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大豐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319,534.39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行及各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168,641.3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澳門幣 96,627.6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65,669.50   

澳門幣 56,239.8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澳門幣 47,436.4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澳門幣 36,109.60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澳門幣 30,370.20   

張美婷 捐 港元 30,000.0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港元 23,561.50   

大豐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港元 20,674.28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澳門幣 20,065.50   

澳門普濟禪院觀音堂慈善值理會 捐 港元 20,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下環街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16,108.4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澳門幣 13,465.9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總行及各支行(捐款箱) 港元 12,562.63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2,005.38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港元 10,953.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510.00   

蔡淦英 捐 港元 1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770.00     

CTM"同抗疫愛滿載"環保袋義賣活動 捐 澳門幣 7,712.60     

朱冬 捐 澳門幣 7,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010.00     

華聯茶業公司、馮淑雯 各捐 澳門幣 6,000.00     

港元 5,758.4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海島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5,505.30     

江翔貞 捐 港元 5,000.00     

LEONG SIO CHI、洪女士、高潔美、梁華鈿、無名氏、黃金蓮、關宅合

家、蘇鄧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李嘉寶、麥梓齊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營業中心總行(捐款箱) 澳門幣 4,909.9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板樟堂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3,412.60     

豆豆 捐 澳門幣 3,0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6月01日至 0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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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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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6月01日至 06月30日)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85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614.00     

嚴寶群 捐 港元 2,500.00     

余宅 捐 澳門幣 2,5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渡船街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2,339.20     

黃先生 捐 澳門幣 2,123.50     

感恩日NO.1(捐款箱) 澳門幣 2,065.3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0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00     

education、周宅、周桂卿、林嘉雯、徐靄雯、莫女士、無名氏、黃光

芝、趙傅豹、羅宅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黃伊翹、黃君翹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人民幣 1,980.00     

感恩日NO:2(捐款箱) 澳門幣 1,903.5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882.98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港元 1,848.20     

中國銀行黑沙環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1,630.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560.00     

靈均會計專科(捐款箱) 澳門幣 1,514.90     

劉永鏘、譚潤芬、鄭桂珍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420.00     

CHOI KUN CHEONG 捐 澳門幣 1,400.00     

新馬路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380.2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3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營業中心總行(捐款箱) 港元 1,272.10     

氹仔華寶診所"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40.1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80.00     

朱春曼 捐 港元 1,000.00     

Ian Yeung & Gloria Ng 合捐 港元 1,000.00     

望、LEONG WANG KUAN、MA PUAL BE、上海緣素菜館、有心人、

李國熊、辛志強、俞尚賢、張兆星、無名氏、張敬濂合家、梁華新、許

東昇、麥旨樑合家、彭素娟、黃天佑、劉銳麟、黎宇軒、區慧瑩合家 各

捐

澳門幣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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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6月01日至 06月30日)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譚嘉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高萬華、繆瑞琛、高善儀、高應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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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金海山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961.40         

胡啟樂 捐 澳門幣 930.00         

何美妍親友及同事、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9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81.6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710.00         

華僑永亨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人民幣 670.00         

徐生(徐馬堡) 捐 澳門幣 664.9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下環街支行(捐款箱) 港元 603.80         

朱春曼、陸暉強、李紹龍 各捐 澳門幣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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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女、鍾旺喜 合捐 澳門幣 600.00         

郭英瑜合家、李蕙儀合家、龔宅 合捐 澳門幣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520.00         

楊智聰、楊曉麗 合捐 港元 500.00         

Fanny、IP SIN IAN、SAM TAK U、SIN MAN I、江小玲、何焯櫻、余

麗霞、吳宅、李文光、李秀容、李德明、李德明、周宅、周淑頻、周

陸、胡宅、捐款者梁健輝潘慧珊、高善儀、高萬華合家、梁仕齊、梁健

輝捐贈、陳偉添、陸暉強、傅明浰、無名氏、黃天佑、黃宅、黃佩芳、

黃碧姿、楊偉媚、楊國緯、劉宅、劉淑芬、劉蕙嫻、鄭志華、聯進建築

置業公司、謝幸芳、譚倩儀 各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吳忠、吳仲勤父子 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戚門堂上歷代祖先、戚昌、李葵弟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梁錦球、鍾海燕、梁杰華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港元 48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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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6月01日至 06月30日)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88.50         

同善堂總堂辦公室(捐款箱) 港元 462.10         

徐生(徐馬堡) 捐 港元 438.9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40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38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港元 378.9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350.00         

IAO NIM FAN、MA OI IAN、VONG KA HEI、VONG KA HEI、尤念

碧、先人鄺少珍、朱錦榮、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周健、林宜芳、林展

智、林浩廷、梁惠琼、陳凱澄、麥向紅、曾婉婷、無名氏、黃海儀、潘

華傑、鄭家宜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李泳、吳卓堅合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金兆華、張啟能 合捐 澳門幣 300.00         

陳少美、許善恆、許善彤、許福源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新馬路善心人 捐 港元 276.00         

同善堂氹仔華寶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人民幣 26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金海山支行(捐款箱) 人民幣 250.00         

LAM HOI 捐 澳門幣 240.00         

鄭寶瑩 捐 澳門幣 230.00         

感恩日NO:3(捐款箱) 澳門幣 21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港元 202.3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人民幣 2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0         

CHAN CHONG MENG、CHOI HIO IENG、有心人、江穎姿、何敏

儀、余華源、李連笑、杜淑怡、周戰輝、林健輝、林鈁蓉、高美恆、張

宅、張志雙、梁宅、郭潔蘭、陳淑敏、麥向東、無名氏、馮宅、黃翠

蘭、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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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洋銀行總行及各分行(捐款箱) 人民幣 19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66.00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幣 160.00         

KUAN CHEOK HONG 捐 澳門幣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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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06月01日至 06月30日)

澳裕凍肉行(捐款箱) 捐 澳門幣 147.8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下環街支行(捐款箱) 人民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0.00         

CTM"同抗疫愛滿載"環保袋義賣活動 捐 人民幣 11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板樟堂支行(捐款箱) 人民幣 11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人民幣 110.00         

胡錦明、黃錦飛 各捐 澳門幣 108.00         

感恩日NO:2(捐款箱) 人民幣 100.00         

WAN I FONG、林幹生、梁煥嬋、無名氏 各捐 港元 100.00         

IAN CHAO U、ITO YUKIKO、LAM KAM I、PUN HOI CHENG、

TANG CHON WAI、小狗BB、小貓菲菲、尤念碧、尤素女、古文靜、

江穎恩、何叔、何偉謙、何紫瑩、何嘉寶、吳兆祥、吳彩、吳景悠、李

天華、李嘉鳳、林浩文、張桂芬、張燕、梁宅、梁見麟、梁展鴻、梁興

隆合家、梁藝瀠、梁儷瀠、許榮添、陳玉華、陳宅、陳麗嫦、無名氏、

黃景賢、劉詩齡、潘穎妍捐款、蔬士沙拉餐飲管理有限公司6月捐款、

鄧敏儀、鍾素華、鍾翠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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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冠暉、羅嫦意、霍進權 合捐 澳門幣 1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99.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62.00           

CTM"同抗疫愛滿載"環保袋義賣活動 捐 港元 54.50           

TANG CHON WAI  捐 港元 50.00           

KOU WAI HONG、永永、陳麗嫦、無名氏、鄭潤瑜 各捐 澳門幣 5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金海山支行(捐款箱) 港元 44.10           

無名氏、鍾宅 各捐 澳門幣 30.00           

東亞銀行氹仔支行(捐款箱) 澳門幣 24.0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人民幣 20.00           

感恩日NO.1(捐款箱) 人民幣 20.00           

無名氏、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0.30           

感恩日NO:3(捐款箱) 人民幣 10.00           

LEI CHI IAN、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