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空中大學校友及在校同學錄取101學年度各校學系研究所名單
中心
基隆
臺北

姓名

錄取學校

系所名稱

高Ο青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航運管理科系

鄒Ο梅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海洋法律研究所

許Ο涵 國立臺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王Ο慶 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

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陳Ο豪 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經營管理學系

新竹

郭Ο介

長榮大學

經營管理系行銷管理組

義守大學

MBA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

管理學系

宋Ο德 輔仁大學

宗教研究所在職專班

陳Ο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諮商所

劉Ο芬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所醫療資訊管理組

劉Ο珍 華梵大學

東方人文思想學系

邱Ο雄 台北大學

社會學系

陳Ο吟 元智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陳Ο松 明道大學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班

何Ο倫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江Ο祥 弘光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在職專班

何Ο碧

朝陽科技大學

高階產業經營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國立中興大學

高階經理人班事業經營組在職專班

游Ο惠 朝陽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張Ο亞 國立政治大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張Ο晴 朝陽科技大學

保險金融管理系在職專班碩士

林Ο媺 大葉大學

設計暨藝術學院造型藝術組

臺中 劉Ο國 大葉大學
施Ο蘭
黃Ο德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組在職專班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國立中興大學

歷史學系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非營組織管理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柯Ο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博士班

張Ο嬌 東海大學
陳Ο茹

嘉義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第三部門在職專班

中臺科技大學

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

朝陽科技大學

幼兒保育系

林Ο義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

鄭Ο芬 國立嘉義大學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王Ο男 國立嘉義大學

史地研究所

周Ο慶 國立嘉義大學

教育學系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研究所

羅Ο瑜 國立中正大學

高階主管管理研究所

臺南 林Ο勳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行銷流通管理研究所
尤Ο恩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研究所

李Ο蓉 南臺科技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侯Ο翔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高雄 陳Ο盈 國立中山大學

宜蘭

花蓮

在職專班政治研究所

劉Ο端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學系博士班

武Ο凱 佛光大學

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未來學碩士班

高Ο昌 佛光大學

佛光大學公共事務學系研究所

吳Ο蓁 靜宜大學

化粧品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鍾Ο寧 佛光大學

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博士班

董Ο梅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陳Ο德 國立東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黃Ο琪 國立東華大學

公共行政研究所碩士班在職專班

唐Ο明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民族社會工作組

張Ο芷 國立東華大學

教育系

任Ο宏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歐Ο太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洪Ο喬 國立中山大學

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江Ο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部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謝Ο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部觀光休閒事業研究所在職專班

澎湖 陳Ο堂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電資研究所碩士班電機組

陳Ο序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部觀光休閒事業研究所在職專班

吳Ο諒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紀Ο卿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進修部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趙Ο伶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服務業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王Ο聖 國立金門大學

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

金門 洪Ο芳 國立金門大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蔡Ο玉 國立金門大學

合計：60位 (含博士3位)

觀光管理學系

國立空中大學校友及在校同學錄取102學年度各校學系研究所名單
中心
臺北

姓名 錄取學校
張Ο銓 文化大學

觀光休閒事業管理

詹Ο娟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新興產業策略與發展博士學位學程

余Ο賢 臺北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羅Ο月

新竹
邱Ο君

臺中

明新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玄奘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新竹教育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明新科技大學

管理研究所

王Ο雯 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及福利學系在職專班

趙Ο正 玄奘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黃Ο蓁 中臺科技大學

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碩士班幼兒教育事業經營組

黃Ο鈺 逢甲大學

EMBA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吳Ο娟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童Ο惠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藝術教育碩士班

李Ο裕 國立中正大學

犯罪防治研究所碩士班

王Ο真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博士班

鄭Ο菱 東海大學

哲學系碩士班在職專班

鄭Ο仙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李Ο蘭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企業高階管理碩士學位班

東海大學

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梁Ο琪 國立中正大學

嘉義 陳Ο珽 國立中正大學

成人及繼續教育博士班
台灣文學研究所

胡Ο文 中正大學

戰略及國家安全研究所

洪Ο謙 佛光大學

佛教學系研究所

臺南 朱Ο綺 國立成功大學

高雄

系所名稱

藝術研究所

馬Ο雄 崑山科技大學

電機工程系碩士班

王Ο婷 成功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林Ο燕 私立南華大學

應用社會研就所一般生

李Ο香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服務科學組

尤Ο鴻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所在職專班
方Ο姿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成人與繼續教育組一般生

黃Ο富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邱Ο正 佛光大學

傳播學系

吳Ο紅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宜蘭 張Ο雪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林Ο霏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陳Ο慎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李Ο儀 佛光大學

社會學系碩士班

古Ο哈 國立東華大學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林Ο珍 慈濟大學

人類發學系應用人類學組

葉Ο武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吳Ο堂 國立東華大學

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花蓮

臺東 劉Ο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農企業管理系碩專班(花蓮班)

國立臺東大學

文教行政碩士在職專班(假日班)

金門 葉Ο嚴 銘傳大學
陳Ο菁

觀光事業學系

私立中原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私立真理大學

音樂應用學系(碩士班)

黃Ο翔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運動保健系碩士在職專班
游Ο筠 私立輔仁大學

新北

華Ο中

兒童家庭所碩士在職班

私立世新大學102學年
法律學系碩士班
度碩士在職專班

莊Ο理 文化大學

政治研究所

孫Ο秀 輔仁大學

企管所(在職班)

呂Ο勳 龍華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劉Ο華 私立南華大學

文學系碩士班(一般生)

葉Ο廷 私立輔仁大學

宗教學系碩士在職班(生死學與生命教育組)

合計：49位 (含博士3位)

國立空中大學校友及在校同學錄取103學年度各校學系研究所名單
中心

臺北

姓名 錄取學校
郭Ο廈 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林Ο谷 臺北市立大學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林Ο青 淡江大學

資訊與圖書館學系碩士班備取

黃Ο陪 國立台北大學

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李Ο堂 台灣師範大學

台灣語文學系

翁Ο光 台灣師範大學

管理學院高階經理人企管碩士在職專班-EMBA

謝Ο婷 輔仁大學

織品服裝

李Ο峰 中原大學

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

陳Ο炎 國立中正大學

會計資訊法律研究所

新竹 常Ο偉 玄奘大學

宗教研究所

洪Ο美 大葉大學

人力資源暨公共關係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黃Ο盛 交通大學

客家社會與文化

高Ο清 元培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研究所

張Ο瑜 嶺東科技大學

觀光與休閒管理碩士班

郭Ο強 中國文化大學

企業實務管理數位碩士在職班

張Ο圳

臺中

系所名稱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

中華科技大學

科技管理博士班

洪Ο雯 國立教育大學

永續觀光暨休閒遊憩管理研究所

陳Ο德 國立中興大學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紀Ο村 亞洲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研究所

林Ο震 明道大學

國學研究所

蕭Ο玲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逢甲大學

EMBA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吳Ο娟 朝陽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在職專班

蕭Ο珍 大葉大學

休閒事業管理研究所

凃Ο峰 弘光科技大學

健康事業管理碩士班

周Ο田 中國醫藥大學

中醫學系中醫醫史文獻組博士班

許Ο榤 大葉大學

管理學院博士班

黃Ο木 東海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在職專班

黃Ο容 國立臺南大學

臺灣文學系

臺南 吳Ο玲 國立成功大學
程Ο涵 國立嘉義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應用歷史系

王Ο民 佛光大學

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宜蘭 黃Ο宏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官Ο霆 佛光大學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膱專班

胡Ο瀅 銘傳大學

教育研究所

洪Ο瑾 金門大學

海洋事務研究所

李Ο鉽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教育學院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班

金門

新北

賴Ο麗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生死教育與輔導研究所 諮商心理組
涂Ο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文傳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邱Ο英 國立中央大學

客家語文暨社會科學學系客家研究(碩士在職班)

合計：39位(含5位博士)

國立空中大學校友及在校同學錄取104學年度各校學系研究所名單
中心

姓名

錄取學校

凌Ο益 景文科技大學
周Ο雄 中國文化大學

臺北

新竹

臺中

嘉義

臺南
高雄
宜蘭
花蓮
臺東

系所名稱

朱Ο萍 佛光大學
張Ο茂 暨南大學
邱Ο正 國立臺北大學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
陳Ο美 大葉大學
吳Ο津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徐Ο金 國立政治大學
劉Ο蘭 玄奘大學
釋Ο隆 臺南大學
劉Ο泰 國立清華大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賴Ο鴻
國立嘉義大學
范Ο泰 逢甲大學
王Ο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黃Ο祿 玄奘大學
賴Ο娃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郭Ο雅 國立中興大學
曹Ο婷 國立中正大學
蕭Ο明 國立中正大學
黃Ο萍 國立嘉義大學
楊Ο翎 國立中正大學
馬Ο雄 崑山科技大學
陳Ο宏 國立臺南大學
謝Ο佑 國立中正大學
李Ο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Ο妤 國立屏東大學
戴Ο星 佛光大學
洪Ο智 佛光大學

旅遊管理系觀光餐飲管理碩士班
法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雲端計算與物聯網數位學習碩士
在職專班
應用經濟學系財務金融組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研究所
犯罪研究所在職專班
公共事務及教育行政管理組EMBA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財務金融組
中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圖書資訊數位碩士在職專班
宗教與文化學系研究所
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在職專班
歷史學系研究所
應用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土地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創新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宗教與文化學系在職專班
創新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
財經法律研究所
資訊管理學系暨碩士在職專班畢業
輔導與諮商研究所
會計資訊研究所
機械與能源工程博士班
臺灣文研究所
戰略及國際事務研究所
客家文化研究所
社會發展研究所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公共事務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林Ο生 國立東華大學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民族社會工作碩士在職專班不分組

黃Ο茹 國立東華大學

課程設計與濳能開發學系教育博士課程與教學組

劉Ο亦 國立中正大學

金門 楊Ο文 國立中正大學

政府與公共事務在職專班
蔡Ο錚 國立金門大學
管理學院創新事業與島嶼經營所
姜Ο星 中國文化大學
家政所
黃Ο翔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健康促進與衍生教育學系
新北 宋Ο山 中國文化學院
社會企業管理所
呂Ο勳 私立淡江大學
產業經濟系
邱Ο利 中央大學

客語所

合計38位(含4位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