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金融学》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代码 

（Course Code） 
FT300 

*学时 

（Credit 

Hours） 
32 

*学分 

（Credits） 
2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国际金融学 

International Finance  

课程性质 
(Course Type) 

必修 

授课对象 

（Audience） 
汉语言专业外国留学生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汉语 

*开课院系 

（School） 
人文学院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授课教师 

（Instructor） 
张强 

课程网址 
(Course Webpage)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国际金融”作为金融专业的一门学科基础课，是专门研究国与国之间的货币

金 融关系的，其具体的教学内容有：(1)国际收支；(2)外汇供与外汇汇率；(3) 

外汇管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4)国际储备和国际清偿力；(5)国际货币体系

与国际货币改革；(6)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与监管；(7)国际资本流动和亚洲金

融危机的教训；(8)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与欧洲货币联盟；(9)国际债务问题等。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将掌握国际金融的基本理论、基本政策及国际金融市

场的初步知识，为今后进行国际经济交易和从事国际金融管理活动打下坚实的

基础。 

*课程简介（Description） 

International Finance, a fundamental course in the major of Finance, is 

designed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of currencies and finance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ncludes: 1. International Balance of Payment; 

2. Foreign Exchange Supply & Demand and Exchange Rate; 3. Reform of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nd Foreign Exchange Management; 4. 

International Reserve and International Liquidity; 5.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and International Currency Reform; 6. Operation and 

Monitoring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7.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 and the Lessons of Asian Financial Crisis; 8.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European Currency Union; 9. 

International Debts and so on.. After studying the course, students can 

have knowledge about the primar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understand the basis for the policies of foreign exchange, international 

reserve, absorbing foreign investment and financial openness, have a 

rough idea about the op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 and its 



trading skills so as to lay a concrete foundation for taking foreign 

economic and managerial work. 

课程教学大纲（course syllabus） 

*学习目标(Learning 
Outcomes) 

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该掌握下列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具备基本能力：  

1．系统地掌握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运行的内外均衡冲突，以及相应的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国际储备政策等内容。（A2） 

2．系统掌握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国际金融监管协调和合作等内容。

（A5.3） 

（1）外汇与汇率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从外汇和汇率的基本内涵入手，掌握外汇市场的交

易情况，明确汇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熟悉主要的汇率决定理论。  

（2）外汇市场业务及创新  

要求掌握外汇交易是如何进行的，外汇交易存在的风险，如何进行即期、远

期、掉期外汇交易业务。  

（3）国际结算  

了解国际结算制度的演变过程；熟悉国际结算的三种主要工具和国际结算 

 （4）国际收支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在了解国际收支和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基本内容的基

础上，理解国际货币金融运动的来龙去脉，并以此为入手点，进一步学习和

研究国际金融。  

（5）国际储备  

掌握国际储备的概念和作用、国际储备与国际清偿力的区别；熟练掌握国际

储备的构成内容；了解国际储备的主要来源，掌握国际储备管理的主要内

容。  

（6）国际金融市场  

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基本概念、形成条件和作用；国际货币市场和国际资本

市场的构成及主要业务；熟练掌握欧洲货币市场的含义和特点；深刻理解欧

洲货币市场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7）国际金融组织  

要求学生掌握国际金融组织的运行状况与特点 

（8）国际货币体系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了解国际货币体系的含义、作用和早期的货币体系，

掌握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的主要内容，了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

用及其改革前景。  

 

 

 

 

 



*教学内容、进度安排及

要求 

(Class Schedule 

& Requirements) 

教学内容 学时 教学方式 作业及要求 基本要求 考查方式 

外汇与汇率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外汇市场业

务及创新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结算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收支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储备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金融市

场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金融组

织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国际货币体

系 
4 讲课 课后习题 选做 课堂讲解 

 

*考核方式 
(Grading) 

1、平时成绩：依据平时作业、测验、讨论、课堂表现及纪律情况打分，占 50% 

2、期末考试成绩：采取闭卷笔试方式，占50%. 

*教材或参考资料 
(Textbooks & Other 

Materials) 

指定教材： 

杨长江，姜波克，《国际金融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参考教材： 

雷仕凤，王芬主编，《国际金融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10版；       

陈长民主编，《国际金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刘思跃，《国际金融》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2版 

其它 

（More） 
 

备注 

（Notes） 
 

备注说明： 

1．带*内容为必填项。 

2．课程简介字数为300-500字；课程大纲以表述清楚教学安排为宜，字数不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