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一、上期結存

二、加：本期收入

四、本期結存

106年1至6月份接受各界捐款使用情形報告表

三、減：本期支出



填表人　　  　　  　    　　總 務　　  　　  　    　　主 計　　  　　  　    　　 主管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金　　　額

 $                                                                              677,117 

 $                                                                            1,328,142 

 $                                                                              614,949 

 $                                                                            1,390,310 

106年1至6月份接受各界捐款使用情形報告表

製表日期：106年7月19日



填表人　　  　　  　    　　總 務　　  　　  　    　　主 計　　  　　  　    　　 主管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項目

月份

$1,081,112 $355,200 $4,817

$204,830 $101,375 $12,915

$6,000 $14,225 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350

$33,000 $94,499 $327,370

$1,200 $13,215 $0

106年1至6月份接受各界捐款、捐物暨支用情形彙報表

捐 款 收 入捐 款 支 出
支 出 情 形 說 明

捐 物

(元) (元) (折合現金概況)

1月 彰化市公所106年春節敬老慰問金等

2月
付106年圍爐迎新春費用暨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3月

4月 付106年祈植福法會用供品暨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5月
在地美食快樂餐（含南投縣公費住民106年度端午
節慰問金）



$2,000 $36,435 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0 

合計 $1,328,142 $614,949 $345,452

填表人　　  　　  　    　　總 務　　  　　  　    　　主 計　　  　　  　    　　主 管

6月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月份接受各界捐款、捐物暨支用情形彙報表

製表日期：106年7月19日

備 註





收據號碼 日期 慰問單位  慰問品  單位  數量 用途

564 106/01/03 陳○雄先生 看護墊 包 3 長者用

564 106/01/03 陳○雄先生 尿片 包 1 長者用

565 106/01/1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高麗菜 箱 15 長者用

566 106/01/25 陳○賓先生 花生 包 2 長者用

566 106/01/25 陳○賓先生 巧克力禮盒 盒 1 長者用

566 106/01/25 陳○賓先生 三多補體康 箱 1 長者用

567 106/02/14 林○汝女士 襪子 打 3 長者用

568 106/02/18 王○莊先生 肉鬆 桶 2 長者用

569 106/02/23 空氣清淨機 台 1 長者用

570 106/02/24 王○山先生 黑麥汁 箱 1 長者用

570 106/02/24 王○山先生 橘子 斤 3 長者用

571 106/02/24 高涓科技有限公司 庶香茶鵝 包 12 長者用

572 106/03/08 蔡○傑先生 核桃土司 條 1 長者用

572 106/03/08 蔡○傑先生 麵包 個 10 長者用

573 106/04/09 葉○池女士 尿褲 包 8 長者用

573 106/04/09 葉○池女士 看護墊 包 2 長者用

573 106/04/09 葉○池女士 尿片 包 2 長者用

574 106/04/12 陳○忠先生 盒 30 長者用

575 106/04/19 大葉大學護理學系 茶葉 罐 2 長者用

576 作廢

577 106/04/20 全天然洗潔精 瓶 120 長者用

577 106/04/20 瓶 120 長者用

578 106/04/26 上河國際有限公司 太陽眼鏡 支 285 長者用

579 106/05/02 壽桃 顆 200 長者用

579 106/05/02 鮮花 批 1 長者用

580 106/05/19 善心人士 中古氣墊床 張 1 長者用

581 106/06/01 白米 包 8 長者用

582 106/06/15 冠翰實業有限公司 住民內褲 件 14 長者用

583 106/06/23 楊○英 白米 公斤 13 長者用

584 106/06/27 香蕉 箱 10 長者用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06年1月至6月份接受各界人士致贈慰問品徵信清冊

財團法人鴻海教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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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



折合現金概況

$447 

$250 

$3,000 

$120 

$200 

$800 

$1,200 

$400

$8,700

$125 

$90 

$2,400 

$70 

$280 

$2,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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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324,000 

                      - 

                      - 

                      - 

                      - 

                      - 

                      - 

                      - 

                      - 

                      - 

                      - 

                      - 

月份接受各界人士致贈慰問品徵信清冊



$345,452 



日期 捐贈者 金額 收據號碼 備註

106/01/03 戴晚             465,348 000316 遺產贈與本中心

106/01/03 林鳳               60,564 000317 遺產贈與本中心

106/01/03 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40,000 000322 春節加菜金

106/01/16 南投縣政府                1,200 000323 春節慰問金

106/01/16 李超群             160,000 000324 住民加菜金

106/01/19 彰化市公所             354,000 000325 春節慰問金

106/02/06 沈○蜜               17,906 000326 住民加菜金

106/02/06 沈○鶴               17,906 000327 住民加菜金

106/02/06 沈○珍               17,906 000328 住民加菜金

106/02/06 沈○鈺               17,906 000329 住民加菜金

106/02/06 沈○線               17,906 000330 住民加菜金

106/02/08                5,300 000331 住民加菜金

106/02/09 善心人士               10,000 000332 住民加菜金

106/02/23 善心人士             100,000 000334 住民加菜金

106/03/30 錢心怡                6,000 000335 住民加菜金

106/04/05 彰化縣衛生局               30,000 000336 住民加菜金

106/04/26 康威藥局                3,000 000337 住民加菜金

106/05/03 南投縣政府                1,200 000338端午節慰問金

106/06/26 楊○英                2,000 000339 住民加菜金

小計          1,328,142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06年1至6月份接受各界人士捐贈明細

呂蟠(鐇)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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