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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協力 共同抗疫
李祉涵 / 明愛傳訊助理

臨近歲晚，當人們為迎接新春佳節相約親友團聚，準備過年應節食品及物品，回鄉探親或外遊度歲，沉浸

於農曆新年喜慶歡愉之時，怎料到一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澳門這小城的市面氣氛來了個180度的轉

變……

1月22日，本澳確診首宗新冠肺炎病例；

1月23日，政府推出澳門居民可每十天以八元購買十個口罩的供應保障計劃；

1月30日，當局宣布中小幼及大專院校無限期停課；

2月3日，首名本地居民確診新冠肺炎，乘客必須佩戴口罩方可乘搭巴士，政府呼籲僱主為有必要留澳的外地

勞工提供在地住宿以減少人員通關流動；

2月4日，港澳海上客運停航，行政長官宣布賭場即日起停業半個月；

2月20日，內地僱員入澳須先接受醫學隔離觀察14天並取得醫生證明。

這幾個星期可說是新冠肺炎疫情在澳最嚴峻的一個階段，可幸特區政

府採取一系列果斷而到位的防控和抗疫措施，加上廣大市民及社會各

界的高度配合，縱然出現過不安、焦慮、惶恐的情緒，街道變得人流

疏落，但大家響應呼籲，戴口罩、勤洗手、多留家中、減少群聚，讓

緊張的局勢得以穩定下來。

緊貼政府指引   配合全城防疫

社會福利服務方面，特區政府社會工作局宣布，2月3日起受資助社會服

務設施因應其服務性質，分別作出持續運作、有限度運作、暫停運作的

安排。澳門明愛提供的社會服務，約七成是院舍、照顧、接載、應急及

熱線性質，因此大多需要員工堅守崗位，務求服務能夠繼續維持運作。

明愛持續運作的受資助設施包括：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含恩暉家

居照顧及支援服務）、黑沙環明暉護養院、伯大尼安老院、聖瑪利亞安

老院、聖方濟各安老院、聖類斯公撒格之家、聖瑪嘉烈中心、聖路濟

亞中心、主教山兒童中心、青暉舍、駿居庭、善導宿舍、青洲家居照

顧及支援服務、康暉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明愛家居護養服務、滙暉長

者中心（求助鐘和膳食服務）、駿暉穿梭復康巴士、明糧坊（食物派

發服務）、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求助專線、生命熱線。此外，繼續

營運的非政府資助設施亦有：頤安護老院、頤安護老院（雅新）、頤

安（逸麗）護老院、好的福悠快綫和澳門基金會明愛上落出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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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單位全力配合政府的抗疫工作，遵照當局的傳染病防

禦指引，維持核心服務的提供，定時加強設施的環境衛生

和清潔。各單位亦與員工開會講解防疫措施及安排特定情

境演練，並舉行健康講座指導服務對象正確佩戴口罩、使

用消毒用品和處理疫情產生的各種情緒，同時嚴格執行體

溫監測、訪客登記及進入場所前先潔手等程序，確保將病

毒傳染的風險降到最低。

至於家屬探訪，明愛屬下的安老及復康院舍按傳染病緊急

應變計劃的指引，把疫情發展的級別調整至二級（橙色）

，探訪時間縮短至每天六小時，在做足清潔消毒、保持適

當社交距離的前題下，容讓家屬在非住宿樓層的指定區域

有限度探望院友，從而盡最大努力保持院友的生活質素。

另一方面，亦鼓勵家屬透過手機社交軟件，留在家中與院

友以視像電話聯繫。

伯伯：「妳那邊疫情嚴重嗎？我們這裏不可外出呀。」身

在外國的女兒回應：「大家要多點忍耐，疫情下要留在院

舍避免感染，當疫情好轉我會回來看你。」每天的話題可

能差不多，但通過科技應用，即使大家相隔兩地，也能夠

見到面，拉近彼此之間心靈的距離。

重視同事安全   靈活工作安排

世界衛生組織2月1日將新型冠狀病毒列為「國際關注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意味新冠肺炎已演變成全球

大流行。明愛於2月頭三個星期安排非持續運作的社服單位員工在家工作，並籲請同事如非必要減少外

出，避免人群聚集，切勿離澳，盡量留在家中，防止疫情在社區蔓延。

明愛約有三成受資助的社服設施暫停營運，

包括家庭及社區服務、安老及復康日間中

心、托兒所、學校輔導服務等，有關人員期

間雖豁免上班，但他們在家主動電話慰問服

務使用者，了解其面對的問題和給予情緒支

援。而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的同工則製作

文宣，內容為健康小知識、防疫消毒技巧、

心理減壓貼士，圖文並茂在網絡上向市民普

及防疫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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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低常住珠海的員工往返珠澳兩地感染新冠肺炎的風

險，明愛特意提供在地臨時住宿。一開始有同事表示不想

「困」在澳門，惟了解到只有保障好自己健康才能安全地

為服務對象提供服務，大家遂願意配合安排。事實上，各

間院舍大部分的前線人員都是每日過關的內地勞工，若然

未能安排在澳住宿，院舍的運作勢必受到嚴重影響。

「本服務需要全天候持續運作，為來電者提供情緒輔導與

支援，疫情期間詢問過同事當值有沒有困難，全部同事均

表示樂意照常上班，對工作勇於承擔。」生命熱線吳麗英

主任說。

關顧弱勢社群   提供適切服務

生命熱線這幾個星期接聽到市民的電話，大多是關於對疫情的擔憂和生活瑣事衍生的情緒困擾，也有是

因為長期留在家中而感鬱結，故致電熱線找人傾訴。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求助專線所收到的電話求

助，亦較去年同期增加近一倍，當中不少是由於與家人多了時間相處而產生摩擦，輔導員一方面安撫當

事人的情緒，另一方面要耐心指導他們與家人的溝通技巧。

疫情嚴峻時期，明愛的三支家居照顧及支援服務隊繼續運作，為獨居長者、雙老家庭提供必要的送飯、

陪診、護理、個人衛生、家居清潔等服務。不過，普遍地大廈管理處加強了防疫措施，連送外賣的都不

獲准上樓層，而要住客落到大堂的指定區域交收外賣。

「我們與多間管理公司做好溝通，健康申報、體溫檢測、配戴

口罩，得到對方的包容和體諒，我們可以把每天的飯餐送到行

動不便的服務使用者家中。」青洲老人中心林卓雲副主任說。

市民的社交性出行縱然減少，惟定期去醫院洗腎或覆診的需求

卻仍殷切。因此，澳門基金會明愛上落出行服務、好的福悠快

綫和駿暉穿梭復康巴士一直均維持正常服務，沒有間斷。這段

日子，好的福悠快綫接載一位車友如常隔天往返醫院洗腎，某

天在醫院時，她突然發燒，院方隨即安排她進行核酸測試。

「等候結果的過程讓林婆婆心情忐忑不安，本服務的同事也嚴

陣以待，幸好最後只是虛驚一場，由於當時已經很晚，難以召

喚的士，負責同工特意安排好的之司機加班送林婆婆回家。」

好的福悠快綫的區素沁小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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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銀行 怡發地產 楊佩思小姐

化驗師公會 社會工作局 鉅記餅家

北區工商聯會 金沙中國 銀河集團慈善基金會

永利皇宮 美高梅 澳門工商銀行

亞洲航空 曾紫君小朋友 澳門中區扶輪社

咀香園餅家 華元堂 澳門華僑永亨銀行

嗚謝名單：(依筆劃序)

其他熱心團體及人士亦對防疫工作給予支持和關心，明愛將於下期通訊內補充鳴謝。

接受社會捐贈   整合所需物資

抗疫初期，市面上的口罩、酒精搓手液、消毒水一下子

都被搶購一空，網購預訂亦困難重重。可幸，安老及復

康住宿服務設施向來按規定儲備一定數量的口罩和防

疫用品，足以支撐一個月或以上的用量。其他毋需貯存

防疫物資的社服設施，則透過明愛總署作跨單位調配，

以應付日常所需，保障全體員工和服務對象的健康與安

全。

澳門明愛備有充足的防疫物品以資應用，實有賴社會各

界人士不遺餘力、慷慨捐贈，從口罩、消毒水、酒精搓

手液等衛生用品，到食物、愛心福包甚至現金，每一分

捐贈代表著澳門市民至善之心，體現民眾團結抗疫和守

望相助的精神。收到捐贈物資後，明愛特派專人進行統

籌和管理，務求將善長的愛與關懷送到最有迫切需要的

個人或家庭手中。

「多謝你們送來這麼實用的物品，現在是有錢也買不到啊！」當服務使用者接到防疫物資時，紛紛表示

驚訝和感謝。 

關注世界各地受疫情影響之人士

澳門明愛呼籲各界慷慨捐贈

協助受疫情影響的人士盡快度過難關，
籌得的善款將通過澳門明愛及其國際網絡支援他們。

在疫境中不離不棄 大西洋銀行

請捐款至末頁「澳門明愛」的銀行戶口或以下新增抗疫銀行賬戶，註
明“抗疫捐款＂，並將入數紙副本發送給我們以作記錄。
傳真： +853 2828 3332 
電郵： fundraising@caritas.org.mo 

善款賬戶名稱：ANTI-EPIDEMIC SUPPORT ACCOUNT
善款賬戶號碼：9016477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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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下環老人中心自1月底起因應抗疫需要而暫停開放。期間除了以電話慰問形

式去了解和關心長者在家的防疫情況外，中心更嘗試以視像聚會的方法與長者保持溝通、互動。

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本澳的疫情發展轉趨嚴峻，中心雖暫

停運作，但仍持續電聯長者會員，呼籲他們留在家中減少

外出。對於以視像會議的形式進行聚會，參與的長者均感

新奇，得悉這麼多人可以透過電話同時在線上見面，大家

表現都相當興奮。在視像聚會的過程中，長者們互相送上

新年祝福，分享在家抗疫的生活點滴，並在工作員的帶領

下做伸展運動，再舉杯彼此打氣加油。

過去中心曾舉辦智能電話社交軟件教學的興趣班，日常亦

透過社交軟件以作聯絡及發布訊息，長者對使用社交軟件

通訊其實並不陌生，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在抗疫期間，能透

過軟件進行聚會，學以致用。在未來的活動計劃上，中心

將繼續加入相關元素，讓長者亦能夠享受科技發展所帶來

的便利和樂趣。

視像聚會
勞詩欣 / 下環老人中心活協

除夕夜，圍坐在一起吃團年飯，是華人傳統文化習俗。不管一年裡有多麼忙碌，團年飯在大家心目中是一頓

溫馨、不容缺席的盛宴。1月初，駿居庭和善導宿舍合辦聯歡晚會，讓舍友藉此開懷地大吃一餐，體會家人團

聚的溫馨感覺，迎接美好一年有一個新的開始。

平日不修邊幅的舍友為了這次晚宴盛裝打

扮，穿著衣冠楚楚、落落大方，除了因為期

待著精彩的表演節目，更是因為團年飯在他

們心中的重要地位。晚宴期間大家拋開日常

的煩惱，一同感受熱鬧的節慶氣氛。舍友們

在輕鬆自在的氛圍下結識到新朋友，人生旅

途上在此駐足一會，期望盡快做好準備，重

新投入社會，豐富自己的生命，活得加倍精

彩。

團團圓圓
周仲文 / 駿居庭活協



06
明愛通訊 第143期

疫情下的陽光
李婆婆平日喜歡外出走動，94歲的她仍堅持每天步行上斜，到崗頂明愛老人中心參加活動，與其他老友記相

聚聯誼，健如松柏。去年12月，婆婆在家中意外跌倒，右股骨骨折，術後身體轉弱，本來行動自如變得活動

受限，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心情相當難受。

婆婆育有九名子女，與其中一名兒子及其家庭同住，他們很疼愛婆婆，見到她受傷甚為心痛。留醫期間婆婆

堅持下床如廁，家人無法勸阻已深感擔憂，當接獲通知快將要出院時，更焦慮婆婆回家後能否得到合適的照

顧。1月中，正處徬徨無助之際，經朋友介紹下得知明愛有家居護養服務，於是立即提出服務申請。

子女們各有工作及家庭，較難長時間看顧婆

婆，擔心她在家中會不在意自己的傷患而走來

走去，增加再次受傷或影響患處愈合的可能，

加上婆婆入院前後自理能力有很大落差，家屬

不懂如何照顧是好，故家居護養服務開始時為

婆婆提供淋浴及陪護服務，從而減輕家屬的照

顧壓力。

2月初，新冠肺炎疫情日趨嚴峻，家護同事發

現婆婆右腳踝有壓紅及瘀黑，即匯報家屬知

悉。鑒於當時特區政府呼籲本澳巿民留在家中

抗疫，避免外出以減少社區感染機會，家居護

養服務遂為婆婆安排傷口護理服務，以解燃眉

之急。家屬表示每當婆婆有需要時，家護服務

總能給予適切的幫助，讓他們大為放心。

本來家屬有意僱用家傭全天候照顧婆婆，但礙

於疫情緊張較難聘請。家屬期望持續使用明愛

家居護養服務，並讚揚家護同事專業及用心，

服務優質且接案快能急人所急，如陪護期間頻

與婆婆聊天，鼓勵她與人多作交流，有助其早

日康復痊癒，而過程中家屬亦能學到一些照顧

技巧，以便日後更好地為婆婆提供所需的照料

和支援。

經過這段日子的相處，婆婆與家護同事之間建

立了互信關係，臉上總掛滿笑容，每天期待著

同事上門做服務。就是這疫情下的笑容，尤如

陽光般灑遍大地，暖透每一位同工的心。

鍾雪芬 / 明愛家居護養服務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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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上旬，葡萄牙明愛主席 Eugénio José 
da Cruz Fonseca、理事 Filipe Vasques do 
Nascimento Neto Lopes 以及國際部 Filipa 
Maria Abecasis Nina Martins 一行三人到訪

澳門明愛，展開為期一周的友好訪問，期

間雙方進行深度交流。

三位葡國客人在澳門明愛潘志明總幹事的

陪同，到轄下的單位參觀以了解相關服

務。行程之一是崗頂老人中心，一眾長者

為遠道而來的賓客鼓掌以示熱烈歡迎，並

獻上新年歌曲《迎春花》以表心意，葡萄

牙明愛主席 Eugénio José da Cruz Fonseca
亦向老友記送上祝福和問好。

是次訪問雙方就合作事宜作出深入探討，

並達成多項共識，其中包括協助葡萄牙當

地居民和外來移民學習普通話，方便他們

尋找工作。此外，兩地的明愛將推動員工

間的訓練和合作交流，培育人力資源以支

持葡語系國家，至於葡萄牙明愛的一些

國際關懷項目如在東帝汶、委內瑞拉等地

者，澳門明愛也願意提供所需的協助和支

援。

葡萄牙明愛到訪

齊做生命守門人
羅琨瑜 /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心理輔導員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一直致力宣揚珍惜生命的訊息，期間持續舉辦了30多場「生命守門人」課程，參與人

數逾1200人。課程冀參加者肩負起守護身邊人的使命，達致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協助的果效，當發現

身邊人有自殺徵兆，即作出適時介入，透過關懷與陪伴，鼓勵他們努力生活下去，並轉介予相關機構跟進後

續的輔導服務。

中心亦曾到本澳社服機構的社區中心及長者中心進行「生命守門人」講座，更為前線專職人員特設專場，好

讓他們在培訓後掌握辨識有自殺風險人士的技巧，為當事人提供所需的支援。



08
明愛通訊 第143期

耆願倆心知
鄭瑞嫺 / 青洲老人中心社工

為促進長者夫婦深入了解對方，滋潤彼此間的伴侶關係，

學習善於表達愛之語，青洲老人中心近月舉辦了七節「耆

願倆心知」夫婦小組聚會。開始時，透過“心有靈犀”遊

戲，讓參加者就其喜好、社交關係、最近面對的壓力、配

偶是否喜歡自己個性等話題坦誠分享。

「四道人生」是其後小組聚會圍繞的主題。先是「道謝」

，有組員憶及年青時的艱辛歲月曾受人恩惠卻未嘗回報，

故在冥想環節中由衷地向對方致謝，以示感恩之心。接著

是「道愛」，有組員在“送大禮”遊戲中給太太送上一條

漂亮圍裙以表愛意，太太分享時臉上一直流露甜蜜笑容，

溫馨動人。

緊隨是「道歉」，工作員邀請組員回顧自己一生，將受到傷害的事寫在氣球上，當願意放下怨憤時便把氣球

弄破，至於對人有所虧欠的事就寫在紙上，若然真心愧疚便把紙放入碎紙機內，有長者表示如釋重負。最後

是「道別」，透過講解讓組員明白聚散有時，珍惜與至愛、親人、朋友的相處至為重要，組員亦坦誠分享對

死亡的看法以至身後事的安排，其配偶則在旁用心地聆聽。

在小組聚會完結前，工作員介紹五種表達愛的方式，長者們熱衷地講述自己與伴侶的日常對話，內裡的情感

表達一般都是比較含蓄，另有組員說正在努力學習向對方表示愛意，受到工作員的鼓勵與讚賞。

筆者發現，不少市民特別是中老年人，對自殺行為存在一定的誤解與迷思，最常見的就是“經常說死的人不

會去死”、“如果某人要死我們也阻止不

了”等。經過宣教和講解，人們才明白“

原來說想死的人”其實是對求生作最後的

呼喚，若大家都懂得主動去關懷有自殺念

頭的人，留心身邊人的情緒表現，便能做

到及早發現、及早介入、及早協助。

很多參加者表示曾遇過身邊的親友心情低

落，很想去幫他們，但卻不懂如何表達關

心，不知如何是好。其實，只需要多運用

同理心，聆聽受困者的想法和感受，讓他

們感到有人明白和願意陪伴他們，這樣已

經發揮了「生命守門人」的功能，為拯救

寶貴生命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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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加FUN站（青洲）聯同福攸坊、生命熱線、

創明坊、澳門街坊聯合總會青洲社區中心服務站

及澳門基督教青年會青年社區中心籌辦的「環保

樂繽FUN攤位活動」，1月上旬在青洲海棠巷休憩

區順利舉行。透過一系列攤位遊戲、環保義賣、

人像繪畫及歌唱表演，向區內居民推廣環保教

育，宣揚減廢回收等環保訊息。

是次活動吸引約1,600人次參加，除有唱歌表演帶動氣氛外，還邀得年輕藝術工作者使用環保顏料作人像繪

畫，深受小朋友和家長歡迎。現場設置有5個攤位遊戲，當中使用的道具多由紙皮箱、膠樽、報紙、鋁罐等廢

棄物料製成，攤位的內容分別有關生態保育、廢物回收、低碳生活及膠袋徵費，好讓市民掌握乾淨回收、塑

膠分類、自攜購物袋的意義所在，從而改變市民的行為習慣，將環保意念融入日常生活當中。

環保樂繽 FUN
杜兆冰 / 環寶坊主任

有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在現今澳門這繁華都市，各家庭均以電子或石油氣爐具煮食，燒「柴」

取火的煮食方式也許已經絕跡。崗頂明愛老人中心1月初舉行春季郊遊活動，前往江門得怡稻草人生態園進行

戶外野炊，長者們對於用柴火煮食，趣味盎然。

野炊當日，團友分組烹調，各組配備相同食材，煮法則自由決定。收到食材後，大家立即分工合作，洗菜、

切菜、炒菜，整理餐具，還要生柴起火，相比起家居煮食，此刻別具往昔風情。老友記表示彼此相識甚久，

卻未曾試過一起燒柴烹煮，透過是次野炊活動，可以回味兒時鄉間的簡樸生活，更有機會一嘗大家的手藝，

中心大家庭的感覺油然而生。

炊煙情濃
談燕航 / 崗頂明愛老人中心活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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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你相聚在頤老
趙嘉琪 /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社工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的「義工兄弟幫」隊員1月到訪聖安多尼

堂頤老之家，與一眾婆婆們合力製作精美的賀年掛飾。過程

中，義工隊員用心協助婆婆進行飾物的組裝工作，令她們感

動不已。「以為做手工是女生的專長，沒有想到這群大男孩

個個都手巧又細心。」一位婆婆這樣說。

隊員方面也感受良多，鑑祥概嘆：「沒有想到改變那麼大，

以前一直覺得自己是被照顧的角色，但原來自己亦有能力可

以去照顧別人。」振宇則說：「雖然我是男生粗手粗腳，但

幫婆婆完成手作看到她們滿足和開心的表情，我覺得自己好

有成功感。」

「彩虹計劃」是聖類斯公撒格之家近年組織殘障舍友做義

工，而安排他們探訪社區設施以達致關愛、共融的實踐體驗

項目，曾到過超過40間不同服務類型的民間團體並進行活

動，參與者逾1,400人。

新春福包
新春佳節臨近之際，明愛今年在澳門

基金會的資助下，繼續向轄下20多個社

會服務單位合共約2,200名長者、殘疾

人士、清貧人士及弱勢家庭成員致送新

春福包。因應服務對象的需要，同工特

別花心思為不同組群選擇合適的福包物

品，包括節慶食品、生活用品、禦寒衣

物、小型電器及防疫清潔用品等，務求

合理和適當地運用資源幫助有需要的服

務對象。

農曆新年前，各單位為服務使用者舉辦歲晚團年慶祝活動，提早派送福包，收到的長者及家庭都笑逐顏開，

感謝政府和社會對他們的關顧，在喜慶的節日得到關懷，能有效紓緩生活上的壓力。至於行動不便或獨居的

人士，工作人員和義工會上門致送福包並予以節日慰問，藉此宣揚關愛共融的訊息，發揮守望相助的鄰舍精

神。



2019明愛慈善園遊會

收支總表

2019年明愛慈善園遊會收支報告(MOP)

支出 收入

攤位收入(MOP)
電力裝置            81,715.00 獎券銷售      1,427,564.55
音響裝置            82,500.00 攤位收入      3,557,322.14
棚架裝置          195,237.45 攤位租金收入          562,000.00
舞台裝置            10,600.00 捐款及贊助      2,933,190.72
獎金獎項及禮物            73,556.00 前奏活動收入          190,419.70
交通運輸            24,905.50
膳食支出            18,753.40
廣告宣傳            42,599.91
郵電費              4,715.50
文具印刷            51,049.40
保安費            32,400.00
保險費              6,320.00
清潔費用            29,820.00
活動制服            15,400.00
活動工作者車馬費              6,000.00
其他支出                  670.00
活動淨收益      7,994,254.95

     8,670,497.11 8,670,497.11

獎券銷售(MOP)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182,030.00
粵華中學          164,430.00
聖羅撒中文部          145,910.00
聖心中文部          123,000.00
聖若瑟中學第五校          121,400.00

           69,500.00
青暉舍            48,200.00
大會現埸獎券銷售            45,412.72
聖心中學英文部            41,790.00
化地瑪女子學校            35,740.00
聖羅撒英文中學            30,800.00
蔡田田建築師事務所            30,000.00
陳瑞祺永援中學            26,950.00
海星中學            21,160.00
明愛學校            20,000.00
利瑪竇中學            19,000.00
澳門大學            17,980.00
聖瑪沙利羅學校            17,100.00
愛倫青年中心            15,000.00
明愛托兒所            14,800.00
包剪揼托兒所            14,400.00
澳門美高梅            14,242.00
明愛幼稚園            12,000.00
聖方濟各安老院            11,200.00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1,000.00
庇道學校英文部            10,672.27
聖德蘭學校              9,500.00
黃愛儀              8,000.00
庇道學校              8,000.00
聖瑪利亞安老院              8,000.00
梁煥秋核數師              7,000.00

             6,800.00
青洲老人中心              6,450.00
聖路濟亞中心              6,200.00
GORETTI              6,000.00
海事及水務局              5,200.00
聖瑪嘉烈中心              4,097.56
駿居庭              3,660.00
泉仁樂家庭服務中心              3,500.00

             3,000.00
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3,000.00
庇道學校(夜間部)              3,000.00
聖安多尼堂              3,000.00
東亞銀行              3,000.00
長者健康委員會              2,750.00
澳門消防局              2,650.00
崗頂老人中心              2,630.00
滙暉長者中心              2,500.00
社會工作局              2,250.00
行政公職局              2,130.00
統計暨普查局              2,120.00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2,000.00
皇者顧問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明愛圖書館              2,000.00
明愛生命熱線              2,000.00
聖若瑟大學              2,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1,850.00
能源發展辦公室              1,800.00
聖善學校              1,800.00
懲教管理局              1,700.00

             1,500.00
主教座堂              1,500.00
創明坊              1,500.00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480.00

             1,450.00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1,320.00
氹仔嘉模聖母堂              1,260.00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1,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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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華迷你倉有限公司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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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學校              1,000.00
姚肇平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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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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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太                  500.00
耀鎮行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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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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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心中學英文部            41,790.00
化地瑪女子學校            35,740.00
聖羅撒英文中學            30,800.00
蔡田田建築師事務所            30,000.00
陳瑞祺永援中學            26,950.00
海星中學            21,160.00
明愛學校            20,000.00
利瑪竇中學            19,000.00
澳門大學            17,980.00
聖瑪沙利羅學校            17,100.00
愛倫青年中心            15,000.00
明愛托兒所            14,800.00
包剪揼托兒所            14,400.00
澳門美高梅            14,242.00
明愛幼稚園            12,000.00
聖方濟各安老院            11,200.00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11,000.00
庇道學校英文部            10,672.27
聖德蘭學校              9,500.00
黃愛儀              8,000.00
庇道學校              8,000.00
聖瑪利亞安老院              8,000.00
梁煥秋核數師              7,000.00

             6,800.00
青洲老人中心              6,450.00
聖路濟亞中心              6,200.00
GORETTI              6,000.00
海事及水務局              5,200.00
聖瑪嘉烈中心              4,097.56
駿居庭              3,660.00
泉仁樂家庭服務中心              3,500.00

             3,000.00
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3,000.00
庇道學校(夜間部)              3,000.00
聖安多尼堂              3,000.00
東亞銀行              3,000.00
長者健康委員會              2,750.00
澳門消防局              2,650.00
崗頂老人中心              2,630.00
滙暉長者中心              2,500.00
社會工作局              2,250.00
行政公職局              2,130.00
統計暨普查局              2,120.00
聯豐亨保險有限公司              2,000.00
皇者顧問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明愛圖書館              2,000.00
明愛生命熱線              2,000.00
聖若瑟大學              2,000.00
澳門保安部隊事務局              1,850.00
能源發展辦公室              1,800.00
聖善學校              1,800.00
懲教管理局              1,700.00

             1,500.00
主教座堂              1,500.00
創明坊              1,500.00
恩暉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1,480.00

             1,450.00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1,320.00
氹仔嘉模聖母堂              1,260.00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1,200.00

             1,000.00

             1,000.00
寶華迷你倉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葡文學校              1,000.00
姚肇平              1,000.00
劉永誠              1,000.00
24小時緊急支援服務              1,000.00
澳門坊眾學校              1,000.00
協同特殊學校              1,000.00
伯大尼安老院              1,000.00

             1,000.00
善長                  990.00
迎雁軒                  700.00
JOAN                  660.00
雅萊商業文儀                  600.00
東望洋餅店                  600.00
振揚均安運輸服務                  500.00
高太                  500.00
耀鎮行                  500.00
智能電腦科技                  500.00
郭皓軒,郭浠晴小朋友                  500.00

                 500.00
才華裝修工程                  300.00
頤安(逸麗)護老院                  200.00

     1,427,564.55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
務

澳門國際機埸專營股份
有限公司

新興冷氣電業(澳門)有
限公司

南方保安服務(澳門)有
限公司

德發行地產投資有限公
司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
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
協會

新方盛建築工程一人有
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
司

利瑪竇小學暨幼稚園-
獎券

青少年,社區及學校輔導
服務

陳瑞祺永援中學          459,550.00

         205,895.37
模型車-銷售收入          191,934.96
聖瑪沙利羅學校          138,659.93
粵華中學          132,944.90
明愛綜合安老院          122,050.00
慈幼中學          114,701.50
青暉舍          105,559.10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96,617.47
金沙中國關懷大使            89,950.81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84,405.10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81,328.58
新濠博亞娛樂            77,665.30
愛倫青年中心            77,160.32
澳門美高梅            65,265.58
兒童王國            64,340.51
華僑永亨銀行義工隊            56,215.55
銀河娛樂集團            55,059.40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54,267.10
九澳聖若瑟學校            53,065.00

           48,000.00
工青會            46,100.00

           42,497.27
庇道學校            42,430.00
澳門城巿大學            39,500.00
司法警察局            38,805.39
明愛婦女中心(春暉源)            38,742.21

           35,834.68

           35,830.76
明愛學校            33,307.87
創明坊            30,522.00

           28,911.38
巿政署            28,162.06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498.10
聖公會中學(澳門)            25,370.85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23,865.25
聖路濟亞中心            23,470.00
勞工事務局            22,451.10
葡文學校            21,822.41
總署美食            21,756.01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21,591.23
社會重返廳            19,942.97
利瑪竇中學家長教師會            19,217.00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19,165.50
聯英行有限公司            17,874.94

           17,357.79
廉政公署            16,678.71
松山扶輪青年服務團            16,530.00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16,079.95

           15,414.79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15,325.60
海星中學學生會            15,143.38

           14,301.57
明愛圖書館            14,092.07
澳門少年飛鷹會            13,159.71
澳門大學學生會            12,862.42
駿居庭            12,604.99
民眾青年會            12,314.95
蔡高扶輪少年服務團            12,090.00
教育暨青年局            11,951.12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11,802.84
懲教管理局            11,440.44
法務局            10,575.26
庇道學校(英文部)            10,410.50
海事及水務局            10,185.39
澳門國際學校            10,134.89
鄭觀應公立學校            10,079.32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10,076.00
澳門青年獅子會            10,000.00
消費者委員會              9,785.74

             9,430.00
衛生局              9,381.15
行政公職局              8,890.83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8,859.12

             8,629.49
社會保障基金              8,441.07

             7,591.52
聖若瑟大學              7,517.14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7,482.20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7,425.57
濠江扶輪青年服務團              6,800.00
華廈文化藝術學會              6,758.03
駿暉穿梭巴士              6,296.00
環保加FUN站              6,102.99
澳門關愛兒童協會              5,666.09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270.10
迎雁軒              5,192.04
旅遊局              4,989.12
婦聯青年協會              4,815.53

             4,084.45
房屋局              3,941.55
澳門義務青年會              3,332.60
創新中學              2,842.04
明愛診所              2,627.95

             2,113.32
澳門旅遊學院學生會              1,917.09
紀念杯義賣收入                  871.00
德晉慈善會                  351.26

     3,557,322.14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
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澳門明愛青少年,社區及
學校輔導服務

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
心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
協會

GOLDER BURGER
(MACAU) FOOD
CO.LTD

澳門博彩從業員志願者
協會及澳門博彩業職工
之家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社會服務處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退休老師小組

澳門中區扶輪青年服務
團

澳門街坊會聯合綜會社
區青年服務隊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
務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服務
隊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澳
門)有限公司

陳瑞祺永援中學          459,550.00

         205,895.37
模型車-銷售收入          191,934.96
聖瑪沙利羅學校          138,659.93
粵華中學          132,944.90
明愛綜合安老院          122,050.00
慈幼中學          114,701.50
青暉舍          105,559.10
化地瑪聖母女子學校            96,617.47
金沙中國關懷大使            89,950.81
聖類斯公撒格之家            84,405.10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81,328.58
新濠博亞娛樂            77,665.30
愛倫青年中心            77,160.32
澳門美高梅            65,265.58
兒童王國            64,340.51
華僑永亨銀行義工隊            56,215.55
銀河娛樂集團            55,059.40
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54,267.10
九澳聖若瑟學校            53,065.00

           48,000.00
工青會            46,100.00

           42,497.27
庇道學校            42,430.00
澳門城巿大學            39,500.00
司法警察局            38,805.39
明愛婦女中心(春暉源)            38,742.21

           35,834.68

           35,830.76
明愛學校            33,307.87
創明坊            30,522.00

           28,911.38
巿政署            28,162.06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27,498.10
聖公會中學(澳門)            25,370.85
聖若瑟教區中學第六校            23,865.25
聖路濟亞中心            23,470.00
勞工事務局            22,451.10
葡文學校            21,822.41
總署美食            21,756.01
黑沙環明暉護養院            21,591.23
社會重返廳            19,942.97
利瑪竇中學家長教師會            19,217.00
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            19,165.50
聯英行有限公司            17,874.94

           17,357.79
廉政公署            16,678.71
松山扶輪青年服務團            16,530.00
澳門明愛生命熱線            16,079.95

           15,414.79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15,325.60
海星中學學生會            15,143.38

           14,301.57
明愛圖書館            14,092.07
澳門少年飛鷹會            13,159.71
澳門大學學生會            12,862.42
駿居庭            12,604.99
民眾青年會            12,314.95
蔡高扶輪少年服務團            12,090.00
教育暨青年局            11,951.12
凱暉生命教育資源中心            11,802.84
懲教管理局            11,440.44
法務局            10,575.26
庇道學校(英文部)            10,410.50
海事及水務局            10,185.39
澳門國際學校            10,134.89
鄭觀應公立學校            10,079.32
澳門理工學院學生會            10,076.00
澳門青年獅子會            10,000.00
消費者委員會              9,785.74

             9,430.00
衛生局              9,381.15
行政公職局              8,890.83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              8,859.12

             8,629.49
社會保障基金              8,441.07

             7,591.52
聖若瑟大學              7,517.14
澳門基督教青年會              7,482.20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7,425.57
濠江扶輪青年服務團              6,800.00
華廈文化藝術學會              6,758.03
駿暉穿梭巴士              6,296.00
環保加FUN站              6,102.99
澳門關愛兒童協會              5,666.09
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5,270.10
迎雁軒              5,192.04
旅遊局              4,989.12
婦聯青年協會              4,815.53

             4,084.45
房屋局              3,941.55
澳門義務青年會              3,332.60
創新中學              2,842.04
明愛診所              2,627.95

             2,113.32
澳門旅遊學院學生會              1,917.09
紀念杯義賣收入                  871.00
德晉慈善會                  351.26

     3,557,322.14

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協
進會婚姻家庭輔導中心

澳門明愛青少年,社區及
學校輔導服務

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
心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
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
協會

GOLDER BURGER
(MACAU) FOOD
CO.LTD

澳門博彩從業員志願者
協會及澳門博彩業職工
之家

澳門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社會服務處

澳門天主教學校聯會-
退休老師小組

澳門中區扶輪青年服務
團

澳門街坊會聯合綜會社
區青年服務隊

明糧坊短期食物補助服
務

澳門科技大學社會服務
隊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澳
門)有限公司

攤位租金收入(MOP)

社會工作局            25,000.00
巿政署            25,000.00
法務局            25,000.00
懲教管理局            25,0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25,000.00
社會保障基金            25,000.00
司法警察局            25,000.00
海事及水務局            25,000.00
衛生局            25,000.00
消費者委員會            25,000.00
廉政公署            25,000.00
教育暨青人局            25,000.00
勞工事務局            25,000.00
房屋局            25,000.00
旅遊局            25,000.00
行政公職局            25,000.00
澳門美高梅            24,000.00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24,000.00

           18,000.00
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            18,00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18,000.00
聯英行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6,000.00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6,000.00

         562,000.00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澳
門)有限公司

GOLDER BURGER
(MACAU) FOOD
CO.LTD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
有限公司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
司



2019明愛慈善園遊會

收支總表（續）

捐款及贊助(MOP)

合作夥伴及贊助媒體

抽獎禮物贊助機構

園遊會前奏活動收入(MOP)

支持機構

澳門基金會捐款          500,000.00

         293,600.00
新濠博亞娛樂          200,000.00
社會工作局          200,000.00
澳門美高梅          200,000.00
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          200,000.00
永利澳門渡假村          200,00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200,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100,000.00
聖德蘭學校          130,0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100,000.00
財政局          100,000.00
太陽城集團          100,000.00

           50,000.00
善長            32,260.32

           30,000.00
教育暨青年局            25,000.00
滙業社會文化促進會            20,000.00
李漢基            20,000.00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20,000.00
區金蓉            15,000.00

           12,500.00
寶華迷你倉有限公司            12,000.00
陳明金基金會            10,0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10,000.00
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劉藝良            10,000.00
賴健雄              8,000.00
環境保護局              7,450.00
伍錦富先生              6,000.00

             5,157.50
廖悅興律師事務所              5,000.00
勝生企業有限公司              5,000.00
獎品贊助-黃宅              5,000.00
滙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5,000.00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5,000.00
印務局員工              3,680.00
賴振權              3,000.00
鄧國光註冊會計師              3,000.00
南澳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宏富裝修公司              3,000.00
勞艷珊會計師              3,000.00

             3,000.00

             3,000.00
冠球水電工程              3,000.00
雷洲水電工程公司              3,000.00

             2,000.00

             2,000.00
怡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2,000.00
友聯餐飲設備工程              2,000.00

             2,000.00

             2,000.00
肥珍菜欄              2,000.00
獎品贊助--好世界酒樓              2,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690.00
東亞銀行              1,500.00
麗新行服裝用品              1,500.00
大成貿易行              1,030.00

             1,000.00
胡健偉              1,000.00
梁官漢              1,000.00
岑穎琳              1,000.00
巴登普世書畫精品廊              1,000.00
亞張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1,000.00
澳門興順貿易行              1,000.00
新昌隆裝修材料中心              1,000.00
文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利達建築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
中寶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68鋼閘              1,000.00
俊明裝修冷氣水電工程              1,000.00
強記燒味              1,000.00
順成南粵潮記鮮果              1,000.00
行政公職局                  900.00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734.90
庇道學校                  688.00
吳在權                  500.00
利俊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500.00
高武洲                  500.00
梁炳照                  500.00

                 500.00
陳佩蘭                  500.00
永昌隆貿易行                  500.00
文根建築置業公司                  500.00
良田                  500.00

                 300.00
張志偉                  300.00
巿政署                  100.00
LEONG KIT IENG捐款                  100.00
CHU LAI IN                  100.00
梁海                  100.00

     2,933,190.72

何泉記建築置業有限公
司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
會

美聯物業(澳門)代理有
限公司

南方保安服務(澳門)有
限公司

加路消防機電工程有限
公司

CYBER 專業音響工程有
限公司

鄭忠記海產凍肉有限公
司

利嘉閣(澳門)地産有限
公司

IEONG IO SAN DAVID
捐款

盛世集團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澳博-米芝蓮星級慈善
拍賣晚宴-2019園遊會
捐款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
有限公司

獎品贊助-利文印刷公
司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
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
份有限公司

澳門基金會捐款          500,000.00

         293,600.00
新濠博亞娛樂          200,000.00
社會工作局          200,000.00
澳門美高梅          200,000.00
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          200,000.00
永利澳門渡假村          200,00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200,000.00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          100,000.00
聖德蘭學校          130,000.00
行政長官辦公室          100,000.00
財政局          100,000.00
太陽城集團          100,000.00

           50,000.00
善長            32,260.32

           30,000.00
教育暨青年局            25,000.00
滙業社會文化促進會            20,000.00
李漢基            20,000.00
張權破痛油中藥廠            20,000.00
區金蓉            15,000.00

           12,500.00
寶華迷你倉有限公司            12,000.00
陳明金基金會            10,000.00
博彩監察協調局            10,000.00
三友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劉藝良            10,000.00
賴健雄              8,000.00
環境保護局              7,450.00
伍錦富先生              6,000.00

             5,157.50
廖悅興律師事務所              5,000.00
勝生企業有限公司              5,000.00
獎品贊助-黃宅              5,000.00
滙傳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
中國澳門籃球總會              5,000.00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5,000.00
印務局員工              3,680.00
賴振權              3,000.00
鄧國光註冊會計師              3,000.00
南澳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3,000.00
宏富裝修公司              3,000.00
勞艷珊會計師              3,000.00

             3,000.00

             3,000.00
冠球水電工程              3,000.00
雷洲水電工程公司              3,000.00

             2,000.00

             2,000.00
怡信清潔服務有限公司              2,000.00
友聯餐飲設備工程              2,000.00

             2,000.00

             2,000.00
肥珍菜欄              2,000.00
獎品贊助--好世界酒樓              2,000.00
統計暨普查局              1,690.00
東亞銀行              1,500.00
麗新行服裝用品              1,500.00
大成貿易行              1,030.00

             1,000.00
胡健偉              1,000.00
梁官漢              1,000.00
岑穎琳              1,000.00
巴登普世書畫精品廊              1,000.00
亞張建築置業有限公司              1,000.00
澳門興順貿易行              1,000.00
新昌隆裝修材料中心              1,000.00
文新建築工程有限公司              1,000.00
利達建築投資有限公司              1,000.00
中寶發展有限公司              1,000.00

             1,000.00
168鋼閘              1,000.00
俊明裝修冷氣水電工程              1,000.00
強記燒味              1,000.00
順成南粵潮記鮮果              1,000.00
行政公職局                  900.00
澳門大學附屬應用學校                  734.90
庇道學校                  688.00
吳在權                  500.00
利俊保險顧問有限公司                  500.00
高武洲                  500.00
梁炳照                  500.00

                 500.00
陳佩蘭                  500.00
永昌隆貿易行                  500.00
文根建築置業公司                  500.00
良田                  500.00

                 300.00
張志偉                  300.00
巿政署                  100.00
LEONG KIT IENG捐款                  100.00
CHU LAI IN                  100.00
梁海                  100.00

     2,933,190.72

何泉記建築置業有限公
司

澳門日報讀者公益基金
會

美聯物業(澳門)代理有
限公司

南方保安服務(澳門)有
限公司

加路消防機電工程有限
公司

CYBER 專業音響工程有
限公司

鄭忠記海產凍肉有限公
司

利嘉閣(澳門)地産有限
公司

IEONG IO SAN DAVID
捐款

盛世集團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澳博-米芝蓮星級慈善
拍賣晚宴-2019園遊會
捐款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
有限公司

獎品贊助-利文印刷公
司

輝煌復康產品製造有限
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
份有限公司

園遊會賣旗收入            89,478.11
籃球賽參賽費-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澳門美高梅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房屋局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社會工作局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澳門彩票有限公司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社會保障基金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籃球賽參賽費-鮑思高青年服務網絡              2,500.00
小型園遊會-青洲老人中心            10,443.95
小型園遊會-聖方濟各安老院(聖方濟各堂慶暨慈善園遊會)              9,972.07
小型園遊會-康暉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4,444.22
小型園遊會-明糧坊              4,289.71
小型園遊會-明愛幼稚園              2,467.90
小型園遊會-福攸坊              2,302.20
小型園遊會-黑沙環天主教牧民中心              2,230.00
小型園遊會-伯大尼安老院              1,980.00
小型園遊會-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1,923.10
小型園遊會-滙暉長者中心              1,646.50
小型園遊會-聖德蘭學校              1,365.92
小型園遊會-崗頂老人中心              1,300.00
小型園遊會-迎雁軒              1,259.76
小型園遊會-聖瑪嘉烈中心              1,247.21
小型園遊會-聖瑪利亞安老院              1,111.00
小型園遊會-黑沙環明暉護護院              1,095.16
小型園遊會-明愛學校              1,010.00
小型園遊會-明愛總署                  987.20
小型園遊會-駿居庭                  777.01
小型園遊會-生命熱線服務                  765.59
小型園遊會-明愛圖書館                  571.09
小型園遊會-24小時專線服務                  252.00

         190,419.70

Cyber 專業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Starbucks Macau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龍舟總會
文化局
市政署
交通事務局
治安警察局
盈實國際
旅遊局
消防局
梁煥秋核數師事務所
博彩監察協調局
華僑永亨銀行
郵電局
滙業銀行
雷洲水電工程公司
維他奶 (澳門) 有限公司
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
澳門和記電信有限公司
澳門拯溺總會
澳門紅十字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獨木舟總會
澳門賽艇總會
優傳媒(澳門)有限公司
鏡湖醫院
體育局

MOME 澳動傳科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澳門廣播電視股份有限公司

Be-1
Entwined by Seng Fung
JW Marriott Macau
Microsoft Macau Limited
The Ritz-Carlton, Macau
大豐銀行康樂會
小泉居餐飲有限公司
才華裝修工程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協會
文化局
北方實業
玉福眼鏡
好世界酒樓
好時行有限公司
行家假期-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利文印刷
宏海船務公司
佳景集團
東亞銀行
東望洋餅店
南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致富燈光音響
偉記零售百貨
梁金泉先生
陳明金基金會
華僑永亨銀行
超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郵電局
黃宅
新八佰伴
新興冷氣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新麗華酒店
義興單車
德發行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鄧國光註冊會計師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
澳門大倉酒店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城
澳門佳作有限公司
澳門美心餅店有限公司
澳門假日酒店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聯豐食品超級市場
檸檬車露(澳門)有限公司
雙喜珠寶金行
羅志國先生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Be-1
Entwined by Seng Fung
JW Marriott Macau
Microsoft Macau Limited
The Ritz-Carlton, Macau
大豐銀行康樂會
小泉居餐飲有限公司
才華裝修工程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義工協會
文化局
北方實業
玉福眼鏡
好世界酒樓
好時行有限公司
行家假期-長暉國際旅遊有限公司
利文印刷
宏海船務公司
佳景集團
東亞銀行
東望洋餅店
南光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致富燈光音響
偉記零售百貨
梁金泉先生
陳明金基金會
華僑永亨銀行
超然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郵電局
黃宅
新八佰伴
新興冷氣電業工程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有限公司
新麗華酒店
義興單車
德發行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鄧國光註冊會計師
澳門十六浦度假村
澳門大倉酒店
澳門世邦傢俬建材城
澳門佳作有限公司
澳門美心餅店有限公司
澳門假日酒店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聯豐食品超級市場
檸檬車露(澳門)有限公司
雙喜珠寶金行
羅志國先生
躍馬車行有限公司

社會工作局            25,000.00
巿政署            25,000.00
法務局            25,000.00
懲教管理局            25,000.00
個人資料保護辦公室            25,000.00
社會保障基金            25,000.00
司法警察局            25,000.00
海事及水務局            25,000.00
衛生局            25,000.00
消費者委員會            25,000.00
廉政公署            25,000.00
教育暨青人局            25,000.00
勞工事務局            25,000.00
房屋局            25,000.00
旅遊局            25,000.00
行政公職局            25,000.00
澳門美高梅            24,000.00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24,000.00

           18,000.00
新銀河娛樂有限公司            18,000.00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18,000.00
聯英行有限公司            12,000.00

           12,000.00

             6,000.00
小熊貓飲食有限公司              6,000.00

         562,000.00

信德中旅船務管理(澳
門)有限公司

GOLDER BURGER
(MACAU) FOOD
CO.LTD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
有限公司

新濠天地度假村有限公
司

Cyber 專業音響工程有限公司
Starbucks Macau
中國電信（澳門）有限公司
中國澳門龍舟總會
文化局
市政署
交通事務局
治安警察局
盈實國際
旅遊局
消防局
梁煥秋核數師事務所
博彩監察協調局
華僑永亨銀行
郵電局
滙業銀行
雷洲水電工程公司
維他奶 (澳門) 有限公司
澳門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
澳門和記電信有限公司
澳門拯溺總會
澳門紅十字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
澳門特別行政區海關
澳門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獨木舟總會
澳門賽艇總會
優傳媒(澳門)有限公司
鏡湖醫院
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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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地生活的在地人
2月初，接聽了多個服務對象因擔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而打來的電話，經過傾談後均能將心情平復。其中

一通來電，話筒傳來阿芬（化名）的聲音：「姑娘，有

無米同紙巾？屋企已經無哂，我成個星期買不到米同紙

巾喇。」接著，阿芬細訴這星期她的生活景況。

黑沙環區1月尾有大廈出現大批穿著保護衣物的人在消

毒、清潔，居民開始惶恐起來，紛紛到超市搶購生活物

品和食糧，貨架上的清潔及廁所用品都被清空，排隊結

賬的輪候時間超過一個小時。這現象不止在一間超市發

生，而是區內每家大小超市的情況也是一樣。

阿芬起初以為只是兩三天就會回復正常，誰不知一星期

過去貨架仍是空空餘也，即使有錢都無用，什麼也買不

到。阿芬說為了補給糧食，試過凌晨三時前往住家附近

24小時的超市，但她卻遲來一步，超市理貨員告訴她貨

物上架時間大約在晚上十一時後，不過這幾天任何時段

都很多人，購買所需物資真的要碰運氣。

阿芬越講越氣憤，幸好此時她女兒致電告訴她，在家

樓下有細包裝白米和紙巾出售，需要排隊限購。阿芬二

話不說，便掛線了。一個多小時後，阿芬再次來電，表

示終於買到4.5公斤的米，紙巾則未能買到卷裝，只有

袋裝紙巾，另購置了一些日用品，頓時覺得心裡踏實得

多。

突如其來的疫情將全澳市民的生活打亂，社會活動驟

停，日用品遭搶購，街上人煙稀少，此等景象令市民產

生不安、焦慮甚至惶恐的情緒。幸好特區政府第一時間

推出多項防疫和抗疫措施，如為本澳居民提供每十日可

以8元購買10個的口罩保障計劃，穩定社會，確保民生

所需供應充足，使疫情不至於社區爆發。

倘若市民仍持續出現負面的情緒，甚或影響日常作息，

便需主動尋求專業人員的協助，將不安、焦慮、惶恐轉

化成正向動力，回歸正常生活，以平常心態在澳門這福

地迎接往後的每一天。

梁綺琪 / 泉仁樂家庭綜合服務中心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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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SIO WA 1,000.00  李冬寶 40,000.00        

CHAN SU IN 1,000.00  李冬寶-上落出行 10,000.00        

CHAN YUK MEI 300.00     李冬寶-好的 10,000.00        

CHAO CHI KEI-內地兒童 50.00       李冬寶-精神康復 5,000.00          

CHEONG CHOI WONG-本地兒童 200.00     李雯潔 10.00               

CHEONG HOI MENG 300.00     沈世家屬 11,200.00        

CHI KA WENG 1,000.00  阮玉榮捐款-頤安三院物資購置 283,728.00      

CHIO SIN MENG 50.00       周大福珠寶鐘錶(澳門)有限公司 1,031.50          

CHOI ALVES MIO IONG-內地兒童 1,500.00  明愛華僑永亨銀行明愛信用卡簽賬額捐款 56,769.22        

CHONG SOU VA 150.00     林珍 100.00             

DANIEL DELGADO DE SOUSA 600.00     玫瑰堂 92.63               

FONG IAN HONG-內地兒童 50.00       肥珍菜欄 5,000.00          

FONG IAN HONG-本地兒童 45.39       邱思敏 200.00             

FONG SIO KUN 50.00       洪俊弘 8,000.00          

GIVING FOUNDATION 3,773.54  孫永鴻-國際緊急 5,157.50          

IAN FONG TAT 500.00     孫永鴻-饑餓兒童 5,157.50          

IEONG IO SAN DAVID-重建 500.00     容姑娘-好的 500.00             

IEONG SOI PAN 300.00     徐棣航-長者新春利是 10,000.00        

IONG IENG CHUN 3,000.00  捐款箱-白雪公主餅店 1,846.83          

KE YE 50.00       捐款箱-好的 11,578.76        

KOU WAI HONG 50.00       捐款箱-明愛圖書館 1,652.16          

KOU WAI HONG-本地兒童 20.00       捐款箱-泉仁樂 1,970.53          

LAM VIRGINIA FONG I 2,000.00  捐款箱-源興小食 1,219.68          

LEE HOU MENG 400.00     捐款箱-聖瑪嘉烈中心 851.77             

LEI IOK IO 40.00       馬海晴-內地兒童助養 1,200.00          

LEI KA MENG 500.00     梁文華-好的 1,000.00          

LEI PUI SAI 500.00     梁家媳(陳穎琪) 2,500.00          

LEONG KEI HONG 300.00     眾善長 267,700.92      

LEONG SI NGAI 400.00     眾善長-內地兒童 1,700.00          

LEONG TERESA 1,000.00  眾善長-本地兒童 3,920.00          

LEONG WANG KUAN 1,000.00  莫經綸 800.00             

LESLIE LAM WENG CHI 200.00     陳欣怡 190.00             

LIANG LIRONG-本地兒童 100.00     陳金潮(陳宅) 103,150.00      

MAN WAI CHON-本地兒童 200.00     陳俊傑 8,000.00          

NG KUAI SEONG 400.00     勝生企業有限公司 12,000.00        

PANG MARGARIDA 300.00     善長-本地及內地兒童 10,000.00        

RACHAEL 300.00     華記環球集團-精神康復 200,000.00      

SHAO WENJIN 300.00     黃華強伉儷-安老迎春接福賀鼠年 74,200.00        

VONG CHOI U 200.00     黃銳廉-安老 3,000.00          

VONG DANIEL 200.00     楊愛 75.00               

WONG LAI PUI 1,500.00  楊經偉 500.00             

ZHAO YONGSHI 300.00     聖羅撒女子中學中文部 305,955.20      

叶碧霞 350.00     路加搬屋有限公司 100,000.00      

母親會 2,000.00  劉錦池 100.00             

永亨信用卡持卡者 450.00     潘芳 275.00             

朱根源,朱佩琼 3,733.00  蔣震婷-重建 80.00               

何有 4,000.00  鄭嘉杰 10.00               

佛弟子 2,280.00  駱奇龍 350.00             

吳艷雪 500.00     鄺灼克 450.00             

李子楊 5,000.00  蘇煒諾 3,000.00          

小計： 1,614,164.13   



220-1-00654-7（澳門幣）

120-1-00647-3（港    幣）
180101207861887（澳門幣）

180111238446328（港    幣）

180188101105482（人民幣）

010800010000078903900000（澳門幣）

011910040000044491800000（港    幣）

0119100200002605151          （人民幣）

305286-101（澳門幣）

305286-100（港    幣）

10212-100237-7（澳門幣） 02016000393-1（澳門幣）

73-41-00037-2（澳門幣）

73-40-00036-1（港    幣）

大豐銀行中國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

下列銀行有明愛專用入數紙

華僑永亨銀行

國際銀行 滙業銀行

https://www.caritas.org.mo/donation(QR-Code:         )

或透過中銀e網和中銀e道、大豐銀行網上通、 華僑永亨銀行
網上理財及工銀澳門電子銀行捐款     A隱藏此文字以排版

或透過明愛網站捐款    

東亞銀行澳門分行

歡
迎
各
界
善
長
捐
贈
善
款
、
奶
粉
、
食
油
、
白
米
或
其
它
糧
油
食
品
物
資
，

澳
門
明
愛
會
將
收
到
的
物
資
，
送
贈
到
有
需
要
人
士
手
上
，

讓
有
需
要
人
士
感
受
到
您
的
關
愛
。

一
、
親
臨
岡
頂
前
地
一
號
A
，
明
愛
財
務
部
捐
款
或
捐
贈
物
資
；

二
、
以
劃
線
支
票
︵
抬
頭
請
寫
﹁
澳
門
明
愛
﹂
︶

        

或
現
金
存
入
下
列
銀
行
戶
口
。

註
：
各
位
善
長
捐
款
，
如
欲
指
定
受
惠
的
澳
門
明
愛
轄
下

單
位
或
用
途
，
可
在
入
數
紙
上
加
以
註
明
。

一
、
協
助
﹁
好
的
福
悠
快
綫
﹂
服
務
，
當
義
工
司
機 

        

接
載
行
動
不
便
人
士
；

二
、
協
助
﹁
飽
點
接
力
計
劃
﹂
；

三
、
協
助
﹁
上
落
出
行
服
務
﹂
；

四
、
協
助
其
他
明
愛
服
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