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捐 澳門元 600,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60,000.00   

澳門順德工商業聯合會 捐 港元 12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澳門元 104,190.10   

森利集團有限公司梁樹森 捐 澳門元 50,000.00     

澳門元 47,499.70     

張美婷 捐 港元 30,000.00     

徐詠珮、新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派米用、區華焜建築公司 各捐 澳門元 30,000.00     

CHAN SOK HA、莫志偉 各捐 澳門元 20,000.00     

同善堂藥局(捐款箱) 港元 17,170.7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澳門元 15,976.10     

黃珮琳 捐 澳門元 15,000.00     

城好、恆美、嵐軒 合捐 澳門元 15,000.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澳門元 13,918.6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澳門元 12,569.00     

謝美心、謝千惠、馬秀群 合捐 澳門元 12,000.00     

LIO WENG WA 捐 澳門元 10,300.00     

無名氏、鄭宅善款、鄧氏商業管理服務公司、澳門晨運之友聯誼

會 各捐
澳門元 10,000.00     

彭家妍、施寶兒、家美咖啡 合捐 澳門元 10,000.00     

李保羅 捐 澳門元 9,00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8,50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6,2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5,130.00        

周潤華、周沛華 合捐 港元 5,000.00        

盧宅 捐 澳門元 5,000.00        

LAO CHI WAI 捐 澳門元 4,000.00        

胡啟樂 捐 港元 3,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5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500.00        

先人馮鄺麗英、施宅、彭楚航 各捐 澳門元 3,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元 3,000.00        

吳藝新、吳志宏、吳淑欣、江小玲合家 合捐 澳門元 3,0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801.00        

捐款善長芳名(2022年 1月1日至 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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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總青委文康部 捐 澳門元 2,703.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0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025.00        

周宅、徐偉康、陸秀娟、彭宅、無名氏、盧少文、盧嘉賢 各捐 澳門元 2,000.00        

黎煥娣、馮慧雯 合捐 澳門元 2,000.00        

TANG CHI VA ALIAS FILIPE TANG 捐 澳門元 1,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79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66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6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545.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510.00        

何家五姊弟、梅宅、馮本茹  各捐 澳門元 1,500.00        

豪、軒、聰 合捐 澳門元 1,500.00        

賀宅 捐 澳門元 1,388.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255.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130.00        

黃君燕、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1,100.00        

胡錦明、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1,080.00        

白丁 捐 澳門元 1,022.00        

SIN MAN I、劉鳳群 各捐 港元 1,000.00        

LO KUN SIM、吳漢權合家、呂宅、李梓灝、杜肖群、周見光、

周愛華、林沛坤、益和五金漆油有限公司、康礎黃家鑫、張敬濂

合家、梁輝財、梁鄭恒星、梁麗華、陳先生、陸敬謙、傅明浰、

彭素娟、無名氏、詠沁制服專家有限公司、馮志成、馮惠蓮、黃

文清、黃宅、黃佩芳、劉銳麟、鄭志華、鄭和生闔家、鄭寶瑩、

黎宇軒、盧小姐、盧祟樂、築鳥日本料理、龔太 各捐

澳門元 1,000.00        

林、盧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林偉傑、林昊燊、林浩康、黎淑祺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郭敏儀、廖家諾、廖家寶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陸善怡、陸善恆、朱春曼、陸暉強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麥志鋒、李詩明、麥凱淇、麥俊宏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菁、棋、穎、彤、晴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黃澤坤、許詠妍(XAVIER)、黃曦嶠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楊維祺、繆少軒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黎宅、梁淑英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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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炳泉、黃三姑 合捐 澳門元 1,000.00        

東亞銀行南灣分行(捐款箱) 澳門元 980.9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815.00           

同善堂中醫分診所(捐款箱) 港元 806.30           

黃國泰闔家 捐 澳門元 8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7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660.00           

李先生、袁雪芳、陳玉玲、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600.00           

先人劉志威、先人鍾天意、先人何蘭英 合捐 澳門元 600.00           

何嘉寶、尤素女、何紫瑩、何偉謙、尤星陽、吳玉雪 合捐 澳門元 6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585.00           

港人在澳何先生 捐 澳門元 580.00           

鴻記窗簾有限公司 捐 澳門元 530.4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510.00           

劉振梅 捐 澳門元 504.00           

Fanny、LAM SHEA KWONG、LO SAO LENG、MA OI IAN、

TAM POU I、江小玲、何華灼、何焯櫻、吳嘉儀、呂智南蓋

家、李琼珍、李玉珊、李秀容、沈宅、周宅、周淑頻、胡宅、徐

筱淳、高淑文、崔晃耀、張宅、梁宅、梁美琳、梁晉熹、梁根

林、梁敏珊、梁嘉敏、陳宅、陳偉興、陳麗環、曾世名、無名

氏、黃天佑、黃家曦、楊偉媚、劉淑芬、劉蕙嫻、鄭宅、鄧宅、

鄧浩萍、謝幸芷、謝國鴻、譚倩儀、關麗嫦 各捐

澳門元 500.00           

李志然、李梓熒 合捐 澳門元 500.00           

李泳、吳卓堅闔家 合捐 澳門元 500.00           

李冠章、麥玉卿、李詩韻 合捐 澳門元 500.00           

李顯華、鮑惠彬、Hebe 合捐 澳門元 500.00           

陳永光、陳正男、陳米家、陳庭譽 合捐 澳門元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元 500.00           

劉元恕、劉元忠 合捐 澳門元 500.00           

潘玉芳、布惠娟、布惠嫦、布惠容 合捐 澳門元 500.00           

蔡月紅、鄭嘉茵、鄭家宜、吳秀英合家 合捐 澳門元 500.00           

譚嘉敏、蘇俊熹、蘇俊裕 合捐 澳門元 500.00           

WU KUOK WAI 捐 澳門元 4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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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港元 402.80           

高先生、高美恆、符永鴻、符倩倩、郭瑞文、無名氏、歡歡 各 澳門元 400.00           

梁錦球、鍾海燕、李雙女 合捐 澳門元 400.00           

陳潤葵、林雪梅 合捐 澳門元 40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10.00           

LO KUN SIM、VONG KA HEI、WONG KA MAN、同善堂、何

志德、余華源、吳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紹龍、林展智、梁惠

琼、許頴欣、許兆佳闔家、許偉東、曾婉婷、無名氏、善緣、黃

澤坤 各捐

澳門元 300.00           

田愛蘭、蕭麗英、蕭麗娟 合捐 澳門元 300.00           

鄧文謙、吳穎雯、鄧諾賢 合捐 澳門元 300.00           

LIU KUOK LEONG、尹肖琼 各捐 澳門元 288.00           

港元 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46.00           

LAM HOI 捐 澳門元 24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20.00           

先梁華妹 捐 人民幣 200.00           

ALAN CHAN CHONG MENG、WONG KEI WAI、先人鄺少

珍、先梁華妹、江穎姿、何敏儀、余氏官振偉合家、宏利 ISA

BRANCH、李泓鎬、李連笑、李賢禮、周戰輝、捐款、高美

恆、張宅、教雪松、梁兆添、郭子澄、郭浩龍、郭茵穎、郭潔

蘭、陳宅、陳振忠、陳淑敏、麥向東、無名氏、黃翠蘭、楊遠

毅、鄭少玲、鄭志錦、賴凱欣 各捐

澳門元 200.00           

梁見麟、張桂芬 合捐 澳門元 200.00           

梁嘉慧(梁儷瀠)、梁嘉靖(梁藝瀠) 合捐 澳門元 200.00           

彭德成、莫惠蘭 合捐 澳門元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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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汝謙、陳佩婷 合捐 澳門元 200.00           

鄧炳忠、彭燕雲 合捐 澳門元 200.00           

PUN HOI CHENG、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1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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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POU I 師兄、KUAN CHEOK HONG、林好師兄、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1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33.00           

FUSION 捐 澳門元 128.30           

同善堂第二診所(捐款箱) 捐 人民幣 1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112.00           

IP KIM FONG、胡錦明、徐瑪堡、無名氏 各捐 澳門元 108.00           

同善堂總堂診所(捐款箱) 港元 102.00           

許泳妍(XAVIER) 各捐 人民幣 100.00           

人民幣 100.00           

ITO YUKIKO、LEI UN KUAN、TRAN NGO TU、

TRAN.NGOC.TU 、UN KAM WA、WONG ION HA、古文靜、

好心人、江穎恩、何潔儀、吳兆祥、李佩儀、李嘉鳳、杜淑怡、

林宅、林浩文、張燕、梁展鴻、梁興隆、梁興隆闔家、許宅、許

健兒、連靜汶、陳淑婷、麥麗京、無名氏、黃宅、黃俊峰、黃彥

信、黃婉婷、黃景賢、劉詩齡、黎紫慧、鍾素華、鍾翠嫻、鍾燕

儀、顏玉玲、區慧瑩合家、潘慧珊 各捐

澳門元 100.00           

何國祥、關引嬌 合捐 澳門元 100.00           

潘林、沈玉蓮 合捐 澳門元 100.00           

鄭晞晴、鄭朗晴、鄭絲晴、鄭樂晴 合捐 澳門元 100.00           

CHAN CHONG MENG 捐 澳門元 9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86.23 

CHEONG SABINA 捐 澳門元 70.00 

KOU WAI HONG、無名氏、馮少娟、豬女 各捐 澳門元 5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3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6.00 

LEI CHI IAN 捐 港元 20.00 

無名氏、劉惠芬 各捐 澳門元 20.00 

東亞銀行南灣分行(捐款箱) 港元 10.70 

Donation、無名氏、蒲君 各捐 澳門元 1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元 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