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中文姓名 國籍 專業

1 唐Ο理 美國 環境人文教育
2 孟Ο書 法國 法蘭西語言與文化
3 費Ο德 吉爾吉斯 資通訊資安
4 張Ο元 美國 管理科學及智慧財產法學
5 郭Ο宇 英國 應用物理
6 王Ο森 瑞士 跨國企業投資、併購及訴訟等法律諮詢
7 齊Ο莎 法國 臺灣南島語言暨語言學
8 蘇Ο生 馬來西亞 中醫醫療
9 陳Ο翔 馬來西亞 詩人及評論
10 鄭Ο企 馬來西亞 材料應用、微機電、半導體、系統整合
11 魏Ο納 奧地利 資通產業

12 潘Ο興 美國
統計學、資料科學、實驗設計、網絡分

析及系統最佳化

13 羅Ο倫 美國

生物技術、抗體工程、T細胞、抗-PEG

抗體、定向分子演化、前驅藥物、奈米

醫學

14 蔡Ο夫 俄羅斯 雷射科技
15 王Ο力 德國 分子神經科學
16 博Ο佳 法國 古文及古梵語
17 齊Ο定 英國 材料科學及應用技術
18 潘Ο為 美國 英文寫作及教學
19 吳Ο悌 土耳其 五人制足球訓練
20 薛Ο偉 美國 國際經貿營運管理及產品開發

21 黃Ο鴻 馬來西亞 半導體產業
22 楊Ο濱 美國 文學研究
23 吳Ο鳯 土耳其 節目主持及臺灣文化推廣
24 薩Ο乎曼 伊朗 電機電腦工程
25 蔡Ο明 美國 電機、生醫及生技工程
26 孫Ο 紐西蘭 戲曲研究
27 奇Ο可 美國 東、西交流史
28 吳Ο河 芬蘭 資訊及通訊技術(程式設計)

高級專業人才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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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孟Ο君 瑞士 行銷策略與管理
30 林Ο雄 馬來西亞 眼科醫療
31 何Ο元 美國 民主人權
32 利Ο時 馬來西亞 東南亞族群、政治及教育

33 陳Ο珍 泰國 觀光

34 羅Ο凱 澳大利亞 材料應用技術及積體電路

35 洪Ο彬 印尼
精密測量、衛星遙測、地理資訊系統及

資源工程

36 包Ο樂 美國 東亞文明研究

37 羅Ο倫 法國 管理學、國際貿易及商業英語

38 文Ο 德國 教育、哲學

39 范Ο強 馬來西亞
資訊系統管理、電子化企業、企業電腦

化問題

40 顧Ο松 加拿大 化學、材料與生物技術

41 高Ο麗 美國 英語教學

42 楊Ο濃 馬來西亞 物理專業

43 龔Ο雪 俄羅斯 俄語文學研究與教學

44 葉Ο爾 美國
美國文學、東歐文化及文學研究、俄國

文學

45 閔Ο輝 美國 媒體工作

46 周Ο林 南非 山水畫家

47 史Ο凡 美國 醫療學術論文編修、教育及文化

48 陳Ο珍 馬來西亞 內科及感染科醫學

49 王Ο 美國 癌症醫學

50 沈Ο培 美國 英語教學，電腦輔助語言教學

51 朱Ο夏 美國
理論物理、凝態物理、量子傳輸、奈米

物理及新穎物質

52 渥Ο 美國
行銷研究與數量模型、網路行銷與電子

商務、消費者行為及服務行銷

53 穆Ο速 美國 行銷管理、語言學及文化

54 胡Ο 美國
美國文學、美國原住民文學、哥德小

說、英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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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許Ο銘 德國
類神經網絡、仿人機器人、足球機器人

及人機互動

56 楊Ο薇 馬來西亞 表演藝術專業

57 伊凡Ο夫 烏克蘭 視覺藝術專業

58 克Ο亞 玻利維亞 系統整合

59 馮Ο祥 馬來西亞 中醫醫學

60 何Ο筆 德國 修養哲學、臺灣哲學研究國際化

61 史Ο波夫 俄羅斯 自動化系統整合、物聯網及工業物聯網

62 何Ο豪 馬來西亞 外科專科醫療

63 徐Ο容 義大利
半導體製造業、人工智慧、物聯網及綠

色能源

64 林Ο忠 馬來西亞 金融保險

65 周Ο斯理 希臘 巴洛克音樂

66 蒲Ο棠 美國 中國藝術史、中英文編譯

67 尤Ο衛 馬來西亞 外科及骨科專科醫療

68 林Ο義 馬來西亞
血液病專科、腫瘤內科專科及安寧緩和

醫學專科

69 韓Ο光 馬來西亞 兒童醫學

70 吳Ο思 馬來西亞 內科專科醫療

71
孟Ο爾拉

第利
突尼西亞 高爾夫檢測儀器產業專業技能

72 史Ο迪 加拿大 臺灣文化資產保存

73 李Ο 加拿大 財務及資產管理

74 戶田Ο康 日本 日本語文教學

75 黃Ο平 加拿大 國際貿易與投資創業

76 張Ο興 馬來西亞 航空運輸

77 戴Ο雯 美國
現代戲劇、臺灣文學與戲劇、莎士比

亞、佛拉明歌舞劇等

78 符Ο克 奧地利 數學之解析組合、演算分析與賦距數論

79 馬Ο德 德國 醫學、中醫

80 幸Ο各 美國 第二語言與外國語言學習語言評測

81 羅Ο瑄 德國 英語、德語、西班牙語教學

82 盧Ο琪 法國 法國語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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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杜Ο莊 越南
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之商業智慧

整合應用

84 柯Ο達 法國 農業機械

85 張Ο德 馬來西亞 內科醫學、心導管介入手術

86 安Ο羅 南非 電影、廣告、MV等影視領域調光

87 高Ο森 伊朗
新穎加工技術、節能食品工程設備開

發、加工製程優化

88 韓Ο博 美國 歷史、性別研究

89 韋Ο 澳大利亞 體育（羽球）

90 傅Ο恩 美國
語言教育政策、民族誌影片與攝影、新

媒體、臺灣原住民研究

91 蘇Ο理 美國
文學、神學、宗教教育與服務、原住民

文化

92 譚Ο德 美國 智慧財產權、公平交易法、商業投資

93 范Ο梅 馬來西亞
先秦兩漢經學與思想史、出土文獻及古

文字學

94 蔡Ο良 馬來西亞 神經外科醫學

95 毛Ο平 馬來西亞 牙科醫學

96 楊Ο文 馬來西亞 兒科、兒童過敏免疫風濕專科醫學

97 蕭Ο嶔 馬來西亞 牙科醫學

98 古Ο 土庫曼 經濟學、財務管理

99 朱Ο亮 加拿大 化學

100 沈Ο琥 印度 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生物資訊學

101 谷Ο涵 美國 金融證券

102 李Ο衛 澳大利亞 車聯網、物聯網及AI人工智慧技術

103 裴Ο恩 英國 視覺藝術

104 尚Ο白 法國 影片創作、導演

105 白Ο明 加拿大 光電子學、奈米技術、人工智能

106 方Ο娟 馬來西亞 耳鼻喉科、睡眠呼吸醫學

107 黃Ο喜 馬來西亞 內科、急診醫學

108 沈Ο雄 馬來西亞 急診醫學

109 施Ο虎 德國 植物生物學

110 范Ο天 南非 風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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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杜Ο倫 美國 英語教學、中英文翻譯

112 陳Ο通 馬來西亞
材料應用技術、高精密感測技術、生物

科技

113 李Ο欽 波蘭 中醫醫學

114 余Ο霖 馬來西亞 急診醫學

115 王Ο傑 印尼 內科專科醫學

116 龔Ο 加拿大 英語專業教學、語言測驗評量

117 吳Ο澤 韓國 日語教學、企業經營研究

118 張Ο友 馬來西亞 生物科技醫療研發、幹細胞研究

119 莊Ο偉 新加坡 企業諮詢顧問

120 黃Ο前 馬來西亞 骨科學、再生醫學、生物醫學材料

121 黃Ο光 馬來西亞 生技醫材、財務金融

122 陳Ο午 馬來西亞 流行音樂

123 黃Ο萍 馬來西亞 家庭醫學

124 余Ο殷 馬來西亞 內科專科醫學

125 葉Ο青 緬甸 解剖病理專科醫學

126 李Ο 美國 財務金融

127 呂Ο迪 美國 半導體和智慧電子工程及行銷

128 後藤Ο圭 日本 流行音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