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胡氏集團 胡順謙 捐 澳門幣 1,000,000.00         

美高梅 捐 澳門幣 600,000.00            

保利達集團 捐 澳門幣 500,000.00            

鄺達財 捐 澳門幣 300,000.00            

大豐銀行 捐 澳門幣 200,000.00            

林金城 捐 澳門幣 150,000.00            

崔德勝紀念基金、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呂強光、李俊鳴、馬有友 各捐 澳門幣 80,000.00              

黃漢興慈善基金 捐 澳門幣 55,720.00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有限公司、林家偉、恆信保安有限公司黃健中、高德成堂、澳門新福利公共汽

車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榮福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5,000.00              

澳門人、姚健池、馮慧德、黃如楷建築設計有限公司、劉藝良、鄭秀明、蕭婉儀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李志堅 捐 港元 20,000.00              

加德士石油(澳門)有限公司、何泉記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李秀雯、李傑興、咀香園餅家、邱金海、星

華貿易有限公司許世元、盛豐珠寶金行、賀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黃永昌、黃惠英、黃漢興慈善基

金、瑞昌銀號有限公司、蔡明威、霍麗斯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陸宅 捐 澳門幣 15,000.00              

黃文添家屬 捐 澳門幣 13,000.00              

順成凍肉 捐 澳門幣 10,800.00              

梁肖芬 捐 澳門幣 10,730.00              

馬有信、馬有為、澳門溫州人商會、鏡記雜貨 各捐 港元 10,000.00              

16號碼頭德興(澳門)海鮮火鍋有限公司、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限公司、何泉記顧問有限公司、岑

展平、李康記海鮮飯店、李傑志、李傑儀、杜寶芬、林偉濠、金公主珠寶金行、長春閣中藥房、美心

餅店有限公司、羅氏家族、容永恩、馬有恆、馬有禮、崔世昌核數師事務所、崔世昌管理顧問公司、

崔陳景芬、康達投資有限公司、陳亦立、陳宅、陳炳華、陳華強、曾志揮、華富建築置業公司、華僑

永亨銀行、華僑報、賀定一、黃建德堂、黃家兄弟姊妹及子孫、新世界針織廠有限公司、新建華建築

置業有限公司、新興冷氣電業工程(澳門)有限公司、萬勝家禽凍肉、萬勝餐飲食品有限公司、實力工

程許禮堅、榮豐魚翅有限公司、劉澤光、澳門培華中學、澳門潮州同鄉會、澳門潮汕總商會、澳門潮

屬社團總會、盧景昭、霍陳燕芳、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豐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雙喜珠寶金行、關

鳳嫦、耀鴻昌參茸海味、龔樹根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徐偉坤、吳碧琪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徐曉晴、林煒軒、徐曉暉、林韋伽 善長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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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耀倫 捐 澳門幣 6,000.00                

陳佩蘭、何穎恩 合捐 澳門幣 6,000.00                

大利年出入口公司、大來珠寶金行、大昌食品市場、大豐表行、中大五金、好媽咪專門店、何漢輝、

李仲仁、李仲言、振興蛋號、康泰地、麥少芳、曾佐威、嘉年華海鮮火鍋大酒樓、德生肉食有限公

司、樂松屋長者生活用品專門店、聯英行有限公司、冼永儉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合勝堂、周宅 各捐 澳門幣 4,000.00                

吳紫霞 捐 澳門幣 3,800.00                

吳漢疇 捐 港元 3,000.00                

大利食品有限公司、李錦記蠔油庄、致富燈光音響公司、最香餅店、華聯茶葉、黃小朋友、廣福興蟹

欄、鄭永森、蕭志偉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蕭穎思、蕭慧德、蕭文傑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050.00                

中光資產評估投資顧問行、權添地產 各捐 港元 2,000.00                

ATLANTIS CRYSTAL、CAMISARIA CENTRAL LDA.、十二春火鍋、大成車行、水晶宮海鮮火鍋美食、北澳

有限公司、安安車行、西南飯店、呂宅、李玉珍、李玉蓮、李仲誠、李榮基、李衛江、杜冠卿、招學

芝、威裳時裝謝太、炳記建築材料、高天寶、梁燕怡、陳樂偲、創新(澳門)蔬果食品有限公司、富安

瓷器有限公司、景興珠寶金行、曾漫群、港澳凍肉公司、黃福全、萬成電器行、裕成洋服梁淑英、榮

記百貨、遠來餅家、劉耀平、德勝行、澳門市販互助會、澳門街坊福利會、寶豐行各捐

澳門幣 2,0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11月01日至 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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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11月01日至 11月21日)

王自成、王德成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李慧筠、陳文偉、李家豪、黃杏紅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殷寶怡、麥志文、殷    華、殷健熙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許宅一心一意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黃潔儀、徐光華、徐俊彥、徐淑妍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孔氏四千金 捐 澳門幣 1,32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1,240.10 

李宅 捐 人民幣 1,200.00 

陳女士 捐 澳門幣 1,200.00 

梁旭暉、劉紅梅、梁傑樺 合捐 澳門幣 1,100.00 

藍詠豪 捐 港元 1,000.00 

大利洋酒手信、中國土特產、中國國貨、文華傢俬廣場、正興大藥房、朱仲權合家、江慧賢、何穎

康、余庭楓、利安咖啡屋、志豪工程有限公司、李仲文、李仲亭、李秀容、李榮記地產、李廣志、李

廣鴻、協興祥、周笑銀、官植源、林偉東、邱永瑜、長安投資有限公司、建成洋服、施綺華、振興藥

房(總店)、振興藥房IV、高狄威、偉記燒味、區小平、張敬濂合家、梁燕媚、許立記、陳杞榆、陳富

、陳黃曼然、麥敏玲、彭一康、彭素娟、曾苡婷、曾苡琳、無名氏、萊茵咖啡、楊伙容、楊先生、萬

利洪記、萬勝燒腊家、萬新星貿易有限公司、粵港澳湛周生生、廖文輝、廖悅興、廖轉群、福昌煙

行、鳳城輝記參茸海味、劉銳麟、廣建興建築工程有限公司、緣美美容中心、鄭成昌、鄧曦晴、興盛

珠寶金行、蕭宅、寶源金飾、龔安興、陳連福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麥旨樑、陳友信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黃玉彪、何燕清、黃少美、黃鎮國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廖錦華合家、廖廣祥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鄭林、馮盡珍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耀華大藥房 捐 澳門幣 950.00 

梁振風 捐 澳門幣 9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840.00 

黃宅 捐 澳門幣 800.00 

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701.00 

LAM KAM HUNG 捐 港元 600.00 

劉宅 捐 港元 500.00 

GAME CLUB電子玩具、TAM POU I、一流品、三郎美髮用品專門店、才華裝修、元福、日勝回收、日溢

地產、牛記咖喱美食、占西餅店、永安中藥房、永昌五金船具、永業影印有限公司、合群教授汽車駕

駛學校、旭昌行、何綺文、何鳳鳴、吳慶洲、呂祖華、宏藝針車行、李一靜、李子康、李先生、李良

記電業有限公司、李俊熹、李紹楠、李順儀、李瑞誼、李嘉華、李德明、李潔強、李壽生、協利建築

置業公司、周志偉合家、周陸、東方旅店、東順廚房設備工程、東興(澳門)酒店用品有限公司、金馬

輪咖啡餅店、金輪車行、信發咸魚海味、南昌行、南屏雅敘、胡先生、英記茶莊、香記肉乾、馬莎美

容中心、馬鴻記餅家、高宅、啟昌濠景咖啡室、梁宅、梁佩玲、梁金煥、梁炳行、梁家銘、梁馬克、

梁國榮、梁惠玲、梁潮記魚翅海味、梁潤儀、添福號張志偉、許文聰、許佩儀、許美玲、許耀琪、陳

玉娟、陳玉蓮、陳伍妹、陳炳記五金、陳恩蕙、陳豪威、陳豪境、陳潔芝、麥嘉雄、曾漫群、森記建

築材枓、登記百貨、皓軒工程有限公司、華燕莊、雅趣餅店、黃平記糧食公司、黃永基、黃佩芳、黃

社輝、黃細妹、黃潤桂、黃婧淳、新一代攝影沖印文具、新大贏押、新英記咖啡麵食、新豪有限公

司、廖美讓、榮發茶餐廳、翡翠金行、劉蕙嫻、德生參茸藥行、德業地產、樊家宅、潘烈志、潘烈

濠、 潘漢堅、蝦記、輝記出口時裝、鄭志華、鄭嘉瑤、盧樹鏡、興行車行、鍾清城、駿富黃金、鴻合

古董店、羅道新、麗斯數碼、蘇瑞霞、 燊記金行 各捐

澳門幣 500.00 

李穎聰、呂彥彤、李穎敏、李祉澄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張德衡、吳惠芳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澳門魚翅撈飯、吳廷記 各捐 澳門幣 400.00 

李先生 捐 澳門幣 388.00 

李寶燕 捐 澳門幣 360.00 

王梅英 捐 澳門幣 324.00 

𤅟

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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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記窗簾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303.00                  

OK鮮果禮品、三和車行、大良昌記、大耀記建築材料、天龍行、永基白鐵、生利咖啡麵食、先人黃

良、先人鄺少珍、合和順、好記、朱錦榮、西灣安記、冠環球、南記五金、美麗街餐廳、梁宅、梁卓

權、添發碗仔翅美食、眼鏡堡、祥記麵家、祥發五金船具、連順成麵食店、陳權記建築材料、富記魚

欄、雅玫傢俬、萬生魚欄、誠興出口時裝、構思髮型、鳳城臘味專家、鴻財記魚蝦欄、寵物寶堡、權

發押 各捐

澳門幣 300.00                  

張家浚、陳永鴻、張庭恩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戚昌、李葵弟 合捐 澳門幣 300.00                  

無名氏 捐 港元 270.00                  

無名氏 捐 澳門幣 270.00                  

善心人 捐 港元 230.00                  

利華押 捐 港元 200.00                  
滙豐印務、牛記、永興車行、永興雪櫃冷氣工程、同利玻璃、同和裝修工程公司、有成機器、朱宅闔

府、百味軒美食、百樂超級市場、利源記、吳記五金材料行、均盛魚絲用具、志記、李錫章、亞太五

金、卓仁電業行、昌隆便利店、明記行、金禾電腦、阿三靚翅飯店、城市美食、恆基歐化傢俬廣場、

皇室眼鏡公司、盈軒零售百貨、美美鞋店、時間地帶、翁子峰、茗裕傢俬城、健美花店、康城燒臘美

食、張永堅、張宅、張志雙、張敏珊合家、御寶翡翠珠寶、梁兆添、淇興五金機械行、祥記行、祥興

士多、許強貴合家、連記百貨內衣、郭潔蘭、麥向東、創發咖啡美食、喜威燒臘美食、富來手信、富

祥押、惠霖中藥房、提督電業行、景然棧、華興手袋皮具、萊拉時裝、開心、順發號、愛華跑步專門

店、新三昌煙行、新中邦、新光電池、新萬興藥房、新榮記豆腐美食III、業發機器五金、煥記海鮮飯

店、萬昌堂中藥房、葉熾記、廣泰隆、廣祥行有限公司、廣興號、輝煌押、鄭麗嫦、興昌翡翠珠寶、

錦記小廚、錦發雜貨、檀島咖啡小食、濠江曬圖影印中心、繁榮眼鏡公司、聯記麵家、謙益海味、鍾

少琼、攜興地產、楊啟欣、梁興隆合家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戚美煥、楊淑賢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周德雄、吳少真夫妻 合捐 澳門幣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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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東亞大學公開學院同學會 捐 澳門幣 150.00                  

曾陳美芳 捐 澳門幣 108.00                  

夏士儀、梁子健、興泰押、謙益海味 各捐 港元 100.00                  

好時來美食 捐 澳門幣 80.00                    

聯發貿易電業行 捐 澳門幣 60.00                    

GREEN STATION、HAND MAKE、ICE CREAM、K-ONE SALON、八喜美食、三角業務汽車、大藥方中藥房、

中華地產、中聯五金、公發五金船具、天然鞋店、天幕眼鏡、心意時裝、世紀眼鏡公司、古文靜、古

綺崧、永盈珠寶行、永記海產、石岐佬、同福堂、成佳五金工具、成通膠輪、百佳攝影、百昌堂、百

生、希記、技巧坊、李愛芳、貝姬絲翡翠廊、卓麗內衣百資、味美燒臘美食、咖啡屋、奇華餅店、宜

達傢俬廣場、明德創建、欣欣咖啡、欣欣髮型屋、玩具城、肥仔強美食、初五街美食、金满押、金富

來地產、金牌餅店、金華玉器、保生中藥房、南洋輝傑美食館、品芳大餅家、姿髮術、泉記咖啡室、

洪先生、炭燒啡、科霖藥房III、英昌行、英英食店、英輝、唐潮傢俬廣場、展帆五金材料、振興海

味、泰和雜貨、益祥金行、真誠眼鏡、財記鞋業、馬交明記士多小食、高邇派時裝、健康素食、健龍

酒莊、國際藥房、康華美食、康華順德美食、張博然、張斯雅、彬記建材及設備、彩生隆禮服、梁小

姐、梁雅晞、甜香園、甜蜜兒、盛品下環客家瀨粉、祥興五金船具、陳社嬌、創設機電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創富鞋業服裝、富記美食、富榮工程有限公司、港澳九記、善心人、華人通訊、華帝家居、華

庭軒、隆記凍肉食品公司、雄輝文具紙料、順來押、順喜地產、黃金手信、黃廣祥、新中光參茸集

團、新和興餅店、新金城茶餐廳、新普惠通信、新德祥發展有限公司、萬澳行、義順數碼、群力駕駛

學校有限公司、葉培記、榮發地產、榮福珠寶、榮興紅木、榮豐押、維美女仕專門店、豪園美食、銀

河電訊、銘洪美食、劉桓記、廣記茶餐廳、廣榮杉(木集)、德健建築材料、德慧百貨行、樂宜居、潘

威記、蓬萊花生糖手信、魅力坊、興昌五金、興記酸辣粉、興華冷凍廚具公司、興華塑膠五金、興隆

安記紙料文具、濠江傢俬城、環保彩色沖印攝影公司、鍾記表行、鍾翠嫻、鴻利雲石、鴻運餅店、寶

發地產置業公司、馨悅坊國際美容中心、煒記衣車 各捐

澳門幣 1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0年 11月01日至 11月21日)

安達汽車零件行、江兒小館、百利通裝修材料行、利豐美食、佳藝眼鏡、協興士多、卓記雜貨、昌得

利傢俬、昌盛玉器、阿萍小食、美人服裝、美新皮鞋公司、桃園美食、真香園餅家、國光攝影院、國

董車行、彩虹美髮、彩華髮型屋、甜夢兒窗簾百貨、富財押、森美髮型屋、善心人、華豐電器、華麗

窗簾、黃林記鞋業、新時代鐘錶行、滔滔水族、達聯電業有限公司、維記咖啡粉麵、遠東參茸海味、

鳳城權記手信、翩度洋服、輝記魚欄、儒利白鐵、澳門豆師傅、穎儀時裝、興隆士多、聯發行、聯德

快餐、鴻記凍肉、鑽石電業行 各捐

澳門幣 5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40.00                    

黃小姐、梁小姐 合捐 澳門幣 40.00                    

匯通行、金星百貨、張先生、許先生、善心人、榮記電器維修 各捐 澳門幣 30.00                    

飾設計工程、國泰行、滋味屋、善心人、電訊數碼、髮芝緣、駿佳出入口成衣、關小姐 各捐
澳門幣 20.00                    

耀華大藥房、善心人 合捐 人民幣 10.00                    

OLE、耀華大藥房 各捐 港元 10.00                    

LILY'S BEAUTY SALON、有心人、東南、松崗時裝、壹品牛雜、善心人、萬利藥房、興亞地產 各捐 澳門幣 1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