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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擬從創投公司的角度出發，應用「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評估投

資計畫的價值，以協助創投公司了解投資案中所有內含選擇權的個別價

值與總價值。實質選擇權評價模式提供管理者除了傳統分析工具外，一

個彈性的決策方法，可以作為是否執行不確定情況下的投資計畫的策略

參考。 研究方法是運用 Trigeorgis（1991）所提出的對數轉換二項模型



（LTB 法），將過去資本預算中所忽略的管理彈性加以量化。實證標的

為「國際精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擁有遞延選擇權及擴張選擇權。

研究發現﹕ 1.本投資案中，未含任何權利價值的傳統 NPV 為新台幣

19.270 億元，遞延選擇權價值為新 台幣 17.6194 億元，擴張選擇權價值為

新台幣 4.8664 億元，遞延及擴張選擇權價值為新台幣 24.0010 億元。此即

說明了管理彈性在投資計畫評估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也亦證實了傳統

淨現值法未考量管理彈性，而低估了投資計畫價值。 2.本投資案中，遞

延及擴張選擇權之間所產生正向的交互作用。亦即當這兩個選擇權同時

存在於此投資方案中時，其價值將大於兩個選擇權分別相加的價值。 3.

在參數變動對選擇權價值變動的敏感度分析可以得知（1）毛計劃價值與

選擇權價值呈同方向的變動。（2）無風險利率與選擇權價值呈反方向變

動。（3）波動度與選擇權價值呈同方向的變動。（4）成長率與選擇權

價值呈同方向的變動。（5）成長率的期間與選擇權價值呈同方向的變

動。 4.在參數變動對擴展的 NPV 的影響方面，研究發現（1）毛投資計

畫價值增加，擴展的 NPV 價值增加。（2）無風險利率影響擴展的 NPV

價值的幅度很小，且與擴展的 NPV 呈反方向變動。（3）波動度與擴展

的 NPV 呈同方向變動。（4）成長率與擴展的 NPV 呈同方向的變動。

（5）成長率的期間與擴展的 NPV 呈同方向的變動。  

摘要

(英) 

In the case of study, we investigate how venture capitalists evaluate the investment 

alternatives by using the real options pricing model, and help venture capitalists 

understand the real options value of a project. The evaluation method of real 

options serves a better idea for “Management Flexibility” in spite of the 

traditional method-NPV. This study utilized the log-transformed binomial method 

proposed by Tigeorgis(1991)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gnoring managerial 

flexibility in a traditional capital budgeting. We choose APEX Inter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o., Lt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hich has two options – the 

option to defer, and the option to expand. The study result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traditional NPV method which is no concern of any option value 

creates the value of NT$ 19.270 million, but the option to defer creates the value of 

NT$ 17.6194 million, the option to expand creates the value of NT$ 4.8664 

million, and the option to defer & expand creates the value of NT$ 24.0010 

million. This result indicated that NPV Model ignored the “Management 

Flexibility” so that it underestimates the value of an investment. 2.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option to defer and the option to expand is positive. It 

means that the value of the option to defer & expand is larger than that of the 

option to defer plus the option to expand. 3.According to the sensitivity analysis, 

we found that：(1) The gross project value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expanded NPV 

and real options. (2) Risk-free rate has negative impacts on expanded NPV and real 

options. (3) Volatility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expanded NPV and real options. (4) 

Growth rate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expanded NPV and real options. (5) The 

period of growth rate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expanded NPV and real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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