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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第六屆全國大專財富管理競賽辦法與規則 

1 活動目的： 

1.1 配合政府推動全民理財教育政策，落實大專校院學生理論與實務接軌。 

1.2 透過競賽、觀摩及專家指導，提升國內相關從業人員財富管理之專業素養。 

1.3 帶動產、學多面向交流，促進產業與人才互動，達到活動進入校園，企業迎向菁英

之結果。 

1.4 建立社會新鮮人專業素養，並藉意見領袖之散播力，建立國人對財富管理的正確認

知，並創造金融市場行銷之良性發展。 

1.5 配合政府推廣理財教育政策，快速提升民眾對財富管理的認知，促進相關投資與金

融商品發展，帶動市場良性循環。 

2 報名方式與獎勵辦法： 

2.1 參賽對象：大專校院在學學生。 

2.2 報名方式：上網報名，每隊 1~3 人。 

2.3 報名費用：每隊 900 元。（10 隊以上團體同時報名，優惠每隊報名費 600 元，團體

報名程序，請參考參賽便利包內團體報名程序及彙整檔） 

2.4 報名贈品：完成報名手續者，贈送下列贈品。 

2.4.1 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競賽期間「財富管理決策分析輔助系統入門版」

每位參賽同學一套免費使用（價值 3,600 元）。 

2.5 競賽協助： 

2.5.1 主、協辦單位推薦有實務規劃經驗之顧問，提供參賽隊伍案例撰寫之實務經驗

分享。經本協會認可之指導顧問，本協會將併同所指導之獲獎參賽隊伍，發

予輔導證書，以申致謝忱。 

2.6 獎勵分配： 

名次 獎金 獎品 

第一名 15,000 元整 冠軍獎牌一座、獎狀一楨 

第二名 12,000 元整 亞軍獎牌一座、獎狀一楨 

第三名 9,000 元整 季軍獎牌一座、獎狀一楨 

特優 7 名 4,500 元整 特優獎牌一座、獎狀一楨 

優等 10 名 3,000 元整 獎狀一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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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數名 無 獎狀一楨 

指導證書 無 獲獎隊伍之指導教師指導證書一楨、顧問頒發輔導證書一楨 

3 競賽流程： 

即日起～2016/5/3 

1 一律網路報名。競賽辦法、規則與題目公佈於官網，參賽者自行下載。 

2 每隊隊伍依照初賽題目規劃一份財務健診報告書後回傳至主辦單位指定之信箱。（請註

明郵址） 

3 報名截止日：2016/3/14(下午 5時準時關閉網路報名系統，逾期將無法報名。) 

4 協辦單位輔導營隊(協助解題)：2016/3/26~27 

5 初賽作品收件截止日期：2016/5/3 

2016/5/3～2016/6/19 

1 由評審選出 50 隊(視報名隊伍多寡增減)入圍決賽隊伍，於 2016/5/18 於官網公佈。 

2 決賽題目，2016/5/18 公佈於官網，供決賽隊伍下載規劃。 

3 決賽第一階段作品收件截止日期：2016/6/1 

4 由評審選出 20 隊參與第二階段決賽簡報隊伍，於 2016/06/13 於官網公佈。 

5 決賽時間：2016/6/18 ~ 2016/6/19(決賽地點與流程另行公佈) 

2016/6/20~2016/6/27 

1 由評審選出前三名、七名特優及十名優等隊伍，並於 2016/6/27 公佈於官網。 

2016/7 

1 頒獎典禮：2016/7 上旬(典禮時間與流程另行公佈於官網)，由主辦單位頒發獎金和獎品。 

2 案例發表：頒獎典禮當日，舉辦前三名得獎隊伍案例發表報告，每隊 20 分鐘（含報告

15 分鐘、評審講評 5 分鐘）。 

4 競賽規則： 

4.1 初賽應繳交文件及檔案為(一)書面報告(一式三份)、(二)報告電子檔、(三)參賽同意書。

(初賽不用繳交 PPT 電子檔)。初賽作品繳交截止日期：2016/5/3(郵戳為憑，協會地

址：103 台北市大同區長安西路 78 巷 4 弄 12 號 3 樓）、電子檔最終傳送時間為當日

午夜 24:00，文件及檔案未齊全，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4.2 初賽書面報告首一頁格式請下載〝2016 初賽報告列印格式〞製作，書面報告電子檔

(限 Word 2003 或 2007 格式，如有必要，可以加寄 PDF 檔)，未依格式製作或於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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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中出現足供辨識參賽者學校、指導老師、隊名、學生姓名、輔導顧問資訊者，

取消參賽資格。書面列印報告以能清楚辨識為原則，未必需全彩列印。(電子檔主檔

名為〝隊伍編號_01〞，例如：隊伍編號為〝00000000〞，則電子檔主檔名為

〝00000000_01〞) 

4.3 參賽同意書每位參賽同學分別簽署一份。參賽同意書併同書面報告於截止日前寄送

(嚴禁裝訂於書面報告內，違者取消資格)。 

4.4 未能參與協辦單位所舉辦輔導營隊之隊伍成員，需於指定時間前上網填寫請假單，

違者扣初賽及決賽總分 5 分；參加營隊的隊伍，獲初賽及決賽總分加 10 分獎勵。 

4.5 決賽應繳交文件及檔案為(一)書面報告(一式三份)、(二)報告電子檔、(三)簡報電子檔。

決賽第一階段作品繳交截止日期：2016/6/1(書面報告寄送以當日郵戳為憑、電子檔

最終傳送時間為當日午夜 24:00)，文件及檔案未齊全，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4.6 決賽書面報告及決賽簡報首二頁格式請分別下載〝2016 決賽報告列印格式及 2016

決賽簡報格式〞製作，書面報告電子檔及決賽簡報電子檔限 Office 2003 或 2007 格

式，如有必要，可以加寄 PDF 檔)，未依格式製作或於報告、簡報內文中出現足供辨

識參賽者學校、指導老師、隊名、學生姓名、輔導顧問資訊者，取消參賽資格。書

面列印報告以能清楚辨識為原則，未必需全彩列印。(電子檔主檔名為〝隊伍編號_02〞，

例如：隊伍編號為〝00000000〞，則電子檔主檔名為〝00000000_02〞) 

4.7 參與決賽第二階段簡報隊伍，簡報當天需列印簡報書面資料(一式三份，以能清楚辨

識為原則，未必需全彩列印)，供簡報評審老師評分參考用。 

4.8 參與決賽第二階段簡報隊伍之簡報檔，需與 6/1 繳交之檔案內容一致。惟，允許美

編及動畫修正，但嚴禁修改數字與文字內容，抑或出現足供辨識參賽者學校、指導

老師、隊名、學生姓名、輔導顧問資訊之情形，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4.9 前三名獲獎隊伍之該隊參賽同學需全員出席頒獎典禮並發表案例報告、其餘獲獎隊

伍至少需有該隊一半以上參賽同學出席，否則取消獲獎資格 (特殊不可抗力之因素，

經評審團同意者除外)，因前述原因取消之獎項不遞補。 

 

5 評審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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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由主辦單位分別遴聘具『財富管理教學經驗』教師，與具『財富管理規劃實務經驗』

顧問，共同組成評審團為本屆初賽及決賽評審。 

5.2 初賽評分標準 
項    目 說    明 比例 

報告友善度 整體報告是否容易檢索、理解，並方便閱讀 25% 

假設數據合理性 必要之基本假設與參考資料是否合理與正確 15% 

財務診斷能力 是否具備診斷客戶生涯財務狀況計算能力 25% 

建議方案廣泛性 各個建議之方案是否面面俱到並符合客戶需求 20% 

執行難易 建議執行步驟與商品之客觀程度 15% 

合      計 100% 

5.3 初賽依初賽評分標準擇優進入決賽。 

5.4 決賽第一階段評分標準： 
項    目 說    明 比例 

報告友善度 整體報告是否容易檢索、理解並方便閱讀 20% 

假設數據合理性 必要之基本假設與參考資料是否合理與正確 10% 

財務診斷能力 是否具備診斷客戶生涯財務狀況之計算能力 20% 

建議方案廣泛性 各個建議之方案是否面面俱到並符合客戶需求 15% 

執行難易 建議執行步驟與商品之客觀程度 10% 

簡報內容 

簡報製作及編排是否具邏輯性，條理分明 10% 

簡報是否掌握重點 10% 

簡報是否具備親和力 5% 

合      計 100% 

5.5 依決賽第一階段評分標準遴選成績最優之 20 隊進入決賽。 

 

5.6 決賽第二階段評分標準： 
項    目 說    明 比例 

表達力 

口語表達能力 10% 
肢體運用能力 10% 
團隊合作能力 10% 
理解問題能力 10% 

案例發表報告 評審問答 60% 

合      計 100% 

5.7 獲獎名次依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合計總成績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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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頒獎典禮暨案例發表地點： 

6.1 另行公佈於官網 

7 主辦單位： 

7.1 社團法人台灣財富管理規劃發展協會 

8 共同委辦單位： 

8.1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企業管理系 

8.2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財務金融系 

8.3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金融系 

8.4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財務金融技術學系 

8.5 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8.6 景文科技大學理財與稅務規劃系 

8.7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8.8 樹德科技大學金融系 

8.9 嶺東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 

9 執行單位： 

9.1 精進財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0 鑽石級協辦單位：（暫定） 

10.1 富邦人壽 

 

 

11 白金級協辦單位：（暫定） 

11.1 中華民國信託業商業同業公會 

11.2 中華民國銀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1.3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 

12 黃金級協辦單位：（暫定） 

12.1 三商人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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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中國人壽 

12.3 台灣人壽 

12.4 南山人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