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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跨領域特色課程研習-投資概念及投資實務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依據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推動中心 110 年度工作計畫。 

二、教育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貳、 計畫目的 

一、透過辦理跨領域特色課程研習增進教師對投資理財之理解，期使教師適時融入於課

堂設計中，以強化學生對投資方面相關認知。 

二、藉由邀請業界投資實務專家分享投資實務研究，增進教師專業知能，以利研發跨領

域專業課程，提升教學能力與效能。 

參、 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 主辦單位：新北市立三重高級商工職業學校－教育部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

推動中心(以下簡稱本推動中心) 

肆、 課程規劃 

一、辦理方式： 

辦理時間 辦理地點 

111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13：00 ~ 17：00 Google Meet 

111 年 6 月 30 日(星期四)13：00 ~ 17：00 
Webex 會議系統 

(方法詳見附件) 

二、 參加對象：每場次研習預計招募 100 人，若報名超過 100 人，主辦單位有最終審核

資格，請教師以收到 E-mail 通知錄取為準。 

※ 錄取順序如下： 

1. 111 年度社會領域推動中心種子教師 

2. 111 年度社會領域推動中心委員、講師  

3. 111 年度社會領域共備社群召集人、共備社群成員 

4. 全國技術型高中、高中設有職科、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普高附設

專門學程之學校社會領域教師。 

5. 對社會領域課程有興趣之全國高中、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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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研習時數 

全程參與本次研習，每場次將核發 3 小時之研習時數。 

陸、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方式： 

(一)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24 日(五) 12：00 

(二) 採線上報名，參加人員務必於報名期間完成「報名表單」。 

(三)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PXAYntfzL8j8ZViu5 

(四) 相關研習資訊及注意事項將於研習前一日中午 12 時前，以 E-mail 通知報名師

長。 

(五) 已完成報名教師務必全程參加，如當天無法出席或晚到者，請提前告知。 

二、 活動聯絡人：推動中心助理王小姐、彭先生 

電話：02-2971-5606 分機 106、108 

Email：societytua@g.scvs.ntpc.edu.tw 

柒、 簽到方式  

(一) 線上簽到：研習開始前 10 分鐘，線上會議室即開放，請運用「Google Meet『即

時通訊』功能」及「Webex 會議系統『聊天』功能」輸入「校名+姓

名」，以便點名簽到，作為核發研習時數之依據。  

(二) 回饋問卷：研習後請協助填寫回饋問卷，視作研習簽退。 

(問卷連結：https://forms.gle/NaCermzAKNcouYZN9) 

※課程結束後，將依簽到紀錄及回饋問卷填答狀況，核予全程參與者 3 小時研習時數。 

捌、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請學校核予參加人員公(差)假及課務排代。 

二、 本次研習期間與會教師「教師代課鐘點費」由中心支應(兼課不支給)。 

三、 將於研習前一日中午 12 時前寄送研習連結予通過審核之教師，報名時請填寫常使

用之 E-mail 郵件地址，並確認所填 E-mail 之正確性，大量郵件寄送可能會歸到垃

圾信，請先檢查垃圾筒信件。 

四、 本次研習採用 Google Meet 及 Webex 會議系統，請參加人員預先安裝相關視訊會

議設備，需使用配有耳機/麥克風/網路攝影機之桌上型/筆記型電腦操作。 

五、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隨時補充規定之，並公告於中心網站：

http://140.122.250.76/nss/s/society/p/index。 

https://forms.gle/PXAYntfzL8j8ZViu5
mailto:societytua@g.scvs.ntpc.edu.tw
https://forms.gle/NaCermzAKNcouYZN9
http://140.122.250.76/nss/s/society/p/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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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課程表 

一、 第一場研習課表 

研習日期：111 年 06 月 28 日（星期二） 

線上研習 Google Meet 

時間 活動流程 主持人/參與人 

13：00~13：10 報到 推動中心助理 

13：10~13：15 開幕致詞 

教育部及國教署長官 

技術型高中工作圈 

三重商工 李立泰 校長 

13：15~14：45 

(90分鐘) 

市場機能的運作下， 

建立投資觀念與打造被動收入 

作家、理財講師、全職投資人 

陳重銘 

14：45~14：50 休       息 

14：50~16：20 

(90分鐘) 

富貴要人幫， 

如何累積股利現金流 

作家、理財講師、全職投資人 

陳重銘 

16：20~17：0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及國教署長官 

技術型高中工作圈 

三重商工 李立泰 校長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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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場研習課表 

研習日期：111 年 06 月 30 日（星期四） 

線上研習 Webex會議系統 

時間 活動流程 主持人/參與人 

13：00~13：10 報到 推動中心助理 

13：10~13：15 開幕致詞 

教育部及國教署長官 

技術型高中工作圈 

三重商工 李立泰 校長 

13：15~14：45 

(90分鐘) 

養股生利、借券賺利， 

最小的機會成本創造最大收益 

算利教官 

楊禮軒 

14：45~14：50 休       息 

14：50~16：20 

(90分鐘) 

大數據在經濟學行為 

應用實務分析 

算利教官 

楊禮軒 

16：20~17：00 綜合座談 

教育部及國教署長官 

技術型高中工作圈 

三重商工 李立泰 校長 

17：0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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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0第二場研習 Webex線上研習注意事項 

壹、 研習說明：  

一、 報到時間：為了當天課程順利進行，請各位老師提前 10 分鐘進入會議室簽到。 

二、 出席狀況：在課程進行中將由講師與各位老師互動問答，請參與教師適時回覆。  

三、 研習時數核發：簽到紀錄及回饋問卷填答狀況作為核發研習時數之依據。 

貳、 事前確認：  

一、請事前熟悉研習使用之「Webex」軟體。 

二、不須事前申請註冊帳號。 

三、請於研習前一日確認是否收到中心透過 E-mail 寄發之研習通知，內含登入研習所

需之會議鏈結，如未收到請來信告知(societytua@g.scvs.ntpc.edu.tw)。 

四、進入會議室前，輸入正確名稱(校名+姓名)以供辨識(進入會議室後無法再改名) 

五、 請自行裝設耳機、麥克風、鏡頭等視訊用設備，並確認設備可正常使用。 

參、 操作說明：  

一、運用「會議鏈結」 加入研習 

(一) 打開中心透過 E-mail 寄發之研習通知信，點選會議鏈結，點擊後將出現下列畫

面，請繼續點選「從您的瀏覽器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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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進入會議室前，請先輸入服務學校名稱+姓名以供辨識。(進入會議室後將無法再

更名，請務必填寫正確)，輸入完成後，請點擊「下一步」。 

 

(三) 確認收音設備，並點選加入會議 

1. 音訊：選擇收發音方式，大多選擇「使用電腦收發音訊」。 

2. 測試喇叭和麥克風：點選進入確認喇叭/麥克風是否正常。 

3. 完成上述設定後，點擊「加入會議」。 

 

(四) 完成登入 

1. 靜音：進入會議室後請選擇靜音。 

2. 開始視訊：請依據個人選擇開啟或停止視訊。 

3. 舉手：如有意見需要與講師對話請運用舉手功能。 

4. 離開會議：請於會議結束後再行點選離開會議。 

5. 參加者：點選進入後即可查閱參加者名單。 

6. 聊天：請運用此項功能留言簽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