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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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李浩睿 四土環一甲   

江宏傑 四土環三甲   

鍾秉儒 四土環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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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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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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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徐威傑 四工一甲 陳姝涵 四工二甲 

張政賢 四工二乙 邱雯婷 四工二甲 

林其顥 四工二甲 陳怡蓁 四工二甲 

曾元泓 四工三乙 洪瀅芳 四工二甲 

劉邦智 四工四乙   

陳威榤 四工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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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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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林辰穎 四化材一乙   

劉庭瑄 四化材三甲   

張宗諺 四化材四甲   

林威呈 四化材四甲   

姚建宇 四化材四甲   

王鏡婷 四化材一乙   

陳秋馨 四化材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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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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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張婉蓉 四幼一乙 邱于倢 四幼一乙 

許嘉晏 四幼一乙 劉鈴芳 四幼一乙 

張雯婷 四幼一乙 王婷瑄 四幼一乙 

周品妤 四幼一乙 周佳璇 四幼一乙 

曾彥寧 四幼一乙 葉盈儀 四幼一乙 

張翊璇 四幼一乙 呂慧雯 四幼一乙 

陳文宣 四幼一乙 蔡宜軒 四幼一乙 

蔡佳儀 四幼一乙 李美澐 四幼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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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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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朱芷萱 四幼一乙 黃靜妤 四幼二乙 

劉宜芸 四幼一甲 郭宣佑 四幼二乙 

廖羿婷 四幼一甲 呂沛蓁 四幼二乙 

黃子芸 四幼一甲 馮筱卉 四幼二乙 

陳蕾安 四幼一甲 萬盈君 四幼三甲 

楊佩茹 四幼一甲 呂宛瑜 四幼三甲 

陳庭妤 四幼一甲 周怡君 四幼四甲 

曾鈺茹 四幼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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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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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陳彥霖 四企一乙   

車承浩 四企一甲   

吳奇錄 四企三乙   

葉婉霖 四企一甲   

陳韻竹 四企一甲   

劉俐君 四企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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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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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羅兆偉 四休一乙 楊瓊文 四休二乙 

賴奇鋒 四休一乙 曾月琪 四休三甲 

張浚宏 四休一甲 陳美鳳 四休四甲 

崔紘僑 四休三甲   

黃志傑 四休四甲   

林祐宇 四休四甲   

富融聖 四休四甲   

葉長庭 四休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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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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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熊建華 四光一甲   

李哲安 四光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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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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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蕭顗宴 四老二乙 彭冠儒 四老二甲 

胡家馨 四老二乙 陳雅萱 四老二甲 

羅敏安 四老二乙 涂思琪 四老二甲 

邱欣慧 四老二乙 葉明潔 四老二甲 

蔣美億 四老二甲 林緯蓁 四老二甲 

巫郁茹 四老二甲 蘇怡心 四老二甲 

陳佳琪 四老二甲   

王怡萱 四老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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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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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陳巧君 四老三乙 何峻甯 四老服一甲 

呂語瑄 四老三乙 謝明蓉 四老服一甲 

陳慧勤 四老三乙 李佳縈 四老服一甲 

呂嘉汶 四老三乙 古心儀 四老服四乙 

劉懿萱 四老四乙 李婕瑀 四老服四乙 

范媛鈞 四老四乙   

李珮瑜 四老四乙   

葉冠婷 四老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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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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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康信文 四老一乙 楊以理 四老二甲 

彭義峻 四老一乙 王維德 四老二甲 

邱鴻宇 四老一乙 呂昊哲 四老二甲 

曹義民 四老一乙 曾煒峻 四老二甲 

黃 文 四老一乙 涂振軒 四老二甲 

鍾文勝 四老一乙 林沛盈 四老一甲 

吳佳峻 四老一乙 余家艷 四老一甲 

林馮愷承 四老一甲 莊惠媚 四老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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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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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陳怡婷 四行銷二甲   

吳宜儒 四行銷二甲   

蔡麗娟 四行銷二甲   

徐珮庭 四行銷二甲   

湯婕茹 四行銷二甲   

邱子庭 四行銷二甲   

林瑋勤 四行銷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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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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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徐慶霖 四行銷一甲 李思賢 四行銷一甲 

甘興憲 四行銷一甲 顏筑渝 四行銷一甲 

徐翊洋 四行銷一甲 張萱煢 四行銷一乙 

楊主聖 四行銷一甲 游惠婷 四行銷一乙 

鄭又文 四行銷一甲 黃瑀瑩 四行銷一乙 

廖韋喬 四行銷一甲   

吳桂綺 四行銷一甲   

羅心彤 四行銷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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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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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林聖達 電機所一甲   

洪沛璔 管研所一甲   

游苙宏 管研所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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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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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張葦徹 四旅二乙   

彭皓儀 四旅二甲   

林冠宇 四旅四乙   

吳承恩 四旅四甲   

黃煒霖 四旅二乙   

林佳忻 四旅四乙   

陳湘嫺 四旅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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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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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張書衡 四財金五乙 饒心茹 四財金二乙 

朱柏丞 四財金四乙 朱亦又 四財金三乙 

陳家郁 四財金四甲 姚宛彤 四財金四乙 

謝文雄 四財金四甲 黃雅琳 四財金四乙 

謝嘉文 四財金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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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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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余政修 四資工一甲   

陳冠宇 四資工一甲   

朱陳建宇 四資工一甲   

陳誌鈞 四資工一甲   

吳明謙 四資工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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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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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韓鈞祺 四資工二乙 黃韋傑 四資工二甲 

林佑威 四資工二乙 郭晉安 四資工二甲 

沈俊銘 四資工二乙 向偉豐 四資工二甲 

曾泓鈞 四資工二乙 王偉瀚 四資工二甲 

朱裕仁 四資工二乙 張佑銓 四資工二甲 

顏孝東 四資工二乙   

彭裕誠 四資工二乙   

劉恩杰 四資工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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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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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葉軒豪 四資工三乙 林致超 四資工四乙 

劉學恩 四資工三乙 黃泰鈞 四資工四甲 

彭建瑋 四資工三乙 鄭育旻 四資工四甲 

張允中 四資工四乙 劉人豪 四資工四甲 

徐琮竣 四資工四乙 鄧雅榕 四資工二甲 

黃程慶 四資工四乙 賴韻婷 四資工三乙 

涂友瑜 四資工四乙 范曉如 四資工三乙 

古峻杰 四資工四乙 范宜葳 四資工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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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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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王興全 四資二乙   

謝政翰 四資二甲   

劉冠麟 四資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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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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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李姿璇 四運一甲 溫欣瑜 四運一甲 

陳怡均 四運一甲 黎辰慧 四運一甲 

彭莉雯 四運一甲   

黃巧卉 四運一甲   

楊哲瑄 四運一甲   

劉詩涵 四運一甲   

鄭雅蓴 四運一甲   

簡筱芬 四運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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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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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郭淳瑜 四運一乙 陳子筠 四運一乙 

謝宛庭 四運一乙 彭鈺婷 四運一乙 

彭珮慈 四運一乙   

邱郁樺 四運一乙   

許桂綺 四運一乙   

楊淯棋 四運一乙   

鄭羽芯 四運一乙   

黃立屏 四運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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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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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黃文立 四運一甲 黃威碩 四運一甲 

潘宥辰 四運一甲 葉名祐 四運一甲 

余旻高 四運一甲 羅偉軒 四運一甲 

楊秉哲 四運一甲 李振瑋 四運一甲 

曾加銘 四運一甲 蔡曜丞 四運一甲 

胥書豪 四運一甲 徐皓庭 四運一甲 

郭書晟 四運一甲 吳喆元 四運一甲 

郭 豪 四運一甲 黃柏愷 四運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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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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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郭先一 四運一乙 陳彥凱 四運一乙 

高浩庭 四運一乙 林耘暉 四運一乙 

翁 瑀 四運一乙 張昱傑 四運一乙 

陳威宇 四運一乙 郭政 四運一乙 

何諭品 四運一乙 陳昌圻 四運一乙 

李仁佑 四運一乙 黃于軒 四運一乙 

詹鈞翔 四運一乙 楊昇峻 四運一乙 

簡博鈞 四運一乙 鄧永聖 四運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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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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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許育誠 四運三乙   

曾柏儒 四運三乙   

邱翊儒 四運三甲   

鍾皓宇 四運三甲   

陳茂榜 四運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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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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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許書維 四運一甲 林雯英 四運一甲 

古士儒 四運一甲 李玥慈 四運一甲 

李廷祐 四運一甲 何涵寧 四運一甲 

李昀育 四運一甲 邱如意 四運一甲 

曾昱桓 四運一甲 張芳瑜 四運一甲 

黃泯皓 四運一甲 張庭筠 四運一甲 

黃思琦 四運一甲 諶筱涵 四運一甲 

呂文文 四運一甲 吳翎瑛 四運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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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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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呂紹綺 四運一乙 鍾定勳 四運一乙 

曾品嘉 四運一乙 王靜萱 四運一乙 

楊仁豪 四運一乙 李佩倫 四運一乙 

謝宇星 四運一乙 李音誼 四運一乙 

田書維 四運一乙 王家騏 四運一乙 

林仁杰 四運一乙 王麗雯 四運一乙 

楊智翔 四運一乙 王子欣 四運一乙 

簡宏宇 四運一乙 田妤芯 四運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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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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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鄭凱元 四運二甲 劉政鑫 四運二甲 

邱顯堯 四運二甲 王 敏 四運二甲 

林洋頤 四運二甲 徐至亭 四運二甲 

李定儒 四運二甲 廖志娟 四運二甲 

胡恩哲 四運二甲 呂秀品 四運二甲 

陳柏丞 四運二甲   

郭 頎 四運二甲   

邱士瑋 四運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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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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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邱顯倫 四運二乙 林美茹 四運二乙 

宋賀誠 四運二乙 張舒雁 四運二乙 

成皓天 四運二乙 嚴冠淳 四運二乙 

陳威翔 四運二乙 張珉鈴 四運二乙 

吳民嘉 四運二乙 黎睿涵 四運二乙 

鄭謦堂 四運二乙 趙亭雅 四運二乙 

謝祥文 四運二乙 盧德紘 四運二乙 

陳鈞維 四運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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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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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曾郁盛 四子一丁 詹邦立 四子一甲 

賴致樺 四子一丁   

鄭博耀 四子一丁   

謝文嘉 四子一丁   

葉鴻佑 四子一丁   

李沂軒 四子一甲   

吳偉翔 四子一甲   

魏彥琦 四子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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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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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古文翔 四子二丙 廖可文 四子四丁 

劉佾政 四子二丙 張筱萱 四子三丙 

游植凱 四子二甲   

侯博仁 四子二甲   

彭俊豪 四子二甲   

黃李瑄 四子三丙   

黃祉朝 四子四乙   

徐浩鈞 四子四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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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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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徐奕踅 四電一乙   

鄭立侖 四電一丙   

李盛豪 四電一丙   

林政緯 四電一丙   

葉子賢 四電一丙   

陳建州 四電二丙   

郭芳昊 四電二丙   

陳振弘 四電二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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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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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張逸鈞 四電三乙 陳威溢 四電四丙 

張植勛 四電三乙 羅盛廷 四電四丙 

彭柏  四電三乙 劉祐螢 四電四丙 

黃國欽 四電三乙   

蔡宗熹 四電三丙   

曾嘉彥 四電三甲   

張勝傑 四電四乙   

黃致惟 四電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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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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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賴增文 四機一乙 蔡宗霖 四機二乙 

范罡炫 四機一乙   

彭薪成 四機一乙   

許愷倫 四機一乙   

王韋翰 四機一乙   

周秉毅 四機一乙   

莊侑澤 四機二乙   

林子敬 四機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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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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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劉禹安 四機三乙 呂奕辰 四機四甲 

潘世勳 四機三乙   

王昀霖 四機三甲   

陳觀宇 四機三甲   

李威弘 四機三甲   

紀又誠 四機三甲   

鄒年盛 四機四乙   

吳明學 四機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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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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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吳世麗 四應外二甲 江芷靚 四應外一甲 

曾怡玲 四應外四乙 陳子蓁 四應外一甲 

范智寧 四應外四乙 曾婉伶 四應外一甲 

徐珮云 四應外四甲 呂品潔 四應外一甲 

徐伊紅 四應外一甲 李昀嬛 四應外一甲 

吳昀靜 四應外一甲 林孟築 四應外一甲 

黃玉涵 四應外一甲 高妤瑄 四應外一甲 

羅苡庭 四應外一甲 李孟庭 四應外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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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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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翟中瑜 四應外一甲 林雨璇 四應外一乙 

邱柏瑄 四應外一甲 林郁穎 四應外一乙 

徐佩鈴 四應外一甲 翟中瑄 四應外一乙 

吳罕佳 四應外一甲 朱庭萱 四應外一乙 

劉 秀 四應外一甲 呂嘉綺 四應外二甲 

劉子靖 四應外一甲 徐珮云 四應外四甲 

吳世鑽 四應外一甲   

陳立庭 四應外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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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 05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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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 05月 03日 

四應外一甲 莊皓程 

四應外一甲 蘇浩威 

四應外一乙 沈俊叡 

四應外三甲 楊竣傑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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