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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女童軍會 107年優秀服務員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  名 級  別 

1 北峰國小 126團 李曉萍 服務員 

2 北新國小 185團 林杏蕊 服務員 

3 福營國中 56團 張幸娥 服務員 

4 新莊國中 5.104.118團 賴敏慧 服務員 

5 新莊國中 91團 吳春嬉 服務員 

6 大觀國中 102團 翁達洋 服務員 

7 中港國小 196團 古美泉 服務員 

8 中港國小 195團 吳婉如 服務員 

9 思賢國小 69團 楊芳琪 服務員 

10 思賢國小 190團 花婉馨 服務員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   名 級   別 

1 三民高中 沈美華 團主任委員 

2 福營國中 李文旗 團主任委員 

3 新莊國中 呂秋萍 團主任委員 

4 新莊國中 吳崇榮 團主任委員 

5 大觀國中 顏學復 團主任委員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7年蘭姐女童軍表揚推薦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目前就讀學校 

1 三民高中 113 黃瑜芳 蘭姐女童軍 新北市三重商工 

2 三民高中 113 蕭雅軒 蘭姐女童軍 台北市百齡高中 

3 大觀國中 102 吳思萱 蘭姐女童軍 新北市樹人家商 

 

 

107年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名 級別 

1 三民高中 13團 陳湘婷 女童軍 

2 三民高中 213團 顏鈺珊 女童軍 

3 三民高中 113團 林廷芸 女童軍 

4 三民高中 213團 施怡華 女童軍 

5 三民高中 213團 劉思含 女童軍 

6 三民高中 13團 蘇  凡 女童軍 

7 福營國中 103團 董侑臻 女童軍 

8 福營國中 56團 王文諭 女童軍 

9 錦和高中 84團 曾鈺珊 女童軍 

10 錦和高中 84團 劉以萱 女童軍 

11 新莊國中 91團 林姵妏 女童軍 

12 新莊國中 91團 王品婕 女童軍 

13 新莊國中 91團 溫俞瑄 女童軍 



107年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名 級別 

14 新莊國中 5團 黃靖庭 女童軍 

15 新莊國中 5團 姚芸琪 女童軍 

16 新莊國中 5團 吳妮芹 女童軍 

17 新莊國中 104團 江芷亭 女童軍 

18 大觀國中 102團 姚靜鳳 女童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7年優秀幼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名 級別 

1 北峰國小 126團 許玳綝 幼女童軍 

2 北峰國小 138團 蔡依珊 幼女童軍 

3 北新國小 250團 陳思瑜 幼女童軍 

4 北新國小 233團 鄭恬昕 幼女童軍 

5 北新國小 213團 劉瑾慈 幼女童軍 

6 北新國小 185團 劉蕙瑄 幼女童軍 

7 北新國小 178團 陸文鈺 幼女童軍 

8 金龍國小 255團 張詠婕 幼女童軍 

9 鶯歌國小 259團 鍾沐紜 幼女童軍 

10 鶯歌國小 259團 曾瑀萱 幼女童軍 

11 中港國小 196團 馬詩蕙 幼女童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7年優秀幼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名 級別 

12 中港國小 195團 尤思婷 幼女童軍 

13 積穗國小複式團 5團 林鈺恩 幼女童軍 

14 積穗國小複式團 5團 盧羿甄 幼女童軍 

15 思賢國小 69團 藍芊聿 幼女童軍 

16 思賢國小 69團 林媺涵 幼女童軍 

17 思賢國小 69團 許若瑀 幼女童軍 

18 思賢國小 190團 謝欣妍 幼女童軍 

19 思賢國小 190團 吳怡臻 幼女童軍 

20 思賢國小 268團 劉培萱 幼女童軍 

21 思賢國小 268團 施紹涵 幼女童軍 

22 新店童軍 223團 劉宇安 幼女童軍 

23 雙峰國小 131團 林妤儒 幼女童軍 

 
 

107年新北市女童軍會優秀奧莉芙之友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姓名 級別 審查結果 

1 北峰國小 138團 蔣為燕 奧莉芙之友 通過 

2 北新國小 185團 黃玉華 奧莉芙之友 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