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系列活動 

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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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洪鑫煌 四土環二乙 陳冠宏 四子二丙 

沈竑瑋 四土環四乙 曾德有 四子三乙 

謝其昀 四子一甲 黃冠騰 四子四甲 

胡誌升 四子一甲 吳勁辰 四子四甲 

林垣呈 四子一甲 姜信瑜 四子四甲 

黃承昱 四子一甲 黃昱翔 四子四乙 

李威志 四子一乙 呂紹逵 四子四丙 

林宥陞 四子二丙 鄧聿宏 四子四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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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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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林彥均 四子四丙 賴諄憲 四化材二乙 

林炎德 四子四丙 鄧澤言 四化材二乙 

沈宏謦 四子四丁 林品君 四化材二乙 

陳登聖 四技子五丁 楊陳志 四化材二乙 

王俊傑 四化材一乙 戴子傑 四化材二乙 

藍偉庭 四化材一乙 張樹峰 四化材二乙 

胡逸翔 四化材一乙 羅祐任 四化材二乙 

林辰穎 四化材二乙 黃章毓 四化材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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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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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劉柏志 四化材二乙 吳冠昇 四化材四乙 

許哲維 四化材三甲 羅順興 四化材四乙 

蕭博元 四化材四甲 楊凱斌 四光四甲 

莊富平 四化材四甲 陳鈿鋼 四光四乙 

林錦亭 四化材四甲   

楊 皓 四化材四甲   

湯曜丞 四化材四乙   

曾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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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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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陳揆和 四工二甲 詹皇軒 四財金三甲 

彭成維 四工三甲   

曾柏叡 四工三乙   

鄒兆融 四工四甲   

余興革 四工四甲   

賴鉦勝 四工四甲   

劉恩宇 四工四甲   

邱奕捷 四行銷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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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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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彭俊霖 四企一乙 葉幃翔 四企四乙 

朱文週 四企一乙 黃鈺翔 四企四乙 

張香聖 四企一乙 彭浚銘 四企四乙 

蘇信泓 四企一乙   

彭昇隆 四企一乙   

侯哲宇 四企一乙   

張桓曦 四企四乙   

張哲洵 四企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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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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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黃培傑 四休一甲 邱鴻宇 四老二乙 

温晉浩 四休一甲   

楊其軒 四休一甲   

張家瑋 四休一甲   

潘建銘 四休一甲   

閔俊皓 四休三甲   

高張騰 四休四甲   

康信文 四老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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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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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范成浩 四電一乙 葉翔明 四電一乙 

葉承鑫 四電一乙 黃博昇 四電一乙 

賴亭安 四電一乙 陳昶翔 四電一乙 

王智維 四電一乙 賴冠廷 四電一丙 

高紹溏 四電一乙 鄂忠廷 四電一丙 

林子祐 四電一乙 王 鈞 四電一丙 

顏銘進 四電一乙 林彥廷 四電一丙 

黃保翔 四電一乙 林浩濡 四電一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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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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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吳旻軒 四電一丙 楊玉欽 四電二乙 

張瓊倫 四電一丙 鄭立侖 四電二丙 

王廷豪 四電二甲 許智鈞 四電二丙 

古崇信 四電二甲 呂紹凱 四電二丙 

林旭良 四電二乙 張鈞弼 四電二丙 

張香竣 四電二乙 劉少榮 四電二丙 

林奕州 四電二乙 黃梓恩 四電三甲 

梁章荃 四電二乙 陳彥州 四電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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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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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吳柏樺 四電三甲 鍾蔚誠 四電三丙 

何奕霖 四電三甲 陳振弘 四電三丙 

余智皓 四電三甲 唐浩庭 四電三丙 

魏均屹 四電三甲 蔡旻烜 四電三丙 

胡聖俊 四電三乙 曾宇榮 四電四甲 

吳建陞 四電三乙 胡志秀 四電四乙 

林東霖 四電三乙 彭鐙賢 四電四乙 

陳建州 四電三丙 廖哲儀 四電四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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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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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蘶泓任 四電四甲 羅義順 四機一乙 

鄭智鴻 四電四丙 魏承羽 四機一乙 

李郁文 四電四丙 李兆鈞 四機一乙 

黃俊元 四電四丙 徐志仁 四機一乙 

徐晟崴 電機所一甲 謝明錩 四機一乙 

吳威霆 四機一甲 林詳致 四機一乙 

鍾仕頡 四機一乙 張學侑 四機一乙 

楊禮宏 四機一乙 葉俊延 四機一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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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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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曾世錡 四機一乙 周秉毅 四機二乙 

高秉鈞 四機一乙 林子敬 四機三乙 

陳冠宇 四機一乙 陳觀宇 四機四甲 

陳奕翰 四機一乙 紀又誠 四機四甲 

葉書豪 四機一乙 簡唯航 四機四乙 

陳逸群 四機二甲 徐宇樊 四機四乙 

何宗益 四機二甲 徐榮靖 四機四乙 

王韋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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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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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李岳霖 四資三甲 王興全 四資三乙 

陳志鵬 四資三甲 宋家名 四資三乙 

鄧邦成 四資三甲 高翔廷 四資四甲 

李威嶙 四資三甲   

謝政翰 四資三甲   

張鈞富 四資三乙   

許明丞 四資三乙   

黃植揚 四資三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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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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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劉文仁 四資工一乙 范振昆 四資工二甲 

彭家宏 四資工一乙 賴來煜 四資工二乙 

姜錦南 四資工一乙 蘇文聖 四資工二乙 

高博臃 四資工二甲 李佳立 四資工二乙 

温智經 四資工二甲 劉吉峰 四資工二乙 

魏浚清 四資工二甲 吳宇倫 四資工二乙 

張書恒 四資工二甲 李韋旻 四資工二乙 

劉 新 四資工二甲 吳御愷 四資工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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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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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劉吉峰 四資工二乙 戴士祐 四資工四甲 

吳宇倫 四資工二乙 陳佟亮 四資工四乙 

李韋旻 四資工二乙 秦國恩 四資工四甲 

吳御愷 四資工二乙 劉學恩 四資工四乙 

徐銘謙 四資工三甲 鍾禹祥 四資工四乙 

馮騰飛 四資工三乙 陳育驊 四資工五乙 

沈俊銘 四資工三乙 邱詳崴 四資工二甲 

松山尚平 四資工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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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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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游幃傑 四運一甲 黃麒峻 四運一甲 

葉俊強 四運一甲 林百謙 四運一甲 

徐仕軒 四運一甲 曾于家 四運一甲 

周廷峻 四運一甲 吳宜展 四運一甲 

陳韋安 四運一甲 朱峻輝 四運一甲 

呂 菘 四運一甲 姜禮翔 四運一甲 

龔鉦惟 四運一甲 葉俊國 四運一甲 

李瑞清 四運一甲 黃育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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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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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古育誠 四運一甲 邱浩軒 四運一乙 

李柏廷 四運一甲 呂泓儒 四運一乙 

沈錩旻 四運一甲 劉佳寯 四運一乙 

張家維 四運一甲 鍾皓偉 四運一乙 

吳承道 四運一甲 陳建宇 四運一乙 

楊浩恩 四運一甲 涂閔棋 四運一乙 

鄭瑋傑 四運一甲 彭名正 四運一乙 

湯予誠 四運一乙 曾挺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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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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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邱信元 四運一乙 彭國翔 四運一乙 

劉庭孟 四運一乙 楊益豪 四運一乙 

鄒 杰 四運一乙 陳瑞斌 四運一乙 

楊宜修 四運一乙 潘宥辰 四運二甲 

吳翰恩 四運一乙 楊秉哲 四運二甲 

呂祐慶 四運一乙 曾加銘 四運二甲 

賴傳霖 四運一乙 吳承學 四運二甲 

林子維 四運一乙 胥書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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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年 0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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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05月 23日 

羅偉軒 四運二甲 鍾衍霆 四應外四乙 

彭裕誠 四運二乙 方楚云 四應外四乙 

林朕威 四運三乙   

朱慶豪 四運四甲   

許彥誠 四運四乙   

周學林 四應外四乙   

鄧子健 四應外四乙   

鍾定軒 四應外四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