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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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D19O02 

課程中文名稱 專業英文 

課程英文名稱 Finance English 

學分數 2.0 

必選修 必修 

開課班級 四技財金三乙  

任課教師 林容萱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二第 5 節(S515) 

週二第 6 節(S515) 

課程時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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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以財經英文實用為導向，講解常見職場或辦公室術語的基本應用，並

經由實際演練閱讀與討論提昇熟練程度外。再以，VOA或 ICRT 為例，介紹

財經專業術語與應用。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基礎英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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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熟練使用語言編輯軟體  , To be able to use English edit software , 5 

報告溝通 

2.能夠在公共場合利用英文進行財務簡報  , To be able to employ English 

presentation skill for finance purpose on public , 3 財金實務 

3.能夠具備外語文學倫理知識  , To be able to possess English literature 

ethics knowledge  , 8 職業倫理 

4.能夠使用電腦或網路於自我學習  , To be able to utilize computer or 

website for self-learning , 9 外國語文 

5.能夠運用正確語言力量適應國際化  , To be able to apply proper English 

power adapting society  , 10 適應社會 

中文課程大綱 PART A 個人理財 

1. 資產 

2. 資產配置 

3. 股票 

4. 衍生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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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英文簡報製作 

6. 軟體操作 

PART B 投資、財管與外匯 

1. 房地產 

2. 房貸 

3. 創投 

4. 企業併購 

5. 財務管理 

6. 期末英文簡報 

 

英/日文課程大綱 PART A PERSONAL FINANCE 

1. ASSET 

2. ASSET ALLOCATION 

3. STOCK 

4. OPTION 

5. PRESENTATION 

PART B INVESTMENT 

1. REAL ESTATE 

2. MORTGAGE 

3. VC 

4. MERGER 

5. FINANCE MANAGEMENT 

6. FINAL PRESENTATION 

 

課程進度表 1.Financial market-- 

  Primary(IPO)、secondary;Money、capital;Debt,Equity;Excange,OTC;Regulation 

2.Financial instruments-- 

  Deposit、Bond、Stock、Insurance、trust、Mutual fund、Derivatives、Mortgage、

Crypto Currency  

3.Financial institutions-- 

  Bank、Investment consultant、Dealer house 

4.Accounting-- 

  Financial statement、Accounts、IFRS 

5.Economics indicator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terest、PMI、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VIX、IMF、BIS、AIIB、Fed、

G7、OPEC、OECD 

6.Financial Issue-- 

  financial crisis、black Monday、flash crash、financial fraud、money laundry、

fintech 

7.Corporate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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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ger and acquisition、White knight、Poison pill、Golden Parachute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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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熟練使用語言編輯軟體  , 課堂講授 , 實作 

能夠在公共場合利用英文進行財務簡報  , 實作演練課堂講授 , 實作 

能夠具備外語文學倫理知識  , 課堂講授 , 筆試實作 

能夠使用電腦或網路於自我學習  , 實作演練 , 課堂展演 

能夠運用正確語言力量適應國際化  , 實作演練課堂講授 , 筆試筆試 

指定用書 書名：Unspecified form 

作者： 

書局： 

年份： 

ISBN： 

版本： 

參考書籍 Mackenzie,English for Financial Sector,Cambridge,2018 

Mishkin and Eakins,Financial Market and Institutions,Pearson,9th,2018 

Warren,Reeve,Duchac and Wang,Principle of Financial Accounting with 

comceptual Emphasisi on IFRS,Cengage learning,2014  

Voicetube https://www.voicetube.com 

TED https://www.ted.com/#/ 

CNN https://edition.cnn.com/ 

BBC https://www.bbc.c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https://www.wsj.com/ 

 

教學軟體 flip 

 

 

課程規範 學生需自負講義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