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　　　額

一、上期結存 $793,949

二、加：本期收入 $908,592

三、減：本期支出 $506,493

四、本期結存 $1,196,048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

111年7至12月份接受各界捐款使用情形報告表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11年7月至12月份捐贈支出明細表

編號(月份) 支出項目 已執行金額 說明

7月 慰勞本中心工作人員防疫辛勞，提供每人維他命C1瓶，增強防護力等 $25,687

8月
慰勞本中心工作人員防疫辛勞，提供食品及飲品

等
$16,195

9月 中 秋 節 應 景 食 品 及 晚 會 活 動 用 品 $86,331

10月 長者返家圓夢計畫購置電動健步器等器材一批 $64,402

11月 $0

12月 長者返家圓夢計畫活動費及步態訓練器等 $313,878

合計 $506,493



收據號碼 捐贈日期 捐贈者名稱 捐贈金額 用途

033492 2022/06/09 彰化縣衛生局 35,000 端午節慰問金

000571 2022/08/19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574,092 返家圓夢計畫之設施設備及服務費

000572 2022/09/12 無極勝安宮鄭雅智 20,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3 2022/09/12 社團法人彰化縣富友慈善會 10,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4 2022/09/12 育達獅子會 5,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5 2022/09/12 彰化縣表揚好人好事運動協會 5,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6 2022/09/12 彰化縣社會福利事業協進會 3,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7 2022/09/12 王貞鈞 3,000 購買益智遊戲組等

000578 2022/9/21 陳厚 2,000 加菜金

000579 2022/10/20 蕭李桂花 500 加菜金

000580 2022/11/25 林寶隆 1,000 加菜金

000581 2022/11/28 財團法人台北富邦銀行公益慈善基金會 250,000 112年度返家圓夢計畫之設施設備及服務費

以下空白

小計 908,592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111年7至12月份接受捐贈清冊



收據

號碼
日期 捐贈者 捐贈物資名稱 單位 數量 用途

1291 111.07.04 林○韋先生 輪椅 台 1 長者用

1292 111.07.07 張○琪小姐 酒精噴霧槍 台 14 長者用

1293 111.07.13 政光中醫診所 氧氣機 台 1 長者用

1294 111.07.28 李○德先生 白米 公斤 30 長者用

1295 111.07.28 陳○麗女士 白米 公斤 30 長者用

1296 111.08.16 得寶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醫療口罩 盒 400 長者用

1297 111.08.17 無極勝安宮鄭○智先生 八寶粥禮盒 盒 2 長者用

1297 111.08.17 無極勝安宮鄭○智先生 油飯 批 1 長者用

1297 111.08.17 無極勝安宮鄭○智先生 粽子 批 1 長者用

1297 111.08.17 無極勝安宮鄭○智先生 包 子 批 1 長者用

1297 111.08.17 無極勝安宮鄭○智先生 糖果、餅乾 批 1 長者用

1298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雙人座沙發 張 9 長者用

1298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三人座沙發 張 6 長者用

1298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小餐桌 張 11 長者用

1298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餐椅 張 61 長者用

1298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單人床架 床 7 長者用

1299 111.08.19 國家住宅及都市更新中心 3尺衣櫥 座 7 長者用

1300 111.09.01 總統府 秋節禮盒 盒 97 長者用

1301 111.09.06 邱○壹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2 111.09.06 邱○順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3 111.09.06 李○葳女士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4 111.09.06 葉○旌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5 111.09.06 蔡○晟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6 111.09.06 李○華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7 111.09.06 許○瑋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8 111.09.06 王○川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09 111.09.06 楊○枝小姐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10 111.09.06 張○仁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11 111.09.06
李○億先生、李○臻小姐、

李○諺先生
增稠配方 批 1 長者用

1312 111.09.07 水月堂食品行 黑糖糕 盒 39 長者用

1313 111.09.0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如實行益

會
蛋黃酥 顆 300 長者用

1314 111.09.14
財團法人華科事業群慈善基

金會
輔聽器 組 4 長者用

衛生福利部彰化老人養護中心捐贈清冊(物資)

111年7月1日至111年12月31日



收據

號碼
日期 捐贈者 捐贈物資名稱 單位 數量 用途

1315 111.10.25  許○雪女士 T恤 件 172 長者用

1316 111.12.27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中區委

員會
高溫餐具消毒櫃 台 1

長者餐具消

毒用

1316 111.12.27
國際聯青社台灣總會中區委

員會
果汁機 台 1

榨果汁供長

者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