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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購倂綜效之文獻回顧 

 

第一節、國外文獻----理論部份 

 

Mark L. Sirower 在其所著之 Synergy Trap 書中，敘述許多的購倂迷失

在綜效的發揮及效果的取得上，卻往往遺漏購倂需對公司最終之利潤

有所供獻，不論是短期或長期，因此在其著述中，亦嘗試解答下列問

題： 

1. 公司之購倂策略是否創造股東之價值﹖ 

2. 購倂溢價是否反映在預期之績效結果上﹖ 

3. 其它因素 (如策略非相關性、公司大小、付款方式) 是否影響購倂

之溢價﹖ 

4. 購倂溢價之大小是否影響被購倂公司管理階層之未來風險﹖ 

 

因此 Mark L. Sirower ( How companies lose the acquisition 

Game. ,pp85~99) 對於購倂之綜效理論作做了有下列之假設。 

 

假設 1:  公司的購倂策略，將降低主併公司之價值 (On average, 

corporation acquisition strategies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acquiring fi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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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分析資料的佐證，購倂後綜效的產生，有其限制，並非如主併公

司之期望，且主併公司之主導者，會因其強列之意願高估綜效之預期。 

 

假設 2: 購倂之溢價愈高，主併公司的回收愈慢 (The larger the 

premium paid for an acquisition, the worse the subsequent returns for the 

acquiring firm)。 

 

購倂之溢價，並不能直接反應，被併公司之效能，未達到預期之綜效

或市場之效能，將使回收變慢。 

 

假設 3a: 購倂相關人員不會對主併公司之績效有相當影響 

(Acquisition relatedness will not have a main effect on acquiring firm 

performance)。 

 

當一個主導者發出一個非常強列的訊號，去購倂一個非相關之公司

時，可能對目前的公司或相關產業已產生停滯或獲利降低的警訊，因

此相關人員並不會對高層管理人員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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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3b: 購倂相關人員，在購併溢價，與主併公司效率間，有正面

之影響，則在非相關的購倂上，有負面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相關

性購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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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quisition relatedness will have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acquisition premium and acquirer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negative effect of the acquisition premium will 

be less for related acquisitions than for unrelated acquisitions)。 

 

假設 4: 以現金購倂較股權交換有較好之成效(The payment of cash 

for acquisitions will result in better performance for acquiring firms than 

the payment of stock (Issuing equity))。 

 

對主倂者而言，他是最瞭解自己公司之價值，所以現金購併，除了借

款利息可以抵稅外，股權不會被稀釋，被併者無法進入公司決策高

層，影響公司之運作，在在都是購併決策中主要之考量。 

 

假設 5a: 購倂透過競爭所支付之溢價將產生相對高於未競爭之購併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cquisition through a contested process will 

result in the payment of a higher premium than through an uncon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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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假設 5b: 購倂透過投標之方式並不會支付高於合併之溢價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cquisition through a tender offer will not result in 

the payment of a higher premium than through a merger)。 

 

假設 5c: 購倂透過投標之方式對效率不會有獨立性影響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 acquisition through a tender offer versus a merger 

will not have an independent effect on performance)。 

 

當購併有競爭者，而給予被併者有選擇權，則此選擇權可決定購倂之

溢價，而不論購併之溢價多寡，對於被併或主併公司之效率，均不會

有影響。 

 

假設 6: 購倂之溢價與被併公司之效能，對購併的規模是一個不穩定

的相關性 (The relative size of an acquisition negatively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evel of the acquisition premium and acquiring 

firm performance.  That is, the greater the relative size, the more 

damaging the effect of the premium on acquirer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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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倂主要針對主併公司之決策，與購併金額之多寡與當時經濟之環境

而定，至於規模之大小，應依據被併公司之績效情況，來導引決定金

額之多寡。 

 

假設 7: 高溢價之購倂將會導致管理風險 (Higher acquisition 

premiums will be associated with increases in managerial risk taking 

following the acquisition。 

 

管理階層因過度樂觀的評估資、源的分配及投資之回收，以致高價購

倂，並給予過度之承諾，但中階管理階層會依據當時市場環境，作適

當合理的評估，而非依據以往購併時之決策，一個重要因素是，決策

者往往不願意承認過去對資源分配的決定過於自負，且不願意就此承

認，而硬要達到預設之結果，將造成管理上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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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國內文獻—理論部份 

 

方螢基 (中山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 79 年 6 月) 研究期間為

民國 68 年到 77 年，以財務結構、償債能力、經營能力以及獲利能力

等四方面，共 19 個衡量變數來衡量購倂公司在購併前後三年績效表

現。研究結果發現，購倂後財務結構、償債能力及經營能力均有明顯

改善，但獲利能力無明顯地改善。陳志光 (民 80 年) 研究期間為民

國 70 年至 77 年，將購倂綜效分成營運、市場及財務綜效等三個構面，

並以資產報酬率來衡量績效。研究結果發現，購倂後僅市場綜效有顯

著之存在，其餘均無明顯改善。林世豪 (民 87 年) 研究期間為民國

75 年至 85 年，將樣本區分成功群組與不成功群組，將共線性刪除後

得到 10 項財務因素。研究結果發現，在購倂之前，若企業之經營績

效已達較高水準，購併後經營績效則較無改善空間。林永隆 (民 87

年)研究期間為民國 78 年至 83 年，探討購倂綜效在財務上的表現。

研究方法以營運綜效、市場綜效以及財務綜效為指標。研究結果發

現，購倂後之營運綜效反而會出現反綜效的不利績效，而市場綜效則

有顯著地改善，財務綜效則無顯著差異。 

 

魏啟林在其 1993 年著作中(台灣企業國際化研討會論文)歸納企業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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倂動機主要有十一項。 

表一、購倂動機 

 1. 
為追求綜效，分為三種 

(a) 財務性的綜效：非相關多角化的倂購，可降低企業投資組 

合之系統風險，或可提高舉債能力、節稅等。

(b) 作業性的綜效：藉由購倂後兩個事業單位聯合營運與資訊移

轉 (交換) ，簡化、整合或調整各功能性作

業，以追求生產方面或銷售作業之規模經濟

而降低成本，提高整體營運綜效。 

(c) 管理的綜效：  利用購倂公司其卓越的規劃、執行、控制能

力，以提高 被購併公司之經營績效。 

 2. 
為獲取市場權力： 

一般指水平式 (同行間) 之購倂，減少產業內競爭公司家數以提

高市場上的獨占權力，或藉由勾結、聯合等活動獲取額外的報酬。

 3. 
為廉價收購其它他公司，以建構企業王國。 

 4. 
為經理人自身的利益考量。 

 5. 
為利益輸送。 

 6. 
為獲取銷售通路。 

 7. 
為獲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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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為獲取先進的管理制度。 

 9. 
為迅速擴張產品線。 

10. 
為預期目標公司的價值，未來將大幅增值。 

11. 
為降低總體環境巨大變動引起的不確定性，如為掌握原料來源之

不確定性，而向後整合購倂。 

(資料來源：魏啟林，台灣廠商跨國經營之購倂策略分析，台灣企業國際化研討會論文。) 

 

吳安妮 (1992 台灣企業併購動機之實證研究管理評論) 認為企業購

倂動機可大分為價值極大化與非價值極大化兩類。所謂『價值極大化』

其購倂之動機在增進企業整體利益，非價值極大化之購併是企業經理

人基於個人私利的考量。其中有關價值極大化的理論依據，又可細分

成效率理論、獨占理論、稅負考量、符合上市標準等四種，各理論均

有不同利益來源主張。 

表二、企業購倂動機理論 

大類 細類 利益來源 ( 真正之動機、目的 )

效率理論 利益來自綜效 ( 包括營運、財

務、管理等三方面之綜效 ) 。 

價值極大化 

獨占理論 利益增加係因移轉顧客之利益 

( 獨占力提高，獲得異常報酬 ) 。



 

 33

稅負考量 利益來自合併所獲之租稅利益，進

而減輕租稅負擔。 

符合上市標準 利益來自股票上市後出售所獲取

認購價格與出售價格之價差利益 

非價值極大化 經理人員自利理論 經理人員基於個人私利進行倂

購，而非為股票創造利益。 

資料來源: 吳安妮(1992)台灣企業倂購動機之實證研究管理評論政大企研所出版1992年11月P.3 

 

同時利用前述動機理論，吳安妮推出一般購倂動機主要有如下八項： 

表三、一般購倂動機 

 1. 
追求規模經濟效率 

 2. 
追求財務綜效 

 3. 
追求管理綜效 

 4. 
追求租稅利益 

 5. 
爭取股票上市 

 6. 
追求市場獨占能力 

 7. 
追求市場占有率 

 8. 
經理人追求個人利益 

資料來源: 吳安妮(1992)台灣企業倂購動機之實證研究管理評論政大企研所出版1992年11月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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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述的可能動機，吳安妮對台灣企業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台灣企

業購倂動機有三項： 

1. 為追求獨占能力。 

2. 為提高市場占有率。 

3. 為追求規模經濟利益。 

 

陳隆麒 (現代財務管理—理論與應用 1992，pp757~786) 以購倂雙方

業務關聯性所區分的購併型態，探討其可能的購併動機如下: 

表四、業務性購倂型態 

 1. 
若為水平整合式購倂 (同行、同業務) ，其動機主要可能追求營

運上規模經濟利益、為提高市場佔有率、甚至是為獲取獨占能力。

 2. 
若為垂直整合購倂 (上、下游關聯性) ，其動機，在向前整合方

面可能是獲取或掌握銷售通路，提高市場佔有率，向後整合方面

可能是為掌握原料供應來源 

 3. 
若為同源式的購併 (同產業但業務不同) ，如銀行與證券公司間

的購併活動，其動機可能是相關多角化的成長，或是作業性的綜

效如彼此金融資訊交換、移轉等。 

 4. 
若是複合式購倂 (彼此不同產業) ，其動機主要可能為追求多角

化的成長，財務上降低公司系統風險、提高舉債能力的綜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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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跨入其他產業之生產技術等。 

(資料來源: 陳隆麒，現代財務管理—理論與應用，台北華泰 1992 年 2 月初版，pp757~786) 

 

 

 

 

 

第三節、國外文獻—實證部份 

 

Kitching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1.31, No. 2, April 1992, 

pp135~175) 針對各公司財務方面的問題做卷調查，再以問卷調查的

結果做為變數，來衡量變數。Kim McConnell (Prentice – Hall, New 

Jersey, 1988, pp5~17) 以 1960 年至 1973 年 39 家複合購倂公司含未購

併公司進行配對。其研究方法之一為，用負債比率來衡量購倂公司的

財務槓桿。其研究結果發現，購倂公司在購併後有大量舉債的情形出

現，表示有使用財務槓桿的情形。。Hoshino (1982)以 1970 年間 15

家曾進行購倂的日本公司為樣本，並以淨值對總資產、資產週轉率、

淨利對總資產率等等 7 個變數來衡量購併公司之績效。其研究結果發

現，公司在購倂後，獲利性和負債比率方面有下降趨勢。Fowler & 

Schmidt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31(4), 1988, pp962~974)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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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 年至 1979 年為研究期間，並針對 49 家曾經購倂的製造業者來

探討購併後的營運綜效。其研究方法是採普通股報酬率以及股東權益

報酬率 (ROA) 為衡量變數。研究結果發現，購倂後之公司營運績效

不僅沒有獲得改善，反而出現負的營運綜效。 

 

 

第四節、購倂影響公司綜效的實證文獻 

 

表五、合併活動對綜效的影響(國內外購倂實證文獻) : 

研究者 觀察期 研究方法與衡量變數 研究結論 

Kitching 
(1967) 

1960~1965 
以問卷調查衡量各公司

綜效表現，衡量構面包

括財務、行銷、技術及

生產技術。 

以財務綜效表現最

佳，生產技術表現次

之，行銷綜效表現最

差。 

Ansoff 
Brandenburg 
Portner 
Radosevich 
(1971) 

1946~1965 
以問卷方式，對銷貨

額、盈餘、每股盈餘、

總資產、權益報酬率、

每股股利、調整後股

價、本益比、股利盈餘

綜效表現最佳，包括：

共同銷貨、管理倉儲、

或分配通率與研究等

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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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股價權益比、負債

比進行調查分析。 

Hoshino 
(1982) 

1970 
以淨值 / 總負債、淨值

/總資產、流動比率、負

債權益比、週轉率、淨

利 / 總負債等相關財

務比率進行衡量購倂公

司的績效。 

公司在購倂後，其動性

有上升的趨勢，獲利性

及負債比率均有下降

的趨勢。 

Stillman 
(1983) 

1964~1972 
以競爭廠商是否有異常

報酬率來衡量水平購倂

之綜效。 

水平購倂並未有市場

壟斷力量發生，即市場

綜效並不存在。 

Rege (1984) 1962~1973 
以流動性、槓桿程度、

股利支付率、活動力及

獲利性為衡量變數。 

購倂後，國內、外被倂

公司與國內非被倂公

司的財務特質，並無顯

著差異。 

Muller 
(1985) 

1950、1072 以市場佔有率衡量被倂

公在購併前後之變動情

形。 

購倂完成後，被倂公司

市場佔有率並未增

加，甚至有減少的趨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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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enscraft 
and Scherer 
(1989) 

1957~1977 
以營業收入/期末資

產、營業收入/銷貨收

入、現金收入/銷貨收入

等衡量購倂績效。 

購倂時採權益法，其被

併公司在購併前有顯

著高於同業的獲利

率，購併後，被併公司

獲利會急遽下降 

Healy, 
Palepu, and 
Ruback 
(1992) 

1979~1984 
以稅前營運現金流量/

資產來衡量購倂後的績

效。 

購倂後營運現金流

量、報酬率有顯著的改

善。 

Bacon, shin 
and Murphy 
(1994) 

1942~1988 
以五個財務特性為衡量

的基準包括獲利性、效

率性、槓桿程度、流動

性及活動性分成 18 個

衡量指標。 

被倂公司的獲利能

力，顯著低於非被倂公

司，且被併公司控制成

本的能力，也較非被併

公司差。 

Ghosh and 
Jain (2000) 

1981~1995 
以負債比率、未使用的

負債量為衡量變數。 

主倂公司購併後，負債

量明顯增加，使得主併

公司財務槓桿顯著增

加，負債量的增加並非

來自之前未使用負債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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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osh 
(2001) 

1981~1995 
以現金流量/資產銷貨

成長率、員工數/銷貨

額、營業費用/銷貨額為

衡量的指標。 

購倂後主併公司的營

運績效，並沒有比同規

模的公司來的佳，且採

現金支付的方式帶來

較大的現金流量。 

陳志榮  

(民國 79年) 

1990 
依據所收集的資料與相

關理論文章加以比較分

析。 

購倂主要為行銷通路

及財務綜效。 

陳志光 

(民國 80年) 

1981~1988 
以購倂公司的產業報酬

率為衡量績效的依據，

以營業成本比率、市場

佔有率、銷貨對資產比

率、經營風險變異性、

股東權益報酬率及財務

槓桿效果及市場佔有率

等財務比率衡量購倂綜

效與績效。 

經過購倂活動，上市公

司的經營績效表現，比

非上市公司優異，以市

場佔有率增加的市場

綜效最為顯著，其它綜

效，營運綜效有較顯著

的表現。 

林蟬娟、 

吳安妮  

1985~1988 
以營運成本比率、資產

報酬率、股東權益報酬

上市購倂公司購併產

生營運綜效，而非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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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1年) 率、各種現金流量率、

財務槓桿效果及市場佔

有率等財務比率衡量購

倂綜效與績效。 

公司的市場綜效較明

顯。 

劉育娟 

(民國 82年) 

1981~1988 
以財務比率比較購倂與

非購併公司的綜效。 

購倂公司因購倂決策

而較易獲得營運及財

務綜效利益，但市場綜

效則受購併決策影響。

吳美麗 

(民國 84年) 

1985~1992 
以 24 個財務指標為基

礎，經由因素分析，萃

取 7 個衡量變數，進行

衡量購倂綜效與經營積

效之構面。 

財務綜效表現最顯

著，營運綜效表現不

佳。 

蕭惠元 

(民國 85年) 

1989~1993 
以營運綜效、市場綜效

與財務綜效作為購倂綜

效之變數，分為 6個指

標，檢定購併前後之標

準。 

就靜態分析而言，企業

購倂後顯然未發揮綜

效，然而就動態分析而

言，企業確實能藉由購

併活動取得資源，發揮

綜效效果，其中以營運



 

 41

綜效最能發揮。 

林永隆 

(民國 87年) 

1989~1994 
以營運成本率、淨值報

酬率、資產報酬率、營

收成長率、資產週轉率

與負債比率作為購倂綜

效指標 

市場綜效最為顯著，營

運綜效表現不佳，而在

財務綜效上無顯著差

異。 

孫梅瑞  

(民國 91年) 

1987~1997 
以資產報酬率、營運成

本率、營收成長率、總

資產週轉率與股票報酬

率的貝他係數(β)為衡

量指標。 

國內上市公司可從購

倂活動中獲得市場綜

效，營運綜效非但不受

影響，還出現反綜效的

不利績效，財務綜效則

無顯著影響。過去經營

績效，對購倂後總資產

週轉率，有顯著負向影

響，負債比率對購併後

資產報酬率，有顯著正

向影響。 

資料來源：謝佩霓企業合併綜效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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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合併類型對其綜效之影響(國內外購倂實證文獻) : 

研究者 觀察期 研究方法與衡量變數 研究結論 

Weston and 
Mansinghka 
(1971) 

1985~1986 
以資產、銷貨額、淨

利、EPS 及股價之成長

率，為衡量變數。 

複合式購倂公司較其

他同業有較高的成長

率，且有較高淨值率。

Kim and 
Mc Connell 
(1977) 

1960~1973 
債權人的報酬率、總

資產負債比。 

複合式購倂公司，未有

財富移轉的存在，購併

後主併公司有大量舉

債現像存在，即財務槓

桿較為提升。 

Lubatkin 
(1983 1987) 

 
不同之購倂型態，在

各種表現上是否有差

異。 

以產品為中心之購倂

在企業表現最好。 

Stillamn 
(1983) 

1964~1972 
以競爭廠商是否有異

常股票報酬率，來衡

量水平購倂之綜效。

水平購倂並未有市場

壟斷力量發生，及市場

綜效不存在。 

Mueller 
(1985) 

1950~1972 
以市場佔有率，來衡

量目標公司，在購倂

複合式與水平式的目

標公司，在購倂後其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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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之變動情形。 場佔有率有減少的現

像。 

Singh and 
Montgomery 
(1987) 

1975~1980 
以股價報酬率，衡量

相關性，是否較非相

關性，有較高之異常

報酬率。 

整體而言，相關購倂比

較非相關購併有較高

的異常報酬。 

方螢基 

(民國 79年) 

1979~1988 
以財務只標、行銷、

生產、人事與研發為

基礎，分 31 個衡量指

標。 

以水平購倂表現最

好，垂直次之複合式購

併最差。 

資料來源：謝佩霓企業合併綜效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