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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395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4 年 10 月 14 日 14 時至 15 時 35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 4 樓第 4 會議室 

主    席：薛校長富盛 記錄：鄭志學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略) 

貳、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工作報告：（略） 

（二）專案報告：本校運動場館經營管理與新建（略） 

（三）第 394 次擴大行政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報告： 

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議案編號：98-346-A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蕭校長指示事項： 

「應用科技大樓」興建工程進度報告。 

執行情形： 

1.104 年 8 月 12 日蔡副總務長邀請使用單位勘查初驗缺失改善，因地磚含水，使用

單位無法確工程是否有改善，待含水排除後，再邀請使用單位確認。 

2.104 年 9 月 3 日邀監造單位及廠商查看，地磚含水已處理，地磚仍有色差。 

議案編號：98-353-A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蕭校長指示事項： 

女生宿舍興建事宜，請總務處召集相關單位研商解決辦法，一切請在透明、公開的合法

程序下進行，以解決相關問題。 

執行情形： 

1.104 年 8 月 26 日第四次開標(資格標)，104.08.27 經評選「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為合格廠商，104 年 8 月 28 日開標(價格標)決標，由「鼎旺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得

標。 

2.已於 104 年 9 月 23 日舉行動土儀式，預計 104.10.15 開工。 

議案編號：103-390-B3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俄羅斯喀山國立大學(Kazan Federal University)、越南茶榮大學(Tra Vinh 

University)、土龍木大學（University of Thu Dau Mot）及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附約，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處業以 104 年 4 月 25 日與越南茶榮大學完成簽約，以 104 年 5 月 5 日與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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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洲迪肯大學完成簽約，以 104 年 5 月 25 日與羅斯喀山國立大學完成簽約，目

前等待土龍木大學回覆中。  

議案編號：103-392-B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招生規定」第 6、第 7條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報請教育部核定。  

議案編號：103-392-B4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研發處 

案    由：為促進本校與高雄醫學大學、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

及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等四單位合作，提升學術水準，擬簽定合作協議

書，請討論。 

決    議： 

一、同意與高雄醫學大學等四單位分別簽定合作協議書。 

二、合作協議書第 2條教師之合聘條文，簽署對象非學校單位者，授權研發處依簽

約對象屬性文字修正。 

執行情形： 

一、業於104年7月27日與高雄醫學大學完成簽約，104年7月20日與衛生福利部桃園醫

院完成簽約，104年7月16日與財團法人台灣香蕉研究所完成簽約。 

二、茲因財團法人彰化基督教醫院將修正後合作協議書送交董事會開會討論，俟後

擬重提新合作協議書送行政會議討論。 

三、9月25日聯繫因彰化基督教醫院尚未召開董事會，俟開會後擬重提新合作協議書

送行政會議。 

議案編號：103-393-B3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收入之收支管理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執行情形：已經本校本(104)年 9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議案編號：103-393-C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教務處、研發處、人事室 

案    由：因應高教環境變化，推動本校各系所及學位學程之整併，請討論。 

決    議： 

一、本校各院系所應全面檢討系所整併，程序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

核辦法辦理 

二、性質相近系所（學位學程）優先於 105年 8月 1日整併，無法於整併日（105

年 8月 1日）完成或有特殊情形者，須專案簽核列管。 

三、獨立學位學程應納入各學院。 

四、已申請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者，亦納入系所整併推動之範圍。 

五、一系多所之學院應朝以學院為單位推動系所合一。 

六、請修正提案內容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 

教務處：本處業彙整各院回覆結果(如附件)，於 10 月 2 日以 email 提供研發處卓

參，後續將配合研發處研議結果辦理。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CB8QFjAAahUKEwjhqL60qJPGAhXh5aYKHShwALs&url=http%3A%2F%2Faadm.nctu.edu.tw%2Fadmit%2FGetFile.aspx%3Ftype%3D6%26id%3Dd6753687-3037-4541-b84f-9aa1aa751110&ei=3Z1_VaHGCOHLmwWo4IHYCw&usg=AFQjCNHN6qiQEZGhxnJH5XY7UGV6lH7y2Q&sig2=690yQjCfS8k4ayb0a-aH3g&bvm=bv.96041959,d.d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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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研發處：教務處調查各院回應本案情形(如附加檔)，目前各院暫無整併需求。 

本處將依「本校教學研究單位之新增與調整審核辦法」配合辦理各系所及

學位學程之整併作業。 

人事室：配合研發處及教務處研議結果提校務會議討論。 

議案編號：103-393-C2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研發處 

案    由：本校申請教育部 104年度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轉型計畫-「馬來西亞中等學校師

資培育學士班」及「產業育苗共榮計畫」2案，請討論。 

決    議：通過。授權提報單位修正計畫書內容後報教育部申請。 

執行情形：本案業以 104 年 6 月 17 日興研字第 1040801174 號函報部申請，迄今教育部尚

未通知審核結果。 

議案編號：104-394-B1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保障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處理規定」(草案)及「國

立中興大學兼任助理聘任契約書」(草案)，請討論。 

決    議：通過，授權人事室修正文字。  

執行情形：104 年 10 月 2 日以興人字第 1040601101 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知照。 

議案編號：104-394-B2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類學生兼任研究助理學習與勞動型態同意

書（草案）」、「國立中興大學論文研究指導實施計畫暨兼任研究助理學習成效評

量表（參考範例）（草案）」及「國立中興大學研究學習活動實施計畫暨兼任研

究助理學習成效評量表（參考範例）（草案）」，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授權研發處修正簡化附件 2~5之表格。 

執行情形： 

一、已修正簡化附件 2~5 之表格為「國立中興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類學習型學生兼任

研究助理學習活動實施計畫暨學習成效評量表」，並送交秘書室列入第 394 次

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二、業以 104 年 10 月 6 日興研字第 1040802054 號書函公告本案所訂表單。 

議案編號：104-394-B3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及訂定「國立中興

大學生活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草案）」，請討論。 

決    議： 

一、修正通過「國立中興大學學生生活助學金實施辦法」及「國立中興大學生活助學

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並廢止「國立中興大學學生教育學習獎助學金實施辦

法」及「國立中興大學教育學習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組織章程」。 

二、各單位 104 年度 9 月份教育學習金仍可核銷，10 月至 12 月份相關經費移至生活

助學金使用；生活學習生保障名額由學務處生輔組負責甄選外，其餘名額由各單

位自行公告甄選學生；生活助學金則由學務處生輔組統一彙整核銷。  

執行情形：已於網頁公告，並於 104 年 10 月 6 日興學字 1040300731 號書函通知相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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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議案編號：104-394-B4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要點」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業以 104 年 10 月 2 日興教字第 1040200426 號函轉知各系、所、學位學程，並

請各教學單位依修正後規定申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院級課程教學助理補

助。 

議案編號：104-394-B5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研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金實施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

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已於網頁公告，並於 104 年 10 月 5 日興學字第 1040300765 號書函通知相關單

位。 

議案編號：104-394-B6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秘書室 

案    由：擬向戶政單位申請增編興大路正門門牌做為校址，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完成申請程序，待 11 月份戶政機關通知領取門牌後再行公告周知。 

議案編號：104-394-B7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主計室 

案    由：請考量教學單位維持教學研究運作之所需，敬請同意修改「國立中興大學教學

單位經費運用原則」規定，以利教學單位之維持，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已發函轉知各單位並公告於電子公布欄。 

議案編號：104-394-B8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研究計畫辦公室分配使用及收費要點」部分條文，請討

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9 月 16 日第 39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並已轉知本校

各一、二級單位公告周知。 

議案編號：104-394-B9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離職教師財物處理原則」部分條文，請討論。 

決    議：修正通過。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9 月 16 日第 39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後實施，並已轉知本校

各一、二級單位公告周知。 

議案編號：104-394-B10      

執行單位：-----  

案    由：科研採購 10~100萬元採購案，擬建議由事務組擔任主驗工作。請討論。 

決    議：緩議。  

執行情形：（無須填報） 

議案編號：104-394-B11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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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案執行情形及列管決議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波蘭弗羅茨瓦夫科技大學(Wroclaw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簽署學術交流

合作協議書及附約，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目前等待波蘭弗羅茨瓦夫科技大學回覆中。 

議案編號：104-394-B12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工友改僱技術工友評審要點」附表一「工友改僱技術工友申請書」

及附表二「評分標準表」部分規定，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104 年 10 月 2 日以興人字第 1040601091 號書函轉知本校一、二級單位知照。 

議案編號：104-394-B13      列管決議：解除列管 

執行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跨年晚會是否續辦，提請討論。 

決    議：停辦跨年晚會，另規劃具有學校特色之活動。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10 月 7 日興學字第 1040300773 號發文公告停辦跨年晚會事宜。 

議案編號：104-394-B14      列管決議：繼續列管 

執行單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案    由：有關「校園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一案，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涉及校產出租，故已函請產學營運總中心辦理後續建物屋頂出租設置太陽

光電系統等公開招標事宜，並由環安中心提供技術諮詢與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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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93-C1 附件 
 
 

 第 393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第 1 案各院回應彙整表 
學院 回        應 

文學院 
經檢討，院內無一系多所之情形，另獨立學位學程(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

程)回歸事宜將依本校第 72 次校務會議決議及本校相關程序辦理。 

農業暨自然

資源學院 

本院系、所、學程共計有 21 個，為讓全院主管了解院內各系所及單位之特

色，將於 9 月 11 日舉行院內各系所學程及附屬單位核心價值研討座談會，

共同討論各單位之核心價值及未來展望，以做為本院未來單位設立、整併與

發展之考量。 

結論：暫時無整併之需求。 

理學院 

理學院系所回應如下: 

※應用數學系回應： 

 理學院應用數學系暨統計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系所)現況為共用系所主

管、行政人員及教學辦公空間，詳述如下： 

一、無額外編制員額：系所主管由應用數學系系主任兼任統計學研究所所

長，無額外單位主管編制且無重複支領主管加給，行政人員則由應用

數學系職員兼任合併辦公。 

二、無獨立空間：本系所共用資訊科學大樓 3-7 樓，包括教師研究室、教

室及行政區域，並無明確區分「系」及「所」的空間。 

  基於上述理由，本系所無整併之問題。 

 

※物理系回應: 

 關於 393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第 1 案決議事項，105 年 8 月 1 日起，依學

校要求，奈米科學所所長由物理系系主任兼任。 

工學院 

經本院 104 年 9 月 11 日召開系所整併討論會議，決議如下： 

 

生命科學院 

本院於 104 年 6 月 4 日提報教育部「以學院為核心教學單位試辦計畫」申請

書，業由教務處彙送在案。 

為期該計畫奉教育部核定後順利執行，本院將於 9 月 17 日召開院務座談充

分溝通，據以重擬 104-108 學年中程發展計畫及配合本校系所整併之推動。 

獸醫學院 獸醫學院目前尚無共識，俟校務會議決議後再討論。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無一系多所情形，獨立學位學程中「創新產業經營學士學位學程」

配合學校相關程序辦理。 

法政學院 
1.目前法政學院各系所師資員額皆符合規定，並無系所整併之需要。未來是

否有整併之必要，尚須視教師員額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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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回        應 

2.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為院外學程，未來是否與其他頂尖大學一樣，併入

各相關學院之內，尊重學校政策之決定。 

不分院 

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博士學位學程、微生物基因體博士學位學程李敏惠主任

回應： 

原屬一級主管生科中心所負責之組織工程與再生醫學(與國衛院合作)及微生

物基因體(與中研院合作)之兩博士學位學程仍保留生科中心，目前兩學程合

作狀況非常很好，每年暑假皆在惠蓀林舉辦學程學生成果進度發表，雙邊合

作老師也會參與，保留於生科中心底下，學程之運作較能順利推動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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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395）次會議討論議案 

案    號：第 1案【編號：104-395-B1】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修正案，請討論。 

說  明： 

一、試務作業進行需要動員全校教職員工協助，才得以順利完成，考量參

與試務之教職員工之辛勞，且本校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已

多年未調整，教務處招生組參考其他學校編列標準，適度調增部分項

目之支給標準，以適時反應現況。 

二、新增編列各學院作業費，以提供學院做為招生事務之統籌安排經費。 

三、新增編列行政支援費，以反應辦理各項試務作業之成本。如校內支援

招生業務運作之水電、場地設備等必要支出，由學校依配合招生工作

需求統一分配支用。 

四、檢附收支編列原則對照表(附件 1)、現行編列原則(附件 2)各乙份。 

辦  法：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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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自辦招生考試經費收支編列原則     

 
民國 91年 9 月 18日本校第 290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3年 3 月 3日本校第 30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年 3 月 1日本校第 31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8 月 25日本校第 35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10月 14日本校第 39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項     目 說                明 

一、試務行政工作酬勞  

1.試務委員酬勞 
委員每人 2000～5000 元，主任(副主任)委員及總幹

事得另加 1000元。 

2.經常工作人員酬勞 

經常工作人員指主辦、協辦(試務、總務、會計、出納、

電算等)人員。應考人數 1000人以下，其基數為 20000

元，每增加考生一名至多增加 30元。 

二、報名工作酬勞  

1.報名工作酬勞 不論考生人數，工作人員每天至多 1000元。 

2.資料建檔審核 
按每一考生 10 元，包括資料輸入、校對、登記等程

式。 

三、製卷(含試題、試卷袋)工作酬勞 每份試卷 3元。 

四、試場佈置及事後整理酬勞 

(含試場總檢查工作費) 
 

1.五十人座位(含)以下之試場 每一試場(含試務中心及休息室)300～500元。 

2.五十人座位以上之試場 按每一考生 8元。 

五、命題費  

1.命題費酬勞 
每科 2000～3500 元。進修學士班(學程)單獨招生每科

至多 4000-8000 元。 

2.入闈期間工作酬勞  

(1)工作期間 

依應考人數、科目多寡，視實際需要訂之，但最長不

得超過七天為原則，應考人數超過一萬人以上或遇不

可抗力之因素，經招生委員會同意，得酌情延長工作

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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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2)工作人數 依應考人數、科目多寡，視實際需要訂之。 

(3)工作酬勞 

每人每天 3000 元，另加伙食津貼 500 元。闈場主任

得另支全程工作酬勞 2000～3000 元。闈場支援人員

工作費每天至多 800元。 

六、考試期間工作酬勞  

1.工作天數  

(1)巡場人員 
試務委員為當然巡場人員，每一巡場人員負責十個試

場為原則，但未滿二十個試場得置巡場人員二人。 

(2)管卷人員 每一管卷人員負責四個試場為原則。 

2.工作酬勞  

(1)監考人員 
每節至多 800 元，監考酬勞不及 1000 元得按 1000 

元致酬。誤餐費每人每天 100 元。 

(2)主任(副主任)委員、總幹事 同監考人員 

(3)試場主任、巡場人員、卷務組長 同監考人員 

(4)管卷人員、任務編組人員 不得超過監考人員酬勞 

(5)超時工作費 每人每天至多 500元，且人數至多以 10人為限。 

七、閱卷費  

1.改卷人員酬勞 人工閱卷每份 50～55 元。 

2.閱卷管理酬勞 

每人每天 800~1500 元，卷數每 1200 份得置一人，工

作天數不得超過七個工作天。另得置警衛人員一人，

每日(含日、夜)1800 元。 

八、審查及口試作業費 

大學部考試：每名考生以其報名費 30%為原則。碩士

班考試：審查及口試：每名考生以其報名費 40%為原

則。每系(所)口試考生名額以錄取名額三倍為原則。博

士班考試：審查及口試：每名考生以其報名費 40%為

原則。招生收入不敷支出者，酌予調減。 

九、成績處理酬勞  

1.開拆彌封及登算核計成績 每份試卷 3 元。 

2.放榜及分發成績單 按應考人計每人 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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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說                明 

3.成績複查 每份試卷至多 20元。 

十、各學院、系(所)作業費 

每一學院基數 10000~20000 元，學院下設置每一招生

系、所(學程)另加 1000 元。每一學系(所)基數 1000～

10000 元，另加每一考生支付至多 30 元。補助各學

院、系(所)作業費用應實報實銷，且不得報支招生考試

工作人員酬勞。招生收入不敷支出者，得酌予調減或

不予編列。 

十一、雜支 

印製宣傳手冊、刊登廣告等公告費用、租用試場費用、

文具、表件、印刷及資料打字費、電腦測試費、電話

語音服務費、闈場佈置、守夜、誤餐、茶水、郵資等

各項雜項費用。(電腦測試費至多 3000元) 

十二、出售簡章酬勞 按簡章銷售收入之 15%為原則。 

十三、設備費及系統建置、維護費 
招生試務相關設備添購、招生系統建置及程式改版等

相關費用均依實際支出情況覈實報支。 

十四、行政支援費 

最高以總經費 20%計。 

1.使用學校各項設備、設備攤提、空間使用及水電費

等成本。 

2.視考試性質及規模編列。招生收入不敷支出者，不

予編列。 

附      註 

一、校長及各單位一級主管之酬勞應以編列於：

「試務行政工作酬勞」及「考試期間工作酬

勞」兩大項內為原則。 

二、本校各項招生應編列招生預算表，提招生委員

會審議，並於試後將收支情形編列決算表，提

送本校稽核人員稽核。 

三、如因招生試務需要支出項目不在本編列原則

內，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動支。 

四、結餘款繳回學校統籌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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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案【編號：104-395-B2】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校園環境清潔日實施要點，請討論。 

說  明：擬將每月最後一個週四下午 3~5 時訂為本校校園環境清潔日，通令各

單位需於該期間內整理與清掃辦公室內及所在大樓外五十公尺內之

環境。其有顯著績效者，得於年度結束前予以實質獎勵。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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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校園環境清潔日實施要點 

 
民國 104 年 10月 14日第 395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加強校園環境衛生管理，清除環境髒亂，

防止病媒蚊孳生，預防疾病傳染，共同維護校園環境清潔，將環境清潔觀念

深根至本校各單位，藉此改善本校環境清潔，以及提昇本校整體的形象，特

訂定本要點。 

二、環境清潔日之主辦單位為本校總務處，協辦單位為本校各一、二級單位及學

生會，執行人員為全體教職員工生。 

三、本要點所稱環境清潔日，為每月最後一個星期四配合勞作教育時間，該期間

需實行全校環境清潔打掃，並於每月第一週公佈優良及待改善之單位狀況

以供參考。 

四、打掃範圍及內容，以維護辦公廳舍內部與其周邊之環境整潔。 

五、執行重點如下： 

（一）各單位辦公室及教室清掃。 

（二）道路、空地及草地垃圾及落葉清理。 

（三）辦公室及教室周邊環境整頓。 

（四）違規廣告物清除。 

（五）戶內外積水容器刷洗及遺留容器之清除。 

（六）腳踏車及機車排放整齊。 

六、推行環境清潔日之本校各單位，具有顯著成效者，得據實提報獎勵。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 104.10.14日第 395次行政會議紀錄~15 

案    號：第 3案【編號：104-395-B3】 

提案單位：秘書室（校長交議） 

案  由：為促進本校與澎湖縣政府合作，有效整合官學產資源，建立公部門

與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關係，擬簽訂策略聯盟合約書，請討論。 

說  明：檢附本校與澎湖縣政府策略聯盟合約書(草案)如附件。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辦理簽約相關事宜。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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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聯 盟 合 約 書 

 

一、立合約人：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及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甲乙雙方為有效整合官學產資源，建立公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關係，

以增進雙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整合區域內資源建立相互支援體系，以提

升合作夥伴關係，提升競爭力，拓展為民服務成效，達成資源共享合作及回

饋鄉里之宗旨，特議定本合約書以為雙方合作之依據。 

二、合作期間：本合約書自簽約日起生效。合約存續期間任一方擬終止時，應

於三個月前通知對方。 

三、合作內容 

(一) 雙方就相關部門相互提供可利用資源，以作為教學、研究、招生及進

修等活動之用；雙方並同意提供相關專業協助與諮詢。 

(二) 雙方同意互相提供具實務經驗及學術研究等專業人員，提供師資及相

關人員進行訪問、座談、研究等合作事項。 

(三) 雙方就相關部門之專長共同與相關產業進行產學合作，以達人才訓練

與儲備及教學實習與地方產業經濟發展之功效。 

(四) 甲方提供乙方學生參與公共事務運作、學生專業課程實習、導覽與社

工服務實習機會，名額由雙方協定之。 

(五) 其他與縣政治理、校務發展等有關合作事項。 

本合約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協商同意修訂之。 

四、連絡窗口：甲方由所屬行政處，乙方由所屬秘書室負責雙方連絡事宜。 

五、本合約正副本各兩份，甲乙雙方各執正副本乙份存查。 

 

甲方：澎湖縣政府 

代表人：陳光復 

職稱：縣長 

乙方：國立中興大學 

代表人：薛富盛 

職稱：校長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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