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一、任期績效 

秉持「周雖舊邦 其命唯新」，以清華傳統創新校務面對當代的許多挑戰與機

會；在大環境惡化中，持續發展。大學以教育為本，清華持續在招生理念與

實務領導各大學。推動扶助弱勢入學機會的旭日計畫與特殊選才的拾穗計畫。

發展跨領域學習的有效機制，使大學部 20%畢業生具有雙專長邁入新世紀。

建置以校為名的清華學院整合大學部教育的平台為國內首創。結合校友與住

宿書院推動創新創業，並募款 6000 萬元建立 TIX  Institute。創置全校傑出

產學合作獎，建立上銀、長春、光寶、聯發科、台積電等多個大型聯合研發

計畫。自民間企業挹注本校研發資源每年超過 2億元、技轉收入每年 1.3億

元最高，三年累計超過 6.2億元及 3.2億元。三年中募款超過 11億元、推動

經常支出節流總計 6.1億元。首度推動校務基金財務運作，年均效益超過定

存四倍以上。本校教師獲得彈性薪資比例在各大學之中最高，清華連續兩年

上海交大評比兩岸四地大學名列全台第一，每位教師平均論文引用率世界第

十五，全台第一。以國際合作提升本校能見度、學生國際移動力與學術研究

人力，最新的 TIMES 國際化大學評比本校為全台第一。來自境外學生增加

60%達 8%、教師達 10%，研究所英語授課比例 35%。105年成功開創清華

第一個海外 EMBA 班，本校在印度增設教育中心已達 8 個，明顯領先各大

學，擁有策略地位。國內高等教育正面臨多項不利的因素，清華過去的優勢

條件受到制約，需尋求新的機會。完成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合併使學校整體

在教師與學生名額、校務基金、校地校舍、學術構面與跨領域發展有顯著的

增益，強化國際競爭力與社會鏈結的實力。 

二、未來規劃 

藉由招生專業化及彈性創新學習環境進一步提昇全校教育。增強國際雙聯學

位擴大研究投入產出與能見度。以大小產學聯盟及聯合研發中心建立更寬廣

的產業合作，挹注研究。提出學校新的願景目標，爭取新的募款支持。在已

有正面經驗之上倍增永續基金財務運作規模以增益校務。調整發展藝術學院

與教育學院，結合清華既有優勢領域，發展教學與研究跨領域創新，使學校

如虎添雙翼。清華附小提供年輕教師的子女優質教育並設置雙語班。完成市

府撥用增加 6公頃校地，啟動南校區新建築與學校大門口區域規劃、積極發

展南大路校區未來新的成長，整體營造清華大學新的躍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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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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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對於高等教育曾經有一段顯著投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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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就任時曾經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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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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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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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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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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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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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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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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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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特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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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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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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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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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現任任期治校成果績效 

積極踐履就任時所提的願景與承諾，並完成多項興革，分述如下： 

一、樹立高等教育典範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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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募款使每位低收入學

生無虞就學。 

 領先國內推動拾穗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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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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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招生實驗計畫，例如強調

「創新設計」及「創新領導」

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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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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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要

點，應屆畢業同學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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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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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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業與生活結合的輔導體

系，班級及住宿雙導師制

度。 

 獲得企業家認同捐助三千

萬元「立德計畫」培育領導

人才。 

 創置「行健獎」與書卷獎並

重，表彰幫助弱勢、積極公

益與多元成就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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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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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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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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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內已有在學學生創業 3

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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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扶助弱勢學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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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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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計 6,202 人次，包含：微積分、普物、普化、生科導論，105 學年增加計算

機概論與程式設計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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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學優質化 

採取各面向措施如下圖。 

 

 

4.構築創新創業的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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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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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三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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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S 大學評比國際聲望項

目本校為全台第一，全亞洲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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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民間企業之研究經費，成

長 53%，最高達 2.3 億元/年，

三年超過 6.2 億元。 

 技術轉移創新高，達 1.3 億元

/年，三年超過 3.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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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億元從事長

期合作研發，長春三年 1.8 億

元，光寶五年 8,500 萬元，為

大型產學合作之三例。 

 創置傑出產學研究獎迄今三

屆，肯定同仁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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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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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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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工研院專屬支持，凡到本校

交換或就讀的印度 IIT 學生給

予獎助學金。 

 爭取獲博士班增設/調整分流

授權自辦計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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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學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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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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來自民間企業之研究經費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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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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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與工研院協議取得本校

大門口所缺關鍵角地。 

 開始與新竹市政府辦理南校

區相鄰 6 公頃公有地查估與

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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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內募款 11.18 億元。 

 獲得來自民間企業的研究經

費三年超過 6.2 億元，技術移

轉收入超過 3.2 億元。 

 獲得國外 Qualcomm 創辦人

Irwin Jacobs 捐款 6,000 萬

元發展創新創業。 

 建置載物清華牆，激勵捐款。 

 設置榮譽校友，連結對清華貢

獻卓著的社會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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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電 EUI 下降 15%，總節水

超過 20%。 

 三年較 102 年節流經常支出

累計 6.1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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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收益超過

5%，較定存高出 4 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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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績效成果包括： 

1. 103 年迄今爭取捐款 11.18 億元。101 至 105 年募款及 106 年(含)以後承諾

總額統計如下： 

                                      單位:千元 

  年度 101 102 103 104 105 
已承諾 

數  額 

捐款總額 251,230 185,480 306,620 283,750 276,460 251,190 

2. 節約水電 

三年總節約水電經費超過 7,000 萬元(請見 P.24 節流措施執行成效表) 

(1)用水量統計 

自 104 年下半季完成全校公共區域水龍頭 75％安裝節水器，並進行全校

自來水查漏檢修。用水量逐年減省，較三年前節約 21%。 

102~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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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988,230 -7.51% 

104 899,379 -8.99% 

105 844,407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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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電量逐年減省，較三年前節約 7.7%，扣除新增建物則達

10.5%。 

102~105 年用電量統計 

年度 
總用電量 
（度）  

相較前一年度
用電成長 

扣除新建物之
用電量(度)  

扣除新建物用電
量相較前一年度

用電成長 
備註 

102 62,324,040 6.95% 50,046,035   

103 61,924,920 -0.64% 46,427,290 -7.23% 新啟用館舍(名人堂)  

104 60,610,040 -2.12% 47,391,529 2.08%   

105 57,514,760 -5.11% 44,772,373 -5.53% 
新啟用館舍(綠能大

樓、創新育成大樓) 

 



15 
 

3. 校友聯絡 

校友有效聯絡比率從 20%提升至 48%。 

4. 公共事務 

以專業進行媒體溝通與新聞發佈，顯著增益本校形象。 

四、全球化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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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提升大學部英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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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海外交換學生達 650 人

為歷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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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來自境外學生比例成

長 60%達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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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師，結合駐外使節與國際企業家

的能量。 

 舉辦大使系列講座，已邀以

色列、韓國、印度、法國、

美國、歐盟、越南等駐台代

表（大使）來校，同學收穫

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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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大學名列前茅 

最新的 TIMES 全球國際化大學評比，本校超越台大及各頂尖大學，為全台

第一。 

2.強化學生外語能力及國際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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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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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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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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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訊科技與應用碩士學程。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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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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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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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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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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減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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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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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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經兩校密切討論，校內三十場以上與同仁同學座談會，以及向教育部行政

院報告說明，自 105 年 11 月 1 日生效。學校整體在教師與學生名額、校務

基金、校地校舍與學術構面有顯著的增強，未來能夠有更新的發展。所增加

的附屬小學與雙語班，有助於提升同仁子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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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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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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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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務基金與可用資金以及開源節流 

一、歷年校務基金執行情形 (清華大學校本部) 

(一)經常收支部分 

1.總收入由 103 年之 51.83 億元增加至 105 年度之 53.36 億元。 

2.總支出由 103 年之 55.65 億元增加至 105 年度 57.40 億元。 

3.財務實質賸餘由 103 年 523 萬元增加至 105 年度 1,636 萬元。 

單位：元 

科  目  名  稱 103年 104年 105年 

總收入(A) 5,182,753,877 5,156,628,337 5,335,618,621 

學雜費收入                                                   593,518,465 590,376,022 605,765,871 

學雜費減免(-)                                                -16,586,544 -21,581,664 -20,830,922 

建教合作收入                                                 1,781,145,768 1,914,098,702 1,906,859,453 

推廣教育收入                                                 9,498,027 15,492,531 15,143,096 

權利金收入                                                   29,959,333 20,592,081 26,883,761 

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1,287,461,000 1,358,493,000 1,397,163,000 

其他補助收入                                                 270,410,403 273,702,027 301,544,123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經常門收入 
720,129,140 632,867,085 580,475,065 

雜項業務收入                                                 18,919,901 18,934,364 13,351,866 

業務外收入                                                   488,298,384 353,654,189 509,263,308 

總支出(B) 5,564,529,859 5,649,799,780 5,740,013,359 

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498,002,914 2,439,657,332 2,458,119,569 

建教合作成本                                                 1,826,025,802 1,914,092,660 1,905,889,305 

推廣教育成本                                                 9,483,407 14,766,377 13,200,032 

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148,669,066 179,125,445 169,519,295 

管理費用及總務費用                                           376,717,473 395,183,594 431,970,749 

  研究發展費用                                                 274,497,270 279,394,749 308,057,975 

  雜項業務費用                                                 16,046,721 19,286,877 18,661,169 

    業務外費用                                                   415,087,206 408,292,746 434,595,265 

收支賸餘(短絀-)(C=A-B)                                      -381,775,982 -493,171,443 -404,394,738 

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之折

舊、折耗及攤銷費用(D) 387,010,676 501,500,271 420,750,324 

財務實質賸餘(短絀-) 
(E=C+D) 5,234,694 8,328,828 16,355,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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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部分 

103年至 105年購建固定資產執行率分別為 86.37%、87.50%、92.86%。 

單位：千元 
           年 度 
 項 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土地改良物 66,116 32,992 36,628 

房屋及建築 256,271 577,373 395,834 

機械及設備 450,901 443,528 469,731 

交通及運輸設備 6,685 9,623 12,598 

什項設備 153,004  146,368  132,530 

總計 932,977 1,209,884 1,047,321 

執行率 86.37% 87.50% 92.86% 

二、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一)清華大學校本部 

校本部創新育成中心及學人宿舍等自償性支出工程陸續使用校內可用資金，

以未來收益長期還本，係為節省向銀行貸款之利息支出(103-105 年度共計

972 萬元)，故 104 年起可用資金顯著減少。105 年合校之後可用資金則為

10.22 億元。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如下表： 

單位：千元 
           年 度 
 項 目 103年 104年 (註) 105年 

可用資金 724,313 47,354 51,927 

註：可用資金 104年較 103年減少，主要係因校務基金先行墊支創新育成中心及學人宿舍工程款

4.58 億元，其餘為清齋內裝、華齋及義齋學生宿舍整修工程、延續性全校污水納管與機電

管路工程、資電館火災修復、綜二綜三空間改造室內裝修、綠色低碳能源大樓裝修工程、清

華實驗室新建工程等支出。 

(二)清華大學南大校區 

單位：千元 

           年 度 
 項 目 103年 104年 105年 

可用資金 772,131 882,452 970,027 

註：清華大學南大校區不含附小。 

(三)105 年合併後清華大學可用資金總計為 10.22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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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開源節流執行成效 (清華大學校本部) 

(一)開源措施執行成效 

1.積極促進產學合作計畫，計畫總收入(包括來自政府與民間)103 年至 105 年

較 102 年累計增加 6.78 億元如下表所列。 

單位：千元 

年 度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產學合作計畫  1,641,527 1,781,146 1,914,099 1,906,859 

較上年度增減數  139,619 132,953 -7,240 

較上年度增減比例  8.51% 7.46% -0.38% 

(1)設置多個大型聯合研發中心（上銀、聯發科、光寶、台積電、中鋼等）

與大產學聯盟（長春化工）。其中，上銀投入十年 2 億元，長春三年 1.8

億元，光寶五年 8,500 萬元，為新增大型產學合作之三例。 

(2)爭取 Qualcomm 創辦人 Irwin Jacobs 捐款 6,000 萬元，105 年成立

「Joan and Irwin Jacobs Innovation Institute（TIX）」培育產業研發人

才，鼓勵學生創新創意。 

(3)推動萌芽創業計畫，三年來推動校內 7 項科研成果商業化，成立新創與

衍生合資公司達 10 家，總資本額達新台幣 7,000 萬元，包含引進外部

資金約 5,500 萬元。 

(4)技術轉移金自 103 年 8 千萬元成長至 105 年 1.3 億元。 

2.永續基金成效如下表所列。 

單位：千元 

年 度 102 年 103 年(11 月~12 月) 104 年 105 年 

投資資金 - 151,883 207,391 211,495 

年度總收益 - 365 8,461 20,055 

收益比例 - 0.24% 4.08% 9.48% 

以「保守穩健」原則，擬定投資計畫方案，將資金投資於獲利穩定之股票或

指數型基金（ETF）等金融商品。103 年 11 月 5 日正式啟動進入投資市場，

當年度未出售持有股票，無資本利得，銀行利息收入 365,423 元。104 年

總收益 8,460,998 元（約為投資資金 4.08%），105 年總收益 20,055,080

元（約為投資資金 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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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款成效如下表所列 

103 年迄今，共募款 11.18 億元。101 至 105 年募款及 106 年(含)以後承

諾總額統計如下：                    

單位：千元 

年 度 101 年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已承諾捐款 

(增加中) 

捐(募)款  251,230 185,480 306,620 283,750 276,460 251,190 

較上年度

增減數 
- -65,750 121,140 -22,870 -7,290 - 

較上年度

增減比例 
- -26.17% 65.31% -7.46% -2.57% - 

備註：決算數上的受贈收入係當年度不指定用途收入及指定用途支出數（指

定用途專款專用並於當年支出才列為收入） 

(二)節流措施執行成效 

103年一次節約經常支出近 10%，104及 105年儘可能維持學校穩定運作。 

103 年至 105 年較 102 年累積節約經常支出約 6.1 億元，如下表所列。 

單位：千元 

           年 度 

 項  目 102 年 103 年 104 年 105 年 

 水電費 213,621 215,524 190,517 162,490 

 郵電費 13,656 12,339 10,807 11,357 

 旅運費 228,868 210,220 206,119 199,027 

外包勞務支出等其他服

務費 
131,805 123,755 134,954 142,067 

演講鐘點費、稿費、出席

費及工程規劃費等 
214,151 179,712 171,374 179,503 

維護費 150,546 113,162 109,271 149,959 

材料用品消耗費等 1,270,463 1,152,608 1,201,208 1,185,121 

經常支出合計 2,223,110 2,007,320 2,024,250 2,029,524 

較上年度增減比例 
金額 -215,790 16,930 5,274 

百分比 -9.71% 0.84% 0.26% 

註：不含折舊及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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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教育部續任評鑑報告書與具體構想回應 

一、整體治校理念方面 

賀陳校長承創校之精神，以實力、毅力與信心為基礎，領導學術與實務並進，

期待樹立教育典範，讓學術更上一層樓並加強資源策動與社會溝通，達到全

球化之目標。 

回應：秉持肯定，繼續發展。 

二、現任治校成果方面 

(一)賀陳校長提出樹立教育典範、學術研究更上一層樓、加強資源策動與社

會溝通、全球化等四大願景，及其相關推動措施與成果，具有一定成效，

特別是學士班跨領域學習、與企業合設研發中心、大幅提升來自企業贊

助研發經費與技轉金額、校園節水與節電成效、完成與新竹教育大學合

校等項更為突出。 

(二)在招生精進方面，多元且符合菁英學生入學方向，廣納人才之理念，成

效頗著。 

(三)在跨領域課程方面，強化學生學習多元性，並積極實踐設計良好教學環

境。 

(四)在全人教育方面，透過制度建立優良核心通識課程及推動清華學院，並

加強教學相關配套措施。 

回應：秉持肯定，繼續發展。 

三、對未來之建議方面 

校務說明書詳實說明續任規劃，惟在高等教育激烈競爭下，如何面對少子女

化的衝擊，學校應有更積極之作為，以利大學發展特色，具體建議如下： 

(一)校務發展 

1.積極拓展並充實校務基金，以提昇校務基金資源，俾推動續任任期之校

務發展規劃及相關工作。 

具體構想： 

在任期間平均每天爭取募款一百萬元，累計11.18億元；強化引進民間

產業研發資源三年達6.2億元以上，技術移轉收入三年超過3.2億元。合

校後校務基金增益約10億元。未來任期將以新的校務規劃中特定募款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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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包括新建築、學術活動與學生獎助等，以更專業化、組織化與客製

化募款再獲佳績。 

2.與新竹教育大學合校方面：宜積極磨合，凝聚共識，以發揮加成之效；

另妥善規劃教育學院與藝術學院發展，發揮人文社會藝術與科技之融合。 

具體構想： 

已組成10個合校工作圈，包括師生職技同仁共同規劃磨合相關實務工作

面向。教育學院與藝術學院已分別召開諮詢委員會，由黃榮村前部長與

劉炯朗前校長任主席，提出跨領域結合科技發展規劃。未來將在此方向

展開組織調整，並支持跨院合作研究與教育計畫。已獲得企業家與校友

承諾與規劃支持發展。 

3.國際化方面：增加國際生及交換生人數，並擴展與世界一流大學雙聯學

位。 

具體構想： 

任內之本校境外學生人數成長60%，本校赴海外交換學生成長至每年

650人。去年雙聯博士學生自利物浦大學與IIT Madras到本校即有10位。

新訂完成6件雙聯學位計畫。106學年新增與香港科大2+2雙學位。未來

將持續強化全球連結，例如與以色列Technion已有良好之開始。 

4.招生方面：有關全國性博士班學生大幅減少及水準降低等問題，學校應

有妥善因應措施。 

具體構想： 

跨院博/碩士班能開創更具彈性而前瞻的招生管道；以院為單位調配名

額；兩者皆能有效增加入學博士生。重視發展藍海海外生源。印度以其

人口數、語言及平均素質因素為一重要來源國；任內積極發展台灣教育

中心至8個，並兩次於行政會議專案簡報對印度招生做法。每季親自主

持東南亞事務會報，本校亦獲得工研院專屬的IIT/清華獎助學金，有助

於吸引優秀研究生。未來可望有顯著的博士生成長。 

(二)教師教學研究 

1.卓越研究方面：積極推動前瞻領航跨域研究，發展在地特色及跨校合作

研究，精進學校優勢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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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構想： 

任內完成建置上銀、長春、光寶、聯發科、台積電、中鋼等大型聯合研

發中心；產學鏈結旗艦計畫數目為各大學之冠；未來將在此基礎之上以

問題導向結合不同領域，發揮學校強項領域。 

2.教學創新方面：提供多元、彈性、深化之平台。 

具體構想： 

發展院學士班平台使跨領域多元彈性學制學生已達20%；清華學院校招

生平台另提供延後分流及個別學程之多元彈性。未來隨藝術學院與教育

學院學士班成立，上述機制將更為深化開展，受益學生將顯著增加。 

(三)學生學習 

1.加強學生創新創意創業能力之教育，並擴大產學研鏈結，培育符應社會

需求研發人才。 

具體構想： 

透過大型聯合研發中心、高通創辦人捐助6000萬成立的TIX Institute與

校友網路及載物住宿書院等推動具規模與國際連結的創新教育。完成教

務章則修訂，使學生擁有更大的彈性從事上述探索式學習。創新育成中

心提供更大的空間予以發展。 

2.深化品德教育，培育術德兼備優秀人才。 

具體構想： 

推動以服務學習取代勞作服務，以實際的人對人的服務學習深化品德教

育。本校國際志工學生亦為各校比例最高。重視住宿生活教育，入住時

對父母感恩奉茶，平時惜物回收捐贈。厚德住宿書院透過思辨與社會關

注深化品德教育實踐。於書卷獎之外創置「行健獎」表彰幫助弱勢積極

公益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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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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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才培育面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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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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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學生（例如社團活動等）受到一致標準的學習及生活資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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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確實發展跨領域人才培育與學

術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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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環境功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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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學院分別在諮詢委員會建議之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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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構想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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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教師與學生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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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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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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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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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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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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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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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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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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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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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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擴大在地及國際連結 

與縣市政府合作，在南大校區強化在地及國際連結，使城市及校園藉由學術

力量提升貢獻與能見度。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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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節流與運籌 

持續深化節能，節電 EUI 至 102 以下，節水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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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募款等方式增加永續基金

財務運作 3 億元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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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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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民間提供獎助學金，減少國際學生經濟負擔，以吸引更多優質的國際學生，

每年 20 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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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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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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將增設 5 個以上，在本校創設全國唯一的印度教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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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期許與展望 

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描述君子的行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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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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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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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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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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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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一同

越過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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