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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權聲明 

 

本釋例上網公布免費提供大眾閱覽，但僅限個人使用；未經財團法人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授權，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法重製（印

刷、複印、錄音、錄影、攝影、筆錄等）、改作（翻譯、編曲、改寫、

拍攝影片或其他方法就原著作另為創作）、公開傳輸、散布或從事其

他任何侵害財團法人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著作權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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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說明 
1. 本釋例主要參考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13號「公允價值衡量」及財

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制訂之評價準則公報第

一號「評價準則總綱」、第二號「職業道德準則」、第四號「評

價流程準則」、第六號「財務報導目的之評價」及第十一號「企

業之評價」作為衡量公允價值之參考。 

2. 本釋例之目的係供企業於衡量未上市（櫃）公司及創投普通股股

權公允價值時之參考，並簡化部分內容之表達，未完整納入所執

行之全部評價流程。企業於衡量上述股權公允價值得參考評價準

則公報，若有資訊取得或方法採用實務上不可行之情形時，得參

採其他替代方式。 

3. 本釋例中所有數字及資訊皆為假設情況，並未將實務上衡量公允

價值所面臨之所有情況納入考量，使用者應自行依評價標的之實

際情況作專業判斷，並調整所使用評價方法及參數，以產生合理

適切之價值結論；使用者於進行評價時，所採用之評價方法及相

關參數（如折溢價調整）應具合理之資訊佐證，不建議使用者逕

引用本釋例之內容。 

4. 企業於衡量未上市（櫃）公司股權之公允價值時，可參考國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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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準則理事會（IASB）針對IFRS13「Fair Value Measurement」

所發布之Educational Material，相關資訊請參考下列網址：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Education/FVM/Doc

uments/Education-guidance-FVM.pdf 。 

5. 本釋例最終價值結論所依據之評價方法，係綜合考量評價標的產

業、所產生收益之特性及各評價方法使用限制等因素後之決定，

不代表某一評價方法將適用於所有情況。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Education/FVM/Documents/Education-guidance-FVM.pdf
http://www.ifrs.org/Use-around-the-world/Education/FVM/Documents/Education-guidance-FV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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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總說明 

項  目 說  明 

評價標的 甲股份有限公司之 3.97%股權及 

乙創投股份有限公司之 4.00%股權 

評價目的 財務報導目的 

價值標準 IFRS13 定義之公允價值 

評價基準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評價報告日 2016 年 3 月 10 日 

 

(一) 名詞定義 

用語 定義或相關規定 索引 

公允價值 

於衡量日，市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出售某一

資產所能收取或移轉某一負債所需支付之價格。 

IFRS13.91/

評價4.附錄

二2 

評價技術3 
採用評價技術之目的係為估計於衡量日，在現時市場

狀況下，市場參與者間在有秩序之交易中會發生出售

IFRS13.62 

                                                      
1 IFRSX.Y 係指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X 號第 Y 段。IFRS13 係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3 號「公允價

值衡量」。 
2 評價 X.Y 係指評價準則公報第 X 號之第 Y 條或其他附錄。 
3 IFRS 下係以評價技術之用語說明評價的方式，而評價準則公報則以評價方法代表，兩者用語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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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定義或相關規定 索引 

資產或移轉負債之價格。三種廣泛採用之評價技術為

市場法、收益法及成本法4。 

評價方法3 

決定評價標的價值之一般性方式，其下包括一種或多

種評價特定方法。針對企業或業務評價常用之評價方

法包括下列三種：市場法、收益法及資產法4。 

評價2.3、評

價4.15、評

價11.17 

收益法 

將未來金額（例如現金流量或收益及費損）轉換為單

一現時（即折現）金額之評價技術。公允價值衡量係

以有關該等未來金額之現時市場預期所顯示之價值為

基礎所決定。 

IFRS13.B10 

收益法係以評價標的所創造之未來利益流量為評估基

礎，透過資本化或折現過程，將未來利益流量轉換為

評價標的之價值。 

評價4.17 

收益法下常用之評價特定方法，包括利益流量折現法

及利益流量資本化法。 

前項所稱之利益流量可能為各種形式之收益、現金流

量或現金股利。評價人員採用收益法時應定義利益流

量，並於評價報告中敘明。 

利益流量折現法係將預估之各期利益流量按適當之折

現率予以折現。評價人員應採用與定義之利益流量相

對應之折現率。 

利益流量資本化法係將具代表性之單一利益流量除以

資本化率或乘以價值乘數。評價人員應採用與所定義

之利益流量相對應之資本化率或價值乘數。 

評價11.18 

市場法 使用涉及相同或可比（即類似）資產、負債或資產及 IFRS13.B5 

                                                      
4 成本法適用於個別資產或負債評價，主要適用於沒有市場交易之評價標的(評價 4.26)；若評價

標的為企業或權益，通常係採資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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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定義或相關規定 索引 

負債群組（諸如業務）之市場交易所產生之價格及其

他攸關資訊之評價技術。 

市場法係以可類比標的之交易價格為依據，考量評價

標的與可類比標的間之差異，以適當之乘數估算評價

標的之價值。市場法之常用評價特定方法包括： 

1.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參考從事相同或類似業務

之企業，其股票於活絡市場交易之成交價格、該等

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定評

價標的之價值。此一評價特定方法通常適用於企業

或業務之評價。 

2.可類比交易法：參考相同或相似資產之成交價格、

該等價格所隱含之價值乘數及相關交易資訊，以決

定評價標的之價值。此一評價特定方法通常適用於

企業、業務、個別資產或個別負債之評價。 

評價4.16/

評價11.19 

成本法 

反映重置某一資產服務能量之現時所需金額（常被稱

為現時重置成本）之評價技術。 

IFRS13.B8 

成本法係以取得或製作與評價標的類似或相同之資產

所需成本為依據，以評估單一資產價值。成本法下常

用之評價特定方法包括： 

1.重置成本法：係指評估重新取得與評價標的效用相

近之資產之成本。 

2.重製成本法：係指評估重新製作與評價標的完全相

同之資產之成本。 

評價4.25 

資產法 

資產法係經由評估評價標的涵蓋之個別資產及個別負

債之總價值，以反映企業或業務之整體價值。 

資產法係於繼續經營前提下推估重新組成或取得評價

評價

4.21-22/評

價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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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定義或相關規定 索引 

標的所需之對價。惟如評價標的不以繼續經營或使用

為前提，則應評估企業或業務之整體清算價值。 

採用資產法評估時，應以評價標的之資產負債表為基

礎，並考量表外資產及表外負債，以評估企業或業務

之整體價值。 

評價人員採用資產法評價時，單獨資產（或資產群

組）、單獨負債（或負債群組）或資產及負債群組應

分別視為個別評價標的，並就該個別評價標的之性質

適當採用市場法、收益法、成本法或其他方法評價。 

市場參與

者 

於資產或負債之主要（或最有利）市場中，具有下列

所有特性之買方及賣方： 

(a) 渠等彼此間相互獨立，亦即渠等並非國際會計準

則第24號所定義之關係人，雖然關係人交易之價

格可能得以作為公允價值衡量之輸入值（若企業

可證明該交易係按市場條款成交）。 

(b) 渠等具相當知識且運用所有可得資訊（包括透過

一般及慣例上實地查核之努力所能取得之資訊）

而對於資產或負債及交易有合理了解。 

(c) 渠等有能力達成該資產或負債之交易。 

(d) 渠等有意願達成該資產或負債之交易，亦即渠等

有成交之動機而非被迫或被強制成交。 

IFRS13.附

錄A/評價

6.3 

輸入值 

市場參與者於定價資產或負債時會使用之假設，包括

有關風險之假設，諸如下列： 

(a) 用以衡量公允價值之某一特定評價技術（例如定

價模式）之固有風險；及 

(b) 評價技術輸入值之固有風險。 

IFRS13.附

錄A/評價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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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 定義或相關規定 索引 

輸入值可能係可觀察或不可觀察。 
 
 

(二) 用語簡稱 

用語簡稱 詳細名稱 

甲公司 甲股份有限公司 

乙創投 乙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標的公司 甲公司 / 乙創投 

評價基準日 2015年12月31日 

評價標的 
甲公司3.97%普通股股權 /  

乙創投4.00%普通股股權 

LTM (Latest Twelve Months) 評價基準日前之最近期12個月 

EBITDA (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es,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稅前息前折舊攤銷前利益 

預測年期 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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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一 

未上市（櫃）公司之評價釋例 

壹 背景說明 

(一) 標的公司相關資訊 

項目 說明 

公司名稱 甲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5年10月 

經營業務 主要從事工業產品之製造加工及買賣 

投資日期 2002年8月 / 2006年9月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 748,000,000元 

平均每股成本 新台幣12.36元 

持股數/比例 2,970,851股 / 3.97% 

原始投資成本 新台幣 36,720仟元 

最近期財報帳列金額 新台幣 46,248仟元 

 

(二) 評價方法選用理由 

本釋例將針對評價標的進行基本分析，所考量之評價方法包括收益法、市場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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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法，經判斷後所採用之評價方法為收益法及市場法（評價11.13）。於計算

評價標的價值時，因標的公司價值主要來自未來營運潛在盈虧，而非來自於持有

資產，故未採用資產法進行分析。 

以收益法及市場法作為主要分析方法之理由： 

1. 收益法：標的公司營業性質可產生可預期之現金流量，且取得標的公司未來

六年度之財務預測。因截至評價基準日標的公司之近期營運尚處於調整階段，

將於六年後達穩定成長之成熟期，考量標的公司未來產生現金流量之能力與

該公司價值間具有密切之關聯性，故以標的公司管理階層所提供六年之財務

預測作為收益法之分析基礎並作必要之調整，進行現金流量折現法以分析其

股權價值。 

 

 

 

 

 

 

 

2. 市場法：因資本市場對與標的公司業務及產業屬性相似之可類比公司之預期

展望相似，評估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之市場價值乘數具有可參考性，故採用

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計算標的公司普通股股權價值。因標的公司所屬產業

近年內並無發生交易，故不擬採用可類比交易法，若標的公司或其可類比公

司近期有股權交易，亦可採可類比交易法。 

 

注意事項 

財務預測之採用期間亦為評價時應進行專業判斷之項目，本釋例因標的公司於

六年後達營收穩定期，故採六年度作為評估依據，使用者於實際執行評價時仍

應依個案進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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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評價流程 

(一) 收益法 

評價流程 說     明 

步驟一 
依據標的公司之歷史財務資訊及未來營運計畫，進行參數設定，

對所取得標的公司之財務預測進行調整。 

步驟二 根據標的公司財務預測計算預測年期之自由現金流量。 

步驟三 依據假設，估計可預測年期後之自由現金流量。 

步驟四 

採用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為折現率，將前二步驟所求得之自由現

金流量加以折現，並作相關調整後，計算標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

之股權價值。 

步驟五 
根據步驟四所得之股權價值，進行敏感度分析，以作為評價標的

公允價值計算之參考依據。 

(二) 市場法 

評價流程 說     明 

步驟一 
蒐集與標的公司業務屬性相近之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市值及相關

財務資訊5。 

步驟二 以步驟一蒐集之資訊6計算市場乘數。 

步驟三 以標的公司歷史財務資訊及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市場乘數計算標

                                                      
5 於評估價值時可能會使用非財務資訊（評價 11.7），例如評估有線電視公司之價值可能會考量

客戶數，而不僅考量財務資訊。 
6 步驟一所取得之資訊應檢視是否屬常規事項，必要時應進行常規化調整。 



9 

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股權價值。 

步驟四 
根據步驟三所得之股權價值，並作相關調整後，計算標的公司於

評價基準日之股權價值。 

參 收益法分析 

本釋例所採用之收益法，將以企業自由現金流量計算標的公司之股權價值，並以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作為折現率。以下參數假設係依據管理階層預估並參考相關

產業研究報告7之預測數據。 

(一) 財務預測 

本釋例以繼續經營為價值前提（評價 11.6），根據標的公司管理階層所提供之

歷史財務資訊與 2016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之六年度財務預測，並經適當調

整後進行公允價值之分析。評價人員對於財務預測進行之相關調整包括財測之合

理性及適當性（例如是否與該產業研究報告預測之數據一致）或過去財測之達成

率（例如確認已發生年度財測與實際執行情況）（評價 4.18-19、評價 11.7-9），

並依評價準則公報之相關規定進行常規化調整（評價 4.19、評價 11.10）。所進

行之常規化調整通常包括移除非重複發生事項對損益表及資產負債表之影響等，

以反映評價標的之公允價值（評價 11.10）。 

 

 

 

 

 

 

 

 

 

 

                                                      
7 使用者應盡可能採用具公信力之研究單位所出具之報告作為評估依據。 

注意事項 

評價人員於評價流程中，應盡專業上應有之注意，力求資訊使用之適當性、

正確性及分析與評估之合理性，以維持評價報告之品質符合專業上可接受之

水準（評價 4.5）。評價人員應對所取得之資料進行合理性評估，必要時應作

適當調整或處理；若有難以評估之事項者，應於評價報告中說明該事實及對

價值之可能影響，並列為限制條件。（評價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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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說明財務預測之主要參數假設： 

項 目 預測依據 預測結果 

營業收入 

第一階段 

甲公司營業收入包含主要產品收入及其他產

品收入，根據2013年至2015年之歷史財務資

訊，主要產品收入佔營業收入淨額之

72%~74%；其他收入佔營業收入淨額之

26%~28%。 

 

注意事項 

由前述規定可知，於衡量公允價值時，應針對管理階層所提供之財務

預測進行現金流量分析，並以市場參與者之立場，對於所取得之資料

進行評估及調整，據以合理評估標的公司之公允價值。 

若取得標的公司之未來財務預測於執行面有困難（例如新創事業之財

務資訊無法及時產出，或財務預測資訊可信度較低，或對標的公司之

投資比例不重大，致無法取得最近期財務資訊），則此時可能須考量

採用專家意見，或採用其他資料驗證財務預測之合理性，或採用其他

方法衡量標的公司股權公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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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測依據 預測結果 

 主要產品收入：甲公司在2015年受產業景

氣衰退影響，營業收入較上一年度減少

18%，2016年初出貨逐漸回溫，預估甲

公司在2017年營業收入即有望回到2014

年水準，在接下來五年內營收顯著成長，

市佔率增加。 

 其他收入：為其他應用產品之銷貨收入。

依歷史經驗評估將以5%之年複合成長率

增加。 

第一階段（2016年

~2021年）主要收入

採用產業報告之預測

以9%之年複合成長

率增加。 

第二階段（2022年以

後）採永續成長率2%

計算，係參考總體經

濟指標及公司營運情

況所作之假設。 

營業成本 

主要包含直接原料、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之投

入，2013年至2015年營業毛利率皆為22%，

發展重心將逐步轉移至高毛利產品，預估2021

年時毛利率增加至30%。 

營 業 毛 利 率 將 由

2015年之22%提升

至2021年之30%。 

營業費用 

依性質主要包含人事費用、租金費用、折舊及

攤銷費用及其他費用；依部門分類如下： 

平均而言，營業費用

每年約呈5%之成長。 

銷售費用：2016年費用率以最近三年度銷售費

用平均約佔營業收入3.5%計算，於五年後降

到2.5%。 

 

管理費用：維持2015年總額。  

研發費用：研發費用將佔營業收入8%-10%，

故假設費用率維持9%。 

 

營運資金8 應收款項：標的公司最近三年度應收帳款週轉 預測年期以最近三年

                                                      
8 營運資金一般包括應收款項、存貨及應付款項。本釋例假設標的公司無預收款項及預付款項，
故未納入。實務上標的公司之預收款項及預付款項如不具規律性，難以可靠衡量，亦無須納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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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測依據 預測結果 

天數介於53~74天。 平均天數65天配合各

年度營業收入預測數

計算其變動金額。 

存貨：標的公司最近三年度存貨週轉天數介於

68~83天。 

預測年期以最近三年

度平均天數75天配合

各年度營業成本預測

數計算其變動金額。 

應付款項：標的公司最近三年度應付帳款週轉

天數介於61~94天。 

預測年期以最近三年

度平均天數77天配合

各年度預測數計算其

變動金額。 

資本支出 

標的公司最近三年度資本支出金額佔營業收

入1.0%~2.3%，以營業收入預測估計未來產

能需求，以最近三年度資本支出佔營業收入比

率平均1.6%計算預測年期資本支出，機器設

備折舊提列年限四到六年不等，模型中假設皆

依五年提列。 

平均而言，資本支出

每年約呈8%之成長。 

所得稅率 依台灣企業所得稅率17%進行計算。 採17%進行計算。 

終值 

因預計標的公司於2021年現金流量可達常規

化，採終值計算其後現金流量之現值。考量標

的公司之業務來源即經濟影響因子，參考具公

信力之調查機構所提供之預測參數選定計算

終值時適用之永續成長率。 

終值之計算係採高登

模式 9，計算公式為

V=CF*(1+g) / (r-g)。 

V：終值 

CF：現金流量 

g：成長率 

                                                      
9 終值之計算尚包括其他方法或模式，高登模式僅為評價實務上較慣用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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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預測依據 預測結果 

r：折現率 

 

企業自由

現金流量 

本釋例係以營業收入減營業成本及營業費用

後之營業利益，再減所得稅後，加計折舊及攤

銷費用、扣除資本支出及營運資金增加數後，

為企業自由現金流量之金額。 

計算結果如表一所

示。 

 

(二) 折現率 

因標的公司主要籌資方式為權益資金以及負債融資，本釋例採用常見之加權平均

資金成本率作為企業自由現金流量之折現率，相關參數如下： 

項目 說     明 

股東權益資金

成本率（Ke） 

本釋例以調整後之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ital Assets Pricing 

Model，CAPM）為基礎計算標的公司適用之股東權益資金成

本率（ IFRS13.B26）。股東權益資金成本率計算結果為

14.1%。 

Ke = Rf +β* （Rm－Rf ）+ α 

Rf：無風險利率，本釋例以評價基準日之台灣十年期公債計

算。 

β：貝他值，本釋例採用標的公司之可類比標的10貝他值中位

數。 

Rm：市場風險報酬，本釋例採用資料庫之統計數字。 

                                                      
10 由於本釋例所衡量之價值標準為公允價值，所採用之輸入值應以市場參與者之立場衡量，故

採用可類比標的之資訊作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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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說     明 

α：非系統性之企業個別風險溢酬，本釋例採用資料庫統計

之規模溢酬11。 

負債成本率

（Kd） 

負債成本率：Kd = 加權平均借款利率稅前負債成本：參考評

價基準日之可類比標的公司平均貸款利率為2.8%。 

 

折現率結論 

為簡化考量，本釋例假設標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資本結構

已為長期之最適資本結構12，採用該資本結構將股東權益資金

成本率及稅後債務成本率加權平均，以計算標的公司加權平

均資金成本率。說明如下： 

WACC=Ke*（E / A） + Kd *（1 - T）*（D / A） 

      =14.1%*86%+2.8%*(1-17%)*14% 

前述各項因子計算下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為12.5%13。 

 

(三) 折溢價說明 

評估企業價值時，對於採用三種評價方法所產生之結果應作相關之評價調整，包

括折價或溢價。例如，於評估企業價值時，應考量缺乏流動性折價14及少數股權

折價15（評價4.27、IFRS13.69）。常見之折溢價類型包括流動性折價、少數股

權折價或控制權溢價，流動性折價係指所有權因缺乏市場可銷售性而須調整減少

                                                      
11 α係 Ke之調整項，除規模溢酬外，可能尚包括個別公司之風險溢酬，企業應依個案判斷。 
12 實務上可參考可類比公司之資本結構。 
13 本表係以簡化方式表達，故所計算產生之加權平均資金成本率會因四捨五入之表達而有誤

差。 
14 亦可稱缺乏市場流通性折價。 
15 亦可稱非控制權益折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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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或比率，而少數股權折價係指股東權益之價值因缺乏部分或全部之控制權

而須調整之金額或比率，另控制權溢價係指相同比例之具控制與不具控制權益間

之價值差額，此差額係反映控制權之價值16。一般而言，採用收益法所得出之整

體股權價值因係以企業之立場估計未來利益流量所轉換之現值，故該價值並未將

市場之流動性折價因素納入，且係代表具控制之股權價值，在實際評估標的公司

公允價值時，尚須考量少數股權折價。而市場法係以市場交易所產生之價值乘數

換算為標的公司之價值，該價值係具流動性，在實際評估標的公司公允價值時，

尚須考量流動性折價。 

所評估標的公司之產業、性質或股權多寡及集中程度，皆會影響折溢價之幅度。

採用收益法計算所得之企業價值於調整淨負債後，為股權價值；由於評價標的為

甲公司3.97%之普通股股權，甲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權流通性較低，且該股

權為不具控制之少數股權，故經判斷後應調整流動性折價及少數股權折價。實務

上決定流動性折價或少數股權折價之方法大多透過實證研究結果作為依據，本釋

例係引用資料庫之統計數據決定其比率，缺乏市場流動性折價採27.2%、少數股

權折價採24.4%17。 

相關折溢價資訊可能會因標的公司所處之國家、區域、產業、市場或統計期間及

標的股權之多寡而有所不同（評價11.4），例如生技製藥業與LED照明產業之流

動性折價可能不同；又如評價標的為3%之股權與60%之股權控制權溢價也會不

同。企業於實際評價時對折溢價之選用應視情況取得專業資料庫之資訊佐證，必

要時諮詢專家意見。惟一般而言，常見之折溢價考量因素除參考資料庫、研究報

告或詢問專家外，企業於決定折溢價時，尚應以市場參與者之立場考量的因素包

括：標的公司之行業別、組織型態、公開發行程度（例如屬上市櫃或未公開發行

公司）、標的公司過去經營績效（例如獲利狀況與成長性）、過去三年股利發放

                                                      
16 AICPA, Statement on Standards for Valuation Services no.1” Valuation of a Business, 

Business Ownership, Interest, Security, or Intangible Asset.” 
17 一般台灣評價實務上常見之流動性折價區間約介於 10%到 30%之間，實際進行標的公司評價

時，流動性折價不限於此區間，企業應依個案判斷決定適用之折溢價，視情況取得專業資料

庫之資訊佐證，必要時諮詢專家意見，企業不得逕行引用釋例中所採用之折溢價比例，企業

決定採用之折溢價比例時應有合理之佐證資訊。 



16 

情形、財務結構健全與否、客戶或供應商是否過度集中、關鍵人員之仰賴程度、

是否有或有負債等18。 

 

(四) 現金流量分析 

收益法係將標的公司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財務預測，據以折現分析以衡量

評價標的之公允價值。本釋例係採用企業自由現金流量（Free cash flow to firm, 

FCFF）19作為收益法下利益流量之代表，以避免預測年期之利息費用未能有效估

計；並依折現率12.5%及永續成長率2%計算現金流量折現法。另本釋例假設標

的公司之現金流量係於每一期內平均發生，有關折現期間係假設為期中發生，故

預測年期2016年之折現期間以0.5代表（其餘類推）。依前述方式計算結果顯示，

標的公司之企業價值為新台幣$2,108,588仟元，由於股權價值為企業價值減除淨

負債，故調整淨負債（帳列付息負債20減除超額現金21）金額後，得到標的公司

之普通股股權價值為新台幣$2,405,588仟元，此結果尚須調整流動性折價及少數

股權折價 22，調整後於評價基準日整體非控制股權價值為新台幣 1,323,959仟

元。 

 

 

 

 

 

                                                      
18 公允價值衡量不得納入與科目單位不一致之溢價或折價。另反映交易量大小之溢價或折價（如

鉅額交易因素），並非資產或負債之特性，不得納入公允價值衡量中（IFRS13.69）。 
19 企業應依所採用之現金流量計算方式選擇適當之折現率，本釋例係採企業自由現金流量，故

折現率係選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若企業採權益自由現金流量，可能須考量選擇權益資金成

本作為折現率。 
20 本釋例假設無應付股利，故淨負債無須考量應付股利。 
21 一般而言，超額現金為現金及約當現金扣除營運必要現金之餘額。 
22 此折價比率須參考資料庫之數據，本釋例係參考過去十年之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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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收益法分析結果

 

1 終值= (預測年期最後一期自由現金流量+預測年期最後一期資本支出-預測年期最後一期折舊及攤銷)*(1+永續

成長率)/(折現率-永續成長率)) = (308,085+43,244- 59,888)*(1+ 2.0%)/( 12.5%- 2.0%)) 

2 折現因子之計算方式=1/(1+12.5%)0.5 

3 企業若有非營業用資產或負債，應另行調整。 

4 本釋例標的企業持有之現金大於負債，淨負債為負數。 

5 由於本釋例評價標的為 3.97%之不具控制普通股股權，故調整少數股權折價；而收益法計算之股權未考量市場

流動性，亦須調整流動性折價。 

 

(五) 敏感度分析 

採用收益法所產生之公允價值衡量係屬IFRS13中定義之第3等級輸入值，亦即不

可觀察之輸入值，故須於財務報表中對不可觀察輸入值變動之敏感度作敘述性描

述（IFRS13-93(h)）。本釋例針對評價假設中之主要參數：折現率之合理變動區

間判斷為11.5%及13.5%，及永續成長率合理變動區間（1%及3%）進行敏感度

分析，計算現金流量折現法價值區間以作為資訊決策者之參考依據 。依下表二

所列敏感度分析之結果，標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之整體非控制股權價值區間為新

台幣 1,144,030 仟元至新台幣 1,587,765仟元。表三為標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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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7%股權價值之敏感度分析，其顯示3.97%股權價值區間為新台幣45,418仟元

至新台幣63,034仟元。 

表二 整體股權價值之敏感度分析 

 

表三 3.97%股權價值之敏感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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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市場法分析 

(一) 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法選擇 

本釋例係以台灣業務屬性相近並獲利之上市櫃公司作為可類比上市上櫃公司，計

算於評價基準日之市場交易乘數。 

 

 
 
 
 
 
 
 
 
 
 
 
 
 
 

股權價值 

本釋例選用股價淨值比（P/B）及本益比（P/E）作為計算公允價值之乘數，考量

標的公司於評價基準日前12個月財務狀況，且標的公司本身財務結構非屬著重

於資產導向之公司，經判斷後以本益比作為計算參考之交易乘數。根據可類比上

市上櫃公司法之分析結果，標的公司整體非控制股權公允價值為新台幣

1,414,189仟元；每股價值新台幣  18.89元；3.97%股權公允價值為新台幣 

56,143仟元。 

 

 

注意事項 

企業於採用市場法時應審慎選擇可類比標的，可類比標的應與標的公司屬

同一產業或屬於受相同經濟因素影響之產業。選擇可類比標的應考量之因

素包括企業特性之類似性、可類比企業資料特性（數量、可驗證性、時效

性及攸關性）及可類比企業之價格是否涉及非屬常規之事項（評價

11.26-28）可類比標的公司選定後，除非該類比公司或標的公司本身財務

業務有重大改變，否則企業不宜任意變更可類比標的（IFRS13.65）。此

外，價值乘數應選用能合理反應標的公司價值者，且其計算基礎應一致。 



20 

表四 市場法分析結果

 
1 由於市場法所選用之資料已為非控制之權益價格，故無須另外調整少數股權折價。惟仍須調整流動性折價，相關說明

請參考折溢價調整。 

 

(二) 可比較公司乘數計算 
 

表五 可比較公司乘數計算 

 
1 本釋例係採用中位數。惟實務上可比較公司乘數之決定，可依據評價人員專業判斷，不限於平均數及中位數，惟決定

之乘數應介於可比較公司乘數之區間（IFRS13.65）。 

2 平均數可於Excel中以函數Average求得；中位數則為Median；第一四分位數公式為QUARTILE（資料來源,1）；第三

四分位數公式為QUARTILE（資料來源,3）。本表列示第一四分位及第三四分位供參，係為確保計算結果之變異範圍

不會太大。 

伍 價值結論 

本釋例採用收益法及市場法分析標的公司之價值，根據標的公司之歷史財務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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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之財務預測進行分析。由於標的公司所提供之財務

預測是否可合理達成之不確定性因素較大，可能導致採用收益法之價值區間變異

較大；此外，本釋例中收益法之參數相較於市場法所採用者，屬不可觀察輸入值23

較多，且判斷後標的公司與可類比公司之可比差異程度尚於可接受之範圍內，經

綜合考量後本釋例以市場法作為價值結論之主要依據。標的公司整體普通股股權

公允價值為新台幣1,414,189仟元，每股價值新台幣18.89元；3.97%普通股股權

公允價值為新台幣56,143仟元。 

  

                                                      
23 在所有情況下，企業應最大化攸關可觀察輸入值之使用並最小化不可觀察輸入值之使用，以

符合公允價值衡量之目的（IFRS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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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例二  

創投公司之評價釋例 

壹 背景說明 

(一) 標的公司相關資訊 

項目 說明 

公司名稱 乙創投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年3月10日 

經營業務 主要營業項目為從事創業投資業務 

投資日期 2015年3月10日 

實收資本額 新台幣1,001,000,000元 

平均每股成本 新台幣10元 

持股數/比例 4,000,000股 / 4.00% 

原始投資成本 新台幣40,000仟元 

 

(二) 評價方法選用理由 

本釋例將針對標的公司之營運特性及公司現狀而選擇最適切之分析方式進行評

估，所考量之方法包括資產法、收益法及市場法，經判斷後所採用之評價方法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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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法。理由如下： 

1. 資產法：乙創投營業活動以投資權益證券為主，公司價值係仰賴所投資資產

的價值，故係採用資產法分析標的公司。 

2. 收益法：標的公司營業性質未能產生可預期之現金流量，故未採用收益法。 

3. 市場法：由於無法取得業務性質類似之可類比之上市櫃創投標的，故未採用

市場法。 
 

貳 評價流程 

評價流程 說     明 

步驟一 檢視各項資產負債項目之性質與所包含項目。 

步驟二 
針對帳面價值可能與公允價值有差異之項目蒐集各項資產負債之

市價資訊。 

步驟三 
針對不具可參考市價之金融資產，採用釋例一所示之收益法或市

場法計算該金融資產公允價值。 

步驟四 
根據步驟三得出該公司之淨資產公允價值，計算該公司之股權價

值。 

 

參 資產法分析  

(一) 公允價值調整 

各項資產與負債公允價值調整金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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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科目 公允價值評估 
流動資產 流動資產包含現金、預付費用及其他流動資產等，衡量各

項流動資產應無減損之可能性，其公允價值約當帳面價

值；當期所得稅資產應無公允價值調整議題。 
無活絡市場

之債券投資 

持有標的包括超過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及無活絡公開

報價之債券投資，調整無活絡債券之價值 9,000 仟元後，

無活絡市場之債券投資之公允價值為 400,000 仟元。 

備供出售金

融資產 
持有資產為上櫃公司股票，公允價值為新台幣 45,390 仟

元。 
以成本衡量

之金融資產 
持有資產為國內未上市櫃公司股權投資，無市價可參考，

本釋例依照股權投資性質及個別被投資公司產業及經營

情形，選擇適當分析方法估計公允價值；分析方法如釋例

一所示。 
非流動負債 係備供出售金融資產公允價值變動產生之遞延所得稅負

債，評估無重大公允價值調整之議題。 
依據上述資產法結果，該公司評價後整體股權價值為新台幣 1,012,460

仟元。此結果尚須調整流動性折價及少數股權折價，調整後於評價基準日

整體股權價值為新台幣 911,214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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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投資明細彙總 

備供出售金融資產明細如下： 

以成本衡量之金融資產明細如下： 

 

肆 價值結論 

本釋例採用資產法分析標的公司100%股權之價值，評估結果乙創投100%普通

股股權公允價值為新台幣 1,012,460仟元。調整後於評價基準日整體股權價值為

911,214仟元，故評價標的乙創投4.00%普通股股權公允價值為新台幣36,449仟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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