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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文主要目的是透過個案的分析，以事前觀點評估購併的價值。由於

傳統現金流量折現法所計算出來的淨現值（NPV）無法考量到決策彈性

的價值，因此透過實質選擇權的應用，可以提供決策者一個彈性價值的

考量。本文以元大京華購併復華金控為例，運用實質選擇權於購併評價

上，希望能提出一個簡單易於使用的實質選擇權分析，能更加合理地評

估購併綜效。 研究方法是先利用傳統現金流量折現法為基礎求算出合併

綜效，再透過二項式模型推導出實質選擇權的價值，以評估購併案中隱

含的彈性價值，接著運用 Trigeorgis and Mason(1987) 所提出的擴展淨現值

(Expanded NPV)模型，來計算擴展後的綜效價值。經由分析之後，所得



到的結論如下： 1.本文首先以現金流量折現法來求算元京證與復華金的

購併綜效，求算出的元京證及復華金可能的換股比例為 1：1.2787，未含

選擇權的綜效為 17,024 百萬元。由此可推測元京證與復華金的合併是有

價值且值得進行的。 2.以現金流量折現法為基礎，導入實質選擇權的分

析後，發現元京證併復華金後有極大的可能再購併另一家商業銀行，因

此經過分析後以購併萬泰商銀的計劃做為一成長選擇權。加入成長選擇

權 14,381 百萬元的價值後，元京證與復華金的購併綜效可擴展為 31,405

百萬元，所以此購併案是存有潛在的成長價值。 3.購併案中收購價格的

決定是左右購併成功與否的關鍵，以個案中所研究的假設為依據來計算

購併時所能容忍的最大溢價幅度。研究結果顯示，由於加入實質選擇權

後使得綜效值得以擴張，因此所能容忍的最大溢價幅度可由原先的 57%

上升到 86%。但應再考慮其他費用後，修正此一溢價幅度的區間。  

摘要

(英)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assess the M&A value with the view in 

advanc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ase. Because the traditional net present value

（NPV） calculated out of discounted cash flow（DCF）method is unable to 

consider the value with flexible decis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real option 

can offer a valuable flexibility to the management. This thesis researches on the 

evaluation case study of the merge and acquisitions between Yuanta Core Pacific 

Securities and Fuhwa Financial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hope can assess the 

M&A value more rationally.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expanded NPV method 

proposed by Trigeorgis and Mason（1987）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gnoring 

managerial flexibility in the traditional NPV. The expanded NPV rule reflecting 

both value components: the traditional（static）NPV of discounted cash flow and 

the option value. The research resul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which is no concern of any option value creates the 

synergy of NT$17,024 million. The exchange stock ratio is one Yuanta stock to 

1.2787 Fuhwa stock. 2.As the foundation with the DCF method analyzed of the 

real options. After add the real option value, the synergy rose from NT$17,024 

million to NT$31,405 million.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the M&A between 

Yuanta and Fuhwa is worth and imply potential value. 3.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ynergy expanded by real option, the maximum premium range can rise to 

86% from 57% orig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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