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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1 年度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線上培育營」報名簡章 

一、 活動緣起及目的： 

「金融知識力」已是現代人不可或缺的能力，尤其關於投資理財的相關

概念，更與社會經濟發展的脈動息息相關，需要與時俱進。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於民國 83 年成立，配合國家經濟政策，扶植台灣特色

企業、開發新商品、活絡市場成交量，並積極與國際資本市場交流合作開拓

新創業務，發展至今，已成為國際間極具特色的金融商品交易所。近年來，

櫃買中心積極協助國內關注資本市場發展的優秀青年，對相關議題有更深入

的認識，並與實務界專家交流互動，提供學習絕佳機會，特別規劃「大專生

證券菁英種子線上培育營」，針對國內大專院校學生辦理研習競賽活動，傳

授資本市場實務與觀念，以發揮學以致用的效果。 

二、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三、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四、 活動對象： 

國內公私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不限科系，大學生或研究生均可，由各校系

所推薦組隊或同學自組隊伍參加，每隊 3~5 人，可跨校組隊，個人不可重

複組隊。  

五、 報名方式： 

(一) 活動官網報名：https://ysseed.sfi.org.tw/ 

(二) 報名期間：5/30-7/8 

(三) 推薦參加：由各大專院校老師推薦學生組隊參加，於報名期間至活動

官網線上報名或填寫團隊報名表(附件一)後回傳至證基會盧小姐 

anita@sfi.org.tw。 

(四) 自組隊伍參加：若未經老師推薦而欲參加者，可自行組成隊伍，請於

報名截止日前至活動官網報名。 

(五) 為確認參賽者之學生身份，報名時請填就讀學校之學生電子郵件帳

號；如有外籍、陸籍及交換生欲報名，先請校方發給臨時學生電子信

箱。 

六、 活動內容與競賽方式： 

活動內容包含線上學習及櫃買商品投資組合簡報線上競賽二項主題，參賽

隊伍於 8 月 15 日晚間 24 時以前完成下述二項主題活動，即視為完成競賽；

說明如下： 

 

https://ysseed.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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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上學習 

    參賽隊伍於報名完成後即會收到電子郵件，內附一組帳號密碼，供登

入線上學習平台使用。各參賽隊伍需於 8 月 15 日 24 時前登入線上學習平

台完成觀看所有研習主題影片(共 4 支)。(須點閱全數研習主題影片檔，且

每支研習主題影片的瀏覽在線時間至少 15 分鐘，線上學習平台將自動記

錄觀看時間)  

研習主題如下： 

 

 

 

 

 

 

 

(二) 櫃買商品投資組合線上簡報競賽： 

     參賽隊伍依公告之競賽題目錄製簡報影音檔(8-12 分鐘) 並於 8 月

15 日 24 時前完成影片上傳。影片中並應說明隊伍中每位成員分工項目並

一一入鏡發表簡報，以充分展現參賽隊伍團隊合作精神。 

1、競賽題目： 

就新台幣 50,000,000 元可運用資金，簡報如何配置出最適合投資組合，

內容應包含總經及產業分析與投資組合分析。 

2、資產配置商品範圍： 

可納入投資組合之商品包括上櫃股票、上櫃權證、富櫃 200 商品、興

櫃股票、上櫃 ETF(富櫃 50 ETF 及債券 ETF)、上櫃 ETN、上櫃債券等

上櫃商品，請勿納入其他非櫃買市場商品。(櫃買商品簡介請至活動官

網下載瀏覧) 

3、簡報影音檔規格： 

(1)拍攝器材不限，可使用任何可錄製影音之器材如平板電腦、手機、相

機、攝影機等器材 

(2)影片長度：全長 8-12 分鐘以內。（含片頭及片尾） 

(3)影片檔案格式：影音格式以 mp4 格式儲存；影片解析度為 1280*720

主題 時間 

1 我國資本市場特色及發展 30 分鐘 

2 認識櫃買 30 分鐘 

3 
興櫃股票(含戰略新板)交易、盤中零股交易

及逐筆交易制度與實務 
30 分鐘 

4 年輕人投資理財與風險管理 3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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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畫質 720p）；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G。 

4、簡報影片上傳：請點我上傳 (開放上傳期間：7/8 起至 8/15 24 時截止) 

5、評審評分標準： 

註：若有以下情事，將扣總分 3 分 

1. 簡報影片延遲上傳(參賽隊伍需於公告之截止時間內於完成簡報影片上傳)。 

2. 影片長度低於或超過規定時間。 

6、二階段競賽：依序為網路初賽及實體決賽 

(1)網路初賽：以參賽隊伍上傳之簡報影片進行評選，正取 10 隊進入決

賽(另備取 5 隊) 

(2)實體決賽：入圍決賽隊伍可依初賽簡報影片或修改更新之簡報至櫃買

中心進行實體簡報(8-12分鐘)總決賽(視疫情狀況調整通知

辦理方式)，正取隊伍如不克出席，將依序通知備取隊伍遞

補至 10 隊，簡報時間不足 8 分鐘或超過，將依情節酌予

扣分。各隊簡報結束後，由現場評審團依評分取前 3 名及

佳作數隊於現場公布，並辦理頒獎。 

 

 

 

 

項目 說明 配分 

總經及產業分析 
1. 以合理分析及推論，提出具體市場趨勢。 

2. 適切引用資料佐證，支持分析及推論。 
20 分 

投資組合分析 

1. 配合所提出市場趨勢，選擇櫃買中心合適
投資商品。 

2. 分析(至少)3 種櫃買中心商品。(分析應涵
蓋投資組合所配置之所有商品，另經研究
後決定不納入資產組合之商品亦可以進
行分析) 

3. 具體之財務資訊分析或商品風險分析。 

50 分 

簡報品質與表達
能力 

1. 呈現完整的簡報結構。 

2. 展現口語表達能力。 

3. 以投影片設計輔助簡報表達。 

4. 合理配置簡報時間。 

20 分 

團隊精神 合理分工，團隊合作完成簡報。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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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活動重要時程： 

線上報名期間 5 月 30 日至 7 月 8 日 

線上觀看 4 場講座及簡報

影片檔上傳期間 
7 月 8 日至 8 月 15 日 24 時止 

初賽評審評分期間 8 月 19 日至 9 月 20 日 

決賽隊伍名單公告 9 月 23 日 

決賽及頒獎典禮 
配合 2022 世界投資者週活動期間擇一日

辦理(預定 111 年 10/3-10/9 期間內) 

八、 活動獎勵： 

(一)前三名及佳作： 

經評審團評分後依成績取前 3 名隊伍，於頒獎典禮現場頒發獎金及獎狀，

獎學金第一名 50,000 元、第二名 30,000 元、第三名 20,000 元。另視臨場

表現狀況由評審團決定佳作數隊，每隊 10,000 元。 

註：第 1 名隊伍請撰寫得獎心得，前 3 名簡報影片及第 1 名隊伍所撰得獎心得，得由

主辦及承辦單位視宣導需要彈性運用。 

 (二)參加獎： 

為鼓勵參賽隊伍全程參與，符合以下所有條件之隊伍，可獲頒參加獎 3,000

元獎勵金： 

1、完成觀看研習主題所有影片。 

2、完成上傳簡報影片。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有關運用櫃買商品進行投資組合競賽活動的櫃買商品簡介及相關資

料，請於活動官網(https://ysseed.sfi.org.tw/)下載並至櫃檯買賣中心網站

(https://www.tpex.org.tw/web/)查詢。  

(二)基於培育營活動宣傳推廣，本活動參賽隊伍需同意得獎作品，授權予

主辦及承辦單位無償使用；主辦及承辦單位擁有重製、剪輯、廣告宣

傳及公開播放等權利。 

(三)參賽隊伍應保證參賽作品為未抄襲、模仿、剽竊他人或侵害他人智慧

財產權且確為本隊伍之創作，若因此發生爭議或涉及相關著作權之法

https://ysseed.sfi.org.tw/
https://www.tpex.org.tw/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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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責任，由參賽隊伍自行負責，概與主辦單位、承辦單位無涉。如有

下列情事，取消其參賽資格，如已得獎者，則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獎

金： 

(1)所使用之人物、背景音樂或其他素材涉及著作權或專利權等之侵害。 

(2)參賽作品為市面上所發行之產品或商業用途之創作。 

(3)參賽作品內容涉及猥褻、暴力、色情、毀謗等違反善良風俗或法律

者。 

(4)參賽作品非參賽者原創作，或為他人代勞且有具體事實者。 

(5)參賽作品於參賽期間同時參加其他競賽，或於報名前已獲國內外影

片徵選獎項者。 

(四)本活動各獎項經評審決議，得從缺或調整。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

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 

(五)主辦單位保留修改本活動規則之權利，毋須另行作出解釋或通知。 

(六)參賽者應詳細參閱本活動辦法，報名時視為已詳讀且同意遵守本辦法

所有規定。 

十、 聯繫窗口 

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推廣宣導處/盧小姐  

02-23971222 分機 332 

anita@sfi.org.tw 

服務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9:00~12:00 及 13:3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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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 

「111年度大專生證券菁英種子線上培育營」報名表 

推薦老師：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姓名 
英文名字 

(同護照上之英文姓名) 
學校/系所 電話 

E-MAIL 
(請填就讀學校之學生電子郵件及常

用電子郵件) 

  
 

 
學校 Mail： 

備用 Mail： 

  
 

 
學校 Mail： 

備用 Mail： 

  
 

 
學校 Mail： 

備用 Mail： 

  
 

 
學校 Mail： 

備用 Mail： 

  
 

 
學校 Mail： 

備用 Mail： 

1.本活動可由各系所主任、老師推薦，或同學自行組隊參加。 

2.一表一隊 3～5 位同學組隊參加，本表可自行列印。 

3.組隊方式：可同一系所、可不同系所、不同年級或大學與研究所等混合方式組隊，唯個人

不可重複組隊。 

4.email 請填就讀學校之學生電子郵件帳號；如有外籍、陸籍及交換生欲報名，先請校方發給

臨時學生電子信箱。 

5.請將報名表回傳至 Email:anita@sfi.org.tw，並電洽 02-23574332 證基會盧小姐確認。 

 

 

附件一 

mailto:請將報名表回傳至證基會盧小姐%20anita@sf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