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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80N01401 

課程中文名稱 國際金融 

課程英文名稱 International Finance 

學分數 3.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夜二技財金四甲 夜四技財金三甲 

任課教師 林麗芬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五第 12 節(S415) 

週五第 13 節(S415) 

週五第 14 節(S415) 

課程時數 3 

實習時數 0 

授課語言 1 華語 

授課語言 2  

輔導考照 1  

輔導考照 2  

課程概述 藉由探討及介紹國際金融的理論、制度與實際情形。除了貨幣面來分析貨幣

因素對實質國際活動的影, 亦探討在開放經濟體系下的總體經濟政策思維,以

因應現在實質交易市場國際化的現況。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課程學習目標與

核心能力之對應 

※編號 , 中文課程學習目標 , 英文課程學習目標 , 對應系指標 

-------------------------------------------------------------------------------------- 

1.能應用國際金融理論，正確解讀未來國際金融變化。 , To be able to apply the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o interpret the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in the future , 1 財務知識 

2.能夠瞭解國際金融的基本理論與架構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ories and framework , 2 金融知識 

3.能統整和應用相關國際金融知識來分析及解決國際金融的實務與問題 , To 

be able to integrate and apply related international finance knowledge to analyze 

and solve  practices and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 3 財金實務 

4.能評析資料，有條理地表達和溝通，並建立正確的金融觀念與態度 , To be 

able to criticize data, express and communicate systematically, and establish 

proper financial concepts and attitudes  , 5 報告溝通 

5.能夠體認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重要性 , To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ment of  Global economic and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s , 10 適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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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課程大綱 課程主要內容 

1. 國際金融簡介 

2. 外匯市場與匯率                     

3. 國際收支平衡表                 

4. 外匯衍生性市場                 

5. 購買力平價說                       

6. 利率平價說                         

7. 國際貨幣制度                                 

8. 總體開放經濟 

9. 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       

10. 國際貨幣政策            

11. 貨幣學派分析法  

 

英/日文課程大綱 The Course Outline： 

1.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finance. 

2.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exchange rate.  

3. National Income Accounting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4. foreign derivative commodity market. 

5.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6. Interest rate parity. 

7. The Internation Monetary System. 

8. open economics. 

9. Fixed Exchange Rates and 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policy. 

11. Monetary approach 

 

課程進度表 週次 授課內容 

1 Ch.1  國際金融體系的近期發展  

2 Ch.2  國際收支帳  

3 Ch.3  匯率及外匯市場概要(一)  

4 Ch.4   匯率及外匯市場概要(二) 

5 Ch.5  國際貨幣制度 

6 Ch.6  遠期外匯市場 

7 Ch7  外匯選擇權 

8 Ch.8  通貨交換, 換利及換匯換利 

9 期中考 

10 Ch.9 物價與匯率----購買力平價  

11 Ch.10  利率與匯率----資產分析法 

12 Ch.11 中央銀行與外匯干預 

13 Ch.12 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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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h.13 開放經濟體的架構 

15 Ch.14 固定匯率下之經濟政策分析  

16 Ch.15 浮動匯率下之經濟政策分析 

17 Ch.16 政策協調, 貨幣同盟與匯率目標區  

18 期末考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 

能應用國際金融理論，正確解讀未來國際金融變化。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筆試筆試 

能夠瞭解國際金融的基本理論與架構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筆試筆試 

能統整和應用相關國際金融知識來分析及解決國際金融的實務與問題 , 課

堂講授 , 日常表現筆試筆試 

能評析資料，有條理地表達和溝通，並建立正確的金融觀念與態度 , 課堂講

授 , 日常表現筆試筆試 

能夠體認全球經濟發展與國際金融市場變化的重要性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

現筆試筆試 

指定用書 書名：國際金融---市場 ,理論與實務,   

作者：黃昱成 

書局：華泰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年份：2017  

ISBN：978-957-43-4493-2 

版本：5 版  

參考書籍 1. 陳松男，「國際金融市場」， 2008，初版，新陸。 

2. 黃志典，「國際金融概論」，2018，12/17 ，四版，雙葉。 

3.徐俊明，黃原桂「國際金融與匯兌」，七版， 2018/9/20，新陸書局。 

 

教學軟體 ppt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