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梁舉輝、陳妹伉儷、梁雪珍 合捐 港元 300,000.00     

徐家頴 捐 港元 100,000.0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崔世平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黃志成、黃嘉豪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0     

豪運工業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80,080.00       

恆信保安有限公司黃健中、超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澳門建築置

業商會、澳門當押業總商會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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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供應商聯合會 捐 澳門幣 35,000.00       

姚繼光 捐 澳門幣 30,080.00       

姚健池、愛心人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澳門房地產聯合商會 捐 澳門幣 22,000.00       

有心人、賀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黎宅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新富倫集團員工 捐 澳門幣 12,700.00       

中國太平保險(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公主攝影器材行、譚啟漢、

胡國雄、馬宅、崔天佑、賀定一、鄒北記、劉近、廣告天地有限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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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機動車入口商會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歐承禧、歐姿彤 合捐 澳門幣 10,000.00       

羅良記首飾 捐 澳門幣 8,000.00          

香島咖啡室 捐 澳門幣 6,000.00          

中大五金、裝飾材料總匯、宏遠護衛有限公司、有心人、怡信清

潔服務有限公司、美式餅廊、華達行消防防盜工程有限公司、嘉

匯工程有限公司、維昇工程有限公司、劉蓮英、鄭穎堯、澳門展

貿協會、謝家銘、醫滙醫療中心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何祖鍵、何鍶霆善長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伍女士 捐 澳門幣 4,460.00          

麥氏兄弟合家 捐 澳門幣 4,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捐 澳門幣 3,580.00          

王文浩、區宅、德明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黃浩嘉、周倩文 合捐 澳門幣 3,000.00          

胡啟樂 捐 澳門幣 2,800.00          

趙珠笑 捐 港元 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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炳記建築材料、康泰地、萬成電器行有限公司、澳門市販互助

會、羅錦添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陳文偉、李慧筠、李家豪、黃杏紅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麥旨樑合家、陳友信合家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李傑興 捐 澳門幣 1,300.00          

陳有偉 捐 澳門幣 1,200.00          

胡錦明 捐 澳門幣 1,080.00          

劉俊僑 捐 港元 1,000.00          

日記花藝精品、何偉俊、李宅、李嘉雯、徐靄雯、梅姨、勝利火

油有限公司、景興珠寶金行、無名氏、然記行磁磚、馮本茹、新

安樂園、榮昇地產、劉妹、德富押、鄭先生、盧月圓、謝利源、

藝聯鐵器有限公司、鏵譽金行 、阮家碧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吳玉英、譚百強、譚嘉琋、譚詠澄、譚嘉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黎淑芬、黎淑儀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耀華大藥房 捐 澳門幣 952.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捐 澳門幣 820.00             

李雅清 捐 澳門幣 680.00             

消防局 捐 澳門幣 620.00             

點晶緣 捐 澳門幣 530.00             

全興大押、順景電訊、德利大押 各捐 港元 500.00             

D&E 禮品有限公司、MR. PHILIP LEE、TAM POU I、大招財

押、大贏押、仁記、仇美慧、仙妮蕾德、多寶多咖啡美食、竹

記、利凱物業、宏德貿易有限公司、卓仁電業行、卓健東、幸福

酒莊、昌記時裝、林秀莉、芝芝歐日時裝、金記凍肉食品行、金

記雜貨、星海茶餐室、美時 、風格名髮屋、祐發押、國際地產、

張倩瑩、張應勤合家、梁毓誼、添寶珠寶金行、許宅、善心人、

華記咖喱麵食專家 、雅致傢俬、雄發地產、新力量通訊、新金旺

地產、新龍記美食、極鋒置業、楊慧儀、碧翠思有限公司、趙珠

笑、趙淑雯、銀星地產、歐陽婉楠、歐陽澔鈞、歐陽澔新、潘君

揚、鄭嘉穎、鮑羽翔、龍昌行海味、鄺偉妍 各捐

澳門幣 500.00             

萬福珠寶 捐 港元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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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NE 時裝、FLAX 皮具、天利電業行、巨星地產、永安中藥

房、永利五金、全贏大押、向小姐、好運發押、何仕海、吳卓堅

中醫生醫務所、金瑪時裝、恆利押、盈亮眼鏡、盈美時裝、盈彬

地產、財運押、馬慶康咖啡室、張先生、彬彬制服專家、祥興表

行、連順成麵食店、富強車行、森記建築材料、愛美姿髮型、新

洪記咖喱麵食專家、楊國強、蒂恆珠寶行、僑光電器、嘉寶、鄭

兆祥、聰明出口成衣、聯網通訊、麗裳時裝、麗豪貿易行、權發

押、孖寶美食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鄭庭栓合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吳卓堅、李泳闔家 合捐 澳門幣 300.00             

張美始、張凱晴、張灝諺、張灝信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永發押、得潤押、新發財押 各捐 港元 200.00             

AMYLEE女鞋館、BALIA、FASHION NEW、K-ONE SALON 、

MeMo'S、SY SALON、大富珠寶鐘錶、大贏押、天利電業行、

永興童裝、永豐燒味飯店、全發燕窩城、合興蟲草燕窩 、成群小

食店、有名氏、利高眼鏡、李驊軒、昌興翡翠珠寶 、明利國際貿

易有限公司、林肖蘭、金利押、金鑽珠寶錶行 、俊豐珠寶金行、

皇子珠寶金行、盈發押、美亞、胡偉雲、胡雪滿、飛行車行有限

公司、祐發押、純銀坊、財神押、強記鎖業五金行、得運押、啟

成睡衣、梁明咖啡、梁潤記、祥發押、莊小姐、郭浩龍、創信工

程物業、富仕觀賞魚、富源珠寶、尊珠寶金行、無名氏、善心

人、華記、華婉時裝、華豐行地產、黃源記電器、愛華電業行、

新利押、新來贏押、新法數碼攝影器材、新金沙押、新信威煙

業、新信威煙業貿易有限公司、新祐財押、銘利鴻地產置業有限

公司、劉日瑜、劉德詠、黎柳杭、澳門地毡公司、盧氏家庭、濠

江傢俬城、聯邦地產梁先生、鍾記表行、鴻發押、譚明、澕麗大

碼時裝、燊榮行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李錦堅、梁杏珊 合捐 澳門幣 200.00             

梁明輝、梁明林、梁明煌 合捐 澳門幣 200.00             

梁桂娟、張嘉茵、張啟俊 合捐 澳門幣 2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 捐 澳門幣 195.00             

慶記茶餐廳 捐 澳門幣 150.00             

滿記玉器 捐 澳門幣 110.00             

華君 捐 澳門幣 108.00             

祥勝押 捐 人民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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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盛押、卓先物業、益祥金行、得生押、新世紀電訊、贏順 各捐 港元 100.00             

仙台素料雜貨 捐 澳門幣 80.00               

梁厚基、蘇蓮英 合捐 100.00             

實力工程 捐 澳門幣 75.00               

俊發行、根記、新中光參茸海味 各捐 澳門幣 60.00               

A&E FASHION、AA 咖啡室、CELAS KAM MAK、PEREIRA

121、 PULSL、RTW吳小姐、SINOMAX、TOP FASHION

TRANNGOC TU、V 2、三鄉佬正宗手撕雞、三龍珠寶金行、大

地押、大梵天王、大勝押、小休咖啡、中國中藥房、中華參茸貿

易行、中聯五金、五豐燕窩海味、仁德行、天時精品店、文記咖

啡、王小姐、卡文、古典、古羅妹、弘宇數碼、永大膠袋專門

店、永華、永豪酒莊、永興冰鮮家禽、永興行、全生號、全發燕

窩城、全贏押、名視眼鏡、好心人、安琪內衣、成昌煙草、成記

鎖類、成興地產譚先生、成興煙行、百發押、百順押、百福押、

何琼蘭、利源行中藥房、吳玲玲、李銓標、來勝押、來發燕窩

城、卓明中藥房、和生珠寶、忠信押、怡發行、承發凍肉、易富

參茸海味、明記行、明昉時裝、玩具城、邱雅、金城文具禮品、

金進發押、金寶珠寶金行、青草地、南昌服裝衣料、厚記凍肉、

恆基五金建材、恆發行、星延建材、泉福時裝、美華麗泳衣、美

新皮鞋、美樂、苑田、迦迦士多、恩施押、袁小姐、高尚宮、高

瞻眼鏡、堅毅行、康尼華、康源堂國藥、強輝士多、曹志翔先、

梁小姐、清儀美容中心、祥和押、陳潔瑤、創華居、富源金行、

惠明皮鞋公司、晶記餅家、童寶王國、華浩酒業、華興鮮蛋雜

貨、進昇茶莊、順利押、順興行、慈恩素食、愛美詩、新形象眼

鏡、新勝藥行、新億利中藥房、新潮咖啡美食、新興絲綢、新藝

電訊、楊記、溢利押、溢利參茸海味、溫水英、萬寶電器行、聖

嘉皮鞋、葡京士多、路通電訊、嘉興鋼具傢俬公司、廖先生、榮

記刀剪五金、榮發凍肉食品公司、榮福珠寶、榮興行時裝、榮興

紅木、瑪菲時裝、精美商標、廣發押、德勝押、歐洲時裝、緬僑

單車行、黎小姐、澤豐珠寶、澳門艾倫貿易、澳門騰達貿易、興

記魚仔店、優悅眼鏡、繁榮眼鏡、鴻達燕窩店、麗新行、寶貝時

裝店、寶記麵食、芊芊時裝、靚靚百貨 各捐

澳門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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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ITTLE、DEVARANA、JE BABY、MANSI、Maas、滙通行、

大生海味、小蜜蜂、名亮眼鏡、有心人、江雄、百麗時裝、亞張

剪髮舖、宜佳皮鞋、昌得利傢俬、金域地產置業、亮點視力、信

興行地產、前衛電訊、恆通電訊、珍美內衣、皇冠燕窩酒莊、高

士德晒圖、高雅時裝、高邇派時裝、曼聯鞋店、祥記五金、彭小

姐、善心人、華麗床上用品百貨、雅軒童裝、新光參茸行、新意

超級市場、裕興、遠興童裝、蔚華時裝、寶盛珠寶金行 各捐

澳門幣 50.00               

恒發行 捐 港元 40.00               

世界通訊、亨和地產、益壽堂中藥房、龍暉地產 各捐 澳門幣 40.00               

點晶緣 捐 港元 30.00               

美麗時裝百貨、張潤妹、雅麗時裝、新時代鐘錶行 各捐 澳門幣 30.00               

張潤妹、耀華大藥房 各捐 港元 20.00               

BEST、MSYJ、Sheen、abc、中邦參茸藥材公司、天使內衣百

貨、名亮眼鏡、百福手信便利店、協益商店、易富參茸海味、振

誠建築材料行、泰源貿易行、張小姐、富昌地產、進補堂、夢之

島床上用品、榮駿海味、慶華照相彩色沖印、寶健藥房 各捐

澳門幣 20.00               

點晶緣 捐 人民幣 10.00               

鑽飾寶 捐 港元 10.00               

AYUMI、MINDS、恆發行、善心人  各捐 澳門幣 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