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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論與貢獻 
 

第一節  結論 
 

一、研究結果 

在本研究結果之中，個案公司的併購策略、企業策略與併購實務

三者之間皆互相交互影響與互動，由下列所述的策略與核心競爭力、

策略併購與業務實例矩陣在併購中的應用即可充分體現收購併購策

略與實務、企業策略，三者之間環環相扣，三位一體的緊密連動關係。 

 

 

 

 

 

 

圖 4-1  研究結果 

 

(一) 策略與核心競爭力 

策略(Strategy)本來只是軍事術語，現在已被廣泛運用於企業管理

的理論和實務中。“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里之外”深刻地刻畫了

策略對最終戰局的舉足輕重的影響。將這句話套用到商戰上恐怕一點

併購策略 

企業策略 併購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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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不為過。商場如戰場，商業界的競爭與戰場上的廝殺同樣殘酷無

情。尤其是在競爭日益激烈的今天，全球化浪潮和日新月異的技術創

新，使企業稍有閃失便會招致滅頂之災。韓國“大宇神話”的破滅、美

國世界通訊公司的破產，無不與策略發生重大失誤有關。策略管理已

經成為企業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重要保證，而策略管理的根本目的就

是要保持和不斷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力。 

核心競爭力(Core Competency)又稱核心能力，是企業競爭力中最

為基本的、使整個企業保持長期穩定發展的核心資源以及使企業可以

獲得長期穩定的高於平均利潤水準的關鍵性知識。換句話說，企業的

核心競爭力是建立在企業核心資源基礎之上的企業人才、知識、技

術、產品、品牌、管理和文化等的綜合優勢。核心競爭力應當既不容

易被模仿和超越，也不容易被輕易“偷走”和“帶走”。 

核心競爭力的概念自 l990 年提出以來，受到了學術界與企業界的

廣泛關注，越來越多的人都認為企業未來的競爭，就是核心能力的競

爭；企業要在未來的市場競爭中贏得優勢，必須擁有自己的核心競爭

力。以核心競爭力為基礎的企業發展策略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相當重

要。核心競爭力一旦形成，就會成為企業的策略性資產，並能給企業

帶來可持續發展的競爭優勢。當然，企業的核心競爭力不會從天而

降，其形成的過程主要有三個基本途徑： 

(l) 自我發展，建立企業內部的核心競爭力； 

(2) 與擁有互補優勢的企業整合來形成策略性聯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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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併購、收購擁有某種企業所需的專業知識或核心資源的企業。 

 

二、個案公司的併購策略 

併購策略的目的為透過併購來強化規模經濟，差異化產品或服

務，以提高客戶的轉換成本，或者限制到主要市場的通路，以提高競

爭障礙。 

(一) 併購策略的涵義 

從上面的論述可以看出，企業策略性管理的根本目的在於不斷提

升企業的核心優勢或核心競爭力，而最終提升公司的附加價值。為了

要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力，必須要不斷地做機制與制度的創新，不斷

地進行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 

資本營運是企業策略執行的一個重要層面。嚴格說來，任何一次

成功的企業併購和重組，都應鎖定提升企業核心競爭力這一核心問題

來加以開展。策略併購，就是能夠繼續維持並不斷增進企業核心競爭

力的併購行為。 

核心競爭力是個高度一般性、高度綜合性的概念，為了便於瞭

解，本研究不妨粗略地對其加以分解、剖析。如圖 5-2 所示，一家企

業的競爭地位是由諸多因素所決定的，包括其產品的可替代程度、現

有企業的相對競爭實力、潛在的市場進入者的數量與競爭實力，以及

供應商的壟斷程度等。一個具有核心競爭力的企業必須在一個或若干

個關鍵性因素上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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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併購競爭對手分析 

知己知彼方能百戰不殆。企業併購競爭對手分析就是在收集資訊

的基礎之上，作重點分析與確定企業併購競爭對手，並對其進行整體

的分析與評估，以製定競爭策略。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麥可‧波特(Michael E. Porter) 認為，一個企業

實際上是被五類競爭對手所包圍，它們分別是行業現有的競爭對手、

潛在加入的競爭者、替代品生產經營者、購買者以及供應者。這五類

競爭對手對企業構成了五種威嚇。當然這五種威嚇並不都很具關鍵

性，有時只有一種或幾種威嚇較為重要。 

  對企業併購行業中的主要競爭對手之分析，主要有下列功能: 

(1) 學習企業併購行業領先者的長處。 

(2) 找到盲點，發現機會。 

(3) 預測企業併購競爭對手對其它企業的戰略行動之反應。 

(4) 預測企業併購競爭對手的未來策略作好準備。 

(5)找到企業併購競爭對手的弱點，選擇適合的計劃加以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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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產業競爭力的五力分析 

  

我們現在不妨簡單地從幾個構面來探討併購與重組，在提高個案

公司產業競爭地位的功能。 

l. 首先來看替代品的影響。如果一個企業的產品有太多的替代品，那

麼這家企業的競爭優勢就會被削弱。替代品越多，替代程度越高，那

麼企業的競爭地位就越低。在這種情況下，下列幾種併購、重組的方

式可供企業選擇，以實現其提高競爭實力的策略性目標。 

(l) 脫離可替代程度高的產品生產部門，集中企業資源來生產競爭力

強的產品。 

(2) 執行水平併購，減少競爭對手的數量，以降低行業的競爭程度，

提昇本企業產品的市場地位。 

(3) 執行垂直併購或混合式併購，來執行策略性轉移。 

(4) 透過併購獲取關鍵性知識或核心技術，來執行產品差異化策略

(Differentiation)、低成本策略(Cost Leadership)或目標聚焦策略

企業的競爭地

位 

產能力擴張的淺力 程度 

現有企業的相對競爭實力 

重要投入的供應狀況 

與勞動力的關係 

產品和顧客的複雜 

程度 潛在市場進入者的相對競爭

實力 
投入供應商的轉換成本 

資料來源：Michael E.porter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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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或者從它們的組合中進行選擇。 

 

2. 其次觀察現有的和新的市場進入者的競爭能力與擴張潛力。如果

相同行業現有企業的競爭能力和擴張潛力很大，那麼透過水平併購來

減少競爭對手的數量，並提升本企業的競爭地位也許是一個可行的選

擇。 

 

3. 最後，企業要強大，必須保障關鍵性原料和其他投入要素的供應。

如果投入要素供應商的轉換成本提高，那麼企業的發展很可能受制於

人，進而喪失有利的競爭地位。解決這一問題的可能途徑之一就是透

過垂直併購來控制關鍵性要素的供應通路，爭取要素供給的主動權。

這不僅有利於保障原料的供應，也有利於企業在激烈的競爭中掌握主

動權。 

 

(二) 併購策略的基本特徵 

基於核心競爭力的策略，並不鼓勵企業進入那些與其核心競爭能

力缺乏明顯策略相關性的產業領域。如果多角化的併購不能帶來足夠

的綜效效應(註 1)，不能顯著提升企業的核心能力，那麼併購活動很

可能得不償失。正因為如此，與同行業併購相比，對其他行業特別是

無關聯行業的企業進行併購的成功率很低。 

由於策略併購的目標不是為了短期套現，因此其應該反映或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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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整體性、長遠性的大策略思考。提升個案公司企業核心競爭能力

的併購策略通常具有如下的基本特徵： 

(註 1)綜效效應指因合併而導致價值增加，即兩個公司合併之後的總價值大於兩

個公司分立之時的價值總和。 

 

l. 策略併購的主要動機是獲得策略性資源，包括研發能力、關鍵性技

術、商標、專利權、供應及經銷網路等。 

 

2. 水平併購在策略併購中的重要性提高。以 l999 年為例，該年度水

平併購佔跨國併購總價值的 70%，而 l0 年前這一比例只有 59%。垂

直併購自 1990 年代中期以來一直在成長，但仍低於 l0%。混合併購

在 1980 年代末期的併購高潮中非常普遍，但是由於企業越來越傾向

於關注其核心業務，以應付日益激烈的國際性競爭，因此其重要性已

經逐漸降低，其比例從 l991 年的 42%降至 l999 年的 27%。 

 

(三) 併購策略中應注意的問題 

以培養企業核心競爭能力為目標的策略併購行為需要注意下列幾個

層面： 

1. 以獲取核心資源為導向 

以培養企業核心競爭力為目標的策略併購，應當以獲取企業需要

的某種核心資源為導向，以企業自己的能力和資源為基礎，在自己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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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優勢的領域之內專注經營，盡量避免為追求規模或成長速度而

盲目進入其他不熟悉的領域，特別是那些與其核心優勢缺乏策略性關

聯的產業領域。 

    韓國“大宇神話”的破滅就印證了盲目擴張的悲劇性。從紡織起家

的大宇在 1970 年代之後逐漸收購了機械、化學、造船和汽車等重工

業企業，在 1980 年代中期成為擁有商社、保險和證券公司的韓國五

大財團之一。但當亞洲金融危機使泡沫經濟破滅時，大宇集團的資金

狀況逐漸惡化，最後不得不因沉重的債務壓力而被迫解體。又如，身

為能源業巨頭的美國安隆公司(Enron)的倒閉與其朝向寬頻通訊、金融

性投機等領域的盲目擴張也不無關係。 

 

2. 關注併購之後的要素整合 

併購之後的要素整合是一項精密的系統工程。如圖 5-1 所示，企

業的核心競爭力是由多種影響企業競爭地位的要素或資源經過整合

之後形成的整體。企業透過併購所獲取的資源只有沿著建構核心能力

的方向，經過整合、最適化，才能形成最終的核心競爭力。因此，企

業的併購、重組必須重視內部競爭要素的有效整合問題。成功的併購

個案幾乎無一例外地依賴於成功的資源和要素整合，而不少失敗的重

組個案又從負面說明了要素整合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以 IBM 電腦公

司為例，l99l 年 IBM 收購了一家小型軟體公司隱喻公司(Metaphor 

Inc.)，並且許諾隱喻公司可以繼續發展自己的資料庫軟體，由雙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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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攤軟體開發成本。然而三年之後，IBM 公司卻強迫隱喻公司集中

全力發展 IBM 自有的 0S/2 作業系統，並對隱喻公司看好微軟公司視

窗作業系統的看法置之不理。這種做法的直接後果是隱喻公司的軟體

設計人員大批離職，這使得 IBM 失去了許多優秀的軟體人才。對於

軟體公司而言，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源。人才的流失實際上宣告了 IBM

收購隱喻公司的失敗。 

 

3. 脫離不相關的業務，突顯出核心優勢 

為了集中優勢資源，提升核心競爭力，企業不僅要善於做加法　的

收購與合併，而且有時也需要做減法的拆分與脫離。併購活動大規模

化的 1990 年代以來，企業進行併購的原因在於看中了目標企業的某

些競爭力要素，但併購獲得的資源未必全都是所需的，因此需要對不

相關的業務進行脫離，以突顯出主營業務和核心競爭力。例如，美國

通用汽車公司(GM)捨棄了成功經營的電腦服務公司 EDS，以便集中

精力於汽車製造業。 

 

4. 適時適所，量力而行 

成功的併購首先應該能夠滿足企業對於某種關鍵競爭要素的需

求，同時還必須兼顧企業的資金實力和管理能力，以防擴張過速造成

欲速則不達。美國朗訊(Lucent)公司在 21 世紀初期所遭遇的經營困境

及股票大跌與其 1990 年代後期的盲目擴張不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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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適時更新企業核心能力 

本研究之前文已經談到，企業的核心競爭力是使企業保持長期穩

定發展的核心資源，以及使企業可以獲得長期穩定的、高於平均利潤

水準收益的關鍵性知識。但是世界上從來沒有一勞永逸的競爭策略，

更沒有永遠領先的知識和技術。商業競爭如逆水行舟，不進則退。在

技術、產品、管理方式日新月異的現代商業社會，此種發展趨勢顯得

更為明顯與殘酷。 

隨著技術的進步、消費焦點的轉移和產品的更替，一個企業原有

的核心競爭力會逐漸喪失其競爭優勢，必須不斷地加以豐富與更新。

併購是補充和更新企業核心競爭能力的途徑之一。企業可以透過吸收

外來資源，取人之長，補己之短，以便在較短時間內獲得新的競爭力

要素。 

 

(四) 併購策略的目的 

 透過併購加強規模經濟，差異化產品或服務，以提高顧客轉換成

本，或者限制至主要市場的通路，提高競爭穩定度。 

 

三、行業吸引力：業務實力矩陣在企業併購中的應用 

(一) 行業吸引力:業務實力矩陣 

就某一家企業而言，何時應採用收縮策略，何時應採用擴張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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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何時應採用專一化的聚焦策略，何時應採用多角化策略呢？這些

問題都是策略併購決策過程中無法迴避的基本問題。下面我們藉用行

業吸引力-即業務實力矩陣(GE 矩陣)來進一步分析策略併購的決策方

法，並給出這些問題的整體解決方案。 

    圖 5-3 給出了行業吸引力─業務實力二維坐標系導向的企業策略

決策方法。簡而言之，如果企業的某項業務處於具有發展潛力、吸引

力較大的行業，且企業在該項業務上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則企業應當

集中資金與其他資源，優先支持該項業務的發展，即尋求行業的支配

地位；如果某個行業吸引力較大，但企業在該行業競爭力較弱，則企

業應視實際情況，或者增加投資爭取各種關鍵性資源以加強其競爭

力，或者選擇退出；如果某個行業吸引力有限，發展空間不大，且企

業在該行業競爭力也較弱，則企業應該退出該行業，回收資金，實行

策略性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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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實力 

圖 4-3  行業吸引力─業務實力矩陣(GE 矩陣) 

 

圖 4-3 的分析給企業的併購重組提供了重要的決策依據。如果一

個行業極具發展潛力，吸引力大，且企業在該行業中有較強的競爭優

勢，則通常做水平併購，以擴大市場佔有率與競爭地位。這時應當採

取擴張策略，把企業做大，如果行業吸引力很小，企業在行業中的競

爭實力較弱，則宜採取收縮策略，分拆脫離無吸引力及競爭優勢的業

務。對於其他的時間狀態，採取維持策略或者垂直併購也許更為有

效。圖 4-4 是這些分析的一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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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競爭地位。 

IV：減少投資，逐

步退出。 

V：回收投資，即

時退出 

中 

小 

行
業
吸
引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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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實力 

圖 4-4  行業吸引力─業務實力矩陣在個案公司併購中的應用 

 

(二) 小心多角化“陷阱” 

1.多角化策略的利與弊 

GE 矩陣給出了分析策略選擇的一個基本架構。多角化或專業化

究竟各有何種 

 利弊，將在下面作更為深入的分析。 

     多角化策略是企業的一種擴張發展策略，是指企業在從事某項

本業的同時，透過併購、重組和增加產品線等方式來進入其他行業。

主張多角化策略的人士通常會認為多角化經營能更有效率地，將企業

擁有的資源運用於不同行業或產品，從而有利於更加充分地發揮企業

擁有各種資源的功能。例如，將專業技能、生產能力或技術由一種經

營轉到另一種經營之中；擴大企業規模，增加企業的利潤和盈利能

力；將企業擁有的行銷通路和其他資源運用於更多產品；在嶄新的經

營業務中建立公司的品牌商譽，更好地體現企業的品牌價值。 

大量的資料和個案顯示，多角化策略往往並不能產生令人滿意的

併購 

II 

 

III 

維持策略垂直 

併購 

IV 

III IV V 

收縮策略分拆 

剝離 

中 

小 

行
業
吸
引
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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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美國管理大師羅伯.格蘭特(Robert Grant)說過；“多角化策略好

比是性，它的吸引力相當明顯，而且常常難以抗拒，但它的實際情況

卻又常常令人失望。”國內外學者對多角化策略的價值影響作了大量

研究，研究結果顯示多角化策略對不同企業價值的影響大相徑庭，但

平均而言，多角化經營損害了公司的價值。例如，Berger 和 Ofek(1995)

發現，多角化經營的公司的市場價值比其各組成部門的價值之和大約

要低 13%-15%。Rajan、SeⅣaes 和 Zingales(2000)則發現，約有 40%

的公司因多角化而獲得了市場溢價，但平均來看，多角化公司的股票

在進行折價交易(註 2)。從這些失敗企業可以看出，它們的成長速度

是驚人的，但是倒下的速度更驚人。 

是什麼原因導致了多角化經營常常損害而並非提昇股東的價值

呢?比較流行的一種解釋是所謂的無效率內部資本市場假說

(inefficient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hypothesis)，即多角化經營激化了公

司內部的利益爭奪，導致公司資源流向低效率部門，從而降低了企業

內部的資源配置和資金使用效率。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公司管理階

層為了分散個人的人力資本風險，採取了不恰當的多角化策略，此種

策略可以分散風險，但不能提升股東價值。例如，Mansi 和 Reeb(2003)

發現，多角化降低了公司的經營風險，因此在降低股東價值的同時，

提高了債權人的價值。平均來說，股東與債權人的總價值(按照市場

價值計算)和公司的多角化之間並沒有顯著的相關性。 

(註 2) 一種觀點認為，多元化與價值的下降並無因果關係。例如，低附加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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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能更傾向於採取多角化策略，使得多角化與公司價值之間存在某種負相關

關係。但是，Lamont 和 Polk(2000)的研究結果並不完全支持此種觀點。 

簡而言之，由於新業務領域的進入障礙、管理衝突及分散企業資

源等原因，企業在進入多角化經營之時，其股東要支付一定的代價：

一方面，由於企業資源分散在多個業務領域，分散了企業在業務領域

的資源實力，使單位項目上的資源過少，這尤其影響了需要大量資源

保證的核心業務領域的競爭實力。另一方面，由於各業務領域高度分

散，不同領域的管理模式各不相同，這不僅對企業的管理者提出了更

高的要求，還使企業內部集權和分權的矛盾加劇。有關的研究結果顯

示，與同行業併購相比，對其他行業特別是無關聯行業的企業進行併

購的成功率很低。進入 1990 年代之後，絕大多數企業中的大規模併

購主要集中在本行業內進行。 

就客觀情況而言，多角化經營為企業發展的一種商業模式本身並無對

錯之分，但多角化策略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因此，我們既不應該

把多角化發展看成是企業發展的靈丹妙藥，也無需談到多角化就色

變。多角化與專業化皆沒有絕對的最好或最壞，只有是否適合的問題。 

 

2. 如何進行多角化經營 

多角化經營常常遭遇失敗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點是：決策者忽略

了多角化時期企業核心競爭力的整合、培育和發展，而盲目地擴張，

為擴大規模而擴大規模，而使得“戰線”拉得過長，以至於顧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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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導致企業負債累累，背上了沉重的包袱，陷入了“為多角化而多

角化”的巨型怪獸。21 世紀初期聯想電腦公司(Lenova)為追求高度成

長而進行的多角化併購 IBM 電腦部門的策略，未能取得理想的效果

便是一例。因此，對於企業來說，問題不是是否應當進行多角化經營，

而是適不適合作多角化經營，如何進行多角化經營。 

A.多角化經營要以培育核心競爭力為前提 

核心競爭力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具有延伸性，這種延伸性為企業的多角

化發展創造了良好的條件。企業只有努力培育自己的核心競爭能力，

才能獲得進入多個不同市場並取得相對競爭優勢的潛在途徑。 

企業在進行多角化經營之前一般都從事專業化經營。本業經營相當突

出、在所處的行業中居於主導地位、具有充足的資源和實力並形成核

心能力，是企業多角化經營的前提。由於本業是企業的利潤來源和財

務支援，因此若企業在其本業之根基並不穩定，而且在不具備市場支

配能力之時即盲目執行多角化經營策略，則會給企業帶來很大的風

險。 

從經營規模而言，企業多角化經營應聚焦於企業的核心能力而展開，

即能更好地發揮企業核心優勢的功能，或能夠進一步強化企業的核心

能力。為了提高核心競爭力這一企業珍貴資源的利用效率，企業必須

適時適度地開展多角化經營，開發新產品，開拓新市場，使得企業的

核心競爭力孕育出多重領域的競爭優勢，實現最適經濟規模，獲得最

大經濟收益。本研究將此種多角化策略稱為“專業化基礎上的多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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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全球聞名的超級大企業美國通用電氣公司(GE)即為執行此種多

角化策略的榜樣。 

B.鎖定多角化經營的方向 

多角化經營包含的內容異常廣泛，既包括關聯性多角化(指企業進入

與原有經營領域有一定關聯性的新領域，如企業進入所從事的生產經

營活動或所生產產品的上游產業或下游產業領域，或從事與現有產品

有很多共通性的產品生產，例如電視機製造廠商進入電腦顯示器生產

行列)，也包括無關聯多角化(指企業進入與原有經營領域幾乎毫無關

聯的新領域)任何企業的資源與管理能力都是有限的，必須有所為，

有所不為。換句話說，公司的多角化經營必須是有選擇性的多角化，

必須有助於企業核心競爭力的加強和延伸，有利於產生綜效效應。要

產生綜效效應，就要使新產業與主業具有一定關聯度，保持多角化產

品原來主業產品的某種相關性和同質性。這樣做可以較好地利用企業

原有的核心競爭能力，實現規模收益遞增的目標。這也是相關多角化

容易獲得成功的原因。有些學者對《財星雜誌》(Fortune)前 500 強的

企業來做研究發現：實行多角化策略的企業按照經濟效益排名，從最

好到最差依次是內在相關多角化、外在相關多角化、內在非相關多角

化和外在非相關多角化。進入具有一定關聯度的產業，可以降低企業

的進入障礙和整合成本，有利於充分發揮本業管理優勢、品牌優勢和

技術優勢。 

C.強化內部管理，規避管理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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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化經營的大型企業面臨的最大瓶頸是圍繞資源配置這一核心問

題而產生的“管理瓶頸”。由於多角化經營導致的企業管理高層與各業

務部門經理之間的資訊不對稱，企業的經營範圍越廣，資源配置就越

為複雜，管理的難度也就越大。在多角化經營策略之中，失敗的企業

之所以會失敗，往往是由於其在資源配置中能力較低；相反，通用電

氣公司這類大型企業的多角化之所以非常成功，其高超的內部管理系

統功不可沒。多角化的公司必須擁有強勢凝聚力和控制力的企業文

化，以使公司能夠透過共同的理念來減少管理成本。為了成功地執行

多角化經營，企業必須建立一個有效的內部資源調配機制，依照效率

最大化的商業原則合理分配內部資源，特別是資金資源，從而防止平

均主義作祟。 

 

(三)、在併購中如何挖掘並強化核心競爭力 

根據各行業中企業的數量、產品的屬性和價格控制程度等因素，

按照競爭的激烈程度由強而弱，可將行業市場分為四種類型，即完全

競爭型、不完全競爭型、寡頭壟斷型和完全壟斷型。從併購策略的角

度上而言，如果收購方目前處於不完全競爭型的行業或寡頭壟斷型的

行業，則宜採用水平併購的方式，著重於收購同行業的競爭對手，這

樣既能獲得對手的技術、人才、設備等策略性資產，又能擴大市場佔

有率並減少競爭。 

另外，對行業的生命周期進行分析也對策略併購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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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技術進步、產品更新以及社會習慣改變等原因，每個行業都要經

歷一個由成長到衰退的發展演變過程，這個過程就是行業的生命週

期。一般來說，行業的生命周期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初創階段、

成長階段、成熟階段和衰退階段。 

    處於初創階段的行業的開發費用較高，而產品市場尚不明朗，企

業利潤低，企業經營風險較大。但隨著新產品的開發和不斷改善，企

業的利潤水準可能成倍成長。 

一個行業的成長階段以競爭加劇、價格下降和利潤上升為主要特

點。在這一時期，新產品正為市場所接受，擁有一定市場營銷能力和

財務實力的企業逐漸成為市場主導，行業的成長速度仍然較快，而且

具有較高的可預測性。此時，投資者分享行業成長帶來的收益的可能

性大大提高。 

在行業的成熟階段，產品已被市場廣泛接受，儘管市場對產品的

需求仍在擴大，但成長速度開始下降，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相對穩

定。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各個行業成熟階段的時間長度區別很大，技

術層次較高的行業成熟階段歷時較短，而公共事業等行業的成熟階段

持續的時間較長。 

    行業發展的最後階段是衰退階段。在此階段中，由於新技術的開

發和應用加快、新產品的開發和大量替代品的出現，原行業中的市場

需求開始逐漸減少，產量下降，成長率逐漸降低甚至出現負成長。行

業中有相當多的企業盈利水準降低到微利甚至無利潤的程度，虧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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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明顯增多。 

    策略併購的最佳時機是行業的成長階段，以便能夠享有行業成長

所帶來的豐厚收益。對成長期的企業較宜採取水平併購的擴張方式，

增加規模經濟，並力爭奠定企業在行業中的龍頭領先地位；處於成熟

行業的企業可考慮垂直併購策略或適當的多角化策略；而處於行業衰

退期的企業，則應採取退出與轉移策略，尋找新的成長點。 

    總而言之，企業執行策略併購需要關注以下幾點：首先，要有長

遠的策略性規劃，聚焦於企業核心競爭優勢而確定未來的發展方向和

發展目標，透過策略併購強化企業的核心競爭能力。其次，正確選擇

策略併購的時機和目標，審慎分析收購方與目標企業的行業特徵與個

性特徵，仔細論証目標企業對收購方核心能力提升的綜效功能。最

後，重視併購之後的資源整合。策略併購能否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增

強企業的核心競爭力，最終取決於企業是否具有強大的資源整合能

力，能否有效發揮併購獲得的各種資源的功能。併購的失敗往往就是

由於併購之後資源整合的失敗。 

 

第二節  對個案公司併購之後整合的建議 
 

併購的正確動機是創造價值，但在相當多的併購之中，價值破壞

則經常成為事實。究其原因，我們已經談到有諸如代理問題、判斷問

題等因素，此外，併購之後整合的失敗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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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說來，併購之後的整合大體可分為下列十個層面： 

一、公司的策略定位方面：願景安排以及相關的溝通協調工作。

友好的溝通是非常有益的。明確併購之後公司的長遠規劃與發展方

向，一來可以更好地為相關的資源整合作準備；二來可以減少併購之

後管理者和員工的不安定心理，減少整合過程中的誤解、不滿和摩擦。 

二、管理制度的整合方面：在雙方營運作業需要合併的情況下，

各種管理制度，包括工資制度`獎懲制度、品質管控制制度、財務會

計制度、內部控制制度等等，應當予以統一，以利於業務的融合。由

於每個公司的工資制度不問，因此在進行制度上的融合時，工資制度

的整合是非常敏感的問題，必須仔細評估、合理安排，以免影響員工

的士氣和內部的團結氣氛。假如收購之後買方將目標公司視為一獨立

個體，則某些制度(如工資制度)可暫緩整合。 

三、經營政策和方向的調整方面：收購之後目標企業的營運政策

和方向往往必須作調整，譬如某些業務不符合收購之後的公司整體發

展策略需求，或者某些功能及設備與買方重疊，對這些資產和業務可

進行調整或脫離。此外，在公司被收購之後，其原來的銷售系統亦常

因新的經營者對整體利益的考量，而進行重組。 

四、文化層面的整合方面：文化是企業的靈魂，一個組織的文化

呈現在其價值系統、行為準則和理想信念之中，它可以激發員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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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為企業不竭的價值源泉。下表(表 5-1)提出了四種不同類型的組

織文化，這是由 Cartwright/Cooper 於 1992 年所提出來的，分別是權

力型、功能型、使命型和個性型。 

表 4-1  組織文化的類型 

類型 主要特色 
權力型 對挑戰進行獨裁和壓制；突顯個人決策而不是組織決策。 
功能型 官僚主義和等級制度；突出刻板的教條和程序；高效能和標準化

的客戶服務。 
使命型 突顯團隊義務；使命決定工作組織；靈活性的自主性；要求創造

性環境。 
個性型 突顯品質；追求成員的個性發展。 

 

要實現併購的預期目標，併購之後的企業整體在文化上必須具有

高度的凝聚力。文化上的差異會妨礙兩家公司之間的有效整合。在對

併購方案進行可行性評估時，除了考量策略方面的問題外，還要考慮

到文化風險。文化適應性不好或文化上的水火不容，必然產生很大的

分歧，使組織內之成員無所適從。文化類型差異太大的某些公司之間

的合併可能會是災難性的。 

五、組織結構的整合方面：被併公司的營運是否應完全融入現行組

織結構中(如成為母公司一個部門)或讓其獨立營運？是否應當裁撤

拆解被併公司的某些部門或將其併入母公司的相關部門？在被併公

司生產線的營運上，需要哪些新的技術或新產品的投入？被併公司的

現有產品和母公司的現有產品有多大差距？被併公司的產品能否透



106 
 

過母公司的現有行銷通路在市場上銷售？是否可將母公司部分業務

安排到母公司的一個部門來營運？這些問題，必須整合被併公司的產

品結構、規模、文化等因素綜合考量。 

六、人力資源整合方面：這也是併之後整合中最敏感的問題，主

要有以下兩個層面：(l) 母公司是否派任以及如何派任被併公司主管

人員。收購之後母公司對被併公司最直接而有效的控制方法，就是派

員擔任被併公司的主管。不過，派任被併公司的主管人員併非容易

事。相關人選既要對被併公司的業務有相當了解，有足夠的能力和知

識，又要能為被併公司所接受。否則，就可能會適得其反。(2) 如何

穩定人才團隊與設計激勵措施。收購後如何穩住被併公司的核心人

才，是關係到併購成敗的重大問題。要留住關鍵人才，一要提高被併

公司員工的歸屬感、認同感與安全感，使他們能較快適應新的環境；

二要靠正確的激勵措施，如選擇權計劃(Option)等。 

七、利益相關者的整合方面：併購一個企業不單單涉及兩個企業

之間的重組，還不可避免地波及企業外部。併購企業同時應關注對企

業外部的關係管理；(l) 政府關係的管理。例如，在台灣，政府既是

經濟和社會政策的管理者，又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因此，併購企業

應關注這個利益相關者的傾向。(2) 供應鏈管理(Supply Chain 

Management,SCM)。一要保持供應商的穩定性和競爭力，二要對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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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進行系統的評審。(3) 客戶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這要求主併公司製定出強而有力的策略，保持

或重建目標公司的信任和關係。保持和重建的策略一般為；溝通、承

諾及一定的促銷措施。 

 八、 實施顧客關係管理方面：當前市場競爭日益激烈，僅僅依

靠產品的品質已經很難挽留客戶，必須位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服務，服

務已經成為克敵制勝，提高競爭力的強有力的方式。對企業而言，鎖

定每個客戶的不同需求，提供個性化(Personization)的服務已經成為當

務之急。客戶關係管理(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RM)就是

企業利用各種資訊技術，透過對客戶進行追蹤、管理和服務，挽留舊

客戶，吸引新客戶的方法。CRM 是一種管理與客戶關係的程序，CRM

軟體應用程式的重要人員為資料庫行銷人員，他們在尋找客戶互動的

解決方案，並從大型資料庫中擷取正確而隱藏的未知資訊，並為個案

公司帶來利潤。所以，CRM 為一種全方位客戶視覺圖，為一套工具

與技術，使企業向客戶導向的行為模式轉變，能夠有效整合行銷、銷

售與服務三大業務領域。 

 九、 作業流程再造方面：它指的是在企業策略目標的指引下，

以顧客需求為導向，對企業的業務流程作更根本性的思考與徹底重

建，其目的在於根本改善企業的成本、品質、服務與速度。在今天的



108 
 

市場中，不容忽視的三種力量是 3C，即客戶(Customer)、競爭

(Competition)與變化(Change)。為了適應這三種力量，最重要的就是

以工作流程為核心，重新組織工作的整合，打破傳統的組織架構，新

的扁平式與網路型架構減少了部門的層級，使部門之間、上下級之間

的交流更加方便快捷。作業流程再造即拋棄原有的作業流程，減少業

務流程中的非加值活動，使業務流程更加簡明清晰，針對顧客的需

求，重新規劃工作，提供最好的產品與一流的服務。 

 十、製訂策略性資訊系統方面：對個案公司而言，建立資訊系統

是為了提高企業組織的生產力，及與其他組織對抗的競爭優勢

(Competitive Edge)，但要規畫一個效果較大的子系統(Subsystem)可快

速見到成效，策略性資訊系統(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 SIS)，它

能夠支援或改變個案公司競爭策略的資訊系統。策略性資訊系統能夠

發現創造性地開展業務活動與增加利潤的方法，並且協助個案公司獲

取競爭的優勢。 

茲將對個案公司執行業務的建議整理如圖 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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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  對個案公司執行新業務的建議 

在企業併購之後一定要設立專案管理辦公室(Program Management 

Office,PMO)，由企業主席或是總裁監督，要求雙方必須在併購之後

12 到 24 個月內完成大部份整合，從 IT 系統、管理哲學到文化融合，

訂出詳細的時間與內容目標，並每月每季審核所達成的結果，整合的

過程很可能高度政治化，如果這個 PMO 之中立第三人的意見，有助

於縮短雙方磨合的時間。 

 

 

 

適用現成套裝軟體 

接受新業務 

採用標準化作業流程 

實施顧客關係管理 

開發新產品與新策略 

作業流程再造 

訂製策略性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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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之研究主題 

 
 

十年前，美國網路設備大廠思科(Cisco)開始擴大版圖，十年 

之內總共完成 95 件海內外併購案，吸納各公司的優勢與長處，把思

科一步推到競爭對手難以企及的門檻。幾年前，某家台灣科技廠商也

興致勃勃的展開跨海併購，為公司尋找下一個成長契機；沒想到這個

併購案卻失敗了。動機相同、手法相似，命運卻截然不同。原因可能

不只一個，但最重要的一項，就是在於那些被併購的對象，究竟是怎

麼找出來的。 

 台灣企業常見的一個併購案來源，可以將之視為「收件夾(Inbox)

併購案」，也就是說主動送上來或被其他人介紹過來的併購對象。要

找到理想的併購標的，廣通四海的人脈當然是很重要的，但是，被動

的資訊接收模式，對併購方式來說太過被動，也太過危險。倚賴電子

郵件、口耳相傳的非正式管道，等併購案自動送上門來，才開始評估

要不要出手，這裡面存在幾個非常明顯的問題。如果真的是體質良

好、營運理想的公司，為什麼要買？怎麼會主動出現在競爭市場上？ 

 最重要的是，這些公司的長處並不見得符合公司的成長策略，反

而可能因為買入與本業不相關的團隊，引發併購之後融合的問題，耗

費企業內部資源，卻不見得換來想要的成長動能。可惜的是，類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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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還是一再地在台灣上演。應該如何開展併購案？如何尋找真正合

適的標的？要避開前面所述的危險，必須改變看待併構的角度。 

 

一、先有策略，再設定設定條件尋找標的 

 第一、永遠要釐清並清楚公司的策略與方向。企業併購的主要目

的，是為了取得策略成長所需的資源。企業需要更多的人才、市場，

甚至是專利技術，來支援公司的成長，併購是滿足這些需求的重要方

式，卻不是唯一的手段。因此，併購必須奠基於明確的策略需求之上，

換句話說，先有策略、才有需求，有需求、才構成的必要性，這在企

業內應該是持續且主動的進行程序。 

 第二、根據企業的發展需求來設定條件。並根據條件主動尋找案

源、過濾案源。公司不該等市場浮現潛在的被併購標的之後，才考慮

自己究竟可以做多少讓步，才去思考有沒有出手的需要。在這階段

裡，企業往往會發現理想的併購標的(好的公司)並沒有出售的打算。

這是篩選併購案(Deal Screening)過程中常常碰見的兩難困境。要克服

這樣的問題，自然會需要高明的手腕，但關鍵還是在於找出對方拒絕

出售的真正原因。一下子就拒絕併購的公司，或許是因為過去根本沒

有想過這樣的可能性，尤其是家族型態或原始股東仍掌握實權的企

業。但拒絕不代表不可能出售的。 

 在亞洲，此種屬於「控制權」層面的問題特別常見。家族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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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創辦人不願因為被併購，失去對公司的掌控能力，然而就技術上而

言，股權結構或經營權的調整，其實有許多可以變通的地方，所謂的

控制權問題，說穿了也就是個人的感受問題。試著讓對方心裡覺得舒

坦一些，問題或許就可以克服。 

 如果標的公司有高度成長潛力，也會增加併購的難度。Google 日

前以天價併購 YouTuBe，就是很好的例子，鉅額的併購數字反應的

不僅是 You TuBe 目前的淨值或營運表現，還包括未來幾年爆發性的

成長空間。併購方必須能提出吸引人的條件，否則標的公司不會願意

放棄短期內就可能獲得的大筆利益。 

 「社會議題」的問題則是較常出現在歐洲，主要是由於當地普通

強而有利的工會組織。整頓往往跟隨著併購案到來，如果牽扯到裁

員，包括員工關係、公會反應等可能會變成棘手的問題，原先的經營

者基於這些原因，還有感情的因素，出售的願意自然也會受到影響。 

 以誠意去瞭解、協助解決這些問題，對於提高對方出售的意願絕

對會有正面的幫助，當然，併購也必須清楚了解併購對於雙方公司的

助益，必須透過充分的溝通，讓雙方都有較為清礎的認知。 

 

(一) 初審先看規模再看財務體質，最後，才是對標的公司的財務面

作初步審查。初審至少要涵蓋兩項重點， 

首先是標的公司的規模；過於龐大的購併標的，對於企業母體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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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風險自然高出許多，需要更為謹慎與精密的評估。其次則是標的公

司的財務體質，包括資產負債狀況、業績獲利表現等由外部深入檢

視，併購可以透過投資銀行、媒體等外部管道去做初步了解。這種開

展併購的理想程序，在台灣很少出現，但在國際上卻已行之有年。台

灣企業並不是沒有能力複製思科的成功因素，但心態與角度的轉換，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事實上，絕大多數的台灣公司，都還存在不小的

成長空間，這代表只要經過冷靜的評估，也擁有足夠的資金，臺灣企

業會是對於良性併購很有需求的族群，台灣企業也應該給自己更大的

信心。 

 總而言之，併購應該是企業的健身計畫，需要明確的目標、規劃、

紀律，而不是偶然撿到的便宜。天上掉下來的禮物，滋味通常都是苦

澀的。台灣的公司何必前仆後繼不斷付出慘痛的代價？ 

 
 

(二) 整併綜效 

整併只要能達到「1+1>1」的綜合效益，應該就算是成功的整 

併，至於對「1+1>2」綜合效益的期望並不能太高。對於兩家不能生

存的企業，如果整併之後即能生存，就有「1+1>1」的綜效；國外很

多的合併例子顯示，「1+1」會有裁員、企業文化等諸多適應問題，

可能綜合效益會大於 1，但不太可能大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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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整併對員工權益的影響，若企業為了求生存而合併，勢必要

有某種犧牲；但國內對員工權益有很多法律保障，而且資訊透明化、

受到監督下，經營者也不太可能「歧視」員工，企業合併最重要的考

量是，在整併過程中如何達到競爭力和員工權益的平衡。 

 國內的金融合併法、金融控制法等，只是給予金融業是否合併的

法律環境和條件，至於金融之間是否一定要合併，就要看企業本身的

條件和對市場競爭力的需求，決定看金融業本身的條件和對市場競爭

力的需求，決定是否有其合併的必要性。企業的合併，「就像民法的

婚姻法，給了法律的依據；但不適合結為終身伴侶的男女，不一定因

為有法律就要勉強結婚。」企業整併要考慮是為了資本有效配置

(Capital Efficiency)?、節省成本(Cost Saving)、交叉行銷(Cross 

Selling)、通路？或業務互補？或使企業排名往前走？最重要的是合

併之後如何達到原來的構想，能否達到原定 1+1>2 的加乘綜效目標，

才是重點，但發揮綜效需要時間，如何把合併的績效、利潤與市場佔

有率，逐步站穩、發揮效果，才是應該重視的議題；如果企業迷思於

「大即是美」，為合併而合併不一定正確，反而可能會有因文化差異、

產生兩股不同文化互相影響經營的後遺症，並不會是一個最適化的合

併方案。國內的金融整併要能成功，有兩項關鍵因素：第一，前十大

金融機構彼此必須整併，第二，必須讓高獲利能力的銀行接手大型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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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則在未來必定可以看到本土的旗艦銀行誕生。所以政府應清楚解

釋金融整併可以帶來的長遠優勢，同時解釋可能造成的短期陣痛，和

找出社會可接受的解決方案。以宏觀的角度來看，要活絡資本市場;

從微觀角度來說，企業要懂得運用資本市場、策略併購(M & A)、整

合資源為自己創造機會，政府與企業都要敞開心胸結接受到跨國併

購。臺灣金融機構整合有三大挑戰值得做進一步的研究，一是風險蔓

延的負面效果;其次為資訊透明化問題;三是利益衝突問題，即可能會

由一家子公司的獲利，填補另一家公司可能的虧損。 

  成功的購併，需要豐富的經驗與基礎建設支援，例如律師、會計師、

經理人，特別是主管機關，也必須精通此道。但是如何跨出第一步?

為學習經驗，最安全與最痛苦的作法，便是先成為國外私募基金併

購的目標，或許可藉此快速學習國際級領導企業的經營技術與併購

整合策略，而促使企業更仔細地評估併購之後所產生的實質綜效，

以及如何從財務結構重組上為股東創造更大的價值。 

  一個併購活動的高潮，往往是宣布的那一刻。然而，所有真正艱

苦的工作卻是事後的整合工作，不管是企業文化的整合(由文化上的

優勢方中拔擢大部分的管理團隊，則團隊合作與信賴感可以鑄造出致

勝的文化)、雙方在產品技術、客戶基礎、生意模式、以及發展策略

是否具有互補性與綜效，是否能產生槓桿效用，雙方制度是否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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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力維持客戶不流失，到林林總總費用的降低成本，都需要雙方的管

理階層與員工共同努力。而跨國併購更是一條艱辛又孤獨的道路，但

是在全球化的浪潮之下，越來越多的企業必須擁抱這樣無可避免的選

擇。 

 

第四節  研究建議 
 

一、對主併購與被併購公司主管的建議 

(一) 對主併購公司主管之建議 

本研究對主併購公司主管之研究貢獻，為協助其瞭解與提升組織

併購績效應具備的策略。 

由於經營理念不同，造成高階資深人員異動較多，應可加強管理

座談，增加溝通，減少誤解。尤其被併購公司在被併購公司併購之前

總經理皆定期與各部門座談，以了解幹部與員工之想法並藉由與總經

理面對面座談了解公司之策略意圖與企業目標與願景，此項是併購之

後相當大之差異。 

若併購公司與被併購公司屬相同性質產業，但因產業複雜度不同

及競爭環境不同，併購後需整合各自不同性質產業的優勢，各自發展

其優勢能力，並適時彼此搭配，截長補短，以發揮整體的集團統合優

勢。對此併購案之建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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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議保持原有被併購公司之文化風格，對不合時宜之規範，觀念

予以導正，並以正派對本業專注經營，多作正面指導少做負面干涉。 

2. 併購非核心產業之公司，要能描繪出對目標公司之企業願景並尊

重原來公司之企業文化，避免不必要之員工反彈情緒，以凝聚員工之

向心力。此項被併購公司各事業群主管在定期與中堅幹部座談時皆要

分享公司的願景，基本上此項可凝聚同仁在被併購公司奮鬥的動力與

夢想.。 

3. 資源整合： 

檢視集團之產業性質，以利資源分配共享及人力資源於集團內調

任訓練，以有效運用資源及培訓管理專才。例如在被併購公司之系統

設計、製造、測試、零件設計與併購公司有技術互補的功能，可安排

彼此交流或人員短期輪調訓練。 

4.成立總管理處以集中調度資金、採購： 

如部分物料可集中採購、海外子公司可集中管理、保險可統一辦

理，此皆可節省人力及相關成本。 

 

(二) 對被併購公司主管的建議 

本研究對被併購公司主管之研究貢獻，為幫助其瞭解與實現組織併

購策略應具備的能力。 

1 組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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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公司具競爭力，組織報告幅度應縮短，主管人員編制應精

簡，以使報告 

之距離縮短，增進決策效率。 

 審視內部資源，找出策略性資產與組織能耐。 

 檢視與發展組織中個人與組織能力。 

2 企業文化面 

適度安撫內外人心，並注意文化之潛移默化。避免因對彼此文化之不

了解而發生 

認同上之衝突，而流失優秀人材。在併購之後對之前與員工之溝通模

式宜恢復。 

3 人力資源： 

 應強化人員之績效考核，人員除能晉升亦需視其適任情形調降，

以避免劣幣 

驅逐良幣之情形。 

 重視專業人員之養成 

應鼓勵研發專利之申請及對申請人員之獎勵，以增進公司之競爭

力。 

4 策略執行 

 快速整合建立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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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策略執行與營運績效。 

 強化海外子公司之績效控管與定期稽核，未能在預定期限內達成

目標，宜對海外之專業經理人有所懲誡，連續多年之虧損，總公

司員工對此已有反彈，需加重視.。 

(三) 對被併購公司員工的建議 

 先求如何才能在併購之後能夠生存，共體時艱，配合公司政策。

切勿對被併購之後抱持對主併公司負面之印象。 

 檢視個人能耐，如專業能力，管理能力與人際網路。 

 充實自我之核心能力或成為多功能的重要人物。 

 全面提昇自我能力。保持終生學習能力，並切記行動力是生存

的關鍵。 

 在愈不景氣之年代，更需要充實自己的實力。 

 

(四)對後續研究者之建議 

 對於被併購公司內部作組織整合研究，對高階主管之訪談宜藉由

外部資源協助來作質化的訪談。此可藉由一般研究生或大學部同

學予以協助。 

 可針對被併購之後，被併購公司之領導風格改變對企業文化，客

戶訂單回流，營運綜效之關聯作後續研究。 

 可針對併購核心產業/非核心產業之整合管理差異比較或研究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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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相關產業/非相關產業之整合式管理。 

 EMBA在職專班同學若研究與公司切身之問題，建議先與公司高

層洽談所欲研究題目、目的、方向，並對研究進行方式作開放式

檢討，有利論文之進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