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貳章　文獻探討 

 

企業評價是財務理論中廣為探討的課題，本章主要是藉由回顧與

企業實質價值及評價相關的文獻，理論部分先闡述企業價值的定義，

並說明與企業價值相關的文獻，及介紹企業評價的模式，最後並分別

探討和本研究相關的國內及國外文獻，以瞭解相關的實證研究。 

 

第一節　理論說明 

一、 價值的評估標準 

關於價值，有許多不同的定義，由於價值是因持有資產所產生

之效益而來，所以該項資產係因衡量價值、目的、用途不同，而

會有不同的價值表現方式，根據 Tuller (1994)將常見且常被使用的

價值定義整理陳列如下所示： 

 

(一) 公平市價（Fair Market Value） 

公平市價也稱潛在市場價值，是買賣雙方完成交易的價值，

公平市價應有一交易基準日。Smith (1989)亦對其下定義：公平

市價乃為買賣雙方有意願且有能力，約定於財產交換當日所同意

交易之現金或約當現金。 

(二) 投資價值（Investment Value） 

特定投資人基於其投資理由對某投資標的物所計算出的特定

價值，通常投資人採用現金流量折現值後的結果與公平市價也許

有所差異，但與真實價值相去無多。 

(三) 帳面價值（Book Value） 

以會計為基礎，將資產帳戶的總和減去折舊、攤提以及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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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權益帳面價值，即股東權益的每股價值，為一會計名詞。 

(四) 清算價值（Liquidation Value） 

指企業或某一部門在結束營運後，將資產變賣並償還負債後

而能收回的價值，即終止營運後所有權人可得的淨額。 

(五) 繼續經營價值（Going-Concern Value） 

繼續經營價值是有關企業狀態的假設，係假設資產繼續使用

且企業繼續經營時，其公司資產所呈現的價值。對於上述的投資

價值或公平市價均可視為繼續經營價值。 

(六) 內在價值或基本價值（Intrinsic or Fundamental Value） 

指公司的實際價值，採用基本因素分析評價而得，藉由嚴謹

科學的評估方法，就公司的資產價值、未來盈餘、可能股利收入

及成長率進行分析以判斷公司基本價值。是投資人基於特定評價

原理就所認知相關變數估計價值，而非一般的企業價值。 

 

二、 企業評價模型探討 

企業的評價模型有許多模式，實務界與學術界眾說紛紜，各種

不同的評價模型其實具有不同的優缺點、使用限制以及適用情

形，以下針對各個學者的分類進行說明： 

 

(一) Copeland & Koller & Murrin (1995) 

主要是提出企業實體法(Entity Approach)及權益法(Equity 

Approach)兩種普通股的企業評價模型，認為企業的目的在追求

股東財富價值能夠極大化，認為「成長」與「投資報酬率」是使

企業產生價值的兩個重要驅動因素，唯有透過「現金流量折現法」

才能顯現企業的未來成長，計算出企業的實質價值。 

(二) Timothy A. Luehrma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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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現金流量折現法使用相同模式來處理經理人常會面臨到

的三個和評價有關的問題，包括有利用與營運相關的「實際現金

流量(Real Cash Flow)」及與融資活動相關的「相關現金流量」來

評價目前資產所能產生效益的調節現值法(Adjusted Present Value 

Approach, APV)；利用選擇權定價法以評量一個投資機會所能產

生的價值；以及利用預測未來每股所能產生的現金流量，並以合

適的折現率加以折現股東請求權價值的權益現金流量(Equity 

Cash Flow)。 

(三) 林炯垚 (1999) 

共提出六種適合企業評價的方法，分別說明如下： 

 

1. 調整帳面價值法 

加總投資者所提供的資金，包括短期付息負債、長期負債和

股東權益的帳面價值；在短期負債之中，扣除免息負債（如

應付帳款、應付票據或預收費用）之餘額加上長期資產淨額。 

2. 營運現金流量折現法 

本法可建構於下列兩種方式： 

(1)預估未來股東可獲得之現金流量，再利用股東資金成本

加以折現。 

(2)預估股東權益及債權人可獲得之現金流量，然後以加權

平均成本折現可得公司價值，扣除負債價值後可得股東

權益價值。 

第二種方法比較常被使用，其步驟如下所示： 

(1)在確定的年度內，預測債權人及股東未來可能可得到之

營運現金流量，或全公司的可支配現金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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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於特定假設，預測永續經營期限的現金流量。 

(3)以加權平均資金成本為折現率，加總折現後的現金流量。 

(4)將估計的負債扣除，即可得股東權益估計值。 

3. 經濟利潤折現法 

類似現金流量折現模型，改以經濟利潤作為被折現的項目，

作為企業的短期現金流量，即為經濟利潤折現法。 

4. 超額盈餘與現金股息折現法 

(1)超額盈餘折現法 

超額盈餘是公司的總盈餘減正常盈餘，公司的總價值即相當

於公司的帳面價值加上未來預估超額盈餘之折現值。 

(2)現金股息折現法 

預估股東在未來將可收到一連串的現金股息，將其折現後並

加總之今日現值即為股價。 

5. 價格乘數評價方法 

簡化評價程序，採用價格乘數評價方法，掌握股息折現模式

中相關財務變數，即能反映評價的風險、成長及股息分配等

政策變數對企業價值的影響。 

此法包括有股價本益比法及價格除帳面值乘數法兩大類。 

6. 選擇權模式的評價方法 

股東權益為一剩餘請求權，如果企業價值不足以支付債權

時，股東收益將為零，所以股東權益就清算時而言，可表示

如下： 

權益價值　E = V – D ，如果 V > D 

權益價值　E = 0　，如果 V < D 

其中 V = 企業價值，D = 債權人及其他外部權益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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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權益可視為一個買權，其履約價格 E 可視為買權持有者

清算公司資產價值所支付負債的面額或價值，股東權益價值

即為公司資產清算價值減去負債餘額，如上所述，因此可以

應用選擇權定價公式評估企業的股東權益價值。 

(四) 吳啟銘 (2001) 

將評價方式分為相對評價法與現金流量折現法兩大分類，並

說明除了進行評價之外，也須完成超額報酬分析、盈餘品質分析

及財務品質分析，以確保企業屬於體質良好的企業而適於投資。 

 

1. 相對評價法 

包括有本益比、股價淨值比及股價銷售額比等市場上常用的

評價比率，並提出合理估算的方法，如下所示： 

(1)利用企業未來的三階段預估的成長、獲利及風險估算。 

(2)利用公司比價原理，計算目標公司之合理財務比率。 

2. 現金流量折現法 

可分為一階段到三階段，將未來的可支配現金流量折現後並

加總，以求算企業價值。 

同時亦提出，分析的結果必須進行彙整，並針對數據的信賴

程度，調整資本市場效率性及盈餘品質，才能有可靠的結果。 

(五) Aswath Damodaran (2002) 

將常用評價模式分為三大類，包括現金流量折現法

(Discounted Cash Flow Valuation Approach)、相對評價法(Relative 

Valuation Approach)及選擇權評價法，並說明如何能夠選用適當

模式，以估算企業合理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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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評價模型之理論說明 

企業經營之主要目標為達成企業價值的極大化，而價值的來源

主要來自於資產價值與預期獲利能力，企業評價必須能整合財

務、會計及策略三種學問，目的在於讓經營者了解不同的決策對

於企業價值產生的影響，使經營者得以擬定最佳決策，改善經營

效率，以達成企業價值極大化之目標。綜合學者及實務界所提出

評價方法，大致可分成四大類評價方式，每一類的評價方式皆有

其優缺點以及適用的限制，探討及整理說明如下： 

 

(一) 資產價值評價法（Asset Appraisal Approach） 

資產價值評價法係利用公司的淨資產價值或償債能力來衡量

公司實質價值，主要計算方式為該企業的總資產減去總負債後之

淨資產價值。而資產價值評價法又可分為帳面價值法、清算價值

法、重置成本法及市場價值法等四類。 

 

1. 帳面價值法（Book Value Method） 

(1)說明 

根據公司資產負債表，帳面價值是指投資者對公司請求權之

價值加總。公司請求權包括有長短期負債和股東權益之帳面

價值。此值亦可由資產面來計算，即將淨資產總和減非投資

者請求之負債(如應付所得稅、應付薪資、應付帳款等)而得。 

(2)優點 

資料取得容易且計算上簡單客觀。 

(3)缺點 

a. 帳面價值法並未能即時反應通貨膨脹，亦忽略存在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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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及為考慮過時所造成資產成本之減值，使得帳面價值

與市價可能相差甚大。 

b. 由於不同企業間之會計處理方法的不同，可能會造成帳面

價值的巨大差異，而無法做公司間橫斷面的比較。 

c. 會計方法中有關先進先出法、後進先出法、限制原則以及

穩健原則等都難以代表企業的真實價值。 

d. 無法顯示因投資獲利以致投資價值實質可能有所增加的

情形，亦即不易衡量資產的重置價值。 

e. 通常投資人均假設公司繼續經營，僅有在於公司破產或有

結束營業之意圖時，才以資產價值衡量企業價值。 

(4)適用時機 

a. 公營事業，或目的僅是要瞭解企業的大概價值。 

b. 剛成立不久的企業，其帳面價值與市價相距未遠。 

 

2. 清算價值法（Liquidation Value Method） 

(1)說明 

當企業停止營業及進行清算時，變賣資產以償還負債後，所

剩餘的可供分配給股東的價值，就是企業資產的淨銷售價

值，此法僅適用於公司在結束營業等急於清算求算的情況。 

(2)優點 

經由資產評估專家依當時行情求算而得，資產價值的評價較

符合現有成本，直接反應企業的變現價值。 

(3)缺點 

a. 清算價值不易衡量。 

b. 清算價值法忽略了企業的獲利能力與繼續經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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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清算價值法忽略了商譽、管理者的效率領導等組織資本的

存在價值。 

(4)適用時機 

a. 企業面臨破產或已經破產時。 

b. 企業急於脫手求現，尋求結束營業清算。 

c. 企業擁有許多固定資產，如土地、建物等。 

d. 企業擁有許多自然資源，其技術並非獨佔。 

 

3. 重置價值法（Replacement Value Method） 

(1)說明 

依目前物價水準重置企業現有資產所需要支付成本，再扣除

負債價值，當作公司價值。 

(2)優點 

資產價值的評估較符合現有成本及變現價值的觀念。 

(3)缺點 

a. 資產的重置價值不易精確估算。 

b. 忽略了企業的獲利能力與繼續經營價值。 

c. 忽略商譽、管理者的效率領導、特殊公共關係等無形資產

及組織資本的存在價值。 

(4)適用時機 

a. 企業即將結束營業但並沒有脫手求現的急迫性。 

b. 當企業成為被購併目標，其資產之重置具有獲利價值。 

 

4. 市場價值法（Market Value Method） 

(1)說明 

在符合市場效率假說下，市場價值是最接近實質價值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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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加總所有對企業價值而具有請求權之資金來源的市場

價值，即為公司的實質價值，因負債的波動性不大，故可用

帳面價值替代，而普通股的市場價值則相當於是當時的股票

價格與流通在外股數的乘積。 

(2)優點 

公式計算簡單且資料容易取得。 

(3)缺點 

其假設前提與真實世界相距太遠，故只適合作為其他評價法

之參考基準。 

 

(二) 相對評價法（Relative Valuation Approach） 

相對評價法主要是依據企業的市場價格，利用市場上與被評

價公司類似公司之公開財務資料，如盈餘、帳面價值、收益及現

金流量等，求得一些標準的市場乘數，乘上被評價公司的相關財

務變數後得到參考值，可再依公司特性來調整價格，即可求出目

標公司的價值，本法主要可分為以下三類： 

 

1. 本益比法（Price to Earnings Per Share Ratio Approach） 

(1)說明 

利用現行市價除以每股盈餘，而將本益比乘以每股盈餘即為

公司的股價。表示投資人在目前的盈餘水準下所願意支付的

股票價格，本益比高低和基本面因素息息相關。 

(2)優點 

a. 可不必估計如股利發放率、成長率、風險等數值，因此是

可作為判斷股票是否便宜或昂貴的簡易指標。 

b. 計算上相當直覺，而且由於資訊取得容易，在不同企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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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之間作比較時。 

c. 可用來顯示企業風險和成長狀況。 

(3)缺點 

a. 盈餘會受不同會計處理方式而影響。 

b. 本益比雖然可以免除估計如股利發放率、成長率等變數，

但本益比實際上仍會受這些變數影響，故使得本益比容易

被誤用。 

c. 當盈餘為負值時，本益比失去意義。 

d. 對於景氣循環股，盈餘的變動將使本益比變動劇烈。 

 

2. 股價淨值比法（Price to Book Value Ratio Approach） 

(1)說明 

股價淨值比法是利用現行市價除以權益帳面價值，而將股價

淨值比乘以每股淨值即可估算公司股價。 

(2)優點 

a. 帳面價值僅反映出原始成本，淨值相對於本益比法所用的

盈餘數字較穩定，可用來與股價比較。 

b. 當公司間所採用的會計方法具有一致性時，藉由跨公司的

股價淨值比率的比較，可發現價位異常的股票。 

c. 本益比無法使用在盈餘是負數的企業，而股價淨值比法仍

可適用。 

(3)缺點 

a. 帳面價值是根據會計資訊而來，當不同公司之間採用差異

很大的會計準則時，則跨公司的比較便不恰當。 

b. 對於固定資產(如服務業、IC 設計業)相對較低的產業，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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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比較無法反映出企業的真正資產價值(因未能夠包括技

術、品牌等無形資產)。 

c. 如果公司的盈餘一直處於虧損狀態時，則有可能帳面價值

也轉為負數，此時股價淨值比法也無法適用。 

d. 企業可藉由操縱 ROE 以提高股價淨值比。 

 

3. 股價銷售比法（Price to Sales Ratio Approach） 

(1)說明 

所謂股價銷售比法即是以現行市價除以銷售額，採用此評價

法，毛利率是重點，毛利率愈高，合理的 P/S 也應愈高。 

(2)優點 

a. 此法不必擔心盈餘或是淨值為負值的情形，對於某些營運

上出現困難的公司，P/S 法仍能運用。 

b. 銷貨收入不因採取不同會計處理原則（如折舊）而會有所

差異。因此較不用擔心公司管理者的操縱。 

c. 隨著景氣波動，P/S 值的變動程度會比 P/E 值的變動程度

輕微，在做評價時，此評價比率的信賴度將會較高。 

d. P/S法較能夠掌控源由於公司營運策略及定價決策的改變

所產生的效果。 

(3)缺點 

a. 在使用 P/S 法評價盈餘及淨值為負且有問題的公司時，當

成本控管的問題發生，使得公司的盈餘及淨值產生下滑，

其銷貨收入卻可能仍未下滑。因此必須釐清各公司的成本

及銷貨利潤率，否則將會產生巨幅的評價差異。 

b. 關於 P/S 的使用，應避免高負債比率公司，以及業外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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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公司。 

 

(三) 折現價值評價法（Discounted Valuation Approach） 

折現價值評價法源自於資本預算案評估方法中的淨現值法，

其同時考慮了獲利能力、成長性及風險等影響公司價值的要素，

並強調公司係為永續經營的個體，因此公司價值不只來自目前的

收益，亦包含將來可能創造的收益，因此普遍被認定屬於較佳的

公司評價方法。依據企業收益定義的不同，可再分為如下三類： 

 

1. 股利折現法 

(1)說明 

William(1931)便提出證券的價值係來自於未來各期股利的

折現加總，Gordon(1962)也提出在穩定成長情形下，未來的

股利折現值總和可用一收斂公式表達，稱為股利成長模型

(Dividend Growth Model)。 

因此本法認為投資者買股票的唯一目的是無限期持有，股利

將為其唯一獲利來源，因此將投資者未來各期所能夠獲得之

現金股利折現加總，即可得到企業價值。 

(2)優點 

a. 計算簡單易懂且資料容易取得。 

b. 股利為投資人實際獲得之收入，能使投資人感受到公司的

經營成效。 

(3)缺點 

a. 若公司不發放股利，則無法適用此模式。 

b. 需要能預測未來各期發放之股利，但準確度未知。 

c. 股利政策係人為決定，未必能代表公司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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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台灣大部分上市公司並不發放現金股利且股利政策較不

穩定，因此股利評價模式較不適用。 

 

2. 會計盈餘折現法 

(1)說明 

當盈餘能被定義為近似於經濟收益時，此時盈餘為評估企業

價值的最佳變數，企業價值即企業未來各期所能創造出會計

盈餘之折現值，本法即是以稅後淨利代替股利，而作為公司

獲利能力的指標。 

(2)優點 

a. 不受股利政策波動影響，比股利評價模式更能夠反映公司

實際的收益狀況。 

b. 計算較現金流量法簡單。 

(3)缺點 

a. 盈餘計算易受會計處理方法影響。 

b. 未能適當反應通貨膨脹而產生的價值改變。 

c. 雖然盈餘能直接反應公司收益，但無法反應資金流動性。 

 

3. 現金流量折現法 

(1)說明 

此法之觀念類似一般資本預算模式，亦即投資之價值在於此

投資所能創造之現金流量現值，即以加權平均資金成本

(Weighted Average Capital Cost)作為其折現率，將公司預期

產生的現金流量折現並加總，即可得到公司總體價值。現金

流量是營運創造的現金收入，扣除營運性活動的現金支出

後，公司所可支配的實質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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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優點 

a. 資料容易取得且符合評價理論。 

b. 可以透過折現率來反應資金成本及投資風險。 

c. 考慮到公司的營運資金周轉情況，反應公司經營資訊。 

d. 難以用不同會計處理方法操縱現金流量，故此法較能反應

公司實際收益。 

(3)缺點 

a. 現金流量的計算較為複雜，且假設較多，不同模型中所用

的變數定義嚴格，必須謹慎處理，不然會有嚴重誤差。 

b. 未來各期之現金流量較難準確預估。 

c. 加權平均資金成本的計算涉及各種資金來源之比例及成

本，計算較為複雜。 

d. 無法反應資金流動性。 

 

(四) 選擇權定價模式（Option-Pricing Model） 

1. 說明 

選擇權定價模式是由Black和Scholes在1973年所提出，之後便

廣泛地應用在公司理財上，可用來評估與選擇權特性相符的

資產。選擇權是一種視狀況而定的請求權，所以如果將公司

股東視為買進選擇權的擁有者，則此買進選擇權的價值將視

公司價值而定。因為若公司價值小於負債價值或是每期本利

的支付（買進選擇權的履約價格），則當負債到期時（買進

選擇權到期時），股東無法獲得收益故不會履約，也就是說

將公司交給債權人處理，公司之股東便不會得到任何東西。

相反，若公司價值大於負債價值或是每期本利的支付，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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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履約，此時，股東所得到的就是即是公司價值減去給予

債權人本利的剩餘部份。 

2. 優點 

(1)因為所牽涉之變數均容易取得，適用較多情形。 

(2)選擇權訂價模式較一些評價方法優越的原因，乃是在於

其同時考慮了貨幣的時間價值及違約風險因素。 

(3)將公司股東價值視為買進選擇權的價格，充分考慮公司

資產價格、資產報酬標準差、負債到期期間、負債面值

及無風險利率水準。 

3. 缺點 

(1)Black-Scholes 模式並未考慮到選擇權事先履約(股東提前

拿回股本)或是發放股利的情況，所以必需針對這兩種情

形分別調整。 

(2)評估普通股時，變異數已知且在選擇權有效期間並不會

改變的假設並不合理。 

(3)計算複雜，觀念較不易為一般人所接受與瞭解。 

(4)選用無風險利率之代入值有多種。 

(5)其中所運用的公司資產的市場價值係用前述之現金流量

折現值代入，所以選擇權訂價模式亦具有現金流量折現

法之一些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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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國內實證文獻 

評價理論發展至今已有一段時間，國內亦不缺乏企業評價相關的

實證研究，大致可以將相關之研究分為以下幾類，包括有企業評價的

關鍵因素探討、比較各評價方式對股價預測之比較、選擇以及應用、

針對特定產業找出最適的評價方式，另亦有針對單一個案進行評估以

做為投資之參考，而大部份多以現金流量折現法做為主要評價方式而

進行研究，以下整理國內關於企業評價模式的應用比較以及運輸產業

財務面探討之相關研究。 

 

一、 蕭美玲(2004) 

以長榮海運與陽明海運為探討對象，利用了本益比法、市價/

帳面價值比法、市價/銷售額比法、公司可支配現金流量法及歐式

選擇權法共五種評價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在比較各種評價方法

後，顯示在民國 91 年時，本益比法係為預測陽明與長榮公司能力

最佳的股價評價方法。另在評估公司的績效方面，採用 Theil’s U

值法預測公司之績效指標，研究結果係以選擇權訂價法為最佳的

評價方法，其次為本益比。 

二、 許君瑋(2004) 

該研究以上市之五家工業電腦廠商為樣本，依各公司從 1999

至 2003 年之財務報表來推估個案公司未來成長率及獲利表現。並

利用現金流量折現法採銷售導向及盈餘導向二種模式，分別針對

樂觀、最可能發生及悲觀三種情境估算其實質價格區間。同時與

各個案公司當前前之實際股價相比較，以推論目前股價的合理性

以及目前股價可能隱含的的銷售成長率及盈餘成長率，並將各個

評價因子製成龍捲風圖，來進行各關鍵評價因子對股價影響的敏

 22



感度分析。實證結果顯示部分工業電腦廠商股價落在合理區間。 

三、 楊琮階(2003) 

該研究以本益比法、市價/帳面價值比法、市價/銷售額比法、

現金流量折現法，探討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公司之實值價值，並

利用 Theil’s U 值來做績效評估分析。研究結果顯示是以市價/帳面

價值比法為預測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公司最佳的股價評價方法。

最後並採用該最適合的評價方法，應用在中華航空與長榮航空公

司上，探討其在民國 91 年之實質價值，將實質價值與當時之市場

價格比較，結果得知當時之股價確實被低估。 

四、 冉彩芳(2001) 

以船舶運送業之八家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航運業企業價值的

變動情形，另針對市值、投入資本及財務報表的不同，探討經濟

附加價值與傳統績效指標適用於航運業之情形。實證結果如下： 

1. 實證結果以合併報表之績效較能看出企業整體經營的全貌，相

較於各公司之年報，合併報表所計算之經濟附加價值、剩餘價

值及 EPS 與市場附加價值之關係較強，解釋能力亦較高。 

2. 就全部項目進行分類，各自變數對 MVA＜0 部分解釋能力相對

較差，而 MVA＞0 時，EVA 與 MVA 的相關性會提高。 

3. 令人意外的是 EPS 解釋能力不弱，可能原因為海運產業之

EPS，對投資人而言仍具參考價值。 

五、 蘇瑞萍(2000) 

探討財務比率所建構之經營績效模型與股票超額報酬率間之

關聯性，以十四家航運類股票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每年度各選

取二十項財務比率為研究變數，利用因素分析、迴歸分析進行實

證分析，並進一步探討預期益本比與股票超額報酬率間之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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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經由分析得到盈餘雖為各種影響股價因素中較為有力的項

目，但其對航運類股價報酬的解釋力仍偏低，以及影響股價的因

素有很多不是會計制度所能涵蓋的，例如品牌資產價值、投資機

會、研究發展價值等等，都無法在會計資料中反映出來的結論。 

六、 葉宜生(2000) 

研究選取之樣本共包含 61 家電子產業公司以及依資產規模配

適所選定之 61 家非電子產業公司，以三大評價模式中之七種評價

方法(FCFF、FCFE、EVA、P/E、P/B、P/S、OPM)，計算樣本公司

之個股預估差異，該研究之發現可歸納為以下幾項結論： 

1. 除了相對指標評價法中的 P/B 比法、P/S 比法在電子產業與非

電子產業評價模式中有極為顯著差異外，其餘評價方法如折現

價值法、選擇權定價法及 P/E 比法皆無顯著差異。 

2. 若以產業預估差異平均值為準確衡量指標，則電子產業以 FCFF

法預估較為準確，若以產業預估差異變異數為評價模式之穩定

性，則電子產業以 P/S 法最穩定， 

3. 若以產業預估差異平均值視為準確衡量指標，非電子產業在以

P/S 法預估時較為準確，若以產業預估差異變異數為評價模式

之穩定性，則非電子產業以 P/S 法最穩定。 

4. 評價模式量化程度愈高，並不代表評價結果較佳。由研究可得

知，需視評價標的而定。 

七、 盧盈如(2000) 

探討各種評價方式包括本益比、成長流量比、價格營收比、價

格淨值比及經濟附加價值法對不同產業的適用性，研究結果發

現，傳統產業中的民生工業及金屬機械工業適合以價格淨值比與

價格營收比模式來預測股價，化學工業以成長流量比的預測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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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佳，電子硬體產業則以成長流量比、本益比、價格營收比三模

式較佳，而國內資訊服務業精業以本益比及成長流量比績效最好。 

八、 陳奉珊(1998) 

選取三十家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分別採取現金流量折現法、

調整後折現法與本益比法等三種評價方式評估企業價值。研究結

果發現，三種評價方式所評估出的價值均與市價有差異，在此三

種評價方式中，該研究認為現金流量折現法與調整後折現法較能

估算出企業真實的價值。 

九、 鄔洪勇(1994) 

認為企業價值分成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使用價值是指繼續經

營企業所得之價值，其可用股利評價法、盈餘評價法、及現金流

量評價法等評價技術來加以衡量；而交換價值則指處分企業資產

所能獲得之價值，其可用帳面價值法、重置價值法、及清算價值

法等評價技術來加以評價。在可支配現金流量評價分析中，由敏

感度分析以及公式推導可知，影響企業使用價值之關鍵因素包

括：投入資本報酬率、加權平均資金成本、及可支配現金流量成

長率等。而由流動性分析中可知，存貨、長期投資及固定資產是

企業清算價值之主要來源；產業別、景氣因素及產品之生命週期

則是影響企業交換價值之主要關鍵因素。 

十、 黃培源(1992) 

採用帳面價值法、清算價值法、重置價值法、股利評價法、會

計盈餘評價法與現金流量評價法等評價方法以評估股價，提出帳

面價值法雖然簡單，但評估結果不佳；股利評價法因企業價值與

鼓勵相關性低導致重要性降低，現金流量評價法與會計盈餘評價

法皆具有正確性，又以現金流量評價法是評價企業的最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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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外實證文獻 

國外實證文獻相較於國內來說，比較專注於使用某一特定之評價

方式來進行深入的探討，茲分別敘述如下： 

 

一、 Block（1995） 

目的為檢驗價格/帳面價值比、本益比、股東權益報酬率、成

長率及盈餘變動之間的關係，研究期間由1949年至1962年間，取

三十家Dow-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有三： 

1. 獲利指引權益資產的支付價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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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股利支付率是由預期獲利率所控制。 

除此之外，因為本益比與股東權益報酬，因為本益比與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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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研究結論為建議以價格/帳面價值法做為評估價

值之市場乘數。 

二、 Copeland、Koller & Murrin（1995） 

利用DCF法分析在不同國家的預測能力是否真有一致性，而用

來評估有效性的指標是為(市價/帳面價值比)與(預估價位/帳面價

值)，經由實證發現： 

1. 1988 年採用的 9 家汽車製造公司：(市價/帳面價值比)與(預估價

位/帳面價值)的R2=0.936。 

2. 1990 年採用義大利 15 家公司來評估：(市價/帳面價值比)與(預

估價位/帳面價值)的R2=0.954。 

3. 1993年利用日本 28家公司(市價/帳面價值比)與(預估價位/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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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的R2=0.89。 

所以不論在哪一個國家，DCF法都是一種有效的評價模型。 

三、 Hickman & Perty（1990） 

此研究以 1981 年 9 月、1984 年 4 月與 1987 年 8 月三段時期

為研究期間，找出分別屬於三種不同產業且公開交易的企業為樣

本公司，並利用相對評價法中之本益比法與股利折現模式以對樣

本公司之股價進行預測，結果發現本益比法的預測能力較股利折

現模式的預測能力較佳。結果顯示，若欲評價之企業為非上市上

櫃之公司，在缺乏足夠且公開的財務資訊之情形下，相對評價法

與股利折現模式被認為是最理想的評價方法。 

四、 Kaplan & Ruback（1995） 

採現金流量折現法為評價方法，樣本公司為美國 1983 年至

1989 年間高財務槓桿交易公司共五十一家企業為研究樣本，並分

別以現金流量折現法及相對評價法來估算企業的價值。實證結果

顯示，以現金流量折現法來估算企業的交易價值所得之結果是可

信賴的，為了避免所取得之現金流量的資訊經人為操縱而影響評

價的結果，此研究更利用相同的評價法評價初次公開發行的企

業，結果發現誤差亦不大，由此可知現金流量折現法是一個理想

的評價模式。 

五、 Kellogg & Charnes（2000） 

作者認為在 1980~1990 的十年間，傳統的股價評估模式並不適

用於生物科技產業，該研究意圖以實質選擇權(Real Option)評估生

物科技公司的合理價值，其所得結論包括有發現在藥物研發的初

期階段，所求算出股價與市價相當接近，但是在新藥的研發邁向

第二階段時，理論股價就會漸漸偏離市價，另外指出對生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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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價評估，除了模型中的假設以外，還要考量當時的外在環境，

最後指出實質選擇權運用在公司評價上的準確度尚待考驗，但不

失為是一種評估方式的創新。 

六、 Lakonishok, Shleifer & Vishny（1994） 

以1963年至1990年間美國股市為研究對象，使用市價/淨值

比、市價/現金流量比、市價/盈餘比等因素將股票分成10組，以因

素值最低的組別定義為價值型股票，而因素值最高的組別定義為

成長型股票，比較各組合五年後的平均報酬率，結果顯示價值型

股票報酬率優於成長型股票報酬率。 

七、 Lippitt & Mastracchio（1993） 

此研究指出，針對小型企業的評價，通常會採用現金流量折現

法與盈餘資本化法兩種方式。雖然現金流量折現法的的理論推導

較為嚴謹，亦比較能夠獲得學術界研究人員之認同，但是在使用

現金流量折現法時，必須預測未來之現金流量，其缺點亦即是存

在此一項不確定的因素。另一方面，盈餘資本化法雖然使用的是

企業經營的歷史資料，但是並不表示能消除未來之不確定性，只

不過盈餘資本化法假設過去的歷史盈餘資料可以作為預測未來盈

餘的理想指標，該文認為，只要對歷史的資料做適當的處理，其

所得到的結果應與未來盈餘的折現值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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