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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工具  

A.定存及約當現金(deposits and cash equivalents) 

B.股票(stock)   

1) 普通股(common stocks)   

2) 特別股(preferred stocks)   

3) 認股權證(warrants) 

C.公債(government bonds) 

D.金融債券(bank debentures) 

E.公司債(corporate bonds)   

1) 轉換公司債(convertible bonds)   

2) 可贖回公司債(callable bo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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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工具  

F. 指數股票型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 

G.共同基金(mutual funds)   

1) 開放型基金(open-end mutual funds)   

2) 封閉型基金(closed-end mutual funds) 

H.資產證券化商品(asset securitization) 

I.存託憑證(depository receipts) 

J.海外投資(foreig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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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幣市場V  S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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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貨幣市場 資本市場 

定義 

為短期資金供需之交易場所
，交易工具為一年期以下短
期有價證券，亦包括金融業
拆款市場 

係指一年期以上或未定期 
(如股票)之有價證券交易之 
公開市場 

交易 店頭市場交易 
集中交易市場交易；部份商
品在店頭市場交易 

功能 

提供短期資金需求及資金供
給交易之場所、建立短期利
率之指標與中央銀行公開市
場操作以調整貨幣政策 

提供長期資金需求及資金供
給交易之場所 

貨幣市場V  S資本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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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貨幣市場 資本市場 

種類 

定存、約當現金(三個月到
期或清償之國庫券、商業本
票、貨幣市場基金、可轉讓
定期存單、商業本票及銀行
承兌匯票等) 、短期票券(係
指期限在一年以內之票券，
如國庫券、可轉讓之銀行定
存單、本票或匯票等)、附
買回債券(RP)、附賣回債券
(RS) 

股票(stock)、公債
(government bonds) 、
金融債券(bank 
debentures)、公司債  
(corporate bonds)、
指數股票型基金、 共同基
金(mutual funds)、資
產證券化商品(asset 
securi t izat ion)、存託
憑(depository 
receipts)、海外投資
(foreign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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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當現金  
(cash  equ iva len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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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約當現金是指短期(一年以下)且具高度流動性之短期
投資，因其變現容易且交易成本低，因此可視為現
金。 

特性 
1. 約當現金具短期易變現為定額現金 
2. 因即將到期故利率變動對其價值變動無重大影響 

種類 
一般來說，投資日起三個月到期或清償之國庫券、
商業本票、貨幣市場基金、可轉讓定期存單、商業
本票及銀行承兌匯票等皆列為約當現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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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票券  
(Short - te rm  Transactions Instruments )  

 短期票券係指期限在一年以內之票券，如國庫券、可轉讓之  
銀行定存單、本票或匯票等。 

 

1. 國庫券(Treasury B i l l s , TB) 

為政府發行之短期債務證券，分甲、乙二種，甲種為因應國
庫收支，乙種則為調節金融而發行。甲種國庫券按面額發
行，到期連同利息一併清償。乙種國庫券則採貼現方式發
行，以公開競價標售及加權後之平均價格發行，到期按面額
清償，另乙種國庫券之發行天期通常以91天為基數倍數發
行，即91天期、182天期、273天期及364天期。 

 

4



P7 樂學網線上學習  347 .com . tw  

短期票券  
(Short - te rm  Transactions Instruments )  

2. 銀行及商業承兌匯票 
(Banker’s  and  Trade Acceptances, BA&TA)  

匯票係由國內外商品交易或勞務提供而產生之票據，此票據
經買方或賣方承兌，稱為商業承兌匯票，若由銀行承兌，則
為銀行承兌匯票，匯票多在六個月內。銀行承兌匯票可分二
種： 

1) 買方委託承兌之銀行承兌匯票：指交易過程 之賣方簽發
以受買方委託之銀行為付款人之匯票而經銀行承兌者。 

2) 賣方委託承兌之銀行承兌匯票：指交易過程之賣方將其
在交易時取得之遠期支票轉讓予銀行，並依該支票金額
簽發以銀行為付款人之匯票而經銀行承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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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票券  
(Short - te rm  Transactions Instruments )  

3. 商業本票(Commercial Paper , CP) 

分交易性商業本票(CP1)與融資性商業本票(CP2)，前者係因
實際交易行為所產生之交易票據，而融資性商業本票係依法
登記之公司組織與政府事業機構為籌集資金所發行之票據，
一般企業發行融資性商業本票多經金融機構保證，惟下列幾
種情況之本票可不經金融機構保證：(1)股票上市公司，財務
結構健全，並取得銀行授予信用額度之承諾所發行之本票。
(2)政府事業機構所發行之本票。(3)股份有限公司組織、財務
結構健全之證券金融事業所發行之本票。(4)公開發行公司，
財務結構健全，並取得銀行授予信用額度之承諾所發行面額
逾新台幣一仟萬元之本票。商業本票期限在一年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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