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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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 證書字號 

1 新莊國中 5.118 吳崇榮 優秀團主任委員 通過 111001 

2 新莊國中 91.104 呂秋萍 優秀團主任委員 通過 111002 

3 大觀國中 102 羅珮瑜 優秀團主任委員 通過 111003 

4 福營國中 56 李文旗 優秀團主任委員 通過 111004 

5 修德國小 36.168.215 陳俊生 優秀團主任委員 通過 111005 

受表揚之團主任委員共有 5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優秀服務員表揚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審查結果 證書字號 

1 新莊國中 5.104.118 賴敏慧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06 

2 新莊國中 91 吳春嬉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07 

3 福營國中 56 張幸娥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08 

4 蘆洲國小 47 楊美慧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09 

5 中港國小 195 吳婉如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10 

6 中港國小 232 黃薇倫 優秀服務員 通過 111011 

受表揚之服務員共有 6 位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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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結果 證書字號 

1 大觀國中 102 吳欣琴 蘭姐女童軍 通過 111012 

2 大觀國中 119 陳亭安 蘭姐女童軍 通過 111013 

受表揚之蘭姐女童軍共有 2 位  

 
本推薦表經由本會榮評小組共同審核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女童軍表揚推薦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審查結果 證書字號 

1 新莊國中 118 林媺涵 女童軍 通過 111014 

2 新莊國中 104 羅聆方 女童軍 通過 111015 

3 新莊國中 104 江昀潔 女童軍 通過 111016 

4 新莊國中 91 黃暄芮 女童軍 通過 111017 

5 新莊國中 91 方藝婷 女童軍 通過 111018 

6 新莊國中 104 陳安榆 女童軍 通過 111019 

7 新莊國中 5 蘇歆媛 女童軍 通過 111020 

8 新莊國中 91 劉怡君 女童軍 通過 111021 

9 新莊國中 5 楊采融 女童軍 通過 111022 

10 新莊國中 5 陳薏如 女童軍 通過 111023 

11 新莊國中 118 張芸瑄 女童軍 通過 111024 

12 三民高中 13 林佩儀 女童軍 通過 111025 

13 三民高中 213 王韻媃 女童軍 通過 111026 

14 三民高中 213 楊薐醴 女童軍 通過 111027 

15 錦和高中 84 吳梓妘 女童軍 通過 111028 

16 錦和高中 84 蔡偵禎 女童軍 通過 111029 

17 福營國中 56 陳琪妶 女童軍 通過 111030 

18 大觀國中 102 劉佳延 女童軍 通過 111131 

19 大觀國中 119 魯佳薇 女童軍 通過 111032 

受表揚之女童軍共有 19 位  

 
本推薦表經由本會榮評小組共同審核 

 
 
 
 
 
 



新北市女童軍會 111 年幼女童軍表揚推薦名單 

 
編號 學校(社區)單位 團次 姓名 級別 審查結果 證書字號 

1 蘆洲國小 47 鄭庭妮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3 

2 蘆洲國小 47 陳韋彤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4 

3 蘆洲國小 47 陳子綺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5 

4 中港國小 195 汪粲舒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6 

5 中港國小 195 林妤容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7 

6 中港國小 196 巫雅涵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8 

7 中港國小 196 梁靖苡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39 

8 中港國小 232 嚴婧元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0 

9 雙峰國小 131 林樂怡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1 

10 新店童軍團 223 黃之妤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2 

11 思賢國小 190 林宜萱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3 

12 思賢國小 69 王薰以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4 

13 思賢國小 268 張苡萱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5 

14 思賢國小 190 楊千萱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6 

15 思賢國小 190 王奕晴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7 

16 思賢國小 268 陳禹岑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8 

17 思賢國小 268 楊凱晴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49 

18 思賢國小 69 林意儒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50 

19 北新國小 185 鄭明敦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51 

20 北新國小 213 施琳云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52 

21 雙峰國小 131 鄭愛臻 幼女童軍 通過 111053 

受表揚之幼女童軍共有 21 位  

 
本推薦表經由本會榮評小組共同審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