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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係採用 Stowe, Robinson, Pinto, and McLeavey（2002）

所提出之殘餘所得評價模型，並參考 Damodaran (2001) 對銀行業評

價所提出之相關論點，作為銀行業股東權益價值評價之基礎。 

 

第一節 研究步驟與設計 

 

一、研究對象 

(1)彰化銀行 

創設於民國前七年，原名「株式會社彰化銀行」，迄今已歷一百

年。民國三十四年台灣光復，次年十月該行成立彰化商業銀行籌備

處，由林獻堂先生擔任籌備主任，並由政府接收日籍股東之股份。民

國三十六年二月舉行創立股東大會，同年三月正式改組成立彰化商業

銀行，資本總額定為舊台幣壹仟伍佰萬元。 

民國三十八年六月實施幣制改革，發行新台幣，民國三十九年十

二月將資本總額調整為新台幣貳佰肆拾萬元。民國八十六年十二月，

台灣省政府將持有之彰銀普通股股票進行公開招募，以執行公營事業

民營化之政策，民國八十七年一月一日該行正式改制民營。目前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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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共有 175個分行，資本總額為新台幣 49,594,756,000元。 

近來彰化銀行為發行全球存託憑證（GDR），就定價問題與外資

之間看法頗為分歧，外傳之價格約在每股新台幣八元至十四元之間，   

本研究擬就彰化銀行之真實價值作一探討。 

(2)萬泰銀行 

創立於民國八十年間，八十一年二月正式對外營業。原係以

商業銀行型態致力於工商企業與社會大眾之金融服務。自八十四

年起調整經營策略，改以「個人金融專業銀行」為定位及中期發

展核心，而以綜合銀行為長期發展目標。 

萬泰銀行最具特色之產品為現金卡，去年底現金卡發卡量達

一百三十七萬張，現金卡放款餘額為六百九十二億元，在其他銀行同

業陸續跨入現金卡業務後，萬泰銀行現金卡市占率由前年底的四○％

降至二九％，在金卡放款業務上，成長幅度僅達一二．六％，但仍維

持市場領先者地位。 

近來該銀行成為國內首樁成功引進外資，取得經營主導權之金融

機構。萬泰銀昨董事會決議，將以私募方式、辦理七十二億元現金增

資或 GDR。據了解，參與認次萬泰銀現增認購的對象，是過去曾經

提及業務合作，且對台灣金融市場抱持高度企圖心的美國奇異資融

（GE CapitalCorporation）；若順利完成募集，GE Capital將超越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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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車許勝發家族，成為持股二八．八％最大單一股東，明年計劃將持

股再提高至四九％。本研究擬對該銀行之真實價值作一探討，並對其

可能之經營策略對其價值之影響作一研究。 

 

二、研究步驟 

步驟一：對個別銀行財務報表進行盈餘品質分析，以評估管理當局對

於報導盈餘或是帳面價值的會計政策是保守或是積極，評估

其帳面所顯示之超額盈餘或 ROE能否持續，以及是否因保

守的會計政策而有低估或者因積極的會計政策而可能出現

逆轉。 

步驟二：估計權益資金成本。 

步驟三：預測終期以前之未來盈餘或 ROE及預測終期以前的帳面價

值成長情形。 

步驟四：利用簡化假設對終期以後之盈餘或 ROE以及帳面價值成長

率進行預測。 

步驟五：利用權益資金成本估計超額盈餘，並用以求算現值，在超額

盈餘法下，公司權益之價值等於目前帳面價值加上超額盈餘

之折現值，或以目前帳面價值加上目前帳面價值乘以超額

ROE與目前帳面價值成長率乘積之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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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六：本研究所採取之模式如下： 

        Vt = Bt +                 +  

              

+                              +．．．．．． 

 

其中 

     Et［．］為 t 年之期望值 

Vt為 t 年之權益估計價值 

Bt為 t 年之帳面價值 

re為權益資金成本 

ROEt為預期七年之 ROE 

gt+n為( t+n-1)年到(t+n)年的帳面成長率＝ 

 
 

步驟七、解釋與評估評價之結果。 

 

三、評價期間 

    受限於財報之取得，本研究之評價年度定為民國九十三年。 

 

第二節 研究變數與操作定義 

一、估計股東權益資金成本 

Et (ROEt+1－re) 
1 + re 

Et (ROEt+2－re)(1+gt+1) 
( 1 + re )2 

Et (ROEt+3－re)(1+gt+1)(1+gt+2) 
( 1 + re )3 

( Bt+n－Bt+n-1 ) 
 Bt+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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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以折現法進行企業評價時，折現率的採用必須與現金流量

之定義互相配合，本研究係以商業銀行為評價對象並採用超額盈

餘法，故在計算折現率時應採用股東權益資金成本，以茲配合。 

在本研究中根據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之見解，估計

股東權益資金成本率時，有四種常用之方法： 

1.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 

2. 套利定價模型 (Arbitrage pricing model, APM) 

3. 股利值利率模型 (Dividend yield model) 

4. 盈餘對股價比率模型 (Earnings-to-price ratio model) 

並建議採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或套利定價模型。 

    本研究則採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估計股東權益資金成本，根

據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估計方法如下： 

Ks = Rf+［E(Rm)-Rf］*ß    

其中 Ks ： 股東權益資金成本率 

Rf ： 無風險報酬率 

E(Rm)： 市場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率 

［E(Rm)-Rf］： 市場風險溢酬 

ß ： 個別公司之系統風險 

以上式估計股東權益資金成本時，尚需考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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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無風險報酬率 

     依照 Copeland, Koller, and Murrin 之見解，採用十年期政府

公債殖利率作為無風險報酬率之估計值，因此本研究以九

十二年十年期中央政府公債次級市場全年平均利率作為無

風險報酬之估計值。 

2. 市場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率 

     本研究中，市場投資組合之預期報酬率之估計係以過去十

五年台灣加權指數之平均報酬率作為估計值。 

3. 個別公司之系統風險 

  個別公司之系統風險係指在某一特定時間內，個股報酬受

到系統性風險影響之大小，亦即市場報酬變動時，個別公

司之預期報酬率同時發生變動之程度，本研究係採民國

90、91、92三年期間台灣加權股價指數之月報酬率為自變

數，同時期之個股月報酬率為應變數，利用迴歸分析求取

斜率估計之。 

 

二、超額盈餘之估計 

本研究採用超額盈餘法進行評價，其中帳面價值係以 92 年

底之個股帳面價值為基礎，並不考慮増減資，買回庫藏股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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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結構之變化，並且假設個股之年度盈餘將全部予以保留。 

於估計預測期間之超額盈餘主要係依據該公司目前之獲利

能力，考量個別銀行帳列備抵呆帳數與可能發生之實際損失，加

以調整而得。 

依照 Stowe, Robinson, Pinto, McLeavey 之見解超額盈餘之

估計有四種模式： 

1. 超額盈餘為正數並持續無限期。 

2. 預測期間之後超額盈餘為零。 

3. 超額盈餘逐漸衰退至零亦即 ROE收斂至股東權益資金成

本率。 

4. ROE收斂至產業之平均數。 

因為以超額盈餘法評價時係以目前帳面價值加未來超額盈

餘之折現值，在預測期間後所產生之折現值實際上所占比重不

大，且銀行業並無產品間之重大差異亦無獨特之競爭優勢可作為

未來持續產生超額盈餘之基礎，故本研究在預估未來 ROE時，

採用上述 2預測期間之後超額盈餘為零之模式。 

三、計算並解釋結果 

    超額盈餘法之評價過程中只要知道目前的 ROE資料，預測

未來 ROE可能的變化，及權益帳面價值之成長率，即可得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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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公司之價值。  

而 ROE可依據財務分析中之杜邦模型予以拆解，應用於銀

行業經營管理，參考俞喬、邢曉林、曲和磊 (民國 91 年) 對銀

行業 ROE之見解： 

ROE=ROA*EM 

ROA=PM*AU 

PM= 稅後淨利 / 總收入 

= 1–利息支出係數–非利息支出係數–稅收係數–備抵呆帳係數  

AU= 總收入 / 總資產 

=（利息收入/ 總資產 ）+（非利息收入/ 總資產） 

其中 EM= 銀行總資產 / 銀行股東權益 

利息支出係數= 利息支出 / 總收入 

非利息支出係數= 非利息支出 / 總收入 

稅收係數= 所得稅 /總收入 

備抵呆帳係數= 備抵呆帳 / 總收入 

利息收入係數= 利息收入/ 總資產 

非利息收入係數= 非利息收入/ 總資產 

本研究將依照上述 ROE之拆解按不同之情境予以分析解讀，以

了解經營管理者採行各種不同營運策略情境下，股東權益價值的

變化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