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江大學１１０學年度第１學期課程教學計畫表
財務管理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田峻吉

開課
資料

以實整虛課程
必修 單學期 3學分

FINANCIAL MANAGEMENT

風保二Ｂ
開課系級
TLOXB2B

課程與SDGs
關聯性

SDG4
SDG8

TIEN, JYUN-JI

優質教育
尊嚴就業與經濟發展

系 (

所 )

教 育 目 標

一、習得瞭解專業知識。
二、有效學習自我規劃。
三、植基理論契合實務。
四、人際溝通團隊合作。
五、分析問題提供建議。
六、道德知覺全球公民。
本課程對應院、系(所)核心能力之項目與比重
A. 熟悉商管專業的基本知識。(比重：50.00)
B. 具備專業知識的表達能力。(比重：50.00)

本課程對應校級基本素養之項目與比重
3. 洞悉未來。(比重：50.00)
5. 獨立思考。(比重：50.00)

此門課程由財務管理基本理論出發，介紹公司主要的重要決策，包含投資決
策、股利政策及融資決策。希望學生修習此門課程後能夠了解現代公司之營
運，並且有助於對資本市場的了解。

課程簡介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urse is to illustrate the major decisions of
corporations including investment decisions, finance decisions and dividend
policies. Wish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how the modern companies deal with
their business decisions under the economic system.

本課程教學目標與認知、情意、技能目標之對應
將課程教學目標分別對應「認知（Cognitive）」、「情意（Affective）」與「技能(Psychomotor)」
的各目標類型。
一、認知(Cogni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事實、概念、程序、後設認知等各類知識之學習。
二、情意(Affective)：著重在該科目的興趣、倫理、態度、信念、價值觀等之學習。
三、技能(Psychomotor)：著重在該科目的肢體動作或技術操作之學習。
序
號

教學目標(中文)

教學目標(英文)

1 明瞭公司如何進行財務決策

To understand how the corporates to deal with their
financial decisions
教學目標之目標類型、核心能力、基本素養教學方法與評量方式

序
號

目標類型

1

認知

院、系(所)
核心能力

校級
基本素養

AB

35

教學方法

評量方式

講述、討論

測驗、作業、討論(含
課堂、線上)、報告(含
口頭、書面)

授 課 進 度 表
週
日期起訖
次
1

2

3

4

5

6

7

8

9

110/09/22～
110/09/28
110/09/29～
110/10/05

110/10/06～
110/10/12
110/10/13～
110/10/19
110/10/20～
110/10/26

110/10/27～
110/11/02

110/11/03～
110/11/09
110/11/10～
110/11/16

110/11/17～
110/11/23

備

內 容 (Subject/Topics)

註

(採數位教學之週次，請
填「線上非同步教學」)

Introduction 本學習課程大綱介紹、財務管理目標、財
務管理緒論

課程進度會依照實際上
課情況作調整

Financial Decisions 公司經營架構、財務經理
人Financial Chief Officer (CFO)、代理問題、追求股東
利益極大化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The Balance Sheet
表介紹、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閱讀

財務報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The income statement 計
算財務比率、公司個案教學
貨幣時間價值：現值、終值、永續年金現值、淨現值
法、永續年金現值、年金現值、年金終值，貨幣時間價
值計算案例
Bond Evaluation and Stock Evaluation (Capital
Market) 債券市場：債券定價、債券特性、債券種
類、債券性用評等、債券基金、債券市場介紹

線上非同步教學

股票市場：股票定價、普通股特性、普通股與特別股不
同、台灣股票市場介紹、台灣上市公司案例分析

線上非同步教學

Investment Decision 投資決策：淨現值法投資決
策、內部報酬率法投資決策、折現還本期間法投資決
策、獲利指數法投資決策
期中考試週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10/11/24～
110/11/30

110/12/01～
110/12/07

110/12/08～
110/12/14
110/12/15～
110/12/21

110/12/22～
110/12/28

110/12/29～
111/01/04

111/01/05～
111/01/11
111/01/12～
111/01/18

Historical Asset Return 資本市場歷史報酬率，大型公
司股票(S&P 500指數)定義及歷史報酬率、小型公司股
票定義及歷史報酬率、長期投資等級公司債歷史報酬
率、長年期政府公債報酬率、短年期政府公債報酬
率、國庫券、無風險利率指標、風險溢酬(risk
premium)、 風險與報酬率、期末報告注意事項

線上非同步教學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 The expected
return 資本市場歷史報酬率，大型公司股票(S&P
500指數)定義及歷史報酬率、小型公司股票定義及歷史
報酬率、長期投資等級公司債歷史報酬率、長年期政府
公債報酬率、短年期政府公債報酬率、國庫券、無風險
利率指標、風險溢酬(risk premium)、 風險與報酬
率、期末報告注意事項

政大金融中心野村投信
演講

期望報酬實例計算、共變數(資產相關性)、變異係
數、投資組合、兩資產效率前緣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risk 資產效率前
緣、變異數最小投資組合、預期訊息與非預期訊息(驚
奇效果)、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 市場投資組合、貝他
值、資本市場定價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證券市場線(Security Market Line; SML)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The cost
of equity capital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權益資金成本、稅後債務資
金成本、特別股成本、計算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線上非同步教學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 : The
cost of debt capital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eight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權益資金成本、稅
後債務資金成本、特別股成本、計算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Capital Structure: MM theory 公司融資決策、財務風
險、公司舉債、MM理論(不考慮稅負)定理一與定理二
Capital Structure: the optimal capital structure 資本
結構(Capital Structure)MM理論(考慮稅負)定理一與定
理二、考慮破產成本的最適資本結構理論、公司融資決
策案例分析

課程進度會依照實際上
課情況作調整

111/01/19～
111/01/25

修課應
注意事項
教學設備
教科書與
教材
參考文獻

此為必修課程，注重財務管理基本觀念養成，對於未來準備證照考試非常重
要。請同學上課務必準時出席，認真上課。學期計算成績的方式會視情況調整。

電腦、投影機
Ross, Core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of Corporate Finance 3/e, Wei-Tai
Bookstore
Investment decision (http://lib.myilibrary.com/Open.aspx?id=117201&src=1)
Investment(http://www.igpublish.com/bep-ebooks/Book.nsp?
lastquery=%28investment%29%3ATITLE&cid_BOOKCODE=DEMOBEPB0000042
&cid_BOOKPAGE=1&cid_CHAPCODE=&cid_CHAPPAGE=&var_CGI=0&var_GDP=1
)

批改作業
篇數
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

2 篇 (本欄位僅適用於所授課程需批改作業之課程教師填寫)
◆出席率： 10.0 %
◆平時評量：16.0
◆期末評量：30.0 %
◆其他〈Final Report〉：14.0 %

%

◆期中評量：30.0

%

1.「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網址：https://info.ais.tku.edu.tw/csp 或由教務
處首頁→教務資訊「教學計畫表管理系統」進入。
2.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2條規定：「本辦法所稱遠距教學課
程，指每一科目授課時數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
備

考

3.依「淡江大學數位教學施行規則」第3條第2項，本校遠距教學課程須為「於本
校遠距教學平台或同步視訊系統進行數位教學之課程。授課時數包含課程講
授、師生互動討論、測驗及其他學習活動之時數」。
4.如有課程臨時異動(含遠距教學、以實整虛課程之上課時間及教室異動)，請依
規定向教務處提出申請。
※不法影印是違法的行為。請使用正版教科書，勿不法影印他人著作，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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