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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歷 

一、學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 

 德國 RWTH Aachen 大學 Diplom-Ingenieur 

 國立台灣大學學士 

二、經歷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2014.02 迄今) 

 國科會副主任委員(2012.02-2013.12)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院長(2008.08-2012.02)             

 國立清華大學學務長(2006.08-2008.07)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講座教授(2006.08 迄今) 

 國立清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2002.08-2005.07)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特別顧問(2000.10-2002.01; 1996.04-1998.01) 

 沙烏地法德親王大學訪問教授(1999) 

 德國柏林工業大學工具機暨製造研究所訪問教授(1996) 

 日本東洋大學訪問研究員(1993) 

三、主要榮譽及獎勵 

本國： 

 教育部學術獎 

 國家新創獎 

 國科會特約研究獎兩屆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屆 

 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章 

 中國機械工程師學會傑出教授獎章 

 國立清華大學傑出教學獎 

國際： 

 William Johnson Award 

 Prof. Jan Adamczyk Medal 

 Prof. Fryderyk Staub Golden Owl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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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ld Academy of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 Engineering (WAMME) 

Fellow 

 American Society for Mechanical Engineers (ASME) Fellow 

四、兼職 

 行政法人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第 1 屆董事 (2014.04-2017.04)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第 8 屆董事 (2015.02-2017.02)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派任董事 (2015.07-2018.06) 

 教育部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第 7 屆召集人 (2015.08-2018.07) 

 經濟部「第 2 屆總統創新獎遴選小組人才培育組」委員 (2015.11-

2016.12)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 36 屆理事(2015.11-2017.11)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第 10 屆常務理事 (2016.02-2018.02)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第 14 屆董事 (2016.07-2019.07) 

 總統府「總統科學獎」委員會委員 (2016.10.24-2017.12.31)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t3KWe4-3PAhXMnJQKHWnGCfgQFgggMAE&url=http%3A%2F%2Fwww.phitauphi.org.tw%2Flist%2Flist.htm&usg=AFQjCNEp2g7ssX0W8se4Kwl3cpW6jPg-oQ&sig2=-S_xqu9lSmNdX-F6NKmMOQ
http://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t3KWe4-3PAhXMnJQKHWnGCfgQFgggMAE&url=http%3A%2F%2Fwww.phitauphi.org.tw%2Flist%2Flist.htm&usg=AFQjCNEp2g7ssX0W8se4Kwl3cpW6jPg-oQ&sig2=-S_xqu9lSmNdX-F6NKmM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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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整體治校理念  

國立清華大學立校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不同學問的思辨，本土與國際的對

話，滋養人才，學貫中西，貢獻人群，橫跨學術、藝術、文學、軍事、政治、經

濟各領域，為本校傲人的傳統。學校歷經變遷，而弦歌不曾稍歇；於逆境中，自

強以不息，於板蕩中，厚德以載物，是本校師生的精神與面貌，以迄於今。 

過去二十年間，國內對於高等教育有一段顯著投資，大學在質與量都有大幅

增長。國立清華大學秉持深厚的學術及教育傳統，歷任校長以及師生孜孜不懈，

在人才培育與知識研究兩方面一馬當先，不但領袖國內，並且在國際上煥發耀眼

的光芒。梅貽琦校長期勉「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我們庶

幾近乎。做為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本校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的文明即將從亞

洲寫下首頁的時刻，已經就位。 

瞻望前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未見寬裕，而全球教育及產業競爭日急，學校

面臨一長段崎嶇而吃力的道路，師生勢必從過去幾年的舒適區，暴露在大氣候的

變遷之中。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艱難之際，正砥礪師生探索下一

個高峰的山口，對自己的行囊做更深刻的檢視和更新。 

清華不僅有大樓，有大師，我們更懷抱大愛：是對教育學子的至愛，對探索

真理的至愛，對社會公義的至愛。清華大學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教育給予需要的孩

子。由於這樣的至愛，我們選才育才，著眼的是教育的本質，而非教育的表象；

我們真誠探索知識，廣博利用以厚生；我們看待的是天下，而非看待眼下。 

這些，不僅是對教師的期許，我們也要給予同學們更多的挑戰與機會；如同

甘迺迪所言：「我們不僅探索現在存在的事物之理，我們更應該探索，如何讓現在

並不存在的事物發生。」 

三年前，個人參與校長遴選時，標題引用《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

維新」。對一所百年名校，面對世界和社會情勢的轉變挑戰，是否存在新使命?這

是個人最念茲在茲的。 

 清華大學一向是國內創新高等教育與學術教育的領導者，首創研究發展委員

會倡導學術研究、首創人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院、科技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

心、共同教育委員會、創設繁星計畫、旭日計畫與拾穗計畫特殊選才等，莫不被

各大學所景從。吾校徐賢修校長倡議繼而實際孕育了科學園區，數千位校友投身

於園區產業，迄今三十餘年，科學園區的產值佔全國 GDP 七分之一，實為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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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的獨特貢獻。清華教授學術研究成就斐然，獲得主要榮獎的教師比率遠冠

全國，正如同校歌詞上“學問篤實生光輝”，學術成就已是清華形象與使命的一部

分。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之上，不斷地創新發展教育與學術研究，對世界與社會做

更傑出的貢獻，這是清華的傳統，也是辦學的核心價值。 

參、就任時所提願景與承諾   

三年前就任時曾經提到，清華大學將面臨多重挑戰。(一)一流大學：清華是

不是國際一流？什麼是一流大學？清華對世界有那些重大貢獻？教授是否擁有

國際聲譽？(二)105 財政與人口危機：我國稅收佔 GDP 的 12.8%，僅 OECD 國

家的一半，低於韓新日美德荷瑞士，政府財政捉襟見肘，以致邁向頂尖大學計劃

在 105 年將結束，未來清華有什麼資源？台灣的人口出生率在過去六十年中，前

三十年大約每年四十萬，接著二十年降至每年三十萬，最近十年更降至每年二十

萬。民國 105 年將有一波明顯落差，十二年後民國 117 年再面臨一次遽降。人口

海嘯來臨，清華能否維繫優秀學生？人口變化不但可能影響大學部招生素質，對

於博士班衝擊也很大。目前博士班招生滑落，除了社會觀念與職場求才變化，另

一個原因，是民國七十年代中葉人口出生率從四十萬減少到三十萬所致；到民國 

120 年左右將有更加劇烈的衝擊。(三)全球競爭：人才為什麼來清華？韓國有

BK21 計畫、德國推動 11 所 Universities of Excellence、法國以立法推動合併八

十多所公立大學、波蘭投入 1500 億元、沙烏地阿拉伯 KAUST 大學、俄羅斯新

西伯利亞大學等許多大學正摩拳擦掌加入這場國際大戰。在激烈競爭之中，我們

已經看到所屬意的師資不僅被港新兩地所爭取，甚至捨台灣而就阿布達比。 

面對這些挑戰，正是鼎革的契機。史家 Toynbee 研究世界主要文明興衰，認

為能調整觀念勇於因應是興盛的必要條件，因循舊制無視變動則往往衰落。「周雖

舊邦，其命唯新」，周在當時並非大國，處於經濟和政治劇變之中，隨時可能覆亡；

周樹立價值、積極變革，不但取代了商紂，並且寫下歷史幾百年重要的篇章。 

清華面對上述挑戰，在就任時主張應當採取下列行動。 

一、樹立教育典範。清華的辦學目標，就是培育一流人才、領導人才。惟有培育

出一流的學生以及未來的領導人才，我們才能無愧地說清華是一所一流大學。

具體的努力方向包括: (1)招生--以宏觀、多元、精準、專業的做法強化選才的

效度。採取以學習成效回饋檢討招生指標、5%招生滾動式實驗計畫、1%拾

穗計畫、增強外文能力等措施。(2)課程--掌握自主、紮實、開放、跨領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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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激勵自主學習動機、發展跨領域專長、要求紮實學習、發展網際課程。

以改善學生為考試讀書、學習意願與動機低落的情况為重心；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儘量減少在不同時地、系所、學制之間的學習限制；開設自主計畫學

程；增加跨域整合或研究與實務合流課程；在課程中鼓勵學生以不同層次，

從改善到打破典範、創新解決問題的企圖。(3)大學部全人教育--這是培育一

流人才、領導人才的核心過程，其中通識、專業、社團、住宿四項教育並重，

如車之四輪、馬有四蹄，缺一不可。強化通識課程、深化住宿教育、提高外

文能力、提昇服務學習、鍛鍊健朗體魄、閱讀經典、精進組織建制，是努力

的重點。 (4)創新創業--吾校以往的教育內容比較忽略這個面向，需要特重視。

不單是強化學生的生涯發展選項，也同時為學校的永續發展厚植基礎。例如

MIT 校友創辦了 25000 家公司，創造 2 兆美元產值，Technion 校友創辦了

49 家 NASDAQ 公司。為使創新創業在校內蔚然成風，必須要形成豐沛的校

園多元文化、增加學生海外實習/志工/交換/訪察的經歷、舉辦課程與競賽、

組織校友擔任業師提供天使基金、幫助融入企業網路、學校提供育成服務。

結合國科會創新創業與產學聯盟等計畫，特別鼓勵研究生 Think Different (引

用 Apple 企業 motto)，探索不為人知的知識，創造新興商品和事業。 

二、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學術研究目標應當是「做一流研究」。具體的努力方向

包括: (1)以「重大拙」為取向；重，是提對科學/社會/產業有重要意義的問題；

大，是開闊視野和團隊，擴充解決問題和創新的能量，同時增加獲取資源可

能性；拙，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長期堅持不懈，才能根深葉茂，產生重要

貢獻。(2)銜接研發與產業，縮短研發與產品落差。採取主題導向聯盟、共同

培育人才及開發智財的方式，將吾校的強項科學與工程和產業市場銜接的更

好。(3)強化人才佈局，包括成熟人才/博士後/博士生不同層面，以多種方案

滿足不同需求，加強爭取國際人才以及產業支持。 

三、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行動目標首先是訴求清華特色與理念，擴散清華

的辦學成果；其二，清華大學的知識分子，能夠以一流學術引領公共議題；

在這些過程中，開拓社會參與，廣納人才與社會力，最終匯集為支持學校發

展的力量。具體的努力面向包括: (1)對於公部門--提出具有政策高度的創新

方案，例如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爭取公共資源。(2)對於私部門

(社會賢達/產學合作/校友網路)--以具有教育、科研及社會理想的創新方案，

爭取理念認同、發展主題聯盟、共同培養人才、並且深化校友聯絡分析、善

用全球華人百年聲譽。以研發資源為例，101 年全國研發經費為 4,313 億元，



6 
 

其中政府投入約 1,000 億，五年來停滯不前；民間投入研發經費占 3,200 餘

億，同期間增加約 700 億元，足見民間部門對於學校發展日益重要。不論爭

取政府或民間資源，媒體溝通是重要基礎，需要更周延精緻的規劃。(3)節流

與運籌。面臨經費減少，師生需建立共識：艱難的日子將來臨，並且將持續

多年。在學校預算業務勢必緊縮之際；這些公共議題透過網路平台凝聚共識，

我們當以二次創業的精神，重新盤點、重新整隊出發。此外，認真的節能，

勢在必行；這同時是學校樹立綠色校園價值、培育宏觀人才的機會，在 2020

年之前全校達到節能 20%的目標。各項財務節流與運籌的工作應由專人專責

專業來做。 

四、全球化。吾校在全球化中西文化交會的的大場景立校，早期清華的學生受到

完備的國際化洗禮，清華的教師皆具備國際標竿水準的學術涵養。以四大導

師為例，國際化其實素為吾校傳統，也應該秉持為吾校特色。全球化的目標

是在國內樹立強項；對國外足以接戰。當亞洲高鐵未來連通北京到雅加達、

歐亞絲路再啟之際，清華畢業生必須具備 Global Citizenship and Leadership。

全球化，應是學校師生的內化價值，非僅以外籍師生來附麗學校。全球化與

在地化並不互相排斥，在地是土壤，國際是空氣。一流的研究能夠從在地的

題材展現普世的價值；一流的教育，必然讓學生在兩方面浸潤飽滿。幫助學

生做好全球化的準備，具備 Mind and Hand (引用 MIT 的校訓)，心到手到。 

具體的努力面向包括：(1)提升語文水準--在招生/在學/畢業各階段加強學生能

力。(2)知識啟發--設置國際雙聯學位、全球書院。(3)開濶心胸見識--逐年增加

學生的海外經驗(實習/志工/交換/訪察/展演競賽)。(4)建立校園豐沛國際人才

社群--包括教師/學生/訪問學者/駐校藝術文學運動以及社會公益各領域大師，

結合駐外使節與國際企業家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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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現任任期治校成果績效 

除了踐履就任時所提的願景與承諾，並且完成多項興革，分述如下： 

一、樹立高等教育典範 

 就任承諾 質量化實踐成果 

1.招生精進 以宏觀、多元、精準、專業的做

法強化選才的效度。採取以學習

成效回饋檢討招生指標、5%招

生滾動式實驗計畫、1%拾穗計

畫等措施。 

 成立招生策略中心及校務

研究（IR）中心，以學習成

效回饋檢討招生做法。 

 在清華學院學士班以各大

一不分系分組招生進行少

量招生實驗計劃，例如強調

「創新設計」及「創新領導」

分組。 

 拾穗計畫已實施，104 年起

招收 56 名，約佔三屆大一

新生 1%。 

 多元學生組成成效如下–區

域平衡(繁星 15%)、社經平

衡(旭日 3%)、特殊選才(拾

穗 1%) 國際化(8%)。 

2.課程發展 掌握自主、紮實、開放、跨領域

的原則，激勵自主學習動機、發

展跨領域專長、要求紮實學習、

 訂定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

點，應屆畢業同學已有



8 
 

發展網際課程。以改善學生為考

試讀書、學習意願與動機低落的

情况為重心；滿足學生學習需

求，儘量減少在不同時地、系所、

學制之間的學習限制；開設自主

計畫學程；增加跨域整合或研究

與實務合流課程；在課程中鼓勵

學生以不同層次，從改善到打破

典範、創新解決問題的企圖。 

20%獲得雙專長跨領域學

位。 

 設立 33 個跨院系學分學程

（含 2 個跨校、2 個全英語

學分學程），104 學年度有

37,000 人次修讀。 

 自主彈性學習制度 

學生可以建議老師開設課

程、全時校外實習有學分，

鼓動學習熱情、擴大學習場

域、國際化。 

 學業與生活結合的輔導體

系，班級及住宿雙導師制

度。 

3.大學部全人

教育 

這是培育一流人才、領導人才的

核心過程，其中通識、專業、社

團、住宿四項教育並重，如車之

四輪、馬有四蹄，缺一不可。強

化通識課程、深化住宿教育、提

高外文能力、提昇服務學習、鍛

鍊健朗體魄、閱讀經典、精進組

織建制，是努力的重點。 

 設置清華學院正式納入組

織規程，跨越處院，以校為

名，做為全校大學部全人教

育的平台。 

 核心通識課程調整深化，從

七選五改為六選四。本校大

學部學生平均較必修的 20

學分通識課程超修 8-10 學

分。 

 獲得企業家認同捐助三千

萬元「立德計畫」。 

4.創新創業 吾校以往的教育內容比較忽略

這個面向，需要特重視。不單是

強化學生的生涯發展選項，也同

時為學校的永續發展厚植基礎。

例如 MIT 校友創辦了 25,000 家

公司，創造 2 兆美元產值，

Technion 校友創辦了 49 家

NASDAQ 公司。為使創新創業

在校內蔚然成風，必須要形成豐

沛的校園多元文化、增加學生海

外實習/志工/交換/訪察的經歷、

舉辦課程與競賽、組織校友擔任

業師提供天使基金、幫助融入企

業網路、學校提供育成服務。結

合國科會創新創業與產學聯盟

 首創以住宿書院載物書院

使創業志趣相投同學共學

共宿。 

 多元招生使學生背景多元

互相激發創意。 

 爭取 Qualcomm 創人 Irwin 

Jacobs 捐款 6,000 萬元，

設立 TIX Institute 專門鼓

勵學生創新創意等。 

 結合新竹市政府與工研院

在本校設立 Star Fab。 

 設 置 多 個 co-working 

space，舉辦 Maker Fair，

清華創業日……多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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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計畫，特別鼓勵研究生 Think 

Different ( 引 用 Apple 企 業

motto)，探索不為人知的知識，

創造新興商品和事業。 

 任內已有在學學生創業 3

家公司。 

 

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扶助弱勢學生 

 

 

 

 

 

 

 

 

2.科學教育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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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普及服務 

A.清華開放學堂及通識講堂 

邀請各領域專家分享豐富的通識知識、使社會大眾得以一窺學術殿堂之奧

妙、共享頂大資源。 

B.放心學雲端教室平台  

傑出教學獎老師錄製基礎課程、供全國高中畢業生學習、協助銜接大學。 

C.高中學術列車 

邀請本校各領域教授赴偏鄉離島高中演講，使資源缺乏高中生得以共享頂

大資源（2012 年起學術列車迄今 194 場、開放學堂 44 場、通識講堂 30

場）。 

D.營隊及活動 

(1)清華科學營，普及基礎科學教育(2013 年起）。 

(2)清華盃全國高級中學化學科能力競賽(募款主辦)。 

(3)協辦吳大猷科學營、吳健雄科學營、李遠哲科學營。 

4.線上教學 

發展線上教學輔助系統，並致力推動開放式線上課程（OCW）與磨課師課程

(MOOCs)，積極與國際接軌，102 年與 YouTube EDU、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雲端經典課程(UST MOOCs)簽訂合作計畫，103 年起與北京清華大學「學堂

在線」合作，105 年 2 月與「中國大學 MOOC」平臺合作，創下 6 門課程 26

萬人修課佳績，「財務管理」課程打破台灣首門境外 10 萬人修讀，目前已提

供 11 門課至中國大學 MOOC，未來將持續交換 MOOCs 課程並同步開課於

兩岸平臺。 

103 學年度起建置高三放心學雲端教室，大學部準新生可上網先修課程，通

過免修測試者可免修該科目並給予學分。適用科目包含：微積分、普物、普

化、生科導論；103 學年度起總計 6,202 人次上網修習。105 學年增加計算

機概論與程式設計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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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教學優質化 

 

 

6.構築創新創業的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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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  

 就任承諾 質量化實踐成果 

1.以「重大

拙」為取

向 

重，是提對科學/社會/產業有重

要意義的問題。大，是開闊視野

和團隊，擴充解決問題和創新的

能量，同時增加獲取資源可能

性；拙，以十年磨一劍的精神，

長期堅持不懈，才能根深葉茂，

產生重要貢獻。 

 教 師 平 均 論 文 引 用 率

（Citations per paper）居全

球第 15 名，全臺第一。顯示

本校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影

響力極高。 

 設置多個大型聯合研發中心

（上銀、聯發科、光寶、國家

同步輻射中心等）、啟動大產

學聯盟（長春化工）與自由型

計劃三件，以跨領域大團隊研

究重大學術議題。 

 QS 42 個學科領域中本校有

17 個，其中 8 個在世界前

100，5 個在前 200。4 個（包

括醫學領域）在前 350。 

2.促進產學

銜接 

縮短研發與產品落差。採取主題

導向聯盟、共同培育人才及開發

智財的方式，將吾校的強項科學

與工程和產業市場銜接的更好。 

 來自企業之研究經費，三年成

長 53%，達 2.3 億元/年。 

 技術轉移創新高，達 1.144 億

元/年。 

 在世界最大的高科技產業市

場美國取得之專利數連續兩

年為全臺第一，居世界所有大

學第 15 名。 

 上銀投入十年兩億元從事長

期合作研發，光寶五年 8,500

萬元，為大型產學合作之二

例。 

3.強化人才

佈局 

包括成熟人才/博士後/博士生不

同層面，以多種方案滿足不同需

求，加強爭取國際人才以及產業

支持。 

 本國博士生及師資漸少之際，

強化延攬外籍博士後研究員

及師資，分創新高達到 69 位

及 66 位，增加約 20%。 

 藉由跨國雙聯博士延伸人才

佈局，例如英國利物浦大學與

印度 IIT Madras 今年到本校

即有 10 位優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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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工研院支持，凡到本校交換

或就讀的印度 IIT 學生給予獎

助學金。 

 通過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授

權試辦計晝。校內增設調整博

班，可更符合人才佈局。 

 

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上海交大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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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術研究表現 

(1)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總數 (Citations per paper) 

 

(2)高引用論文篇數(Highly cited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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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學人》超越極限專輯：近年來台灣 10 項具突破性科學研究清大佔 5 項 

 

 

 

 (4) 來自企業之研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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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 

 就任承諾 質量化實踐成果 

1.公部門 提出具有政策高度的創新方案，

例如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國家

競爭力，爭取公共資源。 

 以創新研究提升國家競爭力，

獲得產學大聯盟一件及自由

型計畫兩件。全校每年研究總

經費持續成長。 

 以開創頂大新典範獲得政府

補助合併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率先前進印度，獲政府支持再

增設 3 個台灣教育中心，達到

8 個。 

2.私部門 以具有教育、科研及社會理想的

創新方案，爭取理念認同、發展

主題聯盟、共同培養人才、並且

深化校友聯絡分析、善用全球華

人百年聲譽。以研發資源為例，

101年全國研發經費為 4,313億

元，其中政府投入約 1,000 億，

五年來停滯不前；民間投入研發

經費占 3,200 餘億，同期間增加

約 700 億元，足見民間部門對於

學校發展日益重要。不論爭取政

府或民間資源，媒體溝通是重要

基礎，需要更周延精緻的規劃。 

 獲得國內上銀十年 2 億元，光

寶五年 8,500 萬元，及聯發科

每年 1,500 萬元以上等產學

支持，來自產學研究資源創新

高達 2.3 億元/年。 

 獲得國外 Qualcomm 創辦人

Irwin Jacobs 捐款 6,000 萬

元發展創新創業。 

 任內募款約 10 億元。 

3.節流與運

籌 

面臨經費減少，師生需建立共

識：艱難的日子將來臨，並且將

持續多年，學校預算業務勢必緊

縮。此外，認真的節能，勢在必

行；這同時是學校樹立綠色校園

價值、培育宏觀人才的機會，在 

2020 年之前全校達到節能 20%

的目標。各項財務節流與運籌的

工作應由專人專責專業來做。 

 總節電超過 10%，EUI 下降

15%，總節水超過 15%。 

 任內邁頂計畫補助經費減少

近 9 億，以積極募款勉為因

應。過去募款 2/3 用於硬體建

築，任內是項用途僅佔 1/4。 

 啟動以校務基金從事合法投

資 2 億元，平均收益近 5%，

較定存高出 4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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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 101 至 105 年分年募款及 106 年(含)以後承諾總額統計 

101.01.01 至 105.10.31 捐款分年總額                      (單位:萬元) 

    年度 

項目 

 

101 102 103 104 105 
(迄10月31日止) 

已承諾 

數  額 

捐款總額 25,123 18,548 30,662 28,375 23,665 21,700 

〈任期迄今爭取捐款 10.44 億元〉 

2. 節能 

(1)用水量統計 

自 104 年下半季完成全校公共區域水龍頭 75％節水器安裝，並進行全校

性自來水查漏檢修。 

102~104 年用水量統計 

年度 用水量(度) 相較前一年度用水成長 

102 1,068,495 0.09% 

103 988,230 -7.51% 

104 899,379 -8.99% 

(2)用電量統計 

104 年 4 月起，透過對全校 56 棟館舍實施老舊燈具實施節能績效保證專

案（ESPC） 

102~104 年用電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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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 

 就任承諾 質量化實踐成果 

1.提升語文

水準 

在招生/在學/畢業各階段加強學生

能力。 

 大學部英語能力畢業標準。 

 新創兩個全英語學位學程。 

 海外交換學習可折抵學分

及一門必修課程。 

 強化英文寫作能力 

A.開發英文寫作教材，建立

英文學術寫作語料庫。 

B.辦理護照課程、講座及獎

勵活動。 

C.提供一對一英文寫作諮

商服務。 

D.配合寫作競賽，提供賽後

寫作診斷研習。 

E.甄選並培訓學生具備英

文翻譯與編修能力。 

2.知識啟發 設置國際雙聯學位、全球書院。  增辦國際雙聯學位達 12

個。 

 以全球書院作為學生主動

辦理國際化知識活動平台。 

3.開濶心胸

見識 

逐年增加學生的海外經驗(實習/志

工/交換/訪察/展演競賽)。 

 國際志工每年約 70 名，各

為期 30-40 天。學生長達一

年的系統準備，服務地點涵

蓋中國大陸、尼泊爾、馬來

西亞、貝里斯、坦尚尼亞、

肯亞等地，服務內容為資訊

教育服務、偏遠小學課業輔

導、文史地理考察及協助醫

療義診等。 

 赴海外交換學生達 650 人

為歷年最多。 

 本校境外學生比例達 8%，

外籍專任教師達 10%，皆為

歷年最高。 

4.建立校園

國際社群 

包括教師/學生/訪問學者/駐校藝

術文學運動以及社會公益各領域

 舉辦大使系列講座，已邀以

色列、韓國、印度、法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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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結合駐外使節與國際企業家

的能量。 

美國、歐盟、越南等駐台代

表（大使）來校，與同學交

流熱烈。 

 邀請跨國企業在臺領導人

來校與師生交流，已邀請福

特汽車、 IBM 、 ARM 、

Qualcomm 等數十位。 

 與香港科大簽約設置大學

部 2+2 雙聯學位，連結大學

部學生國際社群。 

 與紐約石溪分校設置雙聯

碩士學位專班，連結研究生

國際社群。 

 

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強化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觀 

 

 

 

 

 

 

 

 

 

 

 

 英語畢業門檻 

進一步檢討英語能力檢定考試畢業門檻，自 104 學年度提高標準。 

 國際研究生學程 

多元招收外國學生，與中央研究院合辦「國際研究生學程」，104 學年度共

有 5 個學程。另與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合辦國際專業管理碩士學程與國際



20 
 

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程。 

 與國外大學合辦學位學程 

104 學年度設立｢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已有 20 多位博士生。105 學

年設立「全球營運管理碩士雙聯學位學程」，與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合辦。

此外，106 學年度設立「跨院國際碩士班學位學程」已獲教育部核定。 

 雙聯學位 

增加與 12 所國外知名大學簽訂不同學制的雙聯學位，目前近半數的雙聯

合作皆有學生研修中，下表為一例。大陸地區合作學校包括北京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 13 所，以碩士研究生為主，目前累計共有 26 位學

生。 

參與利物浦大學雙聯博士學位學生人數 

2.提高全校英語授課比例 

       學年度  

英語課程/總開課數 
101 102 103 104  105 

全校  
19.2% 

(661/3450) 

21.2% 

(734/3456) 

21.0% 

(732/3478) 

21.1% 

(726/3438) 
21.5％ 

研究所 
27.7% 

(340/1228) 

30.3% 

(363/1198) 

31.5% 

(381/1208) 

32.9% 

(398/1208) 
35％ 

年度 兩校合計人數 本校人數 英方人數 畢業人數 

2012 2 1 1 0 

2013 3 1 2 0 

2014 8 2 6 0 

2015 4 3 1 0 

2016 5 0 5 1 

累計 22 7 1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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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國際師生比例逐步成長 

4.建立清華第一個海外專班 

在深圳創立 EMBA 班，首屆招生成功，學生水準高，並為學校挹注收入。 

 

5.8 個印度臺灣教育中心 

本校深耕印度高等教育交流領域且辦學有成，擁有全國最豐富的印度留學生

資源。本校接受教育部委託籌辦「印度臺灣教育中心」(Taiwan Education 

Center in India)，任內新增與印度 4 所頂尖公私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派

駐共 11 名華語教師於當地開設正體中文課程，至今已超過 3,500 修課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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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政革新提升效能 

完成下列的創新改革： 

1.職技暨約用人員雙軌甄補計畫 

發展創新與彈性的選才方案，打破行政人員職缺遴補分流制度，促使職技及

約用人員於工作上良性競爭， 創造更具優質之行政團隊。另外，開放外補較

高職級約用人員職缺，延攬更多特殊專業人才至本校服務。 

2.分級追蹤管考列管 

校長與教職員工生、各單位座談內容或各級會議討論事項，分級列管，俾即

時回應或追蹤管理重要工作，提升行政效能。 

3.電子公文線上簽核 

積極進行電子公文線上簽核專案，104 年線上簽核比例為 98.85%，減紙約

13 萬張，約 222.95 公斤二氧化碳排放量。公文處理平均天數 3 天。                                                                  

4.會議無紙化 

103 年 3 月起優先於旺宏館 7 樓行政中心執行無紙化會議；104 年 8 月起行

政會議（77 人）亦執行無紙化會議，由各級主管自備電腦或平板，並自行下

載會議資料與會。 

5.電子化管理 

(1)建立學生所得總歸戶系統，避免工讀生因工時重複而逾越法令規定。 

(2)為使國外差旅費報銷作業更為有效率，建立電子化作業，自動計算差旅費、

減少錯誤、縮短報銷時間。 

(3)104 年 9 月完成各項所得給付檢核系統，本校外籍人士先按單次所得給付

額扣繳所得稅。 

六、完成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 

經過兩校密切討論，校內三十場以上與同仁同學座談會，以及向部院報告說

明，已奉核定自 105 年 11 月 1 日生效。後續將依核定計畫書規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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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續任任期校務發展規劃  

一、清華校務整體發展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 創新校務的校園文化與傳統。 

2. 教師遴聘制度完善優異，可彈性新聘

各領域優秀師資。 

3. 學術聲望卓越，教授研究成就斐然，獲

得主要榮獎比率冠全國。 

4. 孕育新竹科學園區，數十年來密切結

合。 

5. 理工人文並重，通識教育評價高。 

6. 師生員工校友對學校認同度高。 

7. 清華校友表現傑出，崢嶸於各領域。 

8. 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整併生效後，加

乘二校資源及外部補助，將更擴展清

華教育面向、學術發展及社會影響力。 

9. 校園地理位置佳，環境優美。 

10. 校地寬廣完整，有利空間規劃利用。 

1. 邁向頂尖大學特別預算逐年遞減。 

2. 與國外大學比較，新聘教師薪資偏

低，不利國際及頂尖人才爭取 

3. 生師比偏高。 

4. 學校師資規模與領域較有限，影響

整體學術能量與國際能見度。 

5. 國有財產法等諸多法規限制，影響

資產活化彈性及學校效能。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1. 校友及社會募款支持。 

2. 產學合作資源。 

3. 國際研究生與雙聯學制。 

4. 南大校區發展運用。 

5. 增加南二期新校地。 

6. 國立大學自主治理法制創新。 

7. 永續發展基金運作及孳息。 

1. 世界各國正大量挹注資源於高等

教育，全球競爭加速。 

2. 合校後校務及制度之差異。 

3. 少子化人口海嘯可能影響大學部

招生素質，並對博士班招生形成進

一步衝擊。 

二、具體行動規劃 

（一）依核定計畫書推動實現合校效益 

兩校整合後，可藉由科學、工程、人文、社會、教育與藝術學門的互補與激

盪，滿足學子對於學習的渴望，以拓展更多元、跨界研究與學習，實現全人

教育理想，充分發揮高教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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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校後教學單位架構：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理學院停辦，中國語文學系、應

用數學系及應用科學系停招，精簡為 10 學院(26 學系、8 院學士班、27 獨立

研究所、7 碩博士學位學程）。 

 

 

 

 

 

 

 

 

合校後行政單位架構：兩校原 20 個一級行政單位整併為 13 個。 

1. 提升學術研究水準 

新進教師依清華既有制度三級四審確保水準，大學部減量減課以增加研究能

量，既有教師在過渡期間可選擇清華制度或過渡條款進行評量及升等，於八

至十年過渡期滿後，完全銜接清華既有的教評制度。 

2. 提升學生招生與教育 

大學部申請入學標準兩年內完全提升設定為現在清華大學招生標準。新入學

的各學制學生的課程與畢業標準皆依清華大學標準辦理。以合校補助經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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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生（例如社團活動等）受到一致標準的生活及學習資源支持。 

3. 校園規劃與發展 

教育學院與藝術學院以移入主校區為原則，以確實發展跨領域教育與學術研

究連結，並以新環境促發新思惟新發展。在新建館舍中融入新的教育理念、

跨領域的流通性、新科技以及新美學來營造新的空間，發揮境教功能。以自

償方式建造 2000-4000 床學生宿舍以及餐飲健身等服務設施。未來的清華大

學南校區，將有創新育成中心大樓與跨領域清華實驗室大樓、科技管理學院

與藝術學院毗鄰為聚落，緊密促發跨領域創新的新學術方向與新產業機會。

原校區與主校區以蛋黃蛋白結合的概念，發展與未來產業、社會、國際的連

結，包括文化藝術與生技醫療等領域，成為大學延伸貢獻與提升影響力的新

場域新機會。 

4. 跨領域發展 

兩個學院分別成立諮詢委員會，規劃學院未來發展方向，特別著重跨領域前

瞻性。目前教師之間已發展出多個極為創新的跨領域合作研究，例如音樂與

認知科學結合的藝術治療、英語教學與資訊工程結合的「大數據英語自學即

時教學系統」等，後者已獲得科技部自由型計劃構想通過。未來將繼續鼓勵

本校各個領域融合教育與藝術的跨領域合作研究。在清華特有的三級四審制

度下，任何兩個教學單位合聘的師資具有名額競爭的優先度，以此鼓勵具有

跨領域特質與專長的師資在教師組成之中越來越豐富。在新的教育學院及藝

術學院成立院學士班，依清華既有的院學士班的雙專長跨領域學位學程招生

及育才，第一專長在院內，第二專長在其他學院任何領域，將可培育出國內

少見的例如藝術＋材料、藝術＋數位、教育＋管理、教育＋文學、教育＋生

命科學、教育＋資訊……等多元而創新的人才。教師與學生皆有相當比例（教

師約 10%，學生約 20%）具有雙專長跨領域教育背景與能力，是未來具體的

目標，將提供國內大學教育與新創產業全新的發展前景。 

（二）深化高等教育典範 

1.建立「教育創新」為清華品牌 

教育創新是清華傳統，例如：本校首創研究發展委員會倡導學術研究、開創

人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院、科技管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共同教育委員

會、清華學院；創設招生繁星計畫、旭日計畫、拾穗計畫及還願獎學金等，

皆為開國內風氣之先的創新之舉，未來將在研究、制度與實作三方面持續創



26 
 

新並領導台灣高等教育的發展。 

2.全方位創新招生策略 

透過繁星計畫、旭日計畫、拾穗計畫、擴大院學士班至十個學院、不分系招

生、清華學院學士班等更具彈性的入學管道，讓學生來源更加廣泛多元，活

化校園學習文化；全校跨院不分系碩士班與博士班各 15 名多元化招生取才，

將提供彈性自主跨領域的研究探索途徑；並藉由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專

責研擬各項招生策略、研發招生方式、精進各考試項目效度、建立回饋機制，

以提升試務品質，並落實大學招生專業化，實現學生組成多元性、兼顧弱勢

及適性選才之真諦。同時動態分析規劃博士班招生及獎學金發放策略，以吸

引優秀國內外學生就讀本校博士班。 

3.創新學習方式及提升教學成效 

掌握自主、紮實、開放及跨領域的原則，激勵學生自主學習動機、紮實學習、

建構網際課程及發展跨領域專長，藉助「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及個案教

學、實驗實作與田野調查等創新教育方式，結合學校教授、校友及業師，發

展多元學習方式，讓至少 10%的學生有上述學習經驗，提升學習動力與效果，

建立終身學習的習慣；並因應未來需求，調整學程設計與課程內容，鼓勵學

生「做中學」，關心國家社會產業，提高解決問題能力。 

4.「清華學院」實踐大學部全人教育 

104 年清華首創以校為名的學院-「清華學院」，整合通識、專業、社團、住

宿，成為大學部全校性教育的平台，促成多元、彈性、跨域的學習環境及模

式，不但有利同學適性發展，更可激發同學主動學習意願及創新思維，是清

華大學面對國際與社會變遷，本於教育理想的再出發。在此基礎之上，合校

後新增的藝術及心理與語言領域，將增益通識課程 120 門、多元化住宿教育

增闢一所書院、提高語文能力、提昇服務學習、豐富體育學習經驗，是清華

全人教育的新躍昇。 

5.擴展頂大對於國民教育社會貢獻 

以科學教育、未來教育、實驗教育、翻轉教育等領導全國 K-12 學校教育及師

資發展，長期可望產生國民教育現場極高比例的教師與校長主任，對於國民

素質整體提升有重大貢獻。同時以新藝術豐富社會內涵，提供學生更多元完

整教育與生涯發展前景，使人文、科技交會出更寬廣學術平台，創造新價值

產業的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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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發展校園創意創新創業 

面對未來人類社會和台灣的重要議題和機會，結合學校、產業與校友，建構

完整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減少既有規定的障礙，在良好的輔導之下，鼓勵

學生創新與創業每年 3 個以上。並連結創新創業育成中心及清華實驗室的運

作，支持相關課程活動並整合為跨院系學程。 

（三）發展一流學術研究 

1.延聘及孕育一流人才 

藉由榮獎制度、彈性薪資及學術激勵措施，以及新進人員獎勵措施(提供住宿

及額外薪資等)，留任或延攬傑出教師及科技人才來(留)校二百名；並增聘博

士後及約聘研究人員百名以上，補強研究人力資源。落實傳承制度，加速新

進教師成長，並重視各個階段和年齡層師資發展。強化國際學術交流，規劃

配套措施，邀請國外重要學者進行短期訪問或合作研究，提升研究能量。 

2.銜接研發與產業 

清華長期致力於推動研發成果高值化及產業應用，校園內多元產學合作蓬勃

發展，並將創新研究成果轉化成產業技術，將提升技轉至每年 2 億元，帶領

台灣產業升級，創造商品及品牌的世界價值。加強與校內外相關系所、中研

院、工研院、國衛院及業界廠商等合作，並鼓勵形成大型跨領域研究團隊 10

個以上，以提升研究能見度。協助教師專利申請與維護，並建立與產業界長

期合作交流管道與互惠聯盟。 

3.增闢優質研究環境空間 

清華實驗室 106 年度啟用，總樓地板面積約 15,000 平方公尺，為地下一層、

地上九層建築，將整合校內各共用實驗室，促進跨院所系合作，提升研發能

量及品質。規劃南大校區於師生移入主校區之後更具前瞻的空間發展方式，

以支持未來一流研究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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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增教師員額 

合校之後，行政職能重覆員額整體規劃可調整為教師員額，增強本校各學術

單位之教學研究能量。 

5.鼓勵轉化研究成果創新育成 

引進企業資源、結合校友，推動校級創新設計學程及相關活動，並擴大「清

華創新」的品牌影響力。新建創新育成大樓已於 105 年 4 月啟用，比鄰清華

實驗室及科技管理學院以及未來的藝術學院，未來可以結合研發能量，提升

新創企業成功率。同時亦啟動國際育成服務，為進駐企業導入跨國育成合作

網絡，開拓產學成果商品的全球市場。 

（四）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 

1.強化產學合作營運 

爭取後頂大目標導向的資源配置計劃，統整及規劃產學合作相關事務，引入

產業研發資源每年 2.5 億以上，增加與企業之大型聯合研發中心至八個，擴

大學校科研成果的衍生人才與智財效益。 

2.對於公部門--提出具有政策高度的創新方案 

針對提升高等教育品質及國家競爭力，爭取常規預算之外的公共資源每年 10

億元以上。 

3.對於私部門--發展共同價值 

以具有教育、科研及社會理想的創新方案，爭取理念認同、發展募款挹注每

年 3 億元以上，共同培養人才，並且深化校友聯絡資訊分析、善用在全球華

人的建校百年聲譽。 

4.專業媒體溝通，爭取社會認同 

以專業主管一名帶領三至五名成員規劃執行與社會及媒體溝通方案，創建維

護新媒體介面，擴大清華能見度，爭取社會多層面的了解與支持。 

5.教育與在地結合 

與縣市政府合作，在南大校區強化幼教與國教，使在地年輕人得以安心於工

作及生育，為少子化及高齡社會貢獻力量。 

6.節流與運籌 

持續深化節能，節電 EUI 至 102 以下，節水 20%。以募款等方式擴大永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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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至 3 億元，每年募款 3 億元以上。 

7.永續基金 

以部分校務基金並募集系所子基金匯集的方式，增加永續基金 3 億以上，支

持清華長期發展。 

（五）清華走向世界，世界走入清華 

1.開拓境外生源 

增招東南亞及印度僑生外生，規劃「千人僑生計畫」，將募款獎助學金 2 億元

以上，吸引優秀生源與政府政策呼應，使本校境外生達到 10%以上，並提升

各項教學及生活配套措施。 

2.擴大國際合作 

增加與國際一流大學建立雙聯學位五個以上，培育跨國雙學位學生每年 30 名

以上。除招生本國生，亦可創造新的模式，例如與印度 IIT/IIM 共同培育東南

亞國的學生。增設境外研究生專班 5 個以上。建構學生未來豐沛的國際人才

社群，結合國內產業需求與國家政策，增加本校的國際影響力。 

3.國際領導人士引入校園 

邀請 10 位以上駐華使節及 20 位以上大型國際企業主管到校與師生交流，營

造國際化的友善環境；協助外籍生畢業後的職涯發展，甚至在本校育成中心

創業。 

4.建立國際學生為主的產學聯盟合作 

由業界提供獎助學金，提供就學期間支持，減少國際學生經濟負擔，以吸引

更多優質的國際學生，每年 10 名以上。 

5.發展海外專班 

以學校的聲譽及商管與教育專業，配合政府政策，可以在海外台商與僑界發

展專班，延伸學校與海外連結與影響力，提供學生未來發展生涯助力。設置

3 個以上海外專班。 

6.積極爭取國家重要計畫 

清華自孫立人傑出校友以來，即與印度有特殊的歷史連結，近年印度在台留

學生在清華佔全體四分之一以上，全國最多。此為本校全球化的獨特契機。

因應台灣和印度雙邊關係提升，本校受教育部委託在印度設置「臺灣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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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將增設 5 個以上。在本校籌設全國唯一的印度教學研究中心。 

陸、期許與展望 

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易經描述君子的行誼，也是華人文化重

要的精髓。以這樣的君子領導社會，可使清華在未來立於不敗之地。 

前瞻未來，一所百年名校，面對世界的轉變挑戰，我們的新使命是什麼？《詩

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或可三復其旨。 

過去清華百年的歷史，前期可以稱之為「清華 1.0」，當時在文化衝突之際設

立清華學堂，培養優秀人才作為中西文化的溝通者，以人文思辨、價值觀念、傳

統與現代，這樣的終極關切作為學問導向。清華 1.0 以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

為代表。 

1960 年代以後，一南一北兩個清華分頭努力，都是從理工領域出發，逐漸擴

及到商管、人文和其他學科。希望迅速找到科學建設、富國裕民之道，清華也確

實培養了非常多優秀的建設人才，推動社會迅速進步。這是第二個五十年，可以

稱之為「清華 2.0」。 

我們省思清華校訓「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中說明「清華是

培養君子」、「清華的教育是以人為本」，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需要重新煥發以人

為本、培養兼通東西的君子，作為清華下個階段教育的努力方向。我們除了加強

學生科技知識，還要促進均衡成長。「養國子之道，乃教之以六藝」，使同學們擁

有更寬廣的知識能力和更遠大的人文關懷，面對世界所呈現的巨大問題，對未來

世界有更大的承擔，培養世界的領導人，這是我們在「清華 3.0」的期許。 

清華在臺建校六十年來持續成長，從原科院、理學院、工學院、人社院、電

資院到生科院、科管院，累積了厚實的社會貢獻與聲望。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

整合，將會增加教育與藝術學院，藉由多種學門的互補與融合，提供學子更多元

完整、跨領域研究與學習的環境，促進全人教育，創造新的學術方向與產業機會，

構築完整的教育平台，發揮更大社會影響力，創造頂大的新典範。 

在艱難之中興邦，在文化激盪之際立校，是清華歷史之源；於逆境中，自強

以不息，於板蕩中，厚德以載物，是清華的傳統。目前世變多端，此時此刻，我

們正在「清華 3.0」的啟程點。我們希望全世界的清華人，結合起來；「善其身而

兼天下，乃為君子」。以這樣的胸襟懷抱，清華人所關心的不只是眼下的利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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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天下的福祉；清華人也不僅只是華人的領袖，更可以成為世界的領袖。 

瞻望前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未見寬裕，而全球教育及產業競爭日急，學校

仍然在一長段崎嶇而吃力的道路上，對學校的發展衝擊甚大。我們要秉持傑出校

友胡適所勉勵的上山的精神，可以慢，但不能停，不能退，一步一腳印，堅持努

力爬上山去。而未來清華的永續成長，更有賴每一位清華人彼此扶持，一同走過

山路。 

「清華優勝歌」（Cheer for Tsing Hua）是一首早年很受師生歡迎的加

油歌曲，師生同仁一起加油! 

Cheer for old Tsing Hua, Tsing Hua must win. 

Fight to the finish, never give in. 

You do your best, boys, we'll do the rest, boys. 

Fight for the victory. 

Rha, Rha, R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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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國立清華大學概況 

一、簡況 

國立清華大學 1911 年於北京創校，1956 年在新竹建校。2016 年 11 月 1 日起，

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為「國立清華大學」。 

現於校本部（新竹市光復路校區）設有 17 個學系，8 個院學士班，24 個獨立研究

所，11 個學位學程（含碩士、博士），6 個碩士在職專班及 1 個境外專班。另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併入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改稱「南大校區」（新竹市南大路校區）有 12 個

學系，3 個獨立研究所，12 個碩士在職專班及 1 個境外專班。以下分就 104 學年度校

本部及南大校區說明。 

（一）各學院系所別（104 學年度）： 

 校本部（新竹市光復路校區，以下同） 

學院別 系所學程別 班別 

跨院 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應用數學組、數學組)、碩士班(應

用數學組、數學組)、博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物理組、光電物理組)、碩士班(物

理組、應用物理組、光電物理組)、博士

班 

化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化學組、應用化學組)、

博士班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天文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理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碩士班（物理組、工程與系統科學組）、

博士班（物理組、工程與系統科學組） 

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工業工程組、工程管理

組)、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 

工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原子科學院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外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歷史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1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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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社會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哲學研究所 碩士班 

台灣文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碩士班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

班 
碩士在職專班 

生命科學院 

生命科學系 學士班 

醫學科學系 學士班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分子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生物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

灣聯合大學系統) 
博士班 

電機資訊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通訊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電子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光電工程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 
博士班 

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 

科技管理學院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經濟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科技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服務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 碩士班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學士班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科技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深圳

境外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清華學院 學習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34 
 

 南大校區（本校位於新竹市南大路校區，原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以下同） 

學院別 系所學程別 班別 

教育學院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組、行政與

評鑑組)、博士班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教育行政碩

士在職專班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馬來西亞境

外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學校行政教

師碩士在職專班 
 

幼兒教育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育心理與

諮商碩士在職專班工商心理組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教育心理與

諮商碩士在職專班輔導諮商組 
 

體育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體育學系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人文社會與藝

術學院 

英語教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社區與社會

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博士班 

音樂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音樂學系音樂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藝術與設計學系創作組 學士班 

藝術與設計學系設計組 學士班 

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教育與創作

碩士班 
 

藝術與設計學系美勞教師碩士在

職專班 
 

中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中文組、華語教學組) 

中國語文學系語文碩士在職專班*  

理學院 

應用科學系生命科學組*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科學系材料科學組* 學士班、碩士班 

應用數學系* 學士班、碩士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部核定自 106 學年度起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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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4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核定情形一覽表 

 校本部 

申請類別 班別 核定結果及院系所學程名稱 說明 

新增班次 博士班 科技法律研究所  

新增學院、學位學

程 

博士班 跨院國際博士班學位學程  

 南大校區 

申請類別 班別 核定結果及院系所學程名稱 說明 

停招 碩士在職專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數學教育教

師碩士在職專班、數理教育

研究所科學教育教師碩士在

職專班 

 

停招 碩士在職專班 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師碩士

在職專班 

 

停招 碩士在職專班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社會學

習領域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新增班次 碩士在職專班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社區與

社會學習領域碩士在職專班 

 

新增班次 碩士在職專班 中國語文學系語文碩士在職

專班 

 

新增班次 碩士在職專班 數理教育研究所  

新增班次 碩士班 英語教學系  

分組整併 碩士班 人力資源與數位學習科技研

究所 

人力資源與數位

學習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原學籍分

組為人力資源組

與數位學習組共

2 組，104 學年

度起取消分組。 

分組更名 學士班 

碩士班 

應用科學系 應用科學系學士

班與碩士班均學

籍分組為奈米科

學組與生命科學

組共 2 組，其中

奈米科學組更名

為材料科學組。 

 

（三）班級數 

 校本部 

學年度 等級 
日間部 在職班 夜間部 暑期班 

合計 
大學 碩士 博士 碩士 大學 碩士 

102 
班級數 135 97 63 12 0 0 307 

% 43.97% 31.6% 20.52% 3.91% 0%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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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班級數 137 99 63 12 0 0 311 

% 40.05% 31.83% 20.26% 3.86% 0% 0% 100% 

104 
班級數 137 100 98 15 0 0 350 

% 39.14% 28.57% 28% 4.29% 0% 0% 100% 

 

 南大校區 

學年度 等級 
日間部 在職班 夜間部 暑期班 

合計 
大學 碩士 博士 碩士 大學 碩士 

102 
班級數 64 59 14 32 0 21 190 

% 33.69% 31.06% 7.37% 16.85% 0% 11.06 100% 

103 
班級數 64 56 14 41 0 25 200 

% 32% 28% 7% 20.5% 0% 12.5% 100% 

104 
班級數 64 57 14 47 0 22 204 

% 31.38% 27.95% 6.87% 23.04% 0% 10.79% 100% 

 

二、學校各項人數 

（一）學生數(以每年 10 月學生人數為主) 

 校本部 

學年

度 

大學部 研究生 

總計 
大學生/研究

生 日間 
進修

學士 
小計 

碩士

生 

碩士在

職專班 
博士生 小計 

102 6372 0 6372 3873 295 1909 6077 12449 1.05 

103 6280 0 6280 3920 305 1786 6011 12291 1.04 

104 6315 0 6315 3987 352 1681 6020 12335 1.05 

 

 南大校區 

學年

度 

大學部 研究生 

總計 
大學生/研究

生 日間 
進修

學士 
小計 

碩士

生 

碩士在

職專班 
博士生 小計 

102 2513 0 2513 772 573 75 1420 3933 1.77 

103 2535 0 2535 788 565 80 1433 3968 1.77 

104 2573 0 2573 797 518 82 1397 3970 1.84 

 

（二）畢業學生數 

 校本部 

學年

度 

大學部 研究生 

總計 

大學生

與研究

生比例 
日間 

進修

推廣 
小計 

碩士

生 

碩士在

職專班 

碩士暑

期班 
博士生 小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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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421 0 1421 1403 105 0 317 1825 3246 0.78 

102 1472 0 1472 1446 103 0 273 1822 3294 0.81 

103 1437 0 1437 1472 101 0 271 1844 3281 0.78 

 

 南大校區 

學年

度 

大學部 研究生 

總計 

大學生

與研究

生比例 
日間 

進修

推廣 
小計 

碩士

生 

碩士在

職專班 

碩士暑

期班 
博士生 小計 

101 596 0 596 177 114 45 8 344 940 1.73 

102 590 0 590 201 90 42 6 339 929 1.74 

103 618 0 618 190 105 51 9 355 973 1.74 

 

（三）專任教師數 

 校本部 

學年度 等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其他 合計 

102 
人數 352 170 122 14 6 664 

% 53% 25.6% 18.37% 2.11% 0.9% 100% 

103 
人數 371 171 107 11 7 667 

% 55.62% 25.64% 16.04% 1.65% 1.05% 100% 

104 
人數 373 170 99 11 9 662 

% 56.34% 25.68% 14.95% 1.66% 1.36% 100% 

 

 南大校區 

學年度 等級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

授 
講師 其他 合計 

102 
人數 63 68 42 4 0 177 

% 35.59% 38.42% 23.73% 2.26%  100% 

103 
人數 60 75 34 3 0 172 

% 34.88% 43.61% 19.77% 1.74%  100% 

104 
人數 60 78 35 2 0 175 

% 34.29% 44.57% 20.00% 1.14%  100% 

 

（四） 職員工數 

 校本部 

學年度 職員 警衛 工友 合計 

102 652 26 81 759 

103 635 26 74 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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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643 25 70 738 

 南大校區 

學年度 職員 警衛 工友 合計 

102 64       (67) 2 20 86(153) 

103 63       (69) 2 20 86(155) 

104 62       (70) 2 19 83(153) 

三、財務 

（一）近 5 年學校財務情形 

 校本部 

單位：千元 

年度 總收入 

財務結構 

教育部補助 
學雜費收入 

(淨額) 
五項自籌收入 

101（決算） 6,150,829 2,797,679 574,237 2,778,913 

102（決算） 5,938,894 2,667,718 574,075 2,697,101 

103（決算） 5,593,313 2,422,802 576,932 2,593,579 

104（決算） 5,487,524 2,393,704 568,794 2,525,026 

105（預算） 5,613,045 2,326,502 587,472 2,699,071 

註：查填範圍包含經常門及資本門。 

淨額=學雜費收入-學雜費減免 

 南大校區 

單位：千元 

年度 總收入 

財務結構 

教育部補助 
學雜費收入 

(淨額) 
五項自籌收入 

101（決算） 829,485 451,017 163,681 214,787 

102（決算） 838,626 465,724 165,408 207,494 

103（決算） 815,039 456,259 164,758 194,022 

104（決算） 834,742 469,296 166,732 198,714 

105（預算） 768,876 450,039 154,834 164,003 

 

（二）截至 105 年 9 月止可用資金餘額(元)： 

 校本部：289,204,293 元。 

 南大校區：1,108,658,71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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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 5 年收支餘絀情形   

 校本部 

                                                        單位：千元 

年度 本期盈餘（含折舊） 本期盈餘（不含折舊） 

101（決算） -545,731 427,439 

102（決算） -559,103 376,503 

103（決算） -381,776 317,071 

104（決算） -493,171 271,398 

105（預算） -265,207 439,237 

 

 南大校區 

 單位：千元 

年度 本期盈餘（含折舊） 本期盈餘（不含折舊） 

101（決算） 17,248 93,096 

102（決算） -2,051 91,706 

103（決算） 40,076 121,286 

104（決算） 44,798 121,139 

105（預算） -22,716 59,284 

 

 四、重大工程現況 

 校本部 

年

度 

建築工程

名稱 

樓地板

面積

(m2) 

工程總經

費(仟元) 

本部及經

建會補助

經費(仟

元) 

學校自籌

經費(仟

元) 

學校自

籌比例 

進度說

明 

102 創新育成

中心新建

工程(100

年-106 年) 

19,796

平方公

尺 

647,800 0 647,800 100% 於 102

年 4 月

動工，

104 年

11 月完

工，

105 年

3 月移

交使用

單位辦

理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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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啟

用，預

計於

105 年

完成結

算。 

102 學人宿舍

新建工程

(100 年-

105 年) 

8,423

平方公

尺 

280,165 0 280,165 100% 於 102

年 6 月

動工，

104 年

11 月完

工，

105 年

4 月移

交使用

單位辦

理裝修

後啟

用，預

計於

105 年

完成結

算。 

102 清華實驗

室新建工

程(102 年-

106 年) 

15,103

平方公

尺 

667,163 438,029 229,134 34% 於 102

年 11

月動

工，預

計 105

年底完

工，

106 年

辦理室

內裝修

工程後

啟用。 

102 綠色低碳

能源教學

研究大樓

裝修工程

(103 年-

 30,000 0 30,000 100% 已完工

並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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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02 弱電系統

(100 年-

102 年) 

 47,942 47,942 0 0% 已完工

結案。 

102 全校區給

水工程

(101 年-

104 年) 

 49,792 49,792 0 0% 已完

工，預

計 105

年完成

結算。 

102 共同管道

D 段工程

(荷塘至人

社院間道

路、排水

系統、共

同管道整

合統包工

程)(97 年-

103 年) 

 42,378 33,861 8,517 20% 已完工

結案。 

102 南校區湖

畔景觀工

程暨奕園

周邊修繕

工程(98 年

-102 年) 

 15,874 0 15,874 100% 已完工

結案。 

102 高壓變電

站電力設

備更新工

程(100 年-

102 年) 

 47,895 47,895 0 0% 已完工

結案。 

102 共同管道

支管埋設

工程(100

年-104 年) 

 57,117 46,099 11,018 19% 已完工

結案。 

102 共同管道

內附屬設

施(100 年-

102 年) 

 42,377 22,307 20,070 47% 已完工

結案。 

 102 年結構

補強工程

 31,845 0 31,845 100% 已完工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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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04 年) 

103 全校高壓

電力系統

改善工程

(103 年-

108 年) 

 215,092 148,411 66,681 31% 全案分

49 期進

行規劃

設計及

招標，

目前已

完成 34

期，全

案預計

於 108

年結

案。 

104 全校汙水

納管與機

電管路工

程(104 年-

110 年) 

 300,000 78,380 221,620 74% 全案分

12 區進

行規劃

設計及

招標，

目前已

完成第

1 區、

第

2+12

區預計

105 年

底完

工、第

3+4 區

預計

106 年

施工，

全案預

計於

110 年

結案 

104 室內溫水

游泳池屋

頂板及通

風改善工

 25,000 8,000 17,000 68% 於 105

年 3 月

開工，

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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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9 月竣

工，驗

收完成

後使用

中。 

 合計  2,638,440 920,716 1,717,724 65%  

 

 南大校區 

年

度 

建築工程名

稱 

樓地板

面積

(m2) 

工程總

經費(仟

元) 

本部及經

建會補助

經費(仟

元) 

學校自

籌經費

(仟元) 

學校自

籌比例 

進度說

明 

102 無       

103 無       

104 無       

 

五、國際化現況： 近三年推動國際化活動之推動國際化活動之辦理情形 

（一）申請「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 

 校本部 

無申請本項計畫 

 南大校區 

無申請本項計畫 

（二）102 至 104 學年度推動國際化活動之辦理情形 

 校本部 

學年

度 

（一）學術交流、研究部分 （二）課程教學及其他 

1. 交

換 教

師 人

數 

2. 交

換 學

生 人

數 

3. 博 士

生及博

士後研

究人數 

4.論文

投載

國外

相關

期刊

篇數 

5.與國

外 大

學 建

立 姊

妹校、

學 術

合 作

交 流

計 畫

之 合

6.辦理

國 際

學 術

交 流

座 談

會、研

討 會

場 等

相 關

活 動

1. 開

設 全

英 語

授 課

之 課

程數 

2. 與

國 外

學 校

建 立

雙 聯

學 制

之 合

作 計

畫數 

3.學生

參與外

語能力

檢定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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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校

數 / 件

數 

場次 

102 13 591 2,146 3,420 164 49 10 22  6,977 

103 15 659 1,998 3,580 188  33 13 23  7,298 

104 36 721 1,876 3,290 224  23 14 27  7,411 

備註： 

1.姊妹校數字=學術合作交流計畫件數 

2.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座談會、研討會場等相關活動：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

料提供 

 

學年度 

（三）外國學生部分-外籍學位生 

招收外國留學生人次及學生國別 

北美洲地

區 

中、南美洲、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亞洲地區 大洋洲 小計 

102 10 86 9 180 3 288 

103 11 88 10 215 1 325 

104 12 86 12 272 0 382 

 南大校區 

學年

度 

（一）學術交流、研究部分 （二）課程教學及其他 

1. 交

換 教

師 人

數 

2. 交

換 學

生 人

數 

3. 博士

生及博

士後研

究人數 

4.論

文投

載國

外相

關期

刊篇

數 

5.與國

外大學

建立姊

妹校、

學術合

作交流

計畫之

合作校

數 / 件

數 

6.辦理

國際學

術交流

座 談

會、研

討會場

等相關

活動場

次 

1. 開

設 全

英 語

授 課

之 課

程數 

2. 與

國 外

學 校

建 立

雙 聯

學 制

之 合

作 計

畫數 

3.學生

參 與

外 語

能 力

檢 定

人數 

102 0 90 0 32 8 2 45 0 458 

103 0 172 0 44 5 1 33 0 346 

104 0 186 0 24 18 4 36 0 383 

備註： 

1.姊妹校數字=學術合作交流計畫件數 

2.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座談會、研討會場等相關活動：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

料提供 

 



45 
 

學年度 

（三）外國學生部分-外籍學位生 

招收外國留學生人次及學生國別 

北美洲地

區 

中、南美洲、

非洲地區 
歐洲地區 亞洲地區 大洋洲 小計 

102 0 1 0 23 0 24 

103 0 1 0 37 0 24 

104 0 1 1 23 0 25 

 

六、大學評鑑結果 

 校本部 

（一）100 年大學校務評鑑 

 

評鑑報告：http://www.heeact.edu.tw/public/Data/1121412495871.pdf 

（二）105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結果 系所名稱 系所數 

通過 
1. 數學系 

2. 物理學系 
54 

http://www.heeact.edu.tw/public/Data/112141249587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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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化學系 

4. 統計學研究所 

5. 天文研究所 

6. 理學院學士班 

7. 先進光源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8. 化學工程學系 

9.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10.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11.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 

12.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13. 奈米工程與微系統研究所 

14.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所 

15. 工學院學士班 

16. 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17. 生醫工程與環境科學系 

18.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 

19. 原子科學院學士班 

20. 中國文學系 

21. 外國語文學系 

22. 歷史研究所 

23. 語言學研究所 

24. 人類學研究所 

25. 社會學研究所 

26. 哲學研究所 

27. 台灣文學研究所 

28. 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29. 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30. 生命科學系 

31. 醫學科學系 

32.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所 

33. 分子醫學研究所 

34. 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35. 生物科技研究所 

36. 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 

37. 生命科學院學士班 

38. 資訊工程學系 

39. 電機工程學系 

40. 通訊工程研究所 

41. 電子工程研究所 

42. 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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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光電工程研究所 

44.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 

45.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 

46. 經濟學系 

47. 科技管理研究所 

48.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49. 科技法律研究所 

50.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51. 科技管理學院學士班 

52. 國際專業管理碩士班 

53. 服務科學研究所 

54. 學習科學研究所 

待觀察 無 0 

未通過 無 0 

不需核給認可結果 

1.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

系統） 

2. 跨領域神經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 

3. 光電博士學位學程（台灣聯合大學系統） 

3 

待觀察系所追踪評鑑結果 無 0 

 

 南大校區 

（一）100 年大學校務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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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報告：http://www.heeact.edu.tw/public/Data/1121412515471.pdf 

（二）101 年度大學校院系所評鑑 

系    所 班    制 評鑑結果 

教育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課程與教學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通過 

教育行政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通過 

博士班 通過 

特殊教育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幼兒教育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幼稚園教師教學碩士班 通過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教育心理與諮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

班 
通過 

數位學習科技研究所 碩士班 通過 

數理教育研究所 

碩士班 通過 

數學教育教學碩士班 通過 

科學教育教學碩士班 通過 

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碩士班 不給予認可結果 

藝術與設計學系 

學士班 通過 

藝術教育與創作碩士班 通過 

美勞教學碩士班 通過 

造形藝術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有條件通過 

音樂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49 
 

系    所 班    制 評鑑結果 

音樂教學碩士班  通過 

中國語文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語文教學碩士班 通過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

究所 

碩士班 通過 

博士班 通過 

英語教學系 學士班 通過 

體育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體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通過 

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社會學習領域教學碩士班 通過 

應用數學系 
學士班 通過 

碩士班 通過 

應用科學系 
學士班 有條件通過 

碩士班 有條件通過 

通識教育  通過 

 

七、研究成果 

 校本部 

（一）國際期刊論文 

年度 SCI (A) EI (B) SSCI (C) 

其他 (D) 

CPCI-S, CPCI-

SSH  

四項總計 

(A+B+C+D) 

102 1729 1183 86 422 3420 

103 1814 1202 92 472 3580 

104 1659 1021 99 511 3290 

˙105.10.20 查詢 

   SCI、SSCI、CPCI-S、CPCI-SSH 資料查詢依據 Web of Science 資料庫 

   EI 資料查詢依據 Engineering Village 資料庫 

  

（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教師人數 
持有計畫

（件） 
計畫持有率 

核定金額總數

（元） 

102 673 787 1.17 1,524,87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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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670 815 1.22 1,628,292,253 

104 660 779 1.18 1,689,075,338 

˙教師數以編制內教師數計算 

 南大校區 

（一）國際期刊論文 

年度 SCI (A) EI (B) SSCI (C) 

其他 (D) 

CPCI-S, CPCI-

SSH  

四項總計 

(A+B+C+D) 

102 20 3 9 0 32 

103 32 3 9 0 44 

104 18 0 6 0 24 

˙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提供 

（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教師人數 
持有計畫

（件） 
計畫持有率 

核定金額總數

（元） 

102 177 52 29.38% 41,311,000 

103 172 53 30.81% 49,734,380 

104 175 55 31.43% 35,226,500 

˙教師數以編制內教師數計算 

八、大學產學合作 

 校本部 

年

度 

政府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經費

及學術研究計

畫經費（單

位：元） 

企業部門資

助產學合作

經費（單

位：元） 

其他單位資

助產學合作

經費（單

位：元） 

政府部門資

助委訓計畫

經費（單

位：元） 

企業部門資

助委訓計畫

經費（單

位：元） 

其他單位資

助委訓計畫

經費（單

位：元） 

102 1,678,184,046 201,644,356 58,402,266 23,749,857 2,777,500 16,616,382 

103 1,766,995,625 216,329,509 61,500,408 28,536,156 6,649,157 11,927,000 

104 1,830,465,405 246,377,915 109,573,474 28,442,604 13,247,421 33,777,100 

˙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提供 

 

年度 

各種智慧財產權

衍生運用總金額

（單位：元） 

進駐學校育成中心

無技術移轉之新創

公司數（單位：

家） 

進駐學校育成中心

有技術移轉之新創

公司數（單位：

家） 

未進駐學校育成

中心有技術移轉

之新創公司數

（單位：家） 

102 106,626,344 23 9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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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75,109,273 27 3 5 

104 114,425,946 24 3 82 

˙除「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欄位，其它 3 欄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

提供 

 
 南大校區 

年度 

政府部門資助

產學合作經費

及學術研究計

畫經費（單

位：元） 

企業部門

資助產學

合作經費

（單位：

元） 

其他單位

資助產學

合作經費

（單位：

元） 

政府部門資

助委訓計畫

經費（單

位：元） 

企業部門

資助委訓

計畫經費

（單位：

元） 

其他單位

資助委訓

計畫經費

（單位：

元） 

102 43,692,904 2,315,292 1,057,328 59,787,008 2,901,733 9,262,382 

103 76,452,169 2,314,460 2,834,719 15,590,382 1,396,122 9,067,140 

104 61,257,899 1,096,310 2,199,765 25,112,627 103,022 9,105,431 

˙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提供 

 

年度 

各種智慧財產權

衍生運用總金額

（單位：元） 

進駐學校育成中心

無技術移轉之新創

公司數（單位：

家） 

進駐學校育成中

心有技術移轉之

新創公司數（單

位：家） 

未進駐學校育成

中心有技術移轉

之新創公司數

（單位：家） 

102 0 0 0 0 

103 0 0 0 0 

104 0 0 0 0 

˙除「各種智慧財產權衍生運用總金額」欄位，其它 3 欄依據「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資料提供 

九、其他：近三年獲學術獎及國家講座之情形 

 校本部 

學術獎 

獲獎年度 獲獎人姓名 獲獎時任職校系所名稱 

102 無 無 

103 無 無 

104 
果尚志 物理系 

陳信龍 化工系 

國家講座 

獲獎年度 獲獎人姓名 獲獎時任職校系所名稱 

102 吳誠文 電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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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振基 化工系 

103 胡紀如 化學系 

104 

宋信文 醫工所 / 化工系 

季   昀 化學系 

江安世 生技所 

 南大校區 

學術獎 

獲獎年度 獲獎人姓名 獲獎時任職校系所名稱 

102 無 無 

103 無 無 

104 無 無 

國家講座 

獲獎年度 獲獎人姓名 獲獎時任職校系所名稱 

102 無 無 

103 無 無 

104 無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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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學校組織規程 

國立清華大學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案，業報奉教育部105年10月14日臺

教高(三)字第1050144744號函核定，並自105年11月1日起合併為「國立清華大

學」。 

以下為臚列於合校計畫書中之「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本校將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及其分校分部專科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部設立變更停辦辦

法」第27條，於教育部核定合併後一年內，完成學校組織規程之修訂報部。 

 

國立清華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7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02573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4 年 7 月 2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098256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4 年 8 月 2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11241 號函核定附錄一、二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1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40167365 號函核定附錄一 

中華民國 95 年 1 月 26 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三字第 0952586707 號函修正核備 

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7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05750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05268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5 年 8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1857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9886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1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17898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6 月 5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072023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7 月 10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00232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8 月 13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1114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6 年 11 月 27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79873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60127929Ｂ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9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019546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8 年 7 月 3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21599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9 年 1 月 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224144 號函核定附錄 

中華民國 99 年 2 月 22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25732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4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222956 號函核定附錄 

中華民國 100 年 2 月 1 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1000013391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14 日教育部台高字第 1000102550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9 日教育部台高字第 100013440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9 日教育部台高字第 101000476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 1020010793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9 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 1020016741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3 年 8 月 19 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 1030123511 號函核定附錄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0 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33903488 號函核定附錄 

中華民國 104 年 2 月 2 日教育部臺教高(一)字第 1040014920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3 月 13 日考試院考授銓法五字第 1043945577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 1040073596 號函暨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1 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 1040095834 號函核定 

中華民國⃝⃝⃝⃝⃝⃝⃝⃝⃝年⃝⃝⃝⃝⃝⃝月⃝⃝⃝⃝⃝⃝日教育部台教高（一）字第⃝⃝⃝⃝⃝⃝⃝⃝⃝⃝⃝⃝⃝⃝⃝⃝⃝⃝⃝⃝⃝⃝⃝⃝⃝⃝⃝⃝⃝⃝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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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之，為本大學組織及運作之依據。 

第 二 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 

第 三 條 本大學以培養學術與品德兼備之人才及促進文化發展與國家建設為宗旨，以自強不

息，厚德載物為校訓。在尊重學術自由之原則下，從事教學、研究，兼顧社會服務。本大

學在法律規定範圍內享有自治權。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大學。 

第 五 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第 六 條 本大學設下列一級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簡稱學務處）：置學生事務長（簡稱學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

學生輔導相關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宜。 

四、研究發展處（簡稱研發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發展事宜。 

五、全球事務處（簡稱全球處）：置全球事務長（簡稱全球長）一人，掌理國際合作交

流事務、外籍學生之招生及協助、外籍聘任人員之協助等業務。 

六、秘書處：置主任秘書一人，辦理秘書、公關、管考、校友聯絡、校務基金管理及

協調校務發展規劃等業務。 

七、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掌理教學研究資料蒐集及提供資訊服務。 

八、計算機與通訊中心（簡稱計通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全校教學、研究及行

政之計算機與電子通訊支援相關業務。 

九、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簡稱環安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總務長兼任，掌

理校園環境保護、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建築物安全、消防安全等業務。 

十、產學合作營運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研發長兼任，掌理產學合作、智慧財

產及技術轉移、創新育成等業務。 

十一、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師資職前教育、教育實習、地方教育輔

導等業務，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十二、人事室：置主任一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項，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依有關規

定辦理，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之。 

十三、主計室：置主任一人，依法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其分組及人員之設置

依有關規定辦理，所需工作人員，就本校員額內派充之。 

前項各單位分組(分館)辦事者，或因教學、研究、輔導、推廣之需，下設教學、研究中

心或其他單位者，各組、中心、單位各置組長或主任一人。 

教務處得置副教務長一人；學務處得置副學務長一人；總務處得置副總務長一人；研

發處得置副研發長一人，以輔佐各該處主管推動業務。 

各單位之組織架構，見本規程附錄「國立清華大學組織架構表」。（請見本計畫書圖 5

及圖 6） 

各一級行政單位及其下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六條之一 本大學設立附設實驗國民小學，以提供教育相關系所教學、研究及實驗之需要，其組

織規程依師資培育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另訂之，並經本大學核定後實施。其校長之聘任依其

組織規程辦理。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下列一級教學單位： 

一、理學院 

二、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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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子科學院 

四、人文社會學院 

五、生命科學院 

六、電機資訊學院 

七、科技管理學院 

八、竹師教育學院 

九、藝術學院 

十、清華學院 

前項第一款至第九款學院(以下稱各學院)下設學系、研究所，並得設跨系、所、院之學

位學程；各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得分組教學；清華學院下設教學及其他相關單位。其

名稱、組織架構，見本規程附錄「國立清華大學組織架構表」。 

各學院及清華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各學位學程得置主任一人，辦理學位學程事務。 

清華學院下設單位各置主任或執行長一人，辦理單位事務。 

各學院得置副院長一人；學生人數三百人以上或設有碩士及博士班之學系，得置副主

任一人。 

清華學院置副院長三人、其中一人為執行副院長。 

各一級教學單位及其下設單位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八 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各學院院長、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一人、職員代表四人、其他有關人員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成。其中經選舉產生之教師

代表人數，以專任教師人數之十分之一為準，且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

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長應於每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前向校務會議提出書面或電子版校務年度報告。 

第 九 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各學院教師、清華學院暨其他教師分別互選產生，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每年分別改選半數。各學院教師、清華學院暨其他教師代表之人數，以按各

學院教師、清華學院暨其他教師之人數比例分配為原則。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務會議之研究人員、職員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由各該類人員互選產生，其任期均

為一年。 

校務會議之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其人數及產生辦法於本規程第五章訂定之。 

校務會議代表未改選前，現任代表之任期得延長至改選完成時終止。 

第 十 條 校務會議審議與處理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室、中心、組、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之設

立、變更與停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發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 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之評鑑辦法。 

六、 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之議事規則另訂之。 

第 十 一 條 校務會議設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及議事小組，處理各有關事

項，處理經過及結果應於下次校務會議中提出報告。經由選舉產生之委員會委員及議事小

組成員之任期以配合其校務會議代表之任期為原則，每任至多二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因需要組成專案小組，處理指定之專案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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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及小組之運作細則，由該委員會或小組分別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 十 二 條 校務會議每年改選各委員會委員及議事小組成員補足其遺缺。未改選前現任委員會委

員及議事小組成員任期得延長至改選完成時終止。 

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委員及議事小組之選舉辦法另訂之。 

第 十 三 條 校務發展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之初審。 

二、 本校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處、室、中心、組、其他單位及附設機構

之設立、變更、停辦之初審。 

三、 送校務會議審議之章則之初審。 

四、 校園建築及景觀規劃之審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校長為主席，並以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含大

學部學生及研究生代表各一人由校務會議代表選出。經由選舉產生之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

員總人數之二分之一。 

第 十 四 條 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務會議決議執行之監督。 

二、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 

三、依校務會議決議之方式，於校長任期過半後一學期內，辦理對校長政績之意見徵

詢，僅供校長參考。 

四、校長新任、續任及去職案同意投票之辦理。 

五、學校重要選舉、投票程序之監督或公證。 

六、 學校其他重要行政措施之查詢及建議。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校務會議選出，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 

學校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掌理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 

第 十 五 條 議事小組負責議案協調，並排定議程。小組成員七人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其餘六

人由校務會議選出。 

第 十 六 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全球長、

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計通中心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主計

室主任、各學院院長、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

任、各研究中心主任及清華學院所屬各單位主任或執行長及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組成，

校長為主席，議決本校重要行政事項。 

第十 七 條  本大學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掌理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置委員七

至十五人，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 八 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有關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成

效之評鑑，並審查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依法令應

予審(評)議事項。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一人、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及清華學院

院長、各學院所推選具有教授資格之代表男女各一人、校長圈選清華學院及研究人員所推

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各一人組成，副校長為主席。 

清華學院及研究人員代表，應由該二類人員先推選代表男女各一人，再由校長視當然

委員及學院推選委員性別人數後圈選之。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運作與分工、各院級及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原則，由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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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九 條 本大學研究人員研究及服務成效之評鑑，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

不續聘、資遣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評)議事項之審查，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無所屬院

級或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者，應比照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原則，另設研究人員評審

委員會辦理之。 

第 二 十 條 本大學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申

訴之範圍、要件及本委員會各種裁決之處理方式，由本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各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男女各一人（任一性別之教授在三人以下

者，不受此限）、清華學院推選具教授資格之代表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並由以上代表共

同推選教育學者一人及社會公正人士一人組成之，任期二年，連選得連任，每年改選半數；

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學校各級主管(含副主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不得擔任本委員

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申訴人就同一申訴事實如提起司法爭訟，應即通知本委員會。委員會於知悉前項情形

應即中止申訴案件之評議，於訴訟裁判確定後再行處理。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為規劃、研議與審訂本校課程及學程，提升課程品質，發揮本校特色，達成教

育目標，設各級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清華

學院所屬各教學單位主任及學生代表組成，教務長為主席，議決學則之訂定、學分學程之

設置、促進教學水準之各項措施及其他有關教務之重要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務長、各學院主管代表各二人、清華學院主管代表一人

及學生代表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議決有關學生事務上之重要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學生獎懲委員會，由學務長、各學院及清華學院主管代表各一人、學生代表、

相關主管及專家學者三至五人組成，學務長為主席，議決有關學生獎懲之重要事項。相關

主管及專家學者之資格及推選辦法由學生事務會議定之。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

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件之申訴。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至十七人。其中學生委員任期一年，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男女學

生各二人擔任；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應至少各有一人。教師委員任期二年，由各學院及清

華學院於該單位委員任期屆滿時，分別推薦男女教師各一人，報請校長就中圈選之；各學

院及清華學院應各有一人。另由以上委員推選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專家擔任委員，共同

組成之。委員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成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

任本委員會之委員。委員互選一人為主席，任期一年。 

學生申訴之範圍及程序，本委員會之裁決方式、評議效力及運作細則由本委員會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各學院主管代表各二人、清華學院主管代表一人、研

究中心主任代表一人、職員代表二人及學生代表組成，總務長為主席，議決有關總務之重

要事項。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各學院主管代表各二人、清華學院主管代表一人

及各研究中心主任組成，研發長為主席，議決各項研究發展重要事項及促進研究水準之各

項措施。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圖書館委員會議，由圖書館館長、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二人、清華學院教師代

表一人、職員及約用人員代表一人、校友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成，圖書館館長為主席，

議決圖書館之決策及服務相關事宜。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設計算機與通訊委員會議，由計通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二人、清

華學院教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組成，計通中心中心主任為主席，議決計通中心決策及服

務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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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十 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

教師代表組成，院長為主席，議決該學院發展計畫、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研究所設系、所務會議，學位學程設學程會議，教學中心設中心會議，由該

系、所、學程、中心之教師組成，主任、所長分別為主席，議決該系、所、學程、中心教

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務。於討論與學生學業、生活相關事項時應邀請學生代表參與，參

與方式及代表人數由各系、所、學程、中心訂定之。職員參與系務會議、所務會議、學程

會議、中心會議之方式由各系、所、學程、中心訂定之。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設清華學院院務會議，由清華學院院長、副院長、清華學院所屬各單位主管、

各學院代表一人、清華學院教師代表二人及學生代表組成，清華學院院長為主席，議決清

華學院相關事項。 

 第三章 各級主管之資格、產生及去職程序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校長之任期每四年為一任，得續任一次；其聘期原則上配合學期制於二月一日

或八月一日起聘。 

校長產生及去職之程序如下： 

一、 新任： 

現任校長不續任或因故去職時，於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組

成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校長。 

校長遴選委員會由學校代表六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六人，及教育部代表

三人組成。除教育部代表由教育部遴派外，其餘代表含教授代表六人、校友代表三人，

社會公正人士三人，由校務會議推選，其推選方法另訂之。遴選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遴選委員會開會時應邀請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一人列

席。。 

校長遴選委員會本獨立自主之精神決定遴選程序，審核候選人資格，提出三位合

格候選人，由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全校教授及副教授（以下簡稱校長同意

權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即為同意。 

若獲得同意之候選人未達二人，校長遴選委員會須提出其他合格候選人或重提未

獲得同意之候選人（部分或全部），送請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辦理校長同意權

人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直到獲得同意之候選人累計達二人（含）以上。校長遴選委員

會由獲得同意之候選人中遴選出新任校長，報教育部聘任。 

二、 續任： 

校長擬續任時，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教育部評鑑報告送達學校後一個

月內，將校長續任評鑑報告併同校長提出之治校績效及未來規劃理念提供校長同意權

人參據，並辦理續任同意之不記名投票，得同意票達投票總數二分之一（含）以上者

即為同意，報請教育部續聘。續任投票如未獲同意，則於一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新任校長。 

三、去職： 

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經校長同意權人三分之一（含）以上之連署，向校務監督暨

經費稽核委員會提出去職案，經校長同意權人進行不記名之同意投票，獲同意權人總

數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即去職案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四、代理： 

校長臨時出缺，或任期屆滿而新任校長尚未遴選產生時，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建議

適當代理人選，報教育部核定，代理至新任校長產生到任止。 

前項校長新任、續任、去職之投票，其票數統計至確定同意或不同意時即告中止，

票數不予公開。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副校長由校長遴選具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院長或相當資歷之教授聘兼之，必要

時副校長一人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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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之任期，以配合校長之任期為原則。校長新任或續任時，得續聘副校長。 

本大學副校長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副校長職務。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除學院、學系、研究所主管、副主管之任免另行規定外，其他主管、副主管由

校長依相關法令規定之程序聘任或任用；主管、副主管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

免除其主管、副主管職務。 

約聘教學或研究人員得兼任本大學行政及學術主管、副主管。 

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之任免，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各該學院遴選候選人二至三人，由校長就中聘任之。院長候選

人之遴選辦法，由各學院院務會議擬訂，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院長之續聘，由校長經徵聘詢程序後聘任。院長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

免除其院長職務。 

副院長由院長推薦教授級之教學人員一人簽請校長聘任之，其續任之程序亦同。副院

長之任期以配合院長之任期為原則。副院長任期屆滿前得由院長提請校長免除其職務。 

清華學院院長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兼任。副院長由教務長及學務長兼任，執行副院

長之聘任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由各該系、所遴選候選人二至三人，由院長簽

請校長就中聘任之。專任教授總人數在四人（含）以下之系、所，其系、所主管候選人數

得減為一至二人。系、所主管候選人之遴選辦法由各學院及清華學院院務會議擬訂，經校

長核定後實施。 

系主任及所長之續聘，由院長經徵詢程序，提請校長核定後聘任。系所主管因重大事

由，得由院長陳報校長核定，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主管職務。 

學位學程主任之聘任、續聘及解聘由院長提請校長核定。 

得設副主任之學系，其副主任由系主任推薦副教授級以上教學人員一人，依行政程序

簽請校長聘任之，其續任之程序亦同。副主任之任期以配合系主任之任期為原則。副主任

任期屆滿前得由系主任依行政程序，提請校長免除其職務。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計通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清華

學院所屬各教學單位主任、各研究中心主任須由教授級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惟各學系

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清華學院所屬各教學單位主任，如該單位教授人

數在三人以下時，得由副教授級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圖書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級以上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 

一級行政單位副主管由校長聘請副教授級以上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兼任。 

各二級單位主管除第一項規定外，組長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學人員或研究

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學人員或研究人員兼任。 

各級主管(不含副主管)由教師兼任者，均採任期制，每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惟各

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位學程主任及其他教學單位主管之任期於學

期中屆滿時，得順延至該學期結束止。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全球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計通中心中心

主任、清華學院執行副院長應於校長卸任時總辭。 

 
第四章 教師、研究人員及職員之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其職責為教學、研究、服務及輔

導。 

本大學各教學單位得視需要聘請兼任教師，其聘任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各級專任教師之初聘，依本大學初聘專任教師作業要點辦理，其作業要點由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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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專任教師得因工作性質而聘為跨單位合聘教師。合聘教師應有主聘單位，其權

利義務之分配及員額之計算由主聘與合聘單位依相關規定商訂之。 

第 四 十 條 本大學各級教師之升等，依本大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辦理，其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助理教授到任後六年內未能升等者，不得再提升等，並於二年後不再續聘；女

性因懷孕或分娩得延長升等年限，每次以二年為限。因特殊情形延長升等年限者，於本大

學教師升等審查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定期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

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參據。 

教師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四十三條 本大學教授享有長期聘任之權利。 

本大學副教授得由各教學單位推薦經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亦享有長期

聘任之權利，其審查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定之。 

本大學教師獲長期聘任者，其聘期至年滿六十五歲為止。非有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列各

款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不得解聘或停聘。 

第四十四條 教授年滿六十五歲，得由教學單位視需要並依相關規定推薦延長服務，至多延長至七

十歲止。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因第四十一條之規定不予續聘者，應報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本大學教師因其他事由之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依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並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當事人如有不服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定，得向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及特聘教授，其設置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本大學得設榮譽講座及榮譽退休教授，其設置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大學得因特殊需要聘請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教學工作。 

本大學專業教師依年資、教學、服務、輔導之績效及專業成就敘薪及升等。 

本大學專業教師之聘任、聘期、敘薪、升等，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八條 本大學得聘請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及服務工作。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

究員、研究助理四級，其聘任各項事宜，依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本大學研究人員與教師得互相改聘，其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研究人員與教師得由研究與教學單位合聘，其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九條 本大學各單位所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館長、專門委員、秘書、組長、主任（圖書

分館）、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社會工作員、技士、助理員、技佐、辦事員

及書記。各職稱之職等，依考試院所定職務列等表規定。 

本大學得置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及護士若干人。 

本大學得置運動教練、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其職稱及進用依有關規定辦理。進用

稀少性科技人員，應依公立大專校院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格辦法第十條第二項「本辦法

九十年八月二日修正施行後，公立大專校院不得再進用資訊科技人員；其於修正施行前已

進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仍依本辦法原規定辦理。」

規定辦理。 

第五十條 本大學教師員額編制表、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

額編制表依規定函送教育部轉陳考試院核備。 

 第五章 學生自治與校務參與 

第五十一條 本大學學生資格之取得與消失，修業年限，各級學位之取得及註銷由本大學學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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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第五十二條 本大學保障並輔導學生成立自治組織，以處理其自身之事務，並推選代表出、列席與

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學校各級會議。 

前項學生自治組織，應經由民主程序產生，其中大學部及研究生得合併或各自成立之，

其組織原則經學生自治組織通過後實施，並送交校務會議備查。 

第五十三條 學生自治組織之經費來源為： 

一、學生繳納自治組織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經費。 

三、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第三款經費之分配及運用由學校輔導稽核，第二款經費之分配及運用須

經學生自治組織之民主程序通過，由學務處審議之，並由學校負責稽核。 

第五十四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務處申請成立學生社團，從事課外活動。其申請、審核及評鑑辦法

另訂之。 

學生社團須聘請教師擔任指導老師。 

本大學學生社團得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活動，其組織

辦法另訂之。 

第五十五條 本大學各學系、研究所、學程得設學會，以該系、所、學程主管或專任教師為指導老

師，該系、所、學程學生為會員。其組織辦法由該系、所、學程學會自行訂定之。 

第五十六條 本大學為保障學生權益，由學生代表出、列席下列會議： 

一、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二、校務發展委員會：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 

三、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學生列席代表一人。 

四、校課程委員會：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 

五、教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以佔全體出席會議人數八分之一為原則。 

六、學生事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以佔全體出席會議人數五分之一為原則。 

七、學生獎懲委員會：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二人。 

八、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男女學生出席代表各二人，其中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應至

少各有一人。 

九、總務會議：學生代表出席人數，以佔全體出席會議人數八分之一為原則。 

十、研究發展會議：研究生列席代表二人。 

十一、圖書館委員會議：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 

十二、計算機與通訊委員會議：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席代表各一人。 

十三、清華學院院務會議：大學部學生出席代表二人。 

前項出、列席學生代表，除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代表由校務

會議學生代表互選產生外，其餘由學生自治組織推選。 

校務會議、教務會議、學生事務會議及總務會議，大學部學生代表與研究生代表之比

例以註冊人數之比例產生。 

學生代表，除校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監督暨經費稽核委員會及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之代表任期為一年外，其餘代表之任期及產生方式由學生自治組織定之。 

 第六章 附則 

第五十七條 本規程各條文及附錄，經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五分之一(含)以上之連署或校務發展委員

會出席人數二分之一(含)以上之通過，得向校務會議提案修正其內容。 

本規程各條文(不含附錄)經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出席人數二分

之一(含)以上之通過，得修正其內容。 

第五十八條 有關本規程解釋之重大爭議由校務會議議決。 

第五十八條

之一 

本規程第四章有關教師權利義務規範，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前由國立新竹教育

大學聘任之教師，得適用合校過渡期權利義務之規範，其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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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規程第五十一條有關本大學學生資格之取得與消失，修業年限，各級學位之取得

及註銷，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校生效學年度（含）已取得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入學資格

者，得適用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學則。 

第五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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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重要演講 

一、就職致詞（2014.02.07） 

各位貴賓、各位師長和同學們： 

大家早安！大家新年好！非常謝謝諸位貴賓前來見證國立清華大學第十四

任及第十五任校長的交接，這不僅是兩屆校長之間的更替，更是一所百年大學對

教育不間斷的傳承。我們坐在這美麗的旺宏學習資源中心裡，掬飲人類知識的長

河，沉思大學教育的真諦，莊嚴的肯定我們對這一所偉大學校的承諾。 

國立清華大學立校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不同學問的思辨，本土與國際的對

話，滋養人才，學貫中西，貢獻人群，橫跨學術、藝術、文學、軍事、政治、經

濟各領域，為本校傲人的傳統。學校歷經變遷，而弦歌不曾稍歇;於逆境中，自強

以不息，於板蕩中，厚德以載物，是本校師生的精神與面貌，以迄於今。 

不久之前，我到一所醫院，為我抽血的技師知道我在清華大學任教，她說：

「謝謝你們，清大為社會培養了好多人才。」短短而真誠的一句話，令我至今難

忘;也提醒我們，光輝的清華，即是培養清華君子，貢獻社會。 

過去二十年間，國內對於高等教育有一段顯著投資，大學在質與量都有大幅

增長。國立清華大學秉持深厚的學術及教育傳統，歷任校長以及師生孜孜不懈，

在人才培育與知識研究兩方面都一馬當先，令國人贊許，不但領袖國內，並且更

加在國際上煥發耀眼的光芒。梅貽琦校長期勉「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

大師之謂也」，梅校長，我們庶幾近乎。做為亞洲最好的大學之一，本校在二十一

世紀，世界新的文明即將從亞洲寫下首頁的時刻，已經就位。 

瞻望前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未見寬裕，而全球教育及產業競爭日急，學校

將面臨一長段崎嶇而吃力的道路，師生勢必從過去幾年的舒適區，暴露在大氣候

的變遷之中。孟子曰：「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艱難之際，正砥礪師生探索下

一個高峰的山口，對自己的行囊做更深刻的檢視和更新。本校傑出校友北大校長

胡適作詞，趙元任先生作曲的一首名曲「上山」，這樣寫道：「努力！努力！努力

往上跑！我頭也不回，汗也不擦，拚命地爬上山去，上面已沒有路，樹椿扯破了

我的衫袖，荊棘刺傷了我的雙手，我好容易打開了一條路，爬上山去。」學校在

大山之前，校長當與師生齊心協力打開一條山路。 

清華不僅有大樓，有大師，我們更懷抱大愛:是對教育學子的至愛，對探索真

理的至愛，對社會公義的至愛。由於這些至愛，使我們在困頓中不會氣餒，在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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嘩中不會迷失，在匱乏中互相鼓舞扶持。清華所能分享給予世界的，仍然遠大於

我們所失去的。 

清華大學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教育給予需要的孩子。一位學生回憶入學的時候，

師長曾經告訴他:「不要覺得自己和別人不同，因為你們是一樣的; 不要覺得自己

和別人相同，因為每個人都是獨特的。」 

由於這樣的至愛，我們選才育才，著眼的是教育的本質，而非教育的表象；

我們真誠探索知識，廣博利用以厚生；我們看待的是天下，而非看待眼下。 

這些，不僅是對教師的期許，我們也要給予同學們更多的挑戰與機會；如同

甘迺迪所言：「我們不僅探索現在存在的事物之理，我們更應該探索，如何讓現在

並不存在的事物發生。」百年名校，面對時代新局，雖為舊邦，其命唯新，其志

唯揚。 

三軍可奪其帥，不可奪其志;學校的校長任期有時盡，而學校的理想不能息;

師生的前路可以艱難，而師生的歌聲不可停歇。個人今天承擔校務，當戮力舉高

理想，鼓舞歌聲，持養師生的志向。 

特別感謝陳力俊校長對國立清華大學傑出的服務與貢獻，再次感謝各位貴賓

的見證、指導與匡扶。 

敬祝各位貴賓 

吉祥 如意 安康！ 

謝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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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清華大學創校 103 週年暨在台建校 58週年校慶致詞（2014.04.27） 

曾理事長、各位貴賓、Distinguished Guests、師長以及同學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前來參加本校創校 103 週年暨在台建校 58 週年校慶。 

今年對清華大學而言，深具獨特意義。本校的人社院及經濟系歡慶成立三十

週年，理學院、原科院以及工工系今年成立四十週年，核工系則是成立五十週年。

在慶祝這些院系的生日之際，我們也深深感受到學校悠久的歷史與優良的傳統。 

首先，學生傑出的表現，一直是清華的驕傲。今年動機系學生組成的 DIT 

Robotics 隊參加大專院校競賽獲得台灣區冠軍；由材料系、經濟系與工工系四位

學生組成的跨領域團隊，參加「校園綠能創意競賽」也拿到台灣區第一名，這兩

個團隊都將代表台灣去國外參賽；此外，對體育的重視是清華的傳統，今年度大

專聯賽本校運動健將捷報頻傳，棒球隊已連續兩年獲得大專聯賽一般組冠軍；男

排亦一路過關斬將，由去年第四名晉升為冠軍，創下分級比賽以來最佳成績；足

球隊去年首次獲得公開二級冠軍，今年進入一級體育科系學校競爭，擊敗許多學

校的強隊，在非體育科系學校中表現最佳。 

清華的校友在社會上的表現有目共睹。最近，由本校科管所校友鄭勝丰、宋

政桓及工工系博士班校友郭建甫共同創立的網路新創團隊 Gogolook（走著瞧股

份有限公司）日前被知名 LINE 母公司 NAVER 收購，未來將積極在全球智慧型

手機應用軟體布局；工學院學士班 13 級校友孫宗德及鄭文閔，自組「自力耕生」

團隊，在本校創新育成中心的輔導下，以奈米智慧芽菜機，勇奪教育部大專畢業

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t）製造業總冠軍，這些年輕校友的表現，確實令人驚豔，

也令人期待。 

本校在創新制度方面一向領袖群倫。民國 96 年清華率先推出繁星招生計畫，

引領國內招生變革的風潮；102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本校增設不分系

的「旭日組」招生，以更細緻的方式照顧弱勢學生，深受社會大眾的認同。預期

也會迅速被其他大學追隨。未來我們更致力於消除學習的壁壘，突破時間空間與

科系組織的限制，激勵學生主動學習。清華校務重視全面品質的追求，去年也以

第一所國立大學之姿，獲得行政院國家品質獎。從各方面看來，清華大學是全球

最好的大學之一，在二十一世紀，世界新的文明即將從亞洲寫下首頁的時刻，本

校已經就位。                      

清華大學創校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不同學問的思辨，本土與國際的對話，

本是常態。在這個過程中，滋養人才，學貫中西，貢獻人群，更是本校傲人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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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過去二十年間，國內對於高等教育有一段顯著投資，大學在質與量都有大幅

增長。然而瞻望前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未見寬裕，而全球教育及產業競爭日急，

學校將面臨一長段崎嶇而吃力的道路，當前的情勢，師生們必須從過去幾年的舒

適區，暴露在大氣候的變遷之中。這樣的變化確實對學校的發展衝擊甚大。我們

要秉持傑出校友胡適所勉勵的上山的精神，一步一腳印，可以慢，但不能停，不

能退，爬上山去。而未來清華的永續成長，更有賴每一位清華人的支持。 

今天在場有數十位物理系第一屆的資深校友，他們在畢業四十多年後，從世

界各地返回母校參加校慶，足見校友與母校間緊密的感情，母校至為感謝。 

清華大學深受各界的期待與鼓勵，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教育給需要的學子。百

年名校，面對時代新局，雖為舊邦，其命唯新，其志唯揚。 

在校慶時刻，再次感謝各位來賓參與。 

祝福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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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致詞（2014.06.07） 

蔣政務委員/李先生、各位貴賓、各位師長、各位家長，以及今天的主角，各

位畢業同學們： 

今天是同學們第一次，也很可能是人唯一的一次，領受研究所/大學畢業證書。

人生裡頭有很多第一次與唯一，有些記憶深刻，有時卻是印象模糊，多年之後，

回首從前，經過了人生萬重山，有一天我們或許會咀嚼回味當時的情景。畢業典

禮，英文 commencement，也稱為「開工典禮」，字義其實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同學們走過學校這些年，即將要在人生下一階段展開新的旅程，在這個時刻，我

想送給大家幾許「雪泥鴻爪」的贈言，希望帶給大家未來人生旅程上「長空展翼」

的升力。 

同學們畢業之後往往會面臨各式各樣的困境。不但是個人，其實每個時代都

有它的困境以及潛力。狄更斯在《雙城記》中說：「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也是一

個最壞的時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是充滿希望的春天，也是令人

絕望的冬天。」這句話可以放在任何時代。困境，正是給予年輕人打開潛力的一

把石中劍，如果把它當成抱怨的藉口，那麼困境一定是擋住你成長的巨石。如果

順從它的限制，那麼困境一定是囚禁你的牢籠。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創造己

立而且立人，己達而且達人的局面，正是這個時代給同學們的召喚。 

1869 年甘地出生於貴族家庭，生活不虞匱乏，留學英國成為一名人們羨慕的

律師。他在南非工作時感受到種族歧視的不平等待遇，據說還因堅持坐白人座位

而被人從火車上扔下去。面對困境的甘地，因此立志要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那年他 25 歲，跟各位一樣的風華歲月。 

甘地曾說「An eye for an eye makes the whole world blind. 以眼還眼，世

界只會更無明。」面對不公不義，他堅持高尚的言行，以非暴力的方式去爭取，

而非以惡質對抗惡質，以不公義對抗不公義。他認為「手段的不纯潔，必然導致

目的的不纯潔。」他的理念不僅是口號，是徹底的身體力行，甘地在 78 歲遇刺

身亡，他的生命雖然結束，卻鼓舞後來一百多年的許多人，帶領世界走向和平美

好公義。 

比甘地晚半個世紀，1918 年出生於南非的黑人曼德拉，面臨白人的隔離政

策，在困境中不能自由發展，他立下心願克服這個困境，最終成為全世界反種族

隔離的英雄。他曾說自己不僅是對抗白人統治，他也對抗黑人統治，因為他珍視

的是「所有人能和諧共處，擁有均等的機會。」 

曼德拉 1962 年起，曾被監禁長達 27 年，出獄時已是 72 歲的老人。他出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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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並沒有因此成為憤老（憤世嫉俗的老人），他回憶獲釋出獄當天:「當我走出囚

房、邁過監獄大門時,我很明白，自己若不能把悲痛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我其實

仍囚禁在苦牢之中。」他不因自己是黑人而敵視白人，更不因自己曾受過獄吏的

欺凌而仇恨他們。他後來向朋友們說，自己年輕時性子很急，脾氣暴躁，正是在

獄中學會了控制情緒才有後來的成功。牢獄的痛苦與困境不僅沒有擊倒他，反而

使他學會了如何處理自己遭遇的苦難，成為他不斷自我提昇的力量。 

回顧甘地與曼德拉的事蹟，我們了解到，當時投入抗爭的慷慨之士何止千千

萬萬，惟有他們二人能夠成功地帶領眾人走出困境。真正的差異，是來自他們內

心自我把持的力量。能夠充分裕如的控制自己，有所為，也有所不為，方是真正

的自由。懂得，並且實踐真正自由的人格，才能領導眾人走出困境。 

面對畢業後的世界，那裡可能有各種困境，有人說那來自產業結構、有人說

那來自全球化、有人說那來自社會的愚昧與不公平不正義，有人說那來自惡質的

政治。 

如果能夠不停地自我省思、自我錘鍊，當同學們內功深厚，一定能左右逢源、

出手成招。面前困境的高牆，將瞬間出現門道，讓同學們走出困境。 

賈伯斯說「stay hungry, stay foolish」，這是對外在世界的求知若渴，對困境

的認真研究的態度。我想或許可以加上「stay honest」，這是對內在自我的反省

態度。清華學子的成長潛力很大，學校相信大家個別都能走上人生坦途。另一方

面，同學們的世代也正面對它的困境，因此學校並且期許清華學子不僅獨善其身，

並且兼善天下，領導社會走向更加美好。清華人在社會的困境中不會氣餒，在喧

嘩中不會迷失，在匱乏中互相鼓舞扶持。因為我們有堅強的自我省思、自我秉持

的力量。 

今年畢典，我們邀請李取中先生來擔任畢典演說的貴賓，他出生於 1970 年，

跟各位畢業同學的世代比較貼近。李先生退伍後投入網路媒體產業，不久網路泡

沫化，幾經轉折，於 2010 年四十歲那一年，創辦大誌雜誌，既是投身於自己喜

愛的媒體產業，也為遊民找到販售雜誌、自立人生的機會。他正是一位面對困境、

而能實踐自我，引領人群走出困境的例子。 

最後，引用甘地說的一句話送給大家：「活着，如同生命中最後一天般活着。

學習，如同會永遠活着般學習。」畢業是生命另一個階段的開始，永遠不要忘了

學習，不要忘了反省自己，錘鍊自己。 

祝福大家擁有理想、擁有能夠實踐理想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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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清華大學創校 104週年暨在台建校 59週年校慶致詞（2015.04.26） 

董部長、Ambassador Halperin、曾校長、校友會曾子章理事長、各位貴賓、

師長以及同學大家好！ 

今天，是清華創校 104 週年暨在台建校 59 週年校慶，也是校友返校團圓之

日，謹代表清華表達最誠摯的歡迎與謝意。 

過去一年，清華在教師學術表現與人才培育，一馬當先，不僅領袖國內，也

在國際煥發光芒。去年 11 月，在上海交通大學 2014 年的「兩岸四地大學百強」，

清華超越群倫，名列台灣第一。多項教師學術研究成果與國內外指標性學術獎項，

傑出表現，有目共睹。例如生科系江安世教授及人類所臧振華教授，學術攻頂，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化學系胡紀如教授榮膺「國家講座」；物理系郭瑞年教

授獲頒「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產業界與本校也建立非常深廣的合作，橫跨電子、

石化、機械等，設置包括台積電、聯發科、聯詠、長春、上銀等聯合研發中心和

產學大聯盟計劃。 

清華學子菁英輩出，資工系師生組成的團隊，在世界學生叢集電腦計算競賽

中，以破大賽歷史紀錄的超強浮點運算性能，獲得效能調適冠軍。動機系師生團

隊，參加美國國防部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舉辦的國際研究挑戰賽，攘獲最佳

熱性能獎。合唱團在拉脫維亞參與第八屆世界合唱大賽，驚艷國際，勇奪金牌。

清華素有重視體育的傳統，運動健兒幾乎年年報捷，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中榮獲 16 金 4 銀 6 銅的佳績，令人喝采! 

本校與友校交通大學的乙未梅竹賽，睽違兩年之後，於上個月舉行，二校分

別拿下 5 點正式賽，共同贏得梅竹賽的總錦標；梅竹歷來互有勝負，最珍貴的是，

凝聚了兩校跨世代的情誼，球場上的對手都是大家將來最好的朋友。 

清華的校友，是母校最堅實後盾。除了長期捐助校務基金，更以實際行動，

回饋母校，展現對母校的摯愛。例如：清華企業家協會(TEN)及百人會於去年底

發起群募，在北京的一場拍賣會中，買下多件清華文物，捐贈母校，並同時成立

基金，讓「清華文物館」有了最美麗的歷史開端。此外，企業家校友從支援清華

創業日、擔任企業導師、到成立「水木創業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最有創意的

「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開台，持續點燃校園創業熱情，不吝分享創業經驗、提供

資源，並協助學弟妹創業，為清華培養更多成功創業案例，成就棟樑，殫精竭慮。

這種反饋、循環、深化的行動，已成為清華文化，也是支持清華持續茁壯的養分

與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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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致力於提供最好的教育給予需要的孩子。正如同最近本校大一不分

系陸生賈松昊同學在百度與微博網站所發表文章-「兩岸唯一，只有清華」，有感

而發地表示「清華真正體現了『盡可能幫助學生』這句話的含義」。他也特別提到

當初最吸引他報考的原因，就是清華跳脫傳統制式思維的招生與教學設計，延緩

分流，讓他們可以在多元優質學習環境中，真正發掘興趣後，進而適性適所學習。

這位來自大陸學子的剖白，真實呈現出清華辦學理念與特色。 

清華不僅有大樓，有大師，我們更懷抱大愛：是對教育學子的至愛，對探索

真理的至愛，對社會公義的至愛。由於這樣的至愛，我們選才育才，著眼的是教

育的本質，而非教育的表象；我們真誠探索知識，廣博利用以厚生；我們看待的

是天下，而非看待眼下。 

瞻望前程，雖然國內政治經濟環境未見寬裕，而全球教育及產業競爭日急，

學校將面臨一長段崎嶇而吃力的道路，勢必從過去的舒適區，暴露在大氣候的變

遷之中。清華必須從穩定中求成長，轉而為「不穩定」中求發展；我們也必須「捨

硬求軟」，極致發揮清華的軟實力。回顧清華創校歷史，民國 30 年代西南聯大時

期物質基礎更加困窘，但那也是清華史上最璀璨的一頁。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未

必將成為我們的困難，相信我們定能在挑戰之中創造更璀璨的未來!感謝各位對清

華長期的支持。 

最後，祝福 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清華大學校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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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致詞（2015.06.13） 

蔡政委/周董事長、各位貴賓、師長、家長與即將畢業的同學們： 

大家好！ 

有一位智者曾說：「閱讀和運動，是我們可以給自己最好的禮物。」閱讀，帶

給我們智慧；運動，帶給我們的不僅止於健康。 

同學們，你們經常運動嗎？ 

我個人從十八歲高三那年看到衣索比亞長跑家的紀錄片，養成了慢跑習慣，

我的體格很普通，跑的距離並不長，但幾乎不曾中斷，體會到對我帶來的益處。

校友會曾子章理事長曾經提過，在清華讀書時所建立的運動習慣，讓他保持身體

健康，保持心情平衡，保持鬥志，能夠在競爭激烈的產業界奮鬥有成；清華著名

的體育教育家馬約翰一向以「運動是健康的源泉」來鼓勵同學們多運動。 

運動不僅帶來健康，永遠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非常重視體育活動，他在〝清

華大學與通才教育〞提到「……提倡體育，……更要藉此養成團體合作的精神。」

運動中可以培養「運動家精神」更是無形的自我成長。 

所謂的「運動精神」並非「勝者為王、敗者為寇」，是參賽者確實竭盡了最大

的努力，運動員之間相互學習、相互尊重，「勝不驕、敗不餒」，既不因勝敗論英

雄，也不會因勝敗而辱罵對方。西方文化中的 fair play（公平競賽）、game rules

（遊戲規則）、team work（團隊合作）等概念都來自「運動」。 

法國著名小說家莫泊桑認為，一個人的品格最能從運動中無意地顯現出來。

五四運動健將、也是清華一位著名的校長羅家倫在他的〈運動家的風度〉中提到：

英文「Fair play」這個字可以譯作「君子之爭」，(引用孔子所說的「君子無所爭，

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說的既是運動，但也推用到一切

立身處世、接物待人的方式。大家一定都知道，培養君子，正是清華校訓的本源。 

今年的梅竹賽對各位來說，應該是相當難忘的，因為這是大家在清華四年唯

一的一次，賽程的點點滴滴將會深植在你我共同的記憶裡。我在閉幕典禮中說：

「特別感謝梅竹英雄，你們運動家精神讓我非常敬佩，你們奮鬥的表現，讓我永

遠難忘。」因為運動場上求勝利固然重要，但運動精神（sportsmanship）更不能

為此而丟失。 

〈KANO〉影片導演魏德聖曾說：「嘉義農林隊告訴我們，真正的價值不是輸

或贏，而是輸和贏之間，你的態度是什麼？」對，「態度」展現出來的價值可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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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人心，它可以是挑戰別人，更可以是挑戰自己。 

郭瑋齊自小生病失去了雙腿，她不忘阿公從小對的自已的鼓勵，她想讓已過

世的阿公知道她很勇敢，用口啣著阿公的遺照，一步一步用義肢爬上了玉山；證

明「沒有手腳，也能比別人爬得更高，看得更遠」。 

瑞典的女孩子 Lena Maria，一出生就沒有雙手，左腿只有右腿的一半長度。

她不但參加游泳比賽，平常用腳打毛衣，自己化妝，用下巴和肩膀做許多事情。

18 歲考到駕照，她希望有一天能考取大卡車和大客車駕照，這樣可以接送很多沒

有行動能力的人，載運必需品給貧窮地方的人們。她說：「人的價值就是擁有無限

的潛力。」 

美國大學男籃一級聯賽選手 Kevin Laue 只有一隻手臂，他從不避諱自己的

殘缺，一隻手打籃球、繫鞋帶，以此激勵別人，也將此視為上天給他的使命，要

他激勵別人懷抱夢想與信心，轉敗為勝。 

四川汶川的李月，被地震倒塌的水泥牆壓住腿七十多個小時，營救人員決定

截肢，才將她救出來。李月從前喜歡舞蹈，在災難中，她身旁的同學一個個失去

了生命，她靠著一直想要跳舞，堅持了下來。截肢之後，她仍然繼續練習，用輪

椅跳舞。災難奪走了她的腿，奪不走她的夢想。 

這麼多的真實故事中，大家或許要問，他們為什麼這麼傻，一定要去做明明

就會落後，甚至失敗的嘗試。「知其不可而為之」，正是運動精神的極致。如果一

切都依照事先計算，會贏才去做，人生將失去許多價值、失去許多奮鬥與驚嘆，

成為無意義的日復一日。事實上，人生並不能事事計算明白，而一定要接受預期

和不預期的挑戰，有承擔風險與責任的勇氣，運動精神越昂揚，人生的價值越大。

「愛拼才會贏」，關鍵字是「拼」，而不是「贏」。是挑戰自己，而不是打敗別人。 

同學們今天畢業之後，要記得母校清華大學的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正是運動精神的發揚，而「運動」也正是可以鍛鍊與實踐校訓的方法。希望「運

動」可以陪伴各位在畢業之後，成為一輩子的好朋友，未來忙於事業和學業的時

候，不要忘了，在一天之中，抽出空來運動，為自己的健康加油，也為未來的人

生加油。 

祝福各位同學在未來的人生中，不求每戰皆贏，但求不負己心，懷抱理想，

奮鬥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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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首屆北美清華校友大會暨紐約論壇致詞～清華人的樣貌與使命（2015.08.29） 

各位貴賓、各位師長及所有清華人，大家早安！大家好！ 

感謝籌備單位的辛勞，舉辦難得的盛會。今天惠風和暢，群賢畢至，首屆北

美清華校友大會在世界之都紐約舉行，別具意義。兩岸清華有著相同歷史，立校

於中西文化激盪之際，歷經百年在世界開枝散葉，最近二十年高等教育更為多元

化和全球化，眾多校友在北美求學就業，合作互助，共同進步，成就斐然，創造

全球社群福祉，母校師生深以大家為傲為榮。 

大家都知道，兩岸四地大學評比顯示，前兩所最好的大學都是「清華大學」，

清華的優秀是無庸置疑的。前瞻未來，一所百年名校，面對世界的轉變挑戰，我

們的新使命是什麼？我在參加清華校長遴選時，以《詩經》《大雅》的一句話為題：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這也是我對清華所念茲在茲的。 

過去清華一百多年的歷史，大概分成兩個階段。前五十年可以稱之為「清華

1.0」，當時是以庚子賠款設立大學，培養中國優秀人才作為文化的溝通者，以及

現代化的推動者，希望能消弭東西方文化隔閡，促進世界進步。因此，早年清華

學堂裡都是以文化、人文思辨、價值觀念、傳統與現代，這樣的終極關切作為學

問導向。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梁啟超、陳寅恪、王國維、趙元任，無一不精

通中西多種語言。此外，推動白話文運動的胡適、散文家與翻譯家梁實秋，以及

著名的文學家錢鍾書、音樂家黃自等，都兼通中西文化的精髓，他們是這個時期

培養出來的校友代表人物。我們所看見的頭一個五十年清華師生，是在東西文化

互相激盪下，所煥發出來的一種教育風貌，我把它稱為「清華 1.0」。 

1960 年代以後，第二個五十年，一南一北兩個清華分頭努力，兩者都是從理

工領域出發，再逐漸擴及到商管、人文和其他學科。在這樣的過程中，希望迅速

找到科學建設、富國強兵之道，而我們也確實看到兩岸的清華都培養了非常多優

秀的建設人才，推動社會迅速進步。這個時期的校友包括北京清華橫跨幾乎所有

工業部門的傑出領導人才，以及在新竹清華所培養的科學園區產業領袖。這是第

二個五十年，可以稱之為「清華 2.0」。 

目前全世界華人經濟生活已經大致達到小康，或許我們會問自己，是否清華

人的責任已告一段落？回顧寰宇，1906 到 2005 年這一百年中，最溫暖的 12 年，

就有 11 年發生在 1980 年以後，可見人類如何面對氣候變遷問題刻不容緩。金融

風暴是另一個人類社會的問題。2006 年 Nassim N. Taleb 所寫的《黑天鵝效應》

已經提出強烈警告有關銀行的風險，以及不良金融體系環環緊扣的本質。2007 年

的危機果然演變成全球海嘯，並且傷害各國至深。面對世界上還有飢餓、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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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永續、文化衝突許多重大問題，在天下一家的時代，清華人對自己有什麼

期許？當莎士比亞問：「To Be, or Not To Be」，清華人的抉擇是什麼？清華大學

應養成同學們具備什麼樣的風格與能力？是否仍以培養富國強兵的建設領導人

才為滿足？這是今日希望與校友們共同思考的「清華 3.0」-清華第三個五十年。 

我們省思清華校訓「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中說明「清華是

培養君子」、「清華的教育是以人為本」，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清華 3.0 或許要重

新煥發以人為本、培養兼通東西文化君子的理念，作為清華下個階段教育的努力

方向。我們除了加強學生科技知識，還要促進其他各方面成長。「養國子之道，乃

教之以六藝」，古有君子六藝，我們要以現代詮釋的禮樂射御書數，使同學們對未

來世界有更大的承擔，通古今之變，識天人之際，以更遠大的人文關懷和寬廣的

知識能力來面對目前世界所面臨的巨大問題。培養世界級的領導人，這是清華 3.0

的一個重大內涵。 

基於「領導從服務中成長」的當代理念，以及君子首重義利之辨的古典價值，

在新竹清華的許多同學，修習一項「服務學習」課程，課程內容結合公民營團體

機構，提供同學自由選擇，有的到醫院急診間，有的到發展遲緩孩子的學校，有

的到孤兒院……學習如何服務困境中的人群；藉由這樣的過程，厚植民胞物與的

情懷，培養君子人，以及具備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理想與實踐能力的清華人。 

清華，如梅貽琦校長所勉勵的，不僅有大樓，更有大師，我認為清華還懷抱

大愛：對教育學子的至愛，對探索真理的至愛，對社會公義的至愛。由於這些至

愛，使我們在困頓中不會氣餒，在喧嘩中不會迷失，在匱乏中互相鼓舞扶持。 

回顧過去，在艱難之中興邦，在文化衝突之際立校，是吾校歷史之源；於逆

境中，自強以不息，於板蕩中，厚德以載物，是清華的傳統。目前世變方酣，此

時此刻，我們正在「清華 3.0，第三個五十年」的啟程點，尋找新的路徑。我們希

望全世界的清華人，結合起來，共同支持發展清華 3.0；支持兩岸清華共同努力，

聯合培養新一代清華人。清華人的典範從來都是「善其身而兼天下，乃為君子」。

以這樣的胸襟懷抱，清華人所關心的不只是眼下的利益，更是天下的福祉；清華

人也不僅只是華人的領袖，更可以成為世界的領袖。1914 年梁啟超先生來校演

講，以君子勉勵同學，梁先生說道：「清華學子，薈中西之鴻儒，集四方之俊彥，

為師為友，相磋相磨，……，所謂君子人者，非清華學子，行將焉屬？」祝願所

有校友們，人人為君子，以清華 3.0 的理想敦厚清華下一個百年之基業！祝大家

事業成功、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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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清華大學創校 105週年暨在台建校 60週年校慶致詞（2016.04.24） 

President Sung of SNU，南京大學陳校長，HKUST 陳校長，香港城市大學

郭校長，台聯大曾校長，校友會謝詠芬理事長、各位貴賓、師長以及同學們大家

好！ 

今天是清華重要的日子，是清華創校 105 週年，同時是「在臺建校 60 週年」

的大日子。值此薪傳再起的里程點，我們欣喜、感懷過去成果；但也必須迎戰未

來嚴峻的考驗，期許再創高峰。 

今天，也是校友返校團圓日，在座有遠自美國的「北美清華校友團」；也有來

自大陸「北京清華校友會」的校友，專程慶祝，在此代表母校表達最誠摯的歡迎

與謝意。 

1956 年，清華大學於台北成立籌備處。篳路藍縷，深耕一甲子，畢業生逾七

萬人，不僅在台灣貢獻厥偉；更在世界各地，開枝散葉，成就斐然。 

清華教師的學術表現持續領先，各項指標性獎項，獲獎比率居全國之冠。清

華長期推動以研發成果帶領台灣產業升級，去年在美國專利核准件數，本校排名

全臺第 1、全球第 11 名；今天落成的「創新育成大樓」，將引領清華創新創業環

境，邁入新紀元。包括高通(Qualcomm) 創辦人 Dr.Irwin Jacobs 捐助 6 千萬台幣

成立「TIX Institute 創新學院」；鼓勵青年學子敢夢、逐夢、圓夢，為台灣創造更

多無限可能。 

在甲子慶前夕，學校完成組織規程修改，在去年成立以校為名的「清華學院」，

全方位整合通識、專業、社團、住宿教育，豐富學習內容，促成多元、彈性、跨

領域的學習環境，這是清華本於教育理想的再出發，也是全球華人地區首創。清

華一向引領教育創新，突破高教藩籬，95 年率先全面採取「院招生」培植跨領域

人才、至今每年已有 20%畢業同學擁有跨領域双專長，96 年首創「繁星計畫」

拉近城鄉差距、101 年提出「旭日計畫」幫助弱勢學子逆境高飛；104 年推出「拾

穗計畫」以適性揚才；今年首創「不限專長」客製化學程，培養跨領域專業創新

的獨特人才。 

前瞻未來，一所百年名校，面對世界的轉變挑戰，我們的新使命是什麼？我

們可以引用《詩經．大雅》：「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過去清華百年的歷史，前四十年可以稱之為「清華 1.0」，當時在文化衝突之

際設立清華學堂，培養優秀人才作為中西文化的溝通者，以人文思辨、價值觀念、

傳統與現代，這樣的終極關切作為學問導向。清華 1.0 以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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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代表。 

1960 年代以後，一南一北兩個清華分頭努力，都是從理工領域出發，逐漸擴

及到商管、人文和其他學科。希望迅速找到科學建設、富國裕民之道，清華也確

實培養了非常多優秀的建設人才，推動社會迅速進步。這是第二個五十年，可以

稱之為「清華 2.0」。 

面對世界上飢餓、貧窮、能源、氣候、移民許多重大問題，在天下一家的時

代，清華人對自己有什麼期許？面對世變，當莎士比亞問：「To Be, or Not To Be」，

清華人的抉擇是什麼？清華大學應養成同學們具備什麼樣的風格與能力？ 

我們省思清華校訓「君子以自強不息，君子以厚德載物」，其中說明「清華是

培養君子」、「清華的教育是以人為本」，面對全球化的新時代，需要重新煥發以人

為本、培養兼通東西的君子，作為清華下個階段教育的努力方向。我們除了加強

學生科技知識，還要促進均衡成長。「養國子之道，乃教之以六藝」，君子古有六

藝，我們以現代詮釋的禮樂射御書數，使同學們擁有更寬廣的知識能力和更遠大

的人文關懷，面對世界所呈現的巨大問題，對未來世界有更大的承擔，培養世界

的領導人，這是我們在「清華 3.0」的期許。 

清華六十年來持續成長，從原科院、理學院、工學院、人社院、電資院到生

科院、科管院，累積了厚實的社會貢獻與聲望。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整合，將

會增加教育與藝術學院，藉由多種學門的互補與融合，提供學子更多元完整、跨

領域研究與學習的環境，促進全人教育，創造新的學術方向與產業機會，構築完

整的教育平台，發揮更大社會影響力，創造頂大的新典範。 

在艱難之中興邦，在文化激盪之際立校，是吾校歷史之源；於逆境中，自強

以不息，於板蕩中，厚德以載物，是清華的傳統。目前世變多端，此時此刻，我

們正在「清華 3.0」的啟程點。我們希望全世界的清華人，結合起來；「善其身而

兼天下，乃為君子」。以這樣的胸襟懷抱，清華人所關心的不只是眼下的利益，更

是天下的福祉；清華人也不僅只是華人的領袖，更可以成為世界的領袖。 

祝願所有清華人，人人為君子，以清華 3.0 的理想，共同發展清華，敦厚下

一個百年清華基業！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清華大學校運昌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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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104 學年度畢業典禮致詞（2016.06.05） 

恭喜畢業生完成了大學的學業，誠如人們所說的，Commencement 正是一

個新的開始。今天以後，在各位面前的旅程正要展開，包括知識的旅程、人生的

旅程，都將瑰麗多彩，令人期待。 

西元 1231 年當時 80 歲的巴黎大學只有四個系：神學/醫學/法學/藝術，這也

是西方世界數百年的高等教育知識範疇。隨著文藝復興和大學的社會化，直到近

兩百年前，人文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與工程加入高等教育的內容之中，直到今

天，大家所學習的知識，大體上在這個系統之中。然而各位畢業所面臨的，是科

技和全球化進一步爆發的世界，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並且唾手可得，兩百

年前定義的知識軌道，或者今天所說的一技之長，很難可以在人生的旅程一帆風

順收穫豐富。 

尋找知識旅程的藍海，往往是在兩三個既有知識範疇之間，穿越山峽而出，

豁然開朗；又或者是在另一座知識的山岳上，看明白原先所來之處蜀道難行的前

山後水，因此而看見新的攀越隘口。許多新的產業、新的機會，例如大數據、例

如金融工程、例如物聯網、例如虛擬實境，都不能在單獨一個兩百年前的知識範

疇所掌握，而極為需要兩個以上的既有知識領域互相匹配補充。如同水陸交匯之

地，常常可以發現最為豐富的生態物種。未來全球一家所面臨的重大問題，例如

環境與永續、例如移民與文化、例如能源、例如高齡化社會，都需要跨越大範圍

的多種知識整合起來尋求答案。當世界上對人才的描述，從 I 字進而為 T 字再進

而為 π 字的型態，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單一領域專長在未來的侷限。大學的學習，

是弱水三千取一瓢飲，使大家熟悉進入一個知識領域的必經歷程，未來在其他的

知識旅程可以模仿或者對照。在這裡我也特別要恭喜大家當中，完成了双專長學

習的同學，你們在辛勤之中獲得了更豐富的知識旅程經驗。清華每一屆畢業生已

經有 20%擁有双專長，這在國內各大學是非常難得的。 

進入社會之後我們所面臨的工作場域，除了專業知識，經常更被重視的是對

於不同專業背景之間的理解溝通能力，對於人與社會的了解與應對。專業知識可

以在大學裡經由設計好的學程「學而知之」而得到，後者則往往是在工作的需求

之中「困而知之」，要靠大家保持不斷虛心學習的動機而得到。如同將官不分兵科，

如果要將自己的能力做更大的發揮，為人群做更大的貢獻，跨出自己從大學畢業

當時的單一領域，是絶對必要的。 

期待清華人，未來除了知識旅程的跨越加成，在人生的旅程上，能勇敢跨出

自己畢業時的人生經驗，有意識地去探索去接納不同地域、不同年齡、不同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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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社經背景的人，學習他們的人生經驗，培養自己更大的能力和心量，去組合

去歸納更高層次的人生價值與所追求的目標。每一個清華人的人生風格可以不同，

人生旅程的風景一定互異，但是所追求的旅程目標應當要高要遠。清華的教育在

於培養君子，君子或者狂或者狷，但是君子不器，不侷限在一個知識領域，不侷

限在一個地域、一個年紀、一個種族、一個社經出身的視角。這是今天在各位的

畢業典禮上，希望對大家說說有關於「君子不器 突破自我 跨越領域」的話。自

今以後，各位或許不會經常聽到看到校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但希望大家將

這八個字銘記於心，以自強不息勉勵自己，保持不斷虛心學習的動機，跨出原先

熟悉的知識領域和人生領域；以厚德載物勉勵自己，跨領域的目的是創造自己和

人群更大的價值，積厚自我，承担未來所面對的事物。 

恭喜大家，並祝福大家擁有一個美麗的知識旅程和人生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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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清華新聞剪輯 

一、樹立高等教育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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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1 工商時報--清大「自力耕生」U-Start 製造業奪冠 

2014-03-11 人間福報--清大自力耕生隊 獲百萬創業金 

2014-03-11 中國時報--清大自力耕生 創業服務計畫奪冠 

2014-03-11 聯合報--清大奈米芽菜機 奪百萬創業金 

 

2014-08-07 聯合報 --清大推就學補助 助高雄氣爆受災清華生 

2014-08-07 中央社--清大安心就學專案 協助受災生 

2014-08-07 聯合報 --清大挺受災生 供宿舍、免學費 

2014-08-07 聯合報 --氣爆受災學生 清大急難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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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15 聯合報--清大拾穗計畫 明年免試收特殊生 

2014-12-26 自由時報--清華「拾穗」網羅各領域特殊才能學子 

2014-12-26 聯合報--「拾穗計畫」 圍棋、體操高手進清大 

2015-02-09 中國時報--清大拾穗 10 名頂尖學子匯聚 

2015-02-09 中央社--清大啟動拾穗計畫 網羅各路人才 

2016-03-07 聯合報--清大特殊選才 冒險家、棋手上榜 

2016-03-07 中國時報--清大「拾穗計畫」新生談抱負 16 位高手群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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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5  中央通訊社--叢集電腦競賽 清大資工奪冠 

2014-12-05  蘋果日報--紙板與膠帶打敗水冷 清大獲效能調適冠軍 

2014-12-05  中國時報--清大超強浮點運算 獲美競賽冠軍 

 
2015-11-02 自由時報--照顧弱勢生 清大旭日計畫擴辦 

2016-03-02 聯合報--照顧弱勢生 清華擴大旭日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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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 

 

2014-11-19 中央廣播電台--兩岸四地大學百強 清大首度超越台大 

2014-11-19 聯合報--兩岸四地大學排名 清大台大奪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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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29 自由時報--清大研發神奇海綿 入選 Google「射月計畫」 

2016-01-29 大紀元時報--解決世界級難題 清華產品入選射月計畫 

 

2016-10-06 中時電子報--清大原子爐中子光束 像雷神索爾槌死癌細胞 

2016-10-06 中央通訊社--硼中子治療瞄準肝癌 最快半年後臨床實驗 

2016-10-06 自由時報--硼中子可滅肝癌 推加速器普及醫院 

2016-10-06 聯合報--清大研究「硼中子捕獲治療」 治肝癌更準更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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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16 中華日報--頂尖四校專利總申請量降低 唯獨清華正向成長 

2015-12-16 ETtoday--台清交成專利申請數 4 年降 35% 僅清大呈現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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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8-16  中央廣播電台 美國專利核准數 清大 101 件全台第一 

2016-08-16  中央通訊社 學術機構美國專利數 清大全球第 15 

2016-08-16  自由時報 美國專利排名 台灣清大拿下全球第 1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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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 

2014-05-20 聯合報--上銀董座：只要是清大生 起薪 42K 

2014-05-20 自由時報--清大畢業生 上銀科技給 42K 

2014-05-20 中國時報--清大、上銀攜手研發 學士起薪 42K 

2014-05-20 蘋果日報--上銀清大設研發中心 畢業生 42K 

2014-05-20 經濟日報--產學合作 上銀清大設研發中心 

 

 

2014-10-09 中央社--清大攜手長春石化 推綠色化工 

2014-10-09 自由時報--清大、長春產學聯盟 發展綠化科技 

2014-10-09 中國時報--清大與長春石化合組產學大聯盟 

2014-10-09 蘋果日報--清大與長春石化合作研發 CO2 排放轉成再生原料 

2014-10-09 聯合報--3 年計畫每年補助 6000 萬清大＋長春石化發展綠色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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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5 自由時報--培育領導人才 清大獲捐 3 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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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23  經濟日報 清大與光寶集團 簽署設立聯合研發中心 

2015-10-23  中國時報 清大、光寶產學合作 共創科技新氣象 

2015-10-23  蘋果日報 光寶攜手清大 研發穿戴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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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5  中國時報--校友捐建 清華綠能大樓啟用 

2016-04-25  大紀元--清華校友捐億款 綠能大樓啟用 

2016-04-25  聯合報--校友捐款逾 1 億 清大綠能大樓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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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8  聯合報--慶清大 60 歲 林智堅勤練小提琴 

2016-03-28  自由時報--清大 60 歲校慶獻演 校長市長練琴 

2016-04-25  聯合報--清大校慶 林智堅拉琴祝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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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22  經濟日報--清大跨領域育才 著重三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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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 

 

2015-11-27 中華日報--台灣首門 MOOC 財金課程大陸選修破萬人 

2015-11-27 大成報--受到大陸陸生喜愛 清大推出「MOOC 財金課程」大陸

選修破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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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1  聯合報--清大志工團 扭蛋募款助貝里斯 

2015-06-01  大紀元時報--清大國際志工團出發圓夢 愛很大 

2015-06-01  自由時報--清大國際志工 暑假首赴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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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30 中央社--第 6 個印度台教中心在清奈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