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黎建賢 四技土環三乙 黃致唯 四技土環一乙 

王宏益 四技土環三乙 王耀瑾 四技土環一乙 

劉邦諒 四技土環三乙 邱富穎 四技土環一乙 

黃柏倫 四技土環一甲 游宇翔 四技土環一乙 

徐浩軒 四技土環一甲 李昱喬 四技土環一乙 

胡鈞翔 四技土環一甲 張濰璿 四技土環一乙 

李沐霖 四技土環一甲 陳荐鏞 四技土環一乙 

賴品嘉 四技土環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劉慈宏 四技子四甲 陳冠廷 四技子四丙     

    林皓源 四技子四甲 張汪峻 四技子四丙     

    楊泓偉 四技子四乙 李暐澤 四技子四丙     

    鍾明志 四技子四丙 鍾長豫 四技子三乙     

    米先煒 四技子四丙 鄭偉廷 四技子三乙     

    蕭宇傑 四技子四丙 陳金天 四技子三丙     

    曾育威 四技子四丙 徐昌平 四技子三丙     

    吳仁平 四技子四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莊坤陞 四技子二甲 朱紀綱 四技子二丙     

    李易洋 四技子二甲 曹晉維 四技子二丁     

    彭晉倫 四技子二甲 葉紘維 四技子二丁     

    筑鈞 四技子二乙 蔡軒豪 四技子二丁     

    蕭佑軒 四技子二乙 余欣庭 四技子一甲     

    葛敦元 四技子二乙 劉玉瑩 四技子一甲     

    古正賢 四技子二乙 彭冠爾 四技子一甲     

    張筱萱 四技子二丙 陳奕杰 四技子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游植凱 四技子一甲 徐慈宣 四技子一丙     

    侯博仁 四技子一甲 陳昆鴻 四技子一丙     

    彭俊豪 四技子一甲 陳奕達 四技子一丙     

    林川凱 四技子一乙 劉佾政 四技子一丙     

    林啟勝 四技子一乙 連坤瑋 四技子一丙     

    王承謙 四技子一乙 侯柏瑞 四技子一丁     

    謝定宏 四技子一乙 姜泰禾 四技子一丁     

    呂耀欣 四技子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洪崧峰 四技工三乙 邱雯婷 四技工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羅文駿 四技化材五乙 朱伯健 四技化材一乙 

林威呈 四技化材三甲   

李皓程 四技化材二甲   

蔡皓安 四技化材二甲   

劉宇哲 四技化材二乙   

洪聖惟 四技化材一甲   

周晉賢 四技化材一甲   

余晨愷 四技化材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劉碧鴻 四技幼四甲 曾莉棼 四技幼二乙 

廖雅慧 四技幼四甲 潘琦雅 四技幼二乙 

蔡宜軒 四技幼四甲 文霈芸 四技幼二乙 

鄧郁萱 四技幼四乙 羅雪芬 四技幼二乙 

王珮珊 四技幼四乙 鍾美慧 四技幼二乙 

廖韻雯 四技幼四乙 廖千慧 四技幼二乙 

萬盈君 四技幼二甲 余慧君 四技幼一甲 

呂宛瑜 四技幼二甲 呂艾琳 四技幼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宛晴 四技幼一甲 李筱筑 四技幼一甲 

張晏慈 四技幼一甲 邱靖純 四技幼一甲 

張雯茜 四技幼一甲 郝珮妤 四技幼一甲 

呂芷蓉 四技幼一甲 陳奕汝 四技幼一甲 

彭茜渝 四技幼一甲 楊忻婷 四技幼一甲 

林富瑤 四技幼一甲 楊心恩 四技幼一甲 

王冠翎 四技幼一甲 林欣諺 四技幼一甲 

陳筱君 四技幼一甲 鄭雅玲 四技幼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鄭雅竹 四技幼一甲 雷孝萱 四技幼一甲 

韋婷 四技幼一甲 黃家容 四技幼一甲 

黃詩羽 四技幼一甲 何巧安 四技幼一甲 

許芳瑋 四技幼一甲 周佳莉 四技幼一甲 

馬芳儀 四技幼一甲 朱婉甄 四技幼一甲 

楊微涓 四技幼一甲 連妙珊 四技幼一甲 

林姿羽 四技幼一甲 陳羿華 四技幼一甲 

李丞晏 四技幼一甲 曾茜如 四技幼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徐芳雯 四技幼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劉美君 四技企二乙 朱芸妗 四技企一甲     

    謝佳容 四技企二乙 饒蕎羽 四技企一甲     

    黃辰熏 四技企二乙 林蘭瑄 四技企一甲     

    廖子瑄 四技企二乙 許存惠 四技企一甲     

    賈斯晏 四技企二乙 黃姵錂 四技企一甲     

    邱宛萱 四技企二乙 曾家昀 四技企一甲     

    彭婉筑 四技企二乙 呂冠葶 四技企一甲     

    姚怡君 四技企一甲 王筱瑄 四技企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黃昱引 四技企一甲 許予瑄 四技企一甲     

    蘇映庭 四技企一甲 楊黎姿 四技企一甲     

    李 綺 四技企一甲 陳思羽 四技企一甲     

    李如媛 四技企一甲 余曉雅 四技企一甲     

    呂珈慧 四技企一甲 陳尚謙 四技企一甲     

    陳繶莛 四技企一甲 唐 舜 四技企一甲     

    彭靖方 四技企一甲 劉皓翔 四技企一甲     

    吳庭瑄 四技企一甲 楊明璋 四技企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林子謙 四技企一甲       

    蔡庭瑋 四技企一甲       

    游坤庭 四技企一甲       

    吳耿豪 四技企一甲       

    薛揚錦 四技企一甲       

    林彥甫 四技企一甲       

    范智雄 四技企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曹智琦 四技休三甲 陳佳琪 四技休一甲 

鍾佩予 四技休二乙 童映恩 四技休一甲 

龔郁婷 四技休二乙 郭紹萱 四技休一甲 

賴竺瑩 四技休二乙 王詩妤 四技休一甲 

黃捷芳 四技休一甲 蔡鈺心 四技休一甲 

羅 晴 四技休一甲 徐藝瑄 四技休一甲 

馬晴慧 四技休一甲 劉 薇 四技休一甲 

陳素惠 四技休一甲 林芸萱 四技休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張延帆 四技休一甲 陳瑋婷 四技休一乙 

蕭卉雯 四技休一乙 張巧瑩 四技休一乙 

葉育芳 四技休一乙 彭姿萁 四技休一乙 

王芊茹 四技休一乙 徐韶均 四技休一乙 

林怡婷 四技休一乙 陳怡萱 四技休一乙 

胡毓亭 四技休一乙 鄭禹暄 四技休一乙 

楊瓊文 四技休一乙 陳怡婷 四技休一乙 

胡瑞恩 四技休一乙 黃苡瑄 四技休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林佩茹 四技休一乙 楊書旻 四技休一乙 

陳毓敏 四技休一乙 駱俋安 四技休一乙 

盧佳妘 四技休一乙 謝棟樑 四技休一乙 

鍾承恩 四技休一乙   

羅得暟 四技休一乙   

陳詩杰 四技休一乙   

徐仲彥 四技休一乙   

黃科豪 四技休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永年 四技光三乙       

    鍾庭宇 四技光一乙       

    杜維銘 四技光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虹諭 四技老五甲 楊景瑄 四技老一甲 

王舒霈 四技老二甲 彭冠儒 四技老一甲 

岑嘉玲 四技老二甲 吳彩荷 四技老一甲 

曾玉萱 四技老二甲 盧冠羽 四技老一甲 

簡如敏 四技老二甲 林佳萱 四技老一甲 

林于力 四技老二甲 張菁珉 四技老一甲 

陳巧君 四技老二乙 池懿芳 四技老一甲 

呂嘉汶 四技老二乙 李憶婷 四技老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駱彥竹 四技老一甲   

陳冠彣 四技老一甲   

蘇鈺捷 四技老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楊詩婷 四技行銷二甲   

陳雅雯 四技行銷一乙   

吳釆庭 四技行銷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劉芳君 四技旅四甲 蔡昀磬 四技旅一甲 

林姿君 四技旅四甲 蔡瑾瑜 四技旅一甲 

許怡婷 四技旅四甲 謝孟潔 四技旅一甲 

簡伯學 四技旅四甲 何書瑤 四技旅一甲 

蔡崇昱 四技旅四乙 黃昀萱 四技旅一甲 

許家維 四技旅四乙 林佩妤 四技旅一甲 

周偉達 四技旅四乙 莊凱如 四技旅一甲 

杜佳欣 四技旅一甲 許欣貽 四技旅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李季庭 四技旅一甲 鄧琝馨 四技旅一甲 

吳芳如 四技旅一甲 劉芷彤 四技旅一甲 

范芷妍 四技旅一甲 籃佩柔 四技旅一甲 

李昀璉 四技旅一甲 陳宜廷 四技旅一甲 

王雅翎 四技旅一甲 吳孟芹 四技旅一甲 

林資涵 四技旅一甲 林佳穎 四技旅一甲 

鄧宇茗 四技旅一甲 吳雨洋 四技旅一甲 

吳筱萱 四技旅一甲 黃詩涵 四技旅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周語柔 四技旅一甲 陳薪喨 四技旅一甲 

洪梓芯 四技旅一甲 彭皓儀 四技旅一甲 

林子琪 四技旅一甲 王 皓 四技旅一甲 

黃怡婷 四技旅一甲 李賢昱 四技旅一甲 

何怡諼 四技旅一甲 林仕恩 四技旅一甲 

劉玉淇 四技旅一甲 呂祐安 四技旅一甲 

邢承愷 四技旅一甲 詹仕斌 四技旅一甲 

傅建明 四技旅一甲 吳俊融 四技旅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建忠 四技旅一甲 洪梓菱 四技旅一乙 

鍾育寧 四技旅一乙 謝雅軒 四技旅一乙 

李思萱 四技旅一乙 葉仕豪 四技旅一乙 

唐翊琁 四技旅一乙 張葦徹 四技旅一乙 

王郁汝 四技旅一乙   

黃佳瑩 四技旅一乙   

陳思亦 四技旅一乙   

謝玟琳 四技旅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蔣友庭 四技財金一甲 葉家宏 四技財金三乙     

    黎欣慈 四技財金一甲 蔡松原 四技財金三乙     

    羅珮珊 四技財金一甲 楊 翊 四技財金二甲     

    陳柏源 四技財金一乙 梁筱妮 四技財金二甲     

    簡宇晟 四技財金一乙 謝佳敏 四技財金二甲     

    陳芃印 四技財金一乙 許婷媛 四技財金二甲     

    姜皓文 四技財金一乙 邱筱郁 四技財金二甲     

    吳國峯 四技財金三乙 賴君柔 四技財金二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蔣友庭 四技財金一甲       

    黎欣慈 四技財金一甲       

    羅珮珊 四技財金一甲       

    陳柏源 四技財金一乙       

    簡宇晟 四技財金一乙       

    陳芃印 四技財金一乙       

    姜皓文 四技財金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林永超 陸生   

李傳華 陸生   

郗雲靖 陸生   

李小文 陸生   

陳智英 陸生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彭翊齊 四技資四甲 陳俊維 四技資三甲     

    陳威倫 四技資四甲 黃佩萱 四技資三乙     

    宋銘皓 四技資四甲 黃靖媛 四技資二乙     

    曾義傑 四技資四甲 江柏勳 四技資一甲     

    蘇士庭 四技資四乙 鄒詠全 四技資一甲     

    楊明峰 四技資四乙 林竺萱 四技資一乙     

    高念淮 四技資三甲 曾怡茹 四技資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張君慈 四技資工四甲 呂振安 四技資工四乙     

    白祥廷 四技資工四甲 劉佳雨 四技資工四乙     

    何浩宇 四技資工四甲 邱政閔 四技資工三甲     

    謝基源 四技資工四甲 陳政宇 四技資工三甲     

    陳宇哲 四技資工四甲 劉人豪 四技資工三甲     

    張嗣懋 四技資工四乙 劉冠麟 四技資工三甲     

    曾邦益 四技資工四乙 張允中 四技資工三乙     

    羅章軒 四技資工四乙 林致超 四技資工三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謝侑融 四技資工二甲 顏孝東 四技資工一乙     

    郭晉安 四技資工一甲 葉佐駿 四技資工一乙     

    韓鈞祺 四技資工一乙 謝郁仲 四技資工一乙     

    林佑威 四技資工一乙 王顗僑 四技資工一乙     

    林侑生 四技資工一乙 彭裕誠 四技資工一乙     

    張森謙 四技資工一乙 廖介銘 四技資工一乙     

    沈俊銘 四技資工一乙 尹國翰 四技資工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楊丞蓓 四技運四甲 林岳賢 四技運四甲 

李欣穎 四技運四甲 洪培智 四技運四甲 

劉姿君 四技運四甲 劉芳華 四技運四乙 

陳芷萱 四技運四甲 陳汶均 四技運四乙 

徐懿莛 四技運四甲 陳世峰 四技運四乙 

曾華省 四技運四甲 邱喨瑜 四技運三甲 

賴庚晨 四技運四甲 鄭竹芳 四技運三甲 

羅章霖 四技運四甲 劉子誠 四技運三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牟柏澄 四技運三乙 呂柏憲 四技運二甲 

李俊緯 四技運三乙 彭裕峰 四技運二甲 

陳茂榜 四技運三乙 葉正元 四技運二甲 

王峪丞 四技運三乙 張志宇 四技運二甲 

陳昕瑀 四技運二甲 楊子豪 四技運二甲 

鄒幸娥 四技運二甲 楊承翰 四技運二甲 

姜欣伶 四技運二甲 邱翊儒 四技運二甲 

曾治穎 四技運二甲 紀冠舟 四技運二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吳信緯 四技運二甲 張湘琳 四技運二乙 

游聖揚 四技運二甲 許育誠 四技運二乙 

鍾皓宇 四技運二甲 梁兆甫 四技運二乙 

顏奕婷 四技運二乙 吳正裕 四技運二乙 

王雅萱 四技運二乙 曾冠齊 四技運二乙 

鄭安佑 四技運二乙 李聖群 四技運二乙 

彭姿穎 四技運二乙 廖庭弘 四技運二乙 

葉思慈 四技運二乙 劉邦昇 四技運二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曾柏儒 四技運二乙 陳志語 四技運二乙 

邱鈺丞 四技運二乙 凌薇妮 四技運一甲 

黃義明 四技運二乙 吳敏琪 四技運一甲 

王恩洋 四技運二乙 蔡帛希 四技運一甲 

鄭峻益 四技運二乙 黃湘庭 四技運一甲 

林鈺緯 四技運二乙 曾瓊萱 四技運一甲 

張鈞皓 四技運二乙 彭鈺雯 四技運一甲 

黃國興 四技運二乙 劉帷蓁 四技運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呂欣芸 四技運一甲 林子承 四技運一甲 

黃立筑 四技運一甲 葉威廷 四技運一甲 

陳姵慈 四技運一甲 邱顯堯 四技運一甲 

吳念樺 四技運一甲 吳康銘 四技運一甲 

周郁珊 四技運一甲 蔡佳成 四技運一甲 

邱凱琳 四技運一甲 吳宣範 四技運一甲 

鄭宇婷 四技運一甲 詹智麟 四技運一甲 

馮文灝 四技運一甲 陳恩賜 四技運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林家生 四技運一甲 張予禎 四技運一乙 

蔡宇軒 四技運一甲 徐映翹 四技運一乙 

胡恩哲 四技運一甲 吳怡柔 四技運一乙 

劉俊夫 四技運一甲 徐千惠 四技運一乙 

邱士瑋 四技運一甲 林姵吩 四技運一乙 

林錦辰 四技運一甲 吳芳如 四技運一乙 

梁紋慈 四技運一乙 張舒雁 四技運一乙 

李冠儀 四技運一乙 邱蓉蓁 四技運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馬嘉蔚 四技運一乙 鄭士維 四技運一乙 

邱欣妤 四技運一乙 鄭宇倫 四技運一乙 

林靜芬 四技運一乙 林家全 四技運一乙 

彭欣怡 四技運一乙 廖學政 四技運一乙 

謝沛辰 四技運一乙 何酋鋒 四技運一乙 

陳怡君 四技運一乙 卓裕軒 四技運一乙 

洪佳妮 四技運一乙 陳威翔 四技運一乙 

丁沁玫 四技運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廖俊嘉 四技電四甲 羅元嶺 四技電四丙     

    廖經祥 四技電四甲 黃晨福 四技電四丙     

    廖壯憲 四技電四甲 莊盛淯 四技電四丙     

    高旭岳 四技電四乙 毛建丞 四技電四丙     

    黃景毅 四技電四乙 徐晟崴 四技電三甲     

    王子軒 四技電四乙 謝振廷 四技電三甲     

    柯承志 四技電四乙 劉祐螢 四技電三丙     

    楊孟諭 四技電四丙 郭彥麟 四技電三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威溢 四技電三丙 許茗閎 四技電二甲     

    張智堯 四技電三丙 鄭皓偉 四技電二甲     

    張嘉文 四技電三丙 鄧宇翔 四技電二丙     

    羅盛廷 四技電三丙 陳有倫 四技電二丙     

    陳冠霖 四技電二甲 蔡宗熹 四技電二丙     

    彭文昇 四技電二甲 姜棟元 四技電一甲     

    鄒寶萱 四技電二甲 賴資孟 四技電一甲     

    連國兆 四技電二甲 詹瑞翔 四技電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林仕恩 四技電一甲 郭芳昊 四技電一丙     

    吳韋德 四技電一甲       

    曾偉哲 四技電一甲       

    何宜哲 四技電一甲       

    蘇品軒 四技電一乙       

    陳祥凱 四技電一乙       

    林尚賢 四技電一乙       

    陳建州 四技電一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范家銘 四技機四甲 呂奕辰 四技機三甲 

邱繼聖 四技機四甲 徐國翔 四技機三甲 

楊竣宇 四技機四乙 陳能星 四技機三乙 

楊恩冠 四技機四乙 馮大衛 四技機三乙 

黃偉恩 四技機四乙 連哲億 四技機三乙 

劉灝 四技機四乙 鄒年盛 四技機三乙 

歐俊辰 四技機四乙 毛冠睿 四技機三乙 

吳炫志 四技機三甲 莊登甫 四技機三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宏義 四技機三乙 葉韋廷 四技機二乙 

陳昱瑋 四技機三乙 胡硯淳 四技機一甲 

潘永倫 四技機二甲 劉昕岳 四技機一甲 

陳觀宇 四技機二甲 謝茂霖 四技機一甲 

紀又誠 四技機二甲 陳重宇 四技機一甲 

林呈嘉 四技機二乙 何 杰 四技機一甲 

沈政嶔 四技機二乙 黃少檠 四技機一甲 

王陳文盛 四技機二乙 張傑琳 四技機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陳冠廷 四技機一甲   

林子敬 四技機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施又綾 四技應外二甲 林埝茹 四技應外一甲     

    藍季妍 四技應外二乙 陳皓蓉 四技應外一甲     

    陳翊慈 四技應外二乙 陳薇如 四技應外一甲     

    呂嘉綺 四技應外一甲 黃慧菁 四技應外一甲     

    戴亞暄 四技應外一甲 古芸汝 四技應外一甲     

    呂恬妤 四技應外一甲 黃子馨 四技應外一甲     

    林湘瑀 四技應外一甲 范書睿 四技應外一甲     

    羅湘庭 四技應外一甲 董嘉詩 四技應外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黃雅君 四技應外一甲 褚又榛 四技應外一甲     

    王德馨 四技應外一甲 陳 葶 四技應外一甲     

    羅珮慈 四技應外一甲 張馨云 四技應外一甲     

    戴家芸 四技應外一甲 婷雯 四技應外一甲     

    莊嘉欣 四技應外一甲 陳政瑋 四技應外一甲     

    陳姵妤 四技應外一甲 蔡政龍 四技應外一甲     

    曹若情 四技應外一甲 林紹欽 四技應外一甲     

    李奕妤 四技應外一甲 王彥增 四技應外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王致瑄 四技應外一甲 劉嘉芸 四技應外一乙     

    鄭皓澤 四技應外一甲 許雁晴 四技應外一乙     

    陳彥宇 四技應外一甲 徐瑩珊 四技應外一乙     

    倪崇維 四技應外一甲 林婉婷 四技應外一乙     

    陳冠中 四技應外一甲 邱以欣 四技應外一乙     

    呂峻豪 四技應外一甲 張竣富 四技應外一乙     

    林望凱 四技應外一甲 于兆祥 四技應外一乙     

    范子祥 四技應外一甲 徐暐程 四技應外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體育室辦理

『汗動明新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

特此證明。 

學生組 完成名單 

中華民國 105年 05月 18日 

顏廷宇 四技土環一甲   

楊凱淇 四技土環一甲   

李冠億 四技子一甲   

張安沂 四技財金三乙   

甯 唯 四技財金一甲   

吳家睿 四技財金一甲   

陳美鳳 四技休三甲   

陳心慧 四技財金三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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