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號 社團名稱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

總經費

申請補助

金額
補助項目 補助金額 對象及人數 地點 經費來源

1 護理系系學會 1101016
用幽默看待護理職場百態-

名人講座
$18,152 $7,200

餐費1130

講師費2000
$3,130

護理學系有興趣之學生

80人
水湳校區 1-1-1-1補

2 護理系系學會 1101120 神護球技-護理系運動大會 $35,804 $20,000 交通費 $4,000
護理學系大一至大四有

興趣之學生120人
北港校區 1-1-1-5配

3 護理系學會 1100909
江「護」川柯南-新舊生歡

迎會
$27,984 $9,000 / 不補助 護理系學生110人 北港分校 1-1-1-2

4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1013 職因友你-系友回娘家 $16,500 12000 餐費 $4,600 系同學及系友150人 水湳校區 1-1-1-1補

5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0902 空氣檢測研習營 $35,614 $14,400 餐費 $4,000 公衛院學生180人 北港校區 1-1-1-2配

6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1105 職安全方衛-北港職安日 $18,000 $12,000 / 不補助

系老師及大一、大二和

大三生/150人
北港校區 1-1-1-1

7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1117 有話職說 $13,330 $8,000 / 不補助 系同學及系友/100人 水湳校區 1-1-1-1

8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1215 一職相伴 $16,500 $12,000 / 不補助 系同學及系友/150人 水湳校區 1-1-1-1

9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系

學會
1101005 來個好職屬-接風 $13,330 $8,000 / 不補助

職業安全與衛生學系大

二大三學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0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0925
深談 PT 近況、未來展望

以及臨床應用
$13,600 $8,160 講師費 $3,600 物治系全體師生80人 水湳校區 1-1-1-1補

11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1002-1003

物理治療學系PT32儲備幹

部暨PT31幹部野外培訓研

習

$248,670 $32,550 交通費 $15,000
物理治療學系PT31&32

學生90人
中華科技大學雲林校區 2-4-1-1配

12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1120 經驗分享-實習分享辛酸史 $7,300 $3,300 / 不補助 物治系全體師生/80人 物理治療學系系教室 1-1-1-1

110年第三次學輔經費審查結果(依社團屬性區分)



13 物理治療學系系學會 1101211
中國醫藥大學物治系30&31

屆祝福交流會
$13,500 $3,600 / 不補助

物治系30&31屆學生45

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4 牙醫系系學會 1101007
畢業後職涯規畫及選擇分

析
$7,630 $4,000

餐費1130

講師費1500
$2,630

牙醫系大一至大五全體

250人
英才校區 1-1-1-1補

15 牙醫系系學會 1101208 美國牙醫經驗分享 $10,400 $4,800 講師費 $1,000 牙醫系全體6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6 牙醫系系學會 1101013 牙科醫療法規與糾紛講座 $13,600 8,000
講師費4000

餐費2500人
$6,500 牙醫系學生100人 英才校區 1-1-1-4配

17 牙醫系系學會 1100916
新生基礎技能以及臨床訓

練說明會
$6,930 $4,800 / 不補助 牙醫系大一/60人 立夫教學大樓教室 1-1-1-1

18 牙醫系系學會 1100926 國考書編撰講座 $10,230 $3,600 / 不補助
大五參與國考書編撰者

/45人
立夫教學大樓教室 1-1-1-1

19 牙醫系系學會 1101122 牙技師經驗分享 $13,800 $6,000 / 不補助 牙醫系全體/60人 立夫教學大樓教室 1-1-1-1

20 牙醫系系學會 1101123 牙醫系臨床技能手作競賽 $17,260 $9,000 / 不補助
牙醫系大一至大五全體

/100人

立夫教學大樓13樓臨床

教室
1-1-1-1

21 牙醫系系學會 1100927 牙醫學習資源交流會 $21,540 $10,000 / 不補助 牙醫系學生250人 互助大樓 1-1-1-2

22 醫學系系學會 1101127 醫學人文校外教學 $20,130 $5,130 餐費 $1,600 醫學系學生45人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人文

博物館、凱達格蘭附近
1-1-1-1配

23 醫學系系學會 1101012 CMUXSCORA首期演講會 $6,546 5,000 講師費 $4,000
醫學系、中醫系、學士

後中學系學生60人
水湳校區 1-1-1-4配

24 醫學系系學會 1101013
系學會人權和平部幹部訓

練
$2,590 $1,750 印刷費 $1,100

中國醫醫學系、中醫系

學生15人
水湳校區 3-1-1-1補

25 醫學系系學會 1100906-0908
M61醫學系系學會幹部器材

使用暨應用線上培訓
$82,260 $9,800 講師費 $4,500

醫學系系學會幹部180

人
線上Gather town平台 2-4-1-1配

26 醫學系系學會 1101025
國際事務處人權和平部人

權週
$6,400 $4,400 餐費 $3,000 中國醫藥大學師生80人 水湳校區 3-1-1-1補



27 醫學系系學會 1101211 人權醫學領航營 $21,945 $17,325
講師費3800

餐費6800
$10,6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5

人、高中生80人
英才校區 3-1-1-1補

28 醫學系系學會 1101022 醫學系大家聚 $92,290 $33,650 / 不補助 醫學系學生110人 星月大地景觀休閒園區 1-1-1-2

29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1213-0224 後中週【藥廠說明會】 $97,500 $40,000 餐費 $11,000
後中系、中醫系全體師

生10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30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1002
漫漫長路-中醫負責醫和專

科醫說明會
$29,130 22,280

講師費5000

餐費550
$5,550

中醫系、學士後中醫學

系學生150人
水湳校區 1-1-1-4補

31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1127 負責醫主代訓經驗分享會 $25,130 18,280 講師費 $5,000
中醫系、學士後中醫學

系學生100人
水湳校區 1-1-1-4補

32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0927-0930
後中跨年級羽球交流與技

術指導
$36,480 $27,400 場地費 $5,000

學士後中醫學系學生

250人
臺灣體育大學羽球館 1-1-1-5配

33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學會 1101122-1126 人權和平週 $24,600 $18,600

講師費3200

印刷費500

餐費7900

$11,600 全校師生500人 英才校區 3-1-1-1補

34 運動醫學學系系學會 1101014 體適能講座及業界分享 $5,600 $4,480 講師費 $2,000
運醫系大二、大三學生

3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35 運動醫學學系系學會 1101031 系隊下北港 $18,750 $15,000 餐費 $5,000
運醫系大一至大四學生

75人
北港校區 1-1-1-5補

36 運動醫學學系系學會 1100922 運動醫學系新舊生相見歡 $16,000 $9,000 / 不補助
運醫系第一大二學生70

人
北港分校 1-1-1-2

37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127 系友回娘家職涯說明會 $23,860 $18,600 講師費 $2,000 中資系師生8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38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103、1117、1208
110學年度科博館藥園志工

培訓課程
$13,950 $10,800 講師費 $3,0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生

3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39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002 系隊下北港 $15,380 $12,000 餐費 $4,876
中資系大一至大四學生

60人
北港校區 1-1-1-5補

40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120-1121
中藥中資系學會暨藥妝系

學會儲備幹部訓練研習
$224,627 $59,000

餐費9900

交通費13000
$22,900

中資、藥妝兩系大一大

二學生100人
台中豐原流星花園 2-4-1-1配



41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0915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期初系員晚宴
$19,100 $14,400 / 不補助 中資系全體學生80人 北港分校 1-1-1-2

42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013
110學年度科博館志工說明

會
$4,820 $4,0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學生

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43 中藥資源學系系學會 1101210
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

期末系員晚宴
$35,300 $17,100 / 不補助 中資系全體學生100人 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 1-1-1-2

44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1016 妝點未來 $29,800 $5,600 餐費 $1,500 藥妝系學生70人 水湳校區 1-1-1-2補

45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1114
藥妝系學會幹部研習暨系

員自治培訓營
$29,100 $19,100 交通費 $5,000 藥妝系系學會成員65人 北港校區 1-1-1-2配

46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1022-1031 藥妝系萬聖節活動 $2,700 $1,800
印刷費500

道具費700
$1,200 中國醫的全體學生 水湳校區 1-1-2-1補

47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1111-1126 妝模作樣 $158,780 $112,780
餐費2920

印刷1010
$3,930

中國醫藥大學台中、水

湳及北港全體師生
水湳&北港校區 1-1-2-1補

48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1212 系際學習成果發表會 $28,050 $22,400 交通費 $9,000 藥妝系系員60人 健行國小活動中心 2-4-2-1配

49 藥用化妝品學系系學會 1100919 藥妝系學生交流會 $37,378 $22,200 / 不補助 藥妝系全體師生100人 北港校區 1-1-1-2

50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0902 水質檢測研習營 $35,614 $14,400 餐費 $4,000 公衛院學生180人 北港校區 1-1-1-2配

51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1121 公衛職涯經驗分享交流會 $21,110 $10,800 講師費 $3,000 公衛系學生7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52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1201 系週_職涯發展活動 $19,300 $13,250 / 不補助 公衛系全體師生160人 北港分部 1-1-1-1

53 公共衛生學系系學會 1101122
公衛系員職涯探討暨經驗

分享會
$31,900 $23,800 / 不補助 公衛系學生170人 北港校區 1-1-1-2

54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905-0906
醫務管理就業生涯規畫體

驗營
$35,050 $21,900 交通費 $5,400

公衛院大一不分系新生

暨醫管系師生160人
北港校區 1-1-1-2配



55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0916
HSA24醫管系性向特質探索

營
$35,040 $14,400 餐費 $14,400 醫管系學生180人 北港校區 1-1-1-3補

56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1126
醫管系長照產業管理研習

營
$17,050 $4,800 餐費 $1,890 醫務管理學系師生40人

不老夢想125號養護中

心
2-4-1-1配

57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1210
三系聯合耶誕傳情暨音樂

交流晚會
$45,450 $18,450 交通費 $8,100

公衛院不分系新生暨醫

管系全體師生150人
健行國小活動中心 2-4-2-1配

58 醫務管理學系系學會 1101009
新生交流醫管經驗交流暨

戶外餐會
$16,950 $6,650 / 不補助 醫管系學生70人 卓越B201教室 1-1-1-2

59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系學會
1101120 聚起來!一起打球趣! $19,100 $8,050 餐費 $2,000

醫放系師長及本系大一

至大三的學生100人
北港校區 1-1-1-5配

60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學系系學會
1101108-1110

放射師不是只會按按鈕!醫

放系系週
$11,800 $1,200 餐費 $1,000 全校師生80人 英才校區 1-1-2-1補

61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學系系學會
1101016

放射師必經之路-醫放系一

日研習營
$21,950 $16,000 講師費 $7,200 醫放系學生80人 英才校區 2-4-1-1配

62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學系系學會
1101030 放眼寮望新南向 $10,650 $9,600 講師費 $6,0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100人
線上課程 2-4-3-1補

63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學系系學會
1101027

醫放系見習說明會暨見習

經驗
$9,300 $4,800 / 不補助

醫放系大二大三學生

/60人
互助4A01教室 1-1-1-1

64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系學會
1101002

Meet Birs Know us-

醫放系期初社員大會
$30,550 $8,000 / 不補助 醫放系師生100人 互助1A01教室 1-1-1-2

65
生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

學系系學會
1101210 一碗剩蛋 $12,900 $6,400 / 不補助 醫放系學生80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2

66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113 野外體能生存訓練營 $17,000 $12,750 交通費 $4,000 全體醫技系學生50人 北港校區 1-1-1-5配

67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018-1022 醫技感恩週 $5,650 $4,235

餐費1800

印刷150
$1,950

中國醫藥大學醫技系學

生和其他各系學生
英才校區 1-1-2-1補

68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001-1003

MT40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

系系學會幹部野外培訓
$167,200 $42,460 交通費 $20,00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學生80人
東勢林場 2-4-1-1配



69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212 聯合發表會 $101,000 $75,000 交通費 $9,000 醫技系全體學生200人 水湳校區 2-4-2-1配

70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119 醫技系師生座談會 $22,050 $16,537 / 不補助 醫技系全體師生140人 千味海鮮台菜 1-1-1-2

71
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

系學會
1101211

感恩惜福耶誕晚會暨益智

培訓營
$17,840 $13,340 / 不補助 醫技系全體學生50人 北港分校 1-1-1-2

72 營養系系學會 1101023
讓我們一起體會營球的滋

味
$14,200 $11,000 交通費 $4,000

營養系大一學生以及各

系隊成員40人
北港校區 1-1-1-5配

73 營養系系學會 1101127-1128
2021第41屆全國大專院校

食品暨營養盃
$53,800 $25,000 餐費 $5,000

營養學系各系隊成員80

人
弘光科技大學 1-1-1-5配

74 營養系系學會 1100924 營養系新舊生交流會 $19,000 $12,000 / 不補助
營養系大一大二學生

115人
北港校區 1-1-1-2

75 營養系系學會 1100929 真真高興的歡迎你 $19,400 $15,800 / 不補助 營養系一年級新生60人 北港校區 1-1-1-2

76 營養系系學會 1101002 尋找鑰匙-營養之路的開始 $34,900 $16,000 / 不補助
營養系大一大二學生63

人
北港校區 1-1-1-2

77 中醫系系學會 1101214-1216
中醫系教學部深耕系列講

座
$36,200 $28,800

餐費3600

講師費14000
$17,6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100人
英才校區 2-4-3-1配

78 ACG 動漫研究社 1101208 音樂遊戲的發展和現況 $6,500 $3,200 餐費 $1,600
社團成員及中國醫學生

4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79 ACG 動漫研究社 1101124 耽美文化考究 $4,025 $3,200
餐費800

教材費700
$1,500

社團成員及中國醫學生

4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80 ACG 動漫研究社 1101027 模型介紹與製作 $5,200 $3,200 教材費 $1,500 學生6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81 ACG動漫研究社 1101013
日式漫畫插圖繪製基礎課

程
$5,592 $3,200 餐費 $1,1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水湳校區 1-1-1-2補

82 ACG動漫研究社 1100922 新生期初茶會 $6,100 $3,2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83 福智青年社 1101215 帶著便當盒,徒步環島67天 $18,200 $7,000
餐費1200

印刷費1000
$2,200 全體師生12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84 福智青年社 1101126 福青蔬食展 $21,000 $5,000
餐費800

印刷1000
$1,800

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生

100人
水湳校區 1-1-2-1補

85 自然寶鑑社 1101005
寶鑑廚房-你是我唯一的心

肝寶貝
$3,170 $2,400 雜支 $724 全校全體師生3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86 自然寶鑑社 1101206 爺爺泡的茶 $3,400 $2,400
餐費600

講師費1000
$1,600 自然寶鑑社社員3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87 自然寶鑑社 1101102 青春工坊 $20,850 $2,400 餐費 $2,000 全校師生30人 青春工坊智能健體中心 1-1-1-5配

88 手之舞手語社 1100928 110學年度上學期手語饗宴 $8,900 $7,120 餐費 $2,0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70人 水湳校區 1-1-1-2補

89 手之舞手語社 1101120 110學年度卦山盃 $4,479 $3,500
餐費800

雜支800
$1,600 手之舞手語社幹部10人 彰化演藝廳 2-4-1-1配

90 手之舞手語社 1100801
八校聯合線上抗疫手語影

片
$700 $560 文具費 $560

醫護人員及共同抗疫的

全國民眾
線上課程 2-4-2-1配

91 書法社 1101221 書法揮毫教學課程 $3,200 $2,560 講師費 $1,600 書法社成員15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92 書法社 1101005 書法社新生迎新活動 $5,470 $5,09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25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93 魔術社 1101121 街頭魔術表演暨社遊 $4,100 $2,100 雜支 $450 魔術社社員及幹部20人 一中商圈、逢甲商圈 1-1-1-1配

94 魔術社 1100811 魔術社暑訓 $5,500 $4,000 講師費 $1,620 魔術社社員及幹部15人 GOOGLE MEET線上課程 2-4-1-1配

95 魔術社 1101006
110學年度魔術社新生迎新

茶會
$7,060 $5,25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生

6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96 管弦樂社 1100929 新生樂器吹奏講座 $4,820 $3,200 講師費 $2,000 全校新生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97 管弦樂社 1101013 樂器保養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木管分部成員

1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98 管弦樂社 1101020 樂器清潔與維護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99 管弦樂社 1101117 基礎樂理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銅管分部成員

1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0 管弦樂社 1101122 木管分部練習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打擊分部成員

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1 管弦樂社 1101124 指定曲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2 管弦樂社 1101201 和聲訓練器教學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3 管弦樂社 1101203 銅管分部練習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4 管弦樂社 1101206 打擊分部練習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5 管弦樂社 1101208 合奏訓練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6 管弦樂社 1101215 音樂史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2,0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07 管弦樂社 1101006 新任幹部培訓講座 $6,960 $4,800 講師費 $1,300 管弦樂社成員27人 英才校區 1-1-1-2配

108 管弦樂社 1100910-0912 管弦樂社暑訓 $27,360 $14,400 講師費 $6,4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2-4-1-1配

109 管弦樂社 1101129
擊中你的心-節奏感加強研

習
$6,960 $4,800 講師費 $2,100 管弦樂社社員27人 英才校區 2-4-1-1配

110 管弦樂社 1100830-0905 管樂技巧聯合交流營 $128,700 $59,200 講師費 $34,0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50人
英才校區 2-4-3-1配



111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1028
國樂基礎樂理與傳統文化

探索講座
$6,252 $2,200 講師費 $2,000 全校學生25人 互助教室 1-1-1-1配

112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917
水湳本部期初國樂文化推

廣課程
$3,460 $2,000 餐費 $935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0人 水湳校區 1-1-1-2補

113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824 國樂社樂理研討會 $2,800 $1,200 餐費 $850 國樂社全體社員25人 英才校區 2-4-1-1配

114 皇家闇黑國樂社 1100823 社員大會 $2,000 $1,200 / 不補助 國樂社全體成員25人 學生活動中心 1-1-1-2

115 熱門舞蹈社 1101106 熱舞社社員舞蹈交流會 $7,320 $5,600 餐費 $1,350 熱門舞蹈社成員70人 英才校區 1-1-1-2補

116 熱門舞蹈社 1101113 熱舞社分家大會 $5,300 $4,000 餐費 $1,080 熱門舞蹈社成員50人 英才校區 1-1-1-2補

117 熱門舞蹈社 1101211 熱舞社第四屆社內盃 $11,300 $5,500 餐費 $2,700
社員、 幹部、校內學

生、校外舞者100人
英才校區 2-4-2-1配

118 弦情吉他社 1100927
北港Fingerstyle經驗分享

交流會
$5,700 $3,200 餐費 $1,235 北港師生40人 北港校區 1-1-1-2補

119 弦情吉他社 1100928 台中流行音樂彈奏會 $5,440 $4,000 講師費 $1,3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9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20 弦情吉他社 1101012
從和弦到編曲-台中和弦彈

奏經驗分享會
$4,300 $2,400 餐費 $1,000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9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21 弦情吉他社 1101013
吉他社從和弦到編曲-北港

和弦彈奏研習活動
$14,510 $9,000 交通費 $2,500

中國醫藥大學北港校區

師生80人
北港校區 1-1-1-2配

122 弦情吉他社 1101207
多校聯合成果發表會—動

人心弦
$16,710 $8,450 印刷費 $4,943

全校師生及多所外校吉

他社社員150人
英才校區 2-4-2-1補

123 弦情吉他社 1101120 期中活動-吉時行樂 $40,220 $22,400
交通費9000

餐費2000
$11,000 北港分部全校師生80人 北港校區 2-4-2-1配

124 熱門音樂社 1100922-1215
熱門音樂社社團樂器教學

課程
$40,000 $10,000 講師費 $2,800 熱門音樂社成員5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25 熱門音樂社 1100929 熱門音樂社期初成發 $7,700 $5,900
印刷費590

講師費2000
$2,590 交通費 英才校區 2-4-2-1配

126 杏韻合唱團 1100930
杏韻合唱團期初成果發表

音樂會
$13,475 $8,000 講師費 $2,000

水湳校區關懷大樓B102

教室120人
北港校區 2-4-2-1補

127 杏韻合唱團 1100927
杏韻合唱團期初成果發表

音樂會
$18,025 $11,225

交通費9000

餐費1000
$10,000 北港校區師生140人 北港校區 2-4-2-1配

128 杏韻合唱團 1101218 2021客家合唱比賽 $17,000 $9,000 交通費 $9,000 團員30人 苗栗縣苗北藝文中心 2-4-2-1配

129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004 陳氏太極拳站樁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0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016 就是這個勁—發勁研習 $10,600 $7,2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無名公園 1-1-1-1配

131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018 陳氏太極十八法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2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025 太極拳基礎八法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3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120 太極拳的起源與發展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4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129 陳氏太極拳老架一路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5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1206 定步推手講座 $7,200 $4,800 講師費 $2,000 全體社員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36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0825-0828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暑訓 $18,100 $12,800 講師費 $5,700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社員

15人

校外公園&科博館空地

前
2-4-1-1配

137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 1100927
觀止推手太極拳社迎新招

生講座
$4,400 $2,0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30人
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 1-1-1-2

138 擊劍社 1100814 110年度 C 級裁判講習會 $13,548 $9,048 住宿費 $2,700 社員3人 桃園市 1-1-1-1配



139 擊劍社 11009180919
110年港都盃全國第三次擊

劍錦標賽
$21,280 $10,000 講師費 $1,800 擊劍社員4人 高雄市岡山高中 1-1-1-5配

140 擊劍社 1101001/3
110年全國青年暨青少年第

二次擊劍錦標賽
$15,460 $10,000 講師費 $1,800 擊劍社員2人 台北體育館1F 1-1-1-5配

141 擊劍社 1101029-1031
110年全國青年暨青少年第

三次擊劍錦標賽
$6,560 $5,000 講師費 $1,800 擊劍社員2人 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 1-1-1-5配

142 擊劍社 1101111-1114
2021年第26屆聯新盃台北

擊劍公開賽
$19,760 $10,000 講師費 $1,800 擊劍社員4人 新北市 1-1-1-5配

143 奇峰登山社 1100929
期初第一堂社課—登山知

識分享
$3,000 $2,400 餐費 $800 全校學生3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144 奇峰登山社 1101006
登山安全觀念&離線地圖操

作講解
$3,000 $2,400 印刷費 $700 全校學生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45 奇峰登山社 1101013 野外動植物認識 $5,852 $3,200 講師費 $2,000 全校學生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46 奇峰登山社 1101027
山岳攝影技巧入門及經驗

分享
$8,442 $4,800 講師費 $2,000 全校學生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47 奇峰登山社 1101124 糧食規劃與私房菜單分享 $5,852 $3,200 講師費 $2,000 全校學生3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48 奇峰登山社 1101023-1024
巒安堂上西巒—瀰漫檜木

香的山林漫步之旅
$11,120 $1,080

餐費500

保險500
$1,000 奇峰登山社社員8人 南投縣信義鄉 1-1-1-2配

149 奇峰登山社 1101016 迎新健行-谷關七雄馬崙山 $7,288 $5,000 交通費 $2,7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8人 台中市和平區 2-4-1-1補

150 合氣道社 1101119
110學年度「男男女女防身

研習」
$12,680 $7,620 講師費 $2,000 全校學生90人 英才校區 1-1-1-1配

151 合氣道社 1100910-0912 合氣道社期初特訓 $15,040 $8,640 講師費 $3,900 合氣道社社員33人 忠誠道館 2-4-1-1配

152 合氣道社 1101204 晉級考試 $5,840 $2,640 餐費 $1,100 合氣道社社員33人 忠誠道館 2-4-1-1配



153 合氣道社 1100923 合氣道社新生說明會 $7,275 $3,6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45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54 合氣道社 1101004 合氣道社期初社員大會 $3,300 $2,640 / 不補助 合氣道社社員33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55 天下羽球社 1101124 羽球裁判研習講座 $5,200 $4,800 講師費 $700 全校學生90人 水湳校區 1-1-1-1配

156 天下羽球社 1101126 裁判研習講座實地操演 $8,840 $7,000 場地費 $3,140 全校學生70人 台灣體大體育館 1-1-1-1配

157 天下羽球社 1100922-1229 天下羽球社登峰大集訓 $60,900 $48,720 講師費 $12,000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50人 陳平國小 1-1-1-2配

158 天下羽球社 1101016
全國大專院校戰力分析研

討會
$7,200 $6,000 講師費 $2,700 天下羽球社社員60人 水湳校區 2-4-1-1配

159 劍道社 1101207-1208
劍道社校際交流會(大專

盃)
$29,325 $9,800 講師費 $4,000 劍道社員15人 台灣大學 1-1-1-5配

160 劍道社 1101002 劍道社校際交流會 $26,925 $7,400
講師費2000

餐費1000
$3,000 劍道社成員30人 東山高中 2-4-2-1補

161 劍道社 1101211 劍友回娘家 $4,300 $3,300 印刷費 $1,000
社員、劍友會成員以及

中興大學劍道社40人
英才校區 2-4-2-1補

162 劍道社 1100914 劍道社迎新招生會(水湳) $8,300 $6,2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3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63 劍道社 1100916 劍道社迎新招生會(北港) $8,300 $6,2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30人
北港分校 1-1-1-2

164 棒球社 1100926 硬式棒球交流賽 $7,200 $4,000 餐費 $900
棒球隊、龍津高中棒球

隊50人
南簡公園壘球場 1-1-1-5配

165 棒球社 1101212 壘球系際盃交流賽 $27,000 $15,000 場地費 $3,636

醫、藥、中、後中系、

校棒聯隊、校棒 OB 聯

隊100人

台中萬壽棒球場 1-1-1-5配

166 棒球社 1101003
阿斯貝克運動科技-投手訓

練營
$25,000 $20,000 / 不補助 棒球社投手5人 台灣體育大學 2-4-1-1



167 梅花拳社 1100817-0824
梅花拳暑期武術培訓及拳

術討論
$36,000 $12,800 講師費 $5,700

中國醫及中興大學梅花

拳社社員30人
GOOGLE MEET線上課程 2-4-1-1配

168 梅花拳社 1100923
梅花拳社新生招募表演與

介紹
$4,880 $3,200 / 不補助 全校學生/40人 水湳校區 1-1-1-1

169 梅花拳社 1101122
梅花拳社文理武功分享會

及其中聚會
$3,430 $2,730 / 不補助 梅花拳社社員30人 中國醫藥大學英才校區 1-1-1-2

170 長洪武術社 1101211-1212
第三十二屆長洪武術博覽

會
$52,500 $24,000

講師費7300

餐費2000
$9,300 社員30人

長洪台北館、花博公園

舞蝶館
2-4-2-1配

171 長洪武術社 1100923
走入武術之門—長洪武術

招生茶會
$6,250 $4,000 / 不補助

社員及有興趣之師生

/45人
水湳校區 1-1-1-1

172 楊家老架太極拳社 1100917 楊家老架太極招生茶會 $1,500 $1,200 / 不補助 全校學生/20人 水湳校區 1-1-1-1

173 曉曦親善服務社 1101001 期初新進社員訓練大會 $5,840 $3,840 餐費 $1,200
曉曦親善服務社社員48

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74 曉曦親善服務社 1101115 社團學習經驗分享大會 $5,840 $3,840 / 不補助
曉曦親善服務社社員48

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75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1019

藥事人員服務素質基礎能

力培訓課程-社區服務內容

及家訪技巧

$6,000 $4,000 餐費 $1,100
風浪藥學服務社社員50

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76 風浪藥學服務社 1100924
第四屆破浪離島服務隊-未

來藍圖及入隊徵選說明會
$12,000 $8,000 / 不補助

藥學系大一學弟妹100

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77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1130
杏服醫學服務隊上學期第

一次社課
$7,000 $5,600 講師費 $1,350

杏服醫學服務隊師生50

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78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828-0829
杏服醫第13屆夏日幹部訓

練
$5,300 $5,300 餐費 $4,800

杏服醫學服務隊隊員30

人
水湳校區 1-1-1-3補

179 杏服醫學服務隊 1100929-0930 計畫徵選茶會 $8,000 $6,400 / 不補助 中國醫藥大學學生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80 知善社 1100930 跟著氣味去旅行 $7,900 $4,000 講師費 $1,500
中國醫藥大學全體師生

30人
水湳校區 1-1-1-2配



181 知善社 1101016 饗蔬職人 $7,200 $3,200 餐費 $2,700 全體師生40人
知善社辦、台中市西屯

區小來公園
2-4-2-1配

182 營養推廣服務隊 1100929-1206
養出新食力-營養基因培訓

營
$34,712 $27,769

交通費7500

餐費3775
$11,275

中國醫藥大學全校師生

24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北港校區
2-4-3-1補

183 慈幼社 1101005&1007
第66屆刑天社會醫療服務

隊期初分享會
$21,500 $15,000 / 不補助 慈幼社社團成員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北港校區
1-1-1-2

184 慈幼社 1101017 第51屆慈幼社社迎新 $20,000 $20,000 / 不補助 慈友社社團成員80人 北港校區 1-1-1-2

185 慈幼社
1101129-1203

1101214-1215

第66屆刑天社會醫療服務

隊籌備會議
$33,000 $11,500 / 不補助 第66屆刑天社幹部5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186 慈幼社 1101001、1105、1213 幹部及隊員開會 $8,400 $6,400 / 不補助 向晴服務隊社員40人 中國醫藥大學校本部 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