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1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傢電】電視 21-01-001 2021年1月1日 土瓜灣 個人】張女士 藝苗】Wan Sze / Eddie 2021年1月1日 牛頭角 個人】湯婆婆 藝苗】思思 / Eddie

傢電】地櫃 2個 21-01-002 2021年1月1日 西貢 田寮村 個人】甘先生 藝苗】吳昕莉 2021年1月1日 屯門 友愛村 聯繫】蔡亞姨 聯繫】吳麗英

傢電】增濕機 21-01-003 2021年1月1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富泰邨居民協會藝苗】廖建新 / Ada 2021年1月4日 屯門 個人】鍾太 藝苗】Water

傢電】枱 21-01-004 2021年1月2日 南圍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1年1月7日 南圍 未詳 聯繫】陳社工

傢電】茶几 21-01-005 2021年1月2日 南圍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1年1月7日 南圍 未詳 聯繫】陳社工

傢電】地櫃 21-01-006 2021年1月3日 堅尼地城 團體】Sammi / 愛回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 英師兄2021年1月4日 天水圍 個人】李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雪櫃 21-01-007 2021年1月3日 大角咀 個人】鄭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4日 天水圍 個人】張婆婆 (法師代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非傢電】背囊 2個 21-01-008 2021年1月3日 藍地 個人】親廣師 藝苗】Heidi 2021年1月5日 屯門 三聖邨 個人】黃伯伯 藝苗】Heidi

傢電】一體式電腦 21-01-009 2021年1月4日 深水埗 個人】Eddie 藝苗】Eddie / Stella 2021年1月4日 粉嶺 個人】邱小姐 藝苗】Eddie

非傢電】衣服 21-01-010 2021年1月4日 北角 個人】羅太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非傢電】棉被 21-01-011 2021年1月4日 北角 個人】羅太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雪櫃 21-01-012 2021年1月5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周小姐 / 方先生 / Stella藝苗】Maria / Eddie 2021年1月5日 火炭 個人】比丘尼 80歲 藝苗】Fisch  

傢電】鐵床架 2.5尺 21-01-013 2021年1月5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周小姐 / 方先生 / Stella藝苗】Maria / Eddie 2021年1月5日 火炭 個人】比丘尼 80歲 藝苗】Fisch  

傢電】電熱水壺 21-01-014 2021年1月5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周小姐 / 方先生 / Stella藝苗】Maria / Eddie 2021年1月5日 火炭 個人】比丘尼 80歲 藝苗】Fisch  

傢電】電風扇 21-01-015 2021年1月5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1年1月6日 灣仔 個人】梁小姐 藝苗】小藍  

傢電】輪椅 21-01-016 2021年1月5日 鰂魚涌 團體】綠色 藝苗】許小姐 2021年1月7日 鰂魚涌 個人】長者 藝苗】PoPo (義工張先生代收) 

傢電】電飯煲 21-01-017 2021年1月5日 深水埗 團體】天水圍特殊學習冢長會藝苗】Eddie 2021年1月10日 深水埗 團體】澤群院舍 藝苗】Eddie  

傢電】暖爐 21-01-018 2021年1月6日 鰂魚涌 及 北角個人】Fisch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7日 元朗 個人】彭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雪櫃 21-01-019 2021年1月6日 鰂魚涌 及 北角個人】Fisch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7日 元朗 個人】彭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微波爐 21-01-010 2021年1月6日 鰂魚涌 及 北角個人】Fisch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2021年1月7日 元朗 個人】彭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保温箱 2個 21-01-011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人體模型 21-01-012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未詳 個人】Timothy 藝苗】亮晶晶  

非傢電】穴道掛畫 21-01-013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未詳 個人】Timothy 藝苗】亮晶晶  

非傢電】瓷公仔 三羊啟泰 21-01-014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土瓜灣 馬頭圍道230號團體】風火堂 濟公廟 藝苗】Amy Lee  

非傢電】石葫蘆 21-01-015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柴灣 個人】Linda 藝苗】Linda  

非傢電】石球 21-01-016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柴灣 個人】Linda 藝苗】Linda  

非傢電】銅獅 1對 21-01-017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柴灣 個人】Linda 藝苗】Linda  

傢電】手提電腦 21-01-018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團體】風火堂 藝苗】Amy Lee  

非傢電】相冊 5本 21-01-019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大圍 田心村 個人】Jane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書本多本 21-01-030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大圍 田心村 個人】Jane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文具 21-01-031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大圍 田心村 個人】Jane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公仔 21-01-032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大圍 田心村 個人】Jane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工藝品 3件 21-01-033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團體】風火堂 藝苗】Amy Lee  

非傢電】薄毛氈 3張 (全新 ) 21-01-034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毛巾被 (全新 ) 21-01-035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被袋(全新 ) 21-01-036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非傢電】被 (全新 ) 21-01-037 2021年1月8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 張仁輝  

傢電】窗簾2張 21-01-038 2021年1月9日 麥當勞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元朗 個人】Apple 藝苗】亮晶晶  

傢電】電子浸震動腳機 21-01-039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個人】獨居老人 藝苗】Ide  

非傢電】波野般若波羅蜜多心經1張 21-01-040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個人】獨居老人 藝苗】Ide  

傢電】浴簾連掛鈎1套 21-01-041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屯門 個人】獨居老人 藝苗】Ide  

傢電】暖爐 21-01-042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粉嶺 個人】Tony 為獨居長者代領藝苗】Rainbow  



傢電】卡式盒帶收音機 21-01-043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元朗 個人】湯 (環保人仕) 聯繫】湯  

傢電】印表機 21-01-044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元朗 個人】湯 (環保人仕) 聯繫】湯  

傢電】路由器 21-01-045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元朗 個人】湯 (環保人仕) 聯繫】湯  

非傢電】浴簾 21-01-046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富昌村 個人】盧先生 聯繫】婉婉  

非傢電】書籍 1袋 21-01-047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富昌村 個人】盧先生 聯繫】婉婉  

傢電】電腦散熱器 21-01-048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Jennifer Lam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9日 未詳 個人】伍業良 弟弟 聯繫】伍業良  

非傢電】香薰爐 21-01-049 2021年1月9日 麥多奴道 個人】林太 / 林先生 藝苗】釋親廣 / 亮晶晶 2021年1月13日 屯門 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車尾黑網 21-01-050 2021年1月9日 麥多奴道 個人】林太 / 林先生 藝苗】釋親廣 / 亮晶晶 2021年1月13日 屯門 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傢電】彩色打印機墨 4盒 21-01-051 2021年1月9日 麥當奴道 個人】林先生夫婦 藝苗】釋親廣 / 廖健新 2021年1月24日 屯門 藍地 轉交 天水圍西鐵站個人】康 藝苗】釋親廣 / 周祖英  

傢電】廚房用品 21-01-052 2021年1月10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婉婉 藝苗】yywong 2021年1月10日 將軍澳 個人】Tammy Wong 聯繫】Nurul  

傢電】暖水壺 21-01-053 2021年1月10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婉婉 藝苗】yywong 2021年1月10日 將軍澳 個人】Tammy Wong 聯繫】Nurul  

傢電】保暖煲 21-01-054 2021年1月10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婉婉 藝苗】yywong 2021年1月10日 將軍澳 個人】Tammy Wong 聯繫】Nurul  

傢電】風扇 21-01-055 2021年1月10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婉婉 藝苗】yywong 2021年1月10日 將軍澳 個人】Tammy Wong 聯繫】Nurul  

傢電】傳統邊爐 21-01-056 2021年1月10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Paul 藝苗】Paul 2021年1月10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婉婉 聯繫】婉婉  

傢電】暖風機 21-01-057 2021年1月10日 元朗 個人】宗甯 藝苗】釋親廣 / 簡先生 2021年2月5日 屯門藍地寶田村個人】Suki 藝苗】釋親廣 / 阮司機  

傢電】吸塵機 21-01-058 2021年1月11日 香港仔 個人】Maria 藝苗】Maria 2021年1月11日 南昌村 個人】Jeremie 聯繫】婉婉  

非傢電】Thomas 玩具火車 21-01-059 2021年1月11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1月11日 石門站 個人】Christina Lui 藝苗】Christina Lui  

非傢電】貓狗糧 21-01-060 2021年1月11日 上水河溪學校舊址個人】Yammy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11日 上水河溪學校舊址個人】深水埗流浪貓狗人仕 藝苗】Fisch  

非傢電】貓狗糧 21-01-061 2021年1月11日 上水河溪學校舊址個人】Yammy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11日 上水河溪學校舊址團體】風火堂 李永勝 李麗珊 李國棟藝苗】Amy Lee  

非傢電】寵物糧 3箱共72罐 21-01-062 2021年1月11日 河溪學校 個人】Yammy 藝苗】亮晶晶 2021年1月14日 粉嶺 華明路 獨立義工狗房個人】亞琴 藝苗】Fisch  

傢電】樂聲牌 卡式錄音收音機 9成新21-01-063 2021年1月12日 屯門 友愛邨 個人】Ide 藝苗】Heidi 2021年1月12日 屯門 友愛邨 個人】友愛邨 愛德樓 獨居婆婆藝苗】Heidi  

傢電】Philips 喇叭 21-01-064 2021年1月13日 大角咀 個人】蘇小姐 藝苗】Maria 2021年1月14日 大角咀 個人】羅文輝 藝苗】Maria  

傢電】吸塵機 21-01-065 2021年1月13日 大角咀 個人】蘇小姐 藝苗】Maria 2021年1月14日 大角咀 個人】Cherry 藝苗】Maria  

傢電】榨汁機 2個 21-01-066 2021年1月13日 大角咀 個人】蘇小姐 藝苗】Maria 2021年1月14日 大角咀 個人】Cherry 藝苗】Maria  

非傢電】狗狗尿褲 21-01-067 2021年1月14日 將軍澳和太子 個人】Jenet & Joyce 聯繫】Jenet & Joyce 2021年1月14日 將軍澳地鐵站 個人】陳秀姚 藝苗】Joyce  

非傢電】狗狗尿墊 21-01-068 2021年1月14日 將軍澳和太子 個人】Jenet & Joyce 聯繫】Jenet & Joyce 2021年1月14日 將軍澳地鐵站 個人】陳秀姚 藝苗】Joyce  

非傢電】消毒搓手液4支 21-01-069 2021年1月16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1月16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傢電】木櫃 21-01-070 2021年1月16日 何文田 個人】Eric 李先生 贊助運輸費藝苗】廖建新 / 陸姑娘 社工 2021年1月31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唐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木櫃 21-01-071 2021年1月16日 何文田 個人】Eric 李先生 贊助運輸費藝苗】廖建新 / 陸姑娘 社工 2021年1月31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馬伯伯 藝苗】張仁和 / 葉江村  

傢電】熨斗 21-01-072 2021年1月17日 九龍城 個人】白小姐 藝苗】Maria 2021年1月18日 真善美McDonald個人】Joyce 藝苗】Maria  

非傢電】消毒搓手液10支 21-01-073 2021年1月18日 旺角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1月18日 旺角站 個人】Shirley 藝苗】Shirley  

傢電】暖爐 21-01-074 2021年1月18日 藍地 個人】宗寗 藝苗】親廣師 / 廖建新 / 蔡偉健 (運輸) / Elaine (運輸)2021年1月18日 藍地 團體】張伯伯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非傢電】玩具 21-01-075 2021年1月18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1年1月18日 灣仔 個人】林小姐 藝苗】小藍  

非傢電】故事書 21-01-076 2021年1月18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1年1月18日 灣仔 個人】林小姐 藝苗】小藍  

非傢電】Motorola 男裝手錶 21-01-077 2021年1月18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Eddie朋友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張姑娘 藝苗】Eddie  

非傢電】Motorola 女裝手錶 21-01-078 2021年1月18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Eddie朋友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張姑娘 藝苗】Eddie  

非傢電】USB 2個 21-01-079 2021年1月18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Eddie朋友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張姑娘 藝苗】Eddie  

非傢電】鐵盒 2個 21-01-080 2021年1月18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Eddie朋友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張姑娘 藝苗】Eddie  

非傢電】放大鏡 21-01-081 2021年1月18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Eddie朋友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張姑娘 藝苗】Eddie  

傢電】雙人床 21-01-082 2021年1月18日 屯門 團體】愛回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1月19日 葵涌 個人】車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英師兄 

非傢電】窗簾+鐵鈎 21-01-083 2021年1月18日 尖沙咀 個人】王麗萍女仕 藝苗】Tina Yuen 2021年1月22日 牛頭角 常康樓個人】長者 英姐 藝苗】思思  

傢電】DVD機 21-01-084 0021年1月18日 象山邨家福會 個人】吳姑娘 藝苗】Queenie 2021年1月23日 象山邨巴士總站個人】廖女士 聯繫】廖女仕 自取  

傢電】窗簾 21-01-085 2021年1月18日 尖沙咀 個人】王麗萍 藝苗】Tina 2021年2月3日 牛頭角 常泰樓個人】長者湯婆婆 藝苗】思思  

非傢電】男装手錶 21-01-086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閘口團體】藝苗 聯繫】Ruby  

非傢電】女装手錶 21-01-087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閘口團體】藝苗 聯繫】Ruby  

非傢電】USB手指 21-01-088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閘口團體】藝苗 聯繫】Ruby  

非傢電】SD卡 21-01-089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銅鑼灣地鉄閘口團體】藝苗 聯繫】Ruby  



非傢電】男装手錶 21-01-090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Rainbow 藝苗】Rainbow  

非傢電】USB手指２個　 21-01-091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Rainbow 藝苗】Rainbow  

非傢電】SD卡２片　 21-01-092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鉄站閘口個人】Rainbow 藝苗】Rainbow  

傢電】聯想電腦 21-01-093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文文 藝苗】Eddie  

傢電】USD 2個 21-01-094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19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文文 藝苗】Eddie  

傢電】大眼雞洗衣機 21-01-095 2021年1月19日 荃灣西 個人】楊小姐 藝苗】Popo 2021年1月20日 荃灣西 個人】長者 (師父的個案) 藝苗】Popo  

傢電】先科 暖風機 21-01-096 2021年1月20日 藍地 親廣師兄 住處個人】宗寗 藝苗】釋親廣法師 / Heidi Wong2021年1月20日 藍地 親廣師兄 住處個人】林婆婆 藝苗】Heidi  

傢電】路由器 wf 21-01-097 2021年1月20日 藍田 個人】褶先生 藝苗】綺玲 2021年1月20日 藍田 個人】林女仕 藝苗】綺玲  

傢電】先DVD影片機 21-01-098 2021年1月20日 天水圍 個人】湯先生 藝苗】吳晰莉 2021年1月21日 屯門 個人】陳婆婆 藝苗】吳小姐  

傢電】電視 21-01-099 2021年1月20日 紅磡 團體】愛回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1月22日 牛頭角 個人】張婆婆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樂仔 

傢電】電視櫃 21-01-100 2021年1月20日 紅磡 團體】愛回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1月22日 牛頭角 個人】張婆婆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樂仔 

傢電】雜物櫃 21-01-101 2021年1月20日 紅磡 團體】愛回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1月22日 牛頭角 個人】張婆婆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樂仔 

傢電】木枱 21-01-102 2021年1月20日 紅磡 個人】郭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1月22日 荔枝角 個人】劉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地櫃 21-01-103 2021年1月20日 荃湾 團體】藝苗 藝苗】PoPo 2021年2月6日 荃灣 團體】仁楓洞 聯繫】許先生  

傢電】櫈x8 21-01-104 2021年1月21日 太子 個人】廖鳳嬌 聯繫】廖鳳嬌 2021年1月21日 太子 個人】Shirley mak 藝苗】Shirley mak  

傢電】摺檯x2 21-01-105 2021年1月21日 太子 個人】廖鳳嬌 聯繫】廖鳳嬌 2021年1月21日 太子 個人】Shirley mak 藝苗】Shirley mak  

傢電】吸塵器 21-01-106 2021年1月21日 鰂魚涌 個人】許小姐 聯繫】許小姐 2020年12月28日 鰂魚涌 個人】何先生 聯繫】何先生  

傢電】風扇 21-01-107 2021年1月21日 鰂魚涌 個人】許小姐 聯繫】許小姐 2020年12月28日 鰂魚涌 個人】何先生 聯繫】何先生  

傢電】枱 21-01-108 2021年1月21日 元朗坪山坑頭村個人】Elaine 藝苗】Jay Kwok 2021年2月3日 元朗坪山坑頭村個人】Jason 藝苗】Jason  

傢電】櫈 3張 21-01-109 2021年1月21日 元朗坪山坑頭村個人】Elaine 藝苗】Jay Kwok 2021年2月3日 元朗坪山坑頭村個人】Jason 藝苗】Jason  

傢電】電腦1套 21-01-110 2021年1月22日 屯門 小欖 個人】Ms Lee 藝苗】Amy Lee 2021年1月22日 荃灣 團體】風火堂 Amy 藝苗】Sam Wong  

傢電】暖風機 21-01-111 2021年1月22日 將軍澳 個人】宗寗 藝苗】親廣師父 / 綺玲 2021年1月22日 屯門 藍地 個人】林女仕 藝苗】綺玲  

非傢電】鐵閘布簾+伸縮棍 21-01-112 2021年1月22日 佐敦 個人】Tina 藝苗】Tina 2021年1月22日 牛頭角 常康樓個人】長者 英者 藝苗】思思  

非傢電】1G手指 2個 21-01-113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非傢電】Micro SD卡２片　 21-01-114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Dan師兄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非傢電】粟米油 900毫升 21-01-115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1月23日 大圍站 個人】Eddie 藝苗】Eddie  

非傢電】粟米油 900毫升 21-01-116 2021年1月23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1月23日 石門站 個人】阿仙 藝苗】阿仙  

傢電】吸塵機 21-01-117 2021年1月23日 屯門 團體】藝苗 聯繫】Ms TO 2021年1月23日 屯門 團體】仁楓洞 聯繫】許先生  

傢電】焗爐 21-01-118 2021年1月23日 香港仔 個人】劉小姐 藝苗】綺玲 2021年1月23日 荃灣 個人】張先生 藝苗】綺玲  

傢電】門簾 2幅 21-01-119 2021年1月23日 元朗 個人】張女士 藝苗】Tina 2021年2月6日 杏花邨港鐵站 / 牛頭角常康樓個人】長者英姐 藝苗】林太 / 思思  

傢電】門簾 伸縮棍 2枝 21-01-120 2021年1月23日 佐敦港鐵站 個人】Tina 藝苗】Kitty 2021年2月6日 牛頭角 常康樓個人】長姐英姐 藝苗】思思  

傢電】圓枱 21-01-121 2021年1月24日 秀茂坪 個人】無名氏 藝苗】綺玲 2021年1月24日 深水埗 團體】澤群院社 蔡先生 藝苗】綺玲  

傢電】麵包機 21-01-122 2021年1月25日 旺角警署門口 個人】馮小姐 藝苗】Queenie 2021年1月25日 旺角警署門口 個人】阿仙 藝苗】阿仙 / Queenie  

傢電】電視 全新 21-01-123 2021年1月25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5日 石蔭路 個人】張秋娟 獨居殘疾 劏房 長者藝苗】Eddie  

傢電】電視 全新 21-01-124 2021年1月25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5日 石門 個人】阿思 單親低收 公屋 藝苗】Eddie  

傢電】電視 全新 21-01-125 2021年1月25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5日 粉嶺 個人】Becky Fung 單親 3樓村屋劏房藝苗】Eddie  

非傢電】全盒 21-01-126 2021年1月25日 將軍澳 新都城個人】胡惠茹 聯繫】郭振興 2021年1月25日 將軍澳 厚德邨個人】黃雲嬌婆婆 藝苗】亮晶晶  

非傢電】驅鼠器 21-01-127 2021年1月25日 荔枝角 個人】卡文 藝苗】卡文 2021年1月26日 荔枝角 個人】滿聚師父 藝苗】卡文  

傢電】手提電腦 21-01-128 2021年1月26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6日 未詳 個人】Yip Wing Yan 藝苗】Eddie  

傢電】手提電腦 21-01-129 2021年1月26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6日 未詳 團體】正生書院校長 藝苗】Eddie  

傢電】手提電腦 21-01-130 2021年1月26日 藝苗 團體】藝苗 藝苗】Eddie 2021年1月26日 未詳 個人】Yau Hau Ling 藝苗】Eddie  

傢電】3座位梳化 21-01-131 2021年1月26日 沙田 團體】Sammi Lam, 愛回收(香港)有限公司藝苗】Stella 2021年1月31日 葵涌 個人】陳女士 藝苗】Stella / 英師兄 / Elaine 

非傢電】錦鯉 4尾 21-01-132 2021年1月29日 顯徑 個人】童先生 藝苗】Rita / Rainbow 2021年1月29日 牛頭角 個人】燕子 藝苗】Rainbow  

傢電】灰色沙發床 21-01-133 2021年1月31日 青衣 個人】Harmony 藝苗】Kinny Lam 2021年2月11日 元朗 個人】蕭先生 藝苗】Mabel / Stella Chan  

傢電】辦公椅 21-01-134 2021年1月31日 青衣 個人】Harmony 藝苗】Kinny Lam 2021年2月11日 元朗 個人】蕭先生 藝苗】Mabel / Stella Chan  

 

 



2021年 2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傢電】衣櫃 21-02-001 2021年2月1日 何文田 個人】李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英師兄2021年2月2日 土瓜灣 個人】基伯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洗衣機 21-02-002 2021年2月1日 何文田 個人】李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英師兄2021年2月2日 土瓜灣 個人】基伯 藝苗】Stella / Raymond / 滿聚師 

傢電】石油氣爐 21-02-003 2021年2月1日 何文田 個人】李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英師兄2021年2月2日 土瓜灣　 個人】文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代領　 

傢電】矮木櫃 21-02-004 2021年2月1日 匯翠台 個人】李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5日 將軍澳 個人】鄭太 藝苗】林綺玲  

傢電】組合櫃 2個 21-02-005 2021年2月1日 將軍澳 團體】藝苗 藝苗】Ruby 2021年2月16日 將軍澳 團體】仁楓洞 藝苗】許偉基  

食物】救心丹 2021年2月2日 尖沙咀地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4日 尖沙咀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消毒筆 21-02-006 2021年2月2日 尖沙咀地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4日 尖沙咀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食物】小兒沖劑 2021年2月2日 尖沙咀地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4日 尖沙咀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電子燉煲 21-02-007 2021年2月3日 將軍澳 個人】亮晶晶 藝苗】釋親廣 / 綺玲 2021年2月3日 官涌街市 個人】黃英蘭 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玻璃量杯 21-02-008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TA7460 藝苗】Heidi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Heidi 藝苗】Heidi  

非傢電】玻璃器皿 21-02-009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TA7460 藝苗】Heidi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Heidi 藝苗】Heidi  

傢電】牛頭煲 21-02-010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TA7460 藝苗】Heidi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西鐵站 個人】定正師 藝苗】Heidi 替定正師領  

傢電】牛頭牌不銹鋼煲 21-02-011 2021年2月3日 天水圍 / 屯門藍地個人】康 藝苗】釋親廣 / Heidi 2021年2月10日 土瓜灣 個人】釋滿聚 藝苗】釋親廣 / Alan  

非傢電】太陽鏡 21-02-012 2021年2月4日 太子地鐵站 個人】王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4日 太子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消毒濕紙巾 (1盒200個獨立包裝)21-02-013 2021年2月5日 美孚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5日 美孚站 個人】Kam Kai Yan 聯繫】林小平 (代取)  

傢電】美容院卧床 21-02-014 2021年2月5日 佐敦 個人】KK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5日 上水 個人】添叔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兒童圖書 約30本 21-02-015 2021年2月6日 長沙灣 團體】心田公司 藝苗】Mani Kwok 2021年2月6日 深水埗長沙灣 道74B團體】愛兒子 藝苗】Mani Kwok  

傢電】鐵閘門簾 2幅 21-02-016 2021年2月6日 杏花邨港鐵站 個人】Tina 聯繫】林太 2021年2月6日 牛頭角 常康樓個人】長者英姐 藝苗】思思  

傢電】白色木枱 21-02-017 2021年2月6日 將軍澳 個人】李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6日 土瓜灣 個人】陳太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快譯通電子字典 21-02-018 2021年2月7日 葵芳站 個人】Yvonne Chiu 藝苗】Yvonne Chiu 2021年2月7日 葵芳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傢電】翻譯筆 21-02-019 2021年2月7日 大圍 個人】李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大圍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數碼相架 21-02-020 2021年2月7日 大圍 個人】李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大圍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喇叭 21-02-021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代發放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文浩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碟 21-02-022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代發放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文浩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調味架 21-02-023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代發放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文浩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廚刀 21-02-024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代發放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文浩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杯 21-02-025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代發放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文浩 藝苗】林綺玲  

傢電】鋼琴 21-02-026 2021年2月7日 將軍澳 個人】李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7日 尖沙咀 個人】哈佬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垃圾袋 3包 21-02-027 2021年2月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8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兒童圖書 約40本 21-02-028 2021年2月8日 彩虹 團體】心田公司 藝苗】Mani Kwok 2021年2月8日 深水埗長沙灣道74B團體】愛兒子 藝苗】Mike Cheung  

傢電】雪櫃 21-02-029 2021年2月8日 荔枝角 個人】蔣婉婷 藝苗】釋親廣 / 林巧真 / 祖運輸2021年2月8日 大埔林村吉祥精舍個人】釋定蓮 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口罩 1包 (10個) 21-02-030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口罩托 21-02-031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餐具 1套 21-02-032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9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石春 大量 21-02-033 2021年2月9日 火炭 個人】Winnie Wong 藝苗】Winnie Wong 2021年2月22日 火炭火車站 個人】Daniele Lau 藝苗】Daniele Lau  

非傢電】雨傘袋 21-02-034 2021年2月14日 旺角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4日 旺角站 個人】釋廣親 藝苗】李志明 (代取)  

非傢電】垃圾袋 2包、雨傘袋 2個、消毒濕紙巾 3包、杯套、消毒筆、餐具 1套、潤手霜、消毒搓手液 3支21-02-035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潤手霜 21-02-036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消毒濕紙巾 3包 21-02-037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杯套 21-02-038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消毒筆 21-02-039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餐具 1套 21-02-040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雨傘袋 2個 21-02-041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消毒搓手液 3支 21-02-042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5日 石門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傢電】座枱扇 21-02-043 2021年2月16日 長沙湾 團體】藝苖 藝苗】關生 2021年2月18日 長沙湾 團體】仁楓洞佛堂 藝苗】許偉基  

非傢電】掛牆黏貼勾 5個 21-02-044 2021年2月1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7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爐頭墊 (1包 / 20件) 21-02-045 2021年2月1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7日 太子站 個人】Heidi Wong 藝苗】Joyce (代取)  

非傢電】口罩夾/File 12個 21-02-046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Kitty Chiu 藝苗】Kitty Chiu  

非傢電】餐具 2套 21-02-047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Kitty Chiu 藝苗】Kitty Chiu  

非傢電】食物盒 21-02-048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鎖匙包 21-02-049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18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傢電】梳化 21-02-050 2021年2月18日 元朗 個人】陳小姐 藝苗】Maria 2021年2月18日 元朗 個人】林綺玲 藝苗】Maria  

非傢電】書 多本 21-02-051 2021年2月18日 尖沙咀 個人】Christine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2月19日 長沙灣 機構】飄流書館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餐桌椅 4張 21-02-052 2021年2月18日 大角咀 個人】鄭小姐 藝苗】Kinny Lam 2021年2月20日 荔枝角 個人】Daniele Lau 藝苗】Kinny Lam / Daniele Lau 付運費$65.- 

傢電】雪櫃 21-02-053 2021年2月20日 大圍 個人】梁小姐 藝苗】釋親廣 / Stella / 新師兄2021年2月20日 大埔 個人】噶瑪卓瑪法師 藝苗】釋親廣 / Stella / 新師兄 

傢電】洗衣機 21-02-054 2021年2月20日 葵涌 個人】陳小姐 藝苗】釋親廣 / Stella / 新師兄2021年2月20日 大埔 個人】噶瑪卓瑪法師 藝苗】釋親廣 / Stella / 新師兄 

非傢電】中童口罩 (1盒 / 50個獨立包裝)21-02-055 2021年2月20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20日 石門邨 個人】阿仙 藝苗】阿仙  

傢電】電飯煲 21-02-056 2021年2月20日 大圍 個人】Keith 藝苗】Stella / 釋親廣 / 卓瑪朋友2021年2月21日 大埔 個人】噶瑪卓瑪 聯繫】噶瑪朋友  

非傢電】膠杯碟 4套 21-02-057 2021年2月20日 大角咀 個人】Kinny 聯繫】Kinny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未詳  

非傢電】膠碗 21-02-058 2021年2月20日 大角咀 個人】Kinny 聯繫】Kinny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未詳  

非傢電】小膠飯盒 1套 21-02-059 2021年2月20日 大角咀 個人】Kinny 聯繫】Kinny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未詳  

非傢電】橢圓、大四方瓷碟 4個 21-02-060 2021年2月20日 大角咀 個人】Kinny 聯繫】Kinny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未詳  

非傢電】瓷羹 4隻 21-02-061 2021年2月20日 大角咀 個人】Kinny 聯繫】Kinny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鄭小姐？ 未詳  

傢電】生鐵鍋 21-02-062 2021年2月23日 元朗廈村 個人】鄧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1年2月23日 元朗 個人】下花山和哥 藝苗】林綺玲  

傢電】電鍋 21-02-063 2021年2月23日 屯門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 和哥運輸 2021年2月23日 土瓜灣 個人】釋滿聚 藝苗】釋親廣 / 和哥運輸  

傢電】七層櫃 21-02-064 2021年2月23日 牛頭角 個人】Yuki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2月24日 荃灣 個人】黃小姐 藝苗】Stella  

非傢電】食物盒 21-02-065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Honey 藝苗】Honey  

非傢電】面罩 21-02-066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Honey 藝苗】Honey  

非傢電】玻璃杯 2個 21-02-067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24日 石門站 個人】Honey 藝苗】Honey  

非傢電】OTO 按摩椅 21-02-068 2021年2月24日 旺角 團體】匯智社 藝苗】Esther Lee (運費$80)2021年2月26日 紅磡 團體】慈欣之家 (第五分院) 藝苗】Eunice Cheung  

傢電】門欄 21-02-069 2021年2月25日 大角咀 個人】劉小姐 藝苗】婉婉 2021年2月25日 富昌邨 個人】盧頌生 藝苗】婉婉  

傢電】長柄煲 21-02-070 2021年2月25日 天水圍 個人】Thomas 藝苗】Queenie 2021年2月25日 長沙灣地鐵站 個人】長者 藝苗】Queenie  

傢電】電視機 連解碼器 21-02-071 2021年2月25日 筲簊灣 個人】梁先生 藝苗】Maria 2021年2月25日 佐敦 個人】黑人 藝苗】Maria  

非傢電】吉鐵罐 16個 21-02-072 2021年2月25日 銅鑼灣 渣甸坊個人】Dom 藝苗】Rainbow 2021年2月26日 兆康地鐵站 個人】釋親廣師姐 / 阮太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衣架 30個 21-02-073 2021年2月25日 銅鑼灣 渣甸坊個人】Dom 藝苗】Rainbow 2021年2月26日 銅鑼灣 渣甸坊個人】婉婉 藝苗】Rainbow  

傢電】樂聲牌蒸氣燙斗 21-02-074 2021年2月25日 沙田馬鞍山 個人】Meir 藝苗】Heidi 2021年2月27日 九龍塘地鐵站 個人】林女仕 (新移民家庭) 藝苗】Heidi  

非傢電】圖書 多本 21-02-075 2021年2月26日 銅鑼灣 個人】馮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2月28日 長沙灣 機構】飄流書館 藝苗】Raymond  

非傢電】英語 CD (3 套) 21-02-076 2021年2月26日 深水埗 個人】Yee Wong 藝苗】Yee Wong 2021年3月1日 深水埗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非傢電】防疫眼鏡 21-02-077 2021年2月2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2月27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傢電】方木架 21-02-078 2021年2月27日 青山別墅 個人】黃太 藝苗】Queen 2021年2月27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搬運】黃太 / 阮先生  

傢電】坐地扇 21-02-079 2021年2月27日 青山別墅 個人】黃太 藝苗】Queen 2021年2月27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搬運】黃太 / 阮先生  

非傢電】彌勒佛 1尊 21-02-080 2021年2月28日 灣仔 個人】黑妹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釋親廣 / 戴遠良 / Fit / ( 運輸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皮褸 1件 及 上衣 幾件 21-02-081 2021年2月28日 官塘 個人】Sheila 藝苗】Fondaguan 2021年2月28日 官塘地鐵 個人】鄭女仕 藝苗】Fondaguan  

傢電】膠櫃 2個 21-02-082 2021年2月28日 青山別墅 個人】黃太 藝苗】釋親廣 / 建築義工隊 Queenie2021年2月28日 青山別墅 個人】阮先生 藝苗】釋親廣 / 建築義工隊 Queenie 

 

 

 

 

 



2021年 3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非傢電】安美露 21-03-001 2021年3月1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1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傢電】地櫃 21-03-002 2021年3月1日 將軍澳 個人】李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1年3月1日 上水 個人】李先生 搬運】新師兄 / 陳老師  

傢電】企櫃 21-03-003 2021年3月1日 將軍澳 個人】李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1年3月1日 上水 個人】李先生 搬運】新師兄 / 陳老師  

非傢電】瓷碟 21-03-004 2021年3月1日 太子西洋菜街南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1年3月1日 太子西洋街南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廚具雜物 數袋 21-03-005 2021年3月1日 西營盤 個人】林小姐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6日 粉嶺 個人】王先生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英文書本 CD 套裝 21-03-006 2021年3月1日 深水埗 個人】Yee Wong 藝苗】Yee Wong 2021年3月9日 深水埗 團體】愛兒子 藝苗】Stella  

非傢電】撒隆巴斯貼布 1盒 21-03-007 2021年3月2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日 黃大仙站 個人】李先生 藝苗】李先生  

非傢電】虎標鎮痛藥布 1盒 21-03-008 2021年3月2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日 太子站 個人】代清潔婆婆取 藝苗】Joyce  

傢電】座地電風扇 21-03-009 2021年3月2日 西環 個人】Ms Wong 藝苗】Stella 2021年3月6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雪櫃 21-03-010 2021年3月2日 何文田 個人】梁先生 藝苗】Maria 2021年3月6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藝苗】Rainbow  

非傢電】魚竿 3條 21-03-011 2021年3月4日 大圍 個人】梁小姐 未詳 2021年3月4日 沙田 未詳 未詳  

非傢電】金魚缸 21-03-012 2021年3月4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元朗 大旗嶺 個人】PC-DR 伯伯 藝苗】Rainbow  

傢電】美髮器 2個 21-03-013 2021年3月5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藝苗】廖建新 2021年3月8日 荃灣 個人】鄭小姐 藝苗】親廣師  

傢電】豆漿機 2021年3月5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1年3月11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李先生 聯繫】李先生  

傢電】摺式3呎 鐵床 21-03-014 2021年3月5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Ada 藝苗】廖建新 2021年3月14日 未詳 個人】劉先生 藝苗】Stella  

傢電】小風扇 21-03-015 2021年3月5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屯門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1年4月6日 屯門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個人】陳伯伯 聯繫】陳伯伯  

食物】辣椒油 70g 2021年3月6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6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熱水壺 21-03-016 2021年3月6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Sheila 藝苗】Sheila 2021年3月7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Eddie 藝苗】Eddie  

傢電】4" 介石機 21-03-017 2021年3月6日 屯門藍地大街 個人】阮生 藝苗】Jay Kwok 2021年3月7日 屯門藍地大街 個人】Jason 藝苗】Jay Kwok  

傢電】工具配件 少量 21-03-018 2021年3月6日 屯門藍地大街 個人】阮生 藝苗】Jay Kwok 2021年3月7日 屯門藍地大街 個人】Jason 藝苗】Jay Kwok  

傢電】暖水壺 21-03-019 2021年3月6日 藝苗WSA 個人】Sheila Chung 藝苗】Sheila Chung 2021年3月16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鄭小姐 藝苗】鄭小姐  

非傢電】T-shirt 2件 21-03-020 2021年3月6日 藝苗WSA 個人】Sheila Chung 藝苗】Sheila Chung 2021年3月16日 藍田地鐵站 個人】鄭小姐 藝苗】鄭小姐  

非傢電】撒隆巴斯貼布 1盒 21-03-021 2021年3月7日 敬一素食店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7日 敬一素食店 個人】易玲 藝苗】易玲  

傢電】鴻運扇 21-03-022 2021年3月7日 土瓜灣 個人】Yvett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7日 錦田 個人】阮婆婆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膠鞋套 8包 21-03-022 2021年3月7日 土瓜灣 個人】Maggie Le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7日 元朗 個人】方叔 藝苗】Rainbow  

傢電】氣炸鍋 2021年3月7日 兆康地鐵站 個人】KT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8日 兆康地鐵站 個人】阮先生 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淡水魚 2尾 2021年3月7日 沙田圍 個人】余先生 藝苗】任小姐 Rita / Rainbow2021年3月8日 粉嶺 個人】辛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書枱 21-03-023 2021年3月7日 九龍灣 啟泰苑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低收家庭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虎標鎮痛藥布 1盒 21-03-024 2021年3月8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8日 黃大仙站 個人】李先生 藝苗】李先生  

食物】辣椒油 70g 2021年3月8日 旺角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8日 旺角站 個人】李志明 藝苗】李志明  

傢電】鑊蓋 2021年3月8日 屯門藍地 個人】阮先生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8日 荃灣 個人】鄭女仕 藝苗】釋親廣  

傢電】特大床褥 21-03-024 2021年3月8日 荃灣 / 油塘 個人】Stella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9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Stella / Raymond / Rainbow 

非傢電】圖書 3 套 21-03-025 2021年3月8日 深水埗 個人】Yee Wong 藝苗】Yee Wong 2021年3月10日 深水埗 團體】愛兒子 團體】愛兒子  

非傢電】國語 CD 連教材 21-03-026 2021年3月8日 深水埗 個人】Yee Wong 藝苗】Yee Wong 2021年3月10日 深水埗 團體】愛兒子 團體】愛兒子  

傢電】雜物櫃 21-03-027 2021年3月9日 油塘 個人】Stella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9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Rainbow  

傢電】白色揩枱 21-03-028 2021年3月9日 油塘 個人】安師傅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9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Rainbow  

非傢電】月曆 21-03-029 2021年3月9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錦田 個人】鄧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32吋 鑊連蓋 21-03-030 2021年3月9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錦田 個人】鄧先生 藝苗】Rainbow  

非傢電】XO瓶 3個 21-03-031 2021年3月9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元朗 個人】PC-DR 伯伯 藝苗】Rainbow  

傢電】輪椅 21-03-032 2021年3月11日 西湾河 團體】藝苗 聯繫】譚女士 2021年3月11日 西湾河 個人】許偉基 藝苗】許生  

傢電】電視 21-03-033 2021年3月11日 深水埗 富昌村個人】方先生 藝苗】Eddie / Ken 2021年3月12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Daisy Wong / Rainbow 

傢電】梳化 2021年3月11日 荃灣 個人】Miu Miu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12日 荔枝角 個人】Annie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衣櫃 2021年3月11日 荃灣 個人】Miu Miu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12日 荔枝角 個人】Helen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Teac電視機 2021年3月11日 大埔 個人】黃小姐 藝苗】兒 2021年3月12日 沙田 個人】楊女仕 藝苗】兒  

傢電】尼龍床 2021年3月11日 上水清河村 個人】Jane 藝苗】發叔 2021年3月13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發叔  

非傢電】Abalone 棋盤 1組 21-03-034 2021年3月11日 荃灣路德圍 個人】唯唯 藝苗】Jay Kwok 2021年3月15日 荃灣路德圍 個人】Jason 藝苗】Jason  

傢電】暖爐 21-03-035 2021年3月11日 屯門 個人】親廣師 藝苗】發叔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低收家庭 藝苗】Rainbow  

非傢電】紅酒袋 數個 21-03-036 2021年3月11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錦田 個人】鄧先生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膠袋及紙袋 ~30個 21-03-037 2021年3月11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錦田 個人】鄧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書櫃 21-03-038 2021年3月11日 銅鑼灣 個人】威廉爺爺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雪櫃 21-03-039 2021年3月12日 屯門 山景村 個人】James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2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Daisy Wong / Rainbow 

傢電】3櫃桶 床架 21-03-040 2021年3月12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 Daisy Wong藝苗】甘先生 / Rainbow / Daisy2021年3月12日 東涌 個人】王先生 代領 藝苗】Daisy Wong / Rainbow 

傢電】雪櫃 21-03-041 2021年3月12日 堅道 個人】陳小姐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西區 個人】李伯伯 藝苗】Rainbow  

傢電】抽濕機 21-03-042 2021年3月12日 大埔 個人】Joann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新蒲崗 個人】呂小姐代獨居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真空煲 21-03-043 2021年3月12日 大埔 個人】Joann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新蒲崗 個人】呂小姐代獨居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 熱水壺 21-03-044 2021年3月12日 大埔 個人】Joann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新蒲崗 個人】呂小姐代獨居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 燉煲 21-03-045 2021年3月12日 大埔 個人】Joann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新蒲崗 個人】呂小姐代獨居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電煮食爐 21-03-046 2021年3月12日 大埔 個人】Joanne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2日 新蒲崗 個人】呂小姐代獨居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輪椅 21-03-047 2021年3月13日 西湾河 團體】藝苗 藝苗】Stella 2021年3月13日 西湾河 團體】仁楓洞佛堂 團體】仁楓洞 許生  

非傢電】4腳架 21-03-048 2021年3月13日 西湾河 團體】藝苗 藝苗】Stella 2021年3月13日 西湾河 團體】仁楓洞佛堂 團體】仁楓洞許生  

傢電】床褥 3x6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傢電】絲棉被 4尺 全新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傢電】棉背心 全新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傢電】三文治烤肉夾爐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4日 屯門藍地 個人】Martin 藝苗】釋親廣  

傢電】黑揩枱 21-03-049 2021年3月14日 尖沙咀 個人】Camellia 藝苗】Stella / Stella 2021年4月15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Stella / Rainbow  

非傢電】縮骨雨傘 21-03-050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帽 21-03-051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非傢電】雨傘袋 21-03-052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食物】砂糖 76小包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15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傢電】6桶櫃 床架 21-03-053 2021年3月15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電飯煲 2021年3月15日 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聯繫】麥小姐 2021年3月17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米 2021年3月15日 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聯繫】麥小姐 2021年3月17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掛曆 2021年3月15日 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聯繫】麥小姐 2021年3月17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傢電】雪櫃 2021年3月15日 跑馬地 個人】陳小姐 藝苗】Stella / 阿華 / Raymond2021年3月17日 荔枝角 團體】德善長者福利中心 藝苗】Stella / 阿華 / Raymond 

傢電】 洗衣機 21-03-054 2021年3月15日 長沙灣 個人】何小姐 聯繫】何小姐 2021年3月22日 長沙灣 團體】全備教會 聯繫】李健平  

傢電】雪櫃 21-03-055 2021年3月15日 長沙灣 個人】何小姐 聯繫】何小姐 2021年3月22日 長沙灣 團體】全備教會 聯繫】李健平  

傢電】黑色揩枱 21-03-056 2021年3月15日 粉嶺 個人】黃先生 藝苗】Stella / Stella 2021年4月18日 灣仔地鐵站 個人】伍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 Rainbow 

傢電】暖爐 2021年3月16日 將軍澳 個人】吳先生 藝苗】釋親廣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屯門藍地 個人】發叔 藝苗】釋親廣 / Rainbow  

傢電】可升降 大型電腦枱 21-03-057 2021年3月16日 麗晶花園 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屯門 個人】發叔 藝苗】Rainbow  

非傢電】烘衫板 21-03-058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非傢電】腳踏垃圾筒 21-03-059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揩枱 21-03-060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非傢電】布藝污衣架 21-03-061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矮木企鏡 21-03-062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煎鑊 21-03-063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圓揩椅 2張 21-03-064 2021年3月16日 九龍灣 麗晶花園個人】Judy 藝苗】發叔 / Rainbow 2021年3月16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暖爐 21-03-065 2021年3月16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元朗 大旗嶺 個人】PC-DR 伯伯 藝苗】Rainbow  

傢電】雪櫃 21-03-066 2021年3月16日 上環 個人】CK Kwok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17日 錦田 個人】鄧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電視機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鄭女仕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19日 富泰邨 個人】阮伯伯 藝苗】釋親廣  



傢電】木櫈 27張 21-03-067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林麗娟  

傢電】摺椅 33張 21-03-068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Judy Chan / Ada Lam 林麗娟 

傢電】書櫃 21-03-069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Judy Chan  

傢電】雜物櫃 21-03-070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Judy Chan  

傢電】電飯煲 21-03-071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Judy Chan  

傢電】電水壺 1批 21-03-072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Elsa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0日 葵涌力豐工業大廈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Judy Chan  

傢電】單頭煤氣爐 21-03-073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 天水圍個人】葉先生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1日 東涌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熱水爐 21-03-074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 天水圍個人】葉先生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1日 東涌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電熱水煲 21-03-075 2021年3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 天水圍個人】葉先生 團體】富泰居民協會 / 廖建新2021年3月21日 東涌 個人】低收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掛牆風扇 21-03-076 2021年3月16日 天水圍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天水圍至屯門運費 $80）2021年4月6日 屯門 個人】張婆婆 聯繫】張婆婆（義工鄭偉和安裝） 

傢電】榨汁機 2021年3月17日 藍地 個人】鄭女仕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7日 藍地 個人】Ide 藝苗】釋親廣  

傢電】煮食用具 2021年3月17日 荃灣 個人】Water Wong 藝苗】Water Wong 2021年3月18日 荃灣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被 2張 2021年3月17日 荃灣 個人】Water Wong 藝苗】Water Wong 2021年3月18日 荃灣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衫褲 2021年3月17日 荃灣 個人】Water Wong 藝苗】Water Wong 2021年3月18日 荃灣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未詳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Tracy Yu 藝苗】發叔 2021年3月20日 官塘鯉安苑 個人】Tracy Yu 藝苗】發叔  

未詳 2021年3月17日 太子 個人】Tracy Yu 藝苗】發叔 2021年3月20日 官塘鯉安苑 個人】Alex Tsang 藝苗】發叔  

傢電】打印機 2021年3月18日 未詳 個人】未詳 藝苗】發叔 2021年3月18日 未詳 個人】未詳 藝苗】發叔  

傢電】電磁爐 21-03-077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傢電】煮食用具 21-03-078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傢電】電磁爐 21-03-079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被 2張 21-03-080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衫褲 21-03-081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傢電】風扇 21-03-082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傢電】電飯煲 21-03-083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食物】米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掛曆 21-03-084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非傢電】被 2張 21-03-085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非傢電】衫褲 21-03-086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傢電】風扇 21-03-087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傢電】電飯煲 21-03-088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食物】食物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非傢電】掛曆 21-03-089 2021年3月18日 深水埗，荃灣 個人】Water Wong, Miss Mak聯繫】Water wong, miss mak2021年3月19日 深水埗 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Sally law  

傢電】煮食用具 21-03-090 2021年3月18日 荃灣，深水埗 個人】麥小姐， Water Wong聯繫】麥小姐， water wong2021年3月19日 荃灣， 深水埗團體】全備教會 藝苗】羅小姐  

傢電】膠箱 21-03-091 2021年3月18日 日出康城峻滢 個人】Sandia Yuen 未詳 2021年3月21日 日出康城峻滢 個人】Cherry 未詳  

傢電】雜物櫃 21-03-092 2021年3月18日 日出康城峻滢 個人】Sandia Yuen 未詳 2021年3月21日 日出康城峻滢 個人】Cherry 未詳  

傢電】鐵掛架 2021年3月19日 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9日 屯門 個人】Ide 藝苗】Ide  

傢電】喇叭 2021年3月19日 藍地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19日 屯門 個人】Ide 藝苗】Ide  

非傢電】佛像 2021年3月19日 旺角 個人】孫大川 藝苗】釋親廣 / 張定啟 2021年3月20日 旺角 個人】發叔 藝苗】釋親廣 / 張定啟  

傢電】風扇 12吋 21-03-093 2021年3月19日 將軍澳富康花園6座個人】Kathy 藝苗】Kathy 2021年3月21日 將軍澳富康花園6座個人】廖小姐 未詳  

傢電】電墊 21-03-094 2021年3月20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1日 調景嶺 個人】黃先生 藝苗】Rainbow  

非傢電】鐵罐 2021年3月21日 未詳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1日 銅鑼灣 個人】Fit 藝苗】Alan  

非傢電】酥油燈杯 1批 2021年3月21日 未詳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1日 銅鑼灣 個人】Fit 藝苗】Alan  

非傢電】字種 2021年3月21日 未詳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1日 銅鑼灣 個人】Fit 藝苗】Alan  

非傢電】寶鼎 1座 2021年3月21日 屯門 個人】發叔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釋親廣 / Fit  

傢電】榨汁機 2021年3月21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4日 橫台山 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 林麗娟 Ada Lam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佛櫃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佛菩薩像 數尊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香爐 3套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膠花盤 1套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膠花連瓶 1套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非傢電】舊青花大花瓶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釋親廣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發叔 / 梁錦勝 

傢電】IKEA 揩床 2021年3月23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林綺玲 2021年3月23日 大埔 個人】翁Sir 藝苗】Fit / (搬運) 釋親廣 / 林綺玲 / 發叔 / 梁錦勝 

傢電】床上用品 21-03-095 2021年3月23日 銅鑼灣 個人】鄧小姐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31日 逸東村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Rainbow  

傢電】組合櫃 21-03-096 2021年3月23日 逸東村 個人】施小姐 藝苗】Stella 2021年3月31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Rainbow  

傢電】熱水爐 2021年3月24日 滿逸樓 個人】施小姐 藝苗】Rainbow / Stella 2021年3月31日 東涌 個人】黃婆婆 藝苗】Rainbow  

傢電】電風扇 2021年3月24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26日 將軍澳 個人】翁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洗衣機 2021年3月24日 將軍澳 個人】Kathy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1年3月26日 將軍澳 個人】翁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銅關公像 2021年3月24日 屯門 個人】阮先生 藝苗】Jay / 釋親廣 2021年3月26日 屯門 團體】仁風桐 聯繫】Hui Wai Ki  

非傢電】斜細袋 21-03-097 2021年3月2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5日 太子站 未詳 未詳  

傢電】德國寶 光波爐 2021年3月26日 荃灣 個人】Shirley 藝苗】Ide 2021年3月26日 屯門　 個人】Ide 藝苗】Ide  

傢電】特福 焗爐 21-03-098 2021年3月26日 荃灣 個人】Shirley Yip 藝苗】Rainbow 2021年3月29日 柴灣 個人】林先生 藝苗】Rainbow  

傢電】暖爐 21-03-099 2021年3月27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大澳義工 聯繫】Martin Cheng  

傢電】風扇 21-03-100 2021年3月27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9日 屯門西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傢電】播放器材 2021年3月27日 將軍澳 個人】仙仙 藝苗】仙仙 2021年3月27日 大圍火車站 個人】Rita 任小姐　 藝苗】仙仙  

傢電】K歌麥克風 2021年3月27日 將軍澳 個人】仙仙 藝苗】仙仙 2021年3月27日 大圍火車站 個人】Rita 任小姐　 藝苗】仙仙  

傢電】電風扇 觀塘 個人】p 聯繫】p 觀塘 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藝苗】林麗娟 Ada Lam  

非傢電】藥油 5枝 21-03-101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10吋 煲 21-03-102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Heidi Wong 藝苗】Heidi Wong  

非傢電】水杯 2隻 21-03-103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Heidi Wong 藝苗】Heidi Wong  

非傢電】潔而亮 21-03-104 2021年3月28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Heidi Wong 藝苗】Heidi Wong  

非傢電】 快譯通電子辭典 21-03-105 2021年3月28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30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林太太孩子 藝苗】Rainbow 代領  

非傢電】慕拉適 貼藥 (1盒 7片) 21-03-106 2021年3月29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9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16寸 枱扇 21-03-107 2021年3月29日 屯門站 個人】Lam Mei Ling 藝苗】Lam Mei Ling 2021年3月29日 屯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非傢電】兒童牙刷 21-03-108 2021年3月29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9日 石門邨 個人】阿仙囡囡 聯繫】阿仙囡囡  

非傢電】兒童玩具 21-03-109 2021年3月29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29日 石門邨 個人】阿仙囡囡 聯繫】阿仙囡囡  

傢電】鍵盤 21-03-110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滑鼠 21-03-111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非傢電】消毒噴霧 4枝 21-03-112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智能電話 21-03-113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藍牙耳機 21-03-114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連線耳筒 21-03-115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螢幕有損壞的Tablet 21-03-116 2021年3月29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林小姐 聯繫】林小姐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個人】Ken 藝苗】Ken  

傢電】木櫃 2021年3月29日 鴨脷洲 個人】蔡小姐 藝苗】麥小姐 / Stella / Raymond2021年3月30日 荃灣 個人】黃婆婆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鍵盤 21-03-117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傢電】滑鼠 21-03-118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非傢電】酒精 4盒 21-03-119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2021年3月30日 新屯門中心 團體】天水圍教會 未詳  

非傢電】紅色雨衣 21-03-120 2021年3月30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30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暖杯 21-03-121 2021年3月30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30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利是封 6包 21-03-122 2021年3月30日 佐敦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3月30日 佐敦站 個人】Poly 藝苗】Poly  

傢電】輪椅 21-03-123 2021年3月30日 青衣 個人】Water 藝苗】Water 2021年3月30日 黃大仙 個人】陳女士 聯繫】馬小姐  

傢電】學生桌椅 1套 2021年3月31日 西半山 個人】李小姐 聯繫】李小姐 2021年4月1日 天水圍 個人】Apple Suen 聯繫】Apple Suen  

傢電】波波池 1套 2021年3月31日 觀塘 個人】p 聯繫】p 2021年4月2日 觀塘 團體】和太極綠色教育基地 藝苗】林麗娟 Ada Lam  

 

 



2021年 4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傢電】鋁廚櫃 21-04-001 2021年4月1日 大圍 個人】梁小姐 聯繫】梁小姐 2021年4月2日 大圍 個人】 Jane 聯繫】梁小姐  

傢電】帆布椅 (太陽圖) 21-04-002 2021年4月1日 大圍 個人】梁小姐 藝苗】Rainbow 2021年4月2日 大圍 個人】黎小姐 藝苗】Rainbow  

傢電】帆布椅 (綠白間條紋) 21-04-003 2021年4月1日 大圍 個人】梁小姐 藝苗】Stella 2021年4月5日 大圍 個人】Stella 藝苗】Stella  

傢電】吊燈 4部 21-04-004 2021年4月2日 薄扶林花園二座12樓個人】Dionne 藝苗】Jay Kwok 2021年4月2日 大嶼山 個人】Civic Lam 未詳  

傢電】電暖爐 21-04-005 2021年4月3日 荔枝角 個人】Mandy Tam 藝苗】藝苗1群 2021年4月5日 荔枝角 個人】張小姐 聯繫】張小姐  

傢電】鐵架 21-04-006 2021年4月3日 銅鑼灣 個人】Fit Lee 藝苗】Fit Lee 2021年4月4日 銅鑼灣 個人】琪琪 藝苗】琪琪  

非傢電】手袋 21-04-007 2021年4月4日 深水埗 個人】Yee Wong 藝苗】Wong Yee 2021年4月3日 深水埗 個人】Amy 藝苗】Amy  

傢電】床頭櫃 2個 21-04-008 2021年4月4日 太子道西 個人】廬生 藝苗】藝苗 0021年4月4日 觀塘 個人】Ivy Wong 藝苗】藝苗  

非傢電】扶助拐杖 (可摺疊) 21-04-009 2021年4月5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5日 石門邨 團體】全備教會 (代上公屋長者取)團體】Sally Law (代全備教會取) 

傢電】電輪椅 21-04-010 2021年4月5日 隆亨邨 個人】麗如 藝苗】Pang 2021年4月5日 大角咀 個人】吳先生 藝苗】Yorki  

非傢電】蒜蓉豆豉醬 2021年4月6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6日 太子站 個人】善文 藝苗】善文  

非傢電】中文辭典 2本 21-04-011 2021年4月6日 荃灣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6日 荃灣站 個人】Shirley 的丈夫 聯繫】Shirley 的丈夫  

非傢電】Music System 1個 21-04-012 2021年4月6日 大水坑站 個人】Irene Chan 聯繫】Irene Chan的工人 2021年4月6日 大水坑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摺椅2張 21-04-013 2021年4月6日 上水古洞村 個人】Yammy 藝苗】Yammy / 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 馬潔紅 

非傢電】黑松露醬 2021年4月7日 深水埗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7日 深水埗站 個人】歐小姐 聯繫】歐小姐  

傢電】喇叭 21-04-014 2021年4月7日 黄埔花園 個人】Sanny / 潘先生 藝苗】Sanny 2021年7月4日 黄埔MTR D閘個人】廖小姐 聯繫】廖小姐  

傢電】踏步器 21-04-015 2021年4月7日 黄埔花園 個人】Sanny / 潘先生 藝苗】Sanny 2021年7月4日 黄埔MTR D閘個人】廖小姐 聯繫】廖小姐  

傢電】浴室磅 21-04-016 2021年4月7日 黄埔花園 個人】Sanny / 潘先生 藝苗】Sanny 2021年7月4日 黄埔MTR D閘個人】廖小姐 聯繫】廖小姐  

非傢電】成人尿片 7包 21-04-017 2021年4月8日 大旗嶺元朗區 個人】盧女士 未詳 2021年4月8日 大旗嶺元朗區 個人】Bill Chu 未詳  

傢電】冷氣機 21-04-018 2021年4月8日 沙田圍 個人】CiCi Fung 藝苗】Rainbow／Raymond / 羅先生2021年4月12日 元朗 個人】趙伯伯　　 藝苗】Rainbow  

傢電】抽濕機 21-04-019 2021年4月9日 沙田港鐵站 個人】海洋 藝苗】Rainbow 2021年4月10日 元朗 個人】Lize 代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被 21-04-020 2021年4月9日 沙田港鐵站 個人】海洋 藝苗】Rainbow 2021年4月10日 元朗 個人】Lize 代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電話 21-04-021 2021年4月9日 彩虹站 個人】Janet 藝苗】Janet 2021年4月17日 彩虹站 個人】威婆婆 聯繫】威婆婆朋友  

傢電】雙門雪櫃 21-04-022 2021年4月10日 沙田博康邨博裕樓個人】馮小姐 藝苗】Jay Kwok 2021年4月10日 荃灣老圍 個人】Shirley 聯繫】Shirley  

非傢電】書 4本 21-04-023 2021年4月11日 彩虹站 個人】Janet 藝苗】Janet 2021年4月11日 彩虹站 個人】Cherry Liu 藝苗】Cherry Liu  

非傢電】2020年 日記簿 2本 21-04-024 2021年4月11日 彩虹MTR 個人】婉婉 藝苗】婉婉 2021年4月11日 彩虹MTR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非傢電】Pocket size 單行簿 12本21-04-025 2021年4月11日 彩虹MTR 個人】婉婉 藝苗】婉婉 2021年4月11日 彩虹MTR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傢電】蒸氣熨斗 21-04-026 2021年4月13日 奧運站 個人】Nicki 姚林 藝苗】Jay Kwok 2021年4月14日 奧運站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傢電】小型三層鐵架 16” x 12.5“ x 29“21-04-027 2021年4月16日 石硤尾偉智里2號個人】Ivy 藝苗】Stella Chan 2021年4月20日 石硤尾 MTR 個人】廖女仕 藝苗】Stella Chan  

非傢電】Game, 棋類小朋友玩具21-04-028 2021年4月17日 火炭 個人】方小姐 藝苗】方小姐 2021年4月18日 火炭 個人】Shirley 聯繫】Shirley  

非傢電】化妝袋 21-04-029 2021年4月18日 連城廣場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18日 連城廣場 個人】麗華 藝苗】麗華  

傢電】單人床 21-04-030 2021年4月19日 天后栢景台 個人】Edmund Chan 聯繫】Edmund Chan 2021年4月19日 大嶼山芝麻灣 個人】Civic Lam 聯繫】 Civic Lam / 運費$3000 

傢電】家用輕便腳踏單車 21-04-031 2021年4月19日 觀塘 寶佩苑 個人】Yvonne 藝苗】Yvonne 2021年4月20日 深水埗區唐樓 個人】趙婆婆 (80多歲低收) 藝苗】Daisy Wong  

傢電】吸塵機 21-04-032 2021年4月19日 青衣 個人】汪小姐 藝苗】Rainbow 2021年4月21日 南昌西鐵站　 個人】Eva Lee (代天恩邨70歲獨居女仕領)藝苗】Rainbow  

非傢電】紫色水晶 17寸 21-04-033 2021年4月21日 將軍澳 個人】Carmen 藝苗】Carmen 和丈夫，幫忙上Van仔2021年4月22日 啟德 個人】Jay Kwok 藝苗】Jay Kwok  

非傢電】化妝袋 21-04-034 2021年4月22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2日 黃大仙站 個人】Co Co 藝苗】Co Co  

非傢電】止痛藥膏 1枝 21-04-035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2條西褲 2條 21-04-036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化妝袋 21-04-037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2日 烏溪沙站 個人】Mei Chun Cheung 藝苗】Mei Chun Cheung  

非傢電】西褲 3條 21-04-038 2021年4月22日 鑽石山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2日 鑽石山站 個人】科桂 聯繫】科桂  

傢電】雪櫃 21-04-039 2021年4月2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4月22日 秀泰樓長者之家個人】李婆婆 聯繫】鄭偉和（搬運和安裝） 

傢電】打印機 21-04-040 2021年4月23日 錦上路地鐵站 個人】何小姐 藝苗】何小姐 2021年4月23日 錦上路地鐵站 個人】朱先生 藝苗】藝苗WSA群  



非傢電】黑醋 500ml 1枝 2021年4月24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4日 黃大仙站 個人】Daisy Wong 藝苗】Daisy Wong  

非傢電】黑醋 500ml 1枝 2021年4月24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4日 黃大仙站 個人】朱先生 聯繫】朱先生  

傢電】摺床褥 21-04-041 2021年4月24日 上水清河邨 個人】Jay / 發叔 藝苗】發叔 / Jay 2021年4月27日 清頌樓 個人】 李婆婆 藝苗】發叔 / Rainbow (代領) 

傢電】高清電視 21-04-042 2021年4月24日 上水清河邨 個人】Jay / 發叔 藝苗】發叔 / Jay 2021年4月27日 清頌樓 個人】 李婆婆 藝苗】Rainbow (代領) / 發叔 

非傢電】黑醋 500ml 1枝 2021年4月25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5日 石門站 個人】Sally Law 藝苗】Sally Law  

非傢電】單車頭盔 21-04-043 2021年4月25日 石門站 個人】傑哥 聯繫】傑哥 2021年5月4日 石門站 個人】Eva Lee 藝苗】韻思 (代領)  

非傢電】小童木馬 21-04-044 2021年4月28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Po Po 藝苗】Po Po 2021年4月28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鄧太 聯繫】鄧太  

非傢電】小童單車 21-04-045 2021年4月28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Po Po 藝苗】Po Po 2021年4月28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鄧太 聯繫】鄧太  

非傢電】垃圾袋 2包 21-04-046 2021年4月2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4月28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中式鑊 21-04-048 2021年4月28日 長沙灣 個人】楊小姐 藝苗】Mani 2021年5月14日 啟德 個人】Jay 藝苗】Jay (自取)  

非傢電】白色鐵網架 21-04-049 2021年4月29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Fit 藝苗】Fit 2021年5月4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Rainbow 藝苗】Rainbow  

 

 

 

 

 

 

 

 

 

 

 

 

 

 

 

 

 

 

 

 

 

 

 

 

 

 

 

 

 

 

 

 

 

 

 

 



2021年 5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傢電】光波爐 21-05-001 2021年5月1日 廣源邨 個人】C姑娘 聯繫】C姑娘 2021年5月1日 廣源邨 個人】李小姐 藝苗】韻思 (代領)  

傢電】LG電視機 21-05-002 2021年5月1日 九龍灣 個人】陳先生 未詳 2021年5月21日 九龍灣 個人】Dada Chu 未詳  

非傢電】西褲 3條 21-05-003 2021年5月3日 九龍灣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3日 九龍灣站 個人】Tammy Wong 聯繫】Salem二姐姐 (代領)  

傢電】座地風扇 17吋 21-05-004 2021年5月3日 沙田港鐵站 個人】梁小姐 未詳 2021年4月5日 未詳 個人】黃小姐 未詳  

傢電】依華牌卡式爐頭 21-05-005 2021年5月3日 香積廚素食館 個人】妙音師兄 藝苗】李Sir 2021年5月3日 香積廚素食館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非傢電】廚房多用途刨 2個 21-05-006 2021年5月3日 香積廚素食館 個人】妙音師兄 藝苗】李Sir 2021年5月3日 香積廚素食館 個人】Cherry 藝苗】Cherry  

非傢電】白色窗簾布 21-05-007 2021年5月3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Fit 藝苗】Fit 2021年5月4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Rainbow (代領) 藝苗】Rainbow  

非傢電】二手女裝 11件 21-05-008 2021年5月3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Fit 藝苗】Fit 2021年5月4日 銅鑼坊商場2樓135舖個人】Rainbow (代領) 藝苗】Rainbow  

非傢電】刮痧器 2個、說明書 1本21-05-009 2021年5月8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8日 太子站 個人】Anita Chan 藝苗】Anita Chan  

非傢電】口罩夾/File 2個 21-05-010 2021年5月8日 官涌街市(佐敦)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8日 官涌街市(佐敦)個人】華姐 藝苗】華姐  

傢電】擴音器 21-05-011 2021年5月9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9日 石門站 個人】康寧 藝苗】Eago Leung (代取)  

非傢電】文具一袋 21-05-012 2021年5月9日 新屯門中心巴士站個人】林小姐 藝苗】Jay Kwok 2021年5月10日 新屯門中心巴士站團體】 南昌邨婦女幼兒中心藝苗】Cherry Liu  

傢電】微波爐 21-05-013 2021年5月11日 啟田村 個人】榻生 聯繫】榻生 2021年5月11日 蓝田 團體】仁楓洞佛堂 藝苗】Hui Wai Ki  

傢電】脚部按摩機 21-05-014 2021年5月17日 赤泥坪村 個人】陳小姐 藝苗】Raymond 2021年5月18日 赤泥坪村 個人】廖小姐 聯繫】廖小姐  

傢電】藍芽耳機 21-05-015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李先生 聯繫】李先生  

傢電】風筒 21-05-016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Co Co 藝苗】Co Co  

非傢電】聖誕飾物 21-05-017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18日 黃大仙站 個人】Co Co 藝苗】Co Co  

非傢電】衣物 4袋 21-05-018 2021年5月18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18日 石門邨 個人】陳先生 (環保人士) 聯繫】陳先生 (環保人士)  

非傢電】鞋 2對 21-05-019 2021年5月18日 石門邨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18日 石門邨 個人】陳先生 (環保人士) 聯繫】陳先生 (環保人士)  

傢電】壓力電飯鍋 21-05-020 2021年5月18日 青衣 個人】Dada Chu 未詳 2021年5月19日 太子 個人】鄭善文 未詳  

傢電】座枱小風扇 21-05-021 2021年5月21日 鴨脷洲 個人】司徒先生 藝苗】Rainbow 2021年5月23日 海怡社區中心 個人】麥女仕 (代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手磨咖啡豆機 21-05-022 2021年5月22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22日 太子站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雪櫃 21-05-023 2021年5月22日 元朗 個人】Stella 聯繫】伍生（免費運送） 2021年5月2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楊伯伯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羅志輝  

傢電】電風扇 21-05-024 2021年5月24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婉婉 藝苗】Jay Kwok 2021年5月24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Jason 藝苗】Jay Kwok  

傢電】電視機 21-05-025 2021年5月24日 元朗 個人】Popo慈心Cathy 藝苗】Popo慈心Cathy 2021年5月24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譚婆婆（獨居長者） 藝苗】張仁輝 / 廖建新  

傢電】電飯煲 21-05-026 2021年5月24日 屯門 個人】Heidi 藝苗】Heidi 2021年6月2日 黃大仙 個人】林婆婆 聯繫】由藍巴士職員轉交  

非傢電】環保袋 21-05-027 2021年5月2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27日 太子站 個人】善文 藝苗】善文  

非傢電】口罩 2盒 21-05-028 2021年5月2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5月27日 太子站 個人】善文 藝苗】善文  

傢電】輪椅 2部 21-05-029 2021年5月27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1年5月29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伍姑娘（老人院） 聯繫】游先生  

傢電】熨斗 21-05-030 2021年5月27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1年5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陳伯伯 (自取) 未詳  

傢電】多功能煲 21-05-031 2021年5月28日 馬鐵烏溪沙站 個人】Franky Chan 藝苗】Rainbow 2021年5月31日 馬鐵烏溪沙站 個人】馬先生 (代長者領) 藝苗】Rainbow  

傢電】鞋架 (垃圾筒?) 21-05-032 2021年5月29日 黃大仙 個人】施小姐 藝苗】Jay Kwok 2021年5月30日 黃大仙 個人】羅小姐 未詳  

 

 

 

 

 

 

 

 

 

 



2021年 6月 藝苗傢電組捐受物品紀錄冊:  

 

<< 交接物資 >> 【項目編號】 發放日期 發放地點 發放者 / 機構 發放方義工 接收日期 接收地點 接收者 / 機構 接收方義工  

年年-月月-xxx 年/月/日 年/月/日  

傢電】枱燈 21-06-001 2021年6月1日 牛頭角瑞安工業大廈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1日 牛頭角瑞安工業大廈個人】Poly 藝苗】Poly  

傢電】雪櫃 21-06-002 2021年6月1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梁婆婆 藝苗】廖建新 / 馬潔紅  

非傢電】口罩 1盒 21-06-003 2021年6月2日 牛頭角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2日 牛頭角站 個人】tm 藝苗】tm  

傢電】1 匹分體冷氣機 21-06-004 2021年6月2日 深水埗 榮昌邨 榮傑樓個人】YoYo 藝苗】Mani / Jay / 輝師傅 / 謙哥 (遇貓堂義工)2021年6月2日 屯門 團體】遇貓堂 聯繫】Natalie  

傢電】2 匹分體冷氣機 21-06-005 2021年6月2日 深水埗 榮昌邨 榮傑樓個人】YoYo 藝苗】Mani / Jay / 輝師傅 / 謙哥 (遇貓堂義工)2021年6月2日 屯門 團體】遇貓堂 聯繫】Natalie  

傢電】抽油煙機 21-06-006 2021年6月2日 深水埗 榮昌邨 榮傑樓個人】YoYo 藝苗】Mani / Jay / 輝師傅 / 謙哥 (遇貓堂義工)2021年6月2日 屯門 團體】遇貓堂 聯繫】Natalie  

傢電】吸塵機 21-06-007 2021年6月2日 深水埗 榮昌邨 榮傑樓個人】YoYo 藝苗】Mani / Jay / 輝師傅 / 謙哥 (遇貓堂義工)2021年6月2日 屯門 團體】遇貓堂 聯繫】Natalie  

傢電】蒸氣拖把 21-06-008 2021年6月2日 深水埗 榮昌邨 榮傑樓個人】YoYo 藝苗】Mani / Jay / 輝師傅 / 謙哥 (遇貓堂義工)2021年6月2日 屯門 團體】遇貓堂 聯繫】Natalie  

傢電】電飯煲 21-06-009 2021年6月3日 屯門 個人】金小姐 藝苗】Stella Chan 2021年6月4日 南昌邨 個人】Cherry 藝苗】Stella Chan  

非傢電】口罩 1盒 21-06-010 2021年6月5日 黄大仙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5日 黄大仙站 個人】Co Co 藝苗】Co Co  

傢電】夾式枱燈 2支 21-06-011 2021年6月5日 炮仗街立基大厦個人】Popo 藝苗】Popo 2021年6月6日 炮仗街立基大厦個人】廖小姐 聯繫】呂小姐  

非傢電】西褲 1條 21-06-012 2021年6月7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7日 太子站 個人】tm 藝苗】tm  

傢電】枱燈 2盞 21-06-013 2021年6月7日 土瓜灣永基大廈個人】Popo 藝苗】Eldi Chow 2021年6月7日 土瓜灣永基大廈個人】Jason Ho 藝苗】Popo  

傢電】雪櫃 21-06-014 2021年6月9日 荔景 個人】陳太 藝苗】Stella Chan 2021年6月9日 大埔 個人】伯伯 藝苗】Stella Chan  

傢電】充電器 21-06-015 2021年6月10日 葵芳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10日 葵芳站 個人】Timothy 藝苗】Timothy  

傢電】木床架 21-06-016 2021年6月10日 西灣河 耀東村個人】杜先生 藝苗】郭先生 介紹人 / Elaine 綺玲2021年6月10日 牛池灣 怡富樓個人】陳太 藝苗】Elaine 綺玲 搬運義工 

非傢電】尿片褲3包 21-06-017 2021年6月12日 屯門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 葉江村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君泰樓個人】鄺婆婆 藝苗】廖建新  

非傢電】尿片褲3包 21-06-018 2021年6月12日 屯門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 葉江村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君泰樓個人】韓伯伯 藝苗】廖建新  

傢電】四桶膠櫃 21-06-019 2021年6月12日 屯門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 葉江村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廖建新 / 馬潔紅  

傢電】三桶櫃 21-06-020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馬潔紅 /葉江村  

傢電】電水煲 21-06-021 2021年6月12日 屯門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電飯煲 21-06-022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床褥套 21-06-023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被套 21-06-024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枕頭 21-06-025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枕頭套 21-06-026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葉江村 / 馬潔紅  

傢電】飯檯 21-06-027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馬潔紅 /葉江村  

傢電】餐具用品 一套 21-06-028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團體】廖建新 2021年6月12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馬潔紅 /葉江村  

非傢電】原子筆 102枝 21-06-029 2021年6月12日 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葉 江村2021年6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100  

傢電】手提風扇 23部 21-06-030 2021年6月12日 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2021年6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富泰邨 長者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白色床架 21-06-031 2021年6月13日 大圍 個人】陳先生 藝苗】Elaine 綺玲 2021年6月13日 將軍澳 個人】鄧姑娘 藝苗】Elaine 綺玲  

非傢電】筆記簿 98本 21-06-032 2021年6月16日 上水古洞 個人】Yammy 藝苗】Yammy / 葉江村 2021年6月16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120  

傢電】拖地桶 21-06-033 2021年6月16日 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2021年6月16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垃圾桶 21-06-034 2021年6月16日 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2021年6月16日 屯門富泰邨美泰樓個人】楊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攪拌機 21-06-035 2021年6月16日 天水圍 個人】康哥 藝苗】Elaine 綺玲 2021年6月16日 大角咀 個人】陳小姐 藝苗】Elaine 綺玲 代領  

傢電】雪櫃 21-06-036 2021年5月16日 元朗 個人】Stella 藝苗】伍生 / 葉江村 2021年6月22日 屯門富泰邨君泰樓個人】李婆婆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雜物櫃 21-06-037 2021年6月16日 青磚圍 個人】周梁女士 藝苗】周梁女士 / 廖建新 / 葉江村2021年6月29日 屯門富泰邨愛泰樓個人】梁婆婆 藝苗】廖建新/葉江村  

傢電】洗衣機 21-06-038 2021年6月18日 將軍澳 維景灣畔個人】張小姐 藝苗】Elaine 綺玲 / BoBo 2021年6月18日 慈雲山 個人】李女仕 單親媽媽 藝苗】Elaine 綺玲  

傢電】手提風扇仔 21-06-039 2021年6月18日 旺角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18日 旺角站 個人】Honey 藝苗】Honey  

傢電】按腳器 21-06-040 2021年6月19日 元朗 個人】劉先生 藝苗】Elaine 綺玲 / Stella 2021年6月19日 黃大仙 竹園村個人】陳小姐 藝苗】Elaine 綺玲  

傢電】鞋櫃 21-06-041 2021年6月19日 屯門 個人】劉先生 藝苗】Elaine 綺玲 2021年6月19日 黃大仙 個人】高小姐 藝苗】Elaine 綺玲  

傢電】沙發 21-06-042 2021年6月20日 元朗 個人】倪小姐 聯繫】倪小姐 2021年6月2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傢電】木櫈 2張 21-06-043 2021年6月20日 元朗 個人】Stella 聯繫】倪小姐 2021年6月23日 華光慈善機構 團體】Paul / 華光慈善機構 聯繫】誠仔  

傢電】32吋 掛牆電視 21-06-044 2021年5月23日 元朗 個人】Stella 藝苗】Stella / 張仁輝 2021年6月28日 屯門富泰邨秀泰樓個人】譚伯伯 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非傢電】西褲 2條 21-06-045 2021年6月25日 太子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1年6月25日 太子站 個人】Anna 藝苗】Anna  

傢電】風扇 21-06-046 2021年6月26日 黃大仙地鐵站 團體】藝苗慈善基金會 藝苗】Jay 2021年6月27日 黃大仙地鐵站 個人】Lily Sze 聯繫】Lily Sze  

傢電】輪椅 21-06-047 2021年6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廖建新 /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 葉江村 2021年6月30日 長沙灣 個人】陳伯伯 藝苗】阿M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