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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108學年度第8次臨時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9年 6月 17日（星期三）下午 13時 30分 

地點：資訊館 2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出席：張翼副校長(兼國際半導體產業學院院長、人社院代理院長)、陳俊勳

副校長(兼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盧鴻興教務長、黃美鈴學務長、

曾成德總務長、李大嵩研發長(趙天生主任代)、陳冠能國際長(曾院介

副國際長代)、王念夏主任秘書、曾煜棋院長(兼電子與資訊研究中心

代理主任)、陳永富院長、李威儀代表、陳秋媛代表、簡紋濱代表、孟

心飛代表、唐震寰院長(方凱田副院長代)、林鴻志代表、周世傑代表、

洪瑞華代表(譚至善教授代)、陳巍仁代表、陳科宏代表(冀泰石副教授

代)、許鉦宗代表、冉曉雯代表、莊仁輝院長、曾建超代表、陳志成代

表、莊榮宏代表、韋光華院長、柯富祥代表、陳宗麟代表、鍾惠民院

長、吳宗修代表、林義貴代表、林妙聰代表、賴雯淑代表、黃惠萍代

表、楊進木院長、趙瑞益代表、王雲銘代表(蘭宜錚副教授代)、黃紹

恆院長、陳顯禎院長、張文貞院長(陳在方副教授代)、黃杉楹代表、

陳效邦代表、林泉宏代表、楊黎熙代表、莊伊琪代表、韋玉蘭代表、

呂家興代表、蘇睿凱代表、張芹芸代表、廖宣堯代表、劉子齊代表、

陳溫亮代表【共計 53人】 

請假：廖奕翰代表、賴明治代表、王建隆代表、洪慧念代表、高榮鴻代表、

陳永平代表、陳伯寧代表、陳鴻祺代表、袁賢銘代表、曹孝櫟代表、

李安謙代表、黃炯憲代表、張智安代表、陳慶耀代表、張淑閔代表、

林智勇代表、黃瓊誼代表、溫金豐代表、彭明偉代表、馮品佳代表、

佘曉清代表、吳東昆代表、連瑞枝代表、魏玓代表、林建中代表、林

俊廷代表、陳鋕雄代表、許恒通代表、陳仁姮代表、林暄淂代表、李

柏毅代表、李珉代表【共計 32人】 

列席：台聯大系統林奇宏副校長、圖書館袁賢銘館長(林龍德組長代)、資訊

技術服務中心蔡錫鈞主任、主計室魏駿吉主任、人事室姜慶芸代理主

任、主計室董秋梅組長、總務處梁秀芸秘書、智慧醫療推動中心楊易

蓁小姐 

紀錄：黃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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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主席報告 
一、本校本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獲補助經費與往年相同。 

二、有關本校與國立陽明大學合併案，前已陳報教育部審議修正後之合併計畫

書，目前兩校各項整合作業持續進行中。 

貳、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請確認 109年 6月 3日召開之 10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請參閱會議紀錄附件） 

 

參、討論事項：前次會議遺留事項 

案  由：有關本校博愛校區 BioICT®園區籌設智慧醫院(憶卿醫院)，擬

請同意醫院建築捐贈(建)契約採國有財產法所認定之「附有負

擔之捐贈」方式辦理乙案，提請討論。(校長交議) 

說  明： 

一、本校為發展「博愛 BioICT®園區」，設置研究型臨床醫院，將

以 BioICT®之技術為核心，藉由交大及校友之能量打造世界

領先之智慧醫療技術。前於 104 年學年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於本校博愛校區籌設智慧醫院(憶卿醫院)。 

二、本案經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BioICT®醫院由兩位交大校友出資 25 億元，於博愛校區

興建本案建物，並於興建完後，將建物所有權捐予本校。另依

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且基於醫

療、教學、產學研發的合作需要，醫院之設立及營運將委由交

大校友捐助成立之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金會完成。教育部已

於 108年 1月 22日來函同意醫院設置，並敘明董事會由學校

指派過半董事席位並實質掌控(附件 1，P.5~P.6)。 

三、本產學計畫所需之建物空間(含座落土地)、醫療設備儀器及

人力等，將由本校與基金會共同合作投入推動。由於醫院建

築部分所需經費甚巨，幸賴本校黃民奇學長、梁次震學長大

力支持，同意共同出資 25億元以捐贈(建)方式完成醫院建築。

黃民奇學長另再捐助設立基金會所需之資金(4億5千萬元)，

而基金會之董事會成員 11人中，由本校推薦過半數之 6人，

亦經 108年 12月 11日 108學年度第 5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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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惟經基金會評估，醫院營運初期之財務甚為艱困，且預估本

校與基金會需共同籌募持續投入之儀器設備及人力等經費仍

十分龐大，土地及建物租金如比照一般商業或土地收益原則

辦理，恐將使醫院無法經營。故為達成本產學合作計畫之目

標，並能永續經營，基金會提請本校同意本產學合作計畫中

建築物之捐贈(建)改採國有財產法所認定之「附有負擔之捐

贈」方式進行捐贈。預計採行之附有負擔(條件)為：（一）本

案捐贈建物由非營利法人做為產學合作之醫療事業(醫院)場

域使用期間，所衍生之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正式課徵之日起至

憶卿醫院正式營運之日起滿 30 年內不轉嫁營運單位；（二）

捐建物作為產學合作智慧醫院之場域期間，同意乙方(捐贈人)

為興建本案捐建物所支出之所有興建費用得用以折抵丙方

(基金會)向甲方承租本案捐建物期間應給付之全數房屋租金，

本案捐建物之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應由甲方與丙方另

以書面議定之，於本案捐建物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內丙

方無須給付任何租金予甲方。捐建契約書修正草案請詳(附件

2，P.7~P.12)。 

五、依據國有財產法第37條及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29條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接受捐贈之財產，主管機關應指定管理

機關辦理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前項接受捐贈之財

產附有負擔者，受贈機關在接受捐贈前，應一併通知財政部

轉報行政院核定。」爰此，本案如本校同意此附有負擔之捐

贈後，依上開規定，將再函報教育部核轉財政部轉報行政院

核定。國有財產相關條文規定詳(附件 3，P.13~P.14)。 

六、本案業經 109 年 5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 1

次臨時會議通過(附件 4，P.15~P.16)。(另補充相關資料如

另提供之藍色封面資料，會後不隨會議紀錄公布於網頁)。 

決  議：  

一、李威儀代表提出以下修正動議： 

(一)應於案內說明補充陳述或檢附預估租金、稅賦相關資料。

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6票，不同意 0票)。 



4 

 

(二)捐建契約書第五條，基金會免付捐建物房屋及土地租金之

期限修正為 30 年，期滿後租金重新議定。經舉手表決通

過。(同意 34票，不同意 0票)。 

(三)請函詢教育部或主管機關，釐清本案前簽署之產學合作契

約書第二條第二款所列「董事會由本校指派過半董事席位

並實質掌控之」與「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二條規定是否有違。經舉手表決不通過。(同意 3票，

不同意 29票)。 

二、本案捐建契約，經舉手表決修正後通過。(同意 30票，不同

意 0票)。修正內容： 

(一)第五條第三款「為達成本案之目標，本案捐建物作為產學

合作智慧型醫院之場域期間，甲方同意乙方為興建本案捐

建物所支出之所有興建費用得用以折抵丙方向甲方承租

本案捐建物期間應給付之全數房屋租金，本案捐建物之租

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應由甲方與丙方另以書面議定之，

於本案捐建物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內丙方無須給付

任何租金予甲方。」修正為「為達成本案之目標，本案捐

建物作為甲方與丙方產學合作智慧型醫院之場域期間，甲

方同意丙方向甲方承租本案捐建物期間 30 年內免收全數

之房屋租金及土地租金。免收租金期限後之房屋及土地租

金，應由甲方與丙方另以書面議定之。」 

(二)立契約書人部分，丙方代表人「黃洲杰」修正為「黃民奇」。 

＊依會議決議補充「本案捐建物土地房屋租金及稅賦相關資料」

(附件 5，P.17)及「國立交通大學博愛 BioICT 園區設置憶卿醫

院捐建契約書修正對照表(重點修正)」(附件 6，P.18~P.19)。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5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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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博愛 BioICT
®園區設置 

憶卿醫院 

 

 

 

捐建契約書 

 

 

捐 建 人：梁次震、黃民奇 

受贈單位：國立交通大學 

 

 

 

簽約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ＯＯ月ＯＯ日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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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博愛 BioICT®園區設置憶卿醫院 

捐建契約書 

 

國立交通大學（以下簡稱甲方）、梁次震先生、黃民奇先生（以上 2 人，以下

合稱乙方，分別稱乙方(一)、(二)）與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金會（以下簡稱

丙方）基於共同推動產學合作精神，就甲方博愛 BioICT®園區設置「憶卿醫

院」興建案及後續推動產學合作事宜（以下簡稱本案），擬由乙方捐建醫院建

物予甲方，茲本於誠信原則，約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契約主旨 

本案旨在促進我國醫療事業之健全發展、提高醫療品質，並協助開創醫

學與資通訊融合，帶領台灣醫療技術產業化，共創生醫與智慧醫療研發

產業。為此，甲、乙、丙三方同意積極提供各項資源，以產學合作方式

帶動甲方「博愛 BioICT®園區」之發展，於甲方博愛校區建置以臨床醫

學整合 BioICT®技術之智慧型醫院。為達成本案目的，乙方基於捐建之

意思，同意由乙方(一)梁次震先生出資新台幣(下同)15 億元、乙方(二)

黃民奇先生負責募資 10 億元，合計出資 25 億元，於甲方提供之博愛

校區土地用地上，興建本案醫院之建物（以下簡稱本案捐建物），以供

甲方與丙方進行產學合作。但黃民奇先生得另覓其他捐建人共同支付

其負責募資之 10 億元，如覓得其他捐建人，三方同意以補充協議書增

加本契約之當事人。 

 

第二條  捐建標的物 

本案採乙方二人聯合捐建方式起造，乙方承諾就本案興建完成所需之

費用總額中之 25億元出資。乙方當事人間依其各自捐建金額各自獨立，

互不影響。 

捐建專案之建築由乙方委任之建築師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起造

人為甲方名義。有關捐建物之興建，除本約已有約定或依法應由甲方出

面簽訂者外，其餘與建築師、專案管理人（PCM）或營造廠商等之契

約，均由乙方與各該當事人簽訂之，迄至捐建物興建完成，乙方再依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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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儀式移交予甲方。 

 

第三條  甲方之權利及義務 

一、 甲方應提供博愛校區之土地，供興建本案捐建物之用。甲方並配

合乙方向各主管機關申請興建醫院之相關許可，包括（但不限於）

建築執照、使用執照等。 

二、 甲方得於本案捐建物興建過程中派員參與、監督，並得於必要時

提出建議予乙方參考。 

三、 甲方應按乙方要求，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負責一切必要之相

關行政支援，包括但不限於本案必要文件提供、協力義務、各建

築單元設計及施工之協調，並協助乙方進行監造及驗收。本案具

體之驗收程序由乙方負責執行，乙方於驗收程序應知會甲方，以

便甲方於必要時派員會同參與。乙方因興建本案捐建物而與建築

師、專案管理人或營造廠商等發生爭議時，甲方應盡其所能協助

乙方處理。 

四、 本案工程完工時，甲方應配合乙方要求提供申請使用執照及所有

權狀所需之一切文件（包括但不限於地籍資料、土地權狀等），交

由乙方向主管機關申請使用執照及所有權狀後，由雙方擇期辦理

捐贈儀式。 

五、 本案所生請照規費（包括但不限於申請建造執照、綠建築候選證

書、使用執照及所有權狀等）、空污費等相關行政作業規費為甲方

應負擔之費用。 

六、 甲方同意於乙方辦妥所有權登記程序，將本案捐建物所有權登記

予甲方後，除保留部分空間供甲方為本產學合作案所設之校內校

級研究中心使用外，本案捐建物之其餘部分亦均作為甲方與丙方

進行產學合作智慧型醫院之場域。 

七、 甲方應協助乙方在符合稅務主管機關規範下，依據捐建計畫執行

進度分期辦理捐贈作業。 

 

第四條  乙方之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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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乙方同意共同出資 25 億元，於甲方提供之博愛校區土地上興建

本案捐建物，並於興建完成後，將建物所有權捐予甲方。 

二、 甲方同意由乙方就本案捐建物命名為「憶卿醫院」，以在甲方博愛

校區留下永恆之紀念；但如主管機關及/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

甲方設立附屬醫院時，乙方同意將此醫院更名為甲方之附屬醫院，

但本案捐贈建物應命名為「憶卿大樓」。 

三、 為達本案捐建之目的，甲方同意由乙方選定合格之承攬廠商執行

本案統包工程（包括但不限於辦理本案建築單元之建築規劃設計、

簽證、請照服務、工程採購發包、建造、監造及工程安全衛生管

理等事宜）。 

四、 本案相關設計監造、專案管理及工程承攬等契約，由乙方與其指

定之建築師事務所、專案管理人及營造廠商等直接簽訂，副本乙

份送交甲方留存。如因本案相關契約乙方與其指定之建築師、專

案管理人或營造廠商等有任何爭議時，由乙方負責處理解決。如

必須進行調解、仲裁、訴訟或其他爭訟程序時，由簽訂契約之乙

方擔任各該程序之當事人。 

五、 乙方同意參考憶卿醫院設立計畫書內容規劃設計醫院，並因應發

展智慧型醫院，配合丙方及相關主管機關之要求進行變更，以及

依循甲方及相關主管機關之興建程序辦理。 

 

第五條  甲丙產學合作 

一、 甲方同意將本案捐建物依照第三條第六項約定作為與丙方進行

產學合作之場域，其產學合作內容，由甲方及丙方另以產學合作

契約書約定之。 

二、 本案捐贈建物由非營利法人做為產學合作之醫療事業(醫院)場域

使用，所衍生之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正式課徵之日起至憶卿醫院正

式營運之日起滿 30 年以前均不得轉嫁營運單位。 

三、 為達成本案之目標，本案捐建物作為產學合作智慧型醫院之場域

期間，甲方同意乙方為興建本案捐建物所支出之所有興建費用得

用以折抵丙方向甲方承租本案捐建物期間應給付之全數房屋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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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本案捐建物之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應由甲方與丙方另

以書面議定之，於本案捐建物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內丙方無

須給付任何租金予甲方。 

第六條  契約終止 

一、 本契約得經三方合意修改或終止，或由一方依法律規定或本契約

之約定終止。未經他方同意，任一方皆不得任意終止本契約。 

二、 本案因故未能如期完成興建，由甲乙雙方協商後續處理方式。 

三、 本契約終止時，如未完成本案興建，相關工程應由甲乙雙方會同

建築師、專案管理人等辦理點收交接。未能辦理時，得由甲方通

知乙方後接管處理後續事宜。 

 

第七條  丙方權利義務之概括繼受 

丙方目前仍在籌備設立中，俟其完成醫療財團法人設立登記後，本契約

丙方之權利義務均由正式設立登記後之醫療財團法人概括繼受，其董

事會並應正式開會通過追認本契約書，且應通知甲方及乙方。 

 

第八條  其他 

一、 本契約及其附件構成三方締約當事人對本案完整之合意，如本契

約及附件內容發生不一致情形，以本契約所載內容為主。 

二、 任何於本契約生效前經協議而未記載於本契約之事項，對三方均

無拘束力。 

三、 關於本契約或因本契約而產生之任何糾紛，應依誠信協調解決。

如有訴訟之必要，三方締約當事人均同意以臺灣新竹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四、 本契約條款如有未盡事宜，悉依中華民國相關法令處理之。 

五、 本契約正本一式四份，副本一式四份，由各方簽署後各執正副本

一份為憑，印花稅各自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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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交通大學 

代 表 人：陳信宏(代理校長) 

地 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統一編號：46804706 

 

乙 方(一)：梁次震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勇路 25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乙 方(二)：黃民奇 

地 址：新竹市科學園區研新一路 18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丙    方：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金會 

代 表 人：黃洲杰 

地 址：新竹市綠水里博愛街 75 號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Ｏ Ｏ 月 Ｏ 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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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8學年度校務規劃委員會第 1次臨時會議紀錄(節
錄) 

 

時  間：109年 5月 25日(星期一)中午 12時 10分 

地  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八樓第 1會議室 

主  席：陳信宏代理校長          執行秘書：盧鴻興教務長 

出  席：(略) 

請  假：(略) 

列  席：(略) 

紀  錄：黃巧芬 

壹、報告事項(略) 

貳、討論事項： 

案  由：有關本校博愛校區 BioICT®園區籌設智慧醫院(憶卿醫院)，擬

請同意醫院建築捐贈(建)契約採國有財產法所認定之「附有負

擔之捐贈」方式辦理乙案，提請討論。(校長交議) 

說  明： 

一、本校為發展「博愛 BioICT®園區」，設置研究型臨床醫院，將以

BioICT®之技術為核心，藉由交大及校友之能量打造世界領先

之智慧醫療技術。前於 104 年學年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於本

校博愛校區籌設智慧醫院(憶卿醫院)。 

二、本案經 108 年 11 月 27 日 108 學年度第 4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

過，BioICT®醫院由兩位交大校友出資 25億元，於博愛校區興

建本案建物，並於興建完後，將建物所有權捐予本校。另依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規定，且基於醫療、

教學、產學研發的合作需要，醫院之設立及營運將委由交大校

友捐助成立之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金會完成。 

三、本產學計畫所需之建物空間(含座落土地)、醫療設備儀器及人

力等，將由本校與基金會共同合作投入推動。由於醫院建築部

分所需經費甚巨，幸賴本校黃民奇學長、梁次震學長大力支持，

同意共同出資 25億元以捐贈(建)方式完成醫院建築。黃民奇

學長另再捐助設立基金會所需之資金(4億 5千萬元)，而基金

附件 4 



16 

 

會之董事會成員 11人中，由本校推薦過半數之 6人，亦經 108

年 12月 11日 108學年度第 5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四、惟經基金會評估，醫院營運初期之財務甚為艱困，且預估本校

與基金會需共同籌募持續投入之儀器設備及人力等經費仍十

分龐大，土地及建物租金如比照一般商業或土地收益原則辦

理，恐將使醫院無法經營。故為達成本產學合作計畫之目標，

並能永續經營，基金會提請本校同意本產學合作計畫中建築

物之捐贈(建)改採國有財產法所認定之「附有負擔之捐贈」方

式進行捐贈。預計採行之附有負擔(條件)為：（一）本案捐贈

建物由非營利法人做為產學合作之醫療事業(醫院)場域使用

期間，所衍生之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正式課徵之日起至憶卿醫

院正式營運之日起滿 30年內不轉嫁營運單位；（二）捐建物作

為產學合作智慧醫院之場域期間，同意乙方(捐贈人)為興建

本案捐建物所支出之所有興建費用得用以折抵丙方(基金會)

向甲方承租本案捐建物期間應給付之全數房屋租金，本案捐

建物之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應由甲方與丙方另以書面

議定之，於本案捐建物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內丙方無須

給付任何租金予甲方。捐建契約書草案請詳 (附件 2，

P.5~P.10)。 

五、依據國有財產法第 37條及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 29條規定：

「依本法第三十七條接受捐贈之財產，主管機關應指定管理機

關辦理國有登記或確定其權屬之程序。前項接受捐贈之財產附

有負擔者，受贈機關在接受捐贈前，應一併通知財政部轉報行

政院核定。」爰此，本案如本校同意此附有負擔之捐贈後，依

上開規定，將再函報教育部核轉財政部轉報行政院核定。國有

財產相關條文規定詳(附件 3，P.11~P.12)。 

說  明：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31票，不同意 0票）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3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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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博愛 BioICT 園區設置憶卿醫院 

捐建契約書 修正對照表(重點修正) 

日

期 

109.5.25校規會版(附件 1) 

送 109.06.03-108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 

建議修正版(附件 2) 

送 109.06.17-108學年度第 8次

臨時校務會議 

修

訂 

內

容 

第五條  甲丙產學合作 

一、甲方同意將本案捐建物依照

第三條第六項約定作為與

丙方進行產學合作之場域，

其產學合作內容，由甲方及

丙方另以產學合作契約書

約定之。 

二、本案捐贈建物由非營利法人

做為產學合作之醫療事業

(醫院)場域使用，所衍生之

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正式課

徵之日起至憶卿醫院正式

營運之日起滿 30 年以前均

不得轉嫁營運單位。 

三、為達成本案之目標，本案捐

建物作為產學合作智慧型

醫院之場域期間，甲方同意

乙方為興建本案捐建物所

支出之所有興建費用得用

以折抵丙方向甲方承租本

案捐建物期間應給付之全

數房屋租金，本案捐建物之

租賃期間(包括續約期間)，

應由甲方與丙方另以書面

議定之，於本案捐建物租賃

第五條  甲丙產學合作 

一、甲方同意將本案捐建物依照

第三條第六項約定作為與丙

方進行產學合作之場域，其

產學合作內容，由甲方及丙

方另以產學合作契約書約定

之。 

二、本案捐贈建物由非營利法人

做為產學合作之醫療事業

(醫院)場域使用，所衍生之

房屋稅及地價稅自正式課徵

之日起至憶卿醫院正式營運

之日起滿 30 年以前均不得

轉嫁營運單位。 

三、為達成本案之目標，本案捐

建物作為甲方與丙方產學合

作智慧型醫院之場域期間，

甲方同意丙方向甲方承租本

案捐建物期間 30 年內免收

全數之房屋租金及土地租

金。免收租金期限後之房屋

及土地租金，應由甲方與丙

方另以書面議定之。 

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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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109.5.25校規會版(附件 1) 

送 109.06.03-108學年度第 4次

校務會議 

建議修正版(附件 2) 

送 109.06.17-108學年度第 8次

臨時校務會議 

期間(包括續約期間)內丙方

無須給付任何租金予甲方。 

 

修

訂 

內

容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交通大學 

代 表 人：陳信宏(代理校長) 

地 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統一編號：46804706 

 

乙 方(一)：梁次震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勇路

25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乙 方(二)：黃民奇 

地 址：新竹市科學園區研新

一路 18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丙    方：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

金會 

代 表 人：黃洲杰 

地 址：新竹市綠水里博愛街

75 號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交通大學 

代 表 人：陳信宏(代理校長) 

地 址：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統一編號：46804706 

 

乙 方(一)：梁次震 

地 址：台北市信義區松勇路

25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乙 方(二)：黃民奇 

地 址：新竹市科學園區研新

一路 18 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丙    方：醫療財團法人竹銘基

金會 

代 表 人：黃民奇 

地 址：新竹市綠水里博愛街

75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