、溫林芳、陳 球、梁國富、司徒橋、黃亞洲、 

霍寶桐、游 堅、郭 強、鄧永祥、郭耀球、江啟浩、黃 興、 

吳澤波、葉銘光、潘 明、鄧 九、麥 宜、勞 枝、何文英、 

黃金城、蔡樹德、德記金屬製品廠、文明五金廠、保齡廣告公司、 

永信機器廠、生興工業原料公司、吳席彭、周天楚、劉 啟、張 俠、 

王 全、梁 舜、孔孟博、孔福添、孔偉文 

 

 

樂助新台幣三百八十元五角者 

香港：司徒英、余忠記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九元者（美金十元） 

香港：陳靜波 

加拿大：陳愛光、麥余烱、周椒忠、胡碧華 

美國：馮潤枝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五元一角五分者 

香港：任伯江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五元者（加幣十元） 

加拿大：德記餐屋、漢季麵家、益豐餐室、革新書局、陶陶酒家、黃名贊、 

聯興公司 

香港：吳劍飛、鄭國威、鄧毓明、陸 錡、溫蔭繁、黃英杰、趙善和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四元者 

香港：阮功弼、毛兆乾、李敬文、龔元昌、彭邑周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三元五角者 

香港：鄧仲信、蘇 垣、梁瑞琪、何 輝、劉清泉、李忠榮、何錫樑、 

葉 全、梁志雄、張友望、陶順國、蔡 森、馬桂光、黃 冠、 

蘇 基、觀塘永宊藥房、梁海平、植文康、陳 強、簡 平、羅 吉、 

周蕭曼玲、黃錦墀、黃沛然、麥 發、姚 記、黃 豪、黃振華、 

陳 林、莫 華、何 銘、梁銘章、羅 仲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二元五角者 

香港：陳 芝、陳嘉懿 

 

樂助新台幣三百六十四元九角者 

加拿大：黃崧山、關黃澍潮、陳衛典、呂伯棠 

 

樂助新台幣三百五十元者 

加拿大：盤文炳、陳典豪、馬立民 

 

 

樂助新台幣三百三十七元三角者 

加拿大：胡維壎、麥於烱、周瑞柱、黃燦源 

 

樂助新台幣三百一十二元者 



香港：湯作舟、龔 鑑、梁榮普、何國萍、吳志達 

 

樂助新台幣三百元者 

香港：張偉志 

台灣：鄧琦昌、傅楫茂、江平成、王紹通、劉傅聆、黃碩才、李軼常、 

陳國楨、陳贊榮、馬銅欽、王永澂、陳詩勤、李育根、呂福釗、 

李 祥、林質彬、楊榮昌、楊榮宗、謝朝鳳、蘇建南、陳連進、 

李燈村、王 猛、李景隆、李頂義、林浩源、蔡豐隆、張金榮、 

丘炳榮、周 柏、林柱宗、林啟賢、張敬明、周智夫、陳中堅、 

黃麗生、朱其曜、徐福臻、董演熹、羅宏清、梁日佳、梁允講、 

朱仲熹、李滿祥、梁 葵、吳潔生、廖承德、羅器儒、董申年、 

江振文、梁漢鶴、莫壽山、王煥榮、江揚亞、崔鴻年、朱汝濡、 

劉啟瑞、莫彩南、陳以皆 

 

樂助新台幣二百九十八元八角者（港幣四十元） 

香港：梅 明 

 

樂助新台幣二百九十六元零一分者（南非幣六元） 

南非：霍作鴻 

 

樂助新台幣二百九十六元六角七分五者（南非幣五元） 

南非：何允賢、霍維新、蕭月寬、陳詠潔、李旺羣、何學琴、勞叶全、 

梁仲成、何如光、何傑雄、霍兆康、何國生、何國源、李秉潛、 

李華隆、蕭達曾、霍潤康、陳博文、潘汝洞、何金浩、周桂燊、 

劉輝生、關錦祥、陳寵光、吳慶倫、黃求華 

 

樂助新台幣二百三十四元（港幣三十元） 

香港：孔志明、凌志祥、孔惠廉、嚴碧君、夏劍屏、葉炳釗、譚 連、 

周麗霞、黃麗芳、鄭興泰、彭 永、冼 甜、葉成麟、曾 興、 

陳玉玲、精品金屬製品廠、捷行機器廠、中立文具公司 

 

 

樂助新台幣二百二十五元者 

香港：羅子華、袁滌清、莫亮楨、葉衍章、李 發、蕭 旺 

 

樂助新台幣二百二十四元四角者 

香港：林渡寰、陳曾武、劉自齊 

 

樂助新台幣二百二十四元一角者 

香港：區 日、陶流耀、吳錫來、區 棠、雷徐美志、陳光耀、黃 國 

 

樂助新台幣二百元者 

台灣：韋彥生、王愛蒼、陳哲文、宋聘莘、陳琴英、何芷秀、林開兆、 

黃家興、盧耀賢、張苗英、林偉松、林宜湛、李懷光、孫文正、 

羅友仁、楊華軒、沈汝佳、崔梁金意、車乘會、陳治晃、梁兆康、 

葉春明、譚 誠、黃梅興、陳志忠、葉宏青、劉寄超、葉平銓、 

袁昌渠、周韶光、林錦文、許夢廬、林才雄、陳俊傑、蔣根桃、 

黃純仁、梁家團、楊學周、謝京華、黃友訓、冼榮昌、郭秉籌、 

楊滋祺、徐光甫、練振綱、何海苑、李 薈、吳任華、池伯良、 



劉子平、劉俊奎、鄭顯亞、魏學洵、吳業鏐、黃金華、林德華、 

魏國棟、馮俊定、丘 玓、劉煥新、羅承鈞、楊衍敬、張裕昭、 

陳振鏞、蘇玉泉、黃濟民、梁華岳、吳炳豪、何易山、蔡振彭、 

魏瑞來、高幼松、葉美琪、潘本來、張殿宗、方樹堅、魏映新、 

林秀靈、袁偉堅、張富昌、姚士龍、魏展潭、何英礎、高文棣、 

周文璣、滿擊雲、梁 洪、梁 植、張京戈、黃乃英、蔡靖光、 

陳 榮、嚴憲柏、張祖華、譚南光、李樽政、饒迪吉、廖 邦、 

吳冠青、李運芳、鄧迅之、黃振興、鍾仲輝、詹尊泮、廖湘鴻、 

吳毓靈、陳超人、李恩秀、紀以誥、蔡篤正、蘇鴻春、蔡孫積、 

林強曾、林南曾、陳 秦、鄭 偉、李琦秀、趙璧玉、溫立明、 

溫立早、林連然、吳冠清、賴傑祥、陳澤長、黃哲夫、李鑄靈、 

王叔增、王翰生、曾廷勷、姜永琳、李保洲、張樹澤、鄧堯民、 

趙崇傑、關紀祥、何崇灝、黃世珠、劉蘅靜、羅振民、周秉忠、 

張慧豪、黎進華、張漢武、李冰懷、林大偉、區 晟、張思恭、 

張道恩、陳國楨、徐燕謀、鍾友南、吳貴樞、潘景祺、李廣耀、 

戴觀羣、麥炳璋、凌名偉、張耀雲、溫德文、黃 明、吳坤統、 

 

樂助新台幣一百九十七元三角四分者（南非幣四元） 

南非：何家楨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九元五角者（加幣五元） 

加拿大：林德諒、孫詠秋、關啟宗、雷繼仁、吳泰來、龔貞信、徐新漢、 

陳學齊、林培堅、黃華賀、張惠文 

 

樂助新台幣一百五十六元者（港幣二十元） 

香港：周世旋、美的公司、李 圍、孔昭楊、孔慶調、孔憲儒、孔慶波、 

梁起沾、黃費潮、翁啟民、鄭啟民、林宗清、王 享、梁錫權、 

鄭金銘、顏煜清、鄧 耀、黃 宙、吳 添、鄭東祺、黃二妹、 

區雨民、伊 柏、孫漢江、孔昭鏡、楊振賡、李幹廷、莫瑞歡、 

梁任國、葉 鴻、王昭琴、盧 南、區麗婉、朱衛珠、陳 亞、 

周 橋、葉惠珍、葉榮祥、李錦棠、陳蔡蓮娣、麥 林 

 

樂助新台幣一百五十元者 

香港：鄭劍平、周文光、刁 明、鄭 炳 

台灣：陸上德 

 

樂助新台幣一百四十九元六角者 

香港：甘澍濡 

 

樂助新台幣一百四十九元四角者 

香港：李承機、余 安、黃庸道、李長遠、余衛長、司徒啟、曹作民、 

梁耀民、勞在權、勞英翹、李 鳳、黃耀東、陳 活、石景文、 

李英才、李 遠、余 宜、余 珍、暨 棠、朱 傑、朱先生、 

林先生、鍾卓基、許 傑、馮庚年、劉錦江、何 文、關維捷、 

霍 松、江 開、湯 棠、廖國晉、梁少彬、胡喬恂、黃煜南、 

陳 添、彭 文、單 發、黃 華、陳 斌、李 鑑、羅 輝、 

熊 江、簡永文、陳 熙、顏 森、曹 漢、李伯元、何 洪、 

蔡 慶、錢 耀 

 

樂助新台幣一百四十八元另五厘者（南非幣三元） 



南非：劉廣濟、霍十妹 

 

樂助新台幣一百一十三元七角者（加幣三元） 

加拿大：吳碧芳、陳學明 

 

 

樂助新台幣一百元者 

台灣：馮 榮、林 禧、韓 江、容天圻、劉開泰、邱長坤、魏貞光、 

陳素松、黃梅英、陳建文、劉承烈、黃紹華、周福華、李月娥、 

許貴川、曾繁炎、侯錫光、廖錦昌、管智民、王宗斌、梁其浩、 

曾振生、楊玉青、李鑑泉、謝天任、李奠雁、鍾志超、鄭紹洲、 

歐陽琚、邵光祖、陸學明、徐偉幹、郭其章、林興桓、歐陽盛、 

林時珊、丘應槐、李華良、韓克平、吳 奇、鄧華高、鄧華郁、 

梁匯常、黃冠球、葉鼎祥、黃冠英、李孔棵、楊木霖、范阿坤、 

羅慶男、古翼謀、管淦琳、吳兆乾、彭禎祥、黃榮輝、吳錦榮、 

鍾炤培、丘萬盛、鍾錫瑛、劉 珍、賴之權、李 麗、嚴毓棠、 

譚開誠、李宗源、崔起揚、黃辟詠、李漢榮、林克俊、王艷琴、 

趙爾麗、張啟發、林秋華、劉玉香、宋麟生、張綺都、黃銘康、 

羅愈天、袁少堅、馮沛榮、李耀伯、阮瑞麟、唐瀟畔、梁國寒、 

吳偉苓、林 琪、呂慶生、劉錫輝、梁家淦、冼德祖、崔亞鴻、 

冼錦榮、張啟藩、蔡啟民、崔錦中、梁友親、朱鏡澄、黃卓立、 

方惠忠、高潔明、林伯師、蔣金淡、古瀋輝、陳中霖、楊遵聲、 

黃群美、張順生、盧榮勛、胡英東、郭達人、鄒淑君、蕭佩珍、 

林鳳英、馮 良、桂松眼、李志南、徐代標、廖誕中、羅冲傑、 

潘 清、劉水木、黃維權、梁朝威、黃湧元、楊文湘、馮瓊增、 

曾叔良、羅桂芳、陳洪宊、潘茂良、蘇東玉、劉景魃、梁志強、 

陳應群、歐夢蘭、鄧銘廉、曾永光、蔡木穿、蔡君彬、楊承訓、 

趙成勛、邱武清、陳 程、楊世祥、李民基、馬 濤、鄺月明、 

嚴雪紅、郭業明、葉雲霞、盧漢堃、李啟煥、張景暘、宋秋儀、 

古琴芳、黃孫達、許爕輝、陳寶根、余崇生、陳兆雄、王乃健、 

秦紫葵、吳誠毅、賴芳彬、羅德利、蘇卓揮、梁 昔、鄭泳銀、 

葉武男、陳福來、陳良能、曾明周、蔡崇煌、周榮隆、余進田、 

沈家旭、顏 典、沈英豪、黃正忠、莫全基、陳輝遠、黃均能、 

楊裕信、包倉甫、包家興、梁欽甫、符耀煥、黃榮樞、梁仲芳、 

余青山、譚裕華、吳如秀、徐 華、凌振才、楊裕堂、蔣伯楷、 

梁志元、李協先、曾振聲、王 鏞、盧任民、徐達新、李宗嶽、 

麥頴瑜、林錦柳、劉水蓮、王 風、嚴素珍、孫叔良、黃 勃、 

陳妙蓮、張凱沐、劉漢標、李中定、王興春、白燕武、黃漢傑、 

林漢樓、潘永成、潘永基 

 

樂助新台幣九十八元六角七分者（南非幣二元） 

南非：關佑宊、鄭根田、劉志強、袁國錕、霍紹慈、羅福榮、岑偉幹、 

岑偉佳、岑偉新、岑偉民、岑偉邦、何國達、何才良、李善球、 

霍錫新 

 

樂助新台幣七十八元者（港幣十元） 

香港：林 記、郭貞松、林忠賢、崔 耀、彭玉泉、馬良水、龐海文 

 

樂助新台幣七十五元八角者（美金二元） 



加拿大：關秋杏、朱昌博、龔健民 

 

樂助新台幣七十四元七角者 

香港：李先生、唐先生、吳靈師父、梁先生、蔡 英、陳傑慈、根先生、 

丁 香、二 叔、亞 姑、何錦維、葉 培、劉 湛、柳萬里、 

區景倫、許旭輝、譚 謙、劉 太、張 太、鄭玉葉、葉少英、 

何 景、彭 倩、何 笑、葉秀芳、何 萍、譚 七、羅 偉、 

岑 枝、陸勝超、鄧坤銘、李世民、李 森、周 聯、陳 鐵、 

黃伯全、戚 華、陸能乾、簡 英、劉培光、黃偉基、秦順景、 

何鎮南、唐偉國、張小慧、梁燕裕、盧瑞敏、張 鏗、張晃賢、 

黃 球、劉耀輝、馮 燊、許 華 

 

樂助新台幣五十元者 

台灣：鄺麗萍、傅木生、何偉炎、李樹芬、王大琛、羅 英、何學文、 

徐瑞華、黃堉田、江望富 

 

樂助新台幣三十七元三角五分者（港幣五元） 

香港：張海坤、魯君博、何逸華、陳建章、羅先生、佩 言、周 發、 

梁偉民、魏 旺、郭志光、郭 燊、陸能強、陳國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