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七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鋼琴 A10001  黃大仙  陳潔瑩 64428387 1 * 07/20/19  Sammi / 愛回收(香港)有限公司 Stella 1 Stella 送交 

床上用品及座椅 A10002  西營盤 Alice Alice, Polly 63713127 2  07/19/19 自取 Polly 63713127  1  

床上用品及座椅 A10003  西營盤 Alice Alice, Polly 63713127 2  07/19/19 自取 Polly 63713127  1  

床上用品及座椅 A10004  西營盤 Alice Alice, Polly 63713127 2  07/19/19 自取 Polly 63713127  1  

傢俬 A10005  深水埗 Alice Alice 1  07/21/19 自取 Eddie    

衣櫃 A10006  柴灣 Alice Alice 1  07/21/19 自取 Eddie    

嬰兒車 A10007  樂富  Tom, Eddie 2  07/31/19 自取 Simon    

寵物車 A10008  荃灣  Tom, Eddie 2  07/31/19 自取 Water    

寵物車 A10010  荃灣  Tom, Eddie 2  07/31/19 自取 Water    

長梳化 A10025  上水 梁太    07/02/19 自取 傅先生 林先生, Stella  傅先生乃低收入人仕 

梳化 A10043  坪輋 Sienna Wong Raymond, 阿樂, 梁先生 3  07/03/19  長者黃伯伯 Raymond, 阿樂, 梁先生 3 Raymond, 阿樂, 梁先生 安排運送 

書架 A10044  坪輋 Sienna Wong    07/03/19 將軍澳自取 黃小姐    

電腦椅 A10045  坪輋 Cat 姐 Stella, Raymond, 阿樂 3  07/03/19 青衣 長者趙女仕 Stella, Raymond, 阿樂 3 Stella, Raymond, 阿樂 安排運送 

書架, 電腦枱, 電腦屏 A10046  坪輋 Cat 姐 Stella, 阿樂 2  07/03/19 觀塘 何女仕 Stella, 阿樂 2 何女仕乃單親綜援戶, Stella 和阿樂 安排運送 

高架床 A10047  灣仔 吳小姐 Stella, Raymond, 阿樂 3  07/05/19  葉先生 Stella, Raymond, 阿樂 3 Stella, Raymond, 阿樂 安排運送 

衣物 A10048  灣仔 藍小姐 Stella, Fanny 2  07/05/19  榮昌護老院 Stella, Fanny 2 Stella, Fanny 安排運送             



2019 年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八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TV? (要調台) A10009    Stella, Tom 2  08/03/19 荃灣 陳老先生 Stella, Tom 2 陳老先生是弱勢曾中風, Stella & Tom 運送及調台 

雪櫃 A10011  富泰村君富樓 互助委員會    08/08/19 旺角 木蘭護老院 Stella 1  

傢俬 A10012       08/08/19 自取     

雪櫃 A10013       08/08/19  長者 廖 1  

傢俬 A10014       08/08/19   Stella 1  

學行架 A10015   Po Po    08/10/19  長者 Stella 1  

鉛筆 72 枝 A10016  朗屏  Samantha 1  08/11/19 深水埗小學  Tom 1  

吸塵機 2 部 A10017   藍紅燕    08/13/19 自取 Clare(藍), Suki(紅)    

拳套,護膝,手套 A10018    Tom 1  08/20/19 美孚 藍小姐    

風扇 16 寸 A10019    Shirley, Stella 2  08/21/19 長沙灣 長者 Shirley, Stella 2  

風扇 A10020       08/20/19 荃灣 袁先生 Stella 1 袁先生乃殘疾人仕 

電視機 A10021   胡女仕    08/21/19 青衣 長者趙先生 / 深水埗教會 Stella 1 Stella 安排運送 

紙袋 A10023       08/21/19  深水埗教會 Stella 1 Stella 安排運送 

Notebook A5 size 兩箱 A10024   Cherry Lai / 愛回收(香港)有限公司 阿兒 1  08/21/19  深水埗學校    

電視 29 寸 A10026/A10026b  葵涌 鄭小姐 Raymond, Stella 2  08/24/19 葵芳 長者 Raymond, Stella 2 Raymond 轉交長者, Stella安排運送 

梳化 A10027  藍田     08/27/19 荃灣 袁先生 Po Po 1 袁先生乃殘疾人仕 

床及床褥 A10028   Sammi / 愛回收(香港)有限公司 Raymond, Angel, Stella/Tom? 3 # 08/30/19   Raymond, Angel, Stella/Tom? 3 由 Raymond, Angel, Stella/Tom? 搬運  



2019 年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九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 A10029  粉嶺 黃小姐     09/03/19 葵涌 鄔先生     

? A10030  葵涌 沈小姐     09/04/19  李小姐     

洗衣機 A10031  大埔  Raymond, Stella  2  09/05/19 葵涌 李女仕全家 Raymond, Stella  2  

? A10032  葵涌      09/06/19 新田 何先生及家人     

風扇 A10033  深水埗 Eddie Stella  1  09/07/19 堅尼地城 長者 Diana  1 中風長者 

梳化 A10034   魏先生 陳先生  1  09/18/19 元朗 婆婆 Stella  1 Stella 安排運送 

床, 床褥, 衣櫃 A10035  油麻地 魏先生 Angel  1  09/19/19 新田 朱女仕 Angel  1 朱女仕乃低收入新移民家庭, Angel 安排運送 

衣櫃及鏡子 A10036  油麻地 魏先生 Angel  1  09/19/19 新田 何先生 Angel  1 Angel 安排運送 

梳化 A10037  觀塘 宋先生, 宋小姐 Stella  1  09/19/19 北角 吳婆婆 Stella  1 吳婆婆友高先生代收, Stella 安排運送 

椅 4 張,枱 1 張 A10039  九龍灣 Po Po 阿兒  1  09/22/19 元朗 鄭小姐 阿兒  1 阿兒 安排運送 

椅子 A10040  銅鑼灣地鐵至佐敦地鐵 KK Stella  1  09/23/19 紅磡 長者 張先生 Stella  1  

展櫃 3 個, 椅子 4 張, 文件櫃 4 個 A10041  紅磡 虞大師 Stella  1  09/25/19  慈恩之家 Stella  1 Stella 安排運送 

風扇 2 部 A10042  灣仔 小藍 Stella  1  09/28/19 元朗自取 紅磡 張先生 Stella  1 Stella 安排交收  



2019 年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十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風扇 A10049  天水圍 Tom Tom, Stella, Shirley  3  10/07/19 長沙灣 潘婆婆 Stella, Shirley  2 潘婆婆乃獨居長者 

電視機 A10050  屯門 Po Po Po Po  1  10/15/19 天水圍 自取 戴姑娘 / 特殊教育機構     

電視機 A10051  屯門 廖主席 / 富泰村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葉先生  1  10/16/19 牛頭角 王小姐 李 Sir, 葉先生  2 李 Sir 轉介, 葉先生 安排運送 

輪椅 A10052  屯門 富泰村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廖主席  1  10/18/19 觀塘 潘小姐 廖主席  1 廖主席 安排運送 

抽濕機 A10053  西環 發哥     10/20/19 太古 自取 ming     

電視機 A10054  太子 Po Po     10/21/19 天水圍 自取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     

魚缸連過瀘器, 暖管, 魚糧 及 金魚 3 條 A10055  葵興 Dex     10/26/19 北角 自取 高先生     

智能電飯煲 A10056  堅尼地城 發哥     10/27/19 大埔 自取 童女仕     

按腳器 A10057  堅尼地城 發哥     10/28/19 黃大仙 自取 陳女仕     

電飯煲 A10058  堅尼地城 發哥     10/31/19 屯門 張據聞 Kin San  1 張據聞有認知障礙, Kin San 交張婆婆 

長條木塊 7 條 A10060  大圍 蕭太     10/31/19 火炭 自取 葉先生      



2019 年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十一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電飯煲及風扇 A10063  天水圍站 阿康    11/06/19 屯門富泰村 長者 江村 1 江村代交給長者 

相架 A10064  屯門 富泰村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11/07/19 兆康西鐵站 梁省德小學 江村 1  

輪椅 A10065  屯門 廖主席 / 富泰村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葉先生, Shirley 2  11/02/19 大埔 / 沙頭角 鄧叔叔 / 沙頭角老人院 葉先生, Shirley, 梁女仕 3 梁女仕代鄧叔叔接收, 送到老人院 

OSIM 健腰機 A10066  天水圍 阿康    11/17/19 大埔 自取 張小姐    

腳底按摩器 A10067  元朗 黃小姐 Kim Water 1  11/12/19 自取     

輪椅 A10068  天水圍 阿康 雷小姐及其同工 2  11/22/19 自取 老人院    

輕便煮食爐 A10069  天水圍 發哥 江村, 阿康 2  11/18/19 屯門 廖主席 / 富泰村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江村 1 派飯時返熱給長者, 江村交收 

洗衣機 A10070  黃大仙下邨 yoyo 小姐 Stella, Raymond, 新弟兄 3  11/27/19 葵盛西村 何小姐 Stella, Raymond, 新弟兄 3 Stella, Raymond, 新弟兄 安排送運, 何小姐乃單親戶 

梳化 A10071  灣仔 小藍老師 Stella, Raymond 2  11/27/19 黃大仙 何先生 Stella, Raymond 2 Stella, Raymond 安排送運, 何先生低收公屋戶  



2019 年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十二月 

送贈項目 項目編號   捐贈    備註   受惠    備註 

  日期  捐贈者 / 捐贈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日期  受惠者 / 受惠機構 藝苗義工  * 已領感謝狀 

  月/日/年 交付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月/日/年 接收地點 名稱 代表名稱 義工人數 # 附圖 

成人紙尿片 A10074  藍田 鄧先生 Stella  1  12/02/19 紅磡 鄧伯伯 何小姐, Stella  2 鄧伯伯乃癌症病人, 鄧伯伯友何小姐代取 

多功能蒸焗爐 A10075  荃灣 Cindy Sherrun  1 全新 12/03/19 界限街 自取 張小姐 / 環球護老院    員工張小姐代收 

豆漿機 A10076  沙田 徐小姐 徐小姐  1  12/03/19 石門 自取 麥小姐     

衣裳 A10078  銅鑼灣 小藍 小藍  1  12/05/19 自取 趙小姐     

家居電話 A10079  北角 彭老太     12/05/19 堅尼地城 自取 劉先生 甘先生  1 甘先生代收 

英語學習光碟一套 A10080  元朗 發哥 阿康  1  12/06/19 自取 cherry     

剪髮器一套 A10082  堅尼地城 發哥 阿康  1  12/10/19 深水埗 方小姐 何小姐  1 方小姐乃義剪義工 

腳踏健腳機 A10083  將軍澳 黃小姐     12/10/19 天水圍 自取 長者 李婆婆 黃女任  1 黃女任代領 

一款歷史書連光碟 A10084  深水埗 發哥 阿康  1  12/10/19 天水圍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 陳先生  1 陳先生代領 

搾汁攪拌兩用機 A10086  深水埗 發哥 / 澤群訓練中心     12/18/19 自取 發哥     

小巧按摩器 A10087  堅尼地城 發哥 阿康  1  12/18/19 深水埗 cherry     

搾汁器 A10089  石門 韻思     12/25/19  (低收人仕) Stella  1 Stella 代收 

熱水樽 2 個 A10090  石門 韻思     12/27/19  長者 Kitty  1 Kitty 代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