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合併與收購的相關研究 

 

合併與收購的趨勢 

企業併購與結合的趨勢是現代經濟社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隨著經濟環境以

及法律環境的改變，企業併購、結合的熱潮自從二十世紀開始以來，就以不同的

型態以及種類影響著不同國家的市場，根據資料指出，以 2000 年與 1990 年為例，

併購的金額就成長了超過七倍1。企業結合的趨勢所影響的範圍非常劇烈，遍及

了非常多的產業，通常以下幾項產業最常發生企業結合與併購的現象，例如：電

信通訊業、媒體業、金融業、藥學產業、能源業、公用事業、食品零售業以及天

然資源產業，而近年來最熱門的合併案也符合上述的現象；以併購金額而言，排

名前幾名且為人所津津樂道的併購案有媒體產業的美國線上(AOL)和時代華納

(Time Warner)的合併案、能源產業艾克森(Exxon)與美孚(Mobil)合併案以及金融

產業旅行家集團(Traveler)和花旗集團(Citicorp)合併案。在全球眾多併購案發生的

原因當中，某些企業是為了追求其自身利益的極大化，但其中也有很大部分是受

到環境的影響，而被迫作出改變。然而，他們的共同點是併購的金額越來越大，

同時，這些企業結合後對產業所造成的影響也越來越大。 

 

合併與收購的類型 

企業併購可視為是兩間公司或數間公司將資源重組的過程，所包含的議題非

常多樣化與複雜。如果單純由會計角度出發去思考，企業併購不過是兩間公司在

                                                 
1 1990 年全球已公布之 M&A 案件總金額為 4300 億美元，2000 年為 31800 億美元。資料來源：

企業購併：全方位評估並掌握當前 M&A 環境，2002，J. Fred Weston、Samuel C. Weaver, p.10 
 



財務報表上的結合；若由業務角度出發，企業併購可能要包含著公司的發展策

略，要追求雙方在業務上的互補或是市場力量的增強；而近年來，市場上發現併

購案之後的整合工作是否能夠順利完成，已經成為併購案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指

標，原因是在於不順利的整合過程，會影響到公司的士氣以及提高人員的流動

率，進而造成業務上、生產上的效率不振。 

通常企業併購在實務上並不容易作出簡單的歸類，以不同角度區分會得到不

同的結果。若以種類而言，可分為合併、收購與重組；以產業業務性質分類的話，

可以分為水平式購併、垂直式購併、同源式購併、複合式合併；而若以合併背景

分類，可分為消極性合併與積極性合併2。然而，當兩間公司的業務觸角較複雜

時，企業的結合就不如上述如此單純，而是一種類似綜合性購併的狀況，有時候，

一項複雜的企業併購案件，會同時包含著數種以上的合併型態，造成研究上分類

的困難。另一種常見的研究分類是以時間軸來區分，將企業併購分為併購前的規

劃階段、併購中的結合過程，以及併購的後整合階段來分析。一個合併案的決策

者，在每一個階段所需要專注的議題也都有所不同，例如：併購前須注意策略規

劃、員工心理準備；結合過程須注意過度結構、壓力與不安的管理、文化衝突；

以及後整合階段的新組織、新文化建立等3。 

因此，企業併購到目前為止，其過程仍然是一個複雜而需要研究的科學，企

業執行這個過程往往必須要付出龐大的成本，因此也引導出另一個更值得令人思

考的問題，為什麼企業間要進行複雜的購併行為？ 

 

合併與收購的動機與原因 

研究指出，從二十世紀以來的併購熱潮是來自於環境劇烈改變的結果。

Berger (1999)認為五個造成近代企業購併案發生的原因為技術的演進、金融環境

                                                 
2 杜文禮，賴鈺城，謝永清，金融全球化對國內金融機構之影響 (2003) 
3 Joining Forces：making one plus one equal three in mergers, acquisitions and alliance，1999，Mitchell 

Lee Marks、Philip Mirvis. 



的改善、產能過剩或是產業景氣不佳、國際市場的整合現象、和區域性以及產品

上的限制解除。企業購併(2002)4此書也指出影響企業併購案發生的最主要原因為

科技的進化、營運效率的追求、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金融環境的改變，並且以美

國為例，將全世界的併購模式分為五個階段5。然而，環境的變遷雖然能夠帶給

企業求變的壓力，但這種環境的壓迫程度帶給每間公司也都有些許不同，因此，

光僅從環境上之變化或是法規上的變化，我們可能無法完全捕捉到企業為什麼要

進行併購的真正原因。 

對企業而言，進行併購案的原始動機是讓股東價值最大化，然而，企業經營

團隊以及政府角色也會造成顯著的影響。有證據顯示，由於政府法令限制的增

加，以及標的公司所發展出來的防禦戰術越來越純熟，過去十年以來，標的公司

的報酬獲得提升；相反的，收購者的報酬在過去十年中降低了6。而除了上述原

因之外，若以行為觀點為出發點來思考，則必須考慮到整間公司的經營方向以及

經營人，是否具有道德危險。陳佩吟(1997)、楊俊中(1998)的實證研究指出當經

營者持股比例高時，基於保有本身職位的考量而反對接管，可能會否決對股東有

利之合併案，造成股東權益的喪失。 

以金融產業而言，利用市場主導能力的擴增以及加強經營效率，最明顯的可

以從增強市場力量以及加強經營效率兩方面達到股東價值最大。學術上在有關於

市場力量的研究當中，Berger和Hannan (1989,1997)和Hannan (1991)發現銀行在市

場集中度較高的市場，對於小型企業貸款會收取較高的費用，而會給予較低的存

款利息；Hannan and Berger(1991)和Neumark and Sharpe(1992) 、Hannan(1994)

和Jackson(1997)也發現在市場集中度較高的市場，存款利率常常無法迅速反映市

場存款利率的表現，特別是在利率向上走升的時候。在有關於經營效率的研究當

中，則有非常多不同的實證方法，一般而言，學術界多半使用幾個指標來衡量金

                                                 
4企業購併：全方位評估並掌握當前 M&A 環境，2002，J. Fred Weston、Samuel C. Weaver 
5 第一波合併模式─1893 年至 1904 年；第二波合併模式─1920 年代； 

第三波合併模式─1960 年代；第四波合併模式─1980 年代；第五波合併模式─1993 年以後 
6企業購併：全方位評估並掌握當前 M&A 環境，2002，J. Fred Weston、Samuel C. Weaver, p.114 



融機構經營的效率性，如經濟規模、是否具有範疇經濟、X-Efficiency7、風險與

期望報酬的替換程度、投入產出的最適化程度以及多角化程度。在經濟規模方

面，Grace and Timme(1992)、Yuengert(1993)、Gardner and Grace(1993)、Cummins 

and Zi(1998)、Goldberg et al.(1991)等文章中指出金融機構的規模並非越大越好，

而是存有一最適規模。在多角化程度方面，Hughes et al.(1999)發現當組織規模越

來越大，能在不同區域經營時，可以分散掉總體經濟風險，經營效率會較高而破

產風險會降低，同時也發現，這些組織績效表現的增進主要來自於分散地區經

營，而非來單獨自於規模或是範疇經濟。Saunders and Walter(1994)發現將銀行與

保險公司的結合可以降低整體的經營風險，Kwan(1997)的研究也發現將銀行與證

券公司的結合擁有多角化的潛在利益，原因是雙方的相關程度非常低。最後，

Prowse(1997)也發現銀行與非金融機構的結合對於銀行的公司治理有正面效

果。然而，另外在範疇經濟、X-Efficiency、風險報酬的替換等方面，學術界發

現均沒有顯著的證據證明可以增進經營效率。 

在其他可能會影響併購動機的因素中，雖然仍然有人會懷疑其他與企業相關

的利益關係人，其價值是否會被考慮在內，然而研究指出，除非他們的影響力擴

及到勞動力或其他生產要素的供給，否則在實務上是較不被考慮在內的8。另外，

稅務上的誘因，也被證實是一個不顯著的影響因子9。 

 

有關於合併收購的前後結果研究 

弔詭的是，即使有許多專家已經證明了企業進行併購案的動機為使股東價值

最大，實證上的研究卻發現，併購後的結果與最初的動機，也就是預期的結果，

往往並不符合。以經營效率相關的研究而言，Berger和Humphrey(1992)的研究發

                                                 
7 X-Efficiency，how much closer to or further from the optimal point on the best-practice efficient 

frontier these firms have moved 
8 Allen N. Berger, Rebecca S. Demsetz, Philip E. Strahan, 1999,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ndustry: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23, 135-194 

9 許多有關稅賦效應的實務研究指出，在所有合併交易中，將稅賦因素列為較重要考慮因素的案

例不到 10%。即使稅賦效應較為明顯，他們也不是合併案的主要動機，Hayn(1989) 



現，併購並不會導致X-Efficiency的增加。Akhavein、Berger和Humphrey(1997)又

進一步發現根據ROA與ROE所定出的銀行排名指標，並不會顯著隨著併購行為

而改變；Srinivasan和Wall(1992)指出非利息收入並不會隨著併購行為提高。類似

的結論尚有Rhoades(1993)、Linder和Crane(1992)等研究，同樣指出併購行為並不

會導致獲利或是其他可見利益的產生，甚至在某些情形下，併購會產生負的效益

而對公司帶來傷害。學者在研究過這些不如預期的實證結果後，歸納出幾個因

素，影響了實證結果的正確性，分別是交易成本的忽略、研究期間無法確定、樣

本挑選偏誤、經營者的行為以及代理問題10。在許多實證結果不盡理想下，近年

來，學術界除了繼續在經營效率、市場力量上找尋併購活動的關聯性與證據外，

另一方面，也有人嘗試以不同角度來思考併購的本質，即雙方是否匹配的問題。 

 

第二節、 組織文化與企業的經營 

 

組織文化是為了解決組織可能遭遇到內外部問題而發展出的一套共識價值觀

與信仰，而此價值觀與信仰會影響組織成員的處事原則及行事方式11。組織文化

包含層面很廣，在直覺上，我們可以很容易聯想到組織文化可能會影響到公司的

執行力、領導風格、創新能力、決策制定系統等等。吳盈潔(2002)以組織承諾之

角度來研究企業購併問題，發現當併購雙方的組織文化有一致性時，對其組織承

諾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組織承諾高的公司，員工較不願意離職、缺席以及發生

工作效率低落的情形。Donald (2003)也發現在企業創新的發起以及執行階段，組

織文化扮演很特殊且重要的角色，其他研究也指出，組織文化可以將公司內部分

成數種不同的管理文化或決策制定系統12。因此，不同的組織文化會使員工發展

出不同的價值觀，甚至讓整個公司的決策系統以及作業平台設計都有所不同，也

                                                 
10 Steven J.Pilloff, Anthony M. Santomero, The Value Effects of Bank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1996, 

Wharto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enter 
11 企業購併下組織文化與組織承諾之研究─以立榮航空為例，龔靜雯，2001.6，page 19 
12 龔靜雯(2001)，企業購併下組織文化與組織承諾之研究，page 22 



造成兩家公司在進行合併時常常發生雙方在員工、制度、決策機制上無法相容的

情形，而這樣的不相容性，會導致雙方在許多合作上的衝突，最終甚至有可能使

整個合併案宣告失敗。 

 

第三節、 文化上的衝擊以及其對於合併收購的負面影響 

 

Hu (2005)並進一步指出兩個經濟體當中，存在動態的自利態度與利他態度傾

向，而且這樣的傾向，也就是我們一般常說的價值觀或是文化，反應在雙方的生

產力上會有週期性的變動。Hu發現當兩個經濟體或兩個人在合作態度(組織文化)

上的差異很小時，反應在生產力的週期變化會漸漸趨緩；而合作態度差異大時，

反應在生產力的週期變化會逐漸發散，最後使得合作或聯盟崩解。彭金隆(2004)

也指出企業間依照合作關係的程度，雙方結合的型態事實上是有所不同的，他們

可以分為完全合併的結合型態、合組公司關係、直接股權或合資、策略聯盟合作、

合作推廣業務、市場交易關係等13。可見在企業進行併購活動的時候，雙方企業

文化所衍生出的合作態度，可能會影響到雙方併購後的結果，當雙方的合作關係

因為文化摩擦而越來越弱時，整個合併案可能就會宣告失敗。因此，我們可以確

認，在兩間公司執行合併案時，文化面影響是必要的考量因素，在事前的合併匹

配研究部分，我們必須要找出方法來盡可能的去描述一個公司的文化面。 

 

第四節、 股權結構 

 

公司的所有權結構一直以來都是研究公司治理時，不可或缺的研究重點。總

括而言，學術上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大方向，由誰控制公司、以何種方式來取得公

司的實質經營權以及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績效之間的關係。對於前者的研究非常

                                                 
13 金融控股公司：法制監理與經營策略，2004，彭金隆, p297 



多，最早而完整的研究是由Berle(1932)所提出，他針對美國非金融業公司的控制

型態作出五種控制權的分類14，並且認為在樣本內，企業組成多半以經營者控制

為主、再來是少數股權控制等等。Herman (1981)針對同樣類型的樣本方向，將

控制權型態作出六種分類15，得到類似的結果，也就是在樣本中，以經營者控制、

少數所有者控制的所有權結構為主。在近期Rafael (1999)的研究中，作者大膽推

翻由Berle的研究結論，針對全世界的大型著名公司，進行所有權結構的研究，

在研究當中，將所有權結構的種類分為六種來討論16，結論發現，事實上僅有美

國與英國兩個對於小股東保護比較完善國家，其國內公司之股權分配才是偏向於

「股權分散」的，從世界角度來看，平均而言，大多數國家內的公司股權都是「控

制型持股」，通常是以國有或是家族持有形式出現。 

另一方面有關於如何行使對公司經營上的實質控制權，一般而言，根據

Rafael (1999)有三種分類，分別是絕對控制持有(持有實質控制股權達 20%以

上)、交叉持有(母子公司互相交叉持有股票)以及金字塔式持有(公司透過另外一

間公開發行的公司持有某間公司)。 

最後一項，同時也是最多人研究的主題─所有權結構與公司經營績效間的關

聯性，然而至目前為止，似乎在這一部分學術界並沒有絕對的結論出現。Kesner 

(1987)認為內部董事持股比例與企業績效成正相關；Claessens(1998)則發現管理

者持股與績效成正相關、個人持股與績效成正相關。然而，基於管理階層存有代

理問題之假設，國內學者陳佩吟(1997)、楊俊中(1998)利用實證也指出當經營者

持股比例高時，可能會基於保有本身職位而反對接管等商業活動。 

 

                                                 
14 Berle, Adolf, and Gardiner Means, 1932,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 (MacMillan, 

New York, N.Y.) 
15 Herman(1981)將所有權結構分為經營者控制、多數所有者控制、少數所有者控制、公司間所

有者控制、政府控制、財務控制。 
16 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 Andrei shleifer (1999), 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 the Journal of Finance, April, 1999, 文章中將公司股權分為以下幾種類型：

Widely Held, Family Held, State Held, Widely Held Financial, Widely Held Corporation, 
Miscellaneous 



第五節、股權結構與組織文化、企業文化 

 

然而即使大家對於績效以及股權結構之間的關係尚未有結論，但是可以確定

的是，企業的股權結構以及其經營模式及整體行為，是有相關性的。Grossman 

(1980)認為股權分散的企業會造成強勢的管理階層，企業的運作會較為大膽；

Shleifer (1997)認為當股權過於集中時，大股東會傾向於對小股東不利之經營策

略；Donckels (1991)亦發現當企業為家族控制持股時，會傾向拒絕參與高風險的

創新。會受到股權結構所影響的企業決策過程以及風險趨避程度不僅僅會主導著

高層經理人團隊的運作，同時也會感染到公司內整體的運作方式，並深入至所有

員工對公司的價值觀。因此，若採用 Rafael (1999)對於股權結構的六種分類，我

們將應該可以發現這六種股權結構事實上會帶給這些企業六種不同的經營模式

以及企業文化，每一種企業文化都會有不同的特色，並且表現在其經營者具體的

行為上，或是在一般員工的行為上。 

 

第六節、 合併與收購存在著負面效果 

 

兩間公司的合併背景，若建立在組織文化不同的基準上時，該存續公司必定

在作業、資源互相運用、交叉業務執行過程等方面，會產生衝突。而這樣的情形，

若是非常嚴重，則會進一步影響到該公司的績效表現。一般而言，若以企業評價

觀點來評論併購後企業價值的變化，我們會從三方面去探討，即獲利、成長以及

風險的三個評價基本要素是否受到影響而產生變化。在綜效未知、合併行為剛出

現的初期時，獲利等同於兩者(兩間公司)的獲利加總，通常不會受到立即影響；

同時，除非這樣的併購案為整個產業帶來極大的衝擊，否則短期而言，單就少數

幾間公司的合併行為來說，並不會影響到成長的動力。然而，合併卻會為評價模

式的風險因子帶來影響。原因是企業在進行併購時，往往都需要大量的資金，因



此常常會以舉債的方式來進行併購，此舉將會提高負債比率，增加企業的風險；

若是以換股比例方式進行併購，則公司會有股權分散的問題，會進一步產生代理

問題以及代理成本，同樣的會加大了企業在經營上的風險。另一方面，若是兩家

公司的企業文化差異非常大，則合併之後的整合過程，必定會出現許多衝突，因

而會影響到公司表現的穩定，也就是公司整體的不確定性將會提高而帶來額外的

風險。而不論是以何種方式去收購公司，或是企業文化的衝突可能性，都會牽扯

到的關鍵問題，就是股東股權結構的變化。由前文我們又可進一步知道，股權結

構不同的兩間公司，會造成公司在文化面上的不同；同時，我們也發現股權結構

常常也是企業決定收購方式的關鍵因素。因此，股權結構不同的兩間公司，在進

行合併活動時，是否會增加其企業風險，也就是整個公司的不確定性，是我們關

心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