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第一屆潛力種子盃個股研究競賽簡章 

1. 活動宗旨：

     目標為希望能透過本次競賽，提供對個股研究有興趣的大專 院校學生能

有比賽學習的機會，讓所有大專院校學生能透過實際撰寫研究報告對本

土上市櫃公司個股的認識能夠更加深入，並且培養分析、研究的能力。 

2. 主辦單位：

 國立成功大學證券投資研習社、國立屏東大學證券研究社、國立中興大

學 EXWC 投資研究社、國立中正大學理財研究社 

3. 贊助/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證券商業同業公會、統一綜合證券

4. 報名資訊：每組 1 到 5 人，可跨校跨系級組隊，限全國大專院校學士生

5. 報名期間：即日起~2022/2/14 23:59 止，視疫情延長期限。

6. 繳費截止日：即日起~2022/2/21 23:59 止，視疫情延長期限。

7. 初賽報告交件期間：即日起~2022/2/21 23:59，視疫情延長期限

8. 報名費用：本學期主辦單位社員免費，非本學期主辦單位社員 50 元/人

9. 競賽方式：比賽分為「初賽」與「複賽」兩階段，參賽者以小組為單位，

須自行選定一檔台灣上市櫃股票（限台股），對其做「基本面」分析。初

賽採線上審核，參賽者須於初賽期限內繳交電子檔，2022/3/1 前公布入

選複賽名單。通過初賽的參賽者們將進入複賽，並於複賽當天進行公開報

告，接受評審提問，由專業評審團當場選定優勝者。

10. 獎項：

●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15,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四到六名：各獎金新台幣 1,000 元及獎狀一幀



 
 

11. 比賽注意事項： 
 

(1) 隊伍不得與選定標的公司高階主管或董事會成員聯繫，報告內容只有使用 

公開資訊。 

(2) 繳件之報告必須是隊伍成員的原創作品，且內容必須為參賽者未曾於公開 

場合公開之本人作品，禁止抄襲，若有引用部分他方文章內容或圖表，請 

於報告中詳加附註，使用他方引文、圖表皆有標明出處且引文不超過整份 

報告之 10%。；若有抄襲或違法情事，將取消參賽與獲得獎金資格，並自 

負法律責任。 

(3) 檔案一旦繳交，視為願意將檔案與內容交給主辦方做任意合法應用。 
 

(4) 參賽者個人資料務必詳實填寫，若經查證偽造或冒用他人身分，主辦方將 

強制取消整隊參賽資格。 

(5) 主辦方保有所有比賽辦法之最終解釋權，參賽者不得有異議。 
 

(6) 通過參加潛力種子盃個股研究競賽個股研究競賽，每位參與者承認主辦單 

位收集，處理和共用潛力種子盃個股研究競賽個股研究競賽參與者的個人 

資訊。每位參與者同意除非法律禁止，主辦單位有權使用該個人的姓名， 

聲音，照片，影像，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媒體或論壇上的出現(例如用 

於紀錄比賽過程並發布於媒體上)。 

(7) 如果發生主辦單位無法控制之變因，例如罷工，天災，自然災害，政府旅 

行限制，健康危機，司法命令，火災或其他傷亡，內亂，恐怖主義或恐怖 

主義威脅，疾病或疾病爆發，則可能需要修改計劃和/或活動格式，或者 

在極端情況下，取消競賽。 

(8) 每支競賽隊伍都有義務確保任何第三方材料的使用符合所有適用的版權和 

商標法。任何書面報告或演示文稿中包含的第三方圖像、影像(例如公司 

商標)必須獲得影像擁有者的適當許可，團隊應獲得其書面報告或演示文 



評分項目 各項評分 

稿中包含的任何商標或服務標記的所有者的許可。 
 

(9) 每支隊伍中之每名成員皆須為大專院校在學之學士生，可跨校跨系所組 隊，

每名成員之資格將會於複賽時現場審核，需攜帶相關證明文件，例如 含有

註冊章之學生證或在學證明。 

(10)每支隊伍初賽繳交之研究報告檔案必須： 
 

a 封面符合附錄 A"研究報告封面"的規定 

b 符合比賽注意事項的規定 

c 初賽檔案須以 PDF 檔案格式繳交至潛力種子盃信箱： 

pscompetition2021@gmail.com，字體不得小於 12，檔名與信件主旨 

皆須設為【2022 潛力種子盃個股研究競賽_隊名】，例如：【2022 

潛力種子盃個股研究競賽_種子種子隊】。 

d 報告須在 2022/2/21 23:59 之前繳交   

 (11)報名者視為全數了解且同意以上規定。 

12. 初賽： 

(1) 本賽事會邀集學界/業界評審若干名進行賽事線上初審，會將總件數隨機 

平均分給各個評審進行初審，共篩選六組進入複賽。 

(2) 書面報告將根據初賽評分標準進行評分。 
 

(3) 著重分析產業趨勢以及公司長期發展，以財務方面及公司競爭力選出未來 

看好企業，挑選個股市值須達 200 億以上，標的不分上市上櫃。 

(4) 最晚於 2022/3/1 公告初賽結果，以利後續參賽人員準備複賽。  

初賽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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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分析 

ex：(產業趨勢、上下游供應鏈) 

20% 

公司概覽 

ex： (主要營業項目、公司市場地位、其他競爭對手比較) 

15% 

財務分析 

ex：(營收成長率、資本支出、比率分析、S-score 等) 

25% 

潛在投資風險 

ex：(外來競爭者、新商品有替代效果、原料價格波動度 

大、公司舞弊跡象等) 

5% 

股價估值 

ex：(DCF 折現法) 

25% 

投資總結 

ex：(針對分析過程做出結論，是否值得投資) 

10% 

13. 複賽：

    (1) 本賽事複賽於國立成功大學舉辦，決賽日期為 2022/3/12(六)，若因疫情

影響，主辦單位將視情況延後期程或採線上同步之形式進行。 

(2) 進入複賽之隊伍，補助其參賽交通費，最高補助自強號票價，每隊最高補

助3,000元，憑車票票根或購票證明核實報支。

(3) 複賽將根據初賽評分標準進行評分。 

(4) 各評審評分取簡單算數平均並依照平均評分排序，平均評分相同時名次並 

列且剃除下一名次 

(5) 每組報告 15 分鐘評審提問 10 分鐘，事前整理決賽隊伍簡報紙本及公司 

最近年度財報紙本予評審 

複賽評分標準： 

評分項目 各項評分 



簡報內容是否正確合理 

(公司業務、產業分析、財務數據等) 

30% 

簡報設計及排版方式 

(簡報是否清楚易懂、顏色調配) 

10% 

參賽者台風及團隊合作 

(參賽者表達是否清楚) 

30% 

評審 QA 30% 

3/12(六) 比賽流程表 

活動流程 活動時間 

簽到報名 13:30-14:00 

活動開始 14:00-14:30 

比賽開始 14:30-16:00 

中場休息 16:00-16:20 

比賽開始 16:20-17:50 

中場休息 17:50-18:20 

公布名次 18:20-18:40 

14. 獎項：



● 第一名：獎金新台幣 15,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二名：獎金新台幣 10,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三名：獎金新台幣 5,000 元及獎狀一幀 
 

● 第四到六名：各獎金新台幣 1,000 元及獎狀一幀 
 

15.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7RLLZxb901opKMOcxi9z5U0as4htuY 

OlTclWi5Vlbo/edit 

 

16. 繳費時間：須在報名後 7 天內完成匯款，逾期將取消參賽資格，繳交之 

報告電子檔恕不接受審查。 

17. 繳費方式：郵局匯款／ATM 轉帳／無摺存款 
 

帳號：700-0031071-0925665，戶名:國立成功大學證券投資研習社莊志峰 
 

18. 請於匯款後將您的繳款資訊（包含匯款金額、匯款時間、匯款帳號及戶 名、

銀行名稱、分行名稱，拍照截圖匯款紀錄或文字說明）及隊伍名稱於 信件

說明，寄至潛力種子盃信箱：pscompetition2021@gmail.com，後經 電子

郵件通知繳費確認成功，始完成報名。 

19. 退費機制：無退費機制；若因不可抗之因素導致比賽無法繼續主辦，主辦 

方將視情況退費或以其他方式補償。 

20. 違反本競賽規則將強制取消參賽資格。 
 

21. 聯絡方式： 
 

如有任何問題，請私訊國立屏東大學證券研究社、國立成功大學證券投資研習 

社、國立中興大學 EXWC 投資研究社、國立中正大學理財研究社臉書粉專或來 

信至潛力種子盃信箱：pscompetition2021@gmail.com 詢問。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7RLLZxb901opKMOcxi9z5U0as4htuYOlTclWi5Vlbo/edi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K7RLLZxb901opKMOcxi9z5U0as4htuYOlTclWi5Vlbo/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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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 研究報告封面(封面包含下方所 

列資訊) 
 
 
 
 
 
 
 
 
 
 
 

 
 
 

 團隊 名稱  

 公司名稱/股票代 號  

 建議 (買入 / 賣出 / 持有) 

 目前價格 (截至 2022/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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