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林子菱 四技應外二甲 王思淳 四技運一甲 江珮綺 四技運一乙 尹詩汶 四技運二乙 

梁雅婷 四技應外二甲 楊琇淳 四技運一甲 彭子寧 四技運一乙 李筱翎 四技運二乙 

何玟欣 四技運一乙 張儷玲 四技運一甲 梁怡芳 四技運一乙 廖郁婷 四技運二乙 

温晏聆 四技運一甲 曾曉薇 四技運一甲 蕭采 四技運一乙 賴致雲 四技運二乙 

林郁瑄 四技運一甲 江姿儀 四技運一甲 鄭榆妍 四技運二甲 李柏圓 四技運三甲 

黃淯湘 四技運一甲 楊祐瑜 四技運一甲 吳可喬 四技運二乙 游雅淑 四技運三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朱婉如 四技資一乙 林欣慧 四技資一乙 洪子淇 四技財金一乙 桑 融 四技財金二甲 

許榮菁 四技資一乙 陳怡萱 四技資二甲 鄧涔妤 四技財金一乙 湯承諼 四技財金二甲 

彭思云 四技資一乙 劉芸甄 四技財金一乙 賀羿芝 四技財金一乙 賴鈺閔 四技財金二甲 

彭惠娸 四技資一乙 蔡念慈 四技財金一乙 武玉英(外) 四技財金一乙 賴鈺淳 四技財金二甲 

呂懿臻 四技資一乙 葉昱君 四技財金一乙 林依漩 四技財金二甲 鄧宇茗 四技旅四甲 

范毓庭 四技資一乙 陳嘉妡 四技財金一乙 劉佳怡 四技財金二甲 林佳穎 四技旅四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劉濡瑄 四技妝品一甲 吳品萱 四技老二甲 呂婉綺 四技老四甲 彭淑玉 四技休二甲 

游雅嵐 四技老二甲 李昕蔚 四技老二甲 鄭巧婕 四技休二甲 宋和璇 四技休二乙 

江瑀禎 四技老二甲 江昕恬 四技老二甲 謝宜珊 四技休二甲 黃郁真 四技休二乙 

范婇淯 四技老二甲 徐向瑩 四技老二甲 彭茹意 四技休二甲 胡瑞恩 四技休四乙 

莊婷如 四技老二甲 劉品均 四技老二甲 吳美雯 四技休二甲 戴湘晴 四技休四乙 

戴欣霖 四技老二甲 陳沛瑤 四技老二甲 周思吟 四技休二甲 周思汝 四技企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池俐伶 四技企一甲 蘇郁貞 四技企一乙 趙家淇 四技幼一甲 黃珮捷 四技幼一乙 

黃湘婷 四技企一甲 徐詩婷 四技企一乙 曾詩庭 四技幼一乙 林品萱 四技幼一乙 

謝宛玲 四技企一甲 邱惠媚 四技企一乙 鍾一如 四技幼一乙 林郁婷 四技幼一乙 

莊易珊 四技企一甲 詹安琪 四技企二甲 江怡靜 四技幼一乙 潘玉婷 四技幼一乙 

江佳容 四技企一甲 張家蓉 四技幼一甲 黃淯薇 四技幼一乙 潘文綺 四技幼一乙 

譚君廷 四技企一乙 林孟潔 四技幼一甲 陳禹璇 四技幼一乙 陳沛君 四技幼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江沂臻 四技幼一乙 林沛宜 四技幼二甲 邱靖純 四技幼四甲 王姿涵 四技運一乙 

葉佩玲 四技幼一乙 林曉儀(外) 四技幼二甲 蔡雅姍 四技幼四甲 愛嫩 二技土環三甲 

王智丹 四技幼一乙 簡毓萱 四技幼二乙 馮筱卉 四技幼四乙 阿蒂夫 二技土環三甲 

許昀姍 四技幼二甲 劉霈萱 四技幼二乙 王鏡婷 四技化材三乙 依卡 二技土環三甲 

葉育伶 四技幼二甲 蔡育筑 四技幼三甲 曾筠惠 夜四技企二甲 摩伊朵 二技土環三甲 

彭佳欣 四技幼二甲 楊佩茹 四技幼三甲 王香蘊 四技運一乙 尼斯瑪菈 二技土環三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女生組 完成名單 

阿妮斯 二技土環三甲 林芸軒  四技休四甲     

伊斯蘿英 二技土環三甲 羅晴 四技休四甲     

伊斯菲 二技土環三甲 唐瑋伶 四技老服四甲     

黍法 二技土環三甲 黃怡婷 四技旅四甲     

笛雅 二技土環三甲       

索妮婭 二技土環三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徐晟崴 電機所二甲 徐美強 四技機四乙 孫健祐 四技電一乙 陳鴻鈞 四技電三乙 

張  達 運動管理系 呂造元 四技機五甲 孫健恩 四技電一乙 黃子睿 四技電二丙 

李超揚 運動管理系 鍾項凱 四技電一甲 林宇弦 四技電一乙 張鈞弼 四技電三丙 

蔡冠詮 四技應外一乙 鄒昇汶 四技電一甲 陳宇暄 四技電一丁 陳柏綸 四技電三丙 

葉俊嘉 四技機二甲 徐彬書 四技電一甲 何文議 四技電一丁 劉少榮 四技電三丙 

黃聖文 四技機二甲 謝和峰 四技電一甲 李厚霆 四技電一丙 楊浚鈿 四技電四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余智皓 四技電四甲 鄭至幃 四技運一甲 羅文廷 四技運一甲 彭思捷 四技運一甲 

黃梓恩 四技電四甲 洪振祐 四技運一甲 黃慶翔 四技運一甲 莫玉琨 四技運一乙 

高鈞毓 四技電四丙 徐宗達 四技運一甲 許晉誠 四技運一甲 陳偉翔 四技運一乙 

陳建州 四技電四丙 古政洋 四技運一甲 李家威 四技運一甲 郭品宏 四技運一乙 

陳振弘 四技電四丙 賴建宇 四技運一甲 黃景豐 四技運一甲 陳元齊 四技運一乙 

余偉誠 四技運一甲 陳守安 四技運一甲 陳威霖 四技運一甲 陳彥龍 四技運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吳兆鎮 四技運一乙 王佑軒 四技運一乙 徐苡齊 四技運一乙 曾詺舜 四技運二甲 

陳金諺 四技運一乙 蘇聖傑  四技運一乙 簡御麟 四技運二甲 戴祐申 四技運二甲 

林軒毅 四技運一乙 賴昱學 四技運一乙 葉俊國 四技運二甲 呂禎祥 四技運二甲 

程本智 四技運一乙 鄧韶宇 四技運一乙 吳承道 四技運二甲 沈炘裕 四技運二甲 

吳炫志 四技運一乙 吳晟瑋 四技運一乙 吳宜隆 四技運二甲 田遠哲 四技運二甲 

朱億旋 四技運一乙 詹前星  四技運一乙 林政賢 四技運二甲 呂泓儒 四技運二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劉佳寯 四技運二乙 賴傳霖 四技運二乙 徐維澤 四技資四甲 黃耀鋐 四技資工一甲 

陳建宇 四技運二乙 彭國翔 四技運二乙 蔡明志 四技資四甲 許育斌 四技資工一甲 

涂閔棋 四技運二乙 楊益豪 四技運二乙 吳宗凱 四技資四乙 孫翊翔 四技資工一甲 

彭名正 四技運二乙 孫振瑋 四技運二乙 郭晉安 四技資工四甲 郭旻軒 四技資工一乙 

邱信元 四技運二乙 謝譯賢 四技運二乙 侯德苓 四技資工四乙 許張亮 四技資工一乙 

楊宜修 四技運二乙 林玟宇 四技運四甲 韓鈞祺 四技資工四乙 賴明宏 四技資工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楊晉紘 四技資工一乙 李家豪 四技資工一乙 黃淳豊 四技資工二乙 劉名軒 四技資工三甲 

呂彥辰 四技資工一乙 陳威溢 四技資工一乙 徐千竣 四技資工二乙 莊皓雲 四技資工三甲 

袁睿均 四技資工一乙 張昱傑 四技資工二甲 張明祥 四技資工二乙 曾威瑀 四技資工三乙 

陳建宏 四技資工一乙 盧詩皓 四技資工二甲 梁凱鈞 四技資工二乙 魏嘉德 四技資工三乙 

盧奎錄 四技資工一乙 許心平 四技資工二乙 陳毓宏 四技資工二乙 黃立安 四技資工四乙 

林玉桓 四技資工一乙 張基財 四技資工二乙 林子群 四技資工二乙 徐瑋成 四技資工四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顏孝東 四技資工四乙 陳湘升 四技資一乙 陳立洋 四技資一乙 傅諭 四技資一乙 

范育豪 四技資工四乙 魏嘉慶 四技資一乙 蕭米淇 四技資一乙 楊有騰 四技資一乙 

徐仁謙 四技資一甲 徐金廷 四技資一乙 彭紹洋 四技資一乙 黃彥博 四技資一乙 

范元隆 四技資一乙 高瑋豪 四技資一乙 蔡力宗 四技資一乙 陳修龍 四技資一乙 

蔡世賢 四技資一乙 劉邦勇 四技資一乙 彭士軒 四技資一乙 彭靖燁 四技資一乙 

古文彥 四技資一乙 鄭廷億 四技資一乙 周彥碩 四技資一乙 溫脩翰 四技資一乙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劉睿鈞 四技資一乙 紀奕丞 四技財金二甲 林葳 四技光一甲 邱述宥 四技光三甲 

黃辰 四技資三甲 陳豐錡 四技財金二甲 陳紘緯 四技光一甲 饒銘書 四技光三甲 

葉冠暉 四技資三甲 楊仁翔 四技財金二甲 傅少揚 四技光一乙 陳世穎 四技光三甲 

陳汶良 四技資三甲 李俊億 四技財金二甲 黃凱杰 四技光一乙 葉俊廷 四技光三乙 

陳子軒 四技資三乙 黃俊誠 四技老三甲 陳品宏 四技光一乙 羅順興 四技光四甲 

黃紹琦 四技財金一乙 劉玉堂 四技老三甲 范姜毅 四技光一乙 李明城 四技光四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戴佑池 四技休二甲 邱泉智 四技化材一乙 鍾尚亨 四技化材三乙 饒志文 四技工一乙 

蘇冠諭 四技休二甲 黃柏霖 四技化材三甲 官家宇 四技化材三乙 林庭賢 四技工一乙 

黃哲琳 四技休二甲 賴諄憲 四技化材三乙 莊旻澄 四技化材三乙 吳柏勳 四技工一乙 

洪維慶 四技休二乙 游家銘 四技化材三乙 曾俊逸 四技化材三乙 唐立翰 四技工一乙 

蔡承樺 四技企一甲 丁致嘉 四技化材三乙 林維相 四技化材四甲 蘇友詳 四技工一乙 

陳尚謙 四技企四甲 呂理豪 四技化材三乙 黎賢祐 四技化材五甲 陳昱瑋 四技工三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邱智暉 四技子一甲 林宜頡 四技子四甲 穆罕默德 二技土環三甲 艾哈邁德 二技土環三甲 

曾柏翰 四技子一甲 范丞毅 四技子四丁 羅尼奧德斯 二技土環三甲 丹尼爾 二技土環三甲 

柯景堯 四技子一甲 林郁哲 四技子四丁 費博里 二技土環三甲 雷扎 二技土環三甲 

陳廷安 四技子三丙 唐允浩 四技土環一甲 喬納森 二技土環三甲 阿明努汀 二技土環三甲 

林泓麇 四技子三丙 張程皓 四技土環一乙 哈里斯 二技土環三甲 王天辰 二技資管四甲 

鍾志泓 四技子三丙 曾耀霆 四技土環一乙 阿米可 二技土環三甲 林祐群 四技運一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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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學生-男生組 完成名單 

韓奇員 四技資管四甲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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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教職員工校友-男子組 完成名單 

陳鴻輝 土木工程與環境資源管理系(所) 詹其樺 體育室 

廖運榮 運動管理系 陳金勳 住宿服務組 

張盛鴻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黃志文 保管組 

陳奎伯 資訊工程系 李興旺 教學發展中心 

葛廷斌 資訊管理系(所) 吳紘安 教學發展中心 

周宥彬 校務軟體組 彭晟瑋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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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教職員工校友-男子組 完成名單 

楊竣宇 校友服務中心 翁仁芳 校友中心 

許靖儀 校友服務中心 張祖國 圖書館 

吳宇鴻 校友服務中心 劉崇治 人文與設計學院 

戴賢宇 校友服務中心 孫偉倫 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 

陳文利 外生輔導與服務中心 劉宜威 校友服務中心 

張博能 旅館管理與廚藝創意系(所) 呂金水 營繕組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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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教職員工校友-女子組 完成名單 

李秋芬 讀者服務組 蔡幸貝 教學發展中心 

陳香吟 教學發展中心 陳寧 教學發展中心 

陳岱昀 教學支援組 曾鈺燴 工學院 

彭育秀 文書組 黃雅玲 校友服務中心 

許琇琇 會計室 施怡君 校友服務中心 

彭莉雅 光電系統工程系 黃菊園 校友服務中心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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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汗動明新 XI 

中華民國 108 年 05 月 22 日體育室辦理『全校路跑活動』全程 3.7 公里，特此證明。 

教職員工校友-女子組 完成名單 

陳穎春 總務處   

池爾瑩 秘書室   

楊淨茹 教學支援組   

黃蕎蕎 教學支援組   

鍾雅淳 秘書室   

許舒婷 校友服務中心   

明新科技大學 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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