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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資訊 

課程代碼 80D01902 

課程中文名稱 財務管理(一) 

課程英文名稱 Financial Management (I) 

學分數 3.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四技財金二乙  

任課教師 陳盈志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二第 2 節(S515) 

週二第 3 節(S515) 

週二第 4 節(S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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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course provides a basic analysis of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corporate 

financial management, including feature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valuation of 

securities, cost of capital, dividend policy, and 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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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瞭解財務管理的基本學理 , To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theories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 1 財務知識 

2.能善用金融知識於公司理財課題 , To be able to make good use of financial 

knowledge in corporate finance issues. , 2 金融知識 

3.能應用方法解決財金實務問題 , To be able to apply method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of finance. , 3 財金實務 

4.能針對公司財務問題，有效辨識適當的管理方法 , To be able to effectively 

identify appropriate management methods for the company’s financial 

problems. , 6 辨識構思 

5.能評選出對公司有利的投資與融資方案 , To be able to choose beneficial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projects for the company. , 7 計畫評估 

6.能建立專業責任與企業倫理之觀念 , To be able to establish the concepts of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business ethics. , 8 職業倫理 

7.能嘗試操作計算機或 Excel軟體分析財金議題 , To be able to attemp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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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e a calculator or Excel software on financial topics analysis , 13 電腦技能 

中文課程大綱 1.財務管理概論 

2.財務分析 

3.企業的財務金融環境 

4.風險與報酬 

5.貨幣的時間價值 

6.證券評價模式 

7.資金成本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An overview of financial management 

2. Basic Concepts of Financial Statements 

3. The Financial Environment：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 Rates 

4. Risk and Return 

5. Discounted Cash Flow Analysis 

6. Valuation model 

7. The cost of capital 

 

課程進度表 第一週:課程與財務管理導論 

第二週:財務管理導論 

第三週:財務管理導論 

第四週:貨幣的時間價值 

第五週:貨幣的時間價值 

第六週:風險，報酬 

第七週:風險，報酬 

第八週:投資組合 

第九週:期中考 

第十週:投資組合 

第十一週:證券評價 

第十二週:證券評價 

第十三週:證券評價 

第十四週:證券評價 

第十五週:證券評價 

第十六週:資金成本的決定 

第十七週:資金成本的決定 

第十八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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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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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瞭解財務管理的基本學理 , 課堂講授啟發思考 , 筆試 

能善用金融知識於公司理財課題 , 課堂講授 , 筆試 

能應用方法解決財金實務問題 , 課堂講授啟發思考 , 筆試 

能針對公司財務問題，有效辨識適當的管理方法 , 課堂講授 , 筆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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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評選出對公司有利的投資與融資方案 , 課堂講授 , 筆試 

能建立專業責任與企業倫理之觀念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能嘗試操作計算機或 Excel軟體分析財金議題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指定用書 書名：財務管理原理 

作者：謝劍平 

書局：智勝 

年份：2019 

ISBN：978-957-43-6337-7 

版本：八 

參考書籍  

教學軟體 Zuvio  APP 

課程規範 需認真聽講，不得玩手機，睡覺，無故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