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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危校芳名1997 – 2009

Actex Textiles Limited   

av100fun.com  

AXA Investment Managers Hong Kong Limited 

Bang & Olufsen (HK) Limited  

Combined Force Investment Ltd.  

DBS Bank (Hong Kong) Limited  

Dow Chemical Pacific Limited  

Esprit Cares Trust  

Faiveley Far East Limited  

Helen Rigby and family  

JP Morgan Chase Bank  

Kellogg-HKUST Class 07  

KPMG Foundation  

Light Emotion Limited  

LP 領袖行動  

Markant Trading Organisation (Far East ) Limited 

MGI (Far East) Ltd.  

Milagros China Ltd.  

Mr. Charles Surya  

Mr. Christopher Burch  

Mr. Ho Sin Ying Lincoln  

Mr. Mak Ching Yu  

Mr. Mak Po Tai   

Mr. Rahumed Osman  

Mr. Seung Chong & Ms. Kristie Lu Stout  

Mr. Siu Yat Ming  

Mr. Thomas Hau  

Mr. Wong See Fai  

Ms. Alice Wong  

Ms. Candy Lau  

Ms. Deborah A. Letwin  

Ms. Ellen Ho  

Ms. Natalia Seng  

Ms. Selena Fong  

Ms. Tang Kai Lai Stella  

Operation Santa Claus 1995  

RTHK Radio 3  

Sir Charles Tupper中學校友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tichting Brand Charity  

TA Limited  

The Dairy Farm Company  

The Medtronic Foundation  

The Sunnex Foundation  

TÜV Rheinland Group  

VQ18 Support  

九龍金域扶輪社  

九龍重型貨車聯合商會有限公司  

力天國際有限公司   

力輝製作有限公司  

三井錶業有限公司  

于桂馨先生  

大昌貿易行汽車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小平教育基金  

中原精英會  

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  

尹聲瀚先生  

仁俊社會服務中心  

天威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太平山扶輪社  

心青會  

方勳基金  

牛博網友  

王永基先生  

王希人先生  

王齊樂先生  

加拿大西安大略省大學毅偉亞洲商學院行政人員商科管理碩士班 

加鋁寶栢控股有限公司  

半島扶輪社  

半島南扶輪社  

司徒良先生  

台灣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  

申銀萬國證券(香港)有限公司  

石炳祐先生  

石炳璋先生  

伍于鴻先生、謝美蓮女士、伍珊明小姐、伍鑠時先生  

伍時暢慈善基金  

伍堃鴻先生  

兆光行有限公司  

全利五金塑膠玩具有限公司  

匡湖居  

同道會  

同齡同心慶金禧慈善基金會   

安興紙業集團有限公司  

江孟儀醫生  

百勝（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行路上廣州 2000 - 十足投入組  

行路上廣州 2000 - 三得組  

行路上廣州 2000 - 步飛龍組  

行路上廣州 2000 - 綠茵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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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密宗香港雷藏寺有限公司  

佛善社  

何佐芝馮月燕慈善基金  

何淑霞女士  

何善德先生  

何漪湄女士  

余炳有先生  

吳子浩先生、吳子俊先生  

吳宏斌先生  

吳身樹先生  

吳飛先生  

吳祺光先生  

呂芷英女士、呂寶英女士  

呂啟成先生  

呂新萍先生、潘燕華女士  

君豪畫廊、李君豪先生  

香港都成公司  

李文俊先生  

李招生伉儷  

李昆先生、李梁慧文女士  

李芷瑩小姐  

李思豪先生  

李祖仁先生、馬文珍女士  

杜葉錫恩女士  

沈運龍先生  

並豐集團有限公司  

京斯敦國際學校  

佳寶教育基金會  

周家俊伉儷  

幸正權先生、幸麥嘉齡女士  

怡和集團親善大使  

怡和管理服務部  

怡築設計有限公司  

明天計劃 (上海)  

明日中華教育基金  

林志堅先生  

林建興先生  

林昭球先生  

林嘉欣小姐  

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祁文傑先生  

金港製衣國際有限公司  

信京電訊有限公司  

姚志麟先生  

恆昌泰參茸藥材有限公司  

持續環保力量  

挑戰撒哈拉  

施永青先生  

施彭年紀念信託基金  

星島慈善基金  

柏力製品有限公司  

柳明心先生  

皇仁75校友  

盈愛行動  

紀若鵬先生  

美世鹽光慈善基金  

美泰玩具亞太有限公司  

美國MUL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胡歌先生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同學  

香港大學社群  

香港大學醫科八六  

香港中文大學祟基學院礪社畢業同學會  

香港心  

香港北區扶輪社  

香港白卓思舊生會  

香港老人照顧兒童院  

香港吳氏藝院  

香港宋慶齡基金會  

香港知行社  

香港金龍皇針織製衣廠有限公司  

香港青年工業家協會  

香港律師公會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童軍港島地域第二二九旅  

香港新界東聯網醫院  

香港新界崇德社  

香港新界獅子會  

香港道亨銀行員工  

香港邊界警區之步行活動  

香港鐘表業總會  

香港鐘錶高爾夫球會  

恒生銀行  

倫紹銘先生  

倫董小賢女士  

唐鶴千先生  

唐驥千先生  

夏雨先生  

孫啟烈先生  

容金英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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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宿基金會有限公司  

晃三田(香港)有限公司  

益華電腦科技亞洲有限公司  

益群鮮菓  

草本風格形象顧問有限公司  

袁詠嫻小姐  

訊達小巴廣告有限公司  

高永文伉儷  

高錦添先生  

陜西香港國際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偉新教育基金  

國衛保險有限公司  

培僑中學  

常文敏女士  

張大惠先生  

張炳強先生、吳美華女士  

張湄湄女士  

張雁卿女士  

捷和鄭氏基金信託人法團  

啟志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梁天富先生  

梁國齡醫生  

梁翠婷女士  

梁德嚴先生  

深圳觀瀾湖高爾夫球會  

現代貨櫃碼頭有限公司  

第一太平戴維斯  

第九屆苗圃行動慈善高爾夫球賽  

第十屆苗圃行動慈善高爾夫球賽  

第六屆苗圃行動慈善高爾夫球大賽  

莫啟文之友  

荷李活獅子會  

許秀瓊女士、黃雄英女士、張小紅女士、黃志成先生  

許留山食品製造有限公司  

許鴻光先生  

郭惠明小姐  

陳友芳女士  

陳亞強先生  

陳佩珍小姐  

陳明君小姐、陳鍾漢先生  

陳炎光先生  

陳俊輝先生  

陳威先生  

陳健芳先生  

陳詠儀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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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葦先生  

陳儀檢先生  

陳劍權先生  

陳錦添先生  

陸永棠先生  

陶贊新先生  

章志雲先生  

麥淑賢小姐及其友人  

麥衛炳先生、劉慕玲女士  

彭婉明女士  

斯凱孚（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普雲創意教育基金  

曾漢堅先生  

港九中正中學校友會有限公司  

程義先生  

童汀榮女士  

紫靜  

華星海鮮酒家  

菲律賓YKL 公司  

週三會  

馮兩努先生  

黃大仙獅子會  

黃氏慈善基金  

黃美斯女士  

黃浩棠先生  

黃偉文先生  

黃偉雄先生  

黃勤道伉儷  

黃達堂先生  

黃樂業先生  

黃灌球先生  

廈門誼瑞貨架有限公司  

愛依斯中國發電有限公司  

楊玳詩小姐、林承輝先生  

楊啟淦捐國基金  

楊開鵬先生、楊淑華女士、楊淑卿女士  

溫哥華苗圃行動教育協會  

萬傑成(亞洲)有限公司  

經亦鳴醫生  

群順有限公司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誠信網絡基金有限公司  

電訊盈科基金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教師家長暨 全體員生）  

廖洪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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瑪嘉烈醫院  

精美集團  

豪邁國際  

領袖行動 42  

劉家健先生  

廣州屈臣氏個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  

廣東省蓮下愛群基金會  

歐陽雄萬伉儷  

毅成工程有限公司  

潘樂陶先生  

蔡玉屏女士  

蔡惠紅女士  

鄭樹成先生、陳佩英女士  

鄧本鐵先生、劉惠梅女士  

鄧永安先生  

鄧侃筠主任陳由廣校長母女紀念教育基金  

鄧昭明先生  

鄧耀邦先生  

銳科集團、劉金國先生  

黎陳佩昂基金  

澳洲布里斯本華人獅子會  

盧志良先生  

興偉聯合証券有限公司  

蕭麗珊醫生  

諾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韓迪厚女士  

鴻星集團  

薈菁  

翹康醫務中心  

覲菱環保國際有限公司  

羅文輝先生、陳詠嫻女士  

羅啟堅先生  

羅樹江胡少玉基金  

關肖娟紀念信託  

鵬祥實業有限公司  

嚴敬謙先生家人  

寶安商會  

蘋果日報慈善基金  

蘇式茹先生  

儷政會  

顧修全心理咨詢培訓中心第十一屆心理學MBA同學會

小齊家族

蔡堅醫生

龍韶雅女士 、龍若婉女士  

*排名不分先後，如有錯漏，懇請告之。
Please advise any error  or o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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