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大學進修推廣學院推廣教育非學分班招生簡章 

「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研習班」第 30 期〈採實體+線上同步授課〉 

 ──────────────────────────────────────────────────────── 

     無論投資、經營、工作，您都應該具備的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能力 

本課程藉由評價方法深入瞭解各種財務報表的組成要素。本課程強調財務報表分析與公司評價 

的架構，以及深入探討與評價有關的過程。本課程將涵蓋與評價有關的會計、財務、與企業策 

略的概念。透過本課程將可對財報資訊與公司價值的關係有更深入的瞭解。 

──────────────────────────────────────────────────────── 

授課老師：臺大財務金融系陳聖賢教授（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課程目的：從認識企業財務報表，培養財務分析與評價企業的能力，以作為決策工具。 

課程內容：涵蓋與評價有關的會計、財務、與企業策略的概念。透過本課程將可對財報資訊與公司價

值的關係有更深入的瞭解。 

招生對象：對財務報表分析與企業評價有興趣者及欲瞭解評價企業經營的架構者皆可參加。 

         ※開課日前一週本學院會 E-mail 開課通知(或因報名人數不足的不開課通知)。 

※個人如因疫情需進行隔離/檢疫/自主管理，致使無法上課者，請檢附證明文件，開課前得

申請全額退費(保留)，課間則依比例申請退費或保留。   

課程次數：每週一次，11 次課，共計 33 小時。 

上課時間：111 年 10 月 18 日至 12 月 27 日，每週二晚上 19：00-21：45 上課。 

上課形式：同步開放實體到校、遠距直播上課，學員可自行選擇。若疫情嚴峻，亦有可能視校方防疫

政策調整為僅開放遠距上課。遠距直播上課採 Cisco WebEx Meetings 同步視訊： 

          •硬體需求：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較佳，建議使用有線網路，以免影響學習品質， 

  如雜音、斷訊、畫面模糊等問題。 

•軟體安裝：可支援 Windows、macOS、iPhone 或 android。  

•Cisco WebEx Meeting 下載：https://www.webex.com/downloads.html/ 

授課方式：老師講授，並安排學員分組進行期末個案報告。 

上課地點：臺大進修推廣學院（臺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107 號） 

招生人數：以 50 人為原則，未達 30 人得不開班。本院保留增額或不足額開班之權利。 

學   費： 19,800 元  

早鳥優惠：於 111 年 9 月 20 日前完成報名繳費者，學費 18,000 元。 

其他優惠：◎臺大教職員工(憑臺大職員證/在職證明/聘書等)：6 折 

     ◎臺大校友【完成本學院官網 NTUAR 活動-臺大校友身份驗證】者：折價 2,000 元。 

(限時優惠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止)(註:報名前需於系統驗證完畢，才會出現本折扣選項。)  

完成 NTUAR 驗證之臺大校友，請於開課報到時攜帶國民身分證件確認。 

     ◎臺大校友(憑畢業證書/校友證者)、ILO、本學院舊生、年滿 65 歲(憑國民身分證件)、 

    身心障礙、低收入戶領有證明者：折價 1,000 元。 



 

 

 

 

 

註 1：早鳥優惠可與其他優惠身分者合併使用，如逾早鳥優惠日則依原價折扣。  

註 2：優惠身分僅能擇一使用，請以優惠金額繳費，並於繳費後提供優惠證明。 

報名繳費：請至「臺大推廣教育網」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進行線上報名，可

採信用卡或 ATM 轉帳方式繳費。 

※繳費收據將於開課日提供；如需提前領取，請來電告知。收據抬頭係依台端報名所填

資料為準，若因故需更改請另申請辦理。 

結    業：修業期滿，缺課次數未超過全期上課次數五分之一並通過學習評量者，由本院核發推廣教

育證明書。 

其他事項：（1）本班為研習班(非學分班)，不授予學分、學位證書及不發成績單。 

（2）本課程可登錄公務員終身學習時數。 

（3）本院有權保留課程變動及時間調整之權利，課程若有變更將會提前告知學員。 

（4）學費退費規定：學員自報名繳費後至實際上課日前退學者，退還已繳學費之九成。自

實際上課之日算起未逾全期三分之一者退還已繳學費之半數。在班時間已逾全期三分

之一者，不予退還。 

 (i) 申請退費必須附上收據正本及申請書，缺一不可，否則不予受理。 

 (ii) 本學院退費係以支票或匯款方式辦理，受款人依開立之收據抬頭為準。 

（5）本班無補課機制，課程均須於當期修習完畢。 

（6）如遇天然災害(颱風、地震、洪水、豪雨)，台北市政府宣佈停課，當日課程原則上將

另擇日補課乙次，惟時間須與任課老師協商後再行通知。 

（7）學員於修習期間應遵守本院規定，如有不當行為或影響授課或影響其他學員之學習，

經通知仍未改善者，本院得取消其修讀資格，且不予退費。 

（8）經確定可上課之學員如經發現資格不符規定，或所繳證件有偽造、假借、              

塗改等事情，即取銷錄取資格或開除就讀資格，且不發給任何有關之證明。如係              

在取得後始發覺者，公告並勒令撤銷核發之推廣教育證明書。 

（9）患有或疑似患有法定傳染病者，本院得拒絕其入學及上課。 

（10）就讀本班不得辦理兵役緩徵。 

         （11）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本院保留得以隨時修改之權利。 

 

課程詳細內容洽詢電話: (02)2362-0502分機 227瞿小姐(shusheng@ntu.edu.tw)。 

  

https://www.ntuspecs.ntu.edu.tw/


 

 

 

 

「財報分析與企業評價研習班」第 30 期 課程大綱 
 

授課老師：臺大財務金融學系 陳聖賢教授 

上課時間：111/10/18~12/27 每週二 19:00-21:45，共 11 週。 

日期時間 研討主題 課程重點 

10 月 18 日 
課程介紹、企業的策略與產

業分析 

1. 企業評價的架構與流程 

2. 企業的策略與產業分析 

3. 企業外部環境分析 

4. 產業的內部分析  

5. 產業分析與企業評價 

10 月 25 日 財務報表與會計分析 

1. 財務報表 

2. 以評價為基礎的資產負債表 

3. 以評價為基礎的損益表 

4. 以評價為基礎的自由現金流量表 

5. 會計分析  

11 月 01 日 財務報表分析 

1. 比率分析 

2. 趨勢分析、共同比率分析、變化百分比分析 

3. 杜邦圖及杜邦方程式 

4. 其他相關議題 

11 月 08 日 財務報表預測 

1. 損益表的預估 

2. 資產負債表的預估 

3. 現金流量表的預估 

4. 銷售比率法 

11 月 15 日 風險分析 

1. 事業風險與財務風險 

2. 營業槓桿程度與財務槓桿程度 

3. EBIT 或營業利益的標準差與事業風險 

4. 報酬率的變異與總風險 

5. 系統風險與非系統風險  

11 月 22 日 資金成本的計算 

1. 普通股資金成本的計算 

2. 負債資金成本的計算 

3. 特別股資金成本的計算 

4. 加權平均資金成本 

11 月 29 日 股利折現模式 

1. 普通股評價 

2. 零成長模式 

3. 穩定成長模式 

4. 兩階段的股利成長模式 

5. 三階段的股利成長模式 

12 月 06 日 自由現金流量評價法 

1. 企業價值的自由現金流量 

(FCFF)折現評估模式 

2. FCFF 的內容與衡量 



 

 

 

 

3. 資金成本的說明 

4. 成長類型與 FCFF 模型 

5. 星巴克(Starbucks)的自由現金流量評價 

6. 股權價值的自由現金流量(FCFE)折現評估模式 

12 月 13 日 價格乘數法 

1. 價格乘數法的特性 

2. 本益比 

3. 價格對淨值比 

4. 價格對營收比 

12 月 20 日 
經濟附加價值(EVA) 

評價模式 

1. EVA 的衡量 

2. EVA 評價 

3. EVA 與企業的財務策略 

4. EVA 與企業價值的創造 

5. 決定最適資本結構 

12 月 27 日 個案研究報告討論 

 

小組進行個案研究報告討論 

※授課日期或上課時間如有異動將另提前公告通知，並公告於本院 1樓大廳課程電子看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