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00,000.00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200,000.00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員工 合捐 澳門幣 90,78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小學全體學生 合捐 澳門幣 31,181.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幼稚園全體學生 合捐 澳門幣 26,940.00          

同善堂中學全體學生 合捐 澳門幣 20,093.00          

同善堂中學成人教育部全體學員 合捐 澳門幣 19,500.00          

澳門中國企業協會 捐 澳門幣 15,000.00          

國光百貨、陳權昌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中學全體教職員工 合捐 澳門幣 7,850.00             

王福慶 捐 澳門幣 5,458.00             

澳門中德中學校友會、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教業中學協進會、校董會、教業中學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郵電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4,62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小學全體教職員工 合捐 澳門幣 4,240.00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3,450.00             

同善堂中學成人教育部全體教職員工 合捐 澳門幣 3,100.00             

光大行石油有限公司、吳宅、杜冠卿、黃宅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2,99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幼稚園全體教職員工 合捐 澳門幣 2,80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2,501.00             

有心人、周宅、馬健忠、莫女士、翡翠花店、劉麗梅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同善堂第四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900.00             

同善堂總堂一樓辦公室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817.00             

李先生 捐 澳門幣 1,600.00             

無名氏、馮本茹 各捐 澳門幣 1,5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2月11日至 12月20日)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2月11日至 12月20日)

同善堂第二診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同善堂總堂二樓秘書處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37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080.00 

天成顏料、日麗攝影、古宅、巨記麵家、和記咖啡、姚汝祥、洪記車行、

陳銘思、澳門大昌發展有限公司、聯合茶葉、鴻記窗簾、關惠蓮、 蘇炳培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950.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850.00 

長聯、長營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合捐 澳門幣 800.00 

陳太 捐 澳門幣 699.00 

同善堂長者活動中心員工 合捐 澳門幣 610.00 

梁秀珍 捐 澳門幣 600.00 

梁振鏘、張曉蘭 合捐 澳門幣 600.00 

鄧華富、劉佩珊、鄧伊善 合捐 澳門幣 600.00 

B-LOOK 眼鏡、滙德電業有限公司、天利電業行、文記咖啡、方家麗、永

利鴻記電業行、永昌首飾玉器、立方數碼、有心人、何宅、何家新、何鎧

恩、吳惠芳、協興地產黃添群、明記羽毛廠、東方石油有限公司、殷彬駕

駛學校、添記花店、連合隆五金、郭女士、陳先生、集發香莊、順達汽車

駕駛學校、黃佩芳、新德興參茸行、新寶珠寶、新寶珠寶金行、溫宅、零

食屋、榮譽電業、劉浩祥、劉嘉欣、劉嘉悅、談勝駕駛學校、鄭志華、鄺

美玲 各捐

澳門幣 500.00 

洪進財合家、洪進添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梁見麟、張桂芬、梁儷瀅、梁藝瀅、鄭一鳴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潘玉芳、布惠娟、布惠嫦、布惠容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同善堂新橋長者活動中心員工 合捐 澳門幣 478.00 

同善堂歷史檔案陳列館員工 合捐 澳門幣 450.00 

澳門幣 420.00 

同善堂第三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李宅 捐 港元 300.00 

三友招牌、五豐燕窩海味、全髮廊、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 、旺來男衣、施

焯文、孫希語、殷錦記、袁坤記、康樂參茸海味行、梁有蘇牙醫、陳宅、

景盛珠寶、新格蘭髮屋、新麗髮型屋、嘉盛旅遊有限公司、藝海攝影公

司、嚴津海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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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泳、吳卓堅闔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澳門幣 243.00 

澳門幣 230.00 

振興工程 捐 港元 200.00 

二哥小食、力基電業行、中國精品藝術、天利電業行、天虹防水建材、天

盛金舖、心儀銀飾禮品店、日昇旅行用品、古綺崧、永添養生堂中藥房、

永盛電業、生記洋酒、李宅、佳發中藥房、東方紅攝影彩色沖印、金海洋

服、威達車行、翁子峰、國際煙酒、基城建築木器材料、張永堅、張橋

記、球記五金電器行、異裁洋服、連順成麵食店、郭浩龍、富源珠寶、華

富傢俬中心、順興裝修工程、新明記咖啡、新東方車行、瑞興傢俬中心、

福昇堂中藥、廣利五金行、廣來興食館 、廣榮造像雕刻木器、數碼行星(澳

門)有限公司、龍影攝影沖印 各捐

澳門幣 200.00 

何偉松、徐鳳儀、何善琪 合捐 澳門幣 200.00 

何啟鋒、吳瑞興、何梓鉦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黃金章、謝美潔、陳十二、劉鳳玲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張德衡、張家浚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國強、徐鳳馨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嘉裕、黃子欣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萬嘉樂、譚美娟、萬子鉉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同善堂藥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180.00 

日洋通訊 捐 港元 100.00 

同善堂第四托兒所員工 合捐 港元 100.00 

氹

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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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馨、徐鳳屏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楊文軒、楊文泰 合捐 澳門幣 100.00 

陳小姐 捐 澳門幣 60.00 

大方地產、富澤地產 各捐 港元 50.00 

86 咖啡、大腳板鞋業、世紀通訊、平步鞋業、光華眼鏡、安興文具、何小

姐、宏興參茸行、恆發參茸行、禹順發、家樂電業行、捷鷹光學眼鏡、梁

光記五金、祥利香燭紙料、雲齋圖章、順滙中藥房、愛銘精品百貨、新天

地攝影沖印文具、新雅眼鏡、新髮店、楊小姐、源興凍肉雜貨、銀鷹咖啡

、慧記五金、豬女、齋研玉、豐泰中藥房、麗華小食、麗達窗簾 各捐

澳門幣 50.00 

大同鐘錶公司、嘉和美食 各捐 澳門幣 40.00 

吉祥號、肥仔教美食、芳林鮮果士多、衍生堂中藥房、陳記鐘錶金行、鴻

蜂源 各捐
澳門幣 30.00 

港元 20.00 

KISS 時裝、上海恒發洋服行、新光眼鏡、萬通膠輪、鼎誠置業、德福中藥

房 各捐
澳門幣 20.00 

港元 10.00 

超記腸粉、碧水釣具 各捐 澳門幣 10.00 

麗華影印 捐 澳門幣 5.00 

168 寢具裙褂百貨、Henna Salon、一方齋、大福咖啡、中輝集團有限公

司、中興參茸公司、天元凍肉雜貨、太平電器廣場、尤星陽、尤素女、文

達裝修工程、世界電業工程行、永記鎖類、永康咖啡小食、永華五金、永

華燈飾、玉兒時裝、生生堂中藥房、名馳牛肉面館、合成汽車零件有限公

司、合豐電單車行、好運來電單車行、何偉謙、何彩怡、何梓鉦、何紫

瑩、何嘉寶、余仕仁、利華達文儀行、吳玉雪、吳家潔、志成貿易行、沛

源貿易行、迅成電器五金、佳記麵食、協裕地產、和記傢俬、幸福珠寶、

明記電單車行、昊景地產、林子軒、花天使、金誠參茸行、信德中藥房、

威文地產、威達利有限公司、建嘉地產投資有限公司、苑林洋服制服、哥

倫比亞、徐嘉明、益順車行、真珍女仕用品、袁雪冰、釗記電業行、培記

五金電業行、張記製麵、梁兆添、盛昌貿易行、通達汽車輪胎、陳記燒

味、陳淑婷、傑澳皮具、富苑燒味、富榮時裝、富麗福首飾、棉興工藝、

善心人、華峰琪制服、視覺空間、超班馬童裝、雄興咖啡、順和堂中藥

房、順景中藥房、新金樂麵家、新祖利亞髮型屋、新順興隆地產、新達安

鐘錶、新潮眼鏡、萬邦地產、萬寧堂中藥房、嘉華燕窩行、榮記、甄其記

麵家、福源珠寶金行、銀宮公司、廣興五金、德發五金行、德華玉器、德

華電業工程、標準膠袋行、潤鴻行、鄭惠玲、澳華地產、興同咖啡美食、

興成地產、龍發鋼鐵工程、龍輝參茸行、濠泰地產、鍾燕儀、豐盛時裝、

關影虹、麗華美髮屋、寶記咖啡、寶隆珠寶金行、歡悅車行、恒豐電業有

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100.00 

氹

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