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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銀河娛樂集團 各捐 澳門幣 600,000.00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200,000.00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30,000.00        

天主教澳門教區、張立群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方念林、胡美娜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黃志成、黃嘉豪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鉅記手信 捐 澳門幣 80,000.00          

文根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張樂田、森利集團有限公司梁樹森、盧德華、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何張麗君、何敬麟、何敬豐、何頴堯、何穎怡 合捐 澳門幣 50,000.00          

澳門地產發展商會 捐 澳門幣 45,000.00          

澳門供應商聯合會 捐 澳門幣 35,000.00          

徐公敏、嘉信安建築有限公司汪旭東、澳門成龍工程之友慈善會、寶正建設有限公司黃嘉豪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莫氏兄弟姐妹 合捐 澳門幣 30,000.00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捐 澳門幣 25,000.00          

CTM 積分捐贈計劃 捐 澳門幣 24,000.00          

陳少雄 捐 港元 20,000.00          

日立電梯工程(香港)有限公司、許文帛、新金華美食歐陽昌、澳門金海集團梁華、澳門陳氏醫療中心有限公司 各

捐
澳門幣 20,000.00          

黃珮琳 捐 澳門幣 15,000.00          

王惠英、吉事達通訊有限公司呂聯發、呂聯苗、陳思斯、陳嘉旭、陳嘉豪 各捐 港元 10,000.00          

林門陳氏夫人帛金、金溢物流倉庫有限公司、胡國雄、高錦途、崔銘文、莫燕亨、勝生企業有限公司、曾嘉

炫、黃允明、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澳門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澳門機動車入口商會、澳門歸僑總

會、鍾俊傑合家、羅德明、蘇冠濤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何祖鍵、何鍶霆 善長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羅良記 捐 澳門幣 8,000.00            

香島咖啡室 捐 澳門幣 6,000.00            

力圖律師事務所、同善堂第三托兒所員工、有心人、宏遠護衛有限公司、阮宅、燕窩莊集團有限公司阮建昆、

怡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美式餅店、華達行消防防盜工程有限公司、黃顯輝、鄭穎堯、澳門中醫藥學會、澳門

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新會同鄉會、謝家銘、蘇鄧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李顥峻、譚延敏伉儷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蕭儉泉、劉蓮英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3,996.61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3,350.00            

梁玉群、梅惠文、黃宅、聯記麵家、藝林寵物廣場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員工 合捐 澳門幣 2,510.00            

懲教管理局員工 捐 澳門幣 2,200.00            

善心人 捐 人民幣 2,000.00            

王正偉、吳雁超 各捐 港元 2,000.00            

何宅合家、李鎮山、豐洲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周廣林、馮鎰乾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林健榮、李碧珠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捐 澳門幣 1,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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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055.00            

中光參茸、日記花藝精品、王百鍵、同發地產、佑昌行、李秀容、明記祥行、林麗英、信和科技有限公司、冠

球水電工程、珍妮閣、胡玉嬋、致富有限公司、衍暉投資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徐靄雯、益和五金漆油有限公

司、梅姨、陳鍵、彭素娟、新中行、劉銳麟、蕭文龍、龍馬車行、謝利源、謝淑儀、鍾宅合家、鄭寶瑩、鄺國

安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林勁業、歐陽仲屏、林敏儀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紀念吳全、洪梅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啟成 捐 澳門幣 700.00              

適意洋服 捐 澳門幣 600.00              

金澤時裝、楊先生 各捐 港元 500.00              

ECOOTER、NEGA C. FASHION、Y.S 時裝店、YEN、中聯參茸中藥房、牛仔屋麵食、犬貓舍、仙妮蕾德、司徒希

信、光明電單車行、多寶多咖啡美食、朱春曼、竹記、吳紀如、吳家倫、吳家麗、李建衛、阮宅、阮倩英、周

宅、昌記時裝、明記小食、林秀莉、金記雜貨、金鴻基投資有限公司、胡熙、徐筱淳、時尚家居、純金店、張

炳申、捷迅電業行、添寶珠寶金行、祥興隆、陳偉興、富源金行、華生行、華記汽車椅位維修、開源電業、雅

詩時裝、黃家曦、黃源記電器、黃瓊芝、新中光參茸藥行、經典髮店、葉小姐、路易寵物店、碧翠思有限公

司、綠蔭咖啡室、劉蕙嫻、劉鑄英、鄭志華、鄧浩萍、鄧麗霞、龍眼、聰明出口成衣、儷人屋、鏵譽金行 各

捐

澳門幣 500.00              

伍國安、李玉燕、伍卓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劉偉文、鄺韻婷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關彗晞、關美年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卡絲 捐 澳門幣 380.00              

FLAX 皮具、TIME 2、天利電業行、心虹時裝、永利五金、玉福眼鏡、光明車行、向小姐、朱錦榮一家人、灰

姑娘鞋店、明智達地產、金瑪、帝邦珠寶、星雅廊、美國貨、美興食店、偉記鮮果、彬彬制服、梁錦球、添記

工程有限公司、淞意錶行、祥興表行、船王電業、陳宅、陸養旌燕窩蔘茸店、富強車行、華記咖喱麵食專家、

愛美姿、新力量通訊、新光錶行、僑光電器、嘉寶、聚花店、潮流快訊、謝菊珠、寵物森林、嚴國樑、嚴潤

森、艷、焯宇玻璃工程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梁振風、楊啟欣、梁雅晞 合捐 澳門幣 300.00              

尋寶莊 捐 澳門幣 14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承發凍肉 各捐 澳門幣 120.00              

黃沛球 捐 澳門幣 110.00              

古玉軒、同德堂藥行 各捐 人民幣 100.00              

60318 咭主、BALIA、CROSSOVER、FASHION NEW、FAVOUR、HELLO、Memo'S、SHOW、柏德建設計裝修、小狗BB、

文記養生堂、文高珠寶金行、永豐燒味飯店、先人鄺少珍、同德堂藥行、名亮眼鏡、名師名店、合意思意、成

群小食店、西武印刷、何林權雲石公司、利生參茸行、利昌珠寶金行、利眾士多、吳啟平、呂美雲、和興玻璃

工程有限公司、明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東京小食館、東東咖啡美食、花意軒、保健牛奶、恆星數碼沖印、泉

記電單車行、珍珍燒臘店、皇子珠寶金行、皇朝電業行、盈美時裝、美亞、美豐地產、英皇鐘錶珠寶金行、純

銀坊、康泰藥房、張宅、張寶珠、強記燒味、強記鎖業五金行、梁映純、莫文豐、莫雯銳、莫雷鷹、連勝風行

咖啡美食、郭潔蘭、陳琼寬、陳小姐、陳少梅、陳玉霞、麥向東、創信工程物業、富仕觀賞魚、富源珠寶、惠

明皮鞋、發達越南小食店、善心人、華健地產建築公司、華發汽車修理行、雅詩閣花店、雄興泰咖啡室、順德

家鄉魚餅店、黃小姐、黃務平、黃蝦女、園林小食店、新永達五金、新法數碼攝影沖印、照明燈飾、萬生堂、

潘家良、鄭先生、鄭雪芳、澤豐珠寶、澳門騰達貿易、龍韻音響、聯盛五金行、謝雲、鍾記鐘錶、藝龍、譚梁

煥嬋、麗采陽蓬布藝、麗裳時裝、澕麗大碼時裝、燊榮行、恒利玩具 各捐

澳門幣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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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記、蘭枝手作坊 各捐 澳門幣 80.00                

CIBLE、陳桂金、新德益汽車修理廠 各捐 澳門幣 60.00                

國興傢俬裝修 捐 人民幣 50.00                

A:LITTLE、MAN SI、MANSI、SODAA、中邦參茸藥材公司、卡文、名視眼鏡、成記鎖類、利奧眼鏡、宏達麵食、

卓悅、宜佳皮鞋、招牌黃、易富、林細妹、金泰數碼、保視眼鏡、俊文百貨、珍美內衣、迷你寵物店、高士德

晒圖、高邇派時裝、捷利車行、莫清容、陳效記、陳潔瑤、景輝磚業、華樂士多、華麗床上用品百貨、雅豐床

上用品、新意潔具五金行、裕興紙料、遠盛影視、遠興童裝百貨、慶華攝影數碼沖印、髮苑、興盈鮮果、蕭章

蓮、寵物之家、靈采髮廊 各捐

澳門幣 50.00                

韓國風、麗達窗簾百貨 各捐 澳門幣 40.00                

大生海味雜貨、老師傅小食、張潤妹、陳小姐、逸姿、黃福馨文具紙業、新金豐麵食、榕興行 各捐 澳門幣 30.00                

馬慶康南天咖啡室 捐 港元 20.00                

GILL BOUTIQUE、HELLO JAPAN、MINDS、OLD TOWN、Tiff.W、大葉好食品、仙子歐日韓時裝、玉藝軒、百利超

級市場、何記蔬果、吳小姐、沛記、協益商店、尚悅、易富、金城文具禮品、金進發押、南寶龍、高清視力、

張人濤、張小姐、善心人、華興參茸海味行、順財行、萬象攝影、夢之島床上用品、綺麗洋服制服、趙小姐、

劉小姐、澳視眼鏡、優悅眼鏡、禮耀輝電器、麗新行 各捐

澳門幣 20.00                

FAD 時裝、八百屋、友聯士多、盈禾物業、泰源貿易行、曼聯鞋店、陳太、雅發時、榮駿海味、鑽飾寶 各捐 澳門幣 10.00                

專業眼鏡 捐 澳門幣 8.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5.88                  

有心人、無名氏  各捐 澳門幣 1.00                  

5 號、A & E FASHION、CELAS、COLOUR HOUSE、CYBER、DE.LUXE、E-touch、ELAS、ENNER、GOLD MINE、GREEN

DESIGN、HIT SHOE、HOT BOOM、JIO、M 影音中心、NUDE、OOTD、PULSE、SAM 2、Sam 2 美容美髮、V 2、YEAH

LOOK SALON、at home、滙誠物業、人仁機器洗衣、三龍珠寶金行、大大地產、大源配匙、小休咖啡、小蜜蜂、小

寵兒、中國藥房、中華地產、中華參茸貿易行、天時精品店、天域影音中心、天德神鏡行、太平電器有限公司、文

記咖啡、可人時裝、民樂五金裝飾材料行、永大膠袋專門店、永記鎖類五金、永興行、永興兒童嬰兒用品店、光輝

咖啡、兆豐咖啡、先鋒、同昌堂中藥房、同善堂成人教育部學員、合記粥粉麵家、好鞋子、安奇皮鞋店、何巧兒、

何湛唱片電業行、利高眼鏡公司、利源堂、宏發押、宏開地產、見一麵美食、依適薈時裝、佳人攝影、佳力文具禮

品、卓明中藥房、卓詠林、卓越眼鏡、咖喱仔美食、忠信押、林深桂、林意貞、沾記、玩具城、芝柏攝影沖印、花

亭鮮花零售批發、金寶珠寶金行、長壽齋、信和行、南國小食店、恆達攝影器材彩色沖印、泉記、盈記行、盈豐玉

器、美味好美食、美華麗、美樂、美麗時裝百貨、苑田、迦迦士多、益壽堂、袁介眼鏡、馬宅、馬慶康南天咖啡

室、高少蓮、高尚宮、高迪亞時裝、高雅時裝、高瞻眼鏡、唯德堂、國泰藥房、堅毅行、堅毅行(澳門)有限公司、

康城窗簾布藝、康源堂國藥、梁金彩、梁連捷、梁鳳娟、梁麗喜、梅小姐、清儀美容中心、祥記電業行、陳美、陳

容妹、陳啟英、創藝窗簾裝飾、富迪地產、富華珠寶金行、富源珠寶、晶記餅家、晶晶美容健美院、童寶王國、紫

夢閣、絡偉地產、善心人、華婉時裝、華群五金電器、華興鮮蛋雜貨、華豐建材裝修工程、菲士髮廊、菲菲髮型

屋、逸姿、雅軒童裝、雅豐有限公司 雲藝創意髮型、馮煥玲、黃穎駿、黃寶屏、慈恩素食、新形象眼鏡、新勝藥

行、新億利、新興絲綢疋頭、楊新妹、楊學良、溢利參茸海味、源記食店、溫水英、溫潤金、溫馨花店、萬信機械

五金行、萬眾音響有限公司、萬寶電器、聖嘉鞋業公司、葉先生、葉亮培、葡京士多、詩樂眼鏡、達昌、嘉興鋼具

傢俬公司、廖太、榮利文具禮品、榮記刀剪五金、榮發凍肉食品公司、滿記玉器、維美仙髮型、趙慕歡、趙潔煒、

億達電器五金、劉燕玲、樂林琴行、歐洲時裝、蔚華時裝、適盈地產、適意家、黎愛芬、澳利雲石、澳門艾倫貿

易、積其桑拿泳池設備有限公司、興記魚仔店、興發鮮果士多、龍暉地產置業公司、龍貓仔寵物店、繁榮眼鏡、鍾

愛美、鴻興行、豐裕咖啡麵食、譚佩儀、寶貝時裝店、寶記麵食、蘇少蘭、蘇惠芳、騰龍地產、護視、芊芊時裝、

昉昉時裝、靚晒店、靚靚百貨、囍囍珠寶 各捐

澳門幣 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