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技幼一甲 黃郁文 四技幼三乙 朱雅琴 

四技幼一甲 王令儀 四技幼三乙 鄧郁萱 

四技幼一甲 楊雅竹 四技幼三乙 張庭瑜 

四技幼二甲 李純憶 四技幼三乙 孫羽欣 

四技幼二甲 楊晴涵 四技幼三乙 李英華 

四技幼三甲 洪敏雁 四技幼三乙 王珮珊 

四技幼三甲 卓宜伶 四技幼三乙 廖韻雯 

四技幼三甲 黃詩婷 四技幼三乙 洪婕寧 

四技幼三甲 楊幸怡   

四技幼三甲 張佑詩   

四技幼三甲 洪唯芬   

四技幼三甲 劉郁雯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企一乙 鄭伊庭 

四技企二甲 劉珊菱 

四技企二乙 羅苡甄 

四技企二乙 蘇家菁 

四技企二乙 潘子暄 

四技企二乙 林以晴 

四技企二乙 許心柔 

四技企三甲 王真杏 

四技企三甲 呂敏菁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休一甲 李昀芳 

四技休一甲 李佩育 

四技休一甲 黃羽暄 

四技休一甲 曾怡馨 

四技休一乙 林姿岑 

四技休二甲 陳雨婕 

四技休二甲 黃凱鈴 

四技休二甲 黃雅雯 

四技休四甲 戴靜瑜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老一乙 陳巧君 四技老二乙 李孟庭 

四技老一乙 呂嘉汶 四技老二乙 曾毓純 

四技老二甲 李純慧 四技老二乙 徐祐淩 

四技老二乙 范嘉芸 四技老二乙 林汝霙 

四技老二乙 張珮柔 四技老二乙 葉孟欣 

四技老二乙 陳彗 四技老二乙 莊惠汶 

四技老二乙 張瑜萱 四技老二乙 陳珮翎 

四技老二乙 羅婉庭 四技老三甲 黃楷庭 

四技老二乙 黃依瑩 四技老三甲 曾燕婷 

四技老二乙 黎家琦 四技老三甲 黃俞璇 

四技老二乙 陳南伶 四技老三乙 許菀庭 

四技老二乙 蔡湘齡 四技老三乙 曾珮詒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老三乙 林宣何 

四技老三乙 鄭羽珊 

四技老四甲 徐子涵 

四技老四甲 夏奕馨 

四技老四甲 陳心蘭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行銷三乙 劉素君 

四技行銷三乙 向紹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旅二乙 徐詩雲 

四技旅二乙 陳梅芳 

四技旅二乙 向思齊 

四技旅二乙 盧怡靜 

四技旅二乙 趙敏媛 

四技旅三乙 何汶璟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財金一甲 謝佳敏 四技財金一乙 石怡菁 

四技財金一甲 何佳俞 四技財金一乙 曾玟潔 

四技財金一甲 簡子瑄 四技財金一乙 馬萱芳 

四技財金一甲 黃秋萍 四技財金一乙 廖國鳳 

四技財金一甲 何恣慧 四技財金一乙 王顥喻 

四技財金一甲 羅文琳 四技財金一乙 吳羽軒 

四技財金一甲 劉瑋庭 四技財金一乙 張瓊文 

四技財金一甲 莊承恩 四技財金一乙 吳亭宜 

四技財金一甲 佳淇 四技財金一乙 林采宜 

四技財金一甲 邱筱郁 四技財金一乙 王靖雯 

四技財金一甲 李長欣 四技財金一乙 彭珈芸 

四技財金一乙 江怡璇 四技財金一乙 陳家琦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財金一乙 鄧心語 四技財金一乙 陳敏敏 

四技財金一乙 黃冠婷 四技財金一乙 曾雅慧 

四技財金一乙 許文婷 四技財金一乙 劉宜盈 

四技財金一乙 黃唯寒 四技財金一乙 林 芸 

四技財金一乙 陳亮君 四技財金二乙 葉玉雯 

四技財金一乙 黃彩柔 四技財金三甲 周玫君 

四技財金一乙 余汶霖 

四技財金一乙 蘇映竹 

四技財金一乙 彭雨婕 

四技財金一乙 呂美杏 

四技財金一乙 黃亭瑄 

四技財金一乙 賴君柔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一甲 劉佳燕 四技運一甲 鄒幸娥 

四技運一甲 歐念彤 四技運一甲 林智暄 

四技運一甲 陳思涵 四技運一甲 曾心柔 

四技運一甲 黃佳莉 四技運一甲 林思潔 

四技運一甲 陳昕瑀 四技運一乙 徐芳怡 

四技運一甲 林沂錡 四技運一乙 羅宛琳 

四技運一甲 陳思瑀 四技運一乙 朱庭宜 

四技運一甲 蔡羽涵 四技運一乙 顏奕婷 

四技運一甲 田詩瀅 四技運一乙 王雅萱 

四技運一甲 徐亦慈 四技運一乙 鄭安佑 

四技運一甲 游雅帆 四技運一乙 翁維吟 

四技運一甲 黃韋晶 四技運一乙 范雁菱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一乙 鄧嘉萱 四技運二乙 劉淑真 

四技運一乙 楊珮婷 四技運二乙 石雪晨 

四技運一乙 林姿杏 四技運二乙 李抒涵 

四技運一乙 彭姿穎 四技運二乙 陳芊嫚 

四技運一乙 彭昭叡 四技運二乙 張惠玲 

四技運一乙 葉芸瑄 四技運二乙 洪璿鵑 

四技運一乙 黃靖茹 四技運二乙 楊毓婷 

四技運一乙 郭冠妤 四技運二乙 簡思敏 

四技運一乙 葉思慈 四技運三甲 葉禹情 

四技運二甲 戴瑞祺 四技運三甲 李欣穎 

四技運二甲 鍾馨霈 四技運三甲 廖千慧 

四技運二甲 李佳芫 四技運三甲 陳芷萱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運三乙 劉芳華 

四技運三乙 陳汶均 

四技運三乙 林彥茹 

四技運三乙 施羽真 

四技運四甲 陳妤婷 

四技運四乙 文晶宜 

四技運四乙 謝昀臻 

四技運四乙 宋珮瑜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行銷二乙 李芝儀 

四技行銷三乙 李玟瑾 

四技行銷三乙 陳郁薇 

四技行銷三乙 丁秀玲 

四技行銷三乙 徐藝耘 

四技行銷三乙 蔡禮陽 

四技行銷三乙 楊惠如 

四技行銷三乙 林宜芳 

四技行銷三乙 張語凌 

四技行銷三乙 劉素君 

四技行銷三乙 向紹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財金一甲 朱怡姿 四技財金一甲 林易萱 

四技財金一甲 高翊筑 四技財金一甲 鄭雅真 

四技財金一甲 林芳儀 四技財金一甲 詹雲喬 

四技財金一甲 高詩涵 四技財金一甲 謝宇玟 

四技財金一甲 王彥淳 四技財金一甲 黃馨誼 

四技財金一甲 游雅瑄 四技財金一甲 古家蓁 

四技財金一甲 張育軒 四技財金一甲 游曉諭 

四技財金一甲 陳亭汝 四技財金一甲 闕琬云 

四技財金一甲 吳美儀 四技財金一甲 蔡孟庭 

四技財金一甲 王素雲 

四技財金一甲 余婉誼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大陸學生 袁敏 

大陸學生 姜珂 

大陸學生 劉栩 

大陸學生 魏露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工二甲 賴岑 

四技資工二甲 廖秋涵 

四技資工四乙 陳函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一甲 黃于庭 四技資一甲 劉芳玲 

四技資一甲 王莘鏵 四技資一甲 藍雅筠 

四技資一甲 尤琬瑜 四技資一乙 古育如 

四技資一甲 楊詩琪 四技資一乙 陳婉玲 

四技資一甲 梁惠淋 四技資一乙 林欣儒 

四技資一甲 陳湘蕙 四技資一乙 林巧偲 

四技資一甲 陳曉慧 四技資二甲 徐佩君 

四技資一甲 李怡萱 四技資二甲 吳亞倩 

四技資一甲 古穎諠 四技資二乙 涂心藍 

四技資一甲 陳湘蕙 四技資二乙 彭芳琪 

四技資一甲 陳曉慧 四技資二乙 干子芸 

四技資一甲 李怡萱 四技資二乙 葉斯婕 

四技資一甲 古穎諠 四技資二乙 邱思雅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資二乙 李詠賢 

四技資二乙 江佳晴 

四技資二乙 孟 立 

四技資二乙 紀沛儒 

四技資二乙 李玟錤 

四技資三乙 陳奕妡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子一丙 張廷瑋 

四技子一丙 張筱萱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電一乙 馬子婷 

四技電一乙 周美君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四技應外四乙 賴岱伶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4 年 05 月 13 日體育室辦理

『汗動明新路跑活動』全程 3.7 公里，

特此證明。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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