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昱翔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經科 

年級 高三 競賽 
帳號 109UCH2043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我覺得健行科大推出這次的活動是非常的有趣能夠讓我了解股票賺錢是多麼的不

容易你要隨時地觀察金融趨勢，如果有任何的問題都有可能造成股票市場的動盪

不安，讓我能夠學習投資股票的實務經驗也知道投資股票風險很大要隨時注意雖

然我沒有得到好的名次，但是真的非常的有趣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邱佳宏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業經營科 

年級 高三 競賽 
帳號 109UCH2242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藉由這次由健行科大所舉辦的金融競賽，我學到如何投資以及買賣股票，也了解

到融資和融券之間的差異所在，在這段期間當中也玩的不亦樂乎！時常和同學討

論美股趨勢所造成的台股市場影響，這都是我平常課堂上所觸及不到的領域。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林永鴻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經科 

年級 高三 競賽 
帳號 109UCH2329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玩股票投資，獲得全校第 22 名，雖然只是個虛擬的，但也很開心能

參與這次的活動，也明白很多道理，投資也是有風險的，不能只靠運氣，要深入

學習，能和同學一起討論又彼此互相競爭，非常有趣，從這次競賽過程中，我更

深入去了解買賣股票操作時機和交易方法，收穫良多。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陸德偉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經科 

年級 高三 競賽 
帳號 109HCH2322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在這次競賽中，我們學到了更多投資可運用之策略及技術，在這虛擬的投資裡，

能夠慢慢地適應並且去運用，在競賽的過程中，也能夠更深入去了解股票買賣的

操作時機與選股交易的方法，雖然在一開始中有不少選錯股票導致跌入谷底，不

過藉由這幾次失敗讓我能去更深入的了解問題點並加以改進，也學習到面對股價

變動的應對技巧，投資真的要慎選並事先研究好資料再選對的股票去做交易，不

要朋友買甚麼就跟著一起買賣，這樣也無法學習到知識也會導致再浪費時間而

已， 有一段投資的名言:投資致富關鍵在於做自己喜歡的事，願意不斷學習，發

掘別人還沒看到的機會，這是永恆不變的真理。要好好的去加油!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隆宇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經 

年級 高三 競賽 
帳號 109UCH2327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老師開始對我們介紹這個投資競賽遊戲時，我剛開始對這個投資競賽是沒有興趣

的，可是後來班上的每個同學都在玩就也一起玩了，剛開始完全看不懂，所以我

就在裡面亂買了幾個股票，當然就賠慘了。後來我我就去找同學請教如何看股票

的漲跌幅與成交量，在那之後我的投資就開始賺錢我也對這個遊戲愈來愈有興

趣，之後也會跟朋友一起研究去買賣哪個股票比較穩之類的，我很開心能接觸到

這個股票競賽遊戲，讓我受益良多，與朋友間也多了新的話題。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秉穎 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2391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在此次競賽之前，我從未碰過股票這方面的東西，因此剛開始時還有點生疏。但

是在經過老師的指導後，我漸漸了解股市的運作及如何有效率的投資，也學習到

了許多關於金融的知識，雖然最後沒有進入前一百，但是因為這個比賽，又讓我

的知識更上一層樓。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洪詣鈞 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2394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以前只看過家長們在討論和股票有關的事情，其實自己都沒有很了解。這次透過

這個活動讓我真正的第一次參與到投資股票的運作方式、了解許多專有名詞、怎

麼看盤還有未來趨勢的知識，也開始跟家長討論有關投資方面的話題。我學到了

很多，希望明年可以再次參加。 我會推薦其他人來參加這個競賽，因為其實投資

理財很重要。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洪詣鈞 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2394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以前只看過家長們在討論和股票有關的事情,其實自己都沒有很了解。這次透過這

個活動讓我真正的第一次參與到投資股票的運作方式、了解許多專有名詞、怎麼

看盤還有未來趨勢的知識,也開始跟家長討論有關投資方面的話題。我學到了很多,

希望明年可以再次參加。我會推薦其他人來參加這個競賽,因為其實投資很重要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王嘉薆 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2400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以前常常看著爸爸、媽媽看著股票又悲又喜的，那時的我太小，不知道他們為何

那樣，如今在這場競賽中我了解了。當你看著自己的錢在股票裡又漲又跌的心

情，真的也會隨之浮動。 

我在一開始買股票的時候我實在不敢買漲幅太大的股票，倒致最後沒能擠進前 20

名，但是看著股票一步一步穩定成長，心裏的自信也一點一滴增加了。 

從這次競賽中我學到了很多，例如：某些股票是有季節性的。有些公司像台積電

單股價值很高，更要逢低買進，逢高賣出。 

我很喜歡這種競賽，從中獲得了很多，也讓我對股票有更深的了解，若還有此活

動我還會參加。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鄭佴 學校 臺北市立西松
高級中學 科系 普通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2387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這次是我第一次參加這種類型的比賽 

再參加這比賽之前 我連怎麼掛單看股票都不太會 

在老師的指導下慢慢對股票有些了解  

也慢慢熟悉了股票的運作模式而且買股票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短期的 要找那種漲跌比較多的來選擇 

高的時候賣出 低的時候買進 

也可以自己上網找找資料 

這次的比賽我也學了了一些經驗 

是學校一般上課學不到的 

希望能參加下屆的比賽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林怡玟 學校 育達高級商業
家事職業學校 科系 商經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2006 指導 

老師 游麗卿 

競賽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健行科大舉辦的投資競賽，也是我第一次接觸股票，我覺得玩

股票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要了解的東西很多，要學習的東西也很多。透過這

次的投資競賽，我學到很多有關股票的知識，也學會如何購買股票，雖然我這次

的比賽沒有賺到錢，但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希望下次再參加比賽的時候，我能賺

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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