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製表日期：108年1月24日

金　　　額

一、上期結存  $587,970 

二、加：本期收入  $580,215 

三、減：本期支出  $849,177 

四、本期結存  $319,008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07年7至12月份接受各界捐款使用情形報告表



製表日期：108年1月24日

項目 捐款收入 捐款支出 捐物

月份 (元) (元) (折合現金概況)

7月 $3,000 $36,723 在地美食快樂餐 $0

8月 $5,000 $39,912 在地美食快樂餐 $2,430

9月 $11,200 $39,178 在地美食快樂餐 $143,000

10月 $538,500 $618,236
在地美食快樂餐（含轉發彰化縣政府、市公所107年

度敬老重陽禮金510,500）
$166,000

11月 $0 $115,128 在地美食快樂餐 $0

12月 $22,515 $0 $0 

合計 $580,215 $849,177 $311,430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07年7至12月份接受各界捐款、捐物暨支用情形彙報表

支出情形說明 備註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07年7月至12月份接受各界人士致贈慰問品徵信清冊

收據號碼 日期 慰問單位 慰問品 單位 數量 用途 折合現金概況

696 107/07/13 林○德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                

697 107/08/06 社團法人親慈慈善會 白米 公斤 34.5 長者享用 -                

698 107/08/11 楊○岳先生 月餅 個 40 長者享用 -                

699 107/08/13 郭○裕先生 紙尿褲 包 7 長者享用 -                

699 107/08/13 郭○裕先生 尿片 包 6 長者享用 -                

699 107/08/13 郭○裕先生 腎補納 罐 28 長者享用 -                

700 107/08/15 林○竹先生 太陽餅 盒 2 長者享用 -                

701 107/08/16 賴○慈女士 澳洲乳霜 罐 3 長者享用 -                

702 107/08/27 蘇○英小姐 口袋隨身杯 個 54 長者享用 $2,430

703 作廢

704 作廢

705 作廢

706 作廢

707 作廢

708 作廢

709 作廢

710 作廢

711 作廢

712 作廢

713 107/09/05 升威旅館百貨用品公司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4 107/09/05 勝景景觀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5 107/09/05 楊○龍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6 107/09/05 全視界數位設計行銷有限公司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7 107/09/05 洪○津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8 107/09/05 林○美女士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19 107/09/05 吳○翰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20 107/09/05 蔡○宇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21 107/09/05 林○儀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22 107/09/05 台中市育英國際同濟會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3,100

723 107/09/18 鄭○智先生 小果汁 箱 30 中秋晚會活動用 $4,500

723 107/09/18 鄭○智先生 柚子 斤 20 中秋晚會活動用 $700

723 107/09/18 鄭○智先生 香腸 斤 25 中秋晚會活動用 $5,000

723 107/09/18 鄭○智先生 月餅 顆 130 中秋晚會活動用 $9,750

723 107/09/18 鄭○智先生 油紙袋 包 2 中秋晚會活動用 $50

724 107/09/18 總統府 月餅 盒 95 長者享用 -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07年7月至12月份接受各界人士致贈慰問品徵信清冊

725 107/09/18 劉○明先生 白米 公斤 16 長者享用 -                

726 107/09/18 李○國先生 輪椅 張 1 長者享用 -                

727 107/09/19 林○春女士 鼠尾草籽 罐 12 長者享用 -                

728 107/09/21 陳○凱先生 蜂蜜禮盒 盒 1 長者享用 -                

729 107/09/25 廖○助先生 月餅禮盒 盒 3 長者享用 -                

730 作廢

731 作廢

732 107/09/28 葉林○波女士 電動病床  張 1 長者享用 $30,000

733 107/09/28 葉○芳先生 輪椅 台 2 長者享用 $32,000

733 107/09/28 葉○芳先生 電動病床  張 1 長者享用 $30,000

734 107/10/24 台中市省都獅子會 麵包餐盒 盒 50 長者享用 -                

735 107/10/24 東禾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德國百靈油 瓶 300 長者享用 -                

736 107/10/24 台中市正大墩獅子會 土魠魚鬆 罐 47 長者享用 $14,100

736 107/10/24 台中市正大墩獅子會 肉鬆 罐 152 長者享用 $45,600

736 107/10/24 台中市正大墩獅子會 素肉鬆 份 13 長者享用 $3,900

736 107/10/24 台中市正大墩獅子會 美麗鋅+C發泡錠 份 176 長者享用 $26,400

736 107/10/24 台中市正大墩獅子會 軟食定食 份 50 長者享用 $10,000

737 107/10/24 台中市大業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38 107/10/24 台中市長松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39 107/10/24 台中市長榮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0 107/10/24 南投縣草屯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1 107/10/24 台中市長春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2 107/10/24 台中市長青國際聯青社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3 107/10/24 賴○章先生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4 107/10/24 蕭○祥先生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3,000

745 107/10/24 郭○程先生 重陽快樂餐 式 1 長者享用 $5,000

746 107/10/24 台中市長興國際聯青社 蛋糕 份 1 長者享用 $10,000

747 107/10/24 中華宏德慈善會 重陽活動會場佈置 式 1 長者享用 $6,000

748 107/10/24 大根將公司 蘿蔔糕 條 20 長者享用 -                

749 107/10/24 謝○梅女士 白米 公斤 3 長者享用 -                

750 107/10/26 蘇陳○惠女士 血壓計 台 2 長者享用 -                

751 107/11/14 林○通先生 海苔 盒 2 長者享用 -                

752 107/11/2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 高麗菜 箱 15 長者享用 -                

合計 311,430$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07年7至12月份接受各界人士致贈慰問金徵信清冊
收據號碼 慰問日期 慰問單位  金額 慰問單位住址 備註(指定用途)

000373 2018/07/12 楊〇珠  3,000 急難救助金

000374 2018/08/20 楊〇  5,000 住民加菜金

000375 2018/09/03 南投縣政府  1,200 中秋節慰問金

000376 2018/09/20 社團法人彰化縣富友慈善會  10,000 急難救助金

000377 2018/10/08 彰化縣政府  465,000 敬老重陽禮金

000378 2018/10/08 彰化縣彰化市公所  45,500 敬老重陽禮金

000379 2018/10/15 楊〇珠  8,000 住民加菜金

000380 2018/10/16 魏〇雲  20,000 急難救助金

000381 2018/12/06 謝〇容  2,522 住民加菜金

000382 2018/12/11 謝〇梅  9,761 遺產贈與本中心

000383 2018/12/14 陳〇民  3,232 住民加菜金

000385 2018/12/20 沈〇林  500 住民加菜金

000386 2018/12/20 蘇〇鈴  500 住民加菜金

000387 2018/12/20 沈〇磬  500 住民加菜金

000388 2018/12/20 游〇樺  500 住民加菜金

000389 2018/12/24 彰商國際獅子會  5,000 

合計  58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