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團主任委員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  名 級  別 

109001 新莊國中 5 吳崇榮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2 修德國小 36 潘志忠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3 福營國中 56 李文旗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4 思賢國小 69 程煒庭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5 新莊國中 91 呂秋萍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6 大觀國中 102 顏學復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7 三民高中 113 沈美華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8 昌平國小 216 陳月滿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09 和平國小 258 姜孟佑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10 蘆洲國小 47 鄒惠娟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11 鹭江國小 85 陳俊生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12 厚德國小 19 陳明利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13 紫蘿蘭蕙質團 22 李佳惠 優秀團主任委員 

109014 北新國小 178 曾秀珠 優秀團主任委員 

受表揚之團主任委員共有 14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蘭姐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109023 大觀國中 102 沈敏伃 蘭姐女童軍 

受表揚之蘭姐女童軍共有 1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奧莉芙之友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109059 大觀國中 102 戴懷萱 奧莉芙之友 

109060 思賢國小 190 陳筱青 奧莉芙之友 

109061 新店童軍團 223 張珮如 奧莉芙之友 

109062 思賢國小 268 汪政良 奧莉芙之友 

109063 三光國小  陳勇達 奧莉芙之友 

受表揚之奧莉芙之友共有 5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服務員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  名 級  別 

109015 新莊國中 5 賴敏慧 優秀服務員 

109016 三民高中 13 呂逸萍  優秀服務員 

109017 福營國中 56 張幸娥 優秀服務員 

109018 思賢國小 69 楊芳琪 優秀服務員 

109019 新莊國中 91 吳春嬉 優秀服務員 

109020 大觀國中 102 翁達洋 優秀服務員 

109021 思賢國小 190 花婉馨 優秀服務員 

109022 昌平國小 216 黃慧芳 優秀服務員 

受表揚之服務員共有 8 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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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次 姓名 級別 

109024 新莊國中 5 梁芷綺 女童軍 

109025 新莊國中 5 黃若雅 女童軍 

109026 新莊國中 5 蘇莉雯 女童軍 

109027 三民高中 13 吳宜靜 女童軍 

109028 三民高中 13 李玟諠 女童軍 

109029 福營國中 56 蔡可凡 女童軍 

109030 新莊國中 91 蔡嫚倪 女童軍 

109031 福營國中 103 陳子芯 女童軍 

109032 新莊國中 104 許育瑄 女童軍 

109033 新莊國中 104 王姵媗 女童軍 

109034 三民高中 113 楊舒涵 女童軍 

109035 三民高中 113 卓宥彣 女童軍 

109036 三民高中 113 劉津綾 女童軍 

109037 新莊國中 118 徐于珺 女童軍 

109038 大觀國中 119 陳昱慈 女童軍 

109039 三民高中 213 王心妤 女童軍 

109040 三民高中 213 楊欣霖 女童軍 

受表揚之優秀女童軍共有 17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09 年優秀幼女童軍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109041 思賢國小 69 涂芷菱 幼女童軍 

109042 思賢國小 69 曾薇穎 幼女童軍 

109043 鶯歌國小 77 吳咨廷 幼女童軍 

109044 雙峰國小 131 鍾凱羽 幼女童軍 

109045 雙峰國小 131 王宥琁 幼女童軍 

109046 北新國小 178 吳晏彤 幼女童軍 

109047 北新國小 185 沈欣樺 幼女童軍 

109048 思賢國小 190 張莉婷 幼女童軍 

109049 思賢國小 190 邱妤婕 幼女童軍 

109050 中港國小 195 江沄樺 幼女童軍 

109051 中港國小 196 陳安榆 幼女童軍 

109052 新店童軍團 223 姜心甯 幼女童軍 

109053 新店童軍團 223 林以恩 幼女童軍 

109054 北新國小 233 劉苡歆 幼女童軍 

109055 金龍國小 255 蘇芯姵 幼女童軍 

109056 鶯歌國小 260 蕭鈺臻 幼女童軍 

109057 思賢國小 268 吳紫彤 幼女童軍 

109058 思賢國小 268 蔡予晶 幼女童軍 

受表揚之幼女童軍共有 18 位 

以上所有表揚名單皆於 109.04.11.經由本會榮評小組共同審核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