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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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徐美新 110.01~06廚師工會常年會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江德旺 110.01~06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李明哲 110.01~06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60,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黃文進 110.01~06廚師工會常年會費

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151,800 10-12年費

臺灣醫務管理學會團體會費 20,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合計 235,40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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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2,000 110會費

台灣安寧照顧協會 3,000 110會費

台灣醫療品質協會 194,940 110年TCPI年費

台灣靜脈暨腸道營養醫學會 19,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呼吸治療師公會 86,400 110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藥師公會 590,4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灣擬真醫學教育學會 10,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7,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防癆協會 1,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醫務社會工作協會 3,000 110年團體會員年費

臺中市中醫師公會 79,6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7,2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放射師公會 429,3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語言治療師公會 25,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營養師公會 50,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54,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中市聽力師公會 15,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灣醫院協會 187,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公立醫院協會 25,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灣醫療品質協會 20,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中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 3,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灣實證醫學學會 5,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臺灣醫學圖書館學會 3,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1,819,84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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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 -7,000 TCVGH-1107333E精準醫學研究計畫費用轉出

台中市藥師公會 -6,200 退費吳明芬等3人

台中市藥師公會 -3,540 退費黃怡婷

台中市藥師公會 -3,540 退費林乃女

台中市藥師公會 1,300 退費江月萍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會費 1,300 退費阮子? SC17047 

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20,000 110年度年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85,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中華民國醫院牙科協會 10,000 陳惠鈴 110年常年會費

臺中市社工師公會 36,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台灣醫學中心協會 140,000 110年常年會費及會務作業基金

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300 謝語珊 JF12095會費

臺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5,000 職業登記費

279,62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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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0 藥師公會退費莊宜臻

社團法人台中市獸醫師公會 3,000 邱雲棕會費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3,000 蔡易成 柏瑄3-12月年費

社團法人中華捐血運動協會 2,000 謝獻旭會費

4,88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4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29,000 110年1至3月新進護理人員會費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20,000 110年生技醫療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000 陳宥入會費

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151,500 110年度第1季01月-03月會費

臺中市醫師公會 1,584,100 110年度會費

台中市牙體技術師公會 3,800 張語璿4-12月年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牙藥師公會 3,780 張語璿4-12月年費

台灣臨床研究倫理審查學會 30,000  110年度會費

1,823,18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5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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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廖婕羽會費退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牙醫師公會 130,900  1-3月牙醫師公會年費

台中市醫事放射師公會 5,760 李雅雯5-12月年費

135,82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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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團法人台灣健康醫院學會 55,200 洪逸倫 110年度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藥師公會 6,040 黃婉婷年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860 洪玲蓉藥師公會退費

大臺中牙醫師公會 10,800  110年年會

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150,300  170員常年會費

新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江德旺110年7~12月廚師工會常年會

新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王徐美110年7~12月廚師工會常年

新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李明哲110年7~12月廚師工會常年會

新台中市廚師職業工會 900 黃文進110年7~12月廚師工會常年會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1,000 陳映羽110年度年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呼吸治療公會 1,800 洪逸慈110年常年會費

226,88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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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 洪毓岑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860 楊明哲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494,600 醫師公會110年度第2季04月-06月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30,000  110年4、5、6月新進人員常年會

臺中市醫事檢驗師公會 1,000 蔡易成章心倫公會年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藥師公會 -1,440 醫師公會劉淑芬退費

1,520,44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8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



附件9

對象
計畫名稱

事由
實支數 內容摘要

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125,400 110年度第二季常年會費

台中市藥師公會 -1,020 白欣正退費

台中市聽力師公會 -1,250 李瑞霖退費

臺中市醫事檢驗生公會 3,600 會110度常年會費

國際網路協會 -342 會費匯差退費

中科產學訓協會 30,000 團員年費

台中市聽力師公會 2,500 110年第4季年費

158,888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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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藥師公會 -1,020 賴盈心藥師公會退費

台中市醫檢師公會 3,600 余思樺 研究助理常年會費

台中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6,000 蔡易成陳柔安年費

臺中市醫事檢驗生公會 1,000 莊筱俐台中護理師公會常年會費

國際網路協會 385,716 梁利達美國臨床研究受試者保護評鑑協會年費

395,296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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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0 林姵君等3人會費

臨床資訊產學聯盟 2,00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RICCI)入會會費

臺中市牙醫師公會 134,200  7-9月年費

臺中市檢驗師公會 153,000 110年度07月-09月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護士公會 48,000 110年7、8、9月新進人員公會常年會費

WHO/SIDCER/FERCA 9,478 110年P會費

台灣醫事聯合臨床技能發展學會 10,000 110會費

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1,498,200 110年度第3季7月-9月常年會費

1,858,658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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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藥師公會 4,080 周政？、翁詩涵2人公會年費

臺中市護理師公會 1,952,000 110年度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物理治療師公會 1,250 彭仲恩10-12月年會

臺中市檢驗師公會 154,500 110年度第4季10月-12月會費

台中市護理師公會常 35,000 110年7、8、9月新進人員公會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醫師公會 1,590,000 110年度第4季10月-12月常年會

台中市醫檢師公會費用 3,600 張鈞智110會費

台灣臨床醫學研究倫理審查會 2,000 梁利達TAIRB常年會費

社團法人台中市職能治療師公會 1,250 黃勻亭第四季年費

TAIRB之IRB管理師 2,000 TAIRB之IR常年會費

南投縣醫師公會 10,000 饒蕙芳埔里分院胡宇會費

3,755,680

臺中榮民總醫院(本院)110年12月份會費明細表 單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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