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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 辦理目的 

本研習營辦理目的乃為提升全國各高中職教師對財務金融領域之知

識與見解；現今財務金融環境自由化與國際化的趨勢，金融市場發展日益成

熟，國內財務金融研究也日益活絡；現代金融環境發展頗為複雜且分工愈趨

專業，財務金融的發展相當快速，配合經濟成長、科技、法律、社會需求，

新的金融商品不斷推陳出新，許多財務理論觀念也不斷地被挑戰、修正。 

本研習營邀集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之財務金融教授群，針

對理論及實務做精闢之介紹，並講授目前相關領域的重要議題，提供全國各

高中職教師對財務金融領域有更深入的探討；期能透過本次研習營達到鼓勵

學術與經驗傳承之目的。 

二、 課程內容、師資與時程 

時間11/21(五) 時數 主題 主持人 教室 

9:00-9:15 15分鐘 報到  寶山 32606 教室 

9:15-9:30 15分鐘 開業式 張惠博校長 寶山 32606 教室 

9:30-10:30 60分鐘 家庭財務報表 陳美華教授 寶山 32606 教室 

10:30-10:40 10分鐘 休息  寶山 32606 教室 

10:40-11:40 60分鐘 全球金融挑戰 陳信憲主任 寶山 32606 教室 

11:40-13:00 80分鐘 用餐時間  寶山 32606 教室 

13:00-14:00 60分鐘 新金融商品 吳明政教授 寶山 32606 教室 

14:00-14:10 10分鐘 休息  寶山 32606 教室 

14:10-15:10 60分鐘 公司治理 林淑惠教授 寶山 32606 教室 

15:10-15:30 20分鐘 下午茶時間  寶山 32606 教室 

15:30-16:30 60分鐘 保單健檢DIY 郭志安教授 寶山 32606 教室 

16:30-17:00 30分鐘 結業式 陳信憲主任 寶山 32606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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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參加資格 

全國各高中職教師皆可參加，課後並頒給研習條(研習時數：8

小時)。 

四、 上課地點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500彰化市師大路二號) 

五、 洽詢電話 

本研習營聯絡人為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劉乾彬先

生，洽詢專線為(04)723-2105分機7302。 

 

本系簡介 

發展沿革 

  為提昇台灣地區商業教育師資之水準，及提供在職教師進修管道，本系成立

於民國六十三年，為當時國內首創且唯一之商業教育師資培育學系。 

  本系歷經多年變革與發展，目前設有大學部四年制學程、大學部二年制技術

學程，研究所之碩士班、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涵蓋高等教育、技職教育、回

流教育等三大領域，可謂燦然大備。 

  本系為配合政府「數位臺灣」之發展策略，於九十五學年度，另行成立數位

學習研究所，招收碩士班學生。  

教學特色 

  本系大學部、碩士班、博士班之課程設計以國際化、科技化、產學合作、及

獨立學習能力為原則，其教學設計則力求活潑性、互動性、時效性與實務性，除

能提高學生參與外，並能將適時導入各學門之專業刊物內容為教材，且可結合投

資實務，進行實做模擬競賽，使同學們能兼顧理論與實務；本系並加強官產學訓

等建教合作，落實實務教學，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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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目標     

一、大學部課程以財務金融為主，兼具資訊科技與教育學程，其目標為：  

1. 強調金融理論及公司財務策略規畫之整合學習，並結合專業理論與實務

技能之學習，使學生具備財務、金融素養及金融操作之技能。  

2. 培養同學具備電腦素養及網路科技能力，以促進管理效率的提昇。  

3. 持續更新各類專業學程及通課課程，使能配合金融環境之變革，培養具

有人文素養、邏輯分析、規劃統整及實務操作能力之現代化財務金融專

業人才。  

二、碩士班課程分為財務金融、數位學習、人力資源等三大領域，並可視學生需

求外加教育學程；博士班課程分為商業教育、財務金融、數位學習、人力資

源等四大領域。研究所之教學目標為：  

1. 依學生學習領域，加強各學門之專業技術，注重教學研討與專題製作，

強化學生「專題報告」撰寫能力，以培養學生獨立研究及發表論文的能

力。  

2. 強化學生外語能力，使能因應各種學門之國際趨勢，並具備該趨勢之實

務操作能力。  

3. 加強各學門之教學與研究的發展創新，以因各學門日新月異的趨勢。  

進路發展     

一、產學合作 

  本系積極與國內大型企業產學合作，如新光人壽、劍湖山世界、音象網

路科技及由達科技等公司，藉由參觀訪問見習與校外實習，提供學生實務經

驗，落實「最後一哩」的教育目標。     

二、升學進修管道：能攻讀國內、外之財務金融、保險、商業教育、數位學習、

人力資源等商學或教育相關研究所。     

三、就業發展管道：  

1. 可至政府部門或金融機構〈證券、期貨、保險、信託、投資顧問、銀行〉、

會計師事務所、私人企業等，從事財務、會計、人力資源管理、數位學

習等相關工作。  

2. 能參加商職學校教師甄試，擔任商科教師、數位學習教師或應聘為大專

院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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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特色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14 名，其專長包含商業教育、財務金融、數位學習、人

力資源等學術領域，大多數教師每年承接國科會或教育部研究案，並擔任技專院

校評鑑委員、商科技藝競賽命題及評審委員、企業評鑑委員或企業講師等工作。

本系每學期並依課程需求，聘用多位具豐富專業實務經驗之兼任教授，教授實務

性課程。  

發展方向     

1. 成為台灣地區商業教育理論與實務研究中心 

2. 成為台灣地區商業類科教師在職教育中心  

3. 成為台灣(中部)地區財務金融教育中心     

4. 成為台灣(中部)地區數位學習教育中心     

5. 成為台灣地區企業人力在職教育中心     

6. 成為台灣地區人力資源培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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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進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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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高中職教師財務金融研習營

陳美華陳美華 副教授副教授

2008年11月21日 星期五

家庭財務報表家庭財務報表

家庭財務報表的使用重點家庭財務報表的使用重點

•目的: 在有限的收入中,薪資家庭能準確的
控制年度開銷及支出預算，以達成預計的理
財目標。

•資產負債表
•了解家庭的總資產,負債情形及淨值

•家庭預算
•收支平衡

•考量是否能達到預計的存款以足夠應付未
來所需(例買屋,小孩教育費用,退休金儲
備)

理財愈早開始愈好理財愈早開始愈好

•當我們需要資金時，已不能依
靠慢慢累積，因此及早作好適
當的理財計劃是非常重要的。

認識自己，了解家人認識自己，了解家人

•人的成長環境不同，價值觀也
不同,所做財務決策也不一樣

•做財務規劃時,認真審慎的評
估自己的個性與所有家庭成員
的需求是相當重要的

規劃開銷，編列預算規劃開銷，編列預算

•理財的計畫在執行時最大的重

點就是消費習慣的控制

•決定開銷-什麼該買，什麼又
是急迫要的

•編列預算是實踐理財最好的方
法要愈容易愈好

訂定清楚的財務目標訂定清楚的財務目標

1.必須知道確切的金額需求

2.有時間順序的規劃

3.訂定財務目標時應注意:

•是否能實現

•輕重緩急(需求性)

•要簡單有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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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 : : 以購屋為例以購屋為例

設定三個目標

1.短程目標:足夠的經濟能力(收入>支出)

2.中程目標:籌措頭期款

3.長程目標:如何將貸款還清

將理財與生活結合將理財與生活結合

•想要養成理財的習慣，最好與
日常生活習慣相結合，以達到
隨時理財、處處理財的目標，
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節流做
起，一千元不嫌多、一塊錢不
嫌少。

現代家庭理財危機現代家庭理財危機

1.收入來源增加，但支出相對提高

2.自組小家庭，一切自己來

3.子女數少，養育子女費用卻更高

4.借錢容易，信用過度膨脹

5.投資商品多樣化風險也相對提高

6.得靠自己存退休金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

• 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總結某一特定日期的資
產、負債價值與淨值。資產負債表常
被描述為個人財務狀況的快照。

• 收支表

收支表總結某段期間內的所得與費用

• 預算

預算總結未來某段時期的預期所得與
開支。

家庭資產負債表家庭資產負債表

•資產

•流動資產: 以市價列示

•財產(有形資產): 汽車, 房屋,

•投資: 股票,債券,基金,貴金屬,收藏品

•負債

•流動負債-短期貸款,個人借款,信用卡貸款

•長期負債- 一年期以上的債務

•總資產-總負債=淨值

收支表收支表

•總結某段時間內的所得與費用

•計算淨利或淨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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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所得來源一般的所得來源

•薪資

•佣金

•紅利

•自營事業的收入

•利息與股利

•出售投資所得

•租金收入

•退休福利與年金

•生活費與子女資助

•贈與

•獎學金

•權利金

•退稅

•收回借款

固定費用固定費用

有些費用不會隨時間變動，稱做固
定費用，例如：

•房屋成本(租金或房貸)

•汽車或家電的分期付款

•保險費(壽險、健康險、汽車險)

•税(所得稅、財產税)

變動費用變動費用

•水電瓦斯費

•食物

•衣服

•醫療

•信用卡

•娛樂支出

理財的準則理財的準則

1. 每天記帳，努力存錢

2. 了解風險承受度-選擇適合的理財方法

3. 養成理財習慣，隨時檢視

4. 理性投資，克服恐懼和貪婪

5. 用閒錢投資才可能致富

6. 充實理財知識，因應市場調整投資策略

謝謝各位的參與

- 9 -



 
2008 
高中職教師財務金融研習營 

 

 

 

 

 

 

全球金融挑戰 
 

 

 

 

陳信憲老師 

- 10 -



Dr. Bryan H. Chen 1

提供流動性、處理不良資產、
重建金融機構資本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
商業教育學系
陳信憲博士

全球金融挑戰

Dr. Bryan H. Chen 2

講師經歷簡介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主任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位學習研究所所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行政管理碩士班所長

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學系專任副財
務金融教授

國立雲林科技大學財務金融系兼任副教授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特約講師

U.S.A. Registered Investment Advisor (RIA)

Dr. Bryan H. Chen 3

諾貝爾經濟獎得主克魯曼 自責未預見這波危機

10132008他說：

「我們創造的這個金融系統，

規模基本上已大過一九三○

年代我們設立來抵擋金融危

機的防衛機制。我們應該事

先就料想到這個系統的規模

已經超越防衛措施，可能會

出現另一個危機。但是很少

人發現危機來襲。」

Dr. Bryan H. Chen 4

Dr. Bryan H. Chen 5

忍者貸款 Ninja loan

No INcome, no Job, no Asset 

次級房貸是美國房貸放款失控的起頭，而
「忍者貸款」更是美國房貸市場病入膏肓的
徵兆。這種房貸是指貸款者沒有收入
（income），沒有工作（job），也沒有存
款等資產（asset ）。

業者承作房貸就是為了打包賣出去，風險是
別人的，埋在看不見的明天；獲利是自己
的，而且現在就可以兌現。

Dr. Bryan H. Chen 6

金融危機幫兇 ?
導致金融危機的嫌犯名單其實又臭又長：過分熱心推動
房屋自有的美國國會；讓利率維持在這麼低的聯邦準備
理事會；利用不合格購屋者的掠奪性放款機構；而自不
量力的購屋者同樣難辭其咎。

嫌犯還包括：放任銀行法規過度寬鬆的白宮；銷售複雜
難懂的產品並藉此賺取暴利的金融業高層；按市價結算
的會計原則，這加速金融資產價值下跌；誤導人的信用
評等機構；以及放空的避險基金，他們賭世界末日的來
到，助長空頭氣焰。

若干專家認為，諾貝爾獎獎勵的自由市場理論也是當前
金融危機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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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yan H. Chen 7

創造資金的流動性與信用再造
Or 只是風險的轉嫁?

Dr. Bryan H. Chen 8

G7廣泛的救援方案

美國吸收銀行壞資產

其他國家直接入股

自由化=資本主義

國有化=社會主義?
獲利私有化

損失社會化?

在危機時期，

意識形態是奢侈品

Fed撒6,000億美元

買商業票據

Dr. Bryan H. Chen 9

信用危機疑懼未除 ?
紐約時報根據經濟學家席勒（Robert Shiller）追蹤的
標準普爾500指數歷史資料研判，眼前美國股市這波跌
勢至少還得十年才能重現2007年10月高峰行情

記者蘭佩爾（Catherine Rampell）引述席勒的資料
指出，本周股市無量下跌的情況並不多見，20世紀只
有1930年代經濟大蕭條、及1970年代經濟衰退時期可
以類比，上二波股價大崩盤各花了三年、六年才觸及谷
底。

101008標準普爾500指數跌至899點，其五年期本益
比剛跌破12 

Dr. Bryan H. Chen 10

蒸發的錢 進了誰口袋？

耶魯經濟學家席勒說，股市暴跌導致失去大批現金的想法根
本是謬思，因為股價根本不是現金，只是對股票價值的「猜
測」。換言之，這全是想像的價值。

不過，股市和房地產價值暴跌，當然會有些東西隨著消失。
雖然股票不是荷包裡的大把鈔票，雖然房價不是可以隨時變
現的東西，你還是可能因市場下跌失去原來可能擁有的錢。

口袋裡的鈔票不會平空消失，可是股票或房價這些「潛在的
錢」卻可能。

這並不表示財富轉移到別人手上，而是全世界的整體財富減
少。

衍生性商品本質上是將來性的，卻透過金融機構的高利追求
而實體化。嚴重的是，它創造了與實體經濟活動脫鉤的價
格 。

Dr. Bryan H. Chen 11

ＩＭＦ 100908公布「世界經濟展望」

指出明年全球經濟成長率下修至接近衰退的3％；

美國為0.1％、

英國負0.1％、

德國零成長、

法國0.2％、

日本負1％。

歐美先進國家幾乎同步步向遲滯或溫和衰退。

而亞洲四小龍之新加坡、香港、韓國明年ＧＤＰ成長率
都下滑至3.5％
台灣更被下修至只有2.5％。

Dr. Bryan H. Chen 12

恐懼風暴 全球信貸市場急凍

全球金融市場目前情況一語道之，只有兩個
「恐慌」；沒有人敢進場，也沒有人膽敢借
錢，信貸市場呈凍結狀態。信貸危機一路橫掃
房地產、金融、股市、商品市場，現在甚至升
級到主權國家層級，第一個瀕臨破產的國家是
冰島。

拍賣網站eBay出現諷刺廣告說，現在只要99便
士（約台幣55元）就可以買下冰島。

冰島政府已原則同意接受IMF主導的60億美元
（台幣1,964億）紓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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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yan H. Chen 13

「國家破產」

Dr. Bryan H. Chen 14

國家級的避險基金

冰島銀行大舉發展的作法與雷曼兄弟公司、美林等投資
銀行一樣，在國際資金市場大量借入低利短債，投資高
獲利長期資產。冰島的財務槓桿因此延長到驚人幅度，
總外債規模可能是國內生產毛額（GDP）的12倍。
一連數年的超低利率資金環境，以及資產證券化導致的
信用急速膨脹，讓這種套利模式獲利豐碩，讓雷克雅維
克成為全球最貴的城市之一。但是一旦資金市場枯竭，
靠大量借錢維生的冰島金融體系就瀕臨崩潰，而貿易經
常帳長期赤字、人口僅有30萬人的冰島，沒有什麼財政
備援力拯救這些資產動輒是全國GDP數倍的巨獸銀行，
政府必須向外國乞錢來穩定金融。
冰島創造出來的經濟奇蹟，是建立在信用過度膨脹以及
銀行「以短支長」的風險性經營的虛浮基礎上

Dr. Bryan H. Chen 15

高額的政府借貸、大量的外國投資與過熱的

消費支出造成了過去冰島富裕的假象

Dr. Bryan H. Chen 16

踩冰島地雷 金融業曝險202億

金管會102108日發布的統計，國內金融機
構購買冰島相關金融商品總計高達202.6億
大部分商品都是連結到冰島三家因破產而
被政府接管的銀行，雖然銀行被政府接
管，但政府自身難保，這部分應該已經算
是全損，包括三家銀行發行的金融債、授
信案、衍生性商品等，都已確定違約。

最慘的情況，就是要全部認列損失。

Dr. Bryan H. Chen 17

逾10兆美元 美國債鐘破表

1992年老布希占GDP60％
2000年柯林頓降至GDP47％
2008年布希占幾近GDP80％
美國有強大的國力支撐，

外國政府願意買美國公債

Dr. Bryan H. Chen 18

中國是金融風暴贏家？

中國要成為全球金融的要角，至少要擔起三
個重擔:
人民幣要取代美元成為準全球性貨幣；

中國要成為全球金融穩定者，更能在發生區
域金融危機時，成為全球金融的調節者；

管理全球金融管理制度的主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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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yan H. Chen 19

國家主權基金的可行性?

1920年代德國政治學者卡爾斯密

（Carl Schmitt）曾經說過，「所謂主權，就
是面對緊急狀況能夠拿出主張」。

主權基金的設立將由經建會籌劃

至少在1,000億美元以上。

主權基金投資股票，以長期投資為主，與
短期穩定市場為目的買入股票的國家基
金，定位將有所區隔。

Dr. Bryan H. Chen 20

主權基金區分成兩種形式

一個是動用外匯存底投資海外的基金，

另一是動用退休金的國內主權基金。

Dr. Bryan H. Chen 21

為何成立?先搞清楚

國家建設 ?優先協助公共建設。

至於外匯存底則由中央銀行處理即可，

穩定股市方面則由國安基金操作。

Dr. Bryan H. Chen 22

主權基金的重點

一個國家進行主權財富投資的目的，重點
絕不在於金融理財操作，而是將社會上的
資金，轉化為國家永續發展的資本，投入
於經濟體質良好的事業，創造未來源源不
絕的價值。

Dr. Bryan H. Chen 23

主權基金 政府支配操作

是一國政府使用特定財源成立，由政府控制與支
配基金的投資和操作方式，屬於公共財富。目前
約有40個主權基金，金額高達2.5兆美元 。約占
全球金融資產總額的2.5%。
目前全球最大的主權基金是阿聯的阿布達比投資
局，規模超過八千億美元。新加坡淡馬錫投資公
司排名第二。中國大陸也設有「中國投資公
司」，規模二千億美元。
目前國際貨幣基金已把台灣的四大政府基金（中
華郵政、勞退、勞保和退撫基金）視為台灣的
「主權基金」。

Dr. Bryan H. Chen 24

主權基金與國安基金不同

國安基金主要任務是護盤，主權基金則是每天常
態運作。

在特定時間承擔高度風險，以追求最大報酬，主
權基金業務應獨立於央行之外，單獨立法，不交
由央行來操作、管理。

- 14 -



Dr. Bryan H. Chen 25

主權基金幾種目標

包括國家長久發展、投資策略性產業、有效管理國
家資產等
中東基金，是為了國家長久發展，為原油枯竭預做
準備；
新加坡淡馬錫基金屬於策略性，具有國安意義。
南韓主權基金的資產管理公司，是為管理國家資
產，將國營事業與部分外匯信託給這家資產管理公
司，以追求更高的報酬與利潤。目前南韓主權基金
的南韓投資公司（KIC），規模約一千五百億美
元。
挪威政府養老基金等等

Dr. Bryan H. Chen 26

主權基金幾種功能

Dr. Bryan H. Chen 27

外匯存底不能移做主權基金

彭淮南重申:外匯存底是人民拿台幣換來的美元資
產、央行代為管理操作，不可能拿外匯存底直接二
次利用，堅決反對「外匯存底移作主權基金」。換
言之，真正的主權基金，是來自政府發行公債籌措
的資金，央行的外匯存底頂多只能視為象徵性的
「保證」，是不能直接提撥運用的。

台灣還有那些管道可以籌措「主權基金」，發債募
資、私募、全民募股，或許是這波全球金融商品折
價時，台灣「撿便宜」的大好時機? 

Dr. Bryan H. Chen 28

會議決策

Dr. Bryan H. Chen 29

基金的財源何來 ?
動用外匯存底的想法之外，財政部長李述德則說，
借錢和發債都是手段之一。如果必須借錢來投資，
為何不由政府自己來借，而要弄一個主權基金來
借？答案是，政府已經舉債甚多而接近法定上限，
因此無法借夠多錢來擴大公共投資。而法律為何要
限制政府舉債？那是因為政府舉債過多一方面將來
難以償還，另一方面也可能立即造成總體經濟的不
安。

Dr. Bryan H. Chen 30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

行政院主計處統計

到九十八年底中央

政府債務達台幣

四兆零二百六十一億元

以兩千三百萬人口計算

平均每人背了十七萬

五千多元負債。

稅收占GDP13%
政府支出卻占GDP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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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yan H. Chen 31

投資行為準則

國際貨幣基金（IMF）& 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OECD）要求主權基金的投資國必
須提出讓被投資國信賴的保證；換言之，
主權基金的投資行為必須是商業性的，而
不是侵略性的，避免因此危及被投資國的
經濟安全(實施集權的中國大陸、俄羅斯及
波斯灣油國，其政府基金投資目的常令西
方國家感到疑慮 such as 懷疑是要奪取人家
的商業機密或關鍵技術 )。

Dr. Bryan H. Chen 32

「美國製造」的主權基金

透過對美出口石油與非石油商品，開發中
國家獲得了巨額的貿易順差，因而積累了
大量外匯。正是這些外匯儲備構成了主權
基金的主要財源，因此美國可說是世界外
匯儲備和主權基金的最大供應者。

此外，由於美國國債收益率偏低，使得開
發中國家尋求以主權基金的形式，透過多
元化的投資組合來提高獲利，達成基金設
置的戰略目標。

Dr. Bryan H. Chen 33

面臨「華爾街時代的終結」之際

一、國家控制的資本與金融自由化的價值衝突。如
《金融時報》揭露了中國外匯管理局成為外交的伏
兵，以購買哥斯大黎加政府債券的商業模式遂行建
交目的。

二、外匯投資多元化恐有損美國經濟的永續發展和
美元的匯率穩定。以外匯為主的主權基金的投資標
的多元化以後，將破壞美國匯率和做為全球貨幣與
儲備的穩定性，直接衝擊美元的全球霸權地位。

三、降低IMF等國際金融組織的重要性。 IMF可說
是美國維持金融霸權地位的tool ?其所發揮的作用主
要在匯率政策監督和提供條件性貸款兩方面。

Dr. Bryan H. Chen 34

主權財富投資的「本」、「末」

只要能提供事業發展的所需資本，投入經
濟發展（事業為本），資金或資產收益率
的提昇（獲利為末）

Dr. Bryan H. Chen 35

成立主權基金的條件

單獨立法，

操作內容要透明，

聘用專業經理人的條件（是否任用公務員），

及聘用的待遇是否合理

Dr. Bryan H. Chen 36

設主權基金 可採星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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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Bryan H. Chen 37

單獨立法成立國家投資控股公司

主權基金不必然只能買股票，且主權基金
應屬長期投資，績效不能每天評估，至少
要一個business cycle（景氣循環），例如
三、五年再一起評估；如果每天評估主權
基金，報酬率一定很難看。此外，評估主
權基金績效時，也要同時考慮承擔的風險
和投資部位大小等。

Dr. Bryan H. Chen 38

國發基金 從2000億擴為1兆

行政院102308決議通過國發基金功能擴大

投資創投、融資→參與企業注資、重建、合併
與收購

多出的8000億資金，主要來源為向郵政儲金融
資，不用另外編預算。

郵政儲金現有這些資金都是低度利用，大筆存
在中央銀行，這是超額儲蓄所產生的龐大資
源，希望透過這些機制，把民間超額儲蓄的資
源有效運用。

Dr. Bryan H. Chen 39

金融海嘯 台灣寶貴一課

從這一波金融風暴來看，有問題的顯然不是「自由
化」，而是金融遊戲規則的鬆散與貪婪。金融自由
化，代表的是金融運作的開放與多元，絕非毫無止
盡的槓桿操作，更非將風險控管放空。全球現在延
燒的金融大火，火種是金融機構過度操作，賺取暴
利，星星之火所以燎原，則是政府的長期放縱。

金管會目前全力推動台灣成為「亞太金融中心」，
首重吸引外資，成為全球籌資中心，但是冰島瀕臨
破產原因之一，也與當初大引外資有關? 

Dr. Bryan H. Chen 40

人心 才是經濟的根本

人類設計的金融體系，是用來保障人類的
金錢與財富，i.e.,金融是應該為經濟服務
的，經濟應該是為人類追求更美好的生活
而服務的，卻陷入瘋狂的金錢追逐遊戲
中，所有的架構被顛倒，人被經濟所陷，
經濟被金融綁架。

Dr. Bryan H. Chen 41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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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商品新金融商品

吳明政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結構型商品

保本型商品

連動式債券

股權連結商品

高收益票券

投資型定存

投資型保單

當前主要的新金融商品

變額保險

預 備 知 識 ：

各種選擇權交易策略

債券 ＋ 選擇權

本文件僅供內部教育訓練使用,不構成要約要素。產品條件以說明書為準，投資人應詳細閱讀中英文版產品說明書
投資風險預告：最低收益風險、發行機構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流動性風險、匯兌風險、提前贖回風險

產品特色

產品名稱：UBS7年穩定配息連動債

發行機構：瑞士銀行UBS (S&P評等AA+級) 
保本率：100%到期美元保本

投資金額：10,000美元 (以10,000美元累加)
目標配息率：8.8% (年率）

配息頻率：每季配息

連結標的：亞澳不動產REITs中挑選出10檔股利率最高的股票

期初積極部位：98% ，之後隨市場波動而調整，最高為150%，最低為0%

產品條件

投資策略

機會：連結10檔高股利REITs，年目標配息8.8%。

穩健：配息主要來源為現金股利及權利金，提

供穩定收入

-股利穩定分配，輕鬆打敗定存利率

-另收權利金收入，適度提高配息

投資新勢力 --- 高股利概念股
~ 提供穩健配息，讓您高枕無憂

REITs之股息

賣出買權之權利金

買入賣權之權利金

高目標年配息

＋

－

(1) 亞澳不動產REITs10檔組合成連動標的

(2) 每季配息之收入來源為10檔REITs之股息及買權賣出之權利金減去

賣權買入之權利金; 
(3) 買入賣權 (90%執行價) 提供投資者多一層保障

(4) 動態操作策略提供投資者高保障，並以動態操作策略模式，提供

債券於到期日之最大升值潛力。 +

收入
(目標年配息)

股票股息
買權賣出之權利金

-賣權買入之權利金

保障：到期至少領回100％美元本金

創新：國內首創另買入賣權策略，減少下檔風

險，並增加獲利空間

節稅：境外所得，節稅功能佳

內部訓練參考用文件依法不得提供予客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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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選擇權之交易策略

- 選擇權之定義、基本策略

Call option & put option

買權(Call option)
The right to buy
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買進標的之權利

賣方收取權利金，負擔賣出標的之義務

賣權(Put option)
The right to sell
買方支付權利金，取得賣出標的之權利

賣方收取權利金，負擔買進標的之義務

選擇權基本特性

賣方須繳納買方不須繳納保證金

預期多頭→賣出賣權

預期空頭→賣出買權

預期多頭→買進買權

預期空頭→買進賣權

對市場的預期

權利金獲利可能無限最大獲利

損失可能無限權利金最大損失

賣方無法要求買方履約決定權在買方履行契約

賣方收取買方支付權利金

賣方只有義務無權利買方有執行契約的權
利、無義務

權利與義務

賣方(Short)買方(Long)

結構型商品

保本型商品 股權連結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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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型商品交易之比較

二十八天至一年三個月至十年契約期間

無（但若連結標的表現符合
預期，將可獲取高收益）

最低為契約本金之百分
之八十，至於實際比率
應視交易契約內容而定

保本比率

現金結算現金結算
到期結算
方式

股權連結商品 (ELN)保本型商品 (PGN) 商品種類

保本率 G%
到期時保證回收本金的比例

參與率 P%
參與市場漲（跌）幅而獲利的比例

保本型商品結構、風險及特性 實例分析

股權連結型商品

特性

透過賣出選擇權交易可以使得原本

投資固定收益商品之投資者，因為權

利金的收取而創造了較市場投資管道

高出甚多的報酬，因此「高收益」或

「高報酬」是其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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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連結商品結構、風險及特性 實例分析

投資型定存

投資型外幣存款分為兩類

(一)保本型外幣定存

(二)加值型組合式定存

投資型定存商品結構、風險及特性 實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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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金融風暴下的商品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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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高中職教師財務金融研習營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林淑惠

彰化師範大學商業教育系

大綱介紹

公司治理的意含

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公司治理評等

什麼是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

公司治理機制是用來確保投資人權益獲得保
障的機制。

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對投資人而言：

2001-2002年間，美國數十家公司(例如：安隆，
世界通訊，默克藥廠)爆發執行長舞弊、做假帳等
醜聞，造成美國股市狂瀉。

台灣的地雷股，企業資產被經理人或大股東掏
空。

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對投資人而言：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治理機制佳的企業股價表
現相對較佳。

治理機制較佳的企業有較好的營運表現。

公司治理的重要性

對企業而言：

當國家的法治環境對投資人的保障程度低時，會
阻礙金融市場的發展。

對於擁有較佳治理機制的企業，市場給予較高的
企業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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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外部治理機制

法治環境

接管市場

產品市場競爭

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法治環境

關於股東投票權的規定
One share-one vote

關於股東投票的相關規定
Proxy by mail allowed
Cumulative voting

關於股東參與股東大會的規定
Shares not blocked before meeting

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法治環境

關於小股東的發聲權

原股東的優先認股權

關於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規定

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內部治理機制

董事會結構：獨立性

大股東的角色：監督 or 剝削

經理人酬勞契約的設計：提供努力工作的誘因

公司治理機制的運作

企業資訊的揭露

法令的執行

CLSA    CG Watch 2007 
公司治理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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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SA    CG Watch 2007 CLSA    CG Watch 2007

感謝聆聽與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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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安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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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 高高 中中 職職 教教 師師
財財 務務 金金 融融 研研 習習 營營

主講人：郭志安主講人：郭志安 博士博士

講講 題：題：保保 單單 健健 檢檢 DIYDIY

購買保險的動購買保險的動機機

保險=投資？

購買保險的目的為何？

投資理財(生財)？生涯規畫(保障)？

持有保單=高枕無憂？

險種：定期壽險、生死合險、終生壽險、

儲蓄險、醫療險、意外險、……

你因為保險公司的DM而心動嗎？

你相信保險業務員所說的話嗎？

外商公司好還是本土公司值得信賴？

到底該買什麼險種比較有利？

該如何判斷哪一張保單的報酬率比較高呢？

保險問題面面觀保險問題面面觀——投保前投保前 保險問題面面觀保險問題面面觀——簽約時簽約時

你知道要保書是什麼東西嗎？

簽名前你會先看過要保書嗎？

你知道誠實告知的重要性嗎？

簽名前你可曾看過保單條款？

你知道自己購買的保險有什麼保障嗎？

受益人怎麼填寫比較好？

簽完名後，可以反悔嗎？

保單條款落落長，有那些是不可不知的？

當初的保險業務員離職會影響我的權益嗎？

保費繳不出來了！

1. 墊繳保險費 2. 展期保險

3. 減額繳清 4. 解約

保險問題面面觀保險問題面面觀——投保後投保後(1)(1) 保險問題面面觀保險問題面面觀——投保後投保後(2)(2)

你知道自己買了哪些保險嗎？

該如何檢視自己手中的保單？

保險公司會倒閉嗎？

買了一大堆保險，到底何時才會理賠？

出險時保險公司不理賠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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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Q & A 時間時間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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