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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磨課師」 

國家圖書館整理 

2015.08.13 

學校中文名稱 瀏覽查詢 
建置機構_中文 題名 作者_中文 關鍵詞 網站名稱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古代歷史與人物－－秦始皇 呂世浩 秦始皇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史記（一）（Shi-ji (1) ） 呂世浩 史記;太史公;司馬遷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活用希臘哲學 苑舉正 希臘哲學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東坡詞 (Ci Poetry of Su Dong 
Po) 

劉少雄 東坡詞;蘇東坡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紅樓夢 歐麗娟 紅樓夢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紅樓夢二──母神崇拜 歐麗娟 紅樓夢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概率（Probability） 葉丙成 概率;機率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基礎光學 I 朱士維 光學現象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普通物理學 - 電磁學，光學及近
代物理 

朱士維 物理學;電磁學;光學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電磁學 陳士元 靜電;靜磁;電磁波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食品安全與毒理學 姜至剛 毒理學;食品安全評估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人工智能 于天立 計算機科學;人工智慧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機器學習基石 (Machine 
Learning Foundations) 

林軒田 機器學習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機器學習技術 林軒田 機器學習;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計算機程序設計 劉邦鋒 計算機科學;程序設計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資訊管理 BIM 應用 謝尚賢 工程資訊管理;BIM 應用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資訊管理 BIM 基礎 謝尚賢 BIM 技術;BIM 塑模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電腦繪圖 CAD 3D 康仕仲 
三維模型;電腦繪圖 ;CAD 
3D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工程圖學 2D 康仕仲 
工程圖學;電腦輔助繪
圖;AUTO CAD;電腦動畫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電腦繪圖 CAD 2D 康仕仲 工程圖學;電腦繪圖;CAD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職場素養 陳嫦芬 職場素養 coursera 

國立臺灣大學 實驗經濟學 (行為博弈論) 王道一 經濟學 coursera 

國立交通大學 微電影創作 張宏宇 微電影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微觀化學世界-初階基礎課程 李大偉 化學基礎課程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微觀化學世界-初階基礎課程 李大偉 化學基礎課程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微積分（一） 莊重 微積分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銀髮心理與生活 黃植懋 
銀髮族;銀髮心理;銀髮生
活;樂齡族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淺論電子學 陳龍英 電子學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半導體元件物理 施敏 半導體元件;半導體物理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計算機科學與程式設計概論 胡毓志 程式設計 eWant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chinesehistory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shiji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tuugp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dpc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dpc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rcd?from_restricted_preview=1&course_id=974572&r=https%3A%2F%2Fclass.coursera.org%2Frcd-002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rcd2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prob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ji-chu-guang-xue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genphysem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genphysem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tuem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foodsafetytox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ai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tumlone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tumlone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ntumltwo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cprogramming
http://ntumoocs.blog.ntu.edu.tw/2015/01/06/%E5%B7%A5%E7%A8%8B%E8%B3%87%E8%A8%8A%E7%AE%A1%E7%90%86-bim-%E6%87%89%E7%94%A8/
http://ntumoocs.blog.ntu.edu.tw/2015/01/06/%E5%B7%A5%E7%A8%8B%E8%B3%87%E8%A8%8A%E7%AE%A1%E7%90%86-bim-%E5%9F%BA%E7%A4%8E/
http://www.ntumooc.org/#!%E9%9B%BB%E8%85%A6%E7%B9%AA%E5%9C%96-CAD-3D/ce1p/FF548A3F-50CE-409F-8FFF-7D3899A071E0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graph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cad2d
https://www.coursera.org/learn/zhichang-suyang
https://www.coursera.org/course/expeconomics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6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6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5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48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0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70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48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4


 
 

Page 2 of 4 
 

建置機構_中文 題名 作者_中文 關鍵詞 網站名稱 

國立交通大學 
Objective-C 與 iPhone 程式設
計 (2014 秋季班) 

曾仁杰 
Objective-C; iPhone;程式
設計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Objective-C 與 iPhone 程式設
計 (2014 夏季班) 

曾仁杰 
Objective-C; iPhone;程式
設計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電子遊戲與社會 林日璇 電子遊戲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第一次寫報告就上手 
交通大學圖書
館推廣服務組 

研究報告寫作;論文寫作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專案管理（入門篇） 李宗耀 專案管理;計畫管理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品質管理簡單學 唐麗英 品質管理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孫子兵法與企業經營 虞孝成 孫子兵法;企業經營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 唐麗英 統計方法;資料分析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簡單學 唐麗英 統計 eWant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簡單學 唐麗英 統計 eWan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灣當代藝術與視覺文化鑑賞 
(課程編號：GE10402) 

趙惠玲 
臺灣當代藝術;視覺文化鑑
賞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從誕生到演化 - 配合學校
通識課程 (課程編號：GE10204) 

葉孟宛 
地球誕生;地球演化;通識
課程;科學與生命;地球科
學;環境保育;永續發展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地球從誕生到演化 (課程編號：
GE10402) 

葉孟宛 
地球誕生;地球演化;通識
課程;科學與生命;地球科
學;環境保育;永續發展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 (課程編
號：GE10402) 

張子超 
環境倫理;永續發展;科學
與生命;地球科學;環境保
育;永續發展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師專業素養 (課程編號：
TT10402) 

劉美慧等教師
團隊 

教師;專業素養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導論 (課程編號：
CL10402) 

蔡雅薰 華語文;教學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線上華語文教學實務 (課程編
號：MT10402) 

籃玉如 
語文教學;華語文教學;華
語文師資培育 

NTNU 
MOOCs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閱讀研究 Reading Studies for 
Schools (課程編號：GE10406) 

閱讀研究教師
團隊 

閱讀研究;圖書 
NTNU 
MOOCs 

中原大學 創意思解（2015 春季班） 廖慶榮 
創意思考;理性批判;科學
涵養;社會參與 

eWant 

中原大學 創意思解 廖慶榮 
創意思考;理性批判;科學
涵養;社會參與 

eWant 

中原大學 音樂基礎訓練（2015 春季班） 林姿瑩; 陳文婉 
音樂;基礎訓練;古典音樂
理論 

eWant 

中原大學 音樂基礎訓練 林姿瑩; 陳文婉 音樂;基礎訓練 eWant 

中原大學 科學與倫理 高欣欣;吳宗遠 科學;倫理 eWant 

中原大學 作業系統導論（2015 春季班） 鍾斌賢 電腦;作業系統 eWant 

中原大學 作業系統導論 鍾斌賢 電腦;作業系統 eWant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系統神經科學 Systems 
Neuroscience (課程編號 
MOOC_02_002 ) 

焦傳金 
腦科學;腦神經科學;感覺
神經系統;運動神經系統 

NTHU 
MOOCs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語言與大腦 Cognitive 
Neuroscience (課程編號 
MOOC_02_003 ) 

楊梵孛 語言;認知;大腦 
NTHU 
MOOCs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32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32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5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5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7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5&id=156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5&id=88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6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50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29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46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60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4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4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8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8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6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6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8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8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5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5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3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3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7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7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9
http://www.moocs.ntn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9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1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2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13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1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6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courseinfo.php?id=110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4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4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4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2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2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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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機構_中文 題名 作者_中文 關鍵詞 網站名稱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光電工程導論 Introduction 
to Optoelectronic Engineering (課
程編號 MOOC_00_001 ) 

黃承彬 光電工程 
NTHU 
MOOCs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計算機結構  Computer 
Architecture (課程編號 
MOOC_01_003 ) 

黃婷婷 計算機結構;電腦結構 
NTHU 
MOOCs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資料結構導論 Introduction 
to Data Structure (課程編號 
MOOC_01_002 ) 

韓永楷 資料結構 
NTHU 
MOOCs 

國立清華大學 
2015 電腦網路概論 Introduction 
to Computer Networks (課程編號 
MOOC_01_004 ) 

黃能富 
無線區域網路;網路交換
機;乙太網路;路由器;網路
阻塞偵測;網路阻塞控制 

NTHU 
MOOCs 

國立中山大學 動力學（2015 春季班） 錢志回 動力學 eWant 

國立中山大學 動力學（2014 冬季班） 錢志回 動力學 eWant 

國立中山大學 動力學（2014 秋季班） 錢志回 動力學 eWant 

國立中山大學 MPI 平行計算 黃傑森 
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MPI;平行計算機 

eWant 

國立高雄大學 台灣歷史與文化 楊書濠;洪聖斐 台灣歷史;台灣文化 eWant 

國立高雄大學 飲食與生活文化 謝忠志 飲食;生活文化 eWant 

國立高雄大學 華越雙語教學 阮氏美香 華語教學;越語教學 eWant 

國立高雄大學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 
楊書濠;傅鈺雯;
洪聖斐 

全球化;多元文化 eWant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場域活化設計 何肇喜 
場域活化;空間利用;展示
設計;空間設計實例 

eWant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當代應用心理學（2015 春季班） 劉威德 應用心理學 eWant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當代應用心理學 劉威德 應用心理學 eWant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現代社會的化學－如何保障生
活、環境及職場的安全 

洪肇嘉 
現代社會;生活保障;環境
安全;職場安全 

eWant 

國立空中大學 人口變遷大震盪 薛承泰 人口變遷 eWant 

國立空中大學 達爾文與人 王道還 達爾文 eWant 

國立空中大學 初階行銷企劃與模擬經營 

江啟先;曾光華;
陳銘慧;蕭世貴;
楊偉龍;林福益;
方淑宜;於保羅;
傅國彰 

商業行銷;行銷企劃 eWant 

國立空中大學 生活科技與法律 劉尚志;林三元 生活科技;法律 eWant 

輔仁大學 古韻新妍─中國古典詩詞吟唱 孫永忠 中國古典;詩詞吟唱 eWant 

輔仁大學 後現代都會電影：台北 林文淇;劉紀雯 後現代;都會電影 eWant 

輔仁大學 銀髮族的身心靈發展 

黃揚名;劉建良;
王寶英;劉議謙;
邱倚璿;林依瑩;
翁志遠 

銀髮族;身心靈發展 eWant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學習診斷與輔導 林清文 學習診斷;輔導 eWant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專業諮商師的基本功-諮商理論 王翊涵 諮商理論;專業諮商師 eWant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諮商技巧 張景然 諮商技巧 eWant 

國立政治大學 中國戲劇 Chinese Drama 姜翠芬 中國戲劇 
NCCU 
MOOCs;eWant 

國立政治大學 數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曾正男 數學;數值分析 
NCCU 
MOOCs;eWant 

國立政治大學 微積分 Calculus 蔡炎龍 數學;微積分 
NCCU 
MOOCs;eWant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3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3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3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6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6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26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0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0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0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5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5
http://mooc.n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55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42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4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49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4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3&id=9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3&id=29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3&id=30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3&id=2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3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4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35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51
http://www.ewant.org/admin/tool/mooccourse/mnetcourseinfo.php?hostid=4&id=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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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機構_中文 題名 作者_中文 關鍵詞 網站名稱 

臺北醫學大學 中藥概論 
王靜瓊;顏焜熒;
張憲昌;李美賢;
梁文俐;李佳蓉 

中醫藥發展;藥性理論;藥
材產地;中藥命名;中藥炮
製;中藥藥膳 

eWant 

臺北醫學大學 臨床藥學講座 
陳香吟; 林攸
美;郭莉娜 

臨床藥學 eWant 

臺北醫學大學 
居家照顧與技巧 (House Care 
and Skill) 

徐美玲;郭淑芬 居家照顧;居家照顧技巧 eWant 

大葉大學 台灣文化旅遊 李城忠;李淑如 台灣文化;旅遊 eWant 

大葉大學 財務會計_基礎篇（2015 春季班） 鄭孟玉 財務;會計 eWant 

大葉大學 財務會計_基礎篇 鄭孟玉 財務;會計 eWant 

高雄醫學大學 
輕鬆學力學（2015 春季班）Easy 
to Learn Mechanics 

饒若琪 

力學;普通物理學;古典力
學;數學;運動學;牛頓運動
定律;功與能量;動量與碰
撞;剛體轉動;平衡與彈性;
萬有引力;振盪 

eWant 

高雄醫學大學 
輕鬆學力學 Easy to Learn 
Mechanics 

饒若琪 

力學;普通物理學;古典力
學;數學;運動學;牛頓運動
定律;功與能量;動量與碰
撞;剛體轉動;平衡與彈性;
萬有引力;振盪 

eWant 

國立中正大學 易數邏輯 遊寶達 
易經;邏輯推論;哲學論述;
易卦;干支 

eWant 

國立中正大學 國際人權法律與實務 謝國欣 國際人權法律 eWant 

東南科技大學 本聲綱目 高士珮 
聲音;樂器;樂譜,鳴笛,錄音
室,北管,石雕聲音 

eWant 

東南科技大學 茶與創意生活 

詹瑋;翁朝亮;高
義泰;曾淑惠;林
瑛瑛;林惠娟;盧
志芬;沈浩蔚;王
玫;劉懿瑾;馮心
蕾 

茶藝;創意生活 eWant 

國立中央大學 微積分拾級（二） 單維彰 微積分 eWant 

國立宜蘭大學 生活中無所不在的物理 
朱達勇;谷天心;
黃朝曦 

物理 eWant 

國立陽明大學 節能減碳與永續經營 程樹德 節能減碳;永續經營 eWant 

中國醫藥大學 台灣常見傳染病 徐媛曼 傳染病 eWant 

義守大學 數位平面媒體編輯 陳瑞芸;林素真 數位編輯;平面媒體 eWant 

龍華科技大學 
生態旅遊與永續觀光(2015 春季
班) 

何臺華;胡光復 生態旅遊;觀光 eWant 

南華大學 生命教育:生命不設限 鄒川雄;周平 生命教育 eWant 

元培醫事科技大學 走讀臺灣茶 

林志城;陳右人;
邱垂豐;陳國任;
黃正宗;陳俊良;
劉雯瑜 

臺灣茶 e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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