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是什麼？公式為何？如何用
ROE 選股？

原文: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roe

許多投資人在分析公司是否值得投資時都會使用ROE（股東權益報酬率），ROE 能衡量公司替股東賺錢
的效率，顧名思義就是公司拿股東的錢去投資的報酬率。那麼，股東權益報酬率到底是什麼意思？ROE 計
算公式是什麼？它和ROA、ROI有什麼區別？我們又應該如何利用roe選股呢？

 

ROE 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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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Return on Equity）的中文有幾種不同的稱呼，有股本回報率、股權收益率、股本收益率、淨值
報酬率、淨資產利潤率、股東權益報酬率等等，但在台灣我們統稱為股東權益報酬率。

如果說每股盈餘（EPS）是用來評估企業獲利的能力，那麼股東權益報酬率（ROE）則是用來評估企業賺
錢的效率，也就是經營的能力。

ROE 是淨利潤與平均股東權益的百分比，是公司稅後利潤除以淨資產得到的百分比率，該指標反映股東權
益的收益水準，用以衡量公司運用自有資本的效率。

一般來說，ROE 數值越高，說明投資帶來的收益越高。

例如：

漢堡公司起始營運資本100元，今年獲利20元，ROE 20%
牛排公司起始營運資本1000元，今年獲利50元，ROE 5%

可以看出漢堡公司ROE20%，運用資本的效率比ROE5%的牛排公司好。

ROE 指標能體現自有資本獲得淨收益的能力。通常來講負債增加會導致淨資產收益率的上升，資產包括
兩部分，一是股東的投資，即所有者權益(它是股東投入的股本，企業公積金和留存收益等的總和)，另一
部分是企業借入和暫時佔用的資金。企業適當的運用財務槓桿可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借入的資金過多
會增大企業的財務風險，但一般可以提高盈利，借入的資金過少會降低資金的使用效率。淨資產收益率是
衡量股東資金使用效率的重要財務指標。

�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計算上是用起始運作資本，但實際買進這間公司是根據當時的股票市價。有獲利的公
司市價都會比較貴，因此除非你是創始股東，否則ROE並不等於你投資的實際報酬率。

 

下載Android版 下載iOS版

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的計算公式

股東權益報酬率ROE的計算公式為：

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 稅後淨利 / 股東權益

稅後淨利指的就是企業賺錢後所得到的營業收入扣掉營業成本（原料、人工、製造費用）、營業費用（推
銷費用、管理費用、研發費用）、業外收支以及所得稅後所剩餘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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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股東權益指的是企業所擁有的淨資產，從資產負債表我們可以知道「資產＝負債＋股東權益」，因此企
業總資產扣掉負債後所剩的部分即為股東權益。

但股市中的公司計算方法會更加複雜一些，根據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ROE）的計算公式如下：ROE =
P/E0 + NP÷2 + Ei×Mi÷M0 – Ej×Mj÷M0 。 其中：P為報告期利潤；NP為報告期淨利潤；E0為期初淨
資產；Ei為報告期發行新股或債轉股等新增淨資產；Ej為報告期回購或現金分紅等減少淨資產；M0為報告
期月份數；Mi為新增淨資產下一月份起至報告期期末的月份數；Mj為減少淨資產下一月份起至報告期期
末的月份數。

股東權益報酬率可衡量公司對股東投入資本的利用效率。它彌補了每股稅後利潤指標的不足。例如，公司
對原有股東送紅股後，每股盈利將會下降，從而在投資者中造成錯覺，以為公司的獲利能力下降了，而事
實上，公司的獲利能力並沒有發生變化，用ROE來分析公司獲利能力就比較適宜。

 

Roe、Roa、Roi的區別

1.ROE VS. ROA

我們都知道，要衡量一間公司的獲利能力，通常會看資產報酬率 ROA 以及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這兩大指
標。

但很多人卻不曉得 ROA、ROE 這兩者的差別究竟是什麼？

ROE簡單來說就是公司用自有資本賺錢的能力，反應了公司運用資源的效率。ROE越高，公司越能妥善運
用資源。但依據公式，ROE可以靠舉債來提升，所以在負債比例高的產業(如: 銀行業、金控業)則不適合
用ROE來判斷。此外，股東權益報酬率的計算是不包含股價的，所以無法單獨使用於選擇股票。

而資產報酬率 ROA（Return on Assets）是公司用所有的資產賺錢的能力，更適合用於負債比例高的行業
(銀行業、金控業)。

ROA = (稅後收益+利息) / 總資產

公司在付出利息後才會被課稅，所以實際上付給債權人的利息沒有這麼多，所以我們利用稅後收益+利息
回去推算出稅後息前利益，才會是整間公司的總報酬率。

ROA越高表示資產利用率越好，一般而言我們會希望ROA高於銀行利率和長期公債利率，並且是呈現平穩
或上升趨勢為佳。需要注意的是若公司的ROE高，但ROA卻很低，這代表公司主要獲利多是來自高財務
槓桿，相對的投資風險會因此提高。

總的來說，資產報酬率 ROA 是用來幫助投資人衡量公司是如何用其資產或資源，產生更多收入；而股東
權益報酬率 ROE 則是幫助投資人評估，投資進去的錢到底有沒有賺到錢。



2.ROE VS. ROI

除了 ROA 外，另一個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就是 ROI 了。

投資回報率 ROI ( Return of investment ) 是一種衡量績效的標準，用於評估投資的效率或營收能力，
以及不同投資效率的比較。

ROI = 年利潤或年均利潤/投資總額×100%。

相比於 ROE 公式來說，ROI 計算比較簡單。但是它沒有考慮資金時間價值因素，不能正確反映建設期長
短及投資方式不同和回收額的有無等條件對項目的影響，此外，其分子、分母計算口徑的可比性較差，無
法直接利用淨現金流量資訊。只有投資利潤率指標大於或等於無風險投資利潤率的投資專案才具有財務可
行性。且往往具有時效性，通常是基於某些特定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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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才算一個好的股東權益報酬率？

一家公司的股東權益報酬率好不好取決於所處行業的平均水平，這也就說對於不同的行業，數值基準不同
是正常情況。例如，美國航空運輸業的良好股東權益報酬率可能是19%，而可再生能源公司的股東權益報
酬率可能僅為 5%。

一般來說，交易者和投資者會尋找 ROE 數值接近或高於競爭對手的股票。例如，達美航空2018年的股東
權益報酬率為28%，而同行的平均值為19%。

又或者，您可以將股東權益報酬率與股票指數的長期平均值進行比較。透過使用這種方法，您會假設任何
低於該數字的值都是較差的淨值報酬率。如果我們將標準普爾500指數的股東權益報酬率與達美航空進行
比較，我們會發現該公司在2018年的表現優於市場——其股東權益報酬率為28%，而美國500指數為 18%。

 

投資者如何用 ROE 選股？

股神巴菲特曾經說過：如果非要我用一個指標進行選股，我會選擇ROE（淨資產收益率），那些ROE能常
年持續穩定在20%以上的公司都是好公司，投資者應當考慮買入。

所以投資者或者財務分析者應該知道，ROE是分析企業價值的重要財務指標之一，但事實上不少人並沒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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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何為ROE，認為ROE越高越好，其實不然。如果轉變一下，即ROE=淨利潤/淨資產，則ROE=（市
值/淨資產）/（市值/淨利潤），而市值/淨資產就是PB，市值/淨利潤就是PE，所以變形後ROE=PB/PE。

我們知道PE（市盈率）和PB（平均市淨率）是很重要的兩個相對估值指標，如果對於我們投資者來說，
一般而言，這兩個估值指標當然越小越好，這樣我們買入股票的風險越低。目前市場主流的觀點認為，PE
在20-30倍之間是合理區間，所以假設分母PE這個數字長期變化不大。而你非得讓ROE升得很高，則只能
讓PB也升的很高，而PB太高過頭，則又說明這家企業存在泡沫。

倘若一檔股票是低PE、高PB，則對應的就是異常高的ROE了，而這種ROE往往是比較難有持續性。而回
顧股票歷史，ROE能長期保持15%的股票可以說是都屈指可數，而10倍PE、2倍PB的情況下，該股票
的ROE就能夠高達20%，如果一個股票10倍PE、5倍PB，那麼其ROE則高達50%，都是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同時ROE太高了，也會引起不少資本的進入，從而加劇競爭，如果那些核心競爭力不強的，則很容易被新
進入者替代掉。且倘若ROE過高，則未來提升的空間也會十分有限。一家公司的ROE從2%提升至4%比較容
易，但從20%提升40%則就十分困難，因為雖然ROE同樣是翻倍增長，但REO上升到一個程度以後，兩者面
臨的行業環境不一樣。所以投資者需要考慮某公司的ROE的時候一定要看它長期的ROE水準，不要太高也
不要太低，連續上升趨勢是最好的。

可以將ROE選股參考標準就是介於15%-25%，同時至少要關注過去5年的資料，雖然過去的資料不代表這個
公司的未來，但卻能夠體現這家公司的賺錢能力是在不斷提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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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 選股時要注意

一般認為 ROE的穩定性比成長性更重要，反覆波動的ROE可能反映該產業競爭過於激烈或獲利能力不夠
穩定，下面便列出 4 個判斷 ROE 高低是否真的的代表報酬率好壞的例子：

1.一次性的獲利導致的ROE上升

有些股票會某一年度突然盈餘大增，很可能是出售資產或認列一些業外盈餘，例如處分不動產，然後將不
動產的收益認列在財報裡，導致稅後淨利超高，所以帶動股東權益報酬率上升。

這種獲利雖然很高，但大多都是一次性的，實際上並不代表公司長久的獲利能力提升。因此，投資人在選
股時要特別留意股價未來是否還有繼續成長的動能，別因為看到ROE突然大幅成長就興奮地立刻進場投資。

2.使用提高財務槓桿導致的ROE提高

提高財務槓桿的意思，就是藉由更多負債讓可運用的資金提升，以創造更多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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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由於 ROE 不考慮負債，因此當公司提高槓桿借錢來增加資產與盈餘時，ROE 便會上升，但這
也代表公司的經營風險會提高，在空頭來臨景氣不好時非常危險。

看到 ROE 提升時一定要注意是來自獲利增加還是來自槓桿提高，否則將只是虛漲。

3.投資虧損認列在股東權益中導致的淨值報酬率提升

過去金融海嘯時，曾有法規允許公司把投資虧損從股東權益扣除，導致明明公司虧損，但因為股東權益減
少，ROE 反而上升。

因此當發現ROE提高的原因是股東權益下降，要小心是不是公司將大量長期投資的虧損認列在股東權益裡。

4.公司保留盈餘增加若造成ROE下降代表資金運用效率降低

公司有時候會需要保留一些資金，作為後續的運用與投資，

但保留資金會提高股東權益，因此這些資金勢必也要能創造出額外的獲利，否則ROE就會下降，代表把資
金交給公司但公司並沒有有效率地去運用，還不如發還給股東。

例如：巴菲特的波克夏控股公司，就完全不發現金股利，將盈餘保留在公司，是因為巴菲特認為與其把錢
交給股東，留在他身上能創造的報酬率更高。

 

如何查詢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不用自己計算，以下2個網站輸入股票代號都可以快速查到：

1. CMoney股市

2. 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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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BTCC 購買股票代幣

BTCC 最新推出了代幣化的股票，其中包括AAPLUSDT（蘋果）、TSLAUSDT（特斯拉）、TSMUS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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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US）、MSFTUSDT（微軟）等；這些代幣化的期貨合約是BTCC發明的創新產品，用戶可以在
我們的平台上用USDT交易股票和商品。

購買方式：

轉到「行情」頁面，點選「USDT合約」的「永續」，就可以快速進行交易了！

:idea:以下是在BTCC 進行合約交易的具體方法：

》》》BTCC虛擬貨幣交易所 加密虛擬貨幣期貨合約交易指南

立即註冊 BTCC 帳戶

當前註冊BTCC的新用戶，都可以在註冊日起計30天內參與新手 3,500 USDT 贈金活動，此外，註冊成功
後只需充值 200 U，即可成為 BTCC 會員，享受超低手續費用。隨著會員等級的提升，最多可享受 50%
的折扣唷！

活動規則如下：新手專享好禮相送！！！

���BTCC 正在舉行感恩節入金活動

11/23-12/01期間，只要入金達 200 U，用戶即可獲得 10U贈金，最高可獲得 50 U贈金！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microsoft-msft-share-price-analysis-and-forecast
https://www.btcc.com/zh-TW/markets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futures-contract-trading-guid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crypto-basics/btcc-futures-contract-trading-guide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promotions/bonus?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2107


移動端用戶可透過下方連結或二維條碼進行下載註冊：

》》》Apple 下載通道

》》》Android 下載通道

 

 

結語

總的來說，股東權益報酬率 ROE 能夠告訴交易者一家公司是否從其資產中產生了足夠的資金，而不是僅
僅依靠股東投資來獲得收入。同時它也是一個可以告訴您股票是否被高估或低估的基本比率。

但需要注意的是，ROE 公式通常不會單獨使用，一定會搭配其他指標一起看，因為ROE 極高或極低的股
票，常常都有一些特殊的問題，只能說 ROE 可當作選股的參考，但不是絕對標準，也不是越高越好。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th3k4yjp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th3k4yjp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r6evw3gw
https://operation.onelink.me/yxkn/r6evw3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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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投資理財的資訊請看：

儲蓄險與定存買哪個好？2022美金儲蓄險推薦及風險須知

特斯拉股票怎麼買？可以買嗎？為何Tesla股價不斷創新高？

《富爸爸窮爸爸》你讀懂了嗎？越花錢越有錢的秘密在這裡！

外匯保證金交易平台怎麼選？2022台灣外匯交易平台排名及推薦

如何辨別外匯保證金詐騙？辨別MT5、MT4黑平台技巧

澳幣值得買嗎？2022澳幣匯率走勢分析及預測

美元指數是什麼？其數值高低會對股票、加密貨幣造成什麼影響？

K線圖（蠟燭圖）是什麼？新手如何看 k 線？

外幣投資教學懶人包丨新手如何買外幣？怎麼投資？

現在適合買美金嗎？2022美金匯率走勢預測及如何投資

乖離率BIAS是什麼？怎麼看？如何用BIAS指標判斷買賣點？

斡旋金是什麼？多少才合理？下斡旋一定要知道的技巧及注意事項

股票抽籤是什麼？抽籤的流程有哪些？申購新股的技巧和心得分享

股價淨值比PBR是什麼？如何計算？多少合理？如何用PBR選股？

每股淨值計算公式是什麼？公司淨值怎麼看？

美股怎麼買？美股開戶要選哪一間？2022美股開戶及投資教學

權值股是什麼？如何投資？2022台股、美股權值股市值排名

2022股票入門教學丨新手玩股票如何開始？怎麼玩股票？

 

關於 BTCC

安全性高，12年曆史，正規平台
已獲得美國、歐洲、加拿大等地監管牌照
提供多種加密貨幣期貨合約
支持股票，股指，和大宗商品期貨通證
提供1到150倍靈活槓桿
交易費低至 0.0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register?utm_source=GW_SEO&inviteCode=%20&utm_medium=article&utm_campaign=judy34783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savings-insuranc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tesla-stock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rich-dad-poor-da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ign-exchange-margin-trading-platform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x-margin-frau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x-margin-frau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x-margin-frau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x-margin-frau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x-margin-frau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analysis-of-the-trend-of-the-australian-dollar-exchange-rat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us-dollar-index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a-candlestick-chart-how-do-newcomers-see-the-k-lin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a-candlestick-chart-how-do-newcomers-see-the-k-lin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a-candlestick-chart-how-do-newcomers-see-the-k-lin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a-candlestick-chart-how-do-newcomers-see-the-k-line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foreign-currency-investment-teaching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us-dollar-exchange-rate-trend-analysis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bias-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bias-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bias-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bias-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bias-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mediation-gold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stock-draw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price-to-book-value-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price-to-book-value-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price-to-book-value-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price-to-book-value-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is-the-price-to-book-value-ratio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net-value-per-share-calculation-formula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how-to-buy-us-stocks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what-are-weight-stocks
https://www.btcc.com/zh-TW/academy/financial-investment/getting-started-with-stocks


交易成本遠低於CFD，只收取交易費
每月提供大量福利活動
24 小時中英文客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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