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所屬教育會 服務單位 會員姓名 子女姓名 獎狀字號

1 崁頂 南榮國中 張瑞玲 楊采臻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06號

2 崁頂 力社國小 翁雅玲 楊子鋐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07號

3 崁頂 力社國小 蕭婷宜 李亮辰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08號

4 林邊 林邊國中 陳淑英 薛丞雅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09號

5 林邊 崎峰國小 郭希得 郭庭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0號

6 林邊 林邊國小 曾啟瑞 曾銘鈺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1號

7 九如 九如國小 謝哲智 謝慧盈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2號

8 九如 九如國小 劉朝蓮 呂庭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3號

9 九如 惠農國小 蕭珮尹 方絜驛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4號

10 九如 三多國小 黃國豪 黃敬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5號

11 九如 九如國中 陳青鴻 陳梓瑄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6號

12 九如 惠農國小 陳韻淇 賴羿廷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7號

13 九如 九如國中 黃美娟 袁瑋傑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8號

14 九如 九如國小 李忻耘 李佩霓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19號

15 九如 惠農國小 陳韻淇 賴繹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0號

16 九如 九如國中 黃炳修 黃千庭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1號

17 九如 三多國小 劉嘉蕙 陳渝甄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2號

18 三地門 地磨兒國小 蘇美惠 朱芷葶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3號

19 三地門 青山國小 林文正 林彥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4號

20 內埔 東勢國小 侯鳳鳴 馮己恩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5號

21 內埔 內埔農工 張哲嘉 張境紘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6號

22 內埔 內埔國小 鍾仁忠 鍾沛倢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7號

23 內埔 美和科大 朱素鳳 林珮渝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8號

24 內埔 新生國小 鍾秀鳳 張嘉恩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29號

25 內埔 泰安國小 潘鳳嬌 游家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0號

26 內埔 屏科大 郭雅雯 邱少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1號

27 內埔 內埔國中 藍苑綺 賴祉云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2號

28 內埔 美和科大 陳美朱 蔡曜丞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3號

29 內埔 美和高中 黃筱萍 陳君碩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4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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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內埔 東寧國小 鄭淑云 黃筱芮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5號

31 內埔 美和科大 劉永淳 劉亮儀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6號

32 南州 同安國小 曾鴻文 曾啟育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7號

33 南州 南州國中 蔡雅玲 朱妤恒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8號

34 南州 南州國中 李璧甄 賴姸均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39號

35 南州 溪北國小 王晨宇 廖宥涵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0號

36 南州 溪北國小 蘇雅鳳 陳孟棻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1號

37 南州 南州國小 許安宏 許軒菱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2號

38 屏東 屏東大學 陳麗圓 蔡敏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3號

39 屏東 公館國小 雲美蓮 郭芯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4號

40 屏東 屏榮高中 許琬真 卓家陞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5號

41 屏東 屏東大學 蘇桂香 楊凱婷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6號

42 屏東 明正國中 林雪美 陳冠言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7號

43 屏東 鶴聲國小 王慧芳 黃宥芯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8號

44 屏東 中正國小 盧憶雯 簡伯羽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49號

45 屏東 仁愛國小 林秀麗 黃宇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0號

46 屏東 和平國小 吳雪如 陳亮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1號

47 屏東 勝利國小 陳政宏 陳禹升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2號

48 屏東 屏東大學 林靖傑 林宥安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3號

49 屏東 勝利國小幼兒園 余秀玉 張銘瑋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4號

50 屏東 仁愛國小 洪筱倩 潘庠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5號

51 屏東 屏東大學 洪麗華 李忻恩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6號

52 屏東 仁愛國小 洪筱倩 潘雋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7號

53 屏東 復興國小 許瀞尹 蔡秉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8號

54 屏東 屏榮高中 劉惠茹 羅中壕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59號

55 屏東 明正國中 黃俊峰 黃宗欽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0號

56 屏東 中正國小 盧憶雯 簡百辰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1號

57 屏東 仁愛國小 朱慧貞 李維軒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2號

58 屏東 屏東大學 陳煜璋 陳姝涵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3號

59 屏東 屏東大學 陳燕如 林品邑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4號

60 屏東 勝利國小 蕭鴻銘 蕭聿展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5號



61 屏東 勝利國小 林益弘 林宣宗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6號

62 屏東 復興國小 劉玉玲 楊艾庭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7號

63 屏東 屏東大學 陳燕如 林品勳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8號

64 屏東 屏榮高中 劉惠茹 羅子欽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69號

65 高樹 高樹國中 鄭詠芯 卓威辰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0號

66 高樹 高樹國中 黃淑芬 陳佳娟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1號

67 高樹 高樹國中 吳英仲 吳宇蘋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2號

68 高樹 高泰國中 李宜靜 李雨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3號

69 高樹 高樹國小 吳明吉 吳婉瑄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4號

70 高樹 舊寮國小 夏可泰 夏琭洋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5號

71 高樹 高泰國中 陳世盟 陳尹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6號

72 高樹 高泰國中 洪孟潔 呂子翔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7號

73 潮州 潮州國中 林容如 鍾依伶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8號

74 潮州 潮州高中 李郁屏 洪承寬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79號

75 潮州 潮州國小 林淳嫺 蔡睿澤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0號

76 潮州 潮昇國小 李國家 李軒岑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1號

77 潮州 潮州國中 李恒嘉 李牧慈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2號

78 潮州 潮州高中 林逸文 林謙融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3號

79 潮州 潮州高中 林逸文 林禕婕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4號

80 東港 東港高中 陳建銘 陳先風 屏教育會獎學金證字第11018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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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人數：80名

每名800元

獎學金金額：64,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