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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場是大學第一年的課程，本課程介紹金融市場環境及其業務組織運作。本課程
介紹了金融體系及其各種金融市場、工具和機構的概況。透過本課程學生們將了解國
課程目標

內和全球環境中主要金融市場的性質和角色。 This course introduces you the basic
concepts and terminologies of financi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Objectiv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its various financial markets, instruments and institutions. You will
investigate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main financial markets within the domestic and global
environment.

具服務學習內涵課程
Service-and-Learning 是
Course
相關網址

網址：

Related Website
徐俊明、黃原桂 (2013)，金融市場，第二版，東華書局。
教師自編教材，上傳教學網，學生自行下載，網址:
教科書 Text book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login.aspx
Lecture notes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website.
(http://teaching.nkfust.edu.tw/course/login.aspx)
徐俊明、黃原桂，金融市場與道德規範，金融研訓院出版（前程文化總經銷）。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題庫。

參考書籍 Reference

沈中華，金融市場-全球觀點，新陸書局。
金融常識與職業道德：專業與品德，高立圖書。
黃志典，金融市場概論，前程文化。
平時作業 (含課堂報告) 與課堂表現 (含出席率、課堂參與及討論) (4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30%)
[註:本課程評分方式如有未盡事宜，得視情境修正)]

評分方式 Grading

CLASS ATTENDANCE: Your attendance is very important to your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Non-attendance or lack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class is considered during the
grading process. It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to initiate the drop or withdrawal. There
are no exceptions.

評分方式特別著重在「課前預習」、「課堂出席率」與「課堂研討率」（鼓勵主動發
言與提問）。評分項目中之「課堂參與及表現」之分數，主要依據同學課堂之反應、
問題答覆及出席狀況。課堂舉手發言,依發言次數及內容品質計分。
上課睡覺或講話或干擾他人或未帶教材或做其他與課堂無關的事，則課堂表現此項無
法給分。本課程具連貫性，敬請不要缺課、遲到、早退，教師會依據學則進行缺曠課
登載。依據學則規定，一學期內單科缺課時數達二分之一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
積極、主動蒐尋、研讀與本課程攸關之資訊與動態 (課前預習，課堂中積極參與討論)
Actively searching and reading the relative information and dynamics about this course.
補充說明：

對修習學生

1.上課中除討論時間或發問外，請勿講話或干擾他人，以維持學習成效。若有事可暫

建議事項
Suggestions
students

離教室處理，事畢再回教室上課，
for

2.懇請課代協助在上課前，準時讓投影機、電腦及投影布幕處於可用且清晰之狀態，
並注意教室之燈光、空調或空氣流通。
3.考試型態可能包括：選擇、簡答及問答。考試範圍依課程進度表所示，若實際進度
與預定進度有差異，則另行公告。若考試有不誠實行爲，則當次考試 0 分計。
為提升教學及學習績效，課程進度及評量方式將視同學接受程度而調整，希望能在課
堂時間內將綱要中各主題做一完整介紹並配合個案或實務案例之研討。
預計進度 (每週一章，第 9 週 與 第 18 週 為測驗週):

預計進度 Progress

1

金融市場概論

2

金融市場與總體經濟

3

金融機構概論

4

貨幣市場

5

中長期貸款與債券市場

6

股票市場

7

共同基金

8

資產證券化與黃金市場

9

期中考

10

匯市場

11

境外金融中心

12

期貨與選擇權

13

其他衍生性金融市場

14

金融危機與改革

15

銀行經營策略與併購

16

金融機構的風險與績效

17

商業銀行的業務管理

18

期末考

SYLLABUS UPDATES: Refer to this syllabus for course assignments. However the course
syllabus and schedule are subject to change in the event of extenuating circumstances. Your
will be notified of any changes made to the syllabus. In all circumstances University
policies will be strictly adhered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