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據號碼 日期 慰問單位  慰問品  單位  數量 用途

585 106/07/14 善心人士 香蕉 公斤 60 長者用

586 106/07/25 新宇水族有限公司 水族箱 座 1 長者用

587 106/08/04 陳○澄先生 彩繪用品 批 1 長者用

588 106/08/11 葉○娟女士 嫩仙草 桶 2 長者用

589 106/08/13 長安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舞台、棚架等設備租借 式 1 活動用

589 106/08/13 長安生命禮儀有限公司 水冷扇租借 台 2 活動用

590 106/08/13 彰化縣玄武慈善會 音響設備租借 式 1 活動用

591 106/08/23 陳○澄先生 彩繪用品 批 1 長者用

591 106/08/23 陳○澄先生 活動獎勵品 批 1 活動用

592 106/08/28 余○樹先生 小玉西瓜 斤 107 長者用

593 106/09/18 朝興啟能中心 月餅 盒 1 長者用

594 106/09/27 施○祥 水果禮盒 盒 2 長者用

595 106/09/30 總統府 月餅禮盒 盒 95 長者用

596 106/09/30 何○英 芋頭酥 盒 1 長者用

596 106/09/30 何○英 牛舌餅 盒 1 長者用

597 106/10/01 林○慧 月餅禮盒 盒 2 長者用

598 106/10/05 魏○源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用

599 106/10/05 無極勝安宮 小果汁 箱 30 長者用

599 106/10/05 無極勝安宮 柚子 斤 20 長者用

599 106/10/05 無極勝安宮 香腸 斤 25 長者用

599 106/10/05 無極勝安宮 月餅 顆 130 長者用

599 106/10/05 無極勝安宮 夾鏈袋 包 2 長者用

600 106/10/12 蘇○桂女士 衣服（褲） 件 20 長者用

601 106/10/26 怡安救護車有限公司 小果汁 箱 13 長者用

602 106/10/27 張○麗女士 白米 公斤 70 長者用

603 106/10/31 吳○淑女士 佛堂天花板 式 1 長者用

604 106/11/20 彰商獅子會 小果汁 箱 11 長者用

604 106/11/20 彰商獅子會 餅乾 包 120 長者用

604 106/11/20 彰商獅子會 海苔 包 50 長者用

605 106/11/20 吳○莉女士 輪椅 張 1 長者用

606 106/12/14 彰化基督教醫療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茶葉禮盒 盒 3 長者用

607 106/12/18 張○麗女士 白米 公斤 42 長者用

608 106/12/25 余○英女士 縫紉機 台 1 活動用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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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合現金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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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號碼 慰問日期 慰問單位 金額

000340 106/08/30 何淑欵﹑何清彬           15,000 

000341 106/09/08 南投縣政府            1,200 

000342 106/09/27 江水泉          457,971 

000343 106/09/29 陳瑤玲            5,000 

000344 106/10/03 黃毓騰           10,000 

000345 106/10/03 社團法人彰化縣富友慈善會           10,000 

000346 106/10/11 黃昱嘉            5,000 

000347 106/10/11 王玉美            3,000 

000348 106/10/20 彰化縣政府          248,000 

000349 106/10/20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51,000 

000350 106/10/27 沈國林              500 

000351 106/10/27 蘇美鈴              500 

000352 106/10/27 沈佳磬              500 

000353 106/10/27 游佳樺              500 

000354 106/10/27 沈浥榛              500 

000355 106/10/27 沈莉綺              500 

000356 106/10/27 林子淵            5,000 

000357 106/10/31 林錦壽            3,000 

000358 106/11/06 林家津          370,000 

000359 106/11/08 林惠娟           30,000 

000360 106/11/16 涂亦宣            2,000 

106/11/23 財團法人臺灣省私立永信社會福利基金會              450 

000361 106/11/28 作廢

000362 106/11/28 紀瑩珠            2,500 

000363 106/12/07 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2,000 

小計        1,224,121 

減﹕已開立收據，款項尚未撥入 -          2,000 

合計        1,22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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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問單位住址

住民加菜金

中秋節慰問金

遺產贈與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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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難救助金

住民加菜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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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加菜金

住民加菜金

備註(指定用途)

106年敬老重陽禮金

106年敬老重陽禮金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項目

月份

$0 $11,031 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15,000 $29,377 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464,171 $26,049

$338,000 $333,697

$404,950 $179,885 重陽節敬老禮品暨在地美食快樂餐等

106年7至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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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元)

7月

8月

9月
在地美食快樂餐等（含南投縣政府中秋節慰問金
）

10月 彰化市公所106年敬老重陽禮金等

11月



$0 $1,099,017 聖誕節慶祝活動暨繳回社家署等

合計 $1,222,121 $1,679,056

12月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0

$35,932

$0

$20,000

$5,000

月份接受各界捐款、捐物暨支用情形彙報表

製表日期：107年1月10日

捐 物
備 註

(折合現金概況)



$0 

$60,932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金　　　額

一、上期結存           1,390,310 

二、加：本期收入           1,222,121 

三、減：本期支出           1,679,056 

四、本期結存             933,375 

106年7至12月份接受各界捐款使用情形報告表

製表日期：107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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