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所屬教育會 服務單位 會員姓名 子女姓名 獎狀字號

1 九如 惠農國小 楊愛娟 蕭婷云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1號

2 九如 九如國小 黃瓊秋 扶示霆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2號

3 九如 九如國中 劉貞伶 陳薇亘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3號

4 三地門 賽嘉國小 鍾仁智 鍾孟學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4號

5 三地門 口社國小 葉秋娟 李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5號

6 三地門 口社國小 葉秋娟 李欣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6號

7 內埔 美和高中 曾國幹 曾羽葴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7號

8 內埔 美和科大 林建志 林緒承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8號

9 內埔 屏科大 李煌仁 李宜臻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19號

10 內埔
崇文國小附設幼兒

園
陳美齡 陳玟辰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0號

11 內埔 美和科大 林文華 林廷軒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1號

12 內埔 美和高中 詹麗燕 宋珮婕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2號

13 內埔 美和科大 廖信昌 廖翊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3號

14 內埔 豐田國小 蘇慧玲 邱暖軒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4號

15 內埔 泰安國小 凃淳益 凃晏瑜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5號

16 內埔 內埔國小 劉建 劉芷薰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6號

17 內埔 內埔國小 陳英蕙 蕭家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7號

18 內埔 東寧國小育英分校 李亞娟 陳亮均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8號

19 東港 東港海事 徐宏榮 徐子晴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29號

20 林邊 水利國小 林聖軒 林柏宏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0號

21 南州 同安國小 李自勇 李杰叡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1號

22 南州 南州國小 汪宸妁 蔡依橙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2號

23 南州 同安國小 蔡錦豐 蔡沛妮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3號

24 屏東 中正國小 郭柔敏 邱心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4號

25 屏東 大同高中 林木俊 林育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5號

26 屏東 屏東大學 余慧珠 楊維寧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6號

27 屏東 屏東大學 陳品華 陳家欣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7號

28 屏東 鶴聲國中 簡美霞 鄭涵璟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8號

29 屏東 中正國小 劉秀蘭 李昕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3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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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屏東 崇蘭國小 廖淑華 洪子甯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0號

31 屏東 屏東高中 葉汝擎 盧怡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1號

32 屏東 大同高中 林木俊 林育德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2號

33 屏東 明正國中 李富智 李諭宜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3號

34 屏東 屏東高工 黃國展 黃晴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4號

35 屏東 鶴聲國中 羅彥文 羅萱又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5號

36 屏東 屏東高中 羅有成 羅昀芝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6號

37 崁頂 力社國小 賴素玉 邱品睿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7號

38 崁頂 南榮國中 李芝榛 陳靖涵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8號

39 崁頂 南榮國中 李芝榛 陳家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49號

40 崁頂 南榮國中 周家瑜 林郁富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0號

41 高樹 舊寮國小 夏可泰 夏茗梵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1號

42 潮州 潮州國小 薛怡芬 林恩如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2號

43 潮州 潮州國小 胡文玲 張孝慎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3號

44 潮州 潮和國小 吳玉妙 吳昭穎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4號

45 潮州 潮州國小 楊惠華 陳依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5號

46 潮州 潮和國小 王麗萍 洪宜凡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6號

47 潮州 潮州國中 陳惠玲 陳柏融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7號

48 內埔 內埔國小 鍾芳廉 鍾晉晏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8號

49 內埔 黎明國小 張美香 楊心如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59號

50 內埔 新生國小 陳慶寬 陳博恩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060號

獲獎人數：50名

每名1,500元

獎學金金額：7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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