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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申請表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6-3(A3):三年有成深化教師專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專業成長社群申請表 

社群名稱 資料處理科與國際貿易科 

召集人 張文賢、龔正新 
E-mail： 

saintsaintnet@ms.smvhs.kh.edu.tw 

社群學科/

領域 

□學科/領域名稱：                         

■跨科/跨域/跨群：    國際貿易科      

□其他(請敘明)：                          

組成目的 

(請簡述) 

(可自行增刪) 

(一) 建立教師專業社群，提供回饋與分享交流平台。 

(二) 促進跨域教師同儕互動，激發創意，整合共識。 

(三) 發展教師專業成長機制，增進專業能力，符應新課綱的教師增能需求。 

(四) 推動教師共同備課、公開觀課和議課，提升教師教學合作能力。 

社群成員

(含召集人) 

姓名 科別 姓名 科別 姓名 科別 

張文賢 資料處理 陳樹林 資料處理 張智凱 資料處理 

吳佳娟 資料處理 陳麗娟 資料處理 吳誌維 資料處理 

陳秋玉 資料處理 龔正新 國際貿易 王美慧 國際貿易 

湯翠萍 國際貿易 高曰萍 國際貿易 黃春貴 國際貿易 

潘明珠 國際貿易 賴梅珍 國際貿易 陳怡如 國際貿易 

 

一、預定執行方式（請包含社群整體構想） 

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研習，聘請講師教授相關商業現況、金融及電子商務趨勢與應

用，提升教師商業專業能力。 

 

二、社群內容之進度規劃 

場

次 
日期/時間 活動內容 進行方式 

主持人/ 

講座 
備註 

1 
06/21(五) 

13:00-15:00 

金融科技(FinTech)

趨勢與應用 
專題製作座談會 王子維  

2 
06/21(五) 

15:00-17:00 

金融科技(FinTech)

趨勢與應用 
專題講座 林豐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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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行增列) 

三、預期成果（請包含培養專業知能及實務、有效學習以及問題解決策略之具體成效） 

量化成效 

1.預計由資料科教師 7 人與國貿科教師 8 人，共計約 15 位老師共同參與。 

2.活動除專題講座外，也以座談會方式與資料科及國貿科做未來專題製作議題相關意見

交流。 

3.教師問卷回收率達 100%且教師專業社群講座滿意度達 90%以上。 

 
（例如：每次專題演講、聚會、活動參與人數、回饋單、滿意度調查…等） 

質化成效 

1. 增進教師認識現今全球商業現況、金融及電子商務趨勢與應用，以增進教師實質之教

學實務。 

2. 增進教師未來指導學生相關專題製作取題方向思考，並符應現今商業金融發展趨勢。 

3. 發掘相關教學迷思，獲取正向回饋及建議。 

4. 針對未來相關講座及專題製作主題有明確方向及參考性。 

 
（例如：目的/宗旨是否有達成、社群若還有繼續您會有什麼地方改善精進、回饋單建議、整體推動建議…等） 

 

四、經費預算                                                      單位：仟元 

項  目 
單

位 
數量 單價 總價 備  註 

講座鐘點費 節 2 2 4.0 

上限原則： 

跨域社群：2 小時 

同科(領域)社群：1 小時 

講座鐘點費 節 2 1.5 3.0 

上限原則： 

跨域社群：2 小時 

同科(領域)社群：1 小時 

材料費 人 15 0.2 3.0 資料科 7 人、國貿科 8 人 

印刷費 式 5 0.1 0.5 手冊、海報、成果冊印製 

小計  10.5  

 

PS.擬辦理公開授課、觀議課及說課之教師社群，另可申請講座鐘點費(外聘$2000 元/小

時或$1500 元/小時)及跨校交流租車費$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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貮、研習簽到表 

高雄市立三民家商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師生共學資料處理科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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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講師介紹 

一、林豐騰 / Lin, Feng-Teng 教授   

    服務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研究專長：風險管理,期貨與選擇權,證券投資分析 

二、王子維 / Wang, Tzu-Wei 教授 

    服務單位：樹德科技大學 金融系 

    授課領域：經濟學、統計學、財務管理 

    研究專長：公司財務、會計學、國際金融、財務計量 

 

 

全體教師與教授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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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課程講義 

 

金融科技產業是什麼？ 

金融科技產業（或簡稱 finetech）是指透過現代科技將創新做法導入金

融服務的公司企業。有些金融科技公司直接與銀行競爭，有些則與銀行合

作，或者向銀行提供商品或服務。顯而易見的是，金融科技公司正透過推

出創新理念來改善金融服務領域，從而實現快速交付和提高競爭力。 

金融科技將各種類型的金融服務融入客戶的日常生活中。千禧世代以降

的新人類，對於新科技的接納度很高，並且希望以簡單快捷的方式管理他

們的財務，而不是走進實體分行進行交易或其他操作。 

金融科技正在重新定義 21 世紀的金融服務。最初，這一詞是用在現行

交易和消費金融機構後端所使用的科技上。現在它已經延伸到涵蓋各種科

技創新，包括加密貨幣、機器學習、機器人顧問和物聯網。 

金融科技簡史 

要明確指出金融科技的開端是不容易的，不過 1950 年代是一個很好的

參考點。科技是各種金融服務部門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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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代信用卡出現。人們開始使用卡片取代現金進行購物。自動提

款機是在 1960 年代推出的，代表有部分交易，人們不再需要走進銀行進

行。 

在 1960 年代，銀行開始使用大型主機進行記錄保存和數據儲存。在

1970 年代，公司開始以電子方式交易股票。1981 年，第一台 IBM PC 發

明，結束了大型主機的主導地位。在 1990 年代，電子商務商業模式和網際

網路開始蓬勃發展。也因如此，散戶投資者可以嘗試線上股票交易。 

在金融科技發展的 50 年中，創新者為金融服務公司和機構銀行建立了

複雜的資金管理、風險管理、數據分析工具和貿易處理。 

目前，金融科技透過群眾募資平台、退休和財富規劃的機器人顧問、支

付 APPs、行動錢包等等，將零售金融服務數位化。金融科技提供了替代性

和私人的投資機會，以及線上的借貸平台。 

然而，儘管金融科技蓬勃發展，銀行卻未受到太大影響。主要原因是金

融科技和銀行是互補的。銀行已經意識到科技是一種策略資產，需要認真

以待。 

為什麼金融科技很重要？ 

金錢推動著世界的運轉，而金融服務調節它的運轉速度。金融科技所帶

來的顛覆式創新，讓金融業變得更聰明、更敏捷，更能應對世界上的重大

問題。例如，自動化投資降低了投資理財的門檻。它也使開發中國家的人

們在沒有銀行帳戶的情況下，也能夠進行交易。然而，金融科技產業仍有

很大的成長和改善空間，金融基礎設施也應該改善，以造福消費者。 

金融科技還有助於開發更好的風險評估方法。舉例來說，OnDeck 和

Kabbage 使用超過 1500 個數據點的資訊來評估的小型企業的績效；Avant 

使用機器學習，為消費者提供承保；Kickstarter 提供新創企業一個向群眾

募資的平台，讓人們資助創意。這代表更多客戶能夠取得貸款服務。 

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監管機構嚴格遵守銀行法規，以使金融更加

安全。金融科技可以引進自動化監管檢查和複雜的犯罪檢測演算法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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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來協助監管機構確保金融交易的安全性，並為客戶提供更好的服務。 

為什麼金融科技現在變得流行？ 

金融科技產業在 2014 年獲得了巨額的資金注入。獲得資金的

新創企業非常飢渴且雄心勃勃，期望翻轉銀行產業。有幾個因素導致了金

融科技現在的蓬勃發展。 

其中之一是，即使商業模式尚未被完全理解，金融科技仍對投資和成長

機會的回報提出承諾。舉例來說，沒有人知道 P2P 融資是否是一種可以長

期持續的模式。 

此外，一些產業也出現了可以運用在金融服務中的新科技，其中包括了

區塊鏈科技、進階的機器學習軟體、微型讀卡機和晶片，以及能夠執行智

慧分析的強大伺服器。社交網路和小眾行銷也打破了進入該產業的障礙，

因為一些金融科技可以達成非常低的購置成本，僅佔全國性和社區性銀行

成本的 1%。 

客戶的期望也對這個產業的發展發揮了推波助瀾的效果。前幾世代的

人，沒有經歷過與銀行之間尊重、個人化和一對一的關係，但千禧世代有

這樣的需求。 

透過先進的個人化和網路技術，可以滿足這樣的需求。數據的使用，讓

金融服務公司對於了解和對待客戶上，有更多可能性。 

最後，法令的改變也有助於金融科技的發展。一般而言，法規可能會阻

礙資本流入和成長，因為它們的用意是保護和控制大眾，所以可能造成進

步緩慢。然而，許多監管機構了解科技的價值，並提供了創新沙盒，或為

小型企業破例。諸如 P2P 貸款等細分市場的缺乏監管，有助於新公司的快

速成長。 

 

講師講座簡報資料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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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活動照片 

 
 

上課海報 講座實況 1 

  

講座實況 2 講座實況 3 

  

講座實況 4 講座實況 5 

  

講座實況 6 講座實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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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講解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講座實況 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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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研習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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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習問卷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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