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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目的是分析如何對 IC 設計服務產業作公司價值評估。其動機主

要來自 IC 設計服務產業已經在世界半導體產業價值鏈中佔有舉足輕重的

地位。原因是因為 IC 設計服務產業在整個半導體產業的垂直分工體系具

有承上啟下關鍵的角色，因此其公司價值為大眾所關注。 針對 IC 設計

服務產業之評價，目前還無任何研究可循。本文採個案研究方式，藉由



現金流量折現法預估未來公司價值，計算出智原科技 93 年公司價值總額

為 197.19 億元，股價為 76.02 元，而該公司於 93 年市價為 143.97 億元，

股價為 55.50 元。本文研究結果智原科技的公司價值高於市場價值。 在

評價股價後，再作敏感度分析。從各個價值驅動因子中挑選五項與現???

折現模型有關的關鍵績效指標（KPI），由五項關鍵績效指標得知，銷售

成長率、研究發展費用比率、加權平均資金成本（WACC），三項關鍵

因子對智原科技股價具有統計上顯著的影響。其結果對股價影響最大之

關鍵績效指標為銷售成長?、WACC 次之，研究發展費用比率影響最小。 

摘要

(英) 

The propose of this study is the analysis that how to evaluate the company value 

for the IC design service industry. The motive of this study mainly comes from the 

fact, which the IC design service already holds the pivotal status in the worl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value chain. The reason is that the IC design service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vertical division of labor 

system. Therefore, its company value pays attention for the populace. The case 

study method is used to value evaluate the company of the IC design service 

company (FARADA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based on the discounted cash flow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any value is 197.19 hundred million NT 

dollars in 2004, and the stock price per share is 76.02 NT dollars. Currently, the 

company’s market value is 143.97 hundred million NT dollars, and the stock 

price per share is 55.50 NT dollars. This study conclused is that the FARAday’s 

company value based on is higher than the current market value. From our 

analysis, the three statistical significate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 sales 

growth rate, research development expense ration and weighted average capital 

cost (WACC),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stock price of FARADAY Technology 

Corporation. The result of the impact on the stock price: sales growth rate > 

WACC > research development expense 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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