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計畫摘要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摘要 

 

申請學校/單位名稱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處 
 

私校/民團統一編號  

活動名稱 我不理財.財不理我-投資理財研習營 

活動性質(可複選) 

(1) □學校特色活動 

(2) ▓職業試探營隊 

(3) □社團入校服務學習 

(4) □開放大學課程 

(5) □在地特色課程 

(6) □新住民培力課程-職業技能課程或諮商輔導人員培訓課程 

活動領域(七大學習領域) 自然與生活科技 – 科技、人文與藝術領域 

活動開始日期 111年 8 月 2日 

活動結束日期 111年 8 月 5日 

活動天數 4 

活動時數 20 

活動內容簡介 

本研習活動主要結合健行科技大學財金系之豐富資源及
專業師資，透過為期 4天之金融投資理財研習，採取授
課+實作(測試)之營隊方式，培養高職學生具有投資理財
專業知識外，並鼓勵學生參加金管會每年舉辦的金融知
識奧林匹克競賽。 

參加對象 中壢高商高二、高三學生 

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人次 人數：20 人次：80 

活動地點/場館 地點：電腦教室  場館：電腦教室 

參與單位(大專院校 

/系所社團) 

大專校院： 
健行科大 

系所社團： 
財金系 

參與單位(高國中小)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大專院校提供人力資源 教師人數：1 大專生人數：0 

活動聯絡人 王依婷 

聯絡電話 03-4929871#1514 

郵件信箱 practice1514@clvsc.tyc.edu.tw 

學校/單位首頁 www.clvsc.tyc.edu.tw 

 
 



附件 2：實施計畫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活動名稱：我不理財.財不理我-投資理財研習營 

 

一、依據：桃園市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實施計畫。 

二、目的：本課程主要輔導高職學生參加「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為配合多元學習， 

辦理金融投資理財專業訓練課程，其目的幫助學生學習金融知識，提升本市學

生於未來就業上具有專業能力與就業競爭力。。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四、參加對象及預估學生參加人數：二年級～三年級學生，共 20 人，弱勢學生人數 2

人、比例 10%。 

五、活動性質：學生學習活動計畫之職業試探營 

六、辦理方式： 

(一)利用暑假時間辦理 4 天之「金融投資理財」營隊，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15

點，共 20小時。 

(二)結合健行科大財金系之教學資源及專業師資，採取授課+實作(測試)之營隊

方式，培養高職學生具有投資理財專業知識。 

(三)研習內容以金融智慧網「金融城探索之旅」動畫課程、金融教室、金融試算

工具、金融商品介紹、生活指南及宣導資訊專區等內容為基本，且納入「金

融生活知識」、「金融法規常識」、「金融消費理財(含行動支付)」、「金融消費

者權益保護及金融時事(例如金融科技、綠色金融、虛擬通貨、高齡化金融商

品、防制洗錢等)」議題為主。 

(四)研習活動後學生得報名參加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或其他相關金融競賽。 



七、活動流程(課程表)：（本表請自行增列） 

日期 時間 課程名稱 授課者(姓名) 課程提綱 節數 備註 

111.08.02 09:00-15:00 金融投資理財 

健行科大: 

許仁綜教授

(外聘) 

上午:金融生活知識

講述 

下午:奧林匹克競賽

金融生活知識

題目演練講解 

5 

 

111.08.03 09:00-15:00 金融投資理財 

健行科大: 

許仁綜教授

(外聘) 

上午:金融法規常識

講述 

下午:奧林匹克競賽

金融法規常識

題目演練講解 

5 

 

111.08.04 09:00-15:00 金融投資理財 

健行科大: 

許仁綜教授

(外聘) 

上午:金融消費理財

講述 

下午:奧林匹克競賽

金融消費理財

及金融消費者

權益保護題目

演練講解 

5 

 

111.08.05 09:00-15:00 金融投資理財 

健行科大: 

許仁綜教授

(外聘) 

上午:金融消費者權

益保護講述 

下午:奧林匹克競賽

金融時事議題

題目演練講解 

5 

 

   備註：1.於課餘時間辦理： ▓非上課時間(暑假) 

 

 

 

 

 



八、活動時間及地點：111年 8月 2日至 8月 5日 9:00~15:00。 

九、組織與職掌：（本表請自行增列） 

職稱 工作人員 工作執掌 

劉昭君 實習處主任 督導計畫辦理 

顏貌伶 就業組長 規劃「金融投資理財」營隊活動，並聯繫科大端。 

王依婷 商經科科主任 
辦理「金融投資理財」營隊活動、後續成果報告

及競賽報名事宜。 

十、其他：  

    (一)參與本研習之師生完全免學費，但若須使用相關參考書籍則需自行負擔。 

    (二)研習營隊資訊將於 5月初執行宣傳活動，5月底採自由報名(以投資理財社同

學優先錄取)。凡錄取本活動之同學，須全程參與活動才能獲得研習證明書。 

十一、經費：本案所需經費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補助款項下支列(經費概算表如附件 3)。 

十二、獎勵：本計畫工作圓滿完成後，相關承辦人員報請桃園市政府教育局依規定辦理

敘獎。 

十三、本案經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經費概算表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計畫 

活動名稱：我不理財.財不理我-投資理財研習營 

  

經費概算表 

項次 項目 單價 單位 數量 金額 備註 

1 講師鐘點費(外聘) 1000 節 20 20000 

本項單價 1,600 元為上限(1節 50 分鐘)。 

(大專教師授課，授課對象為教師：1,600 元以下/

節；授課對象為學生 1,000元/節為上限)。 

8 誤餐 80 人 
80 

60 

6400 

4800 
本項單價 80 元為上限 

14 雜支 600 式 1 600 

前列費用未列之辦公事務費用。 

不得支應辦公事務費用以外費用，如：印刷費、二

代健保補充保費、場地布置/使用費等。 

總     計 
27000 

24800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注意事項： 

1.每一節課僅能有一名講師，助理講師不限(每節助理講師鐘點費須為同一課程講師鐘

點費之 1/2以下)。 

2.不得以信用卡繳費核銷。 

3.講師費領據請「簽名」或蓋「私章」並加註授課日期及時間，並填寫專業領域(例如

服務機關，若無服務機關，可填寫學經歷)。 

4.支付個人之款項如為委託金融機構匯款，請檢附金融機構支付各受款人明細之簽收或

證明文件(正本)，免附領據；又簽收或證明文件僅記載受款人名稱、帳號等部分資

料者，應加附符合「桃園市政府教育局核銷民團或私校應檢附資料及注意事項」序

號5所定應記載事項之其他文件。 

5.領據如以印領清冊報支者，仍須記明規定之要件。 

6.核銷項目需與申請計畫之經費概算項目相符。各項經費間不可流用或勻支。如需調整

經費概算，應於核銷前將修正經費概算函報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說明事由，並經同意後

再行核銷。 
 

 
 
 

 
 
 

 
 



附件 5：活動照片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11年 8月 2日~111年 8月 5日（星期二~五） 

活動名稱：我不理財.財不理我-投資理財研習營 

  
教師講解市場物價上漲情況 教師講解股票相關知識 

  

查詢股票走勢 學生練習虛擬投資 

  

我是大股東桌遊解說 我是大股東桌遊體驗 



附件 5：活動照片(心得感想) 

桃園市立中壢商業高級中等學校 

111年度大手牽小手結合大學資源打造知識城活動照片 

時間：111年 8月 2日~111年 8月 5日（星期二~五） 

活動名稱：我不理財.財不理我-投資理財研習營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學生心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