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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論文摘要 台灣的企業起步相較歐美先進國家晚了許多，但是台灣經驗及

奇蹟，成就許多國際性的知名企業，原本是單一公司的組織，隨著產業

調整及經濟型態的改變，都變成為企業集團，在世界的經濟貢獻中佔有

一席之地。 集團企業透過合理的發展，使得集團越來越大，集團企業之

管理階層或所有權人藉由專業分工，使其透過集團化、國際化、多角化

等方式保持及擴大分享集團的龐大利益。集團企業的發展對於台灣過去

的經濟成長及貢獻有其重要地位，因為專業分工及全球化之影響，集團

企業面臨了相當大的挑戰，所以企業集團的母公司如何透過有效的控管

及分析上的機制，讓母子公司整體效能達到最有效的運用及發揮，將是



影響企業集團成功與否的重要思考議題。 過去企業所使用的評價原則及

分析方法，大部分都採行財務報表分析的模式進行，傳統財報分析工

具，雖然方法簡單方便且行之多年，但分析的結果常常失真許多，本次

所研究的主題在於利用企業評價的工具找出企業真正價值所在，利用數

據性的資料透過合理的分析及運算，找出轉投資事業的合理價值，如此

可提供企業集團未來策略性參考依據。本研究的重點為： 1.分析轉投資

事業對企業集團整體的貢獻。 2.台灣企業集團透過多角化經營擴大集團

整體價值，對於業外轉投資事業進行檢定，於適當時機，建議資源重新

分配及調整，保持集團企業的永續競爭力，並能提供核心決策者參考。 

3.找出合理的評價方法，提供集團企業內部專業分析人員使用。 4.將量

化及非量化的資料整合運用後，再對研究標的進行評價。 企業評價所使

用的範疇很廣，但對於集團企業之轉投資標的及綜效進行評量，目前研

究論文不是很多，礙於相關因素之影響，可能無法面面俱到，得出理想

之結果。本文有關量化資料主要使用 EVA(經濟附加價值)及 FCF(自由現

金流量)來進行推導，另有關非量化資料透過企業價值創造流程，利用認

知差異、營運改善、財務工程、新成長機會等方式，進行量化資料的探

討及追尋，最後彙整結論，提供本研究企業集團主要策略投資建議報

告。對於經營成功或失敗的投資標的，藉由評價的數量化資料，可以看

出投資標的現在及未來的價值所在，對於集團企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情。 台灣企業集團的發展，最後一定會跟隨歐美先進國家一樣，除了企

業本身保持絕對競爭力外，轉投資事業的投資策略，也將是企業集團主

要獲利及擴大規模的方式，所以儘早調整對於企業集團的經營方式，將

可以確保企業的永續發展及對於股東經營事業的承諾。  

摘要

(英) 

Abstract The beginning of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in Taiwan is a distance later 

than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but the “economic 

miracle” achieved in Taiwan has accompanied the success of many international 

well-known domestic enterprises. Many small companies have evolved into 

business groups an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As enterprise groups getting bigger and bigger, their managements and 

owners keep on expanding just for the sake of ripping the benefits of accumulated 

specialized expertise and utilizing precious resources generated through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re facing a severe 

challenge and must adopt effective management control and business analysis to 

make both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achieve the desired operating results 

expected by their shareholders. The principles of valuation and methods of 

analysis adopted in the past by enterprises are mostly relying on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The tool of traditional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is easy and 

widely used for many years, but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ten lack in thoroughness 

and rigor. The topic of my thesis is to use the tool of valuation to measure 

economic values added by major subsidiaries of a business group in Taiwan to 

address the benefits of diversification versus integration for the purpose of 

generating future strategic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roup. The focuses of the 

thesis are as follows： 1. To analyze the contribution of diversified as well as 

integrated investments to the enterprise group as a whole. 2.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s of strategic investments by attributing and adjusting resources 

employed in the appropriate time to provide strategic relevant information to 

home-office decision-makers. 3. To find out the applicability of various methods 

of valuation to recommend to the valuation professionals of the enterprise group. 

4. To complement quantitative analysis with qualitative analysis by collecting data 

of both types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n the results of valuation.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a large number of valuation relevant factors involved, it is not 

possible to consider all aspects. The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ed are limited to those 

essentially required by the EVA(Economic Value Added) and FCF(Free Cash 

Flow) model. The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on the other hand, are limited to those 

related to the evaluation of value creation process, differences in recognition, 

growth potential and financial innovations. Finally,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enterprise groups will trace the same path as the advanced countri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That is to say, enterprise groups have to focus on core competence and 

strategy investments will always be an important growth consideration in 

generating profits and expanding business sc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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