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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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櫃 20-11-001 2020年11月1日 將軍澳 個人】李先生 藝苗】林綺玲 , James 2020年11月5日 屯門 個人】池先生 藝苗】Kitty AuYeung  

傢電】床褥 20-11-002 2020年11月4日 灣仔 個人】龍先生 藝苗】Raymond 2020年11月5日 荃灣 個人】陳小姐 藝苗】Stella, Raymond  

非傢電】搖木馬 20-11-003 2020年11月4日 銅鑼灣 個人】小藍 藝苗】popo 2020年11月4日 屯門 個人】盈盈 藝苗】popo  

傢電】多功能盒 3個 20-11-004 2020年11月4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4日 灣仔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傢電】雪櫃 20-11-005 2020年11月5日 荃灣 個人】黃小姐 藝苗】Stella 2020年11月6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Stella, R  

傢電】木架 2個 20-11-006 2020年11月5日 荃灣 個人】黃小姐 藝苗】Stella 2020年11月6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Stella, R  

傢電】洗衣機 20-11-007 2020年11月5日 荃灣 個人】黃小姐 藝苗】Stella 2020年11月6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Stella, R  

傢電】床褥 20-11-008 2020年11月5日 葵涌 個人】龍先生 藝苗】Raymond 2020年11月6日 紅磡 個人】陳小姐 藝苗】Stella  

非傢電】兒童 韆鞦 20-11-009 2020年11月5日 銅鑼灣 個人】小藍 藝苗】popo 2020年11月5日 將軍澳 個人】珠女 聯繫】朱先生 代收  

傢電】兒童椅 20-11-010 2020年11月5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Sun新 藝苗】Sun新  

非傢電】手袋 2個 20-11-011 2020年11月5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Sun新 藝苗】Sun新  

傢電】輪椅 (借用) 20-11-012 2020年11月6日 佐敦道 醒記 機構】醒記 Boby 藝苗】popo 2020年11月6日 佐敦道 醒記 個人】肥佬　 聯繫】呂小姐 代取　  

非傢電】冷球 冷針 20-11-013 2020年11月6日 未詳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0年11月6日 未詳 個人】Mandy 6886.. 藝苗】Fisch  

傢電】沙發 20-11-014 2020年11月6日 富泰邨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團體】富泰邨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藝苗】廖建新 2020年11月9日 富泰邨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個人】丘志強 藝苗】葉江村  

非傢電】秋千 20-11-015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義工代取 藝苗】小藍  

非傢電】玩具 20-11-016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義工代取 藝苗】小藍  

傢電】嬰兒圍欄 20-11-017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6日 灣仔 個人】黃小姐 藝苗】小藍  

傢電】雪櫃 20-11-018 2020年11月6日 富泰邨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1月11日 富泰邨 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個人】徐小姐 聯繫】徐小姐  

非傢電】鮮醬油 20-11-019 2020年11月7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7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Evaline 聯繫】Evaline  

傢電】電磁爐 20-11-020 2020年11月7日 何文田 團體】建祝義工隊 藝苗】Queenie 2020年11月7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Jay，Eddie，林月明  

傢電】舊制式電視 20寸 20-11-021 2020年11月7日 何文田 團體】建祝義工隊 藝苗】Queenie 2020年11月7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Jay，Eddie，林月明  

傢電】床褥 20-11-022 2020年11月7日 德善 個人】Patrick Choi 藝苗】Jay, Stella 2020年11月7日 德善 個人】Grace 藝苗】Jay, Stella  

傢電】TV 地櫃 20-11-023 2020年11月7日 何文田 個人】麥女士 藝苗】Stella，新 2020年11月7日 油塘 個人】張女仕 藝苗】Jay，Eddie，林月明  

傢電】單人床 及 床褥 20-11-024 2020年11月7日 何文田 團體】藝苗 藝苗】Stella Chan 2020年11月7日 沙田廣源村 個人】仙仙 藝苗】Stella Chan  

非傢電】布料, 毛冷, 織針 20-11-025 2020年11月7日 未詳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0年11月7日 未詳 個人】Anita Chan, Doris 聯繫】Anita Chan, Doris  

傢電】電磁爐 20-11-026 2020年11月8日 土瓜灣 團體】Maggie Lee 藝苗】Eddie 2020年11月9日 深水埗 團體】澤群院舍 藝苗】Eddie  

非傢電】布料 20-11-027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Joyce 6133 藝苗】Fisch  

非傢電】手袋 20-11-028 2020年11月9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小藍 2020年11月9日 灣仔 個人】Joyce 藝苗】Joyce  

非傢電】絲襪 20-11-029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Joyce 6133 藝苗】Fisch  

非傢電】 VCD 20-11-030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2020年11月9日 未詳 個人】Joyce 6133 藝苗】Fisch  

傢電】地櫃 20-11-031 2020年11月9日 東涌 個人】李先生 聯繫】李先生 2020年11月10日 屯門 個人】池先生 聯繫】Kitty AuYeung  

傢電】松木書櫃 5個 20-11-032 2020年11月10日 東涌 裕東苑 東映閣個人】Pascal Wong 藝苗】Pascal Wong 2020年11月10日 天水圍 團體】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聯繫】陳先生  

傢電】三櫃桶矮櫃 20-11-033 2020年11月10日 上環 皇后大道中個人】May 藝苗】Elaine 2020年11月12日 牛頭角下邨　 個人】吳伯伯　 藝苗】 Queenie  

傢電】廚房三層架 20-11-034 2020年11月10日 上環 皇后大道中個人】May 藝苗】Elaine 2020年11月12日 牛頭角下邨　 個人】吳伯伯　 藝苗】 Queenie  

傢電】廚房用品 20-11-035 2020年11月10日 上環 皇后大道中個人】May 藝苗】Elaine 2020年11月12日 牛頭角下邨　 個人】吳伯伯　 藝苗】 Queenie  

傢電】攪拌機 20-11-036 2020年11月10日 上環 皇后大道中個人】May 藝苗】Elaine 2020年11月12日 牛頭角下邨　 個人】吳伯伯　 藝苗】 Queenie  

傢電】床褥 20-11-037 2020年11月11日 屯門 個人】廖建新 聯繫】王氏明 2020年11月11日 受惠長者家中 個人】楊小的婆婆 藝苗】Jay Kwok  

傢電】床褥 20-11-038 2020年11月11日 屯門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聯繫】王氏明 , 廖建新 2020年11月11日 受惠長者家中 個人】李秀卿婆婆 藝苗】Jay Kwok  

傢電】床褥 20-11-039 2020年11月11日 屯門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聯繫】王氏明 , 廖建新 2020年11月11日 受惠長者家中 個人】趙煥華婆婆 藝苗】Jay Kwok  

傢電】雪櫃 20-11-040 2020年11月11日 屯門 富泰商場個人】廖女士 藝苗】廖女士 2020年11月11日 屯門 富泰商場個人】徐廣民 聯繫】徐廣民家屬自取/出租車$70 

傢電】新電飯煲 2個 20-11-041 2020年11月11日 深水埗 個人】Jennifer 藝苗】Jennifer 2020年11月11日 深水埗 團體】澤群訓練中心 聯繫】朱姑娘  

傢電】餐枱 20-11-042 2020年11月11日 沙田 個人】亞檸 藝苗】Jay Kwok 2020年11月13日 屯門 個人】蔡先生 藝苗】Jay Kwok  



傢電】床褥 20-11-043 2020年11月11日 西環 個人】何小姐 藝苗】Stella R 2020年11月16日 元朗　 個人】何小姐，譚小姐　 藝苗】Stella R  

傢電】微波爐 20-11-044 2020年11月11日 西環 個人】何小姐 藝苗】Stella R 2020年11月16日 元朗　 個人】何小姐，譚小姐　 藝苗】Stella R  

傢電】微波爐 20-11-043 2020年11月12日 將軍澳 寶琳站 出閘口個人】Ah Ling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12日 將軍澳 新都城個人】Michael Zaki (African)聯繫】九龍 佑寧堂 陳傳道  

傢電】雙層鐵床 20-11-044 2020年11月14日 中環 個人】May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14日 啟德 個人】崔姓两姐妹 藝苗】Jay Kwok  

傢電】三層櫃 2個 20-11-045 2020年11月14日 中環 個人】May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14日 中環 個人】莊小姐 聯繫】林Sir  

傢電】鐵架 2個 20-11-046 2020年11月14日 北角 個人】Cindy Chan 藝苗】Jay Kwok 2020年11月14日 佐敦 機構】醒記 Bobby 藝苗】亮晶晶 代領  

傢電】電飯煲 20-11-047 2020年11月14日 中環 個人】May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14日 中環 個人】朱小姐 藝苗】亮晶晶 , 郭Sir , 林綺玲 

傢電】木櫈 20-11-048 2020年11月14日 上環 個人】May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14日 上環 個人】徐小姐 聯繫】林Sir  

傢電】小型烤焗箱 20-11-049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Jennifer Lam 聯繫】Jennifer Lam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何婆婆 聯繫】何婆婆  

傢電】象印牌燜燒煲 20-11-050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Jennifer Lam 聯繫】Jennifer Lam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何婆婆 聯繫】何婆婆  

傢電】LG V10手機 連义電頭 20-11-051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Jennifer Lam 聯繫】Jennifer Lam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何婆婆 聯繫】何婆婆  

傢電】LG V10手機 免提聽筒 20-11-052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Jennifer Lam 聯繫】Jennifer Lam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何婆婆 聯繫】何婆婆  

非傢電】保暖衣物 20-11-053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Jennifer Lam 聯繫】Jennifer Lam 2020年11月14日 屯門 大興村 興盛樓 樓下個人】何婆婆 聯繫】何婆婆  

傢電】床架 20-11-054 2020年11月15日 將軍澳 個人】鄭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24日 粉嶺 個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床褥 20-11-055 2020年11月16日 屯門 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聯繫】黃煥全 2020年11月16日 長者家中 個人】梁妹婆婆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傢電】床褥 20-11-056 2020年11月16日 長者家中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聯繫】黃煥全 2020年11月16日 長者家中 個人】戴婆婆 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傢電】雪櫃 20-11-057 2020年11月16日 大角咀 個人】伊榮 藝苗】PoPo 2020年11月16日 深水埗 個人】方伯 藝苗】Eddie  

傢電】輪椅 格仔布 (借用) 20-11-058 2020年11月16日 深水埗 團體】德善中心 藝苗】Eddie, Jay 2020年11月16日 沙田廣場 個人】李婆婆 藝苗】Popo, Patrick  

傢電】半身長大櫃 20-11-059 2020年11月17日 銅鑼灣 個人】劉小姐 聯繫】劉小姐 2020年11月17日 大埔 個人】童女仕 聯繫】司機葉先生  

傢電】化裝椅 20-11-060 2020年11月18日 荃灣柴灣角街66-82號 金熊工業中心D座11樓機構】順安國際物流有限公司藝苗】Ricky 2020年11月18日 荃灣 個人】麥小姐 聯繫】李志雄  

非傢電】隔熱套 1對 20-11-061 2020年11月19日 鑽石山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19日 鑽石山站 個人】釋廣親 聯繫】李志明 (代釋廣親取)  

非傢電】口罩 20個 20-11-062 2020年11月19日 鑽石山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19日 鑽石山站 個人】釋廣親 聯繫】李志明 (代釋廣親取)  

傢電】電動按摩床 20-11-063 2020年11月19日 柴灣 團體】愛心二手店 藝苗】Linda 2020年11月19日 北角 個人】伍姑娘 藝苗】Linda  

傢電】電動按摩床 20-11-064 2020年11月19日 筲簊灣 團體】愛心二手店 藝苗】Linda 2020年11月19日 北角 個人】伍姑娘 藝苗】Linda  

非傢電】成人尿片 2包 20-11-065 2020年11月20日 沙田圍地鐵站 個人】查太 藝苗】Queenie 2020年12月1日 牛頭角下村 個人】中風長者 藝苗】Queenie  

非傢電】吉他 20-11-066 2020年11月21日 佐敦 個人】醒記Bobby 藝苗】Bobby , Jay 2020年11月21日 尖沙咀 個人】Jessica 藝苗】Jessica  

傢電】高背椅 20-11-067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映灣園 個人】潘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個人】劉小姐 藝苗】林綺玲  

傢電】組合櫃 20-11-068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映灣園 個人】潘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個人】劉小姐 藝苗】林綺玲  

傢電】鏡櫃 20-11-069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映灣園 個人】潘小姐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21日 東涌 個人】劉小姐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熊仔環保袋 20-11-070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Cat 藝苗】Cat  

非傢電】暖杯 20-11-071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Cat 藝苗】Cat  

非傢電】口罩 1包10個 20-11-072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韻思 藝苗】韻思 2020年11月22日 石門站 個人】Cat 藝苗】Cat  

傢電】電風扇 20-11-073 2020年11月22日 灣仔 個人】謝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4日 將軍澳 個人】鄧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毛巾被 20-11-074 2020年11月22日 灣仔 個人】謝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4日 將軍澳 個人】鄧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高櫈 20-11-075 2020年11月22日 灣仔 個人】謝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4日 南昌 個人】鄧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Elaine 

傢電】矮櫈 20-11-076 2020年11月22日 灣仔 個人】謝先生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4日 南昌 個人】鄧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Elaine 

傢電】羊毛被 150x200cm 20-11-078 2020年12月22日 太子地鐵站 個人】Joyce Wong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1月28日 太子 個人】90歲長者 聯繫】葉先生代領  

傢電】電飯煲 20-11-079 2020年11月23日 藍田啟田邨 個人】HuenKuen 藝苗】HuenKuen 2020年11月23日 藍田啟田邨 個人】仙仙 藝苗】仙仙  

傢電】羊毛被 180x220cm 20-11-080 2020年11月24日 太子地鐵站 個人】Joyce Wong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1月28日 太子 個人】嘉恩 藝苗】Sally  

傢電】長枱 20-11-081 2020年11月26日 沙田 聯繫】葉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1月26日 荃灣 個人】虹姐 藝苗】林綺玲  

傢電】Toaster 20-11-082 2020年11月27日 屯門 個人】朱秀珍 藝苗】親廣法師 2020年11月27日 屯門 個人】梁先生 藝苗】親廣法師  

傢電】上下格木床 3x6 20-11-083 2020年11月27日 灣仔 個人】李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7日 沙田 個人】葉小姐 (Stella代收) 藝苗】Stella , Raymond  

非傢電】古箏 九成新 20-11-084 2020年11月27日 九龍城 個人】Jay 代贈 藝苗】Jay 2020年11月27日 九龍城 個人】鄧湯 藝苗】Jay  

傢電】洗衣機 20-11-085 2020年11月28日 沙田 個人】梁太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1月28日 旺角 個人】張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卡式收音機 20-11-086 2020年11月28日 沙田大圍港鐵站個人】仙仙 藝苗】Heidi 2020年11月28日 屯門 個人】王先生 藝苗】Heidi  

非傢電】補充練習 20-11-087 2020年11月28日 荃灣西地鐵站 個人】Cherry 藝苗】Queenie 2020年12月6日 長沙灣地鐵站 個人】Cat 藝苗】Queenie  

非傢電】中童口罩 20-11-088 2020年11月28日 荃灣西地鐵站 個人】Cherry 藝苗】Queenie 2020年12月6日 長沙灣地鐵站 個人】Cat 藝苗】Queenie  



非傢電】文具 20-11-089 2020年11月28日 荃灣西地鐵站 個人】Cherry 藝苗】Queenie 2020年12月6日 長沙灣地鐵站 個人】Cat 藝苗】Queenie  

非傢電】女裝鞋 2對 20-11-090 2020年11月28日 啟德港鐵站 個人】崔小姐 藝苗】Jay 2020年12月3日 啟德港鐵站 個人】區小姐 藝苗】Jay  

傢電】膠箱3個 20-11-091 2020年11月29日 沙田巴士總站 個人】陳小姐 , 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1月29日 沙田 個人】Cat 藝苗】仙仙  

傢電】吸塵機 20-11-092 2020年11月29日 沙田巴士總站 個人】陳小姐 , 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1月29日 沙田 個人】Cat 藝苗】仙仙  

非傢電】鋼琴 20-11-093 2020年11月29日 旺角 個人】馬家弟兄旺角神召會禮拜堂教友藝苗】Dexter 2020年11月29日 九龍城 個人】崔小妹妹 藝苗】Jay  

非傢電】假髮 20-11-094 2020年11月30日 灣仔 個人】藍小姐 藝苗】藍小姐 2020年11月30日 灣仔 個人】巢小姐 藝苗】藍小姐  

非傢電】假髮 20-11-095 2020年11月30日 灣仔 個人】藍小姐 藝苗】Raymond 2020年12月1日 灣仔 個人】黃小姐 藝苗】Raymond  

傢電】雙門雪櫃 20-11-096 2020年11月30日 黃大仙 坪石村個人】Raymond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5日 粉嶺 個人】老人家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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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爐 20-12-001 2020年12月1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劉女仕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1日 富泰邨 個人】楊婆婆 藝苗】廖建新

傢電】床 20-12-002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張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李太 藝苗】林綺玲

傢電】床褥 20-12-003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張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李太 藝苗】林綺玲

傢電】衣架 2個 20-12-004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張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1日 御峰國金 個人】李太 藝苗】林綺玲

傢電】洗衣機 20-12-005 2020年12月1日 元朗 個人】亮晶晶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1日 元朗 個人】芳芳 藝苗】林綺玲

傢電】雪櫃 20-12-006 2020年12月1日 屯門 個人】劉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1日 青磚圍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紅色金屬擺設 越南裝飾品 全新20-12-007 2020年12月1日 黃大仙 坪石村個人】kanr428 藝苗】Raymond 2020年12月6日 彩虹地鐵站 個人】麥英華女人土 藝苗】Jay , Raymond

傢電】煲 20-12-008 2020年12月2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2日 灣仔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沙煲 20-12-009 2020年12月2日 灣仔 個人】小藍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2日 灣仔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冷氣被 20-12-010 2020年12月2日 銅鑼灣 機構】宛錤國際 藝苗】Fit 老師 2020年12月3日 土瓜灣 個人】陳小姐 藝苗】Stella代領

傢電】毛公仔袋 20-12-011 2020年12月2日 銅鑼灣 機構】宛錤國際 藝苗】Fit 老師 2020年12月3日 土瓜灣 個人】陳小姐 藝苗】Stella代領

傢電】手提電腦 20-12-012 2020年12月2日 大嶼山 機構】藝苗 資助 藝苗】Eddie 2020年12月2日 大嶼山 團體】正生書院 藝苗】Eddie

傢電】電視機 20-12-013 2020年12月2日 大興邨 個人】Amy 藝苗】Amy 2020年12月3日 大興邨 個人】SUN 藝苗】SUN

非傢電】古箏 20-12-014 2020年12月3日 啟德 個人】鄺小妹妹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3日 啟德 個人】鄧先生 藝苗】Jay Kwok

傢電】櫃架 20-12-015 2020年12月3日 未詳 個人】亮晶晶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3日 未詳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傢電】鐵架 60闊x54高x12深 20-12-016 2020年12月3日 銅鑼灣 個人】Fit 老師 藝苗】Raymond 2020年12月4日 北角 個人】郵先生 代健康院收 藝苗】Raymond

非傢電】鴨咀帽 2件 20-12-017 2020年12月3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Rainbow 藝苗】Rainbow 2020年12月3日 旺角地鐵站 個人】嵐 Honey 藝苗】Rainbow

傢電】電視機 32吋菲利浦+機頂盒20-12-018 2020年12月3日 屯門安定邨 個人】陳先生 (Benny朋友) 藝苗】Heidi 2020年12月3日 屯門藍地無門牌木屋個人】林婆婆 藝苗】Heidi

傢電】電視 25吋+遙控 20-12-019 2020年12月3日 屯門大興邨 個人】Amy 聯繫】溫先生 代領 2020年12月3日 屯門大興邨 個人】釋親廣 藝苗】釋親廣

傢電】21吋電視 20-12-020 2020年12月3日 醫局街寶榮大廈地下個人】yoyo 聯繫】Cherry Liu , 根師兄 (元朗白沙村)2020年12月5日 屯門大興村 個人】恒安師兄 (婆婆) 聯繫】Cherry Liu , 根師兄 (元朗白沙村) 

傢電】腳架 2個 20-12-021 2020年12月4日 未詳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4日 未詳 個人】燕姐 藝苗】林綺玲

傢電】單腳拐仗 20-12-022 2020年12月4日 未詳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4日 未詳 個人】燕姐 藝苗】林綺玲

傢電】廚房用品 20-12-023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Tammy Wong 聯繫】許太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一位婆婆 聯繫】許太

傢電】暖水壺 20-12-024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Tammy Wong 聯繫】許太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一位婆婆 聯繫】許太

傢電】保暖煲 20-12-025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Tammy Wong 聯繫】許太 2020年12月4日 坑口 個人】一位婆婆 聯繫】許太

非傢電】修理鋁窗，安架，安鎖20-12-026 2020年12月4日 尖沙咀 個人】Fai Lau，Jay Kwok 藝苗】Fai Lau，Jay Kwok 2020年12月4日 尖沙咀 個人】張琪朗 藝苗】Fai Lau，Jay Kwok

非傢電】不銹鋼鐵架 20-12-027 2020年12月5日 鰂漁涌 聯繫】聯繫人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5日 上水 個人】添叔 藝苗】林綺玲

傢電】被 3張 20-12-028 2020年12月5日 觀塘 個人】藝苗 代贈 藝苗】Stella 2020年12月5日 土瓜灣 個人】Miss Casuga 藝苗】Stella

非傢電】玩具 4個 20-12-029 2020年12月5日 觀塘 個人】藝苗 代贈 藝苗】Stella 2020年12月5日 土瓜灣 個人】Miss Casuga 藝苗】Stella

非傢電】零食 少量 20-12-030 2020年12月5日 觀塘 個人】藝苗 代贈 藝苗】Stella 2020年12月5日 土瓜灣 個人】Miss Casuga 藝苗】Stella

傢電】電飯煲 20-12-031 2020年12月5日 觀塘 個人】藝苗 代贈 藝苗】Stella 2020年12月5日 土瓜灣 個人】Miss Casuga 藝苗】Stella

非傢電】單車 20-12-032 2020年12月5日 藍田啟田村 聯繫】翁先生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5日 上水 個人】陳小姐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衣服 20-12-033 2020年12月5日 將軍澳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5日 將軍澳 個人】Cat 藝苗】林綺玲

傢電】五桶櫃 20-12-034 2020年12月5日 小欖 星提 個人】林綺玲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5日 老圍 個人】Shirley Ｍak 藝苗】林綺玲

非傢電】香水 20-12-035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亮晶晶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SUN 藝苗】亮晶晶

傢電】牆紙 20-12-036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亮晶晶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SUN 藝苗】亮晶晶

非傢電】乒乓球套裝 20-12-037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亮晶晶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6日 將軍澳 廣明苑個人】SUN 藝苗】亮晶晶

傢電】床褥 20-12-038 2020年12月8日 北角 個人】陳姑娘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8日 深水埗 個人】芳芳 藝苗】林綺玲

傢電】兩座梳化 20-12-039 2020年12月8日 根德工業大廈4樓個人】吳先生 藝苗】亮晶晶 2020年12月8日 根德工業大廈 個人】Shirley mak 藝苗】亮晶晶

非傢電】女裝鞋 20-12-040 2020年12月9日 藝苗 個人】藝苗 代贈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9日 觀塘 個人】Formmy Mo 藝苗】Lucia

傢電】枱燈 20-12-041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陳小姐/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韻曄 藝苗】仙仙

傢電】矮櫈 20-12-042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陳小姐/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韻曄 藝苗】仙仙



傢電】多士爐 20-12-043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陳小姐/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韻曄 藝苗】仙仙

傢電】衣架 20-12-044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陳小姐/仙仙 藝苗】仙仙 2020年12月9日 廣源邨 個人】韻曄 藝苗】仙仙

非傢電】衣服 20-12-045 2020年12月10日 深水埗 個人】Heidi 藝苗】Linda 2020年12月10日 深水埗 個人】未詳 藝苗】Linda

非傢電】潤手霜 100枝 20-12-046 2020年12月10日 官涌 團體】藝苗 藝苗】Bobby , Jay Kwok 2020年12月10日 各區 團體】坊眾 藝苗】wai wai

非傢電】玩具 20-12-047 2020年12月10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1日 土瓜灣 個人】擺路邊婆婆 藝苗】Jay Kwok

傢電】咖啡飲料過瀘機 20-12-048 2020年12月10日 梨木樹邨 個人】Sun 藝苗】Sun 2020年12月11日 梨木樹邨 個人】謝小姐Susan 藝苗】林綺玲

傢電】果汁攪拌機 20-12-049 2020年12月10日 梨木樹邨 個人】Sun 藝苗】Sun 2020年12月11日 梨木樹邨 個人】謝小姐Susan 藝苗】林綺玲

傢電】批皮器 20-12-050 2020年12月10日 梨木樹邨 個人】Sun 藝苗】Sun 2020年12月11日 梨木樹邨 個人】謝小姐Susan 藝苗】林綺玲

傢電】5層膠柜桶 20-12-051 2020年12月11日 沙田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14日 沙田 個人】鄭聯 聯繫】Yorki

傢電】電腦1套 20-12-052 2020年12月11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1日 觀塘 個人】Amy學生／單親家庭　　聯繫】Niki

傢電】電腦連屏幕 20-12-053 2020年12月11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1日 火炭 個人】wai wai 藝苗】wai wai

傢電】電腦1套 20-12-054 2020年12月11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1日 屯門 個人】釋親廣 聯繫】Alan

傢電】電腦主机 1部 20-12-055 2020年12月11日 沙田火炭宇宙工業中心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7日 沙田火炭宇宙工業中心個人】鄭先生 藝苗】Jay Kwok

傢電】衣櫃 20-12-056 2020年12月12日 荃灣 個人】黃女仕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4日 元朗 個人】卓瑪師傅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鞋櫃 20-12-057 2020年12月12日 荃灣 個人】黃女仕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4日 元朗 個人】卓瑪師傅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雪櫃 20-12-058 2020年12月12日 將軍澳 個人】卿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4日 旺角 個人】伍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床褥 20-12-059 2020年12月12日 將軍澳 個人】卿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4日 旺角 個人】伍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電腦一體機 20-12-060 2020年12月12日 未詳 個人】未詳 藝苗】Eddie 2020年12月12日 未詳 個人】未詳 藝苗】Eddie

傢電】3層柜桶柜 20-12-061 2020年12月13日 沙田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14日 沙田 個人】黃小姐 未詳

傢電】三層櫃 20-12-062 2020年12月14日 沙田碧濤花園 個人】李小姐 聯繫】建築義工隊Maria 2020年12月14日 沙田碧濤花園 個人】單親家庭 藝苗】仙仙

傢電】雪櫃 20-12-063 2020年12月14日 西環 個人】黃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5日 沙田 個人】梁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迷你焗爐 20-12-064 2020年12月14日 沙田瀝源 個人】YanWong 藝苗】仙仙 2020年12月21日 廣源 個人】低收入家庭 藝苗】仙仙

傢電】電腦1套 20-12-065 2020年12月15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5日 深水埗 個人】獨居長者 藝苗】伍業良師兄

傢電】電腦主機及顯示器 20-12-066 2020年10月30日 中環 團體】天便行動 藝苗】Eddie往取 2020年12月17日 深水埗 個人】Ronald Ko 藝苗】Eddie

傢電】電視櫃 20-12-068 2020年12月15日 天后 個人】林女仕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7日 沙田 個人】梁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桌上電腦 20-12-067 2020年12月15日 沙田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5日 火炭 個人】Tom 藝苗】Jay Kwok

傢電】打印機 20-12-069 2020年12月16日 火炭 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0年12月16日 火炭 個人】劉妙詩 藝苗】Poly

傢電】文件櫃 20-12-070 2020年12月16日 紅磡 個人】林女仕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7日 深水埗 團體】德善長者中心 藝苗】Stella , Raymond

傢電】電飯煲 20-12-071 2020年12月17日 鰂魚涌街 個人】許鳳儀 藝苗】Fisch 2020年12月18日 鰂魚涌街 個人】Fisch 藝苗】Fisch

傢電】輪椅 20-12-072 2020年12月18日 荃灣 個人】Jay Kwok 藝苗】Eddie 2020年12月18日 荃灣 個人】Terry 老師 藝苗】Queenie

傢電】蒸煱 20-12-073 2020年12月18日 荃灣 個人】Jay Kwok 藝苗】Eddie 2020年12月18日 南昌站 個人】Terry 老師 藝苗】Queenie

傢電】焗爐 20-12-074 2020年12月18日 荃灣 個人】Jay Kwok 藝苗】Eddie 2020年12月18日 太子 個人】Terry 老師 藝苗】Queenie

傢電】金章牌 洗衣機 20-12-075 2020年12月18日 藍田康華苑 個人】Kaman 藝苗】Kaman / Sam 2020年12月18日 秀茂坪南邨 秀善樓個人】陳婆婆 藝苗】Heidi

傢電】衣櫃 20-12-076 2020年12月18日 大坑 個人】林小姐 藝苗】Stella , Raymond 2020年12月19日 坪輋 個人】宋女仕 藝苗】Stella , Raymond

非傢電】懷舊金曲 cassette 30 盒20-12-077 2020年12月18日 金鐘地鐵站 個人】Jennifer 藝苗】Jennifer 2020年12月20日 金鐘地鐵站 個人】Queenie 藝苗】Queenie

傢電】洗衣機 20-12-078 2020年12月19日 屯門青磚圍鴻運花園個人】劉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19日 將軍澳 個人】單親 Winnie女仕 藝苗】林綺玲

傢電】電熱水煲 20-12-079 2020年12月19日 荃灣地鐵站 個人】康 藝苗】康 2020年12月19日 荃灣地鐵站 個人】獨居陳女仕 藝苗】林綺玲

傢電】雙門雪櫃 20-12-080 2020年12月20日 筲簊灣 個人】親廣法師 藝苗】親廣法師 / GoGoVaｎ司機代領2020年12月20日 屯門青山村 個人】釋常淨 藝苗】親廣法師 / GoGoVaｎ司機代領 

傢電】燈飾 20-12-081 2020年12月21日 沙田 個人】環保人仕 聯繫】Lucia 2020年12月21日 沙田　 個人】亞康 聯繫】Lucia

傢電】三門雪櫃 20-12-082 2020年12月21日 九龍塘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3日 九龍塘 個人】Eddie 藝苗】Jay Kwok

傢電】電蒸籠 20-12-083 2020年12月22日 將軍澳 個人】亮晶晶 藝苗】釋親廣 2020年12月22日 將軍澳 個人】Alan 聯繫】釋定蓮

傢電】文件櫃 20-12-084 2020年12月22日 調景嶺 個人】環保人仕 聯繫】Linda 2020年12月22日 調景嶺 個人】黃先生 環保人仕 聯繫】Linda

傢電】雪櫃 20-12-085 2020年12月22日 又一城 個人】胡小姐 藝苗】Jay 2020年12月23日 深水埗 個人】Eddie 藝苗】Eddie

非傢電】真皮靴 40碼 20-12-086 2020年12月22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Irene Chan 聯繫】Irene Chan 2020年12月26日 深水埗地鐵站 個人】Shirley Mak 聯繫】Shirley Mak

傢電】暖爐 20-12-087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5日 青山 個人】常淨師 及 耀如師 藝苗】釋親廣

傢電】抽濕機 20-12-088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5日 青山 個人】常淨師 及 耀如師 藝苗】釋親廣

傢電】火鍋爐 20-12-089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5日 青山 個人】常淨師 及 耀如師 藝苗】釋親廣



傢電】5層膠櫃桶 20-12-090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5日 青山 個人】常淨師 及 耀如師 藝苗】釋親廣

傢電】4層雙格膠櫃桶 20-12-091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團體】建築義工隊 聯繫】Maria 2020年12月25日 青山 個人】常淨師 及 耀如師 藝苗】釋親廣

非傢電】功夫茶盆 20-12-092 2020年12月24日 金鐘 個人】李太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25日 金鐘 個人】大嶼山釋清智師父 藝苗】釋親廣

傢電】2座沙發 20-12-093 2020年12月24日 牛頭角 個人】張女仕 藝苗】林綺玲 2020年12月24日 青衣 個人】獨居陸太 藝苗】林綺玲

傢電】床褥 4x6呎 20-12-094 2020年12月25日 屯門富泰邨君泰樓團體】君泰樓 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女仕 2020年12月25日 屯門三聖邨 個人】黃伯伯 藝苗】Heidi

傢電】電視 20-12-095 2020年12月27日 大埔 個人】Kayan 藝苗】廖建新女仕 2020年12月27日 屯門富泰邨 個人】陳婆婆 獨居長者 聯繫】富泰邨司機代接收

傢電】歐洲式洗衣機 20-12-096 2020年12月27日 屯門 個人】Yau 藝苗】Kwok 2020年12月27日 屯門 個人】拉登 藝苗】Kwok

傢電】電視機 20-12-097 2020年12月27日 大埔 個人】蘇小姐 聯繫】陸姑娘 社工 2020年12月27日 屯門 個人】陳婆婆 富泰邨長者家藝苗】廖建新 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傢電】水煲 20-12-098 2020年12月27日 將軍澳 個人】黃小姐 藝苗】Fisch 2020年12月27日 屯門 個人】黃婆婆 藝苗】Stella, Elaine 代領

傢電】哮喘用噴霧機 20-12-099 2020年12月28日 油麻地 個人】譚小姐 藝苗】Ella 2020年12月28日 慈雲山 個人】單親 藝苗】仙仙

傢電】梳化 20-12-100 2020年12月28日 淘大 個人】環保捐贈人仕 藝苗】新師兄 2020年12月28日 彩雲邨 個人】長者 藝苗】Linda, Ricky

傢電】枱 20-12-101 2020年12月28日 淘大 個人】環保捐贈人仕 藝苗】新師兄 2020年12月28日 彩雲邨 個人】長者 藝苗】Linda, Ricky

傢電】鞋櫃 20-12-102 2020年12月28日 淘大 個人】環保捐贈人仕 藝苗】新師兄 2020年12月28日 彩雲邨 個人】長者 藝苗】Linda, Ricky

傢電】24吋 電視 20-12-103 2020年12月28日 葵涌和宜合道 個人】Yvonne 聯繫】Yvonne 2020年12月28日 葵涌和宜合道 個人】Sun 藝苗】Sun

傢電】床褥 20-12-104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新墟 個人】傢俬舖 陳先生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富泰邨君泰樓互助委員會個人】傷殘人仕 張先生 藝苗】廖建新

傢電】單人床褥 20-12-105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30日 西貢 個人】江先生 聯繫】 Yvonne 代領

非傢電】冷帽 20-12-106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30日 西貢 個人】江先生 聯繫】 Yvonne 代領

非傢電】頸巾 20-12-107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30日 西貢 個人】江先生 聯繫】 Yvonne 代領

非傢電】襪 5對 20-12-108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富泰邨 團體】君泰樓互助委員會 藝苗】廖建新 2020年12月30日 西貢 個人】江先生 聯繫】 Yvonne 代領

傢電】壞電腦一部 20-12-109 2020年12月30日 沙田火炭宇宙工業大廈機構】雅域國際 藝苗】Jay Kwok 2021年1月6日 沙田火炭宇宙工業大廈個人】鄭先生 藝苗】Jay Kwok

傢電】有轆枱 20-12-110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 富泰村 團體】富泰村居民協會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2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 屋主周先生代收藝苗】Fisch / 親廣師 / 阮先生 義務運輸 

傢電】暖爐 20-12-111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 富泰村 團體】富泰村居民協會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 Fisch2021年1月2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 屋主周先生代收藝苗】Fisch / 親廣師 / 阮先生 義務運輸 

傢電】摺椅 20-12-112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 富泰村 機構】傢俬舖 陳先生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2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 屋主周先生代收藝苗】Fisch / 親廣師 / 阮先生 義務運輸 

傢電】床褥 20-12-113 2020年12月30日 屯門 富泰村 機構】傢俬舖 陳先生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2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 屋主周先生代收藝苗】Fisch / 親廣師 / 阮先生 義務運輸 

傢電】大字電話 20-12-114 2020年12月31日 屯門 啟田村 啟信樓個人】萱先生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 Fisch2021年1月1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藝苗】Fisch / 親廣師

傢電】棉被 20-12-115 2020年12月31日 屯門 團體】友心坊 朱小姐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1日 屯門 奕園村 個人】黃婆婆 藝苗】Fisch / 親廣師

非傢電】口罩 20-12-116 2020年12月31日 屯門 個人】廖建新 / 親廣師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1日 屯門 奕圍村 個人】黃婆婆 藝苗】Fisch / 親廣師

非傢電】冷帽 20-12-117 2020年12月31日 屯門 個人】廖建新 / 親廣師 藝苗】廖建新 / 親廣師 2021年1月1日 屯門 奕圍村 個人】黃婆婆 藝苗】Fisch / 親廣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