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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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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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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本課程主要介紹銀行學基本原理，包括貨幣與金融市場的基本概念、銀行學
基本知識、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及總體貨幣理論等。

課程目標

1.了解貨幣的功能及貨幣供給之衡量；2.認識機金融體系之角色與功能；3.了
解銀行基本結構及存款貨幣創造之過程；4.了解中央銀行如果利用貨幣政策
影響貨幣供給與經濟活動。

課程大綱

I. 貨幣與金融市場
1.貨幣的重要性-貨幣的概念 貨幣的功能 貨幣的定義及貨幣供給之
衡量
2.金融體系 -金融體系之角色與提供之服務 金融市場之種類 台灣之
金融市場
金融市場之工具
3.金融中介- 金融結構 交易成本與資訊不對稱 金融中介機構之種類
與功能
台灣之金融中介機構
4.利率之行為-利率概述 利率理論與實務 可貸資金理論 流動性偏好理
論 利率
之風險與期限結構
5.外匯市場-匯率概念 影響匯率之長短期因素
II. 銀行學知識
6. 銀行之種類銀行之結構與整合 - 銀行之種類 雙軌銀行制 銀行基
本結構
銀行業務綜合化 金融整合
7. 商業銀行之業務與風險- 商業銀行之財務與經營 銀行管理 金融
監理
III. 中央銀行與貨幣政策
8. 存款貨幣之創造- 存款貨幣創造之基本原理
存款貨幣之倍數創造
限制存款貨幣創造之因素
9. 中央銀行與貨幣供給之決定-中央銀行之業務組織與運作
貨幣基
1

數
貨幣乘數 貨幣供給之變動
10.貨幣政策工具- 公開市場操作 重貼現

存款準備率

其他貨幣政策

工具
11. 貨幣政策目標與執行 - 貨幣政策目標 貨幣政策傳遞機制 貨幣政
策時間落後
權衡與法則
IV. 總體貨幣理論
12.貨幣需求理論- 所得與貨幣需求
貨幣需求與利率 貨幣需求與預
期通貨膨脹率
13. IS/LM 模型 - IS 曲線
LM 曲線
均衡利率與所得之變動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有效性
流動性陷阱與排擠效果 總合供
需之均衡分析
14. 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之意義 通貨膨脹之成因與種類 通貨膨脹之
對策
菲力普曲線

英文大綱

I. Money and Financial market
1. The importance of money - concepts of money functions of money
definitions of money measurement of money supply
2. Financial system - the role of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services
catagory of financial market Taiwan financial market financial market
instruments
3. Financial intermediary - financial institution transaction cost and
asymmetric information function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 Taiwan
financial intermediary
4. Behavior of interest rate - introduction of interest interest 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loanable fund theory liquidity preference theory
interest rate risks and interest rate structures
5.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 concept of foreign exchange rate long-run
and short-run factors affecting foreign exchange rate
II. Banking
6. Catogory of bank,structure,and consolidation - Catogory of bank dual
bank system Basic structure of bank fianacial consolidation
7. Commercial bank - Commercial bank management management risks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III. Central bank and monetary policy
8. Creation of deposit money
9. Central bank and money supply
2

10. Intruments of monetary policy
11. Goals of monetary policy
IV. Macromonetary theory
12. Money demand theory
13. IS/LM model
14. Inflation
教學方式

課堂講授,

評量方法

自行設計測驗, 課程參與度(出席率),

指定用書

貨幣銀行學原理

參考書籍
先修科目

須有經濟學原理之基礎

教學資源
注意事項
全程外語授課
授課語言 1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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