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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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BD02202 

課程中文名稱 金融市場與商品設計(B) 

課程英文名稱 Financial Markets and Products 

學分數 3.0 

必選修 選修 

開課班級 工學 X 學程三 商管 X 學程三人文 X 學程三設計 X 學程三 

任課教師 張媛甯  

上課教室(時間) 週五第 5 節(W0508) 

週五第 6 節(W0508) 

週五第 7 節(W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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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課程將深入淺出介紹金融市場與各重要的金融商品. 除了比較世界各國

主要的金融市場與制度外, 將介紹主要的幾種金融商品包括外匯, 保險, 股

票, 債券, 以及衍生性商品. 

先修科目或預備

能力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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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了解基礎的財務觀念  , Understanding basic concepts in finance , 1 專業

知識 

2.能了解金融市場的運作  ,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ing of financial 

markets , 1 專業知識 

3.能了解並運用不同金融產品進行投資設計  , Understanding and applying 

different financial products to make an investment design , 2 實務技能 

4.能比較不同金融商品的投資特性  , Being abl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t risk 

and retur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financial products , 7 表達溝通 

5.能熟悉重要的金融市場與產品的國際用語  , Being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of financial markets and products , 5 外語能力 

中文課程大綱 1. 金融市場與商品概論 

2. 世界主要金融市場與制度的比較 

3. 香港成為金融中心的由來 

4. 外匯市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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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險產品與制度簡介 

6. 股票市場簡介 

7. 債券市場簡介 

8. 衍生性金融商品簡介 

 

英/日文課程大綱 1. Introduction to Financial Markets and Products 

2. Comparison of world’s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markets and systems 

3. Hong Kong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and how it becomes so 

4.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5. Introduction to Insurance products and how they works 

6. Stock Markets and transactions 

7. Introduction to bond markets 

8. Derivatives 

 

課程進度表 W1  中秋節放假 

W2  課程說明及進行異質性分組+ CH.0 消費者行為理論 

W3  CH.0   經濟學簡介-消費者行為理論(先備知識) 

W4  CH.1   何謂金融? 

W5  CH.1   何謂金融? 

W6  CH.2   金融市場和機構 

W7  CH.3   金融市場與利率 

W8  CH.4-1 貨幣市場+第一次隨堂測驗 

W9  CH.4-1 貨幣市場 

W10 CH.4-2 股票市場 

W11 CH.4-2 股票市場  

W12 CH.4-3 債券市場+第二次隨堂測驗 

W13 CH.4-3 外匯市場  

W14 CH.4-4 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場 

W15 CH.4-5 金融創新+第三次隨堂測驗 

W16 CH.5   金融政策與金融制度 

W17 CH.7   國際金融市場 

W18 CH.8   國際金融市場+第四次隨堂測驗 

 

教學方式與評量

方法 

※課程學習目標 , 教學方式 , 評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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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了解基礎的財務觀念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能了解金融市場的運作  , 課堂講授分組討論 , 日常表現 

能了解並運用不同金融產品進行投資設計  , 分組討論課堂講授 , 筆試 

能比較不同金融商品的投資特性  , 成果驗收 , 書面報告 

能熟悉重要的金融市場與產品的國際用語  , 課堂講授 , 日常表現 



 3 

指定用書 書名：圖解金融 

作者： 溫美珍 

書局：易博士出版社  

年份：2014 

ISBN：9789866434617 

版本：增訂版 

參考書籍  

教學軟體  

課程規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