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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文獻探討 

 

  本 研 究 之 基 本 目 的 在 於 驗 證 國 �金 融 機 構成 立金控公司 的效 益是

否合乎預期，是否在經營效率上達到最初進行跨業合併時所設定的目

標；而其中是否因金控公司的主體不同或資本大小而對其財務績效表 

現有所影響。 

 

故本研究以國內 14家金融控股公司中成立滿半年以上之十二家做

為樣本，探討各金控公司於併購後的財務績效表現，除可做為一般投資

人衡量金控公司表現外，亦可提供金控公司於進行下一波合併時，參考

之依據。 

 

  因此本文獻探討將本分為以下幾個部份，第一部份將以探討購併理

論為主，其目的在於整理金控公司追求合併的可能原因。第二部份則是

著重於衡量績效方式的文獻探討及整理，因金融控股公司可橫跨銀行、

證券及保險等三項主要金融產業，而國內目前針對衡量金控公司績效標

準的部份較少討論，所以尚無法與其他獨立產業一樣，有自我評估產業

的模式。因此在這個部份，著重於以往金控子公司各自獨立時是如何進

行績效評估的文獻作一介紹，其中並有一些直接針對同業內合併績效研

究的整理，可提供後續研究時做為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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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購併理論 

 
   企業的購併活動(M&A，Merger and Acquisition)實際上是包含了

「收購」與「合併」兩種財務活動的總稱(謝劍平，民 90)。而兩家企業

在進行合併時，其背後的原因通常不止一項，而是由許多複的動機所組

成，並無法用單一的理論加以解釋其現象，但如能對於不同的動機加以

解析，可有助於企業經理人、投資人於面對合併案時，用以預測在不同

的購併動機下，其購併績效可能的發展，並藉以採取事前的因應措施（伍

忠賢，民 88）。所以總結的來說，購併的最重要原因是：「企業合併後會

比單一企業更能快速而低成本地達成其想要追求的策略目標」，其可創

造合併企業的長期價值，並使得合併雙方皆以成長為目標，而非僅是以

降低成本或鞏固自身業務而已（Marks and Mirvis，1998）。 

 

  針對併購的可能動機有許多不同的學者提出其觀點，主要的包括了

追求綜效、分散風險、掌握特定資源、管理者主義、立即的現金節省及

效率差異等幾項因素。而以下將分別以合併的是否以「公司股東價值極

大化」及「合併的動機形成的原因」兩個方式，分別加以探討合併動機

理論。 

 

一、 是否以公司價值極大化為分類基準 

伍忠賢(民 88)將企業併購是否「以公司價值極大化」做為分類基準，

整理過去學者於購併動機所提出之研究，而區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使股

東財富有所增加，稱之為公司價值極大化，其代表理論為效率理論，並

包括了營運綜效假說及財務綜效假說。另一類則是其他因素，並非為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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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股東財富，稱之為非價值極大化，而其重要假說則有傲慢假說及代理

理論。因此整個併購理論可區為二大類、三種理論及十種假說，茲整理

如下表： 

 

以下將就各理論及假說簡單說明  

（一） 效率理論(Efficiency Theory) 

企業透過購併的方式，期能使公司達到『利潤增加』的目的。因此

希望能夠透過購併其他公司以提升公司於營運、財務和管理上的效率，

期能產生綜效(Synergy)，即是希望企業於購併後整體價值大於購併前兩

者之價值合，我們常用數學式子表示如：1+1＞2 或 V(ab)＞Va+Vb 

影響 動機 提出學者

一、效率理論

　（一）營運綜效假說

　　1.起動綜效

　　2.營運綜效 Williamson,1977
　　　＊獨占力理論 Edwords ,1955

價值極大化 　（二）財務綜效假說 Lewellen ,1971
　　1.節稅

　　2.風險減少

　　3.資本利得

　　4.評價理論

二、傲慢假說 Roll , 1986
三、代理理論

非價值極大化 　　1.成長極大假說 Mueller , 1969
　　2.自由現金假說 Jensen ,1984
　　3.經營者個人險分散 Amihud & Lev ,1981

表3-1　企業購併的動機--以是否追求公司價值極大化為分類

資料來源：伍忠賢,企業購併聖經,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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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營運綜效假說 

營運綜效假說將所有因企業購併而增加的營業利益所有因素

區分為兩類：起動綜效、營運綜效 

  (1)起動綜效(Starting Synergy) 

          起動綜效是指「先行卡位」的效果，強調透過購併的手段， 

進入一個正在發展或是成長的產業，而免去因自己創立所要面臨 

的產業知識及經驗不足，或是技術、專業人才取得困難等問題， 

可快速取得現有公司資產、能力而搶得市場先機，以縮短獲利的 

時程。 

  (2)營運綜效 

企業購併所產生營運綜效的原因可分為 

a.規模經濟： 

為營運綜效的主因，購併產生規模經濟，使得公司營運成本下

降，利潤增加。Williamson(1977)提出垂直購併亦可產生綜效，

透過上、下游廠商的結合，可有效降低與供應商間的溝通及議

價成本，並掌握來源穩定、價格低廉的原料，如電子產業中德

儀轉投資德碁即是類似的情況。 

b.訂價優勢： 

購併後，因市場競爭程度下降，或因取得較大市場佔有率，而

使公司擁有較佳訂價優勢，進而享有較高利潤。這也我國金控

法通過的一大目的。 

c.核心能力的整合： 

不同的公司各自擁有的核心能力，其結合後所發揮後的綜效價

為大部份購併案的主要動機，例如保險公司和商業銀行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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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即可產生對客戶交叉銷售的綜效。 

d.潛力市場的開發： 

處於成熟期的產業，公司成長通常較低，但該產業對於新興市

場國家而言，卻可能處於起步階段，若可透過跨國合併或者是

於成熟市場整合相關資源後，以成熟市場中原有品牌優勢進軍

該市場，而獲得高獲利進而創造購併的綜效。這亦是我國金控

公司下一步可行的方向。 

2.財務綜效假說 

財務綜效是由Willbur (1971)提出，他認為購併的財務綜效來自

於二家公司結合後，風險減少，債權人要求的風險溢酬也降低；因

此公司的資金成本下降，則公司的權益價值便可提高。若從負債面

的角度來看，透過購併的方式，而得到另一公司的舉債能力，亦是

獲得降低資金成本的綜效。而針對財務綜效加以細分，則可分為以

下四點因素： 

    (1) 避稅 

此種利益來自於公司購併後可節省一定的租稅負擔，即藉由政

府的稅收的減少來增加公司利益。 

  (2)風險減少 

在創新多變的環境，同業間競爭性激烈及傳統業務成長有限之

下，透過異業購併，可擴展業務範圍，發展多樣化金融商品以

分散經營風險，達到範疇經濟的目的，邁向業務綜合化經營的

腳步。 

   (3)資本利得 

許多購併的動機，是想把購併後公司股票上市，買方藉此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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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利得。 

   (4)評價理論 

    利用資訊的便利性，購買價值低估的目標企業以獲取利益。意

指主併公司掌握目標公司的未公開資訊，此資訊隱含「目標公

司價值為市場低估之訊息」，因此主併公司可以以低於市價的

價格買進目標公司，以獲取利益。 

 

（二） 傲慢假說 

Roll(1986)提出，他認為有許多公司的經營者由於過去的成功而造

成本身太過自信或因此高估自身能力，相信自己有辦法可使併購公司起

死回生，或者認為應可產生綜效；但這類的購併行動由於往往主事者的

心態而未做審查工作，因此往往產生買錯對象或者付了過多溢酬的情

況，最後結果反而是降低了公司價值，甚而造成本身於現金流量不足的

情況。電子產業中，由於以往擁有較高的成長而常有較多的現金，但為

追求成長常浮濫投資，最後反而造成本業資金運用上的困境。 

 

（三） 代理理論 

在一個企業的經營者和擁有者不同時，或是經理人所擁有公司股 

份不多時，極易產生所謂的「代理問題」，其是指經理人有可能因自身

利益而做出不利債權人和股東的決策。因此，在購併動機理論中，若是

經理人因個人因素考量而做出的購併行為，而對股東或債權人有所傷害

時，即屬「代理理論」討論的範圍。  

其中較值得一提的是於「自由現金假說」中，Jensen(1984)提出， 

有些公司進行購併的原因是因為公司有閒置的現金，因此在匆忙投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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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可能會從事高風險但報酬率不一定是高的投資，這類的購併動

機，並不是以增加公司價值為考量。而這亦是金控公司於購併過中應仔

細加以考慮的重點。 

 

二、 購併動機形成原因為分類基準 

依據學者Trautwein(1990)的研究指出，購併的動機可區分為三大

類，七個主要的理論茲整理如下： 

（一）效率理論（Efficiency Theory） 

認為經由詳細的規劃與評估，併購行為經由綜效的呈現將能使股

東獲利。 

（二）獨占理論（ Monopoly Theory） 

藉由規劃與執行併購的過程，取得顧客財富的移轉效果，擴大市

場佔有率，進而獨占市場。 

（三）突擊隊理論（Raider Theory） 

係指透過付出高於市場價格的股份購買，以取得標的公司特定股

東對標的公司的控制權，達成併購目的，是一種對標的公司股東

財富移轉的效果。 

（四）評價理論（Valuation Theory） 

當標的公司的市場價值低於標的公司本身價值，即標的公司市價

被低估，主併公司在未公開資訊之情形下，可透過併購達成使主

併公司獲利之效果。 

（五）帝國建立理論（Empire-building Theory） 

指經理階層希望藉著併購的過程，使經理階層自身可獲得的效用

極大化，而非使公司股東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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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過程理論（Process Theory） 

此理論主要是指併購是一種策略的決定，會受到一些過程因素的

影響，這些過程因素包括資訊的有限、政治力量介入等因素，並

非完全理性的選擇。 

（七）干擾理論（Disturbance Theory） 

說明併購是受到總體經濟的干擾影響而發生的。  

 

由Trautwein 研究提出的七項理論架構，可以發現第1 項至第4項是

透過併購過程使公司股東獲利，第5項是公司管理者獲利為出發點；第

6、7項強調併購是一種非理性的選擇，係受到外在環境因素影響所致。 

茲將各理重要內容整理如下表： 

理論類別

經由綜效獲益 效率理論

Net Gains through

synergies

Efficiency theory

顧客財富的移轉 獨占理論

Wealth transfers form

customers

Monopoly theory

目標公司股東財富的移 突擊隊理論

Wealth transfers form

target's shareholders

Raider theory

經由私下資訊獲益 評價理論

Net gains through

private information

Valuation theory

帝國建立理論

Empire-Building theory

過程理論

Merger as process outcome Process theory

干擾理論

Disturbance theory

購併動機的原因

購併使購併公司

的股東受益

Merger benefits

bidder's

shareholders

表3-2　企業的購併動機--以購併動機形成原因分類

購併是理性

的選擇

Merger as

Rational

Choice

購併使管理者受益

Merger benefits managers

資料來源：Trautwein,1990 。

購併是過程的結果

購併是總體經濟的現象

Merger as macroeconomic phenome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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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績效理論 
 

一般而言學者對於經營效率的探討，常用的方法有三種 

1.財務比率分析法(Financial Ratio Analysis) 

2.參數分析法(Parametric Approach) 

3.非參數分析法(Non- Parametric Approach) 

 

針對不同的方法或合併一種以上的方法而加以討論績效的理論眾

多，且若配合不同的研究目的並結合績效探討者更不計其數，因此以下

僅列出目前常見分析績效的理論做一敘述。 

 

一、 Hitt（1988） 

其將衡量組織績效的方法分為兩大類： 

（一）管理者研究法 

主要為財務性之衡量指標，共分為兩項： 

1.會計指標：如ROI、ROA、ROE、EPS.等。 

2.CAPM為基礎之方法，適用於衡量企業之長期績效，重視股東權

益之價值及市場報酬。 

（二） 組織研究法 

主要為非財務性之衡量指標，如總生產量、員工士氣.等。其

中又可分為目標模式、資源系統模式、生態或參與滿意模式四種。 

 

二、 Venkatraman 和 Ramanujam（1986） 

其研究的重要論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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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績效的範圍 

1.財務性績效 

如以銷售額成長率、獲利率為衡量指標。  

2.事業性績效 

係指除了財務指標外，又加上市場佔有率、產品品質、新產品導

入及製造附加價值等非財務性的指標。 

3.組織性績效 

為策略管理與組織理論中較廣泛的範圍。  

(二)資源分配應視企業所欲追求的績效結果而定。 

 

三、 Woo 和 Willard(1983) 

其經由文獻回顧後指出十四種常用的衡量績效變數：投資報酬率、

銷售額報酬率、銷售收入、現金流量／投資、市場佔有率、市場佔有率

之取得、相對於競爭者的產品品質、相對於競爭者新產品活動、相對於

競爭者的直接成本、產品R&D、製程R&D、ROI差異、ROI百分比變化及現

金流量／投資百分比變化。 

若再將此十四項變數進行因素分析，可得到四組因素：獲利率、相

對市場地位、獲利率及現金量的改變、銷售額與市場佔有率的成長。 

 

四、Qrinn 和 Rohrbaugh(1983) 

其將Campbell於1977年所整理出包括：整體績效、生產力效率、利

潤、品質、意外事件的頻率、成長、曠職率、流動率、工作滿足、動機、

士氣、控制、衝突／凝聚力、彈性和適應力、計劃和設定目標、目標的

協議、組織目標的內化、合適的角色和規範、處理人際關係的技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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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作的技巧、資訊的處理和管理、準備狀態、環境的運用、外在實體

對組織的評價、穩定程度、人力資源的價值、參與及影響力、強調訓練

與發展、強調成就共三十個績效指標重新加以分類，建立一個三構面之

分析架構。而所謂的三構面分別是：  

1.組織之焦點：內部的或外部的。  

2.組織對結構之偏好：強調控制或彈性。 

3.組織所追求之成果：採用的方法或其結果。  

 

五、Kaplan and Norton(1996) 

針對傳統績效衡量僅重視短期財務性績效的缺點，兩人發展出以平

衡計分卡作為達成茦略性管理的基礎，並藉由引進四項新的管理程序，

加以連結短期活動及長期策略性目標。 

其認為要能完整的衡量公司的長、短期經營績效，必需要從四個構

面來加以討論，以設計出合宜的指標，其四個構面及意義分別為：  

1.財務面：為了成功地獲取資金，應如何面對股東？其可能應用的

指標如ROE、ROA等，這也是本研究較為著重之部份。 

2.顧客面：為了達成願景，應設定目標市場客戶，找出衡量企業顧

客面的指標，如信用卡目標客戶群的消費金額。 

3.內部營運程序：為了滿足股東和顧客，必須採取何種營運程序？

如內部價值鏈活動的效率指標。  

4.學習與成長：為使三構面之績效能順利達成，應如何保有持續改

變及改進之能力？此構面強調對未來投資的重要性，如

人員的在職進修比率、資訊系統能力的增強等。 

而前面所提的四項管理程序則依序為：轉化願景、溝通與連結、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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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規劃及回饋與學習，配合四個構面績效衡量的設計，才能真正反應出

一個企業的經營績效。 

 

六、Grardner(1984) 

以1978 至1981 年間，成立滿三年之少數民族所擁有的銀行為研究

對象，利用財務比率及管理者的特質，以多元迴歸模型，進行管理績效

對獲利能力(ROA,ROE)影響的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僅以財務比率所建立

的模型，其解釋能力可達50%以上，其中備抵放款損失/營業費用與商業

放款/總放款二項比率對獲利能力均有顯著的影響。將管理者特質此項

投入變數加入迴歸式中，則模型解釋能力可提高至55% - 60%，亦即管

理者在財務領域的教育背景及商業放款的經驗，對銀行的獲利能力能產

生顯著的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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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國內外相關實證文獻  

 

一、銀行業合併與績效部份 

（一）有關國外文獻部份 

  1.Rhoades(1998) 

     其以個案探討的方式研究美國九家銀行的購併，以了解銀行

在何種情況下有購併績效？以及如何能產生購併績效？而個案

銀行其資產至少為100億美元，而被購併銀行資產則至少為主購

併銀行資產之一半，以做為討論購併大銀行的績效是否繼績存

在？其實證結果中與本研究較有關連的有(1)購併與目標銀行的

規模大小和購併後績效間沒有正面相關。（2）銀行業務重疊與

購併績效並沒有完全相關。(3)購併銀行較目標銀行有效率，並

不代表購併後能創造績效。 

  2. Cosh ,Hughes, and Singh（1980） 

認為購併前主併公司在規模、成長性、槓桿程度等均顯著大

於被購併公司與控制比較樣本；購併後在獲利能力方面，主併公

司之獲利能力有些微改善；成長性與槓桿程度方面則未見顯著效

果。Neely and Rochester（1987）將財務比率分為獲利率、收

入、費用、資產結構、槓桿等五個構面進行購併經營績效研究。

研究結果發現曾參與購併之儲貸機構，在獲利率及收入上有顯著

的增加；而購併初期，營業收入與總收入均有顯著改善，行銷能

力與經濟規模利益在利息收入、手續費收入、廣告費用、租金上

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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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Ravenscraft and Scherer（1989） 

則發現購併時採權益法者，其被併公司在購併前之獲利率顯

著高於同業；以購併型態區分，以水平購併之獲利率超越同業最

高，垂直購併最低；平均而言購併七、八年後，被併公司之獲利

率較購併前明顯下降。 

  4.Bradofrd（1978） 

認為合併前主併銀行較被併銀行有效率，主併銀行與非 

合併銀行之獲利能力與經營效率無顯著差異。合併後主併銀行與

非合併銀行之經營績效無顯著差異；主併銀行因合併而產生營業

上之綜效並不顯著。 

  5.Healy,Palepu, and Ruback.（1991） 

研究顯示：被併銀行之績效改善可歸因於被併機構有能力吸

引貸款和存款款的每一元資產及改變員工產力和資產成長力，購

併宣告後市場參與者將預期會有績效的改進。 

6.Bacon, Shin,and Murphy（1994） 

發現被併公司之獲利能力、效率性顯著低於非被併公司， 

且其員工生產力及控制成本能力較弱；而非被併公司之獲利能

力、效率性及流動性雖較被併公司為佳，但總銷管費用較高。 

7.Ramaswamy（1995） 

發現合併後績效與管理者酬償計畫、接收者公開價方法、合

併宣告前後兩天的標準化CAR、業務特性、資產售價／總資產比

率及取得時間等因素是正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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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國內文獻部份 

1.沈中華（民91） 

主要研究內容為以美國為例，以CAMEL的分析方式比較隸屬

金控公司(50家)及非隸屬金控公司(44家)的銀行間之優劣。其研

究結論顯示，平均而言若就銀行型態的金控公司而言，其表現較

優，符合金控公司合併目的中的「綜效假說」；但獨立銀行的變

異程度較大，這表示獨立銀行之中亦有表現極佳的銀行，甚而超

過隸屬金控公司的銀行，故亦符合「小而美」的假說。 

  2.林惠文(民91) 

     主要以國內銀行業為實證析對象，探討股權結構、經營風險

承擔與績效間的關連。研究將銀行業中之股權結構劃分為機構法

人持股與內部管理者持股兩大部份，並導入風險變數，利用民國

85年至87年各上市、上櫃銀行之財務資料以二階段最小平方法進

行迴歸分析，用以探討本國銀行因股權結構與風險承擔兩因素差

異，對經營績效的影響。其實證結果有四：(1)規模是重要的調

節變數，其大小與銀行經營績效呈現顯著之正向關係。（2）經

營風險與經營績效呈現顯著之負向關係。(3)股權結構與銀行經

營績效無顯著相關，且由本國銀行經營績效與股權結構間非線性

關係不顯著的結果顯示不存在最適股權結構。(4)機構法人持股

比率愈高，風險承擔傾向愈低；內部管理者持股比率高低與經營

風險承擔無關。其中第1、2項結論與本研究之重點較有關連。 

  3.陳寶瑞、曾文清、郭秋榮(民90) 

      該文主要探討國內外金融機構合併之發展及必須克服的問

題 ， 並 提 出 政 �性 建 議 。 文 中 分 析 了美國 、歐洲、東南亞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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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及我國近年來因金融問題所產生的合併情況；並以美國金融

機構合併後的案例做一系列的研究分析獲得以下四大結論：  

   （1）規模經濟方面 

大部份研究顯示銀行規模與獲利並無絕對關係，綜合而

言，銀行資產約在超過1~100億美元時，方具有規模經濟；

另依最近研究顯示銀行資產介於100~250億美元時，成本顯

著降低。另大型銀行的合併通常沒有規模經濟，甚至有輕微

的不經濟。 

(2)範疇經濟方面 

銀行業並無範疇經濟，若銀行業涉足其他非銀行業務，

如保險與證券，並不一定會因產品多樣化而降低其風險，但

可能有助其獲利。 

(3)市場規模方面 

無論主併或被購併銀行之規模，合併後銀行之市場規模

擴大並不明顯。 

(4)成本降低方面 

銀行合併後成本之降低，多來自於電腦化大量處理交

易，且若要能大幅下降成本主併銀行資產應超過100億美

金，被併購銀行資產應不超過主併銀行資產的二分之一為最

佳。 

4.陳佳群（民91） 

主要研究主題為比較隨機邊界函數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Cost  Function；SFC）與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兩種不同估計方法之下，針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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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家本國銀行的橫斷面與時間序列混合資料，進行銀行的效率

評估。 

實證結果發現：在SFC 與DEA 兩種不同估計方法之下，併

購對於銀行成本效率皆具有不顯著的正向關係，並預期金融控股

公司提供銀行經營的另一個新方向。  

5.李玉菁（民91） 

主要研究富邦金控公司成立前所會涉及的換股比例問題，及

成立前後之績效差異，其績效衡量指標為Sharpe measure、Treynor 

measure、Jensen measure、Appraisal ratio。另外利用M-M 股利行

為縮減式，預估各子公司在民國90 年的每股盈餘，同時也運用

Larson, K.D. and N.J.Gonedes（1969）所提出換股比率模型，導出

合併雙方理論換股比率。結果發現富邦金控成立後四個月，各子

公司之報酬率與績效表現皆不如前，因此金融服務業倘欲透過成

立金控以達規模經濟之效，似乎不如製造業般的顯而易見。  

6.彭正浩（民 88） 

針對台灣銀行業多角化與其績效進行研究。研究樣本選定民

國 82年至 85年國內三十九家公民營銀行與三十三家外商銀行。

研究方法先以Hirshman-Herfindhal指數來衡量每家銀行之多角化

程度。最後還以迴歸分析法探討國內銀行和外商銀行業務多角化

對其報酬率影響之異同。接著以資料包絡分析法（Data Envelope 

Analysis， DEA）計算出樣本期間內國內各銀行的相對成本效率

及相對技術效率。接著再以這些效率指標為被解釋變數，透過

Tobit Censored 迴歸分析法，來探討國內銀行業務多角化對其效率

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銀行多角化對其報酬率影響之淨效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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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至 1995年間均呈顯著的負相關，即銀行業務的多角化使報

酬率下降，但 1996 年起銀行業務的多角化開始對其報酬率有正

的影響。此外，業務多角化對銀行效率的影響是負向的，意即銀

行因多角化關係使其資源使用過於分散，而無法達到一定的規模

與專業化，致使其效率表現受到影響。 

7.陳志賢（民88） 

研究樣本以七家主併購銀行及其他二十七家商業銀行進行

研究。採用因素分析法由18 個財務變數萃取因素，並得到綜合

分數。其研究顯示在效率增加論方面，不支持效率增加論之論

點；而在整體購併績效方面，購併綜合績效會有正的效果，但不

顯著；購併活動對於成長性因素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資本適足

性因素有顯著的負面影響。 

8.許李瑋（民88） 

研究方法採Wilcoxon 符號等級檢定法及Wilcoxon 成對觀測

檢定法，檢定所選擇的包括資本適足性、獲利能力利率敏感度等

5 項績效變數。研究樣本則為十二家主併購銀行與十二家配對銀

行。研究結論發現十九個績效變數中只有七個變數達到顯著差

異，表示商業銀行購併信合社以配對樣本比較後沒有購併績效的

效果；而五個綜效分析中有三個變數達到顯著差異，故銀行購併

信用合作社的配對樣本有購併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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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證券業合併與績效部份 

(一）有關國外文獻部份 

1.Altman & Loris(1976) 

以1970 至1972 年之40 家倒閉之證券經紀商及113 家正常

經紀商為樣本，利用六個變數建立二次區別分析(Quadratic 

Discriminant Analysis) 模式， 並運用不偏分類法(Lachenbruch)估

計預測結果，得到非常高的正確比率。 

 

(二)有關國內文獻部份 

1.邱淑枝（民83） 

其針對民國79至82 年曾從事購併活動之國內證券商為研究

對象，共計28 家，並挑選在上述期間內皆處於營業狀態的未從

事購併活動之綜合證券商，共計11 家，與之進行比較，以了解

購併策略對績效的影響。該研究以安定力分析、活動力分析、收

益力分析以及市場占有率分析等四大項目做為購併經營績效之

衡量指標，同時利用統計上之t 檢定，對其購併績效進行檢定。

研究結果發現：a.從事購併活動之綜合券商在市場占有率上明顯

較未從事購併活動之綜合券商高，但在其他三項指標的表現則較

差；b.就主併券商本身購併前後進行比較，發現綜合券商在購併

後純益率有顯著提升，但經營能力卻明顯下降，而市場占有率並

無明顯變化；c.經紀商在購併後市場占有率已大幅提升，但在其

他指標上並無明顯不同；d.大型綜合券商較小型經紀商有較高的

流動比率及市場占有率，但獲利能力卻不如小型券商；e.綜合券

商之經營績效並不會因成立時間先後不同而有差別，但是成立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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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之經紀商卻較成立較晚之經紀商有更高的市場占有率；f.就綜

合券商而言，採營業讓與方式可能較採吸收合併方式佳，而對經

紀商來說，兩種方式並無明顯差異。  

2.曾淑玫（民84） 

其以民國80 及81 年為研究期間，以曾從事購併的15 家臺灣

證券商為研究對象，探究其購併動機及型態與一般企業的相異

處，並研究購併前後主併券商與非合併券商的財務績效差異，以

及主併券商購併前後的財務績效比較，探討購併究竟對主併券商

造成何種程度影響。利用曼惠特尼檢定（Mann-Whitney Test）及

Wilcoxon 配對符號等級檢定（Wilcoxon Signed-Rank Test），檢

定各項假說下之財務指標，包括財務結構、償債能力、經營能力、

獲利能力及成長力等五個構面。其研究結果顯示：a.臺灣券商購

併的動機較為單純，被併券商多因無法承受嚴重的營業虧損而參

與購併，而主併券商則是為了可以較低的資本擴展營業規模而進

行購併；b.券商的購併型態無需劃分，因其本身即屬於水平式合

併，但若以法律觀點言之，則臺灣券商的購併包括吸收合併及營

業讓與二種；c.購併後，主併券商之負債比率提高，短期償債能

力、總資產運用效率及淨利成長率則下降，因此，購併初期並未

對券商產生正面影響。 

3.郭峻權（民86） 

該研究以民國79 年與84 年為研究期間，研究曾從事券商購

併且在上述兩時點皆處於營業狀態的證券商，研究對象共計有23 

家綜合證券商及11 家專業證券商。探討主併券商購併前後之財

務績效比較，並試圖探討營業讓與及吸收合併兩種不同購併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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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營績效。其以五力分析共包括13 項財務比率作為績效評估

指標，並利用統計方法t 檢定，對其購併績效進行檢定。其實證

結果發現：a.主併綜合券商與未從事購併之綜合券商的經營績效

有顯著差異；b.主併券商從事購併後，在銷售力方面皆有改善，

證明了市場力理論成立，但在活動力及安定力的部份指標上則有

惡化的現象；c.採營業讓與之專業券商在活動力方面的績效優於

採吸收合併之專業券商；d.採營業讓與之綜合券商的績效並未明

顯優於採吸收合併之綜合券商；e.被併券商在被購併之後的經紀

市占率有顯著下滑的現象。 

 

三、 保險業合併與績效部份 

(一)有關國外文獻部份： 

1.Cummins, Tennyson, Weiss（1999） 

其對美國人壽保險業之效率與併購及規模經濟作一探討，其

中發現於西元1988 至1995年間，有被併購的壽險公司會有較好

的經營績效表現；然而，經營上處於非遞減規模報酬

（Non-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簡稱NDRS）且財務上較脆弱

的壽險公司，容易成為被併購的目標。 

２.Houston 和 Simon（1970） 

其係以迴歸分析探討保費收入（產出）對於成本上的影響，

以研究壽險業於規模經濟上之問題，其所建立的迴歸模型皆支持

規模報酬遞增之假設。但 Geehan（1977）以生產因素報酬法來推

估壽險公司的產出，因為其認為以保費收入大部分屬於理賠成

本，就總體經濟而言，亦類似資產重分配，而不認為保費收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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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公司的產出項，並且在以迴歸分析對規模經濟探討，其分析

結果發現壽險業之規模報酬遞增並不如 Houston and Simon所分

析的顯著。 

 

(二)有關國內文獻部份： 

1.鄭秀娟（民 85） 

以 DEA法對台灣地區壽險業進行經營績效分析，使用三項

投入：內勤人員人數、外勤人員人數、業務管理費用；四項產出：

新契約保費收入、有效契約保費收入、財務收入、通訊家家數。

針對民國 83年當時的 23家壽險公司進行分析，其中並以視窗分

析法來作民國 81年至 83年的動態效率分析。 

其結論發現若以資產總額分類、新與舊公司（以民國 80 年

區隔）以及本國與外商等三種分類，皆顯示在經營績效上無明顯

的差異。 

   2.洪炳輝(民 85) 

利用產業經濟學中「結構-行為-績效」的理論模型為主要的

架構，並融合了台灣地區人壽保險業的特質，針對人壽保險業的

市場結構、策略行為與經營績效加以分析，藉以建構實證模型，

以探討人壽保險業結構、行為與績效之間的關係。 

其研究指出，壽險業者的財務投資行為對於利潤率的正面貢

獻，遠大於承保收入增加對壽險業利潤率提高的貢獻；人壽保險

業者可以藉由建立進入產業阻礙的程度，提高獨占力與利潤率。

而政府採取開放的政策，將使得人壽保險產業的市場結構由優勢

寡占轉變為高度寡占，使得市場競爭程度提升，對本國人壽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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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而言，競爭程度增加且獨占力下降，利潤率降低，足見政府

開放政策施行的效果。 

  3.吳國華（民國 86年） 

該研究以民國 83 至 85 年間台灣地區的 23家壽險公司為研

究對象，分析其企業形象與經營績效之關係。其中以三項產出：

保費收入、投資收入、通訊處家數；三項投入：外勤人員人數、

內勤人員人數、業務管理費用，為分析變數；再以 LISREL模式

驗證企業形象與經營績效間之因果關係，並以卡方及多變異數分

析作相關之檢定。 

其結論發現若以資產總額分類以及本國、外商分類，皆顯示

無明顯的差異；但於新、舊公司（以民國 80 年區隔）間則存在

有明顯的經營績效之差異。 

  4.杜劍虹(民國91年) 

根據其研究指出，面對我國金融環境的改變，外商保險公司

可能的因應策略有(1)採取控股公司，促使企業母、子公司合作，

降低營運成本，組合多樣化的金融商品，達到多角化經營；(2)

聯盟，產險公司和銀行或壽險公司合作，使消費者獲得多樣化服

務，開創新商機；(3)合併與購併，增加市場佔有率、節省管理成

本；(4)核保、理賠及再保之選擇，核保謹慎、理賠迅速、再保優

良；(5)商品、行銷及服務，開發新商品、修改及加強；(5)有效地

控制費用及管理投資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