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胡氏集團胡順謙 捐 澳門幣 1,000,000.00   

美高梅、新濠博亞娛樂 各捐 澳門幣 600,000.00      

李俊鳴、崔德勝紀念基金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方念林、胡美娜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李志強、李柱坤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馬有友、鉅記手信 各捐 澳門幣 80,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55,011.00        

羅氏 捐 港元 50,000.00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有限公司、高德成堂、敏達工程有限公

司、蕭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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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玉嬋 捐 港元 30,000.00        

澳門人、美心攝影器材、廖僖芸、劉藝良、鄭秀明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李志堅、黃李淑然 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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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泉

記顧問有限公司、李兆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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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昌、霍麗斯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1,028.00        

馬有信、馬有為、莫燕亨 各捐 港元 10,000.00        

石崇榮、岑展平、李康記海鮮飯店、杜寶芬、周振康家庭、林

偉濠、金公主珠寶金行、容永恩、馬有禮、崔世昌會計師事務

所、崔陳景芬、康達投資有限公司 、梁俊仁、梁俊傑、陳亦

立、陳華強、曾志揮、華僑報、黃建德堂、黃家兄弟姊妹、新

花城超級市場、新建華建築置業有限公司、新祥興有限公司、

新喜利澳門地產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實力工程 許禮堅、劉澤

光、盧景昭、盧潔英、霍陳燕芳、豐業投資顧問有限公司、雙

喜珠寶金行、關鳳嫦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覃培基、黃葵珍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黃伊翹、黃君翹、俞尚賢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陳佩蘭、何穎恩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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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人 捐 澳門幣 8,293.68          

胡秀環 捐 澳門幣 8,0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7,200.00          

黃耀倫 捐 澳門幣 6,000.00          

大來珠寶金行、大豐表行、何漢輝、李佩如、阮宅、曾佐威、

黃顯輝律師事務所、嘉年華海鮮火鍋大酒樓、澳門中醫藥學會

AIPPMCM、聯英行有限公司、蘇鄧、冼永儉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成教英語班學員劉慧賢、吳漢疇、李錦記蠔油、林宅、致富燈

光音響公司、最香餅家、黃枝記食品(澳門)有限公司、鄭永

森、澳門草堆六街區坊眾互助慈善會、蕭志偉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許宅、一心 一意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黃浩嘉、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覃小姐、譚小姐 各捐 澳門幣 2,500.00          

ATLANTIS CRYSTAL、CAMISARIA CENTRAL LDA. 、

CROCODILE威裳時裝、十二春火鍋、大成車行、中光資產評

估投資顧問行、水晶宮海鮮火鍋美食、安安車行、呂宅 、李

榮基、黃福全、劉偉星、劉銳麟、劉耀平、廣福興蟹欄 、澳

門街坊福利會、靈記飯店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王鑽、關惠蓮 各捐 港元 1,000.00          

權合家、西灣安記葉光明、利安咖啡屋、呂宅、協榮工程有限

公司、周笑銀、官植源、果欄街50號、林偉東、長安投資有限

平、張桂達合家、張紹舒、張敬濂合家、張慧霞、祥記麵家、

富能顧問有限公司、富榮電器行、彭素娟、萊茵咖啡、馮宅、

慈博大藥房、新豪有限公司、楊先生 、粵廣澳湛周生生、裕

成洋服、福昌煙行、翡翠金行、鳳城輝記參茸海味、劉宅、緣

美美容中心、鄭成昌、鄭嘉瑤、興盛珠寶金行、蘇瑞霞、龔安

興、鄺國安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紀念吳全、洪梅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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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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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敏儀、廖家諾、廖家寶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鄭楓林、馮盡珍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黃宅、蕭艷君、蕭艷文 合捐 澳門幣 800.00              

振興藥房 捐 澳門幣 684.00              

想當年 捐 澳門幣 540.00              

無名氏、馮本茹 各捐 港元 500.00              

GAME CLUB、OPTI PRO、一流品、大利洋酒手信、天綖美

容養髮、日勝回收、牛記咖喱美食、王榕芳、永昌五金船具、

永業影印中心有限公司、合群教授駕駛汽車學校、竹林釣具、

利民大藥房、吳先生、吳瑞良、李秀容、李良記電業工程有限

公司、李雲凱、協利建築公司、周宅、東方旅店、東順廚房設

備工程、迎風車行、金輪車行、亭一亭蔬食、信發咸魚海味、

冠環球肉乾大王、南昌油米雜貨、南屏雅敘、胡宅、英記茶

莊、香記肉乾、振興藥房(南灣分店)、偉記燒味、健美花店、

梁佩玲、梁金煥、梁馬克、梁國榮、梁惠玲、梁潮記魚翅海

味、梁潤儀、眼鏡廊、許小英、連碧紅、陳思蕙、陳炳記五

金、陳潔芝、富財押、無名氏、登記百貨、華燕莊、黃天佑、

黃加輝、黃平記糧食公司、新大贏押、劉佩芝、劉蕙嫻、廣志

行、廣祥行有限公司、鄭志華、盧樹鏡、興行車行、興泰押、

濠景美食、謝利源、鍾德興、鍾懋禔、鴻財記魚蝦欄、羅道

新、關善施、關儲碩合家、澮橋燁裝修工程、燊記金行 各捐

澳門幣 500.00              

周志豪、周志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葉定懿、劉惠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蕭艷君、黃君宇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488.5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457.86              

何嘉寶、尤素女、何紫瑩、何偉謙 合捐  澳門幣 400.00              

梁見麟、張桂芬、梁儷瀅、梁芝瀅 合捐 澳門幣 400.00              

麥志藝、陳妙英、麥靖儀、麥鈺儀 合捐 澳門幣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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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美髮用品專門店、大耀記建築材料行、天龍行、永生祥、

海味雜貨、生利咖啡麵食、好記滷水美食店、成記鞋業百貨、

吳廷記、吳記五金材料、李賢禮、昌記、邵惠芬、南記五金、

英英食店、康記懷舊玩具店、祥發五金船具、祥興士多、華

發、新力通膠輪、萬生魚蟹欄、檀島咖啡小食、濠江晒圖影印

中心、關氏三姊妹 各捐

澳門幣 300.00              

蕭艷君、肖勉謖 合捐 澳門幣 230.00              

永、構思髮型 各捐 港元 200.00              

公發五金、天安行、永記海產、永興車行、田愛蘭、同利玻

璃、同和裝修工程公司、安利城咖啡美食、成通膠輪汽車用品

公司、百味軒美食、百樂超級市場、吳寶、利源行、技巧坊、

李錫章、邢古玩收藏、協興祥、昌隆便利店、東茂行、東贏

店、張氏兄妹、張宅、張志雙、梁宅、梁潤生、淇興五金機械

行、郭潔蘭、陳權記建築材料、麥向東、創發咖啡美食、喜臨

門麵家、富記魚欄、富祥珠寶錶行、提督電業行、華興手袋皮

具、隆記凍肉食品公司、順發號、愛華跑步專門店、新光電

池、新忠平車行、新德祥發展有限公司、業發機器五金、葉熾

記咖啡粉麵飯、廣泰隆五金號、德和行石油有限公司、輝煌

押、鄭麗嫦、澤森裝修設計、盧姚燊合家 、聯記麵家、麗發

行地產、鄔太、澮橋樺裝修工程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鄭庭栓合家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尤星陽、吳玉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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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龔宅、葉宅、郭宅、區鳳蘭合家、李慧儀合家 合捐 澳門幣 150.00              

無名氏、德興雜貨 各捐 澳門幣 130.00              

徐馬寶 捐 澳門幣 108.00              

林幹生、陳思宇 各捐 港元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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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四會曾偉強、曾繁濤父子 合捐 澳門幣 10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97.70                

良記行海味魚翅、欣欣咖啡美食 各捐 澳門幣 80.00                

大豐啤呤、正記、吉祥花店、利文五金冷氣水電工程、利豐美

食、協興士多、卓裕時裝、奇華餅店、金星百貨、金星咖啡、

阿萍小食、品芳餅家、振興海味、桃園食店、浩瀚裝飾設計工

程、真香園餅家、區宅、區慧瑩合家、國光攝影院、國董車

行、彩華髮型設計、甜夢兒、晶晶服裝百貨、華麗窗簾、黃林

記鞋業、新和興餅店、澳門豆師傅、興隆士多、鑽石電業行

各捐

澳門幣 50.00                

GREEN STATION、HAND MAKE、大龍鳳茶樓、大藥方中藥

房、中華地產置業公司、心意百貨、文志商店、古文靜、永安

車行、永基白鐵、永興雪櫃冷氣工程、兆記顏料漆油、同福堂

中藥房、合和順、安達汽車零件行、成佳五金工具、有恒五

金、百佳攝影、百昌堂、老三陽、何開記、利行車行、吳記五

金機械行、呂先生、均泰隆 、希記、佳佳咖啡麵食、味美燒

臘美食、咖啡屋、忠誠地產、玩具城、肥仔強美食、金牛(澳

門)貿易有限公司 、金利機械公司、金明行、金喜美食、金滿

押、金燕西洋牛油糕葡式食品、金龍建材衛浴有限公司、長江

餅店 、保生中藥房、南洋祼條麵食店、城市美食、恆基歐化

傢俬廣場、洪欣咖啡美食、研麗舍、胡小姐、英昌行洋酒食

品、飛晙榮、展帆五金材料有限公司、悅沁茶坊、泰和雜貨、

真誠眼鏡、茗裕傢俬、逆時光專業美容美甲 、馬交明記士多

小食、高邇派時裝、偉豪傢俬、健龍酒莊、國際藥房、彬記建

材及設備、彩虹美髮、梁興隆合家、甜香園、祥記行電池、祥

發美食、祥興五金船具、陳鎮鏞、創富鞋業服裝、富記美食、

富榮工程有限公司 、無限髮型屋、華豐電器、順來押、馮寶

鳳、黃金手信、黃春芳、新三昌煙行、新志記便利店、新金城

茶餐廳 、新英昌鮮果士多、新藍髮軒、滔滔水族、義順數

碼、葉培記、遇蓮堂、榮發地產、榮暉咖啡美食、榮豐押、榮

豐物業代理、福源五金、遠東中藥房、銘記澳葡美食、廣榮杉

(木集)、德慧百貨行、樂宜居設計公司、歐斯龍天花建材、潘

先生、澳門意嘉建築、興昌五金、興發環保冷氣、興隆安記紙

業文具、興業塑膠五金、蕭麗英、錦記小食 、錦發雜貨、環

寶發地產 各捐

澳門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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翩度洋服 捐 港元 40.00                

大禾櫥櫃、麥當娜西餅麵包、達聯電業有限公司、儒利白鐵工

程、鴻記凍肉 各捐
澳門幣 3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23.82                

無名氏 捐 港元 20.00                

自然髮型屋、明發汽車用品文具精品、梁小姐、壹品牛雜、滋

味屋、雅蘭小食、萬豪地產、榮記電器維修、興亞地產、聯發

地產、駿佳出口成衣 各捐

澳門幣 20.00                

善心人 捐 澳門幣 17.86                

Mr.Lee、翩度洋服 各捐 澳門幣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