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7高雄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王○強 王○宣 廖○穎 許○恩 謝○娟 劉○憲 

趙○錦 王○勳 左○怡 許○婕 陳○智 劉○妤 

蘇○雯 王○甄 姚○靜 陳○安 李○玲 林○妤 

蔡○霖 王○揚 尤○怡 陳○謙 李○玲 林○軒 

林○芸 王○媛 黃○玲 陳○涵 楊○月 林○蓁 

王○弘 王○詣 郭○菱 陳○勳 張○婷 林○佐 

陳○慧 朱○達 陳○華 陳○華 朱○蓁 林○均 

張○華 江○烜 陳○銓 陳○銓 康○怡 林○辰 

王○楓 吳○琪 黃○玲 陳○涵 康○怡 林○希 

江○凰 吳○寬 吳○臻 陳○妮 吳○萱 林○佑 

林○婷 呂○琳 林○屏 陶○寧 楊○月 林○丞 

管○慧 呂○廷 林○屏 陶○薰 周○萍 林○鹿竹日 

宋○財 宋○翰 林○鈞 曾○庭 呂○蓁 林○哲 

許○涵 宋○潔 曾○峰 曾○瑜 呂○蓁 林○紘 

陳○環 李○剛 曾○軒 曾○豪 藍○慧 林○詠 

陳○環 李○鴻 曾○軒 曾○甯 林○又 林○竣 

蔡○梅 李○蓉 洪○菁 黃○辰 董○英 邱○晏 

賴○如 李○璇 洪○菁 黃○溢 凃○祐 凃○祐 

鄭○文 李○澄 黃○蓉 黃○蓉 段○資 柯○廷 

賴○如 李○澤 陳○華 黃○維 楊○夙 柯○涵 

蔡○雯 李○欣 黃○崇 黃○筠 洪○男 洪○恩 

李○霖 李○宏 黃○成 黃○恩 陳○如 洪○禎 

呂○倍 李○銜 楊○霓 楊○霓 何○如 洪○軒 

劉○敏 李○安 楊○姍 楊○姍 林○燕 唐○庭 

劉○敏 李○名 許○貞 楊○翔 鄭○芳 孫○曦 

劉○敏 李○宇 楊○欣 楊○雯 吳○朱 馬○豪 

郭○菱 李○愷 葉○珏 葉○辰 楊○如 康○祺 

向○湘 李○瑋 昂○ 鄒○諺 張○強 張○瑄 

陳○玲 卓○昀 黃○萍 鄒○聖 張○琳 張○琹 

林○卿 林○貴 陳○鳳 趙○妏 李○芳 張○筑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7高雄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簡○惠 張○文     

吳○惠 劉○欣     

林○函 林○函     

詹○珍 曹○津     

曹○傑 曹○容     

陳○娟 許○溍     

吳○麗 許○綺     

蔡○羽 劉○婷     

潘○玟 歐○伶     

劉○青 歐○綸     

歐○○恩 歐○○恩     

陳○娟 蔡○瑜     

陳○娟 蔡○翰     

鄭○文 蔡○芮     

盧○怡 蔣○宸     

蔡○淑 鄭○睿     

盧○齊 盧○齊     

雍○羚 蕭○雅     

雍○羚 蕭○芸     

董○琤 賴○睿     

薛○瑜 薛○瑜     

李○秋 薛○均     

謝○錤 韓○叡     

伍○珠 韓○芸     

顏○焜 顏○婕     

黃○慈 嚴○瑀     

鄭○萍 黃○恩     

鄭○萍 黃○佑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14 台北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蔡○妤 尤○樺 游○婷 高○潔 吳○雯 劉○晴 

彭○億 王○綸 王○璐 張○欣 陳○婕 劉○昀 

譚○貞 左○伃 林○品 張○誠 李○慧 蔡○涵 

蔡○恂 石○欣 王○云 張○鈞 蔡○恩 蔡○恩 

彭○柔 何○蔚 趙○惠 張○峻 劉○元 蔡○玲 

鄭○云 吳○邦 林○紋 張○皓 蔡○玶 蔡○玶 

王○蕾 吳○翎 楊○雯 張○婷 彭○倫 蔡○澤 

繆○梅 吳○亞 梁○礽 梁○瑄 鄧○龍 鄧○萱 

陳○均 吳○丞 童○美 許○榛 郭○純 賴○安 

林○潔 呂○瑩 魏○卿 郭○絜 陳○紛 賴○成 

趙○華 宋○竹 賴○玲 陳○寗 鄧○貞 謝○鋼 

許○娟 李○馨 賴○玲 陳○銥 林○芬 謝○宸 

林○芬 李○恩 馮○華 陳○芸 黃○芬 闕○珍 

李○莉 李○涵 陳○玫 陳○靜 游○嫚 蘇○甄 

李○慧 李○妍 劉○怡 陳○佑 莊○雯 蘇○婷 

林○樺 周○親 林○蓉 陳○彤 龔○品 龔○芸 

洪○娟 周○彤 黃○惠 曾○軒 許○蓮、林○昊 林○羽 

張○謙 ○○○ 陳○霞 曾○婷 許○嘉 潘○廷 

易○廉 易○廉 曾○庭 曾○庭 徐○杰 徐○媛 

陳○欣 林○妍 李○蓮 游○嫻 楊○欣 李○嘉 

汪○蒂 林○宇 黃○期 黃○涵 林○如 李○峰 

汪○蒂 邱○淳 黃○詰 黃○榛 郭○慧 郭○甯 

林○光 林○寬 杜○純 黃○鈴 盧○ 盧○婕 

賴○婷 林○恩 吳○芬 黃○峰 周○蘭 陳○岑 

賴○婷 林○恬 呂○雲 楊○寧 劉○雯 梁○堯 

黃○怡 邱○琳 楊○萍 葉○勛 李○琪 李○甄 

宋○后 邵○聆 邱○萱 廖○希 陳○ 廖○丞 

陳○如 施○彤 蔡○潔 劉○薰 陳○ 廖○鈞 

施○恩 施○捷 蔡○潔 陳○瑜 陳○鏵 謝○鈞 

林○英 徐○庭 林○婷 劉○翊 彭○芳 林○真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14 台北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連○慧 陳○叡 林○慧 林○瑜   

連○慧 陳○暟 黃○娟 陳○朋   

藍○儀 郭○佑 黃○娟 陳○琪   

劉○晏 黃○詠 廖○慧 程○睿   

陳○娟 卓○蓁 張○韻 廖○詠   

鍾○杰 鍾○儒 鄭○萍 呂○霆   

鍾○杰 鍾○倫 黃○綾 柯○麒   

黃○源 黃○甯 黃○綾 柯爾○   

鍾○明 鍾○凌 徐○慧 林○熏   

呂○甲 呂○頡 李○清 李○元   

黃○菁 張○○崴 洪○雯 陳○辰   

杜○祝 柯○潔 楊○倩 李○恩   

李○芬 王○翰 葉○貝 賴○鈞   

陳○群 陳○宏 涂○卉 王○淇   

林○真 陳○琪 張○仁 張○庭   

陳○成 陳○睿 顏○欣 楊○彤   

楊○婷 林○佑 曾○怡 莊○景   

趙○仁 趙○馳     

趙○仁 趙○淳     

莊○卿 賴○媛     

李○媛 周○芯     

李○媛 周○庭     

程○燕 趙○萱     

鍾○馨 李○軒     

羅○超 羅○綸     

羅○超 羅○嘉     

呂○甲 呂○陞     

陳○雯 李○倫     

陳○雯 李○泰     

施○卿 陳○心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21 台中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黃○婷 蔡○渝 羅○惠 林○明 曾○○ 陳○菲 

Chen ○○ A○○y 呂娜 ○起 傅○丞 傅○丞 

歐○誼 丁○恩 王○文 施○先 彭○堯 彭○堯 

丁○原 丁○翔 余○勳 柯○安 彭○崴 彭○崴 

周○怡 尤○茜 余○勳 柯○瑄 曾○玉 曾○璟 

王○希 王○婷 龐○儀 紀○甫 Arw○○ Hsi○○ 曾○旻 

王○洋 王○廷 林○芳 紀○耀 魏○ 黃○晏 

林○惠 王○昕 黃○儀 紀○瑩 黃○芬 黃○恩 

左○龍 左○姍 蘇○萩 胡○睿 王○棻 黃○佑 

賴○嬪 左○頤 倪○永 倪○綬 王○棻 黃○妤 

湯○春 朱○貞 徐○芮 徐○芮 魏○ 黃○頤 

湯○春 朱○平 許○雯 高○哲 許○清 黃○溱 

黃○宜 吳○騰 許○雯 高○博 黃○蓁 黃○蓁 

林○瑩 吳○葦 劉○華 張○宇 張○鳳 黃○彬 

張○真 吳○愷 劉○華 張○安 黃○隼 黃○隼 

吳○淋 李○臻 李○秋 莊○萱 朱○儀 黃○宸 

李○齡 李○晏 許○龍 許○心 黃○霖 黃○霖 

吳○淋 李○葦 張○菱 許○澄 楊○儀 楊○○杉 

謝○芳 沈○臻 許○圳 許○哲 楊○儀 楊○婕 

謝○芳 沈○睿 任○儀 陳○任 楊○儀 楊○祥 

周○樂 周○樂 陳○泰 陳○瑀 林○麗 葉○妤 

林○凱 林○程 李○儀 陳○圻 林○麗 葉○甫 

洪○勤 林○信 李○儀 陳○叡 曾○宜 葉○嘉 

莊○真 林○妤 陳○雯 陳○安 古○玲 詹○賢 

林○宏 林○岑 陳○雯 陳○臻 吳○萍 劉○承 

林○一 林○一 許○勻 陳○廷 吳○萍 劉○君 

吳○馨 林○君 賴○蓮 陳○諺 劉○揚 劉○霓 

林○均 林○均 許○勻 陳○維 劉○揚 劉○菲 

黃○庭 林○安 陳○璋 陳○璋 劉○福 劉○維 

蔡○婕 林○鈞 陳○萍 陳○芙 林○霞 劉○綱 



Cha-Ching 2018 親子理財夏令營【7/21 台中場錄取名單】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家長姓名 小孩姓名 

楊○潔 潘○玟     

蔡○全 蔡○諭     

藍○玲 蔡○宸     

蔡○錦 蔡○佑     

蔡○蓉 蔡○庭     

陳○瓊 蔡○諭     

蔡○蓉 蔡○檥     

姚○菁 蔡○宣     

毛○玫 鄭○慧     

鄭○ 鄭○     

柯○怡 鄭○約     

江○珍 賴○羽     

賴○汝 賴○成     

鄭○馨 賴○軒     

陳○萍 賴○倢     

謝○欣 謝○丞     

呂○ 韻○     

張○玲 蘇○嫺     

陳○辰 陳○莘     

陳○玉 江○甯     

顏○霈 陳○安     

林○霏 張○岑     

陳○柏 陳○誠     

陳○燕 吳○華     

葉○慧 葉○巧     

廖○芬 陳○宜     

廖○芬 陳○慈     

陳○芳 林○穎     

陳○芳 林○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