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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3】107-111 年國外學者開課統計 

107-111 年國外學者開課統計表 
 

 
111 年聘請國際知名學者開設暑期特別講座或專業課程：本年度以視訊及實體方式開設 38 門特別英語課程與講座，超過 4471 位學生修讀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文

學

院 

文學院 1. 環境永續敘事力 
Storytelling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110.06.22 
~110.06.25 

姓名：Dr. Kate McDowell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 
系所：School of Information Sciences 
國家：美國 

32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結

合工作坊 
授課時數：12 時 
學分數：1 

中國文學系 2. 古籍文獻專題：跨域

論述（博士班） 
111 學年度

第一學期 
姓名：洪章夫(Dr. Akey C F Hung) 
職稱/學校/系所：美國農業部退休昆蟲學研究

員(Retired Research Entomologist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國家：美國 

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0 小時 
學分數：2 學分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3. 量化研究 111.08.09-

111.08.11 
姓名：Noorhidawati Abdullah 
職稱：副教授 
學校：University of Malaya 
系所：Department of Library Science & 
Information 

30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6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年度 課程數 學生人數 
107 22 949 
108 26 1298 
109 26 1118 
110 42 3741 
111 38 4611 
總計 154 1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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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國家：馬來西亞 

圖書資訊學

研究所 
4. 圖書資訊學研究 111.09.13-

111.10.25 
姓名：Win Shih 
職稱：教授 
學校：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系所：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s 
國家：美國 

9 授課類型：國外學者蒞

校上課 
授課時數：18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外國語文學

系 
5. 文學與語言之教與

學：國際大師講座

I~VII 

2022/10/18 Andrew Cohen 演講： Teaching Pragmatics in 
the EFL Classroom 

32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7 場 
學分數：0 學分 

2022/10/23 Linda K. Hughes 演講： Victorian and 
Contemporary Poems of Parenthood： Love, 
Ambivalence, Judgment 

34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2022/10/24 Andrew Cohen 演講： Strategies for both 
learning and performing pragmatics  

26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2022/10/31 Andrew Cohen 演講： Success at Language 
Learning Tasks： Where Style Preferences, 
Strategy Repertoire, and Motivation Meet 

29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2022/11/7 Terence Odlin 演講： Language Transfer： An 
Overview 

31 授課類型：實體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2022/11/11 Mark Jerng 演講： The Speculative Fictions of 
Legal Personhood： Reimagining Jurisdiction in 
N.K. Jemisin’s The City We Became 

13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2022/12/21 Chia-Ju Chang 演講： Baizhang's Wild Fox： 
The Anthropocene Crisis and Gong'an Therapy 

16 授課類型：實體講座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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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農

資

學

院 

昆蟲系 6. 毒物學概論(5131) 111-1 
111/11/21-
12/03 

姓名：Anthony Tsu-Chien Tu 
職稱：Prof. Emeritus 
學校：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系所：Dept. of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國家：USA 

52 授課類型：蒞校上課 
授課時數：36 
學分數：2 

國農企 

7. 2022 CANR Full 
English International 
Features Series Speech 
& Lecture 

111-1 
111/05/06-
12/27 

姓名：NGO Minh Hai 
職稱：Lecturer 
學校：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系所：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Rural 
Development 
國家：Vietnam 

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農藝系 姓名：SAISHO Daisuke 最相大輔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Okayama University 
系所：Institute of Plant Science and Resources 
國家：Japan 

14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5 
學分數：0 

國農碩 姓名：WRIGHT Christopher 
職稱：Instructor 
學校：University of Alaska Fairbanks 
系所：School of Management Economics 
Program 
國家：Canada 

24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3 
學分數：0 

國農企 姓名：WATANABE Hirozumi 渡邊裕純 
職稱：Prof. 
學校：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系所：Dept.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Agricultural Sciences 
國家 Japan 

12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國際農業專 姓名：WALS Arjen 2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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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業學院 職稱：Prof. 

學校：Wageningen University& Research 
系所：Dept. of Social Sciences 
國家：Netherlands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NISHIDA Ritsuo 西田律夫 
職稱：Prof. 
學校：Kyoto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國家：Japan 

30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4 
學分數：0 

水保系 姓名：WU Yinghsin 吳映昕 
職稱：A. Prof. 
學校：Kyoto University 
系所：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Institute 
國家：Japan 

18 授課類型：蒞校上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MATSUURA Kenji 松浦健二 
職稱：Prof. 
學校：Kyoto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國家：Japan 

6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8 
學分數：0 

農藝系 姓名：SAKAMOTO Wataru 坂本 亘 
職稱：Prof. 
學校：Okayama University 
系所：Institute of Plant Science and Resources 
國家：Japan 

100 授課類型：蒞校上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應經系 姓名：KAWASAKI Kentaro 川崎賢太郎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The University of Tokyo 
系所：Dept. of Global Agricultural Sciences 
國家：Japan 

44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YOSHINAGA Naoko 吉永直子 
職稱：Assistant Prof. 
學校：Kyoto University 

1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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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國家：Japan 

昆蟲系 姓名：YANG Chin-Cheng Scotty 
職稱：Assistant Prof. 
學校：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系所：Dept. of Entomology 
國家：USA 

6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8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KIM Jae Su 
職稱：Prof. 
學校：Jeonbuk National University 
系所：Dept. of Agricultural Biology 
國家：South Korea 

36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應經系 姓名：SAITO Katsuhiro 齋藤勝宏 
職稱：Prof. 
學校：The University of Tokyo 
系所：Dept. of Agricultur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 
國家：Japan 

4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國農企 姓名：ZEHETNER Franz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University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fe 
Sciences 
系所：Institute of Soil Research 
國家：Austria 

2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NAKAI Madoka 仲井 まどか 
職稱：Prof. 
學校：Tokyo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Technology 
系所：Dept. of Applied Biological Science 
國家：Japan 

2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農藝系 姓名：SATO Kazuhiro 佐藤和広 56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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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職稱：Prof. 
學校：Okayama University 
系所：Institute of Plant Science and Resources 
國家：Japan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園藝系 姓名：MII Masahiro 三位正洋 
職稱：Prof. 
學校：Chiba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Horticulture 
國家：Japan 

32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應經系 姓名：SHI Guanming 
職稱：Prof. 
學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系所：Dept.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國家：USA 

10 授課類型：蒞校上課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昆蟲系 姓名：HYODO Fujio 兵藤不二夫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Okayama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and 
Life Science 
國家：Japan 

14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國農碩 8. 氣候及氣候變遷(6134) 110-2 姓名：WANG Shih-Yu Simon 
職稱：Prof. 
學校：Utah State University 
系所：Dept. Plants Soils & Climate 
國家：USA 

27 授課類型：蒞校授課 
授課時數：36 
學分數：2 

國農企 9. 氣候數據探索(5113) 110-2 姓名：WANG Shih-Yu Simon 
職稱：Prof. 
學校：Utah State University 
系所：Dept. Plants Soils & Climate 
國家：USA 

27 授課類型：蒞校授課 
授課時數：36 
學分數：2 

國農碩 10. 商業決策量化分析 110-2 姓名：KIM Man-Keun 12 授課類型：蒞校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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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5121) 職稱：Prof. 

學校：Utah State University 
系所：Dept. Applied Economics 
國家：USA 

授課時數：36 
學分數：2 

理

學

院 

物理系 11. 量子奈米光電檢測 111 年 
08 月 29 日- 
08 月 31 日 

RIKEN (JAPAN) 
Prof. Ambara Rachmat Pradipta 
Prof. Eisuke Abe 
Prof. Xiuzhen YU 
Prof. Satoshi Nihonyanagi 
Prof. Yuichiro Kato 
Prof. Keita Tanaka 

43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36 小時 
學分數：2 學分 

應數系 12. 前瞻資料科學 111 年 
08 月 29 日- 
09 月 11 日 

王清雲教授 
美國福瑞德哈金森腫瘤研究中心 

1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化學系 13. 前瞻化學 111 年 
10 月 22 日- 
111 年 
11 月 8 日 

依光英樹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 
 

33 授課類型：：蒞校授課 
授課時數：18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工

學

院 

工學院 14. 薄膜材料機械行為

的數值模擬 
Numerical Modeling 
of Thin-Film 
Mechanical Behavior 

7/6-7/13 姓名：Prof. Yu-Lin Shen 
學校：新墨西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國家：美國 

2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15. 天然氣加工及其價

值鏈 
Natural Gas 
Processing and Value 
Chain 

7/4-7/11 姓名：Prof. Riezqa Andika 
學校：印尼大學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國家： 印尼 

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8 

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工學院 16. 血管組織工程和再

生醫學 
Vascular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7/18-7/25 姓名：Dr. Junxi Wu 
學校：斯特拉斯克萊德大學 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Glasgow 
Dept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國家：英國 

19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17. 人工智能在智慧城

市的應用 
 AI for Smart Cities 

7/25-7/29 姓名：Prof. Yichang (James) Tsai 
學校：喬治亞理工學院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國家：美國 

1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18. 3D 與異質整合系統 
3D and 
Heterogeneous 
Holistic System 
Integration 

8/1-8/5 姓名：Prof. Takafumi Fukushima 
學校：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 
國家：日本 

62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19. 機器學習在

LoC/MEMS 智能設

計中的應用 
Machine learning 
enabled intelligent 
design in LoC and 
MEMS 

8/10-8/12 姓名：Dr.王駿超 
Dr. JunChao Wang 
學校：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國家：中國 

2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20. 環境永續性概論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8/17-8/29 姓名：施凱閔教授 
Prof. Shih, Kaimin 
學校：香港大學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國家：香港 

41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工學院 21. 3DIC 堆疊之晶圓接 8/22-8/29 姓名：Dr. 藤野真久 5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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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合 
Wafer bonding 
technology for 3D 
integration 

 Dr. Masahisa Fujino 
單位：產業技術綜合研究所 AIST 
國家：日本 

授課時數：18 
學分數：1 

生

命

科

學

院 

生科系 22. 生命科學與細胞分

子生物學講座 
9/12、
10/21、
10/28/2022 

姓名：Dr. Liaising Yen,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系所：Department of Pathology & Immunology, 
國家：USA 

108 授課類型：線上上課  
授課時數：5hr 
學分數：0 

生科系  10/20/2022 Dr. Giridhar Akkaraju, Professor and Chair 
Texas Christi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Biology,  
USA 

100 授課類型：線上上課 
授課時數：3 hr 
學分數：0 

分生所 23. 6601 植物基因轉殖

之新知探討(一) 
111(1) 姓名：高德輝 

職稱：院士 
學校：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系所：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系 
國家：美國 

2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2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課程時間為 10 月，學

分數為 1 學分，4 天課

程，每天上課 3 小時，

每學分需 18 小時，故

剩餘 6 小時課程，由葉

顓銘老師帶領學生進行

討論及作業指導 
生化所 G58 24. 前瞻生化產業人才

培育暨問題導向實務

訓練(一) 

111 學年度

上學期 
姓名：Kok Lian HO 
職稱：副教授 
學校：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系所：Department of Pathology 

13 授課類型：國外學者蒞

校上課 
授課時數：12 小時以上 
學分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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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國家：馬來西亞 

生科系 25. 微生物學遺傳學 111 學年度

上學期 
姓名：Simon Silver 
職稱：榮譽教授 
學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系所：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and 
Immunology 
國家：美國 

25 授課類型：國外學者蒞

校上課 
授課時數：54 小時 
學分數：3 

獸

醫

學

院 

獸醫學院 26. 國際獸醫臨床及公

共衛生專業講座 
10 月 5 日、 
10 月 12 日 
(共 2 小時) 

姓名：Masahiro Murakami 
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學校：Purdue University 
系所：Veterinary Medicine 
國家：USA 

35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2 場 
學分數：0 學分 
 

10 月 13 日 姓名：Hans Kooistra 
職稱：Professor 
學校：Utrecht University 
系所：Veterinary Medicine 
國家：荷蘭 
 

49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0 月 27 日 姓名：Li-Jen Chang 
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學校：Oklahoma State Univ. 
系所：Veterinary Medicine 
國家：USA 

24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3 姓名：Andy Law 
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學校：Iowa State Univ. 
系所：Veterinary Medicine 

19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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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國家：USA  

11/3 姓名：Zhilong Yang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TAMU 
系所：Veterinary & Biomedical Sciences 
國家：USA 
 

4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0 姓名：Kuang-Yu Chen 
職稱：Postdoctoral 
學校：Oxiford 
系所：Sir William Dunn School of Pathology 
國家：英國 

55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管

理

學

院 

管理學院 27. 永續工作坊 8/22-9/7 Rogier Busser, Dean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荷蘭) 

31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18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8/26 Dan Williams, Ph.D 
Henley Business School (英國)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3 小時 

8/26 Paul Shelton 
Executive Director (澳洲)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3 小時 

科技管理研

究所 
28. 「Hello Talent!」英

文系列演講 
10/11 Laurence Shaw, Guest Lecturer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Haifa 
(以色列) 

42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0/21 Ana Simaens, Associate Dean for Engagement, 
Impact of ISCTE Business School (葡萄牙)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0/29 John Bedker II, Fulbright Scholar & Dr. John 
Bedker LEADERSHIP Podcast, founder of Dr. 
John Bedker Leadership Podcast (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1 David Brannon, Senior Lecturer, Hotelchool the 
Hague (荷蘭)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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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學分數：0 學分 

11/12 Anastasiya Saraeva, Henley DBA Programme 
Director, Henley Business School (英國)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24 Aimee Jacobs, Assistant Professor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Fresno (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課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法

政

學

院 

法律學系 29. 中國商法導論 111-1 學期 姓名：Charlie WENG 
職稱：教授 
學校：新南威爾斯大學 
系所：法學院 
國家：澳洲 

8 授課類型 (線上授課/國
外學者蒞校上課)：線上

授課 
授課時數：36 小時 
學分數：2 學分 

國家政策與

公共事務研

究所 

30. 社會資料分析與應

用入門 
111-1 學期 姓名：Karl HO 

職稱：Director 
學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系所：Graduate Studies EPPS Political Science 
國家：美國 

26 授課類型 (線上授課/國
外學者蒞校上課)：線上

授課 
授課時數：18 小時 
學分數：1 學分 

國際政治研

究所 
 

31. 國際制度的政治經

濟分析演講及論壇

I- VIII 

111 年 10 月

4 日 
姓名：Ayşe Zarakol 
職稱：教授 
學校：劍橋大學 
系所：Department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OLIS) 
國家：英國 

1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_2_小時*2 
學分數：3 學分 

111 年 10 月

5 日 
姓名：Charles Hankla 
職稱：教授 
學校：喬治亞州立大學 
系所：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國家：美國 

10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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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國家政策與

公共事務研

究所 

111 年 9 月

23 日 
姓名：Christopher Wlezien 
職稱：Hogg Professor of Government 
學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系所：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國家：美國 

5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9 月

30 日 
姓名：Anton Sobolev 
職稱：助理教授 
學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系所：School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olicy 
Sciences 國家：俄羅斯 

45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0 月

7 日 
姓名：Mathew Lebo 
職稱：主任 
學校：Western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國家：加拿大 

3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0 月

28 日 
姓名：Christopher Achen 
職稱：Roger Williams Straus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s Emeritus 
學校：普林斯頓大學 
系所：Department of Politics 
國家：美國 

51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1 月

4 日 
姓名：Jim Granato 
職稱：教授兼院長 
學校：University of Houston 
系所：Hobby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國家：美國 

43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1 月 姓名：Skyler Cranmer 38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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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11 日 職稱：Carter Phillips and Sue Henry Associate 

Professor of Political Science 
學校：俄亥俄州立大學 
系所：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國家：美國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1 月

18 日 
姓名：Patrick Brandt 
職稱：教授 
學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Dallas 
系所：School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Policy 
Sciences 國家：美國 

41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111 年 12 月

2 日 
姓名：Chen Qiu 
職稱：助理教授 
學校：Cornell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Economics 
國家：中國大陸 

3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 3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
資
學
院 

電機系 
32. 演化式計算

Evolutionary 
Computation 

111-1 
每周四 
第 567 節 

姓名：Dr. Lindor E. Henrickson, 
職稱：前 R&D Director 
國家：美國 

26 授課類型：蒞校上課 
授課時數：54 
學分數：3 

資工系 

33. 電資學院全英文系
列特色講座 

111.09.23 
(14：00-
15：30) 

姓名：Prosanta Gope 
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Sheffield 
系所：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國家：英國 

123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0.06 
(09：10-
10：40) 

姓名：Bhattacharyya, Shuvra S. 
職稱：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系所：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國家：美國 

90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0.15 姓名：Myung Hoon Sunwoo 19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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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13：00-
14：30) 

職稱：Professor 
學校：Ajou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國家：韓國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0.18 
(16：00-
17：30) 

姓名：Thomas Schumann 
職稱：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系所：Faculty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ochschule Darmstadt 
國家：德國 

5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0.28 
(13：30-
15：00) 

姓名：Jae-Joon Kim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Ulsan National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系所：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國家：韓國 

281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1.04 
(13：30-
15：00) 

姓名：Shinji Yamashita 
職稱：Professor 
學校：The University of Tokyo 
系所：RCAST 
國家：日本 

28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電機系 
111.11.25 
(13：30-
15：00) 

姓名：Minkyu Je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KAIST 
系所：School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國家：韓國 

142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2 小時 
學分數：0 學分 

人

社

中

心 人社中心 34. 人文前沿講座 

3 月 11 日 

姓名：Tom Van Dooren 
職稱：副教授 
學校：雪梨大學 
系所：Gender and Cultural Studies 
國家：澳洲 

202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4 月 28 日 
姓名：Sundhya Walther 
職稱：研究員 
學校：曼徹斯特大學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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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系所：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國家：英國 

5 月 3 日 

姓名：Nam-Lin Hur 
職稱：教授 
學校：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系所：Asian Studies 
國家：加拿大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6 日 

姓名：Alexa Weik Von Mossner 
職稱：副教授 
學校：克拉根福大學 
系所：英文學系 
國家：奧地利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20 日 

姓名：Chia-Ju Chang 
職稱：教授 
學校：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 
系所：現代語言文學系 
國家：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24 日 

姓名：Antonina Luszczykiewicz 
職稱：助理教授 
學校：雅捷隆大學 
系所：中東及遠東研究所 
國家：波蘭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35. 亞洲前瞻講座 

3 月 29 日 

姓名：黃偉修 
職稱：助理教授 
學校：東京大學 
系所：東洋文化研究所 
國家：日本 

160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3 月 29 日 

姓名：陳建凱 
職稱：教授 
學校：羅德大學 
系所：國際事務系 
國家：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3 月 29 日 姓名：松田康博 
職稱：教授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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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學校：東京大學 
系所：東洋文化研究所 
國家：日本 

學分數：0 

3 月 30 日 

姓名：Emilian Kavalski 
職稱：教授 
學校：雅捷隆大學 
系 所 ：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Development 
國家：波蘭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3 月 30 日 

姓名：Pramod Jasiwal 
職稱：Research Director 
學校：Nep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Engagement 
系所：X 
國家：尼泊爾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4 月 26 日 

姓名：John F. Dopper 
職稱：榮譽教授 
學校：羅德學院 
系所：國際研究學系 
國家：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10 日 

姓名：Rup Narayan Das 
職稱：資深研究員 
學校：印度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 
系所：X 
國家：印度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11 日 

姓名：朴炳光 
職稱：資深研究員 
學校：韓國國家戰略安保研究所 
系所：X 
國家：韓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5 月 24 日 

姓名：王元綱 
職稱：教授 
學校：西密西根大學 
系所：政治系 
國家：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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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12 月 23 日 

姓名：Dafydd Fell 
職稱：教授 
學校：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系所：比較政治學 
國家：英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12 月 29 日 

姓名：Amitav Acharya 
職稱：Distinguished Professor 
學校：American University 
系所：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ervice 
國家：美國 

授課類型：線上講座 
授課時數：2 時 
學分數：0 

生

科

中

心 

生科中心 
36. 生物科技世界百大

講座 

1 月 14 日 

姓名：Jer-Tsong Hsieh 
職稱：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系所：Urology 
國家：USA 

19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3 
學分數：0 

10 月 18 日 

姓名：Charles Melnyk 
職稱：Assistant Professor 
學校：Swedish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系所：Plant biology 
國家：Swedish 

6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10 月 26 日 

姓名：Kenji Matsuura 
職稱：Professor 
學校：Kyoto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國家：Japan 

26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12 月 14 日 
姓名：Michitaka Notaguchi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Nagoya University 

74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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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Bioagricultural Scien 
國家：Japan 

12 月 28 日 

姓名：Ayaka Sakabe 
職稱：Assistant Prof 
學校：Kyoto University 
系所：Graduate School of Agriculture 
國家：Japan 

57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12 月 28 日 

姓名：Masayuki Itoh 
職稱：Associate Prof 
學校：University of Hyogo & Kyoto University 
系所：School of Human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國家：Japan 

59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2 
學分數：0 

生科中心 

37. 分子細胞生物學、

分子生物學概論、氧

化還原酶蛋白功能特

論、轉譯基因體醫學 

111-1 

姓名：Shaodong Dai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Anschutz Medical 
Campus 
系所：Department of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國家：USA 

47 

授課類型：線上授課 
授課時數：16 
學分數：0 

前

瞻

理

工

科

技

研

前瞻理工科

技研究中心 
38. Global Top 100 and 

Elite Forum 

111.05.27 

姓名：Masayuki TAKEUCHI 
職稱：Professor 
學校：NIMS 
系所：Research Center for Functional Materials 
國家：日本 

4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06.30 
姓名：Grzegorz Lisak 
職稱：Associate Professor 

4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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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究

中

心 

學校：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系所：Analytical Chemistry 
國家：新加坡(波蘭)  

學分數：0 

111.09.14 

姓名：Kohsuke OHMATSU 
職稱：Designated associate professor 
學校：Nagoya University 
系所：Natural Science and Chemistry 
國家：日本 

12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09.21 

姓名：Koji Hirano 
職稱：Professor 
學校：Osaka University 
系所：Department of Material Chemistry 
國家：日本 

10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09.30 

姓名：Antonín Edr 
職稱：Dr.  
學校：University of Chemistry and Technology, 
Prague 
系所：Department of Bioorganic Compounds and 
Nanocomposites 
國家：捷克 

3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11.02 

姓名：Petr UCHYTIL 
職稱：Senior researcher 
學校：捷克科學院(CAS) 
系所：Physical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國家：捷克 

55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11.04 
姓名：Petr UCHYTIL 
職稱：Senior researcher 

65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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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單位 課程名稱 開課期間 授課教師 學生數 課程說明 
學校：捷克科學院(CAS) 
系所：Physical and Analytical Chemistry 
國家：捷克 

學分數：0 

111.12.09 

姓名：Ching-Hua Huang 
職稱：Professor 
學校：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系所：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國家：美國 

30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111.12.16 

姓名：Prof. Naoki FUKATA 
職稱：Group Leader 
學校：NIMS,MANA 
系所：Materials Science 
國家：日本 

35 
授課類型：線上演講 
授課時數：1 
學分數：0 

總計 4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