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全國高中職

投資競賽操作說明
• 10/1 晚上7點準時開始

• 報告人：吳佩珊主任



經濟日報報導(2020/11/25)：
2020健行科大投資競賽 萬元獎金得主出爐



報名全國性投資競賽的好處

升學備審資料證明
(經查證參賽者於正式競賽期間曾進行交易，將發參賽證明)

免報名費，最高獎金新台幣一萬元

測試了解自己投資商數

對財金系更加了解

有機會成為高薪的基金經理人或證券自營的操盤團隊



投資競賽活動介紹

只要用本活動所提供帳號登入虛擬交易所，參賽者即可獲得

1000萬資金進行投資活動，最後以「總報酬率」高低發放獎金：

第一名冠軍：獎狀與獎學金10000元

第二名亞軍：獎狀與獎學金5000元

第三名季軍：獎狀與獎學金3000元

第四至八名：獎狀與獎學金1000元

參賽資格：全國高中職同學

參賽費用：免費



競賽規則

由參與對象學生一人一組參加競賽

投資標的為台灣證券交易所與證券櫃檯買賣中心之上市、

上櫃股票。

所有競賽交易均計算『交易成本』。

主辦單位將以『總報酬率』為評分依據，排定投資績效

優先序。詳細的虛擬交易競賽規則請參閱附件。違反競賽

規定者，將對『總報酬率』扣分。



投資競賽日程

報名(試玩)期間 即日起~ 10 月 15 日

正式競賽 10 月 18 日~ 11 月 12 日

部位建立 10 月 18 日~10 月 22 日

頒獎日期 11 月 24 日



投資標的及投資組合規定

可選擇上市或上櫃之個股進行投資，但每日投組總持股水位須達

總淨值『七成 (含)』以上，且投資組合須有『5 檔』以上之股票。

股票可融資融券，以期間『總報酬率』最高者為勝。

注意！！若該競賽隊伍未曾達到七成以上總持股水位之要求，但

虛擬交易所的系統平台結算有獲得獎次，仍然算喪失獲獎資格。

試玩期間最後一日收盤後，將重設競賽，所有持股歸零，投資金

額恢復為原始投資金額。請於正式競賽期間開始日，重新建立持

股部位。



競賽懲處規定

• (1) 以下之規定於每日收盤後評估，僅以實際持股計算，掛單部位不
予計算。

• (2) 持股部位至少七成，違反規定者，每次扣『總報酬率 0.5%』。投
資組合須有『5 檔』以上之股票，違反規定者，每次扣『總報酬率
0.5%』。

• (3) 10/18-10/22 為部位建立期間，不進行違規懲處。

• (4) 每日追蹤『持股水位』、『投資組合是否有 5 檔以上股票』有無
符合規定，扣分原則同上。



虛擬交易所主要交易規定

• 1. 交易日期：同台灣證券交

易所公佈交易日。

• 2. 交易時間：每日交易日期

現貨交易時間為『上午 09：

00 至下午 01：30』

• 3. 交易場所：透過網際網路

進入『健行科技大學虛擬交易

所』網頁，即為本次競賽之交

易場所。



競賽活動報名步驟

• 健行科大財金系系網：「2021全國高中職投資競賽專區」

• 步驟１：請完成此表單報名👉👉https://pse.is/3l5fnu

步驟２：經資格審核通過，將會以此活動Line官方帳號2天內發放

投資帳密給參賽同學！請加入Line官方帳號

👉👉https://lin.ee/GWu3AIn

https://pse.is/3l5fnu
https://lin.ee/GWu3AIn


獎金加碼

🔴🔴分校獎勵(獎狀)

各校報名達20組取最佳績效一名，達40組取最佳績效前兩名，

以此類推，各校最多10名，提供獎狀。

🔴🔴分校獎勵(獎金)

各校報名達200組，前3名同學可獲得加碼獎勵金，第一名1000

元，第二名500元，第三名300元。另選十名投資競賽心得徵文

(200字內)提供100元禮券。



Google搜尋：健行科大財金系



請加line官方好友，取得帳號密碼



1. 選商品

2.可透過
產業選股

3.可輸入股
票代號或
中文名稱

4.普通買進
融資、融券

5.選掛單類型
市價單、限價單 6.決定張數 7.掛單



操作區：顯示投資組合以及損益狀況



資訊區：可查詢每日競賽排行



選股介紹



股價的演化過程

基本面

公司營收獲
利體質變化

籌碼面

第一手消息
就率先佈局

技術面

股價就產生
方向變化



選股條件

•基本分析

•技術分析

•籌碼分析



基本分析：了解公司的獲利能力

營業收入：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因銷售產品

或提供勞務而取得的各項收入。

營業毛利： 營業收入-營業成本 (尚未扣除管銷成本)

營業利益：營業毛利 – 營業費用



技術分析

價格

成交量

指標

Ｋ線、均線

成交量、法人買賣、融資券

KD、MACD



哪裡可以找到Ｋ線圖？



•多頭市場:收盤價 > 5MA > 10MA



•空頭市場:收盤價<20日均線<60日均線



籌碼分析



籌碼-跟著大戶走

股價有影響力

有第一手消息



三大法人

關鍵內部人

千張大戶



1. 「外資」：泛指台灣以外的資金，也就是外國機構投資者

從國外把錢換成台幣後，在台灣投資，政府的中央銀行會看緊那些人限
制他們的投資金額，把投資的錢送進來和送出國也都需要政府同意

2.「投信」：大眾口中的基金公司，幫投資人買賣交易

投資信託公司的簡稱，蒐集你我平民老百姓的小錢，聚集成大錢
(又稱共同基金)幫你投資

3.「自營商」：用自己公司的錢投資，不幫客戶買賣

籌碼-三大法人



籌碼-關鍵內部人
董事

帶領公司執行業務

監事

監察人，監督執行狀況

經理人

公司管理階層

大股東

持股超過10%

內部人



有一種股票，
如果多數集中在少數人手上
股價就會易漲難跌。
會有合作炒股的現象出現

籌碼-千張大戶

找到擁有許多「千張大戶」
的股票觀察
千張大戶 就是擁有公司股票
超過一千張的大戶



6項指標 瞭解是否具備「籌碼集中」的特徵！

• 籌碼集中的股票有 易漲難跌 的特性

• 1.千張大戶持股

• 2.內部人持股

• 3.佔股本比重

• 4.籌碼集中(％)

• 5.主力買賣超

• 6.買賣家數差









三竹APP

讓您善用APP選股







有任何競賽問題歡迎直接詢問Line官方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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