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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第貳第貳第貳章章章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根據美國經濟諮商局(The Conference Board)的報告顯示1，購併後新企

業發展成敗的關鍵，亦常取決於是否能妥善處理「人的問題」，因此，目

前許多企業在研商購併之前，都會先鄭重地評估對方的企業文化。本章將

就銀行購併、組織文化以及員工行為三部分，分別進行相關文獻之整理與

探討。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銀行購併基本觀念銀行購併基本觀念銀行購併基本觀念銀行購併基本觀念 

常被提及的「購併」一詞，係「收購」(Acquisition)與「合併」(Merger)

兩種財務活動的總稱，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汰弱留強的重要方法之一

(司徒達賢，2006，B)，也是企業處於現今瞬息萬變的競爭環境中，最現

成、最快速的成長方式(伍忠賢，2002)。購併的概念，與我國公平交易法

第六條所稱「結合」(Combination)之規範大抵相同： 

1. 與他事業合併者。 

2. 持有或取得他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達到他事業有表決權股份或

資本總額三分之一以上者。 

3. 受讓或承租他事業全部或主要部份之營業或財產者。 

4. 與他事業經常共同經營或受他事業委託經營者。 

5. 直接或間接控制他事業之業務經營或人事任免者。 

                                                 
1
 Lucenko ，Implementing a Post-Merger Integration， The Conference Board New York Report，      

January, 2000。 



第貳章 文獻探討 

 -9- 

銀行是公司組織的一種，其購併型態當然也不脫以上幾種方式。本節

將針對收購與合併的分類及定義，分別從法律面、實務面及業務面逐一探

討，接著探討購併的成敗因素。 

一一一一、、、、購併的法律面購併的法律面購併的法律面購併的法律面 

(一) 收購 

根據我國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的定義，所謂「收購」：「指

公司依本法、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融機構合併法或金融控股公司法規

定取得他公司之股份、營業或財產，並以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

之行為。」係公司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目標公司部分或全部之股權或

資產，又可分為股權收購(Stock Purchase)與資產收購(Asset Purchase)二類： 

1. 股權收購(Stock Purchase) 

收購公司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購買目標公司部分或全部之股權，使目標

公司成為收購公司之轉投資事業。若由收購公司以收購公司之股票，個別

向目標公司之股東交換其持有之目標公司股權，則稱為「股權交換」；若

收購公司以現金方式，向目標公司之股東個別購買其所有之股權，則稱為

「現金收購」。以上兩種作法均使收購公司成為目標公司之新股東，必須

承受目前公司所有的權利與義務。 

2. 資產收購(Asset Purchase) 

收購公司僅購買目標公司部分之資產，不承受目標公司之債務。但可

能發生所買賣之資產中有權利瑕疵或物之瑕疵等狀況，且資產所有權移轉

之登記手續相當繁瑣，相關文件的移轉相形重要。原存在於目標公司與第

三者間的合約關係、及目標公司的勞工問題及福利等，是否可由收購公司

承接，原則上都需要兩家公司重新議定。其與前者差異列於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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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股權收購與資產收購之比較 

項目         收購方式 股權收購 資產收購 

賣方稅負名目 證交稅 營所稅 

股東分散問題 較複雜 較單純 

公司與第三者合約 原則上承接 重新議定 

勞工問題及福利 承接 無 

原公司債務 承受 不承受 

累積虧損之稅盾 承受 喪失 

土地增值稅 遞延 當時繳納 

資產帳面價值之計算 按原價值計算 按收購價值計算 

資料來源：謝劍平，現代投資銀行，P207，2001。 

(二) 合併 

根據我國企業併購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的定義，所謂「合併」：「指

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

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

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

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係二家或二家以上之公司合為一

家公司，又可分為吸收合併(Merger)與新設合併(Consolidation)二類： 

1. 吸收合併(Merger) 

另稱為「存續合併」，指二家或二家以上的公司合併時，被合併公司

申請解散(稱為消滅公司)，由主合併公司申請變更登記(稱為存續公司)，

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權利與義務。此合併過程中，消滅公司僅需

辦理結算，不必辦理清算，及可使公司法人人格消滅。例如中國信託商業

銀行合併萬通商業銀行。 

2. 新設合併(Consolidation) 

另稱為「設立合併」，指二家或二家以上的公司合併時，原公司同時

各自申請解散(同為消滅公司)，並另行創設一家新公司(稱為新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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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新設公司概括承受原消滅公司之權利與義務。 

就目前台灣的金融機構合併案而言，均採用吸收合併方式，尚無採用

新設合併方式，理律法律事務所合夥人劉紹樑律師等人提出可能的理由

2：「新設合併手續較為繁雜，將會提高合併的成本及難度，而且因金融機

構多為特許機構，因此新設合併中的新設金融機構必須重新申請主管機關

的特許，往往遷延時日，故實務上以吸收合併後加上存續金融機構變更公

司名稱，以達到替代新設合併的目的。」 

依我國民法、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以及金融機構合併法之相關規定，

合併將產生下列效果(林碉力等，1995)
3： 

1. 公司之消滅：公司為合併時，當事公司中必有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公司

歸於消滅，現行公司法雖認為合併為公司解散事由之一種，但此純為

形式之規定，因合併之公司，僅須經過結算，無須經過清算程序，即

直接發生公司人格消滅之效果，與通常之解散，須俟清算完結，公司

人格始歸消滅之情形有別。 

2. 公司之變更與產生：在新設合併中，新公司因而成立，其雖不同於創

設公司，惟於設立登記後仍須適用創立公司有關之規定；在吸收合併

中，存續公司之章程因合併而發生變更；至於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

其股東當然加入新設或存續之公司。 

3. 權利義務之概括承受：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一切權利義務，由新

設或存續公司概括承受，而不必就其財產、債權及債務，為個別之讓

與及承受，亦不得就其中權利或義務之一部分以特約除外，惟如其權

利之移轉或義務之承擔以登記為生效或對抗要件者，則仍需履踐其登

記程序。 

                                                 
2
 劉紹樑等著，企業併購與金融改組，台灣金融研訓院，2002 年 10 月初版。 

3
 林碉力、車鵬程、康才嫻、陳俊堅、蔡麗玲、邱民芳，金融機構合併之研究，中央存款保險公司，金融存款保險叢書之二十七，1995 年 5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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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購併的實務面購併的實務面購併的實務面購併的實務面 

(一) 消極性合併 

又稱為協助合併、救濟合併、命令合併、強制合併或緊急性合併，為

由金融監理機關之主導或協助，將經營不善的問題金融機構併入健全的金

融機構，以防止倒閉事件之發生。對主併銀行來說，是配合政府解決金融

危機，並非出於自願，為消極性的合併行為。台灣許多銀行概括承受信用

合作社，都是屬於這種型態。 

對於問題銀行的強制合併，於我國銀行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銀行因

業務或財務狀況顯著惡化，不能支付其債務或有損及存款人利益之虞時，

中央主管機關得勒令停業並限期清理、停止其一部分業務、派員監管或接

管、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並得洽請有關機關限制其負責人出境。中央主

管機關於派員監管或接管時，得停止其股東會、董事或監察人全部或部分

職權。」另依金融機構監管接管辦法第十一條及十三條規定，監管人或接

管人得協助受監管或受接管之金融機構與其他金融機構合併。 

(二) 積極性合併 

二家金融機構為了追求成長、擴大經營組織、加強管理、降低成本、

產生經濟規模等動機時，所運用的購併策略，為自願、積極並且擁有主導

權的合併行為，可為吸收合併或新設合併之方式。例如台新銀行與大安銀

行之合併。 

(三) 設立金融控股公司 

新設金融控股公司，經由營業讓與或股份轉讓之方式，將目標金融機

構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旗下，由該金融控股公司擁有目標金融機構百分之百

之股權。例如富邦銀行籌組富邦金控後，將台北銀行購入金控公司旗下，

成為富邦金控百分之百持有之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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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購併的業務面購併的業務面購併的業務面購併的業務面 

(一) 同業合併 

指業務性質相同之金融機構的合併。在此指銀行與銀行的合併；合併

後，藉由資源的整合，使每單位產出平均成本降低，進而提升獲利，產生

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之效益，亦可同時提高市場佔有率。 

(二) 異業合併 

指業務性質不同之金融機構的合併。廣義的異業合併，指銀行與非銀

行的結合(例如：證券、保險等)，透過籌組金融控股公司方式，將銀行與

非銀行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不同子公司，利用各金融機構業務上的互補

性，提供消費者更多元化的服務，且因聯合生產多樣產出而降低營運成

本，發揮範疇經濟(Economies of Scope)之效益。 

狹義的異業合併，指銀行與非銀行合併為一家公司，但礙於現行法令

規定，銀行與非銀行不得合併為同一家公司經營，只能以籌組金融控股公

司方式，將銀行與非銀行納入金融控股公司旗下之不同子公司分別經營，

故狹義的異業合併並不存在。 

四四四四、、、、購併的成敗因素購併的成敗因素購併的成敗因素購併的成敗因素 

影響購併成敗因素的研究，會因研究者的個人背景、經驗及觀點而有

所不同，以下將較重要的國外研究文獻做重點摘述： 

(一) Bradley & Korn (1979) 

二位學者在其規劃過的一百多個購併案件中發現，成功的購併案都具

有以下特徵：1.高階管理者參與及授權；2.有合理的購併理由及明確的購

併目標；3.購併目標篩選準則明確且具彈性；4.持續性的購併程序；5.樂

意接受顯著的風險；6.有利的產業趨勢；7.可獲得適當的財務及管理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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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購併後適當的整合及連結。 

(二) Drucker (1981) 

彼得杜拉克認為購併的成敗因素為：1.買賣雙方有共同的核心

(common core of unity)，亦即有相同或類似的企業文化；2.買賣雙方在性

質上的適配(temperamental fit)，亦即雙方的市場、產品或客戶等資源有所

關聯性或互補性；3.買方對賣方能提供技術上的協助；4.雙方的中級管理

階層於購併後應有實質的升遷效益；5.不要因貪便宜而進行購併，應是有

道理(make sense)才去做。 

(三) Paine & Power (1984) 

二位學者認為彼得杜拉克的法則，係基於買方獲致財務上的成功、或

滿足其他組織目標需要的假說條件下，可部分適用於某些狀況，但實證上

有許多案例違反彼得杜拉克的法則，卻仍非常成功。故他們認為購併成敗

的關鍵因素，應僅是「管理者獲取資訊的能力」，以及「整合階段的人際

關係處理」。 

(四) Therrien (1990) 

美國商業週刊將購併成敗的關鍵因素歸因於：1.假設要切合實際：2.

符合買方策略目標；3.瞭解賣方所屬產業；4.徹底調查賣方；5.不要買貴

了；6.不要借太多錢；7.妥善且迅速的整合。 

(五) Radding (1993) 

Radding呼應「妥善且迅速的整合」是銀行合併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

並認為主併者愈能迅速整合各種系統，就可以愈快達到費用的節約，故「系

統整合」的考量必須是實地審查的一部份，且從一開始就要納入考慮。 

(六) Gall (1991) 

Gall特別強調人事問題處理及內部溝通的重要性，無論是企業文化、

經營理念、人員激勵等，均可在購併過程中透過溝通來達成；但 Gall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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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認為一旦購併案宣佈後，一套完整且主動預應式的溝通活動，就必須立

即展開；購併成功的關鍵在於「人事問題的妥善處理」和「內部溝通的周

延完整」。 

(七) Philip & Thomas (1991) 

二位學者依購併階段不同，分別指出七項關鍵成敗因素：於事前規畫

階段中的 1.符合公司長期發展策略的目標正確，以及 2.目標公司能帶來顯

著的策略及營運價值；於事中實地執行階段中的 3.有效地分析與磋商能

力，以及 4.有利的競標環境；於事後整合階段的 5.減少購併成本，6.購併

後的各項整合，以及 7.有效的管理者獎酬制度。 

(八) The Economist
4
 (1999)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也曾綜合各方看法，提出以下容易購併成功的關鍵

因素：1.購買自己熟悉的產業中之企業；2.徹底瞭解購併案的合理性；3.

與購併目標需適配(fit well)；4.具備完整且持續的事後整合工作。 

國內研究部分，薛明玲(1990)認為購併失敗最普遍的因素有：1.購併

前缺乏深思熟慮的購併策略；2.雙方企業文化及經營理念無法契合；3.購

併處理過程不當；4.未能有效留下或激勵被購併企業的重要幹部；5.預期

之購併效益未具體實現；6.隱瞞或虛飾某些實情；7.購併資金籌措不當；

8.其他未預測到之突發因素。 

呂毓卿(2001)提出銀行合併潛在的問題，主要在於兩家銀行有不同的

企業文化、作業系統、薪資結構及風險承擔概念，使得合併不易，進而影

響合併結果。蔡英昌(2001)則在其研究中曾引述科爾尼管理顧問資深經理

伍武明的分析，購併失敗的原因有以下幾點：1.購併前未對目標對象進行

最完整的評估，因而找錯對象；2 缺乏完善的購併規劃；3.執行不當，缺

乏適當的人來執行組織改變，以及員工、工作流程及系統的整合；4.高級

人才的流失；5.缺乏長期利益。 

                                                 
4
 資料來源：“How to Make Mergers Work”，The Economist，Jan. 9

th，1999，P.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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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達賢(2006，B)提出，企業合併有一個正當的理由 ── 追求綜

效(Synergy)，而真正的綜效必然與「人」有關，故若合併後欲產生互相交

流與補益的效果，必須注意以下事項：1.雙方組織文化必須互相融合，建

立共享的價值觀與組織文化；2.要建立人與人之間的互信，才能不必擔心

因提出疑問而自暴其短，也才樂意分享自己得來不易的寶貴知能；3.領導

人應展現用人唯才的氣度，此一信念可提高被合併者的向心力，也是藉由

知能交流產生綜效過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綜合以上學者們的研究，將購併的成敗因素歸納為以下幾點：1.買賣

雙方有共同的核心價值；2.買賣雙方在性質上的適配性；3.可建立共同的

價值觀與組織文化；4.妥善且迅速的整合；5.整合階段的人際關係及人事

問題處理；6.內部溝通的周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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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節節節節    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 

銀行購併從表面上看，是雙方資本、技術、客戶、商品、人員、管理

的融合，但其更深層次的內涵則是雙方文化的撞擊、衝突、融合與吸收。

本節接著探討組織文化的定義，購併對組織文化的衝擊，以及組織文化移

轉整合模式。 

一一一一、、、、組織文化的定義組織文化的定義組織文化的定義組織文化的定義 

組織文化廣受許多學者重視，因為組織文化對組織的發展具深遠影

響，Thompson 等人(2006)認為組織文化是「策略執行良好與否的關鍵」

(keys to good strategy execution)。 

對於組織文化的研究相當廣泛，茲摘錄一些學者們對於組織文化的定

義如下： 

(一) Pettigrew (1979)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所共有的感受，而以符號、意識型態、語言、信

念、禮俗、迷思等方式形諸於日常生活中。而這些生活方式的誕生，乃是

開創者的心力，並經由後續者的承諾，及隨著時間的經過與事件發生、解

決，逐漸累積演化而成。 

(二) Ouchi (1981) 

組織文化代表一個組織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會成為組織成員活動、

意見和行為的規範。 

(三) Peter & Waterman, Jr. (1982) 

組織文化是受所有組織成員共同遵守的價值觀念，也就是大家都心悅

誠服接受的行事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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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Davis (1984) 

組織文化是組織成員共同價值觀和信念的類型，他們賦予制度意義以

及提供組織成員行為的規範。 

(五) Sathe (1985)  

組織文化是人們認為自己所擁有的信念與價值，亦即人們已將之內化

了。 

(六) Robbins (1990) 

組織文化是成員共同持有的信念系統(the system of shared meaning)，

使他們有別於其他組織，也表示組織有其傳統、價值、習慣常規和社會化

過程，它持續相當時間，並能影響其成員的態度和行為。 

(七) 河野豐弘 (1992) 

組織文化即為組織中共通的價值觀、共通想法、意見決定的方式、及

共通的行為模式。 

(八) 何永福、楊國安 (2000) 

組織文化泛指組織內集體成員所形成及共享的一些與企業有關的價

值觀念、信念、和假設，組織文化通常是長期孕育而成，在組織成員間不

知不覺演變出來。 

(九) Thompson, Jr. & Strickland & Gamble (2006) 

組織文化是指組織內部的工作氣候及個性 (work climate and 

personality)，是由核心價值(core values)、信念(beliefs)、商業信條(business 

principles)、傳統(traditions)、根深蒂固的行為(ingrained behaviors)、工作

常規(work practices)、及營運模式(style of operating)所長期塑造出來的；他

們更比喻組織文化為一個組織的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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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幾位學者們對於組織文化之定義，可知組織文化是由核心價值、

商業信條、意識型態、傳統、氣氛、習慣、常規、營運模式等成分，經由

長時間累積而成的組織共識及信念，由組織成員所共享；組織成員的行為

及態度，深受組織文化內化後之影響。 

二二二二、、、、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購併與組織文化 

當企業論及自己的「文化」時，通常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穩定與慣性。

根據 Bowditch等人於 1985年針對兩銀行合併前後的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

進行研究，結果發現合併前後的組織文化與組織氣候有顯著不同，顯示出

即使在同一產業之內，若兩家企業的組織文化不同，則若要使兩家企業合

併，也是困難重重，文化的確為阻礙變革的藩籬。以下接著摘錄幾位學者

的研究結果： 

(一) Schein (1985) 

認為在購併過程中，與主併公司相同背景的被併公司，較易於購併後

融入主併公司的組織文化中；反之，若兩者的企業文化相差過大，則購併

較易失敗。足見企業文化的轉移成功與否，與購併的成功與否息息相關。 

(二) Weber & Pliskin (1996) 

二位學者研究資訊系統整合與組織文化對組織效能的影響，研究發

現：1.資訊系統的整合與合併績效有關；2.組織文化在資訊系統的整合中

扮演重要角色；3.文化差異與合併效能呈負相關，亦即文化差異愈大，合

併效能愈差。 

(三) 魏啟林 (1993) 

認為企業合併最大的障礙乃二企業間異質文化的整合困擾，亦即進行

合併的二企業間，原有的管理風格與經營價值理念不同，也可能南轅北

轍，造成溝通協調困難，成為經營管理上的障礙，而貶損了原先合併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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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績效。 

(四) Very & Lubatkin & Carlori & Veiga (1997) 

四位學者研究歐洲被購併公司相對地位與績效的關係，研究發現：1.

文化相容性的知覺與績效呈正向相關；2.自主性移轉與績效呈負向相關。 

(五) 余尚武、江玉柏 (1998) 

於影響企業併購成敗之因素策略探討研究中發現，當二公司的企業文

化差異很大，若未經適當的處理，二公司的組織成員勢必將產生互相抵消

的作用，導致工作績效降低、員工士氣低落，甚而拖垮原公司。故如何化

阻力為助力，如何消除雙方企業文化差異所造成的障礙，以期發揮合併後

應有的經營績效，是購併後的重點要務。 

三三三三、、、、組織文化移轉整合模式組織文化移轉整合模式組織文化移轉整合模式組織文化移轉整合模式 

在面對不同的購併案時，主併公司與被併公司的文化本就不同，合併

時所採取的文化移轉方式也有所差異。通常主併者在執行文化整合時，大

多只考量本身立場，忽略被併者需求，致使移轉過程中常有文化衝突現象

發生；故對主併者而言，採取一個適當的組織文化移轉模式是相當重要的。 

學者 Berry(1980)將組織文化移轉定義為：當兩群體傳遞其文化，所引

起組織文化系統改變的現象。學者 Nahavandi和Malekzadeh於 1988年針

對購併後組織的文化轉移，提出四種的模式，分別為整合、同化、分離及

異化： 

1. 整合(integration) 

被購併公司的組織成員除了欲保存其本身基本假設、信念、文化要素

及組織制度外，也願意融入主購併公司的結構中。此情形通常發生在主購

併公司允許被購併公司維持獨立性；整合將導致組織間文化及策略上某些

程度的改變，由於一方並未想完全支配另一方，其文化要素交流較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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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化(assimilation) 

某一方的組織成員願意放棄舊有文化，完全採取另一方組織文化的單

向過程。當被購併公司的組織成員認為其原有文化成效不彰，阻礙組織績

效，此同化現象將會發生。 

3. 分離(separation) 

被購併公司的組織成員欲維持其故有的文化及組織體系，拒絕以任何

方式與主購併公司有任何程度上的同化，使雙方組織文化改變程度極小。 

4. 異化(deculturation) 

被購併公司的組織成員對其本身文化毫無眷戀，也不想同化於主購併

公司時，其將發展出完全不同於兩組織舊有文化的新文化。 

Cartwright & Cooper(1993)提出組織文化移轉過程中會經歷的三個階

段：接觸(contact)、衝突(conflict)、調適(adaptation)。兩文化實體的接觸為

組織文化移轉的核心概念，矛盾與衝突係發生於組織成員間有抗拒產生；

一般經驗顯示，組織成員不會輕易放棄本身固有的價值觀及文化，因此導

致衝突已經成為接觸過程中的一般現象，而調適則為降低或穩定衝突的方

法。 

本國學者張永祥(2005)提出實施文化整合的七項措施：1.透過溝通達

成共識，做到求大同存小異；2.加強核心價值；3.展開跨文化管理培訓，

強化員工認同感及公司凝聚力；4.宣傳公司文化，在企業內部建立和諧的

人際關係和暢通的文化網路；5.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防止成為空洞的說

教；6.培養和樹立典型；7.培養學習型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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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 

人是企業的主體，一個企業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在於組織與成員之

間的依存關係是否緊密。司徒達賢(2005)認為，組織中每位成員在思維、

決策與行動上，既是「組織人」，同時也是獨立的「個人」；絕大部分的個

人當初加入組織，為組織貢獻所能，無非也都是基於其個人目的，或為了

滿足個人種種需求。故企業組織與成員之間的要求相互滿足，才是企業發

展的動力，同時也是企業購併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 

Bolman 和 Deal (2003)指出，組織需要人，人也需要組織，兩者之間

存在著共生關係，但各自的需求並非總能調合。他們把人群資源架構奠基

於強調這種連結的核心假設上： 

1. 組織的存在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要，而非由個人來滿足組織的需

求。 

2. 個人和組織互相需要。組織需要想法、精力和才能，個人需要事

業、薪水和機會。 

3. 個人與系統之間磨合不良時，單方或是雙方都會受苦。個人被剝

削，或者剝削組織，或是二者都變成受害者。 

4. 磨合良好時，雙方受益。個人找到有意義的和滿意的工作，而組

織也得到成功所需要的才能和精力。 

一一一一、、、、行為行為行為行為、、、、動機與需求動機與需求動機與需求動機與需求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馬斯洛(Maslow，1970)將「行為」(Behavior)定

義為一連串的活動(Action)或反應(Response)，人類的行為乃是個體與環境

交互作用而產生的結果，一個人的日常生活行為一部分取決於個人的自我

特質，另一部分則取決於環境的特性，兩者也會相互影響，甚至有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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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會改變個人的某些特性。 

就「行為」而言，可分為「外顯行為」(External Behavior)與「內隱行

為」(Internal Behavior)。外顯行為是個人所表現出來，且別人可以容易察

覺到的；內隱行為則是別人無法觀察出來的活動，有些部分自己可以察覺

(稱為意識)，有些部分甚至自己都察覺不到(稱為潛意識或下意識)。 

不論行為是如何產生，個人行為依生理基礎的類似，有「共同性」的

發展：有因果關係、有動機、有方向、有目標且有變化的；但因人類行為

的多變性，個人與個人之間的行為反應卻有「差異性」：智力、性向、興

趣、生理及價值觀等。 

人類心理與行為的複雜多變，大多起因於每個人不同的內在動機。所

謂「動機」(Motivation)是指引發我們行動的一種衝動、慾望或需求。學者

普遍認為，動機是所有行為的原動力，其有三種功能影響行為：1.使個體

產生行為，2.使行為維持下去，3.引導行為朝向某一個目標。 

普通心理學最常將「動機」區分為兩大類：生理性動機與心理性動機。

生理性動機是促使人類行為的原動力，通常指由生理方面的刺激所引起的

驅力，因為這些驅力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本能，鮮少經由學習而來，故又稱

為基本驅力或原始性動機，主要包括饑餓、口渴、性、母性、避痛與其他

不是很明顯的生理基礎。而心理性動機則指人類因應社會環境，經由經驗

與學習，提昇本身的生活層次所產生的驅力，故又稱為社會性動機或衍生

性動機，可分為群居、攻擊、避免恐懼、成就、以及權力動機。 

心理動機雖然是由生理動機所衍生出來，但是一旦經由環境的影響，

成為某種行為之後，常常會與生理動機脫離關係，而有獨立支配人類行為

的驅力。也就是當人類經過學習之後所得到的動機，其本身就可使人類有

某種行為的產生，若從這個觀點，可以解釋為何人類有些較複雜的行為。 

至於「動機」的產生，基本上來自兩大原因：需求與刺激。最廣為人

知的動機分類，就是馬斯洛(Maslow，1970)的「動機需求層次理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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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動機可依個人需求分成五大類：生理性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

全性需求(Safty Needs)、社會性需求(Social Needs)、自尊性需求(Esteem/Ego 

Needs)與自我實現需求(Self-actualization Needs)。 

馬斯洛指出最基本的生理性需求是每個人都需要的，當生理需求獲得

滿足之後，人類接著追求安全性的需求，也就是生理上與心理上的安全

感；當以上二種需求被滿足後，隨之會對外在環境有所需求，例如親子之

愛、手足之情、朋友之誼等等，稱之為社會需求；當以上三個需求均被滿

足後，自尊性需求因而產生，也就是個人的尊嚴與價值，包括自我尊重、

獨力自主、受別人尊重等；最後，需求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實現需求，也就

是對本身的期許，包括自我滿足、自我發展、自我表現與成就等。 

耶魯大學的組織心理學家阿爾德弗(Alderfer，1972)，在修改馬斯洛的

部分動機理論後，發展出「ERG理論」，提出人類的核心需求共分三種：

1.存在需求(Existence Needs)，是對於物質的關注，如工資、額外的福利與

工作環境條件，相當於生理性需求與安全性需求；2.關係需求(Relatedness 

Needs)，即個人與同事及主管間相處的關係，相當於社會性需求與自尊性

需求；3.成長需求(Growth Needs)，指在工作中學習和發揮個人才能的機

會，相當於自我實現的需求。ERG理論與馬斯洛需求理論之對照如圖 2.1

所示。 

ERG 理論主張層次之間並非互斥，個人可同時追求多種不同層次的

需求，且不認為低層次的需求必須先被滿足，才能滿足較高層次的需求。

另馬斯洛的動機需求層次理論是單以「滿足─進展」的途徑為基礎，而

ERG 理論同時也有「挫折─退縮」的途徑，即如果較高層次的需求無法

得到滿足，則退而滿足較低需求的慾望會加深。 

 



第貳章 文獻探討 

 -25- 

 

圖 2.1馬斯洛與阿爾德弗的需求理論對照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二二二、、、、溝通與信任溝通與信任溝通與信任溝通與信任 

「溝通」(Communication)源自於拉丁文「communis」，它具有「共同」

的意思，所以當人們在溝通時，便是在設法建立彼此的「共通性」

(commonness)。溝通是人與人之間意思的傳達，指一方經由語言或非語言

的管道，將意見、態度、知識、觀念、情感等訊息，傳達给對方的歷程，

它涉及傳送者的訊息傳達，以及接收者對訊息的瞭解。 

溝通涉及兩方之間訊息的傳遞，是一種傳送及接收的動態過程，

Robbins (1990)將這過程分成七部分：1.傳送者來源 (source)、2.編碼

(encoding)、3.訊息(message)、4.通路(channel)、5.解碼(decoding)、6.訊息

接收者(receiver)、7.回饋(feedback)。如圖 2.2所示，訊息的發送者將其意

見、態度、知識、觀念、情感等來源訊息，編碼轉換成符號的形式傳送出

去，透過傳送訊息的媒介通路，讓接收者解碼成可以為其所瞭解的形式，

最後的程序是回饋，檢查訊息傳送的成功程度，也就是檢視訊息是否被瞭

解。有效的溝通除了傳送者對訊息要有相當的準備外，更重要的，還有賴

於訊息接收者是否能完全接受與瞭解。 

存在需求 

關係需求 

成長需求 

安全性需求 

社會性需求 

自尊性需求 

自我實現 

生理性需求 

馬斯洛之動機需求層次理論 阿爾德弗的 ERG 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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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溝通程序 

資料來源：改編自 Robbins 著(2000)，Managing Today !，王祿旺譯(2005)，今日管理學，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537。 

溝通可分為「人際溝通」(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組織溝通」

(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所謂人際溝通是指二個人之間的溝通，這

種溝通可以是一對一、面對面、或者是在團體內發生的，在溝通過程中，

雙方均被視為個體(individual)，而非物件(object)；反之，組織溝通為數個

人或數個團體之間的溝通。本研究所稱之溝通，較偏向於組織溝通。 

有效的溝通，對管理者及組織都有正面的效果，Davis (1962)認為組

織溝通是提供訊息、增進員工彼此瞭解、鼓舞員工情緒、促進群體工作與

提高員工滿足的有效手段。溝通既是傳遞資訊的簡單過程，同時也是改變

自己或對方態度和行為的過程，管理者不僅要向他們的上司、同事和部屬

傳達某個訊息、陳述某一事實，更重要的是，透過各種溝通通路，說服對

方來行使自己的職能。 

鄭芬姬及何坤龍 (2005)引述美國管理協會 (American Management 

Association)針對有效溝通所發表的「良好溝通的十誡」(Ten Commandment 

of Good Communication)：1.溝通前先將觀念澄清；2.檢討溝通的真正目

的；3.應考慮溝通時的一切環境情況，包括實質的環境及人性的環境等；

4.擬訂、規劃溝通內容時，應儘可能取得他人的意見；5.溝通時固然應注

意內容，也應同時注意語調；6.儘可能傳送有效的資料；7.應有必要地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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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澄清；8.溝通時不僅應著眼於現在，也應著眼於未來；9.言行一致；

10.成為一位好聽眾。 

良好且坦誠的溝通有助於贏得組織成員的信任。Robbins (2000)認為

「信任」是一種正面的期望，期望他人不會在言語、行動或是決策上做出

投機行為，Hurley (2006)則將「信任」定義為「當處於脆弱的時刻，可以

放心依賴某個人」。尤其在現今動盪的環境當中，信任成為一件很重要的

事，組織中存在著信任，則組織制度得以被遵行，勞資關係較易維持穩定，

增強組織凝聚力。 

Robbins (2000) 以五個構面解釋信任的組成 (詳圖 2.3)，分別為：1.

正直：誠實與不說謊，是評量一個人是否值得信賴的最重要因素；2.能力：

涵蓋一個人的專業技能以及人際的知識及技巧；3.一致性：與個人的可靠

度、預測性及良好的判斷有關，言行一致是增強信任感的原因；4.忠誠度：

自願保護某人並為其保留面子；5.開放：相信一個人能給你全部的信任。 

 

圖 2.3信任的五構面 

資料來源：改編自 Robbins 著(2000)，Managing Today !，王祿旺譯(2005)，今日管理學，

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P.537。 

Hurley (2006) 根據社會心理學家Morton Deutsch的研究，以及學者

本身的諮商經驗，遂發展出一套「信任選擇題模型」(詳圖 2.4)。模型中影

響信任的前三項因素分別是：性格、文化和經驗，而這三者和做信任決定

的人(信任者)有關；性格可反應出個人的調適能力，性格和文化交互作用

能力       一致性 

 

 

忠誠度       開放 

      正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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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產生對風險承受的程度，而經驗則反應出相對權力對信任決策的重要

性。其他七個因素則和特定情境及相關各方面彼此的關係有關，分別是：

安全感、共通點、利益一致性、善意的關心、能力、可預期性及信用、以

及溝通。 

 

圖 2.4信任選擇題 

資料來源：改編自 Hurley (2006)，“The Decision to Trust”，白裕承譯(2006)，「職場

新顯學─信任面前一把尺」，哈佛商業評論全球中文版，新版第四期，P.120。 

組織成員間信任程度之高低，影響購併事宜能否順利被溝通；當中基

層員工與高階經營者間之信任程度高，則溝通較順暢，高階經營者對於合

併的管理政策較易施行，中基層員工對於改變也較不會產生抗拒，讓合併

後整合過程較快速且順利；反之，若信任程度薄弱，則高階經營者對於合

併的管理政策不易在組織中施行，且中基層員工對於改變的抗拒較大，增

加合併後整合的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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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2004)認為對員工的購併溝通必須儘早且真誠，否則將加深員

工的不安全感，易萌生去職念頭。同樣的，Tai 和 Lockwood (2006)也認

為對員工的購併溝通之好壞，影響購併能否成功；溝通必須要清楚並具有

一致性，且溝通所有即時的資訊；當員工心中的不安全感與不確定性沒有

被溝通解決，或者員工對溝通內容無法取得完全正確的瞭解，都會阻礙其

工作表現，損及公司欲達之綜效。 

Tai 和 Lockwood (2006)並提出五個成功溝通的要素：1.建立多種溝通

的管道，如一對一的面談、集體會議、時事通訊、或內部網路訊息等；2.

專注於主要的改變及發展議題；3.不斷重複共同的購併議題，使員工增加

對於購併背後基本理由的瞭解；4.提供員工參與及回饋的機會；5.確保員

工瞭解購併過程中一定會產生問題，同時也給員工承諾，承諾這些問題一

定會儘早被解決。 

三三三三、、、、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購併與員工行為 

一般企業都設有人力資源部門來擔負與人力資源管理相關的功能，銀

行員工數眾多，更是少不了這個單位。最常提到的人力資源管理功能是

「選、訓、用、留」，Raymond (2004)等學者認為人力資源管理功能應該

大於以上四者，將之擴大為九項：1.工作分析與設計、2.招募及聘用人員、

3.教育訓練及員工發展、4.績效管理、5.規劃執行薪資福利制度、6.維持正

面勞資關係、7.建立與執行人事政策、8.確保組織運作符合勞工法律規範、

以及 9.支援公司決策。學者 Wells (2004)就認為企業在購併時，人力資源

部門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且愈早涉入對購併後整合愈有助益。 

Luecke (2003)認為當企業論及自己的文化時，意味著某種程度的穩定

與慣性，此外，勞資間也互相有著心理默契，只要員工能適應工作與社交

模式，就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是當購併事件發生時，往往讓員工產生焦慮

及威脅感、震驚並產生對未知的恐懼，同時也失去了確定性；接著員工會

從以上情緒轉為防衛性退縮，一邊企圖守舊，一邊非難已改變的事實；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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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多數員工會承認、接受並適應購併事實，並將之內化，做任何必要的

調適。這種過程，需要人力資源部門與各單位主管共同協助員工渡過，並

使他們恢復充滿生產力的心態。 

我國企業併購法第 17條明文規定：「公司進行併購，未留用勞工及依

前條第一項不同意留用之勞工，應由併購前之雇主依勞動基準法第 16 條

規定期間預告終止契約或支付預告期間工資，並依法發給勞工退休金或資

遣費。」立法保護了勞工權益。 

2001年，時任台灣麥肯錫董事計葵生(Gregory Gibb)與香港麥肯錫亞

洲區企業財務與策略諮詢中心董事梁敦臨(Nicolas Leung)，共同接受

Cheers雜誌專訪，為擔心新組織難以有效運作的企業，以及擔心在改變中

失去工作的員工，提出他們對購併後整合的專業看法： 

購併的重點是細節，要讓大家很清楚地了解為什麼要購併？進行購併

是看重了什麼技術、產品、還是通路？目標要很清楚才能創造更大的價

值。台灣要將購併處理好，焦點應該是如何留住最好的人才，而不是要裁

撤不好的人員。 

購併對每個人都製造了極大的不確定感，這是無法避免的。購併成功

的關鍵因素就是清楚徹底的溝通。企業要清楚溝通購併的目標、誰掌握權

力、新的組織圖、誰下什麼樣的決定，溝通清楚才能使員工投入，產生向

心力。 

不論是裁員問題、優退問題或者重新雇用問題，都必須妥善公平地處

理，如果只根據任何一邊的標準，基本上就會不公平，但是，如果是根據

將兩邊要共同創造的組織的一套新標準，就會比較公平，而且兩家公司的

人都一樣接受這個標準評量，不是由一邊來評量另外一邊。 

知識工作者應該要積極追求機會，而不是逃避恐懼，應該把自己當成

是事業在經營，如何讓自己的事業更上一層樓、如何承擔更多的責任。對

很多人來說，購併創造了更多機會的環境，可以更快的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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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銀行方面來說，雖然有法律規範，但仍會想藉此合併機會，將內部

員工去蕪存菁，以減少成本支出，提高收益成本之比率。對員工而言，雖

然有法律保障，但還是有人會領了這筆退休金或資遣費，然後再到另一家

銀行或企業開創另一段事業的打算。 

那麼，銀行該如何去蕪存菁？如何讓兩家人成為一家人？如何讓留下

來的員工提升競爭力？這就必須先探討員工在合併時所關注及在乎的事

情，以下為學者們在這方面的研究： 

(一) Fairfield-Sonn & Ogilvie & DelVecchio (2002) 

三位學者研究購併對員工的長期影響；認為購併初期員工會感到不安

全、組織給予的承諾降低、以及工作成就感降低，員工的預期及需求是否

能在購併後逐漸被滿足，以及組織是否有能力及意願去滿足員工的期待，

將會左右員工的工作態度進而阻礙工作表現；且善意合併的公司員工受影

響的程度較小，惡意收購的公司員工受影響的程度較嚴重。研究並發現長

期而言，員工較在意的是未來的晉升機會 (promotional opportunities)、獎

酬的公平性 (reward fairness)、主管的支持 (supervisory support)、外部機

會  (external opportunities)、符合期望  (met expectations)、工作量 

(workload)、附帶的福利 (fringe benefits)、和作業程序化 (routinization)。 

(二) Wells (2004) 

提出在企業購併中，員工最在意的幾件事，同時也是人力資源處最應

優先處理者：1.雙方的薪酬福利制度是否差異很大？該如何調整？2.雙方

的組織文化是否相容？3.合併後的組織是否有調整？相關人事該如何安

排？4.如何與員工進行適當的購併整合溝通？Susan J. Wells同時建議人力

資源部門應該在對外公佈購併案時，即開始與員工坦誠溝通，已確定的新

政策，要在最快的時間內讓員工得知，而無法做出決定的重要議題，也需

告知員工那些癥結點為何，若溝通過程中充滿太多的「不知道」和「不確

定」，那麼員工更易陷於恐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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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Daniel (2004) 

認為當企業購併時，員工會估算自己的形勢 (personal situation)，也

就是以個人議題 (the “me” issues) 為最優先考量，因購併使他們感到被威

脅或者不安全，他們最常問的問題會是「對方是誰？值得信任嗎？」、「我

該怎麼辦？還會有工作嗎？會和以前一樣嗎？」、「我能適應合併後的公司

嗎？」、以及「我想要怎麼樣的個人生活和職業生涯？該走該留？」，這些

問題都直接影響到個人的職稱 (title)、職位 (position)、薪資 (salary)、紅

利  (bonus)、津貼  (perks)、發展機會  (opportunity)、工作地點  (job 

location)、主從關係 (reporting relationships)、職權 (authority)、決策範圍 

(scope of decision-making)、作業程序  (procedures)、辦公場所  (office 

space)、甚至於個人去留。 

(四) Mayer & Kenney (2004) 

提出購併中的員工整合，是一個複雜的生態系統 (ecosystem) 議題，

因為牽涉到太多的個體需求、動機與行為。他們針對 Cisco公司層出不窮

的購併活動，且大多數都可以成功產生綜效的成果，歸納出幾個原因，其

中關於員工的部分是：當購併案一宣佈後，馬上與所有的員工溝通購併的

原因、購併後的職務、職位、薪資、福利等所有個人切身的議題；購併後

公司能否留住人才，與購併能否成功息息相關。 

(五) Nalbantian & Szostak (2004) 

二位學者針對 Fleet Bank探究如何在每次的購併中留住人才，並減低

人員流動率；研究發現 Fleet Bank特別重視員工的職涯發展機會，針對員

工設計一套完善的職涯發展計畫 (career program)，包含完整的升遷管道

及輪調規劃，同時建立薪資結構和獎勵計畫，因為員工較在乎的是薪資將

如何成長，以及在這家公司看不看得到自己的前途；其次是留住核心管理

者和績優員工，以避免群體遷徙加深內部不安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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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Stockdale (2006) 

指出當員工面臨購併時，他們會有三個最基本的問題；「我還會有工

作嗎？」、「我的薪資將會是多少？」以及「我將會有哪些福利？」，而且

員工需要得知所有精確的訊息和所有的「實話」(the truth)，所以必須與員

工真誠溝通，並保持一致性；主管必須協助員工克服購併的恐懼與焦慮，

這也許會耗費很多時間，但如此才得以使公司慢慢回到正軌；若員工不願

意留下來，也必須要給予他們最多的協助與支持，例如輔導轉業、或是提

供退職金或退休金。 

(七) Tai & Lockwood (2006) 

認為主併公司的員工於合併過程中會較活躍，也較樂於接受合併的挑

戰；反觀被併公司的員工，較容易感到焦慮與不安，甚至容易產生敵意。

但不論主併或被併公司的員工，都會先關注於這份工作是否有保障，以及

本身的職涯前景議題，此外，他們也會認知到薪資  (salary)、福利 

(benefits)、工作地點 (job location)、主從關係 (reporting relationships)以及

作業程序 (procedures)等或多或少將有所改變。 

(八) Mylonakis (2006) 

研究希臘地區的銀行合併情形，發現當銀行進行購併時，會一併消減

或裁撤掉不必要的部門，續聘或新招募專業人才及較年輕的員工，同時提

供優惠退休、提前退休或自願退職條款，讓較年長的員工及非專業員工退

場；這讓平均每單位員工人數較以往減少，間接提高了每位員工的平均貢

獻度；無怪乎當員工一聽到購併案時，直覺反應自身工作權遭受威脅。 

(九) Garrentson (2007) 

作者訪談歷經數次購併案後仍留在公司的員工以及學者專家，他們一

致認為購併對員工而言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積極正面地表現自己的工作

能力，讓自己能夠在組織中晉升、成長，同時獲得金錢上的報酬以及心理

上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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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各家學者的觀點，銀行購併會造成員工的不確定性及不安全感，

憂慮其薪資福利、獎酬制度、職權職責、組織結構、主從關係、銀行文化、

作業程序、個人發展機會…等的改變，更惶恐於是否會喪失其工作權。 

銀行經營者在面臨合併時，首要重點即在於必須真誠地儘早與員工進

行清楚且徹底的溝通，建立多種雙向溝通管道，具有一致性地與員工溝通

所有即時的資訊，協助員工克服恐懼與焦慮，期能增進員工對銀行合併的

瞭解，鼓舞員工情緒，降低對改變的抗拒，進而使銀行營運慢慢回到正軌。 

既然員工和銀行是相互需要且依賴的，銀行在合併過程中，於達成合

併後整體目標的前題之下，應設法滿足員工的個人目標；利用設計新的薪

資福利及獎酬制度、職等及職權職責制度等方式，並針對不同員工的職涯

發展需求，設計完善的職涯發展計畫，包含完整的升遷管道及輪調規劃，

同時輔以不同的薪資結構及獎勵制度，以滿足員工個人需求。 

除了需求面，尚有文化等因素影響員工，在在都需要銀行經營者真誠

地與員工溝通，幫助員工平安順心地度過合併之路，並減少合併過程中因

人員流動所產生不必要的風險與成本，讓員工的平均貢獻度上升，進而發

揮合併綜效，達成銀行整體目標。 

員工也應視銀行合併為一個很好的機會，而不是一味地逃避，應積極

正面地表現自己的工作能力，創造自己可被利用的價值，讓自己成為銀行

欲留任之人才，同時獲得金錢上的報酬及心理上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