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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期刊論文 140 篇、會議論文 130 篇、國內外專利 8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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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共創清華美景
彭宗平

前言
我個人成長於新竹，初、高中在學府路上學六年，經常到清華大學「遊
覽」美麗的清華園，甚至在紅樓的舊圖書館（台達館現址）準備大學聯考。
1985 年返國，在材料科學工程系任教迄今。深深覺得清華提供了最優異的教
研與生活環境，讓教授們在此安家立業，發揮所學，作育英才，並在學術上
追求卓越。不僅如此，子女們亦受惠於水清木華優美的校園，充分利用各項
完善的設施，快樂成長，多元發展。作為清華的教授以及清華園裡的每一個
成員，我們實在是最幸運的一群，也都非常感恩這種難得的機遇。以下謹就
個人的一些想法與經驗，就教於遴選委員會及全校教職生與校友，並期共同
勉勵，一起攜手，創造清華更美好的未來。

一、學生之教育與輔導
大學最重要的任務是培育人才。作為臺灣的頂尖大學，清華不僅要培育
第一流的人才，更要培養社會未來的領導人才。
大學教育不單只是專業訓練，更要培養學生理性思辨、追尋真理、建立
見識、人際溝通、塑造人格的能力。而培養學生有系統有組織的表達能力、
勤樸踏實的求學態度，以及鑑賞文化藝術的素養，都是大學教育的重要課題。
1. 課堂內之教育
課堂內的教育，必須注重教學品質，而且要提供學生以學習成果為導向
的教學，有些學系的專業課程更須重視其實作能力，才能學以致用。教學宜
以學習為主體，每一門課學生必須努力學習，才得以獲致學分。
與此相關的議題則是課程的重整，經由消去重疊的內容及降低份量膨脹
的學分等方式，重新整合，不僅可降低系所的總課程數，教師亦可更專心投
注於課程內容的精實，而學生也因投入更多時間學習而獲益。
研究生的教育方式與檢驗標準，不同於大學部學生。碩士生應能在其專
業上有所專精，據以在學術或就業上發揮所長，受到社會或企業的青睞與重
視。博士生的教育，其學術專業的表現，必須能與國際一流大學並駕齊驅，
並且具有國際移動的能力，能受聘到國外的學術機構或企業任職，受到肯定。
2. 課堂外之教育與輔導
課堂外的教育相較於課堂內的教育，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清華近年
來推動的清華學院、服務學習、國際志工等計畫與活動，都是課堂外重要的
教育方式，值得擴大與深化。而為提高學生國際化的視野，亦可推動海外的
專業實習，並提高學生赴國外交換學習或修讀雙聯學位的比例。
我過去在元智大學主持校務，便一再提倡大學的教育與輔導，必須能讓
學生「開竅」與「加值」。「開竅」是學習方法與做人做事方法的「開竅」，
而「加值」即是透過各種教育與輔導的制度，讓學生的心智與做事能力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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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我特別希望清華能建立「雙軌導師制」，意即除本系所之導師外，也
要引進校外的社會賢達或校友擔任業師（mentor），協助學生作生涯規畫，
培養多元的學習興趣，養成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此外，更須強化社團活
動，培養組織與企劃之能力、團隊合作之精神及對社會關懷之情操。
前瞻社會發展的趨勢，更重要的教育內涵則是要啟發學生之創意，進而
培養創新與創業的精神。創意的啟發，最好是透過競賽、執行計畫或團隊合
作，增加共同討論、相互觀摩激盪的機會，同時也可經由開設工作坊，啟發
創意。
3. 通識教育之推行
全球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大學部教育特別重視通識教育。本校的通識
教育，近年來以思維方式、生命探索、藝術與美感、社會與文化脈動、科學
技術與社會、文化經典及歷史分析七大向度為核心通識，個人認為極為允
當，未來可加強各向度內課程之整合，並規畫進階系列課程，以期在同一向
度內深入學習。
除了通識課程外，清華學院、藝術中心、語言中心及寫作中心等都是學
習的重要場域與資源，而倡導學生踴躍參加各種演講及藝文社團與活動，並
成為大學生活的一部分，亦是通識教育的重點。
我特別覺得學生的閱讀習慣及思考與表達能力必須加強。個人在元智大
學推動「經典五十」閱讀計畫，規定為通識必修 2 學分，成效甚佳，獲得學
界極大的迴響，或可在清華推行。本校近年來體育場所的容量，大幅增加，
體育競賽的表現，令人激賞，應給予體育活動更多鼓勵與支持，並注重學生
體適能的提升。我國傳統教育較缺乏對美學的欣賞與訓練，個人認為美育之
加強，不僅可提高對生活品味之要求，也可提升生命的價值，應格外提倡美
學教育。
鑑於通識教育之重要性，個人願意親自積極參與通識課程之規畫與執
行，並加強推動校內的體育與藝文活動。

二、學術研究之卓越化
清華是一所典型的研究型大學，追求學術研究的卓越是學校最重要的目
標之一。但學術研究，必須在國際的平臺競爭，也必須以國際的標準來檢驗
卓越性。個人認為以下幾個方向，值得共同努力：
1. 建立國際一流的「頂尖研究中心」
評判研究中心是否具國際頂尖水準，不應僅是一流學術論文的發表篇
數，而應該是其重點領域具有前沿的研究成果，與國內外學術界互動頻繁，
能吸引國外一流學者前來訪問研究，而其培養的研究生則是國外學術機構爭
取聘任的對象。清華在未來 5~10 年內，應有若干個這樣的頂尖中心。
我們應強化校內現有已具規模之「實體」研究中心，使其能提供師生「一
貫作業」的設備、技術與行政支援。同時應以現有「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下
各研究中心與團隊為基礎，持續發展，並促成具指標性的研究成果，達到世
界頂尖；有潛力發展為「實體」中心者，應予提供空間，作為永續經營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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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為名符其實的「頂尖中心」
。此外，
「清華實驗室」應加速建置核心設
施，形成重點團隊，使成為校內整合型研究之重要基地。
2. 加強國內外學術合作
成功的國際合作，通常係採 bottom-up（由下而上）的方式，經由雙方
教授與學生彼此的網絡與共同的興趣來達成。學校的研發行政，則應提供更
好的平臺及行政支援，建立橋樑與創造機會，而各頂尖研究中心或團隊更應
加強與國外對應的頂尖學術單位進行資源整合與實質合作。
我們更要善用先天的地利優勢，加強與鄰近產學研機構之合作，包括新
竹科學園區、交通大學、工研院、國研院、國衛院、中科院、同步輻射中心、
新竹生醫園區等。全球鮮有大學像清華擁有如此豐沛的利基，可就近與各一
流的產學研機構密切交流與合作，善用並加強這種”unfair advantages”，絕
對是清華發展為國際一流大學的最大資源。
台聯大系統資源的互補及整合，以及重大議題的合作，仍有待加強。
「國
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對本校數學與理論物理的發展，貢獻卓著，應更予重
視。另應擴大與中研院的合作，特別是人文社會領域。兩岸清華宜選擇重點
項目，利用「兩岸清華大學聯合實驗室」共同合作。此外，本校為東亞研究
型大學協會(AEARU)的創始會員，亦可加強各大學間實質的合作。
3. 加強產學合作
政府部門的經費逐年縮減，清華未來的研發經費，必須加速向產業界擴
展，才能維持研發能量的繼續成長。因此，宜爭取更多的大型產學計畫或與
大企業合設研發中心，針對前瞻性議題，組織團隊，發展創新技術。
歷年來累積的專利，宜即進行盤點。此可與台聯大系統及工研院合作，
互補結合，增加智財權的衍生收入。興建中的創新育成中心大樓，除可輔導
更多廠商進駐外，學校亦可藉先期參與或其他機制，共享廠商未來的營業利
潤，成為清華長久穩定的發展基金。
此外，學校宜強化機制，鼓勵並輔導師生的創新與創業，在校內逐漸增
強創新創業的氛圍，並形成傳統。這是清華值得深思也應勇於面對的轉變。
4. 加強延攬及培養優秀師資
提升學術研究的卓越，最重要的關鍵因素乃是一流的人才。我們應更主
動積極，鎖定目標，延聘國際級傑出學者，快速提升本校在其專長領域的研
究水準及國際能見度。我們應提供具體之誘因及完善之配套措施，俾能長期
留任，組織團隊，以見其成效。
同時，亦應特別注重新進年輕教師之養成，給予更多支援與彈性，迅速
發揮實力。未來可建立制度，由資深傑出教授擔任年輕教師之業師，或合組
研究團隊，培養新血。

三、校務之規畫與行政運作
校務之規畫與行政運作，必須兼顧品質、彈性、創新及倫理。我心目中
理想的「一流大學」，是建構最好的軟硬體環境，能吸引一流的教師、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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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來工作與求學。能聚集一流人才的大學，自然就能成為一流的大學。
1. 硬體建設與綠色校園
清華校園的硬體建設，近年來有極大的成長，特別是台積館、台達館、
校友體育館及旺宏館的相繼落成啟用；而規畫或興建中的大樓，如清華實驗
室、創新育成中心、生醫科學大樓、綠色低碳能源教研大樓、人社二館及學
人宿舍等，更將擴展學校的教研能量，其施工品質及空間規畫，都必須盡善
盡美。清華的建築，屋齡大都已超過二、三十年，定期維修及內部設施的改
善，應列為未來硬體規畫的重點。而長期以來，北校區建築物的次第增加，
已趨近飽和，校園整體的美化，益顯重要。我們更應善用清華校園先天的「水
清木華」之優勢，建構一個力行節能減碳的綠色校園，讓清華園成為真正美
麗、清淨並充滿學術氣息的校園。
2. 校務規畫與經營
學校定期進行的中長程校務規畫，應能具體落實為發展策略與行動方
案。目標必須具體明確，資源必須到位，並定期追蹤考核與動態檢討，持續
改善，才能見其成效。
系級單位（包含系、所、班、中心、室）是最重要的基層學術單位，學
校必須盡力協助其發展，並透過自我評鑑，充分掌握其發展實況，獎優輔弱，
俾增強體質，發揮特色。學院負有統合所屬各單位教研能量與資源的任務，
其角色與重要性應予強化。學校資源的分配，應有相當的比例直接撥付給學
院，讓學院有實質的權責進行院內的統合。
校友會的運作，因清華百年校慶的一系列活動而更為積極活躍，特別是
「百人會」及「清華企業家網絡協會」等的成立，更發揮了校友龐大的向心
力及凝聚力，並與母校建立了良好的互動。學校應建立完整的校友網絡資
訊，與校友保持密切的聯繫，並建立機制，邀請校友參與校務的發展。
3. 校務行政與職技人員之職能提升
校級的行政單位扮演支援全校教研活動最重要的角色，必須善盡職責，
發揮綜效，具體提升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行政單位的資訊化與國際化能力
必須更予重視及加強，學校亦應定期評估、檢討、改善行政績效。
優質的大學亟應打造一個環境，儘量減少教師不必要的行政工作，讓教
師能全心全力投入教學與研究。值得考慮的方向包括檢討各層級的組織運
作、明定事權分工、減少會議、簡化流程、善用資訊平臺等。學校亦應營造
教師與職技同仁良好互動之氛圍，讓職技同仁對教師之教學、研究與學生輔
導有切身之體會，以增進行政服務之效能。
我們應建立職技人員多元成長的管道，提升工作知能，增進服務之廣度
與深度。除了強化職技同仁各項一般及專業技能的訓練，如公文、資訊、企
劃、簡報、外語等能力外，也可透過國內外參訪、標竿學習、駐點學習等方
式，提升視野與能力。學校應建立培育及晉升職技同仁公開及明確的機制，
對優秀職技同仁施以管理才能訓練，並賦予協助新進同仁工作能力養成之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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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學與社會之關係
大學必須能影響社會風氣，帶領社會發展，對國家有所貢獻。因此，大
學必須與社會有密切的交流與互動。大學應參與社區活動，關懷弱勢族群，
並對社會、經濟、教育、文化、科技及產業等政策，提供建言，發揮影響力。
清華位於新竹，首先應強化與地方的互動關係。清華校園幽美，但鄰近
社區的街景，實難與校園相對應，學校應考慮與周圍的社區及市府合作，進
行社區總體營造，改善景觀，打造具人文氣息與學術氛圍的大學城。清華亦
應加強與大新竹園區的互動與交流，建構校園內外學術與藝文資源共享的平
臺，共同提升新竹科學城的文化水準。
欲放眼世界，應先立足臺灣。對於攸關臺灣永續發展的重要議題，如人
口（少子女化與高齡化）、能源、環境、氣候暖化，甚至兩岸關係等，更應
主動關心，善用學校的人才與資源，結合社會各界，提供學術研究成果與建
言，共同為臺灣更美好的未來，一起努力。

五、清華之挑戰與機會
面對臺灣社會的急遽變遷與高等教育的多元發展，加上國際的競爭，清
華的未來，充滿挑戰，也充滿機會。
1. 財務之充實與調整
清華近年來受益於「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各項教研設施大幅擴增或改
善，教研成效大幅提升。惟政府已宣告補助經費將逐年減縮，必須儘早因應。
開源節流，以及提高資源的利用效能，自屬必要。未來擬興建之建築物所需
經費雖已部分到位，但財務缺口之貸款與還款規畫，則必須再予精算。對外
積極募款，開拓財源，並設定目標，充實校務基金，是校長的重要責任，必
須努力以赴；此亦有賴各級主管的協助，也希望校友能持續並擴大對母校的
捐款。惟過去外部的捐款，用於硬體設備者居多，軟體者較少，未來應適度
調整比例，期能將更多捐款，一則用於設立講座及獎助學金，提升師生的吸
引力與競爭力，二則用於重點研發計畫，提升研發能量與成效。各頂尖研究
中心與團隊，也必須有能力爭取或整合更多外部資源，並積極參與國際計
畫，以謀永續發展與壯大。
2. 加速國際化與擴展產學合作
未來的校務發展，應更加強國際化與產學合作。國際化的幅度與速度，
必須加大加快。校園國際化的環境建置，尚有不足。外籍生的招收，應制定
更積極的策略與措施，擬定更高的目標與進度。學校宜盤點簽約之國外大
學，鼓勵各院系擇定重點合作夥伴，落實師生交流與學術合作。各頂尖研究
中心及重點領域團隊應能與國外頂尖機構進行資源整合及實質合作，以客觀
標準及評估機制，達到世界一流。在產學合作方面，宜鼓勵研究的實務應用
性，強化與業界的互動，經由大型產學計畫、聯合研究中心等，增加研發能
量，並透過共同合作所衍生的智財權及技術移轉，提供學校更多的經費資
源。即將設立的「清華實驗室」及擴建中的創新育成中心，在未來國際化及
產學合作的能量與品質的提升，都具關鍵作用，必須妥為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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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構多元價值之校園文化
本校人文社會學科的能量仍較薄弱，須引進外界的資源，例如加強與中
研院的合聘與合作，創造更多機會與價值。人文與科技互通互融的校園文
化，是一流大學的重要元素，必須加強。學校必須涵養多元文化，建立多元
價值觀。學校亦應創造利基，鼓勵創新創業，並促成部分領域的研究方向及
內涵與創新創業結合。同時，作為一流的研究型大學，絕不能重研究輕教學，
而應教研互融互長，並以研究成果促成教學品質的提升。
清華的校務發展目標，雖擇定若干國外一流大學為標竿，然大皆以其學
術表現為參考指標。惟成為一所優質的大學，其制度的建構及系統的運作實
為關鍵，如何參酌標竿大學的組織運作，並引進清華的行政體系，內化為清
華的制度與文化，亦是清華可努力的方向。
4. 調整育才與招生策略
面對未來少子女化的社會，生源將從目前每年的 32 萬人逐年遞減至 16
萬人，各大學學生的平均素質將往下移動；與此同時，高齡化社會的來臨，
又將使每個就業人口撫養的人數逐年增加。易言之，未來每名大學畢業生之
平均生產力，必須倍增，臺灣整體的經濟才能持續發展。清華如何調整人才
培育的方式與內涵，提升學生倍增的競爭力，實在是必須嚴肅思考的議題。
博士生招生人數銳減，已是近年來社會的普遍現象。清華除了要加強國
內博士生的招生外，亦應視危機為轉機，擬定策略，擴大招收優秀的國際生，
並藉此調整體質，逐漸發展為國際化的一流大學。

六、校長之任務與角色
身為大學校長，必須能引領全校教職生，為學校的發展，善盡溝通協調，
凝聚共識，規畫明確方向。並能堅持向前，激勵大家，努力達成目標。但大
學校長應有所體認，學校的教研能量與創意，主要來自師生。大學校長則必
須瞭解未來的趨勢，明辨永續的價值，並能捍衛校園的自主與學術自由。
大學校長像園丁，勤於耕耘，並且了解各種花草的習性與特色，懂得照
顧與鑑賞校內各單位。
大學校長像啦啦隊隊長，必須鼓勵士氣，同心協力。
大學校長像親善大使，代表學校關心社會、教育與企業，促進大學與社
會大眾及政府之溝通與了解，並爭取資源。
大學校長又像總司令，必須運籌帷幄，策劃大學之前進與發展；必要時，
要站到第一線，身先士卒，齊力向前。
大學校長更像樂團指揮，讓全校教職生與校友，組成一個和諧共鳴的樂
團，各盡其力，各擅其長，齊奏優美樂章。
大學校長更是大家長，要開拓財源，讓家庭富裕；增進成員間的感情，
讓家成為精神情感的寄託；照顧每一分子，讓其發揮所長，事業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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