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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 傳承」三十載
楊雅雯 / 傳訊策劃

生命熱線服務的起源始於1984年澳門社會突然攀

升的自殺數字，那個年頭，自殺新聞一宗接一

宗，情況著實令人憂心，有見及此，陸毅神父和

明愛一眾同事遠赴台灣參觀當地生命線的運作，

學習實務經驗，其後更前往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

殺會取經。

服務剛開辦時，澳門的經濟低迷，工作機會不

多，來電多與就業、家庭有關。隨著社會的進

步，人際關係反而變得疏離，關於個人情緒、婚

姻、愛情和精神問題的來電越來越多。

由於當時人手有限，一開始生命熱線每天只維持

4小時的服務，後來將服務時間訂為下午3點至12

點，其後延長至凌晨2點，現

在則是全年無間斷24小時的情

緒疏導電話熱線。目前，生命

熱線平均每天會接到50個求助

電話，高峰時期甚至一天有70

幾個來電。

生命熱線的來電種類繁多，以

精神、情緒、家庭、婚姻與愛

情、人際關係等為主。他們懷

著不穩的情緒打電話求助，紛

亂中很難說清事情的全貌，

12月的一個晚上，近百位社服界同工和資深義工一同出席澳門明愛

生命熱線成立30週年晚宴，幾個當年的舊同事和熱心義工與大家分

享生命熱線由開始到成長，再邁向成熟過程中的辛酸點滴。

同工與義工們耐心地聆聽，慢慢引導他們抒發情

緒，安撫他們。生命熱線相信每個人都有自己解

決問題的潛能，服務主任黎妙玲女士進一步解

釋，「遇到較難解決的問題會建議來電者再次接

受電話輔導服務，約好未來幾天由專職同工與服

務使用者通電話，若情況沒有改善，主任便會評

估是否需要開立個案，約來電者進行面對面的諮

商輔導。」

在生命熱線工作的壓力不小，自殺的報導很容易

令職員和義工產生自責和內疚的情緒。前生命熱

線服務主任、現為明愛青暉舍主任的潘偉傑先生

直言，「以前每天最忐忑的便是看報紙的時刻，

接到有關自殺的求助電話，雖然已經在熱線中勸

01

服當事人作出不自殺的決定，但沒人能擔保當事

人在掛線後會不會又鑽牛角尖決定輕生。」

「這是一份關乎人命、生死與危機的工作，」黎

主任這樣形容生命熱線。4年前剛接手主任一職

的她，就碰上有同事接聽到一位中年男子來電說

太太跟他離婚，覺得沒有希望，生無可戀，準備

燒炭自殺。談話中同事發現該男子早已準備好

炭，在點燃炭火，預估只剩兩小時的救命時間。

雖然無法透過電話定位技術確定事發現場，但同

事卻套出該名男子的個人資料，在眾人的努力和

合作下，得知來電者住址。經多重線索印證，同

事致電報警，警察深宵破門救出該名男子，送院

後獲救。 

這類的緊急個案並非罕見，意識到這方面的需

要，生命熱線在社會工作局的支持下開始籌辦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該服務的同工將會參

與現場支援，協助求助家庭渡過關鍵的時刻，此

外亦成立「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在全澳各

個社區宣揚珍惜生命的訊息。

現時有200多名義工參與生命熱線的工作，要

成為義工的一員，必須經過面試和課堂、生活

營及實習等一系列的培訓，課程內容包括熱線

輔導技巧及創傷與哀傷、人際關係、婚姻及親

密關係、家庭暴力、精神疾病等專題研習和見

習，為期6個月，通過考核後還需經半年以上的

實習方正式成為生命熱線義工。

隨著澳門變得國際化，近年不少外籍人士來澳

工作、居住或旅遊，然而本澳缺乏針對外國人

的情緒支援輔導服務，有需要者往往求助無

門，生命熱線現計劃開通外語「生命熱線」，

招募可操流利英文或其他外語的義工，以回應

本地外籍人士需要。

生命熱線已持續服務社會

30年，黎主任表示，扣除

無聲電話，2014年全年有

超過16,000個求助來電，

面對澳門急速發展而衍生

的各類社會問題，展望未

來，生命熱線更需強化與

社會各界的合作，爭取市

民和熱心人士更廣泛的支

持和參與。

明愛通訊 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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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站是人安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台中

站，該處為露宿者與生活困頓人士提供住宿、

膳食服務，以及平安站（相當於避寒及避暑中

心）。由於資源有限，機構內只有一位社工，

服務卻涵蓋整個台中市，因此該會安排站內露

宿者承擔烹飪、清潔等工作，鼓勵露宿者自食

其力的同時，亦可有效維持服務運作。另外，

人安每星期安排不同的專科醫生到中心為露宿

者義診，讓沒錢繳交健保費用的露宿者都可享

用醫療服務。

基督教恩友中心台中教會的工作人員均為牧

師，行善救濟之餘也傳揚福音，服務的不止露

宿者，但凡認為自己有需要，都可上門取餐，

他們都不會過問。早前，恩友舉辦「2014台灣

暑期國際青年服弱使命團」，支持海內外青年

展開環島之旅，期間到各地的恩友中心逗留一

星期，與露宿者一起生活，學習實踐耶穌的教

誨，履行給貧困人士傳福音的使命。

最後一個參訪機構是以服務女性露宿者為主的

台中市慈善撒瑪黎雅婦女關懷協會，除女性露

宿者之外，該會亦收容遭受家暴的婦女或外籍

勞工，只要經過社工評估為有需要者，均可以

入住。社工會陪個案就醫、尋找工作、協助解

決各種問題，希望讓案主感覺到在這段艱難的

時刻，身邊總有人可以依靠。機構安排案主們

露宿者服務交流
甘家豪 / 駿居庭社工

為提升本澳露宿者服務的質素，11月初駿居庭組織「台灣露宿者服務交流團」，參訪台

中服務露宿人士的三個民間機構。

住在同一單位，她們一起煮飯、睡覺與傾談，

營造家庭氣氛，貫徹該會「每個人都需要一個

家」的理念。

有關機構定期召集露宿者清潔街道，致力改變

市民對他們的刻板印象，經過一番努力，市民

不單沒有排斥他們，甚至願意來做志工，捐贈

物資。是次參訪感受最深的是台灣露宿者服務

特有的人文文化，市民跟露宿者相互體諒，露

宿者懷著感恩的心，自行清潔地方，物品放置

井井有條，整個服務單位充滿真誠、互愛、互

助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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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內地校長團

是次參訪緣於明愛學校近年積極開展資訊教

學，特別是去年的電子白板公開課甚獲好

評，張錫釗校長受教青局推薦，參加早前在

深圳舉行的「兩岸三地校長論壇」。明愛學

校獲大會特邀作接待學校，向內地特殊教育

校長團介紹學校教學情況、辦校理念與課程

特色。

校長團的考察重點是電子白板觀摩課，以語

文、數學、常識、體育、音樂、美勞、社會

適應等科目示範教學，體驗教師如何善用電

子白板進行教學活動。透過觀課，校長團一

致認為電子課堂可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能

有效提高中、重度學習障礙學生的專注力，

其中梁梅燕老師的語文課善用媒體，充分與

12月中旬，明愛學校迎來50多名內地特殊學校校長，由環保樂器組的學生表演拉開歡

迎序幕，繼以師生樂隊的精彩演出，牽動校長團的大手拉著學生們的小手，載歌載

舞，氣氛感人，贏得校長團的熱烈掌聲。

學生互動，讓學生主動探求知識，不少校長

都認為可借鑒相關經驗。

校長們對明愛學校的教學與康復治療均予以

正面評價，並提出與明愛學校結誼姊妹學

校，推動日後彼此更多互訪與交流。

親子讀書溢溫馨
如何讓書本成為孩子的良師益友呢？上圖書館、參

觀書展和參加讀書會，都能鼓勵孩子與書本交朋

友。本學年，明愛幼稚園和澳門圖書館暨資訊管理

協會合作，共同舉辦十期「親子讀書會」，由導師

帶領小朋友閱讀各類繪本故事，邀請小朋友扮演書

中角色，學習主角的精神和品德。讀書會的後半段

為親子手作環節，導師指導小朋友製作簡單的手工

藝品，家長從旁協助，溫情洋溢，其樂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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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兒學習之旅
陳婉萍 / 明愛托兒所助理主任

為發展優質托兒服務，明愛托兒所一行20

人，12月下旬前往台灣參訪台北市立育航幼

兒園和輔仁大學附屬幼兒園，觀摩當地托兒

服務和校園設施。 

育航幼兒園開設特教班以照顧特殊幼兒，並

採用部分時段融合教育模式，讓特殊幼兒有

機會在普通班內學習。示範課上，印象最深

刻的是老師用兒童的聲線與幼兒互動，引導

幼兒發揮想象力構思圖畫內容，一同創作及

分享作品，藉此啟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和潛

能。

輔大幼兒園的特色是重視教室環境的佈置，

好讓幼兒自發地根據環境去探索，與老師和

同儕互動。授課方式以角色扮演為主，讓幼

兒學習與人相處之道，發掘自我概念，培養

獨立的個性與積極進取的態度。此外，園方

十分重視幼兒的親子教育和戶外教育，定期

邀請家長一同參與課堂遊戲和校園活動。

台灣的托育服務十分強調遊戲的重要性，對

特殊幼兒的照顧亦日趨重視，教師們對工作

認真投入，充滿熱忱，值得本澳同工借鑒。

中國社會牧民研討會
由國際明愛主辦、澳門明愛承辦的「中國社會牧民研討會」，11月底一連三日於澳門竹灣會

議中心舉行，參加者有來自兩岸四地及亞洲區的20多位明愛代表，包括亞洲明愛主席、日本

新潟教區 Isao Kikuchi  主教、香港教區楊鳴章輔理主

教以及澳門教區黎鴻昇主教。

研討會上不同地區的明愛代表分享過去所從事的社會

工作，引介對弱勢群體、邊緣社群、賑災、重建等社

會牧靈服務。議題包括認識中國教會的現狀、介紹在

中國社會開展的牧民活動、展析明愛組織在當今社會

的牧民使命、構建教會在中國社會服務的角色，以及

闡述各地明愛2015年服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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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安老服務研討

為探索跨境養老的可行性，分享粵港澳三地跨境養老服務的現況與發展方向，澳門明愛聯同香

港多個社會服務機構和學術組織合辦「跨境安老服務研討會」，至今已三屆。本屆研討會11月

上旬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潘志明總幹事、袁志海行政主任及10位安老服務部主管一同參與。

研討會主題為「廣東省跨境養老新發展、新機遇、

新方向」，設有多個專題演說，由香港的廣東院舍

住宿照顧服務試驗計劃新措施，到醫療機構主管分

享跨境養老的醫療支援及發展，以至服務使用者和

家屬的經驗分享等。潘志明總幹事以「探討澳門跨

境養老的發展機遇」為題在會上發表演說，反思澳

門跨境養老的需要，以及分析近年內地政策對澳門

人跨境養老的機遇與挑戰。

風雨見溫情

劉曉晴 / 福悠坊社企策劃

11月某個星期六的下午，天上一直下著毛毛細雨，更不

時刮起寒風，在路環石排灣社屋群，一群人正扛著木板

和工具箱，穿梭於風雨之中。那是來自中國銀行的義工

與澳門明愛的同事，他們準備上門為多個基層家庭的兒

童裝嵌新的書桌。

這項活動緣自明愛去年開展的「快『糕』長大」送贈生

日蛋糕項目計劃，在送贈蛋糕的家訪過程中，同工發現

許多參與計劃的家庭由於生活困難，無法提供合適的地

方讓子女溫習功課和安放書本，因此澳門明愛推出「智

慧『卓』閱」學生書桌捐贈計劃，為全澳初小至高中的

兒童和青少年提供200套書桌和座椅，鼓勵他們用功讀

書，改善學習環境。

自10月下旬開始，明愛已陸續安排

義工上門為受惠兒童安裝書桌。在

此，明愛感謝中國銀行、法務局社

會重返廳等義工的參與和協助，令

計劃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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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痛風
蘇永傑 / 澳門明愛巡迴醫生

痛風是一種文明病，它主要的成因

是尿酸排泄減少（九成患者）或尿

酸產生增加（其餘一成患者），導

致血液中的尿酸過多，形成結晶沉

積於關節及其附近組織，而引起關

節發炎。

發作時關節處常有紅、腫、熱、痛

等現象，多發於腳的關節，如第一

腳趾關節、腳踝及膝蓋等。大量飲

酒、大量進食紅肉或海產、體重暴

增或手術後，有可能引發痛風症

相信不少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早上起床後發現自己一隻腳非常疼痛，甚至影響走路，

但是並沒有受傷的跡象。這種情況尤其易於大量飲酒或進食豐盛大餐後出現，痛楚通常

只持續一段很短的時間，經過一般的止痛藥物治療便可痊癒，有時甚或不藥而癒，因此

很多人會加以忽視，不了了之。隨著發作次數的增多或疼痛漸趨嚴重，才會萌生求醫的

念頭，最後被醫生診斷為痛風。

狀。痛風多發於中年男性及停經後的女性，其中男性

患者所佔的比例高於九成。

痛風不能根治，但適

當的藥物及飲食控制

可以減低復發機會，

當中的首要原則是減

少體內的尿酸值。就

醫前不可服用阿士匹

靈，亦不可冷敷或熱

敷，這會令痛風加劇，患者應多喝開水，以幫助排出

體內過量的尿酸。

控制飲食與適當運動都能幫助減少體內的尿酸值，雖

有文獻指出控制飲食作用有限，但同時亦有研究指出

增加奶類製品的進食量與每天飲用120毫升的葡萄酒能

有效降低體內的尿酸值。病發期間應盡量進食蛋類、

奶類製品、米飯、饅頭、麵食，以及蔬菜瓜果等，少

吃豆類、鹽與高脂食物，戒食紫菜、海鮮（特別是貝

殼類海鮮）、煎炸食物等。

值得一提的是痛風經常迸發肥胖、高血壓、高血脂及

高血糖症狀，血液中尿酸越高，心血管死亡率亦會上

升。俗語有云：「病向淺中醫」，千萬不要錯過治療

的黃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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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籃球邀請賽
為推動市民大眾多參與體育活動，澳門明愛12月上旬在庇道學

校（分校）籃球場舉辦「澳門明愛六十三周年慈善籃球邀請

賽」，籌得善款約澳門幣二萬元，經過激烈的角逐，公開組的

賽事由永利澳門贏得冠軍。此外，澳門明愛12月中旬，一連兩

日舉行慈善賣旗及義賣活動，在多所學校、社會團體、廣大市

民及明愛同工逾700人次的努力下，籌得善款約澳門幣二十萬

元，善款將用作明愛來年社會服務的發展經費。

明愛週年聚餐
「澳門明愛社會服務同工2014年週年聚餐」於12月底舉行，近

660名員工出席，席間，潘志明總幹事分別向工作滿10年、15

年、20年、25年、30年、35年的員工頒發長期服務年資獎。服

務明愛35年的蘇玉蓮女士是澳門首批社工之一，亦是明愛生命

熱線服務的拓荒者，她協助發展明愛特殊教育服務，並曾在明

愛家庭服務部從事個案輔導和婦女發展的工作，目前是聖方濟

各安老院院長。蘇女士致辭時以其親身經歷勉勵同儕，呼籲大

家對工作不要過於計較，做好自己分內事之餘，積極提出具建

設性的意見，推動明愛持續不懈地優化服務。

康暉十六載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11月中旬，邀請日間護理、家居照顧及

支援、樂齡社區及護老者四大服務的會員、家屬、嘉賓及義工

慶祝成立十六周年，聚會由嘉賓及三位最年長的長者代表切生

日蛋糕以拉開序幕。當日節目豐富，包括會員歌舞表演、集體

遊戲、抽獎，還有義工嘉許，以感謝他們過去一年的無私付

出，長者義工接到嘉許狀時，露出滿足與自信的笑容，正好體

現「老有所為」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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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暉舍

一 向 鼓

勵 青 年 舍

友自主創作， 從

家舍的翻新到今年的聖誕活動，都讓青

年舍友發揮創意，依自己的喜好佈置，

增添院舍聖誕氣氛，培養藝術細胞。聯

歡會當日更安排青年表演環節，給青年

舍友展現才華的機會，增進嘉賓、同工

與青年舍友相互間的認識。

今個聖誕，明愛家庭服務部都會與單親網絡互助服

務、協力社及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一同合作，舉

辦「聖誕同樂夜」，有480人參加。除遊戲與抽獎外，

還有嘉許禮環節，為參與「義人同行關愛計劃2014」

的婦女義工頒獎，感謝她們在過去一年為社會其他弱

勢群體所付 出的關懷和愛心。

聖瑪利亞安老院今年的「開心過
聖誕」有許多精彩的環節，神秘的魔術表演、利落的儀仗演出、小提琴獨奏、小朋友載歌載舞，還有院舍護理部同工充 滿 青 春 氣 息 的 舞蹈、院友們的健身操及鴨仔舞等，氣氛熱烈、溫馨。

寒冬傳暖

意，歡樂

共 餐 聚 。
為加強舍友

間的互動、
傳遞溫馨，駿居

庭舉辦聖誕聚餐，活
動安排聖誕影片欣賞與問
答環節，令舍友了解聖誕
節的起源和意義，寓意將
來會有更美好的生活。

明愛學校今年的「聖誕

同歡樂繽紛」活動於

新校舍禮堂舉行，

逾百人參加。活

動利用電子白板

讓家長與學生一

同參與親子聖誕

拼圖競賽，又安

排學生彈奏電子

琴與演唱歌曲，去

屆結業生更扮成聖誕

老人給同學送上禮物。

明愛通訊 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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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歡騰
迎聖誕

12月是普世歡騰的日子，明愛各服

務單位為迎接聖誕、新年的來臨，

給服務對象舉辦各式各樣的慶祝活

動，以傳愛心、送溫暖，繽紛愉悅

滿載人間。

今年

聖誕

節，托

兒所各班舉

辦「愛心傳送•歡樂聖誕」活動，安

排幼兒觀賞聖家圖片、唱聖誕歌、製

作聖誕手工，學習共同協作、互相分

享的精神，將「愛」傳送給身邊的小

朋友。

藉著一

年一度

的聖誕

佳節，

伯大尼

安老院各

層院友及其

家屬相聚一堂，

參加「聖誕同歡樂繽紛」慶祝活

動，邀請澳門少年飛鷹儀仗隊及聖

類斯公撒格小丑隊做表演嘉賓，更

安排院友負責手語、話劇及唱歌等

表演項目，場面熱鬧非常。 

今年黑沙環明暉護養院一

連兩日，為院友舉行聖

誕同樂日活動，讓院

友和家屬一起感受節

日的歡樂。葉陸標神

父及一班教友義工來

訪，為天主教的院友

給予靈性上的支持，滙

暉長者中心的義工亦有

到訪，並表演舞蹈助興。

明愛通訊 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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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KNOWLEDEMENTS

（按筆劃順序排名，只刊登未曾公開款項）

2014年11-12月
捐款名單

金額(MOP) 金額(MOP)
CHAN PENG TIM 80.00
CHAN WAI MAN 200.00
CHAU MAN LUNG 1,031.50
CHOI KUN CHEONG 6,157.50
CHONG SOU VA 300.00
GODFREY JAMES HARRISON 11,000.00
JACKIE LEONG 1,000.00
JIANCONG TAN 6.00
JOÃO MARIA LAU TERESA 30,000.00
KE YE 100.00
LAI WUN NAM ALIAS LAI FON NAM 5,000.00
LAM SOK IN 5,000.00
LAM VIRGINIA FONG I 1,000.00
LAU RA MARIA 20,000.00
LEONG TERESA 2,000.00
MARGARIDA PANG 400.00
NONG WAI HONG 500.00
PANG MEN WAH 515.00
RAYMOND AN 500.00
S.O.N FRIEDS 500.00
YANMEI LU 3.00
毛錦添 500.00
王煥洲 4,000.00
可晴 200.00
石宅 211.00
老漢基 1,000.00
何卓軒 700.00
何青華,何仲華 1,000.00
何暉暘 500.00
佛弟子 2,930.00
吳宅 2,500.00
吳章渠,趙笑 5,000.00
吳詠梅 1,000.00
吳新明 2,000.00
吳韻韶 500.00
李漢基伉儷 20,000.00
李錦基,楊桂珍 5,157.50
冼志江 2.00
周先生 2,000.00
林文麗 500.00
林後浪-聖誕活動 5,000.00
林婉嬈 500.00
金宅 1,500.00
金沙中國關懷大使五週年捐款 150,000.00

金融管理局-保險日活動 1,000.00
胡先生 1,000.00
徐承康 300.00
捐款箱-COMEBUY 35,104.32
捐款箱-大倉酒店 11,103.05
捐款箱-心願亭 873.23
捐款箱-民政總署 510.75
捐款箱-郵政儲金局 1,742.76
捐款箱-黑沙環牧民中心 3,818.72
梁宅 21,000.00
梁金 185.00
梁栢成 921.00
梁群好 200.00
梁慧敏 2,031.50
莊佩嘉 100.00
郭先生 3,000.00
陳建國 1,000.00
陳偉傑 15,000.00
陳瑞祺永援中學(分校) 200,000.00
善長 98,944.77
善長-內地兒童 5,243.85
善長-本地兒童 5,103.15
曾鳴歧 500.00
湯福如 1,000.00
馮少蓮 200.00
楊曉晨 100.00
聖瑪利亞聖方濟各傳教修女會 10,000.00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41,580.50
鄒卓諺 500.00
廖群笑 230.00
劉冠賢 8,307.64
鄭敏兒 9,000.00
鄭淑兒 9,000.00
黎慶棠,胡偉光-聖誔活動 10,000.00
澳門天主教醫療牧靈協會-泉仁樂家庭
綜合服務中心

2,000.00

澳門金井同鄉會 100,000.00
澳門旅遊學院-甜蜜發現聖誕慈善晚會 29,058.60
賴先生 6,000.00
霍志標,霍冠浩,楊南紅,霍姵澄 3,000.00
羅女士 10,000.00
羅啟瑞 6,000.00

小計 1,146,652.34

明愛通訊 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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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懷謙善 愛澤千里

杜兆冰 / 慈善資源部主任

明愛通訊 第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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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慈善園遊會是澳門一年一度的慈善盛事，今屆園遊會的主題為「心懷謙善 愛澤千

里」，期間中區同時進行賣旗籌款，務求讓更多市民參與，共襄善舉。園遊會籌得逾

澳門幣756萬元，用以支持明愛來年的社會服務經費。

活動新亮點

較往年不同，明愛今年特設園遊會週五專場「萬Sing共聚音樂派對之古靈精怪繽紛秀」，舉辦扮

鬼扮馬比賽和音樂演出，場內設有附節日元素的遊戲及美食，部分人更穿著特色服裝穿梭全場，

齊慶Halloween萬聖節。

去年新增的「動手•動腦•樂趣坊」，在原有製作手工藝品和創意曲奇的基礎上，添加多元潛能

教室、坐式太極和繪畫國畫等新的元素，邀請明愛服務使用者與市民一同上課，透過彼此互動，

達致共融。現場設置「孩子的呼喚」短片及攝影展攤位，展出獲獎者的優秀作品，呼籲家長多花

時間陪伴子女，閒時多與他們傾談，關心他們的成長。

互愛、和諧、關懷

潘志明總幹事表示，為了配合社會的需要，明愛近年增設

多項服務，承辦「社區保姆服務計劃」、「凱暉生命教育

資源中心」，拓展「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務」和「泉仁

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更透過國際明愛向國外、受災難

的地區提供援助，包括「東帝汶支援服務」、「孟加拉貧

民窟兒童助學計劃」等。明愛呼籲社會各界善長和熱心市

民慷慨解囊，攜手幫助有需要的人，為匱乏者謀福祉。



2014年明愛慈善園遊會 
收支說明 (續)

 海事及水務局員工         2,400.00
 MGM Roadshow義賣-獎券         2,250.00
 社會工作局         2,200.00
 花地瑪聖母堂         2,200.00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2,010.00
 中國工商銀行         2,000.00
 庇道學校分校Miss Wong         2,000.00
 明愛圖書館         2,000.00
 梁煥秋         2,000.00
 陳小姐         2,000.00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2,000.00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2,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830.00
 澳門監獄員工         1,800.00
 樂活展義賣-獎券         1,790.00
 行政公職局         1,630.00
 物業登記局         1,540.00
 聖瑪嘉烈中心         1,520.00
 Tommy         1,500.00
 創明坊         1,500.00
 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         1,490.00
 澳門基金會明愛家居護養服務         1,300.00
 高美士中葡中學         1,280.00
 善長         1,020.00
 Meng         1,000.00
 Pedro Vong         1,000.00
 毛醫生         1,000.00
 伯大尼安老院         1,000.00
 庇道夜校         1,000.00
 協同特殊教育學校         1,000.00
 東南學校         1,000.00
 莫小姐         1,000.00
 雅萊商業文儀         1,000.00
 群力有限公司         1,000.00
 澳門生活圈         1,000.00
 澳門坊眾學校         1,000.00
 澳門葡文學校         1,000.00
 澳門歸僑總會         1,000.00
 澳門聽力服務專業協會         1,000.00
 戴太         1,000.00
 澳門女企業家商會            800.00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720.00
 Ceci            600.00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600.00
 澳門魔術藝術家協會            600.00
 澳門中央圖書館            530.00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求助專
線

           500.00
 張小姐            500.00
 郭世萬            500.00
 馮生            500.00
 黃慧愉            500.00
 新興冷氣電業工程(澳門)公司            500.00
 滙暉長者中心            500.00
 鄔耀成            500.00
 劉小姐            500.00
 寶華迷你倉            500.00
 望廈明愛社會服務中心            410.00
 澳門繁榮促進會綜合服務中心            400.00
 澳門保安部隊高等學校            380.00
 福悠坊            320.00
 Carol            300.00
 Vickie            300.00

 郭小姐             300.00
 駿居庭             290.00
 北區中葡小學             200.00
 陳鍚僑博士             200.00
 楊曉晨             200.00
 凱暉生命資源教育中心             140.00
 Kara             100.00
 鄭懿雅             100.00
 盧子悅             100.00

 合計  1,522,182.69

攤位租金收入(MOP)

 耀昌隆米行-獎品          3,000.00
 雷洲水電工程公司          3,000.00
 運輸工務司司長辦公室          3,000.00
 馮翠萍          3,000.00
 勞艷珊會計師          3,000.00
 莫一夫          3,000.00
 大昌食品巿埸          3,000.00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公司          2,063.00
 寰宇宣傳推廣有限公司          2,000.00
 黎振權          2,000.00
 鴻偉工程有限公司-獎品          2,000.00
 鄧國光會計師-獎品          2,000.00
 利文印刷公司-獎品          2,000.00
 美豐石油有限公司          2,000.00
 肥珍菜欄          2,000.00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          2,000.00
 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          2,000.00
 余焯源          2,000.00
 何泉記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2,000.00
 仁康牙科醫療中心          2,000.00
 Cyber 專業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2,000.00
 澳門監獄員工          1,500.00
 譚宅          1,500.00
 宏富裝修公司          1,500.00
 消防局          1,140.00
 劉秉芬          1,031.50
 善長捐款          1,031.50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1,000.00
 澳門互助總會          1,000.00
 澳門土生協會          1,000.00
 鄭建東          1,000.00
 鴻安貿易有限公司-獎品          1,000.00
 劉永誠          1,000.00
 黃顯輝律師          1,000.00
 陶智豪律師          1,000.00
 高彼濤律師          1,000.00
 林笑雲律師          1,000.00
 阮兆洪先生          1,000.00
 李煥江律師          1,000.00
 宏益電召的士有限公司          1,000.00
 友聯置業建築公司          1,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930.00
 行政公職局             580.00
 豐盛環球理財有限公司曹錦泉             500.00
 劉永年             500.00
 廉政公署             500.00
 陳玉卿,陳采蓮,林藹琪,曾月嫦,
     黃德忠

            500.00

 梁艷華             500.00
 洪小芬             500.00
 怡豐商業機器             500.00
 LE BEL 天然礦石(精品店)             400.00
 阮秀中             300.00
 吳秋霞             300.00
 曾潔敏             200.00
 陳碧君             200.00
 林永亮             200.00
 李安婷             200.00
 吳淑芬             200.00
 CHUA TONG LING             200.00
 LAM SOK IN             100.00

 合計  2,940,508.23

 社會工作局
 體育發展局
 民政總署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治安警察局
 交通事務局
 郵政局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新時代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拯溺總會
 澳門紅十字會
 中國澳門龍舟總會
 澳門獨木舟總會
 澳門賽艇總會
 澳門童軍總會
 澳門通股份有限公司
 維他奶 (澳門) 有限公司
 進都服飾有限公司
 億亮媒體集團 Qoos.com
 何思敏設計師
 鏡湖醫院
 匯業銀行
 華僑永亨銀行
 保利達集團
 澳門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
 華山泉信源貿易行
 瀅廣告製作有限公司
 梁煥秋核數師

捐款及贊助(MOP)

 澳門基金會     500,000.00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澳意
     情繫五百年慈善拍賣晚會)

    454,000.00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200,000.00
 星際酒店有限公司     200,000.00
 社會文化司司長辦公室     200,000.00
 WYNN RESORTS (MACAU)     200,000.00
 SANDS CHINA LTD     200,000.00
 大衛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103,000.00
 羅志國     100,000.00
 財政局     100,0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100,000.00
 太陽城集團     100,000.00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會        50,000.00
 中國工商銀行        30,000.00
 教育暨青年局        25,000.00
 滙業社會文化促進會        20,000.00
 菱峯集團投資發展有限公司        20,000.00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20,000.00
 星光船務有限公司        20,000.00
 文化局        20,000.00
 工青會        18,000.00
 善長捐款        10,705.43
 何美華會計師事務所        10,500.00
 濠江扶輪青年服務團        10,107.00
 劉藝良        10,000.00
 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10,0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10,000.00
 皇者權問公司總裁余加榮先生        10,000.00
 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0
 LAURA MARIA BOYOL        10,000.00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        10,000.00
 國維通迅工程有限公司-獎品        10,000.00
 澳門電力公司-現埸電纜          7,290.00
 潘志明          5,157.50
 誠一實業有限公司          5,157.50
 警察總局          5,000.00
 勝生企業有限公司          5,000.00
 陳瑞祺永援中學之家長教師會
    暨聖母進教之佑永援同學會

         5,000.00

 陳明金          5,000.00
 吳日東          5,000.00
 南澳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
 中原(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4,672.36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3,650.00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3,192.44
 澳門聽力服務專業協會          3,000.00
 澳門生產力暨科技轉移中心          3,000.00
 澳門X光室有限公司          3,000.00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獎品          3,000.00

其他支持機構

 澳門美高梅
 超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勝生企業有限公司
 新興冷氣電業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華僑永享銀行
 澳門四季酒店
 康泰旅行社
 南粵集團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環保站有限公司
 致富燈光音響
 雅萊商業文儀
 信託建築罝業投資有限公司
 義興單車行
 宏海船務有限公司
 聯邦大酒樓
 陳曉筠核數師
 雙喜珠寶金行
 盛豐珠寶金行
 好世界酒樓
 御想集團(澳門)有限公司
 威裳時裝(鱷魚恤)
 玉福眼鏡
 奧的斯電梯(香港)有限公司
 信德船務
 美心餅店有限公司
 一書齋
 南光石油有限公司
 聯邦有限公司
 澳門十六浦索菲特酒店

其他抽獎禮物贊助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由澳門明愛印製

 園遊會賣旗收入                     56,277.58
 MGM ROADSHOW 義賣收入                       5,701.81
 澳門廣埸義賣收入                       5,349.15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MELCO CROWN ENTERTAIMENT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澳門自來水有限公司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澳門凱旋門                       5,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青暉舍,培青社,澳門公務人員體育會                       3,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庇道學校                       1,000.00
 五人足球賽報名費-澳門葡文學校                       1,000.00
 五人足球賽捐款箱收入                          926.00
 萬SING共聚音樂派對之古靈精怪繽紛SHOW收入                       4,082.67

 合計                  107,337.21

2014年明愛慈善園遊會 
收支說明

攤位收入(MOP)

2014明愛慈善園遊會收支報告(MOP)

支出 收入

  獎金獎項及禮物           122,247.79  捐款及贊助        2,940,508.23
  棚架裝置           102,001.50  攤位收入        2,574,928.93
  音響裝置             85,800.00  獎券銷售        1,522,182.69
  電力裝置             70,294.00  攤位租金收入           459,000.00
  廣告宣傳             48,522.20  園遊會前奏活動收入           107,337.21
  交通運輸             34,440.00
  清潔費用             31,000.00
  文具印刷             29,931.80
  保險費             26,749.50
  膳食支出             19,760.00
  保安費             11,010.00
  開幕剪彩               5,826.00
  郵電費               4,218.00
  其他支出               1,918.20
  活動淨收益        7,010,238.07

      7,603,957.06       7,603,957.06

園遊會前奏活動收入(MOP)

 陳瑞祺永援中學
     家長教師會暨舊生會

    397,000.00

 粵華中學     231,556.90
 聖瑪沙利羅學校     120,507.61
 澳門聖德蘭學校     110,425.01
 明愛綜合安老院     105,300.00
 青暉舍        78,583.00
 永利澳門        76,858.25
 工青會        71,260.00
 愛倫青年中心        70,000.00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60,960.00
 大會美食及義賣        57,353.08
 慈幼中學        51,636.20
 金沙中國關懷大使        46,142.15
 華僑永亨銀行義工服務隊        44,609.83
 明愛婦女中心        43,556.70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41,784.40
 澳門特別行政區檢察院        40,808.82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34,241.80
 庇道學校        34,020.00
 澳門博彩從業員志願者協會        33,364.16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進會        30,673.58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青年協會        30,225.43
 恒毅社        30,150.00
 法務局社會重返廳        28,932.98
 銀河娛樂集團        28,495.41
 聯英行有限公司        28,304.04
 大豐銀行厚愛義工隊        27,740.96
 創明坊/健行社        27,314.80
 九澳聖若瑟學校        24,826.30
 海星中學        24,400.25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        22,500.00
 民政總署        22,114.44
 澳門慈幼扶輪少年服務團        21,984.80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21,831.26
 澳門監獄        21,718.88
 澳門少年飛鷹會        17,683.80
 教育暨青年局        16,377.16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16,180.60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服務        15,882.34
 悠心協力大義賣        15,471.50
 明愛圖書館        15,390.03
 明糧坊        14,753.64

 中葡職業技術學校        13,688.70
 法務局法律推廣廳        13,637.64
 麥澳有限公司(澳門麥當勞)        13,000.00
 聖公會(澳門)蔡高中學
     扶輪少年服務團

       13,000.00

 松山扶輪青年服務團        12,576.86
 外勞服務        11,883.93
 旅遊局        11,840.96
 明愛幼稚園        10,956.50
 澳門大學學生會        10,775.46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10,090.00
 旅遊學院學生會        10,000.00
 廉政公署          9,871.72
 勞工事務局          9,644.72
 高美士中葡中學學生會          9,258.83
 消費者委員會          8,817.86
 澳門更新互助會          8,725.00
 明愛生命熱線          8,515.18
 聖若瑟大學學生會          7,789.41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7,513.14
 牛房倉庫陶藝坊          7,500.00
 明愛托兒所          7,454.01
 澳門義務工作者協會          5,986.53
 衛生局          5,869.81
 聖公會北區青年服務隊          5,820.20
 海事及水務局          5,761.98
 基本法推廣協會          5,448.84
 澳門弱智人士家長協進會
     附屬曙光中心義工團

         5,142.00

 動手‧動腦‧樂趣坊          4,556.30
 庇道學校(分校)          4,553.01
 澳門魔術藝術家協會          4,533.33
 澳門中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4,000.00
 澳門無疆界青年協會          3,735.63
 行政公職局          2,655.68
 難民福利會          2,043.26
 趣藝坊          2,030.00
 綠色未來          2,016.32
 致恆教育中心/補習社          2,000.00
 COURSEDAY          1,915.26
 澳門國際魔術師協會          1,010.75
 明愛學校             330.00
 其他        36,060.00

 合計  2,574,928.93

攤位租金收入(MOP)

 澳門監獄     50,000.00
 檢察院     50,000.00
 民政總署     25,000.00
 行政公職局     25,000.00
 法務局法律推廣廳     25,000.00
 法務局社會重返廳     25,000.00
 旅遊局     25,000.00
 海事及水務局     25,000.00
 消費者委員會     25,000.00
 教育暨青年局     25,000.00
 勞工事務局     25,000.00
 廉政公署     25,000.00
 衛生局     25,000.00
 永利澳門     12,000.00
 麥澳有限公司(澳門麥當勞)     12,000.00
 銀河娛樂集團     12,000.00
 學勤進修教育中心     12,000.00
 聯英行有限公司     12,000.00
 COURSEDAY       6,000.00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6,000.00
 致恆教育中心/補習社       6,000.00
 食在澳門(志達科技有限公司)       6,000.00

 合計  459,000.00

 海星中學       27,750.00
 李竑陞       20,630.00
 主教座堂       20,000.00
 瑪大肋納嘉諾撒學校       20,000.00
 明愛托兒所       18,400.00
 外地勞工服務       16,400.00
 聖瑪沙利羅學校       16,140.00
 利瑪竇中學(中學部)       15,400.00
 澳門大學       13,720.00
 明愛學校       13,000.00
 聖若瑟教區中學       13,000.00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12,000.00
 郵政局       11,810.00
 June       11,700.00
 嶺南中學       10,270.00
 庇道學校       10,000.00
 澳門廣埸售賣       10,000.00
 聖瑪利亞安老院         9,000.00
 檢察長辦公室         8,420.00
 望廈聖方濟各堂         8,000.00
 明愛幼稚園         7,770.00
 利瑪竇中學附屬小學暨幼稚園         7,300.00
 明愛生命熱線         6,400.00
 電信管理局         6,060.00
 聖德蘭學校         6,010.00
 聖方濟各安老院         6,000.00
 交通事務局         5,880.00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800.00
 庇道學校分校         5,610.00
 澳門新時代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5,470.00
 聖老楞座堂         5,050.00
 聖安多尼堂         5,000.00
 房屋局         4,630.00
 明糧坊         4,550.00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澳門分行         4,200.00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         3,62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3,580.00
 聖玫瑰學校         3,510.00
 人力資源辦公室         3,400.00
 明愛復康巴士         3,130.00
 行政法務司司長辦公室         3,000.00
 望廈青年之家         3,000.00
 博彩從業自願者協會         3,000.00
 青洲老人中心         2,520.00
 九澳聖若瑟學校         2,420.00

獎券銷售(MOP)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64,67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康委會     145,600.00
 嘉諾撒聖心中學     110,000.00
 鮑思高粵華小學       90,000.00
 粵華中學       83,000.00
 園遊會現埸售賣       66,522.69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61,400.00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60,000.00
 青暉舍       40,600.00
 愛倫青年中心       40,000.00
 蔡田田建築師事務所       35,000.00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33,250.00
 慈幼中學       31,000.00
 聖羅撒英文中學       29,500.00
 陳瑞褀永援中學校長及家長
     教師會暨舊生會

      29,200.00

 嘉諾撒聖心英文中學       28,0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