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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金融知識線上競賽活動競賽辦法 

壹、活動緣起與目的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為延續八年來推廣金融智慧網及增長學生金融知識的精

神，本年度持續舉辦「金融知識線上競賽活動」，邀請全國國中及高中職一同共襄盛

舉，藉此普及金融知識並培養青少年自主學習動機及建立正確的金融觀念，不僅對

其日後個人生涯規劃有極大助益，更有助提昇台灣未來整體經濟與金融產業之發

展。 

貳、辦理單位 

主辦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參、參加資格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國中及高中職學生。 

肆、活動期間 

項目 時程 

線上初賽 106 年 8 月 21 日至 10 月 13 日(暫定) 

實體決賽暨頒獎典禮 106 年 11 月 12 日(暫定) 

伍、競賽流程與規則 

一、競賽分組 

分四組進行競賽，各組皆以線上初賽及實體決賽兩階段進行； 

A：國中個人組 
：參賽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國中學生。 

B：國中團體組 

C：高中職個人組 
：參賽對象為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在學高中職學生。 

D：高中職團體組 

二、線上初賽流程及規則 

(一)、線上初賽流程 

1.國中及高中職個人組(A、C 組)： 

 
 

 

報名註冊
(實名制)

E-mail回覆確認 註冊成功 輸入帳號密碼

進入線上初賽 3次闖關機會
保留最佳成績進入排行榜
(公告排名前5名參賽者)

完成線上初賽活動
(成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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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中及高中職團體組(B、D 組) (3 人組隊，以隊為報名單位)： 

 

 

(二)、線上初賽規則 

1.先至活動網站 https://financeknowledge.tabf.org.tw 完成線上報名註冊程

序，相關報名註冊資料請確實填寫，以免影響參賽資格及獲獎權益。 
2.團體組每隊需註冊 3 名隊員，每位隊員需完成至少 1 次，最多 3 次線

上初賽答題並留下成績記錄，系統自動保留最佳成績作為排名依據。 

3.於正式進行線上初賽前，可先至活動網站試玩區進行測試。另開放前

三年度試題供參賽學生參考。 

4.競賽開始選擇組別，輸入帳號、密碼後進入線上初賽網頁，依序作

答。 

5.競賽題型將融入金融智慧網「金融城探索之旅」動畫課程、「理財大富

翁」遊戲及金融教室、金融試算工具、金融商品介紹、生活指南及宣

導訊息專區等內容為基礎，並納入「金融生活與知識」、「金融法規常

識」、「金融消費理財」、「金融對國家經濟發展之貢獻」及「金融消費

者權益保護」等議題，並參酌全國國中、高中職課程內容，分別就國

中組、高中職組學生部分，區分為「國中學生組」及「高中職學生

組」競賽試題。 

6.參賽者每人有 3 次正式線上答題機會，以「答題正確率」（佔總成績

80％）和「答題時間」（佔總成績 20％）為成績計算依據（計算至小

數第四位），每次共計 20 題，每題滿分 5 分，每題作答時間 40 秒。每

日於網站上公告成績最優前 5名（隊）。 

7.晉級實體決賽名單將以各組線上初賽成績排名前 20 名（隊）為原則，

惟各組同一學校最多錄取前 3 名（隊）晉級該組實體決賽。晉級者若

無法於實體決賽當天準時出席，則視同放棄，並由第 21 名（隊）起依

序遞補。最終晉級實體決賽名單將公告於活動網站。 

8.本競賽各組設有區域保障名額：北北基 3 人(隊)、中彰投 3 人(隊)、

桃竹苗 2 人(隊)、高屏 2 人(隊)、雲嘉南 1 人(隊)、宜花東離島 1 人

(隊)。 

三、實體決賽流程及規則 

(一)實體決賽流程 

 

 

報名註冊
(隊員、隊名及指導老師)

各隊員E-mail
回覆確認

註冊成功

各隊員輸入帳號
密碼

進入線上初賽
(每人3次闖關機會)

隊員保留最佳成績

計算全隊成績(平均分數)
進入排行榜(公告排名前5名隊伍)

完成線上初賽活動
(成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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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中及高中職個人組： 

 
2.國中及高中職團體組(每隊 3人)： 

 

(二)實體決賽規則 

1.參加實體決賽者需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於現場核對以確認參賽資

格。若經核對不具參賽資格或參賽者基本資料與報名註冊資料不符

者，取消參賽權，不得異議。 

2.B、D 組(團體組)決賽，若有隊員因故無法參與決賽，最遲應於決賽前

一周遞補新隊員，並事先告知承辦單位，遞補隊員以乙名為限。人數

不足 3名亦不得參賽。 

3.A、C 組(個人組)決賽，由現場主持人提問，現場即席答題進行，每題

5 分，共 20 題，每題作答時間 20 秒，未答及逾時者視為該題棄權。

答畢後，依線上初賽及決賽成績之加權平均（線上初賽佔 20％，決賽

佔 80％，計算至小數第四位），取成績最高 5 名頒獎。總成績同分

者，則進行逐題 PK 賽，直到比出最後優勝者。 

4.B、D 組（團體組）準決賽，由現場主持人提問，各隊隊員即席答題，

每題作答時間 20 秒，未答及逾時者視為棄權，隊員個人成績之平均即

為團隊成績。準決賽成績之計算，依線上初賽及準決賽成績之加權平

均(線上初賽佔 10%，準決賽佔 90%，計算至小數第四位)。準決賽團隊

成績最高前 5名隊伍，取得晉升決賽資格。 

5.B、D 組（團體組）5 強決賽為金融知識簡報，於實體決賽前兩週事先

通知所有隊伍題目，決賽當日由晉級決賽隊伍依序上台進行 10 分鐘簡

報（詳細辦法另行通知）。決賽成績依評審評分結果排序。決賽總成績

之計算，依準決賽及決賽成績之加權平均(採準決賽佔 70%，決賽佔

30%，計算至小數第四位)，按成績高低依序排名次。 

6.所有參加實體決賽人員需配合於當日參加頒獎典禮。 

報到 核對基本資料 入場就位
比賽規則及
設備操作說明

模擬題試答確認 正式比賽 答題完畢 總成績計算

總成績公告 頒獎典禮 線上公告得獎結果

報到 核對基本資料 入場就位
比賽規則及
設備操作說明

模擬題試答確認 準決賽開始 答題完畢 準決賽成績計算

準決賽成績公告 決賽5強隊伍就位 決賽規則說明 決賽隊伍輪流上台

總成績計算 總成績公告 頒獎典禮 線上公告得獎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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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獎勵辦法 

組別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額（新台幣） 

國中組 

個人組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 1 名 獎金 6,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獎金 5,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六~二十名 各 1名 獎狀乙紙 

團體組 

第一名 1 名 獎金 3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獎金 2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六~二十名 各 1名 獎狀乙紙 

學校推動

成效獎 

參賽學生

人數最多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5,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盃乙座 

參賽學生

比例最高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5,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盃乙座 

最佳領隊獎 

第一名 1 名 iPad mini 或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ASUS ZenFone 3 Laser 或等值獎

品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第四名 1 名 
咖啡機或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預測團體組冠軍」 

抽獎活動 
10 名 Swatch 手錶或等值獎品 

高中職

組 

個人組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 1 名 獎金 6,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獎金 5,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六~二十名 各 1名 獎狀乙紙 

團體組 

第一名 1 名 獎金 3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獎金 2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四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狀乙紙 

第六~二十名 各 1名 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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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獎項名稱 名額 獎額（新台幣） 

學校推動

成效獎 

參賽學生

人數最多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5,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盃乙座 

參賽學生

比例最高 

第一名 1 名 獎金 15,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二名 1 名 獎金 8,000 元及獎盃乙座 

第三名 1 名 獎金 7,000 元及獎盃乙座 

最佳領隊獎 

第一名 1 名 iPad mini 或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 

第二名 1 名 ASUS ZenFone 3 Laser 或等值獎

品及獎狀乙紙 第三名 1 名 

第四名 1 名 
咖啡機或等值獎品及獎狀乙紙 

第五名 1 名 

「預測團體組冠軍」 

抽獎活動 
10 名 Swatch 手錶或等值獎品 

參加獎 

（分組抽獎） 
20 名 

凡參與競賽者，將分國中學生組、

高中職學生組辦理抽獎，每組別皆

有機會抽中 iPad mini 及其他精美

獎品(或其他等值獎品)，本獎項 2

組別獎品合計共 20 名。 

交通補助 

實體決賽參

賽人員及帶

隊老師 

依參賽學校所在地支付交通補助。 

紀念品 

實體決賽參

賽人員及帶

隊老師 

每名實體決賽參賽人員及帶隊老師

可獲得紀念品乙份。 

帶隊老師鼓勵 
實體決賽 

帶隊老師 

國、高中組入圍 20 組帶隊老師獎

勵，每位致贈 7-11 禮券 500 元，

合計共 40 名。 

備註： 

一、本活動各獎項或獎品以公告於本活動網站上的資料為準，如遇不可抗拒之因素，

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其他等值獎項或獎品之權利，得獎者不得異議。 

二、本活動各獎項或獎品之得獎者，除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得獎者外，並於活動網站

上公布。 

三、為感謝學校協助宣導學生參與競賽，設立學校推動成效獎以茲鼓勵。將分別以

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參賽學生人數最多」及「參賽學生比例最高」各依序取前

三名為得獎學校（若兼含國、高中（職）之學校，總人數分別計算）。併同於實

體決賽頒獎典禮頒發獎金及獎盃。 

(1)參賽學生人數最多：依該校報名並完成線上初賽人數總和計算。 

(2)參賽學生比例最高：依該校報名並完成線上初賽的人數／該校總人數之比例。 

同一校僅能獲一獎項，若同時獲獎，將以排名較高之獎項為得獎獎項，擇一得

獎之缺額則依序遞補。 

(*各校學生總人數將以教育部公布之 105 學年度學校學生數作為依據。) 

四、參加獎：於網路初賽活動結束後，以電腦由參加網路初賽參賽者中，分別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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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得獎者，團體組各組員各自有抽獎機會，相關禮品詳活動網站。 

五、「預測團體組冠軍」抽獎活動：於決賽活動中，現場抽出 10 名預測命中團體組

冠軍組者。(國中組及高中職組分開進行，各抽出 10 名得獎者)。 

六、本活動學生部分除了頒發前五名個人組、團體組得獎獎狀外，亦頒發 6 至 20 名

個人組、團體組優勝獎狀，以茲鼓勵。 

七、帶隊老師部分頒發最佳領隊獎前五名獎狀、前五名團體組帶隊老師得獎獎狀以

及 6至 20 名優勝獎狀，以茲鼓勵。 

八、各組競賽得獎者（含得獎學校代表）應配合出席頒獎典禮。為提升活動學習效

果，將於頒獎典禮上邀請國中、高中(職)生，個人及團體組得獎者前五名(組)

派代表上台分享經驗。 

九、本活動各獎項或獎品之得獎者，除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得獎者外，並於活動網站

上公佈，各獎項或獎品之得獎者應於領獎期限內，回覆獲獎人資訊，逾期者，

視為放棄得獎資格及權利，得獎者不得異議。 

十、決賽當日將依參賽學校所在地補助所有參賽者及團體組帶隊老師之交通費用，

請於頒獎典禮後於領獎區領取，如當天未至領獎區辦理者，視同放棄權利，事

後不進行補發。 

交通補助費計算方式(依參賽學校所在地)： 

(1) 臺北市：每名補助交通費用新臺幣 500 元。 

(2) 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縣、新竹縣及新竹市等六個縣市：每名補

助交通費用新臺幣 1,000 元。 

(3) 苗栗縣、臺中市、彰化縣及南投縣等四個縣市：每名補助交通費用新臺幣

2,000 元。 

(4)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花蓮縣及臺東縣等五個縣市：每名補助交通費

用新臺幣 2,500 元。 

(5)臺南市、高雄市及屏東縣等三個縣市：每名補助交通費用新臺幣 3,500 元。 

(6) 澎湖縣、金門縣、連江縣等三個縣市及非本國海外地區：每名補助交通費

用新臺幣 5,000 元。 

 

柒、參賽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可同時報名參加個人賽及團體賽，惟若同時晉級實體決賽者，須擇一參

加，並事先告知承辦單位，一人不得同時參加兩項實體決賽，團體組若因上述

原因而致隊伍人數不足 3 人時，最遲應於決賽前一周遞補新隊員，並事先告知

承辦單位，遞補隊員以乙名為限。 

二、如有任何因電腦、網路、電話、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單位之事由，而使參賽

者所寄出或登錄之資料有遲延、遺失、錯誤、無法辨識或毀損之情況，主辦單

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參賽者亦不得因此異議。 

三、為保護其他參賽者權益，所有資料填寫必須負擔法律責任，如有欺瞞，主辦單

位將保留法律追訴權。 

四、本競賽為公平起見，禁止投機取巧或破壞競賽秩序等不當之作弊行為，違者取

消競賽資格。若已得獎，將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之獎金、獎品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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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盃)。 

五、為確保競賽活動公平性，本屆競賽活動期間如遇有經主辦單位確認屬於爭議題

目，則已作答該題目之參賽者，此題採無條件送分方式，認列為答對題數。同

時將此爭議題目公告於本活動網站上，由系統重新依答對題數最多及答題時間

最短，進行各組別排行成績異動。 

六、依據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規定，得獎者之獎金及獎品價值若為 NT$1,000 元

(含)以上者，主辦單位將依稅法規定於年度開立扣繳憑單，屆時中獎人可憑扣

繳憑單之扣繳稅額抵減個人綜合所得稅。 

七、依據所得稅法規定，得獎金額超過 NT$20,000 元（含）以上，得獎者須先繳交

10%稅金，得獎者須依法將應納稅款繳交承辦單位後始得領取獎金，如得獎者

未依規定繳納稅額，主辦單位得取消得獎者之得獎資格。 

八、本活動之參賽者，除各組得獎者外(國中組、高中職組為前 5 名獎狀及 6 至 20

名優勝獎狀)，主辦單位不另提供獎狀、參賽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 

九、本活動獎項及獎品寄送地區僅限台澎金馬地區，如非台澎金馬地區參賽者，主

辦單位不處理郵寄獎項至海外地區之事宜，請註明指定台澎金馬地區之代收地

址。 

十、隱私權限聲明：參加本活動填寫之所有資料，只限於與本活動相關通知、獎項

及奬品寄送等各項宣傳活動之用。 

十一、凡報名參賽及參加活動者，視為認同本辦法之各項內容及規定，本辦法如有

未盡事宜，除依法律相關規定外，主辦單位保留修改辦法之權利，主、承辦

單位並得另行補充及隨時公布於活動網頁。 

十二、本活動如遇有不可抗拒之因素或特殊情事，主辦單位保留更改相關內容及辦

法之權利，並以本活動網站公告為依據。 

 

捌、活動聯絡人 

活動網站：https://financeknowledge.tabf.org.tw 
承辦單位：財團法人台灣金融研訓院 

活動專線：(02)3365-3555 林小姐 

服務信箱： financeknowledge@mail.tabf.org.tw 
聯絡地址：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三段 62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