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WYNN RESORTS (MACAU) S.A. 、銀河娛樂集

團 各捐
澳門幣 600,000.00  

保利達集團、敦善基金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0  

大豐銀行 捐 澳門幣 250,000.00  

林金城、林家偉 合捐 澳門幣 200,000.00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50,000.00  

黃林英、吳榮芬 合捐 港元 130,000.00  

羅志國 捐 澳門幣 100,000.00  

萬勝餐飲食品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112,000.00  

大地置業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50,000.00     

盧德華、楊素芬、澳門成龍工程之友慈善會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派意市場推廣服務有限公司、金山發展有限公司 許文帛、嘉信安建築有限公司

汪旭東、林氏投資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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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成凍肉 捐 澳門幣 10,800.00     

何桂鈴、長春閣中藥房、國滙物業發展有限公司、張麗娟、梁北根、梁明彥眼科

醫生、連宅、勝生企業有限公司、曾嘉炫、華僑永亨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界

針織廠有限公司、萬勝家禽凍肉、榮豐魚翅有限公司、劉永年、劉永誠、廣星傳

訊有限公司、澳門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澳門歸僑總會、蕭頌銘、聯豐亨保險

有限公司、鍾俊傑合家、鏡記雜貨、耀鴻昌參茸海味、龔樹根、冼志揚、冼志耀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馮均、李十一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黃德進、朱霞蔚伉儷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大利年出入口公司、大昌食品市場、好媽咪專門店、吳惠蓮、振興蛋號、紐西蘭

產品專門店、黃灶、董麗梅、僑光集團有限公司、德生肉食有限公司、樂松屋長

者生活用品等專門店、歐家廉、鄧寶國、耀記木行、冼詠萱、冼詠恒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王自成、王德成、榮記百貨 合捐 澳門幣 4,000.00       

大利食品有限公司、大阪鞋、教育出版社、湯松柏、詩雅、廣利源貿易有限公

司、蔡彩蘭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何青華、何仲華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愛素食 捐 澳門幣 2,160.00       

雷樂生、何靜文 合捐 港元 2,000.00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1月11日至 11月20日)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1月11日至 11月20日)

Eric Dung、北澳有限公司、周宅、莫女士、創新(澳門)蔬果食品有限公司、富

安瓷號、港澳凍肉公司、新聯邦投資酒樓有限公司、遠來餅家、德勝行、澳門文

化廣場、澳門凍肉食品業商會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林好合家 捐 澳門幣 1,500.00       

李兆英、黎子軒、濔福堂 合捐 澳門幣 1,500.00       

海明道德堂 捐 澳門幣 1,300.00       

陳宅 捐 澳門幣 1,200.00       

佑昌行、陳金好 各捐 澳門幣 1,100.00       

胡啟樂、紫竹園 各捐 港元 1,000.00       

MENDES MATEUS JOSE CARLOS、大利來記、小飛象葡國餐、中國土特產公

司、中國國貨公司、日進教授駕駛汽車學校、全昌藥房、吳志強、李敏蕊、李露

婆婆、坤記餐室、明記祥行、林惠芳、林麗英、施綺華、海龍、高狄威、梁麗

華、許立記百貨商行、陳劍記、麥敏玲、富田公司、曾苡婷、曾苡琳、愛心素食

店、楊和娣、萬利洪記、萬勝燒腊家 、萬新星貿易有限公司、鄒北記、廖文

輝、廖轉群、福記凍肉、聯興針織廠有限公司、鏡平學校(中學部)、寶源金飾 各

捐

澳門幣 1,000.00       

何澤金、何澤源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經典髮店 捐 澳門幣 800.00          

晶彩貿易行 捐 澳門幣 735.00          

李先生 捐 澳門幣 600.00          

K'Z 玩具專門店、上海珍珍菜館、大生堂中藥房、中國古錢公司、文康電單車

行、加琳美容技術中心、司徒希信、甘宅合家、同德利紙號、名將洋服、安興鋼

具傢俬、朱福強、余麗霞、吳慶洲、佳大地產、協興欄、卓麗珠寶金行、和昌醬

園 、明記行、東興(澳門)酒店用品有限公司、金越越南牛肉粉、金鴻基投資有限

公司、星光書店、泉記電單車行、洋紫荊、香記肉乾、家田地產、時間坊錶行、

晃記餅家、國維通訊工程有限公司、張丙申、彩虹水晶店、捷迅電業行、梁炳行

合家、祥興隆、陳宅、陳敏熹、陸永康合家、凱康淨水設備、景豐地產、華記汔

車椅位維修、華綸泰花店、雅詩時裝、黃佩芳、黃瓊芝、新花城膠輪、新柏聯地

產、新英記咖啡麵食、源棧號、萬福玉器行、聖路易寵物店、廖小姐、廖美讓、

餃餃鎮、德生藥行、德昌參茸藥行、樊家門合家、潘烈志、潘烈濠、輝記五金、

鄧宅合家、鄧麗霞、澳門電器有限公司、龍馬車行、優皮店、謝雪盈、鍵豐中藥

房、懲教管理局、恒利五金 各捐

澳門幣 500.00          

御豐菜館、法國歌菲喬、建恆車行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陳友金、林麗娟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陳國威、李瑞誼 合捐 澳門幣 500.00          

譚浩崑、黃麗聲、譚善栢、譚善桐 合捐 澳門幣 500.00          

黎潤娥 捐 澳門幣 400.00          

先人劉志威、先人鍾天意 合捐 澳門幣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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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1月11日至 11月20日)

梁錦球、鍾海燕、李雙女 合捐 澳門幣 400.00          

三和車行、大三巴手信、中裕、心虹時裝、永盛押、光明車行、兆福玉器古玩、

同和棧菓欄、同福堂藥行、余華源、玩具特區、金馬輪咖啡餅店、侯明鎖類五

金、星雅廊髮社、迪士尼數碼沖印、桂子時裝、純金店、偉記鮮果店、梁兆添、

球利鮮菓、富寶佛具紙料、惠霖中藥房、發達越南小食館、順興、新世界西洋

餐、新光錶行、極鋒置業、源記、照明燈飾、萬眾音響有限公司、鳳城臘味專

家、寵物寶堡、藝龍、藝鴻時裝洋服 各捐

澳門幣 300.00          

利永押、利永錶飾金行、萬利行、鴻福押 各捐 港元 200.00          

BLUE BELL、OOTD、二合店、力高清潔、十髮居髮型設計、大昌酒業、大國興

皮鞋、中天五金、五行地產、太子地產、毛楚瑤、 丘比特花店、台灣雜貨、永

利生果蔬菜雜貨店、永豐、光明電單車行、先人鄺少珍、先鋒、合記粥粉麵家、

曲城髮型、何建業、利眾士多、君子髮型屋、卓碧燕、咖喱文麵食、明香花生瓜

子、東東咖啡美食、花意軒、金禾電腦、金潤地產、信隆貿易行、昭藝眼鏡、星

光珠寶、皇朝電業行、美滿咖啡餅店、美德超級市場、美豐地產、時代攝影器材

公司、祐記菓欄、高先生、張寶珠、梁三記貿易行、梁惠平、 淞意錶行、現代

裝修工程、盛昌興香莊、莫文豐、莫雯銳、莫雷鷹、連記百貨內衣、連勝風行咖

啡美食、陳少梅、章記汽車修理廠、喜記菓菓、景燕棧、華生貿易公司、開源電

業行、雅詩閣花店、黃蝦女、溫馨花店、萬生堂中藥房、萬利菓欄、萬昌堂中藥

房、葉宅、詩樂眼鏡中心、誠昌飯店、達安養生堂中藥房、達榮魚趐湯麵、鼎豐

押、嘉華印刷、榮馨祥香莊、漢記麵家、廣來富記果欄、廣興號、數碼動力、歐

阳碧笑、 輝記出口時裝、輝記汽車服務中心、龍韻音響、濠景新康美食、聯盛

五金行、謝雲、 歡歡、渼味軒 各捐

澳門幣 200.00          

何福洪、吳蓮 合捐 

財興電業行 捐 澳門幣 160.00          

無名氏 (膠袋徵費) 捐 澳門幣 105.00          

2 號計時、阮文陸(家)、金泉地產、袁健明(家)、各捐 港元 100.00          

123 鞋店、DREAM LAND EXCEL OPTICAL李先生、FANNY精品店、FITMENT、

POLO SANTA ROBERTA、SAM 2、三和女士用品、中華地產、天成行、天域影音

中心、天然鞋店、天幕眼鏡、太平電器、文桂汽車維修、文記餅家、牛牛小食、卡

撒天嬌床上用品、可可自助商店、古典、民樂五金裝飾材料行、永安咖啡室、永和

中藥房、永昌隆貿易行、永盈珠寶行、永記鎖類、永豐古董店、玉記士多、伍先

生、伍振才合家、休閒寵物、同玉堂、名古時裝店、合發咸魚香蝦、合意思意女仕

用品專門店、合興隆蔬菜、宇庭出口成衣、安民中藥房、有心人、老爺咖啡、何巧

兒、何建國玉雕藝術、何開枝、何潔儀、余氏官振偉合家、余秀芳、利豐舊物、吳

太、呂美雲、宏發押、李小朋友、李文靜學員、李月娟、李月嬋、李月嬌、李堅

富、李樵記鐘錶行、沛記咖啡室、阮健雄、佳佳地產、佳琪洋服制服、卓麗內衣百

貨、咖喱仔美食、咖喱全、和興(澳門)無線電行、奔馳車行、宜達傢俬廣場、東京

都玩具、林少嫻、林日胜、林深桂、林進濃、林意貞、松竹行、金海王地產、長發

押、俊文百貨、俊燊專業電子工程、南昌雜貨、威廉咖啡室、威達儀器、思維電

腦、恆益電工器材、洪利地產、洪馨號、炭燒啡、珍珍參茸海味行、皇室鐘錶珠

寶、盈豐玉器、美人服裝、美好成衣、美風咖啡美食、美興昌鐵器、美麗時裝、英

姿時裝、時尚坊、海天美食中心、高少蓮、高玉生、高兆蓮、高品裝飾五金行、國

滙鍾生、堅毅行、堂記鮮果、崔金枝、張宅、張姐記食坊、張碧玉、張鳳萍、強記

燒味、彩生隆禮服、梁小姐、梁金彩、梁映純、梁鳳娟、梁嶺梅、梁麗喜、盛豐參

茸行、祥記電業行、莎莎髮型屋、連記士多、陳琼寬、陳小姐、陳安華、陳池養、

陳啟英、陳淑婷、陶細轉、雪瀅美容中心、傑順咖啡小食、創設機電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勞小姐、勝利茶餐室、智悅地產、智能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紫陽觀、紫雲

軒、善心人、華庭軒、華豐設計公司、開創置業、集架堂、馮照蘭、黃順卿、慈航

健康素食、新中邦參茸燕窩公司、新中興中藥房、新世界鎖類五金、新永達五金、

新城地產、新城陳先生、新通訊器材有限公司、新榮記豆腐美食、新鴻發美食、新

灣車行、楊素珍、楊國民、源光行、溫潤金、電訊數碼、榮利文具禮品、 榮利銅

鐵、維辛妮髮廊、維美仙髮型設計、豪園美食、趙慕歡、趙潔瑋、鳳城老澳門手

信、億達電器五金、劉燕玲、劉環女、德祥鏡器、德豐咖啡美食、慶記中藥房、潘

威記、蔣番大、適而居、鄭齊意、髮源地、橋林滋味美食、澳門美飾公司、積其、

興利美食、興發地產、錦泉電器公司、龍小姐、龍慶嫻、優悅地產、濤聯車行、鍾

燕儀、禮記雪糕專家、顏潤霞、譚女守、譚宅、譚雄記服裝、麗采陽篷布藝、耀強

電業行、蘇瑞春、騰達行、靈通電訊、煒記衣車、燊記車行、灝龍汽車美容服務中

心、恒灃地產 各捐

澳門幣 1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1月11日至 11月20日)

麥華福、何志榮 合捐 澳門幣 100.00          

梅潤珍 捐 澳門幣 90.00            

李少蘭、新光玻璃號 各捐 澳門幣 80.00            

麥小姐 捐 澳門幣 70.00            

立興、羅煒鋒 各捐 澳門幣 60.00            

姬絲翡翠廊、穎儀時裝 各捐 港元 50.00            

FANCY CLUB、大聲公涼茶、司徒葡撻、何肖琼、何湛唱片電業行、利富美食、

李春仲、李淑珍、良源五金雜貨、阮滿女、卓記雜貨、明發超級市場、林玉蘭、

林細妹、林連、 金泰數碼、金源文具、美利髮屋、美的理髮室、家居工程貿易

公司、時新洗衣店、海潤百貨、捷利車行、淇陽美食、陳社嬌、陳庭樂、陳梅

梅、陳潔凝、華樂士多、新金豐麵食、新科五金、新藝花髮型屋、萬利隆行、運

順車行、聚寶堂、興發鮮果士多、蕭章蓮、優加裝修建材公司、燦記鮮果、羅良

記首飾玉器、蘭枝手作坊、靈采髮廊 各捐

澳門幣 50.00            

123 鞋店、DREAM LAND EXCEL OPTICAL李先生、FANNY精品店、FITMENT、

POLO SANTA ROBERTA、SAM 2、三和女士用品、中華地產、天成行、天域影音

中心、天然鞋店、天幕眼鏡、太平電器、文桂汽車維修、文記餅家、牛牛小食、卡

撒天嬌床上用品、可可自助商店、古典、民樂五金裝飾材料行、永安咖啡室、永和

中藥房、永昌隆貿易行、永盈珠寶行、永記鎖類、永豐古董店、玉記士多、伍先

生、伍振才合家、休閒寵物、同玉堂、名古時裝店、合發咸魚香蝦、合意思意女仕

用品專門店、合興隆蔬菜、宇庭出口成衣、安民中藥房、有心人、老爺咖啡、何巧

兒、何建國玉雕藝術、何開枝、何潔儀、余氏官振偉合家、余秀芳、利豐舊物、吳

太、呂美雲、宏發押、李小朋友、李文靜學員、李月娟、李月嬋、李月嬌、李堅

富、李樵記鐘錶行、沛記咖啡室、阮健雄、佳佳地產、佳琪洋服制服、卓麗內衣百

貨、咖喱仔美食、咖喱全、和興(澳門)無線電行、奔馳車行、宜達傢俬廣場、東京

都玩具、林少嫻、林日胜、林深桂、林進濃、林意貞、松竹行、金海王地產、長發

押、俊文百貨、俊燊專業電子工程、南昌雜貨、威廉咖啡室、威達儀器、思維電

腦、恆益電工器材、洪利地產、洪馨號、炭燒啡、珍珍參茸海味行、皇室鐘錶珠

寶、盈豐玉器、美人服裝、美好成衣、美風咖啡美食、美興昌鐵器、美麗時裝、英

姿時裝、時尚坊、海天美食中心、高少蓮、高玉生、高兆蓮、高品裝飾五金行、國

滙鍾生、堅毅行、堂記鮮果、崔金枝、張宅、張姐記食坊、張碧玉、張鳳萍、強記

燒味、彩生隆禮服、梁小姐、梁金彩、梁映純、梁鳳娟、梁嶺梅、梁麗喜、盛豐參

茸行、祥記電業行、莎莎髮型屋、連記士多、陳琼寬、陳小姐、陳安華、陳池養、

陳啟英、陳淑婷、陶細轉、雪瀅美容中心、傑順咖啡小食、創設機電消防工程有限

公司、勞小姐、勝利茶餐室、智悅地產、智能裝修工程有限公司、紫陽觀、紫雲

軒、善心人、華庭軒、華豐設計公司、開創置業、集架堂、馮照蘭、黃順卿、慈航

健康素食、新中邦參茸燕窩公司、新中興中藥房、新世界鎖類五金、新永達五金、

新城地產、新城陳先生、新通訊器材有限公司、新榮記豆腐美食、新鴻發美食、新

灣車行、楊素珍、楊國民、源光行、溫潤金、電訊數碼、榮利文具禮品、 榮利銅

鐵、維辛妮髮廊、維美仙髮型設計、豪園美食、趙慕歡、趙潔瑋、鳳城老澳門手

信、億達電器五金、劉燕玲、劉環女、德祥鏡器、德豐咖啡美食、慶記中藥房、潘

威記、蔣番大、適而居、鄭齊意、髮源地、橋林滋味美食、澳門美飾公司、積其、

興利美食、興發地產、錦泉電器公司、龍小姐、龍慶嫻、優悅地產、濤聯車行、鍾

燕儀、禮記雪糕專家、顏潤霞、譚女守、譚宅、譚雄記服裝、麗采陽篷布藝、耀強

電業行、蘇瑞春、騰達行、靈通電訊、煒記衣車、燊記車行、灝龍汽車美容服務中

心、恒灃地產 各捐

澳門幣 100.00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捐款善長芳名(2021年 11月11日至 11月20日)

SAM 2員工、永豐押、科創智能家居、富生裝修工程有限公司、麗奇改衫、寶城

地產、燊森貿易行 各捐
澳門幣 40.00 

澳門幣 30.00 

108 HAIR、誠興藥房 各捐 人民幣 20.00 

QQ 便利店、大明郵票錢幣、百樂髮型屋、松崗時裝、國泰行參茸燕窩公司、祥

利電單車行、遇安堂中藥房、禮耀輝電器 各捐
澳門幣 20.00 

OLE 捐 港元 10.00 

Tiff.W、尚悅、銘記士多、劉小姐 各捐 澳門幣 10.00 

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