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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分兩個部分：第一節介紹併購理論的文獻，藉以瞭解併購的

型態、併購的價值創造、併購的動機、併購的財源及其經營綜效；第

二節則敘述金融業併購之相關實證研究。 

 

第一節 併購理論 

一、併購的定義 

大型公司的成長策略，一般有兩種方式：有以既有業務加速

成長，或有以收購方式獲取其他企業之具成長性部門。一般而言，

收購其他企業，是不去改變被收購公司的合法地位或其既有股東

的權益。而合併其本質上則是來自於兩個公司的結合，原有兩個

公司的股東以股權或現金進行換股，以成立合併後的新公司。合

併(Merger) 與收購(Acquisition)，統稱為併購(M & A)。 

(一)合併（Mergers） 

        合併是指兩家或兩家以上的公司，依當事者所訂的合併契約 

        ，並依相關公司法規程序進行合併，另為創設一家新的公司，

或是結合成一家公司，分別稱為新設合併，或是吸收合併。 

     1.新設合併(Consoli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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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指兩家或兩家以上的公司，以新設一家新公司的方式辦  

理合併，原有公司因合併而解散，其所有權利義務由創設

之新公司概括承受，並由新設公司發行新股給消滅公司之

原有股東。新設合併流程如圖2.1。 

              

  A公司股東  B公司股東 

 

                 2)發行新股 

3)100％                                         3)100％ 

 
   
       A公司          C公司          B公司 
       (消滅)         (存續)           (消滅) 

                   
 

                         1)權利義務 

圖 2.1 新設合併流程 

    

2.吸收合併(Merger) 

     係指兩家或兩家以上公司在合併之後，合併之主併公司     

(Acquiring Company)仍然存在，而被併公司(Acquired Co- 

mpany)則在辦理解散後併入存續公司，被併公司之資產、

負債及其權利義務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並由存續公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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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新股給被併公司之原有股東。吸收合併流程如圖2.2。   

                     

   A公司股東                  B公司股東 

 

   100％    

           2)n％ 

 (100-n)％                                    3) 100％ 

    

A公司  B公司 
     (存續) 1)權利義務      (消滅)      11 

 

圖 2.2 吸收合併流程 

  (二)收購（Acquisition） 

         主併公司收購被併公司的股票或資產與業務的交易，而

合併與收購的最主要的差異是，合併只有一個實體公司存留

下來；而收購則是兩個實體公司也許都存留下；也可能其中

一家公司，只想取得對另一家公司的控制權(Capener,1998)。 

           收購可以是用「不友善」的方式來取得控制權。A公司如

果想收購B公司，可以對B公司股東開出高於市場價值（Market 

Value）甚多的價格或是其他誘因提供新的股票；而被視為被

併者之經營者，為避免被收購，則可能設立更高的門檻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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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第三家公司合併以避免被A公司收購。收購依其型態與進

行方式之不同，一般可分為兩種，「資產與業務收購」及「股

份收購」： 

    1.資產與業務收購 

             係指收購公司購買被收購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資產，例如：

廠房、機器、員工、客戶、商譽、商標等；而不承受被併

公司債務，也不負擔被併公司現有之權利與義務關係。這

項資產的收購風險小於股票收購的風險。資產與業務收購

流程如圖2.3。                        

                               
                              4)購買老股 
   A公司股東    6)n％ B公司股東 

                              

               100％ 

                     4)認購新股 

            (100-n)％             5)n％                 3)解散or減資                   

   A 公司      2)資產/業務     B 公司                          

(收購公司)    1)現金及其他資產   (被收購公司) 

                       圖2.3 資產與業務收購流程 

2.股份收購 

(1)買入被收購公司的股票，是在收購過程中較為普遍的方

式。收購公司買入被收購公司的股票，可獲致被收購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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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經營控制權；也就是公司控制權的移轉，這可能是

友善收購，也可能是惡意收購。惡意收購的目的，是為

了要取代被收購公司的管理階層，而通常會嘗試以公開

方式收購（Public tender offer）。 

     (2)收購者以現金及其他資產買入被收購者之股份，並承擔

其原有的資產與債務，被收購者可在收購者的主控下，

減資後繼續以獨立的法人地位存在（即維持母、子公司

的關係，通常見於跨國購併或異業購併的場合），也可

以解散與併購者合為一體（即概括承受，通常見於同一

國境內同一行業之購併），股份收購流程如圖2.4。 

                

  A公司股東                   B公司股東 

      

     100％     1) 現金或其他       

                        2)n％ 

   (100-n)％ 

       
        A 公司      3)控制權        B 公司 
      (收購公司)                 (被收購公司) 

 

圖 2.4 股份收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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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併購型態 

  (一)垂直合併(Vertical Merger) 

指同一產業之上、下游廠商間之併購，如同一條龍作業；除可

降低產業間之交易成本外，亦可穩定商品與原料價格。例如，

銀行為證券商之代理業務的供應商。 

  (二)水平合併(Horizontal Merger) 

     指同一產業中具有相同業務屬性之不同公司的合併，兩者本為

市場上的競爭者，在併購後成為夥伴關係，其優點是可提高競

爭力及市場佔有率。經由消除重疊性成本，如：人事開銷、作

業流程及機器設備等，可藉此降低成本，達到規模經濟。例如：

不同銀行的合併。 

  (三)同源合併(Congeneric Merger) 

     指同一產業中的兩家公司，所經營之事業不盡相同，但具有部

份相類似的性質，此類的合併稱為同源合併。例如：銀行與信

託投資公司的合併、銀行與票券金融公司的合併。 

  (四)複合合併(Conglomerate Merger) 

     指不同產業的兩家公司，而且產品亦毫無業務相關或互補的合 

併，屬於異業合併，其合併動機係為朝向多樣化經營及分散其

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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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併購的價值創造 

    主併公司及被併公司因併購而創造價值。如何衡量價值的創造 

    ？首先應探討的是併購後經營績效的評估範圍為何？或是檢視

一般公司為何偏愛以收購方式，去達到其價值創造的目的。相

關的學理有： 

    (一)效率理論（Efficiency Theory） 

       Gort (1969)、Trautwein(1990)及Eccles等(1999)認為經由併購

活動，而達到規模經濟，可以降低公司長期平均成本，增加

市場競爭力。若將效率理論延伸，主併公司與被併公司可能

具有互補的關係，使其併購後所產生的效率或效能，遠超過

併購前各公司單獨營運時，所能產生效能之和，此即所謂之

綜效(Synergy)。綜效又可分為下列三種： 

   1.營運綜效（Operating Synergy） 

Porter (1980)及 Robert(2002)認為營運綜效為不同部門營運

能力的總合，經由併購增加利用未充分利用的資產，並改

善其效能，以達降低營運成本。 

       2.財務綜效（Financial Synergy） 

         Lewellen(1971)認為併購將產生債務相互保險(Co-Insurance)

的效果，公司倒閉或債務不履行的風險將會降低。因此，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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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所要求的風險貼水(Risk Premium)將隨之降低，也願意

提供更多的融資，使得併購後公司的資金成本下降，舉債能

力隨之增加。 

3.管理綜效（Managerial Synergy） 

        Lev (1983)及 Asquith(1983)認為主併公司藉由併購以提昇被

併公司的管理效能，使資產移轉至具有管理效能的地方。 

    (二)訊號發射理論（Information  Hypothesis） 

          Brealey, Myers and Allen( 2005)及 Bradley, Desai and Kim (1988)

認為公司管理階層發佈可提高公司價值的相關訊息，進而使

市場開始重新評估公司的價值，也就是所謂的「待價而估假

說」(Sitting-on-a-gold mine）；或是利用公司的宣告，激勵公

司管理階層的士氣，使其更有效率，即是所謂的「鞠躬盡瘁

假說」（Kick-in-the-pants）。 

    (三)代理理論（Agency Theory） 

   Mueller(1972)、Jensen and Mecklin g（1976）認為在經營權

與所有權分離的原則下，銀行的規模與報酬會影響管理者的

利益，經理人有可能因自身利益而作出不利債權人和股東的

決策。 

(四)傲慢假說（Hubris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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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ll (1986)、Hayward and Hambrick( 1997)及 Raj and Forsyth 

(2002)認為部份從事併購活動的銀行經理人，自信能正確評

估目標企業的價值，但往往其併購的價格都高於被併銀行的

真實價格，因而導致併購的效果和預期不同，這些都起因於

經理人過於自負和驕傲的結果。 

     (五)市場力量理論（Market  Power Theory） 

        Jensen and Ruback (1983)認為多角化經營能改善組織效能與

彈性。藉由垂直合併、水平合併及同源合併等整合市場力量

之策略，以提高競爭者進入障礙的力量。   

  四、併購之動機 

    Brouthers等(1998)認為併購的動機不外有經濟動機 (Economic 

Motives)、策略動機 (Strategic Motives)及個人動機 (Personal 

Motives)三項動機。 

     (一)經濟動機(Economic Motives) 

        Walter and Barney(1990)及 Figueira 等(2007)認為併購的動

機，是在達到規模經濟（Economics of Scale）及範疇經濟

（Economics of Scope）的效果，以提高盈餘，增加股東的

投資價值。     

         (二)策略動機( Strategic Mo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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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gham 等(1992)、Sudarsanam(1996) 及 Figueira 等(2007)     

認為公司有時會以併購的手段來達到進入新市場的目的。例

如，2002 年英國國內最大的銀行 Egg 收購法國的 Zebank 銀

行；或是用併購的方式進入核心事業以外的產業，以發展新

產品的領域；或是延伸新產品的供給量，以提升自我，突破

現有市場。例如，德國安聯保險(Allianz)集團與 Dresdner 銀

行合併，是為延展促銷保險商品及確立客戶的忠誠度。有時

併購是為鞏固現有資源與取得新的資源，並策略性的回應經

濟環境與政府法令，以突破進入的障礙。 

     (三)個人動機(Personal Motives) 

       Lev (1983)、Berger 等(2001)、Roll (1986)及 Berkovitch and        

Narayanan(1993)認為股東與公司經理人之間所產生的代理

衝突，會影響併購的決策，經理人也許以合併當作提高其薪

酬與提升其職涯成就的機會。 

             Campa and Hernando(2006)認為併購的動機是為了改

善營運績效、合併機構網絡、裁減後台重疊的服務、提高資

訊科技、品牌認知及其他固定資產的規模經濟效果。圖 2.5

說明了在同一個國家或不同國家併購間的四種型式及其併

購的動機(European Central Bank,2000)。 



 

 17

 

                             

國內併購 

 

․規模經濟與成本連結為主要動機

․削減銷售網絡和管理的功能 

國際間併購 

 

․依市場決定規模為主要動機 

․配合客戶規模及追隨著客戶 

․管理功能的合理化 

國內結合 

․以交叉行銷為動機 

․風險與收入的差異化 

․通路互補的最佳方法 

․管理功能的合理化，使規模經濟

與成本連結 

國際間結合 

․以交叉行銷與規模結合為動機 

․風險與收入的差異化 

․在不同國家之法規、制度及慣

例下結合，提供合理化作法 

    資料來源：European Central Bank,2000 

圖 2.5 併購四種類型的主要動機 

 

五、併購之財源 

   Myers and Majluf(1984) 、Travlos (1987)、Heron and Lie (2002) 、

Shleifer and Vishny (2003) 、Faccio and Marsulis(2005)及 DePam- 

philis (2005)認為主併公司交付被併公司的資金財源，不外有現金 

、股票或是兩者都有。併購之財源，也許同時會傳達主併公司的

有關資訊，且以不同財源交付併購價款，對股價之反應是不同的。 

 

 

在一國國內 在不同國家 

信

用

機

構

不

同

產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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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併購之經營綜效 

  (一)短期績效評估-事件研究法1        

     Firth (1980)、Barnes (1984)、Bradley 等(1988)、Limmack (1991) 

Higson and Elliott (1998) 及 Sudarsanam and Mahate (2003)認為

以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可評估併購的短期效果： 

        1 .公司宣布併購交易時，所有的資訊都有可能反映在股價的變

動上。1969 年至 1975 年間 434 個成功併購案例的累積異常

報酬率(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CARs)，在宣布併購的

那個月，主併公司的異常報酬率為負值-0.063 及在整體例子

中有正報酬的只有 20％至 23％。這項研究足以認為併購對買

方而言是相當花錢的，而且短期間不易獲取利益。 

              2.選擇英國 1983 年至 1995 年間所有併購成功例子中的 519 個

公司，衡量主併公司在公司結構因股權移動而產生的衝擊。

他們檢視在這些事件的 D-1 天到 D+1 天，以及事件的 D+2

天至 D+40 天，發現主併公司在 D-1 天到 D+1 天之間,有著負

的異常報酬率，範圍在-1.47％至-1.39％間，而當在 D+2 天至

D+40 天之間，他的異常報酬率範圍是落在-1.89％及 0.5％之

間。也就是說，一般而言，在短期間，主併公司的累積異常

                                                 
1事件研究法(Event Study)，主要目的係探討當某一事件發生時(如公司股利宣告或盈餘發布等事

件)是否會引起股價的異常變動，因而產出異常報酬率(Abnormal Returns;簡稱 AR)，此資訊可以

用來瞭解市場證券價格與特定事件是否有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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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率(CAR)是零、小的正報酬，或是小的負報酬。 

                    雖然事件研究法對主併公司的短期績效，沒有令人滿意

的單一結論。但大致上則同意被併公司的股東因併購而增加

財富的結論。 

   (二)長期績效評估-會計研究法 

         Houston 等(2001)、DeLong (2001)、Berger and DeYoung 

(2001)、Sudarsanam(2003)及 Shleifer and Vishny (2003)認為以

會計方法評估併購的長期績效，也就是以併購後公司之營運

財務比率進行衡量，檢視銀行宣布併購後，並排除內部重疊

的作業流程及裁減成本後，分析其營運績效是否有所改善。 

 

第二節 金融業併購之相關實證研究 

一、併購的策略思維與內在動機 

          每個併購交易背後所隱含的因素非常的多，除了參與併購者的核

心動機與對風險的評估外，也反映了參與併購者在市場競爭框架

裡的策略藍圖及其未來的市場定位。至於參與併購者可以藉由下

列問題思考如何藉由策略性的思維，建立願景並達到價值的創

造。 

    (一)如何經營以提升股東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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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決定是否進行併購？如果進行？適合對象？價格如何決定？ 

    (三)併購後如何進行改造？如何裁減成本？如何發揮綜效？如 

何創造盈餘？ 

           可以藉由下列幾個可能的選項，思考這些問題： 

內  在  動  機 內         容 

水平整合 
藉由資源整合，以達營運量擴充、市場佔

有率提升，消弭競爭對手等目的。 

垂直整合 確保上、下游業務經營的整合。 

多角化經營 
投入新事業、新產品等，藉由多角化的發

展，擴大經營版圖。 

國際化佈局 
進行區域性或全球性市場併購，以朝跨國

企業發展。 

取得互補性技術 
藉由併購取得所缺乏之技術，或其他具有

互補性之資源，以強化企業未來發展。 

企業資源重組 
因經營策略改變，企業資源必須重組，以

達成新的營運目標。 

移轉事業經營權/

所有權 

原股東無意繼續經營，或投資報酬已達預

定目標，獲利出場 

其他 引進策略性投資人，改善資本結構 
 

 

二、金融集團的形成2 

參照巴塞爾銀行監理委員會(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國際證券組織委員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及保險監理機關國際協會(Internation- 

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 IAIS) 組成之金融聯合論

                                                 
2 本段參考財政部儲委會(2004)，「金融集團監理重要議題之比較研究」p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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壇 (Joint  Forum  of  Financial  Conglomerates)提出之看法，金融 

    集團(Financial Conglomerates)之定義為「有共同控制關係之企業集團 

    ，其主要業務為金融服務，……應受監理之事業，…..為跨業經營之

銀行、證券或保險…….之業務」。對金融業務占集團內營收比重並

無規定，亦不限制金融資本與產業資本之結合。金融機構跨業經營

銀行、證券及保險之業務模式應為金融集團之核心觀念。 

         固然科技之發展、金融市場之演進及法令開放等因素，都有助

於金融機構行跨業經營。任何商業模式存在之本質皆在乎於獲利，

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業務模式為何能增加獲利呢？金融機構透過合

併或收購達成跨業經營目的時，亦不免朝大型化發展，很自然的一

個議題，是大型化跨業經營之金融集團能有較佳之獲利能力嗎？能

因此成為業者形成金融集團之誘因嗎？ 

         贊成金融機構應朝向大型化金融集團方向發展者，認為此種  

商業模式提供下列三種主要利益： 

       (一)大型化金融集團能受益於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及範疇

經濟(Economies of Scope)，故能增加經營效率及獲利。 

(二)跨業及多樣化之產品線能分散風險，增加金融集團對產業景 

氣之因應能力，進而促進其經營之安全性及健全性(Safety 

and Soun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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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次購足』(One-stop Shopping)之服務，能降低客戶的

成本，進而增加業績。 

三、金融集團跨業經營之迷思
3
 

          歐、美金融市場近二、三十年之經驗並不能有效證明前述跨業或跨 

國併購之商業模式的利益。 

(一)過去二十年實證資料並未發現大型綜合銀行(Large Diversified 

             Bank) 、綜合證券商(Full-service Securities Firm)或產品多元化

之保險公司(Multiple-line  Insurance  Company)能夠享受整體

性之規模經濟及範疇經濟(Global  Economies  of  Scale  or  

Scope)。相反的，在每個金融產業中，往往最大型及產品越多

樣化之金融機構，其獲利能力及經營效率反而不如較小型或產

品較單純之機構。 

         (二)大型金融機構之併購案不但無法產生預期之綜效(Synergy)，反 

而造成客戶流失、利潤快速降低、呆帳迅速增加及因嚴重虧損

而影響其本業者。例如，1990年間發生在美國之大型金融機構

合併案，不少被認為是徹底失敗之案件，舉其較大併購案件，

如：Bank  One、First  Chicago及First  USA合併案，First  

Union 收購 CoreStates及Money  Store案，Nations Bank、

                                                 
3本段參考財政部儲委會(2004)，「金融集團監理重要議題之比較研究」p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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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nett  Banks及美國銀行（Bank  of  American）合併案及

Well  Fargo惡意收購（Hostile  acquisition）First  Interstate 

案。 

     (三)實例顯示金融機構跨業經營之嘗試也鮮少成功。例如，1980年

代開始，由美國運通公司（American  Express）、奇異公司

（GE）、Kemper、保德信公司(Prudential)及西爾思公司（Sears）

所創建之金融超級市場已經瓦解。AXA、信孚銀行(Bankers  

Trust)、巴克萊銀行（Barclys）、荷興銀行(ING)跨入資本市場

（Capital Market）之努力亦為失敗。美國銀行(Bank  of Amer-  

ican)收購蒙哥馬利證券(Montgomery  Securities)案被證明是

一個昂貴的教訓。損失最大的案件應該是法國里昂信貸銀行

(Credit  Lyonnais）之商人銀行事業體對Altus Finance 投資失

敗案，該銀行在歐洲及海外之投資失敗案，迫使法國政府花費

200億美元進行援助。 

     (四)五大國際性金融機構包括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

花旗集團（Citigroup）、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德意志

銀行（Deutsche Bank）、瑞士銀行(UBS)近年來在採取綜合銀

行或跨業經營之策略時，都在其資本市場業務中遭受重大損

失。 



 

 24

    (五)美國金融市場經驗不能證明「金融超級市場」之商業模式能帶

來預期利益時，過去三十年歐洲「綜合銀行」之經營績效亦無

法與美國之主要商業銀行匹敵。同時期美國三大專業證券商在

國際市場中所得到之證券承銷或併購顧問業務，亦超過歐洲綜

合銀行業者。 

 四、從上該併購迷思中，我們也可從2002年英國Egg銀行跨國併購法國 

Zebank銀行的案例，看到主併公司自信以國內成功經驗，足以移

植跨國併購具同質性之外國公司，而忽略跨國被併購者之國情與

其消費者特性，終致發生嚴重虧損(Business Insigts, 2004)。 

(一) Egg 銀行，是目前英國最大的網際網路銀行之一，1998年為

延展經營版圖，而投入併購行列。2002年5月該行以550萬歐元

完成併購法國網路線上銀行Zebank。Egg銀行因看準併購後前

三年，將能吸收約達100萬個用戶，且預期在2004年將可獲利。 

(二) Egg 銀行希望能藉由併購行為，將其在英國經營信用卡及網

路線上服務業務的成功經驗複製到法國；惟Egg銀行僅相信套

用在英國的成功經營流程，而期望法國消費者能對信用卡及

網路線上服務業務感到產生興趣，但結果呢？並不是Egg銀行

所期待的，因未事先進入法國瞭解其國情、市場情形及消費

者特性，並作全盤調查，而因法國消費者對信用卡及線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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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不感興趣，終致該項併購案，無法為Egg銀行增加盈餘，反

而因在法國的作業成本高達1億7千萬英鎊的支出，而發生嚴

重的虧損，最終非得結束在法國的相關作業。 

(三)由這併購交易顯示，一個好的併購影響企業是否能順利進入

另一個市場；而在一個國家的績效表現很好，不代表可將成

功的經驗複製到其他國家的金融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