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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之前許多學者對評價理論已有所研究，本章主要將過去學者研究

所得之結果作一回顧與彙整，並且對於學者針對銀行業所提出之評價

方法予以闡述。 

 

第一節 國內外企業評價文獻探討 

 

一、國外部份 

 

（一） Benninga and Sarig （1997） 

指出企業評價之流程如下： 

步驟一：應深入研究產業所處之環境，包括總體經濟環境、企

業所處產業之前景、競爭情況及個別被評價公司之競爭優勢等，並

以此作為預測企業未來營運之基礎。 

步驟二：編製預測性財務報表，從而計算被評價公司之自由現

金流量，而所謂自由現金流量係指再某一段期間內，企業在支應為

維持未來競爭力的資本支出後，所能產生的可自由運用之現金。 

步驟三：將預測性財務報表轉換成企業價值，將自由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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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風險調整後之折現率（Risk-adjusted discount rate, RADR）予以折

現，得出公司整體價值( Value of the firm )，扣除債務，可轉換債券、

特別股價值後，得出股東權益價值( Value of the Equity )。 

步驟四：除了前述的自由現金流量折現法外，尚可以運用其他

評價方法。如：可以利用乘數法（Multiples），使用產業的平均乘數

來評價。 

步驟五：考量評價結果的真正內涵，評價結果的真正內涵會受

到不同決策情境的影響。 

 

（二）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 2000 )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提出以下評價模型，包括企業整

體現金流量折現模型 ( Enterprise DCF model )、經濟利潤模型 

( Economic profit model )、調整後現值法 ( APV )、股東權益現金流

量折現模型  (Equity DCF model ) 及選擇權定價模型  ( Option 

valuation model )。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認為企業整體現金流量折現模型是

目前實務界中最廣為使用的企業評價方式，經濟利潤模型特別強調

企業是否創造超過其資金成本之報酬，調整後現值法則適用於評價

資本結構經常發生變化的企業，股東權益現金流量折現模型則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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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適用於金融機構的評價，例如：銀行業與保險業，選擇權定價模

型則強調管理彈性的價值應予以考量，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並預期選擇權定價模型未來將會取代傳統現金流量折現法。 

根據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採行企業整體現金流量折現法

之企業評價程序如下： 

步驟一、分析歷史績效：對被評價企業過去之經營績效進行

深入分析，以作為估計企業未來發展之依據。 

步驟二、預測未來績效：必須同時考量企業所處的產業環

境，企業本身的競爭優勢與劣勢，並且將企業的經營策略轉化

成預測性財務報表，從而計算出自由現金流量。 

步驟三、估計資金成本率：即計算加權平均資金成本 (WACC)。 

先找出資本結構之市值權重，接著估計非普通股資金的機會成本與

普通股權益資金的機會成本，即可得之。 

        WACC=Kd (1-t)(D/V) + Kp (P/V) + Ke (E/V) 

        其中 : 

        Kd：負債之資金成本 

        Kp：特別股之資金成本 

        Ke：普通股之資金成本 

        t  ：公司營利事業所得稅之邊際稅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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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負債市值 

        P ：特別股市值 

        E ：權益市值 

        V ：企業整體市值 (V=D+P+E) 

步驟四、估計繼續價值 ( Continuing value , CV ) 企業價值可分

成兩部分：包括明確預測期間 (explicit forecast period ) 、現金流量

之折現值及明確預測期間後 (after explicit forecast period ) 之現金

流量折現值，亦即繼續價值，繼續價值之估計方式如下： 

 

       CV=FCFt+1 / WACC-g 

       其中 

       FCFt+1 ：可明確預測期間後第一年之自由現金流量 

       WACC ：加權平均資金成本 

       g ：預期未來之永續成長率 

步驟五、計算及解釋結果，計算出企業整體價值後扣除非普通

股權益價值，如負債市值、特別股市值等，即得出普通股權益之價

值，評價結果之解讀必須配合決策內涵而定。 

 

（三） White, Fried, and Sondhi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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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提出三種企業評價的方法，分述如下： 

(1) 資產基礎的評價模型 ( Asset-based valuation models)  

在資產基礎的評價模型中，公司股東權益的價值係由企業當中各

項資產的公平市價減去各項負債之公平市價所得出。 

企業實質價值=資產-負債 

(2) 現金流量折現模型 

在現金流量折現模型當中，企業的價值係將未來預期的現

金流量折現而來。 

 

       V0 =Σ 

      其中 

         V0 ：企業實質價值  

         CFi：企業未來預期之現金流量 

          r ：折現率 

 

(3)   超額盈餘模型 ( The abnormal earnings model ) 

  超額盈餘模型係由股利折現模型轉變而來，此模型將公司股東權益

的價值分成期初帳面價值與超額盈餘折現值兩部分： 

∞ 

∑ V0 = B0 +   
t=1 

E 
( 1+ r ) 

CFi 

(1+r)i 

a
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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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Et –r*Bt-1      

    其中 

    E  ：  超額盈餘 

    Et ：  第 t期盈餘 

    r  ：  必要報酬率 

    Bt-1： 第 t-1期帳面值 

    V0 ： 企業實質價值  

    B0 ： 期初帳面價值 

 

（四） Stowe, Robinson, Pinto, and McLeavey （2002） 

    作者提出評價之流程： 

步驟一：了解該企業所屬產業之展望競爭態勢及該公司之營運策

略，利用以上之資訊與公司財務報表預測未來公司之營運績效。 

步驟二：預估公司未來營收、盈餘、財務結構。 

步驟三：選擇適當之評價模型。 

步驟四：將預估之財務資料轉化為企業價值。 

作者所提出之評價模型涵蓋： 

（1）股利折現模型   

包括： 

a 
t 

a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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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登成長模型 

2.多階段股利折現模型 

（2）現金流量折現模型  

包括： 

      1.公司自由現金流量折現模型 

      2.股東權益自由現金流量折現模型 

     並根據對未來自由現金流量的分配型態搭配，一階段模式、兩階

段模式、多階段模式等不同折現模式，以估算企業價值。 

（3）價格乘數法 

   包括： P/E P/B P/S及 P/cash flow 等各種方式，並指出價格乘

數法之運用在： 

       1.與相類似資產作比較，以判定標的資產價值是否高估、低估。  

       2.以標的資產未來預測的財務基本面要素，如獲利率、成長

率、風險性等，求算之真實價值所反應之價格乘數與目前之

價格乘數作比較。 

（4）殘餘所得評價模型（The Residual Income Valuation Model） 

     觀念上淨利需再扣除普通股股東之機會成本後謂之殘餘所得，與

所謂經濟利潤（economic profit）、超額盈餘（abnormal earnings）、經

濟附加價值（economic value added）意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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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部份 

（一）吳啟銘（民國 90 年）提出企業評價之流程： 

步驟一：企業評價前提包括超額報酬率分析、盈餘品質分析及財務

決策品質分析。 

步驟二：企業評價包括相對評價法與現金流量折現法。 

步驟三：綜合分析探討評價結果差異，推估評價區間。 

（二）林炯垚（民國 88）提出評估企業價值採用之標準可分為七種： 

    （1）公平市價：又稱潛在市場價值市交易實買賣雙方完成交易之

價值。公平市價於基準日，等於現金價值。 

    （2）法定價值：法令上裁定的價值，計算此一價值應設有計算現

值之折現率。 

    （3）投資價值：為特定投資人依其投資理由計算之價值。此一價

值與公平市價未必相等，係因對未來盈餘能力的估計，對風

險程度的認知、計算稅後盈餘方式、及其他管制作業的績效

認定不同所致。 

（4）真實價值或基本價值：採基本因素分析而得。評價時考慮影

響該項資產的重要基本因素，如：股東價值的評價重要因素

為公司資產價值、未來可能盈餘、未來可能股利收入、未來

可能成長率等四項。 



 13

（5）永續經營價值：以永續經營年限計算的評估價值，應包含無

形資產的商譽。 

（6）清算價值：公司終止營運後出售資產的價值，所有權人可得

的淨額。清算價值應扣除應計稅額，處理清算作業之管理成

本及佣金費用。 

（7）帳面價值：即會計價值。資產帳面總合減去折舊、攤提、與

總負債而得之權益帳面價值。是歷史成本觀念，受會計原則

改變之影響與公平市價之關係薄弱。 

林炯垚（民國 88）提出評價方法主要可分為四類： 

    （1）調整帳面價值法：每股權益帳面價值與每股市價偏離，調整

資產帳面價值等於市價的四種方法為： 

        1.調整反應會計客觀公平市價 

        2.調整反應重置成本價值 

        3.調整反應市場清算價值 

        4.調整反應企業策略綜效價值 

（2）現金流量折現法：包含下列四項 

    1.營運現金流量折現法：企業營運價值等於未來預期營運現

金流量現值之總合。 

    2.經濟利潤折現法：企業價值等於投資資本加預測經濟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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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值。 

    3.超額盈餘折現法：企業的價值決定於是否有能力產生超額

盈餘，而企業的市場價值與帳面價值的差異多半決定於企業

賺取超額報酬之能力。 

    4.現金股息折現法：股東權益的價值為未來可收取的現金股

息的現值，所以股價係投資股票未來現金股息折現為今日現

值的總合。 

（3）價格乘數評價法：可採用本益比（P/E）、價格除帳面價值比

（MV/BV）、市價與帳面淨值比（P/BV）。 

（4）選擇權評價法：應用選擇權評估企業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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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企業評價模型彙整 

 

    企業價值可分為兩種：一是基於繼續經營假設在可預見之將來公

司將持續其營業活動能創造之價值，稱之為繼續經營價值 

( going-concern value )；另一種稱之為清算價值 (liquidation value )，是

指企業處分資產還清負債之後的價值，此兩種價值中較高者即是企業

之公平價值 (fair value )。一般而言，企業藉由人力資本管理，運用公

司的資產所創造之繼續經營價值應大於清算價值，而本研究就目前較

常見之評價模型，分為兩大類：一、絕對評價模型；二、相對評價模

型，並作一彙整、說明。  

 

一、絕對評價模型 

    絕對評價模型係將企業，在未來所能產生之現金流量，予以折現 

作為企業評價之方法，主要包括：股利折現模型、自由現金流量折現

法、超額盈餘折現法。 

1. 股利折現模型 

(1) 方法：以預期未來公司每年發放之股利，除以適當之折現因子 作

為企業價值。 

(2) 適用對象：公司有發放股利 (有以往股利紀錄可查)，董事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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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立公司之股利政策，且股利之發放與公司之獲利能

力間有穩定一致之關係，通常適用於成熟型之公司，

非以取得公司控制權時。 

 (3) 優點：股利係投資人所能獲得之真實收益，本法已預期未來股

利作為未來現金流量，考量股利成長率及要求報酬率折

現後作為企業價值，符合財務理論之觀念。 

(4) 缺點：股利政策易受管理當局操縱，使得獲利能力與實際發放

股利並無一致性，對於不發放股利之公司其未來發放股

利之多寡與時機難以預測。 

 

2. 自由現金流量折現法 

    (1) 方法：以企業整體現金流量或股東權益現金流量折現值作為企

業價值。 

  (2) 適用對象：公司不發放股利； 

               公司有發放股利但其股利與股東權益之現金流量有

重大落差； 

               在預測期間內，公司之自由現金流量與公司之獲利能

力有穩定關係； 

               在為了取得公司控制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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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優點：可避免管理當局之操控與會計政策之影響，並考量企業

之成長性與時間價值。 

(4) 缺點：對於需要連續年度大量資本支出的公司其自由現金流量

常年為負數，而其自由現金流量轉為正數的時間點之預測

又有極大之不確定性，使得此一方法使用上受限制。 

 

3. 超額盈餘折現法 

  (1) 方法：利用完全剩餘 (clean surplus )之會計概念，以期初帳面

價值加上超額盈餘之折現值作為企業權益價值。 

  (2) 適用對象：公司不發放股利之情況下可作為自由現金折現法之

替代評價方法。 

               若公司在預測期間內其自由現金流量為負數。 

  (3) 優點：可與績效衡量指標結合，反應企業賺取超額盈餘之能力。 

  (4) 缺點：易受管理當局在會計實務上所允許之自由裁量影響，以

致於財務報表無法真實表達其真正經濟績效。 

 

二、相對評價模型 

    相對評價模型所隱函理念是相似的資產應該有相似之價格，係

運用公司財務資料與市價之比作為乘數，以該乘數乘以預期或已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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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訊據以估計企業價值，為避免偏誤，通常採用與受評價企業性

質相似企業之乘數作為依據。常見之乘數法有本益比法 (P/E)、市價

對帳面價值比法 (P/B)、市價對營業收入比法 (P/S) 等，此一方法適

用對象並無特定型態企業，且具有簡單使用方便之優點，但是也由於

過於簡略可能會產生較大之誤差。 

 

第三節 銀行業評價文獻探討 

 

（一） Damodaran (2001) 

Damodaran 認為在評價銀行業時有些特點與一般產業不同 ： 

（1）因產業特性使得負債與再投資之定義較困難，以致於對銀行現

金流量之估算也較困難，銀行之負債並不宜視為資本之來源，其

性質較似於可加工之原料。銀行吸收存款，可以轉換為較高價格

之金融產品 (放款) 出售，以獲取利潤。所以對銀行而言，資本

的定義應只包括權益部份。 

（2）銀行業是受到高度法律管制之行業，如：銀行設立需先經主管

機關核准並遵循銀行法、有價證券投資及企業投資項目亦受到限

制、須維持最低之自有資本比率等，就評價角度而言，銀行業之

成長因受法令限制其再投資項目法令之改變將對銀行之價值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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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影響，就以現金流量折現模型評價而言，法令之限制將影響其

現金流量，又因為再投資項目受限制，權益報酬率偏低，致使其

成長率也受影響。 

（3）銀行之備抵呆帳損失準備，其提列年度不一定與呆帳實際發生年

度相同，惟長期間觀察，提列數與真正呆帳損失應會相當。故提

列呆帳會使得當年度盈餘被扭曲，景氣較佳時，呆帳發生較少，

使得盈餘低列，景氣較差時實際呆帳較多，盈餘反而會高估，進

而使得權益報酬率受到扭曲，致使權益之評價受到影響，而最快

的解決之道是依實際損失調整估計其淨利數字。  

（4）銀行係依法令規範而設立，享有一些排他性之政府補助或是必須

從事一些低於市場報酬之投資，而這類補助與投資項目會影響銀

行的價值，評價時應將這類補助與投資所產生之現金流量與一般

營運項目分別評價。 

 

（二）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2000）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認為對外部人而言，銀行業評價之

困難在於難以掌握銀行授信品質，利率期間結構對預期現金流量之

影響，以及不同部門間難以判斷何者在創造價值，何者在破壞價值。 

      銀行業之存款債務並不是屬於一般之融資負債，銀行的負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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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也可以創造價值，而且銀行存款如：支票存款並不計息，整體存

款之資金成本較難估算，若連同存款之資金成本估算出現小幅誤

差，將造成整體銀行價值之重大影響。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認為銀行業資評價宜採用股東權

益現金流量折現法，亦即先估算屬於股東權益之現金流量，再以股東

權益資金成本予以折現，而屬於股東權益之現金流量係指稅後淨利，

加非現金支出減資產負債表中當期增加之現金流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