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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大、東吳大學 Sucess 李佩恩 陳婷婷 趙培婷 吳俞萱 1022csu001 5jM0dHuY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阿B隊 李佩恩 曾子瑋 郭柏陞 丁婉婷 1022csu002 yV8mP3gK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賴陳隊 李佩恩 黃冠偉 陳鉑元 郭家維 1022csu003 rV8mP3gK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菁選集 李佩恩 游淑婷 謝婉琳 陳品妤 1022csu004 kO1YBpS6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唱歌喝酒 李佩恩 鄭峻揚 謝政男 陳品媛 1022csu005 dHuYBpS6

正修科技大學 女神隊 李佩恩 陳孟華 尤韋珺 鄧雅因 1022csu006 W9nR4iLz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花花隊 李佩恩 黃于玲 蔡佩穎 陳盈佳 1022csu007 P2gJxbEl

正修科技大學 倪鳳盈 曹耀鈞 許倪甄 林鳳雪 林佩盈 1022csu008 IvZCqM0d

正修科技大學 錢能無限 陳叡箴 鄭郁穎 林憶倫 郭馥榕 1022csu009 BoS5jM0d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噗攏共 李佩恩 吳旻旌 張文綺 黃裕昌 1022csu010 4aErV8mP

正修科技大學 金金好 周建志 蘇駿毅 蕭如菁 蘇綉媛 1022csu011 qT7kOuYB

正修科技大學、

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閃亮三姊妹 李佩恩 方姿雅 林忻頤 潘鈺如 1022csu012 jM0dHuYB

正修科技大學、

東方技術學院
天邊一隻羊 李佩恩 楊依婷 何俐儀 楊碧華 1022csu013 c8mP3g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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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錢呢？ 陳叡箴 陳韋全 蔡文豪 邱彥彰 1022csu014 V8mP3gKx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鬼靈精怪財金通 李佩恩 胡育鳴 陳楷欣 胡育僑 1022csu015 O1fIwZDq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大學
Heirs 李佩恩 林欣蓉 黃政欽 詹雅茹 1022csu016 GuYBpS6j

正修科技大學、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外星人 李佩恩 黃千庭 陳妍彤 詹璽敏 1022csu017 9nQxaEsV

清華大學、高雄醫學大

學
材清B 黃勇富 杜宗軒 凃書暘 周宥騰 1022csu018 2gJxaEkO

清華大學 清材A 蘇懿 周吉恩 陳俊丞 鄭宇翔 1022csu019 vZCqT0dH

清華大學、交通大學 清材C 胡育豪 郭宣瑋 黃煒智 鍾奉儒 1022csu020 oS5jM0dH

正修科技大學 史迪奇的澎湖灣 周建志 蔡嘉徽 吳茵禎 梁孟淳 1022csu021 aErV8mP3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小保牽著中二的狗 陳叡箴 吳至正 李彥勳 莊明育 1022csu022 T7kO1fIw

正修科技大學 YES123 曹耀鈞 莊豐閔 黃孟瑩 方婉婷 1022csu023 M0dHuYBp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決戰心世界 周建志 徐詩評 李逸雯 陳姿宇 1022csu024 FtWAnR4i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不能輸 陳叡箴 鄒奇宏 洪裕翔 夏偉倫 1022csu025 8mP3ZDqU

正修科技大學 第一小隊 周建志 郭怡文 黃芝瑜 王湘瑜 1022csu026 1fIwZ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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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金貴派 周建志 李尹辰 陳麗慧 郭紋伶 1022csu027 uXBpS6jN

正修科技大學 異軍突起 周建志 莊漢英 鄭佳玲 陳翌菱 1022csu028 nQ4hLzc9

正修科技大學 華爾街之狼 周建志 何昱慶 劉又綾 陳奕雯 1022csu029 gJxaErO1

正修科技大學、中山大

學
三大法人 周建志 陳致融 朱韋霖 陳韋亭 1022csu030 ZCjM0dHu

正修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跑跑珍珠 周建志 吳紀琳 黃琬琍 陳雅婷 1022csu031 S5jM0dHu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大確幸 周建智 蘇佳伶 陳彤盈 邱冠甄 1022csu032 LycFtWAn

正修科技大學 第一強者 曹耀鈞 陳彥宏 張智傑 劉還鍵 1022csu033 ErV8mP3g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內定第一名 周建志 莊鈞淯 黃泰源 陳羿誌 1022csu034 7kO1fIwS

高苑科技大學 以上作弊 林佑 謝佩均 楊乃樺 陳虹錡 1022csu035 0dHuYBpS

正修科技大學、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穩賠不賺 曹耀鈞 蔡伊婷 吳嘉雯 呂宜庭 1022csu036 tWAnKxbE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台北商業技術學院

無敵鐵"金"剛 曹耀鈞 施瀠茹 柯瑜倩 蘇培茹 1022csu037 lP3gKxbE

正修科技大學 素醬喔 周建志 陳奕嘉 黃浩俊 方亭婷 1022csu038 eIvZDjN0

正修科技大學、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投資者們 周建志 黃舒 劉昱嫺 陳宣生 1022csu039 XBoS5j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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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小豬隊 劉海清 王慈伶 曾翠花 黃珮婷 1022csu040 Q4hLycFm

正修科技大學、

美和科技大學
Next Buffett 周建志 黃千綺 唐佳靖 羅云嫆 1022csu041 JxaErV8m

實踐大學 錢途勢必 許榮旭 林冠宇 陳念慈 謝和諺 1022csu042 CqT7kO1f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不賺也不賠 周建志 陳冠伶 張宇汎 張夙育 1022csu043 5jM0dHuY

正修科技大學、

南開科技大學
左滾滾右滾滾 周建志 許琇茹 鐘泓 李佳旻 1022csu044 ycFtWAnK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快樂隊 周建志 李婉菁 劉沂郿 林邑璇 1022csu045 rV8mP3gD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獵殺犀牛 羅志賢 吳俊桐 林鈺展 王永安 1022csu046 kO1YBpS6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操盤好手 周建志 廖晉緯 簡弘鈞 宋瑾丞 1022csu047 WAnKxbEs

實踐大學 阿格列 宋兆賢 李昇鴻 劉怡青 洪冠郁 1022csu048 P2gKxbEl

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精英 周建志 王巧琳 謝霽映 李家妤 1022csu049 IvZCjM0e

嶺東科技大學 we are family 簡春娟 邱鈺庭 李興峰 章潁瑔 1022csu050 BoLycFtW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Super舒跑 羅志賢 潘冠詠 艾玲 徐敏軒 1022csu051 4hLycFtW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逢甲大學
一鼎天下 張嘉倩 鍾詠任 劉玎湘 梁琬婷 1022csu052 xaErV8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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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 新手上路 劉海清 黃紀禎 謝馨慧 方怡仁 1022csu053 qT7kHuYB

南台科技大學 股王 劉海清 黃亭雅 游士憲 邱家毅 1022csu054 jM0dHuYB

修平科技大學 不要超越我 張呈徽 蕭淳韓 謝梓忱 陳彥妏 1022csu055 cFtWAnR4

修平科技大學 美樂蒂 張呈徽 林欣蓓 林千惠 張柔珊 1022csu056 V8mP3gKx

修平科技大學 修平二甲 張呈徽 楊穎瑜 張渝萍 蔡恩溦 1022csu057 O1fIwS6j

修平科技大學 修平財二甲 張呈微 簡育琳 張耘爾 林姿妤 1022csu058 HuYBpLzc

修平科技大學 兩角星 張呈徽 黃詩淳 劉子琪 廖冠超 1022csu059 9nR4iLzc

正修科技大學 Rich 林佑 黃國峰 林楷程 尤惠玉 1022csu060 vZCqT7lO

正修科技大學 頭好壯壯隊 曹耀鈞 洪嘉聯 洪嘉嶺 邱琳淇 1022csu061 oS5jM0dH

南臺科技大學 馬卡茸茸 李源明 胡雅瑄 張嘉玹 李怡欣 1022csu062 hLycFtWA

南臺科技大學 Bring Bring Money 李源明 陳怡汝 陳世顯 黃順昌 1022csu063 aErV1fIw

南臺科技大學 棒打老虎 李源明 詹慧玲 許瓊如 林紋如 1022csu064 T0dHuYBp

南臺科技大學 白狼滔滔我不怕 李源明 蔡汶娟 戴佑誠 張凱富 1022csu065 M0dHuY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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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來自神魔的我 李源明 劉冠希 傅秀媛 王在欣 1022csu066 FmP3gKxb

南台科技大學 天線寶寶 林容萱 曾秀婷 黃玫君 黃彩惠 1022csu067 8mP3gKxb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小魔女抖咪咪 周建志 吳宗保 許智鈞 許涵喻 1022csu068 1fIwZDqU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高飛 廖敏治 謝茹晏 洪彩綸 潘佳民 1022csu069 uXBpS6jG

南台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聯合國 劉海清 湯沅達 謝蕙如 張俞梅 1022csu070 nQ4hLzcG

南臺科技大學 百面贏 蔡惠丞 黃思婷 辜毓婷 蘇慧敏 1022csu071 gJxaErV9

亞洲大學 風華絕代Hru 張眾卓 陳彥宸 吳翔嘉 李清益 1022csu072 LyV8mP3g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胖胖集團 柏婉貞 盧念筠 鄭逸新 林佩雯 1022csu073 ErV8mP3g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周建志 黃湘洳 涂順華 黃韋翔 1022csu074 7kO1fIwZ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黑眼圈 林邦傑 宋馥亘 洪冠楀 呂東諺 1022csu075 0dHuR4iL

私立亞洲大學 投資神童 張眾卓 張凱雯 黃佳瑜 陳品亘 1022csu076 tW3gKxbE

南台科技大學 101 朱岳中 洪伶慧 江翊華 周羿廷 1022csu077 mP3gKxbE

修平科技大學 多喝水 張呈徽 謝惠婷 林憶涵 鄭晴文 1022csu078 eIwZDqU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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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跑跑薑餅人 曹耀鈞 張簡芸莉 陳姿宇 簡玉函 1022csu079 XBoS6jNt

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神之漲停板 李佩恩 蘇鈺涵 簡千雅 廖丞鴻 1022csu080 Q4hLycGt

南臺科技大學 鹿兒毛茸茸 王慶昌 李怡妏 劉姿含 魏郁霖 1022csu081 CqT7kO1f

修平科技大學 不要問你會怕 張呈輝 蕭淳韓 廖冠智 林香穎 1022csu082 5jM0dHuY

正修科技大學、

海洋科技大學
Yabe隊 陳叡箴 蔡旻芳 葉婉鈴 陳筱𣽆 1022csu083 ycFtWAnR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向錢衝 周建志 俞琬柔 陳筱涵 莊維荃 1022csu084 rV8mP3ZD

崑山科技大學 伊莉莎白 黃昭祥 林韋均 林宗賢 巫映葶 1022csu085 kHuYBpS6

崑山科科技大學 威爾 黃昭祥 黃虹禎 潘怡汝 陳羿妃 1022csu086 dHuYBpS6

正修科技大學 金管二甲 周建志 邱陳治瀚 黃士展 徐東義 1022csu087 W3gKxbEs

正修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

義守大學

誤打誤撞 周建志 謝寶嫺 陳綵蕙 陳昭羽 1022csu088 P3gKxbEs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FIN102 張嘉倩 吳洛維 馮天德 張富傑 1022csu089 IvZDqU7l

正修科技大學 正修隊 周建志 潘湘婷 李雅鈺 蔡明諺 1022csu090 BoLycFtX

正修科技大學 搶錢小隊 周建志 涂文政 賴映彤 康庭豪 1022csu091 4hLycF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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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 HappyBomBom 羅麗瓊 羅晶 陳易良 柯善耀 1022csu092 xaErV8mP

中山大學 HappyNewNew 羅麗瓊 林姿君 簡楓松 陳綺涓 1022csu093 qM0dHuYB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先蹲後跳 陳叡箴 馮志騰 鄭博文 林景隆 1022csu094 jM0dHuY4

崑山科技大學 啦啦隊 黃昭祥 王瑜鄉 吳詩柔 王鈺婷 1022csu095 cFtWAnR4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嘰哩呱啦 周建志 林威任 黃靖傑 馬韻筑 1022csu096 V8mPwZDq

國立臺北大學 FCM 詹場 楊書懿 劉姵君 林育廷 1022csu097 O1fIpS6j

正修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大學
3Q 林佑 張恩祐 曾旭江 張育銘 1022csu098 HuYBpS6j

國立政治大學 投資莫匆忙 蔡宛融 蔡昇宏 侯紹堂 魏朝鴻 1022csu099 9nR4iLzc

正修科技大學 投資新手 陳叡箴 劉富昌 吳偉鳴 段瑋智 1022csu100 2gJxbEsV

正修科技大學、

長榮大學
想想金頭腦 周建志 陳雅亭 蔡姍珊 陳思余 1022csu101 oS5jM0dH

正修科技大學 好棒棒 周建志 陳維廷 蔡湘儀 林煜儒 1022csu102 hLyc8mP3

正修科技大學 神隊友 周建志 楊雅筑 陳筱雯 許維玲 1022csu103 aEkO1fIw

修平科技大學 Instagram 張呈徽 林香穎 鄒盈儀 張惟絜 1022csu104 T7kO1f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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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痣會增長 曹耀鈞 許詠棻 李貝兒 陳嫄珩 1022csu105 M0WAnR4i

正修科技大學 屁桃衝衝隊 曹耀鈞 謝昀諭 李詠潔 王俊凱 1022csu106 FtWAnR4i

正修科技大學、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天下第一隊 周建志 黃士軒 蔡哲瑋 高德丞 1022csu107 8mP3gKxb

正修科技大學 春日部防衛隊 曹耀鈞 黃慧玲 顏櫻姿 陳妙齡 1022csu108 1fIwZDqU

正修科技大學 內定第一名 周建志 呂鈺潔 林愛蓮 劉姵妤 1022csu109 uYBpS6jN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巴菲特我爺爺 曹耀鈞 葉家維 林佑生 曾啟揚 1022csu110 nQ4iLzc9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天天開心 周建志 林淑恩 呂育姍 劉思吟 1022csu111 gJxaEsV2

高雄第一科大學、

景文科技大學
飛出老鼠迴圈 詹立宇 李允斌 林斈珎 張家芸 1022csu112 S5jM0dHu

正修科技大學 阿短阿短你好棒 曹耀鈞 陳奕臻 林鈺樺 呂思慈 1022csu113 LycFtWAn

崑山科技大學 OH!教練 黃昭祥 蘇柏誠 林秀雯 黃乙貞 1022csu114 ErV8mP3g

正修科技大學 無所事事 周建志 黃婷瑋 陳緯龍 陳和玉 1022csu115 7kO1fIwZ

正修科技大學、

南台科技大學
EGAS 蔡雪惠 莊賀萍 羅健禎 賴韋呈 1022csu116 0dHuYBpL

正修科技大學 路過A 柏婉貞 劉峋慶 李振瑋 傳千榕 1022csu117 tWAnR4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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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無敵家德 柏婉貞 張家綾 涂德庭 唐敏華 1022csu118 mP3ZDqU7

台中科技大學、

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阿哩不搭 王明傳 薛樹友 張景智 陳慧姿 1022csu119 fIwZ6jN0

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大
楓木 李佩恩 蔡昌峰 吳岱穆 吳芳綺 1022csu120 XBpS6jN0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MIAMI NOOB 李佩恩 鄭兆哲 蔡雍盛 王筠婷 1022csu121 QxaErV9m

正修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大學
開心的樂 周建志 鄭伃伶 黃薏如 李槿慈 1022csu122 JxaErV9m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文藻j外語大學

紅心皇后 周建志 蔣憶雯 蔡欣穎 林亞偵 1022csu123 CqT7kO1f

正修科技大學、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可愛咪小隊 周建志 陳巧珍 蔡旻伶 林佩誼 1022csu124 5jM0dHuY

南台科技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南、正、高 周建志 楊子頤 顏瑜庭 顏瑜芳 1022csu125 ycFtWAnK

正修科技大學、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MID 周建志 黃育鈴 李佩玲 柯東岳 1022csu126 rV8mP3ZD

修平科技大學 厚塑摃 鄭雅云 黃聖峯 吳俊緯 張展維 1022csu127 kO1fIwZ6

修平科技大學 穩賺隊 張呈徽 楊雅惠 吳靖鈴 張霖歆 1022csu128 dHuYBpS6

正修科技大學、

輔英科技大學
意氣相挺投資得利 周建志 凃柏賢 王晏翎 韓謦亘 1022csu129 WAnR4iLz

嶺東科技大學 super 鄭光甫 蔡怡汝 張指臨 鍾元嘉 1022csu130 P3gKx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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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

正修科技大學、

高應用科技大學

正港讚 陳妍俐 陸頤珊 陸蓉萱 吳育風 1022csu131 IvZDqU7l

嶺東科技大學 財金投資金棒棒 鄭光甫 陳智遠 鄭伊菁 李凱鈞 1022csu132 BoS5jNtX

修平科技大學 PEACE希望 王若愚 謝昕紜 謝婉柔 賴憲政 1022csu133 4hErV8mQ

修平科技大學 霸氣隊 王若愚 林伸哲 鄭雅明 何鈞榆 1022csu134 qT7kO1fI

嶺東科技大學 123321 鄭光甫 斯舒穎 張愷悅 何麗春 1022csu135 jM0dHuYB

修平科技大學 頑皮隊 王若愚 王泓棨 李欣儒 林晉宇 1022csu136 cFtW3gKx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女神隊 曹耀鈞 朱紋諍 郭懿萱 許佩瑜 1022csu137 V8mP3gKx

真理大學 2014 暫無 陳暉融 陳芸蘭 蘇庭緯 1022csu138 O1fIwZDq

正修科技大學、

樹德科技大學
哈利波特 周建志 王慧親 朱奕霖 林佳萱 1022csu139 HuYBiLzc

正修科技大學、

高苑科技大學
失蹤的money 李佩恩 陳詩樺 陳耀宗 周昱禎 1022csu140 AnR4iLz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