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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第一節、結論 

在這整個福樂冰淇淋購倂案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現象，也符合前述

之理論： 

 

一、 主事者之意願 

依據雀巢集團之策略，尋求適合之購倂冰淇淋公司，以快速進入

此領域，增加整體之業績成長，當然購倂之對象以市場上有相當

份量之知名品牌為主要目標，可以快速及極短之時間內佔有市

場，減少摸索之期間，所以目標鎖定營業額高、知名度高、有跨

國文化之公司、以增加即時性之績效。因此雖然福樂公司之銷售

品項中，冰、奶之比例為 1:1.5 而乳品並非目標，但主導者有非

常強烈之意願，其購倂福樂之金額甚至高於淨值一倍以上購買因

為； 

1. 業績之成長，可增加新台幣十一億五千萬，占原本業績新

台幣約二十五億的 40%，業績成長至三十六億。 

2. 而當年度將承受之商標轉至雀巢瑞士總公司。也增加當年

度淨利達一億八千五百萬，績效卓著，扣除商標之轉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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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有三億五千萬之淨所得增加，而所購倂之投資屬於長期

投資，並不顯現於績效上。 

3. 成為雀巢集團中，在亞洲區域依照公司策略，第一位購倂

冰淇淋公司，且第一位進入市場的佼佼者，績效卓著。 

 

正如 Mark L. Sirower 在其 The Synergy Trap (How Companies 

Lose the Acquisition Game) 書中所提，因擔心無法購倂完成必需

超付 (You know you’ve paid too much only if the acquisition fails.  

Then you have overpaid)。 

 

連續兩年之業績、市場佔有率及淨利，因福樂產品之加入而成

長，主導者及執行者皆因績效卓著，而晉升或轉調其它更大市場

之總經理，所以對購倂之成本計算，因此而產生超付 (Over pay) 

之狀況並不在意。就冰淇淋單項產品之成效，在短期內可以助長

業績之成長，但對利潤之稀釋並不顯現。 

 

二、 短期效益之顯現 

最足以彰顯短期效益不外乎業績之成長、市場佔有率之增加及淨

利之貢獻，但於一定之期間後，以上之效率將因市場之競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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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資源整合完成後，趨於穩定，在此時期，內部資源的有效運用、

組織架構的調整、人事之精簡，將足以決定未來之成效。 

三、 長期效益之維持： 

端賴於市場之走向及內部資源之不斷有效運用，當購倂初期的績

效創造後，除非再購併同性質之公司，將不會再有高峯出現，而

當資源整合至一合理階段，也不會再有效益顯現，反之，當效益

不再顯現，取而代之是虧損的顯現，尤其是在超付之狀況下，不

但無法達到預期之目標，且延遲綜效之產生，甚至產生虧損。這

時主其事者就會急於擺脫此惡耗，而出售資產以降低損耗，就福

樂之併購到資產之出售、通路之退出損益如下： 

表十九、購倂長期效益 

年度 摘要 金額(單位千元) 

1994 購倂超付 (469,000)

1994 淨利 185,296

1995 淨利 34,004

1996 淨損 (30,137)

1997 淨損 (298,900)

1998 淨損 (124,177)

1999 淨損 (133,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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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淨損 (94,710)

2000 出售工廠損失 (431,000)

2001 淨損 (58,293)

2002 淨損 (48,057)

 共計因購併至結束損失 (1,467,978)

資料來源: 雀巢集團 

 

就綜效之思考及以策略與綜效之目的而購倂，依據 Mckinsey & 

Company 的研究(The Synergy Trap P.6)，有 61%之購併案是失敗

的，因為購併策略無法得到對投資成本足夠的報償。 

 

四、 全世界冰淇淋市場之展望與台灣市場之差異 

全球冰淇淋市場約有 380 億瑞士法郎(約為新台幣 7,500 億)之商

機，分別是歐洲 155 億 (約占全球 41%)、北美洲 124 億 (約占

全球 33%) 、亞洲 71 億(18%)、拉丁美洲 22 億 (6%) 及非洲中

東 8 億 (2%) (附錄十一)。各廠牌之佔有量為：聯合利華 (Unilver) 

17% 雀巢 (Nestle) 8.6%、喜見達 (Hagga Dazs) 2%、雪樂氏 

(Scholler) 2%、醉爾思 (Dreyers) 2%，Mars 1%及其它各區之地方

品牌 66% (附錄十二)。就目前在雀巢不斷購併知名品牌的喜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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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Hagga Dazs)、雪樂氏 (Scholler) 及醉爾思 (Dreyers) 後，已佔

有全球市場的 14.6%，僅次於聯合利華的 (Unilver) 17%，就算如

此，此二知名國際公司也僅佔有全球 31.6%的市場，遠低於地方

品牌的 66%；而地方品牌之優勢為，易滿足當地消費者之品質需

求，進出市場彈性大，有價格競爭優勢，這是一般跨國公司在冰

淇淋產品領域所無法取代。 

  

而每人每年之消費量：美國 22 公升、澳洲 18 公升、加拿大 13

公升、義大利 12 公升、德國 9.5 公升、英國 9 公升、瑞士 8 公升、

日本 7 公升、法國 6 公升、西班牙 5.5 公升、智利 5 公升、馬來

西亞 2 公升、台灣 1.14 公升 (附錄十三)，而中國大陸目前僅有

不到 0.2 公升，亦因區域、文化、習慣及國民所得之不同，有相

當之差距，也可看出其潛在之商機，由於台灣已進入開發中國

家，展望中國大陸之龐大人口與商機，且生活、型態、文化、傳

統類似，所以以台灣市場做一個測試中國大陸市場非常適合，同

時依據中國大陸的龐大人口，與未來經濟發展後之驚人消費量，

再再成為一個跨國企業所不可忽視之市場。 

 

在消費習慣方面，台灣與西方國家有很大之不同，一般來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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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淋之消費分為衝動性之購買與計劃性之購買兩種； 

1. 衝動性之購買為随買隨吃，其消費集中於遊樂區、街頭、餐廳

等戶外場所，購買消費者以青少年或上班族為主要購買者。 

2. 計劃性之購買場所，則集中於超市、大賣場以家庭主婦為主要

購買者。 

 

台灣市場異於西方國家之獨特現象，有將近一半以上之消費者，

將冰淇淋買回家與家人一齊吃，相較於歐美等西方國家有三分之

二在外消費大不相同 (附錄十四)。 

 

台灣之消費習慣，受到許多中國文化傳統思想之影響；如老年人

常說，冬天不適合吃冰，孕婦懷孕或生理期時不可吃冰，同時中

國替代冰品之飲料及其它類似產品過多，也造成冰淇淋之消耗量

被限制。 

 

在通路行銷方面，由於先是連鎖超市的興起，再來是大量販店的

彭渤發展，壓縮了傳統通路的經營空間。連鎖超市與量販店，均

以壓縮供應商之進價，來在市場上作價格之競爭，扭曲了產品品

質與價格之平衡性，造成類似劣幣驅逐良幣之現象，所以全球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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倂策略，亦需考量個別國家、不同的傳統文化與生活習慣，如一

貫以跨國公司之標準模式，套用於不同國家文化會得到事倍功半

的效果。 

 

就本文所討論之福樂購倂案，在冰品市場的萎縮，當地小品牌的進出

市場彈性大，消費者價格的無法提昇，惡性的比價效應下，消費習慣

的改變，其它冷凍食品的擴展，都顯示以單一季節性的冰淇淋產品，

很難在台灣市場生存，再加上跨國性公司之處理流程冗長，不能反應

市場地快速變動，也符合 Synergy Trap 一書中一再強調，綜效為購併

之主要考量及衡量標準，但不要陷入綜效的迷失，認為只要達到綜效

衡量標準即可達到購併。 

 

購倂是一個企業為求永續經營，壯大版圖的方式之一，以求快速成

長，及進入不熟悉的領域，但在併購後的整合及記取失敗的經驗，而

應用到不同環境及國家，達到預期之目標，壯大版圖。雀巢集團從

1985 年到 2000 年花了 260 億美元收購其它公司，在 2001 至 2002 年

6 月前的一年半中，購倂金額就超過 180 億美元。雀巢財務長來亨柏

格 (Wolfgang Reichenberger) 甚至表示，為了覓得【最佳伴侶】雀巢

將不惜犧牲珍貴的三 A 信用評等，可見雀巢對購倂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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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雀巢的執行長 (CEO) 包必達 (Peter Brabeck) 而言，雀巢的購倂行

動，與公司一貫的策略沒有抵觸，他指出購併向來是雀巢成長方式之

一，狼吞虎嚥之後總會有一段消化期。在過去幾年來，雀巢在冰淇淋

領域，已收購擁有喜見達 (Haagen Dazs) 品牌的冰淇淋美國夥伴，德

國的雪樂氏 (Schoellers) 瑞士的莫凡彼克 (Movepick) 與美國的醉爾

思 (Dreyers) ，力拼聯合利華 (Unilever) 搶奪冰淇淋世界的龍頭地

位。這種作法壓縮了獲利空間，因此包必達目前專注於改善效率，目

標是關閉或出售 114 家工廠，成效卓著。(節自 2002.08.31.經際學人) 

 

所以在購倂的同時，不應只侷限與購買，亦應適時出售不具效率或影

響效率之公司，購併整合在獲取最大綜效，一但整合完成即，應捨棄

不具綜效之公司或單位，以達到購併之目的。 

 

 

 

 

 

 



 

 92

 

 

 

 

 

 

第二節、建議 

 

由於台灣市場相對於開發中國家而言，非常小而競爭者眾多，所以在

購倂的進行中對欲出售之企業，在談判過程中是不利的，因此應善用

市場上之競爭法則，予以迂迴漸進取得更有利之談判空間： 

 

1、 主導者應以更宏觀之角度，進行此購併案，如不急躁則

不會產生如此鉅額之超付金額及未來之虧損 

2、 以新台幣壹拾壹億元是有可能同時購倂福樂與小美，並

擴張市場之佔有率，將可達到 40%之市占率，可主導市

場之價格策略，降低市場上之惡性價格兢爭 

3、 善用並保存福樂品牌，同時導入國外之著名雀巢冰淇淋

產品，以雙品牌區隔消費者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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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之後另一家有名之國內冰淇淋廠商有意出售，雀巢集

團應再積極加以購倂，以佔有全台超過 60%之市場佔有

率，成為台灣之領導品牌 

5、 應以地區化之思考，經營不同國家之市場，而非以標準

化之產品來主導，畢竟東、西方之生活習慣及傳統均不

相同 

 

由於本探討較集中於購倂後整合，涉及資料之取得不易，雖然國外雀

巢公司屬於上市公司，因其購倂頻繁，並無特定國家之個別購倂資料

可供參考，不易真正瞭解其購倂後之績效，而國內購倂福樂之案例，

為少數國際性企業購國內企業，未來台灣的企業也將走向國際舞台，

當應有更多案例可供參考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