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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目的係以產業環境分析及現金流量折現法進行太陽能晶圓產

業之公司價值評估。研究步驟為文獻探討、產業環境分析、建構評價模

式、進行個案研究與敏感度分析、將實證研究分析結果做成結論與建

議。 針對該產業環境進行分析，主要結論為：(1)就整體產業鏈而言，最

上游矽原料之生產進入障礙最高，風險亦最高，其次是晶圓產業，進入

障礙、競爭程度及風險次高，中下游太陽能電池及系統廠商，進入障礙

最低；(2)該產業目前處於生命週期之成長期，應加速擴展以達經濟規

模；(3)長期而言，企業應積極從事研發，提升轉換效率及生產製程，降



低生產成本，以強化競爭力，並與上下游廠商簽訂長期合約，或採策略

聯盟方式以降低營運風險。 依據產業及個案(綠能科技公司)分析結果，

預測未來 5 年現金流量，並假設永續成長率 g 值為近 10 年通貨膨漲率平

均值約 2%，求算永續價值現金流量，再利用現金流量折現後算出該公司

總價值相當於每股 480 元，高於市場價值(2008 年 5 月 7 日為 277 元)。 

針對關鍵價值驅動因子對股價敏感度分析結果，股價相對於加權平均資

金成本變動最大，其次依序是營收成長率、毛利率、永續成長率。  

摘要

(英) 

This paper valuates the Corporate in solar wafer Industry through industry analysis 

and discount cash flow model. The paper will follow the process of literature 

review, industry analysis, building the valuation model, case study and sensitivity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In the solar wafer industry analysis part, our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 shows that the silicon suppliers have 

the highest entrance barrier, thus, have the highest risk, then followed by the wafer 

manufacturers. Solar cell manufacturers and system suppliers have the lowest risk. 

(2) Solar Wafer industry is in the growth stage of product life cycle. The industry 

need a rapid expansion to acquire economies of scale. (3) In the long run, the 

industry need more R&D, reduce production cost,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Signing long term contract or taking strategic alliance with suppliers and major 

clients will help reducing operational risk.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inancial 

statistics about Green Energy Technology Inc. and industry analysis, we are able 

to predict cash flow of next five years. We use the constant growth rate “g” 

will be the average of 10 years inflation rate, which is 2%. By using the discount 

cash flow, our calculation show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company should be 

$480 NTD per share instead the market value of $277 NTD on the date of 

2008/05/07.The analysis of value drivers to stock sensitivity shows that stock price 

reflect the weighted average of capital cost the most, follow by the revenue growth 

rate, gross profit, and constant growth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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