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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村自2006年2月1日，接任清華校長職位，倏忽四年。就任之初，適逢清華執行「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及「大學法」修正案公佈，帶給清華新契機。回顧過去四年，清華校務推動尚稱順利，本校執行「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於2008年2月經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審議委員會評為「95及96年

度考評結果均為優異，執行成效值得肯定」(僅有本校與台灣大學二所大學獲此評價)，並因表現出色，後續三

年每年可得到十二億元的補助，較前兩年每年增加二億元，是特別預算補助增加最多、增加比率最高的大學；

本(2009)年3月教育部公布97年度考評結果，本校亦被評為最高等級的「優」。在國際大學排名方面，本校在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S)公布的世界大學排名中，年年大幅躍進名次，一路由2006年343名、2007

年334名、2008年281名，躍升到2009年的223名，尤其近二年(2008年、2009年)進步更達111名；而在上海

交通大學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本校排名亦年年進步，由2006年346名、2007年317名、2008年308名，於

2009年首度晉升前300大(297名)，充分突顯清華努力不懈的成果。

在學術方面，教師學術成就優異，論文成長快速且獲獎豐碩；校務會議通過設置講座與特聘教授、學術卓

越獎勵辦法；核定拔尖計畫，對新進教師給予額外開辦費(Star t-up Fund)。在教學方面，教學單位分配款大

幅增加，以利教學單位強化招生、課程改進、國際化、改善教學研究環境；執行「繁星計畫」與「清華學院計

畫」成效卓著，普獲各界好評與肯定；另為表彰導師的愛心奉獻與提昇輔導效能，新訂「國立清華大學傑出導

師獎設置辦法」；為延緩分流增加學生選系彈性，持續提高院招生的比例。此外，為培養「關懷」與「利他」

的情操，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進行各項社會服務，自2007年開始辦理暑期國際志工，前往尼泊爾、印尼、非洲

迦納、坦尚尼亞及中國等地，從事縮短數位落差及孩童輔導等工作，並開辦數十項服務學習課程，以建立學生

參與公共事務與服務社會的視野與能力。而在面臨經濟海嘯嚴峻環境時，本校更引領思潮，免費提供各種課程

與論壇，帶動學習型社會；並在八八水災重創台灣之時，本校迅速組成志工隊伍，前進屏東的林邊、佳冬協助

災後重建工作。我們希望除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外，更期待藉由多元的課程與活動，培養出具有國際觀、人道

關懷、奉獻與服務精神的一流菁英人才。

在校園基礎建設方面，包括清華會館、立體機車停車場、高能光電實驗室、台積館、田徑場、排球場、成

功湖周邊景觀及步道、1,000 床學生宿舍、⋯等，均已完工啟用。南校區的開發，則呈現新面貌，基礎建設(道

路、路燈、管溝)、新南校門全數完工，有萬坪草原，並籌劃建設景觀餐廳及體育設施，以活絡南校區的生活

機能。校內許多重要的基礎建設，包括全校共同管溝、學習資源中心(預定100年完工)、教學大樓(預定99年完

工)、清齋改建(預定100年完工，可增加1,000床)、校園步道系統等，亦已順利進行(部分建設已近完工)。「宜

蘭園區」已向宜蘭縣政府申請雜項及建造執照，「竹東校區」刻正由新竹縣政府辦理都市計畫用地變更法定程

序，預期清華的教學研究環境，將於短期內明顯大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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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強化經營體質方面，成立「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並已四度召開會議；成立「校務發展規劃顧問委員

會」，對中、長程校務發展做整體規劃；成立「空間委員會」協調空間的有效使用。在組織變革方面，成立

「清華大學組織規程修訂小組」，修改本校組織規程，成立全國第一個秘書處，強化各項校務規劃考核、財務

管理、公共事務、國際事務、校友服務、募款等功能；另為提昇校務決策品質，將校務會議人數減半，精簡各

項會議人數。在人力資源方面，校聘及計畫約用人數，大幅成長，除人力資源漸趨彈性活絡，亦可提昇行政支

援。在國際化方面，成立國際事務中心及建置國際學生活動中心，並於2008年成立國際事務處，加強對國際學

生之服務；發行清華Newsletter，頗受校友及國際人士好評。

本人初上任時，曾提出清華願景，並規劃了短、中、長、遠程校務發展目標。另因應「大學法」修正案公

佈，也於本人上任的第一年，順利修訂完成清華組織規程。承蒙清華師生員工、校友、教育部、社會人士的支

持，四年來本人「清華願景、治校理念與構想」書中，所擬訂之短、中程(四年內)校務發展目標，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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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在新竹建校，已有良

好基礎，亦有受肯定的學術成就，

應有潛力發展為具國際水準的一流

大學。清華應以追求學術卓越、培

育菁英人才、提昇文化、促進社會

及產業發展自許，發展為我國頂

尖、達國際水準的一流大學。考慮

我國社會、產業現況與未來發展，

順應全球化趨勢，發展為國際化一

流大學，期為我國社會，乃至全人

類做出貢獻。本人勾畫「清華願

景」如下：

發展清華大學為：學術卓越、

提供高品質教學、有優質研究教學

環境、學術領域完整且均衡發展、

具特色校園文化、經營績效卓越、

與社區及科學園區共榮、與社會及

產業緊密互動之具國際水準之國際

化一流大學。

而治校的基本構想為：清華應

掌握教育部帶來的新契機，在高教

經費較充裕時，重建優勢研究教學

環境，同時進行組織再造，強化經

營體質，建立籌措充足財源機制，

善用社會資源，以奠定邁向國際一

流大學基礎；期於政府經費補助不

足時，亦能確保校務的穩定運作，

持續追求學術卓越，並分就學術卓

越、高品質教學、妥善規劃校務、

強化校務經營體質與積極籌措經費

等五個面向提出治校構想。

學術卓越：大師，學術卓越環

境，跨領域研究

梅貽琦校長有一句名言：「大

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

之謂也」，學術卓越最重要的是：

要有「大師」傳承立論、主持學術

研究。國際一流大學有「大師」與

傑出教師，已是其學術卓越最顯著

的表徵；學術卓越的教師能吸引優

秀的學生、研究教學資源、社會的

支持及國際的肯定。本人提出設立

「學術卓越基金」的構想，在每個

學院設置若干「學術卓越講座」，

聘請校內、外傑出教授主持學術研

究，或開創新學術領域。「學術卓

越基金」經費來源：包括「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補助與社會捐贈。另

運用「學術卓越基金」，聘請國際

傑出學者，來校擔任特聘訪問教

授，促進國際學術交流，以提昇清

華學術至國際水準。

清華亦創造學術卓越、孕育

「大師」的環境，主動發掘並積極

延攬傑出學者與具研究潛力的新進

教師，給予充分經費、行政支持，

獎勵其學術成就。部分學術單位生

師比偏高，予以適度降低，並給予

充分行政支援，在良好的環境下，

激發教師之學術研究潛能。為激勵

在職教師之研究、教學，訂定彈性

薪資標準，根據研究、教學績效，

給予經常性加薪。另擴大在教授等

級以上分級，透過嚴謹升等制度，

輔以客觀教師評量，給予彈性薪

給，獎勵在職教師在研究、教學之

傑出表現。

國內研究型大學之研究所普遍

偏重於碩士教育，而國際一流大

學，則以博士教育為主。為提昇學

術品質，及吸引年輕一代投入前瞻

學術研究，清華應提高博士教育比

清華願景與治校理念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四年校務綜合報告5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2 0 1 0

重，同時提供獎學金，招收具研究

潛力並對研究有熱忱之博士研究

生。另可大幅擴大招收國際研究生

(2004年史丹福大學國際研究生佔

33%)，以清華之學術水準，如提

供良好國際化研究學習環境，輔以

獎學金或研究助理機會，將來不難

招收到優秀國際博士研究生。

社會快速變遷，科技發展日新

月異，新興學術領域常要結合不同

領域學者共同研究，實很難由個別

教授單獨完成。因此清華除了做專

業領域前瞻研究外，應特別加強跨

領域的學術研究，如奈米科技、生

物醫學、腦科學、能源與環境、資

訊電子與應用、科技與社會 (包括

管理 )。因此除了專業領域研究中

心外，應成立跨領域研究中心，設

置專職研究人員，提供博士後研究

機會，充實研究支援人力，創造跨

領域學術研究環境。並加強與國

內、外研究單位，如交通大學、中

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

衛生院、中山科學院，國家實驗研

究院之各國家研究中心及國外知名

大學、研究機構共同合作，甚至共

同運作跨領域研究中心，以追求跨

領域學術卓越。

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架構下，

清華已與交大、陽明及中央共同運

作四個具前瞻性的跨校研究中心：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腦科學

研究中心」、「尖端資訊系統與電

子研究中心」與「環境與能源研究

中心」，並在腦科學與奈米科技有

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與中研院已合

設國際研究生學程，更密切與中研

院各學術單位廣泛進行學術合作。

與工研院已成立聯合研究中心，在

光電、通訊、生醫領域已有合作，

可更緊密進行產學研合作，共同研

發前瞻產業技術。清華可與國衛

院、中研院、工研院，陽明大學，

配合新竹生物醫學園區開發，更進

一步進行分子醫學、生醫製藥、腦

科學與生物資訊合作。清華「科技

與社會研究中心」，則以科技與社

會互動、科技評鑑與永續發展為重

點研究領域，以清華歷年來，所逐

步累積的科技與社會相關研究成

果，如能與中研院、工研院等研發

機構合作，注入更多研究能量與資

源，可望成為我國科技、社會政策

智庫，甚至主導科技、社會政策之

制定。

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下，將有較充裕經費補助校內研究

計畫，計畫補助以支持前瞻研究為

原則。清華可透過研究中心及跨

領域研究中心，規劃前瞻研究領

域，邀請校外專家學者嚴謹評審

前瞻研究計畫，並做計畫績效評

估。另可將一部分經費當作配合款

(Matching Fund)，鼓勵教授向外

爭取「競爭性經費」、產學合作與

國際合作，以發揮教育部補助經費

的加乘效應。

另外應定期做全校學術研究單

位績效評估，每個學術研究單位，

應訂定學術卓越目標，每隔數年聘

請校外專家學者，定期做評鑑。根

據評鑑結果與建議，考慮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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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會變遷，適時檢討修正各學術

研究單位研究方向。學校則提供額

外資源，給予評鑑績效優良的學

術單位，不合時宜的單位則考慮調

整，期各學術領域均衡發展，績效

優良學術單位更為卓越。

高品質教學：釐定教育目標，

培育菁英 

除了知識發現與技術創新外，

知識傳承更是大學的首要責任。與

國內其他研究型大學一樣，過去清

華許多教師的重心較偏學術研究。

然而大學所負的主要責任，尤其對

大學部教育而言，是高品質的教學

內涵，及學生優秀人格、人品的養

成。清華實應重視教學，發展教學

與研究並重的教育制度，提供高品

質教學，以吸引優秀學生入學。

做為我國研究型頂尖大學，清

華應負起更大培育社會菁英人才的

責任。清華應釐定大學、研究所教

育目標，包括所培育人才應具備之

專業知識、人文科技素養、基本能

力及人格、人品特質，以訂定教學

內容。

各專業教學單位應考慮未來社

會及科技發展，適時調整與充實專

業教學內涵。應注重課程設計，甚

至可鼓勵實驗性之課程設計，如增

設跨科系整合課程，在教學過程

中，鼓勵學生集體創作，發揮創

意，激發團隊合作、整合創新潛

能。清華可更加強跨領域學程設

計，各教學單位給予學生較大選課

空間，如降低專業必修學分，加強

學生選課輔導，以增廣學生跨領域

專業視野。可考慮建立「榮譽學

生」制度，對表現優異學生，特別

給予機會，提供獎學金，讓其至國

內、外修課、實習或做研究，以發

揮其潛能，為社會培育最菁英人

才。

大學不僅在做專業知識的傳

授，亦應重視教育對學生人格、人

品塑造的重要性，及學生基本能力

的養成，以培育對社會有較大貢獻

的人才。清華應充實通識教育，包

括科學、文學藝術、歷史、社會、

文化、及倫理等領域的教學內涵，

以培育兼具人文、科技素養的通

才。通識教育教學內涵尤應注重不

同知識領域思考方式、分析方法等

知識發現與價值判斷過程，培養學

生對事物與知識獨立思考、終身學

習能力，以因應快速變遷的社會與

知識的倍數疊積。清華在通識教育

已有妥善的規劃，但仍須校方與各

教學單位的全力支持與配合，以落

實通識教育理念。

為因應全球化趨勢，清華應將

全球化教學內涵融入課程，積極推

動國際交換學生，加強招收國際學

生，使學生有接觸不同語言與文化

機會，鼓勵外語教學，以培養具國

際視野及充分外語能力的人才。經

常舉辦藝文表演展覽，鼓勵體育活

動在校舉行，活潑學生社團，以豐

富校園文化氣息，並培養學生領導

才能與團結合群精神。尤應鼓勵服

務性學生社團，以培養學生關心社

會的胸懷與服務社會的熱忱。清華

應落實導師制度，輔導學生、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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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大學部剛入學新生投入更

多的關注，給予學習輔導，讓其在

大學四年有正確學習態度。教師應

注重身教言教，以培養學生謙卑、

關懷、正直、責任、榮譽、道德勇

氣等優秀人格、人品特質。

為提昇教學品質，清華可規劃

一有系統的「教師發展計畫」，讓

教師有機會互相切磋，與校內外教

師交換教法與教學心得，不同領域

教師共同開發跨領域新課程。借助

現代化之視聽科技及網際網路，改

善教材、教學方法，如多媒體教材

製作，數位實驗室輔助教學。推動

教材上網，創造有網路支援的學習

環境，以促進師生互動，增進學習

效果。另推動各項教學方法成效調

查與評估計畫，並設想改進之道，

且鼓勵教學創新。

根據所訂定的大學、研究所教

育目標，清華應定期做教學評鑑，

將評鑑結果當作評量教學單位績效

及教師升等、加薪、獎勵的重要依

據。教學評鑑不只做個別課程評

鑑，還要考慮整體課程是否符合社

會、科技的發展，是否達成所訂定

之教育目標。另對於課堂外之導師

制度、學生生活輔導、諮商等績

效，亦應定期評鑑與檢討，以讓學

生在學期間，其人格、人品及基本

核心能力得以完整養成。

妥善規劃校務：領域完整，改

善環境

清華早於 1 9 8 1年，即成立

「長期發展委員會」，規劃五年校

務發展計畫，但此委員會已不復運

作。清華「校務發展委員會」早期

負有校務發展規劃功能，近年來則

較偏為「校務會議」各項議案的預

審單位，不具主動規劃能力。清華

實應邀請具學術聲望專家學者、傑

出校友與社會賢達，組成「校務發

展諮詢委員會」，對校務發展提供

諮詢意見，以做為規劃校務的參

考。清華應有校務發展規劃單位，

依據「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諮詢

意見，做整體性、長期性校務發展

規劃，並擬定校務推動優先順序據

以執行。規劃過程中，應與全校師

生、員工充分溝通，尋求共識，以

有效推動校務。執行過程中，應做

定期追蹤，且因應外在社會、科技

變遷，適時調整校務發展方向與目

標。

校務發展規劃的重點之一，為

學術領域的發展規劃。清華學術領

域發展，應以學術卓越與社會需要

為主要考量，且人文社會與科技領

域並重。清華可適度擴大學校規

模，除了卓越化目前較有基礎、具

優勢的學術領域外，未來數年應特

別加強生命科學、生物醫學、人文

社會與管理領域，以成為學術領域

完整、均衡發展的一流大學。其中

生命科學、生物醫學為未來最有可

能知識發現與技術創新，及增進人

類福祉的學術領域，人文社會與管

理則為清華提昇社會文化，發揮社

會影響力的重要學術領域。為擴大

清華對社會影響層面，將來可逐步

加強及開拓嶄新領域，如企管、法

律、政治、教育、心理、藝術、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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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等，以培育人文、社會菁英人

才，讓清華人帶動社會各層面向上

提昇。

清華各學術領域亟待加強與社

會、產業互動，加快國際化腳步；

清華應鼓勵教授參與社會議題討論

與政策制訂，提昇產學合作、國際

合作的比重，以發展成為對社會有

影響力、國際化的一流大學。清華

可透過研究中心、跨領域研究中心

推動產學合作、國際合作，如清華

「電腦與通訊科技研發中心」與國

內產業界，Microsoft、Intel等國

際公司密切合作，研究人員互訪交

流，「腦科學研究中心」與國際知

名Cold Spring Harbor實驗室合

作並有極突出的研究成果。為了加

快國際化，清華應成立國際事務專

責單位，統籌國際學術合作、國際

校際交流、國際學生招募等工作。

校務發展規劃另一重點為大幅

改善現有研究教學環境：整建校園

環境，美化校園景觀，改善與充實

現有研究教學設施、圖書館藏，整

修校園館舍，增建研究教學空間，

新建跨領域研究中心及學習資源中

心，以提昇為具國際水準的研究教

學環境。配合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從校園整體性考量，妥善規劃

新校區的開發。最近宜蘭園區獲行

政院核准通過，以產學研發、創新

育成與推廣教育為主。竹東校區提

供清華未來進一步發展的空間，應

極力爭取與妥為規劃。另考慮配合

鄰近研究單位、產業界、地方政府

資源，共建具學術、文化氣息的

「大學城」，如籌建國際會議中

心、演藝廳、藝術中心，經常舉辦

學術演講、藝文表演與展覽等活

動。

清華早年提供教師與學生宿

舍，讓全體師生住校，吸引了極優

秀的教師與學生，成為一緊密互動

的學術社群，清華學術成就遠高於

國內其他大學。近十五年來，受限

於高教政策與經費緊縮，師生宿舍

增建幾已停頓，但學校規模不斷擴

大，現在教師與學生住校人數各僅

約五成。清華校地廣闊，可妥善規

劃，增建及改建教師與學生宿舍，

以符現代化、舒適居住水準，讓願

意住校師生都能住校，並增建學人

招待所，恢復往年競爭優勢，以延

攬最優秀的教師，邀請國際傑出學

者來校訪問，及吸引最優秀學生就

學。

清華於2004年7月經「校務發

展委員會」通過「中長程校務發

展五年計畫」，計畫中未及考慮

2006年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

畫」可能之補助，因此無配合之財

務規劃。在給教育部之「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申請書，則未含各院系

所之規劃。清華應以更前瞻、更長

遠願景大幅修訂校務發展計畫，應

擴充現有「校園規劃室」，成為常

設的校務發展規劃單位，參酌「校

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諮詢意見，重

新規劃校務及配合之財務計畫，積

極尋求全校師生員工共識，訂定校

務推動優先順序據以執行，並定期

追蹤，因應社會、科技發展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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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時調整校務發展計畫。

強化校務經營體質：卓越制度，

特色校園文化，強化經營能力

欲實現「清華願景」，強化校

務經營體質，清華應建立支援校務

卓越化的制度，塑造具有特色校園

文化及強化校務經營能力。為建立

卓越化制度，於短期內，成立「校

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對校務發展

提供諮詢意見，以做為規劃校務發

展的參考。因應2005年12月「大

學法」修正案通過，清華應修訂

「組織規程」，為支援多元化的校

務，清華應檢討行政組織架構，考

慮設立或強化校務發展規劃、募

款、校友聯絡、國際事務、推廣教

育、產學合作、創新育成、智慧財

產權管理等專責單位。另應釐清學

術、行政主管權限與責任，讓學術

主管專注於學術研究、教學成效的

提昇，讓行政主管有效率支援校務

的發展。清華亦應建立各項校務績

效考評制度，包括學術研究、教

學、行政、產學合作、國際合作、

教職員工表現等之考評。

清華在新竹建校，承繼「自強

不息，厚德載物」校訓，「儉樸好

學」校風，「致力學術，造成有用

人才，為國家服務」社會責任感，

及在歷任校長主持校務下，樹立了

學術自主及教育風範，已建立了

優良校園文化及傳統：尊重學術自

由、追求學術卓越、重視教學、關

心學生、關懷社會。但在學術方

面，可更勇於創新，更重視學術倫

理，如尊重智慧財產權、釐清智慧

財產權的歸屬。在教學方面，教師

應將教學當作最重要的職責之一。

對學生，在課業與生活上給予更多

輔導，付出更多愛心。對社會，有

責任感，有道德勇氣，勇於建言，

甚至做為表率，引導社會善良風

氣。做為我國高等教育之頂尖大

學，清華更應關心整體教育，善盡

教育責任，特別引導中、小學教育

正常發展。另清華應將兩性平等、

關懷弱勢、珍惜生命、注重環保、

永續發展等價值觀，融入校園文化

中。

清華應建立具開創性，善於協

調、溝通與規劃，具服務熱忱、高

執行力的校務經營團隊，以強化校

務經營能力。任命行政主管，唯才

是用，行政主管最好有擔任系所、

院學術主管歷練，能瞭解研究教學

單位之問題與解決之道。受敬重、

幹練、已展現行政才能之卸任系

所、院學術主管，如能賦予行政主

管重責大任，應能激勵其為清華繼

續服務熱忱，且藉助其在校外累積

豐富人脈，發揮清華影響力，同時

也為清華、社會建立一條培養學術

行政幹才管道。

在教育部對研究型大學的大幅

補助下，清華應借重經營管理專

才，增強校務經營、財務規劃、財

務管理能力，根據長遠校務發展目

標，將學校有限資源，包括經費、

支援人力、建築空間、校地，做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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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配置，以發揮最大效益。另外校

園景觀規劃、館舍維修，創新育

成、推廣教育，均可聘請專業人

才，以更有效管理經營。

清華早期對研究教學單位有很

好的行政支援，近年來，由於學校

規模擴大，但行政人員未相對增

加，舉凡館舍維修、圖儀採購，有

一大部分須由研究教學單位負責。

這不但浪費研究教學時間，也犧牲

行政品質，總務單位應負責全校館

舍維修、共通性採購業務，以維護

行政品質，也收節省經費之效。清

華應訂定行政指標及優化決策、支

援流程，對各項行政業務制定標準

作業流程，並建立內部稽核制度，

檢核規章、作業流程之遵循情形，

以提高行政效率與行政品質。

清華在獲教育部「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補助

下，行政業務量將大增，行政支援

人力，尤其是總務人員亟待充實。

現有行政人員職務能力亦亟待提

昇，如加強其行政事務規劃與外語

能力，以建立高品質、國際化的行

政支援團隊。並照顧行政人員福

利，獎勵績優行政人員，激勵其服

務熱忱，以支援教學研究單位、參

與清華卓越化為榮。

積極籌措經費：充實校務基

金，開源與節流

以往高等教育經費充裕，大學

僅須根據政府年度預算，規劃當年

財務，無籌措經費急迫性。目前高

教預算經費緊縮，政府對大學大多

採「競爭性經費」補助，經費來源

不確定性增高。又教育部雖提供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但每

位教師與學生能獲得的資源，較之

國際一流大學，仍相差甚遠，清華

應積極籌措經費，充實校務發展基

金，以確保校務的穩定運作。未來

校務多元化，清華實須健全「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運作制度，配合

整體性、長期性校務發展計畫，做

整體性、長期性財務規劃與管理。

應出版年度財務報告，務求公開透

明，並做財務規劃與管理績效考

評。

籌措經費，開源與節流並重。

在開源方面，積極爭取教育部對研

究型大學之改善研究教學環境補

助，國科會對整合研究及經濟部學

界科專對產業技術研發之支持。積

極推動產學合作，成立「產學合作

聯盟」，或就特定研究主題與產業

共同研究，共同開發智慧財產權，

加強創新育成機制。開拓其他校外

資源，如經濟部產業碩士專班、在

職人員培訓計畫、外語與華語教學

等推廣教育經費。新近獲行政院核

准通過的宜蘭園區，可考慮聘請經

營管理專才，積極推動產學研發、

創新育成與推廣教育。建立經常募

款機制，以過去辦學績效及妥善規

劃的校務發展藍圖，爭取工商業

界、社會人士對清華辦學認同，積

極籌措財源。積極協助校友會運

作，找回「失落的」校友，加強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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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向心力，以關懷母校並回饋母

校。在節流方面，將現有經費做最

有效的運用，並實施節流機制，如

建立使用成本觀念，避免「消化

預算」，避免不必要的浪費。預

期八年內應可籌措超過30億元經

費 (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創新育

成共>12億，捐款>8億，經常節餘

款 >10億 )，大幅充實校務發展基

金，確保校務的穩定運作。

自籌經費，再加每年獲教育

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10億元

補助(2008年起每年可獲得12億補

助 )，應可滿足未來八年學術卓越

基金(預估18億)及改善現有研究教

學環境中硬體基礎建設之經費需求

(預估新建清華實驗室8億，整修學

校館舍與擴增研究教學空間共12

億，新建學習資源中心9億，整建

校園環境，美化校園景觀，及開發

新校區共12億，利用部分貸款興

建及改善教師與學生宿舍、學人招

待所，以B O T方式，與產業共同

設立創新育成中心 )。其他來自教

育部特算之補助，則可使用於改善

與充實現有研究教學設施、圖書館

藏，研究教學卓越化補助、獎勵與

教師彈性薪資，新聘職技人員、專

職研究員與博士後研究員費用，及

擴充新學術領域所需之建築空間。

為推動前述治校理念，本人擬訂

短、中、長程校務發展目標如次：

短程（二年內），規劃發展遠景：

完成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訂定各項支援校務卓越化的制

度，包括建立「學術卓越講座」

遴聘制度，釐定「教師發展計

畫」，釐清學術、行政主管權限

與責任，建立學術研究、教學、

教職員工表現等各項績效考評制

度，並訂定校務行政指標，優化

決策、支援流程，訂定標準行政

作業流程。

中程（四年內），強化經營體質：

調整組織架構，強化校務經

營、財務規劃與管理能力，加強

校友聯繫，健全經常募款機制。

完成通識及專業課程檢討與再規

劃，持續改善研究教學環境，及

推動跨領域學術研究，並逐步開

拓新學術領域。進行多項國際

合作計畫，大幅提昇國際學生比

率，四年內達5 %。加強產學合

作、推廣教育，協助成立多家創

新育成公司。

長程（八年內），追求學術卓越：

持續開拓新學術領域，預期清

華於八年內，在三至五個重點研究

領域，學術成就受國際肯定。透過

產學合作、創新育成、推廣教育、

社區服務，與社會、產業更緊密結

合，發揮清華影響力。於八年內，

大幅改善研究教學環境，大幅充實

校務發展基金，建立籌措充足財源

機制，完成二十年永續校務發展規

劃，包括學術領域均衡、完整性，

師生學校規模等規劃，以奠定邁向

一流大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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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就任前所擬訂的短 (二年

內)、中程(四年內)校務發展目標，

除國際學生5%比率延遲一年達成

外，均於現任內順利完成。以下

對應清華願景與治校構想，分述

如次：

學術卓越：大師，學術卓越環

境，跨領域研究

清華目前特聘講座及講座教授

共52位(5位由企業捐贈、4位國家

講座、5位傑出人才講座、38位由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 )，配

合一百周年校慶，提出百位「學

術卓越講座」募款計畫，預期五

年內，「學術卓越講座」教授達

全校教師15% (2008年史丹福大

學教授中22% 為講座教授)，以全

面帶動學術研究，大幅提昇清華

學術水準；另各學院共聘請23位

院士級國際學者擔任講座教授，

每年來校一週做學術交流。

2 0 0 6年6月由校務會議通過

「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及

「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辦法」，已

建立教授等級以上分級 (特聘講座

教授、講座教授、特聘教授 )及激

勵薪資制度 (全校約45%獲激勵獎

助 )。透過「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之拔尖、增能研究計畫及增額行

政人力充實，全校約聘人員增加

47%達341人 (未含研究人力 )。透

過彈性、嚴謹之三級五審教師聘

任制度，繼續延攬傑出學者與具

研究潛力新進教師，將生師比降

至17:1，共延攬120名專任教師，

並給予較充足的開辦費，執行情

況良好。

清華提供「校長獎學金」，以

招收具研究潛力並對研究有熱忱

之博士研究生，考量校務基金狀

況及尋求外界捐助，提高獎學金

員額。另本校提出創新做法，特

別與工研院、產業界 (已簽約者有

台積電、聯發科、旺宏 )合辦碩、

博士外籍生產學研究班。由本校

提供教育、指導研究，產研機構

提供獎學金及學成後工作機會等

誘因，據以吸引優秀國際學生就

讀，成就產學雙贏。此項產學合

作計畫於 9 7學年開始執行招收

外籍碩、博士生，增加優秀外籍

研究生，增強本校研發能量，且

幫助我國產業界延攬國際頂尖人

才。

清華「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考量清華已具優良基礎、傳統特

色、科技發展趨勢與永續經營，

規劃六大重點研究領域，並由相

配合的研究中心負責整合推動：

基礎科學 (國家理論科學中心 /基

礎科學中心 )、奈米與材料 (奈材

中心 )、生物科技 (生醫科技中心 /

腦科學中心 )、資訊電子 (電通中

心 / I C設計中心 )、能源與環境 (能

環中心 )、科技社會及管理 (人社

中心 )，其中基礎科學中心、生

四年校務發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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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科技中心、人社中心為近兩年

新成立研究中心。上述跨領域中

心已積極與交通大學、中央研究

院、工業技術研究院、國家衛生

院、核能研究所、中科院、C o ld 

Spring Harbor Lab.、Microsoft

及日本主要大學等國外大學展開

學術合作。另清華執行「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之「學術全面提昇

計畫」，每年就各院系所學術成

果、國際化、產學合作、課程規

劃等指標做評鑑，據以提供額外

資源。

清、交兩校相鄰，數十年來良

性競爭，教學研究密切合作。目前

合作項目包括：共同主導「國家理

論科學中心」運作，共同主持教育

部與國科會「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

展計畫」，共同開課 (中文系、物

理系及統計所 )，跨校選課，合辦

擁有優良傳統之梅竹賽。積極以在

研究相近領域，考量兩校教師專長

與資源，主動規劃共同研究課題，

加強研究合作。

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運作已有五

年，於2007年10月正式獲教育部

核准成立，共同向政府爭取「新

竹生醫園區」之規劃主導權，已

獲政府同意成立臨床醫學中心、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中心及創新

育成中心，同時本人被指派負責

「新竹生醫園區」計畫之生醫科

技與產品研發中心籌備工作。生

醫園區之發展對清華之生醫領域

研發將有深遠的影響；與工研院

簽訂「清大與工研院重大合作計

畫」，選定系統晶片設計、下世

代記憶體材料與太陽能電池等三

個Grand Challenge計畫，共組研

究團隊，共同投入每年四千萬元

經費進行前瞻產業技術研究，期

創造世界領先產業技術；於2006

年11月起與長庚醫院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雙方每年各提供1 , 0 0 0

萬元支持清華教師、研究人員與

長庚醫師共同提出生醫領域研究

計畫，成效甚佳；2009年2月及6

月分別再與中國醫藥大學、馬偕

醫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雙方

每年各提供5 0 0萬元支持清華教

師、研究人員與中國醫藥大學、

馬偕醫師共同提出生醫領域研究

計畫；2007年9月人文社會研究中

心成立以來，已次第展開國內、

外學術交流，期建立清華人文社

會各重點領域的國際間學術領導

地位並對社會產生積極之影響，

2008年更獲選為教育部兩大重點

補助的「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之

一；Cold Spring Harbor Lab. 與

本校腦科學研究團隊已有多年的

合作，更挹注經費至本校，並已

共同發表多篇高影響指數的學術

論文。清華研究團隊也因此衍生

台灣首篇發表於國際頂級學術期

刊「細胞」 (Ce l l)的論文，堪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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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合作的典範。其他有實質合作

的國內機構包括國衛院、同步輻

射中心、中科院、榮總醫院等，

國外部分包括RIKEN、Argonne Nat'l 

Lab.、日本筑波大學、東北大學等

97所學術單位。

清華各跨領域研究中心負責

推動拔尖、增能計畫，清華每年

從國科會、經濟部、民營企業等

爭取獲得近20億元之研究經費，

配合「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每

年編列額外經費，補助各領域進

行拔尖、增能計畫，加強推動六

重點領域研究，期數年內能有所

突破，居於世界領先學術地位。

拔尖、增能計畫聘請專家逐年檢

視，汰弱留強，清華執行「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學術成效凸顯，

2005至2009年SCI/SSCI論文預

期成長45%、高引用論文(HiCi)成

長95%、高品質期刊 (Sc ience、

N a t u r e、C e l l、 A n n a l s  o f 

Mathemat ics等)論文大增，並有

多項突破性研究成果。

清華學術整體表現方面，最近

(2009年11月 )上海交通大學所公

布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清華名

列第297名 (較2008年進步11名，

較2007年進步20名，較2006年進

步49名 )，首度晉升前300大，其

中「師均比」分數，是其他分項

指標得分總和除以教師人數之平

均分數，本校排名為169，全台第

一，兩岸第三。10月英國泰晤士

報公布四百大全球大學排行榜，

本校躍升到2 2 3名 (較2 0 0 8年大

幅進步58名，較2007年進步111

名，較2006年進步120名 )，清華

在「每位教師被引用次數」，在

兩岸入榜的18所大學中，名列第

一，全球133名，清華表現亮麗，

並持續朝向全球百大目標邁進。

高品質教學：釐定教育目標，

培育菁英 

近三年，清華在大學部招生

上做出大膽而創新的變革。於96

學年率先改良甄試入學機制，推

出「繁星計畫」給予非都會地區

學子較佳之機會就讀清華。繁星

計畫對縮小城鄉教育差距成效顯

著，引起廣大迴響、普獲社會肯

定，教育部也立即呼籲其他優質

學校仿效。過去三年來，以繁星

計畫入學之約360多位學生中有約

40位其畢業高中過去從未有畢業

生得以進入本校。

同時，除增進菁英學生優秀

人格、人品的養成，也特別注重

學生的身心健康。 9 6學年度開

始貼近本校學生使用網路族群特

色，於「心窩論壇」提供更便捷

的網路心理諮詢服務。於「心窩

B L O G」提供心理健康文章，提

昇閱讀者自助學習功能，進而有

自助助人的效果。至今已超過15

萬瀏覽人次。於 9 7學年度起設

立「系心理師」制度，建立系所

「單一窗口」服務，加強系所聯

繫與宣導，提供導師更適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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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諮詢服務，協助轉介需要輔導

的學生，提昇菁英學生的身心品

質。平均每 1 9 7 4名學生有一位

系心理師服務。著實重視身心障

礙學生的培育，以營造「有愛無

礙、友善校園」為目標，擬定具

體計畫，俾使其在本校能充分發

揮潛能，進而增進社會貢獻。

為提供學生真正適才適性、彈

性發揮之教育環境，本校又率先

採取彈性「院系並行招生」。繼

95學年度推出理學院及科管院學

士班招生後，三年內已推行至全

校七院。一類為「院學士學位學

程」屬雙專長規劃；另一「院學

士班」則為先入學再分流 (即大一

不分系 )。此外，還規劃以甄選替

代學科考試之方式招收轉學生，

並已於97學年開始實施，以吸引

其他大學低年級優秀學生轉入清

華進修。

召開校課程委員會，針對各

系所必、選修課規範、畢業學分

規定、課程異動、新開課程審

核，訂定標準作業流程，以確保

課程規劃及每一門課之品質。而

大學除了專業知識的傳授，亦應

重視教育對學生人格、人品的塑

造，及學生基本能力的養成，培

養學生對事物與知識獨立思考、

終身學習能力，以因應快速變遷

的社會與知識的倍數疊積。為了

達上述理念及目的，清華於2007

年7月成立「大學部教育改進工

作小組」，下設三個小組：「共

同必修課程」、「通識教育」、

「清華學院」；成員以資深教授

為主，並包括校友代表，重新釐

定清華大學教育目標，全面檢討

本校大學部教育現況，提出改進

方案，再交由行政及院系據以執

行。該小組已於2008年5月完成初

步報告，並與各院系溝通並調整

內容以確保執行成效。此次教育

改進之重點，在課程規劃上，藉

共同必修課(30學分)及通識課之系

統組合，與新設計之基礎數學、

物理、化學、生命科學、資訊及

人文與社會素養等相關課程結

合，確保學生兼具良好「人文與

社會科學素養」及「自然科學素

養」。在課程品質上，就課程目

標之確定、授課與學習成效之評

估、教室設備之改善等項，訂定

先進評估機制，以期清華學生得

以接受更理想之教育。此外，並

依據改進小組報告書，擬訂「國

立清華大學大學部教育改進白皮

書」。

「清華學院」之設立與上述教

育目標相呼應，擷取世界頂尖大

學Resident ia l Col lege之精神，

打破現今國內大學招生及宿舍生

活之刻板傳統，帶給清華學子嶄

新的學習與校園生活環境。「清

華學院」自97學年起每年自各院

系新生招募150名學員，集中住宿

於新裝修完成之實齋宿舍，成為

生活群體。專任輔導老師替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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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宿舍內、外系列活動、生活

與學習課程；受過訓練的輔導學

長陪同住宿加上熱心的導師群，

提供身心及課業輔導、協助成

長、生涯規劃；鼓勵國際學習，

增長見聞。針對清華學院的學

生，並特別新設計富創意且全方

位之通識課程，以小群方式帶領

同學往心理、社會、世界、藝文

等各個層面探索人生。其最終目

的在培育文理兼修、氣質高雅、

氣度恢弘之未來社會領袖菁英。

未來將視成效，逐年擴大清華學

院規模。

四年來清華國際化腳步加快，

尤其自2008年8月國際事務處成

立後，目前已與97所國際大學/研

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成長

60%，國際交換學生成長58%，

不含僑生國際學生成長 4 5 %，

包含僑生國際學生佔全校學生

3.7%，預期一年後，國際學生佔

全校學生5%。

教務處於 2 0 0 8年 8月成立

「教學發展中心」，其目的即在

追求教學卓越、提昇學習成效。

其所規劃之主要工作如下：在教

師發展上，擴大辦理新進教師研

習會、規劃建置教學策略網頁

(On-l ine Teaching Strategy)、

籌辦教學工作坊、推動Teach ing 

Mentor System、籌劃榮譽教學

教師團；在助教培訓上，編撰助

教教學手冊、辦理助教職前研習

會、建立助教「儲備制」與「證

照系統」；在學習促進上，辦

理基礎科目個別輔導系統 ( Tu t o r 

System)、學習技巧工作坊、學習

生涯規劃大師演講；在研究規劃

上，評估教學評量制度、建立學

習評量制度、推動「課程與教學

改進研究計畫」、舉辦教學研究

成果發表會。

清華在9 5學年第二學期，對

各院系所進行全面自我評鑑，各

系所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對該系

所發展與學校中長程規劃進行2

至3天的實地訪評，對於系所的

發展現況包括：招生策略、課程

規劃、研究方向、教學與學習成

效、教師研究成果、教研環境與

實驗室設備等進行總體檢，並提

供建言作為系所未來發展的參考

與提昇改進的依據。根據評鑑結

果，對於評鑑績效不佳單位，學

校則給予輔導。又於96學年第二

學期起實施「專任教師評量」，

對全校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服務

進行定期考評。同時尊崇教學傑

出的教師，獲三次傑出教學獎

者，晉升為特聘教授，並給予獎

勵，使清華教師將教學當作重要

的職責，對教學保持熱忱，並且

對學生付出愛心。

妥善規劃校務：領域完整，改

善環境

清華已成立「校務發展諮詢委

員會」，委員有王汎森、孔祥重、

伍焜玉、朱經武、李亦園、李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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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徐遐生、郭位、曾志朗、蒲慕

明、蔡明介、鄭崇華、劉兆玄、

劉炯朗、黃秉乾共十五位。分於

2006年10月22日、2007年7月20

日、2008年12月15日、2009年

12月22日召開校務發展諮詢委員

會議，對校務與清華「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給予諮詢意見。於2006

年10月成立「校務發展規劃顧問

委員會」，成員包括各院與校友代

表，討論本校短中長程校務發展目

標規劃、組織調整、院系所規劃、

校園建築與景觀之規劃、及教學、

研究、輔導、服務之評鑑與獎勵準

則等議題，以供校務決策之參考，

未來將加強其主動規劃與定期追蹤

的功能。

四年來，人文社會學院及科技

管理學院師資明顯成長，另新成立

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服務科學

研究所、系統神經科學研究所。各

學院成立不分系學士班，提供學生

在瞭解各系專長及確定己身志趣

後，再選擇個人發展方向之機會。

另教育部已核准於99學年度設立

學習科學研究所及醫學科學系，醫

學工程研究所教育部審核中，未來

五年將擴展法政、心理與認知、藝

術、生醫、能源與環境等新領域。

在產學合作方面，與聯發科

技、台達電子、聯詠科技成立前瞻

產業研發中心，聯發科五年贊助

六千萬元，台達電十年贊助一億

元，聯詠電子六年贊助六千萬元，

另在洽談中的有欣興電子等企業。

強化智財保護與運用服務，採取

主動服務，大幅增加專利申請件

數，2007、2008兩年本校獲美國

專利件數均居全國第一。加強技

轉功能，連續三年均獲國科會頒發

績優技轉中心獎勵，技轉金額達

2,000多萬元，較2005年大幅成長

4.1倍。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創

立於1998年，結合本校之研發成

果與資源、建構產學合作平台，以

協助新創企業發展新技術及新產

品。目前累計培育89家廠商，其

中包括9家上市櫃公司，產業橫跨

I C設計、無線通訊、化學材料、

生命科技等領域，尖峰總市值超過

五百億元。本校創新育成中心六度

獲頒全國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章之

殊榮。最近科管院與電資院共同

推動「U-SPIN 研發成果商品化計

畫」，以清華研發成果，輔導成立

創新育成公司，每年輔導成立2-3

家公司。

本校於2006年7月完成各院(含

共同教育委員會 )及系所、中心之

中長程發展計畫 (Roadmap)。其

規劃過程包括三個階段：第一階

段，首先由各系所進行S W O T分

析，規劃未來五年及十年內之發展

策略、學術重點領域、人才遴聘及

完成計畫所需的資源，並訂定各重

大工作項目執行之優先順序；第二

階段，續由院內及外聘委員組成院

級委員會，針對院系的規劃進行評

鑑、統合；最後階段，則由校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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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 (校務會報及校務發展委員

會 )進行總體的評估及建議，並確

認各院及系所之各項中長程發展計

畫。為了追蹤各系所中長程發展計

畫的執行成效，本校邀請各相關領

域國內外頂尖學者自2007年1月起

對各系所進行訪評，並於6月完成

校內各系所之自我評鑑工作。另考

量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特別

預算的規劃與執行成效，經參酌教

育部考評委員們的寶貴建議，本

校於2009年7月底，完成中長程校

務發展之規劃，藉由未來五年校務

發展藍圖的執行，使得本校學術發

展、校務經營更加卓越。

在校園基礎建設方面，包括

清華會館、高能光電實驗室、全

校步道系統、科技管理學院-台積

館、行政大樓增建、學生宿舍-學

儒齋、南校區廢水處理廠、田徑場

等多項體育場館整修，均已完工啟

用；許多重要的基礎建設，例如：

北校區廢水處理廠、全校共同管道

幹線 (只剩下生科院前D段正在施

工)、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教學

大樓-台達館、1000床學生宿舍清

齋改建等，亦已順利施工中；而棒

球場旁的多功能體育館、成功段學

人宿舍、台北月涵堂改建也積極規

劃設計中。南校區的開發，則已

呈現新面貌，基礎建設 (道路、路

燈、共同管道、新南門 )已完工，

並有萬坪草原，目前正籌劃建設清

華實驗室、創新育成中心、景觀餐

廳及戶外體育設施，不久南校區將

成為一個絕佳且完善的教學研究環

境。此外，「宜蘭園區」的「公共

設施暨綜合大樓新建工程」已經設

計完成，準備發包中；「竹東校

區」籌設計畫已獲得教育部同意，

等待新竹縣政府的都市計畫變更。

預期三、四年後，清華的教學研究

環境，將會有大幅改善。至於建置

「大學城」之構想，正與新竹市政

府、工研院、交通大學、新竹科學

園區管理局聯合規劃清華周邊環

境，希望共同打造一個擁有多元文

化刺激、豐富生活機能及親善活動

空間的書香優質生活圈，並成為新

竹市民及遊客駐足的場所。四年來

成果如次：

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是提供教職員工生一

個安全、舒適的環境，以支援校內

研究、教學、服務、輔導工作的關

鍵。清華大學因為近15年來的經

費緊縮，學校基礎建設停滯多年，

新建築不足，舊建築亦無法得到良

好維修；而清華學生人數從84學

年度的5,937人發展到98學年度的

12,211人，基礎建設的質與量已

經不足以支援現況所需；因此，要

發展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必需優先

做好學校基礎建設。而學校基礎建

設包括各種教學研究空間與相關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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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維護與新建，四年來特別預算

的挹注與校務基金的支持下，做了

許多建築、設施的維護與新建；施

工期間造成師生許多不便，但多項

建築、設施陸續完成，清華園已經

展現新風貌，也將逐漸成為安全、

自然、舒適、低碳、人本的永續校

園；以下就較重要項目予以說明。

全面改善現有校舍與基礎設施

各種教學研究空間與相關設施

的維護是一個持續不斷的工作，而

本校的現有館舍與設施逐漸老舊，

需要進行大量的維護工作，主要的

項目有校區建築耐震力詳評與補強

工程、館舍防水隔熱整修工程、

全校建安消安環安缺失改善整修工

程、館舍內部整修工程、電力監控

與節能改善措施、水電瓦斯管線維

修工程、道路與人行道整建工程、

館舍安全監控系統維修等。

體育場地整修

由於經費的短缺，1994年之

後，本校的體育場地與設施沒有再

進行維修；特別預算下來之後，有

餘力可以撥出約7,000萬的校務基

金，進行大規模的體育場地與設施

的整修。依序完成田徑場翻土重舖

並在草皮足球場加裝抽水噴灌系

統、排球場整修加上夜間照明、各

室內外網球場整修翻新、游泳池盥

洗室與加熱系統更新、體育館換新

地板與通風改善。目前正規劃棒球

場整修，預計2010年進行，最後

的籃球場要等教學大樓台達館完工

後再進行整修。

全校共同管道計畫

本校共同管道工程分為 A、

B、C、D及L等五段施工，總長度

約2,676公尺，於2003年開始規

劃。目前A、B、C及L等四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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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最後一段D段工程尚在進

行中，預計2010年完工。未來可

集中管理污水、廢水、電力、電

信、資訊網路、消防、自來水等維

生管線，減少因管線維護而時常造

成道路開挖情況。感謝校內師生共

體時艱，渡過主要幹道中斷的交通

黑暗期，始得逐步完成本計畫。

全校區步道系統

本校地形起伏大，各段道路分

別完成於不同時期，部份路段路形

不佳、坡度過陡，影響行車舒適度

及安全，藉由共同管道完工後道路

復原的機會，重整路形及坡度，築

構完整舒適的無障礙人行步道並改

善排水系統。共同管道的人員出入

口位置，亦設計成造型大方的候車

亭及休憩亭，供行人駐足歇憩。

南校區科管院台積館與高能光電

實驗室

1 9 9 8年工程一館完工後，

就再也沒有大型館舍興建；直到

2007年，地下一層地上九層，總

樓地板面積21,891平方公尺的科

技管理學院台積館，歷經艱辛的興

建過程後，終於完工，並於2008

年4月正式啟用；與此同時較小型

的高能光電實驗室也完工啟用。

學人宿舍

為延攬優秀學人來校服務，提

昇教學研究水準，讓本校朝世界一

流大學邁進，本校必須針對目前職

務宿舍不足的問題有一個積極的解

決對策，以因應未來本校師資的成

長，提供足夠的住宿空間，並且

建設更多的招待所給本校訪客們使

用。2006年9月已經完工啟用清華

會館，共28間短期住宿(旅館型式)

與25間長期住宿。2008年完成以

自籌經費方式興建學人宿舍的規劃

案，將可提供130個家庭之安居；

惟本規劃案目前受限於校內意見分

歧，將持續進行校內意見整合，尋

求可行方案。另外選定交大門口附

近一塊約1,000坪的清華土地，正

規劃興建學人宿舍64戶，以稍解

長久以來教師宿舍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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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清華大學學生宿舍整體規

劃評估計畫」中，本校規劃將於

20至30年間逐步汰換老舊宿舍，

2008年8月已完成學儒齋996床的

新建工程，同時著手進行清齋改建

計畫。教育部於2008年2月核定本

校清齋新建工程規劃構想書，為地

上10層，地下1層，總樓地板面積

19,207平方公尺，共1,004床；於

2009年7月發包，預計2011年8月

落成啟用；完成後，學生宿舍總床

數為6,963床，將達到現有學生宿

舍區的最高容量。長期而言，南校

區二期土地取得、開發完成之後，

可以依需求再增建學生宿舍。

實驗室廢水處理廠

為妥善處理生科院、原科院

及未來南校區實驗室的實驗室廢

水，本校於2008年開始於高能光

電實驗室前停車場建造「南校區

廢水處理廠」，並於2009年8月

完工；除處理實驗室廢水之功

能外，未來將提供化學廢液及

廢固之暫存空間，集中管理及

清運實驗室廢棄物；並一併重

新規劃汽機車停車場，整理週

遭環境。另外，原來北校區的

工三四館與化學化工廢水處理

廠，由於已經相當老舊且廢水處理

容量未能符合新環保法規；因此在

工三四館廢水處理廠原址興建一座

處理能力達500噸的「北校區廢水

處理廠」，處理物理、化學、化

工、電機、材料系所與奈材中心的

實驗室廢水，以及餐廳污水；預計

2010年3月完工啟用。

新建教學大樓台達館

本校學生十年來增加4,500多

人，每位學生的平均使用教學樓地

板面積從84學年度的36.7平方公

尺，降到94學年度的23.1平方公

尺。為提昇教學硬體空間，並解決

全校性教學、實驗及研究空間嚴重

不足，以免造成整體校務發展受阻

及使用空間不足之窘境，2008年將

原有紅樓拆除後，10月底開工興建

教學大樓台達館，基地面積5,000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積約29,000

平方公尺的地下二層(停車場、防空

避難室)地上九層的教學大樓，預計

於2010年底完工啟用。

新建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

為整合圖書資源學習、網路學

習與藝文學習之服務機制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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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2001年起規劃建立「學習

資源中心旺宏館」，興建地下一

層、地上七層總樓地板34,500平

方公尺的鋼構與鋼筋混凝土建築，

2005年4月教育部通過工程構想

書，2007年10月教育部通過規劃

書，2008年12月開工，預計2011

年4月完工。學習資源中心完工啟

用後，將提供即時、新穎與便捷之

整合型學習資源服務。

新南門週邊環境改善工程

2003年環保署核備之「南校

區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已規劃寶山

路及高翠路口區為本校新闢之南

門，隨著南校區科技管理學院於

2008年的啟用，「新南門週邊環

境改善工程」於2009年初動工，

已於12月完工，成為本校另一門

面與地標。

南校區景觀餐廳

南校區科技管理學院於2008

年啟用後，校內師生反應南校區

亦需興建餐廳以解決科技管理學

院約1,000名師生及接壤南校區的

人社院、生科院等約

2,300名師生之用餐民

生問題。計畫於南校

區興建一棟餐廳 (地上

二層、地下一層 )，總

樓地板面積約2,400平

方公尺，民國98年通

過工程構想書，預計

於2010年開始施工，

2011年完工啟用。

第一招待所B棟興建工程

第一招待所於2009年8月達報

廢年限，現況有老舊、耐震力與公

共安全不合格等問題。本建物所處

基地於本校北校區師生聚集之心臟

精華地，為使土地空間能善加利用

且並解決上述老舊結構不良問題，

計畫於原第一招待所房間部更新建

物 (地上一層或二層，總樓地板面

積約330平方公尺)，目前正進行細

部設計中。

籌建全校性共用實驗大樓及創新

育成中心

為整合現有之研究空間、設備

與技術人員，將資訊技術、奈米科

技及能源環境等領域集中一處，建

立共同使用及永續經營之機制與辦

法，以增加使用效率、提昇研究績

效。計畫在南校區研教一區興建

「清華實驗室」作為全校性實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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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大樓，集中放置與管理目前散佈

於各系所的全校性大型共用設備，

並將仳鄰規劃新建創新育成中心

大樓，達相輔相成之功效，已於

96學年度開始規劃，2008年底通

過工程構想書，預計於2010年施

工。另為拓展生物醫學科技領域之

研究發展需要，擬於南校區研教五

區興建「生醫科技大樓」，預計於

2010年送審工程構想書。

多功能運動館

清大近年來師生人口增加，原

有體育設施已不敷課程安排及課餘

活動使用，亟需增加體育設施空

間，計畫於北校區棒球場西側新建

一多功能運動館，規劃13米挑高8

面羽球場及數間舞蹈教室，總樓地

板面積約2,834平方公尺，2009年

已通過工程構想書，目前已完成專

案管理公司招標，準備徵選建築師

進行細部設計當中。

宜蘭園區

本校配合宜蘭地區發展，於

2 0 0 5年經行政院核准成立宜蘭

園區；未來將進行產學研發、創

新育成及推廣教育，延伸本校的

觸角；本校已於2007年5月取得

宜蘭園區22公頃，並於2009年6

月向宜蘭縣政府申請雜項及建造

執照。惟為節省高達壹億多元的

購土費用，透過宜蘭縣政府之協

助，已與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協商免費取得捷運工程出土計30

萬立方公尺，預估2010年5月可收

取土石方並進行園區開發。

竹東第二校區

本校與新竹縣政府在2005年1

月12日簽署合作協議書，界定竹

東校區以生物科技與生物醫學為

發展主軸。本校並於2007年12月

28日提送「竹東第二校區籌設計

畫書」陳報教育部審查，於2009

年6月6日獲教育部同意竹東校區

規劃。未來俟新竹縣政府完成都

市計畫變更程序，即可進行區段

徵收，本校將同時配合進行校區

開發，將結合產學官研與國際接

軌，以繁榮地方。

強化校務經營體質：卓越制度，

特色校園文化，強化經營能力

本校在法人化法制作業完成之

前，邀請校外學者專家15人，成

立「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並

四度召開會議，該委員會對於清

華校務發展規劃，提供非常關鍵

的諮詢與建言。

因應2005年12月公佈之大學

法修正案，以及為了建立支援校

務卓越化的制度，強化校務經營

能力，本校於2006年3月成立組織

規程修正小組，已於2007年上半

年完成兩階段之組織規程修正，

包括：修改本校組織規程，成立

全國第一個秘書處，強化各項校

務規劃考核、財務管理、公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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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校友服務、募款等功能；提

昇校務決策品質，將校務會議

人數減半，精簡各項會議人數；

改善院系所主管聘任制度，院長

及系所主管之產生由推選改為遴

選；降低各項會議 (如各處務會議

等 )之出席人數，以降低會議成本

與人力負擔，提高會議效率。

為建立績效考評制度，成立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督導

校務發展方向與經費運作。成立

「校務發展規劃顧問委員會」，

對中長程校務發展議題提供諮詢

意見，以供校務決策參考。成立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專案辦公

室，統籌校內單位之溝通協調、

計畫管理，並負責聯繫教育部及

策略聯盟學校等工作，並為使計

畫之執行更加確實，進一步設

立：學術全面提昇、拔尖研究、

基礎建設及組織運作調整等四個

推動小組，落實各項計畫的規劃

與執行。此外，也設立了任務導

向之委員會，包括規劃委員會及

績效考核委員會等，其中規劃委

員會以校內行政團隊成員為主，

對於計畫中各領域之工作重點、

優先次序及資源分配等進行初步

規劃；績效考核委員會之任務，

則為確保計畫執行之成效，訂定

各領域之績效評估指標，定期考

核計畫執行之績效，建立客觀之

成效回饋與獎勵淘汰機制，並評

估各重點研究領域所提出之具競

爭優勢研究計畫或系所提出之教

學改進計畫等。

在教學方面，為提昇教師專業

成長及學生學習效能，成立「教

學發展中心」；通過「專任教師

評量辦法」，並首度進行專任教

師評量；新訂「國立清華大學傑

出導師獎設置辦法」，以表彰導

師的愛心奉獻與提昇輔導效能；

延緩分流增加學生選系彈性，持

續提高院招生的比例。除此，

為促進校園與社會接軌，擴大清

華學生以知識、勞力、經驗、

技術貢獻社會，並建立學生參與

公共事務與服務社會的視野與能

力，培養「關懷」與「利他」的

情操，鼓勵學生走出校園，進行

各項社會服務工作，因此開辦多

達三十餘項的服務學習課程，包

括書香再傳、盲友會摸讀校園立

體地圖、課輔志工、捐血服務與

反哺活動、清華校園導覽人才培

育、健康志工服務、退休單身教

授關懷服務、光明里社區關懷服

務、藝術實務服務、體育志工⋯

等，共有9 1 6位學生完成此課程

(詳見附錄 )；並延續2007年暑期

出隊的國際志工，2008年服務範

圍，更擴大延伸至非洲地區的坦

尚尼亞及迦納，本 (2009 )年持續

出隊，並深化各項服務內容與範

圍。希望除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

外，更期待在多元的課程與活動

中，使同學具備開闊視野，深刻

體驗生活，培育出兼具專業及社



26

會關懷的菁英。

配合大學法之修正，本校校

長、院系所主管之遴選程序，均

於組織規程中明確訂定。其中校

長遴聘改為一階段遴選程序，院

系所主管則改推選為遴選，並落

實遴選委員會之職能，以利遴選

優秀行政主管，推動校務之發

展。

為建立校務基金財務管理機

制，落實財務自主，本校已於

2008年成立「財務規劃室」，聘

請專業經理人進行募款及財務運

作規劃與執行；並籌募設立「清

華卓越基金」，創造校務基金收

益，增加資產衍生價值。研發處

創新育成中心、智財技轉組亦聘

有經營管理專才負責營運，積極

推動經營管理專才聘任制度。

為提昇行政品質與擴大執行

成效，推動行政作業流程標準化

(S O P )，該計畫分二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推行到行政單位，已於

2008年10月完成程序書撰寫、校

對及定稿；並於2009年7月完成教

學單位標準作業程序書編製。各

單位完稿後之S O P，除製作成手

冊方便查詢，並已公佈在秘書處

及各單位網頁上。另外，除進行

各項宣導會議、說明會及成果發

表會外，亦不定期進行執行成效

管考。

職技人員工作能力之良窳，

為影響本校發展成為國際一流大

學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除積

極推動職技人員增能計畫 (基礎訓

練、發展訓練、中高階訓練等專

業訓練 )，期培養行政人員具行

政執行能力，並兼具專案管理、

領導統御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同

時，持續辦理職技人員英語進修

班，希望達到全體職技同仁皆能

通過英語檢定 (目前通過英檢百分

比為35.94%)目標，以支援校務

發展國際化。另外，亦自 2 0 0 7

年起多次舉辦國內標竿企業學習

活動，選派行政人員至標竿企業

觀摩，希以創新、高品質、主動

服務之理念，提昇本校的行政績

效，參訪標竿企業包括台灣積體

電路公司、工業技術研究院及巨

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 )

等知名績優企業 (機構 )，落實顧客

導向與服務品質，成效頗佳。迨

至2008年7月首度執行國際一流大

學參訪計畫，由葉銘泉副校長率

領行政同仁至新加坡國立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及

澳門大學參訪，回國後撰寫出國

報告，並辦理出國報告成果分

享，以擴大學習效果。參訪同仁

回國後，屢在工作中呈現不同創

新構想與主動積極，顯見本計畫

值得推行，故於2009年暑假賡續

並擴大辦理，共分2梯次，由葉銘

泉副校長及張石麟副校長分別率

領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同仁參訪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筑波大學、

大阪大學、名古屋大學；韓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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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大學、梨花女子大學等亞洲知

名大學，期培養能兼具國際競爭

力的視野與行政人力，並型塑本

校邁向頂尖大學之行政環境。

積極籌措經費：充實校務基

金，開源與節流

為充實校務基金，永續校務

經營，落實財務自主，已於2008

年成立「財務規劃室」，聘請專

業經理人進行募款及財務運作規

劃與執行；並規劃籌募設立「清

華卓越基金」，創造校務基金收

益，增加資產衍生價值。另外，

清大創新育成中心自 1 9 9 8年成

立以來，累積培育廠商89家，尖

峰總市值超過5 0 0億元，成效極

為優良，並將籌建育成大樓擴大

規模，結合本校之研發成果與資

源，協助新創企業發展新技術及

新產品，加強智慧財產權管理，

以挹注校務基金，預期未來五年

創新育成、智慧財產管理成效

將漸顯現。而為加強與產業界互

動，爭取企業家對清華辦學理念

之認同與支持，本校過去幾年曾

獲得台積電捐贈台積館、旺宏電

子捐贈學習資源中心大樓、合勤

科技捐贈合勤演藝廳，2007年獲

台達電子捐助2 . 2億元興建台達

館，已於2008年10月動工，另並

獲得許多企業捐贈講座 (聯發科技

等 )與學生獎學金 (合勤科技等 )。

除這兩年成立之聯發科技 (五年

贊助六千萬元 )、台達電子 (十年

一億元 )及聯詠科技 (六年贊助六千

萬 )前瞻產業科技研發中心外，

並積極協同產業界建立聯合研發

中心、產學合作等，俾獲得產業

界的支持與經費挹注，共創雙贏

局面。清華於 2 0 0 6年成立「校

友服務中心」，以校友追蹤、聯

繫與服務為目標，持續整合各系

所之系友資訊，並透過多元管道

(電話、Ema i l、MSN、校友資訊

系統等 )建置與維護校友資料，主

動提供校友母校相關訊息，期能

建立校友與母校間緊密的連結，

最近成立校友分會「清華企業

家網絡協會」 (TEN，Ts ing Hua 

Entreprenuer Network)，凝結清

華企業界校友向心力，以擴展清

華校友在企業界之影響力，並能

支持母校各項捐款計畫。自2006

年迄今，校友及社會各界捐助已

達9億9 , 7 0 0多萬元 (含已承諾的

1億6 , 6 0 0萬元 )。本校為慶祝創

校百年、在台建校55年，其中包

括「百位Endowed Chair」、清

華高等研究院、清華實驗室、文

物館等捐款。節流方面，落實預

算執行管制與考核，不斷檢討實

施績效，並避免不必要浪費，執

行以來，校務基金穩健成長，應

可支付規劃中之校園基礎建設。

2 0 0 8年1 1月2 1日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訪視評估委員初步評

語：清華校務基金極為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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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大學就讀於清華，學成

即回國，長期任教於母校，深知

清華之傳統、過去與現況。任職

清華三十多年，目睹清華從三個

學院擴展為七個學院，從七個學

系增為十七個學系；從教師一百

多位，學生一千多人的規模，發

展為教師六百多位，學生超過一

萬人的大學。過去清華能成為我

國最優秀研究型大學之一的主要

原因，在於歷任校長主持校務具

開創性，及清華教授積極參與校

務，塑造了優良的校園文化與傳

統，建立起嚴謹的聘任、升等、

行政等優良制度。

一所頂尖大學的使命，不僅在

於傳授知識，更應以引領高等教

育風潮及關懷社會為志。因此，

除了培育菁英人才，以卓越的研

發技術來改善人類的環境與需

求，更應該以大學的氛圍與影響

力，來陶冶人的心性，培養愛與

關懷，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因

此，我們必須不斷創新、不斷砥

礪、不斷關懷、不斷努力，期讓

清華成為一所獨具特色、值得推

崇的大學。

2 0 0 6年本人初上任時，所

提出「清華願景」及校務發展目

標，四年來，全心盡力而為，逐

一落實目標，不論在教師學術表

現、教師專業成長、學生教育改

進、國際大學評比、國內評鑑、

校園基礎建設、校務經營、社會

關懷、爭取競爭性經費及募款

等，均有可喜的成績表現。除欣

慰於「一步一腳印」，也感謝全

體教職員工及校友的支持，謹以

此成果，獻給清華及所有關心清

華的人，同時祝福清華在既有基

礎與優勢上，更上層樓。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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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 》新春談清華願景

甫於2月1日接任清華校長職位的陳文村校長借新春團拜機會跟全校

教職員工回顧清華的過去，並談談清華的願景。清華有輝煌歷史與

優良傳統，在歷任校長主持校務下，樹立了學術自主及教育風範，

也建立了優良校園文化及傳統：尊重學術自由、追求學術卓越、重

視教學、關心學生、關懷社會，清華不僅已成為我國最優秀的研究

型大學之一，亦有潛力成為具國際水準的研究型一流大學。

2006年4月 》生日快樂！清華大學
 

這是一個聚集眾人喜悅與歡欣的時刻！在所有人同聲高唱「生

日快樂歌」的祝福下，校長陳文村偕同歷任清華校長及校友會

理事長，共同切開了這個五層高的大蛋糕，象徵著清華所走過

的五個十年歲月。

4月29日這天，是清華大學創校九十五週年暨在台建校五十週

年的校慶。在校慶午宴上，正值「耳順」之年的清華，接受了

全場約一千五百位返校的校友及在校教職員工生的祝壽。

2006年5月 》 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ATCC)，本校J—BERG團隊奪冠，史上第一支創意滿分、
純理工背景的冠軍隊伍

由安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所舉辦的「第四屆ATCC全國大

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決賽，5月27日假中油大樓國光廳舉

行，來自清華大學、也是ATCC史上第一支純理工背景進入

決賽的團隊「J—BERG」，五位同學(李奇樵、郭建甫、許岑

竹、邱彥錡、周宜姍)以他們獨樹一格的創意與行銷概念，獲得

ATCC有史以來唯一的創意滿分，擊敗台大商研所的「ACE」，

榮登王座。

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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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6月 》珍重！期待再相會！ 2006級清華人
 

2006級清華人，你們畢業後，或繼續深造，或就業，相信你們在清

華打下的基礎，可以讓你們更有勇氣與信心，面對人生下一階段的挑

戰。期盼你們常常提醒自己，如何繼續充實自己，來挑戰這充滿無限

可能的未來。各位都是社會的菁英，也是社會最幸運的一群，你們應

對社會多負起一份責任，期許自己對社會有所改變，讓這社會改變得

更為美好。

2006年7月 》喜訊！十五位新科院士，四清華人奪桂冠
 

黃一農 教授 歷史研究所講座教授兼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陳力俊 教授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清華工程講座教授

陳守信 校友  原科所58級碩士畢業，06年傑出校友，現任美國麻省理

工學院核工系教授

朱時宜 校友  理學院第四屆傑出校友，美國堪薩斯大學化學系榮譽講

座教授

2006年8月 》清華研究團隊發現 太陽系存在著大量的百公尺級小型“海王星外天體”
 

本校物理系張祥光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利用X射線掩星的方法，首次發

現百公尺級小型“海王星外天體”存在的證據，並且推估其總數約有

一千兆個以上。這項發現將對太陽系形成過程的理論帶來重大影響，

同時也開啟了一項新的研究方法來探索在太陽系遙遠邊際的小天體。

這項發現發表在國際知名的“自然”期刊上。

2006年8月 》95學年度「還願獎學金」開始受理申請，分擔清華學子負擔

突破傳統以捐款孳息發放獎學金的型態，「還願獎學金」借用廟裡燒

香還願的模式，使用本金及學子的回饋金，集合眾人力量，長期解決

清寒學子的經濟困難，讓學子專心於課業上的學習，不再為籌措生活

費而四處工讀。此獎學金由本校中央研究院院士，前人文社會學院院

長黃一農教授捐出其個人國家講座獎金100萬元，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獲得更多社會善心人士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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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 》清華四劍客 榮獲教育部國家講座及學術獎

教育部國家講座暨學術獎於9月5日公布10名國家講座當選人，其中本校包

辦三位，分別是人文及社會科學類科黃一農教授、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于

靖教授及工程及應用科學類科薛敬和教授。而季昀教授則為學術獎數學及

自然科學類科12位當選人之一。其中黃一農教授與于靖教授已是國家講座

熟面孔，分別於第6屆與第7屆獲獎，故成為終生榮譽之國家講座主持人。

2006年9月 》 十大傑出青年恭喜本校林秀豪副教授、視障李孝屏博士生及徐祖安副教授獲金手獎

第四十四屆十大傑出青年出爐！恭喜本校物理系林秀豪副教

授、資工系視障博士生李孝屏及化工系徐祖安副教授在經過國

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評審委員審慎遴選後，獲得此項榮譽

的肯定。「十大傑出青年」緣起於美國加州地方雜誌社，在每

月出版的雜誌封面刊登當時最具影響力的人物。當時對封面人

物的深入報導，在美國社會具一定程度影響力且深受重視。

2006年9月 》台韓學術交流創高峰 清華大學與南韓首爾大學簽定「學術合作協議」
 

本校於今年9月29日，由我駐韓代表陳永綽、副代表陳文咸等陪同至

南韓首爾大學，與該校校長李長茂(總長)交換兩國文化、學術交流的意

見，並且簽定「學術合作協議」，象徵台韓學術交流一大進步。除了

首爾大學，加上去年簽署「學術合作協議」的「KAIST科學技術研究

院」及此行亦達成協議的「浦項工科大學」，三所知名南韓大學將為

台韓學術交流展開新紀元。

2006年10月 》科技管理學院諾貝爾學術週「孫運璿講座系列」諾貝爾物理獎Dr.Ivar Giaever清華演講
 

很難想像諾貝爾物理獎得主Dr. Ivar Giaever，在大學時物理、數學兩科

幾乎被當掉，後來卻以高深的理論物理研究獲得諾貝爾最高榮耀，他

成功的歷程，給予後學者很大的啟示！本校科技管理學院「孫運璿科

技講座」於10月25日邀請這位當代物理大師蒞校舉行兩場演講，受到

國內科技、學術界矚目，Giaever 博士早期於物理界鑽研半導體穿隧效

應，於1970年在劍橋大學跨入生物物理領域，從事固態表面之有機分

子與細胞間的相互作用之研究，他在第一次進行液態氦( —268℃)實驗

時發現「超導之穿隧效應」，1973年並因此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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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 》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為清華勾勒未來
 

本校於今年10月22日舉行第一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由本校陳文村校

長、東吳大學劉兆玄校長、香港科技大學朱經武校長、工研院李鍾熙院長、

國衛院伍焜玉院長、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劉炯朗院士、蒲慕明院士、李

亦園院士，以及台達電鄭崇華董事長等人與會共同瞭解與規劃清華未來之發

展。

2006年10月 》 科管院邀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謝林博士(Dr. Thomas C. Schelling)訪清華演講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諾貝爾學術週「孫運璿科技講座系列」於10月30日邀請

發明「邊緣策略」並於2005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謝林博士(Dr. Thomas C. 

Schel l ing)，傳授他在策略運用上的真知灼見。謝林除了先後在哈佛、耶魯、

馬里蘭等知名大學任教之外，也曾參與二戰後歐洲重建的馬紹爾計劃並任職

美國白宮及總統行政處，以及著名策略研究中心及戰略智庫: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他是一位少見的以行動關心世界和平與人類社會發展的經濟大師。

2006年11月 》清華會館—學者、校友溫馨的家
 

本校為提高國際學術地位、促進文化交流，將積極推動各項跨領域的

學術研究及召開各種國際學術會議，並延攬國內外不同學術領域學有

專精之學者與專家。相信結合本校師生共同的努力，對本校之學術發

展定可開出豐碩的果實。而在聘請各界專家學者、校友返校參與各項

活動及召開各種國際會議的同時，提供一個像家一樣溫馨、完善的住

所，使客座教授與貴賓們能在鑽研學術的同時，無須憂慮棲身之處，

便成為當務之急。於是，「清華會館」便應運而生。

2006年11月 》清華大學連續四年獲頒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
 

本校創新育成中心於1998年創立，配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之「廣

設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結合本校之研發成果與資源，協助

新創中小企業發展新技術及新產品，降低營運成本與風險，以增加成

功創業的機率，並協助民間創業及促進產業升級，自1999年以來，

已連續8年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評鑑為A級創新育成中心，於過去五

年四度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全國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章，今年

度再次獲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頒發績優創新育成中心獎之「創業輔導

獎」獎項，成績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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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 》 眼盲心不盲，郭育廷同學勇奪2006年身心障礙運動會400公尺銀牌
 

沒有憤世嫉俗，沒有慨然怨嘆，帶著一般大學男孩臉上常見的陽光微

笑，眼睛幾乎完全看不見的本校經濟系郭育廷同學，舉手投足、言辭

談笑之間，卻比太多明眼人要來的更積極、看起來更健康。聊到日前

他在遠東暨南太平洋區身心障礙運動會400公尺接力項目獲得銀牌的好

成績，他也只是靦腆地笑笑說，「運氣運氣啦」。

2006年12月 》清華國際師生的另一個家—「國際學生活動中心」開幕
 

隨著本校近年來逐漸朝向國際化發展的趨勢，來自各國的優秀師資

與國際學生人數正逐年增加中，提供一處專門為這些身處異鄉的師

生們服務的活動中心，當為十分急迫的需求。於是，位於本校風雲

樓三樓的「國際學生活動中心」，便因運而生。本(95)年12月22日，

「國際學生活動中心」開幕記者會當天，嘉賓雲集。來自拉丁美洲

的學生帶來的拉丁舞曲，“Knowing the past and enjoying the Latin 

Rhythms”，以及由本校世界民族舞蹈社所表演的傳統印度舞蹈，為

記者會現場營造出溫暖熱鬧且充滿異國風情的氣氛。

2006年12月 》義賣所得捐贈清華大學還願獎學金
 

已故清大教授楊振忠院士的妻子林月香女士在新竹市文化局梅苑畫

廊辦「80人生展」，義賣作品所得一百萬元做為清大「還願獎學

金」捐款，95年12月27日下午二時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人文社會學

院圖書分館舉行餽贈儀式，現場同時展出林月香女士畫作。為了幫

助清寒學生能安心讀書，本校四年多前，由本校前人社院院長黃一

農院士首創「還願獎學金」制度，借用廟裡燒香還願的模式，希望

藉由向眾人募款，來發放獎助學金，解決清寒學生的經濟困難。期

許受獎學生知恩圖報、專心向學，畢業後能再回饋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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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 》全盲者更勝明眼人—林貞伶獲本校優秀約用人員第一名
 

在現代五光十色的資訊科技社會裡，絕大多數的人似乎都習慣使用視覺去

感受這個世界，甚至當作唯一的價值觀標準、唯一的遵循方向。假若除去

了視覺這項感官知覺，那我們還剩下什麼？還有勇氣持續志業、追求夢想

嗎？目前任職於本校計算機與通訊中心，擔任資訊工程師的林貞伶女士，

獲選為今年第一屆優秀約用人員第一名，表決過程全體一致通過，原因無

它，只因全盲的林女士，比一些明眼人看見更多，也做得更多。

2007年2月 》校長出席香港清華校友會活動
 

本校陳文村校長於96年2月10日出席香港清華校友會之峰會及餐會。本活動

共有兩岸清華在香港之校友三百餘人參加，場面非常熱烈。北京清華大學顧

秉林校長及楊振寧教授等亦應邀出席，本校由葉銘泉副校長及校友會許明德

理事長陪同陳校長出席。會中兩位校長分別報告兩校近期發展，並強調加強

兩校之合作及互動，期望短期內能躋身世界一流大學之行列。餐會結束前，

特別邀請我校龍應台教授做專題演講，談及兩岸清華之共同精神。

2007年3月 》清大繁星計畫廣納全台各地150位高中生平衡城鄉差距

在國內推動教育改革及教育資源平衡的重要性越來越受重視的趨勢下，如

何有效地提昇教育品質，並使教育資源平均分配到每一個有需求的學生手

中，一直以來都是備受重視的議題。本校首先提出的「繁星計畫」構想，

受到教育部大力支持，於96學年度開始獨立辦理招生，採行高中校方推

薦，保送入學的方式。此計畫不但提供了高中學子們另一條多元入學的選

擇管道，更有助於發掘那些因環境因素而受限於有限資源和管道，沒有機

會一展長才的各縣市高中生。

2007年4月 》環校路跑 跑出清華傳統及回憶
 

鳴槍聲響起，清華大學師生穿越勝利拱門向前奔跑！這是清華人一年一度

的大事，也是共同繼承的傳統─環校路跑。創校之初的越野賽跑範圍是校

外，十八尖山更是必經的地點，而後因安全問題而改至校內。但清華秉持

著讓學生德、智、體、群、美，五育均衡發展的精神不曾改變。今年為配

合新校區道路完工，將環校路跑的路線延伸至新校區，希望讓同學可以發

現校園新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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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4月 》 清華大學創校96週年暨在台建校51週年校慶活動—校慶大會
 

時值溫暖的四月份，在這春暖花開、萬物甦醒爭鳴、百花爭奇鬥豔的時節

裡，同時也是清華大學過生日的日子。整個四月份，在清華校園中的各個

角落，無論靜態或動態，處處皆可發現令人眼睛一亮的驚喜。這些涵蓋了

各方面，例如體育、學術、電影、音樂、文化藝術等各式各樣的活動，在

在皆為了清華的生日而準備。四月下半，清華校園內瀰漫著一股喜氣洋洋

的活動力，在春末夏初的溫煦陽光下，迎接即將邁入的下一段里程。

2007年6月 》清華思想沙龍 野火蔓延風城，屬於清華的人文觀

向來以別具視角的批判筆鋒、與眾不同的思辨能力而著名的作家—龍應台

女士，身為一位曾經長期浸濡於異國文化中的華人，一直以來，在全球的

華人圈中，她用一種批判但並非無情的筆調、以及帶著濃厚情感與期許的

炙熱眼光，觀察著台灣的社會，持續不斷地對眼前的社會現象做分析，以

超然的立場點出時代下值得關注的各種議題。

2007年6月 》祝2007級清華人 展翅高飛
 

六月，一年一度的畢業季節，今年本校於6月23日舉辦畢業典禮，特別邀

請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擔任貴賓並與清華畢業生分享他的人生經驗。籌備

已久的盛會，雖因傍晚的一場傾盆大雨而將會場由田徑場改至大禮堂舉

行，但參加典禮的畢業生及家長仍然十分踴躍，學校另開放合勤演藝廳、

遠距教室、綜一168教室，利用網路直播，供無法進入大禮堂的畢業生及

家長觀賞典禮的進行。

2007年6月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服萬人務—清華首批國際志工團隊成行
 

過一個難忘又有意義的暑假，你的選擇是什麼？一批經過甄選的清華

學生今年將以國際志工的身分轉動世界的地平線！本校今年首度辦理

學生國際志工海外服務計畫，暑假期間共有四個團隊將分別前往尼泊

爾、印尼、青海、馬來西亞等的落後偏遠地區服務。本校舉辦這一系

列的活動，主要希望學生們能藉此機會服務他人、充實自己，實踐校

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在培養人文關懷的同時拓展國際

視野，並且對本校國際聲譽達到正面提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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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7月 》第二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勾勒清華未來發展
 

本校於今年7月20日舉行第二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由本校陳文村校

長、東吳大學劉兆玄校長、工研院李鍾熙院長、國衛院伍焜玉院長、中央

研究院曾志朗院士、孔祥重院士、劉炯朗院士、郭 位院士、蒲慕明院士、

李亦園院士、台達電鄭崇華董事長及聯發科蔡明介董事長等人與會，除檢

視本校近一年的成果表現並為本校未來發展方向提出建言，以期達到全面

性的成長。

2007年8月 》 「穩健成長‧邁向一流」，2007上海交大世界大學評比出爐，清華大幅提昇29名！

上海交大最新公佈2007年世界大學排名，台灣的大學中，進入前500名的大學排

榜，依序為台大、清華、交大、成大、陽明、中央。本校排名第317，較去年(排名

第346)大幅提昇29名，創歷來新高。上海交大評比分項標準，係考慮世界一流大學

的特徵，並綜合考慮國際可比性和可操作性、實力與水準關係等因素，作為評比世

界大學的學術表現依據，並進行排名。

2007年9月 》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加冕，本校四位教授上榜
 

教育部第十一屆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名單出爐，本校數學系林文偉教授實力

再受肯定，依教育部國家講座實施辦法，已於93年獲教育部學術獎的林文

偉教授，今年更上一層申請國家講座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組，順利取得此項榮

譽。另第五十一屆教育部學術獎，本校趙桂蓉教授、江安世教授、王茂駿教

授分別在數學及自然科學、生物及醫農科學、工程及應用科學等三類科表現

出類拔萃而榮獲肯定。

2007年9月 》本校4位年輕學者展現實力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96年得獎名單公布，本校四位教

授獲得此殊榮，得獎教授分別為計財系吳儀玲助理教授、數學系陳國璋副

教授、工工系瞿志行副教授及電子所金雅琴副教授。年輕教授獲得肯定不

僅展現個人努力成果，更是本校新生代研究群的實力與活力的最佳證明。

行政院國科會為培育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並紀念吳大

猷先生對科學與技術發展之貢獻，特別設置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每年遴選

三十五名四十歲以下副教授、副研究員或以下職級給予獎勵，為年輕研究

員學術成果的指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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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 》諾貝爾獎知識饗宴，克羅托爵士分享學術心得
 

與諾貝爾獎得主的知識饗宴，近期在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四校熱烈展

開。應台灣聯合大學系統與溫世仁基金會之邀，1996年諾貝爾化學獎

得主英國克羅托爵士(Sir Harold W. Kroto)，於9月27日下午以「奈米空

間之建構」(Architecture in NanoSpace)為題在本校工程一館演講廳發

表公開學術演講，演講廳內坐無虛席，師生們除目睹克羅托爵士的風

采外，更重要的是聆聽其學術研究之心得與成果。

2007年10月 》李亦園院士捐贈專著暨手稿展
 

本校人文社會學院創院院長—李亦園先生，一本對清華之厚愛與支

持，於2006年將大批珍貴書籍與手稿捐贈給清華大學圖書館，嘉惠學

子。圖書館特別籌辦「李亦園院士捐贈專著暨手稿展」開幕及捐贈儀

式，以展現大師治學風範以及長者對學子之關愛，並為李亦園先生與

清華的珍貴情誼留下寶貴的紀念。自10月19日起至11月30日在清華圖

書館人文社會學院分館展出，歡迎參觀。

2007年10月 》 國際學術交流里程埤，本校與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簽署合作協議
 

本校長期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今年10月23日上午與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簽署合作協議書，

雙方研究交流正式踏上軌道。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創立於1867年，許多教

授皆曾榮獲諾貝爾獎及普立茲獎殊榮，在教學及研究上有著非常著名的領

導地位，因此每年都被評選為優良的學府，一直以來也被視為全美最優秀

的理工大學之一。兩校的結盟，雙方皆希望能透過多方面的合作，讓兩校

學子與研究人員水平能更上層樓。

2007年11月 》 本校頒授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江崎玲於奈博士榮譽特聘講座
 

本月15日，諾貝爾物理獎(1973年)得主江崎玲於奈博士受邀至本校演講，

並由陳文村校長頒授榮譽特聘講座。江崎玲於奈博士因發現半導體「穿隧

效應」，說明電子可穿越一個位能障礙，打破了古典理論預測電子無法穿

越的門檻，對半導體產業響至鉅，在國際上亦極具聲望，為世界級泰斗。

演講當日，台灣半導體大師施敏教授亦特地至會場探視，並讚揚江崎博士

為日本半導體之父，可見江崎博士在這個領域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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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1月 》 在黑暗中奮進 雙眼近乎失明的郭育廷同學勇奪
2007台北市運動會田徑三金牌

 

本校經濟系四年級郭育廷同學，參加台北市身心障礙市民運動會獲得視障

男一百公尺、兩百公尺及跳遠金牌，並獲選為2008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台北市代表。負傷參賽的他對於自己沒把水準展現出來而感到可惜，但仍

開心的表示：「大學沒有遺憾了！」。生性樂觀、多才多藝的郭育廷，很

用心經營自己的生命。

2007年11月 》新建學生宿舍上樑典禮
 

本校新建學生宿舍之上樑祈福典禮於96年11月9日上午10時(吉時)於新

建宿舍前廣場舉行，由賀陳弘學務長主持。上香鳴砲後由賀陳學務長

嘉勉工作人員，感謝本校營繕組專責承辦人員、麗明營造公司及亞新

工程顧問公司工程人員專業細心、認真管控工程進度與品質，讓學生

宿舍工程能如期如質順利進行迄今，使學生能有個舒適雅致的住宿環

境。

2007年12月 》圖靈獎得主姚期智教授—應聘擔任清華榮譽講座
 

國際知名華人科學家姚期智教授，應聘擔任清華榮譽講座，並於12月6

日上午10時，由校長陳文村頒授榮譽講座證書，隨後姚教授在資電館

發表演講，講題為：「Symmetry Effects in Computation」。本次演講

主要介紹近來運用對稱性，所解決計算問題的新發現。日後，姚教授

並將定期與清華大學相關領域的教授及學生互動。姚期智教授為2000

年圖靈獎(Turing Award)得主，他在計算機理論上所做的重要貢獻，包

括產生類隨機亂數(pseudorandom number)所需的高複雜理論，密碼

學，與通訊複雜理論等。

2007年12月 》諾貝爾知識饗宴—莫里斯教授談誘因理論的奧秘
 

12月11日上午於本校合勤演藝廳，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莫里斯教

授以「創業與誘因」(Entrepreneurship and Incentives)為題，為中北部及新

竹科學園區之產官學界人士闡釋其學說，聽眾反應熱烈。當日下午，並於

蘇格拉底咖啡屋近距離與清華師生座談，場面輕鬆溫馨。莫里斯教授本次

演講的主軸，是運用其原創的經濟誘因理論，探討如何鼓勵「創業」這類

非常重要的經濟行為。由於創業家與一般受僱者的角色相當不同，莫里斯

教授將再一次的把他所創立的「雇僕模型」(Principal—Agent Model) 推往

嶄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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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 》國立清華大學「宜蘭園區」歡慶動土
 

本校於96年12月24日上午10:00，舉行宜蘭園區動土典禮，並由陳文

村校長及宜蘭縣呂國華縣長主持。呂縣長在致詞時，強調這是「宜蘭

教育史上重要的一頁」，在在展現宜蘭民眾對於本校進駐的重視與歡

迎。未來，進駐單位則包括進修教育中心、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創新

育成中心、永續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發實驗室等。

2008年1月 》擷取住宿學院精神‧融和清華特色—本校成立「清華學院」
 

為創新大學傳統教育，本校即將於97學年度，推出結合宿舍生活、專

業教育、通識教育以及校內外實習的「清華學院」計畫，並於97年01

月15日上午10:30假台北國賓飯店舉行成立記者會。當日與會貴賓包

括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漢寶德教授、教育家黃崑巖教授、威斯康辛大

學榮譽教授高希均博士、慈濟大愛台前總監姚仁祿建築師、陸以正大

使、音樂家張正傑教授等社會賢達人士，共同響應此教育新理念。

2008年2月 》 賀！本校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梯次審議成績亮眼，經費
調增額度及比例居全國之冠

 

教育部甫於2月5日公布「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第二梯

次審議結果，共有11校獲得補助，總經費96.5億元。本校在所有師生員工

及校友共同努力之下，成績亮眼，量化與質化指標評分總和排序第二(僅次

於台大)，未來三年，每年將可獲得12億元補助，較第一梯次每年增加2億

元補助，是所有獲選補助學校中，增加額度及幅度最高者。

2008年2月 》諾貝爾知識饗宴—希格教授專題演講在清華
 

200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Dr. Alan J. Heeger，2月20日應台灣聯合大學系

統與溫世仁基金會邀請，於本校合勤演藝廳，以「低成本塑性太陽能電

池的發展和願景」(Low Cost Plastic Solar Cells: Progress & Prospects )為

題，發表演說；其以生動、幽默的演講風格，引領聽眾進入節能研究的前

瞻領域。當日現場師生參與極為踴躍，走道與門口都擠滿了慕名的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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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 》2008年清華大學國際志工培訓營：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服萬人務
 

對清華的56位同學來說，今年的寒假很不一樣！其他同學也許

和他們一樣讀過萬卷書(包括從小到大的參考書、漫畫書還有情

書！)，搞不好也行過萬里路(校園那麼大，來來回回走幾趟也許就

有了！)，但這56個同學和其他同學不同的是，這次他們讀了書、

行完路之後，還要把知識和力量化為實際的行動，分別前往迦納、

尼泊爾、坦尚尼亞、印尼亞齊、印尼棉蘭，去「服萬人務」！

2008年3月 》全國大學創意競賽—本校學生作品「自動翻譜機」贏得首獎
 

由國科會所主辦第八屆「全國大學院校學生創意實作競賽暨國際觀

摩賽」，共有國內外60件作品參加比賽，各自發揮創意，競爭激

烈；由本校同學所組成的「GENE GROUP(機音小組)」，因利用機

械原理，打造出不用手翻的「自動翻譜機」，創意獲肯定，脫穎而

出，贏得首獎及獎金12萬元，本次參賽的「自動翻譜機」設計成

員，是由一群音樂愛好者所組成，他們分別對不同形式音樂有涉獵

或興趣，成員包括動機系趙毓文、陳信甫、郭權毅、劉俊葳及工工

系林灝廷等五位同學。

2008年4月 》賀本校五位教授獲96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辛勤耕耘終得收獲，本校數學系陳國璋教授、化工系胡育誠教授、

胡啟章教授、工工系簡禎富教授及科管所魏志平教授經國科會公

告，獲「96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學術研究的道路，總是充滿挑

戰，不斷地思考與嘗試，才能更上一層樓。96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得獎人共35位，本校佔5席，獲獎人數僅次於台大，顯示清華學術

風氣日上，學者們得以擁有充分資源用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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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4月 》 企業興學美事—「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
慶落成

 

本校「科技管理學院—台積館」於97年4月18日歡慶落成。該館

工程構想始於民國89年，並於94年正式開工，至民國95年10月竣

工，總工程款超過5億元，係由台積公司捐款1億8千萬元，另配合

教育部補助款所興建；同時，台積公司曾繁城副董事長亦以個人名

義捐款1千5百萬元，裝修館內「孫運璿演講廳」。為感謝台積公司

的捐款興學，本校特將建築定名為「台積館」。

2008年4月 》 清華大學創校97週年暨在台建校52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校慶大會
 

籌備已久的校慶大會，是整個校慶系列活動的軸心，於4月27日上

午準時開始，會程在司儀的引導之下，流暢且氣氛溫馨地展開。戶

外晴空萬里，而大禮堂內，則是熱情洋溢，坐滿了師生、校友、

貴賓、學生家長及眷屬，座無虛席，形成一幅相當特殊且溫暖的圖

像，大家共有的話題，也都圍繞在這專屬清華的日子上。

2008年4月 》 60/50/40值年校友團圓會—昔日菁英齊聚一
堂 重溫清華園舊夢

 

時逢本校創校九十七年暨在台建校五十二年，校友服務中心首度舉

辦「60/50/40值年校友返校團圓會」，特邀畢業四十、五十以及

六十年的老校友重回校園，重溫舊夢。其中機械系48級的張甯馨先

生，雖畢業自北京清華大學，但也曾服務於台灣清華大學，4月27

日特別抽空前來，令活動別具意義。

2008年4月 》校友雙獻禮—築構「清華生態園」
 

清華園依山傍水，生態原本就豐富，近年在校友慷慨捐資，並結合師生的努

力認養維護之下，又喜添二生態園—「慈塘」及「NE68庭園」，並於4月27

日校慶當日，由陳文村校長親自主持揭牌(揭幕)，可謂美事成雙，也著實展現

出清華人對環境的重視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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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 》高等教育論壇：「大學師資之改善」學術研討會
 

為提昇國內高等教育品質，促進大學國際競爭力，本校與陽明大學聯合主辦高等教

育論壇，並以「大學師資之改善」為題，於97年5月23日本校第二綜合大樓八樓國

際會議廳，展開學術研討。「師資問題」是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一環，陳文村校長與

吳妍華校長不約而同地於開幕時，同步強調師資的關鍵性。

2008年6月 》賀本校三位教授論文 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中央研究院於97年6月9日上午舉行「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

典禮，由翁啟惠院長親自主持。本校共有物理系王道維教授、化學

系蔡易州教授(以上為數理科學組)、語言所黃慧娟教授(人文及社會

科學組)等三位年輕教授獲獎，學術表現獲肯定，值得賀喜。

2008年6月 》96學年度畢業典禮—歡祝清華學子展翼高飛 鵬程萬里
 

鳳凰花開，驪歌輕揚，雖是一個與往年一樣的畢業季，但對每位即將(或者已經)畢

業的莘莘學子而言，卻懷抱著不一樣的心情與憧憬。今年(2008年)本校畢業典禮

於6月14日舉辦，難得邀請到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擔任貴賓，並與畢業生分享他的

人生經驗。本校陳文村校長以大家長身分恭賀並嘉勉學子，他除恭喜08級畢業同

學在清華已完成的ㄧ趟充實豐碩的知性與感性之旅，也相信在清華所打下的基礎

上，所有清華的畢業生將有足夠的信心與勇氣，面對人生下一階段的挑戰。

2008年7月 》本校致頒楊振寧教授「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
 

本校為表彰世界級物理學大師楊振寧教授，對於物理學之卓越貢獻，以及

推動清華物理的頂尖研究，特聘楊教授為「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並

於97年7月5日上午，於綜合三館4樓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演講廳，舉行

「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聘書頒授典禮。

2008年7月 》 宏都拉斯中美洲科技大學(UNITEC)學生~清華學習之旅
 

2008年宏都拉斯中美洲科技大學(UNITEC)學生訪華團，從6月16日至7月3

日於本校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進行為期三星期的學術研習，內容包含

資訊安全、人工智慧、軟體工程等相關資訊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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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 》 2008上海交大世界大學評比出爐！清華「師均比」排名
177，全台第一，兩岸第三

上海交通大學日前公布2008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本校名列第308名，較2007年

進步九名。依2008年評比結果分析，本校在校友(Alumni)及師均比(PCP)等二項指

標，分數均維持「台灣第一」。其中，「師均比」分數是其他分項指標得分總和

除以教師人數之平均分數，2008年本校排名為177，全台第一，兩岸第三。

2008年9月 》本校四位教授榮獲97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日前公布97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本校共有物理

系王道維副教授、工工系侯建良副教授、資工系黃慶育副教授、台文所柳書琴

副教授等四位教授同時上榜，充分展現清華學術實力。

2008年9月 》 本校動機系陳文華教授榮膺第十二屆國家講座主持人、電機系陳博現教授榮獲第
五十二屆教育部學術獎

 

本校動機系陳文華教授以其在工程及應用科學領域的卓越學術貢獻，獲得肯定，

榮獲教育部第十二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獎。電機系陳博現教授以其在工程及應用科

學領域的高水準表現，獲選教育部第五十二屆學術獎得主。

2008年9月 》 「孕育新業，成就夢想」—清大創新育成中心歡慶十週年
 

本校育成中心於9月26日，於工一館106室，舉辦盛大的十週年慶暨記者會，

並舉行「破冰儀式」，象徵清華育成以十年成果為基礎，突破過去、跨越現

在並邁向未來。

2008年10月 》教育新創舉—「清華學院」正式啟航
 

為創新大學傳統教育，本校推出結合宿舍生活、專業教

育、通識教育以及校內外服務學習的「清華學院」計畫，

此新理念，獲得相當多社會賢達人士的迴響，並經過一段

期間的努力籌備之後，終於在97學年度正式啟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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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 》本校檔案管理績效卓著 榮獲第六屆「金檔獎」
 

本校文書組以積極創新態度，及其在檔案管理的卓越績效，經過激烈競爭，脫

穎而出，為本校爭取到政府機關檔案管理最高榮譽「金檔獎」。

2008年10月 》 2008年泰晤士報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出爐 清華排名屢創新高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S)公布世界大學排名，在台灣的大學普遍名次

下滑情況下，本校不僅逆勢成長，成長幅度更是驚人，從2006年343名、2007

年334名，躍升到2008年的281名，大幅進步53名。

2008年10月 》跨越國界的關懷 2008年清華國際志工服務行
 

「今年暑假，他們的選擇是走出台灣，發揮熱忱與專長，服務一群素

昧平生的人。」延續2007年第一屆國際志工專案，2008年國際志工服

務範圍更加擴大，由去年的4個團隊擴大到9支服務隊，服務的地區則

擴及尼泊爾、迦納、印尼亞齊和棉蘭、坦尚尼亞、寧夏銀川和青海等

地。

2008年10月 》 「清華大學台達館」歡慶動土— 清華大學與台
達電子聯手打造綠色教學大樓

 

本校「教學大樓—台達館」，於97年10月31日歡慶動土，並由台達電

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鄭崇華董事長與陳文村校長共同主持動土典禮。

「台達館」由台達公司捐款，並配合政府補助清華大學「邁向頂尖大

學」款項興建。台達館為一棟地下2層、地上9層樓的鋼筋混凝土建

築，預定於99年9月完工啟用。

2008年11月 》 楊儒賓、方聖平教授與本校簽署「典藏文物合作協
議」—攜手共為清華博物館催生

 

近二十年來，本校中文系楊儒賓與方聖平教授伉儷，持續收藏了東亞儒學

相關的文物，包括書畫、檔案、地圖文書等，超過千件珍貴資料，有意捐

贈珍貴藏品給清華，以催生清華博物館，豐富清華在人文領域內涵，打造

清華的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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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 》第三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集思協力擘劃清華前景
 

本校第三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於97年12月15日舉辦，出席委

員包括：王汎森院士、李亦園院士、徐遐生院士、郭位院士、梁榮昌董事

長、陳文村校長、曾志朗院士及劉炯朗院士。委員們除對於清華近年的各

項表現，表示肯定外，亦針對中長程發展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提出

整體性、長期性的寶貴建議。

2008年12月 》 「清華大學旺宏館」歡慶動土— 清華大學與旺宏電
子聯手打造新世代學習資源中心

 

本校「學習資源中心—旺宏館」，於97年12月18日歡慶動土，並由旺宏電子

股份有限公司吳敏求董事長與陳文村校長共同主持動土典禮。而當初連手促

成捐款美事的旺宏前董事長胡定華及本校前校長劉炯朗，亦專程參與盛會。

2009年1月 》200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Dr. Albert Fert 蒞臨清華演講
 

2007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亞伯．費爾(Albert Fert)，應本校邀請，於1月23日上午，於

大禮堂發表科普演講，題目為：「電子自旋學：從電子自旋至今日電腦與電話」，

並於當日下午於物理館演講廳舉行學術專題演講：「未來自旋電子學中頗具希望的選

擇—奈米碳管」。

2009年2月 》清華大學「心靈發電場：滾動學習院」啟動
 

面臨經濟海嘯嚴峻環境，帶動學習型社會，提昇個人及國家長期競爭力。

本校遵循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精神，特別發起「滾動學習」活

動，提供各種課程與論壇，邀請校友與社會大眾「回場檢修」，提昇「心

靈景氣」。活動內全數課程均為免費。

2009年3月 》己丑梅竹圓滿完賽 清華勇奪總錦標
 

清交兩校之間的梅竹錦標賽，源於民國五十八年，今年已堂堂邁入第

四十一屆。梅竹賽不但是清交兩校絕無僅有的特色，更是兩校學生的精神

標竿。兩校的校隊無不全力以赴，希望能夠在比賽場上漂亮的擊敗對手，

今年梅竹賽結果，本校以六比四，贏得總錦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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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楊振寧教授蒞臨清華講訪
 

第一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同時也是本校梅貽琦榮譽特聘講座及第一

屆傑出校友的楊振寧教授，應本校邀請，自3月10至3月18日止，為期

九天，蒞臨清華講訪。本次行程，除參觀物理系實驗室及國家理論中

心，並於3月11日下午，於本校大禮堂舉行一場科普演講； 3月13日下

午，於「合勤演藝廳」與清華師生近距離座談。

2009年3月 》 本校五位教授榮獲「97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公布97年度傑出研究獎名單，本校共有

物理系牟中瑜教授、張敬民教授、通識中心黃 莉教授、醫環

系董瑞安教授及語言所蔡維天教授等五位教授獲獎，學術表現

獲肯定。

2009年4月 》清華大學創校98週年暨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大會
 

春暖花開時節，欣逢清華大學創校98週年暨在台建校53週年校慶盛

事，自4月20日至4月27日，一連七日，陸續展開一系列慶祝活動，包

含電影欣賞、環校路跑、老梅竹友誼賽、親子放風箏活動、值年校友

團圓會、校慶大會、校慶園遊會、科學博覽會、藝文展覽⋯⋯等。除

了清華師生，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及家長、貴賓，共同為清華慶

生。

2009年5月 》 圖書館2009特藏展覽系列一「1970年代保釣運
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暨文獻展覽

 

本校圖書館整理近年獲贈的釣運文獻資料，推出2009特藏展覽系列一

「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文獻之編印與解讀國際論壇暨文獻展覽」，

以學術立場呈現當年熱血青年走過的歷史足跡，並提供日後學術研究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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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 》紀剛先生捐贈手稿文獻暨訪校系列活動
 

本校歷史所、臺文所、人社中心及圖書館合力策劃紀剛先生訪校系列活動

「看歷史‧讀文學‧品記憶‧想未來」，5月21日上午紀剛將《滾滾遼何》

部分手寫原稿及一批地下情報文物，捐贈給本校圖書館典藏，館方並自當日

起，推出為期一個月的「紀剛先生手稿暨滿州國主題文獻展」。

2009年6月 》清華大學「第一屆傑出導師獎」頒獎典禮
 

本校為表彰與鼓勵導師的愛心奉獻、提昇導師之輔導效能，訂定「國

立清華大學傑出導師獎設置辦法」；並於98年6月5日上午，於綜二大

樓國際會議廳，由陳文村校長親自主持第一屆頒獎典禮。陳校長除祝

賀理學院學士學位學程余怡德教授、外語系徐憶萍教授、醫環系孫毓

璋教授等三位教師獲獎外，並對其在學生輔導工作的無私奉獻，給予

最高肯定。

2009年6月 》 本校廖建能教授暨鄭傑教授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
研究著作獎」

 

中央研究院為鼓勵年輕學者勇於嘗試具原創性、突破性之研究，追求真理，

造福人群，因此設置「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本校延續優良學術傳統，本

年度共有材料系廖建能教授暨電機系鄭傑教授等二位教授獲獎。

2009年6月 》 賀前校長徐遐生院士榮獲「太平洋天文學會」最高榮譽—布魯斯金獎及「2009年邵
逸夫天文學獎」得主

 

本校前校長徐遐生院士因對理論天文學的傑出貢獻，因此獲選為本年度「邵逸夫

天文學獎」得主。這是徐前校長繼五月份，獲得「太平洋天文學會」最高榮譽—

布魯斯金獎之後，再次榮獲國際級重要獎項，顯見其雄厚的學術實力，以及對於

人類與社會的卓著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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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 》歡慶清華畢業學子 自信揚帆鵬程萬里
 

鳳凰花開，驪歌輕揚，又到了感恩與祝福的畢業季。今(2009)年本校畢

業典禮，於6月20日在校內大禮堂舉辦，並難得邀請到廣受社會敬重的

台達電子鄭崇華董事長擔任致詞貴賓，與清大畢業學子分享他的人生

經驗及創業哲學。另外，為能讓更多家長親自參與盛事，今年更首度

將大學部與研究生的畢業典禮分開舉行。

2009年7月 》2009年暑期兩岸學生學術交流活動暨接待家庭相見歡
 

為了增進兩岸之學術交流，並促進兩岸未來學術菁英之相互瞭解，本

校與大陸12所一流大學協議，互派學生至對方學校進行暑期專題研究

工作。辦理至今已邁入第九年，本年度交流人數與學生水準均為歷年

之最，本校共選派104名學生赴大陸各校，大陸各校則有73名學生前

來交流。

2009年7月 》清華大學搭起台、美、加研究生暑期交流的橋樑
 

由國科會委託清華大學舉辦的暑期台美加研究生研習計畫SIT(Summer 

Institute in Taiwan)，今年已邁入第十屆。這些遠渡重洋的研究生不只

來自理工背景，也有人文學科出身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他們將會在台

灣停留七周，在學術或研究機構進行交流。

2009年7月 》本校生物生化領域首度入選ESI
 

根據2009年7月1日更新之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簡稱

ESI)資料庫，本校生物暨生化(Biology & Biochemistry)領域首度入選成為進入

世界論文被引次數前1%之學校。這是本校第六個入選領域，另外五個領域包

括化學、物理、材料、工程及計算機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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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 》清華年輕學者展現學術實力 九十八年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比例居全國之冠

日前國科會公布本(9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獲獎

人，在35位獲獎名單中，本校共有化工系湯學成

教授、人類所黃倩玉教授、材料系廖建能教授、

化學系蔡易州教授、奈微所饒達仁教授(依姓氏筆

劃)等五位教師同時上榜，獲獎比例居國內大學之

冠，充分展現清華雄厚的學術實力。

2009年8月 》八八水災重創台灣 清華救災不遺餘力
 

八八水災迄今，各地的熱心與善心持續湧入災區，也令大家感受到了台灣社會堅

韌的生命力。本校更是在第一時間就發揮了無比的社會關懷，將愛心送到了災

區。在此次的不幸中，清華的師生以各種形式與方法，在第一時間即投入救災，

充分展現大學對社會的關懷。

2009年9月 》清華合唱團美聲揚名國際 榮獲Vivace國際合唱音樂節首獎
 

今年暑假，本校學生合唱團在匈牙利舉行的Vivace國際合唱音樂節，由楊

覲 老師指揮演唱台灣原住民曲調改編的合唱歌曲，傑出的聲音、乾淨

的和聲，震懾全場，獲得評審與觀眾一致肯定，並榮獲音樂節最高榮譽之

「評審團首獎」。

2009年9月 》教育部國家講座、學術獎出爐 本校教師獲獎豐碩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教學與研究水準，促進

大學發展其特色，因此設置國家講座及學術獎，並於

本月9日，公布第13屆國家講座暨第53屆學術獎得獎

名單。本校教師表現卓越，共有化學系鄭建鴻教授榮

膺「國家講座」；數學系蔡孟傑教授、化工系馬振基

教授、材料系彭宗平教授榮獲「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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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 》2009年清華暑期國際志工 秉持謙卑、關懷心擁抱世界
 

今(2009)年，本校已連續第三年辦理「國際志工計畫」，延續著過

去的卓越成效及團隊耕耘的基礎下，開拓更多且不同於以往的服

務內容。今年出國的志工團隊共7團，前往服務的地區包括了尼泊

爾、迦納、印尼亞齊和棉蘭、坦尚尼亞、寧夏銀川和青海等地。各

個志工團都有其主要著重的服務工作，根據其性質在校內進行徵

才，並開始一連串的培訓、籌備、募款等各項前置作業，最終在完

成所有的行前準備後，志工團員便抱著滿腔的熱血和熱忱，踏上了

這趟「服務旅程」。

2009年10月 》2009年泰晤士報世界大學排行出爐 清華排名再度大幅躍進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THES)10月8日公布2009年世界大學排名，本校再度

大幅躍進名次，一路由2006年343名、2007年334名、2008年281名，又大步邁

進58名，躍升到2009年的223名。而更值得一提的是，本校自2006年執行教育部

五年五百億計畫以來，表現非常傑出，不僅年年攀升名次，進步幅度更是逐年增

大，尤其近二年(2008年、2009年)進步驚人達111名，充分突顯出競爭性經費效

益，並象徵清華的學術能量與聲望，正蓄勢待發，未來發展可期。

2009年10月 》2009年上海交大世界大學評比出爐 清華逐年攀升名次

上海交通大學日前公布2009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本校名列第297名，較2008年

進步11名。本校自執行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計畫以來，表現傑出，排名年年進步，

一路由2006年346名、2007年317名、2008年308名，並於2009年首度晉升前

300大，充分突顯出競爭性經費的效益，及清華努力不懈的成果。

2009年11月 》 2009年本校傑出產學合作獎暨新進人員研究獎頒獎典禮
 

本校於11月11日下午，於蘇格拉底咖啡屋，舉行「第4屆傑出產學

合作獎暨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頒獎典禮。今年度所遴選出的傑

出產學合作獎得主，包括資工系張智星教授、工工系王茂駿教授等

二位；而新進人員研究獎，則有電機系李瑞光副教授、科管所胡美

智副教授、經濟系蔡崇聖助理教授、材料系嚴大任助理教授及動機

系蔡宏營副教授等五位教師獲獎。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四年校務綜合報告 52

2009年11月 》 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楚爾郝森談「人類癌症中的乳突病毒」
 

2008年的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楚爾郝森(Harald zur Hausen）

教授應「溫世仁卓越學術講座」邀請，於11/26—12/1期間來台講

訪，並於11月30日本校生科二館B1演講廳，以「人類癌症中的乳

突病毒(Papillomaviruses in Human Cancers)」為題，發表演講。在

座師生對於能有機會近距離領略大師智慧風采，莫不感到興奮與期

待，發問亦極為踴躍。

2009年12月 》朱經武院士應聘擔任清華榮譽講座
 

本校於12月8日下午，於物理館019室，舉行朱經武院士「清華榮譽講座」

頒授典禮，由陳文村校長親自致頒榮譽講座證書。隨後，則舉行超導及應

用研討會(Miniworkshop on Superconductivity and Applications)，朱院士並

以“A Possible Approach toward Room Temperature Superconductivity” 

為題發表演講；研討會後，則與物理系教授舉行座談。

2009年12月 》本校陳文村校長獲推選為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副會長
 

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Assoc ia t ion o f East As ian Research 

Universi t ies，簡稱AEARU)第15屆年會及第25屆理事會，於本

(2009)年12月2-4日，在日本仙台的東北大學舉行，有包括17所會

員大學校長及副校長等出席。本校係由陳文村校長及王茂駿主任秘

書代表參加會議，會中除有相當深入的交流與討論外，並分享各校

的經驗及規劃未來1-2年的活動。此次會議中推選出本校陳文村校

長擔任協會副會長。

2009年12月 》 第四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會  為清華未來策略方向掌舵
 

本校於12月22日(二)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舉行第四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

會議」，難得的產官學研菁英領導人齊聚，共同為清華集思廣益，擘劃前

景。出席委員包括：王汎森院士、孔祥重院士、伍焜玉院士、李亦園院

士、李鍾熙院長、徐遐生院士、郭位院士、陳文村校長、曾志朗政務委

員、黃秉乾院士、劉兆玄榮譽講座及鄭崇華董事長(依姓氏筆劃排序)。此

外，本次會議亦邀請本校下任校長陳力俊院士列席，期能有助於未來校務

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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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教授獲獎榮譽榜95年度

NO. 系所別 教授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于　靖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10屆國家講座

2 數學系 潘戍衍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3 物理系 張達文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重要貢獻獎

4 物理系 朱國瑞教授 榮獲斐陶斐榮譽學會第11屆傑出成就獎

5 物理系 陳信雄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6 物理系 林秀豪教授 榮獲青商會十大傑出青年

7 物理系 張石麟教授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8 理論中心 張圖南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2006年會士

9 化學系 王素蘭教授

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傑出研究獎 

榮獲中山學術獎

10 化學系 季　昀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0屆學術獎

11 化學系 何佳安教授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12 統計所 鄭少為副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13 化工系 呂世源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傑出研究獎

14 化工系 何榮銘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傑出研究獎

15 化工系 胡育誠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6 化工系 宋信文教授 榮獲美國醫學與生物工程協會會士

17 化工系 馬振基教授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榮獲經濟部工業局奈米產業科技菁英獎

18 化工系 薛敬和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10屆國家講座教授

19 化工系 徐祖安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青商會十大傑出青年

20 動機系 葉哲良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21 動機系
陳文華教授、

劉通敏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力學學會(STMROC)會士

22 材料系 陳力俊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23 材料系 洪銘輝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2006年會士

24 材料系 吳泰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特約研究人員獎

25 材料系 廖建能副教授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26 材料系 李三保教授 榮獲ASM-International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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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系所別 教授姓名 榮譽獎項

27 工工系 林則孟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28 工工系 王茂駿教授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榮獲美國人因工程學會榮譽會士

29 工工系 簡禎富教授 榮獲本校第1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30 工工系 洪一峰教授 榮獲95年資訊月-資訊化推動、管理與應用組傑出資訊人才獎

31 工工系 張瑞芬教授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工業工程論文獎

32 工科系 曾繁根教授 榮獲國科會應用材料「儀器設備合作開發計畫」績優計畫獎

33 工科系 柳克強教授 榮獲國科會應用材料「儀器設備合作開發計畫」績優計畫獎

34 工科系 林　強教授
榮獲國科會應用材料「儀器設備合作開發計畫」績優計畫獎 

榮獲國科會／原能會科技學術合作優良計畫第一名

35 工科系 金明明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6 工科系 王天戈教授 榮獲國科會／原能會科技學術合作優良計畫第一名

37 工科系 張廖貴術教授 榮獲國科會／原能會科技學術合作優良計畫第一名

38 醫環系 孫毓璋副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9 生科系 丁照棣副教授 榮獲2006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40 生科系 張大慈教授
榮獲2006年台北生技獎產學合作獎 

榮獲本校第1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41 生科系 徐瑞洲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傑出研究獎

42 分醫所 焦傳金副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3 電機系 吳誠文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榮獲本校第1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44 電機系 許雅三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5 電機系 黃惠良教授 榮獲國際前瞻學院GSAS院士

46 資工系 陳志成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7 資工系 陳文村教授 榮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電機工程與計算機科學系傑出校友

48 資工系 林永隆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

49 資工系 麥偉基副教授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50 外語系 連金發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特約研究人員獎

51 歷史所 黃一農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院士 

榮獲教育部第10屆國家講座

52 歷史所 雷祥麟副教授 榮獲2006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53 科法所 牛惠之副教授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4 共教會 孫海珍總教官 榮獲本校94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5 通識中心 劉瑞琪副教授 榮獲本校第9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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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教授獲獎榮譽榜96年度

NO. 系所別 教授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林文偉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11屆國家講座

2 數學系 陳國璋副教授

榮獲96年度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 

榮獲本校第10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3 數學系 高淑蓉副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 數學系 陳俊成助理教授 榮獲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金玉學者獎

5 物理系 呂助增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特殊貢獻獎

6 物理系 張石麟教授 榮獲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7 物理系 林秀豪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8 物理系 陳柏中副教授 榮獲生命永續獎

9 物理系 王道維副教授
榮獲理論中心年輕理論學者獎 

榮獲本校第10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10 物理系 王立邦助理教授 榮獲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金玉學者獎

11 化學系 季　昀教授 榮獲第5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12 化學系 胡紀如教授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 

榮獲2007年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國家新創獎

13 化學系 趙桂蓉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1屆學術獎

14 化學系 蔡易州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第10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15 化工系 宋信文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榮獲中國化學工程學會賴再得教授獎 

榮獲2007國際生醫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會士

16 化工系 陳壽安教授 榮獲潘文淵文教基金會傑出研究獎

17 化工系 胡育誠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 

榮獲青商會十大傑出青年

18 化工系 胡啟章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 

榮獲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lectrochemistry Tajima Prize

19 化工系 鄭西顯教授 榮獲本校第2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20 動機系 陳文華教授 榮獲中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21 動機系 楊鏡堂教授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 

榮獲2007年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國家新創獎

22 材料系 陳力俊教授 獲邀進入TMS材料學界名人堂

23 材料系
陳力俊教授、

廖建能副教授

"Observation of Atomic Diffusion at Twin—modified Grain Brain Boundaries in 

Copper"榮登Science

24 材料系 杜正恭教授
榮獲Highly Commended Winner at the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2007

25 材料系 吳泰伯教授 榮獲材料學會陸志鴻先生紀念獎章

26 材料系 周立人教授
榮獲日本電子顯微鏡學會最佳論文獎 

榮獲International Metallographic Society, USA, 傑出論文獎

27 工工系 王茂駿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1屆學術獎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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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工系 簡禎富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 

榮獲呂鳳章先生榮譽獎章

29 工工系 溫于平教授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工業工程師獎

30 工工系 瞿志行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31 工科系 薛燕婉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2 工科系 柳克強教授 榮獲2007台灣奈米影像競賽TEM組第一名、SEM組第一、二名

33 工科系 莊鎮宇博士 榮獲2007台灣奈米影像競賽TEM組第一名、SEM組第一、二名

34 工科系 葉宗洸副教授 榮獲96年度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年度論文

35 工科系 蔡春鴻教授
榮獲2007台灣奈米影像競賽TEM組第一名、SEM組第一、二名 

榮獲96年度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年度論文

36 醫環系 孫毓璋教授 榮獲環境分析化學研討會年會論文獎

37 醫環系 董瑞安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96年度學術論文獎

38 生科系 江安世教授

發表台灣首篇Cell期刊論文 

榮獲教育部51屆學術獎 

榮獲第42屆中山學術著作獎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榮獲行政院96年度傑出科技貢獻獎

39 電機系 黃惠良教授
榮獲美國布朗大學傑出校友獎 

榮獲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東元獎（電機/資訊/通訊科技類）

40 電機系 鄭　傑教授 榮獲第5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41 電機系 金雅琴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42 電機系 潘晴財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特約研究人員獎

43 電機系 黃衍介教授 榮獲本校第2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44 電機系 徐爵民教授 榮獲2007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會士

45 資工系 王炳豐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6 資工系 林永隆教授 榮獲經濟部第1屆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

47 資工系 李政崑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技術移轉獎勵 

榮獲本校第2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48 資工系 周百祥副教授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

49 光電所 楊尚達助理教授 榮獲錸德青年光學工程獎

50 電子所 徐碩鴻副教授

榮獲本校第10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榮獲第7屆旺宏金矽獎鑽石大賞最佳指導教授獎

51 外語系 徐妙齡講師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2 外語系 柏逸嘉副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3 科管院 史欽泰教授
榮獲斐陶斐榮譽學會第12屆傑出成就獎 

榮獲2007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會士

54 經濟系 蔡攀龍教授 榮獲本校95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5 計財系 吳儀玲助理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本校第10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56 科管所 魏志平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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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教授獲獎榮譽榜97年度

NO. 系所別 教授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程守慶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2 化學系 洪上程教授
榮獲第6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 化學系 王素蘭教授 榮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4 化學系 蔡易州副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2008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5 化學系 黃暄益副教授 中國化學會年輕化學家獎

6 化學系 胡紀如教授 榮獲國際性分子醫學期刊及國際腫瘤期刊傑出成就獎

7 物理系 牟中瑜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傑出研究獎

8 物理系 張敬民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傑出研究獎

9 物理系 王道維副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2008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0 天文所 江國興副教授
榮獲建大文教基金會傑出年輕金玉學者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11 化工系 呂世源教授 榮獲第6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12 化工系 陳信龍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13 化工系 劉大佼教授 榮獲2008年國際塗佈科技學會John A. Tallmadge Award 

14 化工系 胡啟章教授

榮獲ASAIHL—Scopus東亞青年科學家獎 

榮獲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15 化工系 馬振基教授

榮獲第15屆東元科技獎 

榮獲2008 JEC Composites Asia Show Innovation Award 

榮獲本校第3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榮獲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產業深耕類個人獎）

16 化工系 周更生教授 榮獲台灣化工學會化學工程獎章

17 化工系 陳信文教授 榮獲台灣化工學會金開英獎

18 化工系

朱一民教授、 

宋信文教授、 

薛敬和教授

榮獲2008國際生醫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院士

19 材料系 洪銘輝教授 榮獲IEEE Fellow

20 材料系 陳力俊教授 榮獲美國礦冶與材料學會2008 William Hume—Rothery Award

21 材料系 彭宗平教授
榮獲英國材料學院會士

（FIMMM, Fellow, Institute of Materials, Minerals & Mining）

22 材料系 簡朝和教授 榮獲經濟部產業科技發展獎—個人前瞻技術創新成就獎

23 材料系 吳泰伯教授 榮獲亞太材料學院2008年院士

24 材料系 游萃蓉副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25 動機系 王訓忠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26 動機系 賀陳弘教授 榮獲波蘭材料與製造工程學院Fellow

27 動機系 陳文華教授 榮獲第12屆教育部國家講座

28 動機系 王志宏教授 榮獲力學期刊第32屆論文獎第二名

29 動機系 江國寧教授 榮獲本校第3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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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動機系／化

工系

葉銘泉教授、馬振

基教授、清華風光

綠能研究團隊

榮獲JEC ASIA國際複材展能源應用類創新成果獎

31 奈微所 傅建中副教授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32 工工系 蘇朝墩教授 榮獲國際品質院（IAQ,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Quality）院士

33 工工系 侯建良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97年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優秀青年工業工程師獎

34 工科系 鄧希平教授 榮獲原子能委員會2008年度放射性物料研究發展傑出貢獻個人獎

35 工科系 梁正宏教授 榮獲2008年全國文學營創作獎新詩首獎

36 醫環系 董瑞安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度傑出研究獎

37 醫環系 孫毓璋副教授 榮獲國科會2008年度傑出學者養成計畫

38 醫環系 葉秩光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39 生科系 王雯靜教授 榮獲榮總台灣聯合大學計畫優秀論文獎

40 生科系 吳夙欽教授 榮獲榮總台灣聯合大學計畫優秀論文獎

41 生資所 莊永仁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2 生技所 江安世教授 榮獲第十五屆東元科技獎

43 電機系 徐爵民教授 榮獲IEEE Fellow

44 電機系 黃惠良教授 榮獲2008年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

45 電機系 趙啟超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6 電機系 陳博現教授
榮獲2008年潘文淵文教基金會研究傑出獎 

榮獲教育部第52屆學術獎

47 電機系 劉容生教授 榮獲中華民國97年光電程學會光學工程獎章

48 資工系 王俊堯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9 資工系 黃能富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0 資工系 楊舜仁助理教授
榮獲97年度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考察研究獎助金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51 資工系 黃慶育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52 語言所 蔡維天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傑出研究獎

53 語言所 黃慧娟副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2008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54 人類所 李威宜助理教授 榮獲漢學博士論文獎第二獎

55 台文所 柳書琴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榮獲本校第11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56 科管所 林博文教授
獲選為國際科技管理學會（IAMOT）「全球TOP50研究學者」 

榮獲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呂鳳章先生紀念獎章

57 體育室 李大麟副教授 榮獲本校96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8 通識中心 黃 莉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8年傑出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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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榮 譽

教授獲獎榮譽榜98年度

NO. 系所別 教授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蔡孟傑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

2 數學系 何南國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3 物理系 張石麟教授 榮獲美國結晶學會2009年華倫繞射物理獎

4 物理系 洪在明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5 物理系 余怡德教授 榮獲本校第一屆傑出導師獎

6 物理系 黃迪靖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

7 物理系
潘犀靈教授、 

郭瑞年教授
榮獲2009年美國物理學會會士

8 物理系 張敬民教授 榮獲2009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

9 化學系 鄭建鴻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13屆國家講座 

榮獲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會士

10 化學系 蔡易州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1 化學系 楊家銘助理教授 榮獲日本化學會亞洲傑出青年學者獎

12 化工系 湯學成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3 化工系 胡啟章教授 榮獲2009 ProSPER.Net—Scopus Young Scientist Awards 

14 化工系 宋信文教授 榮獲侯金堆傑出榮譽獎（材料科學類）

15 化工系 馬振基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

16 動機系 王偉中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17 動機系 江國寧教授
榮獲Award for Excellent Contribution for "Simulation and Modeling of Micro/

Nanoelectronics and Systems"

18 動機系 宋震國教授 榮獲2009年美國機械工程學會會士

19 動機系 蔡宏營副教授
榮獲台灣十大傑出發明家 

榮獲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20 材料系 陳力俊教授 榮獲2009年TWAS院士

21 材料系 黃倉秀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22 材料系 彭宗平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術獎

23 材料系 廖建能副教授

榮獲中央研究院2009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榮獲第7屆有庠科技論文獎奈米科技類得獎人 

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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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材料系 嚴大任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榮獲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25 工工系 王茂駿教授 榮獲本校第4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26 工工系 張瑞芬教授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工業工程師獎

27 工工系 簡禎富教授 榮獲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之個人獎

28 奈微所 饒達仁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9 奈微所 范龍生教授 榮獲IEEE Fellow

30 醫環系 孫毓璋副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第一屆傑出導師獎

31 工科系 黃嘉宏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2 工科系 胡瑗副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3 工科系
蔡春鴻教授、

葉宗洸副教授
榮獲98年度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防蝕工程論文獎

34 工科系 曾繁根教授 榮獲第十三屆奈米工程暨微系統技術研討會最佳論文獎

35 分醫所 焦傳金副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6 電機系 鄭    傑副教授 榮獲2009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37 電機系 許雅三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8 電機系 趙啟超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39 電機系 李瑞光副教授
榮獲2009財團法人潘文淵文教基金會考察研究獎助金 

榮獲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40 資工系 韓永楷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1 資工系 許健平教授
榮獲2009年IEEE Fellow 

榮獲第七屆有庠科技講座

42 資工系 張智星教授 榮獲本校第4屆傑出產學合作獎

43 資工系
張智星教授、

MIR97團隊
榮獲中華電信加值大賽3G行動數位生活應用組第一名

44 外語系 徐憶萍助理教授 榮獲本校第一屆傑出導師獎

45 人類所 黃倩玉副教授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20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46 經濟系 張寶塔教授 榮獲本校97學年度傑出教學獎

47 經濟系 蔡崇聖助理教授 榮獲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48 科管所 胡美智副教授 榮獲第12屆新進人員研究獎

49 科管所 陳寶蓮助理教授 榮獲財團法人溫世仁文教基金會服務科學新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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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學生獲獎榮譽榜95年度

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1 物理系 徐雅玲 榮獲International MBE Taiwan 2006 & High k Materials Workshop Best Student Poster Award

2 物理系 李昆育
榮獲International MBE Taiwan 2006 & High k Materials Workshop Second Best 

Student Poster Award
3 物理系 楊智凱、徐雅玲 榮獲2006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年會優良壁報獎

4 物理系 林佳輝、陳南佑 榮獲2006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研究生優良論文獎

5 物理系 陳泳帆 榮獲2006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優良論文獎優等獎

6 化學系 范念祖 榮獲中國化學會生物化學研究生論文優等獎

7 化學系 張恆嘉 榮獲中國化學會新創藥物研究生論文優等獎

8 化工系 阮韶銘 榮獲海峽兩岸三地化工類博士生學術論壇優秀論文獎

9 化工系 林士剛
榮獲台灣電路板協會論文金獎 

榮獲TMS2006年研究生論文競賽第一名   
10 化工系 古俊綱 榮獲台灣電路板協會論文獎優等

11 化工系

楊霆礬、林宥欣

陳俊男、賴建勳

葉潔恩、陳美瑾、梁祥發

榮獲2006高分子年會壁報論文競賽第一名

12 化工系 林宥欣

榮獲2006海峽兩岸幾丁質幾丁聚醣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最佳論文獎   

榮獲第十一屆生化工程研討會壁報論文競賽特優獎     

榮獲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暨國科會醫工學門成果發表會壁報展示優勝

13 化工系 賴柏宏 榮獲第十一屆生化工程研討會英文口頭論文競賽第一名    

14 化工系 陳美瑾 榮獲95年度榮台聯大第二期成果發表會第三名    

15 化工系 鍾曜吉 榮獲第十一屆生化工程研討會英文口頭報告第二名    

16 動機系 林暐智 榮獲車輛工程研究碩士論文銅質獎

17 動機系 李昆霖、李重毅 榮獲95年度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大專組第二名

18 動機系
朱麗安、陳彥宗

余昇剛、林東信、林瑜智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七屆全國大學校院學生創意實作競賽銀牌獎

19 動機系
謝仲儒、張郁臨

吳偉立、謝慈馨、郭崇逸
榮獲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第一名

20 動機系
劉俊葳、林泓瑋

趙毓文、郭權毅、陳信甫
榮獲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第二名

21 動機系
袁境裕、趙丹琦

李宗錡、戴裕芳、韓惠如
榮獲工學院創意設計競賽第三名

22 動機系 楊智淵 榮獲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國家科學委會專題研究計畫創作獎

23 材料系 蔡孟霖 榮獲第四屆證券投資智慧王北二區複賽第三名

24 材料系 蕭立殷 榮獲2006電子構裝國際研討會壁報論文第一名

25 材料系 林正得
榮獲Developments in Materials, Processes & Applications for Nanotechnology Best 

Chemistry Based Poster
26 材料系 盧怡君 榮獲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27 材料系 楊宇航 榮獲2006材料年會論文比賽優等獎

28 材料系 簡銘萱 榮獲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計劃Final Round

29 材料系 張瑞娟 榮獲95年度中華民國陶瓷學會傑出博士論文獎

30 材料系 鐘佳蓉 榮獲95年度中華民國陶瓷學會傑出碩士論文獎

31 材料系 楊智凱 榮獲2006年物理年會優良壁報論文獎

32 材料系 賴加瀚 榮獲第七屆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壁報展示第一名

33 材料系 陳嘉勻 榮獲奈米元件技術研討會壁報論文銀牌獎



62

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34 材料系 莊銘浩 榮獲2006材料年會壁報論文優等

35 材料系 林步剛 榮獲2006年大材盃桌球賽團體冠軍

36 材料系 翁子恆 榮獲清華大學七張照片說故事攝影比賽第三名

37 工工系 陳君涵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5年度年論文獎
38 工工系 李家岩 榮獲第四屆DHL供應鏈管理論文獎「碩士組—學術理論與模式分析」優勝
39 工工系 蕭之維 榮獲2006 ING 安泰管理碩士論文獎「作業、研究發展與科技管理類」優勝

40 工工系
曾慧玉、張傳杰、

徐紹鐘、林仁杰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5 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之作業研究類別優勝

41 工工系 趙偉成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5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論文競賽之人因工程類別優勝
42 工工系 李家岩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5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碩士論文競賽優勝
43 工工系 李自展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5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碩士論文競賽優勝
44 工工系 曹若琳 榮獲飛利浦公司型色大贏家競賽行銷顧問獎

45 工工系 葉劉子儀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46

電子所 李奇樵

榮獲第四屆ATCC全國大專院校商業個案大賽冠軍
工工所 郭建甫

醫環系 許岑竹

計財系 邱彥錡

工工系 周宜姍

47 奈微所 黃恆 賫 榮獲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一名

48 奈微所 陳之碩 榮獲榮總台聯大計畫海報比賽第二名

49 工科系 謝馨儀、吳俊龍 榮獲2006年第4屆國家新創獎學生組第二名
50 醫環系 錢　晟 榮獲台灣區L'Oreal e—Strat Challenge冠軍
51 分生所 許志宏 榮獲第十四屆細胞及分子生物新知研討會壁報論文獎

52 分醫所 陳俐穎 榮獲第二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傑出論文獎

53 電機系 沈孟緯 榮獲CIC晶片製作成果優良獎
54 電機系 陳煥達 榮獲第六屆旺宏金矽獎一等獎

55 電機系 鄭有宏 榮獲教育部影像顯示科技人才培育先導型計畫95年產學合作競賽—奇美獎

56 電機系
陳伯彥、賴慶明、

鍾尚穎、古盈霙
榮獲教育部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第二名

57 資工系 李孝屏 榮獲青商會十大傑出青年

58 光電所 顧浩民
榮獲台灣光電科技研討會學生口頭論文獎 

榮獲OPT 2006年台灣光電科技研討會學生論文獎
59 通訊所 許育豪、高旻聖 榮獲2006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旺宏金矽獎獲得一等獎、最佳創意獎
60 通訊所 高迦南 榮獲2006國網盃高速計算體驗賽特別獎
61 中文系 史甄陶 榮獲95年度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論文獎
62 中文系 陳柏伶 榮獲2006台灣文學獎新詩類推薦獎
63 人社系 林韋伶、鄭燕霖 榮獲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64 哲學所 鄭凱元 榮獲2006年台灣哲學學會碩士論文傑出獎
65 計財系 俞美玲 榮獲第三屆建華論文獎第一名

66 計財系 林怡伶 榮獲95年度第11屆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

67 計財系 邱彥錡
榮獲行銷清華冠軍 

榮獲Lexus第二屈校園商業個案競賽，創意製作物傑出表現

68
經濟系 呂心瑋、王韻茹、呂悅誠 榮獲第四屆ATCC全國大專院校商業設計個案大賽第一名及第三名

計財系 魯家恩、余沛成

69 計財系 魯家恩 榮獲L'Oreal e—Strat Challenge商業策略網路競賽台灣區大學部第一名

70 科管所 沈宗毅 榮獲2006中華民國科技管理論文研討會「科技競爭與策略組」最佳論文獎

71 科管所 劉寶元 榮獲95年度「科技管理博、碩士論文獎」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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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榮 譽

學生獲獎榮譽榜96年度

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張介玉、許庭豪 榮獲中華民國數學會優良學生論文獎

2 物理系 張炳章 榮獲台灣國際超導會議暨第八屆低溫物理會議壁報論文競賽Best Poster Award
3 物理系 陳泳帆 榮獲96年中華民國光學工程學會優良論文獎
4 物理系 楊智凱、李易靜 榮獲2007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年會優良壁報獎
5 物理系 翁世章 榮獲歐盟/國家科學委員會 Hercules Program Top 1
6 物理系 林彥誌 榮獲96年度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7 化學系 林雍仁、陳思翰 榮獲中國化學年會海報獎

8 統計所 林廉凱 榮獲中國統計學社優良論文獎

9 化工系 陳志吉 榮獲中國材料學會96年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優等獎
10 動機系 李志杰 榮獲工學院第八屆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二名

11 動機系 湯宗霖 榮獲工學院第八屆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三名

12 動機系 蔡宗翰 榮獲2007年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金質獎

13 動機系

陳正哲、林稚皓、

胡宗浩、曾勃翰、

黃浚鋒、黃獻永、

楊書涵、葉展宏、

蔡坤達

榮獲Autodesk數位專題設計競賽第一名

14 動機系 郭子凡 榮獲96年度中國機械工程學會碩士論文獎第二名
15 動機系 王儷霖 榮獲96年度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博士論文獎第一名
16 動機系 鄭欽獻 榮獲96年度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博士論文獎
17 動機系 趙毓文、陳育霆 榮獲96年度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賽機械人與自動機具類大專組第一名
18 動機系 周宗燐 榮獲EMAP2007最佳學生論文獎
19 動機系 游明志 榮獲Impact2007最佳學生論文獎
20 動機系 張文桐 榮獲2007年中華民國機構與機器原理學會傑出博士論文獎
21 動機系 陳泳吉 榮獲台灣冷凍空調學會96年度工程論文獎
22 動機系 湯宗霖 榮獲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銀質獎

23 動機系 廖家宏 榮獲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獎機械工具類特別獎

24 動機系 陳文健 榮獲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壁報展示組第三名

25 動機系 粘金重、張明暐 榮獲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工業研究所最佳發明獎

26 動機系 丁上杰 榮獲第31屆全國力學會議第11屆學生論文競賽熱流能源組第一名

27
動機系

趙毓文、陳信甫、

郭權毅、劉俊葳 榮獲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實作競賽第一名

工工系 林灝廷

28 材料系 蕭立殷 榮獲Highly Commended Winner at the Emerald Literati Network Awards for Excellence 2007 
29 材料系 闕郁倫 榮獲2007年日本金屬學會最佳論文賞
30 材料系 張懿心 榮獲2007高分子年會口頭報告優勝

31 材料系
楊宇航、林俊廷、

何恕德、陳正忠
榮獲2007年材料年會優等獎

32 材料系 郭信甫 榮獲96 年度台積電傑出學生研究獎國際組第三名
33 材料系 辛璧宇 榮獲96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女乙組桌球個人賽冠軍
34 材料系 蘇育陞、陳翊昇 榮獲96年度中華民國陶業學會傑出論文獎
35 材料系 邱國峻 榮獲2007電子構裝國際研討會壁報論文第一名
36 材料系 許嘉倫 榮獲9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優秀學生獎
37 工工系 曾慧玉 榮獲2007年中華決策科學碩士論文第二名
38 工工系 張佳蓉 榮獲台灣恩智浦半導體2007年恩智浦領袖培植計劃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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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工工系 楊士霆 榮獲台灣作業研究學會2007年博士論文競賽第二名
40 工工系 劉家志 榮獲台灣作業研究學會2007年碩士論文競賽第一名
41 工工系 蔡宛蓉 榮獲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獎口頭報告組第一名

42 工工系 王凱生 榮獲2007DHL供應鏈管理論文優勝獎
43 工工系 楊士霆 榮獲2007年中小企業研究碩博士論文獎優勝
44 工工系 周宜姍 榮獲國家科學委員會96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45 工工系 柯文周、江梓安 榮獲中國工業工程學會96年度工業工程論文獎

46 奈微所

蔡智偉、彭巧伶、

楊中堯、鄭至成、

張家銘

榮獲宏碁文教基金會龍騰微笑競賽第二名

47 工科系 楊哲瑜 榮獲2007 奈米元件技術研討會論文優選獎
48 工科系 陳奕中 榮獲2007 奈米元件技術研討會論文傑出獎
49 工科系 葉爾嘉 入選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50 工科系 王佰揚 榮獲96年度中華民國防蝕工程學會年度論文

51 醫環系
許岑竹、鄭維剛、

傅勝雍、翁冠華
榮獲本校五十週年校慶金梅獎影片獎系列「最佳影片獎」、「最佳人氣獎」

52 醫環系 李曉飛 榮獲核子醫學雜誌優秀論文獎第二名

53 醫環系 古冠軒 榮獲2007年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金質獎
54 醫環系 施美惠 榮獲2007年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銀質獎
55 醫環系 張佩儀 榮獲96年度廢水處理技術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56 醫環系 郭育辰、蘇璽元 榮獲中華民國生物醫學工程年會論文競賽生醫訊號優等

57 醫環系 林映彤 榮獲96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服務學習志願服務績優獎
58 分醫所 張家豪 榮獲2007年中華民國魚類學會學術論文傑出獎
59 生技所 林暉皓 榮獲第三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傑出論文獎

60 電機系 廖天佑
榮獲2007亞洲區校際車輛創新設計大獎 創新機能類組表現優異獎 

榮獲第七屆旺宏金矽獎半導體設計與應用大賽 應用組 評審團銀獎

61 電機系
柯律安、邱嘉亮、

鄭漢嘉
榮獲Best Presentation Award of IEEE Symposium on VLSI Design, Automation and Testing, 2006

62 電機系 沈育民 榮獲中華民國水上救生協會 救生員執照金牌
63 電機系 黃建人 榮獲鳳凰盃 IC設計競賽數位IC組特優
64 電機系 賴慶明 榮獲第六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65 資工系 杜依璇 榮獲9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優秀學生獎
66 資工系 吳孟寰 入選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67 電子所 金俊德 榮獲第7屆旺宏金矽獎設計組第一名
68 光電所 林彥穎 榮獲台灣光電工程學會博士論文獎

69 光電所 林碩泰 榮獲台灣光電科技研考會最佳論文壁報獎

70 光電所 孫聖淵 榮獲OPT台灣光電科技研討會 固態照明技術及應用組學生最佳論文獎
71 通訊所 許育豪 榮獲第二屆台積電傑出學生研究獎

72 台文所 謝旺霖 榮獲第一屆竹韻清揚文學獎報導文學組第二名、現代詩組第一名、散文組第一名

73 人社系 林雨潔 榮獲96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74 社會所 葉春嬌、吳偉立 榮獲台灣社會學會碩博士論文獎

75 科管所
歐陽昀韶、

張瑞珊、王浩帆
榮獲第二屆晶片系統商管學程專題競賽冠軍

76 科管所 康敏琦 入選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77 計財系 楊邦珩 榮獲96年寶來金融集團碩士論文獎特優
78 計財系 文佑華 榮獲全校英語演講比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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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學生獲獎榮譽榜97年度

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1 數學系 陳乃嘉 榮獲ICCM新世界數學獎碩士論文金牌獎

2 化學系 陳依秀 榮獲97年中國化學會年會Best Poster Award

3 化學系 孫碧芸 榮獲第十三屆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論文銀質獎

4 統計所 彭健育 榮獲魏慶榮統計論文獎

5 統計所 陳錫慧、張明中 榮獲中國統計學社優良論文獎

6 化工系 李文毓 榮獲2008台灣再生醫學學會學術研討會論文比賽第二名

7 化工系

陳美瑾、彭淑芬、

李伯偉、魏明正、

徐弘昆

榮獲2008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生醫高分子與薄膜壁報論文獎第一名

8 化工系

桑　傑、林哲寬、

陳奕嘉、林宥欣、

陳炯東

榮獲2008中華民國高分子學會年會生醫高分子與薄膜壁報論文獎第三名

9 動機系 李重毅 榮獲第32屆全國力學會議學生論文競賽熱流能源組獎第一名

10 動機系 黃惠媛 榮獲第32屆力學期刊論文獎第二名

11 動機系 王嘉源 榮獲第五屆上銀科技機械碩士論文優等獎

12 動機系 徐基軒 榮獲2008 Matlab & Simulink Best Paper Award第二名

13 動機系 廖榮皇 榮獲2008歐洲伽利略衛星創新應用大賽全球專題獎冠軍

14 動機系

林源益、江謝朋、

梁志彰、余昇剛、

劉俊崴

榮獲UTMVP由田機械視覺獎物件外觀檢測第三名

15 動機系 李志杰 榮獲燃燒學會第十八屆全國學術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第二名

16 動機系 游明志 榮獲NXP半導體最佳論文獎

17 材料系 顏湘婕 榮獲97學年度工學院論文競賽壁報展示組第二名

18 材料系 張文淵 榮獲97學年度工學院論文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二名

19 材料系 黃鑫泓 榮獲97學年度工學院論文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三名

20 材料系 蔡宗岩 榮獲2008年材料年會優等獎（類別:奈米結構材料與分析）

21 材料系 李中天 榮獲研究生論文發表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三名

22 材料系 張瑞娟 榮獲中華民國陶瓷學會傑出論文獎

23 材料系 鍾昇恆 榮獲中華民國陶瓷學會傑出論文獎

24 材料系 Joseph 榮獲IC—SOLACE2008國際研討會口頭論文報告第二名

25 工工系 吳吉政
榮獲Young Scientist Prize, 2008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 Logistics System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Japan

26 工工系 孫詩韻、林祺軒 榮獲2008年中華民國人因工程研討會學生論文競賽 研究生組特優論文獎

27 工工系 周宜姍 榮獲2008年中華民國人因工程研討會 學生論文競賽 大專組特優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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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28 分醫所 李懿欣 榮獲2008動物行為暨生態年會海報組第一名

29 生技所 吳嘉霖 榮獲第4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傑出論文獎

30 生技所 羅惟正 2008年諾華國際生技菁英培訓營台灣代表

31 電機系 賴慶明
榮獲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 （2009）,2009 世界名人錄 

榮獲第七屆台灣電力電子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32 電機系 陳志明 榮獲97年度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33 電機系 許志仲 榮獲第二十一屆電腦視覺、圖學暨影像處理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34 電機系 林榕茂 榮獲鳳凰盃IC設計競賽數位IC組優等

35 電子所 陳媺妼 榮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九十七年度青年論文獎

36 電子所 金俊德 榮獲2008 CIC晶片製作成果發表會優良設計獎

37 電子所 金俊德、譚凱文 榮獲2008第八屆旺宏金矽獎優勝獎

38 光電所 林元堯
榮獲PSROC 物理年會論文優選 

榮獲中華民國光電工程學會學生論文獎

39 光電所 陳治堯 榮獲PSROC 物理年會論文優選

40 光電所 邱威超 榮獲OPT2008光電研討會學生論文獎

41 光電所 王寵棟 榮獲OPT2008光電研討會壁報論文獎

42 光電所 李傳巽 榮獲光學工程學會第十八屆學生論文獎

43 人社系 林威志 榮獲97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44 人類所 郭益昌 榮獲第一屆金甘蔗影展「這是三小」首獎金甘蔗獎

45 語言所 張　群 榮獲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究生論壇優秀論文

46 社會所 韓采燕 榮獲第三屆性別研究生優秀論文獎

47 社會所 黃令名 榮獲新竹市文化局竹塹文學獎小說首獎

48 台文所 陳筱筠 榮獲第21屆月涵文學獎新詩組第一名

49 台文所 石廷宇 榮獲第21屆月涵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

50 計財系

劉育宏、陳琬愉、

陳雅慧、沈寶翔、

廖哲慶、陳雅姿、

陳重宇、楊智凱、

孟憲禹

榮獲第一屆全球動態資產配置校際財經奧林匹亞大賽第二名

51 科法所 黃詩琁 榮獲2008年傑賽普國際法模擬法庭辯論賽台灣區分賽傑出辯士獎

52 科法所

黃曉葳、邱祥霖、

戴呈軒、陳柏宇、

溫令行、吳宜亭

榮獲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團體第三名

53 科法所 溫令行 榮獲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最佳辯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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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得 獎 榮 譽

學生獲獎榮譽榜98年度

NO. 系所別 學生姓名 榮譽獎項

1 物理系

林俊安、李奕昇、

張景斌、黃一平、

林彥瑋

榮獲2009年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年會優良壁報獎

2 化學系 張恆嘉 榮獲海峽兩岸清華大學化學系學術交流會優秀報告獎

3 化學系 李佩玲 榮獲KAIST— NTHU Junior Chemists Workshop Platinum Presentation Award

4 化學系 鍾政圻 榮獲第23屆環境分析研討會最佳壁報論文獎

5 化學系 郭俊宏
榮獲ICMAT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erials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Best 

Poster Award

6 統計所 彭健育 榮獲亞洲可靠度國際研討會AIWARM最佳論文獎

7 動機系 廖榮皇

榮獲德國REDDOT DESIGN AWARD二項設計獎 

榮獲德國International iF Design Award三項設計獎 

榮獲社會優秀青年獎

8 動機系
彭仕綱、周庭暐、

林志威、吳厚錫
榮獲SPDC Student Design Competition 3rd Place

9 工工系 蔡志宏 榮獲DHL 供應鏈管理論文優勝獎

10 工工系 許嘉裕 榮獲2009卓越品質博士論文競賽銀帶獎

11 工工系 周明璇 榮獲2009卓越品質碩士論文競賽銀帶獎

12 奈微所 曾珮璉 榮獲工學院研究生論文競賽口頭報告組第一名

13 奈微所 楊智淵 榮獲中國機械工程學會98年度碩士論文獎第二名

14 生資所 劉振凰 榮獲第24屆生物醫學年會海報論文優等

15 電機系 陳立中、陳聖文 榮獲太陽能電池創意應用實作競賽銀牌

動機系 游博進

16 電機系
劉威志、賴慶明、

莊岑豐
榮獲第三十屆中華民國電力工程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17 光電所 陳家祥
榮獲第四屆亞洲雷射電漿加速及輻射暑期學校及研討會學生壁報論文獎第三名 

榮獲世界華人物理學會第一屆加速器學校口頭研究報告三等獎

18 台文所 吳昱慧 榮獲第六屆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評審獎

19 社會所 蔡佩娟 榮獲味全生技Feel My Best我的故事徵文第一名

20 社會所 陳家銘 榮獲月涵文學獎旅行紀事組第一名

21 計財系
張藝馨、王彥婷、

莊雅伊
榮獲期交所期貨大學堂北二區決賽第二名

22 科法所 蘇瀚民 榮獲2009傑賽普國際模擬法庭辯論賽最佳辯士

23 科管所 周婉婷 榮獲服務科學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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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隊榮譽榜95年度

校隊榮譽榜96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女子排球隊 95學年大專聯賽挑戰B級A組 第三名

2 男子羽球隊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團體賽乙組 第二名

3 男子排球隊
95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挑戰B級A組 第二名

95年梅竹賽 獲勝

4 男子籃球隊 95年梅竹賽 獲勝

5 足球隊 95年梅竹賽 獲勝

6 棒球隊 95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乙組一級 第三名

7 高爾夫球隊 9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團體賽乙組 第一名

8 石靜鈺 9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100m 第三名

9 江承霖 9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1500m自由式 第二名

10 辛璧宇
師大杯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9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11 張鈞程 95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50m蝶式 第二名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女子羽球隊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團體賽 第二名

2 女子排球隊 2007年開南盃大學校際排球邀請賽 第三名

3 男子桌球隊 輔大杯男子團體賽 第一名

4 男子網球隊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團體賽 第三名

5 足球隊
2007年明星大學對抗賽 第三名

95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第二級 第二名

6 石靜鈺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200m 第二名

7 江承霖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800m公尺自由式 第一名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1500m自由式 第一名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00m混合式 第二名

8 辛璧宇

淡江杯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師大杯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9 辛璧宇、劉秉謙 輔大杯桌球混合雙打 第一名

10
林宏達、邱柏盛、

黃騰鋆、羅信斌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400m接力 第二名

11 洪健平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800m 第三名

12 高炫揮 輔大杯男子桌球單打 第二名

13 張鈞程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50m蝶式 第一名

14
張鈞程、曾奕穎、

陳畇豫、江承霖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800m自由式接力 第二名

15 陳融廷 96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十項 第二名

16 黃詩雯 淡江杯女子桌球單打 第三名

17 楊文呈、黃詩雯 輔大杯桌球混合雙打 第二名

18 劉秉謙、辛璧宇 輔大杯男子桌球混合雙打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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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榮 譽

校隊榮譽榜97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女子羽球隊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女子團體賽 第一名

2 女子桌球隊 輔大杯女子團體賽 第一名

3 女子排球隊
96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挑戰Ｂ級 第一名

97年梅竹賽 獲勝

4 女子籃球隊 97年梅竹賽 獲勝

5 男子桌球隊

輔大杯男子團體賽 第二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團體賽 第三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男子團體賽 第一名

97年梅竹賽 獲勝

師大杯男子團體賽 第一名

6 男子籃球隊 97年梅竹賽 獲勝

7 石靜鈺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200m 第一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100m 第二名

8 辛璧宇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女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9 辛璧宇、程    馨 輔大杯女子桌球雙打 第一名

10 周沛瑜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100m跨欄 第一名

11 高炫揮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男子桌球單打 第一名

12 張鈞程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50m蝶式 第三名

13
張鈞程、陳畇豫、

王中彥、李東鑫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50m自由式 第三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100m自由式 第三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200m自由式 第三名

14 許惠捷 輔大杯女子桌球單打 第二名

15 陳融廷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十項運動 第二名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110m跨欄 第三名

16 黃詩雯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女子桌球單打 第三名

17 黃詩雯、高炫揮 輔大杯女子桌球混合雙打 第二名

18 黃騰鋆 97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跳遠 第二名

19 劉秉謙、魏守勤 師大杯男子桌球雙打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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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隊榮譽榜98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女子桌球隊

淡江盃桌球賽 團體組亞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全國決賽團體項目 第一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女子團體 第一名

師大杯女子團體賽 第三名

2 女子排球隊

98年主委盃 冠軍

97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挑戰A級 第二名

"晉級特優組"
98年梅竹賽 獲勝

3 女子籃球隊 98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籃球賽
大學女子組

冠軍

4 男子桌球隊

淡江盃桌球賽 團體組冠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男團 第一名

98年梅竹賽 獲勝

98年師大杯男子團體賽 第一名

5 男子排球隊

98年主委盃 亞軍

97學年度大專運動聯賽挑戰A級 第三名

"晉級特優組"
98年梅竹賽 獲勝

6 足球隊
98年大專運動聯賽五人制 第二名

98年梅竹賽 獲勝

7 游泳隊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總錦標 第一名

8 王宏鍇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100m蝶式 第一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200m蝶式 第一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100m自由式 第二名

9
王宏鍇、陳畇豫、張鈞程、

陳逸新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100m混合式 第一名

10 王譽堯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女子100m蝶式 第三名

11 宋淳諺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200m蝶式 第三名

12 辛璧宇
淡江盃桌球賽女子單打 季軍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桌球女子單打 第一名

13 周沛瑜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100m跨欄 第一名

14 周明翰 98年師大杯男子單打 第三名

15 高炫揮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男單 第三名

16 張鈞程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50m蝶式 第三名

17 許惠捷、王奕晴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桌球女子雙打 第一名

18
陳畇豫、李東鑫、張鈞程、

王宏鍇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200m自由式 第一名

19
陳畇豫、陳逸新、王中彥、

王宏鍇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游泳男子4×100m自由式 第一名

20 游家睿 淡江盃桌球賽男子單打 季軍

21 黃少遠、許軒榮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男雙 第三名

22 黃騰鋆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男子跳遠 第二名

23 楊文呈、黃詩雯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桌球混合雙打 第一名

24
盧孟珮、廖婕安、徐維妤、

周沛瑜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田徑女子4×400m 第三名

25 謝賀捷、李悅晉 98年全國大專運動會中區錦標賽桌球混合雙打 第三名

26 謝賀捷、魏守勤 98年師大杯男子雙打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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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榮 譽

學生社團榮譽榜95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合唱團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大專團體組B 優等

2 弦樂社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口琴四重奏大專團體組B 優等

3 國樂社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合奏大專團體組B 優等

4 管樂社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管樂室內男隊大專團體組B 優等

5 口琴社 95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口琴合奏大專團體組B 優等

6 思言社

租稅教育盃全國大專辯論賽 冠軍

全國大學菁英盃 亞軍

全國大專盃辯論賽 亞軍

7 馬術社—王思琁 大專盃馬場馬術E級 第三名

8 啦啦隊 統一盃啦啦隊比賽混合組 第三名

9 高爾夫球社 大專盃高爾夫錦標賽男子團體乙組 冠軍

10 跆拳道社 第二屆桃銘盃男子色帶團體組 亞軍

11 跆拳道社—王巧星
第二屆桃銘盃男子色帶第二量級 銀牌

第八屆輔大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銅牌

12 跆拳道社—吳賾懷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四量級 銀牌

13 跆拳道社—莊承翰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五量級 銅牌

14 跆拳道社—許之瑋
第二屆桃銘盃女子色帶第五量級 金牌

第九屆勁竹盃女子色帶第五量級 銀牌

15 跆拳道社—陳育霆

第二屆桃銘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銅牌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銅牌

第八屆輔大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銀牌

16 跆拳道社—黃俊豪
第二屆桃銘盃男子黑帶第二量級 銅牌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黑帶第二量級 銅牌

17 跆拳道社—楊宗樺 第二屆桃銘盃男子色帶第八量級 銅牌

18 跆拳道社—蔡睿偉 第八屆輔大盃男子色帶第四量級 銀牌

19 炬光服務社
國際傑人會中華民國總會第十四屆

傑青獎選拔十大傑出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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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榮譽榜96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管樂社 96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管樂室內男隊—大專團體組B 優等

2 鋼琴社—鄒銘軒 96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大專A組 優等

3 鋼琴社—吳宜芳 96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鋼琴獨奏大專A組 甲等

4 思言社 中華風城盃辯論邀請賽 冠軍

5 國標社—周哲平、黃郁恬

永福盃大專運動舞蹈公開賽—大專摩登三項 第三名

永福盃大專運動舞蹈公開賽—大專摩登兩項 第二名

永福盃大專運動舞蹈公開賽—大專摩登單項探戈 第三名

6 國標社—蘇柏榮、鍾君宜

竹塹盃國標競賽—標準舞組探戈 第二名

竹塹盃國標競賽—標準舞組華爾滋 第二名

竹塹盃國標競賽—大專組摩登舞 第二名

7 國標社—林子卿

2007台灣大獎賽 大專新秀組摩登 第三名

全友盃—大專拉丁單項ChaChaCha 第一名

全友盃—大專拉丁單項Rumba 第一名

全友盃—大專拉丁單項Samba 第一名

全友盃—大專拉丁單項Paso Doble 第一名

全友盃—大專拉丁單項Jive 第一名

全友盃—業餘A組拉丁 第一名

8 自行車社—廖歆迪 新竹市長盃M20 第三名

9 高爾夫球社 北區大專盃高爾夫錦標賽男子團體乙組 季軍

10 跆拳道社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團體色帶 冠軍

第二屆聖約翰盃男子團體色帶 亞軍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團體色帶 亞軍

11 跆拳道社—乃憶欣 第二屆聖約翰盃女子色帶第四量級 銅牌

12 跆拳道社—王巧星

第三屆桃銘盃男子色帶第二量級 金牌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二量級 金牌

第二屆聖約翰盃男子色帶第二量級 金牌

第五屆府城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銀牌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色帶第二量級 金牌

13 跆拳道社—杜智洋
第二屆聖約翰盃男子色帶第一量級 銅牌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色帶第一量級 金牌

14 跆拳道社—林珊如 第二屆聖約翰盃女子色帶第二量級 銀牌

15 跆拳道社—張凱維 第三屆桃銘盃男子黑帶第五量級 銅牌

16 跆拳道社—莊承翰
第五屆府城盃男子色帶第五量級 金牌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色帶第五量級 銅牌

17 跆拳道社—許之瑋 第一屆弘光盃女子色帶第四量級 金牌

18 跆拳道社—陳育霆

第三屆桃銘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銀牌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銀牌

第二屆聖約翰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金牌

第五屆府城盃男子色帶第三量級 金牌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色帶第四量級 金牌

19 跆拳道社—黃俊豪
第九屆勁竹盃男子黑帶第二量級 金牌

第一屆弘光盃男子黑帶第二量級 銅牌

20 原住民文化社 96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傑出服務性社團暨社團領袖

21 炬光服務社
96年績優青年志工團體獎

96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 績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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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榮 譽

學生社團榮譽榜97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自行車社—廖歆迪
竹風盃M20 第三名

西螺大橋繞圈賽M20 第二名

2 弦樂社
9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鋼琴三重奏 — 大專團體B組

（大提琴、小提琴、鋼琴）
優等

3 思言社 全國大學菁英盃 季軍

4 炬光服務社 97年度績優青年志工團體獎

5 原住民文化社

97年全國大專校院績優社團評鑑 績優社團

行政院衛生署97年度「原住民及離島地區暑期大專青年社

區部落檢康服務營」服務獎狀

6
馬術社—張致維、司馬美麗、

黃傑揚
大專盃障礙超越60~80公分級團體組 第一名

7 高爾夫球社 北區大專院校高爾夫錦標賽男子乙組團體 冠軍

8 國術社—周岳蓉 菁英盃短兵大專女子組 第三名

9 國術社—林勉丞 菁英盃北拳大專男子C組 第二名

10 國術社—曾子毅 菁英盃北拳大專男子D組 第一名

11 國術社—賴加翌 菁英盃北拳大專男子D組 第三名

12 國樂社 97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絲竹室內樂合奏 — 大專團體組B 優等

13 基層文化服務社 97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學習優秀學生社團 績優

14 跆拳道社—杜智洋 第十屆勁竹盃男子色帶第一量級 銅牌

15 跆拳道社—黃俊豪 第十屆勁竹盃男子黑帶第二量級 銅牌

16 網球社 北區12校聯賽 亞軍

17 熱舞社

Immortal freak 新竹市長盃 第一名

funky monster 板橋熱舞比賽 第一名

funky monster 大江杯 第三名

funky monster 新竹市市長盃 第三名

18 課輔志工社 新竹市政府感謝狀 績優

19 橋藝社/圍棋社 兩岸清華盃棋橋賽 總錦標

20 藍天社 第七屆金舵獎 績優

21 醫環系 大環盃桌球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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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榮譽榜98年度

NO. 得獎者（個人或團體） 競賽名稱 獎項

1 合唱團 匈牙利費斯普雷姆國際合唱音樂節音樂大賽 冠軍

2 思言社

臺北市政府第二屆廉政盃大專校院校際辯論比賽 季軍

第七屆風城盃辯論比賽 冠軍

租稅教育盃全國大專辯論賽 亞軍

全國大學菁英盃 季軍

3 柔道社 清華全國柔道大亂鬥友誼賽團體賽 亞軍

4 柔道社—林群超 清華全國柔道大亂鬥友誼賽大專男子乙組輕量級 第一名

5 柔道社—許泊濬 清華全國柔道大亂鬥友誼賽大專男子乙組重量級 第三名

6 柔道社—蔡旻君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柔道項目大專女子乙組第三級 第三名

7 原住民文化社 98年全國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績優社團

8 馬術社—張致維 大專盃障礙超越80~100公分級 第三名

9 國標社 蘭陽盃全國舞蹈錦標賽單項恰恰 第三名

10 基層文化服務社 98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服務學習優秀社團 特優

11 圍棋社
大專盃圍棋賽 冠軍

第五屆政大盃校際圍棋錦標賽段位組 冠軍

12 網球社 北區12校聯賽 季軍

13 劍道社

台北市青年盃劍道錦標賽學生團體組 季軍

第24屆全國大專盃劍道邀請賽男子團體過關賽 季軍

大專院校98學年度劍道錦標賽男子乙組團體得分賽 亞軍

14 劍道社—翁穎之 大專院校98學年度劍道錦標賽女子乙組段外個人賽 冠軍

15 數學系

北數盃女排 冠軍

北數盃桌球 亞軍

北數盃桌球單打 亞軍

北數盃桌球單打 季軍

北數盃撞球 亞軍

北數盃撞球 季軍

北數盃羽球 冠軍

16 熱舞社 college high locking組 全國冠軍

17 橋藝社、圍棋社 兩岸清華盃棋橋賽 總錦標

18 鍾君宜、陸皓銓 單項倫巴 第二名

19 醫環系
大環盃網球 冠軍

大環盃桌球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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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務 統 計

學年度 學校約用人員人數 計畫約用人員人數

95 276 417

96 312 425

97 346 507

98 369 917

95~98學年度學校約用人員人數

學年度

人數

學年度

人數

95~98學年度教師人數

學年度 教師人數

95 572

96 589

97 604

98 599

學年度

人數

95~98學年度編制內職技人員人數

學年度 編制內職技人員人數

95 225

96 222

97 219

98 216

學年度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總計

95 5,208 3,573 2,233 11,014

96 5,409 3,635 2,306 11,350

97 5,685 3,811 2,348 11,844

98 5,935 3,882 2,394 12,211

95~98學年度學生人數

學年度

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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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學士班人數

學年度

碩士班人數

學年度

博士班人數

學年度

人數

95~98學年度國際學生人數

學年度 國際學生人數

95 174

96 204

97 223

98 226

95~98 年度收入支出決算

年度 決算收入 決算支出

95 4,699,620,000 4,677,220,000

96 4,924,252,381 4,938,896,809

97 5,023,738,915 5,209,016,737

98 5,724,144,519 5,069,143,815

年度

金額

年度

金額

95~98年度經費來源

年度 政府補助 特別預算 自籌

95 1,438,665,000 854,298,000 2,536,511,000

96 1,388,717,000 1,055,364,000 3,278,991,000

97 1,403,470,000 1,050,338,000 3,135,528,773

98 1,403,470,000 1,440,000,000 3,702,24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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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務 統 計

年度

人數

95~98學年度研究計畫件數

年度 國科會計畫(件) 非國科會計畫(件)

95 771 391

96 751 392

97 756 414

98 795 401

金額

年度

95~98年度研究計畫經費

年度 國科會計畫經費(元) 非國科會計畫經費(元)

95 1,352,519,605 791,654,320

96 1,237,027,535 693,997,328

97 1,367,857,882 699,166,467

98 1,468,778,561 776,701,133

類別/年度 95 96 97 98

獎學金 26,061,256 19,039,797 24,112,293 24,018,420

講座獎助 12,660,886 14,965,706 13,813,753 3,025,400

學生活動 3,023,795 2,459,800 3,620,350 4,814,625

建設基金 1,834,300 135,228,700 187,074,046 184,712,220

其他 49,993,634 19,575,430 30,216,353 71,425,407

總計(元) 93,573,871 191,269,433 258,836,795 287,996,072

95~98年度捐款金額

年度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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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妹校數

年度

95~98年度姐妹校數

年度 技轉金額（元 ）

95 3,272,136

96 10,231,000

97 23,417,000

98 20,593,580

95~98年度技轉金額

95~98年度專利件數

件數

年度

件數

年度

95~98年度技轉件數

件數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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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課程統計表：   

歷年來本校國際志工團：

統計項目 / 學期 9601 9602 9701 9702 9801

服務組別數量(組) 11 11 23 22 38

服務需求人數(人) 225 192 296 334 464

實際選修人數(人) 146 76 152 213 329

2008 清華國際志工團隊總表

團隊 人數 服務內容

尼泊爾團 (7/6-8/20) 16名
●  Jugedi 村落協助義診。
●  Jugedi 村落協助衛教 & 教學。

迦納團 (7/27-9/2) 10名

● 7/27-8/10  WINNEBA環境探查、構築無線網路、文化學習－非洲鼓教學。
●  8/11-8/24  JUKWA：生質燃料、構築無線網路、環境探查、文化學習：

非洲鼓。KAKUM雨林考察：生態永續數據研究、無線網路評估。

印尼亞齊團  (7/31-8/16) 6名
●  8/3-8/7 亞齊大學Ubuntu Linux培訓課程。
●  8/10-8/14亞齊各高中教師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培訓課程。

( 2007年共5團；2008年共9團；2009年共7團)

2007 清華國際志工團隊總表

團隊 人數 服務內容

2007暑期尼泊爾國際志工團 (7/4-

8/15)
8名

●   服務內容主要是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協助由壢新醫院醫療團隊進

行為期一個禮拜的義診，接著進行第二階段為期三週的中小學生暑期成長

營，幫助當地小學成立小型圖書室。

E-Mate印尼國際公共事務參與計畫 

(7/10-7/24)
8名

●   主要為協助建置與營運亞齊、棉蘭共3個數位學習中心；針對印尼的學校

教師、NGO/NPO等組織辦理8場E化培訓營隊，並研發編撰4套印尼語版

的學習教材。

“兩岸同心”大學生志願者西部行 

(7/20-8/5)
12名

●   以課業輔導的方式激發青海偏遠地區的中學生對於英語、電腦及自然科學

等方面的學習興趣，以提升其教育水準與競爭力。

2007暑期青年國際志工海外僑校服

務 (8/13-9/2)
3名

●   協助吉隆坡台灣學校辦理英語研習營，主要工作為協助外籍老師。

●   輔導僑校高中生數學科及物理科的學習，並分享在台學習及應考經驗，

希望藉此能提升其學習能力。

MONAR ASSOCIATION 

波蘭國際志工 (7/7-9/12)
1名

●   MONAR的主要工作是幫助吸毒,酗酒的年輕人戒除毒癮和酒癮。在這

裡，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參與他們日常的療程，並且和他們分享台灣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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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清華國際志工團隊總表

團隊 人數 服務內容

尼泊爾團 (7/7-8/22) 15名

●  協助當地義診。舉辦衛生教育營隊，樹立當地衛生保健觀念。

    培訓當地志工，更深入教授衛生教育之觀念。培訓當地志工，更深入教

授衛生教育之觀念。

迦納團 (8/2-9/1) 10名

●  紀錄片／專題報導

    利用影片及影像記錄迦納之行。

    專題報導：迦納的ICT基礎建設、發展趨勢等現況，與IT training 為當地帶

來的改變與幫助。

●   IT School:在Winneba的Open Digital Village教導老師、政府機關行政人員，

進行二週的電腦軟硬體教學。

印尼團 (7/7-8/5) 11名

●  Environment protection：宣導與落實執行生態環境保護。 
●  Community e-Learning Centers：協助建置與經營社區數位學習中心。 
●  Smart Schools：辦理中小學教師 E 化培訓、中小學生電腦夏令營。 
●  Free Software：推展大專校園自由軟體應用，推展政府部門自由軟體應用。 
●  Asia NGO Link：推動印尼與台灣 NGO/NPO、學術、文化單位的合作交流。

坦尚尼亞團 (7/31-9/1) 15名

●   前往 Epiphany elementary school架設具有30 台電腦及網路平台的電腦教室、

教師電腦軟硬體培訓課程、進行學童電腦軟體教學並舉辦兒童夏令營。

●  於Bagamoyo Orphanage 輔導當地孤兒院的孩童。

夢想起菲-團隊2.0服務再升級

(8/15-8/30)
2名

●   將電腦多媒體製作結合華語教學，與當地華文教師進行教學方法交流，

激發無窮教學創意。並提供最實用及最新的電腦軟體教學，提昇僑校資

訊水平。

寧夏銀川 (7/13-7/29) 5名
●   參與溫世仁基金會千鄉萬才計畫之大陸中學生英語夏令營活動，工作內

容：從事英語教學活動及帶領學生課外活動。

青海團 (7/14-7/29) 8名 ●  課業輔導，協助當地學生提昇英語及基礎科學學習力。

印尼棉蘭團 (7/31-8/16) 8名
●  印尼棉蘭市資訊融入生態教育工作坊。
●  印尼棉蘭市初中生資訊科技綠色行動夏令營。

坦尚尼亞團 (8/02-8/30) 13名

●  教育服務

    將利用兩週的時間，服務兩個當地學校，分別是在當地排名第一的女子

中學，及一所普通的小學。

●  訪問當地需求

    我們即將服務的女子中學目前正積極規劃在五年後成為一所大學，此行

除了對該校提供教育服務外，還將視其需要，以我們可能提供的資源，

協助其順利完成學校的升等。

青島即墨希望之翼學苑

(7/15-7/24)
1名 ●  協助痲瘋村小學之生命教育、英語、電腦課程之課程設計並參予實際教學。 

越南不難：志工有愛-教育無礙

( 7/2-8/3)
2名

●   海外僑校服務：協助越南海外華文教師研習會推廣華文教育，進行小學

華文教學。

寧夏銀川 (7/22-8/7) 5名
●  參與溫世仁基金會千鄉萬才計畫之大陸中學生英語夏令營活動，

   工作內容：(1) 從事英語教學活動、(2) 帶領學生課外活動。

青海團 (7/13-7/27) 10名 ●  課業輔導，協助當地學生提昇英語及基礎科學學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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