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109年1-6月廚師工會常年會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109年1-6月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109年1-6月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108年7-9月年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60,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台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48,000 109年年費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74,3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109年TPC年會 169,290 109年TPC年會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 18,000 109年度團體會員會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4,380 109藥師公會退費

台灣醫院協會 187,000 10810-12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85,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收回台中市藥師公會3-12年會 -3,960 109藥師公會退費

合計 636,85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1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社團法人台中市藥師公會 604,800 109年年會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3,000 109年費

臺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34,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25,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防癆協會 1,000 109年防癆協會常年會

台中市聽力師公會 6,250 呂臻誼等2人年費

臺中市聽力師公會 10,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營養師公會 47,5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9,6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會 4,620 張碧如2-12月年費

全國認證基金會 20,000 病檢部實驗室異動及增列評鑑費

全國認證基金會 2,000 受聘雇外國人入國健康檢查認證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10,000 109年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灣醫務管理學會 20,000 109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 25,000 109年會費

臺灣醫療品質協會 20,000 109常年會費

合計 842,77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2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中華民國牙科協會 8,000 常年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000 護理師公會常年會

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3,600 常年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8,000 109年1、2月新進人員公會常年會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7,000 109年常年會費

臺中市大台中牙醫師公會 10,800 黃良吉109年年費

臺中市放射師公會 416,7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檢驗師公會 147,600 109年度第1季01月-03月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1,527,400 109年度第1季01月-03月會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3,540 收回台中市藥師公會4-12年會

台中市藥師公會 -1,860 張庭蓉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6,200 吳明芬陳秀菊陳秀美洪娟瑜等四員退費

臺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82,800 109年費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20,000 109年年費

合計 2,231,30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4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數 內容摘要

社團法人台中市獸醫師公會 3,000 109常年會費

台灣安寧照顧協會 3,000 109年團體會員年會

社團法人臺中市藥師公會 -2,700 林翊嵐退費

國際網路會 -225 國際網路會費差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藥師公會 -2,700 湯念湖109年常年會費退費

108年度TAF年費 20,000 108年度TAF年費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年5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合計 20,375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數 內容摘要

中華民國內分泌學會 1,000 院長中華民國內分泌學會109年會費

中華醫學會 1,000 院長中華醫學會109年會費

臺中市藥師公會 10,080 藥師公會常年會費3員

臺中市社工師公會 2,000 賈茜？社工師公會109年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藥師公會 2,940 藥師公會6-12月年費

台中市醫事檢驗生公會 3,600 林怡君等109年常年會費

中華民國醫用超音波學會 1,600 院長醫用超音波學會109年會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糖尿病學會 1,000 院長國糖尿病學會109年會費

台中師藥師公會 2,700 張焜鑌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2,280 藥師公會王瑜瑄7-12退費

台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3,600 張鈞智醫檢師公會常年會費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年6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合計 21,840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常年會費 900 王徐美新109.07~12常年會費

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900 江德旺109.07~12常年會費

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900 李明哲109.07~12常年會費

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900 黃文進109.07~12常年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20,000 109年3、4月新進人員公會常年會

台灣肥胖醫學會 1,000 院長109年會費

台灣精準健康促進協會 800 院長入會及常年會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會費 5,620 廖伊舒、何崇萍、姚玉珍等3人會費

台中市臨床心理醫師公會 6,000 余宸萲

台中市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10,800 黃良吉109年度年費

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147,000 109年度第2季05月-06月會費

臺中市醫師公會 1,429,200 109年度第二季04月-06月會費

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148,500 109年度01-03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1,800 潘哲緯7-12月年費

台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2,500 邱暐茜7-12月年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會費 -1,860 楊崇德8-12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會費 -2,100 台中市藥師公會退費

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 30,000 余振源109年會員會費

臺中市醫師公會 5,150 埔里分院黃順祥入

合計 1,808,01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7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台中市藥師公會 -1,680 廖伊舒9-12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440 阮淑玲藥師公會退費9-12

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10,800 收回黃良吉重複繳交年會

社團法人台中市社會工作師公會 2,000 社會工作師公會倪淑英常年會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440 張愷芸藥師公會退費

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 1,500 許福玲院長台灣老年學暨老年醫學會109年會費

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 1,000 許福玲院長臺灣醫院整合醫學醫學會109年會費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年費 3,000 劉遠晸中醫師公會年費

合計 -7,86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8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社團法人台中市藥師公會 6,960 黃怡婷等2人9-12月年費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協

會
10,000

109社團法人台灣健康產業平衡計分卡

協會會費

5,150 嘉義分院熊開瑾醫師入會費

合計 22,11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9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數 內容摘要

台中市護理師公會 37,000 109年5、6、7月新進人員公會常年會費

台灣醫事聯合臨床技能發展學會 10,000 張育慈109年團體會費

中華民國心臟學會 1,500 院長109年會費

臺中市檢驗師公會 147,000 109年度第3季07月-09月會費

台中市中醫師公會 3,700 鍾靜君10-12月年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2,680 張雅慈9-12月年費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年10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合計 201,880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145,200 10904-06年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139,700 109年7-9月口醫部醫師會費

臺中市醫師公會 1,458,000 109年度第3季07月-09月會費

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930,000 109年度常年會費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4,420 江采婷、賴盈心等2人年會

合計 3,677,32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年11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數 內容摘要

亞太倫理審查論壇 9,588 109年年度會費、匯款手續費匯差

109年度政策型研究計畫費用 -7,000
109年度政策型研究計畫費用

TCVGH1097332E等17項轉出

台中市護理師護士公會 27,000 109年10、11月新進人員護理師會費

台中市護理師護士公會 32,000 109年8、9月新進人員常年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2,200 10907-09二位牙醫師醫師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1,536,600 109年度第4季10月-12月會費

中華民國骨質疏鬆症學會 2,000 院長109年會費

台灣醫學教育學會 1,500 院長台灣醫學教育學會會費

臺中市檢驗師公會 152,700 109年度第4季10月-12月會費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年12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合計 1,756,588



附件10

單位：元

本月份 累計數

對個人之捐補助

器官捐贈病理解

剖病患醫療、喪

葬補助費

109.1.1-109.12.31 1,230,000 350,000 2,010,000
病患器官捐贈補助

及喪葬補助費

中華醫學會 會務運作經費 109.1.1-109.12.31 1,000,000 1,000,000 109年度會務運作費

合 計 2,230,000 350,000 3,010,00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09年12月份補（捐）助支出案件明細表

受補(捐)助單位 計 畫 名 稱 起 訖 日 期 本年度預算數
實支數

內 容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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