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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捐 澳門幣 1,000,000.00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WYNN RESORTS (MACAU) S.A.捐 澳門幣 600,000.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50,000.00         

豪運工業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08,000.00         

崔世平、廣星傳訊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李志強、李柱坤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敏達工程有限公司、澳門地產建設有限公司、澳門建築置業商會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王宅、愛心人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幼稚園全體學生合捐 捐 澳門幣 29,17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小學全體學生合捐 捐 澳門幣 27,242.50           

莫志偉、劉永誠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同善堂成人教育部全體學員合捐 捐 澳門幣 16,270.00           

同善堂中學全體學生合捐 捐 澳門幣 15,220.00           

姚繼光 捐 澳門幣 10,800.00           

何宅、何桂鈴、林氏投資有限公司、馬宅、崔天佑、捷成咖啡有限公司、華輝印刷有限公司、劉永

年、劉近、廣告天地有限公司、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蕭氏集團有限公司(BE-1 運動用品)、

冼志耀、冼志揚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黃伊翹、黃君翹、俞尚賢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黃德進、朱霞蔚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胡秀環 捐 澳門幣 9,000.00             

同善堂中學教職員工合捐 捐 澳門幣 7,4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100.00             

黃慕賢、余翠婷、岑梓舜 合捐 澳門幣 7,000.00             

吳惠蓮、邱庭彪、紐西蘭產品專門店、國光百貨、黃炳明、董麗梅、僑光集團有限公司、維昇工程

有限公司、澳門中德中學校友會、澳門南華消防工程有限公司、澳門展貿協會、耀記木行、冼詠

恒、冼詠萱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小學教職員工合捐 捐 澳門幣 4,350.00             

合勝堂  捐 澳門幣 4,000.00             

同善堂成人教育部全體教師 合捐 澳門幣 4,000.00             

江宅、羅宅 合捐 澳門幣 4,000.00             

同善堂第四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3,400.00             

大阪鞋、林宅、教育出版社、瑞昌辦館有限公司、葉月霞、詩雅、廣利源貿易有限公司、德明國際

貿易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祥峰、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幼稚園教職員工 合捐 澳門幣 2,900.00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2,210.00             

蘇駿鍵 捐 澳門幣 2,100.00             

有心人 捐 澳門幣 2,080.00             

富田公司、順興號、新聯邦投資酒樓有限公司、德昌行、澳門文化廣場、澳門草堆六街區坊眾互助

慈善會、羅錦添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何偉俊 捐 澳門幣 1,100.00             

梁女、鍾旺喜 合捐 港元 1,000.00             

同善堂中學附屬幼稚園全體學生合捐 港元 1,000.00             

K18珠寶銀飾、協榮工程有限公司、周國明、坤記餐室、振興藥房II、振興藥房V、梁金、勝利火油

有限公司、富能顧問有限公司、紫竹園、劉汝倫、劉妹、聯興針織廠有限公司、藝聯鐵器有限公

司、耀廣建築、蘇炳培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屈梁嫦金、屈錦雄、屈炎培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黃偉儀、黃偉賢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幹生 捐 港元 900.00               

玫瑰咖啡室 捐 澳門幣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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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宅 捐 澳門幣 699.00               

李雅清 捐 澳門幣 680.00               

區慧敏合家、郭英瑜合家、區鳳群合家 合捐 澳門幣 600.00               

光大官燕莊、全發大押、順興行 各捐 港元 500.00               

MY FLORIST、TAM POU I、二合、大生堂中藥房、大家好物業有限公司、大贏押、加琳美容技術中

心、甘玉璋合家、全興大押、同德利紙號、名將洋服、安興鋼具公司、江珮君、百齡堂中藥房、吳

卓堅中醫生醫務所、李柏記花店、李景倫合家、佳大地產、佳訊音響工程有限公司、卓麗珠寶金

行、和昌醬油、周宅、恆利押、美時、海龍、祐發押、區慧瑩合家、張應勤合家、彩虹水晶店、梁

艷紅、眾興行、郭女士、陳敏熹、陳劍記、壹優髮型屋、曾漫群、華倫泰花店、華興行、新金旺地

產、源棧號、萬榮行、達威獎品公司、餃餃鎮、劉德詠、德利大押、德富押、德誠參茸燕窩有限公

司、潘君揚、鄭嘉穎、澳門環世鑽石、龍昌行、聯發鐘錶珠寶、瀰福堂 各捐

澳門幣 500.00               

李泳、吳卓堅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鄧栩昕、鄧舜彥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如意押、大招財押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鄺家偉、陳佩蓮、鄺煒峰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金沙押、高先生、歡歡 各捐 澳門幣 400.00               

無名氏、麥長坤 合捐 澳門幣 400.00               

大富珠寶鐘錶、中國古錢公司、中裕、全贏大押、同和棧菓欄、好運押、明記餅店、金利押、金域

地產置業、星光玉器珠寶行、桂子時裝、財運押、堂記鮮果、富寶佛具紙料、森美寵物、善心人、

黃先生、傻豬豬、新世界西洋餐、新洪記咖喱麵食專家、新祐財押、新發財押、源記、漢記麵家、

趣味軒、關氏三姊妹 各捐

澳門幣 300.00               

 翁志明、梁鳳娟 合捐 澳門幣 300.00               

詩 & 聰 合捐 澳門幣 280.00               

百家興電訊、得潤押、新東興押、萬福鐘錶珠寶行 各捐 港元 200.00               

CLASSICO MODERNO、SINOMAX、叠記麵食、大昌酒業、大寶古玩、大贏押、中天五金行、五行地產、

仁記、天成地產、心怡地產、永利生果、永盛地產置業、兆福玉石古玩、全發燕窩城、合興蟲草燕

窩有限公司、安棧、利永押、吳凰鳳、志雄車行、李驊軒、和記菓欄、周婉芳、林宅、金記、金霖

貿易、信隆貿易行、姚寶寶美的世界、珍珍參茸海味行、盈亮眼鏡、盈彬地產、盈發押、美敘傢

俬、美德超級市場、胡雪滿、迪士尼快速數碼沖印、迪士尼咖啡屋、迪卡髮型專門店、時代攝影器

材公司、時香花生瓜子、泰源地產、張氏兩兄妹、梁三記、球利鮮菓、盛昌興香莊、祥發押、郭浩

龍、陳碧花、章記汽車修理廠、喜記菓欄、富臨押、彭宅、景豐冷氣工程、華生貿易公司、華都辦

館、華燕莊、華興傢俬、新口岸超級市場、新生商業器材、新利押、新咖喱文麵食、新信威煙業貿

易有限公司、嘉華印刷、福記凍肉、鳳欣曬圖影印中心、劉日瑜、標緻郵票社、濠成行、鴻發押、

渼味軒 各捐

澳門幣 200.00               

區宅、區鳳群合家、區鳳蘭合家、葉宅 合捐 澳門幣 200.00               

華君 捐 澳門幣 108.00               

大地押、全城置業有限公司、全球通訊、百福押、卓先物業、明發押、恆發行、恩施珠寶、曹若

梅、祥和押、華發電訊 各捐
港元 100.00               

大聲公 捐 港元 50.00                 

123皮鞋、AA 咖啡室、CASABLANCA、e Bouset、一路發電訊、大勝押、中國根傢俬、中富地產、仁德

行、友邦、友記鮮果便利店、太平電器、心記麵食、可可商店、弘宇數碼、正宗鳳城餅家、民藝、永和

中藥房、永昌隆、永盛押、永祥押、永發押、永達珠寶行、永豪酒莊、永豐、永豐古董店、玉記士多、

田和泰、休閒寵物、全發燕窩城、全贏押、合發、式髮型美容設計、成昌煙草有限公司、成興煙行、曲

城髮型、百發押、老爺咖啡、西灣安記、何琼蘭、吳太、李輝電業行、李樵記鐘錶行、協利菓欄、和

興、尚品軒、幸福酒莊、怡發行、林小姐、泓發燕窩、邱雅、金旺地產、金泉地產、金源滙商貿、信藝

房地產、南昌雜貨、姜先生、恆基五金建材、星置地產、泉福時裝、洪馨、盈泰押、美風咖啡美食、美

絲美髮用品、美滿咖啡餅店、美蓮童裝、美興昌鐵器、英姿時裝、風格仕彩色沖印、唐聯升、恕記雜

貨、海王冰室、浩輝文儀公司、祐記菓欄、財神押、高品五金、張姐記、得生押、梁小姐、梁興隆、淇

陽美食、烹雲樓、祥發押、莎莎髮型屋、連記士多、陳先生、雀仔園超市、紫陽觀、善心人、華夷生健

髮護理有限公司、順昌電訊、順景電訊、順發燕窩店、順興、慈航健康素食、新中興中藥房、新世界有

限公司、新世紀電訊、新陞車行、新興押、溢利押、源光行、瑞勤車行、萬利隆行、葉合記、路通電

訊、廖小姐、榮馨祥香莊、翠玉閣、豪景髮型、豪興酒業、鳳城老澳門手信、廣發押、德祥鏡器、慶記

中藥房、輝記鮮果、輝煌地產、醉古軒、髮源地、澳門協成防火公司、興發地產、濠景新康美食、濤聯

車行、繆先生、鴻達燕窩店、禮記雪糕專家、豐源珠寶、譚傑華先生、騰達行、髮世界、燊記車行、灝

澳門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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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nis Lam、立興、安民堂、百佳美食店、何建國玉雕藝術、貝迪玩具文具、奔馳車行、美利髮

屋、家居燈飾、海潤百貨、袁小姐、傑順咖啡小食、富士地產、富生裝修工程有限公司、進補堂、

新麵飽店、標記五金、羅良記 各捐

澳門幣 50.00                 

林小姐 捐 澳門幣 42.00                 

富昌物業 捐 港元 41.00                 

陳先生 捐 澳門幣 40.00                 

老爺咖啡、利順中藥房、利豐舊物、良源五金雜貨、忠誼消防工程有限公司、美麗髮屋、胡鬚佬雜

架、馬來東、雅儀理髮舖、羅良記 各捐
30.00                 

恆發行、常旺珠寶行 各捐 港元 20.00                 

千味坊咖啡美食、大明郵票錢幣、中興傢俬、有心人、百福手信便利店、明發超級市場、長胜珠寶

行、時代剪髮舖、祐記龍鬚糖、智能五金、髮租界、興富地產、環通回收店、鴻福物業、譚小姐、

冼先生 各捐

澳門幣 20.00                 

收藏閣、財旺佛具紙品商行、恒順超級市場 各捐 澳門幣 10.00                 

富昌物業 捐 港元 9.00                   

銘記士多 捐 澳門幣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