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世新盃金融投資模擬競賽 競 賽 總 排 名 紅色字體為金隼龍計畫之學生

排名 帳號 使用者姓名 總報酬率

1 shu2009005 海綿提包包（餐廳阿姨） 0.0091 財金三乙許億捷 資管網科三甲葉展志 資管網科三甲周敬家

2 shu2009058 轟天無敵霹靂大帥哥 -0.03846 財金三甲黃馨逸 財金三甲王致穎 財金三甲劉博易

3 shu2009100 -0.073 財金二乙曾海薇 財金二乙曹佶勝 財金二乙何逸築

4 shu2009038 花氏家族 -0.08744 經濟三乙彭儀萍 經濟三乙陳柏叡 經濟三乙魏志舫 經濟三乙楊智翔

5 shu2009061 -0.08844 經濟四乙古旃綺

6 shu2009103 王俊興 -0.09706 經濟一乙王俊興

7 shu2009018 -0.10416 財金四甲李珮諭

8 shu2009086 財三乙四帥-平阿歪 -0.14622 財金三乙平其正

9 shu2009025 SnowWhite的愛徒 -0.16408 經濟三乙王小玫 經濟三乙張芝瑜 經濟三乙賴政宏 經濟三乙鄒雅雯 經濟三乙朱欣怡

10 shu2009085 -0.17044 財金四甲黃靖芸 財金四甲藍莉如

11 shu2009001 鑽星港式飲茶 超級好吃 快來嘗鮮 -0.17222 經濟三乙朱庭偉 經濟三乙卜雍軒 經濟三乙張詔棋 經濟三乙陳建佑

12 shu2009088 財三乙四帥-咪將 -0.17706 財金三乙湯明軒

13 shu2009131 大家加油~歡迎加入占星社 -0.21148 經濟二甲王姿婷 經濟二甲關妤潔

14 shu2009015 MISS梁 親自操盤 -0.28928 財金四甲黃怡舜 財金四甲羅揚 財金四甲吳宜玲 財金四甲謝萍如 財金四甲管玥婷

15 shu2009087 財三乙四帥 -0.326 財金三乙吳恆鈞

16 shu2009044 -0.33738 經濟三乙林志陽 經濟三乙江唱漁 經濟三乙陳偉紘

17 shu2009004 -0.3529 企管四甲王國光

18 shu2009065 股海無常敗在扣趴 -0.36714 經濟二甲王寧毅 經濟二甲陳世冠 經濟二甲陳柏豪 經濟二甲薛安成

19 shu2009019 -0.3843 財金四甲戴詩珊

20 shu2009125 派大心情好(山洞口哥哥) -0.50708 資管網科三甲陳彥宏 資管網科三甲張哲綸 資管網科三甲林韋志

21 shu2009074 -0.52526 經濟四乙陳韋婷 經濟四乙蔡欣芸

22 shu2009016 -0.53618 經濟三甲鄭為仁 經濟三甲蔣國成 經濟三甲黃冠凱

23 shu2009062 三丙 -0.558 財金三甲黃振洋 財金三甲李杰修 財金三甲李智凱 財金三甲黃冠倫 財金三甲王俊傑

24 shu2009011 陳 -0.5832 財金二甲陳育緯

25 shu2009104 -0.58344 經濟三乙楊石宇 經濟三乙廖祐宗 經濟三乙陳年億

26 shu2009115 mona夠宅 -0.60598 經濟四乙李暉瑞 經濟四乙徐偉錞 經濟四乙林修正 經濟四乙董育翔

27 shu2009031 -0.61212 資科三甲陳孝慧

28 shu2009023 -0.61786 新聞一甲金至貞 新聞一甲施孟君

29 shu2009053 股市下巴魔人 -0.6734 經濟四乙薛淳之

30 shu2009039 trust -0.682 經濟三乙唐婉慈 經濟三乙黃晨詩 經濟三乙溫雅雯

31 shu2009127 咖啡牛奶 -0.68352 網科三甲謝馨儀 資科三乙余家瑄 資科三乙陳羿伶

32 shu2009133 -0.80422 經濟二甲白漢翔 經濟二甲吳宥誼 經濟二甲游亞文 經濟二甲葉俊佑

33 shu2009110 -0.84694 經濟二甲徐國哲 經濟二甲洪彰均 經濟二甲許仲和 經濟二甲周冠宇

34 shu2009012 -0.86322 財金二甲晏家方

35 shu2009047 -0.95232 經濟四甲黃科智 經濟四甲黃郁民 經濟四甲林于聖 經濟四甲許勝凱 經濟四甲蔡蕙如

36 shu2009007 -0.96426 企管四甲林翰威 企管四甲陳怡如 企管四甲蘇怡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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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shu2009029 -0.98492 財金四乙朱儀潔

38 shu2009064 -1.09118 經濟二甲施仰庭 經濟二甲林奇鋒 經濟二甲陳世彥

39 shu2009134 -1.12712 經濟二甲黃冠瑜 經濟二甲潘資媛 經濟二甲蔡雅涵 經濟二甲吳哲賢

40 shu2009081 -1.1427 性別所鄭書羽

41 shu2009089 財三乙四帥 -1.15868 財金三乙紀崴庭

42 shu2009106 -1.16452 財金三甲邱文彥

43 shu2009026 熱錢先生 -1.17462 新聞四丁李浩綸

44 shu2009020 -1.184 財金四甲王逸婷

45 shu2009090 -1.19038 校際生張諾舟 校際生凌進怡 校際生曹國政 校際生楊茗超 校際生白露露

46 shu2009051 -1.20436 財金二甲宋泊澔

47 shu2009112 愛賭才會贏 -1.2215 經濟二甲陳建宇 經濟二甲彭祥銘 經濟二甲劉子寧 經濟二甲鄭凱鴻

48 shu2009083 -1.22344 財金三甲劉政易

49 shu2009084 游書豪 -1.22626 財金三甲游書豪

50 shu2009045 -1.23612 經濟一甲高豪廷

51 shu2009030 -1.24488 財金二乙李嘉芮 財金二乙賴陳譽 財金二乙鄭詩瑀 財金二乙鄒怡萍

52 shu2009101 Aerosmith -1.30012 財金三甲郭憲忠

53 shu2009107 -1.3496 財金二乙劉逸儒 財金二乙何浩宇 財金二乙簡穎瑄

54 shu2009054 -1.38252 財金二甲郭臻蓉 財金二甲黃亭雅 財金二甲賴薇如 財金二甲林育瑩 財金二甲潘泱云

55 shu2009028 -1.39984 財金四乙嚴文彗

56 shu2009140 我愛錢錢 -1.46134 法律四乙朱婉宜 法律三甲鄭丞軒

57 shu2009098 -1.49818 財金碩一黃蕙文 財金碩一林佳華

58 shu2009002 比菲特 -1.5063 財金二乙林義展 財金二乙許書豪 財金二乙曾林璟 財金二乙張嘉軒

59 shu2009006 -1.5091 財金二甲馮顏泰

60 shu2009079 -1.54434 經濟三甲徐鳳璟 經濟三甲詹婷婷 經濟三甲吳誠媛
61 shu2009142 -1.55006 經濟四甲鄧婉妤

62 shu2009114 陳書浩 -1.56688 企管三甲陳書浩 新聞三甲洪婉蒨

63 shu2009022 -1.5674 財金三乙詹承勳 財金三乙李佳 山豪 財金三乙許霹鐘 財金三乙邱川維

64 shu2009093 鬍子哥~歡迎加入吉他社 -1.56924 經濟二甲陳世冠 經濟二甲吳愷中 經濟二甲朱恆陞 經濟二甲張耕勛 經濟二甲潘炫辰

65 shu2009010 曾煒軒 -1.59024 財金二甲曾煒軒

66 shu2009119 -1.65938 傳管三甲葉怡君 傳管三甲許雅婷 傳管三甲黃詩晴 傳管三甲卓家語

67 shu2009123 要不要叫大軍 -1.67004 企研一甲周緯翔

68 shu2009049 -1.68282 數媒一甲劉佶倫 經濟一乙劉又鳴

69 shu2009097 -1.70524 經濟四乙林親慈 經濟四乙黃冠智 經濟四乙廖健伯 經濟四乙蘇睦捷

70 shu2009014 -1.70986 資傳四甲廖俊智

71 shu2009067 -1.73246 經濟一甲石佩錡 經濟一甲林羽璇

72 shu2009041 -1.84672 財金一乙楊欣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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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shu2009075 -1.8636 財金碩一陳聰慧

74 shu2009143 -1.8652 經濟三甲蔡惟壬 經濟三甲張惟婷 經濟三甲林韋廷 經濟三甲游緒紳

75 shu2009017 -1.86644 財金二甲鄭雅雯

76 shu2009046 -1.86656 資管資科三甲李軍毅 資管資科三甲林宜右

77 shu2009109 -1.86766 經濟四乙陳禹任 經濟延一連建勝

78 shu2009055 -1.86798 財金二甲曾品綺 財金二甲陳思伶 財金二甲李佩錦 財金二甲鄭曉琪 財金二甲蘇子芸

79 shu2009116 -1.86954 傳管三甲王心妤 傳管三甲趙珮瑜 傳管三甲蔡佩欣 傳管三甲曾美琹

80 shu2009130 -1.86966 財金二甲許雅涵 財金二甲包佳琪 財金二甲胡亞潔

81 shu2009048 -1.86992 資科四乙吳國銘

82 shu2009013 -1.86996 財金二甲楊荏捷 財金二甲羅韻宇

83 shu2009052 -1.86996 財金二乙葉書嫚 財金二乙江弘雅 財金二乙石聿君 財金二乙楊心鵑 財金二乙李依容

84 shu2009063 -1.86996 經濟一甲陳美伶 經濟一甲杜宛蓁 經濟一甲林唯萱

85 shu2009021 -1.87 財金一甲林書任

86 shu2009027 -1.87 財金四乙曾馨瑩 財金四乙蘇慧敏 財金四乙賴春亘

87 shu2009032 -1.87 財金一乙洪英修

88 shu2009034 -1.87 財金一乙徐子庭 財金一乙周家鈴 財金一乙葉亭均 財金一乙業曼婷

89 shu2009037 -1.87 經濟一乙林嘉杰

90 shu2009042 -1.87 財金一乙林佳延

91 shu2009043 -1.87 財金一乙林逸翔

92 shu2009050 -1.87 財金二甲陳胤嘉

93 shu2009057 高函郁 -1.87 行管二乙高函郁

94 shu2009060 -1.87 經濟二甲陳世冠 經濟二甲潘炫辰

95 shu2009072 -1.87 企管四甲王子健

96 shu2009073 -1.87 行管一甲陳姿吟 行管一甲吳儀婷

97 shu2009076 -1.87 財金碩一林立學

98 shu2009077 -1.87 財金碩一林宛儒
99 shu2009080 -1.87 財金二甲劉健隆
100 shu2009082 -1.87 企管四甲王友威 企管四甲黃泰雅

101 shu2009094 -1.87 企管一甲莊豐銘 企管一甲李沛芸 企管一甲許淳蕙 企管一甲林品臻 企管一甲謝宛芸

102 shu2009095 -1.87 新聞四乙曾宇平.

103 shu2009096 -1.87 企管四甲蔡承志

104 shu2009102 -1.87 傳管三甲洪子寧 傳管三甲王詩晴 傳管三甲李宇珊

105 shu2009117 -1.87 傳管三甲吳旻恩 傳管三甲周芷彤 傳管三甲郭姵君

106 shu2009118 -1.87 財金三甲邱文彥

107 shu2009120 -1.87 法律二乙湯鈞惠

108 shu2009121 -1.87 廣電電視一乙洪妍評 廣電電視一乙朱嘉薇 廣電電視一乙張駿傑

參 賽 同 學



2009世新盃金融投資模擬競賽 競 賽 總 排 名 紅色字體為金隼龍計畫之學生

排名 帳號 使用者姓名 總報酬率

109 shu2009129 -1.87 經濟一乙黃云均 經濟一乙鄭如恩 經濟一乙張少綺 經濟一乙劉亭萱

110 shu2009132 -1.87 經濟二甲林政文 經濟二甲吳宗岳 經濟二甲陳佳聖

111 shu2009135 -1.87 經濟二甲陳乃瑄 經濟二甲余思慧 經濟二甲施怡寧

112 shu2009136 -1.87 經濟二甲魏巧如

113 shu2009137 -1.87 企管二甲巫芊儀

114 shu2009139 -1.87 法律四甲朱俸儀

115 shu2009141 -1.87 企管二甲張瑜珊 企管二甲林宛瑩 企管二甲許云甄 企管二甲王滋萍

116 shu2009033 張偉浩 -1.87018 財金一乙曾韋翔 財金一乙張偉浩 財金一乙林永昕

117 shu2009059 -1.87054 法律二乙陳亮瑜 法律二乙蘇民敬 法律二乙李俊穎

118 shu2009070 -1.87056 經濟四甲周珮華

119 shu2009092 -1.87064 財金一甲鄭瀚威

120 shu2009138 -1.87092 企管二甲沈鳳儀

121 shu2009113 -1.87136 行管三甲劉宏達

122 shu2009056 -1.87138 財金二甲陳羿伶 財金二甲蔡瓊茹

123 shu2009036 -1.8718 財金二乙古筱歡 財金二乙張倖宜 財金二乙陳珍妮 財金二乙林涵薇 財金二乙王韋涵

124 shu2009091 -1.87284 財金一甲鍾昇達

125 shu2009099 -1.87384 觀光餐旅二甲俞佳秀 廣電廣播四甲陳思潔

126 shu2009122 蔡明學 -1.8751 財金二甲蔡明學

127 shu2009068 張傳齊 -1.88548 經濟一甲張傳齊 經濟一甲梅哲銘 經濟一甲詹博丞 經濟一甲江柏言 經濟一甲鄭意馨

128 shu2009128 -1.9019 經濟一乙蔡育霖

129 shu2009024 -1.94966 經濟一乙林純毅

130 shu2009009 弓長 -1.9582 財金二甲張家豪

131 shu2009124 -1.98692 財金四乙林于涵

132 shu2009108 -2.04848 財金二乙范雅菁 財金二乙杜婉綺

133 shu2009111 -2.06626 經濟二甲陳柔安 經濟二甲鄭詩羽 經濟二甲許哲維 經濟二甲郭慧雯 經濟二甲陳建宇

134 shu2009071 許智傑 -2.12956 新聞四乙許智傑

135 shu2009035 -2.13602 財金二乙周文寧 財金二乙蒲詩庭 財金二乙賴怡雯 財金二乙王姿靜

136 shu2009078 -2.13752 企管三甲廖祉淳 企管三甲康家蓁 企管三甲劉盈君 企管三甲陳瑞元 企管三甲郭怡廷

137 shu2009126 -2.17314 經濟一乙賴家瑩 經濟一乙陳佩璟 經濟一乙林宇辰 經濟一乙林士皓 經濟一乙林冠妤

138 shu2009066 -2.1865 經濟一甲邱詠蓁 經濟一甲林韋君 經濟一甲何芷蘭 經濟一甲吳庭妤 經濟一甲陳憶芃

139 shu2009040 -2.20172 財金一乙賴又豪

140 shu2009003 -2.20692 經濟二乙蔣受勳

141 shu2009069 JML -2.21424 財金二乙賴冠蓁 財金二乙劉書婷 財金二乙簡靜妤

142 shu2009105 -2.2202 企管一甲陳仕涵 企管一甲王瓊慧 企管一甲詹凱翔 企管一甲趙常瀚

143 shu2009008 皇家冰奶茶 -2.39316 財金二甲蔡孟甫 財金三甲洪瑞蓴 財金三甲陳雅婷 財金三甲周政宇 財金三甲魏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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