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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論文以網絡觀點為理論基礎，首先經西方有關承銷商連結關係文獻

回顧，以國內主辦承銷商在承銷市場之連結關係為分析平台，驗證西方文

獻之理論架構於國內承銷市場之應用性，結果發現並不能支持西方實證文

獻之結論(研究一)，即進行質性研究之個案訪談，發掘國內承銷市場中協

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直接連結的事實，使得主辦承銷商居間代理的情況在

國內並不明顯，此應係研究一與西方文獻產生差異的原因。同時並依據個

案研究結果，分析承銷商在國內協辦承銷活動中與發行公司連結之多與廣

的現象，以及其中所蘊含之網絡意涵(研究二)。並以網絡理論中之結構地

位與弱連結關係解釋之，提出關係推論研究架構，經由蒐集並整理證券相

關單位所公布之市場次級資料分析並進行假說檢定(研究三)。 

本章節針對三個研究的實證或個案分析結果，彙整、解釋並討論，以

回應本論文之目的與研究問題，同時也針對研究發現，提出理論層面與實

務層面之意涵。最後，再根據研究過程中所發現的研究限制，提出具體的

建議作為後續研究的參考。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論文所欲回答的研究問題為：承銷商之網絡關係與承銷績效之關聯

性為何? 由於承銷商之承銷網絡核心成員乃主辦承銷商、發行公司與協辦

承銷商，網絡關係必然與三者之間的互動有關，因此形成三個研究問題：

承銷活動中，組織網絡連結關係如何影響主辦承銷商之績效?發行公司如何

與協辦承銷商產生直接的連結關係?以及在承銷活動中，承銷商在網絡中的

結構地位如何直接及透過何種機制影響承銷商績效? 為回答這些問題，本

論文分別以三個研究探討之並將結論摘要於表 6-1。 

本論文的三個研究內容如下： 

在第一個研究，本論文根據網絡理論與過去有關承銷商之實證研究，

檢視西方有關投資銀行理論架構在國內的複製性，因此推論國內的主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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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商與其他承銷商之連結關係強與弱對其承銷績效均有影響，亦即不是正

向的影響即為負向的影響，並提出假說 1 與相對應之假說 1-alt，以驗證實

證文獻中所提出之理論架構。 

研究結果發現，國內主辦承銷商與其每一次的承銷團員的連結關係強

弱與其主辦承銷績效並未有統計上顯著相關，換言之，既不正向影響承銷

商之主辦承銷績效、亦不負向影響承銷商之主辦承銷績效，因而假說 1 與

其對應之假說 1-alt 均未獲支持。因此，根據實證結果，回應本研究的問題，

過去文獻(尤其是西方實證文獻)中所實證之主辦承銷商與其每一次的承銷

團員維持強或弱的連結關係對其績效有顯著影響的架構無法適用在國內

承銷業之主辦活動。 

第二個研究以個案訪談之探索性研究，了解國內承銷業在承銷團的組

成上與西方實務相異之處以及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之間是否存在連結

關係，以及如何存在。 

研究結果發現，協辦承銷商以其各自有擁有的關係、資源與能力得以

直接與發行公司產生連結，而使得發行公司無需透過主辦承銷商的「關係

代理」而在承銷團組成中居主導地位，此乃國內承銷活動迥異於西方文獻

的實證結果。本研究並分析了協辦承銷商與發行公司之連結特性，亦即，

與發行公司連結的「多」與「廣」。前者形成了承銷商在網絡中結構地位，

後者則顯示了承銷商的弱連結現象。 

第三個研究根據網絡理論與研究二之訪談發現，驗證研究二的發現與

分析對承銷商績效的影響，並提出 2 個假說，探討承銷商在產業中的網絡

結構地位直接影響承銷績效，與同時透過弱連結影響承銷績效。 

研究結果發現，承銷商在網絡的結構地位愈高，其承銷績效愈佳；而

且，網絡結構地位愈佳的承銷商愈傾向透過維持與其他承銷商較弱的連結

關係正向影響其承銷績效，兩項假說均獲支持。國內的承銷商之間普遍維

持較弱的連結關係，承銷商與其合作之主辦承銷商關係連結強度愈弱，則

其承銷績效愈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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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研究結果，現再進一步說明研究發現與文獻的關係： 

一、弱連結優勢 

 Granovetter 的弱連結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Granovetter, 

1983; Granovetter, 1973)係因在弱連結的關係連結中，透過鬆散連結的各種

異質的連結管道，較能取得多樣且新穎的資訊；而就傳播速度來說，對於

不複雜的知識和資訊，弱連結也能較強連結加速傳達(Hansen, 1999)。 

然而，就企業層次而言，企業之間的弱連結關係可以讓組織廣泛地去

尋找相關資訊，提高各種機會的效率(Hirchman, 1970)。以金融業的借貸關

係來說，與貸方維持弱連結關係不但可以擴大其潛在貸方來源，還可以增

加借方在這些潛在貸方之間游走議價的能力(Eccles & Crane, 1988)。 

 除了得以擴大潛在合作對象之外，維持一個鬆散的連結網絡(a large 

network of arm’s-length ties)尚有降低各種不確定性所帶來的風險，這些不

確定性包含了外在環境的不確定性(例如金融業的金控法、承銷新制等法規

變動)、組織本身的不確定性(證券商購併或被購併而改變企業整體策略目

標)，對一個組織而言，不確定性情形愈高時，組織愈傾向採取弱連結以保

有足夠調整的彈性來因應。 

承銷商以其各自所擁有的關係、資源與能力在各種承銷資訊並非獨享

或不對稱的情況下，即係以廣泛的弱連結來擴大潛在合作對象，增加合作

的機會；而且承銷商在過去近十年中同時面對了上述外在環境及組織本身

的不確定性，因而呈現出組織間必須藉由弱連結的優勢來提高績效的現

象。 

二、網絡結構地位影響組織合作 

 一家企業若在網絡中佔據一個愈有優勢的位置(position)，代表該公司

的核心度愈高，因此愈能接近其網絡成員(Podolny, 1993 ; Tasi, 2001)。核心

程度高的企業其在資源與能力方面均有別於核心程度低的企業，因此得以

與其他企業進行合作的機會與條件亦大為增加(Lavie & Rosenkoph, 2006; 

Raesfeld & Roos., 2008; Greve,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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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核心程度高之成員未必指某一個成員，因為「核心」是程度上

的問題，可以是許多人共同分享的角色(司徒達賢，2001)，由於地位相似

在物以類聚的社會互動中產生的信號角色 (signaling role)、競爭同形

(competitive isomorphism)的過程中產生的相似營運系統和實務、雙方在成

本和效益上的分擔和分享較為公平(Chung et al., 2000)，而事實上，組織間

合作之維繫，經濟利益往往是最優先的考量(張苙雲，1999)，因此上述企

業間的合作乃常見於網絡中核心程度或地位相似的夥伴間的資源交換行

為。 

位在網絡核心程度較高的承銷商，其不論是來自本身的主辦專業能力

還是來自所屬集團的整體資源，均是其與其他地位相似的承銷商合作的強

力後盾，彼此在公平對等的利益交換下，自然較其他核心程度較低的成員

之間的合作來的多。 

三、網絡特質間的相互影響 

網絡的特質之間可能會有相互影響的效果存在，一個網絡特質的影響

效果也許會視另一個網絡特質的影響，例如組織採取強連結或弱連結所欲

達到的策略效果可能需視其在網絡中的地位而定(Shipilov, 2005)；而網絡

的核心地位的增加亦有可能影響合作連結的形成(Gnyawali & Madhavan, 

2001; Gulati & Gargiulo, 1999; Kenis & Knoke, 2002)，亦即網絡核心地位的

增加得以讓組織較容易採取與更多、更廣的對象合作的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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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研究問題與假說之實證結果匯整表 

研究 研究問題 研究

方法 

對應假

說/發現 

假說/發現內容 自變項/中

介變項 

因變項 結果 參考依據 

1 

 

 

主辦承銷商之網絡連結關係強度與其承銷績效

呈正向關係。 
關係連結

強度 
承銷績效

(主辦) 
不支

持 
表 3-5 一 主辦承銷活動

中，承銷商強

弱連結關係如

何影響主辦承

銷績效 
 

次級

資料

量化

研究 
1-alt 主辦承銷商之網絡連結關係強度與其承銷績效

呈負向關係。 
關係連結

強度 
承銷績效

(主辦) 
不支

持 
表 3-5 

1 協辦承銷商透過各種關係、資源與能力得與發行

公司建立直接連結，主辦承銷商位於發行公司與

協辦承銷商之間的居中代理地位並不明顯。 

- - - - 

2 協辦承銷商之資源與能力使其得以與建立更多

的連結，亦即爭取到更多的協辦機會。 
- - - - 

二 發行公司如何

與協辦承銷商

產生直接的連

結關係 

個案

訪談

質性

研究 

3 協辦承銷商之連結「多」並非透過與發行公司之

「深交」取得其所有發行案件之協辦機會；而係

「廣結」多家發行公司連結取得許多協辦機會。

- - - - 

1 承銷商在網絡中的結構地位與其承銷績效呈正

向關係。 
網絡結構

地位 
承銷績效

(協辦) 
支持 表 5-5 

模式二 
三 協辦承銷活動

中，承銷商在

網絡中的結構

地位如何直接

以及藉由弱連

結關係影響協

辦承銷績效 

次級

資料

量化

研究 
2 

 

承銷商之關係連結強度在其網絡結構地位與承

銷績效之正向關係間，具有中介效果。 
網絡結構

地位 
關係連結

強度 
 

承銷績效 
(協辦) 

支持 表 5-5 
模式四、

模式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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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貢獻與實務意涵 

企業間關係(inter-firm relationships)及網絡的相關議題是近二十年來逐

漸被組織和策略管理領域關注的議題，也是成長相當快速的研究領域，以

網絡觀點解釋組織間的合作行為儼然已成為一門顯學。本論文以過去研究

較少關注的承銷商之間的合作關係為出發點、涵蓋承銷團中涉及與發行公

司的合作關係(非主辦與發行公司)，希望藉由網絡理論的觀點，探討國內

承銷商之間的平行關係，其中如何受到承銷商與發行公司之間的垂直關係

而影響承銷績效，實證研究的結果對理論與實務的貢獻分述如下： 

一、理論貢獻 

(一) 涵蓋平行與垂直網絡分析方式 

 以網絡觀點來解釋社會中之個人行為的現象，近十數年已延伸至社會

中的組織行為的研究，包括組織與策略管理領域(Gulati et al., 2000; 

Lorenzoni & ferriani, 2008)，無論是探討知識分享與知識移轉的知識網絡

(Hansen, 2002; Marouf, 2007; Reagans & McEvily, 2003)，抑或供應鏈廠商間

的策略聯盟或策略網絡(Gulati, 1998; Gulati et al., 2000; Sytch & Gulati, 

2008)，研究的成果雖然相當豐碩，但大部分係以產業中的上下游垂直關係

網絡或是組織間的平行關係網絡為主的分析方式。 

尤其是對 IPO 市場的承銷商的外部網絡分析，過去文獻有探討投資銀

行與發行公司之間的垂直關係(Baker, 1990; Gulati & Higgins, 2003; Higgins 

& Gulati, 2003)，亦有探討投資銀行彼此之間的平行連結關係(Chung et al., 

2000; Li & Berta, 2002; Li & Rowley, 2002; Song, 2004)，但較少同時涵蓋此

二看似無關但—至少在國內的承銷市場中—卻是關係密切的網絡分析。因

此本論文藉由網絡分析方法，將主辦承銷商、發行公司、協辦承銷商三方

的網絡關係以質化和量化的分析方式將三者的關係視為一個開放性網絡

的現象。 

早期的 Coleman(1988)認為網絡的效益是來自封閉性的網絡，藉由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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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系統中連繫緊密的社會網絡所形成的行為規範而提高成員之間的

可信度，形成一個特殊的團體，由此將機會壟斷，彼此共享網絡的利益。

但是 Burt(1992)認為關係鬆散的社會網絡，機會更多，網絡利益也才能藉

此產生。本研究觀察國內承銷商並無所謂的共同行為規範，其連結關係鬆

散的現象，似乎反應了 Burt 所說將封閉系統打開，甚至與發行公司的垂直

網絡結合，機會更多，更易享有網絡利益。 

(二) 網絡觀點與交換理論的結合運用與實證 

 過去文獻在引用交換理論來描述行動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時，重點較強

調有價值事物的交換，換言之，較強調交換的內容；而文獻在引用網絡觀

點來描述行動者之間的交換關係時，重點則較不著重在交換的內容，而是

連結本身與結構，也就是視 ties 為一實質內涵的線還是僅是一條連結的線

之區別，前者低估了社會結構有其理論上的意涵，後者又稍微低估了個別

行動者的考量。 

本論文雖主要以網絡觀點來看國內承銷商的連結關係及結構，但在研

究的過程中，透過質性的個案研究，同時又將焦點放在交換的內涵上，此

兩種取向結合的實證研究對於社會及文化現象能提供更為廣泛且有利的

解釋(Cook & Whitmeyer, 1992)。 

二、實務意涵 

國內承銷商雖積極努力朝向 total solutions 的投資銀行業務方向發展，

但其最重要業務仍在參與發行公司在股權或債權的初級(即 IPO)和次級市

場中發行案件之承銷業務，對所有的承銷商而言，無論是往上向發行公司

爭取主辦權或協辦機會，抑或橫向爭取與其他承銷商共同銷售、完成承銷

工作，最終都是希望能反映在其無論是以市占率還是以承銷收入來看的承

銷績效，進而增加公司的經營規模與範疇。 

然而能夠影響承銷績效之所有可能因素何止千百種，其間之關係亦應

極為錯綜複雜，本論文不在於提供一完整的分析模型，但期望以一般對於

承銷商之實證文獻均係以財務相關理論不同的社會網絡理論為分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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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嘗試對實務之決策者提供另一種不同的思考方向，以下即針對本研究

之結論，提出對實務上的決策參考。 

(一) 運用網絡外之網絡關係擴大網絡內潛在合作對象 

承銷商應與潛在的合作對象維持弱連結的關係對於其爭取承銷機會較

有助益，而仔細探究承銷商之潛在合作對象經由研究二的個案訪談得知，

大多係指發行公司。因此，如何擴大網絡內的潛在合作對象對於承銷績效

的提高就具有策略上的意義了。 

承銷商可以跳脫網絡內關係不連結的侷限，運用網絡外的網絡關係來

影響網絡內的發行公司，繼而影響主辦承銷商。亦即，承銷商也許在網絡

內沒有可資交換的資源或優勢，但承銷商可能與發行公司之上游重要供應

商、下游重要客戶、甚至策略聯盟夥伴之間存在合作關係(例如財務諮詢與

規劃、策略性投資人之引進等)，例如研究二在個案訪談時的 D 證券，該

承銷商即積極運用此一策略，因為網絡與網絡之間也會存在互通有無的互

惠關係(司徒達賢，2001)，換言之，承銷商可運用其在網絡外的網絡關係

擴大其在網絡內的潛在合作對象，達到其提高承銷績效的目的。 

(二) 培養本身能力或運用集團整合資源提高在網絡內之結構地位 

 承銷商在網絡中的結構地位愈高，其對承銷績效愈有正向影響，回顧

個案研究，此係透過兩種機制，其一為承銷商本身的專業能力；其二為承

銷商所隸屬集團(或金控)的系統資源，因此承銷商可透過培養本身的主辦

專業能力和積極利用集團整體的系統資源來達到對其承銷績效的正向影

響，以下分別說明之。 

1.培養本身主辦專業能力 

 承銷商在爭取承銷案件時，由本論文可知其乃一種互惠交換的過程，

且大多係以手中所握有的主辦案件之交換，即便手中並未有主辦案件可資

交換，但是透過向發行公司爭取主辦承銷案件未果的同時得到協辦機會者

亦較多，本論文在個案訪談時的 E 證券，即採取如此策略，該公司六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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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總經理上任時，即執行每年至少要主辦一個承銷案件，逐漸培養本身

的主辦專業能力，觀察該公司過去歷年來的承銷績效(協辦)，確有愈漸活

躍之趨勢。 

 若將衡量承銷商之結構地位之程度居中性註一以向內居中性和向外居中

性依據學者二分法的標準(Cureton, 1957; D'Agostino & Cureton, 1975)再各

分為高、低兩組總計四類的分類方式來看，E 證券在過去七年的結構地位

提升之演變係由被其他承銷商參與和參與其他承銷商均低的地位，逐漸提

升到被其他承銷商參與低但參與其他承銷商高的地位，再演進到二者均高

的結構地位(如圖 6-1)。 

 

 

 

 

2.積極利用集團整體的系統資源 

 整體集團所為子公司創造出來的優勢有助於創造與其競爭對手相抗衡

的利基(司徒達賢，2001) (Moore & Birtwistle, 2005)。承銷商在集團體系若

原就以主辦為承銷業務之策略方向，那麼在加入金控下，更無非如虎添

翼，可以運用整合後之系統資源，廣泛與各潛在合作對象進行互惠交換，

提高包含主辦與協辦之整體承銷業務績效；但若非以培養主辦之專業為策

略方向，仍可積極整合並利用所隸屬集團的系統資源來創造其可資與發行

圖 6-1  E 證券結構地位之演變 

 

Indegree (高) 

Outdegree (高) 

Indegree (低) 

Outdegree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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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或主辦承銷商交換的資源，尤其是與發行公司之間的交換關係。 

承銷商所隸屬的集團，尤其是金控，資源整合愈佳者愈能創造出集團

的綜效(synergy)，此時與潛在合作對象交換的就不一定是承銷業務本身的

主辦案件，而是該集團或金控與發行公司多元服務下所產生的利益交換。

本論文在個案訪談時的 G 註二證券，隸屬於 HK 金控，該公司承銷業務並非

以主辦案件為主，但透過金控之系統資源，過去歷年來在協辦市場上的平

均金額市占率均高於大多數以參與協辦為主要策略的承銷商，甚至高於一

些在市場上經常主辦發行案件的承銷商。 

另一個案訪談的 H 證券註二，隸屬於 CF 金控，該證券透過金控納入的

證券公司之整合資源，其結構地位的演變與上述 E 證券路徑不同，在過去

七年的結構地位提升之演變係由被其他承銷商參與和參與其他承銷商均

低的地位，逐漸提升到參與其他承銷商低但被其他承銷商參與高的地位，

再演進到二者均高的結構地位(如圖 6-2)。 

 

 

 圖 6-2  H 證券結構地位之演變 

 

Indegree (高) 

Outdegree (高) 

Indegree (低) 

Outdegree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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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論文運用網絡觀點，先以西方實證文獻所提出之架構運用於國內之

承銷產業為出發點，以量化、質化、再回到量化的系列研究的方式先後探

討主辦承銷商的連結關係、發行公司與協辦承銷商的連結關係、以及該關

係所形成承銷商在協辦市場的關係結構與其承銷績效的關聯。 

經過文獻回顧、次級資料整理與個案研究，到對全體承銷商的實證分

析結果，除先導的、對於主辦承銷商的假說未獲支持外(此亦為本研究之得

以繼續進行更深入探究的最初原因)，後續經個案訪談所發展的實證架構及

所推論之假說均獲得支持。但針對研究過程與分析結果，不可諱言的，本

研究仍有其限制，值得後續研究探討。 

首先，網絡觀點係源自社會學理論對於個人層次的連結關係之研究，

近十數年雖已逐漸運用至組織層次的連結關係，但早期由 Granovetter(1973)

所提出之四個構面—時間的投入(time)、情感的濃度(emotional intensity)、

彼此的親密度(intimacy)以及互惠服務(reciprocal services)的總合並不完全

適用於組織層面，傳統上若以初級資料的問卷詢問為主要衡量方式，則易

導致雙方被詢問的對口單位的不同而導致同樣的兩家組織之間有不同的

連結關係程度，並非客觀的組織層次的連結關係；若以次級資料之蒐集為

主要的衡量方式，雖然較為客觀且一致，但本研究依據過去實證文獻所使

用的衡量計算方式，雖已經過稍加修正使其更為接近組織連結的內涵，但

卻仍然會有在研究過程中產生的問題：「強」與「弱」和「廣」與「窄」

究係連結關係的一個構面或是兩個構面? 雖說參與廣度高者，由於合作或

交易的對象多，因此在介入程度上往往不深(司徒達賢，2001)，此亦為本

論文對此二概念有對應關係之前提假設。未來研究可以採取客觀的次級資

料同時搭配主觀的訪談資料，更細緻化組織層次關係連結的衡量。 

其次，本論文在個案研究中所發現之協辦承銷商透過關係、能力及資

源等與發行公司直接連結屬於國內承銷市場頗為異於西方承銷業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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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就發行公司的連結來說，其與主辦承銷商的連結和其與協辦承銷商的

連結在本質上有何不同? 在更細部連結內容上又有何不同? 礙於篇幅、資

源與時間，研究二僅就該連結對於協辦承銷商之「多」與「廣」的特性做

細部分析並以次級資料於研究三繼續實證，未來的研究可在發行公司累積

之發行資料足夠時，將上述之發現，進行更深入的驗證及分析。 

再者，在對全體承銷商的實證過程中，「承銷新制」的虛擬變數對承銷

績效甚至承銷商間的關係連結強度的負面影響亦是未來值得探討的課

題。國內證券主管機關為導正過去承銷商過度依賴包銷股票之資本利得扭

曲了承銷商應以對發行公司的承銷專業服務賺取手續費的現象，在 2005

年正式實施的承銷新制，對全體承銷商而言，衝擊不小。以制度邏輯

(institutional logics)的觀點而言(Suddaby & Greenwood, 2005; Thornton, 

2002)，對於承銷新制這樣的體制改變所造成對承銷商(社會行動者)的組織

策略和與其他承銷商的合作行為有何影響，而這樣的影響又如何改變個別

承銷商的網絡關係與其績效之間的關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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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註釋 

註一：在 UCNET 網絡軟體中，程度居中性(degree centrality)可分為向內程

度(in-degree)居中性和向外程度(out-degree)居中性，若以承銷商來說，前者

係指承銷商被其他承銷商參與的次數(亦即承銷商在主辦承銷案件時，其他

承銷商來參與其承銷案件的次數)；後者係指承銷商去參與其他承銷商的承

銷案件(亦即承銷商去參去其他承銷商主辦的承銷案作為協辦)。 

註二：H 證券和 G 證券在個案研究中，因訪談未逾 30 分鐘，故未列入研

究二之個案簡介及分析中。 


