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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群益新力軍交易競賽企劃書 

一、 活動目的 

  隨著2022年全球更為廣泛的疫情復甦行情，國際間資金的移動日益頻繁，匯率走勢

受到政府機關、企業界、進出口貿易商的重視，因此國際金融人才需求明顯倍增，群益

期貨為培育台灣學子成為國際金融卓越人才，特於2022年與台灣各大專院校共同舉辦

第四屆『群益新力軍』計畫，提供學生小資金也可輕鬆參與的交易商品，專業且便利的

交易平台，令學生親身參與全球最活絡的市場，拓展國際視野，推動普惠金融，同時搭

配貴校、貴師學期的實務教學課程，輔以交易競賽，讓學生透過公平競賽的過程，不僅

能從競賽過程當中獲得高額獎金，更提高了自身所學，做到將理論與實務進行結合，藉

此提升金融的專業能力，學以致用。此外，今次計畫新增了團體競賽的項目，令學生於

和同儕切磋競技之餘，也能體會團隊合作的重要性。 

 

  整體計畫由群益期貨提供講師及交易平台報價，滿足校方對於教學與競賽的需

求，本屆學生第一階段模擬競賽中，以前一百名絕對獲利為正的學生，將獲得群益期

貨提供的獎金，作為第二階段競賽的本金，本公司將會對於最終競賽結果遴選出具有

交易潛能的種子學員予以專業自營培訓，集結全台資深交易員前來分享自身經驗，培

養新手交易員正確投資觀念與擁有成功的思維套路，群益期貨希望透過這樣的計畫，

邀請學校及各領域教授一同協助找尋優秀學員，達到產學合作永續傳承全民投資運

動，並提升學生金融知識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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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對象 
 教育部核准之大專院校在學學生(需出示學生證) 

 曾經參加過群益外匯新力軍之畢業學生 

 

競賽時程: 

項目 時間 報名截止日 

宣傳報名階段 2022/2/18~2022/3/25  

模擬試用階段 競賽之前報名皆可試用  

模擬競賽期間 2022/3/21~2022/4/16 2022/3/25 

實單競賽期間 2022/5/16~2022/6/11 2022/5/30 

培訓期間 待定  

實單競賽頒獎典禮 待定  
     

三、報名方式: 
模擬交易競賽報名 

 於報名階段內，需先自行於活動官網填寫基本資料、學生證…等資料進行報名，經

審核完成後獲取模擬交易帳號。 

 完成模擬競賽報名者可創建或加入戰隊，創立戰隊時需上傳戰隊名稱、照片、影片

(非必填)、指導老師(非必填)、指導老師授權同意書(如有指導老師才須提供)。 

 

實單交易競賽報名 

 模擬競賽排名前一百名獲得 100 USD獎學金，且入金 100 USD整之學生，擁有進入

第二階段競賽資格。 

 若未參加第一階段模擬競賽，亦可參加第二階段實單交易競賽，須完成開立群益期

貨槓桿保證金契約交易帳戶，並入金 USD 100整。 
 

四、競賽辦法: 
利用 MetaTrader 5平台進行槓桿保證金交易，先進行第一階段模擬競賽，模擬競賽分

為團體賽及單人賽，單人賽結算後獲利為正的前一百名學生可獲得群益期貨所頒發的

USD 100獎學金，團體賽前五組將獲得對應獎學金。接續進行第二階段實單交易，獲利

前三名學生可獲得群益期貨頒發台幣 10萬、5萬、3萬的高額獎金及限量 50位名額的

自營交易員培訓計畫。 

 

● 第一階段:模擬交易競賽 

1. 競賽期間: 2022/3/21 05:00至 2022/4/16 05:00 

2. 競賽依絕對獲利排名，絕對獲利=期末權益數-期初權益數，損益負值不計入排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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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易商品：槓桿保證金全商品（含外匯類、商品類、美股類 CFD），各商品槓桿

倍數不同。 

4. 保證金維持率當低於 50%時會由群益期貨執行代為沖銷部位競賽排名獎項： 

排名 獎學金 備註 

前一百名 USD 100 損益負值不計入排名 

(若不參加第二階段競賽或無法開立槓桿保證金差價契約帳戶則無法獲得該獎金，

領取獎金需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為出入金帳戶) 

5. 參與團體競賽者，戰隊人數須滿 5人（含以上）方可列入排名，將根據團隊獲

利率總和進行結算排名 

6. 自創立戰隊完成起至 5/31，戰隊人氣累計最高票數者可獲得戰隊最佳人氣獎。 

7. 團體競賽排名獎項: 

學生獎項 

排名 獎學金 備註 

戰隊獲利率前五名 第一名 8,000 

第二名 5,000 

第三名 3,000 

第四名 2,000 

第五名 1,000 

 戰隊總成績損益為負

值不計入排名 

 戰隊人數須滿 5人 

 

指導老師項目 

項目 指導金 份數 

戰隊獲利最高 20,000 1 

學生報名人數最多 15,000 1 

學報名人數達 200人 5,000 3 

戰隊最佳人氣獎 15,000 1 

● 第二階段:實盤交易競賽 

1. 競賽期間: 2022/5/16 05:00至 2022/6/11 05:00 

2. 競賽依絕對獲利排名，絕對獲利=期末權益數-期初權益數，損益負值不計入排

名，競賽期間出入金者喪失比賽資格 

3. 交易商品：槓桿保證金全商品（含外匯類、商品類、美股類 CFD），各商品槓桿

倍數不同。 

4. 保證金維持率當低於 50%時會由群益期貨執行代為沖銷部位 

5. 競賽排名獎項： 

排名 獎學金 備註 

第一名 100,000 

損益負值不計入排名 第二名 50,000 

第三名 30,000 

前 50名 自營交易員培訓計畫 (保留 2021年培訓人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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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實務教學課程: 
群益期貨將利用數據分析對學生自身狀況推薦適合的交易課程 

1. 課程名稱:經濟數據剖析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首席經濟學家 范振鴻 副總經理 

學歷:美國紐約市立大學 財務金融 EMBA 

經歷:前美林證券亞太區 自營部主管指定全球策略師 

講課內容:建立學生正確經濟數據的觀點及看法，並利用利用實務經驗將學生在校

所學之理論進行結合。 

 

2. 課程名稱:順勢交易及技術面交易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業務部 黃維本 副總經理 

學歷:國立大學 財務金融 碩士 

經歷:證券、期貨自營交易多年經驗 

講課內容:教導學生認識外匯市場，並從中找出交易機會，並激發學生對於策略的

建構性。 

 

3. 課程名稱:交易員心理及認識外匯市場: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槓桿交易部 李宗維 資深協理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財務工程 碩士 

經歷:證券、期貨自營交易多年經驗 

講課內容:教導學生認識外匯市場，並從中找出交易機會，並激發學生對於策略的

建構性。 

 

4. 課程名稱:型態學與事件分析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研究發展部 許績慶 資深協理 

學歷:淡江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學士 

經歷:多年期貨市場研究經驗，著有『陷阱分析法』 

講課內容:藉由回顧歷史來對現有現象進行分析，挑出著名實務案例來剖析，教導

學生洞燭機先之法。 

 

5. 課程名稱:程式交易邏輯與交易策略開發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顧問事業部 張慶南 協理 

學歷:國立中央大學 經濟學系  

經歷:多年程式交易及自營操盤經驗，並開發交易策略 

講課內容:教授各類型交易策略開發，並引導學生建構策略的思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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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名稱:外匯實務交易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槓桿交易部 黃政哲 協理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新聞學 碩士 

經歷:Gain Capital 外匯交易員，陽信商業銀行 外匯交易員 

講課內容:教導學生利用型態及利用觀察市場狀況進行交易 

 

7. 課程名稱:程式交易邏輯與撰寫 

授課講師:群益期貨顧問事業部 林致彬 業務經理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 碩士 

經歷:多年程式交易經驗，中華民國合格期貨分析師 

講課內容:教導學生如何克服人性的操作方法，並教授程式交易之撰寫技巧與正確

邏輯。 

 

六、培訓計畫: 
群益期貨將遴選出實盤競賽總獲利前 50名學生予以進入交易員培訓計畫，獲遴選之學

生需於群益期貨總公司培訓 2週，培訓期間主要建構學生三大方面能力:邏輯思考、策

略規劃、風險控管，培訓細節如下: 

 

 撰寫報告 

藉由撰寫晨報快速的吸收行情資訊，並小組討論當日交易計劃及風控水準，由自營

部主管對於每日晨報進行評分，訓練學生在每日雜亂行情中能有條理的闡述市場概

況。 

 

 團體競賽 

以五人為一組進行團體競賽，每組將可獲得模擬帳戶供操作，藉由外匯操作來訓練

執行力及行情分析，利用團隊方式令學生學習聆聽不同意見之操作方法，並討論出

組員一致認同之進出方向，每日的進出都需將操作原因寫進晨會報告中，並每日報

告。 

 

 風險控管 

剖析實務上對於風險控制的方法，令實務與理論相結合，並實踐於外匯交易當中，

讓學生從中學到獲利與風險是雙面刃，在爭取最大報酬之時也需注意風險的壯大，

並以此建立正確的交易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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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建構 

藉由閱讀知名金融期刊之論文，從中建構自己的交易計劃，並利用系統進行交易計

劃的回測，了解交易計劃的不足之處，予以修改從而創造出符合當下趨勢的交易策

略。 

 

結訓計劃: 

培訓計畫學生於計畫完成後將會獲得群益期貨所頒發的交易員結業證書，且本公司將

會挑選出符合條件之學生給予正式員工之聘書，讓學生畢業即就業將所學付諸於職場

當中。 

 

七、注意事項: 
1. 主辦單位保留刪修之權利，若有任何更動，皆以活動網站公告為準，不另行通知 

2. 本公司保留參加本活動資格，並保留隨時修改計算方式、暫停、終止活動之權利 

3. 本單位保留參加本活動的參加人員資格，並可檢驗參賽者相關競賽、獲獎資格，若

有不符本單位有權遞補名單。 

4. 參加此活動的參賽者將會以匿名(暱稱)方式顯露自身的交易的絕對獲利、排名、戰

隊、指導老師等資訊 

5. 本活動嚴禁參加者使用程式或其他方式對系統或網站進行干擾、竄改、偽造、侵入、

破壞等行為，亦禁止任何詐騙、取巧、違反法規或其他足以損及本活動公正性之行

為 (包括但不限於交易由本公司認定之不活絡商品)，如經主辦單位查證發現前開

情形，主辦單位具有得取消其參加活動資格之權利，並將追究相關法律責任 

6. 模擬競賽所有參賽者皆可創立團隊，成員達 5 人(含)方可列入戰隊排行榜，戰隊創

立後無法刪除，創立團隊的為團長，團長身分無法進行轉移或移除，戰隊獲獎時將

由團長代為領獎 

7. 模擬競賽參賽者皆可自由加入任一戰隊(限一組)，於 3/25 23:59 前可於「個人資

訊」進行更換 

8. 戰隊報名須上傳戰隊名稱、照片、影片(非必選)、指導老師(非必選)、指導老師授

權同意書(如有指導老師才須提供)，請注意智慧財產權，不可冒用他人名義、不得

違反善良風俗，若經發現，主辦單位有權變更內容 

9. 「排行榜」及「我的戰績」資料於交易日早上 10點更新，累計損益為負數者不列入

排行榜 

10. 依所得稅法規定，機會中獎之獎項價值若超過 NT$1,000，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

所得稅申報，若獎品價值總額超過 NT$20,000，必須代扣 10%中獎獎金稅額；若得獎 

者經主辦單位通知拒絕繳納代扣稅額，視為得獎者放棄得獎權益。 

11. 本活動參與人同意相關個人資訊由群益期貨於活動範圍內進行蒐集、處理及利用， 

參與人並授權主辦單位得因為本活動目的公佈相關訊息於網站、平面或其他媒體 

12. 學生領取第一階段獎金需開立群益期貨槓桿保證金帳戶，故須年滿 20 歲且持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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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身分證。 

13. 參加活動者須自負盈虧，不得請求活動期間產生損失之賠償，槓桿保證金交易具有

一定風險，交易人應先評估本身資金及所能擔負之風險，過去績效或未來預期的表

現不可作為日後績效之保證 

14. 有任何問題請洽活動專線: (02)2700-2888 轉分機 8653 或洽客服專線(02)2700-

1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