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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海」策略：
一個擁有清華脈絡的治校理念
黃一農
（清華物理 77 級、歷史所教授、清華特聘講座、中研院院士）
我曾經為自己選擇了一個不太平凡的跨界人生，許多不同領域均曾見到我的
生命足跡：中國天文學會理事長、港大物理系榮譽教授、荷蘭 Leiden 大學首任
胡適漢學講座、清華網路基金會董事長、《科學人》專欄作家、東吳大學通識講
座教授、台北藝術大學關渡講座教授等等。
我也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夢起、夢迴又築夢的過程：年輕時幻想得諾貝爾物理
學獎，解決愛因斯坦都無法解決的統一場論，雖過關斬將進入世界十大名校之一
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卻因緣際會變成一位以龐然無線電望遠鏡探索宇
宙奧祕的天文學家，主筆發表過 Science 及 Nature 的論文；接著，在毫無學位背
景的情形下，改行自學進入文科，並於二十年後以史學專業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
的桂冠；中間曾經想拍一部自以為能得奧斯卡最佳編劇獎的電影，劇本大綱都構
思了，也有導演來洽談；又曾創立「清蔚園」虛擬博物館群，該網站一度是華文
世界規模最大的網路知識園區；也曾在清華大學的創新育成中心開設過公司，希
望成立中文世界的 Discovery 頻道；三年前更大幅轉換跑道開始研究《紅樓夢》，
期盼能解開胡適以來困惑紅學界的許多重要瓶頸，甚至以我首倡的「e-考據」研
究方法留名在一百年後的學術史……。
做為一位無可救藥的「夢想家」，做為一位一生主要成長過程幾乎全發生在
清華園的校友（今年是我入學 40 週年，「宅」校 30 週年），在我人生最後一段有機
會出任教育行政工作的歲月中，我想勇敢的說出來，我還有個夢：試著做一位能
讓人動容並影響較多人的教育家，而母校是我不二的選擇。
清華從民國前一年設立的「清華學堂」起算，創校已超過百年，在新竹建校
也即將一甲子。當北京清華的年度經費已高達 550 億新台幣（教師 3,200 人，學生
41,000 人）
，世界排名常領先兩岸時；當台大的年度經費達到 160 億新台幣（教師
2,000 人，學生 33,000 人）
，且在入學招生排名以及許多世界頂尖大學評比中，均

明顯把台灣其他大學拋開時；清華（每年經費 55 億新台幣；教師 600 人，學生 12,000
人）究竟該如何更上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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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單位教師的平均學術表現雖仍在海峽兩岸居於領先群，但因受教育部制
度的局限，教師人數不太可能快速擴張，且在台灣的現實環境下，學生數目的增
加常導致平均質素的下降，故在評比的遊戲規則仍不周延或不公平的情形下（清
華在今年泰晤士報、上海交大以及 QS 三大排名系統中的最佳名次為第 199 名），未來

清華或無需太過於隨人起舞，而應著力於如何另闢蹊徑，尋找可與其他學校區隔
並進而超越的發展策略。
也就是說，清華應透過類似先前首創人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院、科技管理
學院、通識教育中心、三級五審聘任制、貸款蓋學生宿舍、還願獎學金、逐夢獎
學金、繁星計畫、清華學院、心靈發電場、竹蜻蜓工作隊、小清華實驗班、旭日
計畫……等超越的作法，清楚讓大家知道：

“Tsinghua came to be followed, not to follow.”
清華不僅要有能力在制度上、在理念上不斷創新，要有能力引領風潮，更要有能
力維持第一。我們應見人所未見、走人所未走、做人所未做，在血流成河、競爭
激烈的「紅海」中，積極開展出「藍海」路線；亦即，創造一個擁有清華脈絡的
「紫海（＝紅海＋藍海）」策略。
校務的發展要有理想願景，但亦應務實可行、循序漸進，深耕之後才能期望
有好收成。清華一直標舉的首要目標是進入百大，但排名從不曾具備普世標準，
百大不該成為檢驗我們績效的唯一指標；畢竟，教育才是大學存在的最高價值，
平衡的教育核心（學習、生活與研究）才會讓一間學校更健全發展。
故我們首應提昇清華的教研環境，讓老師們願意在此安身立命，各自發揮所
長；並讓清華成為學生心目中永遠的第一；然後，才有可能透過一個又一個「紫
海」策略的努力，穩步向前以躋身世界一流。雖然清華的校務早已上軌道，且許
多發展應有延續性，但我們仍可在不少地方引進一些新思維，讓這棵百年果樹也
有機會透過嫁接或修剪枝葉的方式，以改良品種或預約美麗。
我在過去幾週內有機會接觸到校內一小部分比較特別的老師，發現他們都在
做不同層次的夢，有些格局甚至可歸於世界級，但這些非常努力的同仁往往不是
那麼快樂，他們有的很期盼得到應有的掌聲，有的很需要有人能在校內外協助建
立跨領域的對話渠道，有人渴望所遭遇的非學術方面的瓶頸能被有效排除……。
清華校園非常需要具有多元價值的新思維，如以今天學校的首頁為例，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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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有四則，均是賀某某之研究得獎，新聞頭條是「北京清大 兩岸連 3 年第 1」，
連今天的校長候選人說明會都不在活動公告上，遑論提及 10 月 25 日揭曉的金鐘
獎中首次有清華教授獲得最佳動畫節目獎，更不會在意 11 月 1 日有一群清華教
授包場新竹巨城的威秀影城，欣賞首映的齊柏林「看見台灣」空拍影片，因為此
片的重要顧問是生科院的老師，當然也不可能報導先前有位職技同仁因保存排灣
族的紋身藝術而獲信義房屋的築夢計畫獎，或在乎有位人社院老師的研究被上海
「東方早報」以三整版篇幅報導……。
在這次的參選中，我原本已意興闌珊，因過程中讓我有像接受求職面試的感
覺，但在與前述校內老師的對話中，我重新被點燃熱情，而我的感動也似乎某種
程度地觸引出對方新的激情。所以，或許我還應放手一試，確定清華校園是否敢
於接受一位比較浪漫的領頭雁。有位工學院的同仁碰到我，他說這次入圍的三名
候選人的形象都相當接近，但我知道他太厚道了，我自知是長得「很抱歉」的人，
而且我是其中最不容易有可靠模式可以被預測的。
我承認自己偏於浪漫，但我也有能力務實。在過去十年間，做為一位非校級
行政團隊的一般教授，我先後以創意、熱情和自身的投入，募進逾一億元的經費，
這些皆屬全校共享或社會公益，其中如還願獎學金（3,000 萬，幫助 330 人，2003-）、
逐夢獎學金（1,500 萬，80 組夢，2005-）
、繁星獎學金（2,000 萬，幫助 350 人，2007-2012）
、
旭日獎學金（64 萬/年，2013-）、學儒齋興建（1,600 萬）、慈塘/蝴蝶園興建（400
萬）
、主辦知識嘉年華（330 萬）、清華-山東大學交流經費（50 萬/年）、清華-中山

大學交流經費（35 萬/年）、清華網路文教基金會（2,000 萬）等等。
我也很自豪曾參與或主導過一些讓清華人引以為傲的行動，其中包括希望能
縮小城鄉差距的繁星計畫，以及期盼能緩解貧富對教育機會不公的旭日計畫（幫
助優秀的低收學生進入清華）
，又如 2008 年發生金融海嘯時，我在不到半天的時間

即凝聚校內共識，以「心靈發電場」之行動讓校友與休無薪假的社會大眾免費進
修校內的各種課程與論壇。2009 年八八水災時，我們一群清華同仁不僅動員了
數百師生到南部去救災，最後更以數週時間籌募了 1.8 億在屏北高中設立了幫助
原住民的小清華實驗班，我們承諾「要把最好的給最需要的人」。
我承認我從沒想過如何去掌理一間年經費達數十億的大學，有趣的是，好像
大多數頂尖大學的校長都是頭一次擔任此職。但在這段期間我請教了相關的行政
主管，嘗試概略瞭解學校的財務結構，並思考了該如何去面對邁頂計畫逐年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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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體策略。我想我們必須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塑身轉型，並積極重點支持有競爭
力的領域向外爭取資源。此外，亦應聯合各研究型大學向國科會等單位爭取將給
校方之 overhead 增至適當比例（如 30%）。
當然，對外的募款也需要加把勁。我一直堅信「募」款就是「move（感動）」
人的過程，我在轉行後一直著意培養自己成為一位好的 story-teller，而我的生平
也剛好是有故事的人，我有信心將校內精采的故事說出去，並嘗試用熱情、想法
與決心去讓潛在的捐款者動容，以令人感動的目標與感同身受的互動，激發社會
人士與校友的捐款熱情。
過去數十年來清華的傑出表現有目共睹，老師們對自我的高標準要求已成為
常態，更成為我們驕傲的傳統。先前，得助於國科會的政策、邁頂計畫的支持以
及我們的學術表現，清華有 56%的老師獲得激勵薪資，但在撰寫一流期刊論文的
主流價值之外，校園中仍有一些非常努力的同仁，值得我們給予掌聲和獎勵。我
非常認為清華需要提供老師多一些「友善出口」，尊重其在教學、服務或產學合
作等不同發展方向的多元價值，並讓老師有足夠環境與誘因去發揮他們的潛能。
或受邁頂計劃獨尊研究的影響，我近在楓橋驛站 BBS 上讀到幾位關心校務
的同學對某些大班必修課程授課情形的沉重抱怨，我們將來應確保核心課程是由
教學優良的老師授課，其績效且應被納入在處理激勵薪資和教師評量時之重要考
量，並集思廣益努力平衡校內投注在研究與教學兩方面的力道。
此外，目前學校的講座及特聘教授的設置辦法，主要均只針對研究表現優異
者，唯一例外是三次傑出教學獎得主可獲特聘教授。我們對技轉極卓越的老師亦
應打開一些窗口，給予他們應有的掌聲。因若老師在技轉的特殊貢獻亦有可能獲
授講座及特聘教授，則或有機會創造雙贏的局面，甚至以技轉增加之抽成（今年
校方此項收入約兩千多萬元）加碼激勵薪資。

一間一流的大學必須要有部分老師能在產學合作上把我們的研究能量帶到
社會，別忘了，很高比例的清華畢業生將來都將走入業界，清華需要前述長於技
轉的老師協助整合出實用的創意創業學程，並調整育成中心以積極營造校園內創
意發明的氛圍，且提供師生與業界互動之平台，聯合校友引進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讓清華能以具體行動正面回應媒體中瀰漫的「唱衰台灣」的聲音。
由於清華爭取優秀人才的競爭力日漸減弱，故或許我們應考慮建立多元的教
師升等∕聘任管道，以吸引或破格鼓勵極特殊之人才。並推動 men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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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包含清華各種講座或特聘教授在內的資深同仁，協助較資淺老師規劃學術生
涯、爭取研究資源，以激發並提昇其研究能力。
我最近因與原科院從事放射性標靶治療癌症的團隊接觸，我深刻體會出清華
亟需一個以校長高度與熱情所支撐的互動平台和氛圍，帶動教授之間跨領域的腦
力激盪。清華還有許多很努力的老師需要多一些掌聲，一個好的校長也可以協助
老師們走出校園，去追尋更大的夢，校園中更應該多一些快樂的因子，讓大家擁
有光榮感、幸福感與認同感。
在這過程中，我了解到校內近年所新設的一些與醫學相關的單位，因無法自
教育部獲得員額，故往往只能合聘其它單位原有的老師。如果校內有清楚共識：
醫學與其它學科的交叉研究有可能是清華的強項，也許我們就該拉開規格，成立
任務型編組的 Med-X 高等研究院，揭舉沒有醫學院的清華將以很大力度投入此
一範疇，而不是像目前一樣散在各院單打獨鬥。我們可以設立跨院系的碩博士學
位學程，整合、規劃校內教學資源，並充分運用 UST 的教研資源，且以整合的
氣勢去推動各種跨領域計畫，或對外爭取募款。
至於最近沸沸揚揚的學費是否凍漲一事，我希望說服大家，同學與學校並不
必然是站在對立面的，我們必須共同面對財務上的壓力。由於我過去所主動設立
的還願、繁星、旭日等獎學金已幫助數百名經濟弱勢的學弟妹走出困境，同學們
應該相信我照顧學弟妹的誠意與能力。
事實上，我如果在校長的位階，在獲得校內清楚共識之後，我希望能引領高
教風潮，在各校只能停留在討論學費是否調漲之時，凸顯清華不同層次的教育理
念，我們可以大聲地宣布將推動「旭日 100 計畫」，在四年內幫台灣栽培 100 名
最優秀的低收學生，讓他們能自己發光發熱並進而照顧他人。此舉除了協助社會
階層的健康流動之外，這批學生亦將讓清華校園更具多樣性 (diversity)，而他們
可以預期的高學習企圖心，也將帶給同儕較健康的刺激。至於所需的募款策略，
我已做好可以感動人心的 business model，我有信心能從校外獲得足夠的支持，
並同時將一些精采的社會人士帶入校園，成為清華同學的導爸導媽或業師。
唐代詩人李白曾說過：「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
但我與母校卻在蒼茫久長的時空中有著很深的淵源：家父與清華同名；我與清華
同庚（我虛長三天）；大學聯考時，我是少數選校不選系的建中人，清華是我唯
一選填的大學；我一生中幾個最重要的成長階段皆在清華度過，有朝一日回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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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時，我也希望埋骨在母校附近。
擔任校長並不是我人生追求的主要目標，我如果在退休前還有機會從事一項
非關個人學術的工作，清華會是我想要做為教育家的最佳實驗場域。一位好友寫
了封長信告訴我，遴選校長這件事「得之你命；不得你幸。得之命苦；不得，可
浪跡天涯」，若大家決定將重擔放在我的肩膀，我會拿捏好應扮演的中性立場，
超越專業，用心去從老師、同學、職技同仁、校友、校外人士等多元角度去思考
問題。
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夢想家」
，我曾經為自己打造出一個不太平凡的人生；
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跟大家一起為清華孕育傳統、塑造未來，並透過一個又一
個「紫海」策略，與其他學校區隔，進而超越。我會很努力讓每位同學、教職員
工與眷屬，均能驕傲地以身為清華大家庭的一份子為榮。
未來幾年將是清華發展的關鍵點或轉捩點，我們沒有條件只是四平八穩地往
前走，跟大家玩相同的遊戲，因為我們將會看到的是，台大、北大、北京清華等
學校愈來愈小的背影。
生物學家告訴我們，領頭雁在一個雁陣中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減少飛行中的
空氣阻力，讓後面的雁能根據體力的強弱自然排成「人」字形。大雁彼此間會通
過鳴叫相互溝通，並根據風向和個別的體力狀況隨時調整陣形和位置。由於領頭
雁的體力耗費甚鉅，故每隔一段時間就需要換上其它大雁來接替此一任務。
如果清華這次選擇了一隻勇於跨界、不斷探索新航路的領頭雁，本身就有可
能是一項意義重大的「紫海」策略，它釋出的訊息將很明確：

“Tsinghua is ready to make a significant change!”
我很願意努力減少師生們在奮翅前飛時的阻力。我會盡我的力量去激發師生的熱
情，我也保證能被師生的熱情所激發，並創造校園內的多元價值。
思路可以決定出路、態度可以決定高度、格局可以決定結局。我很希望能有
機會與大家一起快樂打拼，並衷心祝願清華校園中能有更多敢於追夢且有能力圓
夢的師生，期盼已進入第二個百年的清華能更精采，且台灣的高教界也能多一些
足以感動人心的聲音與動作。
歡迎來電（分機 62060，0928-636138）或透過 e-mail (ylhuang@mx.nthu.edu.tw) 聯
絡。大家的想法與批評，或許可以讓我們勾勒出屬於所有清華人的「治校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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