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企業評價理論 

企業評價的方法大致可分為四類：第一類以企業之資產成本為依

據，稱為資產價值評價法；第二類是以企業未來的獲利能力為依據，稱

為折現價值法；第三類是以股票的市場價格為依據，再與相同或類似企

業的乘數比較，稱為市場法與市場比較法；第四類則視股東權益為買進

選擇權，稱為選擇權訂價模式。以下分別予以說明： 

一、資產價值評價法（Asset Appraisal Approach） 

Bradford Cornell（1993）認為評價企業最直接的方法為利用資產負

債表資訊，亦即將企業的帳面價值加總，進而得到企業的總體價值。但

帳面價值常會因通貨膨脹、技術改變以致資產過時、及未考慮組織資本

(由員工、顧客、供應商及經理人共同創造出來的價值)等因素，與市價相

去甚遠，因此 Cornell 另提出清算價值與重置成本兩種調整帳面價值法。 

（一）帳面價值法(Book Value Approach) 

帳面價值係指投資者對公司請求權(投資者請求權負債、普通股

股本、特別股股本)的價值總和，此值亦可由淨資產總和減去非投資

者請求權負債(流動負債、遞延所得稅)求得。 

（二）清算價值法 

清算價值係指當企業停止營業時，將企業資產進行清算變賣所獲

得的金額償還負債後，所剩餘可供分配給股東的價值。 

（三）重置價值法 

重置價值等於資產重置總價值扣除負債重置總價值。 



表 2-1  資產價值評價法比較 

  優點 缺點 適用時機 

帳
面
價
值
法 

1.計算簡單客觀； 

2.資料取得容易。 

1.帳面價值並不等於市價；

2.忽略了繼續經營價值； 

3.會計處理方式不同，可能

會造成帳面價值的差異；

4.無法顯示因投資獲利以  

致實質價值增加的情形。

1.企業剛成立，帳面價值

與市價差異不大時； 

2.固定資產比率大的企

業。 

清
算
價
值
法 

1.資產評價較符

合現有成本；  

2.反映出企業的

變現價值。 

1.清算價值不易衡量；   

2.忽略了繼續經營價值； 

3.忽略了組織資本價值。 

1.企業將破產或已經破

產時；               

2.企業將結束營業。 

重
置
價
值
法 

資產的評價較符 

合現有成本。 

1.重置價值不易衡量；    

2.忽略了繼續經營價值； 

3.忽略了組織資本價值。 

1.企業可能被購併，且資

產重置價值大於獲利

價值時；             

2.企業欲結束營業但不

急於脫手求現時。 

 

二、折現價值法（Discounted Value Approach） 

Wiese（1930）提出證券的真實價值為其未來收益的折現值，開啟了

折現價值評價方法在企業評價的應用。按企業獲得之收益定義的不同，

折現價值法大致可分為：股利折現法、現金流量折現法、會計盈餘折現

法、調整現值法，以下分別予以說明。 

（一）股利折現法（Dividend Discounted Method） 

Williams(1938)提出股票的價值應為其未來股利的折現值。此法認

為投資者購買股票的唯一目的為無限期持有，而股利為唯一的獲利來

源，因此，將投資者未來能獲得之無限期股利折現後，扣除負債即為



股東權益價值。按未來股利成長型態之假設不同，可將股利折現法再

分為固定成長模式與多階段成長模式兩種(吳啟銘，2001)。 

（二）現金流量折現法（Discounted Cash Flow Method） 

Aswath Damodaran（1994）提出資產的價值為該資產未來現金流

量的折現值，並由此發展出股東權益價值法以及企業價值法。前者係

將權益現金流量，以權益資金成本折現後，求得股東權益價值，包括

股利折現法及股東現金流量折現法；後者則將公司獲得的現金流量，

以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折現後，求得企業整體營運價值，再扣除負債進

而得到股東權益價值，即現金流量折現法。Copeland＆Koller＆Murrin

（1994）亦提出相同理論，稱之為權益法（Equity Approach）及實體

法（Entity Approach），並指出實體法較能看到價值創造過程。 

（三）會計盈餘折現法（Accounting-Base Discounted Method） 

Pratt 認為，當盈餘的定義近似經濟收益時，該盈餘為評估企業價

值的最佳變數，企業價值即為未來各期所能創造的會計盈餘折現值。 

（四）調整現值法（Adjusted Present Value Method） 

Timothy A. Luehrman（1997）將公司的現金流量分成兩大部份：

由營運而來的「實際現金流量」及伴隨融資活動而來的「相關現金流

量」，並將每一部份依其相對應的風險加以折現。 

 

 

 

 



表 2-2  折現價值法比較 

  優點 缺點 

股
利
折
現
法 

1.資料取得與計算容易； 

2.能反映股票對投資人的實質

價值。 

1.不適用於未發放股利之企業；       

2.未來的股利預測不一定準確；       

3.股利政策係人為決定，而且不穩定；

4.發放股利並不代表企業價值提升； 

5.台灣股市投資者較少長期持有股票。

現
金
流
量
折
現
法 

1.資料取得容易；           

2.折現率同時反映資金成本與

風險；                   

3.易反映企業營運資金狀況；

4.企業較無法操縱現金流量，

故能反映企業實際收益。 

1.計算複雜；                      

2.現金流量預測不一定準確；         

3.不適用剛成立或不具正盈餘之企業；

4.主觀判斷之變數多；               

5.企業價值未必主要來自營運價值。 

會
計
盈
餘
折
現
法 

1.計算較容易；            

2.企業盈餘越多，表示企業獲

利越佳，企業價值也越高；

3.較股利折現法更能反映企業

實際的收益狀況。 

1.易因會計處理方法不同而有差異；   

2.盈餘無法及時因應通貨膨脹做調整；

3.盈餘不能反映企業的營運現金流量。

調
整
現
值
法 

1.可個別衡量融資決策效果；

2.可避免 WACC 之武斷估算的

缺點。 

1.未必能計算出零舉債的股東權益資金

成本； 

2.舉債的破產成本不易衡量； 

3.仍須考量最適資本結構。 

 

三、市場法及市場比較法 

（一）市場法(Market Appraisal Approach) 

市場法又稱股票和債券法(Stock and Debt Approach)，係根據市場效

率假說：長期而言，公開交易證券的價格最能反映企業真實價值，因此

企業價值即為流通在外證券之市價總和。 



（二）市場比較法(Market Comparative Appraisal Approach) 

市場比較法又稱直接比較法，或是相對評價法。係根據相似企業之

股票市場價格，再依目標企業特性調整價格，便可得出目標企業股票的

理論價格。實務上，若無法找到相似企業時，則可將企業過去的財務表

現與市場價值連結起來以獲得市場乘數，再將市場乘數乘上當期的財務

表現，便可得到當期的市場價值估計值。 

一般較常用的市場乘數有本益比、市價/帳面價值比及市價/銷售額

比，其他像市價/現金流量、市價/股利、市價/重置成本亦可做為市場乘

數。Damodaran 指出，在相對評價法中，盈餘水準、可比較公司數目、

市場價值可靠度、及企業性質為選擇模式的重要考量因素。以下乃就常

用之市場乘數分別予以說明。 

1.本益比法（Price/Earnings Ratios）  

本益比係指市價除以每股盈餘之值，將目標企業應有之本益比，

乘以目標企業每股盈餘，便可得出目標企業的每股理論價格。 

2.市價／帳面價值法（Price/Book Value Ratios）  

市價／帳面價值法又稱股價淨值比法，係指市價除以股東權益價

值之值，將目標企業應有之市價/帳面價值比，乘以目標企業每股帳面

價值，便可得出目標企業的每股理論價格。 

3.市價／銷售額法（Price/Sales Ratios）  

市價／銷售額比係指市價除以銷售額之值，將目標企業應有之市

價／銷售額比，乘以目標企業之銷售額，便可得出目標企業的每股理

論價格。 

 



表 2-3  市場法與市場比較法之比較 

  優點 缺點 

市
場
法 

資料取得與計算容易且客觀。市場法的假設並不符合現實世界。 

本
益
比
法 

1.資料取得與計算容易；    

2.為一簡易判斷股票價格是

否便宜或太貴的指標，且易

於比較相似企業；        

3.本益比可以作為企業風險

及成長性的代理變數。 

1.不適用於每股盈餘為負值的企業；   

2.會因會計處理方法不同而有差異；   

3.誤以為毋須對企業風險、成長率、股

利發放率做假設；                 

4.易反映市場情況，但預測也可能錯誤；

5.盈餘變動會使得本益比變動劇烈；   

6.本益比會受到股利發放率的影響；   

7.易被誤用在比較不相似的企業。 

股
價
淨
值
比
法 

1.若企業間採用一致的會計

處理方法，此法可用來比較

企業間價值；            

2.適用於企業盈餘為負時。

1.不適用於每股帳面價值為負的企業；

2.不適用於採不同會計處理方法的企

業； 

3.盈餘長期為負時，權益帳面價值亦有

可能為負； 

4.企業可操縱 ROE 以提高股價淨值比。

市
價/

銷
售
額
法 

1.適用於大部分企業；      

2.銷售額不易操縱，較不受會

計處理原則差異所影響；  

3.較本益比變動小，信度佳；

4.在營運或定價策略上，此法

為一相當好的檢視工具。

當企業出現成本管控問題時，盈餘或價

值可能已經下降了，但企業的收入卻不

會減少，因此易導致錯誤的評價。 

 

 

 

 

 



四、選擇權定價法（Option-Pricing Model） 

 1973 年時，Black-Scholes 就將選擇權應用於衡量股價。Aswath 

Damodaran 於 1994 年提出，可將股東權益價值視為一買進選擇權，標的

物為企業價值，執行日期為負債到期日，而執行價格為負債價值。在執

行日期，若企業價值大於負債價值，則股東願意屢約，亦即支付負債之

本利和，將企業價值扣除負債價值即為股東權益價值。但若企業價值小

於負債價值，則股東將放棄此選擇權，亦即將公司清算以償還債務，股

東也無法獲得任何收益。Timothy A. Luehrman（1997）認為此一技術尚

未成熟，因此應在 DCF 分析後使用，且以 DCF 的結果作為其投入要素。 

(一)優點 

1.資料取得容易，適用範圍較廣； 

2.同時考慮到貨幣的時間價值及違約風險。 

(二)缺點 

1.Black-Scholes 提出之模式並未考慮到股東提前拿回股本或發放

股利的情況，所以必需再做調整； 

2.計算複雜，觀念不易瞭解； 

3.無風險利率之代入值有多種； 

4.企業資產的市場價值係用現金流量折現值代入，所以亦具有現 

金流量折現法的部分缺點。 

 

 

 

 



第二節  國內實證文獻 

在企業評價之國內實證文獻方面，大致上以一般產業、特定產業、

及新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主要在探討各種評價模式的適用性，以及影

響股價的關鍵因子等。本研究整理國內相關文獻如下： 

一、林志隆(1998) 

該研究採用現金流量折現法，評估 1992 年至 1994 年的新上市公司

理論價格，並以評估誤差、MAEs、MSEs、MAPEs 及 ratio of MPEs 為衡

量指標，與證期會承銷價格公式計算出之價格以及議定價格進行不同模

式間的績效比較。實證結果發現，承銷價格計算公式之計算價格及議定

價格與市價的誤差，較現金流量折現法求得之理論價格與市價的誤差大。 

二、詹麗玲(1999) 

該研究以塑膠業、鋼鐵業及電子業為研究對象，採用股利評價模式

評估各公司股價之理論價值，並探討其與實際股價的差異與原因，最後

再探討股利評價模式對不同產業之適用性。實證結果發現：若公司以發

放現金股利為主，則公司之理論值與實際值差異較小；但若公司以發放

股票股利為主，則易受到市場因素之影響，因此股利評價模式的適用性

較差。在產業方面，塑膠業與鋼鐵業較適合用股利評價模式，但電子業

則較不適用。 

三、蔣欣孜(1999) 

該研究以國內十家半導體公司為對象，採用六種評價法來評估股票

理論價值，並比較理論價值和實際股價的差異：現金流量折現法、會計

盈餘折現法、本益比法、價格／帳面價值比法、價格／銷售額比法、選



擇權訂價法。由 Theil＇s U 值中發現，價格／帳面價值比法誤差值最小，

其預測績效遠超出其它的評價模型，此外，在半導體業景氣大好時，現

金流量折現法的預測績效較佳。 

四、邱建欽(2000) 

該研究以台灣機電產業，並於 1999 年底前上市的 22 家公司為研究

對象，採用現金流量折現法、會計盈餘折現法、本益比法、價格／帳面

價值比法、價格／銷售比法，以及選擇權定價法來評估股票理論價值，

並比較理論價值和實際股價的差異。從預測績效指標 Theil＇s U 值中發

現：價格／帳面價值比法為最佳的預測模式，其次為價格／銷售比法，

而會計盈餘折現法則為最差之預測模式。 

五、吳匯寧(2001) 

該研究分別採用現金流量折現法，並利用替代性乘數取代本益比，

以及選擇權評價模式來對網際網路公司 Yahoo!進行評價，並進行敏感性

分析。實證結果發現：無論是利用傳統的財務評價模型，包括改良後之

現金流量模型以及相對評價法，或是利用新發展的選擇權評價模型來估

計網際網路公司的價值，所計算的結果均低於公司在市場上的價格，顯

見網際網路公司的市場價格的確有過度高估的現象。 

六、鄭秋道(2001) 

該研究以光儲存媒體產業 4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編製個案公司未來

五年之財務預測報表，並透過現金流量折現法、經濟利潤折現法、本益

比法、股價/帳面價值比法、以及股價/銷售額比法，評估企業股價的真實

價值。 



七、蔡文賢、林建煌、蔡佳靜(2001) 

該研究分別使用現金流量、權益帳面價值、權益市場價值、以及帳

面價值/市場價值當作規模的代理變數，以探討台灣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規

模效果。實證結果發現：不論利用現金流量、權益帳面價值或權益市場

價值當作代理變數，均呈現出不具規模效果的情形；若將帳面價值/市場

價值當作代理變數，則可發現規模愈大報酬率愈高的現象。 

八、周佳穎(2002) 

該研究以半導體產業 15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採用現金流量折現法、

會計盈餘折現法、常續性利益法、本益比法及選擇權定價法來評估股票

理論價值，並比較理論價值和實際價值的差異。從預測績效指標 Theil＇

s U 值中發現：應以常續性利益法作為 IC 上游和中游的最適評價模型，

對於 IC 下游則建議以現金流量折現法作為最適評價模型。最後則以最適

評價模型分別應用在上游之偉詮電，中游之聯電和下游之致茂三家個案

公司，探討其在 2001 年底之實值價值。 

九、邱志忠(2002) 

該研究採用 Schwartz & Moon(2000)之連續時間下的實質選擇權評價

法，且在營業收入的波動中加入跳躍過程，來評估網際網路公司的股價。

實證結果發現：加入跳躍過程後，相較於 Schwartz & Moon 模式，評價

誤差減少了。 

十、陳英林(2002) 

該研究以生物科技產業 4 家公司為研究對象，利用現金流量折現

法，採銷售導向及盈餘導向二種模式，依據最樂觀、最可能發生及最悲



觀三種情境，評估合理股價。再將其與實際價格做比較，以推論股價的

合理性及目前股價隱含的銷售成長率與盈餘成長率，最後則以龍捲風圖

來進行敏感性分析。 

十一、熊嫦玲、劉德明(2003) 

該研究以台灣 14 個產業中的 39 家上市公司為對象，利用現金流量

折現法(DCF)、超常盈餘折現法(AE)及相對比較法中的本益比法(PE)，來

評估上市公司股票的合理價格。實證結果發現：三種評價法與市價間確

存在差異，AE 與 DCF 短期對上市公司股價的解釋力不高，但依據此二

模式來選股仍有獲取超額報酬之機會，但長期則回歸合理價格。 

 

 

 

 

 

 

 

 

 

 

 

 

 

 



第三節  國外實證文獻 

國外實證文獻的研究，主要針對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修改評價模

式以進行評價與深入的探討。本研究整理國外相關實證文獻如下： 

一、Block(1995) 

該研究以 1949 年至 1962 年間 30 家 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s 公

司為對象，檢驗價格/帳面價值比、本益比、股東權益報酬率、成長率與

盈餘變動之間的關係。實證結果發現：獲利引導權益資產的支付價格。

股東權益報酬率直接影響本益比，並影響成長率，而且與盈餘穩定性呈

現一致型態。本益比與股東權益報酬率呈現非線性關係，價格/帳面價值

比與股東權益報酬率呈現線性關係，故市場乘數應為價格/帳面價值比。 

二、Fama & French(1995) 

該研究以 1961 年至 1991 年間，列在 Comprstat 至少兩年的上市公司

為研究對象。利用時間序列迴歸分析，探討企業的市場價值及帳面價值/

市場價值比等因素，是否會影響其盈餘和報酬率。實證結果發現：如果

市場是理性的，則兩者的型態必能以盈餘的方式來解釋。市場價值對報

酬有解釋力，但帳面價值/市場價值比則無。長期而言，低市場價值/及帳

面價值顯示高盈餘，而高市場價值/帳面價值則顯示低盈餘。 

三、Kaplan & Ruback(1995) 

該研究以美國 1938 年至 1989 年 51 家高槓桿交易公司為對象，採用

APV 及公司比較法計算企業價值並與交易價值比較，再由交易價值預測

現金流量。實證結果發現：APV 法所計算出的企業價值與交易價值差距



不到 10%，且評價績效不輸給公司比較法，集中趨勢也較高。此外，研

究亦發現，權益市場報酬率高於債券市場報酬率(7.55%）。 

四、Lee & Swaminathan(1999) 

該研究以道瓊工業指數 30 家企業為對象，將經濟利潤模式修正，並

以股利折現模式來描述實質價值。採用系統性的 Bottom-Up 方法，預測

未來盈餘以及不同時間的利率水準。實證結果發現：1971 年至 1998 年

約 28 年間，各種傳統的基本面指標所衡量的價值，最後都與原先獨立出

去的股價相配合，此亦證明長期之下，股價必定會回歸價值線。 

五、Bebchuk(2000) 

破產處理程序的主要目標有二個：在事前的效率方面，要使價值得

到最適的分配；在事後的效率方面，則要使企業價值極大，也就是以最

少的時間及成本來使資產得到最有價值之處置。該研究主要探討如何以

選擇權法來改善事前及事後的效率。 

六、Kellogg & Charnes(2000) 

該研究以 Agouron Pharmaceuticals 公司為對象，將新藥的開發視為

購買成長選擇權，採用決策樹法(DTM)以及二元點陣法(BLM)來評估生

物科技公司的股價，比較評價模型求得之理論價格與股票市價的差異。

實證結果發現：在新藥研發初期，理論價格與市價相近，但新藥研發進

入臨床實驗後，理論價格就會逐漸低於市價。DTM 的誤差範圍從+1.3%

至-55.6%，而 BLM 為+4.3%至-54.4%，實質選擇權模式可視為一種創新

的評估方式，並可用來評估生物科技公司的股價。 



七、Schwartz & Moon(2000) 

該研究以網路企業為研究對象，利用實質選擇權理論與資本預算技

術，建立一個連續時間模型，接著進行離散時間模型的逼近，估計模型

的參數，再作蒙地卡羅分析，得到目標企業的理論股價，最後進行敏感

度分析找出影響理論股價的關鍵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