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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研究設計 

本章主要說明選取之研究樣本與資料蒐集來源，並針對採用之企業

評價模式，詳細說明其計算式與變數定義。 

第一節  研究樣本與資料蒐集 

一、 研究樣本 

台灣行動通訊產業自 1997 年電信自由化始漸有起步，在政府積極發

展與國內廠商的努力之下，我國行動電話代工實力直至近期終受肯定。

本研究乃就台灣地區以行動電話製造為主要營業項目，並於 2003 年 12

月 31 日底前上市（櫃）之行動電話製造業者為選取樣本：明基電通股份

有限公司(1996 年 7 月 22 日上市)、大霸電子股份有限公司(1991 年 7 月

16 日上櫃)、華寶通訊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12 月 9 日上市)。 

二、 資料來源 

(一)樣本公司資料 

1.評價分析時所需資料，如財務報表、歷史收盤價、貝他係數，皆自「台

灣經濟新報（TEJ）資料庫」與各樣本公司之「財務報告書」取得。 

2.各樣本公司之「公開說明書」與「股東會年報」。 

(二)產業資料 

1.總體經濟變數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與政府出版刊物。 

2.資策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資料庫。 

3.各樣本公司之「股東會年報」。 

4.「經濟日報」與「工商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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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評價模式設計 

由於企業未來的成長價值，佔其市場價值 70%以上(O'Bryne, 1996），

而且折現價值法同時考慮到企業的獲利能力、成長性及風險等因素，所

以一般認為是較佳的企業評價方法，故本研究採現金流量折現模式為評

價模式。 

自由現金流量按企業與股東角度不同，有不同的定義，本研究按企

業角度將企業未來可獲得的自由現金流量加總後，再利用加權平均資金

成本折現以求得企業整體營運價值。其計算方法如下： 

其中，V0 ＝ 企業整體營運價值 

n ＝ 經濟資產年限 

CFt ＝ 第 t 期自由現金流量 

 

上式為現金流量折現模式的基本模式，另依據未來自由現金流量的

分配型態，又可分為無窮期、一階段、兩階段以及多階段折現模式。行

動通訊產業屬於高科技、高成長、高獲利的產業，因此本研究採用三階

段折現模式，設定第一階段有 4 年、第二階段有 6 年，第三階段為 10 年

以後。此外，依據自由現金流量估算方法之不同，本研究再分別以銷售

導向(Rappaport 估算法)與盈餘導向(Copeland 估算法)兩種模式，並按照

樂觀、最可能發生及悲觀三種情境來進行評價。 

本研究假設樣本公司在第三階段的投資支出淨現值等於零，亦即採

取零投資零成長策略，三階段評價計算方法如下： 

1(1 )

n CFt
tt WACC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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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V0 ＝ 企業整體營運價值 

FCFi ＝ 第 i 期自由現金流量 

    FCFj ＝ 第 j 期自由現金流量 

  WACC ＝ 加權平均資金成本，即折現率 

 

將計算出的企業整體營運價值，加上現金及約當現金、理財活動資

產，再減去融資負債，即可得出企業價值。最後再將企業價值除以在外

流通股數，便可求得企業每股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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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變數操作性定義 

一、自由現金流量(Free Cash Flow, FCF) 

(一) Rappaport 估算法 

自由現金流量＝上期銷售額×(1+銷售成長率)×邊際利潤率× 

(1-現金稅率)-投資支出 

其中，投資支出＝新增銷售收入×投資率 

(二) Copeland 估算法 

自由現金流量＝NOPLAT+折舊攤提-投資支出 

其中，投資支出＝NOPLAT×再投資率 

 

二、稅後淨營業利潤 (Net Operating Profits Less Adjusted 
Taxes, NOPLAT) 

NOPLAT 之計算以現金為基礎，且不含業外損益與稅負效果，計算

方法如下： 

NOPLAT＝本業息前稅前盈餘(EBIT)-本業息前稅前盈餘稅額 

+遞延稅負變動數 

 

三、投入資本(Invested Capital) 

投入資本與 NOPLAT 計算基礎一致，計算方法如下： 

投入資本＝淨營運資金+固定資產淨額+其他資產淨額 

其中，淨營運資金＝營運用途的流動資產 - 不付息的流動負債 

    固定資產淨額＝固定資產的淨帳面價值 

其他資產淨額＝由營業活動所發生的其他資產扣除其他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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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投入資本報酬率(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ROIC) 

 

 

五、資金成本 

本研究採用企業的角度計算自由現金流量，以求得企業整體營運價

值。為維持定義一致，因此在計算資金成本時，需考量負債與權益資金，

故折現率應為稅後加權平均資金成本(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WACC)，亦即稅後負債資金成本乘以負債權重，加上權益成本乘以權益

權重，表示方式如下： 

其中，Ks＝股東權益資金成本 

   Kd＝負債資金成本 

   Tc＝有效稅率 

  S/V＝股東權益占企業價值比重 

D/V＝負債占企業價值比重 

 

此外，WACC 的估算，需符合下列原則： 

1. WACC1＞WACC2＞WACC3 

2. β1＞β2＞β3＝1 

2. 第一階段 Ks  >第二階段 Ks  >第三階段 Ks 

 

 

NOPLATROIC
Invested Capital

＝

(1 )DWACC K K Ts cdV
× + × −S

＝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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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東權益資金成本 

投資人所能接受的普通股最低報酬率，即為股東權益資金成本，由

無風險利率、市場風險溢酬以及市場風險組成，其可以 Copeland，Koller

及 Murrin (2000)提出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表示。 

 

 

其中，Rf ＝無風險利率 

Rm＝市場平均報酬率 

β＝貝他係數，即市場風險(又稱系統風險) 

1.無風險利率(Rf) 

本研究採用 Copeland，Koller 及 Murrin (2000)之建議，以 2003

年 12 月之 10 年期政府公債殖利率 2.16%做為無風險利率。 

2.市場風險溢酬(Rm-Rf) 

基於幾何平均數是過去績效表現的正確衡量方式，以及資本資產

定價模式的限制，即長期之股票市場風險溢酬必須為正數。本研究採

17 年幾何平均報酬率 10.74%做為市場平均報酬率(Rm)，並求得市場

風險溢酬為 8.58%。 

3.貝他係數(β) 

本研究採評價日前 60 個月的數據，以加權指數月報酬率為自變

數，各樣本公司股票月報酬率為應變數，迴歸分析計算斜率，以求得

明基與大霸公司之第一階段β係數。華寶公司因上市期間較短，故僅

( )K R R Rs mf f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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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 11 期數據；第三階段之β係數，在回歸總體經濟之假設下，均設

定為 1；第二階段β係數則按照第一階段與第三階段數據的四分位

數，分別設定樂觀、最可能與悲觀情境下的數據。 

表 4-1  樣本公司β係數三階段設定 

樣本公司     β係數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樂觀 最可能 悲觀   

明基 1.245  1.100  1.150  1.220  1.000  
大霸 1.795  1.200  1.400  1.600  1.000  
華寶 1.473  1.100  1.200  1.300  1.000  

 

(二)負債資金成本 

Kd＝利息支出總額 /企業負債總額 

 

 (三)資本結構 

在計算企業的加權平均資金成本時，應使用最適資本結構來求算，

但是何謂最適資本結構並無定論，所以本研究以移動平均法觀察樣本公

司的歷年資本結構，最後使用五年平均(1999～2003 年)做為明基與大霸

公司的最適資本結構，華寶則採三年平均(2001～2003 年)。 

其中，股東權益占企業價值比重(S/V)之計算，除了華寶因甫上市採

帳面價值計算，明基與大霸皆以市價估計；而負債占企業價值比重(D/V)

則均採帳面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