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36,946.80            

澳門國際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46,025.47            

林燕妮 捐 澳門幣 100,000.00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50,000.00              

萬勝集團(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5,844.00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 捐 澳門幣 28,8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26,579.70              

鄭錦洪(油雞洪) 捐 澳門幣 23,800.00              

華僑永亨銀行氹仔花城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20,515.40              

孫宅 捐 澳門幣 20,030.00              

區愛蓮 捐 澳門幣 2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7,191.00              

葉桂英 捐 澳門幣 17,170.00              

陸少華、卜思祥 合捐 澳門幣 15,000.00              

澳門木蘭拳協會 捐 港元 12,000.00              

善男信女 捐 澳門幣 11,450.00              

徐偉坤、黃家兄弟姊妹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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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明、陳燕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697.4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320.9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澳門幣 8,911.00                

東亞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6,601.6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6,200.00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 捐 澳門幣 6,100.00                

卜宅 捐 澳門幣 6,000.00                

澳門國際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5,826.90                

羅雪怡 捐 澳門幣 5,000.00                

合勝堂、周宅、錢永文合家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梁淑英 捐 港元 3,500.00                

王文浩 捐 澳門幣 3,5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8月01日至 0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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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永亨銀行氹仔花城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3,407.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200.00                

感恩日No.1 (捐款箱) 捐 澳門幣 3,180.00                

善信 捐 人民幣 3,000.00                

伍女士、同善堂、有心人、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00.00                

庄善裕校長 捐 澳門幣 2,620.00                

善男信女 捐 人民幣 2,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300.00                

林珍8月24日 捐 澳門幣 2,100.00                

何華、邱先生、馮兆良、黃金添、盧燕儀、蘇振雄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何燕德、沈維翰、沈子然、沈子軒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感恩日No.2 (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887.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4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596.90                

LO SAO LENG、李敏蕊、金文婷、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陳錫堅、陳世傑、陳鏡華、陳正言 合捐 澳門幣 1,400.00                

KAM MAN LOU、李先生、梁宅捐款、黃家鑫BL 各捐 澳門幣 1,200.00                

胡琮富 捐 澳門幣 1,08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059.93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2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1,004.00                

新濠博亞娛樂(捐款箱) 捐 港元 1,000.20                

CHIO IEONG、LEONG WANG KUAN、VONG KA

HEI、Vitor Morais、WAT LAI SAN、小狗Money、何光

東、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玉珊、李秀容合家、李

冠洪、李露、 張敬濂合家、梁志堅、梁雪清、許小

姐、陳惠玲、彭素娟、無名氏、馮志成、黃先生、黃

宅、劉銳麟、黎宇軒、盧燕玉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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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嫻、陳祖榮、陳燕周、陳麗池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高蓮歡、陸嘉欣、陳佳慶、陳熾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麥如意、郭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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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宅、戚小姐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李泳、吳卓堅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霍繼昌、霍璟樂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新濠博亞娛樂(捐款箱) 捐 澳門幣 948.70                  

李先生 捐 澳門幣 888.8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捐 澳門幣 840.00                  

KAM MAN LOU、黃國泰闔家、梁振風 各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62.05                  

梁志堅、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08.00                  

何燕山、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600.00                  

劉曼茵、張智恒、周銀芳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劉烔洲、劉伯濤、李嘉榕 合捐 澳門幣 600.00                  

萬勝集團(捐款箱) 捐 港元 578.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49.75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40.20                  

傅宅、陸宅 合捐 澳門幣 540.00                  

HOI IOK SAM、有心人、無名氏 各捐 港元 500.00                  

Fanny、LAM SHEA KWONG、SIN MAN I、TAM POU I

、TI20082400000134、同善堂、第三托兒所、江小玲、

何光東、吳美君、吳曼怡、周宅、周淑頻、周陸、林

霞、高錦汶合家、張兆星、梁心怡、梁宅、無名氏、

馮志偉、黃佩芳、黃碧姿、感恩福澤生命有限公司、

劉宅、劉淑芬、劉惠賢、鄭志華、黎煥娣、戴熙霖、

謝偉豐、譚倩儀 、飛晙榮 各捐

澳門幣 500.00                  

吳彩、黃宅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08月01日至 08月31日)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官柏軒、官曉彤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先妹、林寶俊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重喜、歐英妹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展邦、林麗盈、林展民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胡女娟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鳳瑤、吳綺萍 合捐 澳門幣 500.00                  

紀念吳全、洪梅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譚浩崑、黃麗聲、譚善栢、譚善桐 合捐 澳門幣 50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480.00                  

何焯櫻 捐 澳門幣 400.00                  

梁國強、梁歡、梁靖彤、梁樂兒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捐贈者霍光成 捐 澳門幣 380.00                  

容永劭先生夫人、容慧嫻 各捐 澳門幣 330.00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港元 307.2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03.99                  

LIO HOK KENG、有名氏 各捐 港元 300.00                  

感恩日No.1 (捐款箱) 捐 港元 300.00                  

方宅、何志德、李宅、李偉文、林展智、林浩廷、金

譽地產貿易發展有限公司、容慧玲、袁偉超、梁惠

琼、曾婉婷、曾雁玲、楊素群、溫碧雲、盧啟聰、譚

明 各捐

澳門幣 300.00                  

倫哥、珊珊、希宸 合捐 澳門幣 300.00                  

何嘉俊、馮潔媛、何翎熙 合捐 澳門幣 300.00                  

許穎欣、許偉東姐弟 合捐 澳門幣 300.00                  

譚文光、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300.00                  

LEONG HON SAN 捐 港元 288.00                  

LIV KUOK LEONG、LIV KUOK LEONG 各捐 澳門幣 288.00                  

歐陽其樂 捐 澳門幣 27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捐 港元 2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2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0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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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8B、CHAN CHEONG MENG、江穎姿、何敏儀、

余裕坤、李連笑、杜淑怡、周蓮卿、周戰輝、高先

生、高美恆、張兆星、張宅、張志雙、梁兆添、梁麗

紅、梁麗紅、郭浩龍、郭潔蘭、陳淑敏、無名氏、黃

翠蘭、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歡歡、恒洛地產林

慶嬋、梁興隆合家、陳思宇、楊啟欣、潘世雄 各捐

澳門幣 200.00                  

孫仲恩、孫晞齊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周德雄、吳少真夫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郭兆明、郭偉俊、梁美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捐 港元 195.9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港元 186.90                  

華僑永亨銀行氹仔花城分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70.00                  

感恩日No.2 (捐款箱) 捐 港元 154.00                  

東亞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港元 143.50                  

感恩日No.2 (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4.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十月初五街支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30.00                  

CHEONG SABINA、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20.00                  

李俊健 捐 澳門幣 110.00                  

WONG KAM NGAI 捐 澳門幣 108.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7.24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00                  

CHAN SAO IENG、CHAO I TENG、ITO YUKIKO、

LAM CHEOK KIN、LAM KAM I、UN KAM WA、小狗

BB、古文靜、同安有限公司、江穎恩、何潔儀、吳兆

祥、吳彩、李祥、李嘉鳳、杜秀英、林浩文、阿V澳門

工作室一人有限公司、容華錦、張燕、梁兆添、梁

宅、梁秀慧、梁展鴻、梁雅晞、梁麗紅、陳淑婷、無

名氏、華 華、馮良、黃桂蓮、黃景賢、感恩福澤生命

有限公司、楊秀清、劉詩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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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林、沈玉蓮 合捐 澳門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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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詠濠、楊詠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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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港元 55.45                    

東亞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5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50.00                    

KOU WAI HONG、TANG CHON WAI、TANG CHON

WAI、TANG CHON WAI、永念庭、林小君、陳麗嫦、

傅明浰、無名氏、馮少娟、豬女、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ZHUO SHANSHAN、孫尹蔚、陳峻楠、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30.00                    

澳門國際銀行台山分行(捐款箱) 捐 人民幣 20.00                    

無名氏、馮鳳鳴、馮德山 各捐 澳門幣 20.00                    

阮杰濠 捐 澳門幣 15.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各捐 人民幣 1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人民幣 1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捐款箱) 人民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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