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1100222-0225 寒假植物採集考察研習營 $220,924 $15,000 交通費 $4,000  $  3,600 中資系師生40人
宜蘭、花蓮、台東、屏東、高雄、

台南
1-1-1-1補

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113 哆啦AI夢-人工智能講座 $5,700 $4,400 印刷400、餐費1200 $1,600  $  1,600 醫放系師生50人 互助大樓11樓A01會議室 1-1-1-1補

3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129 給你一對白色翅膀 $10,100 $7,000 印刷400、餐費1200 $0  $      - 醫放系大三大四學生、師長80人 互助4樓A01教室 不補助

4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05 放眼眺望-海外實習推廣講座 $8,900 $6,900 印刷400、餐費1200 $1,600  $  1,600 醫放系大三大四學生及師長80人 立夫教學大樓204 1-1-1-1補

5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27 「醫」錦環鄉！系友同樂會 $19,850 $8,350 餐費3200 $3,200  $  3,200 醫放系歷屆師生100人 互助4樓A01教室 1-1-1-2補

6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27 薪火相傳-傳承晚會 $14,700 $8,900
餐費2500

印刷500
$3,000  $  3,000

醫放系大二大三大四學生及師長100

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2補

7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28 「醫」起「放」聲歌唱！ $16,500 $12,500
餐費2500

印刷500
$3,000  $  3,000 醫放系全體學生50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2補

8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227 跨屆球類爭霸賽 $26,600 $11,900
餐費3200

印刷400
$3,600  $  3,600 醫放系全體師生及校友80人 北港分部綜合球場 1-1-1-5補

9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12 系隊下北港 $15,400 $3,400 餐費 $2,400  $  2,400 醫放系學生60人 北港分部綜合球場 1-1-1-5補

1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320
全國大專院校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籃球錦

標賽
$12,900 $5,400

餐費2000

印刷400
$2,400  $  2,400 醫放系全體學生50人 北區運動中心 1-1-1-5補

11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122 待業不可怕-職涯展望討論研習會 $9,500 $7,000 餐費 $3,500  $  3,500 醫放系大三大四學生、師長80人 學生活動中心 2-4-1-1補

1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系學會 1100222 企業參訪-台灣新吉美碩股份有限公司 $14,200 $4,200 餐費 $2,100  $  2,100 醫放系學生50人 台灣新吉美碩股份有限公司 2-4-1-1補

13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30 後疫情時代-畢業發展趨勢 $30,850 $12,000 印刷400、餐費1200 $1,600  $  1,600 全校師生2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本部 1-1-1-1補

14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123 衛生教育活動研習營 $18,100 $6,400 餐費3200 $3,200  $  3,200 公衛系師生80人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 1-1-1-2補

15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306 當自己的治療師-自我筋膜放鬆術 $12,000 $7,2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物治系師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1補

16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316 獸醫x物治:你的毛小孩也可以做物理治療 $10,000 $6,0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物治系師生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1補

17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224-0226 後盾們的最終審判 $19,200 $9,600 餐費 $1,600  $  1,600 物治系師生80人 中國醫藥大學物理治療教室 1-1-1-1補

18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219-0220 磨刀霍霍向大復盃-中區復建友誼賽 $16,000 $8,000 餐費 $4,000  $  4,000 物治系師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球場 1-1-1-5補

19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312 寒情墨墨與你重逢-期初閱讀分享交流會 $8,000 $4,000 餐費 $2,000  $  2,000 物治系師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2-4-1-1補

20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306 中醫實習說明會 $19,540 $7,040 印刷費 $1,500  $  1,500 後中醫學系學生300人 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1A01教室 1-1-1-1補

21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220 中醫見習分享會 $10,250 $4,710 印刷費 $1,000  $  1,000 後中醫學系學生150人
中國醫藥大學互助大樓4A01、4A02

教室
1-1-1-1補

22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130 『談性說愛podcast』訪談錄製活動 $71,600 $57,280 餐費 $8,000  $  8,000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後中醫系學生100

人與podcast主持人
台北談性說愛padcast錄音室 3-1-1-1補

23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25 職涯發展活動 $16,200 $12,000 餐費 $1,600  $  1,600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1補

24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17 職系血親 $24,400 $12,000 餐費4000 $4,000  $  4,000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卓越大樓國際

會議廳
1-1-1-2補

25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090305 職安之夜-職想見你 $16,400 $10,400 餐費3000 $3,000  $  3,000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3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補

26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03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工作實務專業研習營 $13,420 $8,000 餐費2500 $2,500  $  2,500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補

27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24 繪聲繪影 $13,720 $8,000 / $0  $      -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卓越大樓 不補助

28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327-0328 灌籃高手，奮勇職前 $10,500 $7,500
餐費4000

印刷400
$4,400  $  4,400 職安系學生與系友1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水湳球場 1-1-1-5補

29 醫務管理學系 1100106 創新醫管暨智慧醫療科技應用研習營 $12,875 $8,800 餐費 $1,600  $  1,600 醫管系學生85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1補

30 醫務管理學系 1100208 AI大數據-智慧醫療應用研習營 $13,900 $8,000 餐費2500 $2,500  $  2,500 醫管系學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補

31 醫務管理學系 1100126 醫管系大專生計畫交流會 $6,300 $4,800 餐費 $3,200  $  3,200 醫管系學生60人 卓越大樓203教室 1-1-2-1補

32 醫務管理學系 1100312 深度學習醫療領域應用培訓營 $12,250 $8,600 餐費 $5,600  $  5,600 醫管系學生7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2-1補

33 醫務管理學系 1100320 愛護環境你我有責-中央公園淨地活動 $13,320 $9,600 餐費6000 $6,000  $  6,000 醫管系學生120人 中央公園 3-2-1-1補

34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123 衛生教育活動研習營 $18,100 $6,400 餐費3200 $3,200  $  3,200 公衛系師生80人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分部 1-1-1-2補

35 藥學系系學會 1100118-0122 哪次不趴-期末ALL PASS糖 $6,008 $1,000 雜支800 $800  $      - 藥學系學生100人 中國醫校園 不補助

36 營養學系系學會 1100220-0221 中國醫大盃羽球賽 $6,400 $5,000 餐費 $1,600  $  1,600 營養系系羽隊員10人 逢甲大學 1-1-1-5補

37 營養學系系學會 1100121 系羽期末排名賽 $4,000 $3,200 餐費 $2,000  $  2,000 營養系系羽隊員50人 陳平國小 1-1-1-5補

38 醫學系系學會 1100221-0225 系羽寒假訓練 $17,200 $8,200 場地費 $3,000  $  2,700 醫學系系羽隊員20人 台中市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2-4-1-1補

39 醫學系系學會 1090222-0226 與病人為友 $19,200 $9,000 餐費4500 $4,500  $  4,050 醫學系大一學生15人 長庚醫療財團法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3-2-1-1補

40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1100322-0326 慢活生科週 $18,750 $750 印刷費550 $550  $    550 中國醫全體學生 水湳關懷大樓B區廣場 2-4-1-1補

41 生物科技學系系學會 1100206-0208 第六屆生物科技學系冬令營 $207,020 $88,920
餐費4320

印刷4320
$8,640  $  8,640 全國高中職學生90人 水湳本部卓越101、創研8樓、球場 2-4-3-1補

42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312 寒情墨墨與你重逢-期初閱讀分享交流會 $8,000 $4,000 餐費 $2,000  $  2,000 物治系師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2-4-1-1補

43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207-0209 第六屆藥妝研習營<Discos> $244,000 $10,000

餐費4000

講師鐘點費6000

二代115

$10,000  $ 10,000 全國高中職學生/90人 英才校區及一中街商圈 2-4-3-1補

44 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223-0226 壹壹零年辛丑針灸研習營 $530,000 $20,000

餐費(幹部)6400

講師鐘點費8000

二代153

雜支3260

$17,660  $ 17,660 全國高中職學生120人 中醫藥博物館 2-4-3-1補

45 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117、0314 雲林二崙定點義診 $67,900 $20,000 交通費11000 $11,000  $ 11,000
雲林縣二崙鄉後港村村、楊賢村民

100人
港後村安平路33號 3-2-1-1補

46 奇峰登山社 1100316 期初第一堂社課-LNT無痕山林原則 $3,000 $2,400 餐費 $1,600  $  1,600 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學生30人 英才校區互助大樓(教室待借) 1-1-1-1補

47 奇峰登山社 1100323 初入山林-登山安全觀念&登山必備app $3,000 $2,400 餐費 $1,600  $  1,600 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學生30人 水湳校區關懷大樓(教室待借) 1-1-1-1補

48 天下羽球社 1100218 109學年度第十四屆中國醫大杯羽球錦標賽 $632,700 $140,000 場地費 $3,000  $  2,700
全國大專院校學生與社會人士1200

人
逢甲大學體育館二樓 1-1-1-5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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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天下羽球社 1100208-0211 登峰大集訓 $12,480 $10,000 場地費 $3,000  $  2,700 本校羽球愛好同學50人 台灣體育大學 2-4-1-1補

50 天下羽球社 1100222-0226 天下羽球社賽前大特訓 $13,000 $7,500 場地費 $3,000  $  2,700 天下羽球社成員40人 北區國民運動中心 2-4-1-1補

51 天下羽球社 1100303 基礎球技訓練 $126,250 $74,500 講師費 $2,000  $  1,620 本校羽球愛好同學50人 台中二中體育館 2-4-1-1補

52 擊劍社 1100313 110年台北市青年杯暨全國第一次擊劍錦標賽 $12,010 $9,010 講師費 $2,000  $  2,000 擊劍社社員1人 板樹體育館 1-1-1-5補

53 擊劍社 1100122-0123 110年全國少年、長青第一次擊劍排名賽 $2,292 $692 交通費 $600  $    600 擊劍社社員3人 板樹體育館 1-1-1-5補

54 擊劍社 1100305-0307 110年全國第一次青年暨青少年擊劍錦標賽 $9,356 $6,256 講師費+二代38 $2,000  $  2,000 擊劍社社員4人 台北市 1-1-1-5補

55 擊劍社 1100319-0321 110年第43屆全國中正杯現代五項運動錦標賽 $5,976 $4,538 講師費+二代38 $2,000  $  2,000 擊劍社社員2人
高雄市楠梓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訓

練中心
1-1-1-5補

56 合氣道社 1100306-0307 合氣道社期初特訓 $12,500 $6,080 餐費 $3,000  $  3,000 本校合氣道社社員33人 忠誠道館 2-4-1-1補

57 合氣道社 1100318 合氣道色帶晉級考試 $5,840 $2,640 餐費 $1,300  $  1,300 本校合氣道社社員33人 中國醫藥大學 2-4-1-1補

58 游泳社 1100118 南藥杯賽後檢討會 $6,400 $3,200

講師費2000

二代38

餐費400

$2,400  $  2,400 游泳社社員40人 中國醫教室 2-4-1-1補

59 長洪武術社 1090215-0219 寒冬的修行-長洪武術社寒訓 $695,000 $12,000 講師費+二代38 $2,000  $  2,000 中國醫藥大學長洪武術社社員30人 台北長洪武術總館 2-4-1-1補

60 梅花拳社 1100214-0221 中國醫藥大學梅花拳寒期集訓 $118,800 $58,800

講師費4000

二代76

餐費6080

$11,200  $ 10,080 社團所有成員30人 台北梅花拳士林武館 2-4-2-1補

61 劍道社 1100217-0221 中興、中國醫藥大學聯合劍道寒訓 $30,200 $16,000

講師費4000

二代76

餐費4800

$8,800  $  8,800
中國醫藥大學劍道社及中興、大葉

大學之社員20人
中興大學惠蓀堂地下室 2-4-2-1補

62 北港瓶蓋俱樂部 1100114 瓶蓋棒球投捕訓練及比賽 $2,620 $520 餐費 $520  $    416 有興趣之本校師生、社員20人 北港社團辦公室 1-1-1-5補

63 弦情吉他社 1100121
Yu.張瑀【LONE。LOVE】冬季Campus

Workshops
$7,000 $4,400 講師費1800+二代34 $2,000  $  1,800 全校師生及吉他社社員100人 卓越大樓102教室 1-1-1-1補

64 弦情吉他社 1100223 弦情吉他社寒期訓練營-夯寒吉 $38,320 $17,200
講師費5000+二代健保114/

餐費850
$6,500  $  5,850

台中、北港吉他社社員/非社員與外

校同學約80人
台中水湳校區 1-1-1-2補

65 弦情吉他社 1100111 北港Fingerstyle經驗分享會 $5,430 $2,400 餐費 $2,400  $  2,160 北港吉他社社員60人 北港分部藝文教室 2-4-2-1補

66 弦情吉他社 1100112 台中流行音樂彈奏分享會 $4,630 $3,600 餐費 $3,600  $  3,240
全體吉他社社員、全校師生朋友80

人
卓越大樓102教室 2-4-2-1補

67 弦情吉他社 1100118 北港期末成果發表會-吉末有你 $13,684 $9,000 交通費 $5,150  $  4,635 吉他社幹部及北港分部同學約150人 北港分部綜合教室 2-4-2-1補

68 弦情吉他社 1100119 台中期末成果發表會-吉末有你 $5,260 $3,680 餐費 $3,680  $  3,312 吉他社社員及全校師生約130人 水湳校區卓越102教室 2-4-2-1補

69 弦情吉他社 1100308 北港彈指經驗分享會 $5,800 $3,300 餐費 $3,000  $  2,700 北港吉他社社員60人 北港分部藝文教室 2-4-2-1補

70 弦情吉他社 1100309 台中彈指經驗分享會 $3,540 $2,400 餐費 $2,400  $  2,160 吉他社社員60人 水湳校區卓越102教室 2-4-2-1補

71 弦情吉他社 1100316 台中北港期初聯合成發-寒情脈脈 $19,570 $13,820 交通費 $5,150  $  4,635
台中、北港吉他社幹部及北港校區

師生150人
北港分部綜合教室 2-4-2-1補

72 管弦樂社 1100111 指定曲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管弦樂團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1補

73 管弦樂社 1100118 樂器保養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管弦樂團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1補

74 管弦樂社 1100215 合奏訓練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管弦樂團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1補

75 管弦樂社 1100221 幹部培訓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3000+二代健保76 $3,000  $  3,000 管弦樂團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2補

76 管弦樂社 1100222-0226 寒訓 $24,000 $19,200 講師費9600+二代184 $9,600  $  9,600 管弦樂團社員27人 學生活動中心 2-4-1-1補

77 管弦樂社 1100305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大專B組 $18,550 $14,000 交通費 $11,500  $ 11,500 管弦樂社社員35人 南投(暫訂) 2-4-2-1補

78 管弦樂社 1100228-0301 賽前音樂會 $10,160 $8,000
講師費4000

二代76
$4,000  $  4,000

管弦樂社社員以及對音樂有興趣之

師生們60人
學生活動中心 2-4-2-1補

79 熱門舞蹈社 1100311-0313 熱舞社workshop課程 $39,600 $15,6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校內對跳舞有興趣之學生30人(單

次)
互助大樓B2 1-1-1-1補

80 熱門舞蹈社 1100325 熱舞社社員編舞競賽 $7,320 $5,600 餐費 $2,800  $  2,800 社員、歷屆幹部70人 互助大樓B2 2-4-1-1補

81 熱門舞蹈社 1100121 熱舞社期末練習會 $7,350 $5,600 餐費 $2,800  $  2,800 22屆熱舞社全體社員70人 互助大樓B2 2-4-1-1補

82 熱門舞蹈社 1100204 熱舞社社員cypher交流大會 $7,320 $5,600 餐費 $2,800  $  2,800 社員、歷屆幹部70人 互助大樓B2 2-4-1-1補

83 熱門舞蹈社 1100225-0227 熱舞社寒期訓練 $45,780 $20,700 餐費9000/印刷1000 $10,000  $ 10,0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及對舞蹈有興趣

民眾80人
互助B2 2-4-1-1補

84 杏韻合唱團 1100222 寒期合唱領導技指揮培訓營 $92,450 $68,4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杏韻合唱團全體團員50人 中國醫藥大學學士校區 1-1-1-1補

85 杏韻合唱團 1100302 中區大專院校混聲合唱交流會 $25,725 $13,825 交通費 $8,500  $  8,500
杏韻合唱團、中區各大專院校合唱

團約50人
南投(地點尚未公告) 2-4-2-1補

86 杏韻合唱團 1100303 全國學生音樂觀摩會-男生同聲合唱組 $16,650 $8,500 交通費 $8,500  $  8,500
杏韻合唱團男生、中區各大專院校

合唱團南生15人
南投(地點尚未公告) 2-4-2-1補

87 熱門音樂社 1100311-0318 音樂創作概念與實作講座 $10,000 $6,400 餐費 $3,200  $  3,2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5人 校外團練室 2-4-1-1補

88 熱門音樂社 1100317 熱門音樂社期初成發 $7,700 $6,100
講師費4000

二代76
$4,000  $  4,000

中國醫藥大學熱門音樂社與幹部；

校內外之師生共80人
互助B1學生活動中心 2-4-2-1補

89 華音古箏社 1100112 109學年度古箏社集訓 $4,050 $3,2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古箏社全體成員10人 互助大樓B2社團教室 2-4-1-1補

90 華音古箏社 1100225 109學年度寒假特別訓練瑩 $3,840 $3,07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古箏社全體成員10人 互助大樓B2社團教室 2-4-1-1補

91 華音古箏社 1100119 109學年度古箏社期末成果發表會 $5,880 $4,700

講師費2000

二代38

餐費2400

$4,400  $  4,400 古箏社全體社員30人 互助大樓A101 2-4-2-1補

92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218-0222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賽前集訓 $105,750 $28,800
講師費10000+二代191

餐費4000
$14,000  $ 14,000 國樂社全體社員40人 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 2-4-1-1補

93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301-0314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國樂B組) $46,450 $30,800 交通費 $11,500  $ 11,500 國樂社全體社員70人 南投(地點尚未公告) 2-4-2-1補



94 嘻哈音樂創作社 1100131 拍攝cypher MV活動 $13,400 $5,400
講師費3000、二代57、餐

費1320
$5,400  $  4,320

中國醫藥大學社嘻哈音樂創作社員

15BP6
中央公園、中正公園 2-4-2-1補

95 慈幼社 1100318 慈幼社北港期初社員大會 $4,000 $4,000 / $0  $      - 北港學弟妹50人 北港N203教室 不補助

96 慈幼社 1100317 慈幼社台中期初社員大會 $4,000 $4,000 / $0  $      - 社團幹部及社員50人 關懷103教室 不補助

97 慈幼社 1100224-0226 第六屆嶄新服務隊 $101,537 $19,800 餐費 $4,800  $  4,800 校內大一大二大三學生40人 財團法人彰化二林喜樂保育院 3-2-1-2補

98 營養推廣服務隊 1100326 營養菜單培訓營 $2,400 $1,920 餐費1500 $1,500  $  1,500 水湳全體學生30人 創研B2團膳教室 1-1-1-2補

99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227-1100228 第一屆風浪藥學服務社動態幹部訓練活動 $23,134 $7,134 餐費5700 $5,700  $  5,700 風浪藥學服務社幹部18人 中醫大水湳校區/也FUN露營區 1-1-1-3補

100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121
藥事人員服務素質基礎能力培訓課程-反思能

力培養
$8,650 $6,0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餐費1600
$3,600  $  3,600 風浪藥學服務社社員35人 卓越大樓201教室 1-1-1-3補

101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219-0221
藥食安服務團-社區藥學服務學習體驗暨大城

鄉台西村深耕永續發展計畫
$54,236 $25,412 餐費 $4,320  $  4,320

大城鄉台西村全體居民/大城教會之

孩童150人

大城鄉台西村/大城鄉大城教會/大

城運動公園/肉綜角海灘
3-2-1-2補

102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327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迪巴恩計畫 $12,852 $12,852 交通費 $5,000  $  5,000 杏服醫學服務隊成員30人 南投縣雙龍、地利部落 2-4-1-1補

103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221-0227 2021民和國中寒期營「杏服。醫路相隨」 $229,900 $15,840 餐費 $11,880  $ 11,880
民和國中學生、雙龍及地利部落居

家照護的病患及一般民眾100人
南投縣水里鄉 3-2-1-2補

104 知善社 1100323 北港義診班 $10,800 $7,200 餐費3000 $3,000  $  3,000 中醫大全體師生40人 北港教室 3-2-1-1補

105 知善社 1100318 中醫針研班 $7,100 $4,000 講師費2000+二代38 $2,000  $  2,000 中醫大全體師生40人 知善社社辦 3-2-1-1補

106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218-0224 花蓮偏鄉中醫巡迴醫療服務 $330,871 $126,131 餐費13000 $13,000  $ 13,000
貓公、港口、靜浦、復興、豐富等

部落居民暨國際志工社員500人

貓公、港口、靜浦、復興、豐富等

部落
3-2-1-1補

107 國際志工中醫醫療服務隊 1100109 元保宮中醫醫療服務 $20,600 $16,480
講師費3000+二代58

餐費2500
$5,500  $  5,500 元保宮所在地鄰近居民70人 元保宮 3-2-1-1補

108 公共衛生服務隊 1100206-0209
110學年度原住民地區寒期大專青年健康服務

營
$201,940 $54,600 餐費 $6,000  $  6,000

本校學生50人/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

小學童40人/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村

民300人，共390人

南投縣信義鄉羅娜村/南投縣信義鄉

羅娜國小
3-2-1-2補

109 手之舞手語社 1100206 一階寒訓 $7,595 $5,195 餐費2000 $2,000  $  2,000 手之舞手語社社員40人 卓越101、102 1-1-1-2補

110 手之舞手語社 1100221 二階寒訓 $7,595 $5,195 餐費2000 $2,000  $  2,000 手之舞手語社社員40人 卓越101、102 1-1-1-2補

111 手之舞手語社 1100328 第24屆成果發表會-得星映手 $36,695 $21,895
印刷2500

雜支2000
$4,500  $  4,500 全校師生220人 學生活動中心 2-4-2-1補

112 ACG動漫研究社 1100310 期初新生茶會 $6,000 $3,200 / $0  $      -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關懷102 不補助

113 ACG動漫研究社 1100324 美少女遊戲Galgame的介紹及產業分析 $5,775 $3,200 餐費 $2,000  $  1,8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卓越201 1-1-1-2補

114 ACG動漫研究社 1100121 虛擬主播Virtual Youtuber介紹及產業分析 $5,775 $3,200 餐費 $2,000  $  1,8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關懷102 1-1-1-2補

115 ACG動漫研究社 1100113 手繪教學-構圖和骨架 $8,195 $4,995 餐費 $2,000  $  1,800 中國醫藥大學社員40人 關懷203 1-1-1-2補

116 天元圍棋社 1100318 棋如人生 座談分享棋會 $3,800 $2,400 餐費 $1,200  $    960 全校學生30 立夫11樓討論室四 1-1-1-2補

117 天元圍棋社 1100325
第十七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賽

前集訓
$6,000 $4,000 餐費 $2,000  $  1,600 中國醫參賽同學50人 立夫 11 樓討論室四 2-4-2-1補

118 天元圍棋社 1100327 第十七屆政大盃全國校際圍棋團體錦標賽 $21,000 $4,000 餐費 $2,000  $  1,600 中國醫參賽同學50人 國立政治大學四維堂 2-4-2-1補

119 性/別社 1100331 變裝皇后妝容體驗活動 $14,000 $10,000
講師費4000

餐費3200
$7,200  $  7,200 全校師生50人 卓越大樓全戶外廣場 D 區 1-1-2-1補

120 性/別社 1100131 生命故事分享x發聲練習 $7,610 $5,200

講師費3200

二代61

餐費2000

$5,200  $  5,200 社員40 關懷203 3-1-1-1補

121 書法社 1100112 書法揮毫教學課程暨春聯體驗活動 $4,162 $3,330 講師費 $1,600  $  1,440 書法社社員15人 水湳關懷大樓202 1-1-2-1補

122 理氣研究社 1100318 小鬆弛順氣演講-介紹小鬆弛推拿手法的原理 $4,800 $3,840 餐費 $2,000  $  2,000 社員50人 互助4樓4A02教室 2-4-1-1補

123 理氣研究社 1100325 四季節氣與經絡 演講 $4,800 $3,840 餐費 $2,000  $  2,000 社員50人 互助4樓4A02教室 2-4-1-1補

124 僑生聯誼社 1100315-1100317 國際文化周 $9,400 $7,400 餐費 $1,800  $  1,800 中醫大全校師生80人 校本部關懷大樓A.B.C區廣場 1-1-1-2補

125 僑生聯誼社 1100322 僑聯社北港探親 $3,200 $2,400 餐費 $1,200  $  1,200 北港大一新生共40人 北港學餐 1-1-1-2補

126 馬來西亞同學會 1100212 新春晚會 $52,500 $18,000 餐費 $8,000  $  6,400
台中各大學僑生與有意願參與活動

之市民100人
台中科技大學 2-4-2-1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