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446,700.00     

澳門日報轉交眾讀者捐助同善堂善款 捐 澳門幣 128,870.00     

18屆謹社校友吳健國 捐 澳門幣 50,00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澳門幣 24,165.90      

羅氏家族、黃氏一家捐款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110.00      

李先生、劉日超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梁海英 捐 澳門幣 7,600.00        

CHEANG CHONG HOI 捐 澳門幣 5,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350.00        

何寶林 捐 澳門幣 5,201.00        

澳門日報轉交眾讀者捐助同善堂善款 捐 港元 5,200.00        

SAME ONE 捐 澳門幣 5,060.00        

李銀、曹兆紅、無名氏、馮頌雯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捐 澳門幣 4,612.30        

LAO IAN TAI、陳美盈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捐款箱) 澳門幣 3,902.20        

東亞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3,230.2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10.00        

HO U HONG、馮淑雯、劉銳麟、黃旭生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張兆星 捐 澳門幣 2,5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110.32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60.00        

曹若梅 捐 澳門幣 2,030.00        

盧國松 捐 澳門幣 2,001.00        

先母余慧心、周宅、馬喜林、梁均海、梁娥(葉紹文的母親)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林偉源 捐 澳門幣 1,800.00        

澳門科學館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澳門幣 1,603.5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520.0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澳門幣 1,516.40        

張錦雄、田潔美、張嘉誠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張敏蕊、霍偉雄、張嘉裕、陳子韜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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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65.5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17.56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6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1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港元 1,094.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90.00        

胡錦明、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80.00        

李鑫、秦小勇 合捐 澳門幣 1,080.00        

李淑儀 捐 澳門幣 1,001.00        

馮少媚 捐 人民幣 1,000.00        

歐恩雄 捐 港元 1,000.00        

CHAN CHONG MENG、CHEANG MAN SANG、CHEANG MIO LIN、CHIO

IEONG、LEONG WANG KUANS、SIN MAN I、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丁文禮、何寶森、汪綺紅、周陸、林發騰、林結

強、徐靄雯、祝福、張敬濂合家、陳宅、彭素娟、無名氏、葉滿

源、趙善基、盧玉雲、蕭博鍵及家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卜思祥、卜志輝、卜星宇、梁鳳茵、黃永松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許瑞霞、霍璟樂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郭敏儀、廖家諾、廖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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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           

梁德強 捐 澳門幣 9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79.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10.00           

黃家鑫合家、黃僖晨 各捐 澳門幣 8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40.52           

CHOI KUN CHEONG、無名氏、鄭寶瑩 各捐 澳門幣 700.00           

戚美珍、戚美觀、戚美煥、戚美芬、蘇玉偉、陳婆 合捐 澳門幣 700.00           

高美恆 捐 澳門幣 600.00           

區鳳群合家、李蕙儀合家、郭英瑜合家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5月01日至 05月31日)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10.00           

AO WAI KUAN、CHAN KEI CHENG、CHEONG PUI SAN、Fanny、LAM KA

SIN、LO SAO LENG、SIT POU IENG、TAM POU I、江小玲、吳家

麗、李先生、李秀容、李演江、周宅、周淑頻、林素金合家、林雅

雯、林錦濤、區慧瑩合家、梁心怡、梁家銘、梁詠詩、梁群喜、許

宅、陳劍秋、湯容、無名氏、黃宅、黃佩芳、黃國泰合家、黃彩

霞、黃碧姿、楊志偉、楊偉媚、劉宅、劉淑芬、劉蕙嫻、潘漢堅、

鄭志華、譚倩儀、譚嘉敏、蘇國文、梁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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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雪梅、陳偉添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林慶玲、黃愷琪、黃敬驛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張思澄、李梓晞、李泓鎬、龔灝霆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高美恆、梁滿枝 各捐 澳門幣 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91.00           

CHAN WAI HOU 捐 澳門幣 388.00           

梁黃遠娜、霍光成 各捐 澳門幣 380.00           

澳門怡富酒店(捐款箱) 澳門幣 348.8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30.00           

鴻記窗簾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14.4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10.00           

李海濤 捐 人民幣 300.00           

CHEANG KA IAN、LEONG IO WENG、VONG KA HEI、朱錦榮一家人、

何鳳鳴、余華源、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偉文、李淑賢、林勁

軒、林展智、林浩廷、林顯發、梁惠琼、曾婉婷、曾雁玲、無名

氏、黃家曦、葉詠妍、葉露而、鄭家宜、龔思雅 各捐

澳門幣 300.00           

吳卓堅、李泳合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93.10           

LIU KUOK LEONG 捐 澳門幣 288.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2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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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CHONG MENG、LAM CHENG HEI、PUN SU PENG、尤念碧、先人

鄺少珍、江穎姿、何敏儀、吳彩、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高先

生、張宅、張志雙、梁杰華、梁錦球、梁藝瀠、莫偉傳、郭潔蘭、

陳淑敏、陳潤葵、無名氏、黃翠蘭、廖寶榮、潘樹平合家、鄭少

玲、鄭志錦、賴凱欣、歡歡、麥向東 各捐

澳門幣 200.00           

黃金章、謝美潔、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謝志明、梁笑轉 合捐 澳門幣 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95.40           

CHEANG SUT IENG、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88.00           

TANG CHON WAI 捐 澳門幣 1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8.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10.00           

王燦輝、何萍萍、施人銘、施人瑋、施閩、施懿軒、施懿罡、胡錦

明、秦雨彤、張軒敏、張煜軒、許瑞凱、許榮俊、陳安蓉、陳安

鳳、黃錦飛、蔣美雲、蔣德勝、蔡漢平、鄧家、關東城、關詠兒、

關詠欣、關詠庭、關瑞鋒 各捐

澳門幣 108.00           

何敏儀 捐 人民幣 100.00           

DE ASSIS CHIM ALBERTO RODRIGUES、IAN MOK KUAN、ITO

YUKIKO、LAM CHEOK KIN、LAM KAM I、PUN HOI CHENG、UN KAM

WA、尤念碧、古文靜、古綺崧、好心人、江穎恩、何潔儀、余健

少、吳兆祥、李嘉鳳、林浩文、邵惠芬、凌興雲、張桂芬、張燕、

梁宅、梁見麟、梁展鴻、梁潤芳、梁興隆合家、梁聯興、梁麗瀠、

陳玉華、陳宅、陳妙英、陳淑婷、麥志藝、麥靖儀、麥鈺儀、無名

氏、黃景賢、楊茵茵、劉詩齡、蔬士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5月捐

款、鄧芷芊、 鄧敏儀、霍宅、鍾海燕、鍾素華、鍾翠嫻、鍾燕

儀、顏玉玲、羅宅 各捐

澳門幣 100.00           

朱英年、朱桂珍 合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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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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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捐款箱) 港元 97.7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7.93             

東亞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港元 80.30             

無名氏 捐 港元 8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2.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2.76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捐款箱) 人民幣 50.00             

KOU WAI HONG、張玉根、無名氏、馮少娟、豬女、鄭潤瑜、羅煒鋒

各捐
澳門幣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88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5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1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