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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摘要 隨著市場管制的解除與科技進步，電信產業的競爭方式改變，造成

近年來電信產業快速變革與蓬勃發展，相關併購的案例更在全球蔓延。我

國電信業務，自 1997 年民營業者加入行動電話業務經營之後快速成長，



行動電話市場已由成長期逐步邁向成熟期。由於台灣幅員狹小，行動電話

單區經營業者，受限於經營區域，當達一定規模後，即無法再突破，出現

成長停頓的困局，無法再有效擴展其營運規模，而 1999 年和信電訊購併

東榮電信案揭開台灣行動電話購併案的序幕，電信業整者間透過併購，逐

步整合，走向大型化新寡佔企業，而促使作者希望藉由此文了解台灣電信

業者在合併過程是如何評價的問題。 本研究透過台灣大收購泛亞電信及

遠傳併和信的個案分析，進行評價，評價之基礎為(1)現金流量折現法及

國際電信產業常用以評價之(2)每戶市值法(3)EV/EBITDA—市場比較評價

法來作評價。實證結果，以現金流量折現法所求得的每股價格，其中目標

公司泛亞電信價格 35.5 元，較接近購併公司所協定價格 39.9 元；而個案 2

目標公司和信電訊以現金流量法算出價格為 17.21 元，仍是比較接近購併

公司所協定的價格 17.05 元。 關鍵字：併購、評價、現金流量法、電信業 

摘要

(英) 

Abstract With the market deregulation,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high competition, 

the telecom enterprise has recently been innovating rapidly and developing 

prosperously. Moreover, the cases of merges and acquisitions have been prevailed 

worldwide.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form growth to mature 

period since the private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n 1997. The growth of business 

has been stuck due to limited market in Taiwan. The beginning merge with KG 

Telecom and Tung Jung Telecom had integrated the mobile phone market and led 

to a large-size oligopoly telecom company. The case studies of merges and 

acquisitions -Taiwan Mobile merges Trans Asian telecom and Far East Tone 

merges KG telecom are valued based on discounted cash flow (DCF), market value 

per household, and EV/EBITDA. The simul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target 

company - Trans Asian Telecom using DCF approach should be NT 35.5 a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ctual purchasing price is NT 39.9. From the case 2, the target 

company - KG Telecom using DCF approach should be NT 17.21 a share in 

comparison with the actual purchasing price is NT17.05. Keywords: merge, 

valuation, DCF approach, telecom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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