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受捐贈月餅機構名單 (2019) 
 

 

以下機構接受捐贈月餅。接收詳情請聯繫有關機構。名單內機構的資料， 乃是根據各機構提

供的資料， 整理編輯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並不保證或擔保本名單的準確性或完整性 
1， 並聲明本名單如有錯誤，對本名單使用者及名單內所載的機構不負任何責任。 

 
 

機構  地址  地區  開放時間  聯絡資料  

點滴是生

命 

九龍尖沙咀星光行  

1915 室 

油尖旺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6:00) 

電話: 2735 8377 

傳真: 2375 1533 

電郵 :  info@ adropoflife. org 

循道衛理亞

斯理社會服

務處 

葵涌邨逸葵樓地

下 

葵青 星期一至五 

(上午11:00 - 下午1:00, 

下午 2:00 - 下午7:00) 

及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30, 

下午2:00 - 下午6:00) 

電 話  : 2422 8080 

傳 真  : 2422 8081 

電 郵 :  seed@amss.org. hk 

荃灣楊屋道 138 

號樂悠居商場 1 

樓 9 號 

荃灣 星期一至五 

(上午11:0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7:00) 

及星期六 

(上午10:00 - 下午1:30, 

下午2:00 - 下午6:00) 

電話 : 3974 5401 

傳真 : 3974 5403 

電 郵 : seed@amss.org.hk 

小寶慈善

基金有限

公司 

柴灣廚房 

香港柴灣安業街 

12 號長益工業 

大 廈 11 樓 A 室 

東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2:30, 

下午1:30 - 下午5:00) 

電話: 2898 2931 

傳真: 3747 1434 

電郵 :  info@ foodangel. org. hk 

深水埗廚房 

九龍海壇街235號豐

盛大廈地下 

深水埗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2:30, 

下午1:30 - 下午5:00) 

電話: 2801 5000 

傳真: 3747 1434 

電郵 :  info@ foodangel. org. hk 

惜食分餉站 

九龍荔枝角瓊林街

93號龍翔工業大廈

四樓F室 

深水埗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2:30, 

下午1:30 - 下午5:00) 

電話: 3709 9458 

傳真: 3747 1434 

電郵 :  info@ foodangel. org. hk 

樂餉社有

限公司 

九龍油塘高輝道

17-25號油塘工業

城A2座715-717室 

觀塘 星期一、三、五 

(上午9:00-下午6:00) 

星期二、四 

(上午9:00-下午11:00) 

電話: 2205 6568 

電郵 :  info@ feedinghk. org 

 

 

1 貴機構如想提供資料以放進上述名單內，請以電話:3529 2910 或電郵: foodwisehk@epd.gov.hk  聯
絡「惜食香港運動」秘書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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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地址  地區  開放時間  聯絡資料  

「食德好」

食物回收計

劃 

新界大埔太和邨翠

和樓地下大埔職工

盟培訓中心 

大埔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 - 下午6:00) 

電話: 3972 5262 

傳真: 2650 7335 

電郵: foodrecycling@hkctu.org.hk 

新界元朗橫洲路16

號福達工業大廈13

樓B室 

元朗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 - 下午6:00) 

電話: 3972 5262 

傳真: 2650 7335 

電郵: 

foodrecycling@ hkctu. org. hk 

新界葵涌石籬石梨

路18號職工盟培訓

中心 

葵青 星期一至五 

(上午10:00 - 下午6:00) 

電話: 3972 5262 

傳真: 2650 7335 

電郵: 

foodrecycling@ hkctu. org. hk 

善恩慈善

協會 

香港柴灣寧富街1號

看通中心8樓818室 

東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30 - 下午6:00) 

電話: 3188 5531 / 9108 5531 

電郵: info@ggrace.org 

香港婦聯

有限公司 

新界上水彩園邨彩 

湖 樓 3 座 136 室地

下香港婦聯彩湖服

務中心 

北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6:00) 

電話: 2672 8633 

傳真: 2672 8777 

電郵: stevetse@hkwda.org. hk 

新家園協

會 

香港上環干諾道中

152-155號招商局大

廈13樓1305-1307室 

中西區 星期一至六 

(上午9:30 -下午6:00) 

電話: 2815 7001 

香港筲箕灣耀東邨

耀樂樓地下Ｂ翼4

號 

東區 星期一至六 

(上午9:30 -下午5:00) 

電話: 2807 2188 

九龍觀塘巧明街

111-113 號富利廣

場8樓03室 

觀塘 星期一至六 

(上午10:00 -下午6:00) 

電話: 2191 2939 

九龍長沙灣道286-

300號南洋大廈1樓

Ｄ-Ｆ室 

深水埗 星期一至六 

(上午10:00 -下午6:00) 

電話: 2720 2001 

新界上水龍琛路39

號上水廣場911室 

北區 星期一至六 

(上午10:00 -下午6:00) 

電話: 2672 7770 

新界天水圍天耀１

邨耀盛樓地下01號

舖 

元朗 星期一至六 

(上午10:00 -下午6:00) 

電話: 2815 5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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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  地址  地區  開放時間  聯絡資料  

聖雅各福

群會 

聖雅各福群會總

會-香港灣仔石水

渠街85號9樓902室 

灣仔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5:30) 

電話: 3974 4679 

電郵: info@food-co.hk 

西安中心 - 香港西

營盤西安里10 號

福祥閣地下1-3號

地舖 

中西區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5:30) 

電話: 2975 8777 

傳真: 2915 5215 

電郵: suki.lau@sjs.org.hk 

慈惠軒  -  九龍石

硤尾大坑西邨民興

樓地下 1- 3 號舗 

深水埗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5:30) 

電話: 2975 8777 

傳真: 2915 5215 

電郵: suki.lau@sjs.org.hk 

慈惠軒 (葵涌) -新界

葵涌石籬(二)邨石歡

樓低層地下 

葵青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1:00, 

下午2:00 - 下午5:30) 

電話: 2975 8777 

傳真: 2915 5215 

電郵: suki.lau@sjs.org.hk 

長春社 糧善關愛坊－新界

荃灣梨木樹 (二) 邨 

2 座 11 號舖 

荃灣 星期一至六 

(下午2:00 - 下午9:00) 

電話: 5541 1701 

電郵: frrc@cahk.org.hk 

香港心理

衞生會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

智樓Ａ翼地下 - 賽

馬會恆悅坊 

大埔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5:00) 

電話: 2651 8132 

傳真: 2638 5130 

電郵: aptp@mhahk.org.hk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

崇樓Ｂ翼地下及２

樓 - 廣福宿舍 

大埔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5:00) 

電話: 2651 8948 

傳真: 2656 9211 

電郵: kfh@mhahk.org.hk 

新界大埔廣福邨廣

智樓Ｂ翼地下101-

108室 - 賽馬會心

薈庭 

大埔 星期一至五 

(上午9:00 - 下午5:00) 

電話: 2651 8948 

傳真: 2656 9211 

電郵: kfh@mhahk.org.hk 

屯門婦聯

有限公司 

新界屯門石排頭路 

11 號康德花園2座

地下至 3 樓 

屯門 星期一至六 

(上午9:00 - 下午6:00) 

電話: 2554 2312 

傳真: 2554 2005 

電郵: tm09@tm-women.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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