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楊長浤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8UCH0924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透過這次的股票比賽的體驗，讓我了解股票的殘酷以及現實的實際面。除了這個

之外，我知道投資股票市場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需要從多方面的角度來思考，

股票的走向以及利潤的多寡。所以總而言之，這次體驗的不只有投資股票的實

作，以及讓我們知道，想賺錢，真的要錢滾錢。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世宇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02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在學校的多元選修裡看到了股票時，我覺得很好奇，就參加了，在課程裡我學會

了如何觀察股市還有認識了在購買股票前必須先把這間公司分析清楚在下手，也

玩了跟股票有關的桌遊，在這門課裡學到的東西將來在投資時就會成為我的一項

優勢，在老師那得知有比賽後，就決定要參加了，期許自己能在競賽中，取得一

個好成績。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謝欣妤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00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經過這次的競賽，我從中體驗到股票的實戰過程的一些經驗，一開始其實有兩天

是不太知道要買些什麼，後來決定下手生活中比較常見的公司股票，像是台積

電、大立光、華碩，在股票競賽的過程中，常與我們班的下課討論股票的走勢以

及學習看盤的一些情勢，有時候還會激烈到上課還依依不捨，想繼續交換想法，

我跟他也很順利的排名算在前面，也很開心能夠體驗我們限年齡還不能參與的股

票買賣，提早孰悉未來可能會想涉獵的領域，老師也常常跟我們分享幾檔比較大

眾皆知的股票走勢，解釋一些漲跌的狀況，第一次的小實戰，真的有很多不太了

解的情況，競賽結束後我也與爸爸討論前幾次錯失的好機會，一個戰後檢討，希

望下次還能繼續參加這項比賽，並把第一次學習到經驗實施在第二次的活動，從

失敗中學習技巧，下一次會更進步的。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葉錦豪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87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我會參與到這次的活動也是一個偶然，我因興趣選了股票投資的多元選修，就跟

著老師的步驟一起參與了此次的競賽，我原本對股票毫無接觸，甚至不聞不問，

但經過這個活動的洗滌，漸漸的對投資有了一套心得，事前的準備，像是看它近

半年的漲跌幅，諸如此類，每天的關注，都會影響投資的結果，有時候太快賣

掉，沒享受到後面更高的報酬，有時候太晚賣掉，虧了一堆錢，當然還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贅述了。 

一千萬對現在的我也是一個非常遙遠的目標，可以讓我好好模擬以後我發大財要

如何錢滾錢。 

這次競賽我也很意外會得到前兩百名的成績，這對於出顧茅廬我，是一個非常大

的成就感呢，希望以後我能夠更有方向去投資，也祝我能發大財。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王采惠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99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經過這一次的多元選修股票競賽我學到了很多以往完全沒接觸過的領域，我完全

沒想到自己會在高中階段接觸到股票這類的東西，在這幾堂課中我學到了很多投

資技巧，進場時間，如何看 K 線那些的變動，也知道了每天的更新時間，資產分

配投資，我一直以來都覺得股票是大人在玩的東西，看到那些藍藍綠綠的數字頭

就好痛，討厭動腦，根本不想接觸那種東西，但是這次以後我突然覺得股票很好

玩，希望下次還有機會接觸到。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吳子杰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786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第一次的股票實戰，剛開始真的毫無頭緒的買，賠的也是只有慘字...經過老師的

指導，才有一點效率，如果是真錢的話，我想情況更是慘不忍睹。也因為這個活

動，讓我對股票有更充分的認識，了解股價的走勢，該進場還是該脫手，雖然到

後面，比較少時間接觸比賽，但從中學習的經驗，我想也是珍貴的。但從中學習

的經驗，我想也是格外珍貴的，雖然到後面，比較少時間接觸比賽，但從中學習

的經驗，我想也是珍貴的。除了模擬實戰外，也更會運用手上的資金將效益最大

化，有了這次參賽經驗，我想有助於我未來可能投資上更加的順利。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何姿潁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15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這個競賽相當有趣，我雖然賠的很慘，但過程卻是相當充實精彩。 

不管是在練習還是正式比賽我的心情都會隨著股市波動而有所引響，漲的時候會

很開心，跌的時候就會很北送，其中尤其是和同學一起觀察的股票都漲時是最為

高興的。在買賣股票的過程中，買賣之前都要謹慎思考，和夥伴認真討論分析此

股未來情勢，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不然會傾家蕩產。在這次活動學到了很多關

於股票的知識與台灣某些股票的情況，雖然沒有好成績，但還是可說是滿載而歸

哦！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顧柔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27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這次的虛擬交易是我第一次學習如何投資，也是一次新奇的體驗，只是可能他的

數額太大加上那是虛擬的錢，讓我沒那麼擔心市場上的起起伏伏。 

雖然這次的投資我有小賺，也讓我體驗了一把買台積電的爽快，不過我覺得我需

要學習的地方還是很多，比如我會看不太懂那支股票這樣的走勢究竟是好還是

壞，值不值得我投資，還有股票要一直結合時事，來判斷他會不會漲，讓我覺得

我還是一隻小菜鳥。 

不過我覺得這種賺錢方式我很喜歡，雖說心情會隨著他起伏，但是只要我看到我

選的股票漲，我就會興奮很久! 

等到我開始工作後，我也一定要真真實實的買次股票，來體驗真正的市場。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劉晏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96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參加了這次競賽使得我獲益良多，讓我第一次踏入股票這個充滿未知的境界，但

對於這次的競賽成績我還是有遺憾的，前面我沒注意到有規則而總報酬被扣了許

多，不然我的排名還能再提升不少的，是我這次最大的遺憾。參加了這次競賽讓

我學到了很多，有關股票的預測啊，籌碼 K 線的看法，我也要感謝我的指導老

師，跟我講了很多很多，讓我吸取了不少知識。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比賽

中後段，我看準了台積電這隻大魚，而放手一搏押了很多在上面，而我的預測是

準確的，台積電大漲，我也賺了不少，但終究還是敗給我粗心犯規而被扣的分

數，實在可惜下次我一定會更注意的，下次我一定會變得更好的！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劉定為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04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投資學課程中，在課堂上學到了投資的策略及技術，在模擬投資中就試著運用這

些學習到的新知，在課程結束後，我對於股票投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以及實際的

操作經驗，雖然在投資過程中有不少錯誤選股，不過藉由這些錯誤讓我們發現更

多投資選股上的實際問題並加以改進，也學習到面對股價變動的應對技巧，以下

是我們這學期以來的投資心得： 

1. 消息面不可盡信：因為不知道消息是否已反映完畢，因此不能只憑藉消息面就

斷然選股，應要 深入研究該股，觀察其基本面或技術面在做決策。 

2. 停損點之重要性：千萬不能有不理性的心理，在買入個股時就應要設定停損

點，且股價跌破停 損點時就要果斷脫手，不可抱著希望個股漲回來的心態，否則

會賠得更多。 

3. 承擔風險追求高額報酬：投資後期，我們貫徹了此投資策略，而最後的結果是

好的，因此我們 認為若是想要獲得高額報酬，就要有膽量去承擔高風險，當然，

避險的動作也必須做好。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易芸希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11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投資對我來說是個未知的世界，在開盤的每分每秒漲跌都是個謎，無法真正了解

只能預測，不到最後也無法之最後真正的結果，可能這分是漲，下秒卻跌了，讓

人捏了一把冷汗，而這次的虛擬投資讓我稍微地進入這未知的世界，也懂了這世

界基本的運作方式。在這次的投資我學到了股票的買賣是不能亂買的，要事先做

足功課 經過謹慎的評估才能決定，不然會賠得難以計量，需要先看過大盤 k 線知

道他未來是否能有漲的可能，是否能從中獲利，不然我們以錢為賭注的遊戲可能

就會以失敗收場。再來適時的買賣也很重要，盡量在低價的時候買，高價的時候

賣，才能盡量減少損失。這次的競賽讓我更了解股票，也為我奠定了基本有關股

票的基礎，讓我更了解他，也經過真正的實作讓我有親身經歷，比單方面的名詞

瞭解還更有印象，這次真的讓我獲益良多。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鄧羽晴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1693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經過這幾個月的投資競賽，雖然賠了很多，但還是學到了不少東西。在比賽剛開

始，因為賺了些錢而小得意，抱著貪婪的心買了更多，很快的就股價下跌，賠了

不少，但一想到老師曾說，股價突然下跌可能只是搞我們心態，搞不好隔天突然

大漲，於是抱著賭博心態又買了更多，看著錢從賠幾百變成賠十幾萬，整個人也

處於放棄狀態，賭上最後幾天買了更高單價的股票，果然不出所料的大賠一波。

經過這次教訓，告訴我們投資賺到大錢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毀掉一切只需

要短短幾分鐘，不要因為一時貪婪毀掉自己辛苦，身在股票市場，就得忍受自己

帶來的痛苦,好險現在一切只是個虛擬貨幣。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徐詩哲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10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在投資課程中，學到了不少關於投資股票的知識，也了解到了玩股票需要承擔不

少的風險。在試玩期間結束時，我的投資報酬率是負的，但是等到正式開始時，

我逐漸養成了下課看股票的習慣，也慢慢的了解如何透過股票賺錢。透過這次的

競賽有稍微對於股票有了一些基本的認識。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李艾庭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03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關於股票的比賽，同時也是我第一次玩股票，以前的我都覺得

股票是一個只有大人可以玩的東西，沒想過有一天還是高中生的我居然也能有機

會玩到股票。 

這個比賽讓我了解許多有關股票都知識，也讓我知道原來股票市場的運作方式是

這樣子。 

如果可以，我希望下次可以再參加一次，第一次還在熟悉，對什麼都手足無措，

表現普通，下一次，我希望可以以第一次的經驗以及學到的教訓再比一次！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葛曉恩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91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在這次的投資活動中，我學到了好多東西，在我參加這次之前，我對投資完全沒

有概念，完全不知道要買哪一家的股票，直到聽到老師細心的分析之後，我對投

資就越來越上手了，雖然我在這次活動中沒有賺很多錢，但是我覺得這次的經驗

十分有趣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葉明智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28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這是我第一次嘗試投資股票，在我加入學校的多元課程後才知道能藉由虛擬交易

所，玩看看股票。剛開始只有對股票一點點認識而已，所以第一次進入交易所時

有點眼花撩亂甚至有些專有名詞還不是很懂。但經過老師、同學耐心教導協助總

算能踏出第一步，讓我知道原來能經由 K 線走勢跟算出本益比等方法能大概知道

股票漲跌趨勢或值不值得投資。雖然這次比賽沒有賺到很多錢，但經過這次比賽

活動讓我有了一些經驗，至少下次不會再害怕投資，也能對金錢使用更謹慎。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鄧羽晴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1693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經過這幾個月的投資競賽，雖然賠了很多，但還是學到了不少東西。在比賽剛開

始，因為賺了些錢而小得意，抱著貪婪的心買了更多，很快的就股價下跌，賠了

不少，但一想到老師曾說，股價突然下跌可能只是搞我們心態，搞不好隔天突然

大漲，於是抱著賭博心態又買了更多，看著錢從賠幾百變成賠十幾萬，整個人也

處於放棄狀態，賭上最後幾天買了更高單價的股票，果然不出所料的大賠一波。

經過這次教訓，告訴我們投資賺到大錢可能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但毀掉一切只需

要短短幾分鐘，不要因為一時貪婪毀掉自己辛苦，身在股票市場，就得忍受自己

帶來的痛苦,好險現在一切只是個虛擬貨幣。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書法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1_pjhs013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1.作股票是資源再分配,並不創造財富. 

2.開辦股市就是為了圈錢,不給你一 點甜頭你不會進來,更不用說掏錢. 

3.主力有遠大目標,顯得大智若愚.散戶有小聰明,卻是大愚若智. 

4.人性有恐懼和貪婪,主力專找 這兩死穴攻擊.散戶卻不承認自身有此毛病. 

5.趨勢理論其實非常重要,其時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下跌途中滿手鈔票等待,上

漲途中持股滿檔等 待,只有轉勢那一刻才動手買賣.均線可以幫我們判斷趨勢,但如

果你不懂或不信它,誰也救不了你. 

6.主力可以用日 k 線騙你,但它無法用月 k 線騙 你,因為拆借資金玩不起時間,利息

成本太高. 

7.主力當然知道軟體的威力,所以它會在底部或頂部區間上下震蕩,使忠實反映情況

的軟體發出前後矛 盾的信號,你拋開軟體正中主力下懷.沒了 k 線圖就等於被廢去

雙眼,你還想干啥?等你悟出月 k 線的奧祕,你就會愛上軟體. 

8.物極必反的原理非常 適合作股票.如果你悟出它的真締,你就不會再干出追高殺

低的蠢事.至少你不會再衝動.kd/bolling 都是很好的防衝動指標.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書法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88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1.作股票是資源再分配,並不創造財富. 

2.開辦股市就是為了圈錢,不給你一 點甜頭你不會進來,更不用說掏錢. 

3.主力有遠大目標,顯得大智若愚.散戶有小聰明,卻是大愚若智. 

4.人性有恐懼和貪婪,主力專找 這兩死穴攻擊.散戶卻不承認自身有此毛病. 

5.趨勢理論其實非常重要,其時我們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下跌途中滿手鈔票等待,上

漲途中持股滿檔等 待,只有轉勢那一刻才動手買賣.均線可以幫我們判斷趨勢,但如

果你不懂或不信它,誰也救不了你. 

6.主力可以用日 k 線騙你,但它無法用月 k 線騙 你,因為拆借資金玩不起時間,利息

成本太高. 

7.主力當然知道軟體的威力,所以它會在底部或頂部區間上下震蕩,使忠實反映情況

的軟體發出前後矛 盾的信號,你拋開軟體正中主力下懷.沒了 k 線圖就等於被廢去

雙眼,你還想干啥?等你悟出月 k 線的奧祕,你就會愛上軟體. 

8.物極必反的原理非常 適合作股票.如果你悟出它的真締,你就不會再干出追高殺

低的蠢事.至少你不會再衝動都是很好的防衝動指標.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Hsu YH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294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投資課程很有趣，因為我家人有在投資股票，就想說來了解股票的規則，我學到

如何投資，買低賣高，如何看 K 線 均線 跌停 漲停 ，投資人的買賣時機，像法

人、投信、外資；競賽需要時刻盯盤，很耗眼力，有得必有失，這次競賽我沒有

很認真去看，但我至少有個底，有多餘的錢可以去投資，錢滾錢。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黃弘翔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92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當初我會選擇這堂課的原因是因為我對股票非常有興趣也因為我的同學也要跟我

一起所以我就進來股票選修課了 然後一進來時老師就簡單的介紹一些股票的知識

跟一些有的沒的然後還給我們一組帳號密碼要我們去參加健行科大舉辦的虛擬投

資股票的網站 好像是要比賽的樣子 這讓我學到很多 也是第一次實際接觸到投資

股票 

我覺得我很充實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古芯瑋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1501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對於能夠參加這個健行科技大學的高中職競賽感到很開心,不管有沒有得名的高中

職競賽感到很開心,不管有沒有得名能夠參與這個比賽,能夠參與這個比賽都是一個

很特別的經驗,覺得股票這類投資都是屬於風險較大的玩法,運氣一定有佔一部份的

比例在裡面,當然 ,技術分析是投資中一個十分大的訣竅,不管是三大法人也好,還是

其他,都需要一定的經驗,而參予這個競賽就是一個很好累積經驗的方法,也謝謝老

師的協助以及大學端提供的管道,希望自己也能夠持續進步,謝謝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陳昱崴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889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這次股票投資競賽得到第 14 名，其中過程曾達到 24%投資報酬率且得到第 7 名，

那時股票連續漲停板 2 天，我有預感到下週一時會大跌一波，果不其然那天開盤

直接漲停板，但是卻漸漸跌了，後來連續小跌了一週後，最後只能以此結果作

收，由於抱著慘念，所以之後並不是很想提到成績。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胡閔傑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08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我開學的時候誤打誤撞的和同學進入了這個選修科課程，上了快一學期我覺得的

我當初的選擇真的是對的他讓我學到了許多有關股票的知識，由其是這次的競賽

讓我更瞭解股票，而且讓我有了第一次的實戰經驗，雖然我的結果不是那抹的理

想，但這次的競賽對我來說受益良多啊 



 
 

2020 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 
心得徵文 

 

姓名 張宇傑 學校 桃園市立平鎮
高級中等學校 科系 普通科 

年級 高一 競賽 
帳號 109UCH0986 指導 

老師 林秀怡 

競賽心得  

我也不知道要寫什麼，因為我也不是那些有拿到前幾名的人，雖然也有因為我是

在競賽時間大概剩一半才開始有在動作的，但重要的原因應該是我還是不太知道

到底要去買或賣什麼、還有在什麼時間，所以其實偶爾都會在高點買或著是在低

點賣。雖然我也不知道透過這次的競賽我有學習到什麼，但是感覺上來說好像有

對投資更熟悉吧。 


	平鎮高中-林秀怡老師
	平鎮高中-林秀怡老師
	平鎮高中-林秀怡老師
	PDF 郵件程式1511585
	PDF 郵件程式1511586
	平鎮高中-林秀怡老師

	平鎮秀宜

	PDF 郵件程式15120024
	PDF 郵件程式15120025
	PDF 郵件程式20125050

	PDF 郵件程式2782921
	PDF 郵件程式2782922
	PDF 郵件程式2782923
	PDF 郵件程式2782924
	PDF 郵件程式2782925
	PDF 郵件程式2782926
	PDF 郵件程式2782927
	PDF 郵件程式2782928
	PDF 郵件程式2782929
	PDF 郵件程式27829210
	PDF 郵件程式27829211
	PDF 郵件程式27829212
	PDF 郵件程式27829213
	PDF 郵件程式27829214
	PDF 郵件程式27829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