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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購倂之定義 

 

第一節、購倂之收購方式 

 

購倂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M&A) 一詞包含收購及合併等二種，

就是買方購入賣方的資產、營業部門、後勤部門、或股票，取得經營

權或控制權 。合併則是兩個以上的企業結合成一個，購倂活動是透

過不同法律架構的設計、融資的安排及符合不同國家或區域的稅務財

務的規定，來加以完成。因此架構不同的安排與組合，則可以達成不

同的購倂策略，基本上收購之方式可分為。 

 

(一) 吸收合併 (Merger) 與新設合併 (Consolidation)   

 

吸收合併 (Merger) 係指參與合併公司，同意以參與及合併之其中

一家公司為存續公司。 

 

1. 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權利與義務，透過存續公司與消

滅公司之正式股東會的決議與法律程序，將消滅公司的所有併

入存續公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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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存續公司發行新股與消滅公司的原有股東。 

3. 消滅公司辦理解散。 

 

新設合併 (Consolidation) 係指參與合併之公司於合併完成後均

歸於消滅，而由參與合併之公司，以另行設立新公司之方式，承

接各該消滅公司關於營運、資產或相關權益等事項。 

 

1. 新設公司概括承受所有參與合併公司之權利與義務。 

2. 新設公司發行新股予消滅公司原有股東。 

3. 消滅公司辦理解散。 

 

上述兩種合併模式雖然不同，但所具備之法律效果卻無不同，亦

即合併後存續公司或新設公司需承擔被合併公司的權利與義務。

一般來說多採取吸收合併，而較少採取新設合併，主要理由為： 

 

a. 品牌權益   

 

若被消滅公司之品牌形象在消費者心目中已經有了堅固的地位

與忠誠度，而新設公司之品牌若不能讓消費者與原有品牌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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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則公司的品牌權益會消失，對產品的銷售及行銷能力

將會是一大挑戰。 

 

b. 營運方面   

 

因新設合併的程序過於複雜，要先結束消滅公司的債權債務，

同時又要召集新設公司的創立程序，重新設立一家公司，而且

在新設公司正式成立之前，不能以該公司名義營業，會造成營

運中斷。 

 

(二) 股權收購 (Stock Purchase) 與資產收購 (Purchase of Assets)  

 

1. 資產收購 (Purchase of Assets)  

 

指依其本身的需要，只購買目標公司部份或全部財產，不涉及

股權，為一般財產買賣行為，所以不需承受目標公司的義務與

負擔。由於資產轉移，所以目標公司將涉及營利事業所得稅，

購買公司不需承擔目標公司的義務，所以資產收購所產生的風

險小於收購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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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購公司以支付現金或承受負債的方式，向被購公司購

買全部或部份資產及業務。 

(2) 被併公司移轉資產或業務與收購公司，至於被倂公司收

到現金後，是否存續視雙方之約定。 

 

2. 股權收購 (Stock Purchase)  

 

股權收購之類型係基於股權轉讓，指收購方將因此成為被購倂

公司之股東，所以需概括承受被收購公司之債權債務。 

(1) 經由集中市場公開收購 : 收購公司以現金或其他方式，    

向被購倂公司股東購買股票。 

(2) 收購公司發行新股與被購倂公司股東換股，使被購公司

股   

東亦成為收購公司之股東。 

(3) 收購公司實質投資被購倂公司，而被購倂公司仍存續。 

 

就經濟實質面而言可達成資源整合重組的目地，依不同交易結

構，法律租稅以及會計報表之影響有所不同。必須針對不同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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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策略與市場之競爭狀態作不同的規劃。 

 

(三) 購倂支付方式  

 

不同的支付方式可以讓購倂雙方在購併的規劃及執行階段有所考

量，選擇對雙方最有利的方式進行，分別敘述如下 

 

1. 現金支付 (Cash Payment)  

 

以現金支付的方式，取得目標公司的股權或資產，對主併公司

而言，可快速的完成購倂，而且不會使公司的所有權外流。對

目標公司而言，將會失去股東資格，而且必須自行負擔資本利

得的稅賦。 

 

2. 證券交換 (Stock Exchange)  

 

主併公司與目標公司以證券互相交換股權，以完成購併程序，

可分成下列幾種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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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普通股 (Common Stock)   

 

在實務上最被常用的方式，可分為以原有股份及新發行股份

進行購倂兩種情形，若主併公司採取前者，可免於額外籌措

購併資金，但會造成公司部份所有權為外人持有。若採取後

者，則申請手續過於繁雜，而且會有股權稀釋的效果，但對

目標公司而言，因為可以保有股東的身份，故接受購倂的機

會較大。 

 

b. 公司債 (Corporation bond)   

 

此種方式對主倂公司而言，不但資金成本較低，利息費用可

以抵稅，而且可以掌握公司的經營權及所有權，但對目標公

司而言，卻必須退出公司的經營。 

 

c. 特別股 (Preferred Stock)  

 

若主倂公司欲保有經營權，則可以特別股進行交換，因其不

能參與表決，故無法影響公司政策，而目標公司則可以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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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高的股利及股利的優先分配權。 

 

d. 可轉換證券 (Convertible security, convertible bond)   

 

對主倂公司而言，因目標公司持有轉換的權利，故資金成本

較低，而目標公司未來可以選擇是否加入公司的經營或是繼

續持有原來證券，故較具彈性。 

 

3. 或有性支付 (Contingent Payment) 

 

指在購倂完成後，主併公司應付的價款中，有部份金額在交易

完成時尚未確定，而必需視未來某些契約條件是否達成而定，

如某些科技技術的移轉或軟體公司人力資源的留任，如這些技

術移轉或人力資源的流失，將會使整個購倂喪失其意義。 

 

4. 賣方融資 (Seller financing)  

 

指因目標公司經營績效低落或獲利不佳，急需尋找合作對象以

改善本身的經營困境，故承諾主倂公司可以採取應付票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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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Payable) 的方式支付購倂價款。 

 

第二節、購倂類形 

 

一、購倂之型態 

 

依探討的角度與所預達成公司目標之不同，對於購併類型有不同的方

式，就財務觀點來說，若二家以上的公司合併產生整體的價值稱為營

運合併，若不能產生價值，只能達到財務互補的作用，稱之為財務購

倂。 

 

(一) 水平式購倂 (Horizontal Merger)  

 

指相同產業中二家以上從事相同業務之公司的購倂，經此購倂後

以提市場佔有率，產業集中度 (Concentration Ration)。例如：目

前的金控公司之購倂 。但當水平式合併達到一定的規模時，受

到經濟景氣的影響就會愈大，調整經營效率的會愈困難，使得經

營風險題提高，對產品市場需求變異的適應性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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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垂直式購倂 (Vertical Merger)  

 

指同一產業中、上與下游公司間的購併，亦即二個或二個以上的

企業，在原料半成品或成品上存在供需關係，在購倂之後，可以

達到一部份或全部的一貫化作業，其目的為確保原料來源，或擴

展本身的生產與銷售體系。 

 

又分為向前垂直合併 ( 向前整合 Forward Integration )與向後垂

直合併 (向後整合 Backward Integration )。向前垂直合併是

下游公司購倂其上游供應廠商以加強其一貫作業生產者，獲得穩

定且較便宜的供貨來源，其優點為上游公司的產品可因此而取得

固定銷售管道，對於產品的銷售及行銷有較大的自主權，可降低

行銷風險。而向後垂直購倂，指上游公司，購倂其下游公司，因

而取得穩定且便宜的供貨來源，降低交易成本，亦可結合彼此的

研發人才，增強研發能力，以及利用移轉定價的規劃，來作利潤

規劃的去向。 

 

(三) 非相關的多角化購倂 (Unrelated Merger) 又稱複合式購倂  

(Conengeric Me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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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二家以上不同產業，所經營的產品或勞務行銷市場完全無關。

而且沒有任何業務往來的購倂。此類型購倂的動機在於以購併方

式進入新行業，發展事業或地區上的多元化經營，以求高度成

長。在管理方面，以集中管理的方式，可達到管理上的規模經濟

與效率。在財務上可利用公司間不同的資源作相互的支援，而降

低財務上流動資金的風險。但由於公司目標，業務皆不同，相對

的經營風險也會增加。主倂公司在選擇行業別及目標公司時，應

注意跨入的產業之性質於特點，以及新事業的財務控制與管理方

法是否與本身相似。 

 

(四) 產品延伸式購倂 (Product Extension) 又稱為中心式多角化  

(Concentric Diversification)  

 

意指參與合併之企業。其生產技術相同，但目標市場卻不同，只

要是具有此等性質的企業合併，即為技術中心合併。此種合併的

動機在於應用目前所具備的技術能力以使產品線延長，而且針對

不同的目的市場提供不同的產品，稱為產品的延伸式購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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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財務性購倂 (Financial Takeover)  

 

指不會產生任何營運規模經際，但卻有助於降低營運風險的合

併。在財務合併下，主倂公司與目標公司的營運在合併後依舊彼

此獨立，現金流量僅等於合併雙方在繼續獨立營運下所能產生的

預期現金流量之合，故合併不會使購併公司享受到營運方面的綜

效。 

 

(六) 市場延伸性購倂 (Market Extension)  

 

指兩家或兩家以上的企業，雖然產品及生產技術不盡相同，但卻

擁有相似的顧客群，所進行的合併行為。 

 

 

二、購倂之支付方式 

 

主倂公司支付目標公司價金有現金支付、換股方式、銀行融資、以債

作價、發行債券、選擇權支付、有條件支付或混合式支付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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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金支付 (Cash Payment) 

 

以現金作為支付之方式，通常較受歡迎，以現金支付之價格常高

於目標公司市場之股價，以誘使股東放棄在市場上出售其股票，

而降低因消息透露造成股票市場之飆漲而增加購倂成本。 

 

(二) 換股支付 ( 即股權交換 ) (Stock Exchange) 

 

指以其他之有價證券為支付之工具，被併公司股東最終擁有主倂

公司的股票，產生目標公司與主併者購併時相同的結果。 以股權

交換方式，可避免必要之資金成本過高及降低交易成本，相形之

下交易教單純，但需注意換股比率之計算。可分為下列幾種： 

 

1. 普通股 (Common Stock)：以原有股份及新發行股份兩種。若採

原有股份可免於額外籌措購倂資金。若採用後者，則申請手續

過於繁雜，而且會有股權稀釋效果；但對目標公司而言可以保

有股東身份接受購倂機會較大。 

2. 特別股 (Preferred Stock)：以特別股進行交換，來保有經營權，

因特別股不能參與表決，無法影響公司政策；而目標公司可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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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的股利及股利優先分配權。 

3. 可轉換證券 (Convertible Security)：對主倂公司而言，目標公司

持有轉換權利，資金成本較低；目標公司未來可以選擇是否加

入公司的經營或是繼續持有原來的證券。 

 

(三) 銀行融資 

 

購倂交易定案後，應支付之價金以銀行融資之方式支付，因此在

購倂進行中，銀行將扮演重要之角色。 

 

(四) 以債作價 

 

指被倂公司因積欠主倂公司相當之債務，主併公司以被併公司之

債務作為進入被併公司換股之依據，而予以合併及撤換原經營階

層。 

 

(五) 發行債券 

 

以發行公司債 (Corporate Bond) 來支付價款，其優點是資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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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低，利息費用可以抵稅，而且可以掌握公司的經營權及所有權；

但對目標公司而言，必須退出公司的經營。 

 

(六) 有條件支付 

 

意指在購倂完成後，主併公司應付的價款中有部份金額在交易完

成時，尚未確定而必須視未來某些契約條件是否達成而定。 

 

(七) 混合式支付 

 

指給予目標公司股東現金為對價，或以交換其他有價證券為對價

的選擇權。由於現金交易所產生的所得必須課稅，往往阻礙交易

的進行，使得被倂公司的股東會再三考慮，但另一方面，也有許

多願意獲取現金的股東，因此現金與股票的混合式交易，可以滿

足以上之兩種需求。對於主倂的公司而言，由於支付之方式需視

被倂公司的股東個別需求的考量，因此較無彈性，無法預先估計

正確股票及現金數量，較易產生資金調度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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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合併綜效理論 

 

合併是企業經營的一項策略運用，兩家公司可能因為部份功能具有互

補作用，使得兩家公司合併後的效率或效能遠超過兩家公司單獨運作

時，意即產生所謂的綜效利益，這便是效率理論 (Synergy theory) 。

效率理論依 Kitching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45, 1967)  Singh and 

Montgonme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8(4), 1987 pp377~386) 

和 Fowler Schmid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1(4), 1988) 指

出可區分為營運效率市場效率財務效率等。 

 

 

1. 營運綜效 

 

所謂營運綜效，指的是企業透過合併方式，以達到規模經濟、交易

成本經濟與差異效率，使得企業營運效率提高，此類較易發生的合

併類型是相關性合併， 

 

(1) 規模經濟 (Economy of Scale) 

 

企業透過合併的方式，使得生產規模擴大，降低成本，增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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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本身的競爭力。同時藉由合併活動，如企業合併前並不能達

到規模經濟，則可透過生產流程的重新設計生產設備的重新分

配減少多餘的人力與設備，藉以提高生產效率。 

 

Singh and Montogome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8(4), 

1987 pp377~386) 以 1975 至 1980 年為研究的期間，以股票報

酬來衡量相關性購倂之異常報酬，是否較非相關性購併來得

高，研究結果發現，相關性購併較非相關性購併之差異報酬來

得高，並指出規模經濟最易在相關性購併方面發生。 Set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7), 1990 pp523~534) 指出購倂

雙方如果使用相同的原料或零件，則在生產及採購方面，可以

達到規模經濟，此外，在行銷、配銷、研發等方面也有異曲同

工之妙。 

 

(2) 交易成本經濟 (Economics of Transaction Cost) 

 

企業通常與上下游廠商交易時，總會發生交易成本，而這筆費

用包括訂購成本、契約成本、談判成本等。但企業可透過合併

方式，使得這些成本內部化，如垂直式的合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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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益效率 (Difference Efficiency) 

 

Copeland and Weston (2nd Addition - Wdditio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p41~58) 提出差異效率理論，並針對此做

定義 : 如甲公司的經營效率優於乙公司，則甲公司可透過合併

方式，將乙公司的效率加以改善，到達甲公司的水準但此理論

有兩個假設 : (a)市場上有為數不少的公司其經營效率低於一

般水準，或未達潛在水準。(b)主倂公司有足夠的能力，改善目

標公司的經營效率。 

  

2. 市場綜效 (Marketing Synergy) 

 

所謂市場綜效，是指企業透過購倂活動藉此提高市場佔有率，由於

競爭公司變少了，因而使企業可增加市場力量  所謂「市場力量」

係指一家公司可以影響市場上產品價格、數量及性質等之能力。 

 

Singh and Montogome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8(4), 1987 

pp377~386) 認為企業藉由購倂因為市場家數的減少，而提高其市

場佔有率，而企業因此可以增加其市場力量，其中市場力量為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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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影響市場上產品、價格、數量及性質等之能力。當市場力量增加

後，則企業市場談判力量將增大，代表愈有能力來運用價格策略。

Rhoades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17(2), 1993, pp411~422) 指

出水平式的購併，具有市場壟斷的力量。Demsetz (1973) Singh and 

Montgomery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8(4), 1987 pp377~386) 

及 Set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7), 1990 pp523~534) 等認

為水平購倂能產生市場綜效。但 Muller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7(2), 1985, pp259~267) 針對水平式的購併案作實證

研究，結果卻發現並無市場綜效的存在，因此有些學者專家針對此

提出不同的看法：市場佔有率的提高，不代表就可達到綜效的效

果，需與規模經濟相配合，才有正綜效的產生，否則亦有可能產生

反綜效。 

 

3. 財務綜效 (Financial Synergy) 

 

(1) 多角化分散風險 

 

所謂多角化是指企業因應環境的變動，為了適應環境而新增加

某項產品的市場，而此市場可能與原先的核心產品，具有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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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不相關的聯繫。Chapin and Jermain (1985) 指出，多角化通常

是為了追求公司的成長，而調整公司資產之風險與報酬組合，

或是管理階層欲追求新事業之挑戰。 

 

Amit and Livnat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9(2), 1988, 

pp99~110) 則指出，企業應朝多樣化經營策略，提供消費者完

整的產品線，不應生產單一產品線。當公司是處於單一產業中

時，易受到市場景氣與產品生命週期的影響，因而影響到其經

營的穩定性，所以企業大多採取經由購倂活動達到多角化營

運，分散風險。對相關事業多角化，可提高其市場力量，改進

其企業長期競爭地位，並可能因企業聲望及規模產生獨佔優

勢。就財務觀點而言，多角化經營也可為公司帶來穩定的現金

量，減少報酬的波動，風險係數會因而降低。 Ramanujan and 

Varadarjan (1989) 對多角化作了更嚴謹的定義 : 「企業或事業

單位以內部事業發展或收購的過程，進入新的經營領域，並引

起其行政結構  系統及其他管理程序的改變」。 

 

從公司管理階層觀點，多角化是合併的主要動機之一，是因為

認為多角化投資可以穩定公司的盈餘，且對股東有利。盈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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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固然對公司的職員、供應商和顧客有利，但從股東的立場

而言，它的價值就不明顯  Levy and Sarna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25, 1970, pp795~802) 就針對此指出，股東可自行透過

資本市場投資組合理論(Portfolio Theory) 分散系統風險。因此

如果甲公司為了穩定盈餘而與乙公司合併，其實甲公司的股東

也可以自行進行多角化的投資，將所有甲公司的部份股份賣

掉，買進乙公司股票。 

 

(2) 純財務理論 

 

Lewellen  (Journal of Finance, May 1971, pp.521~437) 提出純

財務理論 (Pure financial Theory)，認為透過複合式購倂，公司

間可相互提供資金以彌補不足，而這相互保險效果將會使違約

風險降低，故購併後公司破產的機率將會降低，此外，債權人

因為預期公司未來之現金流量將較購併前穩定，因而願意以較

低之利率提供資金，或提供企業更多資金。公司也因為取得資

金成本將下降，而使公司權益價值提升。 

 

Stapleton (Merger and Acquisitions.  Lexington Book, Lex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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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1982) 、Brealey和Myer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 

1984, pp187~221) 也討論過相同的主題，購倂的結果可以使負

債得到更安全的保障，也就是購倂後舉債能力將大於購併前雙

方各自舉債量之總和，負債所產生的利息將會產生稅盾的效

果，使得負債資金成本比權益資金成本低，所以只要投資報酬

大於資金成本，藉由財務槓桿的運用，將使得公司價值增加。 

 

Higgins and Schall (Journal of Finance. 30, 1975, pp93~133) 認為

在「價值加總原則」下，購倂的結果只會降低破產風險，但對

公司的總價值卻無影響，故相互保險的利益只是在將股東的財

富移轉至債權人而已，僅對債權人有利。 

 

Ghosh and Jain (2000)  認為購倂活動增加財務槓桿的運用，有

可能只是充份利用目標公司，與主併公司購併前未使用之負債

量，並沒有實質增加舉債能力。 

 

Seth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1(7), 1990, pp.523~534) 當

企業營運範圍為單一產業時，較易受到市場景氣、產業生命週

期等因素影響，故企業採取多角化營運方式，穩定公司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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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降低公司營運風險的功效。而這些學者指出，此效果，在複

合式購倂更為明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