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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辦法 

一、活動目的： 

為協助全國大專院校學生瞭解臺灣證券市場制度、充實證券金融知識，

印證理論與實務，並建立正確投資理財觀念，臺灣證券交易所（以下稱證交

所）特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稱證基會）

舉辦「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全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活動。 

 

二、參與單位： 

指導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主辦單位：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協辦單位：致理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1 名） 

朝陽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2 名） 

東海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3 名） 

僑光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4 名） 

樹德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5 名） 

中國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6 名） 

逢甲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7 名） 

明新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8 名） 

龍華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9 名） 

南華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10 名）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11 名） 

靜宜大學（第 17 屆參賽隊數第 12 名） 

 

三、活動項目： 

本屆競賽活動分為「網路初賽」、「分區複賽」及「台北總決賽」三階段進行。 

（如因疫情影響，「分區複賽」及「台北總決賽」將改以線上

方式辦理，辦理方式另通知各優勝隊伍） 

（一）網路初賽：競賽期間為連續 3 天，參賽隊伍每日均須登入活動官網，

完成線上測驗（包括取卷、作答、交卷等程序），依各隊最

優之 2 天成績加總排序後，各分區取前 10 名隊伍晉級分區

複賽。 

（二）分區複賽：於各分區辦理半天複賽，時間約 3.5 小時，參賽隊伍以舉牌

方式作答，取前 3 名隊伍晉級台北總決賽。活動內容包括座

次抽籤、網路初賽頒獎、財經講座、證券知識競賽及意見交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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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北總決賽：於臺北 101 金融大樓臺灣證券交易所 9 樓會議大廳舉

行，時間約 3 小時，準決賽為 4 隊 1 組按鈴搶答競賽，

分 3 組取各組第 1 名共 3 隊晉級總決賽，總決賽優勝隊

伍 1 隊獲頒冠軍，餘 2 隊並列亞軍。活動內容包括座次

抽籤、總決賽規則說明、證券知識按鈴搶答競賽、意見

交流及頒獎。 

四、證券市場知識競賽： 

（一） 報名： 

1.參賽資格：本國大專院校在籍學生（含碩、博士、外籍、陸籍、交換

生，承辦單位得要求出示學生證或居留證），可先加入證交

所「投資人知識網」成為會員（網址: 

https://investoredu.twse.com.tw/或由證交所官網連結進入），

另歡迎進入臺灣證券交易所臉書粉絲專頁按讚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tockExchangeCorp)。 

2.報名方式：採網路免費報名(https://wisdom.sfi.org.tw 或網路搜尋《投資

智慧王》)，限定以就讀學校之學生電子郵件帳號登錄，同一

學校不限年級、系所，3 人 1 隊自取隊名，每個人限報 1 隊

不得重複組隊報名（大學部學生得與研究所學生混合組隊）。

每隊可登錄一位指導老師，指導老師不限指導隊數。 

3.分區方式： 

（1） 北 1 區：臺北市。 

（2） 北 2 區：新竹縣以北及東部地區（臺北市除外）。 

（3） 中  區：苗栗縣以南及雲林縣以北地區。 

（4） 南  區：嘉義縣以南地區及澎湖、金門。 

4.報名期間：110 年 10 月 1 日～11 月 5 日。 

（二） 網路初賽：110 年 11 月 24、25、26 日（星期三、四、五）連續 3 天。 

1.比賽方式： 

（1）網路初賽測驗期間為 3 天，參賽隊伍得每日登錄活動官網（同隊 3

人共用同 1 組帳號密碼），按「取卷」鈕，並回答 64 題題目（均為

4 選 1 選擇題），於規定時間 3 小時內交卷，作答完後按「交卷」

鈕離開，由電腦計算並揭示所使用之「時間及成績」。 

※參賽隊伍至少須有 2 天登入答題紀錄，才算完賽。 

（2）比賽時間：每日只接受一次登入作答，自上午 10 時至下午 8 時止，

取卷後須於 3 小時內完成作答及交卷。（包括取卷、作答、交卷等

程序，交卷需於下午 8 時前完成，請自行預留網路傳輸時間，避免

在 19:59 因系統壅塞而延誤交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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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績排名：以各隊 3 天分數取最優之 2 天成績加總排序，如成績

相同者，則以該 2 天加總測驗時間較少之隊伍勝出。 

2.晉級方式：依初賽成績排序擇優錄取，各分區前 10 名隊伍（獲頒獎學

金、獎狀及獎牌），總計 40 隊晉級複賽。 

3.競賽參考資料： 

（1）活動官網有公告「題庫範例」，內有 10 則題目，供同學了解題目

類型。 

※（2）建議同學們於組隊完成報名取得帳號、密碼後，登錄活動官網不

限次數點選「模擬取卷練習」，於閱覽活動教學影片後，系統即

隨機挑選 64 題題目，組成模擬試卷，供參賽者練習作答。 

（3）競賽命題範圍（包含：網路初賽、分區複賽及台北總決賽） 

A. 證交所網站與相關單位網站 

a.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s://www.twse.com.tw)。 

b.臉書粉絲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TaiwanStockExchangeCorp)。 

c.投資人知識網(https://investoredu.twse.com.tw)內容及查詢方式。 

d.臺灣證券交易所WebPro3.0影音傳播網(https://webpro.twse.com.tw)。 

e.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 內容及查詢方式。 

f.證券相關單位業務與證券投資相關網站，例如：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業務詢答/權益證券篇」、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

公會「公會業務」、投資人保護中心「宣導」項下等。 

B. 證基會：證券商業務員資格測驗學習指南與題庫（110 年） 

包括證券交易相關法規與實務、證券投資與財務分析相關知識。 

4.初賽獎勵： 

（1）各分區初賽前 10名隊伍每人獲頒獎狀、獎牌，及團隊獎學金分別為

7,000元、6,000元、5,000元、4,000元、3,000元、2,000元、第 7~10

名均為 1,000元。 

（2）初賽完賽隊伍獎勵金：各分區隨機抽出 20 隊初賽完賽隊伍，每隊

發給獎金 600 元。 

5.指導老師獎勵金：頒發獎勵金予各分區網路初賽競賽成績前 3 名隊伍之

指導老師，獎勵金額分別為 5,000 元、4,000 元與 3,000

元。 

6.學校獎勵金： 

（1）依報名隊數排序分 3 級(隊伍數第 1~4 名，5~8 名，9~12 名)，每級

各 4 校贈予獎勵補助金，分別為 10,000 元、8,000 元與 6,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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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校連續二屆榮獲冠軍，另獲得定額獎勵金 5 萬元。 

7.參賽證明書、指導證明書列印： 

符合完賽資格同學在完賽後須填寫完線上問卷，才可自行於網頁列印

「參賽證明書」及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 

8.合格證明書列印： 

同前，若 3 天均有登入答題者，取最佳 2 天之分數做為其初賽成績。再

者，若最佳 2 天成績其答對率均達 50%（含）以上者，得再列印參賽「合

格證明書」。 

※上開「證明書」之列印截止時間為 111 年 1 月 31 日，請參賽同學注意。 

（三） 分區複賽 

1.參賽隊伍：網路初賽各分區排名前 10 名隊伍晉級複賽，3 位隊員至少

須有 2 位到場始得參加競賽。 

2.暫定日期及地點：下午 1 時起開放報到，約 4 時 40 分結束。（可能依當

時疫情狀況而有所調整，若有更動將另行通知參賽隊伍。） 

（1）南區：110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於崑山科技大學（台南市永康

區崑大路 195 號） 

（2）中區：11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四）於逢甲大學（台中市西屯區

文華路 100 號） 

（3）北二區：110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三）於致理科技大學（新北市板

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4）北一區：11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於臺北商業大學（台北市中

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 號） 

3.活動項目： 

（1）財經講座：各分區複賽安排 1 場專題演講，主題為「臺灣資本市場

之介紹」，歡迎各分區複賽協辦學校之在校學生參與，將贈送每位

參加學生一份小禮品。 

（2）競賽項目：同前四（二）3 乙節所述「競賽參考資料」，競賽採舉牌

回答方式進行，題型為 4 選 1 選擇題共計 25 題，每題 4 分，合計

100 分。 

（3）若第 3 名有同分情形，則由同分之隊伍進行 PK 賽，先答對 1 題

之隊伍即為晉級。 

4.複賽晉級方式：取各分區複賽排名前 3 名隊伍，4 區共計 12 隊晉級台

北總決賽。 

5.複賽獎勵： 

（1）各分區複賽前 3 名隊伍，每人獲贈獎狀、獎牌及團隊獎學金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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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0 元、9,000 元、6,000 元。 

（2）到場參加分區複賽隊伍，每人獲贈 500 元超商禮券。 

6.交通費補助： 

（1）市內交通每人定額 100 元。 

（2）長途交通補助採檢據報銷，須依下列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承辦

單位得不予補助： 

A. 須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內將實體車/機票正本及本人存摺帳號影

本（於空白處註記身分證字號）以掛號寄回（108 台北市萬華

區昆明街 77 號 7 樓 證基會推廣宣導處黃先生收），以郵戳為

憑，遺失票根時須提供「購票證明」替代，恕不接受「車/機票

影本」。（請於交通單據上註記所屬隊員姓名，交通單據日期

於競賽日前後 3 天為合理申請補助期間，每隊可一起郵寄，亦

可以 1 位隊員帳戶為受款代表。學生購票有折扣優惠，請多加

利用。） 

B. 補助來回程，起程地點以距參賽者就讀學校校址最近之長途公

共運輸據點起算，到達地點以距活動地點最近之長途公共運輸

據點為準。 

C. 搭乘交通工具：臺灣本島限搭乘臺鐵、高鐵標準車廂或客運；

離島地區（含金門、澎湖）限搭乘客機經濟艙、船舶、臺鐵、

高鐵標準車廂或客運。 

D. 自行開車之油費、停車費及過路費，皆無法補助交通費用。 

7.參賽證明文件： 

參加分區複賽時，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或護照/出入境許可證/居留

證）正本及一份影本與學生證正本，以核對身分及辦理獎學金發放之

收據簽收作業。 

（四） 台北總決賽 

1.參賽隊伍：各分區複賽排名前 3 名隊伍晉級台北總決賽，3 位隊員至

少須有 2 位到場始得參加競賽。 

2.日期及地點：110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起開放報到，約

4 時 30 分結束。於臺北 101 金融大樓臺灣證券交易所 9

樓會議大廳（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 5 段 7 號）。 

3.活動項目： 

（1）決賽競賽方式： 

A. 分組準決賽採單淘汰制，每組得分最高者晉級總決賽，如最高

總分有相同者，則進行 PK 賽，先答對者晉級總決賽。 

B. 「競賽參考資料」同初、複賽(詳前四(二)3 乙節)，競賽採按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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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答方式進行，題型為 4 選 1 選擇題計 10 題，答對者得 10 分，

答錯者扣 5 分，若先答對 1 題，可折抵答錯 2 題，扣滿 10 分

者則遭淘汰。 

C. 總決賽遇總得分相同時，舉行 PK 賽，由先答對者取得優勝。 

D. 準決賽及總決賽以「按鈴搶答」方式進行，該題搶答 2 次錯誤後，

得開放台下參賽同學搶答，答對者致贈超商禮券 200 元。 

（2）意見交流及解題。 

4.決賽晉級與獎勵： 

（1）參與準決賽 12 支隊伍，依抽籤分 3 組每組 4 隊進行準決賽競賽，

各組取優勝 1 隊晉級總決賽。總決賽 3 隊競賽取獲勝 1 隊為冠軍，

另 2 隊並列亞軍，餘晉級準決賽之 9 隊同為第 3 名。 

（2）晉級準決賽之 12 隊，除冠、亞軍 3 隊外，其他 9 隊頒發團隊第 3

名錦旗 1 面。 

（3）晉級總決賽之冠、亞軍 3 隊，頒贈獎牌、獎狀；並依名次頒發冠、亞

軍錦旗；冠軍 1 隊可獲頒獎學金 100,000 元、亞軍 2 隊每隊可分別獲

頒獎學金 30,000 元；並頒予總決賽冠、亞軍 3 隊每人獎牌 1 只。 

（4）到場參加台北總決賽隊伍，每人獲贈 1,000 元超商禮券。 

5.指導老師獎勵金：頒發獎勵金予總決賽冠、亞軍隊伍之指導老師，每

位各獲頒 5,000 元。 

6.交通費補助： 

（1）市內(台北、新北)交通每人定額 100 元。 

（2）長途交通補助採檢據報銷，須依下列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承辦

單位得不予補助： 

A. 須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內將實體車/機票正本及本人存摺帳號影

本（空白處註記身分證字號）以掛號寄回（108 台北市萬華區

昆明街 77 號 7 樓 證基會推廣宣導處黃先生收），以郵戳為憑，

遺失票根時須提供「購票證明」替代，恕不接受「車/機票影本」。

（請於交通單據上註記所屬隊員姓名，交通單據日期於競賽日

前後 3 天為合理申請補助期間，每隊可一起郵寄，亦可以 1 位

隊員帳戶為受款代表。學生購票有折扣優惠，請多加利用。） 

B. 補助來回程，起程地點以距參賽者就讀學校校址最近之長途公

共運輸據點起算，到達地點以距活動地點最近之長途公共運輸

據點為準。 

C. 搭乘交通工具：臺灣本島限搭乘臺鐵、高鐵標準車廂或客運；

離島地區（含金門、澎湖）限搭乘客機經濟艙、船舶、臺鐵、

高鐵標準車廂或客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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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自行開車之油費、停車費及過路費，皆無法補助交通費用。 

7.參賽證明文件： 

參加決賽時，務必攜帶個人身分證（或護照/出入境許可證/居留證）

正本及一份影本與學生證正本，以核對身分及辦理獎學金發放之收據

簽收作業。 

五、邀請擔任協辦學校原則： 

本競賽活動邀請擔任協辦學校之原則，乃以前一屆競賽全國參賽隊伍數最高

之前 12 所學校為邀請對象，若排序第 12 高者不只一所學校，則均邀請擔任

協辦。 

六、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報名參賽者針對所提供之報名資料，同意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基於「校園證

券投資智慧王」知識競賽活動之需要（包括：報名資料核對、賽程資訊提供、

本活動官網公布獲獎資訊、獎金/獎狀/獎牌/參賽證明書/參賽合格證明書/指導

證明書之發放及印製或收據/扣繳憑單之寄送等），得蒐集、處理及利用參加

人之個人資料；以及同意證交所「投資人知識網」得不定期發送電子報或最

新訊息至所登錄的電子信箱（個人資料蒐集、運用與保護政策請詳閱投資人

知識網）。另同意在本次活動中所拍攝影像紀錄，主辦單位及承辦單位均可重

製、使用，並用於「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知識競賽活動宣傳與公開播放。 

七、其他事項： 

（一） 參賽者不得重複報名，若查證有不實情事，承辦單位有權取消其所有

參賽或得獎資格，不得有任何異議。 

（二） 如有任何不可歸責於本活動承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者所登錄或傳

輸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損毀之情況，致使參賽者

無法參加本活動時，承辦單位不負任何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提出

任何異議。 

（三） 本競賽為公平起見，禁止投機取巧或破壞競賽秩序等不當之作弊行為，

違者取消競賽資格。若已得獎，將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

錦旗、獎狀、獎牌、獎學金及禮品。 

（四） 為確保競賽活動公平性，網路初賽期間如遇有經承辦單位確認屬於爭

議題目，則已作答該題目之參賽者，此題採無條件送分方式，視為答

對題數。同時將此爭議題目公告於本活動官網，由系統重新依答對題

數最多及答題時間最短，進行各隊成績排名異動。 

（五） 依「所得稅法」規定，得獎人若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且年度

得獎總額超過新台幣（以下同）1,000 元時，承辦單位將於翌年開立所

得稅扣繳憑單予得獎人；如單次得獎總額超過 20,000 元時，由承辦單

位先代為扣繳 10%之所得稅。外籍、交換、大陸學生依「所得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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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居住中華民國地區未滿 183 天者，不論獎金多寡，均由承辦單

位先代為扣繳 20%之所得稅，並須留存居留證影本作為報繳國稅局使

用。未繳交前述稅款者，視同放棄，不得領取該獎金。 

（六） 凡報名參賽及參加活動者，視為同意遵守本辦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承辦單位得另行補充及隨時公布於活動官網。 

（七） 本活動如遇有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事，承辦單位保留更改相關內

容及辦法之權利，並以本活動官網公告為依據。 

八、活動聯絡人：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推廣宣導處 

活動專線：（02）2397-1222 轉分機 334 黃先生、332 盧小姐、331 林先生 

聯絡地址：108 台北市萬華區昆明街 77 號 7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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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賽流程 
（網路報名、網路初賽、分區複賽及台北總決賽） 

 
（一）「網路報名」流程（110 年 10 月 1 日～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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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初賽」流程（110 年 11 月 24 日～26 日） 
 

 

 
 

 

 
 

 

 

 

 

 
 

 

 
 

 

 
 

 

 
 

 

 
 

 

 
 

 

 
 

 

 
列印上開「證明書」之截止時間為111年1月31日 

 
 

初賽測驗3天，至少
2 天有登入答題紀
錄，並填寫線上問卷 

登入 

（3 人共用同 1 組帳號密碼 

，比賽時間每日
10A.M.~8P.M. 

，賽程共 3 天） 

取卷 
（須於3小時
內完成作答） 

進行網路初賽 

交卷 
（需於下午 8 時前完成） 

成績公布 

取初賽期間答對率
50%(含)以上之最
佳2天之成績 

至活動網站自行列印 
「參賽證明書」及 

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 

至活動網站自行列印 

初賽「合格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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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區複賽」議程 

※實際辦理日期及地點可能依當時疫情狀況而有所調整，若有更動將

另行通知參賽隊伍。 

➢ 110 年 12 月 14 日【南區複賽】於崑山科技大學 

➢ 110 年 12 月 16 日【中區複賽】於逢甲大學 

➢ 110 年 12 月 22 日【北二區複賽】於致理科技大學 

➢ 110 年 12 月 24 日【北一區複賽】於臺北商業大學 

 

分區複賽 

13：00～14：00 報到入場 

14：00～14：05 開幕致詞 

14：05～14：20 網路初賽頒獎 

14：20～15：10 證券市場財經講座 

15：10～15：20 休息 

15：20～16：00 證券知識競賽(舉牌作答) 

16：00～16：20 意見交流 

16：20～16：30 
宣布分區複賽前 3 名隊伍、

合影留念 

16：30 活動結束 

備註：總時間長約 3.5 小時（含報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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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北總決賽」議程（110 年 12 月 29 日） 

台北總決賽 

13：00～14：00 報到入場 

14：00～14：10 開幕致詞 

14：10～14：30 分區複賽頒獎 

14：30～16：00 證券知識競賽(按鈴搶答) 

16：00～16：20 休息、茶敘 

16：20～16：30 總決賽頒獎 

16：30 活動結束 

備註：總時間長約 3.5 小時（含報到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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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常見問題 

查詢類別 題號 問 題 

參加資格 Q1 參加本活動有何資格限制？ 

答案 

本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鼓勵可先加入證交所「投資人知識網」成為會員（加

入會員網址: https://investoredu.twse.com.tw）（含碩博士、外籍、陸籍、交換

學生，承辦單位得要求出示學生證或居留證）。 

報名 Q2 報名方式？ 

答案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wisdom.sfi.org.tw或網路搜尋《投資智慧王》，

同一學校不限年級、系所，3 人 1 隊，自取隊名，惟個人不得重複組隊報名(同

一學校大學部學生與研究所學生可一起組隊)。 

Q3 報名時 E-mail address 有何限制？可以有另一組「備用信箱」嗎？ 

答案 

E-mail address 須用註冊時就讀學校給的 E-mail address（含 edu）來報名，以

確認學生身分。另為避免校方伺服器防火牆阻擋電子郵件的安全機制，同學

須另加註一組「備用信箱」（E-mail address 則無限制），例如:中華電信 hinet、

奇摩 yahoo 或谷歌 Gmail…等。 

Q4 可以跨區報名嗎？或重複報名嗎？ 

答案 

僅限於就讀學校校本部所在地所屬縣市，依照本活動「報名辦法」所述的「分

區規定」來報名，且每位學生僅得報名組隊一次，不可重複組隊報名；違反

者，將取消「重複隊員及其隊伍」的所有參賽或得獎資格。 

Q5 如何確定報名成功？ 

答案 
1.報名成功後，本活動系統會寄發「確認信」，內含登錄帳號及密碼。 

2.學生點選確認信內容，帳號才被啟用。 

Q6 一定要登錄指導老師嗎？ 

答案 

1.每隊可登錄一位指導老師，不填亦可。指導老師所指導的學生於網路初賽 3

天，至少 2 天有登入答題紀錄完成比賽，並填寫線上問卷，可由符合完賽資

格（詳Q11）學生列印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予指導教授，且參賽隊伍如於

網路初賽獲各分區前三名，前述隊伍之指導老師亦將獲頒獎勵金（第一名伍

仟元、第二名肆仟元、第三名參仟元），以鼓勵老師積極輔導同學參賽。 

2.總決賽冠亞軍隊伍之指導老師獎勵金，每位各獲頒伍千元。 

3.老師指導隊伍數量不設限。 

Q7 忘記密碼怎麼辦？ 

答案 
當學生忘記密碼時，可從報名網頁點選「忘記密碼」，輸入確認相關資訊，系

統即會寄發新密碼至學生報名時的 E-mail 信箱，學生就可用新密碼登入系統。 

Q8 報名完成後，所輸入的個人基本資料及密碼可以修改嗎？ 

答案 
可以，學生可登入報名官網系統直接修改個人資料及修改密碼(僅限於「報名

期間 10/1~11/5」，逾期不得再修改)。 

Q9 我們隊伍想要爭取冠軍，有無題庫可供練習？ 

答案 

同學們於組隊完成報名取得帳號、密碼後，進入活動官網不限次數點選「模擬

取卷練習」，於閱覽活動教學影片後，系統即隨機挑選 64 題題目，組成模擬

試卷，供參賽者練習作答。 

https://wisdom.sf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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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類別 題號 問 題 

網路初賽 Q10 網路初賽期間，是否每天都要參加競賽？ 

答案 建議網路初賽 3 天都參加，以爭取最佳成績。 

Q11 如何才算是完賽(完成比賽)？ 

答案 

網路初賽測驗期間為 3 天，參賽隊伍於每日比賽時間內取卷、並於規定時間 3

小時內交卷，至少須有 2 天登入答題紀錄（每次題數為 64 題），才算完成比

賽。 

Q12 網路初賽期間，每日取卷後之作答時間有限制嗎？最晚交卷時間為何？ 

答案 

1.有限制。 

(1)比賽 3 天期間，每日測驗時間為上午 10 時至下午 8 時止，惟按下「取

卷」鈕後，須於 3 小時內完成作答。 

(2)每日只接受一次登入作答，3 人共用同 1 組帳號密碼，答完後一定要手動

按「交卷」鈕離開（比賽系統無「自動登出」或「自動交卷」之功能），

由電腦計算並揭示所使用時間及成績。 

2.最晚須於下午 8 時前完成交卷，且因個人參賽的網路環境不同，請預留交卷

時間，避免發生逾時無法完成交卷情形！ 

Q13 網路比賽時間中，網際網路不穩定突然離線（斷線）該如何處理？ 

答案 

1.必須在比賽時間（上午 10 時至下午 8 時之間）當中，該段時間承辦單位備

有專責值班人員，立刻以電話聯絡證基會推廣宣導處專線：（02）2397-1222

轉分機 334、332、331，緊急辦理重發「原考卷」以繼續比賽（下午 8 時前

須完成交卷，為求競賽公平性，逾時不予受理重發考卷）【因「電話占線」

的情形無法避免，參賽同學不得以此或任何其他理由要求延長比賽作答時

間】。 

2.承辦單位僅負責確保所使用競賽主機伺服器端的網路環境正常運作，並無法

掌握或負責參賽同學所使用個人比賽電腦伺服器端的網路環境是否正常運

作。所以，為避免上開突然離線（斷線）的情形發生，建議：避免使用連線

較不穩定之無線網路的網路環境(如:使用手機作答)，而盡量使用連線穩定

的網路環境進行比賽。 

3.若可歸責於承辦單位所使用競賽主機伺服器端的網路環境發生故障，導致比

賽無法繼續進行，則承辦單位將於活動官網統一公告處理原則及方式，亦請

參賽同學密切注意官網即時公告，務必配合相關處理作業，以維自身權益並

自負其責。 

Q14 網路初賽的成績如何計算？ 

答案 

3 天網路初賽依各隊最優之 2 天成績排序後，各分區取前 10 名隊伍晉級分區

複賽。答對總題數多寡排序，如答對題數相同者，則以全部加總使用時間較少

之隊伍勝出。 

Q15 如何得知是否晉級分區複賽？ 

答案 
1.初賽競賽結束 2 週後於活動官網公布，並分別通知晉級分區複賽各隊伍。 

2.各分區按成績最優之前 10 名隊伍晉級分區複賽，4 區共 40 隊。  

Q16 
如何列印「參賽證明書」、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及參賽「合格證明書」的

方式？ 

答案 

符合網路初賽完賽資格之隊伍，並完成填寫線上問卷者，可登入活動網頁自行
列印「參賽證明書」及「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報名階段即應輸入指導老師
姓名及老師於學校網頁公開的 E-mail address），不接受逾期補輸入」；再者，



16 

 

查詢類別 題號 問 題 

如答對率均達 50%(含)以上者，得列印「參賽合格證明書」（列印上開證明書

截至 111 年 1 月 31 日止）。 

複賽 Q17 複賽的競賽及晉級方式？ 

答案 

1. 3 位隊員至少須有 2 位到場始得參加競賽。 

2.複賽為實體競賽，採舉牌方式作答，測驗題型為 4 選 1 選擇題共計 25 題，
每題 4 分，合計 100 分。 

3.取各分區複賽前 3 名隊伍，4 區共計 12 隊晉級台北總決賽。 

總決賽 Q18 準決賽、總決賽的競賽及晉級方式？ 

答案 

1.3 位隊員至少須有 2 位到場始得參加競賽。 

2.先依抽籤分組，進行分組準決賽。 

3.分組完成後依組序抽籤決定題組。 

4.以按鈴搶答 10 題方式進行，答對者得 10 分，答錯者扣 5 分，若先答對 1

題，可折抵答錯 2 題，扣滿 10 分者則遭淘汰。 

5.分組準決賽採單淘汰制，每組得分最高者晉級總決賽，如最高總分有相同者，
則進行 PK 賽，先答對者晉級總決賽。 

6.總決賽競賽規則同上。 

其他事項 Q19 分區複賽、台北總決賽交通費補助方式及注意事項為何？ 

答案 

交通費補助為： 

1.市內交通每人定額 100 元。 

2.長途交通補助採檢據報銷，須依下列規定辦理，不符規定者承辦單位得不予
補助： 

(1)須於競賽結束後一週內將實體車/機票正本及本人存摺帳號影本（空白處
註記身分證字號）以掛號寄回證券基金會推廣宣導處（108 台北市萬華區
昆明街 77 號 7 樓推廣宣導處 黃先生收），以郵戳為憑，遺失票根時須提
供「購票證明」替代，恕不接受「車/機票影本」。（請於交通單據上註記
所屬隊員姓名，交通單據日期於競賽日前後 3 天為合理可接受範圍，每
隊可一起郵寄，亦可由某 1 位隊員的帳戶為受款代表。學生購票有折扣
優惠，請多加利用。） 

(2)補助來回程，起程地點以距參賽者就讀學校校址最近之長途公共運輸據
點起算，到達地點以距活動地點最近之長途公共運輸據點為準。 

(3)搭乘交通工具：臺灣本島限搭乘臺鐵、高鐵標準車廂或客運；離島地區（含
金門、馬祖、澎湖）限搭乘客機經濟艙、船舶、臺鐵、高鐵標準車廂或客

運。 

(4)自行開車之油費、停車費及過路費，皆無法補助交通費用。 

Q20 參加分區複賽及台北總決賽時，應攜帶何種證件？ 

答案 
均應攜帶個人身分證（或護照/出入境許可證/居留證）正本、影本及學生證正
本，以核對身分及辦理獎學金發放之收據簽收作業。 

聯絡事宜 Q21 若對智慧王競賽活動有任何疑問，該詢問誰？ 

答案 

1.可電洽承辦單位－證基會推廣宣導處（02）2397-1222 轉分機 334、332、331。 

2.可於組隊完成報名取得帳號及密碼後，登入活動網頁點選「參賽同學專區」
之「問題反應」功能填寫問題，承辦單位收到信件後將主動聯繫回覆同學疑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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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一（上屆報名統計資料） 

第 17 屆 

北一區 北二區 中區 南區 

編號 學校 隊數 編號 學校 隊數 編號 學校 隊數 編號 學校 隊數 

1 中國科技大學 124 1 致理科技大學 234 1 朝陽科技大學 172 1 樹德科技大學 133 

2 
德明財經科技

大學 
73 2 明新科技大學 101 2 東海大學 172 2 南華大學 74 

3 
國立臺北商業

大學 
41 3 龍華科技大學 75 3 僑光科技大學 157 3 義守大學 34 

4 
國立臺北科技

大學 
17 4 輔仁大學 45 4 逢甲大學 116 4 

台南應用科技

大學 
28 

5 實踐大學 11 5 中原大學 24 5 靜宜大學 49 5 崑山科技大學 26 

6 國立政治大學 6 6 景文科技大學 18 6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 
48 6 國立高雄大學 21 

7 銘傳大學 5 7 淡江大學 15 7 嶺東科技大學 46 7 正修科技大學 16 

8 東吳大學 4 8 國立東華大學 7 8 國立聯合大學 31 8 國立屏東大學 15 

9 
國立臺灣科技

大學 
3 9 健行科技大學 6 9 國立中興大學 13 9 南臺科技大學 9 

10 
臺北城市科技

大學 
3 10 國立交通大學 5 10 

國立臺中教育

大學 
12 10 國立嘉義大學 8 

11 國立臺灣大學 2 11 國立臺北大學 2 11 
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 
12 11 

中信金融管理

學院 
7 

12 
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 
2 12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 12 亞洲大學 4 12 國立中山大學 7 

13 世新大學 1 13 敏實科技大學 1 13 
國立彰化師範

大學 
2 13 

國立高雄科技

大學 
4 

14 國立陽明大學 1 14 明志科技大學 1 14 明道大學 1 14 國立中正大學 4 

15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1 15 東南科技大學 1 15 

國立虎尾科技

大學 
1    

   16 真理大學 1       

   17 元智大學 1       

   18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       

 合計 294   合計 539   合計 836  合計 386 

 

總計：2,055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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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附錄二（上屆優勝隊伍資料） 

一、「網路初賽」優勝隊伍及晉級「複賽」隊伍一覽表 

➢ 北一區 

名次 帳號 隊名 學校 

1 N0052606 梅 do 欣 中國科技大學 

2 N0038817 投資權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3 N0007137 裸奔救台灣 中國科技大學 

4 N0053373 1 中國科技大學 

5 N0158814 曇花一現暴發戶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6 N0019933 你手機沒拿 中國科技大學 

7 N0019668 黑吉娃娃 中國科技大學 

8 N0158972 皇上我來了！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9 N0076110 免費的最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 N0105147 JIP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 北二區 

名次 帳號 隊名 學校 

1 N0035582 命運的模型 致理科技大學 

2 N0117884 姍姍姍姍 輔仁大學 

3 N0145721 3.42018 國立交通大學 

4 N0096667 一全超人 致理科技大學 

5 N0187417 春芽冷露 輔仁大學 

6 N0169784 任澤毓組 致理科技大學 

7 N0171958 Son of God 致理科技大學 

8 N0112859 阿嬤哩底隊 國立東華大學 

9 N0140356 我要拿十萬 致理科技大學 

10 N0078484 後山老妹 555 國立東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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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 

名次 帳號 隊名 學校 

1 C0144655 拿第一開派隊 國立中興大學 

2 C0167075 Acc&IM 東海大學 

3 C0001234 辣醬鮪魚湯圓 逢甲大學 

4 C0005610 波波莉娜貝貝魯多 國立聯合大學 

5 C0126201 I Love Coding 國立聯合大學 

6 C0144830 三人諸位 國立中興大學 

7 C0023437 經濟巴菲特 東海大學 

8 C0059452 YWC 靜宜大學 

9 C0134495 蕭皓介 國立中興大學 

10 C0198392 你們財不對 國立中興大學 

 

➢ 南區 

名次 帳號 隊名 學校 

1 S0109295 小蝦米戰大鯨魚 崑山科技大學 

2 S0013346 美少女戰士 崑山科技大學 

3 S0094447 你媽沒告訴你的事 國立中山大學 

4 S0044993 劈哩啪啦 崑山科技大學 

5 S0065086 中午吃啥 崑山科技大學 

6 S0044286 無名之隊 崑山科技大學 

7 S0025679 冠凱憲 崑山科技大學 

8 S0092606 小孩子才做選擇 國立中正大學 

9 S0045223 好看嗎？ 崑山科技大學 

10 S0026411 浩瀚宇宙秀微笑 崑山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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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複賽」優勝隊伍一覽表 

12/17 北一區複賽 

名次 隊名 學校 姓名 系所 

1 免費的最貴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李彥霖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蘇鈺文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阮一姍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2 投資權威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陳旻寬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涂瑋成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鄭御里 資訊與財金管理系 

3 1 中國科技大學 

郭庭言 財務金融系 

陳睿詳 財務金融系 

嚴冠博 財務金融系 

 

➢ 12/16 北二區複賽 

名次 隊名 學校 姓名 系所 

1 命運的模型 致理科技大學 

林詣潔 財務金融系 

李映潔 財務金融系 

劉美君 財務金融系 

2 春芽冷露 輔仁大學 

何東霖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許秉魁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廖軒霈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 

3 一全超人 致理科技大學 

張博翔 財務金融系 

藍偲珈 財務金融系 

林純愉 財務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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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1 中區複賽 

名次 隊名 學校 姓名 系所 

1 波波莉娜貝貝魯多 國立聯合大學 

林雨宣 經營管理學系 

江永琦 經營管理學系 

蔡馨雅 經營管理學系 

2 I Love Coding 國立聯合大學 

沈榆芳 財務金融學系 

蘇葦 財務金融學系 

莊昌憲 財務金融學系 

3 三人諸位 國立中興大學 

王曉愛 財務金融學系 

彭淮暄 財務金融學系 

凃新柔 財務金融學系 

 

➢ 12/9 南區複賽 

名次 隊名 學校 姓名 系所 

1 你媽沒告訴你的事 國立中山大學 

張哲維 財務管理學系 

何冠融 財務管理學系 

李俊毅 財務管理學系 

2 小孩子才做選擇 國立中正大學 

蔡瑞成 財務金融所 

陳威仁 財務金融所 

陳致佑 財務金融所 

3 劈哩啪啦 崑山科技大學 

方品潔 金融管理系 

朱鈺佳 金融管理系 

劉冠廷 金融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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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決賽」優勝隊伍一覽表 

 

 

 

 

名次 學校 隊名 姓名 系所 

冠軍 致理科技大學 命運的模型 

林詣潔 

財務金融系 李映潔 

劉美君 

亞軍 國立聯合大學 I Love Coding 

沈榆芳 

財務金融學系 蘇葦 

莊昌憲 

亞軍 致理科技大學 一全超人 

張博翔 

財務金融系 藍偲珈 

林純愉 

 

＊期盼老師們鼓勵同學們踴躍組隊報名(3人1隊)

參賽，除可得到證券投資知識外，還有機會獲取

參賽(合格)證明、獎學金及獎狀、獎牌，並致贈

『指導教授指導證明書』予各指導老師！               

 

＊活動報名網址 https://wisdom.sfi.org.tw 

 

file://///NAS38/廣宣處/02.教育宣導/教育宣導活動規劃/108活動規劃/108證交所_第16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活動(專案代號05-A02-4)/106活動規劃/106證交所_第14屆校園證券投資智慧王大專院校知識競賽活動(專案代號05-A02-4)/活動報名
https://wisdom.sfi.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