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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課程規劃內容 

一、 計畫基本資料 

計畫重點項目 
本系授課 

師資人數 

他系授課 

師資人數 
聘任業師人數 修課人數 

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     

教

學 

創

新 

實

驗 

通識課程革新 1 0 0 66 

程式設計課程     

創新創業課程     

推動教師專業社群 參與教師數  
教學或領域

主題 
 

 

二、 問題解決導向(PBL)課程/教學創新實驗課程基本資料 

 

課程名稱 負責老師 
學分數/ 

學時數 
修課人數 

投資與理財 黃秋微 2/2 66 

 

三、 預期成果 

（一） 量化成效指標 

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教師

教學 

專題演講 4 場次專題演講 

協同教學 2 場次協同教學 

學生

學習 

學習日誌 4 篇學習日誌 

期末成果報告 1 篇期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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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質化成效 

1. 透過「移動式」學習以提升學生廣泛及跨領域的學習成效。 

2.  邀請東南亞學者來臺進行學術交流，助於學生對越南文化的認

識與交流。 

3. 邀請大陸學者來臺進行學術交流，擴展學生視野。 

4. 舉辦「東南亞文化展」：透過學生之間進行文化交流，讓學生

瞭解越南、馬來西亞的文化特色及文物。  

貳、 計畫執行與成果 

一、 具體作法 

（一） 教學目標與課程規劃 

1. 教學目標 

(2) 學習觀察與研判影響市場行情的變動。 

 

  本課程首要讓學生瞭解投資與理財的重要性，並由台灣的投資商品與證

券市場為出發點，讓學生對投資市場及各種衍生性金融商品有基礎的概念與

認識後，進而延伸國際的證券市場。其間課程設計一方面邀請校內外學者專

家演講，為學生奠定基礎認知，並瞭解實務作法。再者，由計畫案 3 門課程

移動式教學，學生跨班修習，創造最大的效益。如此，使修習「投資與理財」

課程的學生，亦能瞭解國際貿易關係的改變、臺灣目前應該採用怎樣的策略

面對發展中的世界、東南亞國家的發展與歷史，進而能深入探究各國之投資

商品及分析。 

  本課程期待讓學生認識投資商品與實務操作，幫助學生建立有實務意涵

的投資理念，提升學生的分析力與判斷力，以利日後進行投資活動時有所依

循。預定達成之目標有：  

(1) 瞭解投資市場與商品。 



3 

2. 課程大綱 

週次 課程內容規劃 指定閱讀/教學活動安排 

1 課程說明 投資與理財課程規劃說明 

2 課群計畫執行內容、

移動式學習說明 

海上絲路文化－向西走！向南走！課

程內容規劃說明 

3 投資入門篇 投資與理財概論 

4 理財規劃與保險商品

分享 

外聘講座： 

富邦金控公司壽險部林怡璇襄理 

5 基金 參考教材： 

Smart 編輯部，2016，《我的基金每年

穩穩賺 5%》，台灣： Smart 智富出版

社 

梁亦鴻，2013，《3天搞懂基金買賣》，

台灣：寶鼎出版社 

王夢麟，2009，《基金，騙局？一場

夢！》，台灣：聚財資訊出版社。 

6 ETF  

7 越南文化與經濟 外聘講座： 

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社會

科學大學胡明光教授 

8 股票市場與交易實務 指定教材： 

謝劍平，2014，《投資學－基本原理與

實務（五版）》，台灣：智勝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9 報酬與風險、股票的

評價 

指定教材： 

謝劍平，2014，《投資學－基本原理與

實務（五版）》，台灣：智勝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10 股票的基本分析 指定教材： 

謝劍平，2014，《投資學－基本原理與

實務（五版）》，台灣：智勝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黃國華，2012，《財務自由的講堂》，

台灣：先覺出版社。 

黃國華，2012，《財務自由的世界》，

台灣：先覺出版社。 

11 股票的技術分析 蕭明道，2014，《蕭明道教你主升段獨

門獲利絕技》，台灣：今周刊。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Smart%E7%B7%A8%E8%BC%AF%E9%83%A8&f=author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5%9F%BA%E9%87%91&area=mid&item=0010712529&page=1&idx=9&cat=001&pdf=1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_redir.php?key=%E5%9F%BA%E9%87%91&area=mid&item=0010712529&page=1&idx=9&cat=001&pdf=1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smart
http://search.books.com.tw/exep/prod_search.php?key=%E6%A2%81%E4%BA%A6%E9%B4%BB&f=author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puballb/books/?pubid=tripod
javascript:%20location.href=SearchLink('聚財資訊%20%20','全館搜尋','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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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點籌碼選股分析與

股票期貨 

外聘講座： 

投資講堂部落格版主 

13 權證 權證小哥，2011，《權證小哥教你十萬

元變千萬》，台灣：SMART 智富出版

社。 

14 權證與牛熊證 外聘講座： 

元富證券新金融商品部林旅仲經理 

15 權證實戰技巧 外聘講座： 

投資講堂部落格版主 

16 學習成果發表會 由課群舉辦共同的成果發表會 

17 學習成果發表會 由課群舉辦共同的成果發表會 

18 學習成果發表會 由課群舉辦共同的成果發表會 

 

3. 現有可教授課程師資清冊 

項次 教師姓名 教師所屬系科 

一 黃秋微 通識教育中心 

   

（二） 課程教學創新作法 

  本課程除授課教師親自講授內容外，亦達成三班或兩班的共

時、協同授課，以及學生的「移動式」學習，獲得跨域學習的效果。

另，舉辦之教學活動如下： 

1. 「移動式」學習的推動：為提升學生廣泛及跨領域的學習成效，

首次推動「移動式學習」，讓修課的學生可以就有興趣或可結

合修課內容之單元，移動至課群中其他課程聽講，撰寫授課心

得後由教師認證。校外內學者專題講座：邀請社會與業界人士

進行專業知識講座，讓學生提早瞭解社會情況。 

2. 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邀請兩位越南學者至課群進行學術交

流，參與課群授課及各種活動，讓學生有機會直接接觸東南亞

國家的大學教授及其授課方式。越南學者分享當地文化特色，

更有助於學生對越南文化的認識與交流。 

javascript:%20location.href=SearchLink('SMART智富%20','全館搜尋','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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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陸學者學術交流：邀請中國石油大學（華東）學者至課群進

行學術交流，講述南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情況，擴展學生視野；

同時讓學生知道「一帶一路」的發展況狀。 

4. 舉辦「東南亞文化展」：邀請校內外越南、馬來西亞的學生進

行文化特色及文物介紹，透過學生之間進行文化交流。 

5. 舉辦「學生成果發表會」：由課群三門課程學生，共同進行學

生成果發表會，並擇優表揚。 

（三） 學生學習評量方式 

2.期末報告：學生就課程介紹國家的投資商品或市場，進行深入

探討或分析研究，撰寫一份期末報告，並於學生成果發表會發

表。 

二、 執行情形與成果 

(一)教學歷程記錄 

本課程就理論或投資商品介紹後，搭配專題演講以提升課程深度

與廣度，且透過專題講座讓學生瞭解東南亞國家的經濟或文化，

並讓學生參與規劃東南亞文化展，強化學生學習成效。最後，促

使學生撰寫成果報告。 

 

 

 

 

  本課程學習成果由學生自行檢核（互相），老師管控品質。學

生的成績與其參與的程度有密切的關係。 

1.學習日誌：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演講時須手寫心得，藉此可（1）

提高同學專心程度(2)練習手寫（3）整合思想（4）意見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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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具、教材內容 

1.教具：本課程以 PPT為主，理財套裝軟體為輔。 

2.教材內容：本課程除指定教材外，另輔以影片教學、邀請學者

專家實務操作教學，並指定書籍要求學生閱讀。 

(三)教學、學習成效 

1.106年 10月 12日「理財規劃」專題演講 

  本週邀請富邦金控公司壽險部林怡璇襄理蒞校演講，分享理財規劃與保

險商品。本次演講活動的安排及受益調查表顯示如下，整體而言學生滿意度

及對自己的受益度高達 94%以上。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研習活動的主題安排 75% 19% 6% 0% 0% 

研習活動演講者的安排 77% 17% 6% 0% 0% 

對於本次活動的受益度 74% 23% 3% 0% 0% 

理論 

／投資商品介紹 
 專題講座 

瞭解東南亞國

家經濟／文化 

 

東南亞文化展 

期末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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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年 11月 2日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本週邀請越南胡志明市國家大學下屬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胡明光教授演

講。本次活動的安排及受益調查表顯示如下，整體而言學生滿意度及對自己

的受益度高達 86%以上。 

 

 

 

3.106年 12月 21日「權證與牛熊證」專題演講 

  本週邀請元富證券公司新金融商品交易部林旅仲經理蒞校講授，介紹權

證、權證操作方法與技巧。本次活動的安排及受益調查表顯示如下，整體而

言學生滿意度及對自己的受益度高達 95%以上。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研習活動的主題安排 54% 33% 13% 0% 0% 

研習活動演講者的安排 54% 38% 6% 1% 0% 

對於本次活動的受益度 48% 38% 13% 1% 0%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很不滿意 

講師清楚地表達 85% 15% 0% 0% 0% 

演講主題符合課程安排 77% 23% 0% 0% 0% 

演講內容滿足學生需求 69% 26% 5% 0% 0% 

演講提供新的學習成長機

會 
85% 15%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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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學習回饋或學習記錄 

1.106年 10月 12日「理財規劃」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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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6年 11月 2日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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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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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6年 12月 21日「權證與牛熊證」專題演講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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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計畫執行前後差異 

 

指標項目 
量化績效 

預估數 實際數 

教師

教學 

專題演講 4 場次專題演講 5 場次專題演講 

協同教學 2 場次協同教學 2 場次協同教學 

學生

學習 

學習日誌 4 篇學習日誌 5 篇學習日誌 

期末成果報告 1 篇期末成果報告 1 篇期末成果報告 

 

(六)活動規劃與教學品質相關性 

1.本課程為提升教學品質、加強教學資源互補，且強化學生對實

務的認識，特邀請學者專家蒞校演講。 

2.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另設計學生運用課後時間，籌劃並參

與東南亞文化展，藉此提升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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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附錄 

一、 活動照片 

  

相片說明：106/10/12 理財規劃專題演講 相片說明：106/10/12 理財規劃專題演講 

  

相片說明：106/11/2 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相片說明：106/11/2 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相片說明： 106/11/2 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相片說明：106/11/2 東南亞學者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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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06/9/28 三門課程聯合授課 相片說明：106/9/28 三門課程聯合授課 

 
 

相片說明：106/9/28 三門課程聯合授課 相片說明：106/12/07 東南亞文化展籌備會議 

  

相片說明：106/12/07 東南亞文化展籌備會 相片說明：106/12/07 東南亞文化展籌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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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106/12/21「權證與牛熊證」專題演講 
相片說明：106/12/21「權證與牛熊證」專題演

講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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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相片說明：東南亞文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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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說明：大陸學者學術交流 相片說明：大陸學者學術交流 

  

相片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 相片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 

  

相片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頒獎 相片說明：期末成果發表會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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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調查（本次調查係課群三門課程（投資與理財、東南亞文化、

海上絲路文化）全部學生問卷結果 

1、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25 67 38 2 2 

百分比% 19% 50% 28% 1% 1% 

2、課程安排有助於提升我的教學品質與內容(教師) 

課程有助於作品或作業的展示與呈現(同學)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29 75 27 2 1 

百分比% 22% 56% 20% 1% 1% 

3、內容規劃符合我的需求與期待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25 70 34 5 0 

百分比% 19% 52% 25% 4% 1% 

4、對本次課程整體滿意度為 

 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人數 35 65 29 4 1 

百分比% 26% 49% 22% 3% 1% 

5、其他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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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成果資料－學生成果報告（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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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成果資料－學者專家諮詢意見 



30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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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計畫經費 

 

計畫經費總額：265,500元，自籌款 24,300元，教補款 241,200元 

經費項目 自籌款 教補款 

業 

務 

費 

講座鐘點費 0 41,600 

交通費 0 1,400 

工讀費 0 53,200 

膳(宿)費 0 50,113 

印刷費 0 64,887 

諮詢費 0 10,000 

出席費 0 20,000 

臨時人員勞保及

勞工退休金 
4,128 0 

全民健康保險補

充保費(2代健保) 
2,408 0 

雜支 17,764 0 

小計 24,300 241,200 

合計 265,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