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程霈淇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11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經過了這三個禮拜的遊玩，我對於股票以及投資理財這方面也有了更深入的理

解。我很慶幸自己有這個機會可以參加這個活動。即使一開始對股票一竅不通的

我，在經過老師的指導以及試玩時間之後也可以很快的上手。 

也因為這個活動，讓我想要進一步理解台灣有名的企業，便於在未來投資，賺取

利益。 

我認為這次的活動非常有趣，在玩遊戲的同時，也可以對投資理財更加的理解，

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競賽。如果以後有類似的活動，希望還能再參加。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蔡文倩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19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在這次比賽中我了解到台股的股市會因為全球大小事而有所變動，因為這樣我每

天膽戰心驚，定時花空餘時間來了解今天的時事，也因為美國大選讓我的心忐忑

不安，會因為甚麼事情股市會開始崩盤，那幾天就是。大盤連續狂降幾百點，連

續了三到四天，就算結束了狂降，我的股票始終不見起色，讓我的信心逐漸受到

打擊，好像快要放棄的時候，老師的一句話讓我重燃了信心:「再等一下，大盤就

快穩定了，不需要急。」慢慢地大盤如同老師的話慢慢地趨於穩定甚至開始有了

大幅度的漲幅。 

       最終我拿到佳績十分榮幸，雖然掉了幾名，但我也滿意了，也藉著這一次

的經驗我了解到部分台股的特性以及其公司的股利政策、年度配股、獲利能力等

等，慢慢培養出選到正確的股票。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宥傑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109UCH0114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參賽至今已過近半個月，從一開始的隨便亂買/賣，亂玩，不懂規則，搞不清楚狀

況，到現在已經都了解大致上的規則也不會做出很愚蠢的事，雖然我玩的沒很

好，但我覺得這個活動整體還是算有趣的，這個股票跟現實生活是一樣的匯率 價

錢，所以一方面能夠體驗買賣股票，上漲下跌的感覺，一方面也能了解台灣目前

股市的情形，也認識到各種形形色色的行業，知道哪些是穩賺的，哪些是穩虧

的，到後面多了一個如果一天沒下單五筆就要扣錢的機制，雖然玩到後面有時因

沒時間就沒有上線，導致我的排名非常後面，但在前半段的時間我的排名還算前

段的!我覺得時段能再開更多一點，不然只有那兩個時段要每次都記得上線確實挺

難的，這個活動整體設計的很不錯，也很有實用性，就連對這方面沒什麼興趣我

都玩的很開心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洪若綺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7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藉由這次的活動，我學習到了如何買股票，在買股票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了股票

漲跌的心情，也有一次漲很多和跌到谷底的景況，但不管怎樣，在遊玩的過程中

我很開心，因為自己所選擇的股票有賺錢，整個比賽中我都是靠著感覺買，並沒

有多做麼樣的研究，在競賽中還能有個不錯的成績，我覺得非常驚喜，有一段時

間最期待的就是每天打開手機，看看有沒有賺錢。這次的活動非常有趣，我也在

和同學的分享中學到了更多有關於股票的知識。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孟淵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526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次參加了健行科技大學的投資競賽，這也是我第一次玩股票，所以對我而言，

這次競賽是我完全不熟悉的項目，甚至是完全不了解，不過在老師的解釋及幫助

下，我總算是大致上了解作方式了。剛開始玩真的是非常期待，即使不是真實貨

幣，我也會很希望它上漲，除了我自己玩，也可以跟班上同學一起討論現在股市

狀態，也增添了聊天的話題。不過一段時間後還因為懶惰沒有每天登入，但聽同

學說每天沒買到一定量，會被扣分，真的會擔心自己排名掉下去，每天看著排名

還有自己的報酬率，不然就是去問同學的狀況如何，超好玩的，遊玩之餘也認識

了股票投資。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吳敏瑄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18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經過這快三個禮拜的比賽時間，讓我對股票這方面更加知曉，因為家人沒有再股

票的習慣，所以一開始我完全不了解有關股票這方面的事，是第一次接觸這方面

的東西，剛開始接觸股票的時候我覺得蠻難的，要看漲跌之類的，還要到其他網

站看其他公司的股票，超麻煩的，但經過幾天不斷的練習之後就覺得還好了，而

且我慢慢發現看股票其實是一件蠻有趣的事，看那些公司漲跌不定蠻酷的，而且

這項比賽還提供我們一千萬的資金玩股票，我覺得很棒，但我也發現股票真的不

是我們任何任都可以玩的一項活動，股票比較像是有錢人有多餘的錢或者是小康

家庭的人玩，因為每一股價錢真的都蠻高的，而且風險還很大，所以真的不要隨

變亂買股票，因為有些家庭就是因為玩股票玩到破產的，所以在玩之前一定要做

好打算，雖然我這次的名次只有 326 名而已，但我很開心在這過程中學習到很多

我以前都沒有接觸過的東西，如果下次還有這項活動的話，我一定還會參加的!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何宜蔞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31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經過這次的比賽，發現投資股票也是一門學問，而且複雜，股票的漲跌會因為上

市公司的財報、各種影響股市的變因例如：美股、以及會有人在後面操股，而改

變，有的公司財報並不好但是股價一直漲上去，但是一跌就很恐怖，會直接賠

光。我為了避免有那麼大的風險，很謹慎的選股交易，但是選股也是需要了解這

家公司最近狀況，還有看技術分析，但是我覺得我還是看不太懂，技術分析的

圖，我下載了手機版的 yahoo 奇摩股市，看那個選股專 家建議的地方做參考。 

  我覺得學投資是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專研、磨練，才有辦法從那個一無所知、

從頭賠到尾的菜鳥轉變成穩贏的專家。這場比賽也讓我知道除了投資股票有極高

的風險也發現社會時事變化萬千，所以玩這個需要不斷的去關注時事，尤其是美

股，在這參賽期間美國前總統川普確診新冠肺炎，美股跌台股也跌，我的所有股

票全都是綠賠很慘，還有美國開票期間道瓊工業指數漲，我選的股也漲，那時滿

開心的，在這段期間真的學到很多知識。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蓮冠婷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3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次的競賽，我了解更多有關股票的事情，從一開始的懵懵懂懂到現在已經可以

看出一點東西了，競賽之前有個練習，可以讓我們接觸關於投資股票的內容，這

段練習的時間大家都會互相討論自己買了哪一家股票賺多少錢，賠多少，在學校

的時間除了討論課上的內容可以交流有關股票的事情，在比賽前慢慢的研究，指

導老師也會告訴我們該怎麼看，如何買才不會虧錢又可以增加報酬率，正式比

賽，我平日都在看該怎麼買比較好，假日就學著看財經節目，有一段時間我還是

迷失了方向，買的都賠，幸好我有去問老師或是報酬率是正的同學，才有現在第

29 名的好成績。參加這個活動讓我增加更多的財經知識，知道投資是怎麼一回

事，投資一定有風險，每一次的投資都要注意!!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潘安宜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0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我很高興能夠參與這次的投資股票比賽，在參與這場競賽之前，我們對於股票投

資是不熟悉的，直到參與比賽後我才了解到股票的玩法。為期三個禮拜的比賽，

有幾天的股票跌幅率很大，當我打開操作頁面時，整片綠色的，跌得非常慘，隨

即心情也變得低落，想了很多種方法來拯救報酬率，但依舊沒有起色。直到一個

禮拜後，股票開始直直上升，讓原心情本低落的我，重新燃起了希望，努力了幾

天後，投資報酬率和全國排名瞬間上升了不少，讓我十分的開心。 

這次的競賽我學習到如何正確的投資與使用資金，在有限的資金下如何達到有效

的利用，獲取最大的利益。比賽不僅僅是為了名次的競爭，而是為了吸取更多的

知識，讓我們對於商業上的投資有更大的收穫!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張詠棋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2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次透過健行科大舉辦的投資比賽，讓高中生學習投資股票，有了指導老師的教

學，讓我知道投資股票不只要看ＫＤ值、漲跌，重要的還有注意時事，注意美國

動態和未來可能會紅的公司或行業，一開始老師帶著我們買賣，我們要限價單，

想趕快賣出就要低一點，想趕快買就要買高一點，跌或漲都要停利、停損，如果

要買多張不要一次，可以分開著買，比較容易成交，慢慢的讓我們自己操作，每

天早上老師都會讓我們上課 5~10 分鐘操作股票，並告訴我們這幾天發生的事，會

導致股票漲或跌，也會推薦我們哪個行業類的哪幾家公司是有信用可以買的，這

個比賽我覺得可以讓我們學到很多，參加比賽也有很多好處，贏了也有獎金，輸

了也沒關係，是一次不一樣的體驗，很感謝提供這次機會。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謝怡琳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12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在這快要一個月的投資競賽當中我學到了很多，在這之前其實從來都沒有接觸過

這種投資類型的比賽或者是遊戲，所以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買賣股票，時機

點也不知道應該要如何估算，也不是很確定什麼時候、什麼價錢應該要買哪家公

司的股票才是比較好的。 

    我一開始的玩法真的是照著自己感覺走，自己比較喜歡也比較常聽到的公司

就買那家，也不管價錢，結果買一買也沒剩多少錢，然後一直賠，剛開始真的是

完全沒賺過，之後也只能尋求同學和老師的幫助，後來老師每天早上的第一節下

課就會叫我們登進去網站看一下，也會告訴我們最近可以買哪一家公司比較好

賺，但其實也不是每張都有賺。 

    就這樣漸漸熟悉了也大概了解股市和流程之後，就開始會賣股票了，在競賽

要結束前的一兩個禮拜開始賣了很多有賺的股票，報酬率開始從負的轉成了正

的！！！排名也一路飆升，從八百多名變成了一百多名。 

  這個競賽過後，讓我更了解股市的股價，還有股價會因為某些事情而被影

響，以前也沒想過會接觸這種活動，沒想到接觸後開啟了新世界呢！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賴姵安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4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參加這次由健行科大所辦理，將近三個禮拜的虛擬投資大賽，令我收穫良多，藉

由線上模擬投資的方式，而在遊戲中，為了提升名次，投入遊戲中，會去學習、

關注關於投資理財的財經新聞，就像是真的在投資一樣，去詢問不同的老師意

見、或和父母討論關於最新的時事，藉而了解投資的趨勢，又因遊戲期間恰巧逢

美國大選，及美國疫情的上下浮動，股票飄浮不定，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遊

戲中我買了台積電和台達電的股票，結果大跌了好一段時間，而於是我賺而去買

綠能產業，還是賠了很多錢，每一張買的股票都需要三思，雖然我玩的名次真的

沒有有道很好，但至少我認真投入到這個遊戲當中，在學習及遊戲的趣味裡讓我

更想要深入了解，或許未來我會選擇有關科系。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賴姵安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4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參加這次由健行科大所辦理，將近三個禮拜的虛擬投資大賽，令我收穫良多，藉

由線上模擬投資的方式，而在遊戲中，為了提升名次，投入遊戲中，會去學習、

關注關於投資理財的財經新聞，就像是真的在投資一樣，去詢問不同的老師意

見、或和父母討論關於最新的時事，藉而了解投資的趨勢，又因遊戲期間恰巧逢

美國大選，及美國疫情的上下浮動，股票飄浮不定，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遊

戲中我買了台積電和台達電的股票，結果大跌了好一段時間，而於是我賺而去買

綠能產業，還是賠了很多錢，每次一張買的股票都需要三思而行，雖然我玩的名

次真的沒有有道很好，但至少我認真投入到這個遊戲當中，在學習及遊戲的趣味

裡讓我更想要深入了解，或許未來我會選擇有關科系。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曾凱芝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288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次參加了健行科大的投資競賽，剛開始根本不知道這個投資競賽怎麼玩，雖然

有開放試玩時間，但在操作上面還是不了解怎麼玩，而且家裡也都沒有投資股

票，所以我也只能隨意玩，隨便投資。但是在正式玩的期間，經過老師教導，我

能大概清楚了解每個操作的方式，怎麼看股市、長跌價、一股是多少……許多功

能都是玩了才知道。說實話我自己也沒有每天都上來做投資，但是我都持有 5 家

公司，就差持股水位沒有達到七成，每天都被扣報酬率，到最後都是負報酬，就

直接放著不管了，但是最後上去看，我有點後悔，因為我最後都有賺，但是都沒

有把股票賣出，有的賺了五萬多塊，有的還是負一萬多，不過都結束了，也很開

心能玩這個遊戲，讓我清楚了解股票要如何投資。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高廷毓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30 指導 

老師 陳玉枚 

競賽心得  

我覺得這次的健行科大股票比賽讓我學到了不少東西，像是在價格高點時要用什

麼單購買、價格要設定多少才會賺錢，還有要在什麼時候賣出能賺比較多，已經

負債的要在哪個時機點賣出等等......，但最重要而且最困難的是，股票的市值每天

都要維持在 7 百萬以上，不然會被扣錢，所以要抓準時機購買或賣出，才能賺到

錢又不被扣錢。雖然比賽結果出來我的成績並不太理想，負了 3.多%的，但我還

是學習到不少技巧，應該能為未來買股票、基金、保險打上一些基礎，讓我比較

容易能上手。還是這次比賽的前十名真的都非常厲害，總報酬率加了 40 多%，幾

乎要每一筆都要賺，而且交易數目滿大的，可能每天都要為了比賽特別花時間去

研究股票的走向趨勢，或是他有認識的親人、朋友能為他提供資訊，不管怎麼

說，他們的態度還是值得我們去學習。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洪言綾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9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次參加健行科大學財務金融系所辦的投資競賽，起始金額有一千萬，讓我們進

行投資，在這之前我完全沒有接觸過股票投資，對我來說投資就是經濟課本上的

知識，很是陌生，不過老師很有耐心地跟我們解釋怎麼操作，一開始我只敢買少

額的股票，投資報酬率也一直是負的，後來就越來越敢放手去買，期間我發現股

票會因為時事而上漲或下跌，印象最深刻的是最近的美國總統大選，每一家公司

的股票幾乎都跌，一片綠油油，但選完後就上漲了，報酬率一下子飆升，我記得

讓我賺最多的是台積電與智邦，不過它們漲跌的幅度很大，要不就是大漲、要不

就是大跌，風險很大，在這次的虛擬投資競賽中我收穫很多，不只學會了看股票

的趨勢，也明白了投資不會永遠賺錢，可能一夜之間就賠完了，投資前一定要思

考清楚，做出最好的選擇。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卓紜祺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13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經由這次健行科大所舉辦的虛擬股票競賽讓我對台灣的股票有了許多的認識，

原本的我認為股票與我的生活毫無關係，但玩了之後我發現我錯了，生活中有許

多的事情都會影響著股市，例如：美國總統大選、武漢肺炎等等，買股票其實是

一件很難的事情，必須要很有耐心觀察每家公司的漲跌，也要很常關心社會新聞

等等，雖然比賽的一千萬是假的但我卻把它當成是真的，每一筆交易我都很認真

的下決定，深怕賠太多，但股票本來就是有賺有賠，所以即便我可能輸了幾十萬

我也沒有放棄，繼續買！！！ 

  很謝謝這次健行科大所舉辦的競賽，它讓我對股票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激起

了我體內的一股股票魂，即使我現在可能還沒有能力買，但我可以給有在買賣股

票的人一些建議，等到以後有能力了就可以開始買了！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蔡沛芸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1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參與了這次健行科技大學舉辦的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我接觸到了平常不會做的

事情，平常根本沒有機會可以玩股票，都只有聽過爸爸媽媽在討論今天的哪一家

股票漲還是跌的狀況，聽完都覺得很有趣。透過這次機會還不需要花費任何費用

所以可以不用煩惱金錢這部分的問題，我覺得很棒！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宇婕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125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我覺得這個體驗非常好，可以讓學生們不用花真正的錢也可以立即感受到玩股票

的樂趣，讓學生們在玩股票的過程當中，學習到很多事情。 

但由於我不是很會玩股票，所以對我來說在這遊戲當中要賺錢是一件很靠「運

氣」的事，但我還是非常享受在玩股票的過程～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廖兪安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廣告設計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2091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參與這次比賽讓我認識了的股票！而且我一個廣設科居然拿到全國前 200 名超意

外的啦 XD 看著股市漲漲跌跌我的心情也跟著漲漲跌跌，每次要賣的時候都希望

他漲多一點、在漲多一點啦 QQ 超怕它跌很多，有種顧小孩的心情（？）這次的

比賽讓我發現用股票錢滾錢好像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前提是有錢買股票或是零

股還有買對股票_(:з」∠)_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蘇力伃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1526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在這次的虛擬比賽中，我學到了很多關於股票的知識，對我來說是新的事物，一

切都很陌生。從股市一點一滴中了解了關於財經的知識，受益良多。希望對於股

市的投資有幫助，如果長大有機會且有資金，我也會想要試試看投資股票，雖然

有風險，但感覺過程很有趣，雖然我這次的排名並不是很好，但是我學到的經驗

反而更難得，希望下次還有機會能參與這種活動！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葉芯妤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1527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這個活動真的很不錯 現在的年紀不能購買股票 但透過這個讓我了解 股票沒錢的

人真的不要去玩 不然會賠很慘 但有錢的 過一段時間會賺很多 

但主要還是要會玩的人去玩 如果長大真的要買要先對那家公司有所理解 

多了解 就會翻倍賺 到最後其實我就沒什麼在玩 因為那時候太忙 很可惜 

但這個活動讓我了解股票的部分跟之前比多很多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品禎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1537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一開始我覺得這個競賽不一定要參加，因為我覺得我在未來可能不會投資股票，

因為我比較膽小，怕會賠很多錢進去，可是轉念一想，我現在如果可以先從這個

競賽了解怎麼看股市如何投資，那麼這個經驗就可以應用到未來上面。剛開始試

玩的時候一直在賠錢，因為不了解所以一直投資錯公司，到了競賽開始後，原本

是賺錢的可是到了中後期就開始賠錢了，而且是賠很多，害我有點不想繼續了，

可是最後公布排名的時候，我竟然賺了，我因為後面有點忙所以沒有玩，而且偶

爾進去的時候是賠錢的，所以我沒想到最後可以拿這麼好的名次。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禹欣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2336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透過參與這次的投資競賽,我學習到許多有關股票的知識，像是股票交易時間、月

線、季線，以及買綠不買紅等等。而這個活動也引起我對股票投資的興趣，在家

中也會和父母談及股票的話題。除了股票知識外，我也切身的體會到「努力與收

穫不一定成正比」。在競賽期間，時不時就看一看股市、登入虛擬交易平台操作的

我，投資報酬率卻遠遠不及許多僅登入一、兩次的人。有些時候，運氣也是一種

實力。相信有了這次的經驗，未來若是有機會投資股票，能夠更全面的考量並做

出更好的資產配置。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鄭惠文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5UCH1529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我很開心能藉由這次的活動了解真正的股票市場，雖然只是虛擬的但玩起來也是

挺刺激的，每當我的投資報酬率在下跌時，我就會感到不安，當然上漲時倒是開

心的不得了，彷彿我真的賺大錢了。或許是我把金錢看得太重了，但是沒關係，

有得必有失，只要我們學會正確的投資及理財，也不會損失的太誇張，反倒還會

賺錢呢！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許瑋玲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際貿易科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1546 指導 

老師 陳玉玫 

競賽心得  

起初得知這場比賽我既驚喜又興奮，因為是能增加我們學商的同學很多的知識與

經驗，對股票充滿好奇，卻沒有機會實際做買賣。 

第一次操作時很多使用步驟不太懂，透過老師引導和與同學的交流就更理解如何

操作。經過幾天的熟悉後，大家都很擔心遇上大跌，也很不巧的正式競賽後的兩

三天都有這種狀況，所以有買很多台積電這類影響股市起伏的股票會很擔心，不

過這也是經驗的累積，好好學習如何觀察漲跌。 

我覺得很棒的是學會基本的看股市走向，認識了季線月線，觀察股票漲幅情形來

做選擇。 

最後想感謝這場活動的幕後工作人員，讓我們能在小小年紀認識股票並進行買

賣，雖然沒有拿到很好的名次，但更驅使我多花時間來研究這方面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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