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大西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600,000.00         

大豐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15,261.62            

梁舉輝、陳妹伉儷、梁雪珍 合捐 港元 300,000.00            

崔德勝紀念基金 捐 澳門幣 300,000.00            

呂強光 捐 港元 200,000.00            

崔世平 捐 澳門幣 200,000.00            

邱金海、恆信保安有限公司 (黃健中)、徐家頴、陳少

雄、豪運工業有限公司、蔡明威、霍麗斯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9,811.1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71,013.1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64,781.85              

黃漢興慈善基金 捐 澳門幣 54,880.00              

何敬麟、梁門李氏小樓太夫人眾哲嗣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1,470.40              

澳門日報轉交眾讀者捐助同善堂善款 捐 澳門幣 40,9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0,776.10              

香港太極師傅梁鴻基先生 捐 澳門幣 40,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下環街支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9,278.10              

KAN NGAN KUAI 捐 澳門幣 30,00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9,049.4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6,599.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4,510.0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3,473.10              

劉鈞先生 捐 港元 20,000.00              

吳基慶合家、周振康先生家庭、寰宇宣傳推廣有限公

司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俊仁、俊傑兄弟 合捐 澳門幣 20,000.00              

大豐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16,730.20              

林偉濠 捐 澳門幣 15,000.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捐款箱) 捐 港元 13,481.4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2,963.5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12,874.40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7月01日至 0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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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80.00              

曹樹、梁競創、冼志耀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梁容、吳月好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馮均、李十一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150.50                

蘇宅蘇冠濤 捐 澳門幣 9,000.00                

譚國光 捐 港元 8,300.00                

合勝堂、譚永強 各捐 澳門幣 8,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萬國華庭支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7,382.9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5,701.2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5,677.6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港元 5,160.50                

CHAN SOK HA、佛菩薩 各捐 港元 5,000.00                

NG MEI IENG、洪淑蘭、無名氏、蘇鄧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83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4,535.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200.00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099.10                

雷州文娛會(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089.50                

張麗麗、譚樹發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754.21                

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676.10                

同善書記 捐 澳門幣 3,45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150.00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3,118.50                

孔美、梅小姐、許宅、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08.0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2,551.60                

陳炳昌、羅麗嫦、李玉瑜 合捐 澳門幣 2,500.00                

無名氏 捐 人民幣 2,000.00                

梁淑英 捐 港元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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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宅、周宅、周桂卿、馬宅、梁均海、彭素娟、無名

氏、黃家鑫BL、康礎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胡宅、方宅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黃伊翹、黃君翹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20.00                

余麗霞、梁圓滿 各捐 澳門幣 1,800.00                

CHOI KA WAI、有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許宅一心一意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下環街支行(捐款箱) 捐 港元 1,474.1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48.23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31.02                

何滿華、陳宅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 合捐 澳門幣 1,2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1,127.80                

鄭小榕、鄭桂有、蘇宅蘇冠濤 各捐 港元 1,000.00                

LEONG WANG KUAN、LO KUN SIM、NG MEI IENG、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IN、YOUNG SIU

TONG、LAM SHEA KWONG、SIN MAN I、VONG KA

HEI、有名氏、李秀容、周見光、林建軍、俞尚賢、張

敬濂合家、梁淑英、陳惠玲、無名氏、黃國泰闔家、

劉銳麟、歐陽玉冰、龐佩珠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李東明、陳惠英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陳宅、麥宅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陳興普、陳偉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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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胡女娟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盧淑英 捐 人民幣 960.00                  

萬勝餐飲食品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9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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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風 捐 澳門幣 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20.00                  

譚國光 捐 澳門幣 709.00                  

梁志堅 捐 澳門幣 700.00                  

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669.00                  

LAM KAM HUNG 捐 港元 600.00                  

李會霞、陳漢光、智明居士 各捐 澳門幣 600.00                  

林德文、林昊欣、林昊駿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寶馬汽車(澳門)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575.40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60.00                  

戚美麗、戚志威 合捐 捐 港元 500.00                  

Fanny、HOI IN CHENG、LO SAO LENG、TAM POU I、

江小玲、吳秀英合家、吳家朗、吳紫霞、李群歡、李

德明、周宅、周志傑、周崢嶸、周淑頻、周鳳彩、官

宅、林林霞、高美恒、區婉媚、區慧瑩合家、區慧瑩

合家、張兆星、張美玲、梁心怡、梁宅、陳嫻蕙、勞

誠志、無名氏、華、黃佩芳、黃碧姿、黃慕蘭、楊偉

媚、葉定懿、趙宅、劉永權、劉淑芬、劉蕙嫻、 鄭志

華、戴熙霖、譚倩儀 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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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映彤、劉敏行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郭英瑜合家、區鳳群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蔡月紅、鄭嘉茵、鄭家宜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49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480.00                  

澳門怡富酒店(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59.10                  

鴻記窗簾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413.40                  

高先生、歡歡 各捐 澳門幣 400.00                  

捐贈者霍光成 捐 澳門幣 38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358.80                  

澳門怡富酒店(捐款箱) 捐 港元 357.9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萬國華庭支行(捐款箱) 捐 港元 35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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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CHON WAI 捐 澳門幣 35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340.00                  

蕭娣勝 捐 澳門幣 330.00                  

蔡宗杰 捐 澳門幣 3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00.00                  

IEONG SI MAN、太太健康捐款、伍宅、伍振才合家、

何志德、李偉文、李紹龍、林展智、林浩廷、袁偉

超、高美恆、健康捐款、梁先生、梁惠琼、曾婉婷、

曾雁玲、無名氏、溫碧雲、鄭承熙、鄭進穎、譚明 各

捐

澳門幣 300.00                  

何北祥、何永康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60.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50.00                  

區鳳群合家、郭英瑜合家 各捐 澳門幣 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40.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213.30                  

同善堂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1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美元 200.00                  

LEONG HON SAN、無名氏 各捐 港元 200.00                  

5-6 月、CHAN CHONG MENG、IEC VAI LAN、WONG

HOI MAN、同善堂中學校友、江穎姿、何敏儀、何瑞

燕、余氏官振偉合家、余裕坤、吳家朗、吳錦屏、李

連笑、杜淑怡、周戰輝、林慶嬋、高美恆、高美恒、

張兆星、張兆星、張宅、梁麗紅、郭浩龍、郭潔蘭、

陳淑敏、陳漢光、無名氏、馮宅、黃思源、黃智洛、

黃翠蘭、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鮑燕卿、羅蔓

璇、楊啟欣、各捐

澳門幣 200.00                  

周德雄、吳少真夫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孫仲恩、孫晞齊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蕭娣、曾仲卿 合捐 澳門幣 200.00                  

林雅賢、李韻浠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95.4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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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8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60.00                  

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156.20                  

潘世雄 捐 澳門幣 142.00                  

CHEONG SABINA、LEI SI IENG、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4.00                  

譚國光 捐 人民幣 100.00                  

LOU HANG WO 捐 港元 100.00                  

CHAN UN PEK、ITO YUKIKO、LAM CHEOK KIN、

LAM KAM I、LEONG SIN KUAN、UN KAM WA、小狗

BB、尤素女、心善人、古文靜、同安有限公司、江穎

恩、何嘉寶、吳兆祥、李嘉鳳、林小君、林浩文、阿V

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徐鳳屏、張桂芬、張燕、梁秀

慧、梁展鴻、梁雅晞、梁嘉靖、梁嘉慧、梁興隆、梁

興隆合家、陳梓豪、陳淑婷、無名氏、黃景賢、楊文

軒、楊高寶、楊善之、葉泳詩、鄒文龍、廖紅丹、劉

惠卿、劉詩齡、鄭一鳴、鄭燕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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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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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UO SHANSHAN 捐 澳門幣 80.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澳門怡富酒店(捐款箱) 各捐 人民幣 6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0.00                    

KOU WAI HONG、梁興隆合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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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世雄 捐 澳門幣 22.00                    

寶馬汽車(澳門)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21.90                    

LEI HIO TONG 捐 港元 20.00                    

梁苑文、無名氏、善心人各捐 澳門幣 20.00                    

雷州文娛會(捐款箱) 捐 港元 154.4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美元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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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 HIO TONG 捐 港元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7月01日至7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