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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模擬結果與分析模擬結果與分析模擬結果與分析模擬結果與分析    

 

6.1 蒙地卡羅模擬 

本研究利用估計出的參數進行蒙地卡羅模擬 100000 次，得到益通合理價值

為（83.29 ,,,,233.17 ,,,,42.09 ,,,,126.3）億元，也就是大約在新台幣八十三億二千

九百萬至新台幣二百三十三億一千七百萬之間。其潛在最小價值約為新台幣四十

一億二千萬，潛在最大價值約為新台幣三百五十九億四千七百萬。 

 

6.2 資本結構 

為了計算每股價值，必須去深入瞭解益通的資本結構。益通有多少流通在外

股數？是否發行股票選擇權或可轉換債券？若發行債券，又會發放多少利息出

去？分析說明如下： 

 

（1）流通在外股數： 

由 2007 年公開資訊觀測站所公布最新資訊，益通流通在外股數為

60,655,000 股。 

（2）可轉換債券： 

2006 年 11 月 16 日益通發行海外無擔保可轉換公司債，五年期，2011

年 11 月 16 日到期，經計算可轉換約 429 萬股，轉換價格為 745 元。現假設

至 2011 年時，益通股價無法超過 745 元，因此債權人不會做轉換，對益通

總股數無影響。 

（3）股票選擇權： 

至 2007 年為止，益通尚未發行股票選擇權。 

（4）總股數： 

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為 60,655,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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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模擬股價結果 

將公司價值除以總股數，得到益通的股價為

（137.3 ,384.43 ,69.41 ,208.24）。也就是益通合理的股價範圍約介於 137 元

與 384 元之間。這裡使用的財務報表是 2007 年第 4季的資訊，因此假設此模型

價格反映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止，當日益通收盤價為 312 元，為合理股價。接

著重複相同的步驟，估計益通 2006 年第 1季至 2007 年第 4季共 8季的參數，經

過模型計算及模擬，並與每季真實收盤價做比較，得到圖四的結果。其中實線為

歷史收盤價，虛線為估計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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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四四四四    益通歷史益通歷史益通歷史益通歷史收盤價與收盤價與收盤價與收盤價與模擬價格模擬價格模擬價格模擬價格    

 

6.4 敏感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敏感度分析，試著去找出影響益通價值的重要因子。表三將模型

使用到的重要參數調整 10%，以新數值代入模型去計算新的價格(其他參數不

變)，再與原始價格(137,384)做比較，平均價格變動率越大，代表該參數對本模

型而言越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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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表三表三表三    各項因子敏感度分析各項因子敏感度分析各項因子敏感度分析各項因子敏感度分析    

重要參數 調整後數值 調整後模型價格 平均價格變動比率 

(0)µ  43.45% (181,527) 34.68% 

(0)σ  21.428% (148,419) 8.43% 

(0)η  37.785% (155,443) 14.25% 

µ  15.279% (162,464) 19.54% 

σ  13.772% (144,405) 5.28% 

κ  0.09526 (135,378) -1.51% 

a 0.8173 

b 1 
(28,290) -52.02% 

1
λ  -0.02387 (142,400) 3.91% 

2
λ  -0.04246 (148,420) 8.7% 

T 4.4 (158,453) 16.65% 

 

由表三可以發現 (0)µ 、a、b對價格有較顯著的影響，下面分別對這二類參

數做更進一步的分析： 

 

(1)期初收入成長率 

本研究更進一步對期初收入成長率作正負 50%的變動，並且觀察該變動對模

型價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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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表四表四表四    期初收入成長率敏感度分析期初收入成長率敏感度分析期初收入成長率敏感度分析期初收入成長率敏感度分析    

調整比例 調整後數值 調整後模型價格 平均價格變動比率 

50% 59.25% (613,1931) 375.15% 

40% 55.3% (456,1421) 251.45% 

30% 51.35% (344,1056) 163.05% 

20% 47.4% (248,746) 87.65% 

10% 43.45% (181,527) 34.68% 

----    39.5%39.5%39.5%39.5%    (137,384)(137,384)(137,384)(137,384)    0000    

-10% 35.55% (125,344) -9.59% 

-20% 31.6% (92,236) -35.69% 

-30% 27.65% (68,160) -54.35% 

-40% 23.7% (62,138) -59.4% 

-50% 19.75% (52,107) -67.09% 

 

(0)µ 的設定會影響益通的營收估計。由表四可以觀察出，當期初收入成長

率越高時，公司價格越高，反之亦然。當 (0)µ 每減少 10個百分點時，對價格的

影響大約在 5%到 30%，也就是表示 (0)µ 的下降對於公司價值有影響但並不是那

麼顯著。但是當 (0)µ 每增加 10個百分點時，對價格的影響卻高達 35%到 125%，

也代表當企業收入成長率越高時，不僅可以給予更高的評價，甚至可以給予遠超

過其成長率的評價。例如說，益通的期初收入成長率若增加 30%，可以給予股價

2.5 倍左右的評等，因為未來能創造的現金流量更大，使得公司價值更高。 

 

(2)成本比例 

因為成本比例的最大值為 1，因此對成本比例作正負 40%的變動，並且觀察

該變動對模型價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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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表五表五表五    成本比例敏感度分析成本比例敏感度分析成本比例敏感度分析成本比例敏感度分析    

調整比例 調整後數值 調整後模型價格 平均價格變動比率 

40% (1,1) 28 -86.14% 

30% (0.9659,1) (28,76) -79.89% 

20% (0.8916,1) (28,210) -62.44% 

10% (0.8173,1) (28,290) -52.02% 

----    (0.743,0.921)(0.743,0.921)(0.743,0.921)(0.743,0.921)    (137,384)(137,384)(137,384)(137,384)    0000    

-10% (0.6687,0.8289) (277,510) 67.5% 

-20% (0.5944,0.7368) (432,651) 142.43 

-30% (0.5201,0.6447) (530,707) 185.49% 

-40% (0.4458,0.5526) (630,773) 230.58% 

 

成本比例 a、b的設定會影響到公司的 EBITDA，對公司價值有重要的影響。

由表五可觀察出成本佔營收比例越高，公司價格越低，當益通沒有獲利也就是成

本占營收比例為 1時，模型給它的評價為 28 元，比原始模型價格低了 86.14%。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成本佔營收比例越低時，本模型給予益通的股價也越高。以

這次分析為例，若將成本降低 40%，可以給予益通股價 2~4 倍的成長空間。 

由敏感度分析可以觀察到，影響本模型最重要的因子為期初收入成長率與成

本比例，益通的營收成長率若能不斷增加，並降低成本、提升毛利率，相信公司

價值必定能夠快速成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