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薛定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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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3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大家都因為這次的股票競賽變得更了解股票了，以前都沒有接處過這類的東西，

這次的經驗真的讓我感到很新奇。 

  一開始我最高的排名到了 72，學校的排名到了第三名，結果因為有一天忘記登

入去看了，所以排名就掉了很多，也救不回來了，因為全部都跌到谷底了，所以

只能全部賣掉，重新開始，但那時候已經剩下兩天了，所以其實在重新玩也很難

再賺錢了，因為虧了快一百萬，所以我就放棄了。 

  原本以為有機會可以前幾名的，但是因為自子的疏失而失去這個機會，這也讓

我學到做事情要專心。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蔡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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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1 指導 

老師 詹婉貞 

競賽心得  

這個活動真的很新奇，剛開始聽到的時候沒什麼興趣因為玩全沒碰過股票，所以

一開始還沒正式開始的時候很散漫，之後我們班導師一步一步的教我們投資，正

式比賽的時候真的是無時無刻都在看手機，每節下課都在關心自己買的股票有沒

有漲跌，超級認真的。 

  我們班導師的超用心的還教我們看股票的曲線圖，讓我們能更知道自己要去買

哪一種股票。在比賽剛開始的一個禮拜我的名次都蠻前面的，因為我買到的股票

基本上都有漲，但是隨著比賽時間越久我的名次就越掉越多，然後到後面就處於

一個半放棄的狀態了。 

  總結來說這次的活動真的非常好玩，我了解了股票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如

果明年還有一樣的活動我一定會再參加的。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謝佳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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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5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健行科大舉辦的金融競賽讓我學習和體驗到之前沒有接觸過的活動，從一開

始不熟悉的操作平面，到了解學會分析每張股票的漲停和跌停，每天的股價不

同，可以利用網路上的股價分析來做參考，一開始比賽前有模擬競賽，透過多加

練習和熟悉操作平面，在過程中也有產生許多的疑問，但就可以在問題中學習，

讓自己更了解。 

    在正式競賽中共有三周的時間，我們有一千萬的資金可以做投資利用，其中

有一個重要的原則是買綠不買紅，在股價跌時買進，上漲時賣掉，各種因素都有

可能造成股價的波動，可以讓你一夜致富，也可能一夕之間全部化為烏有，所以

審慎思考和分析後再投資是非常重要的， 

    最後在這次的競賽中也在其中學習到許多投資的技巧和原則，也有觀看一些

投資相關的影片，讓自己更加熟悉，每一個原因都會造成股市的漲跟跌，例如：

美國總統選舉時，當時的美股大漲，那天的股價幾乎都是上漲的，所以透過這次

健行科大舉辦的金融競賽，讓我更加了解投資相關的領域，使我受益良多。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欣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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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2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由健行科大舉辦的「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為期 1 個月。主要的內容是藉由

投資、買賣股票，在這段時間內獲得最大的利潤。此外，贏家還能拿到 10,000 元

的獎金，前十名都有獎金的鼓勵，金額就以此類推。 

  在這次的比賽中，我學習到了很多金融相關的知識，懂得如何在精準的時間內

得到最大的報酬，也學會了怎麼看漲、停還有季線……等。 

  一開始，擁有一千萬資金的我實在是太揮霍了，一下手就來不及，也還沒學會

怎麼有效的買股票，起頭就吃了很大的虧。過幾天後，老師給我們很多的資訊，

指導我們相關的操作及看法，學到最簡單也是最好的觀念就是「只買綠不買紅」，

小小的撇步就能更方便的去得到最理想的狀況。 

  不過，後期都買到了不是很好看的數字，導致興致缺缺也就暫停了比賽。看著

同學們都得到不錯的成績很為他們開心，最大的果實還是從輕鬆的比賽中學習到

豐富的知識，生活處處都是知識也充分地證明了。 

  最後還是非常感謝健行科大舉辦這次的活動，辛苦了。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郭祥威 學校 
臺北市立松山
高級家事商業

職業學校 
科系 國貿課 

年級 高二 競賽 
帳號 109UCH0406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健行科大的投資競賽非常有趣，學到了很多東西，也開始學會了看股票之類

的，下課時間都在看自己的股票有沒有漲，一早起來就是先打開手機看股票在途

中跟夥伴討倫的美好時光現在還津津樂道。 

  雖沒有拿到一個好名次，但過程才是最重要的，希望下次還能參加這種有具有

教育意義的競賽，短短的時間可以獲得許多得成長，學會看投資也能對未來有幫

助，對於未來的發展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幫助，跟一群人較勁的是高中期間難忘德

回憶，讓我高中生活又變得跟精采更不同。 

  唯一的遺憾就是時間太短了，這種競賽若是長期的話會變得更有趣，變數也會

越來越多，明年有的話我也會想再次參加，謝謝健行科大這次舉辦的競賽，令人

回味無窮。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林葳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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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0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大家覺得這次的這個競賽如何呢？我個人覺得這個競賽讓我收穫滿滿，讓我了解

如何去買賣股票，也讓我知道怎麼去看股票的走勢，讓我能在以後買賣股票時使

用到這些知識。 

  而在這一個月我是如何競賽的呢？每一天我都會上投資競賽的網站去看我的

盈餘與股票的漲跌，也會去查查看我看到的公司股票這幾天的走向好不好，讓我

能判斷要買還是要賣，我們班老師也會傳資訊給我們，讓我們能知道哪些能買，

在這其中當然會有不想再去管的想法，但我還是堅持每天都去做。 

  到最後兩個禮拜的時候，我買的股票跌很多，而我的排名也掉到很後面，那

瞬間很失落，會覺得我努力那麼久竟然就這樣沒了，這樣就算了，我還聽到我們

班很多排名都提升了，有些甚至變到全國前十名裡，我很替他們開心，但我也很

替自己難過。當時真的超級想放棄，但我最後還是決定要試試看。 

  雖然最後我沒得名，也沒有到很前面，但我真的學到了很多，也讓我知道我

應該要好好提升我對股票的了解，這樣對之後買股票才有幫助，我很謝謝健行科

大財經系，給我們這個機會，也謝謝老師每天都告訴我們哪些能買哪些要賣，也

不厭其煩的回答我們的問題，希望之後還有這種有趣的競賽。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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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4 指導 

老師 詹婉偵 

競賽心得  

第一次參加健行科大的投資競賽，對於是學生的我們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進行

人生第一次的模擬投資，儘管過程中會賠錢也不會太過於心疼，但是也體會到了

投資時上上下下起伏不定的心情，深怕一個不小心沒看準時機賣出，就不會再有

更高的價格了。 

    這次的投資競賽讓我學到如何買入、賣出更加了解到很多人說投資可以賺到

第一桶金是這樣一回事，你投資一家公司的錢的高低，會影響到你獲得 

到的報酬。 

一剛開始老師告訴我們這個活動的時候，沒有人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到了後

來，同學們就會在下課時間關心自己買的股票是賺了還是跌了，我自己覺得台積

電是讓我損失慘重最高的股票，一剛開始的時候買入是在高點，下一秒就開始狂

跌，讓我無法賣出。 

    但是因為有了這次慘痛的經驗，我相信下一次的操作一定會更順利的進行。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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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3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一開始是因為只是試玩而已，還沒開始，所以其實一開始並沒有很認真玩，而在

試玩期間，當不同老師來上課時，同學都會去問老師投資的公司， 

每個老師的投資方式都不一樣，有些會放長期，有些則是長期，短期的剩至當天

買進買出，一跌就買，一賺就賣掉，還有老師買了一間公司的股票，一開始是賺

的，但過了幾年一看，竟然卻跌了很多，而那位老師後來又買了更多張那間公司

的股票，而到了後期那間公司又回升了一點，所以到頭來其實是賺的，雖然很風

險，但還是賺到了。 

    而開始玩的期間有很多的的漲跟跌，美股漲時很多的股票也跟著漲，但有一

次我買台積電時，隔天直接跌，從 454 跌到了 432，但近期的台積電又漲到了

490，還好我當時沒有賣掉，華碩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股票，雖然它跌的時候跌得很

快，但它漲時也是可以從中賺到很多錢。 

    雖然我在全國排名並沒有很前面，但校排名還蠻不錯的。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胡傅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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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6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一次健行科大的競賽活動我覺得收穫滿多的，從一開始對股票、投資完全不了

解，然後藉由這次活動在過程中學習到很多東西，像是什麼該買什麼時候該賣，

也因為這樣關注到了很多時事，對股票慢慢的了解了很多，也滿有興趣的。 

  在過程中，剛開始每天早上都很期待早上開盤的時候自己買得有沒有賺錢，然

後很勤勞的上去操作，老師也有給我很多建議我也有吸收進去，然後再自己做判

斷，一開始的前一個禮拜我記得我都還有保持在前 100 名以內，到後面沒有買到

太多漲很多的股票還買到了一個讓我虧了 60 幾萬得所以排名就直接掉下去了。 

  在整個競賽的過程中我玩得很開心也很投入，希望健行科大之後還可以再辦類

似的活動，因為現在我們還是學生沒有辦法買真的股票，只能用這種虛擬的介面

來模擬，也可以順便練習，未來如果真的要買股票的話就可以更熟練。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趙禹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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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08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參加這個競賽的時候，我感覺非常新奇，也留下了不錯的回憶，可以和班上的大

家一起參與及討論的過程中，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有些人明明看起來漠不關

心，其實他已經賺了不少錢；有些人在後面當黑馬，讓大家跌破眼鏡的事情。 

   

  經過這次的競賽，不論是觀察股票變動、買進賣出那幾乎只差 0.1 的差距、

或是股盤大跌，就足夠讓人心情七上八下了，加上我也深刻體會到，為什麼會有

人因為股票的漲跌，而沒辦法好好睡一覺了，因為明天的股價會怎麼樣變化，我

們都不會曉得。 

   

  如果之後還有機會參加或是舉辦類似的競賽，我想我也會很認真的去了解更

多學習更多，這次的競賽，也讓我養成了看新聞的習慣，以及觀察一些現在公司

的發展，還有了解到最近最有機會發展成功的科技或是產業，這些知識，未來或

許對我的課業或工作及生活上，可以有更多的幫助。 

  非常感謝健行科大可以舉辦這個活動，讓我們可以參加及體驗這個競賽，不

論是在活動前及活動後，都不會讓人覺得很無趣，而是很用心的在舉辦這個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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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鄭漢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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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8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參加這一次的健行科大投資競賽，我自己覺得這個遊戲的確算是有點耗時間，整

體來講，最主要的收穫大概就是讓我比較了解關於投資的一些事情，更讓我知道

要隨時留意關心國際經濟情勢。 

    在正式比賽開始先前，我就已經開始試玩了。一開始的確，全部都是我個人

在研究，對於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學生來說，直接進場這種東西，真的很難，我光

是上網爬文的時間就足足花了快一天，結果遊戲開始了我還是搞不懂到底怎麼操

作的，至少後來我還是學會了，但試玩期間也是玩了很痛苦， 

然後試玩期間中間也玩得不太好，於是我就放棄了。 

    過了幾個禮拜以後，競賽正式開始了，前期我玩得還算蠻熱忱的，前兩個星

期我的排名也都有在一百以前，最好有到 20 名過，不過一樣中期的時候，我因為

不知道要買些什麼股，於是想說先穩穩挑一些大股，結果好幾檔大股全部都給我

暴跌，就連台積電、鴻海也一度掉很多過，而且還是持續好幾天，然後我就又放

棄了，最後一個星期，我就點開看了一下，有拉回一點點，但還是虧很慘，大概

2xx 多名，於是我把全部都賣掉 5 檔股，全部都換成了新的，最後一個禮拜我衝

了名次衝到蠻前面的，最後也是回到 60 名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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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賴姵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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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09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我覺得這次參加金融投資比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因為我們平常比較不會接觸

股票這類的東西，但是這次的比賽讓我們體驗投資，讓我們可以免費體驗到平常

碰不到的東西。 

    一開始我的績效雖然還不錯，但是比到後面就慢慢掉下來了，因為台積電真

的超虧，虧損了十幾萬，台積電就佔了八萬多，甚至後來有一天還有虧損到三十

幾萬，但很慶幸不是真的用自己的錢，不然我可能早就破產了。 

    這次比賽完，讓我學到投資前真的要三思，也要先評估那張股票的未來的風

險，而且如果一不小心，真的會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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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唐湘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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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30 指導 

老師 詹婉媜 

競賽心得  

這次健行科大辦的股票比賽真的很不錯，有獎金拿還可以學到如何購買股票!雖然

我的名次沒有很前面，但是我覺得有盡力去比完就好了!過程努力有學到東西就很

不錯了。第一名的獎金有一萬元真的是嚇到我了，我想說我就盡力完沒得名沒關

係。說實話我是真的對股票沒甚麼興趣，但是這次的比賽讓我覺得股票其實還滿

不錯的，只是風險很大。也要常常去關注股市，漲跌停之類的。 

  看到我們班有些人校排名 1、2、前 10 真的很厲害，我也有問他們說他們怎麼

買的，他們說有時候還是要看運氣，然後要買綠不買紅!買股票顯真的很大，我買

一張股票本來想說他還沒漲完之後再賣，結果隔天那張股票就跌了，當下就覺得

很傷心為什麼昨天沒有賣掉。 

  在比賽的這幾個月我就買買賣賣，但因為我不太會玩所以沒賺甚麼前有點可

惜。我希望之後還有類似的比賽可以參加，我應該會比這次更進步，從中學習!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王元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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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4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的健行科大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我一開始是看到他的獎勵很好很有興趣，第

一名居然有 1 萬元的高額獎金，我在試驗期間還不會玩所以買完股票就丟著讓它

跑了結果最後居然擠進前 100 名拿到第 89 名雖然還是試驗期但給我極大的信心。 

正式開始的第一周我就把錢都花光了買滿了股票想說跟之前一樣放著就好，結果

第二周就開始漲了好多賺到了幾十萬，我還跑到別人的帳號裡看看他們買什麼，

過了一星期我就開始虧了而且是一直虧的虧了 30 多萬即使國產賣掉了也還是虧，

最後還只有剛好打平賺 1 萬而已，在第三周我把岱宇賣掉改買合一結果沒有賺還

虧超多，連台積電都在虧我已經快要放棄了。 

最後一周我都沒有登進去，因為我知道我沒機會了，在星期五結果公布的當天我

抱持著最後的希望登進去看結果虧了五十萬，哈哈哈果然我還是太了。 

這次的活動我覺得很棒希望之後還有可以賺錢又可以學到知識。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劉紀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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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7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一開始聽到健行科大舉辦投資競賽時，我還蠻驚訝的。平常我完全不會去了解股

票的運作模式，雖然不討厭股票，但總覺得那是給大人在玩的，小孩子碰不起。 

  透過這這個比賽，我學到了股票大致上的運作模式。玩股票就像是在賭博一

樣，沒辦法準確的了解獲利的情況。其實在比賽一開始，我非常的有興趣在獲利

情形上也還不錯，只是到後面賠了很多錢，導致我不想再參與比賽，而成績]也一

落千丈了。 

  希望明年可以再舉辦這個比賽，我一定會好好地參與，也會更積極的探究每檔

股票的狀況。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葉譯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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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1667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2020 健行科大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心得報告 

松山家商國貿科   班級: 202          姓名:  葉譯群           學號:   80206            

    

這次的體驗感覺上還不錯，一開始還不太會操作，現在能夠稍微懂了一點點，果

然這種複雜的東西對我而言還太早了。 

  剛開始是有賺了一點，到中間也是挺順利的，結果居然在最後一刻的時候暴

跌，名次整個大幅下降，雖然這還是有點運氣成分，但我還是跟我個人判斷有

關，最後的總名次在我們學校是第五十四名，就結論而言還算可以。 

  這次的競賽對未來我如果要投資的話會有頗大的幫助的，包括像是「買率不買

紅這樣的觀念」，一定能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還有何時該買進買出等等的技巧。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劉葶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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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2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我覺得這次參加這個比賽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我一直以為買股票是我未來可能

大學畢業才會接觸的事情，但我沒想到因為這個比賽，能讓我提早接觸，雖然還

沒有到整個了解股票交易的一些規範，但還是會有些許的小知識。     

    現在有人在講股票時，我都會聽懂一些，有時還能加入話題，雖然還不是那

麼的懂。 

    但這次買股票我覺得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賺錢的時候也會特別的開心，但我

最後是賠的，但也是挺好玩的，從完全不會買到會，慢慢自己去探索，我發現自

己探索會更有趣，主要也是他是虛擬的錢，能讓我們這樣去投資看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詠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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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1636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起初的我對於股票還算不太了解，但經過這款投資遊戲後，讓我更了解怎麼樣投

資與適時收手。 

     

    一開始的我總是喜歡買漲的股票，但發現買完了沒過一下子就跌了，原本的

自己不想買跌的股票，是因為怕買了股票後跌得又更跌了。到了後來，我嘗試著

試試看，用不同的思考、想法去嘗試新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雖然難免還是會

有些挫折，但是慢慢地累積經驗，那挫折的感覺也慢慢地縮小了，自己有時候會

因為一時的衝動去懊悔當初，有時候會因為聽別人的說法改變了自己的想法，每

當看到自己的排名比以往更進步，自己也會因為這個事開心一整天。 

     

    在這遊戲期間我學會如何看股票，和如何在對的時機下手，我也知道了，有

時候股票漲到一定的金額要收手，不要因為貪婪而在原地傻傻地等，那樣往往跌

得比以往想的還多，從中也知道了怎麼樣買與賣，真的是十分寶貴的機會呢！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宇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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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7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模擬投資的活動讓我發現了很多書上沒有教的小知識，也察覺了一些我在操

作上的問題。 

    我在一開始的模擬階段時就有使用 APP 的輔助，主要是在熟悉操作方式以及

熱門股票漲幅的線型，這讓我對股票市場有了大至的了解。後來我開始接觸線上

的股票聊天室，了解到很多術語跟大神們的操作方式，我聽了很多人的推薦，也

試著去關注每天的股市動盪和變化的原因，嘗試預估未來的股市變化，這讓我的

生活中流了一段專屬於股票的時間，看股市也成了我每天的習慣。 

    在真正開始比賽後，我有許多問題也顯現了出來，我痕常去買一些比較沒有

便宜或沒有交易量的股票，即使他的線型很棒也不會有太大的漲幅也很難賣出

去，為此虧了很多錢。之後我開始買價位比較高的股票，由於我心裡已經有了一

個入手的價位，我的限價單上的金額通常都會比市價低一些，蔗葉讓我很難買

進，也很常常達不到規定的持股比例。我還有個毛病，界是我實在是太心急了，

等不到最高點就賣出了，也不懂得設停損點，這都是要在實作時才能發現的。 

    我很感謝有這次的體驗，讓我在之後進入現實的股票市場時不至於花很多冤

枉錢繳學費。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韋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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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0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這次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參加健行科大舉辦的「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雖然競賽

期間只有短短的幾個禮拜，但在這其中讓我學到了很多的東西。 

  從一開始完全不知道要怎麼操作，連有哪些股票都不知道，但在老師的帶領之

下，開始會去上雅虎奇摩網站自己看股票的漲跌，哪些可以買，哪些可以再等一

下，也習慣每天打開程式看看有哪些股票賺了可以賣或繼續放著，還有有哪些跌

了可以買，在這一個月裡，買賣股票最重要的就是秉持著「買綠不買紅」的道

理，還有隨時觀察著時事，因為時事是一個影響股票走向很重要一點的，像是台

積電因為美國總統的大選，在競賽期間跌得很慘，但在這幾天美國大選完之後，

又飆升到了創新高，所以觀察時事真的是一個蠻重要的事情。 

  雖然這次的競賽成績沒有很好，買的股票也都是漲跌不定，常常一片綠，但從

中學到了比成績更寶貴的經驗，希望明年還有機會能再參與，拿到好的成績。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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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32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真的很榮幸能夠參加健行科技科大的金融遊戲，其實我對股票是非常有興趣的，

而且家裡的人也會小玩股票，所以就自而然地產生興趣，大家都說玩股票是要頭

腦清晰然後不貪心，而且不要把雞蛋放在同個籃子裡，多看看不同股票，進行小

投資，不然一下投資太多會造成風險過高很容易把資金給賠光。 

    一開始的我不太會看股票，不過我為了要能在金融遊戲中有收穫，所以我就

努力的學習看股票。剛開始試玩時，有點迷茫看不懂，經過老師執導後，我就會

漸漸的會自己看，而且秉持著分散風險，雖然沒有賺很多，但是就過程來說我覺

得是很享受的。尤其是一開始在選股時不知道要投資哪一間，也聽過很多人的意

見，最後選了第一支「國產」的股票，接下來就投了很多股，不過也賠的蠻多

的，有點難過。 

    最後這個遊戲真的很好玩，不過這遊戲比較需要比較多時間去盯，後來的我

也真的賠很多，期待我下次更熟悉股票後再來挑戰這遊戲。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廖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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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26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參加完此次的投資競賽後，我覺得投資股票真的很有趣呢!之前的我就一直對股票

非常感興趣，想著長大後如果有閒錢的話，就一定要把錢拿去投資股票，這樣就

可以利用錢滾錢的方式賺取更多額外的「零用錢」，而且即便不小心賠了錢，也不

會心痛!                 

    雖然這次的投資比賽我的排名並不是非常厲害，但我還是覺得我學習到了很

多新知識!剛開始的我甚至連紅是跌、綠是漲都不知道，但現在我連股票的分析圖

都大概能看懂一點，還能知道甚麼時機該投資甚麼股票呢! 

   也謝謝健行科大讓我們有這個機會玩投資的競賽，也希望之後還能有機會參加

類似的股票投資比賽，可以讓我更加了解股票，並且能夠享受跟同學們一起討論

股票的過程!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薏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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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1686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起初，在試玩期間，感覺滿容易的吧?我就放著，不管它。下次，老師提醒我們

說，比賽時間快到了，你們玩得如何?這時我才想起來，去登登看，結果發現，怎

麼登不進去?去問系統單位，跟他們溝通，終於登了進去，發現，有人改我的密

碼!我覺得這是這次比賽可以注意的! 

    比賽開始了!我想著我一定要贏!其實看股票跳來跳去，心情像雲霄飛車，一下

開心，一下覺得，股盤你怎麼掉下去了啦!這個其實很刺激，而且真正比賽的時

候，其實並沒有很容易，做每項投資都要想過，雖然有時候是要賭一把，但是我

們還是要看這家公司到底好不好! 

    最後，雖然我沒有得名，但在這次比賽中學到滿多東西，例如如何投資，如

何看股票如何分析公司好不好等!重點是要有耐心!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林昕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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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31 指導 

老師 詹婉禎老師 

競賽心得  

參加過投資股票競賽後，完全能夠理解為什麼總是會聽到人家說投資有賺有賠，

股票的世界真的要花足夠的時間、心思且心臟要夠強大才能接觸。 

     

    我發現投資股票是需要技術的，要能夠挑對股票、善用資金和設立停損點，

股票的風險很大，有時候會大賺但也會大賠。雖然這次的遊戲是虛擬的，但也確

實體會到投資股票操作。 

    感謝這次健行科大舉辦這個好玩的競賽讓我們體驗，希望之後會有更多不同

領域的遊戲讓我們嘗試接觸。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呂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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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11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很開心能夠參與健行科技大學所舉辦的「2020 健行科大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因為這個競賽讓我從一開始對股票一無所知，到後來會看一些相關財經時事新聞

以及走勢圖和走勢分析圖來簡易選股，也增加許多對股市的了解在學校無法真正

操作到股市這一塊，藉由這個競賽平台學了一課。 

    雖然在此競賽中沒有得到很好的名次，在一個月裡嚐到了股票大漲的甜頭，

也經歷了營利虧損的煎熬，到後面越來越能抓到買進及賣出的點，也越來越熟悉

每種股票的波動，甚至哪些可以玩當沖？哪些適合長期？哪些會突然暴漲？就算

競賽結束了，我依然會時常關注財經時事新聞，未來有閒錢時就可以實際操作，

讓錢有計畫的錢滾錢！ 

    感謝健行科技大學讓我有機會能夠認識股市以及實際操作股票的買賣，如果

之後又舉辦股市競賽，相信我的名次會進步許多！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王婧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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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UCH0433 指導 

老師 詹婉禎 

競賽心得  

剛開始，對於這個比賽不太了解，對投資也沒有太多想法，甚至沒什麼興趣，所

以最起初的模擬練習我並沒有花太多時間去了解它，反而還覺得這沒什麼，但越

到後來模擬練習結束之後，我越發現這好像還不錯，或許可以試試看，試著玩玩

看，不僅能學到如何投資，最後如果有得名還會有獎金，所以我就開始摸索這要

怎麼玩。 

  比賽正式開始之後，老師開始推薦我們能買哪些股票，還有告訴我們一些規

則，讓我們慢慢了解這個競賽，起初，我買了很多班導推薦的股票，為了不被扣

分，也想試試看能不能進前幾名，而且也能順便更瞭解如何投資，雖然我不曾進

過前幾名，但我不後悔玩這個遊戲，因為能學到如何投資。 

  最後我從這個競賽學到投資要「買綠不買紅」，我覺得如果了解了這個，之後投

資就比較不容易賠太多，而且也能間接了解自己會不會投資，這個競賽很有意

義，也很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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