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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國 國 】講義 

〔國際金融學習架構表〕 

一、國際金融學習架構表 

           (A)總體思維之發展 
                         1.匯率 
                         2.匯率制度 
                                      購買力評價理論 
           (B)外匯市場    3.評價方法    利率評價理論 
                                      貨幣分析法 
                         4.資產分析方法：DD-AA 模型 
國際金融                  5.國際收支 

     
                                   IS-LM 
           (C)Mundell-Fleming 模型  
                                   IS-LM-BP 
 
                             國際金融海嘯 
           (D)國際金融議題    兩岸金融議題 
                             國際基金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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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金融發展史 

西  元 國國國國重要事件 
西元 1500～1750 重商主義：即是金屬本位制→嚴格禁止黃金、白銀、貴

金屬等商品出口。 
西元 1800  David-Hume 提出價格與貨幣機制 

X-M > o→黃金↑→Ms↑→W 與 P↑→出口競爭力↓ 
X-M < o→黃金↓→Ms↓→W 與 P↓→出口競爭力↑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西元 1914～191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停止貨幣與黃金的兌換關

係，直到戰後才又恢復交易。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被高估，所以英國於西元 1931

放棄金本位，而後其他各國也跟進，此時宣告金本位時

代結束。 
第二次世界大戰 
[西元 1939～1945] 

戰後→美國持有黃金佔全世界八成=>開啟美元時代。 

西元 1944 Bretton Woods：召開聯合國通貨金融會議 
→簽訂布列斯森林協定 

消除各國匯率競爭，擴大貿易。 
成立 IMF、國際復興開放銀行=世界銀行。 
美元為主要國際貨幣，一盎司黃金=35 美元。 
各國持有美元皆可兌換黃金，此為全匯兌制。 

西元 1960～1970 美國出現國際收支逆差(BP<0)。 
外國央行持有大量美元，而美元相對於黃金潛在貶值危

機。 
西元 1971 Smith sonian 史密森協訂：重新訂定美元與黃金兌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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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72 英、德、日皆放棄與美元兌換關係。 
浮

動

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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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76 國際貨幣基金龍 IMF)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的會議上 
→簽定牙買加協定→正式啟動浮動匯率時代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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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國內金融 

一、國內金融體系 

C1、金融體系市場架構 

 
 
 
 
 
 
 
 
 
 
 
 
 
 
 
 
(甲)資本市場：證券交所、期貨交所、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金融公司、證券

商、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台灣證券集中保管中心。 
(乙)貨幣市場：票券金融公司。 
(丙)金融市場：(a)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專業銀行[工銀、農銀、土銀、中小企銀]、基層

金融[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中央信託局。 
             (b)郵局、信託投資機構、保險公司。 

金融體系

有組織 

央行 財政部 中央存款保險 

無組織 

(乙)貨幣市場(甲)資本市場 (丙)金融市場

(a)存款性質(b)其他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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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直接、間接金融架構 

融通流程圖 
 
                          [間接外部融通] 
                          [金融中介機構] 

                  
                     (a)                    (b) 
         [盈餘單位]                              [赤字單位] 
 
 
                            [金融市場] 
                          [直接外部融通] 
 
 

融通說明 
內部、外部融通  

 
               (a)內部融通    (1)直接金融：透過經紀商、自營商、承銷商 

融通                              股票、債券、票券 
               (b)外部融通 
                             (2)間接金融：透過金融仲介 

 
 

間接金融 
(a)金融中介機構以其信用發行間接證券 

間接金融 
(b)赤字單位以所需資金發行原始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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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金融 
              經紀商：在證券市場接受投資人委託居間代為買賣有價證券 

的證券商稱為證券經紀商。只能代客買賣，並服務佣金為收

入。 
直接金融種類   自營商：證券自營商是綜合證券商的自營部門，以券商的自 

有資金作股票買賣，其盈虧只對證券商的股東負責。對股市

成交量有貢獻，但對市場的穩定沒有幫助。只能自行賣，並

自己承擔損益。 
              承銷商：主要是輔導企業上市櫃及興櫃及企業要公開募集私 

募資金的作業，還有協助公司由興櫃轉上櫃或上櫃 
轉上市等工作，也可承銷上市櫃時的股票。  

相關說明 
內部融通：赤字由內部有餘單位處理。 
外部融通：赤字由外部有餘單位處理。 
金融中介：商業銀行、儲蓄銀行、專業銀行[工銀、農銀、土銀、中小企銀]、

基層金融[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中央信託局、郵局、信託投資機構、保

險公司。 
金融中介架構 

                                             1.一般銀行 
                                             2.外國銀行 
                        1.可創存款貨幣機構    3.中小企銀 
                                             4.信用合作社   基層金融 
            機構種類                         5.農漁會 
                                     1.信託投資公司 
                        2.其它金融    2.郵局 
                                     3.人壽保險公司 
                                     4.產物保險公司 
                        1.貨幣性間接證券：活存、支存 
            發行證券 

                     2.非貨幣性間接證券：儲蓄存款、信託資金、保單 
金融中介                 1.無風險中介 
                        2.面額中介 
                        3.期限中介 
            中介功能     4.風險匯集者 
                        5.訊息中介 
                        6.規模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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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價證券發行方式 

                                              (1)公開募集 
                    (1)發行市場(初級市場) 

證券市場                                (2)私募 
                    (2)流通市場(次級市場)       (1)集中交易市場 

                                         
                                                           (1)櫃台買賣中心 
                                              (2)店頭市場 
                                                           (2)議價買賣 

 
初級市場：就是法人第一次募集資金時所發行出來的有價證券憑證，這些憑證

發行出來後持有人可以再減碼賣出或加碼買進持有部位，這加減碼的買賣就是

次級市場。 
這些有價證券憑證可以分兩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法人用增加股東權益的方式募資，就是發行股票。 
第二大類：就是法人用增加負債的方式募資,，就是發行借據。 

 
               1.一年期以內稱票券：銀行承兌匯票及商業本票 
      借 據   
               2.一年期以上稱債券 

 
依市場為有無組織的市場，可分為如下 

公開市場：為有組織的市場，又稱證券市場。 
議商市場：為無組織的市場，又稱貸款市場，貸款者與放款者直接議商貸款。 

二、資本、貨幣市場之金融商品說明 

資本市場：證券交所、期貨交所、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證券金融公司、

證券商、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台灣證券集中保管中心。 
貨幣市場：票券金融公司。 
金融市場：(a)商業銀行、儲蓄銀行。 

(b)專業銀行[工銀、農銀、土銀、中小企銀]。 
(c)基層金融[信用合作社、農會、漁會]。 
(d)中央信託局、郵局、信託投資機構、保險公司。 

鼎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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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貨幣市場之商品說明 

貨幣市場：是指一年期以下的短期有價證券，即是債務工具進行交易的金融市場。 
貨幣市場的工具 

國庫券(Treasury Bills)(TB) 
政府發行的短期有價證券，此證券的流動性與安全性皆為最高。 
政府為調節國庫收支或是穩定國內金融市場而發行的短期政府票券。 
此證券的特色為，高度安全性、流通性、政府以其信用作為保證，所以市場

價格穩定，亦能能吸引其它相關金融機構的投資。 
此證券發行天期是以 91 天為基數，並按其倍數發行，所以有 91 天期、182

天期、273 天期及 364 天期等。 
商業本票 

已上市企業的短期本票，票面金額通常在 10 萬美元以上，此商業本票為不付

息的票據，並採以貼現的方式出售。 
商業本票為貨幣市場主要的交易工具。 
在早期，為了確保債權，主要流通的商業本票是具有實質交易基礎的，也就

是俗稱的 CPⅠ。 
可是具有交易作基礎的商業本票，金額往往不是整數、常有零頭，常會造成

交易上的不便，於是隨時間增加而逐漸產生改變。所以藉由銀行保證程序，

發行所謂融資性商業本票，也就是 CPⅡ。 
而此融資性商業本票是以整數金額做交易，並有銀行保證信用，所以變成交

易市場上的主流，所以目前融資性商業本票交易可以佔貨幣市場交易達九成

以上。  
銀行承兌匯票 

指發票人委託付款人(通常付款人為銀行)於指定到期日依簽發的金額，無條件

支付給受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據。 
聯邦資金 

是指聯邦準備銀行的資金。 
聯邦資金利率，是美國商業銀行之間隔夜貸款的利率，是指在銀行營業結束

後，各銀行彼此間的超額準備有的相對較多，有的相對較少，所以同業之間

會互相借入或貸放。而此資金指的利率即是所謂聯邦資金利率。 
附買回協議(RP) 

當投資人資金運用期間較票券到期日為短，所以為了資金調度方便或是確保

投資收益必免因臨時出售而遭受損失，所以投資人可以與票券商訂定附買回

交易合約，約定於某一確定日期，以某一價格，由票券商買回交易。 
附買回是指投資人購買債券時，附加了到期日前由發行者買回的協議。  

鼎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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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賣回是指投資人拿去融資的債券，附加了向再賣回給投資者的協議。 
歐洲美元 

歐洲美元並不是指另外一種美元，而是指存放在美國境外的外國銀行或美國

海外分行的美元。 
而歐洲也不單單指歐洲一地，只要是美國地區以外的美元都可以稱為歐洲美

元。 
二次大戰後，美國與蘇聯正處於冷戰時代，東歐國家擔心如果將外匯準備存

放在美國境內的銀行，會被美國以沒收或凍結的方式來控制其存款準備，因

此東歐國家因而將美元轉存放在歐洲銀行或美國銀行在歐洲的分行，而此美

元的部份即稱歐洲美元。 
後來西歐各國的中央銀行及企業等因歐洲美元不需提繳存款準備，也不需要

扣繳所得稅等，所以紛紛將資金轉入歐洲美元市場。 
同理匯市也將存放於德國境外的馬克稱為歐洲馬克(Euro-mark)、存放於日本

以外地區的日圓稱為歐洲日圓(Euro-yen)。  
可轉讓定期存單 

銀行簽發在特定期間內，依約定的利率，來支付利息的存款憑證。 
此憑證可以持有至到期日。 
或是可以加以處分在市場中流通。 

四、資本市場商品說明 

資本市場：是指一年期以上的長期有價證券，即是債務工具與股權工具進行交易

的金融市場。 
資本市場的工具 

政府公債、企業公司債、金融債券 
股權資產：普通股或優先股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證券投資信託公司採發行受益憑證的方式，以募集成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並運用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投資證券與其它相關金融商品。 
台灣存託憑證： 

臺灣存託憑證 (Taiwan Depositary Receipts)是指由本國銀行(相關存託機構)
在臺灣所發行的憑證。 

此憑證主要是用來表彰一定數量的外國公司股票。 
所表彰的外國公司股票則委由與存託機構簽約之外國當地的保管銀行進行代

為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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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存託憑證： 
是指本國企業直接至海外透過國外存託機構發行的一種憑證，可在證券市場

公開上市買賣，但是交易與買賣需依發行當地國家的規定。此為間接持有本

國上市公司股票的一種方式，持有人可將其轉換成股票，在股票原上市地點

出售。 
資產證券化： 

是指金融機構將若干流動性低的貸款彙總成一債權組合或貸款組合，並將其

內部與外部信用加強後，把此組合劃分成證券發行單位，並於資本市場中銷

售。 
將無流動性的資產，轉變為市場上流通證券的過程稱為資產證券化。 

五、金融體系的訊息不對稱 

金融體係訊息不對稱的實例： 
在資金借貸的交易市場上，通常無法從交易中獲得另一方充足的訊息，做出正

確的選擇。 
但是可以藉由個人與企業財務表，可以做為訊息傳遞的工具，但當訊息傳遞成

本過高時，可能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進而使銀行放款的風險增加。 
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對於投保人的健康狀態為資訊不對稱。 
存款保險制度中，中央存保公司對於銀行的真實財務狀況亦為資訊不對稱。 

逆選擇： 
銀行若無法做好徵信工作，以單一利率來進行方款，會使得體質良好的公司因

利率高而不願借款，反而使得財務狀況不佳的公司大量來借款，致使容易產生

逆選擇的問題。 
存款保險制度，如以單一費率來進行，會使得體質良好的公營銀行不願意加入

存保制度，反而使得財務狀況不佳的銀行加入，致使容易產生逆選擇的問題。 
在保險市場中，因保險公司對於投保人的健康狀態訊息不足，只能以平均值來

訂定保險費率，致使容易產生逆選擇的問題，也使得保險費會不斷提高。 
在債券市場如，如 A 公司經營良好，所以公司債利率較低，相對地，B 公司就

提供較高利率的公司債，其倒債風險就會增加，如投資者不明市場訊息，就容

易產生逆選擇的問題。 
道德危機： 

投保人以故意的方式造成損害理賠，致使保險公司產生損失。 
有些體質差的銀行，當加入存款保險時，反而更放寬自已的信用標準，致使投

資者會面臨更大的風險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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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 

 
[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 

國外資產 準備貨幣 
對政府債權  
           放款 政府存款 
           政府債券 央行票券餘額 
對公營事業債權              工程國庫券 
對金融機構債權              央行定期存單 
其它有債證券              央行儲蓄券 

            公營事業 金融機構轉存款 
            民營事業               郵局轉存款 
            金融機構               事業銀行轉存款 
 其他項目淨額 

 

七、金融體係進階版 

直接金融 
合法的證券商，分為證券自營商及證券經紀商。 

經紀商稱為甲種經紀人。 
自營商稱為乙種經紀人。 
丙種經紀人為私下墊股、墊款營業，以賺取利息。丙種經紀人墊款給客戶約

七成的金額買進股票，也就是客戶大約付給丙種經紀人三成保證金。 
間接金融 

相關金融、投資公司。 
證券金融公司(資本市場) 

證券金融公司從股票市場或銀行取得資金，再將這些資金提供給需要融資

的投資者。 
證券金融公司並依規定將融資擔保的股票提供給融券的投資人，以促進交

易市場的活絡，並建立完整的金融制度。 
票券金融公司(貨幣市場)  

票券金融公司為協助政府建立貨幣市場，便利工商企業短期資金調度，促

進短期票券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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