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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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雨靜 四休一甲 黃惠榆 四老二乙 

林佳樺 四休一甲 蔡善如 四老二乙 

廖佑倫 四休三甲 施雅庭 四老二乙 

姜惠馨 四休四甲 鍾佳穎 四老三甲 

莊雅鈞 四休四甲 章竹萱 四老三甲 

吳偉如 四休四甲 范嘉文 四老三甲 

劉馨云 四老二甲 陳巧君 四老四乙 

許亭伊 四老二乙 方奕文 四老四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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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心彤 四行銷二甲 蔡宜軒 四幼一乙 

李思賢 四行銷二甲 葉 翎 四幼一乙 

陳美彤 四行銷四甲 簡毓萱 四幼一乙 

余詩涵 四幼一甲 古怡瑩 四幼一乙 

林夢瑩 四幼一甲 劉霈萱 四幼一乙 

許博琇 四幼一甲 陳俞廷 四幼一乙 

謝宇綸 四幼一乙 吳品萱 四幼一乙 

梁雅雯 四幼一乙 李育綺 四幼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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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郁萍 四幼二甲 程瀞萱 四財金二乙 

洪芊竺 四幼二甲 嚴郁婷 四財金二乙 

吳鑲諭 四幼二甲 徐紫慈 四財金二乙 

楊佩茹 四幼二甲 蔡佳穎 四財金二乙 

林欣諺 四幼三甲 洪毓均 四財金二乙 

廖若然 四財金二甲 趙文瑄 四財金三甲 

林巧雯 四財金二乙 彭珈芸 四財金四乙 

簡瑜寬 四財金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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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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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雅茹 四資一乙 陳湘妮 四旅二乙 

黃雅茹 四資二甲 董子筠 四旅二乙 

唐佳琪 四資二甲   

鄒燕茹 四資三乙   

吳庭瑜 四旅二甲   

袁 婕 四旅二甲   

陳薈蘭 四旅二乙   

鍾佩玲 四旅二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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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宜真 四創業四甲 尹詩汶 四運一乙 

趙紫澐 四運一甲 黃思萍 四運一乙 

葉舫彤 四運一甲 陳芯瑀 四運一乙 

楊佳蓁 四運一甲 李筱翎 四運一乙 

莊珈綾 四運一甲 李雅琪 四運一乙 

賴奕諠 四運一甲 廖郁婷 四運一乙 

彭祖緣 四運一甲 蘇裕涵 四運一乙 

吳可喬 四運一乙 黃詩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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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彥忻 四運一乙 尹詩汶 四運一乙 

趙紫澐 四運一甲 黃思萍 四運一乙 

葉舫彤 四運一甲 陳芯瑀 四運一乙 

楊佳蓁 四運一甲 李筱翎 四運一乙 

莊珈綾 四運一甲 李雅琪 四運一乙 

賴奕諠 四運一甲 廖郁婷 四運一乙 

彭祖緣 四運一甲 蘇裕涵 四運一乙 

吳可喬 四運一乙 黃詩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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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雅婷 四運一乙 彭巧妃 四應外三甲 

王姿文 四運一乙 陳恩喬 四應外三甲 

李音誼 四運二乙 陳彥蓁 四應外四乙 

王家騏 四運二乙 田淇園 四應外四乙 

張珉玲 四運三乙 吳明廷 四土環三甲 

葉鈺瑄 四應外一甲 范庭瑄 四資工三乙 

高毓婷 四應外一甲 王鏡婷 四化材二乙 

謝靜萱 四應外一甲 鍾雅淳 四化妝品四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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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詩婷 四休一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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