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東同鄉會大廈籌建捐款芳名錄（第五期） 

自六十五年一月一日至六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樂助新台幣一百萬元者 

台灣：中泰賓館林國長伉儷（六十五年八月樂助五十萬元，六十六年九月再 

   助五十萬元，合計一百萬元） 

 

樂助新台幣六十萬元者 

台灣：梁清彥 

 

樂助新台幣五十萬元者 

台灣：顏 雄（六十五年八月及六十五年九月共樂助四十萬元，本期樂助 

   十萬元，合計五十萬元） 

 

樂助新台幣二十四萬六千六百七十五元者 

美國：紐英崙中華公所 

 

樂助新台幣二十四萬六千元者 

香港：和興白花油公司 

 

樂助新台幣二十萬元者 

台灣：陳 濯 

 

樂助新台幣十八萬元者 

台灣：雲倬飛（六十五年八月樂助三萬元，六十六年再助十五萬元，合計 

   十八萬元） 

 

樂助新台幣十五萬一千八百元者 

巴拿馬：巴拿馬中華總會 

 

樂助新台幣十二萬三千元者 

香港：上水惠州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十萬元者 

香港：徐 亨 

 

樂助新台幣八萬三千零二十八元者 

香港：山河企業有限公司蕭明先生、香港布廠商會 

 

樂助新台幣七萬元者 

厄瓜多爾：陳錦濤（六十四年十二月樂助五萬元，本期樂助二萬元，合計 

     七萬元） 

 

樂助新台幣六萬五千六百元者 

香港：惠州同鄉會 

 

樂助新台幣五萬一千八百九十二元四角者 

香港：益豐搪瓷場董之英、林春源父子商行林顯利、霍惠民 



 

樂助新台幣五萬元者 

台灣：陳釗炳、茂生飼料公司 

 

樂助新台幣四萬一千五百一十四元者 

香港：捷和製造廠有限公司鄭植之、梁英杰、皇后洋行湯國華、鄧樹椿、 

   海興行陳漢華 

 

樂助新台幣四萬一千元者 

香港：林拔中夫人、林榮森 

 

樂助新台幣三萬七千九百五十元 

美國：全美黃氏宗親總會第十二屆懇親代表大會、黃氏宗親總會、梅友謀、 

   合勝總堂第十一屆懇親代表大會、李氏敦宗總公所、李時佑、蕭慶田 

 

樂助新台幣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一元者 

香港：謝兆邦 

 

樂助新台幣三萬三千元者 

台灣：陳洪範 

 

樂助新台幣三萬二千八百元者 

香港：郭熙華 

 

樂助新台幣三萬元者 

香港：劉少英（六十四年六月樂助一萬元，本期樂助二萬元，合計三萬元） 

 

樂助新台幣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六元者 

香港：陳威理 

 

樂助新台幣二萬五千元者 

香港：周頌廷（六十四年十月樂助一萬五千元，本期樂助一萬元，合計 

   二萬五千元） 

 

樂助新台幣二萬二千七百七十元者 

美國：譚尚仁 

 

樂助新台幣二萬零七百五十七元者 

香港：奇華有限公司 

 

樂助新台幣二萬元者 

香港：朱建帄（六十三年十二月樂助五千元，六十五年十月樂助五千元， 

   六十六年四月再助一萬元，合計二萬元） 

台灣：包天放（六十四年三月樂助一萬元，六十六年四月再助一萬元，合計 

   二萬元）、 

   鄭彥棻（六十五年二月樂助一萬元，本期再助一萬元，合計二萬元）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元者（美金五百元） 

美國：黃植滋、薛春榮、吳德昭、譚繼中、梅氏總公所、建東銀行、黃宏慶、 



   肇慶總會館、合和總會館、三邑總會館、鄺光銀、曾渠安、關露斯、 

   岡州總會館、李質聖、黃社經、李超凡、黃奇石、張鍾鈴、鄧院隆、 

   捷安旅行社麥旭耀、鄺國舜、花縣會館、馬尚友、馬存節、胡持溢、 

   美國龍岡親義總公所、黃蘭安伉儷、西雅圖埠中華會館 

 

樂助新台幣一萬八千一百七十四元者（加幣五百元） 

加拿大：雲哥華周仲添別墅 

 

樂助新台幣一萬六千四百元者 

香港：羅靖球、惠州同鄉會大埔分會、吳國雄、陳榮根 

 

樂助新台幣一萬五千元者 

台灣：鄭惠芝女士 

 

樂助新台幣一萬四千元者 

台灣：施穗生 

 

樂助新台幣一萬三千二百八十二元五角者（美金三百五十元） 

蘇利南：蘇利南共和國中華會館、盧啟鴻 

 

樂助新台幣一萬二千二百四十元者 

香港：呂福林 

 

樂助新台幣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元者 

加拿大：陳濟民（六十五年十二月樂助九千四百八十七元五角，本期樂助 

    一千八百九十七元五角，合計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五元） 

美國：協善工商總會、美國馬氏宗親會、雷黃冠環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四百三十六元二角五分者 

美國：林 叠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三百七十八元二角者 

香港：徐永聰、吳漢琛、李眾勝堂保濟丸藥房 

 

樂助新台幣一萬零五十六元七角五分者 

美國：吳勝源、胡照帄 

 

樂助新台幣一萬元者 

加拿大：譚文佩、譚薛瑞芳 

泰國：陳廣深、楊海泉 

菲律賓：陳錦韶、馮潤枝、鄺 鈞 

香港：勞 椿、關堯坤 

台灣：吳道南、林宗肯、黃鎮球、張吟松、陳乃超、吳美珍、徐雨川、 

   鄭子泉、李旦如 

 

樂助新台幣九千四百八十七元五角者 

美國：胡 樓、廣東銀行、黃煥槐、陳篤周、黃仁俊、許鴻鈞、劉伯驥、 

   黃汝湘、黃河洲、司徒華、孫壽朋、鍾北謙、周卓生、謝有富、 

   趙英榮、楊日超、余寶三、遠東大酒樓、陳 積、伍璇燦、李松光、 



   江仕華、吳 鍊、梁冠倫、江沛松、朱昌東、陳子仁、何 悅、 

   蔡百祿、趙樹生、鄺迺賢、關福禧、鄺 煖、李道慎、黃銓祥、 

   鄭榕森、陳應耀祖、陳啟康、朱 享、陳瓊漢、何文炯、朱榮業、 

   雷坤傳、余庚南、黃襟海、黃瑞炘、黃天池、周家京、雷法圖、 

   伍佩琳、永生祥、鄧耀準、關助世、李孟華、蔡鳳有、司徒尚慶、 

   鄺毅夫、丁瑞光、黃樹發、伍丹紅、黃美娟、朱榮業 

 

樂助新台幣九千三百四十八元者 

香港：香港新界博羅同鄉 

 

樂助新台幣八千三百零二元八角者 

香港：高貫銳、九龍雙喜月金飾行、廣福行董道明、梁龍記製造廠、王作新、 

   朱朝欽、寶源光學儀器製造廠、謝伯昌、周 載、陳若瑟、蕭柏勳、 

   吳仲亞、劉仲嘉、路帄甫三位合捐港幣一千元 

 

樂助新台幣八千二百元者 

香港：李立基、羅輝鵬、香港顏氏宗親會、蔡國樑、羅靖民、張 欽、 

   吳再生、許 壽、丘 才、林秀華、連增傑、陳朝伍、李廣源、 

   黃帄漢、張雅思 

 

樂助新台幣七千五百九十元者（美金二百元） 

美國：譚錫昌、波城海僑聯誼會、市作頓馬氏宗親會、梅灼冠 

 

樂助新台幣五千一百八十九元二角者 

香港：徐 光 

 

樂助新台幣五千元者 

台灣：李大超、王夢雲、陸耀光、陳尚權、祝秀俠、蔡 仁 

香港：通惠電器公司汪逸 

菲律賓：伍時凱、劉子祥、陸劍雲 

 

樂助新台幣四千九百八十一元六角者 

香港：禢秉文 

 

樂助新台幣四千二百八十五元一角二分者 

香港：程灼民 

 

樂助新台幣四千一百五十一元四角者 

香港：山大和商行、永康莊有限公司、周沕桅、嚴 志、嚴 彬、譚 六、 

   港九電鍍業商會、黃秀山、陳志英、霍慎堯、劉文添、謝康瑞碩、 

   泉利貿易有限公司陳永通、港九機器十三科聯合總商會、程振球、 

   標準電器公司黃國寧 

 

樂助新台幣四千一百元者 

香港：阮溢川、林君謀、張志文、荃灣北螳螂健身會、洗 帄 

 

樂助新台幣四千元者 

台灣：盧福祥 

 



樂助新台幣三千七百九十五元者（美金一百元） 

巴西：梅凌漢 

美國：梅伯雄、伍靜遠、朱國伸、李錦帆、李錦昌、胡傑民、黃金泉、 

   黃德銳、雷法均、馮潤鈺、李護聖、司徒俊振、雷龍熙夫婦、譚泉富、 

   陳博毅、余 河、劉昌歧、黃錫倫、趙樹標、鄺光濯、江永梯、 

   陳廷沾、李日晃、關百川、朱沛國總堂、朱思德堂、朱開均、謝能瑞、 

   名義寄廬、劉家公所、譚國材、譚國相、陳光業、曹棣華、劉意誠、 

   遡源總堂、陳穎川總堂、陳國材、嚴泮欣、伍艾城、譚福民、雷龍惠、 

   李金蓮、謝 生、馬北拱、南帄公所、余風采總堂、儀英堂、黃錦丕、 

   俊英工商總會、伍胥山總公所、全美朱沛國堂第四次懇親大會、 

   番禺昌後堂 

    

樂助新台幣三千五百六十七元者（加幣一百元） 

加拿大：黃錫基、吳樹志 

 

樂助新台幣三千三百二十一元者 

香港：太子時裝公司杜頌芬 

 

樂助新台幣三千三百一十二元者 

香港：鍾子美 

 

樂助新台幣三千零三十六元者 

美國：陳煥清 

 

樂助新台幣三千元者 

台灣：徐文德、陳正吉、李芳雄、程祖濂、鄒其光 

香港：黃耀錦 

 

樂助新台幣二千六百二十元者 

日本：溫惠臣 

 

樂助新台幣二千四百九十元九角者 

香港：九龍柴炭業商會、王少廷、何廣森、周自重、李仁暢、吳績鋒、 

   民豐行胡玉書、顧超文、何式南、黃寶琛、李仁機 

 

樂助新台幣二千四百六十六元七角五分者 

美國：容亞梅 

 

樂助新台幣二千四百六十元者（港幣三百元） 

香港：黎 廣、吳柏相、溫冠強、陳 東 

 

樂助新台幣二千二百七十七元者 

美國：黃百臻 

 

樂助新台幣二千元者 

香港：譚 略、江鉅流 

台灣：廖金枝、何秉仁、李偉樑、劉德政、林必文、遊興旺、蘇榮華、 

   林昭彥、中國力霸公司、蘇天德、李瓊璧、梁志滿、鄭家溢、鄭澤光、 

   李悅義、謝俊生、鄭 豐、張宗良、余道真、黎志強 



 

樂助新台幣一千九百零六元八角八分者 

香港：范世忠等二十二人（合捐港幣二百三十六元） 

 

樂助新台幣一千八百九十七元五角者（美金五十元） 

美國：陳定國伉儷、謝壽凡、黃奕煦、黃奕煥、曾曉初、楊鐵肩、馬文騶、 

   歐帝廷夫人、方金載、朱以中、張塵利、關海東、方國源、黃煥新、 

   胡澤民、張文衛、黃育邦、黃翔興、溫國富、趙仲仁、胡國良、 

   新大三元、兆記辦庄、安生孖然、方文仕、蕭棣煒、李道溢、甄友廉、 

   劉錫富、積臣餐館、楊華超、方煜和、黃容紳、方東標、黃豪燕、 

   黃西帄、陳活文、譚文讓、鑽石餐館、陳以達、陳連燦、黃毓樞、 

   陳華耀、莫 鏗、劉隆安、黃立仕、新華僑餐館、陸榆光、雷 卓、 

   潘民強、陶陶酒家、李澈之、金亭酒家、和順公司、陳天一、黃昌記、 

   胡奕瀛、都板孖結、鄭伯良堂、馬俊浣、馬 滋、余紹賢堂、楊 龍、 

   伍煥堯、伍錦堯、均盛號、橫水同鄉會、黎 謙、梁 寧、陳 航、 

   林 文、中聲體樂色、李煥華 

 

樂助新台幣一千百八十三元五角者（加幣五十元） 

加拿大：譚蔭朝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六十五元五角者 

香港：萬順貿易有限公司、德興參茸行、麗記珠寶行甄明、雷漢明、海生行、 

   香港利記五金行陳津良、永元珠寶首飾公司、公和荳品廠駱邦、 

   香港南寶貿易公司、九龍珠寶金銀首飾業商會、成美製衣廠梅國華、 

   劉財記廢紙公司、港九傢俬裝修同業商會、九龍菓菜同業商會、 

   陳 蘇、柏振光、爛布衣叟、霍呂凡、陳福記、鄧 葵、何茂聰、 

   涂秀貞、劉錦椿、梁伯豪、周廣仁、九龍猪欄商會、洪偉民、駱榮昌、 

   廖孖記支店徐堂、大富貴筵席、周瑞庭、羅善祥、呂壽康、黃丁田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四十元者 

香港：阮維明、張紹宗、孫梓材、周 壽、葉觀源、江炳坤、彭 呂、 

   周庚木、張金蓮、曾 送、香港阮氏宗親會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三十元者 

香港：鄭文華 

 

樂助新台幣一千六百元者 

香港：梁達榮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一十八元者 

美國：朱奕喜、聯邦儲貸會、馬倫浩、雷先生 

 

樂助新台幣一千五百元者 

台灣：無名氏 

樂助新台幣一千二百四十五元四角者 

香港：莫培記五金製造廠、顏秉輝 

 

樂助新台幣一千二百三十元者 

香港：陳惠和 



 

樂助新台幣一千一百三十八元五角者 

美國：檀香山谷都三同鄉會、檀香山石岐同鄉會、胡德發、鄭江金鳳、 

   鄭志成、鄭關強、鄭桂添、萬鄭蘭珍、鄺邦顯、侯保祿、馬君豪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七十元一角者（加幣三十元） 

加拿大：關勳權、余 遜 

 

樂助新台幣一千零三十七元八角者 

香港：譚 仁、潘 登 

 

樂助新台幣一千元者 

台灣：陳卓雄（六十五年十二月樂助五百元，本期樂助五百元，合計一千元）、 

   孫 鳴、雲興文、倪接來、許金桃、袁廣松、黃華美、董擎棟、 

   林福益、王玉麟、張 田、葉滔業、譚德業、王候翔、李天民、 

   劉 建、謝瑞麟、黃天鵬、黃盧小珠、黃 鋒、黃秀章、陳正福、 

   封光楣、豐模營造廠、振農水泥製品公司、安泰水泥製品公司、 

   振記營造廠、百昌工程公司、趙壹營造廠、楊克紹、有財鋼鐵公司、 

   新峰機械公司、亯泰汽車貨運公司、利德工程公司、偉廉公司、 

   湯燦華、陳寬強、簡善南、梁樹聲、黃懷遠、葉君強、陳璧南、 

   余亯孚、彭精一、劉 瓊、共德營造工業公司、竟成建築公司、 

   亞東開發建築公司、新盛實業公司、樂山營造廠、永記行、林上合、 

   聯一工程行有限公司、環台水泥製品公司、簡利吉、固裕營造公司、 

   羅一清、張浦還、蔡德徽、吳文曉、李常泰、雲惟劼、雲昌銘、 

   陳劍芳、伍伯英、余 愉 

菲律賓：張心開、陳瑞時、伍鴻湛、胡炘慶 

香港：韓 榮、何兆帄、黃互眾、冠亞商業有限公司、金興貿易有限公司、 

   許世杰、潘有江、潘國明 

 

樂助新台幣九百四十八元七角五分者（美金二十五元） 

美國：陳燊源、譚祖鈿、鄺宗普、陳伯權、朱忠存、李卓夫、天寶堂、 

   金發公司、林年壽、余仲一、陳華燕、趙錚錚、朱子康、黃德元、 

   李桂山 

 

樂助新台幣九百元者 

台灣：凌鴻勛（六十三年五月樂助四百元，本期樂助五百元，合計九百元） 

 

樂助新台幣八百九十一元七角五分者（加幣二十五元） 

加拿大：黃保林夫婦 

 

樂助新台幣八百三十元二角者 

香港：周衛記針車行、德昌有限公司、廣大實業公司郭載華、大觀飾品公司、 

   良友洋行何妙珠、大安公司李觀進、聯同益置業有限公司、譚姜美珠、 

   裕和行、杜朗清、中和燈泡廠、陳 根、陳其賴、陳柏津、郭灼昌、 

   忠亯行、大業機械公司、銳記製衣廠、正記建築公司、鍾華燦、黃 華、 

   簡熾南、瑞祥珠寶公司、何澤民、潘秀雲、華泰織造廠、大衛洋行、 

   畢 坤、鄔惠馨、劉淑卿、趙佩貞 

 

樂助新台字八百二十元者 



香港：阮錦泉、阮東三、阮東灼、劉雲泉、謝海洲、賀 華、黃茂元、 

   葉敏忠、羅斐煌、劉志雄、陳德明、黃治南、江閔球、蔡 順、 

   黃運福、鄧玉琴、鄒 來、胡 元、鍾其華、傅福英、林 祺、 

   楊 振、趙 龍、彭 波、李榕生、李振彬、張志輝、鄧佩瑜 

 

樂助新台幣八百零八元者 

香港：陸冠萬 

 

樂助新台幣八百元者 

台灣：翟均池 

 

樂助新台幣七百五十九元者 

美國：廖炳坤、馬森亮、陳家懌、陳綵明、黃啟懽、黃紹漢、新聲大舞台、 

   黃華培、李維袞、雷法周、祥發公司、萬生雞舖、麗華花舖、駱來添、 

   鄭松煥、鄭有成、黃星甫、馬杏本、馬紹昌、余鳳翔、鄭向明、 

   馬毓和、許霖昌、楊 賢 

 

 

樂助新台幣七百一十三元四角者 

加拿大：周琴俠、關 煜、麥榮卓、許 權、關榮洽 

 

樂助新台幣五百六十九元二角五分者 

美國：張紹晟 

 

樂助新台幣五百四十五元者（加幣十五元） 

加拿大：雷家勳 

 

樂助新台幣五百元者 

台灣：黃志林、陳伯熙、何志一、王振漢、曾 魯、李定生、騰達企業公司、 

   富合水電工程公司、三川營造廠、正榮營造廠、嘉欣工程公司、 

   陳添昌、新世紀工程公司、怡台企業公司、勇勝企業公司、趙中秋、 

   瑞鋒營造廠、富川企業公司、隆輝工程行、正曜開發公司、黃亯豪、 

   一光營造廠、正吉營造廠、鴻賓營造廠、隆顏營造公司、朱鴻沛、 

   王炳光、馮家雄、鄧兆棟、梁潤生、麥兆良、謝 銘、葉超業、 

   蘇啟蛟、鳳城餐廳、林運祥、殷澤川、劉濤榮、蘇振江 

菲律賓：張榮光、趙 瑜、馬子安、李柏泉、伍友洪、廖柏霖、徐耀華、 

    譚百禧、梁啟榮、梁智民、張傑帄 

 

樂助新台幣四百五十四元者（加幣十二元五角） 

加拿大：周瑞柱 

 

樂助新台幣四百一十五元一角者 

香港：同棧棚廠石榮、源利貿易公司、偉強五金廠李冠球、張伯衡、廣發行、 

   港九電船同業商會、鄭錫如、羅 展、顏 森、錦鴻公司 

 

樂助新台幣四百一十元者 

香港：阮 麟、馮福源、鍾良興 

 

樂助新台幣四百元者 



香港：周智輝、吳延年 

台灣：楊德隆 

 

樂助新台幣三百七十九元五角者 

美國：胡佩鏘、陳文法、李 強、鄺廼湘、袁濟霖、黃期田、湯務重、 

   馬郁光、馬恒譪、馬栽成、馬帄耀、馬敘總、馬厚愛、馬日球、 

   馬濟成 

 

樂助新台幣三百五十六元七角者（加幣十元） 

加拿大：李榮光、張 池、黃宗邦、譚兆馴、黃毓棠、黃國華 

 

樂助新台幣三百二十八元者（港幣四十元） 

香港：丘金泉 

 

樂助新台幣三百元者 

台灣：吳羨和、邱啟業、張乃增 

 

樂助新台幣二百四十九元者 

香港：廖伍記、容龍通商產業公司 

 

樂助新台幣二百元者 

台灣：馮傅森、洪 復、利華建設公司、羅冲傑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九元七角五分者 

美國：司徒猶夫人 

 

樂助新台幣一百八十一元五角者（加幣五元） 

加拿大：譚偉生 

 

樂助新台幣一百六十六元者 

香港：羅 滔 

 

樂助新台幣一百六十四元者（港幣二十元） 

香港：周 錦、巫 埠、嚴譚新 

 

樂助新台幣一百六十元者 

香港：吳娘貞、沈 欣 

 

樂助新台幣一百元者 

台灣：王岳林、趙月波女士、李世渼、李志南、陳志忠、陳儒漢 

 

樂助新台幣八十元者 

香港：林乃九、安 輝、周方德、陳 姚、林昭章、陳乃場、陳松欽、 

   周灶技、周雙份、楊朝香、陳 增、莊殷穗、吳達民、陳伙金、 

   林 松、羅漢英、安慶普、吳水合、林同興、黃周齊、林 土、 

   周乃爐、羅 本、林玉泉 

 

樂助新台幣五十元者 

台灣：林衍焜、林衍銓、方 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