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2 年期貨 On-Line 模擬交易競賽」交易人得獎名單 

 特獎(依抽出順序予以揭示) 

競賽月份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獎品 

9 月  mama 富邦期貨 新 HTC One 旗艦機

32G 手機各 1 支 郁婷 元富證券 

10 月  藍弟 統一證券 

 咖啡 元大寶來期貨 

11 月  selina12 元大寶來期貨 

 莊子 凱基證券 

合計 6 名 

註：本獎項除公告於活動網站外，另將以電話告知後續領獎相關事宜。 

 頭獎(依抽出順序予以揭示) 

競賽月份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獎品 

9 月  沖沖衝衝 元大寶來證券 Apple iPad mini 32G 

Wi-Fi 各 1 台  Eva Chen 日盛證券 

 wincoco 凱基證券 

 張綺礽 元大寶來期貨 

10 月  moressite 元大寶來期貨 

 老闆我要加薪~ 德信證券 

 豪大 玉山證券 

 0 漢克阿倫 0-A 富邦期貨 

11 月  緩緩掉落的 fon 玉山證券 

 小惠惠 華南期貨 

 Maxmax11 群益金鼎證券 

 sandy168 統一期貨 

合計 12 名 

註：本獎項除公告於活動網站外，另將以電話告知後續領獎相關事宜。



 普獎(依抽出順序予以揭示，獎品為經濟日報 3 個月份)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幸福天使 富邦期貨  cici 德信證券 

 小鈞 華南期貨  圓圓好可愛 德信證券 

 主人人 統一期貨  阿徵 德信證券 

 HakureYMES 元大寶來證券  orange 德信證券 

 星星 德信證券  芮芮 德信證券 

 marsc 德信證券  元寶 Fighting 元大寶來期貨 

 韓菲兒 德信證券  yuko 元大寶來證券 

 吳老師 合作金庫  松贏贏 日盛期貨 

 聲聲贏 日盛期貨  亞 580 元大寶來證券 

 wanglin09 華南期貨  ykk 德信證券 

 小欣 元富證券  塞塞 統一證券 

 Tyu 德信證券  十月圍城 群益期貨 

 Q00 喝喝 元大寶來期貨  墩墩哥 金豐證券 

 Kristopher 凱基期貨  寶貝小萱 元富證券 

 維他鹿 元大寶來證券  秋八月 11 元大寶來證券 

 KUEN 日盛期貨  啵啵情 金豐證券 

 矇眼亂亂下 大眾證券  期貨是頭雞不是隻雞 德信證券 

 秋九月 10 元大寶來證券  天龍國小 P 合作金庫 

 子 580 元大寶來證券  rising168 華南永昌證券 

 比企鵝 元大寶來期貨  基路伯 元大寶來證券 

 品酒不是拼酒 德信證券  wise81216 凱基期貨 

 水平面 玉山證券  宇 580 元大寶來證券 

 HAPPYGO 德信證券  hsunping 合作金庫 

 八雲紫小勞勃道尼足襪 統一期貨  就是這個光 德信證券 

 阿比洽橘 國票期貨  阿霖 元大寶來證券 

 彎道情人 玉山證券  一一一 統一期貨 

 很愛玩 統一證券  Trigger 元大寶來證券 

 高速真空吸引 元大寶來期貨  02believe 凱基期貨 

 sarah2015 富邦期貨  金線 德信證券 

 叫我姐姐 德信證券  jeff-li 元大寶來證券 

註：本獎項公告後，逕將得獎者資料傳送至經濟日報，以利後續送報作業。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包租公 元大寶來證券  uranuspopa 元大寶來證券 

 小強 aaaaa 德信證券  willie3001 富邦期貨 

 Van 富邦期貨  happyweed 元大寶來證券 

 陳協理 統一證券  莓莓女 金豐證券 

 火車過山洞 兆豐期貨  統一 bebe 統一證券 

 您今天微笑了嗎 德信證券  suhsia33 華南期貨 

 期貨四隊 元大寶來期貨  黃色小鵝 德信證券 

 徐老師 合作金庫  yooseungho 德信證券 

 twinhome08 群益期貨  靠得住 德信證券 

涼涼的秋天 群益期貨  微薰的夜晚 玉山證券 

 甜姐兒 Wendy 合作金庫  愛笑的眼睛 德信證券 

 sandy.yr 元大寶來證券  妙管蝦 元大寶來證券 

 大哥有錢 元大寶來證券  死條子 2 元大寶來證券 

 小小郭 日盛期貨  嘿咪嗎 德信證券 

 香香波 國票證券  sily1924 元大寶來期貨 

 BBBBBBBB 群益期貨  劉 580 元大寶來證券 

 櫻櫻美黛子 德信證券  ~~復活衝績效~~ 元大寶來期貨 

 泰瑞 日盛證券  SulanLi-11 元大寶來證券 

 蔡小快 元大寶來期貨  nbv 德信證券 

 丁丁是人才 德信證券  就是喜歡揪咪 德信證券 

 a 夢縈 金豐證券  nnnn0630 統一證券 

 HunterL 元大寶來期貨  HTC 德信證券 

 我叫小賀 德信證券  勝率不到百分之一 凱基期貨 

 小豬很笨 凱基期貨  yellow 金豐證券 

 Kk5 日茂證券  敏敏兒 德信證券 

 涓 德信證券  avon09 凱基期貨 

 心適 統一證券  現在才知道 德信證券 

 圓滾滾 富邦期貨  紅紅 元大寶來證券 

 黃色鋼鐵鴨 德信證券  莎莎莎 元大寶來證券 

 蔡桃桂 統一證券  r99723007 富邦期貨 

註：本獎項公告後，逕將得獎者資料傳送至經濟日報，以利後續送報作業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Pny 德信證券  只有嘴巴得第一 德信證券 

 軒軒 富邦期貨  我是琇琇 德信證券 

 步步驚心 德信證券  stealcoco 統一期貨 

 恨玲 華南期貨  ivenwu 群益期貨 

 PPPPPPPP 台中商銀  redgreen 康和期貨 

 a97977 元大寶來期貨  a-gogo1 德信證券 

 愛錢我 統一證券  菜籃族 合作金庫 

 fang01 康和證券  良 元大寶來證券 

 jasonchang 元大寶來證券  fannie 華南期貨 

 賺了就跑 凱基期貨  逆轉監督 德信證券 

 愛美麗 德信證券  ratice162 玉山證券 

 這是什麼情形 德信證券  小婷 華南期貨 

 米蘭達 統一期貨  王俊傑 統一證券 

 的的 日盛證券  淑鳳 德信證券 

 OPEN 醬 德信證券  蕎蕎兒兒 凱基證券 

 林靜宜 德信證券  嫻 元大寶來證券 

 小思 康和證券  潛力郭 金豐證券 

 元寶寶 元大寶來證券 9988 德信證券 

 jenna1220 元大寶來證券  aa116900 康和證券 

 紅色三倍速 凱基期貨  拿獎金出國玩 德信證券 

 Fishing Big 日盛證券  怪醫黑傑克 德信證券 

 kenny2015 富邦期貨  靜宜 德信證券 

 珍攻隊 玉山證券  danny01 華南期貨 

 胡妮妮 元大寶來證券  啵啵啾啾 金豐證券 

 巴克利 2 元大寶來證券  七彩 合作金庫 

 不能說的秘密 德信證券  希波波 國票證券 

 悍微顆 元大寶來證券  bdanny588 日盛期貨 

 arcplus168 元富證券  亞倫的拐杖 凱基期貨 

 shwa86 華南永昌證券  期貨怎麼玩 德信證券 

 小昌昌 元大寶來證券  筱筑 德信證券 

註：本獎項公告後，逕將得獎者資料傳送至經濟日報，以利後續送報作業



競賽帳號 所屬業者 

 胡熊熊 統一證券 

 小威 元大寶來證券 

 阿展仔 元富證券 

 Tpc 元大寶來證券 

 bobo10 兆豐期貨 

 諒諒 康和期貨 

 想念是一種體溫 德信證券 

 小 lily 金豐證券 

 小豪 德信證券 

 GSHHH 玉山證券 

 yes01017 德信證券 

 OSLONG 群益期貨 

 太陽與月亮 元大寶來證券 

 Cheng 凱基期貨 

 小胖仔 合作金庫 

 a 夢茶 金豐證券 

 chorng1103 元大寶來證券 

 miss 陳 日盛證券 

 成功一定是咱的 德信證券 

 斐斐 金豐證券 

 阿慈 2 凱基期貨 

 名偵探柯南 德信證券 

 r103820 元大寶來期貨 

 麥克一路發 國票期貨 

 一夜輸笑盡英雄 德信證券 

 Poi 德信證券 

 欣捷 10 元大寶來證券 

註：本獎項公告後，逕將得獎者資料傳送至經濟日報，以利後續送報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