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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108年度會員暨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結果出爐 

    依據「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會員暨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辦法」，本會獎學

金名額每學年國民中學三十名，高中職組(含五專一、二、三年級)十五名，大

專院校(含五專四、五年級)十名，其獎學金金額如下： 

（一）大專院校組每名發給獎學金新臺幣參仟元整。 

（二）高中職組每名發給獎學金新臺幣貳仟元整。 

（三）國中組每名發給獎學金新臺幣壹仟元整。 

各組申請人數超過時，以抽籤決定之。 

本會已於 108.10.31召開審查小組會議，確認 108年度會員暨會員 

子女教育獎學金申請結果，審查過程公平公正，抽獎過程全程錄影。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 108年度會員子女教育獎學金審查結果 

（一）國中組：獎學金名額 30位 

會員送件 79件 

審查通過 72件，審查未通過 7件 

 

（二）高中職組：獎學金名額 15位 

會員送件 43件 

審查通過 41件，審查未通過 2件 

 

（三）大專院校組：獎學金名額 10位 

會員送件 107件 

審查通過 102件，審查未通過 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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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姓名 

1 南科實中 陳Ｏ芳 南科實中 陳Ｏ錩 

2 南科實中 陳Ｏ君 南科實中 吳Ｏ賢 

3 賀建國小 蘇Ｏ振 新東國中 蘇Ｏ芸 

4 海東國小 黃Ｏ桓 港明高中國中部 黃Ｏ恩 

5 永信國小 蔡Ｏ娥 德光中學 劉Ｏ安 

6 永信國小 陳Ｏ夙 港明高中國中部 顏Ｏ蓉 

7 永信國小 莊Ｏ菁 建興國中 林Ｏ名 

8 永信國小 劉Ｏ伶 建興國中 陳Ｏ瑜 

9 文元國小 林Ｏ志 後甲國中 林Ｏ雯 

10 公誠國小 莊Ｏ靜 黎明中學 王Ｏ維 

11 安平國中 曾Ｏ靜 安平國中 許Ｏ霈 

12 仁德國小 楊Ｏ雅 忠孝國中 張Ｏ瑜 

13 台南啟智學校 黃Ｏ玲 港明高中國中部 陳Ｏ佑 

14 大橋國小 楊Ｏ懿 大橋國中 楊Ｏ勳 

15 崇明國小 劉Ｏ珉 忠孝國中 蘇Ｏ雅 

16 忠孝國中 周Ｏ圓 忠孝國中 陳Ｏ宜 

17 後甲國中 張Ｏ卿 海佃國中 胡Ｏ軒 

18 後甲國中 陳Ｏ瑢 後甲國中 陳Ｏ元 

19 新興國中 莊Ｏ龍 金城國中 莊Ｏ涵 

20 南新國中 簡Ｏ美 南新國中 李Ｏ諺 

21 嘉南藥理大學 王Ｏ惠 崇明國中 王Ｏ晴 

22 家齊高中 蕭Ｏ云 崇明國中 陳Ｏ勳 

23 裕文國小 葉Ｏ安 崇明國中 謝Ｏ涵 

24 東區復興國小 徐Ｏ芬 復興國中 洪Ｏ辰 

25 復興國中 邱Ｏ安 復興國中 邱Ｏ涵 

26 永康區勝利國小 洪Ｏ卿 忠孝國中 李Ｏ陞 

27 億載國小 黃Ｏ美 安平國中 莊Ｏ岳 

28 新營國小 周Ｏ燕 南光中學 王Ｏ馨 

29 中山國中 許Ｏ峯 建興國中 許Ｏ禎 

30 長興國小 宋Ｏ真 復興國中 徐Ｏ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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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職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姓名 

1 台南海事 劉Ｏ華 家齊高中 吳Ｏ臻 

2 安慶國小 黃Ｏ彰 台南一中 黃Ｏ綸 

3 海佃國小 沈Ｏ玟 臺南女中 郭Ｏ廷 

4 崑山國小 王Ｏ婷 臺南女中 黃Ｏ茹 

5 瀛海中學 曾Ｏ元 瀛海中學 曾Ｏ芹 

6 永信國小 李Ｏ宏 大灣高中 李Ｏ嫺 

7 文元國小 陳Ｏ君 臺南女中 伍Ｏ秀 

8 瀛海中學 楊Ｏ瑤 瀛海中學 許Ｏ智 

9 崇明國小 劉Ｏ珉 臺南女中 蘇Ｏ茜 

10 後甲國中 尹Ｏ宜 臺南女中 郭Ｏ彣 

11 長興國小 張Ｏ好 台南一中 洪Ｏ翔 

12 安平國小 邱Ｏ真 新化高中 劉Ｏ昕 

13 南寧高中 江Ｏ菁 台南一中 曹Ｏ睿 

14 中山國中 鄭Ｏ斌 德光中學 鄭Ｏ婕 

15 復興國中 張Ｏ琪 台南一中 陳Ｏ宏 

 

大專組得獎名單 

編 號 會員所屬學校 會員姓名 就讀學校 姓名 

1 歸南國小 莊Ｏ霏 台東大學 莊Ｏ臻 

2 信義國小 徐Ｏ恭 屏東大學 徐Ｏ慧 

3 總會 李Ｏ瑾 臺灣師範大學 何Ｏ如 

4 億載國小 施Ｏ如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蔡Ｏ娟 

5 安慶國小 黃Ｏ玲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林Ｏ櫻 

6 台南啟智學校 林Ｏ馨 台南大學 林Ｏ馨 

7 台南啟智學校 林Ｏ馨 逢甲大學 潘Ｏ彤 

8 永康國中 王Ｏ婉 台南大學 岑Ｏ甄 

9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郭Ｏ梅 臺灣師範大學 劉Ｏ 

10 中山國中 王Ｏ姿 長榮大學 翁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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