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貨 幣 金 額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捐 澳門幣 1,000,000.00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 捐 澳門幣 600,000.00         

密利拿莊園農業進出口有限公司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0         

文根建築置業有限公司、張樂田、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娛樂博彩業中介人協會 各捐
澳門幣 50,000.00           

同善堂中學校友會及校友青年會 捐 澳門幣 39,300.00           

王宅、敏迪(嘉利)澳門有限公司、莫氏兄弟姐妹、陳明金基金

會 各捐
澳門幣 30,0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20,088.00           

盛豐珠寶金行(五天金飾手工義賣)、竣邦工程有限公司、樂

善、澳門文化交流協會 各捐
澳門幣 20,000.00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19,760.00           

澳門大學 捐 澳門幣 10,600.00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10,450.00           

林紹德、施仲舒、陳榮煉、曾志龍、黃達豪、黃蘊華、澳門溫

州人商會 各捐
港元 10,000.00           

BE-1 運動用品、金龍電器超級市場有限公司、美心餅店有限

公司、徐達明、國際地產集團有限公司、崔銘文、華輝印刷有

限公司、馮慶華、黃共流、澳門中華總商會青年委員會、澳門

中華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澳門廣大中學、羅德明 各捐

澳門幣 10,000.00           

同善堂第四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6,290.00              

同善堂第三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5,9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5,180.00              

施志伴、許文曲、陳明白、億盛集團發展有限公司、蔡貽琛、

譚文超 各捐
港元 5,000.00              

青年國際旅遊有限公司、許清水、順利物業管理、黃文娟、黃

雄偉、澳門金業同業公會、澳門新會同鄉會、權昌行地產代理

各捐

澳門幣 5,000.00              

李柏熹、李柏叡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黃伊翹、黃君翹、俞尚賢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阮建昆、燕窩莊集團有限公司 合捐 澳門幣 5,000.00              

譚宅 捐 澳門幣 3,430.00              

何穎堯、陸三淩 各捐 澳門幣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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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偉 捐 港元 2,000.00              

COOKIE 精品、何美斯、周廣林、高宅、順興號、豐洲 各捐 澳門幣 2,000.00              

林建榮、李碧珠 合捐 澳門幣 2,0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澳門幣 1,900.00              

徐瑪堡 捐 澳門幣 1,554.00              

斌記海味 捐 澳門幣 1,500.00              

譚國雄 捐 港元 1,001.00              

祺蘊 捐 人民幣 1,000.00              

權添地產 捐 港元 1,000.00              

Miss Isabel Jorge、人和咖啡麵食、十月初五餅家、王百鍵、

同發地產、李少群、阮家碧、明藝眼鏡、恆豐美食、致富有限

公司、張敬濂合家、戚美芬、陳鍵、彭素娟、無名氏、黃引

娣、新中行、新聯合車行、劉銳麟、盧宇雯、濠江殯儀 、嚴

善美 各捐

澳門幣 1,000.00              

卜星宇、卜志輝、卜志紅、黃剴揚、黃剴琳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汪志仁、汪晞仁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葉啟琛、葉承恩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羅龍光、廖麗娟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羅偉恒、羅騏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羅棋纓、羅小惠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羅龍根、羅金笑 合捐 澳門幣 1,000.00              

葉宅 捐 澳門幣 800.00                 

李傑興 捐 澳門幣 700.00                 

華民地產 捐 港元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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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PLUS MAC、Miss Lai I Ha、NEGA.C、大昌五金機械行、

元福、公壽殯儀、牛仔屋麵食、民安世記五金、永興地產、玉

福眼鏡、生興行地產、多多地氈、宇宙電腦電業行、百佳窗

簾、吳紀如、吳家倫、妙善坊、宏利ISA BRANCH、李栢記、

李秀容、阮宅、阮倩英、協興電器有限公司、周宅、林宅、松

栢爐具電器、金澤、帝邦金舖、美倫行、韋財玉、振興藥房

VI、啟基汽車零件行、添記工程有限公司、郭瑞文、陳鑑棠、

陳珈珧、森輝建築工程有限公司、華生行、馮本茹、黃天佑、

黃敏姿、黃慕蘭、新中光參茸中藥行、新天地時裝、新宏興車

行、楊先生、置誠地產、葉定懿、達威獎品公司、劉光記鐵

器、劉蕙嫻、劉蕙賢、輝榮電業行、興運地產、聯泰機器廠、

聯記麵家、謝心珠、寶恆高級裝飾材料、儷人屋、權添地產、

恒昇酒業貿易 各捐

澳門幣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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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健輝合家、林佑明合家、鄭庭柱合家 合捐 澳門幣 500.00                 

同善堂第五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港元 400.00                 

新進 捐 澳門幣 40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港元 300.00                 

同善堂第二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港元 300.00                 

大新汽車美容、中聯參茸中藥房、五豐行、犬貓舍、永利五

金、同濟藥房、吳彩、宏發五金、李賢禮、亞洲電腦網絡科技

有限公司、帝豪珠寶金行、英皇珠寶金行、剪髮廊、張偉杰、

教雪松、梁小姐、勞建龍、華駿地產、黃金棠、黃姿琳、新大

華珠寶金行、新東京汽車修理廠、義記建築材料、滿利五金、

聚花店、廣州卓記制麵河粉廠、蔡宗杰、鍾浩津、寵物森林、

嚴國樑、嚴潤森 各捐

澳門幣 300.00                 

林重喜、歐英妹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梁歡、梁國強、梁靖彤、梁樂兒 合捐 澳門幣 300.00                 

泓廣地產 捐 澳門幣 250.00                 

同善堂第一托兒所幼兒家長 合捐 人民幣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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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T SALOON、MR. Mok Veng Tim、YEAH LOOK SALON、

文高珠寶金行、生輝撈麵、吉祥素食專門店、名亮眼鏡、利昌

珠寶金行、李順祥合家、佳人攝影、和興玻璃工程有限公司、

尚晉汽車有限公司、昌興電業行、東方紅攝影彩色沖印、 武

二廣潮福麵店、金富瑤美食、建英洋行、偉明燈飾、張宅、盛

記白粥、郭潔蘭、森美車行、棉蘭天皇燕窩棧、雄昌超級市

場、雄興軒美食、新達光地產、溫記凍肉、葉浩昇、鼎新地

產、榮記車行、鳳欣曬圖影印中心、德旺藥行、數位電腦科

技、歐洲珠寶鐘錶、潮城洋行、髮軒髮廊、澳門花店、濠成

行、聯輝地產、恒發押 、飛晙榮 各捐

澳門幣 200.00                 

林先妹、林寶俊 合捐 澳門幣 200.00                 

長壽齋 捐 澳門幣 130.00                 

澳門地產 捐 人民幣 100.00                 

永順車行、好運手信 各捐 港元 100.00                 

順興汽車零件 捐 澳門幣 80.00                   

BON SALON、HIT SHOE、I.M SALON、M G SALON、M

HAIR STUDIO、M 影音中心、Ruby 時裝、SINOMAX、栢蕙電

腦、人仁機器洗衣、十八宗教物品、大成汽車零件、小寵兒寵物

美容、中天置業、五金軒、友方國際物業、太平電器、文記、日

昇行、片仔廣國藥堂、王小姐、古文靜、永、永誠地產、甘沛

行、甘露咖啡室、全球數碼有限公司、名 SALON、合興傢俬、

好運手信、竹林川、至高物業、利山電單車行、利安咖啡美食、

利行車行、宋太、宏達電訊、快富車行、步行者鞋店、良品美

食、依適薈、和興、東龍車行有限公司、泗合雜貨、金城食店、

金輝咖啡、長豐地產、信和行、信藝美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俊軒

酒業、南豐麵家、皇室美容中心、盈禾物業、盈進保險、倫記餅

家、凌瑞庭、庭記車行、時尚眼鏡、泰亨金飾舖、泰豐食品、益

祥珠寶金飾行、偉明汽車修理廠、健寧士多、國民中藥房、常勝

押、強記小食、御居設計工程公司、啟源五金電業行、梁興隆合

家、許宅、許軒渝、郭子澄、郭茵穎、陳小姐、陳思宇、富城珠

寶、富康食品、富華珠寶金行、智城美髮、華大中藥房、華暉電

業行、華群五金電器、超勝咖啡美食、雅泰地產、雅圖、雄記電

單車行、雄輝大藥房、雄興泰咖啡室、意興隆玉器、新陽光美食

新潮眼鏡、新豐藥房、萬順歐化傢俬、榮茂錶行、福安堂中藥

房、遠東電訊、樹洪車行、澳門聯盟五金、鋼藝閘門燈飾、龍一

屋、繁榮眼鏡、聯興五金油漆公司、聯興車行、鍾翠嫻、駿業地

產、駿興車行、鴻源貿易行、鄺先生、鑫坤珠寶、恒達地產 各捐

澳門幣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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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瑪堡 捐 港元 72.10                   

忠信押 捐 港元 50.00                   

H8 水族、MANSI 、Y'S 時裝、三和、中順冷氣電業、今日攝

影院、友聯士多、天地通電訊、卡詩髮廊、民藝行五金、利生

紙料行、利奧眼鏡、東華膠輪行、東瀛髮屋、保視眼鏡、星光

電訊、彪記、速億電訊、陳效記、富美樂士多、富華鮮果士

多、善心人、華順食品貿易行、順記咖啡、黃福馨文具紙業、

新力量通訊、新寶電訊、萬利電單車行、電訊99、榮興隆參

茸國藥、韶關車行、劉豐、廣華超記、樂君參茸手信、興威煙

澳門幣 50.00                   

ABCD 便利店、滙置地產、永聯汽車修理廠、信達電訊、航記

酒業、嘉和國際、髮名人 各捐
澳門幣 30.00                   

SOLIO PLUS、大興汽車用品美容、名店眼鏡、有心人、呂小

姐、閃修俠、高清視力眼鏡、國泰裝飾五金、專致物業、逸

姿、萬眾物業有限公司、萬象攝影、髮之都、寶源地產 各捐

澳門幣 20.00                   

家麗姐妹情心金銀香燭舖、善心人、新寶電訊、德和行、嬰兒

屋 各捐
澳門幣 10.00                   

王小姐、本日科技 各捐 澳門幣 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